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揣古建情怀
工作之余制作“九州清晏”

说起与古建艺术的结缘， 于正勋的思绪被拉回到
了1980年， 从小就喜欢古建艺术的他， 常常一有空就
去北京各大公园游览， 欣赏公园里的皇家建筑。 “时
间长了， 对于那些古建的一砖一瓦， 我都有说不出的
喜爱。” 于正勋说， 当时他的工作是一名售货员， 跟
古建艺术可谓是 “八竿子打不着”， 但这并不妨碍他
研究古建的热情。

1980年的一天， 于正勋满怀期望地走进圆明园举
办的文物展览， 希望通过历史资料一睹圆明园辉煌时
的精彩， “展览没有我预想的那么丰富， 虽然展出了
很多历史资料， 包括照片、 画作等， 但却没有任何模
型 。” 于正勋告诉记者 ， 在展览上他还看到了关于
“样式雷烫样” 技艺的历史资料， 得知这是一种模型
制作工艺 ， “但既然有工艺 ， 为什么没有制作模型
呢？ 没有模型算什么展览呢？” 年轻的于正勋心有不
甘， 就亲自找到圆明园管理处去问， 希望能做一个模
型， 参加圆明园的展览。

工作人员在得知于正勋当时仅仅是一名售货员
后， 劝慰他： “你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 又不是
专业出身， 做什么模型啊？” 面对质疑之声， 于正勋
并没有气馁， 他当时就暗下决心， 一定要制作一个模
型给大家瞧瞧。

于是， 于正勋在工作之余开始琢磨古代建筑， 终
日研究雷氏烫样图谱， 专攻雷氏烫样制作技艺。 而雷
式烫样的技艺其实并不难， 当时的于正勋就凭借自己
简单的理解， 计划用纸做一个 “九州清晏” 的模型。

为什么选择制作 “九州清晏” 呢？ 于正勋告诉记
者， 圆明园号称 “万园之园”， “九州清晏” 为圆明
园四十景之一， 山环水抱， 景色秀丽。 虽然如今已好
景不再， 但历史盛名还是不容小觑的。

说做就做， 从下定决心那一天起， 于正勋就开始
翻阅大量历史资料， 并开始一边收集素材， 一边学习
建筑知识。 “做手工模型我不怕，但还原历史上名园和
建筑模型比例换算是需要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知识的。”
当时已经35岁的于正勋，不惧怕这些困难，一头扎进了
制作模型的世界里。 他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和制作
模型， 还拉着妻子段淑琴帮他给制作好的模型上色。

直到1984年， 于正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组样
式雷烫样——— “圆明园九州清晏” 的总体制作， 该模
型总面积4.5平方米， 包含大小房间500多间。 于正勋
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圆明园， 这让工作人员也非常吃
惊。 后来， 由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多位学者的
研究讨论 ， 认同北大教授 、 古建筑专家侯仁之的看
法———于正勋制作的 “圆明园九州清晏” 模型总体布
局和基本建筑特点符合清乾隆时期 “样式雷烫样” 的
风格。 该模型被圆明园管理处定为永久收藏品。

拜古建专家单士元为师
“样式雷烫样”技艺的唯一传承人

圆明园 “九州清晏” 作品的成功问世， 既对于正
勋学习 “样式雷烫样” 给予了肯定， 更增强了他传承

这项优秀民族传统工艺的决心与信心。
至此， 于正勋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了。 他跟爱

人商量， 希望能进一步学习古代建筑知识和技术。 可
爱人有点泄气， “你都四十多岁了， 好好上班就行了，
还折腾什么啊？” 但于正勋不甘心就此放弃自己挚爱的
古建艺术， 好不容易做通了爱人的思想工作， 就又开
始 “折腾”。

“那段时间我看书， 查资料， 自学建筑学发展史；
进大学， 找教授， 虚心求教， 对知识的渴求空前的强
烈。” 说起学习与成长， 于正勋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国家级古建专家单士元。

