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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自己的定位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自己的定位很
有意思有意思——北京东城区一家文化机构的北京东城区一家文化机构的““看看
门人门人”，”，只不过这家文化机构历史特别悠久只不过这家文化机构历史特别悠久、、
地位极其特殊地位极其特殊。。我们的谈话也就从他对自我们的谈话也就从他对自
己己、、对故宫博物院的定位开始对故宫博物院的定位开始。。

故宫人故宫人 故宫梦故宫梦

故宫既是过去的故宫既是过去的，，也是今天的也是今天的，，
还是未来的还是未来的。。她从历史中走来她从历史中走来，，还还
要健康地走向未来要健康地走向未来

记者记者：：您说自己只是一家文化机构的您说自己只是一家文化机构的““看看

门人门人”。”。故宫在您眼里是一家怎样的文化机故宫在您眼里是一家怎样的文化机

构构？？您又打算怎么看好它的大门您又打算怎么看好它的大门？？

单霁翔单霁翔：：故宫旧称紫禁城故宫旧称紫禁城，，自明永乐皇帝自明永乐皇帝
于于 14201420 年建成至今年建成至今，，已有将近已有将近 600600 年历史年历史，，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
建筑群建筑群，，也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作
为明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清两代的皇宫，，共有共有 2424 位皇帝在此居位皇帝在此居
住住。。故宫博物院就是在明清皇宫故宫博物院就是在明清皇宫（（紫禁城紫禁城））及及
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博物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博物
馆馆。。

成立成立 9090 年来年来，，故宫博物院为保护故宫博物院为保护、、传承传承、、
传播传播、、研究故宫文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研究故宫文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
作作，，但有的观众把故宫博物院仅仅当成是旅但有的观众把故宫博物院仅仅当成是旅
游景点游景点，，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当观众踏入午门正门当观众踏入午门正门，，一一
段奇妙的博物馆之旅已经开始段奇妙的博物馆之旅已经开始。。

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件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件““文物文物””就是古建筑就是古建筑
群群。。106106 万平方米的用地和万平方米的用地和 90009000 余间房屋余间房屋，，
构成了故宫博物院独一无二的博物馆空间格构成了故宫博物院独一无二的博物馆空间格
局局。。故宫每年设置约故宫每年设置约 4040 个左右的展览个左右的展览，，每年每年
展出文物在展出文物在 11 万件左右万件左右。。目前目前，，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
还在不断开辟新的展厅还在不断开辟新的展厅，，增加展示文物的数增加展示文物的数
量和质量量和质量，，提升展览效果提升展览效果。。

我自我自 20122012 年年初来到故宫博物院年年初来到故宫博物院，，成为成为
一名真正的一名真正的““故宫人故宫人”。”。有的朋友问我有的朋友问我，，俗话俗话
说新官上任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你的你的““三把火三把火””准备从准备从
哪里烧起哪里烧起？？我告诉他我告诉他，，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木结构古建筑群大的木结构古建筑群，，故宫保护最怕故宫保护最怕““火火”，”，所所
以我一把以我一把““火火””也没有也没有，，好在我的名字里有好在我的名字里有

““雨雨”，”，我倒准备好我倒准备好““水水””了了。。虽然是开玩笑虽然是开玩笑，，我我
的意思是的意思是，，做好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做好故宫博物院的工作，，首要的责首要的责
任是确保安全任是确保安全。。

故宫的木结构建筑故宫的木结构建筑、、文物藏品都具有极文物藏品都具有极
高的综合价值高的综合价值，，这里又是接待观众任务最为这里又是接待观众任务最为
繁重的博物馆繁重的博物馆，，因此无论安防工作因此无论安防工作，，还是消防还是消防
工作工作，，都存在复杂性和严峻性都存在复杂性和严峻性，，保护任务极其保护任务极其
繁重繁重。。防火防火、、防盗防盗、、防踩踏防踩踏、、防突发事件防突发事件，，这些这些
永远是我们头上的永远是我们头上的““紧箍咒紧箍咒”。”。

