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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霽翔博士＜故宮的世界 世界的故宮＞ (一) 講座完整版演講文稿 

 

（旁白：北京故宮，又稱紫禁城，原本是明清兩朝 24 位皇帝的居所，1925 年紫

禁城搖身一變，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是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故宮不單是

世界最大規模的木結構建築群，亦珍藏了 180 多萬件文物，幾乎全是稀世珍寶，

每年吸引超過 1,500 萬人次的觀眾到訪。2015 年 10 月，故宮博物院剛慶祝了它

的 90 歲生日，今集，我們請來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博士，他會為我們介紹故

宮的珍藏，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單霽翔博士： 

 

我今天交流的題目是「故宮的世界 世界的故宮 —再續故宮博物院 90 年的輝煌

與夢想」，這兩句話，一個說空間，一個說時間。故宮的世界，就是故宮裡面，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故宮的外部，它是如何在世界文化中定位的，是指

空間。那麼時間，去年故宮博物院，度過了它的 90 歲生日，下一個 90 年，在

歷史的長河中，它還有什麼樣的訴求，有什麼樣的願景，我想談談這方面的感

受。 

這是紫禁城，大家都比較熟悉，明清 24 位皇帝曾經在這裡居住將近 500 年的時

間。今天它是個世界遺產，周邊劃了 14 平方公里的緩衝區，來禁止高大建築來

侵害它的文化景觀，確實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一個四合院建築群。我在 

http://www.ourhkfoundation.org.hk/zh-hant/video/70/%E4%B8%AD%E8%8F%AF%E5%AD%B8%E7%A4%BE/%E5%96%AE%E9%9C%BD%E7%BF%94%E5%8D%9A%E5%A3%AB-%E6%95%85%E5%AE%AE%E7%9A%84%E4%B8%96%E7%95%8C-%E4%B8%96%E7%95%8C%E7%9A%84%E6%95%85%E5%AE%AE-%E4%B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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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的時候，被父母抱到北京，就一直居住在北京的四合院裡面，沒想到到

我老年，住進這個在北京最大的四合院裡面看門，對我來說是感覺非常光榮的

一個工作。大家知道在 90 年前，1925 年的 10 月 10 日，紫禁城的內庭第一次打

開了，向公眾開放。這是一個對於這塊土地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也是一

個里程碑的日子，當天下午在三千多名社會名流的見證下，紫禁城有了一個新

的名字。究竟在故宮博物院開放的第一天，有多少人光臨這裡，今天也不得而

知，但是據我們老員工回憶，當天下午觀眾離去以後，他們從地上撿起被踩掉

的鞋，整整撿了一大筐，說明紫禁城變成公共博物館第一天，就是蠻有人氣的，

今天就更有人氣了。 

2002 年故宮博物院迎來它第五位院長，就是鄭欣淼先生，當時這一年新院長到

來，所以觀眾來的人也多一些，是第一次突破了 700 萬，就是 2002 年。當時世

界上觀眾最多的一座博物館在法國，叫羅浮宮，但是過了十年，故宮博物院換

了一個新院長，這一年觀眾突破了 1,500 萬，也就整整十年，觀眾翻了一番。可

想而知，它的面積沒有增長，但是觀眾增長一倍以後，我們遇到一個世界級的

挑戰，如何平衡它的觀眾數量的增長和它文化遺產的安全，以及人們參觀的感

受，是我到任第一天就遇到的一個難題，所以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平衡，在採取

一系列的措施，先把觀眾的數量穩定下來。每天觀眾數量都很多，並且他們集

中在相當的一些核心的區域，除了每年 1,500 萬買票的觀眾以外，每年還得接待

大量不買票的觀眾，去年我們一共接待了 800 批次，大約七萬人，也是都需要

認真接待的。 

人們為什麼要到故宮博物院來，我想最主要的是兩個因素，一個是看它的古建

築群。大家知道古都北京有一條清晰的中軸線，從永定門到鐘樓，7.8 公里，虛

實結合的，氣勢磅礡的，在這條中軸線上，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組建築，恐

怕莫過於所謂 9,999 間半的紫禁城的古建築群。當然我們今天做過詳細的統計，

並沒有 9,999 間半，今天我們擁有的是 9,371 間古建築，我們還有很多臨時建築

需要拆除的，還有就是我們的地下庫房，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地下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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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它是世界遺產，所以周圍高大建築很少侵入，所以是個平緩開闊的空間。

