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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釉料

与金属胎体结合的工艺品。其诞生于西方，

于元代后期由阿拉伯国家传入我国，且在明

朝景泰年间得以迅猛发展。故宫博物院现

藏景泰蓝种类丰富，包括陈设、祭祀、生活等

方面的器具。它们不仅豪华高贵，而且坚固

耐磨，是明清时期皇家的珍贵器物。景泰蓝

的制作工艺主要有备料、制胎、掐丝、磨光、

镀金等。

备料是将硼砂、长石、石英等矿物质原

料混合，在高温炉中加热再冷却，并磨成粉

末状，成为珐琅釉料；制胎是以红铜（紫铜）

作为胎体材料，将其加工成所需形状的器物

胎体；掐丝是将红铜加工成扁丝状，再掐

（掰）成各种所需的图案，在高温下进行焙

烧，通过银焊药与铜胎焊接；点蓝是将珐琅

釉料与一定比例的水混合，然后通过吸管等

工具均匀注入掐丝间隙中；烧蓝是把完成点

蓝的胎体放入高温炉中焙烧，以利于珐琅釉

牢固地附在胎体上；磨光是对珐琅表面打磨

光亮；镀金是将金汞齐（金与水银的混合物）

涂刷在珐琅表面，在炭火作用下，汞挥发，金

则附在珐琅表面。

景泰蓝的制作，在材料的选择上具有科

学性。珐琅釉可增加器物的机械强度、介电

强度、热稳定性，还有利于器物表面的平滑及

便于清洗；胎体选用红铜，主要因为红铜质地

软、延展性好，便于裁剪加工成所需器型，且铜

在空气中容易氧化，因而高温下很容易与珐

琅釉结合，增强釉料与胎体的黏结力；掐丝可

将釉面分成若干小部分，有利于增加掐丝对

釉面的约束力，并限制珐琅的变形。

对于银焊药而言，清代科学家郑复光所

撰《镜镜詅痴》卷四载有“钟表焊药，以银焊为

良方。用菜花铜六分，纹银四分，则老嫩恰

好”。这句话说明银焊药主要由菜花铜与银

组成，而菜花铜由红铜与甘石（碳酸锌类矿物

质）熔炼而成。因此，我国传统银焊药至少包

括铜、锌、银等金属的合金，这种合金具有良好

的焊接性，并有利于充分填充焊接件之间的

缝隙。打磨珐琅表面可先用粗砂石对釉面初

步磨平，再用细砂石去掉局部发黑及不平之

处，最后用表面纹理细腻的椴木炭磨出亮光。

金的化学性质极其不活泼，无论是常温还是

高温，均不会发生氧化，镀金有利于防止景泰

蓝制品的氧化，使之更耐久、美观。

景泰蓝制作的科学性，还表现在不同材

料的熔点温度在制作的各个阶段得以科学

运用。在备料阶段，原料多为天然矿物晶

体，其熔点温度不一，在高温炉中加热这些

原料时，一些熔点低的原料先熔解，并形成

低共熔混合物，该混合物再去熔接熔点较高

的晶体。当原料被加热至 1300 摄氏度左右

再冷却时，便形成了半透明的玻璃体，其被

研磨成粉末状后，即成为珐琅釉料。

在掐丝阶段，铜掐丝、铜胎体多为红铜，

熔点约为 1080 摄氏度，铜掐丝通过钎焊的

方式焊接在铜胎体上，钎料多为青铜。青铜

是铜锡合金，根据合金定律，其熔点（约为

850摄氏度）要低于红铜，因此在 850摄氏度

左右的高温炉中，青铜熔化并将掐丝牢固地

黏结在铜胎体上，而掐丝、铜胎体不受该温

度影响。需要说明的是，钎焊是我国古代常

用的焊接方法，其主要做法是，钎料在高温

下进入液态后，填充焊件之间的间隙，使得

焊件之间得以连接。

在烧蓝阶段，珐琅釉料已变成玻璃态物

质，在约 650 摄氏度左右即出现软化，具有

一定流动性。因此，在 800摄氏度左右的高

温炉中熔烧釉料，铜胎不会变形，但是珐琅

料会变软、变稠，因此在冷却后能够牢固地

附在铜胎上。

在镀金阶段，由于汞的沸点约为 357 摄

