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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

广东省新会博物馆内的木板油
画《新会木美人》中的人物，竟与法国
卢浮宫藏品《加百利和她的妹妹》、意
大利乌菲齐美术馆藏品《沐浴中的女
人》中的人物极其相似；美国华盛顿
国家美术馆的布面油画《诸神之宴》
中，仙女所持、地上放置的器皿居然
是中国的青花瓷器，风格与湖南省博
物馆馆藏的青花双鱼牡丹纹瓷盘如
出一辙。

1月26日，湖南省博物馆推出原
创大型特展“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
乡———13-16世纪跨文化交流” 展，
来自 48个国内外博物馆的 250件
（套）精品文物，处处展现了13至16
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紧密联系。

展厅中，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
的男子，就是这次展览的主策展人、艺
术史研究者、中央美院教授李军。

“世界是联通的，把它放在广大
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 我们会发

现，西方崛起和与东方的文化交往直
接相关。”李军说，在文艺复兴和地理
大发现兴起之前， 西方相对落后，而
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3至
16世纪，中国从元朝到明朝，国力强
盛、商贸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逐
渐密切。 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西
方，助推了西方的崛起。

“当然，在交往中，东方也受益于
西方。中西方互相交融，互相推动。这
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李军说，大
量的青铜、玻璃、丝绸、陶瓷等文物身
上，都留下了中国和西方彼此文化交
融的痕迹。

充满艺术气息的展厅内，每件展
品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

现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
古博物馆、庞贝古城出土的壁画《花
神芙罗拉》经过岁月的洗礼，虽然有
些陈旧，但你却能清晰地看到一位身
着丝绸的女子，襟飘带舞，身姿曼妙。
随着“丝绸之路”不断延伸，中国丝绸
以奢侈品的身份亮相世界舞台，引领

罗马时尚。
布面油画《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

玛利亚像》与其右侧的《唐寅款中国
圣母图》，在构图、人物姿态上几乎一
模一样。

一张圆形的“旧世界”地图———
《弗拉·毛罗地图》引人注目。它以惊
人的准确度，涵盖了当时全部的已知
世界。地图的左下角，能清晰地看到
我国著名的永定河与卢沟桥。

这次的展览建立在李军长期的学
术研究基础之上。2002年，李军在巴黎
吉美博物馆短期工作。当时，馆内举办
了一场以明式家具为主题的展览，在
开篇处对比展示了一件明式家具与一
件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欧洲家具。

欧洲家具明显模仿了明式家具
的造型。突然在遥远的西欧看到自己
最熟悉的东西， 给李军强烈震撼。他
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在最遥远的地方
寻找故乡》。 在后来的西方艺术史研
究中，他逐步发现，在西方的很多艺
术与文化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与东

方世界的关联。于是，他开始转入中
西方跨文化研究。

3年前， 湖南省博物馆为了迎接
新馆开放，希望推出两个站在国际学
术前沿的大型原创展览。他们找到了
李军，双方一拍即合。

“一方面，我们要选择世界历史
上的经典时代，保持学术的活力和对
公众的持续吸引力。”策展人之一、省
博物馆副馆长陈叙良告诉记者，“另
一方面，我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
这背后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省博物馆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有义务从文化和
历史的角度向公众解释”。

一开始，李军就确定了展览主题
及《从四海到七海》《指南针指向东
方》《大都的日出》《马可·波罗的行
囊》《来而不往非礼也》5个部分，以此
在全球开展“订单式借展”。

陈叙良介绍，参展文物中，很多
是展线上的珍贵文物，如“欧洲绘画
之父”乔托的真迹《圣史蒂芬》，几经
谈判，对方才同意出借。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龙
文泱 通讯员 李叶）今天，为期两天
的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 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40家博物馆、研究机构的近80位专
家、学者聚集长沙，分享、研讨春秋
战国时期考古发现、器物研究、思想
文化领域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 大变
革的时代，也是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
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大发展、 大融合也是在这一时期。
本次研讨会旨在推动业界对该时期

