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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三峡库区最美的时节，高峡出平湖，碧
绿长江滚滚而来。江水之畔，矗立着一座巨石般
的建筑，这就是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 （重庆市万
州区博物馆）。

20多年前，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
工。因工程建设需要，库区 131 万人迁离家乡，
到新的地方定居。为了纪念这一批人的付出，在
重庆市万州区，三峡移民纪念馆拔地而起，珍藏
着这段感人的历史。

泛舟于历史长河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是三峡库区重要的历史
文化和移民文化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建
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展区面积 7000 平方米，
2016年10月开馆运行。“外观采用江边岩石的造
型，象征着三峡移民的坚强和勇毅。”重庆三峡
移民纪念馆馆长岳宗英说。

以收藏、研究、展示三峡历史文物、民风民
俗为主题的万州区博物馆，2016 年迁往江南新
区，与新成立的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合并运行。

“一层是万州区博物馆的展览内容‘万川汇
流——万州历史文化陈列’，按历史顺序分为‘迈
向文明’‘巴风楚雨’‘羊渠华彩’‘南浦盛事’‘川江
门户’‘万商之城’6个部分。”岳宗英介绍。

濒临长江的地理环境和温暖湿润的气候，使
万州成为人类生存繁衍的理想之地。距今7000年
前，人类文明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展厅里，
实物、模型与场景复原、多媒体方式结合，展现
出万州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展品以万州乃至峡
江地区历年考古出土文物为主，其中有不少来自

“三峡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的考古发现。

粗眉大眼，双耳招风，面带微笑。这件造型
逼真的东汉灰陶庖厨俑，2005年出土于万州武陵
镇天丘墓群，是“三峡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
中发掘的珍品。陶俑呈跪坐姿态，头戴无檐圆
冠，身穿右衽灯笼袖布衫，双袖挽起，身前的案
板上放置着鱼、葱、姜、蒜等食材，充分体现了
汉代工匠在塑造人物的神情、服饰及姿态等方面
的娴熟技巧。

高鼻深目，面容严肃，头戴盔胄，身着铠甲
战袍。眼前这件青瓷俑，表现了一个孔武有力的
胡人武士形象。“它是 1978年在四川省万县 （今
重庆市万州区） 出土的，来自唐初刺史冉仁才夫
妻合葬墓。”岳宗英说，此俑制作精美，纹饰多
样，寓意丰富。武士身着护具上有大量宝相花
纹，是唐代服饰流行的纹样。其左手按长方形
盾，盾牌上部饰夔牛纹，下部配以神龟纹，寓意
持盾人能威震四方、长寿安康。“这件武士俑是
唐代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佳品，也为研究唐史提供
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战国虎纹青铜戈、东晋龙饰石磨扇、王氏
“日入千万”铜方壶……行走在展厅，如同泛舟
于历史长河中，数千年来万州的各个侧面在眼前
逐一展现。

词中愿景成为现实

万州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第一移民大
区，累计动迁人口26.3万人，移民规模占重庆总
量的1/4，占库区总量的1/5。为镌刻三峡工程及
百万大移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国务院三峡办规
划在万州建设三峡移民纪念馆。

纪念馆的二层和三层为“伟大壮举 辉煌历
程”基本陈列，通过沙盘、浮雕、壁画、照片、
投影、多媒体互动等多种方式，展示了三峡工程
和百万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故事。

走进序厅，一面数字墙引人注目。“最上方
的 131万，是三峡移民的总人数。我们给观众介
绍的时候会提到一个比例，1000个中国人中，就
有一个三峡移民。”岳宗英介绍说，“175米，是
长江目前最高水位。2 座城市、10 座县城、106
座集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峡库区以及移民的
基本范围。”

一旁的壁挂地形模型，直观展示了三峡库区
的范围。而另一侧的 《峡江图考》，完成于清光
绪年间，以山水图的形式描绘了原始三峡的风
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长江三峡河道图。

穿过序厅，进入展览的第一部分“百年宏愿，
筑梦三峡”。“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 《实
业计划》 中首次提出在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
岳宗英说，民国时期，也提出过三峡建设计划，
但当时修大坝的目的侧重于发电带来经济效益，
而现在的三峡大坝则以防洪作为首要出发点。

展出的资料显示，自汉代末年到建设三峡工
程之前，长江中下游一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较
大规模的洪灾。1954年的长江大洪水，围困武汉
市整整100天，京广铁路也被截断了整整100天。

此刻，透过博物馆的一扇观景窗向外望去，
高峡出平湖，长江已不像旧日那般奔放不羁。岳
宗英告诉记者，这里模拟的是在长江上乘船时透
过船舱窗户看到的景观。狭长的玻璃窗上方，雕
刻着毛泽东当年考察长江时写下的词句“更立西
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如今，
词中的愿景成为现实。

