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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12月 2日，
“2019《陕博日历·丝路辉煌》签售会”在
西安曲江书城举行，陕西历史博物馆党
委书记、馆长强跃现场为读者签售，并与
日历总编纂贺达炘、陕西华夏文化创意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先慧等嘉宾，和
读者一起分享日历的创作过程，交流心
得体会。

“这本日历太棒啦，里面除了金银
器、陶器、瓷器这些文物外，竟然还有饺
子、点心一大堆美食……请问强馆长，您
认为这本日历中的哪件文物最受欢迎？”
面对读者的提问，强跃说，两千余年来，
丝绸之路作为中西交通的大动脉承载着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话，彰显着古代中
国开放的文化品格、不朽的文明成果。
这次推出的日历，以“辉煌丝路”为主题，
将藏品的选取范围扩展，将历朝历代最
能代表丝绸之路的300余件文物收入其
中。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独特的基因密
码，每一件文物也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当然，每一个人对文物的理解
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哪一件文物的造型、
艺术形式、文化内涵等和自己文化血脉
的基因密码相匹配，那么，这件文物就是
你的最爱。

在签售会现场，对于热心读者提出
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地使用《陕博

日历·丝路辉煌》这一问题，日历总编
纂、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部长贺
达炘说，相较于之前的陕博日历，2019
《陕博日历·丝路辉煌》更像是一本丝
路旅游攻略，日历收录的文物，时间范
围和空间范围更大——丝绸之路沿线
16家博物馆收藏的，几千年间最能够
反映丝绸之路上政治、经济、文化等主
题的300多件文物，图文并茂地向世人
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与灿烂成
就。大雁塔、鸠摩罗什舍利塔等不可
移动文物也被收录其中，让日历所呈
现的丝路元素更加丰富、立体。“如果
有机会，你完全可以根据日历的介绍，
去丝路沿线的博物馆参观，和日历中
的文物相遇，更深地去了解和感受千
年古丝路的文化魅力！”贺达炘说。

据了解，2019《陕博日历·丝路辉煌》
立项于今年年初，陕西历史博物馆在丝
绸之路博物馆联盟合作框架下，与陕西
华夏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结合
多次举办丝绸之路文物展览的经验，同
时积极协调沿线博物馆资源，并组织专
家学者，挑选文物图片，撰写文字条目，
用严谨的态度打造出了这本向辉煌丝路
致敬的日历。作为一本图文并茂、融入
日常的普及读物，它可作画册陶冶欣赏
水平，每个藏品图片都有中英版文字说
明，外国友人阅读也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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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书的存藏
自1938年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接收陕西
考古会藏书起，经过70余年的积累，古籍
图书、普通图书、过报过刊等存量丰厚，
存书量达15余万册。馆藏古籍2146种
24647册，其中善本古籍447种6807册，
以数量多、种类全、价值高而居陕西省文
博行业前列。宋拓本《怀仁集王圣教
序》、清抄本《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宋
刻宋元明递修本《陈书》、清刻《水经注
释》及明刻《史记》《南溪笔录群贤诗话》
等17部古籍入选第一批、第二批《陕西省
珍贵古籍名录》。清抄本《滹南遗老王先
生文集》四十五卷诗一卷等12部古籍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5年9月被
陕西省政府评为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

在陕西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指导
下，西安碑林博物馆于2013年建成陕西
文物图书中心，该中心由古籍书库、平装
书库、过刊过报书库、采编室、古籍修复
室等区间组成，总面积700余平方米，30
多个阅览座位，环境古朴典雅。古籍存
藏环境完成升级改造，营造了铁皮樟木
密集柜，恒温恒湿、气体消防、影像监控

等设施环境；馆藏古籍告别了条件简陋、
设施缺失的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
籍书库，珍贵古籍乔迁新居，高规格的古
籍善本终于有了一个科学先进的存藏之
地，在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古籍保
护修复室”添置了古籍修复设备工具，就
馆藏古籍图书普遍存在的酸化、霉化、虫
蛀等现象，分阶段进行分析修复，目前，
已修复古籍清道光刻本《春秋地理徵今》
以及若干民国文献。

近年来，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图书管
理上积极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变保管
型为开发利用型，变静态管理为动态
服务，希望把图书资料库变成活的现
实资源。自 2010年至 2015年，利用五
年的时间，完成了馆藏古籍数据登录
国家古籍普查平台的工作；2018年进
行了图书信息化建设项目，实现了图
书编目、检索、流通等项工作的自动化
管理和互联网查询、预借等功能，方便
了图书的借阅。

