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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全新开放的“木中皇后——海南黄花梨
陈列”“香中魁首——海南沉香陈列”两个专
题展位于省博物馆二层西侧。两大展览围
绕海南花梨与沉香，向人们道出这片孕育出
珍宝的土地的神奇。

游花梨馆 感知特色文化符号

一进入“木中皇后——海南黄花梨陈
列”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颇具韵味
的花梨墙。这面墙由花梨的心材和边材切
片组成，用既古朴又带着现代艺术感的设计
展示了花梨木成材的过程。

在馆中，策展人员将花梨木“栽种”在红
土之中，还原它在海南的生长环境与场景。
漫步馆中，人们可以看到花梨木制作而成的
精美的绕线器、打纬刀等农用或狩猎工具。
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介绍说：“因为黄花
梨木质坚硬并且拥有不怕太阳晒不怕水泡
的特点，所以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们最开始
是把它打造成了生产工具。”

此外，花梨木还广泛用于建造居所、饮
食器皿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琼作花梨。这
些寻常百姓家的独木器具，一木一器，既为
生产与生活所需，也是源于生活之平民艺
术，成为最具海南特色的文化符号。

馆内有一处用海南黄花梨制作而成的
清末民初的琼北人家中堂摆设，造型大方、
轮廓简练的桌案以及雕刻精美、线条流畅的
板凳等各类家具集中呈现。

时代变迁，花梨木逐渐成为一种审美情
趣与美学追求，正因如此，整个花梨馆中也
营造出几分雅致氛围。中堂摆设区域两边
立有薄薄纱帐，其上印着古代文人会客的场
景，颇有文墨情趣。

逛沉香馆 品味古人“香生活”

清代张嶲在《崖州志》中说“海南多阳，
一木五香。海南以万安（今万宁）黎母东峒
香为胜，其地居琼岛正东，得朝阳之气又旱，
香万清淑。”海南沉香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万
香之首”“香中舍利”。此次开放的沉香馆不
仅让观众“闻到”沉香味，还让今人懂得古人
的“香生活”。

沉香馆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入口中
央摆放的一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沉香
木，沉香木下衬着白色的鹅卵石，在水纹
灯的映衬下，仿佛这一株沉香木还沉睡在
海底。如此氛围，让人一进展厅就感到一
种静谧与放松。

沉香馆中展出了大量沉香标本与历代
香具。吊口、打钉、火烧……沉香成香的多
种方式通过各式标本被展示出来，同时，白
木香树自然生长的场景也在此被还原。

缠枝藤蔓，金莲绽放，从南京市博物馆
借展的“宋银鎏金莲花宝子香炉”造型雅
致，匠心独运；同样来自南京市博物馆的还
有一件国家二级文物——“宋鎏金刻双凤
纹银香盒”，它以精巧外形显示出古代人对
香的痴迷。

当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香具
占了较大一部分，此次，来自法门寺博物馆
的一套香具也在沉香馆中被展示出来，其中
的“唐鎏金双蛾团花纹银香囊”镂空雕刻，玲
珑雅致，特别是球状的香囊因被安装有平衡
仪而不会四处滚动。

让观众领略非遗魅力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海南的民间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及民
俗等众多门类。如今省博物馆另辟蹊径将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分门别类，呈现为“琼工坊”“琼肴
街”“琼崖村”“琼戏台”四个专题，一工坊、一条街、
一崖村、一戏台，海南本地风物尽在其中。

品海南特色小吃

省博物馆馆长陈江说：“我们要让观众不仅来
看博物馆，还能把博物馆带回家。”在“琼肴街”展
览中，观众既可以了解海南多样的美食文化还可
以把美食带回家。

该展览还原部分“骑楼老街”建筑，令游客在
其中如漫步老街。“大亚饭店”豪华精致的门脸，仿
佛让人一下子回到那个车水马龙的港口。“大亚饭
店”下面正是在售卖海南街头小吃鸡屎藤、糯米
鸭、水果糕等。

在“琼肴风味”部分，有非遗传承人在操作区
域展示美食的制作流程，观众可以品尝和购买各
种特产，如日晒老海盐、土法红糖、山兰酒、木薯
酒、鹿龟酒等产品。

学海南非遗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的传承在“琼工坊”
得到了活态展示。“骑楼老街”布景下，是一家家传
承人与手工艺人们的展示工坊，在这些手工技艺
工坊中，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精美的艺术
品，还可以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亲自感受这些艺术
品的制作。

