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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玻璃博物馆：

博物馆的造血之道

——对话上海玻璃博物馆馆长张琳

玻璃博物馆可能是中国唯一一家从成立初始便开始全透明在官网上发布中英文版年报的博物馆，

确保一切清晰、透明、公开，诚如玻璃最鲜明的表征和品质。

本刊记者：林  莹

上海玻璃博物馆是一座互动体验型的博物馆，自 2011 年建成开馆以来，

不断为公众奉献精彩纷呈的顶尖展览，从一年一度的中国古玻璃特展，到吸

收全球顶尖玻璃设计品的Keep It Glassy特展，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

荷兰、土耳其、澳大利亚、墨西哥、肯尼亚、日本、韩国等共 23 国的艺术家

与设计师参与到博物馆各类展览项目和公众活动。玻璃设计与艺术正跨越空

间和语言文化的藩篱，将各式跨型态的玻璃设计作品与艺术藏品共享于众。

2011 年，上海宝山一个陈旧的工业园区里，出现了几幢画风迥异的建筑。

那就是上海玻璃博物馆，一个一出生就与众不同的博物馆，一个永远在求新

求变的博物馆。

几年前，还有不少人把它和田子坊那家私人的琉璃博物馆混为一谈，为此，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馆长张琳每次都要解释一番。近几年，知晓玻璃博物馆的

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甚至在微博、微信上自发推送和它有关的消息。数字时

代带给了很多传统事业意想不到的红利，博物馆也不例外。

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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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社会对于博物馆的功能则提

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博物馆的教育学习、娱乐体验、启迪

心灵等功能日益得到重视和关注。上海玻璃博物馆始终以跨

界、交融为姿态，为玻璃艺术在国内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

更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超乎想象的博物馆生活方式。

在《中国广告》的记者特别走访张琳馆长当天，一家汽

车品牌正在其场馆中举办活动，据了解，玻璃博物馆每个月

接到来自品牌方用于活动发布的场地租赁合作并不少，包括

很多中高端汽车品牌和手机、科技品牌，都尝试着围绕“玻璃”

的话题结合自身属性做出种种炫目的创意。这跟玻璃博物馆

正门前“来博物馆结婚吧”的海报广告一样，吸引着那些渴

望新玩法、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做法或点子，正在支撑起博物馆的运

营脉络，成为一家有想法的博物馆维系自身的“造血”渠道。

张琳希望，人们可以不去狭隘地看待“非营利”的博物馆属性，

作为一家造福于民的公共场所，博物馆重要的不是赚钱营利，

而在于是否将收入用在公益事业，保持其正向、正循环地运

转下去——毕竟，一家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博物馆是难以为

继的。拜访了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张琳馆长之后，我们终于明

白蕴藏在这个璀璨玻璃世界背后的动人故事和雄心，以及人

们沉浸其中感受到的鲜活生机的源头之所在。

博物馆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

访谈之初，照例又是一堂区分课。张琳介绍说，“上海

玻璃博物馆”与田子坊的“琉璃博物馆”（琉璃工坊创办）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像后者这样的小型博物馆其实在

世界各地都有，一般坐落于市中心，可能花半个小时就能参

观完毕、纯展览性质的存在（早期介绍琉璃工坊的作品和发

展史）。

迄今，玻璃专业出身的张琳，已经游历了全球超过一百

家博物馆，其中玻璃类博物馆就超过二十个。而他自身的行

业履历，恰恰折射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大学毕

业适逢中国制造业兴起，张琳的职业起点便从玻璃制造业开

始。2000年，中国开始流行进出口贸易，他亦改行投身其中。

十年后，他开始从事文化创意事业，全身心致力于玻璃博物

馆事业。张琳深深懂得，历经制造业时代物质极度贫乏期的

人们，已经不单单满足于基本功能性的追求，而是开始追求

精神层面的偏好和兴趣。这是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本质

区别，也预示着博物馆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

张琳笃定，玻璃博物馆是自己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业。

他承认做这行很辛苦，却因为热爱，因为想要引领大家去体

验一种叫博物馆的生活方式，默默坚持了六年多。“上海可

能是中国最早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城市——作为曾经最大的工

业城市，其最大特征是创造物质，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可能大

于对精神的追求，那时候的上海并不需要这样的博物馆；但

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人们对精神的追求渐渐大于对物质的

追求。这也是在当下一年会出现 400多个博物馆的原因所在，

目前，整个中国在国家文物局备案的博物馆已有 4500 多个。”

