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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推进非遗保护
□王文章

以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标志，中国现
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走过近20年的历程。中
国非遗保护以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并获得
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站在新时代的节点，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以及习近平同志
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文化研究院座谈时指出的“要加强对
国粹的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与扶持”的重要讲
话，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更明确地理解新时代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深刻意义、“非遗”的重要价值以及对非遗保护
的科学性把握，以更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更科学、更切实、更有
效的方式做好非遗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保护应保护什么和不保护什么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近20年来大家一直在说的

一个问题。即使今天大家对它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但除了从事
和关心非遗保护的人们，社会上仍常见一些人仅把物质的、可
见的呈现形态当作非遗项目的全部，比如我们常看到的广告
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XX酒”这样的表述等。这样的说法
往往会使我们忽视了非遗的实质内涵。实际上，酒的酿制技艺
才是非遗的核心。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想坚持科学保
护的原则，坚持遵循客观规律，前提就是要先弄清楚什么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要保护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这样来定义：它是人
们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
亦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
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
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更多地表现为精神性、知
识性、技艺性的呈现形态，相关的实物只有与它们相联结的时
候，才成为非遗项目的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们的
精神、情感、思维方式相联系，它往往是以人们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呈现出来的。它作为呈现形态来表达时应涵盖以下
范围：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
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
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除以上范围，
还有人认为非遗应包含与上述5个方面相关的文化空间。如
庙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一时间一般是固定的）和特定的
地点（就是举行庙会的这个地点），举行的有关民族民间传统
文化的活动，这就是文化空间。

目前，我国实行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保护制度中，是按10
种类型界定非遗项目的：1、民间文学，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门类和领域之一。它是民众主要以
口传心授、代代相传、集体创作和享有的口头文学。如“梁祝
传说”“孟姜女传说”等。2、传统音乐，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各门类中最能体现普通大众心声的部分。运用中华民族特
有的音乐艺术形式、表现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内涵和情感的
那些音乐作品，是体现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确立各民族文化
身份的重要标志。3、传统舞蹈，中国传统舞蹈与各民族群众
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以口传身授传承的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
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民俗风情。4、传统戏
剧，中国传统戏剧历史悠久，尤其是中国戏曲，各个剧种积淀
了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综合了歌舞、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
元素，以虚拟和程式化的表演，创造了区别于世界其他任何戏
剧的独特的表演体系。5、曲艺，今天仍然有400个左右的曲
种在民间有演出活动。它以口头说唱的形式，通过“说书”“唱
曲”“谐谑”等方式，以最通俗最具民间性的表达，宣泄情怀、娱
乐民众。6、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些是各民族群众重要的
娱乐、健身活动方式，历史悠久。它体现着民众的健康生命追
求和娱乐审美情趣。7、传统美术，指一切在中国传统审美观
念引领下，以独特的表现工具和手法表达的民族美术形态，但
其中的民间美术不仅具有造型艺术的一般属性和意义，更具
有体现中华独特美学品质的表现形式，如年画、剪纸、泥塑
等。8、传统技艺，如丝绸织染、生铁冶铸、木作、造纸、木版印
刷等发明创造，都离不开传统手工技艺。迄今，举凡瓷器、笔
墨纸砚、制药酿酒、金箔银饰等传统工艺，依然在民众的社会
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所有这些传统手工技艺，都是
人们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9、传统医药，既包括汉族的医学
医药，也包括藏、蒙、苗、瑶、彝等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医
药。它蕴涵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对生命
的认知理念。中药学是中医学的重要内容。中药学对中药的
采集、炮制，对药性、药量、配方、服用的分析，都建立在对植物
学的深入认识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10、民俗，民俗和民间
信仰是不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特定民族或群
体的生活形态、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它们都以人本身的活
动作为重要载体，呈现为生活形态却与人们的生产、情感和精
神有紧密的联系。如二十四节气、春节习俗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分类，需要在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
和研究基础上，借鉴国际规范，建立起比较具有科学概括性而
又符合我国普查与保护应用实践的分类体系。以上10种分
类，是基于当时我国公布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保护需要设定
的。实际上按照更科学性的分类，“语言”应单列，“传统体育、
游艺术”应分列为“杂技”与“传统武术、体育、竞技”，“文化空
间”亦可单列。如我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2006年，文
化艺术出版社）中，就据此将非遗项目分为了13类：语言（民族
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
艺，杂技，传统武术、体育与竞技，传统美术、工艺美术，传统手
工技艺与其他工艺美术，传统医学和医药，民俗，文化空间。

