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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张玲

“看秦皇汉武，到博物馆；看党和
政府，到档案馆。”采访伊始，海南省档
案局副局长刘玉峰就用一句轻松的话
语为“档案”与“文物”作了区分。

日前，海南省档案馆举办“国际档
案日”宣传活动，面向广大群众展出由
海南省档案馆、海南大学档案馆、海航
集团档案馆、海南省气象档案馆、海口
市房屋档案馆、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档案馆等7家
单位提供的珍贵档案。

参展的档案中不乏乾隆年间的立

卖田契书、嘉庆年间的卖房屋契书、民
国时期的粮食库券、结婚证书，文化名
人韩槐准的茶杯、茶壶、印章等遗物，一
件一件泛着岁月抚过的微黄。许多观
众在参展时向现场咨询处工作人员提
出疑问：“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各地博物
馆也有看过。同样是上了年头的‘老东
西’，‘档案’和‘文物’有什么区别？”

刘玉峰告诉记者，“文物”是在人
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
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反映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且具有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具体物质遗存。而

“档案”则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

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历史记录。
国家的兴亡存续，个人的成败荣辱，都
将在其档案中有所体现。

“我们通常根据档案形成时期、档
案载体、档案内容等范围，为档案进行
分类。其中，‘历史档案’、‘甲骨档
案’、‘竹简档案’等更为细致的档案分
类中，确实存在相当一部分档案符合
文物的认定标准，就是说这些档案既
是‘档案’也是‘文物’。”刘玉峰举例，
海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毛泽东写给海南
籍开国大将张云逸的三封亲笔信，既
是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是值得后世留
存的“历史文物”。

但是，与“文物”有所不同的是，部
分“档案”还为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
记录当下，并能够对每一个人的现实
生活产生弥足轻重的影响——用人单
位可以为职工建立人事档案，起着凭
证、依据和参考作用；房地产行政管理
部门可以为产权人和房屋、土地状况
建立房产档案，维护房产买卖双方经
济权益；就连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家
庭内的各个成员整理和保存家庭档
案，提高生活效率、促进家庭和谐。

可以说，“档案”横跨了历史与现
实，不仅要“记录历史，传承文明”，还
承担着“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使
命。海南省档案馆就被定位为永久安
全保管海南省直机关、人民团体、企事
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档案的基
地，海南省委、省政府命名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社会各界利用档案史料和

档案信息资源中心，海南省政府信息
查阅中心，电子文件保管和利用中心
等，为社会各界提供直接的服务。

因此，刘玉峰认为，就社会价值来
看，“档案”因为能够被人们频繁接触
和使用，有很大一部分价值能够直接
体现于现实生活当中——为人们的生
产生活提供参考或凭证，让人们在处
理事情时有所依据，从而帮助人们解
决现实问题。仅是这一点，“文物”便
无法取代。

“但是，‘档案’也好，‘文物’也好，
都是海南先辈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而
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刘玉峰告诉
记者，海南省档案馆与海南省博物馆已
经达成了共识，那些既是“档案”也是

“文物”的历史遗存无论是作为“档案”
被档案馆馆藏，还是作为“文物”被博物
馆馆藏，都将得到精心保管，流芳千古。

“档案”“文物”大不同

“档案是一代人留给另一代人最
珍贵的礼物，我们对它的爱护程度，
标志着我们的文明程度。”这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创建“世界记
忆工程”时，给予档案工作的高度评
价和定位。

近年来，我省加强了各类档案材
料的归档、移交、征集和抢救保护工
作，各类档案馆馆藏结构不断完善、
内容更加丰富、数量日益增加，已经
形成了从省到市县的多门类多层次
档案馆网络，为“记录历史，传承文
明；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出了诸多
贡献。

