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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民间收藏家首次集中捐赠藏品

121件珍贵民间藏品亮相博物馆

民间捐赠
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补充

珍贵民间藏品走进新家
此次， 由湖南省文物总店
向湘潭市博物馆捐出的战国彩
绘陶敦和战国彩绘陶尊缶 （一
对）器型完整，代表了楚国制陶
的最高水准，也将填补该馆战国
彩陶收藏的空白。湖南省文物总
店总经理郭学仁表示：
“
今后，湖
南文博会还将继续发挥平台优
势，举办规模更大、档次更高、影
响更广的民间藏家向国有博物
馆捐赠文物的活动。”
捐赠仪式上， 藏家卢运全
把他刚刚寻到的西汉彩绘云纹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活动的捐赠者之一， “百
年古玩老店 ”天申福第四代传
人李天然将收藏的唐长沙窑青
釉执壶无偿捐赠给株洲市博物
馆。李天然在现场向记者透露，
20 多年前，在长沙湘江的一处
挖砂场， 施工人员发现了这件
长沙窑青釉执壶。 经过专家鉴
定， 该器物为典型的唐代长沙
窑作品 ，敞口 ，短颈 ，丰 肩，圆
腹， 平底。 肩部一侧置八棱形
流，对侧置手柄，通身施青釉，
釉面开细碎纹片，胎质灰白。壶
的颈部和八棱形流。
李天然透露， 这把唐代长
沙窑青釉执壶按市场价算估计
在2万左右，说起将这件收藏品
拿出来捐赠的意图时， 李天然
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将它
捐赠给株洲市博物馆， 通过公
共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 希望
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长沙窑，更
好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长沙窑是位于湖南的唐代民
窑，烧造了中国最早的彩瓷。黑石
号上发现的大量产自长沙窑瓷
器， 说明当年长沙窑生产的瓷器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销产品。
另外，第 19 届湖南文物国
际博览会还将举行学术讲座、
全国文物交流会、 文物艺术品
征集等多项活动。
■记者 吴岱霞
摄影 郭立亮

这档节目让鹿晗快抑郁了
本报3月15日讯 街舞大
战拉开了，继《这就是街舞》后，
昨日，《热血街舞团》 举行开播
发布会。
四位热血召集人分享了录
制背后的故事， 陈伟霆称赞总
导演车澈特别懂街舞， 因此在
节目中非常享受。 鹿晗称，“车
导他们把氛围烘托得特别好，
让我非常信任和放心， 展现了
一个在之前的节目中你们没看
到过的我，时而开心、时而紧张
焦虑、有时也会急躁。一个很多
面、很真实的鹿晗。”
不过残酷的赛制也引发了

召集人的集体“吐槽”，宋茜透
露， 每次都是到录制现场才知
道录制内容是什么， 每天的心
情都像过山车。王嘉尔补充“直
到录制开始前一分钟才知道赛
制， 可能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接
触的 最危 险最 残 酷的 一个 程
度”，鹿晗则表示，“一开始来的
时候很兴奋，很激动。但这个节
目太残酷了， 让我每天很紧张
很焦 虑 ， 录到 现在 都 快 抑 郁
了。”
据悉，《热血街舞团》 将于
17日本周六晚在爱奇艺独播。
■记者 袁欣

▲ 湖南省文物总
店向湘潭市博物馆
捐赠的文物 《战国
彩绘陶尊缶》。

黄圣依加盟《妈超3》

▲

湖南省文物总店倡议组织
的此次捐赠活动， 是湖南民间
收藏家首次集中无偿捐赠。本
次捐赠共 121 件，包括战国陶
制礼器、汉代铁质农具、唐代长
沙窑瓷器、 醴陵窑瓷器以及传
统木工工具， 由湖南省文物总
店、李天然、胡劲松、卢运全、陈
湘舟等单位和个人无偿捐赠，
由株洲市博物馆、 湘潭市博物
馆、隆平水稻博物馆接受捐赠。
所有捐赠文物， 已经湖南省文
物鉴定委员会、 湖南省文物鉴
定中心鉴定。
“民间收藏与国家收藏相
伴而生，相携而行。博物馆是对
公众开放的非营利的永久机
构， 接受捐赠是其藏品的来源
之一。” 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江文辉认为，对于博物馆而言，
民间捐赠的意义十分重要。民
间捐赠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补
充， 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源泉， 也是衡量博物馆社会
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茧形陶壶和传统木工工具（108
件）捐了出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组传
统木工工具包括斧头、曲尺、墨
斗、锯 子、刨 子 、凿子 、钻子 等
108件，保存极为完好。卢运全
介绍， 这是他春节在湘阴走亲
访友时无意间发现的， 当时特
别惊喜，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在很难见到完整成套的木工
工具，“传统手工艺是民族文化
中的宝藏， 这是传统工艺传承
的载体，很有意义。”

李天然（右）向
株洲市博物馆捐赠
文物 《长沙窑青釉
执壶》。

▲

本报3月15日讯 14 日，
作为第19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
会的重头戏，“民间收藏家向国
有博物馆文物捐赠仪式 ” 在湖
南省文物总店举行， 121 件珍贵
的民间藏品进行了捐赠交接。

