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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包蛮好看呐！”结业当
天，中廖村一名女游客被“非遗学
堂”的热闹吸引过来，闲逛间，她的
目光落在“非遗展示区”一个橘色黎
锦纹绣手提包上。

这样一个有着饺子般的造型、
青春的配色和精致搭扣提手的小
包，让女游客爱不释手，当场就以
550元的标签价格买下：“这和我印
象中黑色的黎锦产品不一样，设计
很新鲜，制作也很精细，我觉得值
这个价格，也对得起手工劳动者的
付出。”

让更多非遗产品接受市场的考
验，这也是“非遗学堂”小楼开设在
旅游景区的用意。黎锦包边文化
衫、黎锦装饰手提包、黎锦绣面钱包
和挂饰……小楼展示区内，不仅有
学员的结业作品，还有海南各地黎
锦、黎陶合作社的产品。这里也成
为游客了解海南黎族文化的一个形
象窗口。

看来，古老传统的民族文化，只
要找到合适的表达，同样能在新时
代里焕发光彩。这当中，为非遗找
到“合适的表达”，也是“非遗学堂”，
或者说国家从上至下开展非遗传承
计划的重要目标。

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启动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
研习培训计划，为非遗传承提供高
校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撑。计划通过
学习专业知识、研究主要技能技术、

开展多形式交流研习与实践，帮助
非遗项目持有者、从业者等传承人
群“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实现
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

作为我省唯一参与这项国家计
划的高校，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从
2016年至今，围绕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共举办
了7期培训班，带动海南9个少数民
族市县的347名学员得到不同程度
的提升。

同时，培训班前后共组织了5批
17名优秀传承人，参加北京服装学
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浙江中国美
术学院等省外高校举办的各类研修
培训，帮助他们在黎锦和黎陶的文
化背景、审美观念、图案设计上获得
启迪和新的突破。部分学员结业
后，进入合作社或受聘于旅游景区，
个别学员还在农村创办了个人传习
所或专业合作社，带动更多人开展
就业脱贫。

在省级层面，2017年，我省出台
了《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国传统工艺
振兴计划〉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通过设立海南省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扩大传承人队伍、引入高校资源、培
育民族品牌等方式，合众之力，分步
落实海南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相关动作已经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描出了“轮廓”：省文体厅将
上海东华大学团队引入保亭，在当
地成立传统工艺工作站。三方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用3年时
间，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为重点，通
过改善材料、改进设计、改良品质、
培育品牌，以及在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文化商业综合区建立展销窗
口等举措，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
生活。

“上海东华大学作为国内顶尖
的服装设计类院校，拥有丰富的国
际品牌合作和各类时装周、服装节
资源，将从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方
面，对我省本地非遗产品进行重新
开发和包装。”三方合作的幕后策划
师、省文体厅社会文化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处）调研员刘实葵表示，
希望这一努力，能够在提高当地非
遗从业者创新创业能力的同时，催
生具有海南民族特色、能走进国内
外市场的知名品牌。

为落实海南省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进一步加强我省传承人群队伍
建设，今年内，省文体厅将与省教育
厅联合实施省级非遗普及培训，琼
台师范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和
省文化艺术学校被选为省级研培计
划参与学校，重点培训黎族藤竹编
技艺、海南椰雕、木雕（花魁艺术）、
琼剧等非遗项目。

“非遗传承是一项基础性、战略
性的工作，保护技艺不能丢失是基
本，如何推动非遗旅游文创产品开
发，让非遗活起来，这条路还很长。”
鲁时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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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婧

6月17日，在首期“非遗学堂”结业
仪式后，学员们摆着不同的造型合影留
念，带着兴奋、不舍的心情，他们抓紧最
后的时间交流学习心得。人群中，一名
有着黑色大波浪卷发、身着黎族服饰的
年轻女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只见她用手机向同伴们展示着几
幅手绘黎锦纹样的照片。“好有创意！”

“画得真好看！”好几名学员围着她兴
奋地议论着，甚至想要来图案做织绣
的参考。

她是首期“非遗学堂”的唯一一名
汉族学员——在三亚市民族中学任美
术老师的全丽妃。虽然并非黎家出
身，但她却对黎族文化“情根深种”。
出色的美术功底、对黎族文化的热爱，
成为全丽妃获得到此次培训机会的重
要原因。

