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2期 黄山学院学报Vbl．12，N0．2

2010年4月 J0umaI of Huangshan UnjVe传jty Apr．2010

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价值

——兼评《徽州记忆》

赵懿梅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在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的基础上，探甘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对徽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徽州记忆>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2一0001—04

2009年，随着黄山市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

查工作即将划上一个句点．徽州人开始全面了解自

己的另一半——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

黄山市作为徽州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拥有

深厚的徽州文化底蕴。与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

有着不解之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黄山市

不落入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为重要的

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响应文化部的号召．从2007年

开始黄山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分类、立

项和申报。费时两年．黄山市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查工作即将告一段落。

目前，黄山市申报成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15项，居于安徽省首位，它们分别是：歙砚制作

技艺、徽墨制作技艺、万安罗盘制作技艺、徽剧、目

连戏、徽州三雕、徽州民歌、齐云山道教音乐、徽派

传统民居建筑营造技术、徽州髹漆制作技艺、徽派

盆景技艺、绿茶制作技艺(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

门红茶制作技艺、程大位珠算法、祁门傩舞。有省级

非遗40项。市级9l项，县级184项。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1人．省级传承入34人。在黄

山市14大类130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民间

文学943项，占72．26％；民间美术23项，占1．76％；

民间音乐16项，占1．23％；民间舞蹈30项，占

2．3％；戏曲5项，占0．38％；民间杂技10项，占

O．77％、民间手工技艺53项，占4．06％；生产商贸习

俗20项，占1．53％；消费习俗30项，占2．3％；人生

礼俗37项，占2．84％；岁时节令50项，占3．83％；民

间信仰72项，占5．52％；民间知识11项。占0．84％；

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5项。占O．38％。区域分布相

对均衡，以古徽帅『府所在地歙县数量最多，且最具

代表性。目前黄山市针对非遗项目的具体情况，采

取了抢救性、扶持性、生产性、整合性等不同形式的

保护方式。但在宣传、经费、开发上还有待进一步的

努力。2008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成立对徽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

黄山市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是抢

救行动的基础．这项工作的完成有利于尽快将工作

重点转入到下一阶段保护、传承的常规性工作，并

进一步完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对徽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传承、开发和合

理利用。

通过现阶段的非遗保护工作，可以建立起徽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局观，完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体系。树立整体保护观念，加强对徽州文

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建设。在非遗保护工作的机

构、经费、队伍建设上做到心里有数，将有利于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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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加强投入，确保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同

时相关非遗保护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也有

了客观事实的根据。对于各项非遗项目的摸底性田

野调查。有利于分清轻重缓急，有针对性的制定和

实施具体保护措施，比如徽州三雕既要注意保护、

传承，又要进行产业化开发，并且在产业化进程和

形式上也可以进一步探索。

黄山市非遗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徽州

记忆)为历史、哲学、民俗、语言、社会、宗教、文学、

艺术、医学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书中有

对各项目的历史渊源、表现形态、传承区域、传承现

状等内容的介绍。为后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

．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在非遗普查工作中，走乡串户的地毯式、拉网

式地访问调查。对广大基层群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

教育作用，提高了非遗保护的意识。同时，充分利用

现阶段非遗保护工作的成果。通过新闻出版、广播

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义、目标和任务．也将凝聚社会共

识、振奋民族精神。

二、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从此次普查情况来看，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资源、文化资

源、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科学资源。是徽州鲜活的

历史文化记忆。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其他非物

质文化遗产一样．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历史价值。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徽州独特

的自然历史条件下。经过岁月的锤炼，历经沧桑，保

存、流传下来的。它深深植根于徽州文化的沃土，同

时也折射了不同历史时期徽州社会的生产水平、组

织结构、生活风貌、道德习俗、思想禁忌等。比如很

多徽州民间文学就承载了丰富的徽州历史，记录着

历史的变迁。<抓壮丁歌>就真实记录了民国年间的

社会现实和政府抽壮丁的状况．而这也是中国历史

的一个侧面。徽州的许多婚丧礼俗则反映了徽州的

移民社会和宗法制度．而徽州的宗法制度也是中国

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典型。可以说将徽州无形和有

形的文化遗产联系起来，对于还原徽州历史甚而中

国历史都有极高的价值。

文化价值。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徽州历史文

化的积淀。反映了徽州社会的文化和传统。徽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却又保留了山

越文化的遗迹，还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徽州三

雕反映的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取向。徽州礼俗完

全遵守朱熹家礼施行。徽州的水口文化更有力地表

现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齐云山道场

音乐是道教文化的分支。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容

并蓄，反映了徽州人的生活、生存方式，保留着他们

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体现了徽

州文化的发展轨迹。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科学价值。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本身内涵

