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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访谈嘉宾

陆建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博
士生导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

郑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记者：我国《博物馆条例》2015 年已将博物馆
的三大功能进行了序次调整，将过去的“研究、教
育和欣赏”，调整成为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
赏”。在您看来，我国博物馆教育功能发挥得如
何？

陆建松：博物馆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保护文
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现代人能够知道它、
了解它。收藏、研究、保管是基础和前提条件，最
终目的应是教育、知识传播与交流。

现在我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不少，
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大众
不感兴趣。中国百姓为何不愿走进博物馆？第
一，老百姓看不懂。第二，展览不好看，看不下
去。第三是留不下印象，达不到效果。一些博物
馆统计了观众参观率提高多少，可是没有算观众
看了多长时间，有的看了十来分钟或者一个钟头
就出来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因为展览没有活起来。

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好不好，要看三点：让人看
得懂，觉得有意思、好看，能留下记忆和印象。做
到这三点，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实现知识的有效
传播。

在我看来，现在很多博物馆的“故事”没有讲
好。文物能否“活”起来，关键就在于故事能否讲
好。这里面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
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没有做到真
正意义上的改变。现在不少博物馆仍偏重保管和
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
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
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
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记者：您说过，博物馆不是“文物仓库”，只有
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才能进行有效知识传
播。具体而言，需要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

陆建松：首先，我们要跳出原有考古学、文物
学、器物学的研究范畴，把这件藏品背后的历史文
化故事讲出来。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导览就是一个
标签，写出什么朝代、哪里出土的就到此为止了，
没有说明当时有什么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文物
的制作采用了什么工艺。

其次，光是讲故事还不够，要上升到中国价
值、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高度。因为这些器物后

面是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与精神。
比如，台北故宫的藏品“翡翠白菜”，不能只介绍它的年代和工艺，还要讲它背后

的故事：这个“白菜”是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翠和白两种颜色，是告诉女儿到婆家之
后要清清白白做人。“白菜”上面还有两个虫子，是代表多子多福的意思。

把文物背后的知识挖掘出来是第一步，但这个知识是学术性的，我们还要将其转
化为大众愿意接受的东西。这就需要做到“四化”，也就是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把理
性的东西感性化，把知识性的东西趣味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第三应创新平台、拓展传播形式。博物馆展览，新媒体平台很多，比如：电视讲坛、
图书、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网络游戏、动漫、文创产品，都是它的平台。展览时可以
通过导览，把故事讲出来。导览除了可用语音、动画等多种形式，也可分成不同版本，
比如专业版、大众版，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特别要重视利用互联网等媒介进行
知识传播。国外博物馆会策划很多的拓展性教育活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多。

记者：欧美著名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教育活动时有哪些方式值得借鉴？
郑奕：美国博物馆被视为“儿童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和最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

资源之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专门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
提供定制的美术教育课程，甚至学校当中的部分课程也直接在博物馆中进行。博物
馆与教师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共同为青少年的成长搭建良好平台。据统计，
每年以班组为单位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的儿童和中小学生达20万次。

日本博物馆对于学生的开放度极高，同时各馆也积极探索与学校教育的联动机
制，向青少年提供大量的校外学习机会和体验式教育。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与 21
所学校结成了合作关系。

记者：很多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博物馆在服务基础教育、提升青少年素质教育方
面存在欠缺。请您就此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郑奕：一方面，表现在理念层面的缺位，并直接导致行动缺位。包括受评价体系、
安全以及经费等因素限制，很多学校、家长仍然不愿意或不便于让学生走进博物馆。
同时，博物馆也缺乏服务青少年教育的自发动力。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馆校合作主要方式是“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学校选
用馆方提供的活动和项目”，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因而形成了部分资
源不足而部分资源浪费的局面。

这几年，我主持了两个省部级课题，这两个课题让我得以从“文”和“教”以及“文
教结合”的角度来审视馆校合作工作。在我看来，目前馆校合作的瓶颈问题未必是供
给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针对学校，我们的博物馆需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
配送服务。所有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将博物馆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的
制度设计，这需要依靠政府、博物馆、学校、学生、家长与社会来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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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悦

