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評論

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是繼
—

挑選了近百件當地出土文物，兩者結

了浙江、福建等十幾家博物館，從中

外，兩年來，臺北故宮的專家們走訪

此，展覽除選用臺北故宮典藏文物

器物與圖書文獻三方面內容。不僅如

﹁大觀 —
北宋書畫、汝窯、圖書特
展﹂等，而此次展覽則囊括了書畫、

特展﹂、﹁宋代書畫冊頁名品展﹂、

種種原因，使得展覽報批的難度和時

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一．七，以及其他

通展覽標準︵不高於百分之二十︶，

檔次較高，一級品比例大大超過了普

地參展博物館的聯絡。由於選件展品

開始啟動該專案，同時也開始了與各

體負責上述的全部工作。由此，我們

論，最終達成了共識：由我們中心具

險等一切細節問題進行了務實的討

楊陽
錢衛

合展出，相互補充，使展覽能夠從多

間都大幅增加了。直到九月下旬，距

據瞭解，臺北故宮的策展團隊

談。雙方就如何進行大陸參展文物的

的策展人員進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會

功鑫院長，並與以馮明珠副院長為首

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首先致辭，

舉行了開箱記者會。在記者會上，臺

首先於十月一日在正館多媒體放映室

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行了兩次記者會。

展至展覽開幕的全部過程。

角度體現南宋文化與藝術風貌。

展品啟運時間只差一周，有的參展單
位文物還沒有調京。幸好，經過多方
努力，這批文物最終及時抵台。
自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九日始，
大陸布展工作組十二人分五批陸續赴
台參加布展工作。首批布展人員與文

運文物順利抵達臺北故宮。

物同機赴台，自機場提貨區隨警車押
終於在二 ○
一 ○
年六月找到了我們。
當時我中心正與臺北歷史博物館合作

開幕宣傳

早在二 ○○
八年就開始籌劃這一展
覽。此前該院曾先後舉辦過有關南宋

報批、借展、調集、包裝、運輸、保

為了擴大宣傳，展覽開幕前，

題材的展覽，如：﹁千禧年宋代文物

們抽空專程來到臺北故宮，拜會了周

舉辦﹁大三國特展﹂。得知此事，我

及大陸十一家文博單位。幾經波折，

過一次聯手合作，而如今的展覽卻涉

如何操作。此前他們僅與北京故宮有

合璧展出，然而卻並不十分瞭解應該

儘管臺北故宮想策劃兩岸文物

籌展前後

10月1日南宋展開箱記者會，左起本院書畫處何傳馨處長、器物處蔡玫芬處長、馮明珠副院長、鳳凰衛視中文台副台長∕節
目統籌總監溫港成先生、廣達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楊秀月女士、周功鑫院長、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單國霖先生、中國文
物交流中心事務部副主任錢衛女士、上海博物館陶瓷研究部館員彭濤先生、時藝多媒體總經理林宜標先生、多朋保險經紀人
董事長江紅嬌女士、財團法人春之文化基金會侯王怡文董事。

我們有幸參與此項工作，親歷了自籌

心是此展大陸文物的組織調集單位，

十一家博物館提供。中國文物交流中

件，由上海、遼寧、浙江、福建四地

品近三百件，大陸參展文物九十六組

本共十七家博物館。其中臺北故宮展

共計四百一十件展品，來自兩岸及日

一堂、共襄盛舉的高水準展覽。展覽

﹁雍正 —
清世宗文物大展﹂之後，在
這裏舉辦的又一個兩岸文物精品齊聚

藝紹興

二 ○
一 ○
年十月八日在國立故宮博物
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開幕的﹁文

﹁文藝紹興 南宋藝術
—
與文化特展﹂側記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側記

展覽評論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側記

宋的藝術與文化面貌，希望觀眾通過

藏與民間用器的藝術成就，反映了南

借展，展出的文物綜合呈現了宮廷珍

件，是故宮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

她表示，此次展覽借展文物達百餘

地數十家媒體對展覽進行了採訪和報

來自福建和浙江的出土文物，並有當

司銘﹂銜環銅虎、金娃娃墜飾等六件

玫芬處長向記者們介紹了包括﹁修內

了開箱文物展示。臺北故宮器物處蔡

致辭中對臺北故宮籌辦本次展覽的所

大陸的借展單位表示了感謝。楊陽在

次展覽的情況，並對支援單位尤其是

席並致辭。周功鑫在致辭中介紹了本

司董事局主席、執行總裁劉長樂等出

表團團長楊陽、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

做努力表示感謝，同時表達了中國文

導。
十月七日下午舉行了預展記者
物交流中心致力於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展覽重新認識南宋藝術成就。布展組
組長錢衛也在講話中表示期盼今後兩
會。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代

