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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民心相通，塑造中国形象 

——走访古城，邂逅美好 

(茗端之滇队 王宇 余诗雨供稿) 丽江是古代茶马

古道南路的一个重要交通

枢纽，对中国茶文化以及

中国形象的传播起到了重

要作用。丽江古城，又名

“大研古城”，是云南省著名旅游景点，不仅富含自然

美景，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的到

来，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各地文化的交流。此次，

我们“茗端之滇”实践小队来到丽江，意在走访古城，

实地考察古代茶马古道对丝路沿线贸易的贡献，深入地

了解茶文化的内涵，并在古城内外寻找外国游客，发放

问卷和面对面采访，从而分析“一带一路”国家青年民

众心中的中国符号，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进行宣传。 

为了更好地了解茶文化，茗端之滇实践团队在丽江

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位于丽江束河的茶马古道博物馆。茶

马古道南起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经大理、丽江、迪庆

至拉萨，以今天公路里程计长达 2800 公里，若以古驿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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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计，线路更长，仅丽江至拉萨有 80 多个马站，要走

三个多月。 

一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对茶马古道的介

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茶马古道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茶马古道串联了喜马拉雅文化带，有亚洲文化水塔之称。

这里是民族迁徙的走廊，众多民族文化在此孕育而生并

走向全世界。从 20 世纪到今天，无数的中外学者都在

此地做过实地考察，备受世界的瞩目，无数文化人类学

者视此地为民族文化研究的最佳基地，而今由于世界的

飞速发展，此地已经成为人类为数不多的几块民族学研

究乐土。 

茶马古道与我们的实践主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团队成员进行参观后，大家发现在经茶马古道进行投资

设号的云南商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经营着与茶叶直

接或间接相关的生意，而商人的乡籍也以丽江为主。 

团队成员也在各个不同的展厅中了解到了更多茶文

化的历史地位与运输情况。自古以来茶文化便有很重要

的位置，历代朝廷利用藏族嗜茶这一特点因势利导，推

行以茶制边的政策，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由

此诞生了茶马互市。但是茶马古道地形复杂，地势险要，

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在这条艰险之道上，推

动古道繁荣的茶马贸易虽然已经衰退，但大家仍然可以

想象到那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 

这次参观博物馆的调研让茶文化以一个更加丰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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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象出现在实践队员的面前。不再只是一杯茶盘上

的热茶，也不再只是一个个可爱的茶宠物。它是中国的

一个文化符号，拥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好像是一种

“高雅”的艺术，却也充斥着生活的气息，甚至蕴含了

茶马古道上每个商人背后的辛酸与苦楚。 

如果说在之前的实践活动与调研是对茶文化的了解

与宣传，那么对茶马古道博物馆的参观更像是一个升华

的过程。在那里，每一个实践队员内心都震撼于茶马古

道的艰险与磅礴气势，也感动于古人不畏艰险的“茶马

古道”精神。参观完博物馆以后，每个人的心里都对自

己的实践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什么要以茶文

化作为自己的实践主题，为什么要宣传茶文化，茶文化

到底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着怎样的意义？  

茶马古道的确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最后小组讨论中，大家都一致决定将茶马古道的

图案作为实践最后设计的茶文化产品的包装。这样一方

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客人，也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我

们国家茶叶背后的文化底蕴。茶马古道如今虽然只是作

为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但是它留下的文化遗产应该永

久被人铭记。 

午时的古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阴沉的天空挡不

住游客参观的兴趣，更磨灭不了我们走访的热情，大家

都拿出了百分之百的专注，即使很难找到外国游客，也

不曾放弃，始终为实践活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努力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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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会被辜负，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失望之

