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护“走出去”，为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赵征南

在吴哥古迹、希瓦古城、九层神庙，“最小干预”“可逆修复”等中国方案把历史信息留在细节里

震后修复，老旧构件
的利用率达85%

    在九层神庙的木构件修复中，

除损毁严重及需要承重的部分，能

用的老构件都用回去了， 老旧构件

的总体利用率达 85%

文物修复 “小将 ” 袁濛茜 ， 2015

年进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她参

与第一个项目， 便是出差到加德满都，

进行九层神庙修复可行性调查。

第一次到尼泊尔， 袁濛茜被眼前的

一切震惊了。 强震已过去 6 个月， 整个

加德满都谷地依然笼罩在自然灾难的阴

霾下。 位于首都市中心的世界遗产———

杜巴广场上到处是断壁残垣， 精美的木

刻神像被掩盖在坍塌的废墟中。

那次行程， 袁濛茜还担任项目负责

人许言的翻译。 在许言和尼泊尔当地官

员的对话中 ， 袁濛茜多次听到 “真实

性” “完整性” 这些文化遗产领域的专

业名词。 作为一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

这些词对她而言， 清晰又模糊。

“清晰， 是因为这些专业名词一直

在课堂上被反复强调。 模糊， 在于如果

不是真的接触到一线的遗产保护工

作 ， 很难理深刻解它 。” 袁濛茜说 ，

“文物修复， 很多知识、 理念是书本

上学不到的。”

许言， 在文物修复这行摸爬滚打

了 36 年， 这名 “老将” 认定： “这

是我职业生涯最难的一次修复。”

“九层神庙建筑群就像一位饱经

风霜的老人， 自身建筑结构缺陷导致

它本身就有基础病， 又遇到突发灾难

造成了致命的创伤。” 许言表示， 中

国修复队接手九层神庙建筑群的时

候， 情况十分危急， 约有 550 平方米

的局部建筑完全倒塌， 80%的墙体产

生变形和开裂 ， 并伴随出现墙体渗

水、 基础沉降、 排水不畅等问题。

排险加固工作是当务之急。 西南

角塔 （九层塔） 上部 3 层坍塌， 东北

角塔震毁， 建筑群面临墙体开裂及变

形、 披檐瓦面破损、 木构件缺失及场

地排水不畅等问题。 特别是东南角塔

向主干道方向歪闪约 30 度， 随时有

倒塌的风险。 中国修复队立刻搭设排

险脚手架确保东北角塔的安全， 同时

将建筑露明部位进行遮盖， 防止暴雨

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

许言的修复方案制定， 是在学习

中开启的。 “海外文物修复和国内相

比， 最大的区别是面对的都是全新的

事物，新的文物面貌、新的历史文化、

新的技术工艺。 因此，在国外修文物，

首先强调的就是尊重与学习的工作态

度。 ”综合考虑后，他给团队定下了安

全、质量、进度三个基本要求。

“安全和质量能理解， 为何要赶

工期？ 不是说文物修复要慢工出细活

吗？” 记者问道。

“每一个项目的病害成因、 变迁

过程、 后续要求都不一样， 我们这次

面对的是强震后的砖木结构古迹修

复， 要对症下药。” 许言回答， “从

大的方面说， 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的层

面， 九层神庙的修复对尼泊尔来说非常

重要， 他们和中国签订了协议， 工期就

是中国的承诺， 决不能拖延； 从项目本

身看， 九层神庙被震 ‘酥’ 了， 震后文

物修复越快， 损失越小。”

修复团队将木构件清理、 挑拣、 分

类、 编号、 交接， 并拜访了谷地有名的

木匠家族， 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帕坦王宫

修复的工匠团队， 根据照片、 图纸甚至

参考其他建筑上的木构形制进行拼装，

原则上不影响结构的残损木构件尽量修

补， 减少新构件的补配量。

“文物保护的一个大宗旨是保持它

原有历史信息 。 替换新的构件虽然容

易， 但是历史信息却不断流失。 在九层

神庙的木构件修复中， 除了损毁严重及

需要承重的部分， 能用的老构件都用回

去了 ， 老旧构件占全部构件的 85%。”

许言说。

中国修复理念促进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

原做法“四原”原则，最大限度保持

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保留文物

历史信息， 中国文物修复理念促进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援外文物修复团队覆盖了考古