“单老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古建知识， 特别钟情于
‘样式雷烫样’ 的技艺， 全面掌握了这一传统技艺之精
髓 。 算得上是雷氏烫样的传承人 。 ” 当单士元知
道于正勋也在倾心研究 “样式雷烫样” 技艺时深感欣
慰， 便收于正勋为徒。 “我是单老唯一一名徒弟， 也
是 ‘样式雷烫样技艺 ’ 唯一的传承人 。” 此后多年 ，
于正勋一直跟随单先生勤奋地学习和工作， 大量阅读
相关的古建史籍及记载雷氏烫样的文史资料 ， 如 ：
《样式雷考 》 《旨意档 》 《堂谕私谕档 》 《清史稿 》
《东华录》 等。

当然， 除了潜心研究 “样式雷烫样” 技艺外， 建
筑学的基础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填补知识上的
空白， 于正勋专门就去拜访了当时北京建工学院的臧
尔忠教授， 得到臧尔忠教授的认可， 于正勋就成为教
授研究生班里的旁听生。

“在那里旁听， 只学习知识， 没有学位， 没有文
凭。” 就这样， 于正勋以旁听生的身份走进了大学校
园。 整整三年时间， 臧尔忠教授的课， 于正勋一堂不
落， 学习了很多古建筑学方面的知识， 如古代建筑的
种类、 梁架结构、 建筑尺寸换算等等。 “我跟臧教授
的学生一样， 登梯子爬高搞测绘， 参加各种形式的学
术会议。” 于正勋说， 不断的学习让他成为半个专业
人士， 但没有参加相关工作， 还是觉得业余。

1988年，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公开招聘。 于正勋
有了从业余身份到专业身份转换的机会。 “那时应聘
不像现在， 既不要文凭又不看英语， 只要实力强就能
考进去。” 于正勋凭借自己渊博的古建知识和历史知
识， 笔试合格通过， 笔试之后还要考真功夫， 在3天内
交出两件砖雕作品， 于正勋跟故宫博物院的特级技师
邓九庵学习过砖雕。 拿到考试题目后， 就直奔故宫找
素材， 在五音殿的大院里选了一个立式麒麟 （古代麒
麟多为坐式）， 做了个仿唐式的深度浮雕， 又选了个
古代地漏做透雕。

作品交上去后， 得到了博物馆负责招聘的领导们
的一致认可。 就这样， 于正勋调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
馆工作。 在这之后， 他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了历朝历
代建筑模型和布局构件近千件。

成为古建模型专家
挑战修复雷氏烫样文物

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工作的于正勋十分珍惜
自己的工作机会。 在梦想成真的喜悦中， 他也不忘勤

奋好学， 夜以继日地研究制作。
“当时面临古建博物馆开馆， 需要制作大量古建

模型， 正是我最热衷的工作。” 新岗位上的于正勋干
得热火朝天， 带领馆里的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开馆
前的筹备工作， 一个个精美的模型就这样在满腔的热
情和干劲儿之下诞生了。

回忆起过往， 于正勋脸上满是自豪的神情。 他告
诉记者，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开馆时60%的模型都是
他参与制作或参与指挥统筹的。

正式进入专业领域后， 于正勋对古代建筑的热情
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很快， 他便成了京城小有名气
的制作古建模型的专家。

成长总离不开挑战。 1989年， 于正勋接受故宫博
物院专家的建议， 修复一件 “样式雷烫样” 的珍品，
即雷氏第七代雷廷昌在光绪年间制作的 “北海画舫
斋” 样品。 修复文物， 这对于每个古建筑研究人员来
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更何况是长期制作古建模型的于
正勋。

但面对挑战， 于正勋二话没说就接受了， 当然，
这缘于他对自己 “样式雷烫样” 技艺的自信。 经过两
个多月的努力 ， 一组快要散架的样品被他完整复原
了。 在接受鉴定时， 古建专家们因看不出作品修复的
任何痕迹而大加赞赏， 作品的复古高雅之气让专家们
爱不释手。 而这样的锤炼， 也使于正勋更加纯熟地掌
握了 “样式雷烫样” 的技艺。