际，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家印度小店，店主是个印度人，

趁着店里没什么客人，我们走进店里，向小哥哥表明了

贸大学生的身份并说明了来意，小哥哥对我们的活动很

支持，积极填写了调查问卷，还愿意接受采访。店主小

哥哥的中文不是太熟练，幸好他的英文不错，而我们队

里有一个英语特别溜的闫璟小姐姐，两人可以无障碍交

流，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队里的摄影师进行了视频

录制和照片拍摄。 

根据问卷的答案，我们发现这位印度小哥哥对“中

国符号”有一定的了解，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熊猫和茶

叶。联系中国文化传播的现状，不难看出，《功夫熊猫》

系列电影在全世界的上映，广泛而有效地刻画了熊猫这

一中国特有的符号，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做出了贡献。据

采访，印度小哥哥今年 20 岁，来到丽江后，在古城里

开了一家印度传统物品店并进行代购等业务，在丽江生

活一段时间后，了解了中国的茶叶并喜欢上了喝茶，小

哥哥平时喝的是普洱，这是云南最著名的茶叶，在丽江

比较常见，我们询问小哥哥为什么喜欢喝茶，他表示很

喜欢茶的香气，以前在印度喝的是阿萨姆，来中国后发

现普洱茶的味道很独特。小哥哥还在店门口放了一套茶

具，据他说是为了给游客提供品茶休息的地方，也能够

招揽一些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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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他提醒，我们发现很多店都有这样的设计，在店

内或店外放置茶具和桌椅，这对中国茶叶的传播起到一

定作用，外国游客可能因为好奇而去品茶，或是单纯地

休息喝茶解渴，这些都能让他们知道中国茶的存在，吸

引他们进一步了解茶这个中国符号。在采访的尾声，我

们给印度小哥哥进行了一些茶文化的普及，介绍了饮茶

的一些历史和功效，并请求他在印度家乡给家人朋友介

绍中国的茶，宣传中国的茶文化。小哥哥还主动让我们

加了他的微信，方便后期交流，他表示会把我们的网络

问卷发到朋友圈，让他的朋友帮忙填写。 

之后，在印度小哥哥的介绍下，我们去寻访了其他

的外国店主，也在古城街道上随机采访了一些游客，今

天的实践活动圆满结束，我们收获良多，基本完成了任

务目标，外国客人的积极可谓是意外之喜，录制的采访

视频为我们的实践报告提供了丰富素材，队友们对实践

主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完成了对中国精神宣传的目标，

为整个实践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为期一周的实践活动，让我们了解到“一带一路”

国家青年民众心中的中国符号，对我们“茶风犹存，古

道飘香”中的茶文化和茶叶贸易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启示我们要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精神，

让世界看到富含文化底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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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铜走银，文化与商业的交锋 

（四扎西六卓玛队 贾俊供稿）早上七点的昆明雾

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昨晚下雨留下的清凉的气息。今

天，我们将前往第一个实践的地方——乌铜走银。吃过

早点，带好东西，出发。 

    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的位置在官渡古镇，官

渡古镇也是云南昆明的一张名

片。从车上下来，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

这时，天上又飘起了蒙蒙的细雨，打在木亭上溅起的水

花，闲逛的老人，和那一抹抹绿色，无不诠释着云南慢

节奏的生活。大约八点我们见到了乌铜走银传艺馆的负

责人，负责人热情的招待了我们，并开始为我们介绍传

艺馆里珍藏的乌铜走银。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家以制作、展示、传承、销售

乌铜走银工艺品、藏品、饰品、礼品、纪念品为主，主

要经销乌铜走银、纯银制品、珠宝玉器、云南传统特色

手工艺品、古董杂件等的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刚进门，眼前就是一口古鼎，负责人介绍这是乌铜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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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银近 300 年历史中最大的鼎，由无数个铜片组装而成。

向左走去，可以看到一排摆着的小鼎中有一个不同的小

金鼎，是走金的，负责人说，金的熔点与铜相似，因此

制作起来更加麻烦。负责人娓娓道来：“所谓乌铜走银，

乌铜是原料，走银是工艺，制作过程十分繁琐，包括整

整十个步骤：冶炼乌铜、打片、放样、图稿、錾刻、走

银、组装焊接、敲型、打磨抛光、捂黑。”走过去，是

几杆旱烟枪，放在店里十分显眼。负责人说现在乌铜走

银的传人金永才先生十分喜欢抽旱烟，走哪都要带着，

也逐渐成为金师傅的标志。 

    “现在乌铜走银的发展形势较为严峻，”负责人看

着我们说，“目前还不能靠这个来实现盈利。公司目前

还开展了其他的业务来维持公司的发展，例如极具云南

特色的饵块店、学校、银器店、珠宝店等。但是，乌铜

走银未来的发展还是得靠你们这代年轻人。” 

