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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博受赠文物展
品读三重文化价值

上海博物馆将近 70 年的历史上，曾有过
两个受赠文物的高潮。1949 年 9月 7 日，上
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1950 年 1 月
20 日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准备
在上海筹建一个“具有规模的代表中国优秀
文化传统的博物馆”。当时，一大批文物收藏
者通过捐赠的方式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
建设，以胡惠春、潘达于、谭敬、沈同樾、顾丽
江、乐笃周、孙煜峰、丁燮柔、罗伯昭、李伟先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家，踊跃向上海市文
管会、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在 20世纪五六
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文物捐赠高潮。

这一时期的捐赠人还包括徐森玉、
吴仲超、谢稚柳、陈植等早期文博事业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一面筹备规划文
物事业发展的蓝图，一面用自己的行
动来影响、动员和号召广大收藏家
支持文物博物馆工作。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有感于国家建设的再次飞
速发展，许多藏家将其多年珍
藏，包括落实政策返还的文
物精品，慷慨地捐赠给上海
博物馆，从而极大地丰富

了上博馆藏，形成了文物捐赠的第二次高潮。
本次展出的文物涵盖青铜、陶瓷、书画、

竹刻、钱币、雕塑、印章等各个门类，大规模汇
聚了众多上博文物捐赠者。看这样一场文物
展，不但可以品读文物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历
史价值，也可品读捐赠者的文化素养、品位，
更可品读他们化私藏为公藏、将个人赏玩提
升为全社会文明传承的崇高情怀。
我们就来品读几件本次展览的重要展

品，缅怀一下捐赠者的无私情怀吧。
展览开篇第一件，是郑振铎先生 1956 年

捐赠给上博的汉代人物画像砖。这是该文物
第一次与公众见面。郑振铎先生是中国杰出
的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翻译
家、收藏家，他在上博成立之初捐赠文物给上
博，代表了新中国文物事业开拓者对上博的
支持，也是对广大收藏家群体的捐赠号召。
徐森玉先生是我国著名文物鉴定家，也

曾担任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他从 1950 年起，
分四次捐赠藏品给上博。此次展出了他捐赠
的箕型虢石砚、明代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和
清代黄士陵的篆书八言联。

吴仲超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0
年和 1952 年他两次捐赠陶瓷、书画、碑帖给

上博。此次展出了他捐赠的唐代彩
色釉陶双鱼扁壶、明代景德镇窑
青花花鸟纹罐。

夏衍先生向上海博物馆
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也
亮相本次展览。纳兰成德
也即纳兰性德、纳兰容
若，清代著名诗人，也被
认为是《红楼梦》中贾
宝玉的原型。1961 年，
夏衍先生在北京琉璃
厂偶然购得此手札，爱
不释手，此事也在文化
圈引起了小小轰动。夏
衍先生当时委托上海博
物馆将手札进行珂罗版
复制，分送给圈内好友共
赏。落实政策后，几经周折，

这通手札终于被追回。夏衍先
生在手札上盖的收藏印是“仁
和沈氏曾藏”，“仁和”是他出

生地杭州仁和，“沈”是他的本姓，“曾藏”而
不是通常的“珍藏”，表明了夏衍先生不占有
文物的态度。1980 年代末，夏衍先生向上博
捐赠了这件他心头最珍爱的文物。
展览中还有巴金先生于 1963 年向上博

捐赠的一本董其昌行书诗册。作为中国文坛
领袖，巴金先生捐赠文物代表了他的崇高情
怀，通过他的藏品，也能品读出他的文化修养。
此次上博受赠文物展中还包括胡厥文、

胡叔常 1965 年捐赠的马和之《周颂十篇图
卷》，暂得楼后人 2021 年捐赠的景德镇窑苹
果绿釉印盒（一对），谭敬 1951 年捐赠的陈
纯釜，陈植 1961 年捐赠的纪昀铭旱烟管，丁
燮柔 1961 年捐赠的赵之谦“潘祖荫”石章，
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
1951 年捐赠的齐侯匜和华祖立《玄门十子图
卷》，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 1952 年捐赠的
《缂丝佛手花鸟图》，孙煜峰 1965 年捐赠的
项圣谟《看梅图卷》，乐笃周 1980 年捐赠的
景德镇窑蓝地金银彩桃果纹瓶，唐祖诂、宋景
文 1959 年捐赠的甲簋，夏弘宁 1962 年捐赠
的李叔同《行书华严经句轴》，张永珍 2004

年捐赠的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等。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当文物从

私人收藏空间进入到公众视域，它便由赏玩
的功用中升华出来，具备了提炼记忆、凝聚品
格、传承文明的意义。希望今后能和更多捐赠
者一起，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物
博物馆事业发展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博物馆曾于今年 6月举办了“鼎盛

千秋”受赠青铜器展，本次展览之后、上博东
馆建成之前，上海博物馆还将举办相关捐赠
主题展，作为对文物捐赠者的回馈。

晨报记者 詹 皓

上海博物馆自 1952 年成立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慷慨捐赠，如今，上博馆藏的珍
贵文物 14 万件当中，有 3.3 万余件来自各界人士捐赠，约占馆藏珍贵文物总量的 23.6%。
为了向关心和支持上海博物馆发展的所有捐赠者致敬，2021 年 9 月 28 日至 12 月 26 日，
上海博物馆特甄选 147 件/组馆藏珍品，举办“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

陈植捐赠的清纪昀旱烟管

沈同樾携子女捐赠的春秋早期齐侯? 郑振铎捐赠的汉人物画像砖

张永珍捐赠的
清景德镇窑粉
彩蝠桃纹瓶

徐森玉捐赠的
清黄士陵篆书
八言联

巴金捐赠的明董其昌行书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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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144 可家访不愿进养老院中西医女专家
77 岁丧偶未育温柔善良无亲人继遗产夜深
泪湿枕巾向往甜蜜二人生活觅忠厚善良男入

住不计贫富愿财产公证给你(女付)63337606
C5145 可家访事业单位退休党员女 71 岁丧偶无
孩丰厚资产多套房寻 87 岁内男 （女付)53833358
C5146 貌美悲情女教师退休有多房觅忠贞相
守男女 67 岁丧偶夫女亡留养老院和赔偿金
无依靠住徐汇 5/2 另商铺出租可先来看看有
子女视亲生可继业我开支 (女付 )63337606
C5147 和子女同住不方便请来我家我开支美
丽富有党员公务员退休女 67 岁丧偶未育健康
善良持家多房出租无兄妹继遗产觅 87 岁内无
房愿速婚男财产可公证给你 （女付)53833358
C5148可先来我家看看寻无房愿上门速婚男开销我
来女军医 61 岁丧偶未育貌美善良先夫公司董事长
留下丰厚遗产和多家养老院居多房无亲人的我寻健

康年长有爱心男士我会珍惜你随缘(女付)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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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 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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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