精品回眸
歷史時期，當時一方面朝廷倡導繼承

南宋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

當晚的開幕酒會隆重而熱烈，

大統，注重禮樂典章，另一方面重視

展出的臺北故宮所藏南宋書畫

約三百餘位嘉賓出席了開幕儀式，臺

在開幕式上致辭。周功鑫再次表示，

達百餘幅，不僅有帝后書畫、還有宮

文化振興，被當今史學家稱為﹁南宋

這次特展是該院有史以來舉辦規模空

廷畫家、仕人、重臣明賢及道釋的書

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代表團團

前的南宋題材文物展覽。楊陽在致辭

畫。其中高宗皇帝的書畫作品就有多

模式文化﹂。隨著政權的南移，文風

中也指出兩岸文物的相互補充、合璧

幅，如︿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的

長楊陽、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展出，可使觀眾對南宋時期的歷史文

一套冊頁，共十六開，以圖文並茂的

的轉變，在文化藝術上出現了許多創

化風貌有更全面的認識。劉長樂在致

局主席、執行總裁劉長樂以及臺灣旺

辭中希望全球的華人能夠來這裏共享

形式宣揚儒家經典 —
︿孝經﹀，這充
分反應出高宗皇帝以藝載道，以書畫

新，尤其在書畫、圖書和工藝製作等

這次文化的盛宴。他還巧妙地將宋代

的方式倡導傳統文化；再如︿賜岳飛

旺中時媒體集團、多朋保險經紀人、

詩人陸遊的著名詩句﹁君詩妙處吾能

手敕﹀，雖是一份在緊急情況下皇帝

方面都取得了極高的藝術成就。

識，只在山程水驛中﹂改為﹁特展妙

寫給岳飛的敕書，但其書法仍不失為

展出的多幅南宋代表畫家馬遠、

處君能識，正在兩岸通衢中﹂來結束

現場直播，︽中國時報︾在開幕的第

馬麟父子和夏珪等人的作品，則反映

後世典範。

二天以︿南宋文藝大展，穿梭千年畫

馬遠的︿山徑春行﹀可視為典型風

了南宋繪畫在藝術上的創新之處。如
的媒體也進行了相關報導。

卷﹀為題介紹了展覽開幕盛況，大陸

發言。香港鳳凰衛視對開幕式進行了

財團法人春之文化基金會的嘉賓分別

品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夠赴大陸展出。

與合作的態度，並希望臺北故宮的藏

10月7日下午南宋展預展記者會周功鑫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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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高宗

賜岳飛手敕

岸有更多的交流與合作。之後即進行

南宋 金娃娃 浙江衢州市博物館藏

10月7日晚上南宋展開幕酒會，左起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羅澤成先生、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廣達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楊秀月女士、周功鑫院長、中國文物
交流中心副主任楊陽先生。

展覽評論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側記

史學、科技方面的諸多成就，在南宋
刊本的各類圖書中都有體現。如：宋
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宋慈︽洗冤
錄︾等，以及︽周禮註疏︾五十卷，
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刊，元明遞

格，這幅畫主景偏在畫面左下方，描
繪一名高士立於柳岸邊，遙望前方，
右方留白處題有詩句。可謂是將詩書
畫融為一體的上乘之作。
上海博物館的藏品︿西湖圖
卷﹀，相傳為宋代李嵩所繪。令人稱
奇的是圖中所繪的西湖除缺少湖心
島、三潭映月等景致外，與今天的西
湖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器物方面，首屈一指當為南宋官
窯瓷器，這是臺北故宮的強項，如展
出的南宋官窯青瓷簋、弦紋尊等仿古
禮器，造型沉穩大方。然而臺北故宮
的專家們並不滿足於此，而是與借展
的大陸出土之南宋仿古青銅禮器一同
展出，以相互補充、印證。
明清的雕漆工藝品是很常見的，
但對南宋的雕漆工藝瞭解的人就很少
了，此次展出的幾件來自福州的剔漆
套盒都是首次出境展出的珍品，難得
一見。包金邊白色玻璃杯，造型酷似
古代的耳杯，器沿邊以鏤空的銀鎏金
纏枝花卉裝飾，做工極其精細。這種
玻璃料杯在當時也是非常珍貴的。
文獻方面，展出的宋版圖書蔚

