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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湖北荆州，深埋地下二千多年珍贵文
物的大量出土，揭开一个先秦时期南方大国独特
而神秘的文化面纱。

有学者认为，放眼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与楚
国取得的文化成就相辉映的，是古希腊文化；与楚
国都城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相比肩的，是古希腊名
城雅典。

书于史书的是这座城市的古称——— 郢都。默
默无名的是这座古城一批特殊的人物：荆州文物
保护中心团队。

他们，用双手复原出二千年前“东方雅典”的
文明烙印，用“匠心”演绎魔术般“化腐朽为神奇”，
再现出中华文明二千多年长流曾经断流的河段。

考古发现和文物修复，让湮没于岁月的辉煌
在当代重生。

魔术：修复简牍上的另一半历史

“如果能让这些汉简‘开口说话’，可能又有重
大历史发现。”68 岁的吴顺清——— 荆州文物保护
团队的领头人——— 正率领专家团队对出土的数千
枚竹简进行保护清理。

他们处理的竹简，来自去年轰动海内外的重
大考古发现：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我们对竹简进行表面清洗，然后通过红外扫
描，还原墨痕，这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说。

在汉朝蔡伦发明纸张之前，竹木简牍是中华
文化最重要的文字载体。“会说话”的出土简牍是
文物考古和研究人员最钟爱的“历史讲解员”。一
枚简牍，甚至是其中一个字，都可以启发专家写出
一篇论文。

然而，这些珍宝出土之时，却是另一番模样：
散成一堆，看上去只是烂泥中黑乎乎、近乎朽腐的
竹条木片。

“被封存在地下二三千年，简牍出土以后，会
瞬间氧化，变成黑色，没有经验的人常会误以为是
一堆腐土。”吴顺清说。

让简牍上的文字重现，需要把发黑的竹条还
原成原来的篾黄色，同时又不破坏墨迹。这是吴顺
清团队的“独门绝技”！

修复考验的是耐心。
出土于南方的简牍常常被泥水包裹，经历地下

水千年浸泡，本体糟朽，轻轻一碰就可能毁灭。从提
取到清洗，就如同呵护刚刚出生的婴儿。“先要把竹
简放在蒸馏水里浸泡，保持饱水状态。清洗时，用软
毛笔轻轻除去上面的淤泥等污物。”有“段子手”别
称的吴顺清，这个时候是一脸严肃。

修复更考验智慧。
经过数不清次数的实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主任、研究员方北松于 20世纪 90 年代初找到一
种叫连二亚硫酸钠的新型脱色材料。方北松介绍，
古代书写主要用的是碳粉，碳粉成分稳定，通过自
身的吸附力附着在竹简上。“连二亚硫酸钠可以还
原竹简的颜色，但不会破坏墨迹。”

脱色之后还要脱水，方北松又“独创”了一套
饱水简牍脱水法。他说：“如果直接去掉竹简里的
水分，那么(竹简)很可能坍缩甚至断裂，我们用乙
醇-高级醇置换填充，代替原来水在竹简内部的
位置，起到了支撑作用，还防止简牍因为失去水分
而变形。”

经过清洗、脱色、脱水，简牍恢复了本貌，上面
的字迹也“魔术”般清晰地再现世人面前。处理后，
工作人员会用红外扫描仪扫描、存档，并用玻璃板
一枚枚固定，按编号存放。

走进荆州博物馆的简牍展厅，好似走进春秋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历史。《浴蚕》《先农》《日书》

《算钱》《脉方》《病方》……一枚枚米黄色的竹片
上，墨迹清晰，书法精美，直接而生动地反映出古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用这样的方法，荆州文保中心已完成简牍保
护超过 12 万枚，占目前全国已出土饱水简牍的
70%。

