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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寶農民辭世
故宮深情追思
家境雖貧拒販賣 十九文物獻國家

昨日，在故宮建福宮延春閣，一批古老
的銀製器具一字排開，它們曾多次出

現在故宮展覽中，而與它們關係密切的捐贈
者—何剛的名字，亦被鐫刻在故宮博物院
專門為捐獻者設立的「景仁榜」之上。故宮
博物院在網站上發佈消息稱，深切悼念文
物捐贈者何剛同志，追思緬懷這位默默無
聞為中國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捐獻者。

元代銀器罕見 填補故宮空白
據親歷者回憶，當年很多人跟何剛說，
「你虧了，如果那些東西不交上去，管花好
幾輩子了」。對此，何剛曾表示，他一點也
不後悔，而且相信自己真有困難的時候，國
家能幫他解決。當時，故宮給了何剛8,000
元作為獎勵。原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

說，本來準備獎勵1萬元的，但那時候社會
上正熱捧「萬元戶」，故宮為了不要太張
揚，便沒有給他1萬元。
與文物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梁金生，依然

難忘32年前見到何剛時的驚喜。那時，何
剛挖地基從自家院子裡意外挖出了19件銀
器和窖藏用的大缸，隨後他找到村幹部劉紅
恩，在拒絕隔壁村文物販子的高額收購費用
後，他們分三次，將這19件寶貝和窖藏用
的大缸送到了故宮。
後經鑒定均為高等級元代銀器，包括二

級甲等文物1件、二級乙等文物11件、三級
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故宮博物院收
藏的元代遺存銀器很少，何剛捐獻的文物填
補了此類藏品空白。」梁金生說，「為故宮
捐獻者不乏其人，但作為農民，將從自家挖

到的文物捐給國家，何剛還是頭一個。」梁
金生說。
昨日的追思會上，到場的不僅有故宮博

物院院長單霽翔、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
等文物系統領導，也有九旬文物專家謝辰

生、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等文博界學者，
還有來自他家鄉河南的領導們。從河南前往
北京參加追思會的何俊清表示，父親的捐贈
是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家裡再窮，也從未
為當年捐贈文物而後悔。

網友熱議
「夜散日昇」：故宮的做法讓我們看到了
溫情，這是一個你來我往的良性循環，
捐者有愛，受者有心。

「五減二愛自己」：故宮博物院有情有
義，好人好報，這樣的正能量應該多一
些。

「淺岸石」：故宮博物院不愧是文化部
門，是物慾橫流的社會中的一抹清泉。
對捐獻者不漠然不置之不理，才會有越
來越多的人把國家的寶貝歸還給國家。
何剛為我們作出了榜樣，故宮為國家單
位作出了榜樣。

「北海魚蝦」：平凡人做了一件不平凡的
事。

「樂視嗨哘」：尊重每一個為之奉獻過的
人，是社會的一種責任。

來源：新華網、今日頭條、
騰訊網及新浪微博

何剛的故事在內地引發熱何剛的故事在內地引發熱
議議，，一方面是被雙方的溫情做一方面是被雙方的溫情做
法感動法感動；；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對於捐贈對於捐贈

文物者的行為文物者的行為，，該如何制度化進行表彰該如何制度化進行表彰，，亦引發亦引發
人們深思人們深思。。
在對待文物捐贈的問題上在對待文物捐贈的問題上，，目前為止目前為止《《文物文物

法法》》等法律條文的規定與現實之間依然斷層等法律條文的規定與現實之間依然斷層。。一一
方面方面，「，「中國境內地下中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
切文物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屬於國家所有。」。」另一方面另一方面，「，「發現文發現文
物隱匿不報或者拒不上交的物隱匿不報或者拒不上交的，，可處五千元以上五可處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的罰款萬元以下的罰款」。」。
人民網對這一新聞評論道人民網對這一新聞評論道，，對文物發現者來說對文物發現者來說，，

常常陷入兩難境地常常陷入兩難境地，，捐了很可能顆粒無收捐了很可能顆粒無收，，不捐卻不捐卻
一定觸犯法律一定觸犯法律。。試問試問，，有多少人能夠像何剛一樣有多少人能夠像何剛一樣，，
因為秉持因為秉持「「文物是國家的文物是國家的」」這樣的理念這樣的理念，，能夠在上能夠在上
世紀世紀8080年代抵住年代抵住「「一蛇皮袋子一蛇皮袋子」」的金錢誘惑的金錢誘惑，，作出作出
捐贈的選擇捐贈的選擇？？長此以往長此以往，，因為獎勵與處罰之間巨大因為獎勵與處罰之間巨大
的不對稱的不對稱，，很可能會讓捐贈者群體感覺喪失尊重很可能會讓捐贈者群體感覺喪失尊重，，
導致心理失衡導致心理失衡，，思想鬥爭愈加激烈思想鬥爭愈加激烈。。
人民網在評論中指出人民網在評論中指出，，捐贈還是不捐贈捐贈還是不捐贈？？這是這是

