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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胡敏

6月9日是文化遗产日，今年的主题
为“文化遗产与文化繁荣”，并提出“保
护城市根脉 留住历史记忆”、“今天多
一点责任，明天少一点遗憾”的口号。全
省各地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文
化遗产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留住
历史记忆，传承中华文化，让明天少一
点遗憾。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国务
院已公布了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湖南省也已确定两批220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虽做
了大量工作，但随着时代发展，不少项目
仍然面临危机。记者从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了解到， 在我省99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酉水船工号子、长沙
弹词、江永女书等相当一部分濒临失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任重道远。

部分国家级非遗濒临消失

千百年来，行驶在酉水河上的船工
们在长期战险滩、 斗恶浪的过程中，创
造了一种粗犷雄浑、高亢激昂、呼喊夹
着歌唱的调子———酉水船工号子，它记
录了劳动人民与酉水拼搏抗争的历史。
由于社会的发展， 生存环境的改变，木
制帆船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酉水船工号
子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这一艺术
奇葩逐步萎缩。

酉水船工号子的遭遇并非孤例。起
源于农耕社会、靠口传心授流传至今的
文化遗产， 在原生态生存环境变换后，
传承面临断代的为数不少。在我省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和民间
音乐类中，还有长沙弹词、澧水船工号
子、新化山歌、花瑶呜哇山歌、土家族梯
玛歌、土家族哭嫁歌、辰河高腔、土家族
咚咚喹等濒临消失。

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邵阳蓝印
花布 、凤凰纸扎 、江永女书 、邵阳布袋
戏、苗画、湘西苗族挑花、土家族吊脚楼
营造技艺、苗医药癫痫症疗法及钻节风
疗法等，也不同程度遭遇困境。还有一

些民间传说，现在流传越来越少，实际
上也处于濒危状态。江永女书作为全世
界仅存的性别文字，有关部门对其抢救
保护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但由于女书
传承的特殊性， 女书文化的抢救保护、
开发利用工作面临诸多困难，至今还未
能扭转濒危的局势。

后继无人、人亡艺绝是这些项目普
遍的问题，如长沙弹词传承人彭延昆老
先生现已74岁，苗医药癫痫症疗法传承
人龙玉年已是80高龄。 传承人年事已
高，传承起来力不从心，而年轻人对传
统文化丧失兴趣，愿学之人甚少。

保护经费投入仍不足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
人认为，导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环境变
迁的因素，也有投入不足的问题。

资料显示，自2006年以来 ，我省9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只有59项
得到了中央补助资金，其中最高的是汨
罗端午节习俗项目170万元， 最少的是
土家族摆手舞项目15万元。

据介绍，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保护专项经费，只限于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省级传承人进行资助。全省地市级
财政除湘西外，其余13个市均未设立项目
保护专项经费，123个县（市、区）中设立非
遗保护专项经费的寥寥无几。 加上吸纳
民间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建立等原因，造
成了绝大部分国家级项目保护经费严重
不足，影响了保护工作的开展和实施。在
5月文化部非遗督查组来湘督查时，江永
女书、辰河高腔、苗医药癫痫症疗法等多
个项目单位都提出了经费匮乏的问题。

此外，缺乏有效的保护方式和科学
的保护规划，非遗保护传承机制尚需建
立和完善；一些非遗项目主要依靠家族
或师徒传承，传承途径少，致使后继者
寥寥；对不同类别项目的保护缺乏深入
的理论研究，保护方式简单、效率低下；
社会公众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主张任其自生自灭、或等经济高度
发达后再行保护的大有人在。

明天如何不留遗憾

行走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区，错
落有致的吊脚楼， 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随着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的传
承日渐式微，很难说这道风景还能保持
多久。

文化遗产是祖先殚精竭虑留下的
宝贵财富， 承载了民族的历史记忆，要
如何让明天不留遗憾？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建议，
出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加
强“非遗法”的可操作性，使濒危国家级
非遗项目得到法律保护； 将非遗保护专
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经费预算， 将本地
区和本地各级非遗项目的保护规划纳入
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从根本
上解决目前非遗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
机构设置、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等问题。

