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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9项

●苗族刺绣与蜡染手工技艺

●黎族丧葬习俗（杞方言）

●黎族民歌

●苗族民歌

●五指山黎族传统婚俗

●五指山苗族传统婚俗

●苗族五色饭制作技艺

●黎族藤编技艺

●黎族合亩制

2009年

《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2009年至今

五指山市累计建
设 完 成 各 类 传 习 馆
（所、村）共16个。

五指山市现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项

其中国家级3项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黎族三月三节

黎族竹木器乐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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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五指山市扎实做好传
习场馆建设、黎锦产业化、传承人培
训、“非遗”宣传等各项工作，使五指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五指山市文化馆负责人介
绍，五指山市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19项，代表性传承人108
名。2009年至今，五指山市累计建
设完成各类传习馆（所、村）共 16
个。2011年起，五指山市与海南省
民族技工学校联合创办“黎族织锦
技艺中专学历班”，配备有腰织机
1500部，水平织机20部，黎锦图案

设计室2间，黎锦教学基地初步建
成。截至目前，共培养全日制学生
60名，非全日制农村班学生2000余
名。

为了更好地传承黎锦技艺，为
五指山市黎族织锦技艺注入新鲜的
血液，2013年起，五指山市文化馆挂
牌成立黎族织锦培训基地，在五指
山中学、五指山思源实验学校、市第
一小学、市第三小学、通什中心校、
南圣中心校等7所学校，开展黎族织
锦技艺实践课。从2013年至今共
有700多名学生参加黎锦教学实践
课程。

近3年来，五指山市举办各类
“非遗”培训班70多期，受益人数近
万人。文化惠民暨“非遗”保护成果

“四进”（进乡镇、进社区、进校园、进
军营）展演活动已连续开展4年多，
受益群众3万余人次，在全市营造出

“全民参与、同喜同乐”的“非遗”文
化氛围。

苗族盘皇舞表演形式独具特
色，保留着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富有民间传统舞蹈的艺术特色，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盘皇舞历
史悠久，保留了苗族远古的宗教文
化，这对研究海南苗族的宗教历史

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五指山市南圣镇什拱村村民陈

秀兴是苗族盘皇舞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他平日务农，闲时研习和传授本
民族舞蹈，家里还有一整套舞蹈道
具，算得上是苗村里的“专业人士”
了。

“我14岁就开始跟父亲学习盘
皇舞，已经跳了30年了，我的徒弟遍
布保亭、琼中和三亚等地。”陈秀兴
说，近些年，五指山市每年都会组织
盘皇舞培训，会跳盘皇舞的人越来
越多，什拱村会跳盘皇舞的就有50
多人。

建传习所、办培训班、提高“非遗”传承人待遇……多举措强化“非遗”保护和传承

五指山：“非遗”花开满庭芳
五指山下，黎族

苗族同胞能歌善舞；
南圣河畔，山城文化
灿若云霞。

作为原海南黎族
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
地，这里文化底蕴深
厚，是黎族合亩制社会
的发祥地，目前还有老
州府楼、省民族博物
馆、海南第一村等一
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
筑；这里有保存古老
原貌的黎族原始村落
“活化石”——初保
村，有驰名于世的黎
锦苗绣工艺，有五色
饭、竹筒饭、山兰酒、
野菜羹等特色民族饮
食；这里还是每年海
南“三月三”节黎族祭
祀庆典的主要场所，是
黎族苗族原生态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
是了解和体验黎族苗
族发展历史脉络轨迹
的理想之地。

市场化让“非遗”
传承焕发生命力

6月5日中午，在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茅村委
会福建村文化室内，几位中老年妇女哼着小曲，
悠闲地织黎锦，五颜六色的毛线在她们的手指
间拨动穿梭，美丽的图案陆续呈现在黎锦上。

“这是刘香兰老板为我们提供的机会，织
锦材料由老板提供，织出来的黎锦她负责回
收，我们出工出力就好了。”今年56岁的村民张
桂英指着她手头的这条黎锦说，像这样长2米，
宽32厘米的黎锦，大概需要织一星期，老板给
的收购价是300元，“像我们这么大年纪，出去
打工没人要，在村里织锦，不仅可以照顾家庭，
还有一些收入，我感到很满足。”

五指山市以黎锦企业为支点，打造该市特
色工艺品牌。2009年6月在市政府的支持下，
黎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牵头成
立了五指山黎族织锦传习所，实现了从家庭手
工作坊到公司+家庭作坊的跨跃。

据介绍，织女们农闲时、晚饭后都到厂里
边交流技艺边赶织产品。随着织锦需求量的
不断增大，织女们的收入也不断增加，现在每
人平均月收入近2000元。

据统计，2012年，该黎族织锦传习所接到
订单突破1000笔，产品远销新加坡等地。现
在，五指山还有五指山缦达隆黎锦专业合作
社、五指山帝源黎族织锦服饰有限公司等黎锦
产业化企业。五指山市正在积极筹划，继续挑
选条件成熟的传习所挂牌黎锦公司，让黎锦逐
步走向产业化。

“黎锦传习所挂牌后，我们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目前有社员60名，其中有部分是贫困
户。她们可以来传习所一起织，也可以把材料
领回去，在家里织。”刘香兰说，合作社的订单
很多，黎锦供不应求。她现在除了到五指山市
一些学校上课，给学生传授黎锦织造技艺外，
还经常深入农村，给一些农村妇女培训，让她
们通过掌握织黎锦技艺增加收入。

