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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的数字化博物馆之旅

卢浮宫： 全球第一家拥有完备教
育功能的虚拟博物馆

卢浮宫是第一家把藏品从展厅搬
上网络的博物馆。 早在 1995 年， 卢
浮宫便开始筹备其官方网站 。 2004

年 ， 博物馆正式把 3.5 万件馆内公
开展示的藏品以及 13 万件库藏绘画
搬至线上， 并提供多语种的 3D 虚拟
参观项目 ， 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家拥
有完备教育功能的虚拟博物馆 ， 也
开启了体验博物馆的新方式 。 虚拟
展馆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卢浮宫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 也为博物馆本身带去
了更多游客。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开 37.5 万余
件藏品的高清图片

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开放
项目” 中， 公开了 37.5 万余件藏品的
高清图片， 包含作品名称、 艺术家、 尺
寸、 出土/创作日期等信息， 所有人都
可免费浏览、 下载。 除平面扫描图外，

三维方式让图像得以全方位呈现。 馆长
托马斯·坎贝尔表示： “大都会博物馆
的核心使命就是让人们无限接近藏品，

开放资源正是满足了 21 世纪游客的需
求。 ”

大英博物馆： 通过头盔和控制器等
设备重返古代

大英博物馆藏品总数超过 800 万
件， 但只有部分藏品能在展厅与大众见
面。自 2015 年起，大英博物馆与谷歌合
作的在线博物馆正式启用， 全球艺术爱
好者都可通过网络近距离欣赏馆藏的
4500 余件珍品。 此外，大英博物馆还推
出“世界博物馆”网站，鼓励体验者在全
球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博物馆之间穿梭。

而在大英博物馆与 VR 开发商合作推出
的 VR 应用中， 游客还能通过头盔和控
制器等设备，重返古代，在虚拟现实里通
过三维扫描图像探索藏品。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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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女排基地

这几天迎来一群特殊的

客人———以导演陈可辛

为主的电影 《中国女排》

剧组， 宾主一同揭晓了

影片定档海报。 明年春

节，这部以中国女排40年

拼搏史、 热血史为蓝本

的影片将与观众见面。

当中国踩着竞技体

育和全民体育两轮驶往

体育强国， 今时的观众

有着比“重温辉煌瞬间”

更丰富更深刻的情感诉

求， 观众期待我们的赛

场英雄、 那些为精神和

理想热泪盈眶的瞬间能

照亮银幕。 导演陈可辛

深知这一点。 自从影片

立项之日，他就表示，会

努力拍出他所理解的女

排精神和拼搏情怀。

中国人的女排情结

由来已久。 1981 年，电

影《沙鸥 》上映 ，讲述了

一名女排运动员经历挫

折后重新振作， 以教练

身份带领新一代女排球

员取得胜利的故事。 彼

时， 中国女排尚未拥抱

第一项世界冠军。 1985

年， 正是老一代中国女

排的辉煌岁月，由倪萍、

濮存昕主演的电视剧

《中国姑娘》 顺应时代，

讲述女排故事。 但用全

新的影像技术、再带着 40 年的全局眼光

来回望这支光荣之师，全新的电影《中国

女排》意义斐然。

两年前，该片的准备工作启动。编剧

团队跟随女排姑娘去往世界各地参赛，

也蹲点在她们的漳州“娘家”体会赛场的

另一面，更与袁伟民、陈忠和、郎平等功

勋教练对话挖掘那些激励过一代代中国

人的动人往事。 陈可辛回忆，1978 年曼

谷亚运会， 他在现场观看了中国女排比

赛。 那一年，他 16 岁，电影仍是梦；郎平

18 岁，“铁榔头”尚待锤炼。40 余年过去，

中国女排在国人心目中早已超越了单纯

的体育项目。因此，能否在明年春节佳期

为中国观众端上一席精神盛宴， 让人集

体重温被“五连冠”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

岁月，《中国女排》的创作对于一干主创，

是幸，亦是难题。陈可辛说：“从老女排到

新女排， 太多高光时刻要浓缩在两个小

时的影片里，太难取舍。”但他话锋一转，

“郎导曾说过，‘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

而是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

是你一路即使走得摇摇晃晃， 已然坚持

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 ， 眼中充满坚

定。 ’这句话，就是电影最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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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书香圈”半径扩大，共筑文化江南
计划举办更多公益惠民读书活动，首期聚焦“溯源江南文化”

