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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以葵扇風驅以葵扇風，，熏以艾煙濕熏以艾煙濕。」。」宋代宋代
詩人范成大的詩句詩人范成大的詩句，，記錄的是電器時代記錄的是電器時代
之前之前，，一段關於仲夏的時光一段關於仲夏的時光。。民國初民國初
年年，，來自新會的竹籜葵織扇來自新會的竹籜葵織扇，，以其糅合以其糅合
雕刻雕刻、、繪畫繪畫、、剪紙剪紙、、編織等四大傳統中編織等四大傳統中
國工藝國工藝，，征服了評委征服了評委，，在在19151915年的巴拿年的巴拿
馬國際博覽會上榮獲金牌獎馬國際博覽會上榮獲金牌獎，，則是新會則是新會
葵藝輝煌時代的見證葵藝輝煌時代的見證。。

光緒年間年出口四千萬柄光緒年間年出口四千萬柄
濟公活佛手中的葵扇濟公活佛手中的葵扇，《，《西遊記西遊記》》中中
鐵扇公主的芭蕉扇鐵扇公主的芭蕉扇，，大頭笑佛引領南獅大頭笑佛引領南獅

起舞使用的大葵扇起舞使用的大葵扇，，媒人撮合男女姻緣媒人撮合男女姻緣
時也要帶着大葵扇……在那些美麗的民時也要帶着大葵扇……在那些美麗的民
間傳說和神話故事中間傳說和神話故事中，，我們都不難發現我們都不難發現
葵扇的蹤影葵扇的蹤影。。葵扇在中華文化中的源遠葵扇在中華文化中的源遠
流長流長，，由此可見由此可見。。
早在東晉年代早在東晉年代，，新會的蒲葵種植和加工新會的蒲葵種植和加工
就被載入史冊就被載入史冊。。明代明代《《新會縣誌新會縣誌．．食貨食貨
略略》》記述記述，，新會新會「「葵扇之制葵扇之制，，幾遍天幾遍天
下下」；」；到了清代到了清代，，新會的新會的「「蒲葵諸貨蒲葵諸貨，，北北
走豫章走豫章、、吳浙吳浙，，西走長沙西走長沙、、漢口……南走漢口……南走
澳門澳門，，至紅毛至紅毛（（歐美歐美）、）、日本日本、、琉球琉球、、暹暹
羅羅、、呂宋呂宋，，帆踔二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里倏忽數千里，，以中以中

國珍麗之物國珍麗之物（（葵扇葵扇、、葵骨葵骨））相貿易相貿易，，獲大獲大
營利營利。」（。」（清清《《廣東新語廣東新語．．蒲葵扇蒲葵扇》）》）僅僅
光緒光緒2828年年（（19021902年年），），新會出口國外的葵新會出口國外的葵
扇就多達扇就多達44,,100100萬柄萬柄。。

鼎盛期近半縣民從業鼎盛期近半縣民從業
記者從江門市新會區政府獲悉記者從江門市新會區政府獲悉，，清道清道

光年間是新會葵扇發展的鼎盛時期光年間是新會葵扇發展的鼎盛時期，，當當
時新會蒲葵種植面積逾時新會蒲葵種植面積逾77萬多畝萬多畝，，年生年生
產葵扇產葵扇11..0505億柄億柄，，新會縣更是幾乎半數新會縣更是幾乎半數
民眾以此為主要生計民眾以此為主要生計。。上世紀上世紀5050至至8080年年
代代，，是葵藝百花齊放的巔峰是葵藝百花齊放的巔峰。。當時新會當時新會

種植和加工葵業的專業人員超過種植和加工葵業的專業人員超過1010萬萬
人人，，而各家各戶廠外業餘加工葵藝製品而各家各戶廠外業餘加工葵藝製品
的人員最高峰時更高達的人員最高峰時更高達3030多萬人多萬人。。
上世紀上世紀7070年代末是新會葵藝最高產年代末是新會葵藝最高產

