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编辑：陈早先 实习编辑：卢瑶

2019年6月11日文化·生活A4

在
守
正
创
新
中

激
活
非
遗
文
化

古
月

重庆梁平区滑石古寨寨顶的戏

台上，演员载歌载舞，台下掌声连

连。8个抬工迈着整齐的步伐，领头

人起唱，其他抬工和腔，大家齐力

用木杠抬着笨重的石头，吆喝着前

进。眼瞧着抬工的背影渐行渐远，

戏台上，又响起清新明快的小调，

一男一女登台，梁山灯戏开演了。

戏台那边曲终人散，这边，75

岁的梁平竹帘非遗传承人方顺康

又开始忙活起来，吆喝着，“来，看

破竹取丝啰，比头发丝还细。”

“真是一场非遗盛宴！”专门从

城区赶来的市民龙关志感叹，身为

梁平人，平日里总能听到周边人谈

起抬儿调、梁山灯戏、梁平竹帘，可

同时现场观看这三大国家级非遗

表演，还是头一回。

2017年 6月，滑石古寨成为国

家 AAAA 级景区。纷至沓来的游

客，为景区带来了不少人气，但很

多游客只是走马观花。如何留住游

客，让他们的脚步“慢”下来？这个

问题一直困扰着景区负责人肖涵。

梁平是重庆的非遗大区，有梁

平木版年画、梁平癞子锣鼓等5项

国家级非遗，还有礼让草把龙、梁

平张鸭子制作技艺、高台狮舞等

20项市级非遗。“文化是旅游优质

的资源，旅游是文化强大的市场，

能不能将两者深度融合？”梁平区

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刘原认为，提

升梁平景区文化魅力，就要用活非

遗资源，走出一条文旅结合的发展

路子。

就这样，非遗等民俗文化与滑

石古寨景区“联姻”。景区组建了非

遗演艺队，请来非遗传承人，既上

台展演，也带徒弟。三个展演点，视

游客人数和季节情况，编排非遗展

演“菜单”。肖涵说，以前，游客沿

着步道逛逛碉楼，看看风景，很快

就离开了。现在，非遗进了景区，留

住了游客，也走进了人心。

如今，各地纷纷推出了非遗旅

游线路，四川、湖南、新疆、广东……

这些非遗旅游路线，不仅带动了当

地的旅游事业发展，也有利于非遗

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本报编辑综合）

6 月 8 日是我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穿越浩瀚历史长

河，中华大地上，留存至今的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可

观。如何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融入传

统特色，又要融合时代需求。

对此，我国将非遗与市场结

合，并在市场化过程中，实现

了非遗传承的“不走样”。

从“活起来”到

穿 越 浩 瀚 历 史 长 河 ，中 华 大 地

上，留存至今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量可观。那么应该如何传承好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交给

我们的时代课题和历史责任。在科技

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非遗

文化面临着现代文化产业的强烈冲

击，但也获得了重塑活力的重大机遇。

非遗文化该怎么保护、怎么传承，在人

们的努力摸索与实践中，路径已经越

来越清晰，那就是要跳出传统思维和

固有模式，用丰富的创造力把传统与

现代结合起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

非遗文化的展现形式和产品形态进行

优化升级，既保留非遗文化的传统精

髓，也要积极拓展非遗文化的商业价

值。让非遗文化活起来，才能火起来。

文化艺术不是孤芳自赏，非遗不

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

人去了解和喜爱。截至目前，我国已

有 1372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 性 项 目 ，包 括 民 间 文 学 ，传 统 音

