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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台胞加入民间学术团体，

这也是海沧贯彻国家“惠台 31条政

策”的实际举措。去年 4月，厦门市

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厦台经济社

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提出

“鼓励在厦门的台湾同胞参与中华

经典诵读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台湾文艺工作者可以进入厦门的

文艺院团、研究机构任职或研学，可

以加入厦门的各类文艺社团”“鼓励

台湾同胞参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试

验区建设，参与厦门的闽南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申报市、区两级闽

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共同传承闽南文

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落实该项措施精神，发挥台

胞的才能和作用，厦门市海沧区闽

南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

在换届筹备工作中，对其章程进行

了修改，在入会条件中增加了“在厦

工作、生活的台胞可以申请加入研

究会”的内容。

“相比大陆，台湾地区在文

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等方面有着一

定的先

行经验，而且台湾跟闽南同文同

种、同根同源，具备共通的闽南

文化土壤。”新一届研究会会长

林合安表示，希望通过吸纳台胞

加入，借鉴台湾的经验做法，让

研究会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

海沧不仅是设立最早、面积

最大、功能最强的国家级台商投

资区，也是闽南文化祖地之一，

有“闽台文化基因库，海丝文化

桥头堡”的美誉，蕴藏着丰厚的

文化资源，但海沧同时也是一座

新兴城区，建制沿革几经更迭，

文化传承的脉络谱系较为复杂

和曲折，客观上对文化资源的整

理保护和阐发转化工作造成了

困难。因此，研究会成立后，在四

年时间内承担了大量文化传承、

文化创新、文化交流工作。

据了解，除了吸纳台胞加入，

研究会还聘请厦门著

名文史专家洪卜仁、龚

洁、彭一万、

何丙仲、陈耕等为顾问和专家组

组长，聘请杨渡、林谷芳、林安梧等

台湾知名学者、作家担任专家组

成员，构建起海沧与台湾之间的

文化交流通道，增强两地的文化

互动和共振。同时，研究会还聘请

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担任专家组成员，并吸引了

大批本土社区书院、非遗传习中

心、宫庙理事会、宗亲理事会等民

间文化机构成员以及文创企业代

表、艺术家、文化爱好者

等加入。

构建两地交流通道 弘扬闽南文化精神

深入贯彻惠台政策 积极吸纳台胞加入

接地气通天道

走出文化自信的海沧步伐

4月 20日上午，保生青草药

传习中心在海沧慈济北宫青草药

园揭牌。揭牌仪式上，福建省唯一

一位以青草药传承享国务院津贴

荣誉的黄锄荒老师授徒传艺，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立志成为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个由

海沧区“台助”参与推动成立的传

习中心，是当地众多非遗项目传

习中心的其中一个，也是海沧区

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推动两岸融

合发展，大力推进闽南文化弘扬

传承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年来，海沧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立

