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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王亚民的身
份是故宫博物院总策展人。在此
之前，王亚民任职故宫博物院常
务副院长多年。

在他看来，故宫文创的成功，
得益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得益
于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发展

的政策，没有这些支持，故宫文创
不可能走得这么顺。”

王亚民介绍，故宫博物院里
有三个部门参与文化创意及文
创产品的开发，从自身组织架
构上保障了故宫文创的发展。
三个部门分工不同，根据市场
需要，各有侧重，经营管理处主

要是合作经营授权；文化服务
中心侧重于一般大众文创的需
求和消费；故宫文化传播公司
更注重于文化的内涵，更偏向
直接文创需求。

“做文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王亚
民表示，要让文物活起来，要做到

两个“面向”：一是面向自身，不断
深入挖掘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
让文化遗产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为
人们的现实生活做出贡献；二是
面向公众，创新文化传播的表现
形式和表达方式，让文物的故事
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
心，走进人们生活。

文化名城

古名和地方名有20多个

在大约2600万年前的渐新世，-个古
食肉动物的祖先“类群”，分化成早期的
似熊类和古浣熊类。早期的似熊类动物
（鬣熊）到中新世中晚期（距今900万-800
万年前），又分化出祖熊类和始熊猫。

始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为郊熊类，
分布于欧洲，到中新世晚期（距今300万
年前）灭绝；它的主支则演化为大熊猫
类，其中一种被称为大熊猫的小种在更
新世初期（距今250万年前）出现，并逐
渐由食肉类动物演化为以食竹子为主
的“素食”动物。

大熊猫的古名，最先是鲁迅的胞弟周
建人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和当年中国
作家协会选编的《散文小品选》中刊发的一
篇题为《关于大熊猫》的散文中提出来的。

文章从去北京西郊动物园观看大熊
猫展出，引申出大熊猫的古名，其意在向
读者讲述和普及生物学知识。文章中写
道：“《辞源》的编者、读书极广博的傅运森
曾经对我说过，古时候所谓‘貔貅’，大概
便是指这动物。”

中国古籍记载中，描述与大熊猫形
态、习性相似的兽类还有不少，这种动物的
古名和地方名多达20多个，而其中“貔貅”

“貘”是最常出现的两个名字。
《诗经·大雅·韩奕》记有：“献其貔

皮，赤豹黄熊”。形似大熊猫动物的图
案，见于3000多年前西周时的貔貅旗，

《礼记·曲礼上》记录着“前有挚兽，则载
貔貅”之说。

“熊猫”名称或是“猫熊”之误？

“熊猫”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一种
流行的说法是：1939年8月11日，从成都运
送1只大熊猫到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后改
为北碚公园）展出，这是中国国内首次饲
养展出的大熊猫。

展出的标牌上分别用中、英文字书
写“猫熊”的学名和中文名：上排从左至
右用英文横写猫熊学名，下排为了和外
文的书写方式保持一致，亦从左至右用
中文写上“猫熊”二字。由于当时中文的
书写习惯，读法都是从右至左，因此观
众都将“猫熊”读成了“熊猫”。此后，“大
熊猫”这一称谓便约定俗成，就此流传
下来。

大熊猫有“三难”

大熊猫正常的发情受环境、气候、
营养水平、健康状况、饲养管理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圈养
大熊猫多数不能表现出正常的发情行
为，雄性的正常自然发情、交配率低于
10%、雌性约为50%，专家们称为大熊猫

“发情难”。
而雌性大熊猫一年仅有一次发情，人

工饲养条件下雌、雄大熊猫发情高潮期
又常常不同步，相互间选择性较强，稍
有不满便会打架，难以发生交配行为，
加上大熊猫排卵期很短，因而自然配种
的时机较难把握，能产仔的母兽约为
20%左右，专家们称为大熊猫“配种受
孕难”。

另外大熊猫一般一胎产一仔或二
仔，偶有三胞胎的情况，但母兽每胎只养1
只（有的初产母兽不会哺育），育幼能力低
下，因而幼仔存活率约占30%左右，这是
构成大熊猫“育幼成活难”的基本原因。

解决“三难”问题成为大熊猫迁地保
护的关键。1990年，林业部大熊猫工程办公
室制定了“1991年至1994年大熊猫繁殖攻
关计划”，成立了“大熊猫繁殖研究攻关
组”，围绕大熊猫人工繁育这一主题，集中
力量开展“三难”科技攻关（即“提高大熊猫
繁育力的研究”）。

