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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红色文化

多角度传播
□ 王统宇

新时代需要发挥好红色文化的

精神力量，不断实现红色文化创新

发展，通过加快红色旅游模式转型、

创新红色文创表现形式、拓宽红色

文化传播渠道等推进红色文化更广

泛地传播。

浙江湖州：

鱼文化节庆丰收

武汉琴台艺术盛宴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柳 洁

高歌家园之美，抒发感恩之情，唱响祖国之
恋……日前，大合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
湖北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奏响最后一个音符，
第九届琴台音乐节圆满落幕。本届琴台音乐节
先后开展了剧场音乐系列、古琴系列、群众合唱
展演、流行音乐展演、市民音乐沙龙五大板块近
60场音乐演出和活动，用音乐祝福城市，用音
乐歌颂祖国。

这里有动人的交响乐章。中国爱乐乐团艺
术总监、首席指挥余隆，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携
手中国爱乐乐团带来了精彩的演出。舒展豪迈
的《红旗颂》、华美悲悯的《最后四首歌》、深情婉
转的《我爱你中国》、激越昂扬的《火鸟组曲》，献
给英雄的武汉人民，祝福重生的武汉。余隆表
示，“乐团把自己2020年巡演首站定在武汉，不

只是把演出献给音乐厅里的观众，也献给所有
的武汉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这里有暖心的诗歌吟诵。国内知名演员宋
春丽、濮存昕、张秋歌、吴京安、温玉娟、刘劲、史
可等齐聚武汉，带来《以诗之名，致敬英雄——

“聆响·行歌”音乐朗诵会》，用直击灵魂的方式
歌咏美好的未来，向观众传递温情与力量。

这里有悠扬的琴音。丁承运、赵家珍、刘善
教等古琴名家带来《山河无恙、古琴在此——古
琴名家专场音乐会》，慷慨悲歌中呈现激昂动人
的旋律，将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英雄的抗
疫工作者的无畏、无悔、无惧一一呈现。

据介绍，本届琴台音乐节继续秉持“音乐的
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剧场系列所有演
出平均票价不超过200元，最低票价仅为50

元。主办方还邀请武汉战疫代表、“惠游湖北、
打卡大武汉”活动的游客代表现场免费观看，部
分演出以直播的方式让市民免费观看。为了让
更多群众受益，本届音乐节充分利用网络，通过
线上直播的方式，让1753.8万名观众足不出户
在线免费观看。

好戏一台接一台。第四届琴台艺术节11
月12日在武汉开幕，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舞
台剧、音乐剧、话剧、京剧、相声、音乐会等17个
演出项目的21场演出将逐一亮相，让江城观众
尽享文化盛宴。

记者从武汉琴台大剧院了解到，本届艺术
节将持续至12月31日，邀请中国芭蕾舞团、北
京现代舞团等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名家名团来
武汉演出，引进了《中国三大男高音武汉新年音

乐会》《倚石听声—石倚洁与美声男孩专场音乐
会》《楚风颂歌—上海民族乐团音乐会》等优质
演出。

尤其是12月30日，中国三大男高音——
戴玉强、莫华伦、魏松将携手武汉爱乐乐团，登
台武汉琴台音乐厅，为观众演绎《我爱你中国》
等名曲，以及《龙船调》等独具湖北地方特色的
曲目，展现中国当代声乐艺术的卓越成就和独
特魅力。

据介绍，为了回馈广大观众，本届艺术节专
门制定了惠民政策，21场演出全档次票价均降
低30％，平均票价不超过200元，最低票价30
元，市民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享受政府的文化惠
民补贴。针对医护人员、抗疫工作者群体，艺术
节还给予专享优惠。

最近，苗族姑娘石佳的行程很满，才在长沙领受
了湖南省2020年百名最美扶贫人物的奖项，又赶到
济南参加非遗博览会。在不同的场合，她总是不遗
余力地宣传自己经营的苗绣产品。石佳不是为自
己，她背后有近500名绣娘和她们的家庭，每多卖出
一件绣品，就意味着她们又多了一份收入。

