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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彩世博

58.　上海世博会有哪些展馆？

上海世博会的展馆主要有主题馆、国

家馆、国际组织馆和企业馆等。世博会组

织者和被邀请前来参展的国家、国际组织

和企业，将对展馆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

并精心布展，在 2010 年给参观者带来一次精彩难忘的体验。

59.　上海世博会主题馆有几座？

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一共有五座，分别是城市人馆、城市

生命馆、城市地球馆、城市足迹馆和城市未来馆。其中，城

市人馆、城市生命馆和城市地球馆相互为邻，位于浦东的中

心位置，与世博轴相连，使用新建展馆；城市足迹馆和城市

未来馆则坐落于浦西，是利用工业遗产建筑改造的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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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国馆区的位置和具体划分是怎样的？

中国馆区位于世博园区 A 片区，世博轴东侧。

在馆区内，国家馆建筑“东方之冠”居中升起，层叠出

挑；省区市馆水平展开，以舒展的平台基座的形态映衬国家馆，

展现出开放、柔性、亲民、层次丰富的城市广场。省区市联

合馆作为中国馆的重要组成单元，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提供展示场所。每个省区市都有600平方米左右的馆区，

用于展现当地文化特色，展示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发展状况，

参观者通过参观中国馆便能看遍中华文化。

香港馆和澳门馆位于中国馆南侧，台湾馆位于中国馆北

侧 , 占地面积均为约 600 平方米。

62.　作为东道国展馆，中国国家馆将怎样展示“中华智慧”？

中国国家馆将通过一条精心设计的游览线索，向参观者

展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馆设计以中国城市化中几

城市人馆关注城市内“人的故事”；城市生命馆把“城市”

本身视做一个生命体，展示其内在的结构规律；城市地球馆

注重探讨“人类、城市、星球是共赢、共生的关系”；城市足

迹馆和城市未来馆，顾名思义将回顾人与城市共同走过的历

程并展望未来美好的城市、美好的生活。

60.　上海世博会主题馆的世界之最是什么？

主题馆东西立面设置垂直生态绿化墙面。夏季可利用绿

化隔热外墙阻隔辐射，并使外墙表面附近的空气温度降低，

减少热传导。冬季在不影响墙面吸收太阳辐射的情况下，形

成保温层，使风速降低，延长外墙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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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放映，讲述改革开放 30 年多来中国“自强不息”的城

市化经验、中国人的对于未来的信念和建设热情。

第二展区：展开“寻觅之旅”，使用轨道观光车，将中国

城市营建规划的智慧以古今对话的形式呈现给参观者，使参

观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所体会，营造出充满惊喜、动感和

发现的参观体验。

第三展区：聚焦“低碳未来”，以低碳作为中国未来城市

发展的核心元素，展示中国人应对未来的城市化挑战的“师

法自然的现代追求”，用“中国式的回答” 来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

65.　中国馆内的《清明上河图》有些什么特点？

亿人“进城”为序幕，凸显近 30 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模

和成就，引发参观者对于未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索。随后，

展馆带领大家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城市，探寻中国城

市的底蕴和传统。回溯寻觅之后，一条绵绵不断的智慧之

脉引导参观者走向未来，在直面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挑战的

同时，感悟立足于中华价值观和发展观引导下的未来城市

发展之路。

63.　“东方之冠”的外观哪些地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东方之冠”形如冠盖，层叠出挑，制拟斗拱。斗拱是

中国古典建筑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仅靠木头的相互接

插就能支撑起巨大的屋顶，而且能够应对强大的外力的冲

击。它象征了中国式的凝聚力和应变力。这种外形传承中

国建筑文化“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 , 寓意“东

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同时，中国国

家馆的建筑外形也类似量米用的斗，取意“民以食为天”。

展馆整体由多种颜色的灯芯绒状金属红板构成的“故宫红”，

随日夜更替而变幻多端。4700 块“华夏灰”花岗石铺成的

76 级大台阶，全部由 100 多位能工巧匠用几近失传的“三

斩斧”工艺手工制成。

64.　中国国家馆内的三个展区各有些什么展示内容？

第一展区：探寻“东方足迹”，通过几个完全不同形式的

展项，重点展示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中的独到之处：通过艺术

地再现《清明上河图》，传达中国古典城市的智慧；通过一部

观众们来到中国国家馆内参观，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幅放

大了几百倍的《清明上河图》，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在大屏幕上

投射出来。这幅《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人物和场景全都是动

态的，是当时生活场景真实的还原。此外，主创人员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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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九州方位的记载，用水系分隔出九个小岛。因此，新九

洲清晏根据中国典型的气候和地貌特点，也用水系分隔出一

个个小洲。

   

67.　如何畅游“东方之冠”？

中国国家馆“四条腿”内的电梯可以直接将参观者带到

最高层，也就是 49 米层的核心展区，我们称之为“东方足迹”。

这是最高最大的一层，正中的环幕影院用电影展现了中国城

市发展的智慧。

走出影院，人们将回溯历史。从中国最早的模块状城市

发展规划遗迹开始，随后用放大数百倍的《清明上河图》来

反映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之后从历史转向现代，在“绿

色城市”展区，用抽象的树木表现绿色的环境。另外，参观

者们还可以在中国国家馆看到“四大发明”等与城市发展有

关的文物。 

中国国家馆的 41 米层是名为“智慧之旅”的体验展区。

历史资料将夜景效果还原出来，呈现出我国古代城市的繁华

场景。

66.　为什么将省区市联合馆的屋顶花园命名为“新九洲清晏”？

九州既是中华大地最早的行政区划，也是中国的代称。

而“清晏”是指河清海晏，也就是河水澄清透明、大海风平

浪静的景观，是对美好、祥和的生活场景的比喻。将省区市

联合馆的屋顶花园命名为新九洲清晏，很好地衬托出了中国

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美好寓意。

二来是因为圆明园的九洲清晏景区布局很有特点，根据《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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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突出一种诗意梦幻的舞台效果，让观众既体会到中国古

