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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风筝素有“南鹞北鸢”之说。 作为南派代表的南通板鹞风筝，不仅“扎糊绘放”四艺皆精，更保留了古代“弦

响碧空称风筝”的特点。 农耕时代，南通大地上“全民放鹞子”是一种生活常态。 当下社会南通板鹞风筝日渐式微的原因之
一，就是被迫退出百姓日常生活。 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提出通过政策激励、大众参与 、款式创新、进入校园等 途 径 ，让
“全民放鹞子”再次成为日常生活常态，从而推进南通板鹞风筝的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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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风筝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素有“南鹞北鸢”之说。作为南鹞代表的南通板鹞风筝，不仅“扎糊绘放”
四艺皆精，而且还拥有哨口音乐的神奇特点。南通板鹞上天能响的特点，不仅是中国风筝的奇迹，也是世界
风筝历史上独树一帜、独步天下的奇迹，充分展现了南通先民的超群智慧和高雅情趣。南通板鹞浑身挂满的
哨口，从小到大很有讲究，有哨口音乐设计上的基本规律和明确的技术要求。南通板鹞上天能响的功能，早
已形成完整的哨口音乐文化标准（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南通板鹞如同风筝王国中的“军用轰炸机”，要求
放飞的风力必须达五至七级。南通先民们玩儿的就是迎着大风腾飞的冲天豪情，要的就是哨口响声气吞山
河的威风！故而，南通板鹞在当今的世界上拥有“空中交响乐”
的美誉。
1

南通板鹞风筝的历史功能

“八千里麦田碧波荡漾，八十万板鹞飞响欢歌”
，这是农耕时代南通大地上板鹞风筝放飞的盛景。南通板
鹞风筝，始于北宋，兴于农耕社会，迄今已有千年。千年来，南通板鹞风筝与南通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发挥着多种作用。
1.1 生产劳作的工具
板鹞风筝上的哨口被风吹响，发出的声音强弱变化，能够监测高空气流波动情况。宋元明清时期，南通
一直是淮南盐的主产地。那时的盐民引海水晒卤，垒灶烧盐，必须抢晴日避雨天，而通过放飞带哨口的板鹞
风筝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动趋势。由于板鹞风筝放飞时高度能够超两百米，且能够发出响亮的哨口响声，
这对
当时的盐民和渔民来说，
板鹞风筝就是腾飞在高空的天气预报台和领航的灯塔。
1.2 农闲时节的玩具
平日里，南通乡下很冷清，除了逢年过节外之外没有热闹的去处，人们特别希望能在闲时过得快乐些。
因而，相当长的时间里，放鹞子、玩儿带哨口的鹞子便是南通乡间重要的娱乐活动。在这里，农民既是风筝的
创造者，
又是风筝的使用者，在创造和使用的两个过程中都获得了快乐。创造性的快乐是创造者自己能力的
印证，
也使其感受到了成就感，
而专门放鹞子的人则可享受神仙般的体验——
—我心飞翔，天人合一！
1.3

