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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非遗+旅游”
唤醒“沉睡的遗产”

“看非遗”成为新年俗

“南京不但山美水美，秦淮风味儿小吃
噢，那才是名扬天下哦⋯⋯”春节期间的一
天下午，从甘熙故居特展厅传来一段段地
道的南京白局说唱，不少游客驻足聆听。

说唱者是国家级非遗南京白局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黄玲玲，她正比画着，教几个学
生唱《我的家乡在南京》，“五官要全部舒展
开，眼睛、眉毛都要跟着走”。

台下，65 岁的南京市民王大爷和老友
听得入迷。他告诉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退休后每年都买南京市旅游游园年卡，尤
其喜欢来这里。“看馆里手艺人做活儿，跟
他们聊天，过年更要来看看了，这里保住了
太多‘好东西’。”

甘熙故居也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春
节期间没闭馆，因为 10 多位非遗大师带来
各自绝活而显得年味十足。记者看到，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曹
真荣手中的牛灯，透着“拓荒牛”精气神；
南京泥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何斌把紫砂工艺
融入“福牛”，头头小牛可爱淘气；“金陵葫
芦张”金字招牌张苗，用 6 头“葫芦牛”摆出

“六六大顺”⋯⋯
游客不仅能看到大师现场展示绝技，

还可参与有趣互动。馆内还开设有非遗云
课堂，7 位非遗传承人线上讲非遗知识、展
非遗魅力。“希望人们过年来这里看非遗成
为一个新年俗。”该馆副馆长刘媛之说。

今春，“非遗过大年”活动走入全省各
地——在南京，夫子庙、老门东、白鹭洲公
园等景点推出“秦淮灯彩 腾‘云’而来”展
演，100 余组大型灯组预演灯会盛景；连云
港、淮安、盐城、宿迁等地通过淮海戏、花船
表演、工鼓锣、苏北琴书、童子戏等非遗项
目，集中展示当地民俗文化⋯⋯

“非遗过年”甚至火到了海外。1月底在
悉尼启动的“江苏非遗文创精品展”，利用
VR技术展示精心挑选的我省非遗代表作及
年味文创，受到当地居民尤其华人的热捧。

“活态”展示+研学旅游

非遗旅游，近年来已在我省逐步火了
起来。

每天清晨，一板车黑泥送进祠堂后，打
泥声就从门缝中飘出⋯⋯这是惠山泥人大
师王南仙记忆中的场景。“老无锡人都晓
得，惠山古镇‘倷泥模模’多，指的就是惠山
泥人。围绕泥人，我们形成了制作、体验、
销售一体化。”无锡惠山古镇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苏文龙告诉记者，将非遗和
旅游相结合，景区专门打造了特色“旅游+
文化”产品——惠山泥人非遗体验研学游，
由传承人给孩子们详述不同泥土的特点，
手把手教授做坯、上色。这两年，无锡市中
小学生泥塑大赛、惠山古镇暑期童趣节、

“惠山泥人走进校园”等活动成功举办，惠
山泥人研学游已成当地亲子游、对外交流、
夏冬令营的必选项目。

在惠山古镇，类似“活态”展示的非遗
还有很多，比如留青竹刻、无锡精微绣、油
酥饼等。2014年起，该镇系统推进“非遗+
旅游”融合，制作、售卖非遗文化产品以及
提供相关体验的商铺占比超五成，去年古
镇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非遗+旅游’的概念自推进文旅融合
后就出现了，但要做好不容易，我们一直在
思考能有什么创新。”刘媛之介绍，南京市民
俗博物馆展览展示了南京地区 100 多个非
遗项目及 19 个项目传承人工作室，还有可
容纳 500 名游客同时体验非遗技艺的多间
教室，全年进行活态展示，“工作室都是开放
的，游客可以随时走进去与非遗传承人零距
离互动。”该馆每年还举办 10 余场非遗展
览，与之结合的“看展览 学非遗”品牌活动
中，非遗传承人当讲解员，还现场教授制作。

“可以说非遗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省文旅厅非遗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列入我国非遗名录的项目有十大
类，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
统戏剧、曲艺、游艺与杂技等，很多项目互
动体验感好、适合游客参与，可以设计成创
意课程。省内外不少非遗场馆和旅游景区
正致力于提供这样的旅游产品。

整体开发集聚“小而散”

