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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被“观博”者追捧的老太太
“明星”志愿讲解员周娅：“能在博物馆里优雅地老去是一种幸福”

“讲解员不是复读机，也不是语音导览，我们要给参

观者提供更有深度的内容。”在故宫，有这样一名志愿讲

解员，她虽年逾古稀，却始终在学习，思想多元、开放，用

自己的视角去感受和思考，善于用风趣的语言普及历史

文化，和听众“一起分享、一起欣赏、一起感受”。在 15 年

的志愿讲解中，她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其中不乏年轻人，

并深深影响着他们，让他们“把走进博物馆作为生活的一

部分”

本报记者强晓玲

“我跟您走一会儿行吗？”
身着蓝色裙装的女孩，从故宫午门东雁翅楼

“浴火重光”展厅里紧走几步，追上了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太太。老太太刚刚在展厅里滔滔不绝讲
解，这会被一群粉丝拦住要求合影。

被“追”的老太太叫周娅，今年 70 岁了。
20 年前退休的周娅， 15 年前开始在各大博物馆
当志愿讲解员——— 从 2002 年在国家博物馆讲解
《大唐风韵》《启蒙的艺术》，此后一发不可
收：在中华世纪坛博物馆讲解《意大利文艺复
兴》《从莫奈到毕加索》，再到故宫博物院讲解
《故宫藏历代书画展》《梵天东土并蒂莲华》。
她讲过古埃及、古印度、两河文明，讲过希腊、
罗马，讲过玛雅文化和印加文明；从 3 万年前的
非洲岩画，讲到当代日本有田烧的陶瓷……

“能在博物馆里优雅地老去是一种幸福。”
徜徉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讲了 15 年的周
娅很享受志愿讲解的人生。

“把珍珠讲清楚其实不难，通过查阅资料我
们都可以弄明白，难的是要把这些珍珠串成美丽
的项链。周老师讲的是学会欣赏美、感受美，追
求更美好生活的能力。她总能通过一两件器物反
观自己的生活，讲出直射人心的感受，这是本
事，这本事是时间和阅历造就的。每次听完周老
师的讲解，收获往往超过了展览，记住的不是年
号，而是观念，心胸都会再打开一些，想成为更
好的自己。”追随周娅七八年的李海虹，视周娅
为“女神”。

“任何深爱的东西，都不如与大家一起分享
来得快乐。”坐在记者身边，周娅端起茶杯慢慢
润了润喉咙，“我可……知足了！每一次讲解都
是提升积累的过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有时还
会有些小得意。”从早晨七点半踏出家门，中间
没有坐下来歇一次脚，喝一口水，一直处在兴奋
讲解中的周娅像小姑娘一样俏皮地笑着。

她在博物馆里引发人浪

这个春天，北京最好的文博展览无疑是国家
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 100 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卢浮宫的创想”。

为了有一个较好的观赏环境，与朋友相约看
展的周娅一大早就赶到了博物馆，她还有个任
务：给朋友讲解。

“这个展览要告诉我们什么？全球化！”走
进“大英”展厅，周娅悄声告诉身边的几个朋
友。此时，观展人不是很多，大家三三两两在阅
读着序言，欣赏着展品。

“我们来看看序言部分的这件展品：佘盆梅
海特内棺。这件展品代表着古代的全球化。埃及
没有树，每年尼罗河发大水，但是做棺材的木头
来自黎巴嫩，黄金来自努比亚，青金石来自阿富
汗，沥青来自两河流域。最早的古埃及，资源也
要靠世上的物流才能完成。‘物流’的概念是物
资向有需求的地方流动，这一点，在古代就已经
完成了。”周娅的声音并不大，但幽默风趣，故
事化的语言不断在安静的展馆中发酵，不知不觉
中，“亲友团”的队伍在悄悄扩大。

讲到古罗马文明时，周娅说：“古罗马的辉
煌，不是靠杀戮，而是靠宽容的宗教政策。宽容
让他们赢得了世界，享乐又让他们失去了世界。
请记住，没有一个民族是从享乐中走向复兴
的。”

讲解中，周娅的表情总是特别丰富。陶醉于
人类文明的瑰宝中，她时而惊叹古先贤的聪明才
智，时而感慨暴君的残忍与专横；时而仰慕古代
工匠的精湛技艺，时而惊羡艺术品的巧夺天工。
瞪大眼睛的赞叹与弯弯眉眼间的沉醉，令她身边
聚集的听众从一开始的三四人，不一会儿，就聚
成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足有一二十人。周娅每一
次在展柜间的快速移动，都会引发一波不小的人
浪。

