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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并不单纯是讯息传递及记录的载体，
日本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把纸用到了极致。其智慧传承至今，

并正孕育着无数新的可能性。

用纸的剪切工艺做的吉祥物鲷鱼与扇子形状的
漂亮纸饰，新年时用它来作为神坛的供饰，是
东北地区的神社传统。（摄影：大屋孝雄）

本刊的刊名“にぽにか（niponica）”源于“日本”
的日语发音“Nippon”。“にぽにか（niponica）”
是向世界广泛介绍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的杂志，
除了日文版以外，还有英文版、西班牙文版、
法文版、中文版、俄文版、阿拉伯文版，共以
7种语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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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穿着和服、打着和纸伞的女性（摄影：
amanaimages Inc.）
远上：使用各色和纸制做的和伞的内面。和伞
能缓和阳光照射。（照片提供：TAKEK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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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杉原吉直　摄影●栗林成城　协助●杉原商店

纸的使用，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纸文化。
本文将为你解读纸与日本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下：描写贵族生活的文学作品画卷《源氏物语绘卷 夕雾》，
十二世纪。（五岛美术馆所藏）
右：高度仅约20毫米的小塔“百万塔”（右上）里收放着
被抄写在和纸上的《百万塔陀罗尼》的经文（右下）。（私
人收藏）

和纸制做一景。匠人以绝妙的手艺漉取纸浆（上左），并
将漉纸晒干（上右）。（摄影：美浓市役所、中田昭）

京都下鸭神社里系在牌坊上的“纸垂”（白色的
纸折物），它与第二至第三页的剪纸一样，也是
表示神域的标记性装饰。（摄影：中田昭）

杉原吉直（SUGIHARA YOSHINAO）
株式会社杉原商店的董事长。作为越
前和纸批发商“杉原商店”的第十代
传人，从事着扎根产地的手工和纸的
企划、制造与销售。在坚守传统的同
时，开发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和纸，
例如适用于喷墨打印机的和纸等。

据传纸从中国传来日本，是在七世纪初。
当时的纸是以麻为原料，但是，因为麻的纤
维非常长且具很强的韧性，通过切割或是拍
打来梳理纤维的作业非常费工夫，因此，不
久人们就开始使用纤维容易梳理的构树、雁
皮树、黄瑞香等日本原产植物作为造纸原料
了。
以构树为原料的纸，结实且柔韧，以雁皮

树为原料的纸具有高密度的光泽，而以黄瑞
香为原料的纸则平滑光亮。将和纸对着光线，
就能看见其中纤维错综交织。纤维越长，其
相互的结合就越强固，纸就越结实。构树纸
的纤维有 10毫米左右，雁皮树及黄瑞香的纸
纤维长约5毫米，如此之长的纤维相互缠绕。
和纸的重量较轻，质感飘柔，原因在于它

是一种立体结构，纤维交叠并含有空气层。
因此，和纸虽看上去纤柔，但不容易破，具
有可应用性。据传十一世纪初问世的《源氏
物语》中有提到“外国的纸易破”，当时，和
纸的结实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794-1192），贵族文化开始成熟，假名文字的
发明催生了和歌与物语，并出现了与其相配
的紫、蓝、红等染色纸以及用金银点缀的豪
华纸张。进入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后，
因版画技术的形成，不仅有幕府御用画师的
作品出版，同时，类似于现代的报纸、海报
之类的瓦版印刷品以及浮世绘也得以出版发
行。纸开始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纸，之所以被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
也许就因为和纸是一种结实、美观且通用性
较高的纸张。
在日式建筑（即和风建筑）中，拉门、隔

扇是必有之物，而拉门、隔扇都是使用和纸，
贴在拉门上的和纸透光柔和，宁静地散发着
自然的气息。同样，隔扇使用有着美丽装饰
的和纸来烘托空间
此外，涂上柿漆或油的和纸，能够拒水且

更加结实，所以，也被用于器皿、雨伞、衣
服等生活用品的制造。新年正月的风筝，五
月的鲤鱼旗＊1，七夕＊2 等节庆，歌留多纸牌
（KARUTA）＊3 及“双六”＊4 等玩具，祭祀神佛时
用的装饰等，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人们都会
用和纸灵活地剪切、折叠、粘贴成相应的制
作物。和纸，已经渗透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其中一些和纸工艺一直流传至今。
和纸的著名产地有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本美浓纸产地岐阜县、石州半纸产
地岛根县、细川纸产地埼玉县，此外，还有
曾被用为武家高级公文纸的越前和纸的产地
福井县、和纸产品种类丰富的土佐纸的产地

