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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霽翔博士＜故宮的世界 世界的故宮＞ (二) 講座完整版演講文稿 

 

（旁白：故宮博物院於 2002 年，啟動了古建築整體修繕工程，預計為時 18 年，

到 2020 年全部完成，除了修葺院內的不同的建築，還開放更多的展館，到時候，

故宮開放的面積，會由原先的 30%，大幅增加至 85%。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

博士，更會為我們介紹博物館一些最新的發展，例如運用數碼科技的數字博物

館、提升故宮網站功能、開發手機應用程式，以及增建一個新的博物館等等。） 

單霽翔博士： 

我們用了三年的時間，對於我們的室內外環境進行了整治。室外十二項內容，

室內十項內容，整治什麼呢？我舉幾個例子，一個就是我們隨處在各個院子，

堆放的一些古建築的材料，這些實材。古建築修繕把它堆在附近，其實它也是

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包含歷史信息，所以我們進行了收集，在東華門下

面建了十個構建保護展示園區，觀眾可以參觀，我們的專家可以進行修復，可

以進行陳列，都雲集到這兒。再有就是箱子，幾百個房間都堆著大箱子，佔了

很多很多的空間，哪兒來這麼多箱子呢？這些樟木箱子、紫檀箱子、皮革箱子，

就因為八十年代，建了第一期地下庫房以後，就把這些箱子裡面的文物拿出來，

進入地下庫房。九十年代，又建了第二期地下庫房，又把箱子裡面的文物拿出

來，進入地下庫房。拿來拿去，90 萬件的文物拿出去了，進入地下庫房，地面

上就留下了上千個箱子，其實它們都是文物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就建了三個

箱子庫房，收藏了 1,500 個大大小小的箱子，把它妥善保管好了。其中，大箱子

500 個，小箱子 1,000 個左右，再有就是拆除與環境不協調，並且有火災隱患的

那些臨時建築和違章建築，特別是這種「彩鋼房」，很好建，兩、三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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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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建完，但是不阻燃，故宮裡面一共有 59幢，3,600 平方米彩鋼房，我們承

諾要三年把它拆掉。這個是午門下面的彩鋼房，這有點作秀，我跟公安部、消

防局的人把它拉倒了，表明一個決心，像這些都在拆。那麼，除了這個彩鋼房

以外，就是大量的臨時建築，比如有七幢大花房，一共有 1.2 萬平方米的臨時建

築需要拆除，比如南三所，是我們職工工作的地方，但是七幢花房把它圍得水

洩不通，所以老員工都沒有看過自己的工作地點究竟是什麼樣子，這次我們給

它拆掉了，開始進行修復，過去蓋一個汽車的停車房，這邊搭上紅牆上，那邊

搭在古建築上，很不講究，我們就給它拆掉了。這是職工的一個浴室，全院只

有這最後一個浴室沒有拆掉，但是是非常危險的，搭在古建築上的，我們就號

召全體員工都回家淋浴去，然後我們就把它拆掉了。這是這塊區域前年整治前

的情況，這是去年整治中間的情況，這是整治後的情況。我們就是 2020 年，還

有四年，整個故宮博物院裡面，只有古代建築，還有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

准復建的、恢復的部分古代建築。沒有任何一幢現代建築，全部要拆掉。還有

就是垃圾，觀眾太多，隨手扔了一些垃圾，礦泉水瓶子、冰棍棍兒、餐巾紙、

廢票根兒，好多都是，我們現在不能坐車了，所以我們在地上走，我們見到垃

圾就把它撿起來，這樣一天要彎腰好多次撿垃圾，我們的物業公司就很不好意

思，他們說：「院長又出來了！」現在都有手機，就說院長又出來了，往哪個

方向走了，然後，他們就在前面撿，我就到處走，他們到處撿。後來坐下來重

新研究協議，我們同意給漲一部分工資以後，但協議要改，過去一萬平方米裡

面，垃圾不得多於四個，我們現在是一個都不能有，一塊垃圾落地，兩分鐘之

內必須有人過去把它清掃掉。過了兩個月不到，很多次我在走的時候，我們的

物業公司員工就說：「院長訂得太好了，沒人扔了。」就是乾淨的環境，沒有

人忍心再往地上扔垃圾了，所以他們的工作量大大的減少了。其實這就是一個

制度的設置和一個堅守。我們前年是向雜草宣戰，過去瓦上都有很多草，幾場

雨下了以後，它長得就跟小樹一樣，它就拱我們的瓦，瓦拱鬆動以後，雨水就

灌下去了，所以木構架就糟朽，總是要修繕，原因就是日常維修不夠，保養不

夠，所以我們就開始向雜草宣戰，不能都像草地一樣。這樣我們就向社會公佈

說，故宮博物院的瓦上沒有一根草，城牆開放了，大家都可以從高處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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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一根草，你就舉報，還不用告訴這草在什麼地方，叫他們找，所以我們現

