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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部 《我在故宫修文物》 的电影获得了海内外观众的热
议。其实，海归也是当代文物保护事业中的一股积极力量。

李洪锋

参加文物保护活动
曾名宇 （化名） 是北京海归协会的一名会员，他热心于公
益。“我们协会曾经组织了一次清理长城白色垃圾的志愿者活
动，我得知后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我们约定了一个周末，和会
员一同前往长城，有的拿着长把夹子、有的拿着垃圾袋，相互
配合完成清理工作。如果游客都能够自觉保护长城，不随手扔
垃圾该多好。有时候碰到口香糖等难清理的垃圾，我们要蹲下
来抠很久才能清理掉。” 曾名宇无奈地说，“其实保护文物很简
单，可以从‘不乱扔垃圾’‘不在博物馆随意拍照’‘不在文物
上乱刻乱画’等小事做起。”
贺 鼎 （左）， 在 景 德 镇 旧 城 区
访谈历史建筑老住户。
保护文物，除了自觉做到“不乱扔垃圾”等小事，还涉及
到修缮工作。在 《我在故宫修文物》 的纪录片中，我们了解到
文物修复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术，还要求
修缮者有耐心和充足的经验。
宋壮壮很看好新技术带给文物修复及保护的前景。宋壮壮
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热衷于文物保护工作，现在是一名自由设
计师，也是北京市西城区名城保护青年委员会委员。“我曾在故
宫参加了一次修复文物的教学活动，了解到一些文物修复的知
识。其实很多文物的修复可以采用现代新技术来辅助完成。例
如屏风的修复，以前只能手工一层一层地刮，来判断每一层的
年代；现在如果采用高倍显微镜来观察，可以通过元素分析更
加科学、精确地判断每一层的年代。另外，借助现代的数据库
平台也可以构建完备的文物保护系统。”

一两个月进行深度调研。“我在景德镇的老城区走访了一些制瓷
工匠、店铺老板等众多的当地居民。一方面听当地的居民讲述
他们和瓷器的故事，比如曾经有什么瓷器商人在此居住过，他
们祖辈的制瓷故事等；另一方面我也会向当地人介绍我的研究
内容，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居住的历史名城的价值。”贺鼎说，
“我发现当地人会使用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瓷器和工具，它们成
为现代人学习古代制瓷技术的一个媒介。如果现代人不去采集
和使用这些文物和工具，那么宋代人、元代人如何制造瓷器将
永远不会被发现。”贺鼎发表了几篇关于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保
护的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在景德镇调研的理论成果。他发
现，当地陶瓷工匠、学者、店主对景德镇古瓷片的使用，编织
起了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并建构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一发
现引入注目。

传播文化遗产理念
文物保护不仅仅是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的事情。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保护文物的意识。肖倩倩在英国拉夫堡大学念完硕士
回国后，现在武汉的一家银行工作。“周末我常常约着朋友去黄
鹤楼等周边景点游玩，一有长假我也会去国内各景点游玩。我
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人，每当看到身边的游客有破坏文物
的行为，我就会前去阻止。”肖倩倩认为保护文物是每一个人都
能做到的很简单的事。
传播文物保护理念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宋壮壮现在北京四
中等 3 所中学开设了“我们聊建筑”的课程，在讲授建筑课程的
过程中也会通过一些方法让学生意识到 “保护文物、保护建
筑”的重要性。
“有时候我会带着学生去参观学校周边历史悠久的建筑。在
参观过程中，我也会向他们介绍一些保护建筑、保护文物的内
容。”宋壮壮还成立了一家叫做“帝都绘”的工作室，其公众号
以绘图方式介绍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多方面内容。“帝都
绘更多涉及的是北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物保护上，如
果能发挥名人的号召力，那么一定能够产生很积极的影响。”他
讲述了美国曾经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号召保护纽约火车站
的故事。他认为在传播文物保护思想方面，名人的号召力是不
可小觑的。贺鼎所在的爬山虎工作室组织了很多文物保护和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活动。翻看爬山虎公众号，一篇篇精心撰写
的有关文物保护的美文便映入眼帘。

