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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

提到古都安阳，你可能听说过
殷墟博物苑和中国文字博物馆。

而在当地一所民办本科高校——安阳学
院里，也有一座博物馆，馆内件件藏品都
有故事。比如，当你走进一展厅，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座五层汉代陶制建筑——
陶仓楼，它傲立于展厅中央，向人们诉说
着汉代山阳县的人间烟火。说起来，它
的背后就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2013年深秋的一天，一辆面包车在
高速加油站停下，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
从车上走下来。他跺了跺因长时间坐车
而有些麻木的脚，身后传来一个年轻女
孩的声音：“我跟您说我自己来就行了，
一把年纪了，看把您折腾的。”男子说：

“那怎么能行呢！这次说什么也要把这
件文物拿下来。”

这位男子是安阳学院博物馆馆长贺
启俊。他一家三代致力于文物研究
与收藏，祖辈即在大清光绪年
间的开封府创下“德顺
斋”古玩商号招
牌。1949

年 后 ，贺
家将祖孙三代积

攒下来的数千件文玩真
品及名人字画无偿捐献给国

家。17岁那年，贺启俊就跟随外
祖父和父亲学习鉴赏文物，一干就是

三十多年。
此行已是贺启俊第五次前往 180公

里之外的焦作，探访当地收藏家手中的
珍贵文物——陶仓楼。每次见到它，贺
启俊都会凝视着这件“宝物”，目光久久
不愿移开。原来，陶仓楼是汉代一种专
为高级贵族烧制的陪葬用品。此楼为
歇山式五层多功能整体彩绘建筑，功能
区泾渭分明：一二层用于储存粮食，三
四层用来入住，五层是哨卫执勤的瞭望
塔，塔顶上立有展翅欲飞的朱雀。墙体
彩绘设色艳丽，构图苍老，颇有大汉雄
浑之风。与其一起出土的家丁、护院、
负粮俑、陶狗、圈厕等组合在一起，真实
还原了古代贵族庄园的奢华场景。它
不仅是一件规模宏大的汉代文物，
更代表了两汉制陶匠人技艺
的巅峰。

当初，贺启
俊 一 见

到陶仓楼，
便 被 它 深 深

吸引，想将其收入囊中，但被
收藏家婉拒。一再追问下，收藏家坦

言，它已被南方的收藏家预定了。此
行，收藏家仍无易主之意，随行女孩对
贺启俊说：“我们还是算了吧。”贺启俊
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到这件国宝级文
物。文物不应该隐藏在货架上，而应该
活在千万人心里。如果它能在我校博
物馆展览，就是将中原文化薪火相传，
更能培育大家的民族精神！”收藏家被
他的一席话打动，终于同意将陶仓楼转
让给博物馆。

第二天，贺启俊携着文物，迎着朝
阳踏上归程……

如今，这座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成
为这所高校的一张靓丽名片。漫步其
间，你会看到学生们围绕着一件件藏品
聆听历史、品读文化。每逢节假日，市
民们也会来这里探古访今。如果你来
安阳，不妨也来看看安阳学院博
物馆，它青春又古老，活泼
又安静，有着不一样
的风情。7

博
物
馆

□本报记者 赵大明

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即

将到来。说起来，无论中外，博物馆都与

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不少学者公认的

世界上第一座博物馆，是建于公元前283

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院，它正是一座大

学博物馆。而诞生于上世纪初的我国第

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也是由当

时的通州师范学校公共植物园规建而

来。如今，一座座大学里的博物馆，更是

象牙塔里一颗颗熠熠生辉的珍珠，成为一

所高校乃至一座城市的靓丽名片和人文

景观，等待人们去了解和探索。

据不完全统计，在相关政策扶持下，

我省目前已有 10多座颇具特色的高校

博物馆对外开放，比如河南工业大学中

国粮食博物馆、河南农业大学中原农业

博物馆、黄河科技学院中国民办教育博

物馆、许昌学院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钱币馆……中国高校博

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师高民认

为，这些博物馆不仅是高校的特色专业

实践基地和区域性的行业文化中心，也

是高校服务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当地的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周边居民的文化娱

乐场所。高校博物馆作用的有效发挥，

将会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

不过，“博物馆是熬出来的”，在师高

民看来，高校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是长

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长久的积累和沉

淀，亦需要社会的大力支持。尽管我省

的高校博物馆已经取得一些亮眼的成

绩，但未来仍然任重道远。

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师，还多多少

少在于博物馆。高校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壮大，需要每个人的关注和支持。今天，

让我们一起听省内几家高校博物馆的从

业者聊聊他们的故事。今后，想必你也

会和我一样，将在大学校园中寻觅、参观

博物馆视为一种独特的乐趣。2

□刘成丰 李哲

芦苇萧萧，波光粼粼。河南工业大
学的莲湖一侧，钢管装置固定着七个古
老沧桑的石磨盘，盘面上镌刻着一排金
色的大字——中国粮食博物馆。馆体两
侧，伫立着六个兼具历史感和工业设计
感的五谷灯塔，象征着希望和光明。

