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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寶藏》特展故宮揭幕
九件國寶數字化「現身」《清明上河圖》全球互動展演起航在即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北京報道）
）2017 年底
年底，
，央視推出的

特展國寶檔案

文博探索節目《
文博探索節目
《國家寶藏
國家寶藏》，
》，將國內九大博物館的
將國內九大博物館的 27 件「國寶
國寶」
」
搬上電視熒幕，
搬上電視熒幕
，成為年終歲末坊間熱點話題
成為年終歲末坊間熱點話題。
。新春佳節將至
新春佳節將至，
，故宮
博物院自昨日起至 2 月 25 日，在箭亭廣場推出
在箭亭廣場推出《
《國家寶

1、故宮博物院藏石鼓

5、湖南省博物館藏皿方罍

朝

朝

藝術特點：石鼓共十隻，上面都鐫刻 「石
鼓文」（大篆），記述了秦始皇統一前為後
人所不知的歷史，是中國最早的石刻詩文，
乃篆書之祖。

藏》特展
特展，
，從節目中精選出包括皿方罍
從節目中精選出包括皿方罍、
、雲紋
銅禁、
銅禁
、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卷等九件國寶將通
過高科技的數字影像手段與遊客見面，
過高科技的數字影像手段與遊客見面
，讓人們

朝

■昨日
昨日，
，在北京故宮箭亭廣場
在北京故宮箭亭廣場，
，單霽翔院長
單霽翔院長（
（中）和于蕾總導演共同為
和于蕾總導演共同為《
《國家寶
藏》特展揭幕
特展揭幕，
，九家博物館推選出的九件文物數字影像當場揭曉
九家博物館推選出的九件文物數字影像當場揭曉。
。
中新社

台已經準備就緒，未來兩周間，來自祖
國各地的九件國寶將在這裡通過數字影
像的形式與遊客見面。香港文匯報記者
觀察到，此次《國家寶藏》特展的展台
設計別具匠心。著名設計師王振飛借用
了多寶閣的概念，共設九「閣」，每個
閣內放置「國寶盒子」，通過LED高清
屏顯示九件特展文物的樣貌及細節。設
計也借用了中國園林的手法，以特定的
位置擺放盒子，每個盒子只有一面為動
態國寶展示，避免形成圖像之間的干
擾，同時觀者也可以在「尋找」九件國
寶中，增加趣味感。

聚九地博館鎮館之寶
據介紹，此次《國家寶藏》特展展出
的九件國寶分別為故宮博物院藏石鼓、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懿德太子墓壁畫《闕
樓儀仗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唐摹王羲
之一門書翰卷、湖北省博物館藏雲夢睡
虎地秦簡、湖南省博物館藏皿方罍、河

南博物院藏雲紋銅禁、浙江省博物館藏
玉琮、上海博物館藏大克鼎、南京博物
院藏大報恩寺琉璃塔拱門。國寶所在的
九大博物館分展也同步啟動。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文物是
優秀文化的展現，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
反映了中華民族傳承數千年鑄就大國夢
想的歷程。無論是雕塑、陶瓷、漆器還
是織繡、鐘錶、琺琅，都經過了歲月的
沉澱和打磨，每一件文物無不見證了歷
史，承載了國家的興衰榮辱。《國家寶
藏》就像是一場文化盛宴，從天才少年
嘔心瀝血、耗盡全力方得到的傳世青綠
山水畫作，到歷經坎坷重回故土、象徵
中華文脈的石鼓，文物的前世今生讓文
化在人們的心中生根發芽。

創造性詮釋《清明上河圖》
據了解，故宮博物院近年來正在不斷
探索更多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方式，
除了《國家寶藏》特展這一文物視覺聯
展外，還有另一件國寶的互動展演也引
人關注，即故宮博物院與鳳凰衛視聯合

創製的《清明上河圖》「高科技互動藝
術展演」。
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在故宮
博物院 186 萬件文物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地位，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獨一
無二的作品。而此次故宮博物院與鳳凰
衛視聯合創製的「高科技互動藝術展
演」，並非只是簡單把《清明上河圖》
數字化，而是在尊重原作的學術基礎
上，通過互動沉浸技術（MR）、全息
多媒體技術等科技手段，對原作進行創
造性詮釋。通過創製人員深入研究中國
傳統繪畫的欣賞習慣，藝術家團隊逼真
的舞台場景搭建，和 360 度環繞的全息
立體空間，還原《清明上河圖》所展示
的宋代人文生活圖景。
據悉，該展演於今年春夏將從故宮博
物院出發，作為中外交流的「文化使
者」進行連續三年的全球巡展，以開創
性的藏品展示方式，面向中國與世界不
同文化地區的公眾，實現文化與文明的
互聯、溝通、對話，樹立大眾對傳統文
化的自信，讓中華文化之花開遍全球。

