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 （fú） 区繁华的中心文
化广场最西端，一座主从陪衬的四方建筑格外引
人注目，中间的主体建筑上书“烟台市博物馆”，
由郭沫若题写。

烟台市博物馆 1958 年创建，最早设在烟台福
建会馆内，后与烟台市展览馆合并。2011 年新馆
启用，以新馆为依托的主馆和以福建会馆为依托
的民俗馆成为烟台市博物馆的两大展区。目前，
烟台市博物馆馆藏文物 67547 件/套 （实际数量为
473112 件），其中一级文物 84 件/套。藏品体系分
为三大类：传世文物、出土文物、近现代文物和
文献，涵盖书画、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等 20
余个门类，尤以书画和瓷器最具特色。

见证悠远历史

烟台市博物馆主馆展厅面积 7000 平方米，包
括“山海古韵”“世纪之路”两个基本陈列和“笔
墨丹青”“许麟庐艺术馆”“瓷苑掇英”“绳墨神
工”“美人依旧”“古钱今览”等6个专题陈列及一
个特别展厅。“山海古韵”为烟台地区古代历史文
化陈列，将烟台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清末上万年
间的发展历程和具有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莱夷
文化、青铜文化鲜活地呈现出来。“世纪之路”则
着重反映烟台自开埠以来到解放战争的百年风云。

烟台历史遗存丰富，史前时期白石村遗址、
芝水遗址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独具地域
特色，展现了胶东早期文明成就。烟台市博物馆
以考古研究见长，2009 年取得团体考古发掘资质
证书，2011 年取得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成
为山东首批获此资质的博物馆之一。烟台市博物
馆主持发掘的白石村一期文化遗存，是胶东地区
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约
7000 年历史。牟平照格庄遗址是胶东地区最具代
表性的岳石文化遗址，填补了山东史前文化的一
个缺环。

秦代嵌铜诏版铁权是烟台市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之一。这件铁权形似半球铜钟，铁铸实心，顶
部为半环形鼻，侧面嵌铜诏版，底径 24.7 厘米，
高20.5厘米，重达32.5公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件秦权上
的诏版文字就是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而颁发的文
告。这件铁权1973年出土于文登县蔄（màn）山公
社新权村，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山西省左云县出土
的铁权重量基本相同，是目前所知最重的秦权。

1974 年，在莱阳县中荆乡前河前遗址，出土
了另一件珍贵文物——西周时期的己侯夔纹壶。
此壶高35.5厘米，口径6.7厘米，腹围67厘米，底
径 10.9 厘米。铜壶形体瘦长，长颈，向上收细成
小直口，圆腹并下垂，底下又设绞索状圈足。四
环耳为兽头形，其中两耳在口沿下，剩余两耳靠
近底部，相互对称，便于汲水。壶身通体布满繁
复华丽的纹饰，由上到下共 6 层：上层是三角夔
纹，中部饰波带纹和窃曲纹，底层饰夔纹。圈足
内刻有铭文 13字：“己侯乍 （作） 铸壶，事 （使）
小臣台 （以） 汲，永宝用。”

据铭文可知，这是一件专门用来给己侯取水
的壶，己侯将其赏给了近臣，于是近臣便刻下铭
文，并欲永传于世。此铭文是研究胶东先秦古国
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前，己国文物主要发现于胶
东半岛北海岸，己侯夔纹壶的出土，说明南海岸

也有己国的踪迹，这里或许曾是己国的重要城邑。

彰显丰厚文化

烟台自古为天然良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烟台被迫开埠，成为山东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
商贸的繁荣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塑造了
这座近代海滨城市独特的文化面貌。

烟台市博物馆有一件文物知名度很高，曾入
选初中历史课本，它就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雕蟠龙
御题玉瓶。

此瓶为青白籽玉料制成，背部有一道赭黄色
皮壳。直口方唇，长颈，瓶腹扁圆，高圈足。颈
部透雕蟠龙，龙爪前伸，护持宝珠。腹部阴刻乾
隆皇帝御题楷书七言绝句一首：“捞取和阗盈尺
姿，他山石错玉人为。一珠径寸骊龙护，守口如
瓶意欲兹。”末署“乾隆御题”。

此瓶玉质温润，刀工圆熟，深得乾隆喜爱，
但后来流失出宫。20 世纪初，山东牟平县东关杨
鉴堂在海参崴经商时，从一名参加过八国联军侵
华战争的沙俄士兵手中购得这一玉瓶，后带回家
乡，历经艰险，一直珍藏。1972年7月，其子杨景韩
经牟平县侨联将这件珍贵文物捐给烟台市博物馆。

馆藏的许多传世文物，均来自社会捐赠。
2014年 12月，中共烟台市委原书记董传周之孙董
昭民，依照其祖父遗愿，将董传周一生收藏的191
件书画作品捐赠烟博。此次捐赠的书画不但数量
可观、风格多样、保存完整，而且不乏艺术大师
的精品之作，具有很高的价值。

