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
上。 ”若干年前，当我第一次从一本书的
封面上读到这句话时，便顿感心有戚戚。

是的，博物馆就是有这般魔力。
如果你还是“门外汉”，欲接触某个

领域的丰富知识，不若去博物馆；如果你
初到陌生城市， 欲探究她背后的人文底
蕴，不若去博物馆。 博物馆，为人们了解
一个专域敞开大门， 为人们管窥一座城
市打开窗口。

这些年 ，我去过很多城市 ，最热衷
的事莫过于参观当地博物馆。 在北京中
国国家博物馆，见到后母戊鼎难掩内心
激动； 在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俯
瞰壮观陶俑体验心潮澎湃；在武汉湖北
省博物馆， 聆听曾侯乙编钟鸣奏雅乐；
在深圳博物馆，打开记忆盒子感受时代
变迁……每座博物馆， 都拥有独属自己
的魅力 ，从一件件藏品上 ，可以读懂一
座城市的文化，能够理解一方百
姓的性格。

安徽当然也有很多
座博物馆， 举办不同
特色的展陈。 安徽
博物院集中江淮
各地文物精华 ，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黄山市中
国 徽 州 文 化
博 物 馆 汇 聚
古徽文化的精
髓 ， 可见当年
人物与财 富 的
繁盛； 桐城市博
物 馆 搜 罗 桐 城 派
大家的翰墨文章 ，让
人不禁发出 “天下文章
出桐城 ”的感叹 ；界首市博
物馆展示彩陶艺术传承发展的
脉络，呈现民间文化的勃勃生机……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塑造
一方人。 厚重而特色的文化不仅影响人
们精气神， 也奠定了人们行走天下的
自信 ， 这种自信的底气往往可
从当地博物馆丰富的馆藏
中窥知一二。

一个馆，一座城，
馆是城的地标 ，城
是馆的依靠 。 进
一座城，不可错
过 一 个 馆 ；为
了一个馆 ，也
可以专门赴一
座城。

（张理想）

界首市博物馆 彩陶技艺承古开今
■ 本报通讯员 聂洪斌

本报记者 张理想

界首彩陶，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表现
北方农民敦厚朴实的性格和大拙大巧的审
美意趣，成为我国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
奇葩，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走进界首市博物馆“界首彩陶陈列馆”，一
股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便迎面扑来，一件件不
同历史时期的彩陶映入眼帘，大小不一、器型
各异、图案迥然，让人仿佛进入彩陶艺术的殿
堂。“除了展示全市古代文物和历史文化脉络，
我们博物馆以界首彩陶为主题打造了专题陈
列馆，向观众呈现独具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
界首市博物馆馆长赵冰介绍，该陈列馆所展示
的 200 余件彩陶上自明清、下至当代，分为古
代、近现代、美林瓷、闫玉敏、传承人精品五个
部分，较全面地展示了界首彩陶的传承谱系和
发展历程。 其中，美林瓷展厅展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韩美林在界首工作期间创新烧制的陶
瓷作品，闫玉敏展厅展示著名雕塑工艺大师闫
玉敏结合学院派雕塑艺术烧制的彩陶，近现代
展厅展示界首彩陶杰出传承人卢山义等人精
心烧制的“刀马人”纹绘作品。

清代的“三彩刻花提梁手炉”，炉身刻画着
质朴的乡野小花，提梁两侧各塑造一只可爱的

小老鼠，仿佛正急匆匆着顺着炉身蹿下，去偷
吃炉中的美食， 可以想象寒冷的冬季农村，主
人一边把玩手炉、一边教孩子念诵“小老鼠上
灯台”童谣的情景；清代的“三彩刻花《西厢记》
故事人物罐”，描绘着“崔小姐送张生赶考”的
经典一幕，只见手持折扇、骑着迈开双蹄骏马
的张生恋恋不舍地回身与爱人惜别，年轻美貌
的崔莺莺虽不舍情郎离去，但少女的矜持与羞
涩却让她躲在丫鬟红娘的身后，将满怀的情愫
化在含情脉脉的眼神之中……

漫步展厅，驻足在一件件彩陶面前，惟妙
惟肖的形象、内容丰富的题材，令人不禁惊叹
一代代民间艺人的高超技能、文化涵养与精巧
构思。延绵不绝的传承，民间文化的滋养，塑造
了界首彩陶的风格神韵。 聪颖的民间艺人，将
热爱生活的真挚感情倾注于作品之中，赋予了
界首彩陶兼具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尤其是
当代界首彩陶传承人，借鉴河南钧瓷、景德镇
陶瓷、福建德化陶瓷等工艺，对刻画、拉坯工序
尝试改进，丰富刻画内容和器型，烧制出“十二
乐俑”“淮北三子”“水月观音”等作品，让千年
薪火相传的古老工艺焕发新的光彩。