代：唐代

藝術特點：該壁
畫展現的是號稱
唐代三軍儀仗的
浩大陣容，表現
的是當年唐懿德
太子李重潤出城 ■懿德太子墓壁畫《闕樓儀
網上圖片
時的浩大聲勢。 仗圖》。
在畫面上，196個人物仰首以待，有56面彩
旗、16 面旒旗和 6 駕馬車，是唐代壁畫中場
面最大的傳世作品。

藝術特點：該器形體高大、富麗堂皇，是
迄今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
件，堪稱「方罍之王」，用途屬酒器中的
盛酒器一類。

朝

代：新石器時期

藝術特點：是一種內圓外方筒形玉器，是古
代人們用於祭祀神祇的一種禮器，距今約
5,100年。

9、南京博物院藏大報恩寺琉璃塔拱門
■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又稱萬歲通天帖）
全卷。
網上圖片

朝

代：唐代

藝術特點：存王羲之、王獻之、王徽之、王僧
虔、王薈、王慈、王志七人書翰十通，以真跡
為藍本，用雙鈎填廓法精心摹之，基本上保存
了王氏書風的原貌，是研究東晉書法最為可靠
的珍貴資料。

朝

代：明代

藝術特點：為明代皇家寺院大報恩寺的標誌
性建築，被譽為「中世紀世界七大奇跡之
一」，通過琉
璃塔拱門，世
人可以一窺當
時的建築風
格，工藝水
平。

4、河南博物院藏雲紋銅禁
朝

代：春秋中期

藝術特點：青銅器，整體用失蠟法（熔模工
藝）鑄就，工藝精湛複雜，令人歎為觀止。

監控處置無死角
■白雲機場迎來旅客出行高峰，給
安保工作帶來了巨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廣東省公安廳機場公安局新一代
智能應急指揮中心（又稱反恐應急
指揮中心）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每日近千人證件出紕漏
搭乘火車要持身份
證，乘飛機更須出示
身份證。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在白雲機場卻發現，春運高
峰，忘帶身份證、遺失身份證、持過期
身份證的旅客不在少數，機場派出所每
天受理的個案高達 900 宗。
當日，在白雲機場一號航站樓派出所
可以看到，警務室臨時辦證窗口前，數
十人的隊伍排起了長龍，隊伍甚至比航
站區辦理登機牌的旅客還要長。據介
紹，這些旅客都是未隨身攜帶或遺失身

7、浙江省博物館藏玉琮

藝術特點：大克鼎的銘文是研究西周歷
史重要文獻，對於研究西周時期的職官、
禮儀、土地制度等都有極為重大的意
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春運
安保，機場航班安全無疑是重中之重。昨日，香
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走訪全國最為繁忙機場之一的
廣州白雲機場發現，機場警局於春運期間啟用全
國最先進的全新一代智能應急指揮中心，該智能
平台集成接警、應急指揮、特警巡防、交警管控
等於一體，可實時監測和及時處置白雲機場及省
內其他機場出現的突發事件。在航班貨物安檢方
面，為確保旅客「座椅下」安全，智能系統在每
天 4,000 多噸進出港貨物中，發現可疑情況可迅速
倒查問題貨件，迅速處理。
與鐵路相比，民航運輸客流高峰略晚 2 至 3 天。
昨日，白雲機場迎來春運以來旅客最高峰日起降旅
客在 20 萬人次以上，起降航班在超過 1,500 架次。

*(

藝術特點：反映了篆書向隸書轉變階段的情
況，其內容主要是秦朝時的法律制度、行政
文書、醫學著作以及關於吉凶時日的占書，
為研究中國書法、秦帝國發展歷史提供了詳
實的資料。