最关键的是，2016年起，全丽妃
尝试在学校高二年级开设一门《黎锦
哈方言纹样设计》校本课程。她通过
Corel DRAW 软件自制黎锦意匠图
纸，并找来大量的黎锦哈方言纹样图
片，让学生们用来临摹经典的人物、动

物、植物、生产工具等纹样，并在此基
础上，通过简单的折叠、翻转、镜面对
称或者分割元素重新排序、改变配色
等方法，设计更加丰富有趣的黎锦图
案。而学生们在动手过程中，也逐渐
熟悉了蕴藏在纹样背后的黎族风俗、
生活场景、文化内涵。

“通过这门课程，我发现黎族孩子
们拥有非常明显的艺术天赋，只要善
于引导，每个人都能画出创意十足的
纹样作品，他们给了我太多惊喜！”近
日，全丽妃自豪地带着记者参观了挂
在教学楼走廊、画室内外的学生优秀
作品。这些通过十几岁黎族少年之手
设计的纹样，已经跳出了经典造型和
配色的束缚，图案五花八门，配色童趣
又典雅，充满了少年飞扬的想象力。

作品右下角的画作介绍里可以知

道，这些黎锦纹样创意，有的是来自外
婆、奶奶压箱底的衣裙，有的来自课
本。其中一幅中的孔雀图纹，竟是学
生根据孔雀的照片，自己原创设计而
成的。

在学校的美术画室里，你甚至
可以看到黎锦纹样摆脱了纸面二维
载体，变作立体的金丝沙画。瑰丽
的金丝描边、渐变的彩沙填充，为黎
锦纹样古老的审美，带来了全新的
美学表达，叫人看来爱不释手！

“黎锦技艺复杂，传承不易，多少
传承人的学习是建立在前人作品上。
所以我想，如果单独学习黎锦纹样，创
造出新的视觉美感，不仅能为黎锦注
入新鲜血液，也能让黎锦覆盖更多审
美口味的人群。”说起开设这门课程的
用意，全丽妃的神情非常认真。

两年多前，她将这一黎族文化瑰
宝带入了课堂，将画室变作了创意飞
驰的舞台，让文化传承附上天赋、兴趣
的翅膀，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部
分。两年多后，学生们“回报”的1200
件作品，成为了全丽妃珍藏的瑰宝。
其中的40余幅精品之作，还以国际礼
物的身份，赠送给前来交流的俄罗斯
师生代表团，受到俄方友人的喜爱。

但随着课程发展，全丽妃也遇
到了“瓶颈”：学校场地有限，学生业
余时间紧张，开展黎锦织绣的手工
实践不现实。但如果黎锦纺、染、
织、绣四大技艺的学习，仅停留在纹
样设计上，又无法令黎族年轻一辈
深入理解和发扬这门古老文化。

如何破解？在“非遗学堂”这一个
月的脱产学习中，全丽妃与海南各市

县的“织绣达人”成为了亲密的同学、
朋友。在完成自己的结业作品——黎
锦织品装饰的黑色手提包的过程中，
一个计划逐渐成型于她的脑海：将来
可以和校外“绣娘”合作，请她们将学
生们的黎锦纹样设计图织成黎锦实
物，然后纹样设计与黎锦实物一起走
出校门参展，扩大交流……

“这样一来，学生的设计就能与实
际黎锦织造相结合，实现了黎锦意匠
纸图案的成果转化，学生们也能更深
刻地感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的魅力，提
升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重返校园的
全丽妃浑身充满干劲：“首先下学期我
打算开设软件设计黎锦纹样课，然后
……”一名徘徊在画室里、已高三毕业
的女学生听后兴奋地大叫起来：“老师
我也想学！”

6月17日上午，阵阵掌声，不
时从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的一座
阁楼里传出。由海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指导、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承办的“非遗学堂”，首
期黎锦技艺培训班这天结业了。
49名来自我省6个少数民族市县
的学员，不分男女老少，都穿上了
黎族服饰。他们脸上有不舍，更
多的是跃跃欲试的期待。

看着台下一张张专注的面
庞，授课老师之一、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宣传统战部负责人符玉梅心
中充满感慨。因为这一届参培的
学员更加多元化、素质普遍较高，
意味着黎锦技艺传承的培训“强
基础、增学养、拓眼界”的效果，也
将更加突出和持久。

