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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伤、除尘、脱盐、泥坯加固、漆
皮回贴。9月 17 日，备受关注的世
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
小佛湾造像保护修缮工程井然有序
进行。

文物修复师陈卉丽一如既往，大
清早就赶到工地“面壁”；一双眼睛
犹如X射线，扫描着千年文物的尘
埃与残伤。“文物不是冷冰冰的石
头，它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倾注十
二分情感和责任。”她不时提醒团队
成员：“用心与文物对话，确保万无
一失”。

作为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
程中心主任，陈卉丽坚守大足石刻文
物保护已达24年，曾让国家石质文物
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

“金光重现”，曾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国家科学院演讲台上铿锵有力地讲述
中国文保经验，被业界誉为“石刻御
医”。

不惧压力，独创“四诊
法”治疗石疾

走进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规模
宏大的造像群内容丰富、艺术精湛、气
势磅礴，“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
术巅峰之作”让人震撼。

“在这里，你可以与古圣先贤对
话，启迪心智；在这里，你可以与中西
方艺术对话，体悟厚积艺脉。”陈卉丽
回忆，她1995年第一次走近大足石
刻，就爱上了这里厚重的“历史学”“艺
术学”“宗教学”及“考古学”，20多年
如一日地坚守在文物保护与修复一
线，再未“挪过窝”。

她原本从事纺织工作。因追随丈
夫脚步，她从四川资阳调到了重庆大

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
院）保护工程中心工作。

当她初涉文物修复时，就遭到了
不少质疑。石质文物修复，不仅要了
解历史、考古、金石学、化学等知识，还
要熟练掌握石刻、色彩、髹漆、贴金等
实用技术。这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个
全新挑战。

“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我就不信
我不行！”为了尽快熟悉业务，陈卉丽
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

“恶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

工作上。纺织工作练就的细腻心思，
让陈卉丽很快找到了工作成就感。

在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总
结出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

“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
况，对比资料影像；“闻”是嗅文物表面
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是向看
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
采用手轻摸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
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
本体风化情况。

看似简单的“四诊法”很快让她在

业界获得“一手准”的美称。她通过该
诊法，可初步诊断出文物病害20多
种，准确率达95%以上，与专业仪器诊
断的结果基本吻合，一举成为全国知
名的石质文物修复专家。

守正创新，“可拆卸式”
修复法解难题

修复文物不能想当然。坚守真实
性是第一原则，没有科学依据，不允许
擅自创新，否则就是对文物历史真实
性的破坏。

2008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
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列为全国石质文物
保护“一号工程”。当时，千手观音造
像病害达34种，拯救“千手观音”刻不
容缓。陈卉丽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开
始了艰难又漫长的修复之路。

修复现场空间狭小。他们或站、
或蹲、或躺在造像前，一厘米一厘米地
用手术刀、注射器修复。一个姿势一
干可能就是一整天。

为确保修复效果，再热不能吹空
调，再冷不能用烤炉。蚊虫叮咬、化学
试剂过敏等，让团队成员多人染病。

而身体上的不适可以靠毅力解
决，技术上的难题呢？

他们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主尊像
时，就遇到了难题——主尊右边前伸
的主手自腕部残缺，现存手掌及布帕
为后人补塑。后人补塑的手帕造型不
仅改变文物历史真实性，同时也极大
地影响了造像的美观。

为修复这只手，陈卉丽先后对四
川、重庆、河北、山东等地30多座石窟
的观音像进行实地考察，试图找到修
复依据，遗憾的是无果而终。

修还是不修？修，会违背真实性
原则；不修，又会极大地影响造像的完
整性。

陈卉丽与同事研究、讨论，评估了
各种利弊。最终，她在基于对文物修
复的真实性要求，并对历史价值和艺
术价值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提出：依据
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
相对应手的形态，采用“可拆卸式”修
复法来修复此手，以便后人再次修复
处理。

她这一守正创新方法得到国内
外文物专家一致认可。利用千手观
音造像手臂原有的修复孔，陈卉丽
做了一个插销，植入锚杆，然后把新
雕刻的手接上，既保证了造像艺术
的完整性，也体现了科学修复的精
神理念。