在進了故宮，大家可以看到沒有一根草。 

再有就是牆面，這些都不是歷史的信息，都是保養不善，修繕不善造成的，我

們就開始要對它都要日常的維修，把它都修好。所以我想只有地上沒有垃圾，

屋頂上沒有草，牆面瓦面是整潔的，你才稱得上是一個博物館。拆掉了這些違

法建築以後，我們開始進行綠化，使這些綠地、藍天、紅牆、黃瓦，成為我們

的景觀，其中除了藍天我不敢保證，其它我們都能保證。我們今年最後衝刺，

今年年底全院驗收，每一個邊邊角角都要修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 

故宮一天如果接待四萬觀眾的話，我們的廣場是這樣的，如果接待八萬觀眾，

就是這樣的，如果接待十八萬觀眾，15 分鐘售票難以保障，就是這麼多人。這

是前年（2014 年）的 10 月 2 日那一天，觀眾最多的，十七萬多觀眾，這密密麻

麻都是人頭，裡裡外外全是人。很多觀眾就形容，看的時候沒有看到地面，一

直被後面的人往前推著往前走的，大人看前面人的後腦勺，小孩看前面人的屁

股，就走出去了。很多地方還有險情，特別是大前年的最後一天（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出現「踩踏事故」以後，我們非常警覺，故宮開放 90 年，沒有踩

死過任何一個人，付出極大的代價。一到下雪的時候，旺季的時候，每個台階

都站著我們的工作人員，不斷的勸導，高高的保和殿，密密麻麻的人往下走，

萬一有推搡什麼的，老人孩子是很脆弱的。這是東華門當時的出口情況，這是

神武門出口的情況，也極為壯觀。 

所以我們下決心要設一條限，就是「故宮限流」，每天的觀眾不得超過八萬人，

超過八萬人停止售票。看起來容易，其實很不容易。比如這一天，像這些超過

一倍的觀眾，如果八萬人也好，七萬人也好，進不去故宮會發生什麼，所以八

年前，我們就設定了八萬人的限，第一天就失守了。那天是社會宣傳做得不好，

就是到八萬人，我們就開始把售票窗口全關掉了，結果關掉窗口以後，所有的

窗口外面的人都在敲窗戶，幾百人喊口號要進故宮，然後那個地方離中南海很

近，警察就通知我們趕快放人，不要賣票了，把人都放進去，第一天就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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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八年，就沒敢再限流。這次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採取了很多步驟，用了

一年半的時間，首先加大網上購票的宣傳，60%以上的人通過網上購票，不到

窗口售票了，還有加大淡季的優惠，淡季來故宮的團隊都打九折，然後加大免

費日，我們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教師、醫務人員、大學生、志願者，近年再加

上公交司乘人員，加上環衛人員，清掃城市的，都免費，就是提醒人們，淡季

4 月也好，11 月也很好來故宮，然後實名制，就是每個進故宮，他都要姓甚名

誰，什麼地方人都知道，為什麼要實名制呢？咱們有一個現象，什麼東西一短

缺，黃牛就出來了，就是賣高價票的都出來，如果八萬人你限制住了，而你關

了窗口，黃牛都出來賣票了，他事先派人都買好了，所以為了防止這個。再有

就是到裡面做生意的，什麼倒票的，黑導遊、黑倒票的都進不來，所以這些準

備工作做好了以後，我們開始限流了，做了所有的電子廣告，開始倒計時，現

在還有三萬張票，現在還有一萬張票，還有兩千張票，已售罄，完了，窗口開

始關上，這是最後一批觀眾買完就關上了，但是關上以後發生了什麼呢？這樣，

就是人們還是從四面八方的，往故宮博物院走，這同樣是觀眾最多的那一天，

就是剛才 10 月 2 日的那天，但是人不擁擠，他們都是預約的，窗口雖然關了，

但是人們還是往「一刷到」，我們的安檢口，身份證一刷就進去了，非常方便，

所以成功了，也就是說，過去人們是擠在這個地方，我們售票沒有改善，現在

呢，變成這樣，在這邊買票，然後團隊在這整隊以後，很順利地進入安檢，就

進去了。人山人海的故宮博物院一去不復返，所以去年我們認為，我們工作最

成功的就是實現了限流，實現限流不是目的，還要希望到故宮的人，還能夠更

好地參觀故宮是目的。所以去年一系列的措施，造成剛才一開始我放的那條線，

去年仍然是 1,506 萬，因為大閱兵閉館了，旺季閉館了十三天，如果沒有這十三

天，大約還是 1,560 萬左右，就是觀眾數量沒有減少，而淡季不淡，這就是去年

我們的觀眾的數量，高的沒有了，都在八萬人以下，然後這十三天閉館的時候，

沒有觀眾。 

我們有一塊地在西城牆下，宣統年間就燒毀了的古建築，一直荒涼的堆著一些

建築材料，我們報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恢復這組古建築，今年 6 月封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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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10 日正式建成，做什麼呢？它有兩個目的，一個就是現在故宮有高

