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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

浦东非遗行街表演首进地标性商圈
陆大杰：
将
“浦东绕龙灯”带入世界体坛

浦东非遗行街表演首次走进地标性商圈长泰广场，吸引数千市民围观。

龙，
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舞龙运动，
在浦东地区以
“绕龙灯”
的名字传承。在
“中国
龙狮运动之乡”三林镇，生活着一名七旬老人，他不仅带领三林舞龙队在国内外夺得
50 多枚金牌，
还是《中国舞龙竞赛规则》与《国际舞龙竞赛规则》的起草者。
他，就是最新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
录上唯一的一名浦东人：
“浦东绕龙灯”传承人陆大杰。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把舞龙
“话语权”
留在中国

“舌尖上的非遗”
牛肚咸菜受市民热捧。

“芦苇编织技艺”
展台，
吸引亲子家庭驻足。

市民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非遗展演的精彩一刻。

■本报记者 曹之光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表演队伍，也以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展示，
将顾客从商铺吸引到户外。
“没想到在大商
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
“文化和自然遗产
场里，也能看到三林老街上才有的‘城隍老
日”
，
主题为
“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
。今年，
浦
爷’出巡。”观众们高兴地说。
东新区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会场设在张江
“商圈里年轻人多、白领多、外国人多，
的长泰广场，
非遗行街表演首次走进地标性
但是接触传统文化的人相对较少。”新区非
商圈，
吸引数千名市民围观。
遗办主任徐晓枫表示，
“行街表演与非遗展
新区“非遗在社区”项目也在当天启
位动静结合，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的文化魅
动，36 个街镇的市民可在家门口的社区， 力。
”
与浦东的 133 名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感受
浦东新区“非遗在社区”项目也在当日
最具
“浦东味道”的非遗文化。
正式启动，108 项活动将走进 36 个街镇。
“非遗在社区”力求杜绝“蜻蜓点水”般的不
定期活动，支持以人为核心的非遗传承实
繁华商圈
“变身”
老街
践活动，回归其孕育发展的社区，回归当地
6 月 9 日上午，市民走出地铁 2 号线金
民众的生活。
科路站，就能在长泰广场的西南角，看到一
字排开的浦东非遗宣传展板和 20 个非遗
传承人助力
“非遗在社区”
展位。这里是“技艺浦东”项目与“味蕾浦
东”项目展示区，集中呈现了 20 多项“指尖
保护非遗，最重要的资源是传承人。
上的非遗”与
“舌尖上的非遗”
。
当天，24 人获颁第六批浦东新区非物质文
在“技艺浦东”展位上，
“ 上海绒绣”手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证书；
“浦
艺人将彩色绒线分成多股，织出美丽的图
东绕龙灯”原市级传承人陆大杰，升级成为
案。
“三林瓷刻”传承人用小榔头代笔、瓷面
国家级传承人。至此，浦东各级非遗代表
当纸，
“叮叮咚咚”敲出具有水墨画风格的
性传承人达到了 133 人。
瓷刻作品。在“微型明清家具制作技艺”与
一把刀、一张纸，就能凿出花样复杂的
“古船模型制作技艺”展位上，
“迷你”古船
人物、风景、动物、植物、书法……
“传统凿
和家具细节纤毫毕现。在“芦苇编织技艺” 纸技艺”传承人叶引军，便是此次新晋的
展位上，不仅能看到簸箕、草鞋等生活用
24 名区级传承人之一。他 17 岁时就随姑
品，还有用芦苇编织的“大公鸡”
“小白兔” 父学习凿纸技艺，今年是他从艺整 40 年。
等工艺品，这也是非遗融入当代生活的写 “非遗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常变常新。”如今
照。而在“味蕾浦东”展位上，观众可以一
叶引军门下已有 100 多名非遗学员，既有
站式购买高桥松饼、牛肚咸菜、三林酱菜、 大人、也有小孩。而他教授的凿纸图案，不
龙潭酒酿、盐仓水晶年糕等非遗食品。
仅有仙人、仙鹤等的“老一套”，还增加了年
“锣鼓书”
“琵琶艺术·浦东派”
“海派魔
轻人喜欢的卡通动物、名人明星等。
术”
“ 打莲湘”
“ 沪剧联唱”……13 时 30 分，
“我身边的同龄人，有不少都学会了栽
“精彩浦东”节目展演在长泰广场中央广场
培凤露水蜜桃的技术。”接过鲜红的区级传
上演。30 分钟的精彩演出后，一阵急促的
承人证书，
“凤露水蜜桃栽培技艺”传承人
锣鼓声传来，一条“蜿蜒巨龙”开始在临街
何明芳高兴地说。如今，她期待能有更多
商铺间穿行。其后的队伍里，还有“蚌壳
年轻人能够放下“身段”，下地学习栽培技
精”
“城隍老爷”
“迎亲花轿”，这是浦东非遗
术，传承浦东的
“老味道”
。
行街表演首次走进繁华的地标性商圈。
徐晓枫透露，从去年开始浦东增加了
行街队伍中，
“打头阵”的是在全国、世
对非遗保护单位、各级非遗传承人的经费
界舞龙比赛中屡获冠军的三林舞龙队。舞
补助。未来，浦东还将完善非遗项目和传
龙队员身着统一的鲜艳制服，在默契无间
承人的退出机制。新区将积极引导各级各
的舞动下，
“龙头”神采奕奕，
“龙身”上下翻
类非遗传承人，参与到“非遗在社区”项目
飞，
“龙尾”左右摆动，展现国家级非遗“浦
中去，开展演、讲、示、教等传承传播活动，
东绕龙灯”的技术特色。
“江南丝竹”
“卖盐
从而在浦东构建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的系
茶”
“打莲湘”
“三林老街民俗仪式”等非遗
统化、常态化的格局。