這裡有這些壯美的建築，嚴謹的形制，絢麗的彩繪，都表明它是中國官式古建

築的最高形制，同時還有很多生動的空間。有些老師說，今天香港有很多同學

們經常是從電視連續劇了解這段歷史的，在太多的電視連續劇裡面，看到皇帝

坐在金鑾寶殿裡上早朝，絕對是戲說。明代的皇帝上早朝，就是在太和門的門

洞前面的一塊平台上，而清代的皇帝上早朝，是在乾清門的門洞裡面，從來就

沒有舒舒服服的在金鑾寶殿裡上過早朝。 

這裡有這些精美的裝飾、獨特的色彩。我們每天看著故宮的這些色彩，36%是

紅色的，17%是黃色的，這些我一直認為它並不是油漆、染料彩繪上去的，它

是時間積澱下來的，是難以模仿的，同時有這些真實的信息，典雅的園林，都

表明它有著厚重的歷史，同時非常難得的是紫禁城和周邊有著豐富的天跡輪廓

線，這個在古都的風貌中是非常珍貴的，總之，整體是一個和諧的環境。這也

是人們到故宮博物院，希望能看到的景觀。比如這個景觀，一到天氣好的時候，

當然也包括雪後，幾百架攝像機，照相機都對著這個鏡頭，然後把這個風景發

到世界各地。 

第二個人們到故宮博物院來的理由，可能就是來看它的文物藏品。但是故宮博

物院究竟有多少件文物藏品，社會各界並不知道。長期以來，故宮的員工也不

知道，更奇怪的是，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也不知道。鄭欣淼先生十三年前來故宮

博物院當院長的時候，你要是問他：「鄭院長，故宮博物院有多少件文物？」

他一定含含糊糊的說：「就一百多萬件吧。」我不同，我是四年前到故宮博物

院當院長的第一天，我就能清楚的告訴問我的人，一共 1,807,558 件。為什麼我

能答出來呢？鄭院長告訴我的，他領導故宮人用了七年的時間，把故宮的藏品

最全面、最徹底的，進行了一次清理。大家知道文物清理跟數一般的東西不一

樣，它每一件都要給它定名，像我們一個新生孩子要給他冠名，然後要給它編

目，要建卡、建賬，還要跟原來的賬，原來的卡對應上，非常艱苦的工作，還

把它分類，分成 230 個類別，歸納成 15 個大類。我做了十年的國家文物局局長，

我知道這個數字，對全國的文物藏品的意義。現在大陸一共有 4,150 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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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國家定級的珍貴文物，一共是 401 萬件。館藏文物分為兩類，一類叫珍

貴文物，又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珍貴文物，其他量大面廣的一般文物，珍貴

文物是 401 萬件，收藏在故宮裡面的一共是 168 萬件，佔全國館藏的珍貴文物

41.98%，就是 42%，三分之一強，不到二分之一的珍貴文物，收藏在故宮博物

院。再打一個比方，幾乎所有的博物館，都是一個金字塔型的藏品結構，塔尖

是鎮館之寶，珍貴文物；腰身是量大面廣的一般文物；底層是待研究、待定級

的資料的話，故宮博物院是個例外，是個倒金字塔：珍貴文物佔館藏文物的

93.2%，一般文物佔 6.4%，資料只佔 0.4%，幾乎件件都是珍貴文物。 

我就舉幾個類別，第一，繪畫。大家知道《千里江山圖》、《五牛圖》、《富

春山居圖》這些都是重要的藏品，還有《韓熙載夜宴圖》、《清明上河圖》，

一共有 5.3 萬件繪畫，法書，書法，像《蘭亭》、《中秋》、《伯遠》也是重要

的藏品，一共 7.5 萬件，還有就是碑帖，非常重要。歷代帝王都沿襲書法，他們

會廣泛的收集名山大川裡面的田野石刻的一些信息，把它拓下來，收藏起來，

但是出於自然狀態的那些田野石刻信息，千百年以後風化了，損毀了以後，當

年最重要的信息保留在博物館裡面，一共 2.8 萬件。剛才說的 5.3 萬幅繪畫，7.5

萬件書法，2.8 萬件碑帖，加起來是 15.6 萬件，應該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個

紙質文物的彙集。故宮博物院是收藏銅器最多的一個博物館，16 萬件，其中最

珍貴的有 1,670 件，是帶先秦銘文的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收藏帶先秦銘文青銅器

