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观众体验为中心
设计一个“人性化”的博物馆

问：您认为湖南省博物馆改造之后的特色和
亮点有哪些？

夏心红：我个人认为，新湘博的亮点主要
体现在几个方面：在理念上，“鼎盛洞庭”的
创意厚重而独特，既源于湖湘文化，又有提炼
与升华；既传承过去，又呼应未来。 在设计上，
我们以观众的参观体验为中心，努力打造全新

的参观流程人性化的博物馆， 比如针对学生、
儿童、残障人士等不同人群，我们做了很多精
细化的设计，从购票、等待到安检等一系列流
程，尽可能让每位观众都能很舒适地完成整个
参观过程。功能方面，设计了图书阅览、学术报
告、娱乐休闲等互动环节，加强观众的体验感。
新馆空间设计精妙， 既有国际大师的鬼斧神
工，也有国内设计团队的集体智慧，借助空间
的形式诠释古代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传统
和现代穿插交汇。

融入比以往更高的技术含量和创作理念
打造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博物馆

问：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湖南省博物馆
新馆建设的独到之处，是否有什么创新的地方？

夏心红：我觉得新馆建筑最大的特色，是整
体建筑的轻盈感。 这需要选用相对轻薄的材料，
一般的结构体系是很难体现的。 在这个项目里，
我们使用了一个空间的桁架结构体系， 并采用
BIM技术来做结构设计。 这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

些二维设计不一样，BIM是三维设计， 能够更巧
妙地吻合我们的创意。 这也是湖南省第一次把
BIM技术运用到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里。

问：建馆的过程中，最让您难忘的是什么？
夏心红： 新馆修建经历了整整 5年。 但事实

上， 我们在 8年前就已开始博物馆前期的一些策
划和研究。 我们想将它打造成有世界级影响的博
物馆，需要立足湖南，放眼世界。 设计团队在世界
各地区参观学习了 20多个顶尖的博物馆，吸取了
很多精华的东西，并与国内外顶级的博物馆专家、
建筑师做了很多的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化、 智能
化、人性化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达到了
较高的水准。

印象最深的， 是我们和日本的建筑师团队、
博物馆建设方，经常在一起不分昼夜地讨论一些
关键性问题。 有一次，我们从星期六的早上八点，
一直讨论到星期天的早上六点，一个通宵都没睡
觉，但大家兴致都很高。

建筑、室内、展陈“一体化”设计
大屋顶、艺术大厅皆有亮点

问：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设历时 5 年，如今
重新开放，新馆样貌几何，成为全省人民关注的
热点。 您作为新馆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能否介绍
一下在室内设计上，团队做了哪些努力？

黄建成： 湖南省博物馆的室内设计是其整
体设计的一部分， 介于建筑设计和室内展陈设
计之间，一方面要承接建筑设计的风格，与建筑
美学相一致，将建筑的材质、肌理等相关语言传
递到室内设计系统中来；另一方面，必须和博物
馆的展陈内容对接。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秉承“一体化”的设计理
念在做， 我所代表的中央美院和日本矶崎新大
师组成联合团队， 团队的任务就是要“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前期部分是以矶崎新的建筑设
计为主导，我们协助，将想法导入进去；后期部
分则是我们主导室内设计和展陈设计， 整体策
划、整体设计、整体推进。

虽然这种磨合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
这绝对是国内第一个尝试“一体化”的博物馆设
计案例。

问：您认为此次室内设计中，最大的创新和
亮点是什么？

黄建成： 我认为室内设计最有亮点的是进
入湘博的第一个大厅———艺术大厅， 既有老博
物馆的柱廊，又有新湘博的设计体系，包容了多

种元素，承接了多种功能，体现了新与旧、当代
与传统的对话，视觉上也非常通透。 我相信，观
众站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强的艺术氛围。

还有一个特色，我认为是大屋顶。 在建筑设
计方案中， 一汪凝固的洞庭水悬浮在建筑的上
空， 它的室内是目前全省最好的一个国际报告
厅， 也是将来博物馆承接大型文化活动的一个
空间。 在室内设计上，我们紧密结合了建筑设计
包容的结构，我认为，它将来也会成为湘博设计
中很耀眼的一个亮点。

