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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要突出教育功能

■ 吴学安

“五一”小长假期间，向来冷门的
博物馆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 做详细
攻略、熬夜“秒杀”门票……包括故宫
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
馆、 陕西省博物馆等在内的一大批博
物院、博物馆“一票难求”，其中，带着
孩子的家庭“亲子游”是其中的主要参
观群体类别。

博物馆从冷门到热门的变化，折
射出的是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 文物中流淌着历史
智慧，不断触摸历史，既彰显着中华文
化的历久弥新， 也是中国人对精神文
明追求越来越高、 文化自信越来越足
的生动体现。 中国地质博物馆前任馆
长贾跃明认为， 要把博物馆作为学校
的延伸或第二课堂， 着重于科技知识
的传播与传授。 科普的最高境界就是
注重对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 科学方
法、科学问题和科学追求的探索，注重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性。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
与载体，在向公众展陈文物之余，也发
挥着社会教育职能， 在当今文化传承
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此前，教育
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
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
见》，对中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
育教学提出明确指导意见， 提出要进
一步健全博物馆与中小学校合作机
制，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提
升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效果。

不言而喻， 博物馆承担着重要的
社会教育功能， 在青少年教育中的作
用尤其重要。 我国虽然日益重视博物
馆中小学教育工作， 但不少博物馆还
缺少能够胜任辅助中小学教育的高级
专业人才， 甚至不少博物馆从事博物
馆教育工作的人才队伍中没有教育学
背景的专业人员。 作为文化、历史、知
识的传播机构， 博物馆仅标注文物尺

寸、年代只是简单见其形，通过深入浅
出、生动有趣的传播方式，深挖文物背
后的故事， 将文物本身承载的 “精气
神”有效地传递给学生受众，才能实现
社会教育功能的初衷。 这就需要将博
物馆教育相关培训内容纳入各级各类
教师培训内容， 加强博物馆专业学位
教育相关方向的人才培养， 及时满足
博物馆教育人才需求。

博物馆怎样才能设计出中小学校
真正需要的教学项目， 让中小学生喜
欢并学会运用博物馆提供的各种教学
资源，是必须下大力气研究的课题。一
方面，要创新博物馆学习方式，以促进
学生学习为中心， 增强博物馆学习的
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 另一方面，
提升博物馆研学活动质量， 充分利用
各类馆藏资源， 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
纳入课后服务内容。同时，还应拓展合
作渠道，促进馆校合作蓬勃发展，实现
优势互补，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完善的评价体系是做好博物馆
青少年教育的推动力，是提高博物馆
教育质量的保证。 这就需要将中小学
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项目纳入博物馆
运行评估 、定级评估 、免费开放绩效
考评等体系，定期开展评估和督导工
作。 就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而言，通过
针对性和持续性的规划课程内容、精
准选择受教对象特别是与中小学合
作的方式 ，深度耕耘 ，发挥出博物馆
教育的独特作用，使博物馆成为中小
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效发挥
博物馆特有的文化育人功能。

追 梦
■ 罗光成

含山县铜闸镇太湖村八姓村民组 。
10 多位在青舍旅游开发公司务工的妇
女，围坐在“荣姐妇女微家”的沙发上。

“荣姐妇女微家”，是以这个村民组共
产党员任荣的名字命名的。 进门过道右
手边墙上，是“微家”新颖活泼的宣传栏；
对面，是手工绣制的花鸟画框，浅绿的背
景上 ，立体的鸟儿 ，睁着骨碌碌的眼睛 ，
看上去就要从镜框里飞出来； 悬垂的吊
灯，戴着夸张的苇席灯罩，仿佛妇女们漂
亮的头饰；整排的书架上，除了文学和生
活实用类图书，青花瓷、小泥壶、画碟、绒
玩，把“微家”女性的色彩和温馨，张扬得
更加澎湃。

