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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走进邵阳隆回滩头镇，
雨过天晴。进入滩头镇的那座石桥，
以桥为起
点，
边上两条溪流通往附近的村庄，
笔直的那条一直延伸到老街最深处。纸在这里分
界，
靠山靠水的村庄，
生产手工抄纸；
傍水临街的老街则制作年画和香粉纸。
探访滩头，
所触碰的手艺从俗到雅，
穿越在生活和艺术之间，
以至于你分不清何为
纸艺术何为生活。这就是滩头纸文明的精妙之处，
它是理解当地人精神气质的入口。
撰文/本报记者伍婷婷 实习生王帆

一张手工抄纸的
千年
“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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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隆回滩头朱家
桃林村手工抄纸国家
级传承人李志军在山
中砍竹，
为抄纸备料。
②手工抄纸作坊
的踩料，踩碎之后还
需要将其打成浆，才
能用来抄纸。
③李志军手工作
坊里抄出的古纸，这
种纸比宣纸更适合写
书法。

洋气的香粉纸，
是慈禧太后的美容秘籍

尹端云是调制香粉的巧匠。

在滩头，
美容养颜的香粉纸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
打破了土纸的天然乡村
气息。它的
“洋气”
也让滩头镇的纸产业链条有了提升。当地手艺人创造了它，
它是唯一区别于其他纸的产品，
需要另辟蹊径，
走出一条更高端的路线。
罗棋编织的竹簾很精致，这块簾子决定了抄纸的好坏。

为了传承祖业，李志军的儿子李秋桂已成为他的徒
弟，这是在焙纸房学习如何启纸。

土纸和白胶泥一见如故

用一百天等待一张纸的诞生
清晨6点不到，
滩头镇朱家桃林村烟冲组的竹林里便燃起
“炊烟”
。这是李志军的古纸
坊里传出的烟，
这里的作息与村民们始终一致，
连小满备料、
芒种下料这样的抄纸安排也与
当地人家耕种的节序相对应，
这场景在滩头已延续千年。沿着溪流望去，
那些横亘民居与两
岸之间的拱桥让人不自觉地想到了当年家家抄纸忙的景象。
小满时节的楠竹最适合造纸

一张纸的厚薄好坏全在于抄纸师傅

几近霜降，滩头手工抄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志军
的手工抄纸坊里，有 7 个料凼已经熬过了近三个月，是时
候取料抄纸了。他的儿子李秋桂正在料凼中选料：
“等了
快一百天了，
这是今年抄纸上好的材料。”
滩头的手工抄纸与《天工开物》的记载大致相似：
“当
笋生之后，看视山窝深浅，其竹以将生枝叶者为上料。”小
满时节，楠竹笋长高还未分出枝叶，李志军的作坊和他种
下的 60 多亩竹林就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光。
“ 这时候纤维
最好，容易发酵，也极少有杂质，是最适合拿来造纸的。”
请来的十几个工人进入作坊后的竹林开始选料砍伐，这
是要和竹子抢时间，若是赶不上竹子抽枝叶的速度，就会
影响“料”，继而影响抄纸的质量。竹子砍回家后需要将
其断成六寸到一尺左右的竹筒，刮去青皮，劈成两指宽一
片的竹料，并捆扎备用，古称“杀青”。这样的忙碌一直要
持续到芒种前后，当工人们将“白料”放入已经调配好的
石灰水料凼中并覆上稻草等待发酵后，才慢慢闲下来。
7 个料凼总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充满了一家人的期
许。大概发酵 45 天后，料凼里的竹子开始变软，作坊再
次迎来忙碌时光。工人们要清洗竹料和料凼，重新投入
石灰进行第二次发酵，这一次的发酵时间是根据气候和
温度来决定的。
“ 一般也要 45 天左右。”李志军说。经过
两次发酵后，
纸料的沤制才算完成。
纸料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抄纸成品的质量，
必须有足够
耐心。为了将这门祖传手艺传承下去，
李志军通常让儿子
负责选料，
“打磨他的耐性，也看看他对待手艺的态度”。
李秋桂每天都要用手一点一点地从发酵的竹子中去除杂
质，
做完这些，
他还要跟着父亲踩匡（用脚踩烂竹料）。与其
他地方不同，
滩头的土纸是生料竹纸，
不经过蒸煮，
踩匡尤
为重要。这项工序一般在抄纸的前一天进行，
踩匡不仅是
个费时费力的活，
还需要技术。抄纸的师傅们一次次跳起
来用脚板死劲地将竹料踩成小米一样的浆，
若是用力不均
匀便会伤到脚，
若是太轻又踩不烂，
影响后期纸张的制作。

