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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位于经十东路的山东博物馆门前都会排起长龙，人气十分火爆。记者探访发现，省博越来越火，与其成功
转型有关。如今，省博新馆举办的各种特色展览与创意活动远近闻名，也多了许多人性化的服务设施与商业体。博物馆馆
正慢慢变成人们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让观众身临其境。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摄

针对省博的火爆，山东大学社会学院
教授马广海点评说，如今，人们的文化需
求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
的提高，人们从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获取上
升到对文化精神的需要。

“博物馆的火爆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
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博
物馆和图书馆都很多。在美国、日本的一
些小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美术馆、博物
馆等文化设施。”马广海表示，“我对日本
的一个图书馆印象很深，里面许多成人和
儿童都在认真地看书，环境非常安静。”

“这跟我们国内很不一样，像我们济
南这样一个五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
一个省博和市博，少得可怜。博物馆里展
览的东西也不多，以后还是希望能大力发
展这一方面，多提供类似的文化服务。”马
广海说。

马广海认为，省博最近的几个大型展
览社会评价都很高，今后可以多组织类似
的展览。“当然，一些综合的商业服务设施
也是辅助措施。最重要的是，让博物馆与
人们产生联系，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要让博物馆成为

城市生活一部分

关键词：转型

进馆得排一小时队

文化圣殿、儿童天地、商业综合体……

““混混搭搭范范儿儿””省省博博变变身身““人人气气王王””

“妈妈，我好想看非洲的大
象啊！”17日上午9时30分，记者
来到山东博物馆时，门口已经
排起长队。队伍中各个年龄段
的人都有，由于是周六，多是家
庭结伴而来，不时传出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

来自临沂的徐老师专程
带着15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赶
来观展，她之前特地来省博考
察过，看过之后便下定决心一
定要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非
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是孩子
们最期待的。”

大学生孙明明刚下火车
便拖着行李箱直奔省博，他是
个标准的“博物馆控”，在济南
同学的推荐和陪伴下，他从省
博开启了泉城之旅。

此外，还有很多观众是冲
着圆明园四兽首而来。“国宝来
济南，机会太难得了！带孩子一
起来开开眼界。”市民张先生说。

据省博工作人员刘安鲁

介绍，自从最近的非洲野生动
物大迁徙展和圆明园展开展
后，平时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
多。周末时，一天的人流量能达
两万，观众最多需要排一个小
时的队才能进馆。

在2010年新馆开放之前，
省博一直在老馆内接待观众。
26岁的国学爱好者景女士回
忆：“2006年，我上高二时，跟着
学校的国学社去参观千佛山
那边的省博。人比较少，相约在
广场上见面，一眼就能看见。”

“那时就是传统的博物
馆。展品放橱窗里，或者用红
线隔开，历史性的常设展居
多。如今的新馆看上去更大、
更敞亮，也更现代，展览的种
类也多样起来。”

不仅外表变气派，展品数
量变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
型中，省博还在技术应用和互
动交流中下了工夫，以此积聚
人气。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范佳

关键词：高科技

让动物标本动起来

走进最近最为火爆的展
厅“圆明园特展”，迎面看到的
是京西皇家园林“三山五园”的
大屏幕，采用的是3D裸眼技
术。还有的屏幕使用了独特的
多媒体互动技术，观众只需触
碰上面的“火龙珠”，就会出现
当时的对话场景。

“这个展厅的主要特点就
是利用一些技术，还原圆明园
场景，并达到与观众互动的目
的。”讲解员李伟称。

来到“国宝级文物”兽首部
分，猛一看好像12兽首全都来
到了济南，但李伟称，为了给观
众营造逼真的效果，博物馆特
意用了3D摄像复原技术，使柜
里陈列的兽首看起来与真实
的毫无二致，还可以按时辰“喷
水”。其实只要关了灯，它们就
消失了。真正的四大国宝兽首
在背后的展厅。

在圆明园展厅外，还有两

台特殊的拍照设备，观众只需
站在屏幕前，挑选屏幕上的

“宫廷装”换衣，就可以做出一
张专属于自己的宫廷照，当场
免费发到自己的邮箱里。李伟
称，这些设备也是和展览同步
启用的，本身也是吸引观众的
一部分。

博物馆三楼的“非洲野生
动物大迁徙展”最近成为孩子
们的焦点，来到这里就可以发
现它的与众不同。一进门，孩子
们快乐的喧闹声回荡在整个
大厅，它已变身为一个综合性
的儿童“游乐园”了。

这个展厅足足有三层，甚
至有专设的电梯。一层通道的
两旁，全是琳琅满目的野生动
物标本，标本的背后墙壁上，还
有3D模拟的动物迁徙影像。例
如“角马过河”场景里，哗哗的流
水声与奔跑着的角马，使前面
的动物标本仿佛都动了起来。

