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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2017

我在博物院当讲解员

河南博物院讲解员徐冰溪：
会心懂行的游客越来越多

□记者 游晓鹏 文 洪波 摄影
本报讯“你们都看过《国家宝藏》吧？
这就是河南三件宝贝之一的妇好鸮尊，出
自安阳殷墟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它
是一只猫头鹰的形象……”12 月 26 日上
午，河南博物院西配楼“大象中原”瑰宝展

厅内人头攒动，形象清秀可人的徐冰溪戴
着麦克风，在商代青铜器妇好鸮尊前讲解，
游客们被她的介绍深深吸引（如图）。
徐冰溪 2005 年进入博物院社交部讲
解科，已经做了 12 年讲解员，熟悉展厅里
的每一件文物和关于它们的故事，累计背
过的讲解词有数十万字，每年服务的游客

也在 500 批次以上。
的，比如青铜器，它们本身的制造过程所蕴
这样一位老讲解员，对这个岗位感情
含的科技含量和古人智慧，对于一个民族
至深。有人会觉得讲解员每天都在重复地
是特别伟大自豪的事情，也是工匠精神的
说很多话，但随着对文物的了解和博物馆
一种传承，游客们听完往往心服口服。”
功能的提升，讲解岗位带给徐冰溪越来越
而现在，参观者已经很少有人再跟讲
多的成就感和自信：
“我经常参与社会教育
解员讨论
“真假”以及
“价钱”问题——大众
活动，特别是学校，你能给学生们带来的是
的文化层次在提高，不少人对文博知识很
课堂上没有的东西，讲完他们把你团团围
在行，会心懂行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人
住问东问西，对博物馆的向往都写在脸上， 总嫌讲解的时间短，他们特别喜欢慢慢走
那种眼神是对我最大的激励。”
慢慢听，
了解更多的文物故事。
2017 年对徐冰溪来说也是特别值得
2017 年，徐冰溪还做了一件很有成就
回味的一年。在 2016 年的《我在故宫修文
感的事。以往，博物院的讲解都是单纯的
物》纪录片大火之后，今年又有更多媒体和 “我展你看”
、
“我说你听”，展厅里面气氛给
公众把目光投向了文物和博物馆，特别是
人感觉特别严肃甚至单调。今年夏天的非
最近，
《国家宝藏》的播出加上“不朽之宫· 洲面具展开幕前，她和另外两位讲解员打
埃及文物展”的开幕让游客激增，周末单日
破惯例，共同研发了新的特约讲解模式
都在万人以上，不少人直奔贾湖骨笛、妇好
——以预约的方式吸引未成年人到博物馆
鸮尊、云纹铜禁
“三宝”
而来。
展厅当中听讲座——讲解员们穿上非洲服
参观者的心态也在变化。徐冰溪说， 饰，给孩子们讲述中国和非洲面具的异同，
以往一些观众进了展厅，心思并不在文物
带孩子们做面具、打非洲鼓，参与各种互动
的故事和文化内涵上，满心思都是
“这些都
体验。这一新的讲解模式受到孩子和家长
是值钱的古董”，更有人称呼讲解员为“服
欢迎。因为社会效益特别好，特约讲解活
务员”或者
“导游”，让人哭笑不得。
“他们也
动也被复制到了前不久开幕的
“不朽之宫·
会问讲解员很多奇怪的问题，最多的两个
埃及文物展”
当中，
非常火爆。
是‘这件文物是真是假’和‘它值多少钱”，
“作为一个讲解员，能够对博物馆文化
我们很无奈，但也要耐心地告诉他们，博物
的构建和对
‘让文物活起来’的大目标做出
院里没有标明复制品的当然都是真文物， 一点点贡献，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徐冰
而且它们的价值不是能用金钱可以衡量
溪说。

