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2:河南博物院。（资料图片）
河南博物院提供

图1:改扩建后的湖南省博物馆
气势恢宏，主体建筑设计时尚，端庄
大方。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图3:陕西历史博物馆外等待进馆参观的游客排起长队。
陕西日报记者 赵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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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河南博物院：每一件文物，都承载了浓厚

的历史文化价值。
湖南省博物馆： 你们看湘博藏的长沙窑青

釉褐彩诗文执壶，它代表的就是1200年前的“中
国制造”。当时，长沙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扬帆起
航，让“中国制造”早在1200年前就走向世界。

陕西历史博物馆：咱们这里的葡萄花鸟纹
银香囊，那可是“杨贵妃同款高级香包”。这个
香囊尽管已经历经1000多年，仍然玲珑剔透，
转动起来灵活自如，平衡不倒，其设计之科学
与巧妙令人叫绝，堪称集科技、艺术和文化于
一体的大唐“黑科技”。史载，安史之乱中，唐玄
宗在马嵬坡被迫赐死杨贵妃。之后，唐玄宗思
念杨贵妃，曾派人到马嵬坡“秘令改葬”，然而
当挖开坟冢时，“肌肤已坏，而香囊犹在”。

河南博物院：你们有1200年前的“中国制
造”和“杨贵妃同款香包”，我有“中华第一笛”。
骨笛出土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 距今8000
多年，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我们的先民就能
制造出这支用于吹奏的乐器，反映了当时社会
经济文化的发展高度。

湖南省博物馆：这些文物都是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 现在需要的是用观众喜欢的方式，
把这种历史文化价值表达出来。

� � � � 观点
鄢福初：《国家宝藏》 其实就是一个翻译

器、转化器，让文物实现“从专家到大众”的语
境跨越，吸引了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成为传承
发扬中华灿烂文化的一分子。当代需要更多这
样的转化器，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符合当代
人需求的产品。湖湘文化也是如此，除了进行
文献整理和文物保存外， 也要通过适当的转
化，发挥出当代价值。

马萧林：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强烈认同。我们当下的文化
自信， 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其中就包括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如何把优秀
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我认为，传承不是复古，
而是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对物质
文化遗产，要保护好利用好，正确处理保护与
利用的关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好传
承好，正确处理保护与传承的关系。

王勇超：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要坚定文化自信，把优秀传统文化推向前
台、传承下去，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
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丰富，文物、建筑、文学、古籍、绘画等领域
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要在培育新型文化
业态上下功夫，推动“互联网+文化”等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创作文化精品，为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

文物也有温度、有生命、能呼吸；一件文物的背
后，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以文物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如何在当今时代“活”起来？ 古老的历史文化如
何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联
合河南日报、陕西日报，邀请湘豫陕3省代表委员，
展开对话———

� � � � 撰稿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河南日报记者 孙欣
陕西日报记者 李龙飞

� � � � 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 鄢福初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王勇超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 马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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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记载民族血脉的
基因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守护中
华文明的基因宝库。

近些年， 国内兴起了建设博物馆的热
潮，然而，文物一直是博物馆“高冷”的藏品，
鲜有人觉得，它们也有温度、有生命、能呼
吸。出人意料的是，一档文博类电视节目一
夜之间变身“网红”，带旺一波“文物热”。

《千里江山图》的背后，是一个在历史中
失踪的少年天才；颠沛流离的石鼓，引出了
故宫守护人梁家五代父子的故事……2017
年岁末至今年2月，《国家宝藏》 在中央电视
台播出，由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
博物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9大博物馆的馆
长们联席坐镇，每期介绍一家博物馆甄选出

的3件文物。 节目甫
一推出，迅速扣动了
观众的心弦， 无数“90
后”乃至“00后”为节目
“打call”。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文物成“网红”，为“文物活起来”
带来哪些启示？对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有哪
些启发？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与河南日
报、陕西日报联动，邀请湘豫陕3省代表委员
就此展开了精彩的观点碰撞。

