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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的客厅

学界业界共议后疫情时代博物馆

主持人：欢迎大家光临上海玻璃博物馆 9 周年庆，这里是 9 周年庆特别对谈“馆长的客厅——学界业界共

议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特别活动现场。首先特别感谢各位观众冒雨前来光临我们今天的特别活动，也感谢

各位媒体朋友、合作伙伴以及我们的同行们光临此次活动。

先有请我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一位是郑奕博士，她是现任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副教授，欢迎郑

奕博士。另一位是我们的掌门人，他是上海玻璃博物馆创始人，馆长兼执行总裁张琳先生。今天两位会在

这里为我们谈一谈当下我们最关心的博物馆界的话题，同时也为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对博物馆界未来的期

望。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两位。

对谈环节

从 0到 1：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张琳：好，非常感谢郑老师在这样一个大雨天，是吧？来到上海玻璃博物馆来做一个特别的节目。我们做

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为了庆祝我们的 9 岁生日。我们 9 岁了。确实在疫情的当下，我们感慨万分，怎么我们

竟然能够 9 岁了，不容易呀。所以我想今天可能我们还是希望就疫情后的博物馆，包括上海玻璃博物馆，

因为您也是非常了解，能展开一些话题的讨论，也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观众或者是媒体感兴趣，如果大家

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参与起来一起讨论。好吧，我们就开始好吧？

郑奕：好，谢谢我们玻璃博物馆的邀请，谢谢我们张琳馆长。其实今天是一个好日子，除了是我们玻璃博

物馆 9 岁生日全面开放，同时也是父亲节，所以首先要祝我们张琳馆长节日快乐，也祝我们在座的各位宝

宝们节日快乐。

张：谢谢。

郑：那么讲到玻璃博物馆的从 0~1，1~2 的发展，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不只是见证了它的成长，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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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我也伴随它的成长。因为和张琳馆长的结识是 2009 到 2010 年左右，当时我自己还是博士生。然后我

2012 年博士毕业，开始在大学里面教学和科研工作，那么自己学业上不断地发展，事业上不断地发展，然

后从去年开始兼职我们大学的博物馆馆长，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见证了它的成长，我也伴随它的成长。所

以第一个想抛给馆长的问题是，就是，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其实我想这也是在座各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能不能为我们讲述一下这个馆从 0~1，1~2 背后的故事。

张：好的呀。那个，非常幸运，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从 0~1 的时候的一个共同的合作伙伴，

我们罗昂设计的设计总监 Frank 先生，那么等一会我肯定讲 0~1 的时候会带到他。

那么其实大家可能很感兴趣：你怎么想到做一个博物馆？为什么去做一个玻璃工？其实在 9 年里有非常多

的朋友会问我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我做这个玻璃博物馆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认识 Frank

大概是 09 年，我第一次告诉他我要做一个博物馆，他竟然问我：你疯啦？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这个东西？

而且在这么一个宝山这么一个地方，都是集卡，没有人来的。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玻璃博物馆？

当然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的一个故事，其实我在做玻璃博物馆之前，是做进出口贸易。那么由于做进出口

贸易，就在那个时候非常有机会去全世界各地做生意。

08 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了英国伦敦，去看了一个著名的大家可能也都熟悉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

么那个时候的大英博物馆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讲的厉害，不是他的展品，不是他的空间，是他的一种

服务。就有一个看上去很亚洲的姑娘就来找我，她说你需不需要我帮助你？讲中文，非常亲切。我说好，

你能讲中文帮助我当然是最好。那么她就带着我去进行博物馆的参观。她告诉了我一个可能是背后的故事，

她就问我，她说你知道大英博物馆是怎么会有的？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那么当然像郑老师这样，学博物馆学的这个博士她肯定是很清楚，但是对我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肯定是

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么她就告诉了我这个背后的故事：1753 年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叫 Hans，他喜欢

做收藏。在他临近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遗嘱，他把他一生收藏的 7000 项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宝贝

他就捐给了大英政府。在这么情况下大英政府也很牛，他说你捐给我这些东西我没有房子，我怎么去展示

给公众看？他就征求他的国民的意见，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税？交点税了以后，可能我们政府就有钱了，

我们就可以去盖一个 building，盖了一个 building 以后就可以让我们的国民去看这些文物，全世界的东西。

所以大家于是乎都同意，那么接下来就有了大英博物馆。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感觉，我在做玻璃进

出口贸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这些全世界各地非常好的一些产品，我想我是不是应该也回去做一个博物

馆？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进出口贸易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也越来越难做，于是乎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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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做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信心。

那么当然了，想做一个博物馆也是跟大英一样的，需要一个 building，对不对？那么我就找到了 Frank，我

就跟他讲我有一个building 是吧？这个 building 过去是一个玻璃工厂，那么我希望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

你说是不是可以？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是认为不可以，但是他想要做我的设计费，他就说可以。那么这样的

话我们就开始合作，就开始了上海玻璃博物馆的 0~1。

郑：谢谢馆长跟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说从 0~1，这是一个又破又立的一个过程，所以 0~1 一定是最难的。

馆长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难的事，给您特别大的挑战。

张：有，非常多。那么反正因为正好今天 Frank 坐在这里，我讲这些挑战的事情肯定是跟他都有关系。而

且前天宝山区的那个时候支持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副区长，他也来了。他在跟我也在做了一个回顾，我

们回顾一下玻璃博物馆当初是怎么克服困难的。

那么第一个非常难的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大家知道前身是工厂，所以这块土地是工业用地，不是文化用

地。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政府也没分的这么清楚。当然现在我们这一块政府的规划是文化艺术用地，那么当

然因为是有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做的比较好。那么为什么说带到 Frank 呢？就是大家看现在进来的长

