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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五月，又是一年。“国际博物馆日”再次如

期而至。回顾近年来我国文博事业，既有多元多彩

的立体发展，又有独树一帜的创意呈现。博物馆文

创已然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新宠”，故宫口红、颐

和园雪糕……各式博物馆文创产品层出不穷，甚至

一度占据微博热搜榜单。博物馆，这个曾经有些严

肃和高冷的概念，随着一件件“网红”文创的诞生，

以一种暖而俏皮的形式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爆款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诞生，不仅能在客流上反

哺其依托地，更能让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受到更多

关注。乘着大好形势，以吉林省博物院和伪满皇宫博

物院为代表的吉林文博单位，近年来加大研发力度，

挖掘自身特点，推出了一批有吉林特色的文创产品。

依托院藏展品依托院藏展品 挖掘历史内涵挖掘历史内涵

如果说文物承载着历史记忆，那么博物馆文创

就是让历史变得可亲可触。

不同于一般文创产品，博物馆文创具有独特的

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每一件博物馆文创产品必然

要展示出所依托博物馆的鲜明特色。

众所周知，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曾任吉林省博

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前身）副馆长，在他任职期间，不

仅为该馆征集了许多国宝，更将自己所珍藏的大量书

画珍品捐赠给省博物馆。如今，省博物院专门开辟“张

伯驹馆”以展示其中藏品。也正是基于此，我省博物

院的书画收藏在全国省级博物馆（院）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位置，而院里也充分把握住这一特色，于2019年

冬季推出了一大批以书画为主题的文创产品。

“我院藏有著名书画家张大千的许多珍贵作

品，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了‘墨彩大千’系列文创产

品。”省博物院文创服务中心主任杨贵峰介绍说。

省博物院“南张北溥”书画特展在不久前开展，其中

展出了张大千多幅难得一见的作品。“我们根据这

些画作的特色研发出了不同类别的文创产品，从背

包、画册到明信片，各种受欢迎的款式都有，让观众

在欣赏展览之余也能带走一份特别的纪念品。”杨

贵峰说。记者到馆采访当天遇到的朱女士母子就

是在参观完“南张北溥”书画特展后专门来选购相

关文创产品的，“像文件夹、纸胶带这种文具都是孩

子平时可以用到的，而且这些文创产品也能加深他

对展览的印象和记忆。”朱女士说。

作为长春地标之一，伪满皇宫博物院承载着一段

特殊的历史记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的文创产品

中，以溥仪设计的艺术字“魁星点斗”为主题的系列产

品特别受人喜爱。据伪满皇宫博物院文创产品销售主

管刘佳琦介绍，以此为主要元素设计出了很多产品，像

雨伞、充电宝、马克杯、笔记本都是销量不错的产品。

深耕地域文化深耕地域文化 注入红色基因注入红色基因

历史活动的发生离不开地域环境因素，承载着历

史记忆的博物馆文创必然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我省地理位置独特，有长白山、松花江等风景名

胜，是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

省博物院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中，体现出了

很强的地域特点，比如省博物院冰雪题材的陶瓷制品、

伪满皇宫博物院具有满族特色的宫廷娃娃等。“冰雪

是我省一张极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名片，在2019年第

四届吉林雪博会上，我们围绕雪乡、长白山风光等推

出了一系冰雪题材的文创产品，不仅受到游客的喜爱，

也得到了全国各类博物馆的好评。”杨贵峰表示。

作为东北抗联的主要战场，吉林有着深入骨髓

的红色基因，两家博物馆中更是常设相关展览。在

省博物院研发的文创产品中，东北抗日联军系列纪

念产品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抗联水杯、英雄人

物书签、红星文化衫、仿真煤油灯……这一系列文

创产品在多年前就已研发出来，根据观众的需要，

近几年也不断进行升级。展览让人们在回顾抗战

岁月的同时向英雄致敬，而这些充满创意的文创产

品则在细微处将抗联精神传承下去。

好看又实用好看又实用 可以带回家的可以带回家的““文物文物””

