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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物馆帮城镇建设“指路纠偏”

本报记者黄海波

一一边边是是干干劲劲十十足足的的拆拆迁迁人人员员，，一一边边是是终终于于职职
守守的的文文保保干干部部，，隔隔着着一一座座石石拱拱桥桥互互““撂撂””狠狠话话：：

““我我今今天天一一定定要要把把桥桥拆拆了了！！””
““你你倒倒是是拆拆了了试试试试？？！！””

…………
城城镇镇建建设设和和文文物物保保护护，，谁谁为为谁谁让让路路？？这这道道题题，，

不不仅仅基基层层相相关关政政府府部部门门在在应应考考，，一一个个县县级级博博物物馆馆，，
也也没没有有选选择择““围围观观””。。

城城镇镇建建设设与与文文保保，，一一定定是是有有你你没没我我的的““让让路路””
吗吗？？能能不不能能““共共路路””？？以以文文保保为为天天职职的的浙浙江江德德清清县县博博
物物馆馆，，不不相相信信““让让路路””是是宿宿命命，，而而是是努努力力探探寻寻城城镇镇建建
设设和和文文物物保保护护的的““共共路路双双赢赢””之之策策。。

终终于于，，在在德德清清县县不不搞搞““大大拆拆大大建建””、、杜杜绝绝““千千城城
一一面面””的的总总棋棋局局中中，，县县博博物物馆馆发发挥挥出出特特殊殊的的““拱拱卒卒””
作作用用，，让让县县级级博博物物馆馆这这个个原原本本似似乎乎远远离离““中中心心工工
作作””的的基基层层事事业业单单位位，，走走到到了了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的的““前前
台台””。。

博物馆走上城镇建设“前台”

县县城城繁繁华华，，乡乡村村美美丽丽，，不不少少夹夹在在中中间间的的小小城城镇镇
““两两不不靠靠””。。在在全全国国，，在在浙浙江江，，这这种种情情况况比比较较普普遍遍。。

德德清清一一度度也也是是如如此此。。驾驾车车从从杭杭宁宁高高速速德德清清出出
口口驶驶出出，，迎迎面面就就是是巨巨大大的的广广告告牌牌————““德德清清，，国国际际
化化山山水水田田园园城城市市””，，显显示示出出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雄雄心心。。德德清清
的的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建建设设，，同同样样走走在在全全国国前前列列，，几几乎乎拿拿到到了了
各各类类奖奖项项。。

22001166 年年 77 月月，，按按照照““规规划划有有个个性性、、设设计计有有文文
化化、、发发展展有有产产业业””的的标标准准，，德德清清把把城城镇镇建建设设作作为为补补
齐齐““全全域域美美丽丽””的的发发展展短短板板进进行行攻攻坚坚，，明明确确到到 22002200
年年底底打打造造一一批批具具有有本本地地特特色色、、内内涵涵丰丰富富、、生生态态功功能能
健健全全、、江江南南风风情情浓浓郁郁的的““美美丽丽城城镇镇””。。

99 月月，，蔡蔡蓉蓉从从县县政政协协调调任任德德清清县县下下渚渚湖湖街街道道，，
分分管管““二二都都小小镇镇防防风风文文化化展展示示馆馆””项项目目建建设设。。

““没没有有头头绪绪，，博博物物馆馆可可是是帮帮了了大大忙忙，，不不但但提提供供
方方案案，，还还帮帮忙忙落落实实。。你你看看，，今今天天俞俞馆馆长长又又来来了了。。””蔡蔡
蓉蓉语语速速飞飞快快，，背背后后的的工工地地上上，，鞭鞭炮炮声声和和挖挖掘掘机机马马达达
声声交交织织。。

防防风风氏氏，，大大禹禹同同时时代代的的治治水水英英雄雄。。防防风风山山下下的的
二二都都村村，，据据考考证证是是防防风风古古国国所所在在地地。。一一座座建建于于西西晋晋
的的防防风风祠祠，，至至今今香香火火旺旺盛盛。。祠祠前前立立着着一一块块石石碑碑，，上上
刻刻五五代代吴吴越越王王钱钱缪缪《《修修建建风风山山灵灵德德王王庙庙碑碑记记》》((灵灵
德德王王是是钱钱缪缪为为防防风风封封的的号号，，风风山山即即防防风风山山))，，是是重重
要要的的保保护护文文物物。。