氏度，而金在超过 1000 摄氏度时才熔化，因

此只需在 400摄氏度左右的炭火下烘烤，汞

就会挥发，使得金层牢固地附在珐琅面层。

色彩丰富而又绚丽的珐琅，也离不开着

色剂的科学运用。在制作珐琅釉时，在原料

中掺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金属离子具有的

颜色使得珐琅呈现所需要的釉色。铁（Fe）、

铜（Cu）、锰（Mn）、钴（Co）等离子作为着色

剂时，可使釉料分别呈现黄褐、绿、紫、蓝

色。珐琅着色剂的应用原理是釉料中的金

属氧化物在高温作用下，离子组成方式发生

改变，使得其吸收波长发生变化，因而穿过

釉料的光呈现出特定的颜色。釉料氧化物

的含量变化，可调整釉料颜色的明度和纯

度。此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氧化物在

高温下混合时，还会产生新的色彩。古人在

长期的实践中，获得了产生不同呈色效果的

矿物质，如赭石含三氧化二铁（Fe2O3），铜矿

渣 含 氧 化 铜（CuO），钴 土 矿 含 氧 化 锰

（MnO）、氧化钴（CoO）等。通过对上述矿

物质的适当处理，即可用于珐琅釉的呈色。

故宫景泰蓝藏品精美绝伦，工艺历史悠

久。它们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更

能反映出我国古代珐琅料的烧制、金属加工

与焊接、镀金等技术的科学运用。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景泰蓝藏品中蕴含的古代科学

被世人熟知的“琮王”上刻有 8 组精致

的神人兽面图案、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身穿

多层长服头戴复杂的兽面冠、金沙遗址玉

铖器物下部纹饰装饰由 5 组对称的卷云纹

组成……近日，“妙笔生花——考古绘图

展”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揭幕。走进博

物馆，一幅幅“妙笔生花”的考古绘图立于

眼前，这些展图都是考古绘图师对出土遗

物大小形状、花纹和质地的真实反映。

此次展览着眼于考古研究中较为“冷

门”的工作——考古绘图，展出绘图作品 70

余件（组）。考古绘图是什么？考古专家如

何为遗迹和文物绘制“标准照”？对此，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尚无能够替代手绘的方法

“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实地勘

测、细心观察，同时借助专业工具，使用绘

图技法，详实记录遗址面貌，文物器形、大

小、纹饰、相对位置等原始信息的重要手

段。”金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考

古绘图能与照片、文字资料一起，代替文物

“说话”。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

工完成。考古绘图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

全过程，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和依据，从我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