“最受人们欢迎的还是具有实用性的产品。”省

博物院的文创产品销售人员介绍说。

在两家博物馆文创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产品以

实用为主，这也是吉林博物馆文创能够持续发展的

重要原因。

伪满皇宫博物院新近推出的“五汁饮”清甜可

口，备受游客喜爱。别看它单价不高，确是实打实

的“溥仪同款”。据刘佳琦介绍，这款饮品是查证了

《伪满皇宫秘录》《爱新觉罗·溥仪传》《我的前半生》

等众多历史文献后，研发出的“溥仪版”五汁饮。漫

步在伪满皇宫博物院中，畅饮溥仪同款饮品，这样

独特的体验很受人们推崇。而这款以苹果、甘蔗等

多种香甜蔬果为原料的文创饮品，更是以其美妙的

口味迷倒了很多“90后”“00后”。

背包、抱枕、短袖、项链、文件夹、书签、纸巾、冰箱

贴……省博物院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人挑花了眼。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已经有几千种了，可以说涵盖

了各类生活用品。”杨贵峰说。根据观众的喜好和文

物的审美价值，省博物院的每一次文创设计都是经过

多重把关后确定的。一件文物是否适合进行文创设

计，适合设计成哪些产品，都有严格的考量。比如院

藏的许湘《花鸟图》，颜色清新淡雅而又不失活泼，构

图上突出主体，功于剪裁。针对这件藏品，省博物院

推出了包、丝巾、冰箱贴等20余件文创产品。

这些充满创意的文创产品让文物“走出”橱窗，

“走进”百姓生活。而在销售渠道上，两家博物馆也

打破原有固定思维，开辟出新道路。

在省博物院中，几台文创产品自动售货机前常有

观众驻足，最常让人流连的就是纸雕灯售货机。纸雕

灯的设计原型为省博物院收藏的《文姬归汉图》与《树

下听泉图》，观众购买的都是纸雕灯半成品。看着自

动售货机中360度展示的精美成品，总有人跃跃欲试，

按下购买键，期待来一场心与手的对话。

伪满皇宫博物院作为我省重要的旅游景区，其

文创产品也颇受游客喜爱。为方便广大游客购买

产品，伪满皇宫博物院特别上线了“伪满皇宫微

店”，为游客打造了轻松的出游氛围。游览之余，人

们在线上就可以选购产品，送货到家。

博物馆文创就像游览温习，让人们在观展后更深

刻地把内容印在心中；博物馆文创也像预览，让还没

进入博物馆的人燃起兴趣，一看究竟。如今，博物馆

文创已经成为博物馆重要的一部分，人们把它买回家，

或者使用、或者随身携带、或者摆放观看，把博物馆的

印象留在心里，把文物背后的历史记在脑中，把特色

旅游推介给身边人。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把把把把““““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博物馆””””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聚焦我省博物馆文创

本报记者 裴雨虹

由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创排的吉剧《小村故事》于

2019年11月3日首登舞台后，得到了广大戏迷的喜爱。

在长春连演6场后，又马不停蹄，先后走进四平、公主

岭等地的多所学校，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这部得到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扶贫”剧目，能够受到不同职业、

