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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城市里的热话题 生活中的新视野

WEEKEND

———紫禁城内的古代海—紫禁城内的古代海
洋洋，，乾隆皇帝的枕边书乾隆皇帝的枕边书””

《海错图全本日历》也属于博物系
列。“海错”一词，是我国古代对于海洋生
物、海产品的总称，出典于《尚书·禹贡》。

《海错图》是清代康熙年间画家兼生物爱
好者（也是一位奇人）聂璜绘制的一组海
生物图谱书，成书于康熙年间。

因对水生物的好奇，聂璜从北到南，从
河北、天津到浙江、福建等地，走遍沿海地
区，用生动的图片和文字记录了在中国沿海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各种生物，不认识就
去查书籍，不懂的就去问当地渔民，比如我
们常见的的鲈鱼、鲻鱼、河豚鱼等等。

除了我们熟悉的海洋生物，也不乏那
些陌生的，或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比如
球鱼、飞鱼、印鱼、二石等等，虽然里面的
海洋生物真假混杂，但也不乏是普及海洋
生物的图谱，当然它也给大家带来了无限
的遐想。《海错图》全四卷精心描绘371种
海洋生物，展现了海洋的浩瀚与神奇，以
及其生物种类的多样繁杂，是一本风格独
特的奇书。

乾隆皇帝继位后，非常喜欢这套书。
他命人把图谱重新修补、装裱，放在自己
的居室里。闲来无事的时候总爱翻翻它，
被称之为“乾隆皇帝的枕边书”。

《海错图》原版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百
余年来，由于一些原因，藏画纸张和墨色
均已泛黄并出现纸锈和残缺。为了让大家
看到《海错图》全本，复绘师尽可能复原

《海错图》的初貌，因此这本日历是《海错
图》全四卷首次完整合璧。

———家有学童的看过来—家有学童的看过来，，
这里有本汉字日历这里有本汉字日历

枯燥的日历，还可以变身为孩子们童
趣盎然的识字绘本。最近，2019年度“最美
的书”（原“中国最美的书”）评选结果在上
海揭晓，《汉字日历 2020》荣获 2019 年度

“最美的书”称号。
这是一本可以每天一读，学习汉字来

龙去脉的趣味日历书。设计者对象形文字
进行了再创作，有利于小读者了解和学习
汉字的字源，看起来超可爱。

教学方式也很特别：用甲骨文猜谜的
方式，每天学一个汉字，还有字解、英文
……比较适合孩子，还可顺便学了几个甲
骨文。另外，你还可以翻到自己生日那天，
看看自己生日那天对应的是哪个字。

翻完一本日历，能学到 366 个汉字+
甲骨文，撕下来后，可以放在书壳做的收
纳盒里继续用，也可以贴在墙上。这款推
荐送给家有小学童的亲友。

喵星人的立体漫画台历喵星人的立体漫画台历

《好运和我都“鼠”于你》，这是一本台
历的名字。没错，每一本精致用心的台历
都值得拥有姓名。

你是否也曾在哪里看到过“傲娇猫吾
皇”和“呆萌狗巴扎黑”的形象，或听说过
它俩的名字？作者白茶围绕这两个萌物的
生活日常，创作了广受年轻人喜爱的百万
级畅销书《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
的样子》（简称《喜干》）。

该系列新作《喜干4》于今年5月出版
上市后依然获得了超高人气。这本台历就
是根据《喜干》创作，令广受喜爱的漫画形
象“跃然纸上”，更生动、有趣地来到读者
身边。“立体”是新台历的关键词，每月还
有一条傲娇猫吾皇的幽默语录，轻松解
压。 （陈谋）

以片纸寸画
记新的日子
——2020年日历种草清单

早上起床，我妈告诉我，她要买本明年的日历。奇怪，她多年没有用日历的习惯了，为何突然想到买这玩
意儿？手机里的电子日历，不仅看着方便，还可随时加个备忘开闹钟提醒。

我妈纠正说：她想买的这本日历不是拿来看日期的，是一本可以用于读书、同时还能听书的日历，因为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看书费力，睡前听听书多好。我有点疑惑——这，还是日历吗？这难道不是听书的App？

她一本正经地说：“你太落后了，现在日历还可以扫一扫看动画！”
这让我想起一位业内人士的话：“如今日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是啊，谁还甘愿老老实实当一本只

