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设账本5年 20余部处为其服务

揭秘故宫神秘员工 保安

周筱赟质疑李亚鹏借公益

敛财事件 追踪

成都商报：

大家都很好奇，这么多流浪猫

里面是否有当时皇家猫的后代呢？

马国庆：

以前皇宫里就有宫猫，血统流传

下来是有可能性的。

成都商报：

猫绝育这部分的支出，具体是

以什么项目实施的， 每年占到故宫这部分支

出的多少？

马国庆：

这部分支出属于院容管理费用，

不过比起每年几百万的院容管理费， 这一块

比例就很小了。

成都商报：

在系统管理猫之前，此前故宫

是如何防鼠的，有了猫之后，这几年鼠患是否

得到了真正的控制？

马国庆：

故宫一直按照严格的标准防治

鼠患、蟑螂、蝇等，鼠患属于这些生物防治中

的一类， 对它的防治主要是根据北京市的要

求投放鼠药，猫也会起到一定防治效果。多年

前曾有在配电室发现老鼠的报告， 但近年来

无鼠患报告。

成都商报：

有没有发现被猫抓坏的木质

建筑？

马国庆：

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报告，包

括对古建的破坏或伤人。

成都商报：

那么如何解决猫的排泄问题？

马国庆：

我们的保洁每天早上8点上班

开始全院巡视，一旦发现有猫的粪便会立即

清除。

成都商报：

猫绝育后数量开始得到控制，

也会跟着减少， 今后是否意味着猫将在故宫

绝迹？

马国庆：

现在对流浪猫我们秉承 “不泛

滥”的政策。

成都商报：

对猫的管理，单霁翔院长是什

么态度？

马国庆：

他非常支持，他上任来对院容整

治非常重视。

记者来到北京的日子正好阳光灿烂，猫

儿们正在北京故宫的办公区里晒着太阳。其

实比起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 皇帝的起居作

息地，见到这里的流浪猫更稀罕一些，因为它

们很少在游客区活动。

说起这群“员工”的由来，北京故宫博

物院院容科科长马国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故宫有流浪猫是存在很久的事了。故宫博物

院内的工作人员宝妈告诉记者， 从古时起，

就有很多宫中的人养猫。 记者查阅得知，明

代养“宫猫”，已是登峰造极。太监刘若愚在

《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 中记载：“猫儿房，

近侍三四人，专饲御前有名分之猫，凡圣心所

钟爱者，亦加陞管事职衔。”猫儿房是“宫猫”

的管理机构。 它的职责不仅是管理好大量的

“宫猫”，还要在众多的“宫猫”中选拔佼佼

者，献给皇帝。皇帝喜欢的自己留下，其他则

赏赐于皇亲国戚。

历史变迁， 当年皇帝妃子们宠爱的宫猫

已经不知去向。故宫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故宫

的流浪猫， 一部分可能是当年这些宫猫的后

代，一部分是自己跑进来的，一部分是外面游

客夹带进来的猫，“故宫对流浪猫好， 很多人

都知道。”在那些曾经是皇帝妃子们生活的地

方，这些猫依然来去自由。直到为了改变它们

的生活条件，也起到防鼠效用，让它们与故宫

相处更和谐，故宫人便将它们“收编”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要把

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对于这个早有“猫史”的城来

说， 流浪猫也早已成为这里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单霁翔还说，要让每一个来

这里的观众有尊严地参观， 同时他也

让流浪猫继续有尊严地在故宫生活，

控制数量，是提高生存质量的基础。

爱护小动物组织者说故宫对待

流浪动物数一数二。在记者随意的走

访中，

80%

的员工都表示见过这些流

浪猫，“前几天看见保安在食堂用鱼

汤拌饭给它们吃。” 在东华门的几个

岗亭里，值班室一般会备上一个不锈

钢碗， 这个碗冬天拿出来得最多，因

为那时候故宫的河水都结冰了，猫喝

不到水，值班的人就定时冲些温水放

在门口，猫儿们就像自家人一样放心

地喝了起来。

看一个人，要看他如何对待最小

的事；而看一个公共空间的成熟，则要

看它如何尊重每一个生命。故宫，这里

曾经是古代天子们的家，如今，金碧辉

煌的宫殿与高高的红墙之下，仍然是

充满温度、承载着生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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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天王”林志炫《ONE� take》1314世界巡演成都站

