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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里”也把油纸伞作为最重要的文
创产品，融入到了旅游产业中，在这里，除
了毕六福的油纸伞博物馆，还有许家的油
纸伞销售展厅。几百米外的分水岭镇老
街，又能看到沿街晾晒的油纸伞，当地很
多人又开始了“重操旧业”。

毕家的、许家的、杨家的……张光琴
说，除了分水岭镇，目前泸州尧坝古镇也
有做油纸伞的，这个传统工艺在沉寂多年

后，又慢慢地开始了产业复苏。
毕原绅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自己养活自己，才
能活得更好，更有生命力。”在他的观点里，
传统工艺，必须要适应市场，所以不得不推
陈出新，不得不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35岁的毕原绅见过油纸伞的衰落时期，
童年的记忆里，老街上空空荡荡的，萧条的
油纸伞产业让他印象深刻，如今，看到这个

产业复苏，他说自己有一种自豪感。
“更多人来做伞，才能百花齐放。”毕

原绅说，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他正
在准备扩大毕家油纸伞的生产规模，建立
更宽敞的工厂和传习所，不断开辟市场，
推出更多产品以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
求。这，是他勾画的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
影报道

“更多人来做伞，才能百花齐放”

有了对油纸伞的重新定
位，毕原绅开始在营销上下工
夫。分水油纸伞开始出现在各
种相关展会上，媒体报道中，分
水油纸伞逐渐得到了市场认
可，“毕六福”也成为一张名片。

但毕原绅更明确地认为，
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经济的发
展让油纸伞有了“市场空间”。回
家卖伞，他当年受到了泸州当地
文管部门领导的“鼓励和劝说”。
陈元香告诉记者，当时文化、旅
游等相关部门来家里找他们谈
过多次，要把油纸伞卖出去，需
要年轻人的营销思维。

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
泸州开始不遗余力地推介分
水油纸伞。江阳区文管所负责
人张光琴告诉记者，在产业扶
持、搭建平台、创新产品方面，
市委市政府花了很多心思，做
了很多工作。

前不久，毕六福应中国国
家博物馆邀请，参加中法建交55
周年“新考工记——中法手工之
美”展览。活动邀请了15位法国
顶级手工艺大师和11位中国国
家级手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和
艺术名家参展。毕六福油纸伞厂
送展的“龙凤呈祥”“梅花”“十里
桃花”等3件油纸伞作品，均已被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张光琴说，如今很多国内
国际的大机构，会主动邀请毕
六福参展，分水油纸伞，已经
成为泸州的重要名片。

毕原绅的妻子周俊跟着他一起从成
都回到了小镇上，她告诉记者，2009年刚
回来的时候，油纸伞一年才卖出不到1万
把，现在一年销售已经达到10万把。

“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那时候全
国各地跑展会。”周俊说，宣传和建立品
牌，是第一步，然后是建立有效的销售
渠道，订单、电商、发展销售代理，其中，
电商是关键。“在这10万把伞里，50%以
上依靠电商渠道，30%依靠代理销售，
20%是一些大的订单。”

毕原绅说，真正卖得好起来，是2015
年以后，电商团队的成熟发挥了重要作
用。通过电商渠道，他们也会拿到一些比
较大的订单，一些企业、景区，在布置装
饰，景观打造的时候，往往需要油纸伞，而
这些订单，“往往就是几百把、几千把。”

订单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在外观上进行设计，有时
候，甚至按照客户要求，把伞做成方形。毕原绅说，事实
上，电商销售是很好的市场导向，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
哪些油纸伞受欢迎，从而在传统工艺下，做出符合现代
审美需求的油纸伞。

毕六福介绍，以前的伞，主要是红色、黄色，现在有
了更多的色彩和图案。

在伞里的毕六福油纸伞博物馆展厅里，还放着多把日
本和伞，这些和伞伞柄较长，色彩素雅。毕六福介绍，这些和
伞就是日本发来的订单。如今，泸州的油纸伞已经在10多个
国家及地区销售。毕六福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的一次展览
活动中，一位华人拿着伞闻了又闻，然后激动地跟他说，那
油纸伞上的桐油味儿，就是童年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因为市场需求的不同，毕原绅对油纸伞的市场需求
也进行了细分，“一些装饰用的订单，和一些收藏用的纪
念品，其产品品质和设计必然是不同的。”毕原绅说，如
今高端的油纸伞卖得越来越好。

