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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贸易往来，推广丝路新贸 

——助力推广传承潮绣技艺 

(潮汕吃货小分队 张畅、颜

琳薇供稿) 8 月 8 日，实践进行

到第三日，我们来到了位于老城

闹市中古色古香的甲第巷。 

甲第巷是明清时期潮州仕宦商贾府邸集中之地，尽

管只有短短百米余，却有着深深的历史底蕴和民俗精髓。

而潮州民居文化展览馆就藏身于甲第巷 16 号之中，前

身为“资政第”，还未踏入展览馆，就感受到其建筑保

留着的唐宋遗风、明清格局，简约而儒雅，透露出淡淡

的古民风。潮州民居文化展览馆内保存着大量展示潮州

自古民情风貌的古珍古籍，包括潮州番批、潮州方言、

潮州戏曲、潮州民俗以及我们重点研究的潮州刺绣等物

品。其中种类繁多的潮绣作品及其历史介绍，使我们进

一步学习和领略到潮绣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文化魅力。 

上午 10 时，我们进入民居文化展览馆进行参观。

未见展品，就感受到院内布局的精妙。这“资政第”虽

改为展览馆，却未有过多浮华、现代化的装饰和修缮，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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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而不破，是潮州民居中一种典型的建筑样式四点金

的衍化。第一进是进门厅，左右两边的屋子叫“前房”；

进门厅后是天井，左右叫“避雨走廊”。第二进是正厅，

左右两边的房子叫厢房，现都用于摆放展览品。第三进

是后楼，为了参观和打理方便，已改建成现代的样式。 

一楼的展列厅有许多不同时期的潮绣、抽纱手工艺

品。古时潮绣作品多为嫁衣或贵重之物，较少陈列于馆

内，更多的则是由潮绣工艺衍生的潮州抽纱制品。经馆

内工作人员讲解介绍，潮州抽纱是潮州传统刺绣工艺与

欧洲流入的抽通技艺相结合的产物。清末年间，驻汕头

德籍领港员的妻子在传教时，发现潮州绣艺具有引用价

值，于是将自己所学的一些抽通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女教

徒，制成手巾等抽通刺品。以后，绣工们把抽通技术与

潮州绣艺结合，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这种中西合璧的

技艺自成一体而称为潮州抽纱。相比传统潮绣，潮州抽

纱技艺精巧，轻盈淡雅，被誉为“南国之花”。潮州抽

纱以刺绣的垫凸和抽通为特点，以多层镂通和剔透玲珑

的空间艺术为特色，巧妙运用多种针法工艺和繁复精致

的设计布局，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天气十分炎热，但并不能阻挡我们探索的热情。在

经过了上午的参观后，我们下午来到了位于甲第巷的潮

绣大师李淑英的工作室，同时也是潮州市的潮绣研究所

和潮绣“不断针”计划的培训基地。李淑英大师出身于

潮绣世家，是首届潮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十佳民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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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研究所正是由李老师发起，在政府的帮助下，

为研究传承潮绣也为游客展示而成立的。 

刚一进入研究所，我们就看到了许多位绣者在认真

地绣图。在观摩她们绣图的过程中，我们便能看出潮绣

需要人工手作的复杂精细程度。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研究所的条件十分简陋，屋内并没有空调，在如此炎热