纸的好坏就在于抄纸匠人们的举手投足之间。
李志军双手端着抄纸竹簾入水，
来回晃荡两下，
再端出
竹簾时就是一张厚薄均匀的纸了。
“这可不是简单的工序，
一张纸的厚薄好坏全在于抄纸师傅，
这需要全身心投入。
”
有着30多年抄纸经验的李志军说，
他抄纸不仅靠双手，
还要
调动眼耳，
现在的他可以根据水声掌握纸张的好坏，
“就算
没有灯光的环境，
我也能抄出高质量的纸”
。
抄纸枯燥，
需耐得住寂寞，
在这个抄纸坊，
该工序的师
傅更换得最为频繁。现在负责抄纸的贺云元师傅今年 50
岁，
以前家里也有抄纸作坊，
但上世纪 90 年代滩头古纸受
机械纸冲击，
作坊接连倒闭，
他家未能幸免。
“已经 20 多年
没接触，但手艺在心里，听到抄纸房的水声就可以拿出用
了。
”
他说现在滩头 50岁以下的很少会这门手艺。
贺师傅抄好纸，榨干水分后，这一摞像“豆腐”一般的
纸就被送进了另一间焙纸坊里，跟他同龄的朱璧云就开
始了他的焙纸。作坊里的第一缕烟就是从他的焙纸房冒
出的，他来上工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火，待焙纸坊里的晒纸
墙慢慢升温后才做接下去的工序。他的启纸技术堪称一
绝，只见他手持木制小锤子在纸的四角反复画圈，待到纸
角翘起，便用竹镊子一夹，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他的操作间是当地一年四季的温度计，
焙纸也根据气
温定，
通常评判温度是否合适的标准就是一面纸晒干取下
了，另一面墙上的纸刚好干了。相对于抄纸，焙纸更加乏
味。一个人在 40 多度的焙纸坊里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小细
节，每天挥汗如雨，更等不到一个人说句话。
“我最期待冬
天，
因为这里暖和，
村里很多人会来这里，
纳鞋底，
话家常。
”

神奇的滑叶
滑叶是滩头手工抄纸的一个秘密，在当地，它有个更
形象的名字——仙人水。
去探访滩头手工抄纸的那天，正巧赶上李志军在煮
滑叶。几桶山胡椒叶被倾倒在一个加满水的大锅里熬煮
着。这实在是道磨人的工序，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8 点，需
要专人看守，他们一定要根据火候添柴加火，放入石灰和
桐油。李志军通常将滑叶和抄纸之间比喻成“盐和腊肉
的关系”。在抄纸的水池里，打制好的竹料中只有加入
它，才能在水中松散开来，变成可供抄纸的纸浆。
李志军每年在霜降前都必须要预备一锅滑叶：
“为什
么是霜降前呢？因为滑叶需要山中新鲜的山胡椒叶，
霜降
后，
山胡椒叶就会掉落了。
”
这时，
锅里开始变成黄色，
他又
添了点柴，往锅里加了几瓢水，锅中就开始冒泡了。
“我们
跟别处不一样，我们就用山胡椒叶，因为它有黏性的汁。”
李志军说，这是滩头的祖辈们反复试验后得出的结论，只
有用它煮出来的滑叶才是最适合滩头手工抄纸的。
煮滑叶的过程看起来过于普通，以至于每次探访的
人都以为这是个最简单的工序，李志军摇头，
“看起来简
单，但它的秘密多着呢，这些材料的配比只有经验老到的
师傅才能配出来。”而当锅里的液体逐渐变得黏稠，胶的
味道慢慢从锅里传出时，
这锅滑叶就算煮好了。
这时，打成纸浆的竹料已经放入盛满水的抄纸槽中，
师傅们正加着滑叶反复搅拌。一缸水放多少滑叶也是匠
人们的手上功夫，他们说不出一个精准的配比，似乎这是
他们跟土纸之间形成的默契。经过一夜的静置，这种不
可思议的黏液竟可以令原本松散的竹纤维漂浮在水中，
成为真正意义上用来抄纸的纸浆。

