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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近 20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昆曲定位为

“高雅艺术”。这是因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当

新的娱乐品种、娱乐方式、娱乐观念在我们周

围渐渐形成时，昆曲这样的艺术也渐渐被挤

到了大众娱乐选择的边缘。在大众不再青睐

昆曲之时，恰恰是需要昆曲引导大众之时，但

昆曲并未适时抓住这个时机，而是转换思路，

把自己包装成有别于大众趣味的“高雅艺

术”。于是，“高雅艺术”被当作一面旗帜成为

挽救昆曲窘况的基本策略。在这种情形下，昆

曲更多地把目光瞄向知识群体，似乎只有知

识群体才能理解和接受这样的艺术。这种做

法从根本上把大众撇开，于是昆曲进入一个

狭小的圈子，发展空间受到束缚。进一步讲，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寻找空间，也未

能做得很成功。因为现代知识群体对于昆曲

的认知与古代知识群体对于昆曲的认知从程

度上而言也有很大距离，其中最明显的原因

是现代知识群体不像古代知识群体那样悠

闲。在现代社会，知识群体的生存竞争压力是

最大的，其忙碌程度也是最高的，他们不像古

代知识群体那样悠游从容，更因过度专业化

的背景而缺乏古代知识群体那样博学的知识

结构和优雅的生活趣味。所以，完全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是远远不足的。

当“高雅艺术”的旗帜没能奏效时，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把昆曲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又成为挽救昆曲的一个契机，昆

曲开始打出了“遗产”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

政府投入专项资金保护昆曲，昆曲院团和研

究机构也想了各种办法寻找对策。令人庆幸

的是昆曲在这面旗帜下还是出了不少成果，

大多数院团都排了新的剧目，抢救出不少老

剧目、冷剧目，昆曲研究机构也投入精力，一

批研究成果开始涌现，一批科研项目也开始

上马。但从“遗产”热过去的近两年时间来看，

除了少数院团巩固了成果在继续发展以外，

大多数院团开始变冷了。变冷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不知去向了，观众对于昆曲的关注度变

低了，少数院团出现了主动送戏上门也遭拒

绝的情形。
我认为，昆曲要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观众，

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观众，不断地扩大自己的

生存空间，才能维系昆曲自身的保护与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昆曲必须把大众纳入自己的

观众圈。
那么，我们是否要担心普通大众无法接

受昆曲这样的艺术？这就要追究到昆曲的品

性特征，从昆曲的品性特征寻找依据了。根据

我自己长期以来的感受思考，我认为昆曲应

昆曲的雅俗与保护传承※

●王廷信

摘 要：昆曲是雅俗共赏的艺术，不宜仅局限于“高雅艺术”的范畴来认识；昆曲不只是遗产，

更是活的艺术形式，不宜让昆曲进入凝固不变的死亡状态；昆曲生存空间需要在更

大范围内拓展，需要在大众中推播，需要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中为其寻找适宜的

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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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艺术类项目《20 世纪戏曲传播方式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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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属于雅俗共赏的艺术。
一方面，昆曲的创作群体和观赏群体都

