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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委、市政府正在精
心谋划天一阁下一个 500年的发
展规划。

根据天一阁扩建项目方案，
今年年底将启动天一阁博物馆南
馆建设。南馆建成后，将发挥陈
列展览、文化活动、学术交流、
互动体验、保护修复、开放阅
读、休闲旅游、文创服务等功
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庄立臻表
示，未来，两个馆区将在内涵上
一脉相承，在逻辑上相互呼应，
在功能上充分互补。北馆侧重传
统文化语境下的“家”与“藏”，南
馆侧重现代语境下的“公”与

“用”，共同讲述书籍的“家国天
下”故事，在书香之城打响“阁
闻天下、书藏古今”品牌。

烟波四面玲珑阁，自有书香
拂面来。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
私人藏书楼、世界现存最古老的
三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天一阁矗
立在月湖之畔，安然静谧、书香
沁人。未来，天一阁将与时俱
进，以全新的面貌拥抱世界。

近年来，宁波持续开展“书香
宁波”全民阅读活动，天一阁作为
藏书、读书文化的典范，将通过

“天一阁书院”“悦读会”“传家
宝”三大品牌，为市民学习和了解
传统文化提供载体。面向中小学生
推出“国学夏令营”课程，让学生
熟练掌握《弟子规》《三字经》《论
语》《诗经》等国学经典。

曾在学术史上盛极一时的浙东
学派凝聚了浙东一带历代学者的智
慧和力量，倡导“经世致用”。作
为宁波的“书房”，天一阁将“藏
以致用”，让古籍善本以新的形式
服务社会。目前，天一阁已整理出
版 了 《天 一 阁 藏 明 代 科 举 录 选
刊》，这是近年来国内最大宗的科
举文献出版工作。同时致力于《天
一阁藏地方志汇刊》的整理出版工
作，全书将收入方志 568种，共 4219
册，几乎囊括了馆藏所有方志。

此外，天一阁将深化“数字天
一阁”工程，让市民在线查询和阅
读古籍，真正做到古籍“古为今
用”。开通天一阁微信公众号，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地推送内容，让
古籍更亲民。

瞄准下一个500年
讲好“家国天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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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城厢范围大约是长春
路至望京路边上的护城河与奉化
江、姚江所包围的区域，约 4平
方公里。在现代宁波中心城区近
300 平方公里的面积中，这 4 平
方公里虽然微不足道，却是每一
个宁波人心中对于中心城区的标
志性记忆区域。

这块区域在历史上承载着三

大功能，一是鼓楼区域，为地域行
政中心；二是东门口区域，为地域
商业中心；三是月湖区域，为地域
文化中心。

月湖虽然不大，却是文化之
湖，是宁波文化的重心。放在国家
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下，月湖的文化
意义在于它伴随着宁波城市化的步
伐款款走向历史前台。

因此，在月湖的开发建设中，
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城市的水利
之湖或者休闲公园，而要把它看作
是宁波、浙东乃至全国的一座文化
之湖。宁波还应该深入挖掘和提炼
沉淀在月湖的千年书院文化、讲学
文化、藏书文化以及当代宁波商帮
文化，通过文化与旅游的包装，使
之成为宁波的文化高地和宁波人的
心灵家园，这样才能提升天一阁·
月湖景区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品牌影
响力。

把月湖打造成文化之湖

搜集、整理从北宋至民国年间的诗词，编辑《天一阁·月

湖历代诗词汇编》；与宁波主持人协会合作，将有关天一阁与

月湖的300首诗用声音的形式展现；拍摄《天一阁·月湖》大

型文化宣传片，让人们在光影中重拾历史记忆……

自去年 10月获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以来，天一阁·月湖

全面开展文化“寻根”，让一川烟湖尽归史，一湖书香溢甬城。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月湖虽然不大，却是宁波城

市的点睛之笔。它陪伴着宁波从地势卑隘、缺少发展空间的山

谷之口，走向地势平坦、地形开阔的三江口；从水利之湖一步

步演变为园林之湖、教育之湖。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一阁·月湖的地理与文化地位更加凸