“上世纪 50 年代，我的外公在三林
的街上开家具店。每逢‘城隍出巡’，
他就会赞助舞龙行街表演。”陆大杰是
共和国的同龄人，童年时代常坐在外
公的腿上，看舞龙表演、听舞龙故事，
年少的他已对舞龙产生了憧憬：
“ 舞龙
是 男 人 的 运 动 ，舞 龙 的 男 人 有 阳 刚
气。”
1976 年，因为十年浩劫而中断了的
舞龙运动，终于在三林恢复了。听到传
统“复活”的好消息，时年 28 岁的陆大
杰聚集了一帮年轻人，踌躇满志地开始
制作简易的舞龙器具。他们循着童年
记忆，摸索舞龙的技法。不久后，陆大
杰等人组建的舞龙队，还参与了在人民
广场举办的大联欢活动。
一个热爱舞龙的小镇青年，怎么就
一跃成为制定规则的“大人物”？原来
1985 年到 1992 年，在文化馆任职的陆
大杰，参与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上海卷》的编辑工作。在这 8 年里，他
走遍了上海的各个区、县、乡、镇，拜访
了多位擅长舞龙的民间老艺人。陆大
杰不仅习得了一身真本事，还对华东六
省一市的舞龙技艺有了系统全面的了
解。
“ 无论是浙江的百叶龙还是金山的
小白龙，通常我只要看一眼龙具和表演
方法，就能分辨出来。”陆大杰充满自信
地说。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舞龙运动开
始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1993 年末，陆
大杰受上海体育局委派，参加全国舞龙
规则研讨会。懂舞龙，又有戏剧编导专
业素养的陆大杰，承担了起草舞龙规则
的任务。
“虽然领导都信任我，但当时我还

创新传承
“浦东绕龙灯”
，是陆大杰的心愿。

是竞技体育的门外汉，只能边学边做。”
陆大杰意识到，传统舞龙作为一种民俗
活动，讲究的是形、神、意、韵；而竞技舞
龙作为一种运动，比拼的是技巧。每一
项技术动作，必须要用分数来“量化”。
半年后，陆大杰交出了《中国舞龙竞赛
规则》草案。这份规则经修订后，一直
延用至今。
1996 年，中国加入了国际舞龙舞
狮总会，陆大杰代表中国大陆前往马
来西亚，参加国际舞龙竞赛规则的研
讨会。
“ 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
香港与中国大陆，各自拿出了一套规
则方案，希望能‘竞标’成为国际通行
规则。”陆大杰表示。最终，中国大陆
的规则方案因简洁、规范、严谨、可操
作性强，获得了各国代表的认可。于
是，陆大杰又承担了起草《国际舞龙竞
赛规则》的重任。
“舞龙起源于中国，舞龙运动的‘话
语权’也要留在中国。”陆大杰笑言，这
两份规则都是他起草的，因此中国舞龙
与国际舞龙竞赛的技术动作，多少都带
有
“浦东绕龙灯”的
“血统”
。

