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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面积3.5万平方米展出文物数量将超紫禁城同时建大型文物
“康复医院”—
——

故宫
“别院”2022年建成开放

本 报 讯（记者 李 洁）
“故宫博物
院北院区项目”正式启动，这座故宫
“别院” 将于 2022 年 6 月全面对外
开放， 届时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每
年预计将接待 300 万人次。 昨天，在
故宫博物院建院 93 周 年 、“平 安 故
宫” 工程实施五年之际，“故宫博物
院北院区项目”正式启动。 目前，该
项目正式开展现场地质勘察和考古
勘探。

北院区展示文物数
将超故宫本院

故宫北院区效果图

大件文物修复过程
面向公众展示

据介绍，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西玉河
村范围内，是“平安故宫”工程的核心
组成部分。 项目总用地面积 62.01 公
顷，总建筑面积 10.2 万平方米（不含
新增地下车库 2 万平方米）。 建设内
容包括文物展厅 3.5 万平方米、 文物
修护用房 2 万平方米、 文物库房 2.3
万平方米、 数字故宫文化传播用房
9500 平方米、观众服务用房 2500 平
方米、 综合配套设施用房 1.2 万平方
米等。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按
照计划， 北院区一期工程——
—故宫文
物医院将于 2020 年建成， 其展示区
将对外开放。 到 2022 年 6 月，整个故
宫北院区博物馆有望对外开放。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北院区中面
积规模最大的是展览空间，通过大规
模的现代化常设展厅和一系列专题
展厅、临时展厅，使展示文物数量有
望超过故宫博物院本院的展品数
量。 此外， 故博物院北院区内建有
一座古典宫廷园艺中心，在大自然中
重新振兴紫禁城宫廷园艺，使传统技
艺得到传承。“每年深秋到初春，宫里
的植物将到这里过‘寒假’，开春以更
好的状态回宫。 ”

单霁翔院长介绍， 故宫博物院北
院区同时建大型文物“
康复医院”，其
最重要的功能是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用以解决故宫博物院大量大型珍贵文
物，例如家具、地毯、巨幅绘画、卤簿仪
仗等， 因场地局限而长期无法得到抢
救性保护和有效展示的问题。
单霁翔院长透露，北院区的
“
文物
医院”比紫禁城里的更大，在修复大件
文物的同时， 还可以把文物修复的传
统技艺， 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技能
展示给观众， 使社会公众可以参观文
物藏品保护修复的过程。
据介绍，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内还
将形成故宫文物修复和安全保护的平
台和中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 故宫经过 7
年藏品清理和 3 年可移动文物普查，
使在账藏品总量由原来的近 100 万
件增至 186 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占
90%以上。但是受到场地因素，展出藏
品仅有 2%。 同时，故宫年客流量去年
增长到 1670 万人次。 ”单霁翔表示，
预计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开放以后，每
年将迎来不少于 300 万人次。

秋高气爽宜
“赏红”

故宫北院区项目正式开展现场地质勘察和考古勘探

多知道点

“别院”为何选址京西北？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 从
历史上看， 皇宫在紫禁城之外寻找发
展空间，大多选择在西北郊地区，例如
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
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组成的
“三山五

本 报 讯（记者 王 岗）今天最高
温回升至 18℃，秋高气爽宜出行。 气
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仍回暖，到了
周日，最高气温将升至 22℃，最低气
温也回到 10℃上下。 只是近期昼夜
温差大，早晚体感较凉，外出时还需
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秋季干燥，
还应补水保湿。
前几天多冷空气活动，北京凉气
逼人。 昨天，北京南郊观象台最低气
温出现在凌晨 2 时 40 分， 为 3.6℃，
创今年入秋以来的新低。 7 时气温上
升到 8.4℃，白天最高气温出现在 15
时 37 分，为 17℃。
北京今天秋 高 气 爽 宜 出 行 ， 气
温略有回升， 适宜户外活动， 但昼
夜温差大， 早晚体感较凉， 外出时
需增添衣物， 秋季干燥， 还应补水
保湿。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今晨 6 时
发布的最新预报， 今天白天晴，北
转南风二三级， 最高气温 18℃；夜
间晴转多云，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
低气温 5℃。

航拍 / 记者 郭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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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均在如今的海淀区范围内。 此次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选址也秉承这一
传统， 选址在海淀区西北旺镇西玉河
村范围内。 这里有一座昔日烧制琉璃
建筑材料的窑厂，利用这一历史遗址，
建设北院区，既可以节约建设用地，又
可以为故宫博物院未来发展预留更大
的空间， 同时还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的
社会文化发展。

未来几天北京仍在回暖当中，明
后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
20℃，最低气温 8℃。 到了周日，最高
气温将回升至 22℃， 最低气温也回
到 10℃上下。
近期降水少光照足， 空气湿度
低，能见度转好，呈现出秋高气爽的
好天气，也是一年中最舒适宜人的日
子。 加上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银
杏叶黄了, 枫叶红了， 八达岭国家森
林公园的红叶也比去年提前了一周
左右，公众可以趁好天气赏秋了。 但
要注意，已进入寒露节气，天气呈现
逐渐变冷的趋势，外出一定要添衣保
暖，谨防感冒。
全国范围内，冷空气影响也已经
进入尾声，今天白天开始，冷空气除
了会继续给华南带来降温外，其余地
区基本都处在升温当中。 北方地区，
尤其是东北的回暖会非常明显，累积
升幅大多在 4℃-10℃。 像是沈阳，昨
天最高气温只有 12℃， 本周末就会
重回 20℃以上。
另外，虽然华南降温晚，升温也
晚，但在南方地区当中升幅也算是比
较大的， 最高气温会从目前的 25℃
上下回升， 到周末两天再次接近
30℃。
只有阴雨天气持续的西南一带，
进入中旬之后气温依然维持较常年
同期偏低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