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4日，四川“文博+传
媒”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四

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物局及4家省
内重要博物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当前全省大力推进文化强省
旅游强省建设背景下，文博与传媒
“牵手”，将积极探索文博、文传、文创
的创新融合发展新路径，共同构建全
新立体的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并
把目光放诸全球视野，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丰富瑰丽巴
蜀文化。

文旅融合背景下
构建全新立体文化传播体系

“今天的签约，应该说是‘恋爱’的
结果。这场‘恋爱’，在3年前就开始
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文
物局局长王毅透露，2016年底“丝路
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
绸之路文物特展”在成都博物馆举
行。对成都来说，这次展览在规模、展
品质量等方面都前所未有。此外，通
过传播的深度介入，展览还获得了极
大的关注，“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传媒与

文博深度融合带来的强大力量。”
王毅介绍，四川文物数量、等级、

价值均居全国第一方阵。此前我省举
办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并出台一系
列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发展建设相关举
措，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四川文博事业发
展也将迎来新的契机。“文物已从过去
单纯的保护，走向创新利用，也需要我
们用新的思路来进行新的思考。”王毅
说，此次签约，文博资源与媒体资源进
行多元整合，构建全新的传播体系，能
够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在全省“一核五带”文旅发展布局
的“一核”中，成都承载着重要的使命
任务。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成都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周万生介
绍，成都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博物
馆数量居全国前列。通过此次签约，
将进一步积极探索文物价值传播推
广，共同打造立体化传播平台，增强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推动
成都建设全省文旅经济发展核心区。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编辑陈岚表示，“文物以纪之，声明
以发之”，文博圈的这句“行话”表明，
文化遗存、文博事业与川报集团这样

的“记录者”“宣传员”有着历史的天然
联系。在省委宣传部和相关部门的大
力指导支持下，借鉴国际知名传媒集
团发展经验，去年以来，川报集团与文
博系统频频碰撞，合作不少，火花不
小。此次签约，将多方紧密合作的迫
切意愿上升到战略层面，以更好地探
索文博与传媒跨界融合新路径，创新
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推进四川、成
都文博事业全媒体传播，共同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建立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开展文博专业培训，把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的实践落到品牌上、项目上。

目光放诸全球
展示灿烂、独特巴蜀文明

作为此次合作的重要落地项目之
一，古蜀文明数字文物全球巡展也正
式揭晓。该巡展将通过文化与科技融
合，让海外观众多维度、零距离欣赏文
物全貌，感知古蜀文明，拓宽对外文化
交流渠道，探索国际文化产业合作联
动新模式，推动国际文明互鉴。

据介绍，根据计划，首批全球巡展
将于今年下半年在英国、法国和丹麦
举行，包括：在伦敦举办“古蜀文明之

光”数字展览，实景再现四川瑰丽的文
化宝藏；在巴黎举办“文明的对话”文
化研讨会，邀请国内古蜀文明专家学
者与法国考古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对
话；在哥本哈根开办古蜀文创集市，实
现文化“走出去”向“卖出去”的转变。

此外巡展还将依托川报集团智媒
体技术，开发“VR全景线上展馆”，使
观众用手机便能全方位、无死角地观
看展览，让国宝“开口说话”；启动“非
一般的四川宝贝”全媒体营销战略，以

“器形之美”“历史价值”“发掘故事”等
方式向世界进行展示。同时，还将以
四川文物“走出去”为契机，搭建中西
方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与国外知名博
物馆达成合作，推动国外优秀展览和
文创IP落地四川。

积极推动巴蜀文化走出去，迈向
全球视野，也正是此次“文博+传媒”合
作的重要内容。王毅说，此次合作，也
正是一次积极的开放、融合的尝试，将
开创四川文博一个全新的时代。

“今天，不仅要让金沙从地下到地
上，更要让其像太阳神鸟一样飞到天
上、飞向世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党总支书记朱章义说。

四川日报记者 吴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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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四川“文博+传媒”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四川博物院
院长盛建武说：“等了好久终于等
到今天，本来心跳就有点快，现在
心跳得更快了。”他进一步解释说，

“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三九
大”囊括了四川极具特色的生态、
文化资源，文旅融合有很多文化内
涵需要解读。

谈及这次文博与传媒的合作，他
十分期待：“我们需要媒体好好解读

‘三九大’的文化内涵，讲好博物馆文
物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博
物馆。”

