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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新馆为世界华裔建筑大

师贝聿铭设计，2006年10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

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同年5月18

日向社会免费开放。

    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18234件/套，以出土文物、明

清书画和古代工艺品为馆藏特色，设有吴地遗珍、吴塔

国宝、吴中风雅、吴门书画等四个系列的基本陈列，不

定期举办各类历史文物和现代艺术品特别展览，全年策

划实施不同主题的社会教育活动。



贝聿铭与苏州博物馆 太平天国忠王府

基本陈列
Permanent Exhibitions

     贝聿铭是全球最为公众熟

知的建筑大师，是跻身于世界

级建筑师行列的唯一华人，被

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

家之一。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

于广州，祖辈是苏州的名门望族，

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

州。20世纪30年代中期，贝聿铭

负笈美国学习建筑学。几十年的

建筑设计生涯中，在世界各地的
诸多国家设计过博物馆、学院、商业中心等大型公共建筑，获各类奖项50余次，

1983年获得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茨克奖”。

   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和“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最优秀的建筑家”。作为中国建筑界的先驱者，贝聿铭以其东方的智慧、

宽容乐观的人生态度、卓越的建筑设计能力、独具慧眼的现代建筑理念，横

跨东西，创作出了众多影响世界的建筑名作。

    2006年金秋，由贝聿铭大师担纲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设落成。新馆建

筑群坐北朝南，分为三大区域：中部为入口、前庭、中央大厅和主庭院；西

部为博物馆主展区；东部为辅展区和行政办公区，这种以中轴线对称的东、

中、西三路布局与忠王府格局相互映衬。

    新馆色调以传统的粉墙黛瓦为元素；在建筑构造上，屋面形态的设计突

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玻璃、开放式钢结构可以

让室内借到大片天光。新馆园艺造景设计从古典园林的精髓中提炼而出，由

池塘、假山、小桥、亭台、竹林等组成的创意山水园与传统园林有机结合，

创造性地将博物馆、古建筑与园林融为一体。

   苏州博物馆新馆以意味深长的精准选址、“中而新、苏而新”的设计思想、

“不高不大不突出”的设计原则，成为一件传统与现代和谐圆融的“双面绣”艺

术作品。它不仅是当今苏州的一个标志性公共建筑，也是中国建筑文化从传统走

向未来的一座桥梁，更为苏州博物馆的传承与创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太平天国忠王府旧

址是全国保存至今最完

整的一组集公署、住宅、

园林于一体的太平天国

历史建筑群。建筑群坐

北朝南，分成中、东、

西三部分，以地面一层

为主，局部二层，雄伟

壮丽，错落曲折。

    忠王府为太平天

国忠王李秀成在1860
年9月至1863年12月期

间，利用原拙政园花园部分及东西部宅第等合并改建而成，它是太平天国

在苏浙地区的最高统帅府。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忠王府成为李鸿章的江苏

巡抚行辕。1960年元旦，苏州博物馆在忠王府旧址建筑群正式对外开放。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确认为“中

