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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博物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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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静
朋朋哥哥

曾艳

川川 果果 大牛妈妈
王玺

本期导读
本期主题：
我们的博物馆之旅
带孩子出游，
博物馆也是个好去
处。而对于孩子们
参观博物馆，老师、
家长以及博物馆爱
好者都有话说，让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编者按：朋朋哥哥，北京青联委员、北京博物馆学会志愿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知名博
物馆志愿者。自 2003 年起，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世界艺
术馆等从事义务讲解工作。除讲解外，受邀为微软亚洲研发中心、摩托罗拉公司以及清
华大学、人大附中、实验二小、史家小学等开设专题讲座，向公众介绍中国文化及世界
文明。2012 年受小橡树幼儿园邀请，担任幼儿园的文化顾问。

带孩子走进博物馆
什么是博物馆
给博物馆下定义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国际上对
博物馆的定义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
盈利性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教育、
研究、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
人力及人类环境的物证。通俗点讲有两点：一是博
物馆的公益性，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机构。
美国很多博物馆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董事捐赠及社
会募捐，能够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是一项终身
的荣誉，这样也从另一方面确保了博物馆在社会服
务方面的独立性；二是博物馆的教育性，它是社会
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所做的征集、保护、
研究、传播等工作，从社会公众角度来看，就是为
了让这些“人力及人类环境的物证”为人们所认识
和了解。
在我们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如类
型很多样，归属部门也很多。现在北京文物局注册
的博物馆共有 164 家，还有很多没有在册的博物馆，
比如日益多了起来的民间博物馆、私人博物馆等等 ,
北京博物馆的数量是很庞大的。对于家长们来说，
要将这些资源利用起来，使之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之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在参观博物馆之前，希望大家首先树立起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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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朋哥哥 / 文
点认识：
一、博物馆不是旅游景点，是我们终身学习的
场所
这也是我常常在展厅里和观众提到的一句话。
记得曾经带过一个班级的孩子和家长参观故宫，在
门口，我问家长：您是北京人，这是第几次来故宫？
家长告诉我，他是个老北京，这是自己二十多年来
第二次进故宫。很多北京人会觉得故宫是给外地人
看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
的博物馆呢，那里有非常多好的展览和馆藏。所以
希望大家首先意识这一点，在旅行的时候，带着孩
子将博物馆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认识一个城
市、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最好的场所。
二、带孩子参观博物馆重点是培养习惯
还有很多家长将博物馆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用“知识的殿堂，艺术的海洋”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它。
因此总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接受
知识的熏陶、艺术的洗礼，真的是这样吗？有一次，
我在国家博物馆三层讲解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忽
然，后排一个妈妈把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断往前推，
说赶紧听听，多学点东西。如果我是孩子，我会很
抵触的。
我还在小课堂上为孩子们讲解木乃伊的故事。
对于木乃伊的认识，成人可能就记得木乃伊是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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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贵族们的尸体保存的一种方式。但孩子们会有更
丰富的答案。孩子们会说：木乃伊可以用来吓唬自
己不喜欢的那个数学老师；木乃伊可以把里面掏空
了做成柜子、抽屉等等。所以，我们在博物馆里，
是要让孩子们张开眼睛，打开思路的，培养他们对
博物馆的认知。因此在展厅里和孩子们互动交流时，
我很喜欢听到不一样的答案，证明他们在思考。至
于那些历史知识、文化知识，那是要在自己长大之
后，让孩子们自己去整理的，或者是在自己意识到
这些东西，对博物馆有了感受之后去做的事情。
三、不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欢博物馆，不要去强
求
孩子们的兴趣很多。有的会对自然感兴趣，有
的会对科技感兴趣，有的就喜欢看军事博物馆的坦
克和武器。他也可能不喜欢博物馆，不爱博物馆。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我觉得我们不能不去博物馆，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素养。且不说中国古代那么多人
曾给我们讲过读史能够明智；也且不说今日健在的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说的为了今天去了解
昨天；做一个普通人，能够去了解我们的过去是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要常带孩子去博物馆，培养
他对博物馆的正确的认识和感受，但不需要强求他
一定要将大量的时间都放在博物馆里面。
为孩子们选择合适的博物馆
一、建议从艺术类、科技类、自然类的博物馆
入手
尽管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有很大的差
别，但与博物馆还是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为什么
选择这些地方呢？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激发孩子
视角和参与互动性。在世界艺术馆讲解西班牙画家
的那个展览，面对着一颗红色的桃形心脏，大人们

