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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细节与光影之美

读书周刊：您探访过全世界 370多座博物
馆、美术馆，还担任过博物馆的管理者。您参观
博物馆的视角和普通观众会有哪些不同？

陈履生：博物馆就像一本书，每个人所吸
收的内容都不尽相同。大多数普通观众会直奔
展厅，一睹知名藏品的风采。藏品、展览固然是
参观的重点， 但我还会从一些专业的角度，观
察那些容易被普通观众忽略的元素。这也是我
写《博物馆之美》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从我的
视角给读者做一次导览， 让大家跟着我的脚
步，跟着我的眼睛去发现未曾留意的博物馆之
美。

读书周刊：有哪些元素容易被匆匆的步履
所忽略？

陈履生：很多观众都容易忽略博物馆的建
筑本身和它的内部空间之美。全世界的博物馆
建筑千奇百怪，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由老建筑改造而成， 二是新旧结合的建
筑，三是全新的建筑。

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博物馆有很多，比如
故宫博物院、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在老建筑
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必然要对空间做充分且巧
妙的利用。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
记忆会藏在诸如大堂、 楼梯等公共空间中，值
得去发现、品味。

柏林新美术馆在二战时遭遇了严重的损
毁，战争结束后，美术馆在重建时非常尊重历
史， 包括战争的记忆。 当我走进这座美术馆
时，发现它内部的装修虽然很新，但窗台上保
留了原建筑上的弹孔， 还能看到原来的壁画
遗迹以及美术馆被毁之前展厅之间的指示路
牌。

好的博物馆建筑不仅给人视觉上的美感，

还能连接社会公众及其情感，使几代人在不同
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

读书周刊：这些记忆往往藏在细节之中。

陈履生：是的，细节决定成败。博物馆无论
大小，如果没有精彩的、值得玩味的细节，就会
缺乏魅力。博物馆的门窗、灯光、楼梯、扶手，甚
至顶棚都承载着独家的信息。我走进一家博物
馆后，经常会留意它的楼梯或滚梯设计，它放
在什么位置、怎么放，大有讲究。

令我印象很深的是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它
连接新旧两馆之间的滚梯利用了光电效果，在
光怪陆离中表现出现代气息，同时又展现了一
种走向现代的艺术氛围。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
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但它
的内部空间却散发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在新建
部分的楼梯设计上运用了玻璃材料，非常有品
位，而且楼梯与墙面浑然一体，能消减人们在
步行时的疲劳。

读书周刊：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在参
观时慢下来静心感受？

陈履生：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都存在着不同
于一般建筑的光影关系，这种精心营造的光影
关系是欣赏博物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很多
人容易忽略的。光影有的是人造的，有的是利
用自然光， 这取决于博物馆中藏品的性质。光
影会改变建筑的物理空间，带来独特的视觉感
受和美学趣味， 甚至还能赋予建筑生命的变
化。当这种光影关系叠加到展出的文物或艺术
品上的时候，可能会帮助艺术家完成一种新的
创作，也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小博物馆串联起迷人群落

读书周刊： 在您去过的 370余家博物馆、

美术馆中，从建筑的角度而言，有哪几家最打
动您？

陈履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博物
馆的收藏不是越多越好， 建筑也不是越大越
好，我比较注重的是博物馆的独特性，也就是
它能否带来出乎意料的美。

瑞典的瓦萨沉船博物馆是因为一条沉船
而建造的。 我以前也去过一些沉船博物馆，但
在没去过瓦萨沉船博物馆之前，真的难以想象
它的样子。这座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曾是世
界上最大的船，1628年首航时不幸遭遇强风，

沉没于距港口仅 2公里处，后来经过科学考古
把它打捞上来。这座博物馆有很好的内部空间
关系，外形有一点像帆船，里面有很多展厅。

读书周刊：您曾在很多场合提到过日本的
美秀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为什么会给您留下独
特的印象？

陈履生：每一次走进贝聿铭设计的日本美
秀博物馆，我都怀着近乎朝拜的心情。美秀博
物馆藏在深山之中，进入博物馆要先经过隧道
和桥。 桥头和博物馆的大门不是正对着的，有
一点偏，隧道也不是笔直的。贝聿铭在设计时
深受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影响，并把他家乡苏
州园林中的景致以及观赏方式带到了这里。走
在桥上看两侧的风景，我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随着几道自然流畅的

