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②市民体验修复古籍的乐趣。
（周建平 摄）

③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展。
（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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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味

陈青 乌莹君

因藏书宏富驰誉海内的天一
阁，有一项特殊的非遗技艺——它
能“挽救”历经数百年岁月侵蚀、
鼠啮虫蛀的珍贵典籍。这就是化腐
朽为神奇的“古籍修复技艺”。己
亥年春节期间，天一阁博物馆又迎
来了如潮游客，正在举行的跨年大
展“书·技·匠——天一阁古籍修
复技艺展”，从一部修复中的古籍

《赤岸孝冯氏宗谱》 说起，不仅展
示了完整的古籍修复过程，更精心
诠释了天一阁历代传承的、传统审
美观念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融合的
古籍修复技艺。

天一阁收藏着30余万卷珍贵古
籍，以明代登科录和地方志最为珍
贵，家谱也是其中一大特色。随着
岁月的流逝，环境条件的变迁，馆
内有相当一部分珍贵的古籍面临危
机，亟待修复保护。作为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天一阁有一群默默坚
守的修书人，日复一日，他们与纸
张、毛笔、糨糊、针锥、镊子、剪
刀为伴，让那些无价的古籍再次焕
发青春。

“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较好地
保存了明清以来苏浙一带尤其是宁
波地区的古籍修复传统。”天一阁

藏品修复部 （纸质类科技保护中
心） 主任王金玉，是天一阁古籍修
复技艺项目传承人，她带领的天一
阁古籍修复团队，自 2012 年至今，
共完成书页修复 5 万页、古籍基础
维护 3054册、书画装裱 374幅、碑
帖传拓与修复 11889 张，古籍修复
数量连续10年位居浙江省前列。

“古籍修复工作就是与时间赛
跑，尽力抢修古籍，延长古籍寿
命。”自 1978 年进天一阁工作，王
金玉已从事古籍书画等纸质文物修
复40余年，她独立修复的数百本古
籍中包括了 《天圣令》《西都杂
例》等珍藏刻本。

王金玉说，修复破损的古籍，
首先要进行纸张无损检测，鉴定纸
质酸碱度、白度等参数，根据古籍
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修复用
纸，然后才是正式修复。

古籍修复有几个原则：应保证
古籍文献的安全，宜保留古籍文献
的原状；修复材料与修复措施应具
有可逆性和可再处理性；选择的修
复材料 （纸张、线、颜料等） 应与
修复本体材质相仿、颜色接近，使
其在修复后达到“远观一致，近视
可辨”的程度；修复行为应根据实
际需要控制在最小限度，添加的修
复材料尽量少，避免过度修复。

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
水、剪页、压平、捶书……每道工
序的细节关乎修复质量的优劣，修
复一页纸有时要耗费几个小时，而
修复一册古籍，需耗时一两个月甚
至更久。“如果没有十足把握，我
就不会动手。”王金玉的古籍修复
成功率高达 100%，她对自己的要
求极为严苛，也以高标准要求团
队。目前，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
中，有 10 余人从事传统古籍修复，
还有 2 人从事纸质类文物科技保护
工作。团队中有 2 位为副研究馆
员，80 后占了大多数，还有 90 后
成员。

近年来，天一阁不断吸收历史
学、材料学等科技养分，积累了一
整套扎实的古籍修复技艺。比如，
关于修复用纸的选择，需要根据待
修复古籍书页的质地、纤维成分、
厚度、色度、帘纹等，选配与修复
本体相同或类似的纸张，选择补纸
时宁薄勿厚、宁浅勿深。

修复用纸的选配是古籍修复工
作的基础，更是每个修复人员的基
本功。由于手工纸生产历史悠久，
分布地域广泛，种类繁多，生产水
平不一，也没有相关标准规范可
循，配纸工作只能凭工作人员的个
人经验完成。为解决这一难题，天

一阁古籍修复中心将馆藏 277 种手
工纸规范分类、编码，标注名称、
厚度、白度、纤维种类、抗张强
度、耐折度、pH 值等信息，建成
天一阁博物馆手工纸纸库，使配纸
工作有数可查、有据可依，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效率。

