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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重洋万里，跨越世上千年，流散世界
的中国文物，这个农历新年与你我团聚。”今年
春节前夕，不少中国网友发现只要打开小程序

“博物官”，主页会弹出一个抢眼而漂亮的专
题，即“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下图)。点击进
去，能够欣赏到珍藏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
博物馆的 25件中国文物，其中包括镇馆之宝元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有五千年多历史的玉猪
龙、目前世上最大动物型尊——象尊、辽代等
身三彩罗汉像、西汉白玉虎等珍贵文物。

可近距离欣赏国宝

从春节前夕至大年初五，短短十天内，“国
宝全球数字博物馆”中上线的 25件文物，浏览
总量接近 19 万人次，点赞 5831 次，转发 1391
次。在留言互动区，许多网友写下了自己的观
后感，不少人惊叹这些文物“实在是太精美
了”，也有不少人为这个计划点赞，“感谢这个
项目，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失散已久的
国宝”。

“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是日前由中国腾讯

发起的一项文化保护与传承计划。计划旨在推
动远在海外的中国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
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承。计划通过合
作授权，将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精品文物数
字化，线上游客只需动动指尖，就可以通过小
程序、浏览器等平台，借助图文介绍与语音导
览，了解和欣赏到精美的国宝文物。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 1840 年鸦片战争
以来，超过 1000 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近年
来，中国推动文物追索返还取得新成果，但由
于种种原因，仍有不少文物暂时无法回归。基
于此，“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尝试通过互
联网科技的力量，让更多中国人可以跨越地域
限制，近距离欣赏到国宝。

探索文博数字化合作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腾讯做出的努力是
值得鼓励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
光表示。在他看来，博物馆交流其实就是文化
交流，如果通过这个计划能让中国用户在世界
文化交流、互鉴、发展的视野中，了解到中国

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在与
世界交流互动中的发展，影响将更为深远。

作为首期参与“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的
海外博物馆，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主
席索菲亚·马卡里奥十分看好这次合作。她表示
能够通过互联网技术让更多人欣赏到这些文物
是好事，同时她也非常期待能与腾讯在博物馆
的数字化创新上有进一步合作。

2018 年 6 月，基于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
究院等文博单位的长期合作经验，腾讯推出

“全球数字文博开放计划”，希望将数字能力与
平台分享给全球的博物馆机构，让更多人能以
新颖有趣的方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促进不
同文化之间的多元交流。时隔半年后，法国国
家博物馆联合会与腾讯在巴黎签署了战略合作
备忘录，决定在博物馆数字化、激发青年创意
活力、丰富文化创作形态等方面展开深入探索。

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

法国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博物馆，虽然这
些博物馆都在进行数字化工作，但像腾讯这
样能融合游戏、动漫、文学、音乐、文创、社
交等多种形态于一体的一揽子数字文博解决
方案却很少。

对此，法中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帕特里克·
当布龙认为，腾讯早已了解并深知如何解决博
物馆和艺术机构发展的“痛点”。它利用互联网
科技让文化遗产获得新的生机，激励青少年一
代积极链接当代与传统文化，这一点非常吸引
人。“‘艺术+科技’不仅吸引中国，也吸引欧
洲的受众。与腾讯的合作不仅将惠及中国游
客，也将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建立紧密的共享模
式。”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主席克里斯·德尔
康认为。

作为中国数字文博解决方案中的又一个新
创意，“国宝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已然启动，后
续还将引入更多数字科技手段和展现平台，连接
更多博物馆的珍贵中国文物，让藏品更丰，体
验更佳。而作为一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
文化”公司，腾讯也始终把推动传统文化的创
新传承作为自己的使命。“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开
放产品能力、技术手段与数字平台，通过联合
全球顶尖文博机构，探索出更多有价值的成
果，助力全球文博行业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
得到更好的传扬。”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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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文化不是两条单行线，应用新科
技，可以推动数字文化的发展，并且助力传统
文化的创新传承。传承传统文化不仅要传递精
神内核，还要创新表现形式，从而产生最广泛
的传播。因此，我们提出“新文创”这一新的
文化生产方式理念——即基于互联网的共融共
生，以 IP 构建为基础手段，通过强化产业价值
与文化价值的相互赋能，创造具备全球影响力
的中国文化符号的文化生产方式。