祈福消灾的道具

旧社会人们放风筝是为了敬谢神灵，以祈求风调雨顺。在他们看来，天上人间相距遥远，唯有板鹞能自
如往返天地间，所以他们在板鹞兜风布上画上八仙过海、敦煌飞天，力图通过能上天的鹞子，直接向逍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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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神仙捎去供品，祈求消灾降福。鹞子上挂装的哨口，具有威慑妖魔，保天下太平的形象语言和人们心中
的期盼。
1.4 村民们交往的器具
放鹞子，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社会协作。板鹞风筝体形较大，尺寸规格从 1 米至 3 米不
等。制作全套的鹞子工程，需要多工种整合完成，把鹞子放飞上天更加需要由多人合作完成。经常放鹞子的
人对于放小鹞子不感兴趣，他起码要飞两米的大鹞子。村民们一旦看到有人要放大鹞子，便很快聚拢围观，
十分热闹。南通人将放飞板鹞称为拉鹞子，拉鹞子的过程是充分展现团结协作水准的过程。一个纵鹞子的，
加一二三把手拉鹞子的，远处还会安排两个人拉等把的，相互之间的协同动作只要慢了一秒钟，鹞子就上不
去！放飞鹞子的过程，充分展现出人与人之间那种紧密同步协作才能产生出的奇迹！[1]
2 南通板鹞风筝的当代价值
现代化进程让南通板鹞风筝逐步退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今社会就不需要保护
南通板鹞风筝。南通板鹞风筝在现代社会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
2.1 强化群体认同，凝聚乡音乡情
南通板鹞风筝承载着南通地区人们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心理。它表达了南通地区先辈们在
农耕时代生活中敬天祈福的心理状态，寄托了民间老百姓对吉祥、幸福、平安、富足好日子的渴望，传达了普
通平民最朴实纯真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同时还沉淀到南通地区老百姓整体的文化心理中。南通板鹞风
筝为南通地区人们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乃至文化认同，提供了从行为到精神、从外在到内在、从源头到未
来等诸多层面的“同一性”依据，使得认同建构、形成变迁到处都有其鲜活的身影，成为凝聚乡音乡情与联系
海内外南通人的情感纽带，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子孙后辈找到“回家的路”。
2.2 焕新时代价值，赋能美好生活
南通板鹞风筝极具艺术审美价值和强身健体功能。板鹞风筝的全套制作工艺包含雕刻、绘画、书法、扎
搓等多门类工艺技术，也包含空气动力学、音响学和气象学知识，不仅是人们欣赏、收藏的艺术品，也是情调
高雅、
文体相融的运动器具。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腾飞，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活环境日益喧嚣，
现代人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借助自然、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放飞南通鹞子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放鹞
子都是在旷野中进行的，可以呼吸清新空气，有助于提高心肺功能，让人心情愉悦，助力南通人民健康长寿。
2.3 打造城市特质文化，彰显地域文化自信
音响风筝（装有响弓和一切发声装置风筝的总称）盛于宋代，而后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基本失传，现在只
有南通地区仍然保留住了这一特色。南通板鹞风筝是名副其实的南通地域文化符号，是南通城市文化的一
张具有鲜明特征的名片。近年来，南通板鹞风筝多次走出国门，闪耀世界舞台，惊艳国际友人，彰显了南通城
市特质文化，
树立了鲜明的城市文化标识。传承南通板鹞风筝是坚定地域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途
径和必然选择，有助于提升南通的城市品位、形象、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南通、了解南通、爱
上南通，投资南通。[2]
3

南通板鹞风筝的传承危机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国家传统工艺振兴战略为南通板鹞风筝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南通板鹞风筝制作技艺于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
统工艺振兴目录。在南通市各级政府、板鹞传承人、专家学者等各方主体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南通板鹞风筝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传承。然而，在当今以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南通板
鹞风筝这种民间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硬件根基被动摇了。如今，各种板鹞风筝在天空竞相争鸣的景象已不
复存在，制作板鹞风筝的手艺人和爱好者群体都在日渐萎缩，板鹞风筝技艺濒临失传，代际传承出现危机。[3]
具体来说，
危机有以下两个方面。
3.1

对板鹞产品的需求严重萎缩
目前，南通板鹞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仅有 30 余人，没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荣誉称号但以制作销售

板鹞风筝为生计的手艺人不足 20 人。由于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制作板鹞风筝的手艺人生存艰难，单靠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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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不能养活自身。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补贴也很有限，国家级、省级、市级传承人每年分别有 20000 元、
8000 元、
1000 元的补贴，县级传承人则没有补贴。因此，这些手艺人主要依靠其他主业工作或退休金维持生
活，进而导致南通板鹞手艺的传承普遍处于业余传承的状态。
3.2

放飞人群人数锐减
2020 年，南通市常住人口为 772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南通地区家里有鹞子，会飞也想飞，偶尔有空飞一

飞的人群规模，约有 10 万人；时刻念念不忘，有风就想飞、有风必须要飞的“死硬分子”，只有 1 万人，其中六
十岁之上的爷爷超过半数。因此，群众性板鹞风筝放飞活动日渐萎缩，具体表现如下四个方面。
（1）
“没必要”
放飞板鹞风筝。板鹞风筝与鬼神祭祀相关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不需要再为了基本的
生存而祈祷。此外，科技的发展不断提升天气预报的精准度，现在的农渔业生产也不再需要靠板鹞风筝来观
云测天。因此，放飞板鹞风筝不再为人们生活的刚需。
（2）
“没兴趣”放飞板鹞风筝。电子产品与现代玩具层出不穷，让现代儿童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使青少
年对风筝丧失兴趣。同时，现代人对传统节俗的情感变得淡漠，以前清明节、春节都是南通人放风筝的盛大
节日，而现在，这些传统节日在人们心中仅仅变成了假期，放风筝等传统户外活动被走亲访友、外出旅行所
取代。老一辈的人逐渐忘记了童年的欢乐，而更多的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样一种值得骄傲
的技艺存在。
（3）
“没场地”
放飞板鹞风筝。以前，南通地区有广阔的滩涂与空地，
加上强劲的海风，人们可以自由放飞
鹞子。时代变迁，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在空地上拔地而起，高空中交错的高压电网和高架桥，再加
上部分居民对哨口声音扰民的投诉，导致适合老百姓在家门口放飞板鹞风筝的场地越来越少。现在要放飞
一次大型板鹞，要跑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之外的江边或海边等空旷的地方，
十分不易。
（4）
“没钞票”
放飞板鹞风筝。现在的南通板鹞风筝做工越来越精美，而它的价位也越来越高。一只板鹞
一般在 1 000~2 000 元，大一点的精品板鹞要上万元甚至几万元。高昂的价格让普通人对板鹞风筝望而却
步，
玩的人也慢慢减少。[4]
4

