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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寄语 
千万年之间，残砖烂瓦之中，寻找着，历史的每一寸脚

步，无数的瞬间，宏大的历史画卷悄然现于眼前．历史长河，

烟波浩淼；沧海拾贝，何其精彩！诱惑？激情？远古的文明

博大精深，诱惑着我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文明昭显于我眼

前，怎能没有那一份激情？然而，更为高兴的是，可以把这

一切的一切与大家共同分享！ 

光光阴阴似似箭箭，，岁岁月月如如梭梭，，新新一一期期的的《《博博苑苑》》又又与与大大家家见见面面

了了！！  

不不难难发发现现，，新新一一期期的的《《博博苑苑》》带带给给了了我我们们耳耳目目一一新新的的感感

觉觉．．电电子子版版的的发发行行，，专专题题的的创创建建，，以以及及更更多多其其他他专专业业同同学学的的

参参与与，，给给我我们们的的天天地地带带了了前前所所未未有有的的生生机机．．在在此此，，向向所所有有关关

心心支支持持我我们们工工作作的的老老师师和和同同学学们们表表示示最最衷衷心心的的感感谢谢．．因因为为有有

你你们们，，《《博博苑苑》》的的明明天天更更精精彩彩！！  

  

 

 

 

 



  

关于高校学生对博物馆看法的调查报告 

0022 考考古古    张张美美娜娜  

      一说到博物馆，大家很自然的都联想到一个展览

大厅里面陈列着无数的历史文物。虽然博物馆有很多

种类型，但是在大家的观念里，博物馆就等于历史博

物馆。这其实与我国目前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有关。

我国的博物馆，主要是历史考古方面的，只有少数的

科技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而且现在参观博物馆的人

越来越少了，除了那些与名人故居和名胜古迹挂钩的

博物馆还经常有人光顾外，一般的历史博物馆可以说

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很少有人进去。这究竟是什

么原因呢？是人民的知识水平问题吗？为此，我调查

了一些在校大学生。调查方式有网上问卷调查、电话

和现场访谈调查。 

    作为高校学生，他们的知识水平应该算的上是知识分子了，然而我很遗憾的

发现这些人里面很少有人喜欢去博物馆。绝大多数高校学生不喜欢去博物馆，一

半以上的同学认为去博物馆没有什么意思，里面的气氛太沉闷，内容设施也很陈

旧，且里面的东西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联系不大，没有什么新意和吸引人的地方。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可去也可不去，但不去的成分居多，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平

时学习比较忙，即使有空闲时间也先安排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最后才考虑去博物馆丰富自己的知识。由此可见博物馆处于同学们不被重视的位

置。也有一部分人（但成分很小）喜欢去博物馆，认为博物馆门票价格很低，可

以开开眼界，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增长自己对文物古迹方面的知识。也有的是对

“古董”感兴趣，喜欢去博物馆过过眼瘾。甚至还有一些人（当然是极少数人）

不知道博物馆具体是个什么概念，不知道博物馆到底是展览些什么东西。（不知

道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值得一提的是，文科学生对于博物馆的兴趣居

然比理科学生还要低。原因是理科学生对于自己平时埋头于题海中，感到自己对

文科特别是历史方面知识的匮乏，所以对于博物馆还不至于太排斥。而相反文科

学生可能觉得平时学习和看的这方面的书本知识已经足够，对于科技馆他们倒是

很向往的。在调查中发现科技博物馆的受欢迎指数高举榜首，达到 93％，看来

大学生们还是对现代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问到已经去过的博物馆，当然绝大部分

同学(约占 90％左右)去过山大博物馆，当时

是应学校组织被迫去的，而且很多同学都对

校博物馆里的蝴蝶展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

很多同学去过其它的博物馆，如北京故宫，

南京革命纪念馆，莱芜战役纪念馆，毛泽东

故居，刘少奇故居，遵义会议纪念馆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博物馆大都是旅游景点，是当地的名胜风景，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名

气去的，在我问到的这些人中只有两个同学去过的有关的文化遗址，就是龙山文

化遗址和山旺化石展，原因是离家很近，看来“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无道理的。 

    而关于他们最后一次去博物馆的时间，绝大部分同学说的是一年至二年之

间，也就是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出去旅游和我们刚进山大的时候参观校博物馆的时

间，而在那以后参观博物馆的同学除了是因为学习专业知识的需要参观博物馆之

外，就是假期出去旅游观光时参观的风景名胜（比如故宫等），而因为是兴趣爱

好特意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的同学一个都没有。 

    对于在陈列室里能够停留多长时间，大多数同学都说依所参观的博物馆的大

小而定，大致是一个半小时左右，也有一个小时以内的，二个小时以上的很少很

少。在博物馆里喜欢看的东西这个问题上，我又有个发现，那就是文科的同学喜

欢看古董、玉器、珠宝、钱币等实物，而理科同学则喜欢看有关历史介绍。这可

能是因为平时学习的学科内容不同所致。 

    对于对博物馆的总体评价，同学们都回答“一般”或是“良好”，大致各半

吧。没有评价“差”和“很差”的，也没有评价“很好”的。对于博物馆的定位，

1/2 的人认为是文化中心，3/8 的人认为是教育机构，也有 1/8 的人认为是旅游

景点。说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应不应当以营利为目的？几乎是众口一词：

不应当！！！有些人甚至提出要博物降低门槛，让更多的民众能进去观看，最好

是免票。认为公民每年要上缴那么多税款给国家来养这么多机构，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博物馆就不应该再向公民收门票了！ 

    对于对博物馆的发展建设方面的建议，很多人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归纳下

来大致是这些。首先博物馆要与时俱进，改变作风，同时还要加强宣传力度，让

人们更多的了解博物馆。引进先进技术，增加趣味性，内容丰富多样，不要只是

一味的展览藏品，适当的开设一些娱乐设施，让顾客不只是参观，不只用眼睛看

还能动手去做，提高观众的参与度，采取互动的方式。另外，博物馆要象现在的

科技馆那样有很多现代化因素在里面，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一些。还有，博物

馆不要太沉闷，应该恢复一些生气，让人进去后不会感觉太压抑。 

    对于对博物馆事业发展前景的看法，2/3 的人选了“说不清”，1/3 的人选

了“看好”，令人欣慰的是没有一个人选“不看好”。这说明博物馆在大众心目

中的形象还很模糊，应该加强宣传，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博物馆，说不定到时候会

有更多的人选择“看好”而不是“说不清”了。 

     现代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一所没有建立在学校里的大课堂，没有建立在研究

所里的研究室。它的每一个展览都是一篇篇

囊括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各种

学科的资料标本。它和图书馆一样，同是

人类的知识宝库，但它和图书馆不同的是

博物馆的知识宝库是以实物为主构成的。

希望我们的博物馆能建设得象图书馆一样

与同学们学习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象去图书馆一样经

常参观博物馆，关注我们的博物馆事业的

发展。            

 

不用文字写成的研究论文，它的收藏

 

  



  

  关关于于 关关系系的的调调查查报报告告  

  0022 考考古古    李李健健  

  为为了了了了解解大大学学生生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认认识识，，态度及其原因，我做了这这个个调调查查报报告告。。  态度及其原因，我做了

  该该调调查查共共有有 5500 有有电电信信科科多多人人参参加加，，主主要要是是文文理理科科结结合合比比较较好好的的工工商商管管理理专专业业，，另另外外还还

等等其其他他专专业业。。应应该该能能比比较较客客观观的的反反映映问问题题。。  

  调调查查包包括括 1122 系的的各各个个方方面面，，不不妥妥之之处处还还请请广广大大老老师师同同个个问问题题，，涉涉及及博博物物馆馆与与大大学学生生关关系

学学斧斧正正。。  

    您您对对博博物物馆馆

  AA..很很感感兴兴趣趣    BB..比比较较感感兴兴趣趣    CC..一一般般    DD..不不感感兴兴趣趣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99 人人，，占占 1188..7755%%，，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1155 人人占占 3311..2255%%，，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1188 人人占占 3377..55%%，，

选选择择 DD 的的有有 66 人人占占 1122..55%%。。可可见见大大学学生生对对博博物物馆馆还还是是有有一一定定兴兴趣趣的的。。  

  您您--------去去一一次次博博物物馆馆  

  AA..每每周周    BB..一一个个月月    CC..一一年年    DD..更更长长  

  这这个个问问题题没没有有选选择择 AA 的的，，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66 人人，，占占 1122..55%%，，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4422 人人，，占占 8877..55%%，，可可

以以看看出出绝绝大大多多数数人人很很少少去去博博物物馆馆，，这这是是一一个个让让人人痛痛心心疾疾首首和和值值得得深深究究的的问问题题。。  

  您您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原原因因是是  

  AA..喜喜欢欢    BB..陪陪家家人人    CC..学学校校组组织织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66 人人占占 1122..55%%，，BB 选选择择，，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4422 人人，，占占 8877..55%%。。这这是是和和第第一一个个没没有有人人

问问题题冲冲突突的的，，但但难难以以找找出出原原因因。。绝绝大大多多数数人人在在学学校校组组织织时时才才去去一一次次，，相相信信这这样样即即使使去去了了

也也不不会会有有什什么么收收获获。。但但学学校校不不组组织织他他们们也也许许就就更更不不会会去去了了。。这这有有待待于于找找出出一一个个解解决决办办法法。。  

  您您不不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原原因因是是（（共共有有 4455 个个答答案案））  

  AA..不不喜喜欢欢    BB..时时间间    CC..门门票票    DD..路路远远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1122 个个，，占占 2277%%，，选选择择 BB 2211 个个，，占占 4477%%，，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99 个个，，占占 2200%%，，选选的的有有

择择 DD 的的有有 33 个个，，占占 66%% 接。。可可以以看看出出接近近半半数数的的人人是是因因为为时时间间问问题题而而很很少少去去博博物物馆馆，，另另外外

门门票票也也是是一一个个重重要要的的原原因因。。  

  您您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是是（（共共有有 8844 案案））  个个答答

  AA..保保藏藏机机构构    BB..科科研研机机构构    CC..企企业业    DD..教教育育机机构构    EE..其其他他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2277 个个，，占占 3322%%，，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1122 个个，，占占 1144%% 有人人选选择择 CC，，选选择择 DD 的的有有 3366，，没没有

个个，，占占 4433%%，，选选择择 EE 有有的的 99 个个，，占占 1111%% 准准   

  
。。可可见见大大多多数数人人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定定位位还还是是比比较较 确确的的。。

您您对对哪哪类类博博物物馆馆感感兴兴趣趣（（共共有有 7722 个个答答案案））  

  AA..历历史史    BB..民民俗俗    CC..科科技技    DD..生生态态    EE..其其他他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1188 个个，，占占 2255%%，，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1155 ，，占占 2211%%，，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1155 个个，，占占 2211%%，，选选个个

择择 DD 的的有有 2211 个个，，占占 2299%%    ，，选选择择 EE 的的有有 33 个个，，占占 44%%。。可可见见各各类类博博物物馆馆对对大大学学生生的的吸吸引引

力力是是差差不不多多的的。。  

  博博物物馆馆是是哪哪个个？？  您您知知道道的的最最有有名名的的

  共共有有 1111 ，历历博博，，历历博博，，卢卢浮浮宫宫，，大大英英，，大大英英，，大大英英，，卢卢浮浮人人作作答答，，分分别别是是大大英英，，故故宫宫，

宫宫，，卢卢浮浮宫宫，，故故宫宫。。可可以以看看出出大大家家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特特别别是是著著名名博博物物馆馆还还是是有有一一定定了了解解的的。。    

