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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争耀）9月29
日，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指导下，由
陕西历史博物馆、咸阳市旅游发
展和文物保护委员会、广东省佛
山市顺德区博物馆联合主办，咸
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
馆、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参展
的“骁腾万里——中国古代马文
化展”在顺德区博物馆开幕。展
览以90余件/套俑像、石刻、拓片
等实物展品生动地展示了马的驯
养、马与交通、马与战争、马与娱
乐、马与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顺德区
博物馆本年度引进的大展，也是
2018顺德美食节之顺德区博物
馆国庆系列活动之一。“骁腾万
里——中国古代马文化展”如同
一道文化盛宴，从不同的角度展

示中国古代马文化的方方面
面。彩绘带豹胡人骑马俑、白陶
舞马……展览汇集历代有关马
的文物精品90余件，其中战国时
期的彩绘男骑马俑、北朝早期的
褐釉陶具装马、唐代白陶舞马、
彩绘带豹胡人骑马俑等为国家
一级文物。展览内容分五部分：

“六畜之首，一马当先——马的
驯养”“玉鞍金羁，车水马龙——
马与交通”“金戈铁马，千乘万骑
——马与战争”“健儿快马，戏舞
翩跹——马与娱乐”“骐骥驰骋，
天马悠悠——马与艺术”。展览
文字凝练易懂，注重背景知识和
延伸知识的介绍。展览中还设
置“马”文化专题高清影片、“马
球”专题影片，以及 10 个有关

“马”的成语动漫，扩大了展览的

受众面。与此同时，展览中还展
出了各式工具，让人们得以见证
古人们为驯马驭马所进行的技

术创造和工艺革新。
此次展览将延续至 12 月

9日。

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
人舟自横”“我有一瓢酒，可以慰
风尘”等诗句闻名于世的唐代诗
人韦应物，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却
非常少，新、旧《唐书》没有为他立
传，《旧唐书》并无一字提到他。
人们只能依据韦应物诗歌中提供
的线索，努力探究韦应物的生平
事迹，但因史料欠缺，仍不免多有
缺漏和分歧。2007年，韦应物家
族墓志在西安南郊出土并入藏西
安碑林博物馆。这批墓志为探寻
韦应物生平提供了基本线索，同
时对研究韦诗艺术以及中晚唐科
考制度、选官途径、士族婚姻和士
族妇女文学素养等诸多方面提供
了丰富的信息。

韦应物出身于唐代最显赫的
家族——韦氏家族，当年长安有
谚谣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意思是这两个世家高门，离皇帝
很近。韦应物家族墓志出土于西
安市长安区韦曲东北塬上，分别
是：韦应物墓志（贞元十二年）、夫
人元苹墓志（大历十一年）、子韦
庆复墓志（元和四年）及庆复夫人
裴棣墓志（会昌六年）。墓志记载
韦应物字义博，他在三卫（唐禁卫
军，有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
卫”）时的具体官职，历官十三任
的经历，都是以前不见记载的。
墓志显示“终于官舍，贞元七年十
一月归葬”，进一步佐证韦应物死
于贞元七年的说法。另外，墓志
还记载韦应物平生所著诗赋、议
论、铭颂、记序 600多篇，但传世
的《韦苏州集》只收诗近 600首，
其他各体文章都失传了。

从墓志文看，韦应物只有一
子庆复，而史料却载有两个儿子，
还有一子名厚复。那么，韦应物
到底有几个儿子？这问题就牵涉
到晚唐时期著名诗人韦庄的世
系。据史料记载，韦庄的曾祖就
是韦厚复。如果厚复不是韦应物
之子，则韦庄的世系就成为一个
有待研究的难解之谜。专家研究
后认为，墓志上虽然没有提及韦
应物再婚生子，并不等于事实上
的不存在。从志文可知，韦妻卒
于大历十一年（776年），韦应物于
贞元七年（791年）葬，其间有 15
年时间，不能排除在此期间韦应
物有再婚或纳妾的可能。唐代世
家大族择妇多重门第族望，或许
因此等原因而不便于记入志文，
也未可知。