個道德問題個道德問題，，也是個法律問題也是個法律問題；；但該如何對待捐但該如何對待捐
贈者贈者？？卻理應是一道具備溫情的必答題卻理應是一道具備溫情的必答題。。因為只因為只
有這樣有這樣，，才會像何剛兒子所說的那樣才會像何剛兒子所說的那樣，「，「就是以就是以
後翻修房子再挖出文物後翻修房子再挖出文物，，我也依然捐給國家我也依然捐給國家。」。」

■■綜合人民網及澎湃新聞綜合人民網及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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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周口報道）何
剛的追思會昨日在故宮舉行，他的兒子何俊
清代表家人，在相關部門的陪同下去了北
京。在何剛的老家——周口市商水縣固牆鎮
固牆村一個二層小樓裡，何剛80多歲的父
母、何剛的女兒、女婿、兒媳婦以及他的外
孫女都圍坐在客廳，等待着從電視中看追思
會。
電視機的一旁，擺着何剛的遺照，遺照前
面堆起了厚厚兩摞《紫禁城》雜誌。何剛的
女兒何華告訴記者，故宮從來也沒有忘記過
父親，每年都給寄來各種明信片、畫冊、雜
誌。「家裡人對文物這塊也不懂，有的都沒
拆封過，有的被鄰居借了去。」如今，父親
去世了，何華便把畫冊雜誌都找出來，擺在
了父親遺像前。
故宮確實不曾遺忘過何剛及其家人。何剛
曾因為家庭變故兩次向故宮求助，故宮都慷
慨解囊予以援手，兩次共提供了10萬元的幫
助。在昨天的追思會上，故宮方面又提出，
為何家再提供10萬元補助，幫助家屬渡過失
去「頂樑柱」的難關。

挖出文物引流言 堅定信念不信邪
何剛5歲的外孫女奶聲奶氣地說：「我只

在電視上看到過故宮，啥時候能去北京啊，
俺姥爺捐的文物就擱那放着呢！」不止外孫
女，何剛的家人幾乎都沒有去過故宮，只有
何華在北京打工時去過一次，「以後一定得
帶孩子們去一趟故宮。」何華手裡拿着父親
的照片，看着自己的女兒認真地翻看刊有父
親照片的雜誌，不禁濕了眼眶。
何華今年32歲，就在她出生後不久的幾個

月，家裡挖出了「寶貝」。彼時尚在襁褓中
的何華根本不知道在自家小院裡發生的這件
大事，她也只是隨着年齡的慢慢增長，從家
裡人、鄰居那裡拼湊出發生在自己父親身上
的事。
「自從家裡挖出文物後，出了很多事情，
先是媽媽去世了，接着父親再娶的繼母也得
了尿毒症，爺爺股骨頭壞死。」何華回憶
道，「當時最窮的時候父親口袋裡真的只剩
下一塊錢。」也因此，何華早早就輟學，去
北京打工。
「因為我家的這些變故，就有人迷信說我
父親不該把文物挖出來；還有的說應該把挖
出來的文物賣了。」何華說，「但是父親從
來就不相信這些說法，也從來沒有後悔過捐
文物。他一直說，國家的東西就是國家的，
咱不能拿。」

家庭遇變故 故宮施援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青年
報》及故宮博物院官網報道，故宮建
院以來，先後接受了744人次捐贈的
34,000多件文物。有聲音質疑：從法
律上界定，何剛應算「上交」文物，
故宮博物院何來「捐贈」一說？
對這一問題，故宮博物院方面認

為：中國現有法律對於主動上交文物
者應享有的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缺
乏明確標準，這樣很難調動民眾的積
極性。而另一方面，我國盜掘、販賣
文物現象屢有發生，保護形勢嚴峻。
故宮博物院給予何剛「捐贈者」的身
份，是對守法者的一種更大鼓勵和認
同，有弘揚正氣和帶動示範作用，其
實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故宮院長單霽翔表示，許多珍貴

文物的第一時間發現者和保護者都
是普通民眾。像何剛先生一樣以保
護文物為己任，不圖名利的普通民
眾還有很多。例如：2003年陝西省
寶雞市眉縣楊家村王寧賢先生等5位
村民，在村邊勞動取土時，意外發
現了一處儲滿珍貴文物的窖藏。他
們決定既不把它們分掉，也不高價
賣給經常來村裡的文物販子，而是
上交給國家。於是，他們之中有人
保護現場，有人跑去報告文物部
門，後來出土的27件西周青銅器件

件有銘文，件件都是
「國寶」。

1985年，河南周口農民何剛將從自家院裡挖出的19件珍貴文物，悉

數捐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半個月前，在工地打工的何剛因龍門吊傾覆不

幸離世，年僅54歲。故宮博物院聞訊，昨日為他舉行了追思會。這在

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上，尚屬第一次。追思會上何剛之子何俊清說，父親

的捐贈是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家裡再窮也從未為當年捐贈文物而後

悔。 ■綜合大河網、澎湃新聞及《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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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剛 網上圖片

■■追思會現場追思會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何剛5歲的外孫女翻看
與姥爺有關的雜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何剛的兒子何俊清
（中）仔細觀看父親生前
捐獻的文物。 網上圖片

