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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2 年 10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中国

上海召开亚太地区大会，通过“博物馆、非物质遗产

与全球化”为主题的《上海宪章》，对博物馆参与保护

与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指导意见。[1]这充分体

现了国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关系的认识。有学者也提出，“民族博物馆作为以收

藏、研究、展示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环境物证的

重要场所，是少数民族文化记忆、传承、弘扬与发展

的重要阵地，在延续少数民族文明、维护文化多样性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特别是对一些目前正在慢慢

消失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民族博物馆要用

其文化自觉将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起来。由于不同的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反映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特征、
历史演进过程、生活观念与习俗等，因此其保护与传

承并不是民族博物馆就能解决的。并且，在保护形式

上，传统民族博物馆大多重视对物质文化遗产中

“物”的静态展示与陈列，而常常忽略“非物质”因素；

在功能上，一般用于收藏与研究，而忽视传播推广与

教育普及等。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活中一直保存

着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思维模式，其与自然打交道的

方式，以及与其生活相关的传统技艺等非物质因素，

使得民族博物馆的传统收藏与展示方式受到挑战。

这就不得不在保护与继承、传播与推广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与技艺时，对物质与非物质因素进行通盘考

虑，甚至对其进行活态注解。
究竟该如何保护与继承、传播与推广？笔者在对

湖南通道侗族织锦的考察中，发现一种新的展示与

保护形式———“新通道”侗文化推广与研究基地（以

下简称基地）。该基地于 2014 年 5 月由湖南大学艺

术设计学院在湖南省通道县横岭村建立。在展示与

保护过程中，一方面，摆脱“物”的束缚，突破传统侗

锦博物馆单纯的静态保护形式；另一方面，对其单一

功能进行扩展，新添加了传播与普及、推广与教育、
生产与研究等多重功能。

侗锦技艺是侗族先民们长期在其所栖居的特定

环境中形成的，其发展的动力与当地的生活生产密

切相关，尤其还往往和当地特定的仪式交织在一起，

是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保护

时不仅要关注侗锦及其技艺本身，还要将侗锦技艺

放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系统中综合考虑，

形成对侗锦技艺与侗锦文化更全面的认识。基地在

当地收集与保存传统的侗锦，研究与设计传统与现

代结合的侗锦产品，组织当地织娘负责侗锦的生产，

以及每年定期举办“侗锦技艺培训班”进行侗锦技艺

的教育与培训，传播与普及与当地人生产生活相关

的侗锦技艺与侗锦文化，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文化

地方性传统技艺的传播与普及

———以湖南通道侗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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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地方性传统技艺的研究多以民族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继承等方面为主，少有对民族博物馆功能与民族文化的传播方式进行探究性研究。本文试图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新通

道”侗文化推广与研究基地为研究对象，打破以往读者对传统民族博物馆功能的刻板化印象，探讨以一种全新的保护方式和特

殊的保护手段真实再现当地的文化传统与通道侗锦的特点；并从少数民族地方性传统技艺保护与传承的长期性角度出发，研究

新的保护形式在其他类似的民族博物馆建设发展与少数民族地方性传统技艺保护传承中所体现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以此探究

如何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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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特别是通道侗族自治县侗锦的保

护与继承、传播与发展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

还将学生带到基地，了解与学习侗锦文化与侗锦技

艺，为通道侗锦的保护与继承、传播与推广开拓了新

思路。虽然其反映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保护

与民族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从目前来看，并未

引起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当然这一新模

式目前还在探索阶段，仍面临着困境。但是其为少数

民族边远地区民族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

以及思考少数民族地方性传统技艺的价值所在提供

了参考。

1 “新通道”侗文化推广与研究基地的

运作方式及其特点

1.1 主要方式

1.1.1 收藏与展示方式

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民族博物馆一般以单一静

态的遗物、遗存展现古老的文明，其民族文物或文化

具有历史性、多元性、民族性。湖南大学艺术设计学

院在湖南省通道县横岭村建立研究与推广基地，以

当地极具民族特色的木建筑房子为主，从内到外均

用充满民族气息的文化符号和形式，为侗锦文化的

传播提供了良好氛围。由于其空间有限，侗锦的展示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侗锦的展示，包括对古老

的侗锦艺术品、侗锦技艺生产过程的展示；另一部分

是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的侗锦，包括“蓝”系列、“木”系
列等主题的新式侗锦产品；墙壁上还贴着以侗锦为

道具的模特照片；并利用侗锦元素制作出一系列符

合当地建筑风格与居民生活习惯的中国乡村风格家

具，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1.1.2 传播与教育方式

根据基地侗锦文化传播与推广的特点，笔者总

结出其传播与教育培训的过程 （参见图 1）。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新通道”侗文化的推广与研究主要以