最多的一座博物館。這裡有 1.1 萬件金銀器，1.9 萬件漆器和 6,600 件琺瑯器，這

些都是傳世的藝術品。玉石器是故宮博物館收藏的驕傲，中華五千年文明甚至

上溯八千年的歷史，通過故宮收藏的玉石器，可以把鏈條串連起來，比如出土

於東北紅山文化的玉器，出土於浙江良渚文化的玉器，甚至更早一點，出土於

安徽凌家灘的玉器，我們都有廣泛的收藏，一共 3.2 萬件。陶瓷當然是世界上收

藏最多的，95%都是出品於景德鎮的御窯瓷器，一共是 36.7 萬件，是個天文數

字。織繡，我到故宮博物院來之前，我就沒有想到有這麼多的織繡，後來查閱

資料，在蘇州、杭州、江寧，當年三個織造局，最多的時候，七千人給皇宮做

織繡品，所以今天我們的庫房裡面保管著 18 萬件織繡，還有這些靴、帽，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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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配飾、雕刻工藝、象牙製品、壽山製品，一共有 1.1 萬件，還有 1.3 萬件其

他工藝。其中作為藏品來說，比較難保管的就是這些盆景，半米來高、一米來

高，因為它不規則，不像瓷器、玉器，可以裝入囊匣。它鼓鼓囊囊的，枝幹是

玉石做的，花朵是玉片做的，樹葉很多是象牙製品，所以，無論是清洗也好，

搬運也好，展覽也好，都要非常小心，掉下一片不得了，一共 1,400 盆。文具，

文房四寶：紙、墨、筆、硯共 6.8 萬件。生活用具是故宮藏品裡面，最複雜的一

類藏品，就是在內庭裡面帝后生活使用過的一些東西，比如當年喝的普洱茶、

大量的中藥，所以，今年 5 月（2016 年）我們要舉辦一個中醫藥的展覽，宮庭

的中醫藥的展覽。還有很多奇怪的東西，比如下面這個炕席，鋪在炕上的墊席，

2.16 米長，居然是用象牙做的，非常薄的，世界應該也絕無僅有的。還有 6,200

件明清家具，非紫檀即黃花梨，一共 3.9 萬件生活用具。 

我們國家的博物館收藏的外國文物很少，因為長期以來中華民族沒有偷盜別的

國家的東西，搶劫別的國家的東西，我們一直都和平發展，所以我們的博物館

都是自己的東西，但是故宮博物院是個例外。五百年來，使臣納貢，文化交流，

商品貿易，彙集了上萬件的外國文物，比如西洋鐘錶，十八世紀的西洋鐘錶，

收藏數量最多，品質最好的並不在歐洲，是在故宮，我們一共有 2,200 架。所以，

無論是瑞士也好、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他們來看十八世紀的西洋

鐘錶，經常要到故宮來看它的原物，包括那個時候生產的曲面的玻璃，大量的

使用於鐘錶。宗教文物，一共 4.2 萬件，其中 80%都是藏傳佛教的文物，有 2.3

萬件佛造像，有 7,000 件祭法器，還有 2,000 塊十八世紀的唐卡，武備儀杖，太

和殿前盛典、慶典使用的裝備，中和韶樂，數量也很大，3.3 萬件。帝后璽印，

皇帝的印，皇后的印，一共有 5,060 枚。其中最大的一枚，很少有人看過，我看

過，這麼大。乾隆皇帝 85 歲要退位的時候，給自己刻了一方和田玉的印。我為

什麼能看到？做為院長也不好意思到庫房說：「把最大的印拿出來給我看看！」

那天吳邦國委員長來了，他們把印給委員長看，告訴我：「這印盒壞了，你跟

委員長彙報一下。」完了，委員長看完印，我說：「委員長，您瞧這麼好的印，

這個紫檀的盒裂了，膠開了。」委員長說：「怎麼裂了呀？」我說：「我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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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好。」委員長說：「為什麼不好好保管啊？」我說：「我們的地下庫房八

十年代建的，按當時的技術條件，整個地下庫房 2.2 萬平方米，只能按一個溫度，

一個濕度來設定，其實文物不同材質應該按不同的溫度濕度設定，當時做不到，

所以對一些文物就不合適，我們現在是按書畫設定的溫度濕度。」委員長說：

「那要把它改造成現代化的智能型的博物館的空調系統，重新進行改造要花多

少錢啊？」我說：「要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文物庫房要花四個億。」委員長就

不說話了。我想糟糕了，幸虧委員長又問：「你們地下庫房保管著多少件文物

啊？」我說：「這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地下庫房 90 萬件文物，佔故宮的一半，