本报记者赵争耀

一人，一琴，一空城，何以退我魏兵？
如今鬓白人苍，旧事重拾，一探孔明之虚实。

时亮北伐，吾亲征战场。西城之上，孔明端坐于琴，
面如冠玉，羽扇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
概。吾部十五万兵马，然城门大敞，十数百姓低头
洒扫，孔明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右二童子神色漠
然，颇有成竹之色。因疑亮谨慎，而后恍然，即刻退
兵，不复追击。

当是时，仲达之思有五。其一，浅薄于片面
耳。王多疑，方才重用，若一举厄孔明，可破蜀于不
日，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孔明没，而
后仲达，其次司马一族，祸无可免。一世魏臣，又岂
可唯利是图，而弃国家于不顾，仲达死不足惜，而魏
扫平天下何日可期，此为其二。其三，仲达若故，吾
妻子及司马门下众将何如？吾不可以一己之私，而
失信于亲戚矣。因我斩孔明之心始动摇而不可定
乎。内生惧也，万物可休，九霄之外，以为青天。而
人之生，若不为名而生，以何望焉？那日琴声空明，
吾百思不得其解，何为人生之所望？因复起斩孔明
之心。其四于此，私心反复。心境诣其五，吾复得
昔日孔明与孟达书，尽述四字耳。今吾不知，依依
东望，望之者何？依依东望，乃毕其一生之负，乃毕
其一生之名，乃毕其一生上之至也。虽然。吾犹取
其退策，众将不得其故，而仲达心如明镜。自此重
孔明之神交，知其亦敌亦友，更甚为师而从。后世
嗟叹仲达惧，错失良机，败于空城而不知。殊不知，
空城一役，实为双赢。而吾真乃莫大之赢家。此后
十数余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苍颜白发，孔
明一去几多年，西城上下恍如朝夕已。

吾自叹彼时，依依东望，望之者何？亦春秋，亦
荣誉，亦人心。莫悔当年空城兵退，自始成就几世
大魏，千秋司马。

作者：西北大学附中高二文（2）班张楚珺
辅导老师：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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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西安市三学街的西安碑林博物

馆，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一座

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

造像为主的博物馆，收藏有石刻文物

4000多方，数量为全国之最，藏品时代系

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另外，该

馆还藏有古籍图书、普通图书、过报过刊达

15余万册。近年来，该馆不断加强对孔庙

古建筑群、馆藏石刻文物和古籍善本的修

复保护，让千年文物永葆“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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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打出文保“组合拳”

《陕博日历·丝路辉煌》
签售会在西安举行

空城兵退

自2008年起，西安碑林博物馆针对西安
孔庙古建筑群开展维修保护，对创建于宋代、
历经元明清等多次修建的西安孔庙进行全面
勘察，对其照壁（万仞宫墙）、太和元气坊、泮
池、棂星门、戟门、东西两庑、碑亭等古代建筑
现存状况及残损成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测量
绘制古建平剖面图及立面图，结合沉降观测数
据，针对木构、墙体、砖瓦件等不同老化残损情
况制定修缮措施，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展开修
缮。近年来该馆已完成对文庙古建群的一号
碑亭、六展室、西临展展室、棂星门、墓志廊、东
西两庑、东配殿、老石刻馆的修缮保护。

另外，该馆每年都会定期对孔庙古建进
行白蚁防治、瓦件更换、油漆彩画、沉降观测
及古树名木保护、园林绿化，并对“5·12”汶
川地震后受损严重的部分碑廊、碑亭等进行
落架维修，并确保古建整体风貌如旧。由于
长期致力于西安孔庙的建筑维修、保护利
用、宣传教育等工作，该馆多次被中国孔庙
协会授予“全国孔庙保护先进单位”。2014
年，该馆申报的《陕西省孔庙调查》课题在陕
西省文物局立项，组织专业人员对全省9个
地区42处孔庙遗存情况进行调查，完成调
研报告、陈列大纲和《陕西孔庙》图录编撰。

依托文庙而兴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随着
馆藏文物日益增多，文物保管与收藏空间局
限、与研究利用不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该馆先后建成8个
文物库房，地面有孔庙文物库、版本书画库、
拓片资料库，地下有半开放精品墓志库、石
刻造像库、画像石库、密集式墓志文物库、砖
墓志库，总面积 1600余平方米、柜架体积
1066立方米、展出858件精品墓志。

据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为
更好地发挥石刻文物服务社会的功能，该

馆建成一座具有展示功能的精品墓志库，
制作倒“Y”形柜架展出精品墓志，并对专
家和团队开放。制定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
护项目方案，为 14件文物装上了防震装
置、对文物古建开展沉降观测、与陕西文物
保护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砖
石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站……近年来，
西安碑林博物馆多举措开展文物保护工
作，使馆藏文物得到了很好保护，文保科技
得到了显著提高。

