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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时间赛跑为古籍续命

本报记者谢佼

从成都著名的“宽窄巷子”向西，拐过几座老
楼，走进一处毫不起眼的建筑。保安用警惕的眼光
扫视着我：“哪个单位的？找谁？”

“我找彭德泉。”
“谁？”
“修复古籍的彭老师啊。”
就像对上暗号一样，保安笑了起来，给我们放

行，同时不忘叮嘱：“下午 7 点必须出来，要清点锁
门！”

窄小的电梯，严格的叮嘱，让我对这幢建筑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神秘感。迈出电梯，楼道里堆
放着纸架、梯子和拖板车以及一些专用的设施设
备，穿过灯光明亮的甬道，一间办公室房门上写
着“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未经许可禁止拍照”。

一位个头不高、眉毛很浓、头发黝黑的老先生
迎了出来，他就是我此行要拜访的彭德泉。他今年
74 岁，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该
中心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民营古籍修复单位(5A 级
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还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授予的国内 26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
中唯一的民营机构。

“我脑梗过几次，不担任主任了。”彭老先生不
好意思地说，“现在担任中心的党支部书记。我没
干什么事，不要写我，多写写我们遇到的‘贵人’和
我们的青年员工。”

平淡之中，老先生的书卷气掩不住。更掩不住
的是，说到动情处，他那夺眶而出的眼泪。

“怎么对得起先人和后代？”

彭德泉老先生来自革命老区四川通江。爷爷
是农民，父亲是教师，外公和外婆念过私塾，平时
喜欢读书藏书。破四旧时，父亲咬着牙把小半楼藏
书烧了，只留下来一套古书。这给彭德泉留下难以
磨灭的印象，更多的是无法挽回的遗憾。

彭德泉的人生兜兜转转都离不开书，先读书，
后唱书(剧团表演)，再教书，最后管书。在巴中市
图书馆副馆长任上，他形容自己像“讨钱讨书的叫
花子”：“我在县、市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大部分工
作时间都是在跑有关部门，争取经费修图书馆，趁
着参加会议的机会到省城大图书馆和出版社讨
书，讨回来给四个‘穷兄弟’每家分点，通江、南江、
巴中、平昌，两个国贫县两个省贫县啊。”

2005 年，彭德泉退休了。退休之前，他见了自
己的老师，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张德
芳。张德芳着急地对彭德泉说：“你不要泡在图书
馆里，赶紧出来抢救古籍啊，书都要烂完了，太可
惜了！”

张德芳的急，来自于他长期目睹的古籍保护
现状。他告诉彭德泉，四川是移民大省，许多文化
人要么选择终老四川，要么在四川留下很多藏书，
典籍浩繁，保守估计四川古籍藏书应该在 200 万
册以上，而大量古籍因各种原因在飞快地湮灭。

彭德泉一听也着急，立刻想起自己家消失的
小半楼古籍。怎么办？他尽快办完离岗待退手续，
逢人就商量，应该怎么来抢救古籍文献。在走访调
查中进一步发现，由于四川盆地终年温热潮湿，加
上经营、管理不当等人为因素，半数以上馆藏古籍

文献出现不同程度的霉变、虫蛀、酸化、脆化、絮
化、鼠啮、水渍、油污、粘连、断裂、残损等破损类
型。有的善本古籍浑身虫洞、有的整套书页黏成书
砖、有的珍贵碑帖全是黑霉……

他仿佛听到了古籍的哭泣，昼夜难安：
“前人历经战乱、兵火、灾荒、流离，那么艰难

把这些古籍传下来。我们今逢太平盛世，怎能眼睁
睁看着古籍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消失？不修好，怎么
对得起先人，又怎么对得起后代？”

“趁我活着赶紧来！”

时任广汉市图书馆馆长秦一，是与彭德泉一
起筹划濒危古籍抢救性保护修复的几位老图书
馆人之一。她对彭德泉说：“老彭，要抢救就先来
抢救我们广汉的书。我们有两万多册古籍，打包
堆码在墙角几十年了。我得了胃癌，五分之四的
胃都切了，趁我活着赶紧来！”

彭德泉急如星火地赶到广汉，请来省图书馆
退休的古籍修复专家刘英，开办了古籍修复培训
班，首批留下来的 5 名学员成了他的原始班底，从
广汉图书馆艰难地开始了古籍修复之路。这一干
就是十年，做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纸质文献修复
团队，也是同期抢救修复古籍最多的团队，不是之
一。

