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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珠绣做成更多让人喜欢的作品，让更多中国人
不再只爱外国的名牌包，这就是我的愿景。即使会很
辛苦，我也一定要走下去。”采访中，“90后”珠绣匠
人陈晶晶这样说。

《中国匠人电商生态观察》指出，越来越多的青年
群体展现出了对传统手工艺的认同，并愿意将其作为
职业选择。数据显示，“80后”“90后”手工艺从业者
在电商平台“东家”上占比达到六成。青年匠人们正
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焕发出新
的生机。

【担起传承之责】

普通人常以为，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仍
坚持做传统手工艺的匠人往往年龄偏大。但实际上，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乐于担起传承传统手工艺的责任。

陈晶晶出身于一个珠绣世家。为了圆自己的珠绣
梦，更好传承家乡的非遗手艺，2014年陈晶晶辞去了
服饰设计公司首席设计师的职位，在珠江边上创立了
自己的珠绣工作室。在陈晶晶的眼中，蕴含中国智慧
的手艺，如果年轻一代不愿意去传承，未来只能失
传，到时再悔恨也是徒然。

除了传承，手工艺能带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慢
节奏”生活，也是青年匠人看重并喜爱的因素之一。

“4年前，在做完属于自己的第一个钥匙包后，我就知
道皮具能让我完全沉下心来，而不是像几年前的我，

动不动就会很焦躁。”“80后”皮具手艺人项敢这样说。

【融入现代技术】

今年 5 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令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在论坛的国礼备选名单
中，除了漆器、珐琅掐丝等中华传统艺术品外，一款
精美的木制手包格外引人注意。而这一设计，出自 3
位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80 后”
海归之手，他们是祁天、李煦、李渊君。

名校毕业生，放着好端端的建筑师、工程师职业
不做，却做起了木匠活儿。对此，3 个人最常听到的
一句话就是“可惜了”。用祁天的话说，“那时，你会
觉得自己像一个退潮时被独自留在沙滩上的贝壳。”然
而，别人的非议并不能打消他们对木艺设计的热爱与
执着。

祁天爱上木作，源于对唐朝木镶嵌技艺的喜爱。
他赞美唐朝的技艺“完爆当今国际一线品牌”。为此，
他萌生出这样的想法：如果用当代设计和技术，把传
统之美与古法技艺应用到今人的生活中会怎样呢？

“工匠精神不等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我们不拒绝现
代技术。”与祁天一起合作的李渊君，这样解释他们心
中的“工匠精神”。

他们利用先进的电子设备，结合精细的手工，复
原并改进了传统的木镶嵌技术。从设计到制作，3 位
小伙伴用时 1 年，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款作品——一个

设计灵感来自于唐代琵琶的唐草纹满工嵌花木作手
包。从此，3 人正式创立了自己的木作品牌。而今，
更是带着他们的产品走上了世界舞台。

【借力电商平台】

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普认为：“对于手
艺，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在当今
时代，通过互联网销售来将各种传统工艺传承下去无
疑是最好的选择。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专注于做产品设计，售卖这块
儿不行，所以收入比不上上班的时候。后来男朋友辞
职来专门帮我做手工产品的网络推广，现在的收入比
从前在公司做首席设计师还要高。”陈晶晶说。如今，
她的珠绣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互联网出售的。

除了大众熟知的微信与淘宝，一批专注于推广原
创手工作品的电商平台如“东家”“想去”“艺匠”等
也在兴起。以“东家”为例，该平台汇聚了4000多位
顶尖匠人，既有手工艺大师也有年轻匠人，作品覆盖
茶器、首饰、服装、文玩、家居、古法食品等。

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环境中，与时俱进
的运营至关重要。据了解，不少创新的电商用众筹、
拍卖、直播等玩法直接带动了匠人作品销量的提升。
赵普举例说，沉香师历国栋入驻“东家”4 个月后，
累积交易金额超过200万元，其中100万元就是通过直
播拍卖成交的。

近期，哈佛燕京图书馆宣布，该馆 4200
部、共约5.3万卷中文善本特藏的数字化工程
历时 10年，现已全部完成，公众可免费在线
阅读。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专门用于收藏与东亚相关文献的场所，其中
特藏的中文古籍善本以质量高、数量多著
称。“将中文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并在网上
向公众开放，这就是我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
化工程的目标。”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道。

时至今日，以各种方式流传至海外的中
文典籍数量已颇为可观，国内外相关机构正
紧锣密鼓地进行海外中文古籍的编目与数字
化工作，共同期待着以数字化方式唤醒海外
存藏的中文古籍，嘉惠学林。

■中外携手摸清“家底”

目前，已知流传到海外的珍贵中文古籍
主要分布在亚洲、西欧和北美地区，而要完
全了解海外中文古籍的存藏状况，还有待于
海内外加强合作，以获得更可信的数据信息。

“我们计划在一两年之内，与中华书局合
作出版我们中文古籍的目录。”8月15日，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兼东亚图书馆馆长
周欣平告诉本报，北美很多大学图书馆都在与中国国内
一些单位合作，准备出版各馆的中文古籍目录，“就北美
大陆来说，这个工作应该最近五六年就可以基本完成。”

周欣平表示，晚清以降，不少中文典籍被西方传教
士和中国学者带到了西方；自20世纪初起，有些直接被
海外学术机构采购；这些典籍十分珍贵，其中不乏国内
已看不到的孤本。“这批材料对国外学界研究中国文化和
历史大有裨益，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周欣平认为，当
前海内外学界的一大任务，是进一步摸清海外中文古籍
的存藏情况。

