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人都相信，创造力是与生俱
来的，比如乔布斯这种天生的创新者，
他们天赋异禀，右脑发达，直觉敏锐，
善于发散思维，而我们普通人通常是左
脑发达，擅长逻辑推理和科学演算，创
造性思维能力则较弱。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创造力并非与生俱来

莫顿·列兹尼科夫对117对15岁到22
岁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进行了 10 个创造力
综合测试，结果表明这些双胞胎在测试中
的表现只有 30%是来自于遗传因素。有
趣的是，在一般性的智商测试 （IQ 测
试） 中 80%-85%的表现都是由遗传因素
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智力大部分是先天
因素，但创造力却不是，对创造力而言，
后天的教育比先天的禀赋更为重要。

哈佛大学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的
研究也表明，我们人形成创新想法的能
力不仅仅是大脑的功能，同时也是行为
的功能。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改变某些
特定的行为，就能习得和提升自身的创
新能力。

试想两个同卵双胞胎姐妹或兄弟，
有相同的大脑构造和天赋。现在给他们
同样的时间构想一个创新性的商业想法。

其中一个在家闭门思索一周，而另
一个却和十个人谈了他的生意，包括设
计师、出租车司机、医生、交警、政府
公务员；调研了三家新开业的公司，观
察对方的运营情况；抽取了五个新打入
市场的产品样本，并拆解分析；向更多
人展示了他组装的产品原型，并不断询
问“你感觉什么方面好，什么不好”“你
觉得这为什么失败”“你认为什么人可能
会有更好的想法”？

在这一对双胞胎测试中，谁将拥有
更多的创新商业机会，是不是已经不言
自明了？

第一所创新学校

创新可以学习，但如何通过改变我
们的行为激发出自身的创新潜能呢？位

于美国硅谷中心的斯坦福大学率先进行
了尝试。其下设的“设计思维学院”通
过有组织地针对创新提供系统、集中的
培训，使参与者在创新能力方面得到最
大成长。

他们用一个直观的英文字幕“T”
代表其创新教育理念，其中纵线代表经
过多年学习之后，在某个专业领域精深
的解析性思维，而横线代表跨学科扩
展、交流与合作的设计思维。

简单一点说，“T”就好比是一个站
立的人，传统教育培养你具有某个领域
的专业技能，形成了“T”的一竖，而
设计思维教育则是培养你伸出手去，与
其他“T 型人”拉起手来，激发创新。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创新逻辑中，
团队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斯坦福设计思
维学院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一起工
作，他们将来自设计、管理、计算机、
生物学、社会科学、法学、医学等不同
背景的参与者每 4-6 人组成一个小组，
通过真实的商业困境激发创新。

面临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有时候
是直接来自产业界的实际问题，比如怎
样减轻飞机旅行中的沉闷感，如何让中
年人喜欢古典乐，以及怎样让排队等待
变得有意义等，有时候是受一些公益机
构委托的社会需求，如怎样减少醉酒驾
车，以及怎样让小学生愿意去学校等。

有趣的是，整个学习和训练在一个
仿佛幼儿园般快乐、安全的环境中进
行，在这个氛围下，大家可以像最开始
打量这个世界一样重新认识我们周围的
事物，不断探索与实验，就算失败了也
会得到原谅。

思维正在设计中

斯坦福设计思维学院的教授团队非
常强大，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某一特
定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中包括诺贝
尔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艺术科
学院院士、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
奖得主等。但要成为设计思维学院的教
授，需先向学院提交申请，通过后可成
为学院未来一年的指导教师。

想成为斯坦福设计思维学院的学生
也并不容易，要么是斯坦福已经正式注
册的在校研究生，要么是已经有丰富行
业经验的企业高管，前者可以参加为期
一年的系统学习，后者则通常是三天到
一周时间的集中训练，目前设计思维学
院还不接受其他方式的申请。

对 于 这 种 方 法 是 否 真 的 能 激 发 创
新，斯坦福的教授们做过一些有趣的实
验，比如参加过设计思维训练的学生和
没参加过的学生两组样本，对同样一个
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结果在同样时间
内，接受过训练的学生产生的创意数量
是没训练过学生的两倍。测试结果还显
示，受训者在观察、共情、联系、发问
以及实验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显著强化
和提升。

