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文博探秘文博探秘 2016年8月20日 星期六

8个基本陈列免费开放

据西藏博物馆副馆长达珍介绍，西
藏自治区文物工作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传
承，上世纪60年代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
会。“这是全区首家专门文物管理机构，
兼具行政管理和业务开展的双重职能，
办公地点设在罗布林卡内。”达珍说，上
世纪90年代初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
会被调整为自治区文物局、布达拉宫管
理处、罗布林卡管理处和西藏博物馆四
家单位，西藏博物馆由此诞生。

1994 年 7 月，在中央第三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上，西藏博物馆建设被作
为重点社会发展工程，由国家直接投
资 1 亿元兴建，主体建筑分展馆区和
库区两个部分。西藏博物馆为综合性
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 10 万余
件，2009年对游客免费开放。

“如今的西藏博物馆，已成为西藏
自治区规模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
究、展示和教育中心，是展示西藏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窗
口，也是人民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的良
好平台。”达珍说，西藏博物馆现有8个
基本陈列，包括“史前馆”“历史馆”“文
化艺术馆”“唐卡馆”“佛像馆”等。此
外，西藏博物馆每年还推出 10 个左右
的各类临时展览，并参与组织众多的
国内外西藏文物精品展。

据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
局长刘玉珠介绍，“十三五”时期，
国家将投入不少于20亿元人民币，用
于西藏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其中，就
包括了西藏博物馆在内的 9 个博物馆
的新建和提升改造。“西藏博物馆新
址位于拉萨河南岸的次角林村，那里
现在是拉萨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距
文成公主实景演出地很近。”达珍说。

众多馆藏见证汉藏团结

走进位于博物馆二层的展厅，左侧
即为《亘古探幽——史前文化展》，介绍
了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前
吐蕃时期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个粗糙的
石斧、石凿，到日趋精细精美的陶器、青
铜器，展现了西藏远古先民们在恶劣的
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繁衍的景象。其中
出土的“双体陶罐”构思精妙、工艺纯熟，
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西藏博
物馆的图标就是双体陶罐，据考证它是
祭祀时使用的，而非普通的日用品。”讲
解员唐聪丽说。

欣赏完远古西藏的变迁，便转
进西藏博物馆原创展览 《历史的见
证——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 展
厅，这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时特别推出的。围绕“西藏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
史事实，西藏博物馆遴选出珍藏的、体
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封诰、法旨、
印章、书画、执照、令牌、匾额、礼品、文
档等200余件文物，揭示了历代中央政
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史实。

此外，基本陈列中还包括《静苑胜
莲——西藏博物馆馆藏度母唐卡展》

《元明清玉器专题展》等，展出的数百
件精品文物，从西藏的历史、文化、艺
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直观地展现藏
民族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二十一
度母像是由钦孜画派创作的，该画派
始创于 17 世纪晚期，擅长使用对比色
绘出愤怒像，但这次在普查建档时发
现这些度母像却是寂静像，非常难能
可贵。”达珍表示，藏族群众一直有度
母信仰，这套神态各异、亮度鲜明的二
十一度母像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在位于三楼的临时展厅内，由山
西博物院和西藏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山西古代文化展》，一楼展厅举办的
由西藏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甘肃博
物馆等八省区主办的《茶马古道》展，
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展厅中，不
仅有马驮茶叶、盐巴行走的塑像，还有
视频影像资料的讲解。“看过展览，才
更好地理解了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
巴。”正在参观的阿旺次仁说。

重视文物保护修复研究

2014年10月，在国家文物局和自
治区文物局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重

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在
西藏博物馆挂牌成立。在唐卡室，记
者看到，工作人员对残损唐卡的质
地、年代进行甄别，并对外围的绸缎
采取置换措施。“我们将努力把唐卡
保护工作室打造成为南亚知名、国内
一流的唐卡保护修复基地，为全区乃
至全国的唐卡保护修复工作提供技术
支撑和服务平台。”正在这里工作的
国家文物局援藏干部高峰信心十足地
说。

对文物藏品的研究是博物馆业务
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文物价值开发与

利用的前提。据达珍介绍，十余年来，
西藏博物馆在西藏史前文化、藏族史、
民风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以及古籍文献的
收集、整理和翻译、编印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相关学术刊物
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完成了一定
数量的科研课题和攻关项目。

西藏博物馆成立了学术委员会，
并制定了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奖励办
法等，确定了馆级课题20余项，并多
次配合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
重大活动举办学术研讨会。在2009年
举办的“当代博物馆展望——全国博
物馆馆长论坛”学术会议上，西藏博
物馆馆员撰写的 《达拉岗寺考古发掘
报告》《论藏族民居装饰的嬗变》 等
百余篇论文，在国内考古和文博界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藏博物馆还主编和参与编辑、
出版了 《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
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金色宝藏》

《雪域瑰宝》 等大型画册，整理出藏
文古籍 《旁塘目录》，出版了 《西藏
陶质建筑饰品发展史研究》《二十一
度母图录》 等。2013年，还创办了馆
刊，每年出版两期，其承办的 《西藏
文物》季刊也按期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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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东门对面，矗立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座具
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西藏博物馆。199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西藏民主改革
40周年之际，西藏博物馆落成开馆。它占地面积539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490平方米。

