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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承人“脑洞大开”

“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十七八岁。”今年55
岁的武麦花，仍记得自己即将踏进清华校园时奇
妙的心情。2015年，一个意外的机会让她成为清
华大学非遗研修班第一期学员，同学中不乏国家
级、省级非遗传承人，而自己当时“啥也不是”

“和人家差得太远”。出于自卑，一开始上课的时
候她总是坐在后排。

渐渐地，武麦花被课程内容迷住了，老师们
讲了很多她从来没听过的东西，让她对刺绣有了
全新的认识。“以前就是简单地遵照传统惯例来
绣，对于要绣的东西只有一个大致想法，比如想
表达多子多福的祝福，就绣个石榴。”清华美院
的老师却强调“设计”：图案尺寸多大？选取什
么角度？颜色如何搭配？……“原来觉得澄城刺
绣就是针线活，听了课才知道，这是一门艺
术。”武麦花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非遗
进清华”项目负责人陈岸瑛将这个过程形容为

“脑洞大开”：“我们的课程主要是打开非遗传承
人思想上的种种局限，包括对传承手艺的认识，
对地方文化的认识，还有对于当代社会、流行文
化的认识等。”陈岸瑛介绍，非遗研修班先由校
内外专家讲授基础性课程，再组织非遗展演，对
学员进行分组指导。然后进入创作环节，导师和
学员共同探讨，完成结业设计。结业答辩通过
后，学员回到家乡，花几个月时间将设计方案变
成作品，带到结业成果展上展示。

武麦花的导师是清华大学染织服装艺术设计
系副教授李迎军。这个长着娃娃脸、看起来比她
年轻的老师，却出乎意料地给了她当头一棒。

“结业作品的设计初稿交上去后，李老师很严厉
地说我没用功。他告诉我，从这个班走出去是要
代表清华的。听完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
到住处，武麦花埋头重画设计稿。画了几十遍
后，感觉可以了，马上把图样给李老师发过去。

“我以为才晚上 10 点，实际上已经到了早上 5 点
多。没想到李老师很快给我回复了一个赞。”

此后，武麦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学习。周末
不上课的时候，她在学校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
天。她如饥似渴地翻阅与陕西民俗文化相关的
书，一页页地拍照记录。照片把手机和U盘内存
都占满了，只好让女儿再给她寄一个U盘。

结业答辩时，武麦花设计的 7款“猴年贺岁
片”顺利通过评审。回家之后，她又有新的灵

感，再来参加结业展时，武麦花带来了 20 款绣
片。这些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猴子形象绣片，
赢得了在场专家的称赞和文化部领导的肯定。武
麦花激动得眼泪流下来。

回到陕西澄城，武麦花全心投入刺绣事业。
她四处拜访老绣娘，收集老绣片，汲取面花、石
雕等当地民间艺术的营养。她将传统刺绣工艺应
用到家居、服饰等生活用品上，研发了虎头眼罩
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刺绣产品，备受市场欢迎。她
还去陕西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参加培训，不断提
高刺绣技艺和设计水平。如今，武麦花成立了自
己的公司。在她的带领下，一批当地妇女加入刺
绣产业，留在家乡就能挣钱。

跨界合作激发创新灵感

与武麦花不同，何满在参加研修班之前，已
经是青海湟中“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项目国
家级传承人。何满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
银匠，从小何满就跟着他们打造银铜器。1994
年，何满在塔尔寺脚下租下店面，自立门户。他
先后带了十几个徒弟，但留下来的并不多。“这
个行当现在不好做了，我是家族里少数坚持下来
的。年轻人觉得活难、挣钱少，不愿意学。”

收到清华大学第二期非遗研修班的邀请时，
对于行业发展充满忧虑的何满，一口答应下来。
为了这次赴京学习，他甚至推迟了女儿的婚期。

“何满是这期研修班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年
龄也比较大，很受尊重。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和
年轻人打成一片。”陈岸瑛说。

过去，湟中银铜器以酥油灯、香炉等宗教用
品或藏族特色饰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
传统银铜器销路越来越窄。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何满更多地制作茶具、酒具、餐具等日用品。在
清华非遗研修班，何满遇到了来自浙江嵊州的竹
编技艺传承人吕成，经过讨论，两人产生了把竹
编和银器结合的思路。

“过去我们做银器，其他元素都不加。纯银
的茶杯一方面成本高，另一方面盛着热茶容易烫
手。加上竹编杯套后，造型更好看了，也不会烫
手。”何满和吕成共同开发了竹编银杯、竹编纯
银一体壶，推向市场后大受欢迎。

