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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热门的IP资源。将非遗IP合理有效地转化为新

新的更严苛的生存条件，他们如果看到我做了一辈

型生产力，激发它的活力，从而带动乡村振兴和区域

子瓯塑仍然是穷困潦倒的样子，恐怕再也没有人愿

非遗IP生产力转化的路径探索

全面发展，已势在必行。非遗的生产力转化问题已成

意做下去了。”①

——以温州市为例

象基本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产品到工业化大机器标准货，又回归到质朴精致的

鲜少关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或城镇化程度较高地

个人手作，从物质性的消费到逐渐兴起的服务性、体

区的非遗开发实践。有鉴于此，本课题对浙江省温州

验式的文化精神类消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

地区非遗IP资源的生产性转化与区域发展开展了走

念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

访和调查，探索多元转化路径，思考经济较发达地区

化内涵和人类智慧的非遗，因其最能满足现代消费

如何将非遗保护工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以促

者对个性化、艺术化、文化性消费的需求而逐渐成

进当地经济复兴和转型，实现共同富裕。

为最热门的产业化资源。

为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焦点之一。但目前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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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潜

能。调研表明，非遗ＩＰ虽然具备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但也存在无法批量生产、市场转化难、销售渠道和传播路径较

一、非遗ＩＰ生产力转化的目的和意义

少等实际困难。温州市通过多年实践，积极探索非遗与旅游、新媒体传播、文化创意产业等融合的“非遗＋”模式，
为非遗ＩＰ转化为生产力提供路径参考，让非遗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非遗IP实质是一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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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市集到电商、直播平台，从土作坊自制

二、温州非遗Ｉ Ｐ现状与生产力转化可行性
分析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重构。
“非遗主题IP的塑造即

温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千百年来，积淀深厚

是围绕某一具体的非遗项目，通过某种媒介而展开

的瓯越大地孕育了丰富多彩、魅力独具的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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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能够承载和传承非遗背后文

化遗产。目前，温州市共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化思想和内涵的活动；是为具体的非遗项目融入设

非遗项目 4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35 项、省级 145 项、

计师和研发者的思考和理解后所发展出一系列周边

市级779项。

— Taking Wenzhou City as an example

衍生产品的汇集。为了达成对于非遗主题IP进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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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tains
great potential for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vestigations have shown that althoug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P is possible to be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ity, there are also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inability of mass production, difficulty in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fewer sales channels and transmission paths.
Through years of practice, Wenzhou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de through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ourism,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tc.,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ransform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P into productivity, making it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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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遗保护理念经历了从“ 抢救性保护”到
“生产性保护”再到“整体性保护”的变化过程。各

融入市场、融入产业，以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

[1-3]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温州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瓷器、造纸、刺
绣、漆器等传统手工业在我国历史上均有一定地位。

转换必不可少。” 由此可见，非遗IP的生产力转化

全市市级及以上779项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项目最

既可以是一系列衍生产品，也可以是带有明确目的

多，共 240 项，其次是传统美术类 119 项，这两类合

性的一系列活动，通过转化，将非遗IP变遗产、资源

计达359 项，约占全市非遗项目总量的46.08%，在全

为资产、产能，以此实现经济对传统文化的帮扶和文

省同类项目中也是位居前列。其次是民俗类项目155

化对现代经济的精神滋润，让非遗保护与区域经济

项，约占全市项目总量的19.9%。适合展演的项目共

发展相得益彰。非遗的IP产业链开发是非遗生产性

有113 项，其中传统舞蹈类38 项，传统音乐类25 项，

[6]

保护的一大路径 。非遗IP的生产力转化旨在促进非

曲艺类 27 项，传统戏剧类 23 项，合计约占全市项目

遗传承与活化，是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总量的 14.5%。另有传统医药类 54 项，民间文学类

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54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类44项。

