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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描述

成果名称 “乌铜走银”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起止时间 起始：2017 年 7 月 完成：2020 年 10 月

项目成员
（限报 15 人）

主持人：杨秋

成员：路小军、张毕详、徐志雄、李存、杨燕、冷建文、

丁大为、郑丽婷、徐梅芳、王继红、张冰、付珍珍、

白艳、李松华、崔新萍

关键词（3-5 个）：国家级非遗 乌铜走银 梯度培养 通识学习

“乌铜走银”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单位：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一、概述

我校被誉为“春城职教排头兵，云岭职教领头羊，西部地区中职

教育的先行者”，是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为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结合学

校办学宗旨和实际情况，积极推进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以我校开

展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乌铜走银为例，进行本次教学成果奖的申报。

乌铜走银是云南一种独特的铜制纯手工工艺，始创于清雍正年间

的云南石屏县，距今已近 300 年历史。“乌铜”是国家级保密配方，

“走银”是国家级保密技艺。2017 年 7 月我校与昆明市官渡区工艺美

术职业培训学校以校校合作的方式成立“金大师手工艺培养基地”，

金永才大师作为“乌铜走银”技艺的第六代唯一传承人，成为我校特

聘教师。乌铜走银非遗项目走进我校，不仅培养了学生工匠精神，锻

炼了“双师型”教师队伍，拓宽了学生就业渠道，厚植了非遗文化基

因，更丰富了学校的育人模式，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了校园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了我校的区域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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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与实施

（一）成果主要内容

为保护非遗、传承文化，2017 年底我校建成校内“金大师手工艺

培养基地”，基地占地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共有打片工位 48 个，錾刻

工位 50 个，展厅 2 间。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乌铜走银发展史、银饰制作

的工具认识、打片工艺、錾刻工艺、银手镯制作等。在基地内开展非

遗传统技艺人才培养，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艺

振兴、民间文艺传承作贡献。每个学期学校教务处均与金大师工作室

积极对接开展通识教学课程乌铜走银基础技艺体验，安排所有新生参

与“乌铜走银”非遗课程的体验和学习，使学生对于乌铜走银制作技

艺产生浓厚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丰富学生对手艺传承的教学

体验，教学效果良好。通识课学习之后，在新生中通过双向选择，选

拔出 60 人成立特色班，继续深入学习非遗技艺，特色班学生的现场演

示及作品展示得到了各级部门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另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联合金大师弟子丁大为先生，编写了我校“乌铜走银非遗传承课

程汇编”，成立“非遗社团”，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同时为学校创

造了许多荣誉：2019 年 4 月特色班同学参加云南省技能大赛中职组比

赛，荣获民族技艺一等奖（总分排名第一）。2019 年 11 月特色班同学

参加首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赛，两个作品分别荣

获二等奖和三等奖，我校荣获“最佳组织奖”等。“乌铜走银”非遗

项目的文化传播和技能传承，是学校美育工作的重要板块，不仅为同

学们的升学和就业拓宽了方向，培养了学生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更

为学校统筹推进“现代学徒制”提供了“试验场”，为官渡区非遗传

承和创新工作提供了“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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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的主要问题

乌铜走银，是云南特有的中国传统铜制工艺品 ，始创于云南石屏

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但乌铜走银非遗技艺少有人知，作品不被

普通百姓认可，愿意传承技艺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为解决这个问

题，我校联合乌铜走银非遗传承人金永才先生创办了“金大师培训基

地”并作出了以下措施。

（三）过程与方法

1、制定总体规划，健全部门管理

我校非遗传承是学校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抓手，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并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了对于美育的管理，形成了清晰而实效的管理格

局。

（1）健全网络，责任到人

我校的非遗传承项目小组由路小军校长担任组长，统领全校非遗

传承项目工作，分管副校长徐志雄直接管理，具体抓实学校的各项非

遗项目工作，整体规划，目标明确；在具体操作层面，由教务处杨秋

主任指导并监督艺术课程的实施；德育处团委负责学校非遗活动的开

展；相关艺术老师，非遗技艺教师具体落实课堂教学和带教一个非遗

类专业社团。

（2）整体规划，有序推进

每学年的学校工作计划中有专项对于非遗项目的要求和内容，使

全校师生了解明确非遗项目进校园的整体要求，同时也对非遗项目在

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作用有完整的了解。教务处加强各类非遗

项目等拓展类课程的开发和开设，做到全校每位学生都有梯度地进行

非遗通识课和拓展课的学习，并通过学分考核纳入学生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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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管理，有效落实

