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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久长”的深层含义

记 者：为什么选择周、秦、汉、唐这四个朝代
来做展览？

谈晟广：我们都知道，周、秦、汉、唐等几个朝
代是古代中国最为重要和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周上
承夏商，下开秦汉，以“制礼作乐”确立中华礼乐文
明的典范，使“礼制”成为此后历代王朝政治与文化
的基石。秦统一六国，开创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设郡立县、统一文字、货币
和度量衡，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和传统。
汉代推尊儒术，有效统治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文化
艺术多元繁荣，国力盛极一时，在多个方面为后世中
国奠定基础。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经济
发达、文化昌盛，中外交流空前频密和深入，与汉代
并称“汉唐盛世”。

这4个王朝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治中心长期建立
于陕西省境内的关中地带。近代以来，陕西境内出土
了大量古代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作为现身说法的实物
证据，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最能激
发我们的文化自信。

记 者：能否解释一下主题“与天久长”的含义？
谈晟广：这个展览意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主题“与天久长”，典出汉代吉语，以此祝
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代代相传、汉唐盛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薪火永续、与天久长。展期 99天，也是与此
相呼应，寓意“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和“九九大
运，与天终始”。

事实上，“与天久长”并不只是寓意丰富。它包含
着中国先民根深蒂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构成了这次
展览的核心。

中国古人对“天”这一概念有独到的理解。《文心
雕龙》 中说：“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上古
先民，敬畏自然，仰首即见星空。人们在“观象授
时”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循星宿的秩序，根据“北天
极”和“北斗”的运行规律，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以天文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和信仰传统。

所以，这个“天”，说到底就是星星运行的规律，
也就是自然规律。

为什么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绵延至今？因为中国
古代制度是根据“天”这个自然规律制定的，本身就是自
然规律的体现。所以中华文化始终是绵延不绝、与天久
长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本。

“中国”概念的起源

记 者：展览中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文物？
谈晟广：这次展览调动了陕西省 43 家文博机构，

以周、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精选300余件
展品，包括一级文物189组件。其实，我不太愿意强调
这些文物的品级，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有它在历史长河
中的代表意义。观众应该着重于文物本身，而不是人
为赋予的品级。

如果说特别关注的文物，首先可以看看 1963年发
现于陕西宝鸡的这件何尊。它是贵族“何”所作，是
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何尊内底部铭文

“宅兹中或 （國） ”4字，大意是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
地区。这段铭文是已知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这
里就涉及到“中”的概念。

记 者：可否阐释一下“中”的概念？与“中
国”是什么关系？

谈晟广：近年发现的“清华简”《保训》篇是极为
重要的先秦文献，主要内容是商朝灭亡前的周文王五
十年，文王临终前向太子发公布政治遗嘱的一篇实录
文字。

《保训》 记载，文王将“中”授予武王。这里的
“中”就是天命。周公建都洛邑 （今洛阳），是为成
周。洛邑所在的区域，被认为是与“天中”（天的中
央） 对应的“地中”（大地的中央）。也就是说，周王只

有在“天下之中”的洛邑接受“四方”诸侯朝拜，才能像北
天极一样形成同心圆结构。

可见，“中”是由“天”衍生出来的。同心圆的结
构，正是周人“制礼作乐”的核心内容。“中”慢慢扩
展成了“中国”。“中国”概念的起源，是中国先民对

“天下之中”的理解。

艺术即历史

记 者：我们参观展览时，如何去体会“天”
“中”这些概念？

谈晟广：中国古代器物多有对称、同心圆的结
构，这其实就是“天”“中”概念的一种体现。

这次展览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器物——西汉鎏
金银铜竹节熏炉。这件器物是汉武帝初年由内官为未
央宫制造，呈高柄竹节豆形。这件器物上的竹节并不
只是简单的装饰，而具有隐秘的象征意义。

我们都知道，“礼”在古代中国非常重要。什么是
“礼”？事实上“礼”就是秩序、制度、规则等。节令
的节 （節） 是竹字头，《说文解字》说，节字的本义就
是竹节，约束之义，所以有“节约”一词。西周时期
的“制礼作乐”，也称“制节作乐”，“制礼”就是“制
节”，因此“礼”就是“节”，这是我们“礼节”一词
的来源。