传统手工艺、饮食、医药等非遗项目，在其产生

从项目数量及其类别上来看，温州非遗优势资

和存在的传统社会中便是具有生产力功能的，甚至

源在于传统技艺、美术类，其次民俗类，适合展演的

本身就是一项产业，即使如庙会、集市等民俗类项

非遗项目也有较为可观的存量，而这几种类别的非

目，最初也具有经济功能，可以通过市场产生一定的

遗项目相对而言也更具备生产力转化的基础，因为

[7]

界最初对非遗生产力的转化功能“坚持本真保护原

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蕴含着巨大的

经济效益，从而维系自身的生命力和传续活力 。非

它们市场化程度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民众的

则”，后来逐渐认识到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性，意识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潜能。在新时代数字文

遗IP的生产力转化就是让非遗回到市场，使非遗真

参与度和认可度高。除了丰厚的历史底蕴和资源基

生产力转化可以反哺非遗，从而促进非遗保护的可持

化的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需要

正融入生活，保持非遗的持久活力。非遗生产力是非

础外，温州对非遗资源的保护发展也做了许多创新、

遗保护传承的最大保障，非遗的经济价值能直接影

有益的实践，最主要的是传承基地和体验基地的双

响其传承存续情况。瓯塑非遗传承人周锦云的一番

基地建设，全市目前共建成各类省级基地 63 个、市

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必要性：
“我必须保持让自己有

级基地206 个。这些非遗基地和场所成了非遗IP生产

所成就，取得一定的物质收获，一来没有好的物质基

力转化的有效途径。

续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将非遗融入旅游、

[4]

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 。如今，非遗正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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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就无法开展更大的瓯塑事业，二来年轻一代人有

非遗IP的生产力转化就是让非遗回到市场，从

① 访谈对象：周锦云，温州瓯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访谈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访谈地点：瓯塑口述史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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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对象：周锦云，温州瓯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访谈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访谈地点：瓯塑口述史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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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持非遗的持久活力。
“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IP首

反之，旅游的发展也为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注

缬项目为依托，开发“缬韵”系列文创产品100多种，

制作、车木玩具制作为主营业务；瓯悦说文创工作

先是要具有绝对价值势能的头部内容，其次通过多元

入新的内生动力，从而提升非遗活力。

全年营业额达100 万元以上。在传承古老的蓝夹缬技

室，主营古法造纸；文成胡志文酒曲加工坊、文成黄

化的平台、渠道去撬动市场，然后通过体验，暗合受

（1）打造非遗主题景区。依托非遗资源，打造主

艺的同时，实现跨界融合，形成较为完整、可自我循

坦糖制作工坊、永嘉徐晓兵棉胎公司等传统技艺类

[8]

众心理的价值观从而成为高文化附加值的引导者。”

题鲜明的非遗主题景区或非遗项目集聚的非遗旅游

环、可持续发展的IP研发与成长体系。永嘉瓯忆瓯窑

非遗项目手工作坊在温州全市遍地开花。手工作坊

非遗作为一种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与

街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如非遗街区

研发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瓯窑盖碗、杯子等屡获省

通过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传承人带动、村民参与的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也最能满足现代消费

平阳鸣山村，既有蛋画、制陶、瓷板画等非遗技艺体

级以上奖项，全年产值达500 万元以上。瑞安浙疆青

方式，丰富非遗生产力转化形式，推动非遗产业化。

者对个性化、艺术化、文化性消费的需求，所以蕴藏

验，也有钱承恩馄饨、黄汤制作技艺等非遗美食体

瓷文化公司，同样以瓯窑烧制技艺为核心，开发瓯窑

６．非遗＋经济合作社

着丰富的转化潜能。但要将非遗IP转化为生产力，还

验，全年总产值达2 000多万元。

手工杯、茶叶罐等文创产品；洞头嘉媛旅游发展公

近年来，温州市尝试设立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

司，以洞头渔民画为主要依托项目，开发渔民画系列

非遗经济合作社，通过专业设计、集中培训、统一收

中提取元素，通过创意转化和市场运作，开发系列非

文创产品；至朴海淘文化公司，以海泥为加工原料，

购销售的方式，帮助低收入人群学习传统技艺，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非遗传承人、社

