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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合作是大势所趋。文章以天津自然博物馆为例，分

析了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和基础，指出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

所进行合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着广泛的基础; 双方应主要致力于科研、科普展示教

育、数字信息化以及图书信息资料等方面进行合作; 同时就天津自然博物馆目前的情况，提出

了建立联合中心、聘请专家定向指导、聘为学术委员会馆外专家以及参与高校教学与社会实践

等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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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Museum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Ｒesearch Institutes
———A case of Tianji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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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museum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Taking Tianji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for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necessity and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It indicates that it is an objective dema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useum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Ｒe-
search Institutes，which has a broad mass basis. Meanwhile，the main cooperation should base on sci-
entific research，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digital information and book resources. In the meantime，ac-
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ianjin Natural History Museum，the cooperation model is suggested by estab-
lishing joint research centers，calling in experts to give special guide，organizing a member of expert da-
tabase and taking part in teaching and social practic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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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博物馆 (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原意是指自然史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展

示、反映自然发展历史、自然环境和自然遗

产的博物馆。［1］从功能定位上讲，目前国际上

的自然史博物馆一般分为三类: 一是以收藏

和研究为 主; 二 是 收 藏、研 究、教 育 并 重;

三是把教育作为主要功能，其它功能则量力

而行。［2］我国大多数自然博物馆均主要以生物

学科为中心，开展收藏、研究和科普教育等

相关工作。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国家培养人才

的基地，具有很强的科研力量。借助高校及

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结合自然博物馆自身

的收藏和科普优势，可以做到优势互补，二

者进行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今后自然博

物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重要举措，同时也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的必要性和基础

根据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定义，自然博

物馆主要涵盖以下相关机构: 综合性自然博

物馆、省博物馆自然部、自然科学专题博物

馆，以及自然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地

质公园、人工生态园、水族馆和活体标本馆

等。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前，我国独立建制的

自然科学博物馆不到 30 座，2010 年已经有

1089 座。［3］这些博物馆在近 20 年的发展中，

主要致力于科普教育和宣传，藏品的收藏除

了有目的的展览用的藏品征集外，几乎没有

什么增加，相对于保护和利用来说，较其他

类型的博物馆略逊一筹; 同时，在科研方面，

除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相

对较强外，上海自然博物馆于 2014 年初成立

了自然史研究中心，天津自然博物馆也重新

捡起以前的优势，开始重视研究人才的培养

和引进，但总体来说整体上还是远落后于高

校和科研院所。
( 一) 双方携手合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

需要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无论

是综合性博物馆，还是高校科研院所及其博

物馆等，单靠自己的力量均不能满足大众的

需要。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依托高校及科研

院所的科研力量，结合自然博物馆的收藏和

科普功能，充分整合双方的资源优势，不断

地进行交流，广泛地开展合作，共同为社会

服务，共享服务成果，才是双方发展的必经

之路。
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博物馆也实

现了变革，从最初的对历史以及文献的搜集

保存场所拓展到集保存、科研、教育、信息、
沟通、传播、休闲、国际交流等职能为一体

的机构。［4］而高校则在科学研究、实验教学、

教育方面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具有更广泛的

优势。通过合作，把二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拓宽自然博物馆的

服务方式，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
( 二) 双方携手合作有着共同的目标和

功能

现代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

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场所，同时更是为公

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文化欣赏的教育机构。
国际博协对博物馆更是定义为: 一座常设机

构，为公益而经营，用种种方法以达成保存、
研究和提升精神价值的目的，特别是为公众

娱乐和教育而展示具有文化价值的藏品。［5］这

一定义，对于自然博物馆也不例外，收藏、
科研、科普是自然博物馆的重要功能。高校

和科研院所则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是国家

基础学科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队伍。
因此，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及其博物馆而言，

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均是其主要的目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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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看出，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

具有相同的科研和教育功能，双方携手合作，

实现共赢是其功能和目标的最大体现。
( 三) 双方携手合作，既可利用双方资

源，又能增强各自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综合类自然博物馆的主要资源和其功能

相一致，主要体现在科研、馆藏、科普展览

及教育等方面: 就科研而言，我国的几座综

合性自然历史博物馆从建馆以来就不断地开

展各类科学研究，先后都承担或参与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各种横向

的科研项目; 就馆藏而言，各个博物馆的收

藏历史悠久丰富且各具特色，如天津自然博

物馆的古哺乳动物标本、重庆自然博物馆的

古爬行动物标本、广西自然博物馆的古人类

标本等; 就科普展览及教育而言，各类博物

馆的科普展览和教育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

如天津自然博物馆仅 2015 年就开展各类科普

活动 600 余场，涉及公众面从学龄前儿童到

老年人，从社会各层面的公职人员到学生。
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说，科研条件、科研