省级党报“朋友圈”

对话
湖南省博物馆：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湖南省博物馆 ，简称 “湘博 ”，很高兴我们又
在这里见面了。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啊，就在前不久，我
们一起亮相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宝藏》。

河南博物院 ： 没想到一下子成了 “网
红”，得到了众多人追捧。

湖南省博物馆 ： 那个场景今天想起来
仍令人激动。湘博有馆藏文物18万余件 ，尤
其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可谓举世瞩目 。
代表湘博登上 《国家宝藏 》的3件文物中 ，T
型帛画就来自马王堆汉墓 ， 另外两件是青
铜重器皿方罍和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
执壶。

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博物院的17万余件
馆藏文物中，有9大“镇馆之宝”，这次推荐了
其中3件，分别是贾湖骨笛 、妇好鸮尊 、云纹
铜禁，都是价值无双的国宝。

陕西历史博物馆： 我们经过千挑万选，
最终秦杜虎符 、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唐懿
德太子墓壁画 《阙楼仪仗图 》亮相 《国家宝
藏》。 从171万多件馆藏中甄选出来这3件文
物，不仅因为它们是瑰宝中的瑰宝 ，还因为
它们充分体现了陕西在古代中国王朝社会

由发展到鼎盛历程中的核心地位。

� � � � 观点
马萧林 ：《国家宝藏》这档节目，主题选

得好，节目创意好，文物内涵挖掘得好，艺术
呈现形式好。央视与9大博物馆密切合作，围
绕国宝文物，由001号讲解员引导，把演员、
故事讲述人和馆长有机融合到一起，呈现给
观众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示出一幅幅
极富创新的电视画面。节目自始至终讲述文
物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聚焦其背后
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既讲述古代历史，
又照应当代现实。讲述故事有趣味、有温情、
有关怀，既能打动人心，又给人以启迪。

王勇超：《国家宝藏》以新颖可感的形式
讲述了文物的“前世今生”，传播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了
起来， 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期
待《国家宝藏》更多地走进基层、走进非国有
博物馆。

鄢福初：《国家宝藏》节目立意高、形式
新， 为全社会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通过大众传播和博物馆深入而新颖的互动，
就像是建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

� � � � 对话
河南博物院：以前，大家普遍认为，文物

就是收藏在库房中的东西。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啊，在观众心里，博

物馆和文物是冷冰冰的实物存在。
湖南省博物馆：其实，每一件文物，都有

一段让人感慨唏嘘的经历；每一件文物的背
后，都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河南博物院 ：没错 。就如我们博物院的
妇好鸮尊，故事就与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
丁的妻子妇好有关 。据专家考证 ，妇好是中
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
事统帅， 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在
《国家宝藏》节目中 ，演员刘涛饰演了集 “王
后、战神、祭司”等身份于一身的女英雄 ，讲
述了一个很有温度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湘
博的皿方罍，4年前才从国外洽购回来。作为
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发生在皿
方罍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 出土之后，器
盖与器身便天各一方，器盖入藏湖南省博物
馆，而器身流转海外近百年。2014年，器身现
身纽约佳士得拍场，皿方罍最终在各方的通
力协作下回归故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电视剧里常见这样的画
面，大将出征，皇帝颁赐虎符。在咱这里，有一件
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调兵凭证秦杜虎符。
上世纪70年代初，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少年
杨东峰在平整土地时，铁锹一声脆响，挖出了一
个拳头大小的金属老虎。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这件金属动物成了几个孩子手中的玩物，磨得
久了，“铜老虎”身上渐渐显出了金黄色文字。怀

着强烈的好奇心，杨东峰揣着这件神秘器物辗
转找到了考古专家。专家根据铭文研究认为，这
个虎符制作的年代在秦惠王称王前。

� � � � 观点
鄢福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让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
文物“活”起来，就要让文物美丽起来，让展
览亲切起来，让观众愉悦起来。要开展更多
样的研究，挖掘文物的历史、文化、艺术价
值，为当代服务。

