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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通过简单对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剑南诗稿》 的修复中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的介绍，分析了在修
复酥脆老化的古籍时，修复方案的制定，修复材料的选择以及修复方法的应用等因素对古籍修复效果的影响，并尝试

了在修复酥脆老化的古籍时，应用皮纸整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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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endingon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pplied to the ancient fragments reparation of Jian Nan Poem 
Manuscript , M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issued by Jigu ge, 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effects of plan making, 

material selection and technique application on ancient books reparatio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states the efforts of 

flaging with vellummethod during brittle ancient book repa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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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并爱好古籍收藏。近

期于上海购入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剑南诗稿》

残本，存残页三十二页，为卷二十六，一卷齐；

竹纸，书长宽 23.6×15.4cm，上下单栏，左右双栏，

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字黑墨亮（如图 1 所示）。

该残本书皮已经不知去处，唯一留存下的三十二页

书页，微微发黄，酥脆老化严重，即使轻轻触碰也

会有细小的碎片脱落。面对这样的古籍，该如何修

复才能既加固古籍原书页，同时又能保留诗稿原有

的那种朴素典雅的韵味呢？为妥善处理好上述有关

问题，并为单位所藏残本古籍的修复提供可借鉴经

验，笔者携书前去请教苏州博物馆书画装裱室工作

人员，在其悉心指导下，对《剑南诗稿》残本做了

详细的修复方案，并对修复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

和分析，在历经半个月的紧张工作后，《剑南诗稿》

残本得到了良好的修复。以下详述修复过程，以资

业内同行参考指教。

图 1 《剑南诗稿》未修复前照片

1 修复材料的选择

1.1 纸张的选择

《剑南诗稿》 的书页是以竹纸为载体，笔者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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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修复用纸时选择了与之比较接近的浙江奉化生产