很多非遗项目兼具文化和旅游融合潜
力，但非遗旅游开发目前还在探索中。

走进扬州 486 非遗集聚区，各类漆器、
玉器、剪纸、刺绣等让人眼花缭乱。扬州广
陵琴派第十二代传承人唐迺扬在此有间工
作室——扬州正谊琴社，20 多平方米的房
间被辟为公共大课区、小课区两块，琴社门
口搭有一方小舞台，有时他会进行现场展
示。在唐迺扬看来，非遗作为地域文化往往
传播范围有限，旅游则是很好的宣传方式，

“源源不断地把新观众带到这里，不同的文
化通过集聚区这个平台与游客接触、交融。”

“一座扬州城，就有 200 多种非遗项
目，究竟邀请哪些非遗传承项目入驻、哪些
可以跟市民游客互动、哪些‘濒危’亟需传
承保护，我们逐一研究。”扬州工艺坊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娟参与各项非遗
旅游体验活动开发，见证了集聚区自 2015
年投运到兴起的过程。

在马娟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扬州
非遗项目数在省内位居第二，但人气与之并
不匹配。“文化往往是厚重的，还需以旅游让
文化变得轻盈可感。”马娟认为，将不同非遗
文化打包整合，进行平台化运作，也便于在
周边完善酒店、餐饮等配套，更好地服务游
客。当地以国企扬州工艺坊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为运营方，打造扬州486非遗集聚区。

目前集聚区已常规化围绕几大板块开

展旅游体验服务，承办各项重大文化交流
活动，并开设非遗公益讲座、文化课堂，以
及将活态展演与静态展会相结合开发高质
量研学课程。马娟介绍，正计划进一步调
整业态，在旅游线路上实现与景区串联，统
一研发文创，强化品牌化形象包装，实现

“游、购、娱”一体化。
这一集聚化开发思路，与惠山古镇力

图实现文商旅融合的设想不谋而合。苏文
龙认为，面对小而散的非遗项目，进行整体
化、在地化、活态化保护开发，既是保持非
遗“源头活水”的关键所在，也是对非遗活
化利用的最佳路径。

人才梯队建设亟需发力

推动“非遗+旅游”的另一个难点在于
人才梯队建设。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从事
非遗传承开发者收入往往不高，从普通学
徒到省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需要长年累
月的积累，倘若不是真的热爱，往往坐不住

“冷板凳”。
民间布艺市级非遗传承人高勇已在南

京市民俗博物馆坐馆 15 年，除了制作布艺
作品，他还通过直播手工、出门讲课来收徒
传艺。他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喜欢传统
布艺的人很多，但愿意钻进去、坚持下去的
年轻人还是太少。“作为传承人，首先要不
断丰富产品、树立品牌，别人才愿意跟着
学；同时呼吁社会包括媒体更多关注非遗
及相关传承人，环境熏陶很关键；希望出台
更多政策，让非遗传承人能以此为生、将技
艺发展成艺术。”

资金短缺，也是不少非遗项目传承面
临的现实难题。“像‘非遗进校园’这样的活
动，教育部门和学校都表示支持，但一张古
琴价格最低也要 3000 元，还需要琴桌、琴
凳等，我们作为教师是无法提供的。”唐迺
扬说，他的一名学生在苏南一座城市成立
古琴协会后，在当地几所学校开设“非遗进
课堂”课程，每次仅有100元酬劳。

在扬州漆器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
来喜看来，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有待改进。

“现在各个级别的非遗传承人数量有限，也
就是说，被评上的人还在世的话，其他人即
使技艺达到了相同水平也无法被认定为同
等级传承人。当一些非遗传承人年龄大了、
不再生产作品，这个‘头衔’也就难以体现应
有的价值。”作为省政协委员，张来喜在今年
省两会上再次提交提案，建议让退休后的非
遗传承人可以带徒、返聘，同时配套考核机
制，在其年迈时可转为名誉非遗传承人。

由于涉及政府补贴，各级层层考核很
严格。张来喜不无担忧地说，扬州从事漆
器制作的人平均年龄超过 40 岁，通常要
打下 10 年基本功才能出作品，这一过程
本身就很辛苦，加上存在隐性“壁垒”，就
更不利于传承。

苏文龙介绍，围绕人才队伍建设，各地

景区也都在发力。像惠山古镇会前往一些
学校的美术设计专业招聘，引进专业人员
再进行专项培养，还会对有兴趣的景区工
作人员进行专门培养，从中挖掘人才。但
他也直言，光靠景区抓还不够，还应到相关
学校开设课程，与非遗传承基地或景区建
立长期合作，既方便学生就业，也为非遗传
承打下基础。