代建筑的智慧，又能获得特殊的审美享受。

最后，参观者将来到 33 米层“绽放的城市”功能展区。

这里以白色为基调，营造充满未来感的舒展空间，展现中国

人生活的智慧，给出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国式答案。 

从现代到古代，再到未来，中国国家馆将上下五千年的

精彩浓缩呈现在人们眼前。

68.　中国馆采用了哪些低碳技术与措施？

中国国家馆采用自遮阳体系和半室外玻璃廊来调节室温。

中国国家馆造型层叠出挑，在夏季，上层能形成对下层的自

然遮阳。省区市联合馆外廊为半室外玻璃廊，用被动式节能

技术能为省区市联合馆提供夏季拔风和冬季保温。 

中国国家馆采用制冰技术实现减排降耗。在建筑形体的

设计上，中国国家馆力争实现单体建筑个体的减排降耗；在

建筑表皮技术上，充分考虑应用环境能源新技术的可能性。

例如，所有的窗户都使用了低耗能的双层玻璃。制冰技术的

应用还将大大降低用电量，建筑的节能系统将使能耗比传统

模式降低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国家馆采用太阳能技术实现节能环保。中国国家馆

不仅通风性能卓越，还采用了许多太阳能技术。国家馆的顶部、

外墙上都装有太阳能电池，以确保提供足够的能源支持，尽

可能实现照明用电全部自给。 

中国馆还采用人工湿地技术和雨水收集系统实现循环自

净。在省区市联合馆南侧大台阶水景观和南面的园林设计中，

引入小规模人工湿地技术，利用人工湿地的自净能力，在不

需要大量用地的条件下，为城市局部环境提供生态化的景观。

在景观设计上，加入循环自净要素。在国家馆屋顶上设计的

雨水收集系统，可以实现雨水的循环利用，利用天然的雨水

进行道路冲洗、绿化浇灌。

69.　世博轴如何体现“绿色建筑”理念？

2010 年 1 月 22 日竣工的世博轴项目，是上海世博会的主

出入口和世博园区的中央立体交通轴线。作为上海世博会永

久性建筑之一，世博轴长度超过 1000 米，分地下、地上各两层，

将为海内外参观者带来奇妙的昼与夜。 

世博轴上方采用的拉索膜屋面被形象地称为“白云”。这

一独特的结构，令漫步其下的人流在炎热夏季里依然能感受

到自然、清新的大气环流。世博轴上有 6 个名叫“阳光谷”

的倒锥形钢结构，贯穿世博轴各层建筑平面。它们可将自然光、

天然雨水和流动的空气引入建筑内部和地下空间。雨水将顺

着玻璃幕墙流入地下二层的积水沟，最终汇入蓄水池，经过

处理后实现水的

再利用。这些水

能够满足“阳光

谷”两侧下沉式

花园的灌溉，并

可作为卫生间清

洁用水。据估计，

“阳光谷”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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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最新信息科技的实际应用。此外，生态节能建筑、江水

源热能采集、垃圾气动收集等新技术也在世博园内广泛应用。

72.　省区市联合馆的主题展示的共同点是什么？

省区市联合馆是中国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展示场所。上海世博会不仅是一个演绎“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舞台，而且是一个展现中国地区风采、

民族文化的盛会。省区市联合馆外墙采用了中国的古老文字 —— 

篆书作为装饰，一组组篆书文字组成了传统的二十四节气。

省区市联合馆的主题展示多姿多彩，其共同点在于对中

国国家馆的“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都做出了呼

应与诠释。

73.　香港馆怎样展现“无限城市 —— 香港”这一主题？

香港馆的外观呈现现代化的简约风格，馆内采用了“无限空

间”的设计理念，用通透

的设计营造独特的视觉

效果，从而表现出香港本

地以及香港与全球各地

的紧密联系和无限可能。

同时，通过巧妙的

设计，香港馆不仅展示

出香港人的无限潜能及

创意，反映香港社会的现代化、开放、自由和高透明度，还体

现了香港这个建筑物稠密的都市所蕴藏的天然资源。

集，可使世博轴的生活用水量减少一半，园区空调运行费用

更将降低 20% 左右。

70.　为什么说世博文化中心是一座绿色建筑？

文化中心的设计遵循 3R 原则，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

环。设计采用江水源冷却系统、光电幕墙系统、空调凝结水

与屋面雨水收集系统、气动垃圾回收系统、程控型绿地节水

灌溉系统，并通过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对能源消耗、水消耗、

室内空气质量和可再生材料的使用等方面进行控制，使文化

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筑。

71.　上海世博会在高新科技应用方面有哪些主要亮点？

一是太阳能的应用，园区内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5

兆瓦，这是国内面积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示范区。二是清

洁能源车辆的使用，氢能源车、超级电容车等车辆的使用将

使园区内公共交通实现零排放。三是新型半导体 LED 照明系

统的大规模集中使用。四是 4G 移动通信技术、门票 RFID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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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澳门馆的“玉兔宫灯”造型有什么含义？

