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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临时展览一览表

展览时间 展览地点 展览名称 观众数

1月1日－

3月7日
二楼书画厅

绝妙好辞

——苏州博物馆藏对联精品展
278576

1月12日－

4月10日
负一楼临展厅

苏州样 广州匠

——苏粤两地工艺荟萃
200130

1月16日－

3月10日
现当代艺术厅

自在途程

——靳尚谊油画语言研究展
231956

3月8日－

5月2日
二楼书画厅

江南佳丽

——苏州博物馆藏仕女画精品展
270213

3月19日－

5月29日
现当代艺术厅

寒玉入怀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溥心畬艺术展
342329

4月10日－

6月19日
忠王府楠木厅

山乡水愁

ĸĸ ȏả’ ѵ£̷ ≈Ȑ
347057

4月28日－

7月20日
负一楼临展厅

金色江南

——江南地区藏金银器展
201702

5月17日－

5月20日
忠王府古戏台 小林清孝（日本）装裱作品展览 21474

5月18日－

7月7日
二楼书画厅

木石缥缃

——苏州博物馆藏古籍碑拓特展
199060

6月9日－

9月4日
现当代艺术厅

蒐集所怀

——苏州博物馆藏现当代艺术捐赠展
511568

6月28日－

7月10日
忠王府楠木厅 日本金泽传统工艺展 62504

7月13日－

9月25日
二楼书画厅

与古为徒

——苏州博物馆藏明清仿古山水特展（一）
476604

7月16日－

7月30日
忠王府楠木厅 刘铁麟当代画精选展 99311



160

附录 Appendix

展览时间 展览地点 展览名称 观众数

8月13日－

11月13日
负一楼临展厅

蘇£ⁿ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
320960

8月20日－

11月6日
忠王府楠木厅

苏艺天工

——姚惠芬刺绣艺术作品展
466028

10月1日－

11月20日
二楼书画厅

与古为徒

——苏州博物馆藏明清仿古山水特展（二）
260268

10月7日－

2017年1月6日
现当代艺术厅

大英博物馆藏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素描精品展 ／

11月23日－

2017年2月5日
忠王府楠木厅

苏艺天工

——蔡金兴砚雕暨澄泥石刻展 ／

12月13日－

2017年3月12日

二楼书画厅

负一楼临展厅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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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馆藏文物外出参展一览表

展览时间 展览内容 展览地点 参展件（组）

2015年12月21日－

2016年3月28日
苏绣特展 苏州丝绸博物馆 2

1月25日－

5月25日

浩渺行无极　春风归故里

——赵无极2016(中国)南通版画展
南通博物苑 6

1月28日－

4月28日

水乡泽国

——东周时期吴越历史文化展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16

1月31日－

2月25日

崇文之盛　魁元如簇

——清代状元书箑特展
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 72

6月7日－

9月17日

苏州样　广州匠

——苏广明清工艺精品联展
广州博物馆 145

6月16日－

7月16日

比德于玉

——江苏省博物馆精品玉器联展
淮安市博物馆 12

7月1日－

8月10日

崇文之盛　魁元如簇

——清代状元书箑特展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 102

8月4日－

10月30日

七夕故事

——宋元时期泥塑特展
常州博物馆 18

8月13日－

11月27日

香事清心

——苏州博物馆藏香具集粹
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117

11月12日－

2017年2月12日

漂海闻见

——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
浙江省博物馆 8

12月30日－

2017年4月29日

越中佛传

——东南佛教盛事胜迹圣物
浙江省博物馆 2

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纪念吕凤子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特展 江苏省美术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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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文博论坛”系列公益讲座一览表

时间 期次 名称 主讲人

1月16日
2016年第1期

总146期
我的油画之路

靳尚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著名画家）

2月20日
2016年第2期

总147期
“苏韵弥新”玉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蒋喜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玉雕代表性传承人）

3月19日
2016年第3期

总148期

遗民之怀

——溥心畬的书画艺术

蔡耀庆

（台北历史博物馆展览组组长、助理研究员）

4月30日
2016年第4期

总149期

金色江南

——江苏地区宋元明清出土的金器

杨海涛

（南京博物院典藏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5月28日
2016年第5期

总150期

红颜弹指　刹那芳华

——明代江南女性金银饰品

翁雪花

（江阴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6月11日
2016年第6期

总151期

历史与想象

——何处是江南

徐茂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

6月18日
2016年第7期

总152期

书林清话

——古籍的鉴定、收藏与刊刻拾遗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版本

研究专家）

8月13日
2016年第8期

总153期

守望与传承

——故宫工匠精神的当代实践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

8月13日
2016年第9期

总154期

紫禁城里的苏州风

——明清苏州雕刻工艺概述

张林杰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8月20日
2016年第10期

总155期

从专诸巷到紫禁城

——乾隆宫廷的苏州玉工

郭福祥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9月3日
2016年第11期

总156期

走进御书房

——乾隆时期御用砚的制作来源

赵丽红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9月17日
2016年第12期

总157期

坐探、裁缝、买办

——苏州织造面面观

范金民

（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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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期次 名称 主讲人

9月24日
2016年第13期

总158期

制作、修复及改做

——苏州工匠对乾隆御用漆器的贡献

杨勇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10月7日
2016年第14期

总159期

文艺复兴艺术史系列讲座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观

£

（大英博物馆绘画部负责人）

10月16日
2016年第15期

总160期

爱此虽然同玩物，未离翰墨咏游间

——竹刻与清代宫廷

刘岳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10月29日
2016年第16期

总161期

素描与智性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灵魂

曹意强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

11月12日
2016年第17期

总162期

画家与赞助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生涯之一斑

万木春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

11月19日
2016年第18期

总163期

文艺复兴时期

著名音乐作品分享与示范演出

庄承颖

（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假声男高音）

12月10日
2016年第19期

总164期
从文艺复兴到现代

£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绘画馆馆长）

12月18日
2016年第20期

总165期

画目与经验：

晚清顾氏庋藏书画之释读及引申

陶大珉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12月24日
2016年第21期

总166期

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与

光绪初年吴门真率会

王亮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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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室内音乐会一览表

时间 期次 名称 演奏者

1月17日 2016年第1期总40期 彭乐、石瀚文钢琴独奏音乐会 彭乐、石瀚文

2月27日 2016年第2期总41期 王润洋、留点钢琴独奏音乐会 王润洋、留点

4月16日 2016年第3期总42期
“琴弦上的浪漫”钢琴暨

小提琴作品音乐会

彭乐、贾逸飞

石阳、彭芝清

6月4日 2016年第4期总43期
“琴键上的历史”

——手风琴音乐会
周星家、郭华、陈玏

7月9日 2016年第5期总44期
灵动拉美风

——拉丁美洲古典吉他音乐会
管沧、魏子啸

10月22日 2016年第6期总45期
“午后巴洛克”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场音乐会

陈子希、马明辰、黄轶群、

周一凡、范昶灵、曾妤婕、

孟圣雨、祝冰、石阳

12月11日 2016年第7期总46期
冬日“琴”怀

——钢琴独奏音乐会

石瀚文、麦启航、陈雁桢、田安、

韩张子懿、王润洋、贺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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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民俗公益讲座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内容

2月22日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学院 春天里的节日民俗

3月5日 慢书房 春天里的节日民俗

5月4日 苏州科技大学 民俗学与民俗讲座

5月15日 苏州生肖博物馆 生肖民俗讲座

5月19日 苏州联通公司 中国端午讲座

6月30日 相城区太平街道 苏州轧神仙和端午习俗的文化启示

8月17日 城隍庙书画院 传统文化讲座

9月11日 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传统文化讲座

9月11日 北桥中心小学 七夕中秋文化

9月23日 留园街道 “腊八”文化座谈会

1月－12月 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年级传统民俗文化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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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故宫讲坛走进苏州》一览表

