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欣迎

2011年5月31日 星期二

(( 中中 央央 电电 视视 台台 11 00 套套《《 探探 索索··发发 现现 》》栏栏 目目 供供 本本 报报 专专 稿稿 ))

这是一部被镌刻在金属上的文明史和艺术
史。

这是代表着权力、信仰和尊贵的符号和象
征。

然而，当它们重现天日的时候，曾经是如此
残破不全。

是这样一门手艺在恢复着青铜时代往日的
辉煌。

□2011年4月，为了解开青铜器修复这门古
老手艺的传承之谜，我们来到了青铜器文物修复
专家贾文忠先生的家。在这里，贾文忠先生拿出
了关于修复技艺最宝贵的历史留存。

贾文忠先生告诉我们，他从事青铜修复手艺的
父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了很多修复后的青
铜器照片，现有二十多件存在海外的博物馆中。

如今，贾文忠先生也已经年近半百，他不仅
继承了这些记录着家族青铜器修复技艺历史的
玻璃底片，也同样继承了青铜修复这门技艺。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
公元前5世纪。这段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
商、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出现，使得农业和
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史称“青铜
时代”。中国并非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但是
中国青铜器所达到的巅峰，却无以匹敌。

这些曾经深埋于地下的国之瑰宝，当它们跨
越三四千年之后重现天日时，却往往已经面目全
非：或残破不全，或挤压变形，有的甚至是一堆破
碎的铜片！

商代的青铜器后母戊鼎——— 一只鼎耳缺失，
经修复补配而成；商代的四羊方尊——— 由20多块
碎片修复而成；汉代的马踏飞燕，马的颈部有洞孔
数个，马头及尾巴的几绺鬃毛掉下，三个马蹄心空
着……每一件青铜器都铭记着一段尘封的历史，
正是青铜器修复技艺，一点点地将那些破碎的记
忆重新拼补起来，解读出国之重器的厚重与华丽，
让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有了被诠释和诉说的可能。

面对着博物馆里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我们
已经不能够分辨出究竟哪些是完好出土的历史
文物，哪些是可以乱真的手工修复了。这门至今
依然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究竟是在复原那古老
文化的文明精髓，还是在创造一种对历史和艺术
的现代理解呢？

□1989年9月20日下午，江西省新干县修补赣
江大堤的工人们在取土时，无意中挖出了一批古
董，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队继续发掘，一座埋藏
于地下3000多年的商代大墓重现天日。在出土的
大批文物中，仅青铜器就有484件。

新干青铜器群的考古发现，是江南考古的一
次重大突破，是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作为文物修复方面的专家，贾文忠参与了这
次考古行动。他的工作对这次考古发现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贾文忠修复后的商代兽

面纹卧虎铜方鼎，从新干大墓出土的时候，只是13
块残破的铜片，不仅变形严重，而且还有两块碎铜
片被锈和沙土包裹着。但是，就是这些支离破碎的
青铜残片，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关注。

青铜鼎的出现，对于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究
竟意味着什么呢？

鼎，古人烹煮肉食的器具，伴随着青铜时代
的到来，成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沟通人神的礼
器。作为礼器，鼎必须经过装饰以使其摆脱实用
功能。而鼎的数量则彰显着主人的身份、等级和
权力。可以说，在墓葬中发现了鼎，就证明了墓主
人的非比寻常，而墓主人身份的秘密则最有可能
通过对鼎的研究得知。

当人们都将注意力投向这些碎片还能否复
原的时候，贾文忠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
要求——— 迅速清洗铜鼎残片。

由于青铜器在出土的时候没有被及时处理，
沙土的硬化让清理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浸泡在
溶液中的青铜器，还将经历机械除锈和化学除锈
的工艺，才能重新焕发青铜的光泽。