无论是“蜀宝进京”系列展览让
全国各地的观众熟知蜀地国宝，还是

“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
遗址考古成果展”为本地观众解读张
献忠沉银传说，四川博物院每一次重
大展览开幕，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从不
缺席，并且策划了“非一般的四川宝
贝”“蜀地宝藏”等专题，从“器形之
美”、“历史价值”、“发掘故事”等方面
向世界展示瑰丽的巴蜀文化。

盛建武透露，这次四川博物院与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签约，是文博与传
媒单位的一次全方位的合作，未来将
在对外宣传、展览推广、文创、研学游
等方面全面、深度地资源整合。

首先，在博物馆的对外宣传方
面，川报集团可以将四川博物馆的形
象推广出去，让更多观众熟悉川博，
并且自发走进川博看展览。此外，双
方未来将在展览方面展开合作，不管
是引进川博的展览还是川博走出去
的展览，不论是国内的展览还是走到
国外的展览，还有与展览配套的讲
座、社教活动，都将与川报集团深度
合作。最后，双方还将合力开发川版
文创，打造有四川特色的研学游，让
省内外观众走进博物馆，了解巴蜀文
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
媒体充分解读“三九大”
让更多观众进博物馆

天 府 三 九 大 安 逸 走 四 川 贯彻落实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

对标卢浮宫、纽约大都会

封面新闻智媒体
助力开发“VR全景线上展馆”

文博与传媒“牵手”
向世界展示瑰丽巴蜀文化

足不出户便能详细参观博物馆，
让国宝自己讲故事，让全世界的观众
们都能在线上参观四川的博物馆
……这一愿景并不遥远。5月14日，

“古蜀文明数字文物全球巡展”项目
启动仪式，在四川“文博+传媒”战略
合作签约现场举行。该项目由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与省、成都市文博机构
共同谋划、联手打造，是贯彻落实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及系
列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一
项目，四川将系统梳理以古蜀文明为
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文
博+传媒”的互补优势，以数字展览+

全媒体营销方式，共同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的外宣活动，擦亮四川旅游的

“黄金名片”。
项目将依托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封面新闻成熟的智媒体技术，开发
“VR全景线上展馆”，观众用手机便
能全方位、720度无死角地观看展览，
真正做到让文物“动”起来，让国宝

“开口说话”。川报观察等集团主要
媒体将和文博专家组成强大营销团
队，启动“非一般的四川宝贝”全媒体
营销战略，从“器形之美”、“历史价
值”、“发掘故事”等方面向世界展示
瑰丽的巴蜀文化。

此外，以四川文物“走出去”为契
机，与国外知名博物馆深入合作，推
动国外优秀展览和文创IP落地四川。
今年是项目启动年，活动首站活动选
在法国、英国和丹麦。内容包括数字
展览、文化研讨会和文创集市等。

实际上，目前世界很多知名的博
物馆，如法国卢浮宫数字博物馆、纽
约大都会数字博物馆等，都有线上数
字展厅，能够让观众们有更多观看文
物的方式。而未来全世界的观众们，
也能够用相同的方法观看我们四川
的文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金沙遗址博物馆党总支书
记朱章义：

两者定会碰出火花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党总支书
记朱章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文博+传媒”具有良好的前景：“我们
通过与传媒的合作，把最原始的东西
和最现代的东西结合起来，我相信它
们的结合一定会碰出火花，也能碰出
很多的亮点。”

实际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一
直致力于对博物馆多元化的开发，对
此朱章义认为还远远不够，值得挖掘
的还有很多：“金沙在传媒和互联网方
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不过这些工作我认
为还是比较基础的，传播的面非常窄。
通过与传媒的合作，可以让传播的深度
和广度与以前完全不一样；通过传媒的
资源优势，将以前博物馆做得比较小
众的东西，能做得更深更广。”

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朱家可：

牵手定能如虎添翼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党组书记、常
务副馆长朱家可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自‘三九大’提出以来，四川文博进入
了一个黄金时代，三星堆希望插上传
媒的翅膀，飞得更高。未来携手共
进，定能如虎添翼。”

朱家可认为，“文博跟传媒的结
合，能让文物活起来，活得更好。我
们也希望通过跟川报集团的合作，让
文博进入新时代。”

成都永陵博物馆副馆长孙毅：

把好东西推广出去

成都永陵博物馆副馆长孙毅表
示，这次签约仪式很好，很期待未来
的合作：“这种‘文博+传媒’的战略合
作，我们现在也极需要。对于永陵来
说，到目前为止可能名气不如武侯
祠、杜甫草堂那么响亮，但是我们要
让大家知道，到了成都，到了四川不
只有武侯祠、杜甫草堂和金沙，还有
永陵二十四伎乐。”