以以祠祠堂堂为为中中心心，，西西面面为为防防风风文文化化主主题题广广场场，，南南
面面为为融融入入防防风风元元素素的的二二都都老老街街，，东东面面将将统统一一粉粉刷刷
民民房房外外墙墙…………在在““二二都都小小镇镇””建建设设方方案案中中，，石石碑碑需需
要要往往东东移移动动 2200 米米。。

当当地地村村民民查查了了黄黄历历，，确确定定了了移移碑碑的的““好好日日子子””。。
县县博博物物馆馆馆馆长长俞俞友友良良带带着着副副馆馆长长陶陶渊渊旻旻、、文文保保部部
主主任任费费胜胜成成，，一一大大早早赶赶到到工工地地。。

上上午午九九点点，，现现场场又又是是一一阵阵鞭鞭炮炮声声。。人人群群开开始始聚聚
集集，，几几位位老老人人对对着着石石碑碑一一顿顿叩叩拜拜，，嘴嘴里里念念念念有有词词。。
一一辆辆铲铲车车缓缓缓缓开开来来，，小小心心翼翼翼翼撬撬动动三三吨吨重重的的石石碑碑。。

俞俞友友良良盯盯着着铲铲车车，，大大声声提提醒醒铲铲车车司司机机，，““慢慢点点，，
再再慢慢一一点点””。。

““二二都都小小镇镇””开开建建以以来来，，博博物物馆馆多多次次派派人人来来““传传
经经送送宝宝””。。除除了了现现场场督督办办，，他他们们还还召召集集专专家家以以现现场场
会会的的形形式式，，给给街街道道干干部部带带去去““头头脑脑风风暴暴””；；在在项项目目的的
评评审审会会上上，，又又从从文文化化和和文文物物保保护护角角度度进进行行把把关关，，和和
设设计计人人员员面面对对面面沟沟通通。。

在在德德清清另另外外 33 个个街街道道和和 88 个个乡乡镇镇，，类类似似的的现现
场场会会评评审审会会，，类类似似的的现现场场施施工工督督查查，，让让俞俞友友良良和和他他
的的馆馆员员们们分分外外忙忙碌碌。。这这种种忙忙碌碌，，他他们们从从事事博博物物馆馆工工
作作以以来来从从未未料料到到。。

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启启动动后后，，分分管管这这项项工工作作的的德德清清
县县文文广广新新局局局局长长姚姚明明星星，，就就有有了了一一个个独独特特的的想想法法。。

““规规划划有有个个性性，，其其实实就就是是设设计计‘‘有有文文化化’’。。如如何何在在

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中中融融入入文文化化元元素素，，姚姚局局长长认认为为博博物物
馆馆可可以以发发挥挥特特殊殊作作用用。。””陶陶渊渊旻旻说说。。

于于是是，，把把各各乡乡镇镇的的文文化化元元素素““过过筛筛子子””认认真真梳梳
理理后后，，博博物物馆馆起起草草了了一一份份报报告告，，题题目目叫叫《《如如何何在在美美
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中中体体现现文文化化元元素素》》。。

这这份份报报告告不不但但回回答答了了城城镇镇建建设设应应该该““有有什什
么么””，，也也回回答答了了应应该该““怎怎么么办办””：：有有文文物物的的地地方方，，借借助助
文文物物来来体体现现文文化化元元素素，，没没有有文文物物的的地地方方，，用用文文化化痕痕
迹迹来来体体现现，，用用非非遗遗活活动动来来活活态态传传承承。。

报报告告的的想想法法，，得得到到县县领领导导的的认认同同。。去去年年 1100 月月
2288 日日，，德德清清县县委委书书记记项项乐乐民民批批示示，，要要求求美美丽丽城城镇镇
建建设设要要体体现现文文化化元元素素。。

““送送文文化化下下乡乡，，原原以以为为和和以以前前一一样样，，场场面面上上过过
一一下下，，送送点点‘‘快快餐餐’’就就回回来来了了，，想想不不到到这这次次县县领领导导这这
么么重重视视。。””逐逐字字逐逐句句““敲敲””出出这这份份报报告告的的陶陶渊渊旻旻认认
为为，，这这种种重重视视，，是是由由于于县县领领导导了了解解许许多多乡乡镇镇都都存存在在
““文文化化饥饥渴渴””。。