天一阁还多举措开展纸质类文
物的科技保护，将科技保护成果通
过项目推广的形式付诸实践，面向
国内外提供纸质文物保护服务。目
前，他们已完成鄞州区姜山镇新张
俞村进士榜抢救性修复保护项目、
贵州省文物保护中心古法造纸样品
检测、效实中学童第周档案保护、
天一阁馆藏 《寰宇通志》 善本古籍
抢救修复保护等。

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薪火相
传，师徒相继，成绩斐然。2009
年，天一阁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

“纸质类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
书；2010年，天一阁成为文化部首
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单位之
一，承担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任
务；2015 年，天一阁代表中国完
成了 《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
指南》（中国部分之一），即 《古
籍与文书修复导则》，经专家评审
通过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肯定和赞赏，成为古籍与文书
修复工作的规范化操作文本；2016
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入选
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王金玉获评该项目传承
人。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籍修复技
艺，让古籍“活”起来，让文化遗
产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2015 年 6
月13日，古老的藏书楼首次面向社
会公众现场展示古籍修复技艺。一
上午，有20余名游客参加了古籍修
复技艺展示与体验活动，参与者中
以本地市民居多，还有上海以及法
国的游客。在古籍修复师的指导
下，他们每人亲手修复了一张破损
的书页，做纸捻、贴书签、装订，
按传统工艺装帧一本古籍。

此后，天一阁又推出“大美·
古籍”系列文化惠民活动，让更多
人感受到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定
期举办“我是小小修书匠”天一阁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等活动，目前
已经走进江东中心小学、孙文英小
学、邱隘镇实验小学、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等，积极发挥博物馆的“第
二课堂”功能。

古籍保护事业任重而道远，古
籍修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2018年
3 月，天一阁博物馆承办了宁波首
期古籍修复基础培训班，为全市20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29名古籍修复学
员进行了专门指导。

王金玉说，春节过后，天一阁
将启动 《复庄今乐府选》 修复工
程。年前，来自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复
旦大学、上海图书馆的专家已论证
和探讨了修复保护方案。

天一阁修书人：为古籍“续命”

大漠

春节期间，朋友圈发上一段
“宁波马灯调”的短视频，勾起老
弟的往事，“嗨，我小时候还跑过
马灯呢！”这么一说已经 40 多年
过去了。

跑马灯是早年春节期间宁波
乡村的一个传统民俗，与同样是
传统民俗的舞龙、舞狮相比，虽
然没有那么上档次有规模，但也
不失为欢乐祥和的一种民间艺
术，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农
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临
近腊月年底，完成了生产队的掏
河、捻河泥、搓草绳等为来年春
耕做准备的集体农活后，几个热
心好事的村民开始合计着，把村
里那些自学成才、会吹拉弹唱的
活跃分子组织起来。叫来会劈篾
扎灯的能工巧匠，再从村里物色
一批眉目清秀、眼头活络的男
孩，组成一支跑马灯的队伍。队
伍一般有 20 来个人，清一色男
性。领头的手拿三叉戟道具，俗
称“道串”（音），是个灵魂人
物，他对内统领跑马灯的队伍，
对外负责联络演出安排。紧跟着
的是乐队，演奏锣、鼓、钹 （俗
称“干干车”） 的在前面开道。
其中敲铜锣的人技艺高超，肩上
扛了一个木架子，架子上挂了大
小不一的五六面铜锣，由一人操
纵。紧跟着二胡、笛子手，外加一
个唱小调的。乐队演奏的是马灯
调，一种流传了数百年的宁波民间
乐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歌词
为七言四句，中间穿插“哎格楞登
哟”过渡，然后重复最后一句。曲
调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内容也
喜庆祥和，多为祝福愿景。

