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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博物馆“远古云南”设计思路

关 键

2016-02-24 首发于弘博网

【导语】

“远古云南 – 史前时期的云南”展是云南省博物馆为迎接 2015 年 5 月 18 日新馆开

馆举办的常设展览。该展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综合展出自然与人文的展览，整个展览的时间

跨度也是空前的，可以说是从地球形成直到新石器时期亿万年的故事都纳入到了展中。

与此同时， 如何解决自然与人文展出的场景过渡的问题？如何协调自然类展品与人文

类展品比例的问题？云南独特的地质发展史及其与生物、人类、民族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

系与价值该如何体现？这些问题都摆在了策展人的眼前。

功能分析

远古云南展厅的展厅形状呈“冒盖”型， 总面积 3000 平米。 整体规划的基调是连续

的讲述云南自地球诞生后至今天的历史。 我们认为云南的远古历史证据丰富， 现代研究

成果轰动世界， 是我国讲述地球发展是最有权威的地方。

云南有震惊世界的远古历史记录，如生命爆发证据发现地澄江，如地球上最早的植物

根与叶的证据，如硬骨鱼的祖先， 如世界著名的早期恐龙家-禄丰龙，更有曾经震惊科学

界的伟大发现禄丰古猿与元谋人。 云南也是古人与环境生存证据极丰富的地点，记载了见

丘文化、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历史。

基于这些丰富的远古文化内涵的深度发掘，我们将原大纲进行了修改补充，用展览学、

传媒学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增加了上述几个重要内容，并从理念上整合了远古云南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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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将展厅重点重新整合。

关于远古云南的展览学问

1) 基于社会调查建立展览功能系统

2) 用解读方法而不是单纯“科普”教育；

3) 加强标本和展品的开发；

4) 重新调整大纲在随后的工作中， 增加大量云南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突出云南在地球科

学研究中的重要特征。

我们首先在云南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市场调研， 采访了昆明本地市民 101 人、非本地

游客 131 人， 最终确定了近三十个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云南为什么多山川、多

河流？为什么四季如春？ 为什么多文化、多民族？ 还有更专门的问题如三江并流是怎么

回事？ 禄丰恐龙是最早的恐龙吗， 为什么云南有这么多恐龙？ 云南远古时期是海洋吗？

古人怎么生活？等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正是作为省博物馆向广大公众回应和解读的好题材， 如云南多上

的根源在于喜马拉雅板块运动， 而板块运动又能解释和展示大量的云南特有矿物标本和解

读云南特有环境的由来。对禄丰恐龙的回答关系到远古云南海陆分布和与远古地球上生物

演化的重大事件。这就给了我们展示更多地球上曾有过的恐龙化石展品的机会， 使观众更

深刻体会到云南这块土地在地球演化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重新审视了原有的展览大纲。保留了原大纲的 4 个主要单

元题目的框架， 在内容结构和数量上进行了大幅的调整。 重新规划了远古云南展厅的展

示内容和格局的分配比例。

仅仅围绕云南远古遗物和遗迹的发现， 增加展品的同时， 加大重点故事的渲染性展

示（效果展示）， 增加的内容尽可能是那些与世界级水准的远古遗迹地点或世界级水准的



发现与研究成果展示， 以突出云南在世界科学的重要位置， 同时也增加了展示的高品位

效果和云南社会更为接轨的内容。

在对云南省博物馆展品标本整理过程中，发现馆藏中有一批现代的动物标本。因此，

我在大纲中增加了这些动物展品的内容，与古生物结合、与古人狩猎相关。这样的结果是

使这些标本得到了合理且有效的作用。

然而，与丰富的云南本省矿藏相比，馆藏标本却缺乏比较好看的宝石类的矿物和体量

较大的矿物标本，澄江动物群的标本也略显单薄。因此我们对云南地质标本的展区增加了

如下部分：

1) 地球上发现的第一个根和叶的标本补充， 我们联系了曾在云南曲靖采集化石和重大研

究课题的北京大学地学系前主任郝守纲教授。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发现于云南文山

的松冲坡的“世界上最早的有叶植物”的资料，同时也为博物馆提供了一批可展示的标本。

他认为云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球历史证据发现点之一，除动物大爆发外，还有植物大发

展阶段的最重要证据都在云南。

2) 此外，云南近年来发现的化石中有一个地点的化石一直是科学家争论的课题，因为涉及

到了 2 亿多年前三叠纪海洋中生命大爆发复苏的事件之时间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云南罗平

发现的化石量是生命复苏初期的产物，非常重要， 我们在策展中加入了罗平发现的故事，

加强了对三叠纪云南海洋生命的展示， 甚至在空中展示了巨型鱼龙。并且用两台小型影像

机增加了罗平的发现和发掘过程， 并请发现者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故事性的叙述， 以增加