烟台市博物馆收藏的书画作品中，国家一级
文物有 16 件。其中，明代文徵明 《松下观瀑图》
轴作于其 83 岁之时，如此高龄尚能作此巨幅画
作，属画史罕见，此画代表了他晚年绘画的典型
风格。清代朱耷 《柯石双禽图》 轴是其水墨写意
画的代表作，意境深邃、布局奇特、笔墨精炼。

《柯石双禽图》轴曾在山东流散文物征集陈列中展
出，后又参加中国出国文物展，赴澳大利亚展出。

在“世纪之路”陈列区，一幅笔法刚健的字
轴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此轴纸质横批，保存完
整，自左向右横书“品重醴泉”四字，楷书，上
款为“题赠张裕公司”，下款为“孙文”。

1912年8月，孙中山由上海经水路赴北京同北
洋政府谈判，在烟台短暂停留，参观了民族企业
张裕公司，并挥笔题词。其中“醴泉”出自 《礼
记》中的“天降甘露，地出醴泉”。1978年，烟台
市博物馆收藏这幅题词。

1982 年，曾任孙中山秘书的田桓鉴定此物后
说：“该件运笔周至，属孙公精品。署款所用‘孙
文之印’，审系胡汉民之兄胡义生刊刻，诚为难得。”

烟台海军学堂全图是烟博近代文物文献中的
又一珍品。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为重振海
军，于 1903 年在烟台创办海军学堂 （后更名烟台
海军学校），校址位于今天烟台市芝罘区，谢葆璋
任校长。烟台海军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学
校之一，培养军官570余名，在近代海军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全图包括 47幅照片，系统形象地记录
了烟台海军学堂的情况，为存世孤品，是研究清
末海军教育的重要实物资料。

烟台市博物馆还保存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
人的往来信函、烟台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文物、胶
东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文物等。

展示民俗风情

烟台民俗博物馆作为烟台市博物馆的一部
分，2010 年成立，馆址设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烟台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始建于清光绪十年 （1884年），竣工
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时有“鲁东第一工
程”之称。该馆坐南面北，两进院，由戏楼、山
门、大殿以及西廊庑组成，建造材料全部取于福
建泉州，是中国北方现存唯一一座具有闽南风格
的古建筑群。其精湛的木石雕刻、彩绘和独具匠
心的设计，享誉海内外。

民俗馆内设有“妈祖文化陈列”“烟台近代家
居陈设展”等多个展厅，展示妈祖故里、生平传
说、各地庙会祭奠盛况等内容，还有烟台地区近
代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
姓家庭4个代表性的家居陈设，反映烟台开埠后多
元社会文化并存的景况。近几年，由烟台民俗博
物馆联合社会力量举办的烟台天后行宫妈祖文化
节，已经成为烟台市重要的文化品牌，被山东省
台办确定为“山东省优秀对台交流项目”。

烟台市博物馆馆长高爱东表示，自建馆以
来，烟台市博物馆始终肩负保护珍贵文物和弘扬
历史文化的重任。在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博展览的
同时，还开展了烟台历史文化讲堂、青少年趣味
课堂等品牌社教活动，社会效益显著。每年在华
裔少年“寻根之旅”活动期间，烟博趣味课堂都
会吸引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少年参与。

由潍坊市博物馆联合北京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策划主办的

“潍坊地区出土青铜器特展”近日在山东
省潍坊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汇集潍
坊地区十余家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200
余件，包括殷商斧钺、春秋钟镈、战国
剑戈、秦汉熏壶与镜鉴钱币等。展览分
为“礼乐文明”“金戈铁马”“吉金万
象”3个单元，体现了潍坊地区历史传承
脉络和青铜文化特点。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的
重要标志，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
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潍坊作为东夷和海岱文化
的核心区域，文化遗存灿若星河。从亚
醜（chǒu）方国、纪氏王侯、太公营丘、望
留九台等众多商周遗址，到臧家庄、西辛
庄、马家冢等战国、两汉墓葬，出土了大量
铸作精美、极具价值的青铜器。

此次青铜器特展中国家一级文物有
36 件，包括商代亚醜钺、商代邓共盉

（hé）、西周齐趫 （qiáo） 父鬲 （lì）
等重要文物。亚醜钺 1965 年出土于青州
苏埠屯1号商墓。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
五官微突起，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口
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极富威严。
因其口部两侧对称铭文“亚醜”二字而
得名。“邓共尊彝”饕餮纹铜盉1992年在
昌邑塔尔堡乡上河头村出土。其造型别
致，纹饰繁丽，一侧有鋬 （pàn），鋬部
有“邓共尊彝”四字铭文，意味着这是
邓国一位叫共的逝者所用的酒器。邓共
盉的发现对于研究商代昌邑地区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乃至商周青铜器形制有
着重要价值。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18
日。在展览期间还举办了《青铜器·金文
与齐鲁文化》学术研讨会。

张謇 （1853年—1926年），祖籍江苏常熟，清末状元，近代中
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张謇
一生创办了 20 多个企业、370 多所学校，不仅造福一方，影响还
达及全国。张謇取得的成就，与其接受并践行的良好家风家训密
切相关。

