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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遗产分为有形（物质）和无形（非物质）两大类，数字展示和实体展示则可视为展示

的两大系统。针对文化遗产的展示系统应基于观众对展示对象（即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体验的需求。
数字展示不仅对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尤其重要，也是文化遗产教育推广和公众获得文化遗产

相关知识的较佳途径。但毕竟数字展示是虚拟现实，对观众的“原真性”体验而言存在着缺憾，因此数

字展示宜结合实体展览，以满足观众的需求并进一步促进各地区之间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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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具有独特价值并遗传于世的人类

及其活动的产物，分为有形（物质）与无形（非物

质）两大类 [1]。 文化遗产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有些

文化遗产如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工艺， 不仅包

含特有的文化价值， 还承载着创新的科学技术价

值。 凸显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是文化遗产展示主

要的目的之一。
实体展示和数字展示 [2]是文化遗产两种主要

的展示系统。博物馆展览多以实体展示为主。随着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 有关文化遗产的数字展

示越来越多。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因实物丰富，实

体展示是最主要的展示系统；而无形（非物质）文

化遗产由于实物相对缺乏，有些是口头相传，因此

数字展示则是必不可少的展示系统。 基于观众对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3]体验的需求，也为了进一

步促进各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 数字

展示应该和实体展示相结合。
一 文化遗产展示以“原真性”为基础

“原真性”（Authenticity）， 是文化遗产一个特

别重要的属性。 因此展示文化遗产， 无论是有形

（物质）还是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都必

须考虑其“原真性”的凸显。 Authenticity（原真性）
包含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
（可信的）的意思，文化遗产原初的真实状态应该

得以保留并尽可能地展示。“原真性”，是很多公众

对文化遗产保持持续好奇和关注的主要原因。 例

如，2002年10月，唐山“炎黄轩”王开儒先生质疑北

京故宫博物院在1973年修复北宋张择端名画 《清

明上河图》一事曾经引起各方关注和议论 [4]，此后

很长一段时间， 不少媒体和公众对此事进展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 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

渴望了解 《清明上河图》 在修复过程中是否保持

“原真性”的真相。
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实体展示多数在博物

馆展厅完成，在博物馆展厅营造的氛围中，观众可

以亲眼目睹文化遗产的遗物，对其形状、颜色、特

征等都有面对面亲历的体验感。无疑，实体展示是

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展示系统。有时，为了

补充实体展示的缺憾， 在博物馆展厅中也会以触

摸屏或投影的方式提供一些数字展示。
至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不易明

了和难以触摸的特性，要展示其原真性则更困难。
如中国古代科技工艺流程， 多以师徒口头相传形

式延续，有些工艺流程已消失，因此若想在实体展

示中展示出工艺流程的完整性， 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况且，工艺流程的原初和真实状态只散落下

很少的一些片段， 以商周青铜冶铸技术工艺流程

为例，其原真性只能体现于现存的模、范、炉渣、作

坊遗址、青铜器等等。 将这些片段缀合复原，则要

根据科研成果，复原的方法既可以是实体复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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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数字技术复原， 有些复原如作坊场景的复

原， 从操作难易角度看， 数字技术复原则较为可

取。 因此数字展示系统对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展示显得尤为重要[5]。
以“原真性”为基础的文化遗产展示，源自满

足人们的深层次心理需求。 人类总有探究事物原

始真实性的好奇心，要亲眼看到、亲临其境，甚至

还想亲自触摸， 归结起来就是人类有一种要体验

事物“原真性”的持久欲望。现实中常常看到，随着

传播媒体技术的普及， 各种旅游目标的视频资料

已泛滥在网络世界里，但即便视频清晰、拍摄角度

多元， 人们仍旧不会因为看了清晰的视频资料而

放弃到原地旅游，相反，资料越多，越吸引更多的

人前往。 如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云南的丽江古城、
江苏的周庄， 各种各样的资料很容易在不同的媒