江西路，长江西路的门口原来是有一排房子的，我们并不是博物馆的建筑直接面对马路的。那么大家知道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靠马路的是什么？是商铺对不对？商铺是不是可以做生意？特别可以收租金

的，特别值钱的地方。而且马路还有趣是什么呢？这个房子一半是我的，一半是邻居的，并不是全部是我

们的。

那么 Frank 他给我设计博物馆的时候，第一个他就讲前面一定要有个广场，而且是要有一个大广场。我一

开始就感觉疯了么？把房子都拆掉了？这个是商铺，再怎么这是上海的房子，都是几万块钱一个平方的，

你就把我拆了？所以我是万般的不舍，因为那时候对博物馆的理解可能跟今天也不一样。那么我就跟他一

直在 argue，我说这个不行，我不能拆，我要做生意的，这个博物馆可能会亏钱，那么这些商户可以收租

金来养这个博物馆。我说你不能拆，拆了我这个博物馆可能就不干了，是吧？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不妥协

的，哪怕是赚了我的设计费，他也不妥协的。他说不行一定要拆。那么两个人在僵持。

僵持的时候，他有一天抱了一个老虎来找我，什么老虎呢？看来是一个玩具的老虎，一个 toy，soft toy。

我想这个人有点怪，他今天买了这么大一个老虎，怎么？给我女儿做礼物啊？因为那时候我女儿还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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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他跟我讲什么？他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说你要想做一个博物馆，你一定是需要前面有一个公共空

间。他说除非你是做一个博物馆是讲的玩玩的。我说不是，我是肯定要做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克服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个我损失了非常多的资产，对不对？房子拆了；还有我还要去把邻居的房子买下来，

也把它拆了是吗？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现在玻璃博物馆门口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这么一个广场，那么到了

夏天大家都非常容易这样进来。不管你是坐公共交通还是坐自驾车，那么我们在这边进来都非常的方便。

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从 0~1 的时候碰到的这一些小的困难，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因为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也不一个一个例子的讲了，就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么一个故事。

郑：这个有趣的故事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也谢谢 Frank 设计师的一个非常前瞻性的眼光。因为我记得

我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承接了国家文物局的一个课题，就是研究博物馆年报制度。然后我在阅读美国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的年报的时候知道说，它后来的建筑的一系列的更新改造，包括它现在拥有的台阶和喷泉，给

予他今天的发展其实带来了非常大的助益。民众都反映说你绝对不能动我们的台阶和喷泉，虽然说在纽约

寸土寸金的地方，其实它的丰富空间也不算很大，但是之于民众是一种必需。同时也给整个博物馆提升了

它的公共空间和展教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比率，所以我觉得 Frank 先生的举动的确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非国有博物馆的困境

郑：刚才张琳馆长也提到了，其实作为一座非国有博物馆的话，我们从 0~1 也好，1~2 也好，面临的困难

是比国有博物馆更多的。因为我曾经听龙美术馆王薇馆长，她谈她因为当时在徐汇滨江那边做博物馆，她

就讲到说你们不要小看每天的水电煤啊！工业用地和民用，还有艺术和文化用地的水电煤都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张：像我们到现在还付工业用地的水电煤，比民用的大概贵三倍。而且国家文物局已经是有明文规定的，

一视同仁。我们拿了国家文物局的文件去找上海市供电公司。他跟我讲，没用的，我不认可，我不是属于

国家文物局领导的。他说你有本事拿上海的。我没有本事我就算了，我们就付。

郑：所以这也呼唤我们政府的顶层设计和中层设计，在各个部委之间，各个部门和单位之间需要有更多的

联动机制。因为一视同仁，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们 2015 年的博物馆条例，那么是我们博物馆界的最高大法。

而且根据最新的数据，就是今年的 518 国际博物馆日，刘玉珠局长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的非国有博物

馆增速是远超国有博物馆，现在已经达到了三成。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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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如何定位自己？

郑：好，我下一个想问馆长的问题，讲到我们博物馆的 0~1，1~2，就是我非常想了解它的一个定位的问

题。因为我们知道上海玻璃博物馆其实它有一系列的“之最”，比如说国内第一座以玻璃为主题的博物馆；

还有我们可能已经去过或者即将要去的，就是它内设了一个儿童博物馆，是以玻璃为主题的。这其实都是

它记录上的之最。所以我想问问馆长，这些定位是一开始就有的吗？然后在这 9 年的历程里面有没有一些

调整和改变。

张：应该说是一开始就有的。因为今天非常好，我刚才一直在讲 Frank 在，我非常开心。我们在讨论博物

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过很多次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讨论，是什么呢？设计公司，他那个时候把博物馆

分成一类博物馆和二类博物馆，什么叫一类博物馆？什么叫二类博物馆呢？他认为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市中

心，博物馆参观的时间是少于半个小时的，只有一些简单的常设展的话，他就把它定义为一类博物馆。它

这个定义非常简单，就是看你参观时间。因为对大家在社区工作或者生活的这些市民来讲，他可能偶尔来

去一个博物馆，交通也很方便，可能他就感觉我去看一下，半个小时他就走了。他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

对他来讲都几乎没有，所以很方便，是吧？他说你这个属于第二类。

第二类博物馆是什么呢？他说你从市区，大家可能刚才也是的，过来可能要花半个小时以上，甚至于 40

分钟到 45 分钟的路途的时间。那么第二，他说人家来了这么点时间，也让人家半个小时走，这个时间成

本太大了。我们不讨论价格，我们只讨论时间，他说你这个时间成本太大，所以他说你应该留住人家。他

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设计标准，他说留着人家两个小时以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所以我们在设计博物

