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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融合中地方高校推动区域非遗传承的实践
——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
张 丹 a，赵金龙 b
（武汉纺织大学 a. 传媒学院; b. 纺织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地方高校是区域文化中心，聚集了区域内众多资源，是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地方高校所具备
的人力、物力、智力和学科融合、科研平台、学术氛围等优势，为区域性非遗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文教融合中地
方高校推动非传承的实践研究较少。文章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分析了地方高校推动区域性非遗传承，实现文化和教
育深度融合，以期对地方高校推动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实践研究者者起到参考借鉴作用。[研究方法]文章通
过经验总结法、案例分析法、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地方高校推动区域非遗传承的可能性，武汉纺织大学推动区域非遗传
承的实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地方高校的职能契合了非遗传承的需求；地方高校的参与提高了非遗传承的能力；非遗
保护传承提升了地方高校办学水平。探索出“科学研究为基础、教育教学为抓手、创新开发为途径、保护传承为目标”地
方高校推动区域非遗的系统化保护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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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Promo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by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Practice of WTU
ZHANG Dan1，ZHAO Jinlong2

(a.Schoo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b.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center of regional culture, gathering many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universities, such as human resources, material
resources, intelligence and discipline integ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platform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provid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there are few practical studies on the promotion of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by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aking Wuhan Textile Univer⁃
sity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by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play a reference role for the practice
researchers of promoting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by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meth⁃
ods of experience summary, cas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ssibility of promoting regional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by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
tance by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the function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et the nee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Inherit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
tanc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mproves the level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also
explores the way of systematic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which is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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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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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文化遗
产的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
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为各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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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成果。非遗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是地方优秀文

汉纺织大学纺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化的代表，突出表现区域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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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尚。区域性非遗的保护传承对于发扬民族

遗产品设计大赛，部分非遗研究成果，通过人大代

文化优秀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区域经济

表和政协委员，转化为议案和提案，推动政府、社会

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高等院校肩

对非遗的关心和关注，督促非遗相关问题的解决。

负着为社会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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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四项基本功能。地方高校是区域文化中心，

建设非遗传承基地，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根本，学校积极

聚集了区域内众多资源，是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驱

搭建区域非遗在校园传承的舞台。2015 年，学校建

动力。地方高校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智力和学科

成 500 平米的湖北省纺织非遗传习馆，汉绣、黄梅

融合、科研平台、学术氛围等优势，为区域性非遗的
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地方高校推动区域性非遗
保护传承成为文化和教育深度融合的典范。武汉

挑花、红安绣活、阳新布贴、西兰卡普、红安大布等
代表性非遗项目在学校传承；2017 年，学校在湖北
省纺织非遗传习馆基础上申报的《鄂东民间挑补绣

纺织大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以纺织命名的大学，

传习基地》
（荆楚纺织非遗馆）项目入选国家《“十三

学校植根荆楚地区纺织类非遗的沃壤，依托纺织、

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重大建设项目储备库，

服装、艺术等学科、人才优势，与地方文化部门、传

中央、地方、学校共同投资 800 万元，2018 年建成全

承人群、文化企业等非遗保护组织形成联动，探索
一条“科学研究为基础、教育教学为抓手、创新开发
为途径、保护传承为目标”地方高校推动区域非遗
的系统化保护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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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非遗研究平台，深挖非遗文化内涵

非遗研究是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2009 年，学

国高校首个中央投资建设的非遗传习馆，3000 多平

米的非遗馆汇集了荆楚地区 22 个省级以上纺织类
非遗项目，年参观学习 20000 多人次，成为学生和

周边社区居民非遗传承的“打卡地”，极大的丰富湖
北地区纺织非遗文化内涵；2019 年，学校的“汉绣”
传承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

校率先成立非遗研究室，开展湖北省纺织、印染传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未来将通过抓实非遗的课程建

统美术、手工技艺保护与传承研究；2013 年，学校获

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

批成为首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建

示交流等环节，有力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

成 1000 平米的独立学术研究平台，以研究平台为

位融入高校教育。

基础，将艺术、服装、纺织、印染、传媒等相关学科进
行整合，在学报《服饰导刊》开辟“非遗研究”固定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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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非遗进课堂”，
丰富高校教学形式
非遗进课堂是高校非遗传承的主要途径，传统

目，加强区域非遗研究；2014 年，学校在艺术学科单

美术、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是高校艺术教育的文化

独设立非遗方向，并招收硕士研究生,培养高素质

源泉，学校作为艺术特色院校，大力实施“非遗进课

非遗研究、保护、传承专门人才，非遗方向研究生招

堂”活动。2010 年，学校将汉绣、黄梅挑花等极具荆

生每年爆满。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形成了以教

楚地域特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引进校园，在湖北省

授、博士、工艺美术大师和传承人为主导的 40 多人

高校首开非遗公选课，聘请汉绣国家级传承人黄圣

的研究团队，对荆楚地区纺织非遗进行全面、数字

辉、黄梅挑花国家级传承人石久梅等传承人担任指

化调查、记录、整理与保存，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荆楚

导老师，开展非遗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十年来，传承

纺织非遗的数量、空间分布、传承与保护等生存状

人、教师共同授课的非遗课程成为纺大“最火爆”的

态；近十年来，学校非遗研究中心先后承担并完成

人文通识课，并被评为纺大的品牌课程；学校还将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基金 3 项，教育部、文化部以及
湖北省、武汉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 30 多项，发表
非遗相关学术论文 180 多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28

