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院（筹）），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杭州文化遗

产保护的综合性博物馆，2017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弘扬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开拓进取，多方联动，以展览为核心，盘活馆藏资

源，加强馆际合作，打造品牌活动，屡获佳绩。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宁沪杭解放 70 周年，2019 年 4 月 28 日，围绕“重大的转折 伟大

的胜利”红色主题，南京、杭州、上海三地博物馆跨领域合作，携手打造“庆

祝南京杭州上海解放 70 周年史料展”联展开幕，签订《长三角地区“红色

文化服务示范合作”协议》，展览荣获第十四届（2019 年度）浙江省陈列展

览精品项目“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奖”。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

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一直以守护杭州革命文物为己

任，始终坚持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革命文物，推进杭州市革命文物工作

向好向前发展。一是撑好“保护伞”，筑牢革命文物底线，保质保量实施革命

文物的日常检查，保证各级别革命文物的检查频次；二是打好“基本功”，

夯实革命文物基础，深入做好革命文物摸底，做好推荐申报及“四有”工作，

建立杭州市革命文物资源数据库；三是做好“把关人”，焕发革命文物生机，

对修缮的革命文物进行方案审核、工程论证、验收，参与修缮工程的全过程

“把关”；四是当好“传承人”，永传革命文物精神，组织编撰《红色印记⸺

杭州市革命文物保护案例汇编》，在中心公众号上制作“红色印记”专题，多

渠道多途径开展革命文物宣传传播。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名人馆区宣教陈列部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名人馆区宣教陈列部，自 2001 年组建以来，主

要负责各场馆讲解宣教、文物解读、第二课堂等方面的工作。作为博物馆业

务部门和一线窗口，始终秉持着“做杭州名人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的理

念，多年来，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将名人文化带

到大杭州范围。团队立足丰富的文物收藏，联合相关部门，致力于革命文物

的保护、宣传、研究、展示等一系列工作，开创了“童画杭州名人”、“名人文

化进校园”、“名人讲堂”等多个品牌活动，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第二课

堂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打造了第二课堂“孩子喜欢、学校支持、家长

满意”的全新模式，获得诸多荣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市萧山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萧山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承担着萧山全区文物资源的调

查、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该所不断加大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力度，现已登

录全区 15 个镇街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6 处， 5 处革命遗址遗迹成功申

报为第六批市保单位，衙前农协旧址等 13 处革命文物入选浙江省第一批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制定《萧山区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规划 2022 年底完成 23 处革命文物的修缮利用。为讲好

萧山故事，先后推出《红色记忆⸺萧山革命史料展》《澎湃钱塘⸺钱江南

岸的百年红色故事》和高帆杯“行走中国”全国系列摄影活动成果展，通过

流动博物馆送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60 余期，推出“红色夏令营”，举办

系列讲座，打造红色旅游线路，建立区博物馆联盟等。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市萧山区楼塔历史文化研究会

杭州市萧山区楼塔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一个由地方文史爱好者组成的

社会团体，旨在挖掘、传承、弘扬千年古镇楼塔的地方历史文化。十多年来，

研究会成员深入挖掘提炼楼塔历史文化，印刷出版《楼塔往事》《明代医学

家楼英》《洲口石桥百年记》《晚清将领楼殿英》等书籍；组织对楼塔东楼宗

祠中祠堂、下祠堂、仙岩楼氏始祖墓、楼英墓等进行维修；成功申报“楼英

祭”“楼英传说”“楼英中医内科”“仙岩故事”等 4 个萧山区级非遗项目；

整理清代“酱园作坊”等 37 幢古宅资料和 12 幢列入保护的明清古宅详细

资料，参与浙江省第九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楼家塔村保

护规划制定；举办中华楼氏文化研究会第二次研讨会，纪念楼塔建镇

1120 周年等活动。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市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

杭州市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先后被评为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杭州博物馆学术研究优胜单位、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四星

