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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秦 婷 王 瑶

5月18日，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
组长信立祥做客山东博物馆，带来了题为《西
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无奈哀荣》的专题讲座。
当天下午，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过道里也
挤满了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
修笑言：“不知道这是海昏侯的魅力，还是信
先生的魅力？”

讲座开始，信立祥开门见山：“这次讲座
我们的主要内容不在开掘海昏侯墓的过程，
而在刘贺这个人和他背后那个时代上。”他认
为，通过墓中出土的文物可以证实，刘贺并非
如史上记载的那般昏庸无道、荒淫无度，而是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世贵胄。

以保护为前提的发掘

“当接到消息，说鄱阳湖畔有个古墓被盗
时，我们迅速组织考古队伍，到实地进行了考
察，最终确定开始进一步挖掘。”信立祥说。为
使古墓文物免遭盗墓者破坏，考古工作者们
经历了五年的艰辛挖掘，勘探面积超过150万
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最终出土了2万余
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

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
价值。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
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
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不仅文物
量大质高，而且蕴含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
精华和道德精髓，对研究西汉历史、墓葬制度
等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现场文物爱好者们热情高涨，提出想要
一睹文物实物的“芳容”，信立祥回答说，出土
文物需要送到文物库房进行修复和研究，之
后才会与大家见面。但这次采用了“边发掘边
展示”的方式，不用再等到最终报告出来。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出土文物会第一时间呈
现给公众，目前首都博物馆已经展出了部分
相关文物，有兴趣的可以前去观赏。

刘贺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海昏”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湖西”，海
昏侯为西汉所封爵位，封地在鄱阳湖西，因此
得名。第一代海昏侯、汉废帝刘贺，据史书记
载是一个荒淫无度的纨绔子弟，有史书评价
他，“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馀”“失帝王
礼谊，乱汉制度”

但是真实的刘贺是否如史书记载的一样

呢？信立祥认为，墓里的文物如编钟、琴
瑟、棋盘、竹简及刻字圣象等，或许可以对
刘贺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尤其是竹
简。因为文字是最为直观、信息量最大的历
史证据，而其考古发现的概率很低，因此具
有很高价值。

“这座墓的出土文物中，价值最高的无疑
是数千枚竹简和80余版木牍上的文字资料。”
信立祥说。根据对200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知
其中内容有《论语》、《易经》、《礼记》、《孝经》
等儒家经典简书，还有农书之类的文献，还有
一篇为刘贺在籍田礼上的贺文。以及刘贺和
夫人写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这些都证
明了刘贺从小就受过系统而良好的儒学教
育。出土于主椁室西室的圣贤像漆屏风，画有
孔子，子夏等圣贤像。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
孔子像，刘贺将其摆在床榻边，表明这是他生
前最喜爱的常用物品，也证明了他对儒学刻
骨铭心的崇奉。

信立祥说：“这些文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刘贺绝非一个粗狂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
个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世贵胄。”

海昏侯墓是西汉列侯墓的标本

海昏侯墓园面积达4万平方米，是我国目

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
汉代侯国聚落遗址。信立祥说：“以前关于西
汉列侯墓的记载非常少，不系统，这次发现或
许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他表示，虽然西汉时包括王子侯、功臣
侯、恩泽侯、丞相候在内的列侯应有1500多
人，但发现的墓葬却只有20座，这是因为确定
为列侯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埋在自己的封
地内、保存得比较完好、由于政治问题而不被
恩准越制。因此，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海昏侯墓
成为西汉中后期列侯墓的标本。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大塘坪，结合《史
记·淮阴侯列传》，可以确定西汉择墓标准之
一是“高敞之地”。而根据墓中不止一个祠堂
可以判断，列侯墓园是家族式的聚居而葬。

墓中随葬品如玉衣、火锅、染炉、蒸馏器
等，展现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考古工作者
还发现了一串完整的五铢钱，它正合一串一
千的数量，以往认为唐宋时期才开始的这一
计数单位，其实早在西汉中期偏晚就已开始
了。

另外，前文提到的随葬品金饼，上面写有
“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
反映了当时的酎金制度。墓中出土的一系列
编钟、编磬、琴瑟、排箫等乐器，则反映了当时
的用乐制度。

海昏侯墓揭秘西汉文化
重识不一样的帝王刘贺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最后一周为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

周”。今年“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主题为：阅读，从图书
馆出发。近日，记者从山东省图书馆了解到，山东省图书
馆将开展一系列读者活动，用心服务读者，满足公众深度
阅读需求，让“悦读”融入现代“慢享”生活。

