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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单霁翔 :

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
罗 屿

靳 晶

每当别人称单霁翔故宫“掌门人”时，他就会及时更正，说自己
是故宫的“看门人”。
在单霁翔看来，要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需要强化自
身的社会教育影响力，增强故宫文化传播力。

记 者：您曾发表题为《博物馆使命与文化公共权

色，即从故宫博物院的皇宫建筑和文物藏品出发，

益保障》的论文，认为博物馆应加速融入社会，

确定了宫廷原状与历史艺术的陈列体系。通过不

“博物馆文化大众化”是博物馆在新时代的使命。

断改进与发展，形成了拥有包括宫廷原状陈列、

在您看来，故宫博物院应如何加强与公众互动、

固定专题展馆和临时专题展览在内的完整展览体

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系。为进一步满足观众增长的文化需求，２０１５ 年

单霁翔：博物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传承

决定突出故宫博物院特色及优势，提升养心殿、

历史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丽景轩、皇极殿等原状陈列，逐渐改成书画馆、

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陶瓷馆、钟表馆、珍宝馆、石鼓馆、天府永藏展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等常设展览；根据研究成果凝练成重要选题，举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办系列专题展览。同时，为满足京外、全国，乃

的文字都活起来。

至世界观众的需求，故宫博物院赴国内文物博物

故宫博物院对“让文物活起来”的理解就是，
在保护好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深度挖掘

文化特色的展览，获得广泛好评。

文物资源，促成文物保护成果创造性转化，以汇

社会教育是现代博物馆的重要职责，要成为

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世界一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需要强化自身的社

和时代精神，同时代表中国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

会教育影响力，增强故宫文化传播力。故宫博物

成为服务于大家的故宫、走向世界的故宫。

院的社会教育拥有“故宫知识课堂”、动手教育

为优化文化传播职能，故宫博物院通过御花

等品牌活动，特别是穿朝珠、手绘龙袍、集字、

园环境改造提升，在端门广场及院内增设座椅，

堆秀、结彩、包粽子、传拓等动手教育颇受孩子

开展室内外环境清理等措施优化开放环境；通过

及其家长喜欢。面向北京市民、京外民众的讲座

试行年票、单日内限分流、主题日免费日参观等

活动，面向中学校长的中华传统高级研修班，面

限流分流方案，平衡淡旺季观众流量分布，改善

向中小学书法教师的培训，融入中小学课堂的教

观众参观体验，着力提升陈列展览、社会教育、

育项目等皆在持续进行。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在

文化创意产品的品质。

实施将太和门广场西侧作为常态化的社会教育场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展览从建院之始就独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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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机构、赴国外博物馆等举办了一系列具有故宫

地。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项目，人们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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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宫博物院的刻板认识，加深了对故宫及其文

“紫禁城”文化产品品牌，坚持延续文物藏品的

化的了解。

鲜活生命，传递博物馆的文化信息。

记 者：近些年，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故宫博物院

记者：您在之前一次《故宫的世界，世界的故宫》

的变化。从展陈方式到传播方式，如文创产品开

演讲中提到，“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首先

发，《胤禛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的 ＡＰＰ

要提升故宫的展览，并提到“有尊严的展示方

上线、《每日故宫》手机应用上线、《皇帝的一天》

式”，该如何理解文物的尊严？

等，都让故宫展现出古老文化的鲜活魅力。在您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作为文化身份多重的世界文

看来，博物馆市场营销的必要性和原则是什么？

化遗产和世界著名的综合博物馆，经历了 ６００ 年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始终坚

风雨，宏伟的古建筑群和数量巨大的文物藏品需

持开放性、公益性 ， 以传播传统文化为己任，尽

要不断得到最为严格和细心的保护，需要保护它

最大努力为每一位到访的观众提供优质服务，让

们的尊严。

他们感受到故宫文化的丰富与深邃。这也是故宫
博物院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持续 ７ 年的大规模藏品清理工作，使故宫博
物院的馆藏文物数量从 １００ 万件，增加到 １８０ 余

博物馆作为文化公益事业，始终把社会效益

万件，每一件实物和目录准确对应，第一次向

放在首位，当然也不放弃合理合法的经济效益。

国家、向社会交上一份翔实、准确的文物账目；

这种理念是由博物馆的本质所决定，并受实现条

历时十多年的故宫古建筑整体修缮工程，从午门

件的制约。实践证明，博物馆在不影响核心使命

到神武门，让绝大多数古建筑保持健康的状态；

完成的情况下，根据博物馆各自特点，开展适当

２０１３ 年开始试行周一半天闭馆，到 ２０１４ 年正式

的与博物馆主题密切结合的文化产品研发与营销

实行周一全天闭馆，让“连轴转”的紫禁城和文

项目，对于博物馆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为观众

物藏品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间，大量的建筑维护

提供优质服务均会起到积极作用。

和展厅文物保养工作在闭馆日紧锣密鼓地展开；

对于博物馆来说，文化产品研发与营销是一

通过禁烟、禁打火机“入宫”，到开放区内禁止

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对博
物馆的运营和发展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同时也可能使博物
馆面临商业化的威胁。因此，
博物馆在开展文化产品研发与
营销过程中，要牢记基本使命
和任务，把握正确的理念和尺
度，坚守基本道德底线，确保
自身的非营利性不受挑战。在
文创产品研发的事业中，故宫
博物院坚持公益性第一的主导
思想，深刻挖掘故宫藏品蕴含
的文化价值，研发适合观众需
要的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产品
的载体实现“把故宫带回家”。
故宫博物院努力维护“故宫”、

10 月 8 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邀请媒体参观即将于 10 月 10 日正式对观众开放的四大区域。
图为单霁翔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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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辆驶入，包括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