研究、 建筑、 景观、 石刻保护、 植物保

护等专业的人才。

王晶 ， 2009 年清华建筑系毕业后

进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师从吴

良镛院士的她， 对人居环境以及中华传

统文化一直抱有强烈的兴趣， 后来加入

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修复项目组。

希瓦所在的阿姆河西岸三角洲， 曾

被称作花剌子模国。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

的重要驿站， 这座古城就像一位饱经沧

桑的老人 ， 见证着东西方文明不断融

合 。 2014 年 ，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决

定合作开展希瓦古城保护修复工作。

希瓦古城修复项目位于居民生活

区， 注重整体环境整治， 以期实现发展

保护两全其美， 王晶的专业学术储备，

有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原先的希瓦古城北门道路， 晴天扬

尘、 雨天泥泞。 王晶和同事们按照传统

方式设计了道路和休憩广场的地面铺

装， 采用当地黏土砖按照几何方式铺设

以保持古城历史风貌的统一协调， 并对

街道进行适当的电缆入地、 排水管线敷

设等基础设施改造。 工作队还有意识地

增加了一些小型景观绿化改善环境， 并

对建筑和区域的照明设施选型及亮度进

行了详细的设计与现场调试。

为了推动援外项目更为科学的管理

与发展， 如今的王晶， 开始研究建筑领

域常用的 BIM 技术用于文物修复项目

的可能。 “我们将文化遗产在各主要时

期， 特别是修复前后的遗产信息进行全

面的记录。” 她表示， 今后， 现代科技

肯定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文物保护工

作中。

在她看来，现代科技的出现，并不会

影响传统技艺继续发光发热， 土办法同

样有“土”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保存、传播

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上尤为重要。

坚持原材料、 原工艺、 原形制、 原

做法 “四原” 原则， 最大限度保持文物

的 “真实性、 完整性”， 保留文物历史

信息， 中国文物修复理念促进世界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修复队曾在希瓦古城大量采购

传统砖、 石和木料。 这让当地工匠十分

不解。 他们认为钢筋、 混凝土新材料更

结实； 另一方面， 希瓦古城修复所使用

的黏土砖， 都来自当地的传统砖窑， 规

格与尺寸与现代砖不同， 如今已经少有

生产。

有着丰富古迹修复经验的当地修复

师卡西莫夫， 也不理解 “四原” 做法。

他上世纪 80 年代就参加过古城局部的

修复工作， 听说中国修复队来了， 主动

联系大量水泥和油漆。 结果王晶和同事

表示， 既不用水泥， 也不用油漆， 要用

传统材料。

“你们是要省钱舍不得用新材料

吗？” 卡西莫夫急了。

中国修复师在做好沟通的同时， 将

一处墙缝里 30 年前修复时使用的水泥

剔除， 用传统的工艺和传统的灰浆进行

涂抹 ， 然后让卡西莫夫自己对比 。 后

来， 卡西莫夫不仅让朋友把水泥和油漆

扛回去， 还亲手把自己多年前用水泥抹

的墙缝剔除， 按照古法进行修复。

而在九层神庙的修复中， 修复队清

一色聘请尼泊尔工匠， 他们用着千年传

承的刻刀技艺 ， 重塑文物建筑的 “灵

魂”。 “他们是真正的一包刻刀走天下，

刻出的形象十分灵动。 我给他们电刻刀

他们学得很快， 但味道完全变了。 后来

再也没让他们使用电刻刀 。” 许言说 。

“一块木头， 一把刻刀， 材料不同， 工

艺不同， 味道就不一样。 文化遗产的历

史信息， 都在这些小细节里。”

“能够一直从事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是幸运的”

这是一个多维度的 “竞技场”，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要进行文化和

技术交流， 也要展示先进的文保理

念及方法。这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

学习、互相促进的过程，也是一个竞

争的过程

中国队 、 法国队 、 美国队 、 日本

队、 意大利队……在许言的话语中， 经

常把各国的文物保护援外工作队伍直接

以 “国家队” 的名称命名。

“怎么听您说海外文物修复， 像是

在说奥运会似的？” 记者问他。

“这就是一个多维度的 ‘竞技场’。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仅要进行文化和技术

交流 ， 也要展示先进的文保理念及方

法。 这是一个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互

相促进的过程， 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中国文物保护修复 “国家队” 走向

世界是从吴哥开始的。

吴哥古迹位于距柬首都金边西北

400 多公里暹粒市的热带丛林中， 主要

包括吴哥通王城 （大吴哥 ） 和吴哥窟

（小吴哥）。 1993 年 ， 在柬埔寨政府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 中国、 法

国、 日本、 意大利等 3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一起开始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行动。

“十几年前， 最核心修复区域由法

国队和日本队负责， 他们在吴哥古迹深

耕多年。 而我们的修复点在外围， 很偏

僻的一个点。” 许言说。

在吴哥二期工程中， 许言已成为茶

胶寺修复的负责人， 他的修复理念起初

依然遭到过国外同行的质疑。 以石构件

的修复为例， 常用的手法就是用锚杆把

石头串起来， 但是许言带领的中国团队

认为柬埔寨高温湿热， 材料容易膨胀和

老化， 势必会对石头构件造成伤害， 因

此采取了可逆的加固方式———在抱厦入

口处进行了钢结构支护。

“你们这样做破坏了茶胶寺的面

貌！” 一位法国专家坚决不同意。

在文物保护援外项目中， 修复成果

一般要获得世界遗产管理部门、 当地政

府民众、 国际业界专家、 国内相关部门

等四方共同认可 ， 才算得上 “质量过

关”。 因此， 国外专家的反对， 是许言

必须思考的因素。 他说： “全世界都盯

着看， 必须要让所有人满意。 文化遗产

不仅是各国文化渊源、 文化精神以及文

明程度的体现， 也是各国民众加深彼此

了解和共识的重要载体， 这也赋予了文

物保护援外工作格外重要的意义。 修好

了， 是文物人的责任。”

