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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宋红丽

我是濮阳市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宋氏扑灰神
像年画第五代传承人。由于出生在画匠世家，我
从小耳濡目染，七岁开始学习画画。一开始，家
族手艺是传男不传女的，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一
些传统技艺开始衰退、流失，家里人也渐渐改变
了观念。1995年我的爷爷去世后，我便承担起
传承手艺的重任。那段时间，我一边练习绘画，
一边了解人类起源的文化解释等民俗知识，参加
附近各地庙会了解民俗民情，还要跟客户讲解扑
灰年画的艺术渊源、神像类别、有哪些禁忌等。

先来说说扑灰年画吧，它由纯手工绘制而
成，题材上主要包括古代神话、民族历史故事和
儒释道神像画系列，可以反映人生礼仪、节日风
俗和艺术生活，构思奇妙，风格古朴，画风典雅，
承载着独特而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也可以
看作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扑灰年画的制作工序
很复杂。首先，它的选材很独特，要用上好的纯棉
白布做底版，吸水性好。其次，起稿工具——柳楸
的使用很关键，力度大了会断甚至碎成粉末，力
度小了就画不上去，手的力度要恰到好处，这个
需要多年的练习才能掌握。正是因为如此，需
要先将画布钉在墙壁上，手臂 90度悬空，有时
候在凳子、梯子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很累。
第一遍稿子完成后要用墨修复，上底色和花纹，

然后为画中形象粉脸、描唇、开眼……画完后
晾干取下，裁边装裱，才算完工。

之前，在濮阳市水秀街，我设立有展览位置，
让更多人近距离观赏到扑灰年画。今年年初，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濮阳市非遗保护中心主
任刘小江向我推荐了一个直播平台，还说“民间
艺术+电商”是发展的大方向。于是，我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加入了这个平台。

在两个月的线上培训后，我在这个平台上
开启了直播生涯。突然，我好像发现了通往新
世界的大门。一方面，我与喜欢非遗的网友在
线互动，先后销售出年画作品86幅，销售额4万
多元；另一方面，我还认识了很多非遗传承人。
就像我的昵称“灰姑娘”一样，很多非遗手艺人
的名字都与自己的手艺特征有关，比如绣姐、香
包奶奶、茶公主、紫砂君、牛管家、羊倌……在这
个直播平台上，全国各地的手艺人们还建立了
自己的“家族”，取名“非遗潮”。我们聚在一起
聊非遗文化和匠人精神，我们的口号是“非遗

潮，潮中国，让你的生活潮起来”……
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专家、学者。有一次，我

在直播间遇到了哲学教授李安，他说第一次看
到濮阳的扑灰年画时很惊讶，这种画看起来有
点儿“俗”，但恰恰体现出了民俗文化的本质。
还有一位国学专家马新说，非遗艺人们在网上
用自己的艺术讲神话、讲国学，其实是在讲中国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和这些专家、同行和爱好者聊得多了，我越
来越发现，传统文化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
是一个永远也解释不完的世界。文化基因和民
族记忆不应被忽视和遗忘，而应该一直保存下
去，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

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母亲艺术”，能与它
结缘，我感到很荣幸。我也希望有更多人通过直
播平台分享非遗故事，探讨非遗直播转型路径，见
证非遗人的成长之路，了解非遗人背后的故事，也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7

□本报记者 赵大明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它
既是历史的活化石，又是文明的基因库，凝结着中华传
统文脉的智慧结晶。

非遗的活态保护和传承，离不开传播和共享。但
是，曾几何时，由于传播渠道有限和宣传手段匮乏，非遗
一度“养在深闺人未识”，很多从业者陷入了困境，养家
糊口都成了问题，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完全没有接触
非遗的“窗口”，更谈不上兴趣。于是，越来越多的非遗
传承人和文化爱好者开始思考如何使非遗文化“飞入寻
常百姓家”。所幸，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在国家、政府的
大力扶持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非遗迎来了新生。

今年 6月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响应文
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号召而开通抖音官方
号“河南非遗”之后，收获了意外之喜。相关负责人尚
雨田介绍，账号开通之初邀请知名主持人韩佳、网络红
人晓璐和四位非遗传承人进行的两场直播带货活动，
播放量、点赞量和销售额的数据都相当不错，不久之后
集中推送的戏剧和曲艺类视频也快速吸粉。“成绩最好
的是一个由年轻人演唱的传统曲艺作品《小黑驴》，播
放量接近 20万次。”尚雨田说，“咱们河南真是戏剧曲
艺大省，播出这些视频以后，粉丝黏性也比较高，现在
每次放出视频，播放量都会很快上升到两三万次左
右。”目前，省非遗中心正在尝试与一些科技公司和专
业团队进行沟通和合作，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非遗传
承人加入进去。

