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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濰坊市是非遺文化之花盛放之
地，除了著名的濰坊風箏製作技藝，還有
木版年畫、傳統花燈、斵琴等等非遺項
目。近日在濰坊市濰城區關街道十笏園社
區，開展了一場「暑假學『非遺』」活
動，社區內放暑假的孩童們來到十笏園文
化街區現場，在各種親身體驗中了解自己
家鄉的非遺項目製作工藝流程，從中感

受傳統民間文化的魅力。傳統花
燈製作藝人為小朋友們細緻
示範、講解了整個做花燈
的流程；濰坊風箏製
作人又演示了如
何將五彩斑斕
的紙張組合
為 一 個

可以翱翔天際的風箏；戴上VR眼鏡，木版
年畫的發展歷史又生動地躍然於眼前……
孩童們沉浸於充滿趣味的視覺學習中，興
趣也大大被激發，也許他們的頭腦中，也
存下了在未來可以傳習這些雋永技藝的理
想。
拓印是古老的中國傳統手工技術，是使

用紙、墨等工具將刻在器物或石碑上的文
字、圖案拓下來的一種方法，長久以來，
它為華夏文化遺產的記錄與傳承作出了巨
大貢獻。江蘇蘇州的碑刻博物館，自建立
以來專門研究、收藏、陳列、複製古代碑
刻，基本陳列包括珍貴的「四大宋碑陳
列」、「大成殿孔子文化陳列」、「古代
書法碑刻陳列」等等，近日它向小學生們
敞開懷抱，開展有趣的拓碑體驗課，讓孩
童們在動手時感受傳統文化與非遺技藝的
力量。白笈水、宣紙、墨汁，小朋友們繫

上圍裙，有條不紊地拿着拓包拍拍打打，
再仔細地用鬃刷刷勻墨水，經過一番努
力，碑上文字逐漸顯現於紙上。經過自己
動手，不僅使拓印原理深深印刻於腦海，
幼小的心靈也受到非遺傳統技藝的觸動。
未來的拓碑大師，說不
定就藏在這群孩
童之中。

優秀傳統手藝的

承襲與保護早已不是新

鮮話題，近年來隨着「非

遺」成為熱詞，國家文化部

認定的非遺傳承人則成為了重

中之重，他們不僅身懷「絕

技」，同時又承擔着將精湛技藝流

傳下去的責任。然而，因傳承人普

遍年事已高，「人走技失」的現象

仍不可避免地一直在發生。越來越多

的非遺項目從業者意識到問題緊迫，

從而盡自己所能，更多地讓社會組

織、團體、個人廣泛參與到非遺傳習

中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新華社及中新社

傳習普及的開展是不可或缺的，但要真
正將精湛的技藝延續下去，必須培育出專
業的後繼人才。儘管大眾可以在體驗與
玩樂休閒間觸摸和感受非遺，但真正
深度、完整、長遠的傳承，永遠是一
件莊嚴的事，是壓在肩上沉甸甸的責
任。傳承的背後，永遠都是匠人們的
默默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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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工藝與文化來自民間，最終也應該
回到民眾中去。促進大眾對非遺的認

知，讓傳承事業變得貼地親民，走進更多
人的生活，甚至成為他們的理想與追
求，如此才能保持非遺「生態圈」的
生生不息。我們欣喜地見到，透過
不少非遺傳承人的不懈努力，以及
多方支持下舉辦的傳習活動，非
遺工藝傳習正在裂變式地滲透
進社會生活，與每個普通
民眾生命的每時每地。

文旅特色體驗促宣傳推廣
對非遺項目進行適當旅遊開發，既有利於非遺文化的活
態傳承，又可豐富旅遊資源，實現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
轉化。在一些地區，吸引觀光客的已經不止於優美的自
然風光和獨特的風土人情，還有可以一探「神秘」非
遺工藝的特色體驗課。雲南大理，古老的民間染色技
術「白族紮染」至今已有千年歷史。古書中有對這一
技藝的生動描述：「『擷』撮採線結之，而後染
色。即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原色，餘則入染
矣，其色斑斕。」而今，這項古老技藝經過白族紮

