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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怎样带回家
□ 魏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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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编辑 高 妍

文物承载着历史文明和民族精神的因子，只有把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和精神价值“提炼”成新的载体，才能“让文物活起来”，使文

化自然地融入人们生活

无常之中亦有恒

常，那就是人性之美，

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

感恩

“把博物馆带回家”是一个充满诗意的
口号，这句话表达了很多文物博物馆正在努
力的方向。文物承载着历史文明和民族精
神的因子，只有把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和
精神价值“提炼”成新的载体，才能“让文物
活起来”，使文化自然地融入人们生活。文
化创意产品成为“把博物馆带回家”的重要
载体。
去年5月份，国务院专门出台了推进文

创产品开发的意见。开发文创产品，可以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消费
需求，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新、以文化
人，具有重要意义。文创产品的开发，正在
成为文化文物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

文化元素衍在“新”

商代青铜器鸮卣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件馆
藏文物。鸮卣是3000多年前商代使用的酒
器，却在网络时代获得“新生”，繁衍出一系列
文创产品。在刚刚闭幕的山西文博会上，这
件鸮卣造型成为人们喜爱的吉祥物。
2013年，一只“愤怒的小鸟”成为“网

红”。不久，有热心网友把“愤怒的小鸟”与
商代的鸮卣联系起来，这给了山西博物院
商品部的年轻人很大启发。商品部当时刚
刚成立，这些年轻人把鸮卣当作“原型”，以
红绿色为主调，研发成卡套、U盘、头绳等
产品。没想到，这些产品得到了社会广泛
认可。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造型在山西
博物院衍生出的系列文创产品，到今年已
经是第四代了。
第二代鸮卣推出公仔系列，在造型上加

以设计与改良，造型更加可爱，形成了卡套
等新产品；第三代鸮卣改变材质，推出了瓷
质彩色鸮卣冰箱贴，造型更适合年轻人的审
美标准。今年8月的山西文博会上，山西博
物院推出了第四代鸮卣产品，质地为陶瓷，
体积更加精巧，一套共有10件组成，每一个
都是不同的造型。
“文创产品不同于旅游纪念品。”山西博

物院办公室主任张晶晶深有感触。他们认
为，旅游纪念品的功能重在“纪念”，让人们
记住走过的地方，而文创产品重要的是“文
化”，“要让文化元素自然地走进人们生活”。
文创产品的文化元素要融入生活，并不

是简单复制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记者听过
这样一个故事：“晋侯鸟尊”被誉为山西博物
院的“镇院之宝”，它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
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凤鸟背上，还有一
只小鸟静静相依，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
有个地方就以鸟尊造型开发出一款礼品，结
果，有人得到这件礼品之后，不认识它的文
化价值，直接拿来当烟灰缸用。
“文创产品看上去是文博事业的‘末端’，

其实可以倒过来辐射整个文博链条的。”张晶
晶说：“以鸮卣为原型开发出的系列产品，实
际上为博物院吸引来不少游客。”山西博物院
有很多青铜器藏品，鸮卣本来是一个不显眼
的藏品。鸮卣系列文创产品开发之后，很多
人专门带孩子来博物院里看鸮卣。山西博物
院也借此开展一些针对儿童的活动，比如“寻
找鸮卣”等，深受游客欢迎。
山西博物院今年刚刚成立文创中心，张晶

晶同时是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她的体会是，文
创开发要有“大思路”，比如文创商店，就要朝
着文化体验空间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商
品零销店。“文化、创意、生活，这应该是文创产
品的三个基本点。”张晶晶说，文创产品就是要

让凝结在文物上的文化因子自然地进入人们
的生活。创意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一个点，让
文化因子能与人们的生活产生共鸣。

墙内墙外都有“惑”

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门口，有一溜
古玩礼品商店，商店里销售的大都是青铜
鼎礼品。一墙之隔的殷墟博物馆开发了
100多种文创产品，主要有甲骨文摆件、车
挂、仿制青铜器等。墙外这些古玩礼品店
与墙内的博物馆没有直接关系，却有着同
样的“困惑”。
许飞在墙外经营一家叫“藏宝轩”的商

店，40出头的他是附近小屯村人。这位曾
经在外地打工的农民，2005年开始经营起
青铜器礼品生意。“前几年好的时候，一年能
销售几十万元。”他说：“这两年每年有10万
销售额就不错了。集团购买少了，每一件的
利润也薄了。”
这个小店主要销售青铜器仿制品和青

铜鼎。许飞十多年的经营体会是，文创产品
开发的难度集中在创意、市场和资金三个方
面。这些年来，这个商店的经营模式是自己
提供原料、图纸，到外地找人生产。他说：
“最难的是控制温度，掌握合金的比例。温
度控制不好，器物的颜色就会变；合金比例
必须结合自己的经验。”
对于图纸设计和产品创意，他说了这么

