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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 故宮博物院歷代人物畫像特展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 故宮新陶瓷館「五一」開館。圖為展覽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故宮博物院作為在明、清兩代皇宮
及其收藏基礎上建立的中國最大

遺址性綜合類博物館，擁有 186 萬多件
文物藏品，其中有陶瓷類文物 37 萬餘
件，且絕大部分傳承自清代宮廷。

宋五大名窯和明清御窯亮眼
故宮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呂成龍表示，
故宮博物院陶瓷館創建於 1952 年，最初
位於慈寧宮區，此後，幾經遷移和改
陳。如今，最新改陳的陶瓷館在武英殿
與觀眾見面。在內容方面，今次改陳依
舊利用故宮博物院在古陶瓷收藏方面數
量大、品種全、年代真實可靠的優勢，
以中國陶瓷發展史為綱，展示中國陶瓷
約 8,000 年延綿不斷的發展歷程，整個
內容做了較大充實和改進，由原先陶瓷
館的 11 個主題增至 17 個主題。其中，
宋代「五大名窯」和明清兩代御窯瓷器

是故宮博物院藏瓷的精彩亮點，此次改
陳仍予以重點展示。
在武英殿正殿，三國時期的青釉堆塑
樓閣人物鳥獸穀倉罐、唐代的魯山花瓷
腰鼓、北宋的汝窯淡天青釉弦紋三足樽
式爐和定窯孩兒枕等觀眾熟悉的展品一
一登場。被觀眾暱稱為「瓷母」的清乾
隆各種釉彩大瓶更是C位亮相。
還有一批休眠許久的瓷器精品今次重
回展廳。其中一件雍正款琺瑯彩雉雞牡
丹紋碗，被形容為「薄如卵幕，口噓之
欲飛」。它從 2008 年起收入庫房「休
假」至今。

首設臨展區 可隨時換展品
陶瓷館還首次搭建「展中展」空間，
外觀採用紫禁城古建築元素。首批展出
的是 7 件乾隆朝景德鎮御窯鏤空套瓶、
轉頸瓶、轉心瓶等，每一件的不同部位

都可以轉動。「未來這個區域將作為臨
展區，根據觀眾喜好隨時更換展品，一
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在這裏率先展
出。」呂成龍說。
武英殿東、西配殿則按功能展出清
代宮廷大婚、祭祀、進膳、陳設和賞
賜、萬壽、宗教用瓷等 6 個主題。院
內西北隅的浴德堂則專門展示故宮博
物院藏外銷瓷。原設於延禧宮西配殿
的「中國古陶瓷窯址標本展」和「古
陶瓷資料觀摩室」亦分別移至武英殿
東、西配殿的北值房，使武英殿區域
成為紫禁城內集中展示不同類型陶瓷
文物的常設專館。

掃碼+三維視覺 藏品數字化
呂成龍特別介紹，新陶瓷館中的每一
件藏品都放置了二維碼，觀眾掃一掃就
進入了「故宮陶瓷館」小程式，便可了

解文物詳細介紹，為喜愛的文物「點
讚」，放進「收藏夾」，在「筆記」中
記下自己的心得、感動，分享給朋友。
故宮還對陶瓷館中 20 件藏品進行了超
高精度數字化，觀眾在展廳的觸摸屏上
可以任意放大、縮小、翻轉，感受把藏
品「捧在手裏」仔細欣賞的願望。還可
以訪問故宮官網的「數字多寶閣」欄
目，觀看更多三維陶瓷藏品，並在「文
物藏品總目」「數字文物庫」欄目查詢
和欣賞多達8,000件院藏陶瓷文物。
《故宮展覽》App 中的「陶瓷館」，
以及全新改版升級的《陶瓷館》App，
今年將陸續上線，讓不能前來展廳的朋
友們大飽眼福。
根據安排，陶瓷展為常設展覽，不單
獨售票，實行預約入場，提前 10 天開始
預約，全天分上午場和下午場（上午
2,000人，下午1,000人），額滿為止。