时间 期次 名称 主讲人

1月23日 第16期 辞旧迎新：清朝皇帝过大年 任万平

2月27日 第17期 璞玉霓裳——宫廷紫砂器与文人精神 于富春

3月19日 第18期 清代鼻烟壶大观——玻璃鼻烟壶 张荣

4月23日 第19期 中国传统家具及其文化 宋永吉

5月21日 第20期 清宫中的药物及治疗方法说略 关雪玲

6月25日 第21期 故宫藏玉与古玉鉴别 杨晶

9月24日 第22期 乾隆皇帝与“兰亭”文化 刘潞

10月22日 第23期 《石渠特展》绘画精品赏析 聂卉

11月19日 第24期 青花瓷器：从起源到成熟 王光尧

12月24日 第25期 清代宫廷文房用具与地方贡品 赵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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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馆内员工公开发表论文、专著一览表

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陈瑞近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苏州博物馆

新馆建成十年展览略述》

《文物天地》

2016年09期
馆部 独作

程　义 《苏州博物馆藏梵文本陀罗尼经咒图》
《中国文物报》

2016年5月6日第6版
馆部 独作

程　义 《说苏》
《中国文物报》

2016年8月19日第4版
馆部 独作

程　义 《跋苏州博物馆藏梵文本陀罗尼经咒》
《西部考古》

2016年
馆部 独作

程　义
《跋苏州博物馆藏二种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苏州碑刻博物馆三十周年

纪念文集》
馆部 独作

程　义 《明末张献忠农民军用印初探》
《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6年第6期
馆部 二作

谢晓婷 《超级特展与策展团队的建立》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

业委员会2015年“致力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

馆部 独作

谢晓婷 《博物馆展览的学术性与普及性》
《中国文物报》

2016年1月19日8版
馆部 独作

谢晓婷 《清王翚<水竹幽居图>卷赏析》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馆部 独作

谢晓婷 《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
《收藏家》

2016年第1期
馆部 一作

周　敏 《博物馆合同管理若干问题探析》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6年第1期总第41期
办公室 独作

周　敏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

实践与思考》

《遗产与保护研究》

2016年第1卷第2期
办公室 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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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夏　骏 《馆藏曹氏服饰研究》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办公室 独作

宦小娴
《激发自身活力　应对社会需求

——苏州博物馆成立理事会与发展基金》

《中国文物报》

2016年7月8日第3版
办公室 一作

宦小娴 《苏州博物馆走在路上》
《中国文化报》

2016年12月13日第8版
办公室 三作

严建蔚 《博物馆安防系统实施方案》
《智能建筑》

2016年第1期
保管部 一作

钱莺歌
《墨竹神品

——元代墨竹<七君子图>之传奇》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保管部 独作

钱莺歌 《元人墨竹<七君子图>之卷里卷外》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保管部 独作

潘文协
《翰墨因缘　烟霞痼癖

——过云楼书画鉴藏管窥》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保管部 独作

潘文协 《仇英与收藏家关系考》
《收藏家》

2016年第4期
保管部 一作

潘文协 《唐寅的书法研究》
《新美术》

2016年第3期
保管部 一作

潘文协 《画是无声诗——读明陆治唐人诗意册》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保管部 一作

金　怡 《清<王惕甫墓志>初考》
《苏州碑刻博物馆三十周年

纪念文集》
保管部 一作

金　怡 《苏州博物馆藏碑刻<辞金记>、<两桥记>》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保管部 一作

朱恪勤 《从馆藏清人信札看笺纸在生活中的使用》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保管部 一作

许　洁 《金色江南，婉约风华——明代金银首饰品鉴》
《上海工艺美术》

2016年第6期
保管部 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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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许　洁 《金色江南——江南地区金银器品鉴》
《紫禁城》

第7期
保管部 一作

许　洁 《从“宜侯夨簋”谈起》
《中国文物报》

2016年10月21日第6版
保管部 一作

许　洁
《木渎春秋古城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吴大城

——再论苏州城建于汉代》

《苏州文博论丛》

2016年第7辑
保管部 一作

姚晨辰 《工吴王馀眜剑》
《传统文化研究》

第23辑
保管部 一作

姚晨辰 《香事清心　心清事香——馆藏明清香事用具》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保管部 一作

姚晨辰 《黑漆地戗金花卉人物漆盒浅析》
《中国文物报》

2016年12月16日第6版
保管部 一作

许　平 《馆藏明清德化窑白瓷赏析》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保管部 一作

许　平 《大明首辅王锡爵墓志铭考释》
《传统文化研究》

第23辑
保管部 一作

杨　艺 《金色江南——江南地区金银器品鉴》
《紫禁城》

第7期
陈列设计部 二作

王振
《博物馆临时展览文物恶化风险

预防性对策研究》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2015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列设计部 独作

王振
《“蘇£ⁿĸĸ ⁿַ

明清苏作文物展侧记”》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陈列设计部 二作

漆跃文 《明谈氏家族墓志考析》
《苏州碑刻博物馆三十周年

纪念文集》
陈列设计部 一作

漆跃文 《明范中方夫妇墓志考释》
《苏州文博论丛》

2016年第7辑
陈列设计部 一作

漆跃文
《工心匠艺——“蘇£ⁿĸĸ ⁿַ

明清苏作文物展侧记”》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陈列设计部 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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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李婷
《激发自身活力　应对社会需求

——苏州博物馆成立理事会与发展基金》

《中国文物报》

2016年7月8日第3版
合作交流部 二作

李喆 《苏州博物馆走在路上》
《中国文化报》

2016年12月13日第8版
开放部 二作

李喆
《博物馆志愿者自主管理机制探索

——以苏州博物馆为例》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6年第4期
开放部 二作

李喆
《博物馆观众对现代苏作工艺展览认知度分

析——以“苏艺天工：蒋喜玉雕展”为例》

《普洱学院学报》

2016年第5期
开放部 二作

李喆 《过云楼顾氏家族的薪尽火传》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开放部 独作

朱晋訸
《欧体柳风传递千年法音

——苏州瑞光塔藏佛经书法艺术简析》

《文物天地》

2016年第9期
开放部 独作

朱晋訸 《风雅所寄在园楼——顾家的过云楼与怡园》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开放部 独作

郑莉
《博物馆观众对现代苏作工艺展览认知度分析

——以“苏艺天工：蒋喜玉雕展”为例》

《普洱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开放部 一作

宁方勇 《竹镂文心生画意——馆藏竹刻赏》
《文物天地》

2016年9期
民俗部 独作

宁方勇 《苏州雅扇》
《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

刊》2016年8月14日
民俗部 一作

沈建东 《苏南传统婚礼之民俗文物赏析》
《文物天地》

2016年9期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舌尖上的姑苏人文

——鸡头米金盒入宫荸荠做周岁晬礼》

《姑苏晚报》

2016年8月14日B02版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满城旗队看迎春，一霎清明忙踏青》
《江苏地方志》

2016年第1期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莫道春去无诗意，夏木阴阴正可人》
《江苏地方志》

2016年第2期
民俗部 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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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沈建东 《中秋共把斗香烧，重九茱萸插满头》
《江苏地方志》

2016年第5期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阴晴不定黄梅天抱个“竹夫人”好入眠。》
《江苏地方志》

2016年第4期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吴歌的前世今生》
《江苏地方志》

2016年第2期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鱼羹稻香庆丰年，弹指流光又一冬》
《江苏地方志》

2016年第6期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关于太湖流域（苏州地区）猛将神信仰的

调查与研究》

《传统文化研究》

第23辑
民俗部 独作

沈建东
《口述非遗：吴中区胥口镇蒋家村

赤膊裸抬猛将》

文汇出版社

2016年12月版
民俗部 独作

郭自叶 《苏绣与吴地民俗》
《文物天地》

2016年9期
民俗部 独作

郭自叶 《试论<浮生六记>里的苏州民俗文化》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2016年第4期
民俗部 二作

朱慧玲 《试论<浮生六记>里的苏州民俗文化》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2016年第4期
民俗部 一作

朱慧玲 《论周瑜在东吴的地位》 《周瑜故里论三国》 民俗部 一作

吕健 《杨沂孙书<金恭人墓志铭>》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吕健 《状元翰墨》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吕健 《三鼎甲尺牍》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吕健 《沈石田先生诗文集》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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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李军 《吴大澂与汪鸣銮交游考》
《国学季刊》