研究项目于1991年启动，2002年完
成。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三难”技术
难关被逐步攻克。

竹子开花 大熊猫遭殃

从1975年冬至1976年春末，大熊猫
自然死亡数量达92只，其中四川58只，
甘肃34只。大熊猫在野外正常情况下，
差不多仅以竹子为食。而大熊猫集中分
布区的岷山、邛崃山、大凉山、小凉山和
秦岭山系，主要有海拔2300米以上的冷
箭竹和2300米以下至1600米左右的短
锥玉山竹两种。

大熊猫特别喜食冷箭竹，而这种竹
子，已开花枯死面积达95%以上，使大熊
猫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而这也是大
熊猫大量自然死亡的主要原因。至于大
熊猫主食竹开花，是其生长发育规律所
决定的，每隔几十年（约40～80年不等）
又会重复一次。

1983年初夏开始，邛崃山、岷山等
地又发生冷箭竹开花枯死，大熊猫再次
遭受生存劫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内容及图片摘自《四川省志·大熊猫志》

《四川省志·大熊猫志》面世

这些“滚滚”冷知识
这本书里都记着

前不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称，2017年故宫文创的营业额已达
15亿元。从文物展览，到周边开发；
从文具和生活用品，到口红甚至火锅
……近600岁的故宫，因为故宫文
创，逐步从“文化人”的科研天堂，到
深受年轻人追捧的超级大IP。

故宫文创有哪些经验？下一个
“故宫”在哪里？大熊猫IP有哪些创意
空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
委员、故宫博物院总策展人王亚民接
受了记者采访。

在王亚民看来，文创有三个阶段
——自发文物研发、自觉的文创研发
和主题文创阶段。要走出“同质化”，必
须进入主题研发阶段。关键“要以公众
需求为引导，与百姓生活相结合。”

王亚民为大熊猫IP“支招”——
从广义入手，把熊猫做成一个文化品
牌，研究人们生活需求，在大熊猫IP
下精耕细作。

如今，王亚民是故宫博物院的
总策展人，采访中，他谈及展览创意。

“现在很多博物馆做展览，大
体上是传统展览。”王亚民分析，从
理念上来说是罗列式、说教式，主要
表现为7个字，“搓堆”“排个”“起标
签”。“搓堆”就是把文物分类，瓷器一
类，石制品一类；“排个”就是按照年
代前后摆放，这个是商朝的，那个是
周朝的；“起标签”就是在文物下面放

一个小标签。很多展览就是以这种形
式来布展。至于文物、艺术和空间的
关系，空间和人的关系，人和文物的
关系，没有人去弄清楚。

“一个展览，自己看了喜欢，不
叫本事，要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看
了都喜欢，才叫本事。”王亚民说，
故宫展览这几年就特别注重创新，
用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的章法，
让更多人喜欢。“比如，故宫做赵孟

頫书画特展，他是宋代皇家后裔，
做展览时，就要把他的文人气和皇
家的富贵气调出来。所以做这个展
览时，我们下了功夫营造空间环
境，让观展者仿佛在赵孟頫家中一
样，让搞艺术的人进来喜欢，普通
老太太进来也喜欢。”

“如果一个展览能够让人觉得，
这个空间设计好，我家里装修的时
候也要这样装修；那个小摆件很好

看，我家里也可以这样摆，就很成
功。”王亚民表示，做展览一定要考
虑到人们的真实需要和需求。

王亚民说，做文化创意产业，
要研究中国几千年历史，研究中
国人民最关心和需要的东西，做
出来的文创才有文化厚度，才会
被大家喜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
报道组记者 叶燕

“文创产品要具备三个要素：
元素性，要从文化艺术产品中汲
取元素；创意性，在传统文化基
础上进行再创造；故事性，它是
怎么来的，它经历了什么。”王亚
民以《清明上河图》举例，“大家
都知道它是名画，是国宝级文
物，都想看，可大部分人是看个
热闹，真正看进去的是少数人。”

王亚民说，2016年故宫博物

院联手凤凰卫视，对《清明上河
图》进行现代数字版再创作，通过
挖掘原作的艺术神韵、文化内涵
和历史风貌，融合了多种高科技
互动技术，打造了“清明上河图
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参观者
通过球幕剧院，以第一人称视角
体验北宋都城汴京的众生百态，
成为长卷中的人物。去年在故宫
展览5个月，就有超过140万人次

