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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土家族竹雕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基于非遗传承人王仕辉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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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家族竹雕历史悠久，艺术形式独特，内涵丰富，多以土家族传统建筑为蓝本进行雕刻，属于传统竹
雕的一个分支。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多民族文化互通互融的加剧，土家族竹雕面临着传承无门，濒临失传的困

境。文章记录了运用田野调查的形式，与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竹雕代表性传承人王仕辉进行深入

交流的内容，并以此梳理出土家族竹雕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对土家族竹雕的传承与保护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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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家族竹雕作为中国传统竹雕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载着土家族千年的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艺术

价值，属于土家族传统技艺。２００９年２月，土家族
竹雕技艺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申报，成

功列入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土家族竹雕”主要以土家民族建筑为题材，工艺技

术独具特色。竹雕工艺品自古就受到人们的青睐，

是最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类之一，传统竹雕的流派

很多，有嘉定派、金陵派、浙派、徽派等，其制作技艺

和艺术特点各不相同［１］。土家族竹雕选料严格，以

湘西优质三年及以上竹龄楠竹为材料，以各具特色

的湘西土家族传统建筑为题材，通过三十多道严格

工序将建筑以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０、１：１００等比例进行
微缩，土家族竹雕作品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都可

以自由打合，制作精美，造型古朴典雅，构思巧妙。

因为其步骤都是按照实际建筑物的建造流程进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建筑的完整复刻，所以每件

土家族竹雕作品都异常坚固牢靠，并起着修建和传

承土家族传统建筑的重要作用，对于保护濒临失传

的土家族传统古建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土家族所居住

的原生环境遭到破坏，大多数的土家族人都不会说

土家语，此外土家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口

传心授仍然是土家族对于传承濒临失传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主要途径。因此，对于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征编和保护已经刻不容缓［２］。

目前，学术界对于土家族竹雕的相关调查报告

与研究成果还很少。笔者以“土家族竹雕”为关键

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筛查，与土家族竹雕有关的文献仅有５篇。本文
基于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竹雕传承人王仕

辉的访谈内容，梳理出土家族竹雕的制作工艺，挖掘

其艺术价值，并对土家族竹雕的传承与保护提出相

应的建议。

１　土家族竹雕概况
１．１　土家族竹雕的溯源

中国对于竹子的认识与利用由来已久，远在

６０００多年前的石器时代，中国古人们对竹子就有了
一定的了解，是世界上认识和利用竹子最早的国家

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东亚世界不如说

是“竹子上的世界”［３］。土家族竹雕是湘西苗族自

治州土家族传统雕刻艺术，它将传统的土家族雕刻

工艺与土家族特色建筑物结合在一起，吸取传统竹

雕工艺之精华，集木雕、石刻技术之大成，以土家族

的各种特色建筑物为创作蓝本，把土家族的特色建

筑微缩于掌上，造型袖珍古朴，观赏价值极高，是传

统竹雕的一个分支，属于土家族传统技艺的一种。

土家族竹雕的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千年之前，土

家族的能工巧匠们利用竹子做筷子、刷把，编制箩

筐，造床和椅子等，可以说凡是日常生活用品，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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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匠人们都可以用竹子制作，此外，竹子也有在维修

房屋之前作为房屋模型以此来为匠人提供修补参考

的功能。目前土家族竹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由王

仕辉制作，被誉为“湖湘三珍”的《土家吊脚楼》《凉

亭桥》和《摆手堂》。

１．２　传承人王仕辉介绍
王仕辉，湘西土家族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出生于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桂塘坝镇，父辈

皆是祖传雕刻匠人，８岁起便开始跟随祖父外出修
缮房屋。因修缮有楼的房屋需先有房子的模型，于

是王仕辉就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竹雕，在日积月累

的观察与实操下渐渐掌握了竹雕技艺，他１５岁就可
以独立进行竹制品的雕刻，１８岁在土地改革后参军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即现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长达九年，军衔直至少尉，１９６３后援建乡
村回到故乡教书，教授美术和体育科目。在长达３０
多年的从军和教书的生涯中，王仕辉从未曾放下对

竹雕的热爱，１９９０年退休以后他潜心钻研竹雕技
艺，仿照土家族特色建筑制作了一大批造型精美、古

香古色的竹雕作品，２０１５年被湖南省政府宣布为土
家族竹雕代表性传承人，之后获得湖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的称号，同时成为了湖南省美术协会的会员，其

