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音機，對於新世紀出生的人而
言，遙遠而陌生；但在上世紀六七
十年代，收音機還是財富的標杆。
在廣東中山石岐區，有一家特別的
博物館，藏品以收音機為主，它就
是中山·中國收音機博物館，全國首
家以收音機為主題的特色博物館。

館藏近2000台 藏品系統且全面
收音機博物館的常設展覽以歷史

的空間發展為陳列線索，通過實
物、圖片、場景及多媒體等陳列展
示手法，展示了中國收音機產業的
發展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
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歷史變
遷。該館館藏收音機近2,000台，
包括20世紀20年代初在中國本土
生產的第一代收音機到80年代的產
品，藏品系統且全面，其中具代表

性的收音機有熊貓牌1501、牡丹
911、紅燈711－2等。
時光和歷史的腳步，在這裡顯

現。最適宜做的，莫過於在古董收
音機前，聽爸爸媽媽說過去的事。

沿着人工小溪，鵝卵石鋪成的小道一路延伸，新
石器時期先民所用的「鍋」和「爐」，近代的水
磨、搗桿、灶台……不同時期與食品有關的物件，
相繼在兩旁出現，讓人產生一種穿越時光的即時
感；從「饅頭」的傳說，到「月餅」的典故，從小
米、黃豆、蓮子等糕餅製作原料，再到製作糕點、
麵條所用的工具等，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首家糕點博物館 各款點心大飽口福
這裡，不是廚房，而是內地首家以糕點為主題

的民營博物館，位於東莞茶山鎮。博物館分古代
展區、現代展區及聖心展區等幾大展區，各展區
由相關文物、資料與實物、圖片組成。古代展區
供奉着月餅鼻祖諸葛亮的青銅像和糕點製作品，
再現當年的食品製作情景；現代展區則色彩明
亮，展品豐富。
這是一個甜蜜的空間。在這家色香味俱全的博物

館裡，食品、民俗、文化有機結合，展品陳列井然
有序、錯落有致，簡潔的文字、豐富的圖片、珍貴
的實物，讓參觀者一下就體會到了糕點文化的傳承
與發展。更重要的是，這裡不僅可以了解製作糕點
的傳統工藝器具以及關於糕點的歷史故事，更有各
種各樣的美味點心讓人大飽口福。

現場體驗製作 特設相關培訓
烘焙近年大行其道，不少人閒暇時光都有為家

人炮製糕點的愛好，那糕點博物館更不能錯過
了，因為這裡允許遊客現場參與糕點的製作，還
會有專門的工作人員提供相關的培訓。在糕點師
傅的指導下，孩子們可以和父母一起參與，親自
和麵，動手學習蛋糕、月餅等的製作，為暑期留
下一段獨特的親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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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十四屆廣州乞巧文化節
時間：8月13日至18日

地點：廣東省演藝中心、廣州塔等

慶七夕·漢服攝影大賽作品展
時間：8月18日至26日9時至17時

地點：廣州文化公園藝廬展廳

廣州大劇院七夕演出「魔法鋼

琴與蕭邦短篇」
時間：2018年8月17日至18日

地點：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

南海影視城七夕大狂歡
時間：2018年8月17日至19日

地點：廣州南海影視城榮光大殿西

廣場

廣州海珠區：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上廣深沿江高速，離開高速
後經黃埔東路、中山大道東、科
韻路、新港東路，隨後抵達目的
地，全程約1小時40分；

佛山南海區：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進入京港澳高速，經瀋海高
速廣州支線、廣州環城高速、瀋
海高速廣州支線進入雅瑤立交，
再沿着桂和路、西線路、布新大
道前進即可，全程約2小時；

東莞茶山鎮：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進入南坪快速，經過南光高
速、龍大高速、莞佛高速，隨後
沿厚大路跨線橋、新城路、莞長
路、新城路、生態園大道、超橫
路、偉建三路、偉建二路前進，
全程約1小時15分；

