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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山东儒学文献珍本丛刊》、《孟子
文献集成》、《儒学与艺术学论丛》……
如今，一大批齐鲁文化典籍和学术专著正
在整理出版，这是我省传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新亮点。“文化传承阐发展示工
程”的顺利实施，也为我省着力建设孔子
及儒家思想研究传播体系开了一个好头。

拿到《山东儒学文献珍本丛刊》样书后，
尼山书院理事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李西宁告
诉记者，“在‘大师引进工程’的带动下，我们
第一批精选了‘齐鲁儒家’的珍惜文献进行
整理出版，便于学者使用和社会推广，《山东
省图书馆海源阁珍本丛刊》、《孔子文化奖学
术精粹丛书》等也将陆续整理出版，让藏在
图书馆的文献典籍活起来。”

这是构建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阐发体
系的重要内容。从研究阐发体系，到普及
推广体系、对外传播体系，构成了孔子及
儒家思想的研究传播体系。

打造文化“重镇”与“高地”

从去年开始，我省率先在省图书馆、
省博物馆、省艺术馆、省美术馆实施“大

师引进工程”，并积极推进向省艺术研究
院、山东画院延伸，深入挖掘整理儒家文
化和齐鲁文化，大力提升“四馆”学术研
究、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和社会教育水
平，使“四馆”、“两院”成为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重镇。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积强表示，去年
年初启动的《儒学与艺术学论丛》，如今已
经进入后期修改阶段，梳理和探讨儒家的艺
术观及儒学对艺术的影响。“这是研究院
‘大师引进工程’的首个重点项目，不仅将
填补儒学与艺术学交互研究的空白，而且着
眼于加强儒家艺术思想的当代阐释，更具现
实性和当代价值。”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
向红表示：“我省还将实施传统文化研究基
地建设工程，支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孔子研
究院、孟子研究院等开展儒学研究活动，还
将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办好孔子文化大学，
支持山东人文社科协作体以课题为纽带，整
合资源打造国内外儒学研究高地。”

以“趣味性”来增强吸引力

去年，我省“图书馆+书院”模式、
“乡村儒学”现象在全国引发反响，省图
书馆尼山书院还被国家图书馆授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试点单位”。“今
年我省将推进完善‘图书馆+书院’模式，
逐步实施乡村儒学、社区儒学推进计划，

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融入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
长刘显世说。

根据规划，2015年我省公共图书馆将
基本建成尼山书院，在部分公共图书馆分
馆、企业图书馆、民办图书馆建成尼山书院，
初步建立覆盖全省、运转规范、服务有效的

“尼山书院”服务网络体系，形成山东孔子故
乡独有的特色与优势。同时，计划在青海、西
藏、新疆等边疆对口支援地区建设尼山书
院，打造对口支援服务平台。

“我们要在互动、体验活动的基础
上，增加‘趣味性’内容，以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吸引力。”李西宁表
示，尼山书院去年开办的国学讲堂公益性
讲座，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浓厚学习氛
围。“我们还计划打造手机上的‘尼山书
院’，以移动终端体验国学、射艺游戏
等，不断推出‘好玩’的东西，否则书院
就没有了吸引力。”

2015年，尼山书院还计划开办“尼山
义塾”。“义塾始于宋代，代表着文化的‘土壤
形态’和学问的‘原生形态’，与家规族训、村
民乡约、地方风气紧密结合。”李西宁表示，
尼山义塾在传承古代义塾公益性教育的基
础上，将通过经典诵读、传统技艺研习、
课余传统活动等，赋予其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

着力办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高端儒学论坛、孔子文化展、山东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舞剧《红高粱》、杂技
剧《聊斋遗梦》……在去年9月的澳亚文化
节上，齐鲁文化和中华文化展现出别样风
采。在第三届尼山论坛上，30多场学术演
讲和文化对话交流活动，在世界舞台上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

“我省将研究制定《山东省对外文化
交流整体规划》，利用多种形式、搭建多
个平台对外传播文明成果，着力推动以孔
子及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核心价
值层面走出去。”徐向红表示，我们要突
出“孔子”主题，整合文物、非遗、演
艺、杂技、图书、书画、文化科技产品等
资源，积极办好“孔子文化周”，讲好孔
子故事、山东故事、中国故事。