馆的时候，其实就想如何把人家留在这里两个小时以上呢？那么我们就考虑去做叫互动体验型的这么一个

社区化的博物馆。因为我们一开始就非常强调互动体验。我们可能是全中国的博物馆行业里面，第一个开

始有 DIY 项目的。最早那个时候所有的国有博物馆也好，非国有博物馆也好，那时候他们就根本没想到在

博物馆里面可以动手做东西。

郑：您还记得 DIY 这边是始于几几年吗？

张：2011 年。一开馆就有。2011 年我们就有 DIY 项目，我们开馆的第一天就让很多的观众去动手可以做

东西。那么第二个我们非常注重就是说这种体验，所以我们 2011 年开馆的时候就有吹玻璃表演，让大家

可以看吹玻璃表演。吹玻璃表演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当然那个时候是免费的。至少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去过

威尼斯，所以他不会看到吹玻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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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我去过威尼斯，也没有看到过吹玻璃表演。

张：是吗，哈哈哈，你可能没去 Murano。威尼斯它有一个小岛叫 Murano，Murano 那个岛上，就会有很

多吹玻璃的表演。那么我们一开始就有了吹玻璃的表演以后，我们那个时候成功地把观众留在博物馆两个

小时。那么所以大家哪怕开车来，他的时间成本就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他可以待在这边时间比较长。当然

了，那个时候 Frank 也告诉我一个缺点，什么意思？他说时间长他要喝水，怎么买水？我说这倒是，所以

后来我们就把博物馆做成了 Museum+Coffee+Shop，整个一个整体，我们把它叫博物馆。那么后来由于这

是一开始的定位，那么随着我们要考虑生存问题，我们还要考虑可持续的能够让博物馆得到发展。所以我

们到 2015 年的时候，感觉家庭、亲子在博物馆的属性是刚需。所以我们在 2015 年做了儿童玻璃博物馆，

就这样慢慢的就是形成现在这么一个规模。我们从最开始的 3000 平方的场馆，一个场馆，到现在为止，

已经整个面积超过 2 万平方，18 个场馆。所以 9 年就是通过这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今天我们不单是

希望吸引亲子家庭，我们还希望吸引时尚青年，这些爱好艺术，爱好文艺的青年，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这

两块都能够给观众带来非常好的体验。

郑：所以我们是属于目标受众当中的时尚青年。然后其实我觉得玻璃博物馆发展至今，它其实已经不是一

个单纯意义上的 Museum，它其实是一个 Museum complex，它是一个集群。刚才张馆长已经揭晓了这个

18 号，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交流说，已经到了不得不编号的时候，否则的话太多了，大家会混淆。

已经到了不得不将这些珍珠串成线的时候，然后形成面的一个规模。

我觉得也很好奇，刚才馆长提到了，Frank 提到了，有一类博物馆和二类博物馆这个分类，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这边也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新的分类。其实去年我在采访张琳馆长自己做项目，做课题的时候，采访

的时候也问到过他，我们有交流过，就从国际的城市规划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会把博物馆分成两类，就从

城市规划的角度：会把博物馆一类叫做 Neighborhood Museum，社区性的博物馆；还有一类叫做地标性

的博物馆，Landmark Museum。但是这两类博物馆本身它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它的一个区别在于哪里呢？

它主要是通过观众结构来体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座博物馆当中，观众结构当中游客越多，那么它更倾

向是一座地标性的博物馆；如果游客相对少的话，更容易是一个社区性博物馆。所以我说我们复旦大学博

物馆是一个当仁不让的社区性博物馆。但是地标性博物馆我后来就做了相关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说大家越

来越注重游客的这个比例，因为游客花的每分钱其实不只是为这个博物馆，也为当地经济做出来的贡献，

会带动衣食住行用。所以我们知道博物馆免费开放是始于 2008 年，当时是中央的整个顶层设计。但其实

全国最早的是始于浙江省，而浙江省最早的是始于杭州市。他们当时就发现说如果博物馆不免费的话，三

座当中我挑一座，可是如果都免费，西湖边上的都免费，大家的心态就是说我都想去，或者我至少要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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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的更多。时间越长，消费也越多，所以对地方经济的带动很重要。

那么我就想问问馆长，今天发展至今，您觉得您的博物馆还是一个社区型博物馆了吗？还是说在往地标性

博物馆晋升的路上，或者说已经是一个地标性博物馆？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本身也是一个 4A 景区，所以我

觉得玻璃博物馆在文旅融合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先行者。

张：应该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的话，我当然是希望成为地标性博物馆。因为非常可能也自豪地讲，

在非国有博物馆的这么一个领域，其实像我们这种规模其实已经是属于非常大了。因为我现在也一直很

confuse 的是什么？往往大家对博物馆，除了对这些地标性的博物馆，大家可能都知道要花很多时间。

我举个例子，你去大都会博物馆，可能你在预测时间的时候，你就会讲我今天一天。我去年 5 月份在纽约，

我同事跟我一起去，他们都非常激动地讲，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去，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一整天啊？对吧？

当然我肯定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偶尔去纽约，去看大都会博物馆，你不给他一天，他不是白来了吗？

他怎么对得起他这张飞机票对吧？那么由于我因为去的次数很多，我会这一次去看什么厅，下一次去看什

么厅对吧？我就把它分开来。那么其实他们看完了以后告诉我一天都来不及，所以我们上次去大都会博物

馆，我们后来按照行程还多了半天。

而且大都会博物馆非常好的是什么？他很 nice，他那张门票可以用三天，就说你买了一张门票，你今天不

是走了吗？没关系的，你明天后天也可以来。他这个博物馆太大了。所以像地标性的博物馆，其实你肯定

是会安排非常多的时间去参观。那么像我们这个叫行业类专题类的博物馆，大家脑子里其实有一个固化的

这么一个概念，去玻璃博物馆半个小时差不多了，一个小时最多了。那么往往他在没有来，他也对我这边

了解的不多，这么一个情况下，他就选择不来了。要花半个小时来，结果看一个小时可能就走了是吧？时

间成本不合算，他就不来了。他有脑子里固化，像你们这种博物馆就一个 building，是吧？一个 building

看看一个小时最多了，他不知道我这边，其实我刚才讲 18 个场馆，是到 8 周年。我知道去年又增加了 2

个，现在是 20 个，是吧？像我们这种博物馆，我又没法讲，我是一个博物馆的综合体，对吧？我有什么

什么。我们虽然现在也叫博物馆 Park，但是对大家来讲，大家可能更关注的你是一个博物馆，他把 Park

忽略了，他不会去。因为没有博物馆公园的或者叫博物馆 Park，园区，这么一种国际称呼概念。所以就变

成很难。你要让大家来了解你，你怎么为自己画像？很难。那么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地标性博物馆