中山石岐區：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上廣深沿江高速，經莞佛高
速、廣澳高速、深岑高速到港口
大道，沿着東明北路、蓮塘北
路、蓮塘路、孫文中路前進即
可，全程約1小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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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 摸 屏觸 摸 屏 4242

個個、、播放屏播放屏1919

個個、、投影機投影機3232

台台、、互動體感設置互動體感設置33個個、、VRVR設備設備22個個，，

同時配合可觸仿真模型……廣州地鐵博同時配合可觸仿真模型……廣州地鐵博

物館已經不是人們印象中物館已經不是人們印象中「「燈光昏暗燈光昏暗、、

櫥窗冰冷櫥窗冰冷」」的刻板樣子了的刻板樣子了，，隨着科技的隨着科技的

發展發展，，現代的博物館還有很多可能現代的博物館還有很多可能，，例例

如可以讓孩子在博物館裡開地鐵如可以讓孩子在博物館裡開地鐵、、做手做手

工工，，可以在博物館好好可以在博物館好好「「睡一覺睡一覺」」感受感受

古今睡眠差異古今睡眠差異，，可以大手拉小手一起製可以大手拉小手一起製

作糕點……如此有趣的博物館作糕點……如此有趣的博物館，，在這個在這個

酷暑難耐的盛夏酷暑難耐的盛夏，，足以給孩子們的假期足以給孩子們的假期

帶來別樣的夏日色彩帶來別樣的夏日色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廣東報道廣東報道

位於廣州市海珠區萬勝圍地鐵站A出口南側的廣州
地鐵博物館是廣州市政府牽頭出資籌建、由廣州地鐵
集團承建的，旨在推進青少年科普教育，豐富市民文
化生活。該館融展覽、教育、互動、遊樂為一體，結
合視覺、聽覺、觸覺以及仿真空間、VR科技等手
段，為前來參觀的遊客打造一個獨特的體感平台。

配備互動設備 展示四維空間
除上述高科技手段外，這裡還有1:1比例盾構

機、逼真地質情景打造、車站車體仿真還原、角色
體驗等形式，給參觀者營造一個四維立體展示空
間，同時確保了與參觀者保持足夠的互動。
從海珠區的萬勝圍地鐵站出站開始尋找這座博

物館是最好的方式，因為從地鐵站開始，每個拐點
都會有溫馨又可愛的指引，特別適合親子「尋
路」。行走約五分鐘後，一座有着卡通牆畫和斑斕
色彩外牆的博物館出現在眼前。
進館以後，便被一個地鐵車頭吸引：這裡用立

體的投影方式，把廣州的新舊景色不斷刷屏出來，
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欣賞。
進館後的第一條通道，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地

鐵模型，就算沒去過這些城市，也能在這裡一睹這
些城市的地鐵風采。通道之後，是一組很有特色的
模型，模型後還有配圖，從轎子說起，然後是黃包

車、珠江上的輪渡、有線電車、單車、轎車、地鐵
等，將廣州交通工具的變遷一一羅列出來。
展館首層的末端，頭頂是不斷變化的動畫，展

現的是地鐵如何封頂的情景，下面則是地鐵開隧道
的模型。這樣的一套大型模型組合，讓參觀者直觀
了解到地鐵是如何建成的。下一層，更能看到地鐵
建築的一些設備，原來剛才看到開隧道的是腳土壓
盾構機，在這裡有更詳細的介紹其工作原理。

穿上員工制服 化身「地鐵小當家」
對於孩子們來說，最有趣的地方是停在博物館

二樓的地鐵列車模型。地鐵列車模型分為4節車
廂。第一節車廂為模擬駕駛室，孩子們可以學習到
列車的運行和精準停車技術，體驗地鐵司機如何啟
動列車，把乘客安全、準時地送到下一站。第二節
車廂，參觀者通過滑動牆上的屏幕掃描車身，了解
列車是怎樣跑起來的。第三節車廂可體驗地鐵信號
系統，參與者化身為地鐵信號工程師，學習編寫信
號系統指令，確保列車安全到達任務終點。第四節
車廂是應急安全演練現場，可以在這裡學習如何應
對車廂內的突發情況與自救知識。而在名叫「我是
地鐵小當家」的悠樂站裡，孩子們穿上地鐵員工制
服，可以扮演地鐵司機、站務員……在老師和家
長的帶領下完成各項工作。