德德清清县县博博物物馆馆，，就就这这样样被被推推到到了了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
设设的的““前前台台””。。

专业的“文化纠偏队”

““文文化化是是城城镇镇的的魂魂，，代代表表城城镇镇的的形形象象，，道道理理书书
记记镇镇长长都都懂懂，，也也想想做做出出本本地地特特色色。。但但用用什什么么形形式式体体
现现、、用用什什么么内内容容呈呈现现，，往往往往是是‘‘短短板板’’。。””姚姚明明星星分分析析
说说，，这这块块““短短板板””，，恰恰恰恰是是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长长板板””。。

在在县县委委县县政政府府““文文化化自自觉觉””的的统统领领下下，，博博物物馆馆
的的““前前台台””工工作作变变得得相相对对简简单单。。俞俞友友良良把把有有限限的的馆馆
员员分分成成若若干干小小组组，，主主动动出出击击————

首首先先是是组组建建专专家家团团队队。。俞俞友友良良利利用用另另外外一一个个
身身份份————德德清清县县民民间间文文艺艺家家协协会会会会长长，，邀邀请请对对本本
土土文文化化十十分分了了解解的的““土土专专家家””2200 余余人人，，充充实实进进专专家家
队队伍伍，，和和镇镇干干部部直直接接““对对话话””。。

其其次次是是参参与与项项目目评评审审。。在在时时间间表表的的倒倒逼逼下下，，各各
乡乡镇镇在在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中中竞竞相相发发力力，，规规划划设设计计““井井
喷喷””，，出出现现了了一一些些粗粗制制滥滥造造和和张张冠冠李李戴戴。。博博物物馆馆““出出
面面””，，及及时时进进行行““文文化化纠纠偏偏””。。

鸡鸡首首壶壶是是魏魏晋晋至至唐唐初初流流行行的的一一种种盛盛酒酒和和盛盛水水
器器，，因因壶壶嘴嘴被被制制成成鸡鸡首首状状而而得得名名。。22001122 年年，，考考古古人人
员员在在发发掘掘德德清清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一一处处东东晋晋古古墓墓葬葬时时，，发发
现现了了一一件件黑黑釉釉鸡鸡首首壶壶。。

在在防防风风文文化化主主题题广广场场项项目目评评审审会会上上，，设设计计人人
员员想想把把鸡鸡首首壶壶作作为为文文化化元元素素植植入入，，但但俞俞友友良良投投了了
反反对对票票。。““德德清清窑窑的的位位置置并并不不在在下下渚渚湖湖，，它它不不能能代代
表表下下渚渚湖湖的的文文化化。。””

““有有个个镇镇的的特特色色产产业业是是水水产产品品加加工工，，按按照照原原本本

的的建建设设方方案案，，镇镇上上准准备备建建造造三三条条热热带带鱼鱼造造型型的的雕雕
塑塑。。””陶陶渊渊旻旻亮亮明明了了反反对对意意见见：：““这这里里不不产产热热带带鱼鱼，，
再再说说，，你你弄弄几几条条热热带带鱼鱼，，也也不不能能说说明明和和水水产产品品加加工工
有有关关。。””

一一个个以以农农业业为为主主的的镇镇，，想想设设计计一一处处田田园园牧牧歌歌，，
并并购购置置牧牧童童放放牛牛的的雕雕塑塑。。

““德德清清牧牧牛牛的的场场景景是是什什么么样样子子的的？？建建议议设设计计单单
位位去去实实地地看看看看，，千千万万不不要要张张冠冠李李戴戴。。””专专家家团团队队成成
员员之之一一、、农农民民作作家家赵赵长长根根直直言言不不讳讳。。

““还还有有一一个个乡乡镇镇，，居居然然直直接接为为一一位位明明朝朝官官员员的的
塑塑像像，，梳梳了了一一个个清清代代的的大大辫辫子子。。””当当然然也也被被他他““纠纠
偏偏””。。

交交通通、、水水利利、、国国土土…………陶陶渊渊旻旻一一口口气气列列出出参参
与与这这场场建建设设活活动动的的部部门门名名单单，，““其其他他部部门门都都是是出出具具
标标准准，，但但文文化化没没有有标标准准，，只只有有建建议议，，但但专专家家建建议议往往
往往是是出出彩彩的的部部分分。。””

