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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这是我省40岁以
下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的人数。

5月9日，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公共文化处
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推进
我省第四批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
工作。“3月就已启动本次
申报，一方面是非遗传承保
护工作的例行需要；另一方
面，是我们深深意识到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年龄结构整
体偏大的情况，不得不加快
发掘更多年轻的非遗从业
人员。”省旅文厅公共文化
处相关负责人说。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平
均年龄偏大，不是海南的特
例，全国各地在非遗传承与
保护工作中，都面临这一现
实。按照我省目前执行的
评定标准，申报省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必须从事该技
艺实践超过20年，申报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时
限要求则为25年以上。

这是否意味着，30来
岁的年轻人不可能成为省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可
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由各级
政府牵头组织的非遗进校
园、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
等，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学
习黎锦技艺等非遗项目；
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越
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非遗
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纷
纷做起文创研发……非遗
正在“年轻化”。

传承 | 有人才有“戏”
并不是每个项目都像琼剧、黎锦
技艺一样处在“聚光灯”下，但只
要有人，传承的希望就还在

4月26日晚，省琼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林川媚凭借琼剧《冼夫人》荣获第29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我省琼剧演员收
获国家荣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将琼剧表演及相关专业作为职业
方向。

琼剧已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
作为我省琼剧人才的“摇篮”，省文化艺
术学校自2015年起，特设琼剧“3+4”本
科班，即学生在省文化艺术学校学习3
年后，可再进入海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学习，最终以本科学历毕业。

据省文化艺术学校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有18名学生经参加转段考
试合格后，进入海南师范大学就读。包
括“3+4”等班级在内，学校现有琼剧表
演类专业学生160余人。

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人”是核心要
素。有了人，一项古老的技艺和它所承
载的文化才能传下去。

我省另一项热门的国家级非遗项
目——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近年来
在政府的大量投入与高度重视下人气
颇高。目前，我省在该项目拥有的省级
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有23人。

我省通过进校园实践课、中专学历
教育、社区培训、比赛等各类方式，让更
多年轻人学习织锦技艺。粗略统计，从
2013年推广黎锦进校园活动至今，覆
盖的中小学生人数超过1.5万人。

“五指山市从2013年开始推动黎锦
进校园，从最初的两所学校，到目前已经
覆盖了全市14所中小学。”五指山市文
化馆馆长黄翠玲说，学生一般经过两三
年的学习就可以独立织出黎锦纹案。

“所以，按照现在的省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评定标准，如果可以坚持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织锦，当这些孩子30多
岁时，就拥有了20年的实践经验，符合
申报标准。”省旅文厅公共文化处调研
员刘实葵说。

截至目前，海南拥有28项国家级、
8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但并不是每
一个项目都像琼剧、黎锦技艺一样处在

“聚光灯”下。许多代表着原生态文化
的项目，如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黎族树
皮布制作技艺等就显得有些“冷门”。
这些技艺目前的应用仅仅局限在舞台
上的活态展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是黎族
钻木取火技艺、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两
个项目的保护单位。馆长黄呈介绍，这
两个项目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都已过世。目前，保亭为这两个项目
分别命名了10余位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正是考虑到没有年轻人，而这些
项目又亟待推广，所以在命名县级代表
性传承人时，我们特意挑选了一些身体
状态好、口头表达能力好的中青年。”黄
呈说，这些代表性传承人平日在村里会
带头传艺，文化馆也会定期对其考核。

年轻人可以参与到非遗传承与保护
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但最为关键的无疑
是“接续”。培育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的“接班人”对非遗工作整体有着关键性
的意义。热门也好，冷门也罢，面对非遗
的传承与保护，各级文化单位都在努力

号召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加入，
只要“人”不断，传承的希

望就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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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寻找“接班人”，还是挖掘非
遗资源，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是非遗传
承与保护的首要任务。

4月底的一天，在琼海市中原镇莲
塘村，年过八十的王仕国与省国学教育
协会专家展立新以及学生们共聚一堂，
拉着椰胡，唱着由展立新谱曲的《敕勒
歌》。凉亭下，几代人，曲声悠扬，为田园
风光增添了不少情趣。

王仕国是我省椰胡制作技艺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据介绍，椰胡制作并不容
易，它要求制作者必须具备一定乐理知
识，也要会拉椰胡。过高的要求导致椰
胡制作技艺鲜有人问津，王仕国常感叹

“无人可传”。
想传承，就得先让人们对这项技艺

感兴趣。2014年5月，展立新了解到椰
胡制作技艺的传承困境。他本身是一位
音乐教师，会弹钢琴也会拉二胡。于是，
他先向王仕国学习，同时思考如何把这
项技艺有效传播、传承下去的方法。

“非遗传承多是以师带徒的方式进
行，但这不容易普及和推广。”展立新说，
在一次海南省国学高峰论坛上，他提出

“进校园”的想法。省国学教育协会立即
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调研和实践，随即提
出“椰胡+古诗吟诵”的推广方式。

