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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皮帽非遗老字号“盛锡福”考察纪实
李 楠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
摘

要：因保护“非遗”工作的推进，
“老字号”的保护加传承成为近年来文化和商业领域共同面对的话题。

文章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品牌“盛锡福”作为考察对象，深入到老字号制作工场，对制作工艺进行
记录考察，
同时把相关的人文内容纳入到调查范围中，从不同角度全面反映其技艺的整体风貌。老字号的
传统手工艺不只与文化生产相关，
还与大众生活、
民族情志以及国家“文化走出去”
战略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老字号；
盛锡福；
皮帽技艺；
考察

北京是一座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

帽技艺的繁荣与变迁，它也是京城帽文化史的

的历史之城，其中作为历史产物的“老字号”企

一个缩影。历经百年的“盛锡福”
老字号总店迁

业，数目也遥居中国之首。这些老字号企业是

至京城，至今仍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

近百年甚至数百年来传统商业竞争中立于不

街 ３６８ 号，传承着机器加工代替不了的制帽手

败之地的精品，都凭借祖辈流传的手艺、绝密

艺（图 １）。为了弘扬冠帽文化，宣传自家产品，

的技术和社会认可的优质口碑而引领一行，它

“盛锡福”在总店内创建了帽文化博物馆，以

们的身份超越了商贸服务，而成为一种传统文

“传承冠帽技艺，追溯冠帽历史”为传播主题，

“盛锡福”
于 １９１１ 年在天津成立，
１９３７
化景观。

在这里不仅展示着冠帽珍品、主题帽展和民族

年第一家北京分号成立，从最初的“帽子工坊”

帽饰，还可进行传统技艺交流、旅游文化发掘

到闻名遐迩的“传奇帽亨”再发展到今天的“国

以及孵化创新产品，这是店家与传统文化关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盛锡福见证了传统制

联、
“以文促商”
的复兴尝试。

１ 考察“盛锡福”和
中国帽文化博物馆
“盛锡福”博物馆
最显赫的位置，展出
着一顶朴素低调的米
色毛呢圆顶帽，它是
１９５５ 年“ 盛 锡 福 ”为
周恩来总理精心制作
的冠帽，真品现保存
在江苏淮安的周总理
图 １：今天的“盛锡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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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内，这一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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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游客
又在博物馆内开辟一处为“非遗传承室”
和参观者能够零距离观摩李金善师傅和徒弟
的手艺，甚至可以体验一番，亲自参与制帽的
数十道工序。传承室里还有一个醒目的老樟木
箱，也历经百年，是专门用来储存皮、毛料的，
樟木防虫、防潮，皮毛放在里面多年也不会陈
旧。盛锡福第一代制帽师傅李馨轩就凭借皮毛
制作的绝活令皮帽远近闻名，这门皮毛手艺通
过家传、师传，如今到了第四代传承人李金善
图 ２：
“盛锡福”的总理帽

