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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图书馆，一般会被认为只是个读书的地方。
不过 1936 年担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这样说过，

“图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书”。经典图书
同样拥有展览展示的博物价值。

开放于 2014 年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就集中阐释了
李石那句名言。它依托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优势与博物
馆的展览展示特长，让图书馆多了一个直面受众的平
台，开启了活态传承典籍智慧的模式。同时，辅以最新
科技手段展示典籍精品，让国家典籍博物馆也成为国
家图书馆里活色生香的“秀场”，观众和读者能从多角
度感受典籍的魅力。

吐故纳新的创意产品

今年春节期间，“品书香、赏年俗——2017 年国家
图书馆年俗文化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四展厅开展，
并在全国上千家图书馆联合展出。国家典籍博物馆的
文创团队乘势推出“喔喔鸿运新年系列”大礼包，门神、
春联、红包、“福”字一应俱全。

在国图文创商店，刘仲瑄设计的一对“庆赏昇平”
门神，是顾客选购的热门。从 2013 年进入国图展览部
设计团队开始，她就一直琢磨着试图用一个更巧妙的
方式把古籍展示出去。

机会来了！一套清内府绘制、人物神态刻画极为
精细的《庆赏昇平》给了她灵感。收集了9种剧目97幅
人物形象的这一珍贵古籍存世仅剩三套，是研究京剧
早期行头、脸谱的宝贵史料。因为扮相逼真，这些图谱
相当于现在的“定妆照”。

“画一个卡通形象并不难，困难的是如何将其与市
面上的卡通京剧脸谱区别开来。”刘仲瑄说，她为迎接
春节而设计的这款门神，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图谱的
人物形象和色彩搭配，“我设计的初衷不是简单寻求可
爱、卖萌，而是在忠于原作、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去努力
表现这套古籍的本源魅力”。

正因如此，刘仲瑄对门神的相貌特征、服饰纹样进
行了提取归纳，并使用了拟人、夸张的处理，只是在服
装配饰上尽量去保证它的完整性，让更多人可以准确
了解当时的行头和装扮，并与现在的京剧扮相相比较。

刘仲瑄说，她的目的并不是创作一个可爱的卡通
形象，而是传播这一形象的出处——国图的珍贵馆藏

《庆赏昇平》。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我国意蕴
深厚的国粹艺术和典籍文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亲切可爱的卡通人物，被
人们带回家，贴在大门口，带领人们去认识、去了解、去
喜爱这套珍贵古籍。

如今，国家典籍博物馆自主设计的文创产品已多
达 100 余种，从《庆赏昇平》应运而生的卡通头像印在
了钥匙扣、公交卡、书签上，和取材于《芥子园画传》的
梅兰竹松系列充电宝、手机壳，以及馆藏《十竹斋画谱》
衍生出的记事本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

穿越古今的艺术对话

去年年底，“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与当代
绘画名家对话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园林、书
房、庭院⋯⋯雅致的环境构建出艺术家们在“芥子园”
中穿越古今对话的模式。

于康熙年间刊行的《芥子园画传》，是学习中国画
技法的重要入门书，也是我国古代版本最多、印数最
大、影响最巨的画谱。在变化与演绎的过程中，它的内
容不断被丰富。不光在中国引发文人及丹青大家收
藏，更产生了久远的国际影响。时至今日，这部画传仍
是中国画入门学习的教材。

“丹青家罔不家置一编，这句话反映了《芥子园画
传》的重要性。”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
韩永进说，流传数百年的经典文本《芥子园画传》不仅

是我国古代画谱的巅峰之作，也是古代彩色套印技术
的典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芥子园这个舞台上焕发
出勃勃生机。

参与策划这次展览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认为，这场穿越古今的对话，是
一个极好的题目。

“古今对话的模式是对优秀传统的传承、是对传统
资源的现代转化与时代创新。”范迪安说，艺术家们从
学画开始，遇到《芥子园画传》，在临摹中逐渐进入中国
画的堂奥。但尊重和沿袭传统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艺术家还需走出“芥子园”，从传统高度再出发，形成文
化共识、感受文化自信。在他看来，历史悠久、积累丰
厚、版本众多的《芥子园画传》，意在唤起更深刻的历史
与文化意识。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李虹霖介绍说，这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国家图书馆所藏