参与，归属，探索

人到了一定年龄，会思考一些问题——我到底喜欢什么？

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张琳认定，自己想做件现在没人做

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对每个人、对社会都有意义。在有了运

营一家博物馆的想法后，张琳游历了全球一百多家博物馆，

回来之后就下决心去建立、运营一家有新意的博物馆。

在开馆半年后（2011 年秋冬之际）即被 CNN 旗下网站

CNN Go 评为“中国三个最不容错过的博物馆”（与北京故宫

博物馆、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列），得到了来自权威

媒体的首肯和鼓励。CNN 的记者甚至前来拜访了张琳。“与

那名记者聊过之后他告诉我，他将中国的博物馆分为三类，

中国太多的博物馆是在做一些中国古代文明的展示、研究和

教育，这也是过去博物馆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因此在这一类

中最不容错过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使用面积最大且藏

品数量最多；第二类是遗址博物馆，其中最不容错过的是‘秦

始皇兵马俑遗址博物馆’，毕竟，在遗址博物馆中，没有人

比秦始皇更奢侈；第三类就是探索类的、实现互动体验、社

区化的新型博物馆，在这方面现今中国还很欠缺，但像玻璃

博物馆这样的可以成为未来我国的一种发展趋势，就如同我

常说的‘一个博物馆可以成就一个城市’。对人们来说，一

座博物馆不仅可以梳理、了解城市的过去与历史，更可以探

索未来的无限可能。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几百年前的欧洲，摆放在艺术品之下的厚厚底座令人们只能

够仰视艺术，后来，底座被拿掉，人与艺术之间开始对等地

平视，今天，人们开始真正融入艺术，艺术开始很自然地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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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于生活的方寸间。

的确，在中国有很多博物馆，会引导人们去研究这座城

市的过去，但暂时没有一座博物馆在探索未来可能性的层面

上做到极致。历史固然需要了解，但更有趣的是探索未来。

张琳头脑中一个理想型的博物馆，并非是一个止于研究、展示、

教育功能的冷冰冰的机构，而是拉近与大众距离，关注“人”

本身，让人们有参与感和归属感并获得精神上愉悦的综合空

间。

为此，上海玻璃博物馆内部针对儿童特别设置了“儿童

玻璃博物馆”，以儿童为主角，玻璃为主题，专门设计了一

个针对 4-12 岁小朋友，以游戏带动认知、让玻璃艺术萦绕孩

童生活的项目。让每一个人从小到老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

兴趣点，带来归属感。

让玻璃艺术萦绕你我生活 

理想中的博物馆是可供市民互动、体验和分享的空间，

它不止于传统意义上集研究、展示、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冷

冰冰”的机构，更需要具有市民参与，人与博物馆紧密依靠

的特征。博物馆的社会职能更多的应体现在提升市民的归属

感，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其终极目标是营造一种博物馆的生

活方式。

诞生于上海玻璃仪器一厂旧址的上海玻璃博物馆，骨子

里就是粗犷工业风和细腻清透感并存的，创新求变是刻在基

因里的。从 2011 年开馆至今，六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搞事情。

最直观的，就是她在不断“长大”。从一个主馆加一个热玻

璃演示区的“低配版”，不断升级，陆续开拓出伽蓝画廊、

Keep It Glassy、儿童玻璃博物馆、玻璃迷宫、设计新馆、原生

态工厂等主题展馆和体验区，一个专注玻璃艺术的主题园区

逐步成形。到 6周年庆典时，已经有了 17个主题鲜明的展厅。

虹之桥

这些冰箱贴即来自张琳游历的一百多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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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玻璃博物馆的观众超过 18万，其中家庭型观众占了一半。

