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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千年古都变迁

2007 年 5 月 18 日起，由著名建筑师张锦秋
设计并主持建设的西安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占地 245 亩的博物院包括三部分：博物馆、
唐小雁塔古建筑群和城市公园。像这样馆、
塔、园三位一体的建筑布局，在全国博物馆界
可谓独树一帜。

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是唐代长安城内著名
的皇家佛寺，也是唐武宗毁佛浩劫后仅存的四
座皇家寺院之一，位于唐长安城中轴线东侧。
寺内有塔，原名荐福寺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
间，是中国早期密檐式砖塔的典型代表。据记
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时把“雁塔”之名
带回中国，于是后人把唐慈恩寺内用来安放玄
奘带回经书的塔称为“大雁塔”，把形似大雁塔
但规模较小的荐福寺塔称为“小雁塔”。小雁塔
原有 15 层，上有塔刹，下有地宫。历经千年风
雨，塔顶、塔刹损毁，现存 13 层，高 43.3 米。
小雁塔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上的宗教遗迹，2014 年被收入 《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博物院的正门对着西安市朱雀大街，也是
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从唐至今，这条朱雀大
街名称未变、位置未变，仅是宽度比唐代时

“缩水”不少。这正是古都西安的奇妙之处——
今天的西安市区，与唐代的长安城区几乎完全
重叠。

进入博物馆中央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地面上一幅古代西安都城变迁图。西安是中国
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周
文王建立的丰京和周武王建立的镐京，到秦咸
阳城、汉长安城，再到隋唐时期的长安，共有
13个王朝建都于此，时间长达1100多年。

地下一层展厅陈列着一座木制唐长安城模
型。这座模型是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和史
料记载，按照 1：1500 的比例缩制而成，清晰显
示了唐代长安城市样貌。唐长安城面积有 84 平
方公里，由宫城、皇城、外廓城三部分构成，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明清时期北京城
的 1.4 倍，是今天西安城墙范围内的 7.5 倍。从
模型上可以看出，廓城内有东西向大街 14 条、
南北向大街11条，纵横交错的25条大街将廓城
划分为110个封闭式的里坊，正如白居易诗中描
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
畦”。大明宫、东市、西市、慈恩寺、朱雀大街
……这些唐代的街市、建筑，今天依然留有遗
迹，是西安人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

展示历代文化瑰宝

“西安博物院作为一个市级博物馆，馆藏文
物数量超过很多省级博物馆。藏品序列完整、
品类齐全，众多精品文物见证了历史上的西安
作为世界文明古都所具有的繁华气象和独特地
位。”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锋钧说。据统计，西
安博物院现有藏品 11 万余件/套，包括青铜器、
玉器、金银器、陶瓷器、石雕、书画、碑帖

等。院藏古籍 8920部，有 35部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西安城市发展史为主
线，分为“千年古都”“帝都万象”“府城西
安”三部分。各个时代的瑰宝汇聚在展厅中，
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

西周时期，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
峰。西安作为京畿之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
多、种类全、造型精，很多器物上刻有铭文，
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西安博物院展出的西
周永盂，造型浑厚，两侧有耳，器身饰有丰富
精美的纹饰，腹内底铸有铭文123字，详细记载
了一次授田仪式。这段文字为研究西周时期的
土地分封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

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高足玉杯，色青泛
黄，晶莹润泽，造型丰满浑厚而不失秀雅，纹
饰繁复多变，研磨抛光极为精细。从它硕大的
体量和非凡的艺术品质来看，这件玉杯当属帝
王用品。

唐代长安城是享誉世界的繁华都市，金背
瑞兽葡萄镜、鎏金走龙、白玉错金牌饰等精美
文物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达、工艺的精
巧。“唐三彩”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西
安博物院收藏了数百件珍贵的三彩器，其中一件

