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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霽翔交棒王旭東 故宮同行萬步
明年建成「5G故宮」文物「活起來」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寧波報道）「在宣佈王旭東先

生擔任院長的當晚，我們就一起夜查了故宮的中控室和安

全保衛的各個部門，第二天我們又一起在故宮裡走了

15,000步，對各個正在實施的工程——比如平安故宮工

程、古建築整體維修保護工程進行了察看和項目的交接。」

單霽翔說。

2019寧波文博會開幕前夜，主論壇「故宮上新了」於前
晚率先上演；身穿一件中式對襟衫、腳
踩一雙黑色布鞋的單霽翔作了題為《紫
禁城正青春—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
給下一個600年》的主題演講，這也是
他退休後的首次公開亮相。單霽翔說，
王旭東先生年富力強，有經驗，有能
力，有情懷，有水平。單霽翔也表示感
到故宮未來大有希望，會同舟共濟把故
宮的工作做好。
「退休後整整3天，我都在回信息，

收到1,000多條微信、微博留言，朋友
祝福我終於平安地從故宮退休了。」單
霽翔打趣地說，這是個高風險的崗位。
以前覺得，文物鎖在庫房裡是安全的，
展覽的開放區域越小越安全，但該出事
還是出事。「現在我認為，讓文物都
『活起來』，融入現代人的生活，才更
安全。」
標識牌增設、廁所革命、垃圾不落
地、點亮故宮、數字化升級……單霽翔
回憶道，過去幾年，故宮一步步讓曾經
「遊客止步」的區域變成展區、展館，
讓「沉睡」的宮殿和文物再度甦醒，讓
600歲的紫禁城重新融入這個新時代。

入VR故宮 與「大臣」交談
事實上，早在1998年，故宮博物院

就啟動了數字化、信息化建設。單霽翔
上任後，更是力推數字化技術和互聯網
技術在故宮的應用。「我們在全國博物
館率先把全部文物藏品1,862,690件文

物在網上全部公佈，人們可以網上查閱
到任何一個藏品的信息。我們搭建3個
攝像，用高清攝像把這些藏品照片放在
網上，人們可以在家裡看到全景的故
宮。」

數字博物館 可「點擊」鳥鳴
「故宮有很多狹小的空間進不去，但
是在虛擬現實（VR）中大家就可以走
進去。還有一些古建築在修繕人們進不
去，比如說養心殿，我們就製作數字養
心殿，這樣大家就可以走進養心殿。在
「數字故宮」中，人們可以坐在皇帝寶
座上自己批批奏摺，還可以接見一些
『大臣』，我們每個『大臣』都可以說
500多句話。」
單霽翔說自己曾試過問「大臣」自己
最近是不是胖了，結果「大臣」回
說——「不胖不威呀」。

「我們在這裡建立了數字博物館，這
是全世界博物館中最好的數字博物館，
所有都是挖掘故宮豐富的文化資源進行
的原創。」單霽翔介紹道，這裡有
1,200棟古建築，通過數字地圖點擊，
它就可以顯示每一個建築的信息；有
7,500件書法，觀眾可以調閱臨摹，機
器還可以給觀眾的臨摹打分；還給每一
隻鳥配了叫聲，只要點擊就可以聽到牠
的聲音，還可以看到牠的羽毛……
單霽翔還透露道，與華為合作的

「5G智慧故宮」明年即將建成。
「今後，人們進入故宮打開手機，就
知道今天有哪些展覽，在什麼地方，在
展什麼，自己要看的文物在什麼地方，
展廳裡有多少人。除此以外，你進故宮
要上洗手間，打開手機，就可以知道離
你最近的洗手間在哪，有幾個坑位在等
你。單霽翔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寧波報
道）「故宮博物院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原
裝陳列，因為這些文物當年就是為這個
環境製作的，今天他們還擺放在這個環
境中，他們共同構成故事，共同構成情
景。」單霽翔笑着說，自己有一次到台
北故宮博物院作報告時曾表示，這些文
物只有在原地陳列才有尊嚴，若流失海
外就變得沒有尊嚴了。「台北故宮同仁
都知道我，他們都不高興。」

萬件雕塑重「見光」
「我們還成立了故宮博物院雕塑

館。故宮博物院有10,200件各個時期
不同的雕塑，過去沒有館時，它們就站
在倉庫裡『睡覺』，比如這個菩薩3米
多高，很珍貴，是1,500年前北齊的雕
塑，幾十年就在牆根下站着。每次走到
這裡時，我都說，我們的雕塑表情、臉
色都不好。」
單霽翔隨後向觀眾們展示了修復保