疏文合刻於一書，最早見於宋高宗紹

修本。此茶鹽司刊本將經文、注文、

語音導覽、專題演講、教師培訓、館

設計。在教育推廣方面，開展了特展

育推廣的參考，請專業策劃公司參與

為大觀。南宋時期於經學、理學、

興年間，後世據此修補重印，由此可

合﹂四單元。值得一提的是，臺北故

創新﹂、﹁生活美學﹂、﹁傳播與融

文物，也分為﹁文化振興﹂、﹁藝術

的解說圖版外，展示南宋生活相關的

列室環境的塑造，展場陳列配備清楚

在展覽的設計研究方面，不僅注重陳

時在網路開展有獎問答等推廣活動。

特展推出的京劇︽釵頭鳳︾演出，同

專題影片等一系列活動。此外還配合

校合作、親子及少兒活動、放映特展

○

見南宋刊本的重要地位。

策展經驗
大陸展覽代表團在台期間與臺
北故宮的策展、研究人員進行了本次
展覽的座談。據代表團成員周君生介
紹，為瞭解觀眾對於南宋歷史與文物
的認知程度，以及對展覽內容的接受
與期待程度，故宮的策展團隊於二
九年就開始規劃、進行展前觀眾調
○
研，並將調研結果作為展陳設計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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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
西湖圖
李嵩
傳宋
浙江省博物館藏
仿商獸面紋銅尊
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山徑春行
馬遠
南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青瓷簋
官窯
南宋

展覽評論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側記

本院南宋典藏精品盡出，包括書畫、器物、善本圖書

等，近三百組件。另向浙江、福建、遼寧、上海、東京

及京都各大博物館商借一百餘組件出土文物及繪畫，分

為「文化振興」、「藝術創新」、「生活美學」、「傳
播與融合」四個單元，全方位呈現南宋藝術的特色與

豐富的文化內涵。由於展件達四百餘件，圖錄以《書畫

卷》、《器物卷》、《圖書卷》三冊分別呈現。皇皇巨
構，相互呼應，獨特精美，值得典藏。

集精華薈萃於篇的《導覽手冊》，更是精彩，寄語醉心

效地傳遞給觀眾。本次大展的策展工

且具有系統性，使展覽的資訊能夠有

要。展覽的教育推廣工作設計豐富而

展設計工作，能夠更滿足觀眾的需

根據觀眾的認知和喜好有針對性的開

宮在展覽設計前注重前期調研工作，

楊陽為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書記兼副主任、研究館員

文化。

使兩岸民眾有幸共享優秀的中華傳統

礙，最終實現兩岸文物的雙向交流。

位能夠突破文物無法赴大陸展出的障

至今日，我們也希望台灣公立文博單

大陸文物早已赴台灣展出。時

文會堂

釵頭鳳
Phoenix Pin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new Melody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

釵頭鳳

Phoenix Pin

錢衛為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業務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

作是由臺北故宮獨自完成的，但展覽

（11/24停演）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製作／演出單位：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美術設計則委請專業機構承擔，充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發揮了策劃機構的專業性特長。

■演出地點：

本季「故宮新韻」邀請「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推出南宋
經典名劇《釵頭鳳》，與故宮珍藏之陸游致仲躬侍郎尺牘相互
輝映。《釵頭鳳》一劇得名於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的同名詞牌
《釵頭鳳》，描寫陸游和表妹唐蕙仙緣淺情深，淒美斷腸的愛
情故事。本劇由中生代演員趙揚強、蒲族涓深情聯演，京劇蕩
氣迴腸的演唱藝術，必將深深烙印在觀眾心中。

每週三下午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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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有限責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導覽手冊

配合南宋特展，第四季「故宮新韻」活動邀請「國立台灣戲曲學院京劇團」推出南宋
經典名劇《釵頭鳳》，與展出的陸游〈致仲躬侍郎尺牘〉相互輝映。

定價150元
內頁雪銅紙 144頁
平裝
17X25.5公分

new Melody
定價1500元
定價1000元
定價1000元
書畫卷 424頁
器物卷 256頁
圖書卷 264頁

外包彩色精美書衣
霧光特雪（銅版紙）內封裱荷蘭布
大菊八

︼

︻

主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圖錄

2010年

10/ 6-12/22
■演出時間：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
五十卷
資治通鑑綱目
朱熹撰
宋

宋代文物的讀者，千萬不可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