在宣传周期间，考虑到部分读者对图书馆书目检索系
统、数据库资源应用的需求，将举办《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讲座》、《走进图书馆 利用图书馆——— 馆藏图书检索与
利用》等专题讲座，方便读者了解数据库的资源和使
用，了解和掌握省图藏书、高效检索借阅图书等。此
外，《大众讲坛》邀请山东地名文化研究所主任李炳印
带来齐鲁文化讲座《山东地名文化》精彩讲座。还将启
动奎虚图书奖“悦”读会系列阅读分享活动，在5月至
12月邀请奎虚图书奖获奖作家及资深出版人开展精彩阅
读讲座，首期邀请奎虚图书奖优秀奖获得者、中国寓言
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少军，讲述《不一样的数学故事》的
成书经历，和不一样的精彩数学故事，分享写作与文学
创作经验。

2016年元旦期间，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试开放。至
此，形成了山东省图书馆总馆、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
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三足鼎立”格局。作为全省首家
专门面向0—16岁少年儿童与家长提供服务的省级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省少儿馆侧重参与和互动，潜移默化中培养
少年儿童的阅读素养和知识阅历，举办“走进野兽国———
莫里斯桑达克童书插画展”，开展进社区、进学校活动，
为特殊儿童开展绘本讲读活动，为小读者赠送绘本，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儿童及青少年阅读。坐落于国学分馆
的“尼山书院”，在宣传周期间将继续开展各种品牌活
动，囊括少儿书法、太极拳、射艺、围棋、国画、象棋的
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课、《论语》公开课、《国学与
养生》专题讲座等，一系列国学经典活动带读者走进传统
文化与现代高度融合的生活。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齐努力呀，打得好呀……”利津县前关
村历史文化展示馆中一曲打夯号子还原现在
已经很少见的打夯场景。在游艺大院中，工作
人员现场展示捡石子、翻绳子、跳房子等传统
游戏，勾起观众对以往生活的点滴回忆。在5
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全省县及县以下历史文
化展示工程经验交流会上，来自全省各相关
单位人员观摩了利津县陈庄镇、前关村等5个
镇（村）的历史文化展示场馆。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省纳入考核范围的
105个县（市、区）已经完成县域历史文化展示
工作，121个乡镇（街道）、268个村居（社区）建
成了历史文化展示场所，全省县及县以下历
史文化展示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

留住乡愁就是留住特色

在利津县割草窝村历史文化展示馆内，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利津县传
统舞蹈“虎斗牛”的行头摆在了最显眼的位
置。作为割草窝村的特色，每年春节期间，“虎
斗牛”就会上演。“让人们记住自己的老传统，
让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在最显眼的地
方，这是建设历史文化展示馆的初衷。”利津
县文化馆副馆长张路艳介绍说。

作为远近闻名的篾织手工传承的重点
村，割草窝村历史文化展馆以“老手艺、老工
艺”为主题。在传统手工艺展示区，今年已经
75岁的崔汝章娴熟地用高粱秸编着蒸笼。自
从老辈们那儿学来这门手艺，崔汝章已经编
了50多年，他所编的一些日常用具环保、实

用，一直很受当地人们的欢迎。“但我现在年
龄越来越大，再编几年也就编不动了。自从建
了这个展示馆，让年轻人过来看看，有兴趣的
我就教，不能让这项民俗技艺失传。”崔汝章
说。

记者了解到，我省各地在历史文化展示
工程建设过程中注意挖掘本土文化的独特价
值，充分发挥自身历史文化优势，打造各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展示品牌。诸城市以臧克家故
居为依托，建立诸城臧氏民俗博物馆；微山县
突出渔家文化，按照现实比例建造了3艘渔
船，征集各类湖区特有用具200余件；嘉祥县
突出曾子文化、孝文化、吉祥文化“三大文化”
及汉画艺术、唢呐艺术、石雕艺术、鲁锦艺术、
山东梆子等“五大艺术”；巨野县在展示中突
出了本地麒麟文化；临清市、枣庄市台儿庄区
则突出了运河名城的独特魅力。

“留住乡愁就是要留住当地的特色。”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认为，像非物质文化
遗产、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故事等都是展示工
程所要重点关注的，“只有抓住自己的特色，
讲好独特的故事，才能防止‘千馆一面’，也才
能把历史文化保存下来。”

合力办好文化展示工程

据李国琳介绍，为办好全省县及县以下
历史文化展示工程，我省财政专门划拨资金
5250万元。根据各地实情，分东部、中部和西
部，分别按30万元、50万元、70万元的补助标
准，对99个县（市、区）共补助。除了财政补助
之外，各县（市、区）也探索多种方法，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到工程的建设之中。