“日常生活”视角下保护传承南通板鹞风筝的路径

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来保护传承南通板鹞风筝，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理论上，人
民的非遗，人民共享。非遗不只是一件件体现文化传统的产品或作品，更是可见、可参与的生活。非遗一旦退
出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会渐渐流逝，成为历史记录上的单薄符号。当非遗传承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人都
是践行者、传承者和受益者，保护传承压力自然会减轻。现实中，南通板鹞风筝制作技艺的手艺人都有童年
时代放飞板鹞风筝的经历，正是童年时代放飞板鹞的快乐体验，使这些人成年后仍痴迷于南通板鹞风筝，仍
自觉自愿、前赴后继、无怨无悔地传承南通板鹞风筝。全民放鹞子的日常生活看上去平淡无奇，恰恰蕴藏着
无比巨大的传承能量，不用政府劳心保护，就能自然生长出成千上万的南通板鹞风筝传承人。一片土地的历
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南通板鹞风筝的保护传承，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激发人民群
众的主体力量，让保护传承的观念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全民放鹞子再次成为南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态。
4.1

政策激励，让南通板鹞风筝在日常生活中
“看得见”

潍坊风筝的兴盛，证明了凡是成为地方品牌的非遗，当地政府都是花了大力气的。目前，南通市各级政
府关于板鹞风筝的政策基本属于保护性质，即用直接补贴板鹞风筝传承人的方式，起到最基本的“保护和保
存”
作用。要想让南通板鹞风筝更加健康、良性地发展，需要南通各级政府站在打造城市特质文化的高度，
制
定更多激励性政策。一是通过政策引导建立家门口的板鹞风筝放飞场。笔者建议南通市政府在市区建一个
占地 300 亩的草坪放飞场，在各县（市、区）分别建一个占地 100 亩的草坪放飞场，从而让板鹞传承放飞和体
育风筝普及推广有一个固定场所。二是通过政策引导板鹞风筝走向产业化，增强自身造血机能。对于政府补
贴南通板鹞风筝的保护资金，如何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重新研究。三是通过政策搭建南通板鹞风筝展
示风采的舞台。笔者建议南通市政府恢复自 1994 年以来就停办的“南通国际风筝节”活动。与少数几个板鹞
手艺人外出参加潍坊国际风筝节相比，自家门口举办的风筝节可以带动更多南通市民回味童年放飞记忆、
扩大爱好者群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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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众参与，让南通板鹞风筝在日常生活中
“听得到”
南通板鹞风筝的保护传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大力配合。一是专家学者要加强南通板鹞的理论
研究，既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如阐发板鹞风筝“逆风向上、勇于拼搏、团结协作、志在高远、天人合一”等精
神内涵，又从力学、空气动力学、数学、音乐、美术等角度研究，了解相应的科学原理，从而为南通板鹞的保护
传承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媒体人士要加强南通板鹞风筝的宣传，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南通板鹞知
识，展示南通板鹞魅力，让人们沉浸其中，既听得明白、
看得有趣，又陶冶情操、玩得开心。三是非遗馆等板鹞
藏馆要多组织开展板鹞风筝放飞体验活动。孩子们有机会亲手制作、放飞一只风筝，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
体会风筝的乐趣，会成为成长中的美好回忆。四是文艺工作者要开发板鹞风筝为主题的儿童剧和角色扮演
戏剧，
糅合蓝印、杂技、通剧等地方传统特色，使人们在表演、
游戏中了解风筝、爱上风筝。
4.3 加强创新，让南通板鹞风筝在日常生活中
“玩得起”
目前，南通板鹞风筝制作采用纯手工的方式，造价高，有奢侈品化的趋势。要想降低成本，让老百姓消费
得起，
板鹞风筝手艺人必须不断创新。一是思路创新。板鹞风筝制作可以探索“手工+机器”的方式，即将南通
板鹞分为普通款和精品款，普通款采用机器生产，降低成本，合理对接市场需求；精品款沿用手工制作，满足
部分高要求或者手工爱好者类消费者的需求。二是设计创新。板鹞风筝可以运用剪纸、年画、刺绣、丝绸剪贴
等艺术元素来装饰，融入现代元素、时代题材，用丰富多彩的款式品种走向市场，让年轻人喜欢。三是材料创
新。对于普通款鹞子，兜风布可以用印刷布代替名家手绘布，骨架可以用玻璃纤维代替竹子，哨口可以用塑
料代替葫芦等，如此，板鹞的价格就能下降。四是体型创新。以折叠风筝、卷式风筝消除过去风筝体重大、
携
带不便的缺点，让身处外地的南通人也能通过快递的方式，在异地他乡放飞家乡的板鹞，纾解乡愁。[6]
4.4 进入校园，让南通板鹞风筝在日常生活中
“学得到”
培养娃娃们对板鹞风筝的兴趣，使他们在学习之余喜欢上板鹞风筝，对板鹞风筝的保护传承很有必要。
当前，能够常态化开展“南通板鹞风筝进校园”活动的学校凤毛麟角，目前仅有南通大学、南通开放大学、通
州刘桥小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州石港中学、如皋永平小学、如东石甸小学、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崇
川五山小学等学校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更多的学校是心血来潮时偶尔为之，没有明确的教学计划。让“南
通板鹞风筝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制度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组织人员统一编写适合各学龄段
的风筝教材，做到风筝传承教学有章可循；二是培训一批非遗校园骨干力量，组织教学经验丰富、技艺老道
娴熟的板鹞风筝传承人为各个学校相关教师传授非遗技艺，使他们成为保护传承的中坚力量；三是举办板
鹞风筝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并在全市范围内特别是大中小学校充分动员，最终评出若干件优秀作品予以表
彰展示，
激发青年学子们传承南通板鹞风筝的积极性。
5 结束语
南通板鹞风筝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千年
来与南通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南通板鹞风筝
技艺濒临失传，代际传承出现危机。推进南通板鹞风筝的保护传承，需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举办比
