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拐進故宮神武門外西側的小路，遠遠就能看到四隻「御貓」雕
像並排趴在宮牆之上。它們身材渾圓、姿態慵懶，形態各

異，一隻是八字眉的格格造型，一隻是正在思索國事的臣子造型，
一隻手攥珠串兒擺出兇狠的神情，還有一隻則在脖子上掛了個牌
子——「科學擼貓，請勿攀爬」，提醒遊客的同時也不忘賣萌。
一前一後守衛在神武門外的是兩隻近兩米高的「武官」御貓雕
塑。靠前一點的是身穿黃馬褂的清代御前侍衛，兩條「倒八字眉」
和犀利的眼神使它看起來莊嚴威武，但圓滾滾的身材卻萌感十足。
靠後一點的則是身穿明代飛魚服的錦衣衛，只見它插着腰、閉着眼
神態悠閒，但手裡拿着的小魚乾卻暴露了它的「饞貓」本色，可愛
得讓遊客忍不住伸手撫摸。

貓成景點引流利器
不可否認，當下的貓文化成為很多景點的引流利器，日
本的御誕生寺就因為收養的流浪貓比僧人還多而吸引了
眾多「擼貓一族」前來。有遊客表示，因為白天遊客較
多，很難看到這些網紅御貓，身為貓奴的她曾多次到故
宮尋找可愛的貓咪。現在有了雕像後，與雕像合影留念
可一解心頭之癢。小朋友們也非常喜歡這些可愛的「御
貓」卡通雕像，「我最喜歡這個格格貓，因為它頭上
的花好看。」
隨着時代變遷，明清時期的宮廷御貓在故
宮裡代代繁衍，世代守衛在宮中。2014
年，在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的「推
廣」下，故宮貓一夜成為家喻戶曉的
明星。單霽翔曾提到，故宮現在有200
多隻貓，每隻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
「鰲拜」、「魯班」等。如今牠們都
是故宮的「保安」，故宮裡沒有一隻
老鼠，這200多隻貓功不可沒。

文創產品大受歡迎
由於故宮貓深受人們的喜愛，為滿足遊

客「將貓帶回家」的願望，2015年，故宮
開發了「故宮貓」系列文創產品，包括明信
片、T恤、水杯、鑰匙扣、手機殼，俘獲了千萬貓
迷的心。去年，故宮還推出了三款大熱的故宮貓紙膠帶「臥
花窗」、「戲欄杆」、「嬉琉璃」。據說上架不到一個月，一萬兩
千條膠帶便售罄。
故宮相關負責人表示，御貓雕塑是結合年輕人喜歡的故宮貓元素
進行製作的，也做了一些萌化處理。預計後期會根據遊客反映和設
計安排，推出更多御貓雕塑。

御貓在故宮是一個神奇的存在，它們數量繁多、可

愛無敵，吸引眾多遊客「朝聖」。近日，故宮神武門

西側迎來了6隻巨型「御貓」卡通雕像，頭戴裝飾的

「格格」乖巧可愛，腰別佩刀的「侍衛」表情威嚴，

頂着烏紗帽的「大臣」則歪着腦袋不知道在想什

麼……其憨態可掬的模樣萌翻遊人，成為故宮新晉的

打卡聖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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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養貓是故宮的傳統，最早可
追溯到明朝。明朝皇帝在宮中專門
設立了「貓兒房」，選出天下最
美、最可愛的貓，然後送進宮中成
為御貓。清朝還有一個檔案，專門
記錄這些寵物貓的來歷和名字。如
今這些流落在故宮的貓，有不少留
着皇家的血統。
明朝宦官劉若愚在《酌中誌．

內府衙門職掌》中記載：「貓兒
房，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名
分之貓，凡聖心所鍾愛者，亦加
陞管事職銜。」貓兒房是「宮
貓」的管理機構，它的職責不僅
是管理好大量的「宮貓」，還要
在眾多的「宮貓」中選拔佼佼
者，獻給皇帝。據悉，明朝嘉靖
皇帝就是徹頭徹尾的「貓奴」。
他的愛貓「霜眉」去世後賞金棺

