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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邀去缪老家吃饭，记得
缪老家在川大的一个简易砖楼里，
那是我唯一见过缪老的一次。

在离开川大前，我还和叶先生
去拜望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泰斗
杨明照先生，因为杨先生家就住在
外宾招待所旁边的一座楼里。那时杨
先生已是82岁高龄，但仍每天清晨都在
周边快步疾走，面色红润，长髯飘于胸
前，一派仙风道骨。

1990年11月上旬，我陪叶先生出
席在上饶师专（现上饶师范学院）召开的
“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
会”，不想曾编著过《辛稼轩年谱》和《稼
轩词编年笺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邓广铭先生也前来出席了。中国的历
代词人中，叶先生最是仰慕辛稼轩，终于
得以见到“辛词大家”邓先生，喜悦心情
可想而知。

邓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在
胡适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陈龙
川传》，遂留校任教。在学期间就已刊出
《〈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
正》，胡适先生、陈寅恪先生、夏承焘先生
等大家均给予了好评。1939年，邓先生
又完成了《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
注》初稿，还编成《辛稼轩诗文抄存》。
1940 年春，邓先生于昆明青云街靛花巷
北大文科研究所，完成了《稼轩词编年笺
注》例言。在这期间不仅旁听陈寅恪先
生的课程，朝夕相处，还成为陈寅恪先生
实际上的助教。邓先生于《自传》中写

道：“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
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
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前来上饶出席“纪念辛弃疾诞辰85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邓先生，时年83岁，身
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整洁干净，是一位慈眉
善目的长者。邓先生对叶先生也是十分欣
赏，所以与会期间跟叶先生的交流应该是
最多的。

这次与会的中外学者共一百余人，包括
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武汉大学的胡国瑞
先生、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中国社科院
曹道衡先生、刘扬忠先生、刘跃进先生，以及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第一人”东北大学教
授村上哲见先生、中国台湾淡江大学的林玫
仪老师等。会议期间拜谒了辛稼轩墓和故
居遗址。最后两天的日程是前往福建武夷
山，参观朱熹的紫阳书院，登山岩置身云海
上，乘竹筏漂流九曲溪……在会议日程结束
后，我们赴南昌机场途中，还登临了滕王阁。

1991年，邓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
（定本）的“增订三版题记”中，用了相当长
的篇幅（第11页至第 14页）介绍了叶先生
对于“辛词研究”的建树，他写道：

题记到此本已结束，然而我却还想“曲
终奏雅”。

14 邓广铭先生

张伯驹曾向友人谈及购得国
宝的一些细节：陆机《平复帖》是他
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恭亲王奕
之孙）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是
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
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
他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
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
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他的妻子变卖一
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房老
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
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
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袁世凯的
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给
他。但是他一时也搞不到这个数目的
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
《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
服赞》是他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那么，他又为何如此痴迷于书画珍
品的购藏呢？关于这个问题，他也向章
诒和袒露过心曲：“不知情者，谓我搜罗
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
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
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
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
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
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
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
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
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
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
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

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
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
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确实，张伯驹先生购藏书画，不仅是
出于个人的爱好，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浓
厚的家国情怀。溥仪流寓天津后，将颜真
卿《自书告身帖》等通过上海古董商卖给了
外国人，导致许多国宝流失海外。为此张
伯驹曾致函北京主政者，要求予以阻拦，无
奈为时已晚。视国家文物为国之重器、文
化之根基的他，决定自己挺身而出，以一家
之资、一己之力甚至一己性命来救护国宝。

当他得到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
台帖》等书画珍品时，不仅资金尽数一空，
还遭遇绑架，身陷牢笼数月。然而，他宁
可舍弃性命，也不愿以所藏书画换取赎
金。后经妻子潘素四处奔走，幸得友人相
助，拼凑出四十万元赎金才得以解脱。

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夫妇为保护这
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

被，携往西安避难。一路担惊受
怕，日夜寝食不安。到西安后，
又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
外的闪失，整日地守在家中。他
们为了这些文物，受尽了颠簸和
惊吓。