修缮保护让古建筑风貌如旧

建成8个文物库房破解文保难题

创新管理模式让古籍“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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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12月 2日，
“2019《陕博日历·丝路辉煌》签售会”在
西安曲江书城举行，陕西历史博物馆党
委书记、馆长强跃现场为读者签售，并与
日历总编纂贺达炘、陕西华夏文化创意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先慧等嘉宾，和
读者一起分享日历的创作过程，交流心
得体会。

“这本日历太棒啦，里面除了金银
器、陶器、瓷器这些文物外，竟然还有饺
子、点心一大堆美食……请问强馆长，您
认为这本日历中的哪件文物最受欢迎？”
面对读者的提问，强跃说，两千余年来，
丝绸之路作为中西交通的大动脉承载着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话，彰显着古代中
国开放的文化品格、不朽的文明成果。
这次推出的日历，以“辉煌丝路”为主题，
将藏品的选取范围扩展，将历朝历代最
能代表丝绸之路的300余件文物收入其
中。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独特的基因密
码，每一件文物也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当然，每一个人对文物的理解
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哪一件文物的造型、
艺术形式、文化内涵等和自己文化血脉
的基因密码相匹配，那么，这件文物就是
你的最爱。

在签售会现场，对于热心读者提出
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地使用《陕博

日历·丝路辉煌》这一问题，日历总编
纂、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部长贺
达炘说，相较于之前的陕博日历，2019
《陕博日历·丝路辉煌》更像是一本丝
路旅游攻略，日历收录的文物，时间范
围和空间范围更大——丝绸之路沿线
16家博物馆收藏的，几千年间最能够
反映丝绸之路上政治、经济、文化等主
题的300多件文物，图文并茂地向世人
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与灿烂成
就。大雁塔、鸠摩罗什舍利塔等不可
移动文物也被收录其中，让日历所呈
现的丝路元素更加丰富、立体。“如果
有机会，你完全可以根据日历的介绍，
去丝路沿线的博物馆参观，和日历中
的文物相遇，更深地去了解和感受千
年古丝路的文化魅力！”贺达炘说。

据了解，2019《陕博日历·丝路辉煌》
立项于今年年初，陕西历史博物馆在丝
绸之路博物馆联盟合作框架下，与陕西
华夏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结合
多次举办丝绸之路文物展览的经验，同
时积极协调沿线博物馆资源，并组织专
家学者，挑选文物图片，撰写文字条目，
用严谨的态度打造出了这本向辉煌丝路
致敬的日历。作为一本图文并茂、融入
日常的普及读物，它可作画册陶冶欣赏
水平，每个藏品图片都有中英版文字说
明，外国友人阅读也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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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书的存藏
自1938年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接收陕西
考古会藏书起，经过70余年的积累，古籍
图书、普通图书、过报过刊等存量丰厚，
存书量达15余万册。馆藏古籍2146种
24647册，其中善本古籍447种6807册，
以数量多、种类全、价值高而居陕西省文
博行业前列。宋拓本《怀仁集王圣教
序》、清抄本《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宋
刻宋元明递修本《陈书》、清刻《水经注
释》及明刻《史记》《南溪笔录群贤诗话》
等17部古籍入选第一批、第二批《陕西省
珍贵古籍名录》。清抄本《滹南遗老王先
生文集》四十五卷诗一卷等12部古籍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5年9月被
陕西省政府评为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

在陕西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指导
下，西安碑林博物馆于2013年建成陕西
文物图书中心，该中心由古籍书库、平装
书库、过刊过报书库、采编室、古籍修复
室等区间组成，总面积700余平方米，30
多个阅览座位，环境古朴典雅。古籍存
藏环境完成升级改造，营造了铁皮樟木
密集柜，恒温恒湿、气体消防、影像监控

等设施环境；馆藏古籍告别了条件简陋、
设施缺失的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
籍书库，珍贵古籍乔迁新居，高规格的古
籍善本终于有了一个科学先进的存藏之
地，在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古籍保
护修复室”添置了古籍修复设备工具，就
馆藏古籍图书普遍存在的酸化、霉化、虫
蛀等现象，分阶段进行分析修复，目前，
已修复古籍清道光刻本《春秋地理徵今》
以及若干民国文献。

近年来，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图书管
理上积极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变保管
型为开发利用型，变静态管理为动态
服务，希望把图书资料库变成活的现
实资源。自 2010年至 2015年，利用五
年的时间，完成了馆藏古籍数据登录
国家古籍普查平台的工作；2018年进
行了图书信息化建设项目，实现了图
书编目、检索、流通等项工作的自动化
管理和互联网查询、预借等功能，方便
了图书的借阅。

