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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思想碰撞
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代表团赴陕历博进行学术访问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1月9日，受陕西
历史博物馆邀请，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董
事会理事乔治·安德鲁·麦克拉斯基、副总馆
长路易丝·伊丽莎白·帕内尔、教育与社团执
行主任卡罗尔·安妮·罗杰斯一行来陕西历
史博物馆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当日举行的第
五十期“历博讲坛”上，作了题为《利物浦国
家博物馆概况及管理机制介绍》和《博物馆
如何改变生活——以“记忆之屋”项目为例》
的讲座。

“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坐落于英国利物浦
默西河河畔，被誉为‘了解利物浦这座城市
的最佳博物馆’，它通过其独特的人文、地理
和历史向世人讲述利物浦这座城市在英国
和全球的重要地位。”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副

总馆长路易丝·伊丽莎白·帕内尔在《利物浦
国家博物馆概况及管理机制介绍》的讲座
中，详细介绍了利物浦国家博物馆的理念、
价值观以及展览和公益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并与乔治·安德鲁·麦克拉斯基一起向与会
者分享了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在董事会管
理机制上所取得的经验。

“文化属于社群、属于所有人，博物馆
是人们思想碰撞与对话交流的场所，教育
功能的公益属性应大力提倡。”英国利物
浦国家博物馆教育与社团执行主任卡罗
尔·安妮·罗杰斯在《博物馆如何改变生活
——以“记忆之屋”项目为例》的讲座中，
介绍了由她带领开发的“记忆之屋”项
目。该项目致力于为老年失智症（痴呆

症）患者本人及其照管者、家人及社群带
来改变。截至 2018年，超过 11500人成为
项目的受益人。

通过讲座，来自文博界同行以及社会各
界的听众了解了利物浦国家博物馆的基本概
况，体会到了他们通过“记忆之屋”博物馆教
育活动为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康复所作出的
努力。讲座结束后，三位英方来访人员与陕
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及博物馆
的相关领导就“中英理事会——董事会制度”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6年11月，为了促进中国和英国的
文化交流，陕西历史博物馆与英国利物浦国
家博物馆本着加强和发展双方长期友好合
作的共同愿望，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2018

年 5月，陕西历史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对海
外博物馆董事会和理事会建立与运作制度
的了解与分析’项目。2018年12月9日，陕
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正式成
立。”陕历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党委书
记、馆长强跃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馆通
过积极筹划，最终促成了此次学术交流，并
由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共识。相信随着
项目的不断推进，在充分吸收国外成熟的博
物馆董事会——理事会运作制度经验的基
础上，陕历博将依托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
的优势，不断创新机制体制建设、盘活博物
馆发展潜力，带领博物馆更好更快地发展，
并为陕西、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博物馆事业发
挥模范引领作用。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雍城，位于今陕
西宝鸡凤翔境内，是以河流为城的“城堑河
濒”，也被称为“水上秦都”。秦人在甘肃陇
东扎住脚跟，东迁至陕西雍城崛起壮大，最
终一统天下。为展现秦帝国的发展历程，1
月10日，“帝国之路”系列展的“帝国之路·
雍城崛起——秦国历史文化展”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文物陈列厅与观众见面，展期3
个月。

如果说西汉水流域是秦人发展的摇
篮，那么汧水流域和雍水流域则孕育了秦
人的崛起。秦人越过陇山，沿着汧河进入
了关中，为争取周天子许给的“岐以西之
地”，脚踏实地，金戈铁马，一步步地实现了
争霸关陇的梦想。本次展览以时间和空间
的轴线，分为“汧水风云”和“雍水辉煌”两大
单元：第一单元“汧水风云”包括：汧邑之谜、
汧渭之会、平阳之祀。第二单元“雍水辉煌”
包括：王华之梦、戈马之利、宫室之美、文化

之聚。展览汇集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陇县
博物馆、凤翔县博物馆、宝鸡市陈仓区博物
馆六家文博单位的186件（组）展品,包括秦
人的礼乐重器秦公钟和秦公镈，秦景公一

号大墓出土的石磬、反映秦吴两国交流的
吴王孙鼎等珍贵文物。这些展品体现了考
古工作者在汧水和雍水流域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成果，也展示了古代秦人自强不息，奋
发图强的崛起之路。

秦国历史文化展在西安开展

◀秦国历史文化展

▲秦公镈上刻有铭文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1月10日，记者从
陕西省文物局获悉，新年伊始，由陕西省文
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陕西九州映红实
业有限公司在我省文物热点景区共同创新
推出的“秦坊东市——山阳县土特产品扶贫
爱心专柜”在秦兵马俑商业街正式成功运
营，收获众多好评。

