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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弘/文 通讯员陈明霞/
摄）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世界各地
的博物馆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今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
博物馆：传统的未来”。结合这一主题，桂
林博物馆以“将博物馆建设为连接历史和未
来的桥梁”为主要内容，推出一系列文化活
动。

当天上午 9 ： 30 ，在桂林博物馆大厅
举行了“桂林博物馆‘ 5·18 ’国际博物馆
日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西山小学副校
长张志平、桂林博物馆副馆长孙明光分别在
仪式上致辞。来自西山小学的师生以及市民
观众共 300 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当日在馆内开展的主题活动包括：“ 1
+24=∞——— 24 节气插画书法作品联展”
“漓水琴韵——— 漓水古琴乐团音乐鉴赏会”
“桂博之友萧漫宇先生古琴捐赠仪式”以及
“ 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系列活动：
“寻找状元郎 靖江寻宝记”“寻找状元郎

小鲁班诞生记”等五大部分。
“ 1+24=∞——— 24 节气插画书法作品

联展”由旅美自由插画师 Cinyee Chiu 和
西山小学“墨趣社”的 24 名师生联手创
作，创造性地以 24 只萌兽代表 24 节气，
辅以书法创作，向观众展示对传统节气别出
心裁的解读，展现了对传统文化创造性的传
承。插画师 Cinyee Chiu 录制 VCR 向观
众介绍展览。

启动仪式后，“漓水琴韵——— 漓水古
琴乐团音乐鉴赏会”活动开始，来自漓水
古琴乐团的 10 余位师生通过独奏、琴箫合
奏、琴歌合唱，为大家带来《关雎》《欸
乃一声山水绿》《宜人独桂林》《人生若
只如初见》等古琴名曲，在袅袅琴音和表
演者吟哦声中，动人的情感、醉人的山水
画卷徐徐展开。

捐赠仪式上，漓水古琴乐团的创始人
萧漫宇将他亲斫的“剑胆”“琴心”两张
精品收藏级古琴，无偿捐赠给桂林博物
馆。萧漫宇是广西著名的古琴文化传播
者、古琴艺术家、古琴演奏家，不仅精于
古琴演奏技艺传承和创新，更重视古琴制
作工艺的发展创新。

其后，“寻找状元郎 靖江寻宝
记”“寻找状元郎 小鲁班诞生记”同
时展开，共有 100 位孩子和家长参加体
验活动。“靖江寻宝记”中， 30 位小朋
友分为 5 组，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梅瓶
厅，深入了解梅瓶知识，完成《寻找状
元郎 靖江寻宝记》手账。孩子们有的
拿着手账仔细阅读展厅的说明牌，有的
趴在活动桌上书写正确答案，有的充当
起梅瓶修复师，努力还原梅瓶拼图。游
戏获胜的小朋友拿着奖品激动万分。
“小鲁班诞生记”活动中， 20 位小朋友
认真听老师讲鲁班的故事、榫卯结构原
理和中国传统建筑等知识，亲手组装了
榫卯结构的中国门。看着一堆零散的门
柱、门框、门梁在自己手中变成自由开
合的门，孩子们兴奋地与自己的成果合
影纪念。

本报讯（记者张弘）华丽精美的唐卡、端庄雅致的熏炉，
以“传·家”为主题的非遗艺术精品展 5 月 19 日至 5 月 25 日
在桂林举办。此次活动展出非遗艺术精品唐卡 58 件、巧生炉
100 余件，其中 30 件铜炉首发新品由“中国铜炉第一人”陈
巧生大师亲自带到桂林参展。此次展会以“传·家”为主题，
意在通过“器以载道”来传承中华非遗瑰宝。

据主办方介绍，中国铜炉文化源远流长，到明代宣德年间
达到巅峰。宣德皇帝亲自督造的铜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用黄
铜铸炉的先河，又因其选材上乘，做工考究，款式大雅，备受
世人珍爱，其中铜香炉约 3000 件，史称“宣德炉”。从帝王
将相到文人墨客到庙宇寺院，宣德炉备受青睐。然而，宣德炉
铸造技艺在民国时期已完全失传，铜炉行业更是无人问津。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韵铜炉制作技艺传承人、铜炉大师陈巧
生，凭着对中国传统炉文化的一腔热情和家族三代铜器制作经
验，整整用了 8 年时间，足不出户，终于摸索出仿制宣德炉
的工艺。又经过 40 多年的探索，复原了古法的 40 多种铜炉
皮样、数十道传统制炉工艺和原料配方。