□

本报电话：商报服务热线

８６６１３３３３ ／

编委办

86510190 ／

要闻部

８６５１０２２４ ／

经济新闻部

86789546 ／

证劵新闻部

８６５１0725 ／

文化新闻部

８６６１６７６４ ／

体育新闻部

８６５１３２７４ ／

房地产事业部

８６611300 ／

新闻中心

86789342 ／

广告部

８６787449 /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林志炫等实力老将

在众多人气歌手中脱颖而出成为演出市场中

“永恒的黑马”，特别是林志炫的巡演消息放出

来后便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话题，经过几站的

巡演，效果也是非同凡响，更被大家美誉为“爆

棚天王”，加上之前林志炫在湖南卫视《我是歌

手》中出色的表现，更为其演唱会人气爆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3年里《ONE� take》林志炫世界巡回

演唱会走过了上海站、北京站、深圳站……每

一站都一票难求，票房销售十分可观。在这一

轮世界巡演中林志炫不但给新老粉丝带来了

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并且在此基础上

不断创新并且突破自己。

他复古、他欢快、他经典、他清澈、他能牵动

每一个观众的心。近三十人的超豪华管弦乐团，

百万顶级音响，再加上林志炫本人这块金字招

牌，爆棚并不是个意外。虽然已经在乐坛站稳

脚，但是林志炫对于这次巡演没有丝毫的松懈，

任何一个环节都亲自把关，力求做到最好，给歌

迷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过去的半年里，几场座无

虚席的演唱会向我们证实，林志炫确实做到了，

他突破了自身也给观众留下永恒的璀璨回忆，

更在演出市场创下一个个爆棚的神话。

2014年5月3日，《ONE� take》林志炫世界巡

演成都站锁定四川省体育馆，演出延续原班乐队

阵容，并且保持每一场都有一首新作品，永远让

炫迷对林志炫的演唱会有好奇心和新鲜感。2月

24日，成都站正式开启售票，此前北京站、上海站

销售火爆，门票全部售罄。

据主办方透露，此次林志炫演唱会预售期销

售火爆， 最低两档价位的门票280、380元已经销

售一空、680元的也所剩无几，想要一睹“Live天

王”风采的歌迷，要抓紧时间抢票了！

（张世豪）

今天 林志炫演唱会成都站开票

5月3日，林志炫世界巡演成都站锁定四川省体育馆

影视圈再传噩耗

《便衣警察》摄影师武宝智病逝

从2月19日开始，中国影视界忽然进

入“死神来了”的节奏。

前日晚， 微博电影守望者余泳发出

消息：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著名摄影师，

《何日彩云归》《便衣警察》的摄影师武

宝智师叔于2月21日去世， 享年75岁。据

悉，武宝智曾拍摄过《何日彩云归》《便

衣警察》等多部电视剧。昨日，余泳回复

成都商报记者： 武宝智是因为胰腺癌病

逝的。

2月19日至2月22日，4天之内5位影

视名人离世； 如果算上2014年开年以来

已经离世的影视界名人，累计已达11位，

这个节奏太可怕。记者统计发现，这11位

已经离世的影视名人，有8人是“病逝”，

其他3人均为猝死，但去世之前身体也都

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业界呼吁，影视行业

虽然光鲜，但辛苦程度也巨大，从业者一

定要保护好身体。

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好莱坞，2014

年已离世的影视名人也不少， 分别是利

普·霍夫曼、 秀兰·邓波儿以及在电影

《音乐之声》 的原型玛利亚·弗朗西斯

卡·冯·特拉普，她于2月18日在美国佛蒙

特州家中去世，享年99岁。

（曾灵 谢礼恒 整理）

央视再报道李亚鹏慈善风波

白岩松：慈善的账不怀疑不清

最近嫣然天使基金卷入是非风波，

著名爆料人周筱赟从去年开始连续发出

长微博指其有黑幕， 更将矛头对准李亚

鹏，认为其利用慈善为自己谋暴利。引发

央视多次关注。

央视《新闻周刊》22日报道，紧盯慈

善漏洞的周筱赟第五次向李亚鹏发难，

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

会长达七年的捐款明细进行比对之后，

周筱赟发现曾被报道的多位明星的500

万善款其实并不在账上， 而一家企业捐

赠的5000万物资也不见踪影， 这一说法

虽然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嫣然基金会很

快做出回应， 称名人助捐实为常见，而

5000万元的药品捐赠则将分五年完成，

对于这个解释，周筱赟认为抽象而笼统，