的话就不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其实肯定是上海玻璃博物馆希望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疫情的冲击下，那么我慢慢的就感觉可能也不一定要大，等一会我们可以围绕这个议题，我们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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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讲一些我自己的感受。我认为可能我们是应该把现有的东西做得更深，做得更精。因为光“大”可能是一

条路，但是现在这么一种状况下，“精”可能是另外一条路，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可能我会选择往“精”里走。

始终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

郑：谢谢馆长的分享，我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我很感兴趣的是 Museum Park 的定

位，为什么？因为其实地标性的博物馆的话，全世界也有不少，中国也有不少，上海也有不少。但是从这

些 Landmark Museum 当中，能够把自己 define 成一个 Museum Park，我觉得这又是一种 work，所以我觉

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也给了我启发。

那么我个人对玻璃博物馆的认知，这些年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方面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受。一个是什么呢？它

是第一座在中国成立博物馆理事会的馆，而且它完全是自发的。在我们没有中央的顶层设计号召场馆要成

立理事会的时候，它就成立了。所以当年成立的时候，国家文物局的分管副局长等都过来做调研，因为是

第一个自发成立的，这是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它的年报制度，这当然和我自己做的年报的课题有关。然后我在研究年报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玻璃博物馆遥相呼应的是谁呢？是我们美国大都会。为什么？因为玻璃博物馆成立之初，就

开始有年报了。当它是一个嗷嗷待哺的 baby 的时候，它就在做年报了。然后我昨天晚上还特地去查了，

包括让我的学生去查了大都会的数字。大都会是 1870 年成立的，但是它是 1872 年对外开放的，然后他在

1871 年的时候拥有了第一份年报。因为我们知道年报的话一定要有一年过了才有年报，所以他 70 年成立，

虽然没有开放，但是他的 trustee 都有，然后他有内部的运营等等，所以他 71 年有了第一个年报。然后我

们的玻璃博物馆也是开馆之初就有了自己的年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棒的，一个体制机制上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博物馆，往往会从一个点上去看。可是因为我有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我会从背后

去看，以一个相对客观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去看。所以我想问问馆长，是什么促使您就是说在一开

始就从这些体制机制上去做努力，然后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先行者？

张：好的呀，这是其实这跟玻璃博物馆 9 年的变化一样，正是一个不断的 update 的过程，这个也并不是

说一开始我就像现在那样把年报做的很丰富，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想法。包括我们的理事会制度一样，那

么我在想做一个博物馆和之前在做一个博物馆这个时间段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外行。因为想做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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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于你了解一个博物馆。那么通过一开始做一个博物馆跟设计公司的一些讨论，包括自己的一些学习，

我知道博物馆的整个一个组织架构非常重要，对一个博物馆来讲。那么我在博物馆还没有的时候，其实我

已经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律师，跟律师去讨论组织架构，那么律师那时候给我一个非常透明的这么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他告诉我，西方的博物馆它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中国的博物馆它的组织架构是什么。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哪怕到今天，可能很多的博物馆，它还是馆长负责制。你去看博物馆的一些章

程，它可能都是馆长负责制。中国因为喜欢找一些专业背景的这么一些学者，可能是成为管理者。那么你

看医院，院长负责制；学校，校长负责制。那么院长、校长、这个、这个、包括博物馆的馆长，其实他们

都是一个学者身份，他们可能都是教授。对不起郑老师，我不是给你画像，我只是在讲这么一个专家学者。

那么我不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喜欢做博物馆，如果我要去复旦大学，去读一个不要说博士了，读一个硕士

可能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郑：谦虚了。跟大家来剧透一下张馆长的学术背景，他本科学的是跟玻璃有关的，所以是科班出身。然后

他硕士是 MBA 出身，所以是经营管理之道，比任何的馆长都要谙通。

张：那么西方就不一样，西方把学术和管理是分开来的，是吧？它其实博物馆的一个管理，它都有一个叫

president 的这么一个职位。那么我就跟律师在讨论了，我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中国的法律，大家一

定是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因为你在中国成立这个博物馆，借鉴西方的这种管理模式，去帮我制定章程。那

么这个律师因为本来也是一个涉外律师，他两边都熟，他其实在帮我设计章程的时候，也看了非常多西方

博物馆的章程，当然也包括大都会博物馆的章程。

他那时候着重跟我讲了大都会博物馆的组织架构，这样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事会。理事

会是做什么的？理事长是管什么？馆长是做什么的？总裁是做什么的？就说所以我们的章程其实是跟一

般的博物馆章程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同时在跟他做这些交流的时候，就让我清晰地感觉，因为博物馆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作为一个非盈利

