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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简介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被誉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成就、学术思想和精神风范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值得人们永远学习、传承和发扬光大。

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是经中央批准建设的国内首座国家级科学家纪念馆，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钱学森诞辰 100 周年之际建成对外开放。钱学森图书馆名为图书馆，实为纪念馆。总

建筑面积 8188 平方米，陈展面积约 3000 余平方米。馆内基本展览分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科学技术前

沿的开拓者、人民科学家风范和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四个部分，通过 15000 件文献和实物，通过一个个

鲜活生动的故事，讲述了钱学森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详实记录了这位“人民科学家”在百年追梦人生中

为祖国之崛起、民族之复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开馆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 9：00-17：00（周一闭馆）

16:30 停止入场

法定节假日和特殊情况将提前公告参观时间

门票：免费对外开放

最大承载量：200 人 / 批，2000 人 / 天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1800 号  

预约电话：021 - 62932068

官方网站：http://www.qianxslib.sjtu.edu.cn/

官方微信：qianxs_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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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参观

钱学森图书馆基本展览——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分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科学技术前沿的开拓者”、

“人民科学家风范”和“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四个部分，通过大量文献实物、图片资料全面展示钱学森

同志爱党爱国的政治品格、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展览地点：钱学森图书馆序厅

参观时长：五分钟

升腾的智慧

展览地点：钱学森图书馆圆厅

参观时长：五分钟

巨幕影片：钱学森与中国航天

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实体

Theme-based Tours

      序厅的红色立体造型 ——“升腾的智慧”，是钱学森爱国、奉献、智慧的化身。4015 页“钱学森手稿”

组合而成的倒三角艺术装置，如同一朵蓬勃的蘑菇云在空中升腾，寓意钱学森从 1955 年 10 月回国到 1966

年主持“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成功所历经的 4015 个日日夜夜。上下延续 9.8 米的高度，象征钱学森 98 年的

壮丽人生。

      陈列于导弹圆厅的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实体被誉为钱学森图书馆镇馆之宝，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

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的改进型，1965 年 11 月 13 日首射成功。它全长 21.3 米，弹径 1.65 米，起飞重量

29.8 吨，采用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惯性陀螺制导和无线电制导系统，最大射程 1500 公里，可携带 1

枚 1290 公斤的威力为 2 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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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地点：钱学森图书馆第一展厅

参观时长：十五分钟

      本厅集中展示钱学森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历史性贡献，呈现他传奇人生中最为壮丽的篇章。1955 年

钱学森回国后，在国力薄弱、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他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勇敢承担起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他高度关注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了一支品德

优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强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他高瞻远瞩，为中国航天指出

了一条既适合国情又有自身特点的正确的技术发展道路。他把系统工程理论运用到航天实践中，引领中国航

天人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他亲力亲为，参与中国早期导弹、火箭和卫星主要型号的研制和试验，以其渊

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在许多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主题参观
Theme-based Tours

展览地点：钱学森图书馆第二展厅

参观时长：十分钟

      本厅主要介绍钱学森在科学理论研究上的诸多学术成就。钱学森早年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稀薄气

体动力学等应用力学领域解决了很多前沿难题，还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这两门新的技术科学。从

1978 年起，他积极倡导和推广系统工程，对系统学的创建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观点。自 1979 年起，

钱学森从研究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实践论、系统论的观点，提出了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他还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探索中的诸多复

杂问题提供了现实、有效的方法。

科学技术前沿的开拓者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QIAN XUESEN LIBRARY &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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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地点：钱学森图书馆第三展厅

参观时长：十五分钟

      本厅主要展示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爱国情怀、科学品质和崇高精神境界。爱国是贯穿钱学森一生的精

神支柱，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紧紧相连。从交通大学毕业后，钱学森便赴美学习飞机结构设计，

并逐渐树立了自己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的权威。旅美期间的钱学森时刻挂念着故土，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让他

归国无路。后经多方努力，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归祖国。钱学森具有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和永无止尽的探索欲

