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瑞金市鸿诚饭店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 :036001800104袁
发票号码:04053073袁 特此
声明遥

绎 野瑞金香山生态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冶财
务章壹枚遗失袁 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
的第 362102197306151797
号渊陈家福冤身份证遗失袁
特此声明遥

绎方友福持有的证
号为 0103050030 号土地
使用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
象湖镇河背街黄枝塘 15
号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都市周刊06 传奇 姻2018年 12月 4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温庆本

发票联丢失声明
我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收寄瑞金市移动公司一邮件 袁 邮件号码 院

1047066093323该邮件内件为五张专用发票联及四张普通发票发票联共九张 渊发票名
称尧发票代码及发票号码见附表冤袁因野双 11冶进出口邮件量大导致该邮件寄往赣州移动
公司途中丢失遥

附表院

特此声明浴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市分公司瑞金营业部

2018年 11月 30日

发票名称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3300182130 04281771
江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3600164130 06296725
江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3600172130 02843373
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3500172130 03405867
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3500172130 03405868
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036001800104 18893259
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036001800104 18893258
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3600173350 00722334
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3600171350 02626449

注销公告
瑞金市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360781210022834冤 经股东
会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员院 杨敏尧 刘海明尧 周文超尧钟
亮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华林南路邮
政储蓄银行旁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杨敏
联系电话院18270791997
瑞金市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03日

1864年袁 太平天国的末日终于来
临遥首府天京(今南京)陷落后袁湘军如洪
水猛兽般地进入天京(今南京)袁烧杀奸
淫袁肆意抢掠袁地毯式洗掠全城达三日
之久袁可称得上是挖地三尺袁捞尽了天
国首府里所有的浮财遥 但这些财宝究竟
身在何处袁却是一个至今未解的谜题遥

野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冶
湘军攻克南京袁曾氏弟兄听凭湘军

掠取浮财遥 曾国藩奏报同治帝搜查野贼
赃冶的情况袁说除了二方野伪玉玺冶和一
方野金印冶外袁别无所获遥

曾国藩以野挺经冶之法袁以野此心耿
耿可对君父冶的赤诚袁明明白白地上奏
野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冶袁顿时袁物议沸
腾袁多以其奏为谎言曰晚清经学家尧文学
家王闿运写诗说野曾侯工作奏袁言钱空
缕覼冶袁意即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袁怎
么会野全无货财冶呢袁谁信钥

朝廷对曾国藩还是十分信任的袁曾
摺奏闻七日后袁便迅速下达了一道野理
解万岁冶的批谕院逆掳金银袁朝廷本不必
利其所有遥 前据御史贾铎具奏袁故令该
大臣查明奏闻遥 今据奏称院城内并无贼
库曰自系实在情形遥

天京究竟有没有藏宝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袁曾国藩与曾国

荃都审讯过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野擎天
柱冶袁 其中有一条问院野城中窖内金银能
指出数处否钥 冶李秀成就利用自述来对
付曾国藩遥 他在自述里十分巧妙地作了
委婉叙述袁然后分别引出野国库无存艮
银米冶尧野家内无存金艮银 冶的结论袁搪塞
了曾国藩遥 当时天京城陷时袁全城的口

号是院野弗留半片烂布与妖 (太平军对清
兵的蔑称)享用浴 冶

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袁一
直就有洪秀全窖藏金银财宝的传说袁
野金银如海冶之说遥 攻打南京城的湘军十
分相信这个说法袁待到破城之日袁湘军
四处掘窖袁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野凡发
掘贼馆窖金者袁报官充公袁违者治罪冶的
命令遥 就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里袁
也公然提出野掘窖金冶的话遥

按太平天国的财产管理制度袁所有
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野圣库冶袁人
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袁百姓
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
斩遥 这种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
集中袁为窖藏提供了可能遥 野圣库冶制度
在太平天国后期野天京事变冶后已名存
实亡遥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院野昔
年虽有圣库之名袁 实系洪秀全之私藏袁
并非伪都之公币遥王长兄(指洪秀全)尧次
兄(指杨秀清)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
银米遥 冶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袁太平天国
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袁野圣库冶财富已成
洪秀全的野私藏冶遥 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
便脱离了群众袁避居深宫袁十年未出遥 如
果没有其亲许袁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王
府袁对其他异姓诸王更是猜忌日深遥 天
王府成为他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
方袁如果要窖藏的话袁最有可能就在天
朝宫殿地下遥

据历史文献记载袁当年天王洪秀全
在南京建天朝宫殿时袁自然是倾野全国冶
所有袁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袁其他王
府也都藏有金银珠宝遥 据叶淞沪随笔曳记
载院野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袁均已搜掘
净尽遥 冶既然别的王府尚且有窖金袁天王

府就更不应该没有遥
天王府当时并没有被湘军全部毁

掉袁有不少还未烧尽袁当年的核心建筑
野金龙殿冶依然存在袁百年来袁从来没有
对其地下进行过勘查遥 野金龙殿冶下边到
底有些什么钥 天朝宫殿地下有没有藏
金钥 真是扑朔迷离遥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袁还有军阀要掘
太平天国窖金发财遥 但不知什么原因袁
最后没下手遥

