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江南文化艺术展”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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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物馆“活”起来的理念、路径与底色
陈燮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类博物馆发展迅
速。在人们心目中，博物馆是文化的窗口，艺术
的殿堂，人类文明的集聚地。博物馆往往和凝
重、古远、沉雄、宁静相联系，博物馆也不会拒
绝鲜活、华滋、节奏和创意。博物馆既敬畏历
史，又懂得活化文物的当代价值；既呈现文明
史诗的整体走向， 又关注重要细节的文化活
力；既让观赏者沉浸于历史的厚重，又让传统
成为未来的关键文明元素。

“奇葩”时有出现

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在各地博物馆的高速
发展中也滋生一些乱象。 综合媒体的各种报
道，可以主要归纳出两种：一、各地博物馆建设
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出现了一些速成馆、挂牌
馆、空壳馆等。各地政府重视博物馆建设，这本
是好事。但博物馆建设重在内涵，那种“鞋子先
做好，不管脚大脚小”的博物馆建设模式，并不
可取。同时，当下有些博物馆的建设存在“盲目
超前、攀高比大”的倾向，过于强调外在，导致
形式大于内在。二、接连冒出一些被网友称作
“奇葩博物馆”的民营博物馆，它们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藏品乱、收藏途径乱、管理乱。由于藏品
市场鱼龙混杂，各家民营博物馆管理者的文化
艺术修养、收藏文化认识也千差万别，导致有
些博物馆展呈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

近年来这样的新闻时有出现。

这样的乱象，与博物馆“人类文明的集聚
地”的本质，显然已背道而驰。正如有评论所指
出，“开博物馆不是开杂货铺，不是炫富，而是
传承历史文明，展示文化。”为此，面对博物馆
建设与管理的诸多乱象，我们理应积极地进行
必要的反思与改进。但更高层级、更重要的思
维与作为， 还在于我们的博物馆管理者们，尤
其是重量级博物馆的管理者们，要树立具有前
瞻性的管理思维， 制定与时俱进的管理标准，

构建面向未来的管理目标。

在笔者看来，可归结于这一句话：今天，

博物馆的管理者理应思考让博物馆 “活”起
来，让参观者在其中感悟文化的对话、文明的
呼吸、成长的睿智，养育传承文脉、走向远方
的情怀。

理念要先“活”起来

让博物馆“活”起来，需要博物馆的管理
理念先“活”起来。

可以看到， 在国内一流的博物馆里，如
今这种“活”的管理理念正不断被重视并得
以展现。

以上海博物馆为例，上博在“活”化博物
馆管理理念的日常践行中，把坚守和创意作
为博物馆文化的传承智慧，推进“三大传统
功能” 的现代化， 努力拓展新的管理理念。

“三大传统功能”的现代化，即利用高新技术的
收藏征集保管功能，形成学科优势的研究功能，

面向现代社会的社会教育功能。 而新的管理理
念则具体落实在博物馆日常管理的各个方面，

包括“以物为重+以人为本”“以史为鉴+拓展未
来”“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数字博物馆”“人事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的窗口+城市的课
堂”“安全保卫→平安建设”“外事工作→文化交
流”“礼品制作→文化创意开发”“保管展示捐赠
品→善待收藏家”和“博物馆管理理论研究→博
物馆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这十大方面。

博物馆文化的新理念，来自昨天和今天的
实践，连接着博物馆的明天。笔者将通过解析

其中几个新理念，来阐述博物馆管理工作在这
个时代的新使命与新特点。

以物为重+以人为本：博物馆“以物为重”，

加强藏品的征集、收藏、保管与研究、展示是毫
无疑义的，这既是传统的，又是今天和明天必
须坚持的。然而，博物馆同时要确立“以人为
本”的理念，这样才能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的
基本文化权益， 才能使观众乐于走近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才能使“以物为重”的博物馆更好
发挥“物”重现历史、展示文明、传播知识、教化
心灵的作用。

