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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1日，以“艺术创新
与城市创新”为主题的2021成都双
年展学术交流会在成都市天府美术
馆隆重举办。

双年展总策划、中国美协主席、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在发言中特别
提到，在“今天全球新冠疫情阴霾未
散，人类社会仍然面临巨大挑战的
前提下，成都双年展于两座新建的
美术馆中与公众见面，这是我们中
国抗疫取得战略性成果的重要体
现，更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全
球未有之盛会。”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时范迪安表示，他希望双年
展能给大众带来两方面的收获：“一
个是审美的收获，让人们打开视野，
看到当今艺术创作的活力，从艺术
中感受创新的价值；二是达到美育
的功能，给大众提供一些关于艺术
的新视野、新知识，以及艺术对于新
技术、新材料等方面的开拓利用，这

也是很重要的。”
如今看来，他的希望没有落空

——成都以前所未见的热情拥抱了
这届双年展，从头到尾，持续不断。

本届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吕澎全程参与和见证了成都市美术
馆新馆的落成与 2021 成都双年展
的策划过程，并在展览持续期间，不
定期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当日参观
人数。

这个数字从未低于5000人。今
年6月3日端午节当天，成都双年展
现场更是迎来了高达 9576 人的观
展人流，空前火爆。今年3 月底，成
都双年展参观人数突破50万；5月
中旬，突破 70 万，7 月 3 日突破 100
万……

另外，对于少数没有预约直接
来到现场的观众，尤其是老年人，美
术馆也不会将他们拒之门外，而是
另有现场登记的渠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接下来的故事，看过直播的
观众都知道了。许多网友“借题发
挥”地感慨道：“86年出土的青铜
器都脱单了，然而屏幕前的你还
是孤身一人……”

但事实上，男男女女“脱单”
之后的日子，才是生活的真正考
验。在直播镜头前华丽“脱单”、惊
艳世人的这一重要文物，也才刚
踏上一条艰难漫长的修复之路。

余健隔着透明薄膜，指着最
底下那件大罍上的锈蚀，“这在三

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都属于很
少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类型。有些
部位已经粉化了，很不稳定，可能
你稍微用力一刮，器物最外层的
金属就随着这个粉掉了。”

对于这些有锈蚀的青铜器，
文保修复专家们目前主要采取表
面封护加固的方式，隔绝空气里
的水分。“现在你看这个青铜罍
上，有些表面的灰白色锈蚀已经
慢慢变成了浅黄绿色的锈蚀了。
只要保证它不处在潮湿的环境

下，那么它的锈蚀基本上对器物
的影响是很小的，跟有害锈蚀是
不一样的。”余健说。

这让人不禁感到：这些3000
多年前曾经承载着古蜀人对祖先
与上天虔诚敬意的祭祀重器们，
在某种意义上似乎真有生命一
般，并且正在专家们的精心保护
和修复之下，慢慢恢复着往日的
灵气与活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实习生 吴依璠

修复

观众观展（李光鑫摄）

徐冰《背后的故事：泼彩夏山》（背面） 美术馆外景

难忘的记忆
7月3日上午11时16

分，当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士
走进成都双年展展厅的大
门，现场响起一阵热烈掌声
——她成为了2021成都双
年展的第100万名观众。再
过几天（7月15日），成都双
年展就将结束，持续了8个
多月的超长展期，这场被上
百万人观看的超级大展，在
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曾经迎
来过哪些高光时刻，又留下
过哪些难忘的记忆？让我们
在结束之前，再来感受一下
成都双年展的魅力。

2021年11月6日，由成都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成都市美
术馆主办的“超融体——2021年
成都双年展”正式开展。

本届双年展由8个主题展板
块、1 个国际美术馆馆长峰会和
10 个平行展板块组成，共邀请
275 位艺术家参与，覆盖全球 35
个国家与地区。安尼施·卡普尔、
托尼·克拉格等具有强大国际影
响力的海外艺术家，以及张晓刚、
周春芽、徐冰、曾梵志等国内著名
艺术家的作品齐聚成都。