望，并十分推崇学术民主集中制。面对权力地位与物质荣誉，钱学森时刻保持着淡泊之心。这些精神品质，

使得他无愧于“人民科学家”这一称号。

人民科学家风范

展览地点：钱学森图书馆第四展厅

参观时长：二十分钟

      本厅主要揭示钱学森的学习与成长历程，以及他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钱学森先后就读于北

京师大附小、北京师大附中、交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校，为日

后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但一直坚持学习哲学，有很深的哲学感悟和造诣，并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

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拥有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做到了科学和艺术的结合。钱学森一生

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数十年如一日，畅游书海，学无止境，铸就了一座座学术高峰。在钱学森献身祖国

科技事业的历程中，党和人民对他高度信任、深切关怀，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为他提供了报效祖国、服务

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QIAN XUESEN LIBRARY & MUSEUM

主题参观
Theme-based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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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钱学森》

影片时长：100 分钟

内容简介：

《钱学森》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原总装备部电视艺

术中心于 2012 年发行，影片由张建亚执导，陈坤、张雨绮、

林永健、张铁林联合主演。影片用艺术结合史实的手法，

讲述了钱学森青年赴美、励志求学、涉险回国、建功立业

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生动展现了钱老传奇的一生。

影片：《仰望星空》

影片时长：100 分钟

内容简介：

纪录片《仰望星空》以钱学森经历的百年中国历史为主线，

全面展现了钱学森坎坷的经历、纯净的心灵、独特的个性

和卓越的科学思想，反映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仁人志

士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宁所作出的艰苦卓绝

的努力以及他们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

主题观影 Theme-based Movies

影片：纪录片《钱学森》

影片时长：30 分钟 / 集，共六集

内容简介：

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纪录片《钱学森》，运用大量珍贵资

料和有关人士的深情回忆，详细介绍了科学巨匠钱学森传

奇而光辉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向世人揭示一位不为人

所知的钱学森。

影片：《国家记忆 ——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 60 年》

影片时长：30 分钟 / 集，共七集

内容简介：

《国家记忆》是中国第一档国史节目，以“为国家留史，

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展现党史、国史、军

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揭秘重大决

策背后的故事。本片形象地反映了在毛主席、周总理和聂

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 , 钱学森带领

航天科技工作者创建中国航天事业和实施“两弹一星”工

程等重大历史事件 , 内容丰富 , 史实确凿 , 画面震撼 , 情

节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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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讲座 Theme-based Talks

科学报国 —— 钱学森的人生之路（爱国教育、德育主题）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讲座时长：60 分钟

内容简介：

钱学森被称为人民科学家，他始终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年少时，他为强国梦想留学他乡，功

成名就之际，他心系祖国发展冲破阻力返回故土，为祖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该主题以钱

学森的六次人生选择为线索，在回顾钱学森人生道路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钱学森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

和科学报国的伟大理想。

仰望星空 ——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国防教育、科技主题）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讲座时长：60 分钟

内容简介：

今天的中国是军事强国、航天大国，这一切与 60 年前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密不可分。钱学森“奉献航天”

数十载，他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提供了第一个具体方案，他带领航天人完成了我国导弹研制从仿制到

自主设计的跨越式发展，他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规划蓝图，为载人航天的起步奠定基础。从“两弹一

星”到“八年四弹”，从东风导弹到长征火箭，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走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有远见卓识

的正确发展道路。

钱学森：通向大师之路（通识教育、成才主题）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讲座时长：60 分钟

内容简介：

该讲座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解读钱学森的成长道路，他是如何从一个理工科“学霸”成长为世界空气动力

学权威、麻省理工学院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利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推

动火箭喷气推进技术在航空领域进行军事应用；他如何以一位战略科学家、科技帅才的高度，成就“两

弹一星”的惊天伟业，奠基中国航天事业；作为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的钱学森所开创的大成智慧学，

又是如何从哲学的高度去认识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讲座最后还将回答：钱学森的大师之路究竟是一条不

可复制的成功之路还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和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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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主题研学路线