显示日期的日历？即使做一本小小的日历，也要努力做到极致,拼颜值和内涵还不够，附加的功能性也越来
越多，知识型、学习型日历比比皆是，博物馆书店等文化场所也都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言日历”。

让我们来看一看2020年的“日历场”上，有哪些日历正在争奇斗艳。

———读书才是正经事—读书才是正经事，，
生活需要仪式感生活需要仪式感

原来，我妈口中的这个日历，是
一个微信公号“十点读书”打造的文
创产品“读书听书日历”。我去网上找
了一下，目前卖断货了，据说上市3天
就卖了2万套。编辑说，他们正在紧急
加印中。

经过研究，这本日历的功能，比
较适合资深书虫。因为做这本日历的
编辑们称，他们用了 1 年的时间，从
4000本古今中外图书中挑选出了366
本，然后再细细挑选出366段金句，每
一页配一句，囊括了20本诺奖作品，
横跨历史，纵论古今，《围城》、《寂静
的春天》、《白鹿原》、《京华烟云》、《狂
人日记》、《人类简史》等，都是豆瓣高
评分书籍。鲁迅、钱钟书、毛姆、梭罗
等名家大师的经典作品，尽量做到不
遗漏经典。

那这本日历怎么听呢？每周一的
日历上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码
就能直接进入听书页面。一年听52本
书，涵盖了包括沟通技巧、婚姻情感、
基础心理学、成功励志、经典小说等
在内的10个不同主题，既能满足年轻
人碎片化阅读的需求，也比较适合上
了年纪的人用心感受。并且这些音频
都可以收藏，免费下载，反复回听。

其他不说，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

“颜控”，喜欢插画的一定也会有点忍
不住剁手，因为它请来了曾和高晓
松、东野圭吾、毕淑敏合作过的国际
知名插画师Lost7绘制日历配图。简而
言之，这是一本日历，更是一部人生
智慧书，一套插画图集。

———每日一幅名画—每日一幅名画，，每每
月介绍一个艺术流派月介绍一个艺术流派

如果对艺术有兴趣，有一本艺术
类日历《2020文艺·印象历》不会让你
失望，这不仅是一本日历，更是一本
艺术史，精选了366幅自文艺复兴时
期到现代艺术的公版画，依时间线为
轴，从油画发明者杨·凡·艾克开始让
你一览西洋艺术史发展的轨迹。

看一眼封面上那幅维米尔的《戴
珍珠耳环的少女》，这本日历便已深
得我心。该日历的设计理念是：每月
介绍一个流派的概念，简介了12个艺
术史上的主要流派。每一个日子，精
选一张画，请到艺术科普作家“顾爷”
来写一段简介，以简练的词语，介绍
一个知识点，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
日历里的名画。

其实，绘画如同书藉，不只有表
面的图像，还有更多隐藏的思想和感
情，例如戈雅的名画《巨人》，是讽刺
了当年袭卷欧洲军阀拿破仑，在今
日。会不会让你想到谏山创《进击的

巨人》，武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和
慕夏的关系？

有人说，撕台历的快感，无异于
拆快递的快感，撕得有多爽，就有多
减压。但这本日历，我可能不仅下不
了手去撕，还会拭去上面的灰层，小
心翼翼藏在书柜中。

———每日一句诗经—每日一句诗经，，生生
活如诗如画活如诗如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这些来源于《诗经》中
的诗句，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那么，
它们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诗经》中
有哪些动物和植物？

有一本日历，可以增长这些知识
——其中不仅有珍禽：“关关雎鸠（雎
鸠：鱼鹰），在河之洲。”也有猛兽：

“不敢暴虎（老虎），不敢冯河。”不仅
有美丽的奇花：“视尔如荍，贻我握
椒。（荍：锦葵）。”也有异草：“茑与女
萝，施于松柏（茑：桑寄生）。”同时还
有现代生物学知识为其中的名物做
了简介。

这就是 2020 年的《诗经·鹿鸣
历》。每日皆配有一图一诗，图是来自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细井徇撰绘
的《诗经名物图》全203幅，并对其进
行了整理和修复，麻布搭配烫金工
艺，干净大方又不失典雅精致。