本报讯（记者张弘 通讯员雷琛）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月 13 日至 17 日，桂
林市文联组织市、县有关作家到湖南、贵州等地开展了“重走
长征路”主题文学采风活动，进一步丰富创作以湘江战役为主
题的报告文学的文史资料，并与当地文联进行了深入交流。

采风团一行在调研红军长征过桂北五县的湘江战役之后，
又进一步调研了通道转兵纪念馆、恭城书院、黎平会议旧址、
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苟坝会议旧址以及息烽集中营等红色
教育基地。随行的所有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前重温了入党誓
词。一路上，采风团成员认真倾听讲解员解说，并用相机留下
了难忘的场景。

通过看、听、访、学，大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不
朽伟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更深层次的认识，深刻感受和不
断领悟当年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和重大历史意义。

市文联副主席秦凌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这次“重
走长征路”主题文学采风，作家们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
育。采风路上，所见所闻都深深地触动着作家的心弦、震撼着
作家的心灵。

采风团成员纷纷表示，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发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大公无私、联系群众的优良
作风，深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创作，力争推出一批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精品，为促进
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为谱写新时代桂林发展新篇
章凝聚强大的正能量。

□新华社记者杨一苗 徐永春

第 72 届戛纳电影节 5 月 14 日至 25 日
在法国城市戛纳举行，其间举办的中国电
影展映及影视项目推介等活动吸引了多国
电影行业专业人士参与。他们认为，与中
国合作拍摄电影前景广阔，也希望能深度
开拓影视行业内的多领域合作。

“我们在亚洲有很多合作伙伴，特别
是在中国。”新西兰电影委员会国际关系
部总监克里斯·佩恩说，“在过去几年里，
新西兰参与了《战狼 2 》《流浪地球》等
几部在中国口碑极佳的影片的制作，这无

疑坚定了我们今后与中国深入开展合作的
信心。”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持续快速增
长， 2018 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600 亿
元人民币大关，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
场。电影创作活力强劲，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的中青年电影人才。在这一过程中，中
外电影专业人士间的协作与融合成为重要
的推动力量。

“正像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希望走上世
界银幕一样，我们也在寻找合适的中方联合
制作人。”荷兰电影委员会代表巴斯·范德·
雷说，“我们参加过上海和北京的国际电影
节，并努力了解中国电影工业的运行方式，

荷兰与中国之间可以找到很多影视创作相
通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在儿童
电影和动画片领域与中国合作。”

英国电影学会分销与商业战略部主
管凯蒂·埃琳则认为互相了解是促进合作
的基础。她说，英国有不少电影从业者
对中国和中国电影有很大兴趣，“在过
去 6 年里，我们组织英国许多电影人去
中国交流，最初是通过这一方式了解彼
此都在想什么。当然，最终目的是希望
能帮助两国电影人在对方国家找到最合
适的合作伙伴”。

法国电影制片人罗南·吉尔说：“寻
求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国电

影合作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合作一定是
未来电影行业发展的方向。”

戛纳电影节是全球重要的电影展映
与交流平台。今年注册参加戛纳电影节
电影市场的专业人士数量约为 1 . 3 万
人，该电影节已成为世界电影业界人士
最重要的聚会。

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基
金会下属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上海国际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
等中法电影机构先后举办了中国青年电
影制片人推介及电影投资、制作与发行
等领域的专业论坛，为中外电影人提供
了深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新华社记者唐霁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法中文
化艺术联合会主席帕特里克·当布龙当天
在巴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当
前的数字化时代，积极促进艺术和文化遗
产的数字化推广意义重大，法中两国在博
物馆数字化方面的合作能够引导、鼓励年
轻人更深入地了解历史。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恰好也是法国
“博物馆之夜”活动日。据当布龙介
绍，在法国首都巴黎，卢浮宫、奥赛博
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在
活动期间免费向游客开放，人们可以尽
情享受“博物馆之夜”，探寻藏品背后

