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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故宫博物
院前任院长单霁翔的新书《我是故宫

“看门人”》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出版。作为紫禁城建成600周年的
献礼之作，书中，单霁翔首次披露了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文
创等许多“网红”故宫背后的故事，
讲述了自己在故宫“看门”期间如何
把一个“活”字写入故宫的大门，让
故宫文物走近人们生活。虽然单霁翔
与故宫朝夕相处了7年，却没有7年
之痒，始终与故宫难舍难分。在退休
后的一年里，他走南闯北，不知疲倦
地给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讲述故宫的故
事，他说自己与故宫的缘分未尽，只
有逗号没有句号。

让文物更有尊严

听过单霁翔讲座的人都熟悉他的
一句口头禅“让文物更有尊严”。
2012年，走马上任之初，他用了5个
月的时间走遍了故宫的 9371 个房
间。在对文物藏品清点整理中，他发
现大多数文物常年被锁在库房中，蓬
头垢面。当年周恩来总理特意叮嘱送
给故宫收藏的秦始皇兵马俑也是灰头
土脸躺在库房中，毫无尊严。

作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故宫
博物院拥有许多世界之最，它是世界
上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最珍贵的一
座宝库，拥有文物藏品180多万件，
其中珍贵文物就有168万余件。世界
各地的博物馆藏品几乎都是金字塔
型，即塔尖是镇馆之宝、珍贵文物，
塔身是量大面广的一般文物，塔底是
待研究的资料。而故宫的藏品结构却
是“倒金字塔”型，即珍贵文物最
多，占藏品总数的90%以上。但这些
珍贵文物 99%却被锁在库房里睡大
觉，展出的藏品不足1%。比如故宫
现存明清家具6200余件，年代从明朝
永乐年间到清朝宣统年间，数量为世
界之冠，其中尤以乾隆朝留存下来的
数量最多。这些珍贵家具自从被抬进
库房后就很少见过天日，不能通风，
不能修复，有的库房里的家具叠放了
11层，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

什么才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单
霁翔认为，把文物锁在库房中死看硬
守，这不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每一
件文物藏品都是有生命的，应该让它
们回到社会生活中去，呼吸新鲜的空
气，得到更好的呵护，只有被展示出
来，才会被精心地维修保养；只有被
观众欣赏，这些文物才更有尊严。

为了让文物回归人们的生活，也
为了让观众难得的“故宫文化之旅”
看到更多期待已久的珍贵文物，故宫
博物院开始寻求改变。通过维修古建
筑开辟新的展区，扩建新的展馆，举
办新的展览；清理临时建筑，拆除彩
钢房等办公用房，把工作人员从红墙
内迁出，还原室外景观；把越来越多
的文物藏品“请”出库房“移驾”到
展厅。一系列的举措“让收藏在禁宫
里的文物”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也
改变了以往参观故宫的观众“目不斜
视”沿着中轴线往前走的状况，大大

减缓了故宫中轴线的压力。
随着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物展览

的举办，引发了人们对观赏文物藏品
的热情。特别是2015年的“石渠宝笈
特展”和2017年的“千里江山——历
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社会上产生巨
大反响，成为“现象级的展览”，并衍生
出“故宫跑”这样的专有名词。

从“看门人”到“开门人”

近几年，来故宫游览的人们会发
现，“游人止步”的区域越来越少，
而开放的面积越来越多。2002年故宫
古建筑整体维修工程伊始，故宫的开
放面积仅有30%，2014年开放区域增
加到52%，2015年为65%，2016年扩
大到76%，到2018年，这个数字已接
近80%。古老的紫禁城一扇扇紧闭的
大门正逐渐向游人打开，包括慈宁
宫、寿康宫等一个个幽静、神秘的院
落次第跃入人们的眼帘。

据单霁翔回忆，寿康宫开放的
第一天就迎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
认为这是“甄嬛”住的地方。实际
上在寿康宫里居住时间最长的是乾
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她在这
里居住了42年，乾隆皇帝每天早晨
都会到寿康宫的东暖阁给母亲请
安。如今这里的家具、用具及其陈
设都恢复了原状，观众到此参观所
看到的室内情景与当年乾隆皇帝在
世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以往人们参观故宫最大的感受
就是“人多”，近年来，故宫已成为
全世界观众数量增长最快的博物
馆。2002 年观众数量已突破 700 万
人，到 2012 年，参观人数猛增到
1500万人，十年间翻了一番，成为
世界上唯一一座每年接待观众超过
1000万人的博物馆。仅2012年10月
2 日，故宫单日接待观众就达 18.2
万人，创历史之最。快速增长的观
众数量使 600 岁高龄的紫禁城古建
筑群及其文物藏品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也影响了参观者的良好体验。
为此，单霁翔上任之初，就设法破
解这一难题。如采取分时段网络预
约、每日限流 8 万人的“分”与

