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淼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邓新明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文 旅4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莫建杨 周文莹

灵川县兰田瑶族乡位于灵川县西北部，属边远山
区，境内山高岭叠，山地占总面积 96％ 。这里有着
丰富的竹木资源，毛竹生产和加工也是瑶乡群众的主
要经济支柱，手工造纸便是当地瑶族人家传承数百年
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兰田古法造纸一度经历过很长时
间的“低迷”，但凭着村民的执着坚守，近年来，兰
田手工纸走了出去，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如今，当
地政府和村民都在努力，想要把古法造纸这个“活化
石”传承下去。

●原始的古老技艺在深山中代代相传

灵川兰田瑶族乡南坳村委深潭自然村，是一个偏
远的瑶族村寨。村里有 40 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以
种地和造纸为生。近日，记者来到这个位于深山的小
村中，放眼望去，村子里随风摇曳的竹子和竹楼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山居风景。

走进 42 岁村民赵玉成的家中，他搬出两摞捆扎
好的纸，这些手工造出来的草纸颜色发黄，有一股淡
淡的香味。他告诉记者，一摞纸有 80 张，重量大概
在 60 斤。

“造纸技术曾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对于现
代的人们来说，古老传统的手工造纸技术似乎已变得
非常遥远。在桂林，除了深潭村以外，真正的传统纯
手工造纸技术已经比较少见了。”灵川县文化馆专家
告诉记者，据《灵川县志》记载，灵川瑶族草纸生产
始于清代中叶，盛于民初，至今有 200 年的历史
了。

兰田手工造纸从砍竹至产出纸品，工序繁多，基
本上为人工完成，整个过程包括砍竹子、沤竹麻、洗
竹麻、踩竹浆、拌竹浆、捞浆（抄纸）、晒纸、修纸
等，工艺流程完整，与《天工开物》一书中介绍的造
纸术大致相同。

在深潭村，随处可见四四方方的水池，当地人称
为沤竹池。休息片刻之后，赵玉成和父亲扛回新砍的
竹子，用专门的工具把竹子破成片状，再捆扎搬运到
专门泡竹片的池子里。他告诉记者，沤竹的时候要把
竹子铺开，铺一层，撒一层石灰。一个沤竹池可铺５
层竹片，竹子的纤维在石灰水中浸泡软化，才能进行
下一步加工。

“我从 15 岁开始接触造纸。那时候小孩子们放
学后也不去外面玩，就坐在家里撕纸，小伙伴见面都
互相问你家里今天造了多少纸呀。”赵玉成笑着对记
者说，这门手艺是祖传的，他从没刻意去学，就是从
小看大人做，不知不觉地就会了。他十来岁的时候，
就跟着大人们上山砍竹子，赶在小满节气前将砍下的
竹子用石灰水泡上。之后，用脚踩等方式把石灰洗
掉，再堆放发酵一个多月，隔 3 、 6 、 9 天各换一
次水，然后将原料踩浆放入水槽中搅拌……

“然后就要踩竹浆。以前的传统办法是用竹篾编
织一张 3 米长、 1 米宽的席筛，再用木头、木片做
一个略有斜坡的架子，将席筛放在架子上，把竹麻倒
在席筛上，人站上去踩，直到把竹麻踩成丝状、筋
状，所花时间约为一天。造一担纸，需耗时 5 个
月。”赵玉成说。

在赵玉成家里，他的妻子正在自家后院忙碌着。
她站在一个盛满黄色浑浊液体的长方形水槽边，把细
密的竹帘在水里左右摆动几下，捞出来，倒扣粘贴在
平整的模板上。然后小心翼翼将竹帘移开，纸膜便粘
在板上。如此反复几次，没过多久，模板上叠放出淡
黄色、还滴着水的层层湿纸堆。

“这招在我们造纸中，相当于‘水中取宝’。这
看起来像浑水的东西，舀一勺就是一张纸。”赵玉成
妻子笑着说，然后还要将纸堆中的水压出，再将纸一
张张撕开，折成四分之一小张，分散晒干。