染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人段樹坤和段銀開的
「賦新」，在「紮染之
鄉」周城大大小小的工作
坊，流向數以萬計慕名而來

的遊客雙手、
指尖。
遊客可以在段樹坤家的紮染

工坊參觀和體驗紮染，在資深紮
染師傅的指導下，親手製作紮染布
料的T恤、裙子、帽子、挎包等現代
服飾。段銀開還在傳統30多種針法的基
礎上，創新出100餘種針法；段樹坤則開發
出梔子果、藏紅花、蘇木等更多天然染料，
令紮染的顏色不再僅限於藍，增添了不少斑
斕的變幻。段樹坤的兒子與兒媳也從廣州回
流家鄉，只為助力工作坊的發展，利用現代
設計理念開發出極簡風的親子裝產品等服
飾，使成品更符合當代遊客的審美。如是對
該工藝有興趣的人，還可以在周城找到長期
課程培訓班，系統性地學習整個製作流程和
背後深厚的文化傳統。以文化旅遊為理念的
工作坊使得非遺傳承達成「雙贏」，一方面
增加售賣紮染商品之外的收入，促進工坊的
發展；一方面又宣傳和推廣了白族紮染的工
藝與文化，令更多人參與這項技藝的傳承。

儘管非遺行業不乏良好的
就業前景，也可為當代年輕
人提供不少就業機會，但它
始終不是當今年輕人的首
選，不少老一輩非遺傳承人
指出，非遺行業是孤獨的，
儘管有不少後輩會感興趣，
但真正將其作為畢生追求，
需要強大內心情懷作為驅
動。唯有讓更多年輕人了解
並且真正參與進來，才有希
望令他們意識到非遺並非過時
而是雋永之物，感受到傳統技
藝與文化的魅力所在，產生學習
和繼承的興趣，甚至有可能將之
作為終身奮鬥的事業，這才可以
解決傳承人斷層問題。近日，蘇州
吳中區光福鎮核雕非遺傳承人許靜健
就開展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別開生面
的非遺公開課，帶領十幾位體驗者一同
感受核雕工藝的獨特魅力。這
位年輕的「80後」傳承人從大
學一畢業就從事核雕製作，倡導
組織成立了「吳中區青年手藝人協
會」，力求將古老的非遺工藝，介紹

給更多和他一樣的年輕人，希望他
們也可以愛上傳統手藝，加入

傳承、守護甚至創新的行列。
漆藝是一種立體藝術形式，講究雕刻、繪畫等修飾八

法，強調「三雕一刻」的裝飾工藝。漆藝的製作工藝複
雜，完成一項作品需經過設計、製胎、底灰、髹漆、裝
飾等幾個主要環節，包含了上百道細小的工序步驟，大
致需要40多天。在成都漆器廠工作了40多年的漆藝非
遺傳承人尹利萍，近年來無數次在圖書館、博物館
向漆藝愛好者和對漆藝有興趣的學生開放授課，
最近又通過年輕人更加喜愛的新興視頻網站平
台傳授漆藝技巧。令她欣喜的是，自從開始
公開課以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進了成
都漆器廠，有些甚至成為骨幹人員。她
認為開展公開課很有必
要，可以「抓住」那
些不了解漆藝但有
興趣的年輕人，
而他們，正是行
業發展必不可
少 的 新 鮮 血
液。

兒童普及活動播興趣種子

開展公開課吸引青年從業

河北省石家莊市行唐縣匠莊村以打鐵聞名，有傳承
幾百年不絕的打鐵技藝。今年49歲的李住軍師承父
親，憑藉自己對於傳統技藝的熱愛，鑽研摸索十餘
載終於掌握百煉花紋鋼鍛造技藝，又在近年堅持創
新鑽研出蠶絲紋、流水紋等十餘種精美花紋圖
案的鍛打方法，這種通過反覆摺疊
鍛打而在表面形成類似肌理紋
路的方法，增強了工藝製品
的美感，吸引了更多遊客
遠道而來，成為當地一張
獨特的非遺文化名片。
非遺傳承絕不只是固守
祖業，真正的匠人，會
不斷創新煥活技藝，讓
新的元素伴隨傳統以更好
地存活，李住軍的堅持與
成果驗證了這個道理。

