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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媒介再构 】

丝绸数码印花 IART 技术的
研发成功，引得国际大牌投来橄
榄枝

通过新科技与新媒介的融合与利用， 创新

原有非遗手艺有了新思路。

研发出数码印花 IART 技术的杭州万事利

丝绸，就循着这样的思路，让人们看到非遗文创

走向世界。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杭州春望 》里 ，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描写的就

是杭州丝绸，其工艺的绝妙———“轻、薄、印、染、

绣”，在一方丝巾里呈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作为

最大的丝绸生产国， 为全球提供了 90%的丝和

80%的绸。 不过受制于品牌理念、生产技术落后

等原因，中国丝绸一直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一

条国际品牌上千元的丝织品背后， 中国企业只

赚取低廉的加工费。 而杭州万事利丝绸数码印

花 IART 技术的研发成功， 引得 LV 这样的国际

大牌投来橄榄枝，今后 LV、Dior 的丝巾上也将印

上这个技术标识。 早在杭州 G20 峰会上，

不仅有用杭州丝绸制作的精美丝巾

纪念品，宴会请柬、席签、菜单、

晚会节目单 、 嘉宾礼包 、礼

宾服装 、 住所用品等 ，也

都有丝绸元素的体现 ，

而这些都基于大数据 、

云计算等人工智能的

新技术解决了目前丝

绸行业内普遍存在的

产品透色不均匀、传统

手绘或复杂的图案不能

精细呈现在面料上等问

题。 结合人工智能的利用，

同一块面料的两面还能形成

完全不同的图案 ， 再构机器的

“双面绣”。

在保留和传承原有非遗手艺的同

时， 尝试改变原有载体以适应更多元的现代生

活场域，同样可被视为新媒介再构的一种。 如上

海美术学院创新设计研究生施博文将传统蓝染

技艺进行“移花接木”，令人大开眼界。 在该系列

家居用品中，图案提取过程被形象地称之为“移

花”，基于蓝印花布传统技艺图案 ，经过细微的

调整和编排转移至木材表面进行印染， 转印的

过程则被称之为“接木”。 在制作过程中又借鉴

了传统吊染、扎染的印染方式，蓝染技艺的特性

使得木材印染的图案别具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的

意境。 成品在木材蓝染运用成功的基础上，以模

块形式组成了蓝染渐变杯垫与模块拼接装饰

画———将模块木片进行多次印染， 使每块木片

的色彩明暗度各不相同， 通过有规律或是无规

律的排列组成一组组渐变图像， 每块木片都能

够单独替换，这也增加了模块拼接的趣味性。

不难看出，新媒介再构非遗的种种尝试，拓

宽了非遗文创原有的适用场景， 通过技术层面

改良，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 经典元素解构 】

破译中国古建筑中藻井的
美学密码，系列作品引爆米兰设
计周

时下，越来越多的文创会对一些非遗元素，

尤其是富有民族风情的图案、 符号进行提取后

的元素再设计———这些元素本身就承载着独特

的非遗文化。 一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器物，因为有

了非遗元素或者背后的故事而显得与众不同 ，

同时人们在选择和使用这样的器物过程中 ，对

非遗元素、传统文化也多了一层了解。 在文创中

解构非遗的文化密码， 对非遗的传播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在 2018 米兰设计周上，来自中国的设计师

