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为“博物馆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
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
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名片。

博物馆，一览数千年，于静默中诉说
着沧桑与繁华。进入新时代，我国博物馆
建设不断革陈出新，记者近日走进总书记
曾视察过的多个博物馆，深刻感受到博物
馆在新时代呈现的奇妙之“变”。

理念之“变”

“它曾叫‘青绿釉陶壶’，后因其‘波斯
血统’，得名‘波斯陶壶’。”馆长廉世明说，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也是目
前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波斯陶壶，是印证
中国在汉代与波斯往来的重要物证。

在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宽敞的
展厅内，这尊身着青绿盛装的陶壶在聚光
灯下耀眼夺目。

展厅深处，“海丝遗珍”琳琅满目，述
说着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
港的悠久历史和繁华盛景。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是中华文化对
外开放、交流互鉴的窗口。”廉世明说，“过
去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文物收集、修复和陈
列，现在主要是展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文化，拓展传播维度，激活文物的生命力。”

为了让观众沉浸在文化体验之中，廉
世明和同事颇费了一番功夫。他们利用
现代动漫技术，千方百计让馆藏文物“活”
起来，于是有了开口说话的湖蓝色玻璃
杯、吟诗作对的提梁铜壶、跳海草舞的铜
凤灯……“当藏品变得‘触手可及’，且更
富时代气息，文物传递的文化才能更深入
人心。”廉世明说。

一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陈列在桂
林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
的纪念馆内。这门迫击炮来自1934年
红军抢渡湘江的凤凰嘴渡口，2017年在
河道疏浚时被打捞上来。

“我们在建馆之初收到很多群众捐来
的文物，如大刀、枪头、手榴弹、水壶等。”全
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
任周运良说，为让观众更好受到理想信念教
育，近年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红军
战士的先进事迹，成为纪念馆的工作重心。

如何让历史和文物说话已成为当今

博物馆的重要课题。从过去以文物保护
为主要目的，到现在的策展创新、文化再
现、转化发展，祖国大地上的一个个博物
馆正在不断革新理念，实现文物的重塑，
激活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自信变得
可知可感。

功能之“变”

在西安博物院的“乐知学堂”内，一群
“银发族”摘下眼镜、拿起放大镜，轻轻摩
挲文物仿制品，沉浸在博物识珍的无尽美
妙中。

“‘乐知学堂’也为孩子，以及视障、听障
等特殊人群，提供更多触摸历史的新方式。”
西安博物院教育推广部副部长张莉说，西安
博物院不仅是文物收藏、研究、展示的场所，

“还通过更丰富的社会活动，让文物故事形
成一部生动历史教材，浸润公众心灵。”

“1930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根据地形成之
后，迫切需要一个指挥中心……”在鄂豫
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巨幅展墙前，12
岁的小讲解员杨茗睿正为游客讲述“红军
攻打新集”的故事。

近年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结合“馆校
互进”等研学活动，面向城区13所中小学
校招募优秀青少年学生，培养小小讲解员
600余名。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些小小
讲解员都会准时“上岗”，为游客义务讲解。

“好玩的黄河泥”“神奇的黄河水”，参
加一系列“走近母亲河”课后延时服务课

程，是郑州市文化路第二小学学生们最期
待的开心事。今年5月，黄河博物馆组织
13所郑州市中小学校参加由全球水博物
馆联盟主办的第三届“我们渴望的水”国
际青年大奖赛投稿，100余幅与黄河相关
的作品中，有6幅脱颖而出，将参与角逐
本年度最佳作品奖。

黄河博物馆馆长张怀记介绍，去年以
来，黄河博物馆的讲解员们多次带着精心
制作的宣传面板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
先后为3万余人开展“黄河颂”主题宣传
活动，通过讲述波澜壮阔的治河史，唤起
人们保护母亲河的责任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
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随着时代发展，博物馆的收藏、研
究、教育三大基本功能中，浸润人心的作
用日益凸显。”在广西民族大学历史系教
授滕兰花看来，积极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这正是
博物馆在新时代的坐标和历史使命。

创新之“变”