国现存太平天国王府中最完美的建筑”。

     忠王府旧址不仅存有浑厚朴实的龙凤纹饰窗棂和神态生动的石狮等太

平天国时期珍贵遗物，还保存有太平天国400余方秀丽典雅的苏式梁枋彩绘， 

9幅清新隽秀的彩绘壁画，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全国罕见。此外，这

里还有明代文徵明手植紫藤等名木植物和江南最大的室内古戏台。

    1993年起，由国家文物局拨款，完成了忠王府中路官署建筑和东路部

分宅第建筑的修复。

    忠王府旧址的东路，以恢复晚清八旗奉直会馆原貌为主。利用北部四

面厅以专题形式举办《香港张宗宪先生捐赠文物陈列》，以纪念和表彰张

宗宪先生对家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支持。忠王府旧址的西路，则以恢复

清光绪年间张履谦豪宅及补园部分建筑原貌为主。

    太平天国忠王府旧址陈列主要集中在中路展出，东庑为忠王李秀成早

期征战事迹陈列。西庑为苏福省建设陈列。大殿恢复忠王李秀成主持军事

会议的场景以及有关政策制度方面的文物史料陈列。



基本陈列
Permanent Exhibitions

古籍图书馆

民俗博物馆

过云楼陈列馆

故宫学院（苏州）

     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位于张氏义

庄（潘儒巷76号），毗邻故宫学院（苏

州），其前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组建

的苏州博物馆资料室。2006年10月，苏

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资料室更名为

苏州博物馆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主要

藏于太平天国忠王府藏书楼内，平装图

书和期刊主要藏于苏州博物馆新馆书库。

为适应新时期苏州博物馆发展需要，更

好地服务社会公众，苏州博物馆于2017
年斥资近千万元对张氏义庄西路进行改

造提升，建设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

将古籍和平装书刊合并管理，原苏州博

物馆图书馆也整体搬迁至此，并于2018
年6月正式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体现国

家级博物馆对地方的扶持，加强国家级博

物馆与地方的合作，故宫博物院与苏州博

物馆经友好协商，在苏州设立故宫学院

（苏州）。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就故宫

学院相关事宜展开全方位合作，共同享有

合作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故宫

讲坛走进苏州”是故宫学院（苏州）面向

博物馆从业人员和资深爱好者举办的专业

讲座，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根据

不同的主题开设讲座，让更多的苏州市民

了解故宫，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过云楼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江南著

名的书画、古籍收藏之所，享有“江南

第一家”的美誉。“过云楼”三个字，

取意于苏东坡的：“书画于人，不过是

烟云过眼而已”。第一展室的名称“艮

庵”二字是顾文彬先生晚年的号。这一

间主要展出的是历代过云楼主人的生平。

一楼的三个厅，分别是会客厅、书房以

及画房。会客厅正中挂有一匾额，上书

“霞辉渊映”。“过云楼”的藏书及字

画大都已化私为公，永无散失之忧，并

得以发扬光大，过眼烟云终于化作了霞

晖渊映。二楼展厅主要介绍的是顾家的

一些收藏、捐赠轶事。

     苏州建城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

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具有吴地特

色的民俗，1986年11月在纪念苏州建城

2500周年时正式对外开放的苏州民俗博

物馆，就是一个展示苏州民俗的窗口，

是我国首家以展示都市民俗为主要内容

的专业博物馆。目前，全馆围绕节令民

俗、吉祥民俗与育子民俗展出一些民俗

文物，介绍一些民俗知识，以丰富工作

文化生活，增进观众对苏州传统民俗文

化的了解。第一厅是苏州节令习俗的陈

列；第二厅，吉祥民俗厅；第三厅，育

子习俗。



基本陈列
Permanent Exhibitions

苏州是吴文化的腹地，苏州博物馆的

基本陈列由吴地遗珍、吴塔国宝、吴

门书画、吴中风雅四个“吴”字系列

展览组成。

吴地遗珍   Wu Treasures

   吴地遗珍展区掇取古代苏州最具代表

性的历史时期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展示

苏州地区考古出土文物。

吴塔国宝   Wu Pagodas

   吴塔国宝展区有南北对应的两个仿八

角形砖塔形展厅，直观再现了苏州虎丘云

岩寺塔和瑞光寺塔内发现的国宝级佛教文

物的保存原貌，充溢着庄严圣洁的宗教情

怀。

吴中风雅   Wu Elegance

   吴中风雅展区或以器物品类为一室，

或以器物用途为一室，或以复原场景为一

室，全面展示了如明式家具、玉器、竹木

牙角器、文具、织绣服饰等以“苏工”制

作为代表的明清工艺瑰宝，彰显出苏州最

典型的城市文明及文人文化。

吴门书画  Wu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吴门书画展区以不同主题分期展示明

中叶以来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吴门”