“马王堆”立体性展示，“湖南人”画卷式
铺展

当代历史观与古老历史文物对话

问：除了“马王堆汉墓”基本陈列馆，湖南省

博物馆新馆还增设了“湖南人”基本陈列馆，请您
从室内设计的角度，介绍一下这两个主题展馆的
参观方式。

黄建成：在设计中，我认为“马王堆”展馆最
大的特色是按 1:1 的比例，复原马王堆汉墓墓坑
结构，重现阶梯式夯土墓，来贯穿整个马王堆参
观的流程，使参观者能直观地感受到文物出土地
的现场氛围，并采用叠加、立体、穿透式的形式，
承接三层以上的参观流线，使建筑空间的营造与
文物的展示融为一体。

“湖南人”展馆则采用时间线性轨迹，通过文
物进行讲述，将湖南人的生活痕迹，以及湖湘文化
内核形成的脉络，以画卷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马王堆”是故事情节的展示，“湖南人”是时
间线性的铺展，形成展览结构上的差异和互补。可
以说，这是当代历史观与古老历史文物的对话。

问：您曾说，设计需要平衡，但平衡不是简单
的妥协。 在湘博新馆的改扩建过程中，您做了哪
些取舍来维持“平衡”？

黄建成：设计需要平衡，源于设计本身的属
性。 设计的对象不是“我”，而是“你”，是委托方，
或者说观众。 我们的工作要综合他们的需求，倾
听他们的心声， 但又不能完全被这些声音所左
右。 将这些声音梳理、提炼、叠加，在取得他们给
予的空间、内容以及制约条件之后，再把设计发
挥到极致。

在新馆的建设中，我们还要将老馆最亮点的
部分留下来，尽可能体现湖湘特色。比如在“湖南
人”中，我们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一栋湖南古老民
居，在展厅中进行复原陈列。 通过类似一系列重
新提炼的手法，让湖南省博物馆成为具有强烈独
特性的一个博物馆。

向世界展示“湖南形象”
设计是为了让文物更好地“说话”

问：“为国家塑造形象的设计师”， 这是外界
赋予您的称号之一。 您设计的作品多次走出国
门，展示“中国形象”。 湖南省博物馆是湖南的文
化地标， 而您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湖南长沙人。
在此次“家门口的设计”过程中，您是如何突显新
湘博“湖南形象”的？

黄建成：在我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我
深刻体会到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的含
量，另一方面，世界的元素也可以融入到我们本
土的设计体系中来。 湖湘文化的包容性是非常强
的。 这次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的整体设计中，我
们多运用了具有湖湘元素特色的视觉符号。 比如
大屋顶上凝固的洞庭水，洞庭湖与湖湘文化密切
相关，且水的流动感与它周围刚性的、立体化的
结构元素形成对比，产生一种软性的心理感受。

在室内设计的视觉系统上， 我们也采用了与
水、书法等相关的元素符号，让观众能近距离地感
受湖湘文化的灵动之美。再比如刚刚提到的“湖南
人”展厅内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它既是容器，也
是内容。还有“马王堆”展厅，我们采用对比度强烈
的红黑色调，来凸显湖湘文化更深层次的魅力。

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是让文物“说话”，我们
的设计无论在具象还是意象、显性还是隐性的表
达上，都是为了烘托文物，让它们更好地“讲述”。

文 / 李毅 李婷婷

“湖湘”是水汽漂浮形成的一种
气场

我要将它浮现在建筑上

问：很多人在看到此次湖南省博物
馆新馆的建筑设计之后，认为一定是出
自一个对湖湘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
都非常了解的设计师之手。很想听您谈
一谈，您眼中的湖湘文化，您在此次博
物馆的建筑设计中注入了哪些湖湘文
化的理念？ 同时，又埋藏了哪些关于矶
崎新独特的建筑思考和标签密码？

矶崎新：“湖湘”离不开“湖”，最著
名的就是洞庭湖， 长沙在洞庭湖的南
面，拥有与山、湖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关系。同时，湘江蜿蜒穿过长沙城。
所以“湖湘文化”这四个字，在我脑海
里，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水”，是水汽
带来的一种气场。

