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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有 270 万 粉 丝 ，单 个 视 频 点 击 量 达

4200 万，在海内外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最

近，“阿木爷爷”做木工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在广西梧州市蒙山县陈塘镇一个山青水

绿的僻静村庄，63 岁的木匠王德文照例拿出

刨子、斧子和锯子，准备开始新一天的活计。

王德文正是“阿木爷爷”。“我就是干木工

活的老木匠，是个普通的农民，大家喜欢看我

的视频，我很开心。只要有人对木工技艺感

兴趣，我就愿意一直拍下去，让更多人了解木

工技艺，了解传统文化。”王德文说。

三天做一张鲁班凳，剪
辑成三分钟短视频

尽管从山东聊城来到广西梧州生活了近

3 年，王德文还是吃不惯大米饭，“隔两顿不

吃馒头就不得劲”。

王德文搬来广西是为照顾孙子。儿子娶

了梧州媳妇，有了孩子后，王德文便与老伴一

同过来帮忙，每天带孩子、做饭。

对他来说，和馒头一样割舍不了的还有

木工活。“我从 13 岁开始做木匠，除了农忙

时，其他时间都在做木工活，既为补贴家用，

也是兴趣爱好。”王德文说，到了广西也闲不

住，今天做个小木陀螺，明天做个小马扎，手

没停过。

儿子王保成曾在网络公司工作，2017 年

回到梧州创业，做起了短视频自媒体。“以前

拍美食作品，点击量一般。2018 年底我爸自

告奋勇，说要不要拍些做木工活的视频传上

网试试。”王保成回忆道。

“拍视频一定要有意思，太普通就没有人

看了。要做点不一样的，比如鲁班凳。”对于

短视频拍摄，王德文有自己的见解。

鲁班凳又名“鲁班枕”，是用一整块木头

经过锯、刨、磨、钻、凿、抠等复杂工序制作而

成的，整个物件没有钉子和其他金属构件。

说干就干。画好图纸，王德文拿普通木

料练手后找朋友捎来一块好看的花梨木，几

经凿磨，最终变为一张鲁班凳，前后忙活了 3
天。王保成将父亲制作的过程拍摄下来，剪

辑成 3 分钟的短视频上传网络。

视频发出不到一天，播放量突破百万。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我干活，这让我感觉老

手艺又有了用武之地。”王德文说。

鲁班凳、鲁班锁、摇椅、拱桥……精湛的

木工手艺加上有趣的创作思路，接连几个视

频下来，“阿木爷爷”在海内外迅速圈粉。截

至目前，“阿木爷爷”账号已有 270 万粉丝，在

海外也有超过百万粉丝、超过 2 亿次播放量。

农忙时种庄稼，有空时
做木匠

“阿木爷爷”的一段视频里，不用一根钉

子、一滴胶水，42 根榫卯棱、4 根榫卯柱、1 个

榫卯基，外加 27 道锁环环相扣，做成缩小版

世博会中国馆。外国网友留言说：“这是什么

中国功夫？”