级基地、余杭全域红色资源联盟成员单位、余杭区经济文化保卫工作先进

集体。原为章太炎故居管理所，由余杭博物馆代为管理，后独立运行并组成

了专门的队伍， 2016 章太炎故居管理所更名为章太炎故居纪念馆，主要

负责故居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承担相关文物资料的征集、收藏、研究和

保管工作，因工作突出，先后被评为浙江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案例、国

宝档案“家在钱塘”拍摄点、杭州市农村历史建筑最佳利用单位、全省陈列

展品精品项目推介精品奖、“十佳文物保护利用案例”。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富阳博物馆

富阳博物馆积极围绕“挖掘传承文化遗产，传播弘扬红色基因”工作中

心，以“家在富春江上”作为宣传主品牌、博文、博学、博游三个博物馆特色

宣传子品牌，认真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旅融合工作，让富阳优秀传统文

化和红色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走岀去，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打响富春

山居文旅品牌。开馆三年以来，共接待观众参观近 70 万人次，在做好博物

馆、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参观接待的同时，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策划组织了大量形式丰富多样的展览和活动，举办各类临时展

览 30 余场；社科和第二课堂活动 200 余场；开发文创产品 3 个系列 10

余个品种；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线上媒体发布线上宣传 600

余篇，以传播手段之“新”，表现文明沉淀之“古”。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桐庐县分水镇文化站志愿服务队

分水是杭州市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桐庐县两个革命老区乡镇之一，

有着丰富的革命历史 :1927 年 8 月，桐庐县第一个党支部在分水东梓坞

成立；1939 年 3 月，周恩来视察抗日前哨二经分水，并发表《桐庐为战时

前进县》的演说，极大鼓舞分水人民的抗日士气；1949 年 4 月 30 日，由

分水起义改编的金萧支队第四大队一部在地方农民武装天目大队的配合

下解放分水县城……“这些革命历史需要有人进行挖掘、梳理，我们也要

着手保护、整合，形成红色旅游区块。”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桐庐县分水镇

文化站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由文化站工作人员牵头，分水乡土文化名人、

抗战老兵、史实见证人、学校老师和热心市民组成的队伍，从筹建革命历史

馆开始，协助一起寻找抗战老兵、收集历史故事、认真挖掘分水革命过往做

好宣讲，为小镇分水文化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研究组

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研究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钱币和

银行博物馆委员会”，杭州市江干区爱国统一战线“同心”教育基地联盟成

员单位，第三批浙江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浙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会活

动基地；先后获得 AAA 级中国社会组织、民办博物馆优秀单位；是新加

坡授权在大陆的惟一货币展示点。馆藏古今中外流通货币、金银纪念币、流

通纪念币等 2 万余枚，博物馆通过“中国古代货币展”和“G20 国家、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展”， 展示了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流通纸币、纪念币

等，介绍了中国古钱币发展衍变史、“一带一路”上绚丽多彩的钱币文化。除

了展陈外，还承担古代货币、近现代金融发展的研究和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普及推广钱币文化知识及义务提供钱币真伪鉴定。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团队）

万松英志

“万松英志”是凤凰山管理处文物遗产科依托万松书院组织的一支文

物守望者团队，现有文物遗产科与万松书院讲解团队共 24 人，他们共同

守护着位于凤凰山麓万松岭南坡万松书院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子三

墓。文物遗产科主要负责于子三墓的保护和修缮工程、日常保护指导工作

和相关活动的组织安排；万松书院讲解团队主要负责红色记忆的宣讲，清

明祭拜活动和党员固定活动日的组织协调以及相关多媒体宣传等。他们共

同发力，从于子三烈士墓的日常保养、保护修缮，讲解宣传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的守护和弘扬，2019 年组织对于子三墓碑进行保护修缮，完成修缮后