  您您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现现状状  

  AA..好好    BB..一一般般    CC..   不不好好



  没没有有人人选选择择 AA,,选选择择 BB 1122 人人，，占占 2255%%，，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3366 人人，，占占 7755%%。。可可见见大大多多数数人人对对的的有有

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现现状状是是不不满满的的。。这这是是应应该该让让每每一一个个博博物物馆馆工工作作者者深深思思的的问问题题。。  

  您您认认为为中中国国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前前途途  

  AA..好好    BB..一一般般    CC..   没没有有前前途途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1155 人人，，占占 3311..2255 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3333 人人，，占占 6688..7755，，没没有有人人选选择择 CC。。可可见见大大多多

。。

，，

数数人人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前前途途还还是是充充满满信信心心的的   

  您您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服服务务和和管管理理  

  AA..好好    BB..一一般般    CC..差差  

  没没有有人人选选择择 AA，，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2211 人人，，占占 4433..7755，，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2277 人人，，占占 5566..2255。。可可见见在在大大

多多数数人人心心中中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服服务务管管理理是是不不能能让让人人满满意意的的。。这这的的确确是是一一个个急急需需解解决决的的问问题题。。  

  有有机机会会的的话话您您想想去去一一次次  

  共共有有 1122 英英，，大大英英，，故故宫宫，，卢卢浮浮宫宫，，故故宫宫，，大大英英，，故故宫宫，，卢卢浮浮宫宫，，卢卢人人作作答答，，分分别别是是大大

浮浮宫宫，，大大英英，，卢卢浮浮宫宫，，省省博博。。可可见见国国外外著著名名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吸吸引引力力是是大大于于国国内内的的。。这这也也从从一一个个

侧侧面面反反映映了了二二者者的的差差距距。。  

  面面改改进进（（共共有有 9966 个个答答案案））  您您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需需要要在在哪哪些些方方

  AA..展展品品    BB..陈陈列列    CC..服服务务    DD..其其他他  

  选选择择 AA 的的有有 1155 个个，，占占 1155..6655%%，，选选择择 BB 的的有有 2244 个个，，占占 2255%%，，选选择择 CC 的的有有 3399 个个，，占占 4400..6655%%，，

选选择择 DD 的的有有 1188 个个，，占占 1188..77%%。。可可见见，，服服务务是是博博物物馆馆存存在在的的最最大大问问题题。。  

  明明的的。。相相信信在在综综上上所所述述，，博博物物馆馆在在大大学学生生心心中中的的地地位位和和形形象象是是不不容容乐乐观观的的，，但但前前途途是是光光

各各界界的的努努力力下下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明明天天一一定定会会更更美美好好。。  

  
  

  

  
  关关于于大大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情情况况的的调调查查,,我我是是对对任任意意的的 1177 位位同同

学学以以问问卷卷的的形形式式调调查查的的..问问题题涉涉及及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频频率率,,原原因因,,

物物馆馆的的认认知知,, 体体

对对博博

印印象象等等几几个个方方面面,

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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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 ,共共 1122 个个问问题题。。在在 1177 位位同同学学中中,,有有 33 位位从从未未到到

过过博博物物馆馆,,他他们们都都来来自自农农村村,,而而来来自自城城市市的的同同学学都都去去过过博博物物馆馆,,可可见见乡乡村村和和城城市市的的

地地缘缘和和文文化化因因素素是是影影响响大大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的的一一个个重重要要原原因因。。在在所所有有人人中中有有 33 人人在在

十十年年前前去去过过博博物物馆馆,,在在回回答答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认认识识现现在在与与过过去去是是否否不不同同时时,,他他们们 33 人人中中

有有两两人人回回答答是是,,一一人人未未做做回回答答,,另另外外回回答答是是的的还还有有 55 人人..  从从上上个个世世纪纪八八十十年年代代即即



 

我我们们这这一一代代人人的的童童年年时时代代到到今今天天,,在在这这一一段段长长长长的的时时期期里里,,对对于于博博物物馆馆这这一一事事物物

的的认认知知,,1177 人人中中竟竟有有 4477%%的的人人停停留留在在小小孩孩子子的的水水平平,,可可见见大大学学生生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全全面面

认认识识随随知知识识增增长长的的程程度度不不容容乐乐观观  这这其其中中有有很很多多原原因因,,但但有有几几点点从从问问卷卷中中显显而而易易

见见::  

一一,,是是否否去去过过或或经经常常去去博博物物馆馆是是影影响响认认识识水水平平的的重重要要因因素素；；    第第

第第二二,, 机机会会也也很很

少少,,这这

博博物物馆馆即即便便不不以以实实物物而而是是以以书书面面等等形形式式进进入入大大学学生生生生活活中中的的

一一方方面面固固然然是是由由于于大大家家对对它它的的关关心心不不够够,,另另一一方方面面也也可可以以看看出出博博物物馆馆宣宣传传

教教育育工工作作的的不不足足。。  

因因这这一一问问题题中中,,只只有有 1144 人人可可以以回回答答  ,,其其中中因因集集体体组组织织参参观观

而而去去

在在去去博博物物館館的的原原

的的有有 88 人人,,占占绝绝大大数数  ，，  其其余余 66 人人中中有有 33 人人选选择择参参观观旅旅游游和和提提升升自自己己的的知知识识,,

一一人人选选择择前前两两者者及及专专业业需需要要,,仅仅一一人人选选择择旅旅游游,,还还有有一一人人仅仅选选择择增增长长知知识识,,可可见见大大

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原原因因和和方方式式仍仍以以集集体体组组织织为为多多..在在问问及及博博物物馆馆像像什什么么时时,,99 人人

选选择择纪纪念念馆馆或或纪纪念念建建筑筑,,66 人人选选择择艺艺术术馆馆,,22 人人选选择择教教育育机机构构,,22 人人选选择择图图书书馆馆,,只只

有有 11 人人选选择择教教堂堂或或庙庙宇宇  ,,相相对对于于大大家家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认认识识程程度度,,大大家家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认认识识

方方向向上上还还是是值值得得欣欣慰慰的的..在在一一次次次次的的被被迫迫组组织织参参观观中中,,我我原原以以为为大大家家会会把把他他认认作作

再再教教育育的的机机构构，，但但有有很很多多人人认认为为它它像像艺艺术术馆馆,,这这一一点点是是我我很很愿愿意意看看见见的的结结果果,,因因为为

这这至至少少说说明明了了以以后后大大家家会会在在自自愿愿的的心心态态下下自自主主进进入入博博物物馆馆,,对对它它的的认认识识也也不不仅仅仅仅

是是很很死死板板的的东东西西。。  

在在所所有有人人中中,, 66 人人回回答答博博物物馆馆与与我我们们的的生生活活没没关关系系,,这这其其中中有有两两人人没没去去过过

博博物物

有有

馆馆..  

认认同同的的博博物物馆馆说说明明方方式式中中,,99 人人选选择择解解说说员员,,44 人人选选择择文文字字说说明明,,这这一一

选选择择

在在大大家家

基基于于大大家家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印印象象,,这这两两种种模模式式是是博博物物馆馆说说明明中中的的传传统统模模式式,,同同时时我我

们们也也可可以以看看出出解解说说员员方方式式以以其其灵灵活活便便捷捷的的优优点点深深受受大大家家欢欢迎迎。。  

在在大大学学里里大大家家的的课课余余时时间间相相对对较较多多,, 样样..在在影影响响大大

家家去去

休休息息娱娱乐乐的的方方式式也也多多种种多多

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因因素素依依次次排排列列为为从从没没想想过过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玩玩;;不不好好玩玩;;没没时时间间;;票票价价高高;;不不

知知博博物物馆馆在在什什么么地地方方..课课余余时时间间多多是是实实际际但但有有些些专专业业的的课课程程也也确确实实繁繁重重，，一一旦旦大大

家家可可以以出出游游放放松松,,在在众众多多方方式式中中大大家家往往往往会会选选择择更更尽尽兴兴,,更更刺刺激激的的,,此此时时大大多多数数博博

物物馆馆扮扮演演的的只只是是一一个个静静悄悄悄悄的的深深山山古古刹刹的的角角色色。。  

率率极极低低,,只只有有 55 个个人人作作答答,,可可

以以分分

““对对博博物物馆馆发发展展的的意意见见建建议议””这这一一问问题题的的回回答答

为为三三个个方方面面::一一是是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宣宣传传力力度度不不够够,,应应加加大大宣宣传传;;二二十十针针对对学学生生降降

低低票票价价乃乃至至免免费费；；三三是是博博物物馆馆应应该该贴贴近近大大众众。。虽虽然然建建议议很很少少，，但但这这些些仍仍值值得得我我们们

深深深深的的思思考考。。  

次次调调查查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以以上上就就是是此此

  

  

  
徐徐州州博博物物馆馆    地地址址：：徐徐州州市市和和平平路路 110011 号号 

邮邮编编：：222211000099  

电电话话：：00551166--33880044441122  

传传真真：：00551166--33880044441133  

EE--mmaaiill::xzmuseum@vip.sina.comxzmuseum@vip.sina.com

票票价价：：成成人人 2200¥¥  

学学生生 55¥¥  

开开放放时时间间：：99::0000--1177::0000（（常常年年））  

https://mail.sdu.edu.cn/cgi-bin/compose?uid=wangbin1982&token=4TLWMNmQI&disk=80&method=ind&addr=xzmuseum@vip.sina.com


