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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见解（二） 

关于文化传承与终生学习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与实例 

 

张 妙弟，张 帆 

 

本论文是在日中韩三个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科研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研究由

日本京都大学渡边洋子女士牵头，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支持，它的题目是“【传承·技艺】

文化中关于传承与终生学习的现代课题的日中韩比较研究”。显然，这里最基本的关键词是传

承文化、技艺文化、文化传承和终身学习。一方面，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这三个国家的

文化具有很多相同或相近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它的演

变，也由于文化是有民族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的，这三个国家的文化之间又必然存在很多的

差异。表现在该项研究上，三个国家的学界对上述最基本的关键词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于

是，在交流和比较研究三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之前，对研究会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梳理是

完全必要的。本文会结合中国的实例介绍笔者的见解。 

 

一、几个实例 

1、淮阳伏羲崇拜1)
 

淮阳是河南省周口地区的一个县城，现在知道它的人不算多。而在历史上，是一个了不

起的地方，用中国著名文化学者舒乙先生的话说，淮阳在中国历史上，是“爷爷的爷爷”。这

是因为淮阳有伏羲墓，即太昊陵。根据传说，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那个阶段有“三皇五帝”，

而伏羲就是“三皇五帝”中的头一名，距今大概有 6500 年。伏羲埋在淮阳，从汉朝起，就开

始有了在淮阳祭祀伏羲的记载，已有两千多年。 

现在要说的是，时至今日，老百姓对老祖宗伏羲的崇拜，可用“狂热”来描述。这里农

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是祭祀伏羲的日子，每次来的人会挤满整个诺大的广场。每次祭祀，

烧下来的香灰要装几卡车。有人估算，这样一天参加活动的人数有两万多人。在农历二月二

至三月三这一个月里，则每天多达四万人。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人们来自河南、安徽、山东、河北、湖

北等省的农村。他们把伏羲当成神，来这里求平安，求子孙，求福，虔诚地排着大队，等候

在伏羲墓前叩头烧香，许愿还愿。 

舒乙先生在分析淮阳伏羲崇拜时感慨道：这就叫代代相传吧，这就叫历史吧，这就叫传

统吧。看似一股无形的力量，却看得见，摸得着，非常有分量，有巨大的内聚力，有非凡的

震撼性，了不得。 

伏羲陵园在“文革”中破坏严重，东院西院全部被毁，只剩中路。目前整体都在快速恢

复之中，陵前的那个大广场已经建成。 

伏羲崇拜的长盛不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自身的繁衍法则。在太昊陵一座大殿东

北角的石基上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圆孔，是女阴的象征。据说，妇女摸它可以生小孩。逢祭

日，这儿是最拥挤的。太昊陵前，还有卖泥泥狗的，是淮阳的特产，用胶泥捏成小狗，古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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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大部分有性的暗示。可以看出，在中国广大农村老百姓头脑中，生孩子依然是头等大

事。这就是远古的性崇拜在今天表现出来的遗传基因。 

 

2、蔚县上苏庄村“拜灯山”2)
 

蔚县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地处太行山的北端，河北、山西交界处，古称蔚州，历史源

远流长，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上苏庄村的拜灯山是民俗社火活动的一个种类，自明朝嘉

靖年间产生起，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现在是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拜灯山的基本内容包括点灯山、拜灯山、耍社火、唱大戏四个部分，每年的农历正月十

四、十五、十六在上苏庄村举行。上苏庄村是一个古堡，450 多年前的堡墙、堡门和堡内民

居大部分保存完好。古堡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处处透露出村庄先人们为躲避战乱之

苦、保家卫国的精神和智慧。 

拜灯山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敬祀火神。明嘉靖二十二年建造村堡时，一方面为使该村更加

