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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甬上名人资源，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记者 朱军备 陈朝霞

评 说

2020宁波 （余姚） 阳明文化周、第三届全祖望
（史学） 文化节、纪念张苍水诞辰 400 周年史迹寻
踪……10 月中下旬以来，我市围绕王阳明、全祖
望、张苍水这三位历史文化名人，举办了一系列纪
念活动。

阳明文化周活动除开幕式之外，还有姚江书院
重建方案研讨、阳明心学与良知善治主题峰会，之
前，王阳明祖居地纪念馆在余姚市大岚镇隐地龙潭
村开馆；第三届全祖望 （史学） 文化节有重走“谢
山之路”南塘河巡游、举办江南文人宴“全公
宴”、甬上名人陈列馆开馆、谢山书院成立挂牌、
双韭山房复建揭幕等系列活动；纪念张苍水诞辰
400 周年史迹寻踪活动，包括“张苍水琴钟砚碑”
揭碑仪式等，随后，人们来到宁海长街山头村和象
山南田岛悬岙，凭吊苍水先生抗清遗址。

热闹而隆重的纪念活动已经告一段落，甬上有
识之士却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整
合我市的名人文化资源，使之转化为促进文化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市影响力的助推器？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
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涌现出大量的杰出人才，
有的治学为官，有的兴业经商，有
的锐意艺文，将东海之滨的宁波推
向文化、经济的高地。名人或诞
生、或从政、或行旅、或客居、或
安葬于四明大地，留下祖居、故
居、客舍、陵墓或行迹、政绩等丰
富的文化资源，这是时代文化的积
淀，由此提炼出来的人文精神，是
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也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那么，宁波到底有多少名人？
2016 年以来，甬上名人文化

研究院将宁波名人分成文化名人、
商帮名人、科学名人、政界名人、
革命志士五大类近千位，加以系统
研究。目前，我市有故居、祖居地
的在册保护的历史文化名人有百余
位。其中，文化名人的代表人物
有：王阳明、范钦、全祖望、万斯
同、徐时栋、陈汉章、巴人、唐
弢、邵荃麟、冯孟颛、张静庐、张
其昀、蒋梦麟、潘天寿、沙耆、袁
牧之、陈之佛、周信芳、孙传哲、
童槐、陈鱼门、刘慈孚、姚燮等；
商帮名人的代表人物有：包玉刚、

邵逸夫、叶澄衷、吴锦堂、虞洽
卿、刘聘三、王才运、顾宗瑞、赵
安中、李惠利等；革命志士的代表
人物有：沙氏五兄弟、张人亚、杨
贤江、柔石、殷夫、卓兰芳、贺威
圣、应修人、朱镜我等；科学名人
的代表人物有：屠呦呦、翁文灏、
戴传曾、童第周、贝时璋、周尧
等。

宁 波 也 是 著 名 的 “ 院 士 之
乡”。据市委人才办和市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共同编辑出版的 《2019
宁波人才蓝皮书》，截至 2019 年 9
月，宁波籍院士达到 116 名，高居
全国城市首位，约占浙江籍院士的
一半。

各区县 （市） 也在挖掘自己的
名人资源。2011 年，鄞州一民间
人士筹办了鄞州名人廊，共列出
56 位名人，其中治学方面有南宋
史氏三相、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学
士、鸿儒王应麟；文学方面有“吴
张 屠 周 ”， 史 学 方 面 有 “ 杨 万 全
徐”，科学方面有“翁童周任”，艺
术方面有“吕金沙朱”，文教方面
有“五马四张”。

2018 年 出 版 的 《东 钱 湖 名
人》 一书收录并介绍了与东钱湖人

名人遗迹如珠
散落四明大地

制图 任 峥

宁波的名人文化资源很丰
富，类型也很多，构成了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体系和脉络。

目前来看，我市对名人资
源的开发利用还有欠缺。其
一，宁波哪些名人可以作为宁
波的名片，需要好好研究；其
二，对一些重量级的名人如王
阳明、全祖望，以及艺术家中
的潘天寿、沙孟海等，缺乏系
统性的梳理；其三，保护宁波

