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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轿，“十里红妆”最
耀眼的那点“红”

据悉，出任花轿“国宝守护
人”的是形象俊朗的影视演员任
重。

说起守护人，其实跟这顶花轿
更有渊源的要数浙江省博物馆工艺
部主任范珮玲。范珮玲上个世纪80
年代，曾经就这顶花轿的使用情况
及花轿相关的婚俗情况专程到宁波
进行了调查，是这顶轿子第一手资
料的考证者。正是因为这一顶花
轿，范珮玲开始从事对十里红妆的
研究，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
了 《十里红妆——浙东地区民间嫁
妆器物研究》等专著，同时，她还
是浙江省博物馆唯一一个能拆装花
轿的专家。

参与这次 《国家宝藏》 节目拍
摄的花轿，珍藏在浙江省博物馆武
林馆区三楼“十里红妆”展厅。近
日，范珮玲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花轿
的前世今生。

“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在清
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浙江东部宁
波、绍兴及舟山一带的“土豪”家
里嫁女儿，就是这么个豪华排场。

“土豪爸爸们”早早就为自己的宝
贝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待到女
儿成婚时，那送亲的队伍绵延数
里，为此就有了“十里红妆”一
说。

范珮玲是浙江省博物馆“十里
红妆”展厅的策展人，展厅里存放
的就是流行于那个时期大量民间嫁
妆的精品器物，包括生活起居用
具、厨房用具和女红用具。

展区的整个“画风”，就是一
个“火红”，火红的新房，火红的
嫁妆。这鲜艳明亮的红啊，浓烈，
喜庆，象征着结婚的喜气，象征着
吉祥如意。

范珮玲说，这种红妆家具能保
存如此完好的漆色，反映出宁波地
区漆器制作工艺的精湛。据明 《髹
饰录》记载，制作这种鲜艳明亮的
朱漆家具与季节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夏两季做出的漆鲜艳明亮，秋季
所做的颜色深老，冬季则不适合做
漆。同时，漆色鲜亮与否，还和大漆
中朱砂的含量有很大关系。朱砂多
些，发色鲜亮，朱砂少些，则红得深
暗。

在这些华丽的嫁妆中，最夺人
眼球的就是新娘乘坐的花轿了！

轿子上的各式人物，
共有400个之多

在“浙博”馆里，相对那些动
辄几千年历史的文物来说，这顶轿
子算是年轻一辈。但是，它真的堪
称光彩夺目。

范珮玲说，这顶花轿还有一个
非常好记的名字，叫“万工轿”，
又叫“百子轿”，是一顶清末民初
时期的宁波朱金木雕花轿，也是浙
江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它高 3 米，宽 2 米，有 7 层楼
阁，5 座主亭，称为“五岳朝天”，四
周用朱金雕刻层层装饰点缀，再衬
以绣片、珠翠、流苏、镜片、玻璃彩绘
进行装点，整个轿子金碧辉煌。

为什么叫“万工轿”？据说制
作这样一顶轿子需要耗费一万多个
工时。古代工匠们是用“一工”来
计算自己一天的工作时间的，“一
工”等于“一天”。假设这顶轿子
一个人制作的话，那就需要耗费30
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为什么又叫“百子轿”呢？宁
波人特别讲究花轿的档次，根据装
饰人物的多寡及工艺水平，宁波花
轿分头等、二等、三等三种。头等
轿因轿上的雕饰人物众多，又称

“百子轿”。
“我们工作人员对整顶轿子进

行过人物清点，光是圆雕、透雕的
人物就有 250 多个，最小的人物才
1.8厘米，再加上浮雕和镜片上的人
物，一起算上就有 400 个左右了。”
范珮玲说，轿子上还有花鸟虫兽无
数。细细点来，轿子上有 24只凤凰、
38条龙、54只仙鹤、74只喜鹊、92只
狮子和 124 处石榴百子。另有“麒麟
送子”“天官赐福”“魁星点斗”等各
色主题。除此之外，还有精致的小宫
灯、华丽的盘金绣轿衣、水晶球流苏
……阳光下，轿子上的宫灯摇曳生
姿，玻璃风铃发出悦耳的撞击响声。
这顶万工轿真正算得上是宁波花轿
中的头等轿。

奢华精致，轿子上真
的用了金子

宁波万工轿在制作上采用了朱
金木雕的工艺手法。那么，朱金木
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工艺？朱是指
红漆的话，金是指金子吗？

是的！范珮玲肯定地说。朱金
木雕是指在木雕上贴金漆朱的木
雕艺术。它的特色是“三分雕，
七分漆”。木雕表面在髹漆后，需
要经过数次砂磨，让器物看上去
十分润泽鲜亮。局部的雕饰处，
一般都用金髹，且用的是纯金，
上 面 不 再 罩 漆 ， 即 所 谓 的 “ 明
金”。这种工艺主要产自宁波，历
史十分悠久。早在唐代，宁波一带
的朱金木雕已普遍运用于寺庙的木
建筑装饰，其技艺也达到相当的水
平。明清时期，朱金木雕开始用于
迎神赛会，民间婚事和日常生活用
品，特别在嫁妆家具等木器制品上
被大量采用。