为加强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教务处定期检查非遗相关课程的实

施方案和教师教学文章等；德育处、团委和专业教师全力打造学校乌

铜走银制作和非遗社团，通过每月主题教育活动、艺术节、社团文化

节、升旗仪式、非遗大赛、技能节、微信、学校网站等各种宣传媒介

展示学生乌铜走银作品和社团成果。

2、凝聚集体智慧，夯实非遗传承

（1）种子效应·厚植情怀

把传统手艺人引进学校，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讲授给学生，把

独具一格的技艺传授给学生，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子埋进

心里。也许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精通此道，不是所有学生都能传承技艺，

但非遗的文化，非遗的历史会时刻影响学生。人的一生很长，也许在

某个时刻，学生们受某些事情的影响，心底关于“非遗”的种子就会

破土而出，曾经在求学期间沉淀下的“非遗”文化就会生根发芽，也

许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兴趣和爱好，也许会成为他茶余饭后的谈资，更

也许会成为他谋生的手段，不管如何，让学生们在校期间接触、感受、

学习“非遗”项目，就是学校能为传播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点贡献，为

学生的成长之路铺就了一块新砖。

（2）梯度培养·打造人才

如何在“扩展宽度，下挖深度，筑造高度”的理论构建上，传承“非

遗”项目？一直是我们迫在眉睫解决的问题。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我

提出了“800-60-20”的三阶段梯度式培养模式构想。

第一阶段：传播阶段

“800”是指每学期组织 800 名左右的学生（我校每年录取新生数

为 800 人）进行“非遗”项目通识课的学习，学习人数基本覆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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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在这个阶段就是“拓展宽度”的阶段，使更多的学生走进“非

遗”课堂，认识“非遗”项目，感受“非遗”的魅力，通过基本了解

来扩大受众面，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学校采取多元化的措施共同推

进，比如“小手拉大手—感恩教育”，具体就是在“乌铜走银通识课”

的学习后，学生可以独立锻造一把铜勺，在铜勺上錾刻自己的名字，

并把这把纯手工打造的铜勺，邮寄给家乡的父母，以此感恩父母的生

养之恩，再这样的活动中不仅让学生们学会了感恩，也无形中向家长

们传递了“非遗”项目的文化和魅力。技艺借助社团的载体，积极参

加各级各类展演，扩大影响力。

第二阶段：传承阶段

“60”是指每学期在 800 名学生进行过“非遗通识课”的学习后，

选拔出对“非遗”项目感兴趣，学习认真的 60 名同学，组建“非遗特

色班”，成立相应社团，校内有工匠社、设计社、乌铜走银非遗社，

进行系统的、规范的、有针对性的技能教学，学时不低于每学期 60 个

课时，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教学和德育”、“学习和展

演”等双轨道模式促进学生进一步学习。在这个阶段就是“下挖深度”

的阶段，使学生掌握更多的“非遗”技术和技能，拥有更多的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个阶段学生要能耐下性子，摒弃浮躁，

专注于“非遗”项目的研习，掌握所有本项目的基本技法和基本能力。

第三阶段：传习阶段

“20”是指在 60 个人的特色班学习结束后，选拔出 20 名以内的精

英学生，他们要有吃苦耐劳的品格，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以“现代学

徒制”的培养模式，由学校搭建平台，让这些学生真正的向我们国家

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大师”拜师学艺，行庄重的拜师礼，做新一代

的“非遗”传承者。在这个阶段就是“筑造高度”的阶段，使学生既

有传承又要有创新，并在相应的“非遗”项目中能学会安身立命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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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为以此谋生的手段。继续发挥职业院校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的优势，鼓励、支持同学们以当代中职生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利用

