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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馆奴”。
　　我出生于 1957 年。1967 年我 10
岁，已经懂事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
说：“樊建川，你好好成长，努力干，你
这辈子有可能建一个博物馆。”我一定
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又过了 10 年，1977 年我 20 岁。
如果有人跟我说：“樊建川，你好好干，
也许在有生之年能建一个博物馆。”我
仍然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30 岁的时候，就到了 1987 年，
我刚从部队转业。如果有人告诉我：

“樊建川，你努力干，你不是喜欢收藏
吗？这辈子有可能建个博物馆。”我还
是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1997 年我 40 岁，如果有人说：

“樊建川，你收藏这么多东西，建博物
馆有可能了，建一个吧。”我动心了。
1999 年，我向政府申请，创办建川博
物馆。
　　为什么在我 10 岁、20 岁、30 岁
时，如果有人跟我说建博物馆，我会觉
得是在骗我、安慰我、讽刺我、打击我、
笑话我？为什么 40 岁时突然觉得可
以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给了“窗口”。
果然到 42 岁，1999 年 9 月 9 日，我
拿到了建川博物馆的批文。

想建博物馆的地产商

　　我一直很醉心收藏，感觉是为
收藏而生的一个人。我 6 岁时把幼
儿园成绩单收藏起来，觉得很骄傲、
很幸福，因为同学们都没有这个想

法。我 从 小 学 到 初 高 中 的 证 书、照
片，一整套，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写
的日记，都保存了。后来开始收藏传
单、小报，也捡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
语录。
　　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房地
产商，但建博物馆，选择馆址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我的第一个想法，大多
数人想都想不到，就是在售楼部建
一个博物馆，六百到八百平方米差
不多了。
　　然而我静下心来，突然有了一个
天方夜谭的想法，一次性建 30 个馆，
而且要 500 亩地。晚上想到这个事，
自己把自己吓一跳，一下就坐起来了。
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很多朋友，
他们全都笑话我：“樊建川你怎么可能
建 30 个馆，你把售楼部改一个馆就
可以了嘛。”
　　现在想起来，幸好没有只建一
个馆。
　　 2000 年第一次在老的四川省
博物馆，花了 20 万元租展厅，办了个
免费的抗战临展。没有讲解员，我从
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调派人手，搞现场
接待。尽管这样，这个展览仍然大获
成 功 ，看 的 人 特 别 多 ，留 言 鼓 励 也
很多。
　　我记得很多老八路、老川军在展
厅里看哭了，拄着拐杖痛哭流涕，久久
不愿离去。一位川军老兵，开展一个月
内，至少来了 4 次，看得热泪盈眶。还
有人当场给我们捐文物，其中一位老
人叫李幼霞，让家人抬来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上有日军飞机轰炸成都的弹
痕。她告诉我，那一次“成都大轰炸”，

她家死了 3 个人，最惨的是她 14 岁
的小姐姐，一条腿被炸没了。父亲赶紧
把女儿送医院，到医院一看哀鸿遍野。
排队等手术时，小姐姐因为失血过多
去世了。她爸爸哭着说：“我女儿才十
几岁，她不是还要投胎吗，肢体残缺怎
么投胎？”医生就说，房间里有很多截
下来的腿，选一个白一点的、年轻姑娘
的腿给她缝上去吧。她爸真找了一条
腿，把它洗干净缝了上去。
　　这样的文物捐给我们，在场的工
作人员都很感动，说拿过来还有运费
呢，就给了老人 200 元钱。后来老人
又来了，说：“樊馆长，我糊涂啊！这个
梳妆台背后是我家 3 条人命，怎么能
收你的钱。”说完就把 200 元钱退给
我了，还把这件文物背后的来龙去脉
写了几页文字给我。这次展览的成功
给了我很大鼓舞。
　　四川省博物馆的人说，你这些抗
战文物比省博的还好。我很高兴，但是
放在全国，我还是没信心。
　　没想到开展时，来了一位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他说：