和纸结实的特点，也由于其造纸方法。为
使取自植物的长纤维能均匀、牢固地交缠在
一起，在方法上，先使纤维与黄蜀葵等植物
的粘液（俗称 NERI）在水中混合，然后漉取
纸浆，这就是所谓的“流漉”（NAGASHIZUKI）
技法，它使长纤维相互缠绕并数度漉取，所以，
较易造出结实且质地均匀的纸。在西方，造
纸技术自十二世纪中期开始普及，在原料上
变麻为棉，而使用的是“溜漉”（TAMEZUKI）
的方法。这种方法适于纤维较短、易在水中
分散的原料，但因为只进行一次漉取，所以，
造出的纸易破且易出现质地不均匀。

据传“流漉”的技法形成于奈良时代（公
元 710-784）。当时，国家为了普及佛教，需
要大量抄写经文的纸，为此，政府鼓励栽种

构树以作为造纸原料，并
在全国推广造纸技术。被
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
刷物《百万塔陀罗尼》（公
元 770），其经文被抄写
后收藏在一百万座小塔
里，可以认为，页数如此
庞大的经文得以印制，也
是有赖于“流漉”技法的
形成。
到了平安时代（公元

高知县等。造纸，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和纸
产地受着大自然纯净水源的恩惠，同时仰赖
着掌握传世技艺的匠人们的双手。在福井县，
还有着世界唯一的祭祀纸神的神社，匠人们
因着神灵的护佑而使和纸制造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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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页：巴黎的GUERLAIN的商店展示，和纸窗帘造型，内置
有照明灯。2014年（设计、制作：Jörg Gessner，照片提供：
杉原商店）

下：使用江户唐纸的技术，在强韧的手漉和纸上印上美丽的
花草图案而完成的屏风。（照片提供：东京松屋）

透过和纸而射出的柔和光线温馨地照亮着空间。
最上：京都迎宾馆的藤之间的天顶照明（摄影：PIXTA）
上：融入七种色线的和纸的门廊，作品名为“虹光”（2012
年堀木ERIKO展）。（摄影：浅川敏）

＊1　鲤鱼旗：5月5日，人们悬挂鲤鱼形状的旗帜来祈愿男孩子健康
成长。
＊2　七夕：7月7日有把写着心愿之事的纸条挂在细竹上的习俗。
＊3　歌留多纸牌：长方形的小张厚纸上带有绘画与文字的游戏牌。
＊4　双六：一种游戏，把棋子放在用线条划出方格并绘有图画的纸
上，然后投掷骰子，并按出现的点数来移动棋子。

明治时代（公元 1868-1912），机械化批
量生产的西洋纸进口日本 ,手工和纸的产量因
此而逐渐下降。但是，西洋纸因为是用药物
来使纤维长约1毫米的木材纸浆凝固的，所以，
虽能批量生产，但造出的纸容易破，用途受限。
而和纸的技术与特征，则能够充分应对现代
生活对纸张的质地要求。例如日本的纸币，
其印刷技术之高众所周知，但是，或许很少
有人知道日本纸币的制造中也引进了和纸工
艺，例如使用了黄瑞香为原材，从而使纸币
光滑且结实，并且纸币还使用了和纸匠人开
发的防伪水印。
为让人们了解和纸的魅力，我们的和纸产

品也经常参加巴黎、伦敦、米兰等海外各地
的展会，海外的人们对自然原材有如此多样
的使用方法而感到惊诧不已。近年来，我们
也在进行着新的挑战，例如在原料上把木材
纸浆与人造纤维混合在一起，用与手漉同样
的技法进行机械漉制，此外还在开发室内装
饰用和纸以及适用于喷墨打印机的和纸等。
和纸的可用性正在不断地扩大，今后，在

继承和纸传统的同时，贴近生活的新型和纸
将会带着它在不经意间的诸多用途出现在我
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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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木ERIKO的壁纸作品，以融入淡浅色彩的和
纸来表现月盈与月亏。堀木ERIKO是使用手漉
和纸来演绎空间的开先河者，从事国内外的建
筑空间设计。（石川县的花紫餐馆。摄影：新
建筑社摄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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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木ERIKO的壁纸作品，以融入淡浅色彩的和
纸来表现月盈与月亏。堀木ERIKO是使用手漉
和纸来演绎空间的开先河者，从事国内外的建
筑空间设计。（石川县的花紫餐馆。摄影：新
建筑社摄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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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左上方：用细长条的和纸捻成的花纸绳做
的纸鹤，是喜庆席上必不可少之物。（摄影：
amanaimages Inc.）
左上：“绘双六”，是江户时代（公元1603-
1867）流行的纸玩。（纸之博物馆所藏）
左：歌留多纸牌（KARUTA），游戏方法是根
据文字内容找出相对应的图片。（摄影：栗林
成城）

远上：7月7日的七夕节，有把写着心愿之事
的纸条挂在细竹上的习俗。京都北野天满宫。
（摄影：首藤光一／ AFLO）
上：为炎热的夏天带来凉意的团扇，是将和纸
贴在竹子上做成的。（上方照片摄影：小丸屋
住井，左方照片摄影：阿以波）