并不认同。两个多月，五次炮轰，周筱赟

自称目的就是希望推动李亚鹏尽快公开

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

播报完这段新闻，白岩松评论：“任

何人和事儿都应该有底线， 这样才会有

约束， 也才会有社会与生命的良性运转

……而慈善事业做好事也得先见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公开透明， 这样人们才会

信任， 无论举报者还是被举报者谁对谁

错，但我们都必须把这件事都当成好事，

因为真理不辩不明， 慈善的账不怀疑不

清。” 北京市律师协会刘凝律师对李亚

鹏近日遭受的慈善风波进行解读， 他表

示，“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法律有明确

规定，相关机构应该严格依法办事，取信

于民。”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致电嫣然

天使基金相关工作人员， 他们的电话均

无人接听，发去的短信也没回复。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综合报道

10元周末音乐会马年首演

川剧戏迷叫好

成都商报讯（记者 邱峻峰）

昨晚，由

成都商报、 四川省锦城艺术宫联合主办

的“10元周末音乐会”迎来了马年后的

首场演出：由四川省川剧院院长、“二度

梅”陈智林领衔，省川剧院的新编历史

川剧《卧虎令》赢得了现场观众一片叫

好声。

川剧《卧虎令》由戏剧家张中学原

创于上个世纪70年代。陈智林回忆，正是

《卧虎令》 带他走进川剧的世界。1979

年，陈智林路过省川剧院的剧场，误打误

撞地进去看了一场杨昌林老师主演的

《卧虎令》， 一下就迷上了川剧，“我就

想， 要是能站在舞台上感受一下历史长

河中的故事，那该多好啊！”

早在去年，省川剧院就在《卧虎令》

原版基础上进行了改编， 曾成功执导川

剧《巴山秀才》的著名导演熊源伟任总

导演，去年演出时，曾赢得了成都戏迷的

好评。在昨晚的演出中，也有不少观众是

陈智林的戏迷，专门赶来捧场。68岁的王

永罗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这出戏去年在

省川剧院演出时，他曾专门去看过，无论

是陈智林的表演还是他的唱腔都很经

典，如今，这些角儿和经典川剧已经很难

见到了，“希望10元周末音乐会，多上演

一些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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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北京故宫博物院闭馆之后，工作人员会巡视所有区域，随

后一层一层关上宫门，任何人都不能在红墙之内逗留。夜幕降临，悄

无一人，这时却是故宫一群神秘“员工”的“执勤”时间，它们惦着脚

尖，在故宫里巡视着，白天它们偶尔还可以进到办公室取取暖……它

们就是居住在北京故宫里的流浪猫，也是故宫的“猫保安”。

庄严的国家级博物馆，为何会“收编”这样一群流浪猫？它们

又是如何在国家级博物馆里生活、“工作”的？它们在故宫的生存

状况如何？它们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它们的吃喝拉撒是否会影响

到大力整治院容的故宫？成都商报记者日前专程前往北京故宫博

物院探访调查，首次揭开这群“特殊员工”的神秘面纱。

猫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

做了绝育手术的猫有181只

五年花费18410元

吃住在故宫

有名有记号

院长单霁翔为其中一只取名“平安”

宫殿与红墙之下的“家”

这些被“收编”的流浪猫都有自己的名

字。记者获悉，还有一只流浪猫被院长单霁翔

命名为“平安”，取自“平安故宫”之意。

这些流浪猫每年都会不定期被带去绝

育，再放回故宫，昨日，记者联系到常年来到

故宫带猫去绝育的北京美丽新世界小动物救

助中心的负责人高建华，他告诉记者，几年来

一直是他们中心到故宫来带猫做绝育，“马科

长会提前收集部处流浪猫的信息， 然后告诉

我们，在绝育后，不仅要在耳朵上做记号，还

要送回原处。”高建华表示，他们是志愿者组

织，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医院要收费。

对于一些网友不理解猫绝育的事， 高建华

说，他们遵循的是“诱捕、绝育、放归”简称TNR

的国际通行方法，“为什么要绝育，简单来说，数

量几何性增长对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意味着食物

的减少可能导致的争斗，并且，就拿母猫来说，多

次怀孕生产也会加大子宫患病的风险。”

