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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物真正“活”在当下
刘恩波

去博物馆的人除了要欣赏和关注那
些古代文明成果，某些时候也渴望着带
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物件回家，作为原真
呈现的记忆保留起来。

时下，国内的各大博物馆都在用一
系列文物创意产品吸引人们的眼球，试
图用物态化产品的推广和营销，来拉近
历史文化和当代人的情感距离。

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文创产品
“畅音阁睡衣”将乾隆时期的男蟒戏衣
和畅音阁戏台建筑的吉祥意象结合起
来，把古代的戏衣改造成现代的睡衣，
并通过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
宫》的传播引起众多观众的留意、追踪
和热捧。为了让年轻的观众走进古色
古香的故宫，激发他们欣赏和接受文
化经典的热情，故宫特意推出了以年
轻人为目标群体的参与性网上活动，
如“表情包大奖赛”“动漫大奖赛”等
等，降低走进紫禁城的门槛，让古老文
化在现代意识的流变中找到更有活力
的位置。

与此相类，敦煌研究院也本着传承
和弘扬文化遗产的宗旨，利用文创产品
的设计与定位，开发和研究，打造了新
型的文博交流平台和共享精神资源的
纽带。改变以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保守欣赏的被动局面，而代之以更加开
放的自由流通的现代经营意识，确立了
观众与文物之间的有情感和有温度的
交流。

如今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是面对
高高在上的冷冰冰的历史遗留物，而是
带着现代人的感动走进文物创意衍生品
的体态、样式和温度之中，把观赏的记忆
带回家，这应该说是物质消费和精神享
受的双赢。

荣兴博物馆是由荣兴街道投资兴建的，
也是荣兴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荣兴街道党工委书记高贺坤回忆说，
“2015 年，我刚到荣兴任职，正赶上新型城
镇化建设，居民搬到楼区，‘圈儿里’空下来
的民居怎么办？一位老住户跟我说，‘扒了
吧，那是我当年嫁到老苏家的时候盖的，每
次看到都难受。’可正是大娘的这番话，让
我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整个村子的民居都
不扒。留下这些房子，就留下了几代人的
记忆。”

保留下来的民居，改造成了今天已经小
有名气的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成就了荣兴
第三产业的新业态——民宿。而兴建荣兴博
物馆却不完全是从文化视角做出的决策，高
贺坤坦言：“民宿把人吸引来了，还要把人留
住，怎么留住，必须有好玩的、好看的。荣兴
博物馆就是我们谋划中的‘民宿’中的重点项
目，希望博物馆在介绍荣兴历史文化的同时，
还能成为一个民俗风情的展示馆和体验馆。”

效果超出了预期。将日常生活变成
文化场景的荣兴博物馆，令《今日辽宁》杂
志总编辑杨利景在参观之后很受启发，提

出了“轻博物馆”的说法：“相比于常见的
博物馆庄重严肃正式的直观感受，‘轻博
物馆’是一种以实用功能为主、同时兼具
收藏和展示功能的复合体，它推倒了传统
博物馆与大众之间的那堵墙，打破时空限
制，使文物展示融入生活，于轻松无意间
受到影响和熏陶，更具亲和力、融入性。”
这段话，可以用在荣兴博物馆，同时也可
以用于荣兴的民宿，“在民宿里，布置一些
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展品，形成不同的主
题单元，可以提升民宿的文化含量、文化
品位，同时还具有宣传效果。”

盘锦辽河口老街创建人史光东则从一个
文化商人的角度看到了荣兴博物馆给文化产
业发展提供的更多空间：且不说那些充满地
域和民族特色的食品和文艺表演，博物馆里
的那些已经成为文化符号的日常生活，不仅
可以提炼出元素做成文创产品，还可以开发
成极具趣味的娱乐项目，比如种水稻、苇编、
捕鱼……

希望有一天，由“民宿 ”产生出来的荣兴
博物馆，会变成引领荣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博
物馆 ”。

4从“民宿”到“博物馆”的文化产业发展前景

盘锦荣兴建了座博物馆

让日常生活成为文化场景
本报记者 高 爽

书写东北稻
作文化的历史，
盘锦荣兴当有重
要的一笔。仅此

一项，荣兴博物馆的建立
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而考
察一座小镇应不应该或者
值不值得建起博物馆，显
然是狭隘的，对生长于斯
的土地充满好奇，对与自己
有关的回忆极其珍视，这种
文化自觉则更有意义。

盘锦大洼区荣兴街道正在建一座博物
馆的消息，是从盘锦几位文化人的微信朋
友圈里悄悄传出来的，比“博物馆”这个概
念更有吸引力的是盘锦地域文化专家杨洪
琦的另外一个说法——荣兴人的“家庙”。

前者向外，向外来者展示这片土地的
自然与文化遗产；后者向内，让正在这里
和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情感的共鸣
和凝聚力。二者如何融为一体并发挥作
用，可能远比一个街道级别的行政机构为
何以及是否有能力创办一座博物馆更让
人好奇。

