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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从逐年攀升的女性网文数量到眼下热
播的双女主剧《流金岁月》，随着“她经济”兴起，不少热门
网络小说或改编影视剧里，聚焦女性独立自强，乃至逆袭
成长的题材渐受市场青睐。 无论是作者群还是读者群，女
性题材热度升温； 作为 IP 开发上游的网文产业纷纷加速
布局女性市场，以“她内容”助推“她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邵燕君认为， 更多女性从消费客体变成了消费主
体、创作主体，这也是时代发展下女性巨大进步的缩影。

“她经济”兴起助推阅读消费风潮

据人民网报道，手握袖珍版“考古神器”洛阳铲，小心翼
翼地“勘探挖掘”，再用小毛刷拂去泥土，让“失传的宝物”面
世……近日，河南博物院推出的“考古盲盒”让网友们化身
“考古学家”，亲身体验了考古工作的艰辛与惊喜。 对此，有
专家表示，博物馆文创频频“出圈”，反映出我国博物馆文创
市场高速增长的态势。 据一项相关报告显示，与 2017年相
比，2019年博物馆文创产品网络成交规模翻了 3 番。 近年
来，博物馆文创领域逐渐形成了“线上购买+线下参观”的
模式，“把传统文化带回家”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考古盲盒”：让文物活起来

据新华网报道，岁末年初时节，上海再掀实体书店开业
潮。包括以“环保”为理念的“多抓鱼”书店在内，来自日本的
茑屋书店和上海本土美学书店———朵云书院戏剧店、 大隐
书局豫园店等接连开张， 几乎每天都有个性十足的阅读新
空间“诞生”在上海。业内人士指出，这些逆势新开的实体书
店正跳出“颜值第一”的局限，走向特色化、专业化、细分化，
定位愈发精准，对公众的服务也越来越完善。 此外，实体书
店也纷纷回归“用心选好书”的本职，更注重满足读者的阅
读需求、提升其文化体验。 （谷雨/文 艺林/图）

上海再掀实体书店开业潮

据人民网报道，不久前，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十三周
年，以往在这样的日子里，大剧院会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
和艺术节。现在由于疫情防控需要，线下艺术节取消，线上
艺术节热了起来。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首次从
线下转至线上，采用 12 小时不间断直播的方式举办“线上
艺术节”。 据统计， 此次线上艺术节全网总点击量超 1 亿
次，收获了海内外网友众多点赞！ 业内人士感慨：“线上直
播的方式拉近了剧院与观众的距离，利用技术的发展扩宽
艺术传播的渠道，超越时空的限制，发展潜力极为可观。 ”

国家大剧院探索“双轨”运行

省文物局日前公布第五届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介名单，， 共有 1122
个展览分获特别奖和精品奖。。 这些获奖展览是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缩影，，反映
了文博单位积极激活文物资源、、增进公众文化福祉的深度和广度——————

走近精品展 体会文物的精神价值

� � � �安徽省
博物馆，市民
正在参观 《烽
火江淮———安徽

革命史陈列》 展。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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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徐志纯

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已有十余年之
久，做强展陈、开展社教、研发文创、开拓数
字文博线上展厅……十年来， 博物馆的创
新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但展览陈列始终是
博物馆的核心要素。

近日，省文物局公布了第五届全省博物
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介奖项名单，《故宫
养心殿文物精品》《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
生死轮回》 获特别奖，《烽火江淮———安徽革
命史陈列》《匠心———文物背后的匠人精神》
《渡江第一船暨芜湖解放七十周年主题展》
《契约中国———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
《新四军在皖南》《文珍染翰———故宫博物院
藏文房用具暨徽州贡品展》《曹操宗族墓群文
字砖展》《浚遒寻古 肥东撷英》《刘邓大军刘
家畈会议旧址陈列》《龙出巢湖———安徽巢
湖龙动物群专题展》10个展览获精品奖，《城
市影像·百年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特展》等7个展览获入围奖。

