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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云游博物馆”直
播活动在“南方+”客户端举行，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副馆长林冠男带领观众“深入地底西汉南越王
墓，看千年墓室如何消毒防疫”。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的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是在南越王墓基础上建立的遗址博物馆，1988
年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古墓为中心，依山而建，建
筑面积 1.74 万平方米，由综合陈列楼、古墓保护
区、主体陈列楼组成。博物馆外墙仿照陵墓石室材
质，用红色砂岩作贴面，体现出典型的岭南现代建
筑风格。馆内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
物，此外还设有杨永德伉俪捐赠的陶瓷枕专题陈
列。2008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
博物馆”。

参观古墓 体验独特

南越王墓的横空出世，堪称20世纪80年代轰动
一时的重大考古发现。

1983年 6月，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在越秀区象
岗山施工，当推土机开挖公寓楼墙基时，地下露出
一块块平整的大石板。工程负责人立即联系文物部
门，闻讯赶来的专家经过 3天勘察，初步得出结论
——这是一座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王侯级大墓。

随后开展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墓主人
胸腹位置发现一枚龙钮“文帝行玺”金印。据史书
记载，南越国第二代王生前曾僭越自封“文帝”，
并私自铸玺，死后将其随葬陵寝。专家由此判定，
墓主人就是赵佗之孙、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汉
代彩绘石室墓。”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王
维一介绍，“作为古墓原址上建立的遗址类博物
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在全国几千家博物馆中算是
独具特色的。观众可以进入汉代王侯大墓中参观，
这种体验独一无二。”

古墓上方覆盖着仿茂陵形状的覆斗型玻璃光
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走进墓道，前
室墓门上红黑两色卷云纹彩绘依稀可见。墓室由
750 多块来自番禺莲花山古采石场的红砂岩砌成，
整体布局如倒置的“士”字，坐北朝南，分前后两
部分，由石门隔开。墓前部 （南部） 为前室、东耳
室、西耳室，相当于朝堂、宴饮之所、储物室。墓
后部 （北部） 为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
室，是墓主人房间、妃妾房间、仆役房间和储物
室。整座大墓建筑面积约 100 平方米，仿佛南越王
生前宫殿的缩小版。

王维一介绍，墓中陪葬十分奢华，轻丝彩绸、

金车宝马、编钟大鼎、山珍海味等应有尽有，此外
还有15个殉人。由于南越王墓从未被盗掘，保存完
好，从中出土了1万多件文物，集中反映了2000多
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南越藏珍 世所罕见

参观完古墓保护区，来到主体陈列楼。陈列楼
地下一层以金字塔状光棚采光，与墓室覆斗光棚相
区别。楼北侧高耸一座玉圭形门阙，代表墓主的高
贵身份。东西两侧墙壁上刻有船纹浮雕，是出土文
物“船纹铜提桶”上纹饰的再现。

主体陈列楼 《南越藏珍》 展包括“南越文帝”
“美玉大观”“兵器车马”“海路扬帆”“生产工具”
“宫廷宴乐”6个单元，展出南越王墓出土文物 490
件套，其中有20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

第一单元“南越文帝”介绍南越王赵眜生平和主
棺室出土文物情况。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帝行玺”
金印陈列于这一单元，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公元前 203 年，秦统一岭南时的功臣赵佗趁天
下大乱之际建立南越国，国都定于番禺 （今广
州）。南越国历五任国王，后被汉武帝出兵所灭，
享国93年。不同于汉初刘邦所封的诸侯国，南越国
虽归附于汉，但仍有较大独立性，赵眜墓中出土的

“文帝行玺”印正是其独立性的体现。
这枚金印重148.5克，含金量达98%，是目前考

古发现最大的西汉金印。印面有田字界格，阴刻篆
书“文帝行玺”4 字。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 S
形，雕刻精美。

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
还有2枚，合占迄今发现汉代金印数量的1/4。此外
还有其他各类玺印 20 枚，包括铜、玉、水晶、玛
瑙、绿松石、象牙等6种材质。“这些玺印及其印文
为判断墓主及殉人身份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体现了
南越国独特的用印制度，对于研究南越国史和汉越
融合具有重要作用。”王维一说。

