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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繁华褪去的戏剧瑰宝
———湖南科技大学师生探访“非遗”之辰河高腔

■通讯员 徐雪亮 李洪华

为了实地寻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辰河高腔”， 湖南科技大学师生14人
组成了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走进湖南省泸
溪县。 一周时间， 几百公里行程， 十余名
受访者， 3本文字笔记， 上千张照片……
从美的享受到痛的积淀， 团队成员反思处
于时代岔路口的辰河高腔该何去何从。

对于非遗我们不能看热闹
7月8日，实践团队到达湖南省泸溪县

的第一天，恰逢当地举办“神秘湘西”大型
文化宣传活动。在浦市镇万寿宫，团队成员
首次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辰河高腔
相遇，即被五彩脸谱和长袍戏服深深吸引。

演出结束，空旷的观众席上，有几位老
人迟迟没有离去，84岁的姚本木是其中一
位，他摇着头说：“变了，都变了。 经典剧目
《目连救母》 共有48本， 要是唱完得7天7
夜。现在看的人少多了，演出时间和内容也
比不上从前了。 ”

听完姚本木的话， 团队成员都显得有
些落寞。 “没想到， 短短15分钟的演出
背后竟然是那么沉重的现实。” 湖南科大
潇湘学院学生王奕晴说。 出发前， 她只是
抱着“看热闹” 的心态， 把此次寻访“非
遗” 当作一场旅游。

“如果大家都是来‘看热闹’， 那么拥
有五百多年历史重量的大戏， 如何唱得
完、 看得清、 背得动？” 当天晚上的碰头
会上， 团队成员一边总结收获， 一边扪心
自问。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辰河
高腔为什么会出现‘观众缩水’ 现象？ 它
该有怎样的未来愿景？” 团队指导老师曾
志前引导队员思考。

美丽背后更多的是忧伤
随着寻访的深入， 团队感受到辰河高

腔美丽背后的更多忧伤。
在泸溪县剧团， 他们听到了一个“重

磅”消息：就在团队到访的3个月前，辰河
高腔国家级传承人向荣因病去世， 但直至
离世，他也没找到传承的最佳人选。“这条
路走的人少了，可能就没了路。父亲一直在
培养演员， 寻找接班人， 可情况一直不如
意。 ”向荣的儿子向敏谦说：“近几年来，辰
河高腔艺术家陈依白、杜方强等相继离世，
让辰河高腔的传承面临失传的危险。 ”

专业剧团如此， 业余剧团更是不容乐
观。

距离泸溪县城20多公里的泸溪县洗
溪镇峒头寨村， 有一支小有名气的业余剧
团。 峒头寨全村247户人家，他们的业余剧
团目前有20个成员，最小的46岁，最年长
者73岁。 演员们的热情很高，但文化水平

有限，演出资金匮乏，几乎没有正规的演出服
装和道具，一年到头难得有几次演出机会。

“农忙时下田锄地， 闲暇时背着孙子排
练、 唱戏， 这是峒头寨村业余剧团的真实写
照。” 湖南科大人文学院学生李胜说。 “我
不想让人觉得咱们村没文化。 不管有多大困
难， 我们会一直坚持。” 剧团团长陈文翠的
态度很坚定。

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经济的峒头寨村， 村
民凭着热爱， 凭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在努
力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这让队员心生敬佩之
情。 但不容忽视的是， 辰河高腔呈现出渐行
渐远的迹象， 它的继承和发展， 正面临时代
岔路口。

让传统文化在高校“开花结果”
处于时代岔路口的辰河高腔要传承发

展， 就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来。
寻访结束前， 团队成员再次召开了总结

分享会。与大多数传统文化一样，辰河高腔的
继承和发展面临着发展困境，那么，大学生能
够为传统文化的复兴，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做些什么？

“辰河高腔需要复兴。我们团队要借此机
会，积极筹划拍摄一部专题记录片，再现辰河
高腔厚重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 唤回大家对
辰河高腔最原始和最鲜活的回忆。”湖南科大
人文学院学生成亚倩说。