■■何剛捐出的銀鎏金何剛捐出的銀鎏金
鏨刻雙鳳穿花紋玉壺鏨刻雙鳳穿花紋玉壺
春瓶春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銀船銀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17年6月23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五）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紅高粱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談情說案
12:45 交易現場及回歸20周年香

港願景
1:00 午間新聞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掌上明珠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光之美少女︰美樂天使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靈裝戰士
5:50 財經新聞
6:00 頭條新聞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及回歸20周年香

港願景
7:0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7:30 東張西望及回歸20周年香

港願景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射鵰英雄傳
9:30 賭城群英會及踩過界之黑

白序章
10:30 關你家事及回歸20周年香

港願景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妙手仁心III
12:55 回歸20周年香港願景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談情說案
4:30 樓上有寶
5:00 民間傳奇-龍虎會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見習小武士(III)
9:25 瘋狂問答過山車
9:30 狂野孖寶(IV)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GTN環球瞭望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XLVII)
4:30 見習小武士(III)
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5:00 狂野孖寶(IV)
5:30 美少女奇幻日記(II)
6:00 財經消息
6:05 高爾夫球雜誌
6:35 碧海華庭(I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財經雜誌
8:30 奪寶奇Show(XXVIII)
9:30 話說當年
9:35 地下市場
10:30 入廚易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欲骨查(IX)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神盾局特工(II)
12:55 無言老師
2:00 地下市場
2:50 奪寶奇Show(XXVIII)
3:40 財經雜誌
4:10 高爾夫球雜誌
4:40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秘密
7:00 幸福的麵條
8:00 閣樓王世子
9:00 地球的慶典
10:00 旅．韓風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Music Café
1:00 權慾叛戰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2:00 秘密
3:00 幸福的麵條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美麗魔法
5:05 VS嵐
6:00 世界第一等
7:00 浮士德的微笑
8:00 娛樂新聞報道及回歸20

周年香港願景
8:30 沖遊泰國
9:00 滋味行
10:05 閣樓王世子
11:05 權慾叛戰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早着先機
2:05 綠茵闖蕩
2:35 權慾叛戰
3:30 美麗魔法
4:30 VS嵐
5:30 流浪神差

06:30 漫遊百科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獨立好戲
10:00 好戲在後頭
10:3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11:30 文化長河-萬里行
12:00 寸嘴導賞團
13:00 五夜講場-講女時間
14:00 家多一點點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文藝港台
17:00 青春聯合體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天人合一2016
18:00 活在牆上
18:30 一家人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8 超好玩實驗
19:33 小農夫 大作物
20:00 申訴
20:30 頭條新聞
21:00 零距離科學3
22:00 香港故事-人．情．味@

廚房
22:30 新聞天地
23:00 五夜講場-是男非男
00:00 脈搏
00:30 零距離科學3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9:28 俺爹是臥底-14-16
12:00 新聞30分
12:36 今日說法
13:15 女兒紅-31-34
16:37 第四批「中國夢」主題

新創作歌曲-相逢春天
16:49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40 焦點訪談
20:06 星光大道
21:59 晚間新聞
22:40 精彩一刻-中國文藝-向

經典致敬-楊洪基
23:37 生活提示
23:43 星光大道
01:26 晚間新聞
01:58 精彩一刻-完整版航拍中

國陝西精編
02:46 精彩一刻-2航拍中國海

南燈塔漁村
02:56 2017出彩中國人-5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6:20 鳳凰觀天下：石評大財經
07:00 鳳凰早班車
09:00 鳳凰大視野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40 我們一起走過
11:30 鳳凰觀天下：石評大財經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5 凡人歌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社會正能量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1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財經正前方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我們一起走過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財經正前方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5:55 時事辯論會

6:00 創富早餐
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地膽帶路日本遊
1:00 開市埋位
2:00 交易所直播室
2:45 外匯先機
3:00 財經即時睇
3:30 商品有價
4:00 交易所直播室
5:00 大行報告
5:30 魔法小學堂第二季
6:30 夢想少年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越夜越好玩
8:30 六扇門
9: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30 娛樂新聞
12:00 娛樂巴巴閉
12:30 那夜凌晨，讓我們感動過

的
1:00 喜出望外
1:30 六扇門
2:30 娛樂巴巴閉
3:00 越夜越好玩
3: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4:30 那夜凌晨，讓我們感動過

的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愛不單行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30 台灣民宿 貳
13:00 智富通
13:30 回來吧大叔
15:00 智富通
16:00 神魄
16:30 神勇小白鼠1
17:00 決鬥大師VSR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硬地音樂
19:00 愛不單行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又，吳海英
21:30 詭探
22:00 闔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22:30 突擊旅行團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呃Like派出所
23:30 晚吹-總有一件喺左近
00:00 深宵新聞
00:30 五夜報佳音
00:35 齊木楠雄的災難
01:00 十五分鐘熱度
01:15 Girls' Talk-呃Like 派出所
01:30 又，吳海英
02:30 晚吹-總有一件喺左近
03:00 回來吧大叔
04:30 愛不單行
05:30 藝術進行中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