同时，我省还将着力办好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推动纳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工
作规划，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进一步推
向海外。按照计划，2015年将在泰国举办
“曼谷·尼山论坛”，在印尼举办“雅
加达·尼山论坛”，在中日韩举办“东
亚文化之都·尼山论坛”巡回活动。

徐向红表示，我们将加快海外“尼山
书屋”建设，组织举办海外“尼山讲
堂”。“借助青岛成为2015年东亚文化之
都的机遇，我们将承办中日韩文化部长
会、中日韩艺术节，分层次召开东亚儒家
文化论坛，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东亚儒家文
化圈的话语权。”

办好“孔子文化周”，讲好孔子故事、山东故事

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

□记者 孙先凯 通讯员 胡宾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月17日，孟子修学游国际

论坛暨邹鲁研学旅游联盟成立大会在孟子故
里邹城市举行，邹城市与来自新加坡等四地
的四家海外旅行商签约并颁发授权书，由这
些旅行商独家代理该市重点打造的品牌项目
孟子修学游。通过这次文化旅游的“跨界融
合”，孟子修学游在海外重要客源地拥有了
“专卖店”。

论坛举办期间，来自韩国、新加坡以及
我国台湾、香港以及内地的70余家旅行社、旅
游网站、书院、国学机构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
共议“儒家文化研学旅游的跨界融合之道”，探
索文化、教育和旅游的跨界融合。

邹城市市长谢成海介绍说，邹城市紧紧
抓住儒学研究、研学旅游升温的重要机遇，
深入挖掘孟子文化、邹鲁文化内涵，重点打
造以“教子有方·游学邹城”为主题的孟子
修学游品牌，推出了“教子有方”亲子游、
“游学邹城”儒家文化体验游和国际修学营

三大旅游产品，创造性地开发成人礼、开笔
礼、乡射礼、祭祀孟子仪式等儒家传统礼仪修
学体验项目，改变了以往修学旅游“静态展
示”、“游多学少”的局面。据邹城市旅游局统
计，２０１４年该市接待游客２００多万人次，其中孟
子修学游仅暑期就接待３万多人次。

本次论坛上，邹城市向新加坡金航旅游
集团、韩国首尔国振旅行社、香港康泰旅行
社和台湾志洋旅行社四家海外旅行商颁发了
“孟子修学游”旅游产品独家代理授权书，
现场签订了2015年“孟子修学游”旅游产品
购买协议，这标志着孟子修学游在海外重要
客源地有了“专卖店”。

根据协议，邹城将以邹鲁研学旅游联盟
为媒介，委托这四家孟子修学游海外代理
商，作为孟子修学游产品区域独家代理。这
不仅畅通了孟子修学游产品的销售渠道，放
大了孟子修学游品牌在海外的影响，也使重
要客源地旅行社得到了孟子故里优惠的促销
让利，在修学游营销上有了新的选择，实现

了双方互利共赢。
新加坡金航旅游集团董事长林璒利从

1991年就开始从事修学游的工作，她认为，
孟子的思想在新加坡有很高的认可度，此次
她带两个助手来，就是要探讨怎样进一步设
计和运行邹城修学游项目。“我希望能设计
出一些路线和产品，把新加坡的学生带到邹
城来，亲身感受孟子思想的博大精深。看到
政府、国学机构和其他旅行社都很用心来推
动孟子修学游，我很有信心。”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院院
长王志民教授认为，修学旅游重点在于修
学，就孟子修学游而言，修学过程中最突出
的应该是传承“邹鲁之风”。“通过开展孟
子修学游活动，来展示和感受‘邹鲁之
风’，重塑和提升邹鲁文化品牌，传承民族
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非常重要
的作用。”

邹鲁研学旅游联盟也在本次论坛期间成

立。这也是国内一个融文化、旅游和教育于
一体的跨界“研学产销游”联盟。联盟拥有
邹城孟庙孟府景区、峄山风景区等修学游基
地，有海内外著名旅行社、OTA网站等修学
游产品渠道商，也有海内外著名书院作为修
学游文化研究支持单位，又有国学教育机构
等修学游客源合作者，还有山东省旅游规划
设计研究院、泰山旅游规划院等业务指导机
构，集修学游基地落地、海内外旅行社营
销、书院研究机构学术支持、国学教育机构
客源输送、规划研究院战略指导于一体。