43 挺身而出护国宝 61 一路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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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稷世恒的同意，游击队队
长让两个队员接替唐明安赶马车，
告诉他们护好车马，走山下大路到
杨各庄等候,又抽出几名身强力壮
的队员，跟随自己护送稷世恒和唐
明安，其余队员让副队长带领返回
游击队营地。这时，稷世恒把唐明安拉
到一旁，说车上带着缴获的日军电台、枪
支和地图，一旦在路上让国民党士兵发
现，会给游击队员的行程带来危险，不如
留下咱们使用的手枪，把电台和其余枪
支、地图等交给游击队。唐明安表示同
意。游击队队长接过这些物品，握着稷
世恒和唐明安的手，一再感谢。

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唐明安和稷
世恒翻山越岭，穿沟过壑，钻森林、蹚小
河，风餐露宿，走了八九天才到达杨各
庄，与赶马车提前到达的游击队员会
合。游击队队长说，杨各庄离蓟县的盘
山不远了，自己的任务已完成，请唐明安
和稷世恒前行珍重，便带领队员们返回
营地。

杨各庄是一个山中小镇，住有二百
几十户人家。由于是进出山口的必由
之路，做小买卖、跑山货、搞运输、拉脚
的，人来车往，显得非常热闹。唐明安和
稷世恒找到一家大车店住下，从杨各庄
到天津还有很远的路程，前行会有多少
凶险，唐明安和稷世恒心中无底，所以想
了解一下路况。晚上，唐明安和稷世恒
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酒，点了两个
菜，两个人一边喝，一边注意听邻桌客人

们的聊天：“我说这位大哥从哪儿来呀？”旁
边桌上一位客人问同桌吃饭的人。“我从宝
坻来。”“一路好走吧？”“我给人赶车拉货，
路上总遇到国民党兵敲诈勒索。他们还在
蓟县盘山莲花岭附近设了卡子口，检查违
禁物资、盘查可疑行人。我们过来时，还看
到卡子口贴着一张官府布告，说是要抓一
个叫稷世恒的人，不知道这个人犯了什么
王法。”“嗨！这年头儿，官府就是王法，他
们不是想抓谁就抓谁吗？”“嘘——小点儿
声，谁听了去报告了官府，我们可都要倒霉
了。”“那就不说了，赶快吃饭。”两个聊天儿
的人不再说话了。

唐明安和稷世恒吃完饭，在结账时，找
老板多买了一些馒头，走到街上又买了一些
吃食，一起带回大车店。两个人躺下睡了一
大觉，第二天早早起来，唐明安仍然让稷世
恒躺在车上，自己赶着马车出了杨各庄。太
阳越升越高，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唐
明安发现行人中有人提着点心、拿着猪肉、
提着鲜果，还有人拿着香烛。他一下子想
起，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些人带着东
西，有的是回家，有的是探亲访友，还有的是
去寺庙敬香。他突然想到了在前方莲花岭
设卡的国民党士兵，不禁灵机一动，把马车
顺势赶进了路旁的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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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展陈教育部秦晓禾

考古遗址上建起一座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张帆）由市委宣传部、天津
海河传媒中心联合策划制作的三集纪录片
《行走海河》，昨晚起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

《行走海河》分为《风云》《巨变》《气韵》三
集，分别从天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文化
基因、天津建城600余载的历史使命、天津独
具特色的城市性格和地理风貌出发，讲述一
座城市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总导演路一帆介绍：“《风云》讲述天津的
文化底蕴，在一代代人的发展传承中不断涌现
的各界名人，以及天津这座城市在党史中的地
位，它的红色基因是什么，在这一集里都有全
方位的展现。《巨变》讲述的是天津近百年来取
得的各种不平凡的成就，我们找到一个比较独
特的‘抓手’就是天津的工业基因。百年之前，
天津在中国工业史上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
先。在新时代，我们依然坚持以制造业立市。
这一集讲的就是天津在工业发展方面的沿革
和传承创新。第三集《气韵》主要围绕城市性
格展开，从天津的风土人情、生态保护发展延
展出‘水’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天津依河
枕海，水如何孕育出一座城，如何造就了天津
幽默包容的城市性格，都将在这一集中展现。
我们希望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综合展现天津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市第十一次党代会
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让这些成就能够更直观、
更清晰地呈献给全国观众。”
《行走海河》拍摄制作历时5个多月，拍摄