而在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大V”涌现出来，在抖
音、快手等平台上搜索“河南非遗”字样，会发现很多号
表现亮眼，比如“舌尖上的开封”“寻味鹤壁”等，发布的
作品点赞量少则上千，多则数万。通过平台私信，记者
联系上了“寻味鹤壁”的视频指导、80后小伙儿段红
涛。目前，他们的团队有5人，分工明确，今年4月份开
始做直播和短视频。“我们想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把家乡
的美食尤其是非遗类美食挖掘出来，把它们和背后的故
事传播出去，也让网友了解到餐饮创业人的不易。效果
挺好，作品最高的播放量在 100万次以上。”段红涛介
绍，一般来说，团队会先拍摄店内环境和拿手的美食，再
拍摄店铺老板的故事，一段短视频，常常要拍一到两天，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录制的这些老板都是普通人，面对
镜头难免会紧张，这就需要很大的耐心跟老板沟通。不
过，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比较接地气。”
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很多铁粉会根据他们拍的店家挨
家挨户去品尝，甚至有粉丝开玩笑说：“你们能不能更新
慢点，我们都吃不过来了！”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在主动“出击”。
洛阳市洛宁县素有“北国竹乡”之称，竹编历史悠久，
2015年，洛宁竹编入选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家住陈吴乡大原村的传承人张永杰
今年已经72岁，他15岁开始学习竹编，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出国交流。曾经，在他的带动下，100余户贫困户通过
竹编手艺脱贫。后来，竹编市场一度“沉睡”了，当地不少
像张永杰一样的手艺人因为没有订单离开了这个行
业。直到有一天，他在年轻徒弟的推荐下“发现”了短视
频平台——视频里，青色的竹篾在飞舞，背景音乐是时
髦的流行音乐，评论区里“666”像波浪一样涌起。目前，
这门隐藏在山村里的手艺吸引了 10万余“老铁”的关
注，几乎每天都有新鲜出炉的竹编制品从村里发出，发
往全国各地。曾经的手艺人们，也渐渐地回来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改变就这样发生了。在几
十秒的短视频里，一个个看似“高冷”的非遗项目被消
解成了鲜活的制作和展示环节，粉丝们仿佛就站在非
遗传承人面前，听得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

一份平台数据报告显示，在非遗题材的短视频下
面留言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流量的加持下，
非遗文化乃至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
也俘获了年青一代的心。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非遗
会走进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携起
手来，共同守卫那份独属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倔强和
骄傲。2

□赵月琴

在“云端”展示非遗好物，带着浓郁传统文
化气息和地方特色的非遗产品飞向了全国各
地，飞入了千家万户。站在网络直播的风口潮
头，宋长虹将宋室风筝放飞得更高、更远了……

宋室风筝是开封传统手工艺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因题材广泛、造型逼真、画工细腻、扎
工精巧而深受大家喜爱。宋长虹是宋室风筝第
六代传承人，自幼跟随父亲宋天亨学习传统风筝
制作。宋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开封，几代都是手
艺人，扎风筝、糊灯笼、糊屏风、糊纸盒……当初，
宋长虹并不太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让自己学做风
筝。随着时间推移，宋长虹颇有感触：自己作为
非遗传承人，实在不应该把这个手艺丢掉。几
年前，她辞掉工作，用全部的精力跟着父亲学习
做风筝，时有创新。

比如，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费时费力，为了
推广技艺，宋长虹琢磨着把复杂的工艺简单化，

选用父亲原创的“双头鹦鹉”风筝设计出材料
包，推广风筝体验教程，力求让大家在短时间内
学会扎、糊、画、放等技艺，让一个人的“艰苦手
艺”变成一群人的“快乐体验”。2018年 3月，她
被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为“优秀文艺志愿
者”；2019年 6月，她荣获第四届“丝路中原”文
化娱乐盛典年度传承与创新大奖；2019 年 12
月，她的作品《百蝶图》风筝获第四届中国民间
工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入围奖……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传统推广销售模式，
当然，危机中也往往蕴含着机遇。搭上网络直播
的快车，非遗传承也呈现出更多可能。今年6月，
宋长虹应邀参加“非遗传承健康生活——河南省
2020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购物节”直播，她从
风筝的历史讲到宋室风筝的现状和传承，从风筝
作品展示到材料包讲解，网友在直播间里学知
识、长见识。满屏的好评给了宋长虹很大的激
励，也让她在镜头面前表现得更加从容自信。