参参观观有有感感  

  0022 考考古古    王王斌斌  

应应朋朋友友之之邀邀，，去去了了趟趟徐徐州州博博物物馆馆，，

回回来来之之后后有有些些感感想想。。  

徐徐州州博博物物馆馆创创建建于于 11996600 年年，，座座落落

在在徐徐州州市市南南风风景景秀秀丽丽的的云云龙龙山山北北麓麓。。

原原址址为为清清高高宗宗乾乾隆隆皇皇帝帝11775577年年南南巡巡时时

的的行行宫宫旧旧址址。。  

为为加加强强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名名城城建建设设，，发发展展

文文博博事事业业，，11999966 年年徐徐州州市市人人民民政政府府决决

定定在在原原址址辟辟地地扩扩建建博博物物馆馆，，11999999 年年 55

月月即即竣竣工工开开放放。。徐徐州州博博物物馆馆占占地地面面积积

2233000000 平平方方米米，，建建筑筑面面积积 1122000000 平平方方

米米，，由由陈陈列列楼楼、、乾乾隆隆行行宫宫、、土土山山汉汉墓墓

三三大大展展区区组组成成。。  

陈陈列列楼楼有有八八个个展展厅厅，，陈陈列列内内容容有有

《《古古彭彭之之宝宝－－－－徐徐州州文文物物精精华华》》、、《《俑俑

偶偶华华彩彩》》、、《《邓邓永永清清收收藏藏书书画画》》、、《《清清

式式家家具具》》等等，，陈陈列列各各类类文文物物精精品品近近千千

件件。。楼楼内内还还有有展展厅厅、、学学术术报报告告厅厅、、内内

外外宾宾接接待待室室、、旅旅游游纪纪念念品品中中心心等等；；乾乾

隆隆行行宫宫及及碑碑园园陈陈列列汉汉至至唐唐代代墓墓志志、、石石

幢幢和和唐唐宋宋时时期期书书法法名名家家的的法法贴贴刻刻石石近近

百百方方，，是是一一处处典典雅雅秀秀美美的的文文物物园园林林；；

土土山山汉汉墓墓曾曾出出土土银银缕缕玉玉衣衣、、鎏鎏金金兽兽形形

砚砚等等珍珍贵贵文文物物，，为为东东汉汉时时期期分分封封在在徐徐

州州的的某某代代彭彭城城王王夫夫妇妇的的陵陵墓墓，，也也是是徐徐

州州市市区区发发现现的的唯唯一一东东汉汉诸诸侯侯王王墓墓；；旅旅

游游纪纪念念品品中中心心经经营营高高档档礼礼品品、、碑碑贴贴字字

画画、、史史志志邮邮品品、、艺艺术术书书籍籍、、民民俗俗工工艺艺

等等，，并并开开展展文文物物鉴鉴定定、、文文物物修修复复等等业业

务务。。由由于于是是雨雨中中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所所以以只只

能能在在陈陈列列楼楼里里参参观观。。虽虽然然如如此此，，印印象象

仍仍然然很很深深刻刻。。不不愧愧是是新新建建的的现现代代化化博博

物物馆馆，，总总投投资资 77000000 万万带带来来的的是是一一座座气气

势势磅磅礴礴的的精精品品建建筑筑。。走走进进大大堂堂，，有有一一

种种宾宾至至如如归归的的感感觉觉。。右右手手边边是是服服务务台台，，

有有讲讲解解员员在在恭恭候候着着游游客客，，旁旁边边显显著著位位

置置有有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平平面面导导游游图图，，方方便便游游客客

参参观观。。左左手手边边是是服服务务区区，，有有两两辆辆崭崭新新

的的轮轮椅椅靠靠在在一一边边，，显显然然是是给给残残疾疾人人准准

备备的的，，可可见见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细细心心。。再再往往前前走走

是是一一层层的的《《古古彭彭之之宝宝——徐徐淮淮初初曦曦》》展展

厅厅，，旁旁边边有有电电梯梯，，连连通通一一至至三三层层和和地地

下下展展厅厅。。馆馆内内职职工工分分工工明明确确，，这这一一点点

从从着着装装上上就就可可以以看看出出来来。。保保安安人人员员穿穿

着着警警服服，，专专业业人人员员（（如如讲讲解解员员等等））穿穿

着着深深蓝蓝色色的的制制服服，，一一般般的的服服务务人人员员（（如如

保保洁洁工工、、看看管管员员等等））则则穿穿着着灰灰色色制制服服，，

很很容容易易区区分分。。由由于于去去的的时时候候正正值值中中午午，，

保保洁洁人人员员正正在在用用吸吸尘尘器器打打扫扫大大厅厅的的地地

面面，，工工作作十十分分认认真真。。从从硬硬件件设设施施上上看看

徐徐博博也也是是很很齐齐全全的的。。展展厅厅都都是是由由地地毯毯

铺铺成成，，走走上上去去十十分分舒舒适适；；厅厅内内的的灯灯光光

也也很很柔柔和和，，既既照照出出了了文文物物的的细细节节，，又又

不不刺刺眼眼；；各各种种紧紧急急通通道道、、安安全全出出口口也也

很很容容易易找找到到，，消消防防设设施施从从自自动动喷喷头头到到

灭灭火火器器都都齐齐备备，，做做到到了了有有备备无无患患。。  

然然而而徐徐博博也也有有一一些些不不足足之之处处，，比比

如如保保洁洁员员与与保保安安聊聊天天，，甚甚至至有有小小孩孩在在

大大厅厅里里打打闹闹，，严严重重影影响响了了参参观观者者的的情情

绪绪；；参参观观时时有有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紧紧紧紧跟跟在在身身后后，，

监监视视着着参参观观者者，，让让人人有有些些不不自自在在；；还还

有有一一些些工工作作人人员员一一点点也也不不懂懂文文物物，，一一

般般游游客客只只有有通通过过专专业业解解说说员员才才能能对对文文

物物有有所所了了解解。。但但总总的的来来说说，，徐徐州州博博物物

馆馆仍仍然然是是一一座座崭崭新新的的优优秀秀博博物物馆馆，，馆馆

中中大大量量收收藏藏的的两两汉汉出出土土文文物物的的确确是是文文

物物中中的的精精品品，，值值得得广广大大考考古古工工作作人人员员

和和文文物物爱爱好好者者参参观观。。硬硬件件与与软软件件都都齐齐

全全了了，，博博物物馆馆事事业业才才会会有有长长足足的的发发展展。。

这这是是我我参参观观徐徐州州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最最大大感感受受。。  

  

  

 



博物馆调查报告及简要分析 

0022 考考古古  谭谭昊昊  

  
这次调查主要是针对 2002 级在校

本科生而进行的，我主要采取网络

（QQ）、访谈以及电话询问等方式，

按照预先设计的六道题对 20 位同学进

行了调查，共获取了 20 位同学关于这

个调查的回答。现将对这 20 位同学调

查的结果进行简要分析、总结。   
有 70%的大学生参观过博物馆，

没有参观过的同学中，有四位同学很

想去博物馆参观，占没有参观过博物

馆同学的 2/3。可见，当代大学生还是

比较乐意去博物馆的。再被调查的同

学中，有约 14.3%是出于兴趣爱好而去

参观博物馆的，而另有 35.7%是出于自

我教育而去博物馆的，同时有 50%的

同学表示，他们是为了观光旅游才去

博物馆的。尽管以观光旅游为目的去

博物馆的占 50%，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到，为了自我学习、提高自我素质而

去博物馆的同学所占比例也是较高

的。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博物馆的认

识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被调查的同学中，基本上是在

上大学以后才去博物馆参观的，只有

两位同学在上大学以前就去参观过博

物馆。这也许是与我所调查的对象有

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来

自农村。他们的家庭条件及我国博物

馆的分布可能是造成他们在上大学以

前很少去博物馆的主要原因吧。在已

经参观过博物馆的同学中，有 50%去

博物馆参观过一次以上，这再一次说

明大学生是愿意去博物馆参观的。  
当问及制约博物馆发展的原因

时，有 90%的同学选择了宣传力度不

够，50%的同学选择了内容乏味，难以

理解，45%的同学选择了展出方式单

调，缺乏活力，40%的同学选择了博物

馆布局不合理，令人欣慰的是只有

25%的同学选择了服务条件不好。这说

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还有许多方面有

待进一步完善。  
在回答“您较少去博物馆的原因”

时（多选），有 75%选择“没有时间”作
为自己较少去博物馆的原因，55%选择

门票过高作为自己较少去博物馆的原

因，25%选择不太感兴趣作为自己较少

去博物馆的理由。这说明，如果拥有

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他们还是愿意去

博物馆参观的。  
对于最后一题“您对博物馆事业

的发展有什么建议”，他们的回答大致

是这样的：1、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们

更好地了解到各个博物馆的详细情

况，以便选择自己所想参观的博物管；

2、降低或减免门票，为弱势群体提供

参观博物馆的机会；3、解放思想，开

拓创新，使博物馆的展出方式多样化、

灵活化；4、适当举行一些人们感兴趣

的、与生活较贴近的流动性展览，提

高人们的参观欲望。 
尽管我调查的人不是很多，但是

他们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生活条件，

所学的专业也不尽相同，所以，我认

为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博博物物馆馆社社会会调调查查报报告告                                                                   

0022 考考古古    蒋蒋岚岚  

我我国国的的博博物物馆馆发发展展就就目目前前看看来来，，可可以以说说是是相相当当不不景景气气，，大大学学生生（（我我们们的的调调查查

对对象象））愿愿意意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比比例例非非常常之之小小。。究究其其原原因因，，在在我我所所作作的的调调查查中中，，也也可可以以窥窥

其其一一斑斑。。  
      首首先先，，同同学学们们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概概念念理理解解具具有有相相当当大大的的偏偏差差。。按按我我们们专专业业的的说说法法，，

博博物物馆馆为为研研究究、、教教育育、、欣欣赏赏之之目目的的征征集集、、保保护护、、研研究究、、传传播播并并展展示示人人类类及及人人类类环环

境境的的见见证证物物，，它它是是为为社社会会及及其其发发展展服服务务的的非非营营利利的的永永久久机机构构，，并并向向大大众众开开放放。。但但

是是，，一一般般同同学学都都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就就是是陈陈列列一一些些文文物物的的传传统统意意义义上上的的博博物物馆馆。。所所以以，，

一一提提到到博博物物馆馆，，铺铺天天盖盖地地来来的的都都是是那那种种历历史史的的沧沧桑桑感感。。自自然然而而然然，，那那些些对对历历史史不不

怎怎么么感感兴兴趣趣的的同同学学也也自自然然对对博博物物馆馆退退避避三三舍舍了了。。  
      其其次次，，是是博博物物馆馆自自身身的的问问题题，，我我们们的的博博物物馆馆并并不不太太注注重重如如何何吸吸引引游游客客。。一一些些

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陈陈列列相相当当落落后后，，展展品品永永远远千千篇篇一一律律，，没没有有一一点点新新意意；；很很多多展展品品的的旁旁边边都都

没没有有文文字字说说明明，，或或者者说说只只有有很很少少的的文文字字说说明明，，一一般般观观众众就就不不怎怎么么能能看看懂懂；；有有很很多多

地地方方都都没没有有解解说说员员，，就就算算在在有有解解说说员员的的地地方方，，他他们们的的水水平平也也没没有有专专业业性性，，无无法法回回

答答观观众众的的问问题题，，解解决决他他们们的的困困惑惑。。还还有有，，传传统统的的博博物物馆馆都都是是观观众众不不论论懂懂不不懂懂，，都都

在在那那儿儿看看，，走走马马观观花花，，出出来来之之后后大大脑脑里里空空空空一一片片，，而而且且，，所所给给予予观观众众的的参参与与面面太太

窄窄，，或或者者说说根根本本没没有有，，也也就就提提不不起起他他们们以以后后再再来来看看的的欲欲望望，，根根本本就就很很少少有有回回头头客客。。  
      说说到到观观众众参参与与度度的的问问题题，，在在这这次次调调查查中中，，我我还还发发现现同同学学们们普普遍遍较较为为感感兴兴趣趣的的

博博物物馆馆在在这这方方面面做做的的不不错错，，例例如如科科技技馆馆。。他他们们充充分分发发挥挥他他们们的的优优势势，，让让观观众众都都参参

与与到到科科技技制制作作中中，，让让观观众众觉觉得得增增长长了了知知识识，，不不虚虚此此行行，，而而且且让让家家长长、、老老师师觉觉得得带带

孩孩子子到到这这类类型型的的博博物物馆馆也也值值。。所所以以，，我我觉觉得得博博物物馆馆发发展展的的趋趋势势应应该该是是，，由由传传统统的的

类类型型向向参参与与度度较较高高的的类类型型过过渡渡，，以以适适应应观观众众的的需需求求。。  
        再再次次，，我我记记得得有有一一些些同同学学认认为为，，