明媚春光里， 上海青浦区朱家角放

生桥畔，水岸书香集市熙熙攘攘，迎来江

浙一带的游客驻足淘书； 走进古建筑，

“溯源江南文化” 主题讲座免费开放，现

场读者争相与嘉宾互动；田野阡陌间，一

扇篱笆门掩映满园春色，申城“最美农家

书屋”薄荷香文苑的名气，从上海古镇传

到了长三角……

最美人间四月天，“书香上海”之“文

进万家 书香青浦”阅读服务项目暨“长

三角一体化阅读联盟” 昨天在沪成立。

上海市青浦区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结成阅读联盟， 整

合三地文化优势资源， 从顶层设计、 机

制完善、 平台建构、 资源调配、 组织方

式、 阅读评价等方面进行架设和创新，

联合举办更多公益惠民读书活动，让“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风尚更加

深入人心。

青浦、嘉善、吴江，促长三
角文化资源流动共享

同饮长江水，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文脉相通，区域文化合作是大

势所趋。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的实施， 长三角城市群融合发展

正翻开新篇章。长三角一体化，既需要经

济产业的联动发展， 也需要文化的共识

和塑造。

“长三角一体化阅读联盟”成立启动

后，三地的书香流动得更快了。作为上海

唯一与苏浙两省交界的区域、 上海对外

服务门户城市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前

沿， 青浦率先提出 “建设江南文化示范

区、打造一体化文化发展体系”的目标。

未来，“文进万家 书香青浦”阅读服务项

目将走向长三角广阔腹地。

比如， 系列名家讲座除了覆盖青浦

11 个街镇，还将从青浦走向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区域。通过“世界读书日”“市民文

化节”等重要节点，联盟计划联合举办更

多公益惠民的读书活动； 依托公共图书

馆资源优势， 引进社会力量助力全民阅

读推广， 让三地的文化资源获得更优质

高效的共享。记者了解到，今年 8 月上海

书展期间，将新增“阅江南”特色板块，七

天七堂课， 邀请江南文化研究学者从经

济、人文、历史等不同角度切入，细细解

读江南文化的流变轨迹。

作为“文进万家 书香青浦”阅读服

务项目暨“长三角一体化阅读联盟”启动

的首场名家讲座活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周武昨天以 “溯源江南文化” 为

主题， 探寻打开 “青浦—上海之门” 对

于江南文化乃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重大意义。 在周武看来， 江南文化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

和资源， 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

价值； 江南文化不仅要 “走出去” 而且

要 “走进去”， 通过各种形式让世界了

解江南、 理解江南， 进而让世界了解中

国、理解中国。

有学者认为 ，“长三角一体化阅读联

盟”的启动，将为长三角以及整个东部地区

发展提供快捷强大、 切实有效的文化资源

和保障，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为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书店 、书屋 、书市 ，赋能文
旅融合新格局

