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近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外国
游客来到中国，走入博物馆参观。 而英语是世界上最被广泛
使用的第二语言， 因此英语讲解在纪念馆与外国游客之间
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
文化的形象窗口。 然而，当前博物馆的英语讲解仍不能满足
外宾参观的需求，在数量、质量和深度上皆有待提高。 需要
通过培养英语讲解人才、 加强考核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博物
馆的英语讲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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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English Interpretation for Museum
// Li Yiw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Chinese-foreign cultural ex-
change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more and more foreign
tourists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museums, while English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second language in the world, so English inter-
pretation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memorial halls and foreign
tourists, as well as a window showing the world the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However, the current English interpretation
for museum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oreign guests' vis-
its, needing improvements in quantity, quality and depth. We
ne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nglish interpretation for museum
through cultivating talents of English interpretation and enhanc-
ing evalu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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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旅游业
进一步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他们热衷
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好
的渠道。而讲解工作在博物馆和外宾之间充当了重要的桥
梁作用。英语作为世界上最被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是欧盟
和许多国际组织与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联合
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到纪念馆参观的各国嘉宾多数都能用
英语沟通交流，因此英语讲解成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历史、文
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在博物馆宣教
工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笔者所在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全国一级博物馆，4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了
大批的海外华侨及外国领导和嘉宾前来参观，包括英国朴
茨茅斯市市长林恩·斯塔格，加拿大万锦市市长薛家平，来
自第六期“10+3 文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研讨班”、加拿大芭
蕾舞团嘉宾等，在接待这些外宾的过程中，英语讲解发挥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中华历
史和文化。

笔者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博物馆英语讲解的
现状及对发展纪念馆英语讲解事业的几点建议，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教。

1 英语讲解的现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博物馆也都逐渐开始重

视英语讲解，其中大部分纪念馆都已配备了英语讲解员，但
总体上英语讲解员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没有英语讲解服
务，有的只有兼职或者志愿者英语讲解，讲解水平不够高。
2008 年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
通知》, 而笔者所在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也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对外免费开放，这让更多老白姓走进了纪念馆、博物
馆，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往参观。2010 年，第 22 届
国际博协大会在上海召开，我国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极大
的机遇和挑战。而当前博物馆的英语讲解员仍整体缺乏，如
首都博物馆的英语讲解员全是志愿者，山西博物院仅有 2
名英语讲解员，而笔者所在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也仅有 2
名能提供英语讲解的业务人员。同时，英语讲解仍不能满足
外宾参观的需求，在数量、质量和深度上皆有待提高。主要
表现为以下几点：
1.1 缺乏既懂历史、博物馆学，又精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

博物馆展示的历史文物一般涵盖范围广，古今中外，天
文地理，无所不包。目前博物馆的英语讲解员大多是非英语
专业科班出生，他们虽然通晓与展览有关的历史背景知识，
但缺乏扎实的英语基础即英语交际能力，英语水平在交流
过程中捉襟见肘。如孙中山大元帅府的 4 名讲解员，都是刚
毕业的历史专业本科生，因为工作的需要才自学讲解，但据
他们自己说还没有真正用过英语讲解。而水平较高的英文
讲解员，多数是刚毕业的高校学生，大多历史知识匮乏，通
过短期学习又很难弥补这个短板，在英语讲解时会出现使
用的专业术语不够准确，只讲陈列内容，而不对相关的文化
和历史做拓展和延伸，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地向外宾介绍展
览内容。
1.2 纪念馆难以吸引和留住精通英语的专业人才

一方面，博物馆要求英语讲解员高标准，高能力，另一
方面，这些英语讲解员的收入并不高，并未与要求成正比；
而且除了做讲解工作，还要做很多“杂活”、“累活”：例如端
茶倒水、布置会场、清洁卫生等。在一些拥有室外展区的博
物馆，这些讲解员还要每年如一日地日晒雨淋、风雨无阻地
坚持讲解，工作环境艰苦。除此之外，博物馆接待的外宾人
数，较之国内的游客而言要少很多，这些英语讲解员运用自
己的专业进行讲解的机会相对而言就少了，造成他们难以
提起工作热情。因此，很多英语专业毕业生不太愿意到纪念
馆当讲解员，有些来到讲解员岗位后选择离开，跳槽去做其
他工作。
1.3 英语讲解中跨文化意识不够

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
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是对文化的一种敏感性。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因此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
而讲不同语言的人必然会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遇到文化间的
差异与冲突。目前纪念馆的英语讲解人员很少有外出培训

浅谈博物馆英语讲解
李依薇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广东·中山 52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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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仅提升自我，且能促进下一代的发展，促进整个国民
素质的提高。

相较胡适所处的时代背景，当代女子解放任务已经基
本完成。今天妇女的权利来之不易，中国妇女争取“人权”的
革命，获得了人格上、尊严上、制度上、法律上与男子相较平
等的地位。