博博物物馆馆要要于于困困境境中中求求发发展展，，就就不不能能孤孤

立立地地存存在在，，虽虽说说不不以以营营利利为为目目的的，，但但

毕毕竟竟要要靠靠营营利利来来发发展展，，所所以以将将博博物物馆馆

与与旅旅游游景景点点相相结结合合，，可可能能也也会会吸吸引引一一

部部分分游游客客。。还还有有，，博博物物馆馆应应该该根根据据当当

地地风风情情，，营营造造一一种种独独有有的的氛氛围围，，形形成成

自自己己的的特特色色。。  
还还有有最最后后一一个个问问题题，，关关于于门门票票。。

如如果果按按现现在在大大学学生生的的消消费费水水平平来来衡衡

量量，，这这不不应应该该是是不不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理理由由。。 些但但据据我我们们所所调调查查的的一一部部分分同同学学反反映映，，有有一一些



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收收费费与与切切实实能能看看到到学学到到的的东东西西不不成成比比例例，，难难免免会会使使人人产产生生钱钱花花的的不不值值的的

感感觉觉；；如如果果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展展览览物物有有所所值值，，那那么么这这便便不不是是理理由由了了。。所所以以就就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未未来来

发发展展来来说说，，我我觉觉得得可可以以从从以以下下几几个个方方面面努努力力，，几几点点不不成成熟熟的的意意见见仅仅供供参参考考。。第第一一，，

要要提提高高观观众众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认认识识，，特特别别是是对对学学校校教教师师和和学学生生家家长长，，让让他他们们改改变变对对传传统统

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看看法法，，让让他他们们发发现现带带孩孩子子去去博博物物馆馆也也是是一一个个很很好好的的选选择择；；第第二二，，博博物物馆馆

不不应应该该一一直直局局限限在在传传统统的的模模式式上上，，应应该该有有一一些些创创新新，，而而且且博博物物馆馆内内部部管管理理人人员员应应

该该有有这这样样的的意意识识，，并并且且提提高高自自身身的的素素质质；；第第三三，，博博物物馆馆应应多多开开设设一一些些观观众众参参与与面面

较较宽宽的的项项目目，，特特别别是是在在游游客客多多为为儿儿童童、、青青少少年年的的博博物物馆馆，，这这一一点点更更是是必必不不可可少少的的；；

第第四四，，现现代代人人的的物物质质生生活活到到了了一一定定程程度度，，必必然然就就会会注注重重精精神神消消费费，，这这也也是是现现代代旅旅

游游兴兴盛盛的的原原因因之之一一。。所所以以，，博博物物馆馆可可以以考考虑虑与与旅旅游游景景点点相相结结合合，，同同时时兼兼顾顾地地方方风风

情情。。最最后后，，说说到到资资金金的的问问题题，，我我觉觉得得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门门票票不不宜宜太太贵贵，，与与实实际际展展览览相相符符就就

行行了了。。但但博博物物馆馆自自身身的的运运作作的的确确需需要要资资金金，，可可以以考考虑虑与与自自身身博博物物馆馆类类型型联联系系较较为为

紧紧密密的的企企业业合合作作，，比比如如说说，，烟烟标标博博物物馆馆就就可可以以与与一一些些烟烟草草生生产产企企业业合合作作。。      
  

          



大大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调调查查报报告告  

000222 级级级考考考古古古      王王王迪迪迪    

  为为掌掌握握大大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情情况况，，笔笔者者对对 550011 自自习习室室同同学学进进行行了了随随机机调调查查，，结结

果果如如下下::      
  一一、、最最近近一一次次去去博博物物馆馆时时间间及及所所参参观观的的博博物物馆馆    
  一一年年以以内内的的 33 人人，，22——55 年年的的 1100 人人，，66——1100 年年的的 11 人人，，1100 年年前前的的 11 人人，，说说明明

大大学学生生缺缺乏乏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兴兴趣趣。。有有五五人人表表示示参参观观过过山山东东省省博博，，仅仅一一人人参参观观过过

山山大大博博物物馆馆。。  
  分分析析：：当当代代大大学学生生缺缺乏乏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兴兴趣趣。。山山大大的的学学生生竟竟然然未未参参观观过过本本校校博博物物

馆馆，，耐耐人人寻寻味味。。喜喜的的是是，，毕毕竟竟很很多多人人去去过过博博物物馆馆。。  
  二二、、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目目的的  
  观观光光 1111 人人，，自自我我教教育育 55 人人，，专专业业需需要要 11 人人，，陪陪同同他他人人 11 人人，，因因学学校校组组织织被被

迫迫 22 人人。。  
  分分析析：：大大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目目的的是是明明确确的的，，充充分分发发挥挥了了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功功能能、、作作用用。。

但但观观光光人人数数多多于于自自我我教教育育，，表表明明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认认识识尚尚需需提提高高，，也也表表明明博博物物馆馆自自

身身需需更更好好定定位位。。  
  三三、、对对博博物物馆馆总总体体评评价价  
  33 人人不不置置可可否否，，评评价价好好 11 人人，，良良好好 1100 人人，，一一般般 66 人人，，无无人人评评价价差差或或很很差差。。  
  分分析析：：与与课课上上所所讲讲不不同同，，大大学学生生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总总体体评评价价是是很很高高的的。。表表明明这这些些年年

博博物物馆馆事事业业正正在在快快速速发发展展，，仿仿效效是是好好的的，，对对的的。。  
  四四、、博博物物馆馆定定位位  
  教教育育机机构构 22 人人，，旅旅游游景景点点 44 人人，，文文化化中中心心 1177 人人。。  
  分分析析：：把把博博物物馆馆作作为为文文化化中中心心是是大大学学生生的的普普遍遍观观点点  ，，可可喜喜可可贺贺。。  
  五五、、  博博物物馆馆令令人人想想到到的的词词汇汇和和颜颜色色  
  词词汇汇：：古古老老，，博博，，古古董董，，宝宝贝贝，，文文化化沉沉淀淀，，古古迹迹，，渊渊博博，，历历史史，，古古色色古古香香，，

严严肃肃，，严严谨谨。。  
  颜颜色色：：暗暗，，古古铜铜色色，，黑黑褐褐色色，，红红色色，，黑黑色色，，晦晦涩涩，，米米白白色色，，暗暗绿绿。。  
  分分析析：：在在多多数数大大学学生生心心目目中中，，博博物物馆馆依依然然代代表表着着古古老老的的历历史史文文化化沉沉淀淀，，广广义义

的的博博物物馆馆概概念念尚尚未未被被大大学学生生接接受受。。这这是是博博物物馆馆学学的的不不足足，，有有待待其其进进一一步步发发展展。。

绝绝大大多多数数大大学学生生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不不应应以以赢赢利利为为目目的的，，是是准准确确的的。。  
  六六、、制制约约博博物物馆馆发发展展因因素素  
  对对博博物物馆馆解解说说方方式式，，1133 人人还还算算满满意意，，33 人人不不满满意意，，33 人人不不置置可可否否。。与与课课上上讨讨

论论有有大大不不同同。。制制约约博博物物馆馆发发展展原原因因，，11 票票价价高高，，22 内内容容陈陈旧旧，，33 展展示示落落后后，，44
服服务务人人员员态态度度差差。。将将 2233 项项列列前前的的 88 人人，，将将 11 列列首首位位的的 99 人人，，将将 44 排排后后的的 1144
人人。。  

  分分析析：：非非主主观观因因素素已已不不是是制制约约其其发发展展的的主主要要因因素素，，但但容容许许注注意意降降低低门门票票（（可可

对对学学生生半半票票或或免免票票）），，注注意意更更新新内内容容，，展展示示手手段段多多样样性性。。  
  七七、、博博物物馆馆事事业业的的前前景景  
  99 人人看看好好，，1100 人人说说不不清清，，11 人人不不看看好好。。  
  分分析析：：值值得得欣欣慰慰，，并并且且还还需需努努力力。。  
  结结语语：：通通过过调调查查，，我我得得以以一一窥窥大大学学生生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了了解解和和态态度度，，加加深深了了对对问问题题

的的了了解解和和认认识识，，也也为为博博物物馆馆学学的的研研究究及及发发展展初初步步积积累累了了材材料料。。感感谢谢陈陈老老师师给给



了了我我一一次次亲亲身身实实践践的的机机会会，，感感谢谢所所有有为为调调查查提提供供帮帮助助的的同同学学。。    
  后后注注：：为为获获得得大大学学生生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更更一一般般的的态态度度和和认认识识，，此此次次调调查查避避免免了了历历史史

系系和和考考古古系系的的同同学学。。

                                                                                                                                                
  

关关于于大大学学生生去去○○博博○○物物○○馆馆问问题题的的调调查查  

0022 考考古古    刘刘青青彬彬  

本本次次调调查查所所用用方方式式为为问问卷卷形形式式，，

共共有有六六道道题题。。调调查查对对象象为为在在校校大大学学生生，，

调调查查人人数数为为 1166 人人,,既既包包括括文文史史类类与与理理

工工类类，，又又可可分分本本校校与与外外校校。。虽虽然然人人数数

较较少少，，但但作作为为一一个个整整体体，，还还是是可可以以反反

映映一一定定问问题题的的。。以以下下在在调调查查分分析析过过程程

中中，，不不再再将将其其分分开开..  
第第一一道道题题设设计计如如下下：：您您所所去去过过博博物物馆馆

的的数数量量__________      AA  ..00 个个           BB..11 个个        
CC..22 个个        DD..33 个个及及 33 个个以以上上  

我我得得到到的的答答案案是是这这样样的的：：      选选择择

DD 选选项项的的有有 88 人人，，占占一一半半；；选选择择 BB 跟跟

CC 的的也也有有 88 人人，，没没有有选选 AA 者者．．可可以以看看

出出大大多多数数同同学学还还是是感感受受过过博博物物馆馆氛氛围围

的的，，((当当然然这这也也不不排排除除因因调调查查人人数数少少引引

起起的的误误差差))，，参参观观数数目目最最多多的的可可以以达达到到

77 个个，，说说明明博博物物馆馆还还是是有有一一定定吸吸引引力力

的的．．  
第第二二道道题题是是这这样样的的：：您您所所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

形形式式是是__________((可可多多选选))        AA..个个人人单单独独

参参观观          BB..与与朋朋友友一一起起          CC..与与家家

人人一一起起          DD..学学校校或或老老师师组组织织  
其其中中，，选选择择 BB 选选项项的的有有 1100 人人，，与与

选选择择 DD 项项的的人人数数相相同同，，占占 6622%%以以上上，，

此此两两项项占占了了所所选选答答案案的的绝绝大大多多数数。。另另

外外，，选选择择 CC 项项的的也也有有相相当当数数量量的的人人，，

且且以以年年纪纪小小时时经经历历为为多多。。极极少少有有选选择择

个个人人单单独独参参观观的的((仅仅 11 人人))。。据据此此可可以以看看

出出博博物物馆馆是是较较为为适适合合集集体体活活动动的的场场

所所，，也也是是学学校校组组织织学学习习的的常常用用机机构构。。

所所以以，，如如何何做做到到宣宣传传好好它它的的团团体体活活动动

功功能能，，比比如如可可以以团团体体优优惠惠等等，，应应该该是是

较较为为值值得得思思考考的的。。再再者者，，加加强强它它的的教教

育育功功能能，，也也是是思思索索的的一一个个方方面面。。        

第第三三个个问问题题：：您您之之所所以以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理理

由由 __________ ：：     AA.. 纯纯 粹粹 休休 闲闲 娱娱 乐乐      

BB..迫迫不不得得已已      CC..  可可以以学学点点东东西西，，

长长长长见见识识       DD.. 为为了了专专门门学学习习      

EE..其其他他  
在在这这一一问问题题中中，，有有１１２２人人选选择择了了 CC

项项，，占占绝绝大大多多数数；；纯纯粹粹休休闲闲娱娱乐乐者者仅仅

有有１１人人；；其其他他有有３３人人；；没没有有迫迫不不得得已已

与与专专业业学学习习的的，，（（可可能能是是没没有有调调查查专专业业

学学生生的的原原因因）），，可可以以看看出出大大多多数数人人还还是是

把把博博物物馆馆当当作作一一个个学学习习和和长长见见识识的的地地

方方，，像像图图书书馆馆一一样样，，可可以以陶陶冶冶人人的的情情

操操，，开开阔阔人人的的视视野野。。所所以以可可以以继继续续发发

挥挥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这这一一功功能能，，以以提提高高人人们们的的

积积极极性性。。  
第第四四个个问问题题：：当当前前您您觉觉得得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

