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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博物馆的价值不断被重新发现

超级连接：博物馆令人振奋的“升值”

一座城市如果只能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博物馆。作为群体记
忆的承载者，博物馆应在青年一代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博物馆的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主要认为是“收藏，展示，

研究”。上世纪 90 年代起，一些学者提出教育也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一倡议在 2007 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上得到了认可，大会首次将“教
育”作为博物馆第一功能。

但从全球视野上看，我国博物馆教育才刚刚起步。面对“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博物馆和学校之间都
在努力搭建更多形式的“连接”。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正是“超级连接
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指出“文物承载灿烂
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北京作为仅次于伦敦、博物馆数量世界第二的城市，受众现在已从少数
爱好者到百万中小学生。博物馆资源在多方努力下逐渐“活”起来，正在成为
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连接着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赵赵琬琬微微、、李李牧牧鸣鸣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一生

都不会走进博物馆

对于北京延庆第八中学的闫如玉来说，参观
首都博物馆的经历令她印象深刻。在学校的安排
下，她和同学集体乘车 80 多公里来到“城里”，这
是郊区寄宿校学生少有的外出机会。闫如玉和她
的同学都来自于延庆东部、北部山区。周日到校，
周五放学，学期中间很少外出。

“在宏伟的建筑里，我们参观了‘古代玉器艺术
精品展’，可能因为名字里有一个‘玉’字吧，我太喜欢
这个展览了！观赏了那么多的玉器，白玉、青玉、墨
玉、翡翠……在这个非凡的气氛里呆了 3小时，感
受、品味了许多非凡的东西。我不由得想，为什么古
代的中国人就如此伟大？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如
此璀璨？”

延庆第八中学德育主任王计林说，这个活动真
是让孩子开阔了眼界，弥补了因为家庭、交通不便
带来的视野窄、知识面窄的缺憾，增强了自信。“以前
也有类似的外出机会，但有的孩子因为怕麻烦、胆
小等原因而不愿意报名。现在是全体参加、统一组
织，整个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延庆师生走进博物馆，受益于 2014 年 9 月启
动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四个一”活动，其内容包括
推动初中学生全面走进三所博物馆。截至记者发
稿，已有逾 106 万人次走进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
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管这项工作的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高付元介绍，目前基本实现了博物馆教育在初
中学生当中的“全覆盖”。

“对于农村的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可
能一生都不会走进博物馆”，延庆区社会大课堂办
公室主任金英说，对于课外活动资源相对匮乏的
郊区学生来说，这项活动提供了雪中送炭的机会。

不光是孩子，连郊区学校的老师们都格外珍
视这“免费的午餐”。行前查阅资料，了解博物馆的
展品、背景知识；在参观过程中，会配合着讲解，避
免学生走马观花；行后有反思，带孩子写体会、设
计最佳参观路线……不放过一点学习的机会，老
师的视野也跟着逐渐开阔了。

北京地区博物馆资源十分丰富。但场馆教育
道路走得并不顺畅。最早引进苏联教育体系，在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侧重“革命教育，历史教育”，比如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合并组建

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等，职能比较单一。改革开放
以后，各类博物馆或改良或新生，如雨后春笋般涌
出。但不同场馆的管理水平和理念差别还是很大，
并不能满足青少年各种脑洞大开的需求。

“将孩子带到博物馆是第一步，下一步将考虑
如何教他们用好博物馆，自己主动挖掘资源。”高
付元对这个还是很有信心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第一棒稳稳地跑出
去，下一棒的选手开始摩拳擦掌了———

建立人与城之间、城与城之间的

真正“连接”

如何活化博物馆资源，让孩子们真正感知到
文化的魅力？这是首都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杨丹丹
思考了多年的问题。从一名讲解员做起，在博物馆
领域工作了 30多年的她，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
博物馆教育。

“人多，提升快，需求多元，就是我们面临的任
务。”她说，现在首都博物馆工作日每天仅接待有
组织的学生参观就 600多人。所有一线专职讲解
员，特别是有 5至 10年经验的讲解员都用来专门
接待学生，才能满足参观需要。常年维持这种任务
量，给博物馆的人手、安全管理等各方面的接待能
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难题，诺丁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博物
馆设计与展陈企划人王琦介绍了来自英国的经
验——— 课前预备。

英国很多博物馆会专门为不同的年级设计差
异性课件，供老师参考，这些课件多是藏宝图一样
的形式，让博物馆之旅仿佛一次探险。伦敦自然历
史博物馆的官网上，老师还可以通过三维电子展
厅地图提前设计好线路。到馆活动时，由学校的老
师自主带学生，博物馆就不用把讲解志愿者集中
抽调陪“大部队”，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化分
配。

