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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遗蓝印花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对中小学生实施非遗蓝印花布

教育,不但可以增进中小学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还可以使中小学学生肩负起保护和传承非遗蓝印

花布的重任,推动非遗蓝印花布艺术的有效传承。对非遗蓝印花布在泰安中小学教育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非遗蓝印花

布在泰安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传承方式和作用。对非遗蓝印花布在泰安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创新应用进行研究,以期为

提高泰安中小学非遗蓝印花的教学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推动非遗蓝印花艺术的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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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遗蓝印花布始于宋代,盛于明清,至今已有千年

历史,是国家、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和精神宝藏,是中

华民族智慧的结晶[1],是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2],体现了各民族的精

神和文化。蓝印花布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色调

单纯,风格清新,是一种体现东方文化的传统工艺品,
蕴涵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调[3],集实用

性和艺术性于一身[4],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审美情

趣和高超的技艺水平,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

习惯[5],深刻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很高的艺

术价值和研究价值。非遗蓝印花布不但是民间文化的

一种载体,更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6],以纯真而又朴

素、鲜明而又和谐的蓝白之美闻名于世[7],深受广大人

民的青睐。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转型,工
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传统事物的接受度较

低[8],非遗蓝印花布渐渐从人们生活中淡化甚至消失,
非遗蓝印花布传承人严重缺乏,技艺水平严重衰退。
把非遗蓝印花布艺术引入到泰安中小学教育中,不但

可以增进泰安中小学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对祖国传统文

化的热爱,还可以使泰安中小学学生肩负起保护和传

承非遗蓝印花布的重任,推动非遗蓝印花布艺术的有

效传承。

1 非遗蓝印花布艺术在泰安中小学教育现状

1.1 师资力量薄弱

泰安中小学非遗蓝印花布传承乏力与泰安中小学

的教学师资配置密切相关,主要原因是泰安中小学非

遗蓝印花布的授课老师一般由美术老师担任,这些老

师文化水平较高,但对非遗蓝印花布知识只停留在理

论层面,而对非遗蓝印花布的技艺掌握不够透彻,教学

过程中只教授学生一些简单的蓝印花布知识和技艺。
有些泰安中小学学校还聘请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给

学生授课,虽然这些民间艺人技艺高超,但文化水平不

高,没有教学经验,普通话不标准,教学内容缺乏系统

性和稳定性,评价体系不完善,教学只停留在民间作坊

水平,很难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泰安中小

学非遗蓝印花布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1.2 教学课时较少

泰安中小学不重视非遗蓝印花布课程,不是单独

开设一门课程进行系统讲解,而是将非遗蓝印花布教

学内容安排在传统文化课程中作为一个章节进行讲

解。由于非遗蓝印花布课时数明显不足,老师通常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所教授的内容,缺乏系统性,更缺乏稳

定性,教学仅仅停留在比较初级和浅显的阶段。由于

老师不能深入对非遗蓝印花布进行讲解,往往只注重

非遗蓝印花布简单技巧的的传授,缺乏引导学生领悟

非遗蓝印花布更深文化价值的内涵,学生缺乏课外观

察实践的机会,从而造成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强,视野

比较狭窄,所学知识不够宽阔,学生创新意识受到限

制,因此很难达到传承、发展非遗蓝印花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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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手段单调

泰安中小学很多老师在教授非遗蓝印花布课程

时,通常采用传统的PPT形式给学生进行讲解。在讲

解的过程中,一边讲解一些非遗蓝印花布的理论知识,
一边结合非遗蓝印花布图片进行分析,没有利用探究

式学习模式,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让学生全

方位体验非遗蓝印花布艺术,这必然会造成非遗蓝印

花布教学内容的浅薄和枯燥,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

艺术创造力,调动学生的视、听、触觉,调动学生的主动

性。

1.4 教学内容陈旧

非遗蓝印花布课程属于一门技艺课程,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不但要掌握大量的非遗蓝印花布技艺知识,
还需要大量的实践练习。但泰安中小学对非遗蓝印花