如何将这个“水汽”以建筑的形式
呈现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浮现、融
合的状态。 它不是完全沉到地里，而是
有着某种轻盈的漂浮感。它就像一架隐
形飞机， 代表一种时间的跨度和穿越：
地下长出来的是接地气的文脉和根基，
浮在上方的是根基之上的时代和未来。
我希望它在空中慢慢展开身姿之后，是
一种非常具有时代感的形态。

融湖水、人的活动、文化内核于
一体

“新湘博” 是一个酷酷的 “M·
PLUS”

问：在设计的时候是否有遇到什么
困难？能否和我们分享其中的一些印象
深刻的故事和经历？

矶崎新：从 2011年开始，我们的设
计持续了近七年时间。 湖南省博物馆非
常重要的历史遗产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
物， 马王堆墓坑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建
筑空间。在呈现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通

过大型结构体来进行架构， 这在博物馆
的组成空间上应该说是世界上十分独特
的案例， 构成了湖南省博物馆非常重要
的特征。

除了空间上的处理， 还需要考虑功
能上的组织。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方
案是：人流进来后先到复原墓坑最上方，
然后围绕着墓坑，一圈一圈往下看展品，
再进到其他的展厅里。这样的流线组织，
在过程设计中花了大量的时间。

问：长沙这座城市也有着她自己的
个性和特质。 现在，这个城市又有了您
主持设计的新的博物馆，您觉得湖南省
新博物馆在中国乃至世界博物馆建筑
中，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她的开放
会给长沙乃至湖南带来怎样的影响？

矶崎新 ： 博物馆的英文单词是
“MUSEUM”。 我设计过世界上很多同
类文化建筑，我认为湖南省博物馆在建
筑和展陈上，有从古到今的空间性的连
续，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我希望它是一
个能让长沙、湖南骄傲的博物馆。 我一
直怀揣着这个初衷来设计：它是一个超
越“MUSEUM”的空间，它是一个“M·
PLUS”。

为了寻找更好的时代场域，5 年前，湖南省博物

馆暂停对外公开服务，在万众期待中蛰伏、酝酿。

历时 5 年， 这个承载着漫长而瑰丽的湖湘历史

文化的舞台，在今日拉开崭新的帷幕。

这不仅是一座博物馆的重开大门， 更是湖南文

化新地标的全新起航。 5 年间， 她完成了怎样的变

身？她将以怎样的面貌向世界亮相？我们如何透过她

的肌理，以全新的方式触摸三湘大地的体温和脉搏？

一位世界级设计大师矶崎新， 与两位国内著名

设计师黄建成、夏心红，将用他们的独家解答和亲历

故事，为我们掀开“新湘博”的神秘盖头；向我们展

现，他们如何在这个舞台上，对话文物，跨越古今，描

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湖湘文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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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新湘博”的盖头来！

【寄语“新湘博”】
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让长

沙、 湖南骄傲的博物馆，一
个超越 “MUSEUM”的空间 ，
一个“M·PLUS”。

【寄语“新湘博”】
希望湖南省博物馆以兼容国际

性和地域性的崭新形象，成为湖南
文化的视觉标杆；以当代的文化态
度和艺术立场，向全世界展示和诠
释湖湘文化。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设计草图手稿。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取“鼎盛洞庭”意向，俯瞰犹如一颗晶莹水滴。

暮色中的“鼎盛洞庭”美轮美奂。

新馆室内设计完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博物馆提供

【寄语“新湘博”】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迫切期待新

馆面世，如今终于顺利开馆。 很想看
看我们最终的作品到底怎么样，希望
大多数人都能喜欢它。

对话湖南省博物馆新馆设计师矶崎新、黄建成、夏心红———
一种水汽漂浮的气场，一次古今的对话，一个酷酷的“M·PLUS”……

矶崎新：将“湖湘文化”浮现在建筑上
（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和建筑理论家、湖南省博物馆新馆主设计师） 黄建成：让文物更好地“说话”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室内与展陈设计艺术总监）

夏心红：建设一个有世界级影响的博物馆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筑设计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