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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宫里的年味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余冠辰摄

“隻立千古—— 《红楼梦》 文化展”现场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协办，国内 20 多家文博单位参
展。“展览筹备时间长达一年半，举全国之力、尽
全国所藏，希望能够推动 《红楼梦》 文化传播和
相关研究发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策展人
白云涛说，展览主题“隻立千古”来自梁启超的
评价：“以言夫小说，《红楼梦》 隻立千古，余皆
无足齿数”。虽然这只是个人看法，但也体现了
《红楼梦》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副策展人、内容设计向谦用“展品尽全，类
型尽广，学术尽工，展览尽心”来形容此次策
展。“我们把能搜集到的与 《红楼梦》 及其作者曹
雪芹相关的展品都尽力找到，对于一些有争议和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文物和内容，我们的宗旨是客
观呈现，让更多人参与思考和研究。”
展览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揭开一座文
化高峰的面纱”，主要以古籍陈列的方式梳理中国
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经典的创
作背景”，着重展现曹雪芹的家族和身世，陈列了
关于曹雪芹及其先祖的诸多文物。第三部分“不
朽的文学巨著”，以丰富的文物展品体现 《红楼
梦》 的表现题材、艺术形象、丰富记述。第四部
分“广泛的文化传播”，展示各种各样的 《红楼
梦》 版本、续本、译本，其中许多版本为首次公
开露面。第五部分“深远的文化影响”，展出与
《红楼梦》 有关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生活用
品，其中不乏珍贵的名家手稿、鲜见的报纸照
片、精美的绘画书法。第六部分“走向崇高深邃
的中华文化精神”，以中外对 《红楼梦》 的重要评
价来反映 《红楼梦》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
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

生动再现大观园盛景

参观者拍摄 《红楼梦》 画册

史静远摄

一株纤秀的仙草生长于嶙峋山石旁，诉说着
“木石前盟”的故事。这是清代画家改琦所绘 《红
楼梦》 图册之 《通灵宝石·绛珠仙草》，它陈列在
展厅入口处，把人带入曹雪芹笔下那个如梦如幻
的世界。
近日，“隻立千古—— 《红楼梦》 文化展”在
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 《红楼
梦》 主题展，汇集各类文物、文献、艺术品近 600
件套，全面展现了 《红楼梦》 的文化景观和深远
影响。

展品搜集尽全国所藏
“隻立千古—— 《红楼梦》 文化展”由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红
楼梦学会和北京曹雪芹学会提供学术支持，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

伴随着如泣如诉的古典乐曲，徜徉于展厅
中，亭台、假山、石桥、木窗映入眼帘，仿佛置
身于 《红楼梦》 中精美富丽的大观园。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设计师王宇洁介
绍，展厅设计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呈现大观园景
观，既有平面绘景与立体浮雕装饰，又有 VR 设备
让观众体验漫步在大观园的感觉。
除了园林景观，《红楼梦》 中描写的许多物件
也能在展览中找到对应的文物，如宝玉房里西洋
画风的仕女图，荣禧堂里的“古铜鼎”“墨龙大
画”“玻璃盆”，还有象牙诗酒令、珐琅铜暖锅、
盘绣花卉香袋、鼻烟壶、自鸣钟……通过这些展
品，观众能真切地感受到贾府中富贵闲雅的生活。
曹家鼎盛于任职江宁织造时，曹雪芹从小对
锦绣华服司空见惯，写作 《红楼梦》 时对人物服
饰着墨颇多。展厅内有几面大立柜，陈列着与原
著相呼应的十余套清代服饰，诉说着当时的奢华
绚丽。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
解其中味？”曹雪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创作出 《红
楼梦》？展览在表现 《红楼梦》 文化景观的同时，
也试图带领观众走近曹雪芹的生活。
展厅里有一间书房，根据北京西山“曹雪芹
故居”房间等比例复原而成。斑驳的墙壁上题写
着几组诗句，有学者认为这是曹雪芹所写，并据
此判断这座老屋为曹雪芹晚年居所。北京曹雪芹
学会秘书长王常永介绍，题壁诗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发现后被整体揭下，如今收藏在北京曹雪芹学
会，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题壁诗原件。

“芹溪”书箱也是来自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重要
展品。这对书箱原为北京市民张行家藏，其中一
个书箱盖上镌刻有“题芹溪处士句”。有学者考
订，“芹溪”即指曹雪芹，书箱左边箱门背面有一
首七言悼亡诗，或是芳卿为悼曹雪芹所写。