“姐妹们，都说说，有什么金点子。 ”
任荣端起煮沸的茶水，把大家面前桃花点
点的小瓷碗，一一续上。

“荣姐 ，现在留守儿童是个问题 ，我
们妇女微家， 能不能做些关心留守儿童
的慈善？ ”

“荣姐，听说贫困户农产品滞销，我们
电商可以帮助推销啊。 ”

“荣姐，现在游客多了，青舍可以扩大
规模，既有市场效益，又能带动更多的就
业。 ”

你一言，我一语，在自己的“家”里，女
人们各抒己见，笑语畅谈。

“好！ 姐妹们都很有头脑，我们大家
齐心协力，一步一步，把事情做起来！ ”任
荣放下续水的茶壶，带头鼓起掌来。

……
任荣家住含山东关，做过移动公司基

层主管，做过大型国企的检验员。 身为党
员的她，在哪里都是拼命工作，做什么都
是风生水起，“我是一名共产党人，党的光
荣传统不能丢。 革命先烈前辈们心怀坚
定信念、对党高度忠诚的高贵品质，都是
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2018 年 10 月，她邀
约几个闺蜜， 从凌家滩一路游玩到太湖
山，最后来到太湖山下的太湖村。 村庄的
一切都是原生的———野花在坡间地头星
星般开放，溪水在村头嬉笑着流淌；但一
切又都是破败的———白色垃圾随风可见，
多数人家大门紧锁，只有几个老人，在夕
阳的村道上孑孑踯躅。 在与老人的问答
中，任荣得知，这里是贫困村，有不少贫困

户，家门口没什么挣钱的路子，有力气的
都纷纷外出务工谋生了。

一贯喜欢动脑筋的任荣， 思想的火
花瞬间闪现：手机上天天在讲脱贫攻坚，
有什么办法既能带动贫困户脱贫， 又能
为自己带来效益，让乡村人气回流、重焕
生机呢？

任荣为自己的想法而兴奋，血脉里市
场基因的火苗再次被点燃。做事雷厉风行
的她，立即去浙江、江苏等乡村发展理念
超前的地方，参观考察，学习借鉴。 2019
年 3 月， 在铜闸镇及太湖村的欢迎支持
下， 任荣只身来到太湖村八姓村民组，开
始了以助力脱贫攻坚、实现自身价值为目
标的创业新征程。

“家里缺不缺你那几个钱？ 你这不是
没事找累吗？ ”丈夫力劝。

他说的没错———家里以前办厂，现在
又有运输公司，的确不缺那几个钱。

“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对自己对社会
都有意义的。 我也算是改革开放的同龄
人， 发自内心地感恩党带给农村的变化。
趁着还年轻，有党的好政策、国家的好形
势，我想为乡村发展作贡献，为乡亲们做
点实事。”不管丈夫怎么劝阻，任荣最后总
是这句话。

八姓村原名八大姓村，是个有文化底
蕴的村庄，民风和谐淳朴。 任荣租下一间
小屋，白天走访，晚上冥想，时不时打开手
机，拍几张村庄图片，与闺蜜或朋友探讨；
有了突发灵感， 立即在手机备忘录里记
上。 一种方案，又一种方案，夜深人静中，
在任荣的头脑里撞击、盘旋。镇里的关心，
村里的支持，更使任荣疯了般地扑在心中
的事业。 青舍民宿的创办，从酝酿到冒出
芽尖，从市场分析到形成方案，从与村民
沟通到万事东风俱备，任荣几乎没有感觉
到，她已在太湖村这个八姓村庄，在自己
的出租屋里，一天也没离开地待了两个多
月的时光。

婆婆心里有想法了，但自己又不好说
出来， 毕竟儿媳做的是堂堂正正的事情。
于是，她请来自己的堂姐。 婆婆的堂姐风
尘仆仆赶到太湖村，故作轻松含蓄而又严
肃地说：“任荣啊，不是我说你，你做事归
做事，但家不能不顾啊！ ”

