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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泛泰 高额制造折叠机PN--16

 

泛泰近日在网上曝光了其首款WindowsMoce体系的智能手机PN-820，该机同时也是一款3G手机，它

采取了最新的WindowsMoce5.0操作体系:htttp://，双彩网首页。并基于Smartistic crearoundionphon... 全

体&gt;&gt;

 

之前我们一经为大众先容过不少Sidekick机型，Sidekick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奇怪的侧滑全键盘策画:PN-

HLV能力巴流量计 -- 零售网，具有操作畅快、键进文本消息方便等特征。此外，采取此种... 全体

&gt;&gt; 共4篇 1 诺基亚X3-02试用评测 Android 2.2新机 HTC Desire Z赏玩 引领商务时髦 酷派8900评测

运用篇 精英人士必备的“金属饰品” AFTI A8评测 边拆边解说 苹果iPhone 4拆解评测 频道精华更多

 

双模Android手机 复兴R750多图赏玩

 

外形效能均有创新 HTC宣布5款WP7手 手机品牌排行更多 Nokia/诺基亚 Swmainly end upcausesung/三

星 Lenovo/联想 SonyEricsson/索爱 Sharp/夏普 Motorola/摩托罗拉 LG dopod/多普达 宏达 Blair

coolingkBerry/黑莓 手机日排行更多 巨屏智能怪兽 摩托罗拉DROID X神器评 实惠Android 摩托罗拉

XT3试用评测 塞班侧滑文娱强机 全键盘诺基亚C6评测 E系列全键盘 诺基亚E5/E72比力图赏 一台赚

4000 港行iPhone 4价钱全揭秘 双卡双待超长待机 飞利浦X510商务机评 外形奇特 摩托罗拉MB508迷糊

谍照放出 Android投影手机 三星I8520首发评测 天翼新机 诺基亚500万滑盖C5-02首曝光 对讲机与手机

合二为一 华为C7300助力 手机周排行更多 16GB版4353元 苹果官方颁发香港iPhon 侧滑版5230 玄色诺

基亚C6试用评测 全线搭载Android2.2 HTC四款行货手机 QWERTY渐成支流 8款全键盘手机推举 享用

视觉盛宴 6款AMOLED屏手机推举 侧滑智能新机 诺基亚C6与索爱U8i对照 巨屏智能怪兽 摩托罗拉

DROID X神器评 滑盖原理揭秘 诺基亚C6高清拆解评测 电信定制双屏双卡双待 酷派D550评测 三星大

器B7732领衔 双屏翻盖手机推举 关于硅谷动力 | 广告办事 | 版权声明 | 加进硅谷动力 | 研究我们 | 创议

/赞扬 | qq群发站导航 | 列入收藏 泛泰首款折叠双频定制手机 PN--21

 

泛泰公司与加拿大电讯公司前日联结推出了首款定制手机PN-3200，

 

黛安妮饰品-俏丽挂环 　　　　

 

该机采用了双模网络:htttp://，乐彩论坛首页。维持CDMA和PCS，机身装备了1.9英寸的26万色TFT的

内屏，分袂率为17... 细致&gt;&gt; 最新WM5.0 泛泰折叠智能手机P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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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和泛泰这两家手机厂商曾在本年的8月分签定了一份金额高达1亿2900万美金的贴牌合同

:pinknbull craptomair coolinghi 刹时魅力凉拖-pn(SH-194) - ZZIM韩国服装零售网，近日，推出了其采

取翻盖造型的手机PN-310，学习170彩票服务平台。它装备了内外双彩... 全体&gt;&gt; 资讯重心 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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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业界 迷信 数码世界 手机 笔记本 DC?DV

 

家电 台式机 影音 GPS 硬件DIY 三大件 板卡

 

体现器 外设 企业运用 办事器 办公 通讯

 

CIO 商用软件 太平 产品大全 电脑硬件 零件

 

破耗数码 手机 汽车重心 车型库 图片库

 

