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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萍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一段段历
史，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记
忆，它们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承。这套
丛书的出版，正是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
命。在采写过程中，我第一次近距离地
接触到了多位非遗传承人，深刻地感受
到了民间文化在他们身上顽强的生命
力。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位年近八旬
的老人——丁纪园，她是我省古琴艺术

的代表性传承人。听说要采访，她提前
几天就准备好了古书、琴谱、会议资料
等各种材料，非常全面。见面后，讲起
古琴文化，她滔滔不绝、神采奕奕，还一
遍遍讲解琴谱的意思。她说，这是她一
生的事业，更是一生的挚爱。初稿完成
后，丁纪园老人仔细审阅，在打印纸上
用铅笔一字一句地进行了标注。她说：

“就像这古琴一样，不能弹错一个音。”
正是这样一批传承人，让我们看到

了这些非遗项目重新绽放光芒的希
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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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传统技艺卷（七）第129页：
1983年，我高中毕业，开始跟着烟云涧青铜

器制作技艺第十五代传人方占科学艺。一开始，
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雕刻的青铜器很粗糙，师
傅看到我粗制滥造的青铜作品后，意味深长地给
我讲了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小时候画鸡蛋的
故事，我受到了很大启发，说：“老师，我一定好好
学习青铜器制作技艺。”

自此，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车间去细细观
看师傅们制作青铜器，每次都看得出神。一道道
汗水流过师傅们的脸庞，一尊尊青铜器在他们的
掌心被雕琢成精品。我白天跟着老师认真细致地
学习一道道工艺，晚上做梦都在制作青铜器。数
九寒天里风雪交加，我的双手被冻开了一道道血
口子，却忘记了严寒和疼痛，依旧拿着泥团细细琢
磨，精雕细琢；三伏天里酷暑难耐，我依然站在高
温铸炼炉前学习摸索，整个人如同放在火上烤一
般。为了制作出更加形象的青铜器工艺品，我往
往要见到实物，或者把实物多方位的图片带回家，
贴在墙上、床头，天天观察，仔细揣摩，还要把轮
廓、造型在白纸上一点点描下来，然后照着图纸临
摹制作。我的皮肤在长期的烟熏火燎和烈日暴晒
下，变成了雕塑般的古铜色。多年的“手上功夫”，
使我的一双手结满老茧，像生了层铜锈似的。

（方长站：烟云涧青铜器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

曲艺卷（一）第17页：
陆四辈学书的时候，勤奋刻苦，从曲艺团回

家，走了一路，背了一路，竟把一个长篇背会了。
说起他刻苦学艺的动因，只为了师爷、爷爷的教
诲，他们一生看中“先生”二字。这二字也在陆四辈
的心中扎下了根。不管观众多少，不管是在乡村
还是在大舞台，他都拿出看家本事。他说：“说书是
教化人哩。说书人要有艺德。要对得住观众。”

不知是因为春日的阳光，还是曾经燃烧的青
春岁月，老人脸色红润，神采飞扬。说到兴处，左
手打月牙钢板，右手击书鼓，表演了起来。鼓声铿
锵，钢板清脆，老人字正腔圆，舒缓有致，间或纸扇
一抖，醒木一拍。表演武生是武生，表演小姐是小
姐，一招一式，都传神生动。76岁的老人了，竟还
能腾挪跳跃。

（陆四辈：河洛大鼓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传统戏剧卷（四）第93页：
为了剧团的生存，为了大平调这个艺术事业

的传承，已经退休的王素爱，又踏上了演出之路。
因为爱人没有其他人帮忙照顾，又不能留在家里，
因此她大胆决定，把自己偏瘫的丈夫蒋全民带在
身边。于是，上山下乡、游走四方，在本地演出也
好，出省到外地也罢，王素爱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的
丈夫带到哪里。

要出发了，王素爱总是整理好两个人所有的
生活用具，扶着歪歪扭扭的丈夫，背着行李卷，提
着大包小包，登上演出的大巴车。演出结束时，王
素爱跳下舞台，赶忙从伙房给丈夫打来饭菜，还得
给丈夫洗洗涮涮，然后照看他吃药。最为作难的
是连夜转场又恰巧碰到下雨天或下雪天，王素爱
总是手忙脚乱收拾完两个人的行李和用具，先把
这些东西送到车上，再回来搀扶着丈夫，可眼看他
又走不成，王素爱只有蹲下身子，用女人的脊梁，
艰难地背起丈夫去赶车，摇摇晃晃，一步一趔趄，
就在这趔趄中，两行热泪，从丈夫的眼眶中滑落，
滴在王素爱的脊梁上……