並且是珍貴的部分。」委員長說：「要說 90 萬件文物，花四個億把它保管好是

值得的，你們給我寫一封信，我批給國務院。」然後我們就寫了一封信，上面

留了很大的白，委員長居然給批滿了：「我們上要對得起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

下要對子孫後代進行文化傳播，我們當代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批給李克強

常務副總理，李克強總理批給發改委，資金就落實了。就是這件事我們非常感

謝國家的關懷，同時我們得到一條非常珍貴的經驗，就是從那以後，領導再來

視察，我們就一定給他看最不好的東西，往往走的時候囑咐我們趕快寫一封信。 

銘刻是我們最重要的文物，大家知道有文字的文物，比沒有文字的文物要重要，

比如這十面石鼓，應該說國寶中的國寶。我們從網站上點擊，會知道故宮博物

院收藏的出土於安陽殷墟的甲骨，一共有 4,700 片。其實我們真實的情況有 2.3

萬片，只是在文物清理的時候，對於這些有銘文的，有刻畫的，要給它定名和

編目，要經歷一個更長的時間，所以我們還要再繼續做這件工作。我們收藏的

出土於安陽殷墟的甲骨佔 18%，最多的是中國國家圖書館，3.2 萬片，第二多的

是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們收藏的 2.5 萬多片。還有 60 萬件

古籍文獻，其中有 24 萬塊是刷印的書板，也是世界上收藏書板最多的一座博物

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藏品每年也在增加，我來了以後大約增加了不到 4 萬件，

但是我們對於新增加的文物，是有一個嚴格的制度和規定。如果是清宮舊藏，

在過去的歷史種種原因流失出去了，有一件算一件，我們都歡迎大家再給它捐

贈回來，重要的珍貴的文物我們還會出資購藏。比如在二十年前，大陸開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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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拍賣，當時就開始有一些清宮舊藏的文物，通過藝術品市場浮現出來，

我們抓住時機，就開始收藏一些重要的，流失海外的珍貴文物。比如，我記得

第一個收購的就是，在東北的一個老漢收藏的一件清宮舊藏，北宋的張先《十

詠圖》。當時花 1,800 萬元給買回來了，影響很大，因為二十年前，1,800 萬元

數量很大，老漢戰戰兢兢拿出來的，他不知道，因為過去文物是國家直管專營，

現在能不能真正兌現，將錢給個人，將信將疑。結果把錢當時給老漢拿走以後，

媒體進行報導，很多文物又出來了。比如這個《出師頌》，當時有一點爭議，

是晉的，還是隋的，我們就請四位專家給我們鑒定，當時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

會主任啟功先生，我們的兩位老專家，朱家溍先生和徐邦達先生，還有今天文

物鑒定委員會的主任傅熹年先生，給我們掌眼，最後認為確定無疑，可以購藏，

花了 2,200 萬元購藏回來。啟功先生建議，叫我們買上面這幅《研山銘》，他說

這個是米芾的作品，米芾一生留下了很多書法作品，但是傳世的大字只有三件，

這是其中一件，二十七個大字，是日本一個收藏家收藏的，日本經濟不景氣，

他出手了，輾轉到香港，進入中國大陸拍賣。這太珍貴了，一定不能叫它再出

去了，故宮一定要留下，又囑咐我們不要花國家太多錢。我說：「啟先生，您

這兩句話，要加在一起我們就很難辦。」它的拍賣底價是 3,500 萬元，還要舉牌

呢，多少錢就買，幾個專家就商量，3,000萬元咱們就買，3,000萬元以上就放棄

了，那談判就很艱苦，那時候你瞧我還年輕，就是因為老談這些，現在變得這

麼老了。最後一輪我談的，從晚上七點半談到十一點半，向啟先生報喜，《研

山銘》買回來了，啟先生說多少錢啊？2,999 萬元，就是不到 3,000 萬元，啟先

生說：太貴了吧，我說北京建一公里地鐵八個億，能買二十多個《研山銘》，

啟先生說：那地鐵，國家有錢什麼時候都能建，《研山銘》要被外國的博物館

買走了，可能永遠回不來了。我以為就說服啟先生了，結果啟先生去世以後，

北師大的老師告訴我，啟先生當天寫的日記，你知道怎麼寫的嗎？我說怎麼寫

的，他說啟先生寫到，《研山銘》回歸祖國，大快人心，就是有關部門買得太

貴了，但是啟先生不知道二十年以後，中國的書畫在內的藝術品增長的不止十

倍，現在《研山銘》要再買，恐怕不是三兩個億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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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藏品向社會公佈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他們對於故