在韦应物家族墓志中，夫人
元苹墓志系韦应物亲自撰文并书
写，志文用大段篇幅表达对夫人
的怀念之情，其中一些词句感人
至深：“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
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
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
视。”联想到《韦苏州集》中有《伤
逝》《送终》等悼亡诗十几首，某
些诗句与志文有相似之处。可
知这些诗均为韦应物丧妻之后
所作。这方墓志不但为今世增
加了一篇难得的唐代文献，而且
让今人第一次看到了韦应物的手
书。志文言简意赅、清晰明了，饱
含深切怀念之情，读后使人动容，
不愧为大家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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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明
1076万观众假日期间走进陕西文博单位 韦应物家族墓志

国庆节前夕，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相关
规定，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我省27家
文博单位均下调了门票价格，燃起了不少观众的参观热情。国庆假
日期间，省内各对外开放文博单位通过举办陈列展览、开展公众互
动体验活动、乐舞民俗展演、主题文化艺术节等方式，向公众奉献
“文化大礼包”。据统计，节日期间，共有1076万观众走进陕西文博
单位，体验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明，追寻文化记忆。

“十一”前后，全省文博单位
围绕自身特色，共推出阐释中国
优秀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 58个新展览。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跨越时空的邂
逅——秦始皇帝陵与汉景帝阳陵
出土陶俑展”、西北大学博物馆

“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
原影像展”、北首岭遗址博物馆

“渭水曙光——宝鸡史前文物精
品展”、耀州窑博物馆“范金铸器
鉴耀千秋”展、大唐西市博物馆

“盛世遗珍——大唐西市博物馆

藏精品面面观”展、安康博物馆纪
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 85周
年“照金精神”巡展等新展览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充
分展示了陕西历史与现代交相辉
映、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的形象。

据统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接待观众53.6万人次、同比增长
7%；10月3日接待观众达13.27万
人次，创开馆以来单日接待和总接
待量的历史新高。陕西历史博物
馆接待观众7.9万人次，西安博物
院接待观众13.2万人次，同比增

长87%；钟鼓楼博物馆接待观众
14.7万人次，司马迁墓祠博物馆
接待观众49万人次，韩城市博物
馆接待观众16.3万人次，同比增
长10%；延安各革命旧址共接待
观众46.8万人次，法门寺博物馆
接待观众16.3万人次，同比增长
12%；渭华起义纪念馆接待观众

15.7万人次，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接待观众 14万人次，同比增长
6%；凤县革命纪念馆接待观众
9.3万人次，同比增长7%；大唐西
市博物馆接待观众6.1万人次，同
比增长7.5%；西安碑林博物馆接
待观众4.5万人次，乾陵博物馆接
待观众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

全省文博单位推出58个新展览

在全省文博单位开展的公众
教育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讲座讲
堂、民俗体验活动等 270多场丰
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让观众
在仪式中体味传统节日的神圣，
在互动中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对比中增加民族自豪感。

西安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安康博物馆、韩城司马迁墓祠纪
念馆等30多家博物馆在10月1日
当天举办了“爱国旗”“祖国在我心
中”“国庆展旗”仪式、“共筑中国梦”
等活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延安革

命纪念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韩
城党家村传统古村落、宝鸡周原博
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宁强青木
川古镇等100多家文博单位开展
了“组装铜车马”“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革命故事”“穿汉服学汉礼”、
非遗民俗展演、“诵读家训书写家
训”、参演情景剧《周公东征，平定
叛乱》、体验扎染技术、“傩戏绝技
表演”等特色体验活动；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纪念馆、陕西自然博物
馆、蒲城清代考院博物馆、凤翔县
博物馆、高陵区博物馆等50多家