他们当中，既有15岁的中学
生，又有从业20多年的老“绣娘”，
有少见的男学员，还有4名本科学
历学员，均是从非遗传承人后代、
从业者、爱好者中择优选拔而出。

在“非遗学堂”近一个月的封
闭式脱产培训中，学员们集中精
力密集汲取“养分”。20多门课程
包括《黎锦双面绣技艺》《传统植
物染色技艺》《色彩构成与表现》
等技能课，夯实纺染织绣的技法；
又有《非遗保护的伦理和规范》
《黎锦发展历史、现状及当代价
值》等理论课，帮助学员从更高层
次，理解黎锦这门世界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的意义；还有《黎锦
特色旅游产品设计》《非遗文创与
市场运营》《调研考察民间黎锦生
产基地》《侗锦研培案例分享》等
实操课，帮助学员制作出符合时
下市场口味的产品。

“你们当中一些学员本身就
是当地非遗传承的领头人，希望
你们回去后，能带着新的技能、新
眼界、新观念，把黎锦技艺传播给
更多人，实现我们‘培训一人、带
动一片’的初衷……”符玉梅的叮
嘱，让台下的学员们频频点头。

人群中，两名男学员格外惹
眼。在黎族传统文化中，黎锦的

纺染织绣的技艺是传女不传男。
但如今，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早已
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打破。

本期优秀学员陈学晓，就是
一名热爱黎锦技艺的黎族男青
年。这极大地引起了记者的好
奇：“你们来学黎锦，会比女学员
面临更多障碍和困难吗？”

“只要热爱，有困难都不怕，而
且我学得很快，黎锦、黎陶、竹木器
乐、黎族舞蹈，我都会一点。”陈学
晓自豪地说：“我们黎族没有自己
的文字，但祖先的思想智慧、喜怒
哀乐和日常生活，都藏在黎锦中的
纹样中，所以我特别希望多学一
点，多点人学，大家一起传承民族
文化，让更多人了解黎锦的魅力。”

结业这天，来自三亚市海棠
区北山村委会的计生员吉菊莲尤
为激动。“我最开心的就是在‘非
遗学堂’掌握了哈方言反面绣和
双面绣技法，这些是平时很难学
到的。”但身为当地黎锦合作社创
办者，吉菊莲还有更多渴望：“我
想把黎族五大方言区的黎锦技艺
都学会，然后教给更多人，传承技
艺和带动就业一举两得！”

学员中“雄心”最大的，大概
要数三亚市民族中学的美术老师
全丽妃。教了两年多《黎锦哈方
言纹样设计》校本课程，她从不少
黎族学生身上发现了卓越的美学
天赋：仅仅是学习基本绘制方法
和经典黎锦图案阶段，一些完全
零基础的学生，就能设计出许多
活泼生动、别具风格的新鲜纹样，
巧妙运用撞色、渐变色、彩虹色等
方法，就能搭配出或柔和或明快
或高级的色彩。

这让全丽妃看到，黎锦未来
要走出“深闺”、走入生活，更多的
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因此她构
想，通过“非遗学堂”找到一座“桥
梁”，搭建起学生与“绣娘”的合
作，创意的设计配上精致的手工，
让黎锦这一古老物品，以旅游特
色产品、文创产品的形象出现在
世人面前。

首期黎锦技艺“非遗学堂”三亚结业

“非遗达人”齐绣绚丽黎锦
■ 本报记者 孙婧

全丽妃的手机里存了很多学生的
作品，展示中充满了自豪。 孙婧 摄

首期“非遗学堂”汉族学员全丽妃：

让黎锦设计创意飞翔

海南非遗传承走向品牌化

高校开办“非遗学堂”的探索

聚焦

作为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黎族在千百年间创
造出纺染织绣技术、制陶工艺、黎族船型屋建造技
术、黎族打柴舞等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弥
补了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短板。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
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诸多诞生于农耕文明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技艺难习、成品远离市场
需求、传承人群日渐式微等等存续难题。如黎锦、
黎陶类产品，往往作为展览、教育、收藏之用，被束
之高阁。

“文化一旦走进博物馆，也就成了死物。”正是
看到了这一趋势，我省各地在着力开展各类的传承
人培训工作。政府、高校、社团组织的陆续加入，以
及非遗传承人思想观念逐步更新的趋势，都为非遗
传承保护注入了新鲜灵感，提供了广阔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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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创作的黎锦手提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首期“非遗学堂”学员展示自己的作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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