首都博物馆也已经开始了类似尝试，他们与
教育部门合作，开发了专门针对青少年人群的“读
城”项目，带领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 北京
城。

作为“读城”项目的主创人员，杨丹丹对这个
展览的定位是“参与”，而不是“参观”。她希望通过
这个项目，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北京”这座城市，
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记忆。

从策展开始，就广泛征求了参观者的意见，并
将这些热心人分成了不同的“智囊团”队伍：中学
生社团、老北京团、老师团、家长团。在专业研究人

员的带领下，由中学生参与布展。
在《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主题展中，所有

城墙砖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垒起来的，有的学生
还在“纸盒砖”上贴了写有问题或知识点的小纸
条。这些城砖版的“漂流瓶”，传播的是希望也是种
子。

对于《我心目中的四合院》这一主题的反馈
中，项目组收到老中青幼各年龄段智囊团成员的
故事，“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从受众那里，挖掘出
来了四合院的精神。”

其中一段中学生对老奶奶的采访视频令杨丹
丹印象深刻。“在我们院，老奶奶就是最值得信任
的人。老奶奶不上班，全院人的钥匙都在她家。虽
然院里有多个家庭，但却像一家人一样，这就是四
合院里的和谐和信任。”后来这段视频就在展厅播
放，触动了无数人心灵中最柔软的回忆。

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尝试，博物馆越来越清晰
地意识到要“打破边界，建立连接”是时代的需
要。首都博物馆承载着北京三千年建城史的文明
精粹，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应该来这里了解
这座城市。“我们倡导‘少一些专业术语，多一些观
众看得懂的问题’，建立受众与这座城市之间的真
正‘连接’。让人们从博物馆里看到的是‘昨天’，却
感受到了今天和明天。”说到这，杨丹丹的眼睛在
发光。

而除了建立新老北京人和北京城的连接，首
博读城还读到了福建、新疆，让全国其他地方的人
读北京，再帮当地用这种形式读自己的文化自己
的城，然后把这些古城的精髓带回北京来读。

跨地域跨时空的连接，让这世界说大就大、说
小就小。华夏文明的繁衍就在其中生生不息。

把碎片化的知识，变成学生喜闻

乐见的课程

博物馆教育是探索式教育，博物馆提供的展
品信息量远远大于一两节课所能承载的信息量，
如何把碎片化的知识，内化成为孩子的常识？

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些学校已经进入“深耕细
作”的阶段。从“走马观花”的参观与访问，进入了
博物馆学习课程化、系列化的新阶段，为后来者提
供了经验借鉴。

几年前，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与国家博物馆联
手开发了小学博物馆课程，帮助 3至 6年级学生
了解并使用博物馆资源，并出版《写给孩子的传统
文化——— 博悟之旅》《漫步国博》等系列读物。通过
“说文解字”“服饰礼仪”“美食美器”等不同专题，
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规律规则进行总结，引导
学生一点点对历史感兴趣，学会使用博物馆资源，
找到自己的兴趣。

史家胡同小学教学主任郭志滨介绍，这套教
材由学校老师和国博讲解员一同完成，在馆中进
行有针对性的系统学习。

国家博物馆社会宣传教育部主任黄琛介绍，
力求通过体验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
重。这套课程提供了一种思路，不仅可以用来参观
国博，也可以帮助大家利用当地博物馆资源开发
相关的课程。

如何让一所学校的探索，成为惠及更多所学校
和全体学生的努力？2017年，北京东城区教育系统
打开了校园的围墙，突破了学科的边界，为辖区内

17所学校的老师们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
物馆课程”教师培训项目。

在这个主题为“博学”的培训课程为中，包
括以博物馆参观学习、文物古迹实地考察、遗址
考古现场观摩为主的“博览”课程；以教师动手
体验，实践、操作为主要的技术、技艺学习为主
的“博技”课程；以专家学者讲座、讲解为主的专
业知识、职业道德等内容为主的“博闻”课程；以
提升教师表达和专业素养，培养领袖型教师为
主导的“博论”课程。

老师们陆续走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
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
园林博物馆等场所，在实践体验中感受先人的
美与智慧，感悟历史文化的鲜活与厚重。并融入
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

“与以往的一次性活动不同，现在以课程形
式开发资源，形成课堂教学、场馆参观、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学生实践课程。”东城区青少年学院
院长郭鸿说，2018 年，东城区青少年课外活动
指导服务中心、青少年社会实践学院面向辖区
内的选课学生启动了一批试点课程。

在国家博物馆学习《祖先的餐桌》课程，在自
然博物馆学习《生命的印记》课程，在荣宝斋学习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水印》课程……一
系列精心编制的教案与互动方案，让博物馆从简
单参观到深度学习迈进了一步。

