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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海南精神家园 弘扬海南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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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游客关注黎族阿婆的文身，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已经没有这样
的习俗。今后游客要通过什么方式来
了解这一独特习俗，这是我们需要考虑
的……”“海南很多项目打出夏威夷风
情、西班牙风格，却极少看到打出海南
风格、海南风情的，海南需要与国际接
轨，但绝不是照搬国外的东西，只有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活动现场，黎族
文化学者、旅游专家在表达忧思的同
时，更对海南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寄予

厚望。
当天启动的“守护家园”计划，无疑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和一个积极的行动。
这是一群热爱海南民族民俗文

化的旅游人发起的特别计划。发起
人刘张鸿，海南椰田古寨民俗文化旅
游区董事长、椰田手工坊创始人，为
抢救黎族传统技艺，多年来坚持到民
间寻访传承人，并在景区建立“非遗”
文化培训基地；发起人程天富，海南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董事长，多年

来一直奔走于黎族苗族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中……

多年的旅游从业经历让他们发现，
海南旅游不但需要依托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更需要向中外游客展现独特的
本土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
其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守护好海南
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传承和发扬海南
民族文化、民俗、技艺，我们要搭建守护
传统文化的平台，联合各方有志之士共
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启动仪式上，发

起人向嘉宾们道出发起“守护家园”计
划的初衷。

海南民族民俗文化学者、旅游专家
以及海南各大旅游企业负责人专程赶
来参加这个特别的启动仪式。他们认
为，“守护家园”计划对传承、保护和弘
扬海南民族文化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希望通过“文化＋旅游”，更好地继承和
弘扬海南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群众
的文化自信，同时让海南的文旅产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

水均益：我看到人们称您为“海南黎苗
民俗文化的守护者”，但其实你是一位地道
的上海人。当年为什么会到海南来做这样
一件事情？

刘张鸿：刚开始是因为这里美丽的热
带风情，但真正打动我的是偶然一次走进
了海南一个普通的黎族村寨，我在那里看
到了人们简单率真的微笑和原始古朴的生
活方式，我被深深打动了。后来，黎族独特
而又优美的黎锦、藤编、银器以及民族风
情、习俗包括美食等等都吸引着我去进一
步了解和发现。越了解就越发现其中的魅
力，我们后来创建椰田古寨景区，初衷就是
要将海南黎族苗族的独特文化、习俗呈现
给更多的国内外朋友。

我个人认为我更像一个“匠人”，为了
挖掘和保护那些散落民间的传统技艺，我
和我的团队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保护黎族
苗族民族手工技艺的手工作坊。当时的情
况是年轻人都到外边去闯荡不愿传承这些
技艺，我们就去和那些老手工艺人沟通，可
不可以把“传家的手艺”传给外人。这是一
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坚持了8年，我们
像一个“匠人”一个个村寨去寻找那些即将
遗落的千年技艺。

水均益：您所创建的“椰田手工坊”无
论是黎锦、藤编还是银器等都与那些知名
品牌会有不同，最大的区别在哪？

刘张鸿：手工赋予的生命是无法复制
的。在现今高科技电脑操作下，很多工艺
都可以通过机器来完成。比如银饰拉丝通
过机器可以实现很高的精细度，但黎族银
饰中灵动的张力和气质却无法仿制。

水均益：您努力守护的这些民族手工
技艺要如何发扬？

刘张鸿：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
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如何维护我们自身
的文化命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特性
及民俗文化个性，这应该是椰田手工坊的
重要使命。

为了抢救和发扬这些濒临绝迹的传统
手工艺，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
是积极寻访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二是配合当
地政府建立“非遗”文化培训基地，组织选拔
愿意投身于传承发展传统技艺的当地黎族
青壮年，甚至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有志之士，
学习黎苗民俗文化，培训传统技艺；三是聘
请世界级设计师对传统技艺进行设计提升，
让古老传统技艺走上创新发展之路。