乐队后面紧随的便是“马”
队了，“马”有四匹到八匹不等，
视队伍的规模而定。10 来岁的男
童骑着竹编的、糊上红红绿绿绸
布的马匹，孩童的双脚便是骏马
的马蹄。每个孩童的脸上涂了浓
浓的油彩，一个个浓眉大眼。扮
相有取自 《三侠五义》 中人物
的，如挂胡子着道袍的清官包
公，配上侍卫张龙、赵虎、王
朝、马汉等。也有头戴花翎的京

戏人物扮相，手拿彩纸绲边的竹
竿作马鞭，扬鞭策马，一路欢快
地奔跑着。

马灯队伍中，“大头和尚”是
必不可少的角色，这一角色一般
由活泼的青年人担当，头上套个
大头木偶娃娃的面具，面具憨厚
的脸上洋溢着纯朴的笑，让人忍
俊不禁。扮演者手拿一把芭蕉
扇，扭来扭去，做着各种滑稽动
作逗乐。尾随队伍的还有一人挑
了担团箩，团箩里放的全是炮
仗。这一队人马，红红绿绿，吹
吹打打，走村串户，热闹非凡。

跑 马 灯 一 般 在 年 底 农 历 廿
九、三十开始到正月初五结束，元
宵节期间也会把“马”牵出来凑个
热闹。跑马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
方面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烘托节日
气氛；另一方面筹集集体资金。听
父辈说，旧时各个乡村设有消防组
织，称“水龙会”，跑马灯筹集来的
资金主要用于“水龙会”购置消防
设备。马灯所到之处，村民乐呵呵
地自觉自愿慷慨捐助。

弟 弟 说 ， 那 年 参 加 跑 马 灯
时，他才 8 岁，正放寒假，是马
灯队里年龄最小的。当时村里挑
中了长得五官端正、聪明机灵的
他，我妈还有些不舍得，说年纪
太小了，怕吃不消。活跃在马灯
队筹备组里的舅舅帮衬说：“没事
的，让他去吧，锻炼锻炼，走不
动了有我呢！”就这样把弟弟带上
了。弟弟回忆说，当时在学校的
大礼堂排练了几天就出门了。那
年月天冷，交通也不方便，去远
处的乡村要一大早就出门，一路
步行，到了村里，在当地村民联
系人或村支书的陪同下，挨家挨
户地跑。中午统一在认识的亲戚
家里吃个便饭，下午继续，一直
到晚上才打道回府。一天跑下
来，脚底起了泡，是舅舅背着他
回来的。一整天在外跑马灯，手
冻得像个馒头，吃饭都拿不了筷
子。老弟说，现在想想也是一种
历练，虽然很艰苦，且纯粹是尽
义务，没有一分钱报酬，但还是
蛮开心的，因为是在为集体出力。

有本村人出去跑马灯的，也
有别村人来我们这里跑马灯的。这
时最开心的要数小孩子了，一听

“哐楞清登——哐楞清登——”的
铜鼓乐声，就知道跑马灯的来了，
一个个奔走相告，跑到村口，尾
随在队伍后面看热闹。马灯队挨
家挨户地跑，他们一般会先选择
在明堂或道地跑一圈，唱一曲。
这时主人会拿出一角、二角钱以
作酬谢，若拿出五角或一元的，
他们就在那家门口放上一只炮
仗。也有先放炮仗再付钱的，事
先陪同的当地村民会告知马灯队
的领头，说这家生活条件不错。
负责放炮的便心领神会，人马未
到，“嘭——啪——”先声夺人。
于是主人家笑哈哈、心甘情愿地
摸出一张五角或一元的纸币。

热热闹闹的跑马灯，带来的
不仅仅是节日的喜气，还有来年
五谷丰登、家和业兴的好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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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永济桥
上升永济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南北架跨在西塘河上。西塘河

是古代宁波北上京城、联系中原的主要水道，河上多官船，故跨河
所建均为高大的石拱桥。该桥始建于清代乾隆丙辰年 （1736 年），
清光绪癸未年 （1883年） 重建，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丁安 绘）