並不是所有非遺項目都像人們所
見一般充滿「文藝」氣息，晉城鐵
壺就是一個例子。晉城鐵壺製作工
藝始於明清，分為雕刻、開模、搖
蠟、修蠟等幾十道工序，耗時費力
且成功率低。時至今日，晉城匠人

們仍沿用古法純手工製作，年
過半百的匠人師傅郭忠平，就
是負責鐵壺製作流程裏的第七
道工序澆鑄。儘管屬於手工藝
活，但他日常工作環境艱苦且危
險，用於澆鑄的鐵水溫度一般達到
1,500攝氏度，澆鑄技術難度也頗
高。俗語道「人間有三苦，打鐵撐
船磨豆腐」，儘管郭忠平懷着滿腔
熱血極願意傳授這門技藝，但大
多年輕人都不願承受這份辛苦。
因此，他尤為重視自己的徒弟司
鵬，任何一個細節都是手把手
地教授，他們的「課程」教授都
是在高溫鐵水騰騰熱氣炙烤着面
容的情況下進行，但也阻擋不了
司鵬的學習熱情。

傳習普及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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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環境下千錘百煉

穩定傳承上鑽研創新

■■小學生在蘇州碑刻博物館體驗拓碑技藝小學生在蘇州碑刻博物館體驗拓碑技藝。。

■■郭忠平展示做郭忠平展示做
好的成品鐵壺好的成品鐵壺。。

■■段銀開段銀開（（左左））和段樹坤和段樹坤
（（右右））展示新染出的裙子展示新染出的裙子。。

■■段樹坤兒媳楊志瑞段樹坤兒媳楊志瑞
放棄在廣州的白領生放棄在廣州的白領生
活回到周城活回到周城，，利用現利用現
代設計理念開發出一代設計理念開發出一
系列極簡風的紮染服系列極簡風的紮染服
飾和親子裝產品飾和親子裝產品。。

■■遊客在段樹坤家的遊客在段樹坤家的
染坊體驗紮染製作染坊體驗紮染製作。。

■■段銀開段銀開（（左左））
在指導遊客製作在指導遊客製作
紮染紮染。。

■■遊客在大理遊客在大理
周城一家紮染周城一家紮染
坊參觀坊參觀。。

■■郭忠平郭忠平（（右右））
指導徒弟司鵬進指導徒弟司鵬進
行澆鑄行澆鑄。。

■■郭忠平郭忠平（（右右））
給徒弟司鵬講解給徒弟司鵬講解
如何打磨壺身如何打磨壺身。。

■■民間手工民間手工
藝人朱碧雲藝人朱碧雲
（（中中））在自在自
己的公益公己的公益公
開課向學員開課向學員
們傳授農民們傳授農民
畫 繪 畫 技畫 繪 畫 技
能能。。

■■慈溪市越窯青慈溪市越窯青
瓷有限公司剛畢瓷有限公司剛畢
業入職一年的陶業入職一年的陶
藝師廖新民在製藝師廖新民在製
作青瓷工藝品作青瓷工藝品。。

■■劍身上類似肌理紋劍身上類似肌理紋
路的花紋是經過反覆路的花紋是經過反覆
摺疊鍛打而形成摺疊鍛打而形成。。

■■李住軍在工作李住軍在工作
室進行鍛劍摺疊室進行鍛劍摺疊
鍛打工藝鍛打工藝。。

■■李住軍鑽研摸索十李住軍鑽研摸索十
餘載餘載，，掌握了百煉花掌握了百煉花
紋鋼鍛造技藝紋鋼鍛造技藝。。

風風尚尚中國中國

■■小朋友利用虛擬技術了解木小朋友利用虛擬技術了解木
版年畫的悠久歷史版年畫的悠久歷史。。

■■十笏園社區的小朋友在十笏園社區的小朋友在
了解木版年畫的印製了解木版年畫的印製。。

■■小朋友被各式各樣小朋友被各式各樣
的傳統花燈吸引的傳統花燈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