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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坚定历史自信的文艺根基铸牢坚定历史自信的文艺根基
□□颜桂堤颜桂堤

回望历史来路，方能汲取历史智慧；坚定历史自信，才能把握历
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2021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强调，“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
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明确阐明了坚定历史自信对走好新的
赶考之路的重要作用。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何坚定历史自
信”“何以坚定历史自信”等重要问题，为新时代文艺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为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文艺发
展大势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效方法。新时代文艺必须深刻把握文
艺创作与坚定历史自信的内在关联，以高度的历史意识、深远的历
史眼光、敏锐的时代感知和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开创文艺发展繁
荣的新局面，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

“历史感”是文艺发展的精神命脉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司马迁有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
自镜也，未必尽同。”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以丰硕成果一再
表明，“历史感”对于文艺而言至关重要。英国作家T.S.艾略特认
为，任何一个25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人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
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感不仅感知到了过去的过去性，也感知到了它
的现在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
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
高屋建瓴地对待历史的姿态即是一种“伟大的历史感”。有论者认
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即是“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
史因素的苏醒”。无论是对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研究，“历史感”都不
可或缺。

“历史感”是文艺连接“史料”与“思想”的关键，它体现了作家艺
术家明确的历史视野，而且以审美方式“历史地”渗透于具体的文艺
叙事之中。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文艺作品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了创
作者自觉的历史意识。文艺“历史感”的追求，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
作品具有时间上的长久魅力，而是力求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文艺表现“历史感”，不只在于写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且要写出
决定着历史发生的是什么，关于“是什么”写得越深刻，它的分量也
就愈厚重。诚如施战军所言，文艺的“历史意识”包含着对在现实中
发挥着引导性作用的文化信念和道路的认定，它是方向感的赋形，
是力量感的源头，是责任感的依据，是归属感的铭刻。这样的历史
感，即是一种以历史逻辑、历史思维、历史眼光、历史情怀，明所从
来、知其将往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

没有历史感，文艺就会丧失说服力和洞察力；忽视历史感，必然
导致创作上眼光短浅。没有历史感，文艺既做不到博约弘毅，也难
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更不用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应当深刻意识到，对传统进行批判继承的
文艺才能走得远，认清来路才不会荒腔走板。只有具备深厚的“历
史感”，文艺才能有效把握人与社会、时代之间的深刻关联，才能真
正成为有穿透力、有动势的思想，才能真正获得强大的自信与力
量。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创作与研究现象，文艺及批评实践应当以
鲜明的历史意识辨明是非，臧否曲直。

以历史方位标注文艺坐标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奋斗者的脚步永远向前。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正确的历史认知和大历史观
的构建，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明确了历史方位。一代作家有一代作
家的使命。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当代青年作家和批评家更应当自
觉地将个人的创作、研究与历史方位贯通，以杰出的艺术创造力把
握大历史、大时代的精神。

以历史方位标注文艺坐标，在于坚持正确的历史认知。观今宜
鉴古，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
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
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对
历史的认知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我们的历史智慧越
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如果对历史认知错误，势必会南辕
北辙、走入误区。现今，从书店琳琅满目的各种秘史到各种真伪难
辨的回忆录，从各式各样的“历史讲坛”到吸睛无数的历史题材影视
剧，我们遇到的“历史”前所未有的丰富。然而，我们必须心中有
数——文艺的历史感的认知并不等同于文史知识。文学所关注的
历史，既是人们生活的历史，也是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又是人们所讲
述的历史。“以文见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成为沟通过去
与当下的精神通道，有助于深化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以历史方位标注文艺坐标，在于树立科学的大历史观。“观古今

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我们应当
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沿着历史长河回溯，放眼中
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一代代人不断赓续、完善与创造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精神谱系，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念。因此，要从大
历史观、从历史长时段和世界大视野看待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才
能从历史长河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新时代文艺的演变机
理、历史规律，进而引导作家艺术家们积极投身时代现场与实践热
土，为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文艺的独特贡献。

