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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秀历史文化焕发新时代魅力
—我市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综述
昆曲、
昆曲
、锦溪宣卷
锦溪宣卷、
、苏州竹刻
苏州竹刻、
、苏绣（昆山刺绣
昆山刺绣）
）……这些昆山人耳熟能详的艺术
……这些昆山人耳熟能详的艺术，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瑰宝
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瑰宝，
，在全社会的共同保护下得以传承
在全社会的共同保护下得以传承，
，它
们承载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它们是人们生活方式
们承载着许多人的文化乡愁，
它们是人们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的载体
思想观念的载体。
。和正式的史书相比
和正式的史书相比，
，非遗所记录的历史亲切
非遗所记录的历史亲切、
、朴素而丰富
朴素而丰富，
，充满了人情味儿和烟火气
充满了人情味儿和烟火气。
。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展示出了
中华文化的深厚与多样，
中华文化的深厚与多样
，
所营造出的节日氛围是其他事物难以替代的。
所营造出的节日氛围是其他事物难以替代的
。今天
今天，
，
记者带你一同了解我市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进程。
记者带你一同了解我市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进程
。

挖 掘

走 出 去

让非遗“留下来”

为非遗插上腾飞“翅膀”

昆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史遗存众多、文
化底蕴丰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至今有
着 6000 年文明史。这个从秦代开始出现的城
市，也成为了一些中华文化艺术的发源地，比如
被称为“百戏之师”的昆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勤劳善良的鹿城人民创造了以精巧、秀丽为
主要特色的灿烂文化。
数字里蕴藏着“富矿”。我市对散落在乡村
的传统手工技艺和民风民俗进行挖掘梳理，
建立
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目
前，全市有各级非遗项目 42 项，包括国家级 2
项、省级 8 项、苏州市级 10 项、昆山市级 22 项。
全市有各级非遗传承人 37 人，其中包括省级传
承人 7 人，苏州市级传承人 10 人，昆山市级传承
人 20 人。
2019 年我市启动第五批昆山市级非遗项目
申报遴选工作，
经各区镇、行业协会推荐，非遗专
家实地考察评审，公布了在昆山市域内具有百年
以上历史、有三代以上清晰传承谱系、至今仍以
活态形式存续发展的苏绣（昆山刺绣）、金华村腊
肉加工制作技艺、沈万三食品加工制作技艺、昆
山撂石锁技艺、沪剧 5 个项目为昆山市第五批非
遗名录。
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
方式之一。近年来，
我市加强传统手工技艺和医
药类项目非遗项目生产性保护，
使传统生产工艺
得以延续，产品不断推向市场，产生良好的经济
效益。省级非遗项目奥灶面制作技艺利用百年
配方，不断丰富产品，拓展市场，年营业收入达
3500 万元以上；苏州非遗项目正仪文魁斋青团
制作技艺每年营业收入达 100 万元；昆山市非遗
项目周市爊鸭制作技艺在昆山市区开设多个专
卖店，年营业收入达 1000 万元。
二十年辛苦不寻常。一项项务实之举，
一个
个创新之策，留住了文化的根脉，更为鹿城人民
守护了一方精神家园。

为了交流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多年来，我市
不断创新理念和举措，提速非遗走出“深闺”步
伐。可喜的是，
如今在昆山，
“加强非遗保护，
呵护
精神家园”
已逐渐成为一种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景 区 是 推 介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重 要“ 舞
台”
。在今年
“五一”
“十一”
假期中，
我市举办
“匠
心匠艺”非遗好物进景区系列活动，让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感受非遗的迷人魅力。通过市集、展
演、互动体验和手工作坊等，推进非遗与旅游融
合，拉近民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同时，梳理全
市传统文化资源，
设计
“听着昆曲游昆山、跟着非
遗游昆山、沿着古迹游昆山”等 3 类共 6 条文化
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在弘扬非遗的同时，促进了
昆山旅游业发展。
为让非遗走出去，自 2019 年以来，昆山原创
昆剧《顾炎武》
《梧桐雨》分别走进上海、
南京、
宁波、
厦门、
潮州、
香港等
“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城市进行
演出，
增进了
“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的文化交流。
“互联网+”，为非遗走出“深闺”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我市 2021 年开展昆曲云拜年活动，被
人民网点评为“提升就地过年群众幸福感，着重
提升年味儿”全国 2 个标杆活动之一。开设“雅
韵昆山”官方电台，包括昆山历史、昆山非遗、昆
山昆曲等 8 个专辑近 200 条音频，同时辅以视
频、图片和文字，
向全球讲述昆山故事，
传播昆山
传统文化，极大地扩大了我市非遗的社会影响
力，
充分展示了昆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魅力
与时代风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根
脉，
就是要让文化惠及大众。
”
市文体广旅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未来，
我市将持续坚持非遗
“见人见
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更多的非遗项目回归
现代生活，
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标杆城市贡献非遗力量。
（王慧鑫）

传 承
让非遗“活起来”
记者走进千灯中心小学看到，
这里的学生都
能吟唱几句昆曲。一部分音乐天赋较好的学生
先在
“小昆班”
接受昆曲老师的教授，
回来再在各
个班级教大家学唱昆曲。
“我妈妈就是昆曲迷，
经
常带我去看昆曲演出，我觉得（昆曲）演员漂亮，
唱得也很好听，
我希望长大后也能在舞台上唱昆
曲。
”
千灯中心小学学生高蝶说。
千灯中心小学有一支民乐队，
民乐队的每个
队员都会演奏两三段昆曲，
为演唱组伴奏。尤其
是在笛、管、箫、琵琶、月琴等方面，表现力极强。
在人人了解昆曲、会唱昆曲的基础上，学校还会
举行昆曲大奖赛，比哪位同学能在唱、念、做、打
上做到完美结合，让获奖的学生去带徒弟，传承
弘扬昆曲文化。
自 1987 年以来，昆山将昆曲文化与校园文
化相结合成立全国首家“小昆班”。
“ 戏韵飘香，
‘梅花’绽放”，30 多年来，我市在昆山各中小学
成立 21 家“小昆班”，实现各区镇全覆盖，培训
5000 余名昆曲小学员，共排演 100 余折昆剧名
段，
百余名学子进入专业戏曲院校深造。
传承昆曲，
“从娃娃抓起”
。昆山第一中心小
学创办了我市第一个
“小昆班”
，
依托
“小昆班”
培
养“小梅花”，最初发展时“小昆班”困难重重，但
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如今，越办越红火。昆山市
锦溪镇、陆家镇等地，专门拨款作为“小昆班”教
学、演出等活动资金。在第一中心小学
“小昆班”
的影响下，
全校班班教唱昆曲成为一种风尚。在
昆曲梦想的感召下，
“小梅花”
傲然盛开。这些学
习昆曲的小演员，不少被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
的戏曲学校，成为专业戏曲人才。在全国、省市
各类文艺比赛中，也荣获了少儿戏曲小梅花“金
花奖”
、少儿艺术节茉莉花
“金奖”
等各种奖项。
不仅如此，
“ 小昆班”还成为文化交流的纽
带。参与中法青少年艺术交流活动，
亮相上海世
博会和苏州虎丘曲会，接待美国、日本、韩国、新
加坡等地友人，
“小昆班”
的演出让昆曲文化广泛
传播。新镇小学
“小昆班”
还被命名为
“海峡两岸
戏曲与国学传承交流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