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董 健

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柯高阳、韩振

日前，一篇网络文章将刚开馆不久的重庆
大学博物馆推上风口浪尖。有网友参观该博物
馆后发文质疑称，该馆所藏部分文物可能为赝
品，疑似一座“赝品博物馆”。

这些藏品究竟是真是假？博物馆的筹建及
运行管理是否规范？高校博物馆藏品缘何屡现
争议？围绕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
了跟踪调查。

大学博物馆馆藏被指系“赝品”

10 月 14 日，微信公号“江上说收藏”发布
题为《重庆大学耗资 670 万建了一座赝品博物
馆？》的文章，指出重庆大学博物馆部分馆藏可
能系赝品。

文章认为，该博物馆展出的铜车马、“商代
兽面纹牛鼎”“汉代雁鱼铜灯”等均可能是仿制
品，其他仿制品还包括仿南京博物馆元青花梅
瓶的罐子、仿国家博物馆鲜于庭诲墓骆驼载乐
俑的陶俑、仿四羊方尊的乾隆年制瓷器等。文
章还称，该博物馆甚至出现了“电镀金镶人工合
成绿松石以及不知名合成宝石的乌龟”。

记者多方辗转联系到了该文作者“江上”。
他自称是一名文物爱好者，有 20 多年的收藏经
历，他写这篇稿子没有其他目的，就是“凭着自
己的良知说真话而已”。

“江上”表示：“我在参观时看到一些学生边
参观边赞叹，说这个藏品很了不起，那个藏品太
伟大了，我就觉得不能这么害学生。他们是祖国
的未来，让学生看这些东西，并把这些东西作为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去崇拜，我觉得非常悲哀。”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大学博物馆于今年 10
月 7日开馆，在 90周年校庆之际与师生们见面。
馆藏的 342件文物由重庆大学教授吴应骑捐赠，
文物类别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器、佛造像、掐
丝珐琅器、百宝镶嵌、竹雕笔筒、古代玻璃器等。

记者了解到，吴应骑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退休教授，专业为中国美术史。2016 年，吴应
骑在接受重庆本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退休后一
直致力于文物的搜集和研究，将收藏的 300 余
件宝贝和文物捐赠给重庆大学博物馆，曾表示
“这些文物都是经过相关专家鉴定的，非常珍贵
的文物占到 60% 以上”。

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后，重庆大学博物馆已
于 15 日起闭馆，暂停对外开放。重庆大学党委
宣传部告诉记者，学校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对网

上反映的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三大疑问亟待回应

目前，“重庆大学耗资 670万元建赝品博物
馆”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引发公众热议。公众及
专家普遍认为，该事件有三大疑问须尽快查证。

其一，博物馆展品真伪究竟如何，是否经
过专家严格鉴定？

据业内人士介绍，博物馆接受捐赠有一
套严格的鉴定程序，“真伪鉴定”是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但文物的真伪由谁鉴定、如何鉴定
目前尚存争议。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显示，
2015 年重庆大学曾邀请国内 14 位博物馆建
设及文物专家就吴应骑拟捐赠的藏品进行评
估，与会专家表示部分藏品有较高的历史、文
化、艺术、社会学研究价值。既然经过严格鉴
定，为何出现如此大的争议？

其二，博物馆建设审批程序是否合规？
国务院 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规定，

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省级人民
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重庆市文物局 15 日
向记者表示，按规定，公办学校的博物馆属于
国有博物馆，但重庆大学博物馆在建设时未
在该局报备审批，目前文物部门已就此事介入
调查。对此，业内人士质疑，重庆大学博物馆建
设前后历时多年，为何审批程序缺失？学校和
博物馆究竟是什么关系？

其三，高校为何耗巨资建设博物馆，运行
管理是否正规？

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大学博物馆耗资
670 万元，其中展厅、会议室、办公室、精品储
藏间等建筑面积 1494 平方米，建设投资 605
万元。网民质疑，作为公办高校的重庆大学，
为何投入巨资建设博物馆？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显示，学校
相关负责人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筹建博物馆
是重庆大学师生多年来的愿望，“学校向来以工
科见长，希望通过建设博物馆及文博研究院，培
养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综合性人文素
养，使学校的人文社科发展得到全面提升”。