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表
示，要加强对传承人的业务及专业培训，
以提高其履行非遗保护职责的能力和传
承能力。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力度，对生
活有困难的传承人给予补贴， 保障传承
人不因经济原因而放弃从业和传艺，出
台具体措施鼓励、资助传承人授徒传艺。

苗族挑花艺术是湘西最具民族特色
的工艺美术品之一，可广泛应用于服饰、
床上用品、餐布、包装、汽车沙发靠垫等
多种产品中，发展前景巨大。由于项目所
在地泸溪县财力匮乏， 自2006年以来未
获国家、省级专项资金扶持，苗族挑花的
传承与开发工作一直停滞不前。 获得专
项保护资金，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徐美辉）6月6日上午，“中
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
奖” 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
颁奖仪式， 我省醴陵釉下五彩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陈扬龙、 土家织
锦技艺传承人刘代娥获得该奖。

设立 “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薪传奖”，是为表彰在非遗
传承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各级代
表性传承人， 进一步推动非遗保
护。这是该奖首次评选，全国共有
60位杰出传承人获奖， 以后将每
年评选一次。

我省获奖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陈扬龙， 曾担任
人民大会堂 “荷纹餐具 ”的设计 ，
参与了毛主席生活用瓷的制作 ，
为传承、发展、创新醴陵釉下五彩
瓷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土家织
锦技艺传承人刘代娥在45年的织
锦生涯中 ，师承祖传 ，博采广集 ，
推动了土家织锦在继承中创新 、
发展。 她创办龙山县苗儿滩镇捞
车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 去年
11月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湖南大剧院、湖南省歌舞剧
院歌剧团与意大利青年艺术家访
华团进行了艺术交流。

本次交流让湖南的观众和
艺术家们欣赏到来自 “歌剧之

乡” 艺术家们的高水准表演 。据
悉 ，今年11月 ，意大利青年艺术
家访华团还将与湖南省歌舞剧
院交响乐团携手，在湖南大剧院
上演一场高水平的“经典歌剧选
段”音乐会。

本报记者 朱智

听说陶澍陵园完全修复的消息 ，6
月6日，记者欣然前往。

从安化县城东坪驱车沿资江而下，
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清朝名臣、 湖湘文
化先贤陶澍的故里小淹镇陶澍村。

雨后的资江水清亮而湍急，形如玺
印的印心石方方正正稳坐江心，村民说
江水涨到印心石面时，石面的图案如雕
龙若隐若现。南岸石壁上的崖刻是清道
光皇帝题写的“印心书屋”。陶澍村就在
北岸。

陶澍为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
湖湘文化的精髓经世致用即源于此。陪
同记者走访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国
祥介绍，1840年虎门销烟改变了中国的
历史，从陶澍奏折和家书看，陶澍力主
禁烟。1839年，62岁的陶澍奉旨禁烟，路
上患病不起，当年辞世，死前力荐林则
徐继任禁烟。

陶澍旧室不存，遗址地表建筑现为
安化县三中，学校大门是御赐祭祀陶澍
父亲陶必铨的乡贤祠大门原物， 石门
框、石柱、石狮、大木门和门楣上方的石

匾色黛而斑驳。
院中两棵玉兰树高近30米，通径直

上，2人合抱。 村里传说这是200年前陶
澍亲手栽下的。两棵玉兰树苗是越南的
名贵树种，是当年交趾国国王贡奉大清
朝廷的礼品， 道光皇帝御赐宠臣陶澍。
陶澍将其带回安化亲手栽种在老家房
前以示荣耀， 并嘱咐家人好生看护，定
保成活。为保护好这两棵玉兰树，今年
县里安排资金修起了围栏，安排了专人
看护防止盗伐。

后院护坡的青砖长满青苔， 坡上不
远处有一个小门楼，长条麻石搭建而成，
顶部麻石琢成人字形屋， 门楣石雕二龙
戏珠。整个门楼虽高不过2米余，宽不足2
米，看上去格外精致。村民说官邸有3个
花园，这是一个花园的一处院门，后来成
了当地祭祀陶澍的贤良祠。 为防止破坏
遗迹，学校封堵了后门。

