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人与民俗玩具的六代情缘

在国子监38号， 有一间10平方米的卖民俗玩具的
门脸 ， 叫 “曼殊斗舍 ”。 这里有金马驹儿 、 马拉车 、
猴翻跟头、 小鸡吃米、 排子马、 不倒翁……各式各样
的老北京玩具。 “门口有一玻璃罩子， 里边有一大兔
儿爷， 就是我们家。” 王钢是个身量高大的老北京人，
说话京腔浓郁 。 他热情地邀请大家去看这些老玩意
儿。 “我们做的这种玩具， 其实叫耍货。 我们家还有
民国时候的营业执照， 上面写的就是耍货。 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 一位记者写过一篇文章， 将耍货唐改称为
‘绒布唐’， 从那时候我们才叫绒布唐。”

王钢的母亲唐玉茹介绍， “耍货” 的工艺复杂，
主要是用泥 、 木头 、 竹子 、 绒布等材料进行制作 。
“一件耍货要经过泥模、 制盔、 装饰、 手工彩绘等多
道工序。 先用胶泥、 竹子制作泥胎， 把玩具的形状做
好。 然后用一种特别的纸糊在泥胎外面， 靠手感来揣
摩哪里需要补一点， 将玩具的雏形制作完整。 大的玩
具要糊几十层， 小的要糊十几层。 晾干以后再把泥胎
抠出来， 制成纸盔。 有一些需要在纸盔外贴上绒布，
有一些不需要， 直接刷上漆。 比如， 金马驹就是在马
形的纸盔上直接刷金漆， 在马身上描上眼睛， 贴上装
饰。 那种大型的骆驼， 就得糊上绒布， 让它有毛茸茸
的质感。 20厘米到30厘米高的一件精品， 光贴绒这个
工序就需要一个人做一个多星期。” 这些玩具， 有的
惟妙惟肖地展现出动物憨态， 有的无需电池也会动会
响， 灵动有趣。

王钢说， 根据外祖父唐启良的讲述， 他家这种工
艺玩具最早出现在清朝入关以前 ， 距今有三百多年
了。 当时军队中一些士兵为调剂枯燥的军旅生活缓解
思乡之情， 开始用泥巴等材料做摆件。 以马、 马车、
骆驼等形象为主。 一开始是用动物毛皮， 后来因动物
皮毛昂贵短缺， 改用绒布。 “我的一位朋友说， 他在
东北看到有人也做这个， 印证了这个说法。” 王钢说。

有一位顾客给王钢看过一张清朝老照片， 照片上
面是赶庙会的人， 背景就是卖 “耍货” 的摊子。 摊子
上一层层地摆放着马驹、 马车和骆驼等玩偶， 和他家
制作的绒布唐民俗玩具是一样的。 “从照片上人的服
饰判断， 拍摄时间应该是清晚期， 大约是道光、 光绪
年间， 所以我估计耍货就是这时候开始走向市场的。”

根据资料， “耍货唐” 是唐启良的外祖爷爷创始
的。 其人姓赵， 生活在清道光年间， 他将绒布工艺的
技巧传给了女儿唐赵氏 （即唐启良的奶奶）。 第二代
传人是唐恒明和唐赵氏夫妇。 他们生活在清咸丰至光
绪年间， 唐恒明曾在朝廷任二品文官， 一开始并不以
这项技艺为业。 但是他在前代的基础上， 创新了工艺
造型， 其制作技艺更加精细。 很多作品作为礼物赠送
给当时的朝臣官宦。 后家道中落， 唐恒明和唐赵氏制
作绒布工艺， 在集市出售维持生活。 第三代传人是唐
普顺和唐恩氏夫妇， 生活在清宣统年间。 唐普顺又发
展了制作工艺， 从这代开始， 表现军旅马上生活题材

的作品减少， 大部分作品体现老北京的百姓生活和习
俗。 第四代传人就是王钢的外祖父唐启良。

养活一家人的“金马驹”