博物馆围绕陕西红色文化、自然科
学知识、科举制度、先秦文化等开
展了特色研学活动，让观众在互动
中找到了节日的仪式感，让传统文
化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节日期间，以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古村落等带动的乡村
游，以民俗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
带动的民俗游成为公众文化游一
大亮点。汉阴枞岭村社区博物馆
助力当地“精准扶贫”于国庆节前
对外开放，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参
观。据统计，大明宫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接待观众 109万人次，同
比增长31%；高陵场畔农耕文化
博物馆接待观众58万人次，西安
城墙25.5万人次，宁强青木川古
镇23.4万人次，同比增长71%；洋
县华阳古镇10.2万人次，同比增
长 20%；佳县白云山古建筑群
15.9万人次，商洛棣花古镇 13.4
万人次，韩城党家村12.3万人次，
铜川陕甘边革命旧址8.2万人次，
药王山景区13.4万人次，同比增
长22%；玉华宫景区7.8万人次，
同比增长16%。

270多场主题教育活动体验传统文化

为了更好地为观众提供舒
适、舒心的参观环境，各文博单
位通过节前周密部署做好应急
预案，节日期间全员在岗，加强
安全检查等方式，确保观众人
身安全、博物馆文物安全。在
此基础上，多部门联合执法，加
强安保人员、志愿者力量，增加
停车位、流动厕所、语音导览设

备、售票窗口、指示牌、观众存
包、轮椅租借、临时医药救助等
设施配备，强化工作人员服务
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的公众服务
水平和能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节日期间
在各展厅和人群易拥堵区域，与
临潼区政府联合，安排工作人员
和800余名公安干警引导、疏散，

保障秩序和安全；为应对大客流，
采取提前开馆、延时闭馆的措施；
首次实行线上售票、线下刷身份
证入院的方法，简化参观程序；临
时增加数百个移动公厕和停车
位，方便观众参观。陕西历史博
物馆严格按照最大承载量，控制
参观人数，确保参观质量。增加
了 300多套语音讲解器，并有来

自18所高校的近500名大学生讲
解员来馆进行讲解工作，平均每
天到岗人数为200人左右。每天
投入的安保力量达 260人，并与
雁塔区委、区政府建立了联动机
制，在打击黄牛倒票、协调周边环
境等方面入手，提升整体服务质
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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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博物馆举办茶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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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争耀）9月29
日，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指导下，由
陕西历史博物馆、咸阳市旅游发
展和文物保护委员会、广东省佛
山市顺德区博物馆联合主办，咸
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
馆、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参展
的“骁腾万里——中国古代马文
化展”在顺德区博物馆开幕。展
览以90余件/套俑像、石刻、拓片
等实物展品生动地展示了马的驯
养、马与交通、马与战争、马与娱
乐、马与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顺德区
博物馆本年度引进的大展，也是
2018顺德美食节之顺德区博物
馆国庆系列活动之一。“骁腾万
里——中国古代马文化展”如同
一道文化盛宴，从不同的角度展

示中国古代马文化的方方面
面。彩绘带豹胡人骑马俑、白陶
舞马……展览汇集历代有关马
的文物精品90余件，其中战国时
期的彩绘男骑马俑、北朝早期的
褐釉陶具装马、唐代白陶舞马、
彩绘带豹胡人骑马俑等为国家
一级文物。展览内容分五部分：

“六畜之首，一马当先——马的
驯养”“玉鞍金羁，车水马龙——
马与交通”“金戈铁马，千乘万骑
——马与战争”“健儿快马，戏舞
翩跹——马与娱乐”“骐骥驰骋，
天马悠悠——马与艺术”。展览
文字凝练易懂，注重背景知识和
延伸知识的介绍。展览中还设
置“马”文化专题高清影片、“马
球”专题影片，以及 10 个有关

“马”的成语动漫，扩大了展览的

受众面。与此同时，展览中还展
出了各式工具，让人们得以见证
古人们为驯马驭马所进行的技

术创造和工艺革新。
此次展览将延续至 12 月

9日。

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
人舟自横”“我有一瓢酒，可以慰
风尘”等诗句闻名于世的唐代诗
人韦应物，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却
非常少，新、旧《唐书》没有为他立
传，《旧唐书》并无一字提到他。
人们只能依据韦应物诗歌中提供
的线索，努力探究韦应物的生平
事迹，但因史料欠缺，仍不免多有
缺漏和分歧。2007年，韦应物家
族墓志在西安南郊出土并入藏西
安碑林博物馆。这批墓志为探寻
韦应物生平提供了基本线索，同
时对研究韦诗艺术以及中晚唐科
考制度、选官途径、士族婚姻和士
族妇女文学素养等诸多方面提供
了丰富的信息。