遗旅游衍生品，促进非遗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如洞

加以现代化的设计与市场营销，开发了海淘系列文

现就业增收。如瑞安市南山村索面生产基地，有着悠

会团体参与到非遗生产力转化中来，但看起来很美

头贝雕博物馆，开发贝雕系列文创产品，年均销售额

创产品，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久的传统索面手工制作历史，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

好的前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显得困难重重。经过对

达500万元左右。

需具备几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市场需求；二是要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三是要有一定的认可度。

（2）开发非遗旅游文创产品。从丰富的非遗资源

开发文创产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满足

作索面，大部分还以此谋生，传统家庭作坊式的纯手

非遗传承人及从业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非遗

工制面工艺已经传承了400 余年。针对这一独特的产

传承发展的内驱力。

业特点，当地积极探索出“政府扶持、集中加工、专

温州非遗企业、文创产品经销商等产业主体多方调

（3）举办非遗旅游节庆。以非遗带旅游，以旅游

查，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难点：一是市场转化难。不是

促非遗，在提升景区吸引力的同时，通过景区节庆活

所有的非遗都适合产业化、市场化，即便是传统手

动形成非遗传承生态链，把丰富的非遗资源与独特

４．非遗＋新媒体传播

工艺类项目，也可能存在与现今市场规律、传播平

的文化魅力集中展示给游客。较为成功的案例是洞

新媒体和信息技术的革新，促使传播方式发生

“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合作”模式，推动了小作坊生

台、年轻人审美无法匹配的问题，再加上它无法批

头东岙著名的七夕节庆活动，围绕省级项目七夕成

巨大的改变。在当今流量经济的时代，关注度即生产

产条件改造提升，并且引导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社作

量生产，就很难开拓市场。二是知晓度低，市场需求

人节，开展丰富的非遗主题活动，吸引大量的游客前

力，裂变传播带来的是无限的市场和生产力。温州非

为龙头企业，由合作社吸收会员并签订索面收购等

小。非遗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它是一定区域内的文

往体验，创造了年均约400万的收入。

遗紧跟新形式，鼓励本地非遗相关企业加大互联网

协议，实现“统一原料、统一标准、统一检验、统一

业合作、农旅共融”的小作坊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

化传承，离开了这个文化区域，它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4）与民宿强强联手，打造非遗主题民宿。深入

电商销售力度，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通过新媒体传

品牌、统一销售”。该合作模式不仅使小作坊生产的

便会大大降低。三是销售渠道少。非遗的市场化程度

挖掘非遗资源，将民宿与非遗有效对接，开发特色鲜

播嫁接现代化市场营销的“互联网+产品+市场”模

索面品质得到了有效控制，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大部

低，销售渠道少，以传统的展示展演方式为主，只有

明、内涵丰富的非遗主题民宿，既增强了游客的在地

式，将非遗文创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既可以促

分小作坊既要生产又要销售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零星店铺有搭售，导致买方找不到地方买货，卖方又

