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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客家人的歌

伴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了

十几个年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

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首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下，在各级文化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从无到有，逐步

建立起来，并已发展为比较健全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和传承人保护制

度。在进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国务院已公布了

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公布了三批1488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

了省级保护名录项目8566项，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我国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已从十多年前的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整体性保护、

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意义

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认知和理解，人们越来越珍视优秀传统文化，全

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全

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围绕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规章制度建

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在，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王文章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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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和方针、原则逐步完善和确立。

在总结保护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具有的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的基本衍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认识

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既不是使它凝固不变，也不是人

为地使之突变，而是要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去自然衍变。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要遵循其本体规律。近些年来，我们提出的抢救性保护、整

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多种针对不同类型项目实施的保护原则与方

法，在保护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在准确认识、总结和把握非

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保护方针和原则的确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机构队伍基本建立。截至2011年，不

包括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仅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经费14.3876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

费增长至6.2298亿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16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成立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处（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基本建立。

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近十年来，北京和

全国各地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保护成果展，

对于社会公众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近两三年来，主要的展演活动如2009年文化部在北京农展馆举

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2010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

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

2011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

演”，2012年年初文化部等部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等都引起轰动，增强了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六是国际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2004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9

第一章  客家人的歌

我国第一批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

国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截至2011年11

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

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2012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培训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

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充分肯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存在

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在保护工作中，重开

发、轻保护、轻传承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开发、盲目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地方对保护工作认识不到

位，保护工作不落实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头脑清醒，思

想明确，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认

真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抓实干，从而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扎实、深入的开展。

最近，文化部主要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

的实施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以及保

护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

整。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

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会越做越好。

在概要回顾总结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情

况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基

础，或者说我们科学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律，不断取得

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是什么，我想，首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科学认知。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整体性保护的

情况下，更需要继续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认真、科学的梳理和分

析，进一步探究它的文化渊源，揭示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存在形态和

演变历程，以及研究如何在把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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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调查、分析和梳理，可以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性及其杰出的文化、艺

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由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

护工作，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关注、重视或主

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正是基于此，我们组织专家

学者或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编撰出版了这套“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也曾邀我主持编

撰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本。这次经作者重

新修订后纳入现在这套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项（书）目的

选择，则是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定，

每个项目独立成书，分批出版。第一辑收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20项，内容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工艺、传统技艺等多个

领域。它们形式各异，但都以其厚重的历史、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文明

的深厚积淀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精神特质乃至生活方式；如同一朵朵奇葩，千姿百态、绚丽斑斓，与其

他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悠久博大、辉煌壮丽。

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该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或项

目的传承人，其中不少作者是项目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根据自

己多年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本着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详尽梳

理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渊源和沿革流变、分布区域和存续状况，细致描

述它们的呈现形态，包括风格流派、技艺特征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和代

表性作品，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

这套丛书力图以学术的权威性、叙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成为广大读者

全面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读物，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

读者认识和了解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

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是为序。

                          

  201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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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广东“梅州客家山歌”与江西“兴国山歌”名列其中，两者

同属客家山歌。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基

本上都流传着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歌谣。客家山歌以

客家话演唱，具有简朴直接、即兴编唱、节奏自由的特色。唱词

讲究韵律和句式，多为七言四句体。演唱方式有独唱、对唱；民歌

手摆擂台与群众对歌，称为“山歌擂台”。对歌时有“尾驳尾”、锁

歌、拆字等形式，传统作品以情歌为主。① 客家山歌中最著名的当

属广东的梅州客家山歌、江西赣南的兴国山歌以及闽西客家山歌。

在闽粤赣三边交界的山区，居住着一个汉民族的独特支系，人

称客家人。他们操着几乎相同的口音，遵守着祖先的古训，“宁卖

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的族谱以及他们的口头传说，几乎

无一例外地记载着他们是在中古时期从中原南迁的，他们的迁徙经

过赣南、闽西，然后再播迁到粤东乃至粤西、桂东、四川、台湾地

区以及海外，宁化石壁、上杭瓦子排等地方，成为海内外众多客家

人共同记忆中再次迁徙的祖地。长期以来，客家人与周边的闽南

人、潮汕人、广府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起，为华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人们的心目中，客家山歌与客

家方言、土楼、围龙屋等一起，成为客家人的文化象征。

关于客家人以及客家文化，从1933年罗香林发表其专著《客

家研究导论》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讨论研究，学界基本上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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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客家”看作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谢重光先

生认为，种族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舞台化的客家男女对唱山歌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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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土楼

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

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

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民

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种新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

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这种

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② 客

家人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三边境域相连的广大山区，这一地区是客

家人长期以来集中居住的范围最大、容纳人口最多、地位最重要、

客家文化特色最为鲜明的地区，人称“客家大本营”。其中，江西

有17个纯客住县（市），即兴国、宁都、于都、瑞金、会昌、石

城、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

定南、寻乌，集中在赣南地区，另外还有21个非纯客住县，主要

分布在吉安等地区；福建有8个纯客县，即长汀、连城、上杭、武

平、永定、宁化、清流、明溪，集中在闽西地区，另有21个非纯

客住县，遍布闽西北地区；广东有16个纯客县（市），即梅城区、

梅县、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五华、紫金、龙川、和平、连

平、翁源、始兴、仁化、英德、新丰，主要集中在梅州市、河源

市以及韶关市，另有66个非纯客住县，散布在粤东、粤北、珠三

角以及粤西地区。此外，广西有75个非纯客住县，四川有35个，

湖南有11个，浙江有19个，台湾地区有16个。大致可以说，客家

人遍布长江以南各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