画派及书家的书画作品，两个专门展厅以

通透的空间和简练的形式传递了明代苏州

文人雅士的风流情趣。

基
本
陈
列

Permanent 
Exhibitions 



参观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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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为观众提供多种导览形式，

用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展需求，让您在

参观过程中感受“私人订制”的博物馆

观展体验。

专职讲解员导览 Professional Guides

    苏州博物馆专职讲解员将根据观众需求，提供不同内容、不同时长的

专业讲解服务。专职讲解员的有偿导览服务需提前24小时预约，预约电话

为：0512-67575666。

志愿者义务导览 Volunteer Guided Tour

    义务导览服务是以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为宗旨、由苏州博物馆志愿者担任的

免费全程导览。导览内容涵盖苏州博物馆建筑、馆藏文物等内容，时长一小

时，每日定点等候，定时出发。

智慧语音导览 Audio Tour

    苏州博物馆提供语音导览租赁服务，向观众全面介绍我馆建筑及文物，导

览内容时长约180分钟，有中、英（日、韩、法）等语言，观众可根据喜好有

选择地听取导览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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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播放 Videos and Movies

    在新馆地下一层影视厅，苏州博物馆每天定时为您呈现《苏州博物

馆馆藏》、《太平天国忠王府》、《贝聿铭和苏州博物馆新馆》、   

《燕游苏博》，以及特展相关视频等精彩介绍短片，希望能丰富您的

参观行程。

微信导览 Wechat Tour

   “苏州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供参观须知、实

时观众流量、展览信息、藏品信息，具备活动信息

推送和预约等功能。无论何时何地，只需打开苏博

微信公众号，点击语音讲解，就可以进行自助式导

览。金牌讲解，一对一服务；中英文双语，一应俱

全。

苏州博物馆APP导览 APP Tour

     苏州博物馆移动应用APP是苏州博物馆开发制作的

一款文化普及类应用软件。在参观苏州博物馆之前,您

可以下载此应用。这款应用软件具备多项功能：实时

了解苏博最新展讯和活动信息、异地预约参观和活动、

通过输入导览编号实现在线导览、以及通过馆内全景

导览和室内定位功能丰富参观体验等，是您参观苏州

博物馆最贴心的小助手。

云观博APP导览 AR-Museum Tour

   国内首款基于AR技术的全博物馆领域的智慧应

用软件, 被誉为“看展神器”。具有地图指引、文

物推荐、展品介绍等多种功能，不但内置有语音和

文字、还提供许多视频。观众还可通过3D技术、虚

拟现实技术(AR)来把玩文物，在文物下发表自己

的评论，当一回艺术评论家，并可一键分享到朋友

圈。

苏州博物馆新馆自2006年开馆以来，一直

秉承“一流的建筑举办一流的展览”的办

展理念。每年都会策划推出文物展、现当

代艺术展和苏艺天工大师系列等不同类型

的特别展览。



特别展览
Special Exhibitions

文物展
Cultural Relics Exhibitions

2019年3月——6月  

佛陀·中国——甘肃省博物馆藏早期佛教文物展

2019年6月——8月  

大邦之梦——吴越楚玉器·青瓷特展

2019年9月——12月  

画屏的世界

2019年12月——2020年3月

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

现当代艺术展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ons

2019年1月——3月

百年守素——北京画院馆藏陈半丁书画展

2019年4月——6月

云泉——中国传统美学品格的当代构型

2019年7月——8月

林海钟艺术展

2019年12月——2020年2月

苏新平作品展

苏艺天工系列展
Suzhou Crafts, Nature’s Work

2019年3月——4月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邢伟中扇艺展

2019年4月——6月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周莹华刺绣展

2019年6月——8月

苏韵流芳——青年手工艺展

2019年12月——2020年2月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姚建萍刺绣展

吴门书画展
Exhibitions on Wu School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2019年4月——6月 

