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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

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

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一堂

好课》 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讲

述其一生未离开过的古建筑与文

物保护工作。

让故宫文化遗产活起来

2012 年 1 月，单霁翔就任故

宫博物院院长， 他回忆当时的状

况，“故宫大部分区域都没有开

放，99%的藏品沉睡在库房里面；

大多数的观众跟着导游的小旗盲

目地往前面走， 听着并不专业的

讲解，只是到此一游而已；有的老

大爷、老大妈领着孩子，走累了坐

在台阶上，吃自己带的水和干粮，

铁栏杆都给坐弯了……可是当他

们走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 到底

能够获得什么？ 我们对得起他们

吗？ ”

故宫面对的挑战还有超量的

观众。当年的故宫挤成什么样？有

人形容，“进了故宫，就没看见地

面是什么样， 一直都是后面人推

着往前面走。 ” 拥挤意味着危险，一旦发

生推搡，人可能会像叠罗汉似的压下来。

单霁翔决定做出改变：“我知道这

里有很多的世界之最， 但应该怎么叫人

们感受到呢，这是一个难题。 ” 他花了 5

个月时间走遍了故宫 9000 多间房屋；为

了让故宫文化遗产活起来， 他实行了多

项举措，经过研发，故宫安装了大量供观

众使用的座椅， 能让 1.1 万名观众在各

个地方都有尊严地坐下休息； 针对观众

大殿光线暗的抱怨， 技术人员在大殿中

安装了不发热的 LED 冷光源，“开灯的

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在两边值守，用测光

表反复测试敏感部位的光线不能超

标。 ” 经过一年半的研发、调试，紫禁城

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

殿被点亮。

与此同时， 故宫用了两年的时间做

安全宣传，在淡季设了很多的免费日，把

旅游团积极地引导到淡季， 并且实行限

流，真正提高了人们的参观质量。

用两年清干净屋顶的草

作为文物保护单位， 做任何事情的

前提就是确保安全， 尤其故宫还是一座

有着一千二百栋木结构的建筑群， 防火

难度可谓世界第一。 “重中之重在于预

防性保护” ，2014 年至 2016 年， 故宫组

织为时三年的全院环境大整治， 以及为

时两个星期的全院大扫除。 单霁翔曾介

绍，“老先生传授经验，人进去的时候要

大喊两声，叫小动物先跑你再进去，否则

你踩了小动物，你和小动物都尴尬。 ”

清扫的另一个难度在于故宫瓦上长

了很多的草，草根扎在瓦里面，瓦拱松动

了，雨水灌进去，梁架就会糟朽，但除草

并不容易， 两场雨下来， 草就会再次疯

长。 为此，工作人员要一块一块瓦揭开，

把草根拿出来， 把古建修好， 再把缝抹

实， 不叫草籽再进去，“两年的奋斗，我

们终于可以对社会宣布， 故宫博物院一

千二百栋古建筑上没有一根草。 ”

赚钱都用在故宫事业上

故宫靠卖文创产品， 一年创造

10亿元的销售额。 “课堂” 上，有同

学不禁发问：“故宫文创赚的钱都用

在什么地方了？ ”

面对如此犀利的问题， 单霁翔

详细地给出了答案：“故宫是非营利

机构，我们不能分红，我们所有销售

利润都要用到故宫事业发展上。 我

们要做 1600 多把椅子， 我们要把

1750个井盖做平， 我们要把自动讲

解器不断地提升， 特别是面对同学

的教育活动全是免费的。 这些用的

是什么钱？ 我们是用我们的营销收

入，投入到我们事业发展中。 ”

单霁翔特别提到， 今年 1 到 3

月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有史以来最大

规模的立体展览 “贺岁迎祥紫禁城

里过大年” 。 “我们最为自豪的是，

把消失了 179 年的万寿灯、 天灯经

过半年的研发又重新在乾清宫前竖

立起来，太多的人观赏这个奇观。 展

览结束后， 我们不希望这套文化创

意产品从此消失， 因此举行了公益

拍卖。 ” 他介绍， 最终拍卖获得的

2000 多万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国家贫

困县，“从广西的巴马，到内蒙古的阿尔

山一共 4 个国家贫困县。 虽

然钱不多，但是我感到非常

自豪，博物馆向来都是

被别人赞助的，我

们终于强大到可

以赞助别人

了。 ”

故宫文创品年销 10 亿

赚的钱都花哪儿了？

单霁翔：销售利润都要用到故宫事业发展上

最近，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第二次也很

美》中，王子文饰演了一个遭受婚姻挫折后，勇敢追

寻人生理想，并收获第二次幸福的少女安安。幽默风

趣的台词，轻松治愈的剧情，职场、婚恋等热点话题，

让该剧自开播以来， 收视稳居卫视同时段前列。 日

前，王子文接受了媒体采访。

“我不适合做全职太太”

