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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南海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聚焦

﹃

精美的龙被花纹图案。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数千里。”明太祖朱元璋曾敕文形容
当时的琼州。明代理学名臣、海南才子丘濬依此作《南溟奇甸赋》，
以雄奇恣肆诗篇描绘海南岛的高山、大河、峰峦和江水。
岁月更迭，时空斗转。如今，世人不仅能从丘濬的诗篇中品读
海南岛的钟灵毓秀，还可到访博物馆，亲身游历流动着的《南溟奇甸
赋》。
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的交错在博物馆里写下独特的注脚。云
端“上新”、文创“破圈”，博物馆已成为许多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知识
宝库和打卡热门地。跟着海南日报记者来看看文博游热潮如何在
海南涌动。

见习记者 刘晓惠

南溟浩瀚，帆影绰绰。据古籍记载，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环南海而居的沿海
居民就已航行于南海之上，并穿越南海
诸岛，开展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
业生产活动，书写了源远流长的南海海
洋文明。
南海海洋文明作为我省各大博物馆
的“C 位主角”，在科技创新与文物保护
的“跨界”携手下，博物馆里古老的南海
海洋文明以精准智能、多元互动的新面
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
是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展馆复原了“华
光礁 I 号”
沉船遗址原貌和沉船所处的海
洋环境。沉船出水文物碎片、南海海洋
动植物标本以及珊瑚石沙等展品，营造
出海底的真实世界。
沉船复原遗址的上方，360 度环幕
上循环播放着《南溟泛舸——华光礁 I
号的前世今生》纪录片，影片的播放采
用高科技激光投影机和先进的播放系
统设备，清晰呈现出华光礁 I 号的宏伟
气势。静态的遗址文物和动态的环幕
特效，让参观者仿佛穿梭于南海的昔日
于今朝之间，更能感悟沧桑海疆的峥嵘
变迁。
上传自拍照即可自动生成个人专属
游记，带上 VR 眼镜就能将异地专家“带
到”身边，智慧型服务机器人不仅可以为
观众导览和讲解，还具备人脸识别功能
和 VR 技术，能够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
水下考古……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科技的助力盘活了博物馆资源，让文
物真正“活”起来、
“动”起来，吸引了更多
年轻人的关注。
“南海博物馆是较早探索智慧文旅
的博物馆之一，5G 的创新应用提升了博
物馆安保、管理和服务领域的智慧化水
平，不管是哪方面的尝试，都是为了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
态，用科技赋予文博新的生命力。”南海
博物馆馆长辛礼学说。
借助科技的翅膀，博物馆里泱泱南
溟泛起了新舸，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科
技推动文博新浪潮。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省正积
极推进数字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建设，以
科技赋能馆藏资源管理和数字化利用，
让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打动更多的青年
人。