我们不仅要为民俗文化的生存而守
护，更需要让这些民俗手工艺在发展中传
承下去，为更多的人造福。今年我们启动
了“共建家园”计划，如果在政府的支持下
能够推动世界银器产业小镇建设，我们就
可以通过建立手工坊传承人培训基地、民
族银器博物馆等让黎族苗族民俗文化得到
更好的传承发展，带动更多黎族苗族百姓
脱贫致富。

（以上为采访内容节选）

守护海南精神家园 弘扬海南民族文化
——“守护家园”计划启动，近千名海南文化、旅游人成为首批守护人

海南椰田古寨景区及椰田手工
坊创始人刘张鸿接受央视主持
人水均益采访——

文化扶志
产业扶贫

6月28日下午，一场特
殊的盛会在海口观澜湖度
假区丽思卡尔顿酒店大宴
会厅热闹开启。

这场华丽盛会的主角
并非商界精英、也非行业翘
楚，而是来自海南黎村苗寨
的一群普通黎族苗族阿婆、
阿公、阿叔、阿姐……他们
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虽然
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次走进
这样的高端酒店，但他们却
在主持人的介绍中自豪地
走上主席台。有的阿婆、阿
公甚至连普遍话都听不懂、
不会说，但听完主持人对他
们的介绍后，台下的嘉宾们
却将崇敬的目光齐齐投向
了他们——这群海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海南黎族苗族
文化的守护者、传承人！

在以“守护海南精神家
园 弘扬海南民族文化”为
主题的“守护家园”——讲
述椰田古寨的故事暨2018
年椰田手工坊品牌推广会
上，近千名海南文化、旅游
人在会场庄严宣誓，自愿成
为海南文化的守护者。通
过腾讯视频的全球直播，这
份倡议也同时向全世界发
出：倡议全体海南旅游人、
全体海南人，以及所有热爱
海南的中外游客和朋友，共
同守护海南精神家园，弘扬
海南民族文化！

作为“守护家园”计划的发起者，椰
田古寨景区总经理庄洁坦言，在呼吁全
社会共同守护、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手
工技艺的同时，近年来景区通过让村民
掌握民族手工技艺，一方面让他们脱贫
致富，同时更增加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
的自豪感，以对民族文化的扶持推动文
化扶贫。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长坡村的
欧帅家境贫寒。去年10月，陵水县政
府办公室推荐欧帅到椰田古寨担任保
安员，希望通过就业帮扶让这个家庭早
日脱贫。为帮助贫困人员实现可持续
脱贫，景区推荐欧帅到椰田手工坊担任
学徒学习银器手工制作技艺。现在，已
经出师的欧帅成为了一名银器技艺匠
师，每月计件工资收入达到 3000-
4000元。

在椰田古寨的700多名员工中，来
自陵水当地的百姓占了一半以上，少数
民族员工就有230名。景区把自身发

展与当地乡村发展紧密结合，培训吸收
大量本地百姓，特别是贫困村民作为员
工，在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同时，让景
区与乡村共同可持续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椰田古
寨成立黎族手工艺就业培训基地以
来，已经以旅游就业模式帮扶英州镇
母爸村13户贫困家庭实现脱贫。按
照椰田古寨景区的计划，今年的目标
是帮扶隆广镇红旗村的28户 110多
名乡亲脱贫致富。“我们希望在保护传
承海南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手工艺的同
时，带动更多贫困家庭实现自我造血
脱贫，过上小康生活。”启动仪式上，椰
田古寨景区负责人说。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2015
年至今，椰田古寨3年接待游客达到
618万人次，其中接待外国游客接近20
万人次。在带动百姓致富的同时，景区
3年纳税682万元，被陵水旅游委推荐
为“陵水旅游扶贫示范基地”。

“椰田古寨要围绕黎族苗族文化特
色，整合区域资源，推动陵水全域旅游
新发展，并带动更多黎族百姓脱贫致

富。”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针对景
区目前面临的空间限制问题，政府可以
考虑支持景区扩大面积。