接下来的复原场景，是 1992年 4月 3日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表决现场，长
江三峡工程方案以1767票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历
史性的瞬间在这里定格，宣告了三峡工程将从纸
上走进现实。

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三峡工程建设历时 17 年，迁徙移民 131 万，
其时间跨度之长，任务之艰巨浩繁，在中外水利
建设史和工程移民史上前所未有。

“经过长达8年的移民试点工作，国家逐步确
定了开发性移民的方针。不是说让移民搬出去就
完事了，而是要确保他们在新家园扎稳脚跟，要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岳宗英说。
1993年，国务院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
例》，标志着开发性移民方针正式确立。

上百万移民里，有的是后靠安置，有的是本
省安置，还有很多迁到了山东、江苏、上海、浙
江、福建、广东等11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江和沿
海地区。

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离开家乡需要
极大的决心和勇气。纪念馆征集了大量移民搬迁
时的照片，布满了整整一面墙。

“这个农民带走了自家所有的农具，虽说到
了新家用不上了，但这是他对于故乡的念想。”
岳宗英指着照片墙说，“这是徐继波，三峡外迁
移民的第一人。他怀里抱着一盆黄桷树，是重庆
的市树。”展厅里还陈列着徐继波一家外迁时的
车船票，一张张带着岁月痕迹的票据，诉说着一
段不平凡的旅程。

对于三峡移民，迁入地政府关怀备至，除了
为他们安排工作和住房，还把迎接移民的准备物
资细化到一壶热水、一盘水果、5斤猪肉、100斤
柴火……展柜里的移民生活物资配备计划表，移
民干部为移民准备的第一顿饭的照片，细细看
来，让人为之动容。

“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广大移民干
部的热忱付出。很多干部牺牲在工作一线，有的
是积劳成疾，有的是遭遇意外，他们同样值得铭
记。”岳宗英说。

到2008年8月，长江三峡移民工程通过了国
家阶段性验收，累计迁移 131万人，提前一年完
成移民安置规划规定的全部任务。

搬迁的结束，并没有为三峡移民的故事画上
句点。“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展现了今天三峡库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三峡移民的生活状
态。”岳宗英指着一组城市对比图说，“这是2016
年库区区县城市风貌与10多年前的对比，发展进
步一目了然。这两年又有好多观众反映，对比图
该换了，现在的库区城市与2016年相比，又有了
很大的发展。”

“好多移民回来参观，看到前面没流泪，看
到今天库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流泪了。他们说，
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岳宗英说，这些变化，
靠的是库区人民的不懈奋斗，也离不开国家专项
资金的持续投入和对口支援省份的无私援助。

“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这在我们纪念馆
筹建过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岳宗英告诉记
者，三峡移民纪念馆收藏有三峡移民工程的各类
实物资料4806件 （套）、照片3156幅、音视频资
料 150余部，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捐赠，如 《峡江
图考》就是一名迁往云南的重庆万州市民无偿捐
赠给纪念馆。

“我们纪念三峡移民，就是为了铭记这段激
荡人心的峥嵘岁月，致敬一个感动中国的英雄群
体，同时传承‘同心许国、负重自强’的伟大精
神，凝聚‘建设新三峡、共襄中国梦’的前行力
量。”岳宗英说。

你知道钱是怎么产生的吗？古代
的五铢钱有多重？银子为什么叫做纹
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推出的中
国古代钱币展中，这些问题都能找到
答案。

该展览从国博馆藏 20 余万枚钱
币中精选出 1800 余件珍品，辅以其
他类别文物200余件，系统呈现了中
国古代钱币发展历程及其丰富内涵，
以钱币为载体，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
展脉络和灿烂成就。

展出的钱币从原始海贝到早期的
刀布币和圜钱，再到持续 2000 年之
久的方孔圆钱，直至清末的机制铜、
银元，传承脉络明晰，品类繁多。其
中既有形态各异的金属铸币，也有元
代以来各色纸币；既有流通货币，也
有反映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镇库钱、
宫钱、供养钱、生肖钱、厌胜钱、游戏钱
等；既有体现中国古代高超书法艺术
的代表钱币，也有反映古代造币工艺
发展水平的各种钱范、母钱和钞版。

走进序厅，一幅欧亚大陆钱币地
图带你进入钱币的世界。展览第一部
分“泉林漫步——中国古代钱币的发
展”分为“异曲同工”“周圆函方”

“五铢改制”“宝通千年”“金银宝
货”“一纸千金”“现代启蒙”7个单
元，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钱
币的演变。