王钢有关 “绒布唐” 的大多数记忆来自于外祖父
唐启良。 唐启良， 出生于1917年， 满族， 老姓它它拉
氏。 唐玉茹是唐启良长女。 她回忆， 自己年幼时常常
和父亲一起到家附近的老城墙下挖胶泥， 赶庙会卖玩
具， 到东四十条外买制作玩具需要的 “豆纸”。 “在
家里经济最窘迫的时候， 我父亲用这门手艺养活了一
家子人。” 唐玉茹说。

让唐玉茹印象最深的是， 小时候每到过年之前，
全家齐动手一起加班加点制作金马驹的情形。 “赶几
个月工， 每天屋里一地都是金马驹、 绒布小狗或其他
绒布玩具 。 在庙会那几天就能都卖了 。” 唐玉茹说 。
那个时候， 北京有一座 “五显财神庙”， 每逢财神庙
香火日， 北京人会到财神庙请财神， 祈祷能过上好日
子 。 在这里请一尊金马驹回家是当时盛极一时的风
俗。 唐玉茹回忆， “我出生于1942年。 那个时候年纪
还特小， 1948年，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去过庙会一
回。 记得当时人特别多， 都往前挤， 那么多金马驹，
一会儿就卖完了。”

根据资料， 五显财神庙是明朝天顺二年 （1458年）
建的。 清朝乾隆五十一年重修。 乾隆年间重修后， 刊
石立碑。 据民国时期的 《北平旅行指南·五显财神庙》
描述： 庙在彰仪门外五里许， 俗称五哥庙。 庙中香火
日为旧历正月初二、十六，三月十一、八月二十四，九月
十七等五日。 尤以正月初二日为最盛， 有先于初一夕
即至彰仪门侧敬候开城， 以烧头股香为最吉祥者。

王钢介绍， 来庙会的人除了祈请财神像以外， 还
要抢纸制元宝， 在外祖父唐启良的摊位前请一尊北京
“金马驹”， 以讨全年能 “驮宝回家、 马上发财、 金马
驮聚四方财、 金马送宝、 聚财送宝” 等吉祥寓意。 王
钢还收藏了一张老照片， 上面是众多庙会游人在唐启
良的摊位前请 “金马驹” 的情形。 图片下方写着 “金
马驮聚四方财， 金马驹前游人多”。

除了金马驹、 马车、 骆驼等， 唐启良将耍货进行
了发展， 根据市场需要， 制作了很多种适合孩子们的

小玩意， 比如会往上爬的小猴子、 开运鼠以及各种式
样的不倒翁……唐玉茹的记忆里， 父亲经常推着车在
雍和宫一带出售这些自家的玩具。

1956年， 因为 “公私合营”， 有这门手艺的唐启良
成为了北京一家玩具厂的职工。 除了制作玩具厂流水
线上的常规玩具之外， 他也会从厂里领一些材料， 带
着老伴儿、 孩子们制作自家的传统民俗玩具。 这些传
统民俗玩具被摆上了北京百货大楼和天津劝业场的柜
台。 “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十四五岁， 常去这两家商
店送货。” 唐玉茹说， 能上这两家商店的柜台， 说明
“耍货” 的地位。

据王钢介绍， 第一届北京玩具博览会上展出了唐
启良制作的北京 “金马驹 ” 。 在京城的手艺界里 ，
“耍货唐” 的名号由此达到顶峰。

老一辈“吃饭”手艺被送上艺术殿堂

在玩具厂， 唐启良一个月20多元的工资， 要支撑
起一个有七个子女的大家庭， 显然经济拮据。 唐玉茹
说， 家里姊妹们的学费都因家庭困难而得到减免。 唐
启良为了维持生计， 在工作之余也自己做一些玩具推
着独轮车贩卖。 “上世纪五十年代， 五分钱就能买一