“其实都是一些基础的榫卯技巧，能得到

人们的认可，感觉很开心。”王德文说。

“我的木工技艺是‘偷师’得来的，没有正

经学过。”王德文的木匠之路颇为曲折。

他 13 岁时，家里唯一的木锅盖坏了，蒸

出来的窝窝头和地瓜半生不熟，于是请来木

匠修补。“我看木匠师傅敲敲打打挺有意思，

产生了兴趣，而且学门手艺也能挣钱补贴家

用，以后有口饭吃。”王德文说，当时有了拜师

学艺的念头。

王德文想学，拜师却不易。“那时候拜师

学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需要跟在师傅身

边帮工 3 年，没有收入，我还要干农活补贴家

用，没这个条件。”王德文说。

然而他还是不想放弃，试探着问木匠：

“我就给你拉拉锯行吗？”木匠没有拒绝。此

后，木匠出去做工都会叫上王德文，他也就慢

慢学会了木工手艺。

熟能生巧，是王德文的学艺心得。“木工

讲求‘严缝’。刨好的木头拼接起来，不留一

丝缝隙，滴水不漏。这极其考验工匠的功力，

只能凭经验，多刨掉一点，木料就废了。”王德

文说，那时候木匠出工要包料，废料的损失得

自己承担。

村里几个木匠，这个跟两天，那个跟三

天，跑前跑后三年。“等到 16 岁，包括榫卯在

内，大部分的木工技艺我都会一点了，感觉自

己已经可以‘出师’了。”王德文笑着说。从那

之后，王德文成了家里的“木匠”，从做小马扎

开始，逐渐也有客人找他打一些椅子、桌子等

大件，人们称他“小王师傅”。

农忙时种庄稼，有空时做木匠，这是王德

文的日常。“所以我说，我就是个地道的农民，

只不过会点木匠活。”王德文说。

热心为网友答疑，传授
木工技艺

在“阿木爷爷”的视频里，王德文只在开

头打个招呼，便坐下沉浸到木工的世界里，整

个视频经常没有一言一语，却详尽地展示制

作过程。

“父亲总是让我拍细节，让大家看得更清

楚。”王保成说，刚开始他不太同意父亲的想

法。“一个视频录制下来短则几小时，长则数

天，但短视频最长也就几分钟。如果都是木

工细节，未免太过枯燥，要是大家不喜欢看就

白拍了，我想加一些剧情在里面。”

但是王德文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想让大

家对木工技艺有更充分的认识，让更多人了

解、喜欢这门手艺。尤其是看视频的人多起

来以后，这个念头更强烈了，我感觉自己有这

个责任。”

不论是榫卯技艺，还是其他技术，王德文

都不藏私。网上有私信要图纸的，王保成会

把父亲画的图纸拍下来发过去；有提问的，父

子俩也会研究过后一一解答。

“有的外国网友留言说想学，问些技术问

题，我们都会解答。看不懂的英文，我们会用

翻译软件。”王德文笑着说，要让全世界都了

解中国榫卯工艺的魅力，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传统文化里的好宝贝太多了，和那些老

师傅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传承传统文化，

网络是个很好的媒介。”王德文说，去年回老

家过年时，同村人来拜年，说看了“阿木爷爷”