从事业的追梦中猛然 “醒来 ”的任
荣 ，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她立即打

丈夫电话 ：“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 ，这段
时间忙得没顾上你。 刚好我这边事儿都
有了眉目 ，明天我回来 ，陪你去买衣服 ，
顺便把这边情况向你报告报告 ！ ”电话
那头的丈夫 ，先是一愣 ，接着高兴地连
说好好好！

任荣用“统战”的办法，争取到丈夫的
支持。第二天，她把陪丈夫买衣服的自拍，
晒到了朋友圈。 “朋友圈一发，婆婆的堂
姐立即点赞，婆婆绷紧的脸也松开了，笑
眯眯地要我慢慢来，不要累坏了身子。 ”
任荣有些小得意告诉我们。

放开手脚的任荣， 再次把全部的精
力，投入到助力扶贫脱贫、实现自我价值
的事业之中。在承租“汤和谐院”逐渐引来
外地游客， 积累了一定的经营经验后，她
又开始把村民闲置的房屋租赁下来，创办
了具有自我风格和地域特色的 “青舍民
宿”。姐妹们也都喜欢跟着任荣干，应道萍
是青舍民宿的客房保洁，双休日往往客人
特别多，但人再累心里也是高兴的。 “关键
是任总好，关心人，与人相处一点不见外。
有时我们累了， 她就亲自为我们烧饭倒
水，还拿牛奶给我们补充营养。 ”应道萍麻
利地边擦地板边说。太湖村的游人渐渐多
了起来， 村庄的人气和生机重新找了回
来，走在太湖村的游人放慢了脚步，也涤
洗了心灵的浮躁。

任荣来太湖村的初衷 ，正在一步步
实现 。 她成立了青舍旅游开发公司 ，青
舍民宿和农家乐餐饮 ，日接待游客量超
过 200 人 。 经济效益与助力扶贫 ，得到
良好的实现 。 承租的闲置民房 ，增加了
村民的收入 ； 提供的 20 多个务工就业
岗位 ，增加了村民收入 。 村民们自种的
绿色菜蔬 、土法养殖的畜禽 ，任荣也大
批量收购 ，不但增加了村民收入 ，也让
游客尝到了久违的小时候舌尖上的味
道。 62 岁的八姓村民马金凤，正在地里
择着嫩绿的菜苔 。 “什么季节就种什么
菜，都是自然生长，不打农药。 我做了腰
椎手术 ，不能做重活 ，正好种种小菜 ，一
年能卖一万多块钱呢。 任总给村子带来
了机会，对我们帮助很大！ ”马金风满脸
带笑，滔滔不绝地说。

太湖青舍电商，是任荣在餐饮、民宿
之外，打开的又一扇窗。村民们自产的农
产品，除了卖给青舍公司旅游餐饮，还有

很多剩余，蔬菜、禽蛋之类，过了节气，或
过了保鲜期， 就白白烂在地里、 坏在手
上，影响了村民的收入，也影响了贫困户
脱贫的底气。 任荣在村里和商务等部门
的支持下， 找来自己的小姐妹， 做起了
“太湖青舍电商”。王凤的老家在安庆，嫁
在含山东关，孩子上学后，便关了自己的
蛋糕店， 专职接送孩子。 任荣上门找到
她，说起村民们农产品销售难、损失大的
事， 王凤被任荣的责任心与精神情怀所
感染 ，重返 “江湖 ”，每天早出晚归 ，参与
到青舍公司的电商事业。一步步地，青舍
电商由最初只帮本村村民 ，发展到现在
为整个含山县销售农产品。 “这个‘含山
稻虾米 ’， 是陶厂镇幸福农场的 ； 这个
‘陆伯英农家乌鸡蛋’， 是铜闸镇大马村
的……”在青舍电商线下展示销售大厅，
热情能干的王凤向游客一一介绍产品 ，
五大类 200 多种农产品， 身份来历全都
装在她的心里 。 20２0 年 ，虽然受疫情影
响， 太湖青舍电商帮助带动村民线上线
下销售仍超过 130 万元。 今年以来，销售
势头更是强劲， 吸引了更多村民加入到
电商产品的生产行列。村民张春水，年近
九十， 他种的小块菜地总是侍弄得青葱
绿郁。每次收购时，任荣都一定要额外多
付些钱，“您老是村中的宝， 就算是我们
晚辈孝敬您的。 ”乐得老人逢人就夸：“这
个丫头好，这个丫头好！ ”

