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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盛世，牡丹花名冠
天下，有研究者说牡丹花是唐
代的国花。诗人刘禹锡《赏牡
丹》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
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
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赏牡丹成为唐人的时尚。
牡丹原生于山谷丘岭。成书于
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说：牡丹

“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
谷。”据《海山记》记载，喜欢奇
花异草的隋炀帝把牡丹移植京
都。唐朝时，长安的牡丹种植得
到迅速发展，当时已出现种植
牡丹的花师。柳宗元《龙城录》
记载：“洛人宋单父，字仲孺。善
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
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
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
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
皆呼为花师。”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庭
院、百姓民宅种植牡丹蔚然成
风，并且培育出众多品种。作为
东京的洛阳，牡丹种植业也得以
迅猛发展，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
安。每到谷雨前后，长安、洛阳以
及城郊，牡丹盛开，香气袭人，人
们携带酒食，结伴而行，赏花踏
青，牡丹园中的人群摩肩接踵，
络绎不绝。春赏牡丹，已成为唐
人的时尚，李肇《唐国史补》载：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
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
耻。”白居易的《牡丹芳》描写道：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
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
马豪家郎。”“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

唐人赞美牡丹为“国色天
香”。牡丹花色泽艳丽，雍容华
贵，素有“花中之王”之誉，象征
着高贵、高洁、典雅的精神品质。
因为唐朝的皇帝多爱牡丹，被誉
为“国色天香”。苏鹗《杜阳杂编》
载：“上(唐文宗)于内殿前看牡
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
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含者
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辞，不觉
叹息良久，泣下沾臆。”李濬《松
窗杂录》记载说，程修己因绘画
水平高，得以进谒唐文宗李昂。
文宗正在内殿欣赏牡丹花，因喜
欢诗，便问程修己：“现在京城传
唱的牡丹诗中谁写得最好？”程
答道：“在公卿士人中多吟赏中
书舍人李正封的诗，曰‘国色朝
酣酒，天香夜染衣’。”文宗赞叹
一会，笑着对爱妃说“在你的妆
镜台前饮美酒，唱正封之诗。”牡
丹的“国色天香”之美誉由此而
来。唐高宗李治在后苑宴请群
臣，乘酒兴观赏双头牡丹并赋
诗。上官婉儿的诗联“势如联璧
友，心似臭兰人”惊艳绝伦，意思
是双头牡丹姿态犹如相连的璧
玉般并美的友人,内心好似轻嗅
兰花的高洁之士。《杜阳杂编》记
载：“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
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
而且红。上每覩芳盛，叹曰：‘人
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
白蛱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
照耀，达晓方去。”

在唐人的眼里牡丹是美的
化身，是纯洁与爱情的象征。早
在春秋时期的《诗经》里就有赞
美牡丹的诗句：“维士与女，伊
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描写的
是三月三上巳节，青年男女相
约春游，一位男子向心仪的美
女赠一朵鲜艳的牡丹，表达爱
慕之情。李商隐有《牡丹》诗云：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
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
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
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
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全诗构
思巧妙，借物比人，又以人拟
物，借咏牡丹抒发诗人对意中
人的爱慕、相思之情，暗示意念
中的情人如花似玉。艳冠群芳

的杨贵妃也极爱牡丹，在宫廷
上苑遍植牡丹。贵妃率众宫女
游赏花间，花与人相映成美。李
白有诗赞之：“云想衣裳花想
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
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唐人舒元舆的《牡丹赋》
说，武则天的家乡种有很多牡
丹，玉笑珠香，京城宫苑里却没
有，于是她命人将家乡的珍稀
品种移栽到都城来，可见武则
天极好牡丹。唐人张垍在《控鹤
监秘记》中讲述了“武则天贬牡
丹”的故事，武则天在一个冬日
醉酒后游园，突然来了兴致，即
命婉儿拟檄，令百花开放。婉儿
遂拟一诗曰：“明朝游上苑，火
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
风催。”园中的百花慑于武后的
权势，都违时开放了，唯独牡丹
仍干枝枯叶，傲然挺立。武后尽
管喜爱牡丹，但是牡丹“抗旨不
遵”令她勃然大怒，便火烧牡
丹，并贬至洛阳。而牡丹一到洛
阳后，恰逢暮春，昂首怒放，花
繁色艳，十分壮观。这段故事尽
管是传说，但是表现了牡丹不
畏权势，遵循自然规律，不苟
且，不媚俗，不妥协的品格。

