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雕刻师：一点刻坏 数月努力归零
人民币上毛主席像就是她刻的，凹版雕刻可以把防伪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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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套人民币100元，使用了国际

印钞界先进的凹版雕刻技术，有

重要的防伪作用，而防伪的最后

一关就是人像雕刻。

马荣是这套人民币毛泽东主

席肖像的原版雕刻者。作为中国印

钞造币总公司技术中心设计雕刻

室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由她雕刻的

毛泽东主席肖像成为第五套人民

币50元、20元、10元、5元和1元的核

心图案。她也是我国第一位雕刻人

民币主景人像的女雕刻家。

第一刀习惯雕刻人物眼睛

每天早晨8时，马荣会准时走

进位于北京西南四环外的工作

室，穿上工作服，拿出钢版，握起

雕刻刀，开始一天的训练。这样的

训练，在她35年的雕刻生涯中从

未停歇过。

特制的工作台被均匀的灯光

映得通亮，一块光如镜面的钢版

摆放正中，马荣身体前倾，左手持

镜，右手舞刀。随着刀锋的微微跳

跃，钢版上出现纤细密集的线条，

逐渐延伸构成了一片银色的发

梢、微笑的嘴角、和缓的鼻翼、温

柔的双眸……一位老人肖像跃然

而出。已近退休的马荣，丹凤眼总

是挂着笑意。“一拿起雕刻刀，我

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只有点与线，凹与凸，只有我

创作的人物形象。”