曾在高阶层的群体当中流行过，这种流行导

致昆曲积累了比别的剧种更为丰富的表演程

式和音乐唱腔。相对于其他剧种而言，昆曲表

现生活的方式更加细腻一些，昆曲在表现形

式上也就更加雅致一些。因此，昆曲在有闲知

识圈子受人喜欢是大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昆曲也是最接近平民的艺术，

因为昆曲在内容上体现的是一种世俗精神。
正因如此，昆曲以往曾在平民圈子广泛流行。
明代末年出现的黄儒卿编辑的《新选南北乐

府时调青昆》、清代康熙年间所出现的“家家

‘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景象都是昆曲广

泛流行于平民当中的显证。
我们说昆曲是最接近平民的艺术，更多

是因为昆曲对平民精神状态的表现更加淋漓

尽致。昆曲经典剧目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

是平民形象，即使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的人物形象，其所体现的都是一种痛快淋漓

的平民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昆曲的“恋俗精

神”。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会有勇气、有信

心、有策略地把大众纳入昆曲观众的视野。
恋俗并非媚俗。媚俗是为了博取观众的

喜爱，不惜牺牲自己的特质而去取悦于流

俗，依靠讨好观众的低级趣味来生存，而恋

俗则是热衷于对人的世俗精神进行表现，这

种表现集中于人们对于世俗情感的基本需

求上，如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等等。至

于借助昆曲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战争的思

考、对于国家危亡的思考当是世俗精神的副

产品。这种副产品是人们借助昆曲陶冶情感

之后所悟得的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不

是直白地告诉观众，而是让观众在观看演

出、体会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基础上自然

生发的较为模糊、较为不确定而又耐人寻味

的意义。倘若缺乏对于人的世俗情感的表

现，那么这种意义就不会让人在不同的情境

中不断揣摩、不断回味。因此，恋俗精神的核

心体现在情感上。
人们在观赏昆曲的时候更多地是为了娱

乐性情。孔尚任写《桃花扇》是为了“借离合之

情，写兴亡之感”，离合之情集中于一个“情”
字，兴亡之感集中于一个“感”字。前者为了悦

情，重在过程；后者为了悦性，重在结果。离合

之情是具体生动的感情，兴亡之感是基于具

体生动之情之上较为理性的感受。汤显祖写

《牡丹亭》也是为了“情”，借助生生死死这种

具体生动的感情让人获得对于美好爱情的认

知，是将情与性有机融为一体。其他经典戏曲

也莫不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昆曲的创作、演
出、传播时不能脱离人的世俗之情，我们也需

要在世俗之情的基点上为保护昆曲、发展昆曲

寻找出路。
世俗之情是人人都会经历、人人都会拥

有的人的基本情感。因此，昆曲的恋俗精神带

有明显的普适性，决不会仅止于知识阶层。昆

曲曾经的辉煌也不仅止于士大夫阶层，在朴

野草民当中也相当流行。因此，倘若我们仅仅

把昆曲定位为“高雅艺术”，就会缩小昆曲的

传播范围，就会把大众拒之门外，就会有背于

对于昆曲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因此，我认为

没有必要担心普通大众的接受水平问题。重

要的是昆曲创演团体要改变那种居高不下的

保守态度，抢救、创作出更加适合大众趣味的

剧目来，凸显昆曲的平民意识，用更加有力的

方式把昆曲在大众当中推播开来，为昆曲艺

术寻找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现在还有把昆曲只看作“遗产”的说法，

更有甚者，把昆曲看作像文物一样的遗产的

看法。我觉得这都是有问题的。昆曲首先是一

种艺术，一种活着的艺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并正视这一点，就会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

昆曲，就不会把昆曲看作一种僵化的遗产。艺

术是在变化中赢得生存的。我不赞同不合规

矩的变化，但更不赞同一成不变的艺术。考订

昆曲的规章制度，并非是为了把昆曲捆死，而

是要让昆曲按照昆曲的规律发展，活得比现

在更好。如果以遗产为由把昆曲捆死，那我们

就真的无法对得起这份遗产了。
2003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

在“承认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除了为各群

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也与不容忍

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

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的情形下进而“承认各群

体，尤其是土著群体，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保护、保养和创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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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

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献”①的前提下制订

的。很显然，该公约强调了非物质文化在全球

化进程中濒临消亡、面临威胁的境况，强调了

制订公约的目的在于“丰富文化的多样性和

人类的创造性”。该公约是这样定义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

定义的第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

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

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

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

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

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

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

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

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

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

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

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定义的第三条：“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

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
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

振兴。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口传非实物人

文遗产杰作”国际荣衔公告中强调：“口传非

实物遗产是复杂、广博而形式多样的活遗产，

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在谈到该公告的目的时

认为“引起关注，认识到口传非实物遗产的重

要性，知道需要加以守卫并使其复苏。”“推动

传统艺人及本土创作人员参与认证非实物遗

产并使其获得新生。”③

在以上两份文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体现出如下

几点精神：

第一，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性，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遗产”，“在不断的

演变之中”。正因其复杂，正因其是“活遗产”，
我们才不能把它僵化。正因其“不断演变”的
特点，我们才不能违背这种特点而在新的时

代让昆曲进入一种不变状态。

第二，认识到应当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昆曲是数百年来艺

人与文人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不断积累、不断

探索、不断创造的文化成果。要保护它、传承

它，不是把这项非物质文化成果“封存”起来，

放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而是要继续积累、继
续探索、继续创造，使之生生不息。保护昆曲