“法国专家也是为了吴哥保护着

想。” 许言说， “但是用锚杆加固石构

件， 将有险情的石块穿在一起， 锚杆材

料老化后可能会破坏文物本体， 造成不

可逆的损失。 在没有发明出合适的锚杆

材料之前， 应该待新材料、 新方法出现

后， 给后人留有余地。”

中国团队的这种 “最小干预 ” 和

“可逆 ” 的修复方式越来越受到认可 。

吴哥的三期工程 ， 王晶迎来了新的挑

战———王宫遗址修复项目 ， 相较于周

萨神庙和茶胶寺 ， 王宫遗址曾是高棉

帝国的心脏 ， 占地面积更大 ， 文物遗

存的构成也更加多元 。 项目将于 2030

年竣工。

“从外围一步步地进入吴哥古迹中

最核心的部分， 这是中国几代文物保护

援外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未来在王宫遗

址的十年， 我们希望能在前辈们打下的

扎实基础上稳步前行。” 王晶说。

中国的海外文物修复工作已赢得全

球各界的认可。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主席、 ICC 常务科学秘书贝肖克表

示， 吴哥的文物保护修复是一个国际性

的工程， 中国文物修复队在整个行动中

非常重要。

尼泊尔政府领导说： “九层神庙项

目将尼泊尔古老宗教艺术与中国现代修

复技术相结合， 对文物采取保护性的修

缮， 值得学习。”

修复项目所在地的百姓也十分认可

中国文物人。 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 希

瓦老百姓看到修复队就竖大拇指； “你

好” “谢谢” 也成为小朋友们挂在嘴边

的词； “语言不同但心意相通。 当地工

人家里有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 经常会

邀请中国专家参加。” 王晶说。

在对 “真实性” “完整性” 等专业

名词有了更深理解后， 袁濛茜也对未来

有了新的展望。

“绘画、 看电影， 这些兴趣帮助我

深入地融入工作。 我也想在工作中活用

兴趣， 将航拍等新技术手段应用到修复

项目的传播中 ， 传播中国文物保护理

念，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工作， 让更多

人领会到这些文化遗产的魅力， 让文明

更好地互鉴。”

文物修复， 是用人生几十年的短暂

岁月， 去接触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

化 。 “能够一直从事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 是幸运的。” 袁濛茜说。

修复 4 年后，在强震中
受损的尼泊尔九层神庙 ，现
在怎样了？

喜马拉雅山南麓 ，多种
文明在 “雪山佛国 ”尼泊尔
交织在一起 ， 孕育出独特
的文化遗产面貌 。 九层神
庙建筑群位于加德满都市
中心南部 ， 现存建筑面积
5600 平方米 ，是尼泊尔唯
一以佛塔形式为居住使用
的宫殿建筑 ， 庭院四角各
建一塔 ，砖墙承重 ，木构披
檐 ，木雕门窗十分精致 ，尤
其是用于支撑披檐或屋顶
的斜撑上刻满各式印度教
神像 ， 具有极高艺术价值
和历史价值 。

2015 年 4 月 ，8.1 级
强震来袭。九层神庙建筑群
遭到严重损坏。应尼泊尔政
府的请求 ，中国政府援助九
层 神 庙 震 后 修 复 项 目 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启动 ，预
计工期 5 年。

“时间很紧张 ，又遇到
疫情 ， 但我们的进度比预
期还快 。 去年此刻 ，我们在
雨季来临前就完成了九层
塔金顶的安装工作 ， 实现
‘封顶 ’。 目前 ，九层神庙建
筑 群 本 体 修 复 已 基 本 完
成 ， 正 加 紧 进 行 展 陈 布
置 。 ”负责此次修复项目的
文物 “医生 ”、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说 。

这支由许言带领的海
外文物修复团队 ，被亲切地
称为“国家队”。他们活跃在
尼泊尔九层神庙 、乌兹别克
斯坦希瓦古城 、柬埔寨吴哥
古迹等多个文化遗产修复
一线，赢得了当地民众和国
际同行的认可。

截至 “十三五 ”末 ，中国
推进援外历史古迹保护修
复合作项目已经增至 6 国
11 处 ， 构建了稳定多维的
政府间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网络。

中国在保护世界文化
遗产的国际合作舞台上 ，展
示出中国担当 、中国智慧和
中国技术 ，为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作出了贡献。

“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
是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
的责任 ，修中国的文物和修
国外的文物 ，从保护人类共
同遗产的角度来说 ，没有先
后排序。 ”许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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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九层神庙修复后。 荩尼泊尔九层神庙修复前。

▲修复后的茶胶寺。

荨 许 言 （ 左

一 ） 、 袁濛茜 （右

二） 在吴哥古迹修

复现场与国际同行

交流探讨。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