清洗，是青铜修复技艺中的最初环节，这个
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这些重见天日的青铜器，露
出庐山真面目的惟一途径。但是，所有的考古人
员都更加期待的是当青铜的表面被清理之后，另
外一种可能的出现，那就是青铜鼎上是否会出现
珍贵的铭文。

青铜器铭文，也叫金文或者钟鼎文。商代早
期的青铜器就已经有零星的铭文。那时，铭文还
只是标注族氏，便于识别的作用。西周时期，铭文
的内容已经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因此，传世的青铜铭文往往一字千金，其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都不可估量。

这件商代青铜鼎虽然最终没有发现铭文，但
仅仅是青铜修复的清理环节，其细致和科学的操
作，就不得不让我们对这门技艺另眼相看。

□青铜修复技艺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个主
要的环节，第一步是要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
和整形；第二步是对有缺损的部位进行补配；第
三步是焊接成型；最后则是对修复好的器物进行
做旧处理。

对于那些出土时就已变形甚至支离破碎的
青铜器，在清洗完之后，另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
对青铜器进行拼对整形。

修复商代兽面纹卧虎铜方鼎已经是11年前的
事了，可对铜鼎的拼对整形依然让贾文忠记忆犹
新，因为那是当年他在修复时遇到的最大问题。

整形后的兽面纹卧虎铜方鼎已经显露出其
千年前的风采，然而，贾文忠却还要对方鼎表面的

纹饰开始进行拓片的工作。通常应用于书法临摹的
这道工序，对青铜器的修复又会有怎样的作用呢？

在贾文忠看来，在青铜器的补配环节中，对
缺损纹饰的补配显得尤其重要。这些国之重器的
精美纹饰背后，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商代青铜器上最为普及的纹饰——— 饕餮纹，
有专家指出，不懂饕餮纹就枉谈懂青铜器。这一纹
饰的意义虽然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争论，但是其流畅
的线条，却成为商代青铜器“狞丽”之美的见证，让

“万物有灵”的朴素世界观有了最为直观的展现。
然而，青铜器上的纹饰却不只有饕餮纹，千变

万化的纹饰如何才能准确地补配呢？青铜修复的
艺人们学会了用拓片的形式进行复制，并最终发展
成了一种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形式——— 全形拓。

在贾文忠先生的家和办公室中，我们随处可
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全形拓片，它们本身就是一
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拓片的作用，最早是修复者用于留存资料之
用，而当摄影术日渐普及之后，贾文忠先生的父
亲则选用了更为现代化的手段来保存青铜器修
复的资料，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贾家的传家
宝——— 玻璃底片。历代艺人的传承，秉承着一个
不变的主题：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才是青铜修复
技艺的真髓。

对文物进行修复和复制这门技艺，最早可以
追溯到春秋时期。几千年的传承，让从事青铜器
修复这门技艺的手艺人，往往都成为了杂家。他
们不仅要掌握修复方面的技术，更重要的还要有
美术、绘画、书法甚至篆刻等方面的修养。青铜器
的修复技艺已经不只是一门简单的技术，而成为
了一门综合的艺术。

□一件出土时残破不全的青铜器，在经过清
理整形和补配之后，就进入到了修复的第三个阶
段：焊接。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却
曾经让贾文忠伤透了脑筋。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虢国博物馆，曾是西
周时期的国君大墓，这里共出土各类文物3万多
件。在1990年的最初发掘中，最让考古队员感到
欣喜的是在陪葬品中发现了一套八件的编钟，因
为这是西周晚期墓葬发掘中惟一完整的一套。

考古专家李学勤介绍：编钟的出现是中国青
铜器历史走进周朝之后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青
铜器逐渐淡化了商代对自然忌惮和膜拜的神秘色
彩，代之以更加具有生活情趣的人间烟火气。

这套编钟出土时大都残破不全，贾文忠参与
了编钟的修复工作。

在对编钟清理之后，进行到焊接的流程时，
贾文忠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让这套曾深埋
于地下的古老编钟，重新奏响出近三千年前的雅
韵和古音呢？