的研究，加强社会各界的了解。
今天， 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邓淑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的扬之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的杨文胜等专家， 分别对楚式礼
玉、先秦金银器、九鼎八簋蕴含的数
字观念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解析。专
家们还将就青铜器研究、陶器工艺、
祭祀礼仪等方面进行研讨。

本次研讨会共收录论文逾60篇，
涵盖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研究成果。会
议期间， 与会专家参观了“东方既
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对展览
的内容框架和陈列设计予以高度评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耿星

这个冬天比较冷， 但湖南化工
职院学生李超的举动暖人心。 为挽
救远在北京的3岁白血病女孩，他毫
不犹豫地选择捐献造血干细胞。

随着离心机的运转，李超血液里
的造血干细胞被成功分离出来。1月
23日中午， 李超在湘雅附三医院的
病房里刚刚完成了手术。他说，“这是
我给自己的一份成人礼，我现在就希
望能够帮助那位受助者，希望她尽快
恢复健康，摆脱病魔的纠缠。”

来自岳阳的李超从2016年开始
义务献血，他的信息也随之进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17年

12月7日，李超与北京一位患白血病
的小女孩配型成功，他毫不犹豫地同
意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因为怕父母担心，李超一开始没
有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但得知儿子
为一个毫不相识的小女孩捐献造血
干细胞时， 父母很支持他的这一做
法。父亲李美华还特意花一个礼拜的
时间来陪他、支持他、鼓励他。

得知李超的善举后，湖南化工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望、校长王雄
伟带队赶到医院看望了李超。他们告
诉记者， 李超是该校学生会副主席，
非常热心公益，学校将号召全体师生
学习李超的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真
正把立德树人的目标落到实处。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健林)1月24日，在江永县千家峒瑶
族乡刘家庄村党建文化主题公园， 一拨又
一拨游客来到红色文化教育展馆参观，聆
听红军激战三峰山、瑶民助红军的故事，铭
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烈士。

江永县旧称永明县，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时期， 江永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革命运动。红军长征时，红六、八、九军
团和绝命后卫师红34师及刘少奇、 任弼
时、王震、罗荣桓、萧克等一大批红军高
级将领过境江永。 江永群众特别是一批
热血青年，主动为红军带路、凑粮，收治
掉队和受伤的红军战士， 涌现出了一批
革命烈士。2015年，江永县被认定为革命
老根据地。

近年来，江永红色文化蓬勃兴起。千家
峒瑶族乡刘家庄村致力打造红色文化美丽
乡村，在红军长征“强攻三峰山战斗”的指
挥中心， 建成了以红军长征过江永为主要
史实、 展示江永光荣革命传统历史的红色
文化教育展馆； 率先建成一个集教育、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党建主题公园。

专家长沙研讨
春秋战国历史文化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贺秋菊）今天上午，省
作协“文学照亮三湘”大讲堂2018
年首场讲座在岳阳开讲。 著名作家
何立伟主讲“日常的文学”，吸引近
500名市民前来聆听。 文学爱好者
现场提出了文学创作和阅读上的困
惑， 何立伟一一解答， 现场气氛热
烈。

何立伟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委员、一级作家，现任省作协名誉主
席、长沙市文联主席，其作品《白色

鸟》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天
讲座中， 他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
的日常审美谈起， 解读了文学与日
常生活的关系， 提出了作家应具备
的3种日常审美能力，即从容叙事的
能力， 从平凡中发掘韵味的能力和
驾驭文学语言的能力， 阐述了日常
审美对文学创作具有的重要意义。

据了解，“文学照亮三湘” 大讲
堂是省作协“文学名家讲堂”往基层
的延伸， 旨在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让文学走进基层。

“文学照亮三湘”岳阳开讲
何立伟谈“日常的文学”

红色文化闪耀古瑶寨

展示西方崛起背后的东方因素
———“13-16世纪跨文化交流”展见闻

湖南化工职院学子捐骨髓救人

农家书屋度寒假
1月27日，保靖县清水坪镇马王村，留守儿童在农家书屋里阅读图书。寒假伊始，该县100多个行政村的

农家书屋里新添置了儿童读物，让留守儿童享受阅读乐趣，度过一个充实的寒假。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