瑞士 ITI 种植体 1 折起，德国 ICX 种植体种 1 颗送 1 颗，省口腔种植专家吴豪阳教授亲诊

缺牙 8 年没吃过饱饭 2 小时种牙脱离
“苦海”
种牙“日植好”，到院消费新老顾客 20 万元现金任性抓！大河报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核心提示｜年末收官，德贝口腔联合大河报跨年盛惠：瑞士种植牙限时 1 折起种，储值最高翻倍！
德国 ICX 种植体种 1 颗送 1 颗（种植体），口腔基础项目 1 元起购，限额报名名额进入倒计时！到院新老
顾客消费，20 万元现金任性抓！年底到德贝口腔种牙顾客惊呼：
“原价上万元的瑞士高端种植体 1000
多元就能种了，太惊喜了！省钱破纪录了！这 1 折优惠，史无前例！再不来种，恐怕就没机会了！
”河南
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刘兴国教授、省口腔医院种植专家吴豪阳教授亲诊亲种。大河报植牙热
线：0371-65796135。
□记者 刘静

喝粥吃面 8 年

老太自称“只剩半条命了”

缺牙 8 年，没吃过一顿饱饭，
胃病、糖尿病接踵而来。缺牙本就
吃不了什么东西，加上糖尿病禁忌
的东西不能吃，78 岁的江老太每
天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假牙镶

了，以前镶过假牙，可架不住，喝水
假牙都能飘起来，根本没法吃饭。”
她每天喝点粥，吃点稀面条，还因
糖尿病得控制米面的摄入量。
“我
都剩半条命了，再不吃咋办？”

想种牙却到处碰壁

江老太的儿子江先生说，他几
次 带 母 亲 上 医 院 检 查，都 说 没 法
种，
“说是年纪比较大了，还有糖尿
病，可看着母亲这么受罪，我们当
儿女的也难受啊。”
多方打听后，江先生带着母亲

来到德贝口腔，
“ 他们说省人民医
院口腔种植主任刘兴国教授种牙
很厉害，
80 岁都能种”。
“我们临床有不少这样的案
例，只要控制好血糖的浓度，还是
有办法种牙的。”一个多月后，血糖

浓度达到了刘教授的要求，江老太
再次来到德贝口腔。刘教授为她
设计了种植方案，上下各种 6 颗植
体，修复全口牙。
“考虑到老人有糖
尿病，而且年纪大，采用微创无痛
种植，
创口小、愈合快。”

10 点 25 分手术开始，上
种植导板，采用从德国科隆大
学数字化种植中心引进的“日
植好”无刀种植术，环切一个 3
毫米左右的微孔，植入植体，
添加骨粉，第一颗牙齿就种好
了。为克服高龄老人骨结合
能力弱的问题，在牙槽骨较薄
的地方，刘教授还特意采用倾
斜植入方式，
“ 目的是加大骨
接触面积，种得更牢”。
经过 2 个小时的精心手
术，江老太的牙齿种好了。
“这

活动链接

身患多种老年病

不住，想种牙又屡屡被医生拒绝，
这凄苦的日子该如何熬？
江老太家住郑州市中原区，家
境 还 算 不 错 ，可 是 8 年 来 ，老 人
吃饭却成了大问题：
“ 牙床都磨平

2 小时种好一口牙 “无刀”高龄种植成焦点
就种好了？好像没什么感觉
啊。”看着 CT 片上植入的 12
颗 种 植 体 ，江 老 太 觉 得 很 新
奇，
“原来这就叫种植牙啊！”
刘教授说，
“ 日植好”植牙
术，是德国科隆大学数字化种
植中心首次发布，该技术具有
数字化精准无刀种植、咬合重
建、无痛微创、无年龄限制四
大特点，被认为是种植牙技术
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特别适合高龄、高难、全口/半
口种植顾客。

●年末收官，
德贝口腔联合本报跨年盛惠
1.瑞士植体 1 折起，
限时限量，订完即止；
2.德国植体种 1 颗送 1 颗；
3.到院消费享 20 万现金任性抓；
4.储值就送，
上不封顶；
5.口腔基础项目 1 元起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