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7 年起，每年 6 月第
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
迎接6月10日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更好地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现代生活，“锦
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系列活动
6月5日至10日在北京恭王府精彩呈现。

纺织传统工艺是我国非遗项目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
淀，更与现代生活和时尚关系紧密。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表示，此次以非遗服
饰秀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既展示中国传统工
艺，又体现当今品牌和设计师对传统工艺的传
承和有机结合，是纺织行业近年来振兴传统工
艺的成果展示。

引领时尚

华灯初上，伴随着穿越百年的昆曲《牡丹
亭》，“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
系列活动在北京恭王府拉开大幕。作为系列
活动的开幕大秀，“水墨姑苏”苏绣服饰秀，融
合了苏绣经典手工技艺特色和现代时装设计
时尚之美的经典华服，庄重大气、典雅精致。
这些服饰作品由苏绣艺术家姚建萍团队和时
尚品牌 NE·TIGER 东北虎创始人张志峰团队
联手打造，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碰撞和磨合，完
美呈现了这一场传统与时尚的对话。

随后，“依文·永不遗失的绣梦”EVE CINA
高级时装秀，将花鸟鱼兽、湖光山色等贵州布依
族刺绣和苗族绣花融入现代时装。不仅带来
了浓郁的民族风，更用服饰文化体现了黔西南
少数民族乐观向上的生活价值观。“中国嫁衣”
潮绣服饰秀上，中式嫁衣龙凤褂裙的创始厂家
FAMORY 名瑞，以“韵”为主题推出系列婚纱
礼服。色彩浓烈的牡丹、孔雀刺绣完整跃然婚
纱礼服之上，承古创今、中西合璧。

这一场场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服饰秀，
是非遗项目在现代服饰中的应用实例。通过
展示苏绣、京绣、粤绣、苏州缂丝织造技艺、香
云纱染整技艺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现代服饰设计的时尚融合，再现了传统手工
技艺的精妙，诠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近两年，中国元素正风靡全球时尚界。从
米兰时装周席卷T台的中国红，到闪现精致与
时髦刺绣装饰的GUCCI，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
和国际服装设计大师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纺织技
艺青睐有加。旗袍、长衫、丝绸、麻纱，刺绣、蜡
染、镶边、盘扣等“中国元素”被普遍突出彰显。

“中国对全球时尚的影响，不仅在于巨大
奢侈品消费能力，更在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
与文化。可以说很多世界知名时尚和奢侈品
品牌都可以在中国寻到根。”张志峰认为。

融合创新

纺织传统工艺底蕴深厚、品种丰富。在我
国已公布的 1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纺织类占 82 项，涉及门类多、覆盖面广、品
种丰富，主要包括各种纺、染、织、绣、印等传统
工艺和各种民族服装服饰。

同时，我国纺织传统工艺历史传承及民
族、地域特色鲜明。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
织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公布的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入选世界急需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何将传承千年的优秀纺织传统工艺更
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近年来，在国家战略支撑
下，一批有情怀的纺织企业家和品牌设计师带
领企业和团队，联手业内外人士，进行了许多
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今年 3 月的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中国时
装行业领军品牌依文控股集团首次将流传千
年的布依文化带上国际舞台。这场大秀以特
殊的黔西南州民族“浪哨”开启，以质朴感人的
现场朗诵为序曲，在绣娘们织布机“嘎吱嘎吱”
的节奏下缓缓上演。现场展示的 42 套服饰，
均以布依元素为主题，每一种纹样、每一块布
料都来自册亨县绣娘们的巧手。这场秀赢得
了业界高度评价，不仅是因为依文开创了“互
动时装秀”先河，更是因为传统工艺时尚表达
所带来的服饰之美以及心灵触动。

然而，为了这场秀，依文准备了 15 年之
久。依文很早就开始聚焦传统手工艺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以公益情怀创立了“依
文·中国手工坊”这一传承中国传统工艺文化
的平台。15 年来，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带着
团队，穿梭于城市和大山之间，寻找绣娘、积累
资源。在探寻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上，依文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可复制的手工艺
生态圈建设模式：设立绣娘工作室、建设手工
艺博物馆、打造高端手工艺体验之旅、建立手
工纹样数据库。

“目前，依文·中国手工坊项目已整理绣娘
个人基础信息数据5000多条，收集、整理并提
取 3000 余个具有商业价值的传统手工艺纹
样。我们把数据信息录入到数据库系统中，为

传统手工艺产业的设计提供资源，匹配生产产
能，再通过全球高端设计师及创意机构的参
与，把最精髓的文化产品和元素应用到现代时
尚生活中，并形成商业价值，做到真正的传承
与发展。”夏华说。

提升价值

传统手工艺术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与文
化内涵，同时也面临着大量手工艺人生活在偏
远贫困山区，迫于生计不得不另谋职业，古老
的匠人文化面临失传的窘境。

通过推动民族手工艺时尚化、产业化、国
际化，充分挖掘传统工艺产品的潜在价值，提
升其附加值和商业价值，由此改善传统手工艺
人的就业和生活，是传统工艺得以永久传承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 3 月底发布的《中国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明确提出目标，到 2020 年，
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业管理水平
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收入以及对城乡就业的
促进作用得到明显提升。

依文·中国手工坊在贫困地区的大山里建
立绣娘工作室和博物馆，其目的就是要让传统
工艺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依文集团负责工
作室和博物馆的选址、建设、装修、陈列、运营
等工作，做到投资+订单双向导入，契合当地的
扶贫计划，拉动经济增长。”夏华说。