这些变化很快引起了来自商业层面
的注意，西门子、宝马、SAP 等企业一
方面与设计思维学院建立项目合作伙伴
关系，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委
托高校师生团队去解决，另一方面将不
同业务的部门主管组织起来重返大学校
园，在跨部门的沟通和碰撞中寻找业务
创新的机会。

SAP 公司创始人哈索·普来纳先生是
斯坦福设计思维学院的创立者和捐赠
者，他不仅捐赠了斯坦福大学和波茨坦
大学两所设计思维学院，还一直致力于
将设计思维融入公司内部文化，用他的
话说“设计思维像一种语言，让不同思
想的人能够相互沟通”。

目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
工学院、东京大学、开普敦大学、巴黎
高科、悉尼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
都开设了设计思维课程。相信在不久的
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创新者，用他们的
行为影响和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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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坦 福 的 创 意 课
□ 税琳琳

☞ 只要我们改变某些特定的行为，就能习得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 创意思维既需要对某一专业的精深研究，也需要跨学科的交流藏品活

才能沟通深

□ 白 丁

博物馆的藏品是

“活着”的历史，只要

用心讲故事，观众就

会产生共鸣

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素有“督军
街”之称，这里浓缩了厚重的历史，更
发生了无数的传奇故事。少帅张学良、
大督军段祺瑞、福建督军李厚基、山东
督军田中玉、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等纷
纷住进了天津赤峰道的小洋楼中。天津

“瓷房子”就曾是一位民国中央财政大
臣的旧宅。

伴着春日阳光，笔者走进这座 100
多年历史的法式建筑。瓷房子分上下 5
层，作为主楼，其身后有一栋 4 层的条
形楼房，两边还各有一座 200 多平方米
的耳房，总计建筑面积 3000多平方米。

“其实，‘瓷房子’的创意很简单，
就是把最能代表中国的瓷文化与天津的
近代历史建筑小洋楼融合，形成独特的
风格。”瓷房子主人张连志说。建造瓷
房子的灵感，就来自于他的华蕴博物馆
中一面古瓷碎片镶嵌的墙，这面墙在
2002 年时曾赢得了到那里就餐的各国
财长们的好评。灵光乍现的念头就这样
在 他 的 脑 海 中 生 根 ， 从 此 一 发 不 可
收拾。

张连志是天津市有名的“瓷痴”，
一手“绝活”最令人佩服。只见他拿一
只瓷碗，放在耳边双指轻敲。凭着清脆
的回音，他就能把碗出窑的年代，断个
大概。“有人说我疯了，把这么珍贵的
瓷片随意粘到墙壁上。”张连志笑着
说，“可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我收
藏了许多东西，摆在家里自己欣赏有什
么意思？我要让大家都来关注中国文
化，让大家都能感受到中国瓷器的魅
力。”瓷房子所用瓷器年代从汉代一直
跨越到清代，窑址除五大名窑外还有龙
泉窑、耀洲窑等，中国所有官窑、民窑
瓷器种类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只是有些
瓷器有残缺或打过矩子，犹如“东方的
维纳斯”。

瓷房子是灵感闪现，却并非随性所
至，更多的是一份文化标志。比如：围
墙是“平安墙”，用的是大小不一的瓷
瓶粘贴，取谐音“瓶”安墙而来。石造
像、汉白玉石雕会在恰当的时候与瓷片
形成趣味组合，代表着时来运转。二楼
屋檐左右两边立着栩栩如生龙和凤，更
是借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其意“龙凤呈
祥”⋯⋯瓷房子几乎每一处、每一个细
节都蕴含着它特定的韵味，而这点点滴
滴则汇聚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走过瓷片铺就的院落，踏过汉白玉
石雕砌成的台阶，一只明末清初年间的
墨绿色瓷狮子迎门而立。据说，这个瓷
狮子曾经有一对，在段祺瑞府前站过
岗。另外一只在战火中香消玉殒，现
在，只剩下这一只孤品。楼顶上各个角
落都有狮子的身影，或仰天长啸，或低
头沉思，形状各异。这些石狮年代跨东
汉、唐、宋、清各个时期，每一个都极
具价值。