设立儿童馆的初衷是发现有些互动展区项目深受孩子们的欢

迎，但体验空间不够宽敞；另外希望通过儿童馆这个区域的

设置，能让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们安置在这儿，在孩子们随心

所欲地探索属于自己的玻璃世界的同时，自己可以抽出一段

时间，安心观看其他展览。

帐篷夜是上海玻璃博物馆的招牌项目，甩掉课业和工作

的负担，逃离空气混浊的空调房，赶走夏夜的闷热和乏味，

给予孩子在参观过程中的有趣的寻宝任务，有目的有意义地

参观博物馆。通过与馆内的各种角色扮演者们交谈，寻找答案，

完成一对一问题回答，丰富参观体验，了解玻璃知识与文化

寓教于乐，更让孩子有完成任务的快感。

如今去博物馆不剁个手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上海玻璃博

物馆开创了“玻心璃语”品牌，发现了一批设计师，脑洞更大，

质量更优。

除了单纯的买买买，上海玻璃博物馆还提供了让你自己

动手的机会。在 DIY 体验区，你可以掌控火焰，眼见着各色玻

相比主馆强调内敛含蓄的沉浸式艺术氛围的黑色调，设

计新馆更加明朗开放，拥抱日光，成为创意生长又浑然天成

的展示舞台。两处场馆如同“黑夜”与“白天”一样，关联

互生又各富秉性，通过一座流光溢彩的“虹之桥”紧密相连，

带来层次更为多样的参观体验。

这是一个灯工玻璃加工工厂，迈入大门，就是从视觉到

听觉全方位的怀旧体验。师傅们个个仿佛大隐于市的高人，

沉浸于自己的玻璃世界，完全不理会周围的聒噪，熟稔地操

纵手头的工具，你会觉得所谓的“工匠精神”就充盈在这间

厂房里。

每个到过彩虹礼堂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其实除了空间本身如彩虹般绚烂，“彩虹”这个名字如今是

有着另一层显性的含义的。从官微的推送来看，上海玻璃博

物馆似乎是国内第一家表明对 LGBTQ 群体持支持态度的博物

馆，虽然不是以明文的形式。

儿童玻璃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针对儿童设立、强调可

触摸与互动探索的博物馆。在这里，孩子可以看到博物馆吉

祥物“玻玻”和“璃璃”的故乡：玻璃之城。在诸如：阳光

沙滩、玻璃马戏团、热力梦工厂等不同的单元里，4-12 岁的

儿童们可以学习到所有与玻璃相关的知识。最棒的是，还可

以亲手触摸所有展品进行互动！据馆方的介绍，2016 年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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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在自己手中熔化、扭转、膨

胀，凝固为各种出乎你自己意

料的造型，绝对成就感爆棚！

一周年慈善活动，二周年

捐赠活动，三周年鼻烟壶展览，

四周年建了新楼，发起“玻璃心感恩有你”活动，五周年“博

造物设”，六周年“蜕变逐新不止步”邀请当代艺术表演的

周年庆互动……张琳对于自己孩子般的玻璃博物馆的每个周

年庆活动如数家珍。不论是从公益入手，还是拥抱科技致敬

院士，让人们近距离接触这些有趣的玻璃文化，都是一脉清

晰可见的思路和本心。五周年为了使博物馆不断生长，打造

了一个新馆——一个黑夜一个白天。六周年即 2017 年，提出

了“蜕变逐新不止步”，邀请了当代艺术表演，更靠近年轻

人的同时希望与他们一同探索未来。

建馆以来，上海玻璃博物馆就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

态之中。不同于冷冰冰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机构，上海玻璃

博物馆秉持“新旧结合，有机再生”理念，逐年稳步成长，

展现不一样的惊喜与改变。从六年前建馆时仅有主场馆、古

玻璃珍宝馆、热玻璃演示区三大展区，包括辅助设施在内共

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到2017年上海玻璃博物馆六周年之际，

迎来了博物馆的全面提升与改造，为公众诚意呈现了十七处

全新展区，建筑面积共计 15820 平方米，其中展示展出面积

达 7680 平方米，博物馆共持有藏品计 1200 余件。上海玻璃

博物馆如同有机的生命体一般，不断地茁壮成长，吸引公众

数次回到博物馆。

作为承载着重要社会使命和文化传播功能的博物馆，不

仅需要严肃而细致地对待每一件或古老或年轻，或大或小的

艺术品，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观众参观体验与精神需求。如

同热情似火的熔融玻璃在最终冷却成型的前一刻，当踏入上

海玻璃博物馆万花筒入口的第一步起，观众可以尽情期待一

个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面对城市中渴求艺术，追寻新鲜的年轻人，不仅奉上了

连续两届“Keep it Glassy 国际创意玻璃设计展”，展现玻璃

创意设计的国际化视野与非凡成就。

开启与当代艺术跨界重要项目“退火”。由博物馆邀请

当代艺术家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不断触发当代艺术与玻璃

这种材质的沟通、交融与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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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4 日，上海玻璃博物馆邀请热爱时尚、追逐