个小玩意， 最大的、 工艺最复杂的， 能卖五毛。” 唐
玉茹介绍，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因为政策不允许，
唐启良不再自己出摊。 现代玩具也逐渐多起来， 玩具
厂也不做民俗玩具了。 唐启良停下了手艺， 家里的浆
糊味道逐渐消散。 “我父亲平时做一点， 也是送亲戚
朋友， 留个纪念。” 唐玉茹介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耍货唐” 传人唐启良被
媒体报道。 一位记者将耍货唐写成 “绒布唐”， 因此
“绒布唐” 逐渐流传起来。

不少人慕名来到国子监附近来寻找这种民俗玩具，
尤其是外国友人来的较多， 唐启良又开始大量制作。
唐玉茹回忆 ，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日本人找到我父
亲， 定制了一批不倒翁， 几十个， 各种形态的。” 唐
玉茹说， 耍货里的不倒翁有男女童的、 老寿星的、 青
蛙等动物的， 都是他家根据传统设计制作， 那位日本
客人每一样都定制了一些。

唐启良的几个子女都有帮助父亲制作民俗玩具的童年
记忆。 唐玉茹少年时期学习了无线电， 成年后成为一
名邮政行业的自控工程师， 但手艺一直保持。

2002年， 唐家在自家老屋内开始经营绒布唐的工
艺作品， 经营范围是玩具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
转让、 技术培训；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销售民间
工艺品。

2004年， 唐启良的六件 “绒布唐” 玩具作品： 包
括 “金马驹 ”、 “骆驼 ”、 “排子马 ”、 “老虎吃小
孩”、 “万象更新”、 “轿车” 等被中国美术馆馆藏。
此后首都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东岳庙等也收藏了唐
启良的作品。 2006年， 绒布唐技艺成为北京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2010年唐启良去世。

第六代传人“接棒”传承事业

王钢出生于1968年。 他说自己基本上是在姥姥家
长大的， 与姥爷姥姥感情深厚。 回忆起童年， 他记得
姥姥永远都穿得干干净净，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老人
家一辈子没什么首饰， 只有一个戒指、 一块手表和一
副耳钉， 每次她都会认真戴好， 坐在家门口等孩子们
放学。

“耍货 ” 也是王钢童年时期最特别的记忆烙印 。
“我小时候特别愿意看我姥爷做活儿， 喜欢拿块胶泥，
出去摔泥。 我现在还经常能想起来小时候和姥姥、 姥
爷一起做绒布玩具， 我们年纪小， 做累了就靠被子上
睡着了 ， 大人要承担生活的重负 ， 常常做到半夜 。”
姥姥家的胶泥、 纸盔、 浆糊味道， 伴随着王钢成长。

1991年， 王钢毕业于旅游管理专业， 在旅行社工
作了一段时间 。 上班之余 ， 王钢还经常制作几个
民俗玩具当旅游纪念品送朋友。 之后， 王钢开过茶文
化公司。

唐启良去世之后， 王钢的小姨唐玉捷成为第五代
传承人， 经营 “盛唐轩” 店面， 从事绒布唐工艺。 唐
玉捷曾向媒体表达过传统技艺传承的难处。 作为绒布
唐的第六代传人， 王钢也就关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专
职从事绒布唐的推广。 他有另一番思路。 为了将手艺
传下去， 王钢和父母在怀柔租下了院落， 专门用来制
作绒布唐的传统玩具。 在怀柔的绒布唐作坊， 记者看
到王钢和母亲一起制作的大量民俗玩具， 有牵线会手
舞足蹈的小人、 背着元宝的金马驹、 有坐着的、 站着
的各种骆驼……

