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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可以跨越国界，成为交
流的语言；文明，可以穿越时间，
在交融中涤荡心灵。

在万物并秀时节，举办交流
互鉴盛会。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亚洲照亮了人类历史的
天空。时值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新华出版社与你走遍亚洲各国，
分享关于亚洲文明的 1 0 本好
书。

《 南海文明图谱：

复 原 南 海 的 历 史

基因》

新华社国际部著，严文斌主编
本书回顾了历史上中国在

南海区域的活动，勾勒出南海文
明的基因图谱，总结了南海文明
中东南亚区域早期国家与中国
间的文化和人员交往，论述了南
海文明与历史上琉球、日本、印
度以及中东和欧洲等国家和区
域的文明互动。本书以小故事讲
大道理，反映了通过交流互鉴，
个体文明逐渐集合为区域文明
的历史过程。

《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

类进步》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

别、文化与少数族裔、亚洲的危机和促进文化变革等多个维
度入手探讨了文化问题。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
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也许本书能给读
者启发。

《 中华帝国史：从上古部落到大清

王朝》

(法)勒内·格鲁塞著，张勇译
格鲁塞的这本《中华帝国史》，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时

间为线索，收录了从三皇五帝起，历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
及优秀人物的事迹，全方位介绍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重
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

《 日本足球史》

符金宇著
本书是一部厚重的历史著作。现代足球自发源不久便

传入日本，其在日本的发展演变过程本身，便反映了近代以
降西方文化对于东方社会的影响，此为其历史厚重感之一。

本书的研究既是足球在一个国家的进化历程，也是一个民
族因足球而成长的历史轨迹。

《“一带一路”100 个全球故事》

新华通讯社、国务院国资委、孔子学院总部编
本书收录了 100 个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故事，其中有

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报道，也有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
的征文，每篇文章都配有插图，全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
懂，生动展现了“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人民生活带来的改
变。

《 竞争的国家》

彭越著
本书以中印 1978-2012 年经济数据为样本，比较分析

了两国经济增长质量情况，对中印经济增长现状进行介
绍，对其增长质量进行具体计算，分析影响因素，最后结合
本国国情，对中国如何提升其经济增长质量提出合理化建
议。

《 世界形象地图——— 中国网民眼中的

多元世界》

刘鹏飞、张力、杨卫娜著

《 道家文化与日本中世禅林文学》

吴春燕著
本文重点考察了中世禅林接受道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道家文化在中世禅林的传播，并对五山文学三个时期与道
家文化有关的代表禅僧进行了详尽分析与总结，揭示了道
家文化在日本中世禅林中所产生的影响。

《 中华汉地百家佛塔》

善无畏、邬育伟著
中华汉地佛塔是中华历史文化的优秀建筑经典。作者

经历了数十年走访，选取了目前留存的人文价值最高、最
值得记录的 100 家佛塔和 8 家塔林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呈
现。

《 中国“新四大发明”》

古老中国创造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写世界历史,如今
的“新四大发明”正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一项针对 20 国
青年的调查显示，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
些在华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本书是在新
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刊发的相关报道的基础上
编辑而成的，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中国“新四大发明”的
全貌。

4

3

2

1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5 元 每月 27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新华社记者王丁、桂娟、双瑞、李文哲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感慨如今有了新的注

解。初具规模的博物馆展示体系，像一颗颗珍珠
串起了洛阳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文脉。走进一
个个博物馆，就仿佛走进了悠久宏大的中国历
史深处。

“馆”窥历史

从 3 岁起，小女孩喵喵就成了博物馆的常
客。

“为了今天，了解昨天”，身为博物馆志愿讲
解员的父亲万浩瀚相信，播下一颗热爱历史文
化的种子，人生会有更多可能性，而近 70 座博
物馆浓缩了洛阳的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是认
识过去的最佳窗口。

即将开放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将告诉世
人 3000 多年前中国的模样；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内，2000 多年前的
大型车马陪葬坑，让文献中所记载的“天子驾
六”有了生动印证；