高的城牆，還有高高的紅牆，紅牆圍合的範圍佔紫禁城三分之二，現在我們紅

牆裡面的古建築群，有九個單位在紅牆裡面辦公，在古建築群裡面辦公，這排

房子建成以後，紅牆裡面所有單位搬出來，我們三分之二的紅牆裡面，完全都

可以開放了，也更加安全了。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建的是文保科技組織，我們的

這些文物修復、研究人員，和我們的精密儀器，就有更好的工作條件，它在今

年 10 月 10 日建成以後，是個開放單位，無論是我們的學生也好、觀眾也好，

可以看文物修復背後的故事，最近有一個三集的短片，叫《我在故宮修文物》，

在網上非常火，就是告訴故宮有一批修復各類文物的一些專家，他們在堅守，

我們將開放來告訴大家文物是怎麼修復好的，比如古書畫修復，幾百年來傳承

的記憶，應該說是世界一流的修復技術，比如我們在修乾隆花園的符望閣，符

望閣很高，有一面牆，有一幅大畫，是貼落貼在牆上的，但是 70 年前它就堆落

下來了，當時我們的老員工就把它用紙包了幾包，現在要修，等一打開看，碎

了上千片，用了三個月把它拼起來了，然後把它修好了，才知道原來它是清朝

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一個也是《石渠寶笈》著錄人員，董誥的一幅作品，今天

把它修好了，比如我們青銅器的修復，也是國家唯一的非物質遺產的青銅器修

復的傳承機構，這是出土於河南的上蔡的，春秋時期兩千多年前的一個鼎，碎

了兩百多片，沒辦法研究和展示，我們給修好了。這是一個卣，也是兩千年前

的，也是碎了一百多片，我們也給修好了，所以，最近在江西出土的，「海昏

侯墓」三千多件青銅器，他們給我們來函，希望故宮幫助修，我們上手開始修，

故宮的修不是一般的修，先上儀器，對於它的材料，對於它的傷況進行檢測，

然後開始科學的修復，每一件都要出修復報告，這是紫檀的家具，修復前後的

情況。「唐三彩」修好了，瓷器修好了，漆器修好了，我剛來故宮的時候，看

我們專家在修這件漆器，後來過了好幾個月，他還在修這個漆器，我說：「你

要修多長時間？」他說要七個月，我說為什麼要那麼長時間，他說北方只有暑

期潮濕的時候，才可以刷兩遍漆，否則一天只能每天中午來刷一道漆，再幹別

的事情，要刷一百多道漆，所以就是要七個月，剛才我報告過，一共 1.9 萬件漆

器，這些文物修好了以後，它們就會佈置成各種展覽進入展線。故宮博物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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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的展廳是原狀陳列，這些文物當年就是為這個環境所製作的，今天還是

成組的擺放在這個環境裡面，構成當年的情境，構成當年的故事的場所。我有

一次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做報告，我就沒注意場合，我說：「這些文物只有在原

地陳列才最有尊嚴，如果要是流失海外，像孤魂野鬼一樣，就沒有尊嚴。」後

來我發現不好，底下的人都瞪我。我們現在有十九處是原狀陳列。 

第二類就是我們根據不同文物品類佈置的專館，比如武英殿是書畫館，文華殿

是陶瓷館，奉先殿是鐘錶館，但是長期以來，大量的觀眾，80%的觀眾進了午

門以後，他不管兩邊有什麼展覽，都目不斜視的往前面走，看皇帝坐在什麼地

方，再往前走，看皇帝躺在什麼地方，再往前走，看皇帝的御花園，就出去了，

導遊說：「咱們趕快出去，上哪個商店買東西去了。」 

去年一件事情給我們很大啟發，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去年 9 月，很多觀眾進

了故宮以後，不往前面跑，往西邊跑，愈跑人愈多，愈跑愈快，於是媒體就報

道，說故宮出現「故宮跑」了，廣泛的報道。這個人跑第一，我們的辦公室趕

快說，「院長，不好了！媒體說咱們故宮出現『故宮跑』了。」我說：「跑什

麼呀？」他說：「去看『石渠寶笈展』。」我說：「那也不用跑呀！」我去看，

這個老先生跟我說，他說：「我一大早就來排隊來了，排在前面，結果沒想到，

一進去以後，他們都跑起來了。」他說：「我還穿一雙球鞋，也沒跑過他們。」

我們第一批是二百人，他沒進去，他得第二批才能進去，他說：「你們怎麼辦

一個展覽還得跑啊，像運動會一樣啊。」我說：「您說得好，要辦運動會就要

好好辦運動會。」下午，我就開會，做了二十個牌子，做了兩千個胸牌，然後

第二天早上七點不到，我們就開始在外面等著，然後先來的觀眾第一組、第二

組、第三組，然後提前半個小時開館，第一組出發，然後就是運動會的入場式，

這樣老人、孩子都不用跑了，大家有序的入場，就沒有再出現「故宮跑」了，

就跑了兩天，但是非常有名。 

但是觀眾確實太多了，天氣當時還很熱，早晚還很冷，你看這些非常感人，很

多都是學生，大學生，所以我們動員員工和志願者給他們講解，講解「石渠寶

笈」的故事，「石渠寶笈」展覽裡面展的內容，然後製作二維碼掃描，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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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連接裡面每一個展品的信息，主要是希望他們排隊的這幾個小時，能夠做做