许多科技因子，还为多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和资料．是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

学、人种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生物学、医学等

学科开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文房四宝中制墨技艺和

制砚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既是对中华古老的书写传

统的保存和延续．也具有科技史、工艺史的研究价

值。徽州三雕、徽派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技术在现

代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于建筑学有

研究和借鉴的意义。新安医学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当代中医振兴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徽州

民间文学、人生礼俗、民间信仰、徽州方言等也为历

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文

学等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文献和史料。各界学者从自

己的需要出发，对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也有利于其自身的保护、传承、开发。

审美价值。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美

‘．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等项目或者是纯粹的

艺术门类，或者包含审美的因素，是徽州人智慧的

结晶。反映了徽州人、徽州文化的审美取向和情趣。

徽州民居中精致繁复、美妙绝伦的徽州三雕令无数

游者赞叹不已；新安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流

派，其画风、意境至今还有继承者；目连戏、徽剧体

现了徽州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审美取向。这些都有极

高的审美价值、欣赏价值，深深打动人心，触动情

感，使观者如痴如醉，流连忘返。另外，丰富多样的

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原型和素材。

社会价值。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了丰富

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能够熏陶人的情操、提高人

的素质、培养人的能力，具有社会教育意义，在促进

入与自然、人与人、入与社会的和谐上有其独到的

价值和意义。打锣封山等习俗严禁私伐树木、开山

凿石，事实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徽

州古村落的选址、布局构建和徽派民居的营建反映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机思想。唐模水口、宏村

水系。徽州民居中随处可见的四水归堂都非常讲究

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徽州民

间歌谣、民间故事、戏曲、民间信仰歌颂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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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挞假、丑、恶。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目连救母本

身就是为宣扬忠孝节义而作。有的地区近年仍有自

发组织打目连的传统。徽剧的许多剧目《四郎探

母>、《铡美案》等宣扬的就是公忠、正义、孝慈等中

华传统道德。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善加利用，有利于弘扬公忠、正义、中和、孝慈、

诚信、宽恕等中华传统道德。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

道德体系，促进入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经济价值。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有极高

的经济价值。徽州非遗的保护应当是一种整体保

护，不是说立项了、保护了、展示了，就到此为止了，

这种停滞的方针对于那些濒危的传统技艺是一种

极大的伤害。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

开发不仅要对即将销声匿迹的项目进行完善地记

录、保护，更应当兼及传承人和基层群众的经济利

益。制定合理的开发方针和措施，防止在开发过程

中将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而丢失最精华的传统，将

非遗泛化或过于商业化。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和开发应当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保护、传

承能够为完善地开发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人才，开发

又能够为保护和传承提供充足的经费和机会。具体

来说．徽州制墨、制砚、罗盘制作是一种技艺，其制

作过程的展示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很多徽

州非遗项目如傩舞、徽剧等也都具有旅游观光的价

值。而将徽州三雕、制茶技艺、火腿腌制、竹编等具

有实用性的工艺技术产业化、规模化，既实现了传

承又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成为礼品、商

品进入流通市场，既获得经济效益也提高了当地的

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企业、群众受惠。更会积

极投身于非遗的保护、传承中。目连戏、徽剧等音

乐、舞蹈、戏曲、杂技艺术还可以发展特色演出业。

传统戏剧大多存在着缺乏演出市场、演出人员后继

乏人的状况。对于此类项目除了政府的硬性投入保

护之外．开拓演出市场更是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

在。可以依托黄山市蓬勃的旅游业，将特色演出纳

人旅游线路中，为传统艺术剧目提供更丰富的舞

台。将面具之类的表演道具或者表演内容纳人旅游

产品、礼品的行列中．这些表演项目的副产品能够

起到扩大宣传、增加经济效益的作用。随着观赏者、

爱好者的日益增多，表演项目的收益会进一步增

加。以此壮大演出队伍、增加经费投入。并提供更广

大的舞台。在挖掘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

时。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和方法，都要有一个原则和

监督，即要把握好度的问题，防止盲目过度开发，避

免因开发而丧失了传统。

三、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大观叫徽州记忆>
以上所述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收录在了

