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古人智慧
中国印刷博物馆共有“印出

东方———印刷术的根在中国”“印

行天下———印刷术与文明互鉴”

“印机宝藏———中外印刷机械设

备展”3个常设展览。“印出东方”

展介绍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起

源、发展和传播过程。

文字和造纸术是印刷术产生

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考古研究表

明，距今 4500 年左右是中国文字

由萌芽走向成形的时期。东汉蔡

伦发明工艺完整的造纸术，用植

物纤维制造的纸张成为文字的极

佳载体。馆中展示了书画家启功

捐赠的一件唐人写经残卷，泛黄

的宣纸上书写着优美而工整的文

字，历经千年依然清晰，体现了唐

代精良的造纸技术和书法造诣。

“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是传统

文化瑰宝，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雕版印刷术起源于

隋唐之际，至宋代达到鼎盛，雕版

印刷的书籍版式、字体、用纸、用

墨和装帧形式等都有了较大发

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书籍审美

文化。北宋刻本《通典》、南宋嘉定

刻本《西汉会要》、元代杭州刻本

《宣和博古图录》、明清刻本诗集

和文集……一本本珍贵古籍反映

了宋代以来雕版印刷业的发展。

其中，最具价值的是宋刻本《春秋

经传》。

宋版书刻印精良、纸墨上乘

且存世稀少，素有“一页宋版一两

金”之说。中国印刷博物馆所藏南

宋晚期杭州精刻本《春秋经传》为

海内孤本，是国宝级儒学典籍善

本，弥足珍贵。

这本《春秋经传》开本宏大、

版面疏朗，天头地脚宽阔。每半页

8 行，每行 17 字，字大如钱，与

今天的初号字大小相似。板框

左右双线，版心同向双鱼尾，白

口，底部有刘文、詹周等 14 个刻

工的名字。字体为楷体，雕刻刀

法严谨，不失文字之美。如果不

是每页版心底部有刻工的名字，

几乎无法分辨是不同刻工的作

品，体现了宋代登峰造极的雕版

印刷技艺。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古

代印刷史上的另一座里程碑。据

《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毕昇发明

了泥活字印刷术。展柜中，一个长

方形盒子里装着一组形如印章的

小方块，这是仿照毕昇工艺复制

的胶泥活字。胶泥活字是最早出

现的活字，到了明清时期，活字材

质更为多样，木、铜、泥、锡、铅等

多种并用。

元代王祯发明的转轮排字盘

大幅提高了活字印刷的工作效

率。展厅里再现了转轮排字盘的

使用场景：宽大的圆形转盘上，整

齐排列着密密麻麻的木活字，旁

边的工人在转动木盘，寻找需要

使用的活字。转轮排字盘是世界

上最早的排字机械设备，将木活

字按韵和型号排列在木制转盘

上。通过转动木盘，工人坐着就可

以取出所需的字，大大降低了劳

动强度。

讲述发展故事
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传

到西方，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

影响。近代西方工业化的印刷术

又传到中国，推动中国印刷业发

展。

清末美华书馆出版的《地理

问答》，又新印刷所印制的 1920

年版《共产党宣言》，1934 年胶版

印刷的彩色月刊《美术生活》创刊

号……在“印行天下”展厅，一件

件展品反映了西方近代印刷术传

入中国后的影响以及中国民族印

刷业的兴起。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

书局等成为民族印刷企业的杰出

代表。展厅中央摆放着一台 1929

年制造的手扳式印刷机，乌黑的

铁制机身朴实低调，但其上镶嵌

的“国难后修整”铜铭牌彰显了它

的特殊———它是 1932 年“一·二

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从废墟中

清理出来的，见证了民族印刷企

业在战火中的涅槃重生。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革命

根据地印刷厂的建立拉开了红色

印刷业发展的序幕。一台小巧轻

便的木制印刷机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它仅有小手提箱大小，重量才

30 多公斤，拆卸装配都很方便，

一头骡子就可以拉走。它是抗战

期间为游击办报的需要而制造

的，被称为“马背上的印刷机”。展

厅里还展示了革命根据地印刷出

版的报刊和书籍，这些红色文物

讲述着老一辈印刷人在民族危亡

关头艰苦奋斗、不懈抗争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印刷企

业和红色印刷工厂共同组成新兴

的中国印刷工业，成为新中国工

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推动汉字印刷技术发展，

1974 年 8 月，国家重点科技攻关

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简称“748”工程)启动。北京大学

教授王选作为“748”工程的技术

总负责人，主持研发了汉字激光

照排系统，将汉字通过点阵和计

算的方法进行压缩，让计算机可

以识别汉字，解决了汉字信息处

理与印刷出版结合的难题。从此，

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进入

“光与电”的时代。

“748”工程开展的请示报告、

王选的研究手稿、激光照排系统

样机、使用原理性样机成功排出

的首部样书……它们见证了汉字

激光照排系统的诞生历程。馆中还

展出了 1987年 5月 22日的《经济

日报》，这是激光照排技术首次应

用于中国报业的实例。在它旁边陈

列着《经济日报》使用的最后一块

铅版，二者无声地诉说着中国印

刷业从铅火到光电的蜕变。

体验印刷文化
走进“印机宝藏”展厅，各式

各样的印刷机械设备令人大开眼

界。铅字铸排机、手动照排机、

1892 年奥地利生产的石版印刷

机、世界现存唯一一台由美国米

力公司 1926 年制造的双全张双

色胶印机……这些机器中年代最

早的是 1865 年，最晚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涵盖了印前、印刷

和印后加工全流程所需的设备。

研墨、刷墨、拓印、起纸，一幅

幅精美的生肖图或节气图呈现在

纸上;用木槌、水盆、纸帘、刮水板

等工具，按照《天工开物》记载的

造纸流程图亲手制造一张纸……

在博物馆一楼的互动体验区，有

趣的互动体验项目让青少年感受

到传统印刷文化的魅力。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

国印刷博物馆依托馆藏文物资

源，做好展览展示和宣传教育，

推出“中华印刷之光专题展”

