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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探秘故宫”按钮，仿佛来
到故宫太和殿前广场，太和殿、文华
殿、慈宁宫、养心殿、乾清宫等建筑
依次呈现在眼前，可以近距离参观。
选择“赏雪”模式，就能360度欣赏
银装素裹的故宫雪景。故宫博物院推
出的“全景故宫”，让观众足不出户
就能畅游紫禁城，多角度感受世界文
化遗产的魅力。

近期以来，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全国各地博物馆暂
停开放。与此同时，海量文博资源在
线上展示，吸引了一大批博物馆粉
丝。“云看展”成为特殊时期文化生
活新方式，为广大观众带来丰富多彩
的体验。

文博机构奉上盛宴

清华大学博士生赵旭是一个文博

爱好者，春节假期他本来打算去博物
馆看展，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只能宅
在家中。“我注意到很多博物馆官网
和文博类微信公号都推出了在线展
览，点进去发现体验还不错。这些天
我在网上看了好多展，很有收获。”

据国家文物局初步统计，全国博
物馆春节期间共上线展览 2000 余
项，涉及历史文物、革命文物、自然
科学标本等多个门类的藏品和展品，
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为方便观
众查询浏览，国家文物局对这些网上
展览进行汇总，在网站和官方微信上
分批公布相关链接。国家文物局还在
网站上开放 346 万件珍贵文物信息，
并依托“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
划”的实施，建立“约会博物馆微博
矩阵”“博物中国-数字博物馆集群
系统”“三峡文化资源大数据平台”
等一批示范项目，引导各地文博机构
加大资源开放力度。

“非常时期，国家博物馆新闻板
块在国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指
挥下，快速形成特殊工作机制。新闻
传播处负责人到馆值班、指挥调度，
其他员工居家办公、高速运转，精心
打造‘国博邀您云看展’品牌，努力
为观众在云端呈现全面、精彩的展览
内容。”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国博积极开辟线上阵地，盘活数
据资源，在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
号、学习强国、头条号等多个平台推
出“国博邀您云看展”“国博珍藏连
连看”“国博珍藏云欣赏”等专栏，
包括近 50 个展览专题页、30 余个展
览的虚拟展厅、近 30 个专家解读视
频、20余个展览宣传片等。“国博太
贴心了！欢迎更多云展品！”“感谢新
媒体小编坚守岗位，带领大家线上观
展，度过文化中国年！”国博“云看

展”反响热烈，网友纷纷送上好评。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号“微故宫”发

布《“云游”故宫指南》，涵盖“全景故
宫”“V故宫”“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
记”“数字多宝阁”“故宫展览 APP”等
多款应用，让观众在家也能逛故宫、
看展览、赏文物、学历史。网友“柳
岸踏歌飞”留言说：“看到此文的第
一个念头就是要带着 83 岁的老母亲

‘云游’故宫。因老母亲腰腿不便，
去年在故宫游览时一半都没看过来，
给老母亲留下了一些遗憾。这下好
了，可以仔仔细细地把故宫看个遍
了。谢谢你们，太贴心啦。”

线上看展体验非凡

“我原来很少在线上看展，总觉
得不如现场参观效果好。这次体验了
多个平台的‘云展览’，感觉很惊
喜，有的能看到比实地参观更丰富、
更精彩的内容。”赵旭曾多次参观天
津博物馆，在他看来，天津博物馆的
在线展览还原度很高，“进入后是贴
心、科学的观展路线，随着引导箭头
从前言过渡到各个展区，每一个场景
都可以放大，在手机上也能看清文物
细节与文字解读。”

腾讯“博物官”小程序提供 500
家国内博物馆的线上展览，除了全景
展厅、语音导览外，还能720度欣赏
上百件精品文物，如河北博物院的长
信宫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铜马车
一号马、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丝缕玉
衣等。“3D看文物的效果很棒，以山
西博物院的鸟尊为例，除了能获得近
乎全面的三维视角之外，还有凤鸟和
象头等关键部位的放大展示，看完后
还能生成分享卡片。”赵旭说。

文博爱好者马嘉怡很喜欢“博物
官”里的“古画动起来”。“它让屏幕
前的观者在移步换景中感受画作的浓
墨重彩。动起来的画面看起来比在博
物馆中更加清晰，可以欣赏到一些以
往被忽略的细节。”

上海博物馆的线上展览也给马嘉
怡留下深刻印象。“线上观展让我置
身于一个留白的空间，透过屏幕投入
情感去欣赏展品。疫情无情，‘云展
览’将博物馆珍品以另一种形式呈
现，通过欣赏文物与古人进行跨越时
空的对话，给我们带来精神慰藉。”

寓教于乐传播文化

“我最喜欢听朋朋哥哥讲故事
了。”宁夏银川市小学五年级学生丁
思彤迫不及待地打开“耳朵里的博物
馆”微信公号，开始听“三国志——
文化主题特展”的讲解音频。听到介
绍错金银铜豹时，她点开图片，仔细
观察豹身用金银错工艺加工出来的梅
花状斑点和豹眼上镶嵌的玛瑙。