将
“中国龙”
舞到世界去
“‘中国龙’要舞到世界去。”在陆大
杰看来，将中国龙舞到国际舞台，并让
外国友人爱上舞龙，最好的办法就是露
几手
“真功夫”
。
1994 年，陆大杰随一支民间艺术团
访 问 法 国 。 这 是 一 次 长 达 50 天 的 访
问，陆大杰等人走进法国的 28 个城市，
与 22 个国家的艺术团同台表演。没想
到，团员临时向陆大杰学习的舞龙，竟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节目。
“ 法国观众们
掌声一直不停，我们也只好舞了一遍又
一遍，直到实在舞不动才停下。”陆大杰

□资料图

笑着回忆，开始的几天，其他国家的艺
术团成员向他们打招呼，会摆出武打片
里的功夫架子，嘴里喊着“哼哈”。舞龙
表演轰动当地后，外国团员们将打招呼
的姿势改成了竖起大拇指，洋腔洋调地
说：
“Chinese 龙！”
1996 年，陆大杰率三林舞龙队赴比
利时列日市，代表中国参加第二届欧亚
龙狮锦标赛舞龙比赛。比赛之余，他又
培训出世界上第一支纯“洋人”的舞龙
队。
在过去 20 多年里，陆大杰先后 30
多次担任国内、国际级龙狮比赛总裁判
长，并办了十多届国际舞龙裁判员培训
班。他欣喜地表示：
“过去，外国舞龙队
多由华裔组成。现在，金发碧眼的舞龙
队员越来越常见了。”

让
“浦东绕龙灯”
创新传承
行走几十个国家，传播舞龙运动与
中国龙文化，这些年陆大杰一直心心念
念的，还是国家级非遗——
“浦东绕龙
灯”的传承与发展。
“‘浦东绕龙灯’之所以能够历久弥
新 ，在 于 其 不 断 创 新 、敢 于 突 破 的 精
神。”陆大杰表示，从庙会和行街延续下
来的传统“绕龙灯”活动，动作并不复
杂。舞者只要来回绕几个“八字龙”，跑
个圆场，再做个穿龙尾动作就行了。在
陆大杰的指导下，
“浦东绕龙灯”突破了
地域和文化界限，将我国北派舞龙粗犷
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与南派舞龙灵
活多变、形式丰富的风格，以及海外不
同风格的舞龙技法糅合在一起，兼收并
蓄。经过本土化改造后，
“浦东绕龙灯”
的艺术表现力不断增强。
在陆大杰的率领下，三林舞龙队屡
屡代表上海参加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农
运会、全国龙狮锦标赛等国内赛事，并
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室内运动会、世界龙
狮锦标赛、国际龙狮邀请赛等国际赛
事，先后摘得 50 余枚金牌。就在去年，
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的舞龙项
目决赛中，三林舞龙队摘得“传统套路”
的金牌。这套比赛动作，正是由陆大杰
创编的：天上有“天龙”，水里有“水龙”，
地上有“地龙”，伴随着民俗音乐，
“三龙
齐舞”营造出喜庆氛围。
“评委们都说从
没见过这种立体式联动舞龙。”陆大杰
笑着说。
尽管在国内外舞龙比赛中成绩斐
然，陆大杰依然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年
轻人的广泛参与，舞龙是无法发展传承
下去的。近年来，陆大杰在学校、社区、
部队、企业中开办舞龙推广培训班。
“比
起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教学方式，我更喜
欢规范化的开班授课模式。”陆大杰表
示，过去师傅们都怕技术外流，讲学时
常常会留一手。而他则将毕生所学倾
囊相授，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走进舞龙的
世界。
“ 舞 龙 人 要 吃 得 了 苦 ，耐 得 住 寂
寞。”在三林舞龙队的“后生”眼里，陆大
杰是严厉的总教头，也是“刀子嘴，豆腐
心”的人生导师。陆大杰总是说：
“年轻
人唯有安得下心，才磨练得了技术，才
能把
‘浦东绕龙灯’
的名号打得更响。”

本版协办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