“在展示场馆的建设和运营中，我省积极
鼓励社会参与，引进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
织，很多展馆实行了‘公办民助’或‘民办公
助’。”李国琳介绍说。比如，新泰市选择了
合建的方式，利用市建公司的现有场馆来建
设，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淄博市周村区选
择在客流量大、知名度高的古商城景区内，
利用原有古建筑建设历史文化展示馆；招远
市构建起了“1+4”的展示框架，扩建改造
招远市文化馆为主场馆，设立红色文化展陈
馆、民俗博物馆、黄金博物馆、粉丝文化博
物馆作为4个分馆，全面展示招远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

社会各界也通过实物捐赠、自筹资金等
方式，积极投入到历史文化展示工作中来。在
利津县崕西村历史文化展厅内，记者发现展
示品的铭牌上清晰标注了物品的介绍以及捐
赠人的姓名和照片。原来，这是利津县为征集
展示品而采取的“众筹模式”。“在建设历史文
化展示馆的过程中，向村民征集老物件却遇
到了难题，很多人并不乐意把自己家的东西
无偿捐献出来。”利津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局长张泽国说。于是，利津县采取了“众筹”的
方法，让群众无偿提供展品，拥有所有权，使
用权归展馆所有，展示期间标示牌上标注展
品提供者姓名并附带相片。“之前收集不到展
品，‘众筹’方法一出，很多人互相攀比着要把
自家的东西送进展示馆，极大地提高了群众
捐献展品的热情。”张泽国说。

以活动和旅游带动展馆利用

展馆建成了，是不是意味着任务完成了？

在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建设中，展馆只是历史
文化的载体，如何发挥好其作用、利用好其设
施还值得探索。

记者在交流会上了解到，各县（市、区）探
索了多种方式以提高展馆的利用。在莱芜市
钢城区，历史文化展陈大厅纳入钢城区文化
馆免费开放范围，对公众免费开放，并相继组
织开展一系列教育、宣传、学习活动。配合文
化馆、图书馆、尼山书院一系列活动，提高展
陈大厅利用效果，吸引群众参与，增强互动性
和体验性。在利津县，组织老红军、老文史工
作者、老村民等作为志愿者开展了“听爷爷讲
故事”活动，由他们结合展品进行讲解。并组
织学生分期分批到展馆参观，使历史文化展
示工程展馆成为人文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
基地。

临沂思源乡村记忆博物馆建于文化旅游
区，并作为宝泉寺公园的新亮点向社会开放。
特别是春节期间，每天接待观众近万人，不仅
有本地群众，还有外地游客，让乡愁流入游客
的心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将历史文
化展示与旅游相结合是一个创新的尝试。”李
国琳评价说。

在完成陈庄镇、汀罗镇等5个展示馆建设
后，如何利用好成为利津县的一大难题。张泽
国向记者介绍，下一步将在继续建设展馆的
过程中，通过体验式参观打造旅游线路，服务
于全县旅游开发。“这些展示馆的建设，能够
弥补我们旅游资源缺乏的现状。”张泽国说，

“我们计划将历史文化展示作为旅游开发的
一个重要元素，与观光、采摘等乡村旅游相融
合，突出乡村的特点，打造‘梦里老家’一日游
项目。”

留住乡愁 用好展馆
——— 全省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1日晚，“哈罗欧

洲”——— 第二届欧洲文化节来到青岛，在
青岛嘉木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文化节
首场活动“我们一起读梵高”拉开帷幕，
来自荷兰与法国的嘉宾、岛城节目主持人

以及本土艺术家们共度了多彩的梵高之
夜。

以梵高为起点，岛城市民将在文化节
期间频繁接触欧洲艺术，从电影、音乐、
摄影、展览等多角度感受欧洲文化。

本届“哈罗欧洲”由多家欧洲驻青岛

办事机构共同主办，集欧洲电影、摄影、
展览、音乐、美食、工作坊、读书会等多
种元素为一体，让市民感受到丰富多彩的
文化体验。本次活动将持续8天，活动地
点将遍及青岛市区，所有的活动项目都对
公众开放。

