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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的人，对什刹海附近的恭王府景区大
概不会陌生。恭王府始建于清代乾隆晚期，距今
约240余年，是目前北京保存最完整且唯一向社会
开放的清代王府古建筑群，2012年被评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但很多人不知道，恭王府也是文化
和旅游部下属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自 2008年全面
开放以来，恭王府博物馆致力于打造文化和旅游
有机融合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机构，近三年每年都
迎来约400万人次参观。

建筑端丽秀雅

走进恭王府，你一定会被这端丽秀雅的古建
筑群深深打动。恭王府占地面积约 6.1 万平方米，
格局为前府邸、后花园，建筑形制多样，结合了
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与南北方民居建筑的特色。“作
为遗址类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最大的藏品就是
王府建筑本身，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冯乃恩对本报记者说。

从乾隆朝的和孝公主府及和珅宅第，到嘉
庆、道光朝的庆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
恭亲王府，这座建筑见证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
鼎盛以及逐步走向衰败灭亡的过程，因此有“一
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之说。

大戏楼、西洋门和后罩楼堪称恭王府建筑
“三绝”。大戏楼建于同治年间 （1862-1874），建
筑面积 685 平方米，采用三卷勾连搭全封闭式结
构，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全封闭式清代戏楼。室内
棚顶悬挂着20盏大宫灯，青砖地面上摆放着20套
八仙桌与太师椅，高约1米的戏台上方挂着“赏心
乐事”金字黑匾。戏台两侧大柱、四壁与顶部绘
满缠枝藤萝，营造出绿叶森森、紫花盛开的景
象，使人有在紫藤架下看戏的感觉。

大戏楼的声音效果尤其值得称道。为了保证
声音逼真，戏台下掏空后放置多口大缸，增大了
共鸣混响空间，让观众无需借助任何传声工具，
在戏楼里的任一位置都能清晰听到演员的演唱。
1988 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期间，曾到
恭王府大戏楼欣赏王府音乐，在近两小时的演出
中，李光耀先生对演出效果赞叹不已。

西洋门是恭王府花园的正门，由汉白玉雕
砌，形制仿圆明园大法海园门，呈西洋拱式风
格。这是恭王府内唯一的西式建筑，为恭亲王奕
所建，体现了奕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技术
挽救清朝之意。

后罩楼位于府邸和花园的衔接处，东西长达
189米，是国内王府类建筑中最长的楼。后罩楼西
端的 5间房称为“水法楼”，这里有国内唯一的室
内园林景观遗存。两个楼层之间去除楼板，将亭
台楼阁和假山溪流等搬进屋内，颇具雅韵。

锡晋斋也是恭王府中别具特色的建筑。它曾
是和珅住所，当时称“嘉乐堂”，在庆王和恭亲王
时称“庆宜堂”，到小恭王溥伟时，因斋内存有晋
代大文人陆机手书 《平复贴》，改称“锡晋斋”。

殿堂内装饰有两层金丝楠木仙楼，名贵的金丝楠
木千年不腐，木作工艺精美绝伦，奢华程度堪比
故宫宁寿宫。小恭王溥伟对锡晋斋十分喜爱，曾
在仙楼北部四面楠木墙上题写春夏秋冬四季诗。

藏品皆有故事

1937 年以后，恭王府成为辅仁大学校舍，私

属宅园时代结束。新中国成立后，恭王府曾先后
作为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
学院等单位的教学和办公场所。历经多年的搬迁
腾退及修缮工作，2008 年，恭王府终于以完整的
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溥伟将府中珍宝几乎变卖殆尽，恭王府
留下的旧藏很少。目前，恭王府博物馆藏品大约有
5 万多件套，主要有明清家具、溥心畬书画、近年回
流的王府旧藏以及一些现当代艺术品和非遗作品。

溥心畬 （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
字心畬） 是奕次孙，自幼饱读诗书，20 世纪 30
年代画名已与张大千、吴湖帆比肩。1949 年，溥
心畬出海舟山，远居台湾。恭王府博物馆收藏的
溥心畬书画作品共计34组60件，是1989年由溥心
畬生前好友万公潜捐赠的。这些书画表现了溥心
畬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情感，也见证了溥心畬与万
公潜的交往故事。

“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大概有 200 多件恭王
府旧藏分散在世界各地。其中最著名的陆机 《平
复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冯乃恩介绍说。

