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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
造物文脉，比之于文字典籍和习俗传
统，更大程度上以物质形态融会了一
个民族的创造力。衣食住用，智慧匠
心，塑造了生活的艺术。一段时期以
来，作为农耕文明积淀生成的经验智
慧，传统工艺美术在工业化、城市化
等现代化急剧转型过程中受到了冲
击，发生不同程度改变，是存续、复
兴，还是走向边缘化甚至被取代湮
没，根本还在于生活的基础、文化的
土壤和内在创造力的培育与发展。我
国当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凸显的正
是一种回归生活的历程。改革开放以
来，工艺美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外
贸为主，转向民族文化传统、生活内
涵的再发现；从经济创汇，向文化保
护传承以及学科建设深化拓展；从专
业教育、行业领域进一步延伸到大众
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更广阔生活领
域，经历的正是一种生活价值回归的
历程，是回到生活本身、创造生活之
美、续写匠心文脉的发展历程。

回归生活

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工艺
美术曾两度承担出口换汇重任。由于
投入小、见效快、具有鲜明的民族文
化特色，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
机制。据统计，1952 年我国工艺美
术出口值3322万元，1972年出口近8
亿元，1981年突破15亿元。“刺绣剪
纸换拖拉机”，工艺美术成为国民经
济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应该
说，外贸领域的工艺美术产品主要趋
向于特种工艺品，大多是造型考究、
精工细作的摆设品，延续传统题材，
体现工艺匠作，在跨文化传播中主要
作为传统文化形态的观赏品，与生活
日用存在一定距离；同时，统购统销
的生产和销售机制也使工艺美术生产
者适应市场的能力相对较弱。“工艺
品实用化和日用品工艺化”成为发展
的潜在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
文化艺术译介等形成热潮，思想文化
更趋活跃，“寻根”意识和文化潮流
兴起，从本土现实和传统出发重新认
识工艺美术的生活基础和文化内涵，
成为一种必然。这一时期，在对工艺
美术的返乡寻根调查中，我们深切感
受到，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精
工典雅的工艺美术以新的面貌回归日
常生活。城乡生活里，节日的工艺装
饰、自己裁剪的服装、打制的家具，
还有“家庭三大件儿”里的电视机、
自行车往往要添上手绣的布罩、编织
的座套，这些具有“实用、经济、美
观”特点的手工艺，朴素新颖，富有
时代气息。它们往往不是传统样式的
复刻，充满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美的追
求，成为一种时代生活的印记。工艺
美术发展显然不只是一种经济生产行
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包括人
们怎样认识“物”的价值，如何营造
生活之美。

进入 90 年代，经济改革进一步
深化，工艺美术企业改制，不少生产
要素回流到农村，村民利用农闲时间
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涌现了不少专业
村、专业户，工艺美术作为一种农村
副业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农村文化产
业”发展形态。在调研中我们看到，
山东临沂发展柳编工艺，开展杞柳种
植和编织，临沭、郯城、莒南、河东
4 个县区、13 个乡镇，形成了 100 多
个生产专业村，柳编工艺生产成为名

副其实的区域支柱型产业。其意义不
仅在于乡村副业生产的发展，也意味
着工艺美术资源重新回归乡村的文化
母体，包括对于天然材质的发现、利
用以及重建生活传统的紧密联系，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
巧”等造物传统再次被激活，工艺美
术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阔的应
用空间。再比如福建仙游县，早在明
清时期就形成了古典家具“仙作”的
独特风格，在工艺企业乡村回流过程
中形成一批工艺品生产专业村、专业
街，成为国内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大的
木雕、古典家具生产基地。这也是传
统工艺的文化信息被激活，木雕、家
具的生产和销售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
和生活美学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
时，城市生活里，装潢设计、环境设
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等逐步发
展，传统工艺的样式或技艺为现代设
计所吸收，小到生活日用、居家陈
设、首饰服装，大到公共空间、建筑
环境、仪式庆典，工艺美术设计融入
其中，成为具有自身文化内涵的现代
工艺美术形态，也是当代社会生活中
体现造物之美的新时尚。在这一时期
的调研中，我们看到，民间石雕工艺
已由生活实用转向现代园林石雕艺术
品，乡村的织花土布由过去的被面床
单转向现代家纺、服装，传统的盘
扣、服饰绦子衍生了“中国结”等挂
件、摆件装饰品，还有年画、风筝等
转型为礼品、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
在生活的土壤中发展变化，得到传承
与创新。一方面，转化无处不在，涉
及工艺品的体量形式、功能用途、材
质用料、语言符号和技艺本身；另一
方面，传统工艺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在
加强，不变的恰恰是内在的文化创造
力，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对美的认同
和追求。生活、时代就像涌动奔腾的
河流，传统工艺要有传承和发展，不
能固步自封，不能刻舟求剑，需要不
断传承、不断吸收、不断认识和发
现，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

