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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物馆建成开馆

文物活起来，点亮大众生活

2021

展现沈阳历史文脉
本报记者 刘洪超

近日，筹建 36 年、启建 3 年多的沈阳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成
为东北地区文化新地标。
辽宁沈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没有一座城市综合博物
馆。沈阳博物馆的建成，填补了这一空白。沈阳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约 6700 平方米，共有文物 2535 件 （套），开馆之
际推出五大展览，全面反映沈阳历史文化。
①

众多珍品首次展出

本报记者 邹雅婷

②

走进沈阳博物馆 《沈阳历史陈列》 展，这座城市漫长而丰富的历
史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11 万年前，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
迹。7200 年前，新乐文化先民于此繁衍生息。3000 多年前，多支青铜
文化交流融合。2300 年前，燕国在此设郡建城。秦汉时沈阳属辽东
郡，唐代属于沈州，辽金时期沈州繁盛，元代改沈州为沈阳路，沈阳
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历史上。清代沈阳为陪都盛京，备受尊崇。经历
了近代风云和抗战硝烟，1948 年沈阳解放，古城翻开了新的辉煌篇章。
《沈阳历史陈列》 展汇聚了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70 余年的考古成
果，许多珍品为首次展出。1965 年发掘出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展
出过的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精品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向世人展现东北
系青铜短剑文化的风采。叶茂台辽代萧氏家族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世所
罕见，如品级极高的白玉带饰、精美的辽鸡冠壶、白瓷三连粉盒等，
反映了辽代民族交融的盛况。曹雪芹祖辈曹辅墓志首次展出，为曹雪芹
籍贯研究提供了有力物证。此外，还有最早记录“沈州”字样的辽代石
函，发现于舍利塔中的明宣德炉，承载供养人礼佛诚心的虬龙净瓶……
根据文物的珍稀程度，沈阳博物馆评选出 3 件“镇馆之宝”：辽代
金面具为辽宁地区首次发现，全国也仅有 3 件；辽代白釉黑彩梅瓶为海
内孤品，是目前所见秋捺钵狩猎场景首次出现在瓷器上；白釉褐彩梅
瓶绘有精致的牡丹图案，证明釉下彩工艺在辽代已经出现，比以往认
知提前了近半个世纪。

数字化展示亮点纷呈

③
图①：家长带着小朋友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参观。
图②：“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现场。
图③：“‘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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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物馆在“可看、可听、可触摸、可互动”上下足功夫，馆
内数字化应用项目多达 24 项。多个展厅设有多媒体数字悬浮导览设备，
观众可以观看重点文物的 360 度高清动态图，还可以聆听 VR 讲解。
博物馆一层 300 平方米的高大开阔空间里，高达 9 米的冰屏令人震
撼，以日晷为设计灵感的“阳光历史时钟”，让置身其中的观众感受到
沈阳历史的更迭、时空的变换。在“沈阳源流”厅，一组新石器时代
渔猎、祭祀的全息影像，再现了 7000 多年前新乐先民的日常生活。在
“天眷盛京”厅，以光影变幻的形式展现了王公贵族与黎民百姓共同安
居的“盛京十二时辰”。在“近代风云”厅，还原了沈阳旧日街市场
景，站在一家店铺的二楼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三维投影的景象——
解放军和市民欢庆沈阳解放，整个城市气象一新。
博物馆里还设计了一座座“历史之门”，以实物和光影结合，引导
观众融入历史情境之中。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过渡区域，火光
穿透层层玻璃，呈现出奇幻的镜像空间；在辽金时代展区，真实的商
铺与虚拟的小桥流水融为一体，让观众感受千年前沈州的市井繁华；
在沈阳著名文物“大十面”展区，石碑上早已模糊不清的文字，通过
投影技术重现眼前。

推出辽河流域主题大展
2021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回望刚
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深切感受到，考古工作者
们用心发掘的文物，正在以越来越丰富、新颖的
方式“活起来”，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从三星堆
考古直播成为全网关注的热点，到“95 后”视频
博主手工“复原”三星堆金面具、金杖；从 《唐
宫夜宴》《中国考古大会》 等电视节目火出圈，到
“博物馆+剧本杀”备受年轻人追捧……文化遗产
更多地走进当代生活，为我们提供丰厚的精神滋
养和文化自信的底气。

文博节目出新出彩
5000 多年前良渚玉琮上神秘繁复的纹饰是用
什么工具雕刻出来的？3000 多年前萌萌的青铜鸮
尊有何用途？2000 多年前的雁鱼青铜灯怎样集美
观、实用与环保于一身……
日前开播的 《中国考古大会》，由专家学者和
考古推广人带领观众探秘考古遗址，以闯关解谜
的有趣形式、细致入微的场景复原，生动讲述了
考古发掘的艰辛故事，揭示了文物蕴含的中国智
慧，在网上掀起一个个热议话题，赢得了许多年