一个曾经濒临失传的老行当一个曾经濒临失传的老行当，，如如
何重获新生何重获新生？？这里面这里面，，既有政府政策既有政府政策
的支持的支持，，也有这些制伞匠人对销售也有这些制伞匠人对销售
渠道和当代人审美品位的不断琢渠道和当代人审美品位的不断琢
磨磨。。回顾这门老行当的复苏之回顾这门老行当的复苏之
路路，，一把漂亮的一把漂亮的““油纸伞油纸伞”，”，
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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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为主年销10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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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突发心梗倒在路边
社区家庭医生救他一命

3月21日晚上，天色昏暗，在成都
市金牛区禾嘉利好小区门口，一位大
爷突发心梗依偎在老伴儿身边，脸色
苍白，双手冰冷。正巧驷马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高笋塘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途经此处，发现老人情况不对劲
后，立即上前进行急救，并联系到上
级医院的专家对大爷病情进行诊断，
第一时间将其送往该医院治疗，为大
爷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目前患者
已转危为安。

当天晚上7点20分，高笋塘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按照日常的下社区计
划，来到驷马桥禾嘉利好社区做服务。
刚走到小区门口，医生刘菊发现一位
大爷倒在地上，依偎在老伴儿身边，脸
色苍白。大家停住了脚步，上前询问，

“大爷，您哪里不舒服？”大爷无法回
答，老伴儿则表示他没有病，估计是低
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看见大爷满头
大汗，刘菊不放心，拿出携带的血糖仪
进行检测，指标正常。刘菊又顺着摸了
摸大爷的脉搏，十分微弱，双手冰冷，
可能心脏方面出了问题。

发现大爷情况不对后，小组 5 名
成员立即分工合作，一名医生脱下白
大褂垫在大爷身下，怕他着凉。又立即
检查大爷的生命体征，其他人一边测
量血压，检查各项指标，一边拨打
120。大爷躺平后，刘菊再次询问了其
状况，大爷仍然说不出话，用手在胸口
摸了几下，“大爷，你是不是胸闷、心
痛？”大爷点了点头。

随后，成员拨打了 416 医院心内
科专家的电话进行请教，根据专家初
步诊断，大爷应该是心梗，需要及时送
医。在专家指导下，在等待120来到的
途中小组成员从附近药店购买了速效
救心丸，及时给大爷喂服。大概几分钟
后，大爷缓过劲来。大家又及时联系了
其家人，告诉了家人情况。随后，120
救护车赶到，大家又帮忙，将大爷抬上
了救护车，直接送往了 416 医院心内
科专家处。

通过进一步检查，大爷被确诊为
心梗，并伴有血管堵塞，需立即进行手
术。目前，大爷经过手术后已经脱离了
危险，转危为安。为此，大爷的家属十
分感谢他们。

“心梗患者十分危急，若是救治晚
了后果不堪设想。”刘菊说，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与三级医院之间建立了专家
组，社区居民出现各方面的疾病可以
第一时间向相关科室的专家请教，及
时处理病情。同时，在这次救治中家庭
医生直接与上级医院对接好，省去了
不少手续，为病人抢得了宝贵的救治
时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076期开奖结果：
00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9033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15 21 29 23
19 09 蓝色球号码：1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76
期开奖结果：214，直选：4310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6095注，每
注奖金173元。（12513169.27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76
期开奖结果：21408，一等奖18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30940947.9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第
19033期开奖结果：1100552，一
等奖0注；二等奖7注，每注奖金
40775元；三等奖144注，每注奖金
1800元。（19684388.43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
负第19042期：33110000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9044期：3000132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5月23日)

足彩

一把散发着桐油香味的“分水油纸
伞”，在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的“伞里”，
卖价从几十元到数千元。有北京的游客慕
名而来，“就想闻闻这个味道。”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毕六福家，一年可以卖掉10万把
伞。他从市场里感受到的是，“人们愿意在
精神需求上花钱了。”

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钢骨布伞的
面市，让传统油纸伞的市场全面失守。曾
经家家户户做伞，有着400多年制伞传统
的分水岭镇，一下子冷清下来，到了上世
纪90年代，全镇一年才能卖出1万把左
右。镇上1952年就建立起来的伞厂，濒临
倒闭。祖祖辈辈都做油纸伞的毕六福，被
派到湖北学习制作钢骨布伞……

