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是怎么来的
演讲 章宏伟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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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故宫 600 岁诞辰，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 95 周年。不久前，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所长章宏伟来到齐鲁大讲坛，讲述了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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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糖尿病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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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着
强烈文人情结的皇帝

要讲清宫的书画收藏，不得不提到乾隆皇
帝。

在清代皇帝中，乾隆是一位有着强烈文人
情结的皇帝。他心底里可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
成为一个文人，所以他特别喜欢做那些文人做
的事情。

比方说写诗。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我
在读中学的时候曾经问过老师：中国历史上究
竟哪一位诗人写的诗最多？当时我的老师告诉
我， 宋代诗人陆游一辈子写了 12000多首诗，

是写诗最多的诗人。但事实上，这个答案是错
的，写诗最多的人可能是乾隆皇帝，他一辈子
写了 48000多首诗。 他一个人写诗的数量，相
当于现存的全唐诗的总量。

乾隆也喜欢看戏。今天中国的戏曲中已经
有不少曲种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比如昆曲、京剧。这两个曲种都和清代宫廷有
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昆曲诞生于江苏的
昆山，但是到了北方以后也很受推崇。在道光
皇帝以前，清宫里唱的戏都是昆曲。

在乾隆年间，宫里唱的是昆曲，乾隆听的
也是昆曲。乾隆肯定非常喜欢听戏、看戏，在
乾隆年间，他就建了 5 座三层大戏台。今天故
宫里有一座畅音阁，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
时候，还在畅音阁看过戏。研究中外剧场史的
专家都认为， 这座三层大戏楼真的是 “一级
棒”。故宫里既有这样的大戏台，也有在房间
里的小戏台。 在清宫的绘画里还能看到乾隆
在戏台旁边接见外国使节的画面。所以，可想
而知， 乾隆应该很喜欢戏曲这样一种娱乐形
式。

乾隆也和文人一样，非常喜欢书画。在故
宫的养心殿里有一个小暖阁， 是乾隆的书房，

也叫“三希堂”。它只有 4.8平方米，但是却声名
远播，因为乾隆在三希堂里收藏了晋朝大书法
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

和王珣的《伯远帖》。据说，乾隆之所以把这里
命名为“三希堂”，“三希”指的是“士希贤，贤希
圣，圣希天”，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
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也就是鼓励
自己不懈追求，勤奋自勉。“希”的另一种解释
为“珍惜”，古文“希”同“稀”，“三希”即三件稀
世珍宝。乾隆皇帝书写的“三希堂”匾额和“怀
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的对联，至今还悬挂在
墙上。

乾隆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他虽然是满
人，但他对汉文化非常喜爱。可以说，他的文化
积淀很深，写诗、书法、绘画样样精通。所以，他
对艺术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悟。而且，正因为他
是皇帝，所以在他那个时代留下了自己深刻的
印记。

留下的明宫书画为数寥寥

乾隆年间的书画收藏，可以说奠定了我们
今天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的底子。那
么，它是通过什么手段收藏的呢？

乾隆的书画收藏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
继承的旧藏，第二是清宫内部的创作，第三来
自宫廷之外。

继承的旧藏是不是包括明宫旧藏？很多
人都认为，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明清两
代宫廷旧藏的遗存。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
点。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 从 1420 年建成，

到 1912 年清朝灭亡，历经三个朝代。第一个
是明朝，第二个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第三个
是清朝。但是，李自成只是匆匆地在紫禁城的
武英殿登基称帝， 此后就带着部队逃离了北
京城。他在逃离北京之前，把宫里的珍宝洗劫
一空，那些带不走的宝贝，不是毁了，就是点
把火烧了。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研究明清宫廷
典籍收藏的教授指出，经过李自成的破坏，明
代宫廷的书籍留下来的已经为数寥寥。 明宫
的书画收藏留到清代的，也是为数寥寥。乾隆
皇帝继承的旧藏， 主要是继承他的父祖辈的
旧藏。

