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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電影《博物館奇妙夜》
嗎？每當夜色降臨，各種館藏物品
就會獲得自由行動的力量，整個博
物館就熱鬧起來了。如今，隨着夜
遊經濟的火爆，從今年 8 月開始，
廣州首批博物館實行夜間開放，多
家博物館、紀念館紛紛推出研學、
電影放映等豐富多彩的夜間活動，
一時風頭無兩，有興趣的港人，不
妨趁着周末前往，親身體驗一次現
實版的「博物館奇妙夜」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廣州博物館
百年熱門打卡點開夜展

現在的人出門喜歡到處拍照
「打卡」，其實百年前廣州也曾
流行過「打卡」風，而熱門打卡
點則是被街坊們親切稱為「五層
樓」的廣州博物館。
原來，清朝年間，外商橫跨大
半個地球來廣州海淘，歸家時總
要帶幾張手繪明信片炫耀，那就
是大家熟悉的外銷畫，有趣的
是，這些畫當中經常會出現一個
熟悉的身影——鎮海樓。那時珠
江的江面很寬闊，登上越秀山頂
的鎮海樓遠眺，可以飽覽珠江美
景。更重要的是，這座高高在上
的紅色建築，也是外商來到
「CANTON」的航標，看到鎮
海樓，也就意味着離賺取金山銀
海不遠了！
今天的廣州博物館坐落在風景
秀麗的廣州市越秀山，以始建於
1380 年的明朝建築鎮海樓為館
舍。這裡藏着眾多的廣繡、象牙
雕等展品，常設的展覽包括「廣
州歷史陳列展覽」、「海貿遺
珍——18 至 20 世紀廣州外銷藝
術品展覽」等。8 月 1 日起，廣
州博物館加入了夜場，在工作人
員配置方面與白天無異，每層展
廳都會配一名工作人員站崗，安
保、售票處的工作人員人數也和
白天一樣。在參觀解說方面，目
前夜間還沒有固定解說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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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講所

C
廣東省博物館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
高速，離開高速後經黃埔東路、中山
大道東、G107、黃埔大道、獵德大
道、花城大道、冼村路即可，全程約
1小時40分，或高鐵到廣州南站轉地
鐵，大劇院站下車；
農講所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
高速，經廣州繞城高速進入廣園快速
路，隨後沿着內環路到恒福路、麓湖
路、東濠涌高架路、越秀北路、中山
四路後到達，全程約 1 小時 50 分，
或高鐵到廣州南站轉地鐵，農講所站
下車；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粵博物館
（紀念館）
夜間開放時間表
廣東省博物館
地址：天河區珠江新城珠江東路2號
服務中心電話：020—38046886
開放時間：周五9時-20時30分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
地址：越秀區越秀公園內
預約電話：020-83545235、83550627
開放時間： 周五至周日9時-21時

就在剛剛過去的周末，一場名為
「家國情、悅讀行」紅色研學公益
活動在廣州農講所紀念館舉辦，30
位多名小學生在專業研學導師的帶
領下，體驗了一堂神秘有趣的夜間
研學課。同學們在講解員的引導下
一邊在夜色中感受農講所的建築之
美，一邊認真聆聽講解員的介紹。

在木雕展廳聽古琴、琵琶等傳統樂器演繹
《流水》的潺潺切切、《彩雲追月》的輕鬆寫
意、《寒鴉戲水》的別致優雅；在二樓大堂觀看
《國家寶藏》廣東省博物館特輯……如此優雅
的活動，是否特別適合帶着孩子前來體驗傳統文
化的魅力呢？
為了豐富觀眾的夜間精神文化生活，廣東省
博物館（以下簡稱粵博）將參照大英博物館、英
國 V&A 博物館等世界著名博物館的通行做法，
從 8 月 9 日開始，試行每周五夜間開放。粵博不
僅對場館設施、安保措施、人員協調等方面進行
了完善，還為觀眾準備了豐富的體驗活動。
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的廣東省博物館新館被譽
為「月光寶盒」，是一棟四四方方、通體透亮的
灰色建築，在一眾高樓之間顯得格外的內斂而沉
穩。新館展覽以廣東歷史民俗、藝術、自然為主
要陳列方向，包括歷史館、藝術館、自然館三部
分，設有潮州木雕藝術展廳、端硯藝術展廳、陶
瓷展廳與書畫展廳等。
■孩子們認真聽講解員科普恐龍知
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恐龍故事趣說進化史
夜遊粵博，一定不能錯過正在展覽的「群龍

