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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地区历史文化的
缩影和窗口，是一个地区最好
的文化承载者。近年来，鄂尔
多斯博物馆积极投身到内蒙古
地区的博物馆建设中来，以整
个北方草原为视角，立足实地，
放眼全域，从更广阔的博物馆
空间构建中谋求长远发展和有
效突破。

在内蒙古博物馆协会的帮
助与引领下，积极筹划建设内蒙
古博物馆联盟机制，为博物馆联
盟的筹建与运行出谋划策，最终
建成了包括鄂尔多斯市、巴彦淖
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四地在
内的内蒙古西部区域博物馆联

盟（以下简称“西部联盟”）。作
为西部联盟的牵头单位，鄂尔多
斯博物馆全盘布局、合理共进，
通过积极组织内蒙古西部区博
物馆馆际联盟发展工作协调会，
有效实现了鄂尔多斯市、巴彦淖
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四地博
物馆合力的形成，共建共荣，协
同发展。

西部联盟在文物资源共享、
协作办展、人才培养、课题共建、
学术研究等方面已经付诸了实
践，实现了博物馆多元合作的转
折性突破。这既盘活了更加广
域的文化文物资源，又能够打破
馆际壁垒，使零散的人力、技术、

信息汇聚起来，实现了联盟资源
的优化整合，走出了一条国内先
进而有效的博物馆发展之路。
借助内蒙古西部区各地的文化
文物资源优势联合办展是最基
础、最易于实现的合作方式。去
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之际，
鄂尔多斯博物馆积极组织第二
届西部博物馆联盟活动，借助四
地精美的馆藏文物打造推出了

“内蒙古西部联盟博物馆藏精品
文物特展”“文博光影 岁月流
金——内蒙古西部区博物馆联
盟职工摄影作品展”。

在连续两届博物馆联盟成
果的基础上，为了积极响应黄河

文明保护倡议，讲好内蒙古地区
的黄河故事，今年，内蒙古博物
馆联盟以鄂尔多斯博物馆等为
主办单位，积极筹备“内蒙古地
区黄河流域文化展”“内蒙古地
区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研讨会”系
列活动或项目，这将更好地发挥
博物馆在黄河文化讲述上的独
特作用，更加紧密地联系内蒙古
地区的博物馆力量，更好地发挥
出内蒙古在黄河文化保护和讲
好黄河故事中的突出作用。这
一更广领域、更强声音的区域文
化举动，无疑会对增强鄂尔多斯
博物馆的区域文化影响力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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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域 引领文化发展

博物馆是文化的传播者，更
是一个地区不可或缺的城市名
片。作为地区大型综合性博物
馆，全方位讲好鄂尔多斯的优秀
历史故事，多元化展示城市的文
化内涵，鄂尔多斯博物馆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鄂
尔多斯博物馆转变工作模式和
方向，向着更加多元、优秀的鄂
尔多斯大文化不断求索、深入创
新，以自身的行动引领全市文博
机构不断向前发展。

馆内业务开展上，在博物
馆建设、田野考古、文物修复、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等方面广
泛涉及，积极求变；博物馆展览
展示方面，不再拘泥于馆内文
物实体和文物主题，在大文化、
大视野的思想指引下别出心
裁，创造研发，利用境内优秀而
珍贵的古代壁画资源打造出了

国内首个可移动的摹制壁画展
览，将不可移动的壁画展示变
成现实。这是壁画艺术展示、
传播的创新探索，具有重要的
转折意义。

同时，广泛接纳和吸收社
会力量创新办展，个人收藏展、
现代摄影书画展、现代油画展、
民俗文化展、民族手工艺展以
及借助重大节庆日举办的庆祝
展、党史党建展、教育展和利用
地区自然优势积极研发筹备中
的鄂尔多斯羊绒展、煤炭展，这
些都是博物馆面向地区大文
化、大格局创新探索的优异成
果，都是在社会大视野下集社
会力量服务于民的重大变革。

鄂尔多斯博物馆十分重视
国内及区域先进知识、优势团
队的力量与成果利用，虚心求
教，大胆创新，主动寻找新的业

务突破。2020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来临之际，鄂尔多斯博
物馆“大开脑路”，积极利用国
内先进技术，组织策划系列活
动。该活动是与内蒙古自治区
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首度合作，
继与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
合作推出《鄂尔多斯文化和旅
游》（博物馆专刊）之后，推出的
第二种形式鄂尔多斯博物馆馆
刊成果，开启了正式而长期的
博物馆馆刊出版，走上了与域
外知识机构合作实现博物馆馆
刊成果的快车道。