定鼎门遗址博物馆的车辙和骆驼蹄印，使
参观者可以遥想 1000 多年前隋唐时期此地的
开放和繁华；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则通过自西汉至宋
金时期的 20 余座典型墓葬吸引了纷至而来的
年轻人，迅速攀升为网红打卡地。

“从冷漠淡然到扫馆、追展，从门前冷落到
熙熙攘攘。”长期从事一线工作的天子驾六博物
馆馆长王莉见证了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
转变，“走进博物馆汲取知识、感知历史、品味文
化，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仅洛阳博物馆一
家就接待观众 11 万人，其中一天突破 4 万人。

作为 13 朝古都，洛阳拥有丰厚的文化遗
产，除 6 处世界文化遗产、43 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外，419918 件(套)国有馆藏文物和
51914 件(套)非国有博物馆在册藏品，使市民
和游客得以端详这片土地上数千年来的潮起潮
落。

“博物馆的价值不只在于拥有什么，更在于
做了什么。”洛阳博物馆副馆长王建华很推崇一
种观点，即博物馆不是文物的库房，而是培育精
神的沃土。

近几年，除创新陈列布展外，洛阳博物馆还
开发了历史讲堂、节庆互动、文物修复体验等各
具特色的社会教育活动，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
年把“参观一个博物馆”转变为“参与一个博物
馆”，由“欣赏一件文物”到“活化一件文物”。

“博物馆不再是高冷形象，而是塑造精神
世界的文化空间。”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国际
部中澳班高一学生索曼绮说。她所在的中澳
班与洛阳博物馆签订了共建传统历史文化教
育基地协议，每周一次走进博物馆研学。

该中澳项目负责人陈冠冬表示：“这些孩
子以后都要出国读书，我们希望在培养国际
视野的同时，塑造他们的本土情怀，引导他们
熟悉和热爱本民族的历史，把这份文化自信
根植在心里。”

妙“厨”赤心

愈来愈受青睐的博物馆背后，是无数个
富有赤子情怀的文化妙“厨”。正是他们，帮助
古老的遗产穿越岁月尘埃，联通当代人的心
灵世界。

———“真是越看越欣喜”
图案神秘空灵的汉代升仙画面，表情生

动传神的唐代胡人牵驼图，流露富足气息的
宋代夫妻宴饮场景……当参观者为河南古代
艺术博物馆内美轮美奂的壁画赞叹不已时，
很难体会到，就在一墙之隔的僻静院落里，有
人为此付出了怎样的热忱。

“一个搞研究的成天趴那和泥，跟个泥瓦
匠似的。”入行 20 年来，47 岁的壁画修复师
杨蕊始终没有摆脱朋友们的调侃。从壁画的
揭取、清理、拼对到修复完成，繁琐、细致程度
远超常人想象，既要求技艺精湛，又考验体

力。
揭取壁画要求尽量完整，一旦开始就必

须揭完才能停。赶上酷暑天，完工时一捋袖
子，汗珠就像雨点一样往下掉。拼对是最艰难
的一步，破损的壁画块厚薄不一，顺序未知，
闷着头伏案一整天，往往只能拼出硬币大小。

外人听了都觉得苦，杨蕊却很喜欢。
“每当破损、黯淡的壁画在自己手中重现

光彩，真是越看越欣喜。”杨蕊说，修复中心成
立以来共揭取修复了 30 多个墓葬的壁画，只
有一处她没亲赴现场，因为儿子在次月出生。

———“我非要把根掘掘”
洛阳围棋博物馆是当地民营博物馆的出

色代表。41 大类 3 万余枚(件)藏品，勾勒出
围棋起源、传承的历史脉络。馆长王潼玲说：
“我一辈子做成这一件事就值了！”

