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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是老厦门文化的发
源地，
这里记录了以船为家的
民生活，
记录了厦门港从渔港转
向大都市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
展，如今渔民们不再讨海，
“上
岸”而居，
真正的 民群体不复
存在，
为了保留厦门这些特色文
化，厦港街道联合思明区文化
馆，经过半年筹备，收集了大量
厦港资料和老物件。
7月 29日 ，在 大 学 路 58
号，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正式
揭牌成立，现场还举行了“一
日小厅长”聘任仪式和 民歌
仔戏表演等，吸引不少市民和
游客观看。
据了解，厦港海洋文化展
示厅由厦港街道和思明区文化
馆共同承办，经过 2年筹备，于
29日正式揭牌成立，免费向市
民和游客开放。厦港海洋文化
展示厅内收集了 200余件 民
服饰、渔民捕鱼工具等老物件，
全方位重现老厦港民俗、 民
生活等，让市民可以更直观地
了解、认识厦港海洋文化的历
史、渊源，重点保护厦港独特的
民文化。
据思 明 区 文 化 馆 馆 长 王
磊介绍，厦门港承载了厚重的
厦门历史，厦港海洋文化展示
厅的成立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厦港民俗文化、 民风俗等。传
承文化从娃娃抓起，思明区文
化馆启动了 “一日小厅长”活
动，面向全市召集小讲解员，经
过文史专家和专业讲解员的培
训，首批 6名“一日小厅长”正
式上岗，年龄最小的 10岁，最
大的 13岁，并在揭牌仪式上举
行聘任仪式。
来厦门的游客中还有不少
外国游客，为此，思明区文化馆
推出汉语、
英语和闽南话“三种
语言”讲解，
其中湖滨小学 6年
级小学生蒲思翰担当全英文讲
解员。同时，这些“小厅长”们
还多才多艺，不仅会讲古、朗
诵，
还会二胡、
琵琶等乐器。
夏港海洋文化展示厅位于
大学路 58号，
7月 29日起对
外开放，时间为每天 9时 -12
时和 14时 -18时，除每月最
后一个星期五下午闭馆外，其
余时间均有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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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
内，各种 民服饰及生活、
生
产用品整齐地摆放在展柜里，
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完
整保存，
还要得益于思明区文
化馆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用脚
“收”上来的。为了保护厦港
海洋文化，
思明区文化馆想了
很多办法，
建立厦港海洋文化
展示厅的计划其实两年前就
启动了。思明区文化馆闽南文
化负责人吴淑梅告诉记者，
渔
民 “上岸” 后分散居住在各
地，
收集文物工作耗费了他们
大量时间和精力。
“我们挨家挨户走，
打听
到谁家还有老物件，就上门
拜访。”吴淑梅说，
因时间太
长，加上渔民们没有保留文
物的意识，大量资料和老物
件已经无法收集到。他们边
走访边打听，一得知有渔民
家还有保留物件就立即上门
走访。起初，
他们也遭到渔民
的拒绝，毕竟老物件都是私
人物品，渔民们没有义务捐
献，
而且有的渔民要当“传家
宝” 予以传承。吴淑梅不厌
其烦地多次登门拜访，做思
想工作，
“软磨硬泡”下终于
征得渔民同意，收集到 民
服饰、祭祀用品、生活和生产
工具共计 200余件，永久保
存在展示厅内。
在选址方面，
他们也做了
多方面的考虑，既要有一
定客流量，场地还要够
大，且最好有厦港文
化特色，于是保存国
家级物质文化遗产王船
的避风坞成了最佳地点。
经过厦港街道出资装修，
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终
于与市民、
游客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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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港海洋文化传承要从
娃娃抓起，于是，思明区文化
馆公开向社区招聘一批小讲
解员，并任命他们为“一日
小厅长”，负责向参观市民
和游客讲解展示厅的内容。
招聘一经发出，吸引了不少
学生和家长。经过报名、
面试
等环节，首批6名“小厅长”
脱颖而出。更让工作人员意
外的是，这6名“小厅长”都
满身才艺，有的会讲古，有的
会朗诵，还有的会二胡和琵
琶等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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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湖滨小学6年级
的蒲思翰，别看他才11岁，
他
可是目前“小厅长”团队里唯
一全英文讲解的小讲解员呢。
蒲思翰很喜欢闽南文化，
面试
时用一段闽南语朗诵打动了
评委。而且他从小学习英语，
加上父母的引导，
使他的英文
水平高于同龄孩子。为了支持
他进行英文讲解，
蒲思翰的爸
爸将解说词翻译成英文，
这篇
5
分钟的解说词，蒲思翰背了
整整一周。他说里面很多专业
词语很难背，
比如 民工作服

“油衫裤”就把他难住了。功
夫不负有心人，
展示厅开幕前
一天，
他终于把解说词都背熟
了。在试讲阶段，
他流利的英
文解说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
客驻足倾听，
纷纷向他竖起大
拇指。
吴淑梅告诉记者，区文
化馆先后组织了5次 “小厅
长”系统培训，分别邀请文
史专家和专业讲解员对他们
进行授课，从厦港文化知识
到姿态礼仪，全力打造专业
的小解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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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展示厅内摆放着一张
1953年颁发的结婚证，上面
有曾阿秀和丈夫阮朝狮的合
影。谈起结婚经历，
老人家有
些不好意思：
“我和丈夫是家
人介绍的，
第一次见面就登记
了，
我们全程只说了3句话。”
结婚当天，
曾阿秀坐进一
顶黑色轿子，趁着月色，被人
抬到婆家。嫁入阮家后，就和
/bceeklmnf 丈夫出海打鱼。32年间，
他们
经历了许多次暴风雨天气，
几
在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 次险象环生，
幸亏丈夫有丰富
揭牌前，记者见到了一位 85 的出海经验，
他们才逃过一劫
岁的老人家曾阿秀，
她住在沙 又一劫。回忆起当渔民的日
坡尾，
是真正的 民。她告诉 子，她两眼闪着光，满满都是
记者，她 20岁起就和丈夫一 回忆。已经 85岁的她，身体
起出海捕鱼，在船上生活了 依然硬朗。她热心地向市民
32年 。她 的 丈 夫 是 “船 老 和游客介绍展示厅内的老物
大”，要经常带队出海，她就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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