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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徽盘”品牌保护文化生态
——万安罗盘文化生态调研报告

方利山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万安罗盘手工制作传统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安罗盘“非遗”保护是微州文化生态

保护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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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延续和

发展，它广泛用于古代的天文、地理等航海和占卜，以

及阴宅、阳基的选址。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仪器，传统实

用民俗工艺品。

安徽休宁万安镇元末以来成为全国知名的重要

罗盘生产基地。享誉海内外。万安罗盘是现存全国唯

一以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罗盘，被奉为罗盘正宗，人

称万安罗盘为“徽罗”、“徽盘”。

随着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推进．万安

罗盘制作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生态状况进一步引起

了人们的关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课

题组通过对万安罗盘制作传统手工技艺的相关文献

搜集。对“万安罗盘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入吴

水森等的采访，对万安当地相关百姓的调研，对万安

当地的实地考察，都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

安罗盘制作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生态的保护意义重

大，保护现状问题不少。保护情势十分紧迫。

万安罗盘的文化意蕴

相对于因航海指向需要而兴盛的“沿海型中国罗

盘”，万安罗盘是主要因为辨方乘气、风水堪舆和宅

基、墓道测定等需要而兴盛的“内地型中国罗盘”。古

徽州“程朱阙里”，朱子理学充分浸润，封建礼教深入

人心，厚生重葬，人们对阳基、阴宅选址非常讲究。清

初休宁万安人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就指出：“风水

之说，徽人尤重之”。民谚云：生在扬州，玩在杭州，吃

在苏州．葬在徽州。可见徽州风水好、好风水。“风水”

在徽帅I的风行．为罗盘这一风水文化的重要载体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万安罗盘由此兴盛。所以说，万安

罗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徽州文化。万安罗盘制作传

统手工技艺。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非物质文化遗

产。

万安罗盘承继和创新中国传统罗盘的制作，不仅

指南针制作独具特色，而且罗盘内先天八卦、二十四

山、360经纬度等等中华古代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诸

多内容层层分列。集中华周易文化、卜占文化、测验文

化等等于一身。一个罗盘，就是中华古文化的一个万

象包罗。作为中国罗盘正宗的万安罗盘，是中华古文

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之一。它反映古代先人对大自然、

对神秘人文现象的理解，反映人们对吉祥幸福的企

盼．对趋吉避凶、纳吉化煞的追求。万安罗盘文字内容

从2层直到46层，其文化内涵的丰富让人乍舌。

万安罗盘的工艺特色

万安罗盘制作的传统手工技艺，既继承古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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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选料考究、设计独特、制作精良、品种齐全，

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以传统技艺手工制作的民俗仪器。

万安罗盘由家族作坊全部用手工制作。精选特等

木料“虎骨木”(学名重阳木)或白果树。“吴鲁衡罗经

店”主要制作工序有裁制坯料、车圆成坯、分格、清盘、

书写盘面、油货、安装磁针等七道工序，盘面书写，多

由熟练师傅按不同型号和盘式的秘藏图谱，按太极阴

阳、八卦二十四爻，天干地支、二十四向至、二十四节

气、十二生肖、二十八宿分野、三百六十五周天依次排

列。用毛笔蝇头小楷，严谨细心、一笔不苟，端正无误

书写。稍有错漏，前功尽弃，要求极高。既要有文化根

底，还要有书法功底。而最为神圣和神秘的关键工序

是第七道“安装磁针”。必由传人本身亲自在秘室安

装，旁人不得偷学，“传媳不传女”。其指南针采用“镇

店之宝”祖传源自天外的陨石进行磁化，灵敏度极高，

永不褪磁。该店所聘五道工序师傅也是终身受聘，年

少进店，老死出店，其罗盘制作传统手工技艺有严格

的家族承传链。

万安罗盘的发展历史

万安罗盘制作至迟兴起于元末．在明代得到发

展，清中叶鼎盛。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罗盘业界的方秀

水罗经店，是万安罗盘业名店，随后有胡茹易、胡平秩

等名店。清雍正年间(1723--1735)．吴鲁衡创万安上

街“吴鲁衡罗经店”，集闽盘等各地罗盘制作之精粹。

扬罗盘之特色，承古法、创新制，使罗盘风靡全国，扬

名天下。吴鲁衡，名吴国柱，据《吴氏家谱》载祖居歙县

十七都五图(今徽州区潜口附近)。族人以山居砍柴为

生，后迁居休宁万安。吴鲁衡罗盘制作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其罗盘很快在市场上超越了方氏罗盘，他又独