院实行分流限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今年推进

内的贵宾，均能够步行进入故宫开放区域，使观

刚性限流打下了基础。

众安全得到保障，也使世界文化遗产更加拥有尊

科学合理地评估故宫博物院观众承载量，建

严；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获批的“平安故宫”工程，针对

立科学的观众引导和管理体系，保证参观的舒适

故宫博物院目前亟待解决的七大安全隐患，七大

度和故宫文化遗产安全，是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努

项目已经全面启动，每个阶段性成果的收获，都

力的重要课题。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已经

为故宫博物院多添了一份安全，向“平安故宫”

逐步建立完整的监测信息平台，在多年研究与数

又迈进了一步。还有每天都在进行的古建筑岁修、

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接待观众工作经验、

零修，文物展品的保养、维护和修复等工作，都

故宫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独特性、观众参观的规律

是为了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紫禁城和院藏

性，在以安全为前提、以观众为本的原则下，故

文物保持健康状态，维护它们应有的尊严。

宫博物院初步界定单日接待观众人数上限为 ８ 万
人次，以实现文物安全、观众满意、参观有序、

记 者：为了把旺季故宫的观众控制在合理数字之

管理科学的目标。

内，故宫才提出多项限流分流方案广泛征求意

故宫博物院希望通过此次限流，突破当前安

见？我们看到，包括年票方案、淡季免费日方案、

全工作的最大“瓶颈”，进一步实现观众流量有效、

午后参观优惠方案、网络购票优惠方案。故宫提

科学管理，为提升观众服务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出这些方案是出于何种考虑？为何一次性提出如

希望社会公众能够对故宫限流给予持续关注和支

此密集的措施？

持，为故宫博物院长远、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平

单霁翔：故宫是有着近 ６００ 年历史的举世闻名的

安故宫”建设的目标与愿景，为“把壮美的紫禁

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是一座有着 ９０ 年历

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６００ 年”而努力。

史的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近年来，故宫博物院
每年接待观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２０１２ 年、

记 者：两岸故宫近年来做了哪些重要交流？建院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甚至分别达到 １５３５ 万、１４５６ 万、

９０周年之际，两岸故宫有哪些合作展出或共庆活

１５２５ 万人次，比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

动？

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人次，给服务接待和安全保

单霁翔：自 ２００９ 年，两岸故宫院长首次实现互

障工作带来了极大压力，实行限流分流已经迫在

访，并达成建立合作、展览交流、人员互访、学

眉睫。

术交流等方面的“八项共识”以来，两岸故宫一

目前，故宫博物院观众数量居高不下、淡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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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持着密切的高层来访和沟通，共同制定双方

季接待量严重失衡，旺季高峰人满为患，而且单

未来合作方向，两岸故宫交流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日内各参观时段观众流量分布严重不均，接待压

２０１３ 年，两岸故宫新任院长再次进行了互访，就

力之大、安全责任之重、面临问题之紧迫前所未

进一步的合作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更加密切了

有，需要以刚性措施合理限流，保证故宫“平安”。

两岸故宫的联系。目前，双方的交流已发展到了

故宫博物院去年试行了一系列分流限流措

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两岸故宫在传统管理

施。２０１４ 年，故宫博物院多次召开咨询会，问计

方法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文物差异上又有很强

于广大社会民众，广泛吸纳各方建议和意见，试

的互补性。我们以“八点共识”为框架，将合作

行了单日内分流、淡季“主题免费日”等一系列

的领域由展览和人员交流发展至科学研究、图书

措施。这些措施起到了逐步培养观众网上预约购

出版、文创产品研发、数字技术应用等领域。

票习惯的作用，也向全社会宣传了故宫博物院实

为迎接建院 ９０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故宫

行分流限流的决心，使更多公众理解了故宫博物

博物院将以一系列文化成果奉献给社会公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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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类文化活动贯穿全年。五大开放区域、１８ 项

承办，两岸专家将齐聚台北，就“故宫学”相关

展览都将一一与观众见面，开放面积进一步从目

研究课题进行学术探讨。另外，两岸故宫合作重

前的 ５２％ 增加到 ６５％，院内展览将达到展出文物

新编辑乾隆皇帝典藏善本古籍《天禄琳琅》书目

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形式最精彩的多个院史

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双方还在共同策划“两岸故

之“最”，形成以原状陈列为核心特色，精品常

宫网上展览”项目。

设展览为亮点，专题展览精彩不断，传统展陈与

两个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博物院，其藏品都主

数字效果相结合的展览格局，全面提升博物馆氛

要来自清代宫廷旧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可

围与展陈效果，努力实现从“故宫”走向“故宫

谓同根同源。两岸故宫血脉相连，代表了中华民

博物院”，让全面、完整、震撼的故宫文化盛宴

族文化的精髓，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另外，两

感染更多观众的心灵。

岸故宫都是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公益性

两岸故宫也将合作或各自举办多个活动，共

的文化机构，都在为如何更好地保护、研究与利

同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 ９０ 周年。比如，目前双

用这些文物藏品，更好地实现社会教育、文化传

方已确定于今年 １０ 月联合推出“郎世宁来华 ３００

播等职能而不懈努力。加强两岸故宫的交往能够

年特展”，届时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８ 幅郎世宁作

切实促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感和归

品将赴台参展。此次故宫博物院将出借的郎世宁

属感，并对两岸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效用和深远

作品包括《郎世宁画弘历射猎聚餐图轴》、《郎

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两岸“故宫人”所期待与欢

世宁画果亲王允礼像册》、《郎世宁八骏图卷》

迎的，更是两岸民众的普遍愿望。

等珍品。另外，将于 １１ 月举行“两岸故宫博物院
学术研讨会”今年是第五届，此次将由台北故宫

（转载自《小康》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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