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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文化大展，能为一座城市带来什么？
临近岁末，成都人迎来一场迎新文化大

餐。12月26日晚，名为“丝路之魂 敦煌艺术
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的大
型文化展览在成都博物馆揭幕，27日，展览
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这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是规格高：汇集
丝绸之路沿线70余家文博机构200余件（套）
精品文物，其中三分之二都是一级文物，是各
博物馆镇馆之宝，堪称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敦煌文化艺术大
展。比“规格”更令人瞩目的，是开展首日即爆
棚的成都人的观展热情。对此，曾随“敦煌艺
术大展”去过国内多个城市的敦煌博物院院
长预测，这次展览将会突破观展人数纪录。这
一现象，鲜明体现了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底蕴。

27日早上，距离开馆还有半小时，成都
博物馆门前已排起长龙。排在第一位的小伙
子家住犀浦，早上六点就起床赶过来。开展时
间刚过不久，一号展厅“石窟精粹 蔚然大观”

8个复制洞窟的门口已开始限流，负一楼两
个展厅也面临人流压力。主办方为本次大展
配套了20余场专业讲座。首场讲座名额已经
一抢而空，而不死心的候补观众数量仍在持
续增长中。

为什么一个文化类展览会如此之火？
一方面是因为展览抓准了成都人的文

化认同感。正如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所言：如
果一定要找一个跟北方、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都有关系的区域，那就是成都。这次大展中，
成都元素无处不在。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级
文物鎏金铜斛为东汉建武21年成都造，折射
出当时成都制造业的发达；来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的一级文物唐代黄色龙纹绮
则是成都双流产；来自云南昭通市博物馆的
东汉蜀郡铁锸也是成都造。一条丝路，链接着

成都最辉煌的历史一页，也延续着成都的历
史文脉。

另一方面，围绕这次展览，成都宣传部
门、各主办单位及当地媒体进行了全方位的
推广宣传。大展开始前，成都发行量最高、最
有影响力的《成都商报》就一口气推出两个整
版进行报道，其他纸媒、网媒也齐头跟进，火
力全开。另外，成都发布等新媒体也大张旗鼓
广而告之。显然，这样的推广力度，其直接效
果就是家喻户晓，让素有文化情结的成都人
心向往之。

无论是对展会推广的全力投入，还是对
文化认同度的全力挖掘，一个背景，就是成都
眼下正在大力推进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今年4月，成都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西部地区文

创中心功能。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出
要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
争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市委十二届九
次全会则把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作为核心内
容纳入了最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世界文化
名城如何建？成都的路径是：围绕“两力”构建

“五大体系”。即围绕提升成都独具特色、区域文
化特征明显的历史文化魅力，彰显成都城市品
质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文化活力，以提升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品质，形成音乐诗歌之都、非
遗之都和博物馆之都三大城市文化品牌，构
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城市，推动文化走
出去、引进来和创建西部文创中心城市五大
体系为支撑，谋划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眼下，成都正向综合型的“文创中心”和
世界文化名城迈进。

一方面，不断增强文创产业支撑、加快
塑造城市文化空间，不断推出重大文创活动，
以此不断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知名
度，促进文创要素集聚，激发文创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全方位支持和营造全民
参与氛围齐头并进，在成都全城进一步激发
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与国家中心城
市相适应的软实力。

显然，此次敦煌艺术大展，其意义不仅
是成都的重大文创活动又多了一个。事实上，
此次展览在向世界展示成都几千年文化底
蕴的同时，也为所有市民提供了一次重温成
都历史辉煌的良好契机，正是对城市文化自
觉的唤醒，对城市文化自信的增强，成为成都
激发全城文化自觉，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的又
一次有益尝试。

今年秋季，成都举办了2016首届成都国
际音乐诗歌季，历时一月余，吸引了超过500
万人次参加。而这次展览时间将持续到明年
4月的敦煌艺术大展，将吸引成都市民多少
人次参与？答案必定令人欣喜。 （蓉平）