孙毅认为通过与传媒的合作，能
够把四川历史文化的瑰宝推广出去：

“一千年来的音乐文化是什么，一千
年前的宫廷乐队演奏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都是我们对于古蜀文化进行的
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成都音乐之都的
打造也能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希望
把我们好的东西，四川好的东西，推
广出去。”

武侯祠博物馆谢佳倩：

跨界合作意义重大
武侯祠博物馆代表谢佳倩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博与传媒的
跨界合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双方
合作有助于整合更多的文博、传媒资
源，为文博和观众建立一个高效分
享、沟通的平台。”

谢佳倩说，这次签约也为武侯祠
未来的发展之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和非常好的平台。“武侯祠也要搭乘文
博与传媒合作的东风，有效地利用传
媒的资源，深入挖掘博物馆的文化资
源，并进行更高效的展示和传播。”

目前，武侯祠正在打造数字化的
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拓展一些与
科技相关的，更注重公众体验度的讲
解和互动的延展项目。”谢佳倩说。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实现资源共享互补

杜甫草堂博物馆宣传营销部负责
人认为，当天的签约合作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
和文化资源，在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今
天，两者的结合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
互补，不仅有利于博物馆的发展，也有
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

熊猫邮局是成都知名文创品
牌。熊猫邮局代表人表示，这次“文
博+传媒”的签约合作意义重大，“不
管是文博还是文创，在这样全新的合
作模式下，可以通过更创新、更多元
的方式去发展，辐射更多文博、文创
的爱好者。”

文轩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
司高艺晋：

期待开发VR出版物

在文轩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高艺晋看来，文博与传媒的
携手，“能够让传统博物馆走向大
众。文轩最近也正在积极整合博物
馆资源，开发新的中小学教育课程内
容。”她还提到，新的科技手段也能够
帮助文化更好地传播，比如VR就是一
个很好的数字出版方式，能够帮助参
观者和学生全身心地进行“沉浸式”
体验，而不再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
输。文轩也期待和文博合作，做出具
有创新性的VR数字出版物。”

● 文博资源与媒体资源进行多元
整合，构建全新的传播体系

● 将进一步积极探索文物价值传
播推广，共同打造立体化传播平台

● 首批古蜀文明数字文物全球巡
展将于今年下半年在英国、法国和
丹麦举行

除了《灵蛇传奇》《食为天》，观
众以后来参观成都博物馆，还能看
什么大展？5月 14日，成都博物馆
馆长李明斌透露，未来将与川报集
团开展更多的合作，引进、推出更
多的精品展。

“成都博物馆开馆以来引起这么
多人的关注，源于3年前敦煌·丝路
大展的成功举行。当时开展期间，媒
体给予了博物馆强大的支持，成博在
与媒体合作方面是占了便宜的。”李
明斌笑言。

如何把强大的媒体资源分享给
省内的兄弟博物馆？李明斌认为，搭
建四川文博与传媒的合作平台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相信文博+传
媒的合作模式，一定会受到省内博物
馆的欢迎，同时也会引起国内博物馆

同行的关注。我相信这个有益的尝
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签约之后，成都博物馆将与川报
集团之间开展更多的项目合作。李
明斌透露，今年夏天，全球顶级摄影
展——第 54 届全球野生动物摄影
展（暂定名）将首次进入中国，在成
都博物馆展出 87 幅获奖作品。这
个展览将通过镜头呈现自然世界的
美丽和神奇，定格自然界的精彩瞬
间，同时展示国际同类摄影作品的
最高水准。有趣的是，荷兰摄影师
拍摄中国秦岭山脉金丝猴获得总冠
军的作品《The Golden Couple》，
也将来到成博展出。

此外，大英博物馆 100 件文物
展（暂定名）、茜茜公主与匈牙利特
展（暂定名）等展览正在洽谈之中，

有望落地成都博物馆。未来三年，
成都博物馆都将通过与四川文传与
欧洲知名博物馆合作，让四川人在
家门口看到世界大展。

除了文化引进来，李明斌还期
待与文博、传媒单位合作，组团带着
巴蜀文明出去办展，让世界各地的
人们都能领略到神秘灿烂的巴蜀文
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

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今夏亮相成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闫雯雯 薛维睿

实习生 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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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四川“文博+传媒”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薛维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