山东泰山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常德军认
为，邹鲁研学旅游联盟开创了上中下游联动
的“研学产销游”联盟模式，能够真正发挥
各主体单位的优势，整合研学旅游所有要素
资源，推动修学游产品形成完整统一的一条
龙供应消费链。“这种跨界融合能够丰富孟
子修学游产品内涵、塑造了品牌特色，也为
儒家传统礼仪活态传承提供了新平台，使弘
扬传统文化与研学旅游完美结合。”

孟子修学游有了“海外专卖店”
仅去年暑期就接待修学游客人３万多人次

□ 王瑞林
钟 宁

在全省正在进行的
可 移 动 文 物 普 查 过 程
中，到处都会传来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日前，菏泽市可移动文
物普查专家委员会三位
专家张启龙、杨文斌、
吕凤涛，来到鄄城县李
进士堂镇完全小学，对

这里收藏的藏品进行初步认定，虽然被建议为文物的
藏品不多，但有意外的收获，94件藏品、2间展室、1
本自编乡土教材给了专家组不小的惊喜。

李进士堂镇位于鄄城县东北部，北依黄河，因明代
嘉靖进士李先芳曾居住于此而得名李进士堂。几千年
来，传统农耕文化在这里发展延续，不断上演着各种各
样的生活故事。如何留住这些“乡土记忆”？李进士堂
完全小学校长房红领认为，一件件生产、生活工具就是
承载着乡村记忆最好的物质载体。于是，他发动全体校
职工从周边村庄征集民俗文物。

征集民俗文物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有一天，房红领到岳母家探望老人，发现岳母喂鸡的
食盆是暖烘的配件，即老一辈取暖用的铁盆。他感到
这件东西很有文物价值，于是向岳母介绍了学校征集
民俗文物的情况。岳母二话没说，立即倒掉铁盆里的
鸡饲料，刷洗干净后交给他：“拿去放到学校展室里
吧，让孩子们看看以前俺们是咋样取暖的，这比俺用
它喂鸡作用可大多啦。”就这样，一件、两件……直
到今天的94件，数量虽不多，但是每一件都能勾起村
里老人的不尽回忆。

为了能够成体系、分类别地保存征集来的这些文
物，更好地保留李进士堂沿黄地区的文化印记，李进士
堂完全小学布置了李进士堂传统农耕文化展室。展室共
两间，展览内容分李进士堂传统文化、纺织、生活、农
工、其他五大板块，用详尽的文字和清晰的图片，介绍
了织布的全过程、太平车的历史和牛耕的方法等。展室
虽小，但已成为李进士堂完小广大师生学习传统乡土文
化和鉴赏传统工艺的阵地。

据介绍，最初，李进士堂完全小学只在学生课外活
动时间开放展室，让感兴趣的学生自由参观。刚开放的
时候，学生很好奇，但参观几次，好奇心满足后，就不怎
么去展室了。为了充分发挥展室的教育作用，房红领带
领校职工进一步充实展室内容，并编成一本乡土文化
教材，作为校本课程开设。从书中，孩子们可以了解祖
辈们使用过的马蹄灯、石磨、囤等古老的生活、生产用
具，了解到老辈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体会到今天生
活水平的提高。关于乡村的那些记忆，也能够一代代更
好地传下去。

愈久愈亲切的

乡土记忆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海外儒学文献回归计

划”加快实施，１１部齐鲁文明题材作品入选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大哉
孔子”中国画创作工程、“斯文在兹”孔子思
想文化展深化研究正式启动……１月１５日，
记者从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获悉，我省“文
化传承阐发展示工程”顺利推进。

据介绍，文化传承阐发展示工程具体包
括实施古籍发掘整理研究、东夷文化溯源、
齐鲁文化重大题材艺术创作、孔子及儒家思
想研究展示等４大工程，以及做好“斯文在
兹·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展”，全面系统梳理
孔子及儒家思想，形成一批精品成果。

去年以来，我省连续举办了“山东博
物馆藏甲骨保护整理与研究”座谈会、
“东部沿海史前玉器与史前文明”学术研
讨会、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从
甲骨文、玉器等方面对东夷文化起源进行
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山东博物馆东夷文化
展厅建设也正在加快推进。