宮有著新的評定，每次來都說：「你們故宮是世界五大博物館。」我就問：

「那四大是哪些博物館啊？」往往說就這四個：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法國的羅

浮宮、美國的大都會、俄國的冬宮：聖彼得埃米塔什博物館，我想一想很有意

思：聯合國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美國、俄國、英國、法國，一個國家一

座，說明沒有一個強大的博物館，是不能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 

今天故宮的觀眾不但多，我們分析關鍵是不均衡，冬季，淡季一天是兩萬人左

右，一到旺季，特別是學生放暑假以後，就像一座山似的就堆起來了，除了這

座山以外，還有兩根針，一根是五一，一根是十一，十一這根針頭就是每年的

10 月 2 日，人最多。過去一到旺季，買票就是這樣。你說你是世界五大博物館

也好，世界著名博物館也好，你總得有個歡迎觀眾的環境吧，總得有一個優良

的管理吧，但是我們過去是這樣的，買票的過程就是一個拓展訓練的過程，要

排一個多小時隊才能擠到窗口，然後還要再排三個隊，驗票、安檢、存包，進

故宮博物院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盡了，心情、體力都不是很好，所以要從這點做

起，我們開始對故宮前面的廣場進行整治。過去是商業化的廣場，小商小販，

賣來自全國的小商品，不是故宮自己的商品，所以很亂，進行了整治。過去這

排房子是出租的，租給別人辦一些格調不高的展覽，什麼太監展、宮女展、武

則天展，還辦過女屍展，還收門票，20 塊錢一張，出來就罵故宮博物院，其實

也不是故宮辦的，我們就進行了清理，先把廣場搞乾淨了，恢復莊重、典雅的

氛圍，做什麼呢，為觀眾服務，然後，把這排房子展覽撤了之後，就進行了修

繕，做什麼呢，賣票。故宮的門票其實並不貴，我們是低票價，現在 40 塊錢，

旺季 60 塊錢，加上學生半票，老人免費，不足 50 塊錢，但是這票不好賣，人

民幣沒有 40 塊錢，60 塊錢的面值，愈小的面額搓得愈不整齊，所以自動售票機

我們試驗了，不行，靠什麼呢，就靠人海戰術。我們就開了 32 個窗口，我們對

社會宣佈，今天到故宮博物院門口，95%的觀眾 3 分鐘之內一定能買上票，最多

的我們承諾是不超過 15 分鐘，超過 15 分鐘你可以投訴，這樣先把觀眾買票的

環節弄得舒服一點，我們總在想我們辛辛苦苦辦的那麼多展覽，觀眾是因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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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勞了，所以沒有去看，我們也很受傷，觀眾也很受傷，所以觀眾要能省出一

個小時的時間看展覽，看展覽的心情和排隊買票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樣的。觀

眾進去之前，還可以到我們觀眾服務中心，諮詢一些事情，看一下影視的作品，

也可以設計一下參觀的路線，比如參觀展覽的路線，參觀古建築的路線，2 小

時路線、3 小時路線、5 小時的路線，有準備的再進去參觀，需要的時候，進去

之前可以免費領取地圖，手機充充電，喝點水，再需要可以領取一下故宮人的

殘疾人輪椅、嬰兒輪椅、老年輪椅，這個很受歡迎。但是，過去我們廣場是這

樣的，沒有一個凳子，沒有一個椅子，觀眾就只能席地而坐，當時最好的位置

就是樹坑，為什麼人們要坐在這兒呢？很多外地來的觀眾很早就來看，天安門

廣場升旗，然後看完毛主席紀念堂，看天安門廣場啊，走到故宮前面累了，吃

一點、喝一點，但是這個很沒有尊嚴，我們就做了 200 把椅子，每把椅子上面

可以坐 3 個人，600 人可以坐在椅子上，樹坑就沒人坐了，我們就把它做平了，

樹坑做平了，為什麼要做平的呢？就做這種樹凳，這是我坐著試試，這一圈能

坐 12 個人，那麼有多少棵樹呢？有 56 棵樹，我們就做了 56 個樹凳，這樣就能

坐 600 人，現在 600 人能坐在椅子上，600 人能坐在凳子上，1,200 人能有尊嚴的

坐下來休息。這是我春節的時候穿羽絨服，我數有多少人在排隊，全是女性，

其實男性也跑不了，他在旁邊要看著孩子拿著包，上洗手間，後來我們進行了

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就是，女性的洗手間要是男性洗手間的 2.6 倍以上，於是

