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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刘超惊喜地发现，在快手直播
上居然看到大足石刻景区。跟随主播导览

“云游”大足石刻，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向往已
久的千手观音像。

重庆大足石刻景区两天内举办三场直
播，全网观看人次超过 1000万。精美的石窟
艺术让无数观众倾倒，而这背后是多年来坚
持不懈的文物保护。

宝顶山千手观音像有800多年历史，是大
足石刻最珍贵的瑰宝。它的修复被列为国家
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2015年6月，保护工
程竣工，完成了对造像表面和830只手的修复。

在修复过程中，有一位“医生”发挥了
重要作用，那就是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
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作为保护工程石质修
复组组长，她花了7年时间参与修复，并总结
出“望闻问切”文物病害诊断“四诊法”，为
其他石刻保护提供借鉴。

除了千手观音像，大足区还对圆觉洞等
处造像进行修复，尽量保持原貌。2019 年 6
月，另一个代表性石刻——卧佛也启动修复。

先进技术积极运用于文物保护中。2017
年，大足石刻三维测绘与数字化工程启动，
测绘面覆盖9成以上造像。陈卉丽说，三维测
绘可以激光打印，为修复专家提供精确的样
本数据，让国内外专家远程诊疗。

2019年 12月，大足石刻监测预警系统投
入使用，标志着大足石刻由抢救性保护转为
预防性保护。

走进大足石刻研究院监测中心，一块大
型 LED 屏上，显示着温度、微环境、岩体稳
定性等各类实时数据与分析走势图。一旦洞
窟内发生倾斜或温度异常，工作人员就能及
时发现，实施加固工程或减少游客量。“监测
预警系统相当于‘听诊器’，帮助我们实时检
查，生成‘体检报告’，提前发现石刻的问
题，尽早修复。”陈卉丽说。

石刻保护好了，开发利用就有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大足石刻景区积极
转型创新，创作大量石刻文创产品，助力全区文旅融合深度发展。

以前，游客观赏宝顶山大佛湾一带造像后就离开，整个观光过程仅1小时
左右。近年来，大足石刻景区提档升级，让游客从单纯看石刻变成游景区、
逛城市。景区内绿树成荫，设施更加完善，游客平均游览时间达3小时以上。

围绕大足石刻，大足区积极推进城景融合，建设国际文旅城。具体来
说，就是把大足的人文、山水、温泉、乡村旅游等资源有效串联，打造精品
路线，让游客流连忘返。

近期，大足区还启动建设石刻文创园，签约落户项目16个，引进20多位
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打造雕塑艺术产业基地。

“石头是冰冷的，文化是温暖的。我们要保护利用好文化资源，让石刻活
起来。”大足区区委书记于会文说，当前，大足区将大足石刻作为“一号工
程”，坚持文化兴区，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春光灿烂，鸟语花香，全国各地陆续迎来“爱鸟周”。1981年，国务院确
定每年4月至5月初的一周为“爱鸟周”（具体时间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在此期间开展爱鸟护鸟宣传教育活动。“爱鸟周”的主要倡导者是已故动物学
家、中国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院士。他发起成立了中国鸟类学会，并呼吁建
立中国第一个鸟类自然保护区，为保护鸟类、维护生态平衡做出巨大贡献。

郑作新祖籍福建长乐，1906年出生于福州，5岁时母亲不幸病逝，主要靠
奶奶抚养长大。奶奶虽然没上过学，但记忆力很强，擅长讲故事，让郑作新
印象最深的故事是“精卫填海”。晚年的郑作新回忆道：“精卫鸟那种不屈不
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它培育了我干什么事情都坚持
不懈干到底的坚韧毅力，也激发了我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郑作新的父亲郑森藩曾在湖南一所中学任校长，后在福州盐务局工作。
郑森藩虽然经常出差，在家时间不多，但对孩子的成长很关心。他注重培养
孩子的自学能力，并提醒郑作新，身体与学习同样重要。郑作新从小酷爱读
书，中学时常常读书至深夜。由于作息不规律，一次，他在读书时晕倒了，
一周都没有上学。郑森藩从外地匆匆赶回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才这一
点年纪就病倒一个星期，以后念大学，学习更繁重，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
体，怎能适应今后的学习任务？再说远一点，毕业以后，你还要为国效力，
要工作四五十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行吗？”父亲给郑作新讲了古今中外
许多名人坚持锻炼的故事，让他深受启发。郑作新认识到，一个人在青少年
时期，除了学习之外，还应重视塑造健康的体魄。从此，他积极参加乒乓
球、篮球、排球、登山等体育项目，上大学后还喜欢上网球。由于成绩优异，
郑作新连跳两级，未满16岁就高中毕业，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在中学毕
业前夕，他还获得校运会少年组100米跑、跳远和三级跳远三个项目的第一名。

