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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播使命的博物馆迎来一个新的建设

时期，表现在出国展览中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展览主题、地方性文化呈现及办展诉求等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积极

配合国家外交政策，打开中外文化交流新局面上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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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在新形势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

家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常态化的

中外合作交流机制建设成为新的时代任务。博物馆

积极响应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尤其在出国展览上革

新了传统模式，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拓展新方式的同

时，开辟国家赚取外汇的特殊途径，实现了文化服

务于经济建设的独特作用。近年此时期的博物馆出国

展览引起关注①。随着更多有关博物馆出国展览档案

材料的解档，为进一步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出国

展览提供了条件。在此，选取1979—1989年，系统探

讨博物馆此十年间出国展览的变化与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的变革

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基本国策后，各行各业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1979年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在合肥

召开，重新讨论了博物馆的中心工作问题，明确博物

馆要重点加强基本陈列和科学研究工作。会上还讨论

通过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1]。针对

博物馆陈列工作，王冶秋提出应打破思想枷锁、突出

地方特色并要呈现科研成果。[2]随后，博物馆事业发

展被纳入到国家长期发展规划方案中②迎来了一个中

国博物馆建设史上的“第三个兴盛时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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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所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有：李昆生《文物传友谊 异邦结硕果——记云南省博物馆出国文物展览》（《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

第S1期），文章回顾了“中国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1984年、1986年至1987年先后在日本和欧洲展出情况。认为出国展览宣传了云

南考古成果，提升了云南省博物馆从业者的业务能力，同时增进了中外人民友谊；庞雅妮《陕西文物出境展览三十年大数据分析》

（《文博》，2016年第1期）和张阳《陕西省文物出境展览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两文均涉及改革开放初期陕西

省博物馆出国展览内容。前文指出1985—1989年陕西省博物馆出国展览地集中于亚、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经济效益的考

虑是影响因素之一；后文则发现此时期陕西省博物馆出国展览办展主体有所变化。鲍安琪《文物外交50年》（《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第26期），则提出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出国展览是配合外交政策展开的，具有明确赚取外汇的倾向。另外，在《光荣使命——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四十年》（文物出版社，2011年）中也讨论了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获得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问题。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Z].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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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博物馆变革首先反映在数量上。1979—

1989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344所增至967所，增幅近

两倍③；其次反映在博物馆体系上，为弥补博物馆类

型单一，观众吸引力不足等缺陷[4]，建成开放一批自

然类、行业类和遗址类博物馆，著名的有四川自贡

恐龙博物馆、中国邮票博物馆、山东长岛船舶博物

馆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同时在博物馆学术活

跃度上，1980年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成立并

创办会刊《大自然》；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

立，随后创办会刊《中国博物馆》。影响所致，一

些地方博物馆学会纷纷建立。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专

业刊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东南文化》《博

物馆研究》等先后创刊，搭建了博物馆学术研究的

新平台。尤其重要的是，博物馆响应国家改革开放

政策，积极调整了出国展览模式。早在1978年，国

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制定的《1978—1985文物、博物

馆、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以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重点要配合

国家外交活动，做好出国文物展览和专业团体的考察

交流等。[5]次年颁发的《对博物馆涉外工作的通知》

中，再次要求博物馆“对国际组织、外国机构和个人

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要采取积极态度”[6]。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博物馆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

的时代，尤其是新博物馆学理论的兴起，“以观众为

中心”的理念逐渐受到博物馆的重视。为服务更多的

观众，博物馆开始举办大量的临时展览[7]，引进国外

博物馆展览成为吸引观众的新渠道。有研究认为引进

海外展览与否是影响当时澳大利亚博物馆参观人数

的重要因素[8]。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每年要举办3—4个大型外国文物展览[9]。此

时期中国博物馆的出国展览得到展出地观众的热烈欢

迎，如1982年赴澳大利亚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

总参观人次高达80万。后又赴日本、挪威、瑞典、

英国、奥地利等国展出，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

片。[10]同年赴日的“中国敦煌壁画展”开幕后，日均

参观人次达七八千，配合展览出售的画册10天之内

销售上万册，在当时拥有百余所博物馆的东京实属少

见。[11]较高的观众吸引力无疑为中国博物馆出国展览

带来了更大的国际需求，各国发出的展览邀约日益增

多。1979—1989年十年间博物馆出国展览百余次，遍

布亚、欧、北美及大洋洲。

二、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变化

为配合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博物馆出

国展览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展览主题、

地方文化呈现及办展诉求等方面。展开讨论前，整理

1979—1989年代表性博物馆出国展览如下表：

                                                        