走进当代艺术馆内，卡斯滕·
霍勒的灯光装置《十进制时钟（鲑
鱼红和诺维亚金）》如奇幻的太
阳，静静地散发金色和红色的柔
光，这也是2021成都双年展现场
最具视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这盏“时间之灯”照耀下，
少数作品的布展与展览前期有所
不同——梁绍基的蚕丝装置《寂
然而动》取代了韩国艺术家徐道
获的装置《枢纽》；安尼施·卡普尔
的两件镜面装置也已被另外的作
品取代——同样是运用了镜面元
素的《色彩与光》，艺术家的名字
令人难忘：米开朗基罗。

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由于 2021 成都双年展原计划于
今年 4 月结束，后延期至 7 月 15
日，部分名家作品在此前预计的
展期结束后，已经另有展出安排，
故有此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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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的库房位于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内的工作区。“自从上个月的央视直播后，游客人数翻了一番。”三星堆博物馆文物
保管部部长余健说，“平时每天都有三四千人，（直播）之后涨到每天七八千人，周末更是接近上万人。”

6月14日-16日，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新发掘成果的最后一轮直播圆满完成，最后一天更是掀起了一个小高潮：8号坑新出
土的顶尊蛇身神人像与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实现了3000多年后的再度合体，并重新被命名为“鸟足
曲身顶尊神像”。这也是自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发掘之后，时隔36年后的首次器物拼合。

当亲眼见到这件神奇的器物时，它正静静躺在库房内的一辆活动平板小车上，又暂时恢复到了之前的“分离”状态——只有人像
和鸟脚躺在一起，而神人手底撑住的那件罍，则被透明薄膜包裹起来另置一处，等待继续修复。

直播镜头中的千年重逢只是惊鸿一瞥，要日后“长相厮守”，还需文物保护修复专家们进一步做工作。

那“惊鸿一瞥”的缘起，如今
回想起来，依然令余健激动不已。

他说，那次拼合不是直播前
就预演好的，而是“灵光乍现”，也
可以说是一场令人惊喜的“突发
事件”。

“直播之后，确实是有不少人
来问，同行、领导都有，甚至有的
说是不是一个月前就已经找到
了？”余健说，“真的不是，没有那
么夸张。”

为期三天的直播里，聚焦的
是7号坑和8号坑内新出土的器
物，内容既有现场的提取，也有专
家的解读，也包括余健和他的同
事们进行的一些初步清理工作的
展示。

6 月 15 日，直播进行到第二
天，当时还被暂称为“顶尊倒立神
人像”的重要文物已华丽出坑
——早在坑里时，它就断成两截，
一截是人像的上半身和他头顶细
长的觚形尊，另一截便是那双手
和手撑住的罍。

“我们从一开始就想把这两
件器物，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躺
着也好、竖起来也好，想让它在直
播中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组合。”
余健说，“但是后面提取上来才发
现：它很重，尤其是觚形尊里面填
满了泥土，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部
清理干净，那么可能就没办法进
行立式的固定——过重的顶尊，
下面人像承受不住。”

顶觚人像是当天直播的重要
“角色”。直播之前，余健和他的师
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
中心馆员郭建波又仔细观察了一
番这件器物。“当时最主要是想看
下面那个罍，因为它整体锈蚀得
非常严重，这种情况在整个三星
堆出土的青铜器里面都是很少见
的。所以开始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是，这些锈蚀状况是怎么产生的，
如何去做一些简单的无损分析，
看看后续怎么修复等等。”

他们一边聊着，一边反复端
详着这尊没有下半身、凸目獠牙
的奇特人像。“这时郭建波就提出
来说：博物馆里面有没有哪一件
（器物）是没有上半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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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健在他的脑海中开启了
“检索模式”，一个念头闪电般在
他心里亮起。

这件没有上半身的鸟脚人像
在三星堆博物馆并非“无名之
辈”——占据了一个独立展柜。郭
建波也第一时间想到了它。

据余健介绍，三星堆博物馆
目前馆藏文物1100件，在展厅展
出的有489件，除去陶器、金器和
玉器等，青铜器约占40%，也就不
到200件，不算少，但也远没有到

“大海捞针”的程度。更何况，自从

2004年来到博物馆后，他最初的
工作就是整理馆藏文物的图片资
料等，18年来的积累，用“了如指
掌”来形容他对馆藏文物的熟悉
程度，毫不夸张。

念头一经闪现，他和郭建波
都激动了起来。因为直播的管理
要求，不能第一时间去馆里看实
物，他们就用手机搜出鸟脚图片，
对比着看。

“首先我们对照的就是鸟脚
腿部的纹饰，以及半裙上的花纹，
虽然手机照片不够清晰，但是可

以确定，跟那个顶尊神人身上穿
的褂子的纹饰，是有一定联系
的。”余健说，“最明显的一点，就
是那个人像身上有那种线条柔和
的菱形（靠近肩膀处），有点儿像
是眼形器，这个图案在鸟脚人像
的腿部也有，是一样的。”