《丝路之魂 敦煌艺术大展》
讲解时间：

上午 10：00 11：00 12：00
下午 13：00 14：00 15：00 16：00

同时提供展厅定点讲解服务
等候地点：一楼一号临展厅入口

《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
讲解时间：

上午 10：00 11：00
下午 14：00 15：00

等候地点：负一楼三号临展厅入口

《丝路之魂 从克孜尔到麦积山》
讲解时间：

上午10：30 11：30 下午2：30 3：30
等候地点：三楼四号临展厅入口处

敦煌艺术大展为成都带来什么？

四大丝路美女
带你走西域之旅

九色鹿、水月观音、藏经洞、
飞天……

这些耀眼的曾出现在我们
美术课本上的名字和图案，

通过她们的嘴，活灵活现出
现在成都观众面前。

本次大展讲解员来自四个
地方：敦煌、新疆、麦积山、成都，

四种风格如何讲好敦煌故
事？成都商报为你深度揭秘。

不怕看不懂，专业“导游”伴你长知识！备受
市民关注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
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热展第二天，观众又创
新高，直逼限流的每天2万人的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昨天下午再次进入成博探
馆，下午3时左右，观众人数达到高峰，经常是
一个解说周围聚了上百位观众，负一楼的“敦煌
故事”展厅人尤其多，人数接近饱和。而对于专
业性相对较强的文物、艺术大展，观众们如何观
展长知识？是跟着人流走马观花，还是深度了解
文物及背后故事？为此，记者昨天专访了敦煌研
究院接待部主任罗瑶和来自敦煌、新疆、麦积山
以及成博四个单位的十多位讲解员。

为了让观众们感受到最纯正的“敦煌
范儿”，成都博物馆邀请到了来自敦煌的
讲解员。

这些自远方来的佳丽们穿着整齐的“敦
煌蓝”制服，衣角上有着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的
莲花纹样，裙子上则是唐朝壁画中最为频繁出
现的花纹。她们系着一条漂亮的丝巾，如果大
家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的图样都是来自于敦
煌壁画中的藻井，图案艳丽丰富，令人眼前一
亮。从见到讲解员的第一印象，观众就能体会
到一股浓浓的异域风情。

据了解，她们至少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培训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解说员。每年的淡季，敦
煌研究院都会安排这些解说员进行知识的扩
充，让她们能够更好地服务大众。除此之外，为
了面向国际化，让世界领略敦煌的艺术，讲解
员们必须精通至少一门基本外语。

经过层层筛选，今天来到成博的讲解员都
是最有经验也是最专业的，她们的讲解风格活
泼轻松，联系生活，还时常与观众互动，在讲解
每一幅壁画前还会留下一些悬念，让观众猜测
画中人的身份。讲到《鹿王本生》的时候，讲解
员不仅为大家普及了本生故事的渊源，还带领
着大家依照故事的发生顺序将这个佛经故事
串联起来。

敦煌壁画因为年代不同的原因，在构图、绘
画、思维表达等等方面都有诸多出入，如果没有
讲解员的带领，观众们会有误解也会漏掉一些
细节。在昨天的展览解说中，不少观众就没有发
现《炽盛光佛》中的十二星座在哪里，直到讲解
员拿着专用手电为大家照亮了两条小鱼组成的
双鱼座，并逐个介绍了一旁的巨蟹座、处女座之
后，不少观众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不听讲解
简直不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

立体的五官，精致的容颜，来自新疆的美女
解说员正式入驻成博。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她
们却担负起了让观众们了解新疆龟兹、克孜尔石
窟艺术的任务。讲解员告诉我们，为了带着游客
去山上参观，她们平时都身着简便的运动服，爬
上层层石阶，在较为恶劣的环境里工作。像今天
这样，在良好环境里系着作为新疆特产的艾特莱
斯丝巾、穿着西服和漂亮的小裙子做讲解，对她
们而言，真是难得的机会。

说到她们的讲解特点，那就和敦煌讲解员
完全不同了。因为克孜尔石窟中有不少已经失
传的乐器，为了让观众们不在下面的故事解读
中感到疑惑，身穿深红色外套的新疆讲解员会
先介绍壁画中的物件，再整体地描述壁画讲述
的内容。她们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成博，就是希
望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新疆的壁画艺术，所以，

新疆的讲解员告诉我们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如果观众们有特别的需求，想要知道某一幅壁
画更详细的内容，都可以向讲解员们提问，她
们一定会仔细回答。

据悉，这三位新疆讲解员在元旦之后就会
回到新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就此错过相关内
容，因为离开前新疆的讲解员会提供资料给麦
积山方面，让她们协助讲解。元旦将至，时间有
限，想要一睹新疆讲解员的风采，请抓紧时间去
到成博观展。其中一位美女讲解员热伊拉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维语里的“克孜尔”就是“红色”
的意思。那里的山也是红岩，目前克孜尔的旅游
十分火爆，她们这次来成都，要花两个半小时的
汽车车程到库车县，然后坐12个小时火车到乌
鲁木齐，再坐4个小时飞机到成都……千里迢迢
而来的纯正克孜尔版解说，一定要听听。

