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路出家
园艺师自学成文物修复师

作为扬州文物修复届的“元老”，周学山在陈
列、装裱、拓片、瓷器、铜器、石器等方面驾轻就熟，
经他修复的各类文物多达上千件， 其中有不少是
重要文物。周学山并非科班出身。此前，他只是扬
州博物馆一位普通的园艺工作者， 整天和花花草
草打交道。由于身形瘦小，对于陈列的橱窗能进出
自如，他多次参加布展，与文物零距离，逐渐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1991年，周学山正式踏上了文物修复工作的
道路。他先后在单位领导的安排下 ，系统学习拓

片、书画装裱、纸本、古籍、瓷器、陶器、青铜器、木
器、玉器等修复技能及鉴定培训。他自学了历史、
考古、艺术、美术、国画、雕塑等知识，也相对了解
化学、物理、生物、冶金、铸造、微生物等知识，以
及相关现代探测、分析技术，从园艺师变身知识
“全能王”，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工地探宝
一片碎瓷就能给文物断代

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的行业专家，周学
山学习文博知识的最佳场所居然是市区各个工
地。“那时候只要有空就去工地捡瓷片把玩， 从瓷
片的釉色、 纹饰等慢慢总结各个年代的瓷器特
色。”周学山说。

在周学山的工作室里，最宝贵的就是捡来的瓷
片， 目前他捡拾的从晋到晚清的瓷片有几千片。一
片碎瓷拿在他的手中，脑中便会呈现出一尊器形完
整的形状，这是“省油灯”，那是“孔明碗”，还有“滴
水观音坐像”……没有专业素养，根本无从判断。林
林总总的瓶、瓮、罐、壶、盆、碗、盘、妆盒、枕、灯、香
炉、砚台的碎片，棱角分明，颜色各异。釉色、胎质、
造型、制作工艺、烧造方法既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有
似是而非的差别。凭借多年的经验，只要一上手，周
学山基本上就能准确无误给瓷片断代。

至今， 他搜集了几乎涵盖唐宋元明清各个朝
代、各大窑口的瓷器标本，还有外来品波斯陶、高
丽青瓷。 现在几大高校相关专业老师在涉及古陶
瓷讲座时， 都向他借标本， 以便更加直观地教学
生。

修旧如旧
“铜疙瘩”变身二级文物

“文物修复不可逆，文物也有生命，如果‘手术
失败’，一段历史印记也许就此消亡。”周学山说，
一件文物最终被定为国家三级、 二级甚至一级文
物， 与修复是否充分展示历史信息有很大关系，
“如果一件文物补缺没有把握，宁愿不修，‘修旧如
旧’是文物修复的原则。”

周学山记得多年前，文物保管员马富堃在库房
提出一件“铜疙瘩”，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件物品从
唐代井中挖掘出来，看上去像是一个人像，直观上
应是青铜制品，质地十分坚硬，表面是胶泥状锈蚀。

周学山采取了以下三个步骤： 一是在外部采
用打磨机清洗，用这种机械方式剔除锈蚀的表层；
二是用手术刀剥、竹签或镊子剔除；三是用偏酸性
药水合理配比，先在铜钱、铜片上试验，确定可行
性后，再对“铜疙瘩”进行软化处理，所有一切都必
须小心翼翼。就这样，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修复，剔
除所有腐蚀层后，一件唐代鎏金佛像露出真容。这
座造像为手持净瓶的佛像，鎏金层保存基本完好，
佛像面部表情生动传神，体态端庄又婀娜多姿，全
身璎珞缠绕，裙裾翩然，最终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二
级藏品，让周学山感到十分欣慰。

“修残修缺先修心，心到手到复原形”。不急不
躁是周学山的工作状态， 耐心细致是他的工作作
风。 周学山说， 这项工作磨掉了他原本急躁的性
格，使得他对待任何一件物品都留心，举轻若重。

本报记者 孔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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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相聚，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充满了厚重与神秘。但它们大多都曾被时光“伤害”，在向公众展示

前，都曾被“文物医生”精心“医治”。本报记者对话扬州博物馆的两位文物修复师，听他们讲述文物修复的故事。

陶瓷茶具上的个园竹子、 青花瓷上的瘦西湖风
光、明信片上的文昌阁夜景……这些很有扬州特色的
文创产品， 出自创办才一年的一粹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

公司创办者名叫李智，今年22岁，是扬州大学新
闻与传媒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虽然年纪不大，但李智
眼光长远，“未来我们公司将致力于实地调查，着重发
掘扬州文化底蕴的同时，将审美与技艺融合，打造更
多更具扬州特色的文创产品。”

自主创业 在校大学生办文创公司

“‘一粹’，取专一、精粹之意，符合艺术创作的匠
心精神。”在谈及创业过程前，阳光帅气的李智很认真
地解释了公司名字的寓意。李智告诉记者，其实早在
大二时，他就产生了创业的想法。