“你这文物很精彩，很有特色，我们军
博也没这么多抗战文物。到北京来展
出吧。”他回京后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讲了。2001 年，我带了 400 多
件文物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展览。
　　又是大获成功，展期一个月，天天
人山人海。国家文物局有人来看了以
后说：“没想到一个民间收藏，东西这
么漂亮，这么精彩。”当时展出了我收
藏的《飞虎图》，还有通过拍卖买到的
丰子恺《胜利之夜》，以及其他很多文
物。估计他有点疑虑，问我：“东西是不
是真的？我把专家们请来给你看一
看。”我永远记得，专家们当场鉴定评
出 13 件国家一级文物。
　　当时真把我吓到了，感觉不可思
议。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都没有 13 件一级文物。我一个边
远地方来的私人收藏家，还不是“倾巢
出动”，就被评了 13 件一级文物，当
时信心倍增，有了个大想法：建 30 个
博物馆。
　　我一直很钦佩自己 20 年前就有
这个想法。如果当时我再敢想一点，拿
1000 亩地建 100 个馆，肯定又不一
样了。
　　但当时不敢想，我知道我的胆量
到顶就是建 30 个博物馆。在当时这
个思路也是惊天动地的了，今天拿
500 亩地建博物馆没什么稀奇，但当
年 这 在 全 中 国 是 没 有 的 ，不 敢 想

象的。
　　然后我就开始在全国找地。在北
京、上海、重庆都失败了，最后我在成
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找到了地，最后拿
到 500 亩地建博物馆。后来又在重庆
建了新馆，今年即将要在全国建成第
54 个了。现在广东又签了 100 多个
分馆，南昌可能还要建分馆，总共已经
有一百六七十个馆了，将来有可能达
到 200 个馆，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空
前的。
　　去年底，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
一级博物馆，我想首要因素是规模大。
藏品数量约有 800 万件，其中有 4790
件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的级别文
物，一级文物上千件。四川加上重庆分
馆，在 2019 年总的游客量达 360 万人
次。展厅面积近 7 万平方米。目前四川
建川博物馆全部看完需要 3 天，重庆
建川博物馆需要 1 天。从博物馆的规
模和内容来讲，大多数观众会觉得，原
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

为谁当“奴隶”

　　我觉得“馆奴”这个定义特别好，
是个“打工人”。“馆奴”是给谁当“奴
隶”呢？
　　第一，为历史文物当“奴隶”。为什
么收集这么多藏品？一件物品，就是一
个像素。一千万件物品，就是一千万个
像素。
　　几百万件票证、100 吨老报纸、
100 吨旧文字档案、几吨毛主席像章、
100 多万封家书、几万本日记、几百万
张黑白照片……这就是像素，历史的
像素。我觉得为文物当“奴隶”的目的
是增加历史的像素，让历史由模糊变
得清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民族
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
　　第二，为历史人物当“奴隶”。挖
掘历史上豪杰、壮士、英雄们的故事，
传承民族精神。比如烈士梁伯隆，现
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我们
把梁伯隆的家书找出来了。梁伯隆宁
死不愿当刘湘的教育厅厅长。家书里
提到他上刑场穿西装，铺红地毯，临
刑前演讲了一个小时。还有很多失踪
八 路 军 的 家 书 、牺 牲 烈 士 的 花 名
册……这些人物有的被历史埋没了、
隐藏了，但我希望他们以另一种方式

“活着”。
　　第三，为观众当“奴隶”。让观众看
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历史，而
是有血有肉、用不同语言讲述的历史。
观众能看到援华美军馆的文物，看到

他们用英文讲话；看到川军馆的文物，
他们是在用四川方言讲话……
　　正在建设的农民工博物馆，收集
了很多重庆农民工用的“棒棒”。向观
众传递一种形象的时代历程：很多农
民工含辛茹苦用自己的肩膀，不仅把
孩子送进大学，也为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博物馆应成为必需品

　　在北京评了 13 件一级文物后，
我有了信心，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我
是一个企业家，我会从一个商人的角
度来想问题。博物馆在社会意义上是
个“巨人”，但在经济上是个“侏儒”，不
能养活自己。
　　我当时对自己说，樊建川，你下决
心“生出”30 个经济上的“侏儒”，它们
怎么活下去？你不能不负责任。
　　我想，一定要让博物馆和旅游合
作，把博物馆做成文旅项目。实际做的
时候，周围全是反对的声音，没有一个
人支持。但我还是比较坚持，“馆奴”的
坚持，就是犟。
　　他们说，谁会掏钱看博物馆？20
年前，是没人掏钱看博物馆。以前出门
旅游，看山、看水、看庙、看海滩、逛游
乐园，谁把博物馆当作旅游项目？
　　我是学经济的，我相信，随着时间
推移，哪怕一年只增长一个百分点，中
国每年要多出多少人对博物馆感兴趣？
　　幸而言中，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中
国人生活的必需品，这种生活方式越
来越被大家接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很多中国人一辈子没跟博物馆打过交
道。现在哪个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不
进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
　　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过去和未
来。人吃饱穿暖以后，需要知道前世今
生，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为社会做什
么，社会为我做什么？我们应该还原历
史上的什么东西，应该吸取历史上的
什么经验、什么教训？我们的未来会是
什么样？
　　看美术馆、展览馆、陈列馆，现在
不是已经作为旅游项目了吗？再过 20
年，我相信 80% 以上的中国人，会把
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作为广受认可
的旅游目的地。博物馆变得和森林、大
海、游乐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作为一个“馆奴”，我相信博物馆
会成为生活必需品，但不是奢侈品。像
四川建川博物馆，成人参观，每馆不到
2 元钱，孩子不到 1 元钱。2005 年开
馆时，票价 60 元，过了 16 年仍然是

