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以博物馆馆藏文物为元素的文化
创意产品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陕西历
史博物馆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中，就有萌萌哒
的新代言人“唐宝贝”。行李牌、冰箱贴、书签、
抱枕等日常生活用品，配上“唐宝贝”的包子脸
和星星眼，也变得可爱了。“每一个都想买，朋
友们看到朋友圈的照片也想要。”从山西到西
安旅游的王晴和朋友一口气买了 10多件。

“唐宝贝”这款仕女系列的唐文化衍生品是
从陕西历史博物馆众多唐代粉彩俑中精选出来
的形象。是继“唐妞”“汉英俊”“唐美丽”这些陕
西文物代言人后，再次推出的文创产品。陕西历
史博物馆文化产业部的邱刚说：“这些创意灵感
均来自我们的馆藏文物，变成实用品会进入更
多人的生活，也是对文物内涵的提升和拓展。”

这个广受欢迎的作品由西安不倒翁企业
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设计，公司旗下已有

“西遇纪”和“朕略萌”两个发展成熟的系列品
牌。“西遇纪”手绘纸质明信片、“朕略萌”通关
文牒旅游指南是最受旅游者欢迎的文创产品。

不倒翁公司总经理、设计主管张茜告诉记
者，好的文创产品都有一个好故事。“朕略萌”
是公司早起就创立的品牌，源于珍藏在西安碑
林博物馆的一首碑文。唐玄宗曾手书《石台孝
经序》，碑文中“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
孝已萌”一句，横看首排一行第一个字正好是

“朕略萌”。有网友说：“皇帝自谦有点萌，唐玄
宗很可爱。”公司设计团队还以唐玄宗和杨贵
妃的爱情故事为灵感，根据唐朝服饰妆容，结
合当今卡通造型的设计，把盛唐的繁华风貌和
帝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形象地展现在游客
面前，让游客感受到唐代繁盛的历史文化，回
家时再带上一份来自唐朝的陕西礼物。

2010 年底，张茜辞职回西安创业，先是做
创意市集，后来与同样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王
璨、翁婷组成设计团队，设计开发出一系列旅
游纪念品，作为“来自唐朝的礼物”推向市场，
受到人们的青睐。当时，团队在西安有名的回
民街开设了“西遇纪”实体店，售卖自己创意设
计的文创产品包括其他设计师作品。

“做设计师品牌其实是很难的，艺术和商
业之间的结合难在把握一个合理的‘度’，很多
营销问题不得不去考虑，包括如何实现多方共
赢，如何在综合考虑形象、价位等因素的条件
下，同时配合节奏性的宣传，接地气地衍生出
其他创意产品”。主管生产运营的联合创始人
王璨谈到，在设计过程中，团队往往会根据人
们在旅行当中的需求进行一些生活化的设
计。比如说消费者在华清宫买的抱枕、保暖
被，就是考虑到游客夜观华清宫演出气温骤降
而设计的一款保暖创意产品。

由于旅游创意产品制造门槛低，可复制性

比较强，“西遇纪”的产品一经面世就时常被山
寨。“一开始我们特别害怕别人与我竞争，但后
来明白市场上做这些东西的人越多，大众看到
的越多，他们的接受能力与消费能力也越高，
对于市场反而会有持续的推动作用。”张茜
说。除此之外，张茜打算今后专门推出一系列
针对三四十岁年龄段审美的创意设计产品，用
更多有故事、有文化内涵的内容来进行创意包
装。“针对每个人群，我们都要进行详细的行业
市场调查分析，在充分遵循市场规律、研究消
费心理与行为的基础上，进行产品开发框架的
规划设计。”张茜如是说。

目前，在主打“朕略萌”品牌产品的同时，
不倒翁公司针对陕西代表文物兵马俑设计研
发了“胖胖兵马俑”系列文创产品，让一向威武
森然的兵马俑变得憨态可掬，改变了市场上只
有简单复仿制品的局面。去年，这个作品获得
了国家旅游局主办的旅游纪念品大赛金奖。

与博物馆文物打交道，让他们渐渐积累起
设计这类文化产品的经验。“对于具体的博物
馆而言，文博文创产品的开发应该充分体现当
地历史文化特色和馆藏特色，越有地方特色，
就越具有代表性。博物馆文创如果能全面地
反映地区和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特色，越容
易被游客接受，而博物馆地文化传承功能也能
得到更好地拓展和延伸。”翁婷表示。

