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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查文晔、王攀)每年三月，东莞台商子弟
学校就会迎来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全
体高二学生穿着儒生服装齐聚教学楼前，
遵照中华传统礼仪宣誓成年。

成年礼上，身穿传统礼服、手执礼器
的小学生们首先走上舞台，他们担任仪
式上的佾生，在祭祀祖先环节中献上八
佾舞表演。而后，约 210 名高二学生入
场，在父母、师长见证下行佩冠礼，宣誓
长大成人。

今年，高二女生张曼琪成为成年礼上
受冠儒生中的一员。“我很兴奋，昨晚还睡
不着。”小时候，她随父母从台湾新竹来到
东莞，已在这所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
校就读 8 年。

礼成后，孩子们张开双臂和父母紧紧
相拥，不少父母眼中泛泪。每逢一年一度的
成年礼，整个校园都沉浸在中华文化的温
馨氛围里。

“愿你们勇于承担，推己及人，发扬光
大中华民族开拓、创新、大爱、进取的精
神。”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董事长叶宏灯在成
年礼上对学生勉励道。

成年礼是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推广中华
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作为大陆第一所专
门招收台籍学生的学校，学校致力于发展
中华文化教育，让台籍学生感受两岸文化
的同根同源。

2008 年 5 月，学校在教学楼 3 楼建造
了一面记述中华民族著名人物和事迹的典
范墙，以浮雕形式介绍了炎帝、黄帝、先秦
诸子以及中华历朝历代共 55 位英雄先贤。
对于学校 2500 多名学生而言，他们每一次
在典范墙前方经过，就是一次对历史文化
的重温。

去年，学校开辟了一系列中华传统文
化主题馆室，最大一间是位于典范墙背后
的中华文化教育馆。

中华文化教育馆面积 500 平方米，陈
列内容梳理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脉
络，搭配学校的语文与社会科课程，以现代
媒体科技展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台
湾文化溯源华夏文明，传承中华道统，可谓
兼容并蓄、人文荟萃，实为中华文化璀璨辉
煌之一脉也。”该馆旁设的台湾文化教育馆
内如是写道。

“我们两岸拥有同一部历史，尊崇着同样的祖先。”叶宏灯说，“要
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来自何处，让孩子们了解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感。”

上世纪 90 年代，叶宏灯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当时
许多台商孤身来到大陆创业、工作，不少人的家庭出现问题。为解台商
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在大陆安心工作，叶宏灯萌发了创办学校的念头，
希望通过一所能衔接台湾课程体系的学校，使台商能把妻子、孩子从台
湾接来一同生活。

叶宏灯的提议得到了大陆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在两岸各界热
心人士捐助与支持下，2000 年 9 月，学校在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创
立。如今，这所学校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在校学生约
2500 人。

“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共同的精神根基。”叶宏灯说，“东莞台商子
弟学校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希望以此立德树人。”

2005 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为高二学生举办了第一次成年礼，从
此延续下来，在每年三月定时举行，以此激励高中学生善尽青年责任，
为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做准备。

在传统经典课程方面，学校按照“小学诵读、初中品读、高中研读”
的顺序设置了传统文化课程，让学生一边欣赏中文的声韵美感，一边养
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年级正在教《论语》，里面孔子教导学生的语录比如‘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我常拿来提醒、勉励自己。”高一学生吕哲豪说。

高二学生邵奕瑄自豪地告诉记者，学校语文课多元发展，高一上
《论语》，高二上《孟子》，老师还会带同学到校园内的“丽德书院”上课，
同学们很喜欢在这间传统学堂样式的教室里学习古文。

教学的熏陶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了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邵奕
瑄说，自己会到图书馆借阅感兴趣的古籍，也很喜欢看大陆的古装电视
剧，与父母去各地旅游时也会参观历史名胜。

“我们希望让学生融入中华文化和历史当中去。”学校历史老师高
慧吟说，“在历史课中，我们还加入戏剧表演环节。”

高慧吟介绍，学校专门购置了戏服，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借此
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认识，“在最近的活动中，我们通过戏剧方式对明朝汤
显祖和英国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了对比教学，想报名参与的同学排起了
长队。”