马科长表示， 目前故宫的流浪猫数量已

经基本上控制住了，目前，已有181只故宫的

流浪猫实施了绝育手术。

在故宫博物院院容科马国庆科长的文件

柜里放置着一叠账本， 这叠账本不针对普通

员工，它不是针对人的。在他的办公室，记者

看到了这叠账本，这是从2009年到2013年，为

流浪猫做绝育手术的详细表格。

在2009年的账册上，记者清楚地看到，这

一年共有45只猫实施绝育， 上面记录了每只

猫的公母， 并且记录是否怀孕和具体实施手

术的类型。据悉，5年来，为了流浪猫的绝育，

故宫已经为其花费18410元。马国庆称，为了

控制数量， 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专门为流浪猫

做绝育手术的经费开支。

故宫人爱猫，在记者走访的消防中队、故宫

派出所、器物部等办公室，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

办公室里放有猫粮，宝妈的抽屉里还有维生素、

消炎药等各种给猫准备的药物， 一些猫还有幸

在冬天得到进屋享受一下暖气的“特权”。

记者来到器物部时， 这里的工作人员董

阿姨正在招呼院里的大黄猫出来晒太阳，她

告诉记者，这只猫到这里已经8年了。在窝边，

是这个部门给猫准备吃食的碗盆， 董阿姨告

诉记者，他们部门有一个爱猫小基金，大概每

年每个人会拿出几百块钱， 给猫买猫粮、看

病，“90%的员工都是基金会成员。”

那么多猫，它们的排泄物和生活习惯是否

会对故宫造成困扰？对此，董阿姨表示，每天，

猫吃完饭后， 会在院子附近找一块土地上厕

所。而记者问到猫是否会抓挠故宫内的古建筑

时， 董阿姨表示：“从来没见过它们抓挠古建

筑，其实猫活动都是有区域的，它们也很少去

游客多的地方。”

宝妈则告诉记者， 故宫游客最可能见到

流浪猫的地方就是珍宝馆了，天气好的时候，

这些猫会在故宫墙头晒太阳。

事实上，作为北京故宫的“猫保安”，它们

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马国庆科长在接受采

访时特别强调，故宫的古建筑除了按照北京市

的要求投放鼠药外，这些猫对于老鼠的防治也

功不可没，“猫的存在本身就是震慑力。”

记者手记

独家对话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容科科长马国庆

有了猫保安之后，故宫近年来无鼠患报告

隰 猫保安�最传奇的来历 有的可能是当年皇帝宠猫的后代

隰 猫保安�有名字有记号 单霁翔院长为一只猫命名“平安”

隰 猫保安�有本特殊的账 2009年来为流浪猫绝育花费18410元

尹中华问鼎“年度达人”

历经三个多月的层层突围，东方卫

视《中国达人秀》V5季昨晚正式落下帷

幕，来自河南杂技世家的90后尹中华战

胜刘教授成功问鼎“年度达人”。此外，

尹中华、刘鑫高林和刘家三姐弟、刘教

授分别摘得本季节目的 “开拓之星”

“幸福之星”和“梦想之星”。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达人秀总决赛

董洁伴赵薇献唱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林志炫《ONE� take》1314

世界巡演成都站

主办单位：成都演艺集团

演出时间：

2014

年

5

月

3

日

20:00

演出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演出票价：

280/380/580/680/880

元

情侣套票：

1314

元

(680×2)

战略合作伙伴：成都华润万象城，来福士广场

官方战略合作电台：城市之音

FM102.6

“城市之

音十年盛典·精彩巨献”

官方总票房：成演集团售票窗口（水碾河路

48

号）

抢票热线：

028-84456111

、

84456688

、

84459300

官方在线选座：

立即送票务

http://www.LjsPiao.com

流浪到故宫的猫，在这里有了家 左翼天使 摄（请图作者与本报联系）

故宫员工宝妈对猫照顾仔细

在历史的沉淀里小憩

猫与办公室也有约会

猫聚餐 左翼天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