所学的非遗技艺进行创新、创业。为我国的“非遗”项目传承和发扬

添砖加瓦。

（四）思路与策略

三、实践与创新

我校以“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给学生一个舞台，学生

还我们一个奇迹”的非遗理念，搭建各种非遗活动的舞台，通过多渠

道、多样化的途径让学生用丰富的艺术形式勇敢地表达情感、用课堂

里的知识储备阐述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表达内心的冲突等。

（一）搭建平台，促进美育

以“艺术节”“技能节”为主，搭建非遗实践平台。通过各种综

合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非遗实践和表演的舞台，通过技能大赛、

社区活动、非遗传承活动等让学生体会工匠精神，收获匠人快乐。全

校新生通过非遗学习，不仅学习技艺，更是感受了传统美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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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水平。

（二）借助社团，丰富活动

除了每年的艺术节，我校的艺术社团和兴趣小组也是校园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是学生们课余生活中趋之若鹜的地方。每周 2 个课时

的固定教学时间和中午 45 分钟的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保证了社团如火如

荼的开展。

（三）梯度培养，效果显著

在“800-60-20”培养模式中，涌现出一批热爱非遗文化的同学。

其中 17 级钣喷班罗粟裕同学表现尤为突出，成为第一批特色班同学，

代表学校参加首届“黄炎培杯非遗创新大赛”，2 件作品均得到专家的

一致好评，分获大赛的二、三等奖，毕业后进入金大师工作室工作，

拜金永才大师门下，继续完成传习非遗技艺的学习。

四、效果及影响

（一）促进教学工作、完成“传帮带”

启发教师教学智慧，开启教学思考，我校教师撰写的论文《关于

非遗传承项目走进中职学校的现状和思考》《中等职业学校研学旅行

校本课程开发研究—以乌铜走银为例》均获国家级论文奖并发表在国

家级刊物。自我校成为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实习基地以来，我们把非

遗传承理念渗透给来校实习的大学生，其中云师大研究生周梦同学在

我校路小军校长的指导下，主持项目《乌铜走银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研

究》获得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完成校级立项。

（二）解决人才匮乏、推进区域经济

金永才大师是我们昆明市官渡区唯一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

人，但乌铜走银非遗技艺少有人知，作品不被普通百姓认可，愿意传

承技艺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自我校成立“金大师乌铜走银非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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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来，到校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乌铜走银作品逐步被

大家熟知。通过开展全校非遗通识课，学生们深入了解，亲身体会，

选拔出了一批热爱非遗的青少年，在通过双向选择，梯度培养，为金

永才大师工作室输送了一批人才，解决了非遗传承人员匮乏的问题。

现在“乌铜走银非遗技艺”成了我们昆明市官渡区一张靓丽的区域名

片。在官渡古镇有专门的博物馆和售卖店，给我们学生提供了就业岗

位，同时拉动了我们区域的旅游经济，乌铜走银的作品不仅是游客来

到官渡区旅游的伴手礼，也是喜爱非遗文化的文人墨客的心头好。

五、附件：成果案例与佐证材料

“乌铜走银”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教学成果奖申报佐证材料目录

1.共建协议

2.基地建设

3.金永才大师

4.课程汇编

5.课堂实操

6.学生作品

7.优秀作品

8.参赛获奖

9.视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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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曾获奖励情况（限填 5 项）

时间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颁奖

部门

2019 年

4 月

乌铜走银技艺展示 云南省中

职学校技

能大赛

一等奖 云 南 省

教育厅

2019 年

11 月 《盛世中华·小五供》

乌铜走银作品

黄炎培杯

非遗创新

大赛

三等奖 中 华 职

教社

2019 年

11 月 《黄金屋颜如玉书签》

乌铜走银作品

黄炎培杯

非遗创新

大赛

二等奖 中 华 职

教社

2019 年

11 月

组织参赛 黄炎培杯

非遗创新

大赛

最 佳 组

织奖

中 华 职

教社

2020 年

7 月

论文《关于非遗传承项目

走进中职学校的现状和思

考》

全国教育

优秀论文

评选大赛

一等奖 学 校 教

育 研 究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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