湖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通道县科技局、通道县文化

局、国家级传承人等为传播主体，以教育培训平台

（织锦生产培训、产品样本培训、市场需求培训）和传

播与推广平台（门户网站、APP、微信、书籍、影像）为

传播媒介。教育培训平台主要以“侗锦技艺培训班”
为主，受众群体是通道侗族自治县村寨的当地广大

织娘，这一受众群体具有居住极度分散、文化程度不

高、以本土语言为主要沟通方式等特殊性。因此，培

训内容为满足这一受众群体的需要，不仅有与当时

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织锦技艺知识与实用技

术，还有市场需求的培训，以便织娘了解大山之外的

生活，靠为基地生产侗锦来填补家用，与传播主体之

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传播推广平台是以异地的

游客与感兴趣的人为受众群体。

1.2 特点

1.2.1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静态陈列和动态陈列是博物馆的两种陈列方

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般与当地的民俗活动、
仪式活动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当地生活方式的改变，

与其相关的各种仪式与习俗正在慢慢消亡。为了将

侗锦技艺保存与继承下去，基地在陈列与展示时突

破原有的静态保存方式，将侗家织娘们请进基地进

行动态的织锦过程演示。织娘们在展示厅织锦，来基

地的外地游客或者当地人可以直观参观。这不仅仅

是简单的表演，而是特定的生产工具、原料和具有特

定技能的手艺人三者相互结合的动态运作，是动态

陈列的典范。[2]这种保护方式不仅保护了侗锦，也没

有忽略其织造过程、制作技艺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文
化含义等非物质文化内容。
1.2.2 在休闲交往中的技艺传播

参照当地人的作息时间，基地设立了上下班时

图 1 传播与普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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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只要有时间织娘们就可以聚集在一起。白天织娘

们一边织锦，一边话家常，时不时再有邻家妇女来串

门，相互观摩。因此，有了新的图案或新的题材，大家

很快便能知晓，无形中为侗锦技艺的传播与普及营

造了良好的氛围。另外，再有其他村寨的织娘们慕名

而来，就无形中把一些不同寨子的织娘们聚集在一

起，促进彼此技艺的切磋，从而促进织锦技艺的交

流。而且，当游客来参观时，也可以直观地了解侗锦

织造过程，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侗锦。虽然基地的初衷

并不是如此，但在这样的轻松环境中却无疑达到侗

锦技艺的传播功能。
1.2.3 传播形式多元化

基地挂靠湖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该校有着丰

富的人脉关系、多种销售渠道（参见图 2），利用优势

资源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织娘参与，还可以吸引更

多的外地人关注该地区的织锦技艺，将地方性的技

能延伸到长沙、全国甚至国外。

图 2 人脉关系与销售渠道

传播方式多元化是地方性传统技艺传播未来发

展的趋势。传播方式会直接影响技艺传播的效果，只

有巧妙地采用多种方式，适应各种语境，才能最大限

度地实现技艺传播的有效扩散。如图 3 所示，基地不

仅有在地传播方式，还有流动传播的方式以化解地

域限制，极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织娘们这一受众群体

对侗锦技艺的学习需求。不仅如此，还应用了目前流

行的自媒体传播方式，如微信平台、APP 等。
1.2.4 教育培训内容针对性强

通晓受众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们的兴趣需要，乃

是知识传播者所具备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因为它

决定着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提供给他们，怎样去描述

这些信息。[3]“侗锦技艺培训班”传播内容主要有四

大块，针对本土侗锦文化企业的培养，联合各个工作

坊共同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成与外部企业

间的技术交流、市场和资源共享；针对侗锦手工作坊

的培养，引导青年设计师和手工艺人共同开发具有

地域特色的产品；针对手工艺传承人的培训，组织有

创作能力的织娘们，通过专家讲座、工作坊，在创新

方面予以支持和引导；针对一般从业者的技能培训，

通过学习织锦为其增加就业机会，吸引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就业、解决留守儿童、妇女及老年人的生活需

求。

2 新模式的效果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一个贫困县，大部分

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剩下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小
孩等。因此，来参加“侗锦技艺培训班”的织娘年龄大

部分在 50～60 岁，少数为 40～50 岁，并且由于她们

受到汉化的程度低，科学素养也不高，因此在侗锦技

艺的保护与继承、传播与教育、普及与推广等方面受

到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地邀请国家级传承人粟

田梅作为主要传播主体，由于其对当地地形熟悉，精

通汉语与侗语，熟悉织娘们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

可以使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有效

地规避了技艺在保护与传播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而

出现的差错。为了培养更多的侗锦织艺能手，基地从

2012 年开始举办培训班，先后在侗锦生产较为集中

的双江、牙屯堡、独坡、洞雷等乡镇举办。目前已举办

了两期大规模的“侗锦技艺培训班”，第一期共有

100 多人参加集中培训，第二期则分别在不同的地

点组织培训，共有 90 多人参加。[4]在此过程中，大家

及时交流与分享织锦技艺，讨论生产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氛围空前热烈活跃，吸引了不少在外打工的妇

女返乡织锦，逐渐在恢复当地侗族妇女的织锦习俗，

使即将失传的侗锦织造技艺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新模式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对侗锦技艺的保护