马聪以藻井为创意来源的《朝锦》系列作品引爆

全场。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藻井往往出现于皇室

建筑、寺庙、石窟内，作为与上天沟通的桥梁，它

彰显着帝王之家的高贵，也蕴含着古人对上苍的

敬畏。 其形制或浑圆、或四方，或八边，可多层次

交错叠置，其上不同的图案则蕴藏了祝福、祈祷

和庇佑之意。中国传统色彩中的赭红、紫棠、绀青

装点了东方传统建筑中的绮丽穹顶。 《朝锦》系列

作品对藻井形制和色彩等元素提取后的再解构，

将中国传统的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民以食为

天，这些源自中国古典建筑文化又深入当代生活

的杯、盘、壶，在使用过程中随着摆放的不同，使

得藻井这一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元素在餐桌上绽

放，也体现出了一人食不容潦草、众人聚四绮添

香的理想。

近几年， 以故宫博物院为首的博物馆推出

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也让原本束之高阁

的博物馆文物和即将面临失传的非遗手艺有机

会以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形式走近大众。 这些蕴

含着非遗文化密码的“特供”成为了平常人家可

以入手的“凡品”，有不少甚至作为国礼走出国

门。 以《千里江山图》的文创为例，仅数量就达到

数十种之多，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

少产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众所周知，故

宫博物院所藏的《千里江山图》是画家王希孟的

千古绝唱，也是宋代青绿山水中的传世杰作。 画

家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了秀丽的山水，有“咫尺有

千里”之说，用色上更是清丽明快，富有装饰性。

提取其元素开发的一种皮质茶盘结合欧洲制革

工艺和东方绘画艺术， 将一片平面皮革在不需

要裁切组合的前提下，通过 15 道工序用手工鞣

制而成。在使用过程中，其色泽又会显出一种

光泽的变化，使雕刻的图案经过时间的沉

淀而显得意韵深远。 而一款金箔手工

皂则将《千里江山图》中群山的造型

和青绿山水的色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皂体冰

蓝，金箔点点，组成了一幅微缩画卷。

【 传统手艺重构 】

融入现代生活场域的设计 ，

让濒危的竹编非遗手艺获得新
的生命力

非遗是从历史深处走到当下的， 需要在社

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演进更替，才能历久弥新，而

这一切离不开人的努力。 这样一个生命体，只有

当身体里流淌着当下的精神，才能真正地“活在

当下”。

近年来频频捧获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等多

个国际设计界重要奖项的设计师石大宇， 即以

一系列非遗文创把“竹之中国”推向世界舞台 ，

获得国内外的认可。 他的“屏茶”系列作品，是以

创新绷裱法完成的竹编屏风， 应用七种不同的

竹编工艺，完成了以不规则造型立面、非垂直站

立并保持平衡稳重的挑战，体现了“设计推动工

艺”的思想。 “椅刚柔”则是可堆叠的全竹质圈

椅，其材料结构工法无不精简，契合现代生活美

学又经久耐用。 古有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竹，竹艺是中华非遗的瑰宝。 非遗传承人擅长

用竹，将竹材本身刚、韧、柔、弹等特性驾驭得心

应手，而石大宇致力于在“日用”语境下解决传

统工艺与当代设计融合的问题， 他们的携手引

发了关于传统日用竹器精神延续的思考。

再看法国奢侈品集团爱马仕针对中国市场

推出的“上下”（Shang Xia）。 这个意欲挖掘中华

上下五千年文化积累、有“承上启下”之意的品

牌， 曾以一款竹丝扣瓷茶具挽救了一个因为造

价低廉而传人寥寥甚至濒临消失的非遗手艺 。

这一系列产品以景德镇薄胎瓷为胎， 由四川青

神县的非遗传承人用纤细的竹丝、 柔软的竹篾

紧扣瓷胎，胎弯竹弯，依胎成形，竹丝和瓷胎浑

然一体。 它在器型的选择上做着减法———选中

的瓷胎都极尽简洁，既能传递传统工艺之美，又

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与使用习惯； 在竹丝的编织

方法上却做着加法———变传统瓷胎竹编的单根

竹丝编织法为两根竹丝交叉编织法， 用不一样

的编织空间创造出另一种图谱。 这组作品正可

谓上承传统工艺精华，下启当今艺术化生活，恰

如其分地诠释了东方式的雅致。

身处当今机械化大生产以及信息化、 国际

化的大背景之下， 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内核，通

过材质上的碰撞、非遗手艺人与设计师的携手等

重塑其外观、重构其元素，才能使非遗文创为现

代人接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场域。

近日启幕的第 22 届米兰三年
展上 ，融合蓝印花布 、丹寨蜡染 、阿
坝羌绣、苗族百鸟衣等四种中国非遗
元素的装置艺术作品《百鸟林》惊艳
亮相，让行走其中的人们感受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感受到中国非遗手
工艺之美。这件来自上海公共艺术协
同创新中心对于传统非遗手工艺“再
设计”的作品，仅仅是如今中国设计
借助非遗元素赢得世界关注的一个
缩影。

对非遗元素的再设计 ， 渐成当
下时尚原创设计领域的一种趋势。 频
频闪耀在设计、艺术类国际展会上的
非遗文创，俨然刮起一股摩登的东方
美学风。 这似乎正印证了日本知名设
计师原研哉说的：“越是国际化， 越是
需要本土化；包括传统手工艺在内的
本土化资源，是走向国际化最宝贵的
素材。 ”

事实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
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似在渐行渐远，

尤其是传统的非遗手工艺，不少因生
活环境改变、传承人缺乏、原材料匮
乏等缘故而濒临失传。 然而，随着近
几年来对非遗保护力度的增加，尤其
是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的兴起，大众有
了更多接触非遗的可能，这反过来推
动了非遗自身的发展。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品
类丰富、内蕴深厚的非遗元素，其中
既有竹编、蜡染、髹漆等工艺元素，也
包括图案、色彩、造型等传统视觉元
素，石材、陶瓷、布等传统材质元素。