四川大学图书情报系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为
广汉整理过一次，打好了包。这些包一放就是 20
多年。彭德泉一打开包，霉味、老鼠毛、飞虫、纸渣
都飞起来！呛得人不断咳嗽，戴两层口罩也无济
于事。而且只过 20 分钟，手上就奇痒难忍，一看
已经起了密密的红点。

忍着手脸红肿和身上奇痒，在广汉市图书
馆逼仄的古籍书库巷道内，彭德泉和秦一带着
大家用了几乎两个月，才将这批古籍整理完，除
尘、登记、分类、上架，然后进行修复。

古籍书库层高仅两米，光线昏暗，密不透风，
连电风扇都没有。初建的古籍修复队伍没有经费，
为了压书，员工把自家家具锯了当压平机，出去捡
石板、砖块来压。最紧张时，每个月 300 元的工资
都发不出来。

彭德泉难受极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
去。自己能够不求回报，能够奉献，但是别人要生
活，要吃饭啊。

秦一拖着虚弱的身子找彭德泉：“老彭，图书
馆会议室腾给你们搞修复，每个月争取 8000 元修
复经费，先坚持下。”

看着秦一真挚而清瘦的脸，彭德泉点点头。
而彭德泉的书友，知名律师冯家辉主动向老

彭伸出援手，用自己的钱把每一位员工的拖欠工
资补足，并坚持每年春节亲手给大家送上大红包。

“我感动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人？”彭德泉眼睛
红了，“看我们去接古籍没有交通工具，他用新买

的私家车帮我们运送古籍，自己宁可打出租。”
这支小小的队伍总算把人心稳住了。后来，彭

德泉觉得应该成立正式的机构，但是需要 10 万元
注册资金。冯家辉又二话不说，直接开车把钱送到
办证大厅。2012 年，冯家辉出钱为中心购置了一
辆 7 座商务车用于接送古籍。他私人对修复中心
投资累计已达数十万元。大家感激冯家辉，推举他
为修复中心理事长，但冯家辉从来都没有在中心
拿过一分钱。

“古籍抢救性保护修复事业艰难，秦一、冯
家辉等人，是我们起步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
有今天。秦一退休后也加入了修复中心，担任副
主任，她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搭档，2017 年，她癌
细胞全身大面积转移，2018 年回天无术。生命
里最后一个月，她还在基层区县馆藏单位的库
房考察古籍……”

彭德泉再也忍不住，泪水扑簌地流。

“他们抢救的是国家的文物！”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偏处广汉，很难为外界所
知晓。没场地、没资金，发展谈何容易。2012 年，他
们又遇到了“贵人”。

时任成都市博物馆馆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的王毅，是中国考古界、文博界响当当的人
物，一直为古籍的现状忧心忡忡。他一听到还有一
群老图书馆人为了抢救古籍而默默努力时，就专
程来到广汉一探究竟。看到设备奇缺、条件极差的
环境下仍然坚守在修复一线的工作人员时，他忍
不住动情。

针对修复中心的窘境，王毅建议以合作的方
式，把中心从广汉搬到成都，并安排了场地和启动
资金，保障了修复中心到成都落地并开展业务。

这样的支持，让王毅蒙受了责难。有人告状，
称此举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你王毅凭什么要支
持一个民营的修复中心？

上级找王毅和相关人等谈话，王毅一点都没
有回避，说：“我为什么不支持他们？我应该支持他
们，因为他们抢救的是国家的文物！我就要理直气
壮地支持他们。”

话说得极动感情。旁听的彭德泉当场就哭了，
几位老顾问也忍不住，杜伟生先生悄然起身……

杜伟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
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1 年，他执笔制订《古籍
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同年 3 月 26 日作为
国家标准发布。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
复 30 多年，熟悉中国古籍的各种装帧形式。

这么一位大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技艺
教授给修复中心的员工。在修复川南某市数百幅
碑刻拓片时，他承担了所有的关键技术环节指
导……

廖定一，四川蜀裱技艺非遗传承人，做过心脏

手术，药不离身，常常亲自到场指导一些濒危绢
画、名人书画的修复……

张志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在
修复中心极度困难、连纸都没有之时，他免费送
来了几十刀宣纸……

赵嘉福，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领
衔专家，身患两种癌症，坚持前来传授技艺……

“王毅从来不上我的门，如果有事就让我去
十二桥他的办公室。我想请他吃饭，他从来不
吃。国内众多文物专家、古籍文献专家、修复大
师、高浮雕传拓大师、文物鉴定专家、版本目录
学家纷纷来当顾问，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我在良
心上欠他们！”彭德泉说。