一到旺季，我們就是把東面的洗手間女性專用，西面的洗手間一半男性一半女

性，女性洗手間是男性的三倍以後，男性女性就都不排隊了。其實有時候管理

稍微變化一下，就可以給大家省很多的時間。這是我們一個職工食堂，都改成

洗手間了。 

端門廣場改造以後，我們開始改造午門廣場，1,500 萬觀眾都要從這裡面進去，

來賓也從這裡面進去，但是過去的設置，買票的觀眾走兩邊的小門，不買票的

觀眾走中間，不買票就 8 萬人，買票的 1,500 萬，所以中間門洞經常空著，兩邊

的排很長的隊。有的東北的老大爺看電視劇看多了，就說：「我第一次來故宮，

我一定要像皇帝一樣走中間。」那時候還要勸：「大爺，您不能當皇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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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外國人為什麼就能當皇帝？」就是說不清楚。現在我們就是三個門洞

全打開了，誰願意當皇帝當皇帝，願意當大臣當大臣，就是通暢多了。 

過去安檢和驗票是這樣的，就是驗票員站在欄杆裡面，觀眾從這三個縫進去，

怕人跑了似的，然後，安檢機堵了半個門洞，所以就長期以來安檢排長隊，驗

票排長隊，我們就給它都拆掉了，這樣人就魚貫而入，非常輕鬆的，安檢和驗

票還是需要的，我們就設在兩邊，但是不是兩個口，十八個口，一邊九個口，

增加了九倍以後，來多少觀眾都不排隊了。觀眾到了我們端門廣場，從買票到

進入，今天應該 15 分鐘就可以順利的完成了。 

原來觀眾還有一個非常糾結的地方，就是老有機動車從身邊駛過，有時候還叫

大家讓一讓啊，來賓來了，貴賓來了，我們因為工作關係，在裡面可以開車的，

因為故宮很大，從一個部門過，我們是可以開車的，有特權，有的省長、部長，

秘書打一個電話說，那就放行，外國總統、總理來了，警車帶隊進去。人少的

時候行，觀眾增長了一倍，環境受到很大影響，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脅。我們就

對社會宣佈，機動車不准再駛入紫禁城，駛入故宮博物院，大家遵守得非常好，

從那一天，我們只有一個部門，一次違禁開進開放區，我們全院通報以後，再

也沒人敢違反了，但是不遵守的就是警車帶隊的這個隊，他們說這是禮遇，60

年來一直是這樣的，不能換一個院長，禮遇也沒了吧。我說白金漢宮、凡爾賽

宮、日本皇宮，都沒有禮遇，都是要走進來，為什麼我們的紫禁城，故宮博物

院就能夠開車進來，怎麼說也不行，然後法國總統奧朗德來那天，我們剛發過

這個規定一星期以後，他來了，我去找人迎他的時候，武警還是在太和門廣場，

在那警衛，我說：「車今天不能駛進來。」他說：「我們接到命令就是要開進

來。」我說：「我們已經向社會公佈了，不能開進來，你們車不能進來。」他

說：「那我們做不了主。」我說：「那沒辦法。」我們就把門關上了。白天第

一次把午門關上了，完了通知對方，我們的門可是世界遺產，不能撞啊，然後

他們趕快向上報告，結果幾分鐘之後，他們接到命令就出去了，然後又過了幾

分鐘，奧朗德車隊來了，在午門外面下車。我向他講雄偉的午門的故事，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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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女朋友穿過長長的門洞，我覺得他那種表情是受到震撼了，再聯想到以