有关藏宝的两种说法
湘军入城后袁曾国荃的部队是最先

进入天王府的袁相传曾国荃挖得洪秀全
的藏金而入私囊袁 最终为毁灭证据袁一
把大火烧了天朝宫殿遥 清人有笔记记
载袁洪秀全的窖金中有一个翡翠西瓜是
圆明园中传出来的袁上有一裂缝袁黑斑
如子袁红质如瓤袁朗润鲜明袁皆是浑然天
成遥 这件宝贝后来居然在曾国荃手中遥

当年湘军劫掠天王府时搜查得很
仔细袁甚至连秘密埋在天王府内的洪秀
全遗体都被挖了出来袁焚尸扬灰遥 一大
批窖金怎会发现不了呢钥 所以袁曾国荃
得窖金的说法有许多人愿意相信遥

另有记载院野宫保曾中堂(指曾国藩)
之太夫人袁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湖南)袁
护送船只袁约二百数十号遥 冶如此多船只
运送袁不能不让人怀疑是曾氏弟兄在给
老家送掠来的窖金遥

清代文人李伯元叶南亭笔记曳记载院
野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遥 除报效若
干外袁其余悉辇于家遥 冶忠襄即曾国荃袁
说他攻占南京竟然有千万收入遥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驴尧王豆腐靠太
平天国窖金致富遥 近代学者胡朴安叶中
华全国风俗志窑南京采风记窑人品绰号曳
载院野宁俗好以绰号呼人遥 暴富人家袁皆
有绰号遥 如王豆腐袁即其家曾业豆腐也曰
蒋驴子袁即其先有人赶驴子也遥 冶位于城
南三条营二十号的蒋寿山故居主人袁就
被人戏称野蒋驴子冶遥 蒋寿山袁苏北淮安
人袁为人诚恳忠厚遥 前清咸丰年间袁其父
淮安人袁蒋驴子随父流落南京以赶驴为
业遥 太平军攻破南京后袁蒋驴子投军养
马遥 被忠王李秀成赏识袁升为驴马总管遥
据说得到太平天国的窖藏袁 而富甲江
南袁人称蒋半城遥 大富商王豆腐也相传
是靠得到太平天国的宝藏而富起来的遥

石达开藏宝之谜
除天京藏宝之谜外袁太平天国还有

一个藏宝之谜遥
据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叶宝藏的

故事曳记载袁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

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袁把军中大
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遥 石达开当
时还留有一纸宝藏示意图遥 图上写有
野面水靠山曰宝藏其间冶八字隐训遥

石达开袁广西贵县人遥 太平天国首
封之五王之一袁为翼王遥 石达开早年在
家务农袁1851 年拜上帝会于金田起兵
后袁任左军主将遥 同年 12月袁在永安被
封为翼王遥 1856年野天京事变冶后袁石达
开在天京奉洪秀全命辅政遥 后因洪氏兄
弟揽权袁 于 1857 年潜逃出走到安庆遥
1863年 5月袁石达开的太平军到达大渡
河边遥 当地土司千户王应元拆桥防御袁
太平军进退无路遥 6月 13日袁石达开向
清军请降以救全军袁 于 6月 25日在成
都被凌迟处死遥

抗战期间袁 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
秘密调了 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袁在大
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袁 工兵们
从山壁凿入袁豁然见到 3个洞穴袁每穴门
均砌石条袁 以三合土封固遥 但是挖开两
穴袁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遥

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袁为蒋介石
侦知遥 他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
博士等率领 野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冶
前去干涉袁并由野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冶
等电告禁止挖掘遥 不久袁刘湘即奉命率
部出川抗日袁 掘宝之事终于被迫中止遥
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院该三
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袁似非为太
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遥 石达开究竟在这
里有没有藏宝袁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遥

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是袁在重
庆南川市铁厂坪有段传说袁当年石达开
西征途中曾经路过南川袁留下了一批宝
藏袁只要找到了一座名为野太平山冶的位
置袁就能找到石达开宝藏遥

两地的文物部门都肯定了石达开
部队在当地的活动袁 说袁野至于宝藏袁不
好解释袁找不到东西冶遥

在重庆南川市袁 当地盛传的说法
是袁找到了野太平山冶袁就可能找到石达
开的宝藏遥 据叶南川县志曳记载袁石达开
率部经过合口河到桥塘袁 沿路军纪严
明袁在老百姓家用饭袁都会把银子留下遥
南川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黎说院野这是
我们在县志里查到关于石达开唯一的
文字记载袁至于在太平山藏宝的传说无
法求证遥 冶

和世界上所有的藏宝之谜的复杂
性一样袁太平天国的两大藏宝之谜至今
仍未解开遥 仅靠文物部门的力量肯定是
不够的遥 我们希望这些埋在地下深处的
宝物能早日重见天日袁以造福人民遥

刘继兴

太平天国两大藏宝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