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你玩转市博物馆

本报记者 戚虹鸿

博物馆是了解一方历

史文化的一扇窗户， 通过

这个窗户， 可以窥一斑而

知全貌。 随着《国家宝藏》

《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

的热播， 逛博物馆成了一

种新的“时尚”。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

物馆日”，上饶市博物馆将

正式和市民见面。 作为今

年江西省“

5

·

18

国际博物

馆日”主会场活动地点，上

饶市博物馆将推出一系列

精彩的活动， 为市民献上

一份精致的“文博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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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戚虹鸿报道：

5

月的三清山有

多美，你知道吗？ 漫步云端，牵手林间，徜徉花

海， 领略大自然的瑰丽与秀美……更令人期待

的是， 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就要闪亮登场。

2019

中国旅游日上饶分会场暨三清山国际高山杜鹃

赏花活动月系列活动即将拉开序幕。

眼下，正是三清山杜鹃花开的时节，红色、

粉色的杜鹃花将三清山装点得更加风情万种。

5

月

19

日活动当天，三清山将举办一场特别的杜

鹃花婚礼活动，情侣们将来到海拔

1314

米的巨

蟒女神平台上，说出爱的宣言，让亿万年奇峰、

千年高山杜鹃共同见证一生一世的情缘。 来自

全国各地的大型千人团队也将在旅游日这天齐

聚三清山， 共同欣赏千年高山杜鹃盛开的绝美

景色，掀起第十九个“

5.19

中国旅游日”的活动

热潮。

不止如此，今年的“ 中国旅游日”三清山活

动尤为丰富。

2019

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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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越野赛来袭，全球上千名选手报名参赛，在

海拨

1600

米的高空栈道上体验云端奔跑的乐

趣和刺激，感受大美三清山的云海奇峰，共同体

验三清山无与伦比的山野风光和深厚底蕴的人

文风情；第二届“ 三清山杯”预备外交官大赛正

式开赛，面向全国招募

10-18

岁外语水平较高

的青少年参加“ 预备外交官”大赛，通过精彩的

竞赛，提升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展示蓬勃向上

的精神面貌，并提升“ 三清天下秀”的国际形象

和国际知名度；同时，三清山景区还将开展三清

山导游服务技能比赛， 激励三清山导游提高技

能水平、文化底蕴和综合素质。

令游客最为期待的要数三清山逍遥谷首届

龙虾美食节。

2999

斤龙虾、高山流水席、食辣大

赛等为吃货们献上舌尖上的盛宴。 三清山英雄

联盟大师挑战赛，将旅游与电竞相结合，为自然

山水注入年轻的活力。

作为道教名山，中国旅游日当天，三清山上

还将开展“ 三清山瑜伽文化节”。 本次活动将邀

请到

100

多位国内外瑜伽大师， 不仅是深度体

验三清山，也是一场瑜伽文化与道文化的碰撞，

更是一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色活动。

蜿蜒的环山公路、绝美的骑行栈道、迷人的

沿途风光， 第一届环三清山自行车骑行大会将

向来自全世界的骑行爱好者们展示一个风景秀

丽、如诗如画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三清山将文

化和旅游与骑行体育赛事的又一次深度融合。

你还能在三清山上欣赏名家画卷， 感受国

画的魅力。“ 大美三清 翰墨飘香”国画名家精

品展，面向全国

100

多位知名画家（ 国家一级画

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发出活动邀请

函征集作品，并组织采风和写生创作。通过名家

大师画三清，全面展示三清山的秀美景色，进一

步宣传推广三清山，唱响“ 三清天下秀”。

特色活动多姿多彩，自然景观风光旖旎，精

彩的花样三清山等你来“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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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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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行政中心东南侧创业文化公园内的上饶市