适合对象：初中生

活动时长：30 分钟

主要内容：

从钱学森身上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科学家：物理、

化学、数学、空气动力学、导弹结构、系统科学……

这是一条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

钱学森图书馆倡导自主式学习、探究式学习，通过提供本馆自主开发设计的四种研学手册，引导学生完成手

册中设定的一系列任务，体验博物馆的多维视角，实现对场馆教育资源的深度利用。此项目为全国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经费支持项目。

主题研学手册 Inquiry-based Learning Handbook

历史学家主题研学路线

适合对象：初中生

活动时长：30 分钟

主要内容：

通过研究一位历史人物开启历史学家之旅：档案、行踪、人物关系、时间线、重大事件、文物史料……

这是一段还原历史真相的旅程。

星际航行学院主题研学路线

适合对象：初中生

活动时长：30 分钟

主要内容：

以自主学习的方式完成“星际航行学院入学考试”，包括物理、

数学、科学三门科目，通过考试后获得“入学资格”，成为正

式学员。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研学路线

适合对象：初中生

活动时长：30 分钟

主要内容：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通过 12 个瞬间、12 张照片、12 段

语录，重温一颗赤诚爱国心、一条艰辛归国路、一腔科学报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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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动手做”系列课程由钱学森图书馆和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联合打造，学生在专业科技制作教师的

指导下，独立或合作完成创意返回舱、气压火箭、拉线飞机等创意科技手工制作，在学习航空、航天、物理、

化学、电力科学知识的同时，提升动手能力和协作能力，强化知识迁移和应用能力。

“航天动手做”系列课程

从地球到月球

适合对象：3-6 年级

活动时长：60 分钟

主要内容：

了解人类探月历程，了解陨石坑和月海，学会模拟实验进行科学探究。

十厘米的宇宙

适合对象：3-9 年级

活动时长：60 分钟

主要内容：

认识太阳系中的天体，识记八大行星的位置关系，对宇宙的大小和天体间的距离有直观的了解。

气压火箭

适合对象：3-9 年级

活动时长：40 分钟

主要内容：

学习制作气压火箭，了解火箭的基本物理及化学原理。

创意返回舱

适合对象：3-6 年级

活动时长：40 分钟

主要内容：

学习制作返回舱，了解设计返回舱相关的天文及物理知识。

拉线飞机

适合对象：2-5 年级

活动时长：40 分钟

主要内容：

学习拉线飞机，了解飞机飞行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关的空气动力学知识。

Hands-on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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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系列研学任务

基于综合素质评价相关要求，以拓展学生知识体系、激发学生求知欲、完善对各学科的认识、促使青少年全

面发展为目标，结合场馆特色教育资源，将文学、历史、科学、艺术等学科知识与展示内容进行有效整合，

形成与学校课堂互补的实践体验任务。

电影中的钱学森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1 分钟 / 人

主要内容：

我们之前观摩了电影《钱学森》，请尝试分享你认为影片中最经典的台词，或是概述一个给你留下深刻

印象的电影场景，并说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电影《钱学森》经典剧情演绎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5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同学们进行分组排练，重新演绎影片中的经典剧情：“钱学森向金贝尔辞行”、“金贝尔阻止钱学森回

国”、“杜布里奇挽留钱学森”、“钱学森离美前接受采访”、“周恩来接见钱学森”、“钱学森劝说

友来”、“小战士看望钱学森”、“晚年钱学森与蒋英”等。

回到历史现场 —— 微演讲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3 分钟 / 人

主要内容：

时光穿越，假设你回到了两弹结合实验成功的现场，面对欢呼雀跃的官兵，你将要现场发表三分钟的即

席演讲，敢不敢挑战一下？

《请历史记住他们》cosplay 秀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3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每 23 名同学一组，合作完成两弹一星元勋肖像画——《请历史记住他们》cosplay 秀。

Qian Xuesen in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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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歼十 ”五面图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10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五位同学一组，合作完成展厅中“歼十”飞机前、后、左、右以及仰视的手绘图。

空气动力学——纸飞机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10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1939 年，年仅 28 岁的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卡门 - 钱近似”公式，该公式被广泛应用于飞机翼型的设计，

