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赝品横行 雷人“ 冀宝斋”闭馆整顿
河北省文物局责令当地调查，科普教育基地等牌被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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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一夜爆红的冀宝斋博物馆由河
北冀州二铺村投资5400万元兴建，2010年
建成开馆。两年之后，此地已是国家3A级
旅游风景区，还是河北省级科普基地。冀
宝斋博物馆能获得这一系列殊荣，还是因
为那满屋子的“ 珍品”。

在当地旅游局的官方微博上如此自
豪地介绍冀宝斋博物馆———“（ 馆内）除
宋、元、明、清各朝的典型器和官窑器外有
多件举世罕见的巨型瓷器，及一些鲜为人
知或不为人知的瓷中珍品也一并首次展
出”。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作家马伯庸最近

慕名前往一探，结果被眼前的现实惊呆。
有一只“ 青花人物纹罐”款识赫然写

着“ 炎帝制造”。众所周知，青花瓷始于唐
宋，在元明达到艺术高峰。比唐朝还早
4000多年的炎帝，显然是没有造出青花瓷
的水准的。

一只“ 金陵十二钗粉彩大缸” 说是
“ 大清雍正年制”，可是雍正驾崩之时曹

雪芹才21岁，还没开始写《 红楼梦》，雍正
年代的官窑工匠又怎么知道有“ 金陵十二
钗”？还有一套“ 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
肖”，里面竟然穿着中山装。

总之，一派“ 穿越”的奇景。冀宝斋博

物馆的藏品一经这么披露，立刻红遍网
络。这家享有3A级旅游风景区头衔的博物
馆于是便有“ 史上最雷人博物馆”之誉。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冀宝斋博物馆
对这些常人一看就是低仿假货的藏品，竟
然还拥有十足自信。馆长王宗泉在二铺村
当了50年支书，直到昨天他还坚称这些藏
品经他鉴定都是真的。他还说，这些藏品
都是老百姓捐赠的。

据报道，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
李宝才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博物馆并没有
经过任何申报程序，河北省文物局已经责
令当地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由国家大剧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改编自小说
家毕飞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推拿》的
同名话剧《 推拿》将于9月5日在国家大剧
院进行首演、10月10日至27日原班人马还
将登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该剧同
时也是2013“ 海上风韵”上海文化全国行
剧目之一，代表近年上海文艺创作最高水
平的原创话剧。

话剧《 推拿》改编自著名作家毕飞宇
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
内心世界的黑暗与光明，表达了视障人群
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自我尊严的寻找与
坚守，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主要描
写对象的文学作品。

京沪联手“ 推拿”
讲述盲人内心世界

《 人在穷途》
魔幻爆笑上演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 一对自私自
利，一对奢侈拜金⋯⋯”演出开始，一幅
巨大的白幕将舞台与观众席隔开，幽暗诡
谲的灯光下，上帝、死神与荷官正在进行
一场特殊的牌局———为女主角叶小曼的
一生清算，决定她的灵魂最终是上天堂还
是下地狱。

昨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后浪·小
剧场新运动” 第二季开幕之作———魔幻
现实主义喜剧《 人在穷途》，在上话戏剧
沙龙爆笑上演。据悉，该剧将在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戏剧沙龙上演至7月28日。

这部由辽宁青年编剧李铭原创、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青年导演刘姝辰执导的话
剧，用魔幻主义的外衣讲述了一个现实的
讽刺喜剧。家住在偏远乡村的大男孩李顺
利，在高考落榜后来到大城市打工做快递
员，他梦想用自己的双手让家人过上幸福
的生活，却没想到老板赵长友“ 失踪”了！
李顺利顺着线索去追查，却无意查到了赵
长友同居“ 女友”———拜金女叶小曼的住
处，两个人开始了一段寻找赵长友同时也
寻找自我内心的旅途⋯⋯

朱莉摇滚短打
赴夏威夷度假

本报讯 实习生 莫为 记者 杨汶 现
年38岁的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本
周一被拍到一身轻松短打在夏威夷度假。
当天的朱莉身着黑色摇滚风格背心，搭配
宽松的黑色裤装和遮阳帽，显得身材修
长、气质自信。此次夏威夷之行，朱莉不仅
带着孩子们来度假，更重要的是，为自己
第二部导演之作《 Unbroken》做前期筹备
工作。

就在今年五月，朱莉进行了防治性的
乳腺摘除手术。由于她体内的基因有极高
的可能性发生病变致癌，朱莉勇敢地接受
手术，并且主动告诉媒体。她对《 纽约时
报》说：“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类手术的步
骤方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相信手术结
果会是很棒的！”她的未婚夫布拉德·皮特
评价道：“ 她和之前一样性感，而且生活工
作依旧如常。”

朱莉所导演的新片《 Unbroken》以同
名小说为蓝本，讲述主人公路易·赞贝里
尼在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个人起伏跌宕
的经历，以及感悟生存、反抗、救赎与尊严
的心路历程。《 Unbroken》 曾经被誉为