澳门馆采用了“玉兔宫灯”的独特造型。馆外墙用弧形的

线条勾勒出宫灯的形态，馆顶还有一对支起的耳朵，恰似人们

在元宵节常常提在手中的兔子灯。在上海世博会上，人们将看

到“玉兔”忠实地守在形似“南天门”的中国国家馆之侧。

同时，澳门馆 19.99 米的高度也具有象征 1999 年澳门回

归的隽永含义。

75.　台湾馆运用了哪些设计元素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

台湾馆的参展主题是“山水心灯 —— 自然 · 心灵 · 城市”。

为了更好地呈现主题，台湾馆将运用山形建筑体、点灯水台、

巨型玻璃天灯和 LED 球幕等元素，表达以“天、地、人”为

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台湾馆将以晶莹的建筑外观、璀璨的灯火和充满传统意

蕴的设计理念迎接四方来客。

76.　残疾人综合馆的展示主题是什么？

上海世博会开幕后，在世博园区游览的人们，将在主题

场馆“城市人馆”的北侧，看到一座残疾人综合馆 —— “生命 · 

阳光馆”。这座场馆以“消除歧视、摆脱贫穷，关爱生命、共

享阳光；城市让残疾人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体现了让关爱

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残疾人的心灵的理念。 

为了体现这一主题，“生命 · 阳光馆”分为序厅、生命区、

阳光区、爱心走廊四个部分，用趣味体验、高科技实物演示

和对未来残疾人生活的描述等形式，表达残疾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以及城市无障碍的美好前景。

068

77.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馆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承

建的吗？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馆是作为中国红十字会

的“红十字世博项目”之一，由其承建的。红十字会与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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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会国际联合会馆的展示主题为“生命无价，人道无界”，主

要由“入口等候区”、“黑色记忆”、“人道之光”、“行动你我”

以及“出口”五个区域组成。

参观者进入其中，将看到以高科技手段呈现的人类所遭

遇的战争与灾难，感受到对人道光芒的渴求，以及了解到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保护人类的生命与健康、维护人类

尊严、防止与减轻人类的苦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成就。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的“红十字世博项目”还包括了开

展五八荣誉日和“红十字与世博同行”志愿服务活动等内容。

79.　法国馆将给我们带来一场怎样的“感官盛宴”？

在法国馆中，法国美食带来的味觉、法式庭院带来的视觉、

清凉水世界带来的触觉、法国香水带来的嗅觉以及老电影片

段带来的听觉等感性元素，将组成一场“感官盛宴”，带领参

观者体验法国的感性与魅力。在世博会期间，法国馆还计划

举行一场“法兰西浪漫婚典”，邀请一对对中国新人在充满法

兰西风情的场景中，留下爱情的珍贵烙印，到场的每对新人

都将得到一份印有纪念号码的新婚证书以及一份神秘礼品。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馆还将展出来自法国奥塞博物馆的

部分名画，这将是这些名画首次在法国境外展出。

在法国馆参观时，参观者要注意，不要在名画前停留过久，

以免影响参观秩序。

80.　在哪个国家馆，参观者可以坐着缆车游览？ 

别样的“缆车之旅”是瑞士馆提供给参观者的最大惊喜。

届时，参观者将乘坐这些来自阿尔卑斯山区的观光缆车盘旋

而上，在一片生

机盎然的绿茵中

起 伏 穿 梭， 享

受美丽的自然空

间。大约八分钟

的游览历程将让

人们充分体会城

市 与 乡 村 的 互

动。除此之外，

78.　外国馆和国际组织馆中有多少自建馆？ 

世博园区里的外国馆和国际组织馆共分三类：第一类为

自建馆，第二类为租赁馆，第三类为联合馆。有 42 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展馆是自建馆，其数量为历届世博会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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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丹麦童话般的城市生活。这也将成为上海世博会丹麦馆

的最大亮点。

另外，参观者还可以骑着自行车在环形轨道上穿梭，带

着孩子们在游乐场中尽情玩耍。

参观者骑自行车时要注意安全，避免撞到他人；观赏“小

美人鱼”雕像时，要在水池边安静地欣赏，不要试图下水或

上前触摸。

在城市展区中，参观者将通过三维观景仪，了解瑞士在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就，还可以观赏到巨幕电影《阿尔卑斯：

自然的巨人》的片段等。

需要注意的是，瑞士馆提供的“缆车之旅”能够容纳的

人次有限，当等候人数很多或当日体验人次已满时，参观者

应当继续自己的参观行程，不要滞留不去。

81.　丹麦“小美人鱼”将在上海世博会展出吗？

是的。丹麦馆里展出的“小美人鱼”雕像是从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运来的。这座雕像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被视为

丹麦的“国宝”。在丹麦馆的中心，“小美人鱼”端坐于碧波

粼粼的水池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问好，与大家一同

82.　波兰馆将带来什么样的梦幻体验？

波兰馆以民间“剪纸”艺术为主题外观，通过丰富的画

面感让观众获得梦幻般的体验。

外墙由相互交织的剪纸图案组成，阳光可以透过缝隙进

入大厅。在主展馆里，灯光明暗错落，而内部的墙体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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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体现了不同地区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从高空俯瞰，