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据统计，《中国考古大会》 第一期播出后，电
视端累计触达超过 5985 万人次，融媒体端触达 9
亿人次，节目主话题词阅读量破亿，相关话题阅
读量破 3 亿，登上微博综艺影响力排行榜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说，节目通过考古学家的讲述和现场探
秘，带给人们亲临考古一线的感觉；通过舞蹈、
实验考古和复原模型，让观众仿佛走进了古人的
物质和精神世界。这档节目既像是一部考古纪录
片，又像一台考古公开课，但又比传统节目更复
杂、更精彩，形式上是一种创新。
正在热播的 《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
国》 第二季，则通过“万里少年团”的行走、探
索和体验，以观照当下生活、贴近年轻群体的视
角，解码 12 处世界遗产地。
担任该节目文化向导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告诉记者，《万里走单
骑》 的主题就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既有知识理
念输出，又让人感觉轻松愉悦。“我们衷心期待通
过这档节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开启自己的探索发
现之旅，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甘甜与富饶，
爱上世界文化遗产，并成为它们坚定的守护者和
传承者。”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认
为，文博类电视节目从“出圈”到“出棚”，体现
了文化遗产传播方式不断赓续创新。通过通俗易
懂的综艺形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成果
更多、更生动地展现给了国人，展现给了世界。

博物馆提供多元服务

《中国考古大会》 海报。

网络图片

在江苏扬州三湾古运河畔，扬州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大运河的千年繁华；在
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文化与古罗马文明展开跨
越时空的对话；在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天下第一
剑”住进“豪宅”，楚国车马出行图动了起来……
2021 年，一批新的文博场馆建成开放，成为当地
的文化盛事。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黄洋
对本报记者说，与传统博物馆相比，新建的博物
馆在功能定位上更加拓展，博物馆不再只是文物
收藏展示机构和社会教育平台，而是能为公众提
供多元服务的综合性文化空间。“人们来到博物
馆，不一定是来看展览，也可以喝咖啡、买文
创、玩剧本杀。精美的文创商店与展览空间融为
一体，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融。
通过拍照、购买等方式，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
此外，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上更加注重满足不
同人群的需求。苏州博物馆西馆有专为 3-12 岁孩
子们打造的探索体验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设计了让儿童探索自然的“运河湿地寻趣”展
厅，还有能让青少年体验密室逃脱游戏的“运河
迷踪”展厅。
数字技术的加持，让博物馆的观展体验更加
丰富多彩。在试开放运行的南京城墙博物馆，三
折幕沉浸式影院带领观众重回大明王朝的首都南
京，身临其境欣赏南京城墙的宏大壮丽，穿行街
市感受使臣朝贡与市井百态。在扬州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登上“沙飞船”，便可开启一场从杭州到
扬州的运河之旅。在改造升级后的青海省博物
馆，观众可以虚拟游览藏传佛教圣地瞿昙寺，还
可通过便携式 AR 眼镜自助导览，聆听文物故事。
“互动体验已成为博物馆吸引观众的一大亮
点。不管是采用多媒体和新技术，还是引入密
室、剧本杀等新形式，都是为了增强观众的体验
感，让观众在互动中感悟历史文物的价值、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黄洋说。

让文物更好地融入生活
2021 年 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
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
民，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认为，可以从两
方面来理解“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意义。一是
要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发挥文物在传承中华文
明、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强文物合理利
用，促进文物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在黄洋看来，让文物活起来，首先要做好文
物的研究阐释。比如 《中国考古大会》 用多种方
式再现了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而这是以多年来
考古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的。只有把文物研究好、
研究透，才能讲出吸引人的故事。
技术的发展也为文物活起来提供了新的机
遇。“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借助 3D 光雕数字技
术，将敦煌石窟艺术凝缩于炫彩夺目的沉浸式空
间；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小程序 2.0 新增 AR 实
景导航功能，并打造了 AI 随身导游“小狮子”，可为
观众提供智能导览、讲解及聊天服务……
“博物馆不仅要把观众‘请进来’，更要用丰
富的手段让更多文物‘走出去’，走进大众生活，
走进人们心里。”黄洋说，文物活起来关键在于让
文物价值实现更广泛的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国际传播中大放异彩。

除了展示沈阳本地文物，沈阳博物馆还联合多家博物馆推出跨年
大展—— 《璀璨·融合——辽河流域博物馆馆藏精品荟萃》 展。该展览
荟萃辽河流域 21 家博物馆的 450 余件（套）精品文物，首次集中展现辽河
文明。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讲述着 5000 多年前红山文化的璀璨；
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巨形石磬，至今仍能奏出清越的乐音；西
辽河流域的商周青铜重器，证明辽河文化演进与中原文明同步；华美
绝伦的前燕金步摇，体现了鲜卑族的精致生活和工艺水平；成套的音
乐演奏瓷俑、胡人俑等，反映了唐代辽河流域人口汇集、经济繁荣；
辽代特有的鸡冠壶、鸡腿瓶，让人惊叹连连……
为了促进文化交流互鉴，沈阳博物馆还组织举办“辽河流域历史
文化论坛”，邀请海外专家进行线上讲座。

打造“人民的博物馆”
沈阳博物馆的定位是“沈阳人民自己的博物馆”，建设期间即推出
“百万收藏计划”，面向公众征集记录沈阳人民生活履迹、具有沈阳独
特文化印迹、体现沈阳城市发展建设历程的藏品。活动开展月余，已
收到沈阳市民捐赠的藏品数百件，并在开馆当日举办了专场捐赠仪式。
位于沈阳博物馆三层的家庭教育厅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体验空
间，开馆后启动首场研学活动，以“沙盒探宝”
“穿越千年”等为主题，让
孩子们通过“学前思”
“学中游”
“学后醒”的过程，了解沈阳历史文脉。
结合馆藏特色文物，沈阳博物馆推出了系列文创产品，并制作了
10 款文物主题纪念章，放在各个展厅门口，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打卡。

辽代金面具。

动脉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