“我省东夷文化溯源工程在甲骨文、玉
器研究上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去年又将东夷
文化溯源工程的重点放在了陶器上。”山东
博物馆副馆长杨波表示，东夷文化源远流
长，但其研究工作需要特定的文物载体。“许
多东夷文化的待解之谜，尚待以持续的历史
研究和考古发掘来揭开。”

目前，“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展”已
经制定了操作性和可实施性兼备的方案，
对一系列后续跟进活动进行了详尽规划。
山东博物馆副馆长王之厚说，“我们力求
在博物馆现有‘孔子文化大展’的基础
上，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藏品，利用多
媒体技术、动画展示技术等多种展陈方
式，充分展示儒家文化的精华。”

此次文化展有什么新突破呢？据了
解，现有的“孔子文化大展”综合运用了
文物展示、多媒体技术、触摸屏技术、模
型、场景制作等展示手段，但基本上还是
以文物陈列为主。而新展览拟综合运用实

物、图像、雕塑、模型、多媒体、智能移
动终端等手段，增加游戏、问答等交互体
验环节，使展览更加生动立体。

根据计划，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展将
于今年５月再次进行论证，此后进入展览陈
列实施阶段。王之厚说：“我们还将发挥

自身优势，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孔子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合作举办国际
性学术会议，建立一个高端学术交流平
台，推动儒学与世界各种文化理念、学术
思想的对话与交融。”

此外，我省加强古籍发掘整理研究和

传统经典辨析研究，编撰出版古籍保护成
果２８种５０册；深化传统文化课题研究工
作，２０１４年度全省艺术科学传统文化课题
立项１９６项，孔子研究院“儒学研究”、
“孔子文化传播”２个学科命名为全省“十
二五”文化艺术科学重点学科。

文化传承阐发展示工程顺利推进

梳理儒家思想形成精品成果

□新华社发
1月19日，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风筝艺人王永训在制作花灯。羊年临近，杨家埠的村民们将年画、风筝等传统艺术元素融入到到花灯

中，创作出“三阳开泰”、“洋洋得意”等生肖花灯作品。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3日，山东美术馆展厅来了一群

特殊的老年观众。在工作人员、志愿者的陪同下，他们
或兴致勃勃地不时举起手中的相机，在心仪的作品前留
影，或拉住画友在作品前专注地低声交谈、讨论，或拿
出速写本用炭笔迅速地勾画轮廓……

当天，是山东美术馆围绕“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奖
作品展览山东巡 展 ” 组 织 的 第 二 个 “ 集 体 参 观
日”——— “老年人集体参观日”。早在展览开幕前半
个月，居住在美术馆周边社区的100余位老年美术爱
好者就接到了参观邀请函，敬邀他们来美术馆享全国
美展大餐。美术馆工作人员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接待“爷
爷、奶奶”们前来串门儿，不但为他们准备了全面详细
的讲解，还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在休息、饮水
等细节服务上做了充分安排，保证让老人们看得满意，
看得舒适。

居住在洪山路下井庄园社区的王姓老人满意地说：
“平时经常在家里写写画画，今天来美术馆观看这样难
得一见的好展览，收获很大。讲解员小伙儿陪了我们一
路，介绍了很多作品的用笔、构图技巧，真有一种茅塞
顿开的感觉。”

居住在名士豪庭的夏大妈则说：“实在没想到美术
馆会把请柬送到我手上。自打美术馆建起来就想来逛
逛，就几步路却一直没迈开腿。要不是孩子们主动给我
送请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看看呢。辛苦这些孩子
了，各方面做得都很好。”

据了解，在已经成功举办过“特殊人群集体参观
日”、“老年人集体参观日”后，“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获奖作品展览山东巡展”期间，山东美术馆将继续做
好各项服务，陆续推出“解放军集体参观日”、“农
民工集体参观日”、“儿童集体参观日”、“环卫工
人集体参观日”等针对不同群体举办的“集体参观日
活动”，使展览的社会功效更有针对性，更好地落到
实处。

百余名老年人

参观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新华社发
近日，滨州市无棣县奇石收藏爱好者发现了一块显

示有“羊”图案的泰山石。石头直径约10厘米，外表上
的图案酷似一只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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