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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革命博物馆 2017年度报告

2017年，武汉革命博物馆在市文化局党委、行政的正确领

导下，紧密团结和依靠全馆干部职工，克难攻坚，锐意进取，通

过狠抓制度建设、落实履职尽责，进一步增强了全馆干部职工的

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提升了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各项目标工作

扎实有效开展和推进，取得了较好成绩，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单

位、2016年度武汉地区企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单位、

2016年度武昌区社会消防工作先进单位等殊荣。

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



2

荣获武汉地区企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单位

一、继续做好免费开放工作，观众接待量创历史新水平（目

标为全年观众 100万人次）

一是继续抓免费开放工作，观众满意率继续保持 100%。2017

年共接待社会各界观众 170.13万人次，其中阵地观众 146.63万

人次，巡展观众 23.5万人次，其中重要接待 49批。均获得好评

和充分肯定。

二是继续抓讲解业务培训、提高专业能力、优化服务质量。

全年讲解培训和比赛达 13次。讲解员周全在中国博协主办的“讲

中国故事——优秀讲解案例展示推荐”全国讲解大赛中荣获第 11

名。优质服务使农讲所和五大会址继续成为全市党员干部开展

“两学一做”主题党日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市民游客体验革命文化、

开展红色旅游的首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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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我馆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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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馆藏文物和文物建筑安全 100%，安全保卫工作取得新

成绩

201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新要求、

新部署，我馆继续强化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业务工作扎实开展、

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和措施，确保了馆藏文物和文物建筑安全

100%。

一是继续强化全馆干部职工安全意识。组织全馆职工开展针

对性学习，传达落实《文物安全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提高职

工安全意识，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二是提升专业技防水平。全年

组织消防讲座 2次、组织实际操作消防演练 2次。完成五大会址

安防系统验收，取得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合格证。完善农讲所监控

视频系统。进行全馆安消防检查 27次。同时，加大资金投入，

及时维修和保养安消防设施、更换灭火器药粉 220只、新建微型

消防站，购买消防器材 233件/套（包含防暴器材），为本馆文物

及文物建筑安全提供了保障。

三是实行专业化人员管理。今年通过政府采购分 2次完成了

专职物业保安公司的招募，实现了安保队伍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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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联合反恐防暴演习

国家文物局检查组检查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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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馆职工进行消防演练

三、举办、引进、输出展览 15个。确保元旦、春节、五一、

十一等节点推出新展览（目标为举办、引进、输出展览 12个）

全年共完成展览 15个。完成 “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

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专题陈列“首届中央监委成员专

题展”和“毛泽东在武汉”和“中共五大历史陈列”的维护和改

造提升。

此外，还共举办、引进、输出临展、巡展 11个，分别为：“湖

北古建筑图片展”、“三严三实’的好干部——孔繁森生平图片展”、

“雷锋故事”宣传画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同志经

典图片展”、“记忆•掠影——武昌农讲所老照片展”、“中国共产党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大监委”七一活动特展、“首届中国共产党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生平展”、“领袖家风·风范长存”、

“邓少峰诗文书法展”、“邓演达在武汉革命活动图片展”，对外

输出“廉政漫画展”到山东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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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之元老·人民公仆——董必武诞辰 120周年生平展”荣

获湖北省博物馆协会主办的“六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优胜

奖。

“首届中国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生平展”

“邓少峰诗文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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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武汉革命活动图片展”

“安邦基石——武汉国家安全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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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全年开展社会教育活动 72次，创

造新业绩

全年共组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 72次，其中特色社教活

动 21次、特色节庆活动 8次、大型文化活动 2次、对外宣传活

动 4次、共建活动 5次，志愿者活动 2次，公祭活动 4次等，各

类讲座 12次。开展“红色小课堂”进校园等特色社教活动活动 21

次，分别为“红色小课堂”进校园系列活动 12次、红色文化主

题活动 6次、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2次和其他文化活动 1次。“红

色小课堂”进校园活动入选中华路街主办的“红色引擎看中华”

党建红色项目评选 A类项目，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表扬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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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纪念中共五大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 90周年和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 90周年举办系列活动 2场。在“5.18国

际博物馆日”举办了 “武汉市第一届毛泽东诗词大赛”，组织发动

市民和在校大学生诵读、温习毛泽东红色诗词，以毛泽东诗词为

载体宣传红色革命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了观众

共鸣，完成了一场《朗读者》式的文化陪伴，获省市新闻媒体报

道 22次，产生了较大活动影响。

“5·18”国际博物馆日举办 “武汉市第一届毛泽东诗词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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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举办特色节庆活动 7次，分别为 4次传统节日文化惠民