机构，就是要透明。透明，怎么透明？做年报。你应该把每年你的一些情况跟公众报告，所以我们今天从

你那边也得到了一个信息，我也非常开心是什么？大都会博物馆是一年以后有年报的，我是半年以后就有

年报，因为为什么？我们是 2011 年 5 月 18 号开馆，那么我们到 2011 年的年底就有了第一份年报。因为

我们按照中国的惯例，一般都到年底对自然年的年底就开始有年报了。当然那个时候的年报相对来说比较

简单，就是说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一年的一些情况而已。那么同时我们也不断地在学习，包括我们也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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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博物馆系的研究生是吧？他们包括还有其他大学的博物馆系的学生，他们来了以后，其实在年报这一

块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也看了非常多，像大都会，包括我们比较专业的就是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

年报。我很自豪的讲，我们现在比康宁的年报做得更好，因为可能我们的整个年报的整个一个风格，整个

内容的介绍，更像大都会。

郑：稍微再聊几句年报。因为其实大所有的年报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去上玻璃博物馆的网站，而且它是

国内仅有的中英双语的，所以我觉得这在它的国际的发展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还有更多的外国的受众

可以阅读到我们玻璃博物馆的详情。而且因为我是在做这个课题研究，所以在研究国内博物馆年报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三家博物馆让我印象最深刻：南京博物院。它是体量非常大。当然有一些博物馆它叫年鉴，故

宫啊，有些叫年鉴。南京博物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除了做自己的龚良院长，要求除了做自己院

里的，部门都有年报；还有一个苏州博物馆，另外就是我们玻璃博物馆。但是苏州博物馆和玻璃博物馆是

仅有的几个公共财务数据，这个很厉害。为什么刚才提及张馆长的学术背景，我说非常谙通经营之道，因

为在我们玻璃博物馆非国有，然后地理位置又不占优势，这个行业类的博物馆。所以它其实一开始 0~1 和

1~2，它面临的挑战绝对是大于其他博物馆的。

郑：可是这个馆长我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财务的数据。

张：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都公开的嘛。

郑：我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按了很多计算器，梳理了他们的数据。在最新一次，应该是去年的 19 年的。

张：对，19 年的。

郑：有可能是 18 年的数据，21 万观众。

张：对 18 年的，19 年是 29 万。

郑：但是总体收入达到 4000 万，然后其中是 2000 万的门票收入。大家可以算一下，我把它全都测算过，

人均门票是九十几块。大家想小朋友的门票是低于成年人的，然后像我这样是永远是蹭着门票来的，不付

门票的。所以在这样的分红下面，人均可以达到九十几块，非常厉害了。还有一个是另外有 2000 万的其

他的营收。大家可以知道说，它绝对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地标性的博物馆，而且它的经营之道是非常值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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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习的。

张：谢谢郑老师的夸奖。

从“踩油门”到“踩刹车”

郑：回归到今年的大主题，就是疫情带给大家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张馆长前面很谦虚，讲到今年和去年的

比，因为这个不只是我们玻璃博物馆遭遇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全世界的博物馆的共同的挑战。甚至我在

阅读国外的一些新闻的时候，讲到说国外有一些博物馆可能就永远的关闭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讲人

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遗憾。我想了解的是我们玻璃博物馆您前面也提及了，原先是想在规模上要扩大的基础

上，现在觉得说疫情带给大家更多的踩油门之外的一个踩刹车的这样一个思考，是不是往“精”的方向去发

展。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馆长，就是我们在疫情之后，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想法和一些创新性的举动？

张：好的。跟大家交流一下疫情发生了以后的一些感受，也是可能我的一些思考。今年的疫情特别突然，

我是 1 月 23 号晚上 10:00 接到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微信，他说市政府规定明天必须闭馆。其实大家知

道这个疫情来多多少少我们还是存有一些侥幸心理的。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武汉会这么严重，虽然我们

在 1 月 22 号、23 号，可能 21 号这几天，我在巡馆的时候已经看到有观众戴着口罩来参观博物馆。我的

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准备，我让我们的员工去买了很多口罩，那个时候口罩还不紧张，买了很多口罩，我

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年初一要开馆了，而且我每年年初一是做好为观众做免费讲解的。我每年年初一从

来不出去，就在博物馆。做什么呢？做免费讲解。观众喜欢，我每一次讲解有几百个人可以跟着我走来走

去。好像有一年年初一你也来的对吧？

郑：带着小朋友来了，而且年初一的时候大家来还有礼物可以拿。

张：还有一个红包，当然这次给大家可以有些优惠券是吧？都做好准备了。其实我也不想放弃。那么接到

文物局的信息了以后，我其实还在挣扎，为什么在挣扎？因为 24 号是大年 30，本来我们就闭馆，这一天

我不需要马上去公告大家。所以一般其他的博物馆像上博，他们晚上就出来公告了，他们那时候公告其实

也都讲正月十五开馆，就是两周时间。那么我就感觉真的要闭馆，这个时候能开馆吗？我是挣扎的，没有

信心。到了大概 12 点左右又来了。你们公告出了，我就跟他讲，我们明天本来就闭馆，如果有问题，我

们明天会处理。到了第二天 1 月 24 号的中午，我一看迪斯尼也关掉了，我想可能我是必须关了。所以我

就跟我的同事讲，发公告：关。而且我的公告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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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天发这么一个公告。但当初谁也没料到，这个博物馆竟然关了 88 天。我们 4 月 28 号部分复馆，关了

88 天。88 天其实对一个博物馆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边做了 9 年，对这个博物

馆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们喜欢看有人，我们喜欢在这边看到人流，而且我们在做博物馆的发展的方向来讲，

我们希望是成为一个......所以我们本来的计划，其实我们跟很多地产商在合作，我们希望用玻璃博物馆这种

模式，能够去全国。我想如果像玻璃博物馆这种模式，能够在全国几个大的城市都有的话，你不是 landmark

也是 landmark 了。而且有些项目已经谈到非常深的地方，包括可能已经设计图都出来。但是由于这次疫

情，大家知道地产商日子也很难过，所以可能他们把这些项目也都 cancel 了，是吧？

那么这个就对我来讲，我感觉可能我们过去油门踩得快一点，那么现在正好一起让我们开始要踩刹车了。

那么我们就踩刹车吧，我们把每一块都做得更精，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始终认为是博物馆在疫情下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因为为什么？大家知道，其实这个疫情把人和人