養後的雕塑照片，強烈的對比引發現場
一片驚歎。「當我們這些文物得不到保
護的時候，它們是沒有尊嚴的，它們蓬
頭垢面；當它們得到了保護，得到了展
示以後，他們就光彩照人了。」
「經過努力，過去展出的文物不到

1%，去年年底到 3%，今年年底到
8%，明年年底到12%，我們新的館建
成以後將達到30%，這樣就和世界上
很多博物館比例一樣了。」單霽翔坦
言，故宮博物院院長是個「一失萬無」
的崗位，唯有讓文物「活起來」，讓全
民都有文物保護的知情權、參與權、監
督權、受益權，文物才更安全。

展示文物保護
主張原地陳列

■文博會上，故宮博物院的展館吸引了
不少參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單霽翔在前日演講中展示他與新任院長王旭東交接懇談的照片單霽翔在前日演講中展示他與新任院長王旭東交接懇談的照片。。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攝

■人們爭相購買故宮文創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故宮文創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韓國瑜：「九二共識」很務實
出席美哈佛大學座談 強調兩岸須和平共存

「明年1月台灣見」洩參選口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15日將率團訪問大
陸，親民黨昨日說明此次訪問目的是找
尋台商企業發展轉型的契機，盼此行能
以溝通化解對峙、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宋楚瑜預計15日赴香港，第二天前

往澳門，接着出發前往廣東珠海、中
山、佛山、廣州、東莞、深圳等城市參
訪。此次粵港澳之行是繼2014年後，
親民黨再次組團訪大陸。
親民黨中央昨日發新聞稿指出，此行

的3個重點為「聆聽與了解台商經營企
業的發展困境與心聲」、「訪察『粵港
澳大灣區』計劃，了解它對台灣經濟影
響與商機」及「以溝通化解對峙，以誠
意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並邀請台灣工
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理事長秦嘉鴻、經濟
學家馬凱、醫學專家陳肇隆等人，與當
地官員和台商一起討論意見。

宋楚瑜15日起訪粵港澳
盼尋商機促兩岸和平正在美國訪問的

中國國民黨籍台灣
高雄市長韓國瑜，
昨日與僑胞餐叙時
提出「明年 1 月 11

日 （ 台 灣 大 選 投 票 日 ） 台 灣
見」，演講時也大談兩岸及台美
關係，外界解讀其透露參選意
願。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趙永茂
分析，韓在東南亞、大陸、美
國之行後對高雄已有所交代，
參選正當性漸趨理想，而其對
台灣的使命感在全民期待下也
越來越強。

看國民黨能否明確徵召韓
不同於在台灣回應參選問題時

一直以「拚經濟」帶過，韓國瑜
在美國的言行令人聯想，在黨主
席吳敦義表態不選後，韓是否已
作好參選的準備？

對此，趙永茂並未將韓國瑜在
美國的言行解讀為「鬆口」，但
認為這些言論也透露一個信息，
即韓去年底上任高雄市長，到被
拱參選這段時間以來，對台灣未
來的使命感越來越強，這是他個
人很大的改變；至於是否參選還
要看韓回台後，國民黨能否明確
徵召。

另一方面，趙永茂分析，韓國
瑜訪美行程主要還是談高雄、談
經濟，他此前到訪東南亞、大陸
帶來訂單，氣勢一直高漲；加上
這次訪美受到各方歡迎，則更加
完整表現了他對高雄拚盡全力，
對「拚經濟」的參選承諾有所交
代，參選的正當性會更理想、形
勢更成熟，若回台後被徵召已沒
有其他推卸的理由。

目前國民黨內吳敦義表態不
選，朱立倫也支持徵召韓國瑜，

獨剩王金平執意參選。趙永茂指
出，韓國瑜的民調、氣勢水漲船
高，而台灣的中間選民對於民進
黨過去3年執政失望，期待有所改
變；此外，民進黨蔡賴內鬥發展
下去只會自傷氣勢，相比之下，
藍營的協調要比綠營來得方便，
國民黨這場選戰的情勢在韓國瑜
回台後，將逐漸明朗。

藍營內部，國民黨台灣地區立
法機構黨團總召江啟臣表示，大
家對韓國瑜期待很高，韓也是被
放在可能候選人比較中，民調最
高的人，因此大家都會有此想
法；但最後能否成為國民黨候選
人，要循黨內機制完成。