青舍正青春，前进步不停。 在各级的
支持下，任荣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实现女性价值的劲头更足了。 2021 年
元旦刚过， 她又流转了二十多亩荒坡地，
着力打造中高档民宿，进一步适应乡村旅
游市场需求、助力长效脱贫致富、带动村
级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心中有信仰，脚下
就有力量。 我是党员，党员就要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要把一生交给为人民服
务的行动上来。”对于自己的乡村事业，任
荣满怀信心。

延续的血脉
■ 石泽丰

春天了，屋后的苎麻地里，粗矮的麻
桩上又长出了新芽。麻桩是头年母亲收割
后留下的，它年年留在那里，年年长出新
苗。我奶奶说，这东西的生命力强，无论种
入肥地还是种在瘦地里，它都能长出一地
好苎麻来。 正因好种，它无意成了农村孩
子茁壮成长的比拟之物。

我出生的石家大屋西面，有一片被称
作小钵乱的麻园，春节之后，就有数不清
的麻苗争相竞长，且几天一个样儿，像极
了这个自然村落里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生
命。那时，年少的我们，常常三个一群五个
一伙，到小钵乱的麻园里去捉迷藏，或是
去屋后的丛乱山林里爬树掏鸟窝，或是到
门前的河汊下河捉鱼虾。我们把生活的快
乐植根在门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经常玩
到暮色四合， 有时还要等到母亲站在村
口，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着我们的乳名。

年复一年， 我们在无忧无虑中成长。
年复一年，我们目睹了村庄里许多孩子出
生。 我跟在奶奶或母亲的身后，尝过不少
新生儿的三朝面， 也吃过他们家的喜糖。

我清楚地记得，比我小六岁的堂妹红平出
生后，坐月子的小婶每次吃素肉面或鸡蛋
面时，总要为我留上一碗。 这些美好的回
忆，像糖豆一样粘着我的心灵，至今回味
起来，依旧感到无限的甜意。

村庄里，孩子们一拨一拨出生，一拨一
拨长大。 这其中，与我年龄相仿的阳龙、严
龙、菊芹等，他们都有三四个同胞兄弟。 树
大开桠，子大分家。 他们大到结婚生子了，
便与自己的兄弟分父辈的财产， 分自家的
责任田，还有那片麻园，然后，携着妻儿独
立门户。 村庄的炊烟由此多了起来，最先多
出一支，多出两支……后来，多到了一百多
支。 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现在发展
到了一百多户。 这无疑是一个自然村落实
力的彰显，是人丁兴旺的象征。

光阴不停地流淌，这一切，缘于时间，
缘于人性的自然繁衍。 然而，在不断添丁
的表象背后，深藏着一条生老病死的自然
法则，像麻园里的苎麻一样。 年长的一代
渐渐老去、谢世，被光阴一茬一茬地收割。
好在血脉永在，新生的一代又一代不断出
生、成长。上次回老家，听说远房的松林爷
爷两天前已去世，我前往吊丧。灵堂前，一

家人正在忙碌着招待前来吊唁的亲友。见
我进来，他的小儿子雅宏接待了我。雅宏，
这个比我大不到十岁的男人， 多年不见，
人苍老了许多。这使我想起好几年前腊月
的一个傍晚，在屋后的健身广场上，村庄
里年轻一代人正在练习着舞龙。他们个个
阳光、健壮，在广场上奔跑着、吆喝着，将
一条长龙舞得栩栩如生。站在一旁的雅宏
指着舞龙头的年轻人对我说：“那是我儿
子！”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岁月经过的光
与影留在了哪里？ 记得雅宏结婚时，我还
去喝了他的喜酒。村人倒上满满一大杯白
酒，捉弄他。 雅宏一饮而尽。 那时，他们是
何等的血气方刚啊。 现在，又一代晚辈如
当初的他们一样，强壮健力，身手敏捷，延
续着血脉。

