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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沪苏浙皖四地博物馆人“讲故事”

拥有这些文创产品，幸福感提升了
晨报记者 陆乙尔 詹 皓

进博物馆， 如今已成为普通

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人们对于博

物馆文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博

物馆人的眼界、思路也随之大开，

出现了 “将博物馆带回家”“让文

物活起来”这样的新理念，博物馆

文创事业也开始腾飞。 从最早卖

纪念品、画册之类的小卖部，到出

售文物复制品， 最后有了专门的

博物馆商店， 博物馆还出现了文

创部门，有了文创开发资金，也有

了 IP 授权、跨界合作等等，这两

年更是与电商合作， 参与直播带

货等。

在第三届长三角文博会现

场，各大博物馆一如既往地成为

最吸引人的展区 ，主题 、款式丰

富的产品让人恨不得把它们都

买回家 。昨天 ，在上海报业集团

的新闻晨报周到直播间，晨报记

者詹皓与长三角沪苏浙皖四地

的博物馆文创负责人，一起聊了

聊“文创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上

海博物馆文创中心副主任冯炜，

南京博物院文创部博雅汇办公

室杨君君，中国文物学会文创发

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博

物馆文创专家吴越宇与安徽博

物院副院长徐大珍，在直播间与

大家分享了各自博物馆的文创

开发亮点，讲述了文创产品背后

的故事。

几位嘉宾表示， 博物馆文创

理应承担起社会责任，走入社区、

走入商圈， 融入老百姓生活的方

方面面，提升生活品质，满足精神

需求 。“艺术生活化 ， 生活艺术

化”，这是博物馆人的使命。

直播间里，徐大珍介绍，安徽博物

院的文创产品系列繁多，如徽风皖韵系

列、文房四宝系列、女画家潘玉良系列

等。她尤其推荐文房四宝，因为宣纸、徽

墨、歙砚、宣笔都是安徽独一无二的特

色。比如现场的徽墨套装就十分吸睛，

因为它将安徽两张文化名片结合在了

一起，套装盒盖刻着“包拯家训”四个

大字，套装里面则是徽墨。

“这样的文创产品适合送礼，很雅

致，也很有教育意义。”徐大珍说道。

南京博物院一直是南京旅游的必

打卡地。杨君君介绍，南京博物院主要

围绕江苏地域文明来开发文创产品，比

如楚汉文化、六朝文化、民国文化，每个

文化都形成了一个系列。

在直播间，杨君君特别介绍了以南

博特展馆展示的“湖绿地墨彩加粉花鸟

纹荷花缸”等瓷器为灵感的大雅斋系列

文创产品。这一系列产品有文具、纺织

用品、布艺产品，直播间现场能看到荷

花缸的复刻缩小版，还有提取了瓷器秋

葵花图案的口罩、卡牌挂绳等非常实用

的产品。

浙州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

之一，吴越宇介绍，浙江省博物馆在研

发文创产品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要符合

市场需求，因此当时设计第一批文创产

品时没有用镇馆之宝，而是用了清代董

邦达的西湖十景图。据吴越宇介绍，西

湖十景系列每个景都有一百多款产

品，比如她带来的“花港观鱼”杯

垫，除了将图作为背景，还将图

中鱼的元素用在了小女孩的

衣服和发夹上。

除了西湖十景图系列，吴越宇还带

来了以浙博国宝宁波十里红妆万工轿

为灵感的“十里红妆喜字”系列，“有一

百多款产品，包括首饰包、床上用品等，

单单首饰包就有桃红、玫红、正红三种

红色款，方便搭配。”

1996年，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开

新馆之后就有了商店，那时候还是出售

以仿制品为主，上博的文创产品研发，

以“系列化、品牌化、艺术化、经典化”

