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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南通博物苑像个花园，绿树成荫，花开得
正盛。再看，南通博物苑很难用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
去诠释，它采用独特的苑囿式设计，是植物园、动物
园、自然馆，又是科技馆、天文馆，似乎找不到可以
概括的名称。

南通博物苑作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由爱国
实业家张謇于 1905 年创办，目前已有 110 多年的历
史。张謇不仅创办了博物馆，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
论，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的“博物馆之父”。

推行现代教育

张謇创办博物苑，跟 1903年到日本的考察不无关
系。那次，他对日本的实业和教育进行了为期 70天的
考察，作为学校教育之补充的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回国后，张謇希望国家办博物馆，并于
1905 年上书光绪帝，撰写了 《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
帝室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在北
京建立集博物、图书为一体的博览馆，进而推行到各
省、府、州、县。

在上书的同时，张謇在家乡南通也身体力行，创
办地方博物馆。1905 年，他购地 35 亩，移荒冢千座，
建设博物苑。除了率先捐出自己全部所藏，还动员朋
友积极捐赠。1907 年，他刊印了 《通州博物馆敬征通
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广泛征集藏
品。“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而昭然近列于耳目之
前”——这是他的馆藏理想。他希望“收藏故家，出
其所珍，与众共守”。但私立博物馆毕竟财力有限，于
是他将重点放在了地方文物征集上，并亲自题写匾
额：“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
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
拓本为断。”

博物馆的建馆理念在张謇的两份奏折里已有清晰
的呈现。他认为办博物馆要有六个方面：建筑，即选
址、面积、容量等；陈列，博物馆应该分部陈列，立
表编号；管理，要专门修订章程，遵照章程管理；模
型，所有古代宫室器物，现在见不到的要征集图画书
籍，然后还原当时的模型；采辑，即文物征集工作；
表彰，对捐献文物的人要给予表彰。

南通博物苑正是按照上述理念进行建造，藏品分
为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部，主要展馆有南馆、
中馆、北馆，户外还养殖珍禽、种植花木。1910年末，
博物苑已初具规模，张謇写下了七律《营博物苑》以表心
迹：“濠南苑囿郁璘彬，风物骈骈与岁新。证史匪今三代
古，尊华是主五洲宾。能容草木差池味，亦注虫鱼磊
落人。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

再现历史风貌

南馆是最早建设的展馆之一，典型的西式洋房建
筑风格，张謇将其命名为“博物馆”，二楼月台挂着他
亲笔题写的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
之名”。这是他的办馆宗旨，辅助学校教育，普及科学
文化知识。以前的南馆是博物苑的主馆，藏品主要为
自然类。1938 年，日军侵占南通，博物苑受到严重破
坏，藏品大部分被毁。幸有张謇组织编印的 《南通博
物苑品目》，可以了解当时的陈列情况。现在的南馆经
过重新布置，力图恢复建馆时的样貌。在一楼，可以
看到一些动植物标本陈列，如蝴蝶、山羊等标本，二
楼是历史、艺术藏品的陈列，如瓷器、雕刻品等。

南馆的馆藏中有一件值得称道的藏品，这便是博
物苑石额，原本是建筑表门上的横额。表门为牌坊
式，原址在东馆东南侧通往苑内的道路上。刻石为青
灰色大理石，正面用端庄的楷体镌以“博物苑”三
字。背面有一段文字：“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购并地二
十九家，凡三十五亩有奇。越岁丙午，苑馆测候室
成，搜集中外动植矿工之物，乡里金石，先辈文笔，
资我学子察识物理。”简述了南通博物苑建馆的过程及
愿景。“博物苑”和题记皆为张謇题写。

博物苑石额正反面 本报记者 尹晓宇摄

南馆对面便是中馆，是南通博物苑最早的建
筑，始称测候所。原为三间中式平房，屋顶中央设
露天平台，放置气象仪器，是南通最早的以现代科
学方法观测气象的建筑设施。测候所迁走后加盖二
层尖顶小楼，改称中馆，用以陈列金石。目前中馆
的陈列亦是如此。

北馆目前正在整修，未来将按博物苑早年的功
能定位进行恢复建设，楼上陈列金石书画，楼下陈
列鲸骨等化石标本。

博物苑内种植着不少花木，并附有铭牌介绍。
比如药坛，坛内种植的药材均为本地所产，铭牌上
标明这种药材在全国的产地以及功效，起到科普作
用。再如国秀坛，不单是植物、石材的展示，也是
园林艺术的呈现。中部以太湖石陈列为主，坛周围
置有不同地貌的石材。坛中设计了一座凉亭，名曰

“国秀亭”，周边种植了不同品种的竹子。
“苑囿式的设计在当时的认知和定位都是领先

的，特别是以教育为主的功能认识，在现代博物馆
界都具有指导意义。”南通博物苑苑长杜嘉乐说，南
通博物苑当时免费开放，参观者换取观览证之后即
可入内，参观完毕后将证件收回，既实现了教化功
能，又便于统计参观人数。