文化体验，同时也为非遗开辟了活态传承的路径。如

进文创产品与市场良性对接，又可以有效带动当地

通过“区域标签+旅游融合”，使索面制作成了一道

找不到渠道出货。所以，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打通销

文成县让川畲乡悦慢民宿，以畲族婚俗、畲歌展演及

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生产力转化的终极

风景，形成了温州独特的民俗文化。随着经济合作社

售渠道，多方位、多层次宣传推介，才能树立非遗的

畲族饮食为主要体验内容，除接待常规游客外，还大

目标。如瓯海区红星园艺公司，依托温州盆景制作技

成立，更多索面加工小作坊被纳入集聚管理，生产规

品牌形象，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四是非遗

量承接非遗研学游，全年营业额达500余万元。

艺，以制作、售卖盆景为主营业务，开通网上直播、

模进一步扩张，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来

２．非遗＋体验基地

微拍堂等传播新形式，年均营业额近2 亿元；平阳鸣

源。而泰顺县大安乡大丘坪村，则以手工制陶非遗传

2017年，温州市启动融非遗体验、旅游、研学为

山陶局有限公司，以创新设计和开发的瓷器为主要

承人为主体，自发成立非遗经济合作社，即村集体以

一体的非遗体验基地建设，至今已公布市级体验基

产品，并在微拍堂上开设直播间，以微拍的形式向陶

土地折价入股、农户以资金和民居入股、传承人以制

地 48 个，吸引了大批年轻的非遗爱好者加入，也带

瓷爱好者们进行点对点的销售与推广，深受粉丝们

陶技艺入股的大安土陶合作社，开发了以非遗项目

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文成十亩之间体验基地以

的喜欢，年销售额将近1 000万元。

手工制陶技艺体验为亮点，以民宿、餐饮等配套服务

人才政策滞后，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设计人才缺
乏，产业化可持续发展堪忧

[9-10]

。

三、温州非遗ＩＰ转化创新路径
克服和解决非遗生产力转化的难点，才能利用
优势资源，闯出一条非遗产业化发展的路。近几年，

二十四节气传统习俗体验为主要内容，全年体验收入

５．非遗＋手工作坊

收入赢利的新形式，从而实现以非遗带动乡村建设，

温州市率全国之先开展了“非遗体验基地”
“非遗主

达125 万元。九蒸九晒姜粉体验基地，以姜粉制作及

温州市积极响应《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

以非遗促进旅游发展，以非遗实现扶贫攻坚。

题民宿”建设和“非遗在社区”
“非遗在景区”等一

端午盐炒制等项目为体验项目，开发了五明堂姜茶、

工坊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推进“非遗+手工作坊”

７．非遗＋产业园区

系列实践，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工作的特色之路。实

端午盐等产品，并在农博网、交通网、淘宝网、微信

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鼓励传承人成立手工作坊，将传

温州市在非遗特色园区的基础上，开发了数条

践证明，这些非遗基地、非遗景区、非遗合作社等都

公众号等平台进行直播售卖，积极参加各大博览会，

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商务模式相结合，带动更多新生

遵循市场规律、富有发展潜力、符合市场需求的非遗

可以成为非遗IP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路径。

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全年营业额达800多万元。

力量，激活非遗老手艺，从而实现当地群众的增收创

产业链，园区集聚效应明显。如永嘉木雕产业园区，

１．非遗＋旅游

３．非遗＋文化创意产业

富。如鼓励瑞安知名旗袍制作传承人应凤玉成立手

依托永嘉木雕项目，聚集全县 26 家木雕企业，形成

非遗旅游是非遗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非遗为文创提供了丰富的开发资源，文创又为

工作坊，创办个人品牌“凤玉旗袍绸缎楼”，集传承、

非遗产业集聚效应，产品以宗教用品为主，主要销往

将非遗元素融入旅游项目开发与旅游市场推广，为

非遗融入了时尚的设计元素。文创企业以市场为研

展示及制作为一体，奔着“旗袍玉”的名号，全国各

东南亚国家，全年总产值达1 亿多元。传统制糖技艺

旅游注入更优质、更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内涵，可提

发和设计导向，实现非遗文创产品的完美融合，成功

地顾客纷纷来温定制旗袍，就连国外侨胞也慕名而

发源地陶山镇，将地方制糖产业发展模式由原来的

升旅游产品核心竞争力，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实现非遗IP的市场化。如苍南叶丹文创公司，以蓝夹

来。泰顺季氏木偶工作室，以木偶头雕刻、提线木偶

“小、散、粗”转型为“大、聚、精”。经过短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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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持非遗的持久活力。
“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IP首

反之，旅游的发展也为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注

缬项目为依托，开发“缬韵”系列文创产品100多种，

制作、车木玩具制作为主营业务；瓯悦说文创工作

先是要具有绝对价值势能的头部内容，其次通过多元

入新的内生动力，从而提升非遗活力。

全年营业额达100 万元以上。在传承古老的蓝夹缬技

室，主营古法造纸；文成胡志文酒曲加工坊、文成黄

化的平台、渠道去撬动市场，然后通过体验，暗合受

（1）打造非遗主题景区。依托非遗资源，打造主

艺的同时，实现跨界融合，形成较为完整、可自我循

坦糖制作工坊、永嘉徐晓兵棉胎公司等传统技艺类

[8]

