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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封理事廳街的“汴京燈籠張”博物館裡，

第七代“汴京燈籠張”張俊濤正在電腦前忙

碌地工作。“這家博物館，是張家祖宅改造而

成，方便展覽和擺放各種燈籠。”張俊濤介紹。

這是一個燈籠的世界，有千眼千手佛燈、墜

珠燈、立體汴京八景無骨花燈、宣紙綵燈、臉譜

燈、萬眼蘿燈等。每一個燈籠上都有許多用繡花

針手刺的小孔，這些小孔透着微弱的光，把綵燈

襯托得更加漂亮，有些燈籠上的小孔達到上萬

個。

父辭工 全心傳承
在燈籠世界中，千眼千手佛燈格外引人注目，

其燈身高約2.5米，重量卻僅有50斤，由一種特製

輕巧材料製成，惟妙惟肖。這盞燈是張俊濤與父親

用了半年時間研製出來的，還獲得了1992年開封市

綵燈比賽一等獎。另一盞1米多高的八仙過海走馬

燈，則是根據張俊濤父親兒時的記憶，父子二人花

了三年時間才復原出來的。如今，父親走了，兩盞

燈籠依舊明亮。

張俊濤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10年以前，

他全職從事金融工作，對燈籠是“始終參與其

中、從不全力以赴”。他表示，以前，祖輩們都

以做燈籠維生。但到他父親這一代，職業選擇面

卻廣了許多。然而，上世紀80年代，為了恢復傳

統手工藝，父親辭去了軍工企業的工作，全身心

投入到燈籠的研究和推廣中。

張俊濤說，從小時候起，他眼中便都是父親製

作燈籠的忙碌身影，自己不由耳濡目染。“父親常

忙到凌晨三四點，十個手指頭開裂出血，就纏着膠

帶繼續工作。”他說，為了設計圖紙，父親60歲還

自學做圖軟件，一年後已能熟練運用。

父辭世 子承父業
世事難料，2010年8月，張俊濤69歲的父親張

金漢突然離世。“父親身體很好，但是去世時不到

70歲，臨走啥都沒說，就交代了把燈籠手藝繼承下

去。”說到這裡，張俊濤不禁潸然。

就這樣，張俊濤辭去工作，專心致志地投入

到家族的傳承中去：“這些古燈如果我們不去挖

掘和保護它，就有可能會失傳。主要是現代科技

的衝擊，我們祖先創造的神奇而精美的東西會越

來越少。我們把它復原出來展示給大家，讓大家

了解我們中原綵燈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重要的

歷史地位。”