的天气状况下，绣者们只有用风扇来降温。并且，我们

看到大多数绣者年龄都偏高，只有少数一两位是年轻人，

这也正如我们之前了解到的一样，潮绣目前正面临着传

承后继乏人的问题。 

后来，我们非常顺利地见到并采访到了李淑英大师。

她说：“一般只要不出远门，我每天都会在这里。”李

淑英大师非常亲切，在热闹得甚至有一些嘈杂的大厅里，

两个简单的小板凳，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采访。首先，我

们了解到了潮绣目前传承发展的一些状况，李淑英大师

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从事潮绣工艺的人都已

经上了年纪，有些甚至已经七十多岁，李大师今年就是

71 岁了。近年来，也有许多大学生会来到这里体验潮

绣，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人极少。然后，李大师向

我们介绍了潮绣的绣品现在除了用于佛教用品和装饰之

外，还可以用在制作旗袍等服装上，但也因为受限于潮

绣手工艺的复杂而制作时长会比较久。而在政府政策的

支持方面，李大师说政府有免费向工作室提供刺绣所需

的材料和设备。最后，我们向老师询问了一下目前潮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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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品的销售情况。现在潮绣也有通过网络途径进行销售，

但由于潮绣工艺复杂，一幅作品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一

年多的时间完成，这就对潮绣作品的销售起到了很大的

阻碍，李大师说，做潮绣这行，想要赚钱其实是很难的，

只有真正热爱潮绣的人才能坚持下去。曾经有一个学生

原本是学习汉绣的，后来向李大师来学习潮绣，现在正

在美国从事潮绣的工作。清华大学也有老师跟李大师学

了十多年潮绣，目前在广州有设立基地，尝试着将潮绣

与现代服装结合在一起。在后续的交谈中我们也了解到，

李大师对前来学习的年轻人和刺绣爱好者都是免费教学

并免费提供学习所需的材料的，甚至有时还要搭上伙食

和住宿。李淑英大师虽然是潮绣大师，但在我们面前就

是一位和蔼亲切的老人，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把自己

的全身心都投入在了潮绣工艺的传承发展上，令我们感

到十分敬佩，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想要为潮绣发展做出

一些努力的心。 

经过一天的参观和采访，我们回顾了今日的收获。

潮绣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既传承了其技法的精细巧妙

和专注精益的匠人精神，亦有创新的图案和绣法。在这

样的代代传承与创新中，潮绣需要后继有人，要有真正

热爱潮绣并能沉下心来学习的年轻人传承发展，更需要

在制作和销售上进一步革新，增强潮绣生命力，展现潮

绣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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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俄罗斯商品贸易状况 

（吉林小分队供稿）2018

年 8 月 8 日，我们的暑期实践

团队前往了珲春市中俄互市贸

易区、珲春市海关局进行参观

调研，同时也以珲春中俄互市

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和如何将其

通过跨境电商推广出去为主题采访了当地市民和工作人

员。 

 珲春中俄互市贸易区于 2001 年建立并试运行，通

过采取“口岸查验，区内交易”的模式有效地带动了中

俄两国的贸易往来，繁荣促进了双边经济。在近几年的

发展中，贸易区逐渐形成了较完善的贸易体系，现已成

为俄罗斯海产品向我国内地输入的集散地和国内轻工商

品对俄输出的重要窗口。着眼于中俄贸易区的研究可以

使我们吸取中俄互市贸易发展带来的启示和经验，借助

跨境电商平台更好地将“一带一路”新产品推出国门。 

我们首先抵达了珲春市中俄互市贸易区，贸易区的

占地面积很广，容纳了各式的店铺。我们在参访店铺的

同时也在现场对当地市民进行了采访。采访的店铺老板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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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热情并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中俄贸易区的发展现状。

老板提出了珲春市中俄贸易区在今年的发展成熟度和业

务覆盖面上都远高于往年，在货品、人流、物流等多项

业务上都有所涉足。同时贸易区的公众熟知度也在逐年

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认可贸易区。 

 接下来我们前往了珲春市海关局并对海关工作人员

进行了采访。当讨论到珲春市发展中俄贸易区的优势上

时工作人员主要提到了其地理区域的便利性和俄罗斯人

口的密集度。在中国对外的开放战略当中，珲春与俄罗

斯、朝鲜接壤，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同时它的发展腹

地囊括了所在延边州、吉林省以及东北广阔地区，堪称

“东北亚的窗口和桥头堡”。同时珲春市有着大量俄罗

斯人口定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快速了解对俄贸易优势

和扩展对俄贸易范围。虽然说目前珲春中俄贸易区仍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瓶颈和不足，但作为整个

