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15, 4(4), 65-7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dx.doi.org/10.12677/arl.2015.44011

The Narra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Museum Display Design
Haixin Jin, Shizhong Wu, Yijun Che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rt &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st

th

th

Received: Nov. 1 , 2015; accepted: Nov. 16 , 2015; published: Nov. 19 ,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museum exhibit displays different narrative art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style, new features of the Contemporary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from three
parts: the narrative design innovation, narrativ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narrative space structure. With specific case for the support,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three narrative features in the
display design of specific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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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博物馆展示陈列显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叙事性艺术特征，本文从叙事设计创新、叙事心理引导、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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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空间结构三部分入手，探讨当代博物馆展示陈列设计的新风格、新特点，以具体案例为论据支撑，梳
理三大叙事特征在陈列设计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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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复合体，是紧随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官显
贵们将自己珍爱的藏品集中放置在一个特定的屋子当中，以彰显自己的财富的地位，并将这一场所称之
为博物馆。时至今日，随着 19 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极速发展的生产力及人们期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
愿望，博物馆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文化场所已成为铸造人类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代的博物馆建设在陈列设计上不断推陈出新，通过不同的形式手段与观众建立对话关系，力求在陈列
设计上从以往的“看”转变为现在的“懂”，让观众融入到故事当中，沉浸在情境当中，潜移默化的了
解陈列所要表达的涵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当代博物馆陈列更加注重陈列设计的叙事性艺术，本文主
要从设计创新、心理引导、空间结构三个维度出发，论证当代博物馆陈列设计的叙事性艺术特征。

2. 叙事性设计创新
在艺术设计领域里设计创新是以新思维、新设计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清华大学教授
王明旨在《信息时代呼唤新创意》一文中指出：“条件”、“需求”和“创意”是设计的三个要素，在
叙事性设计创新中常采用以空间、材质为手段视觉化呈现创意的方式来表达主题。在博物馆陈列设计当
中，对已经逝去的历史事件的再现，是得以传播历史精神的基础，如何做到让观众不仅仅从视觉上接收
到这一历史事件所传播出的信息而是更深层次的进一步理解、思考，用叙事性的方式差异化的表达已有
的历史事件，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1]，柏林犹太人纪念馆和八路军武乡纪念馆的设计很好的为我
们解答了这一疑问。
柏林犹太人纪念馆把地面以上的部分依据地势修筑了参差不齐的水泥方块，犹如一座庞大的水泥森
林，也像是一座放满水泥棺材的乱葬岗。游客行走在其中会因为迷宫般的设计而产生孤独感和恐惧感，
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设计师以独特的叙事性手法通过空间的营造和材质的运用，让游客切身的感受
到犹太人被屠杀时的悲惨感受。
八路军武乡纪念馆以剖面组合的形式清晰的表现出地道的特点，形成组合式的雕塑景观，运用叙事
设计学的原理，通过地下空间的剖面呈现和平原地质地貌材质的选取准确地表现了地道战这一经典的战
争特点，凸显了八路军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抗日这一伟大的精神主题。