除了腾讯自有的音乐、文学、影视、动
漫、游戏、电竞等在内的新文创业务矩阵运
行，过去几年，我们与故宫这类文化机构携
手，让经典高雅的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例如故宫开放了包括《千里江山图》《清
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在内的11幅典藏
名画为创作灵感，和我们一起邀请明星音乐人
进行创作，也面向大众征集音乐作品，一个月
内收到 500 多首优秀作品。其中，《千里江山
图》 是当时 18岁的画家王希孟的画作。千年之
后，我们邀请同样 18岁的少年、中国青年偶像
歌手易烊千玺，以一曲 《丹青千里》 跨界演
绎。歌曲发布当天，视频播放量超过 3400 万，
引起很大轰动。而围绕李白存世的唯一真迹
——上阳台帖，腾讯与央视共同进行创意孵
化，与 《国家宝藏》 节目共同创作的王者字舍
H5 访问量已突破 4.8 亿次，成为继人民日报

“军装照”后融媒体互动的又一爆款。
我们与敦煌合作，将莫高窟天花板的四方

藻井图案，在微信小程序上数字化呈现，人们
可以自己动手组合，创作专属的图案作品。我
们还连通电商服务，把这些作品生产出来，让
大家戴上自己设计的丝巾，寄托美好寓意，喜
迎新春佳节。

我们也将一些优秀的文创作品带到了海
外。其中，由中国青年基于 《蒙娜丽莎》 和敦
煌壁画设计的两件文创品，将有机会在法国博
物馆文创店中与公众见面，它们不仅承载着传
统文化的艺术价值，也贴近生活，具有使用价
值，是青年创意和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晶。

更丰富的创作形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是传统文化重焕活力的要义。未来我们将进一
步贡献自身能力，联合海内外博物馆和其他文
化机构，以音乐、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
丰富的内容形态探索文化新传承，挖掘文化新
价值，让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更加熠熠生辉。

（作者为腾讯集团副总裁）

“经典”是历经时间流逝的不朽篇章，
是凝结思想和气韵的精神符号。《经典咏流
传》 第一季自 2018年春节期间亮相央视综
合频道之后，以 《墨梅》《明日歌》《木兰
诗》 为代表的众多经典诗词被插上旋律的
翅膀，飞入千家万户，滋养流行文化，成
功掀起一股“诗词音乐热”。

满怀对经典的敬意，《经典咏流传》第
二季于 1 月 28 日小年夜再续经典之约，嘹
亮唱响“新春第一声”。首期节目中，美国
姐妹花甜化人心的《声律启蒙》、谭维维大
气激昂的《山高路远》、赵照与齐豫催人泪
下的 《乡愁》、王源意气风发的 《长歌
行》，还有清华大学校友合唱团光芒闪烁的

《登鹳雀楼》（上图），无不是朗朗上口，荡
气回肠。

新一季节目对第一季进行了优化创
新，更强调人、诗、歌三者合一，升华感
染力。每一首歌曲中，既能照见诗词创作
者的历史心路，也能听见经典传唱人的阅
历心声，还能在以点带面、由此及彼中，

密切勾连时代精神和大众情怀。如云集了
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的清华上海校友会艺
术团，用一首 《登鹳雀楼》 勉励后代奋发
图强，再“上一层楼”。诗人王之涣对人生
的展望之景，时代开拓者对未来、对未来