轻柔的和纸很适于用来制做放
飞的风筝。上方照片分别是南
部风筝（上左）与“鬼YOUZU”
风筝（上右），左方照片是“鬼
YOCHOU”风筝。（风筝博物
馆 日本风筝之会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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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时尚潮流中，
同样涌动着和纸及纸布等传统素材。
年轻的制作师们
把技术与设计
融入了纸所特有的温柔质感里，
并开拓着一个崭新的服饰世界。

. 使用岐阜县美浓的传统和纸制做的纸布阳伞，柔和
的质地可减轻日晒。（照片提供：林工艺）
. 使用名为“水引”（MIZUHIKI）的细纸绳设计制做的
时尚耳环。日本人自古习惯在馈赠物等的包装外系上
“水引”。（照片提供：TRART）
. ISSEY MIYAKE MEN 2013春夏时装秀上发布的使用
白石和纸的原张漉纸制做的样式服。设计概念是“有
自行车的生活”。（照片提供：ISSEY MIYAKE INC.）
. 用和纸与棉、麻混纺原料制做的女式衬衫。和纸的
细线技术使柔和的质感得以实现。（照片提供：天然色
工房 手染屋）
. 100%和纸原料经天然染料的染色后制做的围巾，轻
柔、暖和，吸湿性及放湿性较好，且很漂亮。（照片提供：
天然色工房 手染屋）
. 使用日本著名工业设计师深泽直人与和纸厂商“大
直”共同开发的原料制做的手提包，具有较高的耐久性。
（照片提供：SIWA）
. 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石州半纸”的产地
生产的婴儿学步鞋，完全使用当地的构树为原料，缝
线也是纸质的，全部都是天然原材手工制做。（照片提
供：KAWAHIRA［石州半纸和纸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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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被用在人们生活的每一细节，
在日本，为使纸的利用更加自如、
更加便利，
对纸技术的探索，
始终没有停止过。
写照片提供●福永纸工株式会社、株式会社MUSASHI、
日本制纸PAPYLIA株式会社、日本制纸CRECIA株式会
社、柴田屋加工纸株式会社、三菱铅笔株式会社、东京大
学大学院 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 矶贝研究室、PIXTA

左上之左侧：株式会社MUSASHI生产的选票
用纸，折起后投入箱内便会自然展开。
左上之右侧：日本制纸PAPYLIA株式会社生产
的水溶纸，放入水中即刻就会溶化。
左：日本制纸CRECIA株式会社生产的保湿面
巾纸“Kleenex® Lotion Tissue X”，纸的表面
涂有植物性甘油。

由建筑家寺田尚树设计、
由福永纸工公司进行精密
的模切加工而完成的赏花
风景作品。这是一个1:100
比例的极小天地，全部的
细 小 纸 部 件 被 布 置 在
103×148毫米的平面中。
（TERADA MOKEI/福 永 纸
工；摄影：益永研司）

左下、远下：“空气之器”，它将纸
的模切技术升华到了一种优美设
计。这是福永纸工公司与制作师们
共同建立的“纸之工作所”（KAMI 
NO KOUSAKUJO）项目的成果。（摄
影：冨田里美、巽陽介<healthy>）

这是一些不寻常的产品，乍看之下你很难想
像它们都是用纸制做的。这些产品来自位于东京
郊外的一家小印刷公司，一家擅长精细“冲压”
及繁复“折叠”等纸加工的企业。其与外部制作
人合作制做的形态优美的“空气之器”曾引起很
大的反响。这个奇异的“空气之器”，轻巧且可任
意变换形态，它是在一张纸上精密地加工出无数
蜂窝状洞孔而完成的。据介绍，从模具制作一直
到纸的剪切时0.01mm单位的微调，都是依靠技术
娴熟的匠人的直觉，经过100多次的反复试制，“空
气之器”终获成功。
该公司的其他项目产品中还有与建筑家合作

完成的 1:100 比例的模型套件。用极小的纸部件
制做的模型，这一划时代的玩具产品得以商品化，
正是因其每个细节的剪切加工都做到了极致。
被称为特殊纸的合成纸的技术也继承了日本

的造纸传统，其技术的一个成果也意外地出现在
投票选举的场所。被折起后投入投票箱的选票，

在投票箱里会自然地展开，这样，开票作业就会
变得顺利，从而使投票结果的确定能提早很多。
以聚丙烯为主要材料的胶膜纸“YUPO纸®”，其外
观及质感与纸完全无异。在开发初期，克服表面
过于平滑的问题成为一个难点，不久，经过改良
后做到了用铅笔也能在上面流畅地书写。自动分
拣候选人名的机器也是同一厂商开发的，从而形
成了一个最先进的选举流程。
在纸尿布等各类质优且广受好评的卫生用品