探讨文物保护理论
像宋壮壮一样，看好新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的人不在
少数，但是专业的修复人员是否愿意引用新技术、新技术是否
适合我国文物的保护等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还需要学者进一
步研究并提供理论依据。文物作为历史遗留给人类的文化宝
藏，其保护的方式方法也应该慎重选择。
贺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并一直致力于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在他看来，如何做好文物保护，理论的研究
是非常必要的。贺鼎说：“文物保护观念上常常会出现一些矛
盾。”比如文物是应该单纯的保护，就像陈列在博物馆一样，还
是应该在使用中发挥其价值；文物的修复是应该‘修旧如旧’
还是应该保留每一次修复的痕迹、将修复也看作是文物自身的
历史，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在文物保护中，如何在矛盾的观
念中确定适合具体文物保护的方式尤为重要。
贺鼎对景德镇进行了四五年的研究，每年都会在景德镇住

推向世界责任重
海归人才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推广有着很大的帮
助，他们也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和使命。
李昱丽曾在瑞士酒店管理学院留学，回国后，她机
缘巧合地结识了创业合作伙伴，并一同创立了“海艺澜
馨 ： 牵 手 海 外·建 贵 州 ” 的 项 目 。 谈 及 创 立 项 目 的 初
衷，李昱丽坦言，想要打造一个专属于贵州文化特色的
国际性交流品牌。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也
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她说，
“ 但是传统艺术面临着很多问
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正在没落。这其中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比如传承的方式。很多传统艺术的传承是需
要口口相传的，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离开家乡寻求更好的发展，
愿意继续学习的人很少了。
”
“还有被迫商业化，” 李昱丽补充道：“有些传统艺
术为了迎合商业需要和市场需求，进行了一些改变，而
不够专业的改变会使原来的文化受到损害。”她认为，
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她创业的目的：“我们不仅要

宋壮壮 （右一） 带领北京四中的 20 多名学生
参观史家胡同博物馆，为学生讲解胡同和四合院
建筑及其保护。
标题图片 王金铭摄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林东毕业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归国后
选择在杭州创业。2016 年，以他为总工程师的
世界首台 3.4 兆瓦 LHD 林东模块大型海洋潮流能
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从国外到国内，林东
最终选择在杭州创业。如今回想起当时的选
择，林东没有丝毫后悔。
“有熟悉的人，有熟悉的环境，杭州的氛围
不比北上广差。”林东说，“我选择在杭州创业
也经过多方面的考虑。相比一线城市，二三线
城市的土地租金、用工成本等创业成本都比较
低。二三线城市凸显的海归创业优势也日趋明
显。”基于这些因素，林东在杭州打下了一片天
地。林东团队突破了海洋潮能发电设备大型
化、市场化的技术瓶颈，在杭州舟山拥有了自
己的广阔天地。
同样也选择在二三线城市打拼的王弘在辽
宁沈阳开办了弘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
用当地的资源，王弘做起了蛹虫草的生意。“我
是辽宁人，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看到蛹虫草
在当地粗放式生产，我就想找一个途径让蛹虫
草发挥更大的价值。”王弘说，“于是我就投身
农业，在家乡创办公司，开始了创业之旅。”面
对大部分农户仅仅靠出售蛹虫草谋生的情况，
王弘觉得用蛹虫草创业一定会有一番作为。
从育种到研发，王弘亲历亲为。从种植基
地到生产车间，王弘不断地向技术人员请教。

择在杭州创业可以说选对了地方。有了国家和
地方政策的双重保险，我们企业有了更足的劲
头。”让林东更感慨的是，在杭州服务窗口办理
业务时，服务人员对待创业的海归非常尊重。
他不由感叹：“所处环境真的能够影响到创业的
劲头。立足二三线城市也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创
业环境，让我们这些创业海归感到满足。”

王弘在种植基地查看蛹虫草的生长状况。

以独特的视角
参与文物保护

放弃一线城市
拥有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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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行业整体
克服信息缺乏
据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6）》 调查数据
显示，超过六成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创业。那里除
提供创业补贴和住房补贴、解决户口等优惠政策外，还设立了
一批创业孵化基地，使得海归在二三线城市创业有了更强大的
后盾。