在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同学们还能参加礼仪、茶艺、书法、太极拳及
民乐等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每当夜幕初降，学校里常常传出悠扬的乐
声，那是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练习古筝。

定期组织的“文史营”也是该校的特色文化活动。学校每年以不同
主题组织师生前往大陆各地，领略中华文化精华，分别有小学的港澳文
化之旅、初中的中原文化之旅、高中的北京探源感恩之旅，鼓励学生走
出校门，了解中华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

“大陆对中华文化的推广越来越重视，我们也在这方面积极投
入。”校长王天才说，“中华文化是根，我们不能忘本，要怀着感恩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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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

每一家老字号，都是一本内涵深厚的书，记载着光阴的
故事，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生存空间和传承平台。
拥有两个“非遗”项目的上海老字号企业恒源祥，近年来不断
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生生不
息的青春活力。在今年的中国品牌日活动中，恒源祥荣获“消
费者喜爱的上海老字号品牌”称号。

发扬光大海派“结绒线”

“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
绒线。绒线工艺自西洋传入不过百来年，却已与旗袍、绣花
鞋、横爱司头融合在一起，构成上海近代新型海派的贤妻良
母经典造型。”沪上著名作家程乃珊这样写道。

20世纪 20 年代，今天的上海金陵东路和人民路之间，
有一条专卖绒线的兴圣街。创立于 1927 年的恒源祥，是这
条街上的一家绒线店。“恒罗百货 源发千祥”，小小的店铺
生意兴隆，不仅因为琳琅满目的绒线，还因为恒源祥创始人
沈莱舟对于绒线编织技术的大力推广。

当年，他出版的《培英毛线编结法》成为上海滩最时尚
读物；专门花钱印刷的《冯秋萍毛衣编制花样与技巧》小册
子，在店堂里供顾客免费取阅，许多沪上当红明星都是书中
模特。很快，结绒线就发展成为一种很海派的近代女红，风
靡全国。在那个年代，如果哪个女子没有一手很好的“绒线
生活”，也许就找不到一个好婆家。

1988 年，“恒源祥”从一个店名登记注册成为商标，通
过品牌运作，成功发展成为针织、服饰、家纺等领域的著名
老字号企业。随着技术进步、时代发展，手工结绒线也逐渐
淡出公众视野，几成“怀旧”的代名词。

一针一线、精编细织的结绒线文化，却始终贯穿在恒源
祥发展的每一步。2015 年，“海派绒线编结技艺”成为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恒源祥成为传承单位。
研究表明，手工编织有利于儿童智力的开发，并能预防

老年痴呆。在恒源祥的大力推动下，海派绒线编结技艺走进
了校园，在上海徐汇区、黄浦区等多所学校开设课程，编写
了教材教案、开发了教具。与此同时，恒源祥还通过与学校、
社区、企业等多方合作，通过开设绒线编织吧、织梦编织吧
等方式，在社会上广泛培养编织爱好者。

2005 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和恒源祥集团共同发起了“恒爱行动”公益慈善活动，面向
全国招募爱心父母，为全世界的困境儿童手工编织爱心毛
衣。14 年来，全国爱心人士共编织毛衣逾 102 万件。这些爱
心毛衣有的已走出国门，给“一带一路”国家的许多儿童，送
去来自中国一针一线的温暖。

针尖上传承的上海绒绣

用彩色的羊毛绒线，在特制的网眼织物上，一格一针或
一格数针，绣制出各式图案，是一种融合东西方技艺的绣
法，被称为上海绒绣。由于绒线本身具有纤维的毛绒感，没
有反光，绣品粗犷、浑厚、庄重、富有质感。在表现油画、国
画、摄影等艺术样式时，忠于原稿又胜于原稿，被誉为独树
一帜的“东方油画”。

20世纪 20 年代，在上海各洋行专事绒绣的绣工曾有
300 多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绒绣一度成为出口换汇的重
要商品之一，上海的红星和东方两大绒绣厂订单不断、精品
迭出，一些绒绣作品还进入人民大会堂长期展陈。不过，随着
时代发展，上海绒绣厂相继倒闭，上海绒绣这门技艺随之衰
落。

为保护这项上海特有的技艺，2003 年，上海红星绒绣厂
倒闭时，恒源祥将该厂的绒绣技术主管李蔷请到了企业，专
门成立了恒源祥绒绣原创工作室，让她担任首席绒绣工艺
师，带着徒弟们继续专心从事上海绒绣技艺的探索与传承。