中，面巾纸尤其显示出日本独特的开发创意。约
二十年前问世的保湿面巾纸，是为因感冒或花粉
症而经常擤鼻的人们所开发的，因在纸中融入甘
油成分，所以触感滋润、柔和。今天，薄荷醇、
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等所含保湿成分也开始多样
化，不少女性也将其用作化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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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自树木中的纤维素细胞壁的“微纤
丝”（Microfibril）进行分解后制做出的
纤维素纳米纤维，其多样化前途受到期
待。

20～30μm

 3～5nm

0.5nm

木材纸浆纤维

摄影：名取和久

全纳米分布的纤维素微纤丝

木材
细胞壁

纤维素微纤丝 葡萄糖单元

纤维

右上：三菱铅笔株式会
社生产的圆珠笔“uni-
ball signo UMN-307”，
通过纤维素纳米纤维使
墨水含量适当，书写时
不易出现字迹飞白。
右：矶贝明教授手持亲
自开发的纤维素纳米纤
维 的 原 材 以 及 马 库
斯·瓦伦堡奖的奖状。
（摄影：名取和久）

左：日本的水果被一只一只地用纸袋裹住精心
培育。（摄影：amanaimages Inc.）
上：柴田屋加工纸株式会社开发的遮阳袋被用
于罩在苹果上，以使苹果色泽鲜艳。

远右：自动变速器内部，通过钢铁硬盘的摩擦
与分离来变速。
右：株式会社DYNAX开发的纸摩擦材料（下）
被粘贴在硬盘上，有助离合器的功能发挥。

同时，日本还开发出了一种能融化的纸，它
是通过最大程度地降低纸的纤维间的结合程度而
使纸遇水便能即刻融化。其融化的状态绝非一般
的卫生纸所可比，它会在水中“烟消云散”。这种
纸被用于需要使纸融化殆尽的场合，例如装着种
子埋入土地的纸袋，或是水中放流的灯笼等。可
以说，这也是纸的可行性具体化的一个好例。

纸的技术，也被运用于作为日本的基础产业
的汽车业。在自动挡汽车的离合器中，引擎的驱
动力传至变速机内的数块薄铁硬盘上，然后依靠
摩擦力进行自动变速。覆盖在这些硬盘表面的是
“纸摩擦材”，其开发设想以及材料使用都借鉴了
造纸技术。使油充分渗透并容易散热，通过这些
技术方法，打破了半永久性摩耗的限度，开发出
了具有比车身更长寿命的摩擦材料。
纸，也在农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本

的果树园，收获前的一段时期，可以看见水果被
小心地包在纸袋里。现在从事这种特殊纸袋生产

的，是一家从 100 多年前开始使用渗有柿油的和
纸制做水果袋的老字号厂商，其生产的特殊纸袋
具有出色的拒水性与适度的透气性，使纸袋内不
易出现闷热，保护水果不受风雨及虫子的伤害。
并且，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专用袋，例如苹果专
用袋，用于将苹果罩住挂起并遮光，直到收获前
一个月，这样就能抑制叶绿素，使苹果颜色鲜艳；
再例如芒果专用袋，是糨糊底部的双重纸袋，以
防止芒果成熟后掉落下来而受伤。

东京大学农学部矶贝明教授，因研究出一种
颠覆了纸的概念的最新材料而在2015年获得瑞典
的马库斯·瓦伦堡奖（Marcus Wallenberg Prize），
这个奖项被称为是森林产业的诺贝尔奖。对于将
木材纤维细微化了的原材“纤维素纳米纤维”
（Cellulose Nanofiber），很多企业与大学都在进行各
种各样的研究。矶贝明教授的研究室通过特殊的
化学反应对在纤维素的细胞壁中也能牢固结合且
不易剥落的“微纤丝”（microfibril）这一结构单位

进行分解，并在世界上首次获得成功，从而制造
出了全新的纤维素纳米纤维。
矶贝明教授介绍说：“纤维素纳米纤维的强度

是铁的 5倍，重量是铁的五分之一，并具有能够
大量掺入金属离子的特性。我们正在开始将这些
特征综合起来，并推动其在‘不易飞白的圆珠笔’、
‘消臭力超3倍的纸尿片’等产品中的实用化。”

纤维素纳米纤维，是可与碳素纤维媲美的原
材，具有在飞机及汽车产业发挥作用的可行性，
同时，它的成功也有望使占日本森林面积 50%的
杉树、扁柏得到利用，从而有助于资材再生利用
的循环型社会的建设。
矶贝明教授充满自信地说：“造纸技术人员所

积累的智慧如今将转换成一种新的产业形态，这
也是世界最先进的日本纸技术的产物。”