“每天写完作业，她都会听一些
博物馆故事，既有趣味，又能拓宽知
识面。”丁思彤的妈妈说，“这个寒
假，有了朋朋哥哥的陪伴，孩子宅在
家里文化生活也很充实，不会长时间
沉迷于动画片。”

丁思彤一家原计划春节假期去苏
州旅行，苏州博物馆是他们的目的地
之一。虽然受疫情影响行程取消，但
在“云苏博”可以VR全景参观苏州
博物馆，欣赏苏博基本陈列和“画
屏：传统与未来”特展，还能聆听在
线讲座、参与互动游戏。丁思彤对苏
州博物馆推出的“山水画DIY”游戏
很感兴趣。“游戏里提供了山、水、
树、人物、建筑等素材，我可以选择
合适的素材拖拽到画布上，根据需要
进行缩放，创作一幅属于自己的山水
画，还能盖上我的名字签章。”在

“明式家具拼装”“知识问答：挑战四
大才子”等游戏中，可以学到不少古
代文化知识。

与博物馆相关的网络课程已成为
在线教育的一大亮点。寒假期间，四
川省文物局联合教育部门与社会力量
合作，完善丰富“天府文化青少年互
动教育系统”内容。“假日博物馆”
公众号向社会免费开放200集国内外
博物馆教育课程，为广大公众特别是
中小学生提供优质学习资源。

风靡中国的“云看展”引起了外
媒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 月 5
日报道了中国博物馆在疫情期间提供
线上展览的新闻。文章指出，“中国
众多博物馆通过虚拟技术打开他们展
馆的大门”，“这些新的在线资源为文
化爱好者提供了机会，能够参观不常
去城市的博物馆”。

业内人士表示，这将推动新一代
互联网技术发展成果应用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助于传统文明与
现代文明相互融合。

公元 1420 年 （明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明成祖朱棣发布诏
令：以明年正月初一日始，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继元大都之后，
北京再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

2020年正逢明成祖迁都北京600周年。1月17日，首都博物馆推出开
年大展“1420：从南京到北京”。展览汇集北京、南京两地十余家文博单
位的267件 （套） 文物展品，生动讲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定都南京、燕
王朱棣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以及明朝逐渐走向繁荣稳定的历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首都博物馆目前处于闭馆状态，在首博官网
上，可以看到“1420：从南京到北京”展的图文介绍。本报带您欣赏几
件展览中的重点文物，透过这些文物，感受宏阔壮丽的大明风华。

行书大军帖

此帖为朱元璋写给北伐将领的一封信，内容主要关于如何妥善处置
元朝官员。信文晓畅明白，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颇具价值。幅末有

“朱”字花押。鉴藏印有“永瑢”“张珩审定真迹”等5方。
对于朱元璋的书法，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价说，“神明天纵，默

契书法”。康有为 《广艺舟双辑》 评价说：“明太祖书雄强无敌。惟笔画
稍欠法度，然雅拙中不乏挺拔。”

“黔宁王遗记”金牌

“黔宁王遗记”金牌，1974 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将军山明黔国公沐叡
墓。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显赫家族的家传遗
训，极为珍贵。

金牌为圆形，直径13厘米，上部为花叶形边，刻有叶脉纹，顶部正
中有一圆形穿孔以便系绳。牌身正面中间刻有“黔宁王遗记”5字，两边
各刻有4个字，右为“此牌须用”，左为“印绶带之”，字体略小。金牌背
面刻字5行，为“凡我子孙，务要尽忠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
和为本，特谕，慎之戒之”。

金牌上提到的“黔宁王”，指的是明初开国功臣沐英。他曾被朱元璋
夫妇收为养子，屡立战功，后留镇云南。沐英病逝后，朱元璋下令将其
遗体运回南京，葬于江宁将军山，追封黔宁王。沐英家族世袭黔国公爵
位，世代镇守云南，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边疆安定做出了贡献。

自1949年以来，南京地区已发掘多座沐氏家族墓葬，出土器物数量
众多、品种丰富，尤以金玉器最为精彩。

白象琉璃砖

这是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上的构件，釉彩鲜艳，砖上浮雕一只
白象。白象卷鼻长牙，看上去非常健壮，背负着莲座缓缓前行。其背后
衬有卷草纹图案。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白象是护法神的仆从和骑乘。

自北魏以来，琉璃砖瓦作为一种高等级建筑材料，只有皇家建筑才
能使用。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母亲而修建，前后共
花了17年，直至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当皇帝后，琉璃塔才完工。据史料记
载，琉璃塔高约 78米，共 9层，塔形为八角形，每面都有一个拱门，全
塔共有72个拱门，均由各式图案的琉璃砖构建而成。

这座琉璃塔雄伟壮丽、流光溢彩，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建筑奇迹
之一。明代文学家张岱称它是“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荷兰人
纽霍夫在《出使中国记》中称之为“中国瓷塔”。可惜的是，1856年，这
座耸立了400多年的宝塔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中。今天，我们只能从出土
的琉璃构件领略它当年的辉煌。