魏良炜

魏良炜摄

“四连击、九连击、挑战成功！”闻声望去，
只见一名小朋友在挑战快速拼填中国地图。他仅
用时 44 秒就完成了挑战，赢得观众连连赞叹。
在首都博物馆近日举行的“读城——探秘北

京城中轴线”展览开幕式上，精彩有趣的活动吸
引了许多人参与。展览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为
青少年量身定制学习性和互动性强的社教活动，
展出文物 22 件套，通过“溯·前世传奇”“探·大国
意蕴”“话·今生新姿”三个篇章，讲述了北京中
轴线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和多彩故事。
“妈妈，正阳门的俗称叫什么？”“现在的永定
门和原来一样吗？”在“读城问不停”问题墙前，
聚集了不少好奇发问的孩子。问题墙由多个写着
问题的方块组成，翻转方块便能看到答案。
在中轴线建筑模型展台边，有画板、画笔和
板擦，供孩子们临摹古建筑模型。展厅里还有电
子互动设备，让观众在趣味小游戏中了解北京中
轴线知识。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古建筑模型，知道了有关
这些建筑的知识，还临摹了古建筑，感觉非常有
意思。”7 岁的王梓涵小朋友开心地说。
来自北京八中、北京四中等学校的少年讲解
员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北京中轴线最南端
和最北端的建筑是什么？永定门是如何建成的？

本报电 （邹雅婷 任妍妍） 12 月 27 日，由故宫博物院、腾讯出
品，故宫出版社、腾讯新闻联合制作的视频节目 《故宫贺岁》 在故宫
博物院举行发布会。
作为 2020 年春节期间给公众献上的贺岁礼，《故宫贺岁》 视频节目
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线，1 月 1 日-29 日期间通过腾讯新闻、腾讯
视频播出，每周 1 集，每集时长 30 分钟，共推出 5 集。节目形式为主持
人与故宫博物院相关专家、参与节目的嘉宾一起在故宫探寻传统过大
年的习俗。
第一集 《乾隆的朋友圈》 讲述清代宫廷新年时最重要的宴会“重
华宫茶宴”，探讨有关君臣关系以及文人雅集的故事。第二集 《宫里的
团圆饭》 聚焦紫禁城乾隆时代的新年家宴。第三集 《最美的春节》 探
寻紫禁城里过年的礼制仪典和传统习俗。第四集 《节物寄情》 探问国
人以物寄情、以物达意、以物敬奉天地自然背后的文化背景与精神内
涵。第五集 《宫廷春晚》 揭秘皇帝的“春晚”有哪些玩法。
《故宫贺岁》 以探寻紫禁城春节习俗为入口，用当代人的眼光解读
传统文化，旨在打造“连接每个人的春节”，让公众对故宫文化和过大
年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向往。

展示多种红楼梦文创
《红楼梦》 到底有多红？从 200 多年来人们对
它的传抄、翻印、评论、研究以及在它基础上所
进行的各种艺术创作可以看出，这部经典巨著有
着多么伟大而不朽的艺术魅力。
展厅中有一面 11 米高的巨大书墙，陈列了近
400 件套与 《红楼梦》 有关的书籍，颇为壮观。清
人绘 《大观园图》《怡红夜宴图》、孙温绘 《全本
红楼梦》 等画作，反映了画家心中的红楼故事。
国 家 博 物 馆 藏 《大 观 园 图》 此 次 为 首 度 公 开 展
出。全图以蘅芜苑、凸碧山庄、蓼凤轩、凹晶
馆、牡丹亭等五处不同形式的建筑为中心，描绘
了湘云醉卧、四美垂钓、黛玉夺魁等 《红楼梦》
中脍炙人口的故事。
清代 《红楼梦太虚幻境图》 也是很有意思的
展品。它属于当时人们的娱乐用品，图中标注了
《红楼梦》 主要人物和地点，其玩法类似于现代的
升官游戏棋。
从年画到月份牌，从茶叶罐到热水瓶……一
系列 《红楼梦》 周边产品反映了文学名著走进大
众生活的点点滴滴。展厅里还设置了电子互动设
备，可以点播 36 种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包括
1944 年周璇演出的电影版、1987 年央视首播的电
视剧版、2017 年美国旧金山歌剧院上演的英文歌
剧版，还有越剧版、京剧版、京韵大鼓版等。
为配合此次展览，国博文创团队策划了系列
文创产品，如以黛玉、宝钗等 8 位女子为原型设计
的点心，根据“十二钗”形象制作的黄铜尺、书
签、钥匙扣等。
中国红楼梦学会执行秘书长何卫国介绍，展
览期间还将举办“红学”讲堂和相关学术研讨
会，对展览内容进行延伸和深化。