此外，重庆大学正在虎溪校区建设一栋涵盖
学术交流、信息技术、博览等功能的新大楼，建成
后学校将拥有 2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新场地。

记者注意到，还有舆论对重庆大学博物
馆的管理人员身份提出质疑。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重庆大学博物馆馆长
吴文厦是捐赠人吴应骑的儿子，吴应骑的儿
媳则担任博物馆展览部主任。

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名人纪念馆、博物馆都是
后人在管理，但重庆大学作为公办高校，博物馆使
用公共资金，应对此进行调查，回应公众关切。

专家：严把高校博物馆质量关

记者调查了解到，此前已有多所大学博
物馆引涉嫌收藏赝品而遭质疑。

2016 年，香港实业家邱季端将 6000件
瓷器捐赠给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宣布以此捐
赠为基础成立北师大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
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并任
命邱季端为首任馆长和院长。但是，其所赠
瓷器很快就被认为是赝品。

2019 年 1 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
《高山仰止——张伯驹潘素伉俪艺术文献
展》，也被张伯驹后人举报展出大量赝品，造
成社会公众混淆误认。

针对大学博物馆涉嫌收藏赝品事件，一些
文物研究专家表示，高校是百年教育的根基，高
校博物馆关乎学生思想认知，承担着给学生传
递真善美的重任，其中“真”是第一位，一定要高
度严谨，不能丝毫“掺假”。当前，有关部门应对
重庆大学博物馆藏品真伪进行鉴别，同时以
此为鉴，对整个高校博物馆筹建严把质量关。

重庆多名民间博物馆负责人表示，高校
办博物馆在国外很普遍，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好
事情要办好。在目前重庆大学博物馆引起争议
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成立专家调查组，针对社
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对藏品真伪进行鉴别，另
一方面对博物馆筹建、运行管理是否规范进行
调查，并将结果全面及时向社会公布。

就当前大学纷纷办博物馆、藏品真伪难辨
的情况，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运良等专
家建议，高校博物馆筹建要慎之又慎。一方
面，要遵守《博物馆条例》相关规定，不得取得
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品；另一方面，
要成立专家委员会，对相关的藏品进行严格鉴
别、评定。即便博物馆展出中有少量的复制
品，也应当予以标明。否则“赝品”教学不但会
带来恶劣的后果，还可能引发社会负面舆情。

部分文化专家表示，高校建博物馆时，除
了邀请专家组对藏品进行鉴定外，还可以对
藏品进行公示，发挥民间专业人士的作用，对
藏品真伪进行鉴别。

新华社拉萨 10 月 15 日电(记者段芝璞、张
京品、李键)1300 多年前，吐蕃一批贵族子弟千
里迢迢来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中原文化。60
多年前，3000 多名农奴子弟离开雪域高原，来
到陕西咸阳，接受现代高等教育。

从贵族教育到平民教育，西藏教育实现了
历史性蜕变。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在祖
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西藏民
族大学历经甲子巨变，从“农奴大学”到“干部摇
篮”，蕴藏着西藏巨变的密码。

“农奴大学”见证百万农奴当家作主

“我想去内地学习，恳请老师一定帮帮我。”
白玛次仁的那段怯弱声音，常常回荡在陈钦甫
的耳旁。

作为西藏民族大学初创见证人，谈起 60 年
前带领西藏学生到内地学习的经历，86 岁的
陈钦甫记忆犹新。

在旧西藏，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是贵族子
弟，占总人口 95% 的农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着眼于西藏革命和建设
需要，提出将刚参加工作又自愿学习的西藏青
年送往内地培养。

得益于此，白玛次仁梦想成真。1958 年 9
月，他和 3000 多名西藏学员见证了西藏教育
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西藏公学成立。接受
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农奴同样可以上
学了。

据了解，西藏公学首批 3415 名学员中，藏
族有 3129 名，80% 以上来自农奴家庭，学校
是名副其实的“农奴大学”。

力量在这里积蓄，希望从这里起航！
1959 年 3 月，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

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西藏
公学 2100 余名师生陆续奔赴平叛斗争前线，
成为西藏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的
重要力量，数十名学员在平叛中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60 多年来，西藏民族大学累计培养了
8 万余名优秀人才，涌现出 40 多名省部级
领导干部，赢得了“西藏干部摇篮”的美誉，
成为西藏高等教育乃至西藏发展变化的一
个缩影。