与传承虽发挥一定的力量，但自身力量还很有限，潜

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外界的大众媒体传播力量

还很薄弱，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传播与普及方式仍图 3 传播与推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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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占据主要地位。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性问题存在。
如经过了两次的田野调查，了解到当地人最迫切的

需求是改善生活，有一份工作来增加家庭收入。目前

基地正在积极为侗锦寻求固定的销售渠道，只要有

小众群体接受，织娘们就会有收入，就能把织娘们留

在家里照顾小孩，照顾老人，可以解决一系列社会问

题。对此，当地政府虽然很支持侗锦技艺的传播与普

及，喊口号的力量也很好，但是群众力量非常微弱，

真正落到实处还很难。[5]如今纯粹以自产自足的生

活方式在当地仍然存在，还保持着一些侗族先民传

承下来的传统的自然观、生活理念及生产生活的习

俗礼仪，也遵守着很多传统的生活、生产和信仰禁

忌。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侗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无疑

增加了难度。从传播立场上来讲，基地对侗锦技艺的

普及与推广模式属于地方公益性科普事业。地方公

益性科普事业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科技文

化基本需求，承担提供科技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实现

和保证公民科技文化权益的主要手段，科普事业具

有公共性、基础性、保障性等特征，其一切开支由政

府承担。[6]基地在形式上符合了地方公益性科普事

业，但其一切开支由湖南侗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

司承担。并且，从发展模式来看，其实质更加符合经

营性科普产业的发展模式———按照产业发展模式从

事产品生产、开发、提供科普服务，其主要社会价值

体现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的科普要求。这种模式

不断冲击着农村科技传播的公益性，催生盈利性。[6]

虽然这种模式强调当地织娘作为受众的需求及其在

当地的主体地位，强调织锦技艺的普及与推广，但是

公益性和盈利性并存的技艺传播模式在当地似乎并

没有达到很好的合作或整合，而呈现出一种此消彼

长的状态。

3 启示

少数民族地方性传统技艺保护与传播方式的多

样性、媒介的多元化、内容的语境化对技艺的保护与

传播产生的效果不容忽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语言

的特殊性，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传播与普及更具复杂

性。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

区，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和侗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决

定了侗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复杂和困难。“新

通道”侗文化研究与推广基地作为湖南通道地方性

生活技能知识的保护与继承、传播与普及新模式，不

仅将织娘引进基地，进行动态的技艺过程的现场演

示，还将目前流行的自媒体形式应用其中，对传统侗

锦博物馆单一的保护形式与功能进行了有效补充，

对当地织娘们织机技艺的提高及其科学素养的培养

作出了贡献。但是，学术界目前对少数民族偏远地区

地方性技能的传播与普及模式相关研究还很少。本

文希望通过对“新通道”侗文化研究与推广基地的介

绍和探讨，能为少数民族地方性传统技艺的保护与

继承、民族类博物馆未来的保护形式与功能提供一

些建议。
（1）当参观者进入博物馆时，易被一件件精美展

品的艺术性所吸引，而无意识地忽略了其背后的文

化内涵。这与博物馆的初衷是相悖的，尤其是民族类

博物馆，其最大的亮点即在于民族文化鲜活的生命

力。因此，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陈列与展示，要打破

藏品信息的单向传递，针对不同人群，从多元的视角

出发，提供多种多样的展示形式，增加与参观者的互

动性。如在民族类博物馆展厅开设民俗活动、传统技

艺制作过程的演示，将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引入博物馆，通过演示本土民族文化的方式让更多

的参观者观摩、甚至亲身参与保护活动，为传统技艺

类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提供支持。互动参与可以

让观众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感受，同时也弥补陈列

展览单线叙述的薄弱，密切了物与人的联系。[7]

（2）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是民族类博物馆的重

要功能。民族博物馆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其保

护形式是外在的，帮助当地人认识本民族的文化，提

高其文化自觉性才是民族类博物馆存在的意义之

一。因此，民族类博物馆需要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博

物馆的传播力。而举办展览和进行公开教育培训无

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使当地人能够

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地的传统文化，激发他们的文

化认同感，深入挖掘藏品承载的文化内涵，并还原于

文化之中做文化表达。
（3）新媒体建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具有超

媒体性、交互性和跨时空性，能够将地处偏僻的少数

民族地区的文化，通过视频、微博、微信广泛、快速有

效地传播出去，这是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8]随着

科技的进步，自媒体俨然已成为被广泛使用的传播

工具，其影响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少数民族传统

技艺的保护中，加入自媒体，能够打破空间和地域上

限制，提高外界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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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s focus the research about minority local traditional crafts mostly on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There is little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museum func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dissemin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ake the base of New
Tongdao Dong cultural promotion and research in Tongdao Dong autonomous County, Hunan Province as the main subject
of study, in order to break the readers’inflexible impression on traditional national museum features in the past. It explores
a new way of protection and special means of protection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to represent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Besides, from the long-term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national traditional skill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new forms of protection which embody new idea and new measures in other
similar national museum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local national traditional skill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iming at exploring how to better promote the spread and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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