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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铁匠·转型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沉下心传承手工艺
不能砸了铁锅招牌

3月2日正值元宵佳节，
章丘铁锅“同盛永”传承人之
一刘紫木的家中座无虚席，
前来拜访的客人和采访的媒
体络绎不绝，刘紫木一边耐
心回答着来访者的提问，一
边还要应对不停打进来的电
话。“洛阳纸贵，章丘无锅。”2
月21日凌晨，在《舌尖3》刚刚
播出没多久，刘紫木在朋友
圈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
话。如今，他少了一丝无奈，
多了一分从容。

“历经12道工序，18遍火
候，经受三万六千次锻打，方
得一口好的章丘铁锅。”在《舌
尖3》之后，这句由数字构成的
本不好记忆的画外音，成了全
国人民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
流行体。回忆起那个凌晨，刘
紫木至今心有余悸。除《舌尖3》
播出当晚卖出的近3000口锅
外，至今已有数十万口锅的订
单砸向“同盛永”。其中，有一半
订单来自海外。突如其来的庞
大订单让厂里措手不及，叮叮
当当的敲打声响彻整个车间，
但即使加班加点，短时间内纯
手工根本做不出这么多锅。

“手工的锅，都是一锤一
锤砸出来的，我都没见过1万
口手工铁锅长什么样，不能
因为赚钱，就以次充好。”刘
紫木深刻明白，章丘铁锅销
量暴涨给手工艺制作带来了

“春风”，但也暗含风险因素，
经过厂里再三斟酌，为了保
口碑和质量，章丘铁锅“同盛
永”“臻三环”对外发出“劝退
声明”，不再接受新订单。

“劝退声明”除了缓解订
单压力之外，还有另一层深
意，那就是为了让市场冷静，
让消费者冷静，让假货“遁形”。

“章丘铁锅是纯手工制品，铁
匠师傅们无法短时间内完成
海量订单，贪图速度将难保质
量。”刘紫木知道，章丘铁锅不
仅关系着铁匠师傅们的声誉，
还关系着章丘乃至整个济南
的口碑，他相信，“章丘无锅”的
背后反映的并不是市场的慌
乱，而恰恰是章丘铁匠对诚信
的坚守。

“我家存的铁锅都被人一
次性订购完了,现在手头只有
几个半成品。”除了《舌尖3》中
提到的“同盛永”“臻三环”，铁
锅风波还席卷了老铁匠牛祺
圣的铁匠铺。“我们家的铁锅
订货单目前已经排到今年8月
份了,估计再过两天就能预订
到年底,年内就不愁销路了。”
牛大伟说，这几天来家里订购
铁锅等铁器的商户一直不断。

“有的一下子要50口铁锅,也有
要订做铲子、剪刀的,就连家里
存了许久的铁锄头也被人买
走了几个。”这样的销量是牛
家祖祖辈辈的铁匠无法想象
的，但是尽管订购量突然大增,
牛大伟和父亲并没有给顾客
涨价，“一直都是卖300多块钱
一个,用的材料还是原来的优
质钢材。”牛祺圣也多次嘱咐
儿子，“一天打制一口锅，传承
老手工艺得沉下心，丝毫急不
得，不能砸了章丘铁锅的招
牌。”

不能“昙花一现”
非遗精神要发扬

“现在来馆里参观的人
也增多了，把这两口锅放在
馆里供大家参观，很多人就

是冲这个铁锅来的。”在“铁
锅热”之后，除了刘紫木的工
厂和牛祺圣的铁匠铺，章丘
区文化馆因为收藏了铁质工
艺品石磨、石碾、章丘大葱而
成了另一个人流聚集的地
方，副馆长陈京波联系了“同
盛永”的负责人，要来了两口

铁锅，作为“章丘铁匠生活习
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伸
品进行展览。

“铁锅热”再次把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到了人们
眼前。早在2008年，“章丘铁匠
生活习俗”就通过了山东省申
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作

为非遗保护中心的负责人，陈
京波参与了非遗申报的全过
程。他至今记得，原本想用“锻
造技术”来申报非遗，却因为
铁匠难觅，而改成了用“章丘
铁匠生活习俗”这一民俗项目
来申报，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非
遗工作的迫切性。

提到“章丘铁匠生活习
俗”的申遗，就不得不提到为
申遗提供了巨大参考价值的

《章丘铁匠》这本书的作者明
兆乙。80多岁的明兆乙老人
年轻时也是一名铁匠，跑遍
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打跑
铁。退休后，在章丘区史志办
工作的老人记录并整理了章
丘铁匠这个群体的生存状
态，为章丘铁匠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申遗需要大
量资料，正是这本书为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关于章丘铁匠
的资料。”陈京波说。

在陈京波看来，申遗有
两个初衷，一是把那些濒临
灭绝的项目记载下来，等这
些项目消失之后，能够将它
复原，为后人呈现当时的状
态，这也是非遗保护最大的
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一些项
目申报非遗之后，能得到资
金扶持，让它得以传承下去。

“章丘区委对于章丘铁匠的
定位就是，不能在‘舌尖’之
后昙花一现，要让它真正得
到发扬。”陈京波说。

制定行业标准
助力铁匠转型

一个行业要实现振兴，
仅靠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
的。实际上，在“铁锅热”之
后，如何看待和理性思考这
一现象，如何保护和引导好
章丘铁匠习俗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健康发展，如何推
动章丘非物质文化遗产朝着
产业化方向发展成为整个章
丘努力思考的问题。为此，2
月28日上午，区里专门召开
了面向全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产业化研讨会。

