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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我的心目中，博物馆
是陈旧事物的象征，昏暗冷清无
人问津。在快节奏的今天，博物
馆还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找到
存在感吗？

这个疑问在我2001年第一次
站 在 美 国 芝 加 哥 艺 术 博 物 馆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时得到了答案。面对着那些只在
《西方美术史》上看过粗糙印刷品
的画作原版真迹，那细腻清晰的笔
触让我如遭雷击，自豪、荣幸、兴奋
全都涌上心头。看四下无人，我伸
出食指在莫奈那幅《睡莲》的右
下角飞快地摸了一下——我发誓
后来再没有过类似的僭越行为。
然而当时“作案”之后，我端详
着那根手指，心头浮起无上满
足。侨居美国多年，我对博物馆
的尊敬感越来越深。

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人们动动手指就能获取信
息，因而容易产生无所不知的错
觉。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警惕：
一是信息良莠不齐，二是碎片化
信息需要梳理才能在脑海中建立
体系。在时间稀缺的时代，不能
苛求所有人都去精读专业书，去
博物馆其实是一种非常直观有效
的学习方式。

美国博物馆根据基本陈列的
藏品划分为历史博物馆、艺术博
物馆、科学博物馆、综合博物馆
及其他等几大类。这也是目前中
国博物馆学界比较认同的分类方
法，已被纳入博物馆学的教科书
中。

美国每年花费超过20亿美元
用于教育活动。典型的博物馆将
其四分之三的教育预算用于K-12
学生 （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初
中、高中的十二年教育）。博物馆
会给教师提供和课本配套的教育
模块，方便教师备课。

这庞大的预算主要有几个来
源。以华盛顿特区最著名的史密
森尼博物院为例，它2019年财政
年度的预算是10亿美元。其中三
分之二来自于联邦政府，其余来
自信托基金、个人、公司、基金
会捐款、会员年费和门票，以及
期刊、礼品店、餐厅和小吃的销
售收入。

每年，博物馆为教育项目提
供超过1800万个学时。博物馆帮
助学校进行核心课程的教学，比
如数学、科学、艺术、文化、语
言艺术、历史、公民和政府、经
济和金融知识、地理和社会研究
课程等，以达到州级和联邦级标
准。

新奥尔良的二战博物馆主页
的互动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点击网页进入学习板块，它
要你观看一段关于冲绳之战的录
像，那场太平洋战场最惨烈的战
役。日军拿冲绳平民做人体盾
牌，挡在日军前方朝着英美盟军
战场走来。这时录像提示你按下
暂停键思考：“如果你作为美国
士兵，会开火吗？”这样的画面
加启发式思考，再以史料做总
结，不仅让学生对这段历史有了
深刻印象，还会沉浸在深深的思
索之中。

我跟几个美国同事聊天，问
他们对上学时被老师带去博物馆
的体验有什么感想。鲍勃笑着
说：“博物馆一日游”意味着有大
把机会跟朋友们聊天，真正能学
到的是在集体活动时遵守纪律、
自我管理。“毕竟，教育并不仅仅
意味着坐在教室里学知识。”他
说。

美国的教师每次组织学生去
博物馆前都要做详细的计划，比
如学生的外套和午餐放在哪里，
谁在那里迎接他们，要不要给学
生分成小组，等等。作为教师，
需要设计如何把学生与艺术作品
联系起来。一架“二战”时的飞
机，一把来自大萧条时代的勺
子，要讲述它们背后的动人故
事，通过展品背后的故事来激发
孩子们的兴趣。比如那幅画，是
由盲人在3小时内完成的，现在

价值300万美元；那架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的飞机，它执行了47次
战斗任务，并在一个集中营中救
出3000人；那把勺子，有九个孩
子的母亲用它来制作他们当天的
唯一一顿饭，他们连续几个星期
吃同样的食物。这些故事会让学
生们永记不忘。

在博物馆之旅后，和中国教
师一样，美国教师也会给学生留
作业，比如日记或作文，描述一
整天的经历，或是特定展品，并
对博物馆的主题或社会问题进行
进一步研究。

最近来自美国全国艺术基金
会的报告指出，在过去的 20 年
间，参观博物馆的美国成年人减
少了8个百分点，“90后”去博物
馆的频率也急剧下降。大概由于
休闲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样，博物
馆渐渐被年青一代冷落。美国博
物馆努力借鉴新技术的魔力，希
望能留住年轻参观者们。

