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1 万件，是我国已被定级珍贵文
物的总数，这些珍宝散藏在全国各地。
然而，其中的 168 万件却集中在一个博
物院内，那就是故宫。

“如果按现在的展览速度，所有藏品
都展一圈需要多长时间？913 年。”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开玩笑说。现在故宫
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受场地限制，展出
藏品数量太少了。

紫禁城的规模自然无法变更，如何
让更多的珍贵文物精彩亮相？故宫人动
足了脑筋，兴建新院区、开发虚拟展馆，
甚至让藏品走出故宫、走进寻常百姓
家中。

探秘北院区

放眼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非故宫莫属。在采取人流限制之前，故
宫年接待参观人数比卢浮宫、大英博物
馆等世界级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之多。
这让近 600年“高龄”的紫禁城和馆藏历
代珍宝承受着巨大的安全压力，成了故
宫人头上的“紧箍”。

扩大开放面积、增设展览场次、预约
售卖门票、设立主题免费日⋯⋯尽管故
宫不断地内部挖潜，但是，面临巨大的观
众数量和浩如烟海的藏品，这些举措仍
难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弥补不足，我们最终选择建一
个新的博物馆，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北院
区。大约到 2020 年，就可以与大家见
面。”单霁翔说，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主
要功能是作为大型文物保护修护中心和
博物馆展厅。

故宫北院区距离故宫 25 公里，位于
海淀区北部的西北旺镇西玉河村，占地
62 公顷，规划建筑总面积达 12.5 万平方
米，略超过故宫现有开放面积。建成后，
这里将主要承担两大任务。

首先，北院区最主要的功能是文物
保护修复。“现在受面积限制，故宫的很
多文物都没有修复空间，尤其是大型珍
贵文物，例如家具、地毯、巨幅绘画、卤簿
仪仗等。北院区将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
问题。”据单霁翔介绍，北院区不仅将设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同时还会将“我在故
宫修文物”的传统技艺现场展示给公
众。其次，便是开设大量的展览。据悉，
北院区建成后将拥有 60000 平方米的
展览面积，相当于一座大型博物馆。一
些大型主题展览将可以系统安排，以实
现其应有的震撼力、影响力。

“我们今后修复文物一定不是关门
修文物，而是要把整个修复过程展示给
观众。观众可以看到每件文物今年修到
这、明年修到那的全过程。同时，我们再
办展，也不再是精品的简单陈列，而是要
充满故事情节的、主题鲜明的、具有震撼
力的展览。”单霁翔说。

此外，单霁翔还透露，在福建厦门建
设的故宫博物院外国文物博物馆近期也
即将开馆。

展览不落幕

“《皇帝的一天》是故宫送给孩子们
的礼物，通过玩这个 APP，孩子们会发
现小皇帝也是蛮拼的。例如，早上 5 点
就得起来读书。还可以了解皇帝穿什么
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品，接触什么样
的人。”单霁翔颇为自豪地说，“网上评
论，故宫的 APP 每次出品，必是精品，我
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展览面积再大也是有限的，如何打
造永不落幕的故宫展览？先进的数字科
技带来了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今天越
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进入文化传播领域，
我们应该更多地运用这些新技术来加大
传播的效率。‘数字故宫’为故宫影响力
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例如，故宫网
站每天的点击率都超过了 100万次。”单
霁翔说。

“数字故宫”究竟是何模样？记者了
解到，故宫博物院用了 3 年时间，初步搭
建起一个以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为核心
和主入口，由官方网站群、微故宫建设、
APP 应用、多媒体数据资源等各种信息
构成，线上、线下互通互联的一站式聚合
平台。为观众提供便捷、全面的博物馆
数字资讯，并具有在线讨论、分享、沟通
等功能的“数字社区服务”。

目前，故宫已推出了 8 款 APP，除
《皇帝的一天》以外，还有《胤禛美人图》
《紫禁城祥瑞》《韩熙载夜宴图》《每日故
宫》《清代皇帝服饰》《陶瓷馆》《故宫展
览》。其中，既有寓教于乐的游戏类应
用，也有雅俗共赏的应用，还有以 3D 渲
染为亮点的清宫服饰欣赏类应用，更有
基于书画作品的富媒体交互类应用，款
款都成了口碑产品。