那么，是不是一切非物质文化遗存都要保护呢？国际公
约文件和我国政府的相关文件制定的认定非遗项目的标准大
体可归纳为如下几项：1、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或文化空间；2、具有见证现存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3、具
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群体或地方文化特征；4、具有推进民族文

化认同或社区文化传承的作用；5、具有精湛的技术性；6、符合
人性，具有影响人们思想情感的精神价值；7、某些项目的生存
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濒危性，尤其需要关注。

在规范认定非遗项目标准的同时，一些国际公约文件和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都明确指出，我们提倡大力保
护的非遗，是指那些不违反人性、符合现存国际人权文件，有
利于民族、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顺应“可持续
发展”的非遗。与此相反指向的则不予保护。同时，对于一些
不可能整体保护而又有关联价值的项目，则首先保护重要项
目的关联部分，如“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意即在难以保护所有的民族语言和地方
语言的情况下，对于确定为重要保护项目的非遗，其作为项目
内容载体的语言则需要保护。如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
族《江格尔》，藏族、蒙古族《格萨（斯）尔》等少数民族史诗，再
如一些地方戏曲中的方言。这些语言不保护，这些项目也就
不存在。

在非遗项目的认定上，反对两方面倾向：一是不慎重的盲
目态度，即不具体分析就盲目否定。如对妈祖信仰等类项
目。二是“泛文化遗产论”，即认为凡是传统文化现象，不问其
价值，也不管是否具备独立存在的本质特性，甚至对近年来新
出现的模仿形态项目，也认定为非遗项目，有的甚至再造项
目。对非遗项目，在认定上既反对“泛文化遗产论”，另外也要
坚持保护、保存、保留从宽的原则。有些具有独立存在本质特
性的项目，即便表达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想愿望，也不妨认
为其记录了先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应保留下来，作为文化
现象研究也是有益的。何况寄寓人类思想、情感的形式是复

杂的，作为亿万个体的人的思想情感构成的精神世界，也应该
是异彩纷呈。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已公布了四批共
3145项，国家级传承人已公布五批共3068人（其中407人已
经去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共508项，我国入选名录项目共40项（其中包括
急需保护名录项目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我国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非遗项目数量名列世界各国第一。

只有以正确的原则与标准去认定非遗项目，才能取真去
伪，使保护真正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挥作用。

正确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从总体上准确揭示和把握非遗传承规律，是做好保护工

作的基础和前提。它的传承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恒定性
与活态流变性。恒定性是指人类智慧、思想、情感和劳动创造
积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表达方式，它成为个
体的人的一种集体活动，形成一定群体人们共同遵守践行的
规则，这些规则具有集体维持的恒定性，不是一个个体可以随
意改变的，它世代相传，因而具有一定的恒定性。

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审美趋向的变化，整
个传承链条上每一个时代的传承者，都会把自己的独特体验
融入其中。所以整个传承过程又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在继
承和创新的统一性中发展。这就是非遗传承的恒定性与活态
流变性。正因如此，它才有可能作为传统而持久延续。

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它、尊重它，让它能够
按照其自然发展的规律去自然演变。两个方面的倾向都要防
止：一是人为地随意改变它按照自身演变规律自然演变的进
程（往往是从外部的管理），二是使之静止，凝固不再发展。

非遗保护要重视发挥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作用。由于
非遗是活态演变着的文化形态，其延续与发展永远处在活态
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因此，传承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要素。何谓传承主体？是指某一
项非遗的优秀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即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
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着某项非遗知识、技能、技术，并且具有
最高水准，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个人或群
体。非遗传承主体是非遗保护的核心要素，那么非遗保护首
先就要正确认识非遗传承人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
于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尽管生产工
艺品的技术乃至烹调技艺都可以写下来，但是创造行为实际
上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表演与创造行为是无形的。其技巧、
技艺仅仅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非遗传承人是非遗的
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非凡的才智、灵性，创造着、掌握
着、承载着非遗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非遗正是依
靠他们的传承才得以延续。