足对台交流融合的责任担当，落

实国家“惠台 31 条政策”，依托

闽南文化研究会的平台，营造闽

南文化传承发展的群众基础和

浓厚氛围，走出坚定文化自信的

“海沧步伐”。

重挖掘

运用名人资源为闽南文化代言

如果说闽南是中华文化的

奇葩、扬名世界的热土，那么 186

平方公里的海沧就是这朵奇葩、

热土的缩影，更是闽南文化的

“基因库”。以颜思齐、周起元、丘

菽园、林可胜等为代表的海沧历

史名人，近年来更多地与闽南文

化联系在一起，广为人知。海沧

区还嫁接央视等平台，将名人史

料拍摄成影视作品广泛传播。其

中，纪录片《开台王颜思齐》获中

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优作品，

《海洋赤子———周起元》荣获第

24届中国纪录片长片“十佳作

品”奖。这些正是海沧区加强传

统 文 化 弘 扬 传 承 的 重 要 举

措———挖掘本土名人资源，丰富

闽南文化的内涵。

“可以说海沧的这项工作在

全市乃至全省都走在前列。”原

厦门市文化局局长、福建省旅游

学会执行会长、文史专家彭一万

表示，海沧的“名人”都是群众耳

熟能详的乡亲，这让百姓对文化

的传承更有认同感和自豪感，也

让这项工作更有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海沧区还发挥闽

南文化研究会的平台作用，通过

基础性的挖掘工作，让传统文化

的资源生动鲜活起来:编写《红色

海沧》，极大丰富了海沧的革命

史料；设立青草药传习中心、筹

备北宫书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支持沧江古镇保护性

开发；装帧制作古法线装书籍，

让《周忠惠公传疏》《金沙书院

记》等得到很好的保护。不仅如

此，研究会还组织专家学者和民

间人士，深入巷弄田间，考察记

录海沧的文化坐标，并整理成

册。

“面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

丰富历史遗产，我们要怀着更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挖掘

整理、抢救保护的步伐。”林合安

介绍，海沧将在深入挖掘名人和

历史资源的同时，推动闽南文化

进校园、社区、群众生活。目前，

海沧已经在着力推动歌仔戏、送

王船等特色闽南文化的传承，区

内一批中小学已纷纷开设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校本课程。

重创新

多彩活动夯实民间文化传承基础

20日晚，在海沧市民广场的

猫耳朵剧场，举行了一场以学生

为主要演员的歌仔戏展演。这是

海沧每周“戏曲进社区”的其中一

场，如今，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当地

多个街道、村居都会举办丰富多彩

的传统文化展演，这也让闽南文化

在民间打响了声势、重焕活力。

研究会副会长李碧莲表示，

近年来，海沧区结合“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举办以“戏聚海

沧·经典相传”“歌咏中秋寄乡

愁?戏聚海沧庆团圆”等为主题

的歌仔戏专场演出，还组织戏曲

爱好者走进社区，举办了近 20

场戏迷沙龙活动。

接地气的活动让海沧在闽

南文化的传承上更有群众基础。

如今，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每

天的文化课堂、传习中心每周的

研习活动、全区每逢传统节日的

文化传承活动，已经成为海沧群

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在 20日的研究会换届大

会上，海沧本土传习中心、宫庙、

宗祠等民间文化机构负责人作

为本土草根代表，成为研究会专

家组成员，展现出海沧在闽南文

化传播弘扬上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文化荟萃之地，海沧始

终充满着丰富多样的人文气息，

这也让海沧在推动闽南文化传

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多了融

合与交流的元素。

在这片土地上，保生大帝的

民间信仰、闽台送王船的风俗礼

仪、海沧蜈蚣阁进香等活动，既

充满了浓郁的地方传统气息，也

可以在台湾、东南亚等地找到同

宗同源的传统习俗。海沧也立足

设区的初衷，大力推动与台湾、

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建立起

长效的沟通渠道。

近年来，以保生慈济文化旅

游节、海峡两岸乐活节、汉字节、

斗茶节等主体的活动，发挥出两

岸民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作用。海

沧还通过举办两岸闽南文化夏

令营、中马送王船学术研讨等活

动，让海沧遗存的优秀传统文化

具备现代性、当代性，并积极发

挥出融合交流的作用。

“台胞加入是一个契机，让海

沧的闽南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多了

一个窗口和资源。”林合安表示，

将加大与台湾文化机构的交流合

作，让同宗同源的闽南文化得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

如此，海沧区闽南文化研究会的

平台作用将得到更大发挥，“我们

将结合海沧实际，加强队伍和机制

建设，深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并将拓展地区和行业间的交流，

形成一批成熟项目和特有品牌，为

海沧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奠定深

厚的基础。”林合安说。

“今年是海沧台商投资区创

立三十周年，这一系列活动和举

措，都彰显着海沧在巩固产业高

地的同时，进一步迈向人文新高

地。”海沧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今

年的海峡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

学院将与海沧台商投资区共同

举办“大航海时代与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海峡两岸专家

研讨会，作为国家高层次的论

坛，闽南文化的元素届时将进行

集中展示。

另外，海沧今年的文化领域

工作也有不少重头戏 :6 月将举

行开台文化公园的开园典礼；新

的金沙书院将于今年 9 月动工

建设；海沧区今年还将继续着力

推动沧江古镇的保护性开发建

设工作，逐步将其打造成“海丝

第一小镇”。 （来源：厦门日报）

重融合 发挥本土优势 建立长效沟通渠道

4 月 22 日，第

十二届海峡两岸

（厦门海沧）保生慈

济文化旅游节开

幕，海峡两岸的上

千名信众齐聚一

堂，共同祭拜保生

大帝。在此之前，两

岸文化交流又迈出

先行先试的一步，4

月 20日，厦门市海

沧区闽南文化研究

会换届大会在海沧

举行。35名台胞在

这次换届中加入研

究会，成为正式会

员，他们将发挥各

自特长，助力两岸

在闽南文化传承发

展领域的交流融

合。在海沧未来海

岸社区工作的台胞

符坤龙当选为研究

会的副会长，他表

示，将力争在两岸

文化资源对接、文

脉传承发扬上发挥

优势，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