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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初，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一名真
正的“故宫人”，可以说，每一天的感受都是新鲜的、紧
迫的、深刻的。几年过去了，我走遍了故宫的上万间房
屋，在不断走访、研究和实践中，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故
宫博物院工作的细致、复杂和敏感，以及身为“故宫
人”的付出和不易。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开展每一项工
作，往往都深刻而多样地交织着“两难”问题，都需要

“左顾右盼”，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管理者，所有的决策必须解决“以谁

为中心”的问题。以观众为中心，提高服务水平就
有无限广阔的空间。任何一处文化遗产地，不能说
参观的人多，环境和服务质量就要下降，如果这
样，遗产和观众都没有尊严。

过去观众到故宫，高
峰时得花一个多小时才

能买到票，两个小时才能进
去参观。如今，故宫的售票窗

口从过去的16个增加到34个，大部分观众3分钟内就可
以买到票，参观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故宫博物院
一直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呼吁更多观众能够通过网络
预约途径购票，这样既能从容合理地安排出行，又能
免去买票排队之劳苦。相信再有几年时间，在不断尝
试、摸索、创新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一定可以实现
限流分流，保证故宫和观众的安全，提升服务质量。

过去，御花园到处都是铁栏杆，只有一条逼仄的石
子甬道，观众累了，就坐在栏杆上、蹲在地上。现在，我们
把大量的栏杆拆除掉，扩大了空间，摆放了许多圈椅和
树凳；以前，端门至午门区域一把椅子、一个凳子都没
有，现在有200把椅子，同时在56棵树下，都做了一圈可
以坐12个人的树凳，让大量观众得到了休息。

扩大开放区、“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观众”，一
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 10年间，故宫开放区域已

从30%提高到现在的50%以上，而未来故宫对公众开
放面积大约会占全部面积的80%左右。

目前正在建设的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
建成后院内占用古建筑的文物科技保护部门将全部
迁至此处，工作流程得到整合，工作环境也将得到有
效改善。此外，如能复建故宫筒子河与紫禁城城墙之
间的围房，不但可以再现当年紫禁城的完整景观，而
且可以将故宫博物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机动车全部
搬出紫禁城，在这些围房内安排。这样将减少紫禁城
已经不堪重负的压力，有效扩大故宫博物院对观众的
开放空间，真正实现“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观众”。

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理应是文化遗产
的使用者和守护者。

持续 7年的大规模藏品清理工作，使故宫博物院
的馆藏文物数量从 100 万件增加到 180 余万件，每一

件实物和目录准确对应，第一次向国家、向社会交上
了一份翔实、准确的文物账目；历时 10多年的故宫古
建筑整体修缮工程，从午门到神武门，包括太和殿在
内，让绝大多数古建筑得以保持健康的状态；2013 年
开始试行周一半天闭馆，到今年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
馆，让“连轴转”的紫禁城和文物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
间；2013年4月获批的“平安故宫”工程，每个阶段性成
果的收获，无疑都为故宫博物院多添了一分安全。

壮美的紫禁城让我为之深深着迷。这里，高低错落
庭院各异、春夏秋冬景致不同，红墙黄瓦碧水环绕、山石
花木点缀其间，移步换景、韵味不同。清晨的空旷宁静，
黄昏的温暖安详，雨季的烟雨迷蒙，雪后的纯净肃穆，都
让我为之沉醉。这里是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永远
属于全人类。我们都只是故宫的“看门人”，是中间的传
承人，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

（作者单霁翔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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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山洞节约能源】

在一座不起眼的山头前，记者见
到了这位35岁的昔日外企高管。工科
出身、曾先后就职于首都国际机场、
松下集团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他，2010
年时年薪就已达20余万元。

“但还是觉得想做点什么。尤其是想
回家乡这里，带着乡亲们做点什么。”刘
小愿这样解释了他为何辞去工作，回村
一头钻进山洞中走上了养蘑菇的道路。

村里的这个山洞由赤铁矿石和云
母石构成，山洞内分上下 4 层，特殊的
结构形成了山洞里冬暖夏凉的小气候，
而通风、弱光、恒温、恒湿的天然条件保
障了蘑菇生长所需。整整两年时间，他猫在山洞里，记录下
了每天山洞中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各种数值。很
快，他就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半个蘑菇种植专家。

在凉风习习的山洞中走了半晌，记者看到，目前这里
主要生长的都是平菇。刘小愿介绍说，由于山洞种植模式
突破了传统种蘑菇季节性集中上市的弊端，在销售上打了
个“反季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尤其“原生态”的种植方
式使得这里的平菇朵形好、色泽鲜艳、肉质肥厚、口感细
嫩。这些蘑菇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今年这几个月平菇
的日产量几乎达到近两吨，按照每公斤8元计算，每天的收
入都在万元以上。”刘小愿难掩骄傲喜悦。

【职业农民亟须推广】

今天的刘小愿，已经从外企高管转
变为据坟庄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用一个以前谁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价值的
废弃山洞，走上了带领全村乡亲共同致
富的道路。从山村走进城市，又从城市回
到山村，他看中的正是新时代大有可为
的农业事业，只要方法得当，“土里刨食”
也可以“高大上”起来。

如今的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
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失，严重影响
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密云县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张天杰对记者表示：“刘小愿算
是我们培养的第一批职业农民，夫妇俩

都是‘80后’大学生。他们返乡创业，利用村里闲置山洞生
产食用菌，一是做到了节约土地资源，不占用耕地；二是山
洞冬暖夏凉，不用温控系统，低碳环保。我们的技术人员还
在山洞里推广了立体栽培、微喷雾化、病虫害物理防治等
10余项技术，帮助他们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张天杰表示，当下的经济发展已经迫切要求职业农
民成为一种能够推广、能够被认可的职业身份，突破户
口和身份的限制，让这些新型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员成
为构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的细胞，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力量。