活动和 3 次重要节日庆祝活动：元月“迎新春•话年俗”小年惠民

活动邀请省市书法名家现场书联赠福，2月“扬红色文化•展传统

风采”元宵惠民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民俗艺术品，5 月

“粽爱端午•情系中华”端午节特色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了解端午

习俗，10月“诗月庆团圆”中秋惠民活动带领 30组家庭通过月饼

制作环节传递“团圆”“和气”的传统家庭观，同月重阳惠民活动通

过义务讲解和年代照拍摄服务弘扬孝老爱亲的中华传统。国庆节

组织“唱国歌、制国旗”活动和儿童节免费观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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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传统节日文化惠民活动和重要节日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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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重要纪念日和国家烈士纪念日组织烈士公祭活动 5

次，捍卫民族精神，弘扬浩然正气：清明之际组织观众向农讲所

操场毛泽东雕像、武昌廉政文化公园中央监察委员群雕像敬献花

篮；公祭活动通过严整的追思仪式，有力宣示了民族价值观、凝

聚了社会共识、为传承红色基因和民族精神族谱做出了实际行动，

受到观众好评。

五是进一步加强高校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建设，厚培红色文化

土壤。本年共完成 5次共建活动，组织志愿者活动 2次。我馆被

授予“武汉市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全年志愿者讲

解批数 281 批，为总讲解批次的 11%，参与完成社会教育活动

10余次。据统计，自我馆志愿服务开展以来，观众满意度一直

保持 100%，志愿者注册人数达 900余人，志愿者队伍建设成为

我馆创新社会教育工作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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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培训

六是全年举办各类讲座 12次，分别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

局副局长薛庆超《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罗重一教授《共产国际与中

共五大》、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丁俊萍教授《红

巷风雨与时代精神》、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方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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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党校副校长杨学文《启动“红色”系列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延伸和落实》、湖北省国学研究会副会长桂汉良《毛泽东诗词

与国学》等。

举办各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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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继续做好文物信息采集和文物征集，文物利用达到新高

度

2017年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征集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是全年围绕廉政馆展览需要积极开展文物征集，征集文物、资

料 6023件/套。组织 3次专家鉴定会，对廉政馆基本陈列“纪律

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的 219 件/

套新上展文物、资料进行了文物等级评定，评出一级文物 1 件/

套。三级文物 29件/套。

六、克难攻坚，廉政馆建设和基本陈列展览具备对外开放条

件，相关工作取得新进展

廉政馆建设和陈列展览基本具备对外开放条件。完成廉政馆

与中共五大会址连通工程、悬浮门安装、周边环境绿化和道路路

面整治。展览制作基本陈完成，布展面积 3000余平方米，上展

图片 800余张，上展实物、资料共计 470余件套，同时完成上展

文物的定级。在完成展览陈列过程中，组织省市文博和党史专家

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20余次，经过 30余次的细化、打磨后开始现

场施工。目前基本陈列施工基本完成，场馆具备开馆条件。

七、加强旧址保护，中共五大会址维修立项等工作取得新突

破

完成中共五大会址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申报，已通过国家文物

局专家审核和资金落实。完成 2016年度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年报，完成五大会址及毛泽东旧居维护保养，完成 2017年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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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建设计划申报，完成农讲所、旧居景区建设项目申报。完成

五大会址空调移机、院墙改造及院内路面拓宽与铺设、电话系统

重建、互联网联入升级、二号楼部分檐板保养维护、五号楼空调

维修、排水沟清淤、会议室地毯换新和公厕改造。五大会址安防

工程通过省电子质检验验收。

八、成功举办 90周年学术研讨会，学术研究取得新成果（目

标为论文 20篇）

一是完成科研论文撰写 38 篇。二是成功举办“聚焦 1927：

中共中央在武汉暨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 90周年”学术研讨

会，中央党研室副主任冯俊亲自出席大会并讲话。三是完成《一

位中共一大代表的红色人生——陈潭秋生平和思想研究》专著和

《董必武法治思想与实践研究——纪念董必武诞辰 130周年》论

文集的出版、完成《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武昌农讲所馆藏文

物精粹》的编撰。四是完成湖北思想库课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建

设历程及启示》和武汉市社科联课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

陈列展览研究》结项。五是课题《武昌中央农讲所现场教学》获

2016年度“武汉市社科联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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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拓宽自媒体等对外宣传渠道，形成新影响

2017年我馆自有媒体（网站、微信、微博）宣传报道更新

196条，上国家、省、市宣传报道 50次，其中国家级报道 5次、

省级报道 7次。为扩大受众、最大程度发挥基本陈列影响力，我

馆依托微信平台搭建三维可视化技术虚拟展厅和语音导览系统，

已完成农讲所旧址、五大会址、毛泽东旧居和武昌起义门的实景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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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完成文明创建相关工作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取得新

作为

2017年，我馆在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中，主动

作为，同时还积极申报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于今年 11月我

馆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表彰。

2018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馆将继续努力，在习近平总书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

献力量。

武汉革命博物馆

2017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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