从信息的“正确率”来说，
博物馆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在一
项由美国博物馆联盟委托进行的
民意调查中，90％的自由派和
87％的保守派表示他们支持博物
馆的价值。据数据和技术公司
称，近十分之八的美国人认为，
相比报纸、政府，博物馆是更可
靠的信息来源。博物馆从业人员
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份信任，
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去殖民
化”，即去除博物馆的白人本位思

维观念，尽量呈现历史真相。
根据我对美国博物馆的观

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他们对展览的文字字斟句酌，展
览中的墙文被视为关于展品的中
立、权威的叙述。因为博物馆墙
上的那些面板所使用的词语对于
每个人对所呈现材料的理解都很
重要，影响人们对展览的理解。
其次，对展品的选择非常小心。
国家海事博物馆举办关于鸦片战
争的展览就受到了质疑，因为博
物馆没有收集与该主题相关的，
如代表中国观点的展品。相反，
有很多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展品。
博物馆在很久以前根据这种流行
思维方式收集的内容阻碍了博物
馆展示与主流叙事作斗争的能力。

在众多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奔
走呼吁下，1990年美国政府通过
法律，自然博物馆、考古博物馆
开始向印第安部落退还早期收敛
来的印第安骨骼标本、神像。这
种做法貌似和博物馆的搜集使命
背道而驰，但这些促成法律实施
的“吃里爬外”的博物馆工作人
员认为，这样才能回归人性和文
明，而这才是博物馆存在的真正
意义。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提供
其他语言的文本，而不是只有主
流文本。例如，费城艺术博物馆
在他们2016年的展览中有关于墨
西哥壁画的西班牙语文本，以便
更好地为讲西班牙语的观众服

务。北挪威艺术博物馆在2017年
举办的特殊博物馆展览/表演的文
本中使用了萨米语。

在我自己去过的博物馆里，
亚特兰大CNN博物馆、佛罗里达
基韦斯特海明威故居、旧金山恶
魔岛监狱博物馆都会用多语种包
括中文打印解说词，对中国游客
非常友好。

在此要重点推荐旧金山恶魔
岛监狱博物馆的语音导游，它是
我去过所有博物馆里最出色的，
那专业的背景音效、多角色声优
配音犹如电影录音。你戴着耳机
穿过监狱，听着耳畔传来犯人越
狱时的枪弹之声，按照语音导游
近距离察看被掰开的铁栏、墙上
的弹痕，透过阴暗的走廊眺望窗
外加州的自由阳光，一切都让你
感同身受。回家后我就迫不及待
地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从这个监狱
放出去的囚犯写的自传看。

我曾经对历史毫无兴趣，觉
得那不过是朝代兴亡、历次革
命、侵略推翻等一些除了考试丢
分之外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这认知在我到了美国好几年之后
才被纠正过来。我真正关注历史
是从2013年参观华盛顿特区博物
馆群开始的，也是从那时起，每
到一国一地我都一定要留出足够
的时间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历史
的、艺术的都不放过。在台北看
了故宫博物院，看着那里的孩儿
枕、翡翠白菜，不禁想那些文物
如何颠沛流离地从北京故宫，辗
转上海、南京，再到四川等地，
又转运到台湾，那样的超级工
程，在兵荒马乱之年是如何做到
的？这背后有多少故事？在广州
看了南越王陵，在纳什维尔的乡
村音乐博物馆，在克利夫兰的摇
滚音乐博物馆，在亚特兰大参观
《飘》的作者的故居，在零下34
摄氏度的蒙特利尔去了两趟艺术
博物馆看庞贝古城，看那火山铺
天盖地吞没繁荣城市时人体的瞬
间凝固，所有荣华富贵、爱恨情
仇瞬间成空。