之间的这种联系都割裂了，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这种联系割裂了。博物馆是正好去建立这种联

系，我们有这种责任，让大家建立这种联系。所以我想我们博物馆今后的一个方向，就是如何去建立疫情

后，人和人的这种联系在博物馆里面发生。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地可能把我们的大的方向也是朝生活方式的

这么一个方向去努力。那么建立各种各样新的这么一些活动、项目、产品，让我们的这些家庭能够通过博

物馆建立更多的这种联系。

郑：谢谢馆长，其实疫情的话真的是无一能够幸免，只是程度区别而已。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

同的危机，其实给予了我们更多自省和思考未来发展这样一个机会。我记得以前在做博物馆研究的时候就

讲到说一战和二战时候，英国的博物馆代行学校之职。当学校的大门都关闭的，包括很多老师上战场去当

兵了，这个博物馆代行学校之职；还有在 2007 年 08 年的时候，美国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博物

馆联盟现在叫联盟，还有他当时的他的联邦政府机构就是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协会，他们都出炉了专门的

白皮书，绿皮书，就是讲说在经济危机之下，博物馆该如何给我们的民众更多的引导和扶持，包括给予大

家心理上的疏导，给予大家更多的安全感。

张：对，所以我们今年下半年就是我们想通过线上，就是说去做公教，让更多的孩子，如果你哪怕不来博

物馆，你也能够听到博物馆的声音，你也知道博物馆在做些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博物馆开着，但

由于疫情，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博物馆可能又要暂时关闭。但是我认为不管博物馆物理空间，关和不关，

但你需要承担的这种社会责任，你还是应该去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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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我记得前两年，有一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就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工作”。所以疫情之后

有媒体来采访，问我最多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很多博物馆在收集抗议的见证物，还有一个就是说云看

展模式的风靡。所以如何在未来的时空下，在暂时没有办法看到疫情终结的情况下，如何让我们博物馆更

好的闭馆而不闭客？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博物馆人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这是现在当今可能全世界的话题。刚才一开始讲的大英博物馆，我记得大概是 2020 年 3 月 18 号闭馆，

到今天都没有开馆，是吧？所以在 518 的时候，世界博物馆日他们让我们大家做一个视频。我就在讲，其

实在中国的博物馆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竟然能够在今年的 518 还能够迎接我们的观众，我们完全感到是非

常 lucky 的事情。

“教育始终是博物馆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郑：这其实也是我们所有博物馆人，是所有博物馆都肩负的一个社会的职责。那么讲到社会的使命性和宗

旨方面，我也想问问馆长一个关于教育的问题。因为其实当博物馆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有来看过，然后

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看到门外的广场上停着几辆黄鼻子的校车，我知道是国际学校的校车。然

后当时的教育空间还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是我跑到教育空间里面，我看到小朋友，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国

际学校的，他们在玻璃器皿里面画画。虽然他们做的东西这个是现成的一个玻璃器，在上面画画，但是我

太佩服小朋友的想象力了。当年很火的愤怒的小鸟，小小朋友就画在玻璃器皿里面，然后我觉得我都画不

出来。所以很想问您一个教育的问题，当然也有我的私心，因为我的研究是主攻的是博物馆馆校结合，博

物馆教育。去年也很幸运的一份内参得到了常委的批示，所以也就是说教育其实是一个全中国都在关注的

一个问题，就是博物馆如何跟中小学教育，甚至是我觉得放到一个更大的边界下，如何跟我们的幼、小、

中、大来进行一体化的一个串联，我们有没有什么未来的计划？

张：其实上海玻璃博物馆非常注重跟学校的这种互动。我们今天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国际学校来参加我们这

边的活动，好像我听说就有什么上海中学国际部，他们大概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就来玻璃博物馆，而

且他们来玻璃博物馆是非常多次，并不是第一次。昨天我去参加了在我们博物馆我去接待了一帮国际学校

的小朋友，他们提了非常有趣非常多的问题，我大概跟他们也交流了一个小时。那么其实同事有时候也在

讲，他说馆长你为什么要去？这个么找一个同事去接待一下就好了，我说不要，我要跟小孩去交流，我要

知道他们在想一些什么，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博物馆。

那么我始终认为博物馆不管你希望朝哪个方向去发展，但是教育的功能始终是博物馆必须承担的一个社会



14 / 19

责任。所以我们其实现阶段，我们跟上海的非常多的一些教育机构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那么现在这一块

我认为我们主要还在进行一些美学的教育，因为其实现在的孩子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美学的教育。因为我

们的知识教育其实我们的学校都很棒，都非常的厉害。那么他需要的是来博物馆看一些比较艺术的东西，

可能去做一些美的事情，那么这样其实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益处。

所以我们今年可能还会去编一整套就是说公教的这么一个教材，那么通过线上可能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接

触。包括我们的儿童馆，本来在疫情前，其实我们有计划，我们会进行改造。因为这是 5 年前的儿童玻璃

博物馆，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更新的儿童玻璃博物馆，能够让这些儿童有更好的体验，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

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做。当然我们也希望得到郑老师这边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因为郑老师我是读过你那本教

育研究的书的，那么确实儿童教育对博物馆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可能将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

可能也会请教你。

郑：好，谢谢馆长，谢谢馆长。其实疫情于我个人，除了有这个挑战也有机遇，因为疫情让我闭门，然后

在写第二本书。所以等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陈送我们馆长。

我觉得教育是一个中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馆长前面提到说亲自播种一小时，跟小小

朋友们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举动。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说所有的黄鼻子校车，