体上获取， 但这些地方每天仍然吸引众多游客游

览。表面上，可从游客的从众动机角度解释上述现

象，但游客旅游动机中还有文化动机和求美动机[6]，
从游客文化和求美的动机层面则揭示了游客在追

求文化和旅游审美过程中，“原真性” 体验的心理

在起作用。 文化遗产展示的目的就是要引导观众

对文化遗产的兴趣、理解和重视，作为实体展示空

间的博物馆往往也成为社交场所 [7]，从而引发不

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展示有必要满足观众的

心理需求以期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 关于实体展示和数字展示

实体展示可简要概括如下： 实体的展示空间

（如博物馆的展厅），展示的对象为文物展品、复原

实物、图片等；数字展示则可概括为：以信息技术

手段，将相关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资料以数字化

的形式存储、制作及展览传播。

1.实体展示

囿于有限的展览空间以及成本的考虑， 实体

展示往往是文化遗产浓缩的精华， 在有限的空间

里以屈指可数的展示对象讲述一个可引人遐想的

故事。因为实体空间的限制，配合主要展品的辅助

展具如图表、照片、模型、说明文字等都更强调简

要，多以文物本身说话。 虽然，实体展示信息阐释

比较简略，但因为文物的原真性，其讲述故事的能

力也得到加强， 比如当我们讲述中国商代时期人

们已经使用成熟的汉字时， 展厅刻有文字的商代

甲骨就是一个无法质疑的例证。 因此实体展示也

较能引发参观者的适当联想。
实体展示的操作流程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1）选题，一般建立在本单位的性质和特点基

础上选出符合需要的主题， 并提出基本内容和展

示风格的设想和要求；

（2）内容主创人员写出陈列大纲；

（3）根据通过的陈列大纲写出内容设计方案；

（4）根据内容方案，确定参加展示的实物清单，
并有替代品清单；

（5）根据展示内容方案，确定展示设计方案，
绘出设计俯视图和立面图；

（6）落实展示实物清单里的实物到位；

（7）确定重点展示对象、研究重点展示对象与

整体布局的艺术性；

（8）进一步解决内容和形式的融合；

（9）确定说明文字以及相关辅助展品的规范；

（10）展示初步完成后，进行评估，作必要的修

改和调整；

（11）展览图录[7]及宣传册页的出版。
此11项操作流程只是列出纲要， 每一项都有

各自的操作细节。这些操作流程涉及研究、藏品管

理、展览（陈列）、教育推广、保卫等部门，还涉及相

关的文物行政管理、文物机构、保险公司、运输公

司等， 因此筹办一个实体展览往往需要成立以单

位领导挂帅、各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以确保

展览各个环节相应的工作能顺利开展。
上述流程中，展示所需的实物是基础，本单位

的藏品若无法满足展示需要， 将涉及到向外单位

借入文物的问题。 从外单位借入文物必须根据文

物的不同等级———文物等级由国家统一登记，分

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二、
三级。 不同等级的文物租借需向相应的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申报，并获得行政许可 [9]，如一级文物须

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因此，在文化遗产的实体展

示操作中，涉及借展时，必须进行行政审批。
一个实体展示的经费预算大致包含外借文物

的保险费、运输费、借展费、本单位文物保护费、展

示制作费、宣传推广费、保安服务费等等，其中，外

借文物的保险费、运输费、借展费需提前与相关机

构商议确认。
实体展示对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重要

性毋庸置疑。 对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又

如何呢？ 有些人可能认为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易明了、难以触摸，所以无法、或者不必要对其

进行实体展示。这样的认识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

仔细思考会发现，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

同样需要实体展示的介入， 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们

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体验的心理需求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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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吸引各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

和文化交流。 虽然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

有不易明了的特点，其保留的“原真性”也更为稀

少， 实体展示确实难以用遗物本身来单独讲述故

事， 但即使用保存原真性片段的遗物加上复原模

型以及相应的辅助展示方法， 也能在实体展示空

间中营造出单纯的数字展示无法实现的环境氛

围，因此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重视实体展

示的实施，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实地观展。

2．数字展示

常常看到或者听到如下的表述：虚拟博物馆、
网上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 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将以上概念混用，不加区分。
其实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化博物馆还是有区别的：
数字博物馆是完全的数字技术的产物， 它是基于

一个或数个实体博物馆， 或甚至与任何实体博物

馆无关， 而仅仅根据选题对相应的目标进行数字

采集而建成的博物馆； 数字化博物馆通常指的是

将一个实体博物馆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
数字展示是以数字的形式采集、存储、处理、

展示展品，操作流程大致如下：

（1）选题；

（2）主创人员写出展示大纲及展示方案；

（3）根据方案确定需要的展品清单，含替代品

清单；

（4）根据方案确定数个展示模块；

（5）针对不同的展示模块，采集制作展品；

（6）对制作的各展示模块及相应的数据库进

行可行性确认；

（7）内容主创、设计人员及技术支持合作对各

展示模块的内容和形式、 展示效果及后台管理进

行交流磨合；

（8）相关的外围文字材料（如研究成果）的收

集整理；

（9）各展示模块制作完成后，评估并修改完善。
上述操作流程中有部分与实体展示有区别，

原因主要在于：数字展示对展品的要求，不再是收

集实物展品，而是采集和制作展品信息，其与实体

展示的区别是展品实际上是信息的组合， 而非实

体展示时的实物组合， 因此采集和制作展品便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相对的，实体展示中的实

