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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
人，有人会说出这样的印象——就
是少数民族服饰、大山深处的竹编、
老婆婆们做的印染花布吗？这些都
是古老的文化，很好啊！让非遗传
承人到高校去培训？那可没必要。
城市的理念和技术岂不是“污染”了
传统技艺？

担心现代培训手段让非遗变得
不“纯正”，是不少人的真实想法。
他们可能不知道，针对非遗传承人
的大规模研修培训正在进行着。

文化部、教育部 2015 年起实施
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为非遗传承提
供高校学术资源和教学资源支持，
帮助非遗项目持有者、从业者等传
承人群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提
高文化自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7 年 10 月，该计划已
吸引全国 78 所高校参与，举办各类
研修、研习、培训 320 多期，受训学
员 1.5 万人次，加上各地的延伸培
训，覆盖传承人群超过4万人。

研修培训给非遗传承人带来了
什么？近日，记者走进上海大学、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探访研培教学展
览活动，感受非遗传承人的心得与
收获。

强基础
补足认知与技能短板

“色相、纯度和明度，是色彩的
语言。说色相，大家想想许多辣椒
渐变的颜色；说纯度，记住花瓣逐渐
凋谢的样子；说明度，可以设想逐渐
剥开的卷心菜。”这堂课名叫“色彩
的故事”，主讲人是上海大学上海美
术学院副教授姚舰。

近日，2017 年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经
验交流会在上海大学召开，其中一
个重要环节是现场公开课，听课者
为20多名非遗传承人。

在“色彩的故事”一课，姚舰用
生动的语言和大量图片讲解色彩的
基本要素，并告诉不同行当的非遗
工作者们如何配色。接着，姚舰请
学员们拿起手中的彩色卡纸、剪刀
和浆糊，裁剪出一定的图案并合理
搭配颜色，随后交流创作设想。

来自上海杨浦的微雕传承人曾
圣伟分享了他的作品，图案采用黑
色、灰色和黄色构成，色彩搭配灵感
来自姚舰老师的衣服。“艺术的东西
都是相通的。今天学到的色彩搭配
知识让我很受启发，以后可以尝试
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他说。

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记者遇
到正在展示三林瓷刻技艺的张宗宪
老先生。他用钢凿、榔头在瓷器上
凿出书画作品，生动传神，甚至能展
现出“墨分五色”的层次效果。作品
内容有历代名作，也有当代书画家
的创作，却鲜有他本人的书画。

“我就是个民间艺人，学问浅，

主要靠自己悟。‘学’到用时方恨少
呀！”说起 2015 年参加上海大学首
批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张宗宪觉
得获益匪浅，“大学里有系统的书
法、绘画知识，启发我大胆去创作，
这样我的瓷刻才能再向前进一步。”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主任陈岸瑛表示，色彩课在清华非遗
研培计划里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
程。在色彩科学被发明之前，人们根
据经验习俗搭配色彩。学习这门课，
有助于非遗传承人加深对传统非遗
文化的了解，让他们知其然也知其所
以然，更好地应对时代的变化。

拓眼界
传统技艺融入当下生活
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生活相

遇，会被“污染”吗？研培计划的主
办者认为，不仅不会“污染”，还能提
升非遗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是非
遗的当代实践，是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文
化部副部长项兆伦认为，非遗要面
向美好生活的需要，离不开“用”的
观念，非遗融入生活、创新发展，是
活态传承的最佳方式。“让年画被人
收藏，不是年画作为一个非遗项目
的保护目的，让年画重新回到春节
才是。”

为此，上海大学等高校在实施
研培计划过程中注重促进跨界融
合，让非遗传承人和时尚设计师合
作，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下生活。

两年多以来，上海大学特邀参
与非遗跨界的设计师和艺术家超过
50 人，孵化非遗传承人的跨界创新
代表性作品 100 多件，包括服饰、箱
包、科技、公共艺术等多个系列，有

的从展品、样品转化为产品。
正如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

教授章莉莉所说，非遗研培课堂中
创作出来的不是作业，而是生活用
品；非遗传承人不是昨天的守护者，
而是当下的主人。

走进“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研培
学员作品展厅，可以看到一系列非
遗与时尚跨界融合的作品：带有《千
里江山图》特色的苏州缂丝女鞋、箱
包和礼服，融合黔东南打籽绣与巴
渝地梁平竹帘两种非遗技艺的女
包，用青神竹编做成的首饰⋯⋯

东阳竹编非遗传承人何红兵参
加 了 2016 年 上 海 大 学 竹 艺 研 修
班。在课堂上，他与两位荷兰设计
师联手设计了大小竹灯，今年又进
行二期开发，共同设计出用于日常
家居生活的壁灯、吊灯、台灯。精巧
细密的东阳竹编突破了瓶瓶罐罐的
局限，成为洋溢着时尚气息的实用
物品。