“我们这套造纸的工艺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试
剂，原料就是竹子和树叶煮出来的粘浆，这么多
年下来对这里的环境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大家选
用生料法造纸，没有经过蒸煮，排放的废液也相
对更少。”深潭村另一户造纸的村民告诉记者，
早年村民们大多很穷，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把造
好的草纸挑到周边的集市去卖掉，再买鸡鸭、割
肉回家过年。

●打破经济困境，为谋发展打好基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兰田手工造纸曾一度遭
遇“低迷”。赵玉成告诉记者，兰田手工造纸主要用
于包装、糊窗、糊墙、家庭书写、祭祀。但随着市场
的选择越来越多，兰田手工造纸市场在不断缩小。

“我们村 2003 年才通公路，村里人除了造纸有
经济收入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方式了。我记得
在 2007 年，我们手工造的纸一下子就卖不出去了，
导致许多人宁愿卖竹子都不愿意卖纸，造纸的人也减
到只有几户人了。”赵玉成说，看到许多村民放弃造
纸出门打工，他内心觉得十分可惜。

“当时觉得可惜也没办法，外面早就用机器造这
种纸了，效率比我们高很多。不过也还是有老板说，
那些纸没有我们的好烧，我们手工做的细致，更容易
燃。我的心思就又活动了起来。”赵玉成说，后来他
花了半年时间在临桂和龙胜等地推销兰田手工草纸。

“我当时就挑着纸挨个村去走，好多人都以为我
是骗子。时间一长，大家对我熟悉了，才渐渐愿意接
受我的纸。”赵玉成说，后来他开始收集全村人造的
纸，帮他们寻找销路。现在，每年经过他销售的兰田
手工纸都在 500 担以上。

“如今，很多老板慕名而来，经过电话预约后，

造纸户将纸拉到路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担纸
可卖大约 450 元，一户人家一年大约产 50 担纸，
可获得两万多元的收入。”赵玉成说，现在兰田造
纸的人又多了起来，全乡有 50 多户。

“我想，只要造纸还能为村民们提供一些经济
效益，那它就还有存在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
今后让造纸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赵玉成说。

●加强保护，让古法技艺保持活力

“我们这个手工方法的造纸，最需要耐心和勤
快。记得我小时候，看着长辈们每天都重复这样的
工序。很冷的天，还用脚在泡着冷水的原料堆里反
复踩，手也被水槽里的水冻得发紫。就这样老一辈
坚持做下来，这些细节对我影响蛮大的。我们这一
代人，不仅耳濡目染学会了造纸的方法，更感受到
了老一辈的吃苦耐劳。我们长大后自己也当家了，
自然也就这样承担下来，做着当初长辈们做的
事。”今年 54 岁的邓义珠说。在已经有 30 年造
纸经验的他看来，造纸对于深潭村不仅有经济意
义，还有文化的意义。

邓义珠说，当年深潭村几乎没有一条能和外界
连通的路，家家户户都这样造纸自己用，剩余的就
挑出去卖。后来路通了，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求
学、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年纪较大的。

“现在，年轻人对造纸感兴趣的越来越少，
我家里的儿女都不肯学。也许再过几年，深潭手
工造纸这门手艺真没人能接下去了。” 59 岁的村
民赵成恩说，他的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只剩老两
口在家种田、造纸。由于纯手工造纸工序多，劳
动强度大，经济效益不高等，年轻人不愿意从事
这一行业，古法造纸确实面临着如何传承下去的
困扰。

近年来，灵川县和兰田瑶族乡为保护兰田手工
造纸传统技艺，对手工造纸技艺进行了普查，了
解、掌握兰田手工造纸业现状和造纸户家庭情况，
将兰田手工造纸技艺列入了县级保护名录。同时引
导瑶寨同胞做好手工土法造纸技艺保护和传承工
作。 2018 年兰田手工土法造纸技艺也被列入自治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果再不对传统手工造纸这一古老的技术加
以保护，我们的后代就只能去博物馆回忆这一伟大
发明了。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困难，但我相信只要通
过努力，这一门传承上百年的技艺一定能传承下
去。”采访中，邓义珠感慨地说。