的文化和历史。
如今，人们对博物馆藏品背后的历史

和文化内涵越来越感兴趣。而受地域、经
济条件等因素限制，人们难以亲临所有的
博物馆。在此背景下，中法两国开展了博
物馆数字化合作。

今年年初，中国腾讯集团与法国国家
博物馆联合会在巴黎宣布启动“国宝全球
数字博物馆”项目。据了解，该项目面向
海内外顶尖博物馆，通过合作授权，将馆
藏中国珍品文物以数字化形态呈现在网络
平台上，人们只需动动指尖就可以跨越地
域限制、欣赏传世国宝。

“我们发现，今天年轻人的生活是完
全数字化的，他们从互联网获得知识，手
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载体，

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博物馆数字化将产生深远影
响。”当布龙说。

当布龙表示，法中文化艺术联合
会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之
间的相互理解，“联合会一直在帮助
法国多个大型博物馆进行面向中国游
客的数字化推广工作，我们的努力方
向是将展品虚拟化以及加强与观众之
间的互动”。

“数字动画已经成为推广博物馆的
方式，年轻人通过特色动画开始对具体
的作品产生兴趣，进而走进博物馆去近
距离欣赏作品本身。”当布龙介绍，法
中文化艺术联合会正在与中国数字化专
业机构合作，制作一个专门介绍法国博

物馆的手机小程序，并以此为基础探索
与中国博物馆进行数字化共享与合作。

当布龙表示，法中文化艺术联合
会未来的工作方向是通过促进文化旅
游，让法中两国人民有更多机会去了
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和艺术遗产；加快
法国博物馆数字化发展，让年轻人在
手机等平台上就可以“参观”博物
馆，接受文化和艺术熏陶；加深和中
国公司的数字化合作，搭建吸引年轻
人的文化平台。

“文化是遗产，也是创造。每一代
人都是文化的传承者。年青一代只有了
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才有可能创造无
限的未来。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富有创
造性的工具。”当布龙说。

新华社上海 5 月 19 日电(记者何欣荣)私人产权的文物，
遇到“不会修”或“不愿修”怎么办？上海浦东新区近日出台
《关于加强浦东新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探索顶层设计的方式，破解文保工作的一系列难题。

上海浦东历史悠久，全区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9 处，拥有众多文物保护点和不可
移动文物。浦东新区文体旅游局局长黄玮表示，浦东文物保护
面临着范围大、数量多、水平参差不齐、监管困难等诸多问
题。此次发布的最新意见，针对的是文保中的诸多“痛点”。

国家法律规定，非国有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但实际操
作中，受制于技术与资金，很多文物拥有者往往“不会修”或
“不愿修”。对此，浦东新区提出，将建立修缮工程资金补助
机制，将文物保护修缮纳入财政预算安排，特别是对个人，补
贴额度将达 40% — 50% 。

与此同时，浦东还致力于完善各层级文物保护网络。在街
镇属地化管理考核方面，浦东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街镇领导班
子的考核评价体系。

传承传统 面向未来 喜迎国际博物馆日

桂林博物馆举办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系列活动

法中博物馆数字化合作为年轻人了解历史提供新平台
——— 访法中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当布龙

多国电影人期待与中国深度合作

市文联开展“重走长征路”

文学采风活动

器物传家

非遗艺术精品荟萃桂林

私人修文物 政府给补助
——— 上海浦东破解非国有文保难题

“寻找
状元郎 靖江
寻宝记”活动
现场

“寻找
状元郎 小鲁
班诞生记”活
动现场

▲ 5 月 18 日，观众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永乐大典》文
献展上参观。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活动“亚洲文明联
展”分展之一的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正在北京国
家图书馆举行。《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也
是镇馆之宝。国图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4 册(其中 62 册现暂
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此次展
览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12 册，以及其他珍贵善本古
籍、金石拓片、名家手稿和舆图，各个时期《永乐大典》入藏
国图的档案，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及海外收藏
《永乐大典》影印本等。 新华社记者潘旭 摄

《永乐大典》文献展
展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