“这是我最适合的工作”

修复中心成立十年来，员工从彭德泉等 5
人，增加到目前近 40 人，薪水也从一开始的
300 元，涨到目前平均月收入 3000 多元。收入
寒微，员工们在意的，更多的是这份事业的延续
和心中那份热忱。

33 岁的小伙子施英涛至今没有成家。刚入
职时，每个员工有 9 个月的培训期，施英涛被发
现上班时间在用手机，他的班长说：“心不静，回
去算了。”彭德泉找施英涛谈，没想到施英涛一
下子跪下来，恳请留下来，原来他妈妈刚遇到了
车祸。

当时施英涛学徒工资每个月 1500 元，为了
给妈妈买药，他一天吃一顿饭，一周吃一回肉。
这让彭德泉非常难受，几次想劝施英涛改行，但
施英涛始终不愿意放弃：“这是我最适合的工
作。”

青年修复师杨世全来修复中心之前，是出
租车司机。9 个月培训下来，竟以满分通过上岗
考试！原来他记不住培训内容，就随身携带，时
刻诵读，竟然把整本教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

田勇，来到修复中心之前，是成都某集团副
总裁、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放弃了所有的优
厚待遇，只为对古籍的热爱。他从普通员工重新
开始，埋头苦学，一步一步成长为骨干。

鲁萌，曾是一位 20 出头的汽车销售经理，
收入很高。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也甘愿放弃了高
收入，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

彭德泉的儿子彭克，37 岁就担任成都市劳
动人民文化宫主任，也在 2018 年辞去公职，加
入了修复中心。

“古籍是你的命啊！”

彭德泉小心翼翼地托出一份黄色宣纸包裹
的古籍，这实在不能用书来形容，看上去已经和
一团揉过的面团差不多，纸张极其脆，只能用竹

刀轻轻揭起。彭德泉说，这是刚刚送来的，实在
让人痛心。

修复古籍通常需要 20 多道工序：核查登
记、配纸染纸、配线、配制浆糊、分解书籍、揭书
叶、除酸、补书叶、补书口、托书叶、喷水压平、折
叶、剪齐、锤平、齐栏、撴齐、压平、订纸捻、包书
角、裱书衣书签、装书皮、打书眼、订线、贴写书
签、质量检验、完善修复日志……

为了更加集中精力，这里定了规矩，修复古
籍时不得使用手机。外界喧嚣和工作间完全隔
绝，迈进门，时间仿佛凝固，只看见一双双穿越
时空的巧手。

让彭德泉最为骄傲的，是帮助安县图书馆
修复补齐了李调元所编《函海》。这套书也堪称
传奇，共 160 大册，四库全书没有收齐的典籍，
李调元一口气全部收齐编类。包括杨慎、苏东坡
等人的全集，甚至里面还记有当时川菜的配方
佐料，照章下锅有望能够恢复当时川菜的神韵！

安县图书馆内只藏有 159 册，本以为单独
一册永远散佚了。没想到修复中心名声大振之
后，各地的受损古籍纷纷涌来。在各个藏馆现状
调查中，雅安图书馆居然有那一册孤本的复制
本！彭德泉乐开了花，通过艰苦努力，全国唯一
一套全本《函海》，在四川汇齐。修复中心庄重地
以蜀锦重新制作了封面。

从 2008 年正式挂牌至今，修复中心已为国
内外 120 多个古籍馆藏单位及民间收藏家修复
善本古籍、拓片、字画、档案、红色文献等超过
15000 册(件)，整理古籍 17 万余册。

然而，彭德泉已经 74 岁。面对浩如烟海的
古籍，他在与时间赛跑。

2014 年的一天，彭德泉早上 6 点多起来，
烧开水煮饭，靠在饭桌旁的墙上就昏迷了。老伴
喊他不回答，伸手一拉人就倒了。到医院抢救，
是突发脑梗。

“秦一当时还在，到医院探望时，一说古籍
就把我喊醒了，我还给他们布置工作，他们走后
我又昏迷了三天，家里人都说我们喊不醒你，古
籍才喊得醒你！古籍是你的命啊。”彭德泉自嘲
说。

“古籍保护，匹夫有责”

修复室外，墙上开辟有一个小宣传栏。彭德
泉说，这是修复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阵地。

