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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想听什
么。”3月 14日晚，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白雪松
在淘宝直播平台完成第五场直播，观看量 30 多
万，点赞数超过 340 万。自 2 月 23 日首开直播以
来，白雪松因幽默生动的讲解方式在网上走红，
被网友称为“文博界李佳琦”“西安窦文涛”。

从今年2月开始，抖音、淘宝、腾讯、快手等
大型互联网平台相继举办“云游博物馆”直播活
动，全国几十家博物馆参与，网友反响热烈，单
日观看量超过千万。作为闭馆期间博物馆提供文
化服务的一种新方式，直播备受观众欢迎和社会
关注，已成为文博行业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

讲过的文物像活了一样

“第一次在网上直播，一开始有点紧张，准备
了不少资料。不过真正直播的时候比较放松，就
敞开了聊。没想到我的直播会这么火。”白雪松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

不进展馆，没有文物，在自家客厅，用一部
手机和一台呈现文物图片的平板电脑，以脱口秀
的方式侃侃而谈两小时，就吸引了几十万人在线
观看——白雪松的走红，让人有些意外。

在此之前，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知名度并不算
高。白雪松直播火了之后，很多网友对这家“深
藏不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产生了兴趣，纷纷留
言说等恢复开馆就要去参观。其淘宝官方店铺粉
丝数增长至2.5万，相关拓片、字帖等商品销量也
大幅提升。

“碑林就是这么任性，让大夏石马这么珍贵的
文物看厕所。”“李旦是六味‘帝皇’丸，家里六
位皇帝，他本人也是妈妈武则天的贴心小秘书。”
白雪松的直播不按套路讲解，时常抖包袱、说段
子，“金句”频出，让人印象深刻。“白老师讲过
的文物像活了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脾气、秉
性、前世今生。”网友张敏行评价说。

白雪松认为，在直播间长篇赘述一件文物的
外形、材质、年代等，大多数观众不喜欢。“我会
注重不同文物穿插讲解，从王羲之的碑石到李世
民陵墓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再结合一些段子和图
片展示。”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8年，白雪松平时讲解
就比较幽默，喜欢和观众互动。“我对自己的专业
要求很高，每天保持很大的阅读量。在阅读的基
础上，加上自己的思考，将碑帖、文物有关的知
识内化于心。”

上海网友金女士是从李佳琦直播间“串场”
过去的。“那是白老师第一次直播，特别有趣，我
看回放看到凌晨2点半，第二天就准时蹲在直播间
等白老师。”金女士去过西安碑林博物馆两次，相
比现场讲解，她觉得白雪松的直播更有意思。“他
发散思维特别强，能联系到各种知识点。直播过
程中还经常向我们提问题，有些问题我能猜对答
案，就更觉得有趣了。”金女士把直播推荐给身边
的朋友，他们都被白雪松“圈粉”，想要去西安碑
林博物馆看看。

“很多人其实是喜欢文物的，但往往看到的是
晦涩难懂的知识，就丧失了兴趣。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直播，让更多人爱上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白雪松说。

一天参观量超过半年

2月23日，甘肃省博物馆在淘宝直播平台举办
了两场直播。“直播间实时在线人数最高达 90 多
万，是我们去年全年观众总数的半数以上，点赞
数超过了50万。”网友反响之热烈，让甘肃省博物
馆副馆长史册颇感惊喜。

直播中展示了铜奔马等平时难得一见的镇馆
之宝，还推出有奖问答等互动活动，为观众送出
60 余件精美的文创产品。“终于看到铜奔马原件
了 ”“ 这 种 方 式 好 棒 ”“ 以 后 还 有 直 播 就 好
了”……看到这么多网友点赞，首次尝试直播的
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王雪麟非常开心。

3月1日，拥有1388年历史的布达拉宫首次举
办网络直播，开放了极少对外展览的馆藏珍品，
一小时内观看人数超过百万。3月 9日，布达拉宫
再次登上淘宝直播间，同时也是首次用5G信号直
播，画面更清晰、更流畅。

据不完全统计，受疫情影响闭馆期间，中国
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博物院、苏州博
物馆等 30多家国内著名博物馆在抖音、淘宝、腾
讯、快手等平台举办直播。有的博物馆参与了不

同平台的多场直播，除了派出金牌讲解员和文物
专家，还有馆长亲自出马，为观众讲述国宝故事。

“文博机构与互联网巨头积极合作开展直播，
是基于双方的共同需求。”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副教授黄洋对本报分析说，一方面博物
馆需要借助互联网实现由“窄播”到“广播”的
扩展，用直播这种当下流行的方式更广泛地传播
博物馆文化。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也要为受众
提供优质内容，博物馆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厚，是
一个巨大的IP宝库。