新车 行情 试驾 IT产品评测重心 游戏│学院│打印│电子书│投影│女性│专题│图片│下载│论

坛│华东│华南 登录注册通行证经销商 随时看世界杯 8款CMMB挪动转移电视手机保举 收费上网利

器 十款维持Wi-Fi手机精选 新一代谷歌体例 Android 2.2前瞻测试 更好的双卡触控采选 LG GX500试用

评测  3G手机 | 廉价手机 | 音乐手机 | 智能手机 | 拍照手机 | 女性手机 | 商务手机 | GPS手机 | 主编博客

手机资讯 | 手机行情 | 手机导购 | 手机评测 | 手机专题 | 手机论坛| 手机图库 | 手机周边  手机品牌专区

诺基亚 | 摩托罗拉 | 索尼爱立信 | 三星 | 夏普 | 联想 | LG | 苹果 | 飞利浦 | 酷派 | 天语 | 多普达 | HTC | 金

立 | 琦基 | 黑莓   代价 1000以下|1000-2000|2000-3000|3000以上   形态 直板|滑盖|翻盖   类型 智能手机|音

乐手机|拍照手机|商务手机 刻下职位地方 &gt; 硅谷动力首页&gt; 手机频道 &gt; PN 210 手机类型 智能

手机 | 3G手机 拍照手机 | 音乐手机 廉价手机 | 女性手机 CDMA手机 | 商务手机 手机评测 专业评测 网

友试用 图片评测 手机导购 侃机类 | 价钱类 效能类 | 外形类 手机行情 促销消息 新品上市 价钱分类

500 以下 | 500-1000 1000-1500 | 1500-2000 2000-2500 | 2500-3000 3000-4000 | 4000以上 操作体系 苹果Mair

cooling OS Windows Moce Android Symbisexualvery good Linux 其他操作体例 手机品牌 三星 | 诺基亚 LG

| 摩托罗拉 夏普 | 索尼爱立信 苹果 | 多普达 黑莓 | HTC 联想 | 飞利浦 酷派 | 其它品牌 摄像头像素分类

300w以下 300-500w 500-800w 800-1200w 1200w以上 亮相FCC 夏普Sidekick机型PV-22

 

 

 

之前我们曾经为大家先容过不少Sidekick机型

 

姓名签名在线设计 签名档闪字设计 签名档设计教程,要大胆说山东史上10大外援15 帕奇尼 桑普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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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进球彩期冷门排行:卡利亚主场进2球造头冷 (11:55)?足彩期任选九场冷门排行：帕尔马主场输

球 (10:46)?搜狐专家姚不可及推选命中足彩期14场头奖 (10:37)?半全场期开奖:桑普多半0全3 头奖1注

190万 体彩福彩 实时开奖 投注 走势图 双球 大乐透 更多&gt;&gt;,Pandora Jewelry; (04:12)?5千万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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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围棋赛 2010赛事月历 一月 二月 三月 月 五月 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10月 11月 12月 更多&gt;&gt;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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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中乙 | 国足 | 国奥 | 足 | K联赛 | 转会 | 春训 | 边 | 其他 更多&gt;&gt; 中国之队 国足 国奥 国青 国少 足

更多&gt;&gt; (06:35)?足亚洲杯倒计时30天 票价平民化最低仅需30元 (20:52)?国足欲征调辽足三小虎 黑

马伤病满营遇幸运苦闷 (18:31)?幻灯：足亚洲杯30天倒计时 薛立揭牌毕妍宣誓 (17:48)?韩端BLOG：重

庆雨天几乎好 集训备战不消暴晒 (13:25)?朱挺李学鹏无望重返国足 实德终离别“零国脚” 中甲联赛

都 广州 沈阳 东亚 湖北 湖南 更多&gt;&gt; (03:28)?中甲俱乐部支持联赛暂停 范志毅称延期没有影响

(18:52)?曝总局专款被体育局挪用 安徽再度萌发去意 (17:23)?被传转会恒大约甲西甲发约请 孙祥面临

幸运苦闷 (14:31)?范志毅：角逐推延并无影响 球员须随时做好打定 (12:38)?湖北队埋头探索延边队 李

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2:37)?延边队星夜到达武汉 金光柱：打湖北方针拿一分 (11:44)?全国哀悼中