一番话：设计不需要多少知识，只是制版要
精细。鼎和青铜器知识，网上和书上都可以
找到。如果开发新产品，就要找到别人没有
见过的、看上去很稀奇的产品。这种产品，
专家也不一定知道。专家懂得很多知识，但
想法不都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所以，开发
产品不能光靠专家。

文创产品开发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
程，文博系统要发挥重要作用。山西省文
化厅文化产业处处长贺建平认为，现在的
文创产品开发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文物
的简单复制，按照不同比例把已有文物缩
小或放大，做成所谓的艺术品。这种直接
复制其实没有多少艺术含量和创意成分。
二是把文博符号简单化地附着到某种实物
上，以体现其“实用价值”，比如做成钥匙
扣、鼠标垫甚至文化衫等。这种符号化的
应用是文化信息的简单处理，缺乏艺术提
炼，难以打动人。
文创产品开发关键还是靠人。山西文

化厅产业处的同志感到，文创产品是专门的
创意设计。现在的情况是，创意人才缺乏对
文物和博物馆展品的深刻理解，无法很好地
提炼出其中的文化元素；而文博专业工作者
又不熟悉创意。
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赵曙光说，

文博人员过去习惯于埋头做学问，对社会关
注不多，对市场了解不够。沉迷于自我封闭
的小圈子怎么能应对社会的大需求呢？“文
博人员要有‘天下’概念，增强使命感和责任
感，把文创产品这个事情抓起来。”

文创产品重在“创”

河南博物院从2011年开始，每年举办
一次“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大赛”。他们收到
了来自全国多地的应征设计作品3000多
件，其中评出了157件获奖作品。但是，河
南博物院党委副书记丁福利坦言：“由于大
赛着重‘创意设计’，应征与获奖作品要转化
成文创产品还有一定距离。”
文创产品开发是社会发展对文博系统

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究竟怎样才能让更多

文化创意产品带着文化信息走向社会，走近
百姓，需要不断探索。
这些年来，文化馆、博物馆的观众日益

增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了解，山西
博物院的游客数量这两三年来以每年20%
左右的速度增长。游客增多为文创产品提
供了市场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博物馆怎样带回家？文创产品如何更

好发挥社会效益？可以说，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做出“精细回答”。比如，文创产品的
价位在多少容易销售？摆在什么地方才能
更好地被观众接受？文化信息如何更好地
附着在实物上？丁福利告诉我们，这些问
题都需要认真研究。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50元以下的文创产品最容易销售，而且
文化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销售靠的是“即时
消费”和“情景消费”。就是说，观众是在看
了展览或者参观了博物馆之后才消费的。
这一方面要求文创产品突出文化内涵，另
一方面也要求，博物馆等在场地建设中一
定要留出文创产品的体验空间。
文创产品开发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人

才和机制。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博部门如何
成立文创企业，文创产品的开发资金从哪里
来，如何建立文创人员的激励机制等，都是
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推动文创产品发展的政策措施，

给各地文化馆、博物馆等部门极大鼓舞。山
西博物院专门成立了文创中心，今年要改制
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河南博物院准备申请专
项资金，把创意大赛作品打造成文创产品，
打样试销；安阳的殷墟博物馆采取委托代理
和技术引进等方式进行文创产品的销售、经
营，授权的实体营销商店已经有6家。可以
预料的是，文创产品开发将成为文化文物单
位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服务
内容的重要内容。

