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6 月 30 日，由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
馆与建川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一条大河波
浪宽——新中国70周年民间记忆展”在四
川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开展。展览
从民间记忆的角度，以小见大，以点见
面，反映了新中国70年的伟大成就与人民
生活的巨大变化。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建
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听他讲述自己收藏
文物、建设博物馆的故事以及对文博行业
的思考。

文物是还原历史的像素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
樊建川：我从小就对收藏感兴趣。

1964 年的一张幼儿园成绩单我一直收着。
9岁的时候，我父亲被关“牛棚”，他让我
把批他的大字报揭下来给他看，看完后我
都收起来了，还有当时的像章、红袖章、
毛主席语录等。我还找我爸的老战友要他
们的老军帽、挎包、武装带、奖章，这些
东西我都喜欢。当知青时的工分本、奖状
我也保存得很好。真正大规模的收藏始于
20世纪90年代全民大搬家时期，旧货市场
上能买到大捆大捆的东西。我曾经拉着一
车的镜子、水杯到农村去，以新换旧，收
了好多有旧日痕迹的生活用品。

记者：您收藏文物的理念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我觉得数量很重要。文

物是还原历史的像素，数量大，像素高，
历史的面貌就比较清晰，细节就比较丰
富。你是 10万像素，我是 100万像素，哪
个呈现的历史更清楚、更完整？建川博物
馆现在已经有1000余万件藏品，在这样的
收藏规模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建各种门类
的博物馆。

第二是反映历史变迁和重要节点。比
如香港特区选举首任行政长官的选票，汶
川地震时温家宝总理看的军用地图、第一
艘开进映秀的冲锋舟，今年 3 月四川凉山
木里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战士的军装。

第三是传承有序。我收东西会“盯着
收”，去一些老革命、老将军家里，从他们的
后人那儿得到许多传承下来的珍贵文物。

我们博物馆有几句话阐释了我们的主

张：“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
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
承，收藏民俗”。

70年像一条
波澜壮阔的大河

记者：不久前在建川博物馆开展的
“新中国70周年民间记忆展”，它的主题是
如何确定的？展览中有哪些重要的文物？

樊建川：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这70年我活了62年，约90%。70年风云激
荡，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感恩者，我想办
一个展览来记录这 70 年。从 1949 年至
2019年，一年作为一个展览单元，一年提
炼一个年度主题，依次回顾和展示这70年
走过的峥嵘岁月。主标题“一条大河波浪
宽”是一句很有代表性的歌词，它带给人
一种温暖、大气的感觉。我们知道，一条
大河在奔向大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
多阻碍和曲折。我们的70年也是这样，有
过困难，有过挫折，波澜壮阔，跌宕起
伏，但不管什么都阻挡不了它奔流入海的
进程。

这次展览展出了近3000幅历史图片和
2200件文物，其中包括开国将军王宗槐的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任乃强
手绘巴塘至拉萨路线图、解放西藏纪念章
模具、“建设国防”瓦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缪云台的日记等15件国家一级文物。

以博物馆聚落
带动产业发展

记者：博物馆要维持收支平衡是比较
难的，尤其是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非国有
博物馆，生存更加不易。而建川博物馆已
经实现盈利，这是怎么做到的？收入主要
来自哪些方面？

樊建川：在建馆之初，我就考虑到它
的生存问题。博物馆在社会功能上是巨
人，在经济效益上却是侏儒，我必须让它
有自我造血的能力，才能健康、长久地生存
下去。因此我打造了一个博物馆聚落，形

成规模效应，并把配套的商业设施建设好。
收入大概有这么几个板块：门票是最

主要的，其次是传统的服务业，餐厅、茶
馆、旅舍等。还有文创，T 恤、挎包这些
都很受欢迎，博物馆里还卖我演唱歌曲的
光盘，在外地已经出现盗版了。我们还做

“博物馆提供商”，利用自己的经验，为别人
提供建设博物馆和陈列展览的咨询服务。

记者：在非国有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
方面，您有哪些经验？

樊建川：第一要有规模，要做成聚
落，把多个博物馆聚在一起，把博物馆相
关的商业聚在一起。让人去了能看一整
天，他才愿意去。

第二是低票价，这是我的一个法宝。
2005 年建川博物馆刚开馆的时候有 7 个
馆，票价是 60 元。现在我们这里有 32 个
场馆，票价还是不变，平均折合每个场馆
不到2元钱，性价比很高。