新新安安镇镇，，地地处处德德清清县县东东部部，，与与杭杭州州市市余余杭杭区区一一
河河之之隔隔，，相相传传为为越越王王勾勾践践垒垒兵兵处处。。鉴鉴于于这这个个文文化化元元
素素，，镇镇上上原原本本准准备备打打出出勾勾践践这这张张牌牌，，博博物物馆馆给给出出了了
更更好好的的建建议议。。

新新安安镇镇是是德德清清最最早早兴兴办办民民族族工工业业的的地地区区之之
一一，，11992266 年年，，留留日日学学生生、、新新安安镇镇人人稽稽慕慕陶陶开开办办利利农农
改改良良土土丝丝厂厂，，堪堪称称德德清清工工业业的的摇摇篮篮。。如如今今的的新新安安，，
已已成成为为““湖湖州州围围巾巾第第一一镇镇””，，年年产产围围巾巾 22 .. 77 多多亿亿条条。。
博博物物馆馆分分析析后后认认为为，，新新安安可可以以同同时时打打勾勾践践和和嵇嵇慕慕
陶陶两两张张文文化化牌牌。。建建议议开开设设稽稽慕慕陶陶纪纪念念馆馆，，既既能能体体现现
新新安安的的工工业业历历史史，，又又能能关关照照现现实实产产业业需需求求，，博博物物馆馆
可可以以协协助助搜搜集集整整理理历历史史资资料料。。这这一一建建议议，，得得到到镇镇干干
部部一一致致认认同同。。

镇长追着馆长“要文化”

即即便便认认识识到到文文化化很很重重要要，，但但一一到到具具体体的的事事，，未未
必必每每个个人人都都““想想得得通通””。。

陶陶渊渊旻旻回回忆忆，，一一位位退退休休的的同同事事，，曾曾因因为为一一座座石石
拱拱桥桥，，和和乡乡镇镇负负责责拆拆迁迁的的人人员员发发生生冲冲突突。。

这这座座石石拱拱桥桥连连接接的的马马路路要要拓拓宽宽，，石石桥桥就就成成了了
某某些些人人眼眼中中的的““绊绊脚脚石石””。。

““对对方方放放话话说说，，‘‘老老子子今今天天一一定定要要把把桥桥拆拆了了’’，，我我
们们同同事事也也硬硬气气地地说说，，‘‘你你倒倒是是拆拆了了试试试试？？！！’’””。。

““我我到到没没有有听听到到刺刺耳耳的的声声音音，，但但婉婉拒拒还还是是有有
的的，，比比如如说说‘‘把把墙墙改改成成马马头头墙墙行行不不行行？？不不想想太太折折
腾腾’’。。””性性格格耿耿直直的的费费胜胜成成说说，，少少数数基基层层干干部部““草草莽莽

气气””远远远远大大过过““文文气气””。。
不不过过，，费费胜胜成成也也发发现现，，情情况况越越来来越越好好。。
一一天天，，履履新新不不久久的的钟钟管管镇镇镇镇长长姚姚文文忠忠，，叩叩开开

了了俞俞友友良良的的办办公公室室。。没没等等热热茶茶泡泡上上，，镇镇长长就就向向馆馆
长长要要起起了了““项项目目””。。

钟钟管管镇镇蠡蠡山山村村，，距距离离县县城城 2200公公里里，，是是越越国国
大大夫夫范范蠡蠡携携西西施施隐隐居居的的地地方方，，钟钟管管镇镇要要在在这这里里
打打造造““爱爱情情小小镇镇””。。

““人人们们常常把把爱爱情情与与桥桥联联系系在在一一起起，，我我们们想想建建
一一个个古古桥桥博博物物馆馆，，把把德德清清的的古古桥桥都都‘‘搬搬’’过过去去。。””镇镇
长长说说。。

地地处处杭杭嘉嘉湖湖平平原原的的德德清清，，境境内内河河道道密密布布，，古古
桥桥众众多多。。至至今今保保留留完完好好的的十十二二座座宋宋元元时时期期的的石石
桥桥，，已已列列入入国国家家级级和和省省级级文文物物保保护护单单位位。。

馆馆长长被被““吓吓””了了一一跳跳，，先先不不说说文文物物不不能能随随便便
移移动动，，即即使使能能搬搬，，费费用用也也相相当当昂昂贵贵。。

““我我不不是是真真要要搬搬桥桥，，只只是是把把古古桥桥的的石石碑碑碑碑文文
拓拓下下来来，，然然后后用用我我们们当当地地的的武武康康石石复复制制，，希希望望你你
们们能能把把这这些些碑碑放放到到爱爱情情小小镇镇。。””

