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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的定义看博物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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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定义可分为两个阶段，1970 年代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博物馆功能的界定，1970 年代以后则着

重强调了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这反映了博物馆发展的客观过程。美国将博物馆定位为非营利机构的一部分，而中国博

物馆则承担着一定的政府职能。当前对中国博物馆的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按照中国的国情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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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大众、媒体甚至政府的关注，这不仅因其拥有丰富

的藏品成为社会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且充分发掘这些藏品的内涵，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

研、文化、大众休闲都有一定的作用。博物馆的定义是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博物馆认识的最高概括，本

文主要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博物馆定义的比较分析，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的演变  
国际博协 1946 年的定义为：“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

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则除外。” 
1951 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博物馆是运用各种方法保管和研究艺术、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藏

品，以及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资料和标本，供观众欣赏、教育而公开开放为目的

的，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1962 年对博物馆的定义又进行新的概括：“以研究、教育

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管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切常设机构，均应视为博物馆。” 
1974 年在第 11 届国际博协大会上，博物馆的定义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

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常设性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

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1989 年博物馆定义再次修订为：“博物

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

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1](P37-38) 

仔细分析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定义，我以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 1946-1962 年的

三个定义，除了都强调了博物馆为面向公众的公共机构外，在对博物馆内涵（具有什么功能）和博物馆

的外延（包括哪些范围）的表述上则略有不同，在对博物馆功能的界定上，1946 年的定义主要强调了博

物馆的收藏功能认为博物馆是一个“藏品机构”，而且从 “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除外”，可以看出

博物馆似乎应该有常设的陈列才行。1951 年的定义中博物馆的功能应该包括收藏、研究、教育、欣赏几

个功能，这一点在 1962 年的定义中以更明确的形式提出，反映了博物馆的职能逐渐明晰。在博物馆应

该包括地范围上，则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1946 年的定义以枚举的方法指出博物馆包括美术、

科学、历史、考古以及动物园等 ，1962 年的标本表述为“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

切常设机构”，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简约的概括；反映了博物馆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多。但是这几个定义的

关注点仍局限在博物馆本身上，至于博物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则没有论及。 
1974 和 1989 年的定义则代表了第二阶段，和上述定义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把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纳

入了博物馆的定义中，强调了博物馆为社会及社会发展服务和在社会体系中属于非营利机构的角色定

位，反映了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博物馆人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在博物馆

内部，而是走向了外部，并放眼于社会。如果说为社会及社会发展服务表现了博物馆人对社会的奉献，

而非营利机构的确立则是社会对博物馆的定位。 
把博物馆定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反映了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战以后尤其是 1950-1960 年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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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物馆有了极大的发展，据统计，二战以前全世界博物馆的总数为 7 000 多个，而 1950 年代末根据

对 77 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博物馆的数量即达到 13 000 多个，到 1980 年代全世界博物馆为二战前的 4 倍，

到了 1990 年达到 4、5 万个博物馆，而在这些博物馆中美国有 8 000 多个，英国 2 500 多个，德国 4 680
个，法国近 1 500 个，意大利 3 442 个，加拿大 1 400 个，澳大利亚 1 900 个，日本 3 700 个，其总数约占

全世界 180 个国家和地区博物馆的一半以上。再加上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荷兰、芬兰、丹麦、

挪威的 4 000 所博物馆，75%的博物馆在发达国家[1](p121-122)。不仅如此经过几十年发展，发达国家形成了

大型的著名博物馆、各级各类的专业博物馆、星罗棋布的各式各样的小型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构成的博物

馆群，其大量的藏品、陈列、从业人员甚至包括资金流动，成为社会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中，博物馆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60 年代受民权运动的影响，作为主流文化的白种人

文化受到冲击，博物馆开始关注普通民众，他们在贫民区修建邻里博物馆，为底层人服务、让底层人了

解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热点。随后随着旧金山探索宫的出现，一种观众通过参与、操作学习科学知

识的新型博物馆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迅速蔓延，虽然这类博物馆占全世界博物馆的数量仅为 4%，但它

所拥有的观众超过 50%。70 年代，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

能力，另一方面对环境无节制的开发和破坏，使得环境问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大问题，美国科普作家

R.Carson 的著作《静静的春天》的问世，在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环境运动，为了更加完整的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问世，成为博物馆大家族中的新成员。其中对少数民族和土著人群文化

传统的关注又形成了社区博物馆。80 年代，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资助已不能完全应

付日常工作的需要，博物馆经费短缺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非营利”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博物馆营销加

强，安排专业营销人员，工作观念由以前以学术为中心转为适应客户的需求，围绕效益问题向有关资助

人征集经费扩大宣传、争取赞助。90 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资源

由自有资源向共享资源转变。积极创造条件无偿分布给受众，尽快将中药藏品信息放在网上，使藏品更

快的服务民众，成为博物馆的又一次革新。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形成，不同文化之

间的冲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种族冲突，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博物馆工作的新内涵。总的来看二战以后