第1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吴大澂在广东时期事迹补考》
《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增订丛书举要》发微（下）》
《国学茶座》

2016第2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赵氏湘管斋刻帖与明人书迹收藏》
《书法研究》

2016第2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木石缥缃：

苏州博物馆藏善本古籍碑拓撷英（上）》

《收藏家》

2016年第7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木石缥缃：

苏州博物馆藏善本古籍碑拓撷英（下）》

《收藏家》

2016年第8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烟云过云自怡悦：

过云楼顾氏四世及其收藏》

《收藏家》

2016年第12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光绪时期吴昌硕在苏事迹补考》
《艺术工作》

2016年第4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馆藏清代苏州“贵潘”一族

日记稿本撷萃》

《文物天地》

2016第9期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岛田翰骗去过云楼藏书二种补说》
《藏书家》

总第21辑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过云楼藏书曾拟售让考》
《版本目录学研究》

总第7辑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鲍氏抱芳阁刻本<精选明名人尺牍小品>》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吴大澂著作两种》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绿遍池塘草：吴湖帆的悼亡》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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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论文/专著题目 刊物名称及期别 部门 备注

李军 《闺中良友倩影未离：记<吴湖帆潘静淑画册>》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吴湖帆<联珠集>》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李军
《顾氏过云楼藏书曾拟售让考

——兼论过云楼藏书的流散问题》

《烟云四合：

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
图书馆 独作

朱春阳 《俞樾著作三种》
《楮墨芸香：

苏州市名人馆藏品拾珍》
图书馆 独作

徐钢城 《巢隐老人邹福保别集稿本捃录》
《收藏家》

2016年第5期
图书馆 独作

徐钢城
《苏州博物馆馆藏谢家福档案

选辑校释（八）》

《苏州文博论丛》

2016年第7辑
图书馆 独作

顾霞 《陆氏家藏<廉夫公墓志铭>初拓集锦册述略》
《书法》

2016年第5期
图书馆 一作

王嫣妮 《现代艺术发展中的传统书画装裱》
《中国文物报》

2015年12月25日第7版
文物科技修复部 独作

王嫣妮
《苏式精工装裱、仿古装池与

一般装裱用料之异同》

《姑苏工艺美术》

2016年第1期
文物科技修复部 独作

沈晓峰
“博物馆智慧化之路

——数据知识化和呈现方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物报》

2016/2/16
信息工程技术部 独作

沈晓峰 从数字化到智慧化：博物馆的转型升级
《上海艺术评论》

2016年第6期
信息工程技术部 独作

沈晓峰 苏州博物馆实践案例 《中国智慧博物馆研究报告》 信息工程技术部 一作

沈晓峰 苏州雅扇
《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

刊》2016年8月14日
信息工程技术部 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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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馆内员工参加会议、培训一览表

会议名称 举办单位 时间
参加
人数

姑苏宣传人才研修班 苏州市委宣传部 3月14－18日 1

中英博物馆治理与发展高层对话
国家文物局、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3月20－24日 3

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专业委员会

2016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出版专业委员会
4月7－8日 2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

文创产品现场交流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
4月22日 1

第三届博物馆专业培训工作坊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
5月8－20日 1

江苏省博物馆馆长大会
江苏省文物局、

淮安市人民政府
5月14－15日 1

ļ3£/6ảר4/.0 ַ Ľ

全国主会场活动
国家文物局 5月18日 2

2016展览策划暨陈列设计培训班 国家文物局 5月23－28日 1

广州岭南印社

“岭南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岭南印社 6月18－21日 1

全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推进会 国家文物局 6月21－22日 2

第二届“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 苏州大学 7月1日－2日 1

第二十四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全体大会 国际博物馆协会 7月3－9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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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举办单位 时间
参加
人数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学术研讨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博物馆学专委会
7月10－15日 2

2016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 云南省省文产办 8月11－15日 1

第七届“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博博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
9月14－18日 6

中国博物馆协会传媒专委会年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传媒专委会
9月14－18日 1

中国博物馆协会藏品登记著录专业委员会年会暨

智慧博物馆论坛

中国博物馆协会

藏品登记著录专业委员会
9月14－18日 1

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委会年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志愿者专委会
9月17日 2

文化管理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

——第三期美术馆管理高级研修班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中国美术馆
9月19－22日 1

中美博物馆峰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 9月23－28日 1

古书画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会 中国美术学院 10月10－12日 1

2016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论坛“艺术与

技术——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与制作”
陕西历史博物馆 10月18－21日 1

苏州市2016年新上岗团干部培训班 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 10月19－20日 1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博物馆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

2016年理事会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博物馆

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
10月20日 1

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技术现场交流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保管专委会 10月20－22日 2

2016中国博物馆馆际协作策展交流论坛
中国博物馆协会展览交流专委会、

吉林省博物馆协会、吉林省博物院
10月24－26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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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举办单位 时间
参加
人数

“新目标、新愿景：增强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

国际高端研讨会”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
10月29－31日 1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2016年年会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 11月4－5日 3

中国博物馆协会2016年第二期讲解员培训班 中国博物馆协会 11月6－18日 1

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国际研讨会 中山大学图书馆 11月7－10日 1

博物馆公共教育人员队伍建设和

教育资源融合研讨会
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 11月15－18日 2

第六期全国博物馆系统新入职员工培训班 中国博物馆协会
11月26日－12

月6日
1

中国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
11月28日－12

月1日
1

͑£˾״ ĸĸ0./4̔ ַ

公共公共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

教育学院及美国博物馆联盟

11月30日－12

月1日
1

全省文物普查二期信息平台技术培训班 江苏省文物局普查办 12月1－3日 1

ļ £ ĸĸᴐỵᴂ ᵶ̔ả ·

文明的故事”特展及专题研讨会
南京博物院 12月6－8日 1

中国博物馆协会建筑空间与新技术专业委员会

年会暨”智慧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建筑空间与

新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
12月7－9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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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部门 姓名 资格

馆部 程　义 研究馆员

信息工程技术部 王　建 高级工程师

信息工程技术部 沈晓峰 高级工程师

开放部 李　喆 副研究馆员

开放部 王冰璐 助理馆员

信息工程技术部 孔　欣 助理馆员

文创部 张晓宇 助理馆员

办公室 宦小娴 助理馆员

合作交流部 李　婷 助理馆员

陈列设计部 张　希 助理馆员

2016年度专技职称比例一览表

资格 人数 比例

正高级职称 4 5.19%

副高级职称 9 11.69%

中级职称 37 48.05%

初级职称 27 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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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征集文物、艺术品一览表

文物/艺术品名称 征集方式

Ἲ ȏ £ Ȑ 捐赠

蒋喜 碧玉《气》 捐赠

蒋喜 白玉《美石三宝》 捐赠

曹志明 书法《心经》 捐赠

刺绣花蝶纹桌围 捐赠

青田石印章 捐赠

姚惠芬 刺绣《葡萄少女肖像》 捐赠

姚惠芬 刺绣《写意牡丹Ⅱ》 捐赠

吴湖帆等《宋邵定井栏题字册》 捐赠

顾廷龙手录《复泉图咏抄本册》 捐赠

蔡金兴 明式太史砚 捐赠

蔡金兴 农家米匾文房系列  捐赠

郭麐 册页 收购

黄宾虹 山水轴 收购

顾沄 设色山水镜片 收购

顾麟士 松风涧泉轴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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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艺术品名称 征集方式

剔犀如意云纹葵口盘 收购

剔彩暗八仙葵瓣式捧盒 收购

戗金彩漆花卉瓜果纹饰方盒 收购

剔彩祥云九龙纹捧盒 收购

剔红花鸟小碗 收购

剔红花卉耳杯一对 收购

李兆洛 楷书对联 收购

吴昌硕 行草尺牍诗稿5开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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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文化产品设计开发一览表

