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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

社会教育是现代博物馆的重要职责
罗屿

单 霁 翔 希 望 在 2020 年， 也 就 是
紫禁城建成 600 周年之际，故宫博物
院能跻身世界一流博物馆。从故宫到
故宫博物院，几字之差，却需要单霁
翔带领古老故宫实现跨越式转型。

六十一岁的单霁翔走路极快，旁人常要
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秘书周高亮是个大个
子，但同样也不例外。
自 ２０１２ 年初接掌故宫博物院至今，每个
工作日，单霁翔都要对故宫进行例行巡检——
他和周高亮从位于神武门西边的院长办公室
出门向西，沿红墙逆时针行走一圈，大约 ４ 公
里，用时 １ 小时。三年多时间，他们走遍了故
宫 ９０００ 多间房子。
给单霁翔做秘书不容易，至少得拿出和
他一样不知疲倦的拼命劲头。
但单霁翔看起来并不风风火火。相反，
他讲话时语速不快，声音不大，略带沙哑。单
霁翔的嗓音并非天生，而是因为肺部有过严重
感染。２００２ 年，西藏三大重点文物单位布达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
记，故宫博物院院长。2003 年入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读研究生，并
获工学博士。2014 年 9 月，荣获文物保
护专业内最高学术荣誉“福布斯奖”。

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维修工程开工。单霁
翔那会儿正感冒，但他说自己“不上去不行”，
结果发展成肺水肿。现在每到换季或是雾霾严
重，咳嗽就会找上门。
当年，从国家文物局调任故宫博物院，
外界将彼时的单霁翔称作“灭火队长”。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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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1 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对观众开放宝蕴楼、慈宁宫区域、午门 - 雁翅楼区域、东华门等四个新的区域，带给观众更加完整丰
富的参观体验。其中慈宁宫区域为后宫居所，包括寿康宫、慈宁花园和慈宁宫三处，均为 90 年来首次开放。

的故宫，正深处负面舆论的漩涡。在国人心中一

划为媒体、学校等讲座 ６００ 场，眼下，这个数字

贯庄严、凝重的形象大损。有人质疑，故宫制度

已然超出；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公开出版发行《故宫博物

建设、人员素质、功能定位方面多有欠缺，沉疴

院规章制度汇编》，公布了故宫博物院 １１４ 项管

由来已久，亟须反思与改变。

理规定，让每一位社会公众对故宫的藏品管理、

巨大的舆论风浪，让很多故宫人选择沉默。

运营管理，都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

上任之初的单霁翔也未立时回应，而是用一个月

益权；２０１４ 年单霁翔向公众公开故宫博物院“家

时间，走访调研故宫全部 ３２ 个部处，逐一拜访

底”——在册文物 １８０７５５８ 件（套），珍贵藏品

曾在故宫工作过的老院长、老专家。然后，他召

１６８ 万件，占全国博物馆系统 ４０１ 万件珍贵文物

开了作为故宫新掌门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至今，

的 ４２％，故宫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全部藏

仍有很多人记得这样的细节——单霁翔开场白便

品总目向公众公开的博物馆。

是：“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都知道故宫

除了公开透明，单霁翔也让古老故宫逐渐亲

的古建筑是木结构，最怕火，所以我一把火都没

民且与时俱进。２０１４ 年，包括朝珠耳机、“朕就

有，我名字里倒是有‘雨’。”

是这样汉子”折扇等在内的一系列故宫文创产品，
迅速在网上走红。素以严肃示人的故宫博物院，

“小”处着眼的“大”禁令
单霁翔任上三年，媒体明显感觉，他采取了
一种更为开放、积极的态度面对公众——他曾计

第一次有了“萌萌哒”的感觉。《胤禛美人图》、
《韩熙载夜宴图》系列 ＡＰＰ、《每日故宫》、《皇
帝的一天》，都让故宫展现出古老文化的鲜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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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进“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故宫文创专卖店，

开放区。“我在车上看着观众的表情，几乎是愤

也可以看到手机壳、充电器、电脑包、茶盖碗、

怒的。”当天下午，他召集会议，正式提出禁止

冰箱贴等一系列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黏合”的

机动车进入故宫参观区。“基本上大家遵守都很

商品。在单霁翔看来，这是故宫文创从“数量增长”

好，但外交部、公安部一度表示，外国元首坐车

走向“质量提升”，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到午门内开放区参观故宫，是几十年来的礼遇。”

故宫的转变，不仅外界有目共睹，深处红墙

但单霁翔不认同，“英国白金汉宫、法国凡尔赛

内的故宫人更是了然于胸。比如，他们的单院长

宫、日本皇宫，不管是谁去，都不准开车。”转

曾提出的，从小处着眼的几大“禁令”。

折点发生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那一天，奥朗

一是对所有员工实行“禁烟”。一旦发现一

德按故宫要求在午门前下车，单霁翔给他介绍午

例，就扣部门安全奖，一根烟影响整个部门收入，

门、介绍故宫。之后，总统带着女友穿过长长的

因此至今无人违规；二是对外“禁火”，把观众

门洞。“我和外交部人员说，那种感觉、那种震

的打火机、火柴一律挡在入口处，保证古建筑的

撼，才叫真正参观和感受传统文化，才叫礼遇。”