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总经理俞峰表示，博物
馆直播能达到“带人、带货、造品牌”的效果。
线上直播扩大了博物馆的接待能力，因为没有线
下客流的压力，博物馆可以展示以前没有开放的
区域和很少展出的珍贵文物，为大家提供更详
细、更深入的讲解。“以后的参观游览可能会变成
这样——先通过直播了解这个博物馆或景区，心
向往之，然后形成一个真正的行程。去了之后，
爱上那个地方，可以再通过观看直播持续关注那
里的动态，实现深度‘复游’。”

直播应走向常态化

“博物馆直播虽然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但从长
远来看，也是博物馆实现以人为本、多渠道满足
公众需求的必然选择，是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
务的新趋势。”黄洋认为，这次疫情过后，文博界
应重新思考博物馆定位与使命，以及如何适应并
有效运用新媒体提供文化服务。在博物馆正常开
放期间，也可以策划一些直播活动，更好地传播
文化和知识。

“在线直播与展厅讲解有很大不同，从内容组
织到互动方式甚至语气语调等细节，都需要重新
设计。”黄洋说，直播没有固定模式、固定台词，
对主播的知识积累和应变能力要求很高。网友的
问题五花八门，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博
的知识面，很难应付过来。“白雪松直播从书法家
生平到字体结构、从正史典故到野史传说都能信
手拈来，这绝非临时准备，而是‘台下十年功’
的积累。”

为了更好地与网友互动，白雪松开通了新浪
微博。“我想通过微博跟网友交流一些关于文物的
知识和感悟。网友也可以说说自己感兴趣的话
题，我会据此搜集素材，为日后的直播做准备。”
白雪松透露，未来可能会在抖音、哔哩哔哩等更
多平台进行直播，之后的直播会围绕一些文化专
题，比如四大名著、金庸小说、《山海经》等。

“这次直播为大家提供了‘解锁’甘博的新方
式，也让我们意识到线上传播的重要性和明显优
势。”史册说，“我们将在这方面持续探索，以更
丰富、更新颖的内容和形式带领大家继续‘云
游’甘博。同时也希望以此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
馆，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参观
体验。”

吴玉章 （1878 年—1966 年），原
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著名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
和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创始
人。吴玉章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其
良好的家风家训分不开。

吴玉章7岁父亲去世，14岁母亲
去世，童年时祖母的教诲对他影响极
大。他曾回忆道：“祖母是有名的节
孝者，家教极严，爱整洁、严肃，勤
俭，极恨烟赌，不许妄取财物。尝戒
童孩曰‘小时偷针大来偷金。不义之
物，宁饿死不接受’。”祖母对吴玉章
既非常疼爱，又以戒慎之心来看护，
时常叮嘱说：“从艰难困苦中长成的
人，才更有用处。”听到亲朋称赞吴
玉章，就说：“不要过于夸奖他，锅
盖子揭早了会出气。”她常说“做饭
不难洗碗才难”，勉励孩子做事要有
彻底性。吴玉章深受熏陶，自幼就表
现出“不偷懒、不苟且、不放肆、不
轻浮”的成熟气质和崇俭重廉、坚忍
沉毅的思想品格。

1903年，吴玉章东渡日本，寻求
救国真理，回国后参加革命。在长期
的革命实践中，他养成了严以律己、
艰苦朴素的作风。1938 年 6 月，吴玉
章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做抗日救亡讲
演，他提出在家办几桌酒水招待故旧
亲朋，妻子说：“可以啊，但钱呢？”吴玉
章说：“钱倒有，但是公家的，我不能
用。”结果杀了自家养的猪来做招待。

在吴玉章的影响下，侄孙吴本清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2年冬天，吴本清穿着一双草鞋站岗放哨，脚都冻裂了。他知道吴
玉章常支援困难同志，经济也很紧张，不好意思向他开口。一天，他
实在忍不住对吴玉章说：“幺公，我脚冻裂了，想买双棉鞋没钱……”
吴玉章盯着侄孙的脚，严肃地说：“你知道延安由于国民党封锁，缺医
少药，大家共渡难关。你可以向我要钱买棉鞋，其他同志又怎么办
呢？你绝不要因为我的关系而有什么特殊。”当吴本清挪动冻裂的脚转
身一跛一跛离开时，吴玉章又叫住侄孙，要他把草鞋解开，仔细查看
裂口后，心疼地说：“脚冻成这样，鞋还是要买”，随即给了他3.5元钱。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先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他始终保持艰苦
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他的保健伙食从不让家人共享，他用的汽车
从不让家人乘坐。平时他布衣布鞋，补了又补，直到逝世前，还用着
南昌起义时的一只皮箱和一条军毯，穿着延安时的旧衣服。

1963年，侄孙吴本清来看望他，临别时请他赠言留念。吴玉章将
荣县蔡家堰祖屋门厅上的一副对联写在吴本清的日记本上：“创业难，
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
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吴玉章写后说：“这是祖先给我们留
下的精神财富，现在我把它赠与你共勉。这是居家的格言，也是我们
做人的准则……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以身作则，在各行各业都要起模
范带头作用。”