王潼玲原本是围棋生产商，她创立的“双
元”品牌是国内围棋业的龙头。在对外交往
中，她发现对围棋的起源还存在模糊说法，为
此产生了溯本清源的念头。

“我非要把根掘掘，看看到底哪来的！”王
潼玲一边查阅史料，请教专家，同时天南海北
收集与围棋相关的实物。几年下来，她不仅厘
清了围棋从古至今的演变轨迹，还认识到这
种饱含中国智慧的创造，是如何流传到世界
各地，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的。

2014 年，王潼玲一手操办的洛阳围棋博
物馆开馆。丰富的藏品和社教活动，使这里逐
渐成为传播围棋文化、培养围棋爱好者的基

地。这个 68 岁的老太太说：“让更多人了解、
热爱围棋，我心里高兴，有用不完的劲儿！”

———“美不美全靠一张嘴”
“展览美不美，全靠讲解员一张嘴。”成为

洛阳博物馆讲解员的第十年，32 岁的胡寅对
前辈这句玩笑话有了肃然起敬的感觉。

“讲解员就像架设在文物和观众之间的
桥梁，观众能获得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
说什么、怎么说。”胡寅越来越迷恋这种“文物
代言者”的感觉。

讲完一段后观众的掌声，递过来的一瓶
水、几张纸巾，或者“可以再讲一会儿吗”的请
求，都让他感到莫大的满足。

“想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尤
其是未成年人，这种价值很难估量。”胡寅说。

面向未来

琳琅满目的博物馆，还藏着洛阳这座千
年古都的精神气质。

从北宋的“请君只看洛阳城”，到元代的
“惆怅青槐旧时路，年年无数野棠开”，再到
明代的“汉室浮云过，周京乱草馀”，洛阳走
过的数千年历程，特别能引发后人的思古之
幽情。

拥有 4000 多年建城史的洛阳，历史上曾
数次进入国际大都市之列，创造了商贾云集、
物流天下的盛景，也在潮起潮落中承受过寂
寞与凋零。时光流转，这座以开放包容为底色
的古城，重新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新的历史
坐标上寻求突破和蝶变。

“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记忆、传承和创新
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记录过去、反映现代和启
发未来的重要使命，洛阳打造‘博物馆之都’意
义深远。”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表示。

目前，洛阳已建成各类博物馆 69 座，其
中三级以上博物馆 11 座，初步形成了主体多
元、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博物馆体系，成为
彰显古都文化品格的新地标。

去年，洛阳各类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840
万人次。“为一座博物馆而来这座城”，这句富
有浪漫气息的口号正慢慢变为现实。预计到
2020 年，全市博物馆数量将达 100 家。

在开展文化交流、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
间文明互鉴方面，博物馆也正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洛阳与日本、韩国等地文
博单位合办了《洛阳唐三彩艺术展》等 10 余
个陈列展览，提升了河洛文化在海外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世界上可能没有比博物馆更适合的机
构，能将文化带入人们的生活，将传统与现
实联系起来，并在未来保持活力。”曾获评
“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的万浩瀚说，
在洛阳打造这席博物馆盛宴中，他愿一直做
博物馆和公众间的桥梁，让文明和智慧滋养
更多人。

新华社郑州 5 月 18 日电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千年古都“烹制”博物馆盛宴

▲游客在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参观(5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新华社长沙 5 月 18 日电(记者施雨岑 、
蒋芳 、柳王敏)承载着人类的历史与记忆，博
物馆用一件件文化瑰宝，将流动的光阴定
格。

自南通博物苑肇始，中国博物馆事业已
走过百余年。在珍贵文物纷纷被视为超级 IP
的今天，负责收藏、研究和展示它们的博物
馆，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如何更好讲
述这些超级 IP 过去的故事，让更多人感知
它们未来的精彩，是当下博物馆普遍面对的
课题。

今天，博物馆有多“热”？

“我不在博物馆看展览，就在去博物馆的路
上”——— 一个热衷于在博物馆“打卡”的网友这
样描述自己的休闲时光。

毋庸置疑，“逛博物馆”正在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仿佛是跨越千百年时光而来的先人信札，
一件件文物的“前世今生”，让观众得以一窥祖
先们的生活图景、悲欢离合。这样的“精神盛
宴”，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已不再是
小众需求。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18 日在“博物馆·
文化中枢”论坛上表示，当前，“博物馆热”持续
升温，博物馆已经成为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
一部分。