模块组成的展馆真的好似一把散放的游戏棒。

在这样的意大利馆，参观者可以漫步其中，感受馆内的水、

自然光以及和谐多元的文化。

作为屏幕，播放波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视频。同时，展馆的

设计也充满着人性化，比如在开放式的餐厅处为排队的游客

提供遮阳的场地等。

到波兰馆参观时，参观者应当安静地欣赏墙体屏幕的播

放内容，以免影响其他参观者。

83.　意大利馆和“游戏棒”有何关联？

人们所熟知的玩具 —— 游戏棒是意大利馆的创意来源。

先是狭窄的街道、庭院和弄堂，突然间又会出现开阔的

广场与花园；散布在内部的水和自然光营造出一个让人身心

舒畅的环境……

展馆由 20 个功能模块组合而成，代表着意大利的 20 个

84.　哪个展馆外形酷似“竹篮”？ 

西班牙馆的外观仿佛是不规则的“竹篮”。“竹篮”盛满

的不是别的，正是来自地中海的“热情”。它的灵感来自西班

牙传统工艺 —— 藤编技术，外墙还覆盖了具有西班牙风格的

柳条编织品。

柳条不同的自然色彩，呈现着瑰丽的民俗图案。行走其中，

阳光从缝隙中洒下，所展示的西班牙城市风采将带给人们浓

郁的异域体验。并且，几千块颜色各异的藤条板将运用书法

艺术组成一个个古老的中国文字，外墙将呈现一首中国诗歌，

给观众留下隽永的印象。

在西班牙馆，参观者可以体验馆内的西班牙风情，并感

受藤编外墙所传达的文化意蕴、环保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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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奇妙的“快乐街”属于哪个国家馆？ 

荷兰馆是一条呈“8”字形的“快乐街”。在这条“快乐街”里，

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相互融合，全然不同于按住宅、工作

和工业区域进行职能划分的现代城市规划。沿着“快乐街”漫步，

参观者能欣赏街道两旁别致的楼宇，感受浓郁的荷兰风情。

从远处看，“快乐街”宛若悬停的过山车；夜晚，变幻多

姿的灯光效果又会将它映衬得如梦如幻，能让拥有不同兴趣

的参观者驻足游玩。

在“快乐街”，所有的建筑都是不能进入的，参观者需要

透过每栋房子的窗口欣赏荷兰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参观时

不要推挤喧哗，也不要在一个窗口停留过久。

87.　哪个国家馆将会出现梦幻般的“巧克力工厂”？

在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比利时馆不仅会举办顶级钻石

展，同时还将出现一个梦幻般的“巧克力工厂”。参观者将亲

眼看到巧克力的制作过程，甚至能免费品尝比利时巧克力，

令人期待无比。

此外，比利时馆极富创造性地将“脑细胞”结构融入展

馆设计中。“脑细胞”也寓意着比利时作为欧洲三大传统文化

85.　英国馆的造型蕴涵了什么样的奥秘？

英国馆最大的奥秘就是展馆表面的大量触须，它们赋予

展馆创意多变的特质。这些触须顶端带有细小的彩色光源，

可以在展馆表面形成可变幻的光泽和色彩，组成各种图案。

通过信息和图像的传送，参观者们甚至可以在展馆的表面看

到展馆内部的各项活动。

这 6 万多条能随风飘动的触须，还藏有一个惊人的奥秘：

一个蕴涵 6 万多颗活的植物种子的种子库。所有触须都通向

这个巨大的种子库，那里将是整个英国馆最核心的展区，仿

佛一颗跳动的“心脏”。

参观者到了英国馆，不要碰触、拉扯场馆表面的触须，

以免造成损坏。

 