众心理的价值观从而成为高文化附加值的引导者。”

题鲜明的非遗主题景区或非遗项目集聚的非遗旅游

环、可持续发展的IP研发与成长体系。永嘉瓯忆瓯窑

非遗项目手工作坊在温州全市遍地开花。手工作坊

非遗作为一种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与

街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如非遗街区

研发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瓯窑盖碗、杯子等屡获省

通过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传承人带动、村民参与的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也最能满足现代消费

平阳鸣山村，既有蛋画、制陶、瓷板画等非遗技艺体

级以上奖项，全年产值达500 万元以上。瑞安浙疆青

方式，丰富非遗生产力转化形式，推动非遗产业化。

者对个性化、艺术化、文化性消费的需求，所以蕴藏

验，也有钱承恩馄饨、黄汤制作技艺等非遗美食体

瓷文化公司，同样以瓯窑烧制技艺为核心，开发瓯窑

６．非遗＋经济合作社

着丰富的转化潜能。但要将非遗IP转化为生产力，还

验，全年总产值达2 000多万元。

手工杯、茶叶罐等文创产品；洞头嘉媛旅游发展公

近年来，温州市尝试设立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

司，以洞头渔民画为主要依托项目，开发渔民画系列

非遗经济合作社，通过专业设计、集中培训、统一收

中提取元素，通过创意转化和市场运作，开发系列非

文创产品；至朴海淘文化公司，以海泥为加工原料，

购销售的方式，帮助低收入人群学习传统技艺，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非遗传承人、社

遗旅游衍生品，促进非遗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如洞

加以现代化的设计与市场营销，开发了海淘系列文

现就业增收。如瑞安市南山村索面生产基地，有着悠

会团体参与到非遗生产力转化中来，但看起来很美

头贝雕博物馆，开发贝雕系列文创产品，年均销售额

创产品，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久的传统索面手工制作历史，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

好的前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显得困难重重。经过对

达500万元左右。

需具备几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市场需求；二是要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三是要有一定的认可度。

（2）开发非遗旅游文创产品。从丰富的非遗资源

开发文创产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满足

作索面，大部分还以此谋生，传统家庭作坊式的纯手

非遗传承人及从业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非遗

工制面工艺已经传承了400 余年。针对这一独特的产

传承发展的内驱力。

业特点，当地积极探索出“政府扶持、集中加工、专

温州非遗企业、文创产品经销商等产业主体多方调

（3）举办非遗旅游节庆。以非遗带旅游，以旅游

查，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难点：一是市场转化难。不是

促非遗，在提升景区吸引力的同时，通过景区节庆活

所有的非遗都适合产业化、市场化，即便是传统手

动形成非遗传承生态链，把丰富的非遗资源与独特

４．非遗＋新媒体传播

工艺类项目，也可能存在与现今市场规律、传播平

的文化魅力集中展示给游客。较为成功的案例是洞

新媒体和信息技术的革新，促使传播方式发生

“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合作”模式，推动了小作坊生

台、年轻人审美无法匹配的问题，再加上它无法批

头东岙著名的七夕节庆活动，围绕省级项目七夕成

巨大的改变。在当今流量经济的时代，关注度即生产

产条件改造提升，并且引导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社作

量生产，就很难开拓市场。二是知晓度低，市场需求

人节，开展丰富的非遗主题活动，吸引大量的游客前

力，裂变传播带来的是无限的市场和生产力。温州非

为龙头企业，由合作社吸收会员并签订索面收购等

小。非遗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它是一定区域内的文

往体验，创造了年均约400万的收入。

遗紧跟新形式，鼓励本地非遗相关企业加大互联网

协议，实现“统一原料、统一标准、统一检验、统一

业合作、农旅共融”的小作坊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

化传承，离开了这个文化区域，它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4）与民宿强强联手，打造非遗主题民宿。深入