功課，能夠預習，但是觀眾排太多了，故宮從來沒有排起過隊，過去《清明上

河圖》出來，就是絡繹不絕的十個人、八個人的排隊，從來沒有排起長隊，這

次居然幾千人，從西路一直排到太和門廣場，還繞好幾個彎。排隊的這些觀眾，

當時最糾結的一件事，就是他們排了一天了，到下午五點半關門了，這一天白

排了，當時我就很大氣的說，我說：「我們保證最後一個觀眾走了，我們才關

門。」沒想到，這句話就造成我們連軸轉了，到晚上八點，我去看他們，我說

累不累啊，他們說：「累，反正我們自願，我們就想看，但是晚上沒有賣水，

渴了。」我一看，還有兩千多人，趕快燒茶，弄了兩千多杯茶給大家取取暖，

到了十二點我再看，我說：「怎麼樣？」他們說：「餓了。」我再一數數有八

百人，我們趕快從庫房拿了八百個方便面，給大家發下去，據說全世界的博物

館，發方便面的只有故宮博物院，然後跟著觀眾一天一天的，一夜一夜的堅守，

將近四點，這家人才看完，還留影照相，走了，像最後這一個觀眾，他走的時

候，前面又排起來了。這件事就啟發我們，就是，好的展覽要多辦，人們有這

種需要，我們就編製了開放的計劃，擴大展覽的區域，舉辦更多的展覽。 

我們前年開放的面積是紫禁城的 52%，第一次突破了一半，去年開放到了 65%，

今年我們開放到 76%，我們到 2020 年開放到 80%，2025 年開放到 85%，幾步走

來，紫禁城能開放的地方都開放了，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騰退。5.1 萬平方米沒

有開放，不合理使用的古建築，紫禁城一共 16 萬平方米的古建築，有 5.1 萬平

方米要由不合理使用，變為合理使用，還要疏散我們的員工。現在故宮博物院

有 1,500 名在職的員工，我們要用四年的時間，把與可移動文物有關的員工，要

集中在我們的西部，把跟不可移動文物古建築修繕的保護有關集中在東部，然

後安全保衛的部門集中在北面，然後，院長在內的副院長，我們的人事處、行

政處、科研處，這些部處全部都搬出去，要搬出去 750 名員工，搬到外面去，

還有員工自駕車，830輛車，一輛不留的全部扔在裡面當停車場，才能實現我們

上報國務院的，開放 85%的這樣的一個計劃。 

 



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 

8 

 

 

紫禁城根據不同的特點舉辦了各類的展覽，去年我們就開放了五個區域，都是

前所未有，過去沒有開放的。一個是雁翅樓，過去，紫禁城的城樓，八年前作

為展廳對外開放，舉辦過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展覽，但是它只有 800 平方米，

只能辦中型的展覽，小型的展覽，但兩邊的雁翅樓則很大，每一邊是 1,000 平方

米，兩邊 2,000 平方米，加上中間 800 平方米，就形成一個世界最大規模的一個

大型展廳，外觀完全保持傳統建築的特色，裡面是能迎接任何級別珍貴文物的

展覽。這個展廳去年開世界博物館館長高峰論壇的時候，很多國家博物館館長

都看上我們的展廳了，結果很短的時間，2018 年的展覽訂滿了，現在開始訂

2019 年的展覽，氣勢恢宏的。我們把第一個展覽留給了自己，就在院禁期間，

我們拿出 517 件珍貴文物，組成了「清代萬壽盛典展」，80%都是第一次面世的，

都經過修復的，比如這座象牙塔，觀眾是第一次看到的，比如我們這副手卷，

是 39.39 米長，我們做了一個 44 米長的，也是世界最長的展櫃，這張畫上畫了

1.8 萬個人物。 

第二個區域是西部區域，這個小夥子照相的就是我們前年開放的區域，52%，

去年我們就把從來沒有開放過的西部區域開放了。西部區域雖然沒有開放過，

但是很有名，我們員工過去都叫這是「女性的世界」，我給加了兩個字更準確，

這是「退休女性的世界」，在職女性還沒有到這邊，都是皇太后、太妃、太嬪

生活，她們生活很悠閒，所以建了很多花園，很多佛堂。最大的宮殿，明朝的

嘉靖皇帝建的慈寧宮，我們把它用作雕塑館，故宮收藏的 10,200 件各個時期，

不同材質的雕塑，精選了 410 件，在這裡作為第一期陳列。這些雕塑，這是 3.5

米高的，一千五百年前北齊的雕塑，多少年來一直站在我們城牆的腳下，用腳

手架把它圍著，怕摔倒，那時候的表情都不好，現在擱在展廳，你看表情也好

了。這個是我們的兵馬俑，秦始皇的兵馬俑，這些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它旁

邊，西邊是壽康宮，就是乾隆皇帝的生母 — 崇慶皇太后，在這居住了 42 年，

我們把她生活在這裡使用過的各類的器具，各類用具、家具都回到了原處，佈

置成原來的情境。比如這間東暖閣，就是當年乾隆皇帝，每次向他母親請安的

房間，按原狀佈置上了，老太太的臥室也佈置上了，她的一些收集的，一些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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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的文物，也佈置上了。再有第一次開放了慈寧宮花園，紫禁城裡有四個花園，

