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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
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开幕式上
说：“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先生与张葱
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
帆、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
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
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
了大量工作。”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
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
伯驹先生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
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
物院。他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
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当发
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
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
河南项城人。虽然他颇工于诗词书画，对
戏剧亦有研究，但最为世人所知的还是他
对收藏的痴迷。由于其所藏法书名画甚
众，多为旷世绝品，张伯驹也被赞为“天下
民间收藏第一人”。

张伯驹最初收藏出于爱好；到后来，他
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
产，亦不改其志。他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
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藏品
传奇《平复帖》以复制品替代展出

其中，以购藏《平复帖》和《游春图》的
故事最具传奇色彩。

《平复帖》本是西晋陆机写给友人的
信件，长不足一尺，仅九行草书。帖前有白
绢墨笔题签，旁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
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
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先后三次向溥
心畲求购《平复帖》，最终以四万大洋成
交。为不使之流失海外，张伯驹甚至将《平
复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

1949年后，张伯驹几次将藏品捐献给
国家，这些藏品现主要藏于故宫博物院、
吉林省博物院等处。

不过，由于一部分珍贵文物尚处于休
眠期，本次展览无法展出原作。为保护文
物，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
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卷等
用复制品替代展出。

亮点
李白《上阳台帖》最受关注

而就本次展出的真迹来看，被认为是
“李白传世唯一书迹”的《上阳台帖》无疑
最受关注。

在故宫官方微博的介绍中，这件作品
被评价为“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
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1958年调拨到故
宫博物院。

2013年，单霁翔曾撰文表示，今天这
些藏品能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
功至伟”。“对于张伯驹的贡献，故宫博物
院一直感念于心。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
这位一生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
献的传奇人物。”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央 广 播 音 员 忠 诚央 广 播 音 员 忠 诚 、、方 亮方 亮 、、郑 岚 等 首 次 献 声郑 岚 等 首 次 献 声《《新 闻 联 播新 闻 联 播》》

AM6：30 当朝阳从幅员辽阔的霜雨晨露间升起，无论身处何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都
会唤醒你……

PM7：00 当夕阳从平凡踏实的柴米油盐间落下，无论身在何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在陪伴你……
它们代表了一天的开始和一天的结束

当二者结合，带来的又会是怎样的创举？

《新闻联播》出现“新声音”

当“新闻联播”遇上“中国之声”
“好声音”怎么说

3月28日，郑岚接到《新闻联
播》配音任务，仅隔一天，她就在
3月29日的《新闻联播》中献声，
完成了对《第五批20位在韩志愿
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的播
报。虽然已经是一位有20多年播
出经验的资深播音员，但首次担
任《新闻联播》的播音工作，郑岚
还是有些紧张，在录制当天，她
还特意将平时所用的新华字典
随身携带上，早早赶到了直播

间，并特意与贺红梅等央视主播
讨论、学习，内容细致到每个词
句如何吐字、发音，稿件该用何
种情感呈现等。在郑岚看来，为

《新闻联播》配音需要更多地向
“说新闻”的方向靠拢。另外，语
言的节奏方面也与广播不太一
样，需要更快更紧凑。

“在《新闻联播》配音更注重
对稿件的呈现和把握上，需要更
完整表达稿件内容。”

央广主播郑岚央广主播郑岚：：
首次配音 还带上新华字典

被誉为声音“百变之王”的方
亮，已在《摘要》担任播音员长达18
年，3月29日第一次来到央视新闻
联播演播厅时，他便马上投入到融
合新闻播报第一线。3月31日，方亮
正式承担《新闻联播》配音的工作，
为了准备更充分，方亮在当天下午
三点就来到央视播音部准备。

方亮认为，为央视《新闻联播》
配音和以往电台工作还是有些不
同，“电视播音主持人除了声音外，
其面部形态与肢体动作都会产生
各种信息。广播的优势就是声音，

除了来自现场和音乐音效的声音
外，播音主持人播报的声音要形神
兼备，更讲究声音的创造力和塑造
力。”为此，也向央视主播康辉、贺
红梅等人取经，适当调整声音状
态，增加一些声音色彩的感染力，
让视听结合得更出彩。

对于此次合作，方亮认为这是
一种时代创新，“广播电视的大融
合，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小融合
的践行，才能呈现出来，而我们两
家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语言艺术
工作者，这种结合也是强强联手。”