为了让青少年深入了解家乡的文化底
蕴，界首市博物馆专门开辟一片区域，常态
化开展彩陶体验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彩陶
知识、接触制陶技艺，逐渐发展为具有参与
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社教文化品牌活动。

桐城市博物馆 翰墨流芳文名播远
■ 本报记者 洪放

在喧闹的桐城市中心，古朴的文庙显得
格外静谧而庄重。 这里是明清以来桐城祭祀
孔子的地方，如今成为桐城市博物馆，以收
藏明清桐城文化名人书画为主要特色。

据《安庆府志》和《桐城县志》记载，桐城
文庙始建于元延佑年初，元末毁于兵火。 明
洪武初，迁建于现址。1984 年，桐城市博物馆
成立，馆址便设于桐城文庙之中。 文庙自南
向北，由门楼、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等
建筑组成，采用传统的砖木结构庑殿建筑形
式，通过中心轴线，呈南北和东西对称格局，
规整有序。 “目前的古建筑群主要为清末在
前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因此保留了一些清
代之前的建筑风格。 ”桐城市博物馆馆长叶
鑫举例说，文庙主体大成殿是一座以斗拱为
梁柱节点的木构架抬梁式建筑，其梁架结构
和斗拱采用了宋辽金元时期的建筑风格和
工艺技术，其中宋代斗拱大木技术为目前全
省发现的孤例。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桐城派”
主盟清代文坛 200 余载 ，归
附作家 1200 余人，在中
国文化史上蔚为大观 。
历史上， 桐城文庙与儒
学学宫连在一起， 所谓
“庙学合一”， 也对形成
“桐城派”及桐城崇文重
教的风气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位

于文庙西北隅的左氏老宅———告春及轩，如
今被博物馆辟为“桐城派文物陈列馆”。 告春
及轩建于民国初年，是桐城显族“张姚马左
方”之左氏私邸。 整座宅邸静谧古朴，院内绿
意幽幽，颇为静雅。 陈列馆通过大量的文字、
图片及实物，为游客们全景式地展现桐城派
的历史发展脉络。

“馆内原收藏一些桐城派的真迹书画，目
前已经转移到博物馆新馆中珍藏， 等到新馆
试运行结束，便会再次与公众见面。 ”桐城市
博物馆副馆长姚达带着记者， 走进位于文庙
东侧的桐城市博物馆新馆。 由于珍品书画文
物较为脆弱， 待新馆的各项详细环境参数测
试合格后方能展出。目前，位于新馆负一层的
《桐城文派 天下文章———桐城派》 专题展中
的展品均为复制品。徜徉在翰墨书香中，记者
被一副来自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的楹联所吸
引。 “万类同春人己合，大虚为室岁年长”，寥
寥数字，颇显姚鼐儒雅大气之格局。

姚达介绍，目前桐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
总计 2650 件 （套 ），其中各个时期桐城文化
名人书画作品 600 余件，书画文物数量位居

全 省 基 层 博 物 馆 前 列 。
2006 年，桐城市博物馆被
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重
点博物馆， 现在每年举办
各类展览、实践活动 10 余
场，每年进馆观众超过 30
万人次。

安徽博物院老馆 红色江淮光辉记忆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在合肥繁华的三孝口商圈， 一片白色的
仿苏式建筑格外醒目， 安静地矗立在车水马
龙的街角，这便是安徽博物院老馆，建于上世
纪 50 年代，曾长期占据省城地标榜单，如今
已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安徽博物院新馆建成之后， 老馆并未弃
用，近几年相继推出“烽火江淮———安徽革命
史陈列”展、“向往———‘我’与安徽改革开放
四十年”展、“决胜———全面小康路上的安徽”
展等红色主题展览， 一件件实物、 一张张照
片、一段段视频，生动鲜活地展现在党的领导
下，江淮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翻天覆地
的巨变。

“烽火江淮———安徽革命史陈列”展位于
主楼一楼东侧。 迈进展厅，迎面是一组战士冲
锋、农民支前的群雕，立即把观众的思绪带回
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整个展览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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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起五四运动、安徽成立第一个党组织、
安徽建立苏维埃政权、 新四军开辟抗日民主
根据地、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重大历史事
件。 安徽首任省委书记王步文眼镜、霍山县苏
维埃政府长戳、新四军第三支队光荣牌、马毛
姐一等功红五星等革命文物见证着江淮大地