在认识非遗传承人价值的基础上，就要尊重传承人的地
位。一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第二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们的
创造精神。每一个时代的传承人只有首先继承传统才可谓之
传承人，他们必然是以刻苦的学习和磨砺，很好地掌握了传统
精髓，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以自己的独特创新，而使其
技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现在必须改变的一种倾向是，认为
非遗项目特别是一些民族民间项目简单平庸，必须用当代的
和外来的艺术元素加以提高；二是认为传承人只是掌握精湛
的技术，而在创意和设计上粗陋陈旧，需要引进高级设计人员
予以提升。这些认识都是片面和错误的，是缺乏自信的表
现。必须看到，非遗传承人的创造既然是历史的传递，他们也
必然要在继承的链条上打上当代的印记。每一个传承人都受
他所处的时代审美趋向演变的影响，以及新的材料、新的科学
技术的影响，这些都必然会反映到他的创造中来。但这种创
造是传承人在融汇传统与当代审美元素基础上的自觉创新，
不是外部强加的改造。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
时候，应有发自内心的敬畏之心和敬重之心，任何低估传承人
创造性的臆想都是错误的。那种越俎代庖、以外在的干预去
嫁接他们的作品而达到提高的想法，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做
到。我曾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民间艺术馆看到鲁西南手工民

间粗布（现称鲁锦），其上的斗纹花、表带花、团扇花图案，设计
的现代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令人惊叹，据了解，它们都是出自
民间织布艺人之手。我也曾在贵州毕节看蜡染传承人在苗布
上手绘圆形、几何形图案，线条的流畅、图案的对称、内涵的丰
富，不亲眼所见，不敢想象是未经艺术学院专业训练或培训的
民间艺人所绘。再像黎锦，不说其纺染织绣技艺的精妙，单说
其纹样包括象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和表现生产、生
活事物及自然界现象、汉字符号等的图案就有百余种，其中象
动物纹中的青蛙纹又有300余种，形式独特，意象无穷。这些
也都是来自黎族妇女世世代代的创造。

同时，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要鼓励传承人运用数字化
手段以及通过对材料、工具等方面进行革新，来共同促进非遗
传承，但这些都不能代替传统手工技艺及有机材料的运用。
就非遗保护而言，不能使其演变为以工业化生产代替传统手
工技艺的传承与创造。

非遗作为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与社会公众的广
泛联系，也决定了社会公众树立文化自觉、积极参与保护的不
可或缺性。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
府相关机构、团体及社区民众，构成了非遗的“保护主体”。各
级各类保护主体负有不同的职责，要积极承担不同的保护责
任。应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体现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和支
持非遗保护的有效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32届会议基于12个方面的原因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其中一条即是：“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
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可见年
轻一代正确认识非遗，自觉参与非遗保护，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非遗保护的未来。

非遗保护的原则与方式：复杂性决定了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抢救与

保护相应的复杂性。如前所述，非遗的内涵具有丰富性，以及
它体现的民族性、独特性、多样性，决定了保护方式的多样性，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保护现存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基础工作主要有：1、在普查基础上建立各级名录
保护制度和国家级传承人名录制度。名录体系的建立是保护
工作的基础，是抢救保护的前提，也是传承发展的依据。2、将
非遗转变为有形的形式。通过搜集、记录、分类、建档，用文
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媒体、数据库方式进行记录、保存，并搜
集相关实物资料进行保存。3、在其产生、生长的原生氛围中
保护其活力，如龙舟赛等。4、转化为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经
济资源，以生产性方式保护。5、保护传承人，尊重他们的地
位，认知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以传承人为核心
主体，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建立健全非遗传承体系。只有建
立起科学的传承体系，非遗保护才能持续性开展。6、立法保
护。这是最根本的保护。

非遗保护的原则与保护方式密不可分。1、坚持抢救第一
的原则。非遗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
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方面凡是与“保护”联系在一起
的，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搞成产业。非遗保护与文化市场、文化
产业发展的目的不同，其目的性决定了非遗保护不能谓之非
遗产业。非遗保护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了宝贵资源，这也是
我们进行非遗保护的初心之一，我们提倡以各种创意方式发
掘利用非遗资源，但决不能把从非遗项目衍生文化创意产品
当成非遗传承，舍本逐末会使我们加速失去我们本应珍视和
保护的东西。2、坚持积极保护的原则。要按照不同类型非遗
采取不同保护方式，在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进程
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
的方式予以持续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是非遗项目依靠自身经
济价值的体现而获得持久性传承的重要方式。3、坚持整体性
保护的原则。创造整体性社会保护的环境，如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设立等，从保护方式和形成保护生态两方面创造整
体性保护环境。

非遗保护还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国务院于
2005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全国人大
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我国非遗保
护工作的指导方针、工作原则、实施步骤作了规定。非遗保护
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保护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
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这些重要的
指导思想和原则，为我国非遗保护奠定了健康发展的基础。