观众对这段云南缘故惊天动地历史的好奇和认识。

3) 根据近些年来云南的发现， 比如杨氏鱼和魔幻鬼鱼化石（迄今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硬骨

鱼类）， 泥盆纪七趾爬行动物化石（加拿大科学家在云南泥盆纪海相地层中发现的一种早

期海洋动物尝试登陆的重要古动物化石）， 著名的卞氏兽化石（一种发现在云南的带有爬



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双重特征的古动物，动物演化的重要证据）， 和近年来云南发现的众多

古猿化石地点的标本或模型。

远古云南不仅涉及大量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也涉及了学术的争论， 我们采取

的办法是：

1) 重大课题如 973 工程中的三叠纪海洋， 澄江生物群等研究成果以中国科学院的出版总

结性刊物为准;

2) 不准确和争论大的问题一律不涉及;

3) 图文版以科学界公认的为准并谨慎使用;

4) 用“解读”思维代替“教育”思维， 如我们在展示人类体质进化的过程中，不仅沿用

老的标本形态演化特征， 同时也介绍了最新的 DNA 对人类演化的解读思想，在旧石器时

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在云南的活动展示中尽可能尊重发现的证据展现各方面的

科学争论成果。 同时尽可能采用启迪作用， 鼓励观众互动参与争论的问题。根据现代展

示学的理念， 我们将“重大题目和争论”作为观众的“好奇点”， 使他们能充分参与，

并用启迪的思维思考现代社会的问题。

围绕展览学展开并调整的重点展示项目

1) 澄江生物群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城东边的帽天山埋藏着距今 5.41 亿年的化石群，该动物化石群再

现了距今 5.41 亿年前海洋生物的真实面貌，为揭示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奥秘提供了极其珍

贵的证据。澄江动物化石群保存完整，门类众多，展示着地球早期生命演化谱系中最惊人、

最壮丽的部分，是世界古生物研究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为什么这么丰富？ 为什么突然出现？我们尽可能地讲近年来国家

投重资（973 工程）的科研成果， 用泛大陆解体、 雪球事件、壳动物生物学等解读了澄



江大爆发的意义和过程。 生物学发展规律的不同解释尽可能进行展示。

例如在展示澄江动物群之前， 我们建立了以蓝绿藻为主的十亿年前云南元古代动物

景观， 以展示生命初期原始特征和改变地球氧含量的经过， 还展示了像树叶一样（不能

游动）动物的伊迪卡拉景观复原， 以配合比较澄江大量可动动物的进步特征。 我们还建

立了以苏联小壳动物的出现和意义的展项， 衬托澄江生命不是孤立出现的事实。

我们尽可能解读澄江 5.3 亿年前发生的往事， 也尽可能地告诉参观者我们是如何发现

知道这些往事的， 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往事说明了什么（比如证实了在生命演化中环境变

化的重要性，特殊埋藏给人类带来的“发现未知”窗口）。

在解读澄江生物的展示中， 除了用大量化石和复原影像恢复远古云南的海底特征外，

还用大量的篇幅解读了生命爆发的伟大意义，尽可能地用近些年来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

用传媒学手段，深入浅出地展示和解释了澄江生物群的出现不仅使地球上出现了大量的不

同生物种类， 而更重要的是生物各个生物学“系统”的出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 运

动系统等）和新陈代谢的完善， 运动使自然选择等生物特征出现。

澄江生物群化石非常特殊， 他们保存的完整性发现地的底层分析结果是还原环境的海

湾沉积， 沉积很特殊， 再造沉积环境， 澄江生物群是第一部分内容，也是第一部分的重

点， 为此我们设计并制作了澄江生态群的复原景观的底栖固着动物和底栖移动动物。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澄江动物类型很有可能更早就形成了， 只是由于这里的“特殊”

保存我是我们得以知道。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埋藏学原理的展示， 以达到更深刻解读澄江生

物学的作用。

将这些动物个体很小，但种类繁多的澄江生物群物种进行立体化展示，更在景观中体

现出他们各异的运动方式。为了让这个展区更加吸引观众，我们使用多个微型屏幕来分别

和同时呈现出多个故事，并在高低水平和纵深层次上都可以更丰富和更真实地复原。

2 ) 古人类 - 欧亚大陆最早的人群之—元谋人

云南古猿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常常震动国际学术界，人类起源和进化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 云南古猿和旧石器早期的元谋人的发现曾两次将人类起源的历史推进到一百多万年

