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捞手艺
之新圩木活字印刷术

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总策划：祝芸生 李滇敏
本版主编：罗翠兰
本版美编：杨 数
Tel:0791-86849202
E-mail:cuilan1972@sina.com

B1聚焦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江西日报微博：http://weibo.com/jxrb

WENHUA GANPO

公众微信号：江西日报文化赣鄱

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吉安青原的富水河总让我缓步驻足，深情凝望。
它流淌的不仅有东固的传统造像、富田的喊船，还有山
背的活字印刷。

山背，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栗溪村委。活字
印刷，源于宋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一映燃千
年的文明火把曾经光亮世界，却因时代的车轮、科技的
创新渐行渐远。所幸，农村的修谱习俗，让它延续着生
命的价值，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活化在我们面前。

以山背文氏为代表的新圩谱匠，便是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者。201 7年秋，“新圩木活字印刷术”成功
列入第五批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唯有传承方显生命力量。当年毕升发明的是“胶
泥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四方长柱体，一
面刻上单字，再用火烧硬，变成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
时，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放置松香或蜡，四周围
着一个铁框，在框内密密麻麻排满活字，满一铁框为一
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烧烤，使松香和蜡熔化。另用一
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将字压平，待松香和蜡冷却后，
活字与底盘即固定，一块活字印版便排好。它与雕版
一样，只需在字上涂墨，即可印刷。

胶泥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印
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而元代王桢的《农书》，
则详细记载了木活字印刷术的内容。其方法是：先用
纸写好大小字样，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好之后，用小细
锯将字一一锯开，再用小刀修成同一规格。然后一行
行排字，用竹片隔开，排满一版框，再用小竹片垫平，木
楔塞紧，使字牢固不动后，涂墨铺纸，用棕刷印刷。从

“胶泥活字”到“木活字”，我们又一次触摸到时代的前
进步伐。

新圩木活字印刷术，不仅沿袭了《农书》中的木活
字印刷法，且有所创新。即将先蒸煮、阴干了的木料锯
成单字木条，在木条一端刻字，再将刻好的单字木条按
朝代、年号、天干地支等顺序装入外盘中，便于检字工
匠依口诀检字。最后由排版员装入内盘形成一页，交
由印刷员上墨、敷纸，用棕刷摩刷，一页清晰的族谱文
字即印好。于创新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新圩谱匠的经
验积累和文化坚守。

出于对文化的敬畏与亲近，初秋,我走进了山背，走
近了传承者。

年过花甲、神情爽朗的文宗杨是这个群体当然的
掌稿人。在他的讲述里，我渐渐明白了这一传统工艺
的操作方法。先是选材，须取上好的梨木、枫木或黄杨
木作为字模原料。写字，用毛笔将楷书字反写在平整
光滑的字模上。反写，是非常考验功力的，其要点为反
手写，先横次直，先撇后捺。刻字，先刻横直笔画，再刻
撇捺笔画。最后“洗笔”，用刻刀将空白的边角多余的
部分全部剔去。每个单字阳文都刻有不同的型号若干
个，装入外盘里待用。

检字，按族谱编纂的要求，把外盘中的单字排列组
合在内盘里，形成文本，分部首法和口诀法。部首法即
外盘中一个版为同一个部首的字，每版大约300至500
字，共有50余版，需要检字员按顺序熟悉这50余版的
部首。口诀法，依据族谱用字频率数量，将多用字按朝
代、年号、天干、地支、时间等顺序装在斗里，每斗16格，
每格一字百多枚。

谱牒编修分欧式和苏式，两者兼用则难度较大。
排版主要掌握两种格式，一是序、跋、志等通用文体，按
普通古籍版式排版。二是正页分为单开的三裁和四开
两种版本。校对，先由检字员边检边排，仔细校对一
遍，勘误补漏，再请掌稿人校对一遍方可印刷。印刷，
在排好了版面的内盘字上涂刷墨汁，敷上连史纸。墨
汁须用“一得阁”牌，墨味芬香，不糊字，且历千年不褪
色。用纸若无连史纸，竹纸亦可。谱匠颇讲究声誉，那
些不合格的纸张断不敢用。东道主上门请谱匠时，谱
匠会问明东道主所用何纸，若图便宜，便会婉言推辞。
装订，分折纸、顿纸、打内钉、订线、切割边角五个步骤。