    在游玩了一圈官渡古镇，看了国家重点保护项目—

—金刚塔，并进行了各种合影留念后，我们回到了传习

馆，此时公司生产及销售部的经理——丁大为先生已在

桌前等待着我们。一番简单的介绍后，我们立即开始了

今日的采访。 

    在采访之初，我们问到了目前关于乌铜走银的市场

竞争的问题，丁先生这样回答了我们“目前公司的市场

竞争者有三个，但是乌铜走银的发展较为困难，因此，

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能算作市场竞争者，只能算作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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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的规模也只有十多个人，因此现在大家都在朝

着不断壮大乌铜走银规模的方向前进。并不存在相互竞

争的问题。” 

    在之后的采访中，丁先生认为乌铜走银的未来是很

有前景的，社会的关注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政府的支持是目前传承下去的主要动力，发

展的话还是要靠自己这样的企业来推动。而后丁先生对

于现阶段乌铜走银发展困难的原因做出了阐述。房租上

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商店的位置位于昆明唯一的

城中村——官渡古镇，因此，房租是每年都在涨，但是

发展更加容易。早期的制作和销售是家庭作坊，没有了

房租压力，但是发展十分困难；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培

养传承人难，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极其复杂。

因此，培养周期十分漫长，在培养的过程中，工资也较

低。丁先生向我们透露了极其严峻的现状——上次招了

上千人，最后留下的只有四至五个人。其次，管理、经

营型人才也很难招到。但是公司目前也正在积极改善这

些问题，每两到三年公司就会针对店面重新装修一次，

充分发挥已有房间的价值。其次，也在不断提高工资来

招到更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人才。 

    现阶段正处于互联网时代，因此我们询问了丁先生

是否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增加销售量或者扩大乌铜走银

的知名度。丁先生称在淘宝确实开了网店，但是一年的

销售量几乎为 0，因为单价太高，想买的人也是直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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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进行购买，不会通过网店来购买。公司也参加了由

阿里巴巴举办的文化中国评测，评测结果显示目前乌铜

走银的销售目标人群并不适合四十岁以下的群体，而网

购的主力军还是年轻人。公司也尝试过众筹和拍卖，能

达到二十二万和九万的流水。因此，丁先生表示，互联

网的确是未来公司的主要发展动力，但目前其他的问题

还未解决，互联网并不能快速解决当前的问题。 

    随后，丁先生向我们介绍到，公司目前在乌铜走银

领域不仅仅采用了销售盈利的方式，还会积极参加一些

公益类和一些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于这些活动的话，公

司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也会有一些民间的机构会向他们

租赁，这些活动的话，公司会收取一定的租金。 

    作为年轻消费群体代表的实践小分队对未来公司是

否会推出符合自己的产品十分感兴趣，丁先生也如实道

来：“这个我们目前没有打算，首先，工艺品的设计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适应不同的消费者，设计上的难

度很高，而且制作也比较困难；商品单价高，也很难被

年轻人所青睐。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和一些高校例如清

华美院、北京服装学院等展开合作，也正在联系一些广

州的代工厂，对于年轻人群体的话我们将会用机产的方

式来降低成本。未来肯定是能推出相应的产品的。” 

    最后，丁先生也结合乌铜走银对实践小分队进行了

人生的教导和寄语，认为年轻人就要像乌铜走银的传承

人一样，坚守一些东西，并不是被现在互联网上眼花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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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东西所迷惑。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要有勇于担当、

舍我其谁的精神，更要向乌铜走银的创始人常说的一句

话去学习——先相信，后看见。 

    通过一天的实践和学习后，实践小队对乌铜走银的

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从丁先生的谆谆教诲中

学到了人生真谛。希望今后能通过学习到的知识对文化

产品的传承有更多的担当和对文化产品的发展做出贡献。 

 

清源山下，初遇刺桐 

——泉州博物馆的泉州文化初体验  

（寻迹光明城队 贺畅供稿）在经历了火车改签，

飞机晚点等等状况后，“寻迹光

明城”实践小队终于在刺桐城泉

州汇合，开始了此次“寻迹光明

城”之旅。考虑到大部分队友对

泉州文化都只是略知皮毛，我们

将实践的第一站定在了泉州博物

馆，打算从理论出发全面了解泉州文化，为接下来一周

的实践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泉州博物馆位于清源山下的西湖公园北侧，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所在地。