078 079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明观博手册

的汇聚地和交汇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带领参观者探索比

利时丰富的文化形式和内涵。

在参观巧克力制作过程时，参观者要注意礼貌和秩序，

不要向工作人员索取巧克力。

球性难题的尖端科技，屋顶绿化、节约用水等贴近日常生活

的成果也将作为展示的一部分，让参观者沉浸在精彩纷呈的

新奇氛围中。馆内还将每天上演“拯救朱 ”为主题的音乐剧，

深化日本馆的“心之和 · 技之和”的展示主题。

欣赏音乐剧演出时，参观者应当在演出结束后及时离场，

把座位留给下一场观看的游客。

89.　韩国馆的外观设计有什么特色？

在世博会的韩国馆，韩文将被直接体现在展馆的外观设

计之中。展馆一层是缩小了的韩国首都首尔；二层展示文化、

人性、科技、自然这些韩国的城市信息，通过各种高科技的

手段加以演绎，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体验韩国城市的各个图景，

88.　日本馆为何被称为“会呼吸的展馆”？

淡紫色的日本展馆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大穹顶，宛如一座

“太空堡垒”，其实，这是一层含太阳能发电装置的超轻“膜

结构”。由于蕴涵了很多生态高科技，日本馆被形象地称为会

“呼吸”的展馆。

展馆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大展区，形态融合了日本

传统特色与现代风格。节能技术、净水技术等有助于解决全



080 081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明观博手册

展馆外部的墙体上将覆盖一种特殊的温室绿叶植物；雨水将

使用排水系统进行回收并重新利用；展馆内将没有大型的展

品或物件，以确保展示区域内的空气流通；同时展馆内还将

营造一个无障碍和无烟的环境；此外，一群年轻、热情、博

学的接待人员也将为加拿大馆增色。

在观看太阳剧团表演时，参观者要遵守观看演出时的礼

仪，尊重表演者和工作人员。

包括韩食、韩服、韩国音乐等。

2012 年的丽水世博会将在这里提前展现。在描述未来的

“I Ocean”部分，游客可以看到形象化的“海浪”，了解丽水

世博会的海洋主题。同时，一些先进的城市技术如生物、纳米、

宽带等也被纳入其中，让人充分体验未来韩国城市的风采。

在韩国馆，参观者可以将首尔景观尽收眼底，并通过形

形色色的创意、实物来了解当代韩国。

90.　谁将成为加拿大馆里最闪亮的明星？

闻名世界的太阳剧团将成为加拿大馆最闪亮的明星。

加拿大馆由大型几何体的建筑组成，中央是一个开放的

公众活动广场，参观者可以在这里观看世界顶级水平的表演。

91.　澳大利亚馆如何演绎南半球风情？

澳大利亚馆集趣味、休闲、文化等元素于一体，将充分

展现位于南半球的澳洲风采。在这里，我们将有机会与讲双

语的澳洲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欣赏澳洲本土音乐家和艺术家

的精彩表演，品尝闻名遐迩的澳洲美食及红酒。

展馆内既展现了澳大利亚强大而富有活力的经济，也展

现了澳大利亚的技术优势、世界一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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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色展示，将让参观者感受到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交融。

夜幕降临，缤纷夺目的光影通过参差错落的窗户与外墙开缝

散射出来，将为这座灵动的“音乐盒”增添更多迷人的魅力。

闻名遐迩的新加坡花园景观将在展馆顶部绽放，即使站

在卢浦大桥上，这座“空中花园”依然清晰可见。

在新加坡馆，参观者要注意爱护屋顶花园的美丽景观。

 

富多彩的澳洲文

化和自然美景，

同时还展现了澳

大利亚城市的优

质生活，适合各

个年龄段的参观

者游玩。

如果与澳大

利亚的工作人员交流，参观者要注意的是，初次见面时，许

多澳大利亚人不愿被问及年龄、婚姻状况、孩子或金钱问题。

92.　哪个国家馆外形酷似“音乐盒”？

以“城市交响曲”为主题的新加坡馆，看起来仿佛是一

座即将开启的“音乐盒”。参观者还未入馆，就能聆听到来自

馆内的悦耳音乐。走进“音乐盒”，独属于新加坡的视听体验

93.　沙特阿拉伯馆的“丝路宝船”造型有什么寓意？

沙特阿拉伯馆着重展示在没有河流和湖泊的严酷自然环

境下，如何创建美丽的城市、营造美好的生活。沙特阿拉伯

馆形似一艘高悬于空中的“丝路宝船”，其甲板和底部是两片

绿洲花园，盛满沙特阿拉伯人喜爱的枣椰树。沙特阿拉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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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到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驿站之一，

沙特阿拉伯人用这艘盛满枣椰树与宝藏的“宝船”来象征从

中国出发驶向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从而表达中沙两国之

间的深厚友谊。

需要注意的是，在“丝路宝船”中，参观者要爱护沙特

阿拉伯馆内的枣椰树和绿洲花园。

94.　德国馆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德国馆的主题为“和谐都市”。馆内设有“动力之源”、

“海港新貌”、“发明档案馆”、“创新工厂”等各具特色的展厅。

最大的亮点当属“动力之源”。在这个锥形展厅的正中悬挂着

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它能够随着人们的动作和呼喊做出各种

回应，参观者越是齐心协力，金属球的摆动速度和幅度就越大，

这巨大的金属球好比是一个城市，而让城市充满活力则需要

每一个人的努力。

在体验“动力之源”时，参观者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

进行，不要擅自行动或出声。

95.　“文明立方”是哪个国家馆的主展示厅？

“文明立方”是俄罗斯馆的主展示厅。俄罗斯馆内部设计

理念的灵感来自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尼古拉 · 诺索夫的作品

《小无知历险记》。

根据《小无知历险记》中的内容，“文明立方”也被分为“童

年城”、“青年城”、“大世界”三个部分，分别展示“花的城市”、

“太阳城”、“月亮城”三个主题。

参观者到俄罗斯馆参观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小无知历

险记》的有关内容，从而更好地体会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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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洁白的“冰壶”来自哪个国家？

“冰壶”是芬兰馆的名字。洁白的“冰壶”旨在向参观者

呈现一个微型的岛屿城市。越过“冰壶”底部的水面，走进场馆，

就会看到冰壶广场。这里是“城市”的中心，各种思想在此交汇。

芬兰馆的主题为“优裕、才智与环境”，设计者力图通

过合理的结构、精妙的构思营造出“美好生活”的愿景。芬

兰馆对未来城市建筑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索，力图体现节能、

低排放和可再生等环保理念。

在芬兰馆游览时，参观者应当安静地漫步其间，体会馆

内的文化氛围和自然气息。

捷克馆外部为白色，硬橡胶制作的冰球在上面拼出鲜明

的黑色城市图案，表现了捷克首都及历史中心布拉格的风貌。

参观者来到捷克馆，要注意保护展馆外墙上用冰球拼出

的图案，不要试图移动或摘取冰球。

98.　美国馆的核心展示元素是什么？

美国馆的核心展示元素是“环境可持续发展，更健康的

生活，多样性和慈善给予”，其展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大家

看到或听到，而是要让大家有所感受。美国馆的最大特色在

于将通过多媒体展示手段，从人文视角讲述一个普通美国人

眼中的故事，一个关于创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精彩故事。

97.　“文明的果实”是哪个国家馆的展示主题？

“文明的果实”是捷克馆的展示主题。捷克馆通过高科技

手段呈现鳞次栉比的城市街巷与人文景观，意在告诉人们：

城市本身即是文明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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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花园，多媒体展示，以瀑布方式表现出来的媒体墙，来