楚风木石博物馆里的树化石。

逛博物馆，除了到海南省博物馆、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等综
合性文化场馆，还可以选择去一些小而精的
小众博物馆。作为文博舰队中的补充力量，
小众博物馆的收藏品颇有特色，常有业内人
士或文博发烧友慕名而来。
在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 288 号，坐落着
一家以海南元素为主要藏品的民办木石博物
馆——海南楚风木石博物馆。
楚风木石博物馆分为室外馆和室内馆，
馆藏作品千余件。室外馆为海南特有树种盆
景园，展出 40 多种以原生海南树材创作的盆
景，如野漆、吊壁、山桑、穿破石、夜来香等。
室内馆则分为南渡江树化石、南渡江古沉木
（阴沉木）雕和海南黄花梨三部分，其中，南渡
江古沉木雕刻作品如《十八罗汉》
《达摩》
《屈
原》
《苏东坡》等惟妙惟肖，
令人驻足流连。
馆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尊经过亿
万年演化而成的南渡江树化石。
“这个化石最
难得的地方，就是正处于没有完全玉化的阶
段，这让它不仅保留了树的纹理及特征，同时
也有着玉的晶莹剔透。”楚风木石博物馆馆长
胡庆魁介绍，许多参观者慕名而来，无不为大
自然的巧夺天工而惊叹。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西黎村，也藏
着一座民族文化展示馆——西黎民族文化展
示馆。
展示馆里陈列着女性装饰品、生活器
具、农耕工具、纺织工具、狩猎武器、黎锦等
各式各类黎族群众曾使用过的器物，藏品
有数千件之多，涵盖黎族群众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
还有一些博物馆藏在大学
校园里。三亚学院照相机博物
馆里，既有德国的徕卡、英国
的刀梅、法国的金鸡、美国的
柯达、日本的柯尼卡、苏联的
列宁格勒等世界经典相机，
也 有 海 鸥 、上 海 、凤 凰 、珠
江、天坛等国产精品相机，
它们静静诉说着时光往
事，见证着人类定格记忆
的光影史。
散发着文艺气息的言·
艺术馆，把清风明月揽入厅堂
的三亚月影艺术馆，背靠万亩
椰林的海南椰雕文化艺术展览馆
……当前，
许多的民间博物馆也开
始把目光投向年轻受众，或寻求跨
界合作，
或以独特主题为载体，
在百
花齐放的民间收藏市场，向观众
兑现博物馆“你给我一日，我
给你千年”
的无声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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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带火昌江沙渔塘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令人向往的慢生活
滨海渔村风景美
各地游客纷至来
村口，古树参天，儿童嬉戏，开一
个冰椰，深吸一口，瞬间赶走夏日的
炎热与焦躁；村外，碧海蓝天、阳光沙
滩，平静的海面像巨大的摇篮，轻轻
摇晃着渔船。
这是一个传统的渔村，离昌江县
城石碌镇约 35 公里，慢是这里最大
的特点。不少居民以捕鱼为生，他们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出海捕鱼，
闲时做饭聊天，对生活的诉求朴素平

。
文旅
昌江
》带火
生活
往的
《向

“我有一所房
子 ，面 朝 大 海 ，春 暖
花 开 ……”，这 是 诗
人海子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事实上，对
绝大多数在钢筋水
泥的城市里生活的
都市人而言，不计较
时间流逝的慢生活
正是他们掩藏在心
底的向往，而这份向
往也重新定义了旅
行的意义。
今年 3 月，一档
生活服务纪实节目
《向 往 的 生 活》在 海
南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尾镇沙渔塘社区
开拍，原生态滨海景
观、慢节奏渔村生活
在电视画面中一一
呈现，不少网友感慨
“原来沙渔塘的落日
这么美”
“ 被海边的
日出治愈了”……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带
着探寻这份美好的期
待，
走进了沙渔塘。

