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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方式开启中国的用今天的方式开启中国的NN次方次方““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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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以下简称《故事
卷》）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艺工作者应及
时总结已有的采录经验，跟进近年来的故事学研究动
态，适应新时代民间故事传承状况的变化，编纂出学术
价值高、凸显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成果。

熟悉编纂体例 精选故事文本

《故事卷》的文本主要从已经出版的民间故事资料
本和新采录的民间故事筛选而成。其中，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参与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省卷
本和《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重要资料来源。就《中国民
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文本数量来看，多达184万篇
（包含神话和传说），发动上百万人参与，因受当时采录
技术和专业知识所限，存在一些要素不全、学术价值不
高的文本。所以我们从中挑选故事文本时，首先按照
《故事卷》编纂体例要求的“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
表性”原则，挑选注明了讲述者、采录者、采录时间、地
点等要素的文本，舍弃那些文本要素不全、讲述者和采
录者为同一人、讲述者已故、讲述者为多人的文本（但
可以进入大系出版工程数据库）。其次，尽可能选择故
事家讲述的文本。三套集成时期，民间文艺工作者挖掘
出刘德培、谭振山、孙家香等9900多个故事家，成为中
国民间文艺学史的光辉篇章。大多数县卷本中都有当
地出色讲述人的介绍，如湖南县卷本有肖卯秀、孙明斗
等数百人的介绍。故事讲述家的语言和讲述方式有着
独特的魅力，如故事家金德顺的《猫和狗为啥见面就吵
架》开头讲“那还是在老虎叼烟袋，小鸟会说话的古时
候”，很快就将听众带入奇妙的幻想世界。第三，选择口
语化和方言气息浓郁的作品，排除掉那些带有文学创
作、加工取向和综合整理的文本。民间故事的讲述是具
有乡土气息的口头讲述。《故事卷》编纂体例明确要求

“用地道的方言记录民间故事，可以尽可能保持民间故
事的原汁原味，最大限度地体现民间文学的科学性质、
地方特色”。我们在细读故事文本过程中总会被那些口
语化的方言文本所吸引，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
卷·石门县资料本》中出现“哒”“么得”“嘞”“啰”等语气
词散发出鲜明的乡土气息……这些语言让人读后倍感
亲切、过目不忘，具有民俗学、方言学等多重价值。

运用当代故事学理念立体再现讲述情境

《故事卷》不仅需要精选已有的故事文本，补充相
关资料，还要尽可能打捞民间口头传承的故事。

《故事卷》的编纂体例吸纳本土和西方表演理论、
民族志诗学精髓，提出关注故事讲述的“交流和表演特
性”。这要求我们多用方言记录故事文本、注意讲述者
的语调、表情、讲述者与听众的互动、听众的反映、讲述
者的传承路径及看法，运用录音笔、摄像机等现代媒介
进行采录，尽可能立体再现民间故事讲述情境。笔者在
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湖南卷》过程中要求新
采录的民间故事须有方言稿和普通话稿，如谢泽琳采
录的《黄狗救阿香》：“话说有一年，大概是刚刚开春的
时候，在阿香家的杂堂里的一角，泥巴松动，从土里拱

出一个土堆，然后又长出两个拎尖的东西（讲述人两手做出尖状，‘拎’声
强调,听众非常安静）。”括号中记录的讲述者的动作、语气以及观众的反
应起到了立体再现讲述情境的效果。另外，我们在故事讲述完成后还请讲
述人和听众谈谈对故事本身的看法。狼外婆故事在湖南常称为红毛野人
或野人家家（外婆）故事，从故事文本来看，意在告诫孩子不要轻易给陌生
人开门。讲述人则说此故事常常用来对付小孩睡前的吵闹，听众也说对故
事中红毛野人把吃剩的手指丢给姐姐的情节感到后怕，吓得不敢做声。这
样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故事文本和讲述活动传递的信息是有差异的。

深入挖掘故事文本背后的故事

《故事卷》的编纂要求记录的不仅是故事文本，还要求补充故事文本
的上下文信息，所以注释、附记和附录等工作也非常重要。故事文本需要
体现方言和地域文化特色，所以许多内容需要补充注释。注释多是不易懂
的方言俗语、地方风物等。

