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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有“灵魂”的锻錾器物 錾錾刻刻““铜铜画画””世世界界
打打造造匠匠心心之之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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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助力力中中轴轴线线申申遗遗

———记北京市金属工艺品厂
金属锻錾工艺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仁

有人用纸作画 ， 有人
用绢作画 ， 而 78岁的孟德
仁选择了用铜版作画 ， 只
不过他的画都是一锤一錾
敲出来的 。 孟德仁是当今
金属锻錾技艺领域从艺时
间最长 、 辈分最高 、 行业
影响力最大的代表性传承
人 ， 他投身工艺美术行业
56年 ， 专攻金属工艺设计
与制作 ， 为金属锻錾工艺
传承与发展奉献着全部精
力 。 让我们走进孟德仁的
錾刻 “铜画 ” 世界 ， 细品
他的匠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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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仁毕业于北京工艺美
校， 学习象牙雕刻专业， 精通
绘画、 雕塑等多种技艺。 1973
年， 他进入北京市金属工艺品
厂， 师从清末 “荣和铜佛铺”
继承人石醒非 （“北京宫廷造
办传统金属锻錾技艺” 第二代
传承人）， 开始接触金属锻錾
领域。

《说文解字》 云， “錾，
小凿也”。 据中国史料记载和
文物考证， 金属锻錾技艺已有
数千年历史， 由于耗时废料，
该技艺原本是宫廷专属， 自清
末后， 流入民间， “荣和铜佛
铺” 就是在当时创办。

据孟德仁介绍， 金属錾刻
是利用金属延展性进行创作的
艺术， 薄至0.8到1.2毫米的铜
片，先经过退火处理，在高温煅
烧后， 其延展性可以发挥到极
致。 将设计图纸附着于铜板之
上，就可以进行錾刻了。錾刻过
程纷繁复杂， 即使是方寸之间

的一把铜壶也需要经过100多
种不同的錾子和勾、落、串、点、
台、压、踩、丝等多种操作技法。

“金属錾刻， 内涵博大精
深， 我们手艺人就要为一张普
普通通的铜片注入灵魂， 制作
成艺术作品， 成为能够感染众
人的精神食粮 。” 孟德仁说 ，
做这一行最重要的是细心、 耐
心、 责任心和信心。

在50余年的一锤一錾中 ，
孟德仁的听力逐渐消失， 他却
说自己很幸运 ，“只要视力还
在，气力还在，就会继续下去。 ”

孟德仁在国内外享有崇高
声誉， 代表作品 《达摩》 组像
被香港、 日本、 加拿大等国家
收藏， 《无量寿佛》 供奉在北
海公园天王殿， 大型铜浮雕壁
画《光照大千、无为之美》供奉
在中国佛教圣地灵光寺。 他设
计制作的 《大铜壶 》高3.18米 ，
长4.58米，体量之巨大，载入吉
尼斯世界记录。

铜浮雕壁画

获称“中国金属锻錾第一人”

从一名普通的金属工艺设计
制作人员到当代艺术锻錾界的标
杆 ， 孟德仁淬炼匠艺 、 精益求
精， 从未停止过对专业技术的探
索和创新。 他在传统宫廷锻錾技
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 结合自身
的艺术特点大胆创新， 将宫廷金
艺、 绘画、 雕塑等不同艺术形式
融会贯通， 创立了 “孟氏金艺”。

“孟氏金艺 ” 以 “骨法成
型” 为特点， 充分发挥金属的特
性和质感， 追求造型精准， 骨力
遒劲， 生动传神， 形成精、 细、
厚、 质、 雅的艺术特色。 既能体
现时代精神、 现代感， 又不失北
京宫廷传统技艺之遗韵。 对于传
统题材 、 现代题材 ， 写实与抽
象， 小品与巨作， 平面与立体的
创作均能得心应手， 使作品体现
出艺术价值和工艺价值， 以满足
社会各界的需求。 作品 《龙腾九
州》 嵌宝大银盘为2公斤999纯银
纯手工錾刻 ， 直径 365mm， 盘
高 25mm， 银 盘 正 面 以 海 水 云
纹、 福山寿海为背景， 錾刻高浮
雕9条神龙， 背面平錾8组 “二龙
戏珠喜相逢” 纹饰， 银盘四周镶
嵌红玛瑙、 青金石、 绿松石共60
颗名贵宝石。 孟德仁采用其独具
一格的“骨法造型”技法，营造大
气势， 整体画面以中间的坐龙和
福山寿海形成中轴线，对称分布8
条升龙，姿态各异而又相互呼应，
游弋在海天之间，或腾云驾雾，或
翻江倒海，龙姿的升、腾、盘、曲，
龙爪的蹬、抓、挠、踹，通过高浮雕
的骨法造型技艺， 刻画得异常生
动有神。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
放春满园。” 多年来， 孟德仁坚
持把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经验传授
给徒弟 。 在孟德仁的言传身教
下， 不断有新的人才成长起来，
北京工艺美术三级大师、 区总工
会 “劳模鼎” 制作者石雷就是他
的徒弟之一。

有着26年党龄的孟德仁表
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他将创作红色题材壁画献
礼建党百年， 用自己踏踏实实的
手艺设计制作出有特点、 与众不
同的作品， 精雕细琢， 让作品更
具 “灵魂 ”， 真正让民族文化 、
精湛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

独创艺术道路

精湛技艺后继有人

孟德仁展示金属锻錾作品

孟德仁传授徒弟錾刻技艺

北京名刹八大处灵光寺，
有一座近千平方米的铜佛殿，
铜殿四壁和方柱上由高3米的
铜浮雕壁画装点。 这是孟德仁
耗费逾五载 ， 设计并参与制
作 ， 用20吨紫铜片打造而成
的。

十几年前， 孟德仁先是为
佛牙舍利塔制作了铜门， 完工
后， 灵光寺方丈深感铜錾刻技
艺之威严精美、 巧夺天工， 有
意在这座大型铜殿中制作大型
壁画。

为了寻找设计灵感， 孟德
仁翻阅了大量佛教经典、 史料
文献， 最终决定借鉴北京法海
寺著名壁画 《二十诸天》 的造
型。 “二十诸天” 原本是古印
度神话里的天神， 佛教创建后
被吸收进来成为佛教里的护法
神， 也称为 “天” 或 “尊天”。
《中国壁画史纲要》 是这样介
绍法海寺壁画的 ： “线条流
畅， 色彩浓丽， 天衣飘动， 漫
笔生辉， 诸如梵天肃穆， 天王
威武， 金刚刚毅， 天女妩媚 ，

鬼子母慈祥， 儿童天真， 都真
切生动……”。

相比在纸上作画， 以铜作
画布有其局限性 ， 要将如此
色彩斑斓、活灵活现的人物形
象在铜上重现， 增加了孟德仁
的设计难度 。孟德仁作图时已
是花甲之年，一稿十几个人物，
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后，到
了寺院，寺院师傅就四个字“不
行，重画”。在设计技巧上，孟德
仁表示，众多人物，通过锻铜处
理，有薄一些的浮雕，厚一些的
浮雕， 形成前后关系。 人物丰
满、饱满，但是不能拥挤，排列
在整个画面上要很舒适。

设计图通过后， 孟德仁率
领了几十人的团队反复加工。
为了把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神韵
展现出来， 寒冬酷暑、 室内室
外， 放地下平面去做、 立起来
做，反反复复地去修整。最终，
550平方米大型铜浮雕壁画《光
照大千、无为之美》制作完成，
广受赞誉。由此，孟德仁被称作
“中国金属锻錾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