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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非遗”：
中国传统手工纸非遗项目存在的问题
文

汪  帆

遗产名录中，新疆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藏族造
纸技艺、傣族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皮纸制作技艺、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竹纸制作技艺、宣纸制作技
艺等一批著名的传统手工纸制作技艺入选。截至2019
年，全国先后有40多家传统手工纸项目陆续被列入各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
府在不同程度上对非遗手工纸项目及其传承人进行了
系列培训和专项资金扶持，使得不少濒临灭绝的传统
手工纸项目枯木逢春，传统手工纸因此得以维持和发

◎ 汪  帆，副研究馆员
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师

展。2013年起，笔者因古籍修复工作的需要，对全国
主要传统手工纸非遗项目进行了走访和调研，发现各
级非遗手工纸项目的生产存在很大问题，应该引起各

摘

要

传统手工纸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

界的重视。

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由于政府监管力度不够、生
产者缺乏质量意识等原因，目前入选各级非遗名

1

传统手工纸存在的问题

录的传统手工纸项目大都存在着纸张 pH 值偏高
和原料中含有木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传统手工

对传统手工纸的调研源自于对全国主要传统手

纸的生存和发展。建议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加大

工纸质量的检测。2013年起，基于建立古籍修复中央

监管和扶持力度，谨防传统手工纸被第二次遗忘。

纸库的需要，我们通过各省非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获

关键词

得了全国主要传统手工纸项目23项共27个愿意样品的

古籍修复 ；非遗手工纸 ；现状

传承人、生产商以及收藏人的信息，并和他们取得联
传统手工纸主要用于中国书画、印章、拓片、古

系，共采集到107个样品，旨在全面了解传统手工纸的

籍印刷、古籍修复、字画装裱等，是中国传统文化传

质量。我们将采集到的样品分别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承和发扬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受机器纸的冲

实验室、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进行了测试。其中29个

击，传统手工纸一直处于被遗忘的境遇。2005年，国

纸样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验室进行了冷抽pH值测定

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传统手

及纤维分析，另外78个纸样由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修

工纸生产作为非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进入人们

复工作人员进行无损型pH值测定及纤维分析（见表1和

的视野。在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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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H值
范围

pH 值分析结果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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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等多种形式，对传统手工纸生产状况进行了调研，

样品数量/个

以期查找原因。调查中笔者发现，传统手工纸虽然被列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检测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检测

入各级非遗名录，但并没有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真正重

＜7.0

3

18

7.0～8.5

7

25

8.5～9.0

6

22

＞9.0

13

13

视。如果把非遗手工纸项目被国家重视、抢救之前的处
境称为“第一次被遗忘”的话，传统手工纸正在面临第
二次被遗忘的境遇。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传承人及传承
群体处于自我放逐、脱离或放弃其必须传承的非遗项
目，这必然导致该项目的消亡。虽然笔者调查的非遗手
工纸生产点不甚广泛，且因信息阻塞，采集到的样品也

表1和表2的检测结果表明，纸样pH值普遍偏高，
纸浆中混有木浆的样品比例较高，占43%。这是一个触

未能“一网打尽”，但从中不难归纳出导致部分非遗手
工纸技艺被二次遗忘的几点原因：

目惊心的检测结果。以笔者所从事的古籍修复行业为
例，检测样品中，只有不足1/3的样品符合古籍修复用

2.1

纸的pH值标准。

传统手工纸业后继乏人
尽管非遗手工纸传承人的地位有了空前提高，也

古籍修复工作是对破损的古籍以“动手术”的

享受一定的政府津贴，但传统手工纸生产的特点决定

方式进行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手工纸之所以有

了这些传承人在巨大的市场经济冲击之下，往往心有

“纸寿千年”之美誉，与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韧

余而力不足，捉襟见肘，经常处于窘困之中。手工纸

皮、废麻等长纤维原料及弱碱蒸煮的嫩竹纤维，并

生产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年轻人

辅以制浆过程中使用缓和的石灰与碱的分级蒸煮、天

不愿从事这项行业，抛下传统技艺另谋生计，导致传

然日光漂白等工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如果在传统手

统手工纸生产后继乏人。

工纸生产中添加木材纤维原料、使用化工辅助材料如
漂白剂及强碱等，在去除木素的同时，也会伤到纤维

2.2 造纸工艺滥竽充数（或偷工减料）

素，无疑会大大缩短纸张寿命，成纸pH值也不符合修

现代造纸工业迅猛发展，与现代化机械生产纸张

复用纸标准。如果不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辨别，使用此

成本低、产量大、效益高相比，传统手工纸劳动强度

类纸张修复破损古籍，不但会影响修复过的书叶（古

大、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产量低、经济效益差，发

籍中的书页为筒子页，故以“书叶”称之）的寿命，

展难以为继。为求生存，一些生产商不顾对非遗手工

还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不需要修复的部分书叶，严重

纸项目的致命伤害，为了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

影响古籍保护工作。

提高利润，大多直接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木浆代
替传统手工纸浆。商品木浆多为硫酸盐法蒸煮，成品