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在“金夏有约·云赏汴梁——开封文旅暑期百场
云直播”活动中，宋长虹精心准备，以最好的状态
面对镜头，效果颇佳：此次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累
计超过 2000 万人次，有效评论互动 2万余条。
此后，她还参加了“我和我的家乡在抖音——百
城好物之豫见家乡好物”等一系列活动。

近几年，宋长虹曾先后开展风筝体验课数
百场，体验人数达到上万人次，但课堂再大，人
数总归是有限的，直播打破了空间概念，可以让
更多人了解非遗。不过，做直播和平时上课的
感觉截然不同，每一次，她都精心准备讲解词，
事先对着手机、镜子一遍遍地练习。宋长虹说，
父辈当年做风筝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很多外
地人慕名而来，现在时代不同了，要让非遗走出
去，就要创新推广宣传的方式。

通过直播活动，宋长虹锻炼了自己、提升了
能力，同时也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她认为，
在国家和政府重视非遗传承的大环境下，网络直
播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也让非遗发
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作为一名非
遗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还要不断提升综
合素质和能力，把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让
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喜欢、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7

□杨志敏

以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为起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
简称“非遗”）走进国人视野已经近二十载。至今，
我国已有 40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位。在政府
主导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截至目前，我国已
相继公布了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
五批3068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
市）公布了15777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432
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3787项市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绝大多数县（区）也公布了本级的非遗代
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
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

当今，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
的信息化时代，给新时代的非遗保护提出了新的
命题和要求，基于此，结合我省的非遗保护工作，
笔者有一些思考。

非遗保护要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只有将
非遗与时代相结合、与市场相结合，才能真正使

“遗产”变成“资产”。比如，可以通过开发与时代
精神相契合的非遗文创产品，赋予非遗产品系统
性、普及性及经济附加值，促进非遗产品的多样

化、市场化。例如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
合腾讯公司，通过“互联网+非遗”打造和推广富有
河南特色的“黄河之礼”新文创，挖掘钧瓷文化资
源。未来，腾讯团队还将从数字小程序、音乐、短
视频、QQ手办、表情包、文创产品等六个维度，依托
我省丰富资源，合力打造“老家河南”品牌，进而催
生新产业的诞生。当下，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非
遗文创走向市场，在年轻人中刮起了“非遗风”，非
遗文创作为市场“蓝海”，仍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在迈进消费社会的当下，品牌的力量时刻影响
着消费者，而非遗正是经过时间沉淀和信誉凝练的
文化“品牌”。提升非遗的市场影响力，就要把“品牌”
擦得更亮、叫得更响。如11月16日，“中国·西华第
四届胡辣汤大赛”在周口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的48支
队伍激烈角逐，不仅提高了胡辣汤的知名度和社会
影响力，还进一步强化了河南非遗美食胡辣汤的品
牌效应，更有力推动了河南非遗技艺和优质非遗产
品走向全国，不失为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

探索非遗传承新趋势，就要利用新技术、借力
新媒体。如把互联网+、VR、AR等高新科学技术元
素融入非物质文化产品设计中去，增强其魅力，提
升其价值。当下，借助“短视频”赛道，非遗再次起
航——近日在成都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大学生电
视节”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杨乘
虎说：“在8.5亿网络视频用户中，短视频用户占到

了7.73亿。2019年开始，短视频有了特别鲜明的
转型，内容上面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文化赋能的
特点，比如刺绣、剪纸、印染皮影、竹编等非遗借助
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变成了网络传播的热词和热
点。拿抖音来说，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
抖音传播了1200项相关内容，传统文化短视频就
有6500万条。在快手上，1800万条非遗视频，累
计观看超过300亿，获赞超过7亿。”

直播带货的风头正劲，今年6月6日、7日，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的两期“非遗传承健康生活——河南省2020年非
遗购物节”直播推介活动，邀请了传统膏药（济世
堂李占标膏药）、绿茶制作技艺（信阳毛尖）、玉雕
（镇平玉雕）等18个非遗项目入驻，吸引观众超过
55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成恩介绍：“明年
准备针对非遗传承人开展一期网上销售培训，增
强他们利用新媒体的意识，培训他们利用新媒体
销售的实操技能。”

当然，非遗保护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一
如既往、久久为功，深刻把握当前非遗工作的新
视野、新格局、新思路、新经验、新趋势，从而共
谋新发展，实现新跨越，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
活力。7

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柳楸，方言里也叫做黑条
儿、黑丑儿，是由柳条烧制而成
的炭条，相当于古代的铅笔，用
于描图，如果画错了就用
软布弹去，这也是“扑
灰年画”名称的来历。

站在“风口”放风筝

新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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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长虹（右）在直播中

宋红丽在制作扑灰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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