显，人们兴修水利，围湖而居，休闲度假，享受生活。更为重

要的是不断挖掘上千年来因湖而生的文化积淀，将传统意义上

的城市公园打造成为现代化的文化家园。

微风拂柳、湖水清新。每天
清晨，人们来到月湖边散步、打
拳，轻松而惬意。而这一切，都
来自前几年进行的月湖大治理。

在草木掩映的月湖边，笔者
见到了一座不起眼的小木屋。小
木屋内，几台大型加压设备正在
有条不紊地工作。这套系统分离
杂质，净化湖水，让月湖清澈而
明亮。

“系统的日净化能力达到1.6
万立方米，从理论上来说相当于
每 25 天 就 给 月 湖 做 一 次 ‘ 透
析’。”海曙区治水办工作人员

说，他们还在湖面下布置了湖水自
然净化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的合理
调配，让月湖生态得到恢复。

水利月湖是月湖文化的第一
步，宁波文化学术杂志 《天一文
苑》 主编黄文杰将之形象地称为

“生存文化”。“宁波人正是在从四
明山到月湖的千年水利经营中，逐
渐在城市站稳脚跟的。”黄文杰
说，正是因为生活的稳定，人们才
有时间和精力开书院、建藏书楼，
开展文化交流。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年里，
《宁波报》 和 《宁波日报》 报道过

70年疏浚开发
水利之湖愈发迷人

为了全面提升宁波文化旅游
品质，创建知名文化旅游品牌，
市委、市政府从 2013 年起启动
天一阁·月湖创建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工作，经过市、区两级 5
年努力，去年 10 月 29 日，天一
阁·月湖成功摘得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金字招牌”。

“只有从历史中汲取精华，
从延续文化血脉中拓展，才能让
天一阁·月湖形成特色，打响品
牌。”海曙区相关负责人说，天
一阁·月湖景区将立足高品质文
化景区定位，通过文化挖掘与提
炼，实现从城市公园向文化家园
的转变。

据天一阁·月湖景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景区下一步将
联合相关专家，全面梳理浙东学

术文化、藏书文化、宁波帮文化等
内容，通过游园会、诗词朗诵、景
区导游词等多种载体与活动进行传
播。提升景区导览系统，通过人工
智能等形式，图文并茂地宣传景区
历史文化；制作景区文化语音库，通
过名主持、名主播朗读有代表性的
天一阁·月湖诗词，演绎天一阁·月
湖的灿烂文化。引入文创理念，开发
有深度、有新意的文化旅游纪念
品，设计制作天一阁·月湖诗词书
法折扇、书签、帆布袋和带有景区
Logo 标志的手机指环、冰箱贴等
产品，通过趣味方式传播景区文化。

此外，景区还将推出独具特色
的体验交流活动来传播景区文化。
把“五一”游园会、中秋诗词朗诵
会、汉服游园会等活动打造成精
品，形成系列。

借力5A级景区效应
城市公园“转型”文化景区

的月湖大治理不下3次。
1960年 2月，宁波“突击一

周，疏浚月湖，挖除湖心污泥近
万立方米，新建下水道5000米”。

之后的 20 年里，月湖风景
区湖边道路建起了绿地，开辟了
大公园。1981年6月，月湖西岸
建起了航空电动飞机场，波音
747、波音 707 等型号的模型飞
机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体
验，每天接待量达到3000人次。

到了 1984 年，因周边场所
的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湖中，造
成月湖严重污染。这年 9月，市
政府分三步治理月湖，其中第一
步就是兴建进水排污闸门，铺设
环湖污水截流下水道。第二步，

开始逐渐推进风景区建设，布置绿
化带、兴建亭台榭坊……

1998 年，宁波启动了 20 世纪
最大规模的城建项目——月湖景
区建设，月湖以现代公园方式再
次得到整治，恢复景点、改建环
湖道路，现在我们看到的月湖芳草
洲、月岛、花屿等景点就是当时建
设的。

逐水而居、与湖共生，宁波人
在月湖周边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据
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
宁波保留和恢复的月湖十洲内建筑
遗产就达 11 处，这些沉淀着特殊
人文意义的历史建筑，使月湖成为
宁波城市文脉之所在、城市文化之
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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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
游客在天一阁
体 验 传 统 技 艺 。

（通讯员供图）

▲天一阁博物馆入口。 （通讯员供图）

压题照：景区鸟瞰。 （忻之承 摄）

▶湖边生活悠
闲自在。（忻之承 摄）

记者 张正伟 海曙区委报道组 续大治 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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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
（忻之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