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末竣工，2003 年对外开放的湖南省博物馆陈
列大楼，设五个常设展：马王堆汉墓陈列、馆藏书法（绘画）
陈列、馆藏青铜陈列、湖南名窑陶瓷陈列、湖南十大考古发
现陈列。 受面积所限，因没有一个反映区域历史文明的综
合展而成缺憾，为此，这轮改扩建需有一个区域文明展成
为各方共识。

向社会推出一个能够反映湖南区域文明发展进程的
通史性基本陈列，是我们的使命。

基本陈列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则取决于其策划理
念是否符合当下时代需求，主题思想是否提炼得准确到位。

我们认为，湖南的历史文化，就是“湖南人”自身创造
湖南区域历史、积累湖南区域文明的过程。 只有围绕“湖南
人”为展示核心，历史和文明才有灵魂与内涵，才能成为本
地区乡情宣传、教育的平台，才能成为外地游客系统了解
湖南地区历史文化的窗口，才能起到传承历史、启迪当下
的作用。

通过充分讨论与论证， 我们确定了本陈列的主题思想：
大胆借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用博物馆学专业语言和表现
手法，以古今“湖南人”为脉络，在中国大时空背景下，检索湖
南历史文化历程的重要节点， 勾勒区域文明的发展轮廓，以
第一人称视角解读湖南人在这块神奇土地上为获取生活资
源而发生的人与自然的互动演绎。 在此基础上，提炼几千年
凝结的精神内核，揭秘湖南近现代人才井喷现象，达到提升
湖南人的自豪感与爱国爱家乡的目的。

湘博新馆的两大基本陈列之一“湖南人———三湘历史
文化陈列”，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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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新湖南，“鼎盛”新湘博。
2017 年 11 月， 湖南省博物馆历经五载砥砺， 新馆

“鼎盛洞庭”宣告落成。
这座象征湖南历史文化的至高殿堂， 以崭新面貌诉

说着湖湘风采。 其中备受瞩目的，是湘博全新打造的“湖
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它包罗三湘万象，俯拾万
年经典。 它的推出，凝聚着湘博人多年的心血，蕴含着当
代湖湘的历史传承。

且看万年湖湘，如何尽藏一室。

新馆新陈列 大美大传承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的诞生

看珍看奇看历史
见人见物见精神
———陈列五大板块构成

重教育重服务 显创新显湘味
———“湖南人”陈列的设计理念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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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基本陈列策划， 我们依然坚持多年来一体化
设计的理念，艺术设计人员、教育人员始终参与策划过
程，注重文物组合与解读，强调以文物说话，反对主观
臆造场景设计。

■内容、艺术、教育、公众服务一体化设计：
目前在展线上共设置了 16 个教育活动项目，结合

移动小推车、多媒体设备等，可以配合展览开展各种教
育活动。 例如，湖南地形沙盘单独给予相对独立空间，
沙盘前留出较大空间， 不仅满足教育人员带领团队观
看地形模型、自然生态演变视频，还专门为教育员设计
了动态演示操控 IPAD。 在“民族大家庭”后面，单独设
置独立空间，借助互动魔墙，集各民族分布图、笑脸、方
言、DNA、视频等于一体，既考虑可多人同时互动不相
干扰，又考虑了成人与青少年儿童身高问题。

展柜设计，除了注意材质的选择、风格的协调性、
密封性之外， 对展柜的空间与造型基本按照展品组合
的体积需求设计展柜， 部分展柜还考虑要满足学生教
育活动的需求， 展柜边角处理考虑特殊观众的人身安
全性等。

托台支架设计除了注意支架的材质选择与造型要
保证文物安全之外，针对不同文物设计不同支架造型，
注重支架的艺术性与展品的协调性； 同时支架还起到
辅助解释文物使用功能的作用。