我们知道，北京天坛是明清帝王祭天的地方。这
种制度定型始于汉武帝。他造甘泉宫以祭天，设紫
坛，建竹宫。竹宫就是他具体礼天的场所。这就是《三
辅黄图》中所说的：“以竹为宫，天子居中。”为什么造“竹
宫”来祭天？因为《礼记》里说，最大的“礼节”就是
祭天。由此，竹体现了天子的概念。器物上的竹节，实
际上是“天”“中”概念具体化物象化的展现。

现在再看展览就会发现，不止这件竹节熏炉，非
常多的古代器物上都有节的纹饰。古人讲“制器尚
象”“器以藏礼”，绝非空话。

记 者：你在讲座上说“艺术即历史”，如何理解？
谈晟广：《礼记》 里说：“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

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意思就是，如果
我们观察一件器物不从“节”“礼”的角度出发，就不
能真正理解它。所以我们说，器物背后皆为礼。

就艺术层面而言，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物
的双重证据表明，早期中国的艺术，是天道演进与人
文成化的结果，不仅反映了统治阶层、艺术家和工匠
对于宇宙时空的理解方式，还具备呈现出一种“非文
献的历史”的功能。这就是我的老师方闻先生一生都
在强调的——艺术即历史。

“中国档案珍品展”日前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来自
全国 30多家档案馆保存的 50余组 200多件涵盖唐、元、
明、清、近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镇馆之宝”亮相。

这些珍贵档案或记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印证
某一历史史实，或记录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从
不同层面折射出从唐代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
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具有跨越时空、展现皇家珍藏、揭示旷世之谜、印证
历史结论的特点。

展览中比较受关注的展品是一份 《康熙传位遗
诏》（复制品）。有关雍正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
究中的谜案之一。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遗诏的复制
件，还用电子档案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深入解读。遗诏
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在一幅长 1.5 米、宽 0.8
米的卷轴式黄色宣纸上。遗诏中汉字有 1700余字，内
容共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康熙在位 60年的丰功
伟绩，据考证，这部分内容是在康熙五十六年时就已
经书写好的；第二部分是遗诏的核心，宣告了皇位的
继承人。

专家表示，这份 《康熙传位遗诏》 可以证明，雍

正暗中加笔篡改遗诏不过是民间传闻，雍正继位是合
法的。因为这份遗诏写在一张明黄色的宣纸上，且是
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不存在“传位十四子”
或“传位于四子”这样的字眼，即便有人改了汉文，
也无法修改满文和蒙文。

本次展览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件唐代档案。它
也是中国档案部门现存最古老的纸质公文档案，形成
于唐开元二年，距今足有 1300年，1900年发现于敦煌
石窟藏经洞。专家表示，与已发现的敦煌文物资料相
比，该文献并不十分完整，其主要内容有对寇贼骚扰
进行剿捕的申状，其上有职官司马的签字、各寺庙法
师的名单、对死亡之人进行勘查等方面，反映了 1300
年前中国社会的治安、宗教等情况。

据悉，本次展览首次增补了第四批入选 《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名录》的8件 （组） 档案，分别是孔子世家
明清文书档案、《四部医典》、贵州布依族古文字档
案、盛京内务府册档、五当召蒙古文历史档案、四川
自贡岩口簿档案文献、《尺度经·智者意悦》、卡瓦山佤
族酋长印谱等。

本次展览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北京

市档案馆承办。北京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8年底，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7.5亿卷
件。此次展出的 50 余组 200 多件档案展品是它们中的

“代表”，均收录于《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有的还
入选了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世界记忆名录》。
这些鲜为人知的档案展品是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探寻
社会发展足迹的重要参考。

提到即将 600岁的故宫，你会想到什么？除了雄浑、
壮丽，“新”成为了近年来故宫的关键词之一。

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 《上新了·故宫》 第二季，正
是对故宫之“新”的诠释。这档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电
视台出品的文化节目，借助全媒体平台和全新视听技
术，让更多人看见故宫之美、感受历史之美、品味文化
之美。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上新了·故宫》 以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故宫魅力与活力。观众通过
节目就能了解某件文物或某段历史。

故宫“新品”应接不暇

《上新了·故宫》 第一季深入故宫未曾开发的区域，
让观众发现并了解到许多故宫“新事”。第二季除了与故
宫走得更近之外，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也
将通过节目首次在电视上呈现给观众。