“ 感动整个美国的励志巨著”。

最近一个村级
博物馆，河北冀宝
斋博物馆火了。不
仅因为这家博物馆
满房间的赝品，还
因为主人以假为真
的理直气壮。

然而本报记者
在调查中发现，现
在在一些小型民营
博物馆里以假为真
的情况非常普遍。业
内专家呼吁：什么人
都可以办博物馆的
时代应该过去，博物
馆建设应该实行严
格的准入制。

据悉，由冀州
市文广新局会同相
关部门已成立联合
调查组，对该博物
馆展开调查。在此
期间，冀宝斋博物
馆闭馆进行整顿，
摘 除 科 普 教 育 基
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所有授予的
牌子，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纠正、整改。

本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2013碧海金
沙Y-POP音乐派对” 即将于7月12日至
14日在上海奉贤举行，参与歌手都是当
今最具人气的偶像明星，7月12日有周笔
畅、2NE1（ 韩）、Epik High（ 韩）、JA符龙
飞，7月13日有蔡依林、F.I.R飞儿乐团、李
健、孙丹菲（ 韩），7月14有韩庚、罗志祥、
魏晨等。

据悉，此次音乐派对倡导环保理念，
除了现场全部使用可回收餐具外，更依
托碧海金沙的沙滩特色，安排了诸如沙
滩排球、小丑杂技、嘻哈文化、趣味竞技
等等娱乐节目，但其中最具看点的莫过
于“ 沙滩比基尼表演和环保巡游”，20位
当红女模特轮番上演热辣的比基尼表
演，并将以“ 环保监督员”的身份出现在
观众的身边。

“ 碧海金沙Y-POP音乐派对”玩乐攻略看过来

外环线（ S20），经莘庄立交、莘奉金
高速公路（ S4）、海湾路出口（ 11 号）、海
马路左转、浦星公路（ 到底左转）至碧海
金沙景区。

卢浦大桥、浦星公路（ 到底左转）到
碧海金沙景区。

除了传统交通方式外 ，碧 海 金 沙
Y-POP音乐派对组委会更筹措临时短驳

线和临时直达线两种新途径，满足歌迷快
速、经济出行。临时短驳线经莘庄地铁站
北广场、海湾路、海马路、浦星公路、金汇
塘路直达碧海金沙。

临时直 达 线 则 特 别 选 取 淮 海 路 淡
水路和上海南站为东西起点，只需10
元的票价，便可轻松直达碧海金沙风
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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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注意到，马伯庸披露此事已
有两天，除了网友以通过黑客攻击冀宝斋
博物馆网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嘲讽和不
满之外，当地文物主管部门不发一声。也
就是说，那些明摆着的赝品目前还拥有官
方认可的“ 博物馆级”的身份。

这样的雷人之事常常发生在一些小
型民营博物馆。几年前有一个老板出资建
了一座颇具规模的“ 元青花博物馆”，号
称馆藏元青花瓷器几百件。而按照官方考
古的数据，目前存世的元青花不到400件，
而且大多存于著名的公立博物馆，民间极
少。这一座“ 元青花博物馆”竟一下子冒
出几百件“ 元青花”，实属世界性的新闻。

然而很多专家看过后说“ 都是假的
啊”。可是，这个判断只流传于民间，时至
今日，也不见官方有任何说法。于是不少
赝品扎堆的小型博物馆，至今屹立于世。

博物馆展出赝品，这当然是误人子弟
的。几百年来，博物馆一直是正统的象征，
在赝品横行的时代，博物馆的藏品向来扮
演“ 以正视听”的角色。可是当“ 以正视
听”者是赝品，那就十分可怕。难怪人们担
心，当孩子到作为省级科普基地的冀宝斋
博物馆参观，把赝品当成真品，那保不准
将来会发生以假为真之事。

当然，问题的严重性可能还远不止于
此。虽然可以相信冀宝斋博物馆以低仿假
货为真品，是因为鉴定水准不够，并非故
意，但事实上已经有人故意为之。他们将
高仿赝品纳入博物馆，以“ 博物馆”之名

“ 漂白”这些赝品，再通过请一些所谓专
家鼓吹，久而久之赝品便成了“ 博物馆
级”真品。

一位资深文博界人士对本报坦言，现
在各类博物馆很乱，乱就乱在没有建立真

正意义上的准入制。按照现行《 博物馆管
理办法》规定，现在只要满足拥有固定馆
址、相关经费、一定数量的藏品、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安全消防设施等条件，就可以
申请建立博物馆。

他说，“ 这些标准以硬件要求为多，最
关键的‘ 藏品的真伪和质量’问题，却没
有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钱，不管藏品
怎么样，都可以建立博物馆。再加上，官方
很少对博物馆藏品真伪发表意见。这也就
为赝品变真品提供了可能。

这位文博人士表示，博物馆准入制的
关键，应是藏品的准入。“ 一家博物馆开设
之前，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组对那些藏
品进行鉴定。这样，就不会出现像冀宝斋
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了。可是显然，这样
的步骤没有。长此以往，‘ 博物馆’之名的
权威性恐将不存。”

“ 最雷人博物馆”：炎帝的青花，雍正的十二钗

博物馆随便办：建立博物馆准入制成当务之急

唐宋才发明的青花在这个博物馆里“ 早产”了几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