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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定于
6 月 11 日至 17 日在湖北武汉举
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三次世界集
邮展，展览规模有望创世界邮展之
最，并将首次集中展出新中国邮票

“全家福”。
本次世界邮展看点满满：一是

70 载新中国邮票“全家福”。在历
次全国、国际、世界邮展中，新中国
邮票都是零星出现。此次中国邮政
邮票博物馆将首次集中展出新中国
成 立 70 周 年 来 发 行 的 1358 套 、

4510 多枚邮票。二是 56 个民族邮
票“大团结”。中国邮政在 1999 年
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
年——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该套
邮票的 56 幅邮票原稿将齐聚本次
世界邮展现场，并通过多媒体技术
与观众互动。三是邮票珍品“大聚
会”。本次世界邮展将展出邮票珍
品、孤品，包括邮票博物馆现存最早
的邮票图稿“费拉尔手绘稿”“苏维
埃邮政”邮票等，参展珍邮的数量和
质量有望创历史新高。 徐佩玉

2019世界邮展下月在武汉举行

新中国邮票“全家福”首次亮相

“南海 I 号”沉船于 2007 年 12
月被整体打捞出水，截至目前，从该
沉船上已发掘出土文物多达 14 万
件。近日，“大海道——‘南海 I 号’
沉船与南宋海贸”在广东省博物馆
开展，向公众展示 400 余件珍贵文
物的真容。

“南海 I 号”沉船，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较早、
船体巨大、保存较完整的远洋贸易
商船。“南海 I 号”沉没于广东下川
岛西南海域，在 1987 年 8 月被发
现。经过二十年的调查及相关考古
工作，该沉船于 2007 年 12 月被整
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海上丝绸
之路博物馆，相关考古发掘和保护
工作持续进行。初步推断，“南海 I

号”沉船是我国南宋时期，从福建泉
州出发，经东南亚，驶向更远的西亚
等地的商船。

本次展览是“南海 I 号”沉船文
物第一次在广州进行大规模展示，
展览筹展组亲赴现场挑选展品，力
图将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带来广州。
本次展览，文物类别丰富，出水的瓷
器、各类别金属器、金银器、朱砂、果
实、动物骨头、水晶、骨头制品、石质
文物等都被涵盖。其中，既有 1987
年第一调查发现搜集的第一批代表
性器物，也有2019年最新发现的成
果。值得一提的是，粤博参加中央
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二季）的宋金
项饰，都将在展览中呈现。展览将
于8月25日结束。 黄宙辉

广东省博物馆展出——

“南海I号”沉船出土文物

六朝时佛教极乐世界的思想
兴盛，就是建立在“阿弥陀佛”的
信仰之上。信佛的人用作口头诵
念的佛号，表示祈祷祝福或感谢
神灵等意思。宋元以后乃至明清
时期，花钱中心出现了阴阳鱼图
案，更加表达了民族文化中的深
层意蕴。

长命富贵，是既长寿又富贵。
正如《旧唐书·姚崇传》云：“求长命
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充分体现

了人们对长寿之企盼，又有富贵生
活的美好愿望。

这枚挂花钱通高 54 毫米，宽
45 毫米，厚 2.2 毫米。钱为帽冠式，
冠顶部有一穿孔，可系绳佩戴。下
部为圆形无穿，正面为直读“阿弥陀
佛”四字，背面为直读“长命富贵”，
面背中心均有阴阳鱼纹图案。整个
花钱制作精美，造型别致，钱文吉
祥，充分反映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 宋康年

——中国古钱币上的祝福（4）

阿弥陀佛·长命富贵

一张黑白老照片，摄于上世纪70年
代的台湾，照片上的三位分别是张大千、
台静农和庄严。当时的张大千，结束了
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台北外双溪建了摩
耶精舍，过着樽前酒常满、往来无白丁的
生活。台静农是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和
教授，学术地位也很高。这两位都是我
们耳熟能详的大家。三人中曾任职台北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由于各种原
因，其在祖国大陆的知名度并不如前两
者高。不过，如果你了解了庄严对守护
中华文明的贡献和付出，相信对他的敬
意会油然而生。这情形，用“百分之九
十的人不知道他，百分之十的人膜拜他”
来说，很贴切。

庄严（1899—1980）字尚严，原籍江
苏常州，后迁居北京，具体家世和迁居过
程，没见到明确记载。从他的经历来看，
在常州也没留下什么生活痕迹，但他自
己说，和常州庄蕴宽是同宗，常州市志人
物卷里也有他的介绍，常州人的身份，没
问题。庄严早年考入北大，是北大国学
研究室马衡的得意弟子，在1924年毕业
时，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
管理清宫的资产，庄严就和董作宾、魏建

功等一起，被学校推荐加入了委员会工
作，这个委员会，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前
身。从此，庄严就和故宫打上了交道，一
干就是45年，一辈子做了故宫人。