绝对安全，而收来的打火机则放在出口，观众离

继奥朗德后，所有国宾都步行进入紫禁城。例外

开时可自行领取。

只有印度总理辛格，“他年纪较大，８１ 岁了，两

２０１３ 年初，单霁翔又提出故宫开放区不允

步台阶都跨不上去。”即使这样，故宫也没有破

许有一片垃圾。“开始很难，我们的土办法就是

例，而是从钓鱼台调来电瓶车，解决了问题。“禁

捡。”单霁翔说，自己上任之初，每天在院内巡

止机动车驶入观众开放区，既有利于保证观众参

查时都沿路捡垃圾。之后，他号召所有员工都捡。

观安全，又有利于维护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应有

在他看来，当地上干干净净，人们是不会去污染

尊严。”单霁翔说。

的，而地上若有垃圾，其他人也会跟着扔。

除上述几“禁”外，２０１４ 年单霁翔提出“禁

在他看来，最难的还是“禁车”，即禁止机

草”，也就是屋顶瓦面上不能有一根草。因为草

动车穿行开放区域。单霁翔清楚地记得，自己上

在生长时，根部会让瓦片松动，导致漏雨，使木

任之初有一次接待任务，７ 辆车的车队穿越故宫

结构的古建筑梁架腐朽。后来也开始“禁噪音”，
不允许导游在开放区城内使
用扩音设备，以营造安静、
和谐的博物馆氛围。
“ 墙 壁 要 整 洁”， 是
单霁翔今年的目标。“故宫
古建筑有些墙体是残破的，
没有尊严。”故宫博物院已
着手整治两处“脏乱差”地
方，一是内务府旧址，二是
南大库，这两个地方长期施
工堆料，现在要恢复它们的
历史景观。除墙面外，单霁
翔对地面也有规划。故宫目
前仍有大量水泥地面、沥青
地面，预计用三年时间改成

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单霁翔说，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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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是 １７５０ 个井盖改造。“井盖原来都是圆圆

和人文环境的完整。

的，高出地面，走上去既不安全，景观也不好。”

按照故宫博物院的发展规划，两项史无前例

在单霁翔看来，就是要把这些类似“一个井盖”、

的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故宫整体修缮”

“一块墙皮”的小事做好，故宫才能看出大变化。

工程和“平安故宫”工程都将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届时，
红墙内 ９ 处办公地点全部迁出，紫禁城里也没有

文物有尊严，观众也要有尊严
单霁翔常提到“尊严”一词，比如在对故宫
９０００ 多间房子一一踏足后，他让一些久居“冷宫”

任何影响历史环境的现代违章建筑，故宫开放区
域也将从目前的 ５２％ 逐步升至 ８０％。
但单霁翔也知道，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有

的文物重获新生，被有尊严地对待：几十个院落

很多现实难题。比如，让他最苦恼的就是游客人

里散落的石刻构件，现在被集中到东华门附近的

数的上升，最多一天，故宫博物院接待了 １８ 万人

院落统一保护；几十间房子里堆放的门窗和箱子，

次。而大客流、超大客流等情况的频频出现，一

现在有了专门的库房，便于逐步清理和修复，为

次又一次考验着故宫的接待能力与安防水平。为

日后的陈列展示奠定基础……

此，故宫博物院开始在淡季试行针对教师、志愿

另外，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起，除法定节假日和暑
期外，故宫博物院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馆。在单
霁翔看来，长期以来连续开放，很多展厅不能及

者、大学生等群体的免费日，以期解决淡旺季游
客不均问题。
或许，要啃的“硬骨头”还有很多。单霁翔

时、彻底地维护修整，原状陈列的宫殿尤其如此。

就曾说过，故宫的文化身份极为特殊。一方面，

比如太和殿，地面金砖、地毯，殿内陈设的宝座、

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另一方

案几、陈设器物等均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专业的

面，它又是世界上文物藏品和文化资源最丰富的

保养和清洁。而闭馆为古建筑和文物争取了更多

博物馆之一，是当今世界上观众来访最多的博物

“休养生息”的时间。

馆。“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著名博物馆，

除了让文物有尊严，单霁翔认为，“还必须
让观众们同样有尊严地参观故宫。”
这种尊严感，体现在细微之处。比如旅游旺

两个文化身份集于一身，就要求故宫博物院应该
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既值得骄傲，又令人尊敬
的文化典范。”

季增加洗手间特别是女性洗手间的数量；比如增

至于努力的方向，早在上任之前，单霁翔在

加售票窗口，避免观众排起长龙；比如通过科学

一次关于故宫的讨论会上就表示，“博物馆的规

研究增加对文物建筑无害化照明，观众就无需把

模并不只在于馆室建筑、职工多少，更在于藏品

脸贴在玻璃上观看；比如增加座椅，不让观众席

的珍贵程度和丰富程度，在于文化传播能力和社

地而坐……

会教育功能。” 在他看来，故宫应“去公园化”，

每当别人称单霁翔故宫“掌门人”时，他总
习惯性更正，自己是故宫“看门人”。

加速融入社会，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满足公众的
文化需求，从而跻身世界一流公共博物馆。

而除了“尊严”一词，作为“看门人”，单

正是有这样的“故宫梦”，所以每个工作日

霁翔提及同样多的，就是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

的清晨，故宫人总会看到他们的“看门人”沿红

交给下一个 ６００ 年。（建成于明代永乐十八年，

墙一路巡检。

即 １４２０年的紫禁城，将在 ２０２０年迎来自己的 ６００

毕竟，从故宫到故宫博物院，只有几字之

岁生日）在他看来，“完整”包含三个方面：一

差，却需要单霁翔带领古老故宫从大战略与小细

是建筑的完整，即保持故宫 １０６ 万平米古建筑的

节处，实现跨越式转型与发展。

健康状态；二是文物藏品的完整，即 １８０７５５８ 万
件（套）文物藏品得到有效保护；三是观众参观

（转载自《小康》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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