当博物馆跨界融合，会碰撞出什么样
的化学反应？

——“博物馆+科技”，是有趣灵魂的
深度契合。

当文物“下班”后会聊些什么？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在这喝了两千

多年的酒了。”一尊东汉提梁铜壶打开话

匣子。
“听着怪香的，给我尝一口呗。”一匹

西汉铜马接话。
这是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文物戏

精”间的对话。从节目、纪录片到文创产
品，从专业讲座到博物科普，越来越多的
博物馆不再走“高冷”路线，纷纷拥抱新技
术、使用互联网语境等“十八般武艺”与观
众“链接”。

——“博物馆+网络”，是火光四射的
触电体验。

“子时，特工新任务；卯时，穿梭长安
城；辰时，大唐顺风车；巳时，萌猫有口
福……”

疫情期间，西安博物院将本为春节举
办的线下特展“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
的生活”搬到网上，出品有声展览《福猫特
工的十二时辰》。

趣味式解说、闯关式“导展”、全方位
展现和讲解文物，让观众在“云游”中饱尝
一顿文化大餐，尽览长安人的服饰、饮食
和出行娱乐。新颖吸睛的展览方式热度

“出圈”，引爆全国网友的观展兴趣。
60多年前，数千名交大师生员工响应

党和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来到古
都西安，在一片原野麦田中拉开了扎根西
部的序幕。为打破时空限制，交大西迁博
物馆建成了网上展馆，正在建设融入AR+
VR互动技术的5G博物馆，通过全媒体矩
阵不断扩大西迁精神的社会影响力。

——“博物馆+文旅”，是润物无声的
动态延伸。

“有商船到！”夜幕降临，岸边传来高
亢叫声，外国商队在锣鼓喧天中举着火把
上岸。

归航、启航、船去、船来，合浦县海丝
首港景区再现一幅2000多年前舟楫往
来、商贾云集的盛世画卷。廉世明说：“景
区不仅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联动搭建
旅游线路，也充分利用文物信息和资源对
海丝文化进行演艺式还原。”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夜幕中灯光
营造下的灵动让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广西
民族村”这一露天展示园显得如梦如幻。广
西民族博物馆有着独特的馆院结合布局，
如果说馆内是静态的展览，院里则是活态的
展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这里上演。

时光孕育文化，变革激活力量。“一个
剧本满足不了需求，我们的探索就是让观
众不再是单一地参观，而是得到多元的文
化体验。”广西民族博物馆馆长梁志敏说，

“观众也是博物馆的共建者，博物馆应保
持与观众的良好互动，共同构筑好中华民
族精神家园。”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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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证券业金牌理财精英团队

招商证券珠海人民西路营业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招商证券”）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招
商局集团旗下的证券公司，目前已
在上交所主板（代码 600999）和港
交所主板上市（代码 06099），在国
内设有259家证券营业部。招商证
券珠海人民西路营业部植根珠海
20 余载，拥有一支高学历、经验丰
富的队伍，始终秉承“助推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助力社会财富保值增值”
为使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
务。具体包括：

1.智远私行：团队从客户需求出
发，通过 1+1+N 买方顾问服务，为
高净值客户定制产品方案，并通过
家族信托，实现风险隔离和财富传
承，深受客户的欢迎。

2.快捷资讯：背靠总部的投研团
队，向客户推出“财管计划”“首席之
声”等资讯，组织客户参加“高端电
话会议”“财富悦月谈”等线上讲座，
并通过招商证券投教基地公众号和
招商证券智远理财视频号，传递新
鲜的市场信息和研究成果。

3.股权激励：推出了企业股权激
励综合服务系统，通过ESOP系统实
现在线协议签署，在线缴款，税务测
算，减少人为误差。配合运用合规

管理系统，适配董监高等群体专有
交易规则，避免违规操作。实现激
励流程线上化，激励效果可视化，服
务体验极致化。

4.助力机构：团队还致力于为政
府、银行、私募基金、融资平台、财务
公司等提供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
购重组、投研咨询、托管、转融通等
综合性一体化服务。其中，托管业
务连续8年蝉联全行业第一。

5.科技引领：公司顺应金融科技
浪潮，推出“预约打新”“智能下单”