展示地域文化

张謇的故居——濠南别业现在也是博物苑的一
部分。它建于 1914年，主楼是一座英式建筑，由南通
籍著名建筑师孙支厦设计。1926年，张謇在此与世长
辞。现在这处寓所是张謇实业救国毕生经历的展厅。

2005 年，南通博物苑百年华诞之际，博物苑又

添一座现代化新馆，由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担纲设
计。目前新馆主要展示反映南通历史和地域文化的文
物及苑藏精品。

作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长年展出
“江海古韵——南通的古代文明”“馆珍遗韵——南通
博物苑精品文物展”“巨鲸天韵——江海鲸类生物资源
专题陈列”“跋涉百年——南通博物苑历史展”“中国
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等基本陈列。

“江海古韵——南通的古代文明”以南通地区保存
下来的文物为主，展示了南通历史、文化、生活的发
展脉络及风土人情。“馆珍遗韵——南通博物苑精品文
物展”从馆藏文物中遴选出包括玉器、珐琅器、陶器
等在内的132件珍品进行展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国宝
级文物——越窑青瓷皮囊式壶。这把壶的制作年代为
晚唐至五代，1973 年出土于南通市区人防工地。壶通
体着淡青绿色釉，壶身左右两侧和腹部各有一条凸起
的线，提梁下端与壶体连接处做成相对的龙首形，提
梁和壶身多处适当的位置压印了圆珠纹。皮囊式壶是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用器，越窑为何烧制了一把
这种器型的壶，而且发掘至今仍是孤品，其中之谜一
直未解。

“巨鲸天韵——江海鲸类生物资源专题陈列”主要
展示鲸类标本，介绍了中国鲸的种类、特征和习性以
及博物苑对鲸类动物的关注和研究。此外，还通过300
余件自然标本展示了江海南通的海洋多样性生态。

百年沧桑，南通博物苑风物骈骈与岁新。目前，
南通博物苑藏品约5万件，每年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

“国玉出昆山，西巡竹纪年。中原王母迹，献玉贺
平安。”郭沫若《西王母献玉》诗中提到的昆山之玉即
新疆和田玉。和田美玉久负盛名，有白色、青色、黄
色、黑色四种基本色调，其中以白如凝脂的羊脂白玉
最为贵重。中国人历来喜爱美玉，能工巧匠们将玉石
雕琢成各式礼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

新疆玉雕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1947 年出生的
回族手工艺家马进贵，从事玉雕业50多年。从1964年
进入新疆玉雕厂起，他先后师从上海名家林知文、北
京工艺大家柳朝国、蒋通等，继承了北派宫廷玉雕之
长，又吸收了海派玉雕的精致、细腻。

经多年钻研与试验，马进贵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玉
器“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金银错”采用白玉、青
白玉、碧玉、墨玉、水晶等原料制作，错金银丝，再
以其他宝石镶嵌。在具体选材搭配上，白玉、青白玉
错金丝，嵌红、蓝天然宝石；碧玉、墨玉错银丝，嵌
松石、珊瑚、青金石等天然宝石。白玉、青白玉主色
调为浅色，配以浓艳的红、蓝宝石及金丝、金片显得
雍容典雅。玉石的温润色调与耀眼的金属光泽云霞相

映，熠熠生辉。碧玉、墨玉颜色深，配银丝及不透明
宝石，更显稳重端庄。深色玉器上嵌银白色纹饰，色
差感强烈，犹如雪域天山夜幕中的点点繁星，璀璨夺
目。“金银错”器物上的纹饰多为西域传统的西番莲
纹、卷草纹、几何纹等组合，器形造型也突出了西域
民族特色，富有精致优雅的伊斯兰文化韵味。

近年来，马进贵主攻“金银错”嵌宝石工艺，融
合了南北雕刻艺术精髓及伊斯兰格调，形成了独树一
帜的西域玉雕风格，被誉为当今新疆“金银错”第一
人。其“金银错”玉雕作品，力求突出中国传统造型
特征，并饰以伊斯兰特色花纹图案，把玉质的洁白、
宝石的艳丽、金丝的灿烂、器形的优美、纹饰的流畅
巧妙结合在一起。马进贵创作的薄胎器皿作品，在薄
胎之上又嵌入金丝、金片、宝石，加工难度大大提
高，体现了高超纯熟的技艺。

2018 年初，马进贵先生因病去世。作为新疆第一
代玉雕传人，他带出徒弟数百人，其中很多都掌握了
他的“金银错”技艺，他们是目前新疆玉雕行业的中
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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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雕漆人在一块朱红的漆板上用画笔轻轻描出
荷花的轮廓，然后用小刻刀沿着轮廓精雕细琢。桌子一
旁，陈列着一只已经制作完成的椭圆形雕漆盒，盒盖上
雕刻着一朵栩栩如生的向日葵。听说完成这样一件作品
需要刻9000多刀，并且不能有丝毫失误，观众们发出了
啧啧惊叹。