曼妙旋律，悠扬而起，2月8日开馆当日，非遗
传承人黄照安在“椰岛乐器”展示区域中秀起了多
样黎族乐器，灼吧、唎咧、鼻箫等让游客们细细品
味了一把黎族音乐的韵味。

赏海南民族特色

榕树气根自然垂坠成一面“屏幕”，投影仪将
黎族古老的民间故事以动漫的形式投射其上，这
样的设计让人们一迈进“琼崖村”就领略到海南少
数民族的前世今生，感受其聚落的原生态，人们仿
佛迎着太阳披着山间的晨雾走进了充满神秘色彩
的少数民族村落。

在“琼崖村”展厅内，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传承人向观众进行活态展示，观众朋友还可以一
睹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被的风采。

走在“村”中，大家还可以欣赏到精美绝伦的
骨雕头饰，黎族、苗族生产、生活的传统技艺惟妙
惟肖。此外，海南回族传统婚礼的生活场景也在
此得以还原，美轮美奂的簪花将回族新娘妆扮得
如孔雀开屏般惊艳夺目。

在“琼崖村”，策展人员还特意设计了一个少
数民族小舞台，这里连续播放异彩纷呈的黎族、苗
族歌舞视频，节假日期间观众还可在此观看少数
民族艺术家们的原生态表演，还可以与黎族“小
伙”比赛“拉乌龟”，体验黎族体育竞技小游戏。

“在博物馆做这样的展示更加有意义，它让这
门非遗技艺和大家近距离接触，对我们的文化保
护有着很强的推动作用。”海南椰雕传承人吴名驹
一边说，一边向参观者们展示他自创的圆雕技艺。

“琼工坊”还展有“大安剪纸”“南海贝雕”“天
南椰雕”“琼作木雕”“天涯编织”“琼崖碳画”“后
安锻刀”等，全面呈现传统手工技艺的内涵和魅
力，让观众对传统技艺有所了解，加深对海南非遗
项目的认识。

乐在数字化趣味互动

通过科技手段加强互动，提升观众的参与感
和体验感是此次策展人员颇下功夫的一项工作。
在“琼戏台”展厅，“琼音绕梁”互动区引来不少观
众驻足。参观者可以在此选择收听不同的戏曲曲
目，按下互动区桌上的按钮，可以观看传统戏曲行
当生旦净末丑表演的全息影像。在互动区不远
处，电子屏幕上有戏曲生旦净末丑行当的做打造
型，观众站在屏幕前方，模仿各行当相对应的造型
姿势玩体感闯关游戏，体验当一回戏曲演员。

此外，在“椰风海韵”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查
阅和下载海南音乐、舞蹈资料；为了让青少年和幼
儿观众进一步了解海南八音乐器及其音乐，在乐
器展柜旁还特别设计有“听音识器”互动环节，观
众可以参与听声音辨识不同乐器的小游戏。

此次的四个非遗展厅中都配有大量的视频资
料，数字化资料的应用让展览内容更为饱满，也让
整个展览的趣味性大大提升，让博物馆真正成为
了寓教于乐之天地。

初到一地旅游，当地的博物馆往
往会成为游客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因
为参观博物馆算得上是人们了解一
地历史与文化特色的最快捷的方式。

“我们在设计6个常设展览时，
就是希望可以将其打造成为游客们
的旅游攻略，让大家参观完海南省博
物馆就知道接下来几天他们可以去
哪里、可以品尝到什么、可以观赏到
什么，知道海南哪里风光最美，哪里
拥有最独特的文化，了解这片土地上
的风物特产。”省博物馆馆长陈江介
绍说。

“琼戏台”中，临高渔歌哩哩美唱
出渔家风情，儋州调声的男女对唱流
露浓情蜜意；“琼工坊”中，不同于汉
族剪纸多以“符号”为主，由黎族人以
剪纸方式记事而演变来的乐东“大安
剪纸”，每张作品都在向人们讲述一
个小故事；“后安锻刀”作为海南非遗
项目中唯一的锻造技艺，展示了本地
工匠纯熟的制造水平。

从琼北人家的中堂到三亚疍家

人的船坞，从海岸边的沙丘遗址到腹
地热带雨林的神秘植物，从老爸茶到
五色米，如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所
言，整个展览“立体”“饱满”，是一本
海南攻略，也是一本炫丽的“海南百
科”。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展览与文
创相结合，游客们可以在观展时购买
到诸多富有海南特色的文化产品。

一省之博物馆在当地公共文化
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以最为
直观的方式陈述本地历史，凸显着本
地文化特色，加深人们对这一方水土
的认知。

“一个现代的城市应当拥有自己
的博物馆，像省博物馆这样具备地质
性与艺术性的博物馆，对于广大本地
群众来说就是一种及时的文化补位。
它从海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摘取有价

值、有意思的部分，梳理成系统化的展
览，帮助大家把散乱的知识架构分门
别类，重新规整，也打造了一张海南的
文化名片。”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
管理处副主任张健平说。