韦应物出身于唐代最显赫的
家族——韦氏家族，当年长安有
谚谣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意思是这两个世家高门，离皇帝
很近。韦应物家族墓志出土于西
安市长安区韦曲东北塬上，分别
是：韦应物墓志（贞元十二年）、夫
人元苹墓志（大历十一年）、子韦
庆复墓志（元和四年）及庆复夫人
裴棣墓志（会昌六年）。墓志记载
韦应物字义博，他在三卫（唐禁卫
军，有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
卫”）时的具体官职，历官十三任
的经历，都是以前不见记载的。
墓志显示“终于官舍，贞元七年十
一月归葬”，进一步佐证韦应物死
于贞元七年的说法。另外，墓志
还记载韦应物平生所著诗赋、议
论、铭颂、记序 600多篇，但传世
的《韦苏州集》只收诗近 600首，
其他各体文章都失传了。

从墓志文看，韦应物只有一
子庆复，而史料却载有两个儿子，
还有一子名厚复。那么，韦应物
到底有几个儿子？这问题就牵涉
到晚唐时期著名诗人韦庄的世
系。据史料记载，韦庄的曾祖就
是韦厚复。如果厚复不是韦应物
之子，则韦庄的世系就成为一个
有待研究的难解之谜。专家研究
后认为，墓志上虽然没有提及韦
应物再婚生子，并不等于事实上
的不存在。从志文可知，韦妻卒
于大历十一年（776年），韦应物于
贞元七年（791年）葬，其间有 15
年时间，不能排除在此期间韦应
物有再婚或纳妾的可能。唐代世
家大族择妇多重门第族望，或许
因此等原因而不便于记入志文，
也未可知。

在韦应物家族墓志中，夫人
元苹墓志系韦应物亲自撰文并书
写，志文用大段篇幅表达对夫人
的怀念之情，其中一些词句感人
至深：“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
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
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
视。”联想到《韦苏州集》中有《伤
逝》《送终》等悼亡诗十几首，某
些诗句与志文有相似之处。可
知这些诗均为韦应物丧妻之后
所作。这方墓志不但为今世增
加了一篇难得的唐代文献，而且
让今人第一次看到了韦应物的手
书。志文言简意赅、清晰明了，饱
含深切怀念之情，读后使人动容，
不愧为大家手笔。

本报记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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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明
1076万观众假日期间走进陕西文博单位 韦应物家族墓志

国庆节前夕，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相关
规定，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我省27家
文博单位均下调了门票价格，燃起了不少观众的参观热情。国庆假
日期间，省内各对外开放文博单位通过举办陈列展览、开展公众互
动体验活动、乐舞民俗展演、主题文化艺术节等方式，向公众奉献
“文化大礼包”。据统计，节日期间，共有1076万观众走进陕西文博
单位，体验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明，追寻文化记忆。

“十一”前后，全省文博单位
围绕自身特色，共推出阐释中国
优秀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 58个新展览。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跨越时空的邂
逅——秦始皇帝陵与汉景帝阳陵
出土陶俑展”、西北大学博物馆

“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
原影像展”、北首岭遗址博物馆

“渭水曙光——宝鸡史前文物精
品展”、耀州窑博物馆“范金铸器
鉴耀千秋”展、大唐西市博物馆

“盛世遗珍——大唐西市博物馆

藏精品面面观”展、安康博物馆纪
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 85周
年“照金精神”巡展等新展览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充
分展示了陕西历史与现代交相辉
映、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的形象。

据统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接待观众53.6万人次、同比增长
7%；10月3日接待观众达13.27万
人次，创开馆以来单日接待和总接
待量的历史新高。陕西历史博物
馆接待观众7.9万人次，西安博物
院接待观众13.2万人次，同比增

