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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In the pursuit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day,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t still faces some problems, among which, the more prominent one is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art 

and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 yunf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Shi 

Yi",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ideas on how to promote the local rural art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improvement of the local poor area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art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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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美丽乡村”建设虽然已取

得一定成果，但也仍然面临了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乡村建设中传统艺术文化的遗失。本文

就如何结合云浮非遗项目“石艺”，推进当地乡村艺术教育，促进当地贫困地区的文化提升，为当地

创业就业方法提出一些自己的设想，希望可以为艺术教育在“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中提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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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9年项目所在的云浮市年 GDP总量 677.64亿元，

和广东省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中央政府倡导各地

发展特色产业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响应政府的号

召，通对云浮市高校学生、云城区石材或石艺品店铺负

责人以及当地石艺工艺美术师们的走访调查，将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发展艺术教育的切入点，希望可

以通过非遗文化和中小学美术、艺术设计、幼儿教育等

课程融合、进行在校生教育、社会人员技能培训、文化

旅游基地建设、文创产品设计及销售、文创产业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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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和开发等，帮助当地村民建造可持续的再生“造血

系统”，促进贫困地区的文化提升，达到艺术教育赋能

乡村美育的目的，保护当地传统非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同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品。 

2.云浮乡村教育对于传统非遗文化的传承现

状 

在云浮地区，乡村教育对于传统非遗文化的传承无

力。当地多数乡村由于经济问题，更加关注的是“能不

能赚钱”或“赚多少钱”问题，从而忽视了本地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培育，教育质量不高，导致本土文化的缺失，

本地人对本地乡村缺乏认同感，外来人口减少，经济发

展落后，陷入发展困境。在这过程中，乡村艺术教育匮

乏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主要体现有： 

①资源缺失，艺术教育被忽视； 

②没有明确的全套教育体系，乡村艺术教育无法得

到实施保障； 

③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同时，针对云浮石艺的走访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

以下问题： 

2.1 传统工艺传承缺乏新鲜血液 

通过走访调查可知，对于大部分云浮本地人来说石

艺文化是陌生的，特别是 00 后（2000 年后出生的青少

年们）。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学习传统手工艺需

花费较多的时间来了解传统文化历史、投入更多的精力

在手工雕刻练习中，导致年轻一代的石艺手艺者逐渐减

少。 

2.2 非遗文化资源有待挖掘 

近几年，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加以重视并出台相关

政策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

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将非遗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以

创新的方式或是现代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引入我们现

代生活，让传统非遗重新在现代设计中“活”起来，那

么相信，更多的非遗文化将不再面临失传的窘境。在走

访过程中，当地大部分居民是愿意参与到非遗活动中来

的，但是除了政府部门每年所举办的几次非遗文化宣传

活动，市民可以参与其中，几乎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接触

到非遗文化，所以，对于当地非遗文化的挖掘、增加当

地非遗宣传互动活动是十分有必要的。 

2.3 石艺产品缺乏特色和实用性 

云浮是全中国石头颜色最丰富的城市，在这些工艺

品店铺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产出产品类型较为单一。在

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石艺商铺大多以大件雕塑和小件

摆饰为主。小件摆饰主要根据中国传统纹案进行创作，

例如五福临门、龙凤呈祥、四季平安等，可作为礼品送

人或放在家中装饰；大件物品主要根据西方雕塑品进行

雕刻，大多是等人高的花瓶或是断臂维纳斯等等，但这

些产品大都属于观赏性工艺品，缺乏实用性。 

2.4 市场开发难度较大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云浮很多的石艺品店铺都

是个人独资经营，没有系统或完善的经营体系。若遇到

经营困境时，将随时转行从事石材相关的行业，虽然经

营者损失资金也不大，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石艺品销售

量低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老一辈的手工艺人，传统的石

艺文化思想已根深蒂固植入石艺者的脑海，很难从思想

上改变，缺乏创新；而当地青年大部分都愿意选择外出

就业，留下来的小部分青年又大多无意参与传统工艺改

革，导致石艺工艺品种类千篇一律，缺少市场竞争力。 

根据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云浮石艺想摆脱现存困

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解决方案的研究制定： 

2.4.1 通过和艺术教育融合，大胆培养创新型

人才 

云浮市优秀民间艺人的谈话时，区先生提到了传承

的概念：“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的，不是将古老的文化保

存下来，而是通过一种思维进行创新。”在交谈的过程

中，让我们明白了传承不仅仅是把优秀传统文化继承，

还需要与时代相结合，满足社会的需要，把古今文化有

机融合。学习石艺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创新意识。我们

认为可以合理举办小型的实践场所，让群众通过亲身体

验石工艺品的创作，体会到石艺文化的深层内涵及意

义，促使更多人自愿去学习石艺。在创新上，云浮市优

秀民间艺人区先生表示：“应该多翻阅书籍、提高自身

的知识面，使自身的精神境界、思想境界得到熏陶，不

仅在艺术上创新更应该在思想上创新。”云浮石匠人应

大胆将传统文化与石艺有机结合，创立富有自己独特风

格的石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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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石艺和艺术教育融合设想框架图（笔者自绘） 

我们可以结合云浮本地现有教育资源（见图 1），

将石艺这一特色融入其中，让新一代的青少年，从启蒙

开始到高校就业都可以受到艺术教育的熏陶，更有甚者

可以参与到艺术品的创设中来，以此刷新青少年们和

“保守”工艺人们对于当地非遗的看法。 

2.4.2 改进传统宣传方式，融入现代科学技术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人们对云浮石艺文化的认识度