“扶贫爱心专柜”是陕西省文物局“以文
物为引领、以资源为优势、以创新为手段、以
脱贫为目的”的对口帮扶工作创新尝试的工
作方法之一。文物系统充分利用本省优质

文物资源和热点文物景区客流资源优势，通
过热点文物景区以广大游客为主体的“消费
扶贫”模式，带动游客购买或消费来自贫困
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我省贫困
地区群众增收脱贫的扶贫方式。“秦坊东市”
作为西安市政府、临潼秦兵马俑景区管委会
和北京泛海·陕西九州映红实业有限公司在
秦兵马俑商业圈于2019年培育的重要地方
特产促销地，目的是使游客在参观秦兵马俑
之余能够感受三秦大地的历史文化、饮食文
化和民俗风情，省文物局和秦陵博物院借此

平台在此地推出“山阳县土特产品扶贫爱心
专柜”，无偿为山阳县贫困山区群众在文物
热点景区的“扶贫爱心专柜”销售当地的农
副土特产。

“扶贫爱心专柜”的成功运营不但拓宽
了山阳县当地农副业土特产品的销售渠道、
增加了贫困山区群众的经济收入，还通过宣
传销售产品，让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了
解山阳、认识山阳，为山阳县的脱贫摘帽及
后续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到非常
好的宣传和牵线搭桥作用。

陕西“扶贫爱心专柜”进驻文物热点景区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近日，“意象之美
——汉画像石拓片名家题跋展暨中国书法
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西安中国书
法艺术博物馆举行。在当天的开幕式上，收
藏家姚志光向书法博物馆捐赠汉画像石“鸠
杖拜寿——寿传千万岁”“羽人门铺首”和

“秦俑秦文化印屏”3件实物，并赠送《汉画像
石拓片精品集》。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原馆长李杰民，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薛养贤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成立揭牌。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
壁的砖刻和石雕，它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
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以及神话故事，成为
汉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为研究汉代社会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
料。“举办汉画像石拓片名家题跋展，旨在让

2000多年前汉画像石艺术直接与书画家对
话，通过拓片上的书法绘画题跋妙语，来展
示其中的文化文明和历史韵味。”据西安中
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庞任隆介绍，此次展
览活动由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城墙管理委员
会、咸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西安
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等承办，展出的100幅
汉画像石拓片题跋作品，布置在馆内三个展
示区，展期2个月，全天免费开放。

百幅汉画像石拓片题跋作品亮相西安

五千年的风和雨，吹乱了思绪，打湿
了痕迹。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数不清湮
没了多少岁月，更记不起磨灭了多少记
忆。我们苦苦追寻，最后发现，历史的足
迹更多地留在了博物馆里。

陕西省自古便是文明的发祥地，因为
十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建立于此，所以文物
的出土也更加频繁，不仅地面文物数量
多，就连地下也可以追溯千年的历史。
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并开放，博物
馆为“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
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
浑庄重。置身于博物馆中，仿佛可以一眼
纵观中华民族千年的变化，可以深切感受
到这千年的风霜雨雪。在这恢宏的博物
馆中藏品数量之多堪称中国之最，价值之
高令人心生敬畏。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的藏品，虽饱受千
年的风吹雨打，承受着烈日的暴晒，历经
无数个四季的更迭，但却依然风采依旧，
仍然可见当初的价值。在这众多藏品之
中，每一件都有它独特的意义，有它不可
代替的使用价值，抑或用于欣赏，抑或用
于容器，或者用来装饰。可无论它用于什
么，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不可磨灭
的痕迹。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就一
定要看看何家村遗宝。一千余件精美绝
伦的金银器，皆为珍宝，静静地守在两个
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千年之后惊艳出
土，它们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前段时
间《国家宝藏》的播出引发热议，陕西历
史博物馆把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推到人
们眼前。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何
家村遗宝中的一种球形的金属制成的香
囊，其外径 4.6厘米，金香盂直径 2.8厘
米，链长 7.5厘米。香囊外壁用银制，呈
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
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以
子母扣套合。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
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
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
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
间，以铆钉铆接，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
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
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不致
撒落。此银香囊制作过程复杂，设计科学
与巧妙，令今人叹绝。

国家宝藏是古人留给后人的财富。
回顾历史，宝藏不仅让世人了解古代人的
生活，明白人从何而来而且对当代的社会
有所启发。谁能想到古人是多么的有智
慧。国家宝藏中流淌着文化自信，是国人
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的一种体现。