群芳竞秀

——苏博藏明清花卉主题特展

2019年6月——8月

集其大成

——苏博藏董其昌及晚明

    各流派绘画特展



品牌教育项目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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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展
Cultural Relics Exhibitions

2019年3月——6月  

佛陀·中国——甘肃省博物馆藏早期佛教文物展

2019年6月——8月  

大邦之梦——吴越楚玉器·青瓷特展

2019年9月——12月  

画屏的世界

2019年12月——2020年3月

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

现当代艺术展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ons

2019年1月——3月

百年守素——北京画院馆藏陈半丁书画展

2019年4月——6月

云泉——中国传统美学品格的当代构型

2019年7月——8月

林海钟艺术展

2019年12月——2020年2月

苏新平作品展

面对不同参观需求的观众和市民，苏州博

物馆围绕建筑、藏品、展览和苏州地域文

化，运用多种活动形式和载体，策划开发

寓教于乐的品牌教育项目。

文博论坛

    “文博论坛”系列讲座是面向公众的公益性讲座，内容涉及苏州地区

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精美的艺术等，希望能在展览之外，搭建起观

众与专家学者直面交流的平台，深入了解历史、文化、艺术背后的故事。

印象@苏博

   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凭借其“中而新、苏而新”的设

计理念和建筑风格，让无数观众赞叹的同时，更通过他们的明信片、画作

和照片留下了美轮美奂的“苏博印象”。

文博论坛

印象@苏博

艺术@苏博

乐学@苏博

悦读@苏博

聆听@苏博

对话@苏博

悠游@苏博

书香@苏博

四时民俗



品牌教育项目
Education

艺术@苏博

     苏州博物馆结合主题展览，围绕吴门画派、文物造型和苏作工艺，

策划古代书画临摹、精品文物仿制和苏作工艺体验等艺术活动，为观众

提供学习古代制作技艺和感受艺术趣味的绝佳机会。同时，教育活动室

每天开放，提供苏博建筑模型制作、花笺纸雕版刷印和檀香木书签制作

等常规活动项目。

乐学@苏博

     苏州博物馆开发有多项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让来馆的中、小学生在

学习文物知识的同时，体会传统文化魅力，锻炼动手能力，提升审美意

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从小树立由衷的文化自信。

悦读@苏博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和最好途径。苏州博物馆面向不同观众群体，选择不同主题，定期举

办读书沙龙，以期培养社会大众的阅读习惯，在阅读中增加对博物馆

文化和知识的了解。

聆听@苏博

    博物馆以实物的视觉形式记录下了历史的点点滴滴，而音乐则以跳

动的旋律、用听觉的形式展现历史的华美篇章。苏州博物馆“聆听@苏

博”系列音乐欣赏活动，定期举办钢琴、小提琴、声乐和古琴等各类

公益音乐会，让您现场感受经典音乐的魅力。



品牌教育项目
Education

对话@苏博

     苏州博物馆每年都会邀请社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博物馆的规划与

建设，为博物馆提供新成果，开拓新思路，注入新活力与理念。

悠游@苏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州博物馆不但在馆内开设多种教育

项目，而且组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走出馆舍天地，走进大千世界，

让更多的观众实地领略苏州本地文化，以及中国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

四时民俗

   节令民俗是为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节日文化。结合

中国传统节假日以及相关庆典节日，苏州博物馆从吃、喝、玩、学多个

方面帮助参与者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了解传统民俗的魅力。

书香@苏博

   苏州博物馆藏中文古籍十万余册，虽不云多，亦称精善。活动围绕馆藏

古籍和文博特色图书，通过专家讲座、新书发布会、阅读分享会、古籍晒书

会、古籍沙龙等多种形式与读者互动，积极推广传统经典阅读，普及古籍和

文博知识，实现图书馆与读者的交流共赢。



社会参与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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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的成长与发展依赖于社会各