因爱坚守，誓将余生相倾付

“做文物修复，除了专业技能，还
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
坚强的毅力，具备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陈卉丽说。

在千手观音石质本体修复中，加
固风化石质的制剂是一个难题。其必
须适宜当地气候环境和岩体本身，同
时还要确保修复效果。为了找到最佳
的加固剂，她与团队耗时3年多，从10
多种材料中提取不同比例剂量，反复
进行实验100余次，最终配比产生了
适应千手观音造像环境需要的加固
剂，使千手观音造像风化石质得到有
效加固，确保了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他们首创的这种
加固材料，已在西南石窟保护领域内
大力推广应用。

此外，陈卉丽团队针对千手观音
830只手的不同“病症”，仅编制的修
复实施方案就达1066个，填写调查表
1032张、约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
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
状照片1300余张，用去加固材料850
公斤、金箔100多万张、大漆1260公
斤、矿物颜料100余公斤。

2015 年，尘蒙百年的千手观音
“金光再现”，那一刻，陈卉丽与团队成
员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作为对全国
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
崖石刻造像及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修
复，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
因其病害之复杂、保护难度之大、技术
要求之高、涉及学科之多、参与专家之
广，开创了全国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
复的先河，成为我国文物保护史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被
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文物维修工程。

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的修复，让陈卉丽一举成名，先后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富民兴渝贡献奖、重庆市杰出人
才突出贡献奖等荣誉。但她内心依
旧平静如初。“文物保护与修复，只能
延缓文物的‘衰老’，尤其对于露天不
可移动文物，它终将面临消亡。”陈卉
丽称，文物保护修缮工作要求多、数
量大、难度高，他们的工作还任重而
道远。

陈卉丽目前最大的心愿是：“能有
更多‘守得住寂寞，练得好功夫’的年
轻人加入到文保行业中，让文物有限
的生命得到更好地延续。”而她自己，
早已把文物保护工作当成了毕生事
业，愿一生守候。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独创“四诊法”，带领团队
成功修复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

“石刻御医”望闻问切诊疗石疾
本报记者 韩毅

9月23日，农民丰收节。这一天对中
国亿万农民来说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
对垫江县大石乡大石村村民温晏成来说，
更加难忘。

当天上午，温晏成家的3头肥猪卖了
7240元钱，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脱贫后
的第一笔收入。“老温，就按现在的路子
搞！到年底，你们一家的日子会过得更
好。”听老林说完这话，温晏成双眼湿润，一
个没钱、没劳力、没精气神的家能振作起
来，以前他连想也不敢想。

温晏成提到的老林，名叫林先学，今年
56岁，是大石乡宣统委员，对乡里村上的
情况如数家珍。但三年前，林先学也没想
到大石还有像温晏成这样的贫困户。“作为
一名在基层工作30多年的乡镇干部，见过
的贫困户不少，但温晏成家的穷困状况，还
是让我格外揪心。”2016年底，林先学与温
晏成结为“穷亲”。

70岁的温晏成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
人，一直靠种地为生，以前日子过得也还凑
合。但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温晏成为给
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一屁
股债，后来儿子病逝，受不了穷的儿媳妇带
着孙子改了嫁，遭受多重打击的温晏成泣
不成声，老伴向时辉因过度伤心，患上了精
神病。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垮了。

没钱、没劳力，更没精气神，贫穷如同
病魔缠身，让温晏成一家苦苦捱命。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林先帮温晏
成一家“救急”——买了50斤米和1桶油，
又给温晏成进行思想开导。但要“救贫”，

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林先学心里也没
底，只好三天两头到温家，和温晏成两口子
拉家常，摆政策。

经过两个月的接触，老林打听到温晏
成有养蜂的技术，并想到，现在城里人对蜂
蜜非常喜欢，如果老温重新养蜂，肯定不愁
销路，或许能将温家从贫困中解救出来。

“一是借养蜂振作精神；二是养蜂能获得一
笔收入。”林先学说。

经过一番劝说，2017年5月，老林带
着温晏成到忠县双桂镇学习考察，算了算
账，觉得养蜂效益不错，但温晏成因没有购
买蜂子的钱又开始退缩。“老温，资金、技术
这些都由我来想办法，只要你肯干，信不信
明年就能脱贫！”一周后，林先学买回3箱
蜂子交给温晏成，并找来镇农服中心的技
术员给老温进行养蜂指导。