上海有一条幽静的愚园路，路边新开了一
家叫“良设”的生活方式概念店，集家居、礼品、
定制家具、活动聚会及咖啡红酒于一店，几乎
所有推门而入的客人都会有惊艳之感。

外面下着小雨，行人脚步匆匆，店里没有
客人，店员们在为晚上将办的“520”主题“私
宴”忙碌着。这是著名设计师王杨新开的店，
也是她十余年开拓文创产业之后的再出发，一
如既往，具有她独创性的设计态度。

2006 年，有多年欧洲生活经历的王杨决
心回国，做一个有梦想的创意人都想做的事，
创立自己的品牌。她成立了松果设计公司，有
了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原创家居品牌，获得许多
国际奖项。

王杨说，一个城市可挖掘的题材太多了，
关键是怎么设计得更好。澳门有一套冰箱贴，
将当地最传统的风俗挖掘出来，让人一见就喜
欢，就想去收集齐。现在，很多设计师为设计
而设计，设计的痕迹太重，缺乏巧妙构思，原因
是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不够，而这需要长期的
积累。

王杨还是国内最早开设计师品牌集成店
的设计师之一，她想用“特别有情怀”的原创的
文创产品为人们带来一种充满惊喜的精彩生
活体验。第一家店开在黄浦江边工业遗存改

建的创意园区“老码头”，坐在昔日上海外滩老
建筑的露台上，江水滔滔，汽笛阵阵，对岸是浦
东林立的高楼，感觉真的好。

“老码头”没能像新天地那样引来大客流，
周边的道路却要开始漫长的改造，王杨关掉了
这个店。去年，王杨将开在淮海路上的店也关
了，原因是消费者以追求潮流喜欢小清新的年
轻人居多，与她“希望生活有品质感”的设计理
念不符。有一天，王杨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
样调整下去还是我要的店吗？”之前她一直在
努力调整产品线，迎合消费者喜好。

王杨说，关店是她最不喜欢做的事。去年
她关了三四家，品牌何去何从让她纠结不已，
她需要停下脚步想一想再出发。

好几家咨询公司被请来做战略研究，王杨
却发现尽管上海这些年开了很多文创店，但大
部分都不赚钱，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市场还没
有真正启动，消费意识和审美水准都有待培育
和提升。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是王杨有好几
家公司，业务太多，应该将重心放在核心竞争
力上，那就是她得心应手的原创设计，而不是
运营她所不擅长的零售店。

但她还是开了“良设”，起因是上海长宁区
要将幽静的愚园路慢慢改造为融合艺术、设
计、人文、娱乐的跨界生活美学街区，希望有王

杨这样的生活方式概念店加入。而王杨也想
尝试以“定制私宴”为切入点，做“对生活品位
有要求的‘吃’”，把人带进店来，相信他们就会
爱上美食，还有各类原创家具、家居用品、灯具
等生活用品。

王杨一直坚信好的设计会“说话”，产品后
面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她的一些经典设计特
别能触动一代人特有的情感，让人心生欢喜。

“良设”今年 3 月开业后，常常有人看着店里陈
列的自主设计产品，发出惊呼：“这是我买过
的”，话里透着“原来你在这里”的欣喜。

店堂里货架上放着一个纯手工打造的金
色铜暖瓶，让人忆起几十年前女儿出嫁时，爸
爸妈妈精心置办的嫁妆中就有那么一对。虽
然简陋得和眼前这个没法比，但想起来心里就
暖暖的，王杨说买这个暖瓶的人很多。

“良设”开业后，朋友们非常喜欢来，还有
很多人邀请王杨去各地开店，这让王杨对这种
模式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定制你的生活”，其
实可以定制的内容很多。而在输出中，无论是
提供配送，还是租借相关文创产品，都会开辟
出一个很大的市场。王杨说，她希望有更多的
人能够“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让自己
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好的创意会“说话”
□ 雷 婷

设计师王杨——

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 沈则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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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主设计立起来