与历史上诸多名人自己撰写家训不同，张謇家训辑自汉、宋
之间 7 位古人诫子名言，以 《家诫》 名之，镌刻于石屏，立于庭
院。《家诫》 汇集了古人修身养德的许多警句，如“受福则骄奢，
骄奢则祸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勿妄与人接”等。张謇之
子张孝若在他所写的父亲传记中将《家诫》的主旨概括为8个字，
即“安贫乐道、独立自重”。这不仅是汲取了古人家训精粹，更是
张謇对其家族历代家风的传承与凝练。

张謇在《家诫》开篇中说，“若先世言行之足资师法者，自有
《述训》在”。《述训》是张謇年轻时奉父命所写，记述了家族的传
承和演变，尤其是家族的优良家风。张謇曾追忆父亲“强立好
义”，“虽贫，不求援于富室；虽为农，不降诎于有势力之人”。并
忆起父亲时常教诲：“从古无穷人之天也，人而惰，则天穷之。”

“轻重者，植骨贵贱之征，人莫贱于轻，莫贵于重。”而张謇之母
也曾在他入幕地方官府时告诫，“君子不轻受人恩”，以保持“独
立自重”的品格。

张孝若曾这样写道：曾祖耐得穷苦，有骨气，教导祖父极为
严正不苟；而祖父居心仁慈，克己勤苦，爱惜物力，无微不至，
即便儿子 （指张謇） 贵了，名气大了，仍不脱乡农本色；家里的
一种安贫乐道、独立自重的家风，由曾祖传给祖父，祖父再传给
父亲。

张謇一直践行勤俭持家的准则。他在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
说：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
衣服不必多做，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须是将债还清。
类似言论，在张謇家信中多有所见。

在教导孩子时，张謇亦着重培养其“安贫乐道、独立自重”
的品格。张孝若记述说：小时候父亲管教极为严厉，总是讲从前
家世贫苦的状况和做人要艰苦自立的道理。张孝若离家到国内外
读书游学期间，张謇不时写信予以严切鞭策。信中有云：“儿经今
年之阅历，当悟人生信用，作事作人一而二二而一，若人格无
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
随之矣，儿须时时加检。”“儿见各国元首要人，务须诚笃谦谨而
以礼自持，固不可亢，亦不可卑。”“与人交，岂可使人轻，岂可
不自重……方当壮年，正宜强自树立于纯白之境，未可妄自菲薄
也。”张謇用语虽然严正，但其中所寓慈爱之情溢于言表，张孝若
每次接到父亲来信，都要读好多遍。正是在张謇的影响下，张孝
若养成了朴实谦谨的性格，直到18岁才开始穿羊皮袍和吸一二枝
香烟。张謇夸赞他说：“我难得有一个和我一样不爱钱财的儿子。”

（作者单位：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佛教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的过程
中，出现了很多以石窟、造像艺术而闻名的佛教
圣地，如敦煌、洛阳等。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大板镇的海棠山，是丝绸之路上的“密宗
名山”，山中所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普安寺曾在
清代盛极一时，迄今仍保存有清代摩崖石刻造像
183龛、200余尊。

众所周知，海棠山所处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是蒙古族聚居处。近代以来，这里被称为蒙古
贞。16世纪末到 17世纪初，在原有萨满教和民间
信仰的基础上，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贞地
区，形成了具有蒙古贞特色的佛教，并在以后的
发展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这既不同于印度佛教

与苯教融合下产生的藏区佛教，也不同于蒙古佛
教与藏传佛教融合下产生的西部与外蒙古的佛
教。这一特点，可以从海棠山独特的文殊造像风
格看出来。

海棠山现存 11 身文殊造像，其中，白文殊 1
身，红黄色文殊 1 身，童贞文殊 1 身，文殊菩萨 8
身。文殊造像多龛刻于平面竖长方形浅龛内，均
为跏趺坐像，未骑青狮，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造
像艺术特征。11 身造像均为圆形头光，一面二
臂，头戴五佛冠，双耳垂肩。

体型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区第106龛的童
贞文殊菩萨像。龛高 3.18 米，宽 2.45 米，龛楣虽
毁，但造像完整。除体现藏传佛教艺术风格之

外，还彰显出浓厚的本土风格。造像面型长圆饱
满，身形较长，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特征。其座下
的莲瓣简略宽肥，也符合蒙古人的审美。这身造
像既不同于藏地的风格，又和汉地风格相异，是
一尊具有“海棠山风格”的文殊菩萨造像。

为什么在海棠山会刻有文殊造像？这和文殊
菩萨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清政府对文殊信仰
的支持分不开。文殊菩萨表征的智慧是“般若”
的意译。不论是在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中，文
殊菩萨都是非常令人敬仰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中唯一一座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居一山的五台
山，被作为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清政府大力支
持藏传佛教，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多位皇帝格外
重视文殊信仰。海棠山佛教是在清政府重视藏传
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而在雕刻佛菩萨像
时，自然少不了文殊菩萨。

海棠山的文殊造像既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
响，又有自己独特的本土风格，是不同地域文化
交流的成功实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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