制作以“红色记忆⸺浙大学生运动领袖于子三”为主题的宣传视频，并投

放至学习强国等平台，观看量达一万七千余次。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吴晓晖

现工作于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自 2007 年参加历史

建筑保护管理工作以来，长期坚守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一线，主要从事

危旧房改善、历史建筑基础管理、技术科研、保护宣传等工作。负责或参与

《孩儿巷 98 号》等系列书籍编撰；历史建筑消防预警、保护导则、价值评

估体系等系列课题研究及项目具体实践工作；主笔参与杭州作为国家历

史建筑试点城市、住建部杭州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经验交流材料等系列宣传

报送工作，积极为推进杭州历史建筑的品牌建设献智献力。部分研究成果

曾获“历史城市景观保护联盟优秀理论研究成果优秀奖”、“第五届钱学森

城市学金奖 ·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征集评选活动优秀奖、“历史城市

景观保护联盟优秀研究文章二等奖”等荣誉。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俞军芳

现工作于西湖西溪管委会灵隐管理处，主要从事讲解员业务指导、第

二课堂建设、文物保护等相关专业工作。先后接待习近平、江泽民、吴邦国、

朱镕基、钱其琛、曾庆红、等国家领导人，世遗产中心主任佛朗西斯 . 班德

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尤嘎等国际人士。G20 期间接受中央电视台《朝

闻天下》杭州文化遗产地的采访。参与完成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

资料撰写及测绘工作，参与飞来峰造像保护工程、飞来峰摩崖石刻拓片工

作、数字化考古调查工程，参与中华民国百宝嵌屏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先

后发表论文《飞来峰蒸汽清洗和离子清洗对比试验》和两项科研课题《飞来

峰造像裂隙灌浆试验研究》《飞来峰造像岩石表面劣化机理分析及工程性

能评价》。撰稿《灵隐寺两石塔两经幢现状调查与测绘报告》《杭州飞来峰造

像保护工程成果撷英》等 5 本书籍。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施红燕

现工作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从事文博工作 33 年，一

直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负责且任劳任怨，她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对文物本

身不了解，就没有那种知根知底的特殊感情，也就没了竭力保护的想法，

最终也没了不计回报地付出的动力”。她曾参与马一浮纪念馆筹建工作；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考证意外发现的“血园陵”为“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一师北伐战争阵亡将士墓园遗址”；负责单位辖区内杭州市第一

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参与《浙江通志•西湖卷》《浙江通志•文

物卷》《西湖楹联集萃》《杭州花港摩崖萃编》等书籍的编撰工作；作为课

题负责人开展《南高峰东麓及周边历史文化遗存研究》《花港管理处辖区

内摩崖石刻排查》《中美联合公报起草处旧址考》等课题研究工作。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沈镇

现为戴村镇文化广播站站长，自 2016 年来到戴村镇政府从事文化工

作后，戴村的村村落落留下了他踏勘的足迹，古建筑的维修现场留下了他

忙碌的身影。在调查和保护的同时，他还奔波于各部门，不遗余力地为保护

文化遗产大力宣传。他参与制定了《戴村镇文物历史建筑修缮管理办法》，

明确了维修的政策，同时将文物保护工作列入对村级的考核，实行一票否

决制。2019 年，戴村镇投入 530 万元启动修缮沈佩兰故居、张家弄 601 号

民居等 4 处历史建筑；2020 年，投资近 600 万元，启动修缮郑振庭烈士墓、

后郑农会等 5 处革命文物，修缮力度位居萧山区第一；2021 年，戴村镇

还将提升打造包括金萧支队纪念馆、钟阿马烈士墓、郭汉城旧居等在内的

一批红色教育基地。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朱米华

现工作于萧山区楼塔镇人民政府。步履不停，她是古老建筑执着的“守

望者”。她启动了楼塔镇镇域范围内古建筑特别是文物单位、历史建筑等的

全面普查工作，让每一处文物都有了“身份证”；她主持修缮了辖区内 14

处古老建筑，并活化利用 5 处，让岌岌可危的建筑有了“守护人”；作为萧

山区政协委员，其每年的两会，都会向区委区政府就古建修缮、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文保宣传推介等上交提案，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切实解决

了许多难题，努力打破古建保护利用的“硬藩篱”。她对楼塔古镇内的 92

处自然环境、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传统风貌等进行建档立卡，这在萧山区

是第一次，将为后续历史建筑的规划管理和修缮利用，以及宣传展示提供

坚实的数据支撑，也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新路线。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雷晓伟