类别 商品名称 款式数量

文具

建筑夜光书签 1

莲花碗夜光书签 1

吴门四家雅艺：文件夹 1

丝绸明信片(建筑) 1

苏博映橡：片石假山橡皮擦套装 1

居仁堂粉彩文件袋 2

方寸苏博片石假山尺 1

方寸苏博造型直尺 1

智永千字文临摹本 1

君子雅艺信笺 1

君子雅艺笔记本 2

烟云过眼书签 2

烟云过眼铅笔 1

烟云过眼文件夹 1

七君子图纸胶带 1

郁秀竹影名片座 1

服装配饰

缂丝玉兰手包(沈周玉兰) 1

缂丝玉兰女式拎包 1

缂丝玉兰枕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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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商品名称 款式数量

服装配饰

烟云过眼帆布包 2

纵横之光(男款) 1

重生(挂件) 1

珠联璧合缂丝套装 2

型走的历史系列服装 24

银八棱柱状经幢 1

百货

苏博立体钥匙扣 1

手机支架：花窗 1

手机支架：蝶恋花 1

手机支架：建筑 2

苏绣DIY 8

烟云过眼眼罩 1

烟云过眼钥匙圈 1

君子雅艺杯垫 1

纹身贴 1

家居装饰

七君子图单片 1

七君子图小长卷 1

君子雅艺桌垫 2

君子雅艺画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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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荣获国家、省、市荣誉一览表

获奖单位/
部门/个人

主办单位 获奖内容

苏州博物馆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民政厅、共青团江苏省委

首届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银奖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讲解服务直通车”）

苏州博物馆 江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省级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示范点

苏州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协会 “文博传承奖”（衡山杯）

苏州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专业委员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专业委员会

2016突出贡献奖

苏州博物馆
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

技术博览会

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

技术博览会“最佳展示奖”

苏州博物馆 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创意云南2016文化产业博览会

“优秀参展单位”

苏州博物馆 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州市2015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

（“探索‘互联网 ’时代博物馆新媒体运营模

式”项目）

苏州博物馆

苏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市文广新局、

团市委、市妇联、市文联、

苏州日报社、苏州市广电总台

第八届苏州市少儿艺术节优秀组织工作奖

（“印象@苏博”画信活动）

苏州博物馆 苏州市文广新局 2015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团支部 苏州市文广新局 优秀团支部

志愿社 苏州市文明办、苏州市志愿者总会 2016年苏州市最佳志愿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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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部门/个人

主办单位 获奖内容

陈瑞近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专业委员会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专业委员会

2016年度先进个人

程义 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社科联
苏州市社会科学奖3等奖

（《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眜剑初探 》）

王振 江苏省文物局
2015年全省文博优秀论文（《博物馆临时

展览文物恶化风险预防性对策研究》）

刘鸣家庭
苏州市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苏州

市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一届苏州市健康家庭

李喆 苏州市文广新局 2015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金梦 苏州市文广新局 2016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宦小娴 苏州市文广新局 2017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吴嘉星 苏州市文广新局 优秀共青团员

张晓宇 苏州市文广新局 “两学一做”主题演讲比赛优秀奖

莫剑毅（志愿者） 中国博物馆协会志愿者专业委员会 第八届中博协“十佳志愿者”

黄晓岚（志愿者） 苏州团市委、苏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2016年度苏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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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 1月1日

 举办【艺术在苏博】宜子孙：传统图案的类型与寓

意活动。

◆ 1月1日－3日

 元旦小长假期间，苏州博物馆共接待海内外观众

22444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6%。

◆ 1月1日－3月7日

 举办“绝妙好辞——苏州博物馆藏对联精品展”。

◆ 1月5日

 尼泊尔美术馆一行来馆参观。

◆ 1月7日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月7日

 南京博物院一行来馆参观。

◆ 1月9日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原香港政

务司司长唐英年一行来馆参观。

◆ 1月11日

 召开2015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2016年工作部署大

会。

◆ 1月12日－4月10日

 举办“苏州样　广州匠——苏粤两地工艺荟萃”特

展。

◆ 1月12日

 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一行来馆参观。

◆ 1月13日

 苏州市一中教师团一行来馆参观。

◆ 1月14日

 苏州振华中学200名学生来馆参观。

◆ 1月16日－3月10日

 举办“自在途程——靳尚谊油画语言研究展”。

◆ 1月16日

 举办2016年第1期总146期【文博论坛】我的油画

之路，特邀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

席、著名画家靳尚谊担任主讲。

◆ 1月17日

 举办2016年第1期总40期【听得见的历史】彭乐、

石瀚文钢琴独奏音乐会。

◆ 1月18日

 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 1月18日

 举办2015年度离退休职工老同志座谈会。

◆ 1月23日

 联合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苏州桃坞中心小学共

同举办“我们的节日　品味春节”民俗体验活动。

◆ 1月23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第16

讲《辞旧迎新：清朝皇帝过大年》，特邀故宫博物

院任万平副院长担任主讲人。

◆ 1月23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2015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暨“十

佳志愿者之星”颁奖仪式顺利举行。

◆ 1月25日

 苏州博物馆第五届职工运动会在苏州市第三中学体

育馆举办。

◆ 1月26日

 举办【创意工坊】过年年画活动。

◆ 1月27日

 2016年度苏州博物馆文博课程第一次教师联席会

在馆召开。

◆ 1月27日

 发布启用《文物保护日常监测管理办法》、《苏州

博物馆古建筑群保护日常规范》。

◆ 1月28日

 举办【创意工坊】过年年画活动。

◆ 1月28日－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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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吴王夫差铜剑”等16件青铜兵器赴陕西西安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加“水乡泽国——东周时期吴

越历史文化展”。 2月

◆ 2月2日

 陶苏卫副馆长与工会代表前往苏州市慈善总会，慰

问结对助学家庭。

◆ 2月2日

 举办【创意工坊】过年年画活动。

◆ 2月4日

 举办【创意工坊】过年年画活动。

◆ 2月5日

 馆藏书画作品陶冷月《月梅图》轴修复完成。

◆ 2月5日－6日

 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工作，对博物馆库房和重要场所

进行了全面检查。

◆ 2月7日－13日

 春节7天假期中，苏州博物馆共接待海内外观众

55462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5%。

◆ 2月11日

 举办【创意工坊】过年年画活动。

◆ 2月16日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行来馆参

观。

◆ 2月18日

 上海市刘海粟美术馆一行来馆参观。

◆ 2月20日

 举办2016年第2期总147期【文博论坛】“苏韵弥

新”玉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讲座。

◆ 2月20日

 苏州市星海小学一行来馆参观。

◆ 2月21日

 举办元宵节民俗体验活动，30余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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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加。

◆ 2月22日

 在全市宣传部长暨市文明委会议上，苏州博物馆

“探索‘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新媒体运营模式”

项目荣获苏州市2015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

奖。

◆ 2月27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系列

讲座第17讲《璞玉霓裳——宫廷紫砂器与文人精

神》，特邀故宫博物院于富春研究员担任主讲人。

◆ 2月27日

 举办2016年第2期总41期【听得见的历史】王润

洋、留点钢琴独奏音乐会。

◆ 2月27日

 举办【艺术在苏博】发现苏博：贝聿铭建筑探秘活

动。

◆ 2月27日

 国家文物局一行来馆参观。

3月

◆ 3月2日

 陕西省博物馆学会宣教专业委员会一行来馆参观。

◆ 3月3日

 上海天文馆一行来馆参观。

◆ 3月3日

 东阳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3月7日

 举办全体在职人员业务培训第1讲《故宫博物院的

对外交流与合作》，特邀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李季担任主讲。

◆ 3月8日－5月2日

 举办“江南佳丽——苏州博物馆藏仕女画精品

展”。

◆ 3月8日

 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一行来馆参观。

◆ 3月9日－13日

 举办【展厅互动】苏艺天工：玉雕工艺演示活动。

◆ 3月9日

 马鞍山市文化局一行来馆参观。

◆ 3月9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一行来馆参观。

◆ 3月11日

 召开2016年度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3月11日

 民盟中央巡视员张冠生一行来馆参观。

◆ 3月12日

 定州市旅游文物局一行来馆参观。

◆ 3月12日

 举办【触摸文物】陶瓷的诞生、成长、发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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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2日