那么，“金髹”又是什么高难
度操作？

范珮玲说，金髹有三种，一是
指贴金，是用金箔贴到已经打好金
胶漆的器物上去；二是指泥金，是
用金箔和胶水研磨制成的金色颜
料，用笔或洗刷扫贴在敷有金胶漆
的器物上；三是指上金，是将若干
张金箔揉碎成粉末后，用丝绵球蘸
裹金粉，上在打好金胶漆的器物
上。

难怪这顶轿子看上去如此金碧
辉煌，原来上面装饰的真的是金子
啊！在这么小的雕饰上贴金，真是
难为那些古代工匠了。

如此黄金宝龛，看着真想坐进
去体验一下呢。但是，好像没有看
到轿子的门哦？确实，花轿前后对
称，没有明显的轿门。

整顶轿子都是榫卯结构，由木
片花板插扦而成，没有一枚钉子。
新娘要是想进轿子，得由专门配备
的两个拆轿工把木板一片片拆下
来，新娘才能坐进去哦。

给花轿“洗澡”，难度
真不小

在经历了百年的岁月洗礼之
后，2009年，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
人员给这顶花轿好好地“洗了个
澡”。

轿子被拆解成一片片花板后，
占据了整整 400 平方米的展厅，由
此可见轿子的繁复程度了。每一块
小花板似乎都是独立的艺术品，精
美得让人垂涎。

工作人员拆卸下这些花板时，
发现在轿子前后左右的戏台上的那
些人物，竟然是能活动的。原来，
当年工匠师傅们在这些人物的底下

做了一个活扣设计。当轿子在行进
的过程中，这些戏台上的人物会左
右晃动，就好像活了一般，开始转
动演戏。

万工轿如此精美，说它是最豪
华的花轿毫不为过，但是这八抬大
轿俨然皇家规格了，为什么宁波的
新娘可以享有这么高等级的出嫁装
备呢？

宁波花轿可以如此奢华的原
因，还得从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说
起。

相传宋金交战时，康王赵构
（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被
金兵追杀，当时曾被一个宁波姑娘
相救才得以脱险。两年后 （公元
1138 年） 康王建都临安。做了皇
帝的赵构，传旨宁波府，寻访那
个有“救驾”大功的宁波姑娘，
结果无人出头领功。高宗为感谢
救命之恩，就下令凡是宁波女子出
嫁均可享受坐一次“半副銮驾”的
荣耀。

范珮玲笑着说，这个传说的真
实性无从查考，但是根据有关文献
的记载，把轿子运用到娶亲上，最
早见于宋代，后来才渐渐成为民
俗，看来这个传说也并非空穴来
风。同时，清末民初时期的宁波，
经济繁荣，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城
市。另外，宁波还有历史悠久的泥
金彩漆和朱金木雕的传统工艺，当
时 宁 波 众 多 的 彩 结 贳 （音 同

“饰”） 器店，为宁波花轿的奢华
提供了孕育的温床。通商贸易也为
宁波花轿增添了很多外来因素，宁
波的婚俗同时兼采各地之豪华。这
些都是宁波新娘们享有这么高等级
豪华婚礼的原因所在。

谁家新娘有幸坐过这
顶八抬大轿

人们好奇：这顶豪华的花轿究
竟属于谁家，又有哪位富家女子坐
过？

其实，它是当时上海一家器货
店用于出租的花轿，轿子上刻有

“聚成号”的轿行名称。据说，坐
上这顶轿子的第一位新娘，是当时
被称为“活财神”的上海总商会会
长的虞洽卿的女儿，其联姻对象为
盛宣怀的子孙。盛宣怀是晚清著名
政治家、企业家，洋务派代表人物，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
父”，盛氏家族亦是中国近代史中最
显赫的家族之一。

关于花轿的使用，也有一些趣
事。

万工轿是八抬大轿，需要八人
来抬，后面四个轿工在行进的过程
中，由于被轿身遮挡，万一磕绊摔
了咋办？别急，除了八个轿工以
外，前面我们说还有两个拆轿工，
除此之外，还会配一个轿工，他的
职责是“引导”。他一般会手拿杈
子把挡路的树枝叉开，然后用押韵
和吉利的暗语，负责告诉抬轿的师
傅们该上桥啦，该转弯了，前方有
台阶等等。

由于轿子是朱金木雕彩轿，工
艺繁复，自重很重，而万工轿的顶
部有三层，制作尤为复杂，顶部也
十分重。根据宁波当地的风俗，无
论多远，花轿中途都不能停歇，所
以抬轿还需要 8个人不时轮换。有
时，轿工们为了省力，还会把轿顶
拆下来，背着走，等快到新郎家了
再装上。

范珮玲说，花轿是整个迎亲队
伍中最重要的一件嫁妆，不仅仅是
因为花轿里坐着“新娘子”，更重
要的是宁波花轿那金碧辉煌的装饰
效果，让宁波风俗中的迎亲队伍与
众不同。

在浙江宁绍一带，常可听到妻
子理直气壮地说，她是“十里红妆
嫁过来，八抬大轿抬进门”的，那
是她的脸面，体现的是她的尊严。
所以，这华丽的花轿，这浩浩荡荡
的嫁妆队伍，无一不显示着女主人
的地位。我想，这应该也是作为父
母对女儿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吧。

预告：《国家宝藏》 宁波万工
轿专题，定于1月21日晚上在中央
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具体以央视
播出为准。

国家宝藏，宁波万工轿来了！
——听浙博专家细说“世上最豪华轿子”

每周日晚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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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花轿。

目前，花轿的

拍摄任务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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