同时，鄂尔多斯博物馆关
注并借鉴国内先进技术和经
验，创新打造出“神奇鄂尔多
斯”系列活动，项目包括“神奇
鄂尔多斯开讲啦”“神奇鄂尔多
斯之青少年读本”“神奇鄂尔多
斯青少年视频动漫”“神奇鄂尔

多斯精品文物展”“神奇鄂尔多
斯主旨研讨会”以及“神奇鄂尔
多斯系列丛书”等等。今年的

“5·18 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
日，系列活动先期的“神奇鄂尔
多斯开讲啦”大型音频节目上
线。节目以上海畅听文化公司
为技术支撑，依托鄂尔多斯丰
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以鄂尔
多斯博物馆文物为基础，用文
物串联鄂尔多斯文化史，用声
音动画向公众呈现，带孩子穿
越数万年的历史，亲身感受鄂
尔多斯数万年的文明牧歌。此
外，鄂尔多斯博物馆借助“自媒
体”平台，创新了博物馆的宣传
形式，通过抖音、快手、微博、微
信、直播等形式，实现了博物馆
新技术传播的创新与突破，让
鄂尔多斯文化实现了广域和快
速传播。

广开思路 打造文化名片

借助社会力量，与博物馆、
高校、科研院所强化合作，是博
物馆“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也
是博物馆纵深工作的重要体
现。近年来，鄂尔多斯博物馆
在馆际合作、馆校共建方面不
断突破、屡创佳绩。

2014 年与内蒙古科技大
学合作的壁画展示是馆际合
作的开端，随后与四川博物院
等 11家博物馆联合举办“博·
戏——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
巡展。2018年，鄂尔多斯博物
馆与内蒙古博物院一道共建博
物馆联盟，形成东、中、西部三
区馆际联盟，使区内博物馆交
流合作更加紧密，协同发展变
为现实。博物馆联盟平台的搭

建是鄂尔多斯博物馆加强区域
馆舍合作的又一成果。发扬黄
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与全国
48家博物馆联合组成“黄河文
化博物馆联盟”，使鄂尔多斯博
物馆的业务工作、馆际交流合
作提升到了新高度，为今后黄
河文化的大开发、多维讲述区
域的黄河文化、展现多彩黄河
文明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馆校共建方面，鄂尔多
斯博物馆积极吸纳学校资源与
高校力量，不仅与境内的中小
学、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的馆
校共建机制，也在区域外成功
搭建起了馆校合作、馆校互动
的桥梁。通过共建教学实践基
地的形式，就展览策划、展览展

示、项目共建、文化研究、文化
宣讲、课题研究等方面分别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科联
等知名高校院所达成了长效的
合作意向，有的研究课题已付
诸实践、初见成效。今年，鄂尔
多斯博物馆与鄂尔多斯市第一
中学展开合作，共探教育新路，
使优秀学校教育与博物馆教育
紧密结合，让文化历史走进课
堂。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
日”，与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伊
金霍洛旗校区通过馆校合作共
建框架协议签署的形式实现了
深度合作，以

及高级中学教育与博物馆教育
的长期合作，开启流动博物馆
走进高级中学宣教传播的新路
子。

此外，鄂尔多斯博物馆积
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
建设，从文物、文化角度多次参
与了“‘一带一路’主题研讨会”
活动，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社会
影响力，强化了区域文化宣传，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参会方激烈
的思想碰撞，为博物馆的
长远发展打开了思
路，谋求了发
展。

强强联合 推进文化合作

业务研究是博物馆文物工作的
基础，也是博物馆工作的升华。鄂
尔多斯博物馆历来非常重视业务研
究，致力于营造学术氛围，打造专业
的文博研究队伍。

开馆之初就不断寻找新的业务
突破，尝试新的领域研究，不断挖掘
潜在的文化资源。经过多年的探索
和积累，已基本确立起了新的业务
方向：在展陈教育方面，除了原有的
既定展览宣传教育、服务公众外，不
断向高校、社会、文化中求解展览思
路，如在浙江大学博物馆团队的帮
助与指引下，对策展模式、展览形
式、展示手段拓展研究，确立出“秦
直道与罗马大道”“鄂尔多斯羊绒与
英国羊绒”“草原与江南”“中原与边
疆——长安与鄂尔多斯文物直通
展”“王朝之间——辽宋夏金时期内
蒙古东西部地区文物对话展”等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展陈设计。