（王素爱：大平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传统技艺卷（六）第43页：
迄今为止，黄家传承的手工造纸技艺，已经有

近两百年的历史。黄保灵一家虽保留着手工造纸
的全套工具，但以前造纸浆的工序劳动量太大，黄
保灵用片碱代替石灰制作浆，简化之前繁琐的操
作步骤。为了保护这项技艺，他一直坚守着后面
的几道手工造纸工序。不管春夏秋冬，黄保灵一
直都是早上五点左右就起床，站在 80厘米深的

“脚坑”里，在 1.5米长、1米宽、0.8米深的纸浆池
里操作到下午六七点，直到把第二天需要用的材
料全部准备好才收工。除去吃饭、上厕所的时间，
每天至少得工作11个小时。

然而，一天才能捞 1000多张纸，挣四五十块
钱。黄保灵的妻子除了给他做饭，还要照墙上贴
纸，有时候还要给他制作点材料。每天起早贪黑，
还挣不了几个钱，黄保灵的妻子就劝他去造纸厂
上班，黄保灵也不想干了，但他仔细想想：“这东
西，慢慢好多家都放弃了，如果我一放弃，这东西
就失传了，就没人造了，好多人都来参观，你叫人
家看啥呢？所以我不断给我爱人说，‘咱只管干
吧，总有一天会看到光明的’。”7

（黄保灵：麻纸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编者按

2018 年 12 月 ，《传

承：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实录》丛

书出版。该出版项目由河

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

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承

办，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

有限公司具体运作。这套

丛书，是我省首次对 832

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及其精彩故事进行

全面、系统地深度挖掘与

整理。它的出版，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举

措，更是弘扬中原优秀文

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次创新。该项目

的策划、实施和完成，是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一件大事，对推动河

南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的建设、加快构筑全

国重要的文化高地具有重

要意义。7

构筑文化高地
传承华夏文明

□豫文

《传承：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实录》丛书（以下简称《传承》丛书），是河
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服务现实”系列文化工
程的重头戏，也是河南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重点文化项目。该丛书共分十大类 40
卷，计 800余万字。它以口述史的形式，介绍
了我省已公布的 832位国家级、省级非遗文化
传承人，内容涵盖传承人的传承渊源、传承内
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技能价值、精彩故事
等多个方面，并附以大量图片资料，图文并茂、
原汁原味地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鲜活展
现，堪称河南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英雄谱”。
它是我省史志战线以优秀史志文化成果助力
中原更加出彩的有力举措，是向改革开放40周
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真诚献礼。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祖根地，是全球华人的
根亲故园。以非遗传承人为代表的活态非遗

文化，留存着中原最古老而鲜活的文化基因，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和
行为方式。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对于
华夏文明的传承创新有着独特意义，更是以

“存史、资政、教化”为天职的史志工作者责无
旁贷的历史担当。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浪潮
的席卷下，我国当前正处在由农耕文明向现代
工业文明迈进的转型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
传统文化遭到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一些依靠口
授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
失。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高龄
化、后继乏人，也是必须承认的现实。因此，
《传承》丛书对非遗传承人及其承载的非遗文
化进行的全面抢救性发掘整理，对保护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自2016年 10月 31日我省正式提
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战略举措
后，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主动担当起以史志
文化成果助推文化高地建设的大任，在做好

《河南省志》《河南年鉴》等主业外，推出以《传
承》丛书为代表，包括《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河
南家训家规》《中原出彩故事》等一系列历史文
化项目，从专业角度探索了在新时代如何坚定
中原文化自信、将河南厚重的文化资源积淀转
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源泉等重大课题。尤
其是《传承》丛书，以非遗文化为切入口，深入
发掘中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深入探
寻蕴含在中原文化血脉中促使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力求激发起中原
人民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活力，为提升中原文化
软实力贡献不竭的历史智慧。

专家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也可作为助
推中原文化走出去的文化载体。数量众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河南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家
底”，也是中原文明乃至华夏文明向世界展示
的靓丽名片。《传承》丛书既反映出我省非遗文
化的整体风貌，又体现出中原历史文化最具活
力和魅力的思想文化内涵。另外，省地方史志
办公室今年准备在《传承》丛书中文版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出适合西方人阅读的图说英文版
本，届时，其文化芬芳有望为世界人民共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人民，更要回馈人
民。非遗文化长期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口传心
授为主要延续方式，具有分散性、地域性等传
播特点，这也限制了一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更大范围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亲历亲
知。《传承》丛书对河南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进行整合性挖掘，将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成果、技艺等精彩内容，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
内，以现代传播方式进行有声有色的全面展现
和推广，使更多人了解和享受到我省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成果——这是史志工作者的文
化初心，更是助力文化小康、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担当。7

