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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周玮、王秋韵

　　牛皮封面、飘口烫金、染纹纸环
衬、书口刷红……这是一本富有法
国启蒙时期书籍装帧特征的珍贵典
籍，但其记载的内容，却是 2000 多
年前中国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
德观念。
　　翻开这本书的棕色封面，扉页上
有淡淡的字迹，作者弗朗索瓦·贝尼
耶在开篇的“致读者”一文中写道，该
书是“作为阅读孔子的钥匙和入门”。
　　这部法文版《论语导读》是一份
国礼。
　　 2019 年 3 月 24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
克龙。
　　马克龙先邀请习近平来到会客
厅。“这是法国的一位汉学家帮我们
找到的。”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桌上一
本书，脸上透着自豪，“这本书是
1688 年出版的，是首部《论语导读》
法文版原著。”
　　“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深受孔子
思想的影响。”听了马克龙总统介
绍，习近平主席说：“这个礼物很珍
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
家图书馆。”
　　这份国礼的选择是法国国立吉
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提议的。吉
美博物馆图书室主任克里斯蒂娜·
克拉姆罗蒂说，以此为国礼巧妙而
细腻地展示了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
关系。
　　随后，这本珍贵的典籍不远万
里来到了它思想的故乡。中国国家
图书馆举办了典藏仪式，续写元首
外交引领文化交流的佳话———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
语》早在 17 世纪就已传入欧洲。
不少学者将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提
并论。
　　“《论语》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
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世界观和哲学
体系，让更多欧洲学者看到了中华
文明的伟大之处。”中国国家图书馆
馆长熊远明说，“总书记当场决定将
这本书入藏国图，成就了文明交流
的佳话。”
　　作为入藏的第一部完整的欧洲
启蒙时期的外文著作写本，国图为

《论语导读》“量体裁衣”，定制了无
酸保存盒，存放在恒温恒湿的善本
库房内。
　　除了《论语导读》，国图目前还有

《论语》的 24 个文种、大约 260 部译
本，构成了《论语》对外传播的版本
谱系。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份珍贵的
写本，国图特意为其举办专题展览，

同时展出《论语》在日本和朝鲜的刻本，以及 17 世纪至 19
世纪的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译本，反映出儒家经典
当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情况。
　　“一部《论语》，藏着中国人的精神根脉”“儒家经典，是世界
读懂中国文明的密码”……观众留言中满是自信与自豪。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
研究院考察。拿起桌上摆放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
两本书，总书记一边翻阅一边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在总书记心目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
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总书记珍视《论语导读》的故事，是守护文明薪火、传
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示范，映照中华文脉在兼
容并蓄中赓续传承、弘扬光大。”熊远明说。
　  　（参与采写：唐霁）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记者于文静）近日，联合国
粮农组织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考察，正式认定我国 3 个传统
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是福建安溪铁观
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
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记者 24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 18 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据了解，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
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
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该系统同时还具备
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
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
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该系统拥有森林、草
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牧民现今仍是传
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
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
到保障。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
于元代，总面积 21 万亩，石堰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
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该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
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
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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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增至 18 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故 纸 堆 里 捧 出“金 娃 娃”

古籍典藏温“故”知“新”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刘亢、蒋芳
　　
　　历经 13 年辛苦编撰，《江苏历代方志
全书》近日在南京首发。这一全国体量最
大的省域旧志整理工程，是我国对古籍保
护利用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
考察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
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
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
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今年以来，“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还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
意见》。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地调研，探寻
古籍保护利用在新时代如何温“故”知

“新”。

让沉寂的典籍“动”起来

　　走进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
室，香樟木的味道让人宁心静气。打开书
柜，一册册线装书籍排列整齐。
　　如今，借助数字化技术，随时随地查阅
古籍早已不是难事。2016 年 9 月，“中华
古籍资源库”开通运行，累计发布古籍及特
藏数字资源 10 万部（件），查阅近乎“零门
槛”。
　　 2021 年以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研发了中文古籍光学字符识别
(OCR)系统，点校整理古籍的效率大幅
提高。
　　“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找资料耗时耗
力，最大程度发挥文献价值，数字化工作还
要加快。”陕师大图书馆馆长沙武田教
授说。
　　技术赋能，珍贵的不可再生文物不仅
可以永驻云端，甚至可以“七十二变”。
　　一幅横向流动的《千里江山图》上，标
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地名，数百个
衣袂飘飘的儒生正在“赶路”。他们从一地
挪到另一地的轨迹，代表其求学历程和所
属学派。这是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计算
实验室学生马源等向首届“北京大学数字
人 文 作 品 展 ”提 交 的 展 品 — —— 用
JavaScript 完成的 H5 习作，取名为“宋元
学案传承可视化系统”。
　　“如果不是专业研究，几乎没人会有兴
趣翻阅《宋元学案》这样的大部头。我们想
通过类游戏界面，吸引年轻人了解古籍。”
马源说。