“我认为今天最好的数字博物馆，就
是我们故宫博物院。”单霁翔说，在数字
博物馆中，不仅利用了最高新的技术，更
关键的是，每一个内容都是挖掘故宫文
化气息的、承载中华文化内涵的。他举
例说道：“比如我们制作了故宫的数字绘
画，在做写生珍禽图时，我们请科学院动
物所的老师，配上了每个鸟的真实叫
声。点击这个鸟，鸟就可以飞，可以吃东
西。再进一步点击，还可以知道它的羽
毛、构造。此外，特别要提的是虚拟现实
剧场，我们制作的 VR 影片在循环播放，
非常震撼。”

带故宫回家

耳戴“朝珠耳机”，肩背“宫门书包”，
手举“故宫雨伞”⋯⋯为了留住故宫的气
息，恋恋不舍地游客总是会选择几样“故
宫出品”带回家，让自己的生活起居都能
够带有故宫元素和文化气息。正是在这
种情愫的支撑下，近两年来故宫的文创
产品着实火了一把。

为什么会火？单霁翔认为：“文创研
发一定要‘接地气’‘开脑洞’，研究人们
生活中需要什么。”事实上，故宫的文创
产品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 60 多年
前，故宫就开始销售很多文物复制品，

并开发出了书画系列、瓷器系列、铜器
系列、木器系列、钟表系列等复制品。
但是，其销售成绩和影响力都很一般，创
意二字更是无从体现。不过，近两年来
故宫本着接地气、开脑洞的创新精神，引
入了优秀的创意设计团队，开发出了数
不胜数的文创产品。

实用，是接地气最首要的表现。单
霁翔说：“我们研发了一些实用性强的产
品，比如故宫元素的手机壳、正大光明的
充电器、瓷芯耳机，还有我们的如意拖
鞋、四季雨伞等等。”

文化，是故宫产品的核心要素。“故
宫开发文创产品一定要以藏品研究成果
为基础，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

单霁翔介绍道：例如我们可以从金色的
龙袍中提取一些信息，添加到文创产品
中；可以从书画作品中精炼出某个场景，
做成弘历骑射的领带；可以把陶俑的形
象做成瓶塞，插在酒瓶上⋯⋯

“今年故宫文创馆会有一个更大的
改变，就是人们不用进故宫博物院、不用
买门票，也能直接进入文创馆。”单霁翔
透露道：神武门外的两侧，两排长长的围
房过去是办公场所，现在做成了文创馆，
预计今年夏天前就会开馆。

正是这些精彩、独特的文化创意，让
故宫文物“活了起来”，从昔日的“皇家
禁地”走向“大千世界”，进入每一个寻
常百姓家。

近日，家住湖北宜昌市万达小区的罗奶奶带着
一个人匆匆来到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公桥支行，刚坐到柜台前，罗奶奶就迫不及待地要求
将自己 11 万元存款取出交给身边随行男子。出于
职业的本能，银行工作人员观察到该男子有些心神
不宁，遂一边拖住罗奶奶一边派人通知所在社区金
融服务网格员。网格员很快赶到现场，经过进一步
沟通摸底，发现该男子企图行骗，准备将某种营养品
推销给罗奶奶谋取暴利。由于网格员此前在入户调
查时熟悉罗奶奶的家庭情况，因此一边劝说罗奶奶
一边打电话联系其亲属。在银行客户经理、金融服
务网格员及亲属的联合开导下，罗奶奶最终识破骗
局，避免巨大损失。

像这样的网格化金融服务案例在当地还有很
多，金融服务的不断下沉，进一步保证了金融安全和
社会稳定。

金融服务网格化作为一项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
创新模式，在湖北已试行两年。这是银行业机构借
鉴地方政府已有的网格化管理，借助政府网络化综
治信息平台，将社区和乡村的综治网格重新划分成
若干金融网格，每一个金融网格至少设置一个网格
化工作站，包含一个或多个综治网格，并将银行业
机构金融服务资源均衡配置于各个网格中，以此促
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问题。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湖北省已累计建立网格化
工作站 24239 个，覆盖了 3729 个城镇网格和 2.05 万
个乡村网络，全省网格覆盖率和建档面达 88.95%和
80.89%以上，大幅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也为
基层百姓提供了便捷的金融服务。