布教育不够重视,安排课时较少,老师在授课的过程

中,只能依据教材给学生讲解一些简单的、比较陈旧的

非遗蓝印花布知识,学生亲手参与实践的机会少,与生

活的联系较少,不能进行深入教学,学生对课程内容缺

乏兴趣,从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感觉比较枯燥,不能

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很难激发学生学习非遗蓝印

花布传统文化的激情。

1.5 教学缺乏规范

泰安中小学中的非遗蓝印花布课程是一门选修

课,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先讲解一些非遗蓝印花布制

作方法之后,学生就开始实践练习,尝试制作非遗蓝印

花布。由于该门课程缺乏合理的教学计划,没有按照

科学规范的要求进行授课,因此学生很难理解非遗蓝

印花布文化精髓,创作的非遗蓝印花布作品缺少生命

力,很难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

2 非遗蓝印花布艺术在泰安中小学艺术教育

中的传承方式

2.1 民间艺人师徒式传承

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具有娴熟的制作技能和经

验,因此,泰安中小学为了培养中小学学生非遗蓝印花

布制作技能,可以聘请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进入中

小学课堂,为学生传授非遗蓝印花布传统技艺,让学生

与民间艺术零距离接触。民间艺人在给泰安中小学学

生授课过程中,通常采取“口口相传”现场教学模式,教
授学生基本的非遗蓝印花布制作步骤,学生按照民间

艺人的授课内容一步步进行操作,现场学习非遗蓝印

花布制作技艺。

2.2 课堂式传承模式

课堂是施行文化知识传授的有效场所,在泰安中

小学开设非遗蓝印花布选修课程,进行非遗蓝印花布

传承教育,不但可以给泰安中小学学生传授非遗蓝印

花布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还可以培养泰安中小学学

生学习非遗蓝印花布文化的兴趣,增强泰安中小学学

生对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术的热爱,增进泰安中小学

学生对非遗蓝印花布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泰安中小

学非遗蓝印花布课程是由专业教师按照人才培养方案

和教学大纲,针对非遗蓝印花布的历史文化、工艺技

术、艺术风格、社会历史价值等主要内容,通过正规的

课堂教学,对泰安中小学学生普及非遗蓝印花布手工

技艺文化,不但可以让泰安中小学学生系统、深入地学

习非遗蓝印花布文化知识,还可以让泰安中小学学生

体验非遗蓝印花布的艺术魅力,提高泰安中小学学生

对非遗蓝印花布文化的热爱,增强泰安中小学学生传

承非遗蓝印花布的历史责任感。

2.3 非遗蓝印花布工作室传承

泰安中小学可以针对教师的专长和学生的需求,
成立非遗蓝印花布工作室,教师在进行非遗蓝印花布

艺术理论研究的同时,引导学生借鉴和提取非遗蓝印

花布艺术元素,设计出符合当代人们审美观的非遗蓝

印花布产品。通过非遗蓝印花布工作室对泰安中小学

学生进行非遗蓝印花布文化传承教育,不但可以发挥

泰安中小学学生的资源优势,给泰安中小学非遗蓝印

花布文化教育带来活力,还可以创作出适应当代社会

生活的非遗蓝印花布作品,实现对非遗蓝印花布的传

承、创新和持续性发展。

2.4 非遗蓝印花布学生社团传承

学生社团是学校第一教育课堂的补充和延伸,是
扩大非遗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学生社团可以丰富

