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的美不仅是碧空蓝、雪山白，还有经幡的
赤橙青蓝，布达拉宫的红与黄相间。雪域高原的
美已不是“五颜六色”可以形容了。如果有人告诉
你，那里存在 1400 多种颜色，你是不是也会感到
吃惊？这 1400 多种颜色，其色温、锐度都有自己
的独特性，是独一无二的颜色。

五彩颜色装点出雪域文化，也蕴藏在西藏独
有的工艺纹样中。我们还能精确地告诉你另一个
数字：已找到的西藏特有纹样是2.4万多种！这些
色彩和纹样，经过千百年风霜洗礼，成为高原文化
当之无愧的代表。如今，这些宝贝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西藏色彩、纹样基因库。

今年元旦，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评审工作组
是在西藏高原度过的。在蓝天雪山之下，摆在他

们面前的是 1400 多种颜色、2.4 万多种版权纹样、
1900余种外观专利设计，这些从雪域山水间诞生、
在本地手工业者中不断被创造、翻新的文创成果，
终于在藏历新年之前集体亮相。

这个图库的建设从2010年起步。文化部在这
一年发起“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传承与发展西藏模
式”项目，成立专家团队设计规划，探索我国工艺文
化创造与利用发展并举的模式。2012 年，项目第
一阶段在西藏林芝启动。初衷是在抢救西藏本地
非遗手工业的基础上，带领本地农民致富。

当专家们走进高原，才发现现实与构想的差
距。“非遗”手工业大多是技术传统、粗糙的产业，以
纺织业为主。每家都是作坊式生产，缺少市场准入
标准，也不具备规模效应。项目操作团队来自清华
大学和中国美院。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有了
新发现：手工产品背后，还有一片蓝海，是“非遗”手
工纺织业的基础：色彩和纹样。它们来自于西藏的
雪山神湖，有自己独特的色温和样态，在西藏强烈
的日照之下，呈现出的色彩、轮廓十分独特。它们
隐藏在民间，在寺庙的墙壁上、在百姓的屋顶上、在
田间的土地里、在青稞丛中、在格桑花间……

美丽的颜色，多彩的纹样带给专家们无比惊
喜。四个春夏秋冬，他们奔走在这片土地上。一边
为淳朴的手工业者进行设计、理念、制造技术的指
导改造，一边花费心血采样、研究，建立基因库。

2012年,项目第一阶段启动，项目团队进行了
对植物性染色技术的探索。因为高原水温只能到
90摄氏度，所有染色数据要重新建立，才能符合特
殊环境下染色使用。经历 3 年植物性染色高原环
境批量生产，他们建立起稳定的植物性染色系统。

根据高寒地区羊毛的特点，制定了最大化的羊
毛质感优势数据研究。高寒地区羊毛短纤维柔软，
长纤维质感过硬。两者必须保留共用才能弥补材
料的缺陷。全部保留纱织受到局限，短纤维保留纺
织的捻度就必须加大，这样面料才能不起球。但捻

度加大后，面料的质感僵硬，纤维无法自由呼吸。
项目专家精确计算出捻度和纤维需要的空间系
数。这些技术积累为今后设计高品质高寒毛纤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首个材料实验室。在
专业机构支持下，设计师与材料专家在实验室进
行传统工艺的恢复与稳定。有了实验室，他们可
以研发不会污染藏区脆弱的生态染料、研究如何
提高毛纺制品纱线牢固度而又更加柔顺、研发传
统防水的毛纺制品等，这都是材料实验室可以展
开的一系列专业课题。有了实验室研发，设计师
的创意工作才能不受约束、顺利地展开。

2016 年，随着项目发展及阶段性探索成功，
第二阶段在山南延伸。该阶段重点探索色彩库的
构建、密集型人口不离开原住地的管理、传统纹样
采集与延展利用、商业运行与管理。项目团队通
过几年时间对西藏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和调研，经
过无数次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山南文化最为厚
重的杰德秀沟作为起点进行田野调查。从前期调
研，到试验拍摄，再到制定工作方案，最后正式拍
摄和成果整理，这一工作过程有效的记录了杰德
秀沟有价值的建筑、门、窗、织物、生活用品等，收
获了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