绘图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

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

图录主要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即使在

摄影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

虽然加入了新的技术，但大量在现场依照

实况和器物手工绘制的图纸，依然是现场

采集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临摹、修改、

复制、打印等后续而成的二手资料所不能

比拟的。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说，目前还没有找

到一个完全能够替代手绘的方法。比如拍

照后利用电脑绘图，绘出的图始终有透视

的变化，并且利用其他手段不一定有手绘

的精度高、速度快。”成都市考古研究院考

古绘图师张立超说。

在考古绘图中，精准和直观是基本要

求。这也是它区别于照片和文字资料的最

大优势。一般来说，一处遗址的整体结构、

内部情况难以通过拍照直观呈现，出土文

物也可能因为刻痕细微、锈蚀、埋藏环境等

因素导致纹饰不清晰，而这些正是考古研

究中判断文物年代、分析文化源流的关键

信息。

因此，考古绘图便应运而生，它用简明

但精确的线条提取遗迹和文物的“身份密

码”，供更多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绘

图会和文字一起，被装订成文物的“个人

档案”。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如果没有文物线

图 的 绘 制 ，就 可 能 错 失 展 品 的 高 光 时

刻。例如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肩

扛象牙纹玉璋，乍一看，平平无奇，然而

展柜上的线描图，则提醒观众注意玉璋上

的图案——古蜀人扛着象牙祭祀的场景。

古蜀的世界，一下子近在眼前。

考古绘图是项细致活儿

据了解，考古绘图分为遗迹绘图和遗

物绘图。遗迹绘图主要是表现遗迹的层位

关系、地理分布位置、有无被破坏等情况；

遗物绘图主要是交代文物的内部结构，文

物的形式特点和其上面的花纹变化等。

那 么 如 何 用 线 条 还 原 文 物“ 本 来 样

貌”？

张立超介绍，拿到一件器物，首先要观

察它是什么类型的器物、它的形制是怎么

样的、它是个壶还是个炉等，观察之后测量

文物的相关信息。他拿起一张此前所绘的

遗物草图解释道：“这是一张关于酱釉盘的

草图，在绘画之前，先要量出文物的长宽

高，获取到关于文物的相关信息，随后在图

纸上利用工具卡点绘画草图，卡的点相对

多便会更接近文物的原貌。包括文物身上

的纹饰、凸棱，都需要细心观察计量。”最终

再用针管笔等工具描绘，继而进行排版。

“考古绘图要根据出土遗物上面的纹

饰分布等情况，具体规划出要绘制的文物

正面、侧面、底面，尽量将器物完整地描绘

出来，讲究的是对文物进行正投影，而利用

相机拍摄文物会出现近大远小的透视变

化，无法达到‘见图如见物’的效果。”张立

超说。

然而，考古绘图的意义不仅仅是将文

物的原貌完整表达出来。专家认为，作为

后期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的三大要素之

一，考古绘图也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

基本手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

配以大量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

特征，展示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

做绘图大师要耐得住寂寞

这是一幅良渚遗址中玉琮上的神徽考

古绘图：良渚遗址以其出土的大量精美玉

器而闻名海内外。被世人熟知的“琮王”上

刻有 8 组精致的神人兽面图案——神人佩

戴介字形冠帽，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

位于兽面大眼斜上侧，每组神像大小仅 3厘

米×4厘米。

除此之外，此次展览中，金沙遗址博物

馆内还集结了方向明、罗泽云和卢引科等 3

位考古绘图大师的作品，精选良渚遗址、三

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四川其他时期重要

文物的线描图进行展示。

从业近 30年、绘制过 5万多件文物的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业考古绘图师罗泽

云，几乎画遍了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对青铜

神树、铜立人、铜神坛等文物上的每一道刻

痕都烂熟于心。他笔下的这些重磅文物的

线图此次也是首次集中展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考古绘图师

卢引科，专注考古绘图近 40年，为数十部考

古报告、精品图集、专刊绘制了约万余幅插

图。此次展览展出的他所绘制的金沙遗址

和四川其他时期文物绘图以及再创作成

果，在详实的考古资料基础上，运用娴熟的

绘图技术，复原了遗迹最初的样子，堪称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好奇的你，或许想知道具备什么专业

技能的人，才能走进考古绘图世界，像这些

考古绘图大师一样将文物的原貌在笔下重

现得淋漓尽致。

张立超认为，考古绘图是一项重要而

细致的工作，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考古专

业知识和美术基础外，最重要的特质就是

要有耐心。因为这项工作比较枯燥，不能

很快在学习经验上见成效，需要你去认知

每一种器物的形状、时代、特征，是一个漫

长的“养成过程”。

相关专家同样指出，作为考古专业，考

古绘图不但要求绘画者熟练掌握投影作图

方法并具有一定的素描基础，同时还要具

备一定的考古专业知识。是否掌握必要的

专业理论，并对描绘对象充分了解，是专业

绘图人员与普通绘图工人之间的根本区

别。缺乏足够的专业理论、不了解考古对

象的历史背景，便难以准确描述考古对象

的内涵价值并揭示现场及器物各层面的内

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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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邻家小院盘旋虬曲的紫藤树