本报记者赵争耀

一人，一琴，一空城，何以退我魏兵？
如今鬓白人苍，旧事重拾，一探孔明之虚实。

时亮北伐，吾亲征战场。西城之上，孔明端坐于琴，
面如冠玉，羽扇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
概。吾部十五万兵马，然城门大敞，十数百姓低头
洒扫，孔明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右二童子神色漠
然，颇有成竹之色。因疑亮谨慎，而后恍然，即刻退
兵，不复追击。

当是时，仲达之思有五。其一，浅薄于片面
耳。王多疑，方才重用，若一举厄孔明，可破蜀于不
日，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孔明没，而
后仲达，其次司马一族，祸无可免。一世魏臣，又岂
可唯利是图，而弃国家于不顾，仲达死不足惜，而魏
扫平天下何日可期，此为其二。其三，仲达若故，吾
妻子及司马门下众将何如？吾不可以一己之私，而
失信于亲戚矣。因我斩孔明之心始动摇而不可定
乎。内生惧也，万物可休，九霄之外，以为青天。而
人之生，若不为名而生，以何望焉？那日琴声空明，
吾百思不得其解，何为人生之所望？因复起斩孔明
之心。其四于此，私心反复。心境诣其五，吾复得
昔日孔明与孟达书，尽述四字耳。今吾不知，依依
东望，望之者何？依依东望，乃毕其一生之负，乃毕
其一生之名，乃毕其一生上之至也。虽然。吾犹取
其退策，众将不得其故，而仲达心如明镜。自此重
孔明之神交，知其亦敌亦友，更甚为师而从。后世
嗟叹仲达惧，错失良机，败于空城而不知。殊不知，
空城一役，实为双赢。而吾真乃莫大之赢家。此后
十数余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苍颜白发，孔
明一去几多年，西城上下恍如朝夕已。

吾自叹彼时，依依东望，望之者何？亦春秋，亦
荣誉，亦人心。莫悔当年空城兵退，自始成就几世
大魏，千秋司马。

作者：西北大学附中高二文（2）班张楚珺
辅导老师：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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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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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西安市三学街的西安碑林博物

馆，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一座

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

造像为主的博物馆，收藏有石刻文物

4000多方，数量为全国之最，藏品时代系

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另外，该

馆还藏有古籍图书、普通图书、过报过刊达

15余万册。近年来，该馆不断加强对孔庙

古建筑群、馆藏石刻文物和古籍善本的修

复保护，让千年文物永葆“容颜”。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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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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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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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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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打出文保“组合拳”

《陕博日历·丝路辉煌》
签售会在西安举行

空城兵退

自2008年起，西安碑林博物馆针对西安
孔庙古建筑群开展维修保护，对创建于宋代、
历经元明清等多次修建的西安孔庙进行全面
勘察，对其照壁（万仞宫墙）、太和元气坊、泮
池、棂星门、戟门、东西两庑、碑亭等古代建筑
现存状况及残损成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测量
绘制古建平剖面图及立面图，结合沉降观测数
据，针对木构、墙体、砖瓦件等不同老化残损情
况制定修缮措施，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展开修
缮。近年来该馆已完成对文庙古建群的一号
碑亭、六展室、西临展展室、棂星门、墓志廊、东
西两庑、东配殿、老石刻馆的修缮保护。

另外，该馆每年都会定期对孔庙古建进
行白蚁防治、瓦件更换、油漆彩画、沉降观测
及古树名木保护、园林绿化，并对“5·12”汶
川地震后受损严重的部分碑廊、碑亭等进行
落架维修，并确保古建整体风貌如旧。由于
长期致力于西安孔庙的建筑维修、保护利
用、宣传教育等工作，该馆多次被中国孔庙
协会授予“全国孔庙保护先进单位”。2014
年，该馆申报的《陕西省孔庙调查》课题在陕
西省文物局立项，组织专业人员对全省9个
地区42处孔庙遗存情况进行调查，完成调
研报告、陈列大纲和《陕西孔庙》图录编撰。

依托文庙而兴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随着
馆藏文物日益增多，文物保管与收藏空间局
限、与研究利用不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该馆先后建成8个
文物库房，地面有孔庙文物库、版本书画库、
拓片资料库，地下有半开放精品墓志库、石
刻造像库、画像石库、密集式墓志文物库、砖
墓志库，总面积 1600余平方米、柜架体积
1066立方米、展出858件精品墓志。

据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为
更好地发挥石刻文物服务社会的功能，该

馆建成一座具有展示功能的精品墓志库，
制作倒“Y”形柜架展出精品墓志，并对专
家和团队开放。制定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
护项目方案，为 14件文物装上了防震装
置、对文物古建开展沉降观测、与陕西文物
保护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砖
石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站……近年来，
西安碑林博物馆多举措开展文物保护工
作，使馆藏文物得到了很好保护，文保科技
得到了显著提高。

修缮保护让古建筑风貌如旧

建成8个文物库房破解文保难题

创新管理模式让古籍“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