从“大英”转场旁边“卢浮宫的创想”，
周娅说：“博物馆是用文物叙说故事的地方，
这个展览是马丁内斯馆长的‘钓鱼’展，讲述
卢浮宫 8 0 0 年的历史，目的就是让你去看
看。”讲解中，周娅又一次被人群围在了中
央。除了从“大英”追过来的一批观众，展馆
里，不时有熟人认出了周娅，并上前打招呼甚
至拥抱，兴奋溢于言表。

在讲解弗朗索瓦一世时，她说：“是他把
达·芬奇请到法国，把‘蒙娜丽莎’永远留在了
卢浮宫。作为开明的君主，他认为所有的艺术
品都属于全体公民，因此博物馆诞生了。这就
是民主，这就是启蒙，欧洲启蒙的意义是极大
地提高了欧洲所有公民的综合素质，这就是启
蒙运动。”

在讲解凯瑟琳王后对法国时尚的深远影响
时，她说，女孩子们都知道的可可·香奈尔，她
的设计理念多来自凯瑟琳王后。儿时的香奈尔
是个孤儿，一直住在凯瑟琳创办的修道院里，
凯瑟琳是香奈尔的偶像，香奈尔 CC 标志的灵感
就来自修道院的玻璃窗。“我们除了知道香奈
尔包包又贵又好看，也应该了解背后的人文思
想。”

讲到生命短暂的“埃及学之父”、法国人
商博良时，周娅对前排的小听众说道：“孩子们
啊，生命在于质量，而不在于长度。生和死都是
自然而然的，我们要愉快地对待生命的每一天，
像庄子一样‘鼓盆而歌’，人生就会有另一番气
象。”

本就不大的展馆里，周娅身边的听众越聚越
多，人们追随着她从一幅作品移到另一幅，巨大
的人浪一波又一波，这在博物馆观展中被视为危
险的场面。

怎么办？“大家都不要动，我在这里讲，待
会儿分头观赏。”盲讲，是博物馆讲解中最难
的，不仅要求讲解员熟悉展品，更需要讲解员对
历史文化背景烂熟于心。通过周娅丰富的“表情
包”，人们畅想着卢浮宫的“前世今生”。

“卢浮宫是外籍观众最多的博物馆，那么，
卢浮宫为什么办这个展览？”结束时，周娅讲
到，国家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佛罗伦萨与文艺复
兴”的展览，“意大利的文化参赞在开幕式上说
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举办这个展览是希望中国人
可以博学地来到或者回到意大利。朋友们，听出
滋味了吗？当我们花着大把的钞票买很贵很贵的
包包，在那里疯狂抢购的时候，人家心里却看不
起你，因为，‘你不懂我们的文化’。”

“如果我们之前走进卢浮宫是茫然的，那么
下一次我们尽管还说不上博学，但至少是有文化
的。每一个人做最好的自己，每一个最好的中国
人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这就是我们来到博物馆
的意义。”

不大的展厅里掌声响起，人们追着与周娅合
影、请教、加微信……

“娇惯我们的眼睛”

“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捏一个你，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
“哎呀太美啦，每次看到它，就想起了这首

诗！忽然想到我身边如果有人结婚，一定定做一
个送给他们。”指着乾隆年间的胭脂红蓝地合欢
瓶，周娅深情地吟诵着管道升的《我侬词》，如
小女人般撒着娇，引得满场笑声。

每周三上午，在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讲陶
瓷，是周娅当志愿讲解员的工作日。一大早文华
殿里就慕名赶来不少参观者，他们或是通过微信
朋友圈加周娅为好友，或本身就是周娅的粉丝。

“这个瓶子使用的胭脂红，金红，是西方玻
璃工艺里的技法，《玻璃史话》中有提到。用万
分之一到万分之二的黄金，量非常少，难度是要
把金加工成纳米级才会产生这种红色的效果。技

术难度非常高，但是，那个时代，我们的工匠
做到了。”除了风趣的小故事，周娅关于中国
瓷器技艺的讲解总能深入浅出。

“我们到故宫就是要看美的、经典的，要
娇惯我们的眼睛，娇惯完了，坏了，你能看上
的一定是买不起的了。”笑声过后，周娅说，
“那也要娇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眼睛，要有
鉴别能力，来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讲到紫砂，周娅说紫砂是我国明代的一种
烧制，“我去过当地，他们非要把紫砂说成春
秋战国的范蠡时代，我倒要问问，这两千年的
历史都跑到哪儿去啦。”