《芥子园画传》的十几种珍贵中外文版本，还选用了任
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家的画作与当代艺术家
的精湛美术作品，深度解读了《芥子园画传》在艺术传
承上的津梁作用，通过古今辉映来展现传统艺术的恒
久魅力。观众可以在数百年的版本流变中，感受这一
经典文本的持久生命力。

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传》的手稿、当代艺术家鲁
阔用火烧纸的形式创作的《火烧芥子园》，都在这次展
览上一一呈现。

“这是一次推动传统文化创新的有益尝试，让人看
到中国画发展的新迹象。”范迪安说，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精神，而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唯有创新，才能创
造出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与中国旋律。

韩永进说，这次展览是国图利用馆藏资源，将文化
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目前，国家图书
馆以《芥子园画传》为元素，已经开发了系列文创产品。

薪火相传的文化密码

在这里，观众可以在声光影效果中体验甲骨文占
卜，可以坐在草蒲团上听一曲《高山流水》甚至穿上汉
服抚琴一把，还可以找到众多当下流行提法的用典和

出处。
“这是一个以典籍文化为中心、不断创新典籍展陈

理念的活态化展陈平台。”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林世
田说，这便是国家典籍博物馆定位所在。

在“善本古籍”展览上，展出了唯一存世的司马光
《资治通鉴》残稿，让观众跨越千年与这位文学巨匠展
开近距离的思想交流；

“金石拓片”展厅展出的甲骨与拓本，让人们领略
了“镌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四史”；

“敦煌遗书”展厅的各种写本和文献，是见证古代
四大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实物，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
的百科全书”；

“名家手稿”展厅集纳了 500 多位近现代名家的
4000多件手稿，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历程。

“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石。”
韩永进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典籍中，
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题为“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的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上，展出了2000多年前的《诗经》版本，其中就有“民
亦劳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在典籍中第一次
出现，表达了人们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我们
今天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治国理念不仅与此一脉
相承，更是承载了整个中华民族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
岁月的执着梦想。

展览还展出了“实事求是”一词的由来与发展。“实
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路线之一，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其意是说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
出正确结论。曾国藩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发扬经世
致用的传统，创造性地将“实事求是”由考据学命题转
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

“文献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
和知识体系，镌刻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
神特质和精神脉络，不仅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
的重要精神密码。”韩永进说。

图 书 馆 ，大 胆“ 秀 ”出 来 ！
□ 陈莹莹

国家典籍博物馆依托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优势与博物馆的展览展示特长，让图书馆多了一个直面受众

的平台，开启了活态传承典籍智慧的模式——

近日，中华书局给出一组数字：一
本《论语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
注）去年一年卖了 33.8 万册，如果加上
繁体字本等各种版本，该书总销量达
45 万册，创下历史新高。中华书局旗
下基础图书分社出版的“中华经典藏
书”丛书及“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
译”丛书占分社所出图书比例也连续
三 年 实 现 增 长 ，分 别 为 52% 、60% 和
65%。高端的专业国学经典正在迎来
热销之势。

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前些年曾经出
现过的一轮“经典阅读热”。2007 年前
后，随着于丹、马未都、王立群、阎崇年
等登上《百家讲坛》，从不同角度、以不
同方式讲解传统文化，引发了《百家讲
坛》系列图书的畅销热潮。当年的读
者，在对文化学者的关注、追捧中，自

觉不自觉地循着文化学者的指引，从
《于丹论语心得》《马未都说收藏》等图
书中尝试接近国学经典。

事隔十年之后，这种情况正在悄悄
发生着变化。读者对讲解类、普及类的
国学读物不再满足，而更愿意只身深入
到国学经典的腹地“探险”。正如中华
书局总编辑顾青分析认为的，现在的读
者开始真正关注经典，而不是追求张三
说什么，李四说什么，这一轮国学热更
扎实、深刻，更贴近中华文化的本源。

读者不再愿意一直看被别人解构
过的经典，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这反映出他们阅读理念的提升与阅读
心态的更趋成熟。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读书不同于做其他事情，使蛮力未
必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尤其对于国学
经典的学习掌握，它需要读者有一定
的学养水平与识见能力给予支撑，需
要讲究等级次第，做到循序渐进。可
以说，欲速则不达。如果，有些读者不
明就里、不讲章法，兴之所至、读之所
趋，或者是一味追热点、阅读面过窄，
等等，很可能读得一头雾水，甚至在理
解上南辕北辙，其结果收获甚微，乃至
影响到继续阅读的积极性。