20122012 年年 55 月月，，故宫博物院通过文化部向故宫博物院通过文化部向

国务院提出开展国务院提出开展““平安故宫平安故宫””工程的建议工程的建议，，以以
彻底解决故宫存在的火灾隐患彻底解决故宫存在的火灾隐患、、盗窃隐患盗窃隐患、、震震
灾隐患灾隐患、、藏品自然损坏隐患藏品自然损坏隐患、、文物库房隐患文物库房隐患、、
基础设施隐患基础设施隐患、、观众安全隐患等观众安全隐患等 77 大安全问大安全问
题题。。该工程该工程 20132013 年年 44 月实施后月实施后，，至今七个子至今七个子
项目均有进展项目均有进展。。

我认为我认为，，故宫既是北京的故宫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也是全国的，，
还是世界的还是世界的；；故宫既是过去的故宫既是过去的，，也是今天的也是今天的，，
还是未来的还是未来的。。她从历史中走来她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健康地还要健康地
走向未来走向未来。。

记者记者：：20202020 年就是紫禁城建成年就是紫禁城建成 600600 周年周年

纪念纪念。。55 年之后的故宫会是什么样年之后的故宫会是什么样？？您希望您希望

后人如何评价您这一代故宫人后人如何评价您这一代故宫人？？

单霁翔单霁翔：：延续和发展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延续和发展故宫博物院的事业，，
让故宫文化感染更多公众的心灵让故宫文化感染更多公众的心灵，，是每一位是每一位

““故宫人故宫人””的责任所在的责任所在。。紫禁城建成紫禁城建成 600600年之年之
时时，，对故宫博物院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对故宫博物院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
份份，，两项史无前例的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两项史无前例的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故宫整体修缮故宫整体修缮””工程和工程和““平安故宫平安故宫””工程工程
都将完成规划目标都将完成规划目标，，使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使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
稳定的健康状态稳定的健康状态。。同时同时，，我们还将完善学术我们还将完善学术
研究中心和建立科技保护平台研究中心和建立科技保护平台，，实现学术研实现学术研
究成果不断涌现和专业人才不断汇聚究成果不断涌现和专业人才不断汇聚；；全面全面
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
行列行列。。

这些目标和愿景总结起来这些目标和愿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这
一代故宫人的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故宫梦”，”，也是希望百年以后也是希望百年以后
世人能够给予的评价世人能够给予的评价：：保护故宫古建筑群保护故宫古建筑群、、文文
物藏品物藏品、、观众平安观众平安，，实现实现““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把壮美的紫禁城完
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提升博物馆专业化提升博物馆专业化
功能功能、、发挥博物馆社会职能发挥博物馆社会职能，，实现从实现从““故宫故宫””走走
向向““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

新故宫新故宫 新故事新故事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文物保护、、展览陈设展览陈设、、观众服务观众服务、、文文

化传播都是职责所在化传播都是职责所在

记者记者：：正在展出的正在展出的《《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特展堪称特展堪称

史上最热展览史上最热展览。。坐拥无数宝贝的故宫如何才坐拥无数宝贝的故宫如何才

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期待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期待？？

单霁翔单霁翔：：最近最近，，故宫博物院向社会呈上了故宫博物院向社会呈上了
包括包括《《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特展在内的特展在内的 1818 场精彩的展场精彩的展
览览，，让更多观众同享文化盛宴让更多观众同享文化盛宴。。

随着故宫整体修缮工程的进展随着故宫整体修缮工程的进展,,故宫博故宫博
物院的开放区域由物院的开放区域由 20022002 年的年的 3030%%，，目前已目前已
经增加到了经增加到了 5252%%。。这项工作我们还要继续推这项工作我们还要继续推
进进，，一是扩大开放面积一是扩大开放面积，，今年将陆续开放五个今年将陆续开放五个
新的参观区域新的参观区域，，开放区域比例将由目前的开放区域比例将由目前的
5252%%达到达到 6565%%；；二是举办系列展览活动二是举办系列展览活动，，带给带给

观众更震撼观众更震撼、、完整的参观体验完整的参观体验。。
其一其一，，将开放慈宁宫将开放慈宁宫、、慈宁宫花园和寿康慈宁宫花园和寿康

宫所在的西部区域宫所在的西部区域。。比如比如，，慈宁宫区域将作慈宁宫区域将作
为雕塑馆进行展览布置和陈设为雕塑馆进行展览布置和陈设，，展出约展出约 400400
件雕塑文物件雕塑文物，，年代跨度从战国跨越到清朝年代跨度从战国跨越到清朝。。