以史为鉴+拓展未来： 上博是中国古代艺
术博物馆，“以史为鉴” 理所当然，“拓展未来”

也义不容辞。因为，一座优秀的博物馆既承载
着历史，也面向着未来。

城市的窗口+城市的课堂： 博物馆是城市
的窗口，然而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要求
博物馆成为城市的课堂。多年来，上博在暑假开
设“未来考古学家”和“未来艺术家”学习班。文
博征文与夏令营活动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上博
这一“城市的窗口+城市的课堂”的新理念与新
举措，体现的正是博物馆文化向外的辐射，也是
博物馆文化的空间跨越。

还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管理理论研
究→博物馆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新理念的提
出，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命题，上博从管理
实际出发，升华管理理论研究，从博物馆学的
高度，进行理论创新，反哺新的实践。

探索新路径

在当下的博物馆管理中，数字化是一个必
须面对的命题，也是让文物跨越围墙、地域、时
间从而“活”在观众中的一个奇妙而有效的新
路径。

特别是新冠疫情考验之下，国内许多博物
馆之前都相继启动“云”生存状态，且各有特色
与亮点。事实上，各家博物馆并非在仓促中步
入数字化活法。早在几年前，相关部门就已明
确要求，“重点关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需求，积
极开发和引入与文博场馆单位功能定位相适
应的产品、技术、装备等，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渠
道”。今天，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多媒体、虚

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和设备，让观众在虚拟的
文化遗产空间漫游，遇见文物、了解文物，并从
中获得文化的观照。

与之相呼应的一个理念就是 “智慧博物
馆”。 许多博物馆管理者已清楚认识到，“中国
博物馆已经进入智慧时代，进入文物及其产品
‘活’起来的时代，要充分重视数字技术在博物
馆展览中的应用”。

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提出了建设智慧
国家博物馆的目标任务，进一步运用先进科技
手段，推进博物馆运营管理的智慧化。要以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
进信息技术大力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拓宽文
化信息展览开放渠道， 让更多民众走进博物
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2018年，上海数字化管理项目中的“董其昌
数字人文”专题，是国内博物馆在数字人文研究
领域进行的一次开拓性实验。该专题以明代著名
书画家董其昌为本体展开数字化研究和展现，以
数字化技术辅助传统的器物研究，以可见的形式
展现与董其昌相关的时、地、人、事，以人工智能
的方式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的元素及特征。 这样
“智慧”的展陈方式，令观众感觉一新，得以更好
地走进董其昌的艺术天地。

今天“智慧博物馆”的内涵与特征，仍在进
一步拓展中。例如，中国联通与首都博物馆成立
5G+智慧博物馆联合实验室，双方将在博物馆的
楼宇、藏品、展陈、修复、教育等各专业方向，探
索 5G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场景。 在设想中，

未来博物馆里略显枯燥的展示照片将会在观众
眼中“活”起来。因为，从 AR探索镜看过去，原
本静态的一张照片便能立刻上演一场声光秀。

除了管理理念、数字化手段，笔者认为，更
重要的一点在于，管理者对于博物馆工作唯有
静下心来、 守一不移， 才能使博物馆越办越
“活”、越办越好。以敦煌研究院为例，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多次深情地诉说：敦煌莫
高窟及藏经洞文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
志性成果。“心归何处？是敦煌。”“只有在敦煌，

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樊院长把心沉于敦煌，静
于敦煌，让敦煌管理之“宁”更显“静”意。

笔者认为， 归根结底来说， 要让博物馆
“活”起来，博物馆管理者的生命、理念、情怀，

才是一座座博物馆生命的底色。

变与不变的家庭剧：将生活悲欢放到时代幕布上
曾于里

    家庭剧指涉的是以家庭为叙事单位，借助
一个或几个家庭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发展、变化
和冲突来反映一定的现实难题、伦理困境和时
代特征的电视剧。 相较于其他电视剧类型，它
具有平民化、生活化、贴近性、接地气等特征，