1000 多年来，纸技术在日本人的生活与产业
关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后，它将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流传后世、造福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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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纸，有着1300年的悠久历史。
今天的日本，在继承和纸传统的同时，也在对其更多的可行性进行着尝试。
摄影●宫村政德

上：三代人摄于作坊，自左起：
木内雅昭、吉田实、将康。
左：吉田实在检查修理完毕的漉
桁。据说漉桁经过修理则可以使
用20年左右。因为漉桁要承受较
大的水压，长时间使用会加重其
负荷，所以，要注意使用不易造
成负荷的原料。

远上：柳智子在意大利的展会上。
上：把刻在木版上的牡丹图案，
用云母印制在涂着蓝色的和纸上
而完成的江户唐纸。
左：用金云母印制在和纸上的“圆
环交错”花纹，与灯具的圆形相
吻合，被用于意大利的住居天顶
装饰。

远右上与下：从以女性为题材的浮世绘中
获得灵感而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艳丽还是
淡雅，显色优美的和纸，支撑着TOMI-E
的作品表现。
右：TOMI-E摄于自己创作的涂鸦艺术作
品前。

东京松屋
http://www.tokyomatsuya.co.jp/

在江户时代（1603-1867），浮世绘作为以名
胜与美女等为题材勾勒时代面貌的艺术繁花盛开。
浮世绘是在和纸上进行色彩套印的木版画，但是，
现代浮世绘画师 TOMI-E，却是使用喷涂方法在和
纸上进行创作。

TOMI-E 在 16岁时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对在
墙上作画的涂鸦艺术感到震撼，并因此而开始走
上涂鸦的艺术道路。回国后，在摸索如何制作体
现日本人的自身特性的作品时，他邂逅浮世绘，
并决心用和纸进行创作。
“和纸，有很好的吸墨性，且有娇艳的光泽，

能显现难以在画布或墙壁上显现的颜色。我决定
用它！”

TOMI-E 完全迷上了和纸的魅力，在对各种和
纸的调查中，TOMI-E 终于找到理想的和纸，那就
是人间国宝岩野市兵卫漉制的和纸。岩野市兵卫
的和纸，每一张的厚度与质地都有所不同，他说，
自己在使用这些“活生生”的和纸进行创作的过
程中，渐渐地，对制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墙上作画，对原先的涂色可以进行重涂，

但是，和纸却是一锤定胜负，这使我开始以更加
高度的集中来面对创作。”
使用喷涂方法在和纸上表现当今时尚，一种

新的艺术正在诞生。

和纸的手工漉制，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在越前和纸的产地福井县，有一家延续了近百年
的漉纸工具制作的商家，那就是吉田屋指物。在
全国范围内工匠人数日趋减少的状况中，吉田屋
指物却一直不断地从事着“漉桁”（漉纸浆用的横
木架）等工具的制做与修理。
作业主要由第四代当家人木内雅昭的父亲、

第三代当家人吉田实进行操作。“漉桁”使用耐水
且重量轻的青森丝柏为原料，要使在汲取纸浆时
桁条不会因水压而翘曲，须对桁条的厚度进行调
节等，在这些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木内雅昭介绍说“自己原先从事着别的工作，但
为使父亲的技术不失传”而回来继承了家业。面
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也感到有压力，但如果
不继续的话，技术就会消失了。”现在，吉田实的
孙子将康也正在学习技术，他说：“从小就想干这
份工作，我觉得祖父很了不起，他能很快就明白
并制做出造纸工匠所想要的工具，自己也想能做
到像祖父那样。”为此，他每天都在专心致志地学
习。三代匠人，传承着宝贵的技术，支撑着和纸
的制做。

江户唐纸（江户 KARAKAMI），是在和纸上加
以各种各样的装饰而制成的产品，它使用在江户
（现在的东京）发展起来的装饰技艺，以和纸及色
彩的组合来进行各种设计，这种设计可以说具有
无限的可能性。被用于隔扇、屏风等的江户唐纸，
是传统的日本式住居所不可缺少的。今天，柳智
子正在努力向海外介绍江户唐纸的魅力。
柳智子曾经为店铺设计上的和纸使用而走访

江户唐纸的批发商东京松屋，那次经历便成了她
推广江户唐纸的契机。
“江户唐纸凝缩着日本人喜好的传统花纹与色

彩以及匠人技艺，精美极致、力压群芳。”
在意大利学习过建筑的柳智子，相信江户唐

纸能够被海外的人们所接受，于是，她开始筹划
在意大利举办江户唐纸展会，使以往只在国内流
通的江户唐纸走出国门。“以纸本身的美作为成功
的关键”，展会使用大张的纸来展示一个华丽且具
动感的世界。据说参观者赞叹江户唐纸超越了单
纯的纸的概念而升华到了艺术的境界。现在已经
有了私宅天顶装饰施工的签约，江户唐纸的海外
销售也正在探索之中。
“愿江户唐纸能为世界各地人们的住居添彩增

