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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底蕴是一个地方最深厚
的内涵和最鲜明的底色。白鹤梁
集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于一身，如何利用好白鹤梁历史文
化，将其打造成为长江历史文化的
绚丽名片，这对于当代涪陵人来说
无疑是一次挑战。

这一次，决策者们选择的是对
白鹤梁优秀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广泛开展
巡展活动，积极履行公益职能，实现
文化遗产服务大局，惠及人民，让群
众共享高品质的历史文化，满足群
众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多年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巡展汇集白鹤梁水文科学、历史、
文学艺术价值和工程科技等内
容，涵盖巴南区、丰都县、合川区、
渝中区等 10 余个区县，双河口

镇、三建乡、李渡街道等100余个
乡镇，通过宣传展板、图文并茂的
形式，深入浅出地将白鹤梁优秀
的历史文化送进校园、社区、军
营、企业、集镇。目前受众达 25
万余人，其中青少年17.5万余人。

同时，立足当地、面向全国、辐
射世界，涪陵大力实施“请进来，走
出去”战略，通过研学活动，让全世
界在对白鹤梁文化艺术的审美过程
中感受长江历史文化魅力，扩大了
白鹤梁历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提升了文化软实力。

截至目前，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针对青少年开设了研学活动，累计
有7.4万余名青少年参加。此外，
还吸引了来自美国、意大利、德国、
日本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万名外国游客参加。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
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
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涪陵白鹤梁历史文化厚重，白
鹤梁题刻文字内容正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
的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着手积
极挖掘提炼题刻上的爱国主义精
神、勤俭节约精神、乐于奉献精神，
准备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形成
人文精神共识，并大力传承弘扬，
培育城市精神。

“如今，白鹤梁优秀的历史文
化已成为重庆地区有影响力的对
外文化交流品牌。”白鹤梁水下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透露，通过文旅融
合，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自2009年开
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览者145万
余人次，成为全国少有的科普教育
基地、重庆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国
家水情教育基地、涪陵区人文社会
科学普及基地等。

在涪陵当地，
除有白鹤梁历史文
化享誉中外外，涪
陵榨菜、816 地下
核工程、焦石民歌
也有着独特的历史
文化魅力。而对这
些历史文化宝贝稍
加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同样结
出累累硕果。

涪陵是中国的
榨菜之乡，从一碟
农家咸菜演变成商
品而闻名于世，这
既是一种以小见大
的经济现象，也是
一种回味无穷的文
化现象。近年来，
当地以“涪陵榨菜
传统制作技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金字招牌为抓
手，实现农、商、文、
旅有机结合，在提
升农产品品牌价值
的同时，也提高了
农业附加值，延长
产业链。预计到
2020年，涪陵青菜
头种植面积达到
75万亩，总产量达
到 180 万吨，实现
产业总产值120亿元，建成全球最
大的集“品种选育、生产加工、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世界榨菜。

焦石镇地处涪陵城东武陵山
下，因镇内多深灰色岩石，近似烧
焦状，故名“焦石”。境内山水人文
风光、民俗民歌以及工业文明交相
辉映。近年来，该镇党委、政府立
足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工业文明
相融合，打造出一座山中有林、林
中有城、城中有石的特色文化城
镇。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民歌文
化的传承保护，焦石民歌已成为涪
陵特有的一张文化名片，且被列入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连续
举办4届重庆涪陵焦石民歌节。
目前，镇党委、政府正致力于打造
民间文艺之乡，致力于推动焦石民
歌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816地下核工程是三线建设
时有名的地下核工程，是世界上最
大的人工洞体建筑，具有宝贵的国
防军事价值和历史文化研究价
值。随着时代的变迁，816地下核
工程通过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首
次与旅游开发进行融合，作为景点
向游客部分开放，成为一个集核科
普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互动
体验中心为一体的综合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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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任何一
个民族现有的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
的，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
和丰厚积淀。”