2011 年，上海绒绣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
蔷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上海绒绣主要有三道制作工序——— 放样、配线和绣
制。其中，配线对色彩搭配的要求很高，一位合格的绒绣
艺人不仅要会绣，还要会染，才能调配出自己想要的最佳
的颜色。绒绣丰富的色彩，就是通过将不同颜色的羊毛绒
线撕开后合并，拼成混合色，勾勒出一幅幅和谐多彩的绣
品。

年逾六旬的李蔷大师，15 岁就开始接触上海绒绣，
亲历了上海绒绣从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全过程，深知这项
技艺走到今日之不易，离不开恒源祥的长期投入。她常
说，绒绣创作“一针就是一针”，网眼布上绣下的每一针，
都马虎不得；手艺的娴熟、精湛与否，都显示在这一针一
线的穿插当中。她带领徒弟专攻难度最大的人物肖像绒
绣，共为几十位中外名人绣制了栩栩如生的肖像。

针对绒绣后继乏人的问题，2015 年，恒源祥绒绣原
创工作室与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合作，积极探索复合
型接班人的培养模式。与此同时，还与上海多所学校合
作，策划开展了“同心向党 共绣红旗”等系列活动，将
爱党、爱国的红色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与年轻消费者“对话”

恒源祥集团总经理陈忠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与精神的见证，承载了丰富的精神内
涵、独特的思维和精湛的技艺，值得珍视与保护。作为一
家老字号企业，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是守护我们
的精神家园，也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因子，促进
企业在弘扬民族精神中创新发展。

陈忠伟在表示：“老字号”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忘却
“老”字，顺应时代发展，产品更新换代，积极与年轻的消
费者“对话”，让老字号保持青春与活力。

老字号创新传承“针尖上的非遗”

竹条快速穿梭，灵巧的双手飞快地编织出一幅栩栩如生
的画面。在近日于江西南昌举行的“文化的力量——— 2019 江
西文化发展巡礼展”上，徐建元用竹篾现场作“画”，吸引了大
量游客的关注。

今年 52 岁的徐建元是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临川篾编工艺传承人。临川篾编展台前的游客多数
是慕名而来，想要一睹徐建元的创作风采。

去年 11 月，徐建元在视频社交平台抖音上展示了他的
竹编技艺和作品。视频点击量 600 余万，点赞量 20 . 6 万。

“我本来只是一名篾匠，从没想过会成为‘网红’。”徐建元
说，“网友们留言里的鼓励，让我觉得这 37 年的坚持值了。”

16 岁那年，徐建元成为一名篾匠。“那时竹制器具盛
行，我们 1000 人的村庄中至少有 250 人会做竹编。”徐建元
说，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身边的乡亲们大多是农忙时种
地，农闲时编竹席。然而，随着塑料器具的兴起，价格十倍以
上的竹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不少篾匠开始失业，村里不少
人都选择外出打工。

在沿海地区打工回来的乡亲告诉徐建元，不少厂里已
经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竹席，工作效率提高了，这对传

统手艺人又是一大挑战。

那时，徐建元和妻子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编制出来的
竹席却卖不出去，一年的收入不到一万元。

“可是我从没想过放弃，我觉得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

徐建元认为，手工编制出来的竹制品更耐用，而且是纯天然
无污染的。

2009 年，临川篾编入选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2010 年，徐建元成为江西省省级非遗传承人。在社会各
界的帮助下，徐建元除了继续做竹编，还开设工作坊，为学
校、企业开设体验课程。

“我觉得文化遗产不应该成为古董。”徐建元相信，临川
篾编会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欢迎。

在第一条短视频中，徐建元说：“如果看视频的你，觉得
我所做的事有意义，请给我评论‘支持’。”视频发出后，他不
但收获许多网友的支持与点赞，还有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
购买他的竹制品。

“原本一年才能卖三五万，现在第一季度就卖了这么
多。”徐建元说，他正计划开设线上商城，预计销量会增长
10 倍。不仅如此，徐建元的团队增长到了 10 余人，其中不