其二其二，，将故宫东华门作为古建筑馆将故宫东华门作为古建筑馆，，专门专门
展示壮美的古代建筑群和精美的古建文物藏展示壮美的古代建筑群和精美的古建文物藏
品品。。观众还可以登上东华门城楼观赏故宫古观众还可以登上东华门城楼观赏故宫古
建筑群建筑群，，并开放东南一段城墙并开放东南一段城墙，，使观众能够从使观众能够从
东华门城楼出发东华门城楼出发，，沿着城墙向南参观沿着城墙向南参观，，经过东经过东
南角楼向西到达午门—雁翅楼展厅南角楼向西到达午门—雁翅楼展厅，，这样大这样大
约可以参观紫禁城约可以参观紫禁城 11//66 左右的城墙左右的城墙，，使观众使观众
获得难得的文化体验获得难得的文化体验。。特别是以往人们只能特别是以往人们只能
远远眺望紫禁城角楼的精美绝伦远远眺望紫禁城角楼的精美绝伦，，将来可以将来可以
近距离观赏这一经典文物建筑近距离观赏这一经典文物建筑，，还可以进入还可以进入
内部仔细参观内部仔细参观。。

其三其三，，整体改造完成后的东整体改造完成后的东、、西雁翅楼展西雁翅楼展
厅将与午门展厅组合成为故宫博物院面积最厅将与午门展厅组合成为故宫博物院面积最
大大、、功能最全功能最全、、规格最高的现代化展区规格最高的现代化展区，，也是也是
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博物馆展厅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博物馆展厅，，居高临下居高临下，，气气
宇轩昂宇轩昂。。

其四其四,,端门是观众参观故宫博物院的第端门是观众参观故宫博物院的第
一站一站。。故宫博物院拟将端门建成一座数字展故宫博物院拟将端门建成一座数字展
厅厅，，把院藏珍贵文物中较为脆弱难以展出的把院藏珍贵文物中较为脆弱难以展出的
文物文物、、或实物展览中难以表达的内容以数字或实物展览中难以表达的内容以数字
形态呈现给观众形态呈现给观众，，以新媒体互动手段满足传以新媒体互动手段满足传
统文化的传播需求统文化的传播需求，，同时又保障了文物安全同时又保障了文物安全，，
更可以激发观众对实体文物的兴趣更可以激发观众对实体文物的兴趣。。现在可现在可
以看到第一期数字大展的主题为以看到第一期数字大展的主题为““故宫是座故宫是座
博物馆博物馆”，”，其中包含其中包含““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
院院”“”“紫禁集萃紫禁集萃··故宫藏珍故宫藏珍”“”“紫禁城紫禁城··天子的宫天子的宫
殿殿””三大区域三大区域，，通过完整的参观流线通过完整的参观流线，，从故宫从故宫
历史历史、、馆藏馆藏、、建筑三个方面向观众简明扼要地建筑三个方面向观众简明扼要地
介绍介绍““故宫是什么故宫是什么”“”“故宫有什么故宫有什么”“”“来故宫看来故宫看
什么什么”。”。

故宫博物院的事业是永远的事业故宫博物院的事业是永远的事业，，我们我们
希望通过希望通过““平安故宫平安故宫””工程工程、“、“故宫整体修缮故宫整体修缮””
工程和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和周边环境整治，，将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将一个壮美的紫禁城
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600年年。。

记者记者：：这两年故宫的文创产品和新媒体这两年故宫的文创产品和新媒体

开发工作颇有亮色开发工作颇有亮色。。古老的故宫如何看待新古老的故宫如何看待新

媒体的冲击媒体的冲击，，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单霁翔单霁翔：：故宫博物院在文化产品研发上故宫博物院在文化产品研发上，，
不断增强研发水平不断增强研发水平、、丰富内容丰富内容、、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将将
优秀传统文化与公众需求优秀传统文化与公众需求、、时尚趣味相结合时尚趣味相结合，，
让更多观众让更多观众““把故宫文化带回家把故宫文化带回家”。”。

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故故
宫博物院成功推出了系列故宫文化创意新产宫博物院成功推出了系列故宫文化创意新产
品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一经推出一经推出
便广受好评便广受好评。。故宫娃娃故宫娃娃、、朝珠耳机朝珠耳机、、手机壳等手机壳等
具有具有““萌萌””这一特征的文创产品获得诸多美这一特征的文创产品获得诸多美
誉誉，，一度缺货一度缺货；；20152015 年度年度《《故宫日历故宫日历》》成为各成为各