松林爷爷的去世，让我想到了石家大
屋的祠堂， 这个绕也绕不过去的土建筑。
所谓的祠堂，其实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过大集体生活时留下的产物———队屋。队
屋是生产队用宽厚的土砖砌成的，上面盖
着黑色的小瓦，原本单独成间的七八间屋
子，在几道驼梁的架设下，已全部打通，形
成一个完整的大空间。 我想，这与当时的

大集体生活环境有关吧。 后来，土地分到
户，队屋就失去了功用，一把铜锁锁住了
两扇宽大的木门。 不知是谁提议：把队屋
改成石家大屋的祠堂，老人们寿终正寝之
时，在祠堂里操办丧事。这个建议，得到了
全村人的响应。 逢到村里有老人离去，挽
联贴满队屋的墙壁。 到了上世纪 ９０ 年代
末，年轻人纷纷外出去城里打工，村庄里
留下的， 多是少了欢声笑语的老弱病残
者。队屋又开始走向破败，因无人修葺，最
终坍塌了。

几年过去了， 奔波出去的年轻一代，
再次回到生养他们的石家大屋，捐资重新
建起了一座祠堂。 又纷纷拆掉穷阎漏屋，
把自家房子搬迁到马路边， 盖起了小洋
楼，日子过得跟城里人一样，让穷了一辈
子的老人们心里格外舒坦。 前些年，他们
再次把过年舞龙灯的习俗拣了回来，用热
烈而欢喜的仪式， 吮吸着某种精神的浆
汁。 有老人们的慢慢教习，有全村所有青
少年的参与，哪有办不成的事？果真，他们
舞龙灯的动作一天天娴熟起来，最终个个
成为行家里手。 那次，我站在他们习龙的
广场边，看到数不清的村庄后生们一个个
孔武有力、春风满面。 这使我又想到了麻
园，想到了麻园里新长出的麻苗。 心情有
多迫切，脚步就有多快，我再次走进小钵
乱的麻园。没错，一切还和从前一样，麻苗
在浩荡的春风下，呈现出的依旧是那种欣
欣向荣的景象。

林间小伞
■ 凌泽泉

门对青山背依绿水， 老家的村落
并不大，仅十来户人家，竟独享了如此
丰厚的山色和如许澄澈的水韵， 真是
奢侈。

山是连绵的三座， 与西边数十里
开外的李陵山峦遥相呼应， 夹在两者
之间的村庄和田野， 默默地繁衍着农
事，从未伸手阻拦过两者的会面。 这两
处山峦也各自守着自己的山头， 丝毫
没有攀亲走访的打算。 据志书记载，它
们都属于大别山的余脉， 但山之流淌
的血脉迥异。 老家门前的山上土石为
红色，李陵山峦那边却是灰褐色，村中
的老人据此认为， 红石山与李陵山既
不沾亲也不带故。

小时， 常在山林中窜来窜去，鞋
上、衣上、手上时沾满红土。蹲在河边，
泥手一触到水面， 那份殷红便洇染了
河水，一大片的红晕漾开来，就像挥一
杆朱笔在水面上肆意作画。

风从山谷里窜上来， 一路小跑着
钻进山林，摇着一山的松树。枝头密匝
的松针上下左右互相碰撞着， 山林被
戳得到处都在漏风。 天上的云朵跑动
起来，闪电举着雪亮的长刀追着砍杀，
吼叫的响雷举起巨锤砸击， 被剁成粉
末的云朵变成了雨滴， 哗啦哗啦落进
山林。转眼间，一股股夹带着殷红泥土
的雨水便从林间奔出， 向山脚下的小
河奔去。