粮食文化博大精深，这一点，从博物
馆规划的十大展区名称就能感知一二，分
别是：天地精华、谷脉流长、廪实仓盈、功
济大千、流脂香韵、舌尖风光、枝蔓同根、
文明之舟、粟海探幽和五洲粮缘。发轫之
始，2014年，由师高民教授总策展，这里
先行建设了中国粮食博物馆预博馆，收集
有各种粮食文化资料40余万件。

步入预博馆中的天地精华展区，可
见展品琳琅满目，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
组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古老粮食称量
器具：斛、斗、升、合。尽管它们身上布满
岁月磨损的痕迹和当年校验的烙印，但
仍能看出它们选料优质，做工考究，造型
精湛。看官斛上面遒劲而精美的“校准
府斛”四个字，可以知道历代朝廷打击

“大斗进，小斗出”的严格制度以及把统
一制作“官斛”作为一统天下的重要标
志。馆里有一张文书也让人触动，上面
写着“实收民米一斗八升七合五勺七抄
九撮七圭零二粒”。原来，“粒”也可以作
为粮食称量单位？大家会不会想到《悯
农》中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走进电影厅，浑厚的讲解声和
恢宏的动感画面，震颤着
观众的心灵，也警示
着人们要感恩粮
食 、敬 畏 粮
食 。 而

在文明之舟展区，一件精美的房形粮仓格
外引人注目。它高25cm，长35cm，正面
开有两个方形小窗，表面着红釉，是出土
于汉代墓葬的储粮冥器。古人信奉“事死
如事生”，陪葬品一般能够反映出当时人
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前所愿。正是由于古
人敬畏粮食，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这些器
物的身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古代，
粮食匮乏导致的灾荒是一把高悬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发
展。立国兴邦，无粮则殇。饥荒虽已离我
们远去，但粮食安全的意识不可放松，节
粮爱粮的思想要世代永传……

开馆六年多来，预博馆已是河南工
业大学的特色文化中心、郑州市中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成为全国粮食文
化交流中心，迎接国内外访客累计数十
万人次、参观考察团体数百个，其中包
括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以及全国粮食系统的考察团
体。作为这里的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常
常感到无比骄傲。

疫情趋缓，博物馆也将陆续开
放。我们希望中国粮食博物馆
能够一如既往地助力中
国粮食文化事业
走向更加辉煌的
未来。7

□邓培渊

郑州市文化路开元路交叉口东南角
有一座看似普通的小楼，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公众前往参观，这就是郑州自然博
物馆。该馆由郑州师范学院承建，主要
从事动物、植物、化石、矿物、土壤、水资
源等领域的标本收藏和展览，集教学、科
研和科普等功能于一体。

走进郑州自然博物馆，就像走进了
神奇的大自然。3600 余平方米的展厅
里，设有魅力黄河、冰雪风情、水生世界、
狂野非洲等 11个展区，展示标本 1.3 万
余件，其中不乏华南虎、金钱豹、扬子鳄、
青头潜鸭、丹顶鹤、朱鹮、金雕、金斑喙凤
蝶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标本。为了
节约经费，其中约 300件标本是由郑州
师范学院的师生们亲手制作的——当
然，这样做的同时，也为相关科研和教学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这家博
物馆年接待观众达 15万余人次。此外，
它还承担着省会高校生命科学等相关专
业的场馆教学及“国培计划”教学任务，
充分发挥着育人职能。

除了这些，这家博物馆还一直
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这
就不得不提到“崖沙
燕”了。2012年
以来，崖

沙燕及其栖息地保护，一直牵动着郑州市
民的心。每年夏季，在郑州建筑工地的基
坑崖壁上，都会有崖沙燕打洞筑巢、繁殖
后代，不少燕子会在与工程施工的冲突中

“巢毁燕亡”。但是，崖沙燕并未列入国家
有级别的保护动物名录，遇到这种情况，
林业部门、森林公安也束手无策。为此，
郑州自然博物馆联合省野生鸟类观察学
会和社会各界环保人士，共同开展了“关
爱鸟类，共享蓝天——为崖沙燕保留一片
栖息地”等一系列大型环保公益活动。

被大家称为“鸟痴”的馆长李长看回
忆：“一开始埋怨施工方光想着挣钱，不顾
鸟儿死活。但换个立场想，你让人家堵上
一道门，也得为人家开扇窗，得告诉人家
怎么办，拿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来。”于是，
他对崖沙燕的研究不断深入，譬如崖沙燕
栖息地选择标准、洞穴成熟度、育雏过
程等等，以便给施工方提供调
整工期的准确意见。如
何“说服”这些鸟
儿搬家，也
不是

