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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李金善
盛锡福第三代皮帽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技术带头人

30余年专注钻研皮帽工艺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赵文岳
翰林院五虎棍第九代传人

上世纪70年代初， 19岁的李金善
从北京郊区插队返城， 分配到 “盛锡
福”， 一心想干当年特时髦的活儿———
开车。 可当时的盛锡福领导琢磨， 剌
皮子的李文耕师傅快退休了， 正缺个
接班人， 于是就安排李金善跟随李文
耕师傅学起了皮毛手艺， 这一干就是
38年。

李金善的师傅李文耕， 有祖传三
代的皮毛裁制手艺。 其祖上曾给乾隆
皇帝缝制过貂皮大褂 ， 因工艺精湛 ，
得到过乾隆御赐的黄马褂和御笔亲书
的牌匾。 李文耕虽在 “盛锡福” 干了
几十年 ， 但儿子不愿继承这门手艺 ，
才收下李金善这徒弟。

李金善一针挨一针地缝了3个月皮
子， 直到缝出来的针脚都跟鱼鳞般整
齐，师傅才教他“剌皮子”的绝活。 “剌
皮子”即皮毛裁制，难在刀法，不同的皮
子和款式，得用不同的刀法，有的皮劈
开用，有的皮横裁用，有的皮斜用……

李金善接的第一个活儿是给一位
驻华大使夫人做紫貂皮帽。 剌那块昂
贵的貂皮时， 他心里直打鼓， “这一
刀下去， 要是剌坏了， 我可赔不起。”
后来听说大使夫人戴上帽子特满意 ，
他心里才踏实。

师傅看李金善勤学好问， 把看家
本事全传授给他了。 每年都带他去湖

南、 内蒙古、 东北、 河北等地采购毛
皮， 件件精挑细选， 对毛质、 皮板儿
的要求一丝不苟， 一收就是一大卡车。
狐狸、 水貂、 旱獭、 黄狼、 麝鼠……
见得多了， 他瞅一眼就知道是什么货
色。

经过30多年勤学苦练， 刻苦钻研，
李金善不仅传承了选料、 配活、 吹风
皮张、 平皮、 裁制等传统制作皮帽技
术， 而且将代代传授的传统制作方法
融入了现代制帽技术和时尚元素， 不
断发展皮毛裁剪制作技艺， 练就了挑
皮、 识别皮张、 拉皮走刀绝活， 使传
统技艺得到传承和创新。 李金善先后
为诸多国家领导人制作过皮帽。 2008
年、 2009年盛锡福皮帽制作技艺相继
被评为北京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李金善也被评为盛锡福的传承人，
先后到上海、 杭州、 天津以及北京18
个区县进行皮毛、 皮帽技艺展示， 得
到了李岚清等领导的接见。 2010年被
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
2011年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在传承中， 李金善不忘进行创新，
比如他创新了皮毛 、 皮帽裁剪技术 ，
攻克了制帽工艺中刀具技术难点和关
键问题， 将原来用木棒修鞋的一种刀
具裁剪皮毛， 改成三种宽窄不一的峰
钢刀具， 使裁剪灵活快捷， 保持了皮

子的完整性， 不仅改进了传统皮帽技
艺， 而且提高了1/3的工作效率， 还节
省资金30余万元。 李金善还创新了帽
款。 近年来， 根据市场高端消费需求，
李金善设计制作出水貂、 水獭、 海龙
等50余种中高档皮帽， 提高了企业产
品档次和市场占有率； 根据不同顾客
的需求， 开发研制出60公分以上和56
公分以下的特殊型号的帽子。

为了更好地传承皮帽工艺， 李金
善把多年的工作实践及企业独一无二

工艺精细、质量上乘的制作水准加以总
结，编写出《皮毛、皮帽裁剪制作工 艺
流程 》， 促进了制帽工艺流程标准
化、规范化。 他勤于学习钻研，不断提
高自身的知识和工艺水平，还发挥传帮
带作用， 为职工讲解知识和技术要领，
手把手提供技术指导，把自己的裁剪制
帽绝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两名徒弟，现
在他们均已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在30余
年传承皮帽工艺的路上， 李金善从来
没有停歇， 永远在精益求精……

