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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银发、精神矍铄，90岁的徐
澎对生活仍满怀热忱。带着这份热
忱，她只身一人从郑州来到成都，参
观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节。

徐澎本人与非遗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她从事绢人创作近50年，
虽没有非遗传承人的称号，却做着
传承人的事。

这次来成都看展，是徐澎临时
决定的。“我12号看到国际非遗节
的消息，就下定决心要来看看。我
已90岁了，可能下次就没机会了。”
她还带上了自己的绢人作品“穆桂
英”，希望能在非遗节上展出。

徐澎生于山东诸城市，是中国
第一代大学美术系雕塑专业学生，
毕业后被分到原河南电影制片厂，
成为一名美术师，“就是给电影画布
景，那时电影里的山川、草原，大船
过河等宏大场面，都是美术师画出
来的。”如今，她右手食指、中指第一
指节明显内弯，就是长期握笔涂画
形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徐澎在北京
的一个展览上看到了绢人，在兴趣
的驱动下投入创作，“雕塑、绘画、做
衣服我都会，我一定能做好绢人。”

所谓绢人，就是用丝、绸、纱、
绢为原料制作的人物。在众多人

物中，徐澎独爱历代女杰，“过去女
性地位一直比较低，我作为女性就
是要挖掘、塑造、宣传女性。”班昭、
卓文君、王昭君、上官婉儿、李清
照、杨门女将、秋瑾……从两汉、唐
宋到清末民初，她创作的女性人物
已过百。

“创作一幅作品顺利的话要四
五天，难度大的要几个月，像林黛
玉我就做了七个月。”徐澎说。在
创作之前，她会大量阅读史料，琢
磨人物性格。制作时，她更在意人
物表情的刻画，将人物喜怒哀乐生
动呈现。

18日上午11时许，徐澎来到非
遗节现场。由于展位是提前策划、安
排好的，她携带的绢人“穆桂英”最终
未能参展，但老人家并不遗憾。事实
上，她的作品早已被国内外多个博物
馆收藏。今年8月，她的《戏剧人物》
还入选“第二届中国好手艺展”，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看到国家这么重视
传统工艺美术，我很开心。”她说。

虽已90岁高龄，徐澎仍在坚持
绢人创作，“我太喜欢这些人物了，
想到就要马上做出来，只要做出来
就很高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菲摄影报道 徐澎制作的绢人穆桂英。

徐澎参观非遗节。

“有观众说我们故宫，参观展览
要像运动员一样赛跑，我立马向观众
道歉，争取把这届运动会办好。”“文
物躺在库房里忍气吞声，放在展厅里
才会光彩照人。”“故宫博物院院长是
一个高风险岗位，几十年来终于有个
院长安全退休了。”台上妙语连珠，台
下掌声雷动，这不是脱口秀表演，而
是故宫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单霁翔的主题演讲。

10月19日，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
节开幕第三天，单霁翔做客“着迷之
声”非遗赋能·风尚论坛，发表题为

“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的主题演讲。他以故宫博物院为
例，分享了故宫如何通过举办优质展
览、扩大开放区域、修复精品文物、开
发网红文创来吸引年轻观众。演讲
金句频出，观众捧腹之余不时送上热
烈的掌声。

免费发放方便面
唯有故宫博物院

开讲之前，单霁翔与观众亲切互
动：“大家去过故宫吗？”“感受怎么
样？”“真的好吗？”他开启了自黑模

式：“大家是不是跟着导游的小旗，盲
目地往前面走，导游告诉你这是皇帝
坐的地方、这是皇帝结婚的地方……
然后给大家50分钟看颐和园就去吃
饭了？”台下一片哄笑。

此前，大多数人去故宫只是走马
观花，或者说，大多数人逛博物馆只
是到此一游，并不会沉下心来看展
览。单霁翔反思，大家真的完成了文
化之旅吗？去博物馆应该感受美好、
享受文化。突然有一天，情况发生了
改变，很多人去故宫都前往西边的武
英殿观看石渠宝笈特展，于是诞生了
一个新的网络名词——“故宫跑”。

为了维持秩序，故宫连夜做了70
个牌子、1000个胸牌，像举办运动会
一样，将观众分组、排队，举着牌子入
场参观。观众们排队热情高涨，临近

闭馆仍没有离开的迹象。单霁翔不
忍心观众排了一天的队却失望而归，
豪言“最后一个观众看完再闭馆”。
伴随着观众的欢呼，他带领工作人员
加班，为观众送去2500杯热茶。入
夜之后有观众喊饿，单霁翔找到了全
院仅有的800多盒方便面，免费向观
众发放。等最后一名观众“雄赳赳气
昂昂”地走出来，天都快亮了。

为观众举办“入场仪式”，还免费
发放方便面，故宫为全世界的博物馆
开创了先例。

当院长如履薄冰
谈文物如数家珍

观众为何而来？单霁翔从石渠
宝笈特展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大家为

美丽而来、为艺术而来、为文化而来
——不惜排一夜的队。

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单霁翔
努力让更多文物走出库房，与观众见
面。首先就是把古建筑修好，扩大开
放面积，如修缮了武英殿，变成陶瓷
馆；修缮了西边最大的宫殿慈宁宫，
变成了雕塑馆，全部对观众开放。