甲联赛火速推延 足协发文更改赛程 (11:26)?卫平：恒大烧钱是历史退步 中邦东亚联结创新机

(08:00)?中甲前瞻：都客场欲牢固榜首 探榜眼谁更强 (07:36)?延边抵汉玩“奥妙” 主帅金光柱：老作

风新打 ,c8q354Vibram Five Fingers Shoes 劳力士Rolex手表专柜-520时间网738cb; (04:43)?面对恒大申草

签合同传言 孙祥：首选还是留洋 (04:12)?恒大重金欲引孙祥 薪水与铁帅魅力为加盟要素 (21:09)?中甲

第3MVP：东亚国脚上榜 两大点球刀手PK 中国其他 中乙联赛 大连实德张亚林牺牲 更多&gt;&gt;

(17:02)?官网：蒿俊闵帮马加特创纪录 给新机缘是保守 (12:05)?山东首例网上赌球案宣判 主犯被判5年

罚金360万 (11:58)?曲乐恒车祸10年：在打官司中度 为周洋鸣不平 (04:52)?17岁高中外行机短信下注赌

球 7天欠债1.77万元 (19:37)?幻灯：国安球迷打出有趣标语 黑丝美助阵北京 中超 亚冠 转会 扫赌 冬训

国安 鲁能 建业 申 更多&gt;&gt; (00:29)?山东VS辽宁中超手记载 分红为角逐一特 (00:27)?河南VS北京中

超手记载 三场平局建业从未赢球 (23:08)?泰达锻练两将袖手旁观 王新欣自身详解伤病处境 (22:48)?洪

元硕指导国安心态别飘上天 联赛亚冠比起程火 (22:38)?李本舰：客战绿城已输不起 期待泰达取联赛

首胜 (22:02)?泰达集结备战垫底绿城 阿里汉场上大忙(图) (21:34)?杨旭伤势不明铁卫缝11针 辽足征鲁

能伤病一箩筐 (21:10)?幻灯：泰达备战杭州狂练进击 队员嬉闹场地欢愉 (20:37)?幻灯：鲁能备战伊万

来助阵 韩鹏周海滨苦练 (17:20)?联赛中出彩国度队招手 申无望再出几名新国脚 (15:19)?中超队报：揭



秘陕西杭州低迷 对话新教父马大帅 (11:56)?李树斌：乱世中超无强队 胜利让重庆球员更自尊

(11:55)?幻灯：北京国安新赛季小头照 关键名望补充强援 (10:31)?程晓鹏：改打门将皆因体能不好 多

年替补险服役 (10:20)?盘货建业史上五名帅 唐尧东若下课谁掌帅印(图) (10:12)?孙祥：若离申想去国

外 休假其间连结根基锻练 (09:49)?深足兴起之谜：老板为生计而战 挑战高低的命运 (09:37)?国度队管

理部新主任曹景伟：初二起就迷上 (09:36)?体育总局对新中层下达命令 不合格就马高低岗 (09:32)?东

南狼密谋如何擒领头羊 李毅：气势上压住对手 (09:09)?冉雄飞BLOG：旗帜鲜明挺韦迪“消灭”足协

异己！ (08:45)?中超五帅谁是下课第一 金贵最危险唐尧东半悬 (08:33)?幻灯：搜狐报道足协新空降 全

国媒体争相跟进 (08:30)?足协前中层：我们被韦迪了 他们篡位早已筹划 (08:24)?水军新兵空降足协赴

任 不接事却先考察伙食 (08:13)?不胜舜天还须磨炼 裴恩才：技战术含量不高 (08:02)?韦迪18大语录

：男足争创一流 奥运金牌一大把 (07:39)?鲁能史上10大外援：萨沙门神 两锋将留传奇(图) (06:04)?足

协老炮轰五位新中层空降 韦迪：懂管理就行 (05:59)?深足队长称曾偷师郑智 瞎想进国足愿在深圳挂

靴 球星 球队詹姆斯发作主场胜公牛征婚妙招宝典 手机玩家?明信片?听书?美图 收费软件 | 收费游戏

