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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作为一项古老的技艺，黎族独
木器具制作技艺于2014年入选海
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其保护单位为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文化馆。近几年来，保亭县
文化馆根据相关非遗代表性项目
保护条例、规定，积极推动这一非
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然
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现代社会
的快速发展，如同许多古老技艺一
样，独木器具制作技艺传承面临着
不容乐观的挑战。

“首先是独木器具的制作原料
来源受到了限制，当今社会人们对
生态资源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不可能再像旧时那么随意就去砍
伐一棵树，轻易获得原材料。”保亭
县文化馆馆长黄呈介绍。

时代在进步，原本用于生产生
活的独木器具在今日更多的是被
各级博物馆、文化馆或者私人收
藏，广大公众通过参观来了解它背
后的历史渊源。相应的，独木器具
的制作也开始从“造一件器具”更
多地向打造具有一定艺术感的作
品转变，所以，想要学习这项技艺
的人往往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美术
功底。除了被收藏，还有一部分缺
少特点、特色的独木器具流落民
间，任其消亡。

可以说，黎族独木器具的制作
原料、工艺等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这项技艺不能够像黎族织锦那样

收获更多人群的关注和参与，它所
面对的市场也有限。

黄呈说，当年在进行非遗普查
时，保亭全县会制作独木器具的人
凤毛麟角，陈取文作为为数不多的
技艺掌握者成为了该项技艺的县
级传承人。

陈取文的父亲陈文仁擅长各
种独木器具的制作，陈取文从小在
父亲的影响下学习这项技艺。为
了推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在
保亭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陈取
文会在重大节日时展示独木器具
制作，同时他还参加各类文化交流
活动，在省内外推广独木器具，让
更多人了解它的发展历史。

2011年，陈文取开始在槟榔
谷景区进行黎族独木器具制作的
展示，他也在此招收一些工作人员
作为徒弟，教授他们这一技艺。

陈取文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的深入推进，他更期待回到自己所
在的响水镇什栋村，向村里的年轻
人传授这门技艺，这些年轻人多为
黎族人，他们的学习不仅仅局限在
工艺层面，也是一种祖祖辈辈精神
文化上的学习和传承。

陈取文希望通过这些黎族年
轻人的学习和传承，推动家乡美丽
乡村和全域旅游建设，为其注入更
多文化活力，以传统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以乡村振兴带动非遗的保护
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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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器制作技艺传承任重道远
文\海南日报记者 尤梦瑜

比起精致典雅的木雕、线条优
美的明清家具，独木器具看上去更
为质朴，形式相对简单。但这简单
的造型中也饱含着一份匠心。

独木器具制作者陈取文向记者
介绍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独木器具
——多脚凳和独木舟的制作过程。

对于多脚独木凳来说，比例分

配很重要，木料切小的话凳子会不
稳，切大的话凳子则容易开裂。陈
取文介绍，制作多脚独木凳首先是
在整段木头上为其大致分出凳子
脚，然后用凿子开始凿；待凿出了
大的形状后，就开始制作其中间镂
空的部分，一点点的将中间凿通，
留出每一个凳子脚，最后要看看每
个凳子脚的厚度是否匀称，不均匀
的部分就要再打磨精修。

制作独木舟最重要的是选材，
据介绍，木材要选较大的木料，直
径至少在70、80厘米以上。如果
直径不够，船体内掏出的空心则有
限，这样以来不仅船的使用空间变小，
其浮力也会变小。“不能选择太重
的木头，否则也会很难浮起来。”陈
取文说，制作独木舟主要会选择见
血封喉树、山木棉树等多种木材。

匠人们造船的第一步就是决
定以木料的哪一头作独木舟的船
头或船尾。他们将木材通过线条
划分为两部分并观察这两部分是
否均匀。接着，他们要将整块木料
放入水中，通常来讲，较轻的一侧
作船头，沉入水中部分相对较多的
一头为船尾。决定了船头与船尾
后，匠人们就从中间开始凿木头，他
们会在两侧留下4厘米到5厘米宽
的距离作为船壁。在挖凿过程中，
要时不时将船放入水中，看看船体
两侧会否因为木料不均匀而出现偏
斜，如果某一侧木料不均匀，他们就
会进行打磨。陈取文介绍，船头要
比船尾轻，船头微微上翘才能保证
船在水中受到的阻力小。

独木器具制作彰显匠心
文\海南日报记者 尤梦瑜

省博物馆里模拟的苗族妇女使用独木桶的生活场景。

省博物馆里模拟黎族独木器制
作的场景。

独木舂米臼。

6月9日，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的独木器制作传
承人陈取文在展示黎族独
木器——牛铃。

名贵木材，珍稀物种，天
然的地理优势让海南岛自古
以来就是一座宝库。生活在
此的世代黎族人民就地取
材，用劳动人民的智慧书写
着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
的篇章。在这历史长河中沉
淀出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中，独木器具算作之一。

木材是海南岛上最为富
有的资产之一，特别是穿梭
在南部热带雨林区域中，种
类繁多、形态各异的各类树
木既是岛屿变迁的见证者也
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取材的
重要源地。作为这片土地上
最古老的族群，黎族人千年
来使用本地木材制造各类器
具，这其中尤以独木器具最
为典型。

所谓独木器具，就是指
以整块木材制作的器具或者
是器具的主体部分由整块木
材制作完成。人们熟悉的木
雕工艺品也是独木制作而
成，但并不算作器具范畴内。

同为自然恩赐，不比矿
石打磨出的珠宝或工艺品熠
熠生辉，以木材为原料的独
木器具更显古朴自然，也更
接“地气”。它的成形淋漓尽
致地彰显出人类劳作与天然
材料的相辅相成。