◀作为滩头
年画的省级非遗
传承人，尹冬香
为了传承这门手
艺，收女儿为徒，
这是她在教女儿
套版。
组图/周伯勋

滩头年画和雕版
“相濡以沫”
在滩头镇，
三条小溪的交汇处，
是土纸和年画的汇合处。穿过老街的小溪沿线是年画的制作地，
而从村庄流出的小溪却是土纸的分布处。循着这个规律来
探寻滩头年画，
总能遇见惊喜。
作为土纸的加工纸品，
发端于明末清初的年画有着很大的名气，
它和雕版的完美结合成就了滩头纸业的另一种文明。五颜六色的年画里承载着当地人对
生活的憧憬。所以，
沿着老街一路走过，
新旧门框上家家户户都贴着年画，
即便已经褪色，
也仍带着一份
“守护”
的偏执。这大概也是当地人制作年画的初心。

秘密武器——竹簾
滩头的纸技艺总是环环相扣，谁也离不开谁。竹簾
是手工抄纸的工具，它们彼此依存。在滩头纸业兴盛时，
竹簾技艺也曾辉煌一时。
编织竹簾的艺人几乎都在隔壁的岩口镇。竹簾最盛时，
岩口镇的竹簾匠人多达100多位，
随着手工抄纸的衰落，
如今
还在坚持这门手艺的只有90多岁的陈银生和52岁的罗棋。
来到岩口镇时，
罗棋正在编织一块竹簾，
打算完工后放到隆
回县非遗馆展示，
他现在是这门手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
做好一张竹簾需要精细。在选料时就容不得一点马
虎，生长 3 年左右、竹节较长的老楠竹是最好的。去皮、
砍节、剖篾、削尖，竹竿打磨成薄细的竹条，接下来就是
“抽丝”了。罗棋搬出高凳，用石头压住一边保持平衡，凳
中间将一块打满圆孔的小铁片嵌入其中。这个小铁片是
竹簾匠人的“标准”工具，需专门定制，薄片上孔的直径通
常是 2 毫米到 1 毫米，再到 0.5 毫米。罗棋坐在铁片前，将
削尖的竹条一根根从洞中穿过，再用特制的钳子抽出，竹
条便成了用于编织的均匀的竹丝。
“编簾子前还要处理好
线，以前用蚕丝，现在用尼龙线。”他家现在还保存着拉蚕
丝的工具——一个纺锤和一个特制拉杆。
编竹簾需要在一个有刻度的特制木架上进行。罗棋不
慌不忙地用木坠子缠好尼龙线，
根据刻度等距挂在木架子
上，
竹丝放一根，
木坠子依次交叉编织一下，
再放一根，
再交
叉编织一次，
如此往复。大概一个月左右，
在木坠子轻微碰
撞的声音中，
一张簾子就出来了。
“每张簾子需要上千根竹
丝，
但编织时间一般根据尺寸和密度来。
”
簾子在编织完后
还需上土漆。刷土漆要掌握好漆的浓稠，
涂抹均匀，
保证竹
丝不能黏连，
否则纸浆无法穿过缝隙，
抄不出好纸。温度的
把控也很重要，
若没有大太阳天就要准备炭火。竹簾上绷
一个外框，
用猪毛刷刷土漆，
刷一次干一天，
一张簾子常常
需要刷三次土漆。刷好土漆的簾子防水不腐，
光滑耐用。
但滩头抄纸已然落寞，一年也难得编织一块竹簾，作
为非遗传承人，罗棋很困扰：
“不能作为营生手段的手艺，
该如何传承？”

“颜色越鲜艳，
对生活憧憬越强烈”
在滩头艺人中，
雕版这一行当的艺人最少。刘国利现在
是雕版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他正在雕刻关公的年画套版。