赛、交流、理论研讨等相关活动，更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让保护传承的观念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让全民放鹞子再次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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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Design of Feed Pretreatment Device for
a Marine Oil Separator
JIANG Ya-fei1, DANZENG Luo-bu1, YU Ze-qing2
(1. Schoo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formation,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2.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Jiangsu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6010, China)
Abstract: Centrifugal oil separators are used in various ocean-going ships, and the fuel oil is separated ac－
cording to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mechanical devices.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marine cen－
trifugal oil separator does not carry the feed pretreatment function, it proposes a feed pretreatment device for the
marine oil separator and its structure is designed. The structure of the marine centrifugal oil separator is ana－
lyzed, and the detailed design ideas of the oil separator pretreatment device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com－
ponent conditions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ifugal oil separator. The pretreatment and the ab－
sorption components are added to the existing oil separator product, which improves the overall structural
strength, greatly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oil separator, and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piston head and the
processing chamber is avoided. The pretreatment and absorption components of the pretreatment device are also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device is of certain scientific and practicable values, which pro－
vides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feed pretreatment device of the oil separator at a later stage.
Key words: oil separator; feed pretreatment device; stru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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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ory 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Nantong Board Harrier Kite
CAO Nan1, LI Zhi2, JI Hua3
(1. Media Promotion Department, Nantong City Library, Nantong 226018, China;
2. Collection Display Department, Nantong City Culture Center, Nantong 226007, China;
s Room, Nantong Feixiang Board Harrier Museum, Nantong 226001, China)
3. The Curator’
Abstract: Kites in China are known as “Southern Harriers and Northern Gled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Nantong board harrier kite is not only excellent in the four arts of “tieing, pasting, painting
and flying”
, but also re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strings ringing in the blue sky calling kites”. In
the era of farming,“all the people flying kites”in Nantong was a normal way of lif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Nantong board harrier kite is declining in current society is that it is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people’s dail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it is proposed that through policy incentives, public participation, style innova－
tion, and access to campuses,“all people flying kites”will once again become the normal daily life, so as to pro－
mot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Nantong board harrier kites.
Key words: Nanto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oard harrier kite; daily lif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