对一些地方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的“文化
遗产宣传”，周娅很气愤：“文化历史怎能容
忍造假？”

周娅介绍，唐代，青瓷、白瓷已经发展到
很高的水平。宋代，瓷器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
商品，“中国的瓷器曾是欧洲王室的奢侈品。
在‘大英’展上，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我们的
海上贸易就是一条‘瓷路’。”

讲到现代陶瓷工艺，周娅说，如今中国在
世界陶瓷高端市场的份额是零，“作为瓷国
人，耻辱啊。”

“女士们，你们不是都玩茶吗，换些好的
茶具、杯子。如果没有了市场，我们的瓷业就
无法发展，振兴中国瓷业靠大家了。”

“民国时期，许之衡先生说，‘生瓷国而
不解言瓷，居瓷国而不通瓷学……吾党之耻
也’。北京大学叶朗教授说，‘瓷器里面满载
着中国文化，瓷器是中国人的名片。’”展览
结束，周娅话锋一转，“当志愿者收获的首先
是我自己，在故宫里我接触到中国书画与瓷
器，对于瓷器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讲解中
从喜欢到热爱，特别是当你有了一点点自己的
体会或心得时，内心都会觉得好美好美。”

就在大家掌声还未结束时，周娅又说，
“午门的阿富汗展大家都去看了吗，非常值
得，这样吧，大家都别吃饭啦，跟我走，我再
给你们讲讲‘浴火重光’。”

阳光下，故宫最美的海棠园里传出阵阵掌
声和叫好声。

“讲解员不是复读机”

“每一次讲解的背后都是时间和功夫。”
周娅说，志愿者首先要自己学习。

每周一早晨 5 点 45 分，周娅便出门了，
换乘好几次公交车， 8 点之前赶到位于清河
的韩守为老师家里。周一的国学课，她已经
上了十几年。除了“讨论式”的学习古代经
典，韩老师还会传授他们一些书法、绘画知
识。

20 年前，周娅从一家贸易公司退休。每
天一睁眼就在想，今天干什么，“谁也不需要

你的时候有一种失落感。”
2002 年，经过考核，周娅成为国家博物

馆首批志愿讲解员，“终于找到一件自己喜欢
又需要我去做的事，开心极了！”

然而，尽管内心始终对文化艺术有着特殊
的情感，刚走进博物馆时，周娅才发现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周娅发奋学习，像一块海绵一样沉
浸在文化历史知识的海洋。她抓住一切机会去
看各种展览，去阅读大量的国学、艺术和人文
历史的书籍，“有些知识不一定有机会讲给观
众，但你心里一定要装着。”

2002 年，国博大展“大唐风韵”是她讲
的第一个展览。拿到解说词，她就想，讲大唐
为什么不把唐诗融合进去？于是打电话给国博
宣教部的老师。“你加呀。”老师的一句回复
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周娅觉得，“讲解不是在
炫耀你的知识，而是更好地让观众理解并且印
象深刻。”

“讲解员不是复读机，也不是语音导览，
我们要给参观者提供更有深度的内容。”周娅
说，自己是个“不喜欢按稿子讲展览的人”，
她非常感恩博物馆的老师对自己的宽容，可以
由着她的兴趣去讲。

一次，某地文博界的专家到馆参观，老师
安排周娅讲解。在现场周娅能感觉到“他们对
于一名退休的、业余老太太的怀疑和那种审视
的目光。”她心里始终记着老师的话，“按照
自己的方法讲。”当她讲到关键一处，并且提
出自己的见解时，对方抬眼对视她的目光让周
娅心里一喜，“他听进去了，其实也是一种实
力的对抗。”

为丰富讲解内容，周娅不满足于既有资
料，她喜欢自己做课件，更注重看展览，“因
为在原作面前的感受是任何课本不能给你的，
我喜欢面对面的交流，并且总能发现很多‘好
玩的’事情。”

2015 年，故宫特展“清明上河图”，排
了几次长队去观赏，周娅用自己的视角做了课
件《我的清明上河图》，从一把锯子讲起，
“用自己的眼睛看，才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方法
讲。”

“周娅总是扯得很远”，她听说有人在背
后批评。“可是她总能再拽回来呀”，因此她
更感激那些理解她、替她说话的业界专家。周
娅说，正是专家的宽容，才使她的讲解“更自
由”。

从一开始的“自我推销”，到如今被馆内
馆外的“粉丝”追随，除了十几年的文化积
累，周娅觉得与自己做过营销多少有点关系。
怎么吸引住参观者？怎么让他们在馆里待的时
间更长？她说，“要找到观众的兴趣点，我不
喜欢用‘博大精深’等虚词套话。有时在展品
面前，一句感叹词就是传递，那是一种‘和你
一起来发现美丽’。”