☞ 对有不少金点子的设计机构和设计师来说，立足于博物馆和城市

的文化特色，来进行设计创意，是打开消费者心门的一扇窗户。

☞ 艺术和商业的结合，难在把握一个合理的“度”，文创产品也是如

此，其重点在于“创”。设计师们既要面对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层层细分的

消费群体，还要应对粗制滥造的山寨模仿等困境

要想实现文化价值和商业创意的多赢，既不能丢了历史文化和地

方特色的根本，又不能缺少对形象、价位等因素的把握。“我们要进行详

细的行业市场调查分析，在充分遵循市场规律、研究消费心理与行为的

基础上，来进行产品开发框架的规划设计”

与常见的文化创意产品比起来，王杨的设计更强调“对生活品位有要

求”的效果。这是我们对所有创意设计产品所寄予的期望——独立思考、求

新求变、追求品质

杨绛先生故去了。人们对她的怀

念之广泛，缅怀之深切，尊重之真诚，是

近几年少有的事。我想这不仅因为她

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也不只因为

她是个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还有对一

位年过百岁老人的睿智以及她身上散

发出的中国女性之美的赞叹。

这只是对杨绛先生的怀念吗？我想

不是，还有对杨绛的气质和智慧的向

往，对她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大

家风范的向往，对高雅、婉约、谦逊、平

和、本真的风度的向往。

我和钱钟书、杨绛先生有过短暂的

接触，他们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使

我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1984 年，我 24 岁，已在北京举办过

画展，并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我

的第一本画集《徐冬冬诗画集》。一天，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李庚找我谈，说你

的画作很好，应该请一位大家来翻译，

能不能找找钱钟书先生来翻？钱钟书这

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也知道他在西南

联大的一些故事。但怎么找到他呢？李

庚书记说可以以文联的名义联系他，并

把钱钟书先生家的地址告诉了我。

1984 年 6 月的一个下午，我去拜会

钱钟书先生，开门的就是杨绛女士，穿

着非常朴素。那时我并不知道钱先生的

夫人也是著名的学者，但她一开口，就

让我感觉到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大家闺

秀。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她说钱先生非

常忙，可能没有时间。正说着，钱老在里

面问谁啊，一边说一边走了出来。

钱老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有一股

学究的气息。我把画稿放到房间中的

大桌子上，他说我非常忙，边说边翻着

画稿。看了几幅画以后，坐下了，说小

伙子，你的画很有意思，笔墨很古朴，是

跟谁学的？我说是在故宫临摹古画，从

宋元明清各代学来的。他非常惊讶，问

我一些画的出处，特别是知道我学习过

担当和尚的作品，就给我讲起了担当和

尚的来历。他问我有担当的画稿吗？

我说有一本他的诗画集，是新中国成立

前出版的印刷品，我在图书馆里复印下

来的。他非常感兴趣，说有机会能不能

看看。他一边翻看画集一边说，你的画

有情趣也有诗意，不像你这个年龄画的

东西。刚见到他时我很紧张，得到钱老

的表扬、赞许后，也就放松了。谈了一

会儿，杨绛先生为我沏了一杯茶端了过

来。我还挺纳闷，他们俩说没有时间，

怎么还给我沏茶呢。钱老说，小伙子，

回去后你要好好地写字。你喜欢谁的

字？我说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的是沈尹

默的行书，他说很不容易。我也告诉他

我喜欢清朝的伊秉绶。当我拿出要请

他翻译的诗稿时，他认认真真地看了几

首，说你的诗远远不如你的画。

这时候，杨绛先生插话了，说你不

要苛求这些经过了文革的年轻人，他们

没有受到高深教育，他能画古画、写古

体诗，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用你的标

准来要求年轻人。她说了这番话，钱先

生便补充了一句，说这个还是可看的，

但是我很忙，另外翻译这一路，有一个

人比我翻译得更好，叫杨宪益。他夫人

是英国人，翻译起来也快。杨先生古诗

的功底也非常好，你可以去找找他。我

说不认识，他说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介

绍。这时已经过去快一个小时了，钱老

放下我的画稿，开始忙着他自己的事

了，我就离开了。

第一次拜访就这么结束了，杨绛先

生将我送到门口。她的笑容让我终身

难忘，那么慈祥，那么平和，那么亲切。

她说，过些天介绍信写好了再来拿。我

年轻性急，冒失地问：哪一天来？她说，

你过几天。

过了两天，我又敲开了钱家的门，

