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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也是裁缝”

任相福是中冶建工集团钢构公司冷
作工高级技师，是大家公认的技术能手，
被同行尊称为任大师。

事实上，他也的确是大师。他在
2013年11月创立的任相福冷作工技能
大师工作室，2015年9月晋升为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

从一名普通的冷作工（铆工）工作至
今，任相福先后担任班长、工长职务。从
1987年至今，他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探索
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钢结构制作安装
经验，特别是对各种变形的控制和矫正
技术相当熟悉。

“3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普通农民
工。1987年，我以农民工身份进入十八
冶（中冶建工前身），成为一名普通冷作
工。我当时刚刚职高毕业，学的是果树
栽培技术，从没接触过冷作工这个职
业。”任相福告诉记者，跟着学了半年，师
傅就把矿槽安装任务交给了他。几十年
来，他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步步走到
冷作工行业金字塔塔尖。

“做衣服的裁缝你们知道吧，其实我
们也是裁缝。虽然裁剪的东西不同，但
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能浪费。”任相福告
诉记者，他也是裁缝，只不过裁剪的是钢
铁而已。

生硬、冰冷的钢铁也能裁剪？作为
一个钢铁裁缝，任相福对整个裁剪流程
熟记于心：拿到图纸、识别图纸、下料、组
装，一件作品完成。“下料跟做衣服一样，
不能浪费。边角料也要好好利用。如果
裁剪不合理，就浪费了，可惜了料。”任相
福说。

虽然年已52岁，任相福依旧会利用
晚饭后的时间继续学习。“社会变化太
快，必须让自己及时充电，提升综合技
能，计算机绘图理论和软件都是慢慢摸
索的。”任相福说，起初他对电脑知识一
窍不通，如今在同年龄段现场施工人员
中，他是最熟悉电脑技能的，为项目顺利
施工解决了不少难题。

半年时间
把重庆国际
马戏城从纸
端变为现实

从农民工到
高级技师

一 块 整
齐柔软的布，
裁缝师按照
设计图精心
裁剪，做成漂
亮 的 衣 裳
——全国技术
能手任相福，
被誉为钢铁裁
缝。他说，自
己也是裁缝，
只不过原材料
是钢铁。

任相福如
何把冰冷、生
硬的钢材变为
庞 大 建 筑 ？
上月 28 日，
记者进行了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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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国家和重庆
市表彰的优秀高技能专家名字命名，
通过专家团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
题，通过传帮带培养高技能人才。工
作室分3个层次，包括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市级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哪些领域可开设工作室？重庆
市人力社保局介绍，工作室设在全
市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
性新兴服务业、特色农业等相关领
域。需满足以下条件：拥有符合条
件的高技能专家；重视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
选拔、使用和激励制度较为完善；能
够提供必要资金、场地和设备支持，
维持工作室正常运行。高技能专家
须满足：年龄一般在 55 岁及以下，
身体健康；为人正派，学风严谨，爱
岗敬业，遵纪守法；每年在工作室工
作6个月以上；领衔一个3—15人专
家团队。

工作室享有政策补贴。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市级一次性补
助 15 万元，所在单位按不少于 15
万元配套。市级首席技能大师工
作室，市级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所
在单位按不少于 10 万元配套。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市级一次性补
助 5 万元，所在单位按不少于 5 万
元配套。对工作室升级的，按照差
额予以一次性补助。工作室考核
评估获优秀奖，给予 3 万元一次性
奖励。考核评估不合格的，予以限
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予以降级
或取消称号。

工匠精神不能丢

据了解，任相福冷作工技能大师工作室依托中冶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工作室主要包括办公室、多媒体教室、实训基地、生产车间4个
场所，承担科技研发、技能培训、师徒进修和学生下厂实习等任务。”
中冶建工集团钢构公司相关负责人李莹珠介绍，作为钢铁裁缝，与钢
铁打交道，作业难度大。一方面，企业对人才要求较高，对人才有较
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一些人才又不愿来。“技能大师工作室平台，给
企业技能人才施展技能的平台，同时给予荣誉，对人才的带动和吸引
有着重要作用。”

任相福在一线工作30多年，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企业
都是机械化作业。不过，在他看来，再高级机器都需要人操作，无论
科技如何进步，工匠精神也不能丢。“每个钢材构件都不一样，长短、
高低、深度等，只有靠人工巧匠才能实现。”任相福说。

看设计图个多月摸出门道

据了解，凭借肯学肯钻的干劲和勇于革新的激情，任相福在20
多项重点工程攻克了种种技术难题。30多年沉淀的一线工作经验
和高超技艺，使他成为一位专家型技术人才。

这些重点工程中，有大家熟知的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牛角沱车
站工程、重庆国际马戏城等项目。“3号线牛角沱站，工程钢结构总量
只有200吨，14个幕墙板块，幕墙3000平方米。虽然只是个小型工
程，但是有4个板块位于正在运营的轨道交通2号线上方，4个板块
距交通繁忙的渝澳大桥边缘只有不到1米距离，施工时无法使用吊
车吊装。”任相福说，最终，他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反复磋商，制作了
一台土拔杆用于构件吊装，克服了无法机械化施工的难题。“只在晚
上施工，晚上10点半到凌晨6点，不影响交通。”

