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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开年，河南博物院成

了“网红”。

馆内展柜中陈列的一组

静态乐俑，化身“出走”的“唐

宫小姐姐”惊艳全网；馆内珍

藏的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重

量级国宝现身舞台；文创产品

“考古盲盒”成为爆款，曾一度

被热情的网友买断货——这

些带有河南文化符号的宝物、

节目、文创产品接连“出圈”，

持续“霸屏”，被广大网友直呼

“太会玩了”。

这其中，河南博物院的盲

盒是火了又火。从“失传的宝

藏”系列盲盒上架、售罄、补货

又预约限购，到新推出的“唐

宫 夜 宴 版 仕 女 乐 队 系 列 盲

盒”，一直备受关注。

将盲盒概念与承载历史

的文物结合起来，用现下最潮

的“拆盲盒”方式，吸引人们从

另一个维度来了解中原文

化。其“火”的背后，是文博

机构转型的尝试，是让

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尝

试，为年轻人亲近传

统，弘扬优秀文化，

提 供 了 思 路 和 借

鉴。2

□本报记者 胡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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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潮流就是一股风，不管你

是逆向还是顺行，都在风中。

最近，我就感受到“考古盲盒”这股强

劲的风。

春节后上班，同事给我看她春节期间

在网上熬夜抢的“宝物”，且是费尽千辛万

苦从一堆土中挖出来的。我接过来一看，

是个带着锈迹斑斑的像铲子一样的东西，

名字叫“刀币”。我当时心里想，这有啥好抢

的。

对于盲盒，我没有那种看见想“剁手”的

执念。以往逛商场，我抽过几次盲盒，打开

是很可爱的卡通形象，至今还摆在我的办公

桌上。当然，也只是作为装饰品摆放的。

前几日，老同学在班级群里晒他凌乱

的“发掘”现场，收获的是一匹小唐三彩

马。群里瞬间炸了，原来“考

古盲盒”中的瓷器本身并

不 多 ，能 挖 到 唐 三

彩，运气简直太好了。看大家在群里热火

朝天的讨论，我竟然有点好奇。

心动就要行动。我从网上提前预约了

盲盒，来到河南博物院。测温、过安检，只是

第一次没经验，是参观完展厅才去买盲盒，

结果工作人员告知只剩下70元规格的盲盒

了。一个圆筒的透明塑料罐装着一个“土疙

瘩”，拿在手上还挺有分量的。

回到家，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我将塑

料袋剪开铺在洗手间的地上，然后开始喷

水开挖。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完全沉

浸其中。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的“宝藏”

终于出来了，是箭镞，还有一枚铜钱。疑惑

什么是箭镞，我专门上网去问了客服人员，

当听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镂空双翼带倒

刺箭镞”，在宝物中同款概率仅有 2%左右，

还真是十分开心。

看着清洗后的“宝物”，心里很激动，

同时还很好奇其他规格的“考古盲盒”里

到底装的啥。

原来，“挖土”的快乐真的止不住。6

愿意为传统文化消费

博物馆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有着悠久历史、厚重文
化的地方，拆盲盒是时下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潮流，这两
者搭配在一起，就足以吸睛。

所谓“盲盒”，就是一个盒子里装着不同样式的玩
偶手办，一套 6~12个不等。人们在拆开之前，不知道
里面装着哪一款，运气好的话会抽到隐藏款，是这两年
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一种新潮玩具。

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名字叫“失传的宝物”，
设置了“传承”“史诗”“传说”等不同级别。小盲盒价位
40/50/60元，其中没有洛阳铲，大盲盒价位 70/80/90
元，有洛阳铲，且价格越高，出稀有、隐藏款的概率就越
大。让前来排队买盲盒、挖“国宝”的年轻人直呼“停不
下来”“太上头”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能吃的“古钱币巧克力”，包含
10种院藏“古钱币”，涉及春秋、战国、西汉、新莽、北
宋、北齐等时期，造型各异且精美，不但有创意还好吃，
深受人们喜爱，尤其是孩子。