 举办【艺术在苏博】发现苏博：贝聿铭建筑探秘活

动。

◆ 3月14日－18日

 谢晓婷同志赴上海参加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2016年“姑苏宣传人才研修班”。

◆ 3月15日

 中国体育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3月18日

 苏州博物馆与台北历史博物馆合作交流意向书签字

仪式在苏州博物馆举行。

◆ 3月18日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张誉腾一行来馆参观。

◆ 3月18日

 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原丰一行来馆参观。

◆ 3月19日－5月29日

 举办“寒玉入怀——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溥心畬艺术

展”。

◆ 3月19日

 举办2016年第3期总148期【文博论坛】遗民之

怀——溥心畬的书画艺术讲座，特邀台北历史博物

馆展览组组长、助理研究员蔡耀庆担任主讲。

◆ 3月19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系列

讲座第18讲《清代鼻烟壶大观——玻璃鼻烟壶》，

特邀故宫博物院张荣研究员担任主讲人。

◆ 3月中旬

 韩国国立全州博物馆馆长俞炳夏一行来馆访问交

流。

◆ 3月21日

 苏州博物馆组织全体开放区域工作人员赴苏州市公

安局特警支队参加军训活动。

◆ 3月21日－23日

 陈瑞近馆长受邀赴北京参加“中英博物馆治理与发

展高层对话”，并以“大数据时代下的博物馆观众

需求与服务提升”为主题作了演讲。

◆ 3月22日

 徐州市委宣传部考察团一行来馆参观。

◆ 3月23日

 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一行来馆参观。

◆ 3月24日

 台湾新北市康桥高级中学一行来馆参观。

◆ 3月24日－4月

 “民俗风、地方情”展板分别在园区中央景城社

区、中央景城学校与中央景城幼儿园展出。

◆ 3月26日

 举办【艺术在苏博】青花之美：青花瓷的工艺与装

饰活动。

◆ 3月26日

 苏州市委副书记周伟强一行来馆参观。

◆ 3月26日－4月30日

 举办【画信征集】第九届“印象@苏博”画信征集

活动。

◆ 3月28日

 由苏州博物馆和中国茶叶博物馆问山茶友会联合主

办的“衡山紫瀑”主题茶会在紫藤园举行。

◆ 3月31日

 嘉兴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3月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顺利完成2016年度新志愿者的

招募，并开始了新志愿者培训工作。这是苏州博物

馆志愿社招募的第十二批新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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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 4月1日

 党总支、工会及团支部委员赴横山烈士陵园祭扫。

◆ 4月6日

 台湾佛光山法师一行来馆参观。

◆ 4月6日

 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4月6日－9日

 程义同志、朱春阳同志赴宜昌参加“中国博物馆协

会出版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 4月8日

 苏州三之三幼儿园一行来馆参观。

◆ 4月8日

 苏州高新区新升幼儿园一行来馆参观。

◆ 4月10日

 永陵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4月10日－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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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4月13日

 中央美术学院第六届中德艺术管理春季学员一行来

馆参观。

◆ 4月16日

 举办【触摸文物】陶瓷的诞生、成长、发展活动。

◆ 4月16日

 举办2016年第3期总42期【听得见的历史】“琴弦

上的浪漫”钢琴暨小提琴作品音乐会。

◆ 4月16日

 台湾校长团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0日

 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0日

 中国日报社社长朱灵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1日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1日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2日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主办、苏州博

物馆承办的文创产品现场交流会在苏州博物馆召

开。

◆ 4月22日

 河南安阳民俗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3日

 举办【艺术在苏博】青花之美：青花瓷的工艺与装

饰活动。

◆ 4月23日

 举办【艺术在苏博】宜子孙：传统图案的类型与寓

意活动。

◆ 4月23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系列

讲座第19讲《中国传统家具及其文化》，特邀故宫

博物院宋永吉副研究员担任主讲。

◆ 4月25日

 举办2016年度第二期全馆在职人员培训《器物类

文物安全及操作规范》，特邀故宫博物院吕成龙研

究员主讲。

◆ 4月28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一行来馆参观。

◆ 4月28日－7月20日

 举办“金色江南——江南地区藏金银器展”。

◆ 4月29日

 四川宋瓷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4月30日

 举办2016年第4期总149期【文博论坛】金色江

南——江苏地区宋元明清出土的金器讲座，特邀南

京博物院典藏部副主任杨海涛副研究员担任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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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 4月30日

 南京市委副书记龙翔一行来馆参观。

◆ 4月30日－5月2日

 五一小长假期间，苏州博物馆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

峰，三天共计接待海内外观众16550人次。

◆ 4月

 苏州博物馆艺术品商店进行了商品陈列调整。

◆ 5月5日

 在苏州市文广新系统纪念“五四”运动表彰大会

上，我馆团支部荣获2015年度文广新系统“优秀

团支部”称号，吴嘉星同志被评为2015年度文广

新系统“优秀共青团员”。

◆ 5月5日

 “特展进社区”活动走进苏州市高新区怡养老年公

寓。

◆ 5月5日

 常州市委宣传部一行来馆参观。

◆ 5月6日

 国家海洋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5月8－20日

 展览设计部主任杨艺同志前往香港、台湾两地参加

“第三届博物馆专业培训工作坊，工作坊培训主题

为“展览策划与典藏管理”。

◆ 5月12日

 中国书画研究院周瑞琳院长一行来馆参观。

◆ 5月14日

 举办【悦读苏博】过眼云烟——《过云楼旧影录》

读书沙龙活动。

◆ 5月15日

 举办第九届“印象＠苏博”画信活动颁奖仪式。

◆ 5月15日

 举办第十二批志愿者授牌仪式，40名新志愿者加入

了苏州博物馆志愿者团队。

◆ 5月15日

 完成苏州博物馆志愿社新一届委员会换届

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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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智慧管理系统正式上线。

◆ 5月15日

 故宫学院（苏州）与China Corner社团（苏州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姑胥苑小学联合举办 “中外新

苏州人”文化体验活动。

◆ 5月15日

 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洪一行来馆参

观。

◆ 5月16日

 组织国际博物馆日会员专属文物观摩活动。

◆ 5月17日

 我馆举办文物保护技术顾问授聘仪式，魏保信副馆

长向日本大进美术株式会社小林清孝先生颁发聘

书。

◆ 5月17日

 苏州市文艺界联合会一行来馆参观。

◆ 5月17日

 新疆伊犁州人大干部一行来馆参观。

◆ 5月18日

 我馆举办媒体推介会，苏州电视台、苏州日报、姑

苏晚报、城市商报、东方早报、雅昌艺术网等14家

省内外媒体参加了本次推介会。

◆ 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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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主题活动。这是苏州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

首次在夜间面向公众开放。

◆ 5月18日－7月7日

 苏州博物馆举办“木石缥缃——苏州博物馆藏古籍

碑拓特展”，开展当日召开学术座谈会。

◆ 5月19日

 中国钱币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5月19日

 怡养老年公寓一行来馆参观。

◆ 5月20日

 南通博物苑一行来馆参观。

◆ 5月21日

 举办【体验之旅】纸文化体验之旅——木石缥缃特

展活动。

◆ 5月21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系列

讲座第20讲《清宫中的药物及治疗方法说略》，特

邀故宫博物院关雪玲研究馆员担任主讲。

◆ 5月21日

 扬州博物馆志愿者一行来馆参观。

◆ 5月23－28日

 派员赴山西大同参加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16

展览策划暨陈列设计培训班”。

◆ 5月25日

 深圳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5月26日

 厦门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5月27－28日

 第五届苏州市文广新系统“吴江文广杯”乒乓球、

羽毛球联谊赛中，苏州博物馆队员所参加的“苏州

队”取得了羽毛球团体优胜奖、乒乓球男子团体第

三名，陈巍同志在羽毛球比赛中分别获得混双第二

名和女子双打第三名，朱慧玲同志获得乒乓球女子

第二名，钱莺歌同志获得乒乓球女子第三名。

◆ 5月28日

 举办2016年第5期总150期【文博论坛】红颜弹指 

刹那芳华——明代江南女性金银饰品讲座，特邀江

阴博物馆副馆长翁雪花副研究员担任主讲。

◆ 5月28日

 石家庄市王韶华副市长一行来馆参观。

◆ 5月30日

 苏州市博物馆协会第十届馆长论坛在馆举办。

◆ 5月31日

 国家文物局一行来馆参观。

◆ 5月

 我馆与金阊实验中学实现馆校合作计划，全面推进

教育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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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 6月1日

