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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自我优势,诠释自我特色和新型服务功能,是面临的主要选
择,确定新的路径和发展模式,是突破的关健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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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cal museums,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interpre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service functions, are the main choices they face. Determining new
path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is the key and driving force for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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