弧形弯道，眼前一亮，那是苏州园林中经常出
现的圆门，你能看到像扇面一样的画面，感觉
豁然开朗。

这座博物馆的独特性不仅源自贝聿铭高
妙的设计，也源自它保护自然的理念。博物馆
建在一个自然保护区里， 动工时先把自然保
护区里的树木用卫星定位， 给树木编号后移
到另一处栽种下来。等博物馆建好后，再通过
卫星定位把山体复原， 把树木栽回原来的位
置上。

读书周刊：没想到，您的心中之最都是“小
而美”的博物馆。

陈履生：博物馆有大有小，百科全书式的
大博物馆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全面， 但一座城
市、 一个国家并不只有那些大型博物馆会发
光，由小博物馆所串联起来的博物馆群落也能
在一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发出迷人的光亮。博
物馆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一
座城市和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发展水平。

比如去巴黎当然要去参观卢浮宫、奥赛博
物馆那样的大馆， 但还有一些独特的小馆，比
如罗丹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橘园美术馆等
著名艺术家的博物馆也值得一看，此外还有一
些专业的博物馆，比如铸币博物馆、下水道博
物馆、地窟博物馆等。去这些博物馆不一定都
是奔着展览而去， 它们并没有太突出的藏品，

但当你看过这些博物馆，就能够迅速了解这座

城市的历史、它当下的发展状况以及与整个城市
居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还能给人带来关于城市资
源如何利用的启发。

读书周刊：博物馆如同一座城市的“月光宝
盒”。

陈履生：是的。美国拉斯韦加斯有一座霓虹
灯博物馆， 陈列的都是城市中被废弃的霓虹灯，

它们曾是城市繁华的标志，见证了拉斯韦加斯从
沙漠中崛起的过程。对这些废弃物的利用，反映
出整个城市的管理水平。 有些东西可以是 “垃
圾”，但也可以用博物馆的方式将它们利用起来，

呈现城市的某种记忆。

在看过这么多博物馆后，我觉得国外的有些
经验可以给我们的博物馆建设带来很多启发。17

世纪肆虐英格兰的黑死病曾导致伦敦 1/4的人口
死亡。这场瘟疫最终止步于曼彻斯特郊外一个名
叫亚姆的村庄。当疫情蔓延到这个村庄时，村民
们没有四散逃离，而是用石头垒起围墙，阻止疫
情向外扩散。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在岩石上钻孔，

把醋泡过的硬币放进去，与村庄周围的商人换取
肉和粮食。如今，亚姆村的石头墙遗存依然保留
在原地，交换硬币的小孔被游客摸得发亮，这里
也成为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一部分。中国至今还
没有一座国家级的医学博物馆。我认为有必要建
设一座国家级的“中国防疫博物馆”，记录从非典
到新冠肺炎的历史，记录中国人民为生命而拼搏
的历程。

心灵的慰藉和文化的依赖

读书周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博物馆不得
不暂时闭馆。最近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博物
馆陆续开馆，观众踊跃预约。互联网技术越来越
发达， 云观展为什么仍然无法替代实体博物馆？

博物馆对人们的吸引力来自哪里？

陈履生： 首先是博物馆所收藏的原作的魅
力。就拿全世界最著名的画作之一《蒙娜丽莎》来
说，在网上看图片肯定比在卢浮宫人头攒动的展
厅里看原作清晰很多，但为什么人们还是要到卢
浮宫的原作前去驻足？我每次去卢浮宫也要去看
一眼这幅画，这就是原作的魅力，这是线上展览
无法替代的。

其次是原作与其所处空间的关系，这也是博
物馆的本质所在。伦勃朗的杰作《夜巡》中画了许
多人物，人物之间也有很复杂的关系，在网上看
一看高清图片和介绍， 要了解这些内容并不难。

但如果有机会，我们去阿姆斯特丹还是要去看原
作，因为原作散发出来的气息，原作的尺寸与空
间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其他展品的关系，是屏幕
难以展现的，这就是现场展出的魅力所在。