这些制作年画的五颜六色的颜料都是尹冬香用当地
的植物调制而成。

尹冬香的年画作坊里，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本土材质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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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张朴素的土纸修饰成一个完整的民俗故事，这是
滩头年画匠人最擅长的技艺。
每年中秋节过后，滩头人便印制年画。这是收获的季
节，年画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在这时候都能备齐，平时耕地的
艺人这时也可以专心投入年画制作。滩头年画最辉煌的时
候，当地大小作坊有 108 家，工人多达 2000 余人，每年可以印
制两千万份年画。但这样的历史不再，如今在滩头，年画成
为国家级非遗，还在坚持年画制作的作坊屈指可数。我们
都熟悉年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钟建桐家的高腊梅作坊，但
这次前去，因为房屋维修，作坊暂未开工。庆幸的是在滩头
最大的年画作坊原址上，高腊梅和钟海仙的徒弟尹冬香重
操旧业，开始年画传承。在 9 月底，她已经被评为年画省级
非遗传承人。
沿着石板路进入尹冬香的“福美祥”年画作坊，这是一
栋青砖木质结构的古建筑，有百多年历史。她租了这处房
子，将每一道年画工艺的操作台都布置得古色古香。8 岁跟
随师傅学艺，这是她唯一一次“单干”。
“ 以前父亲也是年画
匠人，但我们家境贫寒开不起作坊，只能给人帮工。”在她看
来，年画就像她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尹冬香不急着领大家
参观，而是去了偏房，穿梭在大锅和小桶之间。
“一张土纸变
成一幅年画，这是开始。”做成一幅出彩的年画，土纸的处理
也很关键，她的蒸锅和水池、水桶正是蒸煮土纸、拖胶的工
具。而大桶里沉淀下来的白胶泥是用来刷纸的，上了粉的
纸晾干后才能印制年画。
“ 经过这些工序处理后，纸张很柔
韧，刷粉后印制年画易上色，而且防虫蛀，可保存很久。”
地处湘西南的滩头吸取楚文化和梅山文化所长，年画
里除了神像还有吉祥如意、民间故事等，它们颜色艳丽，甚
至有点夸张，
“颜色越鲜艳，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越强烈”。但
要完成这样的一张年画，除了对土纸的加工环节，还需要七
次印刷、七次手绘，这样计算下来，
至少有 20 多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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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雕版
“相濡以沫”
在滩头，
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完美配合催生了年画。
在尹冬香的年画制作间，最吸引人的便是这些沾满颜
色的套版。在她目前恢复的二十多套版里，线板和色板最
少的“和气致祥”年画也需要三块板才能完成。而其余的年
画内容，大多都是一块线板配四至六块色板。这些套版也
是当地的雕版匠人用本土的梨木和枫木雕刻而成。在滩头
的纸产业链中，雕版匠人是最少的，因为这一行要学会学精
太难。而今，这门手艺也被评为国家非遗，能传承这门手艺
的匠人刘国利已有 44 岁了。
“我是跟随父亲学雕版的，刚开
始学时，雕版很吃香，但是当我学成，这个行业已经没落
了。”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雕版艺人高福昌的徒弟，在 1979
年，高腊梅作坊恢复年画印制时，很多套版都是他们复刻
的。在滩头年画辉煌的时候，刘国利父亲接生意是根据自
己喜好来。
“ 那时候，要套版的年画作坊很多，常常需要赶
工，
如果不加工钱，
雕版匠人是不会做的。”
在刘国利的雕版操作台上，木槌、刻刀、锉刀散在一堆
木屑之间，这些零零散散的工具至少有 20 多种。但他常用
的是刻刀和锉刀，这两样工具被磨得发亮。见到他时，他正
在刻关公（门神），线板已经完成，四块色板依稀摆放在桌子
上。他习惯性地右手握柄行刀，左手拇指反作用力控制刀
下部，使刀的方向、力度、速度有所节制。在敲敲打打中，一
块色板的大致轮廓就出来了。他给年画刻套版更加用心，
每一块板的深度都控制在 0.7 至 1 厘米左右，
“年画的线板线
条要流畅圆润，作为好的雕版匠人刻出的一块线板可供印
制年画上万张”。用刻刀和锉刀打磨好人物的线条，像用磨
砂磨过一般细腻。尹冬香的年画作坊里有一些套版是刘国
利刻的，
她较为满意，
“线条很好，
刀工很细致。”
滩头年画在最辉煌时有六十多个品种，
后来因种种原因被
毁坏，
到高腊梅手上时也只恢复了29套版。尹冬香现在花了几
十万元复刻了20多套版，
她还希望在自己手上能恢复40多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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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套版之后，就是年画的印刷环节，这中间需要七次
套版印制。每一次套版后都要等颜色晾干后再进行第二套
版，如此反复七次，差不多需要 20 多天。这还不算完，它还
需要匠人在年画上进行手绘和开脸。这其中包括托头子、
勾鼻子、画白眼、画唇、画子须、画细须、分眼珠、点睛、吊胡
子、打胭脂等。这是项难度极高的技术活，要在无数张年画
里将眼睛、眉毛、胡子、嘴唇准确无误地画好极为不易。以
前，在年画作坊，往往一锥子将 100 张年画扎到底，脸部细节
丝毫不差才算优良，
这也是评定年画匠人的标准。