“创业倒不是担心难就业，而是一种尝试，展示自
己的才华，看有没有能力去适应这个社会。”李智说，
从前期的市场调查结果来看， 扬州虽然文化资源丰
富，但文创市场还在起步阶段，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文
创品牌，所以创业的方向就定在了“文创”。

完成市场调查后，李智和创业团队就开始寻找办
公场地。考虑到区域位置、人流量等因素后，最终将文
创体验室落在了西区R-MALL内，随后又将创意工作
室定在了东区的设计瑰谷内。

聚焦扬州 文创产品取材于扬州文化

“一粹”的文创产品皆以扬州文化为主题，每一种皆以成套组合出现。大到
装饰画、陶瓷，小到明信片、红包、钥匙扣……每一件作品都内藏乾坤。

“就拿这枚精巧的钥匙扣来说，灵感来自于扬州景点五亭桥、白塔等，中间
是旗袍的外型设计。”团队成员、设计者单成婕说，结合数字媒体的专业运用，将
建筑的刚、旗袍的柔相融合，结合底部漆器与字体繁化，尽可能地展现扬州城的
文化底蕴。

“公司虽然创办没多久，但是已经赚了10多万。”李智告诉记者，对一个刚起
步的创业大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鼓励。让李智最引以为豪的是，去年接到
一批送给澳门的礼品订单。“我们融合了扬州和澳门的地方特色，以瓷板画的形
式，在瓷器上展现扬州的五亭桥和澳门的大三巴，很受欢迎。”李智说。

李智告诉记者，公司设计的风景明信片也很受欢迎。“每年扬大都有校友回
扬州、到学校看看，我们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将扬州瘦西湖、个园等景区的风景
设计到明信片上。”李智说，当他们想扬州的时候可以拿出明信片看看，这张明
信片承载着对母校、对扬州的思念。

双线发展 打造更具扬州特色的产品

为了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除了经营自己研发创作的文创产品外，公司还
开设了绘画体验店，形成了“文创产品定制”和“商场体验店”双线发展的模式。

“在创意工作室内，我们精心打造原创课程设计，定期设置陶艺、油画、素
描、茶艺课程或讲座，并且由设计师将理念转化为实物。”李智告诉记者，在文创
体验室中，则陈列、展出自制的陶瓷陶艺制品和油画作品供顾客选购，并提供场
地、画板和颜料，由专业人员进行指导，为那些对陶瓷、绘画感兴趣的顾客提供
体验平台。其中，亲子沙龙等艺术体验空间寓教于乐，让消费者深切感受到传统
文化艺术的乐趣。

除了提供文化艺术产品的实体制作和体验外，“一粹” 还制作了二维动画、
概念性的MG动画及复古的定格动画等，以动画的方式展示制作的过程和方式，
更加符合信息时代的新需求。

“未来公司也将致力于实地调查，着重发掘扬州文化底蕴的同时，将审美与
技艺融合，打造更具扬州特色的文化产品。”李智说，大学生创业总要经历许多
第一次，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会带领团队一直走下去，也希望更多大学生能够加
入创新创业的队伍。 史亚洁 蒋文嘉 董鑫 孔生

文昌社区有位“旗袍丽人”

走出国门传播旗袍文化，热心公益定期资助残疾人

日前，文昌社区居民黄迎春在家
中举办了一场 “最美妈妈旗袍秀”主
题聚会，16名女士身穿同样颜色、不
同款式的旗袍，伴随江南风情的悠扬
古乐， 在黄迎春家小花园里漫步。黄
迎春已经50岁出头了，在旗袍圈内颇
有名气，拿到了“模特培训师”证书，
还走出国门传播旗袍文化。

“我从小就热爱一切美好精致的
事物。”黄迎春家里从角落的摆设到头
顶的灯饰，处处透露着大气、素雅的氛
围，无不显示出主人对美的追求。

黄迎春说， 虽然从小就爱美，但
与旗袍结缘是在2015年扬州旗袍大
赛获得“十佳”后。“当初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参加比赛，没想到一下子爱上
了旗袍。”黄迎春觉得，爱上旗袍，是
缘于旗袍独特的温婉。

热烈的红、清丽的蓝、素雅的白、
妩媚的紫……黄迎春一边展示她身着
旗袍的照片和视频， 一边回忆道，从
2015年后， 自己就开始进修学习旗袍
文化，之后应邀参加各种比赛，先后获
得 “2016江苏魅力旗袍人”“2016江苏
旗袍文化大使”“最美旗袍夫人最上镜
奖”等。

穿上旗袍，除了展示旗袍的独特
魅力，还要懂得礼仪、茶艺。经过刻苦
的学习和钻研，黄迎春在旗袍圈内已
经颇有名气。她进修考到了“模特培
训师”证书，除了在国内常州、桂林、