必必要要性性＿＿＿＿：：      AA..一一点点都都没没有有      

BB..可可以以去去，，但但一一般般不不首首先先考考虑虑      CC..
去去不不去去无无所所谓谓      DD..很很有有必必要要  

我我的的目目的的是是想想通通过过这这一一问问题题的的答答

案案看看出出博博物物馆馆在在人人们们心心中中的的地地位位及及影影

响响力力，，结结果果有有１１３３人人选选择择 BB 选选项项，，就就

是是说说在在与与其其他他可可以以考考虑虑的的去去处处相相比比

时时，，博博物物馆馆是是被被摆摆在在一一个个不不被被注注意意的的

角角落落里里；；有有３３人人选选择择无无所所谓谓，，就就更更能能

证证明明这这一一点点。。所所以以怎怎样样加加强强博博物物馆馆的的

公公众众形形象象，，就就是是一一个个值值得得思思考考的的问问题题。。  
第第五五个个问问题题：：您您不不选选择择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理理由由

＿＿＿＿（（多多选选））      AA..没没钱钱和和没没时时间间

（（即即没没条条件件））    BB..门门票票贵贵          CC..馆馆
内内展展物物陈陈旧旧，，跟跟不不上上时时代代        DD..
服服务务条条件件差差        EE..不不知知内内部部内内容容  

出出乎乎意意料料的的是是，，所所有有的的答答案案都都有有 AA
项项，，门门票票贵贵也也有有６６人人选选择择，，CC 与与 DD 也也



都都有有６６人人选选择择，，更更有有１１人人选选择择不不知知何何

为为，，说说明明宣宣传传力力度度仍仍然然不不够够强强，，但但令令

我我惊惊讶讶的的是是，，所所有有人人都都把把不不去去的的原原因因

归归为为主主观观上上。。虽虽然然博博物物馆馆自自身身问问题题也也

很很重重要要，，但但宣宣传传力力度度的的不不够够，，在在人人们们

心心中中的的地地位位不不高高，，才才会会导导致致主主观观原原因因

是是主主要要原原因因。。  
最最后后一一个个问问题题：：您您觉觉得得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前前景景

＿＿＿＿      AA..没没前前途途      BB..看看不不出出

多多少少生生气气        CC..妥妥善善管管理理，，可可以以

有有好好前前途途        DD..前前途途光光明明  
除除１１人人外外，，其其余余全全选选 CC 项项，，１１人人

选选前前途途光光明明，，表表明明了了人人们们还还是是对对博博物物

馆馆充充满满信信心心的的，，但但更更应应看看到到＂＂妥妥善善管管

理理＂＂的的分分量量。。  
总总之之，，作作为为知知识识储储藏藏的的一一个个重重要要

仓仓库库，，博博物物馆馆还还没没有有达达到到它它所所应应发发挥挥

的的水水平平，，就就是是说说还还有有很很大大的的潜潜力力供供挖挖

掘掘。。另另外外，，在在不不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主主观观原原因因

中中，，我我们们应应怎怎样样才才能能将将博博物物馆馆自自身身的的

客客观观原原因因改改进进好好，，以以消消除除个个人人的的主主观观

原原因因。。在在打打造造博博物物馆馆自自身身形形象象时时，，应应

怎怎样样在在宣宣传传上上引引导导观观众众，，在在加加大大宣宣传传

力力度度时时更更应应注注重重自自身身的的改改造造与与发发展展，，

只只有有这这样样，，才才会会走走出出一一条条光光明明的的道道路路。。  
  

  
  

大大学学生生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调调查查报报告告  

0022 考考古古    曹曹明明成成  

        博博物物馆馆作作为为社社会会主主义义精精神神文文明明建建设设的的重重要要组组成成部部分分，，在在教教育育人人民民群群众众，，增增强强

人人们们民民族族自自豪豪感感等等方方面面起起着着重重要要的的作作用用，，但但是是我我通通过过对对我我校校同同学学的的调调查查来来看看，，情情

况况并并不不乐乐观观。。  

        我我的的这这份份调调查查是是通通过过口口头头调调查查的的方方式式，，调调查查对对象象主主要要是是我我们们周周围围宿宿舍舍的的同同

学学，，由由于于比比较较熟熟悉悉，，他他们们的的回回答答也也基基本本上上都都是是真真实实的的，，也也都都从从实实际际出出发发对对博博物物馆馆

的的建建设设提提出出了了自自己己的的一一些些观观点点。。  

        我我问问的的第第一一个个问问题题是是是是否否参参观观过过博博物物馆馆，，都都是是在在什什么么时时候候。。他他们们的的回回答答令令人人

非非常常失失望望，，他他们们之之中中大大部部分分人人没没有有参参观观过过，，只只有有少少数数几几个个曾曾经经去去过过，，但但是是要要么么是是

在在小小时时侯侯有有家家长长陪陪同同去去的的，，要要么么是是在在来来大大学学后后学学校校组组织织去去的的，，而而且且都都不不是是自自愿愿的的。。

在在他他们们眼眼中中、、心心中中的的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形形象象：：基基本本上上都都认认为为是是一一个个沉沉静静、、肃肃穆穆、、庄庄严严的的，，

文文化化氛氛围围浓浓厚厚、、专专业业性性很很强强的的机机构构。。  

去去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的的目目的的：：小小时时侯侯有有家家长长陪陪同同的的根根本本不不存存在在什什么么目目的的，，虽虽然然家家长长

是是存存着着教教育育他他们们的的目目的的，，但但是是由由于于年年龄龄的的缘缘故故，，他他们们自自己己根根本本没没有有这这方方面面的的意意识识；；

由由学学校校组组织织去去的的也也非非自自愿愿，，亦亦不不存存在在什什么么目目的的；；在在问问及及的的 5500 个个左左右右的的人人中中只只有有

22 个个历历史史专专业业的的曾曾存存学学习习、、研研究究的的目目的的去去过过，，但但是是他他们们也也是是为为了了一一篇篇论论文文。。  

不不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原原因因：：兴兴趣趣方方面面，，我我问问的的大大部部分分是是理理科科学学生生，，他他们们对对这这方方面面基基

本本上上都都没没有有什什么么兴兴趣趣，，专专业业知知识识又又没没有有，，去去了了也也只只是是看看热热闹闹，，都都觉觉得得根根本本没没有有什什

么么意意思思；；门门票票方方面面，，虽虽然然现现在在的的票票价价并并不不是是很很高高，，但但是是由由于于去去了了什什么么都都看看不不到到，，

感感觉觉是是花花了了钱钱但但是是什什么么都都没没看看到到，，觉觉得得花花的的不不值值。。    



喜喜欢欢的的展展品品：：都都是是一一些些精精美美的的兵兵马马俑俑、、陶陶器器、、青青铜铜器器之之类类的的工工艺艺品品。。不不喜喜欢欢

看看的的展展品品：：石石器器，，化化石石等等自自然然的的东东西西，，不不过过恐恐龙龙化化石石还还是是比比较较有有人人气气的的，，尤尤其其是是

一一些些小小学学生生尤尤其其喜喜欢欢。。  

        参参观观博博物物馆馆后后的的感感想想：：都都对对那那些些精精美美的的工工艺艺品品赞赞不不绝绝口口，，对对古古代代文文明明的的高高度度

发发达达感感到到极极为为震震撼撼，，对对我我国国古古代代的的文文明明感感到到骄骄傲傲。。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现现状状提提出出的的意意见见：：工工

作作人人员员的的服服务务态态度度问问题题是是任任何何公公共共场场合合的的通通病病，，博博物物馆馆当当然然也也不不例例外外，，所所有有去去参参

观观的的人人都都对对工工作作人人员员态态度度不不满满意意；；对对展展品品解解释释说说明明过过于于简简单单，，许许多多展展品品就就是是连连有有

专专业业知知识识的的人人看看了了都都不不大大明明白白，，更更不不用用说说是是那那些些从从未未接接触触过过这这方方面面知知识识的的人人了了，，

他他们们在在里里面面两两眼眼摸摸黑黑，，什什么么都都不不懂懂；；第第三三个个问问题题就就是是对对陈陈列列物物品品的的陈陈旧旧，，展展览览方方

式式的的落落后后表表示示不不满满。。  

        在在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停停留留时时间间上上：：都都说说是是除除了了在在自自己己感感兴兴趣趣的的几几个个展展区区稍稍做做停停留留外外，，

别别的的都都是是走走马马观观花花的的看看一一眼眼就就离离开开，，最最多多在在博博物物馆馆呆呆 11 个个多多小小时时就就会会离离开开。。不不过过

他他们们对对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评评价价倒倒还还是是挺挺高高的的，，虽虽然然他他们们对对此此并并不不感感兴兴趣趣：：都都认认为为博博物物馆馆在在