3. 叙事性心理引导
心理引导在博物馆陈列的硬件要求和软件要求中都有体现。软件要求主要包括总体设计的选题策划
和陈列大纲、陈列形式的风格定位、藏品的管理、观展者需求搜集储备；硬件要求主要包括博物馆场馆
建筑、陈列设备、安全规范、观展流线、采光要求、观展环境(展陈空间环境、功能区环境) [2]。
以上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以心理引导为基础的设计，如在进行选题策划和陈列大纲的设计时就要考
虑观众的心理接受情况，当代博物馆陈列的叙事性设计就是按照观展者的心理期望而设置的。这种叙事
性设计在历史类、文化类主题的博物馆陈列中尤为突出，当设计师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想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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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承转合时，空间、转折、过渡、光影、图形、影像、文字都具有了心理引导的意义[3]。拿湖南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第五部分大决战场景的设计来说，当观众进入展示区后，灯光开始变暗，犹如身临
其近般进入到三大战役的场景，一开始只能看到五大领袖围坐在作战地图旁讨论战情，随着灯光渐亮观
众前方出现了一部陈列在木桌上的发报机，这时有兴趣参与互动的观众可以上前坐在椅子上体验发报的
感受，由观众的发报频率不断增强，场景的投影屏幕上蓝色电波翩翩飞舞向大决战的战场。随着西柏坡
的电波不断的扩散开来，蓝色电波每到一个地点，屏幕上就会播放该地战役的影像资料。演示接近结尾
时，观众会看到屏幕上敌军丢盔弃甲、仓狂逃窜，我军最终取得胜利。整个展示场景在按照电影叙事的
方式完整的陈述了三大战役的内容的同时，也让观众扮演指挥者的角色参与其中，在灯光的一明一暗间、
在故事的起承转合间，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引导观众进入了真实的三大战役情景之中。
在观众进行互动参与时，互动设备也相应的可以记录观众的停留时间、关注区域、操作频率等信息，
利用大数据归纳、总结、计算出观众对这一场景设置的心理引导是否成功接收等情况，并可以通过电子
留言簿、电子提问有奖回答等其他形式、环节了解观众的心理引导是否有效。
博物馆陈列的硬件要求更是处处包含着心理引导。博物馆建筑本身就与博物馆的主题息息相关，像
苏州博物馆就是以江南水乡的风格呈现，上海邮政博物馆是以上海滩旧时洋建筑的形式呈现，这种建筑
风格让观展者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就已经在心理上得到了确认，做好了前期的心理引导。
内部展厅也是如此，如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展厅，都是以古建筑作为展陈之所，观展者进入
古建筑氛围中观赏藏品，更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环境氛围的烘托增加了观展者心中藏品的历史厚重
感。
除此之外，陈列设备、观展流线、采光要求也是心理引导的重要手段方式，陈列设备光是在展柜的
设计选择上就有多种与心理相关的要求，如历史题材的展柜设计风格就更倾向于古朴、庄重。现当代题
材的展柜设计风格就偏为流线型、简约、现代感更强，红色题材展览的展柜设计风格多为大气、端庄。
观展流线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心理引导方式，流线的设计直接引领了观众的整个观展过程，观展者按
照设计者既定的观赏路线也是叙事路线的指引下，依照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种文化的发展完成整个
观展的过程。
博物馆采光也是一种心理引导方式。馆内采光要求不只在于让观展者可以更加清晰的观赏到藏品，
更是一种造型的艺术手段，光影的效果可以让观赏者产生时空距离感，制造出见光不见灯，仿佛身临仙
境的感觉。