清代盘绣花卉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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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博新展解读北京中轴线

观众体验“读城问不停”问题墙

07

邹雅婷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轴线建筑功能有什么转变？
对这些问题，少年讲解员都能为观众一一解答。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将有关北京中轴
线的知识分享给观众，让观众从心底爱上北京
城。”来自北京八中的李悦然说。
开幕式当天，首博还与中国地图出版集团联
合举办“读城”地图之“图说中轴线”系列发布
活动和“祖国在我心中”国家版图教育互动活
动，让现场观众与古今北京、国家版图进行对
话，为“读城”项目注入更深刻的内涵。当晚，
在首博礼仪大堂上演中轴线话剧和“音乐里读
城”第二季钢琴演奏会，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观展
体验。
“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是继“追寻历史上的
北京城池”和“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之后推出
的“读城”系列第三期活动。展览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开幕，展期将持续一年。除了开幕式上的动
态展演外，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活动贯穿整个展
期之中，在寒暑假、重要节庆日等时段将推出丰
富多彩的互动参与活动。

故宫博物院供图

《故宫贺岁》 剧照

民间文学大系成果发布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 （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 自 2018 年初全面启动以
来，经全国 200 多位专家学者、多个地方工作团队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劳
动，目前第一批示范卷编纂成果已正式面世。12 月 25 日，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系出版
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
大系出版工程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实施，其主要任务是以客观、
科学、理性的态度，收集整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及理论方面的原创文
献，编纂出版 《大系》 大型文库，完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同
时开展一系列以中国民间文学为主题的社会宣传活动，促进全社会共
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推动民间文学知识普及与对外
交流传播。
首次推出的大系出版工程第一批示范卷成果包括 《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 神话·云南卷 （一）、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传说·吉林卷
（一）、故事·河南卷·平顶山分卷、歌谣·四川卷·汉族分卷、长诗·云南
卷 （一）、说唱·辽宁卷 （一）、小戏·湖南卷·影戏分卷、谚语·河北
卷、谜语·河南卷 （一）、俗语·江苏卷 （一）、理论 （2000-2018）·第
一卷 （总论），煌煌 12 卷本，1200 多万字，包含 300 余幅图片及音视频
资料。所收作品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原则编选，多
维度、全方位展现民间文学的历史风貌与新时代人文精神。
“大系”文库是有史以来记录民间文学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种
类最齐全、形式最多样、最具活态性的文库，书中以二维码形式链接
相关民间文学音视频，拓展了纸质书的内容维度，演示活态传承样
本。如“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中，读者可以通过视频欣赏赫
哲语说唱；“歌谣·四川卷·汉族分卷”中，读者可以听到古朴淳厚的四
川民间歌谣；“小戏·湖南卷·影戏分卷”建立了视频资料库，通过地域
腔调延续历史文脉。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大系出版工程首批示范卷成果图书捐赠仪式，
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代表接受了捐赠。

甘肃彩陶惊艳亮相国博
本 报 电 （亚 文） 由 中 国
国家博物馆联合甘肃省文物
局、甘肃省博物馆等十几家文
博单位举办的“国色初光——
甘肃彩陶艺术展”日前开幕。
展览共展出精美的史前彩陶 194
件 （套），涵盖甘肃彩陶各个历
史时期，其中许多彩陶是第一
次面向公众展出，反映了黄河
流域史前文明的辉煌灿烂。
距今约 8000 年前，渭河流
域的先民烧制出中国北方第一
批彩陶。此后，彩陶广泛出现
于黄河、辽河、长江等流域各
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而黄河上
游甘肃地区彩陶最为发达，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彩陶文化。甘
肃彩陶由兴起到衰落共延续了
5500 多年，绘写了一部华美绚
丽的彩陶发展史，在世界范围
漩涡纹尖底瓶，甘肃省博
内享有盛名。
物馆藏
国博供图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
单元“黄土下的彩色世界”主
要表现甘肃彩陶的文化背景。第二单元“笔画与色调的奏鸣”按照时
代顺序介绍甘肃彩陶各个文化的主要纹饰及演变规律。第三单元“大
自然的生命组歌”通过具象纹饰展示自然界中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及
主要生物纹饰的特征与变化规律。第四单元“精神的家园”将各文化
阶段与人们精神生活有关的彩陶纹饰集中起来，分类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