办学巨变折射雪域高原新生活

西藏民族大学秦汉校区建设现场，塔吊
林立、机器轰鸣。明年，新校区将投入使用。

“办学条件的变化，是学校变化的一个
缩影。”西藏民族大学副校长史本林介绍，西
藏公学 1965 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2015
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学校各项设施和生
活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建立起门

类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
72 岁的维色拉姆是学校 1982 届的毕

业生，在旧社会当了 12 年农奴的她，如今已
从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现在，她的孙
子达娃扎西也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我那时候去学校，先坐汽车到青海，
然后乘火车到学校，需要几天时间。现在
孙子上学可以直接坐火车或者飞机了，进
出西藏的交通发展真是太快了。”维色拉姆
说，过去青砖墙灰瓦顶的平房、宿舍和艰苦
的求学生活，早已成为她讲给孙子的故事。

西藏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巴桑是西藏
公学的第一批学员。她曾经是旧西藏一贫
如洗的奴隶，1959 年中断西藏公学的学习，
返藏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后来成长为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等
职务。

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
《十六法典》中规定妇女属于“下等下级人”，
其“命价”为一根草绳。巴桑说，西藏的妇女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新
西藏，才能有今天的地位，才能有参与决策
的权利。

面向西藏书写民族团结佳话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里，一页页生活记
录、教学笔记，生动记录着建校初期老师对
学生的关爱。

“由于多数学生刚翻身解放，他们没有睡
过床铺，晚上仍然习惯睡在地上。为了让他
们适应内地生活，老师们选择跟学生同住、同
吃、同学习、同劳动，晚上等学生睡着了，还要
看看学生被子是不是盖好了。”86 岁的张元坤
教授说，最初的学生大多数是汉字一个不识，
藏文一个也不会，老师只能从拼音开始教起。

“学校那时候提出，要像关心自己的孩子
一样关心来自西藏的学员。”张元坤说，自己
当时准备了很多笔记本，每个班的学生情况
都有详细记录，包括考试成绩、家庭情况、社
会关系、个人经历等。

这样如亲人般的师生情至今仍在延续。
学生毕业返回西藏就业，大多与老师保持电
话、书信往来，不断续写民族团结的佳话。

学校虽然地处陕西省，离西藏比较远，但
是始终秉持“西藏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原则，不断优化学科设
置，设立西藏乡村振兴研究所等机构。

西藏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欧珠说：“我们
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建校 60周年的
贺信精神，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积极探索符合西藏实际和需要
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西藏培养更多人才。”

从这里读懂西藏巨变密码

▲西藏民族大学学生在钢琴自习室练习钢琴（10 月 9 日摄）。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新华社成都 10 月 15 日电（记者惠小勇、谢
佼）“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10月 15日，在蒙
顶山下的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茶文化工作者们
忙碌着，为“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正式申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做准备。

该技艺已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名
录，蒙顶山茶文化系统被评为第四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多位专家考证认为，雅安是史
料记载世界最早人工种茶地。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西汉时，有僧

从领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忽隐池中，乃一石
像，今蒙顶茶，擅名师所植也。”明杨慎《杨慎
记·蒙茶辨》、清《四川通志》等史料记载，这位
种茶人为西汉雅安人吴理真。

我国茶文化专家陈椽 1984 年著《茶叶通
史》，认为“蒙山植茶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要。
该山原任僧正祖崇于雍正六年(1728 年)立
碑记其植茶史略，石碑至今尚在，是我国植茶
最早的证据。”

这块石碑立于蒙顶山上天盖寺，又称《天

下大蒙山》碑。
据此，2004 年在雅安召开的第八届国际

茶文化研讨会上，欧盟茶叶委员会、法国茶业
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等发表《世界茶文化蒙顶山宣言》认可：
“据文字记载和史迹佐证，雅安蒙顶山最早人
工种茶。公元前 53 年，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
山种下七棵茶树，首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

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开义说，唐
玄宗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蒙顶山茶始作贡

茶，一直沿袭到清代，历经 1169年。目前雅安
茶叶种植面积已突破百万亩，主产区名山区茶
园面积 35 . 2 万亩，75% 的人口从事与茶相关
职业，农民人均拥有茶园面积、良种化率、机械
化率、良种茶苗繁育等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