2018年，省国学教育协会完成了对
小学生所学古诗词的椰胡编曲，依托其
开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始
在海口一些小学推广椰胡。这种接地
气、贴近生活的传播方式，吸引了不少孩
子开始接触椰胡。孩子们从伴奏背诵到
学习演奏，王仕国和展立新也会给孩子
们介绍椰胡制作的原料、方法等，有意引
导他们关注这项非遗技艺。

“非遗技艺的传承在于让更多孩子
熟悉，激发他们的兴趣，所以创新传播方
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展立新说。

新的技术手段，也在催生新的传播
方式。4月下旬，抖音总裁张楠宣布，
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
有1200项在抖音平台上有相关内容的
传播。

然而，海南非遗在互联网平台上的
传播力度仍显薄弱。我省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群体，无论是技术还是思维上，在互
联网传播方面都显得心力不足。客观而
言，这与该群体的年龄结构偏大有很大
关系。因此，吸引更多年轻人，结合他们
的需求，为非遗传播注入新思维、新活力
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在省内各级
非遗研培班中增添互联网传播方面的内
容，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改变 | 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
结合他们的需求，为非遗传播注入新思维、新活力显得
尤为必要

亮丽的黎锦耳环和手包，古朴的黎
陶茶具，这些都是“80后”黎族姑娘符海
翠设计和制作的非遗文创产品。

2016年，在海口打工的符海翠得知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即将开办第一期黎陶
技艺普及培训班。“我是白沙人，从小看
家里人织黎锦、做黎陶，自己也会一点，
却一直没有深入了解，所以想借此机会
系统地学习。”符海翠说，只是没想到，参
加这一次培训，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

2015年，原文化部和教育部启动实
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以下简称研培计划）。时至今日，该计
划已成为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的一项基础
性、战略性工作。2015年11月，依托于
少数民族师资力量及教学优势，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成为我国首批57所研培计
划参与学校之一，也是我省唯一一所。

符海翠在培训结束后，留在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做义工，后来被聘为培训班
的生活老师，负责学员接待和协助研究。

2016年至今，符海翠已经陪伴了8
期学员，她也逐渐成为黎陶、黎锦制作与
产品研发的能手。2018年，她与爱人注
册成立公司，专注于非遗文创产品的开
发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推广。符海翠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让大家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闪光之处，
她希望将一些民族特色元素运用在乡村
建设上，为当地的旅游注入文化内涵。

37岁的吉菊莲是符海翠在培训班的
同学。在参加完培训后，吉菊莲回到三亚
市海棠区北山村，创立了黎锦手艺农民专
业合作社。吉菊莲不仅带着村里的妇女
们做产品，也向不少村民传授织锦技艺。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2016
年至2019年2月，我们已经开设了9期
培训班，培训学员400余人，培训的项目
涉及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黎族原始
制陶技艺等。”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意设
计学院老师杨丽介绍，已有近20位学员

通过注册公司、成立合作社，转化学习成
果，打通非遗的“产学研”之路。

在杨丽看来，研培计划的成效和意
义不仅在于培训。“学院在此过程中为学
员乃至更多热爱传统技艺的人群打造了
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在平台上，学校
对学员进行帮扶，与此同时，学校与学
员、学员与学员之间共享各类资源，推动
非遗的产业化发展。”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在三亚中廖村开设了非遗学堂，包括符
海翠在内，不少学员参与合作，进行非遗
教学、活态展示等，以非遗促进乡村旅
游。可以说，“非遗+旅游”打通了一条
活化路径，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则以“研
学+社群”开辟了一条资源整合路径。

近两年，我省也组织过不少省级研
培班，相比国家的研培计划，课程时间
短、内容浅显，是基础性的普及培训。

在各级培训工作的推动下，已经有
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非遗。业内人士表
示，想让更多青春力量汇聚到非遗传承与
保护，要注重营造重视传统文化的社会氛
围，政府、企业等应不断推动文化产业的
蓬勃发展。通过文创研发、环境设计等方
式，推动非遗工作成为大众化的创业项
目，催生更多“泛传承人”式的从业者。海
南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建设中，积极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诸多政策与资源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为社会氛围的形成培育了土壤。

“但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一些问
题。”杨丽坦言，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价值
逐渐凸显，许多年轻人市场嗅觉灵敏，粗
浅学习后便开始做起非遗的“生意”。一
些有关非遗内容的海报上，用于装饰的
特色图案倒印、反印，如此现象屡见不
鲜。非遗可以成为一种创造经济效益的
文化资源，但它的首要核心是文化传承，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其中时，
坚守文化传承是从业者们的第一要务。

（本报海口5月9日讯）

研培 | 打通产学研之路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为非遗的传承保护
带来机遇，年轻人在热衷之余应坚守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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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以上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11 人

80岁及以上14人

70岁至79岁15人

60岁至69岁21人

40岁至59岁40人

40岁以下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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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拥有

28项国家级

8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琼海中原镇莲塘村，孩子们听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仕国（右五）讲解椰胡知识。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从了解到喜欢

从喜欢到热爱

在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中

年轻人的作用日渐凸显

古老的技艺

正焕发青春的活力

悠久的文化

正得到更多的传承

扫一扫看视频

一把椰胡的故事

扫一扫看H5产品

非遗传承中的青春力量

（另 21 人因去世或其
他原因不再履行传承人职
责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