不同年龄观众群体的喜爱，离不开演员精彩的表现，

更离不开对故事内核的精准把握与呈现。

2018年初，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打算创排一部扶贫

题材的吉剧剧目。纵观全国戏剧舞台，以扶贫为创作

主题的剧目并不少见，如何能在众多作品中占有独特

位置成了《小村故事》创作之初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琢磨，我们广泛听取专家建

议，最终决定创作一部现代轻喜剧，充分发挥吉剧特

色。”省戏曲剧院党委书记罗成金介绍道。

故事是一部剧目好看与否的关键。创作《小村

故事》的灵魂人物——编剧和导演，分别由国家一

级编剧冯延飞和国家一级导演李文国担任。一位

是善于描写农村生活的编剧，一位是有着丰富东北

地方戏剧排演经验的导演，再加上一个优秀的省直

文艺院团，这个实力强劲的团队决定将落足点放在

一座小山村里，从小山村看向全省、看向全国。

脱贫攻坚是一项全国性、历史性的工程，而吉

剧《小村故事》抓住的是“小”的动人之处——一个8

户人家的自然屯、一位年轻热情的基层党员干部、

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邻里小事，却足够真实、足

够感染人。在这个小山村小人物的故事中，观众们

看到的是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改头换面后的农村

生活以及脱贫攻坚的坚定决心。

有了好的故事，表现方式则决定着能否抓住观

众的眼球。吉剧脱胎于二人转，自然而然地承袭了

其曲艺性、歌舞性和戏剧性，更有着得天独厚的趣

味性。“戏剧不是教科书和文件，要让观众在感觉到

‘好看’的同时受到启迪。”李文国认为，《小村故事》

要在保证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基础上表达主题，潜移

默化地影响观众。

具有农民画特色的“形象种子”贯穿全剧，让

《小村故事》的歌舞性更强，也让这部剧一开篇便充

满东北风情。“强调地域特色，才能长久延续地方剧

种的生命力。”李文国说，《小村故事》将主要戏剧冲

突延伸到细致的问题上，通过东北人天然的幽默

感，对这部剧进行喜剧化的处理。“敢问领导，此次

扶贫给钱还是送物？”“送物搬我家去。”“给钱直接

扫码。”……在演员精湛的表演中，观众时常会因剧

中诙谐的细节而送上笑声和掌声。

《小村故事》没有避讳农村残留的陋习，如实

反映了扶贫干部在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也真实展现了农民渴望脱贫的心愿。从年轻扶贫

干部李巧莲发现村里的党员不作为、村民好吃懒

做，到临时党小组成立，再到党员发挥作用带动全

村致富，整个过程看起来并不复杂，却充满艰辛，

这也正是很多扶贫干部工作情况的缩影。因为有

了这些扶贫干部的默默付出，才使这场脱贫攻坚

战曙光在前，胜利在望。

本报讯（王赫）为了让职工在读书中学会

思考，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创造佳绩，

日前，松原电力工程总公司工会组织开展了“阅

读能致远、书香能修身”读书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公司职工将读书活动与创

建学习型企业相结合，广泛发动职工参与到活

动中来，充分利用职工书屋开展读书活动，在

认真阅读学习的基础上，畅谈自己对生活、对

人生的切身感悟，实现自己在学习中感悟，在

感悟中净化、升华的境界，营造了“知识就是效

益，读书就有收益”的良好读书学习氛围。

此次读书活动的开展，职工利用闲暇时

间多读书、读好书，明确读书的意义和目的，

以书为伴，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并将学习读

书的心得体会转化做好工作的思路、方法和

措施，使生活和工作在“书香”中沁染。

阅读能致远 书香能修身

提起任林举，很多人都会想起《粮道》。2014年，《粮道》

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又获吉林省长白山文艺

奖、君子兰文艺奖等。近年来，任林举主要从事散文、纪实文

学及文学评论的创作，长篇散文《玉米大地》获长白山文艺奖、

吉林省精品图书奖，散文《西塘的心思》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

《此心此念》获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

从《玉米大地》《粮道》到《贡米》和《此心此念》，任林举

的创作总是浸着“回忆”的底色，围绕着“土地”“农民”与“庄

稼”徐徐展开。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都很

熟悉、了解，也有很深的理解和思考，所以最初的写作就从

‘三农’入手。后来，文学界以及自己都觉得我对‘三农’问

题介入得深，有了很好的开掘和写作基础，就把这方面的题

材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学支撑。可能关注得越多，思考越深，

在这个领域里走笔越轻松、自如一些，也属于轻车熟路吧。”

本期“对话阅读推广人”，记者专访著名作家任林举，请

他畅谈“阅读”与“写作”带给他的精彩人生。

任林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松

漠往事》《上帝的蓖麻》《时间的形态》《此心此念》等著作10

余部，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

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

等。

记者：您在《家住大泽西》一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童年和
成长环境，并写到了“着力看书和教育子女的母亲”，与大家
分享一下您童年时期关于阅读的故事吧。