?公用绪收费铃声 ?搞怪铃声彰显潮特 ?特味铃收费共享 ?签名手机潮流装置 ?绪侣秀出浪漫体验 ?跋扈

自拍真恶搞收费铃 别偷我的菜 老婆守则 我公民币 做要诚实 配合媒体 央视网第一体育 公民网 华奥

星空 CSPN 国际在线 中国网 华商报 生报 京华时报 讯息晨报 北京晚报 西方体育报 都市晚报 羊城晚

报 潇湘晨报 今世金报 广州报 华商晨报 燕赵都市报 北京晨报 晶报 上海热线 上海青年报 华西都市报

半岛都市报 三晋都市报 体育天地MVP 扬子体育报 杂志专区 尚篮 网球 篮天下Dime 网球天地 中国体

育 体育画报 竞赛画报 设置首页 - 搜狗输出 - 付出中心 -搜狐雇用 - 广告任事 - 客服中心 - 联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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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拉丁美洲俱乐部产品 欧洲俱乐部受权产品 阿迪达斯专业装置 更多&gt;&gt;?意大利明星服装秀世锦

赛丁俊晖半场8-1 梁文博救赛点负火箭周详射手榜&gt;&gt; 更多&gt;&gt;第57期：紫髯伯-托马森5月

9UFC终极搏斗113期皇马缩小与巴萨差异徐根宝抢围曾遭耻笑已经叱咤中国足坛的抢围战术，在出

生之初⋯⋯[周详]适用信息 2010中甲积分 射手榜 名次 球队 积分 1 都谢联 9 2 湖南湘涛 6 3 上海东亚 5

4 广州恒大 4 周详积分榜&gt;&gt; 进球 姓名 球队 3(1) 郜林 广州 2 高翔 都 2 比奇 广州 2 朱尼奥 中邦 周

详射手榜&gt;&gt; 精彩谋划 更多&gt;&gt; ?中超队报-祥瑞朱骏博弈 ?2010赛季中甲观战指南 ?中国最缺

乏什么？ ?2010赛季中超观战指南 ?愿意送孩子去踢球？ ?“伪”举国前进OR退步 ?两会呼吁博彩合

?裁判零自首掀更大狂飙 ?中超队报-解析老郎出山 ?中超BIG4战力评测陈诉 ?足协重磅罚单藏玄机？

?谁该是下一个深挖方针 ?豪门涉赌能否一概升级 更多&gt;&gt; 世界杯108将NO.56-神医德罗西 世界杯

108将NO.55-赛仁贵比利亚 世界杯108将NO.54-小温侯库伊特 小罗不牺牲界杯是谁的耗损？ “4000万

”的深思 NBA大门派之南美精灵 世界杯108将系列谋划 寻根究底专家来 体育八卦乐趣多 ?这一年他

们离我们 ?看中超如何被扒掉 ?巴洛特利，鬼OR天赋 ?三大球少帅的危机 ?中国走向何方？ ?老虎伍兹

再就业手册 欧冠 | 西甲 | 英超 | 意甲 | 德甲 | 外洋 | 世界杯 | 欧联杯 | 小贝伤别南非 | 罗纳尔多 | 世俱杯 |

其他 更多&gt;&gt; 外洋 郑智 邵佳一 蒿俊闵 K联赛 更多&gt;&gt; (21:48)?沙尔克已锁定欧冠名额 中国球

员必重返最强舞台 (17:02)?官网：蒿俊闵帮马加特创纪录 给新机缘是保守 (10:19)?恒大欲建世界级球

队 蒿俊闵邵佳一皆上收买名单 (09:29)?波兰甲-董方卓因伤袖手旁观 莱吉亚2-1升至第三 (23:03)?德国

新克鲁姆呼之欲出 星最沙尔克(图) (21:53)?德媒体赞蒿俊闵跑动主动 取悦球迷还需一点进步

(18:41)?郑智遭主帅封仍受罪锻练 英媒赞赏ZZ职业精力 --&gt; 西甲 巴塞罗那 皇家马德里 更多&gt;&gt;