每次我去博物馆都带着兴
奋，因为每一次博物馆之旅都可
能是启动新的知识兴趣点的机
缘，不知道这次又将邂逅怎样的
学问，只知道每次从博物馆出来
后的自己都变得不一样。我连退
休后的理想工作都想好了——去
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
经在计划下次回国看什么了：国
家博物馆、史家胡同、三影堂、
观复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
紫檀博物馆⋯⋯

（作者系旅美专栏作家）

博 物 馆 ，另 一 个 课 堂
李颂

去斯德哥尔摩旅行时，我们
有幸参观了六月坡儿童主题博物
馆（Junibacken）。这家由斯塔凡·
哥特塔姆创立的博物馆位于瑞典
斯德哥尔摩中部的动物园岛上，它
致力于瑞典儿童文学的推广，着力
展现瑞典著名童书作家——阿斯
特丽德·林格伦以及瑞典其他儿童
文学作家创作的人物和故事。

六月坡儿童主题博物馆紧靠
着海港，大老远就能看到一棵

“长”满了大香蕉的树和供小朋友
们拍照的卡通形象模板。老年林
格伦的雕像坐落在花园中心，周
围有一圈长椅。她若有所思，手捧
着书本，仿佛在等着小朋友们来，
给他们讲像《长袜子皮皮》一样有
趣的故事。

走进大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
个车棚，整齐地摆放着孩子们的婴
儿车。婴儿车的主人们正兴冲冲地
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博物馆里享受
童话世界呢！跟着一群活蹦乱跳的
孩子来到室内入口，各种充满巧思
的装饰物映入眼帘。

我们从最左边开始参观。入
口是供小孩子们玩耍的，精心布置
着不同的场景，孩子们走几步就能
登上瓦房的屋顶，接近悬在屋顶的
一把把黑伞；面对着大屏幕的冰雪
场景，坐在红色木雪橇上左右摇
摆；还可以钻进黑幕的树洞里，手
脚并行地探索秘密花园⋯⋯这个
空间的墙纸都是由林格伦的一页页书稿和信件拼贴起
来的，各个场景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看起来十分和谐。

左边的空间可以说是参观者从真实世界走到林格
伦创造的童话世界的过渡，安排得不密集，让人有呼吸
的空间。但一踏入中间的入口，好像一下子被吸入林格
伦脑海中的奇幻世界，让人眼花缭乱。你刚坐在街角享
受一杯咖啡和牛角面包，转眼就能看到旁边的蛋糕店；
你刚钻进橱窗欣赏五颜六色的甜品，旁边的一座高塔立
即呼唤着你；你会在接近公主的时候不小心踩到恶龙的
尾巴，也会被旁边珠宝店里拳头大的钻戒吸引住目光。

再走几步就是一个精致的小木屋，厨房里有刚出炉的
烤土豆和烧肉，厨具一应俱全，好像这家人马上就要回来。
你路过三个人高的大猩猩，发现一个小男孩正在奋力爬上
它的肩膀；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小镇上卖冰淇淋，也可以
在角落种一棵葡萄树，可以逃进邻居的房间和自己独处，
也可以去丛林里拿起古董电话拨打熟悉的号码⋯⋯这个
空间比之前那个房间面积更小，却容纳了更多的想象，从
每个角度、每个方向都随时能发现惊喜和细节。

在浸入式体验林格伦笔下的一个个场景后，我们带
着这些绚烂的影子，顺着走廊走到了“作者生平和作品简
介”区域，这里可能更像我们通常认为的博物馆的样子。
按说，作为林格伦主题的博物馆，介绍其生平和作品本应
是重头戏，但这部分只占了小小一间屋子中的几面墙而
已，甚至文字都很少，基本上是以图画的方式呈现。我猜
想可能因为这座博物馆的主要受众是小孩子，所以采用
代入感极强的方式让参观者走近这位作家。

没走几步，我们来到了“故事小火车”的入口，一节节
车厢顺着轨道缓缓出现在我们眼前。随着嘎吱嘎吱的声
音，我们在黑暗中期待着进入《狮心兄弟》的立体书页。车
厢转来转去，我们一会儿在小镇上空飞翔，一会儿又钻进
一个阁楼，进入小人国对着高大的老鼠和奶酪打招呼⋯⋯