大书店的畅销书大书店的畅销书，，经历了多次加印经历了多次加印，，总发行量总发行量
达到了达到了 2323 万册万册，，丰富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创意的设创意的设
计将厚重的故宫文化传递给大众计将厚重的故宫文化传递给大众；；五款五款 AppApp
应用逐个发布应用逐个发布，，形成系列形成系列，，让让““故宫出品故宫出品””成为成为
精品的代表精品的代表，，雅致的雅致的《《胤禛美人图胤禛美人图》《》《韩熙载夜韩熙载夜
宴图宴图》，》，萌萌的萌萌的《《紫禁城祥瑞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皇帝的一天》，》，
内涵丰富内涵丰富、、实用的实用的《《每日故宫每日故宫》，》，都是品质精都是品质精
良良，，寓教于乐寓教于乐，，获得了很多用户的美誉获得了很多用户的美誉。。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公益也是公益
性的文化机构性的文化机构，，文物保护文物保护、、展览陈设展览陈设、、观众服观众服
务务、、文化传播等都是故宫博物院的职责所在文化传播等都是故宫博物院的职责所在，，
都需要全体故宫人努力做好都需要全体故宫人努力做好、、不断提升不断提升。。

更开放更开放 更自信更自信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与我们与

全世界共分享全世界共分享

记者记者：：提到故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台北提到故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台北

故宫故宫。。两岸故宫除了比房子两岸故宫除了比房子，，比宝贝比宝贝，，交流互交流互

动的情况如何动的情况如何？？您认为两岸故宫应该是什么您认为两岸故宫应该是什么

样的关系样的关系？？

单霁翔单霁翔：：自自 20092009 年年，，两岸故宫院长首次两岸故宫院长首次
实现互访实现互访，，并达成建立合作并达成建立合作、、展览交流展览交流、、人员人员
互访互访、、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八项共识八项共识””以来以来，，两两
岸故宫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高层来访和沟通岸故宫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高层来访和沟通，，
共同制定双方未来合作方向共同制定双方未来合作方向，，两岸故宫交流两岸故宫交流
的新局面从此打开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目前目前，，双方的交流已发展到了机制化和双方的交流已发展到了机制化和
常态化的新阶段常态化的新阶段。。两岸故宫在传统管理方法两岸故宫在传统管理方法
上具有共同性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文物差异上又有互补在具体文物差异上又有互补
性性。。我们以我们以““八项共识八项共识””为框架为框架，，将合作的领将合作的领
域由展览和人员交流发展至科学研究域由展览和人员交流发展至科学研究、、图书图书
出版出版、、文创产品研发文创产品研发、、数字技术应用等领域数字技术应用等领域。。

两岸故宫今年也将合作或各自举办多个两岸故宫今年也将合作或各自举办多个
活动活动，，共同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共同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 9090 周年周年。。比比
如如，，目前双方已确定于今年目前双方已确定于今年 1010 月联合推出月联合推出

““郎世宁来华郎世宁来华 300300 年年
特展特展”，”，届时北京故宫届时北京故宫
博物院的博物院的 88 幅郎世宁幅郎世宁
作品将赴台参展作品将赴台参展，，包包
括括《《郎世宁画弘历射郎世宁画弘历射
猎聚餐图轴猎聚餐图轴》《》《郎世宁郎世宁
画果亲王允礼像册画果亲王允礼像册》》

《《郎世宁八骏图卷郎世宁八骏图卷》》等等
珍品珍品。。

两个分隔在海峡两个分隔在海峡
两岸的博物院两岸的博物院，，其藏其藏
品都主要来自清代宫品都主要来自清代宫
廷旧藏廷旧藏，，各有所长各有所长、、互互

为补充为补充，，可谓同根同源可谓同根同源。。两岸故宫血脉相连两岸故宫血脉相连，，
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所有中国人是所有中国人
的骄傲的骄傲。。另外另外，，两岸故宫都是向社会公众开两岸故宫都是向社会公众开
放的博物馆放的博物馆，，是公益性的文化机构是公益性的文化机构，，都在为如都在为如
何更好地保护何更好地保护、、研究与利用这些文物藏品研究与利用这些文物藏品，，更更
好地实现社会教育好地实现社会教育、、文化传播等职能而不懈文化传播等职能而不懈
努力努力。。加强两岸故宫的交往能够切实促进两加强两岸故宫的交往能够切实促进两
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感和归属感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感和归属感，，
并对两岸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效用和深远的并对两岸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效用和深远的
影响影响。。这不仅仅是两岸故宫人所期待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两岸故宫人所期待与欢迎
的的，，更是两岸民众的普遍愿望更是两岸民众的普遍愿望。。