兴旺发达，取火生土之意，在堡子南端建起供奉火神的灯山楼。另一方面，又怕火神过旺，

生出事端，便取以水克火之意，在堡子北端建起供奉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因为传说

中刘备是克火的水星。这样一来，相生相克，水火平衡。于是从那时候起，拜灯山敬火神、

摆香案供“三义”，就成为全村最为重要的民俗仪式，代代相传。堡子南端的灯山楼，高达三

丈，龛内没有神像，只有一个巨大的梯式木架。木架上密密排着的一条条横木是供拜灯山时

放置灯碗用的。平时没有灯碗，只是一个大木架，但村民们仍视之为神灵。 

拜灯山，作为延续了几百年的一项民俗，自有很多讲究和规矩。如灯山楼木架上的灯碗

一定要摆出漂亮图案，其中的灯火字画一定是有吉祥话语的。诸如“天下太平”、“五谷丰登”，

以及反映当年生肖的“X 年大吉”等。祝福的话语带给人们自然是暖暖的春意。而扮演“灯

官”（老百姓说是“县太爷”）的男童一定是父母双全的。堡中的过街纸灯平年挂 12 路，闰年

挂 13 路，寓意月月平安、风调雨顺。家家户户门前也高悬自制的彩灯，有的还是走马灯，整

个村堡在村后陡峭山脊衬映下真是如梦似幻。 

灯山楼里的数百盏灯碗点燃后，灯火字画映入人们的眼帘。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民间艺

人将一道巨大的纱幕拉上，里边木梯被遮住，唯有灯光由内透出，朦胧闪烁，美妙至极。这

时候，在灯官率领下，一声“拜灯喽”，全村民众连同外面赶来的游客一脸郑重与虔诚，祭拜

火神。然后是村民的自由拜祭，有的父母会将孩子高举攀援竖在十字街口的灯杆以取长高、

高升之意。一些已婚未孕的小媳妇们会在灯山楼前上香拜祭之后，进入灯山楼内取六只灯碗，

请回家中，供于灶王爷神位前，以求添儿增女，继承香火。接下去是耍丑，即粉墨浓妆的各

种“人物”或舞蹈，或嬉戏，表演者和观众共同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表演者中包括神话时

代的北方之神玄武和玄武的妻子。再接下去，鞭炮鸣，鼓乐起，大戏开场，较多是演出晋剧

的传统剧目（蔚县是晋剧流行区之一）。 

 

3、朱仙镇木版年画 

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市西南二十二公里处，由于地处河南对外联系的水陆要冲，曾

经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 

木版年画兴起于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其背景是纸张的普遍应用和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术。当时发达的城市工商业使新兴的市民阶层相应扩大，绘画开始从宫廷走向市民，诞生了

由画工和刻版工人共同创造的纸画儿――木版年画。文献史料可以说明当时东京的木版年画

已成蔚然壮观的普及规模，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王家纸马”店。靖康二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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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127 年），金兵攻破东京，年画艺人迁移至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此地生根发芽，并以其新

的产地传名于世。经历了明清的鼎盛期（全镇年画店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清末

至民国的衰落期（年画作坊仅剩 23 家，年画行会消失）和 1949 年以后的曲折发展期（包括

成立合作社，“文革”中受冲击以及改革开放后重新焕发生机），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已经

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类）名录。 

朱仙镇木版年画制作工艺的程序包括绘稿、刻版、印刷和晾画几大部分，工艺繁琐，极

讲究质量。其题材从最初单一的驱鬼除邪到祝福纳祥，再到表现历史故事和反映社会生活，

十分丰富。其中驱邪类的代表是门神年画，往往成双成对，且为固定搭档。左立神荼，右立

郁垒；左门白脸秦琼，右门黑脸尉迟恭（字敬德）。有专家认为，秦琼敬德脸谱式门神就是朱

仙镇创造的。朱仙镇还创作了《燃灯道人、赵公明》“武财神”型门神年画和《刘海戏金蟾》

“财神型”文门神年画。纳吉类的代表作有《天地全神》、《三星门神》等。由于历史上岳飞

抗金著名的朱仙镇之役就发生在这里，所以多有岳飞的题材，也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特色之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线条粗旷，构图饱满，形象夸张，色彩鲜艳，具有鲜明的中原地方特色。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认为，中国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而河南朱仙镇，

则是中国年画历史的源地。 

 

4、昆曲《1699·桃花扇》3)4)
 

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在也被称为“昆剧”。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

“兰花”。昆曲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元代，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它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

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同属南戏系统，并称“明代四大声

腔”。昆山腔开始只是流行于民间的清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开始也仅限于苏州一带，到了

万历年间，便扩展到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各地，后来又逐渐流传更广，万历末年流入北京。 