前的外國總統、總理就很可憐：他是開車進來的，下車還得問：「我到哪裡了？

我到故宮了沒有？我到故宮哪裡了？」他就沒有這種感受，現在就是所有的外

賓、國賓也都很遵守，都在外面下車，然後帶著保鑣，帶著女朋友走進來。確

實這有一個文化尊嚴和觀眾權益的問題，當年八國聯軍，德國軍隊是騎著馬，

進的紫禁城，在太和殿廣場還搞了一個所謂的列隊，今天應該說中華民族立於

世界之林，我們要有自尊，我們要有尊嚴，要從文化尊嚴做起，有一次我到外

交部跟他們做報告的時候，三百多機關的幹部，我真的很感動，我講完這個理

後，他們全場給我鼓掌，今天就沒人鼓掌。（歡眾拍掌）謝謝。 

今天人們進了故宮博物院，應該是帶著一個觀賞和增長知識的心情，故宮開放

的面積太小。2002 年開放的面積佔紫禁城的 30%，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們鄭欣

淼院長向國務院報告，啟動了故宮古建築整體修繕工程，為時十八年，到 2020

年結束，為什麼到 2020 年結束呢？那一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 歲生日，1420 年朱

棣皇帝，永樂年開始建造的紫禁城，現在已經進行了十四年了，紫禁城隨著古

建築的修繕，在不斷的改變面貌。這是修繕前的武英殿，這是修繕後武英殿，

今天的書畫館。修繕前的慈寧宮，西部最大的宮殿，這是修繕後的慈寧宮，今

天的雕塑館。修繕前的欽安殿，這是修繕後的欽安殿。修繕前的神武門和修繕

後的神武門的比較，修繕前的乾元閣和修繕後的乾元閣。總之，經過修繕，紫

禁城逐漸恢復，它健康、穩定和它的文化氣勢。今天我們在繼續修繕，同時也

改變一些過去歷史積壓的一些問題，比如建福宮花園。1923 年的 6 月，紫禁城

一把大火震驚朝野，人們懷疑是太監偷東西以後毀滅證據，所以把保存著無數

珍品的建福宮花園燒掉了，一下就荒涼了幾十年，到了 1998 年，我們香港的陳

啟宗先生，組織捐資，經過國務院批准，建福宮花園修好了，今天是我們開展

文化活動和社會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場所，隨後又是這片中正殿，也是在這場大

火被殃及的，也燒掉了，今天中正殿也修好了，是我們今天藏傳佛教中心的場

所。這是竣工的時候，文化部蔡武部長和陳啟宗先生，親自給中正殿重新把牌

子掛起來，今天是我們的佛像展廳，唐卡展廳，給它合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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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項工程，今天我們對於古建築修繕，開始探索更科學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因為古建築修繕要最大限度的保留歷史信息，不改變文物原狀，還要進行傳統

