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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集团携手故宫、天街集团启动“故宫艺术馆”

探索故宫文化传承之路
2018 年 10 月 17 日，故宫博

物院、世茂集团、天街集团，在故
宫博物院宝蕴楼举行“故宫艺术
馆”签约仪式。“故宫艺术馆”的
签约，不仅是“大故宫文化圈”的
开篇巨献，更是具有坚定文化自
信的时代意义。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东
城区区委书记张家明、世茂集团
董事局主席许荣茂等嘉宾出席
此次活动。 活动还吸引了众多媒
体嘉宾及各界人士的到来。

仪式现场，世茂集团董事局
主席许荣茂表示， 此次世茂集
团、 故宫博物院与天街集团，以
文化为纽带，共同参与建设和运
营‘故宫艺术馆’，在探索故宫文
化传承之路上又迈进一步。 希望
能以本次合作为契机，合力打造
精品文化项目，共同推动中华文
化保护与传承。

打造东城“金名片”

签约仪式上，世茂集团董事
局主席许荣茂对故宫博物院在
文物保护和文化推广上取得的
骄人成绩， 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对北京天街集团作为东城区承
担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发展任
务的重要平台， 表达了深切认
同；同时，对世茂集团始终以推
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为己任，表达
了坚定决心。 他同时表示，在各
位领导和同仁的支持与努力下，

“故宫艺术馆”只是一个起点，未
来将有更多、更好的项目落地于

“大故宫文化圈”，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张
家明表示，故宫博物院、天街集
团、世茂集团共同成立“故宫艺
术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殷切
希望三方可以携手努力、整合资
源、通力合作，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更多优质的传统文化服务，
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谱写新的篇章。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
示，对于博物馆来说，要让文物

“活起来”，需要面向公众，不断
创新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和表
达方式，让文物的故事以公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走进
人们文化生活。 期待“故宫艺术
馆”建成后，积极实现其文化传
播职能，为公众送上精彩的文化
体验。

故宫博物院文创事业部副
主任陈英年、天街集团董事长李
桦、世茂集团副总裁吕翼代表三
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握手并合
影留念。

此次签约仪式，是世茂集团
联合故宫博物院、天街集团探索
故宫文化传承之路上的重要一
步。 三方合作将“故宫艺术馆”推
向更多、更广、更新的领域，共同
为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
贡献力量。

故宫文物“活起来”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文化事业建设，十九大报告里
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
持久的力量。 文化艺术教育也需
要用更加亲民、 更加丰富的方
式，来呈现给大众。

“故宫艺术馆”项目选址于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三里河。
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充分利用
各自资源优势，共同建设“故宫
艺术馆”项目，与三里河绿化景
观及周边区域进行整合，建成后
将用于展示故宫文化项目，营造
东城区乃至北京市的一张文化
金名片。

故宫博物院是在近六百年历
史的明清皇宫基础上建立的当今
世界最大规模的古代文化艺术博
物馆， 其文化传承价值独一无
二， 拥有 186 万余件门类丰富、
造型精美、极具历史文化艺术价
值的藏品。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
始终坚持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
向，以前沿科技为依托，以学术
研究成果为支撑，推动文化产业
的发展。 秉承着让公众“把故宫
文化带回家”的初衷，坚持不断
创新，发扬“工匠精神”，努力研
发具有高文化创意附加值、能够
代表故宫文化水平、优质耐用的

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

成为文化传播使者

文化自信步履的从容，源于
文化复兴蓝图的展开。 世茂集团
始终以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为
己任，此次，故宫艺术馆签约仪
式，是世茂集团对文化保护与承
续的又一次实践。

世茂集团多年来在董事局主
席许荣茂的带领下， 积极投身文
化保护与承续事业， 不仅出资修
缮故宫养心殿，还购回《丝路山水
地图》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这件古代珍贵书画文物的回归有
助于我国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
“丝绸之路”， 并为未来“一带一
路” 的研究提供难能可贵的参考