“我们是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师
生，我们志愿守护竹林七贤与荣启
期砖画，守护历史，守护先贤懿
德。”郭卫星校长和 8 位孩子铿锵有
力的国宝守护誓词，回荡在CCTV-
3 《国家宝藏》 节目上，他们手捧国
宝守护印信，成为国宝竹林七贤与
荣启期砖画的守护人。

据悉，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是
中央电视台 《国家宝藏》 节目迄今
唯一邀请过的学校，而这期于 2 月 4
日播出的节目介绍了南京博物院馆
藏的国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
画。郭卫星校长告诉记者，2014 年
10 月，学校与南京博物院合作，开
设博物馆人文历史课程。央视 《国
家宝藏》 栏目组两次赴学校深入调
研，认为该校的博物馆课程完全符
合 《国家宝藏》“通过当代校园传播
传统历史文化、传承中国文化精
髓，弘扬中国文化自信”的宗旨，
因此才有了上述的那期节目。

利用社会资源，补齐学
校课程建设短板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位于南京
市郊区的岱山保障房社区，是一所
非常普通的新学校，目前只有四个
年级，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学生
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
收入不高，文化视野相对狭窄，对
教育的理解比较功利化，同时对于
学校的依赖程度比较高。针对这样
的现实状况，岱山实小提出“生活
教育”主张，构建起阅读与品德、
运动与健康、探索与发现三大课程
体系，而博物馆课程就是探索与发
现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特别希望孩子们能知道他们
从哪里来，他们生活的地方曾经发生
过什么故事，有怎样悠久的历史，有
怎样灿烂的文化，并且把他们知道的
东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谈到开设
博物馆课程的初衷，郭卫星这样说。

与有些学校带孩子到博物馆走
马观花看一看不同，郭卫星认为，
既然是博物馆课程，一定要与博物
馆深度合作，才能保证课程的专业
水平。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南京
博物院社会服务部讲述了他的想
法，没想到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2014 年，学校与南京博
物院正式签订协议，合作开发博物
馆课程。学校负责课程的整体规
划、课程管理、教学组织、教学评
价和研发相应的研究报告与学习

单；南京博物院负责建构课程的知
识体系、遴选教学内容、选择文物
与展览、培训学校教师、为学校设
计微展和博物馆体验活动。四年的
实践证明，双方合作得非常好。

与南京博物院合作过程中，南
京博物院不收取学校任何费用，开
课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教师交通、制
作文物复制品等费用，也都由南京
博物院承担。南京大学历史系、南
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南京市教科所
等单位也给予大力支持。“开展类似
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一定要有‘不
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思想，
充分整合利用社会资源，补齐学校教
育在软硬件资源上的短板，事实上，
很多社会机构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有积极性，愿意与学校开展类似合
作。”郭卫星告诉记者，本着这种思
路，岱山实小还与南京古生物博物
馆、南京科技馆等单位合作开发了
科技方面的校本课程，满足学生成
长过程中多维度的需求。

多种形式让博物馆课
程变得立体鲜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博物馆就是
一种静态的展示。但岱山实小博物
馆课程的实施形式却是丰富多样的。

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二下午是学
生们最期待的时间，南京博物院的教
育专员会如期来校给学生授课。据
介绍，迄今为止南京博物院已经有50
多位员工给岱山实小的学生讲过
课。他们善于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让学生感受文物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和独特的美。有时候，博物院的人
员还会带来一些文物的复制品或图
片，让学生和“文物”零距离接触。

每个学期，学校会组织所有学生
到南京博物院进行体验式学习，博物
院会为学生专门设计专项活动。如

“问海”的主题体验活动，让学生了解
800 年前有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华光礁一号沉船的故事，重现海上丝
绸之路的辉煌与梦想。

南京博物院还帮助学校举办微
型展览，双方共同探讨，选择一些符
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内容，量身定制，
让学生在校园里就可以看到高质量
的展览。目前已举办了“拿破仑展”

“南腔北调戏曲艺术展”“走进养心
殿”等特展，学生们特别喜欢。

学校还根据微展研发专题研究
报告，让孩子带着研究报告看展
览，看后有所思，有所悟。学校还
开展文化守护人评选，与南京博物
院一起，对学生课程学习情况进行
评价并颁发证书，激发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和学习动力。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南京博物
院还对学校教师进行专门培训和

