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专题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A03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项目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近年来得到了多方的有力保
护。

为了扶持传承人开展授徒传
艺或教育培训活动，省级财政投入
专项资金，在该项目5个国家级保
护单位所在地的村一级命名了11
个该遗产项目村、5个传习所；在市
县一级建立5个传习馆，市县文化
馆组织传承人定期开展相关培训
活动。

目前，该项目拥有3位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22位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和135位市县级代表性传承
人。此外，我省还通过“黎锦进校
园”活动，把黎锦技艺传承纳入到
正规教育中，使传承人数已经超过
万人。

整理档案资料、拍摄纪录片，
举办黎族传统织锦大赛，建立项目
陈列馆、展示馆，举办学术研讨会
等一系列有力举措都让这一在琼
岛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工艺得
以继续绽放文化魅力。在国内外
的展示平台上，黎锦也成为了海南
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绽放异彩。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南海
航道更路经”是海南这一海洋大省
的另一重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
承人们曾亲自出海，传授如何利用
更路簿、罗盘、三角尺等传统航海
工具与驾驶技艺。2015年，由海
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所著的
《南海天书》正式出版，为南海更路
簿理清脉络；在2016年的全国两
会上，更路簿引来我省代表的热切
关注。

我省在对重点项目保护的步
伐从未放慢，人们深知，保护非遗
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与此同时，
将有越来越多的重点项目被充分
挖掘、整理、保护。

海南椰雕技术。 陈光海 摄 黎族制陶。 陈光海 摄 黎族藤编技艺。 陈光海 摄 《南海航道更路经》传习活动。
省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我省举办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活动迎接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匠心工艺延绵海南文化脉络
海南椰雕、黎族传统剪纸艺

术、琼海鲤鱼灯舞……为了迎接
6月10日全国首个“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我省将在省文体公园
以“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
动实践”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传主场系列活动向公众展示
近年来海南非遗保护工作，进一
步增强公众对非遗的保护意识。

设立“文化遗产日”是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
举措。自2006年以来，文化部
连续11年举办文化遗产日非物
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根
据《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的批复》，自
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
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
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多年来，我省相关文化单位
都会在“遗产日”当天组织非遗
代表性项目的展演展示活动，据
介绍，今年前来参展的非遗代表
性项目将更加丰富，涉及 6大
类、45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今年3月，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关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
兴传统工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关于“制定实施中国传统工
艺振兴计划”的要求，文化部、工信
部与财政部联合制定了《中国传统
工艺振兴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今年，我省的非遗宣传展示活
动就将重点围绕《计划》展开，来迎
接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据介
绍，相较于往年的展示活动，主办方
今年在传统美术、技艺、医药等方面
加大了组织展示力度，不少项目都
将是首次参与遗产日展示活动。

振兴传统工艺对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助于传承
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
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
信；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手工劳动的
创造力，发现手工劳动的创造性价
值，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有助于促进就业，实现
精准扶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
传统街区和村落活力。

来自三亚的黎锦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丽琼不仅
在传习所中传授更多妇女织锦技
艺，还在多方支持下成立公司，为村
民们牵线搭桥，回收、销售她们织出
的黎锦。

随着我省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
深入，传统工艺正以全新的方式在
全省各地“开枝散叶”，创新性地融
入现代生活之中。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
“加大琼剧、黎锦、苗绣等地方文化
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利
用，弘扬海南本土优秀历史文化”，
在精准扶贫中，传统工艺能成为农
民们增加收入的新“法宝”；在全域
旅游的推进过程中，它也成为了各
地手中的特色“王牌”之一。

从2003年开始的民族民间保护工
程，2005年整体转换至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我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无到有、从陌生
到熟悉、从无认识的破坏到有意识的自觉
保护，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在不断探索中
快速发展前行，特别是项目名录体系建
设、保护工作制度的建立、活态传承形式
多样化、非遗研究成果的展现、传播普及
效果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自2005
年至今已命名了五批共82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于2012年对已
公布的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进行了
调整规范，走在全国的前列。

除了相关文化单位不断加大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习与宣传
外，近年来，我省在非遗保护方面还出台了
如《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海南省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保护培养暂行办法》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村
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法规。
保亭、白沙、陵水等市县自2008年来相继出
台了非遗保护条例。这些配套法规为非遗
工作的开展打造坚实的法律政策保障。

不仅如此，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我省还将非遗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护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为这项工作提供有力的
资金保障。“十二五”期间，我省共投入非
遗保护经费1.1325亿元。