 首都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24日

 举办【特展活动】尺素风雅——木石缥缃特展教育

活动。

◆ 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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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6月4日

 举办【悦读苏博】《你不能带黄气球进大都会博物

馆》绘本阅读活动。

◆ 6月4日

 举办2016年第4期总43期【听得见的历史】琴键上

的历史——手风琴音乐会。

◆ 6月7－11日

 苏州博物馆2015年度十佳志愿者赴山东参观学

习。

◆ 6月7日－9月17日

 苏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苏州样　广

州匠——苏广明清工艺精品联展”在广州博物馆

展出，苏州博物馆为此次展览提供145件（组）文

物。

◆ 6月8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一

新一行来馆参观。

◆ 6月9－11日

 端午小长假期间，苏州博物馆迎来了本年第四个客

流高峰，3天共计接待海内外观众16366人次。

◆ 6月9日－9月4日

 举办“蒐集所怀——苏州博物馆藏现当代艺术捐赠

展”。

◆ 6月11日

 举办2016年第6期总151期【文博论坛】历史与想

象——何处是江南讲座，特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茂明担任主讲。

◆ 6月11日

 山东潍坊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6日

 组织开展2016年度上半年消防演练。

◆ 6月16日

 青年党员张晓宇同志参加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举办的“两学一做”主题演讲比赛，荣获优秀

奖。

◆ 6月16日

 嵊州市文广新局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6日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6日

 波兰新松奇市政府代表团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6日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考察团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6、17日

 苏州市怡养老年公寓一行来馆参观。

◆ 6月16日－8月15日

 “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展

出，我馆为此次展览提供枯木竹石图竹笔筒、《山

水图》册、《竹石图（秋阴寒色）》轴3件文物。

◆ 6月18日

 举办2016年第7期总152期【文博论坛】书林清

话——古籍的鉴定、收藏与刊刻拾遗讲座，特邀中

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版本研究专家

范景中担任主讲。

◆ 6月18－19日

 我馆志愿社一行40余人赴杭州进行为期两天

的参观考察。

◆ 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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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员参加“全市文广新系统信息宣传工作会议”，

荣获“2015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 6月21日

 我馆志愿社“文化双百社区行”活动走进苏州市金

阊街道三元四村社区。

◆ 6月24日

 常州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6月25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系列

讲座第21讲《故宫藏玉与古玉鉴别》，特邀北京故

宫博物院杨晶研究馆员担任主讲。

◆ 6月25日

 举办【艺术课程】先民的印记——良渚时期陶器制

作体验活动。

◆ 6月25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化中国海湾文化社团负责人

研修班”一行来馆参观。

◆ 6月25日

 常州市雕庄中心小学一行来馆参观。

◆ 6月27日

 苏州博物馆党总支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党课，党

总支书记、馆长陈瑞近为全体党员做专题党课。

◆ 6月27－29日

 苏州博物馆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型走的历

史”聚划算主题活动。

◆ 6月28日

 苏州博物馆理事会成立大会在学术报告厅召开，成

立苏州博物馆理事会与苏州博物馆发展基金会。

◆ 6月28日－7月10日

 “日本金泽传统工艺展”在太平天国忠王府展出。

7月

◆ 7月1日－8月10日

 苏州博物馆、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共同主办“崇文

之盛　魁元如簇——清代苏州府属状元书箑特展”

在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展出。

◆ 7月2日

 举办【会员专属】深宅大院中的尺素风雅，潘祖荫

制“兰花笺”雕版刷印体验活动。

◆ 7月3－9日

 派员赴意大利米兰参加第二十四届国际博物馆协会

全体大会。

◆ 7月5日

 苏州十中学生一行来馆参观。

◆ 7月6日

 星海小学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7月7日

 苏州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一行来馆参观。

◆ 7月9日

 举办2016年第5期总44期【听得见的历史】“灵动

拉美风——拉丁美洲古典吉他音乐会”。

◆ 7月9日

 莫桑比克商务代表团一行来馆参观。

◆ 7月10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召开2016年半年度调度工作会

议。

◆ 7月10－15日

 程义副馆长与李军同志赴杭州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

博物馆学专委会学术研讨会，并与浙江省图书馆古

籍部开展业务工作交流。

◆ 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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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博物馆党总支组织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部署暑

期“送清凉”活动，以及第一期培训班赴井冈山江

西干部学院学习相关事宜。

◆ 7月12日

 江宁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7月13日－9月25日

 “与古为徒——苏州博物馆藏明清仿古山水特展”

在二楼吴门书画厅举办。

◆ 7月15日

 爱尔兰驻沪总领事何莉女士一行来馆参观。

◆ 7月16日

 举办【触摸文物】陶瓷的诞生、成长、发展。

◆ 7月16日－7月30日

 “刘铁麟当代画精选展”在太平天国忠王府举办。

◆ 7月17日

 悉尼大学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7月18日

 苏州博物馆2016年半年度总结暨下半年工作部署

大会顺利召开。

◆ 7月18日－22日

 苏州博物馆党总支组织开展第一期井冈山培训班。

◆ 7月19日

 派员参加江苏省文物局在南京召开的全省文物系统

通联工作会议。

◆ 7月20日

 太平天国忠王第二进仪门屋脊抢修工程顺利启动。

◆ 7月20－24日

 举办【主题夏令营】探秘勾吴——吴国考古发现之

旅。

◆ 7月21日

 巫山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7月21日

 苏州外国语学校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7月23日

 景城小学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7月25日－30日

 举办【主题夏令营】凉风习习作苏扇——传统苏扇

制作。

◆ 7月26日

 故宫学院（苏州）、苏州博物馆、澄怀格物工作

室、观岚工作室联合举办“一盏清心与竹同”茶文

化体验活动。

◆ 7月26日

 苏州博物馆党总支第一支部召开会议进行选举，漆

跃文同志当选第一支部组织委员，杨莹同志当选第

一支部宣传委员。

◆ 7月27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文化双百社区行——弘扬传统

文化　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活动走进金阊街道虹桥

社区。

◆ 7月27日

 意大利民主党青年干部考察团一行来馆参观。

◆ 7月27日

 苏州博物馆党总支组织党员开展为馆内一线岗位职

工“送清凉”活动。

◆ 7月28日

 苏州博物馆团支部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并进行新一

届团支部选举，宦小娴同志当选团支部书记，金梦

同志当选宣传委员，吴嘉星同志当选组织委员。

◆ 7月29日

 沈建东研究员参加苏州市观前街道“冬至大如年”

研讨会。

◆ 7月29日

 日本金泽市中学生亲善友好访问团一行来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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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 8月4日

 义乌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8月4日－10月30日

 “七夕故事——宋元时期泥塑特展”在常州博物馆

展出，主要以陶塑的形式展示宋元时期民间艺术和

社会风物，我馆为此次展览提供馆藏平权坊出土宋

代陶泥塑模具（1号18件）。

◆ 8月6日

 举办【艺术课程】妙手绣花蝶——苏绣体验活动。

◆ 8月7日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一行来馆参观。

◆ 8月9日

 中国航海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8月10日

 金鸡湖学校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8月13日

 举办2016年第8期总153期【文博论坛】守望与传

承——故宫工匠精神的当代实践讲座，特邀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担任主讲。

◆ 8月13日

 举办2016年第9期总154期【文博论坛】紫禁城里

的苏州风——明清苏州雕刻工艺概述，特邀故宫博

物院副研究馆员张林杰担任主讲。

◆ 8月13日－11月27日

 “香事清心——苏州博物馆藏香具集粹”特展在台

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展出。

◆ 8月13日

 故宫学院（苏州）、苏州博物馆、陈家沟国际太极

院苏州分院联合举办“历史名城与传统武术的碰

撞”文化体验活动。

◆ 8月13日－11月13日

 苏州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举办的“蘇£ⁿĸĸ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在地下临展厅展