马萧林：公众大量走进博物馆是近些年
来的一个可喜现象。特别是从2008年国家对
公共博物馆、 纪念馆实施免费开放以来，越
来越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博物馆成为一座
城市的重要文化窗口和会客厅。

对博物馆来说，要让文物“活”起来，让
观众愉悦起来， 必须不断推出主题鲜明、富
有情趣、丰富多彩的展览，创新陈列艺术设
计形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引入AR技
术、 视频直播等年轻人更喜闻乐见的方式，
增强文物与观众的互动性。要开发融入文物
元素的文创产品，不断拓展和延伸文物的价
值，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

王勇超：文物“活”在库房、“活”在研究层
面，是有价值，但不如让文物“活”在所有人
心中的价值大。让文物“活”起来，要让博物
馆实现由“护物”到“化人”的转变。充分发挥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组织文物巡展、进
校园、进社区，欢迎学生在博物馆开展研学
旅行、陶冶情操。

2.让“高冷”的文物“活”起来

1.建起一座跨越时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对话
湖南省博物馆：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以前，

观众去博物馆，能干什么？
陕西历史博物馆：看文物、看展览，了解历

史文化知识。
河南博物院：在《国家宝藏》中，融合了综

艺 、纪录片 、舞台戏剧 、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
态。虽然主角是不会说话的文物，最年轻的也
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在表现形式内容上非常年
轻、有创意。

湖南省博物馆：是的，《国家宝藏》实现了
历史文化、科技和大众传播的充分结合。我们
用全新的高科技手段展示，让观众全面了解T
形帛画中究竟画了多少有趣又不可思议的内
容：辛追生前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她是个生活
特别精致的老太太，随葬品中有一个豪华化妆
盒，有许多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衣服……最让
观众不可思议的是， 帛画还有很高的科技含
量，帛画右上方的太阳当中有个金乌，是古人
用肉眼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现象。这表明，中国
人观测太阳黑子比西方早了2000年呢。

河南博物院：嗯，在节目中，既讲述文物的
“前世传奇”，又讲述文物的“今生故事”。比如，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铸造的神秘基因就藏在
我们博物院收藏的“云纹铜禁”中。这是春秋中
期的一件青铜器，用失蜡法铸就。在航空发动
机涡轮叶片这种当今大国重器的铸造过程中，
这种工艺仍在使用。

� � � � 观点
鄢福初：要通过创新转化，让我们的历史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可以用传统文化资源
妆点我们的生活，比如，把马王堆文化融入现
代钟表， 把齐白石的画制成水晶玻璃镇纸摆
件，把湖南传统织染用到笔记本封面，等等。通
过这种分解、改造、更新，变成实用性的文化艺
术品，既美观实用，又有个性特色。创新表达才
能愉悦观众，实现润物细无声。通过时尚新颖
的组合，让人感觉到愉悦和振奋，让国人有自
豪感骄傲感，才真正彰显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
信。

马萧林：当今世界，文化创新日益重要。要
把握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在继承传
统文化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当代表
达形式，为其注入时代精神，激发其生命力，增
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吸收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的优秀元素，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在不断
汲取各种文明的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在表现方式、
展示手段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是当前
文化发展的新气象新趋势。

王勇超 ：《国家宝藏》中，虽然主角都是
不会说话的文物，但许多知名人物担任文物
的讲解员，使这个节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
评。这样的表现手法，对进行历史文化传播
创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历史文化本身就
充盈着久远的岁月积淀和跌宕起伏的故事。
要认真进行创新性和创造性的传承与发展，
以文化创意、高科技展览、动漫创作、主题公
园等形式，让文博事业在创新中发展，在新
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湖南日报北京3月13日电）

3.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向前台、传承下去

4.创新转化，让历史文化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鄢福初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王勇超
陕西日报记者 龚杨 摄

马萧林
河南日报记者 孙欣 摄

青铜重器“皿方 ”。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徐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