的手工竹纸，如表1所示。

表 1 原书页与修复用纸的参数对比表

原书页纸张 修复使用的纸张

纸张类型 竹纸 竹纸

纸张帘纹 1.10cm 1.10cm

纸张厚度 0.049mm 0.053mm

纸张 PH值 6.8 7.1

1.2 浆糊的选择

在浆糊的配制上，笔者也作了一些测试，将古籍

修复中用到的浆糊因配制方法不同而分为两类：一

种为胶状的浆糊溶液，还有一种为悬浮状的浆糊溶

液。前者为熬制或直接冲制成液态所得，后者为冲制

的固态浆糊加水调配而得，两种浆糊虽然都是小麦

淀粉制作的，但是制作工艺不同，功能也不同，用途

也不同[1]，如表2所示。

表 2 浆糊熬制与冲制的对比表

熬制的浆糊 冲制的浆糊

材料 小麦淀粉 小麦淀粉

加工方式
文火熬制

或直接冲制成液态
1.开水冲制成固态
2.取少许兑水调制

溶液形式 胶状溶液 悬浮状溶液

静置 1小时 胶状溶液，表面凝
固一层薄膜

水与淀粉浆糊分离

用途 干补，湿补等 溜口，托纸等

在湿补的时候，应用熬制的浆糊，因为淀粉充

分吸收水分后，在原本就湿润的书页上，浆糊的水

分很难再被书页吸收，所以在修复的时候，只要描

上细细的一条浆糊线，就能把补纸粘合牢固，并且

在修复纸张上留下一条明显的浆糊线，线的两边还

是比较干燥的修复纸，用镊子沿着浆糊线便可以轻

松的把多余的修复用纸撕裂去除。去除后的修复用

纸与原书的破损口粘合的整洁美观，搭口也是粗细

均匀。

2 修复方法

2.1 湿补

      谈到湿补，不得不提一下与之相对应的干补。所

谓干补，即书页无需碰水润湿，直接用毛笔蘸上少许

浆糊直接沿古籍破损口的四边描上均匀的一圈浆

糊，然后配以修复用纸与书籍的破损处粘合，最后用

镊子把多余的修复用纸沿古籍原书的破损口子向外

1～2毫米处撕裂去除。所谓湿补，即书页在修复之前

先用水对书页润湿展平，然后对书页进行修复。干补

对古籍原书页的纤维韧性的要求较高，而《剑南诗

稿》的书页酥脆严重，纤维韧性差，在修复的过程中，

需要借助衬纸以及水的相互作用力来维持原书页的

完整，因此修复采用湿补较为合理。

直接在酥脆的书页上喷水润湿，若处理不当会

导致酥脆的书页在小水珠的作用力下断裂向水珠的

四边翘起，然后粘连成小块，为了避免此问题，一

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办法来解决。一是选择一款较

好的喷壶，把液态水转换成雾态水，水雾化的越细

腻，润湿的效果越好。二是采用“闷”的处理方法。

所谓“闷”即是不直接湿润原书页，通过一张适当

湿润的修复用纸，平整的覆盖在原书页上，原书页

通过缓慢的吸收修复用纸上的水分间接达到润湿的

效果。“闷”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润湿书页的方法，

尤其是处理酥脆老化严重的古籍。

2.2 皮纸整托

《剑南诗稿》酥脆的比较厉害，通过使用传统的湿

补补洞修复之后，书页还是不能正常的翻阅，因此还需

要整托的方法，就如书画装裱中的托画心一样，对酥脆

的书页进行整托处理以求加固。然而，书页毕竟不是

书画，整托之后，书页普遍增厚，同时书页僵化发硬，

失去了原来的柔软，失去了翻阅如蝴蝶翩翩起舞的美

感，取而代之的是犹如册页一般僵硬[2]。为了使书页

尽量保持原来的柔软度，几经试验，最后选择使用三

亚皮纸对酥脆书页进行整托加固。

我馆纸库所存的三亚皮纸有三种规格，分别是

4～5g，5～6g，6～7g三种。重量越轻纸张越薄，4～5g

的皮纸薄如蝉翼，而其纤维极长，韧性极好[3]。《剑南

诗稿》的修复所用到的就是这种规格的皮纸。

对书页进行皮纸整托，既要保证皮纸与书页粘

合牢固而不发硬，又要保证皮纸与书页均没有褶皱。

在书页上直接刷浆糊然后覆上皮纸的操作显然是不

可取的，原因在于书页酥脆严重，在书页上直接刷浆

糊，操作不当，浆刷极其容易就把书页酥脆部分刷跑

从而粘连在一起。皮纸薄而软，直接覆上很难保证皮

纸平整没有皱褶。覆托是解决问题比较合理的方法。

在覆托操作中，制作加水调配的悬浮状的浆糊溶液

比较适合。皮纸先上水，在水的作用下，皮纸能够自

然的展平，然后在展平的皮纸上刷上稀浆糊溶液，溶

液中的水分渗过皮纸纤维自然流走，浆糊可自然而

平整的保留在皮纸之上。同时，皮纸因为薄，书页背

面又是毛面，很稀的浆糊就能很好的把皮纸的纤维

与书页纸张的纤维粘合起来。

3 修复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3.1 修复的浆口外侧处容易断裂

古籍修复后的浆口外侧一圈是及其容易断裂

·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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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其是那些原书页已经酥脆老化非常严重的

