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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5 日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渊以
下简称野大系出版工程冶冤首批成果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袁发布了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曳渊以下简称叶大系曳冤的 12 个
示范卷袁涉及神话尧史诗尧传说尧故事尧歌谣尧长诗尧说唱尧小
戏尧谚语尧谜语尧俗语和理论 12 个门类袁共计 1200 多万字遥
作为大系出版工程的成果袁叶大系曳 文库是我国有史以来记
录民间文学数量最多尧内容最丰富尧种类最齐全尧形式最多
样尧最具活态性的文库遥

2017 年 1 月袁中办国办印发叶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曳遥 作为
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曳的 15 个重点工程之一袁大系出版工程在
中宣部尧中国文联的领导下袁由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团结民间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具体实施遥

叶大系曳涉及神话尧史诗尧传说尧故事尧歌谣尧
长诗尧说唱尧小戏尧谚语尧谜语尧俗语尧理论 12 大
门类遥 首批出版的 12 个示范卷各门类分别一
本袁每本 100 万字左右袁共计 1200 多万字尧300
余幅图片遥 12 个示范卷分别为 叶神话窑云南卷
渊一冤曳叶史诗窑黑龙江卷窑伊玛堪分卷曳叶传说窑吉
林卷渊一冤曳叶故事窑河南卷窑平顶山分卷曳叶歌谣窑
四川卷窑汉族分卷曳叶长诗窑云南卷渊一冤曳叶说唱窑
辽宁卷渊一冤曳叶小戏窑湖南卷窑影戏分卷曳叶谚语窑
河北卷曳叶谜语窑河南卷 渊一冤曳叶俗语窑江苏卷
渊一冤曳叶理论渊2000要2018冤窑第一卷渊总论冤曳遥

叶大系曳所收作品按照科学性尧广泛性尧地
域性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袁在田野普查尧文字记
录尧图片拍摄和音频视频等信息采集以及查阅
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袁强调学术规范袁把握
民间文学的野活态性尧生活性尧历史性和文化
性冶袁注重叶大系曳内容的全面性尧代表性尧真实
性袁多维度尧多向度尧全方位展现了民间文学的
历史风貌与新时代人文精神遥

示范卷在内容尧形式尧类型等方面力求反
映出民族风格和文化底蕴遥 比如袁叶长诗窑云南
卷渊一冤曳编选了彝尧白尧哈尼尧傣尧壮尧苗尧傈僳尧
拉祜尧纳西尧瑶尧藏尧基诺等 12 个民族的 30 部反
映婚姻爱情的叙事长诗袁 这些作品大多采集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袁演唱者多为少数民族歌手
和民间艺人袁并且首次将叶宛纳帕丽曳叶南波冠曳
叶葫芦信曳校正为傣族野三大爱情悲剧冶曰叶传说窑
吉林卷渊一冤曳中的 180 余篇作品袁均取自原始采
集的资料袁 在文本规范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增
加注释袁 尽可能地还原吉林地方文化特色和民
间韵味袁其中的人参传说尧渔猎传说尧淘金传说
和木帮传说等都是吉林省的特色文化遥

叶大系曳文库既有精致的传统纸媒产品袁也
在书中以二维码的形式链接相关民间文学音
视频袁拓展了纸质书的内容维度袁从而演示活
态传承样本遥 比如袁在叶史诗窑黑龙江卷窑伊玛堪
分卷曳中袁读者可以通过视频欣赏赫哲语说唱袁
了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野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冶的赫哲族古代部落时期关
于征战尧迁徙尧社会尧生活等英雄史诗曰叶小戏窑
湖南卷窑影戏分卷曳 收录了 野仪式性冶野非仪式
性冶剧本及野混合本冶135 个袁建立了视频资料
库袁以最大程度保留和还原各区县小戏的地方
韵味袁并通过地域腔调延续历史文脉遥

盛世修典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袁从
叶诗经曳到叶乐府曳袁从叶史记曳到叶四库全书曳袁都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作出了独特贡献遥 编纂
出版民间文学大系的意义在于续存民族文化
的集体记忆袁传承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袁并努
力实现从立档存志尧强基固本到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的衔接和提
升袁进而筑牢中华文化共同体遥