贾文忠在焊接的时候充分考虑乐器击打的
特殊需要，而修改了原本简洁的焊接工序。

今天，我们焊接青铜甗的程序，要比编钟容
易了很多，但是具体操作起来，还是会遇到一些
小麻烦。

青铜作为合金虽然熔点只有800℃，却具有
很高的硬度，即便是经过了几千年的锈蚀，这种
硬度还是给焊接前的打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然
而，正是这样的金属硬度，让青铜生产工具大大
超越了之前使用的石器，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起了
划时代的作用。

而物质生活条件的丰富，促使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向精神追求转移，西周编钟的出现恰恰就是
这样的证明。

经过精心修复，虢国编钟又重新奏出了三千
年前的乐音，这乐音击打出的是古老的文明与修
复技艺的完美和声。

□从事青铜器文物修复几十年的贾文忠先
生，在青铜器的鉴定方面也颇有造诣。这两个看
似毫不相干的专业领域，在贾文忠看来却息息相
关。

一件残破的青铜器，在经过整体复原修复
后，要对补配部位以及焊接口进行做锈，使之表
现出腐蚀生锈的效果，俗称“做旧”。这是青铜器
修复的最后一步。它将直接影响文物的修复效
果，更是制造赝品者费尽心机的关键步骤。

青铜器经过几千年的锈蚀所形成的底子，并
非能够轻而易举地被矿石颜料进行模仿。在修复做
旧的现场，一个特别的工具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
趣，这个特殊工具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牙刷。

贾文忠从5岁开始学艺，他的修复手艺是父
亲手把手教出来的。他的父亲是我国第一代古文
物修复专家——— 青铜器修复大师贾玉波先生。作
为“古铜张”派的第三代传人，他一生修复了数十
件国宝级青铜器文物。

孩子们的耳濡目染，父亲的口手相传，让这
个家族兄弟五人中，有四人都从事了青铜器的修
复工作，成为了“古铜张”派的第四代传人。

为了这门手艺的传承，贾文忠先生不仅对修复
技艺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而且为了修复行业内
的沟通和交流，成为了修复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他
四处演说讲课，希望在大学中设立文物修复专业。

也许是被父亲对青铜器修复技艺的执着所打
动，贾文忠的儿子贾树放弃了大学里所学的新闻
学专业，和父亲一起担起了这份手艺传承的责任。

这薪火相传的是中国悠悠几千年的文明
之光，它被凝固在青铜礼器的华丽中，升华在
每个中国人对祖先智慧的 感 动
里。

守护青铜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王会 陈春生

“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
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清朝康熙年间，客
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启旭赋诗，吟咏临清官窑规
模之巨。最近在临清的一项考古发现，依稀再现
往日景象。

5月中旬，临清市代湾乡河隈张庄明清砖窑
遗址发现17座古砖窑，窑中出土数百块贡砖。每
块贡砖上都印有烧造年号和窑户，年代从明代延
续至清末。经勘探证实，该遗址面积超过100余万
平方米。

临清博物馆馆长魏辉介绍，临清砖窑在明、
清鼎盛时期，运河沿岸官窑多以万计。这一考古
发掘，用确凿的实物证实了史学界“从临清‘漂’
去的京城”学说。

运河两岸“官窑”30多公里

故宫的雄伟，颐和园的灵秀，令游人赞叹流
连。多数人却并不知道，修建宫闱的厚实青砖，来
自400公里之遥的山东临清。临清社文办主任王
明波介绍，北京十三陵、东陵、西陵、天坛、地坛、
日坛、月坛、钟楼、鼓楼和城墙等建筑用砖，绝大
部分出自临清砖窑。

临清地处会通河与卫河的交汇处，扼南北漕
运之咽喉，漕运的兴盛令临清贡砖顺流北上。《临
清州志》明确记载的古砖窑有6座：“东曰孟守科，
在二十里铺，清平界内。南曰张泽、曰畅道，地名
白塔窑。西南曰刘成恩，在吊马桥。迤东北曰周循
鲁、曰张有德，地名张家窑。”

