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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林奎成认为曹操
生前受汉封!" 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
名!" 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
混用!便是违制& 古代礼制要求严格!

对他的称呼只能是" 武王%!绝不可能
是" 魏武王%&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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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河南中润奇瑞汽车
#$

店获悉!曾
在北京车展引起业界轰动的新一代奇瑞

!%

在
&

月抢滩登陆郑州& 据店内项目经理杨雷
介绍!新

!%

样车刚到店露相!就有络绎不绝
的客户前来咨询& 目前该店全面接受广大消
费者预订! 预订期间的客户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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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装
饰大礼包赠送!先到先得数量有限!送完为
止& 该

)$

店还将在大河车展期间于
&

月
*+

日
在郑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上市发布会!

诚邀广大消费者参与到现场丰富多彩的活
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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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市的奇瑞新
!,

共有
&

款车型! 排量为
-.+/

和
-.&/

两种!车型颜色包括狼堡灰$徽墨黑$爱
琴海蓝$纳斯达克银$激情红$炫金黄总共

+

种!提
供了丰富的选择&不同的是!新

!,

匹配了焕然一新
的内饰设计! 彰显出更具运动感的时尚气息和高
品质的精致做工& 同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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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上搭载了发动
机领域的" 科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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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并在三厢
尊贵型上加入大尺寸观景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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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新
!%

的最大改变在于采用
了拥有领先技术的

0112

发动机!新发
动机配备了双可变正时气门和可变长
度进气歧管系统!全面领先同级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奇瑞新
!%

油耗仅仅只
有
+.3/

!远低于工信部制订的
4.%/

节能
车标准!可见!这款发动机的动力表现

和节油性能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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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发动机的改变! 内饰的变化更是令人眼
前一亮& 虽然北京车展上展出的奇瑞

!%

乍看与正
在销售的

'(-(

款外观几乎没有区别! 但是进入其
中就会发现它别有洞天& 奇瑞新

!%

采用了全新的
双色搭配内饰风格! 优选绿色环保材质有效控制
内饰气味!优化的结构布局更加人性便捷!新

!%

的内饰改变在中系车为人诟病的内饰短板上!算
是下足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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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提的还有奇瑞新
!%

的电动天窗!

它不仅可以增加车内空气流通的速度! 使消
费者在行驶中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 还能在
炎夏打开天窗!实现快速降温的目的!绝对是
豪华车的必备配置& 不仅如此!奇瑞新

!%

的
电动天窗还拥有防夹手功能! 有效保护了操
作者的安全&

事实上!无论是动力革新还是内饰升级!

都足以成为任意改款车型的亮点! 而奇瑞新
!%

却一鼓作气同时推出拥有领先技术的
0112

发动机和全新内饰!可谓是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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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北环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
3((

米路南
( 省汽车交易中心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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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西路
--+

号( 交巡警二大队东邻)

操!又有人为你斗嘴了
',位专家质疑曹操墓造假!国家文物局称质疑不影响官方认定
!"#$%&'()*+,-!"#.(/012'3(456789

'-

日!以倪方六为首的
',

位专家学者认为!" 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
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等行为& 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随后表示!到目
前为止!质疑不会影响之前的官方认定&

" 纷争%之中!有网友对质疑动机表示怀疑!也有人认为曹操墓争议不
断!是因为结论下得" 太急%&

纷争起源于
&

月
'-

日在苏州召开的三国
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
',

位专家学者!对曹操墓
的真实性进行了反驳*安阳+ 曹操墓%在发现和
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

主要质疑点有三!, 鲁潜墓志-上+ 年%字
不符合当时书写规范!是文物贩子埋下的+ 地
雷%.+ 魏武王%是谥号和冥名混用!是违制.出

土的画像石刻工水平低下!是伪造&

有人出招!自然也有人接招&

我省文物局专家郝本性及社科院相关
专家也都进行了回应&

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则称!到目前为
止!质疑不影响之前的官方认定& 并透露!曹
操墓已正式申请纳入国家级文保单位!正在
等待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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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
李路平说!, 鲁潜墓志-中有一个+ 年%字!

写法几乎和现在一致! 不符合当时的隶
书书写规范&同时!曹操墓出土+ 魏武王%

石碑中!+ 武%字与, 鲁潜墓志-中+ 武%字
写法一样!把+ 止%部写为+ 山%!或写为

+ 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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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网友认为! 人们如此关心
曹操墓真伪本身是件好事& 百姓只
希望专家好好讨论真伪! 行政不必
急于参与! 特别是搞成旅游点和申
报世界遗产的做法!急功近利& 匆忙
定论又匆忙开发! 地方政府在考古
开发$征地建设中的+ 积极表现%!让
人不得不警惕&

有评论认为! 曹操墓争议的根
源!就在于结论下得太急!又太急于
把考古发现+ 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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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真伪之争烽烟再起! 也引发了诸
多网友的关注& 网友分为两大类!一类抨击质
疑者炒作!一类指责曹操墓的认定太过匆忙&

网友+ 雁过斜阳%说!安阳方面!确实需
要拿出更好的证据!尤其在现阶段!用+ 是
曹操墓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样的表述比较
好&至于质疑方!用这样激烈的语言进行所
谓质疑!不能不给人留下受人指使的错觉&

杭州的一位网友说!学者可以质疑!平
心静气地讲道理$摆事实!说明不是曹
操墓它是什么& 但目前这种质疑已超
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这是一种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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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研究专家黄震云说!

已公布的画像石图片是仿照山东嘉祥的
汉代画像石!但其具体内容连山东考古界
也没搞清楚& 而作伪者认为这和曹操身份
符合& 恰恰闹了笑话&

其次!从画像石风格来说!作伪者刻
工水平低下!用现代工具开槽太深!边框
斜打太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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