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在泰安中小学开设非遗蓝印花布学生社团,可以

为爱好非遗蓝印花布的中小学生搭建一个很好的学习

平台,增强泰安中小学学生学习非遗蓝印花布的兴趣,
熏陶和丰富泰安中小学学生的精神世界,吸引广大同

学参与以非遗蓝印花布为代表的传承工作。泰安中小

学非遗蓝印花布学生社团可以为泰安中小学学生提供

必要的实践场所,通过定期举办非遗蓝印花布图片展

览、学生作品展览、专家讲座,播放影像资料和举办校

园非遗蓝印花布设计大赛,为泰安中小学生提供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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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的机会,从而形成鲜明的、有特色的泰安中小

学校园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非遗蓝印花

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2.5 非遗蓝印花布实训基地传承

泰安中小学开设非遗蓝印花布课程,校内主要进

行简单理论教学和基础实践,非遗蓝印花布技艺的操

作还需要在实训基地进行。泰安中小学学校不可能长

期聘请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在校园里进行教学,而
且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年龄偏大,分散在各地,因
此,泰安中小学必须在传承人所在地建立非遗蓝印花

布实训基地。泰安中小学通过与非遗蓝印花布实训基

地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让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手

把手传授给学生非遗蓝印花布技艺,学生通过现场观

摩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的非遗蓝印花布作品,可以

提升鉴赏能力;现场观摩非遗蓝印花布民间艺人制作

非遗蓝印花布,可以掌握非遗蓝印花布制作技艺。

3 非遗蓝印花布艺术在泰安中小学艺术教育

中的传承作用

3.1 促进非遗蓝印花布艺术的传承

非遗蓝印花布艺术是我国宝贵的传统手工技艺财

富,是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灿烂结晶,是民族精神传

承的重要载体,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主要强调

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因此,为了更好地传承

非遗蓝印花布,最重要的就是培养非遗蓝印花布传承

人。泰安中小学是发现和培养非遗蓝印花布传承人的

最佳土壤,在泰安中小学开设非遗蓝印花布课程教育,
不仅可以让泰安中小学学生了解非遗蓝印花布艺术,
激发泰安中小学学生学习非遗蓝印花布艺术的热情,
还可以唤起泰安中小学学生继承和发扬非遗蓝印花布

艺术的责任感,为非遗蓝印花布艺术的传承提供保障。

3.2 提升中小学学生的人文素质

教育学家杨叔子认为:“过弱的文化熏陶,使学生

人文素质不高。”非遗蓝印花布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

于民间,是民间智慧、民俗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

族传统手工艺的精华之一,体现了当地的风土民情、文
化特征、社会制度和礼仪风俗,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

人文特色。因此,在泰安中小学开展非遗蓝印花布艺

术课程实施美育教育,能够充实泰安中小学学生的精

神生活,培养泰安中小学学生的乡土意识和对民族民

间艺术的感情,激发泰安中小学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

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泰安中小学学生的个人修养、文

化水平和审美修养,使泰安中小学学生热爱非遗蓝印

花布文化并积极传承民族文化。

3.3 培养中小学学生创新思维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说过:“一个人

从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

走。”如果把非遗蓝印花布引入到泰安中小学课堂,让
泰安中小学学生感受到非遗蓝印花布的历史渊源和深

厚的文化积淀,体验到非遗蓝印花布文化的丰富多彩

和人格魅力,不但可以增强泰安中小学学生对民族艺

术的兴趣,建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可以激

发泰安中小学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泰安中小学学生

的创造性和民族意识。

4 非遗蓝印花布在泰安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

创新应用

4.1 纹样的创新应用

非遗蓝印花布纹样是当地民众在长期的生活经历

和地域风俗中形成的独特艺术造型,体现了民俗生活

习惯和地方艺术特色,其纹样构图形式通常采取连续

式与单独式、对称式与适合式。因此,在泰安中小学开

展非遗蓝印花布纹样创新教学,可以让学生采取综合

式灵活多变的构图形式设计非遗蓝印花布纹样,让学

生在重视平面装饰的同时更注重画面节奏的安排把

握,只有这样,学生设计的非遗蓝印花布纹样才能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更加富有现代感和时代感。