近年回流的恭王府旧藏中，清康熙郎窑红荸

荠瓶、白玉鸟形对盒和苍龙教子纹盖瓶堪称精
品。这几件藏品均是根据 《纽约一九三三 AAA 恭
亲王竞卖》 图录购得，造型典雅，工艺精巧，具
有较高价值。

福字碑是恭王府中一件重要的文物。它位于
花园假山秘云洞内，根据康熙皇帝的御笔刻成。
康熙帝书法造诣颇深，但很少题字，此“福”字
据传是他为孝庄太后祈福所题，苍劲有力，构思
巧妙，可分解为“多田多子多才多寿”，有“天下
第一福”之誉。

除了福字碑，恭王府内还有多福轩、蝠池、
蝠厅等，许多建筑上也都以蝠纹装饰，体现了恭
王府主人对福文化的推崇。如今，恭王府博物馆
将福文化发扬、拓展，依据福字碑等文物推出一
系列富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很受欢迎。

文旅融合创新

“一般的博物馆主要以物质性藏品为馆藏资
源，但恭王府的文化遗产除了建筑、藏品等实物
外，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冯乃恩说，

“我们要打造活态文化空间，让建筑遗址成为流淌
着血脉的生动文化载体。”

以王府文化为核心，恭王府博物馆策划了一
系列常设展览，包括主题展和复原陈列展。主题
展都与恭王府历史、文化相关，如清代王府文化
展、恭王府历史沿革展、恭王府与红楼梦专题
展、恭王府修缮实录展等。复原陈列展则是根据
历史档案、老照片等复原一些殿堂内的陈设，展
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恭王府的风貌。

恭王府博物馆还与国内外博物馆合作，举办
一些与王府文化有关联的特展。今年 9 月开幕的

“17-21世纪丹麦王公贵族织绣品展”，即与丹麦菲
德烈堡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在清代王府内展示
丹麦王室用品，形成别开生面的中西文化对话。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保护基地，恭
王府博物馆经常举办非遗方面的展览，如“广作
华章——广绣历史文化与传承展”“绩续——夏布
技艺传承与文化生活展”等。除了静态展示，还
推出一系列精彩的品牌活动。每年“文化遗产
日”期间，恭王府举行“非遗演出季”，邀请名家
在大戏楼表演昆剧、古琴、南音等。“锦绣中华”
非遗服饰秀用时尚的方式展示非遗在现代服饰中
的应用。恭王府博物馆还配合二十四节气举办

“春分祈福”“中秋寄唱”等活动。
2011 年起，历史上名动京城的“海棠雅集”

重现恭王府。诗词名家齐聚府中，吟诵唱和，弘
扬传统文化，歌咏时代新风。“海棠雅集”至今已成
功举办八届，由叶嘉莹先生担任“海棠诗社”社长。

“当前国家倡导文旅融合，恭王府博物馆在这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冯乃恩说，“我们将
充分研究、挖掘王府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参观过
程中的文化含量，打造富有影响力的文化 IP 和内
涵化、品质化、生活化的文创产品，让观众把恭
王府的特色文化带回家。”

据媒体报道，国内多家高校博物
馆近日收到教育部下发的 《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管理工作的
意见》，该意见对高校博物馆建设提出
多项要求，其中“突出陈列展览的真
实性和知识性”备受舆论关注。

这让人想起不久前某高校博物馆
涉嫌展览假文物的新闻。当时舆情在
网上发酵得很快，在一片质疑声中，
涉事博物馆暂时关闭。现在教育部发
文明确指出展览真实性问题，不管与
此事有没有直接关联，都将对高校博物
馆当前存在的一些乱象起到纠偏作用。

8年前，国家文物局、教育部联合
发布 《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
展的通知》，提出“把增加博物馆的数
量与提高质量结合起来，当前尤其要
在提高质量上狠下工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建立博
物馆，这本来是好事，但并非每座博
物馆都在质量上狠下工夫，建馆水平
参差不齐。时隔8年，教育部再度发文，
体现了对高校博物馆的重视。文件的
重点从“建设与发展”转向了“管理”，针
对这些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
放矢地进行指导和规范。比如“避免藏
品简单拼凑展览、铺张浪费等现象”