田野调查的成果经由实验室数据化处理，形
成色彩库与纹样库。色彩库和纹样库可以应用到
各个领域，比如制作色卡、动画、服装等，创意设计
从文化的根基上发生。2017年底，整体项目运行
完成，进入项目验收评估结项。

基因库的建立，为西藏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
找到了文化和设计源头。有了这样 1000多种色
彩，可以建立西藏的色卡，未来在纺织、印刷、绘
画、设计等领域可以广泛推广“雪域颜色”，还可以
向全世界推广“雪域元素”。

在基因库大数据建立的过程中，专家团队对
林芝、山南等地手工业者进行帮扶，不断开辟项目
试点，探索出了“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传承与发展综
合项目——西藏模式”，激发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
传承与再造，依照本土“文化 DNA”，制造出符合
当代审美标准、有市场开发前景的手工艺术品。

文化、非遗，都是雪域高原独有的财富，在今
天的传承中，文化的财富将会为当地群众带来物
质财富，带来精神福祉。

西藏有了色彩纹样“基因库”
□ 沈 慧 田 峰

山西博物馆拥有 40 余万件馆藏文物，不乏
精品。如果说玉组佩是“把世界戴在身上”，那
么同样出土自晋侯墓地的鸟尊便是“看着晋国长
起来”的。

这件青铜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在凤
鸟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
上的捉手。鸟尊高 39 厘米，长 30.5 厘米，宽 17.5
厘米。凤尾下有一象首，与鸟的双腿形成稳定的
三点支撑。在鸟尊的表面，羽纹、云纹、雷纹、羽翎
纹等各种花纹疏密有致。整件器物将凤鸟与大象
两种形象完美组合，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精
致，是晋国乃至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

鸟尊器盖内铸有一句铭文——“晋侯作向太
室宝尊彝”。据 《周礼》 记载，古代祭祀礼器中
有“六尊六彝”，鸟尊是其中的一种。铸于鸟尊
上的铭文说明它是晋国国君用于宗庙祭祀的一件
礼器。

晋国的前身是唐国。西周初年，周成王由于
小时候的一句戏言，将他的弟弟叔虞分封到了唐
地 （今天的山西翼城、曲沃一带）。叔虞的儿子
燮父改唐为晋。不曾料到，一个“方百里”的小
国经过以晋献公为代表的几代晋侯苦心经营，从
晋南汾河谷地那片平整的土地上起步，开疆拓
土，迅速壮大。到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时，
晋国开始号令诸侯、雄视天下。公元前 585 年，
晋景公把都城迁到今天的侯马地区，后来晋悼公

又使晋国重新称霸中原，并长达一个多世纪。
600年的晋国，诞生了太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发
生了太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漫长的岁月里，一代一代晋国工匠曾经铸
造了无数的青铜器精品。这些青铜器门类繁多、
造型多变、工艺先进、风格独特。尤其是在春秋
中期至战国中期，晋式青铜器的艺术理念、工艺
设计和铸造技术皆开当时艺术变革风气之先河。
它以中原风格为基础，吸收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中
取法自然的活泼浪漫，在浑厚肃穆中添加灵巧秀
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成为中原青铜器的
杰出典范，流播广远。而晋侯鸟尊正是晋式青铜
艺术的代表作品。

时间掩埋了一切，又让一切重新焕发光彩。
鸟尊的主人最终被学界认为是晋国的第一代诸侯
——燮父。近 3000 年前，鸟尊曾经伫立在晋国
庙堂之上，默默地注视着与周天子出自同一血缘
的晋国君臣进行宗庙祭祀。“礼成之，乐歌之”，
歌颂先祖功绩，表达对高高在上的周天子的耿耿
忠心。它讴歌了新兴的晋国充满生机、昂扬向上
的时代气息，也定格了晋国文明的源头。晋侯鸟
尊以其独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艺术造型、重要的
历史考古研究价值及独特的文化意义，成为山西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是全国 195 件 （组）
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岁月变迁，无法磨灭民族的记忆；时光流

逝，不能带走过往的温情。今天，在山西博物馆
的展厅里，鸟尊依然注视着这片简称为“晋”的
土地。当我们今天走进博物馆，凝望那些展品，
它们都不是冷冰冰的古物，它们带着历史的温
度，诉说着时光里那荡气回肠的故事。