兩個明代的，兩個清代的，慈寧宮花園是明代的，從來沒開放過，106顆大樹、

古樹，非常漂亮的公園，並且是佛堂最多的一個花園，這次我們全面開放了。

佛堂也開放了，紫禁城有 45 座佛堂，過去都沒有開放，現在我們逐漸把這些給

它開放了。這個咸若館一共展示了 1,020 件宗教文物來開放。 

第三個開放的就是東華門，東華門過去是書版庫房，這次我們修繕以後，不準

備做書版庫房，做古建築館，故宮畢竟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木結構建築，但始終

沒有一個展示古建築構建的材料、資料的這些館，所以這次建了一個古建築館，

古建築館還搭了一個二層的一個擴大了展線，並且人們登上去可以近距離的看

東華門這座古建築的結構、構建。同時圓明園成套的燙樣、帶款式的琉璃構件，

這些斗拱，還有金屬構件，寶匣，還有玻璃畫都是第一次展出，不是臨時展覽，

是常設的，特別是學建築的很多學校到這裡上課。 

同時開放了一段城牆，北京的城牆拆得太慘了，幾乎沒有了，但是紫禁城的城

牆還完整，所以我們就把紫禁城的城牆來逐漸的開放，特別是人們能夠走進這

座漂亮的古建築，過去只能從遠處來照相，遠眺，現在能夠走進角樓，並且，

我們做了一個 25 分鐘的片子，這樣觀眾就能夠知道「三重簷七十二條脊」的這

座建築，是怎麼搭建起來的。 

第五個，去年開放了寶蘊樓，這是紫禁城裡面唯一一棟民國時期建成的大型建

築。1914 年從熱河避署山莊和瀋陽故宮，運過來 23 萬件文物，當時三大殿都堆

著這些文物，但是不夠，就建了寶蘊樓，作為文物庫房。整整去年 100 歲，我

們對它進行了修繕，把它建成了故宮博物院早期原始陳列，陳列我們 1949 年這

一段非常坎坷的，一段保護故宮文物的歷程，其中一個重要事件就是「文物南

遷」。 

「文物南遷」，太多的人問我說：「故宮的文物多，還是台北故宮的文物多，

是不是好東西都運到台北故宮了？」我們通過這次展覽來告訴大家，真實的情

況，就是 1931 年日寇侵略東北，華北告急，於是故宮召開了理事會，當時 2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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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理事都是社會名流，比如蔡元培先生、蔣介石先生、達賴先生，他們研究

的結果就是要把一批珍貴文物，通過京漢鐵路運到上海，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

北平相當多的市民是反對的，他們說：「大敵當前，你們先撤退寶物，那就是

軍心會動搖。」像胡適、魯迅先生都寫文章，反對「文物南遷」，更有極端的

說：「這些都是封建的皇帝的東西，沒有用了，把它們都賣掉以後買軍火抗

日。」但是民國政府還是理智的來考慮了，北平可能會失守，這些文物還要南

遷。結果故宮人就開始釘這樣的箱子，釘了 13,491 個箱子，1933 年的 1 月到 5

月，半公開的分五批運往了上海，後來 1936 年形勢緊張，又從上海運到了南京，

在南京建了新的庫房，這批文物 1933 年運走了以後，1934 年開始，故宮員工開

始清理沒有運走的文物，一清理清理了六年半，這段時間日本軍隊進了北平，

故宮就沒有開門清理剩下的文物，結果編製了一部接收文物清冊，上面記載著

還有 118.9 萬件沒有運走，也就是沒有運走的文物，不但數量多，關鍵是體量大，

比如我們的大玉山子、司母、6,200 件明清家具，比如 1,500 塊地毯、皇帝的寶

座，這些都不可能運走，都沒有運走，武備儀仗等等，那麼運走的文物，1937

年形勢又緊張，就分三度西遷，最長的一路，一直走到昆明，然後往重慶、四

川運，最危險的一路走蜀道，「秦蜀古道難，難於上青天」，走蜀道過去，然

後中間順長江，順流而下，最後集中在峨嵋一帶。1945 年日寇投降，這些文物

往峨嵋集中了以後，1947 年運回了南京，但到南京以後，解放戰爭開始了，就

沒有再開箱辦展覽，就等待，到 1948 年底，蔣介石總統就考慮要走了，於是

1948 年 12 月到 1949 年 1 月，是集中往上海港運各種物資，包括故宮文物的時

候，但已經沒有商船了，就是用海軍的軍艦，第一艘船搭載了，第二艘船搭載

了，第三艘船應該裝 1,700 箱，只裝了 900 箱就停止了，海軍就要運他自己的物

資和家眷了，運了兩船半，運走了多少箱呢？運走了 2,972 箱，也就是 13,491 箱

南遷文物裡面，運走了 2,972 箱，運走了 22%，78%沒來得及運，其中現在 2,211

箱留在南京博物院，其它都運回了故宮，那麼挑沒挑，是不是挑好的運走了？

當時在碼頭港口上堆積如山的物資，根本就沒辦法開箱挑，就是能運多少運多

少了，那麼運走了多少呢？一共運走了 597,556 件文物，59.7 萬件文物裡面，

54.6 萬件是書籍、文獻、檔案，當年在紫禁城留了 800 萬件，現在重新清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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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多萬件，也就運走了二十分之一的書籍、文獻、檔案，器物，就是像瓷器、