东北亚的集市中心，它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而在解决

贸易瓶颈这一问题上，打破通道政策的限制对于发挥珲

春市“东北亚桥头堡”的巨大作用上至关重要。现如今

珲春市在对外开放贸易领域上“行政成本偏高、商务成

本偏高”，这对当地发展中俄双边贸易上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由于当下中俄关系进入蜜月期，俄罗斯开发远东

地区的欲望也越发强烈，珲春市可以利用更宽松的海关

政策来开发开放。据调研，周边各国的区域经济互补性

极强，例如俄罗斯本就地大物博，煤炭、木材等资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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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优质的，巧克力、饼干等小食品也非常受国人欢迎。

工作人员提到本市也在着力打通自贸区的通关自由化，

适当的放开相关政策以便于进一步增强人员和商品的流

通性，真正做到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着力民心相通，塑造中国形象 

——参观苗春生泥塑工作室  

（古韵长安队 阿黑拉•艾孜江供稿）苗春生，长安

民间艺术家，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其泥塑作品“水浒

108 条好汉”、“关中记忆”、“赶集”等都陈列于西

安文博馆等地，其作品以生动逼真、体现民俗风情著称。

这次我们“古韵长安”实践小组联系到了苗春生老师，

有幸去他家参观他的作品，进入他的泥塑世界。 

苗春生老师的家在周家村

北村。苗老师给我们的第一感

觉就是个十分朴实亲切的爷爷。

他让我们参观了他制作泥塑的

工作室和陈列他数万作品的两

个房间，并让他的徒弟胡振波先生为我们讲解每个作品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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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春生老师的作品源于生活，忠于生活。他的每个

小作品的背后都包含一个故事，他的作品表现了关中农

村农民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故事。从“杀猪”、“吃面”

这种小的生活细节，到“看戏”“社火”等大型活动，

都在苗老师的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刚踏入陈列作品的房间，数万个泥塑作品整齐的摆

在房间各处，令人不禁感叹。两面桌子上主要是摆放

“看戏”这样的大型作品及其他的小型多人物的作品，

两边的柜子上则是单个或两个人物的小型作品。 

胡振波先生告诉我们，这幅作品当中有将近 600 个

形态迥异的人物，描述的是过去西安的人们聚在一起看

戏的场面。尽管有这么多人物，但细看就会发现，每个

人物的形象、动作、神态都是不一样的。有抽烟的老汉，

抱着娃喂奶的妇女，大辫子的姑娘，戴着虎头帽的娃娃，

卖老鼠药的小贩，带金丝眼镜的算命先生，维持秩序的

民兵等等。场景定格在那一瞬间，看着这活灵活现的人

物形象，就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场景当中，耳边仿佛

传来了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嬉闹声、小贩吆喝的声音、台

上的名角儿奋力表演的声音… 

苗老师早年有开养猪场的经历，这些经历也被他制

成了泥塑作品。一头母猪生了一窝仔，小猪仔们就像深

怕奶水不够似的争着吃奶，你挤我我挤你的在母猪身边。

另一边，还有光头老汉正把猪用钩子挂在架子上，手里

拿着刀，肩上随意挂着一条毛巾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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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苗老师的泥塑世界里，每一个人物都体现着陕

西农村农民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栩栩如生的泥塑，每一

个就像活脱脱在你面前，有的在嬉笑，有的在蹲着吃面，

还有的在抽烟，每一幕都是曾经关中农村生活的缩影，

每一幕都会带你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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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村，见证融合的魅力 