并不高，云浮石艺文化的宣传仍然需要关注。对此，我

们大体总结以下三点现代人更愿意接受的形式： 

第一，召集群众拍摄纪录片，提高人们对石艺文化

的认识。可以发放带有宣传标语的气球，或将石艺文化

引进校园社团，举办传承人技能大赛等； 

第二，通过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石艺传承人开展传承

传播活动，适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场所及经费扶持； 

第三，可以创办石艺工作坊（见图 2），通过线上

结合线下的方式，全方面的进行非遗文化石艺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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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艺工作坊设想框架图（笔者自绘） 

2.4.3 将技术与资源相结合，提高云浮石艺实

用性 

云浮石艺拥有强大的资源和技术优势，石艺人可利

用其现有的优势，扬长避短，改变过去产品单一现象，

打造具有云浮特色的石工艺品，出去原有的装饰品，可

以多设计创作一些实用的家居用品、文具用品、洗漱用

品。传承不是将艺术上锁，而是开放的，应改进传统思

想，将石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打造更为实用的石工艺

品，让其走进家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活在

历史”中。 

2.4.4 积极借鉴外来技术，提高自身环保意识 

绿色、低碳、生态、循环发展是我国现时代经济发

展重要战略。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①顺应国家战略的发展，商家可以让简与美相结

合，将加工工序进行改革，减少污染； 

②对于边角料及废弃石材应进行合理处理，可循环

再加工，做成小件工艺品，或者将其打成粉末，倒入模

具，制成日用品； 

③通过借鉴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石材加工技术，提高

本地石艺加工的环保性，特别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

尘进行绿色排放处理。 

2.4.5 树立品牌意识，拓宽营销渠道 

云浮石艺多以外来进口石材为原料，以石雕石刻为

主。如今通过利用云浮石材资源丰富的优势，新增了石

拼图、实用装饰工艺等工艺品提高石艺品的多样性。在

走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云浮市某传承石厂的张先生与

朋友合伙经营，建立了一个名为腾讯云的网络平台进行

品牌推广。云浮的石商可以积极利用电商为工艺品投资

开辟另一条渠道，获取投资利益，扩大云浮石工艺品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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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利用“互联网+”搭建平台，通过文创

改善当地就业情况 

当今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网游更成为大众

娱乐方式。基于游戏给人们放松娱乐的体验感受，可将

石艺文化与游戏相结合，让群众通过休闲娱乐去了解学

习石艺文化，为石艺传承奠定基础。 

 

图 3  产教融合闭环示意图（笔者自绘） 

在线上开发 VR 展览及在线 DIY 设计产品模式，打

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提升文化遗产的社会效应和文化

价值，结合大数据运营模式，采集用户数据，刻画用户

画像，改变当地村民对非遗产品陈旧的看法；使用点击

分流和数据挖掘，让文创产品和服务对用户实现精准推

送，增强大众对非遗文化及相关产品的兴趣和关注度，

从而扩大当地非遗文化传播范围，加强其影响力；考量

如何流量变现，实现把线上用户引导至线下，开展“一

期一会”文化快闪店或生活体验馆等线下互动，店里不

仅陈设可供近距离触碰及使用的非遗艺术品，还有可提

供学习及亲身制作的工作坊等，增强交互性，形成线上

线下的传播闭环（图 3）,增加本地人的参与度及加深对

非遗文化艺术性的感受与理解。结合当地艺术教育进行

产教融合的实践与革新。由政府扶持的云浮市民间文艺

家 协会牵头开展技术培训，本地各大商铺企业提供边

角料等原材料，当地高校配合提供培训场地与学员，开

展社会课堂，三方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3. 结论 

笔者希望可以通过此次调研，将传统非遗文化、艺

术教育和“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到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的作用，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全新动力。在

提高云浮地区周边高校和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同时，增强

青少年们与传统非遗文化的互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推广及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夯实“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文化建设基础，从整体上提高乡村的艺术教育水平，

带动云浮当地的文化旅游，从而解决当地大学生就业、

毕业人才舍近求远外出务工、下岗待业职工再上岗和退

伍军人转业等当今社会现存问题，把更多的中青年留在

家乡，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推动云浮非遗文化创意产

业，为该地区即将毕业的学生或想要尝试创业的社会人

士提供良好的创业基础，带动当地的 GDP 的同时还可

以帮助稳定城市安全。 

致谢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项目（社会科

学）艺术设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念与路径研究以广东省

非遗“云浮石艺”活化为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

目编码：2019KZDZX2042。 

REFERENCES 

[1] Meng Guicheng, Niu Lijing.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purchasing Inten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J].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2013 (3) :4. 

[2] Zhang Huan.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of art Design major in 

5-year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J]. The House of Drama, 2019 (23) : 191. 

[3] Huang Guodong, Ma Qian, Bao Yixiong, LEI Ping.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7

169



 

Revitalizing the road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lso the 

Road of Cultivating "Beauty" -- Aesthetic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J].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2019(11):292-293. 

[4] Li Mei.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Strategi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New Rural"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J]. Art Education 

Research, 2019(20):85-87. 

[5] Wang Gang. "Art Education takes the Lead" : The 

Development of art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 in Shaan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ultur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17(7):89-9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7

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