得益于多方的支持，一批非遗项目得
到了有效保护，一些非遗设施也得以建
成。目前，全省共建立各类非遗展览展示
场馆（传习所）50个。

2013年起，黎锦技艺、琼剧、海南八
音乐、儋州调声、黎族服饰等项目相继进
入职业教育和大专院校课堂；“民歌、民
服、民舞”“三进校园”已成为民族地区学
校的特色课。传承人多次参加国内外的
各种展览展示，足迹踏及亚洲、欧洲等国
家，各界对黎锦技艺的热爱和价值的认识
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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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蓝色字体标注的是省级保护单位

项目名称

儋州调声

崖州民歌

黎族民歌

海南八音器乐

黎族竹木器乐

海南斋醮科仪音乐

临高渔歌

苗族民歌

黎族打柴舞

黎族老古舞

琼剧

临高人偶戏

海南公仔戏
（文昌公仔戏，三江

公仔戏）

海南斋戏

海南椰雕

木雕（花瑰艺术）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

黎族树皮布制作
技艺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黎族泥片制陶技艺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

海盐晒制技艺

黎族船型屋营造
技艺

冼夫人信俗

黎族“三月三”节

黎族服饰

妈祖祭典

南海航道更路经

保护单位

儋州市文化馆

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乐东
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
馆、白沙黎族自治县

文化馆

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
指山市文化馆

定安县文化馆

临高县文化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化馆

三亚市群众艺术馆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海南省琼剧院、海口市群
众艺术馆、定安县文化馆

临高县文化馆

文昌市文化馆、海口市美
兰区文化馆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
文昌市文化馆

澄迈县文化馆

五指山市文化馆、乐东黎
族自治县文化馆、东方市
文化馆、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文化馆、白沙黎族自
治县文化馆、昌江黎族自
治县文化馆、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文化馆、陵水黎
族自治县文化馆，三亚市
群众艺术馆，海南省民族
研究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化馆

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三亚市群众艺术馆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化馆

儋州市文化馆

东方市文化馆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海口
市龙华区文化馆、定安县
文化馆、澄迈县文化馆、屯
昌县文化馆

五指山市文化馆

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
司、海南省民族研究所

海口市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文昌市文化馆、琼海市
文化馆

黎族织锦技艺。 陈光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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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
非遗宣传主场系列活动亮点多

群英荟萃展家底
琼岛魅力传八方

为迎接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
10日、11日20时至22时，由省文体厅主办、
省群艺馆承办的“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
生动实践”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主场
系列活动将在省歌舞剧院广场亮相。

此次系列活动将展示由全省各个文化
馆、文化企业选出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
统医药、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六大
类别，共45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其中
有14项为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群英荟萃，近200名传承人带来的现场
展示、展演将让大家感受到鲜活的非遗文
化。作为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集中展示，
今年的活动又将有哪些亮点呢？

亮点一：

传统工艺项目增加
展现海南工匠精神

5月底，文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确定今
年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为“非遗
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口号为“保
护非遗——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兴”

“保护传承非遗，展现生活智慧”“活力社区，
活态非遗”“振兴中国传统工艺”。

据省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我省的非遗展示活动将围绕《中国传统工
艺振兴计划》重点展开，也正因此，今年的活
动在传统工艺的部分加大了力度，相关非遗
代表性项目增加了不少。

“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这三个
类别都算在传统工艺之中。”省非遗保护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三个类别、共32项非遗代表
性项目中除了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黎锦、椰雕
等传统技艺，土法制糖、海南粉烹制技艺、珍
珠美容养颜汉方也将悉数亮相。这些源自于
日常生活的古法技艺让文化展示活动更“接
地气”。

此外，琼剧、崖州民歌等也将现场助兴，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音乐、舞蹈类别中，琼
海鲤鱼灯舞、虎舞等非遗代表性项目都是首
次参加此类展示活动。

亮点二：

精彩互动
体验特色文化

活动现场，40多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让公
众有得吃、有得看、有得体验。不仅如此，为
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我省非遗保护工作情
况，增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主办方还将
向现场公众免费派发“非遗口袋书”，即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手册。这个精巧
的小册子中列出了我省国家级、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也介绍了非遗法、《中国传统
工艺振兴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展示为基础，不少文化企业此次还会
带来以传统技艺制造出的产品进行展销，例
如黎锦、黑糖、珍珠粉等。

去年，我省分三批推出了10种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的明信片，精美的明信片以手
绘卡通赢来好评。在今年的展示活动现场，
主办方将再次免费派送非遗明信片，鼓励大
家将海南非遗“寄”出去，让琼岛文化魅力传
播得更远。 （本版策划/撰文 林夕俞）

海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8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