3月 7日，记者跟随预约的人群进入河南博物院展
厅内。一过安检，很多人先奔向取盲盒的柜台。

冯占鹏和同学一起来的。他们在网上预约了盲
盒，且在博物馆一开门就先奔向一楼的文创店。“上一
次我是先参观完所有的展馆之后去的文创店，买的时
候有点晚了，只剩下‘史诗’大盲盒。这次我和同学先
来的文创店，这样可挑选的空间比较大。”

因为预约的人数较多，很多人自觉排队出示预约
码购买。陈艳站在队伍中，心急地看着前面取到盲盒
的人都买了哪个，不停地和身边的朋友商量，希望能抽
中心仪的“宝藏”。她脖子上佩戴的是上一次抽中的龙
头玉狼牙，特意问了线上客服，是块阿富汗玉。

文创店里的工作人员在出售时不断提示，在开挖
之前，戴上一次性手套，垫一块布在下面，然后在“土
块”表面喷洒适量的水，方便开挖。用大盲盒里的洛阳
铲、小刷子、挖掘棒等一些迷你版的考古专用工具，帮
助挖掘出宝物。

“我从小都有考古梦，以考古的方式打开盲盒，不
但能在家挖‘国宝’，而且感受了考古工作的繁琐复
杂。”陈艳说，挖出“宝藏”后，对照盲盒里的说明书，了
解所获“宝藏”的名称等，好玩又长知识。

同样的场景在我省其他博物馆也时有发生。
在洛阳博物馆，安检旁边的文创店里也有很多人

前来买盲盒，其中一些是来洛阳旅游的外地游客。
从网上“种草”盲盒的汤文文买了 5 个，准备拿

回去和朋友一起“探险”。“作为洛阳礼物，不但包装
很好看，也特别有纪念意义，很适合带给亲戚朋友作
伴手礼。”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很多人参观完，会在
文创店买盲盒。“我是被咱河南文创圈粉了，没想到
厚重的历史文化能以这种方式呈现，真是太赞了。”
参观者张先生对传统文化以盲盒这种方式“出圈”赞
不绝口。

以往，人们参观博物馆基本上是匆匆一瞥。如今，
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博物馆通
过跨界融合的方式，让文物以另一种方式走进我们的
生活中。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无
论是诗词大会、国家宝藏还是戏曲汉服，都成
为人们的关注点，甚至是潮流趋势。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及人们强
烈地认同感也从某种程度推动着带有传统文
化元素的创意产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愿意为传统文化而消费。

“一入盲盒深似海，从此钱包是路人。”据
调查显示，每年有 20万人在盲盒上花费超过
2万，更有甚者能花上百万。

在国内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盲盒背后
存在着一个千万级市场。每年闲置、交易的
盲盒数量都在逐渐上升。

那么，盲盒究竟有何魔力呢？那就是新
奇感与惊喜感。其设置的玩法和机制也符合
消费者追求个性、刺激的心理，满足许多年轻
人收集和社交的需求。

前年，郑州市各大商场的电梯口或者出
入口都会放置装着盲盒的机器。先在屏幕上
选择不同系列，看到感兴趣的点进去，会有一
系列的介绍，包括隐藏款。然后加入购物车，
付款，机器抓手将消费者选择的系列送到取
货口。去年，除了机器售卖，一些潮品店也开
始有盲盒出售。大都摆在进店的门口，消费
者一眼能看到。看中哪个系列直接伸手取，
柜台结账即可。

“入坑”的李萌对记者说，她收集的盲盒
多达七十个，且还在不断收集。为此她还专
门加入一个盲盒群聊，分享一些绝版或者隐

藏款。
“考古盲盒”火了之后，她隔三差五去河南

博物院，很快就把“传承”和“传说”系列都挖了
一个遍。相对于普通盲盒，她道出了考古盲盒
更受欢迎的原因——普通盲盒打开盒子，不用
拆包装袋，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盒子里装
着一张卡片，一看便知。“考古盲盒”打开盒子，
不把土清理完，永远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宝
物，甚至宝物挖出来了，还要上网搜寻一番。

