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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文物，几乎每一件都被卢引科描摹下来———

“一笔一画，手绘千年风华”

茶文化进机关活动

在达德学校旧址举行

本报讯 1 月 28 日，“茶文化” 暨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普法宣传进机关

活动在贵阳市达德学校旧址纪念馆内

举行。

活动由中共贵阳市直属机关工作

委员会、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主

办，贵阳市茶文化研究会协办。 活动旨

在加强贵阳市茶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营造贵阳市的茶文化氛

围，引导大众品茗消费，促进机关干部

职工自身修养的提高。 并加快“黔茶出

山” 的进程，打造“多彩贵州·黔茶飘

香” 的文化品牌，把贵阳建成贵州茶文

化的重要展示窗口，同时稳步推进爱国

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在市直机关的经

常性开展。

活动上，大家观看了茶瑜伽、六艺助

茶等文化展示， 并进行了茶文化的知识

分享。

（本报记者 汤欣健）

“2018 贵州文化

和旅游热词” 发布

“正安吉他”“生态旅

游”等成为网搜贵州的热门

本报讯 1 月 25 日， 贵州省文化和

旅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8 贵

州文化和旅游热词” 。 这 40 个文化和旅

游“热词” 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对 2018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期间，网络上关于“贵州文化和

旅游” 相关高频词汇和网友搜索新闻热

点关键词进行采集，再根据数据排序，结

合今年文化和旅游热点事件， 分析并整

理得出。 这些热词呈现了过去一年全省

文化、旅游行业全貌，并为贵州展望 2019

新趋势、新动向提供了参考。

“2018 年贵州文化热词” 共有 20

个，包括：文体名人对话生态、春晚、正

安吉他、文旅融合、天渠、文化惠民、多

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傩面、文军扶贫、非

遗文创周、传统村落、杨氏土司、影视贵

州、纪录贵州、改革开放展、锦鸡舞、文

坛大咖齐聚贵阳、花灯戏、歌唱活动、贵

州珍藏。

“2018 年贵州旅游热词” 共有 20

个，包括：生态旅游、花海、优惠、避暑、黔

货出山、满意旅游、自驾贵州、高桥、井

喷、旅游扶贫、侗族大歌、申遗成功、山地

公园省·多彩贵州风、浪漫秋冬、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寻亲之旅、痛客、万峰林峰

会、温泉省、康养胜地。

据悉 ，2018 年贵州文化在省内外

“圈粉” 无数，美术馆、博物馆无缝隙衔

接的各类展览免费开放， 挖掘贵州文化

的同时，也尽展异域风情；省内外戏剧精

品缤纷亮相， 让各个年龄段的游客市民

都能享受一场家门口的视听盛宴； 过去

一个个小众的文化活动， 已成为人人皆

可参与的文化盛事。

同时， 近年来凭借着优良气候和生

态优势，加上不断推进的交通网络建设，

贵州加快旅游产业布局和发展， 丰富旅

游业态、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打造“避暑

游”“温泉游” 等多种旅游产品， 以及

“温泉省”“瀑布省”“洞穴省” 等系列

旅游品牌，推出“高温城市送清凉”“乐

游贵州”“寻亲之旅” 等一系列优惠活

动，贵州旅游呈现持续“井喷式” 增长的

“火热” 势头。

（本报记者 游红）

时讯

����成都宽窄巷子里向来游人如织。不远处的一

座大楼里，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前，一位中年男子

在一笔一画为文物描摹临像。 车水马龙的喧嚣，

丝毫影响不了他手下细达 0.1 毫米的笔尖走得

又稳又快。他就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考古

绘图师卢引科。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文物，几乎每一

件都被他画了下来，更别提近数十年来成都发掘

的大小遗址，光出土的人骨就画了上万具。 有人

这样诗意地评价他的工作：“一笔一画， 手绘千

年风华。 ”

� � � � 根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

教授的理论， 考古绘图是根据几何

制图学的投影原理， 结合考古遗存

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性学

科，属于考古技术的范畴。

“考古绘图首先是一种语言。 ”

搁下笔，卢引科打开了话匣子。 考

古绘图是考古工作者用来记录和

提取资料的一种方式，是为考古学

研究服务的。 除了依据几何学原

理，考古绘图还要结合绘画透视基

础学、色彩学、素描、写生技法等，

对古人类在由原始社会向现代社

会进化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迹、

遗物， 精确而科学地绘制出其形

状 、结构 、尺寸大小 ，以供考古研

究使用。

对于考古来说，对发掘出来的

文物进行考古绘图， 是必不可缺

的一环，贯穿于考古调查选点、勘

探试掘 、正式发掘 、资料整理、结

集出版的全部过程， 更是出版考

古报告的核心内容。“一部完整的

考古报告， 图的分量往往要占到

一半，甚至 2/3。 ” 卢引科说，没有

图的考古报告如同“有字天书” ，

仅凭文字， 谁也无法空想文物的

本来面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

后， 随即设立绘图室专门负责考古

绘图工作。 1952 年，北京大学开设

考古学专业， 考古测量和考古绘图

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智铭、 郭义

孚二位先生授课。 自此考古绘图正

式进入大学课堂， 成为考古学专业

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

� � � � � �心怀敬畏， 担起复

原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感

除了本单位的工作， 卢引科还多次当

“外援” ，帮助全国各高校、考古科研院所

及博物馆完成了不少的高难度考古报告的

绘图工作。 他当“外援” 画的《桂林甑皮

岩》， 汇集了该遗址从 1973 年到 2001 年

考古发掘的全部资料， 作为多学科合作的

结晶， 出版当年拿下了几乎国内所有考古

学科研创新的大奖。

卢引科说，《桂林甑皮岩》也是他第一

次尝试突破传统意义上考古绘图的范畴，

用绘图的方式反映中国古代的制陶工艺、

石器的加工制作工艺的整个流程。 当时，他

在几千件标本中挑出几十件陶制残片，摆

着来回看了 3 天，迟迟不下笔，其他考古队

员都着急。 第四天，他尝试着画了几张，拿

给主持现场发掘的教授看，“教授看了一眼

就放不下了，大晚上找我商量报告的细节，

高兴得像个孩子。 ”