在社会宣教方面，鄂尔多斯博
物馆不断研究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在
规律，创新宣教方式方法，通过“流
动博物馆”“专家专题讲坛”“小小讲
解员”“虚拟展厅”等一系列宣教活
动，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观众从“参观
者”变为了“参与者”，博物馆的社会
影响力日益增强，社会认可度不断
攀升，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
屡次获得行业嘉奖。

在业务课题研究上，鄂尔多斯
博物馆不断寻找新的突破点和业务
方向，不断发掘、发现“业务增长
点”，为宣传、传播地区的优秀多元
文化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在经费
条件限制的情况，数次自筹经费、自
立项目，搞科研、创研发，视野也从
地区的中小博物馆扩大到整个北方
草原的广度。

近年来，在内蒙古西部广阔的
大文化背景下，一些具有深远意义
的项目课题和业务目标已经实
现了零突破、新创举。如率
先提出“黄河文化探索”

“鄂尔多斯长城文化
及长城故事”“馆藏
文 物 预 防 性 保
护”等课题
方 向 ；

率先打造出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壁画
摹制展览，实现了历代古城址调查
研究、清代古建筑拆迁保护、郡王府
建筑形态调查研究等不同方向的业
务课题。在自主项目研究外，鄂尔
多斯博物馆还积极向高校“取经求
学”，形成了具有可行性强、影响力
远的“鄂尔多斯环境变迁的历史考
察——兼谈其及对当代环境问题治
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内
蒙古中西部地区农商化研究”“墓葬
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鄂尔
多斯高原文化、长城文化与草原文
化的交融”等4个学术课题项目。

在文化产业方面，鄂尔多斯博
物馆始终秉承“创新、弘扬、服务”的
产业理念，不断创新销售模式，积极
采用国内、行业先进的文化创意、文
创技术，通过与国内外知名文创企
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设计开发
出了许多具有鄂尔多斯符号、博物
馆特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

几年来，随着各项业务的开展，
鄂尔多斯博物馆逐渐得到了社会各
界广泛认可，殊荣不断，佳绩频频。
2016 年 3月，荣获“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工作先进集体（2013—2015）”
荣誉称号；2017 年 9月获得“内蒙
古自治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先进集体”；2013年至2017年连
续5年被鄂尔多斯市文化新闻出版
广电局评定为“年度实绩考核突出
单位”。

开拓创新 加强文化建设

鄂 尔 多 斯
市地处黄河几字湾的怀抱，是

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从旧
石器时代“萨拉乌苏遗址”，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

化的“海生不浪遗址”，再到青铜时代的“朱开沟遗址”，
丰富的长城资源，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保存完整的蒙元宫

廷祭祀文化，激扬跌宕的红色文化等文化遗产分布密集，传承有
序。这里是多民族繁衍生息、农牧交汇的重要地带，创造出了辉煌

灿烂的优秀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长城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薪
火相承，构成了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鄂尔多斯文化。

鄂尔多斯地区现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自治区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69处，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08处，是内蒙古自治区两大历
史文化重心区域之一。鄂尔多斯博物馆是鄂尔多斯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
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2012年开放至今，始终秉持“传承、保护、弘扬”的
行业精神，积极开展文物收藏、保护、展示、教育、研究和欣赏等业务，紧跟
国家发展大局，响应时代号召，以切实落实好国家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政
策为己任，积极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利用的伟大事业，努力讲好鄂
尔多斯文化故事。

作为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成员，鄂尔多斯博物馆深入挖掘黄河
文化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精神价值，努力担当起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使命。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的大好时
代机遇下，鄂尔多斯博物馆有责任把这里的黄河文明

保护好、传承好、讲述好，守护好黄河文化这片
广阔的精神家园，讲好属于鄂尔多斯

的黄河文化故事。

开展开展““鄂尔多斯古代壁画及木构彩绘资源调查鄂尔多斯古代壁画及木构彩绘资源调查””项目项目。。““流动博物馆流动博物馆””宣教活动进校区宣教活动进校区。。

20202020年初年初，，鄂尔多斯博物馆参加中国鄂尔多斯博物馆参加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在恭王府召开的人社会科学院大学在恭王府召开的人
才培养暨教学研讨会才培养暨教学研讨会，，开展开展
馆校共建活动馆校共建活动。。

““守望相助守望相助 亮丽北疆亮丽北疆———鄂尔多斯—鄂尔多斯
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70周年展览周年展览””在在
鄂尔多斯博物馆开展鄂尔多斯博物馆开展。。

蓝天蓝天、、白云白云、、鲜花掩映下的鄂尔多斯博物馆鲜花掩映下的鄂尔多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