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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民俗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资源,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地方民
俗又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具有独特性、趣味性的民俗文化,既代表着地区文化,同时又是历
史的现代化呈现。本文以地方民俗文化体验展厅设计为例,通过现代科技的运用,充分挖掘地方民俗文化
元素,将这些元素打造成为具有丰富体验感的形式,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展现与体验场所,从而为地方民俗
文化提供更好的传播和传承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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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 local folk custo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local folk custo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ople's life. All kinds of unique
and interesting folk culture not only represent the regional culture, but also the modern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Taking the design of local folk culture experience exhibition hall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fully excavates the elements of local folk culture, makes these
elements into a form with a rich sense of experience, and provides people with a good place to show and
experience,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communication and inheritance channels for local folk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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