队伍以及科研信息资源是他们最为强大的力

量，同时他 们 的 教 育 和 学 生 资 源 也 是 一 块

宝藏。
可以说，自然博物馆与高校之间既有相

同方面的资源，如: 收藏资源、科研队伍等，

同时还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如前面提到的自

然博物馆的科普资源，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

研资源等。这些资源不仅为双方的合作提供

了资源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新的

机遇。博物馆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

研力量、教育和学生资源，加强博物馆藏品

的研究和利用，同时吸收高校的学生走进博

物馆，利用艺术类高校的资源拓阔我们的展

示理念和科普展览的艺术效果。高校和科研

院所则充分利用博物馆馆藏、空间和科普活

动等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增加学生参与社会

的机会，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另

外还可以扩大其博物馆的影响力。可以说，

双方携手合作，既可以使双方的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增强双方的社会

地位和影响力，达到双赢的目的。
( 四) 双方携手合作具有广泛的历史基础

纵观历史，自然博物馆与高校、科研院

所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和悠久的合作历史。
以天津自然博物馆为例，它的前身北疆博物

院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博物馆，该馆由法国传

教士桑志华 1914 年建立。从建立之初，该馆

就一直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机构开展合作，

进行各种科学研究。从解放前的 “桑志华、
德日进等人组成的古生物考察团”来华考察、
俄籍博物学家巴普洛夫等人研究昆虫、汤道

平与桑志华一起对山西榆社的调查，到解放

后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合作

的《中国三趾马化石》、《中国的四个翅膀恐

龙》、《中国最原始的霸王龙及原始羽毛在霸

王龙身上的证据》，与中科院古脊所、西德马

克斯·普朗克学会合作的《中国乳齿象化石》
研究，与南开大学合作的 《中国蝽类昆虫鉴

定手册》 ( I，II) 、《中国动物志无脊椎动物吸

虫纲》 ( I，II，III) 的编研，再到近年来与南

开大学、河北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 学 院 植 物 研 究 所 等 单 位 合 作 开 展 了

“天津蓟县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调查”等。这些合作研究说明博物馆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

为下一步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二、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的内容

就国内自然博物馆的现状而言，收藏、
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地位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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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以科学普及教育为主，收藏研究为

辅。无论在科研科普，还是其他的藏品管理

和征集等方面，专业人员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都非常有限。同时博物馆专业人员队伍匮乏，

彼此分工不明确、不细致，往往是一个专业

人员兼管很多不同生物学类群，并涉及到各

个层面的工作。
高校和科研院所则主要是科学研究和高

等教育机构，科研设备先进，科学研究所需

要的信息、资料等资源丰富和齐全，专业人

才齐全，且各自具有独立的研究方向，有很

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科研队伍。虽然不少高

校也有自己的博物馆，但其主线是为科研服

务，藏品多为科研或教学标本，在展陈内容、
服务理念上也基本上是围绕着学术体系和学

科发展。
双方进行合作，既可以充分利用资源，

又可以做到优势互补，是今后自然类博物馆

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重要举措，也可以成为

高校及科研院校科研及教学的有力补充。那

么，双方究竟应该在什么方面展开合作呢?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科研合作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博物馆界就将博物

馆功能归纳总结为 “三性两务”。“三性”即

博物馆具有研究、教育、收藏三重性质; “两

务”即博物馆的两项基本任务，一是为科学

研究服务，二是为广大人民服务［6］。自然博

物馆既是自然实物的陈列馆，也是学术研究

的一个大平台。科学研究是博物馆的学术支

撑，更是展示教育的支撑。只有以科研为先

导，努力提高科研水平，才能有效提高展览

的科学性和思想性。［7］

一个知名度高的自然博物馆，则其学术

研究成果必然丰硕，而丰硕的研究成果又提

高了这个博物馆的品位，二者相辅相成。学

术研究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博物馆知名度和档

次的重要标准［8］。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的实

践，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博物

馆的要求不断提高，自然博物馆的研究也随

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博物馆的专业队伍

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领域的专业研究，

而且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以藏品为基础的收

集、保护、展示和教育等博物馆方面的研究。
这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学工作有着很大的