经过半年多的喂养，当年温晏成的3
箱蜂蜜赚了3000多元。见效果不错，林先
学又想法让老温扩大规模，从3箱蜂蜜扩
繁到5箱、8箱、13箱。同时，还为老温送
去3只猪仔，并鼓励他将家里的2亩地种
上水稻和玉米，这样既有口粮，同时还能给
猪当饲料，节约成本。

去年，老温酿了150斤土蜂蜜，在林先
学的吆喝下，收入了1.5万元，成功摘掉了
贫困帽。老温也被乡里评为立志光荣脱贫
示范户，成为村民学习的榜样。老温脱了
贫，也没忘本，将养蜂技术无偿传授给三组
贫困户罗治光和二组村民罗政良，领着他
们一起养蜂增收。

现在，老温70岁了，耳朵开始有些耳
鸣，今年7月，林先学自掏腰包为老温购买
了助听器，同时琢磨着为温晏成酿制的土
蜂蜜设计包装，这样蜂蜜更有品位，赚的钱
会更多。

陈卉丽在修复石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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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日晚，“繁荣昌盛好”
2019 中国重庆国际时尚周闭幕
盛典暨荣昌夏布——张义超非遗
时尚大秀在荣昌区“中国夏布小
镇”举行，一件件用荣昌夏布制作
而成的霓裳华服，给见惯了夏布
的当地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
击。

“我仿佛看到了荣昌夏布的
明天！”荣昌加服饰合夏布掌门人
黄秀英在看完表演后表示，荣昌
夏布服饰登上国际时尚周舞台并
大放异彩，并非偶然，随着加工技
术和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夏
布这一有着 5000 年绩织历史的

“中国草”有望实现新生，成为一
个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规模
可观的新的产业体系，变为“中国
宝”。

登上国际时尚舞台

张义超是将荣昌夏布推上国
际时尚舞台的“第一人”。2014
年，重庆举行首届中国重庆国际时
尚周，张义超受邀担任艺术总监。
在此期间，她接触到荣昌夏布。

张义超作为中国著名服装设
计师、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荣
昌夏布让她产生了浓厚兴趣。“就
华夏服饰文化而言，这是一种完

全与丝比肩的纺织品！”张义超
说，无论是其已有5000年历史的
绩织工艺，还是其古朴挺括的品
质感，都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
化色彩。

此后，她以荣昌夏布为创作基
础，用时尚、艺术的创作手法，融合
创新荣昌海棠花、阶梯窑、安陶、折
扇等原生态文化因子，设计出了一
件件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当代
创意思维的霓裳华服。

2016年10月，张义超在中国
国际时装周上举办荣昌夏布张义
超创意时装发布会，首次将古老夏
布带进面向世界的中国时尚殿
堂。这些作品一经亮相，就成为中
国国际时装周的最大亮点，在国内
外时尚界引起巨大反响。

2017年、2018年，她又连续两
年在中国国际时尚周上，向世界展
现荣昌夏布时尚创意作品。作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荣昌夏布
一时名声大噪。

9 月 25 日晚举行的荣昌夏
布——张义超非遗时尚大秀，共展
示了张义超设计的66套夏布创意
服饰，也是她第一次将自己设计的
荣昌夏布代表性作品，带回其创作
的源头荣昌进行展示。

悄然走进当代生活

相比荣昌夏布服饰在中国国
际时尚周的惊艳表现，其在荣昌当
地，早已悄然走进当代生活，走进
了千家万户。

黄秀英说，中国麻纺织的历史
比丝绸更为悠久，因此外国把苎麻
叫做“中国草”、大麻叫做“汉麻”。
而“夏布”一词是从明代开始被大
量使用的，其原因是，到了明代，棉
花栽培纺织得到全国性普及，成为
中国人的大宗衣料，“人无贫富皆
赖之”。但这并不是说麻就被棉花
取代了，相反，因棉布绵软保暖，适
宜春、秋、冬，但不宜夏，于是麻的
夏用功能被放大，之后被称为“夏
布”。