“限”；设立每周一的闭馆日、增加
开放空间的“闭”与“开”。这些

“以人为本”的措施有效地缓解了
“客流”高峰，提升了参观者的良好
体验，也增加了“回头客”，很多来
过故宫的观众，看到如今这里开放的
区域越来越多，举办的展览越来越丰
富，便再次走进故宫。

文化远在器物之上

紫禁城是明代永乐皇帝在1420
年建成的，今年正好是600年。如何
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
个600年，单霁翔一直在观察思考，
并付诸行动。在他看来，文物本身是
活的，岁月不会悄悄流过而没有痕
迹，只是缺少我们去发现；文物的价
值本身就在那里，也不应该由我们去
挖掘。即便我们还不具备历史知识积
累的时候，也应该保持这种好奇心去
贴近它们，这才能使文物获得应有的
尊严，文化远在器物之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经历了三
次大修。最近的一次大修是从2002年
开始的，这也是自1911年以来百余
年间，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
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被誉
为“世纪大修”。作为中国明清两朝
皇家的宫廷建筑群，故宫的建筑代表
了中国传统官式古建筑的最高成就，
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宫廷
面貌。

在单霁翔眼里，故宫的每一座古
建筑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它们的每
一次修缮，都应该成为古建筑维修保
护的典范，而不应作为一般的土木工
程来对待。故宫大修应该是研究性保
护项目，要承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
任。

2015年，在总结以往古建筑维修
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选择
了养心殿、乾隆花园、大高玄殿、紫
禁城城墙4项亟待维修保护的古建筑
群，启动了“研究性保护项目”试
点，探索古建筑维修保护新的实施机
制和传承方式。

如2015年，启动了“养心殿研
究性保护项目”。养心殿始建于明朝
嘉靖十六年（1537年），得名于《孟
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原
为皇帝正寝宫殿一侧的便殿，自雍正
皇帝起将其作为寝宫和日常理政中
心，养心殿几乎见证了清代雍正以后
历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研究清
代工艺美术发展及清代帝后理政和寝
居空间的珍贵史料。

在对养心殿开始维修前，先行对
其开展学术研究，从养心殿的历史沿
革到文化事件，从文物建筑到文物藏
品，从室外景观到室内环境⋯⋯故宫
各相关部门的上百名专业人员投入到

养心殿的维修保护前期研究，共立项
33个课题。在启动修缮的同时，专门
拍摄了纪录片《故宫新事》，让观众
全程了解养心殿大修的过程。据单霁
翔透露，大修后的养心殿开放区域将
从之前的17%增加到80%，届时，代
替以往的“隔窗欣赏”，观众将可以
走进室内近距离观赏珍贵文物。

2016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
物》纪录片在央视的热播，让故宫的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
这部纪录片详尽记录了故宫书画、青
铜、钟表、木器等稀世珍宝的修复过
程，展示了故宫殿堂级的“文物医

生”以及其神奇的“文物复活术”。
纪录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在

青年学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单霁
翔回忆，2017 年，有近 1.5 万人报
名，希望在故宫从事文物修复工
作，尽管故宫已将文物修复人员的
编制扩展为 200 名，但每年 20 名的
招收名额远远无法满足报名者的需
求。虽然多数年轻人不能圆文物修
复梦，但他们却成为故宫的忠实粉
丝。这也让单霁翔重新认识到古老
的紫禁城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原以为年轻学生喜欢蹦蹦跳跳、打
打闹闹的片子，没想到静静地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的文物修复这样的
片子也能打动他们。”也许吸引年轻
人的，除了文物修复师精湛的技艺
外，更多的是凝结在古老器物之上的
一代又一代专家的“匠心”，以及对
文物、对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敬畏
之心”。

单霁翔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工
匠精神”，600年的紫禁城才可以驻颜
有术、青春不老；也正是由于这种

“择一业，终一生”的匠心，才得以
实现“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
给下一个600年”的庄严承诺。

（题图为故宫初雪，本文图片摄
影高亮）

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600600年年
本报记者 梁杰

第第166166期期

⦾文苑

什么样的博物馆才是一座
好的博物馆？拥有大规模的馆
舍、丰富的文物藏品、数量不
断增长的观众，不是定义一个
好的博物馆的标准。

深入研究人们的现实生活
需求，深入挖掘博物馆的文化
资源，凝练出强大的文化能
量，不断推出引人入胜的展
览，不断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
到博物馆就在自己的身边，休
闲时间就会走进博物馆，走进
博物馆后流连忘返，回去以后
还要再来的博物馆，这才是一
座好的博物馆。