博物馆观众结构日益多元，未成年人、低收
入群体、农民工、村镇居民参观博物馆热情日益
高涨。

他举例说，今年春节长假，全国数千家博物
馆推出上万场精彩活动。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
计，游客在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的比例高达
40 . 5%。

采取预约限流措施、假日门票早早售空、热
门展览门前排起长龙……各大博物馆近年来出
现的种种现象，折射出国人对高品质精神文化
产品的旺盛需求。

“‘博物馆热’，既是中国博物馆人期盼已久
的梦想，也是全社会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

今天，博物馆如何“讲故事”？

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均 26 万人拥有 1 座
博物馆，北京、甘肃、陕西等地已达到 12 万-
13 万人拥有 1 座博物馆。除综合、历史、自然
等类型博物馆外，遗址类、专题类博物馆快速
发展，生态博物馆等新兴博物馆建设方兴未
艾。

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苏埃·阿克索伊表
示，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
成就，已引起国际博物馆界的高度关注和普
遍赞誉。

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中国博物馆仍然面临

“成长的烦恼”。
“一个好的博物馆，应该在做好保护、研

究等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让身处其中的观众
在很舒服的状态下接受教育，潜移默化地树
立文化自信。”关强说。这对博物馆“讲故事”
的能力无疑提出了很高要求。

南京大学曾经在江苏对博物馆开展了一
次摸底调研，结果显示博物馆“讲故事”能力
仍是短板。观众对博物馆不同方面的评价中，
评分最低的三项是“互动体验手段”“高科技
展示手段”和“讲解体验”。

“至今还有很多博物馆停留在展示奇珍
异宝的阶段。”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好的
展览，要用故事打动观众。展览的要义，不是

追求最上乘的展品，而是讲好展品之间的相
互关系；展览的最终目的不是展示坛坛罐罐，
而是展示这个区域过去人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怎么“听故事”？

18 日，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全国 22 家文
博单位举办的“根·魂——— 中华文明物语”特
别展览拉开帷幕。30 件(套)精心遴选出的文
物，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该展览策展人王树金说：“在有限的场地
内，如何全景式展现中华文明，我们充分考虑
了时代、地域等因素，选择了不同类型的文
物，一个展览就是一段完整的历史呈现。有的
观众会首先涌向‘镇馆之宝’，而对普通文物只
是匆匆一瞥。事实上，只有认真看完全部展
品，才能真正不虚此行。”

人们逐渐意识到，当博物馆的“文化大
餐”上了桌，如何“享用”也是有讲究的。

“在博物馆，你可以读懂中国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南京博物院文博志愿者萧征宇期
待，观众们在参观之前调整心态，不要把博物
馆仅仅当成“到此一游”的景点和“打卡”的目
的地。

过去，观众常常问龚良：“你们的镇馆之
宝是什么？”他希望，在未来，观众更多地思考
展览在“讲什么故事”。

为了让观众们更好地“听故事”，博物馆
也在积极进行各种尝试。从《国家宝藏》《如
果国宝会说话》等电视节目，到“故宫社区”
“数字敦煌”等网上展示项目，公众足不出户
便可以享有高质量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也
弥补了不同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

同时，一场博物馆界的改革呼之欲出。关强
说，国家文物局已经起草相关文件，推进博物馆
改革发展。文件的要点之一，便是拓展博物馆藏
品的利用途径，完善服务供给。

“我们将创新博物馆传播内容、形式和手
段，力争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关强说，
鼓励博物馆充分倾听观众需求，真正用好馆
藏资源，让观众们“听”到自己喜欢的“故事”。

从展示奇珍异宝到讲好中国故事
热潮之下，中国博物馆仍面临“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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