黎锦用途很多。笔者在五指山帝源黎族
织锦服饰有限公司展示厅看到，除了有黎锦服
饰，还有黎锦背包、手袋、鼠标垫以及抱枕等。

“以前，黎锦主要用来做衣服，随着黎锦的市场
化，我们不断开发新产品，拓宽了黎锦销售渠
道。卖黎锦有收入，农民织锦积极性高，这让
织锦技艺传承更有生命力。”刘香兰表示，黎锦
已经成为海南代表性旅游产品，在五指山市的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五指山特产店以及槟榔谷
景区等地方，都有黎锦系列产品销售。

五指山开展“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今年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为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
展示五指山市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五指山市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在今年4月至6月在全市开
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让“非遗”系
列活动走进校园、部队、社区、乡镇，提高全社
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据悉，五指山市通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系列活动，向全社会广泛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及相关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和意义，宣传
五指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效、政策及
措施，广泛普及五指山市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知识，努力营造“保护成果全民共享”
的良好氛围。

6月10日上午，五指山市三月三广场上
格外热闹，随处可见“非遗”宣传条幅，来自五
指山市各中小学的100余名学生同台展示织
锦技艺，她们用熟练的技巧，向市民展示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非遗”传承人在现场指
导。三月三广场室外电子屏，循环放映五指
山“非遗”纪录宣传片，向广大市民宣传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让群众了解“非
遗”文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示五指山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黎族竹木器乐、黎族舂米舞、苗族招龙
舞、苗族民间刺绣、蜡染传统手工技艺等，通
过现场展示活动，大力宣传五指山优秀黎族、
苗族文化。

五指山市还在三月三广场中间举办非物
质文化遗产成果图片展，采用图片加文字的形
式，展出五指山市1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国家级3个、省级7个、市级2个）。同时
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折页、宣传图册等
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
关政策法规，在全市营造良好的非遗文化保护
氛围。当天活动现场，五指山市有关领导还给
该市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发
放传习补助资金。

据介绍，五指山市将专门针对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妇女，开办2017年五指山市文化扶
贫黎锦技艺“反面织”培训班；对五指山市“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培训关于“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职责、考核等内容，让他们更好地参与“非
遗”的保护和传承。

五指山市十分重视“非遗”档案
建设，目前已收集到“非遗”代表性
实物藏品342件，日常展览的实物
176件；全部“非遗”保护项目均制作
了《资料汇编》，整理制作《“非遗”宣
传折页》，与海南大学传媒学院合作
拍摄《五指山黎锦》宣传片。完成

《黎族三月三传统文化》《黎族三月
三节》“非遗”丛书、《五指山民间故
事荟萃》等书籍的出版发行；《黎族
竹木器乐》一书已由南方出版社排
版完成，待出版发行。

此外，五指山市以改善传承人待
遇为切入点，建立传承资金保障机制。

五指山市从2009年开始把代表性传
承人的补助资金纳入市级财政预算，传
承人补助金从最初的每年每人600元
增加至现在的每年每人1500元。

“五指山市对‘非遗’保护的经
费也在逐年增加，在‘非遗’工作上
的经费投入，五指山市总体在省内

处于上游。”五指山市文体局负责人
表示，在省、市财政资金和相关政策
的大力支持下，五指山地区懂织黎
锦人数不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
五指山市懂织黎锦的人数已从2196
人（2007年普查数据）上升到目前的
近7000人。

让“非遗”传承接地气A

“非遗”传承人各显身手B
五指山市为了更好传承黎族民

间传统器乐和黎族民间传统音乐，
2013年起在五指山中学、五指山思
源实验学校挂牌成立教学培训基
地。开设“黎族竹木器乐”“黎族传
统民歌”等课程，把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给新一代的学子，目前已有
两所学校150名学生参与民歌学唱、
160名学生参与黎族竹木器乐吹奏。

黎族没有文字，音乐文化多靠
师徒、父子口耳、手手相传，这给黎
族民歌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作为一名地道的五指山人，黄
婷丹是一位能用黎族五大方言整体
演唱的优秀黎族民歌手，她有“黎族
百灵鸟”的美誉。

多年来，黄婷丹自购录音、录
像设备，跑遍三亚、五指山、琼中、
昌江及白沙等多个市县，深入到各
个方言区的黎村采风，拜访民间歌
手，收集到上千首散落于民间的黎
族民歌素材，承担起了传承黎族民
歌的责任。“每当听到有人说哪个
黎村有好民歌，我就特别兴奋，带

上设备去寻访民间歌手，跟当事人
喝酒，有时候为了得到一首歌，要
下村跑好几趟，录音回来后，反复
学习。”黄婷丹说。

黄婷丹在学校从事黎族民歌教
学的同时，还着手编写黎族童谣，作
为五指山市小学音乐课教材，预计
今年9月开学就可以面世。

黎族竹木器乐于2008年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黄海林是这一“非遗”项目的传
承人，她从事黎族竹木器乐的演奏、

创作、推广已有十余年。2016年7
月12日，海南省首支黎族竹木器乐
乐团“五指山之声”在五指山成立，
黄海林是乐团负责人。该乐团有成
员30余人，是经过该市文化部门选
出的竹木器乐代表性传承人和竹木
器乐爱好者，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乐
团旨在传承和保护黎族竹木器乐，
推广普及黎族民间传统文化及传统
乐器，乐团演奏的乐器包括灼吧、鼻
箫、口弓、哩咧、叮咚和独木鼓等黎
族传统乐器。

传承保护“非遗”成效显C

6月10日，五指山中小学生展示黎族织锦技艺。 易建阳 摄

五指山举办黎锦综板培训班。 武昊 摄五指山“非遗”代表传承人在表演黎族传统乐器。 易建阳 摄

（本版策划/撰文 易建阳）

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