对于拟收入《故事卷》的县卷本中的文本，不少需要补充附记。附记我
们可以通过采访故事讲述人、采录者、县卷本主编等了解故事文本生产的
相关信息。如《大中有大》的故事讲述人现已去世，采录者曹燕婉告诉笔者
讲述人是渔民，采录时讲述人就在屋场中边讲故事边织网，神态很平和。
在讲述人和采录者均无法联系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通过搜寻原始稿来
写附记。我们采访《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石门县资料本》主编贾国辉
时，获悉县卷本的编纂经历了4次普查，然后从180多万字的原始稿中通
过三次筛选最后选用了200多个文本。令人惊喜的是三次筛选的稿子均
有保留。我们将原始稿、修改稿和审定稿进行比较，通过注释详细说明修
改情况，并在附记中加以总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套集成时期的原始
稿和录音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学术史资料，是回应国外有些学者质疑三套
集成科学性的有力证据。笔者希望借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东风，
各地广泛收集民间故事集成时期的手稿和录音资料，汇集到大系出版工
程数据库中，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学术资料。

附录呈现故事文本的空间分布、地域特色及知识生产过程，也是重要
的学术资料。《故事卷》应有讲述人的生活史、采录者小传、故事家调查报
告、县卷本和省卷本参与者的口述史、方言对照表、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
一览表、近年出版的故事资料目录、《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故事类
型索引及故事类型分布图。我们应通过访谈集成时期的讲述者和采录者，
挖掘出一些生动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口述史资料，展示故事文本背后的故
事，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宁夏卷》中采录者的自传和口述史资料、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湖南卷》的县卷本主编访谈录、《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故事·辽宁卷》的故事家调查报告等。

《故事卷》的编纂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民间文艺家协会及故事学
人齐心协力完成。我们可以借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期的组织动员
机制，对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及具有民间文学专业知识的大学
生进行专门培训，发动他们开展民间故事采录工作。这一方面能广泛搜集
散落各地的民间故事文本，另一方面也能培育民间文艺研究事业的新生
力量，有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有自身的生命力。它用叙
事包装着一个脆弱而坚强、敏感而多思的充满了幻想的
人类精神世界。每一个故事都有动情点，借助于故事中角
色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传达着特定的伦理观念、精神内
核。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会淡出人们的生活吗？故
事的生命力会变得枯竭吗？瓦尔特·本雅明说：“故事的价
值是耗不尽的。它保留集中起自己的力量，即便在漫长的
时间之后还能够释放出来……就好比金字塔中的种子，
陈放在塔中密不透风的墓室里，在千百年之后的今天依
旧能够发芽生长。”

讲述故事是人类的本能，在讲述过程中，人们建立起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每个时代都有不同
的故事，故事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它从未离开人们的
生活世界。在当下的网络时代，故事在网络空间中进入不
同的个性化的社区中，人们在这里依然可以倾听、阅读各
种新时代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具有各种传统故事元素的
动漫、游戏以及网络文学。

如果说农耕时代故事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
么进入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文化日益丰富，中国传
统民间故事似乎在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我们应该
深刻意识到，民间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提
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中国名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民间故事的价值认
知还存在一定偏差，认为民间故事登不上大雅之堂，与此
同时，在中国的儿童读物市场上，各类外国绘本和民间故
事受到热捧，而中国本土故事却受到冷落。因此，民间故
事在中国的认知度受到了一定限制，必须要解决传播的
问题。在当下，民间故事的传播和讲述方式不能因循守

旧，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用今天的方式来打开故事
世界的大门。

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
成”工程，从民间打捞出数亿字的民间文学作品；2018
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再一次对中国民
间文学作品进行集中整理和出版。这些丰富的资源彰显
了我国作为一个故事大国的丰厚家底。怎样将这些家底，
将这些“一千零一夜”也讲述不完的故事展示出来，让更
多人了解，甚至走出国门，讲给世界，让中国的孩子不仅
知道灰姑娘、青蛙王子，也知道叶限女、蛤蟆儿子的故事，
不仅喜欢《格林童话》，也喜欢中国童话？