胡劲松向隆
平水稻博 物馆 捐
赠的文物《汉代铁
农具》。

习作园

希望你和生活相爱
生活不是苟且， 生活是
远方。
一个朋友问我， 春天就
应当闻起来是树叶和刚割过
的青草地的香气吗？ 我答：不
是。实际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春
天。有不播种的春天，也有结
冰的春天，缺乏飞鸟的地方同
样也会迎来春天。不要让常识
固化了我们的想象，鹧鸪是十
二月的序曲，斑鸠呢？所以我
要带你去看看这世界，当然不
只是用眼睛。我要带你去找林
语堂的故都岁月。带你遇见一
片海滩，岸线蜿蜒，迤逦漫开。
我要带你遇见一城山峦，起伏
叠翠。我想带你去看悠悠转动
的风车。我带你去看圆月之夜
的海棠，发现那枝头的好鸟双
栖而梦。我带你去热闹的小酒
馆。我带你去沿河岸走，听江
水如鼓，夜宿沙洲。加德满都
的广场上全是浸着潮红色香
料的经纶，那儿的鸽子一点也
不吓人，穿着校服的小学生笑
嘻嘻跟你要糖。兰卡威的港湾
有一种螃蟹船，船体两边长长
的双翼，波浪远远翻来，打在
船上交成一点远去。你要保留
一些关于美好的， 爱的细节，
这是你觉得要自我毁灭时的
稻草，更是让你从海洋回到一
场雨的途径。希望你长大后的
很多年，想起那时青山带着心
安的颜色，那时的明月穿着皎
洁的盛装。
未来不是岁数， 未来是

礼物， 读万卷书才能看得清
皓月繁星。美在皮表，一览无
余，情致浅而意味淡，初喜而
终厌。美在其中，耐人寻味，
平平而终见妙境。梁文道说，
智性的累积可以带来时间段
的跨越。 所以要做一个有内
容的人，好看的皮囊千千万，
有趣的灵魂万挑一。
人生不是故事，是事故，
摸爬滚打， 才不辜负功名尘
土。要记住，你爬得高，走得
远，不是为了让世界看到，而
是为了看到世界。 我希望你
活在你的年纪里， 看着身边
的风景，喜悦也好，失败也罢
都自己去体会。焦虑也好，迷
茫也罢都自己去突破。
越努力越幸运， 发生的
每一件事都是你前进的前
提，对自己负责，披荆斩棘。
如果把人类社会比喻成动物
世界，有人说，如今街上已经
没有大动物了， 大象河马或
狮子。你只能见到小动物，温
和的，狡黠的，凶而不猛的，
滑溜溜的， 有生存的战术却
缺乏勇气。 你赤手空拳来到
人世间， 我希望你能为找到
那片海不顾一切。
我给予你最初的美好 ，
希望你能永记于心， 并以此
温暖的名义，安放你以后跌宕
起伏的人生。让你在以后的岁
月里即使被刻薄和荒芜相欺，
也要慷慨地和生活相爱。
■长沙市第六中学286班 肖敏

本报3月15日讯 近日，芒果TV
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3》公布嘉宾：
黄圣依将带着6岁的大儿子安迪加盟
节目，这是黄圣依二胎复出后参与的
首个综艺作品，也是她首次带娃参加
亲子节目。从3月22日起，这档现象
级亲子综艺的最新一季将上线。
作为悬念嘉宾， 之前官方曝光
的悬疑海报中， 部分观众已经循着
“四口之家独宠一人”、“霸道总裁的
日常” 等线索猜到这季加盟的女星
妈妈会是黄圣依。现在随着官方“盖
章”确认，让许多观众期待她和孩子
在节目中的表现。但根据13日曝光
的海报， 黄圣依只会带着大儿子杨
安迪参加节目。
在预告片中，安迪用“小大人”
的口气， 风趣地讲述着他和妈妈之
—黄圣依做三明治，被
间的趣事——
安迪调侃为“轰炸厨房”，让安迪对
妈妈颇有“意见”的是，“她居然分不
清奥特曼和蜘蛛侠！”虽然对妈妈有
一些“小抱怨”，不过在安迪眼中，妈
妈黄圣依依旧是一位拥有强大“气
场” 的完美妈妈，“我有一个黑洞妈
妈，虽然有些时候会犯些小迷糊，但
其实她身怀绝技隐藏着许多能量，
像超人一样！”
■记者 袁欣

《环太平洋2》点映
本报3月15日讯 2013年，一
部《环太平洋》点燃了许多中国观众
的机甲怪兽梦。时隔五年，续集《环
太平洋：雷霆再起》（简称《环太平洋
2》） 将于3月23日登陆长沙。16日，
该片在长沙举行30分钟片段观影
活动。
《环太平洋2》故事发生在2035
年，讲述了当海底虫洞再次被打开，
地球陷入被巨兽侵袭的危机。 导演
斯蒂文·S·迪奈特延续了前作机甲
战怪兽的热血战斗场面， 除了更炫
酷的机甲、怪兽和特效，对中国观众
来说，更浓厚的中国元素也是《环太
平洋2》的一大看点。影片有多场戏
是在青岛影都拍摄的，同时，景甜、
黄恺杰、张晋、蓝盈莹、于小伟等多
位中国演员的亮相也瞬间拉近了这
些机甲和怪兽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景甜透露， 这次的角色名叫邵
俪雯， 是她此前从未出演过的霸道
女总裁形象，“虽然她看起来冷酷强
悍，但内心充满热血正义感，为了目
标执着到底， 是个很有戏的女性角
色。”
■记者 袁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