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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博物馆里的记忆，而是

见人见物的活态传承。 贵州群山叠嶂、少数民族

众多， 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具

有极高的民族性和历史性。 而要了解、挖掘这些

珍贵的非遗文化，就需要人们走进大山。

今年 8 月 2 日—8 日，汇聚了器物、音乐、舞

蹈、曲艺、手工技艺和民俗的“黔·视界 2018 非

遗文化艺术宣传周” 即将开幕。 在准备期间，活

动组委会工作人员走进贵州山里田间，与传承人

们沟通、带回了凝聚着传承人终身心血的非遗文

化。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不用跋山涉水，就可看到

多彩贵州；对于组委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跨过

地理局限、越过悠悠岁月，走上了一段追寻、记录

非遗的旅程。

2017 年年底，在首届“黔·视界

非遗文化艺术宣传周” 的总结会上，

贵阳市云岩区启动了 “黔·视界

2018 非遗文化艺术宣传周” 的准备

工作，希望通过更加充足的时间，为

市民、 外界展示更好的贵州非遗文

化。

“这半年，我们一点都没闲，对

着非遗名录， 研究了很多的民族素

材” ，此次活动宣传片编导、节目统

筹王琪告诉记者， 贵州有着大量的

非遗文化资源， 不可能在一次活动

上全部展现， 所以在选取参加活动

的非遗文化时， 组委会与省内各区

县非遗中心达成了联系， 由中心进

行首轮推荐，之后，组委会又在这些

推荐名单中进行二次挑选。“我们选

择都是以级别高、完整度好、可看性

高作为评判标准，例如侗族大歌，在

2009 年就被列入了世界人类非遗代

表作名录， 所以肯定会上这一次的

活动。 ”