俞俞友友良良思思忖忖了了一一下下说说，，““这这事事能能办办””。。
此此前前在在镇镇上上，，姚姚文文忠忠已已经经追追着着要要了了几几次次，，没没

想想到到这这次次直直接接追追到到办办公公室室来来了了。。这这是是俞俞友友良良当当
馆馆长长十十多多年年来来，，印印象象中中第第一一次次有有镇镇干干部部到到他他办办
公公室室要要项项目目。。

陶陶渊渊旻旻说说，，现现在在下下乡乡的的感感觉觉确确实实好好多多了了。。
““原原来来大大家家躲躲着着你你，，工工地地上上挖挖出出了了文文物物，，怕怕你你知知
道道了了要要求求停停工工。。如如今今我我们们通通过过项项目目评评审审前前期期介介
入入，，提提前前告告知知文文保保范范围围，，各各个个镇镇也也愿愿意意通通过过文文物物
体体现现文文化化特特质质，，态态度度发发生生了了很很大大变变化化。。””

事事实实上上，，德德清清是是住住建建部部““多多规规合合一一””试试点点县县
之之一一。。该该项项工工作作启启动动以以来来，，博博物物馆馆等等文文物物部部门门将将
现现有有文文保保单单位位保保护护范范围围和和建建设设控控制制地地带带范范围围纳纳
入入到到““多多规规合合一一””平平台台中中。。这这样样一一来来，，凡凡是是需需要要在在
德德清清落落地地的的建建设设项项目目，，只只要要是是通通过过多多规规合合一一平平
台台审审批批的的，，都都能能了了解解到到本本县县的的文文物物分分布布情情况况，，做做
到到主主动动避避让让、、主主动动保保护护。。

蔡蔡蓉蓉感感受受到到的的变变化化也也很很明明显显：：““只只要要涉涉及及文文
化化建建设设和和文文物物保保护护，，街街道道领领导导就就会会主主动动说说，，你你去去
问问问问博博物物馆馆专专家家怎怎么么说说？？””

经经过过和和““文文化化指指导导””和和““文文化化纠纠偏偏””，，德德清清““一一
镇镇一一品品””的的格格局局正正在在形形成成，，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文文化化元元素素
凸凸显显魅魅力力：：

莫莫干干山山镇镇，，庾庾村村老老车车站站、、民民国国图图书书馆馆、、黄黄郛郛
藏藏书书楼楼，，以以及及街街道道两两边边大大片片法法国国梧梧桐桐，，给给人人穿穿越越
的的历历史史美美感感。。

““诗诗画画江江南南、、琴琴动动乐乐舍舍””，，在在钢钢琴琴之之乡乡洛洛舍舍
镇镇，，青青瓦瓦灰灰墙墙的的大大通通桥桥老老文文化化中中心心，，塑塑造造出出小小桥桥
流流水水人人家家的的美美丽丽画画面面。。

千千年年古古镇镇新新市市，，结结合合水水乡乡文文化化特特色色进进行行基基
础础设设施施改改造造，，使使其其与与““小小上上海海””的的雅雅称称更更加加吻吻
合合…………

老老县县城城乾乾元元镇镇，，以以谈谈家家弄弄改改造造为为抓抓手手打打造造
里里弄弄文文化化。。原原来来拥拥挤挤杂杂乱乱的的弄弄堂堂，，整整改改之之后后，，在在
墙墙体体内内镶镶嵌嵌进进缝缝纫纫机机、、黑黑白白电电视视机机、、自自行行车车，，充充
满满了了满满满满的的老老城城关关味味道道。。““挖挖掘掘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并并加加以以
呈呈现现，，乾乾元元更更有有韵韵味味了了。。””县县长长王王琴琴英英调调研研之之后后

说说。。
梁梁思思成成建建筑筑奖奖获获得得者者、、中中国国工工程程院院院院士士魏魏

敦敦山山考考察察德德清清的的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后后，，用用““大大吃吃一一
惊惊””表表达达自自己己感感受受。。