色。”柳智子为此而在不断努力着。

涂鸦艺术家　TOMI-E

吉田屋指物

室内装饰设计经纪人　柳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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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使用五颜六色的FINE PAPER
纸进行折叠的“三浦折”（MIURA
折）。（摄影：株式会社博报堂
PRODUCT'S、平田正和/摘自株式
会社竹尾见本帖本店“折纸的呼吸”
展）
右：世界第一艘太空帆船——小型
太阳能电力帆实验机“伊卡洛斯”
（IKAROS），其船帆的开发技术也借
鉴了折纸的方法。（照片提供：
JAXA）

下：“刚体折纸”的展开（自左至右）。
从平面展开成为立体后，纵横便可自
由伸缩。还能够折叠成较小的体积。
下右：“刚体折纸”应用于建筑物的
示意图。（图像及照片提供：馆知宏）

“折纸”是用纸折出各种形状的纸玩。
照片是纸折的鹤（摄影：AFLO）

右：用“三浦折”（MIURA折）的方法折叠的
地图。捏住左上与右下两个角一拉，地图一下
子就展开了。（照片提供：miuraori-lab）
远右：使用“三浦折”进行设计的“钻石纹罐”。
连续排列的三角形，能提高强度、减轻重量。（照
片提供：东洋制罐株式会社）

左：Truss core面板。强度、隔音、隔热等性
能出色，并经得起火灾，可望用于列车车厢、
飞机、建筑等。（照片提供：城山工业株式会社）
右：用折纸式3D打印机制作的兔子。

采访协助：竹尾

折纸，是将一张纸折叠成动植物形状或几何形状的纸
玩，在日本，很多人从小就对折纸有着亲切感。
今天，折纸在科学技术领域亦颇受关注，并出现了尝

试将折纸的技术与特性应用于产品制造的折纸工学。使用
电脑对折纸进行数理程序化处理，这一设计手法（计算折
纸），使以往作为儿童纸玩的折纸开始有了广泛的可行性，
其创想及技术正受到世界瞩目。从宇宙工业到汽车、医疗、
时装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折纸技术的应用，而人们比较熟
悉的，就是“三浦折”（MIURA折），这一在航天结构的设
计过程中诞生的折叠方法，如今也被用于我们日常所见的
地图、饮料罐等的设计上。
明治大学的萩原一郎教授介绍说：“纸鹤，是折纸的

典型，它不是逼真形状，而是以简略化、抽象化来达到一
张纸可完成的折叠。我认为，这里显现出日本人特有的感
性以及对立体结构的出色的认知力。”萩原一郎教授一直
从事折纸工学的实用化及通用化的研究，他所开发的“Truss 
core”，是将立体折纸的思维方式应用于金属及树脂的面板，
有着突起三棱锥体排列的两块面板正面相对叠合的形状，
重量轻且耐冲击，如今被应用于太阳能面板等产品的设计。
萩原一郎教授所从事的另一个项目是对折纸式3D打

印机的开发。通过立体物等的三维数据向二维数据展开图
的转换系统，便能够利用市面上的打印机进行打印。与以
往的叠层型3D打印机相比，打印时间短且成本低，并且
还能进行大型立体物的制作。在用途上，折纸式3D打印

机可望用于样品或试制品的制作，此外，在根据航拍照片
再现大楼建筑等的城市规划方面的应用也具有可行性。
折纸的折叠、展开、伸缩等特性，也与建筑有着相容性。

东京大学的馆知宏副教授对折纸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进行
着研究，其关键内容是“刚体折纸”，也即一定厚度的平
面板块能够像纸那样具有折叠的强韧度与柔软度。这样的
“折纸”，因为展开与折叠都较简单，所以，可应用于开闭
式屋顶以及折叠桌子等家具。重量轻、便于携带或搬运，
这些特性使其也适用于限期展会的展馆设施或灾害发生时
的临时住房的设计。
馆知宏副教授说：“把公共活动使用过的折叠式临时

建筑物运到灾区也能再度发挥作用。不是用完就废弃，而
是可以再度使用，并让建筑的‘内置记忆’有助于以后的
使用，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折纸，原本有着赠予他人以表达心意的礼仪性作用，

例如为病人折叠一千枚纸鹤以祈愿病人早日康复的习俗，
一折一折地，融入真诚的祈愿，希望能帮到他人，折纸所
内含的这种情感，也是现在的折纸工学的基础。
关于折纸的魅力，馆知宏副教授这样说道：“折纸是

日本的文化，同时也是全球的、世界的文化。就折纸工学
的研究领域来说，它横跨工学、数学、自然科学、医学、
教育、设计等各个学科领域，并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行
性。”
由于世界各地研究者的努力，今天，日本的传统手工