的時候的時候，，年產各類葵扇年產各類葵扇11..44億柄億柄，，以及以及
數不勝數的其他葵類製品數不勝數的其他葵類製品，，囊括扇囊括扇、、
帽帽、、籃籃、、蓆蓆、、墊墊、、篷篷、、刷刷、、蓑蓑、、簾簾、、
簽等簽等1010大類數千個花式品種大類數千個花式品種。。在經歷在經歷
了了2020世紀世紀9090年代的瀕臨絕路之後年代的瀕臨絕路之後，，近近
年來新會葵業比過去有長足恢復和發年來新會葵業比過去有長足恢復和發
展展，，普通葵扇年產恢復到近普通葵扇年產恢復到近 10001000 萬萬
柄柄，，而作為旅遊產品和裝飾收藏品的而作為旅遊產品和裝飾收藏品的
高端葵藝產品銷售暢旺高端葵藝產品銷售暢旺，，傳承人廖惠傳承人廖惠
林親自製作的葵扇更是名聲大噪林親自製作的葵扇更是名聲大噪，，被被
海外鄉親爭相搶購海外鄉親爭相搶購。。

經典傳統葵藝 勇奪國際金獎

也許對很多非遺項目的傳承人來說也許對很多非遺項目的傳承人來說，，訂單訂單
不足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不足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但是對於國家但是對於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廖惠林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廖惠林而
言言，，拒絕送上門的訂單拒絕送上門的訂單，，才是最鬱悶的事才是最鬱悶的事
情情。。由於生產能力不足由於生產能力不足，，他已經不止一次推他已經不止一次推
掉訂單掉訂單，，最著名的就是與最著名的就是與「「奧運訂單奧運訂單」」擦肩擦肩
而過而過。。

手工製作手工製作 流程繁多流程繁多
普普通通一把葵扇普普通通一把葵扇，，需要經過種需要經過種、、採採、、
曬曬、、剪剪、、焙焙、、焗焗、、漂漂、、染染、、合等前後合等前後2020多道多道
流程流程，，如果是工藝葵扇如果是工藝葵扇，，還有勾花或嵌花還有勾花或嵌花、、
印花印花、、繡花繡花、、烙畫等過程烙畫等過程，，每一個環節都有每一個環節都有
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標準，，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誤差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誤差，，都會都會
讓成品難以登上大雅之堂讓成品難以登上大雅之堂，，這就極度考驗製這就極度考驗製
作者的細心與耐心作者的細心與耐心。。
廖惠林每年廖惠林每年66月都要四處奔波月都要四處奔波，，尋找合適尋找合適
的葵筆的葵筆；；仲夏仲夏，，趁天氣乾爽趁天氣乾爽，，廖惠林和其他廖惠林和其他

師傅一起完成晾曬等過程師傅一起完成晾曬等過程，，為來年儲備原材為來年儲備原材
料料。。其他時間其他時間，，大家都用來完成最後工序大家都用來完成最後工序：：
編織或者烙畫編織或者烙畫。。廖惠林說廖惠林說，，因為是全手工製因為是全手工製
作作，，無法量產無法量產，，每個師傅一天最多烙一把葵每個師傅一天最多烙一把葵
扇扇、、織繡一把葵扇織繡一把葵扇。。

難吸引年輕人接班難吸引年輕人接班
2008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北京奧運會組北京奧運會組

委會下屬機構曾到廣東新會要求訂製葵工藝委會下屬機構曾到廣東新會要求訂製葵工藝
品品，，作為北京奧運會專用紀念品作為北京奧運會專用紀念品。。天上掉餡天上掉餡
餅餅，，但鑒於人才狀況但鑒於人才狀況，，要幾個月內生產幾萬要幾個月內生產幾萬
把葵扇把葵扇，，對於新會來說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對於新會來說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任務，，廖惠林只能忍痛拒絕這個可以在全世廖惠林只能忍痛拒絕這個可以在全世
界再次提高葵扇知名度的機會界再次提高葵扇知名度的機會。。
「「不僅僅是奧運訂單不僅僅是奧運訂單，，近年一些外銷的大訂近年一些外銷的大訂
單也不敢接單也不敢接，，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一旦不能按時完成將一旦不能按時完成將
面對巨額的罰款面對巨額的罰款。」。」廖惠林對於目前葵藝後繼廖惠林對於目前葵藝後繼
乏力的現狀也很無奈乏力的現狀也很無奈。。其實其實，，就現場環境來就現場環境來