以历史方位标注文艺坐标，在于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坚持正确
党史观，才能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认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才能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
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历史自信，不断增强走向未来
的勇气和力量。10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作家艺术家以文
艺的形式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与时代同频
共振，深度参与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征程。新时代文艺应当在伟
大历史中继续汲取精神力量，深刻反映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新
时代的精神图谱，塑造新时代的典型形象，呈现新时代中国文艺的
风貌与魅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
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掌握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历史主动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宏阔的历史视野
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为全党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强大思想动力，也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我们才能更好锚定历史
方位和奋斗目标，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掌握历史主动，赢得未来。

坚定历史自信，在保持清醒的历史认知中掌握历史主动。“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优秀的文艺作品蕴含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些具有厚重历史感与文化情怀的文艺作品，往
往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传承社会主义文艺薪火，兼容并
吸中外文艺精华，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正确认知历史、书写历史、传承历史，是新时代文艺担负的重要使
命。新时代文艺家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坚定的历史自信，胸
怀“国之大者”，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准确把握历
史脉动、时代症候，呼应现实需要、人民心声，将历史大势化为笔下
方位。

坚定历史自信，在构建科学的文艺史观中掌握历史主动。历史
观正确与否，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
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坚持正确的文艺史观，就
要准确把握文艺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
文艺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重要现象。新时代文艺批评要树牢大历
史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领正确的文艺批评方向，从纷
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丝剥茧，厘清各种重大事件的原委与始终，
让科学的文艺史观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历史共识和精神资源。

坚定历史自信，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中掌握历史主
动。历史是一幅跌宕起伏而又波澜壮阔的画卷，既有马克思的辩证
唯物史观，也不乏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戏说、恶搞、颓废、反讽、颠覆
时常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艺术表征。正视历史、尊重历史、严肃
地对待历史，这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责任担当。新时代文艺批评要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旗帜鲜明杜
绝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洞悉历史发展的演化规律，能够知其然又
知其所以然，自觉与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必须进一步磨炼历史
思维，从宝贵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而展望和筹划中国文
艺的未来。

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发展，新时代文艺
要坚定历史自信，继续弘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汲
取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与百年党史智慧结晶，努力焕发强大生
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文明新路锻造出优秀的精神气质。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福建师大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
国当代文论的‘历史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BZW056）的阶段
性成果]

一

小说和散文不同的是：散文写的是作
者真实的生活经历，小说写的是虚构的故
事，但是读者阅读小说时却要求它有真实
感。所以，真实对小说的书写非常重要。

通常我们提到小说的真实，多半都以
写实主义的小说作例子，因为写实主义的
小说，特别是像左拉的小说，都会很详尽、
细腻地描写故事发生的环境、它的政治社
会背景以及生活时尚等。这些元素虽然使
虚构的故事读起来更有真实感，但它们毕
竟只是小说的故事背景，不是故事情节。
读者真正关心的是由人物发展出来的故
事情节，以及情节中展现的内在真实。

有人批评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不真实，
他即刻为自己创造的人物辩护。狄更斯
的小说中，大多数是典型人物，好人坏人
非常明显，好人总是像天使一样单纯善
良，坏人则像魔鬼一样丑陋，所以亨利·詹
姆斯称狄更斯为“最伟大的肤浅小说家”，
这句话相当刻薄。但是，狄更斯的作品很受欢迎，他塑
造的人物很能迎合当时的社会道德思想。因为他的文
字才华及对人的关怀，使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另一个小说家福楼拜，是力求真实的典型例子。
他写小说和当时的作家不一样，不仅细腻地描绘小说
故事的环境、背景，还深入描写小说人物的内心。他写
《包法利夫人》时，写到爱玛自杀，竟情难自禁。可见，
为了力求真实，他在创作小说时投入得多深。读者被
爱玛的遭遇打动，是因为小说所呈现的真实。作家要
写出有真实感的小说，是不是也得像福楼拜一样，先要
让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呢？