“滩头年画离不开滩头”
滩头年画从手工抄纸到年画成品，20 多道工序在一个
地方完成，
在全国的年画制作中尤为罕见。
“滩头年画离不开滩头。
”
尹冬香用桌子摆出一整套年画
制作工具，
她说小到一个竹片，
大到雕版，
任何一样都带着本
土气息。从选纸、
土纸处理、
刷底，
到刻版、
七次印刷、
七次手
绘等，
20多道工序里用到的原料和手艺也都是最本土的。
在她的年画作坊里，
年画纸是滩头本土的
“玉版纸”
，
经过
蒸煮，
托胶后变成熟纸。刷底时用到的粉也是当地土生土长
的白胶泥，
“我刷底的刷子也是收集本土的羊毛制成。
”
她拿出
那把白刷子笑道。此外，
套版用的鬃毛刷也是本土棕树上割
下来的，
就连最关键的那只点睛之笔也是她去山上找寻植物，
花了几个小时做成的。
“雕版就更不用说了，
它的材料是本地
的梨木和枫木，
雕刻也是最地道的本土匠人。
”
在年画的套版
印制中，颜色往往按照黄、绿、蓝、朱红、品红、煤黑等顺序上
色，
这些色块及色线发生重叠交错，
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这
些颜色如何得来？尹冬香从角落里拿出橘红、
玫红、
墨绿、
煤
黑、
品黄五个颜料桶，
她说，
调色是年画匠人的秘密，
这些颜色
非本土植物不行。所以每年到了中秋节前后，
她都会上山采
摘带有这些色彩的植物，
用当地的白胶泥调制。
滩头人调动当地物产来完成一门手艺，将最原始的本
土因子添加在年画里，
让其长盛不衰，
足见他们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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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谓：
“ 无其器则无其道”，在香粉纸
的工艺里，器大概便是最为基础的手工抄纸，
而道则是那层带着神秘色彩的粉。粉和纸一
见如故，才不至于两相辜负。
一张上好的香粉纸，除了纸质量上层外，最
重要的是粉。这里的粉是滩头独有的矿物质原
料——应天石，当地人称之为白胶泥。它具有强
力杀菌、消炎、美白、去油腻等功效，是护肤佳
品。应天石非常难得，它在滩头峡山的溶洞里，
只有石头缝中才有，虽然外观跟花岗岩相似，但
它的触感非常柔滑。
取应天石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在当
地，这样一道工序常常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完
成。他们需要用特制的木棒用力敲打，将原始
泥块中的石头和杂质一并敲碎，再放入装满井
水的池中。经过充分搅拌后，泥和杂质沉入水
底，泥浆浮在水中。这时，需将池底的泥和杂质
去除，留下浑浊的泥浆部分置入小格沉淀。经
过时间沉淀，分离水，就得到制作香粉纸需要的
泥浆。
备好粉后，则是寻找纸的过程。制作滩头
香粉纸的纸一定是当地抄出的“长时仄”土纸。
将其蒸煮后托胶，再由手艺娴熟的师傅用刀刮
去灰尘、剔刺，用特制的面粉浆补缺后才能跟粉
相遇。这时，经验老到的师傅将提炼出来的白
胶泥和水配比，刷在处理好的土纸上。这是制
作香粉纸的关键工序，也是极为秘密的部分，只
有老师傅凭手感才能将粉调得恰到好处。经过
这一系列繁琐的工序后，粉和纸第一次相遇。
手艺师傅用鬃毛刷将泥浆刷在纸上，挂在竹竿
上晾干。上了第一次粉的纸自然晾干后，还需
要刷一次粉。不过这次的粉是白胶泥跟不同颜
料配比而成，同样的方法刷上第二次后，继续晾
干。这道工序后，香粉纸的制作初步完成。再
经过消毒、刀割后进行简易包装，原始的香粉纸
成型。
其实香粉纸本身是白色的，但很多时候为了
美观，要配合化妆品的调香工艺，时常在第二次
刷粉时，
用白胶泥和相应的颜料配比。