开花了，淡紫一片，似霞彩斑斓的流云，又

如飞流直下的瀑布，从廊架上倾泻而下，阵

阵花香沁人心脾。

紫藤为豆科紫藤属大藤本植物，又名

藤萝、朱藤、黄环，多攀缘缠绕大树或墙壁

残垣而生，枝干粗壮，藤蔓葳蕤，属于长寿

花木，有的树龄可达千百年。春末夏初开

花，宛若凤蝶鸟喙的花朵密密匝匝，纷纷披

挂而下，淡紫、粉白、靛紫，素洁清雅，蔚为

壮观。待花褪残红，青荚簇簇，倒披针似的

垂挂下来，惹人怜爱。

紫藤之美在于它的古朴虬曲。据史书

记载，紫藤原产于西域，虬枝盘干，绿叶婆

娑，繁花披挂，胡人视为圣物。汉张骞出使

西域引入，自此在中华延续千年。五代南

唐张翊所著的《花经》载：“紫藤缘木而上，

条蔓纤结，与树连理，瞻彼屈蜿蜒之伏，有

若蛟龙出木于波涛间。仲春开花，披垂摇

曳，宛如璎珞坐卧其下，浑可忘世。”元代诗

人王恽专门写有一首长诗《紫藤花歌》，赞

美紫藤虬枝繁花，仙风猎猎，古意幽幽，其

中有句：“竹宫琐窗云雾垂，紫藤花发何葳

蕤......虬柯扶疏散苍翠，季伦击碎珊瑚枝。

青宫宾客今园绮，杖藜来扣仙人扉。遥惊

紫艳翻半空，造物乃尔争新奇。”

紫藤之美在于它的淡雅清新。紫藤花

花色多为淡紫、紫红或素白，紫色因其圣洁

高贵历来为世人所喜爱，人们常用紫气东

来、紫气满室、紫光祥兆等以表达祥瑞之

意，且其茎蔓蜿蜒屈曲，繁花光影流转，串

串花序悬挂于绿叶藤蔓间，瘦长的荚果迎

风摇曳，十分美丽。诗仙李白对紫藤情有

独钟，他在《紫藤树》诗中云：“紫藤挂云

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

人。”紫藤架上结满了啁啾鸟鸣，阵阵香风

里现出窈窕美人的身影，以人以鸟比拟，把

紫藤优美的姿态和迷人的风采刻画得饶有

韵致。

紫藤之美在于它的清爽怡人。在紫藤

架下乘凉、待客，或品茗读书，或促膝恳谈，

融于自然，臻于佳境，美哉妙哉！晚唐善写

田园诗的许浑喜欢在紫藤架下，与远方来

客品酒弹琴。元末明初诗人杨基干脆对着

一窗故乡春山，沐浴一架紫藤绿风，酣然入

梦。他在《故山春日》里记之：“寂寂青山一

鸟啼，紫藤花落午风微。不知刻漏长多少，

但觉桐阴半日移。”

紫藤之美在于它氤氲的乡风乡情。故

乡的山崖上、农家的小院旁，远远就能望见

古藤苍苍、繁花累累的一架架紫藤，藤蔓遮

蔽的阴凉里最是惬意，花香缭绕的弯弯乡

路最是令人萦怀。明代诗人、书法家张弼

春末时节回乡省亲，一路藤花一路歌，藤花

惹得乡情切，遂以《偶题》吟道：“空濛山色

晴还雨，缭绕溪流曲又斜。短杖微吟过桥

去，东风满路紫藤花。”清代清词三大家之

一的朱彝尊与友人紫藤花下醉歌，忽然想

起故乡那架繁茂的紫藤，不由勾起乡思无

限：“停杯还忆故乡路，乱水穿沙入裴岛。

千章古木藤缠身，飘落繁英满衫袄。明年

期尔横涨桥，柔橹呕哑拨萍藻。绿阴共听

黄栗留，醉卧橛头船更好。”