的希冀之情，浑然一体。
为了让观众在鉴赏歌曲之前就能领悟

诗词精髓，更好融入意境，本季节目将
“解析”环节前置，每首歌曲的结构变成：
专业朗诵—文学评析—演唱经典—鉴赏互

动。同时，本季节目还增加了外拍小片和
第二现场，使得经典歌曲在演绎之前就有
充分的酝酿和铺垫，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
情感能被迅速代入。鉴赏团成员分别从各
自擅长的领域出发，兼顾了文学性、音乐
性和情感性，使得鉴赏互动环节真诚、质
朴、温暖、深邃。首期节目，在鉴赏赵照
和齐豫演绎的余光中 《乡愁》 时，鉴赏团
成员分享了各自对家人、对童年、对故乡
的深情，真正做到了让作品有魂、经典有
神、互动有情。

缘 于 鲜 明 的 文 化 属 性 ，《经 典 咏 流
传》 新一季吸引了诸多知名华语音乐人
的加入，李谷一、蔡琴、周华健、谭维
维、齐豫、张靓颖、王源等数十位横跨
老中青三代的经典传唱人，齐聚一堂，
续写经典。节目同时也增加了素人嘉宾
的 比 重 ， 以 原 生 态 和 亲 近 感 见 长 的 传
唱，彰显传统照进生活、经典鼓舞人心
的动人力量。

（钟 雯）

1月 28日，“列宁格勒完全解除法西斯
封锁 75周年暨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
中击溃德国法西斯军队日”纪念晚会于北
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活动由俄罗斯国
际人文合作署驻华代表处和圣彼得堡市对
外联络委员会联合主办。

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杰尼索
夫、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塔吉克斯坦
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达夫拉特佐达、哈萨克
斯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努雷舍夫、阿塞拜
疆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杰纳利，以及亚美尼
亚共和国、白罗斯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
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
华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共同出席了此次活
动。此外，参加晚会的还有欧美同学会留
苏分会代表、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代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中国外交部
部员、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子和中国老
兵方阵代表等共计200余人。

晚会前，全场起立默哀一分钟，共同
悼念那些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
战役中英勇献身的人们。在文艺演出中，
嘉宾们表演了形式多样的节目，包括歌曲

《军官圆舞曲》《神圣的战争》 和 《布谷
鸟》，华尔兹《鹤群》以及由俄、哈、塔三
国少年儿童分别朗诵的俄罗斯诗人叶卡捷
琳娜的诗 《斯大林格勒》 节选、哈萨克斯
坦诗人江布尔的诗 《列宁格勒人，我的孩
子们》 和塔吉克诗人穆明娜的诗 《斯大林
格勒之声》。

当天，俄罗斯文化中心还展出了关于
列宁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独特
图片与图书以及专题邮票。 （高 军）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2月 1
日宣布，将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5 月 20 日
举办蔡国强个展 《在火山里：蔡国强与庞
贝》。展览由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与大皇
宫战略总监、巴黎卢森堡美术馆馆长哲罗
姆·努泰策划。

受庞贝遗址邀请，艺术家将于 2月 21日
下午，在眺望维苏威火山的千年庞贝古城、
世界现存最古老罗马斗兽场，构造一个多媒
介的“爆破工作室”事件——约 30 米的巨大
画布上随意堆放与2000年前庞贝艺术、生活

相关的石膏、湿壁画板、布料、陶瓷、玻璃器
皿、大理石等材料，并埋藏捆绑各种烟花弹、
喷管与彩色、黑色原生火药。点燃引线后，
瓶罐间将掀起狂轰滥炸，数百发烟花同时
射向画布，如火山喷发势不可挡，最后一
切归于平静。余烟中，艺术家与团队将从一
片狼籍的遗址里，默默“考古”挖掘被炸过的
作品。整个过程将开放给民众和媒体观赏。
爆破作品将与之前完成的数件火药画一起，
进入考古博物馆永久馆藏展厅，与古罗马时
代的雕塑、湿壁画、陶瓷等精选藏品对话。

据策展人介绍，庞贝不仅是一座‘博
物馆’，更是湿壁画、镶嵌画满墙的图像之
城。蔡国强与庞贝的对话，将让古老美学
与当代艺术彼此映照。考古博物馆馆长保
罗·朱利叶里尼表示，“这个展览将为观众
与馆藏杰作——包括雕塑 《美臀维纳斯》