此番讲解，借新圩木活字印刷术，让我对根植农村
的谱匠们陡生敬意。仅书法、雕刻这两本技艺，无一定
造诣是难以胜任的。新圩谱匠从选材、书法、雕刻、检
字、排版、印刷到装订成册等一整套印刷工艺，完整地
再现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传统工艺流程。于中，我
们可追溯包括木活字印刷术在内的众多中国传统工艺
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遥见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之
光。

一方小小活字内盘，印就千秋不朽史册。谱里有
乾坤，版中有行规，字中有灵魂。新圩谱匠，传承的不
止于行业工艺，更多的是一方家族、村落的历史根脉。

我依稀记得书中有介绍,在遥远的南宋，四朝名相、
归居庐陵的周必大用时4年，主持刊刻了宋代著名的四
大类书之一《文苑英华》计1000卷，还刊刻了《欧阳文忠
公集》153卷、《附录》5卷。活字印刷，在赣水之滨，谁人
在延续着这千古的文明经典？

100多年后，文天祥囚狱大都，在给舅父的信中说，
死后宜“作寺文山，我庙其中”。文天祥就义后，富田文
山旧隐便成了祭祀文公的祠庙。那里，后来扩修了南
崖（文山）书院，第一次刻印了《文山先生全集》，庐陵

“五忠一节”的生命又一次精彩回放。
刊刻。刊刻。我想象着这刊刻与山背的关联。一

条河流经山背，让整个村落充盈墨香。
百里富水，千里赣江。我真掂不清这背负传统工

艺的新圩谱匠的担当之重。称
其山背，或许，山前一片灿烂光
明，山背，它背负的是厚重的历
史与传承。

活字印刷
盈香山背

□ 罗志强

在无数次摸索实践中，杨
曙光使用宣纸、棉纸、皮纸，经
过纸张净化、纤维软化、ph 值
定位等 20 多道工序，成功地
研制成水墨陶瓷画纸。为此，
他花了几十年时间进行研究，
改进工艺，至今已研制出第八
代水墨陶瓷画纸。

水墨陶瓷画的颜料，既要
耐高温又不爆花，也是技术难
题。为了破解颜料难题，杨曙
光潜心研究，不断改进，每前
进一步都是成百上千次的试
验，毁掉的试验瓷有好几卡
车。2013年，他的水墨陶瓷画
烧制成功率只有 60%，而且不
能承受高温，烧制效果也不
佳。

他将实验室从宜春转移
到景德镇，将原材料和工艺更
新换代，实现了水墨陶瓷画从
低温提升到高温、从釉上深入
到釉中和釉下的新突破，烧制
成功率也更高，可“非板材烧
制”。

“非板材烧制”是很重要
的技术突破。多年来，杨曙光
的水墨陶瓷画局限于板材烧
制，即类似于瓷板画。他攻克
的“非板材烧制”难题，实现了
水墨陶瓷画由板材向器皿的
延伸，极大地拓展了水墨陶瓷

画的应用领域，使其更具推广
价值。

经过杨曙光 40 余年的技
术攻关，“纸上画瓷”已不再是
难题。然而，要提升水墨陶瓷
画的艺术价值，“印章上瓷”难
题也必须破解。俗语有云：

“画比龙，印点睛。”中国画讲
究印章艺术。

长期以来，画家的金石印
章很难在陶瓷上呈现，只能靠
画上去或用丝网印刷上去。
杨曙光说，“印章上瓷”困扰了
他 20 多年。一次次的探索，
一次次的试验，他让“印章上
瓷”逐渐变成了现实。

杨曙光通过改进印泥和
多次烧制试验，最终让盖在特
制画纸上的金石印章，能够完
好地烧制在瓷器上。水墨陶
瓷画“印章上瓷”技艺的突破，
解决了篆刻艺术融入陶瓷作
品的难题。他说，若干年后，
水墨陶瓷画作品的真伪，印章
是一个有力的鉴别依据。

