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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市民更乐意为文化消费买单
坐标： 海淀区非遗保护中心（北馆）

坐标： 四川

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生
活的舞台重新焕发活力， 一直是非遗
保护传承中的重要课题。

这个春节， 面向公众开放的 “非
遗文化展览体验” 在海淀区非遗保护
中心 （北馆） 举办。 这也是海淀京西
文化游园会的第二年， 已经成为市民
过大年、 感受非遗文化的好去处。 本
次活动中， 非遗展示不再是单一的元
素， 而是与写春联、 送福字、 拍摄全
家福、 观宫灯、 做宫灯、 挂宫灯祈福、
名师名校文化大讲堂、 非遗文化展览
体验、 非遗文化表演等文化元素结合，
探寻全新的 “非遗” 传承方式。

2月5日， 劳动午报记者走进海淀
区非遗保护中心 （北馆）， 一进门便是
开阔的大厅， 宽敞的走廊， 一间间敞
亮的工作室， 室内一张张大长条操作
桌。 每一间展室的门楣上都悬挂着统
一风格的匾额 ， 有展示雕漆技艺的
“文氏剔红 ”， 展示竹纸制作技艺的
“竹月斋古法造纸 ”， 还有定兴京绣 、
张家口面塑、 汉砖拓印、 杨柳青年画
剪纸等。

市民可亲自上场体验传统宫灯制
作 、 鸟虫篆书写 、 京绣 、 汉砖拓印 、
彩塑京剧脸谱、 剪纸、 烙画、 毛猴制
作、 鬃人、 陶艺、 风筝制作、 秸秆扎

刻 、 糖画 、 景泰蓝制作等非遗项目 ，
非遗传承人就站在身边手把手教。 有
的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大师工作室里，
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 一刀刀雕刻。
“想不到烙画能让我们家小子坐这么半
天！” 孩子家长惊讶不已。

作为传统工艺， 金镶玉的创作非
常不易， 花费的时间也长， 以在玉镯
上镶嵌为例， 最起码要花费10个工作
日的时间才能完成 。 “对于我来说 ，
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 更重要的是要
把父辈们对技艺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
同时， 我们也有责任在创作作品的过
程中， 重视 ‘工’ 的作用， 用作品诠
释工匠精神。 此外， 在与市场的对接
上， 现阶段我们已经在把金镶玉制作
技艺与饰品等方面融合。 在保留过去
传统工艺的同时， 走向民间、 走向生
活。 但对于艺术品的推广来说， 生产
力是很重要的， 金镶玉镶嵌花费的时
间较长， 如何形成规模化生产线、 如
何减少成本、 如何创新是当前所要考
虑的重要问题。” 金镶玉制作技艺第四
代传承人杨园告诉记者。

执行馆长刘志强介绍， 海淀区非
遗保护中心 （北馆） 是本市最大的非
遗体验展览中心， 本次活动共有30个
非遗项目， 包括10个海淀区非遗项目、

5个河北省廊坊市非遗项目、 5个河北
省张家口市非遗项目、 5个天津市非遗
项目、 5个大运河及西山文化带沿线项
目 ， 所有展示项目均免费开放 。 首
批开设15个大师工作室， 由非遗传承
人手把手教市民毛猴、 汉砖拓印、 活
字印刷、 京绣、 编结技艺等非遗制作
技艺。

要问为什么把大师工作室布置成
教室的样子 ？ 刘志强告诉记者 ， 这
是他们成立时候的初衷， 是想通过非
遗体验活动， 借教育来提升大众尤其
是青少年对非遗产生兴趣， 从而传承
非遗。

此外， 刘馆长还透露， 从开办至
今， 两年的时间里， 他发现， 越来越
多的市民愿意自掏腰包主动来体验非
遗制作， 文化消费悄然增多。 “这种
愿意为文化买单的变化， 不可不说是
一种进步。”

据了解 ， “非遗文化展览体验 ”
是由北京稻香湖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 司 主 办 、 海 淀 区 非 遗 保 护 中 心
（北馆 ） 承办的 “第二届京西文化
游园会” 的其中一项， 于2月5日至9
日、 19日共举办6天， 旨在丰富首都市
民传统节日文化生活， 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