“什么是您的初心？”我问。
彭德泉想了想，告诉我两个故事。
“说初心，我还得先说揪心。某个馆藏机构

统计在册有 60 余万册古籍，十之六七有不同程
度破损。他们当时有修复团队 12 人。我们算了
一个账：每人每月最多修复 5 册，每月团队修复
60 册，全年无休最多修 720 册，十年 7200、一
百年 72000 ……要多少个百年才能修完啊！由
于传统观念限制，体制内的机构很难拿出来让
民营机构参与修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
烂掉、消失，想着就揪心啊！”

一方面是揪心，一方面是希望。2017 年，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前来参观，一名女教授在
现场背诵了薛涛的诗。薛涛的诗并不那么常见，
后来才知道，这位女教授是联合国儿基会的高
级官员，对中国文学史特别感兴趣。

还有一次，彭德泉接待一位委内瑞拉官
员，教他制作孔子像拓片。这位官员突然说，希
望也拓一下庄子像、老子像、墨子像。

“我很高兴，说你对中国传统历史人物还懂
得不少啊。没想到他说，老子的《道德经》在委内
瑞拉家喻户晓。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激动，也
特别自豪。我们传统文化在世界上越来越有魅
力，魅力的载体之一就是中华古籍。我们无论
如何，也要让古籍重新活过来。要让越来越多
的人参与到古籍保护的行列中来，而不要看什
么国营民营。”彭德泉说，“我是共产党员，古籍
保护，匹夫有责！”

彭德泉对修复中心有三个心愿，第一希望
能够有更开阔的场地，用更好、更科学的设备；
第二希望发展到 50 个人以上的修复队伍，能抢
救更多的东西；第三希望能把员工工资涨到每
个月平均 6000 到 8000。除此之外，他希望能尽
快看到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某个馆藏机构统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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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不修好，怎么对得起

先人，又怎么对得起后代？

“

欧潭生

2020 年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福州召
开。巧的是，两千两百多年前闽越王无诸建的冶
都，考古证实在福州新店古城。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不朽的历史著
作《史记》。其中对僻处东南的闽越国历史记载颇
详，是研究福建地方史的开山之作，也是福建秦汉
考古的重要参考书。

《史记》列传第五十四卷为《东越列传》。为什
么司马迁把闽越国历史命名为《东越列传》，这就
要回顾闽越国后期东越王馀善的所作所为。元鼎
六年（公元前 111 年）馀善发兵拒汉道，“号将军驺
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陵、梅岭，杀汉三校
尉”，震动朝野。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冬，汉武
帝派四路大军剿灭馀善，尽徙其民于江淮间。这场
战争十分惨烈。当年，距司马迁正式做太史令只三
年，司马迁 41 岁风华正茂，又是在职的太史令，可
以调阅各种档案文书。征战闽越的战争给司马迁
印象深刻，他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犹如前线指挥
官那样，把这场战争描述得特别详细。战争的主要
对象是东越王馀善，因此，司马迁把这段历史编为

《东越列传》而不是《闽越列传》。

《史记·东越列传》开篇依然是“闽越王无诸及
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
以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闽越王无诸修建的战国冶城叠压着一座楚
墓，说明来自浙江越国的无诸不仅战胜了福建先
秦闽族土著，而且还打败了闽侯庄边山楚贵族，建

立闽越国，自封为闽越王。司马迁有一段记载特别
有意思：“（无诸、摇）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
主命弗王（即不同意无诸称王）。（无诸、摇）以故不
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后来无诸
帮助刘邦打败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
“复立”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州新店古城）。

1996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作为考古领
队，主持发掘了福州新店古城(发掘报告发表在

《考古》2001 年第 3 期)，发现东、西、北均有城墙，
西城墙外城经省地矿局物探大队钻探，长达 1030
米。在西城墙北端发现了战国、汉初、唐宋三期城
墙叠压。

经过三个年头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发现南
城墙。现在看来，汉初东冶港是个开放型港口，南
边由水军把守，与对岸浮苍山（今福州七中）高台
地成掎角之势，控扼东冶港。只有《史记》称闽越国
“都东冶”，《汉书》已改称“冶”，东汉以后设“冶
县”。因此《后汉书·郑弘传》所说：“旧交趾七郡，贡
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这句话中的“东冶”