传统工艺的核心是创造性和个性化的手
工制作，具有工业化生产无可替代的特性。要
实现传统工艺产品价值提升，最终还是要让产
品走进现代生活。

“纺织类非遗本身就是通过家用纺织品、
服装服饰来呈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具有走进现代生活、融入现代生活的天然
优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非物质文化遗产
办公室主任张家洲说，在尊重并保持纺织服装
传统工艺本真性、完整性的基础上，要适应当
前追求个性化和产品品质的消费需求和市场
需求，创新工艺、改进制作，努力创造出更多符
合现代审美且实用的新手工艺产品。

传承千年，只为与你相遇
□ 许红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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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6月10日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系列精彩的活动正轮番上演

☞ 充分挖掘传统工艺产品的潜在价值，提升其附加值和商业价值，由此改善传统手工艺人的就业和生活，是传统工艺得

以永久传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科举博物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
夫子庙学宫东侧，由江南贡院改扩建而
成。历时 5 年建设，中国科举博物馆已
成为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

江南贡院，又称南京贡院、建康贡
院，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也
是南方地区开科取士之地。大红辕门上
悬挂着刻有“江南贡院”的黑漆金字牌
匾，楹联书写着“圣朝吁俊首斯邦，看志
士弹冠而起；天府策名由此地，喜英才发
轫而前”。史料记载，清代科考共举行
112 科；其中在江南贡院乡试中举后经
殿试考中状元者共计58名，占全国状元
总数的51.78%。

辕门后，豁然开朗。只见一个千余
平方米的砚形水池，碧水盈盈，清澈见
底，寓意“一碗水端平”，是历代科举公
正、公平、严谨的象征。水池底下即是下
沉式的科举历史展览馆和档案馆。

科举博物馆由地面与地下两部分组
成。地下四层是博物馆主体部分，自坡
道的狭长空间环绕而下，一侧是布满文
字的经匣，另一侧是瓦砾堆积的立体庭
院。一步步往上，走过“为国求贤厅”“鱼
龙变化厅”“金榜题名厅”“金陵佳话厅”
和“源远流长厅”，科举制度的发展、江南
贡院的历史一一清晰起来。

在博物馆地下部分，最大的文物是
一座三开门式门楼，是明代开科第一位
从南京走出来的状元吴伯宗家族的。典
型的明代石雕工艺，门额四个大字“科第
世家”炫耀此家是科举中第的世代家
族。除此件大门套之外，博物馆收藏的
大部分是一件件仅如杂志大小的展品，
悠远凝重，仿佛一幅静待开启的金陵画
卷，把历朝历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相
关史料展现于观众眼前。

参观线路自下而上逐步上升，最后
一站是明远楼等历史建筑。明远楼为三
层木结构建筑，始建于 1534 年（明嘉靖
十三年），清道光年间重建，是江南贡院
的中心建筑，位于贡院建筑群的中轴线
上，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贡院考场建筑。

“明远”二字，取自《大学》中的“慎终
追远，明德归厚矣”。据历史记载，从大
红辕门直到明远楼全是成排的号舍，共
20644 间，每个号舍容纳一位考生。而
今明远楼前的东西两侧恢复了206间科
举考棚，作为室外实景展示。号舍每间
大约 1.5 平方米，前方架着案板，空间十
分狭窄。

看着眼前的场景，不禁让我想起陈
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描述的当年参加
江南贡院乡试的情境：“那一年南京的
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
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
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
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
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
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
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
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

“尚贤者，政之本也”。科举制本身
体现公平选才，但明清始，科举制的八股
取士方式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选
贤任能、群贤毕至，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
要基础；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探索人才
规律、不断创新用人机制，构建一整套符
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制度体系，这是一条
永远要记取的宝贵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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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博物馆

“明远”意味长

□ 薛海燕

保护魂与根

言又新

从 2001 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开始，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 16
个年头。目前，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四
批共 1372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 11042 项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国家、省、市、县四
级非遗名录体系已经形成。

包括传统手工艺技术在内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记忆载体。
它记录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风俗人情、文化理念等重要特征，体现
着各民族不同的精神特质、价值观念、
心理结构、气质情感，蕴藏着民族精神
的DNA。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面
向传统的挖掘、整理和学习，更是面向
未来的文化建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
党中央、国务院对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建设的高度重视，让非遗保护工作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充分利用丰富深厚
的非遗资源，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
的现代转化，融入生活，服务社会，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文
化建设和价值引领的重任。

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
化，首先要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在
提高中保护的理念。尊重地域文化特
点、尊重民族传统，就要保护文化多样
性，维护和弘扬传统工艺所蕴含的文
化精髓和价值。

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
化，要强化走进现代生活的理念。非遗
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
承实践，非遗的生命在于生活。要促进
非遗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
更加全面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在千家
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

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
化，必须坚守工匠精神，树立质量第一
意识。现在影响非遗尤其是传统手工
艺品融入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不少手工艺品的整体品质不佳。
因此，必须推动品质革命，加强品牌建
设，追求精致与完美的手工精神。

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
化，还必须要坚持创新理念。鼓励广大
手工艺者紧扣手工精神与现代科技的
结合，改进设计、改善材料、改良制作，
开发体现精湛手工、面向大众的新手工
艺品及运用非遗元素的各种衍生品。

民族文化基因是我们的魂与根，挖
掘、研究并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手
工艺技术，就是保护我们的魂与根。

新干竹马舞是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也是江西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传承地方传统民族文化，新干县近年来将非遗传承项目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当中，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向学生传授技艺，培养青少年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 彭昭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