书页。浆糊在干燥的过程中，有向内收敛的作用，

而浆口处纸张为两层，一层为酥脆的原书页，另

一层为纸张纤维韧性很好的修复用纸，由于浆糊

内敛的作用力因浆糊的浓度的不同而异，稀浆糊

在干燥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向内收敛的作用力比较

弱，一般对浆口内侧的修复用纸的破坏作用很小，

而相反对浆口外侧的原书页的破损是非常大的。

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一般可以采取以下两

种方法来解决。

一是在保证有效粘度的前提下，修复用的浆糊

一定要稀且最好用调制的浆糊。尽可能的选择与原

书页一致的修复用纸，同时浆口适当的可以大一点，

尽量保证原书页酥脆的部分后面都覆有一层修复用

纸，最好在浆口处，用手指戳一下修复用纸，使浆

口部分的修复用纸尽量的薄。

二是浆口不用刻意留大，保持在1～2mm之间即

可，然后在浆口处向外覆上一层薄薄的皮纸，尽量保

证原书页酥脆的部分后面都覆有一层薄皮纸。

3.2 修复时酥脆老化书页容易粘在手腕上

人体分泌的汗液和油性物质有一定的粘合力，

当在修复酥脆老化的书籍时，手腕下面的酥脆老化

书页很容易被粘在手腕上，书页一旦粘到了手腕上，

再想把它放回到原书页上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

在修复时一定要注意。在修复酥脆老化的书页时，可

以在原书页的上面覆上一页吸水纸，修复时，手腕不

能与原书页直接接触，避免粘到原书页。如果已经发

生了上述问题，则需要使用一小片适当润湿的吸水

纸，吸水纸的一侧可以刷少许稀浆糊，然后待其微微

干而纸片依然柔软平整的时候，把纸片有浆糊的一

侧贴向手腕处书页上面，然后取下书页，由于取下来

的书页正面部分与纸片粘连，所以被粘下书页要经

过适当处理后才能放回到原书页上。

3.3 原书页进行皮纸整托时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修复《剑南诗稿》的时候，由于其书页的纸

张酥脆老化严重，即使把残破的地方修补好，保证

了书籍外形的完整性，但是阅读起来还是比较有困

难，轻轻翻阅也会导致原书页没有修复过的地方碎

裂。因此，在修复前制定修复方案的时候，就采取了

皮纸整托的方法，对其进行加固。皮纸整托是保证

其在修复完成之后能够更有利于其保存与利用的

重要手段，而三亚皮纸的韧性，厚度，白度等物理性

质是在当前馆藏修复用纸种类有限情况下最适合

用来充当《剑南诗稿》整托的修复用纸材料。但在

进行整托修复的过程中仍会出现书页僵硬，皮纸

有褶皱等情况。

书页僵硬是由于书页经过整托，会增加书页的

厚度，同时在浆糊的作用下（浆糊溶液浓度大，浆糊

刷的不均匀），书页会僵硬化，而作为修复人员只能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减轻书页僵硬化的程度。首先，在

保证纸张韧性的前提下，尽量使用薄的纸张。4～5g

的三亚皮纸除了让整托后的古籍书页僵硬化程度比

较小之外，由于其PH值≥7，修复后不会因为书页酸

化而引起酥脆。其次，选择浆糊是减轻古籍书页僵硬

化的重要手段。在整托《剑南诗稿》 书页的时候，采

用了小麦淀粉为材料，用固态浆糊兑水调制的稀浆

糊溶液，其溶液中水和淀粉是分离状态的，书页在刷

上稀浆糊后，水分会渗过纸张纤维的空隙而流出，在

纸张的表面留下一层薄而均匀的淀粉浆糊，这薄薄

的淀粉浆糊既保证了合理有效的粘度，同时也减轻

了修复后书页僵硬化的程度。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皮纸褶皱。4～5g的三亚

皮纸其厚度很薄，对原书页进行直托操作是不可取

的。一是由于原书页酥脆老化严重，直接在其上刷

稀浆糊时，由于其纸张纤维间的作用力过小，浆糊

笔容易把书页上某一部分“带跑”；二是在进行直

托的时候，皮纸因其太薄，很难平整的附着在书页

上。因此，可采用覆托的方式，首先取红色PVP板一

块，将塑料薄膜刷平在板上，然后将三亚皮纸平展

的放在薄膜上，借助水的作用力，皮纸自然平整地

附着在薄膜上，接着在皮纸上轻轻的刷上稀浆糊溶

液，用干毛巾在皮纸四周适当吸收稀浆糊溶液中多

余的水分，取下薄膜，将其皮纸一面覆到已经处理

好的书页上，用鬃刷轻刷薄膜，切忌速度太快和用

力过大，最后小心的撕下薄膜，皮纸整托操作完成，

整个流程如图2所示。

图 2 《剑南诗稿》皮纸整托流程图

4 结语

古籍修复任重而道远，《剑南诗稿》 残本修复后

的效果如图3所示，说明了酥脆老化的古籍书页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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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理而科学的修复方法，其修复效果也会令人满

意。然而，古籍不仅仅只有酥脆老化这一种破损，古籍

破损的类型还有虫蛀，霉变，絮化等等，我们该如何去

修复和保护他们，这是我们每一个古籍修复工作人员

都要时刻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纸张是古籍的一种

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载体，在整个修复过程中，纸张

是基础，粘合剂是关键，技术是灵魂，因此，我们必须

要熟悉纸张的相关性能，以纸张为基础，科学合理的

使用粘合剂，以修复技艺为指挥棒，把古籍修复工作

做好。 图 3 《剑南诗稿》修复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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