打开民间故事宝藏首先要甄选一些故事精品，选择
具有时代价值和文化意蕴的民间故事作品，用符合现代
人审美趣味的出版方式，如版式、精品集萃和绘图本的设
计、以及动漫、配套故事衍生品和文创产品的研发等等，
进行全方位的市场化运作。与此同时，要防止粗制滥造、
粗暴式资源开发。故事的传播应该是启迪心灵的美育过
程，应该坚持精品与唯美的品质，打造具有中国风情的

“一千零一夜”。
其次，故事的受众群体还应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通

过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故事书屋、故事角、故事会等方
式推广和传播中国故事，当然，可以通过一些比赛活动，

扩大参与性。
此外，年轻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年轻人最具

有创造性，调动他们的创意融入故事的传播之中，用青春
的方式打开中国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对接新时代，在大学
中开展民间故事的创意文化实践活动，以民俗文化和民
间文学为切入点，立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以创新课
堂教学、创新社团文化为主要渠道，研究民俗文化在学校
教育中的创新与接受。以民间故事为载体，进行多种媒介
形态的创意改编，力求使古老的中国故事获得新的生长
力量。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和微信平台等媒介，形成弘扬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性。同时
也为新文科教育提供探索性实践，融合不同人文学科优
势，充实未来新文科的实践平台与创新高地。

在已经开展的大学生故事会活动中进行了这样的尝
试，设立了故事舞台剧、故事表演、故事音频、故事短片、
故事音画、故事创作等6个单元，通过舞台剧、故事讲述、
声音媒介、影像视频、绘画以及创作等多种方式，拓宽故
事的传播空间，丰富故事的媒介呈现方式，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这些新的故事样态，展示了中国的“一千零一夜”
在当代以及未来的强大生命活力。而大学生的参与，将带
动年轻一代重新从中国故事中汲取精神营养，获得创意
源泉。

如果把故事视为一个有机体，那么，这些新的形态变
化也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生长过程，新时代的“一千零
一夜”不再是口耳相传，而是在多媒介的环境中媒介化与
再媒介化。这种媒介化的过程是传播方式的突破与拓展。

大地上的故事在生长，依然有无数耳朵在倾听。但在
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用今天的方式来述说。

民间文学，一般认为是指口头传承的
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小戏、说唱、谚
语、笑话、谜语、歇后语等文艺。“口头传承”
四字，表明了大家对民间文学本质性特征
的认识，也揭示了民间文学与语言媒介传
播之间的密切关系。民间文学虽然是指依
赖语言媒介传承的文艺形式，但在人类历
史上民间文学的传播手段、方式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人们也会随着媒介的变化而采
取新的形式进行传播。我们知道人类社会
的传播媒介经历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
刷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介等演变，而人类
也都充分利用这些媒介传播民间文学。目
前正在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在新
媒体时代进行的，其编纂工作除主要借用
传统的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外，也利用了新
媒体，如在进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纸质
版工作的同时，也在推动“数据库”的建设，
利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对其进行保护、传
播；又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卷》要求
在工作中采录部分原生态的戏曲表演视
频，由出版社将其制成二维码放在书里，读
者只要用手机扫码即可观看这些文件。这
是运用新媒体保护、传播民间文学的有益
尝试。

民间文学存活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
活里，因此，民间文学与各类传播活动中的
受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受众是传播中的
主要元素也是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重要基
础。当然，我们在看到其“大好”前景的同
时，也要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新媒体时
代，受众有年轻化的趋势，而由于时代原因
的影响，21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的传播主
体（特指传承人）、受众都有较为明显的老
龄化趋势，如汨罗市花鼓戏剧团“夹城村新
时代演艺团”演职员平均年龄为51.2岁
（2019年调研），而泸溪县峒头寨辰河高腔
剧团的演职员平均年龄更是高达 62岁
（2017年调研）。而在广大乡村地区，随着
普通话的推广、现代教育体制的施行、城镇
化政策的推行，能较熟悉地传承、传播家乡
的谚语、俗语、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民间
文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鉴于这种情形，我们认为在新媒体时
代，民间文学诸艺术形式的传播，在传播方
式上应有所创新，有所改变，要广泛利用新
媒介、新技术进行传播。