出。

◆ 8月14日

 举办【艺术课程】如切如磋——“无事（饰）牌”

制作体验活动。

◆ 8月16日

 农工党中山市委员会一行来馆参观。

◆ 8月17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行来馆参观。

◆ 8月20日－11月6日

 “苏艺天工——姚惠芬刺绣艺术作品展”在太平天

国忠王府楠木厅展出。

◆ 8月20日

 扬州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8月20日

 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庞鹰、古琴家戴薇一行来馆参

观。

◆ 8月20日

 举办2016年第10期总155期【文博论坛】“从专诸

巷到紫禁城——乾隆宫廷的苏州玉工”讲座，特邀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担任主讲。

◆ 8月21日

 举办【艺术课程】如琢如磨——檀香木书签制作体

验活动。

◆ 8月22－27日

 举办【主题夏令营】凉风习习作苏扇——传统苏扇

制作活动。

◆ 8月24日

 苏州沧浪实验小学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8月25日

 上海民盟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一行来馆参观。

◆ 8月27日

 “机器人商店”落户苏州博物馆并正式营业。

◆ 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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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组织部考察组一行来馆参观。

◆ 8月28日

 上海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8月29日

 举办第三期在职人员业务培训，邀请故宫博物院杨

丹霞研究员主讲《书画类文物安全及操作规范》。

9月

◆ 9月

 汲取新馆建筑元素开发生产的新产品——方寸苏博

片石假山尺、方寸苏博造型直尺、郁秀竹影名片

座、苏博映像-片石假山橡皮擦套装、丝绸明信片

（建筑）正式上架销售。

◆ 9月3日

 举办2016年第11期总156期【文博论坛】走进御书

房——乾隆时期御用砚的制作来源讲座，特邀故宫

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赵丽红担任主讲。

◆ 9月4日

 举办【会员专属】苏州玉雕、核雕工艺体验之旅。

◆ 9月4日

 良渚博物院一行来馆参观。

◆ 9月6日

 张家港美术馆一行来馆参观。

◆ 9月6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9月7日

 台湾文学馆一行来馆参观。

◆ 9月8日

 陕西历史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9月10日

 举办【艺术课程】妙手绣辛夷——苏绣体验活动。

◆ 9月10日

 明孝陵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9月11日

 举 办 【 艺 术 课 程 】 如 切 如 磋 —— “ 无 事

（饰）牌”制作体验活动。

◆ 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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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代表团一行来馆参观。

◆ 9月11日

 举办“苏州的中秋味道”民俗体验活动。

◆ 9月12日

 太平天国忠王府第二进仪门屋脊抢修工程顺利竣

工。

◆ 9月14－19日

 苏州博物馆在成都参加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

品与技术博览会，获“最佳展示奖”。

◆ 9月15日

 新苏师范附属小学国外友好学校师生一行来馆参

观。

◆ 9月17日

 举办2016年第12期总157期【文博论坛】坐探、裁

缝、买办——苏州织造面面观讲座，特邀南京大学

博士生导师范金民担任主讲。

◆ 9月17日

 举办【艺术课程】如琢如磨——檀香木书签制作体

验活动。

◆ 9月17日

 沈建东研究员在城隍书院进行传统文化讲座。

◆ 9月17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莫剑毅获第八届中博协“十佳志

愿者”称号。

◆ 9月18日

 苏州博物馆发展基金会经苏州市民政局批准，正式

成立。

◆ 9月18日

 召开苏州博物馆文物征集委员会委员聘任会议。

◆ 9月19－22日

 派员赴北京参加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美术

馆共同主办的“文化管理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

划——第三期美术馆管理高级研修班”。

◆ 9月24日

 举办2016年第13期总158期【文博论坛】制作、修

复及改做——苏州工匠对乾隆御用漆器的贡献讲

座，特邀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杨勇担任主讲。

◆ 9月24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故宫讲坛走进苏州”系列

讲座第22讲《乾隆皇帝与“兰亭”文化》，特邀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刘潞担任主讲。

◆ 9月24日

 上海历史博物馆志愿者代表生一行来馆参观。

◆ 9月24日

 苏州市委党校一行来馆参观。

◆ 9月25日

 经过公开招标、现场施工、履行验收等环节，为期

三个月的常设展厅文物展示柜改造工程顺利完成。

◆ 9月27日

 举行苏州戏曲博物馆古籍送修项目中期报告。

◆ 9月29日

 中心商场装修改造完成并正式营业。

◆ 9月29日

 大英博物馆文创产品专柜布置完成并正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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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 10月1日

 举办【艺术课程】如琢如磨——檀香木书签制作体

验活动。

◆ 10月1日

 中心商场“苏艺天工”展厅布置完成并正式营业。

◆ 10月1－3日

 举办【创意工坊】尺素风雅——花笺纸雕版刷印体

验活动。

◆ 10月1－7日

 共接待海内外观众46176人次。

◆ 10月1日－11月20日

 “与古为徒——苏州博物馆藏明清仿古山水特展”

第二期在二楼书画厅举办。

◆ 10月2日

 举办【艺术课程】妙手绣丹若——苏绣体验活动。

◆ 10月2日

 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张巧显处长一行来馆参

观。

◆ 10月2日

 昆仑堂美术馆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日

 南京市建邺区明伦少年中心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6日

 举办【对话苏博】“全球化背景下的博物馆个性发

展之路”艺术沙龙活动。

◆ 10月6日

 举办新馆落成十周年“摇一摇，抢福袋”活动。

◆ 10月6日-2017年1月6日

 举办【创意竞赛】“艺术＠苏博”全国素描作品大

赛暨作品展。

◆ 10月7日－2017年1月6日

 “大英博物馆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素描精品展”

在现代艺术厅展出。

◆ 10月7日

 举办2016年第14期总159期【文博论坛】文艺复兴

艺术史系列讲座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观，

Ὗ ַ ͞ £ Ζ̜

讲。

◆ 10月10－12日

 派员赴中国美院参加“古书画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

会”。

◆ 10月11日

 中国科学技术馆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13日

 人民网海外传播部马捷总监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14日

 苏苑中学韩国学生队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15日

 举办【艺术课程】文艺复兴素描欣赏与现场实践之

人物篇，听文艺复兴故事，学文艺复兴素描。

◆ 10月15日

 南京市建邺区明伦少年公益服务中心师生一行来馆

参观。

◆ 10月16日

 举办2016年第15期总160期【文博论坛】“明清苏

作工艺”系列讲座之《爱此虽然同玩物，未离翰墨

咏游间——竹刻与清代宫廷》，特邀故宫博物院副

研究馆员刘岳担任主讲。

◆ 10月16日

 韩国公州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18日

 苏州振华中学学生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19－20日

 苏州博物馆团支部书记宦小娴同志参加由共

青团苏州市委员会组织的“苏州市2016年

新上岗团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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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日

 青岛民俗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1日

 南京大学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1－22日

 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

学会博物馆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主办，苏州博物馆

承办的“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技术现场交流会”

在馆召开。

◆ 10月22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第23期“故宫讲坛走进苏

州”系列讲座《<石渠特展>绘画精品赏析》，特

邀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聂卉担任主讲。

◆ 10月22日

 举办2016年第6期总45期【听得见的历史】：“午

后巴洛克”——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场音乐会。

◆ 10月22日

 举办【艺术课程】文艺复兴素描欣赏与现场实践之

运动篇。

◆ 10月22日

 新疆省拉萨市文广新局及下属单位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3日

 星洲学校2016级6班雏鹰团队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3日

 袁祟焕纪念园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4－26日

 馆长助理谢晓婷同志赴吉林长春参加由吉林省博物

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展览交流专委会、吉林省

博物馆主办的“2016中国博物馆馆际协作策展交

流论坛暨吉林省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展览培训班”，

并以“谈‘吴门四家’系列学术展览策展”为主题

为培训班授课。

◆ 10月25日

 上海博物馆志愿者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6日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6日－11月9日