作品《土家吊脚楼》《摆手堂》《凉亭桥》在２００２年的
湖南省首届花博会上均获得“最佳手工艺制作奖”，

被誉为“湘珍三宝”。２００６年的竹雕作品《槐阴桥》
在“中国红”湖南省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中获得金

奖，２００８年的竹雕作品《春晓》在“张家界”杯第二
届湖南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中获得银奖，２００９年大
型竹雕作品群《毕兹卡捋尤》获得湖南国庆６０周年
大庆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金奖和２００９年湘、川、鄂、黔
四省旅游商品金奖，至今王仕辉的竹雕作品已达百

余件［４］。

２　土家族竹雕的制作技艺
为了真实再现土家族竹雕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笔者于２０２１年１月来到龙山县的竹雕非遗基地进
行实地调研，并对王仕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访谈。

经过王仕辉的允许，访谈的全程用录音笔、摄像机等

设备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因访谈时王仕辉用土家方

言对话，为了让读者更加方便地明确交谈内容，在对

笔记、录音和视频等资料整理时进行了整体诠释和

总结提炼处理，梳理出土家族竹雕在制作过程中的

详细步骤与操作。

王仕辉的土家族竹雕作品本质上是对土家建筑

物的等比例微缩，各种建筑构件例如房梁、支柱、枋、

门和窗等一应俱全，一件竹雕作品的制作流程和工

序完全按照实际建造土家族特色建筑的流程和工序

进行，因此对于研究土家族传统建筑也有非常高的

参考价值。通过与王仕辉老师的深入交谈和研究，

笔者总结并完善出土家族竹雕的制作工艺的六大步

骤：选料—基座和绘制图纸—构件制作和穿斗—瓦

面制作—外观装饰修缮—抛光［５］。

２．１　选料
龙山县位于湘、鄂、渝三省交界处，境内竹资源

丰富，以体大直粗的楠竹为主。土家族竹雕的选料

非常严格，对于楠竹也要经过精挑细选，一般来说有

三个地方需要注意：一是以三年以上五年以内的优

质楠竹为最佳，三年以下竹质松软，容易断折，五年

以上竹质坚硬，难以入刀。如何辨别竹龄也是一件

重要的工作，据王仕辉介绍，选竹要看竹节的灰度，

两年以下楠竹外表为白灰、蓝灰或深灰，三年以上的

就没有白灰了，五年以上颜色逐渐变黄；二是竹节要

平，若竹节凹凸不平则不利于竹子的雕刻，做出来的

构建不平影响作品的美观；三是竹子要先进行一定

的处理，操作过程为将其放在干燥处自然风干并在

制作前经过除虫、杀菌和防腐处理。

２．２　基座和绘制图纸
在备料结束后接下来就是进行基座的加工。为

了后续工序的便利，基座一般采用木质材料，将微腐

烂、有洞穴的不完整树兜进行防腐处理，并用沙土进

行一定的修补，从而加工成其他构建的建筑基座，俗

称为风水屋场；然后用量尺计算出目标建筑物比例

缩小的尺寸，并根据基座的特征绘制出整件作品的

图纸。

２．３　构件制作和穿斗打磨
构件的制作和穿斗打磨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直接影响到成品的好坏。在土家族建筑中，起到垂

直承重作用的叫做柱，水平承重作用的称作枋。构

件制作和穿斗打磨环节包括诸多工序。首先是下垛

子，这一步是将竹子整体做去节，刮去竹青，并按照

之前设计好的图纸数据制成相应的大致形状以作为

之后使用。接着需要对处理过的竹子削平，并将下

好的垛子加工成规范的其他构件，例如，柱子、排枋、

挑枋、斗枋、椽、骑子等，然后用一种叫推刨的工具对

各种构件去除乱木，使其表面平整，并对其进行优化

打磨处理。打磨也是有讲究的，在每一个构件做成

后，必须要先经过三道纯手工打磨的工序才能使用。

第一是“粗磨”，要先用４００型号的砂纸对各个构件
进行全方位的打磨，直至磨到整体平整，用手摸无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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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的触感为结束；第二是“平磨”，用６００—８００型号
的砂纸对表面进行平磨，手感到整个构件光平、无痕