界的参与和鼓励，苏州市区各个学校、

企业和社区都是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和成

长伙伴。苏博志愿者和会员，更是博物

馆最亲密的朋友。

博物馆与学校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useum and Schools

“走进苏州博物馆”观前导览
Pre-visiting Guide

     “‘走进苏州博物馆’观前导览”

是我们为将要来访的学校团体提供的服

务项目，帮助中小学生在参观之前就

能了解正确的参观程序、苏州博物馆

的建筑以及馆藏特色。

“知·苏”苏州博物馆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Museum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Teenagers

   “知·苏”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由苏州博物馆与苏州市中小学教师联

合开发，内容涵盖苏博建筑、馆藏文

物、书法绘画、博物馆通识、民俗文

化、苏州非遗等6个大类35门课程。

同时，为教师配套了教学材料包，

包括教案课件、手工材料和教学光盘

等，可满足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等阶

段学生的学习需求，吸引学生走进博

物馆，学习吴文化。

在校学生参与苏州博物馆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苏州博物馆为苏州市区中、小学生，

以及博物馆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提供展厅

引导、讲解导览、社会教育、问卷调查等

社会实践岗位。社会实践由苏州博物馆开

放部负责，中、小学生通过学校集体组织

参加，大学生可以自行提交申请。



社会参与
Social Participation

博物馆与社区
Interaction betwenn 
the Museum and Communities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 
Suzhou Museum Volunteers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团队于

2006年11月正式组建，苏博的

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

有所长，目前共有成员182人。

主要工作内容涉及咨询导览、

全程讲解、社会教育、资料整

理、问卷调查等多种岗位。他

们怀着对吴地文化、艺术的满

腔热爱以及服务博物馆观众、

回馈社会的奉献精神而相聚在

一起，每年为博物馆观众服务近万小时。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招募条件
Requirements of Suzhou Museum Volunteers

·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身心健康。

·具有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愿意利用自己的业余

时间无偿为公众提供服务。

·热爱博物馆事业，具有博物馆藏品和苏州历史文化的基础

知识，能够使用普通话或其他规范语言。

·志愿服务时间为周二至周五时段者优先；有特殊技能者优先。

  “爱上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精粹巡礼”是苏州博物馆面向各社区、

学校、企事业单位推出的公益巡展资源。巡展介绍我们的建筑掠影、馆

藏精粹和开放、教育、服务信息。让苏州市民可以在家门口欣赏苏州博

物馆的美景，获取博物馆的知识。

  “民俗风·地方情”系列吴

地民俗文化展板是苏州博物馆面

向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

推出的公益巡展资源。展板内

容主要是节日习俗和民歌童谣

等苏州传统民俗文化，并配有

英文介绍。通过巡展，让大家

可以了解苏州的传统习俗，体

验苏州地方风情。

扫描二维码
申请成为志愿者



文化创意
Cultural Creativity

文
化
创
意

Cultural 
Creativity

苏州博物馆以建筑、馆藏和地方文化为出发

点，秉持将博物馆文化融入人们生活的美学

宗旨，原创研发具有实用、欣赏和收藏价值

的文创产品。

荣誉包括：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

·中国博物馆十佳文创商店

·首批全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示范单位

·中国最佳旅游文创项目TOP20

苏州博物馆会员 
Suzhou Museum Members

   博物馆，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博物馆会员，一座博物馆重要的成

员。加入博物馆会员行列，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个舞台上，您将

有机会领略博大精深的博物馆内涵，感悟与众不同的博物馆荣耀，享受

尊崇非凡的博物馆体验。

普通会员：缴纳普通会员年费人民币100元。

享受权利：（仅限会员本人）
①免预约通过绿色通道入馆参观。
②参观当日可享不限时寄存服务。
③可参加本馆年度会员专属活动。
④凭会员卡所有馆内消费可享受普通会员折扣。
⑤每月获取本馆特别展览和活动预告信息。
⑥获赠苏州博物馆馆刊电子版（6期/年）。