体空间布局， 实物保险运输等在数字展示中已不

再存在。展品的数字采集，是对实物进行多角度图

像、视频数字化采集;展品的数字制作，主要指基

于研究成果和数字化采集到的相应实物资料，以

数字形式处理并再现实物的相关信息。 由于数字

展示需要技术支持，因此，相比实体展示的操作队

伍，数字展示则多一个技术团队，这个团队从技术

角度参与信息的采集， 更是数字展示技术处理方

根据数字展示主创人员的要求， 技术团队将展示

方案的设想变成现实。可见，技术处理是十分关键

的环节， 技术团队可能涉及的方面有信息采集如

扫描（平面、三维、X光）、拍摄、开发制作（动画、游

戏、网站、数据库）、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相较于

实体展示，数字展示不再需要保安，也没有保险、
运输、借展费用。

数字采集过程， 理论上将涉及到知识产权之

版权问题：一方面，若涉及馆藏品，则需获得相应

博物馆的版权使用书面许可 [10]，即使这些资料完

全由使用资料方而非博物馆方采集也是如此；另

一方面， 数字展示制作所形成的作品著作权也要

防止被恶意下载， 因此存储于DVD等可移动存储

器里或网络上的数字展示多数都会采用数字加密

或降低分辨率来保护自己的著作权不受侵犯。

3.实体展示和数字展示的比较（表一）
成本： 很难断定实体展示和数字展示哪个花

费更少， 质量稍好些的数字展示在初次投入时也

价格不菲，如三维动画、场景的虚拟再现等视频都

会需要较大的投入。单纯从成本支出的角度，无法

比较实体展示和数字展示的优劣。
展品：实体展示的实物有利于观众“原真性体

验”的心理需求；而数字展示的展品由于可承载更

多的相关信息，则更利于知识的传播。只是在数字

展示中，色彩失真则无法避免，如制作过程中，即

使还原技术足够出色， 也难以保证数字展品能够

将实际现存的文物色彩不失真地还原表现。
展示环境：实体展示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

馆等实体建筑中，虽然空间有限，但由于文物的真

实性，通过设计制作，能烘托出特有的实体氛围。
数字展示数据存储于可移动介质或提供网络访问

的服务器硬盘， 展示于每个电脑终端， 真实性不

足，但方便访问有余，操作者用鼠标可以随时点击

感兴趣的内容。
展示互动： 实体展示可以互动的机会相对要

少，即使互动，多数情况下也是对少量模型进行操

作，不过实体操作更易吸引观众；数字展示，可以

从很多角度设计观众和展品的互动， 互动的机会

相对多些， 只是这些互动从本质上说都属于人—
机互动，需要趣味性和知识性结合。

展期： 实体展示若属于某个场馆的基本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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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则可能是一个长久的展示，临时展览则有一

定期限，比如几个月到一年不等；数字展示如果存

储空间足够，无论基本陈列和临时特展，其展期都

不受限制。
服务： 实体展示服务的对象往往是当地居民

和旅游者， 外来者和本地人有一个可以交往的场

所，从业者和观众也有交流的平台，在促进人们社

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数字展

示服务于电脑使用者， 由于数字展示的发展趋势

是具备网络功能， 换言之， 数字展示多服务于网

民，这限制了那些不上网的人，另外数字展示只能

提供语音导览[12]。
开放： 实体展示开放性显然要差于数字展示

的开放性，实体空间无法24小时开放；而网络的数

字展示在网络安全和电力供应保障下能一年365
天、每天24小时开放，存储于移动存储介质如DVD
等的数字展示， 则可随时使用于满足系统要求的

电脑。数字展示开放性好于实体展示，其影响的宽

广度明显，特别是网络版本的数字展示，能上网则

可浏览，因此地域和时差都不是问题。但是否意味

着其影响力真正大于实体展示，则需进一步探讨，
因为并非网民都去浏览数字展品， 数字展示对观

众的影响深度也更难以估量。
三 结语

综上所述， 实体展示在满足观众对文化遗产

“原真性”体验方面比较有利，也有利于不同地区

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 而数字展示对于无

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景复原展示、知识传播

和教育推广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实体展示是文

化遗产展示的根本； 数字展示是文化遗产展示的

提高和扩展。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由于实

物丰富，有可能倾向于强调实体展示，而弱化数字

展示， 如此则将丧失数字展示这个很好的教育和

推广途径；而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因为

实物的缺乏，则可能更倚重于数字展示，而弱化实

体展示， 如此则会丧失实体展示促进不同地区人

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机会， 忽视了观众对

文化遗产“原真性”体验的要求，也将导致该无形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公众的长期吸引力难以持久

