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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铜梁龙始于明，盛于清，繁

荣于当代。”在铜梁文化馆里，对
于铜梁龙有着这样的描述。

铜梁龙舞系流传于铜梁
境内的一种以龙为主要道
具，它集民间舞蹈、音乐、美
术、手工艺品为一体的舞蹈
艺术形式，包括龙灯舞和彩
灯舞两大系列，共 20多个品
种。铜梁龙舞雍容华贵、套
路精美，动作连贯自然，飘逸
灵动。2006年，“铜梁龙舞”

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铜梁龙舞曾先
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50
周年、60周年以及2008年北京
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第
十二届亚洲艺术节等国内重大

庆典活动，屡受官方派遣或民间
邀请赴亚洲、欧美、大洋洲等30
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

需要注意的是，铜梁龙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铜梁龙
舞更是收揽多块金字招牌。先
后在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舞
龙比赛摘得2金4银成绩、首

届浙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民间舞大赛金奖、第二届中
国秧歌节最佳表演风采奖、奉
化国际舞龙邀请赛展示组金
奖、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
奖舞龙展演金奖第一名、第十
届中国民间文艺（表演类）山花
奖等。更让人值得高兴的是，
铜梁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龙灯）之乡”，
成为最具中国象征的龙文化杰
出代表。

博大精深
铜梁龙舞收获多块金字招牌

B 因势利导
借力龙文化拉长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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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舞出龙文化产业生态圈铜梁龙舞

文 化 兴 国 运
兴 ，文 化 强 民 族
强。

今年元旦，铜
梁龙首次登上著
名的纽约时报广
场，向世界传递新
年 的 美 好 祝 愿 。
两个月后的元宵
节，铜梁火龙再次
受邀奔赴台湾，参
加第二届“龙耀宝
岛”中华铜梁火龙
展演，慕名前来观
看的民众累计超
过16万人次，再次
得到各方高度赞
誉。这是重庆铜
梁传承龙文化精
神，发展龙文化产
业的缩影。

党 的 十 九 大
以来，为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 展 ，铜 梁 立 足

“中华龙乡”的特
色传统文化资源
优势，舞出了以铜
梁龙文化为支撑
的产业生态圈，实
现与旅游开发、产
业发展、城市建设
的完美融合，在推
动铜梁龙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同
时，也为进入新时
代的铜梁找准了
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方向。

“铜梁龙舞是弥足珍贵的
宝贵文化资源，发展龙文化产
业我们有基础有优势。”铜梁
文化委相关负责人聊起龙文
化与产业发展津津乐道。

周合平是铜梁当地一家
彩扎龙产品公司的老板，他的
爷爷周均安是铜梁龙三大彩
扎老艺人之一。从懂事开始，
他便重复着爷爷周均安走过
的路，成为一名扎龙技艺学
徒。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凭着
自己的扎龙手艺，长大后竟开
上了公司当上了老板，公司生
产出来的彩龙扎产品不但供
不应求，还远销国外。

与周合平制作彩龙扎产
品不同的是，铜梁高楼镇火龙

表演更是将龙舞产业推向了
高潮。1997年之前，高楼镇舞
龙的村民每天只有20-30元
的收入，基本上都是一些练习
性的演出，外出演出的机会很
少。直辖以后，龙灯艺术的不
断创新，高楼镇的火龙表演队
如日中天，频繁应邀到国内多
个省市参加演出，更赴新加
坡、法国等国家参加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中华第一龙”品牌
远播五湖四海，高楼镇的火龙
表演队每年就能挣回600万元

表演收入。
如今，铜梁龙已不再是小

打小闹的“杂耍”，而是直接带
动农民致富的文化产业。精
明的铜梁人更是因势利导依
托铜梁龙文化“金字招牌”，开
始大做“龙”文章，高举龙文化
品牌，大手笔打造龙文化产
业。

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发展
文化企业，建立健全促进企业
发展的机制体制，设立 2000
万元龙文化企业孵化种子基

金，制定完善扶持政策和评估
机制，成立龙文化传播公司，
引进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起龙
灯彩扎、销售和龙舞培训、表
演、龙舞刺绣手工艺品等业
态，拉长了龙文化产业生态
圈。

仅去年，铜梁文化产业实
现增加值10.7亿元，同比增长
6.7%，文化企业达到652家，
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44
家，建成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2个、市级首席技师工作室1
个。扶持20余家龙灯制作和
文化创意企业，培育民间龙舞
艺术表演团队20余个，年组织
商业演出800多场次，年收入
达5500万元。

文化是城市的“根”与
“魂”，依托龙文化衍生出来的
文化产业，已成为铜梁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正在扩
大，正在深远。