自美国体育、娱乐、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名人参与 —— 这些引

人入胜的片段拼出了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的画面。

参观者在美国馆，应当安静地欣赏用大量多媒体手段展

现的精彩内容。

99.　展示“风筝森林”的是哪个国家的展馆？

墨西哥馆顶部竖立着百余个使用回收的塑料制成的巨大

的五彩风筝，这片“风筝森林”代表着墨西哥人对未来的期待、

墨西哥的发展和创新，以及为儿童创造美好未来的努力。

在墨西哥馆中，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墨西哥的现代城

市生活，还将欣赏到来自墨西哥的古老文化遗产，完成一次

墨西哥的历史之旅。在旅程的终点，各种互动项目和多媒体

展示将帮助人们探索墨西哥的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了解墨

西哥的文化、美食和旅游。

参观者在墨西哥馆参与互动项目时，应当注意配合工作

人员，安静有序地参与其中。

100.　非洲联合馆里共有多少个国家同时展出？

42 个非洲国家和 1 个国际组织（非盟）将在非洲联合馆

内进行展示。神秘的非洲大草原、独特的手鼓舞蹈、富饶的

自然资源……走进非洲联合馆，不论是展示还是表演，都是

原汁原味，让人仿佛走进一个真实的非洲。

参观者来到非洲联合馆，可以感受多彩的非洲风土人情，

并应当尊重非洲各国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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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海洋采集和灌入，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地中海、红海等地。

103.　上海世博会设有多少个企业馆？

企业馆的创设始于 1933 年的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此后，

企业参展成为历届世博会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参观者喜

闻乐见的一大亮点。

上海世博会邀请来自海内外的企业参展，在浦西世博园

区建馆，共有 18 个企业馆。

104.　 国家电网馆将为我们呈现怎样的“能量之旅”？ 

国家电网馆以“创新，点亮梦想”为主题，中央是一个

光影幻动的透明晶体，被称为“能量之盒”，昼夜呈现不同的

光影效果。展馆内部将展现一段表现“能量之旅”的多媒体

影片，以能量为主视觉，从微观到宏观，从自然到文明，演

绎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梦想。

101.　为什么世界气象馆被称为“云中水滴”？ 

世界气象组织所建的世界气象馆外观采用亮白色膜结构，

形如云状，膜布上均匀布满喷雾点，当喷雾全部开启时，整

个展馆宛若一朵飘浮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的白云，因而有“云

中水滴”的美称。

102.　国际信息发展网馆立柱内的水是从哪里采集的？ 

国际信息发展网馆采用全

玻璃外墙，炫彩夺目。在入馆

处，有 7 根直径超过 1 米的罗

马立柱，四周裹以透明玻璃，

柱内利用水的落差瞬间，用电

脑编程，形成“大爱无疆”等

字样和图案，循环演示。7 根

巨型立柱内的水将分别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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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上海企业联合馆应用了哪些环保科技？ 

上海企业联合馆是一个具有智能技术、梦幻意境和互动

体验的生态建筑。建筑屋顶上布置了太阳能集热屏，在吸收

太阳能的情况下，利用低温热水发电新技术，满足建筑展览

和日常用电需要；外围立面材料采用的透明塑料管，是用上

海每年产生的废旧光盘回收再造的；展馆场地范围内的雨水

还将得到回收，可做场馆内的日常用水，更可做“喷雾”之用。

其中的环保设施、梦幻灯光和互动效果不需要人为控制，会

随着不同的天气、日照和人流自动智能调节，不断变换。

展馆的展示体验将被分为静聆申音、走近浦江、上海之

路和未来之旅四个区域。参观者将经历一次历时 17 分钟的一

体化互动式体验。

106.　上汽集团—通用汽车馆的螺旋形外观有什么象征意义？ 

上汽集团—通用汽

车馆以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移动系统为主题，其

外观设计用螺旋形的曲

线象征着自然旋转与升

腾的动力，无论在地面

大型广场还是高架平台

上，映入参观者眼帘的建筑轮廓线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天

使之眼”、“炫动舞台”、“未来之窗”等数个充满奇思妙想的

主题将让参观者亲身体验未来的汽车与城市交通系统。

107.　上海世博会里有博物馆吗？

在浦西世博园区将会有一座世博会博物馆。博物馆将通

过丰富的展示内容向广大参观者介绍世博会璀璨多姿的历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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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公众参与馆”有哪些特色？

“公众参与馆”位于世博会主

题场馆内，是世博园区内唯一一

个以公众参与为特色的场馆。该

馆以“我们的家园”为主题，将

“参与”和“体验”作为该馆的基

本诉求和最大特点，使公众既是

“观展者”，又是“办展者”，在

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的交互过程

中，实实在在地体验“行动 —— 改变”的展示理念，为公众

搭建一个畅想未来美好城市生活、探求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

深化全球化公众情谊的舞台。

展示中将重点显示三方面的特色 ：一是凸显参与性。

在展示内容和形式上，采用诸如“三网三屏”等现代化

的互动展示手段，致力于实现公众的广泛参与，使观众

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对展馆内容产生影响。二是呈现开

放性。馆内项目与馆外活动有机结合，形成无障碍的公

众参与平台，同时延伸展示的空间，在全市若干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设置分馆，形成一中心多基点的开放式布局，

另外在活动项目的设置上，其开放性的展示结果，将由

参与者的智慧积聚而成。三是体现灵动性。由于预计展

示的内容较为丰富，但展示空间有限，因此在 184 天办

展期间，将不断更换展示内容，局部更新布展风格，使

整个展馆常展常新，观众在不同时间来馆，都有新鲜感，

每位参与者都将获得价值实现感。

109.　除了参观展馆，是否还能参加其他活动？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世博园区内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化演艺活动，使上海世博会成为欢乐的海洋，成为世界文化