央广主播方亮央广主播方亮：：
调整状态 增加声音色彩的感染力

央视新闻中心播音部主任康
辉认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集合
各种优质资源让资源效应最大
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大家的积
极性都很高，很支持，刚开始还不
能完全说融合得很到位，还在探
索更好的方法。”

对于三台融合后的未来，康辉

认为，这一次广播播音员到《新闻
联播》配音，是双方一种业务上的
有益交流。随着融合的道路越拓越
宽，今后电视的播音员也会去参与
广播节目、音频节目的录制，“那时
我们电视新闻主播就需要向广播
主播靠拢，互相借鉴，本质上是一
样的。”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央视主播康辉央视主播康辉：：
整合资源 电视主播和广播主播将互相借鉴

“这条新闻配音的声音怎么像央广的忠诚？”“配音员的声音很特别，
感觉既陌生又熟悉”“《新闻联播》来了新人吗？”最近几天，有不少细心的
观众发现，《新闻联播》有几则新闻的配音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声音
既熟悉又陌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央视新闻播音团队新添重磅
“好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播音员忠诚、方亮、郑
岚等首次献声《新闻联播》，这不仅是“广播人”第一次为《新闻联播》配
音，也是央视和央广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首次开启的融合之举。

“28号上午，中韩双方在韩国
仁川国际机场，庄严举行第五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交接仪式……”29日，《新闻联
播》一则新闻《第五批20位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出
现了和以往有些不一样的配音。
随后两天，又有两个不一样的声
音出现在《新闻联播》，有细心的
观众发现，这几个声音似乎来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牌节目《新
闻和报纸摘要》（以下简称《摘
要》）的播音员。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
“献声”《新闻联播》的主播忠诚、
郑岚、方亮、于芳正是来自央广

《摘要》。《摘要》是央广最重要的
新闻节目，从1950年4月10日开办
以来，几十年来收听率都名列各
类广播节目榜首，最大收听规模
达6亿人口。

央广播音员为《新闻联播》配
音源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组
建。3月21日，根据《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整合中央电
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
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对内保留原
呼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
声”。三台整合后，将推动多媒体
融合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三台融合
大背景下的一次创新尝试，“广播
人”第一次为《新闻联播》配音，也
是央视和央广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成立后首次开启的融合之举。

/ 创新 /
《新闻联播》+央广播音员
三台组建后的第一个尝试

/ 融合 /
幕后电台主播

有望亮相电视屏幕

3月29日，央广主播郑岚首次
为《新闻联播》一则新闻《第五
批2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在
沈阳安葬》播音。30日和31日，
忠 诚 和 方 亮 的 声 音 也 出 现 在

《新闻联播》。据悉，这也是央广
的播音员首次为《新闻联播》配
音。这样一次重磅合作也在网络
引起了热议，有业内人士认为，广
播和电视的深度融合是互联互
通、优势互补的体现，实现了资源
效益最大化。

据央视方面介绍，接下来央
视文艺部门与央广、国际台的文
艺部门也已经开始对接，将推出
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大餐。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央视的

《朗读者》、《星光大道》、《国家宝
藏》都将进行融合，包括编创人
员、节目编创、节目制作、节目主
持、整体推介、节目播出都将融
合，形成一体录制、一体策划、一
体采访、一体主持、一体参演、一
体传播等，如央广和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将直播五一、五四两大晚
会，除了在央视看晚会，还可以通
过收音机听。值得一提的是，曾经
在幕后的电台主持人也将有机会
亮相电视屏幕，一体参演。

“支持‘中国好声音’加入
到央视《新闻联播》的团队。”

《新闻联播》主播海霞认为，三
台融合不仅仅是合，更是融，通
过这样的机会都能相互学习彼
此的长处。“很高兴三台融合
后，在业务上的合作首先是从
播音主持开始。”

央视“换声”