依靠手艺改变生活

石佳没想过自己会和苗绣结下这么深的缘分。
石佳聪明、漂亮、有闯劲儿，在北京念了大学后，

自己做生意风生水起。2017年，她回家乡——湖南
湘西花垣县石栏镇探亲，遇到了石栏镇文化站站
长。站长正为如何改善镇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解
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无人照顾的问题而苦恼。“你
能不能把苗绣产业做起来？”

石佳开始拒绝了，但家乡的情况又让她不忍。
因为没有支柱产业，这里老百姓的日子都
不富裕，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石栏镇1.9
万名常住人口里，留守儿童就有1200多

人。把苗绣做起来的确是解决这些问
题的好出路，“苗族姑娘从小都会学

一些苗绣，上手相对容易”。思
考再三，石佳决定试试。

她成立了湘西七绣
坊苗服饰文化公司，
并聘请4位非遗传承
人作为老师，给乡
镇里的妇女带薪
培训苗绣技艺。
培 训 合 格 之
后，公司和绣
娘签订合同，
她们可以自主
选择到公司基
地上班，或
是在家承接
公司订单。

3 年过
去了，公司
走上正轨，

已累计培训1000余位绣娘，签约带动486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31人。“绣娘
们每月有了15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稳定
收入，还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实现
了‘背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养活家’的生活。”
石佳说。

和石佳不一样，李柏颖是主动走近传统手工艺
的人。2015年底，他到内蒙古鄂尔多斯考察，一
位29岁的年轻妈妈深深触动了他，“因为家庭贫
困，且常年失业在家，她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李
柏颖想帮她以及和她一样的女性，“要让她们能赚
钱，能照顾家，还要让她们和社会多接触，改变她
们的精神状态”。李柏颖尝试从内蒙古当地传统的
头花入手，让年轻设计师设计了4款产品，再交给
当地的贫困女性手工制作，没想到200多个头花一
星期就卖完了，这让他为“妈妈制造”公益项目找
到了方向。

依靠包括刺绣、扎染、剪纸、绘画等在内的传统
手工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实现了灵活就业和脱贫
增收。

勇于尝试网络营销

石佳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给产品找销路上，
她很清楚，只有把它们卖出去，才能把指尖技艺转化
成指尖经济。否则，绣娘们增收以及做大做强品牌
都无从谈起。

原本，公司只在北京、济南、湘西等地开设了4
家实体店铺，一场疫情让石佳看到了网络销售的必
要性和无限可能，现在，她把销售的主阵地转向了网
络——“包装”淘宝店铺、上直播间……今年6月，石
佳的抖音账号流量突破10万。在直播时，她不拘泥
于简单介绍产品，而是懂得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圈粉，

“粉丝量上来了，活跃度有了，才会有更多人关注苗
绣，购买我们的产品”。

今年54岁的宋水仙是水族马尾绣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今年5月，她第一次通过网络直播卖
货，“40万人在线，成交1200单，成交金额共计9.5
万元”。这让她初尝了直播带货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手艺人希望借助网络解决产品销售
的难题，不过，和他们娴熟的指尖技艺相比，“新鲜”
的网络手段有时让他们“力不从心”。65岁的郭明
昌是齐笔制作技艺山东省级传承人，2018年，他开
始尝试电商平台销售，“销量一般，我自己岁数大了
不会弄，孩子们又没时间干”。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
县的高成春是苗绣传承人，她和郭明昌有着相似的
困扰。

“很多非遗传承人对内容创作不熟悉，产出的内
容传播度不高，存在曝光不足等问题。而且，他们对
平台的规则和运营了解不多，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
风格。”抖音“山里DOU是好风光”项目负责人说，
手艺人们在接触新的营销手段时的确会面临各种各
样的问题。

“山里DOU是好风光”项目，正是致力于帮助

贫困地区打造文旅品牌，带动产业发展。“我们会根
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推广策略。同
时，对传承人进行新媒体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内容创
作、账号运营等技能，让更多人看到、购买他们的非
遗产品。”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注重提升产品价值

依靠一门手艺实现脱贫增收，离不开外部力量
的支持。由中国妇女基金会和北京蚂蚁力量传统手
工艺文化发展中心于2016年共同发起的“妈妈制
造”专项基金项目就是其中的一股力量。