从小火车出来便来到了长袜子皮皮的小屋，一场
演出即将在这里开始。几分钟后，舞台暗了下来，饰演
哥哥、妹妹的两个小演员充满活力地从旁边的小草屋
钻出来。虽然我们对丹麦语一知半解，但读过原作，也
能从他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中猜出剧情的发展。当梳
着朝天双马尾、脸蛋儿上布满雀斑、穿一双过膝长袜的
女孩在聚光灯下出现时，观众席立即发出一阵稚嫩的

“Pippi！Pippi！”的欢呼声。就像林格伦书里写的那样：
皮皮一会儿拿出望远镜，一会儿拿起大扫帚，一会儿拿
起航海的船舵，带领这一对活在平凡世界的兄妹和坐
在台下的观众一起冒险。“and we played and
played and played. It’s a wonder we did not
play ourselves to death! ”（然后我们玩儿呀、玩儿
呀、玩儿呀。我们就这么玩到死去也不奇怪！）

林格伦出生于瑞典的一个小镇，19岁移居首都斯
德哥尔摩，1944年登上文坛。通过这座博物馆，我
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林格伦从小就在当时闭塞的小镇上特立独行，她剪
短发，像长袜子皮皮一样敢于不惧别人的眼光做自己。
她青年时经历了未婚生子、骨肉分离，在贫穷和孤独中
为生活抗争，有过自杀倾向，这些苦难恰恰成为她笔下
充满希望又带有悲情色彩的童话的种子。这位为世界
上无数读者带来最单纯快乐的女性，挑战女性刻板印象
的先驱者，甚至在老年时还无意间影响着瑞典政坛的社
会活动家，一直在尝试与自己的苦难和伤疤和解，把最
苦的毒药酿成清甜的露水，滋润他人的心田。

（作者系丹麦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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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于 1977 年发起。
2019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
ture of Tradition） ”，聚焦博物馆作为社区活跃参与者的新角色。在保留“收藏、保存、交流、研究、展示”
的主要职能之外，博物馆／美术馆的社会角色正在不断重塑发展，逐渐变得更具有交互性，更加关注观众与社
区导向，更为灵活，更加具有适应性和机动性。

本报讯 值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之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亚洲文明联展 （艺术展）：大道融通——亚洲艺
术作品展”5 月 10 日至 26 日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东帝汶、菲律宾、
韩国、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马尔代夫、马来
西亚、蒙古、日本、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
国、土耳其、新加坡、叙利亚、亚美尼亚、以色
列、印度、约旦、越南、中国等 41 个亚洲国家

（包含俄罗斯） 的120位艺术家创作的130件作品
与观众见面。

展览通过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丰
富的视觉形式与艺术语言，向亚洲各国以及世
界人民展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象、亚洲各国文
化的独特面貌，以及亚洲各国之间共生共融的
文化渊源关系。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题
为东方写意，意在展示亚洲艺术充满诗意的写
意之美；第二部分主题是美丽中国，展示各亚
洲国家的艺术家描绘中国的人文和自然风景的
作品，展现了不同文化经验中美丽而充满活力
的当代中国形象；第三部分主题为美人之美，
展示中国艺术家表现亚洲其他国家的创作，展
现当代中国艺术家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情怀。

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以“世界
文明视域中的亚洲艺术”为论题的学术研讨
会。

（缇妮）

亚洲艺术作品展大道融通

⦾资讯

本报讯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 2019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日前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开幕。

本次作品展出 176 名硕士毕业生（其中含深圳研
究生院艺术硕士 27 人）作品约 1000 件（套），是清华美
院设计学、美术学学科各专业方向研究生人才培养质
量与特色的汇报。作品充分显示了清华美院学子的
研究深度，他们或扎根传统汲取营养，或勇于创新面
向未来，展现了清华美院深厚的人文基础和丰硕的教
学成果。毕业生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专业的学习是与
自己对话的过程，也是不断寻找、发现、表达自我的过
程。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教授肖文陵鼓励学生们在
艺术创作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据清华美院党委书记马赛介绍，2019 年是原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的第20 年，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一直致力于找到一条服务大众需求、探索未来生
活的美术教育实践之路。 （小暖）

清华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艺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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