國民黨台灣地區民意代表費鴻
泰則建議，國民黨初選延後到6月
之後，韓國瑜說4月份不會領表。
因此，4 月份若領表，韓會很為
難。 ■中通社

 &

韓國瑜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
ter for Chinese Studies）邀請，在哈佛教職員俱樂部與

數十名師生舉行閉門座談。根據高雄市政府提供的英文講
稿，韓國瑜發表約20分鐘簡報時說，對台灣任何政治領袖
而言，最大挑戰都是維繫台海和平穩定，確保台灣不被重要
國際活動排除在外。
韓國瑜說，民進黨政府若不願承認「九二共識」，應提出
新思維與具體措施，確保台海和平安全及台灣經濟發展。
韓國瑜談話結尾指出，絕大多數台灣民眾都希望「台灣安
全、人民有錢」。他並引用聖經腓立比書的「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杆直跑」，強調接地氣、腳踏實地的
重要性。

「市場靠大陸 努力靠自己」
簡報結束後，韓國瑜和與會者進行約90分鐘開放問答。韓
國瑜參加僑界晚宴前受訪時說，與會學者專家聚焦台灣大選
與兩岸關係，他感到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很關切台灣前途。
參與座談的哈佛大學語言學系教授黃正德會後轉述，韓國
瑜在問答環節提出「國防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中國
（大陸）、努力要靠自己」口號。
黃正德說，會中沒有人直接問韓國瑜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一事，但很關心兩岸如何交往、台灣是否會被對岸「吸過
去」。黃正德轉述，韓國瑜認為這很難解，「唯一辦法就是
大家都開放、做朋友，就沒有問題；互相不信任、存在敵
意，以後怎麼走就很難講」。
據報道，韓國瑜此行赴美國10天，民進黨對於韓國瑜行

銷高雄進行惡意解讀炒作， 韓國瑜說：「酸言酸語是一定
的，因為沒有酸言酸語就不叫綠軍了，我已經習慣了。」

「韓流」帶動7縣市簽合作宣言
在「韓流」效應帶動下，藍營縣市長更加團結，台中市主
力推動的區域治理平台，除原本的中彰投苗4縣市結盟外，
昨日再邀請新竹縣、雲林縣與嘉義市，串連成中台灣區域治
理平台，藍營7縣市首長並共同簽署合作宣言。
7名縣市首長當天下午到台中市政府，共同簽署中台灣區

域治理合作宣言，合作主題包含空污環保、經濟發展、交通
建設、觀光旅遊、農產行銷等，7縣市要共同「拚經濟」，
讓「貨出去、人進來」，展現施政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韓國禁止日本福島與茨城
等8縣水產品輸入，被日本告
上世界貿易組織（WTO），
WTO昨日判決韓方勝訴，認
同韓國擔心福島核災事故放射
性物質影響水產的理由。台灣
當局衛福主管部門「食藥署」
同日也表示，將會研析判決書
內容作為參考，目前將持續暫
停日本福島5縣的產品輸入。
據報道，2011年3月11日
東京大地震引發海嘯，同時造
成福島核災，而受損的福島核
電廠事隔8年，仍未能清除輻
射危險。韓國在2013年擴大
對日本水產品實施進口禁令，
包括福島在內的8縣所有水產
品都被下了禁令，2015年被
日本告上WTO。4月12日最
終判決出爐，日本敗訴。
台灣當局衛福主管部門「食

藥署」食品組副組長魏任廷表
示，目前台灣相關禁令沒改動，仍按反
核食公投結果及食安法規定持續執行。
台灣自 2011 年 3月 25日起禁止福

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5縣食
品進口；而在2018年底台灣公投中，
民眾對於「是否同意維持禁止開放日本
福島311核災相關地區農產品與食品進
口」一案，以高票通過公投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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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東森新聞報道，高

雄市長韓國瑜美國時間11日在哈佛大學座談時指

出，兩岸須追求和平共存，運用智慧避免潛在衝

突。韓國瑜說，高雄民眾希望「貨出去，人進來，

高雄發大財」，就此而言，「九二共識」很務實。

■■韓國瑜韓國瑜（（右二右二））參與美國哈佛大學閉門座參與美國哈佛大學閉門座
談時指出談時指出，，兩岸須追求和平共存兩岸須追求和平共存。。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