丝缕玉衣也是南越王墓中的代表性文物。这套
玉衣穿着于墓主人身上，全长 1.73 米，用玉 2291
片，由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包括头套、
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出土时，编缀玉
衣的丝线和麻布已朽，玉片散落，现在人们看到的
展品是由专家历时3年修复而成。

“全国各地考古发现的玉衣不少于 50 件，多为
金、银、铜丝编缀玉片而成。南越王赵眜的玉衣，
是目前考古所见唯一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王维
一介绍说。

在“美玉大观”单元，一件透雕龙凤纹重环玉

佩吸引了记者注意。玉佩内环中有一条昂首的游
龙，外环的凤鸟婀娜多姿，立于龙爪之上，头冠和
尾部延伸成卷云纹状，将双环之间的空间填满。凤
鸟回头与龙对望，似在喃喃细语，表达了龙凤呈祥
的美好寓意。王维一告诉记者，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的馆徽图案就是来自这件文物。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铜铁兵器、铁质农具、饮食
器具、青铜乐器等，生动反映了2000多年前岭南地
区的生产生活图景。从墓中出土的大量禾花雀遗骸
可以看出南越王的饮食癖好，烤炉、煎炉、釜、甑
等烹饪器具则体现了南越人烹饪手法的多样。

“海丝”文物 价值非凡

西汉时期，广州已经是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
地。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
相关，体现了当时经贸、文化交流的盛况。

“这是目前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角形玉
杯，也是首批国家禁止出国 （境） 展览的文物之
一。”王维一指着一件造型独特、雕刻精美的角形
玉杯对记者说。它由整块青白色硬玉雕成，呈犀角
状造型，口部椭圆，线条优美，纹饰以卷云纹为
主，集圆雕、线雕、浅浮雕、高浮雕等雕刻工艺于
一身，杯口下缘还雕有一只尖嘴兽。这件玉杯与国
内同时期玉器的器型不同，与西方的来通杯在器
型、纹饰、使用方式上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专家认
为它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文化交流的产物。

“海路扬帆”单元中展示了南越王墓主棺室出
土的一件扁球形银盒，盒身和盖子上有对向交错的
蒜头形凸瓣纹，颇具特色。“它是用捶揲法制成，
这种工艺及纹饰、造型具有古代西亚波斯金银器的
特点，专家判断它很可能是一件海外舶来品。”王
维一介绍说。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在盖子上焊接
了盖钮，在盒底加了铜圈足。它被当作药盒使用，
出土时盒内还装有药丸。

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产自西亚或红海的珍贵乳
香、5 根原支非洲象牙、具有典型西方特色的焊珠
金花泡 （饰品） 等文物。在一件船纹铜提筒上，可
以清晰看到大船的水密舱结构，反映了当时造船技
术的高超。所谓水密舱，就是用木板把船舱分隔成
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区域，避免船舱进水，这一技术
使远航成为可能。

2016年，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遗址
等6处史迹点被列入中国首批“海上丝绸之路·中国
史迹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点名单。南越王墓中瑰宝
见证了广州悠久的海上交通贸易史，历经2000多年
依然光彩夺目。

2020 年初，线上展览意外走红。受疫情影
响，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闭馆。为了满足广大观
众宅家期间的文化需求，文博机构大力提供线上
展示资源。截至3月3日，国家文物局已集中推送
6批共300个网上展览资源，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
以“云逛展”。

大约在 2005年，随着“数字博物馆”概念的
提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线上展览开始出现。作
为“永不落幕的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
展览可以保存已经结束的展览，也让错过展期的
观众有了大饱眼福的机会。如今，博物馆数字化
技术更加成熟，这次疫情期间，全国各地能够推
出这么多线上展览，正是多年数字化工作的成果。

哪些人会去看线上展览？不久前，笔者在微
信群和朋友圈进行问卷调查，收回的66份问卷中，
近四成受访者没有看过博物馆线上展。看过的人
当中，大部分是因为错过线下展而“补课”，或是出
于学习的目的。由于问卷调查样本量较小，不足以
全面反映真实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我们
提供参考：线上展览的主要观众，是对博物馆展
览关注度较高的文博爱好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博物馆粉”。
近年来，博物馆成为公众喜爱的文化“打