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博物馆建筑的魅力、

光影关系，这也都是网上展览无法呈现的。从早
晨到傍晚，博物馆内的光线是不一样的，但线上
的呈现在每一个时刻都是一样的。

最关键的一点原因在于，优秀的博物馆能给
人一种心灵的慰藉、文化的依赖。

读书周刊：如何理解这种文化的依赖？

陈履生：设想一个孩子来到博物馆，接受艺术
的熏陶，感受文化的力量，会留下深刻的记忆，等
他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孩子， 再给孩子讲述自己曾
经来这里参观的感受，这是非常美妙的。博物馆、

美术馆这类的文化空间可以见证一个人的成长和
一个社会的发展， 当公众的集体意识中有一种代
代相传的文化依赖， 那博物馆就能成为一座城市
甚至一个国家真正的地标。 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图
像已在云端普及的当下， 人们还需要走进博物馆
的根本原因。博物馆是几代人的美好记忆所在。

读书周刊：疫情期间，有些博物馆做起了网上
直播，吸引了不少流量。您认为在正常开放之后，

博物馆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开发互联网的功能？

陈履生：此次疫情期间，各大博物馆的线上
展览弥补了闭馆时期的文化空缺，但其质量可以
说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博物馆的线上展示经过多
年的积累，已经做得很成熟，而有些线上展览就
是几个关于藏品的网页而已。

我认为网上展览、网上直播在博物馆恢复常
态后，依然有其价值，是实体博物馆的重要辅助。

它能帮助人们了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比如一幅
美术作品的构图、背景等。了解了这些基础知识，

再走进博物馆，能丰富观展的感受。世界上许多
顶级博物馆，比如卢浮宫早在 2004年就把 3.5万
件馆内公开展示的藏品以及 13万件库藏绘画放
上网站，但其现场参观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吸引
了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一睹原作的真容。

公众是博物馆重要的考量

读书周刊：您认为，当下全世界博物馆的发
展潮流是什么？

陈履生：世界博物馆发展潮流中有一个很大
的变化，就是博物馆把公众视为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因为一座没有公众的博物馆，就只是收藏
品的库房。呈现什么样的展览给公众、怎样为公
众服务，用什么方式吸引公众走进来，是全世界
博物馆的重要考量。

读书周刊：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喜爱博物
馆的，除了藏品与展览之外，还有哪些元素？

陈履生：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座电影博物
馆，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博物馆，藏有许多
电影资料、电影海报。可是这里每年有 2/3 的
观众不是来看展览的， 也不是来看电影的，而
是去那里喝咖啡、吃饭。这座博物馆面对着城
市的运河，有着城市最好的景观，设计也非常
独特。

同样，巴黎有一座展现美洲和大洋洲土著艺
术的博物馆，它并不主流，但它的餐厅是全巴黎
最具有人气的，几乎每天都要预订。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就是在博物馆的
发展过程当中， 怎样符合观众对博物馆的需求。

人们来到博物馆可以学习历史、欣赏艺术、获得
知识， 但有些人纯粹是为了享受里面的文化氛
围，享受在其中喝一杯咖啡或休憩的感觉。

有些博物馆以重量级的藏品吸引公众， 比如
卢浮宫，绝大多数观众就是为了《蒙娜丽莎》《断臂
维纳斯》等艺术珍宝去的。对于那些没有重量级的
藏品的博物馆， 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服务来进行弥
补。全世界许多新建的博物馆都很强调服务功能、

休闲功能，以及纪念品的开发。有些博物馆还在想
方设法让观众看到工作人员是如何修复文物的。

读书周刊：您卸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一
职后，在常州开了一家油灯博物馆。为什么要收
藏油灯？在这家自己的博物馆中，您的博物馆理
想实现了吗？

陈履生：油灯凝聚着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
核心内容的载体：流传千年的诗、文、书、画都是
油灯下的产物。在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油灯文
化非常具有独特性。 这座博物馆从整体的规划，

到馆内的每一个小标签，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是
收藏部主任，也是展览部主任、研究部主任、策展
部主任等。 我的理想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这里实
现。我目前正在扬中筹备另 3 家博物馆：汉文化
博物馆、 竹器博物馆和陈履生美术馆， 希望这 3

家博物馆能填补中国博物馆的某些空白，带给公
众更好的体验。

《博物馆之美》
陈履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开设了线上云展览、网上直播。

现代科技让人们透过屏幕看到了比原作更清晰的图像，却激发出人们走进实体博物馆的更大热忱。这让人思考：博物馆对于人们的意义是什么？对一
座城市又意味着什么？

去过全世界 370 多座博物馆、美术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他的新书《博物馆之美》中给出了他的见解。