件容易事。李长看就先让工人模仿崖沙
燕筑巢，在新崖壁用钻打洞，再让它们在
原巢穴旁边不断摇红旗惊扰，总算把它们

“引诱”了过去。
这些年，在各方配合和努力下，郑州

约80%的崖沙燕渡过了“生死劫”。一次
次“人与自然的互动”赢得了喝彩，一些媒
体更是称赞郑州为“一座有爱的城市”。

“自然博物馆不仅是具有收藏、研究、
教育功能的机构，更应该主动走出去，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助力社会发展。”李长
看说，“郑州师范学院自然博物馆
将一如既往地践行生态文
明理念，更好地服务
社会。”7

开封西北郊，河南化工技师
学院的校园中，静静伫立着中国电

子显微镜博物馆（以下简称“电镜博物
馆”）。一个是问世不足百年的“年轻”科
研仪器，一个是保存、展示人类艺术珍品
的至高殿堂，电子显微镜与博物馆之间，
由于某种天然的关联，产生了奇妙的化
学反应。当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静默
的电镜文物偏居一隅，无声地书写着自
己的时间简史。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电镜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海内外捐赠的 3000 多件藏
品，其中有 23台电镜来自世界各国的不
同时期。这些珍贵的藏品，每一件都由
博物馆工作人员燕子衔泥般辛勤搜集
而来。它们记录了电镜近百年的发展
史，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电子
显微科研领域的风雨历程。赋予它生
命的，不仅有老一辈电镜事业的奠基
人，还有青出于蓝的新时代弄潮儿。

2019 年 11 月 3 日，博物馆迎来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2017 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约阿希姆·弗兰克。这位
学术大咖应邀到开封访问，偶然听说
这里有座电镜博物馆，便迫不及
待地前来一睹“老朋友”
的“芳容”——当年
他斩获诺贝
尔奖，

正是
凭 借 在 冷

冻电子显微镜领
域的卓越成就。

万里奇缘一“镜”牵。在这
里，他意外地发现一张自己于2008年

在北京参加电镜研讨会时的照片，一时
间激动不已，忙招呼夫人上前一起仔细
端详。“前辈愿望今日成，电镜续篇有后
生。”馆长郭新勇向弗兰克介绍，“河南化
工技师学院与中镜科仪‘校企合作’，创办
了中国唯一的电镜专业，填补了这一领域
人才培养的空白，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
力。”校长杨箴立
说：“中国科技创
新的脚步越来越
快，技工院校不仅
要为产业转型培
养高素质技术工
人，还要为中国科
技事业培育新型
大国工匠。”这里
培养出的 177 名
毕业生，纷纷进入
北大、清华、中科
院等机构的电镜
平台工作，成为科
学家们的优秀助
手。为此，弗兰克
赞叹不已：“电镜
操作维护方面

的技术
人才紧缺，希

望你们的毕业生有
朝一日可以到国外的高

校和科研机构工作！”
高校博物馆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藏

品之数量、建筑之规模，更值得大家驻足
的往往是它的独特性，是它能否带来出
乎意料的美。这种独树一帜的美，往往
最能直击人心。临别时，弗兰克用英文
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感受：“非常
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寒来暑往，电镜博物馆已走过六余
载的历程。开馆以来，它常年保持对观
众免费开放，参观人数已经累计超过 2
万余人次。

电子显微科研领域的飞速发展和不断
创新，是这座博物馆的生命之源。博观而
约取，厚积而薄发。中国电子显微镜博物
馆，方寸之地，承载过去，也通向未来。7

□张洁 郭玉卿

坐落于洛阳师范学院内的
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风格凝

重，古意盎然，蕴藏着深厚的河洛文
化情怀。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中原文化的根文化，而将河洛文化的丰
厚资源融入育人体系、凝练富含河洛文
化元素的校风，就成了这座博物馆诞生
和发展的理念。作为全国高校中唯一
以古代石刻艺术为特色的博物馆，石刻
艺术馆收藏有北魏、隋唐及宋明墓志
600余方，珍贵金石拓本 3000余种，展
出河洛古代石刻艺术品近百件。

步入石刻馆，首先看到的是一方唐代
书法家徐浩撰文的陈希望墓志。这方墓
志出土于20世纪30年代，后来民间有拓
片流传，亦曾被国学大师罗振玉在《辽居
稿》中专门提及。它怎么到了这里呢？

2003年 11月的一天，洛阳师范学
院图书馆征集的新出土墓志拓片，整齐
地摆放在原馆长赵水森的办公桌上。
阅读过目录后，赵水森仔细思索起了
其中的一个名字：“唐陈希望墓志”。
他连忙拿起案头的《洛阳出土历代墓
志辑绳》，很快找到了他看过的一条拓