慈禧太后的美颜秘籍
作为最独特的化妆品，接地气的香粉纸成
功逆袭。它从一张乡野之地的土纸华丽变身，
进入皇宫贵族的妆奁，一度成为慈禧太后的美
颜秘籍。
早在乾隆年间，当地人便尝试着用白泥加工
纸了，到了光绪年间，这样的纸品被眼光长远的
商人重视。当地流传发现香粉纸商机的是上海
资本家习兰庆，他原本去滩头开“庆记”纸店，经
营土纸和色纸，无意中发现妇女们用刷有白泥浆
的纸擦脸化妆。于是，他发动当地纸农生产香粉
纸，试销上海等地后，很受欢迎。那时候，香粉纸
作为朝廷贡品，受到慈禧太后青睐，她还称其为
御泥。在她的带动下，后宫佳丽们纷纷使用。至
民国，香粉纸的名气更大，上海、湘潭等地的客商

在香粉纸作坊，
手艺人尹端云正在刷粉。

慕名前去滩头组建作坊生产香粉纸。那时候，每
年生产的 600 箱香粉纸已经销往欧美和日本，国
内一纸难求。
在当地，制作香粉纸是很时髦的事，于是
越来越多人来学习这门技艺。从上世纪 50 年
代开始，因为国外对香粉纸的需求大增，国营
香粉纸厂不能满足需求，有手艺的当地人纷纷
自己办作坊生产香粉纸。
“ 香粉纸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非常流行，那时候是高端化妆品，我
们这里生产的茶花牌和雅春牌最畅销。”香粉
纸 匠 人 尹 端 云 回 忆 ，一 本 香 粉 纸 小 册 有 40 多
小页，每页刷有一层适合各种肤色的桃色、黄
色、奶米和白色各色粉底，在当时每页小纸不
足一分钱，但出口国外，一盒香粉纸可以卖上 8
英镑。在滩头的一些历史数据里，香粉纸的辉
煌 一 直 持 续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 。 1984 年 ，滩 头
镇 居 民 组 建 香 粉 纸 作 坊 32 家 ，年 产 量 达 1660
大 箱 。 之 后 两 年 ，集 体 和 个 体 的 作 坊 共 60
家。但此后，随着当地手工抄纸的没落，香粉
纸也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时至今日，这张走高端路线的纸只是在默默
维持最后的尊严。

最年轻的香粉纸匠人60岁
在滩头寻找香粉纸匠人并非易事，这门落寞
了二十多年的手艺在镇上已经寥寥。唯一的香
粉纸作坊藏在当年的香粉纸厂大楼里，如若不是
附近居民，
甚少有人知晓。
在一楼的香粉纸操作台，65 岁的刘菊芳拿着
大刀正在给土纸除尘、剔刺。
“ 这里 4 层楼，只有
我们 9 个人，最小的也有 60 岁了。”他们都是原来
香粉纸厂的工人，早过了退休年纪，但没人会做
香粉纸，现在的老板又找到他们帮忙。刘菊芳
说，她从早上 6 点坐到晚上 6 点，要完成 10 刀纸
（一刀一百张）的除尘工作，而每刀纸的工钱是
6.85 元。
“很多人都不知道香粉纸了。”她说完，打
开旁边的盒子取出香粉纸，撕掉一页在手上擦了
擦，
“你看，手变白变滑了吧，多好的东西啊”。这
盒纸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香粉纸最辉煌时她留下
的，怕以后没有香粉纸，她一直没舍得用。为了
让我们了解更多香粉纸现状，她领着我们去 3
楼，找到最年轻的匠人尹端云，
“ 他是技术最好
的，
调浆都是他”。
爬上 3 楼，尹端云正在完成最后一道刷粉工
序，他抬手将一张张香粉纸挂在头顶的竹竿上，
那一刻，偌大的房间里，他的背影显得尤为落
寞。作为掌握最机密技术的香粉纸匠人，他仍保
留着当时的傲娇，无论我们如何发问，他始终保
持沉默。直到问及他有无徒弟时，他带着情绪摇
摇头：
“ 我是最年轻的香粉纸匠人。”在滩头的纸
产品中，最辉煌的是香粉纸，最落寞的也是它，如
今，纸产业链的其他纸品和工艺，大多都列为国
家级、省市级非遗，而香粉纸还只是县级非遗。
尹端云似有不甘。
当我们再次经过刘菊芳的操作间时，她拿出
那盒珍藏近 30 年的香粉纸塞到我们手里，说：
“送给你们。”

滩头洋气的香粉纸，本地很少 有卖，基本都
是销往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