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文创设计大赛 
福建及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文化资源基础素材不完全收集 

申明：以下素材均来自网络和相关文献收集，图片和资料归原版权方所有，该素材文件仅作为全球各地设计师
了解福建的基础文化素材使用，不做为设计依据，特此申明。 



背景：为配合2021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举行，展现福建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成果，推动文创产业发展，大会组
委会面向全球举办以“福礼天下”为主题的优秀文创作
品设计大赛，献礼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本次大
赛组委会特委托相关专家对本次大赛的文化素材进行整
理，以便来自全球的设计师能快速的对创作主题进行了
解，并快速的进入文创产品设计阶段。 



公开征集作品主题： 
 
以“福礼天下”为创作主题设计的文创作品。（具体将邀请国内知
名策展团队针对“世遗精神”、“八闽文化”素材先行进行梳理和
提炼并公示，以便全球各地设计师快速了解福建和世遗题材并进入
设计阶段。）所征集作品类别如下： 
1. 福器：闽文化主题的系列工艺品、生活用品。 
2. 福韵：闽文化主题的视觉动漫形象设计，福文化的视觉产品、出
版物、闽剧文创等系列产品。 
3. 福味：闽文化美食产品，含食品、饮品、茶礼及相关包装设计等。 
4. 福饰：闽文化主题服装首饰系列设计产品。 
5. 福厝：闽文化古厝民俗、古厝建筑、古厝人文历史等历史文化街
区文旅产品。 



1， 世界遗产大会资讯和理念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期素材
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料，请联系相
关版权方或作者。）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
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
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
自然遗产三类。（下面简称世遗） 
 
世界遗产包括：①文物，②建筑群，③遗址。 
世界自然遗产包括：①地质和生物结构的自然面貌，②濒危动植物生
态区，③天然名胜。文化景观遗产包括：①园林和公园景观，②有机
进化的景观（人类历史演变的物证），③关联性文化景观。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英文：44th 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主题： 
文化与自然  世界遗产城市的保护与复兴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 

World Heritage Leadership—A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me on people, 
nature, culture 

提高自然与文化联合的认知--能力建设的作用 

Raising Awareness on Nature-Culture Linkages--Roundtable on the 
Role of Capacity Building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福建，福地建州，古代设福州、
建州、泉州、漳州、汀州等。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枢
纽区域。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到欧洲的古老的丝绸之路又一次热闹起来。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但有张骞、霍去病的传奇故事，
也记载着玄奘马可波罗的艰苦历程。在长达2000多年的岁月中，在丝绸之路上产生了太多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哪
些真正的古代遗存呢？早在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会议，就通过“丝绸之路”的申报。在这
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3处遗产点中，有22处位于中国境内。而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漫长的路程中，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
遗产早在上个世纪被列入名录了。这样的至少还有4处，共计26处。 



2，福州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三坊七巷，作为历代以来福州地区的精英社区，诞生了
一批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两代帝
师陈宝琛、陈衍、郑孝胥、近代思想大家北大首任校长
严复、民族英雄林则徐、奠定中国海军之基的沈葆桢、
喋血戊戌变法的林旭、以“与妻书”传世的黄花岗烈士
林觉民、“不识一句洋文的中国翻译第一人”林纾、中
国建筑师及诗人林徽因、著名作家冰心等等。这一座座
坊巷、一个个历史故事，一位位近现代名人，勾勒出近
代福州的样貌：有福州温润的气质，更有今人所陌生的
“血性”。几暇之余，走进这几多遥远、几多神秘的坊
巷院落，去看看曾经在此居住过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世家
生活，去听听三坊七巷的每一条青石板路，似乎都回响
着名人的足音。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 
----故宫“看门人”单霁翔曾这样评价 



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 



福州福道 



福州方言---古汉语 



脱胎漆器 轻若浮云——中国传统工艺"三宝"其一。 
其因“轻若浮云”闻名，制作方法先用泥土或石膏制成内胎，然后经过若干道工序后做成
成品。脱胎漆器的两大特点：一是不易腐蚀结实耐用；二是虽看似沉重实则非常轻巧。而
这其中的奥秘自然与脱胎漆器独特的制作工艺是分不开的。 
 