关键词：互动

小观众既能看又能玩

野生动物展厅内不仅有
这些基本陈设，还额外增添了
许多吸睛的互动活动，例如小
朋友们可以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做起钻树洞、跳棋游戏。李
伟称，这些场景设计和游戏环
节都是陈列部与科技团队特
别为小朋友们量身定制的。

二楼特别设计的“自然课
堂”是展览的一大亮点。李伟
介绍，现在每个周日，这里都
会摆上课桌，20多个孩子会在
博物馆老师的指导下上课，每
周一节，每节一小时，从上午
10点到11点。想要让孩子参加
的家长可以在博物馆官网上
报名预约，根据先后顺序每周
来展厅学习动物知识。

自然教室的工作人员称，
目前报名的孩子已有上千人，
最小的7岁，最大的14岁。自然
教室一旁，还有一台互动游戏
装备，围满了孩子和家长。孩
子们通过坐在“汽车”上操纵
方向盘，来模拟拍摄面前显示

屏上奔跑着的草原动物。
省博工作人员刘安鲁称，

互动性是所有展览中特别重
要的一种元素。除了近期的野
生动物展，以前还有许多能让
观众参与其中的展览活动。

“去年6月到9月大汶口龙山良
渚玉器展中，开辟了一块很大
的玉器探索区，孩子们可以坐
在里面的蒲团上玩游戏，工作
人员把纹饰做在玉的复制品
上，让孩子们用墨和纸拓出一
个自己的良渚玉器纹饰作品，
孩子们最后都非常开心。”刘
安鲁说。

据了解，去年省博还举办
过一场“空灵之约——— 中国沉
香文化展”，虽然沉香属于小
众文化，了解的人不多，但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通过
展览宣传和社会活动介入，例
如举办沉香雅集，让观众免费
品香，亲自体验，缩短了和观
众之间的距离，也加深了观众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关键词：喝咖啡

未来将再增餐饮购物

很多观众对于以前省
博的印象是“中规中矩”。市
民王先生表示：“我2007年
左右去过老馆，那时历史文
化方面的展览居多，没有见
过互动的活动，餐饮、购物
的场所也没大有印象。总体
而言，比较中规中矩。”

而第一次来省博新馆
参观的大学生小孟表示，
她这次的观展之旅很舒
适：“来之前我还担心，这
么大的博物馆，好不容易
排 队 进 来 ，要 好 好 看 个
够，但逛得太久没处休息
怎么办。没想到馆内有很
多人性化设施，为观众考
虑得很周到。”

进入省博，行李箱一族
可以直接去存包处免费寄
存行李。在咨询台，观众可
以咨询任何与参观有关的

问题，还可以请讲解员、拿
参观须知、进行失物招领
等。

省博的每个展厅都设
有座椅供观众歇脚，三楼还
开辟了一大片休闲区域可
以购买食品饮料。除了特定
的休闲区域，在一些展厅也
设有歇脚场所。在逼真的非
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厅，暂
时告别欢乐的“非洲乐园”，
乘坐树干状的电梯至三层，
便可以端一杯咖啡、吃一块
糕点，坐下来开始悠闲的午
后时光。

据刘安鲁介绍，之前一
些观众反映附近餐饮、购物
的场所不多，省博正在进行
的二期工程会涉及这些领
域，形成更多的商业气息，
让服务更周到，配套设施更
周全。

关键词：学知识

老少都能找到兴趣点

“省博的受众人群是所
有人，各种人群在这里都能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刘安
鲁称，省博是百姓进行文化
娱乐并学习知识的殿堂。希
望观众能够在感受快乐的
同时学到知识，感受到历史
文化的熏陶。

刘安鲁强调，在国外，
博物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非常大，一些社区里就有博
物馆。在欧美，博物馆教育
是孩子人生教育中非常重
要的一块。同欧美相比，国
内的博物馆还有一段学习
发展的过程。

“当前的社会风气比较
浮躁，没进馆之前，一些观

众更注重的是展品价值的
数额。”刘安鲁说，山东博物
馆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肩负着传承齐鲁文明的使
命。要让那些本对此不感兴
趣的观众，通过馆内的活动
展览，进入到文化的圣殿中
来。

刘安鲁举了个例子：在
进沉香馆前，很多观众只了
解沉香很贵，出馆后则收获
了更多深层的知识，如沉香
的药用价值、在清朝皇室的
地位、使用时有哪些礼仪、
这些礼仪又透出了中国文
官制度的哪些传统思想等，
从而对自己的价值观重新
进行审视。

山东博物馆内购物区出售可爱的玩偶。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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