上图：刘小愿的山洞蘑菇。 （资料图片）

10 月 15 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清洁工人
们借助保险绳攀上水立方膜结构外立面进行清
洗作业。 张 宇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9日电
（记者华晔迪） 记者日前从活动
主办方获悉，一年一度的金融街
论坛和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今
年整合为一体，将于 10 月 30 日
至 11 月 2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
截至目前，北京已拥有法人金融
机构超过 650 家，居全国首位。

作为全国的金融管理中心，北
京总部金融特征明显，各类金融机

构快速聚集。截至目前，北京已拥有
法人金融机构650余家，居全国首
位，同时稳步发展35家要素市场，
拥有创业投资机构915家；北京的
A股上市公司已达228家。

金融街论坛和北京国际金融
博览会整合为一体举办，旨在将
论坛、展览、洽谈、交流等多项
活动融合创新，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中国金融盛会。

联防联控治雾霾 多措并举保出行

北京全过程演练迎接APEC
本报记者 赵鹏飞

联防联控治雾霾 多措并举保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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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
怀柔雁栖湖畔举办，这是继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又一次向世界
展现风采的良好机遇。目前，APEC会议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有序推进。

举办首次全程模拟演练

近日，北京市进行了APEC会议全流程模拟演练，其
中作为APEC会议主场的雁栖湖，参会代表多，人员级别
高，会议节点多，是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不沉下
心来搞演练、抓落实，再好的方案，再多的预案，都可能
落空、都可能失灵。”市长王安顺全程观摩雁栖湖现场演
练并强调，演练要紧紧扣住确保人、事、物高度融合这个
中心来展开，通过实践来梳理和界定任务内容、职责、标
准，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完整任务体系。

在国家会议中心、首都国际机场、北辰洲际酒店等涉
及会议全流程的多处地点也首次进行了筹备工作全程演
练，内容包括参会代表抵离迎送、酒店入住、会议视听系
统测试、应急预案演练等多个方面。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会
议厅里，数十名来自北京多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围坐
在会议桌前扮演来自APEC各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实战模
拟代表们参会、发言。

“此次 APEC 会议使用的麦克风和电视屏幕，均可实
现自动追踪功能。当某位代表发言时，摄像机能实现影像
追踪，其他代表不仅能听到他的声音，还能清楚地看到他
的一举一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演练结束后，将对演
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细致总结，同时也将在后续对会
议全过程进行多次演练，以保证APEC会议顺利进行。

为疏导会议期间交通压力，北京市近日发
布通告称，届时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11
月3日至11月12日期间，北京市核发号牌机动
车和进京的外省、区、市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实
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同时，暂停实施
尾号轮换限行措施，各级公车停驶70%。

据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按照 APEC 会议交
通运输服务保障要求，会议期间实行的单双号
限行措施将使自驾车出行比例减少 35%左右，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进一步增加，预计届时每
日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人数将增加 300 万人次左
右。其中地面公交将增加 400辆车，提升 2%公
交运力，保障市民正常出行。

另外，因此次会议北京部分机构将调休放
假 6 天，为鼓励更多的北京市民赴外阜休假旅
游，北京铁路局还为自驾游者开行 6 个方向的
火车运输汽车专列。“APEC会议期间放假调休
属于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配合交通限行政
策，方便市民出行。此外，降低社会活动的强
度也是缓解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北京市环保
局副局长庄志东表示。

京津冀企业统一停限产

北京市明确要求，要以服务保障 APEC 会
议为契机，继续下大力气解决空气质量、垃圾
污水、违法建设等突出环境问题，着力提升环
境建设水平。早在 8月初 APEC高官会举办时，
北京市就针对做好重大会议期间空气质量保障
工作做了有益探索。当时，北京市把相关保障
工作划分为六类12项具体任务，重点加强了天
气形势研判和应急处置以及机动车、扬尘、工
业污染防治、燃煤污染控制和督导检查等方面
的保障工作。

“高官会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实施，对
于我们来说，既是为11月APEC第22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召开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积累经
验，同时也是为实现 PM2.5 控制目标锻炼队
伍、探索经验。”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说。

与此同时，作为 APEC 会议空气质量保障
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也将
建立完善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出台 APEC
会议期间停产、限产及治理企业清单。有关人
士表示，重污染天气停限产已成为京津冀雾霾
防治的既定政策。随着 APEC 会议期间各地统
一行动，这一措施有望成为地区联防联治机制
的一项长期性措施。

单双号限行公交车增加

昨日商场拼杀
今日蘑菇致富

前外企高管转型职业农民
本报记者 宦 佳

废弃的山洞、层叠的木架、长势喜人的蘑菇、响个不停等着收货的批发
商的电话……这些奇怪的元素拼接在一起，就成了声名远播的前外企高管、
今职业农民刘小愿的生活图景。日前，记者在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坟庄村，采
访了这位成功转型的“职业农民”刘小愿。

10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东、西侧绿地立体花
卉景观开始更换布置，以迎接即将召开的 APEC
会议。图为园林工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布置花卉
景观。 新华社发

天安门广场换花卉迎APEC天安门广场换花卉迎天安门广场换花卉迎APECAPEC

昌平区第十一届苹果文化节近日举办，活动
期间游客可通过苹果采摘、旅游观光等方式观赏
金秋昌平美景。图为小朋友在昌平苹果节上观赏
优质大苹果展示。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昌平苹果文化节举办昌平苹果文化节举办昌平苹果文化节举办

点 击 北 京

北京金融机构数全国居首

APECAPEC峰会主会场峰会主会场

会议服务人员拉线摆放桌椅。范继文摄 （京华时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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