精精神神文文明明建建设设中中的的地地位位还还是是比比较较重重要要的的，，但但是是现现在在并并没没有有得得到到人人们们的的认认可可，，在在将将

来来它它的的地地位位一一定定会会得得到到大大幅幅度度提提高高的的。。  

        去去博博物物馆馆的的收收获获：：在在知知识识上上基基本本上上都都没没有有什什么么收收获获，，但但是是几几乎乎所所有有人人都都被被发发

达达的的古古代代文文明明所所震震撼撼，，极极大大的的增增强强了了民民族族自自豪豪感感。。我我个个人人认认为为增增强强人人们们的的民民族族自自

豪豪感感要要比比单单纯纯的的教教给给他他科科学学文文化化知知识识重重要要的的多多，，一一个个没没有有民民族族自自豪豪感感的的人人如如何何爱爱

国国，，一一个个不不爱爱国国的的人人文文化化越越多多恐恐怕怕是是越越反反动动的的。。所所以以我我认认为为在在这这方方面面博博物物馆馆发发挥挥

的的作作用用还还是是挺挺重重要要的的。。  

      最最后后他他们们都都对对博博物物馆馆将将来来的的建建设设发发展展提提出出了了宝宝贵贵的的意意见见：：  

    11））认认真真审审视视自自身身的的优优势势，，扬扬长长避避短短，，将将自自己己的的长长处处重重点点宣宣传传，，并并形形成成名名牌牌效效

应应，，如如故故宫宫之之于于北北京京，，秦秦陵陵兵兵马马俑俑之之于于西西安安等等，，让让人人觉觉得得到到了了某某个个地地方方如如果果不不去去

参参观观当当地地的的博博物物馆馆就就会会觉觉得得遗遗憾憾万万分分，，抱抱憾憾而而归归。。  

    22））当当然然大大部部分分博博物物馆馆并并没没有有什什么么十十分分重重要要的的，，能能够够很很吸吸引引人人的的东东西西让让人人恋恋恋恋

不不舍舍，，牵牵肠肠挂挂肚肚，，但但是是也也要要从从本本地地实实际际出出发发，，对对自自己己的的一一些些特特别别之之处处制制作作一一些些小小

的的宣宣传传片片或或者者海海报报、、小小册册子子之之类类的的东东西西，，并并在在节节假假日日举举办办一一些些活活动动来来吸吸引引观观众众。。  

    33））要要与与当当地地学学校校联联系系，，加加强强合合作作，，在在学学生生中中进进行行这这方方面面的的教教育育，，可可以以定定期期派派

人人去去学学校校做做报报告告，，并并且且不不定定期期的的组组织织学学生生免免票票参参观观，，进进行行教教育育。。  

    44））要要注注意意自自身身的的建建设设，，不不断断促促进进发发展展，，不不断断推推出出心心得得收收藏藏品品。。  

    55））适适当当降降低低票票价价，，可可以以在在某某些些时时候候减减免免一一部部分分人人的的票票。。  

        以以上上就就是是我我的的这这份份报报告告的的全全部部内内容容，，做做的的比比较较简简单单，，在在以以后后日日子子里里会会再再接接再再

厉厉、、逐逐步步完完善善的的。。  

  

  
  



  

  
  
  

我我的的考考古古观观  
  
  
  
  

  
  
  



考考古古学学作作为为一一门门学学科科，，在在历历史史学学中中

有有其其重重要要的的地地位位。。  

方方面面是

      考考

对对于于

本本民民

以以见见得

求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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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我我国国

涉涉及及面面

天天回回顾顾
对对考考古古学学的的认认识识  
0033 考考古古    白白小小芳芳  
考考古古学学在在很很大大程程度度上上为为对对历历史史文文献献，，记记载载进进行行补补充充验验证证，，在在另另一一

是对对历历史史认认识识记记载载的的修修正正改改变变。。  

考考古古学学所所涉涉及及的的内内容容较较为为宽宽泛泛，，考考古古学学与与自自然然科科学学，，技技术术科科学学以以

及及人人文文，，社社会会科科学学领领域域内内的的许许多多学学

科科有有密密切切联联系系。。考考古古学学将将几几百百万万年年

前前或或者者更更早早的的世世界界与与现现代代相相联联系系，，

它它贯贯穿穿于于人人类类发发展展的的前前前前后后后后，，是是

存存在在久久远远的的一一门门学学科科，，对对人人类类文文明明

的的发发现现、、确确定定等等作作出出了了不不可可磨磨灭灭的的

贡贡献献，，这这是是不不容容质质疑疑的的。。  

古古学学的的延延续续发发展展是是一一个个重重要要问问题题，，对对于于我我们们了了解解和和掌掌握握历历史史，，

今今天天的的建建设设和和未未来来的的发发展展极极其其重重要要。。而而且且有有句句话话说说：：““是是否否了了解解

族族的的古古代代文文化化，，是是衡衡量量一一个个国国家家文文明明程程度度高高低低的的重重要要标标志志。。””足足

得考考古古学学的的重重要要性性。。因因而而培培养养一一批批考考古古工工作作者者就就成成为为一一种种必必然然要要

考古古的的存存在在就就有有其其必必要要性性。。  

  

  

世世纪纪七七十十年年代代，，围围绕绕大大汶汶口口文文化化的的社社会会性性质质和和族族属属问问题题，，

学学术术界界展展开开了了一一场场大大讨讨论论，，这这场场论论战战理理论论探探索索气气氛氛之之浓浓、、

之之广广，，在在上上世世纪纪五五十十年年代代以以来来的的考考古古界界是是十十分分罕罕见见的的。。今今

这这段段短短暂暂的的历历史史，，对对于于我我们们反反思思考考古古学学走走过过的的路路程程和和启启迪迪

后后学学怎怎样样学学术术创创新新，，都都有有重重要要意意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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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场场论论战战是是由由唐唐兰兰引引起起的的，，唐唐兰兰先先生生（（11990011～～11997799））作作为为我我国国著著名名的的古古文文字字

学学家家和和考考古古学学家家，，在在 11997777 年年发发表表文文章章认认为为大大汶汶口口文文化化是是少少昊昊族族的的文文化化，，其其社社会会

性性质质为为奴奴隶隶制制社社会会，，我我国国奴奴隶隶制制社社会会的的历历史史开开始始于于距距今今 66000000 年年前前后后。。这这一一观观点点

一一经经提提出出，，立立即即在在学学术术界界掀掀起起轩轩然然大大波波，，从从事事历历史史、、考考古古和和古古文文字字研研究究的的许许多多学学

者者纷纷纷纷撰撰写写文文章章各各抒抒己己见见，，论论战战由由此此开开始始并并迅迅速速趋趋于于白白热热化化。。  

这这场场论论战战基基本本可可以以分分成成两两大大阵阵营营，，一一派派基基本本是是唐唐兰兰孤孤军军奋奋战战，，多多数数人人则则站站在在

另另一一派派对对唐唐兰兰进进行行““轮轮番番轰轰炸炸””，，这这些些人人的的观观点点最最后后总总结结成成一一点点，，就就是是认认为为大大汶汶

口口文文化化仍仍然然是是原原始始社社会会，，只只不不过过早早期期属属于于母母系系社社会会，，中中期期处处于于向向父父系系社社会会过过渡渡阶阶

段段，，晚晚期期则则是是发发达达的的父父系系社社会会或或军军事事民民主主制制社社会会。。11997799 年年底底，，由由我我校校考考古古专专业业

的的创创始始人人刘刘敦敦愿愿和和蔡蔡凤凤书书先先生生编编辑辑出出版版了了《《大大汶汶口口文文化化讨讨论论文文集集》》，，收收录录了了参参加加

论论战战的的主主要要文文章章论论述述，，这这场场论论战战至至此此也也基基本本结结束束。。  

今今天天再再回回过过头头读读这这些些文文章章，，可可以以发发现现两两大大阵阵营营的的论论证证方方法法既既有有差差别别又又有有相相同同

之之处处。。相相同同的的是是都都大大量量引引用用了了马马恩恩经经典典理理论论作作为为自自己己的的基基本本出出发发点点，，然然后后拿拿考考古古

资资料料与与之之套套合合;;不不同同的的是是唐唐兰兰表表现现出出对对古古代代文文献献的的格格外外重重视视和和巨巨大大兴兴趣趣，，而而其其他他

人人却却更更关关注注考考古古资资料料本本身身。。  

现现在在看看来来，，这这场场论论战战虽虽然然以以唐唐兰兰最最后后沉沉默默和和他他的的观观点点不不为为多多数数人人所所接接受受而而告告

终终，，但但紧紧接接其其后后的的八八十十年年代代后后期期以以来来的的学学术术探探索索却却在在很很大大程程度度上上又又重重复复了了唐唐兰兰的的

观观点点。。到到今今天天，，大大汶汶口口文文化化和和龙龙山山文文化化的的族族属属是是太太昊昊、、少少昊昊和和伯伯益益为为代代表表的的东东夷夷

族族，，至至少少大大汶汶口口中中晚晚期期到到龙龙山山文文化化已已经经跨跨入入了了文文明明时时代代，，这这两两个个观观点点已已是是学学术术界界

多多数数人人的的共共同同看看法法。。  

这这种种再再重重复复在在很很大大程程度度上上反反衬衬出出七七十十年年代代那那场场论论战战的的尴尴尬尬和和可可贵贵之之处处：：尴尴尬尬

的的是是，，现现今今学学术术界界已已经经逐逐渐渐认认识识到到，，以以前前曾曾经经奉奉为为圭圭皋皋的的西西方方经经典典理理论论实实际际上上并并

不不能能从从根根本本上上解解决决中中国国自自己己的的历历史史问问题题；；可可贵贵的的是是，，依依据据中中国国自自己己的的古古代代文文献献记记

载载与与考考古古资资料料做做实实事事求求是是研研究究的的学学风风现现在在已已成成为为学学术术界界的的普普遍遍认认识识。。应应该该说说，，唐唐

兰兰引引起起的的那那场场论论战战为为这这一一观观念念上上的的巨巨大大转转变变是是作作了了必必要要的的铺铺垫垫的的，，所所以以在在我我看看

来来，，唐唐兰兰先先生生在在晚晚年年仍仍旧旧保保持持的的那那种种活活跃跃的的学学术术创创新新意意识识和和惊惊人人的的学学术术勇勇气气胆胆

识识，，是是直直到到今今天天仍仍有有大大力力提提倡倡之之必必要要的的。。  

                                                        摘摘自自学学术术日日记记      0044//33//2244  

  
  

  

  

        

我我对对考考古古学学的的看看法法  

0033 考考古古    王王泽泽冰冰  

考古是一个西方概念，它起源于欧洲，近代才传入我国。它与历史文献学

同属于历史学，它们是紧密联系的。考古的意义在于能通过对考古发掘出的遗

物遗迹的研究比较客观的描述出当时的社会状况。 
在历史文献方面，考古学能对其加以修正和完善。古代文献在其传播过程

中有不少内容已经缺失或被扭曲，而考古学则通过研究遗迹遗物而比较准确的

补充验证它们。 



在研究方面，考古学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加强了其研究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从而使其可能有新发现。 
我们学校的考古专业也有着较长的历史，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

最近发现的大辛庄遗址也被评为本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综上，考古学领域广泛，具有重要意义。选择了它我很自豪。尽管艰苦，

