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不起的非遗》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直播采访”稿件

节目时间：2021 年 6 月 10 日

播出频率：FM 102.7 西宁旅游广播

主持人：李玉琳（播音名：夏妍）、柯超（播音名：柯超）
节目内容：
一、片头《了不起的非遗》特约播出版+《了不起的非遗》薪火相传版
二、主持人
柯超：各位好，这里是了不起的非遗，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本节目由
西宁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与西宁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今天早上在中心
广场有一场特别棒的活动。是“非遗购物节”。去年您没有来得及收
入囊中的心水好物。今年您一定要在 6月 10 号到 6 月 12 号去中心广
场百姓大舞台旁的非遗大集去转一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颁布十周年。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体现非遗保护成果人民共享的理念，我省将在 6 月 12 号自然与
文化遗产日期间。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文化宣传展示
活动。以近年来优秀非遗保护成果，献礼建党 100 周年。通过全社会
共同参与。营造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到了 11:07。主播夏妍正在在活
动现场，接下来连线主播夏妍。夏妍，早上好。

夏妍: 主持人，早上好。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今年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启动仪式是今天在中心广场举行。
今天的中心广场热闹非凡。今天，我也非常荣幸见到了一位传承人。
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加牙藏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永良
老师。有请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杨永良：您好。

夏妍：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活动现场看到您。我也看到了，杨老师今
天带来了平时工作的织机架子以及他编织的藏毯。杨老师，您是很早
就接触加牙藏毯了，对吗？

杨永良：对，我们祖祖辈辈在织机毯上。从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学习
捻线，。慢慢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单独织了。

夏妍：大概四五十年的时间都是在潜心学习对吗？

杨永良：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在，他就会教我一些技艺

夏妍：杨老师的手艺就是从父亲那里学的是吗？那现在呢，有没有想
法要把这样一个手艺传给家里的人或者是徒弟呢？



杨永良：有啊，现在我的徒弟们吃的都是一级到二级。四年级和五年
级的课程，他们还没有学习到。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学习的详细的知
识，这需要时间慢慢的锻炼，就像染色、花纹比较高记忆的这些图
案，还需要时间慢慢锻炼，才能慢慢地练就一个好的手艺。

夏妍：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加牙藏毯是如何产生的，以前看到的都
是成品，没有看到过这个织机，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杨永良：这个是经线，这个是纬线，在编织的时候就要打交叉点，把
织上去的纬线固定在这个地方，这样就很牢固，用的话，可以用一百
年到两百年，在这个地方就不会窜动。

夏妍：这加牙藏毯的魅力在哪里呢？

杨永良：主要的魅力是西宁大白毛，还有就是染色是天然染色，植物
染料比较环保，因为染色的锅就是吃饭的锅染完之后可以继续做饭，
没有污染，像这个藏毯用的时间比较久，寿命一般是两百年左右。

夏妍：咱们西宁的大白毛加上手工的编织和天然的染色，让加牙藏毯
非常牢固，使用年限很长，刚才杨老师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算
把加牙藏毯放在路上，让汽车碾压，也不会倒毛。

杨永良：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可以试一下，把这个小毯子拿过去，绝
对不会倒毛，这是绝对真实的，这个藏毯，只要编制到这个程度，是
绝对不会倒毛的。

夏妍：这个毯子是纯手工制作，如果织一块儿像这么大小的毯子的
话，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些年也受到了咱们政府的大力支持，关于以
后的传承，杨老师有什么想法吗？

杨永良：有，像我们现在的政府，文化厅、文体旅游局，现在对我们
企业是相当的关心，不管是资金还是其他都是大力支持。现在我们县
文体旅游局，在我们湟中区文化产业园给我们加牙藏藏毯建了一个藏
毯传承基地，是 2000 平米，我们也是依托政府，马上装修好，我们和
中国藏毯协会联手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再把几百年的技艺好好传承下
去。在周边招募一些闲余劳动力，让他们也有一点收入。

夏妍：对，让大家有事干并且能够有所得到、有所收获，这就是杨老
师对于加牙藏毯以后的传承方面的一个想法。谢谢杨老师，好，收音
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采访到的是加牙藏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永
良。今天在活动现场是非常热闹的，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在活动现
场，我看到今天关于端午节的元素非常多，咱们过端午都要佩戴香囊
香包，驱邪纳福，今天在活动现场有很多非遗传承人都带来了自己的



作品。我在这里还见到了非遗中心的两位主任，于主任您好，关于今
天的启动仪式，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下介绍吧。