走进馆区，迎面的是泉州博物馆的主馆。泉博主体建筑

是一座仿闽南建筑风格的砖红色展馆，极具当地特色。 

泉州是多文化交融的代表地区，除了体验多彩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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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文化外，我们参观博物馆的目的更多的是了解关于此

次实践深入点——蟳埔村的相关记载。终于，在二层的

“在水一方”展区建筑部分中我们找到了有关蟳埔村的

特色建筑——蚵壳厝的展板。蚵壳厝，简单来说就是用

牡蛎壳砌成外墙的一种民居建筑。牡蛎，泉州方言谓之

“蚝”。用牡蛎贝壳砌筑的民居外墙，称为“蚝壳墙”。

这种特别的墙体，多见于闽南沿海一带。砌筑时用灰泥

浆粘合。有的则用铜丝穿串，蚝壳墙体四周一般用砖石

围护。蚝壳如片片鱼鳞，与红砖白石构成对比强烈、富

有美感的图画。蚝壳厝不积雨水，墙体坚固，冬暖夏凉

隔音效果好，适合海边潮湿气候环境居住。泉州另外一

种特色的建筑墙体叫“出砖入石”，它采用块石和红砖

片混筑;石竖立，砖横置，上下间隔相砌;石块略微退后，

或严谨或随意，真实地体现材料的质感对比、色泽对比、

纹理的大小粗细对比，交幻出无限美丽的图案。其实除

了特色的建筑外，蟳埔女的服饰和头饰也是蟳埔村的一

大特色，令人遗憾的是，在泉州博物馆中我们并未找到

与此相关的详细介绍。与此相反，同属福建三大渔女的

惠安女则多次出现在场馆中，甚至被设计成卡通形象，

作为馆内的指引牌。 

在泉州博物馆待了将近一下午，出馆后已将近傍晚。

步行至博物馆旁的西湖公园，“泛泛渔舟、闲闲鸥鸟，

第一天的实践将此结束，但在泉州这颗海上丝绸之路明

珠上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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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投资融资，深研小微发展 

——从科技看纺织未来  

（诗酒趁年华队 沈颖供稿）实践进程过半，经过

对成熟企业的学习与对轻纺

小企业的走访，第五天，我

们来到了位于绍兴袍江区的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江南分

院。研究院开展纺织印染高

新技术领域研究，开展技术研发、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成果转化、质量检测、人员培训等服务。为纺织企业提

供技术支撑，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首先，在研究院副总经理唐焕林先生的带领下，我

们先参观了研究院的化学实验室。实验室的姐姐向我们

介绍到：“江南分院主要负责销售和当地产品的检测。”

只见她熟练地从瓶瓶罐罐的试剂中准确取出自己想要的

那瓶，打开瓶塞，用移液枪取出适量，加入含有布条的

试管。接着，我们走进物理实验室，唐先生向我们简单

介绍了物理检测的几种工具，让我们见证科技于纺织的

精准力量。 

    实地参观实验室后，我们怀着问题和思考，开始了

行间笔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6%9E%9C%E8%BD%AC%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6%A3%80%E6%B5%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94%AF%E6%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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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唐先生的探讨。据唐先生说：“近几年研究院已进行

改制，目前主要是研发、制造设备，将设备进行推广，

销售给工厂。”在如今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研究院也在

发展，一步步在发展中助力工厂。目前，我国纺织科技

水平在世界已处于中上游水平，但问题依旧存在——技

术转为生产力的情况不如人意。为什么呢？经过询问，

我们总结出，目前轻纺业技术与自动化水平并不高主要

有三个阻碍：①技术并不成熟。现在纺织业由于工艺仍

较为传统，因此很难实现全自动化。②资金不足。轻纺

业中除了资金雄厚的大型企业出于长远考虑会引进自动

化，其余的小微企业并不具备引进机器的能力。③时机

未到。唐先生谈到，目前纺织业并未达到非要自动化不

可的时候，因此大部分企业仍倾向于传统的方式，而只

有部分大型企业从长远角度考虑减少成本而购买设备。 

    除了科技利用水平受限之外，环境监管日益严格对

小微企业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国家严格施行

环境法，对严重污染工厂的“零容忍”，但纺织小微企

业，尤其是印染工厂，废水排放往往难以达标，这使得

小微企业面临着两难境地——不想减少污水排放就只能

面临闭厂；想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又没有相应的资金。

因此在这场环境战中，许许多多的小微企业不幸倒下。 

    在一天的走访过程中，唐先生的一句话令我们印象

深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超过 80%的就业是靠小微

企业解决的。现在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我不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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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使命就意味着要退出历史舞台吗？若不是，那他

