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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津济，原济南化工
厂职工，2000年下岗后转
行文物修复。

山东文物局文物修
复师，山东博物馆协会文
物保护专业技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会
员，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系
专家顾问。

近年来，参与并主持
菏泽出土元代古沉船、天
津出土明代张湾2号古沉
船、河南息县商周独木
舟、江苏太仓元代古船等
数艘古船的修复工作。

2014年，在中国宁波
国际航海论坛发表论文

《浅析弦切材与经切材在
中国古船上的合理运
用》，2016年，在“行舟致
远扬帆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学术论坛发表论文《菏
泽古船DNA信息提取与
运用》。

2019年，所撰写的
菏泽元代古船和天津张
湾 2号明代古船信息与
复原模型制作资料被收
录《匠心问舟》一书。

讲述人：尚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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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三号、鹊华秋色图都成了考题
济南部分高中推荐生面试题出炉，看重学生综合素质

国企改制成了下岗工
毛遂自荐到省博物馆

我原籍是天津，1951年在济
南出生，我的名字叫尚津济，就是
天津和济南的组合。我爷爷、姥爷
都是天津大沽口港坞的手艺人，
从小耳濡目染，我对船很感兴趣。
小时候没什么玩具，我就经常自
己拿着柴禾刻木船玩。

我在济南第十二中学上的初
中。不过，上到初二，学业就中断
了。20岁时，我进入济南化工厂机
修车间工作。济南化工厂是个3000
多人的大企业，身怀绝技的老工人
很多，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
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到
厂办小学当了8年老师，再之后，一
直在厂工会任职。

2000年前后，厂里改制，我下
岗了。当时，49岁的我很迷茫，上有
老下有小，靠什么谋生呢？上学时，
我在济南军体学校航模班接受过严
格训练，喜欢做船模。还曾义务为省
党史陈列馆制作了中共一大时南湖
游船的模型。这次下岗，我觉得可以
靠做手工吃饭，就到省博物馆毛遂
自荐，做些文物修补工作。

上手复制汉代古马车
拆解迁移梁山古沉船

进省博时间不长，机会来了。
当时省里与日本和歌山市有个友
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需要双乳
山汉墓的马车复制件，这个活儿
交给了我，我完成得很好。后来，
又参与了章丘洛庄汉墓出土汉代

马车的修复，我感觉文物修复空
间很大，可以当成事业来干。

2009年，省博要把所有文物
从千佛山馆迁到经十路新馆，当
时需要搬迁的最大器物就是梁山
古船，这艘古船是梁山黑虎庙乡
农民在踩藕时发现的。

搬家时，梁山古船只能拆解后
再组装。当时我们制定了详细计
划，费尽周折，终于把这条大船

“搬”进了新馆。梁山古船拆解的过
程，为我了解古人造船工艺提供了
机会，隔舱板、外板、甲板、舱
口……明白了这些主体结构，也为
我后来修复古沉船做了铺垫。

多次参与古沉船保护修复
古人的造船智慧令人惊叹

2012年菏泽元代古沉船修复
项目立项后，荆州文保中心承接
了这个项目，他们辗转找到我，邀
我加入。菏泽古沉船是目前在山
东省内河流域发现的元代沉船中
保存较好的一艘，从沉船中清理
出瓷器、玉器、金器等127件套。其
中一件龙纹元青花梅瓶，应是元
代官窑，身价不菲。古船沉没时，
部分构件会漂到其他船舱，发掘
出来时，要一一还原。那时，天天挖
空心思，想的都是古船上的部件应
该在哪里，就像刻在了脑海里。

复原后的菏泽古船长20 . 5
米、宽3 . 4米、深1 . 8米，而刚发掘
出来时，只有船底板与右弦板保存
相对完好，通过多次修复实验，才将
左侧修复如初。2015年5月，菏泽元
代古沉船保护修复项目通过验收，
国家文物局验收组评价为“出土沉

船保护修复的典范”。
这条船完工不久，我又参与

了天津张湾2号古船修复项目、河
南息县商周独木舟的保护修复。息
县独木舟埋藏了3800年，木材脱水
后成了一堆木渣，这条船修复了八
个月，主要是把已碳化的木材重新
加固……2019年我又受邀到江苏太
仓修复元代古沉船，这是一艘体量
很大的近海船，让修复者眼界大开。
像“龙骨吊”，此前仅史料上有记载，
这次终于看到了实物。

中国人造船有8000年以上历
史。老祖宗的造船智慧令人惊叹，
每条船都有隔舱板，相当于密封
舱，万一其中一个船舱受撞击，水
会流到最低的船舱内，不影响航
行，还给修复破损争取了时间，但
一些西洋船就没有这种设计。

此外，古船在船底设有龙骨，
我们把船复原后，用激光从船尾打
到船首，龙骨的中心线和激光线误
差仅在毫米之间，让人叹为观止。

将修复的船做成船模
想把小清河古船都做一遍

古船修复完成后，我就想把
它们做成模型，让更多人见识古
人的造船智慧。我们一开始便制
定了非常高的标准，那就是“仿真
到极致”，制作出的船模无论是船
体还是附件，都必须无限接近古
沉船，尺寸精确到毫米。出土什么
构件就做什么，不能凭空想象，一
定要有实物和史料依据。

