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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30年代，為避開日軍的侵略戰火，北京故宮文物悉數打包，踏上漫漫的南遷路途。近兩萬
箱、60多萬件文物運至大後方直至抗戰結束，一直得到當地百姓的愛護；特別是在四川樂山，鄉民騰
出的六所宗祠作為「戰時故宮」，箱箱「國寶」在八年抗戰歲月中得到安然庇護，在世界文物保護史及
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輝篇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勇 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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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工作人員與護寶駐軍留
下的合影。
資料圖片

萬箱文物無缺
保護故宮文物 見證國人尊嚴
自不僅有去年10月合辦之「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11月合辦之「兩
2009年2月，兩岸故宮達成9項合作共識，雙方即積極拓展多項合作。

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得以成功舉辦，而且還在今年6月間為紀念故宮
博物院成立85周年，完成了「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考察活動，重溫了這
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故宮文物南遷史，令國人為之動容、令寰宇為之欽歎，值得兩岸文物
工作者共同追憶。」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向本報表示：重走故宮文
物南遷路，所見所聞是那麼可親可敬，完全能夠體會到當年故宮文物工作
者在遷運路途中的艱辛，那種庇護國寶的精神得以代代相傳，更為可貴。

■寰宇文物界絕無僅有，圖為運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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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文物的汽車乘木筏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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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還分儲於峨眉山大佛禪院等地。故宮人和樂山百姓同甘共
苦、精誠合作，終能保護國寶避過戰火侵擾。於是，這些土祠、土廟被
人們看作「戰時故宮」。
抗戰勝利後，由於故宮文物存放樂山鄉野安然無恙，國民政府於1946年
向為故宮文物無私提供宗祠的樂山鄉民頒發「功侔魯壁」楷書大字牌匾。
此牌匾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親題，其意為：功績可堪比收藏孔子典
籍的牆壁，為保護傳承中華民族文化作出了歷史貢獻。

迴避中原戰火 文物存樂山
故宮文物（含「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古物陳列所等文物）於1933年正
式火線南遷，由一隊一隊的木板車推出「紫禁城」。此前，有識之士鑑於英
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的慘痛教訓，力主在日寇侵入後
將故宮文物悉數南遷。國民政府亦一力支持，終使得故宮19,000多箱、60多
萬件文物開始了一段充滿驚險的漫漫遷途。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戰局全面鋪開後，四川樂山成為戰時大後方，故宮
中路與北路遷運的核心文物合計16,618箱，經兩年時間由南京朝天宮再度輾
轉遷運抵達這座有 3,000年歷史的文化古城。當時，樂山安谷鄉的數百農
民，認真負責地參加了木船溯大渡河的拉縴和文物上岸後的起卸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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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故宮文物的船隻當年在樂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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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交匯處逆流而上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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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安置為急 祠廟肩負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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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雖說是大後方，亦頻遭日機轟炸，分散存放故宮文物乃是當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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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在當地民眾的支援下，遷運至樂山的近兩萬箱故宮文物分儲於安谷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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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處處長朱惠良在重走末站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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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館的事，有太多的話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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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聯春從小生活在與故宮文物有關的背景裡，耳裡聽到的是許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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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樂山的安谷、峨眉運至重慶，後分別藏於北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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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山安谷鄉 台北的故宮博物院，這段世界文物史上罕見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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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王聯春在自 征」，書寫了一部蕩氣回腸的遷徙傳奇。王聯春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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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故宮文 予故宮文物南遷的強烈情感，也因此糾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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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南遷陳列館」
步入新千年，王聯春忽發奇想：「樂山有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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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展 陳 情 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可樂山還缺一個非物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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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谷鄉，這個大渡河畔的小地方，鄉民對故宮文物遷運至此的那段歷 遷史料陳列館，豈不幾全其美？」這個想法，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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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座高雅氣派的樓堂館所，並非兒戲。
辦了一個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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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南遷的文物，最後主要落腳在四川樂山。那兒有一位農民，今 做規劃、租土地、搞基建，牽涉大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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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0多歲，自己修建了一座紀念碑，還辦了一個陳列館，去紀念那一段 金。王聯春的事業還沒有上路，非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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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我是很感動。」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向本報表示：「我一 如雨水般迎面潑來。「瘋子！」「有錢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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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王聯春
「故宮文物走了，我的心也空了。但那曾經為保護國寶所付出生命、
上，樂山人對中國文物和文化遺產的認識上，素質要相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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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的人，是永遠不應該忘記的。我自小就想，如何抓住那些流逝了的 的行動最終感動了鄉民，感動了當
■故宮文物翠玉白
得多。這就是歷史的價值與意義之所在，應該更加廣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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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感動了兩岸文物工作者。
時光？如何讓那些流金歲月保存、銘記？」安谷鄉民王聯春說起自建陳
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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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文物「長征」 鄉民建館紀念

抵抗外敵侵略 維護文化血
「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生動地向全世
界的人們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善良與真摯。」
澳大利亞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會長何孔周
告訴本報記者：在海外，許許多多的人知
道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這麼一次莊嚴、神聖
的文物遷徙歷程，她是抵抗外敵侵略的堅
持，是不屈文化尊嚴的堅貞，她孕育和傳
承了文化新生命。
「文化的命運，有時就像人的命運一
樣，難以捉摸。」四川省著名作家田旭中
在以故宮文物南遷歷史論述文化命運時認
為：我們在追憶審視這段特殊歷史的時
候，不能不為我們這個民族深深地自豪。

記住故宮文物南遷這段珍貴的歷史，記住
一切為保存中華文物的人們。」
「而從故宮文物南遷這段歷史中又可看
到，在整個長達10餘年的過程中，沒有哪
個黨派、哪個官員敢於掉以輕心、玩忽職
守，更不用說去徇私枉法、染指國寶了，
因為這關乎最起碼的廉恥，一個寡廉鮮恥
的民族是沒落的民族、腐朽的民族。」田
旭中進而指出，在那一場歷史的大浩劫
中，我們發現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最深
刻的原因，那就是對自己文化、歷史和家
園的尊重，甚至超越了對自己生命的尊 ■「當漢奸者殺無赦！」全民抵
重。
抗日本侵略。
資料圖片

七年故宮成學 研究漸顯成熟
1924年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次年武昌起義紀
念日（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至今
年10月10日，是85周年；今年亦是紫禁城建成
590周年及故宮文物遷台第60個年頭。
據知，兩岸故宮人合計，繼續舉辦「故宮學」
研討大會及「故宮文物南遷史料展」等系列活
動。
就「故宮學」來講，真正被列作一門學科進
行系統研究僅有7年的歷史。7年前，經由鄭欣
淼院長在一次館長論壇上提出。此後的7年，
北京故宮方面為此學科的豐富和拓展做了大量
工作，並取得大批學術成果，學科建設漸見成
熟。而在今年4月的時候，故宮學研究現狀與

未來發展座談會上兩岸專家學者認為：「應當
將其作為中國文化的樣本進行深入研究。」
故宮學的研究內容十分豐富，其研究領域主
要有6方面：一是紫禁城宮殿建築群，二是文
物典藏，三是宮廷歷史文化遺存，四是明清檔
案，五是清宮典籍，六是故宮博物院的歷史。
而故宮學的研究方法，採用的則是跨學科的，
即運用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建築學、文
學、美學及相關的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
方法。
台北故宮方面也對故宮學給予積極評價，決
心共同開展研究，深入豐富故宮學知識體系，
合力促進故宮學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