为止；第三是“细磨”，用颗粒更细腻的１０００型号的
砂纸将构件磨到摸起来有光滑的手感为止，到了这

一步三道打磨工序才算完成。在制作好各种柱子、

排枋、挑枋、斗枋、骑子、椽木之后就按照图纸的设

计，用量尺仔细量度，将雕刻上榫眼和需要进行裁减

的墨线，按照画的墨线进行凿眼，凿眼时需用小型的

锉刀，所凿的眼也是有讲究的，为长约一指 ～两指，
宽约一指的方形，且所凿的眼大小比例须一致，这样

才能让竹雕安装后更加的稳固。接着进行制作挑枋

和刻骑。挑枋分为“牛腿挑”和“牛角挑”，牛腿挑形

状稍大，略有弯曲状似牛后腿，是放置在排扇前后的

一个构件，故被叫做牛腿挑。而牛角挑则是弯曲幅

度较大，头尖尾粗状似牛角，用在外转角处，故被叫

做牛角挑。刻骑是悬骑在挑枋上起支撑作用的柱子

也叫耍骑，是用刻刀在前檐柱外骑子的下半部雕刻

上花纹和图案，有的也叫跑马骑，民族特色鲜明。最

后就是“穿斗合扇”，是指将之前准备好后的所有柱

子、骑子按照图纸的顺序列成一排，再用斗枋穿楔起

来，就像扇子一般合起故叫做“合扇”，到了这一步

竹雕的大体框架就算是搭建好了。穿斗结构也是土

家族传统建筑常见的建筑结构，这种结构承重能力

大还节省建筑材料，建造起来简单省力省料。

２．４　瓦面制作
瓦面的制作是按照之前的设计图纸，将一件件

小块的竹片构件拼接成一个状似瓦片的部分，每个

竹片间都要确保粘贴的严丝合缝，然后用刻刀在拼

接好的整块竹面上刻出瓦槽和瓦片的形状，做好的

瓦面是由很多块小竹片粘贴而成，楼顶的制作又是

由前后左右四个大瓦面组成，因此还需将大瓦面们

进行合沟处理，合沟指的是在两瓦面转角的内角处，

将角上两面瓦上的水流在一条沟里。制作好屋顶后

还需将瓦面的四个角翘起来以贴合土家族传统建

筑，并需在屋脊的脊枋上雕刻装饰用的图案。最后

是封檐，在屋的檐口处，用线板或花板封贴，这样做

的目的是让檐口看起来更加美观，同时在瓦面流水

处用刻刀雕刻成传统建筑的滴水瓦样式。

２．５　外观装饰修缮
抱柱和眉枋是竹雕模型两个部件的叫法，其中

抱柱指的是与柱头平行相连的柱，眉枋指的是与斗

枋平行相连的枋，在两柱头之前放上抱柱和眉枋以

其形成方形空间，并在内空四壁上刨出一条封闭的

沟缝，这样就可以把先前制作好的竹板嵌在抱柱眉

枋的沟缝里，四壁的竹板相辅相成，异常稳固。雕刻

是竹雕的灵魂所在，土家族竹雕分为线雕和镂雕两

种。线雕主要是用刻刀在竹片上以线条的形式雕刻

出花纹图案，如祥龙走兽等，雕刻的主要载体有瓦片

和枋柱。镂雕主要是用来表现竹雕模型的走廊过

道，窗户屋檐等结构。王仕辉在门、窗、栏上刻上形

式各异的古朴花纹和图案，并将之前做好的门、窗构

件安在对应的门窗框架上，且安装之后都能够自由

地打开和关闭。而要使竹雕上的门、窗能自由开关，

首先要在所装的门、窗构件的一侧做好轴，在门框、

窗框的一侧上下做好兜，其次是将轴和兜对应安装，

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在推力的作用下就能够

打开了。

２．６　抛光
抛光是整个竹雕的最后一个步骤，在竹雕制作

完成后，需在竹雕的表面喷上一层薄薄的无色漆，防

止灰尘沾染，遇水不会潮，能够始终让竹雕保持色泽

鲜艳，其他物件如人物、石磨、花草和禽畜等也要进

行抛光处理。

３　土家族竹雕的传承意义
“竹雕”属于雕刻的一种，在古代也被称之为

“竹刻”，竹雕形式多样，主要有圆雕、浮雕、线雕、镂

雕等，经过竹雕艺人的手能化腐朽为神奇，把朽竹雕

刻成为一件旷世的作品。竹雕艺术经过先秦至唐的

积累，在明清时达到顶峰，成为比肩玉雕、木雕的艺

术，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是中华文化的见证者，具

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６］。

土家族竹雕属于竹雕的一个分支，古时与外界

沟通甚少，境内多竹，竹子就成为了土家族人利用开

发的原材料，对于土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笔者认为土家族竹雕的传承意义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土家族竹雕对于土家族传统建筑的复刻和

传承意义。例如，目前现存于世的土家族传统建筑

已经非常稀少了，随着民族的交融和社会的不断发

展，土家摆手堂和吊脚楼等古建筑有的已经被拆掉

改为建造现代化大楼和民居，如果得不到有效地保

护，那么总有一天人类只能在网络上才能看到这些

历史悠久的建筑，土家族竹雕则在以另一种形式对

这些传统建筑进行传承［７］。二是本身作为一种濒

临失传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急需我们进行传承和保

护。土家族竹雕巧妙地将竹雕与土家族传统建筑相

结合，贴近土家族人民的生活，记录了土家族人悠久

的历史文化，是土家族历史活的化石，其作品构思巧