第二，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
这件人身鸟脚的末端，是鸟儿弯
曲尖细的尾羽造型，这意味着这
个部位不足以作为“双腿”的支
撑，那么只能通过这种倒立的形
式，才能够将其完整展示。

念头

越想越靠谱，也越想越激动，
“当时所有在闭环里的考古人员
都过来看图片，大家都非常兴
奋。”余健回忆，“然后央视的工作
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决
定把这个拼合作为第三天也就是
收尾的高潮和亮点。”

各种沟通和请示开始登场，
一通又一通电话从不同人的手机
上打出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唐飞得知此事后表示：这
是个大事情，要立刻去求证！

求证意味着要做真正的器物
拼合。6月15日下午3点44分，余
健将此事报告给三星堆博物馆副
馆长朱亚蓉，经她同意之后，博物
馆展厅工作人员便将这件鸟脚的

实物从展柜中取出来，随即送往
文物修复馆（注：直播期间三星堆
闭馆，馆内无观众）。

下午 4 点过，这个历史性场
景诞生的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
围到了工作台边，翘首以待。

余健感到自己的手都微微有
些颤抖了。当他将空心圆柱状的
鸟脚人像腰部轻轻靠近弯曲的蛇
身人像时，心里的石头便落了地。

“我们做拼对，首先就是看断裂处
的茬口，而这两件器物的茬口几
乎达到90%以上的吻合度，360度
都能对应起来。”

此外，除了他之前提到的纹
饰图案的呼应之外，两件器物当
初范铸的时候，是有对接的范线

的。“这件器物整个的范线是分为
两部分——正身部位和背部部
位，而这两部分的范线也都是可
以拼接在一起的，那么很明显：这
是一个模子里面开出来的。”余健
说，“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茬口、纹
饰和范线这三个渠道，基本确定
了这是同一件器物。”

也有专家提出疑问：鸟脚人
踩着的那只鸟，按理说鸟尾不应
该朝天，因为鸟飞翔的时候，不可
能头朝下飞。但很快大家也都“想
开了”——古蜀人眼中的“常理”
和现代人眼中的“常理”，当然可
以大不同，毕竟，他们早已用一件
又一件脑洞大开的器物震撼了我
们多次，再来一次也毫不意外。

拼合

下一步就是向省文物局汇报
这一新发现，确认是否可以在第
二天的直播中公布。而在这些流
程进行的同时，那张初步拼合图
已经在直播工作群和相关专家之
间迅速传开。

“当天晚上，唐院为了这个事
情，专门把我们所有的考古人员、
文保修复人员都聚在一起开会。
最后大家都觉得，既然这张照片
都已经出来了，而且也都有确凿

依据，可以让广大观众们对三星
堆新一轮的发掘有更深入了解、
更深刻印象，那就干脆大大方方、
认认真真宣传一下。”余健说。

开完会，他和三星堆博物馆
资深文物修复师郭汉中、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鲁海
子一起，花了将近2个小时，为这
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拍摄了高清

“定妆照”。
黑色绒布背景下的顶尊神像

看似站姿，神采奕奕，人像原本弓
身向上的姿态，因为有了轻盈鸟
尾加持，更显奇幻灵动，用余健的
话来形容就是“毫无违和感，又奇
特又漂亮。古蜀人对这些器物的
造型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其实，这些物件都是“躺着”
的，由鲁海子爬到高梯上俯拍而
成。如前所述，装满泥土的觚形尊
和人像太重，罍上断开的手腕显
然无法支撑。

“定妆”

鸟足曲身顶尊
神像（摄影：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文
保中心 鲁海子）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

一对母女在湖边眺望天府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