开门的还是杨绛先生。她微微一笑，说

你等着，转身取来钱老写好的信递给了

我。她说他很忙，今天没有时间了。离

去时，她还说了一句：祝你顺利。后来

杨宪益先生为我的诗画集做了英文翻

译，1985 年正式出版了。出版后，我端

端正正在书的扉页写上钱老和杨先生

的名字，给他们送去。那天敲门，家里

无人，我就把书放在了门边。

事后我再也没有去打扰两位老人，他

们的时间太珍贵了，他们做的事情也是我

所不能及的。当年杨绛先生说的“祝你顺

利”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如果说

我的事业取得了一点成就，那和老前辈的

关心是分不开的。他们的人格感染着我，

教育着我，影响着我。杨绛先生走了，她

的精神与品格永远是我们这些后学的楷

模。愿杨绛先生一路走好。

先生给我的温暖
□ 徐冬冬

杨绛先生走了，一个家在天上团圆了。

一位无官无职的老人竟然牵动了

亿万民众的心。2011 年，在杨绛先生

百岁华诞时，我想这是“一个世纪令人

感动的平民情怀”；在今天，我深深地感

悟到这是每一位想过好自己平安快乐

日子的百姓温暖的希望。

在人们了解和阅读杨绛时，普通群

众关心的是这位有学问的老太太在漫长

的岁月中如何克服困难精心护持着自己

的小家。从大家闺秀到婚后的“灶下婢”，

从丰衣足食到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从

幸福的家庭到耄耋孤独晚年，我们看到

她一路走来的教养和自我修炼。

杨绛读的是教会小学启明学校，她

说：最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独立生活

能力，还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如何

正确与别人和集体相处。她强调，学会

自我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

形成很重要。杨绛始终记得，嬷嬷要求

孩子们“每天为生母做一件好事”。

杨绛的中学是在振华女中读的，因

为能保持和家庭的密切接触。她说：这

段时期，我最珍惜和感念的是与家人的

亲近，与自然的亲近。父亲的刚正不

阿，母亲的温柔敦厚，对我性格的形成

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80

多年后，杨绛还能清晰地吟唱校歌：三

吴女校多复多，学术相观摩；吾校继起，

德智体三育是务⋯⋯

杨绛的大学本科是在东吴大学就

读，学了不喜欢的政治学专业。偶然读

到希腊悲剧，发现自己喜欢文学。她谈

到在东吴大学的主要收获是：扩大了我

对社会的认识，与家里更贴近、更珍惜

亲情。杨绛很多青少年的朋友成了她

日后终生的朋友，特别是 1932 年结伴

北上燕京大学借读的五位好友。

在英国留学期间，当钱钟书取得

了 牛 津 大 学 学 士 学 位 后 ，他 们 认 识

到花费那么多时间读学位不如省出

时间自己读书获益更大。在学成后

的 1938 年 ，他 们 冒 着 抗 日 战 争 的 炮

火回国。

对于自己的家庭婚姻，杨绛说：“我

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

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

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读书在杨绛的生活中贯穿始终。

在中学时，父亲曾和杨绛谈起读书说：

“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

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在留学时，孩子才不到两岁就开始

跟着杨绛夫妇自己乱写乱画地读书

了。即便在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劳动

时，杨绛夫妇还是一心想着读书。杨绛

怀着平和宁静的心态，给自己定了一个

课程表，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

往下读。在杨绛的眼中，读书就是鲜活

的生活，“她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

看，只是到某一家去‘串门儿’，这是她

亲身感受的乐趣”。

在钱钟书生前，杨绛和他商量好决

定捐款建立一个“好读书奖学金”，用以

鼓励和帮助那些有志于读书的贫寒子

弟。根据 2001 年 9 月杨绛和清华大学

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贺美茵签订的《清华

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基金信托协议》，钱

钟书、杨绛作品的财产权利均归于该基

金。这个基金将是杨绛夫妇永葆青春

的遗产。

自我修炼的魅力
□ 钱晓鸣

5月25日，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

京病逝，享年105岁。这位文化老人的离世，引发

了公众强烈的怀念和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