国家宝藏中
流淌着文化自信

■赵忆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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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思想碰撞
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代表团赴陕历博进行学术访问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1月9日，受陕西
历史博物馆邀请，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董
事会理事乔治·安德鲁·麦克拉斯基、副总馆
长路易丝·伊丽莎白·帕内尔、教育与社团执
行主任卡罗尔·安妮·罗杰斯一行来陕西历
史博物馆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当日举行的第
五十期“历博讲坛”上，作了题为《利物浦国
家博物馆概况及管理机制介绍》和《博物馆
如何改变生活——以“记忆之屋”项目为例》
的讲座。

“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坐落于英国利物浦
默西河河畔，被誉为‘了解利物浦这座城市
的最佳博物馆’，它通过其独特的人文、地理
和历史向世人讲述利物浦这座城市在英国
和全球的重要地位。”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副

总馆长路易丝·伊丽莎白·帕内尔在《利物浦
国家博物馆概况及管理机制介绍》的讲座
中，详细介绍了利物浦国家博物馆的理念、
价值观以及展览和公益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并与乔治·安德鲁·麦克拉斯基一起向与会
者分享了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在董事会管
理机制上所取得的经验。

“文化属于社群、属于所有人，博物馆
是人们思想碰撞与对话交流的场所，教育
功能的公益属性应大力提倡。”英国利物
浦国家博物馆教育与社团执行主任卡罗
尔·安妮·罗杰斯在《博物馆如何改变生活
——以“记忆之屋”项目为例》的讲座中，
介绍了由她带领开发的“记忆之屋”项
目。该项目致力于为老年失智症（痴呆

症）患者本人及其照管者、家人及社群带
来改变。截至 2018年，超过 11500人成为
项目的受益人。

通过讲座，来自文博界同行以及社会各
界的听众了解了利物浦国家博物馆的基本概
况，体会到了他们通过“记忆之屋”博物馆教
育活动为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康复所作出的
努力。讲座结束后，三位英方来访人员与陕
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及博物馆
的相关领导就“中英理事会——董事会制度”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6年11月，为了促进中国和英国的
文化交流，陕西历史博物馆与英国利物浦国
家博物馆本着加强和发展双方长期友好合
作的共同愿望，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2018

年 5月，陕西历史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对海
外博物馆董事会和理事会建立与运作制度
的了解与分析’项目。2018年12月9日，陕
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正式成
立。”陕历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党委书
记、馆长强跃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馆通
过积极筹划，最终促成了此次学术交流，并
由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共识。相信随着
项目的不断推进，在充分吸收国外成熟的博
物馆董事会——理事会运作制度经验的基
础上，陕历博将依托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
的优势，不断创新机制体制建设、盘活博物
馆发展潜力，带领博物馆更好更快地发展，
并为陕西、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博物馆事业发
挥模范引领作用。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雍城，位于今陕
西宝鸡凤翔境内，是以河流为城的“城堑河
濒”，也被称为“水上秦都”。秦人在甘肃陇
东扎住脚跟，东迁至陕西雍城崛起壮大，最
终一统天下。为展现秦帝国的发展历程，1
月10日，“帝国之路”系列展的“帝国之路·
雍城崛起——秦国历史文化展”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文物陈列厅与观众见面，展期3
个月。

如果说西汉水流域是秦人发展的摇
篮，那么汧水流域和雍水流域则孕育了秦
人的崛起。秦人越过陇山，沿着汧河进入
了关中，为争取周天子许给的“岐以西之
地”，脚踏实地，金戈铁马，一步步地实现了
争霸关陇的梦想。本次展览以时间和空间
的轴线，分为“汧水风云”和“雍水辉煌”两大
单元：第一单元“汧水风云”包括：汧邑之谜、
汧渭之会、平阳之祀。第二单元“雍水辉煌”
包括：王华之梦、戈马之利、宫室之美、文化

之聚。展览汇集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陇县
博物馆、凤翔县博物馆、宝鸡市陈仓区博物
馆六家文博单位的186件（组）展品,包括秦
人的礼乐重器秦公钟和秦公镈，秦景公一

号大墓出土的石磬、反映秦吴两国交流的
吴王孙鼎等珍贵文物。这些展品体现了考
古工作者在汧水和雍水流域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成果，也展示了古代秦人自强不息，奋
发图强的崛起之路。

秦国历史文化展在西安开展

◀秦国历史文化展

▲秦公镈上刻有铭文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1月10日，记者从
陕西省文物局获悉，新年伊始，由陕西省文
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陕西九州映红实
业有限公司在我省文物热点景区共同创新
推出的“秦坊东市——山阳县土特产品扶贫
爱心专柜”在秦兵马俑商业街正式成功运
营，收获众多好评。