当他在马路上行进的时候，哪怕是总统的座驾都要让道于他，为什么？因为他说未来的总统可能就在那部

校车上。所以我觉得把教育放在博物馆的一个首要目的和功能来看待来对待，这其实也是一个久久为功的

这样一个事情。

“长久”是我们的愿望

郑：讲到九这个数字，其实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久久为功、

九五之尊，为什么都选择这个九字呢？包括在佛教当中，还有在我们《易经》、《道德经》当中，其实都对

九字有不同的阐释。所以也值此我们博物馆的 9 周年之际，我们也很想听听掌门人对他的 baby，9 岁的

baby，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忆？

张：好的，我们这一次 9 周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正好是在疫情后。那么其实今年大家都活得不容易，

对不对？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有非常多的压力。所以我们在做 9 周年庆活动，在设立主题的时候，我们

倡导拔掉插头，放松，扔掉你的屏幕。大家知道这个对我们的束缚也太大了。天天在看信息，消息，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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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大脑思考，哪几条消息是真的，哪几条消息是假的。那么所以我们这次 9 周年从大的想法来讲，就让

大家放松，来博物馆，来博物馆的户外空间，去享受阳光。

那么我们中文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是希望就是博物馆，因为这个镜子跟玻璃有关的，我们希望博物

馆能够星星之火，能够永远的燃烧着，这个火不能熄掉，是吧？那么我一直在讲 9 嘛，肯定给大家更多的

可能是九五之尊，九九归一。我说我很简单，我希望长久，就像火能够生生不息的道理一样。为什么长久？

我说这个可能跟我的个性，跟我的属相都有关系，跟我的星座都有关系。我做一件事情，我就希望把它做

成产品。就像我说 20 年前我在做公司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公司的文化就是说我们可以小，但是我们希

望做一个长久性的公司。后来我做了这么一个博物馆，当然一开始想做大，那么通过这次疫情，我也感觉

我们可以小，我们就这么大可以了。但是我希望长久，我希望上海玻璃博物馆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这是

我对 9 周年的一些理解。谢谢你提这么一个问题。

郑：除了是应景的一个九，我觉得张馆长刚才分享的其实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鸣度。我觉得这个九，

不止是九九归一或者是久久为功之类的。前两天我在读一些小说和散文的时候，我听到看到里有几句话让

我印象挺深刻的，在此也与各位分享。大致意思是说只要活着，故事就没完；生命很长，未来峰回路转。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挑战与机遇下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既踩油门又踩刹车的

这样一个机遇，同时也给予我们更多的空间来做一些消化，来做一些深耕厚植。对，这是我觉得我们所有

人，所有机构都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在张琳馆长、掌门人的创新理念和务实实践的带领下，其实我们博物

馆未来可期。也会有更多的惊喜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受众，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受众能够来共同见证它的

成长，来参与它的成长，然后也共同的来打造这座属于我们的，属于这座城市的，甚至是属于这个国家，

全世界的共同的文化空间。馆长，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时间给我们的观众？

张：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比较耐心地听我们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听我讲一些可能很无聊的故事。那

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你们，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你们感兴趣的，可以问我们郑老师。

郑：其实一个小时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上次我自己来采访馆长的时候，一个下午都觉得意犹未尽，很多

点其实是可以触碰火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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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环节

问题一：怎样看待线上展览对于线下展览的冲击？

郑：我觉得之前媒体也有来问我说，线上展览这个是一时的还是更长久的？我觉得有机遇也有挑战，首先

不是一时的，其实任何东西的产生从 0~1 一定是有背后的根源性，而且供给是根据需求来的，只不过说这

次有一时的爆发，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那么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其实更关心的并不是说在线展览的规模的扩充，我觉得更多的是一

个需要质量提升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我觉得去博物馆实地去看实物，我觉得它永远具有不衰的魅力和价

值。所以在线展览的话和线下的是一种配合，是一种互补，我们仍旧说鼓励走进博物馆，走进它特殊的社

交文化空间里面去，真实的感受。

在另外一个层次上面，在线展览的话，我觉得当然它突破了这样的时空的一个界限，给更多人更多受众能

够享受博物馆文教资源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就未来的话要考虑它的一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不只是一个形式，所有的形式其实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是为主题服务的。我觉得从主题和内容上去深耕

厚植，这个是更重要的。

打一个比方，就这些年我们博物馆的文创大发展，然后好多博物馆自己在开发或者跟别人联合在开发。但

是我 10 年在美国做访学的时候，我花了 4 个月的时间在史密斯博物学院做深度研究。然后是史密斯博物

学院的话，它是全美国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集群，它的文创当然是做得相当好的。可是它的宗旨是什

么？它的宗旨是从藏品当中获得灵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开发不是拍脑袋出来的，或者说只是为

了形式而形式。这和我们的在线展览一样，而是基于我的藏品。我有那个需要，同时我背后有足够的研究，

我才来进行开发。

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展览在线化了之后，我觉得不只是一个拍摄，一个 360 度的这样一个长线。我觉得关

键是呈现哪些主题，呈现哪些内容，哪些是观众真正需要的。我觉得供给侧改革虽然是经济领域里面原始

的事物，可是其实与我们博物馆领域，文化教育领域都有一个非常共通的深刻的道理，就是我的供给要根

据我的需求，其实我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公众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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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玻璃博物馆未来在运营策略方面的改进？

张：其实通过这次疫情，其实让我也更多地反思。其实博物馆的服务非常重要，为此其实我们现在组建了

一个新的团队，我们可能过去考虑更多的是发展，我们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上面。那么好像观众来了，