师傅手中。

照实物原貌复制而来（图 ２）。百年老店与总理

“ 三分手
“老字号”行业内有这样的俗语：

结缘，与另一家老国企有关。当年北京名骚一

艺七分工具”，手工艺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大都

时的“红都”服装厂承接国家领导人出访服的

是自制的，盛锡福也不例外。除了名目繁多的

重任，那年它为周总理制作一身米色中山装，

剌刀和针具，制作皮帽时梳理皮毛必备的针

为了配套，服装厂经理联系“盛锡福”来制作搭

形梳篦，过去老手艺人都是靠它实现自己的

配中山装的帽子。
“盛锡福”
的老职工李长华师

制帽绝活，故凝结了“盛锡福”的“老字号”精

傅接到这个任务后，根据中山装的款式，用剩

神，成了
“盛锡福”
技艺的看家
“宝贝”
，
被董事长

余布料为总理设计制作了这顶呢帽。

李家琪和传承人李金善师傅共同取名为“合氏

国家领导人在“盛锡福”多次定做帽子的

篦”
（图 ３）。合氏篦由 １８ 根梳针和木质手把组

经历，令“盛锡福”在 ２０ 世纪后期登上制帽界

合，其正面雕刻有“万古独家永存、帽技传琪辉

的巅峰。除了周总理，
“５０ 年代还为毛主席制作

煌”的金句，背面则刻着李金善师徒两人的名

了将校呢圆顶帽；为陈毅出访印尼制作了金丝

字，
今后传承人的名字都会刻在这块符上，
作为

草帽；
６０ 年代为刘少奇出访苏联制作过美式圆

“盛锡福”
的传承信物，
代代相传。

沿皮帽。９０ 年代为江泽民主席制作过羊皮前进
帽；还为乌兰夫、万里、赛福鼎等老一辈党和国
家领导人也定做过帽子。而外国政治家如朝鲜
首相金日成、印尼总统苏加诺、柬埔寨亲王西
哈努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也都曾定制过盛锡
［１］
福的帽子。”

“盛锡福”创立时正值清末民初，创始人刘
锡三在这移风易俗过程中敏感抓住了社会需
求的改变，仿照各国现代帽式，制作出轻便大
方的夏凉帽和冬呢帽，像仿巴拿马式、仿英法
美式的帽子都成为当时受追捧的式样。

图 ３：合氏篦

进入 ２１ 世纪，
“盛锡福”连续入选“中华老

“盛锡福”以皮毛帽最具特色，尤其是价格

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授予老

不菲的海龙帽，剌制手工确实有其绝技，现在

师傅李金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盛锡福皮

传承这个绝技的人，就是“盛锡福”皮帽制作技

称号。如今，
盛锡福
帽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艺第四代传承人、被誉为“京城帽王”的盛锡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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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技艺传承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
生态保护直接影响到皮毛商品类非遗“老
字号”
的存在。自“盛锡福”
创立以来，
皮帽原料
多用野生动物皮毛，如今原材料没了，皮毛手
艺人“难为无米之炊”
。尽管现在可以用家养动
物皮毛来制作，但粗鄙的材料令所有的加工工
艺都难以复现，最精湛的手艺也无可依托。２１
世纪初这一窘迫现象非常明显，皮帽生产持续
萎缩，其主打产品已不是皮毛手工帽制品，而
是毛呢和针织等布面帽品。
图 ４：
“盛锡福”第四代传承人李金善

首席技术师李金善（图 ４）。

对于皮毛制帽这门古老的手艺而言，可能
最大的困境还在于因为毛皮供应的约束和审

技术活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皮毛手

美的转变而导致人才流失，并且后继者严重不

艺易学难精，为了掌握这门绝技，李金善在这

足。李金善在皮毛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说到

时，
剌皮
里一做就是 ４０ 年。回想初进“盛锡福”