自水墨陶瓷画问世以来，
吸引了不少人“尝鲜”。安徽、
苏州、山东、山西、广东和中国
美院乃至美籍华人，很多画家
试用过他的水墨陶瓷画特制
画纸、颜料作画，都烧制成了水
墨陶瓷画作品。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传承千年的中国水墨画，从纸上转到陶瓷上，是
一代又一代画家和陶瓷工艺师们的梦想。国家一级
美术师杨曙光花了40余年潜心研究，独创了“水墨
陶瓷画”技艺，实现了将水墨画、陶瓷两大国粹合
璧。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初秋时分，记者来到宜春，走进了杨曙光的家里，只见
屋子里摆着、挂着许多陶瓷作品。《春风》是江苏画家张志
安的写意花鸟，用笔酣畅淋漓，枯润相济，墨色层次丰富，
充分展现了画家的艺术修养和功力。

记者惊讶地发现，《春风》既有水墨画的“墨韵”，又有
陶瓷的“瓷韵”。杨曙光说，这不是普通的陶瓷绘画，而是
在“纸”上画出来的水墨陶瓷画。在瓷上作画不稀奇，“纸
上画瓷”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杨曙光今年75岁，给人一种“老顽童”的感觉。为了实现
“纸上画瓷”，他花了40余年潜心研究，攻克了水墨画、陶瓷两
大国粹合璧的难题。这份执著和努力，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杨曙光是著名的版画家，“纸漏版画”是其发明专利。
1967年，杨曙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先

后在宜春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却总想和所学的陶瓷专业
续缘。他发现，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因为离开了景德镇
而失去了陶瓷绘画的创作平台，无可奈何地从事了其他的
美术工作。

在不具备陶瓷绘画条件下画瓷，是杨曙光一个大胆的
设想。

自“珠山八友”以来，陶瓷绘画方兴未艾，无数的画家
涌入景德镇画瓷却很难适应，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留下
点作品。杨曙光说，因为在泥坯上或釉面上画画，与在纸
上画画是两回事。

水墨画是国粹，但宣纸水墨画作品易被虫咬、鼠啃，还
容易霉变，难以长久保存，而陶瓷长期埋在地底或浸泡在
海水中都能保存完好。

陶瓷绘画的“高门槛”，水墨画的难保存，这两大现实
问题困扰着两大国粹的传承与发展。杨曙光觉得，如果能
将水墨画、陶瓷两大国粹合璧，对于水墨画和陶瓷艺术的
发展，将具有现实意义。

杨曙光爱钻研，有一股子韧劲，下得了苦功夫。从上
个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在研究方向和途径都不明确的摸
索中，先后尝试了十几种“纸上画瓷”方法，但收效甚微。

在一些文化人看来，杨曙光设想的“纸上画瓷”，只不
过是旁门左道、雕虫小技，泥坯上或釉面上画瓷才是正
道。杨曙光却心无旁骛，咬定“纸上画瓷”的目标，从而立
之年研究到了古稀。

远离景德镇，
他却很想画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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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画瓷”，听起来很美，杨曙光能把美梦变成现实
吗？

每到深夜，在楼下的柴棚间里，昏暗的灯光下，杨
曙光开始用电炉烧瓷，进行水墨陶瓷画烧制试验。因
为担心用电炉烧瓷影响居民用电，他只能在深夜做试
验。

“我要做就要一丝不苟。”杨曙光如是说。为了这个“一
丝不苟”，他“耗”了 7 个电炉、3 吨多的瓷片和数十年的光
阴。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曙光的水墨陶瓷技艺终于看到了

“曙光”。
2001年，杨曙光在自家的柴棚间里，终于用电炉烧制出

了第一批水墨陶瓷画，基本取得了水墨陶瓷画技艺的成功。
杨曙光水墨陶瓷画技艺经媒体报道后，有多家研究机

构想破解而不能成功。然而，杨曙光的水墨陶瓷画技艺研
究，并没有就此止步。此后，他又从多个方案中择优定型，
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了下来。