福州洪塘窑之唐物茶入（海丝文化见证物） 
原产于福州洪塘的唐物茶入依形态不同，可分为“擂座、大海、文琳、茄子、肩冲、瓢箪、鹤首、驴蹄、身付、
文茄、瓶子、达磨”等种类，造型大致以褐釉小壶为主。最初传入日本的唐物茶入数量有限，但在室町时代以
后，随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普及，茶入需求量激增，日本人也开始“赏举”、重视自己烧制的和物茶入。此后，
著名的和物茶入也有了“名土加铭”和使用舶来织品包装、家室相传等尊贵的待遇。当然，与在日本茶道中占
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唐物茶入比较，仍难望其项背。 
 



福州地区庄寨建筑群 



福
州
佛
跳
墙 

佛跳墙，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系的首席名菜，佛跳墙兴起于清道
光年间，佛跳墙的名称在美食界有两百多年历史，以宫廷御用的身份被
历代皇族和达官显贵作为上等滋补珍品所食用并传承下来。现代被国家
中央领导人作为国宴，用以盛情款待各国来华贵宾和国家元首。 佛跳
墙最早的雏形是十远羹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却是五代至北宋人陶谷（903-
970）所著《清异录·饌羞門》，其中有详细的介绍十远羮，因为其中
十款食材大多是海产品，产地都离当时的国都汴梁（今河南省中部）较
远，所以很贴切地称之为“十远羹”。 



福州罗源畲族服饰 



涌泉寺为闽刹之冠，是全国重点寺庙之一。寺院建在海拔455米的鼓山山腰，占地约1.7公顷，前为香炉峰，后倚白云峰，有“进山不见

寺，进寺不见山”的奇特建筑格局。涌泉寺始建于783年，初名华严寺。传该地原系深潭，内有毒龙，为害居民，唐建中四年（783），郡从
事裴胄请灵峤法师制伏，师于潭畔诵华严经，龙遂离去。涌泉寺，众深感师之德，就潭址建寺，迎师住锡，帝敕赐“华严”之匾额，称为华
严寺。唐武宗灭佛时，华严寺被毁。908年，闽王王审知修建新寺“国师馆”。915年，改名为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宋朝时，宋真宗赐额
“涌泉禅院”。1407年改称涌泉寺。明代该寺曾两次毁于火灾，相继修复、扩建，形成今天的规模。1699年，康熙颁赐的御书“涌泉寺”泥
金匾额，至今仍高悬于天王殿寺门之上。  





福州王审知信俗 



3，泉州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泉州 
“世界宗教博物馆”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发源地” 

泉州“五南文化”，是“南音”“南戏”“南拳”“南建筑”“南派
工艺”的合称，是泉州文化的重要名片。 



泉州：一城文化半城神仙 

开元寺双塔 



古时，泉州城有七个城门：仁风门（东门）、义成门（西门）、德济门（南门）、朝天门（北
门）、通淮门（涂门）、临漳门（新门）、通津门（水门），各城门都有水关与护城濠通连。 



有水的地方就有桥的出现。宋元时，
八卦沟上，先后架起许多小型石板
桥。著名的二十四座分别为：登仙
桥、祖师巷桥、蓝桥、通津桥、万
寿桥、井巷桥、文胜宫桥、兵马司
桥、通淮桥、宜春桥、天王桥、隐
居桥、舍人宫桥、洙泗桥、花桥、
鹊鸟桥、叠芳桥、甲第巷口桥、泉
山桥、八兴桥、仙姑桥、广孝桥、
五甲桥、车桥。 

建造于宋代的开元寺双塔是泉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 

泉州建成千年左右，仍然存在的寺
庙有56座。走在泉州街头，根本不
需要刻意探寻，就能与各种宗教文
化不期而遇。站在西街西头，以开
元寺为中心，向西，基督教泉西堂
与开元寺隔街相望；向南，有供奉
妈祖的天后宫、涂门街关帝庙、古
清净寺，向东，有承天寺、元妙观
和中山路泉南堂等；方圆一两公里
范围内，本地先贤、佛教、道教、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甚至
印度教，各种宗教，各路神仙，应
有尽有，和谐共处。 