清宫内部的创作，留下的书画数量应该是
相当多的。宫廷里经常组织职业画家专门为皇
帝、为皇宫绘制作品，而且这些画家都是高水
平的画家。宫中内务府下属有一个机构叫造办
处，云集了一大批手工艺人，绘画的人只是众
多工匠里的一个分支。造办处在康熙年间就已
经有了，康熙年间，养心殿曾是造办处的作坊。

雍正皇帝即位后， 自己从乾清宫搬到了养心
殿，造办处也就另觅新址了。

造办处的各种作坊很多， 特别是雍正时
期，更加完善了造办处。雍正的汉文化修养很
高，艺术造诣也很深，他对内廷造办提出了一
个要求，叫作“内廷恭造之式”，提出以一种新
的审美标准来制作物品。

到了乾隆时期，宫里绘画的人有了一个专
门的机构，叫作如意馆。如意馆里还出现了“中
西合璧”的现象，其中有很多西洋传教士身份
的画家，比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

安德义、潘廷章等等，他们将西方的绘画方法
带到了宫里，和我们传统的画法很不一样。

内廷的绘画，往往会在落款处写有“臣某
某恭画” 的字样， 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一个
“臣”字。但是在帝王后妃的肖像画上，画家是
不署自己名款的。

“宫中进单”

约一半是乾隆年间的

下面重点讲一下乾隆时期来自宫外的绘
画。这类绘画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进贡，第
二是购买，第三是抄家。

现在学术界研究古代朝贡，基本上是指海
外，包括藩属国的进贡。但实际上，这类进贡在
清代寥寥无几。我们这里讲的进贡，是指清代
皇帝，特别是乾隆时期，皇帝赋予一部分官员和
有身份的人的一种特权。什么特权？就是允许他
们给皇帝进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允许他们给
自己送礼。这对于官员来讲，是一种非常难得的
宠幸。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史料
中，有一种被称为“宫中进单”的档案，其实就是
官员给皇帝送礼的礼品单。我们现在看到的“宫
中进单”，大约一半是乾隆年间的。

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给皇帝进贡，进
贡人员分为 6 类：第一是宗室亲贵，二是中央
大员， 三是地方大吏， 四是内务府的织造、盐
政、关差等等，五是退休了的大臣，六是衍圣
公，也就是孔子的嫡长子孙。从确定的范围来
看，人数并不多。

作为一项制度，它不仅规定了特许进贡的
人，而且在时间上也有约定。清代最重要的节
日有三个：冬至、元旦和万寿节，万寿节是皇帝
的生日。 只有在这三大节日里， 才能进贡、送
礼。当然，对这些官员们来说，他们总是想方设
法找各种名目给皇帝进贡。

乾隆在《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中说，

“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间，每遇慈宫
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
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朕不过酌量赏收，以联
上下之情。”从实际情况看，皇帝对于官员们送
的礼，有全收的，有部分收的，也有驳回的。

乾隆四十五年，是乾隆七旬万寿。这一年
的 7月，各地进贡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朝鲜
的使节回去写了一份报告，现在叫《燕行录》。

其中记载，仅仅贡车就多达 3 万辆，还有人担
的、骆驼负的、轿驾的。为了争运贡品，车辆互
相争道催促，“篝火相望， 铃铎动地， 鞭声震
野”。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给皇帝送礼的盛况。

乾隆朝书画收藏
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除了进贡，皇帝也会购买书画。比如，大家
熟悉的《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一
幅名作。原来宫里就收藏有一幅，上面题款是
给子明的，学术界将这幅《富春山居图》称为子
明卷。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幅画，经常赏玩。他
有时看着高兴， 就拿起笔在这幅画上题字，这
么一写居然一共写了 55处， 把所有空白的地
方都写满了。

后来，又出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是题
赠给无用师的，也被称作无用师卷。这幅画的
主人本来想把画卖给傅恒，但傅恒知道乾隆皇
帝喜欢这个，于是就告诉了乾隆，乾隆说拿来
看看吧。拿来以后，皇帝和身边的词臣仔细鉴
赏，认为这幅无用师卷是赝品。虽然认定是假
的，但乾隆皇帝还是决定买下来。当时一共有 5

