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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星期五

梧州苍梧县被评为全国十大魅力茶乡之一，梧州六堡茶产业越做越红火。

粤剧作为我国重要的戏剧剧种之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梧州粤剧在粤港澳、东南亚地区有着
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016 年广西岭南风情旅游文化周系列活动龙狮巡游表演。

广西梧州：传承文化遗产 延续历史根脉
梧州位于广西东部，地处珠江流域中游，是广西的东大门，地处“三圈一带” 力，体现了梧州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更是梧州人无比珍贵的精神家园。
（珠三角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大西南经济圈和西江经济带）交汇节点，是中国
为保护和传承好这些宝贵的文化瑰宝，梧州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了非物质
西部地区十二省（区、市）中最靠近珠三角地区和粤港澳的城市，也是连接珠三
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为全市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档案及相关数据库，让
角与北部湾的主要通道城市。
这一颗颗“皇冠上的宝石”有了专属的“身份证”。近年来，梧州市先后完成了
千年苍梧，悠悠古郡。
《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资料汇编》
梧州古称苍梧，为“三江汇总”
“两广咽喉”之地，有着 4100 多年文明史、2200 （梧州市卷）的编撰工作，编辑出版了《梧州记忆——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
多年建城史。苍梧古郡曾为岭南之首府，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发祥地，两广文
品集》
《龙母传奇》
《六堡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音像、书籍，拍摄了六堡茶、藤县
化之源。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为梧州孕育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非物质
狮舞等专题纪录片，并在凤凰卫视等电视媒体播放。
文化遗产。
梧州先后组织了 4 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6 次自治区级非物
近年来，藤县狮舞、苍梧六堡茶制作技艺、梧州龙母诞等优秀的非物质文化
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建立了国家、省（自治区）、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
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传承与开发，不少文化遗产走出国门、享有盛誉，成为
目名录。建立健全保护工作机制，先后完成了藤县狮舞传承训练基地、鹿儿戏
梧州市一张张精美的文化名片，走出了后发展地区非遗传承与发展并举的“梧
传习基地、牛娘戏传习基地、水上民歌传习基地、六堡茶生产性保护基地的建
州模式”。
设，并开展相关传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梧州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政府工作重要日程，将非遗
保护非遗，多措并举延续岭南古城文化血脉
保护工作写入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分别列入了地方国民经济和
如果把文化比作人类文明的皇冠，那么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
社会发展及专项发展的“十二五”
“ 十三五”规划，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
这顶皇冠上最璀璨夺目的宝石。在梧州，这样的宝石有很多颗。
工作落实到当地文化发展的重大活动、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当中。
清晨，蒙山县的瑶寨里，早起的瑶妹子清了清嗓子，一串爽朗含情的瑶族山
近年来，梧州市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非遗保护工作经费超过 1000 万元，争
歌像一只只扑棱扑棱的鸟儿，飞过山岭，飞到了山那边阿哥的窗前，飞进了阿哥
取中央及自治区财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补助经费 300 多万元，用于开展
的心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宣传、培训、传承等方面工作，成效明显。
晌午，藤县中等专业学校操场上，放学后的男孩们套上狮子头，在离地两三
传承非遗，壮大传承人队伍让文化瑰宝后继有人
米的高桩上腾挪跳跃，静而处子动而脱兔，活生生一只狮子驾临湖面，舞出了生
命的朝气与活力。
“杀青时一定要掌握火候，
避免造成烤焦味，
茶叶下锅后要先闷炒后扬抖。
”……
夜晚，梧州市区的百年骑楼城里，晚饭后的一场私伙局在开档，弦胡声声作
近日，
在六堡茶原产地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的塘平村，
年近六十的韦洁群一边熟练地
响，咿呀的南音飘出，令人不由得向深巷内张望，趟栊门内的白发老妪将离愁别
揉捻着茶叶，
一边耐心地向女儿石濡菲传授六堡茶传统制作工艺。
绪、柔情蜜语藏在了粤韵轻音的袅袅旋律中。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高中毕业的韦洁群成为原六堡公社茶厂的一名采茶
梧州是一座历史文化遗产遗存十分丰富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梧
姑娘。由于勤奋好学，采摘茶叶又快又好，不久就被送到茶厂的技艺部门，跟随
州人民创造了数量和品类众多、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鲜明、保存完整的非物质
当地最为有名的民间制茶师傅祝美莲学习六堡茶传统制作工艺。
文化遗产。
2004 年，韦洁群在自己的家乡塘平村创办了黑石山茶厂。由于厂址所在地
据统计，梧州全市目前共登记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等
的黑石山茶树是品质最好的原茶，所以，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加上她炉火纯青
10 个门类 17 个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条目 3705 项，其中，藤县狮舞、六堡茶制
的制茶技术，使韦洁群的“黑石山茶”很快就美名远播。
作技艺 2 项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梧州粤剧等 23 项列入自治区级保护名录，有
为使祖辈留下来的制茶技艺得到传承，韦洁群自己收徒，向青年一代传授
78 项列入市级保护名录，有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19 人，市级传承人 96 人。这
自己的制茶技艺，培养接班人。2009 年，韦洁群被评定为自治区级六堡茶手工
些如繁星般闪耀的精神瑰宝，蕴含着梧州人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六堡茶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近两
年，韦洁群在家乡又创办了一个传习所，免费向村里年轻人和外地游客传授六
堡茶制作技艺，先后培养出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六七名自治区、市、县三级六
堡茶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从祝美莲到韦洁群，再到石濡菲，无论是师授或家传，还是开设面向更多
受众的制茶传习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堡茶制作技艺呈现出了较
为清晰的谱系传承脉络。这个完整的谱系传承背后，既有手艺人续传文化血
脉的自觉意识，也离不开梧州市为做好非遗传承工作的一系列努力。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灵魂，而尊重传承人，调动和发挥传承人
的积极性，是做好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梧州市高度重视
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培养和推荐工作，共培养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15
人，初步形成了年龄结构和梯次合理的老、中、青三代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队伍。国家、自治区及梧州市三级财政均设立有专项资金，补助国家级
传承人每人每年 20000 元，自治区级传承人每人每年 3000 元，市级传承人每
人每年 1000 元，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传承条件，支持他们开展传
承活动。
近年来，梧州市大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展示场所建设，
在广西率先兴建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同时，多方筹集资金新建了
藤县狮舞技艺传承训练基地、鹿儿戏传习基地、六堡茶生产性保护基地、梧州
龟苓膏文化博览园等一批各具特色的非遗博物馆、展示中心或传习基地，不仅
使之成为宣传展示地方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推动非遗文化保护
传承，也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梧州市藤县舞狮素以“东方狮王”称号享誉海内外，不断吸引年轻
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梧州全市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积极带徒授艺，
人投身于此项运动中。如今，该市高度重视舞狮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工
主动担当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文脉延续、
薪火相传的责任，传承优秀文
作，使舞狮技艺走进了校园，并培育出一批批具有舞狮技艺的好苗子。