复活：从残缺中拯救漆木瑰宝

荆州文保中心和文保界大名鼎鼎的荆州博物
馆比邻而居。

博物馆里，色泽鲜艳、形态各异的各种木漆器
熠熠生辉。小到耳杯、漆盘、漆盒、木俑，大到镇墓兽、
凤架鼓、木雕座屏、蟾座羽人……令人叹为惊艳。

荆州博物馆馆长王明钦介绍，荆州博物馆拥
有出土漆器逾万件，占全国五分之三左右。一个个
玻璃展柜，无声传达出两千多年前楚文化的辉煌。

天星观 2 号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器型之大、
工艺之美，尤为罕见。“它不仅是一件陪葬品，也是
一件实用的乐器，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吴
顺清说。

两千多年前，楚式漆器已达到中国漆器工艺
的高峰。楚人用天然漆调制出红、黄、蓝、绿、金、银
等彩漆，并具有防潮防腐性能，虽历千年仍可光彩
夺目。

但无情岁月和严酷的地下环境还是会剥夺掉
曾经的灿烂。

2000 年，由于盗墓者入侵，天星观 2 号墓被
迫抢救性发掘，虎座鸟架鼓这件稀世珍品重回人
们视野，但已经破坏严重。

“有些地方花纹脱落，一只凤嘴掉了，翅膀也
断了，它有近一人高，但是凤腿已经腐烂，站不起
来。”吴顺清用“惨不忍睹”描述他当年见到的刚出
土的情形。

文博界有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
就半年”。南方地下水位高，竹木漆器长期泡在水
中，才能保持千年不腐。但是饱水状态的木漆器出
土之后，十分脆弱，像海绵一样，手一捏就是一个
窝，如果不做脱水处理，很快就会脱皮开裂、收缩

变形，失去文物价值。
后续工程也很繁复，文物修复不能用化学漆，

必须用天然漆反复调制，按照传统工艺进行髹漆。
每涂一遍漆都要干燥至少一个星期，然后涂第二
遍漆，反反复复上六遍漆。

中国文保界对漆木器修复的思考，源自长江
中游一次次轰动世界的考古发掘。

1972 年至 1973 年，长沙马王堆先后发掘三
座西汉墓葬，出土大量竹木漆器。但囿于保护技术
不成熟，这些精美的竹木漆器靠水中浸泡式保护，
保存了 30 余年。

漆木器文物修复技术的突破，始自吴顺清。
毕业于武汉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吴顺清在同

行研发的饱水文物脱水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使用复合乙二醛脱水技术，不仅有效将出土漆木器
进行脱水，保持木文物原有形状和颜色，而且后期
保护条件也较其他脱水方法更便于长期保存。

这一突破，引起全国文保界的高度关注。吴顺
清说：“马王堆第一批只送过来 6 件试一试。有一
只木盆，号称‘天下第一盆’，直径 72 . 5 厘米，但是
漆皮已开始脱落，木胎也出现开裂。我们用复合乙
二醛脱水技术进行脱水、定型，前后花了 3 年时
间，还原了这批文物出土时的模样。”

此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马王堆汉墓 400多件
出土木漆器分批送往荆州文保中心处理。这些木漆
器经过脱水、修复、封护等处理，收缩率均保持在
1%左右，形状稳定，重焕生机。

经过长期实践应用，这项修复技术已成为全国

公认的木漆器脱水成熟技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
北京老山汉墓、北京金陵王墓等全国各地出土木
漆器类文物 6000余件，均采用这种脱水技术。

站在虎座鸟架鼓前，听吴顺清讲这些故事，
别有一番况味。

“修复虎座鸟架鼓用了多长时间？”记者问。
吴顺清平平淡淡回答了两个字：“五年。”

重生：丝织文物修复的“革命”

1982 年 1 月，荆州马山砖瓦厂取土制砖，
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墓，后来被命名为：马山
一号墓。

墓葬不大，但是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将棺
盖打开时，所有人惊呆了：满棺灿若云彩。

墓中，出土各类丝绸织物达 152件，仅是女性
墓主人身上包裹的衣、袍、裙、衾就有 13层。

稍稍了解文保常识的人都知道，丝织品极难
传世，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更是见光成灰。