小众体验 藏品百花放 文物满目新

智慧文旅 南溟泛新舸 科技助远航

深读南溟 琼俗大荟萃 方寸见传统

﹄览琼州 一步千年

海南文博游热潮涌动

■

仲夏时节，走进海南省博物馆，温润舒
朗的微风拂面，古朴典雅的气息舒心。
省博物馆巧借
“南溟奇甸”
之题，
以赋之
篇章内容为纲，
编创出
“南溟奇甸”
展陈体系，
向观众展示出海南的自然地理、
独特资源、
神
奇文史、
奇风异俗和海洋文明的奇特画卷。
步入以“仙凡之间”为主题的海南风情
陈列馆，汉族、黎族、苗族、回族等民族文化
在海南汇集、融合、发展的结晶逐一呈现
——火山文化、南洋骑楼、黎族织锦、苗族文
绣……从琼北、中部绵延至天涯海角，在博
物馆里纵观全岛，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把漫山遍野随处可取的火山岩石作为
建筑材料，造出来的房子石缝严密、墙有细
孔，冬暖夏凉、宜居舒适……省博物馆把海
南火山地区的民居等比例复制到展馆里，
漫步其中的参观者无不感慨当地居民在火
山岩上开采、雕凿、刻画、砌筑的高超技艺，
冰冷坚硬的石材在民族智慧的交融里，变
成了一件件富有灵气的石质艺术品。
沿着火山民居再往前走，微缩的蔡家
宅引人留步。仔细一瞧，参照骑楼风格设
计的走廊四通八达，中堂则是古香古色的
中式建筑，门窗橼垣上的雕花精致秀美，即
使是微缩的复刻品，也能把蔡家宅中西合
璧的匠心之美淋漓展现。
“琼海的蔡家宅、澄迈的李氏宗祠、海
口的火山民居……博物馆仿佛是荟萃了海
南各地民俗的万花筒，让我一次阅遍琼岛
山水。”来自辽宁的游客林珊到海南的第一
站就奔赴了省博物馆，她被眼前陈列所吸
引，决定亲身走进这些人文景观一睹风采。
山路蜿蜒，林海葱郁。藏于琼岛中部
五指山市的海南民族博物馆也是深读海南
民俗文化的好去处。
走进民族博物馆，四合院式的建筑，雕
梁画栋，飞檐翘角，尽显古朴壮观。馆内开
设 8 个展厅，藏品 10896 件（套），陈列展览
反映了从新石器时期起的各个历史阶段黎
族、苗族、回族等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习
俗和风土人情。
进入省民族博物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钻木取火、泥片制陶等传统农耕器具，它们
静静诉说着海南千年的农耕历史。在玻璃
橱窗里，
长 188 厘米、
宽 124 厘米的黎族龙被
是省民族博物馆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被上
绣有双凤朝阳麒麟。龙被是公认的黎族在
纺、织、染、绣四大工艺中，
难度最大、文化品
位最高、技术最高超的织锦工艺美术品，也
是黎族进贡历代封建王朝的珍品之一。
“这些文物就像一部纪录片，宏伟而又
细致地展示了海南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值
得细细品味、再三品味。”参观省民族博物
馆的游客黄英宁说。

常，知足常乐。当地人眼里再简单不
过的生活，却成了都市人的心之所
向，梦之所往，更是节目组勘景选址
考虑的重要因素。
谁能想到，数年前，沙渔塘还是
雨污合流、垃圾遍布沙滩的“脏乱差”
形象，经过政府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
措改造后，蝶变成美丽乡村，民宿、餐
饮店接踵而至。2019 年，以沙渔塘
为原型的电影《圆梦》在此拍摄，渔村
美景崭露头角。此次《向往的生活》
在此拍摄，将原本不知名的小渔村推
上了流量风口，让众多岛外游客慕名
而来。

在沙滩边的帐篷下，两位来自江
苏南京的女士吹着迎面的海风，享受
放松身心的时刻。李女士告诉记者，
她们原本的目的地是三亚，奈何天公
不作美，没有看到落日。刚好《向往
的生活》正在热播，沙渔塘这个美丽
的地方是追逐落日的目的地，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把她们偶然带到了这
里。
“沙渔塘的大海比三亚更加原生
态，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我每天都
期待看一场唯美的落日。”李女士说
在沙渔塘，她连续住了 3 天民宿，当
地人还带她们体验赶海。
“ 抓到的螃
蟹，我们就拿到村民家里加工，他们
都不收费。”李女士被小小举动温暖
着，她在这里找到了向往的生活。

远离尘嚣慢节奏
疗愈身心心向往
在《向往的生活》节目组眼里，选
择沙渔塘不是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
划的相遇。
“ 到海边录制节目是 6 年
来我们和观众朋友们的共同心愿，我
们去过中国 100 多个渔村勘景选址，
最后选择了昌江，选择了沙渔塘，因

为这里不仅拥有美丽的风景、独特的
美食，更有温暖的人心。”蓝天下（浙
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向往的
生活》总制片人章碧珍说。
现代都市的快节奏和压力似乎
让人们已经失去了自我疗愈的能力，
大家急需疗愈和放松，而《向往的生
活》这档典型的“慢综艺”类型的节
目，没有强情节和多任务的推进，追
求缓慢和平淡的叙事，来表现和倡导
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戏剧影视文
学系副教授汪荣认为，在沙渔塘拍摄
的最新一季《向往的生活》，把节目展
演的空间设置在渔村，这无疑代表了
节目组想为观众呈现“诗与远方”。
渔村远离尘嚣，安静淳朴，体现了与
现代都市生活不一样的桃花源似的
生活样态，既是一种返璞归真，也是
一种反现代性的体现。这类慢综艺
是都市人情感和娱乐诉求的表达，体
现了他们的向往。
或许每个人都想拥有微小而确
切的幸福，但却因为世俗的负累变得
不再轻松。那么，来昌江，来沙渔塘，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让一切
温暖如初。