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文献中的“孟守科”
窑址。古窑形制保存基本完好，是清朝乾隆时期
的“官窑”，烧造的贡砖质量赫赫有名。文献记载，
明清两代，从今临清城区西南15公里的东、西吊
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临清城区东北部的张
家窑，最后延续到临清城区东南部的河隈张庄，

“官窑”延续总长30多公里。沿运河两岸砖窑分布
稠密，不到10公里的运河长度，有窑72座。

运河沿线城镇星罗棋布，为何选在临清建官
窑？这与当地水土特征有关。临清地处黄河冲积
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层层叠叠，俗称“莲花
土”。用这种土烧制的砖，异常坚硬。1992年经国
家文物局专家用现代科学仪器回弹仪测试，合格
的临清贡砖比石头还硬。

临清贡砖声有铜音

1957年定陵发掘时，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
副市长的吴晗，北京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国家文
物局局长郑振铎等曾亲临现场，看到建陵用的是
已有500多年历史的临清贡砖。砖上印章清晰，不
蚀不碱，声有铜音，因此赞叹不已。

自明代迁都北京后，北京城营建常年不断。

据王明波介绍，临清地方史料记载，京城用砖最
多时一是永乐年间，一是嘉靖年间。这一时期故
宫宫殿群从落成到改造，京城内大兴土木。清乾
隆年间，故宫再次改建，乾隆十四年至十五年，在
临清“岁征城砖百万”，故宫最终形成今日之建筑
规模。

临清砖窑输京贡砖以城砖为主。城砖又分几
种，大小不一，用途各异。其中修建故宫外朝如三
大殿、文渊阁、武英殿等建筑的砖叫“大工”砖；修
建内廷如后三宫、御花园等建筑用的砖叫“内工”
砖；修建皇帝陵寝用的砖叫“寿工”砖。除去城砖，
临清贡砖还有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
砖、券砖等不下十余种。

北京天坛的回音壁，因墙面极其光滑整齐，
对声波的反射十分规则。这面神奇的墙壁上，依
稀可见临清贡砖的印记标识。临清贡砖上均有印
记，其内容一般为烧造时间、地点、烧造人等，以
示负责。为保证砖的质量，明清两代的临清砖窑，
都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和质检程序。烧制
好的贡砖要逐一敲验，“以体质坚细，色白声响者
方可入选”，要敲之有声，断之无孔。

为显皇家气派，每块合格的成品砖都要用黄
裱纸包好，才能装运上船。解送天津后还要重新
敲验。在这里，“历年搭解砖块驳换颇多，其挑出
哑声及不堪用砖，俱存贮天津西沽厂，令该处有
司变价解赴东省藩库归项。”

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有一记载，北京急需
贡砖40万块，官窑数量因此翻倍，却因遭遇阴雨
天气产量不足。为解燃眉之急，乾隆特批在往年
积存的次品砖中“复加敲验”，取其可用者运往北
京，以敷急用。这一细节，一来说明京城营造离不
开临清官窑，二来说明官窑出产贡砖检验严格，
不敢私自僭越质检。

粮船漕运夹带城砖

据考古工作者推测，临清如此规模的古窑
场，附近应建有专门装运贡砖的码头。但由于运

河河道废弃多年，古窑码头并没有在此次发掘中
被发现。

临清砖窑皆依河而建，是出于运输方面的考
虑。地方史料记载了当时漕运经济的生态模式。

临清贡砖在明初“就漕艘搭解，后遂沿及民
船装运。”官民商船派带砖料是强制性的，也是义
务性的，如有损失，还要责令带运者赔偿。明天顺
年间规定，粮船每艘带城砖40块，民船依船头长
短每尺带6块。明嘉靖三年规定，每艘粮船带城砖
96块，民船每尺带10块；至嘉靖十四年，更增加到
粮船每艘带120块，民船每尺带12块之多。