看着晋国长起来
□ 冀瑞宝

山东大学马新教授主编的《中
国文化四季》（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全景式扫描。丛书共 16 册，
以 8 册篇幅叙述中国传统经济文
化。这为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的研究
与普及打开了一扇窗。

8个分册涵括了农耕文化、匠
作文化、商贸文化、工艺文化、
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
化、交通文化，基本覆盖了全部
的传统经济门类。每一门类之
中，又完整地再现了该门类所蕴
含的基本文化风貌。

这套书注意立足中国传统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使用中国
式话语体系分析、总结中国传统
经济文化的要义，达到钩玄提要
之目的。在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的风格分析中，提出中国传统建
筑文化的突出风格，就是注重天
时、地利与人和的协调统一，其
实质是建筑和谐于自然。作者提
出：“传统建筑的内部空间所产生
的美感主要存在于室内外空间的
变化之中。就建筑而言，它是外
部空间；但就围墙所封闭的整个
建筑群而言，它又是内部空间；
而且即使在水平方向，它也随时
可通过廊道、亭子和门窗渗透到
其他内外空间去。”作者还提出：

“中国传统建筑对‘人’在其中的
感受的关注更重于‘物’本身的
自我表现。例如，在建筑材料
上，传统建筑使用木材，不追求
其永久性。在建筑体量上，传统
建筑以人体尺度为原则，建筑高
度和空间都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
尺度范围内，即使是皇宫、寺庙

也不能体量太大。在造型上，传
统建筑讲究平和、自然的美学原
则，要求平稳，注重水平线条；
即使是向上发展的古塔也加上了
水平线条，与中国的楼阁建筑形
式相结合。”在对中国传统工艺文
化的风格归纳中，作者认为：“中
国传统工艺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
是以人为本，受儒家、道家、墨
家、佛教等传统哲学思想的影
响，在制造与使用工艺品的活动
中，努力坚持‘重己役物’的思
想，这种对主体人的重视、对美
的创造才能的发掘以及对人与自
然和谐的追求，是中国传统工艺
文化的思想精华所在。在这种思
想的驱动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它始终把
人放在主体地位，使物品为人的
生活服务，而不至于使人在使用
物品的过程中为物所累。”

对中国传统经济文化价值的评
判，一直是全书的主线。在对传统
匠作文化的总结中，特别着重分析
了工匠的师徒传授传统，认为中国
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授方式，主要是
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授以及师徒之间
的技术传承，在没有专利制度的
保障下，起到了保护知识产权与
技术秘诀的作用，但也严重影响
了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与升华，甚
至导致一些先进工艺的失传。作
者充分注意到儒家伦理文化对传
统商贸文化的影响，对商业经营
理念上的“见利思义”、商业效能
上的“先义后利”、商业行为准则
上的“取之有义”等文化传统进
行了剖析，从不同角度对其文化价
值进行了发掘整理。

打开传统经济文化之窗
□ 刘玉峰

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外迁，
给城市留下一些老旧厂房。这些
厂房成为城市存量空间和城市更
新的重要地段。文化产业园区发
展可以盘活老旧厂房空间资源，
实现待更新空间的去存量化，文
化空间的增量发展又能增强城市
文化氛围。让老旧厂房长出文化

“新苗”，可以说，是城市发展中
的一举多得。

为了鼓励老旧厂区改造，国家
层面出台多份政策文件，并将其与
文化产业相结合，如国务院办公厅
2014 年出台的 《关于推进城区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
土资源部 2015 年出台的 《关于支
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等。

政策是指导城市下一步各项
工作的重要工具，它来自于实现
城市发展战略的需要，更来自于
对城市发展现实问题的回应。这
次北京 《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
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 的出
台较好地补充了此前老旧厂房政
策中的漏项和细则不全等问题，
进一步为文化企业松绑，使得由
老旧厂房改造而来的文化企业和
空 间 进 一 步 合 规 化 。 杭 州 、 上
海、广州、深圳等一些文化产业
发展较好的城市，主动对接中央
文件的主旨思想，结合本地实际
出台相关政策。然而，各省市落

地政策力度不一，许多悬而未决
的难题仍然存在。国家政策偏向
于对战略方向的把控，而具体实
操和配套政策的缺失导致地方政
府在实施环节“寸步难行”，政策
落地走不过“最后一公里”。

