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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韵千年”——亲睹纸的万花筒

6月8日至6月11日，“纸韵千年”第二届富
阳区纸文化艺术展在区体育中心举行。看过
这场展览的人，无不为富阳竹纸的制作、发展
和应用点赞。从一株毛竹变成一张纸，老祖宗
的智慧早已成为现代人的宝贵财富。而这场
展览，又让市民朋友进入了一个纸的万花筒。

竹纸企业的展销是展览的常规环节，但在
这些摊位上，却能发现与以往不同的地方，除
了一刀刀纯粹的竹纸，还有一些新产品。与卡
纸结合，在上面作画之后，不用装裱就能成为
完整的作品。与扎染艺术结合，用扎染布艺作
为封面，竹纸笔记本就诞生了。还有册页、字
帖、古诗集等竹纸衍生产品，让人耳目一新。

说是纸的万花筒，这场展览必定是丰富多
彩的。除了竹纸本身，你还可以看到做纸的必
备工具。手工制作抄纸竹帘，64岁的王增福是
制帘专家了，他妻子章爱苏负责手工编织，他
负责上漆，已经做了35年了。“一年做到头，很
辛苦，但销量还不错。”王增福指着展示区的竹
帘说，这是他们的绝活，做这样一张竹帘要三、
四天时间，品质好的纸都要用好的竹帘来抄。

抄纸要用的竹帘，晒纸要用的“晒帚”，现
场有专门的手艺人在进行制作展示。有意思
的是，竹纸制作手艺是代代相传的，而制作晒
帚这门手艺却是颜小平自学的。颜小平是湖
源乡人，今年59岁，制作晒帚已经27年。“整个
富阳只有我在做，当时晒帚都是从萧山买进
的，后来我就自己琢磨，没想到成功了。”他说，
晒帚的原料是松针，从每年霜降开始到次年清
明期间是松针的采摘期，摘完后要阴干两个
月，到了要用的时候把松针浸胀，就可以制作
了，一天最多只能完成两把晒帚。

富阳画家蔡乐群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了
尺寸相同的二十四节气书画作品，创作书画用
的就是富阳的手工竹纸。“二十四节气是非遗，
竹纸也是非遗，在非遗上画非遗，很有意义。”
蔡乐群说。与之相邻的还有富阳画家骆松涛
的画作，两人的作品构成了一场小型书画作品
展。

现场有许多互动环节，比如抄纸、压纸，现
场书画创作、装裱书画等。竹纸的作用可不
小，同为非遗项目的常绿“纸糊高照”，纸扎的
龙灯、竹马、纸伞等，这些物品的存在都依赖于
竹纸。从这场展览中，你还能看到做纸的30余
道工序，看到富阳竹纸的100个品种。你会惊
叹，原来竹纸有这么多样式，有这么多作用。

6月10日，区文广新局联合团区委组织了
50余名青年朋友，分三路分别前往大源镇、灵
桥镇、湖源乡，开展“非遗之旅——探寻造纸
术”纸乡体验游活动。虽然竹纸技艺传承面临
着一些难题，但大源、湖源和灵桥作为竹纸生
产性保护基地，也在积极探索，把竹纸的发展
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纸乡体验游就是“非遗+
旅游”模式，能使非遗更好地融入旅游场景，展
现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见人见物见生活，
拥有“活态传承”的生命力。

2018“家在富春江上”富阳区纸文化艺术周

遇见“匠心传承”“纸韵千年”共话“大匠至心”竹纸承续
记者 骆晓飞许媛娇

富阳是千年纸乡，《浙江之纸业》记载，“说纸，必说富阳纸”

“富阳一张纸，行销十八省”，富阳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直至现在，富阳仍是全国三大手工造纸中心之一。富阳手

工造纸历史悠久，手工造纸技术的多样性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元

书纸、桑皮纸、绵纸、桃花纸、蚕种纸、雨伞纸等，应有尽有。2006

年，富阳竹纸制作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2013年，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6年，杭州市富阳区被列入“中国竹纸之乡”文房