———故宫—故宫““小红砖小红砖””不再不再
是博物馆的唯一款是博物馆的唯一款

故宫博物院的“小红砖”日历向
来是网上热销款，2020年更是紫禁城
建成六百周年，值得纪念。为了展现
出六百年的历史画卷，听说新一期

《故宫日历》也有特别设计，外观依然
如故宫城墙的质感和精致花样，主要
在内容上花了心思。

不同于 2019 年的《故宫日历》把
各式各样的瓷器讲了个透彻，2020年
的故宫日历，把整个故宫历史都涵盖
进去，依序把建造的脉络捋得清楚。
不过，如今故宫博物院的日历早已不
是博物馆日历的一枝独秀，很多其他
博物馆的日历如雨后春笋，还有很多
其他的文博日历，在这里可以考虑的
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日历。

———古蜀时代的十二个—古蜀时代的十二个
月月，，四只神鸟掌管四季四只神鸟掌管四季

说到成都本地的文博日历，也
是非常值得期待。比如金沙遗址博
物馆明年推出的《古蜀金沙 2020 年
单向历》。

众所周知，金沙遗址博物馆最出
名的藏品当数“太阳神鸟”金饰，这也
早已成为成都的代表文化符号之一。
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绝大部分也是
以它为元素，明年的日历也不例外。

“太阳神鸟”可以说是古蜀人崇
拜太阳的情结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古蜀人在通过祭祀祈祷太阳神保佑
的同时，也通过观测自然现象来判
断农事季节，比如候鸟的回归现象。
因此有一种推测是：金饰上的四只
神鸟寓意四季十二个月。每只鸟代
表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
说明古蜀人可能已经有了四时的概
念，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
安排农活。

除了太阳神鸟，《古蜀金沙 2020
年单向历》涉及到的文物还有铜人面
形器、铜鸟和铜人形器等。单向历还
将金沙博物馆的IP形象“呜噜噜”和
金沙遗址出土的经典文物作画面搭
配，融入古蜀时代十二个月的生活化
场景。

取材于金沙铜人形器的“呜噜
噜”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摆件萌
宠——这个胖乎乎的小可爱造型呆
萌，配色清新，线条柔和，看起来有点
像“外星人”，是以商周青铜人形器为
原型抽象简化而成。Q版造型的二次
元形象，形象憨态可掬，其无头的结
构，具有着独特标识。

————每天了解一个国宝每天了解一个国宝：：
藏在日历中的文物史藏在日历中的文物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140万余
件藏品。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过一
次国博，可惜当时没时间细逛。但拥
有了这本日历，也相当于一次“深度
游”了。这本《2020 国博日历》与火遍
大江南北的《故宫日历》相比，毫不逊
色：暗红色的布面封皮，大气典雅；

“中华第一玉龙”造型的磁扣铁环，简
洁而不失精致。外壳的开合设，则源
于古籍涵套理念，别具匠心。

366天，每天一件文物，从雕琢精
美的“中华第一龙”，到诙谐传神的击
鼓说唱陶俑，再到精彩纷呈的瓷器、
书画、古籍善本，静静诉说久远的故
事。一册在手，宛如一部简练的中华
物质文明发展史。文物图案大而清
晰，细节一目了然。

尤为令人赞叹的是，节日节气的
字体，都出自历代书法名家的相关墨
宝。比如“元旦”二字取自“苏黄米蔡”
的米芾《元旦帖》和《适意帖》，足见制
作人员的悉心打磨。

元旦当天所选的文物，是新石器
时代仰韶文化的“鹳鱼石斧图彩绘陶
缸”。“伊川缸”的图案和形制，体现了
古人的审美和生死观。前文提到用于
封套铁扣设计的玉龙，则在1月14日
这天有所介绍。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而
成的龙，弯曲若钩，古朴大方，无愧

“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文物的安排按照历史的顺序，比

如一月的文物都来自石器时代，进入
二月，便有了商代的四羊方尊，及至
一年末尾，12月31日这天的文物，是
那件著名的圆明园海晏堂铜鼠首。此
物原为圆明园“水力钟”的构件，当年
被列强掳走，后来又经历了举世关注
的拍卖风波，最终回到祖国怀抱。

日历一页页翻开，可以感受到文
物所属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一年
时间，领略一件件文物，历经千百年
沧桑，静默无声，此时却胜似有声，于
纸页之上述说彼时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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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年是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新一期新一期《《故宫日历故宫日历》》
也有特别设计也有特别设计，，把整个故宫历史都涵盖进去了把整个故宫历史都涵盖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