“妈妈制造”项目执行主任李柏颖介绍，“妈妈制
造”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对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手工
艺进行梳理，联合设计师共同创作产品，再交给具备
一定生产技能的低收入“阿妈”制作，使这些女性通
过劳动获得报酬、改善生活，“我们帮助她们成立合
作社，并在资金、设计、供应链、传播、销售以及培训
等环节进行帮扶”。

“妈妈制造”最初走进云南大理，遇到了不少
困难。“我们提供设计师设计好的纹样，找当地人制
作扎染产品，并承诺对全部产品进行收购。当时挨
家挨户做了3天工作，才说服一个人答应尝试。”李
柏颖说，“开始是100条，见我们如约收购后，她又承
接了200条的订单。就这样，慢慢得到当地人的信
任后，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如今，“妈妈制造”项目已
经在14个省建立了50家合作社，直接帮扶了4000
多名手艺人。

李柏颖告诉记者，他们对合作社按照订单生产
的产品全部收购，不管最终能否卖掉，绝不让合作社
成员“背”库存，“在实际销售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
产品很快可以达到两三万件的销量，有的确实不太
好卖”。

李柏颖说，这几年，围绕非遗产品做文章的人
很多，但是真正实现规模化销售的很少，大家都在
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所有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都具
备产业化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找到适合的品类，比
如刺绣、扎染，之后通过专业的设计师，创作出具
有东方文化符号、又符合现代审美的产品。重要的
是，要消除产品设计的年代感，提高产品的应用性
及使用价值”。

“通过合作社，我们把设计、销售、管理等方法教
给手艺人们，除了‘妈妈制造’的订单外，鼓励他们依
靠自己的能力对外接单。”李柏颖表示，教会手艺人
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壮大，实现造血式扶贫才是
更好的方法。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凝聚民
族精神的纽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组成部分，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吸收中外优秀文化创造的先进文化，
不仅是中国人民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凝聚国家力量和社会共识的重要精神
动力。

新时代需要发挥好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
不断实现红色文化创新发展，从多角度推进红
色文化更广泛地传播。

一方面，要加快红色旅游模式转型。在后
疫情时期，各个地方旅游产业逐步回暖，红色
旅游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要紧紧
跟随时代的变化进行自身改革升级，将红色旅
游从传统的购物、娱乐、游玩的横向旅游模式
转变为由浅入深的沉浸式纵向旅游模式，加强
红色文化记忆与印象，增强红色旅游过程的趣
味性。

各地可以针对当地红色历史，增强挖掘的
精准度，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带给游
客独有的红色记忆；将红色旅游与思政教育有
机结合，积极建设系统的、健全的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

另一方面，要创新红色文创表现形式。红
色文创要精准把握红色文化核心，保证红色文
创的地方差异性。对于红色文创本身，既要保
证文创产品的艺术美感，又要将红色文化恰当
的体现在产品之中，将传统红色理念与当代审
美标准融合起来。

同时，还要注重保障文创产品的实用性，不
能将红色文创等同于红色艺术品。强大的实用
性能够增强用户使用频率，延长使用时长，为文
创产品中的红色文化提供更多传播的机会。红
色文创应创新设计理念，将现代的材料与具有
历史感的红色文化有机结合。

此外，要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将优秀
的红色文化带入新媒体的传播平台中，推动更
多的新媒体用户传播红色文化。

为了让红色文化能更好地在新媒体平台传
播，就要下功夫研究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手段，
使信息传播更加高效便捷。可以将红色文化进
行有机的“碎片化”处理，方便用户对红色文化
的吸收，提高红色文化信息的竞争力。通过碎
片化信息让新媒体用户快速接收并且记住，再
经过对碎片的累积，激发用户了解红色文化的
意愿并且通过平台进行自主传播。同时，以符
合当代文化传播潮流的形式来促进广大青少年
网民接受、理解和认同红色文化在当代的重要
意义。

日前，浙江湖州南浔区第十二届鱼文化节
在和孚镇荻港村举行，游客看表演，品民俗，尝
鱼味，体验传统丰收场景。图为游客在和孚镇
荻港村观看“水上晒秋”丰收庆典。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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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第六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上，虎头帽系列产品
受到青睐。

图② 在第六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上，非遗传承人在展
示红丝砚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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