“避免不顾实际和盲目追求建设规模的
现象”“解决博物馆经费来源单一问
题”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意见》还明确了高校博物馆
要遵守 《博物馆条例》《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馆藏文物出入
库规范》《馆藏文物登录规范》等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意见》 强调“突出特色，做好规划设计”，这一条抓住了
高校博物馆建设的关键。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在于收藏、展示，
高校博物馆与一般的公共博物馆不同，应立足高校自身资源，
突出自己的特色。之前那所高校博物馆陷入赝品风波，很重要
的原因是该校以理工科见长，缺乏文博资源的积累和文物鉴别
力量，博物馆藏品却以古代历史文物为主，与学校的资源特色
不符。管理方面可能也存在漏洞，对藏品质量把关不到位。文
物鉴定是很专业的事情，这一方面需要高校本身具有鉴别力，
一方面还需要加强与社会各方面协作，获得外界尤其是监管部
门、行业协会的指导。

文物真实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科学合理地布展，还
要想办法使高校博物馆走出高校，为社会大众服务。上述哪一
条也离不开人才，需要用人才来做好收藏、策划展览，设计传
播路径，在防止假文物入藏的同时，提高真文物的展览质量。
不过，人才的聚集和发挥作用，非短期能实现，这也说明一个
好的高校博物馆做不到一蹴而就。

今年9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因高质量
的藏品、展览和互动体验而成为新晋“网红”。浙大本身就拥有
一支高学术水平、高策展能力的团队，博物馆的筹备时间还是
长达10年之久。高校博物馆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不断积
累、久久为功。唯有做好内容、练好内功，高校博物馆才能真
正发挥出涵养文化、促进教学与研究的作用。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据 《白麟坂邓氏宗谱》 记载，元
末明初，邓氏先人从江西迁至安徽，“世为怀 （怀宁） 之耕读民”。
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为清代书法、篆刻大家。他的书法作品“苍
古奇伟，雅健妙丽”，与馆阁体的“柔媚甜俗”截然不同。邓石如以
闲章“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自勉，处世极有原则。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现代著名美学家、美术史家、艺术理论
家，与同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并称为“南宗北邓”。邓以蛰一生淡
泊名利，从不以权威自居。他曾居住的北京四合院中，悬挂着“松
风水月”四个大字。邓以蛰以此横幅提醒自己与家人，为人当如松
风那样清朗，似水月那般明洁。由于亲身经历清朝腐败、军阀混
战、列强欺凌的时代，邓以蛰一生最大的期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
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当时尚未成年的邓稼先：“稼儿，为了祖
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

在父亲邓以蛰的严格管教下，邓稼先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全面
的文化基础。他苦读英文，钻研数学，阅读莫泊桑、屠格涅夫、陀
思妥耶夫斯基等海外名家小说，也背诵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朋友曾问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邓以蛰为何让儿子读传统经典，他说：

“我不过是要让小孩知道一下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
好处。”

邓以蛰一方面对邓稼先的学业要求严格，另一方面又强调释放
孩子的天性。他曾给妻子王淑蠲写信说：“我们是小孩子的亲爱的父
母，并不是他们的阎王。”在这种宽严相济、严而不苛的家庭教育之
下，邓稼先养成了灵敏好学而又诚恳踏实的品性。有一次，他和同
学们玩耍时将学校的窗玻璃打坏了，被老师罚站。放学后，挨罚的
其他同学都走光了，只有他一直规规矩矩地站着，直到他得知姐姐
邓仲先将玻璃赔款付清后，才跟着姐姐回家。

中学时期，邓稼先的思想逐渐成熟，对于时事有自己的思考。
他告诉弟弟邓槜先：“屠格涅夫的《罗婷》里有一句话，‘不要做语言的
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句话说得真好。”邓稼先认为，当时的中国若想
从列强的欺压中解放出来，只有依靠中华儿女脚踏实地的奋斗。

1948年，邓稼先考入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只
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6岁，人称“娃
娃博士”。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他就从洛杉矶回国，自此走
上专业报国之路。

1958年，邓稼先开始参与核弹研制工作。尽管工作繁忙，邓稼
先仍对孩子的教育十分关心。1977年到1978年间，邓稼先因工作需
要在北京逗留3个月，他抓紧机会陪孩子们学习了一段时间。有一阵
子，邓稼先家所在的大院晚上放露天电影，人声嘈杂，女儿典典无
法专心学习，邓稼先便在纸上写下陶渊明的 《饮酒》 诗。典典很快
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个人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要具备“心远
地自偏”的专注精神。

回溯邓稼先的一生，他不仅践行了“胸有方心”“松风水月”的
家族精神，更以其“忠诚纯正”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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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的活态文化空间

来北京一定要去看看恭王府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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