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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东大寺的石狮子，让杨古城看到了
具象的宋代实物，可当时宁波本土却没有发
现宋代遗存。直到在宁海县西岙村考察古桥
时，杨古城发现已被废弃的惠德桥、寺前桥、
村中桥，与平日里见到的明清古桥从构造、风
格、手法上有所不同。经过对桥柱、桥墙、桥
床、桥拱的细部观察，发现石桥完全符合宋代
特征。再到村子里一了解，这儿原是南宋最后
一个丞相叶梦鼎的故里，桥是他做丞相时造
的，这符合古人在外发达后回乡造桥修路的
传统。从历史依据、建造特点和风化程度，
杨古城断定这三座桥为宋代古桥。这一论断
也改写了宁波没有现存宋桥的历史。

更为可喜的是，在惠德桥的东西南北桥
墙上，各雕有一只石狮子，与宋代皇帝陵墓
上的狮头非常接近，这也足以认定桥上的石
狮子是宋代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宁波无宋狮
子的空白。如今，三座桥均已被列入省级文
保单位。

从南宋石刻，到古村落、古桥、古戏
台，再到以“三金一嵌”为主的非遗保护，
围绕宁波的历史，杨古城在保护传承的路上
一步步地摸索前行，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

《中国佛像艺术》《南宋石刻》《宁波古桥》
《四明寻踪》《中国石狮子艺术》等著作，许
多是具有开创性的。

“乡土”是什么模样？他苦苦寻觅了半
个多世纪。从工艺美术到文物保护，20 多
年来，他带领一批批文物爱好者，坚持不懈
地考察研究，因为他们清楚，保护文物就是
保护家园，保护自己的“根”。“乡土”什么
样，“根”就什么样。

杨古城负责的文保点有两处：一处是海
曙区的林宅，另一处是翁文灏故居。在杨古
城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如今宁波市有文保
员 1200 名。宁波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
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文保爱好者积极
投入其中的文保格局，文保事业走在全国前
列，“宁波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

如何让文保事业更有力量？就是要让更
多的人参与进来，了解文物，热爱文物。每年，
杨古城等人自发组织文保爱好者及市民，到
各地参观考察古镇、古村、老房子、老宅第、古
桥、古戏台等，考察坚持自发、自愿、自费、自
助的原则。除了宁波，他们还组织到绍兴、金
华、温州乃至更远的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至
今已组织考察220次，有1.3万人次参加。

耄耋之年的杨古城，身体还算硬朗，每次
外出考察，从线路到点位，都亲力亲为。他清楚：

“光靠我一人的力量太单薄，我们已形成一个十
人左右的核心小组，大家共同参与。我已经上年
岁了，文保事业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传承的路有多远？

李广华

他左手握着话筒，右

手 指 着 一 座 清 代 的 老 房

子，给围拢在身边的百余

人讲解着房梁上雕刻的故

事 ， 声 音 从 话 筒 传 出 很

远。这群宁波的文物爱好

者，是专程到楠溪江流域

考察古建筑的，其中近半

是文保员。

讲解人叫杨古城，今

年81岁，声音洪亮，体格

硬朗，讲到兴起，配以手

势语言，起伏的声调和高

涨的情绪，彰显了他外露

强势的个性。

深秋时节，由杨古城

和文保爱好者组织的两天

考察，内容安排得丰富多

彩，专业的分析和指导，

让观赏者领略到古建筑的

精髓。大家知道，能聆听

这位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

员、“2008年度中国文化遗

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的

讲解，是件幸事。

杨 古 城 的 经 历 始 终 没 有 离 开 过 “ 艺
术”。早年做过宁波日报社美术编辑、宁波
市十七中 （甬江女中） 美术老师，后到宁波
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大部
分人生时光在工艺美术研究中度过，得天时
地利之便，对本土文化中的木雕、石刻、竹
雕、泥金漆、刺绣、家具、建筑等均有研
究。

他在文保方面所做的事，业内无人不
晓。他有扎实的美术功底，所创作的竹根雕
作品 《钓翁》 于 1982 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新产品一等奖，这在宁波算是早的。
今日的象山被誉为“竹根雕之乡”，而他早
在 1985 年便到象山给竹根雕爱好者授课、
点评作品，指导创作。他还带去供仿制的样
品，后来象山的竹根雕受到上海外贸公司的
青睐，打开了外销渠道。