先锋的人们戴上酷炫的眼镜，不照本宣科，只讲感官享受，

加入一场沪上最夯的新概念艺术派对！

在全新改造完成酷炫前卫的上海玻璃博物馆空间中，请

来了常驻悉尼的当代艺术家 Justin Shoulder 作为特别嘉宾。

Justion Shoulder 是一位游走于行为艺术表演、雕塑、视频和

夜生活记录的艺术家。他的“奇异生物”系列（the“Fantastic 

Creatures”）是基于酷儿祖先的神话发明的。Justin Shoulder

为每个角色制作了独有的手工服装和身体语言，建立起酷儿、

移民、精神和跨文化间的非凡体验。

同时邀请来自鸭打鹅乐队的主脑韩涵，在艺术品环绕氛

围下带来特立独行的 Live-set，融合了电子乐、爵士和部分数

学摇滚的强音浪，直击人心。

年轻一代的市场，并不仅仅是常规意义上的品牌商、广

告主们关注的重心，也是张琳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为了

了解现在的年轻人所思所想，喜爱偏好，一个当代艺术项目

“退火”应运而生。与很多美术馆不同的是，玻璃博物馆做

的不仅仅是一场“买卖”，将藏品买过来之后展览，更愿意

做属于自己的项目，扮演能够自己发声的角色，而“退火”（玻

璃工艺中的一道工序）恰恰是遵循此意的一个过程：玻璃材

料对技术的要求特别高，材料费用不菲，很多艺术家不愿意

去制作，但玻璃博物馆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共同创作一件作品，

所谓“跨界新生，退火重生”，在拥有这件作品的同时还建

立起联系，成就属于一家博物馆的新故事。

在我们拜访张琳馆长当天，一家汽车品牌正在其场馆中

举办活动，据了解，玻璃博物馆每个月接到的来自品牌方用

于活动发布的场地租赁合作并不少，包括很多中高端汽车品

牌和手机、科技品牌，围绕“玻璃”的话题结合自身属性做

出种种炫目的创意。这跟玻璃博物馆正门前“来博物馆结婚吧”

的海报广告一样，正在成为博物馆维系自身的“造血”渠道。

对那些博物馆爱好者而言，博物馆的婚礼会是与众不同

和令人难忘的。不仅让建筑物有了生活的气息，也让历史建

筑在社区生活中又留下了新的记忆。想想若是在这样的博物

馆一起约会做漂亮的热熔玻璃，在彩虹礼堂有一个梦幻的婚

礼，之后还能带着宝宝到儿童玻璃博物馆玩游戏，大约就是

在博物馆萌发的浪漫愿望了。

张琳馆长希望，人们可以不去狭隘地看待“非营利”的

博物馆属性，作为一家造福于民的公共场所，博物馆重要的

不是赚钱营利，而是是否将收入用在公益事业，保持其正向、

正循环地运转下去——毕竟，一家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博物

馆是难以为继的。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博物馆的一切要透

明——玻璃博物馆可能是中国唯一一家从成立初始便开始全

透明在官网上发布中英文版年报的博物馆，内容包括展览、

员工、花费和展品、策展等，确保一切清晰、透明、公开，

诚如玻璃最鲜明的表征和品质。秉承这一轨迹，期待玻璃博

物馆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创意之路。上海玻璃博物馆

将始终以全新方式感染着所有观者和所在社区。

后记：

如同玻璃本身材质所拥有的万千变化一样，上海玻璃博

物馆将始终以独特的姿态让公众想象，理解 ，创作，分享玻

璃的无限可能。

博物馆不仅仅是收藏过去，记录历史的刻板保险箱，更

应该成为引领未来，激发无限创意与灵感之地。

左图：新近改造的场馆；右图：全新面貌的玻璃屋

来自鸭打鹅乐队的主脑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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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路漫漫兮修远                                  
上海玻璃博物馆馆长  张 琳