近日，记者来到西藏博物馆。只见富有藏式风格的整体建筑群规模宏大、古朴典雅，既体
现实用功能和艺术神韵，又有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博物馆内外，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流连于各
个展厅，欣赏着西藏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正在举行的《山西古代文化展》《茶马古道》等
临时展览，也让游客们有了更多的收获……

“自开馆以来，我们对博物馆展陈形式、手段、技术的改进十分
重视。”西藏博物馆副馆长达珍说，在具体的陈列展览中，博物馆始
终以观众的参与、体验、互动作为主要的展示方式，同时通过声、
光、电、静态陈列、多媒体展示和场景复原等手段，加强展陈的现
场效果。此外，还结合陈列内容开设影像放映、互动区域等多种形
式的项目，达到对陈列内容的延伸和补充，实现展览和教育的有机
结合。

在 《亘古探幽》 西藏史前文化展览中，针对非移动类文物 （岩
画），博物馆采用投影的方式，滚动播放岩画图案，同时也以岩画墙等
形式，使游客清晰地看到岩画图案的细节部分，让岩画的内容更灵
活、直观与生动。另外，在 《情满高原》 西藏民俗展中，同样设置了
很多场景复原，包括以沙盘重现藏族古村落的生活场景和结构布局，
以藏式庭院、厨房、客厅、望果节、牧区生活、藏刀加工等场景再现
藏族人的生活。除此之外，在 《历史的见证》《古韵流芳》 等展览中，
也设置有大量的场景复原。

在 《二十一度母唐卡展》 展厅中央，一副巨大的沙画坛城吸引了
游客的注意。“这是博物馆专门邀请寺庙中具有绘画技能的僧人，以各
种颜色的矿物质原料现场制作的。通过这一环节，让游客现场领略藏
传佛教艺术的魅力。”达珍说，博物馆还将沙画坛城制作流程录制下
来，在展厅内循环播放，以营造展览的浓厚氛围和现场感。“不仅达到
了增强陈列鉴赏性的目的，也让观众加深了对唐卡、沙画坛城的深入
了解。”

博物馆还借助投影仪、LED、电视机、触摸屏和CD播放机等，让
展览内容更加充实与丰富。如在民俗厅内，投影仪前坐满了观众，大
家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 《茶马古道》 记录片。此外，观众可通过触摸
屏，方便地查阅有关藏族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可使用CD播放
机，聆听藏族各种音乐。在 《古韵流芳》 藏族戏曲面具专题展中，博
物馆设置有滚动播放《八大藏戏》的区域。

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参与进来，在一楼的天井区域设置有游客
互动区域，互动项目包括面具填色、民间游戏以及藏族书法学习、吉
祥纹饰 （版画） 等内容。记者看到，不少观众在空白的藏戏面具上，
根据自己的喜好填充颜色，填好后的面具会由博物馆工作人员鉴赏。
在博物馆二层的展示墙上，专门设置有“面具填色作品展”。“观众在
参与面具填色后，我们选出较好的作品展出，从而进一步拉近观众与
博物馆的距离。”讲解员唐聪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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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体陶罐▼
出土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距今已有 4000多年历

史。因器形为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成，故
得此名，造型雍容大气而极具生活情趣。无论从器形
还是纹饰看，双体陶罐都体现与西藏同时期出土的新
石器时代陶器不同的特点：整体造型洗练优美、饱满
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纹饰精美，不仅代
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体现了卡若
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也是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
的代表和点睛之作。

普度明太祖长卷图▲

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为了进一步密切与西藏地方政教
势力的关系，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遂召请当时在藏区声望
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领袖、第五世噶玛巴
却贝桑波前往南京，为去世的朱元璋夫妇荐福超度。据传，其
间出现了众多奇异祥瑞之象，永乐皇帝遂命画工将其绘制并
用文字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这部长达 50 米的巨幅长卷。此
后，这幅长卷被永乐皇帝赠予获封“大宝法王”的却贝桑波。

鎏金铜不空成就佛▲

不空成就佛是五方佛之一，代表毗卢
遮那佛之“成就作智”，也代表能以大智慧
成就一切如来事业和众生事业。此尊不空
成就佛，头戴五叶冠，束发高髻，顶饰十字金
刚杵，面相丰满端庄，神态静穆，双目清丽，
眉间饰白毫，鼻梁隆正，双耳垂肩。佛像整体
造型优美别致，工艺精美绝伦，是一件典型
的西藏本地丹萨提风格佛像。

梵文贝叶经《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
贝叶经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这部

《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 制作精美，书写工整，保
存完好。虽然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绘制的图案
依然色彩艳丽，页面平整如新，树叶纹理也清晰依
旧，是研究古代印度史尤其是早期佛教文化难得的第
一手资料。贝叶经虽不是西藏本土的作品，但由于在
其原产地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一带已少有存
世，使得西藏成为目前贝叶经藏量最丰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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