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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

日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曾经，博物馆因“静止不变”而被称作“少数人散步的空

间”，鲜有游客。随着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提升，博物馆正日渐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又打

出“文化中枢”牌，则意味着各级博物馆正在重新定义自身，更

加关注观众和社区的需求，在灵活性、适应性和可移动性方面

大大提升，以期让历史遗迹成为现代生活中的鲜活元素，让优

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连日来，记者走进省内几家博物馆，深入了解了它们在社

会教育、文化交流、文创产品开发、青少年研学和文化扶贫等诸

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深深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进

博物馆，而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中，主动

融入和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有时间，不妨走进博物馆，来一场文化之约。

走进博物馆，赴一场文化之约
□本报记者 赵大明

安静的文物“活起来”

郑州连霍高速与中州大道
交叉口东南隅，有一座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这里，有我国目前保
存最完好的史前居住基址——仰
韶文化房基遗址。去年“5·18”之
前，记者曾在这里使用VR设备，
体验在原始村落中与先民一起狩
猎、捕鱼的虚拟场景。前几天，当
记者再次来到这里，一进门就被
左侧展厅飘出的焦煳味儿吸引了
过去。

原来，几十名小学生正在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几个人一组地
玩着钻木取火的游戏。当棉絮在
摩擦作用下渐渐冒出青烟，同学
们变得十分兴奋。在展厅另一角
的考古体验区，另一群孩子手持
发掘铲等工具，努力地在土坑中
挖着什么。“文物仿制品就埋在土
层下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指
引孩子们以规范方法亲手发掘。”
馆长胡继忠介绍。果然，不一会
儿，一些孩子挖到了零零碎碎的
陶片，甚至还有比较完整的陶器，
惊呼声此起彼伏。离土坑不远，
还有一些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学
习制陶和绘彩。

一楼大厅的最东边儿，是植
物锤染区。“植物锤染，是我国古
代的一种染色方式，可以给粗布
麻衣上色，既方便又环保。锤染
时，要把塑料纸放在花瓣之上，不
能直接敲击。”指导老师讲解完毕
后，孩子们拿起了手边一尺来长
的锤子——黑色的锤头比较硬，
黄色的那头儿比较软，可以根据
需要使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响起来了……

“好玩不？”“好玩！”“还想不想
来？”“想！”临别，孩子们异口同声
地回答。“咱这里的研学活动不收
费，科学性和互动性很强，尤其是
注重趣味性，很多学生还想再来一
次。”胡继忠介绍，5月 17日，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将举办二级博物馆、
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河
南省中小学校外教育基地揭牌仪
式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2019研学
季正式启动仪式。

“ 博 物 馆 绝 不 是 文 物 的 仓
库。”在安阳博物馆采访时，馆长
周伟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
说，观众看到一件器物，仅仅了解
它的名称、尺寸是远远不够的，只
有进一步了解到它对应了哪个朝
代、具体有什么功用、背后有哪些
故事，才能使其发挥出应有的文
化价值。在博物馆二层，记者看

到一间文物标本与修复室，采用
了玻璃全透明设计，可让观众清
晰地看到文物修复过程。室内摆
放的木架上，按照时间顺序整齐
摆放着各个时期的陶器，让人对
陶器的演化过程一目了然，可谓
别出心裁。

互动、参与，让安静的文物
“活起来”了，而不断地“引进来”
“走出去”，也让原本只能待在陈
列柜里的文物插上了翅膀。去
年，安阳博物馆在意大利都灵市
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十二生
肖迎新春——生肖文化图片展》。
此外，还在郑州、林州、安徽铜陵、
河北邯郸、北京等地多次举办展
览。其中，安阳地区形式多样、色
彩突出的木版年画广受各地观众
的欢迎，成为外展次数最多的专题
展览。与我国台湾科学工艺博物
馆联合举办的《防灾教育展》在安
阳博物馆开展以来，亦广受好评。

在扶贫工作中，博物馆无疑
也具有天然优势。今年 4 月 30
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安阳博物
馆承办的“创新放飞梦想，科技引
领未来”科普图片展，在周口淮阳
县白楼镇大李小学举行。内容丰
富的展览，成功吸引了当地师生
的目光，很好地起到了普及科学
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分享科技成
果信息的作用。“看到孩子们的笑
脸，再多辛苦也值得了。”周伟说，
目前，安阳博物馆正在筹备“建国
70 周年红色货
币展”“形形色色
的博物馆”等
展览，继续
助 力 文 化
扶贫。