“版化万象———馆藏木版年画

展”等原创巡展，举办建党百年

印刷出版专题展、改革开放 40

周年印刷成就展等专题展，为社

会大众提供红色主题参观、党史

学习课等服务，并开发了多种传

统文化体验活动。观众在博物馆

可以体验古法造纸制扇、十二生

肖雕版印刷、古诗词活字印刷、

彩色套印年画、线装书装帧等，

制作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礼品

带回家。此外，中国印刷博物馆

还开展“我在博物馆的一天”“印

博进校园、课程进课堂”和送展

进社区等活动，以多种形式让印

刷文化飞入百姓家、植根中小学

生心里。

（黄敬惟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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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看北京，宋元

中国看泉州”。福建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给

世人展示了一个浩瀚的历史

和博物的世界。走进开元寺，

一脚踏入唐宋，雕梁画栋流淌

着悠远的历史文脉；步入府文

庙，传扬海滨邹鲁，红砖白石诉

说着古城的人杰地灵……

如今，泉州申遗成功已一

年多，伴随着当地“世遗典范

城”建设的步伐，在常规的文旅

活动之外，一种新的“走读”方

式在这座千年古城兴起：“走读

泉州古城”旅游体验师探秘计

划、“走读泉州古城”达人体验

团与大众体验团、“走读泉州·

探密世遗”……有别于蜻蜓点

水式的个人游览，“走读泉州”

由古城讲解员等文化志愿者

带领人们走进城市的前世今

生，让人们感受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的同时，边走、边读、边

思考，去探寻古城之美。

“金鱼巷在宋代时被称作

谢衙，因福建转运使谢仲规曾

在这里建宅。谢仲规是宋皇祐

元年进士，官至三品。他的后代

也都是高官，佩戴金鱼袋，所以

谢衙就被称作‘金鱼巷’。”泉州

金鱼巷口，“古城讲解员”张宏

正为“走读泉州·探密世遗”的

学员们讲解古巷历史。大家细

细品味金鱼巷独特的传统元

素，映入眼帘的红砖厝、燕尾

脊、红灯笼彰显出历史的厚重。

这条古街巷是泉州首个古城背

街小巷“微改造”示范项目，不

到 300 米的巷子里，人们既能

直观感受闽南传统建筑魅力，

又能体会涌动着的文化生命

力，还能品尝土笋冻、沙茶面、

菜头酸等泉州美食。“金鱼巷是

座体现泉州文化精粹的‘大观

园’，也是泉州古城保护‘见人、

见物、见生活’模式实践的缩

影。”张宏说。

像张宏这样的文化志愿者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新讲古

人”。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带着

市民、游客，穿梭在市区西街的

老宅旧巷，用脚步丈量古城，品

读泉州别样的历史文化韵味。

张宏所学专业和从事的工作与

文化旅游无关，之所以担任古

城讲解员，源于对古城的热爱。

“泉州的美是站在历史的肩膀

和文化的积淀上的。”张宏说，

每次路过老巷古厝，看到很多

年轻人打卡，他都很开心。更

让张宏高兴的是，报名古城讲

解员培训的年轻人、中小学生

越来越多。如今，300 多名古城

讲解员成为传播泉州文化的重

要力量。

指尖缠绕数十根线，在巧

手拨弄下，线另一头的“小猴

子”憨态可掬的模样，把来自意

大利的留学生孔若水逗乐了，

他迫不及待上台，在省级非遗

泉州提线木偶传承人林文荣

的悉心指导下，成功让“小猴

子”骑起了自行车……日前，在

泉州通政巷苏廷玉故居，“走读

泉州古城”旅游体验师探秘计

划开营，南音、木偶戏、金苍绣、

刣狮等泉州非遗表演精彩纷

呈，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达人、

金牌导游纷纷参与互动体验。

走读活动中，这些旅游达

人组成“最强打卡团”，通过旅

游微综艺、图文攻略、短视频、

图文直播等多元传播方式，传

递“泉州古城美好生活”。国家

高级导游霍金龙说，在泉州，一

千多年前留下来的许多历史文

物，至今仍保存完整，还有很多

民俗传承至今。“相信有这样持

续不断的生命力，泉州古城一

定会被更多人所喜爱。”

在“走读者”的文图、视频

中，人们看到了泉州安平桥、六

胜塔的壮阔景观，从对古树、古

井、庙宇、祠堂的描绘里，可以

感受到现代的烟火气。通过“走

读者”的多元传播，人们更真切

地感受到泉州的文化包容力与

历史融合度。

“走读泉州，就是要向海内

外呈现泉州的世遗之美、烟火

之美、生活之美。”近日，“走读

泉州”主题融媒体报道活动首

站走进石狮永宁古镇。泉州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陈辉宗希望，透过景的描述、

物的表达、情的抒发，充分挖掘

并生动阐释蕴藏其中的城市智

慧、精神内涵，让更多人了解泉

州、走进泉州、爱上泉州。

（高建进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印刷博物馆： 从书籍报刊到纸钞票据，印刷与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坐落于北京市大

兴区的中国印刷博物馆，展陈面积 5500 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

专业博物馆。在这里，观众可以了解印刷术的发展史，看到各种印刷工艺的成

果，感受印刷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