荣兴博物馆在哪儿？有两种回答：
第一个是荣兴当地人的说法，“圈儿

里”，沿用的是荣兴还是国营农场时代的特
定地理名词，农场的良种场所属地以及良
种场职工及其家属的住宅区，西边是上水
线，南边是排水总干渠，东边是稻田，北边
是荣兴老街，由此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儿”，
许多年间只有一座木桥通向外围，因此俗
称为“圈儿里”。

第二个是“位于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
内”。当年的“圈儿里”人家在城镇化改造
的过程中早已经搬入“圈儿外”的楼区，闲
置的民居被分期分批改造成了民宿，统以

“稻作人家”之名，成为荣兴街道近年来大
力打造的第三产业新业态，在旅游业内已
有相当的知名度。

两个回答同时指向一个关键词：稻
作。盘锦大米驰名天下。而在盘锦“百
年成一稻”的历史进程中，荣兴是第一个
大面积开发水田、第一个兴建系统的排
灌工程、第一个使用拖拉机耕种水稻田、
第一个建立大型磨米厂、第一个大规模
营建标准水稻条田、第一个进行水田养
蟹的地方，又是盘锦第一批建立的国营
农场群之一。

“荣兴是盘锦乃至东北的稻作发源之
地”，这正是建设中的荣兴博物馆可资拓展
的历史与现实空间。

以此为基点，前溯到最早一批荣兴原
住民在这片“退海之地”“靠海吃海”的原初
生活方式，后延新中国建大型国营农场从
事水稻生产的鸿篇巨制，再到新时代的百
业兴旺、民俗风情……博物馆的面貌大致
如此，正如展览前言所说：荣兴这一幅具有
沧海桑田之变迁的壮丽图卷，“实际上从
1928 年营田公司于荣兴首开盘锦大面积
水稻种植之历史先河，到1998年以大洼为
核心的辽河小三角洲开发的大功告成，只
用了约略 70 度春秋。这并非意指沧海桑
田的落实颇为容易，而是指人力存有无限
的可能，倘若那刚好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
代的话。”

1“圈儿里”的博物馆
与“圈儿外”的大历史

如果你对很多博物馆里大量
的仿制品和隔着玻璃罩观看实
物展品感到厌烦，荣兴博物馆肯
定会让你过足“亲手触摸历史”
的瘾。

上了年纪的荣兴人，儿时大
多驶过船，至少是见过父辈驶
船。他们对船也就怀有了非凡的
情结，见了船就不愿挪步，说起船
就刹不住闸。所以，博物馆的第
一个展区里，就摆放了一艘已经
退役的旧木船，在以海洋为背景
的动态影像映衬下再现着荣兴人
曾经的生活场景。捕鱼的篮子、
大筐、串笼、地笼、海蜇网，堆积或
悬挂于船上或船前两侧，舵轮和
罗盘也是当年的老物件，摆放在
船边的展示台上，人可以站在上
面，摇摇晃晃地左右打舵，面对着

前面的大海，给予参观者极其逼
真的出海感受。

而摆放在展厅里的另一艘旧
船，则更为久远，排造于上世纪四
五十年代，是当年最常见的“舢板
子”。据介绍，一位退休多年的老
荣兴人来馆里参观，看到这艘船，
感觉特别眼熟，“这船他用过”。
老人在船上寻找着他当年留下的
痕迹，不胜唏嘘。

仿制品也是如此。展厅入
口处，摆放着一个手工打造的精
致门锭子船模型。门锭子是荣
兴居民早年使用较多的一种传
统木船，平底、两头圆，因其船形
酷似金锭即我们俗称的“金元
宝”而得名。制作者是 68 岁的刘
洪飞，小庄子村出生的退休警
察，还原出这惟妙惟肖的船模，

源于他深刻的记忆，因为门锭子
船就是当年他的老父亲养活一
家老小的“饭碗”。

两座缩小版的民居也很吸
引人眼球，一座是汉族的囤顶民
居，另一座是朝鲜族民居，屋内
的结构以及摆放的物品也都极
力 还 原 了 几 十 年 前 的 生 活 场
景。盖房子的是四位当地颇有
名气的老木匠，“窗户要能上下
开扇、能贴窗户纸的，板门要上
门插关的，这些工艺现在日常生
活中已很少见了，许多部件也早
已多年不用，不太好找了，只能
边制作、边回忆、边研究。”朝鲜
族民居的草脊也是几位“活儿
好”的老人打的，“早就不盖草房
了，这手艺很多年不用了。”

船好像航行在大海上，渔网

上还散发着海腥味，一方小小的
稻田里还留着秋天镰刀割剩下的
稻茬，民居虽小却有浓浓的烟火
气……这博物馆最让人感动的就
是看到了“人”。

盘锦作家杨春风为荣兴博物
馆撰写的解说词颇具感情色彩，
特别是她在“后记”中的这段话，
更是将“人”反复歌颂：

“博物馆是一方土地的记忆，
由 一 代 代 生 息 于 此 的 人 所 写
就……一代代又一个个人的付出
与努力，构建了一方土地的记忆，
像一滴滴水最终汇合为海，像一
分一秒持续连缀为光阴。博物馆
力图将其再现，以影像、以文字、
以实物，不求我们铭记所有，唯愿
这方土地的经历被我们更多地了
解与理解。”