“跨界”让民族特色更鲜明、更
开放地走向世界。项兆伦认为，民
族的独特魅力不能靠封闭来获得和
保持，只有知道世界的才能更好地
保持民族的。非遗传承人在研培中
与不同的艺术家交流，从而“在比较
中得到借鉴和启发，在比较中提高
文化自觉和自信，在比较中实现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

增学养
品牌营销让非遗走得更远

每位传承人都是所在非遗领域
的高手，还有谁能“教”他们更好的
技艺呢？“研修班并不是着眼于对传
承人已有技艺的培育和提高。”中央
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敏教
授的一番话，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

王敏的另一重身份是德稻教育
集团“王敏—伯恩大师工作室”合伙
人，正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开展非
遗传承人培训，研修班主题是“传统
与新生——用现代品牌理念打造中
国非遗艺术品牌”。

王敏介绍，这个研修班的教学
目标是帮助非遗传承人增加品牌营
销意识，让他们学会如何打造自己
的品牌、使用当下的传播媒介去推
广自己的品牌，借助市场力量使非
遗技艺实现可持续发展。

非遗传承人对技艺本身很在行，
而对品牌打造、市场营销往往不擅
长，这限制了非遗作品的美誉度。为
此，承担研培任务的高校配备优势师
资力量，协调各种教学资源，精心安
排课程，给学员们带去启发。

打开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工艺
美术（雕刻）”研修班的《学员手册》
可以发现，研修内容既有教师的传
授，也有同行之间的切磋交流。而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非遗传统技艺
与品牌文化传播”研修班设立了 6
个工作坊，让非遗传承人在不同的
体验中思考非遗的定位与走向。例
如，英国时尚营销专家葛特利引导
学员们实地考察奢侈品牌，形成品
牌策略报告，并初步构想个人品牌
发展规划，以高档商场为坐标重新
定位自身非遗技艺。

2016年参加上海大学织绣研修
班后，苗族刺绣传承人杨再美与一
家中国原创鞋履品牌结缘，将刺绣
纹样用于装饰高档定制鞋。贵州大
山里的手艺自此走向欧洲客户，起
价就达3000元。杨再美可以带动一
批绣娘，让苗族刺绣走向国际舞
台，在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让
这门技艺获得向前发展的驱动力。

让传承人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

研修培训助非遗传承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董少校

“学分认证和互换项目避
免了重复学习，提高了学习效
率。”在如期拿到毕业证后，
安徽一家汽车服务公司的财务
人员康会说。

作为国家开放大学会计专
业学员，2013年，康会申请了
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安徽认
证分中心的学分认证，成功将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转换为4
个学分。

近日，国家开放大学开放
学习平台“学银在线”正式开
通上线，学分银行建设向互联
网推进，在加快建设学习型社
会进程中做出新探索。

学分银行建设的逐
步探索

“随着教育信息化和国际
化、终身学习途径和方式日趋
多样化，学习者对学习的选择
性不断增大，社会对教育提出
了更高要求。”中国教育学会
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
永新的一番话，道出了当今世
界教育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
化。“学分银行制度应时代而
生，是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
而建。”他说。

“学分银行涉及什么是学
分、什么样的学习结果或成
果可以计算学分和如何计算
学分、不同层次类型教育之
间的学分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等复杂问题。”国家开放大学
校长杨志坚介绍，所谓学分
银行，就是模拟和借鉴银行
的机理、功能和特点，以学
分为计量单位，实现各级各
类 学 习 成 果 的 存 储 、 认 证 、
积累、转换的学习制度和教
育管理制度。

正是基于学分银行制度建
设的复杂性，2012 年 6 月，教
育部设立“国家继续教育学习
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
研究与实践”等项目，要求国
家开放大学组织力量开展研
究，先行先试。

2012 年 1 月，国家开放大
学成立了专设机构——“学分
银 行 （ 学 习 成 果 认 证 中
心） ”；2013 年 7 月，首批 13
个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认证
分中心 （认证点） 试点单位获
批，国家开放大学认证服务体
系建设正式启动；2016 年 7
月，国家开放大学联合 5 所地
方开放大学和 6 家行业机构共
同发起成立学习成果互认联
盟。

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也在全
国各地陆续展开。2012年，上
海率先面向市民建立学分银
行。截至2016年7月，上海学
分银行中已有个人学历档案
71.4 万份，学分转换按课程计
算超过10万门次。

5 年来，国家开放大学已
在全国建立了覆盖 31 个省市
区及 20 个行业的 70 个学习成
果认证分中心，为近 480 万学
习者建立了学分银行账户，全
面探索不同类型学习成果之间
的沟通与衔接。

学分银行在互联网
时代的新变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以大规模、在线、开放
为显著特征的慕课（MOOC）掀
起了一场教育改革风暴。

“利用互联网促进教育的
革命性变革已经成为事实，教
育机会公平、优质资源共享、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得到进一
步解决，也拓宽了多样化学习
通道，成为推动终身学习的新
引擎。”杨志坚说。