“传帮带”。随着年级和班级的增
多，现在一、二、三年级的博物馆
课程由学校老师自己上，四年级课
程由博物院的教育专员来上。

在动手中感受文化，
在整合中提升素养

郭卫星一直认为，课程应该丰

富孩子的生活体验，历史和传统文
化不是抽象的符号，应该和孩子的
生活体验联系起来。因此，岱山实
小的博物馆课程在课程内容的选取
上，注重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引
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方式上
更多采用画一画、做一做、演一演
等体验式的学习方式。比如让学生
编演“图穷匕见”等成语故事、学
习汉代盘鼓舞，动手制作线装书、
陶器和戏曲中的人物脸谱，体验古
代兵器弩机、弓箭，等等。学校配
合微展而研发的研究报告，则将国
家课程的学习方式融入博物馆课
程，研究报告以展览大纲为主线，
融合了美术、语文、数学、音乐等
学科知识，学生们可以自己组织小
队，边参观边研究，最后完成研究
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习目
标和知识点，都整合、渗透到研究
报告中了，学生对历史和文化的理
解，也逐渐由碎片走向结构化。

如今，南京岱山实验小学的博
物馆课程已经得到社会和家长高度
认同，甚至不少家长就是因为博物
馆课程而特意选择这所学校。2016
年，学校被评为南京市第二届校本
德育课程优秀成果一等奖。“我们希
望学生不仅自己喜欢去博物馆，还
能带着家人去博物馆，长大后会带
着自己的孩子经常去博物馆，这才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
真切的热爱，也是博物馆课程的最
大价值。”郭卫星说。

穿越历史 浸润文明
——走近南京岱山实验小学的博物馆课程

本报记者 汪瑞林

原始聚落近在咫尺

“很多同学五一假期去了浙江博
物馆看‘越地长歌’展览。这是同学
们刚才上传的照片，我们一起看看这
是哪个小组的同学呀？”

“看过展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家乡浙江是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博
物馆的展览与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有
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5 月 9 日，杭州宝俶塔实验学
校，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朱
秋蓉的课是从一系列提问和追问开始
的。她请学生对照教室前面电子白板
上的“古代西亚农业聚落想象图”，
观察农业聚落由哪几个部分构成？图
上人物在干什么？接下来请学生运用
已学方法，对河姆渡、半坡遗址进行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农业聚落需要
具备哪些条件？不清楚或者需要拓展
的一些知识点学生可以随时利用手中
的平板电脑 （IPAD），进入数字博物
馆查询。

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下册
《走访原始的农业聚落》 一课的内
容，对于刚刚接触历史学习的七年级
学生来说，显得非常陌生和遥远。但
由于之前看了“越地长歌”展览并按
照教师要求进行了记录，课堂上再对
照图片，学生的历史考证与探究活动
就有了初步基础。

“老师，我在图中看到当时的人
们在牧羊。”“你为什么肯定他们在牧

羊呢？”“课本100页上有世界主要驯
化动物的起源地示意图。”

“老师，数字浙博上河姆渡人
原始的农耕工具，就是书本上的骨
耜⋯⋯”

这种类型的课朱秋蓉此前从未上
过，课前她也从未见过这个学校的学
生，上课前她一直忐忑不安，担心课
堂探究在哪个地方卡壳。随着问题探
寻的深入，学生的发言越来越踊跃，
朱秋蓉觉得自己的思路得到了验证：
只有在课堂上创设真实可感的问题情
境，才能改变以往历史课堂枯燥无趣
的面貌，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

教室不再是课堂的边界

此次创新课展示与相关研讨是
杭州市历史与社会“青年教师研修
共同体”常规教研活动的一部分。
而拓展课堂时空，将实体博物馆与
数字博物馆资源引入课堂，是该研
修共同体近期集中探索的主题。朱
秋蓉认为，教学改革发展到今天，
需要重新思考课堂的时空界限，就
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来说，尤其如
此。让学生走出教室，参加实地考
察、场馆学习、社会调查等很有必
要，但又必须顾及学生课后时间有
限，同时还要考虑安全、距离等方
面因素，目前实地学习还不能成为我
国初中生普遍的日常学习方式。这也
是他们积极探索将数字博物馆与实
体博物馆内容融合起来的原因——