“ China 大写是中国， china 小写是瓷
器，瓷国之人安能不懂瓷？跟我走吧！”周娅
说，即便没有人，经常一句话便能在故宫里为
自己“捡到”不少听众。

如今周娅已经是故宫里的“明星”。讲解
中，她始终把姿态放得很低，每一个专业解释
都会说清楚出处，更多是以一名志愿者的视角
来与大家分享博物馆的美好。

“阳光周老师”

周娅的微博、微信备注是“阳光周老师”。一
开始大家称呼“周老师”，她很紧张，“不敢当，受
用不起啊。”后来年轻人解释现在老的少的都这
么称呼，跟“老师傅”是一个意思，周娅坦然了。

除了国学课和志愿讲解日，周娅更多是在
家里看书、写字、做课件，约几个好友一起看
展览，也会受邀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博物馆的故
事，给一些机构讲中国瓷器或者中国绘画，
“都是公益讲座。”

“作为博物馆的志愿者，我们做的就是文
化普及工作，我和你一起分享、一起感受，过
程中你也就学会了怎么看、学会了如何欣赏，
更主要的是你把走进博物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了。”周娅说。

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山石，几年前带外地
的朋友逛故宫，无意间被正在武英殿讲解中国绘
画的周娅吸引，从此爱上了故宫。从一开始的分
不清钧窑、汝窑，到如今对故宫的藏品如数家珍，
山石说，“是周老师让我爱上了故宫。”

“每天特别忙，但特别充实”，如今也在故宫做
志愿讲解员的山石，与那些曾经厮混的“牌友”已
经“失联”多年。“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内心越丰
富，人也变得越来越谦和了。”

15 年来，做志愿讲解员的周娅不仅收获了
一大批粉丝，更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一起学习国学的王充夫妇与周娅既是同学
又是朋友，经常一起结伴旅游。王充说自己刚退
休时喜欢跟老战友老同事聚会、喝酒，但时间长
了也觉得很没意思。在爱人的带动下，“加入到了

‘周老师’的队伍里。”他说，周娅不像一个 70 岁
的人，她的思想是多元的、开放的，她始终在学
习，并且用自己的视角去感受和思考，“跟周老师
在一起，我们的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富有。”

“被别人惦记、喜欢是一种幸福。”令周娅格
外欣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志愿
讲解员的队伍，他们懂外语，懂技术，知识更加丰
富，他们有头脑、有活力，更有魄力。“为了讲好一
个展览，他们可以立刻飞往当地去亲自体验。”周
娅用了四个字：“后生可敬！”

“过两天我要跟几个年轻志愿者一起重返意
大利，再次去感受‘意大利与文艺复兴’。”周娅俏
皮地笑着，“我要趁着他们还带我玩，我还能走得
动，赶紧走。”

“周老师，我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您，也正好跟
您汇报汇报，可儿这次历史考得特别好，她说答
题时脑子里都是您讲解的样子。”周三中午结束
了阿富汗大展的讲解，周娅躲开粉丝，走向东华
门方向的僻静小路，这是她每次回家的必经之
路，突然一个年轻妈妈的声音把她拽住。

沐浴在东华门温暖的阳光下，满头银发的
周娅笑了。

周娅身边的听众越聚越多，
人们追随着她从一幅作品移到另
一幅，巨大的人浪一波又一波，
这在博物馆观展中被视为危险的
场面 。怎么办？ “大家都不要
动，我在这里讲，待会儿分头观
赏。”周娅开始了“盲讲”，通
过她丰富的“表情包”，人们畅
想着卢浮宫的“前世今生”

“我们到故宫就是要看美
的 、经典的 ，要娇惯我们的眼
睛，娇惯完了，坏了，你能看上
的一定是买不起的了。”笑声过
后，周娅说，“那也要娇惯，我
们要训练我们的眼睛，要有鉴别
能力，来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讲解员不是复读机，也
不是语音导览，我们要给参观
者提供更有深度的内容”。周
娅不喜欢用“博大精深”等虚
词套话，她更注重“和你一起
来发现美丽”

“她不像一个 70 岁的人，她
始终在学习，并且用自己的视角
去感受和思考，跟周老师在一起，
我们的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富有。

在博物馆待的时间越长，内心越
丰富，人也变得越来越谦和了”

▲ 3 月 29 日，在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周娅（前排中）为参观者讲解后转至另一间展馆途中。 本报记者强晓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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