由于昆曲在中国的17、18世纪曾经掀起过长达200年全国范围、不分阶层的社会性痴迷，

更由于它曾经在中国剧坛一枝独秀 300 余年，并滋养和培育出 100 多个新生的地方性剧种，

使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百戏之祖。著名戏曲理论家、作家余秋雨先生称赞“昆曲是中国传统

戏剧学的最高范型”。 

在昆曲最盛行的年代，每年中秋夜，苏州城内外，万人空巷，人们赶往虎丘斗曲，热闹

无比，成为当时当地民众生活的一大景观。到了清末民初，昆曲艺术曾经濒临灭绝。1949 年

以后，因《十五贯》的演出掀起一段短暂的热潮后，昆曲艺术又陷入一个低谷，全国只剩下

“六个半”昆剧院团，以至于有人称其为“博物馆艺术”、“老人艺术”。改革开放给昆曲带来

了新的转机，2001 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

护名录。近些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推动下，昆曲艺术成果不断，人才辈出。其中，2006

年江苏省演艺集团公司推出《1699·桃花扇》，成为一个轰动性事件，为昆曲艺术的保护和创

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剧名中的“1699”，是原作者清代孔尚任完成剧本的年代，这样做鲜明地打出了“尊故”

的旗帜。这个思想，还体现在剧本、音乐、行当、舞台呈现等方方面面，努力全景式展示那

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比如剧本，原本《桃花扇》四十四出，需演出 9 天，今天这

样演根本不可能。在保证主体精神和氛围的前提下，对原作只删节，不新编，不擅改，把演

出浓缩在 3 小时之内。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大场面，基本恢复了三百年前的架构。除了“尊

故”，不乏创新。舞台上清一色的年轻演员，清一色的手工刺绣服装，最先进的灯光、音响、



50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ibraries No.11 (2011) 

 

舞台装置。青春、华丽和现代科技不但没有遮蔽昆曲的古韵，反而让古老的艺术返老还童，

大放光彩。 

需要特别指出，《1699·桃花扇》的导演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青年导演田沁鑫，文学顾

问是台湾文学大师余光中，舞台方面的戏剧顾问是韩国“国师”级导演孙桭策，日本著名作

曲家长岗成贡担任音乐创作，长期旅美的萧丽河负责舞美和灯光。这其中的文化意义，一方

面是每个人都为“做昆曲”而来，被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昆曲所融合；另一方面，昆曲得到了

多方、多国艺术营养的滋润而更加朝气蓬勃。 

 

二、几个基本概念 

1、传承文化 

根据本研究课题的设计，“传承文化”这个概念是文化中的一个类型，其文字表述是一个

定语结构的词组。这与中国学界以及广大民众的理解有质的不同。在中国，讲传承文化，是

讲对文化进行传承，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 

根据与日本同行的讨论，以及日本同行所援引京都、冲绳和新泻的实例，笔者理解到，

课题设计中的“传承文化”，具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代代相传；二是群体传承；三是基于一

种文化氛围；四是在相应群体中会增强凝聚力和认同感。 

显然，同时具备以上要点的文化现象，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范畴内找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罗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方面中，

“传承文化”最接近第三方面“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其中的“仪式礼仪、节日

庆典”。当然，由于礼仪和节庆活动的综合性，这些文化现象或多或少也会涉及其它的四个方

面，只是它的核心内容归属于仪式礼仪、节日庆典。 

在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 年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和文化空间”。这里主要指的是民俗文化。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段宝林先生对民俗的定义是：民俗是人们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是民众

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包括物质民俗文化、精神民俗文化和社团民俗文化三大方面。物质

民俗文化如衣、食、住、行、农、林、牧、渔、工、商、技等；精神民俗文化如民间信仰、

巫术、宗教、禁忌、风水、民间文艺、娱乐等；社团民俗文化如家族、社区、婚丧嫁娶、生

老病死、交往礼仪、法律军事习俗等。段宝林先生还认为，节日民俗具有综合性，包含有上

述三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目前尚在编写之中的《中华民俗大典》，是作为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来组织的。其主体内容

要求按节日民俗、物质民俗、社团民俗、礼仪民俗、信仰民俗、民间科技与卫生民俗、民间

游戏与文艺民俗七个类型编排。可以认为，作为本篇论文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的“传承文化”