非遗中心主任于鹏：每年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全国自然遗产日。
这次青海省的活动是在中心广场，作为主会场，主要分了四个部分，
一个是启动仪式开幕式演出，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非遗大集，
也就是非遗购物节，全国都搞得比较红火，也是为了带动咱们的一些
扶贫工坊，还有相关的企业和非遗传承人，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平台，
把自己的技艺展示出来，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增收。另外，还有省文旅
厅安排的其他两项，“百人百艺”在群众艺术中心进行传统的手工艺
艺术展，最后还有一个非遗“云上印象”，是线上的一个活动，通过
这些对非遗的普及率、大众知晓率、大众关注度都有一个促进，大家
也都知道这几年非遗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老百姓也越来越熟
悉，现在通过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时间节点把非遗推出去，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夏妍：好，谢谢于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让咱们大众也能够了解非
遗，那什么叫非遗？非遗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
的，比如像在我们眼前的香包，它就是属于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关
于西宁刺绣香包，我们要去采访一下传承人，我们采访到这位邱老
师。老师您好，我是西宁广播电视台记者夏妍，嗯，我们现在正在做
现场连线，这些刺绣箱包都是您亲手缝制的吗？

邱老师：对，有一些是我们的绣娘绣的。

夏妍：哦，是我们的扶贫工厂当中的绣娘绣得对吗？我还看到了，咱
们现在手中拿的桃心状的香包，大家可以脑部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
佩戴的箱包，里面装的是香草料，下面还有一些穗穗，还看到了一些
与众不同的香包，像这个香包给咱们介绍一下吧。

邱老师：这是我们刚做的，小孩脖子上戴的。

夏妍：我手中拿到的这个老虎头，跟传统的香囊不太一样，它具有现
代气息，而且在做工上，更加的精细，精巧。

邱老师：对对对，这个是戴在手腕上的，这个是戴在脖子上的，是两
种。

夏妍：这个绳子是手工编织的，虽然说是手工编织，但是我们可以看
到制作工艺非常精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很洋气。对现
在的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像这样一些箱包和传统的不太一样。

邱老师：这是藏羚羊，这是日月亭，这个是织锦。



夏妍：看起来就是把咱们青海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了刺绣箱包当中，
那这个织锦相较于刺绣的话，难度是不是更高一些。

邱老师：是的是的，这也是咱们五月端午可以佩戴的箱包，现在就是
把这种传统的元素和现代的元素相融合，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夏妍：老师那在传承方面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邱老师：当然有啊，现在我们都是刺绣加农户的模式，我们带动的绣
娘特别多，将近有 300 人，我们就是想着让小娘们多挣钱，孩子也带
好了，家里的老人也照顾好了自己还挣点零花钱。

夏妍：咱们这种刺绣工坊绣娘们可以在家做对吗？

邱老师：对的，他们可以先把料领上之后，拿回家做好，然后再交上
来

夏妍：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启动仪式，非遗大集的现场，也是为咱们的
绣娘制作的这些绣品的销售打开了一个新的渠道，谢谢老师。收音机
前的听众朋友们，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来中心广场的自然和文化保护
日现场的非遗大集，在这儿您可以领略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非元素非遗
的产品，也许可以买到您心仪的香包。好的柯超，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这样，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还要再去找一些传承人来聊一
聊，以后的节目中再来为大家呈现吧。

柯超：好的，谢谢夏妍，辛苦了。再见。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主播夏
妍，她现在是在中心广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在即将在 6 月 12 号带来的
自然和资源保护日活动的相关情况，在我们的连线中也采访到了加牙
藏毯传承人杨永良老师，另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刺绣香包，建议大家
如果对刺绣感兴趣，如果对非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非遗大集，去
走一走看一看，地址就在中心广场。这次的非遗大集集结了很多传承
人代表和他们的非遗项目。这次的非遗大集选取的是在我是口碑比较
好的青绣以及餐饮等 20余家非遗工坊和公司的产品，参加到了本次的
线下活动。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会议宣传展示活动的大幕已经拉开。6
月 12 日是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非遗保护浓厚社会氛围，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旅游部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集中开
展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十周年。今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口



号为“非遗惠万家 关系你我他”“保护人民非遗 共享美好生
活”，重点活动有五项。

一是“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由文化和旅
游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采用“1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
模式，回顾中国传统工艺百年发展历程，全面展示和检验中国传统工
艺振兴成果，展现传统工艺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从 6月 12 日至 7 月 12 日进
行为期 1 个月的展示，向公众免费开放。

二是《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文化和旅游部将于 6月 1 日召开《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座谈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法律实施经验，推进《非遗
法》深入实施。