这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据说钱学森小时候就表现出空气动力学的天赋，非常擅长折纸飞机。请完成挑

战——折一架可以自动返航的纸飞机。

“走近钱学森”系列研学任务
Qian Xuesen in Narrative

钱学森的辩护词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10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就在钱学森准备回国之际，厄运不期而至，他遭到了无理扣押和无休止的审讯。现在，你们小组作为钱

学森的辩护团队，请为他完成一份 3 分钟的辩护词，向法官论证：“为什么说钱学森有权利回到自己

的祖国”。

钱学森的成绩表 —— 最好和最差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3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仔细研究钱学森的成绩表，在最短时间内找出大学四年中钱学森成绩最好的三门课和得分最低的三门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QIAN XUESEN LIBRARY &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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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求援信 —— 中译英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10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这是钱学森写给祖国的求援信，设想一下，如果现在你有一个机会，替钱学森以英文电报的方式，向祖

国发出求援信，你该如何写这封电报？记住，要表达出求援信中的原意，且不能超过 100 个单词。

钱学森藏书 —— 三分钟讲解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10 分钟 / 人

主要内容：

这里展示的是钱学森的部分藏书。仔细观察展品和说明文字，利用搜索引擎搜索相关信息，自行组织语

言，完成一段三分钟的讲解，向观众介绍钱学森的藏书以及他坚持不懈读书学习的作风。

cosplay 钱学森的自拍照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3 分钟 / 组

主要内容：

钱学森喜爱摄影，这一幅摄影作品是他的自拍照，据说凭着这张照片，他不仅在摄影比赛中获奖，还成

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协会的会员。试着 cosplay 这张照片吧，注意——光影的运用是这张照片的诀窍。

寄往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明信片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5 分钟 / 人

主要内容：

1955 年 9 月，钱学森登上回归祖国的邮轮，临行前，他郑重地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

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如今，已是建国 70 周年，活在当下的你，

如果可以寄出一张穿越时光的明信片，你会写下怎样的文字呢？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QIAN XUESEN LIBRARY & MUSEUM “走近钱学森”系列研学任务

Qian Xuesen in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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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小馆员”职业体验

“荣誉小馆员养成计划”是钱学森图书馆针对初中生设计的职业体验项目，通过实地体验博物馆内的工作岗

位，了解博物馆的使命与任务，感受不同部门博物馆人的职责与日常。

活动前

电话（微信）预约报名：填写学校、参与人数、年级、活动时间

接到活动回复确认通知，按预约时间前往场馆，需至少有一位带队老师全程跟随

活动中

指导老师介绍活动流程、岗位职责、岗位任务（15 分钟）

按人数分组，各组学员自由选择岗位，领取活动素材（15 分钟）

按岗位职责进行职业体验（120 分钟）

各组展览面向观众展出，收集指导老师与观众反馈意见（20 分钟）

票选各组当天“荣誉小馆长”，颁发证书（10 分钟）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岗位任务

小小策展人 策划展览
   确定展览主题，策划展览，与设计师合作完成
   布展

小小保管员 藏品分类整理
   博物馆提供藏品、图片资料，尝试根据展览主
   题进行分类与整理

小小研究员 藏品研究
   根据博物馆展厅陈列及提供的参考资料，对藏
   品、图片资料开展探究，撰写展品说明

小小设计师 展览设计
   根据展示内容进行版式设计、展板制作，配合
   策展人完成布展

小小讲解员 展览讲解    撰写展览讲解词，掌握展览内容，完成展览讲解

活动后

展板拍照留档，参与年度最佳展览评比

撰写职业体验报告

其它事项

每 10 人左右为 1 个小组：一般每组包括 2 位保管员、2 位研究员、2 位策展人、2 位设计师、2 位讲解员，

配备一名指导老师

每次活动不超过 3 个小组，人数较多时可适当增加每个小组的成员

每个展览建议 5-10 块展板

Student as Museum Staff



2726

“微课题”探究学习

“微课题”是学生为解决较为微观的具体问题而确立的小课题。微论文写作，要以小见大，贴近生活实际和

社会实际，以场馆资源为任务驱动，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研究；要重视研究过程与研究证据，具有调查、观