陈峰

小时候总是吃不够汤圆。
那时候，母亲差遣哥哥去粮站

买糯米，哥哥接过洋粉袋，吆喝弟
妹一起去。

糯米浸泡在水里，一粒粒又白
又胖，几天后，泡软了，过水沥
燥。父亲领着我去附近农村的米厂
磨粉，那里，机器声、说话声沸反
盈天，小孩子们追逐打闹，每个人
身上沾着粉，粉扑扑的。快要过年
了，大人们也尽量宠着孩子，不复
平时严苛。碾磨师傅高高地站在凳
子上，衣裤沾满了白色浆液。他提
起一篮篮沉甸甸的糯米倒进巨型铁
皮漏斗中，随着机器的轰隆隆转
动，漏斗里的糯米缓缓旋转下去。
师傅一勺一勺地往里加水，雪白的
糯米浆像小溪水一样从机器下面的
出口流淌出来，瞬间盛满了一只只
木桶、铅桶、塑料桶。人们提着一
桶桶汤果粉回家，脚步轻松。我喜
形于色，赶在父亲前面大声向母亲

报喜。母亲涨红了脸，使劲把桶里
的汤果粉浆倒在小缸里，又从缸里
舀出几大勺粉浆倒进洋粉袋，用一
根细绳扎好，吊在通风口。

然后，母亲又忙乎起汤圆馅
了。她用文火将黑芝麻炒熟，再
用小捣臼把芝麻捣碎碾烂，接着
把已掰成丝缕的猪板油和绵白糖
一同放入使劲搅拌揉捏，直揉到
芝 麻 、 白 糖 、 猪 板 油 分 不 出 彼
此，就分捏成一个个馒头样的馅团
团。

这两天里，我一次次焦急地去
摸那吊着的粉袋子。终于，粉袋子
的燥湿程度够了，我大声对母亲嚷
嚷：“燥了燥了，好搓汤圆了！”

汤圆不是随时可搓的。好不容
易等到冬至夜，母亲拿出一只红漆
茶盘，茶盘上铺一块毛巾。她挽起
袖子，系上围裙，教我们兄妹仨裹
汤圆，看谁裹得又圆又快。母亲一
边裹还一边告诉我们：乖乖过，吃
过冬至夜的汤圆就要大一岁了。还
没裹完，我便催父亲快快去灶洞生
火。当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端上
来时，却不是想吃几个就能吃几
个，母亲给我们每个人限定了只

数，不可以贪吃，吃多不消化。煮
熟了的汤圆看起来像晶莹剔透的白
玉，母亲往每碗里放了一小勺绵白
糖，又撒几粒糖桂花。咬开汤圆，
白是白，黑是黑，香、糯、滑、
甜。数量有限的汤圆很快就吃完
了，兄妹仨一个个咂咂嘴，意犹未
尽。然后我们就盼着正月初一早点
到来。初一早上吃过汤圆后，又盼
望元宵节，或是去亲戚家拜年，这
样又有汤圆可解馋了。

每年该磨多少汤果粉，母亲总
是算得很精准。偶尔有富余的时
候，就把缸里的汤果粉全部舀出
来，用布袋抽干，把它掰成块状，
晒干后收纳于塑料袋中，系得严丝
合缝，决不能让它受潮发霉。等到

夏天来临，拿出这些干粉，用水调
和开，捏成圆片形状，往油锅里一
塌，至微焦，母亲称之为“油塌
黄”，油汪汪的，含着一点点酥
脆，蘸一下黄糖，美味啊。有时
候，母亲把调和开的汤果粉搓成细
条形状，一节一节随摘下锅，要吃
甜的，放糖；要吃咸的，放几片青
菜，称“菜汤果”。母亲说，汤圆
有馅，汤果无馅，很好区别的。

年事稍长，读到南宋诗人姜夔
的诗“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
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
唤卖汤元 （圆） ”，才明白汤圆至
少起源于宋代。历经漫漫岁月而能
流传至今，难怪汤圆的滋味是那般
深长。

滋味深长是汤圆

乡 愁

甬城绘·古桥

宁波人过年少不了包汤圆宁波人过年少不了包汤圆。。（（柯以柯以 摄摄））

跑马灯表演跑马灯表演。。（（柯以柯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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