对浙东地域的风土人情、民间文化，他
关注有加，尤其在文物保护方面，不遗余
力，在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次，宁波的
几位文保爱好者到金华地区考察，老建筑的
关键部位受到严格保护，不对外开放。当地
文保员听说他们是从宁波来的，二话没说，
大开方便之门，理由是：“有宁波杨古城老
师的呼吁，我们文保员才每人每年领到 200
元的补贴。”

文保员是个特殊职业，一般是业余的、
义务的，保护身边的文物古迹是职责所在，
不分昼夜，没有工资，没有执法权，发现情况，
及时报告。宁波最早的文保员是当时鄞县的
几位同志，杨古城身在其中，既做文保员，又
是他们的老师，经常给大家辅导文保知识。

20 世纪 90 年代，他与曹厚德先生一
道，对东钱湖周边的古墓、石刻、石碑进行
考察，研究其历史价值，前后达七年之久，
参与保护了四明史氏墓群及南宋石刻等一大
批古迹。从此名声大噪，一提起杨古城，人
们自然和文保联系起来。

现今旅游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前童古镇
和黄坛古村，曾经历过一场生命攸关的“大

考”。1996 年 9 月，杨古城和曹厚德、张德
和、陈盖洪等人到宁海考察雕刻，想从民间
工艺中寻求养分。可万万没想到，这一行，
有了意外的收获。

在黄坛古村，雕梁画栋的老房子比比皆
是，尚属于原始状态，但也面临着拆迁的危
险。而此时浙江的诸葛村和西塘、江苏的周
庄等均已被列入保护范围，旅游业开展得热
火朝天。几个人既兴奋又担忧，放下专业的考
察，共同研究起该如何保护开发古村的问题。

到了前童古镇，老房子的砖墙上一个个
大红的“拆”字，让他们触目惊心。一打
听，镇里已做出规划，拆旧建新，让老百姓
住新楼房。由于资金暂时没到位，尚未动
工。几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街串巷，拍
照记录，询问房子背后的历史。越看越急，
一商量，决定住下来不走了。他们来到镇政
府。接待的人态度非常坚定：“拆！”几人苦
口婆心地讲拆不得的理由，对方听了，沉下
脸来说：“拆老街是经过县政府批准的，规
划图纸都贴上了墙。你们是宁波人，关你们
啥事？”

听到这话，杨古城顿时火冒三丈：“前
童不仅是宁海的，也是宁波人的，一切文化
遗产都是全民的！你们要拆，我会带很多人
来阻止的。”

回到宁波，他们马不停蹄地起草了《关
于抢救和保护宁海黄坛、前童的建议报
告》，分送给市文化局、宁海县政府。在宁
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上，他向
前来参加会议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文保专家毛昭晰先生展示所拍的照
片。毛先生很震惊，立即提出前去考察，
并要求杨古城陪同前往。市里及文化局领
导也到实地考察。那次以后，杨古城又带
文保爱好者一次次地去前童古镇考察呼
吁，前后有上百次。经多方努力，以小桥
流水、陋巷深庭面貌为特色的前童古镇终
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的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镇。

“拆”字下拯救的古镇

20 世纪 90 年代，宁波迎来大规模的城
市改造，人们对老房子、老街区存在着不同
认识，导致拆旧建新一时成为趋势。其中尤
以月湖改造和中山广场、天一广场建设为重
点，仅月湖一处就拆掉老房子近 3000 座，
至今仍是市民议论的话题。

月湖庵，又名湖心寺，典型的江南古建
风格，居月湖核心位置，规划中也属被拆范
畴。得到消息，杨古城等人赶到现场，只
见施工单位已搭好脚手架，开始揭屋顶的
瓦片，情况十分危急。杨古城大声呵斥工
人停下来，可对方说：“我们听上面的，你
管不着。”同去的文保爱好者王介堂现场给
毛昭晰先生打电话，要他出面干涉。毛先
生马上给市领导打电话，要求把古建筑保留
下来。