裹屍，厚葬於北京萬歲山並賜名
「虯龍塚」。
滄海桑田，昔日的王朝、曾經的
貴胄早已成為故宮的過客，唯有這
些宮貓依舊在這紫禁城中安家落
戶、自由行走。現在雖沒有了皇家
的愛護，但卻在故宮工作人員的照
顧下，生活得更滋潤。故宮將這些
貓一一登記造冊，並取了名字，從
此牠們便成為了故宮的守護者。如
今，登記在冊且做完絕育的共有
181隻。故宮還設立了宮貓基金、
貓賬本，待遇堪比「五險一金」。
故宮貓也頗具靈性，牠們會在固

定地方上廁所，還不會撓破宮內珍
貴的文物設施；到了晚上，牠們就
變身故宮護衛隊，擔負起了抓老鼠
的工作。一些故宮貓還成了流量擔
當，在微博成為「網紅」。

明朝曾辦御貓選美
勝出者將獻給皇帝

◀遊客與清代
御前侍衛形象
「御貓」合影
時，手忍不住
摸了摸它的肚
子。 網上圖片

■■民眾紛紛模仿明代錦衣衛形民眾紛紛模仿明代錦衣衛形
象象「「御貓御貓」」的神態拍照留念的神態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琳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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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隻可愛的四隻可愛的「「御貓御貓」」並排趴在宮牆上並排趴在宮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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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輿論痛批：販賣恐懼謀選票
台胞赴陸開會或被判刑 民進黨再推「中共代理人」法案

兩岸文博會廈門開幕 台中盼與陸更多城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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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地區的32名青年人已完成入
職手續，正式加入國航空中服務隊伍，成
為國航歷史上首批台籍乘務人員。

網上圖片

民進黨當局推行「中共代理人修法」
已有時日，企圖以所謂危害安全為

名，嚴格限制台灣個人和機構參加大陸
舉辦的會議和發表有關聲明等。據島內
媒體披露，9月間不少台商明確提出反對
「中共代理人修法」，台灣海基會回應
「放心、放心、再放心」，綠營內部也
傳出緩推相關修法的聲音。

製造「綠色恐怖」
然而10月29日民進黨黨團的做法令輿

論嘩然。若根據民進黨版本，未來台灣
民眾到大陸開會或簽署相關聲明，可能
在島內被判3年以下徒刑。台灣方面陸
委會主委陳明通10月30日前往立法機構
備詢時稱：「為了反中共對台滲透，我
們必須強化相關法規。」
據台媒報道，親民黨籍民意代表陳怡

潔表示，民進黨變更議程是再度要利用
兩岸關係議題「撿槍（說謊）、撈選
票」。民進黨讓立法機構淪為「一言
堂」，不禁令人擔心未來其在兩岸關係
議題上進一步製造「綠色恐怖」。

營造「恐中」氛圍
台立法機構國民黨黨團總召曾銘宗表

示，民進黨為拚明年的選舉，營造「恐
中」氛圍，讓台商台生陷入險境，對台
商台生極度不公平也不合理。國民黨黨
團一定傾全力反對。若民進黨打算強行
硬推，國民黨黨團準備好「撒手鐧」力
擋「中共代理人修法」通過。
國民黨文傳會10月31日發佈新聞稿指

出，民進黨以色彩為依歸，放任黨意凌
駕民意。面對爭議性極高的「中共代理
人法案」仍強行付委，其蔑視民意的行

徑令人深感憂慮。兩岸關係不好，台灣
經濟好不了。為了百萬大陸台商、台
生、台胞的權益，民進黨應懸崖勒馬。
《中國時報》援引台灣工商協進會理
事長林伯豐的話指出，「中共代理人修
法」是民進黨當局不惜犧牲台海安全以
謀求政治利益。該報分析文章指出，台
立法機構將於12月中旬休會，要真的完

成三讀並不易，民進黨此舉是要維持
「中共代理人修法」討論的熱度，渲染
「恐中」「仇中」情緒，以圖選舉利
益。
《聯合報》分析文章則認為，所謂

「中共代理人修法」觸動廣大台商敏感
神經。機關算盡的民進黨恐怕尚未傷人
七分，先損己三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立法機構民進黨黨團10月29日