（四扎西六卓玛 汤渺供稿）春城果真如春城，雨

后来不及散开的雾气在这

方低纬度的地域流连缱绻，

给人和草木都添了三分温

柔。告别了昨日历久弥新

的官渡古镇，我们要在今

日前往云南民族村，去切身感受云南少数民族神秘独特

的文化风韵，去深入了解云南精巧的手工艺制品。云南

民族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依山傍水，

风景宜人，与西山森林公园、大观公园、郑和公园等风

景名胜隔水相望，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也是集云南

二十六个民族独特风情于一身的文化展台。民族村由一

个个错落有致的民族特色村寨景观组成，各族村寨看似

结构相似却又在装饰点缀、颜色搭配、室内布置等方面

别具一格，体现出每个民族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

习俗等等。 

走进民族村，眼前傣寨内一幢幢颇具特色的“干栏

式”傣客竹楼、风情楼、泼水亭、佛寺、泼水广场、壮

行间笔墨 



征 途——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前线快报 
 

 
 

 

11 

观的白塔、精致的风雨桥，充满着傣乡的浓郁风情;白

族村里，扎染坊、木雕屋、花园茶社、戏台等建筑布局，

使整座村寨鳞次栉比，宽敞整齐，盛行“三茶道”文化，

以茶、酒待客的白族人襟怀坦白，热情好客，与宽亮庭

院相得益彰;走进彝族村，三虎浮雕墙、虎山、虎图腾，

彝族人对虎的崇敬之情不言而喻;行走园中，处处可见

的是身着各族服饰的女孩翩翩起舞，水族的姑娘身着对

襟上衣、宽袖黑色短衣，下着黑色长裤百褶裙，脚踩金

钩扎金穴花鞋，长袖轻摆，楚楚动人;疲惫时便在摩梭

之家坐坐，饮上一碗温热的酥油茶，享受闹市中的一片

宁静...... 

在民族村半天的观赏学习，眼花缭乱的美景已在记

忆中渐渐模糊，更多被记住的则是云南少数民族原始真

实、朴实热烈的民风，是云南特色建筑与手工艺品中脱

离现代工业的一份纯净之美。 

离开民族村，用过午餐，我们便在滇池旁享受起难

得的闲暇时光。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听着翠绿湖水

拍打池岸的清脆之音，呼吸着微风携来的清新空气，那

一份纯净仿佛也为我们洗髓伐骨，脱胎成更通透干净的

样子。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的美丽与神秘。

我们为什么爱上这里？是因为这份由内而外的纯净质朴，

在这里，城市的车水马龙、鳞次栉比仿佛都远去了，只

有石板路泛着青苔，静静诉说着千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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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非遗文化，挖掘特色商品 

——蓝染 DIY 体验 

（与蓝有染团队 徐诚羚供稿）  南宋御街是杭州

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街道，

在历史上，这条街道曾是南

宋京城临安城的贯通主轴线，

宋柳永曾有词曰，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

罗绮。由此可见，这条历史文化街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是

名扬天下，繁华可见一斑。我们就在这条街上找到了蓝

染的 DIY工坊——一新坊。 

 一楼贩售手工服饰，走上二楼，便是 DIY 教室。

老师是一位身着蓝染 T 恤的阿姨。我们向老师说明了来

意。老师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给我们推荐 DIY 蓝染

方巾。 

老师和我们聊了很多，从老师口中，我们得知一新

坊始建于 1898 年，是浙江省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技艺项目负责保护单位，杭州市终身教育学习品

牌。这样意义非凡的工坊的印染技术来源于明末清初的

巨著《天工开物》。教室里的桌子上放着两排玻璃管，

里面存放着许多不同的干燥植物。老师说这些就是染料，

这里的印染坚持运用纯天然染料。其中板蓝根的叶片就

是蓝染蓝色的来源。用手指在纯白方巾上绕出花样或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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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团，底部用粗皮筋紧紧地扎住，越紧越好，这是第