出沒——恐龍時代大穿越」。是次展覽是以
「穿越恐龍時代，探索恐龍世界」為主題的大型
家庭親子類展覽，主要面向年齡為5到12歲的觀
眾，分為「恐龍世界」、「飛上藍天的恐龍」和
「混進恐龍圈的『假恐龍』」三大部分。
展覽用輕鬆調皮的語調，講述了遠古時代恐
龍之間發生的各種故事，如「隔空對決」、「生
死時速」、「結伴同行」等；還描述了恐龍向鳥
演變的過程；並且從「假恐龍」之恐龍的近親、
遠鄰以及「假恐龍」們的食物這三方面展開，向
孩子們解釋帶「龍」字的動物不一定是恐龍。展
覽以「鳥類起源於恐龍」作為尾聲，倡導保護恐
龍的後裔——鳥類的理念，讓孩子們感受到生
物進化之美。
四川省自貢市是世界聞名的侏羅紀「恐龍之
鄉」，素以恐龍化石埋藏點多面廣、數量巨大、
種類眾多、保存完好、層序連續等特點著稱。此
次來到廣東省博物館的自貢恐龍共有 20 具，包
括巴山酋龍、天府峨眉龍、和平永川龍等，另外
還配備了28 件珍貴的典型標本，3 個仿真恐龍。
想晚上參觀「群龍出沒——恐龍時代大穿越」
展覽的觀眾，需通過大麥網預約周五晚間門票。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電影展播重溫激情歲月
共和、復興中華——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
立政權》基本陳列、《帥府名人》、《一
個澳洲建築師的中國情結》等常設展覽，
每年慕名而來的海內外遊客絡繹不絕。
自本月夜場開放後，孫中山大元帥府
紀念館已於 8 月 9 日夜場開放時段舉辦了
紅色電影《五朵金花》的展播。這是今
年 8 月大元帥府紀念館舉辦的第三次電
影展播，8 月 16 日晚還將舉行第四次展
播，屆時將播出《早春二月》。此外，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晚間開放展覽。
該館也準備了多個文物展覽，供市民夜
受訪者供圖
間參觀。

2019 廣 州 南 國 書 香 節 暨 羊 城 書 展

廣州博物館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
高速，經廣州繞城高速進入廣園快速
路，接轉內環路到環市中路，隨後
轉入解放路後抵達，全程約1小時45
分，或高鐵到廣州南站轉地鐵，越秀
公園站下車。

紅色課堂唱響《英雄讚歌》

不一會兒，靜謐清涼的紀念館上
空，響起了《英雄讚歌》的朗朗讀
書聲和革命歌曲的激越之音。一個
多小時的課程轉眼間結束，學生們
不僅體驗到新穎的愛國主義教育、
獲得贈閱圖書和文具，還參加了
「家國情、悅讀行——我來當研學
設計師」評比，收穫滿滿。相關負
責人介紹，這是農講所的創新嘗
試。由於報名情況火爆，活動主辦
方特在本周六、日增加兩場公益活
動，並考慮日後多組織策劃此類有
意義的紅色研學活動。

廣東省博物館
「群龍出沒」
穿越侏羅紀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是依託廣州大元
帥府舊址籌建的人物紀念館，為國家二
級博物館，前身為興建於清光緒 32 年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1906）的廣東士敏土（水泥）廠，因
地址：海珠區紡織路東沙街18號
孫中山 1917 年和 1923 年兩次在這裡建
預約電話：020-89012366
立革命政權而得名。
開放時間：周五至周日9時-21時（20時停止進場）
1996 年 11 月，廣州大元帥府舊址
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護 單 位 」 。 1998 年 10 月 ， 籌 建
地址：越秀區中山四路42號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預約電話：020-83333936
2001 年對外開放。現館內設有
開放時間： 周五至周日9時-21時（20時30分停止入場）
《帥府百年》復原陳列、《捍衛



觀的人。一家老小攜手而來，這邊
廂看看展覽，那邊廂打卡拍照，玩
得不亦樂乎。

■粵博展出四川自貢恐龍化石標本，吸引
大批遊客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的廣
東省博物館。
東省博物館
。 資料圖片



創意研學課 新穎愛國教育

2019廣州
南國書香節暨羊城書展

2019廣州
麼多動漫嘉年華

2019廣東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

時間：8月16日—8月20日

時間：8月16日—8月18日

時間：8月23日—8月26日

地點：廣交會展館B區

地點：保利世貿博覽館3/4號館

地點：廣交會展館A、B區

印花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
高速，離開高速後經黃埔東路、中山
大道東、G107、黃埔大道、內環路
到江灣路即可，全程約1小時45分；

■農講所創新推出紅色研學
公益活動。
公益活動
。圖為小學生參加
夜間研學課。
夜間研學課
。 受訪者供圖

毛澤東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紀念館（下稱「農講所」），原為
明代修建的孔廟，清代更名為番禺
學宮，清末民初曾改為八桂中學。
1926 年 5 月至 9 月間，毛澤東在此
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1953 年成立
「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舊址紀念館」。1961 年，國務院公
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為第一
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色漸暗，夜幕降臨，古建築的
木質花窗透露出點點燈光。穿門而
入，敞亮的展廳已經在等待前來參

■鎮海樓現為廣州博物館所在地
鎮海樓現為廣州博物館所在地。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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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夜廣州

穗首批博館晚間開放 營造文化新體驗

'

夜遊 博物館

玩 轉粵港澳

A27

另一種情感世界——馬頭琴音樂分享會

主講人阿桐將會與大家分享草原牧區深處的采風紀
實，分享「草原金曲」以及如今的「世界音樂」裡的
「原生態蒙古音樂」的不同意義，以及通過手中的馬
頭琴去演繹音樂，講述情感。
時間：2019年8月17日（周六）19時30分-21時30分
地址：廣州市海珠區1904大阪倉柴主生活館一樓柴藝館
票價：人民幣80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