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天的行程里，孩子们还在岳麓
书院和橘子洲头留下了足迹，在长沙
园林生态园研学基地留下了欢声笑
语。

回到家， 刘玉和在日记里写道：
“我永远都会记得这一次旅行， 我喜
欢博物馆，喜欢那个高高的‘方罍之
王’，虽然很多文物还是不太懂，但我
会努力学习。 ”在博物馆里的幸福时
光，刻在刘玉和的心田，印在和他一
样的大山孩子们最深的记忆里。

对这一幕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
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湘博人，他们感
叹， 孩子们的课外教育机会太少了，
他们是如此珍惜，认真的神情令人感
动，“希望博物馆之行能在孩子们心
中播下一颗种子，让他们建立起更加
自信自强的人格，让历史文化传承的
使命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 ”

当岁月流逝， 这一次短暂的停
留，这一场温暖的相遇，迅速消失踪
影，而在大山深处，一切正在悄然发
生着改变，一群孩子的身上，希望和
未来在渐渐长大。

在孩子心中播下一颗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邀大山孩子看湘博”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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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晨，大雾弥漫，雪峰山深

处茫茫一片。 怀化市会同县雪峰村小学三

年级的刘玉和，早早守在学校门口的马路

旁，期待着那一束穿透迷雾的车灯。 他和

他的同学们接到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邀

请，今天就要前往长沙。

千里之外的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

明和同事们商量着要在欢迎仪式上送给

孩子们一件特殊礼物， 不断有人提出点

子，又不断被否决。 “馆长邀大山孩子看湘

博”活动筹备数月，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

这一场相会，同时倾注着雪峰山孩子

们和湘博人的无限期待。 两天后的湘博，

一个冬日里的温暖故事即将书写。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湖南省博物馆决
定用一个月时间为雪峰村小学的孩子们募
捐一些书和文体用品，“我们一起帮山娃”
募捐点就设在省博物馆大厅的咨询台。

能募捐到多少物资， 段晓明心里也没
有底，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接到了咨询台的
电话，“募捐物资快堆不下了！ ”于是，一线
部门临时开放一间储藏室， 专门用来存放
募捐物资。

当 11 月 29 日前往雪峰村的车队整装
待发时，装车的物资有近 3000 册图书、2000
多件文体用品，总价值超过了 10 万元。 看
着车上堆砌整齐的货箱，湘博人备感欣慰，
因为湘博的公益情怀从来都不曾孤单，湘
博的善举背后，是无数温暖而善良的目光。

一次小小的募捐，如蝴蝶振翅，掀起一
场关注大山孩子的温暖热潮，在后来的“大
山孩子走进新湘博”新湖南、华声在线直播
中，成千上万的网友纷纷留言，他们的话语
也成为这次全民公益的最好见证：

“一直关注湘博，传承的不仅是历史文
化，也是公益为民的情怀。 ”

“想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再捐点什么，期
待省博物馆以后的公益活动！ ”

“湖南省博物馆这次活动办得好，让城
市的孩子更加懂得珍惜优越的条件， 懂得
帮助他人。 ”

……
湖南省博物馆公益引领社会热潮，早

已不是孤例。 2012 年以来，湘博开始长达
五年的新馆建设，如何闭馆不闭业，履行
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省博物馆通过
精心策划，推出“移动博物馆”，反复挑选
的文物知识，倾力打造的现代科技展示手
段，还有一批素养扎实、吃苦耐劳的教育
员，一切准备就绪，印着“移动博物馆”的
特制大卡车从长沙出发了。 在湘西的大山
深处，在湘东的溪流河畔，在乡村小学的
简陋校舍旁，在崎岖山路的险阻处，五年
间，超过 10 万公里的里程，让“移动博物
馆”的身影遍布湖南大地，也让博物馆历
史文化教育滋养着数十万的三湘学童。

“移动博物馆”一度引发广泛关注，文博教
育的文化传承意义备受肯定，公益正能量
的传递更加受到赞扬。

此后，湖南省博物馆又策划了“中学生
社会教育实践活动”等系列项目，不同的活
动内容和形式背后是一以贯之的使命和担
当。

11 月 29 日下午，雪峰村小学操场，七个多小时的
跋涉后，湖南省博物馆工会主席马大明有些感慨，交通
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走进大山深处仍然不易。 然而当他
将募捐物资发放到孩子们手中， 看着他们雀跃的神情
时，他觉得一切辛苦都非常值得。

“大家觉得博物馆里都有什么？ ”面对马大明的提
问，孩子们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博物馆对他们来说，是
一个无比新鲜而神秘的事物。 当马大明介绍到博物馆
的各种国宝以及还有一位沉睡两千多年的老奶奶时，
孩子们惊奇地“哇”了出来。“现在我代表湖南省博物馆
正式邀请你们去看一看！ ”随着邀请发出，现场陷入沸
腾。