故宫晒宝“李白传世唯一书迹”亮相
“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昨日开幕

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了！！备受业内备受业内
外关注的大展外关注的大展““予所收蓄永予所收蓄永
存吾土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张伯驹先生诞辰
120120周年纪念展周年纪念展””44月月22日在日在
北京故宫武英殿开幕北京故宫武英殿开幕。。昨天昨天
（（44月月33日日））起至起至55月月66日日，，展览展览
对公众开放对公众开放。。由于不少珍贵由于不少珍贵
文物尚处于休眠期文物尚处于休眠期，，本次展本次展
览部分展品以复制品替代览部分展品以复制品替代。。
比如之前媒体和公众非常关比如之前媒体和公众非常关
注的陆机注的陆机《《平复帖平复帖》》就以复制就以复制
品展出品展出。。就本次展出的真迹就本次展出的真迹
来看来看，，被认为是被认为是““李白传世唯李白传世唯
一书迹一书迹””的的《《上阳台帖上阳台帖》》无疑无疑
最受关注最受关注。。

据该展策展人据该展策展人、、故宫书故宫书
画部副研究馆员郝炎峰介画部副研究馆员郝炎峰介
绍绍，，本次展览以国有博物馆本次展览以国有博物馆
中经张伯驹先生鉴藏的古书中经张伯驹先生鉴藏的古书
画为限画为限，，分故宫博物院分故宫博物院、、国家国家
博物馆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三个吉林省博物院三个
部分部分，，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
的时代排序的时代排序。。展品数量达展品数量达3333
件件（（套套），），被认为是张伯驹先被认为是张伯驹先
生鉴藏书画的一次大汇聚生鉴藏书画的一次大汇聚。。
而人们至今仍纪念他而人们至今仍纪念他，，很大很大
程度上源于他程度上源于他““永存吾土永存吾土””的的
爱国精神爱国精神：：重金求得的国宝重金求得的国宝，，
他分几次全部上交他分几次全部上交。。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
政策和实践》白皮书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
日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和实践》白皮书，这是自1997年以来
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发表的
第二部白皮书。

白皮书约8000字，除前言和结束
语外共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保障宗
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
由权利的法律保障、宗教活动有序开
展、宗教界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宗教
关系积极健康。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始终坚持从本
国国情和宗教实际出发，实行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维护
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

白皮书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宗教工
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用法律调节涉
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宗教工作法
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信教公民和不信
教公民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积极投身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
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白皮书指出，中国结合宗教发展
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汲取国内外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依法保
障宗教信仰自由、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发挥宗教界积极作用的成功道路。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
本方针，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
国将一如既往地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国台办：赖清德顽固坚持“台
独”立场十分危险且自不量力

据新华社电 台湾当局行政机构
负责人赖清德近日再次公然声称，他
自己的确是“台独”工作者，本就主张
台湾“主权独立”，“九二共识”根本就
没有共识。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日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
场，多次公然发表“台独”言论，狂妄挑
战两岸关系现状，严重挑衅两岸主流
民意，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危害两岸同
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这是
十分危险的，也是自不量力的。

马晓光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永远不可能从祖国分裂出去。
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一切
分裂国家的行径和伎俩注定都是要失
败的，终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
惩罚。

更名改国籍
外逃十七年“红通人员”归案
刘梦平涉嫌受贿案在京开审

据新华社电 3日，潜逃海外17年
的“红通人员”刘梦平涉嫌受贿案在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
审理。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指控，被告人刘梦平于1995年至
1998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国水利电力
对外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港
源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会计的职务
便利，伙同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副总经
理兼总会计师付某（均另案处理），为
某国际有限公司向港源水利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借款5000万港币及延缓还款
时间提供帮助。为此，刘梦平及王某、
付某先后三次收取该公司董事罗某给
予的钱款共计500万港币，其中刘梦平
分得198.3万港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梦平还
伙同上述二人在港源水利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为珠海一公司先后代开多笔信
用证的过程中提供帮助。为此，刘梦平
及王某、付某先后四次收受该公司总
经理陈某、负责人卢某给予的钱款共
计37.5万港币、3.21万美元。其中刘梦
平分得13.34万港币、1.07万美元。案发
前后，刘梦平将所得大部分赃款退还。

2000年，刘梦平在接受相关部门
审查期间逃至海外。2015年，刘梦平被
列为“红通人员”。2005年，刘梦平更改
国籍和姓名。2017年6月，刘梦平入境
时被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梦平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
特别巨大，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据悉，该案将择日宣判。西晋 陆机《平复帖》复制品

唐 李白《上阳台帖》卷（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