第三展品一定要好、要丰富。建川博
物馆里有一句标语：“我们不说话，让文
物说话。”文物是我们的当家本领。我们
在使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时比较克
制，不能让它喧宾夺主。

第四要把题材选好，做第一不做一
流。建川博物馆的抗战主题馆是第一，抗
震救灾馆也是第一，只有做到独一无二，
才能吸引观众。

此外，要跟当地的旅游文化产业结
合，跟老百姓的致富结合，这样就能获得
地方政府和周边民众的支持。

建设博物馆是时代的机遇

记者：您曾说有生之年想建 100 个博
物馆，现在看来目标可以实现吗？

樊建川：现在已经建成的博物馆近50
个，分布在成都、重庆、宜宾等地。另外
50 个也基本上有眉目了，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目标可以完成。我们现在是国内规模

最大的非国有博物馆，如果建成 100 个，
那应该是世界最大的了。建川博物馆的发
展是伟大时代的见证，是我们国家制度优
越性的体现。

我经常跟人说，不是我能干，是中国
共产党厉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
放厉害。在我18岁最能干活的时候，一天
从早干到晚，只能挣 8 分钱。如果不是改
革开放，不是时代赋予个人的机遇，我怎
么可能建成几十个博物馆？1976年我开始
收藏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樊建
川，你好好收藏，以后可以建博物馆。”
我绝对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这几十年的
发展超乎我们的想象，让我们能做成原来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早已签订遗嘱，身
后把所有的博物馆都捐给政府，希望这些
文化遗产和历史见证能永久地保存、传承
下去。

与樊建川交谈，你一定会被他的热情和
幽默打动。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但他依然思
维活跃、精力充沛，谈起博物馆和收藏，能
兴致勃勃地聊上两三个小时。打开樊建川的
微博和抖音账号，你能看到“猪坚强”的近
况，也能看到他为建川博物馆新出的文创产
品“带货”。在没有任何“刷榜”的情况下，
樊建川的微博粉丝数量已达到 314 万，只比

“国家博物馆”的粉丝数少了 20 万。从 2005
年开馆至今，“建川”已成为文博界独具特色
的品牌，它的成功，值得许多博物馆从业者
思考和借鉴。

根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目前非国
有博物馆数量已超过 1600家，占全国博物馆
总数 （5354 家） 近三成。非国有博物馆已是
中国博物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
上千家非国有博物馆中，被国家文物局评定
为一级、二级、三级的只有几十家。多而不
精，是民间力量兴办博物馆的现状。在许多
国有博物馆尚需依靠财政支持才能生存的情
况下，非国有博物馆如何才能办得精彩、办
得长久？

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单霁翔曾说，好的
博物馆要让观众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不管博物馆的大小和功能如何，对观众的吸
引力始终是博物馆的生命力所在。“挖啥呢”
微信公号创始人奚牧凉写过一篇文章，盘点
国内外独辟蹊径、富有趣味和人情味的博物
馆。不论是日本的方便面博物馆、拉面博物
馆，还是台湾宜兰守护眷村文化的兰阳博物
馆、北京反映胡同文化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都能够吸引人、打动人，成为当地具有特色
的文化景观。

在樊建川看来，博物馆和书店、酒吧、
电影院一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将逛博物馆作
为休闲、旅游的一种方式。非国有博物馆可
以在“好玩”上动脑筋、下功夫，凸显自身
特色，与国有博物馆形成差异。上海玻璃博
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等
非国有博物馆，因为独特的主题、生动的展
陈、有趣的体验而受到观众欢迎。博物馆应
该有多副面孔，既有“高大上”的文化艺术
殿堂，又不能少了接地气、与民同乐的专题
馆、特色馆。

不过，非国有博物馆在追求亲民、有趣的
同时，也不能失去专业性。博物馆不是游乐
馆、道具馆，文物展陈始终是博物馆的根本，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有噱头无实物、夸张扭曲史
实……这些忽悠人的套路绝不可取。

此外，“玩转”新媒体也是当代博物馆运
营者必备的技能。即便是故宫、国博等“自
带流量”的博物馆，都很重视运用新媒体手
段宣传推广，更何况知名度较小的非国有博
物馆。樊建川每天都会发几十条原创微博，
以个人的影响力为建川博物馆带来更多关
注。如今，国家出台了不少支持非国有博物
馆的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
用。希望更多异彩纷呈的非国有博物馆不断
涌现出来，也希望它们走得更稳、更远。