嵌宝石桃形金杯

此杯出土于北京右安门外万贵、万通父子夫妇墓。万贵之女为明宪
宗朱见深的宠妃，即历史上著名的万贵妃。万氏父子生前贵震朝野，其
墓葬中陪葬品丰富奢华。

这件金杯为陪葬金器中的精品，集范铸、焊接、镶嵌等工艺于一
体，制作考究，造型构思巧妙。杯体为剖开的半个桃子形，杯柄为桃枝
与桃叶，杯中与柄部镶嵌红、蓝宝石。宝石与黄金的颜色交相辉映，为
器物增添富丽效果。

青白玉夔凤纹子刚款樽

此樽为新疆和阗玉，把下有阳文篆书“子刚”两字款，是迄今所知
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带“子刚”款的玉器。它由樽体和盖两部分组成。
盖面与樽底各雕有等距排列的3只小兽。樽身饰以精美的勾连云纹和夔凤
纹。柄为镂空环状云形，其上雕一小象，设计新颖，琢磨细润。

明代玉器制造最发达的两个城市是北京和苏州。苏州琢玉的代表人
物为陆子刚。他生活于嘉靖、万历时期，所制玉器选料严格，大多为新
疆和阗青玉。陆子刚采用绘画透视技法及各种雕琢工艺，并将诗文印款
琢于玉器之上，把中国书画艺术与玉器工艺完美结合。

洪学智 （1913 年—2006 年），安
徽金寨人，1955 年和 1988 年两次被
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史上仅此一例。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洪学智将军
展现出很高的军事指挥艺术，贡献卓
越。洪学智有8个子女，他对子女的
教育十分严格，坚持言传身教。洪学
智常常告诫子女：一定要按规矩办
事，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不
要指望我为你们的发展铺路搭桥，你
们的路要自己走。

洪学智尤其注重教育孩子要勤俭
节约。女儿洪晓京回忆：“爸爸教育
我们要爱惜粮食，吃饭碗里要吃干
净。掉在桌上的米粒，他会随手捡起
来吃了。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做出
了榜样。我们子女8人，衣服都是大
的穿过，留给小的再穿。小学的时
候，我的棉裤接了好几处，裤腿、裤

腰布都不一样，膝盖处还打了补丁。
父母教育我们不要讲吃讲穿，要热爱
劳动；不要好吃懒做，好吃懒做是万
恶之源。”

1946 年四平战役结束后，陶铸
送了洪学智一条毛毯。这条毯子伴随
洪学智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 。 1968 年 ， 大 儿 子 洪 虎 要 结 婚
了，两位老人实在拿不出像样的礼
物，选来选去，就将这条毛毯作为结
婚礼物送给洪虎。这条毛毯被洪虎爱
人徐晓峰精心保存下来，现藏于四平
战役纪念馆。

洪学智家一床毛巾被盖了三代
人。1949 年 10 月，洪学智率领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
放广州。洪学智用自己的津贴在广州
购买了一床毛巾被。他带着这床毛巾
被赴抗美援朝战场，参加南京高等军
事学院学习，度过首次出任总后勤部

部长和下放吉林任农机厅厅长那些难
忘的岁月。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洪
学智把这床毛巾被送给大儿子洪虎夫
妇，后来又传给孙子、孙女。这床普
通的毛巾被在洪家用了60多年。

洪学智十分注意培养子女在社会
上的自立能力。他经常对子女说，人
在社会上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指望依
靠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洪学
智一生几起几落，他经常用自己的人
生体验教育子女：事物总是发展变化
的，人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得意
忘形，要想到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在
逆境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
心，要想到会有好转的时候。

洪学智先后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部
长，却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牟
取私利。他生活俭朴，清正廉洁，对
家 属 和 身 边 工 作 人 员 有 八 条 “ 铁
令”：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的什么

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任何时
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部队
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下部队吃饭
必须交钱，账不结清不走；下部队就餐
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
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出差不
允许子女搭车。

洪学智工作繁忙，但从不因此放
松对子女的教育。他注重从小抓起，
从细微之处抓起。孩子们上小学时，
每学期结束后家里都要开家庭会议，
针对孩子们的表现进行讲评，学习
好、表现好的有奖励。每年“八一”
建军节，洪学智夫妇总要把子女召集
到一起，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经历，
教育子女不忘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
传统。洪学智曾语重心长地表示：

“要教育后代热爱祖国，继承我党我
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不
断发展与胜利的法宝。”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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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全景故宫” 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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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学智言传身教：路要自己走
侯昂妤

洪学智言传身教：路要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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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邀您云看展”展品：汉代鎏金“中国大宁”神兽纹镜
国家博物馆供图

文物里的大明风华
邹雅婷 贺亚楠

文物里的大明风华
邹雅婷 贺亚楠

行书大军帖，故宫博物院藏 首都博物馆供图

青白玉夔凤纹子刚款樽，首都博物馆藏 贺亚楠摄

苏州博物馆“明式家具拼装”游
戏 来源：苏州博物馆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