如今，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马山一号墓出
土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锦袍铺展在操作台
上，形态完整，质地柔和，图案清晰。

35 年过去了，经过无数次实验和无数道工
序，这件国宝级文物从深藏冷冻到尝试修复，还
在做着进一步的加固修复，但已经完整呈现出
当年的富丽，明艳不可方物。

“博物馆里展示的是这件文物的复制品，非
常受欢迎。但是，原件还达不到展出条件，前期

清洗加固后，一直放在库房里冷藏保管。”吴顺
清说。

从 2003 年开始，在成功进行小片实验后，荆
州文保中心通过运用生物技术对锦袍进行了加
固，目前已经可以折叠。接下来，还要对残破的地
方进行修补，争取达到展出条件。

文献记载，战国时期楚国丝织工艺达到很
高水平。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文物是对文献记载
最有力的佐证。

但是，丝织品是保护难度最大的出土文物
之一。埋藏地下两千多年后，织物大多已经腐烂
变质，即便幸存下来，由于长期受地下水浸泡，
稍加触碰就会“灰飞烟灭”。

如何保护修复这些来自二千年前的历史馈
赠？吴顺清苦心研究了多年。

直到 2000 年，他忽发奇想“反其道而为
之”：将生物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也就是找到
一种微生物，让它们既可以“吃”掉丝织物里的
有害物质，包括霉斑、结晶盐等，又不会对丝织
物本身产生破坏。

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不知培植过多少不
同的菌种，他们终于成功实现用不同菌种解决
古代丝绸修复和保存中的不同问题。

2004 年，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对马山一号墓
龙凤虎绣罗衣的两只衣袖，运用生物法进行了
清洗加固。处理后，丝织物色彩丰润，质地柔软，
可任意折叠，强度明显加大，安全有效地恢复了
出土丝织物的各项性能。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考察鉴定认为，这是文
物保护技术上的“一场革命”，是“开拓性、原创性
的工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05 年，生物技
术修复获得全国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
等奖。运用这项技术，荆州文保中心还对故宫两
顶清代乾隆九龙画伞和长沙马王堆汉墓辛追夫
人的一件丝织棉袍进行修复。

迄今，荆州文保中心已保护修复纺织品
500 多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荆州谢家桥楚
国一号墓出土的丝绸棺罩(荒帷)。吴顺清团队
花费 3 年多时间，将出土时粘连成一团“烂泥”
的荒帷，恢复为色泽饱满、花纹清晰的精美丝织
品，铺展开来面积达 44 平方米。

修复室里，工作人员神情专注，一针一线对
丝织文物进行修补，几位研究人员还用普洱茶
进行反复调制实验。

“这些文物太珍贵了，修补所用材料也一定
要慎之又慎，不能用化学品，我们尝试用普洱茶
来染色。”吴顺清说。

采访要结束了，饱看国宝级文物，诚然是一
大享受。结识一批“国宝级”文保专家，是更大的
收获。

在业内已经扬名立万的吴顺清，现在却常
说自己“越做越胆小”。文物修复个性大于共性，
每接手一件新的文物，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年近
古稀的吴顺清和他的团队还坚持在保护修复第
一线，不断丰富和积累着经验。

从出土到修复，这是以千年计与时间赛跑的
竞速，更是同样以千年计凝固时间的艺术。

“越是保护难度大，越是名气大的文物，修
复完成后，心里越高兴。”吴顺清说。

(记者皮曙初、朱华颖)
新华社武汉 5 月 22 日电

用双手接续二千年中华文明长流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团队“化腐朽为神奇”复原“古代文明烙印”

如何保障骑车人安全 如何治理车辆乱停放 如何避免资金安全风险

聚焦共享单车征求意见稿三大看点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记者赵文君、丁

静、齐中熙)22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共享单车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
发展，针对用户安全、车辆乱停放、押金监管等
焦点问题加强制度设计，促进规范发展。