纸玩正在变身为最尖端的技术，并将给二十一世纪的产品
制造带来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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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大山裕平　协助●银座小十

远左：使用纸锅的和牛肉火锅。
左：“银座小十”的店主奥田透在进行烹饪
前准备。奥田透是日本著名的青年厨师之一。
第23页：放入了伊势虾、白菜、菌菇的奢
华纸火锅。

火锅菜肴，是日本人在冬
季少不了的一道餐食。在餐桌
上置一大大的砂锅或铁锅，放
入各种食材，待煮熟后大家一
起分享食用。在寒冷的季节里，
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家里或餐
馆里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火
锅的场景。
而如果想单独一个人吃火

锅的话，则可以使用一人份的
小型锅来煮食材。近年来，在
旅游地的旅馆里经常可以看到
一种用纸做的奇特的小锅，即
“纸锅”。客人可以使用置入了
固体燃料的个人专用纸锅来享
用各种时令的山珍海味。“纸锅”
火锅，同样地让你获得莫大的

“轻巧，能叠放，有清洁感，
纸锅可谓是了不起的发明。”说
这话的是今次为我们提供烹饪
协助的日本料理店“小十”的
店主奥田透。
“接触自然，会使日本人从

中感受到心灵上的安宁，因此，
日本人注重土、树、纸等天然
素材，并将其应用在各种各样
的场合，餐食也不例外，而纸
锅也许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产
物。”
不仅天然食材，器皿同样

也让会人感受到自然气息，而
这种感性所孕育的独特发明，
就是纸锅。

满足感，并会被保存在你的旅
途回忆之中。
薄纸锅受热均匀，食材煮

熟也较快，据说纸还具有吸掉
食材中的苦涩味的功效。纸锅
直接放在火上也不会燃烧，这
是因为水的沸点不会超过
100℃，同时，纸的燃点要高达
300℃以上，也就是说，只要锅
中有水分，纸锅就不会燃烧。
现代的纸锅绝大部分都是

用经过防水加工的洋纸制造的，
不过，使用传统和纸制造的纸
锅的专营店也有不少。正是纤
维长并且结实的和纸，催生了
用纸造锅的有趣创想。

锅中有水，纸就不会燃烧。



8

24 niponica 25

东京

日 本 海

太 平 洋

大阪

美浓

摄影●宫村政德、美浓市观光协会、美浓市役所
地图制作●尾黑KENJI

上：灯火幽雅地照亮着美浓的街道。每年10
月中，这里举办为期两天的“灯艺展”，展出
使用美浓和纸制作的灯艺作品。夜晚，透过和
纸照射出的灯光，美得令人陶醉，而白天（左），
和纸的质感以及作品的形状亦给人带来浓浓乐
趣。
右：在4月的“美浓节”上，用手染纸花装饰
的花神轿（HANAMIKOSHI）在街上缓缓而行。

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美浓纸”，
是产于本州中部岐阜县美浓地区的和纸。美浓这
块土地，受着长良川清澈河流的自然恩惠，从和
纸诞生的1300年前开始，这里的手工漉纸世代相
传，直至今日。本美浓纸在原料上完全使用构树，
优雅的白色，柔软但又结实，是本美浓纸的特征
所在。在自古以来的漉纸作坊日趋减少的今日，
为使传统的本美浓纸不失传，美浓出现了合作漉
纸工房，新生代的年轻匠人们挑起了继承漉纸工
艺的担子。
在手工漉纸的故乡，有很多与和纸相关的节

庆活动。在每年春季的美浓节上，人们使用染成
樱花颜色的和纸做成纸花后装饰在神轿（MIKOSHI）
上，做成“花神轿”（HANAMIKOSHI）并抬着它在
街上游行。大小约 30座花神轿摇曳而行，宛如樱
花飞舞，甚是美艳。秋季时，这里会举办“美浓
和纸灯艺展”，用和纸做灯罩的各种富有个性的灯
艺作品点亮着这个城市，每年都有很多游客前来
观赏灯艺展。透过和纸射出的灯光蒙蒙地照亮着
夜幕下的街道，令人犹如置身梦幻世界。

印像鲜红的美浓桥，是日本国内现存最早
的近代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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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上左：和纸工艺制作的“御节菜肴”，仅置于手掌之大小。（纸遊）
远上：用和纸包着碎香木等的文香（FUMIKO），是放在信中用以表达
心意的香袋。（纸遊）
右上：小鸟形状的和纸吊饰。（纸遊）
左：美浓地方酒“百春”，是在厂房有“卯建”装饰的小坂造酒厂生
产的。
上：以美浓本地特产的鸡、鲇鱼、山菜等为食材烹制的菜肴。（辰巳家）
右：漫步游览之余，还可在利用铺面建筑改建的咖啡店品享甜点。（茶
房TOMIYA）