们又将如何解决科技和环境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值得深

思，更值得去寻求方法妥善处理。 

 

 

关注“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 

——初访九鼎集团电商站点 

（丝路之谷马艺洋供稿）今天，我们“丝路之谷”

实践小组到达了九鼎集团

的电商站点，首先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

一些九鼎集团的产品，种

类繁多，包括农产品、海产品、酒类以及化妆品等。交

谈一段时间后，工作人员帮我们联系了集团的营销经理

—齐经理，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集团的电商市场情况以

及营销策略。 

九鼎集团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代销企业，占有

全疆农产品市场 95%的份额。经营范围包括农业、物流、

房地产、物业等，其中农业主要靠代销获得利润。集团

拥有自己的电商平台——九鼎优选，集团 下属兵团分

别为 104 团、头屯河、五一农场、三坪农场、西山农牧

场、221 团、222 团、47 团。九鼎集团主打两种方向的

市场营销，一是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能力来代销，

帮助疆内农民把滞销的蔬果销往疆内其他地区或是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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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内地购入一些疆内无法成规模种植的蔬菜品种，

如蒜苔，将其销往疆内。 

目前，新疆果农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跟风种植。在每

年的种植过程中，许多果农看到上一年的某种水果价格

较高，就会在本年大量种植该种水果，导致产量过剩，

进而使得大量产品滞销。通常的滞销商品可以通过九鼎

集团的电商平台出售，但有时滞销量过大导致无法完全

出售，目前正在探究对这种问题更为高效的解决方法。 

在对外贸易中，经由九鼎集团销售的水果蔬菜大部

分会借助一带一路提供的政策优势销往俄罗斯，但由于

中外不同的饮食习惯，使得对不同种类产品的需求有了

差异。 

九鼎集团电商平台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的挑

战是物流困难。由于路程遥远，物流会带来很大损耗，

很多新疆特产水果如西瓜、蟠桃等，无法通过火车运往

内地。过高的腐烂率使得这些水果只能通过成本高昂的

空运，即便如此，西瓜等水果甚至依旧会在机舱内腐烂

损坏。目前集团正在尝试通过奔驰汽车冷藏运输，虽然

可以极大的减少水果腐烂和损坏的数量，但其高昂的成

本也使得产品价格上涨，失去了竞争能力，从而这种运

输方式也难以推广。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认识到了新疆电商领域最大的

挑战在于，物流成本高难度大，导致新疆的许多水果无

法销往内地，只能在疆内流通，造成了疆内水果便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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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内地水果贵且无味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新

疆果农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我们认识到了农民面

对的局面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经过此次走访调研，队

员们都受到了很大触动，认识到了身边一瓜一果的来之

不易，更加坚定了同学们努力奋斗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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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BE 潮汕吃货小分队：八月七日，在潮州一片晴朗

的天空下，我们实践小组

（潮汕吃货小分队）开启了

我们的实践之旅。 

   我们沿街探访了许多潮绣

的工作室，工作室里的工作

人员们都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向我们展示了诸多精美的

潮绣作品的同时，也让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潮绣的绣制过

程，潮绣的美丽与精致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惊叹，让我

们对接下来的潮绣探索之旅也更为期待。 

 

 @暑期实践队走马重庆：上午下了雨的重庆天气刚刚好。 

坐了将近一小时的车，我们一

行八人(另外两人另有任务)终

于到达了周君记火锅食品工业

园区。耐心的讲解姐姐不仅带

我们参观了重庆火锅的发展历史 ，还带我们去了周君

记产品的生产车间。卫生，生产速度快，香是我们进入

车间的第一印象。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包括

微言大义 

https://weibo.com/u/6563122894?refer_flag=100505501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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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球星都来过这里，去了解重庆火锅，品尝并爱上重