也有特许免带砖料的船只。弘治八年规定，
“一应官民马快运粮等船”均应带砖，惟“荐新进
鲜黄船”除外，以保障皇帝享用。

此外，史料还记载了雇船运砖的办法。永乐
年间，北京初建，贡砖用量甚巨，搭载之砖不敷
用。遂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巡抚及督佥所属军
卫，量起人夫，措置车船，专门运砖，官府给以适
当脚价。嘉靖四年，也命雇船运解搭载未完的贡
砖，其脚价由各司、府、州、县摊出。砖料所过地方
还要供应脚夫口粮。

在京城大兴土木时，运砖成为运河上运军商
民的额外苦役、沉重负担。有一叫张瀚的官员在
其《暂免运砖以恤运军疏》中说：“粮运带砖，始于
一时权宜，今已遵行年久……往运河渠通利，加
带不胜苦难，然数止四十八块，不令过重以伤挽
力。继因工作迭兴，用砖渐多，加带亦渐增益，以
至载重难行。”因此他要求暂免运砖，但未被皇帝
采纳。

运河沿岸最早的民营“企业”

明嘉靖四十一年以后，临清砖窑由官办改为
官督民办。这种由政府指定窑户承办的办法，一
直施行到清末砖窑停烧。有学者将其称为运河沿
岸最早的官办民营“企业”形态。

临清砖窑形成行业规模，有其成熟的组织体
系。制砖人员有“窑户”、“作头”和“匠人”三类，这

是明代中期以后和整个清代砖块印记所共同表
现出来的。此外，每处窑上还必须有挖土、推土、
筛土、滤泥、踩泥、制砖坯、装窑、出窑、搬柴、烧
窑、担水、洇窑和在成品砖块上包黄裱纸以及运
砖到运河船上的工人。据地方文史学者测算，每
处窑当有工人不下70名，按92处窑计算，临清从
事制砖业的人口当在6500人左右。

其中“工人”是被窑场雇用的从事杂项事务
的劳动者；“匠人”是被窑场雇用的直接从事造砖
的劳动者；“作头”是窑场作业的参加者和直接组
织者、指挥者；“窑户”是窑场管理者，拥有招雇和
解雇工人的权力，是政府的雇用者，是政府“开窑
招商”的响应者。

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记载：“砖价每块给
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声者，每块变价银一
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变价银一厘七毫。”至清
末，每块成品砖改付工价银2吊。由此可知，窑场
是国家官办，政府依砖块的质量和数量付钱给

“窑户”，窑户再依不同标准分给作头、匠人和工
人。窑户相当于“经理人”，自然得钱最多。

由于临清官窑和封建皇权相关，为了保证
贡砖制作不受干扰，明清两代政府都给予窑户
一定特权。每处窑场门口都划有禁区，场门两
侧竖立着御赐的虎头牌和黑红棍(清代时还赐窑
户以黄马褂)。这种虎头牌和各级衙门所用的虎
头牌无异。黑红棍系木制，直径10厘米左右，
长约2米，一半长度漆为黑色，另一半漆为红
色。凡有私闯砖场或在窑场闹事者，用此棍打
死勿论。

“打架上官窑”也是临清特有的民谚。意思
是，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躲身官窑，就可平安
无事。据传曾有一个馆陶县人，因杀人跑到临清
张家窑，请求留在窑上干活避难，说自己力大无
比，推土、搬砖什么活都能干。窑主段乔岭便答应
了。不久，馆陶知县得知了此人下落，亲来索
要凶犯。窑主说：“这个人在我这里干活，已
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不会在你那里杀人。”知
县无奈，只好作罢。

■ 齐鲁人文

北京十三陵、东陵、西陵、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钟楼、鼓楼和城墙等建筑用砖，绝大部分出自临清砖窑。