“非遗传承人以前专注于自己的项目，对于
其他传统工艺了解较少。我们提倡‘1+1合作’，
让不同门类的传承人相互交流，共同设计作品，
在交流碰撞中产生了很多好的创意。”陈岸瑛说。

回到湟中后，何满将当地的土族盘绣与鎏金

铜壶相结合，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他
还与山西剔犀传承人何鹏飞合作，为银质佛塔加
上漆器底座。

“研修班让我开拓了思路，见识广了，想法
多了，合作的路子也打开了，能够更好地将传统
工艺发扬光大。”何满感慨道。

海外学生带来国际视野

“这真的是一个意外惊喜。”去清华非遗研修
班之前，福建脱胎漆器传承人陈路茵没想到自己
还能和外国人一起设计作品。2017 年 5 月，清华
大学非遗研培计划首次与全球创新设计研究生项
目（GID）合作，以“青瓷与大漆”为主题的第六期、
第七期学员，与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帝国理工
学院的研究生，共同开展了一个多月的学习。

陈路茵和来自河南的钧瓷传承人任英歌、来
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瑞士学生章楷 （Gregory
Pepper） 分在一组。课余时间，三人会去校外逛
逛。“有一天我们到老舍茶馆，品尝了普洱、红
茶、乌龙茶，还欣赏了一位女士表演茶艺，非常
优雅，让我大开眼界。”章楷回忆道。

爱上了中国茶的章楷，想选择茶具作为小组
的设计对象。陈路茵提出用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作
为设计主题。经过多次讨论，一款以钧瓷为壶
身、杯身材料，以大漆为底座和壶钮材料的十二
生肖旅行茶具，逐渐有了雏形。

在合作中，章楷为陈路茵、任英歌带来了新
的设计理念。“原来我们开发产品，更多是从工
艺的角度而不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跟章楷交
流之后，我会更多地思考使用者的需求和生活习
惯。他还会跟我们聊未来的环保设计理念，让我
们很受启发。”陈路茵说。

陈岸瑛认为，非遗传承人和艺术专业学生的
交流能让他们各取所长，海外学生的加入更是能
给传承人带来国际视野。“参加研修项目的学
员，不仅提升了能力、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
增强了文化自信。培训结束后我们会长期保持联
系，邀请他们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提供各
种机会，老师们还会去传承人所在的地区进行回
访。通过种种方式，帮助非遗传承人成长和发
展，并带动当地‘非遗脱贫’和传统工艺复
兴。”陈岸瑛说。

呆萌的卡通青铜立人站立两旁，
红色横幅上写着“欢迎各位网友莅临
指导”，点击“前往签到”箭头，就
进入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线上开幕
式。近日，改造升级后的三星堆博物
馆综合馆以云展厅的形式向公众开
放，吸引众多网友前来“揭幕剪彩”。

进入云展厅，首先呈现的是开幕
影片 《一眼千年》，透过青铜面具之
眼，回顾三星堆考古发掘历程。随后
是馆长致辞，策展人和设计师解读三
星堆综合馆改造理念。网友可以通过
给三星堆金面人头像“贴金”的方式
为综合馆云展厅揭幕，参观综合馆全
景VR展、收听专业讲解，并与三星
堆国宝合影留念。

“这是三星堆博物馆首次举办线
上常规展览，是我馆在闭馆的特殊情
况下，利用现代技术，突破展陈边
界，增加博物馆文化供给的一次尝
试，也是我馆‘复工复产’的举措之
一。”三星堆博物馆党组书记、常务
副馆长朱家可说，“希望能以这种特
殊的开幕式和展览形式，吸引更多观
众关注和参与，一起‘云逛三星堆、
梦回古蜀国’。”

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改造工程历
时3个月，原计划于1月25日正式开
放，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
按期开馆。三星堆博物馆紧急组织数
字化采集，制作VR云展厅，为网友
奉上一场精彩的开幕式。

据悉，改造升级后的三星堆博物
馆综合馆展馆面积 4000 平方米，展
示文物 394 件 （套），包括陶器、玉
石器、金器、青铜器等，其中一件出
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商代玉璋是
首次在常设展览中展出。展厅以蓝灰
色调为主，营造大气通畅的观展场
域，通过青铜大立人、金面罩、金
杖、青铜神树等重量级文物打造展览
中轴线，表现三星堆文化“人与神”
的主题。展馆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
以视频、动画等形式再现三星堆发掘
历史场景，还原三星堆古城面貌，展
现重点文物的细节及背后的故事，让
观众更全面、更深入地感受三星堆文
化的魅力。