“文化＋旅游”为传统文化添活力A

千年技艺需要传承与弘扬B

要弘扬传统文化，首先需要保护和
传承。启动仪式上，情景剧《传承》直观
地告诉了嘉宾们保护海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紧迫性。情景剧中，阿公问孙子：

“我在寨子里每天打银锁，那些外国人都
对我比划什么顾得顾得（Good）的，怎么
到你爸那就觉得没用了呢！”阿公向孙子
无奈地感叹道：“阿公如果有一天打不动
了，这份手艺可就真的没了……”

剧中，孙子最终被阿公对传统技艺
的热爱和执着所感动，决定留下来传承

阿公的技艺。但在现实生活中，阿公的
担心是真实的存在，如何让更多人认识
到守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需要
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椰田古寨就是其中的推动者之一。
走进椰田古寨，听到的是阿婆一声声的

“摸顶”问候；穿梭在原生态古寨，耳边响
起的是竹木乐器的古朴演奏；在游客体
验区，黎族阿婆专心用贝壳刮着泥坯、柴
火灶旁阿公手持大锅铲，翻滚着大锅里
裹着蜂蜜的新鲜椰片……这些传承了千

年、渐渐消失的传统技艺、民俗文化，在
古寨里每天就这样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示
在国内外的游客面前。

游客看到的也许仅仅是一处风
景。其实，这背后是一群传统手工技艺
的传承者。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海
南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手工艺，椰田古寨
创立了椰田手工坊文创品牌，守护的文
化项目包括黎锦、手工制陶、藤编、山兰
酒酿制工艺、手工锻银等11项，守护人
和传承人涵盖老、中、青三代共90人，其

中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10人，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承人3人，黎族藤
竹编技艺传承人3人，黎族竹木器乐传
承人10人，手工锻制银饰传承人20人。

“守护家园”计划启动仪式上，守护
人代表身着民族盛装，自豪地向嘉宾们
展示自己的织锦、土陶、银器……参加
启动仪式的数百名嘉宾现场签名成为
首批守护人，并向社会各界呼吁：大家
共同行动起来，守护海南精神家园，弘
扬海南民族文化。

精准帮扶让百姓看到文化魅力C

传承和保护海南本土文化，尤其是独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更好地传承、弘扬和创新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所有热爱海南的公民和海南旅游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
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并要求我们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作为守护海南精神家园，弘扬海南民族文化的民间文化大使，海南旅游人在此庄严提
出以下倡议，并将严格信守承诺，率先积极践行：

从我做起，守护好、爱护好海南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传承濒临消失的海南民族文化
瑰宝，守护海南精神家园，弘扬海南民族文化。

文化为灵魂，旅游为载体，将海南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挖掘、整理、包装成为符合时代
需求和旅游消费的海南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推向市场，让更多的中外游客能够认识、体验和感受海南优秀的民族民
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守护海南精神家园，做一名合格的海南民族文化传播大使，在游客、市民中积极传扬和推广海南优秀民族文
化，坚决抵制任何虚假、不实、不健康的民族民俗文化传播，让优秀的本土民族民俗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与所有热爱海南的国内外游客、全体海南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守护、传承和发扬海南民族民俗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让优秀的海南民族民俗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强大精神力量！

“守护家园”计划发起单位
（按发起顺序排名）

♥海南椰田古寨景区
♥海南椰田手工坊品牌推广中心
♥海南陵水大里生态乡村旅游点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海南尚南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陵

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海南
省旅游协会、海南省质量协会、海南省旅游
发展研究会

协办单位
海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海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手工艺协会、陵水黎族自治县旅
游协会、海南华锦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泰德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天恒旅
业有限公司、海南逍遥旅游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椰晖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CCTV《对话中国品牌》栏目、共青团

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腾讯旅游、陵水黎
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展览馆、陵水黎族自治
县工商业联合会

“守护家园”计划启动仪式。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协
会秘书长张少中向椰田古寨景区授牌。

守护人代表名单（部分）。

（本版策划/杨亦 撰文/杨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