看点一：多管齐下保用户安全

共享单车火了，各类骑行安全问题引发社会
关注。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
用，禁止向未满 12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为用户
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说，征
求意见稿规范用户骑行停放，完善保险机制，对
企业主体责任和运营服务规范做出了明确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共享单车运营企
业 30 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 1000 万辆，注册
用户超 1 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 10 亿人次。

中消协专家委员会律师邱宝昌说，短期投放
这么多车，能不能确保质量？共享单车的车辆必
须检测合格，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即使合格，仍
然存在车辆缺陷问题，比如产品缺陷、设计缺
陷，防患于未然很重要。

“共享单车企业给用户上什么样的保险？额
度是多少？受益人是公司还是骑车人？”中消协
律师胡钢表示，保障骑车人的安全是企业经营的
前提。

北京市民郭爽实名注册了电话和身份信息，
常常从家骑共享单车到单位再骑车回来，途中有
时会停下来去银行存钱，去面包店买面包等。那
么，自己的行驶轨迹是否能确保不被泄露出去？

针对用户信息安全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
运营企业采集用户信息，不得侵害用户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超越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范
围。运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有关

规定，相关数据在国内储存和使用。

看点二：负面清单治理停车难

停车问题已经成为共享单车的管理难题。有
些用户把共享单车随意停放在马路边、商铺旁，
把车停进小区、楼道里。

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不适宜停放的区域和路
段，可制定负面清单实行禁停管理。各城市要制
定适合本地特点的自行车停放规则，划定配套的
自行车停车点位，规范自行车停放。

不少地方的管理部门正在创新管理手段，如

济南市划定共享单车指定停放点，南京的城管
人员帮忙规范停车，北京石景山区划出共享单
车停车区。

“ ofo 对城市投放的共享单车进行了网格
化管理，大网格里有小网格，小网格里有运营
师傅在街面上巡视。” ofo 副总裁刘凯说，每
个运营师傅负责管理 800 到 1000 辆车。

小蓝单车首席战略官陈怀远说，停车问题
可以通过“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解决，即在
合法停车的范围内埋设发射器，用户把车停在
其范围内，才能锁车结束计费，否则就无法锁
车，无法停止计费。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顾大松认为，一些共享单车企业单方面实现
车辆有效管理有一定难度。只有政府、企业、
行业、用户多方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停车问
题。

看点三：建立押金监管模式

在共享单车发展过程中，押金监管是一个
备受关注的话题。

按照全国共享单车累计投放车辆超过
1000 万辆来估算，押金收取的标准为 99 元至
299 元不等，这意味着将形成一个较大量级规

模的“押金资金池”。如果企业监管不力，可
能会给用户的押金安全造成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俊慧说，共享单车的
押金打破了传统“一个租赁物对应一份押金”
的模式，形成了“一个人对应一份押金”的模
式。基于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使得其具有了
一定的资金归集功能。

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企业对用
户收取押金、预付资金的，应严格区分企业自
有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在企业注册地
开立用户押金、预付资金专用账号，实施专款
专用，接受监管等，并要求建立完善用户押金
退还制度。此外明确了相关支付结算要求。

李俊慧认为，征求意见稿对押金建立了较
为完备的监管机制，避免出现资金安全风险。
共享单车企业应将重心放在经营和服务中，而
不能把收取押金作为一种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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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接入

图：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对简牍
进行清洗（3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图：左图：荆州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在清洗

修复前（2016 年 5 月 3 日摄）；右图：张家山出土
的汉简在完成修复后（2016 年 9 月 18 日摄）（拼

版照片）。 新华社发（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图：左图：揭展后的湖北荆州谢家桥一

号荒帷（ 2007 年 11 月 28 摄）；右图：修复完成
后的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荒帷（ 2017 年 4 月
17 日摄）（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图：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漆木器修复专家
吴昊在查看漆木器脱水情况（3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图：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问月明

在修复出土的唐代刺绣袍（3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漫画：新华社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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