甚至几百万年。元谋人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生活在距今 170 万

年，是欧亚大陆最早一批直立人，更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

在设计元谋人展示的时候不仅需要还原其体貌特征、生活场景和生活环境，更需要对

当时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古猿的灭绝和存活分布进行研究和展示，对同地点或同时代生

活的其他古猿和原始人类进行比较和展示。

为此采用大量场景复原或微型景观的方式来全方位展示元谋人相关的各项知识环节，

当然为了让参观者能够轻松了解展示内容，我们还加入了多种互动项目，利用独立小展项



将平面内容立体化，如此也增强了整个展览的趣味性。

在“远古云南 – 史前时期的云南”展览中，还有许多展示设计上的亮点，如刚已进

入展厅的仿真地球的形象，模拟演示地球地质史、云南所处的康滇古陆的重要性及沧桑变

迁；解决化石展品难以展示问题的特殊化石展柜；以时光通道为设计理念，通道两边将展

示古代到现代的人类与环境相互之间的变化内容，整个通道由开始的色彩单一暗淡渐渐变

得色彩丰富明亮，象征着人类正向着光明美好的未来一步一步迈进着人类演化部分的展示

设计等等。

3 ) 新石器时代立化

云南紧接地球之巅青藏高原的东缘，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亚早期文化交流的十

字路口，从很早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各类文化就从这里南来北往、东突西进，并在这片高

原之地留下了无数的遗迹；云南独特的地理地貌，在成为文化交流通道的同时，也往往成

为文化分割的地理单元，从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各考古发现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 8 种

类型，可见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早期格局从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

为了给观众呈现出完整的云南新石器时代生活画卷，我们将此部分的展示设计立化处

理，在此部分的入口出打造进入式场景，让观众立刻感受现场气氛。同时融入多层次场景

设计，如处在山洞内外的观众可以透过通道看到对面的景象，当观众绕到 2 层的时候可以



俯瞰完整的画面。在缓冲区的处理上我们将将休闲石椅结合玻璃窗，完全打造新石器时代

的风格。为增加这一展区的娱乐属性，将墓葬习俗及尚红习俗内容相结合，用多媒体表现

丧葬习俗，方便参观者直观了解。

关于传媒学的考量

我们重点考虑了两个方面， 一是对整体展厅的功能与空间进行有效分析， 建立展品

与内容结合的主要功能点。 将这些功能点逐一进行所展示重点和脉络的讨论， 并结合空

间进行设计。

比如我们将展厅最高的位置留给了远古云南展示中标本最大和最亮点的两个部分， 一

个是三叠纪海洋， 它是研究世界古海洋中生命复苏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复原了发现在云

南罗平和贵州的十几米长的海洋爬行动物，同时将远古云南展厅中最巨型的展项-云南川街

龙模型用’时间倒序法’布置在高展厅展区， 使整个展厅的高差用运的当， 与内容也极

为吻合。 二是运用云南的特征“分子”，并科学与艺术结合， 创造吸引眼球的展项。

例如将微缩地球演化史和生命演化史的具有明显协同演化特征的演化做成“飘带”展

示在展厅上空。云南素有“彩云之南”的美誉，我们提出了以“彩云”、“雪山”、“河



流”和“织锦”为主造型的设计构思，不仅抽象表现云南神奇的自然，神圣的历史，多彩

的民族的特色。而且使这些带专业色彩和文化色彩的“云彩”飘带贯穿整个展厅， 飘带上

的时间节点印刻着不同时期发生在云南的地质与古生物事件，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刺激和

艺术感染力， 提高了他们对远古云南“时间与事件 ”的认识。

在修改大纲的工作中， 增加 3 项内容，以补充馆藏不足的缺陷：

1）云南新的发现，胜峰工蕨、杨氏鱼等；

2）新的科研成果，如 973 工程成果；

3）与云南社会紧密相关的内容。同时增加了与远古云南密切相关内容和重点展品和标本的

内容。

《远古云南》展览中共有十一个重点展示环节分布在其四个展览单元中，分别是地质力

量的雕琢、澄江生物群、古生代海洋生命， 曲靖鱼故乡、登陆先锋植物、罗平生物群、喜

马拉雅运动， 禄丰原蜥脚类恐龙动物群、中国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和演化中心之一、欧亚大