家庭会员：缴纳家庭会员年费人民币360元。（限两位注册成年人可携带两名
18岁以下家庭成员。）

享受权利：
①享受普通会员所有权益。
②免费预约使用语音导览器参观。(每年限3次，限家庭会员注册人员使用)
③免费参加本馆常设社会教育和儿童体验中心活动（每年限6次，限家庭会员注
册人员使用）。
④参加本馆开展的专题社会教育活动可享受家庭会员优惠价格。
⑤凭会员卡所有馆内消费可享受家庭会员折扣。

贵宾会员：缴纳贵宾会员年费人民币2000元；或具备普通会员资格，且时间满
10年，下一年度可升级为贵宾会员（当年有效）。

享受权利：（仅限会员本人）
①享受普通会员所有权益。
②可带领5名观众免预约通过绿色通道入馆参观。
③免费预约使用语音导览器参观（每年限3次，每次不超过6人）或预约本馆专
业讲解员讲解（每年限3次，每次不超过6人）。
④可参加贵宾会员专属之文物观摩、特展开幕、艺术沙龙和学术研讨等活动。
⑤免费参加本馆常设社会教育活动。（每年限3次，每次不超过6人）
⑥参加本馆开展的专题社会教育活动可享受贵宾会员优惠价格。
⑦凭会员卡所有馆内消费可享受贵宾会员折扣。
⑧每年获赠当年本馆特展出版物1种。
⑨每年生日获赠本馆文化创意产品作为生日礼物。

苏博淘宝

扫描二维码
申请成为会员



文化创意
Cultural Creativity

国宝味道：秘色瓷莲花碗曲奇
Flavor of National Treasure:Cookies Shaped Like Celadon Lotus Bowl

   选择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秘色瓷莲花碗作为造型元素，通过食品

天然颜色体现文物原本的釉色，通过对线条的重新勾勒追求造型的神

似，让人在食用时与“国宝”产生奇妙的联结。

山水间置物座
Stationery Base

     贝聿铭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之初，拿着按比例缩小制成的小石片模

型守在沙盘边，专注地摆弄堆砌心中的“米式”写意山水。山水间文具置

物座的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贝聿铭创作苏州博物馆内片石假山山水园时的

乐趣与情怀。

唐寅泡：袋泡花茶
Tangyin TEA

     从《唐伯虎小传》——一本讲述明四家之一唐寅的真实故事的绘本中

得到灵感，设计了这款唐寅泡袋泡花茶。用一杯茶的时间，放松身心，

“品味”唐寅多姿多彩却又浪漫潦倒的一生。

开放时间 

每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17:00
（16:00停止入馆）

每星期一闭馆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展览、活动详情以苏州博

物馆官方网站及大厅广告

机信息为准。

有意参加我馆活动，请提前

致电或至官网预约。

部分活动、导览为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请详询我馆

服务台。

咨询电话

0512-67575666

更多详情请登录

苏州博物馆官方网站

www.szmuseum.com

普通会员：缴纳普通会员年费人民币100元。

享受权利：（仅限会员本人）
①免预约通过绿色通道入馆参观。
②参观当日可享不限时寄存服务。
③可参加本馆年度会员专属活动。
④凭会员卡所有馆内消费可享受普通会员折扣。
⑤每月获取本馆特别展览和活动预告信息。
⑥获赠苏州博物馆馆刊电子版（6期/年）。

家庭会员：缴纳家庭会员年费人民币360元。（限两位注册成年人可携带两名
18岁以下家庭成员。）

享受权利：
①享受普通会员所有权益。
②免费预约使用语音导览器参观。(每年限3次，限家庭会员注册人员使用)
③免费参加本馆常设社会教育和儿童体验中心活动（每年限6次，限家庭会员注
册人员使用）。
④参加本馆开展的专题社会教育活动可享受家庭会员优惠价格。
⑤凭会员卡所有馆内消费可享受家庭会员折扣。