(07:17)?梅西遇穆帅6战0进球 100天踢25场是神都得倒下 (06:39)?西媒叹瓜帅完败穆帅 巴萨翻盘需古迹

皇马获利好 (06:21)?组图：国米逆转穆帅绪庆祝 梅西伊布黯然神伤 (05:59)?20球手保巴萨翻盘火种 年

薪仅60万却两破国米 (13:21)?皇马欲造本身的瓜迪奥拉 佩帅顽固不引退障碍 (10:53)?巴萨冲一里程碑

纪录 恐难终结国米主场42场不败 (09:40)?巴萨翼放言盯埃托奥 菲戈：期待国米进决赛 (09:24)?瓜帅放



励志煽惑巴萨 巨头炮轰欧足联护国米 (08:58)?巴萨主席国外私会必签巨星 皇马新战舰起源于此

(08:11)?西甲最佳阵容：一拯救巴萨 伊瓜因何处胜C罗 (05:04)?梅西备战国米一脸紧张相 桑巴铁卫面

容狰狞(图) (11:21)?组图：巴萨乘坐大巴赴米兰踢欧冠 途经国过夜 (10:05)?组图：C罗新发型向球迷下

跪庆祝 与伊瓜因相拥 意甲 米兰 国米 尤文 更多&gt;&gt; (05:57)?米兰降薪战术惹怒小罗 两百万毁掉红

黑复兴希望 (05:55)?美国大联盟重金约请皮耶罗 斑马王子恐离别意甲 (05:39)?国米王牌一己之力打爆

巴萨 伊布6600万他值若干好多 (11:55)?10美争相为冠军衣 国米罗马教母谁更艳(图) (09:34)?幻灯：因

扎吉旧 模特展火辣身体 (04:38)?国米备战巴萨穆帅闲庭信步 妖童除衫展肌(图) (04:15)?斯内德：皇马

支持国米胜巴萨 盼与罗本会师决赛 (04:15)?穆帅欲制造国米全新阵 奇兵剑指巴萨最大软肋 英超 曼联

切尔西 利物浦 阿森纳 更多&gt;&gt; (22:25)?杰队道出红军复兴独一良方 贝帅点一取代金童 (11:28)?米

兰2000万求购曼联手 英国门神欲加盟杨家军 (11:27)?贝帅：金童替身特地竭力 红军不畏长途跋涉远

征 (10:02)?兰帕德与岳母共进晚餐 切尔西神灯不忘旧(图) (09:58)?蓝军中场最重要一归来 他将变换英

超争冠格式 (09:19)?英超最佳阵容：三大中场绝 热刺3侮辱蓝军 (07:03)?金童替身最安菲尔德秀 居家

男孩终破月球荒 欧冠 更多&gt;&gt; (07:30)?巴萨两年首遭完败 从2-0胜国米到1-3曝哪些命门 (07:17)?梅

西遇穆帅6战0进球 100天踢25场是神都得倒下 (07:02)?国米反面击溃巴萨复仇得胜 奇异蜕变基础全在

他 (06:39)?西媒叹瓜帅完败穆帅 巴萨翻盘需古迹皇马获利好 (06:30)?巴萨国米皆遭黑哨错判 米利托进

球越位在先(图) (06:21)?组图：国米逆转穆帅绪庆祝 梅西伊布黯然神伤 (06:16)?国米超核让皇马悔到

解体 意媒：他已是金球级别 (05:59)?20球手保巴萨翻盘火种 年薪仅60万却两破国米 数据库 英超积分

射手榜 名次 球队 积分 1 切尔西 77 2 曼联 76 3 阿森纳 71 4 热刺 64 5 曼城 62 6 利物浦 56 7 维拉 55 周详

积分榜&gt;&gt; 进球 球员 球队 26 鲁尼 曼联 25 德罗巴 切尔西 23 本特 桑德兰 22 特维斯 曼城 18 托雷斯

利物浦 18 迪福 热刺 18 兰帕德 切尔西 周详射手榜&gt;&gt; 西甲积分 射手榜 名次 球队 积分 1 巴萨 84 2

皇马 83 3 瓦西亚 59 4 马洛卡 55 5 塞维利亚 54 6 维拉里尔 49 7 毕尔巴鄂 49 周详积分榜&gt;&gt; 进球 球

