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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
游博览会成功举办

继 2019 年在扬州市举办首届运
博会之后袁2020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袁
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在江
苏无锡主会场和江苏淮安分会场举
办遥 本届运博会以野融合窑创新窑共享冶
为主题袁致力于搭建运河沿线城市文
旅融合发展平台尧 文旅精品推广平
台尧美好生活共享平台遥

在无锡主会场袁 非遗文创展作
为运河文化创意展的重要版块之
一袁 也是本届运博上深受观众喜爱
的展区遥 非遗文创展围绕野融合窑创
新窑共享冶这一主题袁以野非遗创承冶
为理念袁 积极探索非遗与多业态融
合的创新发展模式袁 以非遗与美学
生活尧文旅 IP尧文创品牌的相互融合
为核心内容袁 集中展示了大运河流
经沿岸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非遗文创
产品遥 丁学来

“大匠至心”非遗传承
发展杭州沙龙即将举办

第十二届浙江窑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览会渊杭州工艺周冤将于 9
月 10 日启幕遥 从 7 月开始袁组委会
通过系列推文聚焦浙江非遗保护新
成果和传承传播新路径袁 一起走近
浙江非遗袁走近非遗博览会渊杭州工
艺周冤遥

9 月 11 日至 14 日袁 来自国内外
的专家学者尧代表性传承人尧媒体人
以及非遗创业代表等约 50 人将齐聚
京杭大运河畔袁参加第五届野大匠至
心冶非遗传承发展杭州沙龙遥

作为第十二届浙江窑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渊杭州工艺周冤的重
要组成部分袁今年的野大匠至心冶非遗
传承发展杭州沙龙将对多个主题进
行探讨尧交流和观点碰撞遥 曹芸

近年来袁 随着 5G 时代的
到来袁 非遗传承不再拘泥于传
统的观赏模式袁 越来越多的贵
州非遗项目正利用直播尧 短视
频平台等多种途径打破传承圈
层袁通过创新非遗传播形式袁与
时下潮流结合袁 为非遗传承与
创新带来更多新意和惊喜袁深
受到年轻人追捧遥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袁网
络短视频尧 直播如飓风般席卷
而来袁 并以互动性强的特点迅
速进入现代生活袁 看似偶然的
机会袁 让古老的非遗在这股飓
风中更加活泛袁 越来越多的非
遗推广活动在利用网络平台的
传播过程中尝到甜头遥

作为贵州重要的非遗传承
品牌袁 由省委宣传部尧 省文旅
厅尧 多彩贵州文产集团联合主
办的野202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多彩贵州非遗购物节暨非遗周
末聚冶活动袁在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的前提下如期而至袁以野非
遗购物节冶和野非遗周末聚冶为
主袁按照野线上为主尧线下为辅袁
商品为主尧展演为辅冶的方式展
开遥 并依托国内电商及短视频
平台进行直播带货袁102 家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及传承人参与
线上活动遥 活动当天袁野非遗周

末聚冶 非遗购物节首次直播总
观看量 10 万余次袁获得点赞数
高达 30 万次袁淘宝直播间总观
看量 15500 余次袁 获得点赞数
35000 余次遥 截止目前袁野非遗
周末聚冶非遗购物节共直播 20
余场袁 直播间上架产品 40 余
款袁共拍摄短视频 300 余个袁宣
传推广 30 余个县 渊市尧 区冤40
多项非遗项目遥

聚焦非遗在人民大众健康
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袁 贵州
全省联动袁 开展丰富多彩的
2020 年 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冶
非遗宣传展示非遗购物节活
动遥

在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冶前
后袁 贵阳市组织开展多场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遥 征集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非遗作品并展览袁组
织非遗传承人尧 手艺人创作相
关作品 80 幅曰开展野非遗见美冶
非遗项目线上宣传活动袁 在相
关网站对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分区市县进行系
列展示袁现已展出 10 期遥 通过
持续的系列宣传展示活动袁面
向社区群众尧中小学生尧景区游
客等人群袁 在加强民族文化传
承的同时袁拓宽了当地群众尧学
生的视野袁 提高了人们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保护意识遥
黔东南州 17 个县 渊市冤的