在福建省高校发放的 820 份问卷调查中有如下结论：
女大学生婚姻观凸显当代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期待家庭与
事业兼顾，期望在经济完全独立时进入婚姻状态。调查结果
显示，在何种经济条件下结婚是女大学生关注的问题，在本
次调查中，有 70.3%的女大学生选择自己经济完全独立时才
考虑结婚，经济因素被女大学生当作结婚的必要前提，也是
幸福生活的前提。

对配偶中的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共同掌管财政的认同
度高。对于婚后夫妻持有财产方式，63.8%参与调查的女大
学生认为“不分彼此，共同掌管”的方式最合理，还有 16.4%
认为要由女性掌管家庭财政大权，14.6%认为要各持所赚，
仅有 1.7%认为要由男性掌管家庭财政大权。在此，我们发现
女大学生对于收入结果的要求和持有财产的要求有所不
同，即收入要男性多于女性，而在财产持有方面却要求女性
和男性平权或女性权利高于男性，而不能接受男性财产权
大于女性。⑤

就此调查报告可见女大学生们对于传统观念已不再完
全持追捧的态度。女性主动追求的幸福感多元化，不再将自
我成功的定位仅局限于家庭美满，她们同样追求自己事业
的成功，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同时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另
外，大学生普遍认为婚姻中，夫妻双方都应主动承担家务和
教育子女的责任。女大学生在婚姻需求方面，与传统略有不
同的是，当前女大学生更注重自己在婚姻里面的平等与自

由，绝大多数女大学生表示婚姻中女性必须保持经济的独
立。在择偶中，绝大多数女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观念持反对态度。最后，女大学生

们普遍承认能够让其具有如此观念不光是来自社会和家庭
的熏陶，还有来自学校的教育，所以教育也对女大学生成为
独立的现代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独立，自主，具有鲜
活时代感的自我意识认知都受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胡
适，功不可没。

胡适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种旨在改变妇女不平等的社
会地位，恢复妇女诸种社会权利，承认女性作为“社会人”存
在价值的社会思想，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当代女大学生自我
意识仍有一定实际意义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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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出国学习的机会，有些仅仅依靠从书本上看来的陈
旧的观念行事，对于参观嘉宾国家文化相关的历史、政治等
也没有充分的了解，跨文化意识不强，导致在讲解接待过程
中出现一些问题，让外宾对博物馆的印象大打折扣。
2 发展纪念馆英语讲解事业的几点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强博物馆英语讲解工作，提高
讲解水平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了
以下几点建议：
2.1 在大学中培养英语讲解人才

在文博学院或历史学院开设英语讲解专业，培养具有
文博知识基础和优秀的英语水平的复合型人才，保证纪念
馆英语讲解员队伍血液的供给，以适应我国纪念馆事业迅
速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可以缓解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2.2 加大宣传力度，为英语讲解员创造锻炼机会

博物馆可以制作、出版、散发英文的展览资料、书籍、宣
传册、音像制品等，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博物馆的展览，吸
引他们前来参观。除此之外，还可以定期组织“走进外企”、
“走进大学”等送展活动，让英语讲解员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运
用专业讲解，提高工作积极性，同时也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
2.3 改善英语讲解员工作环境，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要尽量改善英语讲解员工作环境，为英语讲解员提供
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且留住更多优秀的英语专业人才到博
物馆从事英语讲解工作。如敦煌博物馆为培养外语讲解员，
馆里制定了工作五年以上的讲解员就能出国深造学习，回来
后继续为广大观众服务，这样不但调动了外语讲解员的工
作积极性，还达到了提高他们外语接待讲解能力的目的。
2.4 强化英语培训及考核机制，在汉语讲解员中普及英语知识

可通过自学、辅导讲座，邀请外教、英语专业优秀学生
授课等方式来加强英语学习，在博物馆讲解员队伍中形成

学习英语的浓厚氛围，提高大家学习外语的兴趣。同时要制
定激励措施，对英语进步较快的讲解员进行物质奖励或在
职称评定上予以倾斜；也可采取多种形式对讲解员进行考
核，提高汉语讲解员的英语水平；再者，可以定期举办全国、
省、市级别的英语讲解员培训班和比赛，选拔博物馆英语优
秀的人才参加，从而全面提升全国博物馆界英语讲解员的
语言能力和整体素质。
2.5 英语讲解员要扩展知识面，弥补自身的短板

纪念馆英语讲解涉及历史、考古、文物，英语语言、文
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知识，英语讲解员必须以此为对
照，审视自身知识的短板，加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扎
实学好英语与文博专业知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将两种知识
结合，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才能完全胜任不同层次、不
同级别的外宾接待及外事工作，在日益发展的纪念馆事业
中与世界接轨。

总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纪念馆英语讲解
人员将会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纪念馆应重视外语讲解
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同时讲解员自身也要不断努力，弥
补自身知识的短板，成为博学型、专业型的讲解员，才能胜
任不同层次的外宾接待工作以及纪念馆其他外事工作，适
应将来更加发达的纪念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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