　　技术赋能，古籍不仅能像游戏一样动
起来，更能让研究者如虎添翼。
　　打开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点击
文中的陌生地名，地理定位立即跳出；点击
年号、干支等传统纪年，对应的现代公历日
期立即换算；遇到古代官职、典故及疑难词
语，后台工具书随即关联、显示。
　　“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古典文献研究，是
未来古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助于培
养跨学科人才，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
共享的文化资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
与文化研究所徐永明教授介绍说。

让冷门绝学“热”出圈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热播，带火
了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老先生——— 一位
99 岁高龄，仍然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的
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面对突如其来的“人
气”，老先生一时还颇难适应。
　　沈燮元曾是《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子
部主编，也是慧眼如炬的版本鉴定专家。
在南图几十年，沈燮元采购数千种古籍善
本，“镇馆之宝”十大珍品古籍中有两部都
是他买回的。

　　如今，这位九旬老翁，仍在争分夺秒。
不久前，沈燮元完成了八十多万字的《士礼
居题跋》，这本书囊括了他从世界各地搜集
到的 800 多个书影，以及新发现的数十则

“黄跋”。接下来，他还要整理黄丕烈诗文
集和年谱。
　　近年来，许多古籍研究者的事迹“火”
起来。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抢救翻
译并整理东巴古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
复专家杜伟生等人修复《永乐大典》；浙江
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将分散于
世界各地的敦煌碎片残卷进行拼接、缀合。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抖音、B 站等社交
平台，围绕这些古籍展开二次创作，让冷门
题材有了“破圈”的热度。
　　作为沈燮元的后辈，南图的年轻人也
在创新。从 2020 年暑假起，该馆历史文
献部馆员韩超、史星宇，把清代《随园食单》
里的文字“翻译”成一道道活色生香的菜
肴，梨炒鸡、猪里肉、蒋侍郎豆腐等等，吸引
人们在线“催更”。
　　“吃货眼中的古籍别有魅力。”史星宇
说，例如，南宋时期以菜蔬食谱为主的《山
家清供》，适宜当下的轻食爱好者；清代《食
宪鸿秘》中的食谱侧重养生，适合当下爱泡

枸杞的“养生咖”。
　　古籍经典正引发新的关注，激荡着更
多青年的灵感。

让千年古籍“典”亮未来

　　今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的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其中“高
迁数字记忆”项目受到关注。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高迁村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历代书香传承。中国人民大
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研究团队
挖掘散落的家谱和地方志，编纂了 10 个
具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故事，围绕传统
村落文化精神采集多媒体，构建了一个古
村落文化的数字化全景。
　　“从平面阅读到数字空间阅读，传统文
献学也要进行数字转型，借助各种媒介增
强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感知。”中国人民大
学数字人文教研室主任梁继红说。
　　面向未来，千年典藏承担新使命，面临
新课题。
　　——— 培养更多跨界人才。
　　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至今仍是中医案
头必备，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被翻译成多
种文字……中国古籍拥有庞大且复杂的知
识体系，有丰富治理经验，也包含中药、养
生、服饰、饮食等生活智慧。
　　“古籍研究、保护缺人才，更缺跨界人
才。”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杜怡然
等人建议，加快整合相关学科资源，打破研
究壁垒，培养古籍事业的综合性人才。
　　——— 进一步打破资源封闭。
　　过去，不同典藏机构“井水不犯河水”。
如今，古籍数字化、公共化不仅惠及社会，
更能促进传承。
　　徐永明希望“智慧古籍平台”能改变古
籍整理个体作业的范式，让世界各地的专
业人士在线合作。“《全明诗》《全明文》这样
浩大的工程，按传统模式，我们这一代人很
难看到它完成，利用众包技术才有希望。”
　　——— 更大范围共享。
　　近年来，一批散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实
现数字化回归。例如四川大学、中国国家
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
合作开展“汉典重光”项目，首批即完成 20
万页古籍的数字化、公共化工作。
　　“不仅整理国故，而且古为今用，要让
更多中国古籍走进大众视野，促进中华文
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陕西省古籍整理
出版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天游说。
  （参与记者：魏梦佳、冯源、蔡馨逸）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 5 月 17 日，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室，工作人员
对古籍文物进行补全。               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突破线下游览的限制，走进原状陈列
的‘全景展厅’，仿佛一脚踏入了明清宫廷
的生活场景。”36 岁的北京市民丁玲在居
家隔离期间，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号上，遍
览太和殿、寿康宫等原状陈列展厅，还跟随
地图导览，细细品味了“何以中国”等展览
的“线上全景展厅”。
　　让丁玲更加欣喜的是，故宫馆藏的
186 万余件文物，被收录入“故宫博物院
藏品总目”，实时检索这些文物的名称，就
可以反复查看它们的图片。而在“数字多
宝阁”，展示了大量“三维文物”，每一件都
可以在手中翻转，甚至拆解开来。数百幅
名画的画卷，在指尖滑动下可以放大、
缩小。
　　故宫游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不少中
国博物馆的一个缩影。从熙熙攘攘的团队
游，到自由随心的个人游，再到打破时空界
限的线上游，数字化技术让更多文物藏品、
文化遗产得到活化利用。
　　国际博物馆协会 2020 年发布的报告
显示，受疫情影响，全球博物馆大面积关门
停业，线上的数字体验成为人们与文物互
动的重要方式。博物馆不断拓展数字体
验、丰富数字内容，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数
字科技对于博物馆的意义。
　　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博
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
展，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
体验、虚拟展厅、高清直播等新型文旅
服务。
　　随着中国各地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不
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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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受到普遍欢迎和点赞。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多个城市充分
动员各家博物馆，通过短视频、直播、数字