5 月 10 日，王琪带领着 4 名组

委会工作人员前往雷山邀请国家级

传承人、 银匠大师杨光宾参加此次

活动，并拍摄宣传片。 路途中，王琪

一行人遇上了暴雨天气， 出现山体

滑坡， 其驾驶的车辆差点被落石砸

中。 走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之后，工作

人员终于抵达雷山县 50 公里外的

控拜村， 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银匠

村。

“当我们看到杨光宾的作品后，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种手工制

作的魅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从生

火、拉丝、编花到最后的成型，所有

的过程都是他一手完成， 流程相当

繁杂，让人不敢相信” ，王琪说，传承

人的精神让她知道了什么叫做 “择

一事，终一生” ，而杨光宾先生在得

知工作人员意图后， 也毫不犹豫就

同意， 答应届时会带着作品前来参

加活动。

非遗的表达有很多，包括历史、

传承、图腾、民族、文化，其内容还有

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手工、

医药、民俗等等。 在

准备期间， 活动

组委会工作人

员走进了多

位国家级传

承 人 的 家

中， 除了杨

光宾，还有芦

笙制作人莫厌

学、侗族大歌歌师

潘萨银花、苗医传承

人王增世、侗族鼓

楼营造人杨光

锦等， 待活动

正式开幕以

后， 市民将

有望在现场

见 到 这 些

非 遗 传 承

大师以及

他们的作

品。

半年时间准备 拟呈现高规格非遗文化

a

30 天，1500 公里，11 个村庄，25

个非遗技艺展示……今年 5月，活动

组委会拍摄组工作人员出发， 开始

进行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一路上，他

们走过了侗家的石板路、 踏过苗家

的风雨桥、尝过彝家的米酒香、见过

水家的文字魅力，“在我们最后呈现

的宣传片里， 可以说每一秒都是浓

缩后的精华、 每一秒的背后都是一

个非遗传承人的一生，这些精华，在

活动中都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市民

面前。 ” 王琪说。

在宣传片中， 出现的第一个贵

州画面是来自丹寨县周边的苗族村

落， 这里的人们认为他们就是远古

英雄蚩尤的直系后代， 因此每年都

会在蚩尤祠堂身着盛装， 开展祭祀

活动， 用古老的苗语唱起传诵的经

文。

王琪告诉记者， 在拍摄组工作

人员抵达当地后， 苗家人同意了他

们的拍摄要求， 但是提出在祭祀过

程中，只能拍摄镜头，不能录下他们

的传诵经文，如果需要经文部分，只

能在祭祀活动结束后单独再进行录

音。 “因为对他们来说，信仰并没有

受到时间的改变，在祭祀活动中，传

诵的经文是纯粹的， 就是为了祭祀

而唱，不能有其他的目的存在，所以

才对我们提出了这个要求。 ”怀着对

各民族信仰精神的崇敬， 工作人员

答应了苗家人的要求。

记者了解到， 蚩尤是非遗苗族

服饰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此次活

动中， 市民不仅可以参观到苗家服

饰， 还可以接触到不同形式的苗家

图腾。 在最新打造的光影馆中，市民

只要用手轻轻一碰， 就可以感受到

蝴蝶纷飞的景象， 从而体验到苗家

传说“蝴蝶妈妈” 。

丹寨的这次经历对于拍摄组工

作人员来说并不是一次偶然， 在最

初拟定路线时， 组委会就定下了要

走进贵州原生态村落的目标。 因此

在拍摄过程中， 工作人员刻意避开

了一些旅游景点， 尽量选择开发度

不高的地点，力争把贵州最为纯粹、

真实的非遗文化呈现给外界。

目前，宣传片已经全部完成，并

且对大众进行了公开发布。 记者看

到，工作人员将宣传片分为了“天、

地、人” 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代表不

同的含义，“天” 寓意传承，“地” 代

表民族记忆，“人” 则包含着兴亡人

和之意。 “这样拟定的初衷，就是希

望市民能够跨越天、地的空间维度，

体会贵州非遗的过去、 现在与未

来。 ”

b

跨越空间维度 走进非遗世界

非遗， 承载着民族的记

忆，了解非遗，其实也是人类

对自己过往的认识。 而非遗与

都市生活融合，更有利于现代

人加深对

非遗的理

解。

在去年的

“黔·视界非遗

文化艺术宣传

周” 上，一段傩

戏与非洲舞的结合

表演，受到了不少市

民的关注 。 在今年的

“黔·视界 2018 非遗文化

艺术宣传周” ，将会有更多

非遗文化通过科技手段、工

艺衍生品或是与其他文化的

碰撞，展现在市民眼前。 但是这样的

形式， 也让一些市民担心：“会不会

迷失了非遗原本的模样？ ”

对于这个疑问，贵州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认为

并不存在。 “文化需要不断发展，现

代社会又是一个信息化爆炸的时代，

传承人们不可能固守在原地，而云岩

区的做法正是对非遗的一个积极引

领” ，龙佑铭表示，贵州许多少数民

族都有着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不

会随着时间、潮流而改变的，不同文

化之间的碰撞、 不同形式的表达，都

得到了非遗传承人的认可，“事实上

这些做法， 非但不会迷失原来的道

路，更会让市民、让传承人珍惜自己

的非遗文化，找回我们的初心。 ”

活动宣传片编导、节目统筹王琪

告诉记者，在她与传承人交流的过程

中，许多传承人都表示了对非遗文化

传承的担忧，所以当他们得知此次活

动后，都表现了很大程度的热情与支

持，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引发社会对

非遗的关注与保护。“毕竟这些都是

他们民族世世代代流传的经典。 ”

据悉，在此次活动中，市民看到

的非遗项目将有近 200项，包含了服

饰、技艺、歌舞、民俗、美食等多个种

类，“这些还不是我们贵州非遗文化

的全部，希望以后每年都能让大家看

到更多的贵州非遗文化。 “王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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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坚 李慧超 李韵

� 记者在雷山县拍

摄芦笙制作技艺国家

级传承人莫厌学

在从江小黄村拍摄行歌坐月

苗家刺绣

侗族大歌

活动时间：8月 2日—8月 8日

活动地点：贵阳市云岩区未来方舟戏台广场

活动时间：大麦网购票热线 4006103721

� � � � � � � � �黔视界购票热线 0851—8560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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