益处，可以将这些博物馆作为自己的教学基

地。同时，由于博物馆的专业人才具有藏品

征集、收藏、保护和修复方面的丰富经验和

技术，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相关专业可以将

他们请进课堂，为学生讲解这些课题。这对

学校的教学质量、对学生实践经验的积累及

专业素质的培养都将有很大提升。
( 二) 科普展示教育合作

科普展示教育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功能，

也是博物馆的对外窗口。随着观众对博物馆

的要求的不断提高，博物馆如何提升自己，

更好地为观众服务就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一

个重要问题。博物馆内除了专门从事博物馆

科普展示教育的人员外，后台从事专业学科

研究的人员逐渐走向前台，参与科普展示教

育活动中。
科普展览活动的策划与艺术创造是分不

开的。目前自然博物馆正处于展陈大变革的

状态，馆内艺术设计制作力量储备明显不足，

甚至缺乏。设计制作一个展览，往往需要专

门的设计公司。博物馆要想长远发展，必须

大力发展陈列展览形式设计。而各类艺术学

院以及综合类高校的美术系、艺术系可培养

这方面的人才。目前，我国博物馆的陈列艺

术设计却和高校艺术专业教学交流甚少，缺

乏合作和深层次学术互动。自然博物馆和这

些艺术学院进行合作，可以在高校内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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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陈列展览设计方面的教育，开设类似的

课程。同时，大力鼓励博物馆内资深设计人

员充当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校外导师或

第二导师，专门从博物馆陈列展览形式设计

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辅导，从而培养一批适应

博物馆、艺术馆的专业人才。同时，博物馆

在进行展览设计的同时，邀请高校的老师和

学生参与，选拔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进驻博

物馆，给他们与优秀艺术家、设计师面对面

学习的机会。同时，高校把自然博物馆作为

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现场教学，从视觉、
触觉、艺术感等多角度提升学生思维和动手

参与能力。［6］［7］

博物馆的科普展览也需要大量志愿者，

主要体现在讲解员方面。讲解水平的高低直

接影响到博物馆展品的宣传效果和博物馆的

工作质量。而大学生志愿者给专业讲解员的

队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对博物馆而

言，讲解工作是学生学习之外的兼职工作，

博物馆内部可以建立学生志愿者人才库，为

合理分配志愿者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对大学

生志愿者来说，不仅可以对馆内的陈列展览

进行讲解，还可以参与到博物馆的陈列展览

工作中。利用博物馆不断积累经验，将学习

和实践相结合，真正让博物馆成为调剂生活、
增长见识、扩展社交领域以及对母校、对社

会回馈的最佳场所。
( 三) 数字信息化合作

现代社会是一个网络信息社会，网络信

息的传播使我们不再局限于实际空间，更多

的目光已经转向无限可能的虚拟空间。进行

数字化建设是必经之路，科学与艺术相融合

将成为数字内容设计与创新的必然趋势。这

项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技术与人才的支持，

单凭自然博物馆自身的力量很难跟上时代步

伐。天津自然博物馆这些年来一直努力尝试

在数字方面的建设和开发，建立了自己的藏

品信息系统。但是在藏品信息登录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如登录信息不完备，已录入信息

查询缺失等各种技术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

自然博物馆的藏品 “博”，还与技术人员缺

乏、队伍参差不齐等有很大的关系。同时，

虚拟博物馆建设和虚拟展览设计等也需要很

强的技术队伍来进行软件的开发、建设和维

护。和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利用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对博物馆的技术人员进行

培训，或者由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开

发研究，必 然 会 推 动 自 然 博 物 馆 的 信 息 化

建设。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全国的大部分自然博物馆的藏品

都属于普查范围; 自然类藏品的普查参照文

物普查方式，但是自然类藏品毕竟又不同于

文物。这就需要我们借助高校的数学专业和

计算机专业的力量，根据自然类藏品的实际

情况，设计一套适合自然类藏品的登录和信

息系统。
数字技术的应用，自然博物馆的虚拟化，

为展示信息资源、检索数据、传递资讯提供

了一个全新高效的途径。自然博物馆和高校

进行合作，不但可以避免人力资源、技术资

源、财力资源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的重复浪费，

还可以使双方拥有更加全面、广泛、系统的

信息资源; 对用户来说则可迅速实现从文字

到实体，从读到看，从静态到动态等全方位、
多途径的阅读、欣赏、体验。

( 四) 图书信息资源合作

我国的高校均有自己的图书馆，高校内

有的院系还有自己独立的资料室。高校图书

馆内藏有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源，但是这些资

源仅仅是针对高校的学生的，社会上的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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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甚至基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些资源，这是巨

