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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坊，地处京津走廊。特殊的地域环境与丰厚的文化
底蕴，孕育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廊坊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2项，省级99项，市级234项。虽是河北省行政规划面
积最小的地级市，但确认的非遗项目数量位居全省第二。这出
色的成绩，离不开廊坊非遗保护中心与一批非遗志愿者十几年
来的努力。廊坊非遗保护中心在挖掘和整理当地非遗项目的过
程中，结识了不少非遗志愿者。经过数年的融合与筛选，最终
形成了一支较为专业的非遗志愿者队伍。

王晟，是一名农村小学老师。早在 2008年，他就在家乡胜
芳镇和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致力于保护传统文化。他们在古镇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抢救记录了胜芳镇大量的花会文化、
民间歌谣等，撰写了6万余字的当地非遗资料，录制了十几个小
时的民歌录音录像。2009年王晟认识了时任廊坊非遗办主任王
晓燕，在她的协助下开始对整个廊坊的非遗项目进行挖掘整
理，成为这支志愿者队伍中最早的成员之一。

邵荣伟，本是一名成功的珠宝商人，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对廊坊非遗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一头扎进
非遗志愿者队伍，乐此不疲。谈及为何要做非遗志愿者，邵荣
伟说：“首先是喜欢，其次也是对自身价值的深度思考，难道一
辈子就是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吗？”当邵荣伟得知固安面塑艺人高
继泽家境贫寒，就帮他联系了在一家超市里捏人像的生计，这
让高继泽的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使他能安心于固安面塑的传承。

志愿者中有经常利用农闲时间走访传承人并撰写非遗故事
的农民作家刘向梅；有出资为村里的音乐会购买乐器，并且赞
助音乐会拍摄申报非遗专题片的公务员丁志强；有经常以司机
的身份出现，为项目挖掘工作出车出力的胜芳镇私企老板孙思
千……

这一群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志愿者，出于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热爱，逐渐凝聚成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分工有序，通力
合作，为廊坊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做出重要贡献。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时不我待的事业。当前，很多
传承人步入耄耋之年，不少非遗项目的传承岌岌可危，极易出
现“人亡艺绝”的遗憾。非遗志愿者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带上
笔记本和录音录像设备，穿梭于大街小巷，给七八十岁的老艺
人做口述实录，对表演性项目进行录音录像，保留下大量珍贵
的资料。他们还积极与各地的学校联系，推进非遗进校园，组
织非遗传承人到中小学进行授课。志愿者们还携手廊坊市文化
部门，协助廊坊的非遗项目走出国门，迄今已参加过美国洛杉
矶、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办的展览及在匈牙利举办的“一带
一路”国家展。

2015年，由王晓燕牵头、邵荣伟等人自筹资金，在廊坊市
建起一个600平方米的非遗展示中心。建馆时正值盛夏，装修和
布展工作全部由志愿者们冒着酷暑完成。之后在此举办了非遗
摄影展、专题讲座、周末戏曲小舞台、少儿非遗冬令营、专题
展品展示及传承人技艺比赛等诸多活动，在当地引起热烈反
响，甚至还吸引了北京、天津等地的非遗工作者前来参观学习。

“非遗要走向新生，就必须有新生力量。”“非遗传承的当务
之急是解决当地年轻人的出路问题，把年轻人留下来，非遗项
目才能后继有人。”廊坊非遗志愿者们注重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并展开思考。他们关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真知灼见，已经引起
有关部门的重视。

民间“非遗”守护神
——记廊坊市“非遗”志愿者

□赵兴林 王朝晖

北宋文人的生活中有许多闲事，诸如斗茶、挂画、赏花
等，增添了生活的文化趣味和艺术情调。承载这些生活方式的
器物，诸如茶器、酒器、花器等，也被赋予了格调和寓意。可
以说北宋文人的生活与艺术是密切相联的。

北宋文人常将其生活中的事物付诸笔端，或为诗词，或为
绘画。如苏轼的 《谪居三适》，包括 《晨起理发》《午窗坐睡》

《夜卧濯足》，描写这日常起居的琐事细节，透露出浓厚的生活
情趣。北宋文人绘画的题材也多从生活中取得，多倡导绘画的
逸格，强调绘画的韵致，以画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读书、种竹、赏花是北宋文人生活中的休闲乐事。文人喜
藏书，爱读书，也讲究读书的环境与氛围。王禹偁 （chēng）
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描绘了被贬黄州后的读书生活，“被
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 《周易》 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
虑。”读书可为人带来心灵的丰盈与宁静，排遣世俗纷扰的烦恼。

竹因其君子之风深得北宋文人的喜爱。沈括为自己的屋子
取名萧萧堂，在竹林的萧萧声与琴声中自足闲适。文人在诗词
中咏竹，苏轼 《於潜僧绿筠轩》 曰：“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以竹来寄托自己无欲自适且任情守真的生活心态。竹子也
常见诸文人画中，以其清雅恬淡，营造出淡泊萧然的意境。