商 周 时 期 ， 农 具 铲 被 称 为
“钱”。中原地区的居民以农耕为主要
生活方式，种地使用的铲子、锄头等
农具是家家户户重要的必备物品，这
为农具成为流通货币提供了可能。东
周时期，农具铲演变为中原地区的流
通货币，叫做“布币”，人们就把这
种货币称为“钱”。展厅里有一件西
周时期的原始布币，较多地保留了农
具铲的原型，体形大，铲柄孔尚存，
处于实用物向钱币演化的阶段。

一枚锈迹斑斑的秦半两，诉说着
秦统一货币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半两
钱始铸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公元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止了战国时
期形制不一的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推行以两、铢为单位的纪重货币制
度。半两币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
币立法，是中国钱币发展进程中的重
要里程碑。半两钱形制是秦以后中国
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2000 余年的钱币
基本形制，影响深远。

五铢钱是中国古代流通时间最为
长久的钱币形态之一，从汉武帝元鼎
四年 （前113年） 至唐高祖武德四年

（621 年），共流通了 734 年。西汉承
秦制，铜铸币以两、铢为单位。西汉
前期曾多次改变钱币的法定重量，汉
武帝统治期间，先后铸造三铢、四
铢、半两等重量的钱币。汉武帝元狩
五年 （前118年） 实行币制改革，始
铸五铢钱。元鼎四年 （前 113 年），
禁止郡国铸钱，只准上林三官铸造。
自此，中国货币铸造权与发行权完全
收归中央政府。

铸刻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迹的开
元通宝、印有铭文的南宋大银锭、元
代发行的统一纸币中统元宝交钞、背
面印有英文的清末机制币……不同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钱币，勾勒出货币发
展和社会变迁的进程。

展览第二部分“圜宇方圆——古
代钱币中的社会生活”分为“资币轻
重”“货币战争”“食足货通”“孔方
万象”“泉铸岁远”5 个单元，展现
了钱币与政治、经济、军事、艺术、
科技等方面的关联。

在“货币战争”单元，几枚印有
光绪帝头像的银币格外吸睛。清光绪
二十八年 （1902年），四川省地方政
府仿外国卢比造四川卢比，有力地抵
制和削弱了外国卢比的入侵，满足了
汉、藏商民的需要。四川卢比，又称
川铸藏洋、藏元 （炉关），是中国最
早铸有人像的银币，也是中国唯一铸
有帝王像的银币。

一只牛在唐代值多少钱？“食足
货通”单元展示的唐代浅黄釉陶牛，
勾起了人们的好奇。据 《太平广记》
记载，唐永徽时期 （650-655 年），
在山西汾州，一只牛犊价格约为开元
通宝钱 5000 文。到了唐建中时期

（780-783年），扬州地区一只牛价格
约为开元通宝钱15000文。在展厅里
的多媒体互动设备上，观众可以查询
各历史时期的物价，并了解所对应的
相关钱币。

在“泉铸岁远”单元，一系列文
物、模型及多媒体设备，展现了中国
钱币制造技术的发展过程，观众可以
了解到中国古代铸钱业的翻砂工艺对
于西方机器制造业的影响。

据悉，中国古代钱币展为常设展
览，自开幕后长期向公众开放。

春节期间，故宫博物院在神武门
展厅举办“吉祥如意——故宫博物院
典藏如意展”，通过一柄柄制作精
美、寓意吉祥的如意，让观众感受中
国传统节庆文化。

如意，又名“握君”“谈柄”，由
古代搔杖演变而来，取材骨、角、
竹、木等，因最初被做成长柄指爪
状，用于搔挠解痒，尽如人意，故称

“如意”。汉晋之际，如意被赋予更多
文化涵义和功能，成为文人雅士交
游、清谈、乐舞的助兴之物，其造型
演变为云头式的首、弯折的颈部和扁
平的柄。宋代之后，如意发展为室内

陈设品。至明、清时期，以灵芝造型
为主的如意被赋予吉祥驱邪的涵义，
更为士庶乃至帝王所青睐。

故宫博物院藏有 2000 多柄明、
清时期的如意，材质涵盖玉石、竹
木、金属、牙骨、瓷等，从一个侧面
折射出明、清工艺发展的盛况。此次
展览精选 158 件 （套） 展品，分为

“玉石如意”“竹木如意”“金属如
意”“九九如意”“其他材质如意”5
个单元，全面反映了明、清时期如意
的丰富材质、优美造型、精湛工艺和
多样题材。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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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的吉祥如意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清铜鎏金累丝嵌翡翠三镶如意 刘宪国摄 （人民图片）清铜鎏金累丝嵌翡翠三镶如意 刘宪国摄 （人民图片）

东汉灰陶庖厨俑

中国古代钱币展展厅 余冠辰摄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中国古代钱币展展厅 余冠辰摄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图①：“三峡外迁移民第一人”徐继波捐赠的外迁船票
图②③：以身殉职的巫山移民干部冯春阳生前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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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新展从 钱 看历史
本报记者 邹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