“我们是对‘活’的文化形态的保护，所以
不能一成不变，而要进行积极的创新，比如让
辰河高腔进入旅游景区表演。 ”湖南科大人文
学院学生余剑桥建议。

负责拍照的湖南科大潇湘学院学生严文
静说：“我们可以通过图片、文字来展示辰河高
腔的美丽与忧伤，让大家都来认识和关注。 我
们也可以通过微博、 微信等平台进行传播，多
一个人转发，就是多一份传承的力量。 ”

团队指导老师、戏剧与民俗研究专家李跃
忠建议：“辰河高腔的传承保护既要培养观众，
又要发掘演员。 ”他分析道，氛围没有，兴趣何
以使然，责任感也就被淡化了。他认为，可以尝
试让辰河高腔进校园，在当地学校开设乡土教
育课程，将辰河高腔编入教材。

“学生社团在传统文化的保护、 传承与发
展方面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湖南科大团委校
园文化部老师唐璟说。

泸溪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向鸿雁在与团队
成员的沟通中谈到了她一直以来的愿望： 希
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的工作与高校相
关部门有效对接， 让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

“开花结果”。
对于这次实践活动， 湖南科大校长刘德

顺认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抛弃了传统文
化， 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希望更
多的学生加入到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来。”

视频链接
http://www.wybu.cn/front/VideoMoreServlet?currentpage=1
【微纪录】 留住走向式微的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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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师大考察
时指出：“我很
不赞成把古代
经典诗词和散
文从课本中去
掉，‘去中国
化’ 是很悲哀
的。 应该把这
些经典嵌在学
生脑子里，成
为中华民族文
化的基因。”他
还曾强调：“没
有文明的继承
和发展， 没有
文化的弘扬和
繁荣， 就没有
中 国 梦 的 实
现。 ”

包括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
内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留
存着民族独特
的生活方式与
生存密码。 然
而，近年来，随
着经济全球化
的推进和现代
化 进 程 的 加
快， 我国文化
生态发生了巨
大变化， 尤其
是涉世不深的
青年一代，在
价值取向重新
定位与多元化
选择中， 出现
了令人担忧的
文化盲从和文
化沙漠。

作为社会
未来的中坚力
量， 大学生应
当如何关注、
保护、 传播传
统文化， 成为
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者、继
承 者 与 发 展
者？今年暑期，
高教周刊和湖
南科技大学、
武 汉 工 商 学
院、 湖南师范
大学、 吉首大
学、 湖南工业
大学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团
队横跨湖南、
湖北两个省，
深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县湘
西永顺县、泸
溪县和湖北恩
施 咸 丰 县 等
地， 探访和纪
录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为期10天的
探访活动中，
团队成员成了
“非遗”文化的
忠诚传播者和
保护者。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根脉上最生动也最脆弱的部分———

传承文脉，大学重任在肩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李薇薇
■访谈嘉宾：

黎大志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博导、 湖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刘托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
长、 博导

季铁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导

“非遗”是民族基因已沉淀民族血液中

记者： 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是否还适应现
代发展的需求？

黎大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民
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并把文化建设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
华文明根脉上最生动也最脆弱部分， 需要复兴
更需要传承。

季铁：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个领域的变化令
世界瞩目， 但这个过程中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是严重失衡的， 面对全球化的文化认同与可持
续发展的危机， 不同民族的非遗文化实际上是
不同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基因库”，它承载着
联系历史和未来的桥梁作用。

刘托：我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民
族的基因沉淀在民族的血液中，演变为人们的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情趣。 也有一些曾经的
遗产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进步而退出舞台，进入了
博物馆，但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人类社会
的发展都是过程，是以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结
果，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特别是活态传承的非物
质文化是人类社会存在与进步的根基。

市场化环境让非遗文化难以独善其身

记者： 从高校的角度观察， 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季铁：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面临的两个方
面的矛盾比较难解决：