档案，一个地方的记忆

海南省档案馆的许多老员工还
记得，2002年7月8日，时任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学萍冒着大
雨前来，向该馆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直说馆藏档案为海南少数民族建设
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原来，1987 年 11 月，中央决定
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原海
南行政区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海南
省，同时创办海南经济特区。消息
传到五指山区，黎族苗族同胞无不
欢欣鼓舞。自治州撤销后，为更好
地落实海南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王
学萍多方奔走呼号，但始终缺少依
据。直到 2002 年 6 月，王学萍在
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前夕，
请海南省档案馆配合找到了当年
海南撤州时中央加强海南少数民
族地区优惠政策的相关文件，并
凭借这些档案在会上作出有理有
据的发言，向国家有关部门每年
争取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
区补助资金 2600 万元，为海南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

“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
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历史
记录。国家的兴亡存续，个人的成败
荣辱，都将在其档案中有所体现。”海
南省档案局副局长刘玉峰对“档案是
城市记忆”的说法颇为认同，他认为，
档案对于国家和城市而言，是宝贵的
精神和文化财富，能够资政存史，传
承文明。

纵观《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我们会发现，那一份份珍贵的档案背
后确是一座座城市的记忆——上海
市的“近现代上海华商四大百货公司
档案汇集”、江苏省的“南京长江大桥
建设档案”、广东省的“广州中山纪念

堂建筑设计图纸”……无一不记载着
那些城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经历
的风风雨雨、成长变迁。

档案，一项有力的佐证

海南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黄天
明告诉记者，海南大学自1983年建
校以来，就成立了专门的档案管理
机构，对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情况进行记录。“原则上来
说，只要是在海大就读的学生，他的
档案就会被永久保存，当面临的转
正定级、职称申报以及需要出具出
国、考试等有关证明时，都可以随时
查阅和使用。”

海南大学等单位为何将档案管
理工作做得如此实在、细致？档案究
竟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扮演怎样的
角色？刘玉峰这样表述：“一个人从

生到死的每一个过程，都有各式各类
的档案为他提供帮助。”

例如，呱呱坠地时，作为人生第
一份档案的“出生证明”就详细记录
了婴儿姓名、父母姓名、身份证号、申
报户口地址等有效信息；与世长辞
时，作为人生最后一份档案的“死亡
证明”，同样详细记录了死者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户籍所在地、死亡原因
及种类等重要内容。而在漫长的人
生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建立、变动的
人事档案、房产档案、诉讼档案、家庭
档案等，都能够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

记者从澄迈县档案局了解到这
样一个案例：年过耄耋的澄迈县原加
乐二轻手工业厂职工蔡富忠，在1992
年工厂停产后便回家务农，到退休年
龄后一直无法领取养老退休金，多年
以来生活十分困难。澄迈县开展办

理超龄退休人员养老保障工作后，原
加乐二轻手工业厂负责人在该县档
案馆的帮助下，查找到蔡富忠的退休
顶替照顾审批表，为他办理养老退休
金提供了原始凭证。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人才管
理服务处工作人员刘德焕则举出反
面案例：有些学生进入用人单位但没
有立即移交档案，用人单位就无法及
时在“学生档案”基础上建立“人事档
案”，“等将来他们面临退休，用人单
位要根据人事档案计算工龄，当年的
一念之差就会影响退休时间界定和
退休金的发放。”

刘玉峰说，档案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完整的档案可以帮助人们证明
个人价值、提高生活效率、保持家庭
和谐，更能够在关键时刻为维护每一
位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佐证。

档案，亟待利用的资源

记者从海南省档案馆获知，目
前，我省共有各类档案馆 38个，其
中国家综合档案馆23个，国家专门
档案馆、部门档案馆 4 个，企业档
案馆、事业单位档案馆 11个，已经
从省到市县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
的档案馆网络，足以为单位、个人
提供人事档案、房产档案、劳资档
案、工程档案等多种类别的档案查
询服务。

就拿海口市房屋档案馆来说，
该馆仅去年一年就对外提供房产
登记信息查询 14.7 万宗次，共为
9.85 万人（单位）出具房产情况说
明 5.95 万份，印签房产档案证明
1.1 万宗，有效调解了多起房产纠
纷矛盾。