交流的盛会。每天园区内举办的各类演出活动将超过 100 场，

总计将超过 2 万场。

110.　世博会活动类型有哪些？

世博会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由主办方组织的活动，

如庆典仪式、高科技主题秀、原创舞台剧和主题文化巡演等，

也有来自各个参展国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如专场文艺演出、

小型广场音乐会、街头舞蹈和风俗表演等。

上海世博会活动将围绕以下 20 个关键词展开：主题、首演、

名人名团、本土特色、时尚、奖项、街头巡演、艺术节庆、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创新、启迪、开闭园活动、同城效应、

创意、传递、互动、合理、艺术展览、科技含量。 由这些关键

词，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些活动的内容也颇具创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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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什么是馆日活动、荣誉日活动和特别活动？

依照世博会的惯例，参展的国家可以在世博会期间举办

国家馆日活动，其他的参展主体，如国际组织可以举行荣誉

日活动，参展的城市和企业则可以举行特别活动。

国家馆日活动是指参展国家选择某日（大多为该国国庆

日或重大纪念日）作为本国馆庆日，在本国展馆或园区内主

办的集中表达国家意志并展示民族文化形象、旨在与其他国

家开展友好交往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活动。

荣誉日活动是指参展的国际组织选择有纪念意义的某日，

在本展馆或园区内主办的活动。

特别活动是指参展的城市或企业选择有纪念意义的某日，

在本展馆或园区内主办的活动。

112.　世博园区里的活动在哪里举行？ 

整个世博园区内可用于各种活动的场地大大小小共有

三十余个，其面积约占园区总面积的十分之一。除文化中心外，

由原上钢三厂特钢车间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宝钢大舞台和利用

船坞、船台等原有工业设施改建的大型船坞，以及由老厂房

改造的综艺大厅也是颇具特色的演出场所。另外，在每个展

馆较为集中的区域，还都设有小型的广场，供参观者休憩和

欣赏演出所用。

113.　上海世博会将举办哪些论坛？

在世博会的展示、活动、论坛三大板块中，论坛是与世

博会主题理念、思想成果有着最紧密联系的一个板块，也是

历届世博会精神遗产的集中体现和展望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

平台。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论坛将分为：1 个高峰论坛、6

个主题论坛和若干场公众论坛。这些论坛都将直接演绎上海

世博会的主题，吸引众多的民众参与。

114.　高峰论坛将发布一份什么文件？

高峰论坛是对世博会系列论坛和主题理念的总结，是整

个世博会论坛的高潮和亮点。高峰论坛上将发布一份《上海

宣言》，这是建立在上海世博会各参展方对全球城市发展问题

共识基础上的一份意愿性宣言。 

高峰论坛的议题方向为“城市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该

议题方向既体现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又与历届世博会主题

发展相契合。届时，除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出席此次论坛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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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邀请联合国秘书长，部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部长级

领导人，国际展览局主席，以及海内外城市市长、参展方展

区总代表、企业界代表、学术界代表、优秀青年代表、媒体

代表等参加。 

115.　主题论坛将探讨什么主题？

主题论坛将从城市生活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全球关注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高峰论坛提供有力的支撑。 

主题论坛约每月举行一次，每场论坛将围绕一个核心议

题展开。为体现上海世博会与长三角的联动，论坛举办地将

安排在长三角的相关城市。主题论坛将邀请参展方展区总代

表，各国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国际组织、政界、学界、企业

界代表参加。 

116.　公众论坛包含哪些系列论坛？

公众论坛将从大众的角度探讨世博主题，由一系列涉及

不同领域、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独立论坛组成，包括青年

论坛、省区市专题论坛、上海区县论坛、文化传媒论坛、高

校论坛、妇女儿童论坛等。绝大多数公众论坛于 2009 年 4 月

至 2010 年 4 月上海世博会筹备期间举办。公众论坛是宣传和

推广世博会的重要平台，旨在提高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

117.　上海世博会有哪两大创新？

上海世博会的两大创新是城市最佳实践区和网上世博会。

上海世博会结合“城市”主题，在世博园区内规划设置“城

市最佳实践区”，并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特点，推出“网上世

博会”，让世界各地的网友通过国际互联网浏览世博会的盛况。

这两个项目都是世博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上海世博会的

首创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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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什么是城市最佳实践区？

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憧憬与展望是一项全球性课题，它与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人民都休戚相关。城市最佳实践区将

集中展示全球有代表性的城市为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所做的公

认的、创新的各种实践方案和实物，同时为世界各城市提供

一个交流城市建设经验的平台。

参展城市最佳实践案例来自全球五大洲，展示的内容包

括在宜居家园、可持续的城市化、历史遗产保护与利用、建

成环境的科技创新等四个方面已取得成效的实践方案，具有

展示和推广的价值，参观者将在这里提前体验未来城市的美

好生活方式。

119.　城市最佳实践区将建有 1 1 的模拟城市街区吗？

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展示方式十分特别，这里有逼真的模

拟城市街区和 1 1 的实物模型，让参观者体验全球最有代表性

的城市实践案例；有多组展馆为参观者介绍各地的城市为提

高城市生活质量所做的各种实践方案。参展的城市将以真实

的实践案例多角度地展示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

可以说，城市最佳实践区是上海世博会主题呈现的重要

载体之一，它既是展区，又是展品，将成为上海世博会一个

引人入胜和充满活力的展示区域。

120.　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优秀案例是如何选出的？

城市最佳实践区为世界各地的城

市提供了独立参展上海世博会的机会。

上海世博会组织者邀请了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城市和地

方政府联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

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组成国际遴选

委员会，从全球申报的百余个案例中，评审遴选出十余个实

物建设案例和三十余个展馆展示案例，参与上海世博会城市

最佳实践区的展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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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城市最佳实践区在世博园区的哪个位置？