的光辉篇章。
进入“向往———‘我 ’与安徽改革开放四

十年”展，仿佛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儿时，尘
封的记忆盒子瞬间打开。40 年，对于历史而言
极为短暂 ， 但对于每一个经历这段历史的
“我”而言，却是与家乡改革开放历程同行的
漫长人生路，个人是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参
与者、建设者。 展览选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婚房、照相馆、理发店等生活场景，尤其是黑
白电视机、座机电话等老物件，从百姓衣食住
行变化的视角， 展现安徽改革开放激荡而伟
大的历程。

“决胜———全面小康路上的安徽”展则聚
焦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 ，分 “最深
的牵挂”“庄严的承诺”“美好的生活” 三个单
元，生动展现安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的历史征程。 其中，“最深的牵挂”部分展出
了 2016 年、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安
徽考察的珍贵画面， 生动呈现习近平总书记
对安徽的关怀和厚望。

安徽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热土 ，
红色资源丰富，革命文物众多。 省文化和旅游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省围绕庆祝建
党百年，将推出‘初心映江淮’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红心向党’100 件革
命文物联展，回望风云激荡故事，展现安徽百
年奋进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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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市博物馆藏仿敦
煌“十二乐俑”彩陶。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摄

安徽中国徽州文化
博物馆藏品。
本报通讯员 姚文孙 摄

荨 安徽博物院老馆
“烽火江淮———安徽革
命史陈列”展藏品。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摄

徽州文化博物馆 古徽风韵蔚为大观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近日，“朗朗上口学古方， 代代相传习国
粹” 主题社教活动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
馆举办。 活动现场，专业老师耐心讲解《汤头

歌诀》中温胆汤的由来，带领小朋友
们参观“徽州科技”展厅“新安医

学” 版块的百年老号 “同德
仁”，辨识了茯苓、陈皮、半

夏 、竹茹 、枳实 、甘草等
六味中药材， 动手制
作徽州香牌扇坠，吸
引众多市民和游客
参与。

黄 山 市 是 徽
州文化的核心 发
祥地 ，安徽中国徽
州文化博物馆是艺
术文化类专题博物

馆， 也是全国唯一全
面体现徽州文化主题

的博物馆。 现有馆藏文物
近 10 万件（套），其中一级文

物 34 件，二级文物 139 件，三级
文物 3913 件 ，徽墨 、歙砚 、新安书

画、徽州文献是馆内的特色藏品。 如今，该
馆已成为市民和游客体验徽州文化的重要窗
口，年均接待观众约 40 万人次。

走进徽派园林建筑风格的徽州文化博物
馆，馆内基本陈列为《徽州人与徽州

文化》， 分为走进徽州、 天下徽
商 、徽州女人 、徽州教育 、徽

州科技、徽州艺术、徽州建

筑等七大版块， 基本囊括了徽州文化的主要
内容。 博物馆工作人员姚文孙介绍，该馆所藏
宋墓出土的“文府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
徽墨，6 部馆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
部馆藏古籍入选省级珍贵古籍名录，3 万余份
馆藏徽州文书是研究徽学的重要资料。

自 2017 年起，徽州文化博物馆借助故宫
博物院驻黄山徽派传统工艺工作站、故宫学
院徽州分院和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等
合作平台，举办展览，组织培训，探索将故宫
的文化资源和黄山的特色资源有机融合。 几
年来 ，先后举办了 “徽匠神韵———安徽徽州
传统工艺故宫特展 ”“明月清风———故宫博
物院藏新安八家书画展 ”“文珍染翰———故
宫博物院藏文房用具暨徽州贡品展”等专题
展览， 让藏于深宫的精品文物走向大众，也
让更多民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宫廷文物之
美。 同时，该馆依托馆藏资源和馆际交流，每
年都精心策划 10 多个临时展览 。 今年前 4
个月 ，先后举办了 “霓裳靓影———徽州近现
代女性服饰展 ”“西京印迹———大同辽金元
文物展 ”“医者仁心———李济仁张舜华夫妇
捐赠书画藏品特展”“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图片
展”等 6 个临时展览。

“我们每年在馆内外组织开展系列主题
社会教育和‘进基层’活动百余场次。 ”姚文孙
说，“我们的节日”“行走的徽文化”“二十四节
气之约”“小喇叭志愿者带您逛徽博” 等已成
为该馆的品牌社教项目，这些活动走进校园、
走进农村， 让中小学生在参与体验中感受到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对祖国、对家乡的
热爱之情，也推动了徽州文化的活态传承。

�� 安安徽徽省省博博物物院院老老馆馆。。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