通过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前期征
集、向兄弟博物馆借展等工作，此次
全新开放的6大展览中有不少精品
文物都是在琼首次亮相，例如沉香专
题展中的历代香具等。

陈江介绍，省博物馆此次自创展
览体例，是对地方历史文化展示的进
一步探索，他也希望以此为市县博物
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推动我省
文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据介绍，为
了进一步传播海南本土文化，省博物
馆下一步会以“1+N”的形式联合非
遗传承人等共建传习所，“1”就是指
省博物馆，“N”则是指黎锦、沉香造
香技艺等诸多非遗项目，让非遗在省
博物馆“集合”，对其进行更加广泛、
有效的传播。

六大展览，文化名片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
2月8日，历时半年装修后

的省博物馆原一期展览区域揭开
神秘面纱，由“木中皇后——海南
黄花梨陈列”“香中魁首——海南
沉香陈列”两个专题展和“琼工
坊”“琼肴街”“琼崖村”“琼戏台”4
个非遗展览所构成的6大常设展
览与公众正式见面。

从2008年落成开馆，到如
今升级扩容，10年间，省博物馆
以丰富、系统的展览内容，令人
耳目一新的展陈手段等，讲述
着海南故事，也推动着我省文
博事业的蓬勃发展。

还在2016年时，省博物馆就已
经发布了其关于一、二期整体设计的
理念，这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一赋
成展”。

内容繁杂的大小文物、琳琅丰
富的故事线索，是否能用一个主题
思想将所有的展览主题贯穿起来，
为参观者打造一个架构清晰的展
览？工作人员们大量翻阅史料书
籍，一次又一次研讨后,决定选择
500多年前明代丘濬所作的《南溟奇
甸赋》,成为这场能够代表海南历史
人文展览的“主题”。

丘濬的《南溟奇甸赋》以奇士与
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清晰通透地对
海南岛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交通、
物产、历史、文化、民俗等多个方面加
以描述。他以宽阔的视野与对社会
政经的视角向外界介绍了自己的家
乡。海南岛两千年的历史被琼岛才
子凝练在这一作品之中，时空斗转，
一代理学名臣丘濬仿佛就成为了这
场展览的“总策展人”。

“南溟奇甸”一词源于明太祖朱
元璋《劳海南卫指挥敕》，敕文以“南
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数千里”形容

当时的琼州。丘濬正是依此作《南溟
奇甸赋》，让“南溟奇甸”成为了海南
的代称。

此次省博物馆全面开放，也让
《南溟奇甸赋》在今天以文博视角被
全景式地呈现出来。

省博物馆将其一期定为历史馆，
二期定为艺术馆。早在去年二期区
域开放时，还原出的华光礁I号沉船
遗址原貌和沉船所处的海洋环境、
沉船出水文物等就让人感受到了

“山别起而为昆仑，水毕归以为溟
渤”；“蕞尔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
中之气象”被策展人员们用一件件
珍贵的古代文物呈现出来；有关海

南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展示让参
观者领略到了“惟徒所居之地，介乎
仙凡之间。类乎岛彝而不彝，有如
仙境而非仙。”

如今，这首赋的咏诵被新开设的
6个展厅接续下来。“阳明盛而气之
运也无息机，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
相。草经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
海南植物界中享负盛名的两种产物
——花梨与沉香，各成一展。展览不
仅展出了其各自的原态，也展示出了
历史上人们对它的应用成果。

“民生存古朴之风，物产有瑰奇
之状。其植物则郁乎其文彩，馥乎其
芳馨；陆摘水挂，异类殊名。”“琼工
坊”“琼肴街”“琼崖村”“琼戏台”4个
非遗展览以动静结合的展示手段再
现琼岛文化遗存。漫步“琼工坊”中，
精美椰雕令人感叹丘濬所言“椰一物
而十用具宜”，手工艺人们手中传承
的技艺与文脉让人深感“有自然之器
具，有灿然之文绣”。

“琼戏台”里琼音袅袅，文韵芬
芳，“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
相闻矣”的欣荣景象在琼剧、儋州调
声等诸多“琼音”之中灵动浮现。

南溟奇甸，一赋成展

“木中皇后”“香中魁首”齐亮相

邀你闻香识珍木

览尽南溟奇甸 感知琼州古今
省博物馆六大常设展览全面开放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省博物馆内的“琼肴街”——海南饮食文化陈列展厅。

非遗展区——“琼崖村”。

“琼工坊”内，观众在欣赏藤编技艺。 沉香陈列展区香道表演。 市民在海南沉香陈列专题展区内参观。

“琼崖村”内传承人演奏
黎族乐器。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