張俊濤的“汴京燈籠張”博物館是帶院

子的兩層小樓，上下兩層加上院子共400多

平方米，院子頂層用透光材料進行了封閉，

這樣院子頂上和上二樓的樓梯處都可以盡可

能多地懸掛展品。博物館自開館之日起就免

費向廣大市民和中外遊客開放，張俊濤和家

人擔任講解員的角色。

憂失“手工味”商業化不易
據張俊濤統計，博物館在2018年接待

的訪客超過兩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在

元宵節前後，他一天要接待七八撥訪客。這

些學生來博物館參觀，感受燈籠的多重魅力

和中國傳統文化，這正是張俊濤樂於看到

的。

除了在博物館裡，2018年全年，他有

70多天在外講課和推廣燈籠文化，受邀去

大學講課、參加各種展覽，乃至指導幼兒

園的兒童製作人生第一盞燈籠。這70多天

裡，他41天在河南省外，17天在國外，為

燈籠推廣傳統文化，他在歐洲、非洲都留

下了足跡。

儘管影響力日漸擴大，對於商業化，

張俊濤卻仍在觀望。在他看來，一件工藝

品無法被簡單地定位為商品。綵燈商業

化，對他而言並不容易，擺在他面前的是

手工製作和機械生產之間的矛盾。就他現

在這種嫻熟技術，製作出一個綵燈也需要

三天時間，可複製性極差，顯然這是不適

合大批量生產的。機械化生產可以解決時

間上的差距，可是同時也必然要失去手工

製作的原汁原味。如何在傳統技藝保護與

走向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張俊濤還需要更

多時間來思考。

一盞燈籠包含的花

紋、樣式、打孔、立體造

型，考驗着製作者的雕

刻、美術、力學等功底。

在這個燈籠博物館裡，搜集的除了燈

具，還有雕刻細膩的木質中華傳統紋樣

實物，目前已經搜集有上千張，他的目

標是建一個“傳統紋樣實物藏品庫”，

需要什麼樣的紋樣可以隨時提取，這些

紋樣既可以在燈籠中加以展現，也可以

運用到建築和雕刻中。

張俊濤眼中的燈籠，是歷史、民俗、

科技、人文等多種元素的集合體。“以走

馬燈為例。”張俊濤說，“走馬燈是利用

燈火的燃燒產生熱量催動燈籠外景的轉

動，利用蒸汽和熱能的原理。可惜古代中

國人沒有將這種原理運用於實際生產，造

成近代科技落後於西方。”

如今，張俊濤繼承了父親的綵燈傳

統製作工藝，在此基礎上，他又結合現

代製作工藝讓汴京燈籠綻放異彩。張俊

濤說：“傳統的燈籠主要是運用最傳統

的材料，和傳統的工具去製作的。在傳

統綵燈的傳承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使

用現代材料和現代科技。我們現在要做

的工作是，把這個傳統的工藝保存下

來，同時結合現在的東西創新作品，讓

傳統和現代更好地結合起來，讓更多人

喜歡我們的傳統文化。”

父子接力父子接力 結綵結綵
“ 正 月 十 五 鬧 花

燈”，中央電視台元宵晚

會上，來自河南開封的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汴京燈籠張”代

表作品“五穀豐燈”亮相，閃耀全場，

這已經是“汴京燈籠張”連續第二年登

上央視的元宵晚會了。這一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技藝已延續200多年，從清

朝創始，傳到張俊濤是第七代。除了傳

承技藝，張俊濤還在家中辦起了博物

館，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古老的技藝和文

化。張俊濤說，綵燈技藝是中華民族的

歷史文化傳承，文化藝術是民眾的，只

有民眾認可，文化才能傳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開封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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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張俊濤欲建俊濤欲建““中華傳統紋樣實物藏品庫中華傳統紋樣實物藏品庫”，”，結合現結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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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西桂林獨秀峰西麓太平岩洞內，只見王繼勝站在木架