“你这个 ‘反背花’， 得把身子拧
过去， 不能杵在那儿……” “你这根
棍子再拧慢点， 小心自己棒到头上！”
“嘿， 你这么大个子， 能拿短点的棍子
吗？ 这耍起来， 能把顶棚给掀了……”
39岁的赵文岳是中关村街道西里社区
民俗文化队队长， 此刻他正在课堂上
教孩子们一套棍法， 这套棍法舞起来
上下翻飞， 令人眼花缭乱， 也有精彩
的对打场景， 可是这不属于武术， 而
是一种舞蹈， 名叫翰林院五虎棍， 是
海淀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文岳是
翰林院五虎棍第九代传人。

据介绍， 翰林院五虎棍起源于道
光十三年， 是翰林院人士根据宋代年
间的乐舞所整理出来的舞蹈套路， 曾
为皇家御用。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 翰
林院五虎棍也一度濒临失传， 后来在
第七代传承弟子白玉及其弟子的努力
之下， 才得以延续。

翰林院五虎棍一直是 “师徒相
传”， 由老师带学生的方式进行传承。
赵文岳的师傅陈学良师承第七代弟子
白玉。 陈学良是北京首钢的职工， 他
介绍， 自己从1982年学习 “翰林院五
虎棍”， 1989年开始收徒。 “我教学的
地方就在西直门地铁出口 （东北口）。
那时候东北口没有开放。 收的徒弟都
是周边小学的孩子们。” 赵文岳就是那

个时候被陈学良收徒开始学习 “五虎
棍” 的。

赵文岳说， “最初是想跟着师傅
学武术， 后来才知道， 五虎棍既不属
于武术， 也不属于京剧， 而是一种民
间社火表演。 我开始学的时候大约十
岁，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露天练习， 没
有室内的场地。 冬天光着膀子， 练的
都能冒出热气。” 赵文岳说， 师傅陈学
良为了翰林院五虎棍的发扬光大做了
很多工作 。 不仅免费教了一批学生 ，
还恢复了五虎棍中曾经失传的套路 。
2000年， 赵文岳也开始收学生， 老师
陈学良因单位搬迁， 逐渐不常来指导，
将这项技艺传承的工作交给了赵文
岳 。 2012年， 在陈学良和中关村街道
西里社区的帮助下 ， 赵文岳重整了
翰 林院五虎棍技艺 ， 西里社区还为
翰 林院五虎棍提供了训练的舞蹈室
和存放道具的仓库， 每周六日开设公
益课堂 。 很多他在课外活动中教过
的孩子慕名而来。 赵文岳介绍， “现
在在这个课堂学习的是小学 2年级
到 6年级的孩子， 大约有20多个。 不
算后来到学校教课外活动， 单算来找
我学的这些学生， 我已经教了大概200
多人了。”

在教室里， 记者看到有6个来学习
棍法的孩子们正在上课。 有的人手持

一长棍练 “二指花” ———就是用两根
手指将手中长棍翻转起来 。 “反背
花”， 就是将长棍在身后迅速翻转， 有
点像京剧中美猴王的棍法。 还有人手
持双棍与手持长棍的对手场景。 现场
棍棒相碰， 铮铮作响， 颇有观赏价值。

赵文岳特别想把这项技艺传承下
去。 他的本职工作是北京公交集团电
车客运分公司电车四队22路的一名司
机。 每天凌晨五点出车， 下午1点下班
回家。 赵文岳几乎将自己所有的休息
都利用起来， 一周七天都安排了 “五
虎棍” 的教学活动， 每次教学都在1个
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尤其是周五， 赵
文岳要跑两个地方， 先去一所小学教
“五虎棍” 的课外活动， 再到公园组织

五虎棍的爱好者活动。 “每周五， 我
吃的第一顿饭肯定在下午五点之后。”
赵文岳说。 除此之外， 赵文岳还组织
学员义务参加民俗庙会的表演， 向公
众推广 “翰林院五虎棍” 乐舞。

现在最让赵文岳操心的就是，虽然
已经从事“翰林院五虎棍”教学工作18
年了，教过二百多个学生，至今都没有
人能“接棒”传承工作。“一般得学三年，
才算基本上出徒。 之后还得长期练习，
才能保持。 现在孩子课业负担重，能坚
持下来的人少。我这儿就像个铁打的营
盘， 来我这里的大多数都是流水的兵。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人坚持下来，成
为这项非遗技艺的种子，今后能成为这
门技艺的传承者。 ”

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授艺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