菏泽元代古沉船模型，是按1:
10的比例复制的，长2085毫米，高
1700毫米。除了船体、船帆，还包括

渔网、铁锚、元青花龙纹梅瓶、长桌、
水缸、四腿凳、鱼叉等物品。最小的
构件比火柴棒还小。光复制一只船
帆就用了一个月时间。元代古沉船
用的船帆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布
帆，而是竹篾帆，竹篾一环扣一环，
要做到严丝合缝，制作很费工夫。

再比如，古船上渔网的网口
上有30多个小青铜坠，我照原样
缩微制作，每个只有食指指甲宽。
就是这么个小部件，也经过了制
模具、浇铸、整理、打孔、做旧5个
步骤，做出弓形，再穿出针孔，穿
在缩微的渔网上。而一艘船的制
作需要成百上千个部件。

“从2007年到现在，从3800年前
商周时期的独木舟，到元明清各时
期的运河船，凡我修过的古船，都做
过模型，被省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
收藏。2017年10月，我和同事制作
的船模，参加中国航海博物馆第
一届中式木帆船模型展评赛，获
得专业三等奖与最佳网络人气
奖。2017年，山东省文物局授予我
文物修复师的称号。

“我个人最知足的，就是在国
际论坛两次发表论文，把我接触到
的古代造船剖板平木、钉连密封工
艺等都分享出来，不这样做，我觉
得对不住古代造船工匠。

“如今，我正在研究小清河历
史上的船。小清河的对槽船是天津
海河对槽船演变的。我要争取把小
清河主要型制的古船缩比模型都
做一遍，以保存小清河历史的记
忆。”尚津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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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题目新颖
关注学生综合素质

6月25日下午，山东省实验中
学公布推荐生面试名单，100名(最
后一名并列)初三学生进入面试。
省实验中学教导处主任于永水介
绍，笔试选拔测试考察学生数理化
能力的同时，也关注学生的人文素
养。“从去年开始，学校由往年一张
试卷变为两张，增加素养一科目，
涵盖语文和外语。其中语文60分、
英语50分，共110分。素养二则是数

理化内容，共150分。”
省实验中学的面试形式与去

年相同，分为必答题一道与选答题
一道(三选一)。必答题以“2008年
奥运会吉祥物晶晶和2022年冬奥
会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作为吉祥
物”为话题，询问学生有什么看法。

选答题第一题则给出了元代
画家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以及
乾隆到济南时所作的诗，来考察学
生对济南历史文化的理解；选做题
第二题给出了疫情期间四张不同
的场景，比如国外华侨捐口罩、中
国留学生回国坚持28小时不摘口
罩等照片，请学生分别谈谈自己的
感受；选做题第三题则是一道数学
题，考察学生的思路和解题思维。

“现场选择第二道题的同学比
较多，选第一题和第三题的学生较
少。”于永水说，题目并没有标准答
案，只要学生能讲出来，前后逻辑
准确，表达无误即可得分。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推
荐生面试，采取无领导小组面试形
式。副校长郭福祥介绍，现场为学
生提供一段视频短片，以近日北斗
三号卫星发射成功及中国航空航
天发展历史为主，与时政热点结
合，谈对航天精神的理解和思考。

“面试现场学生随机抽签9人一
小组，首先进行个人阐述，然后是小
组阐述。”郭福祥说，在这个过程中，
既关注到学生的个人能力，也对其组
织能力、团队能力有所考察。

今年市区招推荐生362名
有考生提前预习高中课本

参加完省实验中学推荐生面
试，济南燕山学校初三学生魏博宇
介绍，为准备此次考试，提前自学了
高中数理化必修一内容。令他印象深
刻的是，笔试考了文言文《晋书》里的

《谢安传》。“虽然初中没接触过长篇
文言文，但静下心好好理解后，也答
出来了，那一刻很兴奋。”

据济南市各高中推荐生招生
工作方案统计，2020年共面向市
区招收推荐生362人。具体事宜考
生可关注各高中微信公众号或学
校官网，进行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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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千年古船 再演“船”奇
尚津济：从下岗工“炼”成文物修复师

6月初，天气炎热，在济
南市起凤桥街4号院，69岁的
古船修复匠人尚津济挥汗如
雨，正在工作室里制作一条
宋代古船模型。不足20平米
的小屋堪称古船王国，只见
屋顶悬着、桌上摆的、墙上挂
的，是一艘艘形态各异的古
船模。

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的尚
津济，原是济南一家国企的
员工。2000年，由于企业改
制，年届五十的他下岗自谋
生路。凭着在老国企练就的
工匠精神，他转行潜心从事
文物修复工作。20年来，从下
岗工到山东省文物修复师，
尚津济是如何抓住机遇实现
蝶变的？请听他的讲述。

《鹊华秋色图》描绘
了济南哪处景色？你如
何理解航天精神？6月
26日上午，山东省实验
中学、济南大学城实验
高中等学校举行了推荐
生面试。与传统的考试
相比，推荐生选拔考试
更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学
生的人文素养水平和表
达能力，更加看重学生
综合能力的展现。

尚津济将自己修复过的古沉船，都做成了模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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