会猜想着画家的内心、斗争，但是孩子看到的就是
一颗大大的草莓。
二、北京有很多户外遗址类的博物馆
孩子们的天性是要动起来的，记得给一个年级
的孩子讲解故宫，回到学校做的手抄报，上面最多
的内容是感谢朋朋哥哥，能让我们在故宫撒欢的跑。
为什么我喜欢给孩子讲解故宫，因为故宫能让孩子
们动起来。很多博物馆展厅，因为各方面的要求，
让孩子们很舒服放松地去感受是很困难的，尤其是
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来说，更是困难。所以我建议
家长们可以选择这部分能够让孩子们动起来的博物
馆去看，然后再慢慢引导走入展厅，看到博物馆不
同的类型。
三、综合类的博物馆，家长们要多花些心思
比如说要对展览的主题进行拆分，只是看其中
的一个方面。比如国博的《古代中国》陈列两千多
件文物，三公里的展线，从 150 万年前到 1911 年，
如何带孩子来看呢？那就选择一个主题，比如今天
只看吃的，就把所有和饮食有关的带着孩子去看
一遍。记得有次带一个小朋友去看古代中国，只有
20 分钟了，我把里面的钱币从头到尾穿了一遍。
回去之后他画了张画，让我高兴的不是他把那些不
同的钱币都按照先后顺序链接起来了，而是后来他
在纸币的后面补了一张信用卡，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个对爸爸妈妈们的要求比较高，要对展览进行自
己的加工，而不是连展览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就
赶紧带孩子进展厅看文物。一定要寻找和孩子们的
生活贴近的主题去了解，每一个文物的介绍是这样
的，每一个历史文化知识点也是这样的。一定要在
平时对历史空白的孩子点点滴滴地做一些概念性的
积累。O.T
许肖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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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劲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高级工程师，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兼任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蝙蝠专家组（IUCN/SSC/BSG）成员、科学松鼠会资深成员、新浪微博社区委员
会专家。

参观博物馆与培养孩子品行
张劲硕 / 文
参观博物馆可以培养孩子的很多品质，今天
我们以动物博物馆为例，从一个角度的三个方面来
探讨一下：如何参观博物馆以及参观博物馆可以培
养孩子的哪些品质。
一、可以让孩子们博学，增长知识面
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得来的，而在博物馆得到
的知识是直观的，书本上所不能给予的。孩子们的
知识大多由父母、学校传授，孩子们得到的一般是
基本常识，在某些知识上也可能会具有不准确性。
比如：遇见熊装死、蝙蝠是瞎子、黄鼠狼放臭屁等
等，这些都是人们会对动物方面的知识的错误概念。
在动物博物馆里，孩子们可以看到实物标本，
通过讲解，可以让他们自己分析已有的知识的可行
性，培养他们实证的精神。在面对一个标本时，我
们可以先让孩子自己观察细节，通过表面现象总结
规律。比如，观察塔里木兔和雪兔。为什么生活在
北极的雪兔颜色是白色，耳朵也小；为什么生活在
热带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兔，它的颜色是浅棕色、
耳朵更长？如果只在书本上学习，通过平面图像化
或符号化的转换，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观察实
物，他们可能会得出规律：寒冷地区动物（纬度更
高）的体型更大，身体的附属部分更小。在专业上
讲，这就是生物学的贝格曼规律，或阿伦规律，这
时给他们一些肯定和总结，他们就会有一个上升到
理论的概念形成。所以讲解很重要，在博物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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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家长带孩子参观，有些知识不一定很系统，
但是可以把握细节。比如海狮和海豹耳朵的区别
（海狮的耳朵像小指头一般，海豹的耳朵极小或
只有两个洞）。
所以带孩子参观博物馆主要培养孩子们的观
察能力。参观博物馆不像是看动物世界，欣赏一
个故事，而是让孩子自身对细节进行观察，并从
中得到思考或自己的判断。
另外，家长自身要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要
适时引导。比如观察白鳍豚标本，为什么它的头
顶上会有一个小孔；而鲸鱼有些有两个鼻孔（须
鲸），有些有一个鼻孔（齿鲸）；白鳍豚和中华
鲟的尾巴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鱼类都是竖着的，
豚类和鲸类是横向的；麋鹿的鹿角是向后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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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鹿是向前的。
在昆虫展馆里，人与动物的文字介绍比较多。
很多小朋友参观都是走马观花，很多展柜都是停留
不超过两分钟。其实有文字时，可以帮孩子读出来
或让孩子读出来。把文字介绍读一遍，有几个好处：
让孩子真正的去看，读过一遍之后，至少会有印象；
听读的东西越多，孩子的语言组织能力也会越高。
二、培养孩子们博爱的品质
现今社会，独生子女较多，对自然和生命可能
会有漠视。在人与动物的展厅里，有很多关于人与
动物的介绍。除了让孩子了解知识之外，让孩子们
认识到动物和人的关系很密切，动物对人类也是有
很大帮助的，从而培养他们博爱的品质。家长可以
有意识的在让他们了解知识、了解动物之后，产生
了解生命、关爱生命情感。爱自己，也爱周围的各
种生命、伙伴、父母等等。
来博物馆不能只来一次，孩子会有遗忘曲线，
在了解知识后的两三天内对知识是印象深刻的，可
能过了一周、两周、一个月之后，他们就会淡忘了。
一个月之后再带他参观一次，这样就会让孩子巩固
记忆，对于小孩子而言，让他们巩固一次、两次，