③ 详见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查询平台[DB/OL][2021-9-30],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表1 1979—1989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一览表

时间 展览名称 主办方 展出地

19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古

代文物展览——丝

绸之路上（陕西、

甘肃、新疆）的汉

唐文物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79
中国清代、近现代

绘画展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南斯拉夫

1980 明清、现代书法展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日本

1980
伟大的中国青铜器

时代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美国

1980 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丹麦、

瑞士等

1980
中国上海博物馆珍

藏文物展
上海博物馆 日本

1981
中国战国时期中山

国王墓出土文物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2 中国敦煌壁画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2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澳大利亚

1982 故宫珍宝展 故宫博物院 日本

1983 中国敦煌壁画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敦煌文物研究所

法国

1983 中国秦兵马俑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3
上海博物馆珍品

展——六千年的中

国艺术展

上海博物馆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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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中国古代文明展 中国历史博物馆 意大利

1983 清代宫廷文物展 故宫博物院 新加坡

1983
中国内蒙古北方骑

马民族文物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日本

1984
中国云南省博物馆

青铜器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4 中国历代陶俑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4 紫禁城文物展 故宫博物院 美国

1984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瑞典、挪

威等

1985 湖南出土文物展 湖南省文化厅 日本

1985 安徽古代文房四宝展 安徽省博物馆 日本

1985 故宫珍宝展 故宫博物院
联邦德国

奥地利

1985 中国天津市文物展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日本

1985 北京历史文物展 北京市文物局 美国

1985 宋元陶瓷精品展 江西省博物馆 罗马尼亚

1985 四川恐龙化石展 重庆市博物馆 法国

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文物展
四川省博物馆 日本

1985 中国敦煌展 敦煌文物研究所 日本

1985 浙江历史文物展 浙江省博物馆 联邦德国

1986 中国恐龙展览会 北京自然博物馆 新加坡

1986 中国新疆文物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物馆
日本

1986 中国明清书法名画展 上海博物馆 日本

1986 黄河文明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6
中国文明史——华

夏瑰宝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加拿大

1986 诸葛亮史迹陈列 武侯祠博物馆 日本

1986 杜甫诗意书画展 杜甫草堂博物馆 日本

1986
中国古代文明展

（东汉—宋）
中国历史博物馆 意大利

1986 中国胡开文古墨展 安徽省博物馆 日本

1986
中国云南省博物馆

青铜器展
云南省博物馆

瑞士、意

大利、奥

地利等

1987
中国历代陶瓷展——

对永恒的探索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美国

1987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

考古文化展
四川省文化厅 美国

1987
中国西藏艺术珍

宝——唐卡文物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法国

1987 三国志展 安徽省文化厅 日本

1987
吉林省博物馆馆藏

中国明清绘画展
吉林省博物馆 日本

1987
上海博物馆藏明清

书法精品展
上海博物馆 日本

1987 清代帝后生活景观展 故宫博物馆 美国

1987 中国历代妇女服饰展 中国历史博物馆 日本

1987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德国、

英国等

1987
中国文人书斋——

明末艺术家生活展
上海博物馆 美国

1987 陕西省文物展 陕西省博物馆 日本

1987 孔子故里文化艺术展
山东省曲阜县文物

管理委员会
新加坡

1988 中国西夏王国文物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8
中国龙——四川恐

龙化石展
重庆自然博物馆 美国

1988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展 中国历史博物馆 日本