（一）短视频传播：短视频传播融声音、
图片、文字、视频及炫酷特效等于一体，赢
得了大批青年观众。据2019年抖音公布
的数据来看，抖音日活跃用户超过4亿，在
2019年，抖音利用平台优势，已成中国最
大的知识、艺术和“非遗”传播平台。

在移动终端广泛普及的时代，碎片化
已成为今日大多数用户的主要阅读、观看
习惯，民间文学的传播也应顺应时代。如
建立综合性或区域性（如湖南民间文学）
或专项的（如曲艺、小戏、史诗等）抖音号，
进行实地跟拍、采访传承人、挖掘历史背
景、分集分片段制作短视频，为用户提供
系统、完整的民间文学观赏文本。也可拍
摄制作一些微电影、纪录片等，可以将经
典的民间传说、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制
成动画或者动漫作品，以展示民间文学的
价值与魅力。

（二）搭建“两微一端”民间文学的专属
平台：无社交不媒体是新媒体语境下的传
播新方式，在社交平台中嵌入媒体平台是
扩大传播效果的有效形式。民间文学的传
播者也应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形式，将民间
文学按照流传区域或者艺术形式，创建相
应的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客户端等。在

“两微一端”平台传播民间文学，要注重形
式的创新。如结合当下的文化热点、网络
传播特点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微调”，以
使其与大众审美相适应。

新媒体时代，用户不再是单纯的信息
接受者，绝大部分的用户都承担了传播者
的角色，形成传播——接收——再传播的
形态。搭建专门的民间文学“两微一端”平
台，除加强自身平台的建设外，也可以将民
间文学的栏目嵌入一些已有较大影响力、
粉丝群活跃的“两微一端”平台中，这样省
时省事又省力，可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
果。以“学习强国”APP为例，在栏目设置
中有“文化”这一栏，其中有“非遗·民俗文
化展示”板块，用户可以随意点击翻看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4月，学习强国APP累计1.67亿
次，体现其庞大的“粉丝”数量，如能借助这
样的平台来传播民间文学，其良好的传播
效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对优秀民间文学
作品进行合理的再创编，上传至该平台，一
来可以丰富“学习强国”APP的内容，二来
更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文化自信。

（三）利用网络电子书、网络广播等进
行传播：近年来，网络电子书、掌上阅读兴
起，民间文学中的民间传说、神话、民间故
事、史诗、说唱等都可以编纂成电子书，提
供听书服务，提升用户在视听方面的体验。

（四）其他形式的传播：在利用新媒体
技术进行创新性传播民间文学的同时，也
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媒介进行传播，比如编
写适合儿童、青少年、老年等不同年龄阶段
的民间文学纸质读本，地方民间文学通俗
读物，制作内容丰富、观赏性强的影视作品
等，这些均可有效地传播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传播要抓住两点，一是内涵
的传播，也就是民间文学所蕴涵的文化、艺
术、社会、历史、信仰、科学等方面的价值传
播，二是形式的传播，如小戏的音乐、剧本、
唱念做打等表演特征，脚色行当等戏曲特
征的传播。

民间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往往限制了
其对传承者的身份要求。为更好传承民
间文学，各地各级政府，应认真贯彻施行
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之“乡村文化繁荣兴盛重大工程”，积
极推行“戏曲进乡村”“‘非遗’进校园”

“‘非遗’进社区”等活动，并不断加强对传
承人的培养。惟有这样，各地区各民族传
承的民间文学才会得到可持续发展和科
学保护。

在主要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前现
代社会，民间故事是民众生产生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知识传承、宣泄
情感、娱乐生活的重要方式。第一次工
业革命后，人类征服自然的步伐不断加
快。过去，民间故事的传承主要是口耳
相传，注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互