2

造成传统手工纸质量差的原因

中会有少量残碱，操作不当就会造成成纸pH值偏高。
有些用于字画的纸张，订购者只求价廉不求物美，对

鉴于检测的不理想结果，我们以实地勘察、电话

于纸张中是否添有木浆不太在意，甚至为达到字画书

表 2 纤维分析结果
含木材纤维原料样品数量／个
含非木材纤维原
料样品数量/个 含量＜5% 含量10%～20% 含量30%～40% 含量50%～60% 含量70%～80%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检测

10

1

4

7

4

3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检测

51

2

5

16

4

—

注 1. 非木材纤维原料是指禾本科（麦草、稻草、芦苇、竹子）及韧皮类（麻类、构皮、桑皮、檀皮等）原料；含木材纤维
原料是指针叶木浆或阔叶木浆原料。2.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检测29个样品，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共检测78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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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效果要求添加木浆原料。

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多粥少”“撒胡椒面”的尴尬局

至于木浆含量低于5%的原因，生产商解释说，是

面。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非遗手工纸项目普遍存

因为上一批次的纸张按购货方需求添加了少量木浆，

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在生产、销售等方面也都有很多

生产完成后水槽未清理干净，遗留的木浆纤维污染了

困难。建议非遗手工纸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应该始终

本批次的纸张。由此可见其生产质量意识严重不足。

关注非遗手工纸生存及生产情况，努力帮助他们克服
困难，绝不能听任其自生自灭。要加强监管力度，坚

2.3

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不到位
不少地方非遗管理部门的非遗保护意识仅停留在

决制止生产中出现违规违法行为。同时，国家要对那
些行政不作为的非遗管理部门采取惩罚措施。

申报阶段，一入名录便就此止步，后续扶持工作不到
位，或流于形式，加之监管不力，听任生产者擅自改变

3.3

走与高校或科研机构联合之路
非遗手工纸主要是传统手工作坊，从业者文化水

非遗手工纸的原配料或工艺流程。

平普遍偏低，主要是以“师带徒”的形式进行延续，

3

对策与建议

凭经验制作，因循守旧，不重视创新。在知识爆炸、
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在继承的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基础上进行创新，不但不能开发新产品，连发展道路

乌丙安先生曾指出，在依法实施保护非遗的工程中，应

也会越走越窄。政府部门应鼓励或搭建平台，使非遗

该政府是主导，社区民众是主体，传承人及其群体是主

手工纸走与高校或科研机构联合之路，充分利用高校

力。结合走访和调研所见，笔者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的科研优势。这方面可借鉴江西铅山含珠实业有限公
司的经验。他们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

3.1

加大对传承人的精神、物质奖励力度

京印刷学院合作完成了《江西铅山连史纸制作技艺调

就目前看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非遗手工纸项目

查研究》，就属于自觉意识的合作。再如出生于造纸

传承人在精神、物质上的奖励力度还不够大，有的地

世家福建美玉堂的邓金坤编著的《连城宣纸》，完全

区近几年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

属于对传统纸事业的热爱而为之。

面的经验。日本的和纸工业也曾一度出现衰退现象，
全国手工纸作坊从1901年的68562家降低至317家，仅存

3.4

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非遗手工纸生产行业

0.46%。对此，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将著名手工纸产地

非遗手工纸项目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鼓励当地创投

的著名生产厂（坊）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古代手

公司或其他民间资金投入非遗手工纸行业。由于非遗

工纸生产的“活化石”。政府每年拿出可观的经费补

项目未来增值速度不会太快，不容易吸引资金进入，

贴杰出文化遗产传承人，使其衣食无忧。同时，通过

但这又确实是全社会都应关心支持的项目，所以，当

国家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授予“人间国宝”的称

地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给予创投公司及民间资金一定的

号，使其在精神层面认同，最后以带徒授业的方式拴

投资优惠政策，使之与政府合力共同促进非遗手工纸

住传承人。政府要求传承人在领取政府补贴、享受称

项目实现产业化。

号的同时，必须将其技艺传授给更多人。笔者建议，
国家应加大对传承人在精神、物质方面的奖励力度，

4 结

语

同时应立法规定传承人的传承担当责职和义务。
以上是笔者对非遗传统手工纸项目现状的分析。
3.2

加大对非遗手工纸项目的资金扶持及监管力度

传承人或群体、生产商在手工纸制作过程中擅自改变

虽然近年来国家对手工纸制作行业投入了大量资

传承项目的传统原料、配方或工艺流程，致使其项目

金，但由于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受资金制约，

的特色和核心内容消失殆尽，这样的产品自毁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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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被使用者拒绝，最后被市场淘汰，该项目的生命

[8] 韩征.从手工造纸工艺的传承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力从此完结，堕入第二次被遗忘的境地。这是我们无

护——新密市大隗镇手工纸造纸工艺[J]. 中共郑州市委

法回避而必须面对的。诚然，这一现状的改变需要时

党校学报, 2009(06): 134.

日，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笔者的调研和建议
能有助于推动非遗手工纸的繁荣和发展。相信在国
家、传承人、从业人员和热心非遗事业的有识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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