8、上海博物館藏大克鼎
3、遼寧省博物館藏唐摹王羲之一門
朝
代：西周晚期
書翰卷

穗機場啟用智能平台 保春運安全

春運啟動以來，白雲機場已累計起降航班 1.51 萬
架次，抵離旅客逾 208 萬人次。密集的客流，機場
安保面臨的挑戰也巨大。 為此，廣東省公安廳機場
公安局正式啟用新一代應急指揮中心（又稱反恐應
急指揮中心），作為全省機場安保的指揮「中
樞」。在位於白雲機場的指揮大廳可以看到，一張
近 30 平米的電子顯示屏上，來自白雲機場及省內其
他機場的航站樓、候機大廳、機場周邊道路等實時
視頻監控畫面來回切換顯示，視頻中的人員、貨
物、車輛清晰可見。
據警務指揮處處長秦余勝介紹，該指揮中樞進駐
了 110 接警、應急指揮、特警巡防等多類作戰單
元，形成聯勤聯動、合成作戰模式。除了實時監
控，還可通過該系統快速處理和流轉各類安保指
令。
「通過該智能系統，春運 11 天已經抓獲 3 名在逃
人員。同時，白雲機場的大巴盜竊犯罪，甚至出現
零發案的情況。」秦余勝說。
航班安全，隨飛機起降的貨物無疑會被「重點照
顧」。位於白雲機場北邊的國際貨站區，春運期間
每天有近 5.000 噸貨件和各類年貨進出。
在智能安保系統下，每發現一個問題貨件，指令
會立即上報，迅速倒查，並即時完成處置程序。春
運截至目前，已經有 2 宗問題貨物被及時發現，消
除了航班安全隱患。

代：商代晚期

2、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懿德太子墓壁 6、湖北省博物館藏雲夢睡虎地秦簡
朝
代：戰國晚期及秦始皇時期
畫《闕樓儀仗圖》

有機會近距離感受國寶魅力。
有機會近距離感受國寶魅力
。

箭亭廣場位於故宮博物院珍寶館的
入口處，廣場上一個個數字展示

代：先秦時期秦國

份證件，有的還是持過期身份證前來。
與從容辦理登機手續的旅客相比，這裡
的旅客普遍心急如焚。
機場民警表示，隨着客流高峰的到
來，這類無證或持過期身份證的旅客逐
日 攀 升 ， 最 高 峰 日 處 理 的 個 案 近 1,000
宗。
據介紹，為方便旅客，辦證窗口一
側，有多台證件照自助拍攝設備，而值
班窗口的民警也會根據不同情況，加速
為旅客從速辦理臨時身份證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南京博物院藏
大報恩寺琉璃塔
拱門。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整理

粵4條出省高速路擁堵
最長車龍22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春節臨近，自廣東北上返鄉過年
的車流也越來越多。昨日，廣東
韶關高速交警部門透露，韶關四
條高速出省通道擁擠，最高峰時
車龍長達 22 公里。
每到春節前，離粵北上回家過
年的車流便會「擠爆」各大高速
公路。據悉，從 2 月 9 日開始，韶
贛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南段車
流明顯增多，大量小車經由韶贛
高速轉武深高速在韶關境內的仁
新高速行駛。
從交警提供的近幾日數據比
較，節前北行出省車流最高峰是 2
月 10 日，數以萬計珠三角號牌的

小車蜂擁進入韶關境內，途經樂
廣高速、京港澳高速韶關段（京
珠北）、韶贛高速以及 2017 年底
新開通的仁新高速北上或東行。
2 月 10 日 10 時 30 分，韶贛高速
往贛州方向 K25 至 K47 車流量持
續攀升，車龍最長一度長達 22 公
里，韶關交警高速二大隊民警迅
速在大塘收費站出口採取分流管
制措施，引導湖南方向車輛轉仁
化國道行駛，同時民警與路政部
門聯合，迅速在丹霞樞紐轉仁新
高速的匝道臨時用椎筒間隔出兩
個通道，由原來的一條車道變成
二條通道後，車龍很快得以疏
導。

滬迪園再迎大客流
三日內門票已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
海報道）在假期票價優惠以及春節
雙重推動下，滬迪園再迎來客流高
峰。據了解，本月 12 日至 14 日滬
迪園門票均已售罄，昨日園內熱門
項目排隊時間更超過 3 小時。根據
其官方 APP 顯示，昨日園內熱門項
目自開園起10分鐘後便排長隊，飛
越地平線項目等候時間甚至一度超
過 3 小時，包括雷鳴山漂流、創極
速光輪、7 個小矮人礦車在內的項
目，都受到了追捧，排隊時間幾乎
都保持在一小時以上。據悉，今年
滬迪園將開放新園區，同時亦會呈
現新的中文版音樂劇《美女與野
獸》等。

■假期優惠與春節的雙作用下，滬迪
士尼樂園迎來大客流。圖為上月底在
滬迪園啟動的迎接中國農曆狗年春節
系列活動。
資料圖片

小啟
由於版面安排原因，今日「神州
大地」暫停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