卡”地，一些精品大展现场经常出现排长队的景
象。但是线上展览的观展热度似乎远远不及线
下。是什么阻挡了观展热情？

首先，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欣赏文物、浏览
展厅，与身临其境面对实物所带来的审美体验、
艺术震撼是不一样的。线上展览受到观展设备、
展示程序、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操作不便捷、
画面不清晰、切换不流畅，都会让观展体验大打
折扣。

其次，线上展消弭了空间感，也隐去了观展
同伴，参观者难以直观地感受展厅布置的精美、
展线设计的巧妙，在观展过程中也没有伙伴可以
交流，相应地减少了一些乐趣。

线上展览存在不少局限，但它也有自己的优
势。它在云端持续开放，没有闭展时间，让亿万
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参观。借助先进的数字技
术，文物图像可以多角度清晰显示，让观众看到
一些现场看不到的细节。独自观展省去了排队、
拥挤的烦恼，能让人更专注地欣赏文物。

线上展和线下展在很多方面都有显著差别，
因此，线上展不应是简单地把线下展览搬到网
上，而是要对展览进行延伸、拓展，甚至“再创
作”。从三维到二维，少了空间的束缚，线上展览

可以打破原有展线设置，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观
展线路和更丰富的展示内容。线下展览无法实现
的检索、细读等功能，在网络平台都可以实现，
以更好地满足文博“发烧友”（线上观展核心人
群） 的需求。例如敦煌研究院推出的“数字敦
煌”，观众可以选择不同主题的参观路线，还可以
按个人需求对洞窟、壁画进行检索，充分发挥了
网络观展的优势。

线上展览还应在增强互动性上做文章。博物
馆要改变“我展你看、我说你听”的传统思路，
让观众更多地参与其中。线上展可以借鉴网络游
戏的方式，带给观众生动有趣的体验。今年春节
期间，中国文物报社、全国近30家博物馆与腾讯“博
物官”合作推出《2020“生肖之力”创意文物H5》，将
线下举办的《庚子鼠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展》转化
为可以互动参与并分享给朋友的网络小游戏，让人
眼前一亮。

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需要扎实的研究、整
理、策划工作为基础，同时也离不开强大的技术
支持。博物馆一方面要修炼内功，另一方面可以
和先进的网络科技公司开展合作。随着文博机构
不断探索创新和跨界合作的深化，线上展览必将
绽放更多精彩。

“清早起来五方朅，五方雾得黢麻
黑，黄云老祖豪光射，吹开乌云见日
月……”受疫情影响暂停开放一个多
月后，2 月 29 日，四川达州巴山大峡
谷文旅扶贫景区又迎来了新游客。作
为景区的特色文化项目，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土家族薅草锣鼓又在巴山
大峡谷闪亮登场。锣鼓齐鸣，歌声嘹
亮，舞姿雄壮，赢得游客们阵阵喝彩。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地处大巴山
南麓，这里居住着近7万土家儿女，他
们能歌善舞，勤劳勇敢，形成了灿烂
的民族文化。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

《周礼》 载：“击土鼓以乐田畴。”
据考证，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最早产
生于西周时期，成型于农业生产快速
发展的汉代。大巴山山高、路险、土
薄，土家人刀耕火种，靠烧荒种苞
谷、巴山豆、土豆等作物为生。每年
六七月，正是野草疯长时节，又是猴
群、野猪糟蹋庄稼最厉害的时候。聪
明的土家人为驱赶野兽、消除劳动疲
劳，在薅草时，把锣鼓带到山上，边
敲锣打鼓边大声喊唱。薅草锣鼓是川
东土家族农耕文化的产物，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薅草锣
鼓在宣汉一带还很兴盛。每个生产队
都有锣鼓班子，有专门的“歌头”领
唱，还有锣鼓手敲打。几十上百人集
体劳动，薅草锣鼓在旁边鼓劲加油，
场面十分壮观，堪称真正的“劳动进行曲”。

随着当地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改变，薅草锣鼓风光不再。土地包产
到户后，生产规模小了，集体劳动时的锣鼓班子也就不复存在了。加
之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会唱山歌、打锣鼓的人越来越少。薅草锣鼓
几乎“偃旗息鼓”，面临传承危机。