““当当下下很很多多小小城城镇镇建建设设缺缺少少个个性性，，千千人人一一
面面。。这这里里从从实实际际出出发发，，保保留留本本地地优优秀秀文文化化，，并并融融
入入到到建建设设之之中中，，这这种种做做法法应应大大力力弘弘扬扬。。””这这位位 8855
岁岁的的老老专专家家有有些些激激动动地地说说。。

“自我感觉很好”

在在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战战场场””大大显显身身手手，，德德清清县县
博博物物馆馆在在自自己己的的““主主阵阵地地””上上，，却却要要面面对对县县级级博博
物物馆馆的的常常态态————冷冷清清。。

22001155 年年，，德德清清县县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参参观观量量为为 1100 万万
人人次次；；22001166 年年，，这这个个数数字字变变成成了了 1177 万万。。

““安安检检口口新新增增感感应应系系统统后后，，进进进进出出出出都都能能感感
应应到到，，一一算算，，我我们们的的馆馆员员贡贡献献了了 1100%% 的的参参观观
量量。。””俞俞友友良良笑笑着着说说。。多多亏亏德德清清莫莫干干山山的的““洋洋家家
乐乐””发发达达，，如如今今很很多多旅旅行行社社顺顺便便带带客客人人过过来来参参
观观。。

走走进进德德清清博博物物馆馆，，上上下下两两层层陈陈列列着着从从新新石石
器器时时代代至至明明清清时时期期的的一一、、二二、、三三级级文文物物 220000 余余
件件。。

““最最快快 2200 分分钟钟能能看看完完，，每每件件文文物物都都驻驻足足欣欣
赏赏，，也也就就一一个个小小时时。。全全县县 4400 多多万万人人，，该该来来的的都都来来
过过了了。。””文文保保部部主主任任费费胜胜成成有有些些““自自黑黑””地地说说，，夏夏
天天顺顺便便过过来来吹吹空空调调还还是是有有的的，，““我我们们的的空空调调不不
错错””。。

一一座座 2200 多多厘厘米米高高的的南南宋宋青青瓷瓷南南极极仙仙翁翁像像，，
是是德德清清县县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镇镇馆馆之之宝宝，，但但这这里里的的特特色色藏藏
品品是是原原始始瓷瓷。。

作作为为从从陶陶器器向向瓷瓷器器的的过过渡渡类类型型，，原原始始瓷瓷是是
学学术术界界对对商商至至西西汉汉时时期期烧烧造造的的高高温温青青釉釉窑窑器器的的
称称谓谓。。因因其其解解决决了了瓷瓷器器发发展展的的序序列列问问题题，，有有较较高高
的的学学术术价价值值。。

““德德清清早早在在商商周周时时期期就就是是原原始始瓷瓷器器诞诞生生地地
及及中中心心产产地地，，至至战战国国时时期期原原始始瓷瓷烧烧造造达达到到了了当当
时时的的最最高高工工艺艺水水平平。。德德清清作作为为中中国国‘‘瓷瓷之之源源’’可可谓谓
实实至至名名归归。。””

22000088 年年 44 月月，，由由故故宫宫博博物物院院、、中中国国古古陶陶瓷瓷
学学会会、、浙浙江江省省文文物物考考古古研研究究所所、、德德清清县县人人民民政政府府
等等共共同同召召开开的的““瓷瓷之之源源””国国际际学学术术研研讨讨会会上上，，与与
会会专专家家作作出出上上述述论论断断。。

那那是是德德清清县县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高高光光时时刻刻””。。
““有有人人说说这这里里 1100 年年老老面面孔孔，，可可我我们们已已经经把把

最最好好的的东东西西拿拿出出来来了了。。””俞俞友友良良说说，，县县级级博博物物馆馆
的的藏藏品品数数量量，，肯肯定定不不能能和和大大博博物物馆馆相相比比。。

博博物物馆馆总总体体上上人人气气不不够够旺旺，，县县级级博博物物馆馆尤尤
甚甚，，这这不不是是德德清清一一地地的的事事。。全全国国人人大大代代表表、、浙浙江江
湖湖州州市市政政协协副副主主席席沈沈琪琪芳芳经经过过调调研研发发现现，，国国内内
青青少少年年平平均均每每年年每每人人走走进进博博物物馆馆仅仅为为 00 .. 1155
次次，，在在发发达达国国家家，，这这一一数数字字在在 22 到到 33 次次之之间间。。