的视频已经学会做鲁班凳，准备做一些到集

市上去卖，靠手艺挣钱，这让他感到欣慰。

在网络走红后，曾有商业活动找上门来，

父子俩商量过后还是拒绝了。他们想将精力

更多花在优质木制产品的研发上。这个想法

得到了蒙山县政府的支持，目前陈塘镇屯两

村已经建起“阿木爷爷试点基地”。

“以后我还会继续钻研更多巧妙的木工

技术，拍摄出来给大家看，我这辈子就把这件

事情干好、干细致就行了。”王德文说，一辈子

都在钻研一个活计的人数不胜数，他也希望

更多的手艺人能够拥抱网络，用更新潮的方

式展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上图为王德文在制作将军案。

本报记者 李 纵摄

阿木爷爷木工技艺短视频走红海内外

老手艺走上新舞台
本报记者 李 纵

不用钉子、胶水，一榫
一卯做出鲁班凳、鲁班锁、
世博会中国馆模型等木
器，“阿木爷爷”王德文的
木工视频在海内外圈粉数
百万，收获上亿播放量。

通过他的短视频，更
多人见识了中国传统木匠
技艺的精湛，以及蕴藏在
榫卯结构中的古老智慧。

核心阅读
■为梦想奔跑R

前不久，上海玻璃博物馆一

件耗时 500 小时制作的艺术品玻

璃城堡被两位小观众在追逐中撞

到，严重受损。消息一出，不少人

痛心惋惜。无独有偶，2013 年，也

是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品“天使

的等待”被两个孩子损坏后改名

为“折”，并配以损坏时的监控视

频继续展出，提醒人们文明看展。

近年来，孩子参观时意外毁

坏展品的情况并不少见。博物馆

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更是青少年学习知识、陶冶情操

的“第二课堂”。让天性活泼好动

的孩子在博物馆中沉下心、静下

来、慢下来，并非易事，困扰着不

少馆方和家长。

加强告诫固然重要，但如何

用润物无声的方式让孩子们收起

调皮，自觉做到文明参观，更值得

探索。与其事后批评，不如事前

引导。参观前，家长不妨与孩子

共同制订计划，了解展览背景，进

馆再看实物，自然少了几分陌生，多了几分趣味，也多了几

分对展品的敬意。

对博物馆而言，确保展品安全和观众观展体验并非不

可兼得。触摸是人类的天性，是人们感知事物的重要方

式。一些博物馆已开始尝试多种方式，寻求保护与体验的

平衡。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内设有“考古现场”，让游客体

验考古过程；南京博物院曾在特展中制作一些复制品，供观

众触摸体验；在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一枚国宝级金印的复

制品能让人感受盖印的乐趣；卢浮宫的触摸画廊、大英博物

馆的动手柜台等也回应着人们亲密接触展品的渴望。

此次事件发生后，上海玻璃博物馆决定推出公共教育

活动“礼仪工作坊 2.0 版”，并发文表示“孩子绝不是潜藏的

破坏者，通过引导，他们也可以是博物馆的守护者。”我们相

信，通过恰当引导、用心设计，活泼好动的孩子们也可以与

沉静内敛的博物馆展品有恰当互动，来一趟博物馆，带走的

是对艺术的热爱，留下的则是完好无损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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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恰当引
导、用心设计，活
泼好动的孩子们
也可以与沉静内
敛的博物馆展品
有恰当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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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 ，第 二 届 中

国·张掖（国际）热气球节

在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

开幕，为期 12 天，以宣传

推介七彩丹霞特色旅游文

化资源、生态旅游优势、低

空旅游特色。100 只热气

球将举行 4 个场次集中飞

行 表 演 和 20 个 场 次 的 常

态化飞行表演。图为热气

球在景区上空飘舞。

成学磊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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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7日电 （记者施芳）记者日前从圆明园

管理处获悉：圆明园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启了石

刻文物数字化存档工作。以三维扫描、摄影测量和全景摄

影等手段，对远瀛观和大水法遗址开展全面记录。未来，被

存档的遗址可以形成虚拟三维影像在网上展示，游客通过

手机就能实现“掌上观展”，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远瀛观和大水法是圆明园两处标志性建筑，均在 1860
年被英法联军焚毁，此后经过多次劫难，目前仅存残垣断

壁。裸露在户外的石刻文物，受风吹雨淋、暴晒等自然因素

的影响，极易风化、受损。2018 年，圆明园曾对远瀛观、大

水法进行过加固保护。

为给两处遗址留下历史影像，更好地进行展示和研究，

圆明园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数字化存档工作，

按照“点面结合”的数字化方案，全面记录遗址现状，有重点

地提取远瀛观石柱、大水法喷泉拱门两处重要遗存信息。

近年来，圆明园持续开展修复文物、库藏文物、回归文

物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已在圆明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展出

瓷器、玉器、铜器及石刻等 118 件数字化文物。下一步，圆

明园还将建立高水平的文物修复医院，持续推进文物修复

工作。

圆明园启动数字化存档

本报福州 7月 27日电 （记者邵玉姿）为积极引导全社

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24 日，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促进福建省家庭教育事

业发展，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条例》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条例》从家庭尽责、学校指导、政府推动、社会协同等

方面对全省家庭教育事业进行了规范。其中，《条例》突出

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应当学习必备的家庭教育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孕期

夫妻、婴幼儿父母、学生家长应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条例》强调家庭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遵循未成年人

身心发展规律，把生命教育、身心健康、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等方面放在家庭教育的重要位置。

福建立法促进家庭教育发展

本报上海 7月 27日电 （记者曹玲娟）日前，记者从上

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

上海周将于 8 月 12 至 18 日如期举办。

据悉，上海书展今年的主会场仍将设在上海展览中心，

展场面积首次扩展到 2.6 万平方米，比往届增加 10.8%，有

助于分散人流，提升现场观众的安全感、舒适度。今年书展

将在上海、长三角城市和国内其他城市开设约 150 个分会

场，也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搭建书展网上平台，使线上线下

同步、圈内圈外共享的“未来书展模式”初步成形。本届书

展将依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相关要求，制定严密的防控措

施。读者需出示身份证和绿色健康码、检测体温、佩戴口罩

入场。

上海书展 8月将如期举办

本报北京 7月 27日电 （记者赵婀娜）近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共同研究

起草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

称制度改革，将完善评价标准。要严把思想

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突出教育教学能力和

业绩。同时，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

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不简单把论文、专

利、承担项目、获奖情况、出国（出境）学习经

历等作为限制性条件。逐步规范学术论文指

标，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等仅作为评

价参考，不以 SCI（科学引文索引）等论文相关

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国

内和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要同等对待，鼓励更

多成果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期刊发表。不得

简单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规模等

条件。不得将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职称评定

的限制性条件，职称申报材料不得设置填写

人才“帽子”称号栏目，取消入选人才计划与

职称评定直接挂钩的做法。

在创新评价机制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

分类分层评价、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创新评

价方式、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完善信用和

惩处机制、健全聘期考核机制等。要求科学

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聘期考核与其他考

核相互结合。

克服“五唯”倾向

高校教师职称改革公开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