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华烈士纪念馆

地址：
!"#$ !"# %&

开放时间：
$%##&'

!(%)#&

活动情况：
'()*+,-./0123.

45666789:;<45/0=> "# ?@

-ABC)D&EF* ) G )! H &* GI&JK*

LM'()N&

咨询电话：
(+("*$$*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
OP9$ !"+)%&

开放时间：
$%##&''

!(%)#&

咨询电话：
(+,+,!")

上海公安博物馆

地址：
QRS$ *!" %&

开放时间：
$%##&'

-!%##T-#%## UVWXY&

“博物馆之夜”活动：

* G !" HZ[\ -!%##]-#%## UVWX&

活动情

况：̂
_*̀ abcde]fgchij&EF**

G !, H !+%##&JK*kMlmN&

咨询电话：

--#-*!)#

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

地址：
no$ ,$ %&

开放时间：
$%##&!,%##

T!(%)# UVWXY&

活动情况：
p)*̀ qPrs

tuvwvxyz)j&EF*{|&JK*}~

�N&

咨询电话：
(+!*,#,-

钱学森图书馆

地址：
"m$ !"## %&

开放时间：
$%##&'

-!%##T-#%## UVWX�&

“博物馆之夜”活动：

* G !" HZ[\ -!%##]-#%## UVWX&

活动

情况：
!� '()*̀ �� ��666����.

a-�j& EF*) G )! H &( G )# H& JK*

.! �'()N&-��!*̀ ���H]L���

�����j&EF** G !" H&JK*�M��

N&

咨询电话：
(-$)-#("

巴金故居

地址：
��$ !!) %&

开放时间：
!#%##&''

!(%##&

咨询电话：
))("*(*(&!!*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

地址：
��$ )## %&

开放时间：
$%##&-!%##

T-#%## UVWX�&

“博物馆之夜”活动：
* G !"

HZ[\ -!%##1-#%## UVWX&

活动情况：
'

()*̀ � .x¡¢66£¤)j& EF*! G

&!- G&JK*�¥&

咨询电话：
*+$-+!$!

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地址：
¦�$ "! %f§M¨M&

开放时间：

"%##&-!%##T-#%## UVWX�&

“博物馆之夜”活

动：
* G !" HZ[\ -!%##]-#%## UVWX&

活

动情况：
!�'()*̀ L©Lª«¬j666®¯

°±²³´µ?@yz)& EF** G !* H &,

G !! H&JK*�¥&-�¶·f¸'(^_&E

F** G !" H&JK*�¥&)�¶·¹ºtu»

¼½¾&EF** G !* H &)! H&JK*�¥&

咨

询电话：
(+)-+(,-

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

地址：
¿À$ !" Á -# %&

开放时间：

$%##&!(%##&

活动情况：
!�+ÂÃÄÅÆÇÈ¾&E

F** G !" H !#%##&!#%+#]!+%##&!+%+#& JK*

�¥&-�+:ÆÉÊÅËÌvxÍÎ&EF**G !"

H !*%-#&JK*�¥&)�ÏÇ^ÐÑ{&EF*

*G !"H $%##&$%+#]!#%+#&!!%-#]!)%##&!)%+#]

!+%+#&!*%-#&JK*�¥&

咨询电话：
*+(*!")+

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地址：
"m$ !$*+ %&

开放时间：
$%##&''

-!%##Ò-#%## UVWXY&

“博物馆之夜”活动：

* G !" HZ[\ -!%##]-#%## UVWX&

活动情

况：
È¾»¼½¾*̀ ÓÔ¾ÕÖÅ&EF** G !+

H×Ø]Ù * G -! H×Ø&JK*�¥&

咨询电

话：
(-$)-+#)�(-$)-)()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地址：
"m$ !$*+ %ÚBÛ� ) M&

开放

时间：
$%##&!"%##&

咨询电话：
(-$))#!$

上海市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

地址：
ÜÝÞ$ **&! %&

开放时间：

$%##&-!%##Ò-#%## UVWXY&

“博物馆之夜”活

动：
ßàÕ���]áâãmäÅ¢¢¢åæâzç

èÕ;»¼½¾ÒéêëìíY& EF** G !"

H !"%##&-#%##&JK*�¥&

活动情况：
p)*

î̀átÝ¢¢¢ãmäåæïðñ4)j&EF*

* G &( G&JK*�¥&

咨询电话：
*+-+$(""

徐光启纪念馆

地址：
Sò$ !, %&

开放时间：
$%##&!(%)#&

咨询电话：
(+("$-*-

黄道婆纪念馆

地址：
óô$ ,## %&

开放时间：
"%)#&'

!(%)#&

咨询电话：
(+$())-"

张乐平故居

地址：
õö$ -""Á )%&

开放时间：
!#%##&''

!(%)#Ò!(%##UVWXY&

咨询电话：
(+!")"!!

柯灵故居

地址：
÷ø#$ !+, %&

开放时间：

!#%##&!(%)#&

咨询电话：
(+!")"!!

上海老照相机制造博物馆

地址：
Àù$ )## % ) M&

开放时间：

!#%##&--%##Ò-!%)# UVWXY&

“博物馆之夜”活

动：
* G !" HZ[\ --%##]-!%)# UVWX&

活

动情况：
p)*̀ úûü i:ý@ÚþC)j&E

F** G !" H&JK*Àù$ )## % - M&

咨询

电话：
*+!!!!*-

龙美术馆（西岸馆）

地址：
!ÿ-! ))$"%&

开放时间：
!#%##&'

!$%##&

活动情况：1、展览：“云间风度———王劼音”&
EF**G !"H& JK* �¥&-� )"*̀ #$Û

Ê%%%!Ãu�&g'Û()j&EF**G !"H&

JK*�¥&)�)"*̀ )*+"%%%!Ãu�&ú

´',-tu)j&EF**G !"H&JK*�¥&+�

)"*̀ ./.f�%%%!Ãu�&012yz

)j&EF**G !"H&JK*�¥&*�)"*̀ 345

678>9:*;<=>jÒ?@ABY&EF**G !"

H&JK*�¥

；咨询电话：
(+--,()(

上海电影博物馆

地址：
CDE$ *$* %&

开放时间：
$%##&'

!,%##Ò²�FGHËIY&

活动情况：
!��)*

*̀JK�-LMNNO->K�PÍÀQRS

RTU)j& EF** G -! H &-$ H& JK*�

¥&-� ^_*̀ VÈWXYK�.ýZ[\j&E

F** G !+ H !+%##&JK*õM}~�N&)��

]½¾*^_`$¾2abcdeffgÕ;h

ÒéêëìíY&EF** G !* H&JK*�M;

yi&+��]½¾*a~jklg2fK�mnh

ÒéêëìíY&EF** G !* H&JK*�M;

yo&

咨询电话：
(+-("(((

资 讯 2016年 5月 16日 本版编辑 朱梦莉
!"

您身边的文化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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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会联吉邦装潢公司地址：天钥新村

&!'

号（中山南二路
()'

弄内）电话：
!*+,*'+&

一旦装修 终身无忧
———让您放心的会联吉邦装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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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瑞雯

第十九届“海上画坛·情系徐汇”画展
暨笔会本月20日云洲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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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气作家郑执上海新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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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徐汇区“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邀广大市民品尝“文化大餐”
'#&!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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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徐汇区域内
博物馆、纪念馆开放及活动情况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