上，頭頸後仰，藉着洞內不算太亮的燈光，手舉拓包，正在全

神貫注地拓印一幅觀音大士圖。在山洞裡完成一幅人物摩

崖拓片，從貼紙到拓印、揭碑，至少需要半個月的功

夫，而這樣的工作，他已經持續了差不多17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征兵 廣西報道

位於桂林市中心的靖江王府可以說

是桂林歷史文化的“故宮”，比

故宮還早建34年。王府內的獨秀峰是

桂林有名的奇峰，宋代王正功的千古名

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題刻於獨

秀峰山腳的岩壁上。王繼勝是“王府秘

拓”的傳承人，正因為他和他的團隊，

《獨秀岩記》等史料記載過的、有着近

600年歷史的明代靖江王府彩拓工藝得

以復活，這一技藝隨後被列入桂林市非

物質文化遺產目錄當中。

王繼勝與拓印結緣於1993年，此後

他在北京琉璃廠拜師學藝，反覆練習碑

拓技術。1996年，“恭王府”（和珅居

所）正式開放，王繼勝成為了恭王府中

的拓印人。2001年，王繼勝回到了故鄉

桂林，那裡近2千處的摩崖石刻，讓熱

愛拓印的王繼勝“如魚得水”。

在獨秀峰上的《獨秀岩記》中記

載到，靖江王府歷代藩王在獨秀峰內創

作了大量石刻造像，並且將其製成拓

片，尤其以彩色絹絲拓最為珍貴。王繼

勝看到這裡，隨即又開始研究彩拓技

藝。

縱觀傳統的拓印，包括西安碑林

出的拓片，基本上都以烏金拓、朱拓為

主，流傳於世的碑拓基本上都是單色拓

印，彩拓幾不可見，靖江王府的彩拓也

只是有文字記載，沒有配方留存，也未

發現存世實物。

提煉色源 保障彩拓層次
為了搭配好色彩，王繼勝去了寧明

花山，看聯合國自然與文化遺產花山岩

畫上的顏色。他還去了江西龍虎山，揣

摩道家造像是如何搭配色彩。因為道家

傳統文化中講究“五

行”，金木水火土對應

白青黑紅黃，他便琢磨

是否也可以運用到彩拓

中。

在王繼勝看來，彩

拓的核心就在於這個

“彩”字，僅是顏料這

塊就極費工夫。在他的

工作架上，陳列着硃

砂、青金石、綠松石、赭

石、雲母等林林總總20多

瓶不同顏色的礦物顏料，為

保證彩拓的層次分明、顏色歷久彌新，

王繼勝還在不斷尋找新的礦物質和植物

顏料，研究提煉色源技術。

謹慎拓印 避免二次傷害
與傳統的單色拓印相比，彩拓還

有一難，就是色彩與色彩之間的過渡，

在不能暈染的同時，還要將顏色交代清

楚，特別是細節處做到乾淨、纖毫畢

現，所以絲毫不能馬虎，稍有破損前功

盡棄。對於一些珍貴的碑拓，拓印過多

會給文物造成“二次傷害”，所以每一

拓下去，王繼勝都十分謹慎。

■■ 王繼勝正在全王繼勝正在全
神貫注地拓印劉神貫注地拓印劉
伯溫伯溫《《風水福風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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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瑋介紹道，王城景區（靖江王府）是明太

祖朱元璋封其侄孫朱守謙為靖江王藩邸，桂林王

城景區先後經歷了14代靖江王，順治十四年，

王府改為貢院，成為當時學子考取功名之地。林

鄭月娥在此囑咐小兒子說，“你也要考試哦！”

集福祿壽禧於一體
2017年聖誕假期，來桂林休假的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手執清朝的書法家郭司經的《醉（最）

有福》，細細欣賞，愛不釋手。《醉（最）有

福》，原碑鐫刻在獨秀峰的東麓，據說是清朝的

書法家郭司經一手同握三支毛筆，在醉醺醺的狀

態下，連筆書寫一氣呵成，寓意福氣連綿不斷，

所以稱為“醉有福”。

王繼勝說，郭司經的福字，魅力在於他將

中國民俗文化和吉祥文化發揮到了極致，一個

字含有福、祿、壽、禧。福字包含富貴、長

壽，也包含平安吉祥健康如意。王繼勝希望能

借林鄭月娥之手，將“醉（最）有福”的美好

祝福帶給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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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仔細觀摩清代書法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仔細觀摩清代書法家
郭司郭司經的經的““醉有福醉有福””。。 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香港文匯報廣西傳真

王府秘拓的製作過程有着

濃厚的宗教色彩。王繼勝信仰

道教，早年已經在江西龍虎山

皈依道教正一派門下，每年有

數次時間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前

往龍虎山修行，就是把道家的

理念與彩拓藝術密切地結合在

一起，豐富其歷史文化內涵並

傳承下去。

王繼勝說，每次開拓之

前，遵照傳統的道教禮法——

沐浴淨身、行叩拜之禮、上香

獻供。拓印之時，拓印師虔誠

地樂誦經文，一拓一誦之間，

將神的護佑、福報，溶入於王

府秘拓，達到天人合一之境

界，使其成為具有靈性的宗教

聖物。

王府秘拓作為中國傳統

藝術的精髓，有着數百年的

悠久歷史。由於靖江王府秘

拓製作技藝難度大、工藝複

雜，細膩程度高、習藝周期

長，凡能夠擔當王府拓印師

的人，必定要經過一段時間

的修煉、學習，具有一定的

拓齡。

這些年王繼勝教過的徒弟

不下200人，最終能堅持下來

的只有6個人，其中一個是他

的弟弟王繼前。正是這種堅

持，王繼勝和他的團隊，得以

最終把600年歷史的彩拓展現

在了世人面前。

循道教禮法 遞文化精髓

■■王繼勝正在全神貫注地拓印王繼勝正在全神貫注地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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