1988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希腊

1988 中国古代青铜器展 上海博物馆
意大利

法国等

1988 中国西藏文物秘宝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日本

1988
天子——中国古代

帝王艺术展

中国对外文物展览

公司
美国

1988 上海博物馆藏文物展 上海博物馆 联邦德国

1988 中国古代版画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物馆
日本

1988
紫禁城清代宫廷服

饰展
故宫博物院 澳大利亚

1989 中国明清绘画展 故宫博物院 美国

1989 老北京春节风俗展 首都博物馆 新加坡

1989 汉字的历史展 中国历史博物馆 日本

1989 近代中国名家画展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新加坡

1989
中国文房四宝——

上海博物馆珍藏展
上海博物馆 日本

1989 中国三彩文物展
洛阳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
日本

1989
中国清代帝后生

活——沈阳故宫历

史文物展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沈阳故宫博物院
新加坡

1989
上海博物馆所藏书

迹名品展
上海博物馆 日本

1989 北京历史文化展 首都博物馆 日本

1989
中国贵州苗族节日

盛装展
贵州省文化厅 美国

1989 中国大恐龙展 自贡恐龙博物馆 日本

1989 沈阳故宫文物展 沈阳故宫博物院 意大利

1989
青岛市博物馆馆藏

明清书画展
青岛市博物馆 日本

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

京博物院名宝展
南京博物院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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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医中药、青铜冶炼等传统技术方面的展品，向

国外展示中国古代的精湛技艺。当时有评价认为该展

览充分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先进技艺。[17]

主题细化还表现在对展览名称的斟酌上。1986

年赴日的“黄河文明展”[18]，初定名为“黄河流域文

物展”[19]。从“文物”到“文明”，一字之改，暗含

展览理念的变化，即以“黄河文明”作为主题串联起

青海、甘肃、陕西等沿黄省份出土文物背后的文明故

事。相应淡化了传统出国展览展品的珍稀性色彩，更

加重视文物所承载的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信息。

（二）地方文化呈现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为满足友好国家或城

市博物馆的邀约展览诉求，一些省市博物馆在国家政

策指导下，充分利用丰富的地域博物馆资源，加入到

出国展览主办者队伍中。办展主体出现多元化，使更

多独特的地方文化在出国展览中得以呈现。

省市博物馆独立主办出国展览影响较大的有，

1983年上海博物馆赴美举办了“上海博物馆珍品

展——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Treasures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6,000 Years Of Chinese Art）。这是改

革开放初期首次由地方博物馆独立举办的出国展览。该

展览展品包括家具、青铜器、玉器及书画等。此后又在

美国各地巡展，观众达82万人次，并获得艺术特别成

就奖。[20]同年洛阳主办的赴日“古都洛阳秘宝展”，展

品由周、汉及唐代出土文物组成。[21]夏鼐先生出席了此

次展览在日的开幕式及欢迎会，并赋诗道：“洛阳冈山

两地通，历史名城声誉隆。今日秘宝暂借展，他年永传

友谊风”[22]。1984年云南省博物馆赴日举办的“中国

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于1986—1987年再次受邀

赴瑞士等欧洲国家展出。展品主要是出土于云南的春秋

至西汉时期的青铜器。当时有评价认为，此次展览加深

了国外对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认识。[23]

为了规范博物馆出国展览，1984年文化部颁发了

《关于加强出国文物展览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所有

                                                        

④ 详见徐婉玲.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及其影响[N].中华读书报，2019-12-18（18）；徐玲.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

览与中国新形象表达[J].东南文化，2021（04）:137-143.

⑤ 1986年全国700所博物馆，其中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有618所，占比88.28%。详见吕济民.中国博物馆历史发展概貌[M]//吕济民.中国

博物馆史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7.

1989
公元前12至13世纪

中国文物展
湖南省博物馆 美国

1989 中国唐长安文物展
陕西省对外文物展

览公司
日本

1989 东亚文明源流展
陕西省对外文物展

览公司
日本

（一）展览主题细化

改革开放前，博物馆出国展览活动已有展开④。总

体上展览主题相对宏大，展品偏重于有代表性的珍贵文

物，办展诉求偏重于国家形象宣传，强调展览规模和国

家重器展示等。1973年影响较大的出国展览“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尽管尝试建立新的中外文化

交流模式，但仍延续了传统“举国体制”的观念，展览

规模大、展品数量多及规格级别高等特点。[12]