这期间，一幅出自“日本画圣”雪舟等
杨之手的《宁波府图》起了关键作用，画里
就有月湖庵。原作藏于美国，画作的复制品
现挂在杨古城家客厅的墙壁上，是日本雪舟
画研究会会长西尾真里女士送给他的。西尾
真里听说要拆除月湖庵，特地写信给市领导
说，在 500多年前的古画里，有月湖庵的身
影，希望能保留下来。杨古城说，这幅画太
珍贵了，是保护月湖庵的重要依据。在各方
的努力下，月湖庵终于得以留存。

位于中山广场的张苍水故居，寄托着无
数宁波人的思古之幽情。这座明代建筑，按
规划要拆移他处，方案一经出台，立即遭到
部分市民的反对。是原地保留还是拆移他

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一日，
杨古城在余姚考察古建筑，市文化局的一位
负责同志打去电话：“我已经没办法了，看
看你们‘四老’（曹厚德、杨古城、王重
光、王介堂被称为宁波文保界‘四老’） 能
否出面争取一下。”

闻听此言，几位老人焦急万分，连夜聚
集到王重光家商议。他们心里都清楚，这座
明代的木结构建筑，一旦动迁，建筑本身的
原生态意义便荡然无存，即使复建得再好，
也无法保持原有的韵味和内涵。呼吁书由杨
古城起草，既态度坚定，又能让人接受，遣
词造句，有理有据，几位老人一直讨论到深
夜。次日，呼吁书飞向国家文物局、宁波市
人大、市政府。同时他们又发动文化界人
士，通过媒体呼吁，钱江晚报以《休闲广场
容不得张苍水故居？》 为题刊发来信。国家
文物局很快批复到省里，省文物局也过问此
事。最终，张苍水故居得以保存，现已成为
省级文保单位。

杨古城说：“是文化部门的功劳，才保
住了众多的古代建筑，我们只是其中的参与
者。”从1995年到2015年，他和文保工作者
参与保护了伏跗室、大方岳第、徐时栋故
居、永丰库遗址、药皇殿等古建筑遗迹。这
期间，他们配合文物部门，多次考察，搜集
资料。有时到点位反复调查，呼吁保护的重
要性；有时直面问题，和施工单位交涉，阻
止拆除。有人说，杨古城是一位文保“狂
人”，哪里危急，身影便会出现在哪里。

城改中的“危难抢救”

2006 年，国家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宁波有梁祝传说、奉化布龙、宁海
平调、朱金漆木雕等上榜。在此之前，省市
县各级相应地进行了筛选和挖掘，对保护重
要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杨古城是研究工艺美术出身，所从事的

领域多与非遗相关，2005 年他被聘为江东
区非遗保护专家，在三年时间里，对手工
艺、民俗、说唱、表演、音乐、口技等民间
艺术，挖掘整理，汇编成册。

工艺美术是老百姓身边的艺术，随着时
代的发展，一些传统工艺几近失传。最让宁

拿什么拯救你——“非遗”

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古城对传统
技艺的研究超出了一般人的浅尝辄止。他像
一部活字典，脑海中装满了宁波的“乡土”。问
他为何这般喜爱，他的回答出乎预料：

“是刺激！”
“是什么刺激呢？”
1979 年，日本佛教曹洞宗代表团访问

天童寺，领队是年近八旬的村上博优先生，
杨古城为本地陪同者之一。来访者对宁波的
古寺、遗址、书法、石刻均有研究，细致到
古代明州城有多少城门，分别叫什么名字，
老街、寺庙、海关、水码头，位置在哪儿，
了如指掌。而陪同的杨古城当时还一知半
解，无法跟他们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日本的研究者并未就此止步，村上博优
又先后带人考察鄞州、余姚、慈溪、宁海等
地120余次。

“我真的受了刺激，人家外国人对我们的历
史了解得那么清楚，而作为宁波人，还是研究文
化艺术的我，却什么都不知道。”杨古城暗自发
誓，要尽快补上这一课，不能给宁波人丢脸。

这一学，就是十年。杨古城称村上博优
为自己的“第一个老师”。从此，他的研究
也从工艺美术延伸到了“海丝”领域。

海曙区县学街东口，宋代曾有座景福律
寺，元代毁于大火，后人在此基础上建起了
郡庙。景福律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
要地位，许多日本高僧入宋学律，便在此居
住，确定其准确位置对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经杨古城和村上博优共同考证，景福律寺的