具匠心。开发出日晷、月晷和指南针盘等新产品，成为

当时国内罗盘制作界的翘楚。其罗盘产品行用于国内

城乡，远传日、朝、东南亚、欧美各地。享誉海内外。民

国四年(1915)“吴鲁衡毓记”罗盘、日晷被“农商部”评

为中国备赴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产品二等奖。据

《休宁县志·手工艺品》载，其“日规～在美国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上展出获得金质奖章”。这是万安罗盘制作

传统手工技艺的历史辉煌。l，J

吴鲁衡之后，其子光煜(字涵辉)继承父业。后光

煜传其子洪礼、洪信，再传四代肇坤、肇端。又传五代

毓贤、毓贤再传六代慰苍，慰苍传至今第七代吴水森．

吴鲁衡第八代吴水森之子吴兆光正在努力做大吴鲁

衡罗经产业。万安“吴鲁衡罗经店”创办300年来。吴

氏族人8代世传其艺。万安罗盘制作至清末一度衰

败。民国初再现辉煌并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停

顿20年后。1982年开始恢复生产。“胡茹易”、“方秀

水”、“万安古镇老罗盘店”等相继开业。而吴鲁衡第七

代传人吴永森1992年注册成立了“休宁县万安吴氏

嫡传罗经老店”。在继承吴鲁衡罗盘制作手工传统技

艺的同时，实行产、学、研结合，1995年，成立了“休宁

县吴鲁衡罗经科技研究所”进行新产品开发和传统文

化研究，在“徽盘”三合盘、三元盘、集合盘、玄空盘、朱

子盘系列产品的制作基础上，完善产品规格、型制。特

别是根据现代化市场要求，开发了装饰工艺品型的金

龟型、莲花／k圭l"型、双龙戏珠型、首饰杯型等新产品。

在徽州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进行了一些摸索。吴水

森还经过潜心研探，制造出了“缕悬式罗盘”，这种罗

盘北宋科学家沈括曾有描述，但已失传500多年，“缕

悬式罗盘”的复活再现。填补了传统万安罗盘的一项

失遗缺憾。被黄山市授予“首届工艺美术精品特别贡

献奖”。吴水森2006年被评为安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

人、安徽民间工艺大师，2008年被评为国家高级工艺

美术大师。2006年5月20日，万安罗盘制作传统手

工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吴水森被命名为

国家级“非遗”传承入。

万安罗盘生产发展现状

随着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随着人

们对“万安罗盘制作技艺”这类“非遗”的不断了解和

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中国传统“风水”学说有了更

多的宽容性理解。万安罗盘作为一种中华古文化的标

志物和旅游文化工艺产品．近些年市场需求逐渐增

加。现在“万安罗盘”制作，在休宁万安注册的已有5

家。作为万安罗盘正宗的“吴鲁衡罗经”，由于其传统

手工技艺要求很高，第一强调全手工制作；第二坚持

用银杏和虎骨木作为罗盘制作材料；第三保证放置指

针的空镜绝对密封不漏气：第四指南针用天然磁石磁

化、祖传绝艺安装永不退磁，因此要把“吴鲁衡罗经”

生产制作做成产业，扩大规模，目前困难较大。吴水森

组建的罗盘制作作坊虽有10个员工，但由于“手工”

和“技艺”的要求所限，都不易提高制作的“速度”。特

别是虎骨木是山区稀有硬质树种，银杏树是国家保护

树种，且生长极慢，目前也还没有专门的罗盘原材料

基地。这些都制约了万安罗盘的“生产性保护”，“开发

性保护”。田

而最重要的是，“万安罗盘”这个承载着周易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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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天干地支、十二生肖等等中华古文化丰富信息的