抗击疫情期间，三星堆博物馆在
微信公号上推出“趣说三星堆”社教
小课堂，整理历年线上临展、三星堆
相关纪录片合集，并举办多场网络直
播活动，反响热烈。2月23日，三星
堆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
博物馆等全国八大博物馆齐聚淘宝直
播间，开启博物馆“云春游”。直播
间瞬时观看人数最高达 120 万人次，
网友点赞超 23 万次，评论 1.8 万多

条。29 日，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人民
直播、新浪一直播、快手、华西封面
直播、广汉融媒体、德阳晚报举办 4
场直播，展示综合馆改造升级后的新
面貌及多件镇馆之宝，累计观看人次
超过150万。

整齐列队的汉代铜车马俑、“魏
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威严勇
武的关公铜坐像、记载军粮调运的走
马楼吴简……近日，“三国志——文
化主题特展”推出线上展览。点击进
入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线上导览小程
序，一幅气势恢弘的三国历史画卷
在眼前徐徐展开。

“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由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携手中国文物交
流中心举办，原定于1月23日在中华
世纪坛开幕。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
展品最全、珍品最多的三国主题文化
特展，此次展览汇集全国 10 余个省
区市近 43 家文博单位的 179 件组文
物，全景式展现真实的三国图景。

展览分为序厅、强汉兴衰、天
下三分、重归一统几部分，勾勒了
从汉至晋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曹

魏、蜀汉、东吴各具特色的文化风
貌。179件组展品类型丰富，囊括近
年三国考古研究若干代表性成果，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河南安阳西高
陵大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
大戟”石牌。这块黑色石牌是曹操
生前所用武器的铭牌，上刻文字为
汉末“八分体”隶书。作为佐证安
阳西高陵大墓即为“曹操高陵”的
关键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
戟”石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
让观众得以管窥三国时期的书法篆
刻艺术。

明代关公铜坐像是河南新乡市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造像高 172 厘
米，宽118厘米，重578千克，其体
积之庞大、铸造之精美、造型之独
特，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少见。关羽
头戴包巾，身披锁甲，双眼微张，
面容威严，长须自然垂于胸前。不
同于常见的跨马出征或手握大刀立
像，此件关公像呈坐姿，右手握拳
平放于右腿上，左手展开按压左
髀。人物动作生动自然，面部表情
栩栩如生，不借助仪仗兵器等道
具，就将关羽忠义神勇、气撼山河
的形象充分表现出来，反映了明代
铸铜工艺的高超造诣。

此前，为纪念 《中日文化交流
协定》 签署40周年，中日双方共同
举办 《三国志》 特别展，于 2019年
7 月起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九
州国立博物馆相继展出，引起热烈
反响。该展览回国后，大部分展品
在“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中
呈现，让国内观众得以一睹在海外
备受欢迎的大展风采。

受疫情影响，“三国志——文化
主题特展”暂停线下展出，运用数字
全景技术将线下展厅在线上真实还
原，部分重点展品可以查看高清图片
和文字说明。线上展厅提供语音讲
解服务，来自北京多个小学的“小
小讲解员”向大家娓娓讲述文物的
来历和背后的故事。中华世纪坛艺
术馆还在央视频和快手举办两场直
播活动，考古专家带领观众走进展
厅现场，近距离感受三国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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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特展上线啦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三国志”特展上线啦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为非遗插上创新的翅膀
林子夜

黑色卫衣上绣着一只舞狮的米奇，它身着中国传统
红褂红裤，高举着鲜艳的狮子头。狮子的绿色毛发采用
絮絮绣工艺，呈现出毛茸茸的逼真感，眼睛部位采用花
馍面艺技术，显得立体有神。这是陕西澄城刺绣传承人
武麦花与某服饰品牌合作推出的“米奇贺岁”鼠年限量款
卫衣，一经推出就受到许多喜爱“国潮”的年轻人追捧。

如果没有几年前的一次机遇，武麦花可能只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普通绣娘。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启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清
华大学成为首批试点院校之一。武麦花经当地文化馆推
荐，参加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一期非遗研修班。

自2015年起，清华美院非遗研培项目组共举办了13
期研修班，培养了260余名非遗传承人。2019年底，在
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培计划工作团队被评为“2019中国
非遗年度人物”，成为唯一获此荣誉的团队。

左：武麦花创作的虎头眼罩 右：武麦花绣“米奇贺岁” 武麦花供图

何满制作的竹编紫铜一体壶 何满供图陈路茵、任英歌、章楷联合设计的十二生肖旅行茶具 陈路茵供图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