“‘考古盲盒’一出现，手里那些普通盲盒
顿时就不香了。就是因为‘挖宝’过程更复
杂，还能学到些小知识。”李萌说，戴上白手
套，拿上洛阳铲，就能玩出“考古”的快乐。

可见，文化能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
一种联系，进而让消费者在文化的消费中寻
找到存在感、成就感。

截至目前，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已
售出15万个，销售额1000多万元。

很多网友还在线上留言催促“河南博物
院尽快出新盲盒”，对此，河南博物院文创办
主任宋华说：“通过当下喜闻乐见的盲盒形式，
把精心仿制的‘瑰宝’埋藏其中，来增强互动
性、趣味性、传播性，向大众科普‘宝藏’背后
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

在“挖掘”过程中产生的小小乐趣和未知
的惊喜，能激起更多的人对文物、对博物馆以
及对考古的好奇与兴趣，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
孩子走进博物馆，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中原
文化。

如何让人们耐心去了解被封印在厚厚书
本之中的历史呢？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
馆呢？如何让人们看到珍藏宝物背后的那段
历史呢？

那就让文物“出圈”，文化“入圈”。
通过当下喜闻乐见的“盲盒”形式，让文

物“活起来”。把呆板的“考古发掘”变成有意
思的探索，让年轻人喜爱历史文化，让孩子们
了解中华文化。

近年来，全国各地多项政策引导学生走进
博物馆。博物馆也在努力卸下文物的神秘感，
帮助人们建立对考古及历史文化的好奇心。

在河南博物院参观的人群中，随处可见
家长带着孩子的身影。

采访期间，在二号展厅，一位小姑娘戴着
耳机，正对讲解器输入展柜上的数字，认真听
着讲解。她身上斜跨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两个
盲盒。妈妈李静则陪着她，一起参观。

谈话中得知，小姑娘今年上七年级，平时
除了在校上课就是上辅导班。妈妈担心她知
识不对称，所以周末有时间都会来河南博物
院逛逛。近期推出的盲盒，是小姑娘主动来
参观的原因之一。

“以考古盲盒作为切入口，吸引孩子和家
长来博物馆，再自己动手‘发掘’，自己查看‘宝
藏’的知识，这种用文创讲历史的方式我很喜
欢，孩子更喜欢。”李静说，这次女儿买了两个
盲盒，准备送给同学一个，一起“考古”。

我省文博机构这些年一直在传统文化的
活化和大众传播方面不断探索。

宋华介绍，在河南省博物馆学会文创专业
委员会的框架下，已有 22个博物馆参与到文
物创新中来，还得到港澳台及海外一些企业的
关注和合作请求。今后会继续增加有意思的
文创产品，以此为载体推动全省博物馆的文
创产业发展。“现在‘出圈’，未来‘出海’，把我
们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传播得更远。”

这种“文化+”模式，打破了传统博物馆
“进门看、看完走”的弊端，拓展参与渠道和感
受，实现馆内馆外延伸融合，让参观者体验到
了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创新融合的魅力。

郑州大学教授李勇认为，“考古盲盒”在
春节期间的爆火与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有关。
在大众消费时代，任何文化都有“热”的可
能。如何在商业消费中“守正创新”，如何能
把这种火热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成
为文化自觉，这是热潮之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确实，“考古盲盒”只是文创领域的一个
产品，文创本身才是一个巨大的盲盒，令人期
待。希望那些在时光里沉淀的文物继续被

“发掘”出来，以更加新颖、有趣的形式讲述历
史故事，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们不妨期待，让更多中原文创产品乘
风破浪。2

“挖土”的快乐

在家也能挖“国宝”

文创本身就像一个大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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