北宋文人爱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欧阳修，其尤爱牡
丹，在《戏答元珍》中自诩为“曾是洛阳花下客”。赏花、咏花
也是北宋文人雅集交游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欧阳修以花作为
行酒令的载体，其《答通判吕太博》有“千顷芙蕖盖水平”“歌
迟檀板换新声”，再现了以花为媒的雅集乐景。

北宋文人的生活追求形式的优美及艺术化的意蕴。对于文
人来说，这些生活闲事寄托了闲情，创造了闲心，涵养了闲
意，营造了闲境。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这种时时
给自己的生活以逸致闲情的艺术化体验是值得借鉴的。正如明
代生活美学大师李渔所说：“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
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

◎美在生活

北宋文人生活“闲事”之美
□吴海伦

在湖南衡阳湘江东岸，有一栋青砖黛瓦、装饰
简朴的清代民居，大门正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
木匾，上书“退省庵”三个大字，门两侧书有“水
得闲情，山多画意；门无俗客，楼有赐书”楹联，
显示出房屋主人高雅的情趣与显赫的地位。这座故
居的主人是彭玉麟，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
棠并称“大清三杰”。彭玉麟出身于草根家庭，崛起
于草莽之中，成为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书画
家， 他的经历成为彭氏族人津津乐道的传奇。

1863 年冬，衡西河隆彭氏族长彭玉英、彭光祖
召集族人商酌续修族谱，并请远在长江水师军营的
彭玉麟主持修纂事宜。彭玉麟亲订家规20条和家训
22条，以忠孝笃实作为兴旺家族的法宝。他在书信
中告诫弟弟、子侄及族人说：我向来自命是笃实
人，自入仕途后，觉得处处艰危，办事每跋前疐

（zhì） 后，一时想不出道理来。后来觉得人人都趋

于狡诈，而我太率真，想亦参些机变，总觉苦恼万
分，不徒精神上烦剧，便是心底里难安。于是才悟
出笃实的好处，是良心安定妙法，逢到人家欺诈
我，我把忠诚两字去抵制他。久而久之，人家欺诈
用得太苦，自己也不愿意再来欺诈我。所以，世间惟
笃实一路人跌不倒，与其攻于机变，不若严守笃实。

笃实之人专注。彭玉麟曾以“掘井论”劝说其
弟：“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
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吾弟之
病，病在掘井太多，而皆不及泉。此后勿求博杂，
当求专一。”彭玉麟在诗、书、画、对联等方面都造
诣不凡，尤其是“梅花画”冠绝一时，这可以说是
用功专注、勤学苦练的结果。据说，他曾画下万余
幅“梅花画”才有此成就。

笃实之人忠诚。彭玉麟告诫族人：“替人干事要
尽心力，切勿埋头露脚，贻误他人。”受人之托，忠

人之事。在人人都想当官捞钱的晚清，彭玉麟却以
“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为座右铭，六次辞却高
官，甘愿为国家做实事。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
清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钦差大臣办理广东防务。
彭玉麟以衰病之躯奉旨赴粤。他在中法战争中运筹
帷幄，决胜千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笃实之人经得住诱惑。彭玉麟告诫族人，家规
家训虽多，但尤其要“重一忍字”，要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世俗的诱惑。他在 《彭氏赐福堂家训》 中强
调两点：一是切勿摊牌聚赌；二是切勿见色而起淫
心。彭氏子弟若遇这般不肖之人，虽至亲旧戚，亦
必绝而远之。彭玉麟一生不慕名利、不恋官位、不
置私产、不御姬妾，去世前将官俸上交国库充作军
饷。如此精忠报国、笃实勇毅之人，在历史上堪称
凤毛麟角。他的笃实家训，是泽被族人、流芳后世
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家风家训

彭玉麟：与其攻于机变，不若严守笃实
□胡忆红 王毓伟

扎根民间 传扬世界

妈祖文化历千年而愈兴
□卫 庶

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 网络图片

习近平主席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
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
的思想道德资源。要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
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0月20日起，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
与海丝沿线国家民心相通，进一步扩大妈祖文化的世
界影响力，“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湄洲妈祖巡安
菲律宾活动顺利展开。这场堪称中菲两国之间有史
以来最大的民间文化交流以及去年以“妈祖文化、丝
路精神、人文交流”为主题的湄洲妈祖三大巡安活动
的成功举办，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历经千年的妈祖文化，已经成为
东南亚乃至海内外华侨华人的文化共识而愈加兴旺。

来自普通民众中的英雄

“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妈祖文化肇始于
对一位真实历史人物的纪念。

据宋代文献记载，妈祖，原名林默，宋建隆元
年 （公元960年） 诞生于莆田湄洲岛。成人后，识天
文、懂医理，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曾经点燃自己
的屋子作为灯塔，帮助风浪中的船工渔民脱险回
港。宋雍熙四年 （公元987年） 农历九月初九，因救
助海难而献出年仅二十八岁的生命。

妈祖，只是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南迁到莆田的
普通老百姓后裔中一名普通的渔家女。她自己是民
女，救助的也多是老百姓。在严酷的等级制社会封
建社会中诞生的妈祖信俗，却最强调平等和公正。