南京等多个城市传授讲学，去年还应
邀走出国门到加拿大为当地几十名
华裔女士作了旗袍表演培训，传播旗
袍文化。同年年末，黄迎春还带领团
队30余人穿上旗袍登上了江苏非遗
春晚的舞台，展示旗袍的独特魅力和
文化内涵。“我想让更多人了解旗袍
文化。在我的带动下，身边越来越多
的姐妹愿意穿旗袍，展示旗袍之美。”
黄迎春说。

黄迎春和丈夫都热心公益，黄迎
春为旗袍文化做的很多事情也都是
公益性的。为了让美丽成为一生的事
业， 黄迎春还开设了旗袍摄影工作
室。“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越活越美，
我现在有一些粉丝，我和她们定期资
助残疾人，帮他们渡过难关，让人生
更精彩。自己美，只是一人美；大家都
美，才是真的美。”黄迎春说。 张晓宇

“文物医生”修复时光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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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园艺师到文物修复师，周学山———

半路出家
二十余年修复
千件文物
在扬州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内，一张宽大的木桌，即使白天，两盏白炽灯也亮着，

“医生”周学山开始对症下药，他精心医疗的“病人”是需要修复的文物。工作台上，刷
子、刀剪、錾子、钻头、放大镜、3A胶、喷枪等近二十种，五颜六色的玻璃瓶中是从矿物
质里提炼出的颜料，这些“医疗器械”在周学山手下轮番娴熟地使用，各显神通。二十
余年来，周学山桌上的日光灯长年累月地亮着，他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台前“抢救”文
物，重现历史。

跟着师父静下心来修复文物，周旋———

“90后”辣妈
让古老文物
重焕光彩
翻开周旋的朋友圈，爱美食、爱逛街、爱孩子的好妈妈等无数个标签都显示，这是

一个“90后”时尚辣妈。然而进入工作状态后，周旋就显得没那么“年轻”了。作为扬州
博物馆一名文物修复师，她每天面对的是上千年的文物，唯有耐住寂寞，才能守住文
物背后的历史。

误打误撞
“历史学霸”走入文物修复

2009年，周旋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文物鉴赏与修复是人文学院下设的一个新专业。
“当时觉得好玩，所以就学了。”大学毕业后，周旋
进入扬州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每年文物鉴
赏与修复专业的毕业生不在少数， 但真正从事文
物修复工作的少之又少。”周旋说。

“文物修复师需要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高中
期间，我学得最好的一门科目就是历史。”周旋说，
除此之外，文物修复师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绘画、文
字功底，同时掌握化学 、物理 、美学 、材料材质知
识。“文物修复对于知识储备的要求很高， 一件文
物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 该用什么样的化学试

剂修复，都需要慢慢学习。”

10年出师
师父带进门，修行靠个人

目前， 周旋跟着师父周学山边工作边学习。
“就这样要跟着做到10年，才算出师。”周旋说，现
在她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师父退休在即， 她要在
最短的时间内接过师父的传承棒。

“以前是跟着师父做瓷器修复，现在已经可以
独自修复了，我正在一点点学书画的修复。”周旋
说，书画收藏也是扬州博物馆的特色之一，由于历
史原因，扬州博物馆书画藏品现状不佳，污折、疲
旧者多。周旋介绍，目前他们在做的是扬州国画院
第一任院长江轸光的一批书画， 要在今年内修复
完毕，出成画册，明年展览。“书画修复是文物修复
中最繁琐的，通常修复一幅书画需要三到四个月，
甚至更长。”

“文物修复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是没有准则
的，虽然跟着师父学习掌握了技艺，但在实际操作
中，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将文物修好是最重
要的。”周旋说，就像很多武侠小说里武功高强的
大师， 许多功夫是自创的， 文物修复这一行也是

“师父带进门，修行靠个人”，能够在师父传授的基
础上形成新的技巧，需要悟性。

需要耐力
文物修复师容易患上职业病

每次工作，周旋都装备齐全，白大褂、口罩一
个不能少，这不仅是工作的需要，更多是环境的影
响。文物修复需要使用很多化学物质，还要面对粉
尘、X光辐射等，导致文物修复师容易患上职业病。
周旋指着桌上的一堆粉尘告诉记者， 这是早上刚
刚修复文物形成的粉末，粉末漂浮在空气中，肯定
会有一部分被吸入身体内，“瓷器修复还要用到一
些化学药水，我们只要开始修复，整层楼都是药水
的刺鼻味道。”

“很多年轻人静不下心来，对于文物修复这种
需要耐力的活来说，耐心是相当重要的。”周旋说，
当下中国的文物中需要进行修复的不在少数，人
员的短缺导致文物修复进度非常缓慢。

“这个行业的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周旋说，
目前扬州博物馆已经取得了可移动文物修复资
质，馆里也成立了科技保护部，有更年轻的面孔加
入了部门，这些都是好现象。 本报记者 孔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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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扬州特色的文创作品。

李智（左一）和创业伙伴。

黄迎春（左）

周旋

周学山

修复前的明代三彩马。

修复后的明代三彩马。

周旋和师父周学山一起修复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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