只能是汉初闽越国东冶港。

在西城墙中段，我们还发现了一座战国晚期
炼铁炉，出土的炉座烧裂为三段，还出土有铁渣、

陶范等文物，验证了闽越国国都称“冶”，是因为春
秋晚期冶铁铸剑大师欧冶子在欧冶池开创了中国
铁兵器时代。福州东冶港输出的铁器曾经东渡日
本，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冶铁冶铸业作出贡献。

汉初闽越国由于连年参加反秦战争和楚汉之
争，国力不强，人口不多。闽越王无诸与汉中央保
持一致，与民休息。闽越王无诸战国晚期自封为
王，到汉高祖刘邦“复立”他为闽越王，估计他俩年
龄差不多，汉高祖当皇帝 12 年，闽越王无诸死亡
时间应该与汉高祖刘邦差不多。《史记·南越尉佗
列传》载“文帝元年赵佗称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
王”，“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
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可见，闽越王无诸死后，东
冶即福州新店古城只有“千人众’，曾被南越“役属
焉”。所以，汉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吴王濞造
反，闽越没有响应。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闽越国
实力增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汉武帝时期闽越王郢及其弟馀善，穷兵黩武，
“围东瓯”、“击南越”。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馀
善杀郢后，掌握了军事实权“筑六城以御汉军”，开
始修建武夷山汉城，到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
被汉武帝四路大军剿灭，武夷山汉城存世 25 年。

因此，武夷山汉城不应该叫“闽越王城”，充
其量是馀善的“东越王城”。

繇王丑在福州新店“冶都”，“奉闽越先祭
祀”为闽越国正统。馀善被封为东越王，在闽北
修筑了武夷山汉城（即东越王城），在福州屏山
一带修建宫殿和水军基地。馀善曾率“八千水
军”从海路到达广东揭阳，每船按 40 人计算，
200 艘战舰(楼船)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屏山菜
市场工地出土的“龙凤呈祥万岁”和“万岁未央”

瓦当，是东越王馀善大修宫殿“刻武帝玺自立”

的造反证据。瓦当行文“自左向右”，反映了汉初
闽越国晚期的书法特征。

无诸战国晚期自封为王不计在内，从闽越
王无诸被汉高祖“复立”为闽越王的公元前 202
年，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四路大
军剿灭东越，闽越国前后存世 92 年。后期 25 年
馀善当道，从对比表中可见福州新店古城与武
夷山汉城出土的陶瓮、陶釜、陶罐、水井、筒瓦、
板瓦、绳纹砖与菱形砖、匏壶、瓦当以及城墙、墓
葬等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的区别。

大家知道，汉武帝是死后谥号，东越王馀善
生前竟然“刻武帝玺自立”，即自封为东越武帝，

狂妄自大、自取灭亡。汉武帝派四路大军剿灭东
越王馀善。“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
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最后，司马迁作了中肯的评价，“太史公曰：
(闽)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
久也。……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闽越王无
诸是历史功臣，东越王馀善是历史罪人。馀善大
逆，被汉武帝“灭国迁众”，造成了福建历史空白
四百多年，直至“永嘉之乱”中原移民。

2002 年 3 月 2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黄展岳先生在北京永安南里寓所为黄荣春

《闽越源流考略》写序时对冶城之争作了总结：
闽越国的冶都（东冶）在今福州北郊新店镇

古城村，战国末闽越王无诸创建。汉初复立时亦
在此地。福州市区浮仓山、屏山、冶山和牛头山
一带发现的汉代建筑遗迹应是东越王馀善营建
的宫殿区。新店古城、浮仓山、屏山至牛头山一
带均属冶城范围。汉武帝令越繇王丑与东越王
馀善“并处”，应解释为并处东冶，非分处两地。

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越繇王丑、居股居新
店古城，东越王馀善居新开拓的宫殿区。馀善败
亡后，宫殿区被汉兵焚毁。

崇安（武夷山）城村汉城营建于馀善为王之
后，毁于元封元年，存世 25 年。城村汉城位于闽
北六城址的中间地带，馀善为拒汉的需要，把城
村汉城作为军事指挥中心；为了自立为帝，把城
村汉城作为战时的王城或临时王都。馀善败走
徙处东冶时，城村汉城及闽北诸拒汉城堡均被
汉兵焚毁。

史记中的闽越国
考考古古

左图：彭德泉在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工作场景。桌上摆着一套明代医书，他正在着手修复这数百本医书，并整理为当代文字。 右图：这是某单位
送来紧急修复的古籍，纸张已经严重发脆，用竹片轻轻挑起都会断裂。需要采用传统工艺软化修复。 摄影：本报记者谢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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