结合慕课形式，推进学分
银行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升级
成为新方向。

网络学分银行或是“学分
网银”的构想在各方努力下悄
然落地——由国家开放大学、
新教育学院、超星集团联合研
发的“学银在线”近日正式开
通上线。

据介绍，“学银在线”不
仅包含国家开放大学课程、新
教育研究院课程、超星课程，
还包括了众多联盟机构的优质

教育教学资源。
“‘学银在线’是慕课、

学分银行、‘教育淘宝’与一
体化学习环境的结合体，能为
学习者建立终身学习成果档
案，对其学习成果按照统一的
框架和标准进行认证、积累与
转换。”杨志坚说。

截至目前，“学银在线”
开放学习平台已和 20 多个行
业 、 近 200 所 院 校 建 立 了 联
盟，进行资源共享与学分互
认。由三方联手打造的“学银
在线”移动端学习通手机应用
程序目前用户量已超过 1650
万，日新增用户 6 万人，日点
击量3亿次。

呼唤“国家学分银
行”等顶层制度设计

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同
互联网、慕课等新技术新理念
的碰撞，全国各地在学分银行
制度建设上做出的积极探索，
无疑将加快我国学分银行制度
的推广演进，进而推动终身教
育体系的完善。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都在
政策上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给
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

199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 首次明确指出要“建
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迄
今，国务院、教育部等出台的

《中 国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纲 要
（1993 年）》《2003—2007 年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等多项政
策，都涉及终身教育及其体系
的建设。

随着政策层面力度的不断
加强，深化终身教育立法也实
现了“零”的突破。2005 年 8
月，福建省制定了第一部终身
教育地方条例—— 《福建省终
身教育促进条例》，上海、太
原、河北、宁波也相继出台地
方性终身教育法规，标志着终
身教育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了地
方立法层面。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
到不足。我国目前各种模式的
学分银行建设多属于区域范围
和局部领域开展的实践，教育
资源得不到全面有效的整合。
没有国家层面的整体设计和统
筹安排，属于“大教育”范畴
的国家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就无
法真正快速地建立起来。

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常
务副主任鄢小平表示，学分银
行制度建设需要建立职责层次
明晰的管理机构。同时，我国
还没有在国家层面出台诸如终
身学习、学分认证等相关法
律，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也缺乏
法律层面的保障。

今年1月，“推进国家学分
银行建设”列入 《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终
身教育法》 等国家层面的立法
研究也在积极开展中，“人人
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学习型社会正向人们快步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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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举办的“能工巧匠传非遗”活动上，当地 300 余名苗族、
侗族等少数民族能工巧匠集中展示民族刺绣、草编、银饰锻造等传统手工技艺。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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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探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紧密跟踪学校改革发展进
程，聚焦现实困境，着眼未来趋
势，推动学校改进，创办更美好的
教育，提升基础教育的品质，为教
育强国奠基，人民教育编辑部今年
特别推出“人民教育校长峰会”。

该峰会盛邀业内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专家、校长 （教师），全方位探
讨中国学校发展真问题，逐步打造
成中国基础教育界的“博鳌论坛”。

一、会议主题

为了更美好的教育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编
辑部

承办单位：江苏省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三、会议时间
2017年12月15日—17日

四、报到时间

2017年12月15日全天

五、报到地点

泰州鹏欣国际大酒店 （江苏省泰州市海
陵区迎春东路99号）

六、会议地点

泰州鹏欣国际大酒店二楼一号会议厅

七、会议议程

12月16日上午
开幕式
专家报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建设教育强国
12月16日下午
主题报告：
主题一：校长领导力

主题二：未来学校与教育
12月17日上午
主题报告：
主题一：学校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对
主题二：教师发展与学校活力
12月17日下午
学校改革典型案例现场探访

八、拟邀嘉宾(按音序排列)

窦桂梅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董 健 江苏省泰州中学校长
高金凤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
刘可钦 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
林卫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校长

曲 虹 江苏省苏州市星湾学校校长
尚 可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
孙其华 江苏省教育报刊总社社长
孙双金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
唐 钧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
唐江澎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
吴 坚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杨九俊 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
杨培明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
张 浩 广东省珠海高新区三鑫实验

学校校长
张 力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翟小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以上嘉宾以实际到会为准）

九、报名方式

报名电话咨询：
张老师：010-82296427

13269619161
韩老师：010-82296430

18519866308
房老师：010-82296889
陆老师：13961089552 (泰州)
朱老师：13951579685 (泰州酒店预订

与咨询)

邮箱报名：

报名邮箱 rmjy2017@163.com，下载参
会回执表发送至邮箱，邮件主题和参会回执
表请以参会单位或参会者命名。名额有限，
报满为止。

网络报名：

进 入 网 址 https://www.wjx.top/jq/
18275082.aspx填写报名信息登记。

会务细则、团队报名及参会费等具体信
息请电话咨询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公告·

会议手册电子版 会议报名入口

2017·中国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