幽歌一曲

锁麟囊
□ 于 飞

很早以前曾经参观过一所大学校园，这

所校园的独特之处在于摆放在草坪和楼宇之

间的石阶，这些石阶的独特之处在于刻写在

上面的文字：“1936届校友留念”“1980届校友

赠母校”……冰凉的石头因为有了这些穿越

时空的文字，便让人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

受。我想，基于文物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其

意义大概也与这铺做石阶的石头有些相似。

文化创意产品是文化市场的一种产

品，但又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商品。如

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功用，可以说就是“激

活记忆，传承文化”。

对于文化博物部门来说，开发文创产

品固然有经济收入方面的意义，但绝不是

单纯为了增加收入。文创产品应该是文物

博物馆工作的延伸，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来

解决文化传播途径。

我们的博物馆其实很早就有了商店，

但很多文化创意产品是文物的简单复制或

者模仿。产品开发没有经过深入的市场调

研，当然其传播效果是有限的。而提倡文

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就是要转换角色，从观

众和游客的角度来认识文物所包含的文化

要素，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以游客容易接受

的方式开发新产品。

文化创意产品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化。

这种文化是附着在文物上的、经过了时间

沉淀而形成的独特价值。其实，人们到博

物馆去，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去感受这种

从久远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我们从博

物馆走出来，无法把展品带回家，而博物馆

展品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是可以带走的。文

创产品只有凝结了文物的文化元素，才能

激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激发人们对文化

的感悟，它才会被很多人带走，而且长久地

被人们记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文物是附着有

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这种文化价值应该服务

于社会，滋养我们当下的生活。因此，把历

史文物的文化价值“剥离”出来，经过创意，

自然地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中，就使得冰冷

的历史文化有了现实意义。人们也许不能

时常去端详玻璃橱窗里的文物，但是，文创

产品可把文物的文化信息带入我们的生活

中，让历史文化赋予当下生活新的意义。这

种文化因子是人们“诗意生活”的精神营养，

有了这份营养，我们就更能感受到历史的博

大，感受到文化的自信。

激活记忆 传承文化
□ 魏永刚

文化创意产品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化。这种文化是附着在文物

上的、经过了时间沉淀而形成的独特价值

《锁麟囊》是集京剧程派艺术之

大成的剧目。我曾三次到现场看

戏，求学时候与这出戏结缘之后，又

有幸目睹了张火丁和迟小秋两位当

代程派大咖的表演。程派之美，高

如天外游云，低似花下鸣泉，让人百

转千回，欲罢不能。

这出戏通过富家女子薛湘灵由

富而穷的遭际，铺展开人情冷暖与

世态炎凉的浮世绘。薛湘灵出嫁途

中偶遭风雨，在春秋亭避雨时，遇见

贫女赵守贞出嫁的简陋花轿。薛湘

灵同情贫者，把母亲给自己的锁麟

囊赠予赵守贞。六年后，薛湘灵因

水灾与家人失散，流落异乡。她被

介绍到当地官员卢家为仆，在卢家

看到当年的锁麟囊，始知卢夫人就

是曾经的贫女赵守贞。赵感湘灵赠

囊之恩，助她一家团圆。

剧情并不复杂，可这出戏就是

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每次得知

戏讯都会怦然心动，搏票在手寤寐

思服，现场观演如痴如醉，散场之后

余音绕梁，然后进入新一次的剧痴

循环。相传，1940年《锁麟囊》在上

海首演时，曾经连演十场，十场皆

满。到了第十一天，本想改演《玉堂

春》，可是观众不答应，于是继续上

演《锁麟囊》，竟然出现了程砚秋领

唱，大家合唱的演唱会模式。

冷静下来想一想，戏没有无缘无

故的火，《锁麟囊》做到了“四美具”。

唱腔之美。与梅派的明亮清丽

不同，程派唱腔空灵幽远，虚无缥缈，

一唱三叹，余味悠长。时隔多年，我对

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对蔡琴歌声的

描述记忆犹新，“歌声像一条柔软丝

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

记忆”。这个比喻用来形容程派唱腔

也是极其贴切的，疾徐有致，不绝如

缕，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年纪渐长，

就越发喜欢程派唱腔，感觉它可以把

人带到遥远的地方，自由地漂浮。

戏词之美。《锁麟囊》在戏词创作

中，一改规整的七字句或十字句的传

统句式，多处运用长短句，让人耳目一

新。最喜欢的一段是薛湘灵在轿中听

到的雷雨天，“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

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

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说是大雨倾

天”。侧耳一听，五声分明。此后，每

逢雷雨天气，这段唱词总会徘徊耳

际。再有就是形容锁麟囊中宝物的一

段，“有金珠和珍宝光华灿烂，红珊瑚、

绿翡翠样样俱全，还有那夜明珠粒粒

成串，还有那赤金练、紫英簪、白玉环、

双凤錾、八宝钗钏，一个个宝蕴光

含”。这就是锁麟囊，不仅装满了稀世

珍宝，还装满了际遇无常、世道人心。

人性之美。贫与富、高与低、达

与困的对比与反转，揭示了人生的无

常，可是无常之中亦有恒常，那就是

人性之美，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

恩。“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

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

嚎啕。”有了真正的平等心，扶危济困

就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将自己

的挚爱之物与素昧平生的潦倒之人

分享。有了真正的感恩心，腾达之后

不忘来路，才有卢家夫人对仆人的

“三让椅”，这是对昔日恩主的答谢，

也是对命运眷顾的顶礼。

诗意之美。轻吟浅唱，如泣如

诉，命运波折，如起如伏，共同氤氲

成《锁麟囊》的诗意之美。它是程砚

秋的《锦瑟》诗，由于被扣上了“阶级

调和论”的帽子，这场戏一度被禁，

程砚秋弥留之际问起，仍被告知“不

能再唱了”。一代名伶，带着永远的

遗憾撒手人寰，“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它更是我们的

《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

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荣曜秋菊，

华茂春松”。

回首繁华如梦渺，幽歌一曲锁

麟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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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以鸮卣为原

型，开发出系列文创产品。

吕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