《徽州记忆》中。作为黄山市非遗保护工作阶段性成

果的完整展现，由黄山市文化局编撰的《徽州记忆>

于2009年7月付梓出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该

书按地域分为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祁

门、黟县·休宁、歙县(上)、歙县(下)五卷，汇编了涉

及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等14大类共计

1305个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表．是对黄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全记录。《徽州记忆>具

有如下特色：

第一．全面系统记录了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纵向上囊括了15项国家级“非遗”名录、40项省级

名录、91项市级名录、184项县级名录；横向上按行

政区划汇编了民间文学943项、民间美术23项、民

间音乐16项、民间舞蹈30项、戏曲5项、民间杂技

10项、民间手工技艺53项、生产商贸习俗20项、消

费习俗30项、人生礼俗37项、岁时节令50项、民

间信仰72项、民间知识1l项、游艺、传统体育与竞

技5项，涉及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是

一部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大观．为读者提供了丰

富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第二，真实还原第一手资料。《徽州记忆>立足

田野调查，客观介绍了1305个项目的历史渊源、表

现形态、传承区域、传承现状等内容。每一项目调查

真实记录了项目名称、传承人(传承单位，传习基地，

讲述者)、记录载体、调查入等基本信息，还根据项

目性质的不同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民间文学类就记

录了神话、传说、故事等的内容、来源等信息；民间

手工技艺则有历史沿革、工艺流程、相关材料工具

及制品、传承状况等信息；民间音乐则有历史沿革、

表演形式、代表曲目、相关活动、相关资料等。像歙

县壁画、砖雕、徽派版画、新安画派都附有作品和制

作图片，歙县民歌、目连戏附有歌词、曲谱、唱腔、图

片。在收集、整理中。尽力做到去伪存真、有案可查、

有迹可寻。

第三，编辑体例清晰明白。《徽州记忆>坚持用

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不忘将徽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放到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观察分析。开

篇以黄山市作为先导，使读者对徽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状况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包括了黄山市行政概

况、行政地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查报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单、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资料汇总表。其余各卷均在其统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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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体例分区域编排。在叙述内容中。使用充分而

真实的数据展示成果．在此基础上分析黄山市及各

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分布、特点、保护现状，

从而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这使得整部书立足

于夯实的基础．显得厚重而扎实。并创新地使用表

格的形式展示项目清单、相关资料、详细信息，又便

于查阅。

第四，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徽州记忆>在章节

之间、每一项调查表之后附上丰富的徽州文化、民

俗等图片．为这部侧重于资料汇编的丛书增添了新

的形式。增强了阅读者的感性认识及趣味性，加强

了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

的。

第五，装帧典雅，意蕴深长。《徽州记忆>五卷统

一采用16开本装订。在主编的精心指导和设计下。

每本封面统一选用暗红色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标识，配以寓意“和谐”的荷花螃蟹彩色水墨图，图

上方是与标识相同的暗红色“徽州记忆”四字，衬以

浅绿色古代庭院花纹的封面装饰风格。充满了古朴

而典雅的文化气息，意蕴深长。捧读在手，仿若清新

淡雅的书香扑面而来。配上与封面一致的封套及纸

袋。外观就是一件典雅大方且具有文化气息的馈赠

收藏佳品。

<徽州记亿>提供了如此全面而丰富的徽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好者和

一般读者来说是了解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

渠道，对于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普及可谓用

功颇多。其资料之详尽、信息之真实，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好工具书。学者们可以从中

获得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内容、现状等基

本信息以及所需的相关数据，按图索骥，与传承人、

相关者进行联系．进而开拓项目的学术价值、现实

意义，更利于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

发、利用。《徽州记忆>因其丰富的内容、典雅的装

帧，对于馆藏和个人来说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徽州记忆)也具有一些局限性。如果能够联合

绩溪与婺源，将此两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囊

括进来必将更加完善。另外，部分插图不能与非遗

项目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某些项目的口述记录部分

应当注意减少加工修饰、保持原生态记录。随着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深入地开展。这些不足必

将得到逐步完善。瑕不掩瑜，《徽州记忆>忠实记录

了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也意味着下一步保护、传承、研究、开发工作的开

端。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者、爱好者将会通

过《徽州记忆>描绘出日益丰富多彩的徽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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