妙、精雕细刻、古朴大气，收藏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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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土家族竹雕的传承困境
４．１　外来文化冲击导致民族自我认知缺失

土家族竹雕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表现

形式，与其他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与本民族

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认

同，土家族无文字，多依靠口述方式来对其进行传

承，具有传承性、无形性与易失性等特质，加上载体

形式不一，类型繁多，复杂多变等客观因素影响，其

保存难度很大，消亡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传承的速度。

在全球文化快速交融的今天，土家族与外界相对隔

绝的状态被打破，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传统生态模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土家族人接受了外来

的生活娱乐方式，更有甚者演变为盲目崇拜，开始丧

失自我民族文化的认知，瞧不起本民族文化［８］。以

土家族的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滴水牙床

为例，土家族的滴水牙床是过去土家族人根据家庭

的经济状况建造的一种木制架子床，是土家族女性

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也是土家族人身份与财富的标

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很多收旧家具和古董的
人，加上当时本地人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意识到滴水

牙床的对于本民族重要的传承意义，大多数人也更

喜欢更现代化的家具，因此只要价格合适就都卖掉

了，导致现在在土家族当地都很少能看到滴水牙床。

如果不增强民族认知，不仅土家族竹雕和滴水牙床，

土家族其他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面临失传的

危险。

４．２　传承储备不足
传承储备不足主要包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传

承人储备，湘西土家族地处群山环绕的武陵山区，交

通不顺畅，经济不发达，发展落后。而在改革开放之

后，土家族人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比在家乡

发展，很多土家族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外出务

工以获取更高的收入，而这些青壮年在文化传承中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大量外出务工，所造成的直

接影响就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人传承，继而引

发整个土家族文化链的断裂［９］。其次是土家族技

艺的传承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土家族人以口传

身授为主要的传承方式，从侧面扩大了传承人储备

不足所导致的影响，土家族无文字，口传身授是其唯

一传承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可以保护知识在特定阶

层中进行传授并保证其正统性，但是却不有利于文

化的传承，据王仕辉所述，过去家中小辈很多，习得

这门手艺的却只有自己，原因是小时候聪慧，所以被

祖父外出带着学习。一旦传承人因故离去，就会直

接影响此技艺的传承，说是人绝艺亡也并不为过。

５　土家族竹雕的传承与保护建议
５．１　依托高校图书馆建立数字资源数据库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资源数据库，是指

利用现代化的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数字化的收集、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长久保存［１０］。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保护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可以保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最真实的形式长久地保存下来，以此来