一是价值体系与文化生态方面的矛盾。
“以富为贵” 的简单价值观使非物质文化处于
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 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杂
工的劳动收入超过了大部分非遗传人的收入，
这样非遗传习的队伍就无法可持续。

二是文化导向与产业导向的矛盾。 地方政
府和非遗传人自身需求的往往是“生产性保
护”。 但从艺术本质上看， 这些民间传统艺术
从一开始就不是拿来“消费” 的， 例如最好的

织锦和挑花作品往往是为了姑娘们出嫁用的，
优秀的作品往往出现在“高技艺” 和“高情
感” 同时存在的环境。 如今的年轻人很难在贫
穷和矛盾的心态中长期坚持学习和创作， 对于
大部分学生而言也容易停留在“喜欢” 和“体
验” 的层面。

黎大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目前
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体制不够顺畅。 相关政府部
门虽然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 但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规划、 研究力量比较缺乏， 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显得力不从心。 而另一方面
可以弥补上述不足的高校， 因为体制上的原
因， 和文化机构缺少有效合作， 未形成非遗保
护与传承工作的合力。

刘托： 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农业
社会和农耕文明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随着近
年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速， 这种联系不断被削
弱甚或斩断， 民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缺
少文化上的自觉和知识上的准备， 所谓的保护
主要是靠政府层面的倡导和推动， 而民间的文
化自觉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关键
和根本。

高校发力于非遗文化的“传”与“存”

记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可以
通过哪些方式进行？ 高校如何作为？

刘托：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
该是多方面的， 包括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和保护
与传承的方式。 在保护方面可以针对保护对象
的特点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例如，现在提倡的
生态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 从技
术层面而言，博物馆保护、数字化保护等也都是
必要和有效的保护措施或辅助手段。 就技艺而
言， 除传统的口传身授之外， 利用高校现代化
的教学和传播手段传授传统技艺事半功倍。

季铁： 高校中有不同的队伍都在参与非遗
保护工作,有人类学、 艺术学、 社会学、 新闻
学、 建筑学等不同学科。 比如， 运用设计学知
识对非遗文化进行保护， 首先将文化研究对象
还原到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社区” 中， 然后
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角度构建基于网络
和社区的“地方性知识平台”， 组织政府、 企
业、 当地居民和跨学科设计团队等机构共同参
与， 通过设计使非遗文化以新的形式呈现并适
应“当代化、 数字化、 国际化” 的发展需求。

黎大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一

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就
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抢救性和保护性
的“存”，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的活的“传”。
高校可发挥学科齐全、 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 在
非遗保护规划、 非遗历史研究、 非遗产品开发、
非遗传承人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大有作为。

教育部和财政部推行的“2011计划”， 鼓励
高等学校构建面向科学前沿、 文化传承创新、 行
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四大类协同创新
模式，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的
创新体制和活力。

记者： 请谈谈你们正在进行的非遗保护与传
承工作以及感悟。

季铁： 学会“爱和尊重”， 是教育和艺术的
原点。 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要求学生尽量和当地
居民多沟通、 多接触， 我们有时住学校的操场、
田边空地以及猪栏屋顶上。

去年夏天， 我们去八面山的西面勘察营地，
由于不能满足40多人的基本活动需求， 我们很
遗憾地在天黑时告别村庄。 但临走时， 村里的老
人和小孩都已换上民族服装， 在村长的带领下，
他们为我们表演了最原始的摆手舞。 昏黄的灯光
下， 我们看到的是传说中的各种摆手舞动作， 从
模仿自然到农事活动。 村长告诉我， 每天跳舞的
时候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刘托：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有些仍然活
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传承状态良好， 有些则需
要特别关注与扶持。 例如营造技艺， 因为居住方
式的变化， 建筑材料和结构方式乃至建造方式都
有了极大的改变， 使得原有的营造技艺失去了存
续的土壤和条件， 如侗族的风雨桥和闽浙的木拱
廊桥， 都是民间建筑文化的瑰宝， 需要保护者在
保护理念和方式上积极探索， 予以创新， 比如将
古桥的交通功能转化为景观功能和文化功能， 使
其成为村落和社区的文化空间。 现年93岁的侗
族传承人杨善仁， 30年间奔波各地， 先后建造
了风雨桥和鼓楼不下百座。