四宝特色区域。这三项关乎竹纸的国家级荣誉称号，充分说明

了富阳竹纸是一张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产业发展集群的金

名片。

近年来，我区开展了一系列保护、传承和发展手工竹纸生

产的工作，制订了《国遗项目竹纸制作技艺“八个一”保护方

案》，编撰出版竹纸制作技艺专著，将湖源新三村、大源大同村

等七个村命名为富阳传统造纸文化村，认定国家、省、市、区四

级竹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名。富阳还成立了竹纸保护

与传承发展促进会，推进行业自律和发展。同时每年举办纸文

化周展示体验活动，积极组织竹纸文创企业参加全国文房四宝

博览会、北京文博会等，扩大富阳代表性文创产品竹纸的市场

份额。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富阳竹纸行业呈现良好的

发展态势，从全国范围看，富阳竹纸生产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

均居全国前列。

6月5日至11日，区文广新局以富阳最典型、最重要的非遗

项目——手工造纸为核心，围绕“振兴富阳竹纸工艺”这一主题，

组织开展2018“家在富春江上”纸文化艺术周活动，活动包括：

“匠心传承”2018富阳区削竹技能竞赛、“匠心传承”富阳区抄纸

技能竞赛分别于5月22日和6月5日举行，“纸韵千年”第二届

富阳区纸文化艺术展于6月8日至11日在区体育中心举行，“大

匠至心”富阳竹纸传承发展研讨会6月8日举行，6月10日还组

织了一次“非遗之旅”探寻造纸术纸乡体验游。主办方希望通过

一系列活动能进一步唤起人们保护非遗、传承文脉的文化自觉，

并有助于促进纸文化产品的创新和交易，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富阳竹纸制作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关于富阳竹纸的历史，我们似乎还应该知道更多。比如，富阳
竹纸以当年生嫩毛竹为原料，有一整套独特的制作技艺，大小
工序达 72 道。竹纸品种很多，用途各异，其代表产品元书纸呈
淡黄色，略带竹子清香，柔软耐折，不腐不蛀，为毛笔书写的上
佳纸张。富阳竹纸制作代代相传，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流程，而
一张上佳的纸张自然离不开造纸师傅们的精工细作，这次技能
竞赛就选择了其中两道重要的工序：削竹和抄纸。

削竹是把青竹筒驾在“马”上，用弓形的削竹刀削去嫩竹的青
皮。此次削竹技能竞赛在大源镇大同村举行，来自湖源乡、大源镇、
灵桥镇、渔山乡、上官乡的33名“纸农”参加比赛。削竹是制作高端
文化用纸必不可少的步骤，但富阳在削竹方面的人才非常匮乏。从
参赛者的年龄分布上，上场比赛的削竹师傅，年纪最大的有70多
岁，大部分是50多岁的年纪。让人欣慰的是其中已有年轻的小伙

加入到参赛队伍，似乎让人看到了竹纸技艺的未来，他的父亲朱中
华说，手艺需要有人传承，才能生生不息，有这样一场比赛，就想让
孩子也来感受一下。

抄纸是用纸帘从纸槽中捞起厚薄均匀的纸浆，是整个手工造
纸中难度最大的工序，抄纸技术好，才能做出高品质的竹纸。抄
纸的技巧是不断发展的，从捞（或兜）纸发展到荡纸（打浪法），从
托抄到吊帘抄，纸张的质量明显提高，幅面不断扩大。抄纸技能
竞赛在大源镇大同村的富阳宣纸陆厂开赛。来自湖源乡、灵桥
镇、大源镇和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的17位抄纸匠人参加比
赛。跟削竹比赛一样，参赛选手大多已经五六十岁，他们早的从
14、15岁就开始学做纸，可以说都是“熟练工”了，而他们来参加比
赛除了比技能，更多的也是想着“能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去”，
因为现在做纸的年轻人太少了，他们也希望能借助这样的活动让
更多的后辈接过这一棒，而不会止于他们这一辈。