去二三线城市创业

哪些潜力可以挖
骆孟成
王弘说，在家乡创业更不能马虎，因为一不小
心可能会造成损失。经过几年的摸索，王弘的
公司成功上市，在蛹虫草产品研发方面也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

选择二三线城市
机遇找上门来
王弘获得成功并不是巧合。在公司成立初
的几年里，王弘几乎是纯投入，没有回报。王
弘说：“多亏了国家的扶持政策使我的创业公司
发展得这么好。这几年国家对东北的农业不断
加大扶持力度，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计划。可
以说自己搭上了国家政策扶持的‘顺风车’。”
的确，在国家大力扶持海归创业的道路上，好
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林东也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在杭州创业
期间，他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支持。林东说：“选

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王弘对此毫不
避讳：“一些海归眼高手低。由于二三线城市缺
少整合海归人力资源的平台，企业找不到合适
的人才，只能等海归上门。然而部分海归眼高
手低，归国后不能适应现实状况。这些因素使
得二三线城市海归创业存在部分短板。”
不但缺少整合海归人力资源的平台，二三
线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丰富的信息。海归
到二三线城市创业，环境相对封闭，信息相对
匮乏。如果不放眼全球和所在产业的整体发展
前景，海归创业将是困难重重。
海归创业目的是与全球相关产业进行竞
争，虽然立足二三线城市发展，但仍需要开阔
的眼界，不能固步自封。林东说：“二三线城市
发展潜力不可忽视。在环境资源丰富程度以及
创业成本上都有较大的优势，但海归创业仍要
放眼世界，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胜利。”

图为济南城市风光。中国济南留学人员创业园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海归扎根。

有一个话题把海归迷住了——

如何把本土艺术推向世界
贾程琪

海归人才通过对传统艺术和现代工艺的结合和变
通，能够更好地发挥传统民族艺术的品牌效应，拓宽全
球市场，进而更好地保护和发扬艺术。
程诗仪表示：
“ 我们的项目，就是让设计师去做产品
研发，与手工艺人一同去完成产品的输出。在大家的观念
里，传统手工艺是一个繁复、枯燥、耗时长的工作，这使得
手工艺人投入的时间和收入并不平等。所以我们只让手
工艺人生产一个小部件，把小部件与成熟的商品结合，变
成产品，进而发展成一个品牌。随着品牌慢慢地被市场所
认可和需要，那些老的艺术自然也就传承下来了。”
李昱丽认为，把传统艺术的项目发展成品牌，是一
个必然的过程。她说道：“首先，我们是响应中共贵州
省委统战部的指导方针——打造一个专属于贵州的工作
新品牌；其次，打造一个专属于贵州的特色文化发展交
流平台，不仅可以宣传和推广当地的特色民族文化，也
可以树立民族自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把传统艺术
做成品牌，都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了解这些民族特色的文化，还要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对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来，这是我们的
责任也是义务。”

程诗仪 （左） 在山区进行传统手工艺的调
研，与传统手工艺人进行交流。

以现代设计思维帮助传统民艺延续下去。程诗仪认为，
“中西结合”非常有利于作品的创作。她坦言：“我在西
方学习到的创作思想和中国的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海归
设计师的思维加上民间传统艺术的工艺，二者结合起
来，能够让传统民艺在创新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中西结合”有优势
王悠然 （化名） 曾就读于米兰理工大学，学习设计
海归把中国传统艺术和国外艺术有机结合，使得他
专业，她认为：“把中国传统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结合
们有更大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发扬传统艺术。
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两种文化的结合和
程诗仪曾就读于英国伦敦艺术学院，学习纺织品材
碰撞会给我的艺术创作带来许多新的灵感，也很成功地
料设计。归国之后，她创立了“Craft+”国际民艺设计
拓宽了我的创作和推广的道路。能够把它们结合起来，
项目，致力于搭建新锐设计师与传统文化的艺术桥梁， 这对我的事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古今结合”做品牌

李昱丽 （右三） 在举办的活动中，与选拔出的
参与贵州传统艺术传播的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