记者记者：：目前故宫在国际博物馆界处于怎目前故宫在国际博物馆界处于怎

样的地位样的地位？？故宫将如何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故宫将如何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

力力？？

单霁翔单霁翔：：近年来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观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观
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20122012 年参观故宫年参观故宫
的人数就已经突破的人数就已经突破 15001500 万人次万人次，，比卢浮宫比卢浮宫、、
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
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藏品最为丰富的藏品最为丰富的
博物馆之一博物馆之一。。

依托丰厚的藏品依托丰厚的藏品、、扎实的研究水平扎实的研究水平，，故宫故宫
不仅举办各类涉外展览不仅举办各类涉外展览，，还经常支持国内兄还经常支持国内兄
弟博物馆举办展览弟博物馆举办展览，，每年组织参与境外展览每年组织参与境外展览
1010 余场余场，，境内展览境内展览 1010 余场余场，，年均展出文物近年均展出文物近
11 万件万件，，为全国以及世界各地观众了解故宫为全国以及世界各地观众了解故宫
藏品藏品、、故宫文化和中华文化提供了机会故宫文化和中华文化提供了机会。。

随着故宫博物院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随着故宫博物院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
加加，，与很多国际著名博物馆建立起长期稳定与很多国际著名博物馆建立起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的合作关系，，合作领域包括展览合作领域包括展览、、文物保护文物保护、、
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确立了故宫博物院在确立了故宫博物院在
国际博物馆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博物馆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国为我国
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后今后,,故宫博物院将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故宫博物院将以更加开放自信的
态度态度，，更加开阔活跃的思路开展对外交流工更加开阔活跃的思路开展对外交流工
作作，，充分发挥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充分发挥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
影响力影响力，，进一步加大进一步加大““走出去走出去””和和““请进来请进来””的的
力度力度，，更好地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大局服务更好地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大局服务，，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将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将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600年年
□ 佘 颖

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

佘 颖摄

1925年10月10日，皇帝住了数百年的紫禁城挂上了“故宫博物院”的牌匾。从1925年到2015年，故宫博物院走过了90个春秋，从明清两朝的天子居所转变为世界

上藏品最丰富、年接待游客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她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健康地走向未来。

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南沙河畔的西玉河，年内有
望动工再建一座“新故宫”。它的官方名称叫做故宫
博物院北院区，是“平安故宫”工程的主要项目。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建设，旨在解决故宫博物院
大量大型珍贵文物，例如家具、地毯、巨幅绘画、卤
簿仪仗等，因场地局限而长期无法得到有效修复和故
宫博物院大量文物藏品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展示的
问题。

选址西玉河，故宫方面经过深思熟虑。从历史上
看，皇宫在紫禁城之外寻找发展空间，大多选择在西

北郊地区，例如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
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组成的“三山五园”，均在
今日海淀区范围内。此次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选址也
秉承这一传统，选址在海淀区。

而且，故宫博物院在这里有一座昔日烧制琉璃建
筑材料的窑厂，利用这一历史遗址，依托海淀区“三
山五园”历史文化背景，建设故宫博物院北院区，既
可以节约建设用地，又可以为故宫博物院未来发展预
留更大的空间，同时还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的社会文化
发展。

建成后，故宫博物院北院区文物展厅展出文物
数量，将数倍于故宫博物院目前展出文物的数量，
组成主题鲜明的系列展览，不断为观众呈献精品陈
列，计划每年接待观众不少于 300 万人次，将有效
缓解故宫博物院的观众接待压力。故宫博物院北院
区内还将进行园林景观建设，为观众展示宫廷珍贵
植物花卉养殖技艺。同时，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建成
以后，将与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等世界文
化遗产组成重要文化旅游线路，丰富广大民众的文
化生活。

再建一座“新故宫”
□ 若 瑜

“营造之道——紫禁

城建筑艺术展”中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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