但我相信苦后必有甘甜。 
  

于于历历史史，，对对于于其其时时间间，，对对于于其其物物件件，，总总会会怀怀有有

一一种种非非常常神神圣圣的的感感觉觉，，因因为为它它其其中中闪闪耀耀着着古古人人、、先先辈辈点点点点

滴滴滴滴的的痕痕迹迹，，包包括括生生活活的的影影子子、、包包括括文文明明的的衍衍化化、、包包括括思思

想想的的变变迁迁......  ......那那是是一一种种发发自自远远古古的的呼呼唤唤，，纯纯净净、、透透明明、、

没没有有太太多多的的世世俗俗的的东东西西。。  

    考考古古，，是是一一个个让让人人感感觉觉很很庄庄重重的的词词，，所所有有从从事事这这个个职职

业业，，所所有有与与之之有有所所接接触触的的人人，，都都应应该该是是怀怀着着一一种种非非常常虔虔诚诚

的的心心态态去去面面对对。。因因为为他他们们是是在在积积淀淀历历史史的的声声音音，，因因为为他他们们

是是在在追追逐逐历历史史的的影影子子，，因因为为他他们们是是在在展展露露先先人人的的智智慧慧，，更更

因因为为他他们们是是在在接接受受时时间间的的涤涤荡荡。。时时间间，，是是一一个个非非常常严严肃肃的的

概概念念，，任任何何人人都都没没有有资资格格去去亵亵渎渎，，这这也也就就意意味味着着任任何何人人都都

没没有有资资格格去去亵亵渎渎历历史史、、亵亵渎渎文文物物、、亵亵渎渎先先人人的的任任何何遗遗迹迹。。

我我没没有有机机会会近近距距离离接接触触文文化化遗遗址址中中正正在在出出土土的的文文物物，，更更没没

有有可可能能亲亲自自践践行行考考古古这这一一行行当当，，可可是是透透过过玻玻璃璃橱橱窗窗看看到到散散

发发着着幽幽幽幽的的历历史史气气息息、、闪闪烁烁着着深深邃邃光光芒芒的的一一件件件件文文物物，，心心

里里面面感感觉觉特特别别踏踏实实。。  

有有许许多多时时候候，，对对一一种种事事物物的的理理解解仅仅仅仅是是凭凭一一种种感感觉觉,,

因因而而也也就就缺缺乏乏了了判判断断其其正正误误的的标标准准。。对对于于考考古古、、对对于于历历史史，，许许多多的的人人其其实实都都是是在在

凭凭借借着着感感觉觉对对其其进进行行理理解解、、进进行行诠诠释释，，同同样样的的我我也也是是如如此此，，我我无无法法感感觉觉出出历历史史事事

件件背背后后更更深深刻刻、、更更隐隐蔽蔽、、更更神神秘秘的的东东西西，，可可是是透透过过一一个个简简单单的的事事件件，，我我希希望望得得到到

的的是是一一种种借借鉴鉴，，或或者者仅仅仅仅是是一一种种心心情情，，一一种种缅缅怀怀历历史史，，一一种种倾倾听听来来自自于于远远古古的的呼呼

唤唤的的心心情情。。如如果果真真的的让让我我描描述述、、表表达达考考古古是是什什么么，，历历史史是是什什么么，，我我其其实实无无言言以以对对，，

或或许许是是因因为为自自己己太太浅浅薄薄，，或或许许是是因因为为自自己己太太年年轻轻，，或或许许是是......  ......我我能能找找出出许许多多

许许多多的的理理由由为为自自己己开开脱脱。。于于是是，，也也就就想想到到了了这这样样的的一一位位女女性性，，她她是是中中国国为为数数不不多多

的的女女考考古古工工作作者者之之一一，，几几十十年年来来，，工工作作岗岗位位就就是是文文物物挖挖掘掘现现场场，，没没有有舒舒适适的的工工作作

条条件件，，没没有有体体面面的的工工作作环环境境，，甚甚至至于于可可口口的的一一日日三三餐餐都都不不可可能能得得到到保保证证，，可可是是几几

十十年年了了，，她她还还是是一一如如既既往往的的坚坚持持在在自自己己的的岗岗位位上上，，虽虽然然年年龄龄已已经经大大了了，，虽虽然然头头发发

已已经经斑斑白白，，虽虽然然经经受受着着病病痛痛的的折折磨磨，，虽虽然然......  ......她她其其实实也也有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的理理由由可可

以以推推托托，，可可是是她她却却没没有有。。这这或或许许就就是是真真与与假假的的最最根根本本区区别别之之所所在在。。不不管管感感觉觉有有多多

到到位位，，不不管管语语言言有有多多贴贴切切，，在在现现实实面面前前，，在在真真正正的的付付出出面面前前，，都都会会显显得得非非常常非非常常

渺渺小小。。所所以以，，有有许许多多时时候候，，人人真真的的应应该该在在历历史史中中涤涤荡荡自自己己的的思思想想、、心心灵灵，，因因为为历历

史史很很纯纯净净，，因因为为历历史史很很神神圣圣，，也也因因为为从从事事历历史史研研究究、、从从事事历历史史考考证证、、从从事事考考古古的的

人人群群很很虔虔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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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倾听听历历史史，，体体味味历历史史，，感感觉觉历历史史，，更更多多的的时时候候你你会会在在丝丝丝丝缕缕缕缕历历史史的的痕痕迹迹中中，，

找找到到自自己己的的影影子子，，这这是是一一种种心心灵灵的的感感应应，，更更是是一一种种远远古古的的呼呼唤唤，，因因为为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年年

前前，，这这片片土土地地上上生生存存的的是是我我们们的的祖祖先先。。                                                                          

  

  

  
  
  
  
  
  

““冷冷””眼眼看看““冷冷””门门  

文文学学与与新新闻闻传传播播学学院院 0022 级级：：  徐徐丽丽云云        李李传传翠翠  

  

    现现代代社社会会是是一一个个务务实实的的社社会会，，各各个个专专业业各各个个行行业业也也因因为为““钱钱””途途的的差差异异而而被被

划划分分为为界界限限分分明明的的““冷冷门门””与与““热热门门””，，历历史史类类专专业业历历来来首首当当其其冲冲，，而而考考古古学学似似

乎乎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冷冷门门””专专业业的的代代名名词词，，这这从从每每年年考考古古系系学学生生基基本本靠靠调调剂剂就就可可见见一一斑斑。。  

  

    考考古古学学的的““冷冷””也也是是由由其其将将来来的的工工作作性性质质决决定定的的，，从从事事考考古古行行业业确确实实会会很很辛辛

苦苦，，很很没没““钱钱””途途。。因因为为它它意意味味着着要要长长期期工工作作在在户户外外，，忍忍受受风风吹吹日日晒晒，，当当然然远远远远



不不如如学学个个经经济济法法律律来来的的舒舒服服。。然然而而事事实实上上，，国国家家社社会会正正大大量量需需要要能能够够勤勤勤勤恳恳恳恳善善

于于钻钻研研的的考考古古学学人人才才，，只只有有这这样样才才能能更更好好的的发发掘掘出出中中华华文文化化的的更更多多精精彩彩。。  

    考考古古是是一一门门艺艺术术，，只只是是被被太太多多的的世世俗俗色色彩彩覆覆盖盖后后显显得得暗暗淡淡无无光光了了，，它它的的““冷冷””

也也就就成成了了必必然然。。不不知知道道我我们们是是不不是是注注意意到到所所谓谓冷冷与与热热都都是是我我们们自自己己制制定定出出来来的的。。

其其实实，，就就每每个个人人而而言言，，能能够够让让自自己己快快乐乐的的，，对对社社会会有有用用的的工工作作就就是是好好工工作作，，完完全全

没没有有必必要要跟跟着着别别人人的的潮潮流流走走。。  

    物物以以稀稀为为贵贵，，这这是是亘亘古古不不变变的的真真理理，，相相信信考考古古学学也也会会因因其其学学术术性性艺艺术术性性而而成成

为为另另一一种种意意义义上上的的““热热门门””！！  

  

  
  

  
  
  



所所谓谓““冷冷门门””  
※※※※※※※※※※※※※※※※※※※※※※※※※※※※※※※※  
        提提到到考考古古，，相相信信很很多多同同学学会会说说““对对

此此很很感感兴兴趣趣””。。但但兴兴趣趣是是兴兴趣趣，，若若要要他他

们们将将考考古古作作为为自自己己的的专专业业，，他他们们又又会会

不不愿愿意意，，不不论论是是从从将将来来就就业业的的考考虑虑，，

还还是是知知识识的的趣趣味味性性、、活活泼泼性性考考虑虑，，他他

们们多多不不会会将将考考古古作作为为自自己己的的事事业业。。他他

们们之之所所以以感感兴兴趣趣，，很很大大程程度度上上是是因因为为

对对古古文文物物或或者者说说对对考考古古发发掘掘有有一一种种好好

奇奇心心，，对对此此无无比比向向往往，，但但对对考考古古的的认认

识识也也就就停停留留于于此此。。  
考考古古学学其其实实是是一一门门充充满满着着矛矛盾盾的的

学学问问，，就就如如一一首首钢钢琴琴曲曲，，优优美美，，但但又又

无无人人理理解解，，有有种种曲曲高高和和寡寡的的感感觉觉。。现现

在在社社会会上上普普遍遍将将考考古古、、历历史史、、哲哲学学等等

学学科科归归为为冷冷门门专专业业，，一一方方面面是是因因为为现现

在在的的社社会会物物欲欲横横流流，，商商业业价价值值在在很很多多

方方面面取取代代了了原原来来的的审审美美价价值值，，所所以以历历

史史、、考考古古、、哲哲学学等等深深奥奥而而又又精精深深，，需需

要要花花费费特特别别长长的的时时间间才才能能有有所所成成就就的的

学学科科在在社社会会上上就就越越来来越越少少有有人人关关注注。。

另另一一方方面面，，做做学学问问是是一一个个长长期期的的过过程程，，

要要做做好好，，更更得得花花几几十十年年甚甚至至一一辈辈子子的的

时时间间，，正正所所谓谓活活到到老老，，学学到到老老。。在在现现

在在越越来来越越务务实实的的社社会会，，少少有有人人能能静静静静

的的坐坐下下来来研研究究一一个个个个古古老老而而深深沉沉的的话话

题题达达几几十十年年。。社社会会上上的的这这种种心心理理偏偏向向

也也越越来来越越多多、、越越来来越越直直接接的的影影响响到到在在

校校学学生生的的心心理理，，在在参参加加高高考考选选择择专专业业

时时，，选选择择历历史史、、哲哲学学、、考考古古的的同同学学少少

之之又又少少，，一一方方面面他他们们对对自自己己的的兴兴趣趣爱爱

好好没没有有一一个个明明确确的的认认识识，，即即使使有有了了较较

清清晰晰的的认认识识，，也也会会因因为为家家庭庭和和社社会会的的

压压力力而而影影响响自自己己的的选选择择，，为为了了遵遵从从父父

母母之之命命和和适适应应社社会会潮潮流流而而放放弃弃自自己己的的

兴兴趣趣，，这这不不能能不不说说是是一一种种遗遗憾憾。。即即使使

进进了了大大学学，，也也少少有有同同学学将将历历史史、、考考古古、、

哲哲学学等等专专业业作作为为自自己己的的课课余余选选择择，，这这

是是社社会会的的无无奈奈。。我我们们崇崇尚尚亚亚里里士士多多德德、、

崇崇尚尚马马克克思思，，读读老老庄庄哲哲学学，，学学孔孔孟孟思思

想想，，还还有有费费尔尔巴巴哈哈、、黑黑格格尔尔  

  

0022 考考古古  唐唐宁宁  
  

※※※※※※※※※※※※※※※※※※※※※※※※※※※※※※※※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他们们都都是是一一代代宗宗师师。。但但我我

们们现现在在更更多多的的是是把把他他们们作作为为圣圣人人来来崇崇

拜拜，，没没人人去去追追究究他他们们几几千千年年前前也也从从事事

所所谓谓的的冷冷门门研研究究和和创创作作。。  

对对于于一一个个准准考考古古人人，，考考古古是是一一门门

事事业业，，更更是是一一门门学学问问。。近近些些日日子子，，笔笔

者者正正在在做做一一些些有有关关博博物物馆馆的的调调查查，，昨昨

天天，，我我和和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学学院院 0022 级级考考古古班班的的