这期间， 于正勋还修复了梁思成营造学社时的作
品———木质结构的 “双环亭” 模型， 修复工作进行的
有条不紊， 在众人的期盼中， 于正勋几乎拿出了近乎
完美的作品。 “修复是还原模型本身， 既然是文物，
当然不能添加新的材质或颜色。” 于正勋严谨地对待
每一个作品， 甚至每一项工作。 “这就是现在说的工
匠精神吧。” 于正勋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 两件文物
经过展出后， 最终都归还到了其所属的博物馆， 博物

馆对修复工作十分满意。

举办个人展览
沙盘还原“京城十六门”

1995年， 于正勋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退休了，
他带着一身的技艺离开了职场。 但对古代建筑的热情
和对 “样式雷烫样” 技艺的执著， 却丝毫没有减少。
退休在家的于正勋开始研究老北京历史文化， 琢磨着
建造一套还原北京老城门的样式模型。

“做老城门模型的想法在心里酝酿了很久， 我一
边找资料， 一边找资源。” 于正勋告诉记者， 制作模
型真的是既费钱又费精力的事情 。 他必须找到支持
者， 才能将想法落地成现实。

这期间， 于正勋特意买了一本瑞典人喜仁龙编绘
的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里面有过去各城门的数据，
外国人测量城门使用的是米尺， 可以直接 “拿来” 利
用， 着实让他省了不少气力。

于正勋做的第一个城门模型是崇文门。 资料和数
据找全后， 先画平面图， 再拓到木板上做成底盘， 接
下来做城楼和箭楼， 之后是周边铺舍等附属建筑， 最
后是城墙和花草装饰。 一丝不苟地制作， 精益求精地
完善。 之后每一个城门模型都如精心之作一般， 被于
正勋视为珍宝。

直到1999年， 最后一部分———“前门箭楼” 完工，
历时4年， 16座比例为1∶200的古城楼模型终于大功告
成 。 而制作过程之艰辛 ， 于正勋不想过多渲染 ， 他
说： “没有什么比完成了作品更让人兴奋的， 中间的
再多苦， 也都是值得的。”

2002年7月， 应中华世纪坛之邀， 于正勋携此全部
16件模型举办了个人作品展， 产生轰动效应。 北大侯
仁之教授特意保留了一套模型的照片， 他对新闻记者
讲： “于正勋是样式雷烫样 这一民族瑰宝的守护者，

是苦读求真知的人， 是没有文凭的孙悟空。”
挖掘整理 “样式雷烫样” 工艺， 虽然费时、 费力、

费钱， 且做起来枯燥无味， 但于正勋却乐此不疲。 这
项耗费了他人生四十多年时光的传统技艺， 让他难以
割舍， 他愿倾注毕生精力来传扬 “样式雷烫样” 的工
艺， 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财富。

于正勋是一个痴迷于古建制作的手艺人， 而非一
个追求名利的商人。 有一天， 一位美国人找上门来，
看到他制作的广渠门模型精致可爱， 便出价1 万美元
想把它买走。 钱， 于正勋太需要了， 他为建 “城” 已
欠债2 万多元。 但他婉言谢绝了那位美国人的要求。
他说： “我要造一座北京古城， 留给后人， 让后人了
解北京， 热爱北京， 增强爱国之心。” 他把 “老北京崇
文区全貌” 送给了原崇文区政府收藏。

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作， 于正勋滔滔不绝， 他告诉
记者， 他的得意之作不仅有 “九州清晏” 这样被圆明
园永久珍藏的作品， 还有京城16门模型、 1949年崇文
区全貌等颇具规模的作品， 以及故宫角楼、 颐和园大
戏楼和万春亭这样别具一格的作品。

随着一件件旧北京古建模型的制成， 于正勋名声
在外， 有请他去讲课的， 有请他去介绍古建筑的， 无
论多么忙， 他也要抽空去讲， 讲北京古建筑的伟大，
讲热爱古建筑的意义。