第二届欧洲文化节启动

□赵永斌 康鹏 报道
本报高唐讯 5月18日下午，高唐县鱼

丘湖街道鱼丘湖社区三楼排练大厅中，退
休干部张世斌正在和另一名队员演奏葫芦
丝，在排练大厅另一边的墙面上，“把舞
台还给群众，用文化点亮生活”几个字格
外醒目。

如何理解“把舞台还给群众”？张世斌
说：“自从退休后，我就在空闲时间教授葫
芦丝演奏，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享受文化
成果。”目前，鱼丘湖社区的葫芦丝演奏人
员已招收爱好者70多名，他们全部可以享受
免费的葫芦丝演奏培训。一些长期坚持学习
的团员已经成长为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骨
干。让基层业余文化人才参与公共文化建
设，把文化“种”在网格里，正是鱼丘湖公
共文化服务“网格化”的亮点之一。

年近六旬的王怀芳，原本就是一位爱好
文艺的人。退休后，在鱼丘湖社区的鼓励
下，她牵头创办了京剧团。三年来，王怀芳
和团员们身体力行，把丰富自己所在网格内
的居民文化生活任务进行到底。“我们每个
成员都是文化积极分子，对文化生活的热爱
让我们聚在一起，不图别的，只是为了一份
快乐。”

现在，鱼丘湖街道群众文艺爱好者已发
展到1700余人，拥有舞蹈队、器乐队、腰鼓
队、舞狮队、歌唱团、京剧团等多支业余文
艺队伍，累计演出500余场。每年的全县百
姓大舞台、民舞民乐调演活动中，都会看到
他们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技艺为观众带去
欢乐。

鱼丘湖的13个社区32个村均有自己的业
余文艺队伍，这些来自基层的热爱文化、有
志愿服务精神、有一定文化艺术专长的人，
无形中担任了“网格文化员”的职务。他们
了解群众对文化的需求，通过发挥他们的桥
梁纽带和示范引导作用，更多基层文艺人才
被发掘，更多基层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
来，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

把文化“种”在网格里

推动“悦读”

融入现代“慢享”生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当天下午，

著名美术史论家和评论家、艺术家陈履生“博物馆与美术
馆的魅力”专题讲座在山东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这也
是山东美术馆为迎接第40个世界博物馆日举办的一场主题
性活动。他认为，博物馆的展览要常更替，并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呈现，才能带来活力与朝气。

陈履生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曾游历世界180
余家博物馆、美术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
馆与文化景观”。陈履生认为，美术馆、博物馆是文明社
会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他们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
进步，代表着文明成果的累积水平，连接着公众的文化需
求，从而成为当代社会中公众的文化依赖。美术馆、博物
馆的魅力在于为城市奠定了文化地标，成为城市的窗口。

在博物馆与收藏方面，陈履生认为，开展特色展品的
体系化收藏至关重要，通过体系化收藏拉开博物馆之间的
区分度。例如，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以收藏玛雅文化遗产
闻名于世，瑞典东亚美术馆以收藏和展出东方文物和艺术
品著称。他与听众分享了没有馆藏或少有馆藏的博物馆曲
径通幽之路。以馆藏较少的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为例，该
馆通过在大厅内建立可以体验亚洲各国人文风情少儿教育
区的方式吸引青少年观众；成立国家级文物修复中心，在
修复的同时对文物进行展出，同时解决了展品和观众不足
的问题。

关于展览，陈履生表示，展览需要经常更替并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呈现，这样才能为博物馆带来活力与朝气。在
2015年米兰世博会上举办“达芬奇”专题展，首次向全球
范围征集达芬奇重要作品，分12个主题，包括达芬奇的油
画、素描、雕塑和手稿等作品，成为史上最重要的达芬奇
作品展。在米兰三年展馆里展出的“艺术与美食”专题
展，展示了从1851年至今有关盛宴的各种美食和器具，展
现了美学设计与美食庆典相互影响的全景视图。展览不仅
呈现有艺术作品，也有很多装置，为参观者提供听觉和嗅
觉体验，体现了跨文化发展的各种创造成果。

在博物馆与教育方面，他认为国内博物馆公共教育目
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同质性强。博物馆教育应从一般性教
育向课程性教育转化，针对地区发展需要和观众年龄层次
推出相应课程及教材，并设立专门的教育空间。通过让博
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各有侧重，互为表里，使博物馆真正
成为人生的“第二课堂”。此外，对公众进行博物馆礼仪
教育，提升公民素质和审美水平也是博物馆教育的职责所
在。

经常更替新展览

给博物馆带来活力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21日至22日，以“最炫广场舞，健康我做主”为
主题的2016山东省广场舞大赛青岛赛区开赛，32支社区队
伍参加角逐，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青岛赛
区通过初赛和决赛，评出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
秀奖及优秀参与奖。大赛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网络广
播电视台主办，全省共分为烟台、青岛、济南、莱芜、淄
博、威海6大赛区。

广场炫舞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