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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禹水钧天·釉彩千年”是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从博物馆建设到形式设计再到装饰布展的完工，自始至终

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禹水钧天·釉彩千年”基本陈列形式设计从方案初步确定到最终实施，经过反复构

思论证，从而达到了满意效果，受到社会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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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水钧天·釉彩千年”是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的

基本陈列，其陈列面积4980m2，展出文物330余件，其
他展品700余件。陈列分3条线展示：主展线以时间

为顺序，系统展出禹州及钧窑各个时代的文物及标本，
重点反映宋、金、元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钧窑。开

馆以来，该陈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别具特色的展
示主题、人性化的服务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2013年4

月被河南省文物局评为2012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展
览。’

一、展览定位

博物馆主体展馆陈列定名为“禹水钧天、釉彩千

年”，是以“展示钧瓷艺术、弘扬钧瓷文化”为主旨的钧
瓷专题艺术展；同时，基于禹州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人文

资源和地处中原腹地、钧瓷文化与中原文明相生相依
之优势等，因此，本此展览必然亦是对禹州悠久历史文
化的弘扬和传承。

对于禹州的认知，人们往往把大禹与古时“洪荒泛

滥”联系在一起：禹划天下为“九州”(与“九天”对应)，
“改堵为疏”，分而治之；禹州因“大禹治水”有功被分封

于此而得名。禹之子启在此大晏群臣于“钧台”(即“钧

台之享”)，改“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为“父传子承”的
“家天下”制，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

家一夏朝。而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钧窑也因禹州
古称“钧台”而得名；元代时期形成了影响广泛的钧窑

瓷系，对后世瓷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而今钧
瓷又迎来了新的辉煌发展时期。因此，括者“釉彩千

年”则更加直接地点明本馆的陈列主题。．。钧窑最典型、
最本质的所在一窑变，所呈现出’“入窑。色，出窑万彩”

的神奇变幻的艺术效果，是宋元时期社会民风j民俗的
文化信息载体，形成了钧窑独具民族特色的装饰语言
和风格。经专家多方论证，我们将博物馆陈列的展题

定名为“禹水钧天·釉彩千年”。
二、展览形式设计

在展览丰富多彩的文物时，如何向观众解读“禹水

钧天·釉彩千年”的主题，与观众搭起一座沟通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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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是形式设计的任务。为寻找最佳认知方案，我们多

次研究陈列大纲，充分理解和把握其反映的思想和内
容，并与设计方反复研究，对展品资料进行必要的取

舍、补充和组合，将文字内容转化为多维的、可观的、直
观的艺术形象展示给观众，最后形成了一个简约、大
气、庄重的艺术风格来对其进行完美的表现，并由此制

作安装，达到了理想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合理利用的空间设计

为确保这种陈列风格定位，我们首先要做好基本
陈列空间的规划与展线的设置。空间设计作为博物馆

展览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空间的变化和
空间的形象来吸引观众，不论是形式、结构，还是色彩，