新的博物馆类型的增加以及博物馆在社会中作用的加强是国际博协不断修改博物馆定义的基础，而博物

馆定义的多次修改也反映了博物馆在这个阶段的迅速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

的定义地修改来看，博物馆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博物馆内部的事情，它更多地受制于博物馆和社会的关系。  
二、中西博物馆定义比较  

虽然，博物馆定义中关于博物馆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不同国家由于社会发

展的历史不同，在博物馆如何融入社会发展上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以中美两国为例： 
美国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博物馆是非营利的常设性机构，其存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组

织临时展览，该机构应享有免交联邦和州所得税的待遇，向社会开放，由代表社会利益的机构进行管理，

为社会利益而保存、保护、研究、阐释、收集、陈列具有教育和欣赏作用的物品及具有教育和文化价值

的标本，包括艺术品、科学标本、历史遗物和工业技术制成品，符合前述定义的还包括具备上述特点的

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天象厅、历史文化学会、历史建筑遗址等。” 
中国博物馆 1979 的定义：“博物馆是文物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论及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时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为：“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而中国的表述为博

物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种不同的表述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博物馆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虽然政府对博物馆的介入程度不同，例如，美国属于国家管理的博物

馆只占博物馆总数的 6%，而法国博物馆大部分博物馆都有政府进行管理，在英国即使是私立博物馆，

也有可能从政府获得资助，但总体来看，在这些国家中非赢利组织相当发达，在社会中和政府、企业形

成三足鼎立的地位，例如在美国据 1995 年统计，非赢利组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9%和非农就业人口的

7.8%，美国非赢利组织的一大特点是动员大批志愿者参与各种非赢利活动，有资料显示有 49%的公众每

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非营利活动，其志愿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约合 2 000 亿美元。 
作为社会中如此重要的一支力量，非营利组织本身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它的非赢利性，这是

它区别于企业的根本区别，其含义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是它和企业的根本区别，它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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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谋求组织自身的发展壮大，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利益；不能进行剩余

收入的再分配，不得将组织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资产。第二是它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组织独立

于政府和企业具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决策和行为的机制与能力属于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同政府和企业不

同，非营利机构无法按照国家政权的形式自上而下构建起来，也难以自上而下行使权力，它们依靠的是广

大的公民，通过横向的网络联系与坚实的民众基础动员社会资源形成自上而下的民间社会组织。也因此，

它只能采取竞争性手段获取各种必要的社会资源，并提供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第三，志愿公益性和互益性。

由于它既不同于政府组织也不同于企业，因此志愿者和社会捐助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社会资源，它的活动

也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以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它向社会提供竞争性而非垄断性公共物品[2](p2-27)。 
相比之下，中国博物馆在定义与社会的关系时，定位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非

赢利组织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行政组织上具有一定的政府性，属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在业务上也体现了政府的意志。比

如，博物馆的藏品属于国家财产，展览要符合国家的主旋律等。一般是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其次，我

国社会上各种单位被划分为政府、企业和事业三种类型，博物馆属于事业单位，因此它也是不以营利为

目的。第三，它虽然具有公益性，但非志愿公益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垄断公益性，因此，其主要经费

来源是国家财政划拨而非自筹。 
总之，在与社会关系方面，中西方博物馆最主要的差别表现在中国博物馆的政府性即从业务到经费

到人事制度都由政府决定和西方博物馆的非政府性即政府只部分的参与博物馆的经营管理，或者只对部

分博物馆进行管理，或只对博物馆部分业务进行管理。作为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属于公民社会，

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模式，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宏观力量协调社会

各方面的的发展而不是参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民间力量自发的组织、承担

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组织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组织本身也形成了一种

完善的管理模式，比如董事会负责制、依靠志愿者服务，通过协会进行业务培训、业务交流等。而中国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也在逐渐地转变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但大政府、小社

会的格局并没有完全改变，在有些领域甚至还由政府垄断经营，一些公益事业也主要在政府的领导、组

织下实现。博物馆作为政府附属角色的定位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在西方作为

社会公众和各种营利机构，对非赢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如义工制度、社会

捐助风尚的形成，而在中国这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规划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目前，我国博物馆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短缺，多数博物馆的经费仅够人头费，无从奢谈博物馆

如何发展。因此如何获得博物馆的发展资金就成为博物馆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近年来

博物馆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概括起来可以划分为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向外部寻求资源，把营销的观念

引入博物馆经营管理成为许多博物馆人的共同心声，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机构的观念开始转变为博物馆“不

以营利为目的”，这种观点主张博物馆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第二种方案主张对内

部进行改革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考核制度上强化内部管理。应当说这些主张都为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

比较好的思路。但是，笔者认为，在考量这些变革措施时应该和我们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如果忽视了这个

前提，改革不仅不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而且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前些年开展的教育产业化和

医疗制度改革，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和提高教育质量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引发了别的社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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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ICOM can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before 1970’s, the function of museum is 
emphasized. After 1970’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useum and society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American, museum is a kind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but in China, it assume some of governmental function. 
Now in order to development museum, we should not change the model of management only on the western 
model, but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r museum and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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