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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百餘港生進故宮 沿歷史文脈尋歸屬

紫禁城系列活動迎600年大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2020年是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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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 600 年，亦是故宮博物院成立 95周年，故宮博物院院
長王旭東昨日發佈「紀念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故宮博物院
成立95周年」系列活動，其中包括邀請海峽兩岸、香港、
澳門四地 600 名中學生走進故宮。王旭東在回答香港文匯
報記者提問時表示，這 600 名中學生包括 150 名香港中學
生，希望這些香港中學生通過走進故宮，能增加文化認同
感和歸屬感，能找到「家」的感覺。
旭東介紹，故宮博物院將在「大慶之年」奉上精彩紛呈的文化活
王動，包括舉辦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出版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出一系

列精品展覽、組織一系列公益活動、製作一系列弘揚故宮文化的影視作
品、表彰一批有突出貢獻的「故宮人」等。活動將突出故宮文化內涵和
時代價值，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匠心呵護遺產，以文化滋養
社會，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

兩岸四地 600 學生受邀

國寶級珍品相繼展出
王旭東透露，明年故宮還將推出一系列精品展覽，題材涵蓋古代建
築、專題書畫、古代器物、中外文明等，包括「紫禁城建成 600 年
展」、「往昔世相——故宮博物院藏古代人物畫展」、「千古風流人
物——蘇軾主題書畫特展」、「中國與凡爾賽展」等。據透露，包括
《韓熙載夜宴圖》等在內的一系列國寶級珍品將在明年的院慶系列展
覽中與觀眾見面。
此外，2020年，故宮博物院將出版包括《徐邦達集》《劉九庵
書畫鑒定研究筆記》《陳萬
里日記》《耿寶昌集》等在
內的一系列老專家文集，出
版《養心殿保護研究叢書》
《寶蘊樓》《欽安殿原狀研
究》《清宮圖典》《紫禁城建
築之道》《滿洲從族俗到禮法
的歷史考察》《中國紫禁城學
會論文集（第十輯）》《故宮
博物院文物修復論文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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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灣區文遺協保機制
國家文物局：

公益活動方面，包括在 2020 年暑期舉辦「紫禁城記憶．文脈 600
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 600 名中學生進故宮」文化交流公益活
動。王旭東在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故宮博物院始終關心
和關注如何將海峽兩岸、香港、澳門四地青年緊密聯繫起來。他說，
文化的力量雖然看不見摸不着，但是無比巨大，而文化教育首先要從
孩子開始。王旭東指出，香港當前的問題更多的是教育出了問題，教
育不僅僅是教育部門的事，而是整個社會應該做的事，作為一個文博
機構，也應該為社會教育盡一分力量。
王旭東介紹，這個公益活動將由香港、澳門、海峽兩岸四地的青年
教育機構分別邀請 150 名中學生，來到北京走進故宮感受中華 5,000
年文明，請中學生體驗故宮文物文化的保護、研究、傳承工作。除參
加一些體驗課程外，還會組織中學生們走出故宮，參觀內地更多文物
古蹟，看看北京老百姓祥和的生活氛圍，感受祖國強大發展，讓青年
學生對祖國有新的認識。
談及故宮博物院與香港、澳門方面合作，王旭東透露，將強力推進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個文化交流和對話平台。此外，故宮與澳門已經成
立了澳門文物保護修復中心，明年還將在澳門佈展。「要通過這些文化
平台和文化項目，將港澳台與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化的認同和歸屬
感很重要，我們就是要讓他們『回家』，要找到『家』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家文物局局長
劉玉珠昨日在 2019 年全國文物局長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
表示，2020年將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產協同保護和融
合發展機制，推動與港澳建立打擊文物犯罪和走私的政府
層面工作機制。加強兩岸文物交流合作，推動兩岸文物聯
展。
回顧總結 2019 年文物工作，劉玉珠介紹，過去一年，
對外和對港澳台文物交流合作穩中有進，對港澳台文物交
流合作持續開展。繼續推進援助柬埔寨、尼泊爾、緬甸、
烏茲別克斯坦文物保護工程和沙特阿拉伯聯合考古項目。
全年開展中外聯合考古項目 46 項；舉辦文物進出境展覽
68項。
部署 2020 年工作，劉玉珠表示，要更高水平拓展中外
人文交流和對港澳台合作。要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
動，開工啟動援柬吳哥古蹟王宮遺址修復項目，繼續做好
在亞洲多國的文物保護修復項目，積極為亞歐多國文物保
護事宜提供專業支持。實施文物外展精品工程。探索粵港
澳大灣區文化遺產協同保護和融合發展機制，推動與港澳
建立打擊文物犯罪和走私的政府層面工作機制。加強兩岸
文物交流合作，推動兩岸文物聯展。