长三角阅读圈的半径日益扩大， 江南

水乡的文旅融合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就以

上海青浦区为例，实体书店、农家书屋、书

香集市的良性互动，彼此引流，在推广阅读

的同时，也拉动了千年古镇的旅游热度。

曲水流觞，水声、乐声随风入耳，书

香、 古香沁人心脾。 文脉悠长的朱家角

“阅读小镇”为当地注入了更多人气———

20 余平方米的“角里书房 ”，定期 “只卖

一本书”； 百米之外的上海三联书店，定

位“旅行者的书房”，是国内首个提供图

书定制、按需印刷的体验空间；放生桥北

岸，在打造全国书店主题区，遴选全国大

社名社年度重点图书和新书集中展示，

推出阅读主题客栈“尚书房”；每个月水

岸图书市集定期“摆摊”，更成了一道别

致的文化风景。

书香萦绕古镇景区， 也飘至乡村院

落。 早在 10 年前，朱家角就被文化部授

予“中国民间藏书之乡”的称号，单单是

镇上林家村的薄荷香文苑就有藏书万余

册。薄荷香文苑面向稻田，一扇篱笆门掩

映满园春色，百平方米的空间里，田园风

情邂逅书味墨香，散发着浓郁乡情。

在这里， 一天不走是常态—————白

天徜徉景点， 或去水边参与作家学者的

分享会，逛累了，晚上到三联书店二楼听

听“角里夜话”，与名家面对面交流；到客

栈里与书同眠……未来， 长三角游客将

在这里领略更多书香之美。

文化

他用10亿个数据点为巴黎圣母院留下最美的样子
三维激光扫描数据或为巴黎圣母院重建提供重要线索

这几天 ， 巴黎圣母院火灾牵动

全球关注 ， 虽然教堂主体结构和重

要文物在火灾中得以保存 ， 但损失

依旧令人痛心 ， 教堂木质的屋顶结

构及哥特尖塔被彻底损毁 ， 重建工

程据悉将耗费8至10年时间。 那么类

似巴黎圣母院这样仅修建过程就历

时百年 ， 又经历了数个世纪的使用

的保护建筑， 应该如何准确复建？

艺术史学家安德鲁·塔隆在2015

年完成扫描建模工程 ， 凭借详细的

数据让巴黎圣母院修旧如旧成为可

能 。 在塔隆眼中 ， 激光扫描是考古

和书写历史的又一方式 ， 巴黎圣母

院在此前的建设过程中没有留下相

关笔记 ， 此后的测量也是基于传统

的尺与笔 ， “通过绘制空间 ， 我得

以回望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 ， 不仅数字化扫

描为全球古建筑的保护 、 研究提供

了新的路径 ， 数字化艺术作品和网

络博物馆， 也为艺术分享和研究提供

了便利。

数字化巴黎圣母院———

精确到5毫米的数字模型

烧焦的墙面、 不复存在的屋顶、

教堂内部遍地狼藉的碎片 ， 火灾后

巴黎圣母院的现状让人唏嘘 。 不过

在瓦萨学院建筑与艺术史副教授安

德鲁·塔隆和哥伦比亚大学史蒂芬·

默里教授共同创立的 “Mapping Gothic

France” 网站上， 巴黎圣母院依旧是记

忆中最美好的样子。

和平时看到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不尽

相同， 该网站上的巴黎圣母院开放的数

据包括平面图 、 立体实境图 、 360?全

景、 激光扫描图像、 10亿像素图片， 访

客可以通过不同的图片形式全方位地走

进巴黎圣母院， 似乎曾经完好的它从未

远去。

50余个扫描点、 5毫米级别的精准

度、 10亿个数据点， 安德鲁·塔隆2015

年通过激光扫描和三维建模 ， 精确地

记录下圣母院的内外全貌 ， 创建了教

堂精细的数字模型 。 尽管除此之外 ，

塔隆还对40余幢历史建筑都做过此类

扫描 ， 但巴黎圣母院无疑是他心中特

别的存在。

“为了中世纪建筑、 为了艺术、 为

了科技、 为了技术。” 塔隆接受 《国家

地理》 杂志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巴黎

圣母院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巨大的谜题，

在进行扫描工作时， 我感觉我又变回了

那个曾经久久凝望着它的9岁小男孩。”

遗憾的是， 如今我们已经没有机会

听到这位 “最了解巴黎圣母院的人” 亲

口说明他的三维模型。 去年11月， 安德

鲁·塔隆因脑癌去世， 年仅49岁。 与他

一同扫描巴黎圣母院的工作伙伴， 学者

保罗·布莱尔日前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

表示： “一方面， 我庆幸塔隆没有亲眼

目睹这场可怕的火灾， 一方面我又感到

惋惜 ， 他知道圣母院如此多的建筑秘

密， 却无法亲自帮助教堂重建。”