庆火锅。同时周君记的火锅产品已经销售到世界上很多

国家。让重庆火锅文化这种有趣的花朵在世界的土壤上

绽放。 

 @丝路之谷: 实践第一天上午，为了初步了解了新疆地

区的农业历史及发展现状，

我们前往了位于乌鲁木齐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通过参观新疆历史文物陈列

展览，观赏了古代新疆劳动

人民辛勤劳作的雕塑，了解了各个时期新疆的历史面貌

和农业农民发展状况，更加启发了我们对于本次实践主

题的探索之心。 

 @麻辣烫不想改名: 从最初的西塘挖掘文化符号到后面

参观五洲阀门公司的嘉兴工

厂，最后再到杭州的丝绸博

物馆和西湖，我们经历了晒

也经历了热，但是我们不仅

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

远流长也感受到了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 

最后谢谢五洲阀门公司的支持，也谢谢贸大为我们

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征 途——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9 

 

 

 

 

走进白族扎染发源地 

——与周树坤先生交谈 

（缬染之云队 嵇旭供

稿）2018 年 7 月 25 日星期

三，我们缬染之云小组来

到了白族扎染发源地周城

并有幸采访到了中国白族

扎染省级非遗传承人、段式扎染第 18 代传承人段树坤

先生，他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发自肺

腑的回答。以下为整理出的段先生讲话的主要内容。 

    段馆长谈到，前几年做扎染行业非常辛苦，但由于

他和手工艺人的坚持不懈再加上近几年来国家及政府上

的重视，扎染行业现在的发展不错。但这个不错是相较

以前来看的，和现在城市中的其他行业来比还差了一些。 

他认为导致产业无法发展更好的关键在于扎染还没有产

业化，这个产业化不是指产值有多高，而是指扎染可以

成为大理甚至云南的一张名片，让人一想到云南就想到

扎染。没有产业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有：首先，扎染缺

乏一套产业标准。没有一套标准的话无论是用植物染料

人物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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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化学染料，或是用多少化学染料都不会统一，这样

会导致各个厂商的生产质量参差不齐，某些只图利益的

小厂商制造出的产品流到市面上只会败坏扎染的名声。

所以，扎染的生产需要一套标准、一个门槛。其次，各

个作坊的管理没有做到现代化管理，而且各个作坊不团

结导致了恶性竞争，使得扎染的价格一压再压。扎染本

身又是一件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这样的投入与回报

的不成比例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去继承、从事这门技艺，

进而导致扎染的人口老龄化、少数化，正如从政府了解

到的，从事扎染的人数由 90 年代的 5000 人减少至现在

的 2000 人。如果他们内部不团结，想要将扎染做成大

理的名片都很困难。他还提到，扎染行业受到互联网文

化的冲击，导致分到的“蛋糕”小了，也减缓了扎染的

发展。 

当我们问及扎染的销售是否有跟网络和旅游业结合

的时候，段先生向我们说道：几乎没有。他认为扎染的

销售在现阶段还不能与互联网相结合，其一是因为刚才

提到的缺乏一套标准、其二是网络销售出的只有最终产

品，而他认为扎染不仅应该以最终产品销售出去，其制

作的流程也应被大家所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段先生是

真的很希望扎染这门技艺的推广，而不是去追求销售扎

染产品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他认为扎染不能与旅游产业

相结合的原因一个在于缺乏标准、另一个在于他认为扎

染一旦与旅游相结合便会失去文化价值，他认为人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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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心旅游产品是否廉价、是否实用。段先生提出的这

两条理论不无道理，可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思想可能是有

缺陷的，这也与政府所提到的扎染的发展受传承人的知

识水平、思想觉悟的限制相符合。但段先生这种为了保

护扎染技艺及其内在文化价值、为了发展和传承扎染而

将其做成与利益无关的事业的心情我们是十分理解的与

敬佩的。 

我们通过昨天的采访了解到，扎染的购买人群中外

国人只有 20%，当我们问到有没想过要让扎染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时候，段先生语重心长的回答说：“有，当

然有。但是现阶段受到条件的限制始终无法成功。“他

接着解释道：”想要走向国际舞台就必须靠时装，因为

时装展具有这个国际化的平台。然而光靠他们个人的力

量肯定不够，还希望政府能够找到有影响力的设计师来

进行合作，为扎染国际化路程提供更多的平台。” 

段先生最后提到：他已经把他的儿子培养为他的传

承人；他的 10 岁的小女儿也耳濡目染学会了这门技艺，

可以作为师傅去教别人了。因为扎染不是百米赛，需要

一代传一代。扎染是白族人民的必需品，代表着本民族

对美好东西的向往。这门手艺必须要坚持做下去、需要

有人去传承。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