如果说木制的生产器具体现了木
头耐用等优良品质，那么独木器具中
不少制作精良的生活物品则是表现出
木材的质地、线条与美感。

质朴的木盒子中蕴藏的是制作者
对美的巧思。在展柜中，刻花针线盒
已显得有些斑驳，木料的本色就是这
个针线盒最好的配色。如此的质朴仿
佛让这木料的香气飘出了玻璃展柜。
针线盒分盒身与盒盖两部分，值得一
提的是，当年的制作人还在盒子外表
刻上了辨识度极高的各种黎族传统织
锦图案花纹，为其添色不少。

展示着美感的除了精巧小物，还
有黎族多脚木凳、皮鼓等。用整块木
料制成的多脚木凳成圆柱形，中间如
笼子般镂空，这就需要匠人一点点掏
空制作。而这木凳在旧时也常常被当
做黎族人女儿出嫁时的嫁妆。

海南黄花梨远近闻名，所以，海南
本地的独木器具中自然也有不少用黄
花梨制成的生活物件。几件线条简单
却均匀对称的黄花梨枕凳引人注意，
如此制法、如此材质让人不免联想到
南国炎热夏季，枕上木枕时的那般舒
爽。其中一个支起来是枕头，折叠收
起来则变为平板，便于携带。

在参观省博物馆的木制器具时，
我们注意到，不比瓷器等器具，这些木
制器具的标签上没有明确写出物品的
年代。据介绍，木制器具，特别是这些
黎族独木器具在年代断定上往往具有
一定难度，原因是当年的制作者不会
像烧瓷器的匠人们一样，在物品上留
下年代印记，这就让后人较难断定它
所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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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生活造“重器”

质朴之间显美感

事实上，独木器具并不专属于少
数民族，在省博物馆中，我们同样可以
看到以整块木料制作的月饼模、酒杯、
筷子篓等器皿，而这些都是汉族人生
活中的常见之物。从雕刻、做工来看，
这些富有浓浓近现代生活气息的物件
更加精美。

然而，说到海南黎族独木器具及
其制作，正如诸多历史流传下来的物
件和技艺一样，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
发展，独木器具的使用及其制造技艺
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虽然，今
天仍能够在一些黎族人家看到独木米
桶等生活用品，但不可否认，独木器具
的使用已大大减少。特别是随着城镇
化发展，大批黎族人搬进了现代民居
后，独木器具消亡的速度也大大加
快。时至今日，已鲜有黎族人会制作
独木器具。

独木器具制作与使用历史悠
久，虽制作工艺较为原始，但成
品却富有古朴之美，这项属于
黎族人的传统技艺承载着民
族的薪火相传。令人欣慰的
是，黎族独木器具制作技艺
已于2014年入选海南省第
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今天，当人们再一
次欣赏这些独木器具
时，除了了解它们曾经
的用途外，也读出了一
份族群的记忆。

现代冲击下成族群记忆

犹如石器、青铜器一般，独木器具
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也是记载着时代的
重要符号。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即便
是在今日，独木器具仍在被使用，虽不
常见但的确存在。

黎族人制作的独木器具主要集中
在生产、生活两大类。大到独木舟、独
木棺，小到独木枕、针线盒，黎族人用木
头诠释着他们对生活的认知。

在省博物馆琼崖村展厅门口，一
艘独木舟被摆设在此，船桨轻倚船
身。虽然船身表面已略显枯槁，但这
艘独木舟依旧能让人看出它曾在水中
摇曳的历史痕迹，仿佛载着黎家人的
故事从古时漂来。

省博物馆“仙凡之间”展厅通过还
原场景、陈列诸多生活器具来向公众
展示着海南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
生活风俗。场馆中，一只灰色造型的

“牛”栩栩如生，它的脖子上系着一个
独木牛铃。独木牛铃、羊铃也是黎族
生产类独木器具中常见的物件，长方
形的木盒子中间悬挂着小木棒，随着
家畜在田间野外的移动撞击盒子而叮
咚作响。

而同样在田间“叮咚”响起的还有
人们熟知的黎族传统乐器“叮咚”，长
方形的木条悬挂在木架上，在击打中
清脆作响。

“海南黎族人制造用于生产生活
的独木器具，除了因为海南盛产各类
木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较
于内陆地区，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们
相对封闭，在冶金等方面的生产力水
平较低，而木料的加工制作相对容
易。”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介绍。

在展厅中，有几把独木铲颇能反
映出海南本土生产技艺的发展。这些
原本木制的铲或者锨，为了使其更加
尖锐，提高劳动效率，人们用金属将铲
或锨的外沿包裹。为何不将整个铲、
锨部分都做成金属？那是黎族地处山
区，交通不便，金属比较稀缺，也比较
昂贵。

独木器具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器具
就是舂米臼，内陆地区多用石米臼，而
在海南，无论是黎族还是苗族都以独
木米臼居多。

制作米臼、米桶或是皮鼓等器具
时，匠人们为了省时省力除了选取中
空的材料外，还多会用火来烧木材芯
的部分，而非一点点凿。当火将木芯
烧掉大部分时，人们才会用凿子去修
正边缘。在今天的黎族地区，独木米
桶仍常可以见到。

除了这些“大件”外，织锦用的打
纬刀，耕田用的木犁都让人们看到了
木制工具，特别是独木器具在黎族人
生产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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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独木舟。

独木凳。

展陈菁华
海南省博物馆特约

黎族独木器——刻花独木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