在《第二次也很美》中，王子文饰演的安安大学

毕业就嫁给了爱情。很快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豆豆，

在随后六年的婚姻生活里，丈夫俞非凡创业起步，重

心都在事业上，两人经常见不到面。为了能够引起丈

夫的注意，安安经常仔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俞非凡。在

家里不仅不打扫卫生，还故意制造混乱。坐在电视机

前吃零食打发无聊的时间。不做饭，饿了直接叫外卖

……渐渐地，俞非凡疲惫了，忍受不了安安的生活状

态，也担心影响儿子的成长，于是提出了离婚。

“很多人觉得全职太太是享福的，我觉得那是非

常大的牺牲，也是非常累的工作。 ” 通过这部剧，王

子文了解到全职太太的辛苦和不容易，“以我的性

格来说，不太适合做全职太太。 不过，我相信通过这

部剧，能让大家对全职太太有新的认识，也能让一些

正在做全职太太的女性有思考。 ”《第二次也很美》

想通过安安的故事告诉所有女孩， 如果有梦想就应

该去实现，哪怕已经为人妻或者为人母都不晚。

在剧中，王子文演一个 5 岁孩子的妈妈，可是她

心里分明住着一个少女，谈起和小朋友的相处方式，

王子文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跟小朋友演戏最重要

的是跟他们处成朋友， 小孩子一般看到成年演员会

害羞紧张，我进组前期一直私底下跟他们玩，打成一

片，他们才会接受我，放松下来。 ”

首次搭档张鲁一

《第二次很美》促成了王子文和张鲁一的第一次

合作。 “鲁一老师很幽默，还比较顽皮，跟荧幕上的

形象有非常大的反差。 ”王子文说，虽然是第一次合

作，两人却很默契，经常前一天晚上在电话里沟通一

下戏，第二天就能顺利完成拍摄。

“拍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加一些好玩的内

容，演着演着鲁一老师就会有创作想法。 ”王子

文说，“譬如剧中醉酒那场戏就是他们的临时

创作，“还有把他踹倒在地、他用枕头压我、爬

树……这些都是临时想到的。 ”

2019 年是巴金先生诞辰 115 周年，由

巴金故居、 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文学发

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温暖的友情———巴

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 日前在上海徐汇艺

术馆开幕。 与此同时，巴金先生铜像在巴金

故居揭幕。

巴金先生铜像立于巴金故居前院，高

2.23米，由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鲁迅美术

学院院长李象群打造。

上海武康路 113 号和巴金先生的名字

连在一起。 巴金先生在这里居住了半个世

纪，这也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所。

“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

札展” 展出巴金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

舍、曹禺、叶圣陶、冰心、沈从文等四十余位

友人（及其家属）的往来手札。 这些友人、

作家均在上海工作或生活过。

展览以巴金及其友人捐赠给中国现代

文学馆的部分手札为主，与作家简介、交往

照片、赠书、赠物、相互评说的文字等有机

结合，勾勒出巴金与这些作家之间的友谊，

展现他们宏大精神世界的一些侧影。

展览开幕式现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联主席铁凝的发言流露真情：“巴金

先生去世已经十四年了，但是今天，我想，

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巴老

的热情和性格。 和他有过交往的人，读过他

的作品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光和热。 ”

铁凝表示，“我想象着那些巴老的朋友们，

当他们想起巴老的时候， 他们心里一定是

踏实的，在历史和时代的洪流中，巴老始终

是一盏明亮的灯，守护着爱、正直、真实、奉

献等等美好的价值。 ”

铁凝谈到， 她看到巴老在信中劝朋友

少抱怨、多做事，看到了巴老性格中质朴的

伟大：“在给友人的信札中， 他写道： 少抱

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 看到这里，我

忽然想到，作为巨人的巴金先生，他的伟大

正在于他是如此质朴。 他是一个劳作的人，

他以一个劳动者的信念看待自己、 对待世

界，诚如他自己所言：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

一个信念：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在于给

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正

是因此， 巴老的生命才如此辽阔， 他的人

格、他的信念持久地温暖着我们，感召着后

来的人们。 ”

巴金最爱和朋友在信中说什么？

纪念巴金先生诞辰 115周年

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出 铜像在故居揭幕

鲁迅：巴金先生：校样已看讫，其中改动之处还不

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

茅盾：久不通信，但知近况佳胜，精神焕发，甚佩甚

慰。

老舍：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

冰心：巴金老弟……你已经闯出来了，为什么还总

是忧郁？ 我想这也与萧珊早逝有关，人最怕的是孤独，

我以为你应该多接近年轻人，我和你的身世不同，从小

就在融乐的家庭空气之中，就学时也一帆风顺，老了仍

有许多年轻朋友……愿你快乐！

叶圣陶： 巴金闻我居病房 选赠鲜花烦泰昌 苍

兰马蹄莲共囊 插瓶红妆兼素妆 对花感深何日忘

道谢莫表中心藏

沈从文： 过去一些熟人朋友看到我家有您前面那

四本（《随想录》），多来借阅。 借是借出了，我心里总

犯嘀咕，怕收不回，因为上面有您亲笔题字。

张兆和：您在病中寄来的信和剪报，令我们深深感

动，从文看后哭了。 我们万分珍重你的友情，常望你保

重，今年能够见面。

曹禺： 我想起半个多世纪以来， 你对我极深的帮

助、友谊。 你介绍我入了文艺界，你不断给我似火的热

情，我有许多缺点，你总是真诚地指出来。回想许多事，

我能有你这样兄长似的朋友，我是幸福的。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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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也很美》热播

王子文：有梦想就要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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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

单霁翔

巴金先生铜像

《第二次也很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