都j、有对比性、新颖合理、富于变化。博物馆主体展馆
为三层建筑，总体呈“十”字形，前厅凸出，中厅一至二

层和东、西两端中部为天井。结合这一实情，我们根据
陈展大纲对展厅做了初步规划，并及时与装饰设计方

沟通协调，力求陈展设计与形式设计达到深度融合，确
保陈列展厅在空间的利用和使用上科学合理。例如，

中厅位于博物馆的中央位置，为长方形，中间向上有一
四方天井。根据“中厅”已有的“天井”这一特殊建筑设

计空间，为使其充分得到利用，博物馆以中国传统哲学
为出发点，结合禹州、钧瓷发展有关传说文献资料，采
用天、地、人“三才”格局理念来集中呈现博物馆的主

旨，即由“九天”、“九州”两幅示意图和“钧台之享”、

“徽宗赏钧”、“金火圣母”、“喜迎回归”四块紫铜浮雕

等组成。中厅顶部造型为弧形天穹，用蓝色作为背景，
以光纤灯的方位和大小来表现“九天”及星光闪烁之夜

空；地面用黑色大理石饰以《禹贡》中的《九州图》为模
板绘制一幅《九州示意图》，突出“钧台”的位置。以

“九天”中的“钧天”和“九州”中的“钧台”相对应，来阐

释禹州钧瓷得名的由来。中部空间通过“钧台之享”、
“徽宗赏钧”、“金火圣母”和“喜迎回归”四块紫铜浮雕

来展示整个博物馆的展览概况，从而达到“天、地、人”
三者的和谐统一，也暗示了钧瓷产生其必然性。

而展陈空间的划分和参观线路的设计对于展陈效

果起着重要作用。为此，我们遵循人们的参观习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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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划分为六个部分，采取了顺时针、螺旋式走向的展

线；遵循内容连贯和重点突出的原则，空间划分上强调
简练、开阔、完整的设计风格，避免繁复而细碎。我们

设计出了最佳参观路线和可供观众选择的参观路线，
从前厅开始，经中厅、多媒体播放厅到大禹之州厅，向

上至浴火千年厅、御用官钧厅，再向西至成器之道厅，
而后向下至万彩永辉厅、文苑雅集厅，形成了禹州历史
文化与钧窑文化相对照统一的展线布局，使陈列展区

及展线设置简捷、清晰、一目了然、视野开阔，避免了陈
列中最忌讳的展线交叉、重复的弊病，为观众创造了一

个陈列疏朗的空间。展线通道笔直、宽阔、少迂回，便
于观众参观陈列时对参观时间及路线的把握。主要参

观路线上展示各个单元重点和主要的文物展品；辅线
上展示根据资料创作的辅助展品、艺术品和多媒体场
景等。同时，在展厅中安排了供观众休息的座椅，供参

观者临时小憩。

(二)协调统一、变化有度的色调运用和布局

已有研究表明，色调是最能触动人们的情绪，激发
观众不同的心理反应，起到烘托环境氛围的作用。在
形式设计中，色调的合理设计搭配运用也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既能烘托展览主题，又能兼顾观众视觉生理方
面的舒适感。因此，整体色彩紧扣“禹水钧天·釉彩千

年”的主题，特意将天花板、地板、展具、建筑内墙四个
方面构成黄色主色调，以此渲染主题气氛，显示华夏第

一都和北宋官窑的地位。例如，御用官钧厅为力图展
现北宋时期皇家的建筑风格、式样，突出浓郁的皇家生

活氛围，以黄色、红色为主色调，古朴高雅，简洁大气，
色调明快，主题突出，有很强的感染力，是一个有典型
意义的成功设计。同时，我们还在局部中遵循统一中
寻求变化的设计法则，丰富展陈空间的色彩层次和表

情。例如，对于重要展品或重点展示区域，我们采取色
彩的变化来突显其在陈列中的重要性。通过整体色调
和局部色彩的对比调和、协调统一，有意识地突出了陈

列的高潮起伏，增强了色彩的节奏和律动感。
(三)传统展示与现代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

作为县级博物馆，文物藏品本身具有局限性。鉴
于表现禹州历史尤其是钧窑器物发展的文物相对不
足，恰当地使用了场景、模型、图片、视屏等辅助展品，
较好地弥补了陈列内容的缺环，使陈列内容比较丰富。

例如，御用官钧厅中以最具代表性的《瑞鹤图》、《清明
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来展示当时宋人的审美取向和

价值追求。由《清明上河图》的世间烟火到《瑞鹤图》的
格物致和再到《千照江山图》的江湖林泉，从而使观众
对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追求层层剥离、逐步深入

的了解，进而衬托出钧瓷之所以能成为皇家御用品背
后的人文背景。同时辅以钧台钧窑模型、徽宗赏钧场
景及现代多媒体展示手段来加以丰富和完善这一主

题。“君臣赏钧”场景用来反映宋徽宗与群臣赏钧的瞬
间，丰富的人物形态，故事性强，容易激发观众的参观

兴趣。官钧作为北宋时期重要的陈设用瓷，奠定了其

作为中国五大名窑之一的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这一

部分大约占本展厅展览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把其设
计成一个大场景，在展览中通过场景、图文版等形式，