博物馆，与市规划展示馆、市城建档案馆仿似三颗钻

石，镶嵌在创业文化公园旁。

眼下，上饶市博物馆正在紧张地布展，记者日前来

到该馆探访。 走进上饶市博物馆，中堂一幅古色古香

的《 钟灵毓秀》仿古铜浮雕，勾勒出三清山、龟峰、鹅湖

书院、万年仙人洞等上饶代表性景点的独特风光，带你

走进大美上饶的经典山水。

整个博物馆拥有五个固定陈列展厅和两个专题临

展厅。 固定陈列展厅分别是：钟灵毓秀———上饶通史

陈列；文脉绵长———上饶人文陈列；物华天宝———上饶

物质文明陈列；民俗风情———上饶非物质文化遗产陈

列；热血丰碑———上饶革命史陈列。

走进钟灵毓秀展厅，几个原始人耕作的塑像映入

眼帘，上饶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中国的稻作

文化，数千年的历史文明，秀美的山水景致，在这里一

一展现；在文脉绵长展厅里，刻有“ 斯文宗主”四个字的

石门楼赫然挺立，让人仿佛来到铅山的鹅湖书院，穿越

回宋朝亲历那一场“ 鹅湖之辩”；在物华天宝展厅里，你

可以寻到歙砚、徽墨、信州水晶、铅山连四纸等上饶特

色文化产品的踪迹，也能走近上饶县包家金矿遗址、德

兴银山银矿遗址和万里茶道，通过

VR

技术，仿佛看到

了河口码头旧时的繁华，忙碌的码头工人、鳞次栉比的

店铺、喧嚣热闹的街道……在民俗风情展厅里，展示了

上饶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甲路纸伞、婺源傩舞面具

等；在热血丰碑展厅里，光影投射在大屏幕上，一行行

写下《 可爱的中国》 ，文物、图片、光影多种形式呈现出

上饶的红色历史……

目前，市博物馆的文物总量有

5000

余件，已形成

了历史脉络较为完整、收藏门类较为齐全的文物收藏

体系。 其中饶州镜的收藏数量和种类位居全国前列，

宋元明清碑刻拓片和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古籍收藏位

居全省前列，宋元明清瓷器和金银器等基本满足陈展

的需要，也展示了上饶市博物馆的特色。 在这

5000

余

件文物中，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有

513

件，尤其是，元

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南宋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盏、商代

的兽面云雷纹四足圆鼎等文物。

今年

1

月，上饶市博物馆曾面向社会试开馆，受到

了市民和游客的关注与期待，尤其是春节期间，单日参

观人数超

5000

人次。 专题临时展厅里展出的明代服

饰春节期间就曾受到市民的称赞。 明代服饰是华夏服

饰艺术的典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上饶市博物馆

从馆藏明代服饰选取出部分精品展出，这些珍贵文物

是晚明官宦富庶之家服饰的代表，其面料及纹饰异彩

纷呈，反映了明代丝织物的高超水平，也使观众从其款

式选型、工艺技术，装饰艺术中领略明代服饰的风采与

魅力。 不少从外地返乡的上饶人都表示，博物馆这扇

窗帮他们更好地认识家乡、了解家乡。

上饶人期待一座记录自己城市的博物馆已经很久了。

上饶市博物馆从建设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与

关注。占地

21.35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000

㎡的市博物馆，

在

2016

年

7

月动工，

2017

年

12

月完成主体工程，

2018

年

1

月，启动陈展工程，

2019

年

2

月进行试馆。

文物是博物馆的灵魂， 上饶市博物馆面向社会征

集文物，短短两年时间，馆藏从

89

件文物增加到

5000

余件。 市委、市政府特批了

1200

万元专门用于文物征

集，成立了由财政、审计等部门共同组成的文物征集工

作领导小组，

2016

年出台了 《 上饶市博物馆文物征集

工作暂行办法》 ，积极向社会征集文物，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著名昆虫学家杨惟义先生子女一次性捐赠了杨惟

义先生各类学术论文、绘图手稿等

400

余件；上饶著名

书画家、 篆刻家胡润芝先生之子胡志强捐赠了胡润芝

先生字画作品

100

余幅。

5

月

18

日“ 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 作为

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江西省文化旅游厅

(

省文物局

)