4. 叙事性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处理是否得当、设计是否新颖，都直接关系着博物馆陈列的成败。叙事性空间结构主要可
以按照空间与情节、情景与叙事、空间特征、细节描述、互动叙事五大部分进行讨论。
空间与情节：博物馆空间承载着事件、地点以及在时间、地点发生的的事件，设计师通过空间造型
的变化、图形的视觉冲击力及色彩的情绪，按照大小、明暗、高低、冷暖一系列基本的设计因素的变化
把内容传达给观展者，但是在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单纯的展示已不能满足观看者的需求，有故事情节的、
带有叙事性的空间形式顺应而生。叙事空间是一种包含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等综合手段进行展示的展
陈形式。在叙事空间里历史人物可以复原、历史事件可以再现，设计师通过场景空间和多媒体技术的融
合对某一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关键点进行定格处理，真实的展现历史原貌。相对于其他的空间展
示，博物馆是可以最大的利用到多媒体场景叙事表达的场所。物理时空和虚拟时空结合的叙事空间使博
物馆陈列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浸入式体验感受[4]。
情景与叙事：技术手段只是叙事空间的外化，叙事情景的表达才是内容核心。不管是那种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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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王是永远的突破口。情景叙事是一个场景的定格，所以如何在这一定格画面中展现出事件的流动
感，展示出动静结合的叙事方式是最需要注意的表现手段[5]。所有的故事叙事推进都是由观众自己完成
的，整个场景有极强的代入感。如美国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博物馆的韩战上甘岭叙事景观就通过还原了韩
战时期的艰苦环境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冰天雪地中战争的残酷(图 1)。
空间特征：在叙事空间里对空间的描述必须注意其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只有在时空中提取出了最有
代表性的元素，才能实现想要表达的意义[6]。南昌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序厅就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特点，
把当年新四军抗战的战场——赣南的名山谷地作为主要景观，按照赣南游击词的内容进行设计，展现出
了一个真实的 80 年前新四军抗战的叙事空间。这个序厅很好的通过陈列手段表现出了当时的时空特征。
除序厅整体环境之外，序厅中的主雕塑也抓住了新四军的主要特征，摈弃了常用来表示共产党军队的镰
刀、斧头而改用新四军的军歌和军号来表现。当进入展馆时，一束强光投在红绸缠绕中的朝向蓝天的军
号上，伴随着新四军浑厚悲壮的军歌，整个主雕塑很好的抓住了新四军的独有的特征。
细节描述：主体空间一定需要细节的支撑，才能使整个空间内容丰满。整体空间的真实与否与细节
展示是否到位有直接的关系。整体和细节是统一且有对比的关系。统一是指采用的整体设计元素统一、
造型形态统一、色彩色调统一。对比体现在体量大小对比、造型形态对比、空间亮度和色彩对比等。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细节决定着真实程度，往往一个细节的体现反而更甚于整体空间的反复堆砌[7]。海军
陆战队博物馆中的一个叙事小景为我们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两军交战的阵地上一个严重受伤、生命垂危
的美国兵正在被一个医护兵救治，医护兵正在往伤兵的胳膊上注射救命药物，伤兵的步枪倒立着插在雪
地，离伤兵的头不远，是他的钢盔，在钢盔的中间，有一张沾有血迹的照片，照片上是伤兵的妻子和他
的孩子。叙事设计到此就什么都明白，虽然没有过多的语言说明，但是塑造的细部特征将所有的要表达
的展陈思想表露无遗。设计是选用士兵的钢盔作为细部表现特征，这在战场上是最常见的小物品，然而
钢盔中的一张黑白旧照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战争给人们带来伤害，带来痛苦，造成人们妻离子散，
造成人们家破人亡。一个区区叙事小景讲述出大道理，号召人们要远离战争，这也是叙事景观中细部特
征描述的魅力(图 2)。

Figure 1. The Korean War: Sanggamnyong narrative landscape
图 1. 韩战上甘岭叙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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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merican Marines Museum narrative scene
图 2. 美国海军陆战队博物馆叙事小景

互动叙事：叙事空间的互动是当代博物馆陈列艺术采用的新方式，让观众和展项之间适时发生互动
关系，通过直接、主动参与的方式让观众了解展项所要表现的展示内容。交互技术结合 4D 动感影院的
机电控制技术，以艺术时空的手法模拟仿真的自然景观，得到震撼人心的时空效果。如南京军区军史馆
军事演习虚拟互动空间就是如此，交互场景模拟了海陆空三军联合演习，观众作为指挥官站在指挥舰上
带上白手套举头一挥，头顶上飞机呼啸而过，海面战舰齐发，炮声轰鸣。当炮弹在敌方阵地上爆炸时，
观众所站的甲板也随之剧烈震动，并有炸药的味道扑面而来。交互展示技术是一种更为新型的展示体验
空间，这种技术更为紧密的联系了观众与空间、观众与展项、观众与展品之间的关系。

5.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博物馆陈列的叙事性艺术呈现出了叙事设计创新、叙事心理引导、叙事空间结构三
大特征。由这三大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博物馆陈列艺术的叙事性特点日渐成熟，尤其是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展示手段的不断创新，博物馆的陈列手段也越来越融入更多的交互性和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展陈从静态展示逐渐转向了动态的展示形式，由物质性展陈逐渐转向非物质展陈，其发展趋势更倾
向于为观众带来更为自然、真实的观展环境，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人体感官的全面开发和延伸，这种特
征也为当代博物馆陈列的叙事性艺术提供了沃土，促使博物馆陈列艺术叙事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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