此刻，和出门在外的山民们一道举
起小伞的，还有躲在落满一地枯黄松针
里的山菇。 对于山菇来说，雨就是最甜
最香的乳汁，每一场山雨的到来都是一
次营养的补给，都是它们挺直腰杆立起
腰身的动力。 一场狂风暴雨过后，山林
里装满的雷雨声和松涛声，从草尖与松
针上滚过。 山菇纷纷撑开了一把把小
伞，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悄悄揽到了自
己的伞下。

春天的每一场雨水， 山菇都舍不
得辜负。躲在伞下的山菇，听雨水从松
针眼中穿过的声响， 看落地的松针被
风的酥手推来搡去， 观雷雨之声裹着
细屑的红土从山上淌下， 看戴着耳塞
的松树摇头晃脑装模作样。 山菇举着
小伞站在地上， 护着伞下的松涛声和
雷雨声，护着流淌着殷红血液的雨水，
护着从枝叶罅隙间漏过来的清风，担
心一不留神，小伞歪了，自己立身的河

床变得干涸。它日夜举着小伞，盼着雷
声滚过伞尖，盼着风声多摘下些松针。
山民们说， 山菇的小伞是落地的松针
一针一线密密织成的，不透风不漏雨。
还说， 粗壮的伞把是风用手揉搓泥土
做成的。想那连绵不断的雨天，该有多
少双巧手忙忙碌碌地在山林里插下一
把把灰褐色的小伞啊。

松树的身材没有杉树笔挺， 也无
榕树茂密，唯有枝叶苍翠常年不衰，它
用布满皴裂纹路的褐色树干， 默默地
收纳着风雪雷电，收揽着阵阵松涛。

山菇的耳朵一直醒着， 在干枯的
林地里， 在覆盖着断枝枯叶的地面之
上，悄悄地撑起希望的小伞。只要风从
山涧爬上来，它就高举小伞，将山林里
的细微声响，听给地上的枯枝，听给树
上的绿叶， 听给黏性的殷红泥土和埋
头在地里的根须， 听给林间筛下来的
亮光和打身边路过的走兽， 还有迈着
不紧不慢脚步的节气。

闪电在林间乱蹿， 晃花了山林的
眼， 也晃花了树根下的山菇与野草的
眼， 惊雷霹雳的脚步踩痛了山涧的白
云， 甚至还粗暴地劈倒了几棵不听话
的大树。 雨，包围了山头，地毯式地清
剿着地面。山菇踮起了脚尖，抓住树干
的褶皱往上爬， 它用脚钩住大大小小
的树洞，即便侧着身，也要打开伞盖。
站在树干上的山菇，手搭凉棚，透过松
林间窄窄的缝隙， 看清了被雷击断气
的大树被雨水浇湿的窘状， 它认识这
棵树，而且还在它的怀里避过雨。

山菇举着一把把小伞赶过来，轻
手轻脚地爬到它的身上， 簇拥着撑开
伞盖，晴天为它遮挡刺目的阳光，雨天
替它挡去砸下来的雨滴。

一群眼尖的小姑娘最喜欢山菇
动画般的可爱模样 ， 拨开松软的枯
枝 ，支开葳蕤的山草 ，她们俯身取下
那一把把柔弱的小伞，放进臂弯里的
细篾篮中。

下了山的菇子成了山民们碗头上
的香脆菜肴，山菇烧肉，菇鲜于肉；山
菇炖鸡，菇比鸡鲜；将山菇放进瓦罐里
煲汤， 清亮的汤色里似乎映出了蓝天
白云， 隐约听到阵阵松涛声里流淌着
的鸟鸣虫唱正从山上漫下来， 淹没山
民的耳朵和炊烟袅袅的村庄。

神奇的大自然， 用一颗慧心照看
着人世间的一切，哪怕微弱如山菇，也
让它拥有一把可以遮阳挡雨的小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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