员 球队 27 梅西 巴萨 25 伊瓜因 皇马 20 比利亚 瓦 20 C罗 皇马 17 弗兰 马竞 15 伊布 巴萨 13 洛特 毕尔

巴鄂 周详射手榜&gt;&gt; 意甲积分 射手榜 名次 球队 积分 1 罗马 71 2 国际米兰 70 3 AC米兰 64 4 桑普

多利亚 57 5 巴勒莫 55 6 那不勒斯 52 周详积分榜&gt;&gt; 进球 球员 球队 24 迪纳塔莱 乌迪内 19 米利托

国际米兰 16 米科利系玉树灾区 体育界主动手脚中周星驰自曝是狂热分析搏斗迷卡卡代言“中国金嗓

子”国安取胜鼎力水手破门刘建宏：韦迪面临的最大考验 ?张斌：世界杯的GPG C罗PK梅西 ?孙贤禄

：赢得一对一就获得胜利 ?朱晓雨：解读罗马德角逐后争执 ?李恒昌：鲁能何以被大连瞧不起 热点博

文 ?刘杰：连鲁战还算德比吗 ?海滨猫：下棋只是游戏？ ?谭中军：麦蒂还能行吗？ ?万夫：鲁能要挫

折韦迪？ ?竹千阳：国安深陷胡同 ?久古：连鲁大战生悬念 ?守望者：超级小克 ?破相雨给王仕鹏当陪

衬 ?国安以中超表面去 ?鲁尼疑科尔必将出战 更多&gt;&gt; NBA WNBA 视频 数据 图片 赛程 | CBA 数

据 图片 赛程 | WCBA联赛 更多&gt;&gt; CBA联赛 更多&gt;&gt; (07:41)?篮协捐款195万支援灾区 阿联以

私表面捐20万 (19:18)?徐济：篮协决意耐寻味 解读罚单形式五要素 (17:55)?白鹏飞BLOG：争执配角未

赛 CBA以还变拳击场 (17:36)?篮协公布刑罚广东“吃亏” 宏远高层对此不表态 (17:29)?网友考查:您怎

样对付篮协处理杜锋查尔斯争执？ (17:10)?组图：新疆队热身查尔斯现身 徐国?变身面具侠 (17:04)?组

图：杜锋随广东到达新疆 朱芳雨眼角伤势较着 (15:14)?杜锋随广东到达新疆备战 带芒果回老家精力

尚好 (15:13)?查尔斯将开讯息颁发会致歉 期待与杜锋握手言和 (11:20)?新疆召开颁发会为查尔斯洗冤

称杜锋才是生事者 (11:15)?CBA之“暴力年”：球员为谋生用武力 球迷宣 (11:15)?CBA总决赛演出暴

力一幕 央视切掉画面球迷愤怒 (11:04)?曝邓华德掌中国男篮帅印 信兰：“不便利说” (10:56)?巩晓彬

离任山东男篮主教练 鞠维松一时带队锻练 (10:53)?稠州金牛回应换帅外传 丁伟取代郑武需始末试训

NBA 更多&gt;,Christian Louboutin;&gt; (07:41)?篮协捐款195万支援灾区 阿联以私表面捐20万 (07:35)?姚

明刘翔心系玉树作表率 姚基金已发动支援灾区 (06:46)?尼克斯蓄志追求老米勒 火箭争中锋添一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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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通信展 支撑GPSOne定位 泛泰内外双彩PN218曝光 CNET中国?ZOL 【原创】 作者： 中关村在线

淙粼 义务编纂：马玉泽安卓体系猖狂降价 HTC G7跌至3000元,美国FCC公司（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官方网赚论坛站于北京时光昨天又为我们展现了一款刚刚通过了各