民俗玩具发展遭遇现实挑战

“说实话， 现在我们自己的民俗玩具出售的少，
店里其他进货卖的更好些。 比如， 茶具还有进的一些
玩具都比较好卖。” 王钢说。 “金马驹” 已经不像数
十年前那样火爆， 现在的孩子们有太多的新式玩具和
太少的玩耍娱乐时间。 所以， 王钢对发展绒布唐技艺
有一番自己的想法， “别说赚钱， 绒布唐技艺仅靠销
售成品来推广都是有难度的。 制作工艺耗时耗材， 以
前随处挖来的胶泥， 现在都得花钱买， 每斤三元钱。
我们制作一件像样的玩意儿得好几天， 成本很高。 如
果单单是给孩子当玩具， 这么高的价格， 市场不大。”
然而， 王钢觉得这门手艺不仅仅是一样制作玩具和工
艺品的技能， 而且包含着北京城的情怀和文化。 他想
让 “绒布唐” 进入学校， 成为北京孩子的念想。

从2012年起， 王钢在社区和中小学开始教授孩子
们简单的 “绒布唐” 技艺， 包括中华开运鼠、 会翻跟
头的猴子和绒布小狗等。 2016年， 西城区少年宫开办
非遗手作班， 邀请王钢授课。 “都是4到6岁的小孩，
一个班大约半年时间， 孩子们就会自己制作简单的带
彩绘的小玩意儿了。” 王钢介绍， 这个手作班毕业时，
王钢布置的作业是每个人制作一只小狗。 这只体现绒
布唐技艺的小狗需要7道工艺： 捏泥胎、 贴纸、 贴绒、
装饰、 粘耳朵、 点眼睛、 安装四肢尾巴。 每一个小朋
友都独自完成了， 这令不少家长感到惊讶。

现在王钢还在若干小学担任外聘老师， 向孩子们
讲述老百姓的生活、 文化、 教孩子们绒布唐的传统手
工玩具。 王钢在芳草地国际学校教辅中心授课时， 一
位在校任教的胡老师告诉他，“你教孩子们做的那个小
老鼠，是我小时候第一个像样的玩具。 我当时生病， 爸
妈在医院门口买了哄我开心的， 真是好想念它呀 ！ ”
王钢说， 继承和发掘传统技艺之外， 他也在考虑， 如
何让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玩具， 展现更多的内容： “我
一直在想 ， 用绒布唐的玩具来讲故事 ， 讲过去的故
事， 比如金马驹的故事、 骆驼的故事、 开运鼠的故事
等， 再如将老北京庙会的某个场景用一组很多个玩具
来表现出来， 应该会更加震撼一点儿。”

王钢始终觉得姥爷这门手艺是能记录老北京人生
活的文化象征， 他不想让这门已历经风雨百年、 曾经
养活母亲一家人的手艺在他这一代断了。 他希望还能
播一颗民俗文化的种子， 永远扎根在下一代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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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文文 彭彭程程//摄摄

民俗玩具“活化石”
———绒布唐技艺的百年春秋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喜神手托着聚宝盆儿； 聚宝盆儿倒有金马驹子在， 金马驹子一上来
托着金人儿； 金人手拿八个字念来……诸位招财进宝， 日进斗金呀……”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侯宝林先生在群口相声 《开场小唱》 中的一段唱白。 其中提到的 “金马驹”， 是指一种金色的
硬质马形民俗玩具。 与现在流行的招财猫一样， “金马驹” 曾经红极一时。 制作 “金马驹” 的
家族 “绒布唐” 已经传承六代， 延续160年。 “绒布唐” 制作的 “耍货” 被民俗专家称为 “民
俗玩具活化石”， “金马驹” 是绒布唐技艺的代表作。 2006年， “绒布唐” 技艺成为北京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 第六代传人王钢向记者讲述了 “绒布唐” 的百年风雨历程。

王钢在研究作品 王钢和母亲

王钢在作坊中

唐启良与长女唐玉茹手拿绒布唐作品合影

绒布唐作品———金马驹

金马驮聚四方财，金马驹前游人多（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