今年春节 ， 劳动午报记者返乡 ，
走亲访友， 先后到重庆市， 四川省自
贡市大安区、 富顺县， 南充市南部县、
仪陇县等地。 几年不回， 巴蜀大地又
有了新变化。 这不， 今年这次回家记
者就有好几个新发现。

第一个发现： 洪崖洞成网红。 重
庆是记者父母的常住地方， 前几年父
母在北京过年， 记者有几年没有回重
庆。 今年返乡， 记者的第一站是重庆，
发现当地洪崖洞已经成网红景区。 洪
崖洞地处嘉陵江边， 紧靠解放碑， 当
年朝天门码头和解放碑是必逛之地 ，
洪崖洞并没有多大名气， 如今解放碑
旁边的洪崖洞成了网友打卡圣地。 洪
崖洞夜景非常美， 远远望去， 一片灯
火辉煌， 颇有童话世界的感觉， 很多
游客前来参观旅游， 带火了洪崖洞。

第二个发现 ： 小镇有了步行街 。
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是记者
返乡的第二站， 没有想到， 这里竟然
也有了步行街。 行走在小镇的步行街
上， 记者感受到满满的现代风格。 这
条步行街名叫金牛广场， 已经建成好
几年， 但记者是第一次返乡看见。 步
行街上还建成了现代化的酒店。 牛佛

是沱江边的千年古镇， 豆花饭、 蒸笼、
羊肉汤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 烘肘是
当地的特产。 小镇有了步行街后， 吸
引了大量百姓逛街。 春节期间， 晚上
12点步行街还人声鼎沸， 好一片热闹
景象。

第三个发现： 自贡灯会已举办25
届。 自贡灯会早已享有盛名， 造型各
异的灯 ， 发出各种光彩 ， 把节日气
氛烘托得非常好。 自贡彩灯公园是记
者返乡的第三站。 小时候的记忆依稀
记得， 但如今自贡灯会也成了自贡人
过节的一个传统，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热闹程度赛过庙
会。 以灯为媒， 自贡将灯会打造成了
一张名片。

第四个发现： 现在不流行发压岁
钱了。 这是记者在富顺县庙坝镇走亲
访友时的新发现。 原来， 近年国家推
行二胎政策， 各家普遍都有两个孩子，
如果每个孩子都给压岁钱， 家长压岁
钱支出就得翻倍， 这对百姓来说是一
个沉重负担， 因此亲友间形成一种默
契， 压岁钱就都免了。

第五个发现： 自觉交通成乡村的
新风气。 今年春节， 记者在四川自驾，

走的路有高速路、 国道、 省道、 乡道，
更有村道， 其中村道驾驶最难， 道路
非常窄， 很多村道仅容一辆汽车通过。
两车相遇时， 如何安全通行就成了考
验。 往往一方主动停车避让另外一方
先行。 一旦拥堵了， 虽然没有交警指
挥 ， 但大家还是会自主安全错车 。
“让速不让道 。” 这是老司机的经验 ，
可在村道上， 是 “让速又错道”， 形成
自觉交通的新风气。

第六个发现： 小县城有了双向六
车道。 四川南充市南部县新建了一条
双向六车道的公路， 这是记者在走访

南部县亲戚时发现的。 几年前， 记者
经过南部县时， 路面是坑坑洼洼， 一
路颠簸， 一段3公里的路， 要开二十多
分钟。 如今， 一条平坦的双向六车道
公路已经建成， 3公里的路只需要几分
钟就通过了。 沿途也进行了美化。

第七个发现： 游人热游朱德故里。
记者返乡的最后一站是四川仪陇县 ，
仪陇县是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故里 。
自驾至仪陇县时， 记者看到， 彩旗飘
飘， 路面干净整洁。 据了解， 今年春
节期间， 游人热游朱德故里， 几天时
间就有六七万人在此旅游。

巴蜀大地：处处新变化 习习文明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