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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以科学立场保证文化传承
的传承人的领军作用。

谨防传承人职业化功利化

新一代传承人认定成难题
2007 年起，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级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
至今，各级
传承人为文化遗产的传续发挥了巨大作
用。然而，随着老一代“自然传人”的消
亡，
新一代传承人的认定问题亟待解决，
传承人的个体化、职业化、市场化的趋势
对传承目的和遗产本质的扭曲，给政府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出挑战。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
办，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承办。参
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地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的第一线，不少学者还曾直接参
与传承人的认定工作，他们对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在当下面临的问题都深有
体会。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诸多身怀绝
技的传承人，其中不乏各级传承人名录
的“遗珠”。这些真正的“自然传人”，在

当下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大潮中，自觉
坚守传承的责任却也面临着种种困难。

传承人是民间文化的主体
冯骥才表示，传承人是民间文化的
主体，
在时代转型、民间文化处于濒危的
状况下，传承人对非遗的承上启下承担
了重要责任，民间文化的保护主要就是

传承人的保护。非遗的传承方式很复
杂，传承人既可以是个人、家族，也可以
是集体乃至全民。在 2006 年认定第一批
国家级非遗之后，2007 年第一批代表性
传承人名录紧随其后公布，至今，
仅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就已超过 3000 人。确定非
遗（尤其是表演类和工艺类）的代表性传
承人，有利于发挥这些极具才华与智慧

娃娃拜师
梨园传佳话

近日，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琴师王
志林喜收葛合龙为徒、5 岁宋思度为徒
孙，老生演员周亚楠喜收 5 岁田梓辰为
徒，
为京剧艺术开枝散叶。
图为拜师仪式上，
5 岁小琴师宋思度
（中间操琴者）在王志林（左四）、
著名鼓师
陈熙凯（右一）辅佐下为京剧名家张克（左
一）现场伴奏杨派名剧《洪洋洞》选段，
一
时传为梨园佳话。 本报记者 庞 剑摄

本报讯（记者丁晓晨）根据天下霸唱
《鬼吹灯》系列小说改编的电影《云南虫谷》
日前亮相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导
演非行，
主演蔡珩、
顾璇、
于恒、
成泰燊、
马
浴柯、
陈雨锶一齐走上红毯首次组团亮相。
曾打造过《全民目击》
《守望者：罪恶
迷途》等优秀作品的导演非行表示，
《云
南虫谷》配以国际知名视效团队，
力求完

美还原原著中神奇诡谲的场景，
“起用新
人演员是为了打造出最契合原著的角
色，呈现出最完美的视觉效果。演员们
在正式开拍之前就进组接受过一段魔鬼
式训练，一些危险的动作戏都是大家亲
自上阵”。演员顾璇深有体会：
“我们完
全是封闭式军事化训练，每天早上起床
至少跑十圈，
然后练踢腿和空翻。”

然而，
并非认定了传承人，
就能确保
传承无忧。一方面，
只关注“代表性传承
人”
，
把支持的重点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产
生了文化遗产的个人化、
传承人的职业化
和功利化趋势，
无形中使文化遗产离开了
大众生活；另一方面，
消费时代的市场思
维也影响着传承人，
产业化、
旅游化、
商品
化正在给传承的目的与遗产的本质带来
扭曲。尤其紧迫的是传承人的老化，
前几
批国家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多是老一辈自
然传人，
随着这些自然传人的消亡，新一
代传承人又该如何认定？这些问题都给
政府的管理提出严峻的挑战。
在冯骥才看来，当此之时，
学界应勇
于承担，
对政府管理部门伸出援手，因此
必须回到原点，从科学的立场检验文化
的现状，
重新思考什么是传承人，
思考传
承人的价值、功能、认定标准和管理方
式，
不断提出科学的主张，
从而更好地保
护文化遗产，真正地做好中华优秀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
图为冯骥才与非遗传承人在一起。

复刻经典 不服来战
本报讯 （记者刘桂芳）天津市第二
届网络歌手大赛即日起开始报名。今年
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历史节点，此次
活动以金曲 40 周年为主题，特别提出了
“复刻经典 不服来战”的口号，旨在用群
众歌声和耳熟能详的歌曲重温经典好声
音，
展现不同时代的音乐情怀。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主
办，市群众艺术馆联合承办。赛事为全
公益，
不收取任何费用，
大赛组委会为获
奖选手准备了丰厚奖金和奖品。
本次赛事自 10 月启动到 12 月中旬
结束，其间涵盖“记忆中的金曲”歌单征
集、社会招募歌手、线上海选及线下比
赛、金曲 40 年演唱会暨颁奖礼等多个
环节。凡年满 18 至 45 周岁的声乐爱好

“和平杯”合唱艺术节落幕
本报讯 （记者刘桂芳）
“和平杯”天
津市第五届合唱艺术节颁奖暨庆祝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京津冀优秀合唱团队展
演，
昨晚在天津音乐厅举行。
本届大赛自 7 月开始报名，在各区
推荐的基础上共有近百支合唱团队参

直沽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刘桂芳）第五届天津
直沽文化旅游节开幕文艺演出昨天在河
东区爱琴海购物公园前广场举行。本次
活动以“全域旅游 美好生活”
为主题，
凸
显大直沽的独特魅力。
本届直沽文化旅游节由天津市旅游
局、中共河东区委、河东区人民政府共同

者，可关注群艺馆、北方网及天津音乐广
播微信公众号报名，网络歌手大赛主要赛
程将设立线上选拔与落地赛两种形式，选
手报名添加赛事管理员微信进入海选群
上传个人音乐作品形式进行初步筛选，通
过的选手再经过落地赛选拔决选出等级
奖及优秀奖，最终登上金曲 40 年演唱会
舞台一展歌喉。组委会报名咨询电话：
13116019860。
目前，市群艺术馆正在通过官方微信
（公众号 tjsqyg）面向公众广泛征集 1980 年
至 2018 年间问世的歌曲，不限曲风、不限
地区。参与者只需在平台留言区编辑发送
1 至 3 首歌曲名称即可完成推荐，推选曲目
均有机会入选金曲 40 年演唱会，募集歌单
时间截止到 10 月 16 日。

举办。昨天下午的非遗展演中，
来自河东
区多个社区的群众文化团队表演了舞龙、
小车会、腰鼓、高跷等传统节目。晚上的
开幕式演出中，
河东区文化馆舞蹈团、少
儿打击乐团以及河东区的公共文化志愿
者，
为观众带来歌舞、
相声等节目。
下图 踩街表演。本报记者 曹 彤摄

赛，最终评选出了 8 支合唱团队、6 支小合
唱团队进入决赛。本届合唱艺术节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包括邀请本市合唱
专家为参赛团队举办专题讲座及排练公开
课，
邀请知名指挥家深入基层培训辅导等，
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剧目：
音乐剧《美人鱼》
明日演艺

■

《云南虫谷》亮相丝路电影节

文化体育部电话：
27500576

天津市第二届网络歌手大赛开始报名

非遗传承人“释义”
研讨会在津召开

本报讯 （记者高丽）昨天，
在天津大
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非遗传
承人“释义”研讨会上，冯骥才呼吁学界
勇于承担，回到原点重新思考什么是传
承人，
帮助政府科学地保证文化的传承。

雁

明日 10：
30 光华剧院
★剧目：京剧《双阳公主/连升店/清
官册》
明日 14：
30 广东会馆
★剧目：
评剧《打狗劝夫》
明日 19：
15 海河剧院
★剧目：
儿童剧《少年鲁班》
明日 19：
00 宝坻影剧院（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