“扶贫爱心专柜”是陕西省文物局“以文
物为引领、以资源为优势、以创新为手段、以
脱贫为目的”的对口帮扶工作创新尝试的工
作方法之一。文物系统充分利用本省优质

文物资源和热点文物景区客流资源优势，通
过热点文物景区以广大游客为主体的“消费
扶贫”模式，带动游客购买或消费来自贫困
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我省贫困
地区群众增收脱贫的扶贫方式。“秦坊东市”
作为西安市政府、临潼秦兵马俑景区管委会
和北京泛海·陕西九州映红实业有限公司在
秦兵马俑商业圈于2019年培育的重要地方
特产促销地，目的是使游客在参观秦兵马俑
之余能够感受三秦大地的历史文化、饮食文
化和民俗风情，省文物局和秦陵博物院借此

平台在此地推出“山阳县土特产品扶贫爱心
专柜”，无偿为山阳县贫困山区群众在文物
热点景区的“扶贫爱心专柜”销售当地的农
副土特产。

“扶贫爱心专柜”的成功运营不但拓宽
了山阳县当地农副业土特产品的销售渠道、
增加了贫困山区群众的经济收入，还通过宣
传销售产品，让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了
解山阳、认识山阳，为山阳县的脱贫摘帽及
后续招商引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到非常
好的宣传和牵线搭桥作用。

陕西“扶贫爱心专柜”进驻文物热点景区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近日，“意象之美
——汉画像石拓片名家题跋展暨中国书法
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西安中国书
法艺术博物馆举行。在当天的开幕式上，收
藏家姚志光向书法博物馆捐赠汉画像石“鸠
杖拜寿——寿传千万岁”“羽人门铺首”和

“秦俑秦文化印屏”3件实物，并赠送《汉画像
石拓片精品集》。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原馆长李杰民，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薛养贤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成立揭牌。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
壁的砖刻和石雕，它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
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以及神话故事，成为
汉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为研究汉代社会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
料。“举办汉画像石拓片名家题跋展，旨在让

2000多年前汉画像石艺术直接与书画家对
话，通过拓片上的书法绘画题跋妙语，来展
示其中的文化文明和历史韵味。”据西安中
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庞任隆介绍，此次展
览活动由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城墙管理委员
会、咸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西安
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等承办，展出的100幅
汉画像石拓片题跋作品，布置在馆内三个展
示区，展期2个月，全天免费开放。

百幅汉画像石拓片题跋作品亮相西安

五千年的风和雨，吹乱了思绪，打湿
了痕迹。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数不清湮
没了多少岁月，更记不起磨灭了多少记
忆。我们苦苦追寻，最后发现，历史的足
迹更多地留在了博物馆里。

陕西省自古便是文明的发祥地，因为
十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建立于此，所以文物
的出土也更加频繁，不仅地面文物数量
多，就连地下也可以追溯千年的历史。
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并开放，博物
馆为“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
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
浑庄重。置身于博物馆中，仿佛可以一眼
纵观中华民族千年的变化，可以深切感受
到这千年的风霜雨雪。在这恢宏的博物
馆中藏品数量之多堪称中国之最，价值之
高令人心生敬畏。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的藏品，虽饱受千
年的风吹雨打，承受着烈日的暴晒，历经
无数个四季的更迭，但却依然风采依旧，
仍然可见当初的价值。在这众多藏品之
中，每一件都有它独特的意义，有它不可
代替的使用价值，抑或用于欣赏，抑或用
于容器，或者用来装饰。可无论它用于什
么，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不可磨灭
的痕迹。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就一
定要看看何家村遗宝。一千余件精美绝
伦的金银器，皆为珍宝，静静地守在两个
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千年之后惊艳出
土，它们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前段时
间《国家宝藏》的播出引发热议，陕西历
史博物馆把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推到人
们眼前。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何
家村遗宝中的一种球形的金属制成的香
囊，其外径 4.6厘米，金香盂直径 2.8厘
米，链长 7.5厘米。香囊外壁用银制，呈
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
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以
子母扣套合。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
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
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
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
间，以铆钉铆接，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
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
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不致
撒落。此银香囊制作过程复杂，设计科学
与巧妙，令今人叹绝。

国家宝藏是古人留给后人的财富。
回顾历史，宝藏不仅让世人了解古代人的
生活，明白人从何而来而且对当代的社会
有所启发。谁能想到古人是多么的有智
慧。国家宝藏中流淌着文化自信，是国人
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的一种体现。

国家宝藏中
流淌着文化自信

■赵忆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