乏老人，也有不少是他新收的年轻徒弟。
“过去，非遗在大众流行文化方面的传播，主要依靠

影视作品。但这一方式门槛高、成本大，无法覆盖绝大
多数非遗项目。”抖音总裁张楠认为，在短视频时代，任
何人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都可以记录、传播非遗，
“在短短的十几秒内，呈现非遗最美、最真实、最吸引人
的一面”。

定居杭州的余万伦是泸州油纸伞的传承人，从 2018
年 11 月开始，陆续发布了超过 50 条关于油纸伞的短视
频。许多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表示希望买伞。到 2019 年第
一季度，余万伦的油纸伞销量已经翻了一番。

抖音上的类似案例，让更多非遗传承人看到了改变
的希望：不少非遗传承人在通过短视频记录和传播自己
的技艺、作品，并因此收获更多的支持与回报。

据抖音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1372 项国家
级非遗代表项目中，有 1214 项在抖音平台上有相关内容
的传播，覆盖率超过 88% 。这 1214 项国家级非遗内容，
共产生了超过 2400 万条视频和超过 1065 亿次播放。

(黄浩然、袁慧晶)新华社南昌 5 月 15 日电

一位“非遗”手艺人如何转身成“网红”

做一粒“益生菌”：广州永庆坊复兴记

新华社广州 5 月 16 日电(记者周强、荆淮侨)不急功近
利，不大拆大建。经过一番“绣花功夫”，汇聚了西关风情、骑
楼建筑的广州老街永庆坊得以焕发新生，犹如一粒益生菌，
注入城市更新改造系统不断发酵。凭借运营市场化，老城市
有了新活力。

注入产业让年轻人回来

近 20 年来，广州的城市骨架随着一批新城的兴建而扩
大，但老城区却因投入不够、理念缺失而逐渐衰退。2015 年
开始，已经完成“长身体”的广州，启动了老旧小区微改造。

永庆坊所在的恩宁路曾是广州市危旧房最集中的区
域之一。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的永庆坊，需修缮维护的建
筑面积就达 7200 平方米。

2015 年，荔湾区政府通过 BOT方式引入社会资本进
行“微改造”，由企业改造、建设和运营，15 年运营期满后交
回政府。

经过 10 个月的改造建设，永庆坊“得以新生”。负责改
造项目的广州万科副总经理喻敏锋说，改造保留了原有建
筑的轮廓和岭南建筑民居的空间肌理，引入现代元素，实现
新与旧的有机结合。

注入了新产业，引来了年轻人。“之前以为老城区缺
少科技感，后来发现这里既保留了广州老西关的味道，也
符合办公的需要。”入住这里的新创企业亮风台科技负责
人韩磊说。

从无人问津到门庭若市，永庆坊日均人流量已增至 1
万人次，商铺出租率升至 95%，不仅成为文艺青年的青睐
之地，也是广州街坊怀旧的好去处。

69 岁的林燕霞已在此生活了 30 多年。她一天中最享
受的时光是暮色下抱着小孙子散散步。“以后会有更多的地
方散步，希望让孩子也能感受到广州的传统文化。”

在保护与发展中承载文化与乡愁

天晴怕火灾、下雨怕楼塌曾是永庆坊的真实写照。
2006 年，恩宁路连片危破房进入政府集中改造决策视野。

当时，老城改造倾向大拆大建模式。老城区拆迁要做到
经济平衡，要么提高容积率做增量规划，要么迁走原居民变
居住为商业。荔湾区住建局负责人江伟辉说，按拆一建三来
算，房子至少盖到二三十层，但这就会破坏原有的整体建筑
风貌和历史文化肌理。

征收拆迁还遭到居民反对，不少人不愿意离开生活了

几十年的老地方。改造一度陷入僵局。
2010 年，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王世福团队受托以保护

历史文化为前提进行重新设计，获得了市民支持。“第一
次在老城区做减量规划，保留了旧的街区路巷。”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邓堪强说。

但此方案又因提出迁走原居民而再度搁浅。2013
年，恩宁路被定义为历史文化街区，辖区建筑限高，开发
商望而却步。当地转变思路，以建设文创小镇为目标，选
择建筑风貌保留完整、原居民较少的永庆坊作为改造试
点。