虽然主体展馆仍在修缮中，但来
河南博物院参观的游客依然络绎不
绝。周末，记者在博物院看到，长长的观
众队伍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入场，
参观在西配楼举办的“大象中原——
河南古代文明瑰宝展”。而在博物院
的“历史教室”里，几十个孩子正在饶
有兴致地参加创意手工活动。

“2007年，新的《国际博物馆协会
章程》将博物馆的功能定义为‘以教
育、研究、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研
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
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将‘教育’调
整到了功能的首位。”该院社会教育部
讲解科徐楠介绍，历史教室中的手工
课，是博物院“特约讲解”活动的一部
分。平时，这里还会举办“博物馆里的
成语典故”等精品课程，暑期里有“我
是国宝守护人”特训营等活动。

当然，说到社会教育，就绕不开
“中原国学讲坛”。“2006年，央视的百
家讲坛火了，差不多同时，以河南博物
院为主要会场的中原国学讲坛成
立了。10多年来，300多位
名家奉上了 260多场文
化盛宴，极大地丰富
了 市 民 的 文 化 生
活。”讲坛承办方之
一——河南嵩阳文
化策划有限公司
国学项目总监李向
阳 说 ，2014 年 开
始，围绕着“文明向
心力”这个时代主题，
中原国学讲坛由原来的
每月 1 到 2 场改为每周 1
场。今年，讲坛将以“百家经典”

“文明之光”“唐风宋韵”“根脉文化”等
几个单元陆续开展。

而说到文创产品开发，在博物院
负责相关工作的宋华告诉记者，目前，
博物院自主或与企业联合开发的文创
产品有 200 多种，涵盖了从书签、U
盘、文具、茶具、箱包到丝绸、工艺收藏
品等各种品类，预计今年能达到 500
多种。说着，宋华打开手机相册，向记
者展示了之前以如意瓷枕等为原型制
作的糕点，果然颇有趣味。“博物馆文
创产品的市场潜力还是很大的，公众
参与的热情也很高。”宋华介绍，前不
久，博物院举办的第六届河南省博物
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收到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 315件（套）投稿，其中
有不少参赛者是年轻人，“通过文创产
品开发，我们希望大家把宝贝带回家，
把博物馆的记忆带回家，把传统文化
带回家。”

今年上半年，河南博物院还启动

了传统音乐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系列
交流展演，并举办了相关讲座。而据
记者了解，“5·18”期间，以“传统音乐”
作为主题举办活动的，还有开封博物
馆。

“这个钟表所展示的，叫作‘开封
时间’。从夏朝的‘老丘’到今天的‘开
封’，表盘上标注的是开封在不同时期
的15个地名。24个小时，仿佛就是一
个个昼夜的轮回，让人想起逐鹿中原，
想起勾栏瓦肆，一眼千年。”开封博物
馆新馆坐落于新区中意湖畔，从西门
走入后转身，可见一座造型奇特的硕
大钟表，讲解员许博雅向游客们阐释
着它的寓意。

“开封博物馆目前有两个馆区，包
公湖馆区有 11000多平方米，目前正
在筹建刘岘纪念馆，和故宫博物院联
合建设的数字博物馆预计明年 10月
完工。中意湖馆区有 54000 多平方
米，去年 3月就开始投入使用了。两
个馆区的文物共计 80000余件，以陶

瓷器、铜器、书法、绘画、石刻为特
色。”馆长曾广庆介绍，作为

省内已建成开放的最大
的市级博物馆，开封博
物馆的主体展览放
在了新馆，除了基
本陈列，还有各种
专题展览。

开封素以“宋
文化”闻名。5月 18
日前后，开封博物馆

推出的“大晟乐府再出
山”活动构想，也正是来

自北宋大晟编钟。在一楼展
厅，记者看到一尊泛绿的真品大晟

编钟，而在不远处，安放着两排复制的
编钟和编磬。

“编钟和编磬演奏，亲耳听过的人
少，亲手操作过的更少。‘5·18’活动期
间，我们会聘请专业老师，和馆内工作
人员、志愿者、观众一起学习乐理知
识，并让提前预约的观众亲手演奏。”
曾广庆介绍，为了吸引年轻人参与，除
了古曲，届时还会结合钢琴、吉他、笛
子等乐器，共同演绎当下潮流歌曲并
制作成文物音乐 MV。此外，还会举
办专业讲座，讲解大晟编钟的历史故
事——这一切，都会通过多个新媒体
平台进行直播。