延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寿命。地方高校图书馆对于

建立特色数字资源数据库具有馆藏和人才资源的优

势，例如，笔者所在的吉首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大量武

陵山区少数民族地方文献，一直致力于地方文献与

口述史料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工作，自建了如《土家

族口述史料数据库》《土家族文献数据库》《武陵山

片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等一系列特色数据库。本次

对土家族竹雕进行的实地考察研究将作为吉首大学

图书馆即将建设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

库”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５．２　对接政府扶贫项目加快土家族竹雕产业化
进程

对于目前土家族竹雕面临的问题，在与王仕辉

经过深入交流探讨后，笔者认为需和政府对接加快

对土家族竹雕扶贫项目的推进。由于王老师年纪已

大，已经很少亲自动手制作竹雕，目前产业化进展困

难与纯手工制作与土家族竹雕产能过少有着密切相

关的联系，无法大力推广也就无法让更多的人关注

土家族竹雕。土家族竹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土家

族竹雕的保护传承力度。目前来说将土家族竹雕产

业化纳入政府扶贫项目不啻为一个扩大土家族产业

化规模的方法。龙山县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据王仕辉所述，在龙山县政府的重视下，土家族竹雕

２０１５年１月入选为第四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录，并对王仕辉的土家族竹雕基地进行了投资和

帮助，每年还会邀请王老师来县里开设培训班，只有

规模扩大了才能产生经济效益，才能更好地推广土

家族竹雕，让年轻人能够在家实现就业，推动当地经

济发展，这对于土家族竹雕的传承保护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

项长久且浩大的工程，政府还需组织专业人员尽早

确立一套完整且高效的保护传承机制，加大对土家

族竹雕的宣传力度，转换社会观念，发扬光大这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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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技艺。

５．３　增强民族传承意识建立传承人培养传承机制
为了更好地增强民族自信，培养当地人的文化

保护意识，当地政府应鼓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编纂

成书，融入中小学教育，鼓励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

推广更多有关土家族竹雕的内容，让游客在游玩中

感受到土家族传统技艺的魅力。此外，在传承人培

养方面需将土家族竹雕的传承保护视为一种专门的

职业，政府拨款为从事传承人保护的相关人员提供

传承费用，投资相关产业采取政企结合的方式充分

调动民间艺人的积极性，为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和

制度的保护，以培养更多的土家族竹雕文化传承人，

增强当地人的民族自信心，最终推动土家族传统技

艺的良性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　谢远丹．中国竹雕文化及其旅游开发研究［Ｄ］．南京：南京农

业大学，２０１１．

［２］　罗　中，罗维庆．口述与文献：历史记忆中土家族的历史嬗变

［Ｊ］．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２０１８（２）：３１－３７．

［３］　邵文菁．竹刻史话［Ｊ］．中国收藏，２０１４（１０）：５２－５５．

［４］　龙山县土家族竹雕艺术［Ｊ］．文艺生活（艺术中国），２０１７（８）：

１１４－１１６．

［５］　王仕辉．土家族传统建筑竹雕工艺：ＣＮ２０１６１０２１２１５９．９［Ｐ］．

２０１６－０７－０５．

［６］　黄建海．漫谈竹雕艺术在文化内涵上的传承与创新［Ｊ］．现代

装饰（理论），２０１６（５）：２３７－２３８．

［７］　缩微万象的土家族竹雕［Ｊ］．民族论坛，２０１２（１９）：４４－４５．

［８］　彭　燕．武陵山区土家族口述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抢救研

究［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１（６）：３７－３９．

［９］　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Ｊ］．江西社会

科学，２００５（２）：１０３－１０９．

［１０］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

［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２）：

４９－５５．

［作者简介］徐险峰，研究馆员，现在吉首大学图书馆工作；

付志伟，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２０２０级图书情报专
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４ （肖　蔚　编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
Ｃａｒ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ｅｒＷａｎｇＳｈｉｈｕｉ

Ｘｕ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ＦｕＺｈｉｗｅｉ
（Ｊｉｓ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ｓ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２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ｈａｓａ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ｎｉｑｕｅ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ｍａｎｄｒｉｃｈ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ｕｊｉ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
ｅｔｈｎ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ｉｓ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ｎｏｗａｙｔｏ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ｇｅｏｆｌｏｓ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ａｄ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ＷａｎｇＳｈｉｈｕｉ，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ｏｆ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ａｎｇｉ
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ｒ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ｔｆｏｒ
ｗａｒ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ｕｊｉａｂａｍｂｏｏｃａｒｖｉｎｇ．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４２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２１／６·总第４１卷第２０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