陆最早的人群之一元谋人、三江流域遗址诠释云南多元文化发展。

这些重点不仅代表了云南的地球家园和生命特征， 更重要的是地球沧桑的历史见证。

围绕传媒学展开并调整的重点展示项目

1 ）罗平生物群

云南罗平化石动物群是我们新增加的展项之一， 之所以增加这一展箱是因为它在世界

海洋生命史中的重要性和众多的标本。以及复原远古云南做能呈现的贡献。 巨大而多样化

的海洋爬行动物在几天已经见不到了， 他们的“样子”足以引起观众的好奇心， 也就给

了设计师充分展示的条件。

罗平生物群产出时代距今约 2.4-2.5 亿年，分布面积约为 200 平方公里，与著名的意

大利/瑞士交界处的动物群时代相当，比著名的贵州关岭动物群早二千多万年。



罗平生物群生物门类的多样性、化石保存的完整性举世罕见，不仅有丰富的脊椎动物

化石，还有大量甲壳、双壳、腹足及植物化石，堪称中国珍稀的三叠纪海洋生物化石库。

此外，罗平生物群发现有大量的新属新种，其中许多化石类别系在中国首次发现，如

鲎化石、等足目等。罗平生物群的发现对于探讨二叠纪末期生物绝灭事件后，三叠纪海洋

生物的复苏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对探讨三叠纪海洋生物复苏、三叠纪海洋生物演化和辐射、古海洋动物地理区

系以及重塑当时的古环境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平展项中不仅包括了大型空中景观， 还建立了是一米长的展柜， 全面展示了罗平

的化石。

2） 曲靖生物群

云南曲靖也是世界知名的化石产地， 云南东北部曲靖地区的徐家冲剖面是华南乃至中

国早泥盆世非海相地层的典型剖面,徐家冲组代表海陆过渡相沉积,也是研究早期陆生维管

植物的理想场所，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古鱼故乡之一，更是从鱼到人演化之路的揭秘地。此

外在曲靖有许多古生物之最：世界上最古老的带根植物 - 曲靖胜峰工蕨、球上最早的鱼发

源于云南 - 昆明鱼、世界最早的完整硬骨鱼 – 曲靖梦幻鬼鱼、最早登陆的动物之一 - 鱼

石螈。

为了展示这些展项， 我们尽量设计了完整的故事线， 比如曲靖发现的胜峰工蕨涉及

到了植物从海洋登上陆地和植物的起源（单独展台）， 杨氏鱼涉及到了鱼类的演化（单独

展柜）， 两栖动物化石涉及到了脊椎动物从水道路的发展过程和上陆后引起的重要演化

（单独展柜）， 因此， 我们利用云南曲靖的化石向观众展示了三个远古生命演化的重要

阶段，使理念和展品得到了圆满地结合。



3）禄丰原蜥脚类恐龙动物群

我国是恐龙大国，已命名的恐龙有 160 多种，恐龙足迹 39 种，中国的恐龙蛋在数量

和质量上都是世界第一。云南命名的恐龙有 10 个属 12 个种，包括许氏禄丰龙、巨型禄丰

龙、中国近蜥龙（兀龙）、新洼金山龙、杨氏玉门龙、云南龙、、川街龙、武定昆明龙、

中国双脊龙、三叠中国龙、伊氏芦沟龙、峨山龙、大地龙等。其中，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恐

龙发现于云南禄丰，首个由中国人装架的恐龙骨架也屹立在这片神奇的红层上，恐龙从这

里走向中国，中国的恐龙在这里被世界了解。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禄丰恐龙博物馆是我国的

六个恐龙专业博物馆中的佼佼者，更是全展的重点之一。

如何展示云南的恐龙呢？

禄丰原蜥脚类恐龙动物群和最近几年发现的川街龙动物群肯定是远古云南第二部分的

主角， 更是此展中体量最大、面积最广的展示环节。因此我们前期对馆藏骨架、我们尽可

能地展示博物馆具有的标本， 在将两套禄丰龙骨架之一藏品进行了模型补配后， 又将另

一套脊椎骨支架起来同时展示。

我们还将恐龙元素采用抽象化的处理方式，以恐龙腿部的骨架与肌肉结构作为恐龙世

界展示单元入口处的艺术造型标志，同时对上方结构起支撑作用。 恐龙是大多数青少年和

儿童喜欢的主题，为此我们还在展区内设置了儿童乐园内，在儿童乐园的挖掘台互动项目

前，小朋友们可以在模拟的发掘现场寻找恐龙遗迹。展区内设置鉴定台，为小朋友们提供

专业的知识解答。

同时，我们还在陆峰龙骨架对面建立了禄丰隆生态场景， 在高空建立了卧姿的巨型川

街龙骨架。在处理恐龙绝灭的展项中， 我们利用了最后的展墙做小行星事件小型场景 90

度立式展示。 长期的磨练和尝试，终于完成了《远古云南 – 史前时期的云南》展览制作



工作，通过沙盘、文物、模型、影视资料、场景再现、高新电子设备等等国际前沿的技术

和精品展品，向全国观众呈现了一个多彩、科学的云南史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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