的特点，主要与上述“节日民俗”和“信仰民俗”相符合。 

根据以上梳理，本文前述 4 个实例中，前两个可以作为传承文化的案例。用中国学界的

术语来表述，它们是节日民俗和信仰民俗，其中淮阳案例还具有明显的庙会民俗的特点。 

 

2、技艺文化 

从字面和含义上讲，“技艺文化”相比于“传承文化”，都要明确得多。“技”的核心意思

是技能和本领，常用词是技术、技法、技能、技巧等。“艺”的核心意思一是技能、技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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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指艺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艺术”主要是指“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

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技

艺文化”则通常可以理解为在技术和艺术领域的文化。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口头传统和

表现形式”、第二个方面“表演艺术”和第五个方面“传统手工艺”是我们所说的“技艺文化”

的主要领域。而第三个方面“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和第四个方面“有关自然界

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中的一些活动，也有可能属于“技艺文化”。前者如饮食文化中的餐饮

制作技法、服饰文化中的工艺手法、重大礼仪或节日庆典中的司仪规程等。后者如民间信仰

中诸如风水、巫术、占卜等场景中的仪规以及道具的制作等。 

在中国学界，在讨论“技艺文化”问题时，更多使用的术语是“民间文化”。笔者认为，

在中国，“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实质是一致的，只是强调的角度略有不同。前者相对

于文人文化、上层文化、高雅文化以及有些人采用的精英文化，突出民间是这种文化的创造

者和使用者。而后者突出的是这种文化内容本身及其流行成“俗”的特点。 

在民间文化的概念体系中，首先分出民间物质文化、民间精神文化和民间组织制度文化

三个大类。其中的民间精神文化中包含有民间文艺以及民间信仰、巫术、宗教、禁忌、风水、

娱乐等。而民间文艺则包括了民间文学（语言艺术）、民间音乐（听觉艺术、时间艺术）、民

间舞蹈（视觉艺术、时空艺术、表演艺术）、民间美术（造型艺术、空间艺术、视觉艺术）、

民间戏剧、曲艺（综合艺术、时空艺术）五个类型。显然，民间文艺的这五个类型是“技艺

文化”最主要分布的领域。除此之外，“技艺文化”还可能分布到上述民间精神文化中的其他

领域，也还可能分布到民间物质文化和民间组织制度文化的某些领域。不管怎样，抓住了民

间文艺的五个类型，就把握住了“技艺文化”的主体。 

根据以上梳理，本文前述 4 个实例中，后两个可以作为技艺文化的案例。用中国学界的

术语来表述，它们分别是民间文艺中的民间美术类和民间戏剧、曲艺类。还需要指出一点，

有人将中国的昆曲归为高雅文化。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确是民间文化，但并不

排斥高雅文化。同时民间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严格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拿昆曲

的实际情况说，昆曲来自于民间，兴盛于民间，今日的保护、复兴也离不开民间。尤其是下

面要重点讨论的传承问题，更是离不开民间这根主线。昆曲的传承问题具有典型性，所以笔

者选择了它。 

 

3、（文化）传承 

在中文中，“传”的核心意思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代”，常用词有传授、

传播、传代、传承等。“承”的核心意思有几个，其中有承担、继续和接受，常用词有承传等。

笔者认为，在讨论“传承”一词的情景下，“传”指的是上一代，“承”指的是下一代，双方

通过传授和习得的方法，共同将某一种思想、行为、方法、技巧继续下去。在《现代汉语词

典》中，对“传承”一词的解释就是“传授和继承”；而对“承传”的解释是“继承并使流传

下去”。笔者还认为，在组词结构以及深刻反映社会生活上，“传承”如同“教学”一词一样

精彩。 

在中国，“传承”一词，在民俗学中最早得到运用和最经常运用。并且学界普遍认为，传

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不仅仅是民俗文化，凡是传统的文化以及与传统文化相

关的多种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都在使用“传承”

这一个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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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文化传承”，学者赵世林在他的著作《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中定义为：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

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

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

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

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定义恰当阐明了“文化传承”的本

质、特性以及意义。只要将其中关于民族的提法泛化为国家、地区、民族、族群、家族等不

同的范围就可以在更多的场合使用了。因为符合以上不同范围的“文化圈”是客观存在的，

而任何一个“文化圈”的文化都需要讨论传承问题。 

 