应该说，工艺美术构建的是一种
生活方式，是一种可感知、可体验、可
实践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只有回归
生活，才有演进更新的基础和动力，才
能形成自然而然的演化和发展。回归
生活，也在于面向生活的需要，并切实
激发起乡村、城镇广大人民群众的创
造性，也只有形成这样的氛围和机制，
才有工艺美术的市场，有对于工艺造
物的认同和持续提升的潜力，才能满
足民众高质量的生活追求。

传承文脉

工艺美术文脉的传承不仅需要普
遍的、文化生态意义上的修复与保
护，也需要教育领域、制度建设层面
的创新实践。改革开放 40 年来，工
艺美术在生活中的意义、对于民族
文 化 传 承 的 价 值 不 断 被 认 识 和 发
现 ， 对 于 工 艺 美 术 所 面 临 的 全 球
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影响，有关
保护与传承也提升到立法层次，并
在高等艺术教育、文化传承与交流
等领域深化发展。

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到，在制度
建设方面，1997 年，我国发布 《传
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保护传统
工艺美术的原则、认证制度、保护措
施、法律责任等做出规定，实施传统
工艺美术保护，各地相应建立健全地
方保护条例，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由

此提升到立法层面。特别是面对生活
形态发展演变的影响，我国吸收国际
经验，在立法层面加强了保护实践。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传统手工艺
纳入文化保护范畴，传统工艺美术作
为一种活态的、不断生成的文化表现
形式，其传承主体、表现形式、文化
空间以及所生成的持续的文化认同感

也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并采取切实措
施 加 以 保 护 和 落 实 。 我 国 于 2006
年 、 2011 年 ， 先 后 出 台 法 律 、 法
规，对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在内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界定，对
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等做出
规定。据统计，2006 年，我国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 518
项，含工艺美术类140项。正是为应

对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
念和生活观念的改变，部分传统工艺
美术品类在工业化及市场化自主选择
中受到的冲击以及面临资源流失和发
展边缘的困境，进一步健全了传统手
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机制。应该说，
传统工艺美术作为一种经验传承、作
为一种“活”的文化，具有自身的脆
弱性，健全相关保护制度，突破了以
往文物的、静态意义上的收藏和保
护，更加重视技艺、审美等文化链的
活态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专业教育领域也经历
了一系列的坚守与革新，在高等艺术
教育方面，“工艺美术”曾一度被二
级学科“艺术设计”取代，随着学科
建设自觉度的提升，2011 年“工艺
美术”再次被提升为“设计学”一级
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从设计视野出
发，突出了工艺美术的学科优势和审
美价值，传承工艺美术所蕴含的造物
智慧、文化传统、生态理念和工艺思
想，并不断融入新材料、新工艺和新
的生活理念，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
程中构建具有传承与创新活力的发展
机制，从而推动现代设计从物质生产
向文化建构深化、从产品功能向人文
情感拓展。工艺美术教育因此不仅是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意产业
的重要文化资源，包括传统造型体
系、造物思想、思维方式、审美格调
等，与当代设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工艺美术教育作为普遍的文化认知和
专业基础也有望成为国民教育的组成
部分。

在文化交流领域，一系列工艺美
术展览突破已有观念，突出工艺美术
内在文化传统、生活理念的发现与交
流。如“全国工艺美术大展”、“全国
工艺美术作品展”等重大展览，不仅
在于巧夺天工的工艺展示，更在于促
进人们了解生活之美的历程，认识具
有情感温度、象征意义的人与物的关
系。与此同时，一系列工艺美术主题
的图书、纪录片、公益活动举办，保
护民艺传统，传播工艺文化，推动发
现和发挥集人文、精工和生态特性为
一体的工艺美术价值。在我们主持的

“手艺农村”、“工艺扶贫”等不少实
践项目中，都把工艺美术内在的生活
传统、文化创造力与当代民生改善结
合在一起，以期改善物质的生活品
质，并进一步寻找民艺的创造力、凝
聚力的生长点，发展有工艺传承、人
文底蕴、情感温度的幸福生活。