吴玉章与妻子游丙莲育有一儿一女。在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里，
夫妻俩聚少离多，他曾回忆道：“我到日本留学以来，少则八九年回家
一次，多则十四五年回家一次……我既从事革命，不能顾及家庭。我
有一儿一女，家里又穷，全仗妻子游丙莲为我教养儿女。”1946年，吴
玉章在重庆工作，游丙莲病逝的噩耗传来，吴玉章十分悲痛，写下了
情深意切的祭文《哭吾妻游丙莲》，此后终生未再娶。

吴玉章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家人。侄子吴鸣和在他的引导下，加入
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不幸
牺牲。女儿吴春兰中年丧夫，坚毅自强，一边抚养6个年幼的子女，一
边还要照顾母亲。儿子吴震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8年学成回国
从事水电建设，升任总工程师后依然布衣蔬食，只嗜读书，烟酒不
沾，还资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和老工人，常常两袖空空。1949年，吴震
寰被国民党特务暗害，年仅 48岁。吴玉章将儿媳与 4个年幼的孙辈接
到北京居住，对孙儿们严格教育，敦促他们接近群众，不要搞特殊化。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吴玉章家族的良好家风深深融入吴氏子孙
的血脉中，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建树。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日，一档全新体验类文博短剧《国宝很有
戏》在新浪微博平台发布。该节目由意外艺术与
湖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国家一级博物
馆合作打造，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支持，通过
舞台剧的形式演绎国宝背后的文化故事。

《国宝很有戏》第一季共5期，每周三更新一
期，每期时长10分钟，围绕一件或一套重点文物
展开。“以往的文物类节目大多以第三人称讲
述，而我们选择第一人称视角，让文物自己发
声，讲述它所处的时代与它的主人的故事。”《国
宝很有戏》项目负责人介绍。

节目第一期讲述了湖北省博物馆“九鼎八
簋”的故事。“九鼎八簋”1978 年出土于湖北随
州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被

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节目设计了“文物练习生”
这种贴近年轻人兴趣的形式，通过两位小演员生
动幽默的表演，展示了中国古代“鼎簋列陈”的
青铜礼器文化。

节目第四期介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汉
代尚方博局纹铜镜。相声演员陈曦、金霏分别饰
演铜镜的正反两面，在对有趣灵魂和美丽皮囊的
探讨中，将汉代铜镜的文物特色、历史故事精彩
表现出来。

除了舞台剧表演，节目中还融入动画和专家
讲解，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为一体。 自
网上发布以来，“国宝很有戏”相关话题累计阅
读量超过5000万，网友评论近1万条，其创新讲
故事的方式引起了业界关注。

单日观看量超千万，讲解员成“网红”

博物馆直播为啥这么火
邹雅婷 贺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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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皮篓、手摇纺绳器、狍角帽、达斡尔族马鞍……在内蒙古呼伦
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镇腾克村，有一间木质结构、柳
条铺顶的达斡尔族民俗文化陈列馆，里面展示着与达斡尔族息息相关
的205件老物件，它们全是由达斡尔族老人鄂铁柱搜集而来。

“这个马鞍很宝贵，我费了好一顿口舌，才从一个达斡尔族老牧民
那里‘淘’到手。”鄂铁柱指着一个马鞍说，“我们达斡尔族马鞍和蒙
古族马鞍不同，蒙古族马鞍的后凸起高于前凸起，达斡尔族马鞍的前
凸起要高于后凸起。”

58岁的鄂铁柱从小受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熏陶，对本民族生产生活
用具十分熟悉。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生活的影响，达斡尔族原始物
品越来越少，民俗文化逐渐被冲淡。从2008年起，鄂铁柱开始搜集本
民族老物件，希望保留民族传统文化。他的想法得到腾克镇政府的支
持。镇里专设场地，并资助鄂铁柱搜集最具达斡尔族特色的老物件，
最终建成了现在的腾克镇达斡尔族民俗文化陈列馆。历经 12 年努力，
鄂铁柱共收集了205件达斡尔族老物件，从炊具、生活用具、狩猎用具
到日常服饰，覆盖了达斡尔族人传统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今，腾克镇达斡尔族民俗文化陈列馆成了村里、镇里最有文化
气息的地方，时常有村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一年参观量最多达到4
万余人次。馆长鄂铁柱为参观者详细讲解老物件背后的达斡尔族传统
文化，同时不忘骄傲地来一句：“我是达斡尔族。”

《国宝很有戏》创新演绎文物故事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淘”出来的民俗博物馆
王 靖

张纪中演绎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意外艺术供图

甘肃省博物馆直播现场 淘宝直播供图甘肃省博物馆直播现场 淘宝直播供图

白雪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 白雪松供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直播现场 淘宝直播供图

四川荣县吴玉章故居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