腾空骑马俑尤为独特。它由骑手和奔马两部分
组成。骑手为胡人少年，身着蓝色长袍，端坐
马背，双拳作控马状。马体形彪悍，作腾空跃
起状，颈上鬃毛直立，马鞍后有白、绿、黄三
色相间的袋囊。这种腾空飞奔的造型，在目前
所见的三彩器中绝无仅有，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特别是马的神态和肌肉健壮的腿部雕刻
得细致传神。唐三彩中蓝釉比较珍贵，这件作
品上多处施有蓝釉，价值非凡。

创新讲述“长安”故事

“西安这座城市的文明，某种程度上就是浓
缩的华夏文明。仅用静态的文物展示让观众来
了解历史文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直在努力
提升展览品质，通过多种手段让文物‘活起
来’，更好地讲述‘长安’的故事。”王锋钧说。

近年来，西安博物院设立“乐知学堂”教
育体验中心，举办“乐知大讲堂”“快乐中华
节”等公益文化活动，开设“长安古乐”非遗
文化演艺厅，以公众喜爱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西安博物院的活动办得不错，我经常带孙
子来参加，让他一边玩一边学习咱们西安的历
史。”在游客服务中心，笔者看到一位老大爷在
咨询社教活动详情，对于接下来要举办的活动
充满期待。

2019 年，西安博物院接待观众 342 万余人
次，同比增长 41%。“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在做好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把
展览办得引人入胜，把文物承载的历史故事讲
述得深入人心，用多元化思维拓展视野，努力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承
和社会教育功能。”王锋钧说。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的直播
间，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馆一个人气
很高的展览——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
展。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直播，欢迎大
家留言跟我们互动，也请帮我们转
发、点赞！”2月20日晚，“在家云游
博物馆”直播活动在抖音平台开播。
山东博物馆讲解员张丹丹、唐铭阳变
身视频主播，以生动活泼的讲解吸引
了大批粉丝关注。

此次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
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博
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
馆、辽宁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山
西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9家博物
馆联合抖音主办。各博物馆均派出优
秀讲解员担任主播，同时邀请跨界嘉
宾参与，直播讲解本馆重要线上展
览，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赏文物、看
大展。

第一场直播是国家博物馆 2019
年重磅文化展“证古泽今——甲骨文
文化展”。讲解员从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的制作说起，抽丝剥茧，带领观
众走进甲骨文的世界，通过一块块珍
贵甲骨了解商周时期的政治、文化、
生活面貌。随着讲解的顺序，展厅里
的文物、图片、展板文字介绍在屏幕
上清晰呈现，网友弹幕称赞虚拟展览
逼真性堪比现场参观。“甲骨文字有
什么特点？”“这场直播可以回看
吗？”“下次讲是什么时候？”讲解结
束后的提问环节，观众仍意犹未尽。

伴随着 《彩云追月》 的优美旋
律，绚丽的花朵在屏幕上绽放，广东
省博物馆直播展览“臻于至美——广
珐琅特展”拉开序幕。开场视频中盛
开的花朵正是珐琅器上的精美纹饰，
直播一开始，观众就被珐琅艺术品的
魅力深深打动。珐琅和瓷器有什么不
同？景泰蓝是珐琅的一种？我们生活
中常见的搪瓷，和珐琅有什么关系？
策展人的讲解，引起观众的浓厚兴
趣。留言区不仅有对中国珐琅工艺的
赞叹，还有不少涉及专业问题的讨论。

“我们身后这棵粗壮的大树，造
型很奇特，非洲当地人把它奉为神
树。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树？”山
东博物馆的直播间里，两位讲解员绘
声绘色、热情投入，在讲解过程中频
频与网友交流互动，俨然文博界“李
佳琦”。“第一次开直播就这么专业，
给两位小姐姐点赞！”“讲得太好了，
真想来看看呢！”直播收获众多好
评，为博物馆赢得许多新粉丝。

从2月20日至22日，“在家云游
博物馆”共有 9 场直播与观众见面，
其中有“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又见
大唐”书画文物展等备受好评的精品
展览，也有特约嘉宾、原央视主持人
张泉灵的跨界演绎，带领观众走近长
沙马王堆汉墓。除了直播导览外，各
大博物馆还在抖音平台开设VR线上
展厅，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入
相应的博物馆展厅看展。