产品，许多人感到神秘而并不能通俗地了解和认知，

普及性的文化解读直接影响着它在旅游中的市场，而

其本身的制作也有一个在传承中不断进行现代创新

的问题。近些年，在万安古镇上明末清初的“吴鲁衡涵

记老店”的老房子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四这是所发

现的全国仅存的罗盘传统手工作坊，是一个亟须加以

特别保护的重要徽州文化生态空间，是进行万安罗盘

博物馆式精采展示和复活万安罗盘传统制作技艺原

生态的最重要场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古作坊的原

生态保护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

万安罗盘的保护前景

20(0年9月7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文化

生态保护研究”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和黄山市部分徽州

学专家再次来到万安古镇，对万安吴鲁衡罗盘制作

“非遗”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访谈、调研。在“万安吴

鲁衡罗盘保护利用”专题座谈会上。徽州学专家们一

致认为，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安罗盘

制作技艺，开发性保护大有空间。万安罗盘，是人们了

解和认知中华古文化的重要实物之一。又是一种富含

文化雅韵、具有收藏价值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2008

年合肥召开国际徽商大会，有两个客商一次每人就订

购了万安罗盘1000个。只要善于在继承中勇于创新，

坚持独特设计、优质选材、精良制作、传承绝活。万安

罗盘制作实现“生产性保护”是完全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应该把“万安罗盘传统手工制作技

艺”的保护作为休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就是要努

力修复、复活各类活态非物质文化，对于万安罗盘这

类文化蕴含丰厚而又有现代旅游开发价值的“非遗”

产品，应该是在万安原产地保护好原生态，将传统技

艺展示、产品开发、旅游文化体验结合起来，建立万安

罗盘手工技艺传承基地。只要有文化眼光、有保护意

识，万安罗盘这一“国粹”一定会在新时期获得自己的

发展空间。

对万安罗盘传统技艺的保护建议

国家级“非遗”万安罗盘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文化

生态的保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十分紧迫。

1．万安罗盘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不多．为使

这一特色民俗工艺不致失传，培养传承人非常重要。

要建设好传承基地，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将传统技艺代

代相传。

2．政府应大力扶植、尽快建立罗盘用材林木基

地，对虎骨木、白果树的养植应有专门政策，用多种形

式，确保万安罗盘制作的用材需要。

3．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规范万安罗盘生产市

场，保护万安罗盘文化生态的有序平衡。防止“李鬼”

干扰。自毁品牌。

4．对万安吴鲁衡涵记老罗经店原址应加以切实

保护。这个传统手工作坊，是复活吴鲁衡罗盘制作原

生态的宝地。具有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标本意义。在

这里恢复明清时期万安罗盘作坊的原生态。精采展示

传统手工艺制作技艺，精采推介万安罗盘，让中外人

们在原产地亲身体验这一特色徽州文化。在文化参与

中了解中华古文化。既是休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的一大亮点。也对黄山市文化旅游有新的促进。政

府应尽力支持和帮助传承人解决目前这一老店旧址

保护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5．应以万安罗盘文化生态保护为切人点。努力修

复万安老街文化生态，把这一块名声很响的徽州文化

古街区精心营构成休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特

色示范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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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辩arch Oil Ecology of Wan"an Compass Culture

Fang Lishan

(Center of Hui Culture Studi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craft of making Wan'an Compass is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protection of Wan"an Compass is all important item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y of Huizhou culture．

Key words：Wan'an Compas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cology of culture

 万方数据



珍视"徽盘"品牌保护文化生态——万安罗盘文化生态调研报

告
作者： 方利山， Fang Lishan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安徽,黄山,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010，12(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3条)

1.佚名 万安罗盘制作技艺 2009

2.吴兆光 关于万安罗盘保护传承情况及发展需求的报告 2009

3.熊润频 清代万安罗盘作坊老店被发现 2009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1002.aspx

授权使用：黄山学院学报(qkhsxy)，授权号：093e822f-635c-46e6-820e-9eb901072cdf

下载时间：2011年4月2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100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1002.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6%b9%e5%88%a9%e5%b1%b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Fang+Lisha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4%e5%b1%b1%e5%ad%a6%e9%99%a2%2c%e5%be%bd%e5%b7%9e%e6%96%87%e5%8c%96%e7%a0%94%e7%a9%b6%e8%b5%84%e6%96%99%e4%b8%ad%e5%bf%83%2c%e5%ae%89%e5%be%bd%2c%e9%bb%84%e5%b1%b1%2c245041%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a%e5%90%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02%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5%85%86%e5%85%8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02%5e2.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6%8a%e6%b6%a6%e9%a2%9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02%5e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1002.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