灯光设计上，在遵守常规原则前提下，首先灯光设
计团队根据展览内容、艺术设计与文物保护的要求，对
整个展厅进行了光需求的定位与规划， 如展厅的前三
个单元为一个相对独立空间，灯光相对较明亮，营造出
唯美、朦胧、灵秀的效果；中间生活的足迹部分，光照度
相对暗一点，营造出朴实温馨的氛围；后面湘魂展厅，
灯光相对最亮一些，用于调动观众的情绪。 重点文物，
则会采取针对性灯光设计，例如皿方罍，为了让观众感
受器型的高大、纹饰的精美，采取展柜外顶部打射灯、
柜内底部打辅灯，同时在底部周边增强光线，既可以营
造相对独立的空间， 又可以消除投射到地面的杂乱的
影子。

■丰富展品选择：
在展品选择上，注意以服务陈列主题思想为前提，

挑选范围包括可移动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广泛
筛选馆藏藏品之外，为弥补馆藏不足，采取了借调省内
各文博单位文物标本、主动征集、切割考古遗址遗迹等
多种措施，以达到展示目的。

■坚守真实性原则，杜绝人为臆造场景：
例如，地质层标本复原，为切割的七次地壳运动在

湖南留下的地质层，诠释湖南地形地貌的形成过程。 湖
南历史发展脉络， 利用从长沙东牌楼考古工地整体切
割的从战国时期到文夕大火文化堆积层等， 与各时代
重要文物相互组合为有力物证。

为了更好体现湖南人工栽培稻的成就与事实，除
了各遗址发现的水稻标本外， 结合从澧阳平原切割的
水稻田、田埂、犁痕、灌溉水沟遗迹，共同展示湖南的稻
作文明， 说明人工栽培稻使人们的生活向定居生活迈
进。 还有从东牌楼考古工地切割的汉代陶圈井复原、魏

晋路面复原、唐代砖井复原、宋代水池复原、明代藩王府
城墙砖复原，以及对湘西因修水库迁移的一栋即将淹没
的清代老民居进行复原， 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考古遗
址、遗迹的真实再现。

■突出湖南地方文化的“湘味”：
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先秦文化都具有鲜明的

地域文化特色，而自秦汉大一统之后，文化日趋同化，为
了避免与全国各地雷同， 我们做了特殊的展示策划，尤
其在“生活的足迹”部分，每一大时段均以湖南行政区域
的变化作时空背景，组合摆放不同时期具有湖南区域特
色的展品，辅助背景图重点诠释文物在当时社会生活场
景的实用功能；每一组文物之间留出一定空间，清晰交
代展品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反映湖南地区人们的生活片
段。

例如，商周时期，以青铜器为主，分为食器、酒器、乐
器三个组合，分别以人面鼎、皿方罍与大铙起领，突出湖
南青铜器的地域特色。 秦汉时期，以滑石器制作的各类
生活用器组合，滑石器具也是湖南汉墓的一大特色。

■强调“寓教润无声”：
这一策展理念贯穿整个陈列，尤其是对近现代历史

文化的策划时，抛开传统红色革命方式，注重人物的精
神气质对当下的启示作用。

人物选择注重代表性，从炎舜、屈贾，到以毛主席为
代表的湖南仁人志士，从单人到群体；展品选择能够反
映人物精神面貌的文物进行组合陈列，目的在于不仅展
现湖南人精神的形成过程， 更能体现湖南人从古至今，
尤其近百年来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勇敢、血性的精神气
质，这种气质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巨大教育意义。

■用最新 DNA 研究成果研究湖南族群演变：
国际上考古学研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大

量借助自然科学的手段， 其中就包括古代 DNA 的研
究。随着世界人种基因图谱的数据日益充实、完善，为现
代人类起源和迁移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证据，使得中国人
群的多样性结构逐渐明晰，形成了中国人种基因图谱。