现工作于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他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保护

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为摸清革命文物家底，他走遍了原余杭区 20 个

镇和街道，认真调查登记革命文物信息，全面掌握辖区内革命文物保存状

况，使中共西镇区委旧址等 10 处革命文物列入第一批浙江省革命文物名

录。多年来，他勇于担当、多方协调、积极谋划，先后组织、参与了中共鸭兰

村支部旧址、余杭区忠烈祠旧址、新四军随军被服厂旧址修缮等文物保护

工程二十余处，使一批革命旧址得到保护，革命旧址环境得到改善。他深入

挖掘余杭革命文物思想内涵和精神意蕴，依托革命文物资源梳理红色资源

教育点“串珠成链”，打造“红色初心之路”学习路线，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施德明

2002 年，杭州市江干区成立浙江省内唯一以夏衍研究为主题的学术

性研究组织⸺夏衍研究会。2010 年，施德明同志加入夏衍研究会，随后

作为理事一直参与、推动夏衍研究会的各项工作和发展。他在江干区领导

支持下，一是进一步扩大夏衍文化、夏衍精神的传播传承力度，在江干区领

导支持下，主动对接夏衍先生儿子沈旦华，将江干区朝阳中学更名为夏衍

中学，设立夏衍教育集团；二是积极组织和参与夏衍研究会各类活动，多

年来为弘扬革命文化出谋划策；三是致力于夏衍文化、夏衍精神的研究，

参与编辑《巨匠光华映钱塘⸺夏衍研究文集》；撰写《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电影《风云儿女》观后；撰写《夏衍同志与统一战线》等文章和

书籍。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徐连华      

原为杭州恒洲标准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退休后志愿成为滨江区长河街

道文物保护点的文保员，参与长河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有 10 个年头了，

他还是山一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同春老年文艺社社长，碰到街道或社区

里有工作，一个电话打来，就放下私活，奔赴现场。他是土生土长的长河人，

受传从小就熟悉这里的老建筑，熟悉长河的每一寸土地，他深知要当好文

物保护员，除了一腔热情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就主动学习古建

筑知识以及文保方面的专业技能，多次参加市、区、街道的文保员培训学习

会，不断“充电”，丰富自己的管理知识和业务能力；并把朱天庙和荚竹山

桥两个文保点的安全管理，纳入自己常态化的工作，努力做到爱岗敬业，尽

职尽力。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方长建

现工作于淳安县中洲镇政府，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

家协会会员、淳安县摄影协会理事。1987 到长岭乡政府（现属威坪镇）当任

文化员，就用摄影技术开始收集有关工农红军方志敏的故事，保存完好的

有《打倒地主歌》《狱中绝食歌》《红军歌》。2006 年调革命老区中洲镇工作，

此后 15 年一直守望着革命遗址，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协调展

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历史纪念馆的落户，助推中洲红色旅游的

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作为一

名基层共产党员、更是一名摄影人，他做力所能做的工作，尽力守护好红色

遗址，充分宣传好红色精神，努力实现好家国梦想。



第五届最美文物守望者

暨第二批红色基因传承者（个人）

王中华

建德市三都镇乌祥村人，上世纪 80 年代初，王中华便主动担负起守

护蒋治烈士故居的职责，“我家与烈士故居离得很近，从小就听家人说过蒋

治烈士的故事，很是钦佩，儿时还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对故居有感情”

王中华如是说。几十年来，他一直精心守护蒋治故居，近年来王中华子女要

求他在家颐养天年。但他还是日夜想着蒋治烈士故居， 2016 年 5 月，蒋治

烈士纪念馆开馆，他将自己收集的蒋治烈士遗物 20 余件放入展馆中，同

年，他被三都镇政府聘用为乌祥村文化员，作为蒋治烈士故居的专职文物

管理员、讲解员和保洁员，经常有人慕名来到蒋治烈士故居瞻仰，王中华义

务为游客介绍讲解蒋治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