1926 年，郑作新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深造，先后获得硕士、
博士学位，并被授予“金钥匙”奖。1930年，郑作新回国，历任福建协和大
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脊椎动物分类研究
室主任等职。青少年时期培养的良好身体素质，为他从事艰苦的野外科考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十年间，郑作新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发现多个
鸟类新亚种，撰写了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郑作新近70岁时登上吉林长
白山天池，连拐杖都不用。

郑作新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他与妻子陈嘉坚 1935 年结婚，相伴 63
年，感情甚笃，夫妻俩育有两儿两女。郑作新曾自豪地说：“我的家人为我的
研究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郑作新尽量抽时
间陪伴家人。二女儿郑怀音回忆道：“爸爸常抽空带我们去游泳，携全家去爬
山、观鸟，培养我们从小就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生活……我经常以自
己能有这样一个可亲可爱、可敬可佩的爸爸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纵观郑作新的一生，在事业上，他通过对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探索人类
社会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在生活中，他努力实现读书与运动、工作与
家庭的协调。砥砺意志、锻炼身体、关爱家人，郑作新的家风家训，是他在
科学成就之外，留给世人的另一份宝贵遗产。

在广州地铁一号线上，有一站叫“陈家
祠”。从地铁站出来走不远，便可看到一座屋脊
上布满精美雕刻的传统建筑。陈家祠落成于清光
绪十九年 （1893 年），是广东各地陈氏宗族合资
捐建的合族祠，又称“陈氏书院”。陈家祠集广
东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被誉为“岭南建筑
艺术明珠”，郭沫若曾赋诗赞其“天工人可代，
人工天不如”。

这座久负盛名的百年古建筑，现为广东民间
工艺博物馆所在地。博物馆收藏各类珍贵文物与
现代工艺精品 2 万多件 （套），设有 11 个展厅，
向观众展示岭南传统建筑艺术和丰富多彩的民间
工艺。

建筑艺术中西合璧

陈家祠是广东现存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传
统岭南祠堂式建筑，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主体
建筑面积 6400 平方米，由 19 座单体建筑组成，
呈三路三进、两庑九厅堂式布局。整个建筑群长
廊相连，庭院穿插，厅堂轩昂，园林秀美，处处
细节体现出匠心。

来到“陈氏书院”正门，两扇高大的黑漆木
门上，绘制着两个4米高的门神，这是广东地区
现存最大的彩绘门神，格外威严气派。

跨过门槛，迎面隔挡外部视线的屏门上雕刻
着精美的图案。凑近细看，每一幅图案都生动有
趣，蕴涵寓意。大芭蕉象征家大业大，芭蕉树下
一只母鸡带着7只小鸡觅食，象征儿孙昌盛。苍
劲的老竹盘绕成“福”字，形成“祝福图”（谐
音“竹福”），下方还有两棵小竹笋，象征后代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陈家祠的建筑装饰中
大量采用吉祥图案、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题材，
表达祈求兴旺吉祥的美好愿望，洋溢着浓郁的民
间文化气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高级讲解员
曾翔说。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自古以来是对外
贸易重镇。频繁的贸易交往孕育了广东开放包容
的气质，也影响了建筑艺术发展。陈家祠有不少
建筑装饰反映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

在首进东厅北面墀头上，刻着一处别致的砖
雕——两个扎着发髻、穿着肚兜的小天使左右对
望。“它将西方小天使与中国年画中的‘福娃’
造型融为一体，颇具创意。”曾翔说。连廊和月
台运用了西方园林常见的铁铸工艺，配以中式传
统雕花图案，中西合璧，相映成趣。

“三雕两塑”（石雕、木雕、砖雕、陶塑、灰
塑） 是岭南传统建筑常用构件。陈家祠建筑屋顶
上装饰着层叠错落、精致繁复的陶塑和灰塑，堪
称一大亮点。曾翔介绍，最顶层的陶塑瓦脊就是
著名的“石湾陶”，在广东佛山石湾镇烧制而
成，内容一般以粤剧故事、花卉和吉祥图案为
主。瓦脊下方的基座是灰塑。灰塑的制作工艺比
较特别，用石灰掺入糖胶、稻草、糯米等混合发
酵后，往房顶的铜铁骨架上填抹塑形，再涂上
颜色。灰塑没有经过高温烧制，容易受风雨侵
蚀而剥落掉色，每隔五六年就要进行保养修复。

为了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岭南传统建筑的魅
力，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常设“岭南传统建筑装
饰”展。展厅中有来自潮阳梅祖家祠的石雕，在
一整块坚硬的青石上雕出三段图案组成的花篮，
其中最纤细的“拉猪绳”宽度仅3-4毫米，令人
叹为观止。

民间工艺争奇斗巧

走进陈家祠中进主厅聚贤堂，宽敞的厅堂里
还原了当年陈氏宗族聚会议事时的摆设。聚贤堂
两侧展柜陈列了多件馆藏珍品，其中两座木雕神
亭格外抓人眼球。神亭是民间举办迎神赛会活动
时安放神像或牌位的器具。“这两件都是国家级
珍贵文物。”曾翔介绍，深色的刻龙纹大神亭由
清代广州地区的木雕艺人打造，它看上去低调，
实际上做工非常考究，用材十分丰富。神亭选用
乌木、影木、酸枝等名贵木材，台阶外用云石、
内用汉白玉，屋顶瓦片是螺钿，屏门、柁墩是象
牙，侧面还装上了从西洋进口的套色玻璃。

