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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
华/文 李焱/图）昨日，由国家文
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中
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十九届
（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
晓，39个展览项目获奖。其中，
我省两个展览入选，郑州博物
馆的“微观之作——英国 V&A
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获
得“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

第十九届（2021年度）全国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
动设特别奖、精品奖、优胜奖、国际
及港澳台合作奖、国际及港澳台合
作入围奖等奖项。共有158个项
目申报，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申报数量创历史新高，且题
材多样、特色鲜明，在主题立意、内
容研究、展陈水平、技术手段、公众
评价等方面均有亮点。

“微观之作——英国 V&A
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去
年 9月 30日在郑州博物馆新馆
启幕，展出金银器、鼻烟盒及微
型马赛克等精美艺术品 90件
套，这是吉尔伯特夫妇享誉世界
的精品收藏首次来华展出，为大
家生动诠释了欧洲宫廷艺术的
演变过程。

此外，我省三门峡庙底沟博
物馆的“花开中国——庙底沟与
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程”陈列
展览获得“精品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昨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河南博物院在支付宝小程序上线
行业首款有声数字纪念票，复原
了“中华第一笛”贾湖骨笛的乐
声。据了解，河南博物院这款有
声数字纪念票为行业首创，每位观
众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纪念
票，相关信息一经上链不可篡改，
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珍藏价值。
画面中，远古先民手执精致的骨笛

吹响优美的旋律，身旁仙鹤翩翩起
舞，迎来了华夏文明的曙光。在动
态效果上，河南博物院这款纪念票
创新地融入声效，复原贾湖骨笛
婉转悠扬的远古绝响。

据了解，贾湖骨笛是迄今中
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是河南
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大
家上支付宝搜索“河南博物院”即
可购买数字纪念票，此外，还可领
取河南博物院的文创优惠券。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

郑州博物馆“微观之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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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创新上线有声数字纪念票
“镇院之宝”贾湖骨笛“献声”

河南博物馆群落再添生力军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正式开馆

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
要组成部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不仅是反映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标志
性工程之一，也是洛阳市深入实施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的重要抓手。

昨日，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正
式开馆，并以“国运泱泱——隋唐大运
河文化展”迎接首批文博爱好者的参
观。该展分“天工国运，一统中华”
“千年运河，万物通济”“隋唐盛世，国
运繁华”“古今辉映，源远流长”4个
部分，以贯穿大运河历史的时间脉络
为线索，展示隋唐大运河开凿的背景
和技术成就及其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为河南博物馆群落再添生力军。

河南八大馆长“神仙打架”
高峰论坛
解读“博物馆的力量”

为进一步挖掘“博物馆的力量”
这一主题的深刻内涵，探讨河南文
博事业发展新方向，河南省博物馆
界“八大馆长”通过现场连线方式展
开高峰论坛。

论坛就如何推动文物“活化”与
“破圈”，博物馆智慧化、信息化升级，
以及推动博物馆由文物收藏单位向
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单位转型和如何
打造文博品牌、讲好文化故事等多个
角度展开讨论，为河南全省博物馆智
慧升级，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指引了方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 5月 18日是第 46个国际
博物馆日，河南省文物局当日公
布了“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
展览项目”、“2021年度河南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优秀展览项目”、“2022年度
河南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优秀展览项目”。我市有多
个项目入选。

经过严格评审，河南博物院
的“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化
陈列”等 16个展览获“2021年度
河南省优秀陈列展览项目”。其
中，我市有 3个展览入选，分别
为：郑州博物馆“黄河珍宝——
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展”“微
观之作——英国V&A博物馆馆
藏吉尔伯特精品展”、巩义市博
物馆“斑驳灿烂变化万千——巩
义窑三彩展”。

2021年度“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项目申报
和评选工作，经评审，共有河南博
物院“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
化展”等17个展览入选。其中，我
市有两个展览入选，分别为：新郑
市博物馆“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
程——新郑市庆祝建党百年主题
展”、巩义博物馆“奋斗百年路，启
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巩义党史主题展”。

获得2022年度“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优秀展览的项目一共有
17个。其中，我市4个项目入选，
分别为：郑州博物馆“创世王都
——郑州历史文物基本陈列”；郑
州二七纪念馆“千秋二七”；郑州
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雕画汉韵
——寻找汉梦之旅”；郑州华彩艺
术博物馆“色耀中华——中国传
统色彩体系研究应用陈展”。