项严厉测试的新机――泛泰PN-218。实在这款即将由移动运营商Alltel公司推出的产品并不是第一次

与我们会晤，此前它曾经以UTStarcom（UT斯达康）的CDM-180的身份与众人会晤，不过当时它还

是一款只能工作在CDMA网络环境当中的手机,pn_gen_vhd_211 通信中常用的PN序列产生器的源代码

全。而本次GSM版本的呈现，也并没有在硬件配置以及内置功效方面进行丝毫的较大升级，也许唯

一的亮点就要算是支撑GPSOne定位功效了。以下便是该机的具体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为

泛泰公司的新款低端翻盖手机PN-218,图为泛泰公司的新款低端翻盖手机PN-218,品牌型号：泛泰PN-

218；,摄头参数：30万像素；,其它功效：语音命令、语音记事、GPSOne定位、日历、闹钟、文本文

档、盘算器、秒表、世界时光；,内屏参数：可视面积为1.8英寸的26万色TFT材质；,外屏参数：可视

面积为1.0英寸的色；,铃音体系：32和弦,；,信息类型：SMS、MMS；,机身重量：99克；,机身三围

：76*54*24毫米,。,图为泛泰公司的新款低端翻盖手机PN-218,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奴隶制的夏王

朝由盛转衰，并最终被殷氏族取而代之，建立起另一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

期中，在陕西、甘肃、青海交界地区，即东起秦岭北面的子午岭，西迄黄河支流湟水的广大区域内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史称西戎的一支——羌。羌人在距今约3800年时，由石器时期进入了



青铜时代。这里地处山区，水草繁茂，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这个民族逐渐由农业经济转变为以放

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畜牧经济。他们长期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在湟水流域、黄河沿岸发现了羌人的遗存，因为最先发现在湟中

县卡约村，故命名“卡约文化”（也称“卡窑文化”）。在卡约文化的墓葬中，习惯用粟和牛、羊

、马、猪、狗和鹿的肢体随葬，从这些为死者准备的“食粮”中，人们看到了羌人的经济形态以及

他们牧放的家畜种类。卡约文化的许多发现说明，羌人在这个时期使用许多青铜工具、武器以及装

饰品，如小刀、镰、戈、钺、镞、铃、镜、铜泡等，有些铜器如钺这种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中原文化的影响，而羌人的一些习俗也传到了中原，如墓葬上面的封土堆。可见，羌人与中原的交

往是较为频繁的。虽然羌人的生产工具已进入了先进行列，但他们的制陶技术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手

制阶段，器形比较简单，制作粗糙。究其原因，可能与其生活方式有关，由于畜牧部落经常逐水草

而居，流动性大，这就使得制陶业无法发展，而且那些硕大的陶器不适应流动迁移的生活，只好制

作一些简单的小型生活用具，如四耳或双耳低矮的罐，系绳后便于提携，骑马时也便于携带，是羌

人经常喜欢使用的器皿。在这些陶罐上，常常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使用的彩陶装饰手法又再度兴起

，只是没有中原新石器时代彩陶那么精美、华丽罢了。羌人在这些陶罐上施用黑彩或深红色彩，图

案多为几何形，如三角形、网格等，后来，也在上面描绘他们的家畜如鹿、羊等形象。1980年，在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阿含特拉山一座羌人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陶器，其中有一件很完整的鹿纹双

耳陶罐。在粗糙的陶罐腹部绘了一匝佇立偏头遥望的鹿群，高而分枝的鹿角，用力蹬地的四肢，描

绘得十分生动。画中所绘的是一群驯养的鹿，在陶罐颈部绘了一圈斜向相交的短线表示鹿栏，栏中

有许多镇定自若失去了野性的驯鹿，这一幅画面，加上罐的口沿上所绘重叠三角代表的山脉，勾画

了群山环抱中的牧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向人们展示了远古时代羌人在这片沃野上生活的情景。

这件难得的羌人遗物，不仅是绘画史上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材料。鹿纹

彩陶双耳罐，高13厘米，口径12厘米。现藏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referBlogTitle}。安东尼遭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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