在这个院落里，随便拎出来一件
物件，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两枚官帽
筒，身上有锯过的痕迹，昭示着它年代
久远。楼梯口的扶手大都用带着款的碗
底组合而成，大多是官窑，俯首皆是

“大明隆庆年造”、“大明万历年制”等
落款。瓷房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现
代人与历史对话。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

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

桥梁”。据悉，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参观的市

民将有幸对中国从古到今丰富的文物藏品

一饱眼福。设在南京博物院的主会场更是

首次对外开放神秘的南博文物库房，让观

众有机会走进库房欣赏近万件文物藏品，

了解保护文物的过程。

主办方强调，今年的主题，强调的是博

物馆是立足今天并与过去沟通的鲜活机

构，将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各代人与他们的

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让现在和未来的各代

人更好理解他们的根源与历史。

让藏品架起沟通桥梁，听起来再正常

不过。如何让博物馆藏品走进观众、贴近观

众，也并非各博物馆现在才开始思考的问

题。不过，今年的主题特意强调藏品与观众

的“沟通”，说明在这一方面还有提高的空

间。许多博物馆藏品给观众的印象是：一方

面作品确实足够“高大上”，另一方面藏品

展示的说明却显单一固化、缺少活力。观众

要么是走马观花，心思却已飞到别处；要么

是想深入了解却找不到学习的渠道。

和一位对博物馆情有独钟的前辈聊

天，其在走访了祖国各地的博物馆后，却在

慨叹“博物馆的寂寞”。心中还碎碎念叨，若

是自己去管理一家博物馆，想想也未必比

自己看到的处境更差。

说到这，有一部叫做《博物馆奇妙夜》

的电影，一定让不少影迷印象深刻。说其奇

妙之处，就在于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每

一样展出的陈列品，在晚上都会活过来。实

际上，意味着历史的博物馆藏品，在现代人

看起来多少是有些沉闷的。但当历史重新

“复活”，一切都变得盎然有趣之后，观众就

有了更多了解的欲望。

藏品之于博物馆的意义已毋庸说明。

大概 10 年前，台湾媒体人李俊明写过一本

书，叫做《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书中认为，博物馆的魅力，就在于丰富而多

变的策展，与当下紧密结合，让人看见了过

去，体验了现在，也想像着未来，扭转了一

般大众对博物馆保守、刻板的印象。

如此看，为何会有“博物馆的寂寞”，想

必问题出在管理思维上。与国内博物馆一

派端庄却少人关注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

不少博物馆，在追求藏品丰富、意境华美的

同时，潮流时尚、娱乐休闲等功能也一应俱

全，成为有生活品质追求的民众日常休闲

的场所，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

大型购物中心。

表面看来，国内外的差别在于经营方

式的不同，实际上，却是两种博物馆理念的

各自呈现。以伦敦的博物馆为例，大部分场

所不但免费对大众开放，还有许多导览及

针对儿童和成人教育的课程，自然拉近了

群众与博物馆的距离。

所以，既然每一件藏品都有故事，要实

现沟通，问题在于如何挖掘，怎样讲述。如

今，人们喜欢利用 app、微信等移动网络平

台来欣赏展品，想必也是因为其叙事方式

的创新更具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在今年

博物馆日主题引导下，各地博物馆也挖尽

心思，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去吸引观众、走进

观众，就变得意义非凡。

其实，如果把一件博物馆藏品看做是

“活物”，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艺术和历史，

未尝不可看做是一场人生的缩影。哪怕没

有多么丰富的背景，只要策展人有心讲故

事，参观人静心听故事，何尝害怕没有共

鸣？既然这样，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博

物馆应该重新考虑其传统使命，研究出吸

引更多观众的新策略，不断改进展示藏品

的传统方法，让展览办得更有“人情味”。展

品也好，建筑也罢，铺开“沟通”这座桥梁，也

许观众与藏品之间的“心有灵犀”就在不

远处。

中国古瓷博物馆

津门瓷房子

□ 商 瑞

这是一座镶嵌了4

亿多片古瓷片、5000

多 个 古 瓷 瓶 的 “ 瓷

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