幅画，花费了 2000金。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这
2000 金究竟是多少钱， 是 2000 两银子还是
2000两黄金。如果花 2000两黄金买赝品，那未
免也太贵了。

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皇帝对于喜欢的
书画，也是愿意掏钱买的。

最后一个途径是抄家。在清代，抄家所得
并不都进了国库，而是一部分进了皇帝的小金
库。在帝制时代，除了国家财政之外，还有一个
皇家财政， 抄家就是宫里的一项经济来源。大
家都知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这样的
大贪官，被抄家的大量所得都进了皇帝的小金
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门编过一套四册的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其中讲到一些反
腐大案， 案件里涉及的一些书画都流进了内
廷。从现在看到的资料判断，乾隆朝抄家所得
的书画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进贡所得的数量。

有一次，清代大臣纳兰明珠的后人承安被抄
家了。乾隆当时不在北京，还在外面游山玩水，在
路上，他就催着索看承安家里的珍稀字画。他说：

“昨据绵恩等奏称， 查出承安什物内所有字画册
页已交懋勤殿认看，书籍请交武英殿查验，至于
字画一项，因承安身为世家子孙，必有唐宋名人
真迹可供鉴赏之物，着彭元瑞、金简择其佳者数
件，附本报之便，先行寄至行在，以备途中遣兴。”

你看， 乾隆对珍稀书画的迫不及待已经溢于言
表。

可以说，正是通过各种手段并举，乾隆朝宫
中书画收藏达到了清朝历史上的最高峰。

“书画进宫”的负面影响
与意外收获

对于乾隆皇帝的书画收藏，过去我们都是从
正面的角度来评价，认为它对文化遗产保护做出
了贡献。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大数量的书
画集聚在宫里，它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我发现，清朝在乾隆以后，绘画水平出现了
断崖式的下降，没有再出现大画家和名作。这个
现象与书画都进宫了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我认
为有。因为那个时候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
天学画，除了跟着老师学以外，可以作为范本的
东西太多了，印刷品几可乱真，电子出版物也很
多。但是在古代没有这些条件，那时学画画的人
要么跟着老师学，要么对着优秀的书画作品临摹
学习，所以那时的收藏家都备受人们尊敬。

而乾隆皇帝把优秀的书画都收进宫里，民间
学画的人就看不到了， 所以学习的机会就少了。

有句话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没有好的书画
临摹学习，因此画家的整体水平每况愈下，越来
越不行。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

但是， 乾隆的书画收藏也有另外的收获。乾
隆皇帝除了收藏书画、鉴赏书画外，还对宫里的
书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编目，这就是中国书画
著录史上的巨著《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秘
殿珠林》是宫里所藏宗教题材的书画目录，宗教
题材之外的书画则被编为《石渠宝笈》，两书中所
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的最鼎盛时期的
所有作品，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
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
平。

两岸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同出一源

清朝覆灭的时间是 1912年 2月 12日，清室
正式颁布了《逊位诏书》。根据《优待清室条件》，允
许溥仪暂居宫禁，待条件成熟了再搬到颐和园去；

允许溥仪保留皇帝尊号，沿用宣统年号。溥仪由此
在紫禁城里继续待了 13年， 直到 1924年冯玉祥
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

本来说要把清宫的物品分一分，看哪些属于
溥仪的个人物品，哪些是关系国家民族历史文化
的文物，应该收归国家所有，所以当时专门成立
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来做点查故宫物品
的工作。后来，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还给溥仪。就在
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 政局一直动荡，到
1928年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故宫博
物院改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侵略东北，有识之士认为中日之间全面
战争不可避免，于是促成故宫文物南迁。从 1933

年 2 月 6 日到 5 月， 故宫一共迁出了 13427 箱
零 64 包文物。先辗转到了上海，后到南京，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又往大西南转移。抗日战争
胜利后，这些文物回归南京。1948 年，国民党败
局已定， 蒋介石下令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了
2972箱文物运到台湾， 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的家底。