三是非遗购物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有
关司局支持，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唯品会、抖音、中国手艺网
等平台将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振社会消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各地也将在符合本地区疫情防控要求
的前提下举办线下“非遗购物节”，在 A 级旅游景区、历史文化街区
等场所开展非遗技艺展示、产品展销等活动。

四是云游非遗·影像展。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联合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抖音、快手、哔哩哔哩、酷狗、微
博 8家网络平台共同举办“云游非遗·影像展”，汇集各类非遗影像
资源进行公益性展播，让非遗保护成果惠益人民群众。

五是红色非遗资源寻访活动及革命故事、红色歌谣新书发布。由中国
非遗保护协会发出倡议，邀请各省（区、市）非遗保护协会开展红色
非遗资源寻访活动。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广东、湖南、
湖北 8 省（市）非遗保护协会将率先启动。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的
支持下，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编纂、出版《革命故
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选编》和《红色歌谣——〈中国歌谣集
成〉选编》。6月 6 日将在江西省赣州市举办红色非遗资源寻访活动启
动暨革命故事、红色歌谣新书发布仪式。

此外，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系列活动还包括国家图书
馆举办的“非遗讲座月”、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举办的“良辰美景
2021 非遗演出季”活动等。各省（区、市）也将组织开展各具特色、
内容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据统计，在符
合当地疫情防控安全前提下，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各省
（区、市）举办的非遗宣传展示线上、线下活动达 4100 多项。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有以下几方面特
点：一是突出非遗保护的“人民性”，让非遗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
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
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非遗源于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人民是非遗的持有者、传承者和受益者。非遗保护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成果惠益人民的导向。通过举办各类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增进文
化自信，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二是聚焦乡村振兴，继续巩固非遗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刚才在连
线过程中，夏妍也介绍了刺绣的情况，像在青海，有很多女同胞会在
农闲的时候做一些刺绣作品，实现了创收。在今年 2月 25 日召开的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中，传统工艺等非遗发挥
了独特优势，各地传统工艺工作站和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为助力精准
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继续做好非遗助力乡村振兴，仍然要从
传统工艺角度切入，扩大传承群体，增强项目传承活力，推动传统工
艺高质量发展。“非遗购物节”活动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发挥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三是注重《非遗法》宣传普及，营造非遗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组织开展《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调研，
召开《非遗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开展系列宣传报道工作等，目的
是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提升《非遗法》的可见度、影响力。
各地也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法》实施十周年纪
念活动，开展普法宣传，一方面总结《非遗法》实施经验，提升非遗
保护工作的管理水平，促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向
群众传播非遗法律知识，普及非遗保护理念，扩大《非遗法》的受众
面和影响力，引导推动全社会共同关注非遗，参与非遗保护，共享保
护成果。

这里是《了不起的非遗》，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可能会好奇，
你们说的是什么活动呢？在这里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 6 月 12 号，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非遗大集，欢迎大家去转一
转，因为这一次的非遗大集和咱们传统的节日端午节连得非常近，所
以这次在非遗大集上端午节的元素非常浓厚，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很多
跟端午有关系的非遗产品，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这次的非遗大集也
有西宁市非遗中心集结到了西宁市二十到三十家在全省口碑较好的非
遗工坊、非遗公司，他们的产品会集中的参加线下的活动，好先进半
天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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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了不起的非遗》，我们刚才用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中心广场非遗大集的现场情况，这
也算是非遗购物节，如果去年您错过了的话，今年大家一定要去。从
今天开始，一直到 6 月 12 号，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的非遗大集，欢迎
大家。6月 12 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期间文化和旅游部也举办
策划了非常多的活动。就在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一起
分享，对于很多关注非遗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共计 185 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 140 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贯彻“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在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咱们青海省
有 15项非遗项目入选，分别是：年保玉则传说、阿柔逗曲、贵南藏族
刺绣、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 德都蒙古全席、尖扎达顿宴、
化隆唐卡、班玛马尾钉线绣唐卡、藏娘唐卡、青海青稞酒传统酿造技
艺、蒙古包营造技艺、海西民间青盐药用技艺、尤阙疗法、贵德六月
庙会、蒙古族服饰。其中有不少项目在节目中我们也详细的跟大家介
绍过，大家也都非常好奇，我们也希望青海有更多的非遗项目能够入
选，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非遗，喜爱非遗。人民的非遗由人民共
享，这里是《了不起的非遗》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播放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柯超：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
大家介绍到了文化和自然遗传日活动的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去现场去
逛一逛，还可以买到香包，现场还有百名绣娘绣制党旗。今天在现场
活动丰富多彩，意义非凡。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到这里，今天《了
不起的非遗》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