大的浪费。对高校图书馆来说，建立数字、
网络图书资料系统可提供比传统图书资料系

统更强大、更广泛、更先进、更方便的服务，

并在图书资料系统与用户之间、用户与用户

之间、图书资料系统与图书资料系统之间建

立起双向和多向的交流，应是今后高校图书

资料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的几大自然博物馆均有自己的资料

室。但是近年来，博物馆的资料建设工作发

展缓慢且乏力，已成为一个重要而又普遍、
并一直困扰自然博物馆发展的重要问题，其

主要原因是经费短缺。如天津自然博物馆，

以前每年的资料经费不足 5000 元，但是上个

世纪 80 年代至今，书刊杂志费连涨 10 倍多。
博物馆内的专业门类很多，这点经费仅够订

几种期刊、买几本专业书籍，根本无法满足

专业人员的需求。自然博物馆的专业工作人

员要想做好学术研究，离开图书资料是不可

能的。如今信息量越来越大，传播速度越来

越快，而博物馆的资料室对信息的加工数量、
传播速度、吞吐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科研人

员的需求。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充分利用先

进的信息技术，加快图书资料的自动化、网

络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如今，电子图书

和期刊已经普遍，尤其是电子期刊，基本上

所有的期刊目前都有电子网络期刊。我国最

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的人员也不过 100 多人，

购买电子数据库的使用权成本很高，而博物

馆的使用率却相对较低。电子数据库使用权

的昂贵，使得自然博物馆望而却步。而高校

则是上千人、甚至上万人，高校图书馆通常

都拥有几十个电子数据库的使用权。与高校

进行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的数据库资源，既

可满足自然类博物馆专业人员的需求，亦可

降低博物馆的经费。同时，高校图书馆对博

物馆人员开放，也可深度挖掘高校图书馆的

价值，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

三、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模式探讨

( 一) 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中存在的问题

自然类博物馆和科研院所合作有着悠久

的历史，如上述的天津自然博物馆，且在不

同的领域展开了合作和交流，但主要的合作

均基于自然类科学研究，而在博物馆学方面

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至于在科普展览和教

育方面，自然博物馆则仅考虑了他们的主要

受众对象———中小学生，与高校及科研院所

的合作基本是通过邀请志愿者参与一些服务

活动来实现，偶尔会参与一些科普宣传等，

总体来说比较零散且不系统。
其次，以往的合作研究大都仅是简单协

议，甚至口头协议，通常是一些零碎的合作，

有项目就进行合作，没有项目就停滞，合作

内容、合同形式及彼此的责任没有明确要求

和约束机制。这些合作模式常常让专业人员

不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做什么? 怎么做? 这样

的合作对自然类博物馆的人才培养效果也不

明显。
另外，由于国内的自然博物馆一般都是

按学科设立的部门，很少有独立的科研部门，

更谈不上专门的科研管理部门。这就造成自

然博物馆科学研究工作往往是研究人员本人

“单打独斗”，自己确定研究方向，根据自己

的专业进行选题，甚至可以不考虑与博物馆

事业的关联程度［8］。近年来，虽然自然博物

馆引进了不少硕士、博士，但由于制度不健

全，这些硕士博士既缺少科研经费的支持，

也无法形成自己的科研队伍。为了继续自己

的科学研究，他们大都与自己的导师或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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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联合申请课题。
( 二) 自然博物馆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

作模式

面对这些问题和情况，自然博物馆与高

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就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和体

制。2014 年 1 月 25 日，新的天津自然博物馆

在天津市文化中心正式对市民开放。迁建以

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就一直在思考和寻求新

的科研发展之路: 将宣教部进行重新规划和

提升，成立 了 科 普 中 心; 将 原 来 的 动、植、
古三部门进行了新的划分，成立了藏品中心;