“在当今考古界的众多专业绘图师中，

专业水平如此精到、绘图数量如此之多、涉

及时段如此之长、涉及文物门类如此众多，

卢引科先生是唯一的一个， 无人能出其

右。 ” 这是一段专家推荐信里的评价。 数十

年的坚守，换来了作品等身。 卢引科独笔画

的有 30 多本，算上合作的，共有 50 本。 一

本考古报告， 平均按 300 个版算，50 本就

是 15000 幅，至于准确的数字，卢引科自己

也算不清了。 这些图涉及的文物门类很多，

既有陶器、石器、骨器、瓷器、金银器，也有

石刻、壁画等。

这项重要而细致的工作，考验的不仅

仅是手艺，更多的是绘图师日复一日甘为

绿叶的心力。 “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你

就要担起复原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感，要

以一颗敬畏心来对待。 如果你画不好、画

错了，就会误导别人、错上加错。考古人分

期断代就依靠图中细微的变化，器形错之

毫分，时代将误之千年。 ” 卢引科坦言，画

了一辈子，说不累是假的。但是，依然坚守

考古绘图工作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他心

里还是放不下：“退休前， 我想再画个两

三本，关键是要带几个学生出来，我的使

命就完成了。 ”

宋豪新

� � � � 单纯从工序来讲，考古绘图的

过程并不复杂，分为起稿、上墨清

绘两个程序： 先在白纸或计算纸

上用铅笔、 测绘仪器准确测绘打

底稿， 底稿完成后再反复观察实

物的形状、装饰工艺进行修稿。 待

定稿之后， 用针管笔或蘸水笔在

硫酸纸上上墨清绘， 也就是俗话

说的描图， 描图的过程也是结合

光线对线条画面修饰加工的过

程。 为了保证准确度，还会用上游

标卡尺、圆规等工具。 快的时候，

卢引科一天能画十几幅， 但一遇

到大型、复杂的器物，往往要耗时

数月甚至半年之久。

“遇到特殊文物，比如壁画，就

需要用宣纸， 最后用特殊方法做旧

还原。 ” 最后一步是上色环节，卢引

科用的色彩颜料， 全都是亲手调的

矿石颜料，“跟现在商店里卖的化

学颜料不一样， 很接近古人调出的

色彩。 ”

面对有些复杂的器物， 根据研

究的需要，除了正视图，卢引科还会

画侧视图、俯仰视图、局部放大图、

纹样展开图、剖面结构图等，同时在

图下标注清楚位置、角度、比例尺等

详细信息。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日后

出版、研究、分型分式、分期断代服

务，也便于其他研究者引用。

“考古绘图虽然是手绘，但对

精细度要求非常高， 所谓所见即所

得。比如我们临像，误差不能超 1 毫

米，而金银器的纹样繁杂，误差不能

超过 0.03 毫米，比头发丝还细。 像

修复丝绸的文物工作者所使用的修

复针，直径最细的才 0.35 毫米。” 卢

引科画了几十年，生生把自己“画”

成不戴眼镜做不了事。

通过手绘， 文物的外形与结构

被精确地展示出来， 古代匠人的心

血，也随着考古绘图师手下的笔，一

目了然地重现。 上世纪 90 年代之

后，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计

算机的普及，正交摄影、数字摄影、

三维激光扫描等很快被引入到考古

绘图工作中， 大大提高了绘图的准

确性和立体表达效果等。

但在卢引科看来， 传统的绘图

方法还是具有不可替代性。 手绘的

过程，也是对所绘对象细心观察、认

识、分析、对比研究的过程，比如对

器形的把握、对器物的认知、对古代

工匠的加工制作方法、装饰工艺，特

别是对文物艺术性和美感的处理方

面， 传统绘图仍优于数字技术和绘

图软件。

“打个比方，考古绘图与照片，

就像是一座桥的工程图与照片的区

别，不论照片拍得多清楚，都不如直

接拿工程图看得清楚。 ” 卢引科说，

照片只能看到表面轮廓， 而无法反

映整个器物的结构、表面纹路、线条

等，这些只能靠绘图。

没有绘图，考古报告如同“有字天书”

纤毫毕现，手绘也是认识、研究文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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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遗址。 （资料图片）

卢引科在绘图。 （资料图片）

卢引科绘制的铜戈。 （资料图片）

� � � � 1 月 27 日，南明区图书馆举办“悦读辞旧 书香迎春” ———

书香大拜年文化活动。 活动以“文化市集” 的方式在馆内开展

“写春联送福字”“魅力剪纸”“手作灯笼”“巧手红包” 等多

项活动，让市民提前体验别样的春节文化气息、领略传统文化

魅力。 图为小朋友们在学习做红包。

胡家林 本报记者 汤欣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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