二

什么是“小说的真实”？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是
根据《水浒传》里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情节发展出来
的。所以，小说的主人公是宋朝人，但是他们生活的环
境却是在明朝，因为作者是明朝人。作者很明显是假
借宋朝的人物写明朝的故事。由于小说对晚明的社会
习俗、饮食服饰、下层社会的生活习惯都描写得非常详
尽入微，因此，《金瓶梅》也是学者们研究明代社会风俗
的重要著作。但是，真正吸引小说读者的不是这些社
会习俗，而是作者创造的人物、他们的处境、人与人的
关系，以及小说对人性的刻画。这些对人的深切描写，
使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是虚构的，他住的
未庄也是虚构的，但是阿Q的处境、感情以及他身上的
人性却是真实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正传》里，简单
地说，是指一种自欺式的自我安慰，例如“我们先前比
你阔啦，你是什么东西？”又例如，阿Q被人打败之后，
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
样……”阿Q是个一贫如洗的雇农，是个弱势的人，任
何人都敢欺负他，“精神胜利法”其实是阿Q的生存之
道。这种精神上的麻醉，自欺式的自我安慰，因为它的
真实，到现在，已成为一个人遇到挫折或失败时用自欺
来自我安慰的俗语。所以，“阿Q精神”是真实的。

三

小说中的真实不一定只出现在写实主义的小说
里，也可以出现在内容怪诞的、超现实的现代小说里。

例如，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
尔·萨姆沙本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有天早上一觉醒
来，他竟变成一只大甲虫。慢慢地，萨姆沙逐渐成了家
人的负担。家人对他的厌恶也日益加深。为了摆脱他
对家人造成的烦恼与困境，最后他选择饿死自己。

这个虚构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荒谬的、不合理
的，但是从人的存在处境来说，却是真实的。任何人都
可能会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面对这样的存在处境。

当代不少优秀小说里，都有这类看似荒诞却很真
实地写出人的存在处境的故事。所以，我指的“小说的
真实”，不是事物表面现象的真实，不是历史事件的真
实，是人类处境的真实、人文的真实、情感的真实。

四

我们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因为作家的创作有很
大部分是来自他自身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刚开始写作
的时候。事实上，作家熟悉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经验过
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提供给他最熟悉的一切生活
细节、最深刻的人际关系。

所以，过去的记忆对作家的影响，比其他行业的人
来得大。也因为这样，过去的伤痛、羞愧、挫折，随时都
会困扰着他。面对自己的生活经验，思考自己的生活
经验，可以说是很多作家的必要功课。他随时会被过
去的伤痛、愧疚折磨。这是做作家的代价。因此，作家

创作时面对的不仅是文字与叙事技巧上
的烦恼，还有心灵上的折腾。

生活经验不仅对创作重要，对阅读也
一样重要。作家写小说时，以自己的生活
经验虚构、想象另一个人（也即是他创造
的人物）的生活；读者阅读小说时，也是以
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另一个人（即他阅读
的小说人物）的生活。所以，生活经验丰
富、观察力敏锐、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更
能把读者带进他创造的小说世界。读者也
一样，生活经验与想象力越丰富，就越能了
解小说家创造的世界，对他创造的世界产
生共鸣。小说家对人生与人性的洞察，也
让读者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不少人生的真
理，这也是我们说的“小说的真实”。

五

小说家在他的叙事上不断求新，竭力
追求各种新的表现方法，目的就是要捕捉
人类复杂的人性与感情，使他的叙事真实
可信。意识流小说家所力求的真实，已不

满足于人物外在的表面行为，而是他内在复杂的世界，
特别是思想意识的流动。

提起意识流，不免会想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这部叙事技巧和文字风格千变万化的文学经典，除了
意识流与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外，主要的叙事，其实还是
以白描的写实手法为主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
华》里有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描述：主人公马塞尔把一
块小玛德连饼泡在热茶里吃，带着饼渣的那一匙茶碰
到他的上颚时，使他浑身一震。他知道这种令他震撼
的快感同茶和饼的滋味有关，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只知
道这滋味唤醒他心里的真实。他不断地思索，终于发
现，那茶与饼的滋味就是他的一段回忆。这令他震撼
的滋味不仅重现他的过去，而且令过去真实起来。其
实，普鲁斯特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寻回过去，他认为过
去比现在更真实。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小说家如何通过时间，凸
显他叙事的真实感。在《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写道：