文化的傳承，是一項科學的工作，特別是今天紫禁城的修繕，開始進入建築非

常密集的一些區域，比如東西六宮，比如寧壽宮區。寧壽宮區是乾隆皇帝 85 歲，

準備當太上皇建造的一個太上皇的宮殿，核心的部位是皇極殿，其中還有一個

小花園，160 米長，48 米寬，亭台樓閣，假山林立，四進院落，前面兩進已經

開放了，後面兩進從來沒有開放過，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修繕，難度很大。最後

的這一棟，綠琉璃黃剪邊的，叫倦勤齋，一排九間的房子，修繕的時候也是很

具挑戰，所以我們現在做了一個七年的計劃，現在已經執行到第三年了，才能

把這組建築修好。每一道工序，每一個步驟都要詳細的記錄，都要公開出版修

繕的報告，每一個修復都要用原工藝、原材料、原技術來進行修復，從牆上摘

下來的牌匾、楹聯、貼落，還有隔扇心都要準確的測繪、定位，回去的時候都

要一絲不苟的回到原位置上。這就是剛才說的倦勤齋，它居然不是黃琉璃，是

綠琉璃黃剪邊，在紫禁城裡面非常不起眼的一排九間房屋，但是修繕的時候也

極具挑戰，它的地面是蘇州產的金磚，樑架是紫檀的。這個繡品也是蘇州產的

夾絲雙面繡，176 個窗戶，窗戶上面，樑架上面鑲嵌著 2,640 塊和田玉。這黃顏

色的是竹黃，過去只聽說用竹黃做筆筒，沒有想到皇帝用竹黃做裝修。這個織

繡，坐墊、靠墊就是江陵的雲錦，裡面是個小戲台、竹籬笆、竹戲台，一派江

南風光，但是顯然竹子到北方是不能很好保養的，所以這些竹子都不是真的，

是用 6.4 萬段金絲楠木拼裝的，拼裝出這樣的景觀。上面有一個通景畫，郎世寧

的學生畫的，紫藤的一個架子，非常涼爽，但是這幅通景畫修的時候把它落下，

發現它裱在那層地帳，是一種植物做的，專家分析這種植物只有在安徽的山裡

才有，於是去安徽的山裡尋找這種植物和可以用這種植物做紙漿的傳承人，做

了上百次的實驗才做到原來同樣的品質，然後把成品再抬到故宮博物院，把這

幅畫再重新裱在外面，所以今天看不到他們所做出的努力，但是為的就是比如

兩百年以後，三百年以後，如果再修倦勤齋的時候，我們的後人就知道，當年

使用什麼樣的材料，什麼樣的技術，什麼樣的工藝，這就是我們今天必須要堅

持的，為未來保護今天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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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這個可愛的團隊，除了這個人以外，其他都是團隊的。他們做事很認真，

我們從今以後對於故宮的古建築群的修繕，我們要秉持更加科學的態度。所以

我們從今年（2016 年）開始，應該說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對媒體，向國務院報

告，我們不再是古建修繕工程了，我們是研究性保護項目，我們的全過程都要

體現研究，從它的病害的勘察到精測的測繪，到它的材料的籌集，到它的修繕

的每一個步驟，都不能再採取普通工程的那種招投標的手段，而必須由專家和

經過培訓的傳承人，才能動手來參與文物本體的修繕，不是說一年半載就要把

一幢建築要修完，而是需要多長時間要進行科學的修復，修復的過程要公開，

然後修復的結果要公開，出版系列的報告，這樣就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 

比如我們在修我們最核心的一組建築，大家都知道叫養心殿，養心殿在故宮裡

面，並不是很大的一組建築，但是是充滿故事的地方，順治以後，清朝八個皇

帝居住於此，無數個歷史的事件的發起的源點。這裡比如像「垂簾聽政」，比

如像三希堂都是在這裡，但是，過去觀眾對於這個，只能趴在玻璃上往裡面張

望，裡面又還不通電，所以黑乎乎的，一到冬天，還得把哈氣擦掉才能往裡面

看，只開放了 17%，這麼大一個養心殿的區域，只有 17%的地方可以通過窗口，

往裡頭張望，顯然不是一個應有的，但是 1,500 萬觀眾，其中 500 萬，三個人就

有一個人會光臨養心殿，所以是最著名的一個參觀的地方，但是，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環境，像這種趴著玻璃往裡面看，裡面的這些都只能站在門口看，這就

是「垂簾聽政」，兩宮皇太后坐在後面，小皇帝坐在前面，把簾子放下，裡面

除了古建築以外，有三千多件各類可移動文物，包括這些貼落、牌匾、銀簾，

都是最珍貴的一些文物藏品，包括這些紫檀的家具，那麼，對它的修繕無疑極

具挑戰，我們希望能夠按今天能夠達到的最高標準，來採取研究性的保護方法

來進行修繕。這間房子就是三希堂，能夠把它修好，所以這就需要社會資金給

我們加以安排。所以，陳啟宗先生再次慷慨解囊，為養心殿修繕捐贈一個億。

最近有一個畫家叫崔如琢，他捐贈我們一個億，其中四千萬元用於養心殿的修

繕，昨天我們的董建華主席，我來，他說：「吃飯 — 工作會議。」一開始，還

不知道什麼叫工作會議，原來就是他們在吃，教我在說，他們吃兩道菜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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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允許我吃，吃完了還得接著說。我不知道這個會有什麼後果，結果奇跡就發

生了。我說：「養心殿修繕，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加起來，需要兩億二

的資金，現在已經籌措了一億四千萬元了，還差八千萬元，數額不大，欲捐從

速。」結果快吃完的時候，我們的非常有公益心的企業家說：「那八千萬元我

出吧。」我們從此在我們的東華門古建築館，立起一塊像公告的一個叫「東華

榜」，過去我們景仁宮有一塊叫「景仁榜」，就是向故宮捐贈文物的，永遠篆

刻名字的篆刻在上面，一直沿續到現在，觀眾都在看誰在給故宮貢獻文物。現

在我們第一次開始徵集資金，我們開始設立「東華榜」，把對我們古建築做出

貢獻的開明的人士，能夠向大家展示出來。最近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

文物保護的通知裡面，特別強調鼓勵社會和個人，向修復文物進行捐贈。 

（旁白：想知道更多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和它未來的發展動向，請繼續收看，

「故宮的世界 世界的故宮 （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