“T0策略交易”等科技化功能，深受
投资者好评！针对专业投资者，还
打造了 PB 系统、极速交易软件，以
专业 IT支持各类交易策略。

多年来，优质的服务让招商证
券珠海人民西路营业部收获多项荣
誉，包括：2005 年招商证券客户服
务先进集体；2011 年招商证券零售
经纪业务优秀团体奖；2013 年招商
证券投资者教育先进营业部；2014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之声”互
助平台年度示范营业部；2011-2021
年连续 11 年获珠海理财精英榜评
选最佳理财精英团队殊荣。

未来，我们将依托一流的软硬
件设施，助力企业发展，为客户实现
长期的资产增值！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金牌理财产品

广发银行珠海分行——天天智能通3.0

■ 产品特点：

1. 一次签约、操作便捷
只需签约一次，客户可通过网

银、手机银行、网点柜台等渠道签约。
2.本息安全、安稳之选
存款产品，纳入存款保险范围。
3.周期付息，自动滚存
签约账户满足指定的天数及金

额要求（计算连续天数不跨计息周
期），即按指定的计息周期自动结息
入账、自动通知转存。

4.资金灵活，随时可用
资金可随时存取、转账、消费支

付、还款、缴费等。

5.享受通知存款利率
满足指定金额和天数要求，即

可按照通知存款规则计付利息。
收益性
满足指定金额和天数要求，即

可按照通知存款规则计付利息。
安全性
存款产品、本息安全，纳入存款

保险范围。
流动性
账户内资金可随时存取、转账、

消费支付、还款、缴费等。
服务性
只需签约一次，客户可通过网

银、手机银行、网点柜台等渠道签约。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金牌理财产品

光大银行珠海分行——阳光助业贷

■ 产品特点：

1.金额高：

贷款金额最高达1000万。

2.速度快：

资料齐全，3天放款。

3.还款活：

8种还款方式供您选择。

4.用款易：

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
察期间，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协
同创新展示中心，国家电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
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向总书记介绍了人
工智能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近日，新华社记
者回访了张黎明，以下是他的自述与心声——

我今年52岁了，3年多前当面向习近平总
书记汇报我们创新成果的场景，我这一辈子都
忘不了。

那天，我为总书记做了现场演示。切剥导
线、牵引入槽、锁紧线夹，机器人作业过程很顺
畅。总书记看得很认真，得知研发方向是我们
一线工人提出的，他称赞我们工人创新团队实
践出真知。

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能代替人开展高空带
电作业，保障一线工人的生命安全，总书记对
此表示肯定。他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对一线工
人的关心，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头。

交流中，总书记问我是什么学历。我回答
说：“我是中专学历，在岗位上终身学习，一样
能取得成绩。”

总书记听完赞许地说：“你作出了贡献，也
作出了创新示范。”

得到总书记的肯定，我心情更激动。我深
深感到，创新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
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我们国家再往前
走也要靠自主创新。”总书记对在场的人说，让
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
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

总书记的激励让我们创新的劲头更足了。
尽管我们实现了机器人代替人开展高空

带电作业，可抢修工人还需要到高空去辅助作
业，很辛苦也有危险。奔着更智慧、更轻便的
目标，我们返回实验室，继续攀登配网带电作
业机器人高峰。

每当遇到困难和压力，我总会想起总书记
的要求和鼓励。经过反复试验修改，我们终于
推出第四代机器人，全自动操作，体积更小、效
率更高，大大减少了抢修工人的高空作业量。
我们的机器人还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在20
个省份得到推广。

我们将前沿科技与一线工人的智慧相结
合，让机器人拥有更好的“视觉”与“触觉”，开
发出国内首个乘用车领域多工位自动充电机
器人，实现感知、对位、充电一气呵成。

这几年，我带出了一帮年轻的徒弟，他们
个顶个是技术能手，扎根一线不急不躁，能够
肩负起企业未来顶梁柱的担子。工作之余，
我带领的共产党员服务队不断壮大，发展成
为水电气热服务联盟，走街串户给老百姓解
决用能维修难题，“黎明出发 点亮万家”的口
号叫得更响了。

老歌唱得好，咱们工人有力量！总书记，
请您放心！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创新，为国家发
展贡献更多咱工人的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天津5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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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5月18日，游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