这些古老的、 形形色色的非遗元素
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视觉基因和审
美意境。当它们适应了当下这个工业
化、信息化时代，以及未来的人工智
能时代，将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文化力
量和能量。 对此，设计作为现代社会
重要的创新途径大有可为。

如何既融入创新设计又不脱离
非遗产生的土壤，最终探索出一种符
合现代人生活场景、消费价值观的非
遗文创产品，正成为设计界颇为关注
的新命题。 “智构”非遗文创，运用新
兴媒介再构、经典元素解构、传统手
艺重构等种种创新手段转码非遗承
载的文化内核，正成为非遗获得新动
能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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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晚上是博物馆独特的资源。 博物

馆善于利用晚上， 不仅将获得一定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表现社会所需，反映公

众所想，满足专业所求。

但是，客观来说，并不是每家博物馆都能够

利用好晚间的资源。 晚间时段，博物馆可能会开

放一两个展厅，酬谢客户和来宾，或者被认为是

特别的礼遇。 但这严格来说不能称为“夜场”，只

能称为“专场”。 还有一些遗址类的博物馆，它们

在户外的晚间开放， 实际上是特定区域内的活

动，有点像晚间的游园活动，和博物馆的“夜场”

也完全不同。 博物馆“夜场”，应该是指博物馆整

体对外开放，如同白天的开放一样。

博物馆的晚上，有着不同于白天的安静，不

同于白天视觉上的感受。 这种特别的体验对于

很多公众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因此，博物

馆针对这一部分公众而延长开放时间， 是与公

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而对于一些特别的展览，延

长开放时间到晚间， 使得这个展览有更大范围

的观众覆盖面， 也反映了博物馆对公众的态度

问题。 博物馆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晚间开门，

都反映了社会、 公众的需要， 博物馆的专业追

求，还表现出博物馆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的

一种特别的关系。

世界范围内， 很多博物馆每周或每月特定

时间，延长开放到晚上特定的时间，形成一种常

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夜场”。 如大英博物馆每

天的开放时间为早上 10 点至下午 5 点半， 周五

则延长到晚上 8 点半；巴黎卢浮宫每周三和周五

也会延迟到夜间 9 点 45 分闭馆； 美国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则在周五、周六两天开放至晚上 9 点。

显然， 博物馆的夜场或夜间专场会成为博

物馆对外开放中一个特别的亮点———到了晚

上，博物馆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对于那

些非国有博物馆来说， 夜间的专场是扩大收益

的重要方面，是与企业、社会、特定人群建立特

别关系的机会。 而博物馆更应该重视这样一个

方面： 夜场将扩大博物馆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

以及在公众中的社会影响。

当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成为一种常

态，对于所在的城市与公众，都是非常重要的 。

因为到了晚上，不管多么繁华的城市，其夜间生

活都有一定的限度， 最为普遍的是酒吧、 电影

院、剧院等。 这种夜间的休闲和消费，如果没有

博物馆、美术馆的加入，会表现出城市文化状态

的缺陷。 在夜间单调的休闲和消费中，人们有时

选择电影院也是非常无奈的———除了看电影还

能干什么？ 人们走进电影院，可能并不在于电影

本身的质量， 而只是选择了一种晚间的生活方

式或休闲方式。 而博物馆不管能够延

长晚间开放时间多长，都反映了这座博

物馆所在城市的文明水平和公民素质。

无疑，对于博物馆来说，用常态化的方式来

维系夜场，或创造更多的夜间专场，面临巨大的

考验，需要更大的经济投入。 然而一旦这个问题

解决好了，公众可能会更多地走进博物馆，反过

来促进博物馆各方面的专业能力的提高， 特别

是博物馆休闲功能的开发。 当然，晚间开放也会

带来博物馆管理中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 比如，

博物馆夜间开放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延长， 还需

要量身打造服务环境和专门内容， 也需要优质

的文化产品来支撑夜间专场。 这既考验博物馆

的专业水平， 也见证博物馆的审美眼光和艺术

能力。

只有用积极的态度和优质的产品发挥自身

在城市晚间的影响力， 博物馆才能融入城市的

晚间休闲和消费体系之中， 博物馆的晚上也才

能更精彩。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艺术评论家）

博物馆夜场，

不妨成为都市晚间的休闲方式
陈履生

“非遗”让东方生活美学惊艳世界
金懿诺

◆

▲荩设计师马聪以藻井为创意来源的 《朝

锦》 系列作品惊艳2018 米兰设计周

荨参加第 82 届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手工艺

博览会的 《陌上·春》 黎族织锦创意手包系列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茛设计师石大宇以一系列非遗文创把 “竹

之中国”推向世界舞台，图为他设计的“椅刚柔”

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