每一期节目，“新品开发员”会带着指定任务，对故
宫和文物展开探索。12月6日晚播出的这期节目中，“新
品开发员”张鲁一、杜淳、宋轶走进故宫未开放区域，
探秘线法通景画，体验以宫廷绘画和古典建筑相辅而成
的“虚拟世界”。此前，“新品开发员”们还曾揭秘钟粹
宫599年前的彩画，细赏将《大禹治水图》立体化的大禹
治水玉山，深入怡亲王胤祥曾办公的军机处，研究国宝
级国画《韩熙载夜宴图》。

《上新了·故宫》 总导演毛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
到，节目在邀请嘉宾时，并非完全选择当红明星充当
新品开发员，而是充分考量了不同人群的代表，希望
通过他们对故宫的观察和解读，让观众能够跟随他们
的视角来重新认知故宫和故宫文化，从而爱上一个全
新的故宫。

除了前所未见的故宫“新品”，每期节目末尾都会推
出一款与节目内容相关的文创新品。例如第二季第四期
节目推出的“天音”文化卫衣，以 《韩熙载夜宴图》 中
宴乐的琵琶和笛子为主题纹样，使用了新中式服饰元
素，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该系列卫衣设计者、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楚艳感叹：“ 《上新了·故宫》 给我
最大的启发就是，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用一种新的解
读方式，传播到更多的年轻人心中去。”

以传播带动传承

据《上新了·故宫》节目组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第
二季第四期节目在全平台全类别节目中，全国收视双网
第一。首期节目播出前后微博热搜累计10个，包括学术
型热搜“故宫地下的宝藏”“故宫仅用三年半建成”“故
宫599年前的彩画”等。

《上新了·故宫》 受欢迎似乎在意料之中。毛嘉表
示：“我们最终想告诉大家的是，在中华民族延续的悠长
时间轴上，有哪些关键节点使得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
将这些节点‘抛光’，清晰地呈现给年轻一代，引发他们
的兴趣与思索。”

《上新了·故宫》 总制片人刘兵认为，使用才是最
好的传承，购买才是最好的保护，分享才是最好的传
播。“ 《上新了·故宫》 第二季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档
节目的流行，更是一种传统文化热潮的流行；不仅仅
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回望，更将形成长久留存的
文明风尚。这背后，是我们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淋漓
尽致的彰显。”

为纪念著名画家石鲁诞辰100周年，由中国国家博物
馆主办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日前在北京
开幕。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石鲁个展，也是石鲁艺
术最完整的呈现。展品既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系统收
藏，又有海内外机构收藏的石鲁艺术精品。

石鲁是 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
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的杰出的革命文艺家代表之一。石
鲁，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
专，1940年起在延安工作，10年间创作了多件反映抗日
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艺术作品。新
中国成立后，石鲁积极歌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深情表现陕北黄土高原风情，创作了一批彰显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此次展览通过近 400件石鲁经典作品及相关的史料、
文献和图片，深度展现了石鲁艺术历程以及石鲁与现代
书画艺术发展脉络的关系。展览分“革命史诗”“时代礼
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四大单元，囊括了石鲁各
个时期的代表作，如 《转战陕北》《山区修梯田》《击鼓
夜战》《春满秦岭》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办好此次展览，国博还向美国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借展了石鲁的 《山雨欲来》 和 《华山
松》两件作品，为30年来首次回国展览。

《上新了·故宫》

让历史碰撞时代
史静远

《上新了·故宫》第二季第二期节目中，“新品开发
员”宋祖儿在寻找乾隆印章。 节目组供图

石鲁百年艺术展举行
李白灵

对话“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策展人

宅兹中国 与天久长
本报记者 赖 睿

12 月 17 日，“与天久长——周
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在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闭幕。99天的展期吸
引观众十几万人次。这在高校艺术
博物馆的展览中可谓现象级。

展览结束前夕，一场名为《周
秦汉唐文化和艺术的密码》的学术
讲座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讲。
冬日的严寒也挡不住听众的热情。
周六早上9点，报告厅已经来了不少
人。9 点半讲座正式开始，200 人的
报告厅已座无虚席，后排和两侧还
挤满了站着的听众。

主讲人谈晟广是本次展览的策
展人。3 个小时中，他图文并茂地
分享了自己的策展理念和学术研究
成果，试图解开中华文化“与天久
长”的密码。讲座之后，记者与他进
行了对话。

“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上展出的鎏金铁芯铜龙。 新华社记者 吴建路摄

全国档案珍品聚京城
方 婧

展览上展出的民间称之为
“免死牌”的“金书铁券”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