单霁翔在任上还弥补了很多历
史上的遗憾。1950年，有关单位要办
展览，借走了紫禁城外面的大高玄
殿。60年后，一片狼藉，20多吨违法
建筑用了4个月才拆除。大高玄殿启
动修缮举行开工仪式那天下雨，故宫
第四任院长张忠培教授讲话的时候，
第五任院长郑欣淼给他打伞；郑欣淼
先生讲话的时候，单霁翔给他打伞；
一代代的故宫人接棒推进事业，这正
是前仆后继的精神。

单霁翔坦言，故宫博物院建院94
年来一共有七任院长，每一位院长都
顶着沉重的安全责任压力。这是个高
风险的岗位，他如履薄冰，怀着敬畏之
心对待文物，几乎对每件文物都如数
家珍，出土地、材质、尺寸甚至修复过
程都了如指掌。他在任时采取了多种
措施，让观众可以欣赏到更多文物。

有次巡馆时，单霁翔无意中看到
秦始皇兵马俑像伤兵一样躺在担架
上，“毫无尊严可言”。在他看来，文
物在库房里忍气吞声、蓬头垢面，只
有修缮之后放进展厅才光彩照人。
于是，从2014年开始，他下定决心一
定要在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让馆
藏的1862690件文物每一件都神采
奕奕，每一件都光彩照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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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节特别报道

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来蓉分享文化的力量：

文物躺在库房里忍气吞声
放进展厅才会光彩照人

从《大鱼海棠》到《狐妖小红娘》

业内大咖
解析非遗动漫化之路

19日，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非遗动漫化的探索与
应用论坛在锦江宾馆举行。众多动漫
领域、非遗领域的大咖聚集于此，探讨
非遗的一种传承方式——非遗动漫
化。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蔡尚伟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

非遗该怎样融合在动漫中，或者
说以动漫形式体现，与泛娱乐又如何
结合呢？蔡尚伟说，非遗对于动漫来
说很有意义，非遗实际上是资源宝库，
但过去大家认识还不充分、不全面、不
系统。“我觉得需要专业化团队、专业
化的梳理、专业化的筛选。非遗到动
漫，动漫成为爆款，爆款以后就可以往
周边延伸，变成泛娱乐了。从单一动
漫娱乐走向泛娱乐，包括游戏开发、电
竞。”

蔡尚伟说，非遗和动漫相遇结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拉开了序幕。譬
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小蝌
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等作品，首次
将水墨画、剪纸、皮影戏等传统文化搬
上银幕。到现在，非遗与动画的融合
逐渐走向深入。“2017年有一部动画
叫《盘瓠与辛女传奇》，以及首部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动漫短片《非
遗特搜队》，都是非遗与动画深度融合
的代表性作品。”

其实不仅以上两部作品，近年来
多部动画作品的创作，都融入了非遗
元素，甚至还诞生了非遗动漫电影的
首部作品《星际小蚂蚁之英雄蔡李
佛》。“以良渚文化题材的动漫作品《良
渚异闻庐之玉作师》，延伸了音乐、舞
台剧、舞蹈等多种形式呈现。”蔡尚伟
说。

将非遗融入动漫，出了不少“爆
款”作品。譬如收获了5.65亿票房的
《大鱼海棠》，动画片里的取景地原型
房屋是福建土楼，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随着该片热映，福建土楼进
入了千千万万观众的视线。

除了将非遗植入动漫作品中，将
非遗元素植入动漫周边产品的开发以
及非遗传播中运用动漫元素已不罕
见。蔡尚伟介绍，“比如《狐妖小红娘》
和非遗艺人合作的周边产品，其中和
山西绛州木版年画传承人吴百锁、河
北蔚县刻纸传承人王占忠合作制作周
边产品，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比较有影
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上海美影厂郑虎：

非遗动画产业链
需大咖赋能

今年暑假，一部《哪吒之魔童降
世》爆红。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随着《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等作
品的出现，中国动画片就迎来了高
潮。在这些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9日，在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节-非遗动漫化的探索
与应用论坛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著名制片人郑虎以“动画电影与动画
多元呈现对非遗的文化挖掘及商业化
支持”为主题，发表了相关演讲。

从《大闹天宫》到《哪吒闹海》，从
《小蝌蚪找妈妈》到《山水情》，还有《葫
芦兄弟》、《黑猫警长》……上海美影厂
孕育出品了600多部动画作品,获得
了动画界“中国学派”的美誉。