依次展现宋徽宗、群臣、歌舞等，以期营造一个浓郁的
北宋末期的时代氛围，让观众在此如同穿越时光隧道，

回到九百年前的北宋。既有生活气息，又富有文化品
味，也可使观众窥视宋人生活品质等之一斑。还有如
宋宫城栏杆的翻制，则是根据历史资料最直观的还原，

也给场景的真实性给予了有力的支撑。而“半球互动”
电子设备，则利用声、光、电的奇特效果，通过转动的地
球仪查阅和欣赏到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馆及收藏“传

世宋钧”较多的著名藏馆等，使观众可以根据自己所
需、所好，轻松点击屏幕进行赏析和查阅，能够较详细

地了解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藏钧情况，体味到钧瓷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于外国人了解钧瓷中国
文化的重要性，并更好地突出了钧瓷作为宋代五大名
窑所对世人的影响和世人对其的青睐。同时，还专门

设置了触摸屏、益智游戏，观众可近距离查阅相关资料
和参与互动，以做到器物展示、电视屏播放、触摸屏读
览、场景欣赏、游戏互动五位一体和五位互补，使观众

得到更多的知识，享受更多的乐趣。
(四)展具设计超前，突出安全、实用、方便等性能

展柜作为博物馆有形空间的主要实体，是展品的
载体，更是展品和观众之间的沟通媒介。为此，陈列的
展柜全部使用金属材料，在设计上首先注重了其安全

性能，其次展柜采用全开启，后加配重，锁的位置适中，
开启方便，摆放文物安全。展柜的规格尺度符合人体
工程学的各项要求。同时，在顶部装饰上，全部使用金

属扣板，而且线管使用符合规范，阻燃、防腐、防尘。结
合展品的体量和陈列空间大小，我们设计了三种基本
展柜。第一种为中心展柜(独立柜)，用以展示重要的、
有代表性的展品。第二种为标准墙柜(通柜)，是基本

陈列中比较常用的展柜形式，适用于展示数量较多、属
同一类别、需要集中展示的展品，具有整齐、简洁的特
点，可营造一种有秩序而宁静的展示空间。第三种为

靠墙展柜(矮柜)，主要展示体量小的器物标本和展品。
(五)注重人性化和观众的参与性
博物馆要贯彻三贴近原则，树立服务大众的意识，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人性化需要，调动观众参与
热情，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服务功能。 ·

注重人性化应该体现在陈展工作的各个方面。在
陈展布局、陈展方式和服务设施方面，突出以人为本的

特点。为此，我们着力通过展厅内外环境的改造和改
善，营造良好的参观氛围。比如，增设了供观众休息的
座椅和使用的电子讲解器，配备了残疾人和婴儿使用

的推车、爱心雨伞存放架，铺设了残疾人、老人等绿色
通道，设置行李寄存处、服务咨询处、茶社书吧、纪念品
购物，完善了馆区参观指示导览、进门电子广告和电子

触摸屏介绍，提供免费印制的简洁精美的导览册页；实
施了公厕扩建， (下转第86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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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一问题引起很多人的兴
趣。20世纪70年代，美国计算机专家曼德布罗特创立

的分形几何的研究对象就是像雪花这样的不规则曲
线，到目前为止很多领域都应用到了分形几何。

而在高等数学中，很多曲线和曲面，比如二次曲
线、双钮线、玫瑰线、雪花曲线等等，也具有对称的几何
之美。

二、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体现艺术美

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要求学生只会解题目就可以

了，学生被淹没在没有实际意义的题海战术里，导致了
高等数学教学脱离了实际。这种现状的大部分原因就

是因为大家一直认为数学就是枯燥乏味，毫无美感的。
因此我们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必须让学生改变这种偏
见，让学生认识到高等数学的艺术美，学会欣赏这种

美，并且能够探索更多的美，从而提高对高等数学的学
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任课老师不应该仅仅满
足于个别概念的解释、个别定理的推导，还要体现教学
内容的过渡过程，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特殊问题一般