艺术设计、服装设计、染整设计、纺织工程等特色专
业、课程进行改革，融入区域纺织类非遗项目，采用
非遗传承人与专业教师联合备课、共同教学的模

部，其中《荆楚汉绣》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

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时尚设计，既提高

白；学校还积极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相关研究已

了课堂的吸引力，又增强了设计的民族性，还促进

引起国家非遗中心、湖北省文旅厅、湖北省非遗中

了非遗项目时尚化、生活化；2016 年学校成为文化

心、武汉市政府等政府、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的高度

部、教育部首批研培计划实施高校，四年间先后承

重视，先后协助湖北省文旅厅起草了《湖北省手工

办了六期传承人群研培班，培训了全国及湖北省的

技艺振兴计划实施意见》，帮助湖北省质量技术监

300 多名纺织类非遗传承人和从业者，学校探索的

督局起草并发布了《汉绣行业标准》，协助湖北省文

“不失其本，强化基础，保持特色，个性研培，教学相

化厅和武汉市文化局举办两届湖北省和武汉市非

长，学研结合”的培训模式，受到培训学员和文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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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肯定，研培成果“挑绣之韵”、
“新织楚裳”先

特征的基础上，针对荆楚地区的纺织类非遗进行相

后入选文旅部 2018 年、2019 年“锦绣中华”非遗服

关文创产品的开发，帮助传承人群改良和提高非遗

饰秀展演，亮相北京恭王府和景山公园，成为全国

文创产品的品质和质量，支持非遗传承人参加中国

非遗年度大事；非遗研培、非遗公选课、非遗设计课

非遗博览会、国际非遗节、中国长江非遗展等各种

深受广大同学的欢迎，每年毕业生多篇非遗研究论

非遗展会，鼓励非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加传承

文获得湖北省大学生优秀成果奖，带有非遗元素的

人的市场收入，实现非遗传承人“手工养民”；2013

设计作品，先后荣获全国非遗大展金奖、俄罗斯设

年，学校与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江

计金奖、法国院校时尚设计大奖、全国设计院校设

日报报业集团签署武汉汉绣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

计金奖、新人奖等的国内外大奖 50 多项，非遗教学

议，成立武汉汉绣产学研发展中心，共同组建汉绣

成果先后荣获湖北省教学成果一、二等奖、中国纺

发展公司，这是武汉市首个具有自主研发、设计、生

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产和销售能力的汉绣产业链发展平台。2017 年，学

4

推动“非遗进校园”，
凝练校园文化品牌

校与武汉市政府签署市校合作协议，曾任湖北省委

区域非遗在高校的传承，极大地非富了校园文

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表示，发挥武汉市成

化，学校将“崇真尚美”的校训融入非遗传承的过

为中国第四个“世界设计之都”优势，携手武汉纺织

程，凝练出特色鲜明的“美在纺大”校园文化品牌。

大学打造中国时尚名城，积极保护和传承汉绣技

学校将非遗传承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通

艺，重振汉派服装荣光。2019 年，携手武汉市政府、

过开展汉绣 T 台秀、黄梅挑花成果展、红安大布技

江汉区政府共同建设集设计、制作、教学、体验、展

艺展、非遗大讲堂、非遗服饰秀、非遗社团行等形式

示、交流、销售为一体的国内唯一的汉绣聚集地“中

多样的非遗传播活动，推动非遗保护传承；2015 年，

国汉绣圈”；学校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开展“非

学校申报的《弘扬荆楚文化 传承汉绣技艺》成功入

遗+扶贫”工作，与国家级贫困区恩施土家苗族自治

选教育部第一批“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

州土家山寨公司共同设计开发的非遗——西兰卡

动全国高校特色展示项目；每年寒、暑假，在老师的

普系列皮包、家居用品，带动贫困山区非遗传承人

带领下，非遗社会实践分队开展田野调查社会实践

群就业，非遗文创产品走出国门，受到了新西兰、俄

活动，为非遗的研究、保护、传承积攒了大量的一手

罗斯、德国民众的欢迎；持续八年支持国家级贫困

资料，以荆楚非遗调研为主题的项目先后获得全国

县红安县探索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红安模

“挑战杯”大赛银奖、累计进步奖、湖北省“挑战杯”
大赛特等奖、一、二等奖等 10 多项，社会实践团队

式”，带动建档立卡户 1000 人，扶持非遗项目红安

大布、红安绣活开展“合作社+农户+市场”的传承，

连续四年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评为“优秀社会实

帮助红安县开发红安大布系列产品，从大布配色、

践分队”，并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1 年感动中国

织造到家纺产品设计，全民提升红安大布的产品附

高等教育十件新闻大事”；带有浓郁区域非遗特色

加值，设计制作的非遗文旅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切

的“美在纺大”校园文化品牌先后荣获全国高校校

实的增加了非遗从业者的收入，实现了“精准扶

园文化建设二等奖、湖北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

贫”。

等奖，光明日报、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报、湖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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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报等主流媒体多次聚焦纺大，对非遗融入大学的

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在地方高校的传播与

经验进行专题报道，
“美在纺大”成为纺大的“文化

传承为教育和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行路径，地

名片”。

方高校（纺大模式）的有效探索使区域文化和高等教

5

联合非遗保护力量，优化非遗传承生态

育都受益匪浅，
扩大和加深文教融合，
是提高地方和

非遗保护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学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行探索，也是

校充分发挥联络广泛的优势，通过校企、校地、校政

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更

合作的形式，扩大非遗朋友圈。通过研培和研发，

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

积极筹备非遗文创产品“走出去”，学校设计师与非
遗传承人牵手创作，在尊重和理解传承人手工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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