陶澍陵园在旧室沿资江上行不过
500米， 占地50亩， 当时由朝廷拨银兴
建、胡林翼和左宗棠亲自监造完成。

陵园由陶澍陵墓、御碑亭和享堂组
成。陵园入口处有门楼、牌楼。通往陵墓
的神道由麻石铺成， 神道两旁石人、石

狮、石马 、石羊兀立 ，两边的开阔地松
柏葱茏。 拾级而上， 中间主墓有碑为
“陶文毅公之墓”。 胡林翼的夫人陶静
娟为陶澍侧室贺元秀所生， 贺元秀为
御赐一品诰命夫人， 墓葬位于陶澍陵
右下方。

陵园的最右侧有两栋建筑， 前为
御碑亭， 亭内巍然矗立道光皇帝御赐
祭文碑等4块碑刻 ；后栋是享堂 ，有陶
澍的木质雕像一座。

陵园在文革期间损坏严重， 当地
百姓为保护陵园， 用泥巴将门楼上的
御书汉白玉匾等糊得严严实实， 把石
像埋在地里，以应付检查。

1996年，陶澍陵园被批准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安化县成立了陶澍陵园
恢复办公室。到2010年，陵园损坏部分
得以全部恢复 ，基本上整旧如旧 ，省 、
市、县财政投入加上个人捐赠，恢复整
修耗资200多万元。收集散失的陵园文
物时，当地百姓都不讲价钱，或无偿捐
献，或帮忙查找。年前，为防止盗墓，县
政府在陵园安装了监控设备。

陶澍陵园是我省保存修复最好的
古陵园之一， 县政府已将陵园列入安

化茶马古道旅游线的第一个景点。李国
祥介绍说，修复和开放陶澍陵园目的是
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目前这里不收门
票，以后也不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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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非遗传承人荣获“薪传奖”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李传
新） 我国当代首部反邪教题材长
篇纪实文学《“主神”的毁灭》日前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主神教”邪教组织系安徽省
霍邱县人刘家国于1993年在湘潭
创立，随后蔓延到全国22个省市，
信徒达数万人。1997年，公安部将
其列为全国五大邪教之首， 公安
部督办案件。1999年10月12日，刘

家国在湘潭处决，“主神教” 案成
功告破 。《“主神 ”的毁灭 》是由湘
潭市公安局警官培训中心教官欧
阳伟以“主神教”案为题材撰写的
长篇纪实文学。 欧阳伟曾经亲历
了 “主神教 ”案的侦破过程 。此书
记录了从“主神教”的创立、蔓延、
发展到灭亡的过程， 揭露了邪教
与宗教的本质区别， 具有强烈的
警示意义。

我国首部反邪教题材文学作品问世
《“主神”的毁灭》备受关注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李国
斌）用空气大炮吹灭蜡烛？往干冰
里倒入热水膨胀成大气球？ 卫生
纸随风在天上飞？ 在 《魔幻科学
秀》里，这些奇怪梦境都能实现。6
月10日， 韩国儿童剧 《魔幻科学
秀》将首次来长沙演出。

据了解， 精通科学实验的演
员将在该剧中讲解大规模的科学
实验 ，融合滑稽 、逗乐 、魔术 、哑

剧、抢答等各类型的表演因素，让
小朋友们在大舞台上体验大型科
学实验，让他们在学习中惊叹，在
嬉笑中思考， 激发他们对科学的
兴趣，开发想象力、创意力和表演
力。《魔幻科学秀》 的表演极富教
育性、科普性和娱乐性，不仅可以
让孩子们在笑声中长知识、 开眼
界， 而且家长也可与孩子们一同
参与到这场有趣、益智的表演秀。

《魔幻科学秀》6月10日长沙上演

“歌剧之乡”艺术家来长交流

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
确定代表性传承人、 颁布非遗保护法、 推动文化遗产进校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 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资金投入不断增加， 然而在有些项目上收效甚微———

探访陶澍村

湘西土
家族打溜子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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