从临清“漂”去的京城 □ 王明波 卞文超

烧砖虽是粗活，临清贡砖制作工艺却极为讲
究，精美如工艺品。据掌握传统制作工艺的工匠介
绍，临清贡砖烧砖用的土，过完大筛子，还要过一
遍小筛子。然后像滤石灰一样，将土用水滤满一
池，待泥沉淀后，再从滤池中将泥取出，用脚反复
踩匀，才能用来脱制砖坯。这和烧制陶器的备泥技
术差不多。

脱制砖坯是所有工序中最耗人体力的一道工
序。具体做法是：先在砖模里铺上一层湿布，然后
从踩好的泥堆上取下一块约七八十斤重的泥团，
经过反复摔揉加工，最后用力摔入砖模中。泥团的
大小和用力的大小需靠经验掌握，既要保证砖模
的四角四棱被填满填实，又要保证不会因泥团太
小而添泥，否则砖坯入窑后烧不成一体。摔好后，
把带泥的砖模搬到合适的地方倒出。各窑场都设
专人检查砖坯质量，棱角分明，光滑平整方为合
格。不合格者要毁掉重做。因此，一个最好的工匠，
一天也只能脱400块砖坯。一般的工匠，一天仅能
产出二三百块。

脱好的砖坯晾干之后便可装窑烧制了。烧砖
用的燃料是豆秸或棉柴，以其火旺且匀。烧窑是一
套复杂的技术活，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火把式掌握
火候。每窑砖必须烧至半个月方能停火。停火后不
能立即出窑，此时的砖是红色而非青色。砖色由红
转青，要在窑顶预留的水槽内放水，让水慢慢渗入
窑中，水不能太多太急，否则会使窑体炸裂，称之
为洇窑。洇窑约需六七天时间，洇毕便可出窑了。

由于非雨季节可大量积存砖坯，故各窑都能
常年连续烧制。烧砖用的豆秸或棉柴用量甚巨，需
专门筹措。“每烧砖一窑，约需柴八九万斤不等。办
柴州县，除东昌府外，有东平、东阿、阳谷、寿张共
八处，每年领价办柴运送各窑。”以致当年临清附
近豆秸和棉柴的价格常常居高不下。

传统手工业制作受制于天气等外界因素，也
体现出其脆弱的一面。贡砖供皇家使用，无形中
为工匠们带来压力。乾隆十三年五月，“万年吉
地(指皇陵)需砖40万，立限本年七月全数解津。
(山东)巡抚阿里哀饬委济南府同知马淇理、东昌
府同知陈来，协同(临清)知州王俊，督催烧造。
由是六处复添建窑十二座。时值溽暑，大雨时
行，窑坯俱湿。砖成，大半苦窳(粗劣)。”为了
在两个月内完成烧制40万块贡砖的任务，尽管砖
窑增加了一倍，但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所出
之砖多不堪用。

于是，工部郎中奉旨至临清，“于旧存废砖二
十余万内复加敲验，随经选出堪用砖十二万五千
有奇，仍准二分七厘之数。”乾隆的变通之举，不但
保证了皇陵建设的顺利进行，也使“积困”数月的
制砖工匠们如释重负，感叹“恩望外矣”。

临清砖除供营建京师外，地方也多有取用。
《临清州志》记载，临清砖“制造优良”，“自明初至
清中叶，境内之城垣、仓庚、庙署、寺观及一切伟大
建筑，均取材于此。”临清舍利宝塔建于明万历年
间，其砖上印记至今仍历历在目。徜徉于临清古
街巷，仍可见一些民居的砖墙上嵌有印记清晰的
临清砖。

·相关链接·

窑多柴贵———

揭秘临清贡砖传统制作工艺

贡砖上匠人印章清晰可辨考古人员正在临清古窑发掘出土贡砖 明朝用临清砖建造的临清舍利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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