此次出版的叶大系曳野神话卷冶袁透过野神话
中国冶 的视角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构成曰野史诗
卷冶中代代相传的民族史诗袁蕴含珍贵的集体
记忆袁 也是民族语言的历史文本曰野传说卷冶里
丰富的民间叙事袁包含民间的价值理想尧生活
哲学曰野故事卷冶里的民间故事在变化的语境中
呈现了历史经验尧 文化律动中永恒不变的存
在曰野歌谣卷冶展现了生活之歌尧自然之歌袁是精
神情感的记录袁也是中华民族语言的瑰宝曰野长
诗卷冶 在深入发掘和打捞的过程中萃取经典袁
体现了长诗佳作的魅力曰野说唱卷冶作品中朴实
的语言尧真挚的情感尧鲜明的个性袁展示了说唱
文学演绎故事尧塑造典型尧表达心灵乃至揭示
人性的力量曰野小戏卷冶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体
会民间小戏的审美品格尧 文化价值曰野谚语卷冶

是文学样式尧文化现象的综合呈现袁短小精悍
且充满了生产生活的智慧曰野谜语卷冶全面展示
了跟谜语相关的文化景观袁许多资料难得而又
珍贵曰野俗语卷冶的作品反映民俗生活袁具有地
方风情袁 是对民间口头语言的发掘梳理和研
究曰野理论卷冶 是 21 世纪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界
第一次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大规模收
集尧整理尧编纂尧回顾遥 总之袁口耳相传的民间文
学既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袁又是一部发展中的
民族生活史尧文化史尧思想史袁联系着民族文化
的源头并指向广阔的未来遥

文学总体上分为两种院一种是个人用文字
创作的袁以书面传播的文学曰另一种是民间集
体口头创作的袁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遥 后者是
前者的源头袁 是根性的文学遥 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袁强调文学的民间性袁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生活
的面貌遥从某种程度上说袁民间文学大系就是我
们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袁包含民俗学尧历史学尧
艺术学等学科内容袁蕴含丰富的史料细节袁可以
为民族学尧 民俗学的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和基
本理论袁可以作为人文社会研究的基础文献袁也
可以作为教材的资料基础袁 有助于生动传承民
族文化袁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遥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是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70 年文
献积累的基础上实施的遥中国民协
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0 年的中国民
间文学研究会袁70 年来民间文学
一直是其关注重点遥新中国成立以
来袁中国民协渊包括其前身野民研
会冶冤 开展了 3 次大规模的民间文
学抢救性调查尧收集尧整理工作袁这
包括 1957 年的民歌调查运动尧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 野三
套集成冶渊叶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曳叶中
国歌谣集成曳叶中国谚语集成曳冤普
查编纂工作和始自 2002 年的中国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遥

在数十年采集整理民间文学
资料的基础上袁中国民协组织实施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袁进一
步对野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
程冶数字化抢救和整理的 11000 余册尧约 18
亿字资料进行研究尧整理和编纂袁并补充和完
善新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作品遥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之初袁
我们便成立了野大系出版工程冶学术委员会尧
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及 12 个编辑专家组袁以
把握民间文学的实质袁尊重民间文学的规律袁
保障编纂出版的质量和水平遥 工程的实施以
中国民协为主袁同时各级民协上下联动袁充分
调动高等院校尧 科研院所及有关部门和机构
参与的积极性袁 团结全国各地近千名专家学
者参与编纂袁 凝聚了一批民间文学的专家学
者和爱好者袁 培养了一批有能力有担当的民
间文学梯队人才遥

大系出版工程从启动伊始就确立了 野示
范带动冶的方法遥 一方面袁在具有突出优势的
省区市部署共计 55 个示范卷的编纂任务曰另
一方面袁形成了叶掖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业编纂工
作规范及实施办法曳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授权
书曳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
作流程和相关职责曳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办公
室工作分工曳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相
关简称使用规范曳等系统的工作规程袁以保证
各项工作科学规范开展遥

叶大系曳编纂过程中严守学术规范袁尊重
民间文化的发展规律袁关注民间文学的野活态
性尧生活性尧历史性和文化性冶袁注重大系的全
面性尧代表性尧真实性遥同时袁我们还不间断地
开展研讨袁举办培训讲座袁仅 2018 年 8 月以
来袁 就在各省区市召开示范卷编纂工作启动
会尧座谈会尧研讨会 20 余次袁保证了叶大系曳内
容的学术性尧专业性遥

经过近三年的辛勤工作袁 大系出版工程
取得了显著成果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袁
全国共有 134 卷启动了编纂工作袁其中 12 个
示范卷已经面世袁 还有 34 卷已进入审稿尧修
改阶段袁1 卷已进入出版社编校环节袁其余卷
本正在补充和修改遥根据规划袁大系出版工程
将在 2025 年前出版 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曳大
型文库袁建成电子文献数据库袁同时开发一批
经典读本尧实用读本尧普及读本和对外宣传推
介产品和衍生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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