来自长沙的礼物新奇而精美，8 岁的刘玉和在爷爷
的帮助下， 将满满一书包的书和文具、 象棋等背回了
家。 刘玉和对一本装帧精美的恐龙图册尤其爱不释手，
他一边抱着书一边喂鸡，样子有些滑稽。

爷爷刘继宏在一旁无奈摇头，他介绍道，刘玉和的
爸爸在广州工地当搬运工，有时过年都回不了家，妈妈
患癫痫至今在家养病，所幸刘玉和懂事，平时能够分担
一些家务，减轻他的负担。 这次接到湖南省博物馆的邀
请，他也会一同前往，他和刘玉和一样充满期待。

“从来没去过长沙，这是第一次！ ”刘玉和显得很兴
奋，虽然爷爷今年已经 74 岁，刘玉和一点都不担心他
这次去长沙的长途跋涉，因为爷爷身体一直很好，三亩

地的耕种、养猪养鸡都不在话下，他最担心
的还是妈妈的病情，“上次她发病咬到自己
舌头，去医院才治好，就怕她下次又咬到。”
因为妈妈不能一起去， 刘玉和决定认真参
观博物馆， 回来后把看到的宝物好好跟妈
妈介绍。

和刘玉和一样， 雪峰村近百名孩子很
难有机会走出大山， 这次博物馆之行几乎
是所有孩子第一次远行。而他们的家长，像

刘继宏一样受邀的村民们，很多也是第一次去长沙。
“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

雪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梁利平驻村已经 8 个多月，孩
子们的博物馆之行他同样期待万分，他认为，对孩子们
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建立自信
的机会。 他介绍，雪峰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属省级深
度贫困村，村小目前只有一名教师，除了课本教学外，
几乎没有课外知识学习和其他教育课堂，“和城市孩子
相比，他们的‘起跑线’落后太多了。 ”

要改善办学条件， 首先要从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开
始。 扶贫队进驻以来，从铺修公路、房屋改造，到扶持产
业、联系销售，村里的大米远销深圳、长沙达 30 多万
斤，特色产业千亩茶园也在开发种植中，生态农业产业
化和全域旅游开发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随着年底全
村脱贫，梁利平相信，雪峰村未来将会更加美好，雪峰
村的孩子也会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

12 月 2 日，长沙迎来凛冽的寒潮，一大早就下起了淅
沥的冬雨， 但随着湖南省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里的掌声雷
动，暖流洋溢在每个人身上。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做个湖南省博物馆的小小看门
人，我们一起，感受历史的博大精深，一起守护文物的源远
流长，一起传承文脉的千年不朽。 ”段晓明对孩子们道出了
殷殷期盼。 几个月的期待，化作这一刻的真情流露，段晓明
觉得，如果此行能够让孩子们见识稍长、受到熏陶，所有的
付出就物超所值。

随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
文物局局长陈远平寄语新湘博， 他表示湘博作为文化单位
扶贫之表率，在扶贫事业中不懈深耕、勇于担当。 湖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凌之、张帆共同向孩子们赠
送礼物———湘博文创彩色铅笔套盒，“孩子们， 祝愿你们能
用彩色画笔画下美丽世界，绘出自己的彩色梦想！ ”

仪式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雪峰村小学和长沙大同
古汉城小学正式结对，雪峰村小学唯一的教师、校长刘绍华
将一筐冬笋交到大同古汉城小学党支部书记陈风华手中，

新鲜的泥土气息透着雪峰村人的淳朴。
刘绍华已年届花甲， 学校能够和长沙的小学结对，他

感到十分高兴，他期望通过大同古汉城小学的帮助，完成
多年来的心愿———在雪峰村小学的课堂开设英语课。他深
感自己的水平有限，怕耽误了孩子们，也呼吁能有人来学
校支教。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依次参观“湖南人———三湘历史文
化陈列”、“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迎着好奇而惊讶的目光，
教育员耐心介绍着一件件国宝文物， 讲解着背后的故事和
文化知识。

展厅里，孩子们一边感受着厚重历史文化的熏陶，一边
用独特的话语解读着眼前的新鲜事物， 一场妙趣横生的会
面热闹上演。

“好多宝物是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太厉害了！ ”
“湖南人太了不起了，我也要当个了不起的湖南人。 ”
“不敢相信辛追老奶奶是真的！ ”
“我以后要当个考古学家，专门去找这些千年文物。 ”
……

“募捐物资快堆不下了”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种子”

“这是我第一次去长沙”

“希望你们绘出彩色的梦”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在湘博教育员带领下， 孩子们和家长参观“湖
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唐 俊 摄

“馆长邀大山孩子看湘博”欢迎仪式上，雪峰
村小学和长沙大同古汉城小学正式结对。

12 月 1 日，孩子们参观岳麓书院。

12 月 1
日 ， 孩子们
参观橘子洲
头 ， 一位小
朋友在青年
毛泽东像前
留影。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做个湖南
省博物馆的小小看门人。 ”这次活动
的发起人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
在欢迎仪式上说道。 唐 俊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南省博物馆提供）

■ 李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