“聪明正直者为神。”妈祖出身于最普通的民众
之中，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英雄。

正是在对妈祖的纪念中，普通百姓按照自己的
愿望和理想塑造她乃至神化她。妈祖的故事，最初

是在民间口口相传。历经宋、元、明、清朝廷 30多
次祭封褒奖，妈祖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民间
神祇，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
女神。清康熙五十九年 （公元1720年），妈祖和孔子
等一起被尊为“春秋谕祭”之神，列入国家祀典。

彰显中华民族美德

妈祖的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没有所谓训
诫或神谕。妈祖的真人形象在历代文献资料中也没
有留下更多记载。在妈祖的传说中，没有一句说到
妈祖的真实相貌。所谓“显灵”，很多的就是风浪中
的一盏红灯，一只带路的小鸟，或者一声吼，“喝声
风，风就不见了风；喝声浪，浪就不见了浪”（《三
宝太监西洋记》）。在妈祖文化的原始记述里，没有
对他人的过多训导，更没有对别人的压迫与控制。
她的追求，简单而直接，就是帮助别人、救助别
人，而且不惜牺牲自己。

在世时，她是孝女，“父母寿考维祺，介尔景福，儿
女之乐，莫斯为大”，“是子之事父母也，晨昏不离，孝
也；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亦不失为孝也。”（明·吴还
初 《天妃娘娘传》） 但她有更广大的心胸，“周流中
界，遇害则除，逢福则造。愿以所学者见之施行，此平
生之夙愿，亦天下第一等之树立。”（同上）

妈祖，“视善为美”，“悦心扬善”，一切为了他
人，因德高而神。所谓“传闻利泽至今在，已死犹
能效国功”（宋·黄公度）。

传说中，妈祖是救难的海神。经常身着红衣，
脚踏祥云，手持如意或红灯，显灵护佑船只，拯救
海难。“衣朱衣，飞翻海上”，“商旅遭殃，渔人厄
受，吾恨不急救之！”（蔡羽《辽阳海神传》）

是刚强有力的女战神。南宋开禧元年的紫金山
击金和合肥解围，是“她”在鼓舞士气。明朝的时
候，“她”又“护卫”着郑和下西洋远达波斯湾、西
亚及非洲东海岸 （明·《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
经》卷前插图）。

是爱国民族英雄。传说并不遥远，日占时期，台
湾淡水的台北关渡宫曾被作为抗日据点。日军发现
后，放火烧庙。可是庙未烧毁，日本兵却暴死街头。

妈祖，更是维护统一、象征和平公正的和平女
神。她是海峡两岸最早联络的使者，所谓“两岸不通
妈祖通”，只要谈及妈祖，两岸同胞就没有什么隔
阂。2011 年 3 月，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福建代表团
审议时，习近平就强调指出：既是乡土文化也是重要
旅游资源的妈祖文化，是凝聚两岸同胞的一条纽带，
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妈祖，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崇高与善良的追求。
历代文献都指出，奉祀妈祖，目的是“崇德报功”。这
一信俗，一方面，包含了妈祖生前的“温良泛爱，振穷
周急”、舍己救人的美德；也包含着妈祖被神化后，和
人们一起战胜自然灾害，又努力实现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传说。很多学者都指出，妈祖的“神性”，饱含着
中华民族崇尚的至善美德。纪念妈祖，是中华民族
对于心中英雄的纪念，意味着中华民族对于崇高道

德的民族认同，彰显的是民族道德。

妈祖文化是世界的

仅仅是妈祖的称号，就在告诉我们，与其说妈
祖是神，毋宁说是娘亲，是祖先。母爱从来都牢记
在心，祖先从未与我们远离。

随着宋元时的拓展海疆，明时郑和下西洋推动的
“海上丝绸之路”与有清一代的瓷器外销，华侨华人
和沿海同胞的往来海上，妈祖信俗从福建莆田的湄洲
岛走向世界，以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

“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在世界上为
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认同。为了肯定妈祖文化在推动
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方面所作出
的历史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有关机构授
予妈祖“和平女神”称号。2009 年 9 月，“妈祖信
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6 年 3 月，妈祖文化写入

“十三五”规划纲要。湄洲妈祖祖庙也入选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
文物点。

妈祖文化，饱蕴着中华儿女对维护世界和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盼，成为联结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精神纽带。“一带一路”是贸易物流之路，更
是文化交流之路。据湄洲祖庙有关资料显示，至
今，“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分布有上万座妈祖宫庙，信众3亿多人。而仅仅
10年前的相应数字为2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座
宫庙和2亿多人。

妈祖是中华民族的，妈祖文化是世界的。从中
国到世界，再从世界到中国，妈祖精神体现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又凝聚着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妈
祖文化，作为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平交往的
重要媒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现象，成为属
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2018年10月20日，湄洲妈祖起驾巡安菲律宾。
湄洲妈祖祖庙供稿

2017 年 7 月 2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妈祖巡安队伍
前方，湄洲妈祖祖庙护驾团身着传统服饰，展示“世
遗”风采。 湄洲妈祖祖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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