紫藤之美还在于它可当实用之材。紫

藤为长寿之木，宜作棚架、门廊、枯树、山

石、墙面的绿化之用，也可修剪成灌木状植

于草坪、溪水边、岩石旁美化环境，还可用

于制作盆景。

东风满路紫藤花

东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中国健儿

摘金夺银，表现出色，成绩喜人。升国旗、

奏国歌之时，总让同胞的爱国情愈发高涨。

爱国情既表现为对国家安全的护卫，

也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选用国货的自觉。

一段时间以来，“国潮”成为最流行的时尚

文化，就是爱国情的一种反映 。

据某电商平台数据，早在 2018 年，与

新国货相关的关键字累计搜索量就超过

了 126 亿次。而国货的背后，是一个国家

的经济动脉，奠定着民族自立自强的经济

基础。

回顾历史，国货并非新名词。近代以

来，在民族危急关头多次爆发过国货运动，

许多爱国实业家、科学家把毕生精力投入

国货事业。这些国货中蕴含了救国志士和

爱国同胞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期许。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的国民均以支持

本国产品为荣。比如，韩国人信奉“本土不

二”，不论普通消费者，还是企业采购，只要

能用韩国本土化的产品，就不选择国外的。

毋庸置疑，“国潮”的底色是对国家的

爱。但需要指出的是，支持国货虽源自民

族道义，家国情怀也确为国货发展不可或

缺的动力，但是仅凭爱国热情，没有过硬的

技术力量，就无法为国货提供持久稳固的

支撑，也就无法推动国潮健康持续发展。

纵观近代历次国货运动，大都起到了社会

动员的作用，但在产业经济意义上积累的

成果却十分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列

强欺凌、战乱频仍的旧中国，空有国货当自

强之志，却缺乏民族企业做大做强的社会

条件。再看韩国的“本土不二”精神，也不

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本土产品的品

质基础之上。

因此，“国潮”既是情怀潮，也应是技术

潮。二者缺一不可。缺乏文化自信的深沉

情怀，就会对本国的优质产品视而不见，在

“月是他乡明”的迷思中自艾自怨；而缺少

技术的深厚底气，对国货的“力挺”终究会

沦为虚骄的口号。真正的国货之光，必然

是民族自豪自信之光与科技自主创新之光

的交相辉映。

曾几何时，体育竞技装备和高端体育

装备方面，外国品牌占据了我国的主流市

场。而在日常生活中，从电脑到手机，从尿

不湿到马桶盖，“洋货”的质量也让人刮目

相看。如果技术上不硬气，人们面对国货，

要么就是慨叹“想说爱你不容易”，要么就

是尴尬的“用爱发电”。

可喜的是，这些年情况悄然改变，包括

体育品牌在内的不少民族品牌纷纷加大了

科研投入，不断寻求工艺和材料上的突破，

走出代工模仿的窠臼，朝着自主创新的方

向，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比如，7 月 31 日

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 81 公斤级冠军

的吕小军，穿的就是被网友称为举重队的

“神器”——安踏举重鞋。举重运动员的鞋

在承重、耐磨方面均有特殊技术要求，一双

小小的鞋，技术内涵却并不简单。

在当代社会，消费行为早已是经济与

文化的融合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

文化自信自觉的趋势同向同行，互为支撑，

构成了当今时代最引人瞩目的潮流。时下

备受关注的“国潮”文化，本质上便是这一

潮流的成果与反映。如今受人追捧的新国

货往往是高情怀、高颜值、高科技的结合。

当下，我们对新国货除了保持炽热的民族

感情外，还应鼓励和支持其追求更高的品

质，让技术与情怀互相加持，为新国货奠定

行稳致远的发展道路。

技术加持，“国潮”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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