电商销售力度，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通过新媒体传

品牌、统一销售”。该合作模式不仅使小作坊生产的

便会大大降低。三是销售渠道少。非遗的市场化程度

挖掘非遗资源，将民宿与非遗有效对接，开发特色鲜

播嫁接现代化市场营销的“互联网+产品+市场”模

索面品质得到了有效控制，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大部

低，销售渠道少，以传统的展示展演方式为主，只有

明、内涵丰富的非遗主题民宿，既增强了游客的在地

式，将非遗文创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既可以促

分小作坊既要生产又要销售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零星店铺有搭售，导致买方找不到地方买货，卖方又

文化体验，同时也为非遗开辟了活态传承的路径。如

进文创产品与市场良性对接，又可以有效带动当地

通过“区域标签+旅游融合”，使索面制作成了一道

找不到渠道出货。所以，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打通销

文成县让川畲乡悦慢民宿，以畲族婚俗、畲歌展演及

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生产力转化的终极

风景，形成了温州独特的民俗文化。随着经济合作社

售渠道，多方位、多层次宣传推介，才能树立非遗的

畲族饮食为主要体验内容，除接待常规游客外，还大

目标。如瓯海区红星园艺公司，依托温州盆景制作技

成立，更多索面加工小作坊被纳入集聚管理，生产规

品牌形象，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四是非遗

量承接非遗研学游，全年营业额达500余万元。

艺，以制作、售卖盆景为主营业务，开通网上直播、

模进一步扩张，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来

２．非遗＋体验基地

微拍堂等传播新形式，年均营业额近2 亿元；平阳鸣

源。而泰顺县大安乡大丘坪村，则以手工制陶非遗传

2017年，温州市启动融非遗体验、旅游、研学为

山陶局有限公司，以创新设计和开发的瓷器为主要

承人为主体，自发成立非遗经济合作社，即村集体以

一体的非遗体验基地建设，至今已公布市级体验基

产品，并在微拍堂上开设直播间，以微拍的形式向陶

土地折价入股、农户以资金和民居入股、传承人以制

地 48 个，吸引了大批年轻的非遗爱好者加入，也带

瓷爱好者们进行点对点的销售与推广，深受粉丝们

陶技艺入股的大安土陶合作社，开发了以非遗项目

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文成十亩之间体验基地以

的喜欢，年销售额将近1 000万元。

手工制陶技艺体验为亮点，以民宿、餐饮等配套服务

人才政策滞后，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设计人才缺
乏，产业化可持续发展堪忧

[9-10]

。

三、温州非遗ＩＰ转化创新路径
克服和解决非遗生产力转化的难点，才能利用
优势资源，闯出一条非遗产业化发展的路。近几年，

二十四节气传统习俗体验为主要内容，全年体验收入

５．非遗＋手工作坊

收入赢利的新形式，从而实现以非遗带动乡村建设，

温州市率全国之先开展了“非遗体验基地”
“非遗主

达125 万元。九蒸九晒姜粉体验基地，以姜粉制作及

温州市积极响应《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

以非遗促进旅游发展，以非遗实现扶贫攻坚。

题民宿”建设和“非遗在社区”
“非遗在景区”等一

端午盐炒制等项目为体验项目，开发了五明堂姜茶、

工坊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推进“非遗+手工作坊”