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要保护其灵魂、特
质，是要让这些灵魂与特质在新的时代中焕

发出新的风采，但脱离“创新”二字，这些东西

都无法做到。
第三，认识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

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的同时，还要使其

“振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很难，

“保护”很难，但“宣传、弘扬、承传”并非一件

难事，只要肯做，是可以做到的。至于“振兴”，
也不是一种幻想。只是不要一提到“振兴”，就

要“振兴”到一统天下的状态。要知道，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任何艺术一统天下的局面都将

不复存在，只要有一部分人喜爱昆曲、关注昆

曲、支持昆曲、观看昆曲就够了。
第四，认识到在“守卫”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同时又能“使其复苏”，认识到使其“获得新

生”的重要性。“复苏”是指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恢复其生态、在适其生存的环境中萌发生机；

“获得新生”是指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种新

的生态下孕育出新的面貌。对于昆曲，我们要

恢复其兴旺时期的生态已很困难，故要在新

的社会背景、社会环境中为其寻找适合其生

存的土壤，从而使其在保持艺术特质的情形

下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2004 年 10 月 2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官员斯密特在中国艺术研

究院听取昆曲和古琴保护工作的汇报后指

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现存

的、不断发展的、不断更新的文化遗产，而不

是要保护那些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他
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有四点：第

一，是某个社区有特点的，而不是世界性的；

第二，对社区的存在起了关键作用；第三，对

社区的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①②③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第 5 页，第 23－24 页。

（下转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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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抢救和保护事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也亟须取得政府的支

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化建设，政府

的作用应该在这几方面得到体现：一是加强

规划。政府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

设纳入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事业的一部

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事业同规

划、同布置、同落实，这样才能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学科化建设取得实质上的进展。二是加

强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政

府应当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的研

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其

他方面，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都进行了强有

力的组织，希望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应

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的问题引起

重视，加强组织和领导。三是加强投入。政府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加强规划和

组织的同时，还应加强经费的投入和支持，以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建设工作的顺利进

行。
（五）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与人

才培养结合

“充分认识影响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的因

素，对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高等学校本

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而对人才培

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高校的学科专

业、人才培养还不能及时反映新兴学科和交

叉学科的发展趋势。”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

国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高等学校的学科专

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一直滞后于实际社会需

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业也是如此。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我国是方兴未艾，但其

专门人才的短缺是非常明显的。以重庆市为

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开展以

来，重庆市各区县开始逐渐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但是，在各区县从事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中，几乎没有经过非

物质文化遗产学专门培养的人才，为了保护

工作的需要，只能是经过短期的相关知识的

培训，就匆忙上阵。这样是很难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抢救和保护事业得到高质量的进行。所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要主动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化建设的需要、人才

培养的需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我们

必须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的步

伐，在学科化的基础上，结合社会需求情况，

制定出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尽

量培养出适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

护事业的急需的专门人才。

①②张涵《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及教学质量改革工程指导手册》（C），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49 页，第 171 页。

第四，对社区的认定起关键作

用。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昆曲列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不是要让昆曲成为“凝固的、一成不

变的东西”，而是看到昆曲是一种“不断发展

的、不断更新的文化遗产”。此外，昆曲对于我

们认定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生存、对于

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保护昆曲就是保护与我们自身密切相关、
反映我们自身文化特点、使我们的文化持续

发展与更新的活的艺术形式。

以上几点说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需要

秉承这种科学态度来保护昆曲、发展昆曲，为

昆曲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
昆曲在其辉煌时期是雅俗共赏的，是从

社会底层到上层均曾得到认同和喜爱的艺

术。我们保护昆曲、发展昆曲也需要从底层到

上层为昆曲寻找空间。我们既不能只以“高雅

艺术”的定位对待昆曲，也不能以对待物质遗

产的态度对待昆曲这样的非物质遗产。

①刘文峰、谢玉辉、张艳琴《山西戏曲生存现状调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编《全国剧种剧团现

状调查报告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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