开元寺宫殿屋脊，“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式” 这些都是闽南红砖建筑的典型特征。 



万古安澜洛阳桥 



位于洛阳桥北段的月光菩萨塔 



泉州提线木偶 



开元寺宋代双塔壁雕 



剪瓷雕是福建省闽南地区各地寺庙建筑中一种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它选取各种颜色鲜艳的彩瓷器，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
按需要剪成形状大小不等的细小瓷片，再用它来贴雕人物、动物、花卉、山水，装饰寺庙宫观等建筑物的屋脊、翘角、门楼、壁
画，具有色彩鲜艳、造型生动、立体感强，久不褪色的特点。其精湛的雕刻技艺，不朽的艺术价值，是凝聚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
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剪瓷雕是福建省闽南地区各地寺庙建筑中一种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它选取各种颜色鲜艳的彩瓷器，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
按需要剪成形状大小不等的细小瓷片，再用它来贴雕人物、动物、花卉、山水，装饰寺庙宫观等建筑物的屋脊、翘角、门楼、壁
画，具有色彩鲜艳、造型生动、立体感强，久不褪色的特点。其精湛的雕刻技艺，不朽的艺术价值，是凝聚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
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蔡氏古民居主人蔡浅，又名蔡资深，南安人，清朝光绪年间著名旅菲华侨，封赠资政大夫。古厝群于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
兴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部完工，前后历经52年，现存建筑有13座古大厝（第宅），另有2座宗亲祠堂，现已倒塌。
总占地面积约100多亩，大小房间400间，坐北朝南。蔡资深是华侨富商，其古民居群建筑装饰技艺，吸收南洋文化和西方建
筑的装饰艺术特点，所用装饰材料，如珍贵的楠木以及当年少有的水泥花砖，都从国外进口，雕塑中还有诸如大力士扛东西
之类的故事，属于外来文化。大厝石墙体以及在大门周围重要部位采用辉绿石装饰的建筑手法，与现存的北宋伊斯兰教寺院
清净寺的高大规整石砌墙体，以及辉绿石砌筑的穹窟形拱顶大门一脉相承，外部墙体注重用红砖拼凑出各种华丽的装饰图案，
则与现在西亚阿拉伯建筑的装饰风格十分类似，堪称“世界建筑重要遗迹”。 



保生大帝吴夲（一说“吴
本”）的祖籍地，由于复杂
的历史原因，数百年间争论
不休。大体有三种说法：一
是漳州龙海市角美白礁，二
是厦门市海沧青礁，三是安
溪县感德镇石门村。近年，
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方文图、
祖籍漳州龙海市的厦门大学
哲学系教授刘青泉经过多方
考证，认为吴夲的祖籍地是
安溪县感德镇石门村，该观
点得到海峡两岸数十位专家
学者的认同。大道公是福建
省历史悠久的汉族民间信仰。
生前姓吴名夲(tāo)，
（973-1036）字华基，号云
冲，，生前为济世良医，受
其恩惠者无数，其医术高明，
医德高尚、闻名遐迩，民间
称其为吴真人，尊为“神
医”。 历代皇帝不断加封，
最后一次封号就成为今日称
呼—“保生大帝”，随时代
的变迁，与大道公信仰相关
的祭祀习俗，也逐渐形成，
成为当地影响最大的汉族民
俗活动。 



闽南渔村“送王船”信俗 



德化白瓷，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特产，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中国白”原文（BLANC DE CHINE）
是法国人对明代德化白瓷的赞誉，他
们认为这是“中国瓷器之上品”。德
化瓷器具有白度好，光泽度高，热稳
定性强，耐温、耐压、耐磨耐腐蚀等
特点，另具有釉色纯净温润、致密度
高，透光度好等理化特色。 [1]  
2006年12月27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对“德化白瓷”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 