庄严在故宫，开始从登记造册的基
础工作做起，兢兢业业，后来，因为他的
勤勉和严谨，加上恩师马衡到故宫博物
院任馆长，庄严被委以重任，主持或参与
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几乎所有的重要
工作。如开始于 1933 年的故宫国宝南
迁，1935年中国珍贵文物参加伦敦中国
艺术展，还有抗战时期文物迁往西南大
后方，后又运往台湾等，庄严都全程参
与。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故宫南迁文物
中，包括王羲之的《三帖》、唐玄宗的《鹡
鸰颂》、周昉《演乐图》、宋代范宽、李成、
苏东坡等人的稀世作品在内的最珍贵的
80 箱书画珍品，存放在贵州安顺读书山
的华严洞。这个读书山，原名紫峰山，乾
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常州洪亮吉任
贵州学政时改称读书山。山脚下的华严
洞，和一般溶洞潮湿的环境不一样，干
燥、宽敞，做仓库很合适。于是，中国历
史上最珍贵的这批书画珍品，就存放这
里，由庄严负责守护国宝的日常工作，时

间长达 6 年之久。战乱时期，各种情况
很复杂，要保护好文物的安全和完整，其
难度可想而知，而庄严殚心竭虑，尽心尽
责，力保国宝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和缺失，这份功劳，怎么夸奖都不为过，
应该受到我们的敬重。

庄严是文物专家，同时也以书法见
长。庄严的书法，以瘦金体最著名，在
民国书坛，独树一帜。上世纪 60 年代，
中国的书法艺术远没有今天这样被世
界所认知，在台湾由程沧波等发起成立
了“中国书法学会”，并组织了一个书法
访问团去日本交流书法艺术，庄严是发
起人和参与者之一。另外，庄严长期接
触故宫的法书碑帖，得出了许多真知灼
见，著述有《中国书法中的瘦金体》《故
宫博物院所藏前人法书概观》等。他提
出对联这个书法形式的出现，最早不早
于晚明的结论，现在还是书法鉴定中的
一个标准。这些，都是庄严先生留下的
文化遗产。

庄严一生为故宫服务，从他生平交
往中发现，许多常州人在故宫工作过，如
吴敬恒、庄蕴宽、吴瀛、陶湘等，多达十几
位，这也很有意思。上海社科院叶舟博

士写过《商务印书馆的“常州帮”》，现在
看，故宫博物院也有个“常州帮”，常州人
在当时的南北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和
故宫博物院，都有相当多的参与，这不是
偶然，最起码在民国时期，常州还是“群
彦今汪洋”的。

张 骏

翰墨乡贤

尽心尽责有庄严

本报讯 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
致力于搭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平台，
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互联互
通、包容互鉴。适逢“国际博物馆日”，
常州博物馆与武进博物馆策划推出“方
寸乾坤——走进‘邮票王国’列支敦士
登”“黑与白：常州博物馆新征鸟兽标本
展”“丝路锁钥——敦煌历史文物精品
展”等新展。

列支敦士登的邮票以其独特的构
思、广泛的题材、新颖的图案、精湛的印
刷工艺、创新的设计理念和严谨的发行
计划闻名遐迩。此次，常州博物馆与列

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列支敦士登邮政
联合举办的“方寸乾坤——走进‘邮票
王国’列支敦士登”展，共展出列支敦士
登邮政耗时两年精心制作的 40 幅珍贵
邮票展片，通过“美丽的列支敦士登”

“列支名车收藏”“奇妙的邮票王国”“列
支与中国文化往来”和“王室珍藏”五大
主题，揭开“邮票王国”神秘面纱。展期
至 8 月 18 日。

“黑与白：常州博物馆新征鸟兽标
本 展 ”则 将 关 注 点 对 准 神 奇 的 大 自
然。该展呈现给观众的是常博近年来
新征集的部分黑白颜色鸟兽标本，包

括北极熊、黑狼、白狼、黑天鹅、鹤鸵、
葵花鹦鹉等。它们虽然生存环境、生
态习性千差万别，但黑白两种基色的
皮毛让它们在危机重重的生物竞争中
得以生存繁衍。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
在两千余年的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中，
保存了丰富的历史遗存。武进博物馆
与敦煌市博物馆主办的“丝路锁钥——
敦煌历史文物精品展”，通过丝绸、汉
简、画像砖、敦煌文献等 90 余件珍贵文
物，展示了敦煌深厚的文化底蕴。该展
展期至 7 月 14 日。

除此之外，武进博物馆还策划了
两个外送展览。其中，在耀州窑博物馆
举办的“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
时尚生活展”，展出武进博物馆藏明清
金银器、常州玉润堂藏明清玉器122件，
通过常见之物描绘一个金镶玉砌的明清
江南，以探当时社会生活之幽微；在丽江
市博物院举办的“带领大部落——我是
一位杰出的首领”，展出湖塘博物馆珍
藏原始细石器 216 件，描绘了原始先民
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状
态，同时展示了部落战争以及原始宗教
信仰。 （张如嫣 金霆蔚 周茜）

发挥“文化中枢”作用

常博、武博策划推出多个新展

▲“黑与白”——黑天鹅标本

◀“黑与白”——朱鹮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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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锁钥”——汉代历书简册“丝路锁钥”——李广画像砖

“丝路锁钥”——凤画像砖

“黑与白”——北极狐标本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的“费拉尔手绘图稿”

磁灶窑绿釉印花卉纹折沿菱口碟

阿弥陀佛·长命富贵挂花钱(正、背）

庄严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