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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 胥扬

11月19日， 湖南文博界迎来两场学
术盛宴： 一场是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的
2019智慧文博论坛， 另一场是在湖南大
学举行的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系列活
动之岳麓论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
学院院长单霁翔，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以鲜活的事例，阐
述了在智慧文博建设中， 博物馆如何应
对机遇与挑战。

现代技术， 让大众对文化
遗产充满“爱”

近年来， 近600岁的故宫已成为当之
无愧的“网红”。故宫口红、“雍正萌萌哒”
表情包等文创产品受到热捧；故宫开放面
积从30%扩展到超过80%； 石渠宝笈特展
等多个精彩展览引发“故宫跑”……每一
项举措都是“引流”利器，2018年，故宫年
度参观人次达到1754万，成为世界上参观
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有魅力的文化资源才能得到人们
的呵护。”作为故宫走红的“幕后推手”，
在演讲中，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如
此说。

“保护和利用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
的是传承。”单霁翔认为，保护文化遗产，
不是政府或者文物部门的专利。当每个群
众都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
形成强大的保护力量时，文化遗产才真正
安全。

信息化工作是连接文化遗产保护和
广大群众的桥梁。

曾经，故宫的大多数文物“沉睡”在库
房里，大件的甚至暴露在风雨中。单霁翔
认为它们“毫无尊严”。躺在墙角下的北齐
时代菩萨，“脸色不太好”。被海绵裹着、躺
在担架上的兵马俑，“像一个伤病员。”

信息化技术让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与
故宫“亲密接触”。没有时间去北京，登录

故宫网站， 便可“360度全景虚拟漫游故
宫”。1862690件文物藏品全部在线上展
出， 你可以细细观赏三羊尊上的每一道纹
饰，慢慢品味《展子虔游春图卷》的每一处
笔画。 故宫的官方微博每天都要进行局部
改版，白天讲建筑，晚上讲故事，很受年轻
人欢迎。登录《每日故宫》APP，每天为自己
的“文物藏品库”免费“添置”一件文物。这
样有趣的APP，除了《每日故宫》，还有《韩
熙载夜宴图》《皇帝的一天》等。

以信息化为代表， 现代技术为到故
宫参观的观众增添安全与便利， 增加体
验与乐趣。全部网络购票，限制、分散人
流，拥挤的“人山人海”变成了秩序井然
的舒心游览。遇到古建筑在修缮，暂时不
开放也不用太遗憾。去数字体验馆，“坐”
在养心殿皇帝的宝座上，“批阅” 奏折，

“召见” 大臣， 每个大臣都会说500多句
话，让你心花怒放。

“保和殿、 乾清宫等宫殿是木结构建
筑，容易着火。里面的许多古物都是纸质、
丝织品，不适合长时间光照。因此，很长时
间这些宫殿都黑漆漆的， 观众怎么也看不
清。”单霁翔说，故宫通过对现代技术的运
用，“点亮了”众多宫殿，“观众看得清楚了，
这些宫殿的保洁保护工作也做得更加周到
细致。”

“故宫和华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再
过一段时间， 大家打开手机就知道故宫里
面有多少展览，多少人在看；哪个洗手间离
你最近，有没有空位；要买的文创产品在哪
里，还有多少存量……”单霁翔强调，故宫
做得好，不仅是在于技术先进，关键是所有
项目都立足于深挖自身的文化资源。

警惕单纯靠技术解决所有
文化问题

“荷兰皇家博物馆数据开放走在全
球前列， 它把超过10万件馆藏文物的高
清大图都放在了其网站上， 又在博物馆
建筑外部挂了禁止拍照的醒目标志。这
是什么意思？”在《“颠覆性技术”正在如

何影响博物馆？》的主旨演讲中，中国博
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抛出
了这个问题。

安来顺认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
子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云服务、沉浸式
体验等“颠覆性技术”根据其自身发展的
规律， 以多途径的方式循序渐进进入博
物馆。除了提高了博物馆的管理效能，改
善观众的参观体验， 这些技术的影响还
延伸到了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层面， 通过
语音导览、虚拟博物馆、VR体验等，创造
了与公众对话的全新模式。