化，让学生学会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并且体现从猜想到
证明的发展过程。培养学生的高等数学直觉感和审美

感，培养学生类比、联想和迁移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归
纳演绎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
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能够体会证明、检验和

推广的全过程，有意识地培养创造性思维，深刻领会
高等数学中的艺术美。

只有这样，枯燥的公式就变成了美丽的符号，单调
的定理宛如无声的音乐，烦琐的法则恰似无色的图画，

学生在课堂上才能欣赏到高等数学的艺术美，才能融
入高等数学艺术美的情境中，才会有兴趣学习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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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草坪、和道路整治等项目，全面建立、健全了配套

服务措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求。寓管理于服务的
工作方式体现了博物馆的人性关怀。

观众的参与程度体现着陈展的人性化程度。鼓励
观众动手动脑参与展览，将观众被动的参观过程变成
了一个探索、欣赏、发现和思考的双向传播学习模式，

这是实现陈展人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禹州钧官窑址
博物馆在基本陈列的六个展厅中，都设计有互动项目，
从电子翻书、触摸屏阅读、一字干钧、拼图游戏、幻影成
像等来体会禹州和钧瓷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为使广大
观众进一步了解钧瓷的生产烧造过程，结合博物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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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我们设置了融参观学习、制作体验为一体的现
代钧瓷生产制作体验区，由钧瓷制作中心和钧瓷研发

中心两部分组成，主要呈现钧瓷的生产、制作和创作设
计过程。一方面向观众展示钧瓷的生产制作、烧制过

程，让观众了解包括加工、练泥、造型、制模、成型、修
坯、素烧、上釉、晾干、釉烧、检选等工序在内的生产工
艺流程；另一方面使观众欣赏到钧瓷传统手工艺作品、

大师设计创作精品，目睹拉坯成型、雕塑、镂空、刻花、
印花、修复等不同陶瓷制作工艺和手段，感悟大师的创

作理念与情怀，与大师进行零距离的沟通交流；而且更
能能够亲身制作钧瓷作品，来真切体验制瓷的乐趣与
艰辛，体味“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融观赏

性、参与性与体验性为一体。
总之，在陈列的展示形式上，尽可能多地应用宋代

文化特色明显的元素。比如，展厅展板形式设计成宋
人追求的那种清新淡雅、简约古朴的形式，展板的说明
文字均采用秀丽的宋体字。而不同主题所选择的相适

应的主题背景，尤其是大量文人气息浓郁的宋画，则巧
妙地运用于展板的背景映衬。同时，恰当地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用多媒体结合声、光、电，以及电视、触屏、投
影、雕塑、模型、背景图饰等形式相互配合，以弥补传统
陈展手段的不足，从而构成《禹水钧天、釉彩千年》的精

品展示与陈列，如此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参与性和互
动性，给观众以更深入的感受和体验，达到“一朝步入

展厅，一日梦回千年”的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豫陕晋冀四省博物馆理论研讨会论文选》编委会．豫

陕晋冀四省博物馆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文心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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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条件是实践教学的物质基础。我院为把实训
中心建成开放型、功能齐全、数量充足、行业技术领先

的汽车技术中心，与陕汽、比亚迪等汽车装配企业、广
汽丰田逸铤4s店、西安唐都(大众)4s店等销售企业
密切合作。听取企业专家的意见，确定了以汽车机电

维修能力为核心的，汽车及配件销售、汽车配件管理、
汽车保险与理赔、汽车性能检测能力等主要职业能力，
并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能力进阶规律。

(三)改善人才培养方案，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为了满足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

等汽车后服务市场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
力。经过专家研讨，形成了“做中学、学中做、工学交

替”的“2+l”人才培养模式。“2+1”人才培养模式，
即1—4学期以校内教学为主，完成理论课程教学的同
时进行汽车拆装驾驶实习、汽车驾照考证、汽车维修工
考证等实践教学，在学期当中安排学生分批短期见习，
第5—6学期集中到汽车服务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的人才培养模式。 (责任编辑：陈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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