4、终生学习 

在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终生教育”的解释是“一个人整个一生接受的教育。

包括学龄前教育、学龄期各类学校教育、大学毕业后继续教育以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等”。

与“终生教育”的概念相比较，“终生学习”概念的覆盖面还要更宽泛一些，除了在上述各类

专门教育机构的教育类型中进行学习之外，还包括随时随地的、氛围熏陶的、日积月累的、

潜移默化的、非正规的各种各样的学习。举中国三个典型的说法：“活到老，学到老”，“三人

行，必有我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强调的是，人一辈子要学习，不论采取什么形

式。 

在讨论文化传承这个命题时，笔者认为“终生学习”这个概念就应该是最宽泛的，既包

括各类专门的教育类型之中的学习，也包括它们之外的没有形式拘束的各种学习。当然，对

于各类终生学习的专门教育机构，明确自己的重点教育任务也是必然和需要的。 

 

三、对理论和实践的几点认识 

1、【传承·技艺】文化的基本性质 

这里所说的基本特性，可以罗列很多，笔者择其要，将其归纳为“三生性”，即“生命性”、

“生活性”、“生态性”。 

生命性。是指每一个传承文化和技艺文化，有灵魂，有形态，有发生发展。这个灵魂，

“就是创生并传承它的那个民族（社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

和民族心理，集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5)这个形态，就是传承主体在特定

时空下的能动活动形态。这个发生发展，就是只要传承主体存在，它与自然、社会的互动就

不会停止，传承文化、技艺文化就会不断生发、变异和创新，也就是说，命中注定它永远处

于不停息的变化之中。在传承文化、技艺文化的生命延续中，内在的机制就是传承。 

生活性。每一个传承文化、技艺文化，都来自于生活，融化于生活。对于传承者来说，

它们不是来自于外界的“他者”，而是自己生活的一个个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如此熟悉、

自然、习惯和适应。深深的情感扭结，已将它们密不可分。 

生态性。是指每一项传承文化、技艺文化，都发生于特定的环境，传承于特定的环境，

变化于特定的环境。一句话，与所处的环境休戚相关，就如同自然界中每一种生物与环境的

关系一样。而传承文化、技艺文化的环境，其最重要的特质是民间性。是民间环境催生和发

展了具有明显民间性质和面貌的传承文化、技艺文化。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内外很多学者将

包含传承文化、记忆文化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之为“民间知识”、“民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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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承·技艺】文化的传承途径和类型 

在中国，这个问题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之中。 

吕屏等学者综述了中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途径的研究。其中提及的途径有典籍

的保存与流传、节日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家庭教育、宗族制度等，也有专家认为象征符号

是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有专家指出，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

出发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如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归纳为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

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下（如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

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以及宗教意识。6)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专家刘锡诚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分为四

个类型：群体传承，家庭（或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神授传承。7)
 

群体相承，其核心意思等同于现在人们常说的“群体记忆”、“民间记忆”，是指同一文化

圈中的众多成员共同参与与传承同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动，它的基础是成员们具有

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信仰，反过来，这种共同参与又增强了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群体

传承常见于流行于民间的风俗礼仪（比如祭祖）、岁时节令（比如春节）和大型民俗活动（比

如庙会）。 

本文前述 4 个实例中的前两个，显然属于群体传承。实际上，本研究课题中讨论的传承

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群体传承。 

家庭（或家族）传承，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进行传承，一般不传外人，有的甚至传

男不传女，这种传承主要发生在技艺性比较强的行业中，如一些手工艺以及中医等。这种传

承类型反映出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家庭（家族）为细胞的社会构成特点。由于其传承链的保守