玉器、書畫，運走了 5.2 萬件，留在故宮博物院的是 120 萬件，不到二十分之一，

剛才我介紹我們第一項，繪畫就 5.3 萬件，真實的情況就是這樣。那麼今天兩岸

故宮人團結一致，都在堅守著保護著自己的文物，都對外展覽，我們有個話劇

團在這連續演出，叫《海棠依舊》，就是介紹這段歷史。 

第五個開放地點，就是端門。端門在天安門後面，在午門前面，它跟天安門形

致一樣，我們把它用作了數字博物館，採用的這些數字技術，都是用今天可以

掌握的最好的數字技術，但是揭示的是我們藏品的內涵，而不是突出它的像遊

樂廳一樣，比如《蘭亭序》。這是文化部長雒樹剛先生，《蘭亭序》，你集一

個字，或一組字，他用特殊的筆一寫，這個字就回到了蘭亭上面，還給打分，

看你臨摹的像不像。比如我們的多寶閣，就是每件東西它可以翻轉，看六個面，

還可以拆解，拆解成看不同的細節，放大看上面的銘文、文字，孩子們特別喜

歡站在這兒來看這些文物，可以手持，再有書畫，把它放大，還可以局部更加

放大，比如像《清明上河圖》，如果看真跡，其實看不見人的表情和動作，而

在這幅大畫裡每個人的表情、動作，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詳細的看當時城

管的狀況，軍事守衛的狀況，官吏欺壓百姓的情況，都可以看的很多實例。這

些服飾，觀眾可以試穿，可以換裝，穿完還可以拍照，來看看這些服飾穿的方

法等等，一組一組的這些技術，還可以戴著眼鏡走進養心殿、走進三希堂，可

以在三維的情況下，立體的看這些平常走不進的空間。我們還製作了愈來愈多

的 VR (virtual reality) 影片，虛擬現實的影片，在這裡輪換的演出，這個很有震撼

力，所以數字博物館，前一段時間，我們因為是免費的，我們採取網上預約，

失敗了，因為這網上預約一加上免費，很多人沒事就預約十天，這個結果肯定

他只來了一天，或根本沒來，結果預約的一場是 60 個人，30 個人都沒來，所以

現在我們是網上預約的同時，不滿的，現場觀眾可以走進去。 

我們延禧宮，很突出的一個環境，這個地方是東六宮之一，永和宮、南景仁宮，

是一個非常另類的，是一個西洋建築，就因為這個地方總是著火，著火了就給

它修起來，又著火了，末代皇帝煩了，就在這建了個養魚池，就沒再著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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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末代皇后在養魚池上面，又蓋起一個西洋古典的建築，叫靈沼軒，當時的意