看看，，新會葵扇的工作條件與很多非遺項目相比新會葵扇的工作條件與很多非遺項目相比
可以說是非常優裕可以說是非常優裕：：在室內的房間中工作在室內的房間中工作，，乾乾
淨明亮淨明亮，，不用日曬雨淋不用日曬雨淋，，夏日還有空調降溫夏日還有空調降溫。。
儘管如此儘管如此，，廖惠林也無法吸引年輕人來接廖惠林也無法吸引年輕人來接

班班，，每天七八個小時不能玩手機每天七八個小時不能玩手機、、刷朋友刷朋友
圈圈，，只能專只能專注於烙畫或者編織注於烙畫或者編織，，這是當下這是當下
年輕人不能接受的年輕人不能接受的。。廖惠林只能自己積極廖惠林只能自己積極
走到幼兒園和中小學校走到幼兒園和中小學校，，嘗試用各種方式嘗試用各種方式
讓年輕人知道葵扇的工藝製作流程讓年輕人知道葵扇的工藝製作流程，，激發激發
他們對傳統技藝的興趣他們對傳統技藝的興趣。。

清代同治末年誕生的廣東「火
畫扇」，與檀香扇（江蘇）、竹
絲扇（四川）、綾絹扇（浙
江），並稱為中國的四大名扇。
拿起鐵筆，打開變壓器，廖惠林
開始專心致志地創作，只見筆尖
在凹凸不平的扇面上畫過，深淺
不一的線條躍然於眼前，慢慢組
成蘊含意境的中國「山水畫」。

溫度力度完美結合
看着廖惠林行雲流水般的動

作，讓記者誤以為烙畫並沒有
他說的那麼難。但是，當記者
拿起被厚厚的隔熱墊包裹的鐵
筆，馬上感覺手腕都不會自由
轉動了，更別說下筆了。廖惠
林看到記者的窘況，笑着告訴
記者一個故事：嶺南畫派代表
人物之一的關山月，曾到新會
觀摩「火畫扇」製作，並親自
嘗試60餘次「烙火畫」工藝，
都無法把握烙鐵的力度，每次
都把扇面燒糊，最後只能留下
「真是一門絕技」的歎息。

「火畫扇」製作之所以那麼
難，就是因為它不僅對手藝人
有美術功底的要求，更需要高
超技藝和平和心境。廖惠林
說，葵扇和畫紙不同，扇面凹
凸不平，手藝人用力稍有不慎
就會烙穿葵扇，力度不夠則會
畫面模糊，必須力度和速度都
完美配合，才能烙出水墨畫的
效果，否則整把扇子都廢了，
之前的工序也都白做了。

「清涼世界，出自手中，精逾鬼斧，
巧奪天工，飛遍寰宇，壓倒西

風。」這是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對新會葵扇
的讚譽。新會葵藝無疑是中國最優秀的民
間美術工藝之一，歷來便與廣州的牙雕、
刺繡，佛山的剪紙、陶藝，潮州的瓷藝，
肇慶的端硯，陽江的漆器和新會的茅龍筆
等，合稱為廣東民間的八大傳統工藝。

最早有「明星代言」產品
新會葵扇是最早有「明星代言」的產品
之一，其代言人就是成語「東山再起」的
主角謝安。據《晉書．謝安傳》記載：
「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
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
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新會盛產蒲葵，出產葵扇，因而被稱

「葵鄉」。東晉名士謝安與葵扇的故
事，至今已超過1,600年，比有史記載的
新會建郡設縣還要早100年。逾千年的發
展歷史過程中，新會葵扇曾創造多個
「世界之最」：歷史最悠久、種植面積
最大、從業人員最多、加工能力最強、
工藝產品種類最豐富、銷量最廣等，在
眾多國家級非遺項目中可謂獨領風騷。

上世紀90年代日漸式微
葵扇還是一種獨特的文化載體。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廖惠林告訴記者，在新會當
地，「一柄蒲葵養活千年
新會人」和「新會成
長在葵葉上的城

市」的說法，包括眾多港澳地區
和海外祖籍新會的人，都是依賴
葵藝收入成長起來，如獨資在香
港開設維吉銀號，曾任東華醫
院、保良局首任總理的新會旅港
愛國同胞馮平山，也是因經營葵
扇和新會陳皮入川而發跡。見證
了歷史變遷和承載着文化傳承的
葵扇，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
如今，空調普及，年輕一代已