素材总时长超过3000小时。同时，该片在影像
资料、音乐编辑、后期配音等方面也得到了海
河传媒中心全媒体资源的支持。在创作思路
上，《行走海河》立足于当代视角展示天津的城
市发展，用人物和故事展现天津的建设成就，
力求让“近者悦，远者来”。路一帆说：“我们运
用了人物故事化的创作方式，用主人公行走的
方式来代入，把天津有代表性的亮点、成就呈
现出来。比如第一集里，我们通过演员张桐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的扮演者）走访李大钊

在北洋政法学堂求学的经历来表现李大钊
和天津的关系，并由此推演他对于天津觉悟
社的影响。有相关专家也明确指出天津是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大本营和重要策
源地之一。跟随明史专家南炳文的脚步，也
一步步探悉了天津的建城史，明确了天津的
建城时间是1404年12月23日，有明确建城
日期的城市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在第
三集《气韵》中，我们跟随荷兰籍候鸟专家的
脚步发现，天津位于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
之一的咽喉地带，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对于
全球生态链具有重要作用。”

■ 本报记者 张帆

天津有句老话：“先有大直沽，后有天
津卫”，而大直沽的兴起，与元代的漕运密
切相关。在天津现存的历史遗迹中，大直
沽地区的天妃宫遗址是市区范围内最早
的妈祖建筑，比天津设卫还早了 100 多
年。因此，大直沽也被认定为天津城市的
原生点，天妃宫则是这个原生点的标志。

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展陈教育
部工作人员秦晓禾告诉记者，上世纪末，

市考古部门对天妃宫遗址进行了考古发
掘，发掘出天妃宫明清大殿基址和元代建
筑基址，出土了大量金、元、明、清各时期
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并探明天妃宫遗
址为天津市市内文化堆积最厚的遗存，较
好地反映了金元以来天津城市历史文化
演变发展的脉络，是研究天津古代历史、
文化、艺术、科学极其重要的物质资料。

天妃宫遗址的发现，在天津的城市历
史上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秦晓禾说：
“首先，作为海上漕运的终点，元代朝廷在
天津（时称直沽）兴建了两座妈祖庙（时称
灵慈宫），分别坐落在海河岸边的大直沽和
小直沽（今古文化街）。据元史记载，大
直沽的妈祖庙建于元世祖至元年间
（1264—1294年），是天津市区范围内最早
的妈祖宫庙。其次，1999年，在天妃宫遗址
发现元代相互叠压的房址两座，为天津市
区首次发现；还发现了元代局部建筑基址，
是天津市内第一次发现的元代建筑基址。
天妃宫遗址发掘后，鉴于其具有的重要价

值和适于做原址展示的特点，元明清天妃宫
遗址博物馆于2002年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这也是天津首个在考古发掘基础上建立的博
物馆，是天津市内第一座遗址类博物馆。”

为了更好地突出遗址展示特色，博物馆
也在不断尝试新的展陈方式。秦晓禾介绍：
“为了增强展线的科技含量，为观众创造更舒
适、更具科技感的参观体验，我们相继推出了
基本陈列VR（虚拟现实技术）展厅和AR（增
强现实技术）互动体验项目的设计制作。VR
展厅的搭建，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基本陈
列‘风正帆悬过直沽——海上丝绸之路京畿
终点的历史见证’的真实呈现。观众可用手
机上的互动触控、场景旋转等功能，实现模拟
现场参观的效果，达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
验。还有基于增强现实技术，以天妃宫遗址
为核心打造的实景AR互动体验项目，该项目
以馆藏文物的多元性保护利用为切入点，通
过高科技手段让天妃灵慈宫古建筑在观众面
前‘活起来’，还原天妃宫遗址考古发掘场景，
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天妃宫大殿原貌。向观

众展示真实而严谨的古遗址保护工作现场，
增强了展线的历史感和互动性。”