为宗旨，青花瓷、百花图系列等文创产

品都十分受欢迎。

这两年，除了日常产品外，上博一

直在为特展研发系列产品，比如之前的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主题的系列产品受

到追捧；此次，上博把根据今年 5 月举

行的“江南展”开发的文创产品带到了

文博会现场。“我们做的是有海派文化

特色的江南文创产品。”冯炜说道。她带

来的以文徵明《江南春词意图卷》为灵

感来源的文创产品，为直播间增添了一

抹“春色”，雅致的香囊，放在案头或者

随身佩戴都可以。茶具的设计也埋了很

多小巧思，托盘以江南扇形窗格为灵感

来源，茶壶盖子像一座拱桥，仿佛把人

带回了烟雨江南。

这一次，上博还在文博会现场预售

新的文创产品，比如融入了青铜纹的

“牛年”主题交通卡。冯炜透露，这是可

以走遍 280 个城市的全国通用交通卡，

开幕当天预售 1000 套，很快就售罄了。

在武康大楼 30?空间“看莫奈”

晨报记者 陆乙尔

在第三届长三角文博会 7.2 场

馆 A-07 展位，上海报业集团以“文

创启航、智领未来”为主题，通过常

设展览+活动的形式， 打造 500 平

方米的沉浸式未来观感空间，设置

直播间 、洽谈室 、活动区等功能区

域，将内容、服务、技术环节融入不

同的场景中，展现从传统媒体深化

媒体融合发展、迈向智媒体未来的

发展趋势 。 展厅的设计从内容集

成、技术触达、服务升级切入，运用

虚拟主持人、 阿尔法蛋机器人、VR

技术、 妙手写作 AI 作诗、 互动魔

墙 、 电子留言墙等装置和互动设

备，通过海上文创、元聚听书、珍品

书籍展示等内容，开展线上直播和

现场销售活动。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是上海报

业集团旗下一家多元化、生态型文

化产业集团，在此次长三角文博会

上海报业集团展区，上海新华发行

集团多元的参展元素精彩呈现，包

括新华文创+LILY 项目、新华成长

空间展示、 明珠美术馆 VR 展览项

目、外滩一号莫奈《日出·印象》、临

港科创、“新华红色经典”珍品书籍

展示等。 武康大楼 30?空间将围绕

“上海×世界”“上海×品牌”“上海×

文艺”三大系列主题，依托“新华文

创” 品牌在空间管理方面的优势，

携手未来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APAX

Group，打造四季常新的 “海派文

化”城市橱窗。现场，在武康大

楼 30°空间展台，近期热门的

莫奈《日出·印象》展览和“以

花之名”当代艺术群展通过

视频形式为观众带来身临

其境般的体验。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旗

下明珠美术馆的经典展览

“慕夏”和“风景与书：明珠美

术馆两周年庆典展” 也通过 VR 技

术再次呈现。依托“文化赋能产业”

战略理念，新华文创携手 LILY 商务

时装，推出“好运年年”齐白石新年

系列，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时尚

结合，用时装致敬经典艺术，是深化

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尝试。

为了突出此次参展的 “可交易

性”服务特点，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将

其自主知识产权营运品牌 “新华成

长空间”的洽谈室也带到了现场。新

华成长空间以 “空间即服务” 为理

念， 为入驻文创企业提供全产业链

服务， 通过集团文化服务和园区资

源，搭建“优势资源对接优质企业”

的国际化共享发展平台 ， 侧重文

化+商业社群建设， 在书香与艺术

的陪伴中， 完成平台与企业的共同

成长。

作为传承自 1937 年延安新华

书店的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始终不忘

血液中的红色基因， 致力于经典传

承与传播， 从各种途径收藏了多本

经典图书的珍贵版本进行展示，包

括 1872 年马克思著德文版 《资本

论 》、1998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原版

初印《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特

制精装纪念珍藏版、 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出版 《首版中译本共产

党宣言》 珍藏本等共计 8 本红色经

典书籍。

图片 / 晨报记者 陆乙尔 詹 皓

制图 / 潘文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