本
记 录 。

经 仔 细 比
对，新见的这张墓

志拓片在“太子司议郎
徐浩撰”后面多了一个“书”

字，志石左下角缺损，少了三个
字。除此之外，字体、内容都完全一

样。他眼前一亮：手里的拓片要么是高
仿翻刻，要么就是原石。

很快，他打探到这张拓片的出处，
这块石头原是从孟津一位老婆婆的窑
洞中发现的，现在私人手中并且有意转
手。联系到收藏者后，赵水森请来文物
专家一起对石头进行鉴定，确认是失传
已久的原石。徐浩是唐代书法大家，在
志石流传过程中，卖家为了提升这方墓
志的价值，在“太子司议郎徐浩撰”后面
伪刻了一个“书”字。后经几番议价，这
件宝贝终于在洛阳师院安了家……

馆藏的每一件藏品都是如此来之
不易。一次次机遇与波折中，饱含着洛
师人将墓志这一文化器物和精神财富
留在故乡的满满使命感。馆藏的器物
和墓志所蕴含的古代伦理文化思想等
内容，有较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志文的
证史之实、补史之阙、纠史之误等史料
价值，更能以石证史。另外，墓志的书
法、绘画以及石刻艺术价值更为后人所
重——一座石刻艺术馆，蕴含了丰富的
河洛文化史，供人们不断探索。

艺术馆常年免费向在校师生、中小学
生和社会公众开放，春风化雨、润泽一
方。抚今追昔，鉴往知来。河洛古代石刻
艺术馆伴随着百年学府共同发展，成为洛
阳师范学院的一道特色文化景观，散发
着“根在河洛”的独特文化魅力。7

□刘军伟 钟伟平

2010年 3月 15日，是许昌学院中原
农耕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农博馆”）起
步创建的日子。一路走来，这所博物馆
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巨大变
化，很多东西被毁的毁、卖的卖、烧的烧，
藏品征集十分困难。主持创建农博馆的
汪庆华教授回忆，从 2011 年开始，为了
得到民间“宝贝”，自己和徐中森等几位
建馆核心成员经常在山里跑、乡下转，走
村串户寻访收集。如今，农博馆已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藏品最全的专题博物馆之
一。

汪庆华认为，博物馆应当具有的四
大功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宣教育
人、学术研究——高校博物馆不仅完全
具备，在讲好历史故事、启迪教育青少年
方面更是强项。“现在的大、中、小学生多
数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对于传
统农耕时代知之甚少。参
观农博馆，可以使他
们 了 解 祖 辈
的生

存状态，明白
中华民族从哪里

走来，感悟改革开放的重
大意义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汪庆华说。
走访汪教授那天，恰好有一支初中

生团队前来参观。一件件陈列的农耕器
具、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吸引着
求知若渴的孩子们——

在农耕器具厅，同学们看到曲辕犁、
耧车、锄镢锸锨等，兴趣盎然，但难以叫
出它们的名字。汪庆华一一讲解并特意
说明，这些农具大多数在两千多年前的
秦汉时代就已基本定型，后来逐步完善
而传承下来，目前在一些偏远山区还偶
尔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收获储存厅、纺织衣饰厅、家居生
活厅和炊事饮食厅，汪庆华则滔滔不绝
地讲述了过去民间的生活故事。其中几
件不起眼的小器物，尤让人深受触动。
比如，一件一尺见方的木板上，密密麻麻
钉着许多弯曲的铁钉，它是用来撕拉
棉套的——过去物资贫乏、生
活艰苦，农家的棉被盖了
一年又一年，用了
一 代 又 一
代 ，

里边的棉套结
成了硬块，保暖效

果大打折扣，就必须重
新撕拉一下、弹一弹，使它蓬松起

来。
墙上还挂有一个长脖子小葫芦，这

是本校大学生从自己家里拿来的。那位
学生说，过去家里人口多，开饭时孩子们
会争抢勺子，谁先抢到谁就能多捞一些

“干货”。后来，爷爷为了公平，做好饭后
就用这个小葫芦把锅里的东西都捣烂，
这样先盛后盛都一样了。一些花花绿
绿、掂起来轻飘飘的针线筐、首饰盒，也
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原来，那是农家
用废旧报纸、书纸等泡成浆子做成的用
具，变废为宝，既美观又实用……

作为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省
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农博馆每
年都会走进一些学校和广场公园，举办
相关主题的摄影图片展。“我们有责任、
有信心讲好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故
事，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作出积极贡献。”汪庆
华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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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弗兰克参观中国电子显微镜博物馆
图②③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一隅
图④安阳学院博物馆藏品陶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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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璐琰 夏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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