白鹤梁也不例外。她是在长江
母亲河的摇篮中经过千锤百炼，大
浪淘沙才保存了现在的璀璨长江历

史文化。
白鹤梁是造山运动时天然形成

的一道巨型石梁，长度约1600米，
平均宽约15米，处于长江江心中。
作为我国乃至世界大河流域保存至
今最为完整的水文题刻遗址，刻鱼
为尺、设标记水是白鹤梁题刻在世

界大河流域古代水文观测中独一无
二的方法。根据石鱼水标观测记录
的枯水水文信息跨度1200多年，留
题108段，反映72个枯水年份的水
位资料，延续时间之长、现存信息之
丰富无与伦比，对长江流域的水电
事业、桥梁建设、内河航运、农田灌

溉、资源开发、沿岸防洪和城市供水
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意
义非凡。

“以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长
江水文文化是世界的瑰宝，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白鹤梁
水下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白
鹤梁上除刻有水文资料外，还有
黄庭坚、秦九韶、庞公孙、朱昂、王
士祯等历代文人留下的诗文题
刻，篆、隶、行、楷、草各种字体皆
有，艺术价值极高，被誉为世界罕
见的“水下碑林”。

三峡蓄水，如何保护好这一古
代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千年瑰宝是一
项难题，而保护后如何让游客清晰
可见也是一项难题。

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建白鹤梁
水下博物馆，留住千年瑰宝。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最大的难点
在于解决水底压力带来的技术问
题，最终采用了“无压容器”方案。

“这个无压容器就像一个倒扣的盆
一样把石梁罩住，容器内注满经过
净化的长江水，与外界压力一致，容
器本身不承受压力。人们通过管廊
进入水下，透过观景窗看得非常清
楚。这一方案完全符合文化遗产保
护原则，不改变原状，也不改变其与
自然环境依赖关系。”白鹤梁水下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说，博物馆采用最
前沿的科技成果保护文化遗产，是
迄今水下文物保护涉及技术学科最
多、难度最大的项目，为世界同类文
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国际范例。

现在博物馆经过近10年的探

索和研究，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长江
水位、流量、流速与补水量的动态平
衡数据库，消除了最高水位40米的
强压和32米落差对保护体结构及
文物本体安全的威胁，用科技手段
保障了文物安全。

与此同时，为了让世人更清楚
看清白鹤梁，白鹤梁题刻保护体内
装备了国内文博界唯一深水照明系
统。通过建立电源线通讯模块，提
升了题刻展示效果，同时还阻滞藻
类生长，保证了石质题刻状态稳定
和体内水质的改善。

“观景窗是双层8厘米厚的玻
璃，但是却能让人看得清楚，这也很
不容易。”该负责人说，他们与合作
单位优化创新了航空有机玻璃工
艺，有效解决了白鹤梁特殊环境下
观察窗的抗高压、抗冲击、抗衰老、
透光性、稳定性等问题，突破了玻璃
观察窗清洗、更换等重大技术难题，
保证了白鹤梁题刻的清晰可见。

白鹤梁题刻不仅是世界级宝

贝，也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范例，是长江上一张响亮的历史

文化名片。白鹤梁题刻于2006年、
2012年先后两次被列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涪陵区
正在加快推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
作，下一步将提升周边环境、抓好保
护工作、深化文物保护中的科技运
用、确保文物安全，整体提升白鹤梁
水下博物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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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梁是世界级宝贝，记载有1200多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水

文资料以及大量的诗文题刻，使其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世界

罕见的“水下碑林”。

——不改变白鹤梁原状，不改变其与自然环境依赖关系，对白鹤梁原

址原貌的保护，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范例，为世界同类文化遗产

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自2009年开

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览者145万余人次，成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重庆

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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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白鹤梁原状，不改变其与自然环境依赖关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涪陵 唤醒千年瑰宝 打造长江历史文化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