脉，保证了非遗传承后继有人。在狮舞技艺传承方面，梧州市培养了祝盛清、祝
晓兴、祝启文等 7 名国际级舞狮裁判员，培养了邓华金、邓彬光等一支梯队式发
展的优秀舞狮运动员。如今，祝盛清、祝志金被著名体育类高校录取，邓彬光、
邓植伦被马来西亚狮王萧斐弘收录为关门弟子，廖金胜、苏德威、徐贵标等一批
运动员则成为了舞狮教练、管理骨干人才。

开发非遗，引入市场机制让“非遗”活在当下
“咚、咚、咚”，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甘霖和梧州市市长朱学庆举起手
中的锤子擂起了响鼓，中国骑楼城牌坊下搭建的大门缓缓开启，
“ 原味岭南·印
象梧州”2016 年广西岭南风情旅游文化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在岭南风情旅游文化周里，来自粤、桂、琼三省（区）21 个地级市旅游部门的
代表和市民游客一起步入岭南风情一条街，用脚丈量骑楼城，用心感受岭南
味。在这座岭南古城最具代表性的古街里，梧州粤剧、龙母诞、鲤鱼舞、六堡茶
制作工艺等梧州市非遗项目与来自各地的文化遗产项目交相辉映，为八方游客
献上了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饕餮盛宴。
在文艺界人士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束之高阁的过气文化，不能将它
们视为博物馆里只可观赏不可把玩的展品。对非遗真正的保护，是缩短它们与
当代生活的距离，使其更好地活在当下。
事实上，由于自身的特性，梧州的龟苓膏、六堡茶制作技艺、粤剧等非遗项
目大都切近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龟苓膏、六堡茶更是具备转化为文化产
品的市场基础。这些与当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质，使它
们有一定的市场需求。近年来，梧州以文化惠民为目标聚焦传统工艺，对一些
基础较好、有市场前景的传统技艺，进行开发性保护，通过政策帮扶、资金补助、
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等措施，使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并
成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以六堡茶制作技艺、岑溪竹芒编技艺两项非遗
项目为例，梧州市采取“协会+厂家+农户”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不仅
把产品推销到全国，还远销到东南亚一带，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
前，梧州全市有六堡茶生产企业 45 家，六堡茶年产量 1.12 万吨，产值 11 亿元以
上，竹产品则已成为岑溪市的重要产业，该市有利用竹子加工土纸的加工厂 850
家，竹芒编厂 40 多家，年出口土纸 2 万吨。
同时，梧州还通过举办大型文化展演展示活动，为非遗的市场化搭建舞
台。近年来，梧州共组织 100 多场文化遗产保护专场文艺演出，先后举办了文化
遗产日广西（梧州）主场城市活动、广西（梧州）粤剧节、岭南风情旅游文化周、三
月三梧（州）肇（庆）云（浮）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龙母诞民俗文化展演、下
俚歌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展演展示活动，并组织六堡茶制作技艺、岑溪竹芒编手
工技艺、梧州寄生茶制作技艺、龟苓膏等传承人及相关企业参加全国性及区内
外非物质文化展览会等活动。
在打造非遗品牌方面，梧州市积极与上级文化、体育、旅游等行业主管部门
和有关协会等机构对接，定期在梧州举办高水平的相关赛事，促进非物质文化
品牌提升。近年来，藤县一些狮队参加《中国达人秀》
《我要上春晚》等电视媒体
的专题娱乐节目，进一步提高了狮舞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年 10 月，藤县
举办了以“东方狮王·出彩藤县”为主题的狮舞文化活动周活动，促进了旅游、文
化、体育融合，增进了各国狮队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已成立了 65 年的梧州粤剧
团则连年参加桂、粤、港、澳等地全国性、国际性的粤剧比赛，还常年在广州、深
圳、东莞等地演出，培植了众多票友粉丝，促进了梧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发展，成为梧州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靓丽窗口。
（黄海志）