“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
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真的是个令人击节称赏的开场。作者一开场就先告
诉读者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最终他是要被处死的。但
是面对死刑的那一刻，主人公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因
为他之前所经历的一切，此刻都变得不真实也不重要
了。最真实、最清楚的是：童年的时候，父亲带他去见
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段描写真实感人，令读
者们拍案叫绝。

六

谈到历史小说，让人不由得想起《三国演义》。为
什么虚构的《三国演义》比忠实记载历史的《三国志》更
吸引读者，而且影响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更深远？

因为《三国演义》里作者虚构的历史人物，比《三国
志》里真正的历史人物更形象、更有人性；《三国演义》
描写的是活生生的人，《三国志》里记载的只是概念化
的历史人物。

在《三国演义》里，孔明虽然不是真实的孔明，关云
长不是真实的关云长，曹操也不是真实的曹操，但是他
们的言行、形象却深入民心。不管有没有读过《三国演
义》的人，几乎都相信，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三国时代真
正的历史人物。

文学是作者思想意识的表现，《三国演义》是元末
明初的作品。当时读书人不受重视。罗贯中这个活在
元朝的读书人，他的委屈与激愤，可以想见。在他的小
说里，自然特别夸张布衣出身的穷书生孔明的功
绩。历史上的孔明，辅助刘备建立蜀国，使蜀国能与
魏吴三分天下，功劳固不可没，但他绝不是小说里描
写的那样神奇，战无不胜，谋无不果，他更不是赤壁
之战的英雄。在真实的历史里，这场战争的英雄是
周瑜。

唐宋的诗词里，写到赤壁之战时，都是提周瑜。例
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故垒西边，人道
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
英发。”雄姿英发的是周瑜。李白《赤壁歌送别》里，“烈
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火烧赤壁的是周
瑜。杜牧的《赤壁》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
锁二乔。”周瑜赢得赤壁之战，是因为有东风，东风当然
不是孔明作法借来的。

但《三国演义》虚构的英雄们，已深入一代代读者
心里，因为《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人性、人的处境、人
的思想感情、人与人的关系，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不
管写什么故事，用什么叙事手法，能真实地呈现人的存
在处境的，就是好的小说。这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

（作者系重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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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瞿海在致辞中说，益阳拥有两千年的历史文明，多种

文化兼容并蓄，涵养了益阳忠诚、勤劳、开放、包容、睿智
的文化特质。60多年前，人民作家周立波在清溪村创作
了《山乡巨变》，今天的新时代新益阳，正在努力绘就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山乡巨变、山河锦绣壮丽画卷，全力建
设乡村振兴标志地。“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
诗”，文学之根在人民，文学之道在传承，文学之脉在时
代，欢迎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益阳热土，以文弘
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成就更多文学俊才，
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周小仪谈到，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话》引领了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变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周立波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也是《讲
话》精神的践行者，是作家也是战士，革命事业和现实生
活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起点，也是他真正的艺术本源。
今天，周立波那一代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梦想，正在以
波澜壮阔而又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清溪村就是中国农
村巨变的缩影，《山乡巨变》就是我们民族国家历史巨变
的文学寓言。回首往昔，文学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十分有益也无比亲切，今天我们倡导书写新时代的山乡
巨变，就是要沿着这条辉煌之路继续前行，顺应时代潮
流，书写生活现实，文学创作也一定会硕果累累。

据介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一项长期的

文学行动，第一阶段自2022年开始，初步以5年为期，
由作家出版社具体承办。作品体裁须为原创长篇小说，
内容主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
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截至6月30日，作家出版
社共收到来稿603件，初步立项选题18个。今后，中国
作协将进一步积极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充分调动、整合
优势资源力量，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继续做好稿
件征集、遴选论证、融合出版、营销宣传等工作，努力创
造配得上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新经典。