展览等形式，缩短文物与公众距离，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部长高艳
介绍，自今年 5 月 2 日闭馆以后，博物馆
策划了一系列线上活动。5 月 18 日国际
博物馆日当天，该博物馆开展线上直播活
动，采用 VR 技术，观众可看到藏品车的内
部构造；增加体验环节，让观众跟随主播体
验汽车风洞试验，学习科普知识；邀请藏品
修复人员为观众讲述车辆类藏品修复过程
及背后的故事，传承工匠精神；开展情景式
的科学展示实验，普及汽车中所应用的物
理、化学知识。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一座建立在钢渣废
弃地上的博物馆，“园中有馆、馆中有园”的
空间布局，强调着博物馆、自然环境与城市
环境的融合，凝聚着中国园林优秀的传统
文化。
　　中国园林博物馆副馆长刘明星介绍，
自 2020 年疫情以来，园林博物馆的讲解
员就纷纷转型为科普老师，录制短视频进
行线上分享。园林博物馆还开发了数字博
物馆，在手机上点开“云园林”链接，选择

“云游”模式，就能够听取园内景点的语音
导览，足不出户在美景中徜徉。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博物

院对遗址全貌、基本陈列、临时展览进行全
景复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说，
网上数字博物馆突破了实体博物馆的限
制，丰富了藏品展陈方式、扩展了展陈内
容，以最大限度还原展厅风貌，为观众提供
全视角、沉浸式体验。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开设的无接触、数
字化的体验项目受到游客青睐。位于四川
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名为“考古
时空门”的数字体验项目自去年投入使用
以来，就受到游客欢迎。据介绍，该项目
2021 年全年共接待观众 108 万。
　　金沙祭祀区的古河道虽早已干涸，但
在“考古时空门”中，游客可以在一面从墙
面蔓延到脚下的宽阔屏幕前漫游祭祀区，
感受三千年古摸底河的潺潺流水，领略三
千年前古蜀人滨河祭祀的恢宏场景，加深
对考古以及祭祀文化的认知。
　　数字展览可复制、易复制的特点为博
物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提供可能。“‘考古
时空门’项目在商圈、街巷、校园等都得
到应用，在宽窄巷子现场搭建起的沉浸
式多媒体‘盒子’——— 金沙考古时空之
门，吸引不少市民进入参观，感受金沙考
古现场的魅力。”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
姚菲说。
　　“我们向二三线城市的图书馆、文化馆
提供数字展览资源，当地中小学根据这些
数字资源又绘制展板，供学生们学习，增强
了数字展览的覆盖面和传播力。”高艳说。
　　始凿于北朝东魏时期的山西太原天龙
山石窟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留下了洞
窟 25 个、造像 500 余尊。
　　通过数字化还原，在天龙山石窟博物
馆的展厅里，前来参观的游客看到的造像
不再是残缺或遗失的缺憾，而是修复“合
体”成功后的完满之美。数字技术让博物
馆、文化遗址中的文物历经岁月的洗礼，历
久弥新。
   （记者罗鑫、喻珮、童芳、王学涛）
        　　新华社北京电

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云游”博物馆更方便

 　▲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展示数字化交互系统如何“陈列布展”（5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