据介绍，重庆国际马戏城是继上海、广州之后，我国第三个开工
建设的高规格杂技表演场地，位于南岸区南滨路弹子石，采用双层壳
体结构，外形酷似一枚卧着的鸡蛋。正因其鲜见的造型，被称为难度
最大、最为复杂的异形建筑。任相福和他的团队，仅用半年时间就克
服了这一难题，将重庆国际马戏城从纸端变为现实。

据了解，修建圆弧形外墙钢结构建筑，本就是在挑战建造难度。
由两个圆弧组成的重庆国际马戏城，每根龙骨都得在拥有不同弯度
的同时，呈现不同扭度，建筑外形为复杂空间异形钢结构，整体造型
更为奇特。“马戏城是一个钢结构建筑。所谓异形，就是说没有一根
龙骨是横平竖直的，全部是异形，没有统一标准。”任相福说，马戏城
项目对钢筋弧度要求高，自己在这行干了多年，换作普通施工图看两
三遍就能弄懂，但国际马戏城设计图，足足看了个多月才摸出门道。
为了加工这样的特殊结构，任相福和他的团队利用两台千吨级液压
顶，量身设计了两台顶弯装置和整体空间拼装胎架。这两项装置，都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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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相福（右一）团队2015年晋升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任相福（左）在工作中◀任相福（右一）指导工友

“每次修复
文物都是和
千年前祖先
的一场对话”

从学徒工到
资深技师

32年前，在陕西省西安市做学徒工的蔡远富还不到20
岁，平时睡在一个堆满陪葬品的库房角落。“晚上一个人，看
着窗外灯影摇晃，只有用被子闷着头睡，期待天明。”如今已

是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所修复陶器的资深技师蔡远富，回忆起
刚入行的岁月，仍然露出小女生一样的表情。

蔡远富经手和修复的陶器近万件，她说：“修复好一件陶器是一种
享受，每次修复文物都是和千年前祖先的一场对话。”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实习生 安兰/文 毕克勤/图

修复好的陶俑惟妙惟肖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
文物修复师这一神秘职业进入大家视
野。能将一把把锈迹斑斑的铜剑、支离
破碎的陶器、人物表情模糊的字画复原，
文物修复师究竟有什么名堂？

日前，记者来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究院。这栋建于1951年的建筑，给人一
种庄严和神秘感。

蔡远富所在的修复室位于研究院3
楼，打开紧锁的铁门，一股刺鼻气味冲进
鼻腔，让人不适。地上和桌上除了几件
尚在修复的陶器半成品，大多是写着编
码的一堆堆碎陶片。陈列架上摆满了修
复好的陶器和陶俑，显得拥挤。各种造
型的陶俑或微笑、或怒目、或思考、或游
戏，惟妙惟肖。

蔡远富介绍，这些陶罐、陶盆和
陶俑大多是新石器时期和汉代的，发
掘自三峡库区古遗址群或古墓葬，是
千年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和陪
葬用品。

这些陪葬品泥包括烧制的房屋、猪、
狗、牛羊以及各种盆盆罐罐，被文物修复
者称为明器。“古人生前享受到的，甚至
没享受到的，都会在他死后和他一起埋
到墓穴中。古人认为，到另外一个世界
过得应该更体面。”蔡远富说。

修复室内有个庞然大物，是出土于
忠县坪上遗址汉代墓葬的瓮和盆。前段
时间，在文化遗产研究院举行的职工技
能大赛上，蔡远富将修复好的陶瓮和陶
盆展示出来。她介绍，瓮和盆配合，用来
埋葬过世的人，称为瓮棺葬，是古代墓葬
形式之一。

修复室角落有一张床，蔡远富累了
就在上面休息。

“能睡得着吗？”记者好奇地问。
蔡远富笑了一笑，说：“有些修复师

休息的修复室里，还有古墓里发掘出来
的骸骨和头发。”

和男人一样干得不亦乐乎

怕，对于蔡远富来说曾经有过，那是刚入行时候。
蔡远富是重庆铜梁人，大伯曾是陕西省考古工作者。蔡远富18岁时，陕

西考古所招学徒，中学毕业的她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去了。
考古工作分工很多，比如勘探、现场发掘、绘图、修复、拓片