“永庆坊案例表明，通过运营权市场化，当地在发展
经济与保护文化中达到了平衡。”王世福说。

“修旧比建新更花钱。永庆坊的改造成本是每平方米
1 万元，而新房建安成本只有一半。项目去年就做到收支
平衡，预计回收周期为 12 . 5 年。”喻敏锋认为，“文化保护
和经济发展看似有些矛盾，但只要路子对了，城市既更有
特色也更有活力。”

“在磋商中形成共识”

眼下，面积比永庆坊一期大十倍的二期改造项目正
在紧张进行中。一期改造时，由于一些工作还不够细致，
相邻权侵扰等纠纷随之产生，而二期项目私家业主占

50%，博弈更大。
在党建引领下，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共同缔造委员会

于去年 9 月成立。25 名委员中，居民占比过半，还吸纳了专
家顾问、商户代表、媒体代表等。

江伟辉常常召集委员商讨。居民的投诉、“挑刺”对他已
是家常便饭，但他认为过程十分必要。“各方把诉求摆出来，
在磋商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相比新城建设“白纸上画画”，老城更新涉及更多利益
主体，而国家的规定大多针对新城开发，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的政策法规和操作规范尚不完善，更需群策群力。

“永庆坊二期 50% 的业主为原居民，这是以前老城改
造从未遇到的。”王世福说，“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历
史风貌，这比我们在故纸堆里发现历史记忆更鲜活。”

目前，共同缔造委员会已运营超半年，有效化解了恩
宁路改造的诸多矛盾。公共空间增加了，商业味降低了，原
居民从反对、不解逐渐转为理解、支持。“平台的搭建也让企
业决策三思而后行。”喻敏锋说，通过改造前进行入户访谈，
最终方案虽不是最优，但一定是各方都能接受的。

“老城市新活力，广州着力用绣花功夫管理城市，将历
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重点工作。”广
州市委书记张硕辅表示，永庆坊是历史街区更新改造的新
尝试，愿它成为“益生菌”，从共建共治共享层面贡献一套制
度规则，为老城更新改造提供样本参考。

（上接 1 版）养育 3 个孩子，像是阻止她摆脱贫困的魔咒一样，逃不
掉，甩不开。

这样的日子久了，人就得过且过。强巴卓玛当初逃离家乡，想要过
上好日子的愿景，似乎离她越来越远。

2018 年，强巴卓玛 38 岁了。这一年，札达县迎来了实现全县脱贫
的攻坚年。她的家乡楚鲁松杰定的目标是：年内实现所有建档立卡户
基本脱贫，绝不让一个人在小康路上掉队。

“你回乡来吧，我们帮你！”听了来劝她的乡干部的话，强巴卓玛毅
然选择返回家乡。

针对强巴卓玛家的实际情况，县乡两级领导精准施策，决定聘任
她到乡食堂帮厨，并张罗着在乡政府帮她开起了商店和甜茶馆。

“帮厨年工资 4 . 8 万，边境政策性补贴一年 2 . 5 万，商店和茶馆半
年收入 1 万，总收入超过 8 万。”强巴卓玛说，“在政府帮助下，我家还盖
起了新房，生活一下有了盼头。”

强巴卓玛最牵挂的儿女们，也都有了妥善的安排。19 岁大女儿白
玛曲珍留在狮泉河打工，14 岁的二女儿次仁扎桑前往拉萨读初一，小
儿子益西旺扎到香孜乡完小读二年级。受益于“三包”政策，她几乎不需
要因为孩子上学花钱。

现在，只要得空，强巴卓玛就会到乡政府旁边小康新村的建设工
地去转转。她家已分得一套新房。按照她的规划，今年入住后，她要在
院里搭两间彩钢房，专门经营商店兼茶馆，预计生意肯定不错。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区，西藏积极探索出符合自身
特点的“五位一体”扶贫办法，2013 年以来累计减贫约 71 万人，贫困发
生率由 2012 年的 35 . 2% 下降到 2018 年的 6% 以下。西藏自治区党
委、政府已经庄严承诺，2019 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像强巴卓玛一样漂泊无依的贫苦生活，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再也不
会出现。 (注：陈尚才其时正在楚鲁松杰乡挂职)

强巴卓玛返乡记

▲游人在改造后的永庆坊里游玩（4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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