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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终身学习习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比，基于博物

馆等空间场所的公共教育是伴随每个人终身的。

进入暑期，大中小学陆续开始放假。
炎炎夏日，到哪里寻一个既有意义又清凉
的去处？博物馆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里
既避开了户外的暑热，又开启了知识的
大门。

爱上它的千万种理由

7 月 10 日一早，记者就来到位于北京
复兴门外大街的首都博物馆。距离上午9
点开馆时间还有近半个小时，观众入口处
就排起了长队，各个年龄段的参观者都有，
家长带孩子来的和学生团体尤其多。

在首都博物馆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展
展区，记者见到了前来参观的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陈垌芮。谈到
为何来博物馆，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
喜欢参观博物馆。作为一名理科生，亲近
博物馆是我专业之外的兴趣使然。”

陈垌芮告诉记者，她从大一开始就参
加了学校的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个协
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和很多博物馆建立
长期联系，协会成员可以选择其中一家博
物馆成为讲解志愿者。“我在大钟寺古钟博
物馆已经做了一年讲解志愿者，上岗前博
物馆对我们进行严格培训，包括讲解内容、
讲解技巧、历史渊源等。有的志愿者还学
习了演奏编钟、古琴等技艺。我觉得非常
有意义，不仅拓展知识，还提升了个人能
力。”

陈婷是安徽黄山“一线希望之星”教育
培训机构的老师，此次是专门带着一到三
年级的孩子们来北京开展博物馆之旅。“我

们每年都会组织博物馆主题夏令营活动，
家长们都积极报名。这次来北京，我们已
经带孩子们参观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
馆和故宫博物院等。”

说到为何多次组织博物馆之旅这样的
活动，陈婷表示，希望带孩子们见识课本之
外的知识。历史书是平面的，但一件件文
物是立体的。参观博物馆让孩子们能够用
自己的眼睛去体验、感受我们国家历史文
化的悠久灿烂。另外，在参观过程中，陈婷
还发现，孩子们对国外历史、人文、艺术等
展览也很感兴趣。博物馆这样一个汇聚文
化精粹的地方，满足了孩子们不出国门领
略别国历史文化的愿望。

北京历史上的名称有哪些？北京先后
是哪些朝代的都城？北京独有的民俗活动
有什么……北京市第 57 中学初一年级的
孩子们拿着一张名为“读燕蓟历史 品古
都文化”的博物馆任务单来到首都博物馆，
并被分成若干个小组，通过各种展览展示
去发现一个个问题的答案。张昊洋、洪礼
斌、曾庆玉3位同学一个小组，他们的任务
是给出“历史上的北京城池范围”的答案。
3个孩子在古都北京历史文化展区搜集信
息、向博物馆工作人员求助线索，兴趣
盎然。

领队徐老师告诉记者，开展这样的活
动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校园，获取更鲜
活的知识。“我们每学期都会组织多次类似
的博物馆活动，学校还专门让教师到国外
参观学习、参加相关培训，以借鉴国外博物
馆主题活动。今天的活动就是老师们一起
设置任务单、策划活动形式，孩子们在获取
知识的同时，还能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和团

队合作能力。后续，每个小组将提交活动
报告，还要在课堂上进行成果展示。”

张朋，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耳朵
里的博物馆创始人，自2003年起在国家博
物馆等场馆为青少年义务讲解，同时走进
全国百余所中小学校开展巡回公益讲座，
参与多档青少年博物馆节目的策划和录
制。谈到博物馆对正处于知识积累期和求
知探索欲极强的青少年的意义，张朋表示，
博物馆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终身学习习
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比，基于博
物馆等空间场所的公共教育是伴随每个人
终身的。博物馆还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开放
学习能力，因为博物馆本身是开放的，涵盖
历史、文化、艺术、科技、自然等很多方面。
以展品为媒介的学习，呈现出的知识也是
多维度的，既有宏观，也有微观。博物馆还
可以培养青少年跨领域学习能力，因为展
览联接了不同专业学科知识，联接着古今
中外信息和不同文化领域的思想认知。

文化“盛宴”物有所值

博物馆是高度浓缩的历史和世界，是
存贮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巨型宝藏。走进博
物馆，就是享用知识“盛宴”。

2008年1月27日，中宣部、财政部、原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
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

《通知》，有四大类博物馆将从当年起向社
会免费开放：中央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
理的博物馆，比如国家博物馆；各省级综合
博物馆，比如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

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各级宣传和文化
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如抗日战争纪念
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还有浙江、福建、
湖北、江西、安徽、甘肃和新疆7省(区)文化
文物系统归口管理的全部省、市、县级博物
馆。《通知》还鼓励有条件的省区市积极探
索全面实行免费开放的路子。

也就是说，我们身边很多博物馆都是
免费的，享用博物馆“盛宴”不仅不奢侈，还
很容易。记者特意体验了国家博物馆和首
都博物馆的入馆程序：提前在博物馆官网
上预约，填写简单的身份信息；凭预约所填
写的带有身份信息的相关证件领票入场。
这样的预约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完成。在
国家博物馆的入口区域，记者看到到处摆
放着预约操作提示牌。很多游客用手机扫
描提示牌上的二维码，几分钟就完成了
预约。

各博物馆一般会有常设展览和临时展
览，在官网上有相关介绍和预告。常设展览
往往是该馆的特有馆藏，临时展览通常是引
进的或专题设置的。因此，逛博物馆既可以
参观其自有的精华、特长所在，也可以一览
可遇不可求的外来展品或专题展示。