规范市场助力非遗“落地”

开拓非遗旅游市场的目的，最终还是
要在活化利用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方
面的探索还有很大空间。

“对非遗最好的保护传承就是购买使
用、让它进入生活当中，而不是摆放在橱窗
里。非遗只有落地，才能生根，和旅游结合
在一起才有传播价值。”高勇感慨道，非遗
艺术品其实比较契合人们的基本情感需
求，传承人一定要与时俱进设计出与当地
文化相得益彰、具有地域特色且价廉物美
的产品，才能激发游客购买使用的意愿。

目前在非遗艺术品商品化的过程中，一
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以次充好等现象。“即便
一件普通漆器，因为制作周期长，往往也要
一两千元，稍微好些的要上万元，街边那些
几十元的都是假的。扬州漆器厂已牵头制
定了行业标准，我们也呼吁政府进一步规范
行业，维护这张‘城市名片’。”张来喜说。

68岁的赵树宪是绒花制作技艺省级非
遗传承人，曾和学生为电视剧《延禧攻略》
制作 19 款绒花发饰。该剧带火了赵树宪
的绒花，与此同时，绒花制作相关研学课程
也走入人们视线。但记者发现，绒花制作
课程质量也存在参差不齐现象。拿绒花的
基本部件绒条来说，这是通过将蚕丝煮熟
后的熟绒染成不同颜色、再用烧至退火软
化的黄铜丝捻成螺旋状形成的，绒花制作
是在绒条上组装成各色样式。一些非正规
教学机构却将普通黄铜丝缠绕化纤以次充
好，一般人难以分辨。

“我们民俗馆推出这类研学课程，一般
场地免费，只需缴纳一些材料费，资金确实
有限。”刘媛之坦言，希望人们选择正规课
程，同时财政尽可能多些补贴、助力非遗传
承和推广。

规范市场、整治乱象，正是今年我省推
出非遗旅游体验基地的初衷之一。“通过打
造一批基地，开发设计更多互动性强、体验
感好的旅游体验产品，促进形成一批可复
制的经验和模式，在全省推广。”省文旅厅
非遗处负责人介绍说，“非遗旅游体验基
地”的概念由我省率先提出，随着省内外非
遗旅游活动日渐增多，创建时机已经成
熟。未来将对入选基地予以政策倾斜和资
金奖励，以达到规范市场、促进活化利用、
推动非遗传承和保护的目的。

“非遗产品如想产生更高的经济价值，
关键要为大众接受和喜爱。”刘媛之说，南
京市民俗博物馆正着手开发整合文博场馆
和旅游景点、历史文化街区等文旅资源，将
非遗传承与游客旅游体验需求相结合，设
计打造融观光体验、美食品鉴、娱乐休闲为
一体的非遗旅游线路及定制非遗体验。马
娟则希望，以更年轻的方式、更新颖的呈现
手段，让非遗文化与更多人尤其年轻人实
现“亲密接触”。

牛年春节，南京市民间木艺非遗传承

人常慧君异常忙碌。她在南京市民俗博物

馆现场雕木肖像、指导拓印牛年版画，前来

体验的游客“每天都有排队”。

春节前后，省内非遗颇受热捧，各地线

上线下推出各类非遗展演展示、体验交流

活动200余场，省文旅厅“水韵江苏”全媒

体平台非遗系列新媒体产品点击量超过

210万。

兼顾保护与利用、有效“活化”非遗，蹚

出一条开发新路子。上个月，我省首批10

家非遗旅游体验基地揭晓，作为文化大省

和经济大省的江苏，正探索将非遗与旅游

有机融合，通过市场唤醒“沉睡的遗产”。

▶上接1版 成为“幸福水天堂、产业增长极”最亮丽的底色。
会上，泰州市出台了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意见和

《泰州市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行动方案》，提出：以最好的资源支
持教育，为教育发展提供刚性保障；以最强的改革支持教育，为教
育发展激活“一池春水”；以最大的关爱支持教育，为教育发展全
面赋能。在教育设施规划的刚性执行方面，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进
行发展空间的预留和管控，必须优先保障教育用地需求和设施建
设；在教育投入的刚性增长方面，必须做到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
出逐年只增不减，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会议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各市（区）每年至少
召开2次党委常委会会议集中研究解决教育问题，市委从今年开始
也把各市（区）教育工作情况，纳入年终述职内容，进行考核考察。“如
果现在不大抓教育、狠抓教育、抓好教育，就会被先进地区拉开更大
的差距，就会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失去坚强的人才支撑。”史立军说。