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

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门类。这

是一座极其庞大的文化资源宝库，如

果能够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不但能

够为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注入强劲

的经济动力，也能够带动文化产业的

长足发展。文创产业的核心就是格调

高雅、创意鲜明，这与非遗文化的特

质非常接近，两者可以进行完美融

合。在此次文博会上所展出的非遗文

创产品就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印证了

非遗文创大有可为的前景。

创新是非遗文化生生不息的动

力，研发非遗文创产品需要更多金点

子。如今非遗文创的价值已经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认同，但也面临着同质

化、破坏性开发、过度商业利用的问

题，不能以创新为借口，对非遗文化

进行歪曲性的开发利用，而是要始终

牢牢守住非遗的传统文化内核，在守

正创新中让老手艺迸发出新活力，实

现非遗文创的持续性健康发展，让传

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迸发出强劲的生

机与活力。

“火起来”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面临着

竞争，承受着压力，哪怕是曾经广受欢迎的非遗项目，也不免受到

了大众的冷落。非遗想要传承和发展，只有主动适应现代社会需

求，积极寻找传播、推广的新方法、新手段，才能真正从“活起来”到

“火起来”，被大众所接受、喜爱。

过去一年，有252万名用户

在快手上发布至少一条以上非

遗内容。目前，快手平台上累计

出现 1164 万条非遗视频内容，

获得超过 250 亿次播放和 5 亿

次点赞。在快手，年轻人正通过

一条条生动的视频，感受到古

老文化遗产散发出的魅力。

如何把我们的文化传统和

今天的现实生活更好地结合起

来，不让非遗成为曾经的美好回

忆，能够通过传承和创新被一代

代中国人喜爱和关注？据快手企

业社会责任总监张帆介绍，在视

频发布数量排名前十的非遗内

容里，秦腔视频近百万条，秧歌

视频近 80万条，面人视频超 50

万条，豫剧视频超 40 万条……

此外，火把节、庙会、竹马、象棋、

晋剧等各类非遗内容都受到用

户的热烈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认

为，保持和扩大传承人群，是非

遗在传承中延续历史文脉、永

葆民族特性，并在当代生活中

愈加枝繁叶茂的基础。当下，如

何帮助传承人提高传承能力、

增强传承后劲，成了非遗保护

向纵深发展的重点课题。

“正是观察到快手上活跃而

丰富的非遗生态，以及现实中

非遗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的

‘断代’危机和来自市场的巨大

挑战，快手发起了‘快手非遗带

头人计划’。”张帆说，我们将借

助快手的科技力量和平台优

势，赋能更多非遗传承者，让更

多普通用户加入传承队伍，全

方位开发和挖掘非遗文化与市

场价值。

据了解，该计划将通过提供

创业教育、搭建同伴网络、对接

发展资源等，支持年轻一代非

遗传承人及非遗事业发展。

我国的非遗资源丰富。截至目

前，国务院已公布4批1372个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

家文化主管部门还先后命名了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3000余人。

为了让传统非遗得到更好的传承

与发展，不少非遗传承者都在进行

着积极的探索。

四川省泸州市分水油纸伞这一

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毕六福就采取广招学徒的方式，手

把手地传、帮、带，希望能够让更多

的人知道并喜欢上分水油纸伞。

“现在每周到我这儿来的学徒有六

七百人，放假以后过来的大学生全

国各地的都有。我的想法就是把技

艺传给学生，让他们去更好传承创

造。”他说。

非遗传承既需要保护传统技

艺，更需要不断拓宽传播渠道，而

数字经济就为此提供了新机遇。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图书

馆馆长刘中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 IP资源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知识产权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提炼出能引起社会共鸣的文化元

素，融入现代设计的审美趣味。

近年来，陕西汪氏皮影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致力于将皮影戏朝产

业化的方向发展，包括与各大美术

院校合作创作现代艺术作品，参与

影视剧拍摄。公司还与国际品牌达

成跨界合作，将中国传统的皮影元

素应用到它们的品牌设计、橱窗设

计上。

“创新是传统非遗生生不息的

动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

荣启说，包括对非遗项目本身的创

新，以及利用非遗项目的传统文化

元素开发创造出当代民众乐于接

受的文化艺术衍生产品。“但也要

防止打着非遗创新的招牌，歪曲非

遗的本质特性，生产不伦不类的内

容，甚至进行破坏性的开发或过度

商业利用。应在鉴别中创新，在创

新中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

发出持久魅力。”李荣启说。

非遗搭上“短视频”