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并形成社会话题。

最近，《以家人之名》的热播，再次助推了
家庭剧这一题材的火爆。自 20世纪 90年代的
电视剧《渴望》开始，家庭剧一直是电视荧屏最
受欢迎的类型剧之一，涌现出诸如《我爱我家》

《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结婚十年》

《中国式离婚》《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 等一
大批有口皆碑的佳作。近几年来的家庭剧爆款
如《小别离》《都挺好》《小欢喜》等，也都曾掀起
收视热潮。

历经这么多年的演绎，如今的家庭剧呈现
出怎样的新特点？家庭剧创作在变化中应守住
哪些“不变”？

拥抱时代变化

中国观众对家庭剧有天然的亲切感，这是
因为“家”对于国人来说，是内心最看重的地
方，也是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家不仅仅是一个
容身之所，不仅仅是食于斯、饮于斯、歇于斯之
地，它也是血脉、亲情、人伦、精神归属等的集
合体，承载着“你从哪来”“你是谁”“你存在的
意义”“你到哪里去” 等人生根本命题的答案。

对家的热爱、对“家和”“一家团圆”的渴望，是
中国人最普遍的情感。千百年来，“家”一直是
文艺创作的母题，自然也是当今的影视剧创作
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但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孤立于时
代而存在的。“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这
时，家其实就是时代的一扇窗口，家庭剧可以
将百姓故事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就像有评论
文章指出的，“把社会历史嵌进世态人情的脉
络里，将生活悲欢放到时代风云的幕布上”。

近 20年来，社会思潮、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代与传统、新
与旧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冲突、融合，这些都

生动地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因此，这几年的家庭生活剧，不仅仅是
书写家庭一隅的故事， 创作者也走出 “室
内”，以家庭表现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通过
主动的议程设置，把家庭与时代、小人物与
大历史联系起来， 回应普通百姓关切的问
题、存在的困惑，带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针对
性，有对于现实生活的理性关注，能够为人
们提供思想资源与价值引领。比如《都挺好》

探讨如何与原生家庭和解，《少年派》《小欢
喜》则从每个家庭重视的教育，引出代际观
念冲突与全社会普遍的教育焦虑问题。

注入青春活力

之前的家庭剧主要是家庭伦理剧，以普
通百姓的家庭为背景， 以人伦情感为主线，

以家庭成员的婚姻、家事、家族和姻亲等伦

理关系为主要表现内容。这类家庭剧往往由中
生代演员挑大梁，婚姻危机、第三者、婆媳矛盾
等，是最常见的主题。比如 2010 年前后，反映
婆媳矛盾的家庭剧盛极一时，比较有影响力的
作品有《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当婆婆遇
上妈》《婆媳拼图》《金太狼的幸福生活》《双城
生活》，等等。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家庭剧内部也发
生分化。2007年《奋斗》的爆红，不仅将青春剧
推到空前的高度，也让青春元素融合到家庭剧
中，即“青春向家庭剧”的出现，让家庭中的年
轻人成为家庭剧的重点表达对象。

青春向家庭剧着重反映年轻人的情感、生
活与思想，如实呈现年轻人与传统家庭之间的
龃龉、冲突，试图探索一种良性的家庭相处模
式，因此受到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2011年
的《裸婚时代》，将“裸婚”这一新生事物呈现在
公众面前， 讲述了爱情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也
探讨两代人之间不同婚恋观念的分歧。之后的

《AA制生活》《双核时代》等，都关注了“80后”

年轻夫妻的新型家庭生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 近年来，“90后”