那些意想不到的城市博物馆
城市发展史是一部独特的世界文明史。

如何看待城市资源，公众有着截然不同的态
度，尊重、保护、利用是一种，破旧立新、推倒
重来也是一种。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会反映
到城市的面貌和品格上，也会反映到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上。

巴黎的地窟博物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博物馆，论藏品数量之多，可能无与伦比，
论藏品品类之单一，可能也是无与伦比。从
83 阶旋转楼梯走到地下，再沿着约两米宽的
隧道往前走———这是非常单调的博物馆之
旅，没有哪一家博物馆在进门后要走这么远
的路，经历如此单一的地下路程。而最终看
到的是 1785 年—1860 年间约 600 万人的
头盖骨、大腿骨以及其他骨骼。它们被按照
时间分区，很规则地码放在过道两侧，有的
还码放成图案，有石碑标明年代，表现出对
逝者的尊重以及严谨的工作精神。

作为博物馆，这里不分展厅，没有展柜，
偶尔在墙上有几块说明牌。如果这样一个巨
大的骸骨场在这座城市中长眠于地下，那它
不可能与今天发生什么关联。可是，把它作
为城市资源来对待，用博物馆的方式来利用
资源、开放资源，使今天城市中的公众由此
了解历史、认识过往，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
义，也丰富了城市博物馆的品类。这就是城
市对于资源的一种利用。

每座城市皆有可以利用的多方面资源，
旧的工厂、车站、学校，以及街道、社区等，都
是与城市记忆相关的值得珍视的资源。譬如
每一个城市都有下水道，其排水系统的规
模、水平、能力都表现了城市的规模以及作
为。巴黎的下水道是世界城市中首屈一指
的，历史悠久，规模巨大。这一最容易被忽视
的城市资源由巴黎市政府转化为世界上独
特的下水道博物馆。城市资源以博物馆的形
式向公众开放，能够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城市
的历史，认知城市的运转功能，从而更加热
爱城市。“下水道，巴黎的地下风貌”，这不
是一般性的广告，它吸引人们深入巴黎的内
腹，探索一个难以想象的真正的地下城。这
里有始建于 14 世纪末的历史遗迹，有非常
专业的城市排水系统的知识，它呼应了巴黎
的城市发展历史。尽管这里锈迹斑斑、一切
都令人感觉到很陈旧，尽管这里充满了公共
澡堂般的气味、污水不息地流动，但这正是
维系城市运转的基础。博物馆给予人们的认
知正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反映历史，而下水道
博物馆不同于普通博物馆，它的陈列和“展
品”是仍然在使用的设备，它们还在城市中
发挥着作用，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现
实的联系。

城市资源利用的关键是对于城市资源
的认识和对资源的现实意义的把握。巧妙的

利用，不需要花大价钱就能够获得永久的受
益。下水道博物馆只是在塞纳河边上以一个不
起眼的卖票的小亭子作为它的门脸，卖票人就
是检票人。地窟博物馆绵延约 1000米的隧道
里，也只看到一位工作人员。可是，它们的上面
每天都是排队等候参观的队伍。这两座博物馆
论面积都超常规的小，论投资更是少之又少，
不仅省掉了动辄数以亿计的场馆建设费，还省
去了高昂的布展费，只需要几块介绍历史和科
普知识的展板，以及出入和动线的标志，更省
去了大量的看护展厅的人员和维护的费用。由
此可见，城市资源的利用并不需要太大的投
入，需要的是智慧以及城市中公众对博物馆的
热情。

城市资源的利用不是简单的变废为宝，它
也存在着多种方式，因为城市资源是多样性
的，不能一概而论。2012 年底开馆的卢浮宫分
馆，是利用原有资源的另一种方式的示范。它
建造于 20 世纪 60 年代废弃的煤矿区，出于对
历史和现实的尊重，也是为了历史和现实的契
合，更是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博物馆建
筑在地面上仅有一层。虽然在博物馆的区域已
经看不到原来煤矿场区的痕迹，可是，博物馆
的建筑以及园林的设计都以独特的方式向过
去表达了敬意，也让人们看到了离开卢浮宫之
后的分馆的身份，这就是远离卢浮宫的感觉，
使荒芜之地再生出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

书摘

法国罗丹博物馆展厅。 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