2一代代又一个个人的付出与努力构建了一方土地的记忆

说到这些有意思的展品和别具一格的展陈
设计，必须提到参与荣兴博物馆策划和建设的
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长期致力于盘锦地域文
化研究与整理的杨洪琦，另一位是已经退休的
原荣兴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马龙海。土生土长的
荣兴人马龙海对家乡的风物极为熟悉，哪里有
了解历史的老人，谁家有老物件，他最清楚。两
人联手，才有了这一既有理论高度又接地气的
展陈方案。

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也是对荣兴历史文化的
一次再梳理，拥有河海文化、稻作文化、农垦文
化以及民族与民俗文化的荣兴文化，在这个过
程中逐渐清晰起来。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杨洪
琦说：所有文化整理的目的都是为当下服务的，
也是为今天的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和心灵寄托。
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盘锦二界沟“小磨毛”的
故事作为例证：曾经有来自山东的四兄弟闯关
东，料想前路艰难，担心骨肉分离，于是将家中
的石磨用凿子破成四块，兄弟四人每人背着一
块沉重的小石磨上路，后来果然兄弟失散。这
正是二界沟居民毛永勤祖上的故事，已历经百
余年，而寻找分离的小石磨的故事也就持续了
百余年，曲折又离奇。

“家可以搬，人可以走，但是这种深深植
根在国人心中的家族血缘情结是始终抹不
去的。”杨洪琦说，这也正是荣兴博物馆必须
要完成的使命，今天的荣兴发展一日千里，
很多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都在消失之中，
把这段历史保留在博物馆里，让后人知道自
己是从哪里来的，当他们思念家乡、思念亲
人的时候，知道去哪里找，“所以它就是荣兴
人的家庙。”杨洪琦说。

马龙海说：“有了这座博物馆，老荣兴人每
天挂在嘴边的那些对家乡历史和人物的碎片化
的感受，就像故事里的小磨盘一样拼齐了。”

曾经很流行的日本歌曲《草帽歌》中有一句
歌词：“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
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坳……”著名学
者彭定安曾借用过这个隐喻：“人类一直在寻找
丢失的那顶草帽。”

荣兴博物馆，也许就是这顶草帽，这个小
磨盘。

3对家乡历史的碎片化
感受像小磨盘一样拼齐了

历史文物有了
新的生命力和展示空间

杨艾璐

现阶段的“文创”，已经是一个国际
通行的创意概念，其针对文化、知识打造
完整的产业，形成了覆盖广播影视、动
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方
面的不同创意群体。博物馆通过文创衍
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系统性地营造了
时代与历史共舞的美好氛围。普通参观
者和购买者感受博物馆神奇魅力的同
时，将历史带回家、带进日常生活，充分
拉近与博物馆的距离，历史文物有了新
的生命力和展示空间，多维度与观众隔
空产生共鸣，实现了不同人群、不同层面
的深度体验。

文创产品是不断创意、不断创新
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走红更多借力现
代科技和网络信息平台的助益。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将中国传统水墨、木刻
等元素熔铸到产品设计中；借助数据库
资源和互联网平台的推送，文创产品
俨然成为博物馆品牌传播的新使者。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艺术衍生品的
原创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是博物馆文创
市场化的重要支撑。以陕西博物馆为
例，很多旅游的人会在参观之余选择
购买一些文化产品带走留念。近年
来，北京故宫博物院越来越注重故宫
文化，让古老的紫禁城每天都有新的
内容呈现给公众。当然，博物馆文创
产品是一种独具时代创新特色的展
示，其不仅仅创造了市场价值，也为品
牌的推广、文史资料和社会科学的普
及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

当然，自主设计的文创产品研发层
面熔铸现代科技的创新创意尤为重要，
此外用好品牌授权、活化历史文化资源、
开启公益服务等也要充分考虑。

编者按: 大型文化季播节目
《上新了·故宫》受到广大观众的喜
爱，而在节目中推出的一款文创产
品——“畅音阁睡衣”也引起了
“宫粉”的热烈追捧。说到文创产
品，国内各大博物馆都在大力研
发推出自己的品牌，而具有中国
风的文创产品最受欢迎，人们认
为这是走近历史、了解过去的媒
介物。那么文博单位该如何做好
文创产品，让文物获得新的生命
力，听听评论家怎么说。

作为展品的旧船，在海洋的动态影像下再现当年荣兴人出海的场景。 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里的民宿。

荣兴博物馆内景。

当地居民为荣兴博物馆打造朝鲜族民居草脊。

荣兴博物馆外景。 本版照片由林松摄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