黎大志： 前面提到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
“存”， 工作量大， 紧迫感强。 湖南师范大学于
2012年成立了“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
展中心”， 该中心正在开展的湖南表演类非遗研
究丛书项目， 需要采访全省各民族音乐、 舞蹈、
戏曲戏剧等传承人， 并编辑整理， 至少需要用3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实地采访过程中我们
发现， 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有师无徒， 无用武
之地， 面临失传的危险。

留住走向式微的民族记忆
———武汉工商学院师生探访“非遗”之吊脚楼

■通讯员 罗袁璐

今年暑期， 武汉工商学院大学
生社会实践团队横跨湖南、 湖北两
个省， 深入湘西永顺县和恩施咸丰
县，用镜头和文字探访、纪录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吊脚楼营
造技艺”。 这次活动也是该校“礼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困惑
我们为何而来

在从湖北武汉去湖南株洲的火
车上，看着外面急速闪过的风景，队
员们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我们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的
了解几乎为零， 能完成此次社会实
践的任务吗？

此次该校实践团队“湘西之
行”，是与湖南工业大学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合作进行。 两所高校的队员
在株洲会合后， 开始商讨这次社会
实践的任务应该怎样完成。

学生反复向老师追问：“我们真
的要去大山里吗？有拍摄脚本吗？主
题要如何表现？ ”

对于学生的诸多困惑， 武汉工
商学院带队老师狄奥早有心理准
备：“90后大学生第一次参加这种
实践活动有困惑很正常， 希望通过
活动，使学生近距离体验‘非遗’，让
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的意识中能够
更立体、鲜活、有生命力。 ”

经过一番走访， 团队把目的地
定在了吊脚楼分布相对密集的永顺
县大坝乡双凤村。

思考
唱赞歌还是直面伤痕
走进“中国土家第一村”双凤村，

吊脚楼、 村寨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整个双凤村好似一幅韵味悠长的古
朴画卷”，队员们发出这样的感叹。

带队老师眼看大家都被美景所
吸引，赶紧开分享会，再次讨论此次
活动的主题和意义。

“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我们要用
历史的、哲学的思维去观察、探究吊
脚楼为何生、为何灭，不能只看到它
的美，忽视它的伤。 ”

在激烈争论后，团队开始分组行动。
“吊脚楼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是

土家先民根据武陵山区地形和气
候，依山就势而建，有很大的实用性
和观赏性。后来社会发展了，吊脚楼
才逐渐被砖房所替代。 ”74岁的国
家级传承人彭善尧神采奕奕地讲起
吊脚楼。当谈到吊脚楼的现状时，他
有些黯然神伤：“现在， 建吊脚楼的
费用是盖砖房的4到5倍，一般居民
不会建吊脚楼。 ”

离开双凤村， 团队跟随彭善尧
走访了泽家镇沙斗湖村和龙寨镇和
平村。队员们发现，这两个村吊脚楼
的现状比双凤村糟糕， 村寨里住的

大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古老的吊脚楼
被废弃或拆掉，旁边都是砖房。

“湘西之行” 的最后一次分享会，是
在车上进行的， 车子沿着蜿蜒的盘山公
路向山脚行驶，似乎比上山时容易。但队
员们的心情却比上山时沉重许多。

该校文法学院新闻专业学生韦晴
（广西壮族） 说：“作为非遗母体的农耕
文明正在消失，其所需要的文化生态已
经变得贫瘠， 它正在发生变异和消亡，
这是历史的必然。 ”