钱三强 （1913 年-1992 年），中
国原子能事业奠基者，“两弹一星”
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是浙
江吴兴 （今湖州市） 人，先祖家境清
贫，世代务农打渔，其家族的兴起始
自钱三强的曾祖父钱广泰。钱广泰重
视教育，其子钱振伦、钱振常先后考
中进士，被授予翰林编修与礼部主事
之职。可惜晚清官场腐败，二钱在北
京无所作为，最终都退归江南，以教
书授徒为业。

钱振常有二子，长子为清末外交
家钱恂，次子即钱三强的父亲、近代
著名学者钱玄同。钱玄同是“新文化
运动”先锋，他对子女的教育一直提
倡自由平等、尊重包容。他主张子女
不要死背书，允许他们随意阅读家中
各类书籍。钱三强是钱玄同四个子女
中排行第二的孩子。他曾在纪念父亲
的文章中写道：“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
物……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还开阔了视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钱玄同从不干涉子女选择专业方
向，他说：“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
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
但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
些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
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决
定实行的措施。”在父亲的鼓励下，钱
三强选择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就读北京大学的第三年，钱三强又决
定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
级。对于这样的选择，钱玄同没有反
对，还给予理解，他说：“讲到某人
研究什么学问，我是主张完全要由自
己的兴趣来决定，万不可由别人用功
利主义做标准来‘指派’。”钱玄同还
写下“从牛到爱”四个字送给钱三
强，并告诉他：“写这样几个字寓意有
二，一是勉励你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
劲，二是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

爱因斯坦学习。”钱三强一直珍藏着这
条横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7 年，钱三强通过中法教育
基金委员会公费生考试，获得去巴黎
大学镭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机
会。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父
亲高血压病加重，钱三强一度萌生放
弃留学的念头。钱玄同鼓励他说：

“你这次出国深造，是极难得的机
会，你现在的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
有所用。报效国家，造福社会，发奋
之路还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
顾近忧啊！”

留学法国时，钱三强师从约里
奥·居里夫妇，并于1947年成为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1948
年6月，钱三强与妻子、同为物理学
家的何泽慧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投
身于中国的核物理事业。

钱三强共有三名子女，长女钱祖
玄、次女钱民协、幼子钱思进。论及
子女培养，钱三强认为最重要的是教
育他们“志当存高远”。他说：“追求
物质享乐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
种享乐是比较低层次的，有为青年应
该有更高尚的追求。”

20 世纪 60 年代末，钱三强一家
人分散在不同地方，只能通过书信联
系。在陕西“五七干校”劳动的钱三
强写信给在山西插队的钱思进，教育
他要独立面对困难：“一个人的将
来，主要靠自己。人自助，他人才能
助之”。二女儿钱民协生小孩时状况
不好，钱三强正在开会无法抽身去探
望，便写信关心女儿：“希望你勇敢
沉着。平时你是表现很好的，希望你
继续发挥你的长处，在这个关键时
间，过好这一关。”

在钱三强的影响下，孩子们养成
自立、进取的性格，全都获得博士学
位，成为行业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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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长安城。
在那座城里，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畅快肆意，有“九天阊阖开

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势恢宏，有“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的热闹繁
华，也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平静祥和。

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开始，先后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
产。如今，数千年的光阴浓缩在西安博物院中，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城市的璀璨与荣耀。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安博物院时说，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在这个集古代文物、建筑与现代化展馆于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中，你可以读到周秦

汉唐的辉煌，感受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脉。

◎服务不打烊

博物馆开直播啦，点赞！
邹雅婷 贺亚楠

◎家风家训◎家风家训

钱三强家风：

自立进取 志存高远

谷 敏

西安博物院内唐代小雁塔古建筑群 本文图片均由西安博物院提供

唐代鎏金走龙

左：秦代高足玉杯 右：唐三彩腾空骑马俑左：秦代高足玉杯 右：唐三彩腾空骑马俑

广东省博物馆直播展品：清乾隆铜胎画珐琅花卉福寿八宝双层盒
图片来源：广东省博物馆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