2005年，杨曙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水墨陶瓷画发
明专利，2010年获发明专利授权。从纸上转到陶瓷上，是中
国水墨画从有机载体向无机载体的转化，使中国水墨画的
艺术价值有了一个了不起的跃升。水墨陶瓷画问世后，杨
曙光收到国内外不少要求转让该专利技术的信函和电话，
他都婉言谢绝了。

记者观察发现，杨曙光的水墨陶瓷画技艺，简单地说，
就是用特制的颜料在特制的画纸上作画，然后将画作裱贴
在瓷器上，用高温烧制成水墨陶瓷画。这项发明有两个“特
制”，即特制的画纸、特制的颜料。

在高温烧制中，画纸瞬间会被烧成灰烬，颜料也会变
色。如何让纸上的水墨画，经高温烧制成瓷上画，是一个技
术难题。杨曙光要做的，就是攻克这道难关。

在柴棚间里烧制出
水墨陶瓷画

22

突破纸张颜料印章
三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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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大师，一般自小直接在陶瓷上作画，
其画不是水墨艺术；而国画画家，打小在宣纸上作
画，其画不是工艺美术。杨曙光想做的，就是要让
国画大师直接进入陶瓷艺术世界，有点像是“跨界
融合”。

除日常工作外，杨曙光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将
所有的业余时间与主要经济收入悉数“耗”到水墨
陶瓷技艺的研究上。

杨曙光将他人眼中的“旁门左道”，变成了一项
国家发明专利，创造性地推动了水墨画、陶瓷两大
国粹合璧，也为国画大师直接进入陶瓷艺术世界打
开了一扇大门。

近年来，杨曙光的水墨陶瓷画作品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先后有人民大会堂、外交部、江西省博
物馆及海内外许多收藏家收藏，并在秦皇岛、新加
坡等地拍卖过。

因为一个人、一项技艺，水墨陶瓷画成了宜春
独特的文化名片。2018 年 1 月 12 日，“国粹合
璧”——水墨陶瓷画展在新落成的宜春美术馆首
展，展出了全国各地51位画家101幅水墨陶瓷画作
品。

当日，宜春美术馆邀请了部分画家和陶瓷学
者，对水墨陶瓷画在绘画艺术中的位置和意义召开

研讨会。与会人士对该发明专利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致认为在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潮中，水墨陶
瓷画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水墨陶瓷画是用特制的陶瓷颜料画在特制的宣
纸或皮纸上作画，然后植附于瓷面上高温烧制，宣纸
或皮纸被烧掉了，颜料融留于瓷釉中便成了釉中彩
或釉下彩瓷画作品。杨曙光说，每一幅纸画只能烧
成一件水墨陶瓷画作品，每一件水墨陶瓷画作品都
是书画家的亲笔原作，皆为孤品，也做不成赝品。

水墨陶瓷画的用纸，必须是纯植物纤维，要经
过严格的厚度筛选、纤维软化、ph 值定位、底膜贴
附等近 20 套物理和化学的处理程序，工艺比较复
杂，提供给画家使用时却十分简便，可直接用水墨
陶瓷颜料在特制画纸上作画。

杨曙光告诉记者，画家创作时，没有直接在陶
瓷上作画的那些工艺要求，其方式和手法与国画中
的工笔或写意完全相同，也可采取水彩、水粉画的
表现形式，在同一位置反复重叠着进行勾、皴、点、
染，始终能保持清晰的笔触和丰富的墨色层次。它
不仅在陶瓷绘画中能更好地体现中国画的神韵，而
且能让各地书画名家足不出户，在自家的画桌上实
现画瓷愿望，让自己的手迹永存于陶瓷釉内。这无
疑是为画家们开启了一扇直达陶瓷乐园的大门。

每一件水墨陶瓷画作品都是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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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画瓷纸上画瓷纸上画瓷”””

□□ 本报记者 邹海斌邹海斌 文/图

从梦想走进现实从梦想走进现实

杨曙光正在创作水墨陶瓷画

杨曙光水墨陶瓷画作品《瑞雪》

观众观赏“国粹合璧”——水墨陶
瓷画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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