动。现代社会则以工具技术和专家理性作为
重要特征，由于新的媒介方式不断出现，农耕

社会形成的民间故事正遭遇着冲击，传统的讲述语
境也发生着变化，致使传统的展演空间日益萎缩。在此

情况下，民间故事的现代传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混合的特
质。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在把中华优
秀的民间故事收录在卷的同时，也力求呈现转型社会中民间故
事的立体表演。

传播范围的扩大化

传统社会，由于受交通工具及诸多因素的限制，人们能涉
足的地域一般不会太远，所以，民间故事的传承主要在家庭以
及民众生产生活的传统社区内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日益便捷，以往纯粹、
封闭的社区环境被打破，个体所携带的民间故事得以远播，从
本家族、本地域扩大到城乡结合部乃至多个城市当中，由此，民
间故事的传播范围得到扩展。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交际范围
的扩大，民间故事的传播也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不断扩展到
业缘关系之中，人们不仅在家庭内部讲述故事，也在学校、社
会、不同群体之间进行讲述。

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导引下，会导致人
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全面丰富的关系被商品交换关系、利
益关系所取代，由此引发的信任、风险等问题日益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带
给人们诸多的焦虑与不安。前现代社会的信任环境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
性社区，是熟人社会。所以，传统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纽带。而在现
代社会，人际交流的抽象体系与传统社会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不同，由此导致的人
际关系的隔膜与冷漠，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境下，民间故事作
为地域性条件下的人际沟通方式便彰显出重要价值，一段故事、一则笑话便拉近
了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往往在欢笑畅谈中，打破了彼此的戒心，消除了彼
此的警惕，从而增进了彼此的信任感，进一步密切了人际关系。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在讲述场域中，民间故事在讲述者与听众的交流互动中进行传承。作为
民间故事的“积极携带者”即民间故事传承人，在传统的展演空间发挥着重要
作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日益现代化，传统的讲述环境已然发生变化，故
事传承人的地位也有所下降，例如民间故事传承人谭振山曾说“电视夺走了我
的快乐”。

21世纪初，中国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为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
间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传统社会，民间故事的传承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无意
识的产物，它的知识传授和道德教化已融入个体习俗化的过程中，民众自然而
然、习焉不察。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民间
故事进行有意识地传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倡、学者的呼吁、文化持有者
的参与、地方政府的行动下，社会各界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而在积极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应当警惕过度文化开发和民俗旅游带来的弊端。

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在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的作用下，民间故事的传承与现代传播媒介工具相
结合，在传播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现代传媒对民间故事的影响是
积极的，它为民间故事传播提供革命性技术手段的同时，也推动了民间故事的发
展、融合和演化。随着图书、报纸、杂志、磁带、光碟、电视、网络等印刷和电子传
播方式的出现，这些现代交流工具不仅加快了民间故事的传播速度，也使其享用
群体从地域民众扩展到了跨区域大众之中。可见，民间故事的现代传播突破了
空间的地域限制，实现了其多样化传播、远距离传播。

另一方面，现代传媒对民间故事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媒介霸权加速了弱势
民俗的消亡。在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直接用语言传播、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
流，而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则以非语言的间接手段进行传播。作为口头创作的
民间故事，其艺术魅力只有在现场演述中才能真正展现出来，其口头性才是第一
性的。因此，在民间故事的现代传播中，大众传媒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手段。

总之，民间故事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尽管现代社会拓展了民间故事的传
播范围，丰富了民间故事的传播主体，扩展了民间故事的传播手段，但是并没
有改变民间故事以口头传承为主要方式的本质特征。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
载体，民间故事承载着地方叙事传统，在演述者和听众的交流互动中传递着声
音、交流着情感，并以其隐喻性的表达传承着地方的价值谱系，使其成为更有
温度的文化。

在此基础上，社会各界协力合作，以活态的、立体的方式将中华优秀的民间
故事进行传承、发展与弘扬，所体现出来的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论
民
间
故
事
的
现
代
传
播

论
民
间
故
事
的
现
代
传
播

□□
谢
红
萍

新媒体语境下新媒体语境下
民间文学的传播策略民间文学的传播策略

□□李跃忠 苏 蓉

文 艺 报
中国民协

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