歷代人物畫特展 半數文物首展出

▼松石綠地粉彩藤蘿
花鳥圖魚缸 中新社

故宮博物院文華殿書畫館今日亦重
新開放，「廟堂儀範——故宮博物院
歷代人物畫像特展（第一期）」在此
揭開面紗。展覽從院藏人物畫中，選
取 55 件/套兼具藝術性和歷史價值的
珍貴畫作，按照畫面的人物身份和時
代順序予以展示，其中一半文物為首
次國內展出。東晉顧愷之（傳）《列
女圖》卷和《女史箴圖》卷，宋人
《女孝經圖》卷等三幅宋人畫作，全
卷打開迎客。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館員馬順平
介紹，此次特展分為王者之政、濟濟
多士、列女垂範三單元，展出一級文
物達 14 件。展覽按照畫面的人物身份
和時代順序予以展示。其中，既有開
國立邦、施行仁政的帝王，包括從上
古時期的堯舜禹至清代的康熙、乾
隆；也有功業赫赫、大節凜然的文臣
武將，如蘇武、諸葛亮、岳飛、文天
祥等；還有為家國作出貢獻的女性，
包括王昭君、蔡文姬、木蘭等偉大女
性。
馬順平表示，此次展出了東晉顧愷
之（傳）《女史箴圖》卷的宋摹本。
西晉大臣張華作《女史箴》，列舉了
歷史上宮廷女性的模範，表達了對當
時後宮干政的憂慮。顧愷之將其演繹
為十二段故事，此卷為宋人白描摹
本，首尾完整。人物與布景的比例保
留着中古時期人物畫的特點，衣紋用
「高古游絲描」，筆法流暢，臨摹者
出自李公麟一派。
同場展出的另一件東晉顧愷之
（傳）《列女圖》卷亦為宋摹本。人
物用「鐵線描」，衣紋採「復筆法」
以表現褶皺及飛舞，很有特點。輿服
器物，保留了漢代制度，具有珍貴的
歷史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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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禁刊赴陸就業廣告阻兩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
及中新社報道，台灣勞動部門以
台灣半導體人才近年受大陸挖
角、人才嚴重流失為由，近日發函給
招聘網站，要求不得刊登企業招募人

若涉集成電路等「關鍵產業」將重罰 網友：
「低薪還不准人民跑，可悲」

員赴大陸就業的職缺信息，並要求將
現有招聘廣告全面下架，違者將處以
罰款；若涉及集成電路、半導體或 IC
產業等「關鍵產業」，將加重處罰。
島內網友在社交媒體批評，認為當局
是在用意識形態封鎖民眾，並指「自
己給不起怪別人高薪『挖角』」「低
薪還不准人民跑，可悲」。

台灣勞動部門函文內容稱，近年受中
美科技戰影響，大陸半導體產業積

極通過「挖角」「滲透」等手法建立自主
供應鏈，而台灣半導體研發人才已成為大
陸鎖定目標。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4
條「未經許可之大陸地區勞務不得在台灣

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第 35 條「從事台
灣地區人民赴大陸地區就業之人力中介業
務列為禁止項目」，要求業者將就業地點
涉及大陸的招聘廣告先行下架。
勞動部門官員並解釋，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34條規範的是刊登職缺的廣告行為，
35條規範的是居間媒合台灣民眾赴陸就業
的中介行為。

台專家：吸引台灣人才是市場結果

●台專家認為
台專家認為，
，用限制和打壓的方式來阻擋人才流動
用限制和打壓的方式來阻擋人才流動，
，只能說明台當局在面對兩岸
交流時對自己信心不足。圖為嘉義縣早前的徵才活動
交流時對自己信心不足。
圖為嘉義縣早前的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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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聯合會理事長何溢誠投書媒體
指出，民進黨執政後，台灣「五缺」（指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
問題難解甚至愈加惡化；而大陸的綜合實
力、經濟規模、新基建以及未來發展的前
瞻性，對台青吸引力巨大。再加上兩岸產
業鏈具有高度互補性與延展性，台青才會
絡繹不絕地前往大陸發展。
他認為，當局此策是「頭痛醫腳」，不
思改善台灣求職就業環境以及每況愈下的
低薪結構，只知對民眾一味圍堵抑制，當
心物極必反。
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

國台辦正告「台獨」分子：正義審判絕不會缺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日，民進黨當局
對外交往部門負責人吳釗燮發表謀「獨」挑釁言論。
對此，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4 月 30 日應詢時表
示，吳釗燮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口出狂言，不自量
力，再次暴露出民進黨當局及「台獨」分裂勢力甘當
反華勢力棋子、製造兩岸對抗的卑劣伎倆，再次表明
他們的謀「獨」挑釁是危害台海和平的根源。