最为平易近人的讲解员在哪里，就在成博
三楼展厅。身穿深蓝色制服的麦积山讲解员态
度随和，有问必答，很“接地气”。为了让观众们
能够有流畅的观展效果，她们将会在解读中大
量地将麦积山艺术和敦煌艺术联系起来，对比
其中不同，让观众们了解到西域文化在东进时
产生的变化。

讲解员在介绍麦积山一绝——薄肉塑技
艺时，为了不让观众产生误会，特别介绍了真

迹与复制品之间的区别。并大量普及了在真
实石窟中的观展感受，让观众们的理解更为
准确。

因为展品丰富，麦积山的讲解员采用
了快速略讲的解说风格，把每一幅壁画每
一个雕塑最为经典的特征传达给观众，给
观众们的参观做一个完整的导览，串联起
整个麦积山石窟艺术的骨架，并且随时恭
候大家提问。

作为观众们最为熟悉的讲解员，成博讲解
员的高颜值、高水准一直都为人称道。这一次
负责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要将两百
余件精品文物的精髓提炼出来，讲解员真是下
了不少功夫。

为了不让大家错过最为精品的部分，讲解
员们从三条丝绸之路中挑选出了三十余件最
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作为讲解的内容。他们每个
人分担着不同的线路，虽然会有细微的差距，

不过核心的部分都是一样的。从老官山织机开
始，讲述了蜀锦技艺的起源，一路沿着南方丝
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讲解
蜀郡铁叉、内蒙古胡冠等等蕴藏典故的展品。
这其中还包括了名誉天下的越王勾践剑和流
金溢彩的阿育王宝塔，相当惊艳。跟着成博讲
解员，观众将展开一次通往西域的旅程，感受
古代商队长途跋涉的感受。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记者 陶轲

成都

敦煌艺术研究院接待部主任:

展馆温度
要随客流情况调整

敦煌艺术研究院接待部主任罗瑶昨天对
成都商报记者介绍，来自各地的讲解员大概有
120个，一个展大概讲解一个小时，讲最精品的
内容。在展览安保上,人防、机防、物防这三个
条件都具备。对于临摹品、复制洞窟，布展要求
一定要干燥。另外展馆温度要随着客流情况，
随时进行调整。大致是湿度不能超过 50%。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下功夫
成博成博

讲解员讲解员
/ 特点 /

高颜值、高水准

接地气
麦积山麦积山
讲解员讲解员
/ 特点 /
平易近人
快速略讲

拼颜值
新疆新疆

讲解员讲解员
/ 特点 /
立体五官
精致容颜

服装美
敦煌敦煌

讲解员讲解员
/ 特点 /
异域风情
喜欢互动

敦煌 新疆 麦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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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
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正在成都博物馆
与公众见面。昨晚，敦煌特展迎来了一群特殊的
参观者，他们是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见多识广的文化界人
士也啧啧称奇，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震撼”！

昨晚，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李兵一到现场就
拿起照相机拍照。在李兵看来，这些壁画、造像
带给他最大的震撼就是古人对艺术的匠心。

“其实这提醒现代艺术家，应该如何深入到生
活中去进行艺术创作。”李兵认为，古人对佛虔
诚才会细腻地描写和刻画，将佛性展示出来。
而当代艺术家应该扎根人民，到人民中去，发
自肺腑地喜爱人民，才能在艺术创作中真正展
示出人民的生活。

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飞也认为，敦煌石
窟建造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绝非一蹴而就，
当代艺术家应该得到启发，学习古人的匠心和
对艺术的执着。”王飞说，四川的张大千先生曾
潜心到敦煌临摹，当年耗尽家财，“我们应该学
习他的精神，有传承才有创新”。

中国书协原副主席何应辉认为，从先秦到
秦汉以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之国和丝绸之
路在互相交流，蜀锦、漆器一度销售到国外，巴
蜀文化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而这个展览其实
体现了巴蜀文化的特质——开放。“巴蜀文化
兼收并蓄，和中原文化、秦文化以及楚文化交
融，从艺术审美来说，既有雄强博大又有浪漫
的特征，展览其实展示了巴蜀文化历史流变的
过程。”

“这样的展览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
信。”王飞也认为，天府之国从地理位置来说，就
是南北文化交流融汇之地，也让四川的巴蜀文
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特点，从来不排外，更不固
步自封，比如南丝路的起点就是成都，巴蜀文化
勇于、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在融会贯通中又形成
了自己的特点。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敦煌大展
震撼文艺界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