古老的材料在当代要运用自如，需要“现代文人”
的加入。而“现代文人”指的不仅是传统书画文艺界
人士，而是艺术家和设计师。

2011年，我用富阳竹纸做成一片片竹叶子，完成

了一件艺术作品，在法国卢浮宫进行展览，受到法国
人的热捧，展览结束后，允许市民拿一块回去当装
饰。现在富阳竹纸做成的叶子有3000片还留在法国
人的家里。

历史上的文人早已介入竹纸发展，高端用纸的受众
就是当时的文人。而现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介入，让竹
纸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竹纸制作手艺人在坚持原真性
的同时也应该打开双臂，欢迎创新和再创作的发生。

富阳手工纸，延绵千年，是富
阳人智慧和勤劳的结晶，在历史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富阳竹纸饱
含着传统文化、历史底蕴，传承发
展好这张纸，是富阳人的肩上的责
任。近些年，富阳竹纸更是捧回了
三个国家级荣誉。在荣誉背后，富
阳这张“金名片”却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难题。涉及到后继乏人、市场
局限、环保问题，竹纸的保护、传承
与发展，困难重重。迎难而上是富
阳人骨子里的精神气，为了竹纸的
未来，富阳做了许多努力。

富阳举办削竹、抄纸技能大
赛，认定“技能能手”，把田间地头
的传统手艺放到全区的大舞台上，
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竹纸制作工
艺，也告诉这些竹纸制作手艺人，
你们的坚持是被认可和重视的。
富阳举办纸文化展览，让市民朋友
重新认识有关竹纸的故事。富阳
召开竹纸传承发展研讨会，邀请全
国各地竹纸方面的专家建言献
策。为了让竹纸的发展紧跟时代
潮流，富阳曾两次派二十多名竹纸
从业者前往中国科技大学进修竹

纸技艺。
在技能竞赛中，富阳竹纸技艺

后继乏人的问题暴露无疑，参赛的
选手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纸农
说，造纸太苦了，收益又不尽人意，
年轻人不愿意做。喻仁水的儿子喻
茂刚，朱中华的儿子朱起杨，李文德
的儿子李肖杰，蔡玉华的女儿蔡项
菲，湖源新二的王聪等等，这是纸农
们的传承人，他们走进竹纸这个圈
子，是因为不愿祖辈的手艺失传，带
有厚重的使命感。

在研讨会上，蔡项菲代表青年
一代的纸农在发言最后哽咽了，她
向全体纸农说的“辛苦了”三个字
里，有无数的心酸。她也说到，希望
大家把做纸当成一项使命，这是富
阳的文化，是老祖宗传下的技艺，即
使前路再多荆棘，也千万不能丢弃。

富阳竹纸的发展传承，有政府
的重视，有纸农的坚守，在新时代
背景下，富阳竹纸“金名片”更应该
以闪亮的姿态存在，为富阳走向

“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注
入文化力量。

富阳竹纸传承发展要“见人见物见生活”
“大匠至心”富阳竹纸传承发展研讨会召开，专家学者“把脉问诊”

记者许媛娇骆晓飞

富阳竹纸有过辉煌的历史。唐代富阳所产的上细黄白状纸为纸中精品。北宋时期富阳人谢景初所造的“谢公笺”闻名遐迩，在造纸史上产生过重要
的影响。富阳竹纸中的名品——元书纸，有“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的美誉，自南宋以来传承至今，仍为广大书画爱好者所喜爱。

然而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富阳竹纸制作和技艺面临着不少传承和发展的困境。具有悠久历史的富阳竹纸如何在未来社会
中保持一定的地位，使其在解决民生、传承文化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基于此，富阳召开竹纸传承发展研讨会，邀请相关研究者、造纸技艺传承人、非遗保护专家，针对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形势，就如何保护富阳竹纸制
作技艺、如何利用手工造纸资源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如何打造富阳竹纸品牌等问题进行研讨，为富阳竹纸“把脉问诊”，努力让竹纸走出困境，提升富阳竹
纸的影响力。