历史与社会课程迫切需要这种新型
的课程资源。

目前，该研修共同体的青年教师
已经进行了大量尝试。例如，今年 3
月，杭师大仓前实验学校七年级教师
孙萍组织学生利用周末结伴参观良渚
文化博物馆，课堂上学生还原了良渚
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感受到了先民
的智慧。采实教育集团九年级教师吕
阳俊借助杭州宋城的资源，创设情
境，设计了 12 套基于情境的学习任
务。学生以 10 人为一个小组，任选
其中一套学习任务，运用宋城景区
图，寻找任务地点，开展项目学习。
还有的学校教师带领学生参观了南宋
官窑博物馆，等等。

同时，该研修共同体通过数字资
源库“微学荟”的建设，搭建了数字
化学习平台，通过编撰 《玩转杭城》

《文博之旅》 等系列拓展读本，为学
生提供了配套的学材。

生动活泼、与众不同的课堂背
后，有青年教师付出的大量心血，他
们参观博物馆时远没有学生那么轻松
快乐。建兰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教
师杨君介绍说，同伴们利用业余时间
深入参观各大博物馆，具体要做三件
事：其一，记录博物馆的展览相关信
息并进行分类整理；其二，将展览内
容与教材匹配，列出课堂教学中可以
利用的资源；其三，团队之间资源共
享，进行头脑风暴，研讨课堂如何推
陈出新。

青年教师成为火种

“共同体近年来的壮大是因为这
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有目
共睹。”朱秋蓉说，除杭州市教师，
目前已有金华、衢州、绍兴等地的青
年教师慕名前来参加研修活动。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该研修共同体成
员中，有 1 人被评为浙江省教坛新
秀，11 人成为杭州市首批新锐教师
培养对象。5 位教师的课获教育部部
级优课，29 位教师获省市区优质课
比赛、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杭州市“青年教师研修共同体”
成立于 2013 年，目前已发展到 77
人，这些教师分别来自杭州市 15 个
城区、县的不同初中学校。在召集这
些青年教师进行研修之前，朱秋蓉对
这些教师并不熟悉，通过调研，她发
现青年教师普遍缺乏教学经验，渴望
专业引领，渴求同伴互助。尤其是较
为偏远地区的青年教师，更需要具体
的教学引领。

“我们常说，每一位成员都是一粒
火种，在自己不断前行的同时，要点燃
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区域的其他老师的
热情，进行实实在在的课堂变革。”作
为学科教研员，近年来朱秋蓉以历史
与社会项目学习课题为切入点，通过
新型课堂教学探索和示范，吸引青年
教师积极参与各类教研活动，促进了
活跃而又民主的教研氛围的形成，更
促进了青年教师的共同成长。

杭州市将博物馆资源引入历史与社会课程——

博物馆：打开课堂“时空穿梭”通道
本报记者 杜悦

编者按：
数字化时代，教育的定义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教室的边界正在消失，博物馆正在成为有效的学习场所之一。今年5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

博物馆日，如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何促进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课程的深度融合？本报记者就此走访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的
专家学者，报道了南京、杭州等地将博物馆优质学习资源引入课程的实践探索。

聚焦国际博物馆日

2018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为
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利用博物馆资源，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副教授周婧景精选并
推荐了一些数字博物馆，网址链接如下。
历史类博物馆：

美国历史博物馆http：//americanhistory.si.edu/
德国历史博物馆http：//www.dhm.de/
东京国立博物馆http：//www.tnm.jp/
首都博物馆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艺术类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https：//www.metmuseum.org/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https：//www.moma.org/
英国国家美术馆https：//www.nationalgallery.org.uk/
卢浮宫https：//www.louvre.fr/
泰特现代美术馆http：//www.tate.org.uk/

综合类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http：//www.britishmuseum.org/
台北故宫博物院https：//www.npm.gov.tw/
故宫http：//www.dpm.org.cn/Home.html
浙江博物馆http：//www.zhejiangmuseum.com/zjbwg/index.html

超时空的数字博物馆

博物馆课程上课场景。
资料图片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