贵宾会员：缴纳贵宾会员年费人民币2000元；或具备普通会员资格，且时间满
10年，下一年度可升级为贵宾会员（当年有效）。

享受权利：（仅限会员本人）
①享受普通会员所有权益。
②可带领5名观众免预约通过绿色通道入馆参观。
③免费预约使用语音导览器参观（每年限3次，每次不超过6人）或预约本馆专
业讲解员讲解（每年限3次，每次不超过6人）。
④可参加贵宾会员专属之文物观摩、特展开幕、艺术沙龙和学术研讨等活动。
⑤免费参加本馆常设社会教育活动。（每年限3次，每次不超过6人）
⑥参加本馆开展的专题社会教育活动可享受贵宾会员优惠价格。
⑦凭会员卡所有馆内消费可享受贵宾会员折扣。
⑧每年获赠当年本馆特展出版物1种。
⑨每年生日获赠本馆文化创意产品作为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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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January

4月
April

7月
July

10月
October

11月
November

12月
December

8月
August

9月
September

5月
May

6月
June

2月
February

3月
March

百年守素——北京画院馆藏陈半丁书画展

潘氏收藏系列特展活动
寒假“文博小达人”研学营

潘氏收藏系列特展活动
四时民俗之春节活动

潘氏收藏系列特展活动
第十二届“印象@苏博”画信活动

“聆听@苏博“钢琴独奏音乐会

第十二届“印象@苏博”画信活动
第十二届“印象@苏博”画信活动
5·18博物馆之夜

百年守素——北京画院馆藏陈半丁书画展 百年守素——北京画院馆藏陈半丁书画展

佛陀·中国——甘肃省博物馆藏早期佛教文物展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邢伟中扇艺展

佛陀·中国——甘肃省博物馆藏早期佛教文物展

“佛陀·中国”特展配套活动 “佛陀·中国”特展配套活动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周莹华刺绣展
群芳竞秀——苏博藏明清花卉主题特展

云泉——中国传统美学品格的当代构型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周莹华刺绣展
群芳竞秀--苏博藏明清花卉主题特展

云泉——中国传统美学品格的当代构型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周莹华刺绣展
群芳竞秀--苏博藏明清花卉主题特展

云泉——中国传统美学品格的当代构型

苏韵流芳——青年手工艺展
集其大成--苏博藏董其昌及晚明各流派绘画特展

大邦之梦——吴越楚玉器·青瓷特展

大邦之梦——吴越楚玉器·青瓷特展 大邦之梦——吴越楚玉器·青瓷特展

“聆听@苏博”室内乐音乐会

“聆听@苏博”古琴音乐会
“聆听@苏博”钢琴独奏音乐会

“聆听@苏博”室内乐音乐会

“聆听@苏博”管沧吉他音乐会

“聆听@苏博”管沧吉他音乐会

苏韵流芳——青年手工艺展
集其大成——苏博藏董其昌及晚明各流派绘画特展

林海钟艺术展

暑期“文博小达人”研学营 暑期“文博小达人”研学营

四时民俗之中秋节活动

四时民俗之重阳节活动

苏韵流芳——青年手工艺展
集其大成——苏博藏董其昌及晚明各流派绘画特展 画屏的世界

“画屏的世界”特展系列活动

“画屏的世界”特展系列活动
“画屏的世界”特展系列活动

画屏的世界 画屏的世界 画屏的世界
苏艺天工大师系列——姚建萍刺绣展
苏新平作品展
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

潘氏收藏特展系列活动

林海钟艺术展

佛陀·中国——甘肃省博物馆藏早期佛教文物展 佛陀·中国——甘肃省博物馆藏早期佛教文物展苏艺天工大师系列——邢伟中扇艺展

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 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 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