传承遭遇困境
惋惜“老技艺”后继无人

在制作古建筑模型的过程中， 于正勋还有一个惊
喜的收获， 他有机会了解更多老北京的建筑文化和人
文文化。 “我视这些历史资料为珍宝， 认真整理和保
存。 ”于正勋说，为此，他还写了一本名为《话说老北京
城》 的书， 内容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 北京城的基本
面貌和部分京城老胡同、 寺庙、 会馆的相关文化。

“书里的内容都是我翻阅大量历史资料， 整理汇总
而来的。” 而可惜的是， 这本书并未出版， 于正勋只印
制了几十本， 送给朋友或有需要的人翻阅。 而收到赠
书的很多文化学者都表示， “这本书像一本工具书，
可以让人最直观地了解北京城的发展史。”

于正勋爱古建模型， 将它视为毕生的追求。 可是
提及传承， 他爽朗的话语背后透露着些许无奈。 “社
会在进步， 有了更多模型制作工艺， 样式雷烫样技艺
显然是过时了。” 于正勋无奈地表示， 如今， 根本没
有人在学， 作为第九代 “样式雷烫样” 技艺传承人，
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了。

当然， 后继无人是于正勋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他
也曾经受民盟委托， 举办一个下岗职工培训班， 希望
借此扩展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视野。 当时的于正勋也在
考虑技艺传承的问题， 所以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开班。
“开始的时候， 还有人愿意来学，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
后， 大家发现这种技艺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学
的人也就失去了耐心 ， 培训班也就散架了 。” 对此 ，
于正勋也非常无奈。

“传承是件难事。” 于正勋无奈地表示， 对于这样
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手艺， 传承陷入了后继无人的
尴尬境地。 于正勋感受过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的沮
丧， 在他多年制作 “样式雷烫样” 作品过程中， 也曾
负债制作， 过过没有钱的苦日子。 于是他理解， 年轻
人追求的生活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对这种日渐式微
的老手艺， 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话语间， 于正勋仍满是无奈与惋惜： “老手艺
真的要在我手里断送了。”

如今的于正勋已经很久不再运用样式雷烫样技艺
制作模型了， 但家里精心制作的模型对他来说却依旧
爱不释手， 他常常把模型拿出来， 用纸擦拭一番。 望
着自己的作品 ， 于正勋的眼神里带着对古建筑的挚
爱， 对传承的无奈， 对岁月的感慨和一生工匠情怀的
百转千回……

事实上， 无论是什么样的技艺传承， 凭借一个人
微薄之力， 恐怕难挽颓势。 手艺的式微或许是社会发
展中不可避免的处境。 但是我们相信， 这种凝结了中
国传统手工艺人智慧和汗水结晶的精巧技艺， 一定会
在合理的保护之下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于正勋传承了样式雷烫样技艺， 我们期待这一中
华古建筑绝技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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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 孙妍 /摄影

传承百年技艺 品味古建情怀
““样样式式雷雷烫烫样样”” 技技艺艺传传承承人人于于正正勋勋：：

所谓烫样， 就是立体模型， 是中国古建筑特
有的产物。 “样式雷” 由于制作烫样而得名。 雷
发达为“样式雷” 世家发祥之祖， 祖孙七代主持清
朝建筑营造事物， 是制作烫样的名家。

今年72岁的于正勋， 自幼喜爱古建艺术， 研
究 “样式雷烫样” 技艺至今已有四十余年。 近日，
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走进于正勋的房间， 显眼
位置就放着一个手工制作的古建模型。 于正勋说，
喜欢古建， 传承 “样式雷烫样” 技艺改变了我的
一生。 但我庆幸有这样一生逐梦经历， 有这样梦
想成真的惊喜。

于正勋的 “样式雷烫样” 制作技艺精湛绝伦，
2008年， 他所继承的样式雷烫样技艺成为了崇文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0年， 他被命名
为东城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而他也有可
能成为 “样式雷烫样” 技艺最后一个专业传承人。

于正勋为职工传授“样式雷烫样”技艺

于正勋和老伴一起欣赏以往制作的模型作品

于正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