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启动仪式同日举
行。铁凝、张宏森、朱国贤、杨浩东见证仪式，白庚胜、
阎晶明、莫言、徐贵祥、毕飞宇、麦家、瞿海共同启动珍藏
馆。阿来代表清溪书屋冠名作家接收书屋“金钥匙”，
格非代表中国作协第十届主席团向珍藏馆赠书。仪式由
陈竞主持。

据介绍，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可容纳藏书50万册，建成后将成为中国
当代文坛名家签名作品的珍藏展示平台，成为中国当代
作家讴歌新时代的创作交流平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助
力乡村振兴、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实践示范平台。

大家随后前往参观了周立波故居、立波清溪书屋、
王蒙清溪书屋、作家出版社清溪书屋等，作家代表莫言
向“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赠送题字。湖南省、益阳市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罗建森）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
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
《中学生》杂志社承办的第十九届“叶圣陶杯”
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组委会公布了全国总
决赛的评奖结果，至此本届大赛落下帷幕。

本届大赛于2021年9月启动，总计有来
自全国29个省区市2000多所学校的77万
余名学生报名参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受疫
情影响，本届大赛的全国总决赛采取线上写
作的形式，命题限时写作，于今年2月27日

和4月17日分两场进行，共有5900名选手
参加。2022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第一场决赛题目以此为背景，着力引导选手
结合历代贤哲、伟人对年轻人的期待，思考在
当今民族复兴的历史背景下青年应有的责任
与担当，以“我准备好了”为题进行写作。同
时，大赛坚持生活化写作的理念，重视学生的
审美教育，侧重考察参赛者的生活感悟能力、
思辨能力、情景再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第
二场决赛命制了两个题目：一个以东晋著名

音乐家桓伊“每闻清歌，辄唤奈何”的轶事为
背景，让学生书写自己在生活中对艺术作品、
美好事物的理解与感动，或者记叙生活中那
些灵犀相通、情感默契的人和事；另一个要求
以“钥匙”为题写作，选手既可以采用转喻的
手法写自己生活中与钥匙有关的各种现象、
故事，也可以采用隐喻的手法论述面对现实
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总有一些具有关
键作用的解决办法。

决赛评奖由50余位专家经过三轮打分
与讨论、公示，最终确定了本届大赛的决赛获
奖名单。 （欣 闻）

第十九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举办

本报讯 7月29日，由北京出版集团和
中图云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的VR有声数字藏品《兔儿爷“多福”》在中国
电信“天翼数藏”平台正式限量发售。该系列
数字藏品是双方共同打造的首个原创虚拟北
京文化吉祥物，旨在通过创新应用区块链技
术和数字原生艺术，让北京传统文化在数字
时代焕发新生力量。

北京出版集团建社70余年来，始终致力
于北京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兔儿爷“多

福”》数字藏品主创团队通过梳理和提炼，在
传统“兔儿爷”传说的基础上，为“多福”设计
创作了独有的故事背景、角色性格、外貌形
象，让它在系列作品中亲历民间百工行当。首
批发布的数字藏品共4款，以春、夏、秋、冬为
题，分别是厂甸卖风筝的“春之开运福”、街口
卖西瓜的“夏之冷静福”、垂杨柳卖兔儿爷玩
具的“秋之坚持福”、庙会上吹糖人和卖春联
的“冬之甜蜜福”，通过“寄语+画面+声音”结
合的形式，立体塑造了“多福”善良、勤劳、包

容、乐观的美好品质，传承北京文化，弘扬北
京精神。

与传统平面绘画和3D图像创作不同，
《兔儿爷“多福”》数字藏品突破性应用了数字
原生艺术创作工具Quill。用户使用VR设备
观赏作品时，宛如走入兔儿爷“多福”的虚拟世
界，获得逼真的空间沉浸体验。据悉，除数字藏
品外，《兔儿爷“多福”》系列还将持续聚焦北京
文化优质内容，通过5G、VR/AR、超高清等数
字技术，策划开发以“多福”为IP形象的系列文
创、知识服务产品，举办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等
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王 觅）

以数字原生艺术演绎非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