——单霁翔

故宫家具馆内景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瓶

记忆中的第一首歌不是“小鸭
子，嘎嘎嘎”，也不是“摇呀摇，摇到外
婆桥”，而是《东方红》。无数个黎明，
雄壮的歌声把我从酣睡中轰醒，伴着
家人与左邻右舍乒乒乓乓的“劳动进
行曲”。至今，一听到这旋律，我便仿
佛掉进童年的村庄，耳畔响起小院里
公鸡无力的喔喔啼。

印象比较深的第二首歌是《我
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夏夜里，二姐
和同村几个小姐妹，常到我家屋顶
晒台上乘凉，哼唱着最流行的电影
歌曲，像《知音》《角落之歌》《边
疆的泉水清又纯》等。那是1980年
左右，单调而贫困的乡下，这些抒
情歌曲（尤其是爱情歌曲），在彩色
影片的带动下，宛如一股春风，吹
进了这群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心海，
为她们的青春涂上了一层玫瑰色。
耳濡目染间，好些歌我也能唱。我
最喜欢的是电影《甜蜜的事业》中
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不
久，村里也放映了这部电影。当大
白幕布上，一对朝气蓬勃的男女在
蓝天下、花海里自由追逐时，于淑
珍甜美的歌声恰到好处地响起，给
少年的我一种强烈的冲击，仿佛瞬
间催熟了我的心灵。我对异性的朦
胧向往，从这一晚开始。

一次，去教师办公室拿作业
本，见到王老师的桌上放着一张用
粉红纸油印的歌谱，一面是《青年
友谊进行曲》，一面是《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我指着后者，问王老
师：“什么时候教我们唱这首歌？”
王老师一愣，又笑了笑，说：“不教
这首，教另一首。”我有点儿失落，
又有点儿不好意思，好像内心的秘
密给发现了。几天后，王老师果真
教全班唱《青年友谊进行曲》。王老
师是我们的算术老师，英俊，脾气
好，课上得好，还兼音乐课。王老
师和别的音乐老师不同，他不仅教
我们唱歌，还教我们识谱。王老师
唱歌好听，带着感情。那时，年轻
的他正和本村最漂亮、最有文化的
一名女赤脚医生谈恋爱。在村里，
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大概还算头一
遭，引得村民说三道四。很快，我
小学毕业了，王老师与女医生也终
于有情人成眷属。

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唱歌。
初中以后，村里开始实行分田到
户，我家和其他四五户邻居，共分
得生产队的一头老黄牛。周末或暑
假，轮到我家放牛时，我牵着牛到
山里的一条小溪旁，附近是大片的
相思树林，林下青草丰茂。我把牛
丢到草地里，就放开喉咙高歌。偶
尔有干农活的村民经过附近，歇住
脚，听我唱歌。更多的时候，我一
个人在山涧里，草地上，自娱自
乐，任性的歌声飘得远远。

上了高中，我自觉是当歌唱家
的料，将来会去报考音乐学院。但
这想法从未跟家人提起——我本能
地知道，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的。更可笑的是，那时我根本不懂
得报考音乐学院必须先参加相关的
专业培训。为了这个模糊的远大目
标，我用仅有的零花钱订了两份音
乐杂志，现在记得其中一份是《歌
曲》——我在音乐课上，看到老师
手里常拿着这杂志。《歌曲》每期刊登
一两首世界名歌，还零星介绍一些
基本的发声方法。我照着文字，无
师自通地“训练”起来。几年前，
女儿临上大学，我特地带她到县国
道旁的一座小山下，指指点点地告
诉她：“瞧，这是你爸当年大清早吊嗓
子的地方⋯⋯”女儿开怀大笑，好像
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她当然无法
理解，三十年前一个乡村少年那种执
着又傻气的梦想。这音乐梦，一直延
续到我上大学一年级，我竟异想天开
地想从中文系转去音乐系。

对于爱唱歌的人，不能经常欣
赏到自己喜爱的歌曲，是十分痛苦
的事。在我读高二那年，大姐出嫁
了。婚前，我跟随父亲、大姐夫去
县城购置大姐的“嫁妆”。父亲征求
大姐夫的意思，买了当时最时髦的
双卡录音机。有了录音机，自然还
需要磁带吧？是的，我看到父亲和
大姐夫走到摆放磁带的玻璃柜台
边，心都快跳出胸膛了。我早就在
好几排花花绿绿的磁带中，发现了
一盒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歌曲专
辑，价格4.5元。这是我做梦都想