由此可见，档案不仅能够记录历
史，还能服务现实。但是，我省档案
管理专家普遍认为，当前，广大群众
乃至一些部门、单位、企业等在档案
管理和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对理解
不全面、意识较淡薄等问题，没有把
这项资源充分利用。

“这其中不乏历史原因。毕竟这
些‘福利’普通群众曾经是无法享有
的，‘档案要为人民服务’也是近几
年才叫响。”海南大学档案馆馆长范
明介绍，因历史原因，我国档案工作
长期蒙着神秘面纱，处于相对封闭
状态。正因如此，档案开放十余年
来，各地仍然存在档案管理人员服
务意识不强、放不开手脚等现象，主
动为群众普及档案使用常识、鼓励
群众正确利用档案的工作也做得还
不够多。

同时他也指出，现行的档案管理
条例和制度当中，仍然存在相互矛盾
和无法实施到位、缺乏监督和惩治措
施等问题，是档案管理工作和研究没
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所致。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档案服务人民
这一功能的发挥。

“要把档案的功能发挥好，我
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刘玉
峰表示。

近年来，我省加强了各类档案材料的归档、移交、征集和抢救保护工作

记录历史，守护民族记忆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张玲

本报讯（记者侯赛）海南出版社副编审、海南
省中国画山水研究会会长蔡於良先生中国画作品
展《海岛风情》近日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画展集
中展出了蔡於良先生近年创作的93件中国山水
画作品。

蔡於良先生像一位田园诗人一样行走于海南
和谐自然的阡陌之间，将自己对家园的深情体验
转化为艺术的激情与灵感，其笔下的作品有一种
返璞归真的亲和感，作品中充溢着一股郁勃向上
的生命力与平实、单纯的气势。与以往比，本次展
出的画作更具有色彩的装饰性，同时也涵盖了海
南黎族苗族的文化元素。

据介绍，画展将持续到6月28日。

海南画家蔡於良
中国画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6月18日，由中国作
家协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重点文化工
程项目中国诗歌网（www.zgshige.com）正式上
线。

据介绍，中国诗歌网将依托中国作家协会、全
国多家诗歌专业机构及百余家著名诗人社团等权
威优势资源打造成为华语诗坛第一平台。

记者了解到，中国诗歌网分电脑端、手机
端（m.zgshige.com）、客户端三个端口。电脑
端除拥有强大原创写作平台外，网友还可通过
诗歌社区以诗会友，发起分组分话题讨论；手
机端将让诗歌爱好者随时随地享受记录灵感、
发表诗歌、读诗听诗的乐趣；客户端将于 6月
底正式开放。

中国诗歌网上线

■ 刘叶

端午节已经过去了，你的嘴角可还
留有粽叶的清香，身上可曾仍系着细细
的红线？

其实，你无论做出怎样的回答，都
不会有想象之外的惊奇，当然也不会有
多少想象之内的“老味道”。因为在这
个“互联网+”的时代里，一切都变得“迅
捷”、“直达”和“听从指令”。只要点点
键盘，粽子就会从任何起点抵达你的案
头、餐桌；只须刷刷卡，荷包、艾草也会
在约定时间里进入家门。如此这般，昔
日热腾腾、闹嚷嚷、湿淋淋的踏青、品粽

子的端午现场，越发抽象和概念化。当
粽子和艾草在途中运行的时候，你的端
午节，可能正蒙头大睡！似乎作为节日
的端午只是梦外的景象而已。

说到端午节，不管民俗学家有着
怎样的独家解析，不管地域和文化差
异有多明显、巨大，大体上可总括为

“献粽子祭屈原、采艾草祛蚊虫、戴荷
包托梦想和赛龙舟舞精神”这几大寓
意。然而，只须稍微关注下我们的过

法，不难发现已是“鸡肋节”了。首
先，这个节日既然含有祭奠屈原楚屈
子的意思（或就是为他而设），可如
今，有几人背得出《天问》与《离骚》？
有哪家大人会告诉自己的孩儿，做人
要学楚屈子？而采艾这个诗意的词，
更是随“江山不再”而越发空洞，原本
出门即可采撷之物，已经随城廓的无
限扩展和乡野的“城市化”而难觅难
寻 了 。 其 实 ，既 使 驱 车 野 外 可 以 找