钞票上人像的塑造是难度最

大的，通过点和线去表现人物的

精气神、空间感和质感。而人物雕

刻是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做到极

致才能达到防伪的效果。一位成

熟的雕刻师需要培养十年。作为

我国第一位人民币人像雕刻的女

雕刻家，她说：“钞票的凹版雕刻

需用心来创作”。凹版雕刻有一个

特点，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偏差，中

间如果任何一个点或一个线刻坏

了，之前几个月的努力都将归零，

推倒重来。

马荣说，第一刀她习惯先雕刻

人物的眼睛。当眼睛雕刻完成后，

便可以跟人物直接交流，整个创作

也是她和那双眼睛对话的过程。

雕刻的主席肖像作品夺冠

1978年，16岁的马荣进入了培

养未来人民币创作者的摇篮———

北京印钞厂学习美术。1981年3月，

马荣开始了手工钢凹版雕刻的学

习和工作，师从专家级装饰雕刻

师、我国第一位女雕刻家赵亚芸。

经过3次修改，马荣的“处女作”才

通过了老师的检验。30多年后，已

经退休的赵亚芸才说，当时就觉得

马荣是个好苗子。雕刻专业难度

高，想在这个专业有所成就，每天8
小时的上班时间，马荣总觉得不够

用。为了能从事难度最高的人像雕

刻，马荣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央美

术学院深造。

练习雕刻技艺，不仅要忍受长

时间伏案的“艰辛劳作”，更需要忍

耐“寂寞之苦”。随着改革开放、市

场经济的时代大潮，身边的同事、

同学纷纷辞职、下海、出国，此时马

荣的油画作品，已成为法国收藏家

追寻的目标。而马荣并不在意因学

习雕刻损失的利益，她默默伏案工

作，一点一线雕刻着钢版，也雕刻

着自己的未来。

1997年，马荣迎来了雕刻生涯

的重要转折——— 第五套人民币毛

泽东主席肖像原版雕刻进入攻关

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

席头像首次独立成为人民币的正

面主景。印钞系统组织了多位雕刻

师进行竞争性创作，其中包括马

荣。为了探索凹版雕刻人像适应新

型印刷工艺的规律，马荣决定同时

雕刻两块钢版。这意味着她要比别

人多付出一倍的工作量。

3个月里，她每天需要工作十

三四个小时，常常早上打好的一

杯开水，放到傍晚却一口没喝。工

作中，马荣首次提出并实施雕刻

版纹间隔线的方法，通过控制油

墨流动解决印刷适性问题，并形

成了新的工艺标准。经过辛勤创

作，马荣的人像雕刻作品最终夺

冠，并分别应用于第五套人民币

50元、20元、10元和5元、1元人民

币上。而她首创的版纹间隔线雕

刻法也被广泛应用。

将向世界讲述东方艺术

马荣有一把视如珍宝的雕刻

刀。棕红色的刀把上，半圆形的正

面由于无数次使用被手掌磨得油

光；刀把的背面刻着一个“沈”字，

这是第一位使用者的姓氏。刀传至

马荣，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马

荣看来，雕刻刀不仅是一件工具，

更代表着雕刻技艺和工匠精神的

传承。2005年，马荣继续从事雕刻

专业的同时，开始肩负为行业培养

雕刻人才的任务。

她创作了大量雕刻作品，并在

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奥运纪念

钞、新版港币、新版澳门币、科研项

目和邮票创作中得到运用。她于

2005年获得首批入选中国印钞造币

行业专家人才库成员的殊荣，她的

人像雕刻作品在2011年国际雕刻师

作品展上获得了“国际雕刻师”的

高度评价，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今年9月份，受意大利国际雕

刻师学院邀请，马荣将前往授课。

500年前，意大利人发明了雕刻金

属凹版印刷法。100年前，雕刻凹版

印钞工艺进入了中国。如今，一位

中国女雕刻师将远渡重洋，向世界

讲述中国钞票蕴含的东方文化。

目前，我国仅有十几人从事人

民币凹版雕刻工作。马荣是中国第

四代人民币凹版雕刻师，她正在培

养第五代接班人。

综合《三湘都市报》、《工人日报》

盼团圆只等来1个孙女
“伤心爷爷”成网红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不久

前，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一名叫肯

尼·哈蒙的老人以为6个孙子孙女

都会来同他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准

备了他们最爱吃的汉堡，结果却只

来了孙女凯尔西一个人。爷爷见自

己被“放鸽子”，一脸悲伤地吃着汉

堡。凯尔西见状拍下这一画面，并

将照片上传至微博客网站“推特”，

附上一行令人心酸的文字：“今晚

和爷爷一起吃晚饭……他为孙子

孙女们做了12个汉堡，而我是唯一

来跟他吃饭的。”这条微博发出后

获得大量转发，哈蒙也因此成为网

络红人，得名“伤心爷爷”。许多网友

纷纷表示想陪老人吃汉堡。

见有如此多人关心老人，近

日，哈蒙的家人和亲戚举办了户外

餐会，以每个2美元的价格售卖汉

堡，邀请关心他的人，结果吸引了

数百人远道而来。 北晚

马荣的雕刻生涯已经走过了35年。

小伙辞职看世界 还带回个美国女友
3年多走过了六大洲，他说出国旅行其实没有想象中难

在30岁生日之际，西安小伙何

江海结束了为期3年多的环球旅

行，除了饱览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

外，还解决了他的“终身大事”———

他把美国女朋友带回了西安，这让

他的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当初只是想在国内逛逛

2013年初，何江海还是一名普

通的上班族。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

后，他供职于广州的一家银行，每

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感到有些

厌倦。2013年3月，他辞去了这份稳

定的工作，打算用两三个月时间去

全国各地走走。没想到，这次“一路

向西”的旅行竟持续了3年多。

何江海说，一开始他到了云

南、四川，又从成都搭乘顺风车到

了西藏。一路结交的朋友让他大开

眼界，临时决定从西藏前往尼泊

尔———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结

束了尼泊尔的旅行后，他又来到印

度、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国家。

为了节约旅行经费，他成了一名

“沙发客”，借宿在当地人家里。“我

还睡过火车站、寺庙，反正是怎么

省钱怎么来。”何江海说，为了省

钱，他尽量选择陆路或水路，“除非

迫不得已，比如从南非到巴西，才

买机票‘奢侈’了一回。”