位置原来是在现今的城隍庙，此成果也得到
文物部门的认可。村上博优先生题写的“宋
景福律寺”碑名，现嵌于城隍庙大门右侧的
墙上。

1998 年，日本胜山市有关人士看到杨
古城与曹厚德所著的 《中国佛像艺术》 一
书，认为他们的著述贴近民间、实用性强，
具有指导意义，邀请他们前去鉴定佛像。曹
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那是杨古城第一次出国，他在胜山实地
考察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佛像 2000 多
尊。更意外的是，在奈良东大寺南门，还看
到了一对宋代宁波石匠刻的石狮子。在异国
的土地上，看到宁波狮子，怎不让他激动和
自豪呢？

那一次，杨古城还见到许多宁波产的瓷
器、绘画、古籍、刺绣、佛画等。2009年 8
月，他带领 10 余名宁波的民间人士，自费
到日本参观“圣地宁波”展，观赏到早年宁
波产的泥金漆、骨木嵌、刺绣、文献、地
图、美术品等难得一见的文物。

浩瀚的大海，没能阻隔文化的交流与相
融，宁波与日本交往的历史有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物诠释。杨古城在对“海丝”的研
究过程中，已先后10次到日本考察，其中8
次是组织文保爱好者自费前往的。

如今的宁波，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天童寺、保国寺、
上林湖遗址、永丰库遗址被确立为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点。

“海丝”的宁波元素

波人自豪的“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金
银彩绣、泥金彩漆和骨木镶嵌），曾沦落到
找不到制作厂家的地步。

朱金漆木雕是宁波的传统工艺，是在木
雕的基础上与漆艺结合，形成新的艺术形
态。国内其他地方如东阳、乐清的木雕也很
有名，但它们属清水木雕，雕板上并不涂
漆。在宁波，有“三分雕，七分漆”的说
法，意思是前期雕刻可以弱些，后续的油漆
过程特别讲究，不能马虎。木板雕好后再贴
金饰彩，结合沙金、碾金、碾银、沥粉、描
金、开金、大漆，最后形成金碧辉煌的千工
床、万工轿等作品。这一过程技术要求非常
高，生漆的湿度达到 80％，温度在 28℃至
32℃之间，非一般工匠所能掌握。

经过“文革”浩劫，当时宁波的朱金漆
技艺几乎处于绝迹状态，真正懂得全部技艺
的只有曹厚德等少数人。曹先生的徒弟陈盖
洪，跟他学塑佛像多年，基本掌握了这项工
艺，但要从理论上归纳、总结、提升，申报
国家级非遗，还有很多路要走。陈盖洪在工
艺美术学校学习时，就听过杨古城的课。这
次重新整理挖掘朱金漆技艺，杨古城把自己
40 多年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到技艺倾囊相

授。他两次带陈盖洪到浙江省博物馆，观看
镇馆之宝——宁波万工轿的细部特征。两人
从朱、金、漆的每一个环节入手，一步一步
地挖掘、探索、拍照，再结合实践和研究成
果，形成文字资料，编辑出版了《宁波朱金
漆木雕》一书。陈盖洪仿制的万工轿，最终
获得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朱金漆
木雕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首批名录。如今，陈盖
洪的国家级传承基地已在鄞州区挂牌，中国
朱金漆木雕博物馆也已建成并对外开放。

泥金彩漆的制作要求很高，漆分立体和
平面两种，漆雕不能像在木板上那样一气呵
成，要充分考虑气候环境，气温高和低要区
别对待。

泥金彩漆申遗时，有关部门寻遍海曙
区、江东区，没有找到从业者，杨古城又跑
到宁海去找。民间艺人倒是有，也符合传统
制作的规程，但工艺水准达不到要求。即便
这样，他也感到庆幸，泥金彩漆总算没有绝
迹。他请原工艺美术厂的老师傅李光昭、陈
华民分头去宁海和鄞州做辅导，最后宁海和
鄞州两地保留下这一绝技。如今，“三金一
嵌”这些最富宁波特色的工艺，均已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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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市民宣传保护共享传统建筑带领市民宣传保护共享传统建筑。。

做文保做文保，，硕果累累硕果累累。。

带领文保爱好者到野外考察

带领文保爱好者到野外考察。。

杨古城杨古城 （（左左）） 与曹厚德先生在考察现场

与曹厚德先生在考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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