和常规博物馆的展示文物需要养护一样，
遗址类博物馆也需要定期“体检”。“温湿度的
变化是考古遗址最大的‘敌人’，”秦晓禾说，
“天妃宫遗址展示期间，由于受保存环境的影
响，大殿墙基砖和夯土出现酥碱、粉化、霉变等
病害。为防止病害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大殿的
完整性，我们在2016年开始对天妃宫遗址本体
进行了加固工程，通过清理堆积土、搭建防渗
墙、夯土补夯等方式保护加固大殿基址，提高
基址砖强度，减缓风化破坏速度。除此之外，
我们也通过在不同位置安装温湿度传感器，加
强了天妃宫遗址环境监测和日常维护工作。
同时，在博物馆室外楼顶设置了一台自动气象
站，可对自然环境影响因素进行监测，收集空
气温湿度、风速、风向、降雨量等数据。”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近日，光明日报文艺部、百
花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新书《走近文艺家》，以此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走近文艺家》讲述了百余位当代著名文艺家的故

事，他们来自文学、书画、工艺、文物、曲艺、音乐、舞蹈、
戏剧、影视等不同领域，包括贺敬之、马识途、靳尚谊、刘
兰芳、赵季平、吴为山、陈爱莲、王晓棠、濮存昕、阿来
等。这些来自不同艺术领域的文艺家，不仅有着耳熟能
详的经典作品和精彩的人生故事，而且坚守艺术理想，
崇德尚艺、弘扬正道。他们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是文
艺事业的参与者、经历者、传承者，他们的艺术经历是新
中国文艺史的一个缩影。

《走近文艺家》重温精彩故事

京剧《珠帘秀》多地联动播出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由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创排的
京剧《珠帘秀》于昨日在全国多地文化馆的线上平台联
动播出。
《珠帘秀》以戏剧家关汉卿和元代名伶珠帘秀共同创

作名剧《窦娥冤》为主线，着力塑造了一代名伶珠帘秀的
艺术形象，演绎了他们不畏强权、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
的传奇故事。该剧主创主演阵容强大，编剧贾璐，总导演
叶少兰，执行导演洪军。赵秀君饰演珠帘秀，张克饰演关
汉卿，石晓亮饰演窦公公。崔洪、朱建中、孙文庆等组成
此剧乐队。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经数次加工打磨，此
前还亮相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收获好评。

昨日下午，该剧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湖
南、广东、云南等地文化馆的线上平台联动播出，令全国
戏迷感受天津京剧院团的艺术实力。

“云端”感受民乐与交响魅力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今明两日19:30，天津歌舞剧
院、天津交响乐团将在“直播天津”平台为音乐爱好者分
别带来一场民族音乐会和一场交响音乐会。

今日上演的是天津歌舞剧院“新时代 新动力”大型
民族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音乐会上演的
三部作品均是我国当代民族音乐中的力作。刘湲和姜
莹创作的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富春山居图随想》根据
名画《富春山居图》创作，用音乐描绘了富春峰峦“圆浑
敦厚、不露锋芒”的画境。王西麟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殇
二》，古朴的音乐悲愤激越、扣人心弦，表现英雄绝不屈
服的精神。谭盾创作的民族管弦乐《西北组曲》描绘黄
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极富西北特色。

明日，天津交响乐团在著名指挥家李飚的率领下带
来多情俄罗斯系列音乐会之“完全柴可夫斯基”。音乐会
上，观众将欣赏到由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斯拉夫进行曲》、
《天鹅湖组曲》、第六交响曲《悲怆》三部名作。这三部作品
风格迥异，分别是具有浓郁斯拉夫民族特色之作、闻名世
界的芭蕾舞剧音乐和其最具影响力的交响曲。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
赛的参赛作品中，短视频《品五大道文创雪糕 感受“舌
尖上”的海棠》推介了天津五大道新推出的文创雪糕。
视频中，游客纷纷购买海棠文创雪糕。

短视频的作者赵倩说，通过文旅融合，五大道让其IP
发挥出更大的文化传播效果，并特别
开发了将近60种文创产品，其中包括
冰箱贴、文创雪糕、拼酷等食品、文具
类的文创产品。赵倩介绍：“这些产品
比较小巧，游客购买的时候便于携带，
可以作为赠送亲朋好友的伴手礼。”

舌尖上的五大道

你好，天津——说变化晒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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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禾上网查阅古建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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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海河》讲述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