那么，在这些经典的作品中，非遗
又是怎样融合的呢？从《骄傲的将军》
开始，上海美影厂就尝试探索中国传统
戏曲与动画的结合；1958年，吸取皮影
戏和剪纸片的艺术特点，《猪八戒吃西
瓜》成为第一部剪纸片；后来中国第一
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诞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裹挟在
中国动画学派里边，一定是在选题的
蓝海范畴里面的，只有这样传承动画
界的中国学派，传承我们非物质文化
遗产，才会有我们自己的根基。”郑虎
表示，不能过度消费文化，要可持续发
展。“动画多元创意能级不够、动画艺
术呈现魅力不够，对非遗的关怀也不
够。非遗动画产业链的创作、制作、呈
现、衍生品、传播、资本及商业化有待
加大赋能与协同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九旬老人不远千里只身来蓉
带着绢人作品逛非遗节

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节正在火
热举行。作为非遗节重点活动之
一，“非遗传承·四川实践”四川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也在四川非遗馆同
期揭幕，精彩的四川非遗精品吸引
了源源不断的观众。

五大主题展区精彩纷呈

记者19日在现场看到，四川非
遗展遵循“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
传承理念，展馆中设置了非遗舞乐、
非遗创享、非遗彩卷、非遗工坊及非
遗之旅等五大主题展区。“非遗舞
乐”展区里，藏族卡斯达温、羌族沙
朗等非遗传统舞乐表演，营造出热
烈欢快的氛围；“非遗创享”展区
里，集中呈现 7 个我省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139 个
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的保护传承
最新成果。凉山州非遗扶贫工坊
的彝绣服饰、泸州叙永扎染的桌布
等展品，成为非遗扶贫的典型案
例。在“非遗彩卷”展区，藏羌彝非
遗名录项目中民间文学、传统美
术、传统技艺等内容也得以推介给
公众。而“非遗工坊”展区，成为了
四川非遗传统工艺产品与现代设
计创意商品构成的“集市”。观众可
以转糖人、品川茶、听古琴、淘蜀
绣，尽情感受非遗之美。除此之外，
四川非遗之旅的线路也在展览中得
以重点展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活态展示

“叮叮叮……”在四川非遗馆负
一楼展厅，彝族银饰的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勒古沙日现场打制银碗，吸
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本次展览
邀请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共
26位，非遗节期间在现场展示非遗
技艺。

据介绍，本次四川非遗展一个最
大的特点就是突破传统展陈表现形
式，以最新的非遗表达方式和空间展
示手段，体现非遗以人为核心、以生
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整个展
场将按照静态展览、动态展示、活态
展演、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展览、展演、展示和展销，调动观众
的听觉、触觉、嗅觉、视觉甚至味觉，
使公众现场感受“器与物”从原材料
到成品的诞生过程，在各种互动体
验环节的参与中感受非遗项目的独
具魅力。

除了国家级非遗传人现场活态展
示以外，展览还将推出羌族服饰T台
秀、凉山克智、彝族月琴、羌族口弦等
多个非遗项目展演。

本次展览还首次借助大数据和
信息化技术，搭建非遗大数据平台
和智慧非遗馆；首次推出四川非遗
大数据平台；首次发布四川非遗旅
游地图；首次推出智慧服务功能，并
首次发布《四川非遗形象宣传片》。

据川报观察

26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献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精彩纷呈

玎三赛也称傣族三弦琴，具有
独特优美、柔和、清脆而动听的音
色，适合夜深人静自弹自唱，表达小
伙子对姑娘的爱慕之情。19日，在
非遗节“中国民族乐器传统技艺竞
技”展台上，95后云南小伙金喊新就
弹起了这件传统乐器，诉说他对玎

三赛的爱慕之情。
24岁的金喊新自4年前接触玎

三赛制作技艺，就深深爱上了这个
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传统乐器。“以
前，父辈还会通过这个乐器谈恋
爱，但到了我们这代，因信息的便
利、流行音乐的普及，想听歌只要打

开网络就可以，所以很少有年轻人
去弹奏玎三赛了。”

因担心没人从事玎三赛制作而
让这件古老的乐器失传，金喊新决
心拜师学艺。“玎三赛琴箱上的图
案，从上到下有太阳、森林、家、水
井、树、花等，这是我们做琴的传统，
一种人文观点的表达，寓意有了太
阳才有一切。”金喊新介绍，“我这个
琴头有孔雀，但一般多为大象。”

在材料选择上，玎三赛更“喜欢”
果木，“用芒果树、李子树、菠萝蜜树
等没有虫蛀、厚实一点、生长好一些
的树心做，香樟树也行。也有用竹子
做的，声音穿透力更强。”说完选材，
金喊新又强调了琴箱的重要性：“学
制作重要的就是调音，琴箱挖多深挖
多大都有讲究，深了声音不对，浅了
没声音，一指左右最合适。”

经过四年的学习实践和自我研
究，金喊新已经顺利出师，并成为该
项技艺的省级传承人。此次非遗
节，金喊新带着亲手制作的玎三赛
来到成都，向观众展示它的独特魅
力。同时，他还想借此机会，呼吁当
今的年轻人，“要关注本民族的传统
文化，传统的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95后传承人讲述玎三赛魅力
95后非遗传承人金喊新。

单霁翔发表主题演讲。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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