孙三民（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罗
卷戏代表性传承人）：

据我所知，这套丛书的策划出版，让

我省的史志工作者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

列。能把这些老艺人一辈子甚至家里几

代人的心血总结保留下来，造福我们的

子孙后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 40

卷皇皇巨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必

将为河南文化青史留名。

周祖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信
阳毛尖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丛书将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

的瑰宝进行记录和传播，满足了我梦寐

以求的愿望。它的出版是对我省文明遗

产的固态传承和保护，而我们传承人要

做的是对文明遗产的活态传承，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迸发出新的生命力，为社会

服务。

张玉凤（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汝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巨大的文化

工程。传承人大多善于实践而少有理

论，能拿起笔来记录者寥寥无几。有关

部门能够不惜人力物力，为我们著书立

说、留存资料，对河南乃至全国的非遗传

承事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田文敬

该书采用口述实录的文体，以采访对象为
主线，直接叙述其生活经历、学艺过程和对家传
技艺、存续现状的看法，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非遗
项目的原初性、本真性，客观地描述了非遗项目
的社会影响和价值存在，真实朴素地呈现了非遗
项目的专业性、知识性和代表性传承人的现实状
态。这对社会大众了解非遗、认知非遗、理解非
遗、普及非遗、传承非遗、利用非遗意义重大。

这套丛书的编纂历时近两年，动员百位专
家记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城乡，洋洋洒洒近

千万字，文风流畅，深入浅出。规模之恢宏，工
程之浩大，气势之磅礴，实不多见。

该书为代表性传承人树碑立传，记录他们
对家传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宣扬他们对非遗项
目的热爱和贡献，赞扬他们对技艺精益求精的
态度，鼓励他们对非遗文化进行挖掘和研究，
激发他们对非遗事业的执着和追求。这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利用都具有重大意义，对我省文化事业的
发展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7

(作者系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丁永祥

《传承》丛书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河南省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基本信息、成长
经历、艺术实践及从艺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这
对我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握传承人的成
长规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它还系统地记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
展历史、艺术内容和经验教训，以及相关项目
的主要内容、艺术特点、行当分工、表演技巧、

经验教训等。这对多数依赖口头传承、缺乏文
字记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非常必要。对
一些项目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正式出版的文
字性材料，甚至有些材料还有可能是绝版。

它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材料。科学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
保护的基础，而研究依赖的主要是材料。该

“实录”作为对全省传承人最全面的记录，无疑
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极大的帮助。7

（作者系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

□马春莲

这套丛书的采访团深入现场，倾听传承人
讲述，通过人类学“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记录
非遗形态，有效地保存了传承人的文化记忆。

该套丛书朴素地呈现了传承人在社会文
化生活中的状态，为我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供了重要文献。采访者以家常口语讲述每
位传承人的传奇人生，挖掘每个项目的历史渊
源，展示每位传承人的“独门绝技”……从这些

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我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而产生的演
化和变迁。

这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采写行动，实
现了对非遗抢救、保护、推广、宣传、传播的多
重价值。该丛书的出版，在提倡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主导的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7

（作者系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专家观点当事人心声

编写体会

非遗传承的大好事

非遗保护的可喜成果

见证传承的力量
让非遗重新绽放光芒

□王一甩

2017年 9月开始，前后一年多的时
间里，我先后辗转于安阳、洛阳、许昌、鹤
壁、开封、济源等地，行程16600多公里，
采访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83位。无论这些传承人年过八旬还
是年富力强，他们无一不是为了钟爱的事
业倾尽心力，不计得失。如滑县万古镇
樵邱村的二夹弦剧团团长俎书献，卖了

家里的粮食和拖拉机，把自家四套房子
腾空办成了传承基地；滑县罗卷戏两位
84岁的传承人刘忠然、肖随知，不顾眼
花耳聋，找一个退休教师打字，一字一句
口头对戏，硬是整理出来43套剧本……

《传承》丛书的出版，使我省省级以
上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载入史册，
这是一记敲在暮鼓上的铿锵有力的重
锤，希望这重锤催发韶华，迎来我省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征程。7

擂响暮鼓，催发韶华

陆四辈讲解表演要领

方长站细细描绘青铜人物

豫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马金凤83岁时表演《穆桂英挂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