非遗，在他的心目中，也有不一样的价值和意

子师傅李文耕即将退休，
需要找个徒弟接手，
李

“皮毛制帽是前辈留给我们的活遗产，
要传
义。

金善被领导看中。大名鼎鼎的李文耕师傅祖传

承下去就要提升自己。”
有着好学精神的他虽然

三代从事皮毛制作技艺，其祖辈还曾给乾隆做

制作的是传统技艺，但时刻不忘关注国际皮草

过貂皮褂，但李文耕师傅的儿子不愿再学这手

李金善直言道：
“皮
时尚讯息。对于接班人问题，

艺，
李金善才有机会成了李文耕师傅的徒弟。

毛手艺不只是技术活，
还是力气活，
年轻人能吃

“盛锡福”的皮帽制作，要经过选皮、配皮、

苦的越来越少了，
皮毛味道大又不卫生，
找徒弟

吹皮、熨皮、剌皮、缝皮等数十道工序，师傅逐

越来越难。之前有好几家单位请我去做顾问，
但

一把独家绝活全部传授给了他。比如师傅带他

我要坚守在这里，我走了这个招牌就没人接手

去湖南、内蒙古、东北各地“选皮子”
，张张过

了。”
技艺后继有人，
才是李金善最大的心愿。

目，件件精选，对毛质、皮板有了辨别力，一眼

３ “盛锡福”
的生产性保护实践

就能识别出品质来。
“剌皮子”
，
即皮毛裁制，
这
也是制帽技艺中最重要的环节。

为了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生产性保护
的方式在今天备受瞩目。本身就是通过生产

剌皮子重在刀功，为了掌握不同皮料和款

实践发挥技艺优势、并转化为通用商品的“老

式需用的不同刀式，李金善拿废皮子试验，日

字号”企业，成为传统工艺进入现代社会的有

复一日地联系，逐渐对劈缝皮子、横裁皮子、斜

效路径。

裁皮子的手法一一掌握。还有“吹皮子”
，用嘴

提高产品以及制作手艺的传承能力，才是

吹掉皮毛上的灰尘和浮毛，使皮毛松软、挺立。

生产性保护的初衷和归宿。以李金善个人声誉

日积月累地吹皮，少不了吸入毛屑，听说黑木

建立的传承人工作室是“盛锡福”最能施展技

耳能净肺，李金善一吃就是几十年。在他的刻

艺的生产形式，他不光在技术方面授徒传艺，

苦钻研下，
他开始独立担当接活儿的重任。他至

还不断改良操作工具，使皮帽核心技艺越发适

今难忘自己的第一个作品是为一位大使夫人做

应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近年来他跨界承接各大

的紫貂皮帽。从那时起，
“盛锡福”的皮帽成品

博物馆的皮毛文物修缮项目，也为盛锡福积累

个个要经过李金善的双手检验后才能进店。

博物馆的
下更大的社会名望。再加上“盛锡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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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创建，象征“奇技淫巧”的皮帽“手艺”反而体现

先放火箱里烤，随后用烙铁熨，以颜色变黄为

出难以估算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图 ５）。传

“熟”
；最后还要用豆包布裹住帽胎，附上毛皮

“老字号”可
承人的生产相当于艺术家的创作，
比拟“奢侈品”
，商品等同于作品，独一无二且
能活态保持着其独有的文化形态。

料，
再次进火箱定型，
才算完成制胎。
以上核心技艺不能轻易变化，否则就失去
了老字号的灵魂。
“盛锡福”
新一代技师陈绍龙
对核心技艺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
‘盛锡福’皮
帽手艺流程虽然看上去费工费事，但几代总号
师傅靠着经验和表述传承下来的技术秘诀，是
机械制造不可相比的。”

５ 保护传统也要顺应变化
“继承传统”的“传统”二字，包括哪些必要
条件？一般认为，世代传承、手工技艺、字号精
神，这三个条件大致是确定“老字号”非遗属性
图 ５：
“盛锡福”
博物馆

４ 传承“老字号”须留住核心技艺
传统技术生产的工艺流程具有稳定性，工

纵观整体民族品牌，
真正包
的必备因素。不过，
含这三个因素的“老字号”
越来越少了。高新科
技突飞猛进的今天，要保住“老字号”的手艺这

艺标准也相对客观，但表现技艺的个体经验，

个核心实则不易。制帽的手艺人愿意使用简单

像肢体动作、手法习惯、熟练程度等，却因每个

方便的自动成型帽胎而不去重操过去的手归

操作者的个体差异，而呈现为主观性和可变

拔；制鞋艺人面对计算机压底和机械加工也羡

性，它们都是区别于机械生产的不可传播因

慕不已；精细化的生产分工使部分工艺环节逐

素，属于手艺特有的物质与精神之结合。正如

步机械化和工业化；依赖双手生存的“老字号”

邱春林所说：
“尽管变化是手工艺的常态，但变

行业开始以机器取代手工。至于字号精神，也

中总有相对不变的因素，即它独立存在的价

就是老字号的企业风貌、经营理念和诚信准

值，我们把这种相对不变的内核称作决定手工

则，
也因观念陈旧而难以为继。

［２］
艺独特性的核心技艺。”

