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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放着一只青铜壶和一只倒扣的缺足青铜
鼎，锉刀、画笔、颜料盘、胶棒等工具散布在桌
面。这张略显凌乱的桌子，就是青铜器修复师张
鹏宇工作的地方。从台板上贴的照片可以看出，
修复前的青铜壶有一道明显的裂纹。如今，壶身
的裂纹已经不见，青铜器表面颜色和原来没有什
么差别，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感。

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多是完整而光鲜的，
但文物刚出土时的状态未必如此，之后在保存过
程中也可能产生各种问题。当文物“受伤”或是

“生病”，应该怎么处理？怎样让馆藏文物保持完
好的状态？不久前，记者走进国家博物馆文保院，
实地探访“文物医生”如何进行文物保护修复。

精密仪器为文物“体检”

国博文保工作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积累。1950
年，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不久，即组建革
命文物复制机构，开了革命文物复制先河。1952
年，北京历史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 建
立文物修整室，奠定了国博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
基础。2018年，国家博物馆在原文物科技保护部
与艺术品鉴定中心科技检测室的基础上组建文保
院，主要负责馆藏 140 余万件文物的保护、修复
和复制工作，同时承担一些科研任务，并与国内
外文物保护机构开展交流合作。

国博文保院副院长周靖程介绍，文保院下设
环境监测研究所、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器物
修复研究所、金属器物修复研究所、书画文献修
复研究所、油画修复研究所，共有40多名理论基
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文物修复师，其中“80
后”是主力。“年轻人进来后要向老师傅拜师学
技，经过手把手的指导，大概 3 年后可以出师，
独立承担修复任务。”周靖程说。

就像病人看病首先要做检查，文物修复也要
先进行检测分析。国博文保院藏品检测与分析研
究所配备有各类先进的分析检测仪器，运用现代
技术对文物进行精准“体检”。

“这台仪器叫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它配备
了显微装置，具有很高的光谱分辨率和空间分辨
率，能够分析文物材料的物相结构，而且对样品
量的要求很少。”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的吴娜介
绍，拉曼光谱仪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无损、微损检
测手段，主要用于无机物的检测分析，如常用颜
料、金属文物腐蚀产物、古代玉器等。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主要用于文物中有机质
的成分分析，如古代的胶、天然染料、油画中的
油料以及博物馆中易挥发的有机物等。”藏品检测
与分析研究所的丁莉介绍，色谱分析实验室于
2019年8月建成，所用设备在业界属于先进水平。

在电子显微镜实验室，记者看到了可以放大
10 万倍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如此高倍数的

“电眼”，可对文物及样品进行显微形貌观察和微
区成分分析，适用于金属、陶瓷、纸张、壁画等
多种材质的分析研究。

匠心独运修复国宝

金属器物修复是国博传统的优势项目。“我们
近年来完成了馆藏后母戊鼎等国之重器的保护修
复，也承接了不少外单位的青铜器修复。”金属器
物修复研究所所长马立治说。

马立治手头正在做的是一件外单位青铜爵的
修复。“这件爵有一块缺口，我用金属片补上缺口
后将它打磨平整，再做成原来的颜色。”

金属器物修复研究所的张鹏宇本科就读于北
大、研究生就读于中科院，毕业后来到国博，已
经干了7年青铜器修复工作。“最初报考文物保护
专业觉得神秘、有趣，真正工作之后感觉确实有
意思。”张鹏宇说，“每一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
不可再生的，对它们进行修复让我很有成就感。
每件文物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每次都是新鲜的
挑战。”

张鹏宇曾与两名修复师共同完成国博馆藏妇
好偶方彝的保护修复。“这个项目历时一年多，在
去除有害锈并进行必要的保护处理之后，要经过
一个夏天的观察，看有害锈是否再次滋生。经过
去锈处理后，文物原来的修复痕迹和裂缝会部分
地显露出来，需要再进行填补、随色。”张鹏宇介
绍，青铜器修复要做到肉眼几乎看不出来，而仪
器可以识别。

走进书画文献修复研究所，书画修复师王博
正在修补一幅《罗汉拓片》。他用镊子夹起米粒大
小的黑色纸片，小心翼翼地贴在拓片破损的地
方。“这是清代乾隆时期的拓片，装裱时直接贴在
布上。时间长了，布的质地变脆，上面的纸也皲
裂起翘。”王博说，这幅拓片的修复已经持续近4
个月，专门定制了薄如蝉翼的六级棉连纸，反复
调试墨色使之与原拓片接近，纸拓色之后，用手
撕出形状合适的碎片，粘上浆糊一点一点修补，
每一步都需要十分细心与耐心。

临摹复制形神兼备

除了文物修复，国博还要进行大量文物、文
献的复制工作。复制品可为珍贵文物作备份，也
可代替原件去全国各地展出，让许多无法亲临国
博的观众也能一睹国宝风采。

2019年11月，国博文保院书画文献修复研究
所荣获“薪火相传——红色基因传承者”杰出团
队奖。自1950年以来，国博书画文献修复研究团
队复制革命文物总量超过 1 万种，包括孙中山、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伟人的题词、手
稿、信札等。