近日，201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收官
之作“第二届‘老北京非遗趴——燕京有八绝’”在国
家图书馆举行。通过现场讲解、互动参与、网络直播等
生动的形式，刷新了观众对非遗的印象。

所谓“燕京八绝”，指的是景泰蓝制作技艺、雕漆技
艺、金漆镶嵌髹 （xiū） 饰技艺、北京宫毯织造技艺、京
绣、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北京玉雕、象牙雕刻八大工艺
门类。它们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开
创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成为宫廷技艺的典范。当
今时代，如何传承振兴以“燕京八绝”为代表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让它们更好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相关学者和
传承人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根植文化传统
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向俄罗斯总统普京颁授“友谊

勋章”，向世界传达中国爱好和平、愿与各国团结发展的
心愿。作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程淑美参与设
计制作了勋章花瓣上的花丝等部分。她说：“授予‘和平
勋章’是国家大事，花丝镶嵌技术能为祖国外交做贡
献，我很自豪。”

以“燕京八绝”为代表的传统技艺流传至今，已成
为中国文化的闪亮“名片”。

程淑美在现场展示了一件改进过的累丝提梁罐，这
是用银丝打造的一种精美器物，原物收藏于故宫博物
院。她在前人制作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提梁的部分，增
加了弧度，并在花丝设计上增加了粗丝和细丝的对比
度，使这件作品看起来更加立体。程淑美说，即使干了
50 多年，仍然走在学习的路上，没有前人留下的经验，
创新就无从谈起。

从 2005年起，金漆镶嵌髹饰技艺传承人万紫带领一
群年轻匠人，原样复制了300多件从战国到明清的顶级漆
器精品。这些漆器的原件大多散落在国外各个博物馆。
万紫认为，这个过程就是挖掘、恢复、传承中国传统工
艺的过程。“不同时代的作品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我们由
此可以更加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漆器文化，学习古人们
精湛的技术。”

培育非遗传人
在活动现场的拍照区，陈设着一辆炫酷的雕漆哈雷

摩托车，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合影。它的制作者是“80后”
雕漆和核雕技艺传承人马宁。

马宁从小跟爷爷学习核雕技艺，后来师从雕漆工艺
大师文乾刚。他对雕漆技艺进行了不少创新，制作了一
系列时尚而又贴近当代人生活的雕漆工艺品。

“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人，在于手艺人的匠心和他们对
工艺的追求。”玉雕传承人杨根连说。从爷爷到他，杨家
几代人一生都在琢玉，“真正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孜孜不
倦地做手艺。”

除了家传技艺，面向社会的传承和人才培养是必不可
少的。李静所在的北京珐琅厂，有很多大专院校毕业的年
轻人从事这个行业。李静非常注重对徒弟们言传身教，
从掐丝到配色，有些东西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她就会亲
自示范，手把手地教。李静现在带的徒弟中有 5 名聋哑
人，“他们接受过特殊成人教育，有文化基础，学习很踏
实，同时作为年轻人又充满激情和干劲，是可塑之才”。

走进大众生活
为了能让观众动手体验“燕京八绝”的魅力，活动

现场设置了宫毯、京绣、雕漆技艺体验坊，并有专业人
士答疑解惑。活动还在北京时间、花椒、快手等网络平
台直播，观看人次达到800多万，网友反响热烈。

此次活动的策划人、主持人黄静表示，增加公众的
关注和了解，对于非遗传承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活动
直接拉近了观众与非遗传承人的距离，让他们在有趣的
氛围中了解非遗项目。

“‘燕京八绝’是宫廷艺术的代表，是传统工艺精
美极致的典范，过去普通百姓接触不到。现在不同了，
应该让传统工艺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实现生活的艺术
化，艺术的生活化。”手艺网总裁常会学说。

在京绣体验区，很多精美的服饰、手包上都采用了
京绣元素，将时尚与传统工艺有机结合。“我们近期还推
出了一款高级商务笔记本，封面采用了京绣装饰。”京绣
传承人田丽介绍。

除了制作一些创新的漆器作品、实用物件，马宁还
开通了微信公号，分享漆器知识，教大家识别、使用漆
器。他经常在工作时进行直播，让观众直观地感受雕漆
的制作流程。

据李静介绍，2012 年北京市珐琅厂承建了国内首座
景泰蓝艺术博物馆，观众可以免费参观馆内的手工艺制
作车间和大师工作室，欣赏各个时期的景泰蓝精品。博
物馆还设有可以互动的多功能电子媒介，集趣味性和知
识性一体。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需要社会各界日积月累、润物无
声的付出与努力。通过交流互动，加深了大众对非遗的
了解，对手艺人也会有所启发。”黄静说。

张謇故居——濠南别业 本报记者 尹晓宇摄张謇故居——濠南别业 本报记者 尹晓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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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老北京非遗趴”

赏“燕京八绝” 传非遗技艺

□田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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