维持。 因此，文化遗产，无论是有形（物质）还是无

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都应该立足于满足

观众对文化遗产“原真性”体验原则的基础上，注

重跨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 重视教育

效果和学习途径，根据不同的遗产类型，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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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安排好实体展示和数字展示， 最好是实体

展示和数字展示相结合。

[1]无 形 或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译 自 同 一 个 英 文 概 念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有 形（物 质）文 化 遗 产 译 自 同 一 个 英 文

概念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在中国大陆，目前官方多

倾向于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译法，如《国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加 强 我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意

见》（国办发〔2005〕18号）。 但从英文词的原意上看，tangi-
ble强调除了是物质之 外 还 有 可 以 触 摸 的 意 思，intangible
则相反，是难以明了的意思，因此应该说用有形和无形也

许比用物质和非物质可能更贴近英文本意。 可参看巴莫

曲布嫫（中国彝族）：《“无形文化遗产”：定义和保护》，[EB/
OL][2003-12-20][2011-05-07]http://iel.cass.cn/news_show.
asp?newsid=839.

[2]本文将数字展示和实体展示分别视为独立的展示系统，仅

仅为了方便论述。 实践中实体展示系统并非纯粹的实物

展， 而完全可能在实体展厅中存在少量的数字展示作为

辅助展览手段。 另外，用实体展示而非实物展示，考虑点

在于实体展示可能比实物展示含义更宽泛， 更易与数字

展示相对应；实体展示包含实体展示空间和文物、复原物

的展示， 实物展示可能易让读者误解为单纯的文物展示

本身。 另外，本文论述的数字展示也多倾向于基于网络的

数字展示。

[3]原真性对应的英文为authenticity，早期中国大陆多译为真

实性，如将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1994）翻 译

为《奈良真实性文件》，目前学术界似乎更趋同于用“原真

性”代 替“真 实 性”，原 真 性 包 含 着 原 初 、真 实、可 信 等 含

义，比“真实性”内涵宽泛。 进一步了解可参看阮仪三、林

林：《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同济大学学 报》（社

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徐嵩龄：《遗产原真性·旅游者价

值观偏好·遗产旅游原真性》，《旅游学刊》2008年第4期。

[4]王开儒：《清明上河图千古奇冤》，香港《大公报》2002年10月

28日。

[5]蔡琴、孙守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浙江

省博物馆学会2006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8～30页。

[6]邱扶东：《旅游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心理科学》1996年

第6期。

[7]博物馆是社会交往场所，见〔法〕Claude Fourteau、〔法〕Sylvie
Octobre著， 黄磊编译：《卢浮宫博物馆大型观众调查报告

———卢浮宫和她的观众》，《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2期。

[8]相应的英文词为catalogue，在中 国 大 陆 往 往 称 为 图 录，有

些文章也称为目录， 如葛岩：《要 不要数 字 化》，《现 代 传

播》2000年第1、2期。

[9]这里指的是国有博物馆，私立博物馆按相应的法律、法规

赋予的权限运作，不完全等同于国有博物馆。

[10]虽然在对文物数字信息采集过程中，可能已获得行政许

可（限于国有博物馆），如若对国家博物馆的“司（后）母戊

鼎”进行数字采集，因是一级文物，对其拍照、拍摄、绘图、

传拓等行为都需通过国家博物馆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获

得许可。 然而，各博物馆对文物有管理权，每个博物馆对

其藏品衍生出的作品（如照片、视频、图片、拓片）的著作

权拥有所有权，使用这些照片、视频和图片则须获得相关

博物馆的书面许可。

[11]相应的英文词为Tour，[EB/OL][2011-06-28][2011-09-26]
http://www.si.edu/events/tours/fga.htm，港 、澳 、台 地 区 多 以

“导览”对应之，而中国大陆多以“讲解”对应，不过近年中

国大陆也逐渐使用“导览”替代“讲解”。

[12]葛岩：《要不要数字化（上）》,《现代传播》2000年第1期。

Digital and Physical Exhib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Museums
WANG Wei-hua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s both the tangible (material) and the intangible (immaterial). The
exhibitionmethod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volve both the physical and the digital. A good exhibition system should
meet the visitors’ demand for real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s of the exhibits. Digital exhibi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particularl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intangible (immaterial) heritage. It also provides a good approach
for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to be promoted and for the public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what is created through digital exhibition is the virtual reality, which may not fully realize the real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 that visitors are seeking.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digital methods may be applied
in combination with physical ones in the exhibition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visitors’s demand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of various regions.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exhibition; physical exhibition; authentic experience; cultur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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