城市最佳实践区位于浦西世博园区近南浦大桥一带，与

世博会主题馆 —— 未来馆紧密结合。城市最佳实践区内，北

区的模拟城市街区以 1 1 的实物模型展示城市案例；中区的系

列展馆展示三十余个案例；南区的“案例报告厅”将通过剧

院式、论坛式、多媒体式、网络式、展板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展示其他的优秀案例。

122.　澳门德成按案例如何重现老当铺的魅力？ 

入选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澳门德成按案例将展示城市中历

史建筑物的修复与利用。德成按案例的原型是在澳门繁华的

新马路上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当铺，此案例不但将把原貌

展现给参观者，还将通过高科技多媒体与大家分享历史文物

保护的经验。

:

:



104 105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明观博手册

123.　“活水公园”将被“复制”到上海世博会吗？ 

四川省成都市有一座活水公园，它是中国第一座以水为

主题的城市生态景观公园，汇集现代意识、东方智慧和中国

园林技术。2010 年，“活水公园”将被复制到上海世博会，通

过具有地方性景观特色的净水处理中心、川西自然植物群落

的模拟重建，以及地方特色的园林景观建筑设计，组成全园

整体，对环境主题进行多方位的诠释。

124.　哪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将展示环保示范性建筑？

汉堡之家案例将展示环保示范性建筑，其原型是德国汉

堡市“港口新城”中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采用了区域集中

供热、智能通风系统等技术，生态标准很高。城市最佳实践

区的汉堡之家案例将新建一栋环保示范性建筑  —— 汉堡之

家，融家居生活与日常工作于一体，建筑设计风格充满了传

统和现代的汉堡元素。建筑本身所消耗的外部能源仅为普通

房屋的 10%，基本无需主动供应能量。

125.　代表上海的参展案例采用了哪些环保技术？ 

上海的沪上 · 生态家案例入选城市最佳实践区。沪上 · 生

态家案例是我国第一座“零能

耗”生态示范楼，该建筑的一

大优点是高效利用太阳能为整

幢楼提供能源。沪上 · 生态家案

例将突出参与性、体验性和趣

味性，以过去、现在、未来的

线索构成关于住宅技术的“时

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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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看世博会吗？

可以。21 世纪是网络普及的新时代，推出“网上世博会”

是本届世博会的另一创举。

网上世博会的网址是 www.expo.cn，它将通过三维技术，

把上海世博会的每一个展馆和每一项展示内容以虚拟和现实

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互联网上，构筑一个能够进行网络体验、

实时互动，并具有其他辅助功能的世博会网络平台。

127.　网上世博会与实体世博会有什么联系？

网上世博会是上海世博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上世

博会以实体世博会的园区风貌、场馆、展项为基础，从展示

内容、展示形式、互动方式等方面对实体世博会进行更深入

的阐释和拓展。

128.　有哪些类型的网上展馆？

网上世博会将呈现上海世博会园区的整体风貌，实体世

博会的每一个展馆，都将通过三维虚拟技术在网上世博会中

得以再现。网友可以通过访问此类网上展馆，“亲临其境”地

体验上海世博会的实况。

创意型展馆是网上世博会提供给网民娱乐共建的另一类

网上展馆，在该展馆内，网上参观者可以充分发挥创意和想象，

用提供的软件构建理想中的未来城市，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上

海世博会。

129.　在“未来之城”，我们会有怎样的体验？

“未来之城”是网上世博会的一大特色，也是世博会历史

上的重要创新，将利用 3D 虚拟现实技术将上海世博会展现在

网络上。网友可以在 3D 场景中漫步上海世博园区，通过精巧

别致的故事和趣味小游戏了解世博会的渊源，还有机会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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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城”里和成龙、姚明、郎朗等明星手牵手逛园区，获得

世博会纪念品、世博会门票等等，更能通过“未来之城”参

与未来城市的畅想打造，为未来生活的城市添一份色彩。

“未来之城”具有极其逼真的美术制作、人性化的功能设

计、真实的世博背景文化、快乐和谐的绿色竞技小游戏、可

爱无比的宠物和真实交友等诸多流行玩点。

130.　网上世博会还有哪些特殊功能？

网上世博会（www.expo.cn）是上海世博会的导引、补充

与延伸，是服务于上海世博会的集推介、导引、展示、教育

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网上平台。

网上世博会除了提供虚拟三维展馆游览功能外，还包括

社区互动、世博游戏、世博园区游览路线定制、游览行程推

荐等功能。

131.　网上世博会何时上线？

2009 年 11 月 12 日，网上世博会已正式上线。世博会组

织者根据园区建设进度，开放了部分园区场景和展馆外部景

观，为全球网民提供了预先游览世博园区的机会。作为全球

共建的项目，随着上海世博会实体展馆建设的推进，网上世

博会将不断推出新的展馆和内容，直至完成全部园区、展馆

和展项的数字化建设并逐步向网民开放。 

按计划，2010 年 5 月，全部网上展馆将完成建设，与实

体世博会一起，全面、精彩地呈现给全世界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