他们会终生受益。
三、形成孩子们博雅的气质
不论在哪个博物馆，一定要培养孩子安静、稳
重的品质，不要让孩子疯跑、喧哗。如果孩子因为
看到某些动物很兴奋，出现类似的现象，家长应该
及时引导，让孩子知道博物馆不同于超市、也不同
于游乐场，让他们对博物馆、对动物、对生命有种
基本的尊敬之情。让孩子们心平气和、安安静静地
去体会、感受。参观博物馆不仅仅限于对标本的认
识，可以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让孩子想想动物
们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状态。有些标本是有一定的动
作造型的，可以让孩子去猜想“你猜这只猴子在干
什么呢？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让孩
子们想想，博物馆里哪些动物是黑白两种颜色的，
孩子们是否见过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的动物。进而可
以问他们，他们为什么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有什么
好处吗？这样可以让孩子逐渐形成一种思维模式，
在见到一种事物时，会联想到其他的事物，学会触
类旁通，从事物的表象可以看到更深层面的东西。
通过现象去发现本质，这也是很多科学家正在做的
事情。孩子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一定的结
论或者假设，比如孩子说黑白两色是为了吸引异性，
那你可以反问为什么很多动物的颜色很鲜艳；孩子
也可能会说黑白两色轮廓不明显，保护自己等等。
不论孩子们有什么想法，我们都可以反问一下，让
孩子有更多的思考，这也会让孩子在以后想问题的
时候更加全面。
所以在孩子参观博物馆时，知识和感受是比较
重要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博爱、博
雅的品质，在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和体会上得到
升华。O.T
崔厅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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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对比悬殊，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个
曾经恢弘、庞大的象群气势！往前，对自然生命如
何产生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跟随讲解员的脚步了
解生物的起源和早期的演化进程。透过化石的印
痕，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生命是如何一步步进化出
来的。在这里有一个小的互动角，通过称小朋友的
体重能自动测算出你的体重约等于哪种动物或几
个哪种动物的体重和，孩子们非常有兴趣，纷纷排
队要求试试，害得讲解员奶奶一个劲儿的喊：一会
儿我走开了给你们都试试！在人类陈列厅，我们可
以一睹人类由来的壮阔历史。由猿到人，从光着身
子到衣着整齐，从住冰冷山洞到产生温暖的火种，
历经万年，人类才有今日的容颜。一个人的诞生，
看似平淡无奇，却展示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观察
仔细的小朋友还能发现山洞墙壁上留下来的绘画