磁灶窑址位于福建省泉州之南的古镇晋
江市磁灶镇。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
瓷外销窑口。于1956年被发现。各窑址
都出土了大批瓷器和窑具。 
窑址多分布于梅溪两岸，计有26处。窑
址多分布于梅溪两岸，其中南朝窑址1处，
唐、五代窑址6处，宋、元窑址12处、清
代窑址7处，和最有代表性的金交椅山窑
址，其年代为五代至南宋时期，出土有
多种器形的青瓷和酱黑器。 [ 
磁灶窑产品在日本和东南亚的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等国均有发现，从而证实磁
灶是闽南地区生产外销陶瓷的重要窑场。
磁灶窑址为研究磁灶窑的发展历史提供
了重要的材料。 





4，龙岩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古田会议会址 







漳平水仙——是汉族茶农创制的传统名茶，系用水仙品种茶树鲜叶，按闽北水仙加工工艺并经木模压造而成的一种方饼形的乌龙茶。  结合了闽北水仙与闽南铁
观音的制法，是乌龙茶类唯一紧压茶，品质珍奇，风格独一无二，古色古香，极具浓郁的传统风味，香气清高幽长，具有如兰气质的天然花香，滋味醇爽细润，
鲜灵活泼，经久藏，耐冲泡。茶色赤黄，细品有水仙花香，喉润好，有回甘，更有久饮多饮而不伤胃的特点，除醒脑提神外，还兼有健胃通肠，去湿等功能。 



连城四堡乡是福建省第一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乡，是明清
时期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
之一，共保存有80余座古书
坊建筑、5000多块古雕版、
6000多册古书籍以及众多牌

匾、印刷工具。其境内的四
堡古书坊建筑群是第五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连城雕版印刷技艺分布于福
建省连城县四堡乡务各村及
马屋村，起源于宋，发展于
明，鼎盛于清，四堡雕版印
刷基地是明清时期中国四大
雕版印刷基地之一。明万历
八年（1580年），时任浙江

杭州太守的邹学圣辞官归里，
将苏杭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回
四堡，在务各村首开书坊。
由此，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开
始逐渐走向刻板、印刷、包
装、销售一条龙的规范化发
展，为四堡印刷业的兴起奠
定了基础。在经历了清康熙
年间的草创和发展后，到乾
隆、嘉庆和道光三代，四堡
创造了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
辉煌。连城雕版印刷技艺传
至今共15代。 



5，南平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武夷山 



武夷山 



武夷山茶园 



武夷山大红袍，六棵母树的财富传奇 

大红袍的传说 
关于武夷山大红袍茶名称的来历，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传说明代有一穷秀才上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
在路上，幸被天心庙老方丈看见，泡了一碗茶给他喝，果然病就好了，后来秀才金榜题名，中了状元，还被招为
东床驸马。一个春日，状元来到武夷山谢恩，在老方丈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到了九龙窠，但见峭壁上长着三株
高大的茶树，枝叶繁茂，吐着一簇簇嫩芽，在阳光下闪着紫红色的光泽，煞是可爱。老方丈说，去年你犯鼓胀病，
就是用这种茶叶泡茶治好。很早以前，每逢春日茶树发芽时，就鸣鼓召集群猴，穿上红衣裤，爬上绝壁采下茶叶，
炒制后收藏，可以治百病。状元听了要求采制一盒进贡皇上。第二天，庙内烧香点烛、击鼓鸣钟，召来大小和尚，
向九龙窠进发。众人来到茶树下焚香礼拜，齐声高喊“茶发芽!”然后采下芽叶，精工制作，装入锡盒。状元带
了茶进京后，正遇皇后肚疼鼓胀，卧床不起。状元立即献茶让皇后服下，果然茶到病除。皇上大喜，将一件大红
袍交给状元，让他代表自己去武夷山封赏。一路上礼炮轰响，火烛通明，到了九龙窠，状元命一樵夫爬上半山腰，
将皇上赐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以示皇恩。说也奇怪，等掀开大红袍时，三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闪出红光，众
人说这是大红袍染红的。后来，人们就把这三株茶树叫做“大红袍”了。有人还在石壁上刻了“大红袍”三个大
字。从此，大红袍就成了年年岁岁的贡茶。 