牡丹在唐朝已成为一种产
业。牡丹既可观赏，又具有实用
价值，还有人将牡丹种植作为产
业。《唐国史补》载：“人种以求
利，本有值数万者。”牡丹花可药
用和食用。以根皮入药，称牡丹
皮，又名丹皮、粉丹皮、刮丹皮
等，系常用凉血祛瘀中药。孙思
邈的《千金要方》中，就有数十个
药方采用牡丹和牡丹皮作为药
剂，其中又以妇方最多。有不少
地方用牡丹鲜花瓣做牡丹羹，或
配菜添色制作名菜的。牡丹花瓣
还可蒸酒，制成的牡丹露酒口味
香醇。张又新《牡丹》诗云：“牡丹
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
李商隐说：“终销一国破，不啻万
金求。”

唐朝文人善咏颂牡丹。牡丹
绚丽、清雅的身姿和具有富贵、
吉祥、幸福、繁荣的象征，为大唐
盛世的文化繁荣注入了勃勃生
机，成为文人雅客绘画咏诗的重
要题材。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

“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唐
朝文人喜欢牡丹近似疯狂，或绘
画，或咏诗，或歌赋，以牡丹抒
情，或赞美，或相思、或兴奋，或
消愁，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个角
落，可谓须臾不可离。唐人韦绚

《刘宾客嘉话录》记载，最早画牡
丹者是南北朝的画家杨子华。据
画史记载，唐朝不乏画牡丹的丹
青妙手，他们的画作或润秀清
雅，或泼辣豪放，幅幅神态各异，
生动传神。如长安的边鸾最擅长
画花鸟折枝，他所画的牡丹千姿
百态，生机盎然。

在唐代之前，文学作品中提
及牡丹的十分罕见，唐朝讴歌牡
丹的诗词大量涌现，有人统计描
写牡丹的唐诗共有200首之多。白
居易最爱牡丹，与洛阳牡丹结下
了深厚感情，他在《牡丹》一诗中
写道：“绝代有西子，众芳惟牡
丹。”《买花》一诗中描写了牡丹
盛开时节万人空巷，相携往观的
壮观景象：“帝城春欲暮，喧喧车
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
去。”《惜牡丹》云：“惆怅阶前红牡
丹，晚来只有两枝残。明朝风起
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爱花
惜花之情溢于言表。

有人统计白居易一生写下
了十三首牡丹诗。白居易的好友
元稹也是爱牡丹之人，他在《西
明寺牡丹》写道：“花向琉璃地上
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
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徐凝

《牡丹》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
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
作，千娇万态破朝霞。”诗人通过
赏花的主观感受间接表达了牡
丹之美，表现了诗人对牡丹花的
喜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动漫往往用灵动的形象，牢牢
吸引着人们。在全国文化遗产十佳
图书推介活动的申报参评书目中，
2020年4月出版的《藏在山西博物院
的十二生肖》用动漫绘本的形式，讲
述动人的文物故事，引起很多读者
的关注。

文物和动漫绘本相结合，似乎
并不新鲜，近年来，全国不少博物馆
推出了与文物和历史有关的绘本，
像《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
绘本》《藏在文物里的中国史》《鼠来
宝——— 国宝里的汉字》《寻找回家的
路》等都是以绘本为载体，连接博物
馆与孩子和家庭，让孩子把博物馆

“带回家”，成为积极的尝试。
《藏在山西博物院的十二生肖》

绘本与传统文化绘本读物不同的
是，借助AR(增强现实)技术，以亲子
阅读绘本为载体，将篇幅有限的绘
本读物，扩展成为博物馆与读者间
的“无限链接”，用手机或平板电脑
扫描绘本中AR点位，书本上静止的
一件件文物、动物形象就能“活”起
来，把“自己”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
内涵生动形象地展示在屏幕上，传
统博物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由
此诞生。

一册看似简单的绘本读物的诞
生及发行，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加持
和创新。这让人想起前些年故宫第
一部古画AR图书《故宫博物院藏石
渠宝笈精粹》，书中收录故宫珍藏的
50幅名画，并配套开发了20多幅画
作的AR视频。观众可通过扫描该图
书，观看相应画作的AR版视频，感
受“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的阅
读体验。

这些“黑科技”是如何创造新体
验的？很多读者感到好奇。其实，这
并不神秘，这些文创产品使用AR增
强现实技术，首先对绘本画面进行
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场景识
别，其次移动终端采集绘本的画面
信息，逐步描绘出与此环境完全相
同的地图并感知设备在空间中的位
置，第三将绘本中的空间坐标转化
为数字信息传给虚拟物体，这样就
使得虚拟画面中的场景信息(包括
视频、图片、语音、文字等)与真实场
景在同一画面中进行呈现，最后虚
拟出的结合主题的互动场景叠加在
现实环境中呈现。简单来说，通过系
统的环境构建、深度运算、数据配
置，就可以实现绘本点位增强现实
的识别。