變更議程，把多個所謂「中共代理人」法案付委（交付相關委員會審

議）。連日來，台灣社會及輿論紛紛發聲，痛批這一做法是「藐視民

意」且「販賣恐懼」，製造「綠色恐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
道）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
業博覽交易會（簡稱「海峽兩岸文博
會」或「廈門文博會」）昨日在福建廈

門開幕。此屆文博會，首設兩岸主賓
市，分別為台灣台中和浙江寧波。兩市
展館互相緊挨，同時聯動亮相，頗有
各美其美、相攜與共的意涵。台中市
文化局副局長曾能汀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專訪時表示，兩岸文化和民間組
織的交流永遠都不會停滯，台中希望
與更多大陸城市進行交流互動。
作為唯一以「海峽兩岸」命名、由海
峽兩岸共同舉辦的國家級大型文化展
會，在舉辦期間將舉行2019海峽兩岸文
旅IP大會、兩岸文創人才專場對接會、
第六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創意論壇、
台灣文創購物節等系列活動，進一步凸
顯鮮明對台特色。同時，展館內台灣展

位近900個。
「台中成為主賓城市，我們把最具台
中特色的本土手工藝品和伴手禮業者帶
到大陸，讓更多人認識台中的城市特
色。」曾能汀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台
中特別重視文創，在搭平台基礎上，願
為兩岸業者賺進文化財。
一位從事創意玩具的台中參展業者向

記者表示，台中市長盧秀燕是精準行動
派，其樂意與大陸各城市舉辦包括雙
城、多城論壇形式的交流。「過去四
年，因民進黨執政，台中與大陸，尤其
是台中姐妹城市廈門的交流出現停擺，
希望未來能開展與更多大陸城市交流，
幫台中產業拓展市場。」

廈門向台徵600文創人才
此間，亦首辦兩岸文創人才對接會。廈

門向台灣文創類人才推出需求崗位200多
個，徵求600多位人才，行業涉及建築設
計、產品設計、視覺設計、遊戲策劃、藝
術策展、營銷策劃、工藝生產主管等。
對接會甫一開始，來自兩岸的文創企

業與文創人才便蜂擁而至。「過去文博
會主要以創意產品展示為主，今年的展
會增加人才元素，這是企業最看重
的。」一位台灣文創企業負責人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他相信能在今次對接
會上「招才進寶」，亦表示希望更多台
青走出台灣，多到大陸走走看看。

■參展民眾在台中館自拍。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民進黨把多個所謂「中共代理人」法案付委，連日來，台灣社會及輿論痛批這一
做法是「藐視民意」且「販賣恐懼」。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昨日
披露，來自台灣地區的32名
青年人已完成入職手續，正
式加入國航空中服務隊伍，
成為國航歷史上首批台籍乘
務人員。
國航相關負責人稱，為更好

服務兩岸民眾，國航於今年4
月啟動了台籍乘務員招聘工
作，經過3個月的前期調研和
精心準備，8月5日至7日在台
北進行了現場面試。此次招聘
在台灣青年中引起熱烈反響，
國航共收到報名簡歷近3,000
份，經過簡歷篩選、初試、複
試、初步體檢四個環節，最終
篩選出32名佼佼者加入國航空
中服務隊伍。
該負責人說，32名台籍乘務

員普遍具有較好的英語口語水
平，部分人具備粵語、閩南
語、韓語、日語等多語言溝通
能力，大部分人有服務業從業
經歷，服務意識好，掌握一定
的服務技巧。入職後，他們將
接受為期3個月的乘務初始資
格培訓，計劃於2020年2月份
正式上機飛行。國航將為他們
提供專業的培訓、完善的生活
保障，幫助他們盡早完成職業
轉換，融入國航大家庭，在空
中服務工作中施展自己的才
華。
負責人表示，今年是新中國

民航成立70周年，也是國航
北京至台北航線開航 10 周
年。截至目前，國航共運營自
北京、上海（浦東和虹橋）、
天津、成都、重慶、杭州、溫
州共8個航點至台北（桃園和
松山）航線，每周共51個航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