清补凉

独库公路迎来
“最美季”
据中国旅游报，
“2022 年独库公路通车。”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
书记、副厅长燕乃敏在 2022 年独库公路通车
节上宣布。受气候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有四
五个月的通车时间。此次通车节的举办，标志
着独库公路迎来了新通车季。
独库公路北至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端
连接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纵贯天山南北，全长
561 公里，途经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
区，沿线有峡谷、草原、湖泊、河流等独特的自
然风光，有“五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一天经
历四季”
之说，深受自驾游客喜爱。

《阮玲玉》再登人艺舞台
据北京日报，继《茶馆》之后，北京人艺又
一部舞台经典《阮玲玉》6 月 20 日晚上与观众
如约在首都剧场见面。这部由锦云编剧，林
兆华、任鸣、韩清执导的作品，用诗化的语言、
流动的舞台，徐帆、濮存昕、孙星、苗驰、李珍
等实力派演员的演绎，上演一段传奇名伶的
戏梦人生。
《阮玲玉》首演于 1994 年，
作为北京人艺舞
台上又一部风格鲜明的保留剧目，
它不止是在写
一个家喻户晓的艺人，
更是在写深刻的人性。
“我
认为写人物应该是写人物的心态，就是撕开他
的外壳，
写他的灵魂。
”
编剧锦云曾这样说。
全剧行云流水般的讲述和人物命运的冲
突，让观众在点滴间感受到悲剧的力量。尤其
是最后一段阮玲玉的经典独白，瞬间几个层次
的转换，让观众对阮玲玉发自内心的呐喊有了
更深刻的共鸣，也将美的毁灭升华为对人性的
思考。

国产佳片《纸骑兵》获大奖
据文学报，
近日，
由范小天、陈聚之执导，
范
小天、焦欢编剧的电影《纸骑兵》，
获得休斯敦国
际电影节雷米奖最高奖——评审团特别奖。
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成立于 1961 年 8 月，并
在 1968 年正式成为竞赛性质的国际电影节，
表彰和彰显电影和视频领域的杰出创造力，认
可优秀的人才。电影《纸骑兵》是印象·南方作
家电影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改编自作家苏童的
短篇小说《骑兵》和《纸》。通过忧伤的木马骑
兵、快乐的斑马骑兵、凄凉悲怆的铁骑兵、灿烂
千阳的纸骑兵，塑造了一个用美好心态活在自
己世界里的罗圈腿少年左林。
导演范小天表示：
“我们追求的印象·南方
作家电影，希望能用悲悯的独特的目光看待包
括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我们想在《纸骑兵》
中探讨：普通人能不能有梦想？普通人的梦想
值不值得被肯定？男主角左林身处底层，仰望
星空，他的梦想是骑着马到城市最繁华的广场
走一走。左林是中国江南水乡的堂吉诃德，也
是当代都市的堂吉诃德。

古诗词依旧热度不减
据光明日报，最近，抖音发布的《古诗词数
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古诗词短视频在抖音
上累计播放量达 178 亿，
同比增长 168％。无独
有偶，
来自图书销售市场的数据显示，
近几年古
诗词图书销量猛增。这些充分说明，在精神文
化产品极度丰富的今天，
古诗词依旧热度不减。
古诗词中，唐诗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体裁
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人们依然能在唐
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找到与古人强
烈共鸣的情感瞬间。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经
典诗句，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大家之所以喜欢唐诗，一方面是因为诗歌
本身的节奏韵律十分便于朗诵记忆；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唐诗兴盛的时代极具魅力。历史上
的唐朝，风气开放、兼收并蓄，出现了许多英雄
和天才人物，涌现出大量诗人、艺术家。现存
的 5 万多首唐诗，基本涵盖了一个中国人所能
想象到的生活和情感的全部。再加上高超的
艺术水准、高深的思想境界，因此唐诗成为中
国古典诗歌领域最为璀璨的明珠，让历代人充
满敬仰。也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
“唐诗是中
国人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
（徐晗溪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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