本次研讨会由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办，富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中国科技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承办。

来自大源镇的朱中华、湖源乡的李文德和灵桥镇的蔡项菲作为
富阳竹纸从业者代表，结合自身从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对富阳
竹纸技艺传承优势和困境做了详细分析。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
度，对非遗的保护力度逐年加强，这对富阳竹纸发展无疑是好事。

三位代表都提到，富阳竹纸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最突出的问
题是从业人数锐减、传统竹纸工艺传承后继乏人。富阳竹纸市场单
一，主要针对中低档市场，缺乏真正高端产品。目前，还面临着竹纸
生产与环保之间的矛盾。

发言最后，蔡项菲说，能在这个行业坚持，确实不容易。有人说
做事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工作，第二个层面是事业，第三个层
面是使命。希望大家把竹纸这个事业当做自己的使命，为富阳竹纸
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而努力。

【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富阳竹纸技艺传承的优势与困境】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地方标准，花了五
年时间拿到了专属的地理标志。在不断学习中使自
己强大起来，我相信，不断学习交流，是可以实现很多
事情的。我们每年都会将竹纸拿到省里去检测，在国
内市场，都有统一的商标，让顾客认可我们的产品，才
能让产品保持生命力。

今天的经营者要考虑原料、经销、宣传等诸多问
题，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产品本身。把竹纸做成精
品，要用品牌来带动产品的销路。作为传统非遗项
目，要做精做细，而非做大做强。富阳还有300多个
纸槽，竹纸市场潜力大，而且已经形成气候，有利于产
品走向市场。非遗是独特的地方资源，各地手工纸都

有其特色，做好自己的特色是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的
本质。现在我在连城还把竹纸制作当作旅游体验产
品来推广，在竹纸作坊里设置了小型的纸槽，让城里
的孩子来体验手工纸制作。坚持好自己的特色和品
质，尝试各种新思路、新途径，也许能看到新希望。

这十几年来，我特别关注富阳竹纸的发展，也倾
注了很多心血。富阳手工造纸是整体的文化现象，与
以前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现在的生活习惯发
生了改变，要让纸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就要与生活产
生联系。像之前富阳举办的削竹、抄纸竞赛，就是在
造纸的周边形成了氛围。手工纸可以做很多文章，它
不仅是一张纸，整个制作和应用环节都是文化生活，

把这些文化生活做成各种各样的活动，才能深入人
心。让非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
举措。

从技艺方面来说，在县区层面上，富阳纸是最为
丰富的，所以富阳纸不光要保护，还有很多研究的价
值。同时，我们要关注手工纸的非遗属性和物质文化
遗产属性，富阳竹纸本身就能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

供很好的材料。
就某个造纸个人来说，可以走不同的道路，采取

不同的方针对其进行保护，同时保护竹纸发展的多样
性。希望富阳能把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端竹纸做出来，
富阳竹纸的走向对中国竹纸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参考意义。

竹纸工艺文化是富阳区的品牌依据，既有造纸遗
址和自然资源等实物依据，又有工匠精神和造物技艺
等内涵意义，传统工艺和现代企业相得益彰，成为富
阳发展品牌文化的极大优势。在竹纸方面，可以打造

“三乡”的富阳品牌理念，分别是生态之乡、工艺之乡、
书画之乡。

“生态之乡”彰显竹文化品质。利用现有自然资

源，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进行规划和保护。整理修
复生产环境，恢复充实生活情境，有机更新生命心境，
有利于打造富阳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形象。

“工艺之乡”传达竹纸文化内涵。传承竹纸制作
技艺，打造“千年纸乡”的金名片。挖掘竹纸的文化内
涵，凸显竹纸的工艺价值，创新竹纸的发展前景，有利
于传达富阳盈溢乡土情怀和家园意识的人文形象。