这些展览既很好地展示了历史和文化
内涵，也体现了时代特色，兼具知识性、观
赏性和趣味性。 纵观这些优秀的陈列展览
项目，不难发现，获奖单位不再集中于传统
的文物部门所属历史文化类博物馆、 区域
综合博物馆， 而是扩展到了自然类、 行业
类、高校类等专题特色博物馆；获奖展览题
材更为广泛，历史文化、革命纪念、艺术工
艺、考古成果、自然遗产等令人耳目一新；
出入境展、 外省市引进展的策划组织能力
和宣传推广水准较往届显著提高。

挖掘红色主题的现实意义

安徽博物院 《烽火江淮———安徽革命
史陈列》，分“革命赓续 安徽建党”“红色沃
土 红军摇篮”“华中砥柱 铁军战歌”“江淮
鏖兵 革命胜利”四个部分，展出革命文物
550 余件套、历史图片 400 余张，多角度、
全方位展现近现代安徽人民的革命征程，
填补了这一领域展览项目的空白。 陈列以
近代安徽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为线
索，以安徽地区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重要革
命人物与革命英雄事迹为展示重点， 以安
徽区域现存珍贵革命文物为展示主体，并
结合历史照片、 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及半景
画、多媒体演示等辅助技术展示手段。

在革命年代， 我省无论是从参与的人
数，还是参与的地域广度上来说，都是重要
组成部分。 类似于《烽火江淮》这样的近现代
革命历史展览，近年来集中涌现。 本次推介
奖项中还有《渡江第一船暨芜湖解放七十周
年主题展》《新四军在皖南》《刘邓大军刘家畈
会议旧址陈列》等入选，《刘邓大军刘家畈会
议旧址陈列》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
线索，以刘家畈会议为主线，由千里跃进大
别山、决策刘家畈、从刘家畈走向胜利、军民
鱼水情四个单元组成，展品 120 余件，是太
湖县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窗口和文化旅游
新亮点。 《渡江第一船暨芜湖解放七十周年
主题展》利用整个展厅场地营造“战船”千帆
竞渡的渡江场景作为设计思路，以“战船”船

帆的形态为展板造型，将展板展台与船帆甲
板结合，制作成相对独立、灵活的展示单元。

大多数革命史陈列都利用多样化的设
计语言和独特的形式表达，向观众立体呈现
安徽革命历史进程。 《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
旧址陈列》负责人汪淑琳认为，这些展览一
方面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打造创意文化产业有效结合起来；一
方面挖掘和丰富红色精神的深刻内涵，发挥
了博物馆在革命传统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关注“物件”背后的精神价值

由马鞍山市博物馆报送的《契约中国》
展以实物展示了我国契约制度的历史和渊
源。 展品年代跨度大，既有官契也有私契；
收集地域包含十多个省份。 契约内容与民
间生活息息相关， 是中国历史变迁最生动
的载体，为研究中国封建法律、道德规范、
区域变迁和乡约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以
往， 契约文书更多地是存在于研究者的案
头，让这些专业资料展示大众面前，策展人
着重凸显展览中所要表达的契约精神。 遵
守契约， 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精
神内涵。马鞍山市博物馆馆长李军介绍，尽
管各地、 各时段契约文书呈现出多样化的
形态，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中国，尤其
是乡土社会一贯倡导秉持的诚信和法治精
神。观众不是专业研究者，单纯介绍契约文
本稍显枯燥，但通过展览策划形式的调整，
观众们能感受到许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如强调诚信、自律；亲族之间、乡邻之间
互谅互让及和睦共处、 患难相助的道德约
束；尊重长辈、遵守法律、保护环境的约定。
这才是展览本身的意义所在。

《匠心———文物背后的匠人精神》展览
遴选 256 件重要展品，涉及青铜器、瓷器、陶
器、玉器等 13 个类别，“这么多‘珍宝’集中
在一起展示，并非只是为了展示藏品的熠熠
生辉”，策展人姜岱品介绍，策展团队通过对