梧州主要非遗项目简介
1.藤县狮舞。藤县狮舞属南派狮舞，其表演形式主要是采青和高桩表
粤语方言地区的藤县、容县、平南、北流等县市广大农村地区的传统剧种。
演，高桩设计、舞狮动作设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将杂技、武术、技巧、舞
藤县南部地区是牛歌戏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牛歌戏流传核心区域，对牛歌
蹈等技术融于狮艺之中，把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
戏的形成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化。
7.鹿儿戏。鹿儿剧又称舞春色，是苍梧县最大的一个地方剧种，由舞蹈
2.苍梧六堡茶制作技艺。六堡茶属黑茶类后发酵茶，因其原产于苍梧
（舞春色、舞鹿儿）和打鹿歌发展而成，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鹿儿剧是
县六堡镇而得名，素以“红、浓、陈、醇”四绝著称，是具有 1500 多年悠久历史
群众自发参与的艺术表演活动，喜庆丰收时节巡回演出。其以原创纯朴的
的中国历史名茶，在清朝嘉庆年间列为全国 24 个名茶之一，成为朝廷贡品。 表演形式，宣扬中国传统美德和伦理，反映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生活和精神
六堡茶制作技艺独特，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技术基因，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
风貌，体现和传承民间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文化遗产。
8.藤县水上民歌。藤县水上民歌兴起于清朝末年，是沿江一带水上居
3.梧州龙母诞。梧州龙母诞渊源于民间对作为西江女神的龙母的崇
民在船家行船及婚嫁喜庆中即兴诵唱的地方歌谣，主要分布在浔江、濛河一
拜，起始于战国末期，发展于魏晋，形成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几乎贯穿了中
带的船家聚居区。藤县水上民歌对浔江乃至西江流域水上的居民民间生活
国整个封建社会史。作为历史悠久的岭南传统民俗，梧州龙母诞蕴含着丰
习俗和水乡民间音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富的人文内涵，为后人保存了一份丰富的人文记忆。
9.岑溪抢花炮。岑溪抢花炮是每年正月十三在岑溪市境内流传的一项
4.梧州龟苓膏。龟苓膏是一种蕴涵着丰富地理人文、医药文化和饮食
民俗节庆活动，以糯垌镇最具代表性。岑溪抢花炮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浓
文化特色的传统地方食品，其作为防治湿热诸疾病的固定配方和独特的制
厚的地方色彩、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故数百年来得以传承
作方式传承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是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工业遗产
发展。
的特色项目。
10.梧州粤剧。粤剧原称大戏或广东大戏，是揉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
5.岑溪牛娘戏。牛娘戏是一种起源于“舞春牛”农事娱神活动的地方戏
戏台服饰、板腔、曲牌、抽象形体等为一体的南派表演艺术，是我国最为重要
曲，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地方稀有剧种，流传于桂东南及粤西地区，核心流行
的戏剧剧种之一，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区域在广西岑溪市及其周边地区。岑溪牛娘戏植根于田野乡间，生活气息
录。梧州是粤剧流行的核心区域之一，在粤剧的形成、传承、发展等方面有
浓郁，地方色彩浓厚，戏曲音乐、唱腔艺术和表演程式独特，具有重要的历史
着突出的贡献。梧州粤剧通俗易懂，表演诙谐风趣，唱词比兴有韵，音乐曲
文化、学术艺术价值及实用价值。
调优美，是目前广西最为流行的地方剧种，在粤港澳、东南亚地区有较高的
6.藤县牛歌戏。藤县牛歌戏源于唱《牛歌》与舞春牛，是流传于桂东南
影响力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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