防患未然，三维扫描技术
便利文物修复

深知历史建筑和珍贵文物的不可再

生性， 全球的博物馆文物机构近年来也

都加强了数字化工程。 虽然再细致的扫

描都难以与实物媲美， 但这些资料足以

在意外发生后为修复提供参考， 也为对

此惋惜的人们带去慰藉。

去年9月，位于里约的巴西国家博物

馆遭遇火灾， 馆内90%的珍贵藏品付之

一炬。不过，艺术爱好者们依旧可以在网

络上浏览这座有着200年历史的博物馆。

谷歌艺术文化团队此前与馆方合作，通

过三维扫描 、AR、VR复制了博物馆全

貌，最古老的人类头骨化石“卢西亚”、猫

木乃伊等珍贵藏品都能找到， 这个本意

为开发虚拟旅游的项目在火灾发生后竟

成为了博物馆生命延续的另一种方式。

数字化扫描首次运用于故宫古建筑

保护则是在两年前， 修复团队通过全站

仪、 近景摄影测量、 三维激光扫描等技

术， 对故宫保存最完好的皇家园林乾隆

花园构建了数字模型， 花园中的各种细

节在前沿科技面前一览无余。 而作为中

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 位于山

西省的云冈石窟也运用扫描科技 ，“抵

御”岁月和环境的侵蚀，精准采集到的洞

窟布局、洞窟外部形态和石窟群整体形象

等信息，大大便利了石窟群日后的修复。

在数字化的今天，文物有了“活”起

来的新方式， 而用数字化手段更高效全

面地了解和保护这些文明痕迹的速度也

正在与时俱进。

中国学派《降B大调双钢琴组曲》在“上海之春”首演
用音乐带观众领略云南红河火把节狂欢场面

本报讯 （记者吴钰） 根据丁善德 《降 B 大调钢琴协

奏曲》 改编的 《降 B 大调双钢琴组曲》， 16 日晚在第 36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师范大学专场音乐会上首演。

青年钢琴家王鲁、 朱昊冰以高水平演奏， 精湛描绘出作品

中绚丽的少数民族风情， 让台下观众喝彩连连。 “希望有

更多的钢琴家、 钢琴学习者、 爱好者， 学习推广这部作

品， 感受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声音。”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钢琴系副教授朱昊冰说。

《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 原作写于 1984 年， 三个乐

章的恢弘结构， 将云南红河地区哈尼族、 彝族盛大的火把

节狂欢场面置于眼前， 带观众一一领略了热情奔放的舞

蹈、 风情万种的对歌。 作曲家丁善德是中国钢琴历史上第

一位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 也是中国钢琴演奏学

派的奠基人之一。 他把西方钢琴表演艺术带入中国， 此次

演奏 《降 B 大调双钢琴组曲 》 的青年 “海归 ” 艺术家 ，

致力于继续他的脚步， 丰富钢琴民族化的特点。

双钢琴的呈现形式相比于协奏曲， 能在协调乐队、 指

挥和协奏者上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 对推广民族钢琴作品

有所裨益。 双钢琴的改编也将音响扩大， 让色彩更为丰满

多样。 “能让观众喜爱这部作品， 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的

热烈舞蹈和风土人情， 我们特别高兴。” 朱昊冰表示， 首

演后希望能继续遵循前辈艺术家的指引， 传播中国作曲家

的创作， 将中国钢琴演奏学派发扬光大， 用音乐讲述民族

故事。 “推广凝聚民族特色的原创钢琴作品， 让中国钢琴

演奏学派被更多观众了解欣赏， 是我们肩负的责任。” 西洋音乐技法结合中国的审美意味， 宏大绚丽的双钢琴演奏带观众体验了一场云南少数民族的狂欢。 (演出方供图)

讲述从“伟大觉醒”

到“伟大开端”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 ） 受此启发 ，1919 年底至

1920 年初，毛泽东在湖南创办 《湘江评

论》，积极组织声援五四运动，并发起驱

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为扩大影响，

湖南旅沪各界人士在上海创办《天问》周

刊，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经过不懈努力，

驱张运动最终在次年取得胜利。

事实上，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的影响下， 诞生了一大批进步出版物。

以上海为中心诞生的一大批介绍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如 《星期评论》 等

成为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五七 》 日刊 、 《上海学生联合会日

刊》、 《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 等， 则

是五四运动各个阶段的珍贵历史见证。

“正是在学习、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

‘与劳工为伍’ 的实践中， 五四运动中

走出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相继从激进民

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并认识

到了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 。 于是 ，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

生 ， 中国革命从此开启了新的征程 。”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告诉记

者， 该馆还将推出大型学术研讨活动，

举行 “致敬 ‘新青年’： 说说五四新文

化那些事儿 ” 专题宣讲以及 “最燃团

课” 微视频大赛， 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深

入挖掘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

党创建和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讲好从

“伟大觉醒 ” 到 “伟大开端 ” 的故事 ，

弘扬建党精神。

荩由瓦萨学

院建筑与艺术史

副教授安德鲁·塔

隆所采集的三维

扫描数据细致记

录了巴黎圣母院

的内外全貌。

（资料图片）

▲巴黎圣母院

外景 。 图片源自

“Mapping Gothic

France”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