“书画之乡”统筹富阳文化精神。整合多方文化
资源，以竹纸为媒，全面讲述“富阳好故事”。从元代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近代郁达夫的抒情小调，
再到当代麦家的悬疑谍战，无数富阳文化名人撑起了
富阳文化的半边天空。竹—竹纸—书画，层层递进，
娓娓讲述富阳的文化故事，有利于形成富阳物质和精
神全面发展的“富阳形象”。

富阳手工造纸有千年的经验，传承下来的产品，
水准都很高。富阳竹纸中的元书纸，古称赤亭纸，又
名谢公笺，在北宋真宗时期已被选作“御用文书纸”。
富阳的纸在历史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随着时
代变迁，很多高端纸面临失传。比如富阳很有名气的
桑皮纸，还有我们最近在研究的乌金纸。

我们应该把古纸复原当作一项创新工程来做。
这里所说的古纸属于高端纸，因其代表了一定的高
度，因为有价值感，更容易建立情怀。对于市场情况
来说，如果有高端纸出现，那么整个业态都会往高端
方向前进一大步。其次，历史名纸复原也是一次技术
革新，在工业价值感上也会得到认同。

有一次去日本考察，看到他们的乌金纸主要用于
室内装潢，并且销路很不错。在做古纸复原的同时，
我们的手工纸产品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初级加工，
增加其附加值。

富阳竹纸传承与发展首先要解决后继乏人问
题。我建议是要建立传承人机制，目前传承任务时间
紧，年纪大的纸农马上要退下来，年轻人还没有跟上
去。我们的竹纸传承应该贯穿于教学之中，让竹纸技

艺变成教材，从理论、思想上打基础，再经过师傅传徒
弟的方式，将技术传承下去。同时，要解决传承人队
伍的后顾之忧，保障其生活质量。

其次是竹纸制作技艺方面的行业标准建立。要

打造专属于富阳的传统品牌，只有规范化才能更好地
传承下去。我们正在对竹纸制作的各个工序上面的
数据进行检测，总结出最合理科学的数据，为行业内
的技术标准建立提供数据支撑。

要传承发展富阳竹纸，创新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竹纸的发展也要适应新时代环境。我们在保持
传统造纸工艺的精髓时，应该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
性，而这一切也都是为了竹纸能够更好地传承下
去。

在原料上，元书纸都采用嫩毛竹，但也可以用
苦竹，加入桑皮等不同原料，制作出不同质地的手工
纸。富阳普遍采用湿态保存的方式来保存竹料，时间
长了会有霉斑产生，是否也能考虑把竹料做成竹丝，
进行干态保存。在产品上也可以有变化，已经有纸农

创新性地进行两次捞纸法，做出来的竹纸厚度增加不
多，但拉力加强了一倍。

这些创新的尝试，可以出现不同类型的产品，我
们可以用产品去引领受众的需求。

【记者手记】

一张“富阳纸”，背后是底蕴、传承和振兴

“匠心传承”——精工细作比手艺

邓金坤（福建连城连史纸传承人）：要做精做久，形成地理标志

陈刚（复旦大学教授）：让竹纸与现代生活产生紧密联系

王其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打造“三乡”富阳品牌

汤书昆（中国科技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教授）：把古纸复原当做创新工程来做

李少军（富阳竹纸研究专家）：建立行业技术标准，科学传承技艺

陈彪（中国科技大学手工纸研究所副教授）：竹纸的创新，可以引领受众需求

张雷（杭州品物流形·融设计图书馆创始人）：让“现代文人”介入竹纸传承

纸质艺术有着独有的优点，根据本身的特性来说，
纸质艺术非常适合作为商场陈设或者品牌橱窗陈设。
纸质材料本身质感轻薄，在二维平面和三维空间中纸材
料都能展现其独特的形态优势，并且可塑性非常强，易
操作。

当代纸艺术在不断向前发展，形式与风格也越来越
丰富，不仅仅局限于平面的拼贴作品，还向二维、三维的
作品发展。从纸艺术策展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纸的无数
可能性，相信在未来，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下，当代纸艺
术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形式。

欧迅（国际纸艺术展策展人）：在策展中，可以看到关于纸的无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