银行通过实施金融服务网格化加大金融产品的
创新力度，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让百姓共享
金融“甘霖雨露”。

“金融服务进网格，实现了普惠、公益、精准的目
标，农民取款不出村，贷款也得到了大幅提升。通过
网格员宣传金融知识、防范金融诈骗，还能精准服务
各类群体。”湖北省银监局局长赖秀福表示，社区网
格员也是银行社区兼职员，社区居民的金融服务需
求，都可以通过网格实现登记，银行的产品也由网格
员负责向社区居民宣传。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网
格里都有自己的责任，从城市到乡村每个格里都有
金融服务。

在武汉从事种子经营的吴某，多年来诚实守信，
种子合格率高，业务规模逐年扩大，但受农业周期
长、资金回流慢、公司流水不足等因素困扰，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银行融资渠道，只有从小额贷款公司
等渠道以高成本融资。不久前，吴某抱着试试看的
心理在金融服务网格内的光大银行武汉锦绣龙城社
区银行登记了信息。随后，该行通过网格化管理信
息平台调取了吴某的贷款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并
通过平台查询了其个人身份、家庭状况等基本信息，
之后安排客户经理联系社区网格员对吴某上门调
查，深入了解贷款用途和需求。吴某没想到，从申请
到获得 196 万元的助业贷款仅用了一周时间，解决
了他这个小企业的融资大难题。

事实上，在小微客户觉得融资难融资贵，银行
认为优质小微客户难以寻觅，小微企业贷款营销艰
难的大环境下，现实中却是小额贷款公司生意兴
隆、民间融资蓬勃发展的另一番景象，其原因在于
银行与小微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服务
覆盖面窄、深度不足。通过金融服务网格化管理，
有效缩短了银行与客户间的距离，从细分的网格中
全面获取客户信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基层金融的
供需矛盾。

不过，目前金融服务网格化在实践中也存在一
些困难。如，社区网格内的兼职网格员金融知识不
足，金融服务网格化布局的重叠与遗漏，基层社会综
治和金融服务难融合等。对此，赖秀福表示，下一步
将加强对网格员的金融知识培训，进一步落实金融
网格化在欠发达社区的落地，加强与政府网格化管
理中心合作，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实现金融与社会
治理的有机融合，使金融网格化工作有章可循，有
绩可表。

走进首都博物馆三层展厅，接过盖
好“养心殿宝”印章的免费门票，几步之
遥，就“穿越”到了那座住过 8 位清代帝
王的最高权力中心。

迎面是中正仁和殿，雍正手书的“中
正仁和”匾高悬头顶，气象威严；朝西走，
是藏了无数书画珍宝的三希堂，明窗之
下，一方小几，满壁瓶花姿态万千；往东
去，就是历经两度垂帘听政的东暖阁，一
袭纱帘前的紫檀宝座是此次首博养心殿
特展中品级最高的国宝级展品。

“我们对养心殿作了原貌陈列，走进
展厅就像走进养心殿一样。”首都博物馆
清史专家、科研部副研究员章文勇说。
据了解，故宫养心殿有 1100 平方米，首
博为这次特展制作了 1400 平方米的展
厅，以一比一的比例打造出“透明的养心
殿”。展厅力求原貌重现，每一件陈设都
严格遵从养心殿的式样，甚至在养心殿
前殿的复原中，包括壁纸色调等细节也
都保持了原貌。更令人惊诧的是，展览
积极采用了现代博物馆的展示语言，玻
璃幕墙替代了故宫的红墙，观众可以零
距离仔细观赏。