河南
展示非遗保护成果

6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豫见河南

出彩中原——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展”将在河南博物院举

行。本次展览重点展示河南省传统美

术项目、传统技艺中反应时代主题、

与当代生活密切结合的作品，突出再

创造实践。成果展由动态展示和静态

展览两部分组成。

动态展示于6月 1日在河南省博

物院院内广场举行。参展项目主要

有赵庄魔术、朱仙镇木版年画、汴

绣、宋室风筝、孟津剪纸、牡丹画、竹

编、绞胎瓷、香包、泥塑、烙画、方城

石猴、面塑、浚县泥咕咕、淮阳泥泥

狗、麦秆剪贴、糖画、吹糖人、花生糕

等项目。国家级非遗项目朱仙镇木

版年画、汴绣、泥咕咕等，让游客不

仅可以欣赏、感受、体验传统工艺，

还能够将工艺带回家，进一步促使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静态展览将在省博物院东配楼

二楼展厅进行，时间为 6 月 1 日至 9

日，主要分“追梦”“耕耘”“收获”三个

主题板块：其中“追梦”板块为 2019

年河南省“不忘初心·我们都是追梦

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

剪纸大赛”部分获奖作品，集中反映

了新时代河南的新面貌、新变化，抒

发了中原儿女心怀梦想、奋力逐梦的

昂扬斗志；“耕耘”板块精选舞阳、汝

南两地农民画作品，展现了近年来河

南省新农村发展变化的生动图景，展

现了广大农民的耕耘与奋斗，具有强

烈的时代感和鲜活的生活气息；“收

获”板块采取场景展示的方式，展现

了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

活、助力脱贫攻坚的良好风貌，包括

乐器制作助力兰考脱贫、非遗手艺助

力淮阳精准扶贫两个优秀实践案例。

此板块还包括“非遗茶生活”展示场

景，重点展示钧瓷、汝瓷、登封窑瓷、

绞胎瓷等项目的茶器、花器、香器等，

汇集众多名家大师的精品力作，杨

志、任星航、朱文立、孟玉松、李景洲、

柴战柱等多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及大国工匠作品都参加了此次展览。

各名家大师更新设计思路，拓展门类

品种，推动当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

彰显了中原文化特色。

除此之外，展览还设置了几处场

景装饰：“走过春夏秋冬”以剪纸和书

法结合的方式，展示了河南省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十四节

气，诠释中原人民的春种、夏长、秋

收、冬藏；“张灯结彩”将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汴京灯笼张彩灯悬挂展

示，点亮中原儿女深情祝福，映照祖

国光辉前景。

（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四川
百余件“川派”非遗
精品亮相

银花丝、漆器、蜀锦、蜀绣、青神

竹编、绵竹年画……6 月 4 日，作为

2019“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省非

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之一，《巴蜀工

坊——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创新成

果展》在成都启幕，百余件“川派”非

遗精品及 200 余件精品文创产品惊

艳亮相。

本次展览分为非遗精品展、文创

品牌互动展销及端午主题创意体验

活动等三大版块。整场展览以“传承

经典、创意生活”为主题，活动期间还

将举办“端午·雅集”古琴茶艺鉴赏、

国学亲子阅读、皮影表演、剪纸绳编

手作体验等主题活动，为观众献上内

容丰富的传统文化“大餐”。

四川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办公

室主任张晶介绍，本次展览旨在传承

四川非遗文化，推动四川优秀文化创

意产品展览展销，构建独具四川特色

的传统工艺振兴体系。

本次展览还运用了裸眼 AR 技

术，观众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展品，相

关的视频及文字介绍就会呈现在屏

幕上。展览现场技术负责人何崇瑀表

示，本次展览利用高科技避免了以往

布展过程中因加入过多注解文字而

破坏美感的尴尬，还让看似普通的文

创产品变得很特别，有益于推广传统

非遗文化。

近年来，四川不断创新非遗保护

路径，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川非遗保

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活态活

力、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据中国新闻网）

老手艺迸发新活力

非遗表演搬进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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