遗迹；有的孩子已经可以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说出
他们通过图书所知道的内容了。
原来，跟孩子们生活发生联接的东西，最能
抓住孩子的兴趣。
另外最吸引孩子们的，莫过于这里的恐龙展
厅了。穿过一个相对狭窄的通道，孩子们首先被
一阵阵高亢的叫声所吸引，有胆小的孩子已经开
始搂紧老师的脖子。往前走就能看到几只活灵活
现的高大的恐龙，感兴趣的孩子们已经禁不住尖
叫起来，互相争论是禽龙还是马门溪龙。往前走
是一个仿山洞，里面稍显黑暗，敏感的孩子要么
紧紧抱着，要么就是不进去；其他孩子则早已跑
进去，在幽暗的洞厅里观看各种恐龙的生存环境
及他们弱肉强食的场景再现；恐龙蛋孵化展示也
是孩子们很喜欢的一个点，有人说：“它比鸡蛋
大多了！”哈哈，怪不得恐龙比鸡要大得多呢！
此外，自然博物馆里的许多标本在国内、国
际上都堪称孤本。比如世界闻名的古黄河象头骨
化石，长 26 米的巨型井研马门溪龙化石，中国唯
一的恐龙木乃伊化石、北极熊、犀牛等。馆内还

古黄河象化石

恐龙孵化展厅

参观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博物馆
S2 班 宋培培 / 文
北京的大小博物馆不计其数，每个博物馆都
有自己独特的珍藏以及展览重点。适合带学前期
幼儿去参观学习的也不下几十家。主题的博物馆
自不必说，比如航空博物馆就是主要参观各个时
代不同的飞机及相关产业演变，铁道博物馆就是
火车的不同时代演变，孩子们一听简介就能抓住
自己喜欢的重点。但是像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博物
馆这样主题并不十分明显的展馆，我们如何筛选
重点，抓住孩子的胃口呢？下面就我们带幼儿园
小朋友参观这两个博物馆的不同反应做一简单的
回顾，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出如何把这两个博物馆
介绍给孩子的合适方法。
首先要说的是这两个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自
然博物馆主要分为古生物展厅、植物陈列厅、动
物陈列厅、人类陈列厅以及恐龙公园。而动物博
物馆的陈列则更细化，主要分为：昆虫分馆、昆
虫厅与蝴蝶厅；无脊椎动物分馆与无脊椎动物厅；
鱼类两爬分馆；动物与人类厅；鸟类分馆、鸟类厅；
兽类分馆；濒危动物厅等。从这个官方介绍里我
们已经可以看到两者的不同重点，前者更注重生
物发展的整体性，后者则关注每一生物种类的不
同形态及演变进程。
再来看孩子们到这两个博物馆的不同反应。
自然博物馆的展厅相对较大、分散。进门左
拐，孩子们首先被那具庞大的古黄河象骨化石所
吸引。“哇～好高啊！真大啊！”无论年龄大小，
无论经历多少，当我们站立在这具庞然大物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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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着世界各国友好人士赠送给我国国家领导人
的部分礼品标本。如科摩罗总统访华时赠送给江
泽民同志的珍贵的拉蒂迈鱼标本，早年越南胡志
明主席送给毛泽东同志的亚洲象标本，朱德同志
转送的鳄鱼标本等各类礼品标本。其中比较珍贵
的还有新西兰坎特伯雷国家博物馆赠送我国的恐
鸟骨骼标本，这种地球上巨大的鸟已经于 1885 年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灭绝，而这件标本也是保存在
我国的唯一的恐鸟标本。
动物博物馆的展厅也不小，但他的各个展厅
目标很明确，或者说展示的内容很具体详尽，更
适合专业研究。而且很重要的是：这里所展出的
标本大多都是实体标本原型，比例感很强。去之
前我们先简单向孩子们介绍了一下这里大概有哪
些动物的展示，讨论了大家想看什么，这样目标
更明确。比如大部分孩子都想看蝴蝶和鸟类，那
我们就简单的看过兽类展厅和濒危动物厅，而详
细的欣赏鸟类展厅和蝴蝶展厅。也有的孩子会对
昆虫或濒危动物感兴趣，那大家就择“重”而行
即可。

鸟类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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