正因“传统”之内的诸要素是继承的基础，

比如，决定“盛锡福”制帽关键的核心技艺

所以有些“老字号”在传统与创新方面显得保

有选料、剌皮和制胎。第一道技艺是选料，
“盛

守，大多担心脱离原有文化土壤就是去了特

锡福”对皮毛分辨和质地把关极其严格，这种

色，所以固步自封、不愿求变，这不是真正的继

视觉和触觉上的分寸，掌握在个体心中，需花

承传统。王文章曾提出：
“促进中华老字号核心

大量时间才能锤炼出好的眼光。选料之后的剌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应把握好恒定性与活态流

皮子更是考验制作者技艺熟练度的关键，经验

［３］
手工艺是一门生活的艺
变性的传承规律。”

丰富的老师傅不需借助尺笔，就可胸有成竹地

术，它满足民生日用，与生活密切关联。因此，

剌出各种帽形裁片，包含了高超的技艺。制胎

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手工艺技术上也及时敏感

则必须按盛锡福总号的传统制法要求进行。帽

地反映出来，尤其是“制以时变”的帽业和鞋

，既要外观硬挺又不能戴上
胎讲究“绵软硬阔”

业，必然受到周围生活中出现的新观念、新样

不舒服，实现这一效果需要分三步：选当年的

式和新技术的影响，
呈现出以时为尚的特色。

棉花缝制帽胎后，刷上浆子，浆子必须能透进

“盛锡福”董事长李家琪一直把“发展百余

胎里；接着为防止帽子变形，要把帽胎熨“熟”
，

年，坚持适时变”作为企业理念，曾多次组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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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到国外考察，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同时

尽管创新是艺术之魂，然而“老字号”企业

也在技艺和样式上双重创新，聘请外部技师，

的创新却并不简单。由于纯手工的生产方式，

学习同行制帽技术，为适应市场变化推广不同

老字号的内生动力要相对保守，况且提到创新

年龄层的帽式，像年轻人的羊剪绒帽，中老年

又容易“外在”化，无益的奇、巧、怪随之产生。

人的长毛绒帽，冬季戴的针织帽，学欧美的小

“老字号”的行业习俗、人才培养、品鉴准则、产

童帽等都常变常新。还灵活拓展了“自料加工”

销方式决定了其坚守“成规”“旧制”的管理原

“选料加工”“旧帽翻新”“特大（号）特小（号）

则。同时，
由于“老字号”
的商品化程度高，
纯粹

定制”“残疾人特制”等服务种类。这种开放、

的商业生产要直接面对市场，产品的艺术样式

包容的做法，符合求新、求变的社会发展规律，

只为满足于顾客的需求，以规格统一的“风格

正视技术与生活相互依赖的艺术本质，是非遗

化”
产品为主。鉴于以上因素，
在市场经济大潮

能够相传的活力所在。因此保护传统也意味着

中，老字号的思想惰性更加明显，我们看到北

要顺应变化。

京一些老字号不断在重复制作过去的产品，这

６ 手工艺人的困境与出路

些识别性较高的商品虽为“老字号”打开过市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动物保护的日益加强，

场，但也给人们造成重复审美的厌倦。保守思

皮毛业整体陷入发展危机，
“盛锡福”皮帽从产

想令“老字号”面对“新生代”和洋品牌的竞争

量到技艺都深受影响。负责皮草生产的陈江山

时处于被动，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产品也就难

师傅表示：
“皮毛供应全改为饲养，以前的野生

以觅见。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互联网时

皮毛光泽细密，而饲养的皮毛质量却很糙，制

“老字号”借助创意设计形成新锐美感是大
代，

作浅色帽子常见到少绒情况，制作圆帽时中缝

势所趋。综合素材和多样形式的结合，最古老

的白板也非常明显。”

的符号可以与最前卫的思想跨界联合，最本土

如何取舍生态保护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的物料也可以与最高端的奢侈理念相连，这都

如何让传统技艺跟上日益变化的时尚需求，这

是“老字号”们不可忽视的创意路径，精彩的创

是手工艺人面对的难题。为了兼顾动物保护和

意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使“老字号”招牌始终

皮毛制作技艺的传承，政府在养殖规范化管理

拥有不“老”
的血液。

和皮毛生产销售的执法监管等方面需要进一
步制定系列措施，正确处理好动物保护与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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