同同学学一一起起参参观观了了济济南南市市博博物物馆馆，，再再一一

次次感感受受了了历历史史的的博博大大精精深深，，也也再再次次感感

受受到到了了考考古古学学的的魅魅力力。。在在地地下下收收藏藏了了

几几千千年年甚甚至至几几万万年年的的古古物物，，经经考考古古学学

家家之之手手再再现现于于我我们们的的眼眼前前，，带带着着尘尘封封

了了千千载载的的讯讯息息，，残残缺缺，，却却又又精精美美，，透透

露露着着生生命命无无常常的的哲哲理理；；庄庄严严，，却却又又活活

泼泼，，告告诉诉我我们们祖祖先先们们的的生生活活真真面面目目。。

静静心心观观赏赏，，将将我我久久已已浮浮躁躁的的心心灵灵洗洗涤涤。。

但但遗遗憾憾的的是是，，偌偌大大的的博博物物馆馆里里，，除除去去

我我们们这这些些所所谓谓““专专业业人人士士””，，再再难难见见

别别的的游游人人。。也也许许对对于于追追求求商商业业价价值值的的

现现代代人人来来说说，，除除去去古古文文物物的的价价值值连连城城，，

它它再再也也没没有有值值得得追追求求的的地地方方。。  

有有种种心心寒寒的的感感觉觉，，纵纵然然考考古古学学是是

所所谓谓的的社社会会““冷冷门门””，，但但我我希希望望我我们们

不不要要将将之之抛抛弃弃，，对对于于上上下下五五千千年年中中华华

文文明明，，考考古古学学起起着着不不可可代代替替的的作作用用，，

也也是是其其不不可可或或缺缺的的组组成成部部分分。。““我我们们

无无法法抛抛弃弃未未来来，，就就如如同同我我们们无无法法选选择择

过过去去。。””冷冷门门也也有有它它存存在在的的价价值值，，它它

所所承承载载的的东东西西是是人人类类的的历历史史，，人人类类的的

智智慧慧，，是是中中华华民民族族的的祖祖先先所所创创造造的的古古

代代文文明明。。我我们们不不要要求求人人人人热热爱爱考考古古，，

只只希希望望我我们们不不要要抛抛弃弃中中华华古古文文明明的的精精

髓髓，，找找点点时时间间，，找找点点空空闲闲，，常常去去看看看看。。

  

  
  
  
  

  
  

  

  



  
  

            

我我对对考考古古也也不不是是十十分分了了

十十分分喜喜欢欢收收集集铜铜钱钱和和动动植植物物

现现在在，，我我认认为为考考古古可可以以

以以后后的的工工作作。。  

我我觉觉得得考考古古是是一一门门动动手手

强强自自己己的的认认识识和和了了解解事事物物的的

学学习习考考古古与与历历史史是是分分不不

技技能能，，使使我我们们在在以以后后走走向向社社

对对于于以以后后考考古古的的学学习习，，

物物、、古古迹迹，，增增强强自自己己的的认认识识

  

法法  
我我对对考考古古的的看看
0033 考考古古    王王传传明明  

解解，，报报考考古古班班，，是是基基于于我我对对它它的的兴兴趣趣。。以以前前，，我我就就

的的化化石石，，我我觉觉得得这这是是十十分分有有趣趣的的事事情情。。  

使使自自己己了了解解历历史史，，了了解解以以前前的的社社会会发发展展，，以以便便于于我我

性性和和实实践践性性很很强强的的学学科科，，可可以以增增强强自自己己的的能能力力，，增增

能能力力。。  

开开的的，，这这样样我我们们既既学学习习历历史史，，又又增增加加了了自自己己的的一一项项

会会时时，，增增加加了了选选择择工工作作的的范范围围。。  

我我认认为为应应该该理理论论实实践践相相结结合合，，使使我我们们更更多多的的接接触触文文

和和能能力力，，使使我我们们得得到到锻锻炼炼。。  

  

  

  

  

  



  

我我对对考考古古学学谈谈不不上上认认识识的的认认识识  

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学学院院 0033 级级历历史史系系    杜杜胜胜春春  

““考考古古学学属属于于人人文文学学科科，，是是历历史史学学科科的的重重要要组组成成部部分分，，它它的的任任务务是是根根据据古古代代

人人类类活活动动遗遗留留下下来来的的文文化化遗遗留留（（遗遗存存）），，以以研研究究古古代代历历史史。。””（（摘摘自自于于《《中中国国考考

古古学学通通论论》》，，张张之之恒恒主主编编，，南南京京大大学学出出版版社社。。））另另一一方方面面，，考考古古学学不不仅仅仅仅是是人人文文

科科学学，，它它也也涉涉及及自自然然科科学学、、工工程程技技术术科科学学等等，，由由于于它它本本身身与与众众多多学学科科交交叉叉的的特特点点，，

因因此此，，它它需需要要其其研研究究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具具有有较较高高的的综综合合素素质质和和专专业业能能力力。。  

在在中中国国，，由由于于其其特特殊殊的的背背景景和和传传统统，，考考古古学学（（现现代代考考古古学学））有有其其比比较较明明显显的的

特特点点：：①①人人文文性性，，由由于于中中国国修修史史的的传传统统，，考考古古在在中中国国最最基基本本的的作作用用在在于于服服务务于于历历

史史研研究究。。然然而而，，历历史史本本身身的的研研究究具具有有很很强强的的主主观观性性，，因因此此，，在在研研究究过过程程中中，，很很难难

避避免免历历史史工工作作者者在在其其中中掺掺入入个个人人的的因因素素，，可可见见，，历历史史并并不不是是完完全全的的科科学学。。在在这这种种

情情况况下下，，也也就就更更为为凸凸现现考考古古学学的的自自身身价价值值与与其其特特点点。。②②科科学学性性，，考考古古学学的的科科学学性性

主主要要来来源源于于两两个个层层面面：：人人文文学学科科（（历历史史））本本身身的的科科学学性性；；另另一一部部分分来来源源于于与与其其交交

叉叉（（挂挂钩钩））的的自自然然科科学学与与工工程程技技术术科科学学。。③③专专业业性性，，任任何何一一门门学学科科都都有有其其专专业业性性，，

考考古古学学作作为为一一门门专专业业学学科科也也不不例例外外，，当当然然这这种种专专业业性性也也是是建建立立在在学学习习其其基基础础课课程程

上上（（应应当当涉涉及及人人文文科科学学、、自自然然科科学学、、工工程程技技术术科科学学等等））。。  

由由于于中中国国考考古古学学所所处处的的特特殊殊环环境境与与地地位位，，因因此此有有必必要要谈谈一一下下考考古古学学与与历历史史学学

（（狭狭义义））的的关关系系：：历历史史学学与与考考古古学学都都是是研研究究人人类类古古代代历历史史的的科科学学；；历历史史学学由由于于中中

国国社社会会对对历历史史的的重重视视，，它它有有较较完完善善的的系系统统和和丰丰富富的的文文献献资资料料，，但但是是历历史史文文献献是是经经

过过人人们们加加工工整整理理，，含含有有较较为为明明显显的的主主观观色色彩彩，，因因此此，，它它并并非非是是人人类类历历史史发发生生的的第第

一一现现场场。。因因此此，，历历史史只只能能无无穷穷接接近近于于真真实实，，这这应应当当是是历历史史学学最最大大的的弱弱点点，，考考古古学学



可可以以在在这这方方面面对对历历史史进进行行有有力力的的补补充充；；考考古古学学与与历历史史学学也也不不完完全全是是单单向向联联系系，，历历

史史学学在在很很多多方方面面也也可可以以对对考考古古学学的的研研究究起起到到有有力力的的支支撑撑和和引引导导作作用用。。  

在在现现代代史史学学研研究究中中，，必必须须将将历历史史与与考考古古进进行行有有机机结结合合，，方方能能还还古古史史（（昨昨天天））

一一个个真真实实，，走走向向任任一一个个极极端端，，都都对对史史学学研研究究有有害害无无利利。。现现在在更更需需要要古古史史学学者者，，而而

非非历历史史学学教教授授和和““挖挖宝宝人人””。。  

因因此此，，我我想想学学习习考考古古！！  

  
  

联联系系我我们们：：  

EEmmaaiill——kkaakkaakkaa..000077@@116633..ccoomm  

  
  
  
  
  
  

  
  

  



————一门新的重要历史学科 

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学学院院历历史史系系 0033 级级朱朱晓晓芳芳  

考考古古学学的的产产生生很很早早，，大大约约起起源源

于于欧欧洲洲人人对对希希腊腊罗罗马马古古艺艺术术品品的的

珍珍藏藏热热，，而而它它从从功功利利性性转转变变为为一一门门

科科学学是是近近代代才才出出现现的的。。  

考考古古学学属属于于人人文文学学科科，，它它和和狭狭

义义历历史史学学一一样样都都属属于于历历史史科科学学的的

范范畴畴。。考考古古学学侧侧重重于于人人类类与与自自然然斗斗

争争而而产产生生的的推推动动力力的的研研究究，，研研究究的的

对对象象是是实实物物资资料料；；狭狭义义的的历历史史学学则则

侧侧重重于于人人类类社社会会内内在在动动力力的的研研究究，，

研研究究的的对对象象是是文文献献资资料料。。  

作作为为考考古古研研究究对对象象的的实实物物资资

料料（（这这种种实实物物资资料料是是通通过过调调查查和和发发

掘掘获获得得的的，，不不是是考考古古调调查查、、发发掘掘所所

获获得得的的资资料料都都不不是是真真正正的的考考古古学学，，

只只能能称称之之为为““金金石石学学””或或““古古器器

物物学学””））包包括括遗遗迹迹和和遗遗址址两两大大部部

分分。。虽虽然然它它的的研研究究对对象象是是物物质质遗遗

存存，，但但它它研研究究的的范范围围不不限限于于物物质质文文

化化，，也也包包括括宗宗教教信信仰仰和和意意识识形形态态领领

域域里里的的精精神神文文化化。。  

考考古古学学所所研研究究的的人人类类古古代代历历

史史包包括括史史前前时时代代，，原原始始时时代代（（文文字字

刚刚出出现现的的时时代代））和和历历史史时时代代，，不不包包

括括近近代代和和现现代代。。考考古古资资料料对对研研究究人人

类类古古代代历历史史有有着着十十分分重重要要的的作作用用。。

对对于于人人类类的的起起源源和和发发展展、、文文字字未未出出

现现的的史史前前时时期期的的研研究究，，完完全全依依赖赖考考

古古资资料料。。对对于于文文字字出出现现后后的的历历史史时时

期期的的研研究究，，考考古古资资料料即即可可补补充充文文献献

资资料料的的不不足足，，又又可可纠纠正正文文献献资资料料中中

的的错错误误。。文文献献资资料料对对边边远远地地区区和和少少

数数民民族族的的历历史史很很少少记记载载，，要要复复原原其其

古古代代历历史史必必须须依依靠靠考考古古资资料料。。  

  

在在考考古古研研究究中中，，我我们们不不能能停停留留在在对对过过程程

的的叙叙述述和和对对具具体体事事件件的的核核实实，，应应该该更更多多的的探探

索索人人类类从从野野蛮蛮走走向向高高度度文文明明的的原原因因。。考考古古学学

既既要要研研究究人人类类历历史史发发展展的的一一般般规规律律，，也也要要探探

索索各各个个地地区区，，各各个个民民族族在在历历史史发发展展中中所所表表现现

出出的的差差异异和和造造成成这这些些差差异异的的原原因因，，即即考考古古学学

研研究究的的最最终终目目的的在在于于阐阐明明存存在在于于历历史史发发展展

过过程程中中的的客客观观规规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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