性和封闭性，其承载的文化非常容易由于传承人的原因而中断、消亡。 

社会传承，包括师傅带徒弟和未经拜师而自学成才两种情况。后者常被人们称为“无师

自通”，而笔者更强调尽管不拜师，仍然是有学习对象的，故用“自学成才”更贴切。两者的

共同点是均有赖于熟练的传承人才能得以传承。 

本文前述 4 个实例中朱仙镇年画的传承，既有家庭（或家族）传承，也有社会传承。而

昆曲的传承，除了长期依靠社会传承（指师傅带徒弟）和家庭（或家族）传承（往往同时具

有师傅带徒弟的性质和形式）外，在目前，还增加了学校专业培养这样一种传承方式。这是

在中国一部分戏剧、曲艺中存在的情况。 

神授传承，在中国的史诗传承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说唱大

师中，就有很多人声称自己的说唱艺术来自于托梦或神授。而学界意见分歧，尚无有力证据

证明其“是”或“否”。这个类型与本项研究基本无关。 

 

3、对中国【传承·技艺】文化传承的几点讨论 

第一，在当今中国，【传承·技艺】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是思想上的再认识。 

毋庸讳言，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左倾”思潮和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其影响是

严重的。除前文所述 4 个实例中每个都有具体表现外，各种类型的事例很多。音乐大师瞎子

阿炳的二胡艺术只留下了《二泉映月》等 6 首曲子，其他 200 多首曲子轶失，成为无法弥补

的人类损失；已有 560 年传承史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明代乐器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山西

作为中国的地方戏剧大省，不少剧种已经失传；梁祝传说在宁波梁祝庙、墓所在地的高桥镇，

目前几乎没有年轻人能够完整地传说，这一则广为流传的著名口传文学作品面临濒危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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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很多传承文化日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很多技艺文化后继无人。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

物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社会经过总结和反思，已经重新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遗产日的设置，一系列文件和法规、规划的制订，国家和各级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整理，一系列保护、发展措施的推行以及多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出台，加上学界研究的推动，

中国在传统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新的局面。 

现在的问题是，在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个是西方

文化作为强势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另一个是国内快速发展的

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传承文化、技艺文化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中国农村为例，引发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造成大量年轻人进城或者进企业而

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普及以及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化，都造成了对传统

文化、技艺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本质的原因则在于社会的发展引发传承文化、技艺文化所

依托的生态环境发生严重变化，而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个影响就好像水和鱼的关系

一样。在这个新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进行思想上的再认识。 

第二，这个思想上的再认识由两个要点组成，一是要坚持文化多样性，二是要增强传承

文化、技艺文化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也可以说，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 

这里重点谈增强适应性问题。因为在中国，近些年在坚持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方

面，人们谈论比较多，而在增强适应性方面，相对谈得比较少。 

谈论适应性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必须承认所讨论的文化现象是有生命的，是活态的，是

会变化的。从这一点出发，对某个文化现象进行保护的实质性目标在于维护和加强其生命，

即增强其保存生命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称“动态保护”），而不仅仅是对其进行固化的、静

止的某一时态的保护（称“静态保护”）。 

笔者认为，环境的变化是无可逆转的，身处其中的文化，唯有增强对环境的适应性才能

立足和延续，而适应性的核心是创新。完全可以说，创新是传承文化、技艺文化传承必须遵

循的原则。这里有很多成功创新的实例。前述昆曲案例就由于多方面的创新，使古老的剧种

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有专家将其总结为“尊故融新”8)。 

前述上苏庄村拜灯山案例中，其中演大戏除上演传统的晋剧外，也经常上演更受年轻人

喜爱的流行歌舞。在中国，即使像春节这样的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人们的习俗也随着时代的

变迁而增加了新的因素，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已经成为人们的另一餐“年夜饭”。以后笔者

将专门讨论的中国众多依托传统文化的“文化节”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更是其主要的特点

和亮点。各种技艺文化的传承中，从用料、题材、手法到功能，凡是创新适应新的需求的，

则生存发展，否则衰落甚至消亡。 

讲增强适应性问题，还有两点要提及。一是要防止文化自身基因谱系的破坏；二是“静

态保护”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对某个文化现象已经无法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的情况下，静

态保护就成了唯一的保护手段。 

第三，教育要在【传承·技艺】文化的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该领域，教育可以发挥

的第一个作用是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对保护这些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舆论

导向。第二个作用是通过多种途径（如学校学生的社团活动、社区的文化活动、老年大学以

及利用旅游活动等），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传授技艺文化的内容。第三个作用是通过专业教育培

养人才。第四个作用是通过调查与研究，发掘本地传承文化、技艺文化的内容并服务于地方。

这些内容笔者以后将另文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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