 “民俗风、地方情”展板赴苏州敬文实验小学展

出。

◆ 10月27日

 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7日

 西藏林周县中小学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8日

 青州市文物局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9日

 举办2016年第16期总161期【文博论坛】文艺复兴

艺术史系列讲座之《素描与智性——意大利文艺复

兴艺术的灵魂》，特邀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

院院长曹意强担任主讲。

◆ 10月29日

 举办【艺术课程】文艺复兴素描欣赏与现场实践之

光线篇。

◆ 10月29日

 苏州碑刻博物馆志愿者一行来馆参观。

◆ 10月29日

 南京建邺区明伦少年公益服务中心师生一行来馆参

观。

◆ 10月29-31日

 馆长助理谢晓婷同志赴上海参加复旦大学、北京大

学等联合主办的“新目标、新愿景：增强博物馆公

共服务能力国际高端研讨会”。

◆ 10月30日

 故宫学院（苏州）、苏州博物馆、“用艺”手作平

台共同举办了苏工讲堂——《苏绣之美》，特邀梁

雪芳、邹英姿、唐叶红三位苏绣手艺人主讲。

◆ 10月30日

 举办【影视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系列纪录

片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1至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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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 11月2日

 甘肃省庄浪县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3日

 大庆油田展馆管理中心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4日

 苏州人民政府外事办澳门考察团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4日

 吴中区星岛幼儿园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5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组织开展太仓考古体验和参观学

习活动。

◆ 11月5日

 举办【艺术课程】“博物馆里的小萌物——手工陶

俑制作活动”。

◆ 11月5日

 西安市文物局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6日

 举办【艺术课程】文艺复兴素描欣赏与现场实践之

服饰篇。

◆ 11月6日

 德国柏林市长代表团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6日－18日

 苏州博物馆讲解员戴丹赴西安参加“中国博物馆协

会2016年第二期讲解员培训班”。

◆ 11月7日

 “故宫博物院藏苏作宫廷工艺展”暨明清工艺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馆举办。

◆ 11月7－10日

 苏州博物馆员工李军赴广东中山大学参加“中文古

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国际研讨会”，提交并宣读论

文。

◆ 11月8日

 吴江实验小学太湖校区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8日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戈大立、著名导演孟京辉一行来

馆参观。

◆ 11月8日

 嘉定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8日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9日

 苏州博物馆开展消防与疏散演习，消防安全员、员

工代表、物业管理处全体安保人员共40余人参加本

次演习。

◆ 11月9日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文化产业论坛

暨2016年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苏州博物馆荣获

“专委会2016年度突出贡献奖”，陈瑞近馆长获

“专委会2016年度先进个人”称号。苏州博物馆

在本次会议上增选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 11月9日－12月7日

 “民俗风、地方情”展板赴园区师惠社区展出。

◆ 11月9日

 自贡恐龙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9日

 四川湄山市文物局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0日

 敦煌研究院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1日

 吴江实验小学太湖校区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2日

 举办2016年第17期总162期【文博论坛】文艺复兴

艺术史系列讲座之《画家与赞助人：文艺复兴时

期意大利画家生涯之一斑》，特邀中国美术

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万木春担任主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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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

 举办【艺术课程】文艺复兴素描欣赏与现场实践之

风景篇。

◆ 11月12日

 悉尼大学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3日

 举办【影视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系列纪录

片之现代艺术的缔造者——美第奇家族。

◆ 11月15－18日

 开放部李喆同志、褚燕同志赴天津参加“博物馆公

共教育人员队伍建设和教育资源融合研讨会”。

◆ 11月16日

 科学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8日

 上海博物馆民进上博支部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8日

 宜兴徐悲鸿艺术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8日

 潍坊市博物馆王英勋副馆长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19日

 举办2016年第18期总163期【文博论坛】文艺复兴

艺术史系列讲座之《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音乐作品分

享与示范演出》，特邀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假声男

高音演唱硕士庄承颖担任主讲。

◆ 11月19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第24期“故宫讲坛走进苏

州”系列讲座《青花瓷器：从起源到成熟》，特邀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担任主讲。

◆ 11月19日

 举办【艺术课程】文艺复兴素描欣赏与现场实践之

故事篇。

◆ 11月19日

 无锡青山高级中学高三年级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20日

 南京艺术学院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20日

 举办【艺术课程】“博物馆里的小萌物——手工陶

俑制作活动”。

◆ 11月21日

 举办第四期全馆在职人员业务培训，邀请故宫博物

院张志和研究员主讲《书法艺术漫谈》。

◆ 11月21日

 苏州博物馆图书馆李军、邱少英赴常熟参加“苏州

市2016年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 11月23日

 陕西历史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23日－2017年2月5日

 “苏艺天工——蔡金兴砚雕暨澄泥石刻展”在太平

天国忠王府楠木厅举办。

◆ 11月24日

 苏州博物馆派员赴北京接受两院院士、著名飞机设

计专家顾诵芬先生捐赠《宋绍定井栏题字册》及顾

廷龙（1904－1998）先生手抄《复泉题咏册》各1

件。

◆ 11月25日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26日

 举办【艺术课程】“秋日染茶香 雅韵慢时光——

吉祥图案茶巾制作活动”。

◆ 11月26日

 上海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26日－12月6日

 合作交流部李婷同志赴上海参加由中国博物馆协会

主办，上海博物馆承办的“第六期全国博物馆系统

新入职员工培训班”。

◆ 11月27日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29日

 苏州三之三幼儿园一行来馆参观。

◆ 11月30日－12月1日

 开放部殷洁瑜同志赴北京参加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及美国博物

ѯᴮ̞ӷ ļ״˾£͑ ĸĸ0./4̔ ַ

物馆公共公共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

Memorabilia大事记

12月

◆ 12月1日

 苏州大学博物馆一行来馆参观。

◆ 12月1－3日

 保管部朱恪勤同志赴徐州参加由江苏省文物局普查

办主办的“全省文物普查二期信息平台技术培训

班”。

◆ 12月5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获苏州市文明办、苏州市志愿者

总会主持评选的“2016年苏州市最佳志愿服务团

队”称号。

◆ 12月5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志愿者黄晓岚获得苏州团市委、

苏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评选的“2016年度苏州市

十佳青年志愿者”称号。

◆ 12月6－10日

 苏州博物馆开放部沈玲芳赴浙江杭州参加了“苏州

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室管理人员暨妇联维权工作实

务培训班”。

◆ 12月9日

 举办“苏州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座谈

会”，民俗部在职、离退休职工共计约30人参加座

谈会。

◆ 12月10日

 举办2016年第18期总163期【文博论坛】文艺复兴

时期的艺术系列讲座之《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特

̴ ᴝַ £

担任主讲。

◆ 12月11日

 举办2016年第7期总第46期【听得见的历史】冬日

12月

“琴”怀——钢琴独奏音乐会。

◆ 12月11日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举办“十年苏博，吾心安处——

苏州博物馆志愿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议暨文艺演

出”。

◆ 12月13日－2017年3月12日

 “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特展在二楼

吴门书画展厅和负一楼特展厅举办。

◆ 12月13日

 派员参加苏州市文广新局召开的第六届苏州创博会

“行走中的设计—文旅融合创新展”媒体通气会，

发布了多款文创新品并发言。

◆ 12月17日

 举办“艺术@苏博”全国素描作品大赛颁奖仪式。

◆ 12月18日

 举办2016年第20期总165期【文博论坛】“清代苏

州顾氏的收藏”系列讲座之《画目与经验：晚清顾

氏庋藏书画之释读及引申》，特邀上海大学美术学

院美术学博士陶大珉为主讲。

◆ 12月18日

 苏州博物馆入选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2015-2016年度“家在苏州e路成长”未成

年人社会实践体验活动站”A类扶持项目。

◆ 12月24日

 举办2016年第21期总166期【文博论坛】“清代苏

州顾氏的收藏”系列讲座之《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与

光绪初年吴门真率会》，特邀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

究员王亮为主讲。

◆ 12月24日

 故宫学院（苏州）举办第25期“故宫讲坛走进苏

州”系列讲座《清代宫廷文房用具与地方贡品》，

特邀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赵丽红担任主讲。

◆ 12月25日

 举办【体验之旅】翰墨烟云，琴音怡怡——怡园

雅集：苏州文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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