等。考虑到蔡远富是女生，师父最先教她绘图。“我做不了，绘图
对我来说很吃力。”蔡远富说，她就拿着锄头、边铲，一头栽进
考古工地。工地位于汉武帝的茂陵附近，发掘一位汉代杨
姓公主的墓地。她白天在荒无人烟考古工地上和师父面
朝黄土背朝天，晚上就睡在库房角落一张木床上。库房
里除了工具，全是发掘出来的陪葬品。“晚上一个人，看
着窗外灯影摇晃，那时候又没有什么通讯工具，心里
害怕，只有用被子闷着头睡，期待天明。”

1987年，蔡远富开始接触修陶，后来辗转成都
博物馆羊子山汉墓等地，1999年回到重庆，参与三
峡库区不少考古发掘，比如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
秦家院子遗址发掘等。

同事介绍，当时在三峡考古工地上风餐露宿，烂
泥堆里寻宝，蔡远富和男人一样干得不亦乐乎。

像做数学题一样修复古物

也就在1999年，蔡远富开始专职修
陶。她说，陶器埋藏在地下上千年，出土
后几乎都是泥浆夹杂的碎片，只是碎的
程度不同。修陶的第一步是洗陶，
清理陶器残片上的泥土和杂质，便
于运输、修复和研究。

记者采访蔡远富时，她正在负责
合川区一个商周时期遗址的洗陶任务。
洗陶方式很多，比如水洗，用薄刀片和竹签子
轻轻刮。由于早期陶器火候不够，加上百姓使
用的陶器都比较普通，如果洗陶没有经验，很多
陶片一洗就成了一汤泥水。所以，根据陶片出土
地点和材质等，确定用什么方式洗陶、洗陶力度
及手法，都是一个技巧活。

洗陶的好坏，直接影响对陶器的修复。蔡远
富介绍，古墓葬里的陶器比较容易处理，因为古墓葬范
围比较小，碎陶片都是一堆堆的。如果在一个较大空间出
土的陶片，就会散得比较开，容易和其他器物的陶片混合。

对于修复过的陶器数量，蔡远富早已记不得了。她
介绍，在丰都高家镇出土的陶器，她就修复了近千件。

因为见得太多，她还练就了一个本事——从地里
出土的大部分碎陶片，看一眼就大致知道器型；从陶片
花纹、沿口、厚薄还有陶片上的色差，都可以获取信息。

蔡远富办公桌上有上百件陶纹图饰，是她从这些
年修复过的不同陶器上拓下来的。她说，小型普通陶
罐一天能修复几个，复杂大型陶器没有定数，所以，修复

桌上经常摆了四五个陶器残片同时修复。
“这个卡壳了，我就换一个思维，去修复另外一个。”蔡远

富说，就像做数学题一样，遇到难题先跳过，然后从解决其他
问题的过程中找灵感。

修陶器需要细心，更要耐得住性子。蔡远富说，像搭
积木一样，首先大脑里建构一下形状，然后从陶器沿口或
底部开始修复。陶片花纹、颜色、厚薄、弧度，都是修复师
需要解码的信息。

比如忠县坪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陶瓮棺，瓮 1 米
高，最大直径1米，200多块大小不一陶片如何拼成一
组陶瓮棺？蔡远富介绍，她首先修复的是瓮，把器物口
沿、腹部、底部的陶片归类，再根据陶片弧度和形状等

特征进行拼接。“这种器型比较大，修复时要用沙包固定
好已经修复的部分，然后再拼接，断断续续起码十来天。”

蔡远富说。

“我们不能真实
还原它，但是更不
能去歪曲它”

蔡远富介绍，对
于已经缺失的陶片，
需用硬度较高、质地
细腻的专用石膏进
行修补，恢复器型完

整。所以，修复室里的
很多陶器外观并不好——坑坑洼
洼，很多地方一看就是其他材料修
补的痕迹，并不像在博物馆展出时
那样光鲜。

蔡远富说，考古修复和
馆藏修复、市场修复有区

别，修复的痕迹就是体现
修复的真实性。残缺就
是残缺，有参照物件，残
缺部分一般用石膏修
复，便于科研人员解码
古人生活。

据介绍，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展出的巴渝神鸟曾

经被传为镇馆之宝候选展品
之一，是蔡远富修复的得意之作，

不过也有遗憾。巴渝神鸟是 2001 年
在丰都秦家院子墓群出土的东汉陶
鸟，双目圆睁，非常有神，双翅完全展
开，具有神话中的精灵色彩。不过，展
出的神鸟尾巴和头部连接部分有缺
损。蔡远富说，后来在墓群寻找了很
久，始终找不到缺损部分，由于缺乏参
照物，这块缺损也就留了下来。

“就像断了胳臂的维纳斯，我们不
能真实还原它，但是更不能去歪曲
它。”蔡远富说，每次修复文物是和千
年前祖先的一场对话，让后人真实去
解码祖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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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远富修复文物

▼巴渝神鸟（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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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工作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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