阅读，既要讲求阅读率，更须追求
阅读力。国学经典的热销带来阅读率
这个“量”的增长的同时，我们更盼望
着在阅读力这个“质”的强化方面求得

同步。提升对国学经典的阅读力，尽
最大可能汲取经典中的智慧，领略其
文化魅力，国学经典才能在有效阅读
中传承下来，我们的阅读也才有分量
有质量，进而使之转化为一种升级自
我认知、更新我们的知识的可靠力量。

提升对国学经典的阅读力，需要时
间，更需要适时引导。在国学原著热销
的同时，如果相关出版社顺势而为，围
绕如何有效开展国学经典阅读组织出
版一批高水准图书，与国学原著配套销
售，相信有助于一些读者少走弯路。除
此之外，媒体、网站等多刊载一些提高
国学经典阅读成效的文字，对于国学经
典富有研究的文化学者多站出来更为
全面、深入地做一些普及国学经典阅读
的工作等等，国学经典穿越历史、惠及
后人的力量无疑会得以更好释放。

中国好书（2016年12月）

“我是个焦虑而纠结的妈妈。”李春利对我说。怎么
会？！在我眼中，她是个非常成功的妈妈：女儿皮皮聪明、漂
亮又贴心。不但讲一口流利的英文，钢琴、舞蹈也是一等一
的好；5 岁时便出演电影《洋妞到我家》，获得了“五个一工
程奖”，还在英、法、美、日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拿了大奖⋯⋯

直到读了她这本谈家庭教育的新书——《不别离，我把
世界都给你》，才发觉其实优秀生家长也一样会焦虑。因为
母爱，她无怨无悔地上下求索、不断尝试，终于和女儿共同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养育、成长之路。“我真的很累，但是我相
信每个人都很辛苦，没有谁可以不付出就收获，这也是我要
教与孩子的，成功本身就是个痛并快乐的过程。”

为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她每天6点起床做营养早餐，
送孩子上学。之后的两三个小时，被她称作一天中最“轻
松”的时光——写作。再之后开始一天的工作，下班便陪皮
皮一起学习、阅读⋯⋯

“中国式的母爱，像水一样向下流淌，无所不至。”17岁
的时候，李春利写出了流传至今的名曲《烛光里的妈妈》，她
对中国式母爱有着深刻的认识：母爱的内涵不是占有，而是
无私付出。为了让孩子学习英语，开阔视野，她没有选择把
孩子送出国门，而是请来了世界各地的互惠生；为了让皮皮
体验不同的人生，带着皮皮到澳大利亚、新加坡游学。在孩
子成长的道路上，她和丈夫又和千千万万中国父母不一样，
他们警惕中国父母最为常见的汹涌泛滥的爱，努力让爱变
成一个细节、一丝眼神、一种默契、一次活动、一餐饮食⋯⋯
李春利对女儿的爱一直宽中有严——不放任自流，也不揠
苗助长，不是把爱挂在嘴上，不是把爱放在礼物上，而是精
心设计孩子成长的每一步。

“我不想给家长读者们鸡汤，我想给的是一把喝鸡汤的
勺子。”李春利说，她是不完美的妈妈，皮皮也不是完美的孩
子，她们在与各国互惠生价值观的碰撞中，探索着爱的尺度
和成长的范式。李春利的勺子，也许不适合每一个人，但她
寻找勺子的道路却是可以借鉴的。

今年寒假，李春利领着皮皮去云南腾冲旅游，第一站是
参观为纪念远征军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而建的国殇墓园。

“我们的教育中太缺乏感恩这一课了，我希望孩子能铭记历
史，更能感恩为她今天幸福生活付出的每一个人，不止于父
母。”李春利说，这是女儿第一次去陵园，小手冷冷的，心里
也很害怕，但了解了这段历史后，却被深深地触动。

李春利告诉我，家庭教育就如西天取经一样，她也还在
路上。她像每个家长一样焦虑着、纠结着、疲惫着，只是她
在每个日常细节中深刻思考，把对孩子的教育融入点点滴
滴中去。“我与孩子是彼此的镜子，我们在一同成长。”在这
个共同成长过程中，她们享受着过程中的不安、迷茫、辛劳、
痛苦，因为坚信只有经历这些，才会收获美好。

陪伴成长最可贵
□ 苏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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