圖就是人通過旋轉樓梯走到地下，可以看到魚在上面遊，人在裡面觀賞，就是

水族館，但是這個開工是 1909 年，兩年以後辛亥革命爆發了，就停工了，所以

成為北京最古老的一個「爛尾樓」，那這個院子就很另類，我們就把它籌劃了

叫外國文物館，我們有上萬件外國文物，現在這些外國的客人來了以後，比如

默克爾來了，就拿一些德國的文物，湯若望當時帶到宮裡的一些文物給她看，

奧朗德來的時候，就拿一些法國文物給他看，辛格來的時候，就拿一些印度文

物給他看，將來這個館建成以後，我們上萬件的外國文物，就可以在這裡精緻

的進行展示，展示我們另一面的故宮。 

人們在現場看這些實物的展覽，另外很多人到網上希望能了解更多的故宮文化。

我們的網站每天的平均點擊率是 100 萬人次，去年我們進行了提升，三項提升，

第一，把英文網站做得更加強大，叫世界各地的人們能通過英文網站，看故宮

的文化；第二，製作了青少年網站，孩子們都在網上，通過網上能看更多的，

他們感興趣的一些通俗有趣的故事；第三個，我們開始辦網上博物館，也就是

我們過去舉辦過的展覽，在網上重新展覽，我們即將舉辦的展覽，一個月前在

網上進行展示，人們需要看的時候，可以來看。我們在全國的博物館，率先把

全部文物藏品的總目公佈，180 萬件藏品都可以通過網站來了解它的內容。 

這就需要我們用高清晰的攝像，把這些藏品的信息、古建築的信息，攝像以後，

進入我們的網站，進入我們的團隊，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70 人的資料信息部，

來做這件工作，我們的微信上線以後，應該說是有很多「粉絲」，很多欄目，

比如「愛上這座城」、「紫微星系」、「微」服私訪，都有很多學生特別喜歡，

我們前年開始，出品系列的「故宮出品」的 App，這個起點比較高，所以每次

出品，都被評為月度最佳和年度最優，去年蘋果評了上幾萬種免費 App 裡面，

評了十佳，故宮佔了三個，比如《皇帝的一天》，這是給 9 至 11 歲孩子們的禮

物，點擊的時候我確實猶豫了，我點擊就出去了，我看到裡面有個欄目叫「做

一天小皇帝」，我說這不好，我說現在都是獨生子女，那時候還不叫生二胎，

我說他們本來就把自己當小皇帝，你還叫他做一天小皇帝，更不得了，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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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你看看就知道了。」叫孩子們看看，做小皇帝是蠻拼的。早晨五點鐘

就得起床，起床以後不能吃飯，得先備課，備一小時功課，然後得去給皇太后

請安，然後回來還不能吃飯，換一身衣服還得去乾清門做御門聽政，折騰了快

兩個小時，回來才能吃早飯，一天只吃兩頓飯，每頓飯只給七成飽，吃完飯以

後還不能玩，還得騎馬、射箭，還得做功課，學滿文、學漢文、學英語，然後

下午四點半才可以玩一會，吃完晚飯很早就得睡覺，第二天早晨五點鐘就得起

床。通過一關一關攻進去，知道過去小皇帝用什麼樣的儀器，學習、吃什麼樣

的食物，接觸什麼樣的人，所以孩子們特別喜歡，我們去年獲得十佳的三個作

品，一個是《韓熙載夜宴圖》，把這幅古代書畫立體起來，當年的時代背景、

藝術的造詣、人物的角色進行了清晰的刻畫，還進行了現場製作，所以從這個

App 裡能聽到當年的琴聲，看到當年的舞姿。再一個就是《清代皇帝的服飾》，

這個對現在那些古裝連續劇很大的打擊，就是告訴皇帝不能亂穿衣服，不同的

場合穿不同的衣服，然後各種衣服，它的結構，不同人穿不同的衣服，還有配

飾、靴帽都很有講究。第三個，就是去年我們比較得意，就是出品了《每日故

宮》，就是每天早晨喜歡故宮文化的人，都可以收到一件套文物的詳細的介紹，

這樣有心人 365 天，把它收集起來，就會有一個掌上故宮博物院。總之我們在

精心的做數字故宮社區，三年完成，兩年過去了，今年年底我們數字故宮社區

就要建成了，我相信到今年年底建成之時，我們是世界博物館最強大的數字故

宮平台。 

我們也在研發文創產品，但是故宮的文創產品長期以來，走的是歷史性、知識

性比較強的複製的多，比如書畫系列、瓷器系列、銅器系列、木器系列、鐘錶

系列，還有我們有全國唯一的博物館出版社，叫故宮出版社，我們成套出品，

比如《故宮博物館產品大系》，一共是五百卷，比如《故宮經典》系列、《故

宮書畫館》系列、《名家墨跡》系列、《故宮畫譜》等等，但是這些複製品和

這些成套的書，一般的觀眾進故宮以後，他是不買的，所以就看看就走了，所

以國務院的領導也給我們批示說：「你們可以到台北故宮去學習學習，他們的

小商品，小的文化禮品做得很好。」我們就去了，去學習，這是台北故宮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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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琳瑯滿目的，非常好，很多都是白菜、肉，還做的食物，人家的餐廳也可