记者拿起小锤，试着敲击了一下
编钟和编磬，声音或雄浑、或清脆，十
分悦耳，仿佛可以感受到一丝“声震天
中”的韵味。

（上图 以古代瓷枕为原型制作的
糕点）

把历史记忆带回家 软硬件提升 博物馆迈入新时代

随着全省各地博物馆建设的
提级提速，博物馆发展进入新时
代。

在新乡市政府正南方的科技
文化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半环
形的建筑，这是新乡市博物馆新
馆所在地——“平原博物院”。这
个名字带着历史的渊源：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设立平原省，
省会就是新乡市。这里收藏着华
北平原南部 50多个县市的出土、
传世文物近 3 万件（套），包括陶
瓷、书画、青铜、玉石、碑帖等种
类，尤以商周青铜器、明清书画、
历代碑帖拓片等著称。经过几
年的运营，这里年均接待观众已
达 50 万人次，讲解千场以上，是
新乡市民和外地游客重要的文
化休闲和游玩目的地。值得一
提的是，去年 7月开始，这里实行
全面免费讲解，这样的举措在国
内来说也不多见。

“这样的讲解工作量，肯定需
要不少志愿者吧？”面对记者提
问，馆长牛万新给出了肯定答
复。他介绍，新乡市博物馆常年
设有“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招
募的志愿者有 200 余人，市区内
的新乡学院、新乡师范大学、新
乡医学院等几所大学的学生，是
志愿者团队的主要来源。据不
完全统计，去年，志愿者累计服
务时间 1679小时，义务讲解 995
场，服务基层观众 6万余人。

另据了解，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将建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郑州博物馆也在期待新馆的
落成。目前位于省会嵩山南路上

的郑州博物馆，除了“长渠缀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
物保护成果展”和“古代石刻艺术
展”两个常设展览，去年还引进过
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和哈密博物馆

“天山下的来客”展览，影响不
小。“去年，我们这里达到了 110
万参观人次，其中青少年研学占
了50多万人次。今年‘五一’4天
假期，来了 7 万多人。”该馆副书
记郭春媛介绍，“假期里，我们累
计开展了 22场惠民活动，每天开
门前，观众就已经大排长龙，源源
不断。”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市民和
游客选择在假期里走进博物馆，
除了了解历史知识，还会积极参
加精彩的社教活动，热情十分高
涨。而这也无形中为各地的博物
馆增加了很多压力，为相关工作
的开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每到
传统节假日，我们都会策划跟民
俗有关的活动，春节期间也会开
设小剧场，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演
绎传统文化，很受欢迎，但也常常
受限于场地大小。”郭春媛介绍，
待新馆正式对外开放，相关工作
也会陆续深入展开。

升级，不仅仅限于“硬件”，更
在于“软件”。国家文物局相关文
件认为，博物馆应树立“为明天收
藏今天”的征藏理念，强化预防性
保护和数字化保护，着力推动研
究型博物馆建设；深化博物馆供
给侧改革，创新博物馆传播内容、
形式和手段，变“政府端菜”为“群
众点菜”，实现博物馆“以需定供”
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

而随着 5G时代的到来，随着
“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的
推进，如今的博物馆存在的信息
化发展不平衡、数据储备不足、缺
乏数字化后的数据管理机制、基
础科研薄弱等短板也将被一一克
服，博物馆事业无疑将迎来高质
量发展的机遇期。

服务现在就是服务未来。我
们有理由相信，“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将由梦想照进现实。2

注：实际情况请以当地博物馆公布的官方信息为准。（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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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河南博物院举办第六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设
计大赛颁奖活动。郑州博物馆举办“我的牙齿”主题活动和

“建筑之美”讲座。

开封 至善围棋博物馆举办围棋比赛活动；北宋官瓷艺术博
物馆开展手拉坯制作互动项目。

新乡 新乡市博物馆在多功能厅开展免费观影活动，以及青
少年互动活动“博物馆穿越之旅——汉服体验”两场，同时

邀约文物爱好者到博物馆鉴宝室“鉴宝”。

三门峡 三门峡博物馆与南阳汉画馆合作推出“名郡遗
珍——弘农金石拓片特展”；仰韶文化博物馆推出

“渑池老照片展”。

平顶山 平顶山博物馆举办“水墨风华——明清书画精品展”。 驻马店 驻马店市博物馆举办“山川精英、人文灵蕴――中原古代玉器展”。

周口 周口市博物馆开展“匠心中国，华夏文明由我传承”亲子陶艺
手工体验活动和“寻味文物之美”文物剪影手工体验活动。

许昌 许昌博物馆举办“汉风魏韵——汉魏出土文物特展”。

安阳 “安阳重宝耀中华”文物特展在安阳博物馆举办。

小学生进行考古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