泰州以最好的资源支持教育 ▶上接 1 版 目前，我们已为 97 家破产企业
办完注销登记。”徐州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
册指导处处长李艳说。

记者了解到，徐州市市场监管局 2019
年实施“1+6+N”监管服务新机制，让监管
和服务并行，做到该管的管好，该服务的服
务到位。“1”是加大对重点领域重大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6”是聚焦食品、药械、特种
设备、工业产品质量、食盐、电子商务领域开
展六大提升行动；“N”是发动机关各部门和
各县（市）区开展有关专项监管服务活动。

去年，该局启动知识产权清零、质量提
升、保护提升、服务体系提升、专利导航、执法
提升等六大行动。睢宁县家具电商崔浩的印
象很深，监管部门一方面打击劣质不合格产
品，另一方面在当地建立家具质量检测中心，
协助企业做好产品研发，从源头上提升质量。

“把管理当作服务、寓于服务中，以服
务促管理、以管理促发展。”徐州市市场监
管局不仅理念出新，而且目标明确，要实
现“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数据显示，去年
该 局 办 结 案 件 2040 件 ，罚 没 款 6517 万
元，查办的一起哄抬口罩价格案入选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十大典型案例。今年春节
期间，徐州市场监管部门多个党员先锋队

“分头出击”，组建冷链及物流防控、阳光
价费、消费维权、特设安监、执法稽查、肉
品“夜查+”和餐饮“567+”等队伍，确保春
节市场平安稳定。

“我们提出打造‘服务先锋队、监管排头
兵’党建品牌，坚持把‘书记项目’‘一支一
项’‘双联双促’和‘星级服务品牌创建’4 项
重点工作作为‘党建+’工程的有效抓手，促

进党建与市场监管业务深度融合。”徐州市
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德法说，“徐州
正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区域样板，全市机
关都行动起来争当标兵。服务对象面广量
大的市场监管，一头连着民生，一头事关发
展，更需要当好排头兵。”

“过去我们搞专利是想起一个弄一个，
现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帮助我们进行专利
培育，形成体系和标准，进一步推动技术创
新。”徐工挖掘机技术中心技术管理部部长
袁泉告诉记者。徐州市场监管部门还对战
略性新兴主导产业实施专利导航项目，通过
分析国内外专利数据等方式为企业保驾护
航。在好机制带动下，袁泉所在单位去年发
明专利达106件，是前年的3倍。

徐州市场监管部门一批好做法，以“支
部项目”的形式推出，有的走在全省甚至全

国前列。例如，机关五支部在全国首创淮海
经济区执法协作机制、消费维权联盟，得到
淮海经济区各市热烈响应。

打造“市场监管样板”，激发更大市场活
力，徐州交出优异成绩单：围绕商事制度改
革全面发力，2020 年办理涉及“证照分离”
改革登记事项 44 万余件，其中直接取消审
批158件、审批改为备案4284件、实行告知
承诺 8.6 万余件、优化准入服务 35 万余件，
惠及企业24万多户；出台《徐州市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窗
口首批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验收；2 家企
业获得省长质量奖、3 家企业获得省长质量
奖提名，9 家企业获“江苏精品”认证，全省
第一；构建政银企合作新机制，“助微贷”去
年累计帮助2811户中小微和个体业户融资
7.46亿元。

14 日，高邮市南门大街新春大集上，非遗节目踩高跷
《八仙过海》精彩亮相。 杨桂宏 摄

14 日，盱眙大剧院广场上的舞花船、挑花灯等民俗活
动，让市民感受到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 许昌银 摄

12 日，连云港众多民间艺人走上街头，为市民表演锣
鼓、醒狮、舞龙等传统非遗项目。 耿玉和 摄

12 日，常州民间艺人表演非遗民俗节目《龙飞凤舞》，
喜迎新春佳节。 王启明 摄

十四日

，泗洪县天岗湖乡传统非遗项目天岗锣鼓激情上演

，欢庆新春佳节

。
张连华

摄

□ 本报记者 颜颖 付奇 陈月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