续写匠心

当前，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引下，工艺
美术的发展自觉进一步深化。从《诗
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到今天
拓展到工业制造和各行各业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从民族民间的工艺造物
到今天乡愁的寻觅与寄托，工艺美术
的价值在国民精神、思想、情感的意
义上得到认识和重视，多样化良品美
器的工艺美术成为建构文化记忆、复
兴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载体，在更广泛
的生活领域形成辐射作用。

在“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审
美也是一种终极关怀”“文化也是一
种资源”的当今社会，工艺美术已成
为创意产业、时尚产业、设计产业、
旅游产业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资源，
作为显著的文化标识，成为这些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产品设计制造
中，将传统造纸、陶瓷、木雕、珐

琅、竹编、刺绣、金工等传统工艺中
的纹饰、技艺和材质等，拓展成不同
层次的日用品、创意品、奢侈品或艺
术品，提升了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和文
化标识度，复兴了现代生活中的传统
美学。又如在公共景观塑造及旅游、
休闲、时尚等服务产业发展中，通过
发挥传统工艺美术可展示、可参观、
可赏鉴、可教育的景观价值和体验价
值，设计建设城市商业综合体、博物
馆、街区景观、主题酒店、特色商
店、餐馆、画廊以及乡村田园综合
体、民宿、乡土博物馆等，突出了传
统工艺美术选材与制作的原创性、图
案造型的象征性、工艺制作的体验
性、工艺材质的温度感、场所文化的
关联度以及环境空间的历史维度，增
加了旅游体验产业的生活价值。此
外，作为一种包含独特思维感受和审
美体验造物形态，工艺美术也不再局
限于传统元素的存在，不断积淀和吸
收创新动能，包括不断融入新材料、
新工艺、新需求来创意生活品质，不
断探索将传统民艺形式与现代语言紧
密结合，将艺术与工艺设计有机联
系，进一步诠释古典、乡土、传统的
当代意义，实现多元化发展。比如剪
纸、年画、皮影、刺绣等传统工艺美
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和发展，融入
生活仪式和节庆实践活动，增强了民
众的文化认同感。比如艺术与工艺设
计结合，形成了重观念、重审美、重
个性、重收藏的当代工艺创作，传达
手工智慧所蕴含的审美意识、视觉经
验和观念趋向。事实证明，当知识、
信息、文化等成为更重要的驱动力，
工艺美术等传统生产方式、文化形态
不是在机器生产、机械美学的冲击下
被取代，而是在创意和产业机制方面
迎来了新的复兴与重建，融合传统与
时尚等不同文化信息并在新的产业机
制和传播途径中，在日常化的审美与
应用中，增进了文化的凝聚力与创造
力。比如“互联网+”打通了生产价
值链和消费价值链，山东滨州博兴县
湾头村在 2006 年诞生了第一批网
店，村民们开始在淘宝网上销售传统
草编产品；2016 年湾头村草编电子
商务从业人员达 2000 多人，建立草
编工艺品网店500多家，年销售额过
百万元的网店有 30 余家，成为闻名
全国的“淘宝村”。以“移动互联
网+社交+大数据”为依托，加速了
城乡之间工艺资源的交流转换，一批
批传统手工艺人正在经历着信息时代
的思维转型，更具有对传统工艺的认
同、设计创新能力、团队合作意识、
互联网操作经验和国际化视野，让工
艺美术焕发新的生机。

如果说人是“文化的存在、社会
的 存 在 、 历 史 的 存 在 、 传 统 的 存
在”，那么工艺美术作为亘古不息的
造物文脉，创造了可以感知的价值和
美，其内涵和意义也需要不断认识和
深化。改革开放 40 年，工艺美术的
变迁，透现的正是社会文明的发展进
程；工艺美术回归生活的历程，也体
现出对于文化传统、生活品质、产业
动力、人文境界的认识把握。进入新
时代，文化自信的提升、知识经济的
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新型社会需
求，加之艺术鉴赏理念和大众消费观
念的提升，都为传统工艺美术发展提
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
的工艺造物，心手相连，将是我们对
美的追求与创造的不竭动力。

（本报记者刘泉整理）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创造生活之美 续写匠心文脉

口述历史
——40年，中国更精彩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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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任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重大课题首席专家。

中国现代工艺剪纸应用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空间装饰 （乔晓光创作）

现代工艺植根传统家具 （“平仄”家居品牌）

庆祝香港回归纪念铜像《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常沙娜主持设计）

现代工艺复兴传统手工艺 （台湾“Yii”品牌）

现代工艺设计理念创作的紫砂壶 （作品来自上海“首届全国工
艺美术作品展”，何晓佑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