有学者也提出茶叶起源的不同说法。陈
开义认为，中国种茶历史悠久，争论是好事，
正是我国种茶范围广袤、历史悠远的反映。
中国茶文化需要共同探究让世界信服的
依据。

本报记者韩振、柯高阳

随着《博物馆条例》出台以及国家对文
化保护日渐重视，定位于学术研究与教育机
构的高校博物馆纷纷涌现，甚至成为高校一
道亮丽的人文景观。但与此同时，与赝品有
关的丑闻也接踵而至。

收藏赝品的现象在高校博物馆不时出
现，令人担忧。高校博物馆肩负历史人文传
承使命，关乎学生思想认知教育，应当传递
给学生“真善美”，但掺假的藏品非但达不到
教化育人的目的，反会误人子弟。正因如
此，高校疑似建“赝品博物馆”事件一经曝
光，很快受到各方关注。网民和业内人士纷
纷呼吁 ，相关方面尽快介入调查并及时
回应。

不容否认，高校设立博物馆是一件好
事，既能体现高校的人文积淀，又能发挥教
育、研究的功能。国外一些高校的博物馆更
是闻名遐迩，本身也为学校增添了不少风
采。但是，如果不能将好事办好，也可能适
得其反。此前，多个高校发生的赝品事件，
就给学校和捐献者带来了巨大的名誉损失。

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表明，高校博物馆筹
建不能“饥不择食”。一定要牢牢把好质量
关，对藏品的选择要慎之又慎，务必要经得
起检验。对于高校来说，除了要将来源不清
楚和不合法的藏品拒之门外，还要对试图以
假乱真的赝品说“不”。否则，看起来是捡了
“便宜”，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最终可能赔
了夫人又折兵。

更重要的是，该走的程序千万不能马
虎。比如，高校建设博物馆要向文物主管部
门报备审批，要制定完备组织管理制度，这
既是国家相关法规划出的硬杠杠，也是实现
博物馆规范运行的制度保证。

眼下，文物主管部门和重庆大学都已展
开调查，相信那些博物馆藏品的真伪很快将
有定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次事件都敲
响了警钟：高校要立足本分、去伪存真，用
“火眼金睛”守护一方净土。

重庆大学 670 万元建“赝品博物馆”？

高校建博物馆

切莫“饥不择食”

有专家认为：雅安是史料记载世界最早种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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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0 月 15 日电（记者王自
宸、李伟）令人瞩目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开幕式将于 18 日晚在武汉体育中心举
行。开幕式准备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呈
现？15 日上午，开闭幕式团队总监李军等
相关负责人用几个数字概括了军运会开幕
式的准备情况。

开闭幕式主创团队表示，开幕式已经
准备就绪，将力争完美呈现出一台具有标
杆意义的精品佳作，为武汉添彩、给中国增
光、让世界瞩目。

——约两小时精彩呈现。
在开幕式正式举办之前，将有持续 2

个小时的暖场表演。23 个富有地域特色
和民族风情的表演将从 18 日下午 16：30
开始，到 18：30左右结束。20：00 开幕式
正式开始，将持续 2 小时 10 分钟左右。

——三部分主要流程。
第一部分为文艺表演前仪式部分，包

括欢迎仪式、军乐演奏表演、会徽展示、运
动员入场仪式、国旗和会旗入场、升旗仪
式、贵宾致辞、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宣
布开幕、运动员退场，这部分约一个小时。

第二部分为文艺表演部分。文艺表演的
名字叫《和平的薪火》，分为上、下两篇，上篇
名为《泱泱华夏 生生不息》，下篇名为《路路
相连 美美与共》，该部分约为 50分钟。

第三部分为文艺表演后仪式部分，包
括场内火炬传递和点火仪式，最终在主题
歌中结束仪式流程。

—— 360 度全景展现。
在舞台技术上，开幕式将充分利用有限

空间，通过高新技术实现舞台扩展，与多媒
体影像进行互动，在视觉上呈现立体多维效
果，完成 360度全景式、立体式空间表演。

全三维立体式舞台将首次大面积使用投
影技术，并与灯光效果、LED显示技术结合，
用简约大气逼真的舞台效果，将东方文明
的底蕴和当代中国的勃勃生机通过绚烂的
灯光色彩、中国美学的写意手法和当代艺
术表现形式进行展现，给观众以沉浸式体验。