名人文化资源这件事，主要还
是文化部门在做，好多资源没
有转化成旅游产品。有些名人
纪念馆的展陈手法比较单一，
不能吸引游客的眼光。

城市形象的推广，不能
“见物不见人”。有的文化名
人，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形
象，游客可能就奔着这位名人
而去。绍兴将投资 60 亿元打
造“一城三故里”（鲁迅故

里、书生故里、阳明故里）。这
方面宁波要向绍兴学习，梳理出
几位名人作为城市形象代表人
物。

如何进一步做好名人文化资
源的利用开发？

首先要对宁波名人资源进行
总体梳理，可以出一本《宁波名
人大典》。在这个基础上，可以
开发动漫、连环画等文创产品。

现在宁波名人都散落在各区

县 （市），各地在推广文化旅游产
品时，也应同步推广名人。如推
广天一阁，要加大对范钦的宣
传；推广东钱湖，可以多讲讲王
安石与东钱湖的故事。

此外，我市应组织力量对名
人题材进行文学、影视、音乐、
书画等方面的创作。近年创作的
歌剧 《呦呦鹿鸣》 是非常成功的
尝试。明年是宁波建城 1200 周
年，可以选择一些有影响的宁波
名人，创作一批文艺作品。

最后，可以择地兴建一个名
人文化广场，选择一批名人制成
雕像，供宁波市民瞻仰，让全国
各地游客参观。

（陈民宪）

让名人文化资源“游”起来

文发展密切相关的名人，有徐偃
王、范蠡、王安石、无学祖元、
史浩、史弥远、史嵩之、郑清
之、张时彻、丁鹤年、沈明臣、
李邺嗣、全祖望、徐时栋、董沛
等。

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负责人
沙力认为，宁波历史文化名人群
体主要有几大特点：其一，历史
悠久，几乎涵盖中华文明史的不
同阶段；其二，数量众多，在很
多领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并非个
体现象，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宁

波军团”“宁波人现象”；其三，传
承有序，尤其体现在家风家训传承
方面，使得宁波很多世家在历朝历
代有杰出人物涌现；其四，影响时
代，宁波历史文化名人中，有不少
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影响时代的人，
一部宁波名人史的背后，能看到很
多重大历史事件。宁波人崇文重教的
优良传统绵延不绝，面向海洋、开
拓进取、求真务实的精神气质传承
至今，这无疑是宁波丰富而宝贵的
文化旅游资源。宁波名人也是宁波

“四知”精神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如何深挖名人资源的深刻内
涵，构筑成宁波城市一条独特的
人文风景线？我市各地的做法令
人喜忧参半。

鄞州区塘溪镇对名人资源的
保 护 利 用 值 得 称 道 。 2018 年 ，
塘溪镇对沙氏故居进行了维修、
扩建，拆迁周边部分民宅，用于
兴建游客服务场所。如今在塘溪
镇域内，有沙耆、沙孟海、童第
周、周尧等多处名人故居，均得
到妥善保护。该镇还每年举办名
人文化节，通过名人让区域影响
力不断扩大，由此提振区域活
力。

事实上，名人文化资源并非
局限于一座故居，名人的祖居，
名人读书之所、创作之地，名人
停留过的地方，都是重要资源，
应当串珠成链加以保护利用。如
张苍水在海曙区有故居，在宁海
长街镇有西山殿屯兵驻所 （留存
有“煌言塘”），而象山南田岛
悬岙的张苍水抗清兵营遗址，已
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这些点，
包括舟山、杭州等地的张苍水遗
迹都可以串联起来。

遗憾的是，有一些名人故居
因城市建设而消失。如位于鄞州
邱隘镇的教育世家“一门五马”
的祖居已难觅踪影。“五马”是
五名亲兄弟，其中，马裕藻曾任

北大国文系教授、系主任；马衡曾
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
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鉴曾任燕
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
院院长；马准和马廉都曾任北大教
授。一个家庭出了五个齐名的学者
兄弟，这是文化史上一个奇特的现
象。