得到的磁带啊，虽然刚买的录音机
或许只能在我家存放两三天，但这
有什么关系呢？我兴奋又紧张地提
醒父亲说，德德玛是个了不起的歌
唱家，唱歌非常好听。父亲根本不
予理会，瞄了几眼柜台，抛下一句

“磁带以后再说吧”，就赶着回家。
天渐渐暗下来，人潮起伏的小街
上，我尾随于父亲和大姐夫的身
后，人生第一次尝到了“咫尺天
涯，爱而不得”的痛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仍有机
会听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村子
东北边一二公里处，有座糖厂。在
生产高峰期的冬季，每晚八九点，
糖厂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当时最热门
的歌曲，时间持续半小时左右。播
放次数最多的是李谷一的歌，《知
音》《过去的事情不再想》《乡恋》
《绒花》《何时我俩重相聚》⋯⋯许
多歌名，时至三十多年后的今日，
我依然如数家珍。

我成为李谷一的歌迷，主要归
功于一名同学。初三时，班上来了
一个复读生，叫顺发，我们成了形
影不离的朋友。他家住渔村，家里
有 一 台 从 海 上 走 私 来 的 俗 称

“8080”的收录机。这款收录机，
属于当时最高档的电器之一。顺发
最爱听李谷一的歌，每首都会唱。
在他的带动下，课间操，我俩偷溜
到教室后的桉树林里，捧着手抄的
歌谱，唱起李谷一的歌。累了，就
靠着树干，仰望头顶上闪闪发亮的
绿叶，默默发呆。一年后，顺发考
不上高中，回家捕鱼去了。而李谷
一的歌声，连同他的友情，却从此
留在我心底。每当夜色中隐约传来
李谷一的歌声，我禁不住放下作
业，走出家门，走出村子，朝着歌
声的方向而去——

过去的事情不再想/弹起吉他把
歌儿唱/风中的迷茫/雨中的彷徨/今
天要把它遗忘/啊青春/经历了风和
雨/对生活更向往⋯⋯

那时，从村口通往糖厂的公
路，还没有路灯，也难得一见车辆
行人。我如痴如醉地独行于寒风
中，如泣如诉的歌声时隐时现，内
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柔情，以及深
深的伤感、迷茫。

第一年高考我落榜了。次年复
读，虽然数学基础近乎零，我并不
自弃。每天放学后，捧着书本，独
自来到校园后头，那是一大片开阔
而寂静的田野。田野之外隔着一条
海峡，然后是大陆，那里有连绵无
尽的丘陵。我从未离开过小海岛，
但我知道，岛外的大陆不只有这些
看得见的丘陵，更有别样的村庄、
灯火辉煌的城市，是一个个迷人的
广大世界。我边走边背书，许多
回，心底莫名其妙地响起李谷一的
歌《心中的玫瑰》：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
瑰/我用生命的泉水/把它灌溉栽培/
啊玫瑰/我心中的玫瑰/但愿你天长
地久/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此刻，我卷起书本，轻轻唱出
声来。我理解的“心中玫瑰”就是爱
情。而所谓爱情，对我而言，还仅仅
是个概念，然而并非全是虚无。哼唱
起这首歌，我就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
模糊的身影或脸庞，甚至一幅美好的
生活前景⋯⋯在生命这段艰难的时
光中，在这条小路上，《心中的玫瑰》
是心灵田野上的一盏明灯。多年后，
我走上了讲台，面对如我当年一样年
轻又彷徨的高中生，我告诉他们：“我
不鼓吹高中生谈恋爱，但如果心中种
着一朵‘玫瑰’，那么你的高中生活就
不会只有痛苦。”

此生虽未能如愿以偿地走上音
乐之路，但这些歌曲对我的影响是深
刻的。当时不少词作者非常优秀，他
们笔下的歌词，就是一首首好诗。记
忆里刻下上百首歌词，无形中，我人
生的另一条道路，已被它们打开。

我很庆幸，在生命最躁动、最
疯狂生长的时节，遇上了一个能降
临给我春风春雨的年代。至少，这
个年代里那些富有青春气息的歌
声，赋予了我健康的激情、自由的
追求和美好的未来想象。我无法假
设，倘若缺失了这些歌声，缺失了
与之相关的这些人与事，人生又将
是怎样的一种面相。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
一中）

歌声
王木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