在国博，记者遇到了前来参观的范先
生。“我一直都喜欢参观博物馆，每年都会
到博物馆十几次。在旅行中也格外青睐博
物馆，很多时候到一地旅行都是从参观当
地的博物馆开始的。通过博物馆先了解当
地的历史文化、人文风俗，再开始实地走
走，很享受。”范先生说。

除了大多数免费展览，博物馆也会推
出一些收费展出。叶女士是一位美术爱好
者，9岁的女儿也从小开始学画画。母女俩
此次就是看了官网上梵高艺术沉浸式体验
展的介绍专程来国博的。体验展包括超过
200 幅梵高画作的全息视频影像作品，利
用 360 度全息全景超高清激光投影设备、
VR逼真虚拟现实技术，展现梵高的艺术作
品。“这个体验展运用高科技，多角度调动
参观者的感官体验，比传统展览更特别、更
生动。虽然是收费项目，但体验之后觉得
还不错。”叶女士说。

国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暑期是博物
馆人流量相对大的时段，目前日均参观者
数量在3万人左右。团队参观者可以预约
讲解员。个人参观者可以扫二维码下载

“智慧导览”APP，通过手机听电子讲解。
同时，博物馆还安排了讲解志愿者在现场
给参观者讲解。

谈到我国博物馆行业的发展现状，张
朋表示，总体来说，我国博物馆行业近年来
发展速度很快，具体表现在：一是博物馆的
数量规模不断增加，截至今年5月18日国
际博物馆日，我国现有在册博物馆为5354
家；二是博物馆的展览质量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境外优秀展览来华展出，让观众可以
不出国门就能看到世界；三是博物馆的观
众数量不断增多，据统计，每年会有 10 亿
人次走进博物馆。随着文旅产业的深入结
合以及多种形式的媒体宣传，博物馆成了
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

张朋认为，我国博物馆发展还有改进
空间：一是博物馆的发展不是很均衡，还有
大量小微博物馆没有被激发出活力。二是
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还需要更加专业地发
挥。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能，但目前不
论从专业人才还是专业研究方面，都比较
薄弱。三是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认识还有
待引导和提升。未来，要让更多人把博物
馆作为终身学习场所。

新疆曲子，民间称小曲子、

曲子戏，是新疆唯一的汉语言地

方曲种和剧种，2006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新疆曲子传承人李淑琴老

师因为热爱新疆曲子，经常利用

农闲时间来到新疆呼图壁县五

工台小曲子队，学习新疆曲子的

化妆和演唱技巧。她经常被邀

请到当地幼儿园、小学、中学，为

学生们讲解新疆曲子的知识和

演唱技巧。图为李淑琴老师传

授新疆曲子表演技艺。

陶维明图/文

良渚火了，在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
之后。

当地时间 7 月 6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
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 《世界遗
产名录》。

7月7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预约系统上
线，短短一天时间，一周内预约门票就已售
空。可以预料，刚刚到来的这个暑假，良渚必
将成为杭州旅游的又一张金色名片。

想到良渚古城遗址看看的人，不乏文博
专业人士、考古爱好者，更多的则是带着好奇
心的普通观众。这场穿越五千年的文化之旅
将带给大家怎样的体验呢？良渚古城遗址公
园规划总面积14.33平方公里，目前，遗址有
限开放的区域是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
3.66平方公里。根据遗产价值阐释和访客基
本服务需要，主要设置了城门与城墙、考古体
验区、河道与作坊、雉山观景台、莫角山宫殿、
反山王陵、西城墙遗址、凤山研学基地、大观
山休憩区和鹿苑十大片区。

土遗址的保护展示是世界性难题，良渚
古城遗址“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
为了拉近观众与悠远历史的距离，把抽象描
述的景象移植到观众脑海之中，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没少下功夫。反山王陵是良渚古城区
域内等级最高的墓地，专家在这里一比一还
原了11座墓葬的出土情况，展区讲解员会告
诉你，真实的墓坑就在你脚下展示区下方80
厘米处；在考古体验、河道与作坊两处互动性
较强的参访区域，游客可以体验考古发掘的
真实经历，也可以模拟当时良渚人制作漆器、
玉器等生活工作场景；通过5G＋MR等高科
技方式，对文物进行数字化建模，让游客在虚
拟空间立体触摸珍贵的出土文物……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所以让人欢呼
雀跃，在于它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
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
并且它所代表的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在国际
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在这层重大的意义之
外，它让更多普通人更加关注中华文明早期
的模样，更加渴望了解文明的曙光，增强了人
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背后，离不开
多年对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有益探索。设立
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理委员会”，这种大遗址保护管理的“特区”
模式是体制机制上的创新；通过文物保护考
核的方法，对保护范围内村、社区的集体经济
进行补偿奖励，用于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让群众共享遗产保护管理的成果，
鼓励群众支持遗产保护的热情；坚持保护第
一，对部分占压遗址本体、影响遗址本体安全
的建筑物进行搬迁、拆除和复耕复绿；坚持历
史环境是良渚遗址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全域美丽”为抓手，采取多种
措施保护良渚遗址山山水水的历史环境……
这些经验值得被借鉴和推广。

申遗成功是一个新的开端，关于良渚古
城遗址和良渚文化，我们还远未了解其全部，
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关于
中华文明，我们更是有许多待解之谜，我们期
待有更多考古发现走进公众视野，带给我们
惊喜。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体验五千年中华文明
□ 张 雪

良渚古城遗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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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在首都博

物馆门前排队等待入

馆的参观者。

廉 丹摄

下图 带着博物

馆任务单来参观的

学生。

廉 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