长87%；钟鼓楼博物馆接待观众
14.7万人次，司马迁墓祠博物馆
接待观众49万人次，韩城市博物
馆接待观众16.3万人次，同比增
长10%；延安各革命旧址共接待
观众46.8万人次，法门寺博物馆
接待观众16.3万人次，同比增长
12%；渭华起义纪念馆接待观众

15.7万人次，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接待观众 14万人次，同比增长
6%；凤县革命纪念馆接待观众
9.3万人次，同比增长7%；大唐西
市博物馆接待观众6.1万人次，同
比增长7.5%；西安碑林博物馆接
待观众4.5万人次，乾陵博物馆接
待观众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

全省文博单位推出58个新展览

在全省文博单位开展的公众
教育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讲座讲
堂、民俗体验活动等 270多场丰
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让观众
在仪式中体味传统节日的神圣，
在互动中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对比中增加民族自豪感。

西安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安康博物馆、韩城司马迁墓祠纪
念馆等30多家博物馆在10月1日
当天举办了“爱国旗”“祖国在我心
中”“国庆展旗”仪式、“共筑中国梦”
等活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延安革

命纪念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韩
城党家村传统古村落、宝鸡周原博
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宁强青木
川古镇等100多家文博单位开展
了“组装铜车马”“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革命故事”“穿汉服学汉礼”、
非遗民俗展演、“诵读家训书写家
训”、参演情景剧《周公东征，平定
叛乱》、体验扎染技术、“傩戏绝技
表演”等特色体验活动；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纪念馆、陕西自然博物
馆、蒲城清代考院博物馆、凤翔县
博物馆、高陵区博物馆等50多家

博物馆围绕陕西红色文化、自然科
学知识、科举制度、先秦文化等开
展了特色研学活动，让观众在互动
中找到了节日的仪式感，让传统文
化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节日期间，以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古村落等带动的乡村
游，以民俗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
带动的民俗游成为公众文化游一
大亮点。汉阴枞岭村社区博物馆
助力当地“精准扶贫”于国庆节前
对外开放，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参
观。据统计，大明宫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接待观众 109万人次，同
比增长31%；高陵场畔农耕文化
博物馆接待观众58万人次，西安
城墙25.5万人次，宁强青木川古
镇23.4万人次，同比增长71%；洋
县华阳古镇10.2万人次，同比增
长 20%；佳县白云山古建筑群
15.9万人次，商洛棣花古镇 13.4
万人次，韩城党家村12.3万人次，
铜川陕甘边革命旧址8.2万人次，
药王山景区13.4万人次，同比增
长22%；玉华宫景区7.8万人次，
同比增长16%。

270多场主题教育活动体验传统文化

为了更好地为观众提供舒
适、舒心的参观环境，各文博单
位通过节前周密部署做好应急
预案，节日期间全员在岗，加强
安全检查等方式，确保观众人
身安全、博物馆文物安全。在
此基础上，多部门联合执法，加
强安保人员、志愿者力量，增加
停车位、流动厕所、语音导览设

备、售票窗口、指示牌、观众存
包、轮椅租借、临时医药救助等
设施配备，强化工作人员服务
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的公众服务
水平和能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节日期间
在各展厅和人群易拥堵区域，与
临潼区政府联合，安排工作人员
和800余名公安干警引导、疏散，

保障秩序和安全；为应对大客流，
采取提前开馆、延时闭馆的措施；
首次实行线上售票、线下刷身份
证入院的方法，简化参观程序；临
时增加数百个移动公厕和停车
位，方便观众参观。陕西历史博
物馆严格按照最大承载量，控制
参观人数，确保参观质量。增加
了 300多套语音讲解器，并有来

自18所高校的近500名大学生讲
解员来馆进行讲解工作，平均每
天到岗人数为200人左右。每天
投入的安保力量达 260人，并与
雁塔区委、区政府建立了联动机
制，在打击黄牛倒票、协调周边环
境等方面入手，提升整体服务质
量和水平。

本报记者赵争耀

多部门联动确保观众舒心参观

法门寺博物馆举办茶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中国古代马文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