为了加强藏品的保护，将原来的技术部的古

生物化石修复和动植物剥制标本制作分离，

成立了技术一中心和技术二中心; 为了提升

展览的水平，抽调专业人员和形式设计人员

共同组建展陈策划中心; 为了加强北疆博物

院以及自然史学方面的研究，正式成立了天

津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在对内部机

构进行调整的同时，也积极寻求新的合作对

象和方式。2016 年 1 月 22 日，北疆博物院在

经过 75 年的沉淀后，以原貌的形式再次向公

众开放。以此为契机，天津自然博物馆与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成立了 “中科院古

脊所———北疆博物院联合研究中心”。2016
年 4 月初，“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

自然博物馆昆虫与植物联合研究中心”在天

津自然博物馆也正式挂牌。
鉴于天津自然博物馆这几年的不断思考

和实践，就自然博物馆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

作模式和机制方面探讨如下:

1. 建立联合研究基地或中心———如上述

提到的，针对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尤其是

古哺乳和古人类收藏方面的优势，我们与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成立了 “中科院古脊

所———北疆博物院联合研究中心”，并根据我

们的藏品情况与古脊椎所的专家进行了对接，

明确了双方的职责和义务，制定了短期及长

期的发展规划，双方协定在科学研究、北疆

博物院宣传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共识。
同时鉴于博物馆藏品中的植物与昆虫的优势，

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签署合约，成立了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自然博物馆

昆虫与植物联合研究中心”，旨在充分利用南

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国家昆虫分类学人才

基地的优势，为天津自然博物馆输送和培养

基础的分类人才，解决研究鉴定上的疑难，

同时也为科研院所的科研提供基础的数据和

资料。
2. 邀请专家现场定向指导———天津自然

博物馆的馆藏中还有一大批北疆博物馆时期

的鸟兽剥制标本，这些标本都是近百年的收

藏，在科学研究上具有意义，但是藏品量相

对较少，物种鉴定也相对较完备。如何更好

地保护和利用这批标本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

题。鉴于此情况，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的鸟类

学、兽类学以及标本保护方面的专家进行现

场指导。事实上，除了鸟兽标本以外，两栖

爬行类标本、鱼类标本等情况也都可以实行

这样的方式，与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专家进行

合作，既解决自然博物馆发展中的问题，也

为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补充新的研究材料。
3. 聘任学术委员会馆外专家组成员———

天津自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正式成立，除馆内学术委员会成员外，还

邀请了博物馆学和自然学方面的专家作为学

术委员会的外聘专家，主要参与天津自然博

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的规划、审议，论证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不

断地增加馆外专家，形成专家库，对我馆的

学术研究和其他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和规划。
4. 参与高校的教学和社会实践———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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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先后有多名专业人

员作为天津农学院特聘教师参与天津农学院

的教学，并且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同时，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近年来还先后作

为指导教师，参与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

的野外实习。一直以来，天津自然博物馆也

是天津农学院的实习基地之一，先后不少学

生在此进行中期或毕业实习。
上述是天津自然博物馆近两年来已经开

展的合作形式。除此之外，为了提升科研力

量，先后又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引进

一批高学历人才，同时还与高校联合，定向

培养人才，如南开大学有名师讲堂的特聘导

师，天津师范大学相关专业为我们培养了优

秀的人类学研究者。另外，还设立了自然科

普讲堂，邀请高校科研院所的相关专家对天

津市民展开科学普及教育。
以上尝试主要还是基于自然学方面的合

作研究，在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
当然，天津自然博物馆在科普展示教育、信

息数字化以及图书资料等方面的合作还没有

开始。在这些方面，期待着能够和高校及科

研院所建立稳定的、长期的合作，将天津自

然博物馆建成他们的实习基地，同时他们也

能真正参与到自然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和科普

教育工作中来。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博物馆建设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免费开放又将博物馆

进一步推向公众，人们对博物馆的要求越来

越高。自然博物馆要想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达到公众的期望，扩大社会影响力，与高校

进行合作势在必行。
可以说，在这方面天津自然博物馆一直

走在行业的前列，从与南开大学、河北大学

的合作，到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合作;

从与德国慕尼黑美茵兹大学的合作，到与法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费城 Derxel 大学及

其博物馆的合作，天津自然博物馆已经从国

内走向了国际。这些，无一不彰显了天津自

然历史博物馆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总而言之，自然博物馆应主动与高校多

方面、多角度深层次互动，寻求最好的合作

方式和途径，在科学研究、科普展览、数字

信息化以及图书资料等方面建立起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的桥梁，共同承担起推

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重任，为双方的共同发

展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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