《法尔内塞的大力神》《塞内加》 半身像
等，编织令人惊奇的全新对话。”

展览将同步发行一本画册 （意大利
文、英文、中文各一版），一部纪录影像。

（喻梦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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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咏流传》再度唱响

列宁格勒完全解除法西斯

封锁75周年纪念晚会举行

蔡国强将“引爆”庞贝古城蔡国强将“引爆”庞贝古城

▼

《
庞
贝
研
究
：
雄
狮
》（
火
药
、画
布
）

蔡
国
强

▲法国观众欣赏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创作的音乐作品 腾讯供图

闹新春这一文化基因在中华大地亘古
不息。新春喜闹，闹醒新元，闹来春归，
闹来新的一年瑞气腾腾，百业兴旺。近些
年来，许多村庄改变古老的闹春方式，自
发办起了“村晚”，即乡村春节联欢晚会。
在福建宁德市屏南县，就有好几个村子连
续办了多年村晚。今年，这一台台村晚突
然在朋友圈被刷屏，扩散到全国各地，引
来许多关注。小小村晚在乡村振兴中彰显
出大魅力。

村晚聚集了乡村的才气。一台晚会，
从舞台灯光、化妆、音响、主持，再到表
演节目的演员，十八般武艺要汇聚一堂。
为此村晚的组织者必须多方联系，搜罗人
才，而后各尽其能，发挥出他们特长，达
到村晚顺利演出的效果。如是一来，村里
的乡贤、老艺人、在外就读的大学生、在
外打工的青年，都会被囊括其中，成为这
台村晚的主力军。这样乡村所有才郎才女
就会被聚集起来，发挥才智，展示才艺，
达到闹春的效果。以屏南县康里村为例，
连续办了四届村晚，每年人才汇聚，今年
就聚集了380名乡村人才。

村晚是挖掘乡村文化的强力器。如今
村晚仿佛成了闹春的时尚，组织者越办越
有经验，并且开始追求乡村演出节目的特
色性，展现乡村的特色文化。武术渊源深
厚的村，节目中必有武术表演，戏剧传承
好的村就有古老剧种传承，红色基因传承
好的村就有红色故事的演绎。就如历史名
人甘国宝故乡小梨洋村，就排演了甘国宝
武术表演。传承古老剧种北路戏的康里
村，村晚中就选排了这古老剧种。康里村
还把传统纺织技艺搬上舞台，有创意地与
十送红军结合起来，演得相当成功。所以
说，村晚的演出强力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村晚是移风易俗的好载体。农村传承
的是农耕文明，农耕文化与四时节气紧密
结合。春节几天是休农时期，也是一年开
元祈福、请神、闹春的重要节日。文化的
传承存在着泥沙俱下情形。今天，迷信活
动、赌博风、摆宴席铺张浪费等现象依然
在一定程度存在。但因有了一场村晚，许
多村民参与其中，那些活动就失去了人
气，聚不起来。一些有钱的村民把宴请的
钱捐助到开展村晚活动中，既体面风光，
又省心省力。屏南县康里村、小梨洋村、
横坑村都是群众集资办村晚。今年康里村
就集资近 2万多元。乡村有极强的家族观，
一人参与就会引一家，甚至一个家族关
注，会把参与村晚当作荣誉。虽然说节目
自编自导自演，但大家都想自家人的节目
演得好，一台节目可谓是全家全族的作
品，十几个节目，全村人几乎都倾心于村
晚。一台村晚聚才气、聚人气、聚财力、
聚正气，自然促进的乡风文明，促进了移
风易俗。

土里土气出品质，自编自导出才气，
自娱自乐聚人心。一台村晚看似土，看似
小，但却是村庄古老文脉开出的新花，也
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新亮点。

（作者为福建省宁德市作协副主席）

别小看了村晚
□ 禾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