到了故宫，却没好好欣赏养心殿，是

很多人的遗憾。每年约 1500 万游客中
有 500 万人会参观养心殿，但因为条件
所限，养心殿只能开放 30%的参观面
积。“以前很多观众想看三希堂的样貌，
都要趴在窗户上使劲儿往里看。”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有点无奈地说。现在，
要看首博里的三希堂，则是 360 度无死
角，透过玻璃幕墙仔细打量着 4.8 平方
米的小书房，玉如意、铜暖炉、对联、瓶
花、文房四宝、《三希堂》法帖木匣、玉雕
摆件等都近在咫尺、毫发毕现。

“别看乾隆皇帝的书房仅有几平方
米，里面却收藏着很多古代书法珍品，
因 为 收 藏 了 晋 朝 大 书 法 家 王 羲 之 的

《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
王 珣 的《伯 远 帖》，所 以 得 名 三 希 堂 。
你看，桌上木盒里装的就是包括这三
件书法作品和很多书法作品的《三希
堂法帖》。”担任义务讲解员的李大爷
认真地给观众们讲解着。展厅内，像
李大爷这样胸前佩戴红色标牌的义务
讲解员还有好几位。

“摆驾”首博养心殿，除了建筑和室
内陈设的原貌重现，更吸引人的是 268
套珍贵文物，这些可都是几百年来第一

次走出紫禁城。昌化石“乾隆宸翰”方
印、铜镀金牛驮瓶花表、画珐琅勾莲五
供、铜镀金嵌珐琅六角钟、铜镀金镶嵌料
石累丝长方盆玉石石榴盆景⋯⋯各种珍
宝令人目不暇接。为保护好这些宝贝，
首博采用了不少新装置。如乾隆真迹临
曹知白《十八公图卷》展柜下就“藏”有专
供的新风系统，保持展柜内温度始终处
于 24摄氏度、湿度 52.2%的状态。

除了那些高大上的国宝，其实一些
小玩意儿更是有趣。如御膳房的火锅
可以把 5 种口味的小炖盅放进一个保
温大锅里，精致生活可见一斑；再如雍
正 给 河 南 巡 抚 田 文 镜 的 朱 批 复 制 品
上，赫然写着“朕就是这样汉子”。

最有意思的是，本来一板一眼的君
臣奏对也玩起了微信体，延续了故宫一
贯的卖萌创意。大屏幕上，滚动着一个
个微信对话框，主题是雍正在养心殿接
见一个要调往云南赴任的侍卫。“你到外
边要好生做官、教养士卒、操练兵马、少
吃空粮。”“奴才唯有竭尽驽骀，仰保皇
恩。”“你知道尽职就是了。”“奴才母亲
76 岁，云南万里长途，唯恐不能去。”雍
正一听，就很人性化地将这个侍卫改任

离家近的山东了。养心殿特展把这个历
史细节如此生动地拎出来，巧妙地改变
了观众对雍正帝刻薄寡恩的成见。

记者注意到，展厅里还开展了不少
有趣的课外活动。中国儿童中心美术班
组织了写生课，在很多展柜前都有小学
生凝神静气地对着展品画画；一家教
育机构还带着孩子们开展寻宝活动，
限时完成书法、玉器、钟表等各种指定
物品的寻宝任务。这些好玩儿的活动
拉近了故宫与小观众们的距离，让厚
重的历史文化不再高高在上。

首博的养心殿特展从去年 9 月份开
始，目前已经结束。故宫首次将养心殿
搬到首博展示，是因为养心殿从去年 8
月份开始了百年以来的首次大修。单
霁翔表示，养心殿区域内的建筑长期以
来没有系统地修缮保护，保存现状较
差，亟待系统整修，现在距离养心殿上
一次局部维修已过去了 35 年。本次修
缮完毕后，到 2020 年包括养心殿在内
的整座皇宫将重新开放。在修缮期间，
养心殿内的文物都不会闲着，故宫计划
举办四五次专题巡展，首博的养心殿特
展只是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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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城 “新”故宫
本报记者 李 哲

为了让更多的珍贵文物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故宫博物院动足了脑筋，兴建新院区、开发虚拟

展馆，甚至让故宫藏品走进寻常百姓家中——

小网格

大民生
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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