一步。接着，就是染。教室里有两个大染缸，但是我们

的方巾比较小，用不到这么大的容器，所以老师拿出一

个小罐，装满染料，将我们刚刚扎好的团完全浸入蓝黑

色的染料，约 5 分钟后，用大夹子夹出染料中的布料团，

置于空中沥，使空气进入布团，约 1 分钟。这样的动作

反复进行三次。最后拿出布料团，放入洗衣机中甩干，

取下缠在布团上的皮筋，展开晒干，即可获得美丽的蓝

染方巾。整个过程在老师的详细讲解指导下，并不是很

难操作，因为这只是最基础的蓝染，但看到成品后，还

是十分满意的。 

一新坊，根植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资源，

通过解构、重构，让历史走进了今天，走进了现代，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衍生品创意设计融入了生活，使

其衍生出与生活更为贴近的艺术品，引导“美与健康共

得”理念，提供“个性定制”服务，将最有特色最有代

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现代设计的方式呈现出来，将

文化艺术的传播落到了实处。这次的蓝染 DIY 也给我们

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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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大实践樵村渔浦小分队：午后我们参观了南洞艺谷

的明清老街，那是一片隐于

青山翠竹中的徽派古建筑，

排列错落有致。沿着山脚马

路一直往前走，以白墙黛瓦

为背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仙居廊桥。作为明清老街的门户建筑，其名源自于东

晋时期曾在南洞洞天修炼仙身的道教师尊葛玄（葛仙

翁），后此山曰“仙居山”，廊桥也因此得名。仙居廊

桥兼有亭阁和顶盖，是游人遮阳避雨，休憩写生之好去

处。 

 

 @对外经贸惠园筑梦阆中支教队：早上六点多，团队成

员们乘坐班车前往枣碧乡中

心学校。学校位于场镇上，

分为教学区和生活区两部分。

在老师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学

校的教学区，这所坐落在山

上的学校环境很好，但教学楼，教室桌椅以及电脑设备

稍显破旧。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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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团队与学校负责人及老师前往会议室讨论本

次支教活动。支教队员们对本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进行了

介绍，并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而到场的教研科长，后

勤科长，教导主任以及班主任老师对本次活动表示了热

烈的欢迎和极大的支持。 

   中午，学校为我们准备了阆中本地的特色家宴，让

我们感受到阆中特色文化。 

   下午，团队成员们来到了团委参与座谈会。知行公

益协会负责人罗佳明以其大学时期实践经历就支教和调

研两方面给了我们诸多建议，分享了下乡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细节问题。而对于队员们对于实践的一些疑惑，前

辈们也一一进行了解答，并针对阆中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队员们收益良多。 

 

@今天也要把心放到自己这里 我们一行十人来到重庆两

天来，最大的感慨就是——

行路难。为了课题的顺利进

行，我们分组去街道办、公

租局办理相关手续，但皆不

顺利。不禁觉得当时选择课

题时欠缺考虑，没有想到政策相关的课题会有如此繁琐

的程序。但我们并不后悔选择此课题，一是因为公租房

作为改革开放后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成效显著的政策鲜少

有人研究，二是在此之前我们皆对此项目没有过深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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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我们更加珍惜此刻的艰难，这是我们步入社会弥

足珍贵的一课，不仅锻炼我们的抗压、交际能力，也让

我们更加珍惜那些鼎力支持我们的人。 

 

@五四青年潮汕文化行: 王氏辅

祖祠，老阿伯一生为守护祠堂

无私奉献，王氏家族不忘崇源

保本，优良家风世代传扬。 

许氏祖祠，是潮汕地区第

一座女祠，修建者为祭拜祖母突破传统礼教，拳拳孝心

真挚感人。如今许氏族人多数依旧恪守孝悌之道，实为

当地典范。 

潮汕地区旧时建筑保存完好，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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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投资融资 深研小微发展 

——张剑先生专访 

 (举目丝路望长安队 

蒲思成供稿）8 月 9 日下午，

在前一天实地参观调研的基

础上，举目丝路望长安实践

队成功邀请到西安天士力医

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剑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张剑