(上接 1 版)走进位于武汉商学院的游泳馆，这座将承
办现代五项游泳项目的场馆也有其独到之处：呐喊无回声。
场馆建设者介绍，这是因为场馆顶部铺有 2400 多块空间平
板吸声体，与池岸墙面干挂陶铝板材料共同组成吸声系统，
将游泳比赛产生的混响时间控制在 2 . 5 秒以内。它能够让
参赛者和观赛者处于一个极为安静的环境中，也让媒体在
转播比赛时不至于受到过多干扰。

一些老旧体育场馆通过改造“旧貌换新颜”。1986 年对
外开放的洪山体育馆，是湖北省的第一座大型多功能体育场
馆，也是当时著名的地标性建筑。由于长时间使用，馆内比赛
设施设备严重老化，看台地面起皮、开裂，吊顶老化、渗水。

经过维修改造，按现代风格全面换装，整个屋面内部、吊
顶、座椅、看台、地板、篮球架、计时器全部更换，让“高龄”的
洪山体育馆内外面貌焕然一新。前来参加军运会测试赛的卡
塔尔国家队主教练巴尼斯说，这座升级后的球场非常棒，“在
这里打球很舒适，它拥有一切打篮球所需要的元素”。

目前，武汉军运多数场馆均已完成 5G 网络覆盖。这是
5G 技术首次在世界性综合体育运动会中大规模普及使用。
在军运村 5G 展示厅内，还将提供 VR 无人机直播、AR 导
航、无人驾驶摆渡车等 5G 应用体验服务。

5G 也成为军运会电视转播的专用信道。据军运会主
播机构介绍，4K+5G直播制作将覆盖开闭幕式和田径赛场
等多个比赛项目。同时在海军五项比赛项目中，将使用 5G
+VR技术制作实时超高清 360 度画面，让观众在家也能像
在现场一样，360 度实时看比赛。

赛后利用“多元化”，增强军运“获得感”

军运会临近，武汉市东西湖区游泳协会成员楼陆辰心
里乐开了花。“过去，大家要么跑大老远到其他城区的游泳
馆，要么到汉江里野泳。”楼陆辰说，东西湖区新建的五环体
育中心，将用于军运会的田径、水上救生和乒乓球比赛，赛
后大家都可以去游泳。
作为武汉市近年来快速发展、人口聚集的新城区，东西

湖区居住着约 60 万人。在这个城区，此前现代化体育场馆
设施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分布在几所学校内的露天体育场，
远远无法满足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和文艺演出的需求。

为军运会新建的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今年 3 月已投
入使用。作为中超球队武汉卓尔的主场，每逢比赛日，这里
就成为球迷欢聚的海洋。

对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而言，比赛场馆投入量大，而赛后
能否到得充分、合理的利用，是普遍难题。参加这次军运会
比赛的运动员会发现，武汉军运会场馆极为分散，35 个场
馆遍布在各大高校或三镇不同的居民生活集中区域。

13 处新建场馆，大多布局在群众健身需求旺盛，而体
育设施相对欠缺的区域，在满足军运会比赛要求的同时，兼
顾赛后全民健身的功能。

这样的布局安排的背后是对场馆赛后利用的科学考
虑。虽然在赛会期间增加了一点运动员交通成本，但使城市
的建设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节约了更大的成本。

近迎军运，长远惠民，是武汉军运会场馆及其相关配套
建设中坚持的一大原则。

外形酷似一艘航空母舰的军运会主媒体中心，比赛期间
是“记者之家”，军运会结束后将改造成一座集室内滑冰场、
击剑馆和射箭馆于一体的现代化健身休闲场所，弥补武汉市
冰上运动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的短板。“场馆在设计建设时就
充分考虑了后期改造的需要。”武汉军运会主媒体中心运行
保障专班负责人毛学锋介绍说，媒体工作间和新闻发布厅之
间的隔挡一拆，就可以变成约 6000 平方米的滑冰场。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副秘书长王沈顺说，前期规划就充
分考虑了场馆设施资源在各区的均衡布局，满足全民健身
的需求，这为军运会场馆赛后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赛后，
这些场馆将成为学校体育教学场馆或区域民众健身中心。

“农奴大学”

甲子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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