加強革命文物基礎工作

劉玉珠還在工作報告中提到，2019年，革命文物工作實
現突破。革命文物行政機構從無到有，國家文物局組建革
命文物司，安徽、江西、福建、重慶、陝西省級文物行政
部門增設革命文物處。2020年，將更加務實做好革命文物
工作，開好全國革命文物工作會議，舉辦革命文物保護利
用宣傳活動周。加強革命文物基礎工作，推動各地公佈革
命文物名錄，建設革命文物資源目錄和大數據庫平台。以
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片區為重點，推進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
程，儲備、實施和完工一批革命文物保護展示項目。推介
一批革命文物主題展覽和流動展覽，拍攝一批革命文物故
事微視頻、革命舊址短片、革命人物紀錄片，組織革命文
物主題講解大賽。

2020 年重要活動
學術研討會：
「紀念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座談會」
第五屆「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護論壇」
「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國明清史國際學術論壇」
「國際文物保護修復學會（IIC）－故宮博物院 2020 國際
古建築保護學術研討會」

出版研究成果：
《徐邦達集》
《劉九庵書畫鑒定研究筆記》
《陳萬里日記》
《耿寶昌集》
《養心殿保護研究叢書》
《寶蘊樓》
《欽安殿原狀研究》
《清宮圖典》
《紫禁城建築之道》
《滿洲從族俗到禮法的歷史考察》
《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十輯）》
《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論文集》
《故宮博物院考古文集（一）》
《故宮藏甲骨文第一部》（合作出版）
《董其昌書畫全集》
《故宮藏四任繪畫全集》
《蘇東坡書法全集》
《往昔世相－故宮博物院藏古代人物畫》

粵港澳共建灣區
「菜籃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廣州市
人民政府副市長黎明昨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
示，根據廣東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廣州把牽頭
開展粵港澳大灣區「菜籃子」工程建設作為貫徹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要舉措，訂
立標準，打造平台，豐富市場供應，吸引了港澳
地區和內地 22 個省區、80 個以上地級市進行合
作，目前已認定了生產基地517個。
「菜籃子」工程是為緩解副食品供應偏緊而採
取的應對措施。近月來，內地豬肉供給緊張，供
港豬肉也受一定影響。黎明介紹，廣州正在大力
推進大灣區的「菜籃子」工程建設，並吸引港澳
地區和內地省區市合作，豐富市場供應。2017

《賀歲迎祥－紫禁城裡過大年展覽圖錄》
《紫禁城建成600年展覽圖錄》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菜籃子」市長負責制
考核辦法》，農業農村部等 13 部門印發了《「菜
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辦法實施細則》，廣州將
推動「菜籃子」工程建設，落實好「菜籃子」市
長負責制。

《我要去故宮》
《故宮日曆》十二載典藏版

精品展覽：
「紫禁城建成600年展」

元旦春節豬肉供應總體充足
昨日，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在同一場合表
示，元旦春節期間，不管是豬肉還是它的替代
品，市場供應總體充足，價格也會總體穩定。儲
備豬肉在兩節期間會陸續有序地投放市場，加上
近期從國外進口的豬肉量大增，會進一步增加市
場的豬肉供給量。

「往昔世相－故宮博物院藏古代人物畫展」
「千古風流人物－蘇軾主題書畫特展」
「陶瓷館」專館在武英殿重新開放
「中國與凡爾賽展」
■四川宜賓的供港蔬菜生產基地。

網上圖片

公益活動：
「綠洲行動－600名小學生進故宮」文化公益活動

深口岸元旦過境人次料達 68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2020 年
元旦即將來臨，深港邊境口岸將迎來人流高峰。據
深圳邊檢總站預測，2020 年元旦假期深圳口岸出
入境人員將達到 68 萬人次。預計 1 月 1 日羅湖、福
田、深圳灣、皇崗、西九龍站口岸出入境人員將分
別達到 19.8 萬人次、14.1 萬人次、12 萬人次、8 萬
人次、5.1 萬人次。深圳邊檢總站將積極採取多項
措施，全力做好元旦假期通關服務保障工作，確保
口岸通關安全順暢。

即將到來的元旦假期，深圳口岸將迎來以旅
遊、購物、探親為主的出入境客流高峰。深圳邊
檢總站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統一部署，將結合客
流預測及往年客流數據，主動研判各口岸客流動
態，科學預測、及時發佈各口岸出入境客流情
況；備足執勤警力，科學組織勤務，提前調配警
力資源，加大口岸現場監護、引導、諮詢等崗位
的警力投入，確保節日期間現場警力充足；充分
發揮「藍色提示線」「高峰疏導線」作用，根據

客流增長情況及時加開查驗通道，確保中國公民
出入境通關排隊不超過 30 分鐘；引入邊檢志願服
務 U 站、義工組織等社會力量，積極為老、弱、
病、殘、孕、幼、急等特殊人群提供人文關懷和
通關便利。
深圳邊檢總站提醒港人，出行前請仔細檢查本
人及同行人的出入境證件，密切關注口岸客流變化
和通關狀況，盡量錯峰出行。通關過程中如遇困
難，可隨時向現場執勤的民警尋求幫助。

「紫禁城記憶‧文脈 600 年－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 600
名中學生進故宮」文化交流公益活動
「故宮楹聯主題書法大賽－600 名青少年進故宮」文化公
益活動

啟動製作影視作品：
電視劇《故宮如夢》
電視紀錄片《紫禁城》
文化季播節目《上新了·故宮》第三季
大型史詩劇《紫禁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