60 元。当时四川建川博物馆 7 个
馆，现在仅安仁镇就有 32 个馆，即
将在当地建成第 33 个馆，增加了
很大的投入。但我一直保持低票价，
提供平价的文化旅游消费。靠什么？
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国人对博物
馆的热情。

“馆奴”前面加个“大”字

　　 2005 年四川建川博物馆第一
批 7 个场馆开馆，我开始有点陶醉
了，但思路又在前进。记得在某一个
既有领导也有专家的场合，我说要
建一个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上就
有人打击我。但我坚信能建中国最
好的博物馆，我的自信来自我的文
物，来自我对题材的选择，对服务的
提升等。
　　现在“馆奴”又膨胀了，我要建
世界最好的，世界第一方阵的博物
馆。什么是世界最好的？规模达到世
界前列。所谓世界前列，我认为就是
前十名，藏品数量、馆舍、管理水平、
游客数量、游客美誉度统统达到第
一方阵。目前规模达到前十名已指
日可待了。2019 年成渝两馆游客
总量达到 360 多万人次，广州 100
个分馆、南昌 18 个分馆如果都建
好，我相信今后每年游客量可达
1000 万人次。
　　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办博物
馆，就该在中国产生。能干成今天的
事情，不是我个人能干，是应运而
生，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
　　我今年还要建研究院，研究也
要做到第一，文物修复也要做到第
一。甚至今后我还想拿考古资质，不
去争取什么历史时期考古，我要申
请革命文物考古、抗战战场考古、三
线建设考古。
　　总结起来，我这么做的结果就
是在“馆奴”前面加个“大”字，“大馆
奴”。

疫情期间逆势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
馆已经连续 4 年保持每年 30% 的
盈利增长。遇到疫情，一般企业是
保现金流，找个避风港躲起来，然
后再求发展。去年 1 月 23 日，建川
博物馆闭馆了。我想了两天，突然
想到这是个机会，要化危为机，我
想逆势投入，大兴土木，加快建设，
提升服务。
　　疫情期间我做了四件事。第一，
利用人少的阶段，对 7 个馆进行了
闭馆升级。第二，完善服务配套设施。
重新装修馆内民宿、餐厅，重新打造
水景，重新打造公园式的博物馆景
观，扩建停车场，扩大文创商店面积。
第三，坚持建设新馆，包括成都新建
一个展厅面积为 15000 平方米的综
合大馆，重庆的驱逐舰海军博物馆、
农民工博物馆。第四，没有劝退一个
员工，没让一个员工下岗轮岗，没有
降薪扣钱，后来我们拿到了成都市
稳岗就业的先进单位奖状。
　　总的来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
没有逃避，没有畏缩，反而逆势狂
奔，推石上山。总投入大概有 3 个
亿，还新增了 1.3 亿元的贷款，从来
没这么投过。因为我相信 2021 年
一定会比 2020 年好很多，到了
2022 年一定能够恢复常态。
　　新馆从挖第一锹土到对外开
放，只花了 10 个月时间。修房子，
写大纲，排版，画面，展陈，要精选文
物，要装空调、卫生间、消防、电子监
控……有上百道工序，土建还有几
十道工序。这在我们建馆史上创造
了安仁速度、成都速度。
　　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
人为之震撼。作为“大馆奴”，我大胆
设想，要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博物
馆发展之路，不仅要走通，而且要做
到最好，建川博物馆要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事业里的博物馆排头
兵。 （整理：童芳；参与采写：周鲁
青；供图：建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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