兩岸統一大勢無法阻擋
馬曉光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從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國家強大、民族復
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無法
阻擋的。
馬曉光表示，吳釗燮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口出狂
言，不自量力，再次暴露出民進黨當局及「台獨」分
裂勢力甘當反華勢力棋子、製造兩岸對抗的卑劣伎
倆，再次表明他們的謀「獨」挑釁是危害台海和平的
根源。我們正告吳釗燮等「台獨」頑固分子，大陸方
面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
移，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嚴懲。正義審判可能遲
到，但絕不會缺席。

授、時事評論員游梓翔表示，求職的主要
考量是好的待遇、好的發展與好的生活。
大陸許多工作機會在這些方面都很有競爭
力，能吸引台灣人才是市場的結果。在市
場機制下，人們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和自
由。這不是禁止登個廣告，設個小障礙就
能阻擋的。況且現在取得招聘信息的渠道
有很多，像企業官網、台灣以外的招聘網
站或人際聯繫等，搞這種小動作完全是捨
本逐末的做法。
官員稱，這些規定原本就存在，只是
過去基於兩岸產業交流頻繁，當局對
「大陸地區勞務」的解釋較為寬鬆。如
果員工受僱於台灣企業，被派駐到大陸
工作，就不屬於大陸地區勞務，不列入
管制對象。但近來大陸對台灣半導體產
業強力挖角，對台灣優勢產業造成威
脅。當局要求各部會積極應對，經濟部
門在 4 月召開會議，會中決議有關大陸地
區勞務的定義必須從嚴解釋、管制。只
要工作地點在大陸，就屬於大陸地區勞
務。
勞動部門還說，發函給業者後，已請業

者先自行清查相關職缺。但這並不代表民眾
不能到大陸工作，只是限制不能在招聘網
站、媒體上刊登招聘廣告。依據法規，刊登
廣告可罰10萬元（新台幣，下同）至50萬
元、中介行為則罰5萬元至500萬元。

斥當局「雙標」
：政治意識形態作祟
對此，游梓翔認為，雖然台灣當局說他
們只是禁止刊登職缺廣告，不會限制台灣
民眾到大陸工作，但此舉當然會釋放出不
樂見台灣民眾前往大陸的信號。結合之前
鴻海、台積電赴美投資設廠的例子，同
樣是人才移動，台當局將到美國視為合
作，非常鼓勵，到大陸卻視為「掏空」，
設法打壓。會出現這種「雙標」，就是政
治意識形態作祟的結果。
他強調，台當局如果真想留住人才，
應該從改善台灣的就業環境和條件上着
手；而且放開心胸，對外爭取優秀人才
來台。不設法吸引人才，一味用限制和
打壓的方式來阻擋人才流動，只能說明
台當局在面對兩岸交流時對自己信心不
足，顯得無計可施。

華航檢疫旅館新冠群組再添 3 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台灣 4 月 30 日新增 3 例本地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皆為華航機
組人員檢疫居住的防疫旅館「台
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員
工。
其中 1 人為飯店餐飲部員工，2
人為房務部員工，近期均無出境
史，為本地病例。
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
月 30 日舉行記者會指出，這是一
宗飯店群聚感染事件。該飯店已
累計 4 人確診，包括 4 月 29 日確

診的一名飯店主管。目前，這名
主管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
指揮中心 4 月 29 日啟動該飯店
清空計劃及員工採檢。已採檢的
206人中，203人為陰性。
對於該飯店群聚感染是否與入
住的華航機師有關，指揮中心
稱，該飯店的感染鏈不能單指向
華航機師，感染源也有可能是入
住的境外機師。
指揮中心宣布，考量該飯店可
能有潛在傳播風險，故將針對 4
月 15 日至 4 月 28 日間自該飯店退

房之機組人員進行調查，並擴大
居家隔離。
華航機師染疫事件持續延燒。指
揮中心回溯採檢 1,279 名機師，4
月 30 日新增 2 人驗出血清抗體陽
性。
台灣當天還新增4例境外輸入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分別自哈薩克斯
坦、埃及、菲律賓及印度入境。
指揮中心統計，截至目前台灣
地 區 累 計 1,128 人 確 診 新 冠 肺
炎。其中，12 人死亡、1,053 人
解除隔離、63人住院隔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