《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
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 呈现出四
个特点，更具操作性：注重战略
性，立足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
解，对城市闲置工业用地进行结构
性调整；注重融合性、公益性与产
业性相融合；注重可行性，对老旧
工业厂房进行文化价值分级，分类
分级实施。对已进行老旧厂房改造
的文化空间进行重新评估和审定；
注重协同性，政府与市场协同推
进，鼓励多方参与。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均在向
外疏散城市的工业功能，实现城
市功能的轻量化发展。在城市功
能空间转型和用地转型处理的问
题上，北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
施方法。从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层
次 来 看 ， 许 多 政 策 文 件 走 出 了

“最初一公里”，却没有到达“最
后一公里”。基于多年在文化产业
和文化事业领域的实践经验，北
京市在串联“顶层设计”和“基
层落实”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我们更期待，北京的探索可
以为国家政策精神的真正落地提
供行动参考。

让老旧厂房

长出文化“新苗”
□ 范 周

老旧厂房是一个城市的历史遗存，也是城市发展的

存量空间。让老旧厂房长出文化“新苗”，可以实现空间

存量的新发展，也能增强城市文化氛围，是一举多得

雪域高原是多彩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1400多种颜色、2.4万多种版权纹

样。它们从民间手艺中走来，从寺庙墙壁上走来，从百姓屋顶走来，从青稞丛里、

格桑花间走来，组成一个独特的“基因库”

晋侯鸟尊——

这是一头凤鸟回眸的造型。近3000年前，它伫立在晋国的庙堂之上，注视着

君臣的宗庙祭祀。今天，它陈列在博物馆里，依然注视着这片简称为“晋”的土地

2017年艺术品市场可以用“叫好不叫座”来形
容。笔者观察，市场依然低迷的格局基本确定，只
能以“略有起色”来评估整体艺术品市场。

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了近 30年，但关注力始
终在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品投资方面，最值得培养
的艺术品消费市场始终被行业忽略。2017年，人
们开始关注艺术品消费市场的培育。缺乏艺术品
消费基础，艺术品市场就是空中楼阁。

2016年，以故宫文创为标志，授权及文创开始
普及，2017 年，文创及授权产品开发已成燎原之
势。“匠人精神”“工匠精神”“私人定制”已经成为

热点词汇，这是催生高质量艺术品、工艺美术作
品、文创产品的重要土壤，为艺术生活、品质生活
积累了巨大动力。越来越多城市、社区引入雕塑、
装置、书画等艺术品，进入公众领域。这对社会促
进艺术教育，引导公众体会艺术品功用极为重要。

在互联网时代，艺术品经营者的经营理念不
能局限于弹丸之地，仅仅关心眼前的经营场地的
狭小空间，互联网为经营者拓宽了无限空间，
APP、微商、公众号、电子课堂、网站成为原有经营
者和新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领域。

2017年艺术品展览展示活动空前活跃，以“艺

术”加“地名”的展览遍布全国。以故宫为代表的博
物馆、美术馆及大量有实力的民营美术馆在策展能
力上普遍提升，北京、上海多个展览参观人数超过
10万人。大众积极参与艺术品展览参观，成为一道
风景线。艺术品讲座也非常普遍。上海、北京、广
州、杭州、深圳许多商业机构开始布局公共艺术品
常年展陈，一些艺术机构也主动进入商业空间，这
对艺术教育及艺术品推广有着积极意义。

2017年另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一些前卫
艺术家充分利用科技及互联网的技术与艺术思维
结合，推出一些新颖的艺术空间展示作品，不仅具
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让观众置身艺术作品中，
体验性、沉浸感极为强烈。

多元融合成为当代艺术的最鲜明特点，35 岁
以下的观众对当代艺术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传
统艺术品越来越沉淀于资产财富领域，而当代艺
术会成为时代年轻人的消费对象。虽然艺术品市
场消费现在还有些冷清，但笔者认为，这几年恰恰
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理性回归期，也是蓄势期，更
是转型期。

叫 好 不 叫 座
——2017年艺术品市场观察

□ 胡月明

项目组工作人员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资料图片）

鸟尊尾部如大象之鼻。 （资料图片）

鸟尊全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