1979年后，与各国加强文化交流，举办更具文化

内涵的出国展览成为博物馆新的目标。1979—1989

年中国博物馆处于转型初期阶段，类型上仍以历史文

物类博物馆为主体⑤，相应的出国展览展品也多以文

物为主。如1980年赴美国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

展”，展出的就是夏商周的青铜器文物。[13]同年赴丹

麦等国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仍以文物展品为

主。[14]但是，在具体的展览主题上有了细化要求，甚至

出现了由“文物展览”向“文化展览”的转变倾向。

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开始尝试以明确的区域或

者文物类型来呈现主题。1979年赴日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古代文物展览——丝绸之路上（陕西、甘肃、新

疆）的汉唐文物”，为中国博物馆首次举办以“丝绸之

路”为主题的出国展览。[15]展品选取上，以发现于陕西

西安、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路和

天山北路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汉唐文物为主。[16]展

览采用“丝绸之路”这一文化主题，使展品不仅表现出

中国古代的制作工艺和艺术审美，呈现汉唐时期丝路沿

线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向国外表达了中国加强中外友好

往来的愿望。而1982年赴加拿大的“中国古代传统技

术展”，则选取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以及天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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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展览均由文化部统一规划，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

位或个人不得对外作出展览承诺。[24]但为了加强地方文

化的对外传播，一些省市专门设立了对外文化交流机

构。如1985年陕西省对外文物展览公司成立，当年即负

责筹办了赴美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这是首个由

陕西省地方主办的文物出境展览，[25]展出效果良好。有

鉴于此，1987年国家下放了部分出国展览权限给地方文

物行政管理部门。⑥政策调整后，更多富有地方文化特色

的主题展览开始走出国门，如1988年重庆自然博物馆赴

美举办的“中国龙——四川恐龙化石展览”[26]，次年自

贡恐龙博物馆赴日举办的“中国大恐龙展览”[27]等。

（三）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另一大变化体现在办展

目的上，不再停留在单一的文化诉求上，而是有了更

多的经济效益考量。

1979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向国务院反映出国展

览过程中投入经济成本较大，希望增加组织商业性出国

展览，以赚取外汇。国务院回复，同意将“出国文物展

览工作室”更名为“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以专门负

责出国展览协调与对外谈判等工作。⑦1982年，国家文物

局颁发《关于文物事业涉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

出国展览要“既重政治作用、也重经济效益”，并对参与

筹办出国展览各单位间的收益分配、外国机构配合展览

拍摄文物的费用收取等问题均做出详细说明。[28]