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在陕西医药行业内从事自己的事业，

对陕西地区医药行业的整体环境以及行业内小微企业的

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等问题有着独到的眼光。团队有幸

得以在采访中切实体会张剑先生由工作经历沉淀出的深

刻感悟，对于自身实践团队正在调研的这一地区与行业

有了更深的了解，深感受益匪浅。 

对于陕西的医药行业，张剑先生认为：陕西地区目

前医药行业的发展是在降速的。陕西地区在医药资源和

科研方面有着非常丰厚的基础，行业发展起步也比较早，

甚至全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药企——西安杨

森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坐落于陕西。医药行业曾被成

人物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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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陕西八大自主产业之一，但近年来发展状况并不让人

满意。原因之一在于：陕西本土企业以国企居多，近几

十年来这些企业逐步在向多种所有制转型的过程中无法

适应新的环境，导致一些企业破产；而新的企业虽然也

在兴起，但绝大部分都未成规模。这也就造成陕西地区

医药行业缺乏标志性的优秀企业的现状。 

张剑先生表示，陕西地区的医药企业存在三大特点：

小、散、乱。陕西有用大量医药企业，但本地的药企往

往寻求单干，行业内部缺乏凝聚力。企业与企业之间没

有合作，单个企业便缺乏市场开发能力和研发能力，进

而导致缺少独特的产品，因而放眼全国便缺乏竞争力。

例如医药批发公司，陕西地区有两百多家，大部分都是

正在转型的过去的国企，在经营过程中规模不断缩减，

市场占有率逐年降低。每一个部分都是如此，陕西地区

本土医药行业便再难形成一个完备的医药体系，渐渐被

国内的医药大省抛在身后，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如今甚

至全省的医药工业产值还不如江苏一个公司的产值。如

今更有许多外地企业来到陕西地区设立公司，这些公司

原本具备着出色的产品、完备的销售网络和先进的经营

理念，这些企业的到来进一步压榨了本土企业壮大规模

的空间。 

此外，张剑先生表示：陕西地区医药行业的小微企

业生存现状并不乐观，其最大的困难便在于融资渠道。

陕西企业的融资手段基本上只有向银行贷款，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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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办法，而银行往往倾向于向大型国企借贷，不

愿意承担风险，很多企业甚至只能选择借私债，最终被

债务和利息拖垮。在南方，每个行业都有许多的基金会

为行业内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进而保证全行业的健康

发展。因为医药企业前期研发的时间成本和投入资金要

求非常高，对资金的需求很大，缺少启动资金也就意味

着失去了研发能力，这一点直接导致了本地企业在行业

内无法占据一定的地位。 

据张剑先生过去所做的调研，陕西地区许多小微企

业都是凭借着企业家的一腔热血在坚持，在运营管理中

往往依赖于经验，而缺乏科学的管理模式，缺乏对企业

明确的市场定位，而这也制约了企业发展的层次与格局。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许多企业往往能放眼全国来寻找自

身地位，就算规模不大，也能深耕于自己所属的细分市

场，最终做到“专”和“精”。对于陕西地区的企业，

既缺乏资金支持，又受限于传统思维，因而往往只能为

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很难寻求发展，在良性循环中不断

扩大规模。 

大企业都是从小微型企业发展来的，小微企业无法

得到发展，行业内便无法注入新鲜血液。正因如此，陕

西地区当前大型医药企业往往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已

具备一定规模的老企业，真正在近几年里从小企业一步

步发展起来的优秀企业屈指可数。这一点严重制约了陕

西地区医药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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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剑先生就国家政策、中药出口等问题向团队

分享了他的看法，队员们收获良多。对于陕西，医药行

业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却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发达地区

抛在身后，尽管近几年里已经开始奋起直追，但想要赶

上甚至超越，还有艰辛而漫长的一条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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