如今，对于传统油纸伞市场的复苏，
毕六福讲不出更多道理。“卖伞”的主要功
臣，其实是儿子毕原绅小两口。

自电子科大毕业后，毕原绅曾在成都
做软件工程师，2009年决定回乡卖伞，从
重学做伞开始，他和妻子重新定位油纸
伞，采用现代生产、营销模式，开始了一条
复苏油纸伞之路，如今已把油纸伞卖到了
全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曾经辉煌 /
工艺传承400多年，
曾几乎家家户户都做伞

分水岭镇有着400多年的传统制伞工
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这里几乎家家户户
做伞。62岁的毕六福是毕家油纸伞第六代
传人，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油纸
伞制作技艺国家级法定传承人。在他的记
忆里，不到10岁就在家里帮忙做伞。

一把泸州分水油纸伞，需要许多道工
序，选材、锯筒、刨节、刮青、穿线、石印、上
油等等。分水油纸伞几乎毫无遗漏地承袭
了中国传统的制伞技艺，是完全保留着全
手工制作工艺的油纸伞。

1952年，分水岭镇便建起了泸县制伞
生产合作社，这也是分水油纸伞厂的前身。
毕六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
伞厂员工有六七百人，年产20万把左右。

走向衰落 /
被布伞“打败”，
油纸伞工艺几近失传

伞厂逐渐走向衰落，始于上世纪80年
代初期，布伞的面市，逐渐占领了油纸伞
的市场。布伞的优势显而易见，轻便、耐
用、价格便宜。

分水油纸伞厂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
危机，为了求生，厂里专门成立了钢骨布
伞车间。毕六福被派往湖北武汉学习，回
厂后，负责钢骨布伞车间的设备维修。

传承了几百年油纸伞制作的分水岭
镇，做一把布伞并不是难事。但因为原材料
均靠外地购买，布伞成本高，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很快就败下阵来。苦撑了一年多后，
分水伞厂的钢骨布伞最终还是停产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毕六福被选为伞
厂厂长，“那时候厂子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毕六福说，一年才生产几千把伞，工厂发不
起工资，很多年轻人开始放弃这门手艺而
外出打工。曾经家家户户做伞的分水岭镇
一下子冷清下来，工厂已经濒临倒闭。油纸
伞工艺几近失传。

伞厂不得不寻求改制，2000年左右，
伞厂发榜寻求承包，但没有人接手。毕六
福最终承包了伞厂经营，但情况并没有好
转，妻子陈元香从嫁到分水岭镇就开始做
伞，那段时期不得不另谋出路，卖起了煤
饼。伞厂周转不过来，有一段时间，毕六福
还得靠妻子“接济”。

转机出现 /
成为国家级非遗，
电子科大毕业生回乡卖伞

转机一直要等到2006年才出现。分水油
纸伞从泸州市级非遗，到2008年成为国家级
非遗，毕六福也成为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

当地政府加大了对这项珍贵技艺的
保护和宣传，油纸伞也在现代人的审美需
求下，开始走出泸州，逐渐被更多人知晓。

2009年，在成都一家公司做软件工程师
的毕原绅决定回家帮父亲卖伞。毕原绅2008
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毕六福说，自己之前
从未考虑过让儿子继续做伞，他努力供儿子
读书，就是想让儿子走一条更好的路。

但毕原绅喜欢做伞。从小耳濡目染，
作为家中独子，他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使
命感。虽然小时候就会做伞，但回到家里
后，毕原绅还是花了一年时间重新学习如
何做好一把油纸伞，也是这一年，他对油
纸伞的技艺和价值都有了新认识。

毕原绅的理解是，油纸伞典雅美观，
承载着传统文化，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件生
活用具，更成为一件装饰品、工艺品。

走出寂寥雨巷
开出复苏之花

一把油纸伞
一门老行当

从泸州主城区从泸州主城区，，到江阳区分水到江阳区分水
岭镇岭镇，，大概半个多小时车程大概半个多小时车程。。分水岭分水岭
镇董允坝镇董允坝，，新建的新建的““伞里伞里””是吸引游是吸引游
客的要素客的要素。。这片集文化这片集文化、、旅游旅游、、公共公共
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仿古社区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仿古社区，，
20182018年年44月才正式开街月才正式开街。。叫叫““伞里伞里”，”，
其意是伞其意是伞““居住居住””的地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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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400年前：
分水岭镇制伞工艺的起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分水油纸伞厂年产约20万把伞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布伞面市，伞厂逐渐走向衰落

2008年：
分水油纸伞成为国家级非遗

借助电商等手段，分
水油纸伞开始行
销海内外

2015年以后：

泸州“伞里”

▼在毕六福的伞厂
里，工人正在做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