７．非遗＋产业园区

系列实践，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工作的特色之路。实

端午盐等产品，并在农博网、交通网、淘宝网、微信

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鼓励传承人成立手工作坊，将传

温州市在非遗特色园区的基础上，开发了数条

践证明，这些非遗基地、非遗景区、非遗合作社等都

公众号等平台进行直播售卖，积极参加各大博览会，

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商务模式相结合，带动更多新生

遵循市场规律、富有发展潜力、符合市场需求的非遗

可以成为非遗IP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路径。

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全年营业额达800多万元。

力量，激活非遗老手艺，从而实现当地群众的增收创

产业链，园区集聚效应明显。如永嘉木雕产业园区，

１．非遗＋旅游

３．非遗＋文化创意产业

富。如鼓励瑞安知名旗袍制作传承人应凤玉成立手

依托永嘉木雕项目，聚集全县 26 家木雕企业，形成

非遗旅游是非遗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非遗为文创提供了丰富的开发资源，文创又为

工作坊，创办个人品牌“凤玉旗袍绸缎楼”，集传承、

非遗产业集聚效应，产品以宗教用品为主，主要销往

将非遗元素融入旅游项目开发与旅游市场推广，为

非遗融入了时尚的设计元素。文创企业以市场为研

展示及制作为一体，奔着“旗袍玉”的名号，全国各

东南亚国家，全年总产值达1 亿多元。传统制糖技艺

旅游注入更优质、更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内涵，可提

发和设计导向，实现非遗文创产品的完美融合，成功

地顾客纷纷来温定制旗袍，就连国外侨胞也慕名而

发源地陶山镇，将地方制糖产业发展模式由原来的

升旅游产品核心竞争力，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实现非遗IP的市场化。如苍南叶丹文创公司，以蓝夹

来。泰顺季氏木偶工作室，以木偶头雕刻、提线木偶

“小、散、粗”转型为“大、聚、精”。经过短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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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就将原来产品积压的不良局面逆转为订单

利用民宿资源，发展非遗民宿这一模式；苍南的饮

客户纷至沓来、产品供不应求的喜人现状，每年销售

食类项目较多，食品产业是其主要形式。实践证明，

红糖近9万斤，销售额逾100万元。

要使非遗焕发勃勃生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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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产业效能，发挥其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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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非遗IP生产力转化是一个不断探索、

温州地区的“非遗+”延展模式为沿海较发达地

不断借鉴学习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要做到具体问

区的非遗生产力转化提供了参考路径。这些转化路

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在实践过程中，应以

径范围广、形式多样又能因地制宜。如主城区鹿城区

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政府扶持和引导，

主要采用非遗进社区的方式；乐清市依托著名的雁

不断探索实践，促使非遗资源在与产业、市场的结合

荡山景区和丰富的传统技艺项目，主要开展“ 非遗

中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

了梳理，对保护乡邦文化遗产、弘扬区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孙延钊从事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中表现出的对本

在景区”实践和生产性保护；洞头因海岛旅游，充分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土文化的“责任意识”，值得今天的温州学人更充分地认识与学习。

徐 欢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民国时期，孙延钊参与了温州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通过搜集、校勘与著述，将一大批文献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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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nzhao participated in the coll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in Wenzhou, and collate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through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writing, which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Meanwhile, Sun
Yanzhao’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local culture in the coll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deserves more recognition and
study by Wenzhou scholars today.
Key words: Sun Yanzhao; local literature; literature collation; 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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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８ 页）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到乡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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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与编述。

（2）区域特色品牌改革。综合考虑地理位置、资

（3）农村合作“三位一体”改革。利用农村合作

“ 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就是地方上的文献，是文献

源禀赋、产业基础、交通条件等因素，将西部区域定

“三位一体”模式的优势，加强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

组群中的一种。
“地方文献”不同于“乡邦文献”与

位为以山水为载体、以文化为灵魂、以市场为导向的

发展的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特别是针对

“乡贤著作”，它的范畴更广泛。
“乡邦文献”是“写

山水文化休闲产业带。加强乡村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加大合作社

乡邦”，是以乡邦为表现中心，
“ 乡贤著作”是“ 乡

发生于 1935 年的征辑温州乡先哲遗著活动，是

内容创新、载体创新和融合创新 。推进区域品牌建

规范提升、联合发展力度，促进合作社“强身健体”，

贤所写”，在内容上更加复杂。而“地方文献”可以

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搜集整理地方文献文化运动的

设，打造集养眼、养胃、养心、养肺于一体的综合性

带动农民增收。

被称为“乡邦文献”与“乡贤著作”的集合体，不管

尾声。虽是尾声，但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

是“ 写地方”还是“ 地方人所写”的文献都属于地

缮地方文献达402 种，1 259 卷，可谓是嘉惠学林，功

方文献的范畴。孙延钊是浙江瑞安人，他所参与整

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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