从东京站乘坐JR东海道新干线，约1小时40分钟到名古屋，然后乘坐特急列车，
约45分钟到美浓太田站，接着乘坐长良川铁道列车，约30分钟到美浓市站。

美浓市观光讯息
http://www.mino-city.jp/ （日文、英文、中文、韩文）
美浓市观光协会
http://www.minokanko.com/ （日文）
❶辰巳家
http://www.minokanko.com/guide/tatsumi.html （日文）
❷茶房TOMIYA
http://sabo-tomiya.jimdo.com/ （日文）
❸纸遊
http://www.shiyu.co.jp/ （日文）
❹小坂造酒厂
http://www.kuramoto-kosaka.com/ （日文）
❺KAMINOSHIGOTO
http://kaminoshigoto.net/ （日文）
❻美浓和纸之里会馆
http://www.city.mino.gifu.jp/minogami/ （日文）

位于板取川支流的片知溪
谷，四季变幻的自然景观令
人心旷神怡。

“目之字通”路上的传统建筑群。屋顶的两端造有“卯建”
（UDATSU）。上左：这家宅居曾经是米店。上右：在周
边一带也属形状稀有的“卯建”。

远上左：辘纸工序之一的“CHIRITORI”作业，仔细地
将粘在纤维上的杂质去除掉。
远上右：把将用于缠绕纤维的黄蜀葵的根泡软并滤水。
上：在合作工房里进行漉纸作业的年轻匠人们，自左起：
保木美保、高桥MAYUMI、家田美奈子、杉本和香奈。

左：曾是当地物资运输基地的川凑的灯台，如今依旧点
燃着灯火。
右：贴在窗上的装饰和纸。在名为“KAMINOSHIGOTO”
的专营店里，美浓手漉和纸的商品种类丰富。

“目之字通”（MENOJIDORI），是一条保留着古
老街区风貌的中心街道，信步走去，你也许会注
意到这里的屋顶形状独特。屋顶的两端高出，具
有这种特征的建筑物被称为“卯建”（UDATSU）。
这种屋顶最初是作为防火墙而造，以防止邻家发
生火灾时火势蔓延过来，后来，“卯建”渐渐成为
因和纸产业而发财的富商们的财富象征，为竞相
炫富，富商们纷纷建造起富有装饰性的“卯建”，
其设计也因各自的家财实力以及建造年代而不尽
相同，细细浏览，便会趣从中来。而建于1773年
左右的造酒厂的弓形屋顶和“卯建”则尤其引人
注目。
“目之字通”街道的周边，有不少利用旧时民

居改建的茶馆、饮食店、和纸产品商店等。在这
一带走走，看看“卯建”的优美街景，尝尝这里
的甜点，还有美浓特产的鸡、鲇鱼、山菜等的自
然风味，都会让你意犹未尽。此外，各种各样魅
力深邃的和纸产品，例如质感柔和且能贴在玻璃
上的装饰和纸、吊饰、用和纸线编织的袜子及毛巾，
等等，都是值得推荐的美浓土特礼品。
离开中心街区稍走一段路，便来到长良川河

畔，鲜红的吊桥以及船埠遗迹上留存的石灯台，
都会把你带回旧日时光。丰裕的自然生态，悠久
的传统历史，美丽的街区风貌，和纸的故乡会令
每一位游人流连。



2016 no.18

9

〈中国語版〉

发行：日本国外务省
邮编100-8919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2-2-1
http://www.mofa.go.jp/ （外务省网页）
http://web-japan.org/ （有关日本讯息的网站）

摄影：川上尚见　照片提供：Getty Images、PIXTA

提灯，是日本传统的照明用具，用竹子做成框
架并贴上和纸，放入蜡烛后点燃照明。不使用时可
以折叠起来，体积小便于携带。
借鉴灯笼在木框上糊纸的制作方法而设计出与

现在几乎同样形状的提灯，是在十六世纪末。自那
以后，开始出现各种形状及大小不同的提灯，例如
写有名字或绘有家徽的提灯，可以提着使用，也可
以犹如一个标记那样吊挂在房檐下。此外，还有用
于迎神或迎祖灵仪式的色彩绚丽的提灯，并且，日
本人也开始用各种提灯来装饰住宅内外。

在这种照明工具已被电灯取代很久的今天，提
灯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它成为日本餐馆或日式小酒
店（居酒屋）的标牌，成为商店街或夏季节庆的装
饰，成为表现日本风情或显示庆典主旨所必不可少
的饰物。
提灯也是一种很有人气的土特礼品，在各游览

地都必定能买到写有当地地名或画有浮世绘（传统
风俗画）的流行提灯。虽然不点蜡烛，但作为日本
情调浓郁的装饰物，提灯依然给人带来各种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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