以吃到白菜、吃到肉，馮明珠院長還研發了這種「朕知道了」膠條，賣了兩千

多萬台幣了，我們學了以後很受啟發。回來以後我們既堅持我們的歷史性、知

識性的路線，也學習他們的趣味性、實用性強的路線，也開始研發，比如故宮

娃娃，書籤、曲別針、手機殼，我這個手機殼在我們商店 49 塊錢買的，我們那

個員工說：「院長，我們自己人買東西可以打八折。」我說 49 塊錢不用打折了，

我總是顯擺我的手機殼，舉著，他們說院長喜歡手機殼，現在 200 多種了。正

大光明充電器，電腦包，鼠標墊，鼠標，U 盤，朝珠耳機，獲得全國文創產品

大獎賽第一名。我說這哪好？他們說戴著朝珠打手機，有皇帝的感覺。我說淨

騙人，皇帝那時根本沒手機。 

五代皇帝喜歡的五把紫砂，紅泥的、黃泥的、綠泥的、紫泥的、黑泥的，為孩

子們研發的拼裝玩具，女孩子喜歡特色筆記本。我們也有膠條。故宮的箱包，

宮門的箱包，故宮傘：撐起這把傘，就像在太和殿的藻井下面一樣，打雷都不

怕，他們說因為這桿是防雷的，頂戴花翎傘。這個我們也獲得了優秀獎，「花

開見佛」。每次出去展覽，比如到香港，到哪兒展覽，都會配套的研發，跟這

個展覽主題吻合的一套文創產品，所以研發來研發去，到前年的 8 月底，我們

一共研發了 6,754 種，我們的銷售額到了七億人民幣。我跟國務院領導匯報了，

我說我們去學習，用力過猛。 

故宮是個學術研究機構，我們現在有 350 名高級職稱的研究人員，我們希望把

他們的智慧都留在故宮，所以我們規定，凡是願意繼續服務的，永遠不退休，

所以我們 94 歲高齡的耿寶昌先生，每天還在上班。我們成立了故宮研究院，請

我們鄭欣淼院長擔任故宮研究院的院長，我們現在成立了 15 個研究所，考古研

究所、古文獻研究所、明清檔案研究所、陶瓷研究所、書畫研究所、藏傳佛教

文物研究所、宮廷戲曲研究所等等，所以現在我們大量的研究課題，放在平台

上，世界各地的學者都可以參與其中，進行研究，比如帶陷嵌銘文青銅器的研

究，2.8 萬件碑帖的研究，2.3 萬片甲骨的研究。上次文物清理的時候，在圖書

館的一個房間裡面發現兩個大箱子，打開一看，是乾隆皇帝的御稿，寫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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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理，2.8 萬首，我們過去庫房裡有存的他寫的 1.7 萬首，這又發現 2.8 萬首，

證明他確實一生寫了 4.5 萬首詩，當然比他更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尺牘，都不是清

宮舊藏，都是建院以後這 90 年來，在市場上收購的和接受的捐贈，積累了 4.2

萬通名人的書雜、信雜，比如曾國藩系列、董其昌系列，這個極具研究價值，

是個富礦，再有青銅老照片，有 1.8 萬張老照片，和 1.7 萬張老照片玻璃底片，

需要正史來確定、定名，定名就很難，比如這張照片不能定名「四個男人」，

所以這個定名就要找出當年的歷史，當年的情況。 

我們成立了故宮學院，故宮學院培養故宮學者，同時要對社會公眾加強教育，

所以我們現在有四處場地，除了故宮和東城區，再有就是在蘇州建了故宮學院

分院，在景德鎮建了故宮學院的分院，這樣加大南方學生的培養，每年舉辦大

量的社會教育。我們愈來愈體會到一個博物館，並不在於你有多麼宏偉的館舍，

也不完全在於你有多少藏品，如果藏而不露，人們也看不到，也不完全在於你

有多少觀眾，如果都是從前門一直走到後門，他就叫遊客，不是觀眾，關鍵是

你要把你的博物館文化，能多大程度融入到人們現代的生活，人們多大程度感

受到你的存在和從中受益，所以我們這兩年開始加大社會服務，加大社會教育，

去年是 2.8 萬多次，特別是對青少年的教育、親子藝術活動，比如故宮的「知識

講堂」，每次開門就爆滿，孩子們在裡面串朝珠、繪龍袍、畫盤子、做皇帝的

新衣、皇后的新衣、集皇帝的詩，然後我們允許他蓋一個皇帝的大印，假的。

堆綉、結彩、包糉子、做拓片，孩子們在這忙來忙去，空手而來，全都滿載而

歸。所以我們文創產品收入愈來愈多，我們就全部用於社會教育。 

再有就是我們參與的國際文物博物館培訓，國際博物館協會是 70 年的老的機構，

但是它成立至今沒有一個培訓機構，我們就是跟他來談，簽訂協議，他把全球

唯一的博物館培訓中心設在了故宮。第一期我們就培訓了 16 個國家的學員，那

麼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現在兩年多，我們培養了 40 多個國家博

物館的一些骨幹的員工，他們是展覽部的主任、保管部的主任、文保科技部的

主任，跟我們建立了很好的聯繫，紫禁城畢竟空間有限，現在發展的速度太快，

很多事情在古建築裡面沒辦法完成，我們就在距離故宮 25 公里的北京的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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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年底啟動，建一個新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南面就是有頤和園、玉泉山、

臥佛寺，西面有大覺寺、鳳凰嶺，北面有居庸關、十三陵，是一個非常好的世

界遺產旅遊的線路。這個地方有比較好的環境，我們這塊用地南面有湖，北面

有河，準備一期工程建十萬平方米。故宮這邊是古代宮殿建築群，我們新的博

物館將是一個園林中的博物館，建園林建築，其中六萬平方米，是舉辦大型展

覽的場地，還有三萬平方米是修復文物的場地，我們計劃開館以後，每年觀眾

不少於 300 萬人，也能夠緩解這邊的壓力。那些主題鮮明，具有震撼力的展覽，

將在新的博物館裡面舉辦，還有大型的家具、地毯，這些沒有辦法在古建築修

復的文物，可以在那裡進行修復，將來我們的文物修復要對公眾展示，展示修

復的過程，展示博物館背後的故事，整體上說應該是一個綠色環保、低碳零排

放的現代化的建築，同時是適合故宮文物藏品，它的性格的一個現代化博物館。

這個地方非常漂亮，因為我做過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主任，我知道哪塊地好。 

我們的理想就是再經過四年到五年的奮鬥，到 2020 年的時候，紫禁城建成 600

年之時，我們能夠把一個壯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給下一個 600 年，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