观看，同时还开发了与清明上河
图有关的一系列周边产品，比如，
与清明上河图有关的图书、积木、
绘本等其他文化产品。

“因为大众审美是多元的，是
多层次的，所以故宫根据自己的
文物产品，也结合社会上观众的
一些需求，重新进行了梳理，然后
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王亚
民对于文创的方向解释说，“我们

的文创是丰富多彩的，满足不同
人的不同需求，主要是以公众的
需求为导向。”

截至目前，故宫博物院累计研
发文创产品超过一万种，逐渐有了
自身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形成了多
元化的故宫文创产品系列。故宫曾
经提出把“故宫文化带回家”，就是
希望通过文创产品进一步延伸文
物的影响力。

故宫现在的文创，一共有一万
多种，从2018年到2019年，基本上故
宫文创要由规模、数量向质量效益
进行转变。王亚民认为，文创有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自发文物研
发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文物自觉的
文创文物研发阶段。第三个就是主
题文创阶段。

“第一个我把它归结为‘自发的

文创创造阶段’，主要以小产品为
主，对一些文物进行简单复制。”王
亚民介绍，2010年以前，故宫属于文
化创意的自发阶段，文创产品以小
商品为主，主要是对文物的简单复
制，也有极个别的文化创意产品，吸
取传统的文化艺术进行再创造，但
非常少。

“第二个阶段，2010年至2017

年，进入文化创意的自觉阶段。国家
下发了关于博物馆文化产品创意的
文件，各个博物馆都在做文创，这个
时候故宫也做了很多文创产品。”这
种情况下，文创产品会不可避免地
形成同质化的现象，“你做手机壳，
我也做手机壳，只不过手机壳后面
的花纹不一样。故宫也经历过这样
的阶段，不过很快就做了调整。文化

创意一定要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
影响，才有价值、有意义。”

王亚民认为，文化创意必须上
升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创产品的
主题研发阶段或者智慧研发阶段。

“搞文化创意，一定要研究自己博物
馆本身的文化历史和文物产品，同
时也要研究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生
活习惯、生活方式。”

在王亚民看来，故宫文创的
经验可以延伸到很多其他IP文创
中去，比如成都的大熊猫。

“大熊猫IP完全可以进行主
题文创，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很可
爱。但开发一个熊猫不行，还是要
把熊猫整体研究起来，对接人们的
生活需求。”在王亚民看来，熊猫品

牌做文创，应该从广义入手，把熊
猫做成一个文化品牌，比如纪录
片、动漫，甚至一些现在都没去表
现的领域，“就是定位熊猫整个大
的IP，在此基础之上精耕细作。”

“怎么进行主题开发？就是研
究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生活方
式、习惯。”王亚民说，IP文创一

定要研究人们的现实生活，研
究人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去研究“人”，“什么东西与人有
关系，什么东西没关系。”

他以故宫未来布局为例，说
明如何进行主题文创。故宫选取
中国人最关心的“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

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入手，开发
出一系列主题性文创产品。“不仅
仅是一个产品的概念，它是一个
文化的概念。可以说，好的文创应
当跳脱出传统思维，不能只注重
产品创意，而要靠产品创意、空间
创意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全新
诠释和解读。”

走出同质化
文创三阶段

王
亚
民

●自发文物研发阶段

主要以小产品为主，
对一些文物进行简单复制

●自觉文创研发阶段

文创开始和一些流行用品结合，
比如制作手机壳等

●主题文创阶段

研究自身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
将两者进行结合

故宫文创经验/ 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面向自身、面向公众谈

文创要素/ 元素性、创意性、故事性 文创产品延伸文物影响力谈

文化创意/ 三个阶段 从自发研发到主题文创谈

大熊猫IP/ 在大IP下精耕细作 整体研究对接生活需求谈

展览创意/ 考虑公众需求“七大姑八大姨都喜欢，才叫本事”谈

在大熊猫进入人类文明视野150年之际，近日，国内首部、全球唯一一部以大
熊猫为主要记述内容的特色志《四川省志·大熊猫志》（以下简称《大熊猫志》）面世。

这部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原四川省林业厅承编的特色专志，历时
十二载编纂审核，共计82万余字，揭开了大熊猫可爱模样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亚民

▶《四川省志·大熊猫志》中的插图·为大熊猫捐款

故宫文创能给大熊猫IP
带来什么启示？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总策展人王亚民“支招”

王亚民为大熊猫IP“支招”——从广义入手，把
熊猫做成一个文化品牌，研究人们生活需求，在
大熊猫IP下精耕细作。

▶《四
川省志·
大熊猫
志》中的
插图·成
都军区
总医院
救治大
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