經很難想像家家戶戶編織葵扇的
場景。其實，上世紀90年代開
始，葵製品就迅速式微，從事葵類工藝品
生產的企業相繼倒閉，葵藝傳人紛紛轉
行，延續1,600年的新會葵藝甚至出現了
長達10年的斷層。1999年，新會最後一
家葵類加工廠——新會葵藝廠也倒閉了，
最後一任廠長廖惠林帶着對葵藝衰落現狀
的不甘，以及對失去經濟來源也失去了生
活保障的茫然，開始了艱難的創業之路。

傳承人創新技藝闢新路
1999年12月，廖惠林組織下崗師傅和

藝人自掏腰包，創辦葵鄉傳統工藝品開
發中心，進行作坊式經營。千禧年前
後，正是經濟發展論英雄的黃金年代，
直到2006年 5月 20日，國務院發出通
知，批准文化部確定並公佈第一批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廖惠林創業之
初，文化產業不要說得到社會各界認
可，甚至連重視都還談不上。
但是，見證過葵藝的鼎盛繁華，也看

過它蕭條萎縮，使廖惠林對葵藝充滿了
感情，「不能讓葵藝斷在我的手上」的
信念，支撐着他堅守下來。從自立門戶
開始，廖惠林就將老葵藝從傳統的實用
型改為藝術觀賞型，他不斷創新題材，
將巴金筆下的「鳥的天堂」繡到葵扇
上；他借鑒國畫、剪紙、浮雕等表現手
法，以貼畫形式創作繡織扇；他的絕活
「火畫扇」，更能將最普通的蒲葵，變
成一幅優美且帶有詩意的山水畫。
於是，日用品葵扇，成為一柄柄精美
的工藝品，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每把
賣出300多元人民幣。如今，廖惠林一邊
不斷創新題材、豐富葵扇的品種類別，
一邊在新會葵博園經營和現場演示葵藝
加工的各種操作工藝，同時定期開班授
徒，向年輕人普及葵扇知識和工作流
程。廖惠林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
多的年輕人認識葵藝，為未來葵藝發展
留下希望的種子。

用火作畫
似易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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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葵扇的流程繁多。圖為藝人在完成合
扇工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錯失奧運訂單 傳承後繼乏人

小時候，每當晚飯結束，家

家戶戶的婦女圍在樹蔭下一起

編織葵扇；晚上，外婆搖着扇

子給我講故事。那些溫馨場景

依然歷歷在目，那些帶着蒲葵

清香的涼風彷彿還在眼前，轉

眼間葵扇就因為風扇、空調的

普及走向了蕭條。祖輩納涼的

利器，承載着許多華僑華人和

港澳同胞童年記憶的新會葵

扇，退出日用品市場後，在

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名錄，如今已搖身一變

成為精美工藝品，不僅價格水

漲船高，產量也達到每年近

1000萬柄，吸引不少海外鄉親

回來訂購。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寶儀 新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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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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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畫扇火畫扇」」主要製作流程主要製作流程
選材 在五年生的葵樹上，割下還沒有打開

的葵芯，已經打開且變綠的蒲葵，只
能做普通的葵扇

晾曬晾曬 將葵葉多餘部分剪掉後將葵葉多餘部分剪掉後，，平坦烘乾平坦烘乾，，
隨後經過漂染使之顏色更加潔白隨後經過漂染使之顏色更加潔白

合扇 將扇模放在葵葉上面畫出來，然後沿
着線條剪出扇形W形後，通過竹子輔
助來縫邊

烙畫烙畫 靠變壓器和電筆烙畫靠變壓器和電筆烙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整理整理

■■葵扇的製作材料來源葵扇的製作材料來源
於蒲葵於蒲葵。。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寶儀記者黃寶儀 攝攝

■在新會葵博園，一組雕塑展示了葵扇製作
全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各種式樣的新會葵扇工藝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新會葵藝有着新會葵藝有着 16001600
多年的發展歷史多年的發展歷史。。圖為圖為
傳承人廖惠林展示其高傳承人廖惠林展示其高
超的超的「「烙畫烙畫」」技術技術。。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寶儀記者黃寶儀 攝攝

■精美的「火畫扇」對技藝要求非常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除了製作葵扇，蒲葵還可以製成多種工藝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本疊內容：神州傳承 財經新聞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