“00后”的学习与情感生活开始成为荧屏讲述的
一个重点。《小别离》《少年派》《小欢喜》等都市家
庭教育剧，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故事的主人
公不仅仅是人到中年的父母，也包括处于升学关
键期的孩子。教育，在如今的都市家庭里愈来愈
成为核心议题，都市家庭教育剧与时俱进记录了
这一时代趋势，它反映了教育焦虑、教育引发的
代际冲突，最终落脚于温情表达，寻找妥洽的纾
解之道。此外，青春向家庭剧往往会描摹不同的
青年群像，代表了新时代新青年的新面孔。

在观众热议的《以家人之名》中，这个家庭
的组成方式有些特别：两个父亲，三个没有血
缘关系的孩子，仨兄妹都是“90后”。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核心家庭逐渐代替中国传统家庭模
式，成为一种主流家庭模式。对于许多“80后”

“90后”独生子女来说，《以家人之名》仨兄妹的
幸福日常，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温馨的、充满陪
伴的家庭想象。同时，不同于一些家庭剧创作动
辄把家庭往狗血冲突方向拉扯的倾向，《以家人
之名》的家庭生活平淡、温暖又治愈，细碎的日
常就像是一首平民赞美诗。

以青年的视角切入家庭书写，不仅让家庭
剧更为青春洋溢，也有助于当代青年思考自己
与家庭的关系，重新发现家庭的价值。

不变温情呼唤

对于电视剧来说，强烈的戏剧冲突往往能
够让观众产生追剧黏性， 引发相关话题讨论，

助益于收视率的增长。 尤其是进入新媒体时
代，微博、抖音等新型社交平台成为电视剧宣
发的一个阵地，剧集中包含的话题越多，越有
可能带来热议，促进剧集成为爆款。像《都挺
好》《小欢喜》这两部剧播出期间，分别上了超
过 100次热搜。

回想起来，2015年前后，家庭剧创作进入
一个低谷期，有口皆碑的家庭剧并不多。这不
仅仅是因为那几年来 IP 崛起、 流量崛起，穿

越、武侠、玄幻、仙侠、宫斗等热潮一轮又一轮地
刮过，家长里短的家庭剧渐被年轻观众疏离；另
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家庭剧创作进入了瓶颈期，

出现了模式化、套路化等弊病。

比如婆媳题材家庭剧火了之后， 一堆婆媳
剧走马上阵，或是把婆婆换成丈母娘。一时间，

家庭成了婆婆、媳妇、丈母娘、女婿之间的“战
场”。婆媳之间必定关系紧张、如同水火，亲家大
多擅长煽风点火、让矛盾愈演愈烈，儿子夹在中
间水深火热、 里外不是人……一些跟风的家庭
剧剧情老套、矛盾冲突极端、人物刻画扁平，硬
生生地把家庭剧拍成了“家斗剧”。虽然剧情带
有刺激性和猎奇色彩，夺人眼球，但格调不高。

如今的家庭剧创作走出了婆媳斗、 丈母娘
斗女婿等泥淖。而随着“原生家庭”这一话题在
互联网上的火热，它也很快被创作者所捕捉，进
入影视剧创作者的视野。但不无遗憾的，创作者
往往更乐于将“原生家庭”刻画成“极品家庭”，

使得重男轻女的 “极品父母” 一时成为荧屏热
点，比如《欢乐颂》中樊胜美的父母、《都挺好》中
苏明玉的父母、《安家》 中房似锦的父母。“极品
父母”反映了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某些问题，但荧
屏上连篇累牍对原生家庭的“控诉”，也是一种
艺术创作的失真。

正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和睦则
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
会文明”。 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
入，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功能也遭受一定的冲击。

家庭剧具有的教化、引导和价值建设等功能，尤
其不能缺位；温情表达、正向价值，是家庭剧不
能丢弃的初心和内核。 因此， 真正优秀的家庭
剧，呈现矛盾时会努力寻找化解矛盾的良方，刻
画代际的隔阂也不忘弥合分裂的努力。 这也是
未来家庭剧创作应该坚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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