这也正是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 出版项目一直以来
的任务。该项目于 2015 年 5 月启动，由中华书局主持、
海外藏书机构共同参与。除摸清海外图书馆存藏中文古
籍的“家底”外，它的目标还在于促进散落世界各地的
中文古籍善本以影印、数字化等形式重新面世。中华书
局的张进向本报介绍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编纂工作

的最新进展：北美地区的工作开展最为成熟，今年已经
出了 3种书，年内仍有出书计划；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
在欧亚地区逐步展开合作。截至目前，签约合作的单位
达到17家，正在商谈的有10家。

■免费公开造福全球

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中文古籍
的数字化与公开化正帮助世界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

“由传统向数字化转变是个大趋势，图书馆的价值体
现在馆藏资源可供读者获取和使用。”郑炯文说。此次哈
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项目的完成，便为海
外中文文献资源数字化共享树立了典范。在互联网时
代，哈佛燕京图书馆率先利用新技术将中文古籍数字化
成果与读者共享，将大大造福全球学界和民众。

“就像梁启超所说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周欣
平同样表示，“只有所有图书馆都做到免费公开，才能把

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准提高，因为它方便了研
究，方便了学习，也方便了大众。”

“认识中国就要读中国的书”。周欣平
说，“尤其在国外的学界，对这些古籍的研究
是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途径。”

■保护工作有序推进

海外中文古籍的保护与编纂并非易事，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目前，保护工
作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对中国古籍有深
入了解的专业人士。“总的来说，海外中文古
籍保护工作的质量参差不齐”。郑炯文认为，

“海外图书馆需要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才
能做好这一工作。”

郑炯文表示，在此前哈佛燕京图书馆中
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的运作中，中国国家
图书馆在“经”“史”等部的工作上给予了帮
助。“我们希望中国专家能定期来北美东亚图
书馆访问，帮助整理、加工和维护馆藏古籍，在
编目工作和抢救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

对于这一难题，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
的做法是“请进来”和“送回去”。“我馆与
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有着多年的合作”。周

欣平说，“一方面，我们请一些中国的古籍专家到美国帮
助整理古籍善本；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把一些中文古籍
送回中国，请国内相关专家团队协助整理。”

“目前来说，已经数字化的古籍基本上都开放了，还
没有数字化的也要逐步开始数字化再开放，这一潮流是
不可逆转的。”周欣平说。如今，海外中文古籍目录编纂
已步入正轨，影印出版和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也在有序进
行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海外
存世中华古籍的辉煌全貌。

据媒体报道，9 月 15 日起施行的
《十堰市武当山古建筑群保护条例》规
定，武当山古建筑群的一砖一瓦都将
受到法规保护，游客有损害武当山古
建筑文物安全的行为，最高可处以 50
万元罚款；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保护范
围内，不得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
钻探、挖掘等作业。

武当山是道家名山，素有“亘古
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美誉。
武当山古建筑群 1994年就入选了 《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国之珍宝。近年来，湖北
省及十堰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禁垦、禁牧、禁伐、禁建。此次十堰
市专门出台保护条例，不仅对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加以更严格约束，而且进
一步明确了不得在保护范围内开展有
关施工作业，规定更严格、处罚更严
厉。

古建筑保护就应该严格有力。这
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对游客行为必
须严格约束和规范，避免乱刻乱画破
坏文物，防止使用烟火造成古建筑焚
毁等。我们常说文物是无价之宝，对
无价之宝就该有强有力的保护措施。

其二，围绕古建筑的开发，地方
政府须保持应有的审慎。因为历史渊
源、文化地位，武当山一向是资本关
注的焦点。武当山的养生、旅游、文
化、武术等资源，哪一样都很容易迅
速变现，如果不限制开发，一夜之间
就会有很多项目拔地而起。但从对古
建筑、对世界遗产、对未来负责的角
度看，过度开发实际上就是破坏，变
味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损毁。相反，审
慎才是保护，不发展才是发展，无为
而治才是长远之治。

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大家都懂，但
总有一些地方按捺不住“开发”的冲
动。有的地方以“要发展要吃饭”为
由，把好端端的古建筑搞得丧失了历
史风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
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 76 万多
处，其中17.77%保存状况较差，约4.4
万处文物已经消失。保护文物不容易
出成绩，是“潜绩”，文物的破坏或消
失却显而易见，一旦产生破坏性后
果，就再也无法弥补。

禁垦、禁牧、禁伐、禁建，近年来武当山看似“无
为”，实则有为。特别是，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
武当山遇真宫被就地“飞升”15米，这项保护工作耗资
超过两亿元。对此，有人说不值。到底值不值？有关部
门以不计代价保护的决心做了回应：文物保护不能用金
钱衡量。由此而论，武当山对损害古建筑文物安全的游
客处以最高 50 万元的罚款也
好，要求不得在保护范围内开
展施工作业也罢，处罚只是手
段，确保古建筑不受损害才是
目的。古建筑保护，就应该严
上加严。（据《光明日报》）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草原秋意显现，
美丽如画。

图为在呼伦贝尔草
原，成群牛羊正在悠闲地
吃草。

高荣光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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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天池景色美天山天池景色美

福礼堂《周礼》。 （资料图片）

入秋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天池风景
区秋高气爽，景色秀丽，美不胜收，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观光。 周东潮摄 （人民视觉）

近日，“非遗文化月”活动在江苏扬州瘦西湖
风景区举办，众多绝活轮番上演，为游客献上一
道“非遗”文化大餐。图为扬州木偶艺人在进行
木偶表演。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