为为了了吸吸引引人人气气，，德德清清博博物物馆馆做做了了很很多多努努力力，，
比比如如文文物物进进社社区区，，和和学学校校一一起起组组织织文文物物鉴鉴赏赏，，和和
其其他他博博物物馆馆搞搞联联展展等等。。

他他们们甚甚至至组组织织过过鉴鉴宝宝活活动动，，但但最最后后不不了了了了
之之。。““愿愿意意拿拿宝宝贝贝出出来来的的藏藏家家本本来来就就不不多多，，来来的的
都都希希望望专专家家估估个个高高价价，，说说低低了了不不乐乐意意的的呀呀！！””俞俞
友友良良说说，，有有些些藏藏家家还还是是他他们们事事先先动动员员才才过过来来的的，，
就就怕怕冷冷场场。。

不不过过，，随随着着文文保保““权权重重””的的提提升升，，随随着着越越来来越越
多多的的人人认认识识到到有有文文化化的的城城镇镇才才算算““美美丽丽””，，对对自自
己己工工作作的的价价值值，，这这家家博博物物馆馆如如今今有有了了更更多多的的自自
信信。。

德德清清博博物物馆馆承承担担域域内内文文物物保保护护修修缮缮工工作作。。
全全县县 8877 处处文文保保单单位位，，按按规规定定每每年年至至少少巡巡查查两两
次次，，这这占占据据了了费费胜胜成成大大部部分分的的工工作作时时间间。。““挨挨个个
看看一一遍遍也也要要十十几几天天，，如如果果需需要要修修缮缮，，就就没没有有时时间间
表表了了。。””费费胜胜成成说说。。

因因德德清清探探索索城城镇镇建建设设和和文文物物保保护护““共共路路双双
赢赢””而而走走到到““前前台台””的的县县博博物物馆馆，，也也不不是是没没有有遇遇到到
压压力力。。

藏藏品品看看着着不不多多，，但但人人手手更更少少，，日日子子看看着着冷冷
清清，，但但事事无无巨巨细细。。正正因因为为如如此此，，““额额外外””付付出出时时间间
精精力力去去参参与与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一一度度部部分分馆馆员员想想不不
通通。。 春春节节期期间间，，有有人人给给俞俞友友良良短短信信拜拜年年，，调调侃侃
他他““搞搞事事情情””。。

““围围绕绕中中心心服服务务大大局局，，我我们们自自我我感感觉觉很很好好””，，
俞俞友友良良很很淡淡定定地地““敲敲””下下一一行行文文字字回回复复。。

““博博物物馆馆研研究究德德清清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发发掘掘保保护护德德清清
文文物物，，把把德德清清历历史史文文脉脉通通过过实实物物、、资资料料连连接接起起
来来，，让让德德清清的的城城镇镇因因有有文文化化而而更更美美丽丽，，功功莫莫大大
焉焉！！””姚姚明明星星说说，，美美丽丽城城镇镇建建设设更更是是文文博博人人展展示示
才才华华、、体体现现价价值值的的大大好好平平台台，，应应该该主主动动融融入入、、主主
动动参参与与，，““围围绕绕中中心心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文文博博人人就就更更有有存存
在在感感。。””

((参参与与采采访访：：王王力力中中))

城镇建设与文保，一定

是有你没我的“让路”吗？能

不能“共路双赢”？在浙江，一

家县级博物馆由于在城镇建

设中成功扮演“文化指导员”

和“文化纠偏队”，让原本似

乎远离“中心工作”的基层事

业单位，走到了美丽城镇建

设的“前台”

各乡镇在美丽城镇建
设中竞相发力，规划设计
“井喷”，出现了一些粗制
滥造和张冠李戴。博物馆
“出面”，及时进行“文化纠
偏”

“原来大家躲着你，工
地上挖出了文物，怕你知
道了要求停工。如今我们
通过项目评审前期介入，
提前告知文保范围，各个
镇也愿意通过文物体现文
化特质，态度发生了很大
变化”

随着文保“权重”的
提升，随着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有文化的城镇
才算“美丽”，对自己工作
的价值，这家博物馆有
了更多的自信

▲ 1 月 11 日，俞友良站在修复后的乾元镇谈家弄怀旧墙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黄黄海海波波摄摄

规划有个性，其实就
是设计“有文化”。如何在
美丽城镇建设中融入文化
元素，博物馆可以发挥特
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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