国博终身研究馆员王秋仲从事近现代文物文
献修复复制工作已有45年。他临摹复制的手迹形
神兼备，堪称一绝。2014年退休后，王秋仲接受
国博文保院返聘，收一名年轻人为徒，将手迹文
物复制的绝活传承下去。

吕雪菲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法专业硕士，也是
王秋仲的得意弟子。在国博工作 8 年多，她复制
了 280 余件藏品，大部分为书法、手迹类藏品，
也有少量绘画。她展示了自己复制临摹的作品选
集，其中有孙中山 《博爱》 横幅、毛泽东给张次
仑的信、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亚非会议补充发言
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的餐费收据
等，涉及毛笔、钢笔、铅笔、签字笔等各种笔迹。

“我们采用直接摹写为主、做字为辅的合成效
果法，这种方法是王秋仲老师总结提出的，在全
国属于首创。”吕雪菲说，传统的临摹方法是双
钩，但那样复制出的作品墨色没有变化，只有形
态、缺乏神韵。“王秋仲老师认为，手迹复制最重
要的是还原它的神态，要有书写感。”

吕雪菲介绍，手迹文物复制首先要精心选取书
写材料，逼真地作残作旧，并利用石印、铅印、油印
等传统工艺来印制文物上的线格、花纹，最后通过
手工临摹，使复制的手迹达到形神兼备。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国博文保院也在探
索用 3D打印等新技术进行文物修复复制。“我们
正在尝试用3D打印与传统工艺结合，做一些青铜
器复制。”张鹏宇说，此前曾用 3D打印做过文物
仿制，根据采集的文物数据打印一个较小的版
本，测试3D打印的模型纹饰精不精细、逼真度高
不高。“仿制的效果还不错，不过真正复制还需要
长时间的试验。3D打印很难精确还原文物自然腐
蚀形成的颜色、肌理，要结合传统工艺进行随
色、做旧。”

王大珩 （1915-2011） 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
者，国家“两弹一星元勋”，江苏吴县 （今苏州
市） 人。他的父亲王应伟是天文气象学家，也是
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应伟十分重视子
女教育，主张因材施教。王大珩取得的成就，与
父亲的教育以及良好的家风有着很大关系。

王大珩自幼聪敏过人，5 岁就直接读小学二
年级。王应伟担心孩子骄傲，对他的教育格外严
厉。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曾出一道“鸡兔同笼”
题，班里只有王大珩答对了。回家后，王大珩兴
致勃勃地告诉父亲解题过程，父亲却说他思路不
对，根本没有搞懂，答对不过是巧合而已，并告
诫他：“学子最忌骄躁二字，骄则浮华不实，躁则
浅尝辄止。”多年后，王大珩还用这个故事教育自
己的博士生：科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容不得丝
毫懈怠。

王应伟曾将王大珩带到自己工作的北京观象
台，对他进行人文历史教育。北京观象台是明清
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以建筑完整、仪器配套齐
全、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1900年，八国联军入
侵北京后，将放置于此的天球仪、四分仪等 8 台
珍贵天文仪器掠走。王应伟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对

儿子说：“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
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有靠自强。人自
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
人敢欺负你的国家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
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
是个人！”

王应伟晚年专注于 《中国古历通解》 的“补
遗”工作，但直至去世前仍未完成。为此老先生
自制一联，抒发遗憾之情，同时以此勉励儿孙：

“人谁不死，唯晚岁虽成 《通解》 未做 《补遗》，
殊难瞑目；我赋曰归，愿儿曹各业专门稳登岗
位，饶有信心。”

在父亲的教育下，王大珩养成了踏实进取的
品格。初中毕业时，他已经学完高中数学的全部
内容，初中与高中阶段，他的数学成绩几乎都是
满分。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的王大珩考取“庚
款”留英公费生。在英国他先后就读于伦敦帝国
理工学院、谢菲尔德大学。1948年，王大珩回到
阔别10年的祖国，参与大连理工大学创建，后历
任长春光机所所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现
为长春理工大学） 院长等职。

王大珩对于科研工作严谨细致，对于家人则

充满温情。王大珩是家中长子，有 6 个弟弟妹
妹。妹妹们读书的钱不够，作为哥哥的他在英国
工作后，就寄钱给大妹王大玫读书。在王大珩的
带动下，二妹王大琬工作了就出钱供三妹王大珍
读书，王大玫工作后又出资让四妹王大瑛读书。
就这样一个带一个，7 个兄弟姊妹出了 4 个科学
家、2个医学家、1个中学教师。

王大珩育有二子一女，分别是王兢、王赫、
王森。尽管工作十分忙碌，但王大珩仍然重视子
女学习。长子王兢初中毕业后即下乡参加劳动，
王大珩嘱咐他随身带上课本，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高中数理化知识。王兢返城后，王大珩仔细检查
王兢几年来完成的全部习题。3 个孩子先后考上
博士，王大珩欣喜不已，特意作诗一首表达对妻
子的感谢和对孩子们的期盼：“难得兢赫森，尔辈
同根生。相继留美法，都成博士人。少年诚可
忆，下乡当农民。求生靠劳动，求知何艰辛……
谁是启蒙者，她叫顾又芬。异国风光好，莫忘民
族魂。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华兴。”