此后，胡乔木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座谈会上提出，

博物馆要研究国家体制改革，以便尽量增加博物馆经

济收入，进而扩大博物馆事业。[29]很快，各界就出国

展览可以适当赚取外汇，达成基本共识。[30]博物馆出

国展览预期经济效益成为检测办展方案可行性的条件

之一。如驻加拿大大使馆向中国文化部传达蒙特利尔

市希望举办“中国文明史—华夏瑰宝展”的意愿时，

就突出强调了展览潜在的经济收入预期。[31]该展览向

国内省市借调文物展品的文件中提出展览可“补助目

前文物经费的不足”[32]，并承诺“将根据收入情况，

及提供展品的数量、等级合理分配”[33]收益。赴日

“黄河文明展”的展品调集文件中同样提出“展览的

展品借展费收入，届时将根据各单位提供展品的数量

和等级，合理分配”[34]。当省市博物馆与中国对外文

物展览公司合办出国展览时，通常实行“二八分账

法”，即省市博物馆可获取收入的八成[35]。这对于经

费并不充裕的省市博物馆而言，无疑极具吸引力。

1988年，首都博物馆作为北京市文物局的改革试点，

3年内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举办各种展览

10次，共获得经济收入140万元。[36]丰厚的经济收入

反过来又激发了博物馆举办出国展览的热情。一些随

展出国的博物馆工作者还充分把握出国机会，向展出

地观众销售独具特色的工艺品及展品复制品等，以扩

大经济收入。如“古都洛阳秘宝展”筹备团队制作了

安菩墓出土金币复制品500枚、各种展品纪念章25000

枚等纪念品用于出售。[37]联系当下的博物馆文化创意

产业，不得不说当时博物馆的意识已具前瞻性。

三、意义

1979—1989年博物馆出国展览直观展示了中国博

物馆的开放意识，对于国内博物馆从业者经验学习、

专业理念更新及提升中国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均

有着重要意义。

此时期参与出国展览的博物馆工作者获得了宝贵

的出国学习机会，当时仅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为举办

出国展览就先后派出各地文博工作者“70多个团组，

人员达200多人次”[38]。这些文博工作者在与国外博物

馆合作时，近距离地观察、学习展出地博物馆经验，无

形中提升了自身的业务能力。在筹办出国展览早期，国

内博物馆甚至没有人知道如何为展品上保险，如何同外

方签订协议等基本事务，不得不在办展过程中边干边

学，然后再运用于国内办展流程中，等同于相关博物馆

和运输部门进行了业务“培训”。[39]史苇湘1982年作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出国展览工作的几项规定[G]//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光荣使命——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四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1.

⑦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我局“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对外改称“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的请示[G]//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光荣

使命——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四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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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友好访问团成员随“中国敦煌壁画展”赴日。17天

内参观了日本多地的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与当地工作

者进行深入交流后，意识到日本在文物保护与修复、

学术资料搜集与管理等方面均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40]1986年大连自然博物馆赴日举办“中国东北区的鸟

兽”展览，期间随展代表团先后考察日本的多家自然

和科学博物馆，认为当地博物馆在人员分工、科教活

动、社会资源利用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可供参考。[41]

相对基本经验学习，出国展览对博物馆工作者学术

理念的革新意义更大。在出国展览的带动下，国内博物

馆同国际博物馆界交往日益密切，1983年中国加入国际

博物馆协会，并派代表团赴伦敦参加国际博协第十三届大

会[42]。与国际博物馆界的重新接轨，使博物馆工作者增加

了对国际博物馆建设的关注，大量的国际博物馆信息传入

中国，《中国博物馆》几乎每期都有对英、法、美、日等

国博物馆的讨论，《博物馆研究》《中国博物馆通讯》等

刊物也大量刊发国际博物馆的相关文章。[43]《博物馆学

新编》收录了涉及几十个国家博物馆的历史、现状、性

质、任务、陈列艺术、藏品设施及组织管理等文章。[44]

当时翻译的英国[45]、日本[46]等国家博物馆学者的论著，

对中国博物馆界影响很大。加上一批中外博物馆学者应

邀互访，更多的博物馆学新理念传入国内。

出国展览期间，随展人员还积极参加与展览主题

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1983年“中国敦煌壁画展”在

法国展出期间，段文杰、史苇湘、李永宁、施萍亭等参

加了由法方主办的“中法学者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讨论

会”。他们在会上宣读论文4篇，并收录于《敦煌壁画

和写本——中法学者科学讨论会文集》，在巴黎出版。

[47]1985年“中国古代文明展”在意大利展出期间，威尼

斯地方政府主办了“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文

物研究所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专家构成的中国大陆

学术代表团同中国香港、英、美、澳、意学者共同出席讨论

会。[48]这些学术活动，使中国学者能够在国际上发表学

术成果，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另一种有效方式。

国际方面，博物馆出国展览积极传递出了中国与

各国友好交往的真实意愿，成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重

要窗口，更多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意愿增强。如加拿大蒙

特利尔市市长就提出中国是具有悠久灿烂文化的文明古

国，作为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向加拿大人民介绍这一灿

烂文化，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因而邀请中国在加

拿大举办“中国历史文化展”，并对展览进行了多方面

的宣传。1980年赴美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

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展览像一本4000年的历史教

科书，我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49]王立梅回忆1982年

在比利时参与“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展出工作时，给

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述了特殊的一课，使孩子们知道中华

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50]而故宫博物院1984年赴美的“紫禁城珍宝展”一度引

发了美国观众到中国旅游的强烈愿望。该展览展出两年

半，参观人次多达4000万。展期临近结束时奥兰多迪士

尼乐园与故宫博物院商定随即举办第二次紫禁城珍藏品

展览——“紫禁城秘藏清代钟表展”。[51]日本为了“中

国历代陶俑展”的顺利进行，曾多次派出协议团及采访

组访华，其中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组来华期间，到河南

巩义采访制作唐三彩者，以便深入了解烧制陶器人员的

生活情况等。采访组还到河南省多所博物馆了解商代陶

俑特征等展览相关信息，随后整理成文在日本发表。[52]

这些无疑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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