清晨漫步在安居古镇的大
街小巷，你总能不时发现，龙文
化无处不在。龙舞表演、龙灯、
龙绣、木匾、陶瓷刀、何氏木雕
等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映入眼
帘，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一切都与铜梁致力于打
造文化旅游城市密不可分。近
年来，铜梁促进文化特别是龙文
化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大力开
发以龙文化为主题的特色产品
和旅游纪念品，在安居古城、淮

远古镇特色商业街等建立龙文
化特色产品展示销售中心和专
营店，形成完整的龙文化产品开
发、制造、销售产业链条。

在龙文化博物馆中，游客
既可以了解到数百年来铜梁人
民与龙和龙舞结下的不解之
缘，也能从古代的龙灯拜年、龙
舟祭江舞龙庆丰收，到现今国
庆35周年文艺表演上铜梁龙
初露头角、2008年奥运会铜梁
龙再展风采的前世今生。

在古城街边的小店里，游客
可以学习舞龙、学习扎龙，参与

到铜梁龙的制作过程当中，还可
以购买龙绣、龙雕等工艺品。数
据显示，古街商户发展累计已达
450余户，特色酒店和文化客栈
35家，接待床位超过2000个，
餐饮接待能力达8000人。

同时，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铜梁以龙舞文化、农耕文
化、乡愁文化为主题，形成了黄
桷门奇彩梦园、三色乡下时光、
避幽谷等乡村休闲旅游景区，
在带动当地老百姓居住环境美
起来、生活富起来的同时，初步
建立起中华龙文化旅游节、龙

灯艺术节等旅游节会，形成逛
龙城、泡龙泉、品龙宴、观龙舞、
赏龙灯的特色文化旅游产业，推
动文、旅、商等业态融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铜梁城区
的开发建设也与龙文化相得
益彰。巴川河文化观光长廊
上，“龙舞献瑞地浮雕”、“千年
龙魂丝绸街滨河浮雕”等壁画
展现了传统佳节舞龙的场景；
市民常逛的人民公园、雪庵公
园是龙元素随处可见的龙文
化主题公园；区博物馆还专门
设有龙文化展厅，门口就能看
到一条数十米长的彩扎大蠕
龙器宇轩昂，博物馆内展示了
24个品种的龙舞沿革以及道
具、图片……

龙文化既是铜梁的一张文
化名片，更是当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既要用好既要用好、、
用活用活、、用透龙文化用透龙文化，，打造一批文打造一批文
化与效益比翼齐飞的产业生态化与效益比翼齐飞的产业生态
圈圈，，更要传承保护好龙文化资更要传承保护好龙文化资
源源，，让龙文化千年永续让龙文化千年永续，，健康发健康发
展展。。

铜梁给出的答案是铜梁给出的答案是，，以扶以扶
持龙文化传承人为重点持龙文化传承人为重点，，以从以从
娃娃抓起为着力点娃娃抓起为着力点，，以区级以区级1717
个文艺协会为龙头个文艺协会为龙头，，以培养广以培养广
大群众文艺爱好者为抓手大群众文艺爱好者为抓手，，大大
力培养各类文艺人才力培养各类文艺人才，，共同传共同传
承发展龙文化承发展龙文化。。

建立健全以宣传部为主
导、文化委为核心、专家团队为
指导、旅游景区为补充、文化专
干为基础的龙文化工作架构，
组建起传承弘扬龙文化的精干
队伍。加大对以铜梁龙为代表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扶
持力度，鼓励中青年从事龙文
化产业发展。筹备成立龙文化
技艺培训中心，组建中华龙文
化培训师队伍，面向中青年群

体培养非遗传承人骨干。
大力实施龙舞进校园工

程。从学生抓起对龙灯龙舞艺
术和技艺的传承，组织编写《铜
梁龙舞基础与技能》作为校本
教材在全区各中小学校推广。
同时全区每所中小学校均组建
起舞龙队，定期组织学生龙舞
展演活动和龙舞艺术节活动，
着力在青少年中培养龙文化传
承人。

铜梁还在各镇街广泛组建
舞龙队等文艺团队，培养持续
推动“一镇一品”龙文化特色精
品项目传承发展队伍。将《铜
梁龙中国龙》《铜梁你往高处
走》等优秀本土原创歌曲编排
成广场舞并配制小龙具送到基
层，推动铜梁龙文化广泛、深
入、长远地传承弘扬下去，助力
铜梁龙文化实现大繁荣、大发
展。

保护传承
培育力量让龙文化千年永续

创新融合
促进文、商、城、旅大繁荣

刘玉珮
图片由铜梁区文化委提供

赴美参加纽约时报广场跨年音乐会

铜梁龙在世博会英国馆前表演

享誉国内外的铜梁火龙

铜梁龙赴法国展演

赴台湾火龙表演

铜梁“龙凤呈祥”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首都
国庆晚会上

《龙把子》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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