在业内人士看来，博物馆教育才刚刚从专
业视野进入公众的视野。开发博物馆，挖掘博物
馆资源，探索适合青少年、教师使用的教材与学
习用书，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许许多多的工作。

超级连接，从博物馆延伸到无

限空间

2015年以来，以博物馆行业首个全国性法
规《博物馆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我国也从政策
层面强调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作用。不仅
意味着要把课堂搬到博物馆里来，还意味着博
物馆资源要走到人群中去。

对于生活在海南的中学生来说，能来到北
京一睹汉代墓地的机会并不多。2017 年，海南
昌江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历史老师符小
慧联系上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希望对方
能够为她指导的“汉文化兴趣班”学生社团提供
一些帮助。

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大葆台西汉墓的专
家尉威为 60 多名兴趣社团的学生讲述了《竹
简的故事》课程。在网络上实时互动的过程中，
师生们探讨了竹简这一文化载体，在古代生活
中的重要作用。之后，远隔千里的两地汉文化爱
好者通过微信保持联系，持续“隔空对话”。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副馆长郭力展介绍，
近年来通过运用 3D 扫描技术，对大葆台汉墓
遗址进行了数字扫描和高精度三维建模，完成
了遗址的数字化工作。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汉
代墓葬“搬”到虚拟空间，拓展参观体验，让博物
馆资源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传播。

在“行走的博物馆”中，工作人员可以把遗
址装进口袋去巡展，全面、生动、逼真地展示遗
址原貌。通过与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的合作，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与 3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

度联系，坚持送文化进校园，开展了虚拟现实体
验、竹简体验、考古讲座、文物修复等一系列实
践学习活动。

不约而同的是，中国古动物馆也计划依托中
科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的资源，以怀柔科学
基地为中心，辐射百所学校开展科普教育。他们
的“走进百家校园”活动 5月 18日正式启动。

古动物馆社教部副主任葛旭介绍，馆里正
在做的一个 VR项目已近收尾，通过移动的“教
具”，让远郊县的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真实体验兽
脚类恐龙演化成鸟类的过程。“小学四年级语文
课本里不是有《飞上蓝天的恐龙》课文吗，这样
既可以配合课本教学，又科普古生物知识。”而
其他可以“送出去”的 VR项目也在紧锣密鼓设
计中。

但葛旭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学科”教育，是
“科学”教育。要带给孩子的是科学方法、科学素
养和科学精神，以及逻辑思维的能力。中国古动
物馆的递进式教育已经初见成效——— 曾在馆里
做小讲解员的孩子里，有个叫潘放的小伙子，去
美国上大学最后选择的就是古生物专业，现在
又开始准备继续攻读古生物方面的研究生。而
正在读高二的闫绎纹，已经和馆里的研究人员
在实验室工作了，他的梦想也是做一名古生物
学家。记者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葛老师介绍时
由衷的自豪和骄傲。播撒的种子逐渐生根、发
芽、开花，“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这些年，在国际学术界，对博物馆教育的看
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 年，英国的惠康基
金会提出了关于博物馆内“非正式学习”的研究
计划。包括当前博物馆教育的前沿问题：非正式
教育与正式教育如何连接；如何评估非正式教
育的长期社会效果；如何鼓励弱势人群进入博
物馆等。

“博物”的英文原意为 natural history，也就
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的是人类文明与自
然的奥秘，但同时传递的是人类对于整个宇宙
的认识与发现。孩子们来到博物馆，并不是单纯
的增长知识，而是去亲身体验科学思想的发展
过程，看到科学方法论如何解开一个个谜团。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博物馆教育对于培
养未来的各类人才，或者打造一个拥有科学发
观的社会氛围，都至关重要。在传统课堂上青少
年是没有选择权的，而青少年的思考又具有多
样性。博物馆教育的充分应用是赋予青少年更
多选择权，个性化的学习因此才有可能实现。

受访业内人士提出，我国博物馆服务于学
校教育还处在思想意识转换、服务能力提升的
初步阶段；公众也刚突破以往“博物馆和我没关
系”的认识。如何推广还要进一步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人才储备，青少
年应在博物馆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到
中华文化的精髓，激发出内心的自豪感，培养在
探究的学习态度。

博物馆肩负展现自然历史的重要责任，但
又不只是“古董店”，它是真实的“穿越”，是实物
化的“科学殿堂”，是一个“奇境”！

▲大堡台汉墓博物馆新技术送展览进校园。4 月 9 日，北京昌平区城北中心东关小学，“大葆台汉墓遗址虚拟现实展示系统”正在五年级的教
室里进行展示。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首首都都博博物物馆馆《《读读城城————发发现现北北京京四四
合合院院之之美美》》展展览览中中，，由由学学生生制制作作的的展展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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