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保护、传承非遗
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

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构成文化自信的基
础，而非遗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保护文
化遗产的传统，《诗经》将土风歌谣与正声雅乐及宗庙祭祀的
舞曲歌词汇集为一，汉代以后竟逐渐成为士子无不研读之

“经”。《诗经》在搜集、整理和保护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方面
的传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
是，中国历史上从执政者角度而言，大都是把典籍文献奉为
正统，而民间文化处在遭贬斥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把对
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提到重要位置，但真正把“日用而
不觉”的现代意义上的非遗整体性纳入保护、珍视的范畴，还
是近20年来的事情。这只有在一个国家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时才能做到。

坚定文化自信，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深入认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价值。无论是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纵向
发展，还是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的多样
性文化创造看，非遗作为人们生活、生产方式和思想、情感表

达方式，千百年来，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一起，共
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种非遗
形式蕴含的文化传统，更广泛地维系着大众的文化价值取向，
这并非儒、释、道文化所能涵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非
遗的价值及保护意义的认识仍然不够充分。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彻底摈弃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无形影
响，以文化自信坚守、传承、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注意
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这种吸收是借鉴、融汇，而不是被外
来文化所改造。我们还要不断深入认识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中华优秀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价值，要更加珍视之。尊重
传承人的传承主体地位，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创造精神，支持传
承人的创新发展，建立健全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保护体系仍需
继续努力。就非遗保护而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由传
承人在自我继承、融汇、吸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开花结果的，
任何外在的嫁接和干预都是拔苗助长。非遗作为文化创新、
创意、产业化开发资源的利用，是国家文化产业部门和相关领
域的重要工作，但不是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承人的工作职能。
我们知道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广西彩调《刘三姐》和桂林大
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也家喻户晓，《梁祝》的作者之
一作曲家何占豪说，这首曲子是农民伯伯原创的。为什么？
因为它的创作素材是民间文学《梁祝传说》和越剧音乐。舞台
剧彩调《刘三姐》的创作也是来源于民间文学《刘三姐传说》和
当时仍活跃于山乡的众多民间歌手的智慧的结晶。从这两者
可以看出，非遗保护就是在本真地采集、维护、传承民间传说
和越剧、歌谣的环节用心用力。经过时间积淀的东西自有它
的价值，如果在采集、记录的同时就对素材加以创作性的改
造，很难想象还会有后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诸多《刘三
姐》作品这般的精彩。非遗保护永远需要把本真的保护、抢
救、传承放在第一位。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
及思想、情感表达方式都在改变，非遗的总体演变也会在渐进
的变化中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这更需要我们的坚守和坚
持。非遗的文化之魂不能丢，非遗的传统手工技艺不能丢。
非遗保护、传承的坚持、坚守，决不是着眼于经济价值，而更首
先要从丰富人们的精神家园、体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方面显
示其重要性。这不仅需要作为传承主体的传承人的努力，也
更需要作为保护主体的社会相关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各级政
府部门的正确把握。今天非遗保护中令人忧虑的一个现象仍
然是“重开发、轻保护”的问题。如单一地把非遗看作是经济
资源，有经济效益的就予以保护，其他的则视而不见。然而，
立足于“赚钱”的开发，只能让人们看到伪民俗的表演，看到简
单划一的刻板产品，看到不得要领的广告语。由于认识片面，
常常是在加强保护和利用的名义下的一些做法，反而让非遗
遭到损害。丢掉灵魂的非遗保护是毫无意义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和”就是要追求诸
多不同因素在共同的环境中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不等于单一的“同”，“和”是不
同元素的结合。不同、差别，是“和”的前提。两千年前的齐国
大臣晏婴与齐侯对话时曾有一番议论，从用人、听取意见讲

“和”与“同”的问题，譬如做菜，油盐酱醋各种不同材料的调
合，才可能有美味佳肴；音乐声调有“短长急徐”“哀乐刚柔”，
才会相济相成。仅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则最终会因单调而
失去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礼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
丰富的多样性、差异性构成中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曾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
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
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
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中国非遗保护的成就为
国际社会所赞许，就是以维护自身文化的丰富性而为世界文
化的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中华民族自身独树一帜、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知，有坚定的自信，才
能坚守得从容，传承得持续，才能使之葆有深沉的力量。

泉州提线木偶戏

越
剧
演
绎
的
﹃
梁
祝
传
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