任林举：我的童年是一个物质和知识都很贫乏的时代，

不但吃穿有问题，书籍也很少。特别是在农村，能够看到的

书籍就更是少得可怜。一个村子里大概也就有那么十几本

书传来传去地看。父亲是村子里的业余说书人，每年冬天

都有很多村民聚集到我家里来听父亲说书。自己村子里的

书“说”完了，就去另一个村子里去借，或用自己手里的书与

对方互换。人有时很奇怪，越是没有书可看，越觉得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方设法要找点什么看。有一年，父母

都因为有农活儿脱不开身，派我去8公里外的舅舅家借

书。我那年大概12岁，为了一本书，要一个人穿过一大片

草原，去另外一个村庄。

记者：近年来，您创作《粮道》《玉米大地》《贡米》《此心
此念》等多部关注“三农”的作品，是什么动力或原因让您一
直坚持聚焦“三农”？

任林举：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农民的实际情

况都很熟悉、了解，也有很深的理解和思考，所以最初的写

作就从“三农”入手。后来，文学界以及自己都觉得我对“三

农”问题介入得深，有了很好的开掘和写作基础，就把这方

面的题材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学支撑。可能关注得越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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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的“溥仪老爷车”模型

▲

省博物院推出的抗联主题水杯

考越深，在这个领域里走笔越轻松、自

如一些，也属于轻车熟路吧。其实，这

个领域并不是我的全部，在我所有的作

品中大约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记者：您近年主要从事散文、纪实
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创作。平时，您最喜
欢阅读的文学体裁也是散文吗？您觉
得在阅读中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什么？

任林举：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文学艺

术形式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所

以除了对散文和纪实文学的高度关注，

对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我也比较感兴趣，

并作为一种爱好一直保持着阅读和探

究。比如对小说、诗歌的阅读和少量创

作，对绘画、摄影和音乐的长期关注等，

都作为一种修养或滋养反映到我的创

作中来。文学，不管以哪种形式体现，

最终都将是一个作家的综合素质和内

在世界的体现。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

蕴涵于文字之中的人和人的情感、体

悟、境界、情怀和灵魂。

记者：近期您正在创作一部反映吉
林省脱贫攻坚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在
两个月的过程中走访了10余个扶贫开
发重点贫困县，收获了大量一手资料。
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您有什么体会？最
想通过这部作品传达出什么？

任林举：这部作品主要以乡镇以下

干部、群众以及驻村工作队为书写对

象，通过各类曲折、复杂的扶贫故事，反

映了扶贫攻坚给农村基层组织带来的

冲击和检验，也反映了农村经济、政治

和人文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扶贫干部给

农村工作带去的新观念、新思路、新方

法和新气象。

过去，国家没有明确提出扶贫攻

坚，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分配等很

多问题都隐藏在暗处，“草色遥看近却

无”，很难搞得清楚。现在，这件事变成

了一个国家工程，村民的生活通过一些

公开、透明的督查、第三方测评等程序，

让原来的很多问题，可以直接呈现在公

众视野。作品通过一些典型事件或典

型人物，以及各种人物、力量的交叉或

交锋，体现了各种身份的人之间人性

的、文化的、观念的、境界的、情感的、制

度的影响、冲突和融合。

记者：作为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在
下一步工作中，您想如何推动全民阅读？

任林举：推动全民阅读，首先要解

决一个阅读的兴趣和积极性问题，有一

些成年人并不是把阅读当作乐趣或提

升自己的渠道，而是将阅读当作一种负

担和累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过程

中要有意识地引领，改变人们对阅读的

认识和感觉。通过有针对性的讲座、推

介、互动交流等活动激发人们的阅读兴

趣。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开展

阅读者个体“诊断”活动，确定一些阅读

者的知识、精神需求，根据个人需求有

针对性地推荐书籍，指导阅读，进而有

效推动读者个人素养、精神境界和知识

水平的提升。

开栏语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有事、有人、有
情。由于文艺作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近年
来，脱贫攻坚成为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之
一。我省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获
得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作
品，包括影视剧、舞台剧、文学作品、歌曲等各
种形式。本版特别开设“‘艺’起脱贫”专栏，
将选取其中的优秀作品进行逐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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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剧《小村故事》：

以小见大，讲好扶贫故事
本报记者 裴雨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