“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兰田手工造纸技艺的保护
工作，并将帮助传承人对陈旧作坊和破损工具进行
维修、完善，对传承人的生产活动给予政策扶持，
挑选一批技艺高超的师傅开展传艺和交流活动，促
使兰田手工造纸技术永葆活力。”兰田瑶族乡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6 年 11 月，坐落于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的桂林理工大学地质
博物馆(又名桂林市地质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目前广西区内唯一的集
专业教育功能和科普教育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地质博物馆。

进入地质博物馆接待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具镶嵌于墙壁上的
鱼龙化石。这具诞生于 2 . 1 亿年前长达 13 米、出自贵州关岭地区的鱼
龙化石，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作为镇馆之宝的，还有重达 3 . 5
吨，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南丹铁陨石。

被央视等主流媒体誉为“华南地区功能最齐全的地质博物馆”的桂
林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馆藏实物标本达 5 万余件，其中系统展出了
古生物化石、陨石、矿物、岩石、矿石和宝玉石等珍贵标本 6000 件。
据了解，地质博物馆围绕生命起源与演化、行星地球、内外动力地质作
用、矿物岩石、矿产资源、地质灾害和宝玉石等主题设置 10 个展厅，
同时配套 3D 影厅、大标本展区、临展区及校友捐赠长廊等辅助功能展
区。

此外，对被誉为“地质历史活的教科书”的金钉子国际地层剖面、
独特的喀斯特岩溶地貌、世界超大型矿床“大厂锡多金属矿”和“平果
铝土矿”等专题，地质博物馆还进行了深入剖析与系统展示。值得一提
的是，该馆的陨石展厅收藏了世界各地已发现的 85% 以上的陨石类
型，合计 54 种、 300 余件，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科普价值，是目前
世界上收藏陨石种类最为丰富的博物馆。

1956 年，博物馆的前身桂林地质学校地质陈列室成立，距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当年，桂林地质学校只是一所不起眼的工科类专科学
校，成立地质陈列室的初衷仅是确立以岩石、矿物、化石等为主要研究
对象，供学生上课、实习所用。

随着学校的发展，曾经小小的地质陈列室成为了一座展陈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的大型地质博物馆。丰富馆藏的背后，凝聚着该校师生的
奋斗拼搏和校友的捐赠大义。

博物馆副馆长陈宏毅博士介绍，地质博物馆的馆藏主要来源于两个
方面，一个是学校长期的积累，包括建校以来的桂工师生去野外采集得
来的藏品，第二个就是校友长期的捐赠积累。

现任广西陨石与行星物质研究中心主任缪秉魁教授曾 3 次赴南极
科考；现任桂林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宏毅博士于 2015 年底
参加了中国第 32 次南极科学考察。南极科考结束后，两位校友共计为
母校献上了 200 余件不同类型的南极岩石标本的“大礼”。

2017 年 7 月，地质博物馆牵头组织沙漠陨石考察，陈宏毅任考察
队队长。该校师生与中国科学院李世杰博士等共同参加了此次科学考
察。此次科考取得的重大突破就是发现一块重达 28 公斤的普通球粒陨
石。按照此前考察队合作协议，该陨石已永久珍藏于桂林理工大学地质
博物馆，供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所用。

地质博物馆大厅共计 38 件的鱼龙和海百合化石，来自学校 1958
级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校友丰嘉富先生的捐赠。桂林理工大学前党委书记
张学洪教授倾其一生收藏，在地质博物馆开馆前夕，捐赠矿物晶体、岩
石、观赏石和古生物化石等标本 100 余件。 2016 年 11 月 7 日，已进
入耄耋之年的化探 1963-1 班校友们把收集自海内外 20 余个国家的矿
物岩石类标本 300 余件正式捐赠给母校。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正如地质博物馆馆训所言：“聚天地精华，诲世间学子”。走进博物馆，

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品读地球的传奇故事。

走进理工大地质博物馆

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记者胡晓诗 文/摄

行走

兰田瑶乡古法造纸术复兴

▲博物馆收藏的体积巨大的水晶。

▲造纸村民在“捞纸”。（兰田瑶乡供图）用传统古法造出来的纸张。

记者刘健 摄

▲村民新建的水泥沤竹池，以往大多是泥坑。 记者刘健 摄

▲把新砍的竹子破成竹片。 记者刘健 摄

萤石、石英共生标本。

▲博物馆内的古生物化石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