与借鉴。 前不久的 10月 14日，世
茂集团携手故宫博物院， 故宫紫
禁书院福州分院在福州鼓岭正式
揭牌，掀起传统文化新热潮。10月
15 日，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在福
建泉州石狮正式奠基， 此举更是
寄望故宫文化能够在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扬帆远航。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厚
德载物的气韵和自强不息的精
神载体，却也离不开历史文物的
传承与见证。 世茂集团把文化运
营作为长期工作重心，号召更多
人参与文物的保护、文化的传承
与发扬，并通过了解民族传统文
化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以中
华文化的发展繁荣推动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徐辉）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2018年学术大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10 月 20 日， 中国
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2018
年学术大会（以下简称“大会”）
在北京举行。 大会以“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新思路，新对策”
为主题，发布了《新时代积极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发 展 报 告
（2018）》。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2000 位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相关
领域的专业人士及企业家代表
等出席了大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
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
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的要求，为老龄
事业和产业发展描绘了蓝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老年人
口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末，我
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09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3%，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5831 万
人，占总人口的 11.4%。 从 1999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到 2017
年， 我国老年人口净增 1.1 亿，
其中 2017 年新增老年人口首
次超过 1000 万。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会长刘维林表示， 人口老龄
化是始终贯穿我国 21 世纪的
基本国情，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是我国一项长期发展战略。
举办这次大会， 具有重要的学
术和实践意义， 不仅是开展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的重要
举措， 同时也是从理论和实践
上结合落实国家有关开展人口
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重要抓手。

会议期间， 学会发布了重
要的研究成果———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情报告， 并在现场
举行了揭幕仪式。《新时代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发 展报 告
（2018）》（以下简称“发展报
告”）是此系列科研成果的第一
部。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
长杜鹏就报告内容做了解读。
杜鹏表示：“该发展报告不仅系
统回顾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各
种举措， 提出分析结果和创新
建议。 同时重视整理全国和各
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丰富统
计资料和具体做法， 实现了理
论分析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
合。 发展报告提纲挈领地把我
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问题
归纳出来， 把人口老龄化过程
中各种各样问题抓出来， 具体
研究分析，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一份内容详实、论据充分、数据

准确、结论可靠的学术报告。 ”
大会举办了多场论坛，院

士论坛以“健康老龄化的新视
野”为主题，邀请了包括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可冀、 中国工程院
院士程书钧、 中国工程院院士
詹启敏等在内的多位权威专家
出席。 围绕我国当下人口老龄
化的现状， 以及如何应对人口
老龄化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政策论坛和老龄智库专
家论坛部分， 就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
以及前瞻问题等进行了解读。
由学会直属分支机构举办的专
业学科分论坛的 16 个分论坛
也同期举行。

“加快推动我国老龄事业
和老龄产业的发展， 还有很多
问题亟待解决。 学会作为老龄
问题研究的国家一级社团和重
要学术智库， 在服务国家老龄
事业重大发展战略方面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 学会还将结合国
家形势任务需要和自身优势，
积极组织专家学者， 进行多学
科多领域的相关研究， 力求为
解决我国新时期人口老龄化的
基本问题提供有力的智力支
持。 ”刘维林强调。

（王勇）

2018 年 10 月 18 日，由清华
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主办
的“文化之美·漆心可见”年度成
果展，亮相山西省运城市的国宝
建筑永乐宫。“文化之美·漆心可
见”是该基金成立后的首年度项
目，旨在保护山西非物质文化遗
产———山西漆器髹饰技艺。 下午
3 时，200 多名来自国内外各大
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知名艺术
家、策展人、音乐人，以及山西省
各级政府领导汇集永乐宫，共同
见证该项目年度成果展开幕。

本次展览展出了清华大学
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漆器工艺
与创新设计研修班”学员的创新
漆器作品 33 件/套，以及明清时
期留存下来的山西漆器文物 19
件/套。 众所周知，山西漆器髹饰
技艺历史悠久、手法繁多，代表
性的技艺有剔犀（云雕）、螺钿和

推光。 制成的漆器或古朴雅致，
或文彩辉煌，或刚劲浑厚。 本次
展览展出的漆器文物或许斑驳
黯淡，但仍能透过它们，看到曾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山西人在
工艺美术和生活美学上的成就
与智慧。 此外，学员们在漆器的
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吸纳传统山
西漆器工艺中的优秀技法，另一
方面根据自身对设计的理解和
日常生活的观察，进行器形和髹
饰手法上的创新。 最终完成的作
品涵盖茶具、餐具、摆件、首饰、
家具、 雕塑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体风格精致、温润，又不失现
代。 整个展览既是新与旧的碰
撞， 又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融
合，这些碰撞的火花与融合的意
蕴更因为永乐宫，这个展览空间
的特殊性，而愈发引人注目。

（张明敏）

清华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
年度成果展亮相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