新华社电 最新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79
亿人次，策划推出3000余个线上
展览、1万余场线上教育活动，网
络总浏览量超过41亿人次。

18日，2022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
在武汉东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
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
的力量”，阐释为“博物馆有能力
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文物局局长李群在视频连线致
辞中说，2021年，我国新增备案
博物馆 395家，备案博物馆总数

达 6183家。全国 5605家博物馆
实现免费开放，占比达 90％以
上。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万
个，教育活动32.3万场。

在开幕式上，第十九届
（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揭晓，浙江省博物
馆（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安徽
博物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荣获
2022年度“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当天，活动主题展览“龢：音乐
的力量——中国早期乐器文化”正
式开幕，来自全国7个省（市）、15
家文博机构的百余件（套）音乐文
物集中亮相，展期3个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通讯员 任梦薇 文/图）昨
日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今
年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围
绕这一主题，郑州博物馆推出多

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与。
昨日，郑州博物馆组织了丰

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广大
市民一起庆祝博物馆的节日。“彩
泥制陶”“518路公交移动博物馆”
“拓片制作”“《诗经·郑风》释读展
览”等线下活动，让观众亲身感受
博物馆蕴涵的厚重文化。该馆还
联合人民日报等媒体推出5场主
题直播活动并制作多条短视频，
其中，与人民日报合作推出的“博
物馆奇妙夜”在人民日报客户端、
微博等多个平台播出，吸引观众
逾 400万人次。昨日，该馆还发
布了全新的宣传片，生动展现了
古都郑州的灿烂文化。

“豫”见博物馆的力量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省主会场活动“云端”启动

5月18日，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
平顶山文物局、平顶山博物馆、河南一
百度联合承办的“博物馆的力量——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省主会场启
动仪式”在平顶山博物馆举行。本次
启动仪式全程采用5G网络线上直播
的方式进行，这也是河南首次以“云
端”见面的创新形式参与“5·18国际博
物馆日”这一全球文博界的盛会。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是“博物馆的力量”。围绕这一主题和
河南省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河南省主
会场通过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全方
位、立体化、多层次地展现了数字化时
代河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面
貌、新成果。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

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展览揭晓

我市多个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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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博物馆“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吸引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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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 河南已建成各类博物馆、纪念馆384座

据介绍，截至2021年底，河
南共建成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384座，考古挖掘了65000多处
各类遗址、墓葬、建筑，全省国有文
物收藏单位藏品共计470多万
件。具有中原文化特色、多维一体

的博物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博物
馆作为中原文化对外输出的“窗
口”效应日益凸显。

在疫情影响和数字化等新的
时代背景下，河南广大博物馆从业
者将立足于社会服务职能，对“博

物馆的力量”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思
考、解读与实践。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文明形象，推进中原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和谱写中原
更加出彩新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打破时空边界 一览中原数千年“河南省博物馆数字群落”正式上线

随着5G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和大数据、区块链以及AI、VR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元宇宙等互联
网理念的兴起，数字化转型已经成
为博物馆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博
物馆融入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文化
生活的一项重要举措。

启动仪式上，由河南省文物局
联合百度百科博物馆计划、河南一
百度共同打造的“河南省博物馆数
字群落”正式上线。作为国内首个

省级文物地图，“河南省博物馆数
字群落”以“国风地图”为媒介，以
百度地图精准定位为支撑，通过数
字化展馆、高清大图、音频讲解等
互联网技术和融媒体形式，实现了
河南上线305家博物馆，共6000
余件文物的线上数字化建设。打
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足不出
户，逛遍河南所有线上博物馆，云
上遨游，一览中原数千年。

以“河南省博物馆数字群落”

为依托，河南一百度将围绕“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这一文化主题开发别
具特色、有趣好玩的文博路线。联
动河南省内更多的文博机构开展更
多形式的数字化建设。包括数字藏
品、数字全景馆、数字AI虚拟馆、元
宇宙博物馆的联合开发。用数字活
化文化、用数字展示文化、用数字诠
释文化。通过科技手段讲述文物背
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挖掘人类
文明创新、传承、发展的基因密码。

■骄傲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厅共有三层，展出了近400件（套）大运河相关文物精品，包括西周回字纹青铜
鼎、唐三彩天王俑、含嘉仓19号窖刻铭砖，洛阳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等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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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贾湖骨笛”冰箱贴；右为展品“贾湖骨笛”新华社发

两位参观者在河南博物院参观 新华社发“仕女乐队”手办盲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