好像他花 100 块门票来了，应该的，反正他看就是了。很多服务的点，其实我们是慢慢在退化。

我举个例子，可能我们更多的 365 天，就注重我这个馆长年初一的一个免费讲解，好像做做形式。这个是

远远不够。其实非常多的人来博物馆，是需要讲解的。我们过去也非常简单化，怎么叫简单化？你扫个二

维码自己听着。但是不是，二维码没有温度，你扫了个二维码确实能自己听，如果你有问题，你问谁？你

问二维码？当然也可以，但这个都是相对来说是要一些理工男才能操作，对不对？一般的老人小孩他们怎

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就每天增设了非常多的免费导览，让观众可以来博物馆听。像我们刚才那位小姐姐，

她就是一个免费导览员，她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就为大家来做导览。我们还增设了非常多的专题导览，Frank

认识的俞旭，他现在也有工作，经常要去做园区发展的导览，就告诉大家刚才我讲的那些故事。其实这些

故事有些观众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会提供非常多个性化的服务，让来博物馆的人真正有好的体验。你既

然是一个互动体验型的博物馆，你一定是要能够做到真正让观众的感受是一个好的体验。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就是说这是一些具体的措施，就是我们希望把服务提升。包括我们下半年，可能我

们还会推儿童版的热力剧场。我们现在热力剧场，他们就有反映，很好。不知道大家观众去看了没有，看

过的人都说很好，但是有些孩子不喜欢。孩子感觉声音太大，看不懂。一个梦？什么梦啊，对不对？所以

我们下半年就会去推儿童版的热力剧场，我们让更多的儿童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情景，去观赏

玻璃，吹玻璃的表演。那么诸如此类，我们会有非常多提升服务的措施，让大家对博物馆感兴趣，能够进

博物馆。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我们的网友满意不满意，如果有什么更感兴趣的，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系，我们

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刚才郑老师的话题我也非常赞同，100%同意。就是上海玻璃博物馆在疫情前，我们就跟谷歌有合作：

Google Art Project，他们在上海只邀请了几家博物馆参加了这个 Google Art Project。那么我们希望，其实

没有疫情我们也需要做线上，我们也需要让大家可以非常容易的 touch 到我，对吧？但是我这里还是要做

个广告，你真正要来看，实物可能比线上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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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寄语

主持人：好，相信我们的网友也感受到了我们上海玻璃博物馆真的是不仅想要向内扎根，延长我们博物馆

生命的长度，也要更加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那两位馆长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郑：我稍微聊几句，馆长刚才的网友对您的一个问题，讲到观众服务。其实我今年有写一篇文章，它还没

有发表，专门谈观众服务。因为从我的研究的角度，我们业内有一句玩笑话叫：一流的藏品，二流的展览，

三流的服务。什么意思？就家底很好，藏品很好，可是从幕后走向台前，它已经打了折扣了，所以是二流

的展览，三流的服务。那么国外我后来因为这个话，因为相关的研究，我去查了很多资料。其实美国它有

一个专门的包括书籍等等，它就叫 visitor services，所以观众服务它有一个专门的对应的门类。观众服务的

话，展览和教育之类的其实都在边界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餐饮零售，还有包括我们的厕所。其实我的研究

生也在这边，我一直说我很想写一篇关于博物馆厕所的文章，可是教了几年了都还没有写。就是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如果你喜欢这个博物馆的厕所，这个博物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细节，其实足见一个博物馆它的温度，他对我们观众的这种关怀等等，所以我觉得我

在参观一座博物馆和我是不是喜欢那座博物馆，我觉得我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它是不是能够打动我？所以

以前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叫《相关性、共鸣度和同理心》。相关性的话，其实所有的受众它都是现实的，

你跟我没有关系，你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我干嘛要去？或者说我去了一次之后，我干嘛要再次去；然后下

一个层次就是共鸣度，是不是能够触及我心灵当中的某个角落，某一个瞬间让我感动；再之后就是一个同

理心，就是让我能够在日后思维上也好，行动上也好能够有所改变。所以相关性、共鸣度、同理心，我觉

得馆长刚才讲到的观众服务的话，真的是我们博物馆界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同时也是足见一个博物馆跟

其他机构不一样的地方。

张：特别是疫情之后，我个人感觉幅度的提升，可能也就是我们往经营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否则刚

才郑老师讲的，再好的产品，如果没有好的服务，你这个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始

终也是有一些小小的野心，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博物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地去努力。

当然也希望观众和网友们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意见，鞭策我们不断的进步。

主持人：好，非常谢谢两位馆长，最后请两位馆长每人为我们的上海玻璃博物馆九周年送上一句美好的祝

福，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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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上海玻璃博物馆就像我的孩子，我在上海玻璃博物馆成立的时候，我就讲这是我第二个女儿。她 9 岁

了，我希望她越来越漂亮，美丽。

郑：玻璃博物馆虽然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我将一如既往地见证和陪伴她的成长。而且我们儿子今天

也来了，他非常喜欢这座博物馆。每一次虽然带他来的次数有限，但是每一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去的状

态，一个是要等到博物馆闭馆，不得不走的；还有一个就是小男生要把自己的最后一分体力都耗尽，然后

到了车上之后就开始睡觉了。

所以我觉得我也跟馆长有交流过，我觉得小孩子是最好的评审专家，他是最真实的，没有任何谎言，他如

果喜欢这个地方，代表这个地方是真的好。所以很期待玻璃博物馆未来的腾飞，同时我很愿意贡献我的智

力知识。

张：谢谢郑老师的鼓励，也谢谢你儿子的鼓励。

郑：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所有的受众，谢谢。

主持人：非常好，谢谢郑馆长，还有张馆长，两位今天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为我们讲述了这么多。那也非

常感谢各位到场的观众媒体以及我们的同行朋友，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感谢你们冒雨前来，我们上

海玻璃博物馆“馆长的客厅”会一直向大家开放，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接下来的活动，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