因为棉布的大面积推广，老
百姓对夏布的使用量大幅减少，

过去全国范围内的种麻纺麻，也
变成部分地区种麻纺麻，逐渐形
成夏布产区，荣昌即是全国保存
至今的少有的几个夏布产区之
一。黄秀英便出生于荣昌的一个
夏布世家。

黄秀英说，在改革开放以前，
当地生产的夏布主要用于制作蚊
帐、麻袋。1987年，她的父亲黄良
谓将夏布卖到了韩国，从而带动
数以万计的农民从事织布。那时
候，他们都是坯布出口至韩国，韩
国加工厂再将它们加工成各种用
品。其时，韩国凭借其世界领先
的夏布脱胶、印染等加工技术，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夏布产品生产基
地。

199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黄
秀英的家族企业遭遇巨大亏损，由
此他们将过去坯布出口改为来料
加工，赚取更为稳定的加工费用。
结果，一些韩国企业出于成本考
虑，就将脱胶、印染等加工环节也
交由黄秀英，甚至让其代为生产部
分成品。在这个过程中，黄秀英通
过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相结合，逐
步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夏布加工技
术。

2012年起，黄秀英开始实施
产品转型，针对内销市场研发夏布
家居用品、夏布工艺品及夏布服
饰，至今已占其总产值的30%以
上。

几乎在同一时期，天运麻业、
壹秋堂等企业也纷纷进军内销市
场，以夏布为原料，开发各种家居
用品、创意产品。目前，该区用夏
布生产的床上四件套、窗帘、屏风、
拖鞋、杯垫、夏布画、夏布折扇等产
品多达数百种，并通过电商等方式
卖到了全国各地。

有望形成一个代表
中国文化的新产业

“张义超对于荣昌夏布的意
义，不仅是将荣昌夏布带进了国
际时尚舞台，还给我们打开了一
扇新的大门，就是进军更宽阔的
服饰领域。”黄秀英说，张义超设

计的夏布服饰，其中一个最大的
突破，就是将传统与时尚进行有
机结合，将夏布做成了既华丽又
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服饰，这在
国内是从未有过的。

在古代中国，所谓“布衣”就是
夏布做的服装，是普通老百姓穿的
衣服，是非常简朴的。近年来，荣
昌研发生产的夏布日用品、创意产
品，走的也是古朴的路线。但张义
超设计的作品让人看到了一种可
能，就是用夏布生产出汉服、唐装、
旗袍、中山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的高端礼服。

在这个方面，日本、韩国早已
有成功先例，日本最高档的和服、
韩国最高档的韩服，全部都是用夏
布全手工制作而成的。其中，日本
的高端夏布和服要卖近20万元一
件，多数日本女人一生要置办10
多件和服。

因此，研发生产夏布服饰，将
会在国内形成一个全新的特色产
业。过去两年，黄秀英已就此进行
了探索，研发生产了旗袍、中式衬
衣等多款服饰，虽售价不菲，但销
量增长迅猛。

张义超认为，近年随着我国综
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老百姓的文化
自信得以大幅增强，中国传统文艺
日益受到重视，一些基于中国传统
文化创新发展的各类产品都呈现
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夏布服饰及相
关产品也必将在国内迎来广阔的
市场，成为“中国宝”。

目前，荣昌在这一方面已经
具备了良好基础，该区不仅掌握
了较为成熟的夏布加工技术，近
年又引进了德尼罗服饰、聚兴纺
织、尚上服饰、湖南华升集团等一
批知名纺织企业，并与西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西安工程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等院校合作成立研
发中心，集全国夏布研发、加工、
生产、交易、展示、销售、旅游观光
为一体“中国夏布小镇”也已建成
投用。我们可以预见，夏布产业
有望在荣昌率先崛起，引领形成
一个新的产业体系。

“中国草”有望变成“中国宝”
——荣昌夏布发展的调查

本报记者 周雨

模特展示张义超创作的荣昌夏
布时装作品。

（荣昌区委宣传部供图）

垫江基层干部林先学
与贫困户的脱贫约定

本报记者 赵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