在非洲大陆，何江海一路向

南，到达了南端的开普敦。在旅行

了1年多后，2014年夏天，巴西迎来

了世界杯，作为球迷，何江海没有

错过这个机会。“当时巴西出台了

政策，只要有世界杯球票，就可以

顺利办理签证。”何江海说，他通过

网络报名“摇号”，专选冷门球队，

顺利买到了球票，来到巴西。接下

来，他又游览了秘鲁、智利、阿根廷

等南美国家。在阿根廷，他还顺利

买到了“最后一分钟”船票，登上了

开往南极的游轮。按照计划，结束

南美洲的行程后，何江海就前往北

美洲，完成自己的“环球之旅”。

旅途摆地摊解决开支

何江海说，当时出国旅行属于

一时冲动，之前并没做完整的行程

和开支计划。“以前上高中时，我的

英语水平在班里都是倒数，大学也

就是英语四级水平。”何江海说，出

国后，他一面通过手机软件翻译，一

面又拾起了课本，一路走一路学，现

在和外国人交流已没有问题。

除了语言方面，开支也是旅行

中的难题。何江海说，工作后他有了

10万多元的积蓄，虽然一路“省吃俭

用”，但还是不够开销。“在土耳其

时，我认识了一个中国商人，他送给

我一些在国内义乌买的小商品。”何

江海说，在土耳其，他也摆起了地

摊，暂时渡过了经济难关。“一路走

来，见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让我感

到出国旅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到了巴西后，他突发灵感，做起了代

购生意，把巴西的蜂胶、首饰等特产

卖到国内。直到现在，他在网上的小

店仍经营得有声有色。

邂逅美国姑娘坠入爱河

何江海说，他没想到这次旅行

还解决了他的个人问题。在中美洲

的危地马拉，他邂逅了美国姑娘

Ciara Metzoian，志趣相投的他们很

快坠入爱河。Ciara大学毕业后前往

危地马拉学习西班牙语，那也是她

第一次出国。何江海说，俩人都是

爱冒险、爱旅行、爱语言文化，他们

很快走到了一起。

何江海表示，此次“周游”走过

了6个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朋友们知道我来中国后，觉得非

常不可思议。”Ciara说，到中国后，

她经常通过网络和父母分享经历，

这让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对中国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华商报》

何江海和美国女友在一起。

包子店老板酷似星爷
引人围观 生意火爆

近日，河北一包子店老板因长

相酷似周星驰走红。该包子店吸引

了众多居民前来购买，更有外地顾

客专程过来，在品尝包子的同时顺

便与“星爷”拍照。据了解，包子店

老板名叫王恒超，今年28岁，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找工作一

直不顺利，于是以开包子店为生。

长相酷似周星驰的王恒超在包子

店卖包子时，被网友拍了照，没想

到会在网络上走红，于是该包子店

生意瞬间火爆，从以前的日销800
个包子到现在的6000个。 新华

自来水抄表工
成了“街拍之神”

当刘涛穿着工作服，用铁钩撬

开一块又一块井盖，读水表、抄数

时，没人知道这个34岁的自来水抄

表工就是网络上的“街拍之神”。从

2007年开始，刘涛在合肥供水集团

做抄表工。看到四五十岁的同事还

在抄表，他禁不住有些“绝望”：“可

能人生也就这样了吧。”直到6年
前，他在朋友影响下接触了摄影。

此后，刘涛每天下班后都要“扫

街”，沿着最熟悉的抄表路线，徒步

四五个小时，相机没电才回家，鞋

子磨破了底。多数时候，他“假装”研

究相机或者拍摄建筑，趁人不备

“随手拍”。在他的镜头下，被榴莲挡

住脑袋的水果摊老板成了“刺头”，

美人雕像鼻孔则拖着晶莹的“鼻涕

柱”。他每月定期把照片上传到网

络，至今拍了3000多张。 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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