另一件金漆木雕大神亭是民国时期作品，采
用潮汕地区特有的金漆木雕工艺：先把木头雕刻
好，在木雕上刷大漆，再利用漆的黏性贴上金
箔。神亭上精雕细刻各种人物、动物、花卉等图
案，金光熠熠，华丽动人。神亭中部楼阁牌匾上刻
有“海国慈航”，据推测应为妈祖诞时游神所用。

在常设陈列“岭南民间百艺”展厅，可以看
到更多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象牙雕刻是广州地区
富有特色的一项传统工艺，多层象牙球则是最能
代表广州象牙镂雕技艺的作品。“这个象牙球有
43层。”曾翔指着一件牙雕作品说，“它是将一块
完整的象牙镂空为层层相套的球体，每一层都可
以独立转动，球面上还有精细雕花。”早在宋代
就有制作象牙球的记载，如今，象牙球最多已做
到57层。

象牙球旁边放着象牙微雕工艺创始人冯公侠
雕刻的屈原 《九歌》。拇指大的小座屏上刻有
1700余字，肉眼看是密密麻麻的黑点，置于放大
镜下，可以看见每个字笔画清晰工整。

一把嘉庆年间的象牙镂丝人物徽章纹折扇，
体现了清代象牙扇制作技艺的巅峰水平。折扇共
21 片，通体镂空雕刻 54 个古装人物及花卉纹饰
等，没有雕刻图案的镂空处全用垂直象牙丝填
充，牙丝细如毛发，一触即断，在它们的映衬
下，主体图案看上去仿佛悬浮于空中。“象牙扇
等工艺品曾是外销西方的抢手货，不少欧洲贵族
都以拥有这些来自东方的‘高级定制’作为身份
的象征。”曾翔说。

艳丽夺目的广彩瓷、细腻灵动的广绣、色彩
斑斓的惠来贝缀、栩栩如生的大吴泥塑……展厅
里汇聚了26种岭南民间工艺品，展现了一代代岭
南匠人的智慧与高超技艺。

百年祠堂焕发新姿

经过青云巷，穿过风雨连廊，来到位于后进
的祖堂。这里曾是陈氏子弟供奉祖先牌位的地
方，如今陈列着“百年陈氏书院”展。

曾翔介绍，清代广州有不少像陈家祠这样的
合族祠，它们相当于各县“驻广州办事处”，为
参与捐资的宗族子弟赴广州备考科举、候任、交
纳赋税、办理诉讼等提供临时居所。新中国成立
后，陈家祠收归国有。1959年，广东民间工艺馆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前身） 成立，以陈家祠为
馆址。

“我馆自成立以来，就肩负起保护、研究和
管理利用陈家祠的重任。”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馆长黄海妍介绍，近年来，博物馆引进多个数字

化项目，借助科技手段对陈家祠建筑进行保护：
通过三维扫描，搭建出陈家祠建筑的数字模型；
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时监测古建筑的裂
缝、沉降等情况；引进实时白蚁监测系统，预防
白蚁侵害等。

新技术的赋能也让博物馆更好地讲述文物故
事。2018 年，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数字体验
馆”建设完成，通过三维数字投影、虚拟现实和
增强现实技术，立体生动地展示陈家祠百余年历
史和岭南建筑艺术。

博物馆还开辟民间工艺展演厅，工艺师驻场
表演牙雕、榄雕、广彩瓷、手工打金、石湾陶、
广州玉雕等传统工艺。观众不仅可以现场观摩精
湛技艺，还可以购买工艺品带回家。

从2015年开始，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每年接
待观众超百万人次，并逐年上升。2019年全年参
观人次达 145 万。今年 3 月，“南方+”客户端

“云游博物馆”直播节目走进广东民间工艺博物
馆，吸引了数十万网友在线观看。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陈家祠的保护
和利用，坚持做好藏品整理研究，推出更多基于
自身特色的原创展览。同时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加强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转化，探索更
科学的文创经营模式，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黄海妍说。

动物学家郑作新：
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生活

谷 敏

◎家风家训◎家风家训

走进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品赏古建筑间的南粤匠心
毕嘉琪 杨 逸

保
护
与
开
发
并
举

让
大
足
石
刻
更
有
文
化
温
度

本
报
记
者

刘
新
吾

大足石刻宝顶景区释迦涅槃圣迹图 （卧佛） 资料图片大足石刻宝顶景区释迦涅槃圣迹图 （卧佛） 资料图片

陈家祠外景 本文图片均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提供陈家祠建筑上的灰塑装饰

现代广绣作品“红荔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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