察、实验等解决问题的经历；要通过展品、事件、问题，讲好故事，要有观点、有事实、有依据，提出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建议，表达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

具体要求

课题小而实，观点清晰，突出重点，符合自身研究实际，具有时代感和一定的社会价值。

注重运用馆藏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学习、考察，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较深入的社会实践。

课题研究方法完整，过程真实，佐证翔实，引用材料需注明出处。

可选课题举例

我眼中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论钱学森的人生选择

“学霸”成长之路——解读钱学森的学生时代

科学家与科学精神——以钱学森为例

科学与政治——以钱学森为例

从钱学森的回国之路看近期“华为事件”

中国为什么需要“两弹一星”——基于钱学森等科学家的视角

钱学森与建国初期中国尖端武器发展战略选择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发展战略

“钱学森之问”对我们的启示

研究报告或论文书写规范，立论依据充分，有层次性，内容充实，行文有逻辑性。

论文正文字数，高中学生和初中学生分别控制在 4000 字和 3000 字以内。

Learning to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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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参观

交大校园游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参观时长：30 分钟

主要内容：

感受百年理工名校的沧桑岁月和人文底蕴：青灯书卷长、古建写沧桑的新中院；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

汉的中院；德泽流被、饮水思源的执信西斋；脉脉书香萦古楼的图书馆；实业兴邦造奇才的工程馆。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活动时长：20 分钟

主要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是国内高校中成立最早的校史博物馆之一，展厅面积约 500 平米。第一展厅

为校史基本陈列，从“肇基南洋”“东方 MIT”“弦歌不辍”“服务大局”“建设一流”五个部分凸

显学校 120 年的发展历史；第二展厅为专题展厅，分为“海上翘楚”“交大之光”“大学精神”三个

主题分别再现学校知名的校友，以及他们在各行各业所作出的贡献。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适合对象：初中生、高中生

参观时长：20 分钟

主要内容：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现有藏品 1100 余件，展厅面积 600 平方米，内有中国古代航运史馆和董浩云生平

陈列馆，为永久陈列。一楼为中国古代航运史馆，该陈列通过大量的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模型及航海

贸易物品，概括反映了中国古代新石器时期以来的舟船及航运历史。二楼为董浩云生平陈列馆，该陈列

用生动的照片、资料、实物和逼真的场景，浓缩了“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云传奇的一生。

Tours to Other SJTU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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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学路线举例

“走近钱学森”主题研学

主题参观（70 分钟）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研学路线】（30 分钟）

主题讲座：科学报国 —— 钱学森的人生之路（60 分钟）

“微课题”撰写（馆外完成）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主题研学

主题参观（70 分钟）

主题观影：《仰望星空》（100 分钟）

动手做课程：“创意返回舱”（40 分钟）

“微课题”撰写（馆外完成）

“钱学森：通向大师之路”主题研学

主题参观（70 分钟）

【科学家主题研学路线】/【历史学家主题研学路线】（30 分钟）

主题讲座：钱学森：通向大师之路（60 分钟）

午餐（60 分钟）

研学任务：分组完成 6-8 项（60 分钟）

主题观影：《钱学森》（100 分钟）

拓展参观：钱学森与上海交通大学（60 分钟）

“星际航行学院”主题研学

主题参观（70 分钟）

【星际航行学院主题研学路线】（30 分钟）

动手做课程：从地球到月球（60 分钟）

动手做课程：气压火箭（40 分钟）

午餐（60 分钟）

主题观影：《仰望星空》（100 分钟）

研学任务：分组完成 6-8 项（60 分钟）

主题讲座：钱学森与中国航天（60 分钟）

“爱上博物馆”主题研学

主题参观（70 分钟）

研学任务：分组完成 8-10 项（90 分钟）

动手做课程：拉线飞机（40 分钟）

午餐（60 分钟）

“荣誉小馆员”职业体验（180 分钟）

拓展参观：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60 分钟）

半 天

半 天

一 天

Example Route

一 天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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