该校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学生吴张正达（土家族）十分感慨：“我
们不可能阻止现代生活的改变，也很难
大规模保留非遗的原生环境。 或许，文
化创新才是保护非遗的根本出路。 ”

大家纷纷述说着自己的感受。离开
永顺县后，武汉工商学院把下一站定在
湖北恩施咸丰县，采访另一位国家级传
承人万桃元和省级传承人谢明贤。

感悟
大学生的时代担当

在万桃元的家里，两个按照真房比
例缩小制成的撮箕口吊脚楼模型吸引
了队员们的目光。

“跑马阶沿吊脚楼，工艺美观千古流。
远看凤凰在展翅，近看美女在梳头……。”
58岁的万桃元是当地有名的“木秀才”，
他用自己创作的赞美吊脚楼的诗，打开
了话匣子。

队员们细心聆听着、看着、记着，眼神
里闪动着赞叹与钦佩。在工业文明的浪潮
中，曾经的民间艺人变成了普通人甚至边
缘人。 但是，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的却是坚
持与守望，还有对未来的憧憬与期盼。

告别万桃元后，实践团队又去寻访
69岁的谢明贤。谢明贤的家乡黄金洞乡
麻柳溪村已开发成旅游景点，建立了中
国首个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术传习所。

“政府仍然是保护非遗的主力，只
有以政府引导与扶持为主、动员社会各
方面参与，才能让非遗适应性生存。”咸
丰县文化馆馆长白童说。

队员们开始思考：对于“非遗”，到底
该如何传承？ 大学生又可以做些什么？

“非遗是一种活态文化， 须进行生
产性保护， 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异化。
但是，非遗并非单纯的商业，内在的文
化核心一定要保留。 ”狄奥说。

该校文法学院新闻专业学生王亮深
受启发：“要保持非遗的生命力，必须在传
统技艺和现代化生产之间找到平衡，创
造更多的传承平台，让其自身有‘造血’功
能。比如，将它结合于传统节日、群众文化
及旅游活动等，使其传承经常化。 ”

韦晴认为：“可以让非遗走进校园，
成为学校的校本课程，还可以邀请非遗
传承人来校开设讲座。 ”

一直关注此次实践活动的该校党
委书记陈伟表示：“希望我们的追寻，不
只是一分惆怅、一声叹息，而是能留住
那渐行渐远的记忆，留住我们的文化之
根。 我们要多组织师生开展田野调查，
走访民间艺人，真正领悟‘非遗’的创作
技艺和蕴藏其中的文化价值，以培养师
生的人文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

戴林富 吉首大学宣传部部长
吉首大学依托地域优势， 针对硕士研究

生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 在全校
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课程。 学校还要
求相关学科的老师和学生每学期深入湘西州
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相关调研和教育实践
活动。 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了“非遗”的
基本概念、基本形态，能够运用田野调查研究
方法了解和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的现状与问题。 吉首大学已造就了一批非遗
相关领域的人才， 这些专业人才在非遗的宣
传、保护、建档、申请、认定等环节都有所作为。
张卫民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 湘西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路径之一是通过中等职业
学校、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家庭和传习所等教
育途径进行的。 这种通过教育途径来保护与
传承非遗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使中小
学生从小了解民族文化和习得非遗技艺，增
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第二，中小学生在学
校进行舞苗鼓、演苗戏、打苗拳等活动，周末
到旅游景点和民族博物馆进行非遗展示活
动。 第三，职校的学生和苗族、土家族村民通
过非遗教育习得了谋生的技艺。
黄青松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平台，
它有着政府和个人不可比拟的优势， 如人才
优势、资源优势、学科优势等。 高校能够利用
网站、图书馆、展览厅、报告厅、礼堂等场所及
设施，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宣
传、展示、表演、交流等活动。

校园锐视

深度访谈

声音

吉首大学暑期“三下乡” 队员在双凤村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茅古斯的国家级传承人彭祖模学习扎茅古斯。 张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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