4.2 色彩的创新应用

传统的非遗蓝印花布采用的染料是靛蓝还原染

料,采用蓝地白花单套花版印刷,色彩素雅沉静。因

此,在泰安中小学开展非遗蓝印花布色彩创新教学,可
以让学生在保留非遗蓝印花布传统蓝色的基础上,通
过搭配鲜艳的色彩对非遗蓝印花布色彩进行创新,这
样,学生设计的非遗蓝印花布不但可以传达出非遗蓝

印花布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还可以保留非遗蓝印

花布自身的艺术文化特色和精神内涵,使非遗蓝印花

布色彩艺术更具有时代生命力。

4.3 文创产品的创新应用

非遗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印染品,是劳动

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演

变,非遗蓝印花布逐渐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消逝。因

此,在泰安中小学开展非遗蓝印花布文创产品创新教

学,不仅可以在把握好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将非遗蓝印

花布特有的吉祥元素融合到文创产品中,设计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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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文化价值和独特魅力的非遗蓝印花布文创产品,
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消费习惯,还可以更好地传

承非遗蓝印花布的印染技艺和民俗文化。

5 结语

非遗蓝印花布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门类中

“中国化”的艺术形式之一,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体
现着一种兼收并蓄,而又具民族独立的精神。在泰安

中小学开设非遗蓝印花布课程,在教学中更多地渗透

非遗蓝印花布艺术,不但可以对泰安中小学学生进行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熏陶,提高泰安中小学学生的人

文素质,激发中小学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增
强民族凝聚力,还可以赋予非遗蓝印花布艺术新时代

的新活力,有效地传承我国传统的非遗蓝印花布文化,
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 玉,李 辉.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教育传承与创新的

实践探索研究———以传统蓝印花布为例[J].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学报,2017,(6):105-109.
[2] 卞小燕,吴灵姝.地方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

育的研究———以南通蓝印花布为例[J].现代装饰(理论),

2015,31(4):265-266.
[3] 丁 峰,刘 琛.蓝印花布的艺术传承及其旅游纪念品开

发研究[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14,28(2):23-25.
[4] 李 斌,李 强,杨小明,等.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起源

和发展研究[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3,26(2):17-22.
[5] 陈 珊,吴 评,许家岩,等.“互联网+”背景下蓝印花布

工艺传承与发展[J].轻纺工业与技术,2019,48(2):37-

39.
[6] 赵海青.非遗视角下东明县蓝印花布传承与保护现状分析

[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18(7):38-39.
[7] 穆慧玲.中国民间蓝印花布的传承与开发[J].国际纺织导

报,2009,37(2):77-79.
[8] 朱佳莹.浅谈南通蓝印花布的制作技艺及现状[J].美术教

育研究,2018,9(2):32,34.

ResearchontheInheritanceEducationof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BluePrintedClothArtinPrimaryandMiddleSchoolinTa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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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College,TaishanUniversity,Tai'an271021,China)

  Abstract: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wasalivingculturalheritagebasedonhumanbeingsandanoutstand-

ingrepresentativeof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Theeducation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couldnotonly
enhancethehumanisticqualityofthestudentsinprimaryandmiddleschoolsandtheirloveforthetraditionalcultureofthemother-

land,butalsoenablethemtotakeonprotectingandinheriting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andpromotetheef-

fectiveinheritance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Thecurrenteducationsituation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

ageblueprintedclothinprimaryandmiddleschoolsinTai'anwasanalyzed.Theeducationwaysandfunctionofinheritanceofthein-

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inprimaryandmiddleschoolsinTai'anwerediscussed.Theinnovativeapplicationofthe

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inthearteducationinprimaryandmiddleschoolsinTai'anwasreseached.Thestudy
notonlycouldprovidesomereferenceformprovingtheteachingquality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inprimary
andmiddleschoolsinTai'an,butalsocouldpromotetheeffectiveinheritance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blueprinted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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