今天， 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同出一源，

我们的家底都是清宫旧藏和遗存。可以说，乾隆
时期的书画收藏，奠定了我们今天两岸故宫博物
院书画收藏的基础。如果没有它们，后人就无法
领略中国古代书画发展的灿烂历史。从这个角度
来说，这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工业革命起来后， 西方文明打败了
东方文明，所以大家误以为，西方文明的
发展道路就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但是，

中国 70年来的崛起以及世界技术革命的
改变，让我们重新发现，世界的资源是有
限的，东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以中国为代
表， 也许要比西方的道路更可持续发展，

这也被称作‘文明分岔’。”

———在东南卫视大型思想类电视峰
会《思·享 2020》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
究院研究员陈平这样解读中国和世界。

“我已经老了， 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
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去才有价值。”

———不久前，77岁的河南农大老教授
王泽霖把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 8208万元
全部捐给了学校。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
谈“裸捐”的理由。

“今天中国的教育，校长是关键。国家
的未来要看孩子，孩子的未来要看教育，教
育的关键在中小学校， 中小学校的关键在
于校长。因为优秀的校长不仅影响学校，而
且影响一个地方的教育水平， 甚至是这个
地方的经济、人才和文化水平。中国有 20

万乡村校长，把 20万校长培训好，相信就
能解决 6000万孩子的未来。鲁迅呼吁‘救
救孩子’，今天我们想呼吁‘帮帮校长’。”

———近日，马云乡村教育发展年会系
列活动———校长领导力圆桌论坛在海南
三亚举行，马云在总结发言中这样呼吁。

“女排精神最重要一点就是从点点滴
滴做起，从一天一天做起。女排精神现在
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它的本质是不变的。

随着年轻运动员的加入，女排有了更多的
朝气，有了更多的活力，让这个集体变得
更加开放、有趣。而一直不变的是拼搏、团
结、永不放弃、绝不服输，即使没有必胜的
把握，也要放手一搏。”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在央视《开讲
啦》节目中这样说道。

“从 2016年起，为期 3年的长江渔业
资源和环境调查发现，长江 430多种鱼类
中，有 140 种鱼类无法采集到标本，不见
踪迹。除了白鲟，还有其他的鱼类没有采
集到，比如鲥鱼、鯮鱼没采集到。长江鱼类
灭绝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这
个渐进过程中， 针对还没有灭绝的物种，

一定要进行挽回。”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
科学》上的一篇研究论文透露：中国长江
珍稀濒危鱼类———白鲟，据推测在 2005—

2010年间已经灭绝。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危起伟在接
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全球范围内糖尿病发病率
不断上升，糖尿病已经成为威胁
人们生命健康、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的慢性病之一。在由上海市人
民政府参事室与上海图书馆共
同主办的讲座中，上海市糖尿病
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原院长贾伟平为我们讲解了
防治糖尿病的科学方法。

糖尿病这个词是公元 2 世纪时由一
位希腊医生最先提出来的。这位医生观察
到了糖尿病人比较瘦、多尿的症状。那时
的糖尿病主要是一型糖尿病，小孩子得糖
尿病比较多。

在没有发现胰岛素以前，这些得了病的
孩子最终会昏迷死亡。有一个美国医生发明
了“饥饿疗法”，让这些孩子只吃蔬菜，不吃粮
食。现在我们知道，粮食是碳水化合物，可以
转化为糖，所以“饥饿疗法”有一定的作用。

胰岛素于 1921年由加拿大人班廷教
授首先发现。为了纪念这位在糖尿病治疗
中具有里程碑贡献的伟大学者，国际糖尿
病联盟把班廷的生日———每年 11 月 14

日定为“国际糖尿病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合成
胰岛素的发明，一型糖尿病不再成为威胁
人们生命的疾病。然而，尤其在大城市，由
于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患有二型糖尿病
的人越来越多。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糖尿病患者
共有 4.25亿，其中中国人为 1.18亿，占世
界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27%。1979年刚刚改
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患病率是 1%，现在
上涨了近 10倍。