到，好像人们也并无多少兴致，一来
家里无虫扰，勿须插艾，二来昨夜刷
网万般辛苦，清早正是睡觉时，哪会
有那份“艾情”！至于荷包与红线，戴
与不戴都只是形式主义的一次表演
而已，早已没了那份懵懂之祈盼。电
视里虽然仍在转播举国各地的龙舟
赛，似乎江河湖海皆可泛舟，但这是
否仅仅为了“转播”的需要呢？相信

“你懂的”。

春夏之交，华夏子民从春忙到夏
闲，吃顿香喷喷的粽子，再佐以某种“老
念想”，当是一种神清气爽的时令之
欢！因而，无论时光怎样流转，人心怎
样不古，社会怎样变革，还是希冀人们
能放下所有繁忙“业务”，尽可能地过上
一个原滋原味的端午节！退一步讲，明
知是走个形式，也要正儿八经的走一遭
才好——自己买几斤糯米、采几株艾蒿
（或其他青草）。

其实，不管怎样过，只要“心系”端
午就好，就不至于让端午仅仅成为一个
放假、刷网、沉睡之“节”，成为“乏味”的
代词。

快递的端午还有“艾情”吗

本报讯 近日，一期以“丝路·爱”为主题的“中
奥现代艺术家联展”在维也纳丝绸之路中国文化
之家举行。

这是一期由海南文化企业——三亚太阳鸟文
化产业公司主办、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协办
的文化沙龙活动，借助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之家这
一平台，以“丝路·爱”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奥地利、
德国、中国、保加利亚、俄罗斯、克罗地亚等“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十位先锋艺术家们来展出他们的
代表性作品，并与奥中艺术界、文化界、当地观众
及媒体作面对面交流。

文化之家CEO温小演介绍说：“接下来，文化
之家将推出‘丝路艺术100+’公益计划”，以提供
免费展览场地的形式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100位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
并邀请海南企业及艺术家参与到该项艺术扶持计
划中来。 （陈菲菲）

“丝路·爱”艺术展
在维也纳举办

本报讯 近日，首届华夏星光原创文学大赛
落下帷幕，由韩三平、苏小卫、阎建钢、刘和平、
宁浩、陆川、刘江、马季等国内影视界知名人物
组成的终审评委评选出24位最终获奖名单，其
中《百年国器》和《这只丑小鸭，不再安徒生》荣
膺一等奖。

据悉，大赛期间共收到投稿作品两千多部，经
过常规赛、加时赛、复赛和决赛，多部获奖作品现
已与影视公司签约。

在获奖作品中可以明显感觉到，面对当前各
种类型剧题材雷同的市场环境，作者们不拘泥于
一种热门话题，因循固定的叙事视角，而是从当前
的社会生活中不断汲取灵感，将不断变化的社会
生活各种角色、话题引入自己的写作中，用不同的
新视角对故事进行重新演绎。

大赛一等奖作品《百年国器》被誉为“首部纪
录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的历史小说”，作品史料详
实、知识丰富，故事节奏松弛有度，是近代中国百
年商业革命的一部恢弘史诗力作。另一部大赛一
等奖作品《这只丑小鸭，不再安徒生》，出自新锐人
气作家王铂溪之手，讲述的是“草根”丑小鸭的惊
奇历险旅程，全作创意十足，文字干净利落。

（吴雅菁）

首届华夏星光原创文学大赛

获奖名单揭晓

专家解读wwhh

我省共有各类档案馆38个

国家综合档案馆23个

国家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4个

企业档案馆、事业单位档案馆11个

制图/庄和平

海南省档案局（馆）
展出的广东省文昌县土
地房产所有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在省博物馆展出的毛主席致张云逸亲笔信原件。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