湖南现有的民族结构是各世居的少数民族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中与外来移民相互融合逐步形成的。本部分
除了借助发掘出土的文物、史志记载和相关的族谱等资
料，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阐释湖南人的来源和变迁外，
我们还利用通过采集当今湖南各地、各民族的 DNA，把
检测结果与中国人种基因图谱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正
好印证了湖南人群具有世居各族原基因成分以及外来
移民基因又融入的成分，较好地诠释、回答了湖南人群
的来源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本陈列
尾厅醒目的标语，目的希望能够给观众、给当下的湖南
人以启示与思考，暗示今天的人们仍需要秉承湖南人的
精神，为建设美好的明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
的征程上继续奋斗。

而这句话，对我们文博人也同样适用。 原创陈列展
览的策划没有固定的模式与法则可循，深入研究、勇于
创新、与时俱进、满足当下观众需求，是我们文博人的共
同追求，更是湘博人多年来自我要求的奋斗目标。

本陈列围绕主题思想，从“湖南人”第一人称的自身来
展示湖南的历史与文化，“家园”、“我从哪里来”、“洞庭鱼米
乡”、“生活的足迹”、“湘魂”。

五部分层层递进，彼此融为一体，十分自然地做到展览
要“见人见物见精神”的目的。

第一部分“家园”，分别从地形地貌的演变、动植物的变
迁与历史沿革三单元展示湖南生活的自然环境与发展轮
廓，相当于整个展览的序厅，为后面四部分展示内容提供一
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与时空背景。

第二部分“我从哪里来”，则揭示了现代湖南人以及民
族结构和分布，是如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同时这
也见证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与民族融合的过程。 该部分一
是通过历代出土文物、史志记载和族谱等资料，从历史学的
角度来阐释湖南人的来源和变迁；二是通过民族特色实物、
方言、口述史、DNA 检测、图表等内容，对当今湖南人的来
源往上溯源。

第三部分“洞庭鱼米乡”，主要分为稻之源、稻之兴、天下
粮仓三个单元，来展示湖南有着适宜农作物种植与生长的自
然条件优势，后伴随湖区、山地的进一步开发，粮食种植面
积、产量、品种、水利工程等逐步增加，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
之乡，一度成为“天下粮仓”。 也讲述了湖南人从采集野生稻
变成人工栽培稻，湖南人在解决中国农业大国人口吃饭问题
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湖南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与文化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过程。

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迹”，以时间顺序，共分为 6 个大时
段，展示方式上整体把握统一性，每一单元都以历代中国地
图中湖南区域的变化为时代背景，展品进行有机组合，反映
不同历史时期湖南人的生活片段。 主要分为：“青铜时代的
南方礼乐”、“湘楚风情”、“大一统下的小农家居”、“多元文
化交融的社会风尚”、“重心南移后的品质生活”、“从宗族社
会到近代化”。

第五部分“湘魂”，主要集中展示湖南人的精神面貌，是
整个展览的升华部分。 这一部分展示方式与大多数博物馆不
同，展览并不是讲述近现代革命史，而是强调湖南人的精气
神，以人带史。 展品选择侧重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精英人物的
精神气质，并利用经典提气话语作为辅线贯穿始终。 主要由
“忧乐观的濡化”、“书院教育的传承”、“百折不挠的家国情
怀”、“敢教日月换新天”四个单元组成。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是湖南省博物馆第一个反
映湖南区域文明发展进程的通史性基本陈列， 也是新湘博的重
要标志之一。 郭立亮 摄

陈列注重内容、艺术、教育、公众服务一体化设计。图为湖南地形沙
盘，它单独给予相对独立空间，沙盘前留出较大空间，不仅满足教育人
员带领团队观看地形模型、自然生态演变视频，还专门为教育员设计了
动态演示操控 IPAD。

为丰富陈列的展品展示，除广泛筛选馆藏藏品之外，湘博还采取了借调省内各文博单位文物
标本、主动征集、切割考古遗址遗迹等多种措施。 图为从考古遗址切割的唐代砖井复原。

“皿而全”铜方罍是商周时期的酒器代
表， 具有浓厚的湖南区域特色。 整个陈列
“湘味”十足，颇有湖湘文化的集大成之势。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南省博物馆提供 湖南省博物馆 李建毛 王树金 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