“技术带来无限的可能之外，也带来了
新的问题和挑战。”安来顺说，其中一个重
要问题是， 不少博物馆工作者忽略了对信
息的精心处理，仅仅停留在简单将年代、大
小等文化资源的数据和信息展示出来，这
样难以让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

“展示的文物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
生了怎样的作用？ 与其他事物有怎样的关
联？与现代社会有怎样的关系？”他说，要警
惕单纯靠技术解决所有文化问题的趋势，
智慧文博建设要在数据（未加工的数字和
事实）、信息（处理过的数据）、知识（鉴别过
的信息）、智慧（数据+信息+知识+行动+反
馈）之间找到逻辑联系。

为了解决参观人数多而产生的巨大
讲解需求， 语音导览已成为各大博物馆
的标准配置。 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也是
如此。不同的是，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导览
平台不仅仅是系统单向输出信息， 还有
一个由博物馆员工、大学教授、艺术家组
成的志愿者团队， 随时解答观众提出的
问题，并据此对展览进行改进。如许多观
众对十几件古埃及雕像都没有鼻子提出
了疑问，馆方不仅进行了解答，还增设了
相关内容的解说。

“进入荷兰皇家博物馆，工作人员会为
观众提供纸和画笔，人们在对着展品画画，
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安来顺解读该馆悬
挂禁止拍照标志的意义， 不是不让观众拍
照，而是不需要，亲身体验是博物馆文化的
重要内容。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胡宇芬）何梁
何利基金2019年度颁奖大会11月18日在北京
举行。中南大学何继善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丁荣军院士、 中国科学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遇龙院士、 湖南农业大学
刘仲华教授等4位湖南科技工作者荣获“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至此，我省已有30位科学家获
得“何梁何利奖”。

为地球发明“CT”机的何继善院士，获得“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地球科学奖。专注于高铁“心
脏”———交流传动系统研究的丁荣军院士， 获得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交通运输技术奖。印遇龙院
士和刘仲华教授同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农学
奖，印遇龙专注于畜禽健康养殖研究，刘仲华则
专注于茶叶加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金融实业家何善
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先生共同捐资4亿港
元，于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益性科技奖
励基金。此次共有56位科学家获得2019年度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包括“科学与技术成
就奖”1名、“科学与技术进步奖”35名、“科学与
技术创新奖”20名。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李叶 胥扬） 今天，2019智慧文博论坛在湖
南省博物馆开幕。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学院
院长单霁翔，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安来顺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湖南
省文物局等单位共同主办。单霁翔发表了《匠者
仁心———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的演讲，以故
宫为例，从公共服务、文物修复、文物数字化、文
化创意产业等方面， 全面介绍了故宫近年来的
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实践经验， 阐释了文旅融合
的先进理念。安来顺以《“颠覆性技术”正在如何
影响博物馆？》为题，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颠
覆性技术”被正式提出以来，对博物馆产生的深
刻影响。他认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
算、物联网、区块链、云服务、沉浸式体验等技术

对博物馆的作用不仅局限在技术工具层面，还
有可能延展至博物馆文化价值体系和专业伦理
等更深更广的领域。

此外，来自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湖南省博物馆等文博行业
信息化专家，就智慧文博建设分享了经验，进行
了交流。

在论坛上， 与会代表讨论并通过了旨在共
建智慧文博的《长沙宣言》。宣言呼吁，始终坚持
正确的智慧文博建设导向，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推动智慧文
博相关标准建设， 努力打造互联互通、 协同合
作、开放共享的行业大数据体系，搭建可供全体
参与者交流互通的行业交流平台， 培育秩序井
然、包容共享的智慧文博生态，让文物数据活起
来，让智慧文博实践活起来。

文化视点

看智慧文博时代博物馆之“变”
4位在湘专家获2019年度“何梁何利奖”

2019智慧文博论坛在长举行
发布共建智慧文博《长沙宣言》

图书捐赠
爱满星城
11月19日，长沙市2019

“红书签·爱满星城”全民阅
读公益活动首批爱心阅览
室捐书仪式，在岳麓区郡辉
路旁廉政文化广场举行，为
长沙首批30个“红书签”爱
心阅览室授牌，长沙市新华
书店为爱心阅览室捐赠各
类图书约3.2万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