将上饶定为

2019

年江西省庆祝“

5

·

18

国际

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地点。上饶市博物馆将开展一系

列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全省“

5

·

18

国际博物馆

日”活动启动、“ 博物江西”数据服务平台上线、全省博

物馆联盟成立、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天潢贵胄”—一从

馆藏石涛、八大合绘松下高士图谈起》专题展和上饶市

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博物馆三楼的非遗展厅及戏台上，

将上演弋阳腔、傩舞、徽剧等传统非遗表演。

值得关注的还有首次与上饶市民见面的上海刘海

粟美术馆《“ 天潢贵胄”—一从馆藏石涛、八大合绘松下

高士图谈起》专题展。 该展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 将展出八大

山人、石涛、张大千、唐熊四位大师的作品。展览从一张

馆藏《 松下高士图》引出，研究历时

6

年。《 松下高士图》

在

1995

年美术馆开馆展览后就没有再对外展出过。

《 竹溪琴隐图》时隔

23

年再度公开展出，在浙江宁波、

上饶两地巡展。“ 希望能把馆藏作品做精，把一段时间

内的研究成果再拿出来跟公众分享。 目前上海刘海粟

美术馆馆藏有近

300

件古画，能够露面的机会太少，也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向观众展示。 研究石涛与

八大山人，绕不开张大千所赝制的许多画迹。这次展览

期望能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解读。 ”上饶市博

物馆馆长江进民介绍道。

故宫博物院的“ 紫禁城里过大年”和“ 元宵夜游狂

欢”活动，湖北省博物馆将曾侯乙编钟演奏重新呈现，湖

南省博物馆将马王堆导引图设计成卡通形象，陕西历史

博物馆利用“ 唐妞”形象进行

IP

打造、馆企合作……如

今，国内各地的博物馆都在试图开启一场“ 文创脑洞”

激发文物活力，盘活文物资源，让文物有温度、有故事、

有品位、有体验。

“ 上饶市博物馆首先还是要做好文物的保护和收

集工作，不断提供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展览，更好地满足

市民和游客的观展需求； 其次是丰富博物馆的陈展形

式，尝试将新科技用于文物展示，增加观众的互动性和

体验性。 ”江进民认为，博物馆应该是市民和游客了解

上饶的最好的窗口， 也应该是上饶文化研究和保护的

基地。“ 未来的目标是，力争用

5

到

10

年将博物馆建成

朱子理学研究保护中心和赣东北革命史研究保护中

心；打造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人才培训及科

研基地、博物馆文物修复基地。 ”

新科技的运用， 让参观者的体验变得有趣。 除了

VR

，在上饶市博物馆二楼还有一面巨幅“ 魔墙”。“ 魔

墙”（ 电子显示屏） 上， 一个个文物的图片生动地展示

着，记者尝试用手触屏轻点某一个文物，就会出现相应

的介绍和历史年份，还能给自己喜欢的文物点赞。

市博物馆的未来令人期待。“ 博物馆馆藏资源蕴含

着民族精神、历史传承的文化理想与追求，是具有极其

重要的社会公共价值的。”上饶师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

授金姝兰表示，把内容挖掘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重视

本地特色文化的挖掘， 将有助于博物馆凸显自身的特

色。 她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博物馆应充分运用云计

算和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 为馆藏文物提供智能化的

管理与保护。 利用新技术，创新陈展方式，增添展览的

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

如何让博物馆“ 活起来”、“ 动起来”，金教授建议，

博物馆可以深入社区、学校举办展览、讲座等活动，通

过线上线下宣传，扩大博物馆的知名度；与教育部门、

企事业单位等联合组织夏令营活动， 让博物馆真正走

到群众中间。“ 文旅融合能让博物馆之旅更有趣”，金教

授认为，“ 博物馆管理者应善于抓住社会上的热点，推

出相关旅游产品或进行宣传活动。 把文化主题通过创

意性设计与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结合， 提高游客对文

物的兴趣。 ”

博物馆里有乾坤

博物馆日活动多 让文物活起来

�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

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

债券壹圆券（

1934

年）

解放奖章

青白釉布袋和尚纽熏炉 （宋）

兽面云雷纹四足圆鼎 （商）

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盏 （宋）

饶州叶家久炼青铜照子 （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