在廣東佛山的南海區，有一座
廣東省內首家睡眠文化博物
館——源田睡眠文化博物館。成
功人士是不是特別愛睡覺？蘇東
坡為何被稱為「睡眠高手」？這
些問題的答案都可以在源田睡眠
文化博物館中找到。
博物館今年3月正式開業，總

體面積約4,000平方米，是一座
集古今中外睡眠文化展覽、健康
睡眠知識普及、健康睡眠體驗、
睡眠產品展示等於一體的現代化
博物館。據總策劃人李泓業表
示，成立源田睡眠文化博物館的
目的，就是為了傳播睡眠文化，
讓更多的人擁有好睡眠。

一覽古今睡眠文化「穿越時空」睡覺
源田睡眠文化博物館分為四

層，參觀路線從古到今，從高到
低。四樓是古代睡眠文化的集中
展示區域，在這裡不但能夠看到
睡眠歷史的演變過程，還專門設
立了中西不同睡眠文化的情景式
展區。而在古代睡眠體驗區，可
以試着躺在古床或者古董枕頭上
親身體驗古法睡眠。別致的古

枕，簡易的木床，讓你彷彿瞬間
穿越時空，走進古人的睡眠世
界，更直觀地感受到中西方古人
的生活方式。
三層主要展示現代睡眠文化，

展現形式非常有創意：巨大的燈
罩，夢幻的迷宮，倒轉的房
間，放大的臥室，睡姿的測
試……每一處都有電影《潛行
凶間》裡的即視感，每一樣都
能夠讓參觀者在娛樂之中體驗
睡眠文化。這裡還有《網民睡
眠質量報告》等科普知識展
覽，以及現代化床墊生產線模
型，向觀眾展示了現代的床墊是
如何通過機械製作出來的。

館藏私人藏品 只設預約參觀
博物館的一二層是源田睡眠

產品的展覽區域，其中還設有
咖啡吧，休閒區，與AR遊戲互
動區。
但由於館內藏品均為私人藏

品，目前只接受預約參觀，遊
客可以通過電話預約、微信預
約和現場登記三種方式提前預
約參觀時間。

廣州地鐵博物館廣州地鐵博物館：：「「開地鐵開地鐵」」體驗疾速快感體驗疾速快感

印花

夢奇、大喬、魯班、莊周……約上三五好
友，pick自己最拿手的英雄，進入王者榮耀
開黑上分，已經成為朋友間最喜歡的休閒方
式之一。這個暑假長隆集團與王者榮耀聯
手，將王者榮耀遊戲元素注入長隆歡樂世
界，夢奇則化身「歡樂大使」，帶領眾多人
氣英雄空降歡樂世界，全新的王者榮耀遊玩
體驗，等你來「團」。
時間：2018年7月14日至8月31日
票價：成人票250元（人民幣）

廣州長隆王者榮耀實景體驗

佛山睡眠文化博物館佛山睡眠文化博物館：：
躺木床睡古枕品好眠躺木床睡古枕品好眠

東莞糕點博物館東莞糕點博物館：：色香味全的親子記憶色香味全的親子記憶

中山收音機博物館中山收音機博物館：：
聆聽歷史時光的變遷聆聽歷史時光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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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在萬勝圍站下車後乘客在萬勝圍站下車後，，跟跟
隨相關指引隨相關指引，，便能到達廣州地便能到達廣州地
鐵博物館鐵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孩子們在和父母一起親手製作糕點。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孩子們穿上地鐵員工制服，可以扮演地鐵司機、站務員等，體驗
模擬駕駛地鐵列車。 資料圖片

■展示古今睡眠文化的源田睡眠文化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全國首家以收音機為主題的中國
收音機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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