苏青，原名冯和仪，被誉为民
国“四大才女”之一，与张爱玲齐
名，代表作有 《结婚十年》《浣锦
集》《饮食男女》 等。海曙区石碶
街道冯家村有冯氏家族建造的金房
和玉房等建筑群，其中金房是苏青
祖父的家。因父母在上海，苏青小
时候就住在祖父家里。金房和玉房
保存较好，而与玉房比邻的苏青故
居 （四房），只剩下一座破旧的小
楼房。大约 10 年前，当地规划改
造旧村时，传出苏青故居可能被拆
的消息，通过冯氏家族海内外亲友
和众多文友的呼吁，苏青故居和冯
氏古建筑群才得以保留下来。时至
今日，苏青故居仍没有启动保护利
用程序。

位于南塘老街的新中国电影事
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袁牧之故居、
位于莲桥街的邮票设计师孙传哲故
居，都已修缮完工。据海曙区文物
管理所有关负责人透露，袁牧之、
孙传哲故居已在谋划布展，不久将
向公众开放。

名人资源保护利用
各地做法有喜有忧

“名人文化资源是整个文化
旅 游 资 源 中 很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我市资深文化旅游专家陈
民宪说，因为名人曾经在城市历

史上留下辉煌成就或作出过杰出贡
献，有了名人，文化旅游景点和景
区乃至整个城市，将更可感知、更
有温度、更光彩夺目。

用好用活名人资源
擦亮宁波文化名片

如何用好用活名人资源？可以
将名人雕像立于城市街头，成为营
造文化氛围的点睛之笔，可以通过
歌曲、戏剧、影视等各种形式来讲
好名人故事，进一步加深市民对城
市的文化认同感，还可以将名人故
居打造成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通过
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扩大其影响
力。

编撰名人传记或名人文化丛
书，是推介名人文化的基础性工
程。杭州市正在实施优秀传统文化
丛书编写计划，由市委书记担任丛
书编纂出版工作领导小组 （编委
会） 组长 （主编），计划出版 100
本 书 ， 首 批 20 本 已 经 出 版 。 其
中，《江南忆，最忆白乐天》，写的
就是白居易与杭州的故事。

寻找名人踪迹，传播名人文
化，我市民间人士默默在行动。创
办历史长达 25 年的天行书友会，
至今已组织开展了 300 多次“文化
之旅”。天行书友会负责人黄朝洋
说，近年来，宁波知书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与宁波新华书店合作，开展

“书香宁波，人文之旅”和“带着
一本书去旅游”等主题活动，利用
双休日组织近百名市民走古村、访
故居。他们曾走进宁海许家山石头
村，在梦鼎书院 （南宋晚期宰相叶
梦鼎所创） 诵读经典；走进慈溪山

下村，在伏龙寺寻找弘一法师 （李
叔同） 的暂住屋，在虞氏旧宅了解
虞洽卿“输财报国”、热心公益的
生平往事。但传播名人文化，仅靠
民间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上升到
更高的层面，进行系统谋划。

最近，鄞州区姜山镇正在谋划
将位于茅山的范钦墓园打造成东明
公园，通过美丽风景线与走马塘古
村串联起来。目前，茅山公路已改
造提升，东明公园建设方案也在设
计之中。

对于已修复的名人遗迹，可以
通过“名人遗迹+风景游”“名人
遗迹+古村游”等方式，让这些游
览路线更有文化味。

前不久，数十位专家学者乘坐
快艇，从全祖望故居所在地海曙区
洞桥镇沙港村沿水路来到南塘老
街，一路上，他们讨论着将南塘河
这一段开发成“全公故里”旅游线
的可能性。

对于同一类型的名人踪迹，可
以串成一条旅游线。如追寻书画家
踪迹游，可将宁海潘天寿故居，鄞
州沙孟海故居、沙耆故居及其韩岭
居住地等串联起来；追寻诗人游，
可将贺秘监祠、贺知章鄞江垂钓处
等地串联起来。如何用好用活名人
资源，提升宁波城市影响力，值得
有关部门研究和探讨。

图 示

2020宁波 （余姚） 阳明文化周开幕式。 （孙吉晶 摄） 位于海曙区洞桥镇沙港村的全祖望祖居。 （陈朝霞 摄）
海曙文保志愿者在象山花岙兵营遗址纪念张苍水诞辰400周年。

（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