在 2012 的中国当代艺术界，最令人瞩目的一条新闻不外

乎是著名当代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克博士将 1463 件中国当代艺

术作品捐给了香港M+博物馆。希克博士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藏

包括张晓刚、曾梵志、刘炜等数十位中国顶级艺术家具有历史

意义的作品。在重量级中国私人藏家建立非国有博物馆或美术

馆风气日盛的今天，我一直非常好奇，为何作为拥有大量珍贵

收藏的希克博士没有自己身体力行地开一家博物馆。在 2017

年 6月，我有幸与希克博士夫妇共进晚餐。席间，我向他们提

出了这个萦绕心头已久的问题，希克博士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

的坦白和直接：“做一个博物馆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我做不到这样的投入。”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背后不仅仅是自谦

和低调，更是对博物馆事业的清醒认识：做一个好的博物馆，

是需要何等的心血和努力。无论是可见的资金还是无形的精力，

这背后的巨大付出未必是旁观者所能想象。

这让我回想起，在创立上海玻璃博物馆之初，到底要做

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如何确保一个博物馆健康长久地运转，

始终是我和团队成员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考察了世界各地上

百个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之后，有幸的是，我们逐渐摸索出了

富有自己特色的博物馆经营之路。

今天，“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事

业同样也被裹挟其中。在这样来势汹汹的挑战和机遇中，我

们需要打破传统思维方式，需要颠覆的思想，以造就无所不

在的创新。在坚守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本质与承担重要

社会职责的同时，我们决心突破这种审视博物馆的固有目光

和局限，拉近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走近博物馆，

让博物馆贴近观众。“观众，同博物馆藏品一样，是构成博

物馆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博物馆之名在其实，而非仅在

其形。作为承载着重要社会使命和文化传播功能的博物馆不

仅需要严肃而细致地对待每一件或古老或年轻，或大或小的

艺术品，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观众参观体验与精神需求。

不同于冷冰冰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机构，上海玻璃博物

馆秉持“新旧结合，有机再生”理念，逐年稳步成长。如果

说上海玻璃博物馆主馆是面对全年段、最富有知识深度和广

度的玻璃普及教育阵地，那么我们针对孩子们特别建立了儿

童玻璃博物馆则是一座玻璃知识游乐园。这座“酷玩、酷炫、

酷乐”的玻璃之城引领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知识、接触玻璃，

在这里我们携手美国塔科马玻璃博物馆共同进行的“天才玻

璃梦想家”项目鼓励儿童大胆设想，无尽创造，保护孩子们

珍贵的想象力和童真创意。而面对城市中渴求艺术，追寻新

鲜的年轻人，上海玻璃博物馆为他们奉上了连续两届“Keep 

it Glassy 国际创意玻璃设计展”，展现玻璃创意设计的国际化

视野与非凡成就。在这短短六年期间，上海玻璃博物馆不仅

受到了业界的由衷认可，也受到了观众的真心喜爱，更解决

了对非国有博物馆来说最艰难的自我发展和生存挑战。丰富

的公共教育活动，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得上海玻璃博物

馆的广度和纬度日益提升，为不同背景兴趣、不同年龄层次

的观众展现不一样的惊喜与改变。

“蜕变逐新不止步”，正如博物馆六周年所提出的口号，

上海玻璃博物馆从未裹足不前，同样在不断超越和突破自己。

2014 年正式开启与当代艺术跨界重要项目“退火”，由博物

馆邀请当代艺术家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不断触发当代艺术与

玻璃这种材质的沟通、交融与迸发，将玻璃玩出无限可能。而

今年的“天才玻璃梦想家”项目又突破性地融入了公益与环保

概念，上海玻璃博物馆邀请所有怀揣梦想与激情的人，将可能

遗失已久的梦想收藏在玻璃瓶中，一起帮助孤独症孩子们实现

自己的梦想，给“星星孩子”梦想开花的机会。自 2011 年建

馆初即被CNNGo 网站评为“中国三个不容错过的博物馆”起，

上海玻璃博物馆始终以跨界、交融为姿态，为玻璃艺术在国内

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更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超乎想象的博

物馆生活方式。当踏入上海玻璃博物馆万花筒入口的第一步起，

观众可以尽情期待一个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知易行难。经营一家博物馆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

这条道路可能孤独，却注定充满艰难。同样，这条漫长的道

路也才刚刚开始，如何掷地有声地走下去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和奉献。

道阻且长。我们依然有毅力有信心坚定前行，去做一个

有尊严的博物馆，做一个可以影响世界的博物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