展品制造过程的梳理，展示了匠人们手工技
艺的创造性与传承性，“匠心”一词最早出自
唐代张祜之诗———“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
难。 ”既在于“匠”，更在于“心”。 在手工艺时
代，“匠”成为某种职业属性。 机器流水线生
产时代来临，这些职业逐渐别落幕，而今工
匠精神被重新提起， 有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将深藏于“物”的匠心精神表现出来并呈现
于观众眼前，是一个新颖的策展思路。

“进博物馆看奇珍异宝。 ”多年来很多
观众看展普遍存在猎奇心理， 在当下的展
览策划中， 越来越多的展览引导观众关注
“物件”背后的精神价值。

将“冷知识”做成“爆款”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亳州市先后
清理发掘了十多座东汉时期的古墓葬———
曹操宗族墓群， 出土了近 600 块刻写有文
字的墓砖， 这是目前全国出土最多的阴刻
文字砖。它们的出现不仅佐证了篆、隶、草、
真、行等书体在东汉末年正式形成，而且体
现了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 对研究中国古
代书体的演变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据亳州
博物馆馆长吴磊介绍，《曹操宗族墓群文字

砖展》以“曹操”为主题，依托
曹操宗族墓群出土的文
物为主线 ， 展出了 151
幅文字砖、画像砖拓片，
以 “一串数字”“你的姓
氏 ”“不经意的书画 ”等

七个单元， 展示了文字砖的历史文化与书
法艺术。 同时，亳州博物馆还创办了“曹操
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全国巡展”， 目前，该
巡展已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 南京六朝博
物馆等近十家博物馆，影响深远。汉字砖上
读汉字，这一稍显小众的考古冷知识，能够
在巡展中广受好评，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策
展团队对其进行的当代化的归纳总结和
“包装打造”，吸引了年轻群体的关注。

吸引青少年的展览还有省地质博物馆
策划的 《“龙出巢湖———安徽巢湖龙动物
群”专题展》。 展览选取我省区域内古生物
化石中的翘楚———巢湖龙动物群为展示对
象， 以近年来发掘的大量化石和最新研究
进展为依托， 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相
关知识， 提升公众对安徽本土的代表性生
物群“巢湖龙动物群”的了解，增强人们保
护化石、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展览中穿插
互动体验，同时设置有文创产品展示区。

引进展更有新鲜感

策划举办 《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
死轮回》 展， 是安徽博物院的一次创新之
举。 该展围绕古埃及人对于生命“永生”的
这一生死观念，遴选 100 件（套）古埃及珍
贵文物，通过对莎草纸、石棺、雕像等之上
的图案、 象形文字以及丰富多样的随葬品
的解读，辅助增加古埃及人的神话传说、文
化符号等， 揭开了古埃及人对于永生生命
观的神秘面纱。境外博物馆来华合作办展，
同样的展品， 也曾多次出现在国内其他博
物馆中， 如何将同样的展品做出不一般的
体验？ 策展团队从展览主题到展厅展线设
计，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最终推出的展
览形式新颖，展陈效果优良。展览期间正逢
暑假， 安博通过跨界合作的方式， 举办了
“魔法奇幻夜 ”“永生的秘密 ” “爱上博物
馆———探秘金字塔”等多个主题活动。一系
列活动的开展， 让更多观众领略到不同文
化之间的碰撞，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除了 《不朽之旅—古埃及人的生死轮

回》展这样的境外合作项目，近年来，省内博
物馆多次与国内其他大型博物馆开展合作，
尤其以故宫文物的到来最为瞩目。安徽博物
院的《故宫养心殿文物精品展》、中国徽州文
化博物馆的《文珍染翰———故宫博物院藏文
房用具暨徽州贡品展》 都是较为成功的案
例。 《文珍染翰》展出 100 件文房用具，其中
很多来自于徽州，让展品“回到徽州”，成为
展览的一个“吸睛之处”。找到不同地域文物
之间的关联性、增加本土要素，或许能够帮
助藏品“走出馆舍”、走近更广泛的人群。

《匠心———文物背后的匠人精神》展览入口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