“亲爱的爸爸，我终生听着您的教导
要弘扬渗透敦煌的文化艺术。今天清华艺
术博物馆举办了‘花开敦煌’父女作品展，
我们又相见了！”88岁高龄的常沙娜拿着一
支黑色记号笔，在以敦煌花卉图案为底纹
的签名墙上，一笔一画写下她的心声。

近日，“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
娜父女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
幕。展厅中，常沙娜手挽敦煌研究院院长
赵声良，在一幅幅艺术作品和旧日报纸文
件前驻足，追忆父亲与自己的点点滴滴。

常书鸿出生于浙江杭州，1927年赴法
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
学习油画，1943 年毅
然决定到敦煌安家落
户，是第一任敦煌文
物研究所 （敦煌研究
院前身） 所长，直到
1982 年 才 调 回 北 京 。
常沙娜 13 岁时来到敦
煌 ， 17 岁 赴 美 留 学 ，
归 国 后 在 清 华 大 学 、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
教 。 受 父 亲 的 影 响 ，
她多年致力于敦煌艺
术教育与推广。1946
年春天，为了宣传敦
煌艺术，常书鸿和 15
岁的常沙娜在兰州举
办 “ 常 书 鸿 父 女 画

展”。73年后，他们的200多件作品在清华
大学重聚。

展览第一部分“远方的呼唤”以图文
并茂的方式回顾了常书鸿辗转于巴黎、北
京、昆明、重庆、敦煌的经历。深红色的
展墙衬托着绚丽多彩的画作，给人强烈的
视觉冲击。常书鸿1947年创作的油画《敦
煌农民》 中，身穿蓝衣、头戴白帽的农民
坐在暖黄的田埂上，造型朴实敦厚，用笔
简练而精微，常书鸿对这片土地敏锐的观
察和真挚的感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敦煌工作的几十年间，常书鸿积极
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
学术文章，并临摹了大量壁画。此次展览
展出了莫高窟北魏第254窟《萨埵那舍身饲
虎》、第 257 窟《九色鹿本生故事》、西魏第
285 窟《苦修图》等临摹精品。和这些作品
挂在一起的是常沙娜的临摹作品，西魏第
288 窟《说法图》、中唐第 159 窟《文殊菩萨
图》《普贤菩萨图》等，规模宏大、层次丰富，
它们都是由常沙娜在 13 岁至 17 岁间完
成，展现出她过人的艺术天赋。

展览第二部分“不忘初心”呈现了常
沙娜根据敦煌壁画所整理、创作的装饰

图、服饰手稿、设计作品等。一款和平鸽
丝巾上，洁白的小鸽子穿梭于石窟藻井的
纹饰间，这是常沙娜为第一届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的国礼。如果说常书
鸿是敦煌的“守护神”，常沙娜更像是洞
窟的“解密人”。1951 年，她被破格聘为
清华大学营建系助教，在林徽因的指导
下，将古典壁画中的精美图案萃取出来，
尝试将它们融入现代艺术作品中。常沙娜
指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的照片说：

“我在设计方案里运用了敦煌的莲花图
案，建筑师和我说，虽然好看，但不实
用。于是我连夜加班修改设计，把设计和
功能、材料结合起来。”展出的水粉画稿
中，花卉样式与通气口、照明灯巧妙结
合，外圈的小圆灯呈现出项链般的装饰效
果，兼具美观与实用性。

第三部分“敦煌之花”主要展示常沙
娜的花卉创作。第四部分“新丝绸之路”
展出了江南织造府研究所“花开敦煌”系
列服饰、丝巾、钱包等产品，体现了民族
品牌的传承与创新。策展人黄炫梓说，常
沙娜是生活美学的大师，她把莫高窟中的
图案拆解开来，将敦煌艺术元素融入我们
的生活中。这也呼应了今天文化产业的发
展，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好的创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说，
此次展览的主旨是“守护与传承”，希望
它能引发当代人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
传统文化，“展期恰逢暑假，让青少年通
过展览感受前辈的精神和品格，这是高校
博物馆应尽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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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博物馆可以在“好玩”
上动脑筋、下功夫，凸显自身特
色，与国有博物馆形成差异

韩国游客在成都川菜博物馆体验烹饪
网络图片

樊建川：让历史的像素更清晰
□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文物是还原历史的像素，数量大，像素高，历史的面貌
就比较清晰，细节就比较丰富

•70年风云激荡，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感恩者，我想办一
个展览来记录这70年

两代艺术家 一生敦煌情

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重聚清华
□ 周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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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向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介绍展品 周 缘摄

俯瞰建川博物馆聚落

观众参观“一条大河波浪宽——新中
国70周年民间记忆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