2008年，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国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思考：如何能
让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在当代重焕光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是文化形态和传承人。保护文化遗产需
要培根护本，首先要让传承人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宣汉县文联
副主席、县文化馆非遗中心主任桂德承说。为了让大家认识到文化
遗产的价值，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宣汉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
措施。每年对传承人参与活动、培训学员等方面进行考核，对代表
性传承人发放固定津贴，对一般传承人以奖代补。传承人参加县级
以上文化活动，都要发误工费。有些参加活动积极的传承人，一年
可以得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补助和奖励。

在宣汉，薅草锣鼓传承人有着数不清的感人故事。袁诗平是龙
泉乡中心学校退休教师，是薅草锣鼓传承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
个，他担当起了作品收集的任务。这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需要翻山
越岭四处奔走。2012 年 6月，袁诗平去水古村冬瓜洞百岁老人黄长
兴家收集锣鼓歌词，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一条毒蛇，蛇身擦着他的
小腿而过，吓得他头皮发麻。“这种蛇毒性很高，被它咬一口就没命
了。”袁诗平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历时数月，袁诗平走遍了分布在
巴山大峡谷里的土家族聚居村寨，收齐了薅草锣鼓现存的所有唱词。

80 多岁的吴正菊是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她家住在鸡唱乡街
上，原来开有小食店。为了薅草锣鼓后继有人，吴正菊宁愿自家不
做生意不赚钱，在店面摆上桌椅和锣鼓，免费办起锣鼓培训班。丈
夫全力配合，帮她记录、整理歌词。几个女儿是她的徒弟兼助手。
学员最多的时候达到60多人，吴正菊招呼不过来，几个孙辈也来帮
忙，全家共有13人参与。2017年冬天，吴正菊因心脏病发作两次住
院，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去看望她，她拉着工作人员的手反复叮咛：

“如果将来我走了，要让我的女儿们把这个培训班继续办下去，相信
她们的能力。”工作人员含泪点点头。

薅草锣鼓真正火起来，是搭上了旅游开发的快车。
2016年，宣汉县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开发扶贫”战略，筹措

资金打造300多平方公里的旅游景区，同时“用本土文化点亮旅游景
区”。以薅草锣鼓为代表的一批文化遗产得以开发利用，在巴山大峡
谷展现风采。

2019 年 6 月，第九届薅草锣鼓赛歌会在巴山大峡谷游客接待中
心广场开锣打唱。11 支参赛队伍穿着土家族传统服饰，唱、念、
敲、打，声情并茂，韵味十足。

为了让薅草锣鼓发扬光大，宣汉县已连续多年举办薅草锣鼓赛
歌会，吸引了县内及周边地区的鼓手歌手组队参加。活动期间，全
国各地的非遗爱好者、研究人员、专业院校师生前来观摩考察、交
流经验。

随着文旅开发成效渐显，游客不断涌入巴山大峡谷，景区内民
俗艺术团薅草锣鼓表演场次不断增多，参与学习、表演的年轻人也
越来越多。大峡谷境内的龙泉、渡口等乡镇建立了薅草锣鼓协会。
协会在文化站有专门的办公室，将薅草锣鼓队伍集中起来，提供固
定的活动场所，并组织人员对锣鼓引子、唱词、相关物件等进行收
集、整理、保护。

2019 年 7 月，四川省第一批非遗项目体验基地公布，宣汉县龙
泉土家族乡薅草锣鼓体验基地入选。这为宣汉薅草锣鼓的发展带来
了大好机遇。在此基础上，宣汉县决定在渡口土家族乡、三墩土家
族乡、漆树土家族乡也参照龙泉乡的方式建立非遗体验基地。

传承了数千年的薅草锣鼓，在新时代的巴山大峡谷唱得更红
火、敲得更有劲……

线上展览靠什么“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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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探寻两千年前的“地下王宫”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左：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外观 右：南越王墓出土角形玉杯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供图

3 月 11 日，在浙江省淳安县汾口镇赤川口村草龙文化馆，今
年51岁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草龙传承人余积新正在赶制
草龙订单。该村文化员余彩娟与他一起进行视频直播，为广大网
友讲解传统草龙文化及制作技艺。 唐家凯摄 （人民视觉）

直播展示非遗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