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遥 黎平县在
黄岗尧述洞尧肇兴侗寨举办了系
列宣传展示活动袁 采用静态图
文展示尧活态展示尧鼓楼对歌尧
民族歌舞文化舞台展示尧 网络
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进行遥 如
与快手主播 野侗族七仙女冶合
作袁开展网络直播袁采取线下和
线上共同参与的方式袁 不仅能
听到天籁般的侗族大歌尧 看到
独特的侗族服饰袁 还能学习侗
族刺绣和蓝靛染布技艺遥

安顺市镇宁自治县与山东
青岛胶州市联办的野文化走亲窑
助力扶贫冶线上非遗交流活动袁
两地近百名文化工作者通过抖
音连线直播的方式袁野同屏冶轮
番上演了包括胶州秧歌尧 茂腔
和镇宁布依 野铜鼓十二调冶尧勒
尤演奏等地域特色浓郁的非遗
节目遥 直播画面还同步展示镇
宁自治县当地非遗产品尧 特色
商品及农副产品袁同屏野带货冶遥
通过两地共同努力袁 短短一个
小时的连线直播袁 点赞量达到
1.5 万余次袁 销售额达 15 万余
元袁 帮助镇宁特色产品走出大
山袁 实现了文化和扶贫的有机
结合遥 张天敞

龙舞袁也称野舞龙冶袁民间又叫野耍龙冶尧野耍龙灯冶或野舞
龙灯冶袁在全国各地和各民族间广泛分布袁其形式品种的
多样袁是任何其他民间舞都无法比拟的遥 早在商代的甲骨
文中袁 已出现以数人集体祭龙求雨的文字曰 汉代董仲舒
叶春秋繁露曳 的记录中已有明确的各种舞龙求雨的记载曰
此后历朝历代的诗文中记录宫廷或民间舞龙的文字屡见
不鲜遥 直至现在袁龙舞仍是民间喜庆节令场合普遍存在的
舞蹈形式之一遥 龙舞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是其道具造型尧构
图变化和动作套路遥 根据龙形道具的扎制材料的不同袁分
为布龙尧纱龙尧纸龙尧草龙尧钱龙尧竹龙尧棕龙尧板凳龙尧百叶
龙尧荷花龙尧火龙尧鸡毛龙尧肉龙等等曰北方龙舞的制作一
般高大粗重袁风格古朴刚劲曰南方龙舞则精巧细致袁活泼
敏捷遥 龙舞从色彩上可分为黄尧白尧青尧红尧黑等袁以黄龙最
为尊贵遥 龙舞的构图和动作一般具有野圆曲冶尧野翻滚冶尧野绞
缠冶尧野穿插冶尧野窜跃冶 等特征遥 龙舞的传统表演程序一般
为院野请龙冶尧野出龙冶尧野舞龙冶和野送龙冶遥 民间有野七八岁玩
草龙袁十五六耍小龙袁青壮年舞大龙冶的说法遥 舞龙人数少
则一人舞双龙袁多则百人舞一大龙遥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信奉的祖先曰 龙舞是华夏精
神的象征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合力尧奋发开拓的精神
面貌袁包含了天人和谐尧造福人类的文化内涵袁是中国人
在吉庆和祝福时节最常见的娱乐方式袁气氛热烈袁催人振
奋袁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遥 黄斌

黄廷炎
男袁汉族袁1941 年生袁重庆铜梁

人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龙舞渊铜梁龙舞冤代表性传承
人遥 黄廷炎 11 岁开始学艺袁师从沈
俊声尧 赵海涛等老艺人舞彩龙尧打
锣鼓袁从 1988 年开始袁他在继承传
统龙舞技艺的基础上袁创作了一些
既有难度尧 又富有情节的龙舞套
路袁将川剧吹打乐尧戏曲功架尧武功
把子等融入龙舞表演袁使铜梁龙舞
愈加精彩遥1994 年国家体委将龙舞
列为体育竞技比赛项目之一袁黄廷
炎所创编的 野大横 8 字花冶野连环
套冶野飞龙追珠冶野金龙抱柱冶被认定
为龙舞比赛的规定套路遥 黄廷炎
1994 年开始传授尧普及铜梁龙舞技
艺袁培养了众多传人袁公认的优秀
龙舞艺人张顺生尧张铭鑫尧张永江尧
黄文灿等均是他的弟子遥 钱昌鑫

直播带货带“火”非遗

龙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