今天，王大珩院士已经离世多年，但他对科
学的执著追求、对家庭的重视与关爱，仍值得我
们追思与学习。

皮影是中国传统雕刻工艺与戏曲
表演结合的民间艺术形式，同时又吸
取了古代帛画、汉代画像砖以及唐宋
寺院壁画之精妙，可以说是中国民间
造型造像艺术之集大成者。陕西华州
皮影历史悠久，制作工艺成熟，在国
内外享有盛誉。

华州皮影纯手工制作，工艺流程
繁复，塑造一个形象要经过 3000 多刀
精雕细刻。影人多为正侧面形象，以
镂空雕刻为主，在大轮廓中饰以精美
图案，然后用工笔重彩多次烘染，形
成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效果。

华州人薛宏权 14 岁开始学习皮影
雕刻，从业近 38 年，将青春与心血都
倾注在皮影上。薛宏权创作的皮影作
品造型新颖、做工考究、染彩厚重、
立体感强，颇能体现华州皮影特色。
他将中国画技法融入皮影造型，亦刻
亦画，顺刀弧刀相济，阴刻阳线并
用，有织锦绣缎之效。

薛宏权从皮影雕刀改良入手，创
新刻制技法，结合多年创作实践自制
刀具，根据花纹的类型选用不同的刀
具。刻法上将推皮与拉刀完美结合，
挑剔游刃，使雪花梅花套叠、缠枝拉
丝勾联、星眼鱼鳞相藉、云水龙虎相
缀，大大丰富了影人表情。

在继承传统平涂技艺的基础上，
薛宏权大胆创新染彩手法，用透明颜
料多层叠加，使皮影色彩如国画般丰
富多变，衣带坠饰呈现出无风自飘的
效果，让影人看起来栩栩如生。他在
配色中适度加胶，再以高温发汗定型，使成品不变形不褪色，经久耐用。

薛宏权的作品 《番王》 选用皮质细腻、韧性极好的上等黄牛皮，经
泡、刮、磨、洗、推、刻、染、缀等30多道工序精制而成。该作品采用

“定刀推皮”刀法，造型夸张大气，线条流畅刚劲，着色沉稳协调，细腻
之处蕴含深意。在2019年12月揭晓的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评选
活动中，《番王》荣获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

为了让传统皮影适应时代需求，薛宏权拓展了皮影的用途，把影人
固定在卡纸上，覆膜装框，制成皮影工艺品。他还致力于皮影文创开
发，推出皮影中国结、折扇、书签、首饰等多种产品，广受欢迎。薛宏
权设计雕刻的皮影作品，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作为国礼赠给外宾，并被国
内外多家文博机构收藏。

薛宏权还连续多年举办皮影雕刻培训班，免费为从业人员传授技
艺，在传承发扬传统工艺的同时发挥了扶贫帮困作用。

新华社电（记者乌梦达） 北京市西城区近日发布首批文物建筑活化
利用计划，歙县会馆、晋江会馆、钱业同业公会、西单饭店旧址、聚顺
和栈南货老店旧址、梨园公会、新市区泰安里等7处文物建筑入选。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冀说，此次公开发布文物建筑活化
利用计划，旨在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社会各方智慧和资本参与开发利用文物
资源。这7处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价值突出，区位优势明显，每一处都有着
精彩的故事，传递着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

刘冀介绍，拟参与此次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的社会机构可按照信息
获取、前期咨询、项目策划、项目评审、项目确定等流程推进。详细项目信
息将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官方网站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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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国博文保院

“文物医生”怎样呵护国宝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家风家训

王大珩家风：务实自强 勤学互助
谷 敏

国博文保院修复师王熙林在修复一幅西藏经书。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国博文保院修复师王熙林在修复一幅西藏经书。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修复师马立治在修复一件青铜爵。
国博文保院供图

修复师马立治在修复一件青铜爵。
国博文保院供图

薛宏权皮影作品《才子佳人》 薛宏权供图薛宏权皮影作品《才子佳人》 薛宏权供图

国内首家海塘遗址博物馆开馆

北京一批文物建筑将活化利用

钱江大潮，天下奇观，然而汹涌的潮水也时常给沿江民众带来巨大
的灾难。自古以来，先民为了抵御海潮侵害筑起了坚实的屏障——海
塘，担负起守护杭城的重任。1月 7日，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
这是一座全面展示杭州钱塘江海塘文化，集收藏、研究、体验、教育为
一体的遗址类专题博物馆，也是目前国内首个以海塘遗址为主题的博物
馆。馆内设有遗址展示厅、海塘文化厅、临展厅等多个展厅。

图为观众在杭州海塘博物馆观看古代海塘遗址建筑过程的动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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