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
工信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业专委
会、济南市质监局质量发展
处、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济
南市文联等部门的专家教授
学者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
业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共同探索非遗产业化发展的
章丘道路。

“要把握好章丘铁锅爆
红的时机，提高品牌意识”，

“要坚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
产 本 身 价 值 、科学设计品
牌”……研讨会上，虽然专家
们的表述各不相同，却达成了
一个共识，那就是“铁锅热”是
章丘铁匠业重新焕发生机的
机遇，而要想抓住这个机遇，
实现“网红”之后的华丽转身，
首先要做的就是树立品牌意
识，“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
铁匠熟知的道理。

而品牌的形成，又离不
开市场的监管和规范，“章丘
铁锅行业标准正在制定，行业
协会也即将成立，从安全、生
产、质量等方面引导铁锅规范
化、规模化生产，打击冒牌产
品。”章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祥勇介绍，目前章丘
区境内通过工商局注册的铁
匠铺有15家，没有注册的手工
作坊在四五十家。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需要铁匠精神

铁匠，这个延绵千年的

手艺行当，见证了中国辉煌
的农耕文明。随着工业革命
的发展和农业机械的规模化
生产，原本辉煌的铁匠行业
日渐没落。当捶打的声音止
息，衰微的也是铁匠们的生
命。

然而，随着互联网生发
下的“铁锅热”的漩涡日劲，
铁匠这个日渐冷清的行业却
再次被卷到了舆论关注的焦
点。成为“网红”之后，章丘铁
匠能否实现华丽转身呢？“其
实大家现在关注的都是铁
锅，至于铁匠，我们的社会还
没有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
置。”对于这个问题，山东劳
动技师学院的老师张光灿
说，不可回避的是，铁匠是一
个被淘汰了的群体，要留住
铁匠，就要实现转型。

很多人反问，“打铁这种
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不是早
晚要被淘汰吗?”即便是对于
铁锅本身，也有人持着反面
意见，虽然手工铁锅具有厚
而耐用，在强火之下升温慢，
而且表面用锤子敲打而成，
有凹凸，食物与锅底接触时
有缝隙，不容易煳锅等优点，
但与现代生产技术生产出来
的锅具相比，它又有着笨重、
丑陋不精致等缺点。然而，张
光灿认为，手工打造的东西
始终有它独特的美感，这是
机器生产无法比拟的。

那么，如何借着“铁锅”
的东风，实现铁匠的华丽转
身呢？济南市质监局质量发
展处处长邵建忠认为，2月22
日，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动员大会对“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章
丘也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
机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
发展也是如此。对于章丘铁匠
的发展，也要坚持“质量特色
化”，在做优上下功夫，同时抓
好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和动能
转换，为传统产业插上新技
术、新模式的翅膀。

章丘区副区长丁培卫也
认为，章丘铁锅作为地标性
产品，体现的是实用价值，更
是品牌价值，不仅要注重经
济效益，更要追求其社会效
益，“要积极做好章丘非遗产
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积
极融入现代科技元素，为这
一传统产品研发插上科技翅
膀。”同时，冷静思考之后要
认识到，全国民众对章丘铁
锅的推崇，是因为章丘铁锅
包含着独特的历史、文明、文
化等核心元素和符号。为此，
要全面梳理章丘区现有的非
遗产品，特别是在传统手工
艺方面，比如龙山黑陶(彩陶
尤受欢迎)、范式铜响乐器等
等。要深入挖掘整理、追根溯
源，积极引导省级非遗申报
国家非遗，全方位展示章丘
非遗文化资源优势，形成集
束带动效应。

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刘
溪认为，非遗来源于生活，也
要融入当下的生活，才能得
到传承发展，乃至实现产业
化。章丘冶铁历史悠久，是名
副其实的“铁匠之乡”。章丘
铁锅背后，是铁匠、文化的故
事，以及章丘铁匠的匠心精
神。章丘铁锅与章丘铁匠的
发展脉络是一致的。十二道
工序、十八遍火候、一千摄氏
度高温锤炼、三万六千次锻
打，既是章丘铁匠劳动量的
体现，更是匠人修身、匠心培
育的历练过程。要将非遗的
文化创意发掘出来并形成产
业，适应市场经济对历史形
成的非遗要求。

“章丘已无铁锅！3000口存货秒光，传承人呼吁理性购买”
“章丘铁锅爆红后的喜与忧：洛阳纸贵 章丘无锅”“章丘铁锅
成名后：订单排到1年后 有铁匠外出躲避”……《舌尖3》播出
之后，网络上关于章丘铁锅的搜索结果充斥着这样的新闻。从
无人问津到爆红脱销，从有人翻墙入厂购锅到店铺发布“劝退
声明”，章丘铁匠在十几天时间里经历了喜忧两重天。成为“网
红”之后的章丘铁匠能否实现华丽转身，这是现代文明对这一
古老行当的再一次考验。

““章章丘丘无无锅锅””
彰彰显显诚诚信信坚坚守守
“网红”之后华丽转身

首先要树立品牌意识

章丘区领导看望非遗传承人牛祺圣（中）。 受访者供图

“章丘铁匠生活习俗”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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