当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型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融合日
益升华。借助网络直播，博物馆文化
就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国内外许
多AR企业已经在率先探索AR文旅
领域，希望用AR+AI技术赋能文旅行
业，将文物与数字化概念相结合。AR
在文旅中的展现形式主要分为两种：
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将虚拟影像投射
到展览物品上。借助手机或可穿戴
AR设备来呈现虚拟影像。

从欣赏文物角度来看，博物馆

中的文物件件是宝，具有很高的收
藏和考古价值。但是，即使再细心保
护，也会出现脆化、脱色、剥落等现
象，而且在线下参观的过程中，游客
也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通过固定的
角度观看。AR技术可以让博物馆等
展览展示行业拥有更多创新的可
能，为文物展示提供了新的方式，给
参观者更好的游览体验。借助AR技
术，游客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360度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文物的每个细
节。

对于喜欢文物的小伙伴来说，
AR技术可以将博物馆藏品以丰富
多彩的方式展现出来，让用户与藏
品近距离互动。目前，已经有很多
博物馆应用了AR技术，用户只需
要扫描相应的物品，就会在屏幕中
显示文物模型以及声音、文字和特
效等。AR互动展示技术能活化展
品，让化石跃动起来，让文字蔓延
到天空，还能让动听迷幻的古音进
入你的耳朵！这种展示方式颠覆了
传统博物馆冰冷感受，让藏品热闹
起来。用户不仅可以看到活生生的
文物，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也不
会因为游客过多而影响观赏体验，
还能将文物“带回家”近距离地观
摩与研究。

古代文化遗存与现代科技碰撞
出了火花，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让博
物馆行业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机遇。毫无疑问，AR+AI相
结合的方式给博物馆提供了全新的
展出模式。

比如，去年国庆节期间，良渚博
物院推出了“AR智慧导览”项目，这
是全国，甚至是全球首次将AR眼镜
真正投入在博物馆的运营当中。佩
戴上AR眼镜后，游客在博物馆内参
观，可以看到更多的多媒体信息，同
时也大大增强了互动性，比如在观
看玉璧时，小鸟从其中飞出，环绕四
周。这种体验让人印象深刻，就像千
年的文化穿越了时空来到面前，并
触手可及。

“黑科技”还可以应用到文物修
复中去，中国南海博物馆通过5G技
术与相关技术的融合应用，在5G+
VR全景直播、5G+AI游记助手、5G+
AR文物修复助手、5G+感知安防四
个方向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其
中5G+AR文物修复助手从远程协
作、实时记录及文化传播三个方面
大胆探索。并利用5G+AR文物修复
助手完成七件珍贵元青花瓷器的修
复，修复效果良好。

近日，令人瞩目的三星堆遗址
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公布，在诸多文
物中有一张金面具备受关注。而在
距三星堆遗址不远处的金沙博物馆
也有一副珍贵的大金面具，技术人
员运用AR技术对大金面具进行数
字建模，虚拟还原呈现在网络上，观
众只需拿出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通
过手机扫描便能近距离目睹几千年
前的瑰宝原貌。

还有不少好玩的，AR和文物结
合打破空间的束缚，“黑科技”带来
的变化还有很多：观众可以把文物

“捧在手里”细细品味。随着手里卡
片的转动，屏幕上的3D影像也随之
转动，同时播放该文物的讲解说明；
参观者只要对着文物拍一张照片，
就可以在手机上了解其出土经过、
造型特征、历史意义、美学价值等全
方位的资料；爱好古代宫廷服饰的
观众也能过一把“穿越”的瘾，博物
馆利用AR体感设备，让参观者可以
虚拟试穿各朝代的服饰并留影，充
分感受历史文化。

科技赋能助力博物馆藏品会
说话、动起来、活起来，让历史文化
穿越时空、变得真实可感，与公众
进行互动交流。借助网络传播让文
化产品以更快速度、更强力度在新
媒体平台传播，让互联网这个变量
变成博物馆发展的增量……借助
这些“黑科技”，那些“沉睡”的文物
正被唤醒，更多珍贵文物栩栩如生
了起来，古老灿烂的文明焕发出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跟着它一起去感
受一场身临其境、跨越千年的时空
穿梭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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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馆晋魂轮盘AR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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