二型糖尿病患者中，50%的人一开始
并没有症状。我们经常讲，糖尿病患者会
出现“三多一少”症状，即吃得多、喝得多、

尿得多，体重减轻。但是实际上，一旦出现
这些明显的症状，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

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比较隐蔽。曾经有
一位记者到医院来找我，他脸上贴了个纱
布，说是长了个疖子。我建议他去查血糖，

结果血糖 8.6， 所以说容易长痘痘的人要
当心，可能是得了糖尿病。还有皮肤干燥、

容易瘙痒的人，因为血糖升高，刺激神经
末梢，皮肤会有痒的感觉，也应该去查一
下血糖。还曾经有一位病人，说自己老花
眼了，结果跑到眼科一查，发现是糖尿病
多年引起的并发症。因此，早期糖尿病虽
然症状不明显，但一定要有所警觉。

到现在为止，糖尿病的真正发病原因还
没有完全搞清楚， 只知道它是有遗传背景
的，因为环境因素改变才得以爆发。环境因
素是什么？就是生活习惯。打个比方，二型糖
尿病的遗传因素就像是一把枪，但这个枪是
空枪，没有子弹；而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吃
得多、运动得少、经常熬夜，这些就像是子
弹，子弹上膛，结果糖尿病就发生了。

糖尿病怎样早发现？ 有三类人必须注
意。一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家里有直系
亲属得过糖尿病的。 二是怀孕时孩子的体
重较重和怀孕时曾经得过妊娠糖尿病的妇
女，有 30%可能会转成二型糖尿病。第三，

生活压力太大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经常晚
上加班以及熬夜，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再来讲一下糖尿病的风险因素。为什么
得糖尿病的人这么多？ 因为它与肥胖有关
系。近年来中国肥胖的人越来越多，男的肚
子很大，叫苹果型肥胖，女的则是梨型肥胖，

皮下脂肪较多。这类体型的肥胖很容易得糖
尿病， 他们占到了肥胖总人数的 60%左右。

怎样评估肥胖呢？ 有一个标准是体重指数，

也就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得出的数字，这个指数在 18.5-24之间是正
常，大于 24属于超重，大于 28属于肥胖。

最后来讲讲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吃。

我经常对病人说：你得换个活法了，为什
么要吃那么多呢？我们要想明白，绝对不
能贪嘴， 现在的病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

尤其是糖尿病。

中国营养指南告诉我们，碳水化合物要
占到一天饮食的 50%-60%。 但是碳水化合
物是有分类的，可以吃一点精米白面，也要
吃一点粗粮。每天蔬菜要吃一斤，还要适当
吃水果。每天需要摄取 25克-30克蛋白质，

一个鸡蛋、一瓶奶，还要吃一些鱼虾。油要控
制在 25克左右，也就是一调羹，盐要更少。

中国人的盐和油很难控制，因为我们喜欢炒
菜，动不动就超标了。还有，一定要多喝水。

把吃饭顺序变一变， 也能控制糖尿
病。 请大家记住这条口诀：“先菜后饭，血
糖减半；先饭后菜，血糖翻番；饭前喝汤，

苗条健康；饭后喝汤，越喝越胖。”

上海人的血糖高峰和全国一样，是在
中秋节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买了月饼孝敬
老人，月饼糖分高，油也多，所以即使吃无
糖月饼，血糖也照样很高。

我们在公共餐饮上还没有注意到控制
饮食的问题。在韩国，餐馆提供的米饭有好
几种，其中有一种叫粗粮饭，好吃又利于血
糖控制。 而我们目前餐馆里的菜大多又咸
又甜，又是重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最后，一定要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

最简单的就是走路，每天走路 30分钟，可
以较好地保持血糖代谢平衡。 其他的运
动，则因人而异。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今天，我们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都是同出一源，我们的家底都是清
宫旧藏和遗存。如果没有它们，后人就无法领略中国古代书画发展的灿烂历
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章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