福建武夷山茶农在漫长的茶叶制作过程中，从名传一方的蜡面、研膏、龙团凤饼、石乳、先春、武夷松萝，总结创造出了武夷岩茶、小种红茶独特的
制作工艺，并一直传承完善至今。我国茶叶泰斗陈椽教授研究，著文说：“武夷岩茶，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值得
中国人民雄视世界”。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术”作为唯一的茶叶类项目，列为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茶圣吴觉
农研究认为：“产制了武夷岩茶的福建崇安，又产制出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烟小种）”（引自《茶经评述》）。程启坤在《中国茶经》中记述：
“最早的红茶生产是从福建崇安的小种红茶开始的”、“自星村小种红茶创造以后，逐渐演变产生了工夫红茶”。可以说福建武夷山不仅是乌龙茶的
发源地，同时也是红茶的发源地。优良的福建武夷山生态环境、丰富的茶树品种和独特的制茶工艺，造就了武夷茶叶与众不同优异的品质。《本草纲
目补遗》中载:“诸茶皆性寒，惟武夷茶叶性温不伤胃”。大红袍绿叶红镶边，久藏不坏，香久益清，味久益醇，甘泽清冽，舌底生津，馥郁幽兰，驰
名中外。有“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兼红茶绿茶之长”的美誉。 
星村产正山小种红茶在清朝盛誉欧美，《崇安县新志》载：“英吉利人云：武夷茶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福建武夷山茶待客
者，客必起立致敬”。 



政和县位于武夷山脉和鹫峰山脉延伸地带，海拔高，境内山峦叠嶂，土壤多为火山砾岩、红砂岩及页岩组成，土质疏松透
水通气性好，表层腐植厚，有机质含量高，富含养份。独特地域环境产出的茶叶内含物丰富，滋味甘醇。政和县产茶历史
悠久，宋代时就已是北苑贡茶主产区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御茶园就在这一带。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时属北苑
御茶园的关隶县进贡银针白毫，喜动龙颜，皇上便将“政和”年号赐作县名，政和成为古今“因茶得名第一县”。政和白
茶也成为历代的宫廷贡茶。 

 



宋代建盏+雕漆盏托 





朱熹故里在武夷山五夫镇府前村，朱熹在这里从师就学长达40余年，是朱子理学的形成地，始建于南
宋十四年，历代曾屡经修建，后毁于民国后期，现尚存紫阳楼原为朱熹旧居，内有朱熹幼时读书处—
—半亩方塘、灵泉古井、朱子樟等。朱子樟相传为朱熹手植，后人称为“沈郎樟”，12人才能抱得住。
半亩方塘典故来自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紫阳楼附近还有朱子巷、兴贤书院、兴贤古街、朱子社仓等古迹。 



6，漳州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漳州古城 



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居建筑，因其体量巨大，极具雄伟之美。土楼建筑
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除了常见的圆形、方形之外，还有八卦形、曲尺形、扇形等。
建筑空间富有节奏，建筑风格古朴粗犷，是闻名世界的建筑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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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居建筑，因其体量巨大，极具雄伟之美。土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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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泥，在中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最早的印泥是用粘土制的，用时用水浸
湿，当时称封泥。隋唐时，纸张出现，人们弃粘土而用朱砂，用水调和于
印面后印在纸上，这就是印泥雏形。到了元代，又开始用油调和朱砂，逐
渐发展成现代的印泥。“漳州印泥，海内外无不称誉。”清代藏书家姚衡
在其《寒秀草堂笔记》里这样评论漳州八宝印泥。八宝印泥中不仅含有珍
珠、玛瑙、金箔等贵重原料，还有20多味中药材。精心调制出来的八宝印
泥，红而不燥，细腻厚重，钤盖在书画上色彩鲜亮，有立体感，时间越久，
色泽越艳。要制作出这样一盒质量上乘的八宝印泥并非易事。 
 



漳州水仙 



日本学者森村健森村在《漳州窑系制品（汕头瓷）的年代及意义》一文中，综合日本各地遗址与世界上有关的沉船资料，明确指出：从
1585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十三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资料看，漳州窑系的制品是极少的。直到1590年（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以后，

漳州窑系的制品才大量出现在东亚。这与明代中后期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东来加入中国瓷器采购有很大的关系。在和陶瓷相关
的古代船舶中，“克拉克号”，也许在世界上最为出名了。“克拉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仅是一艘船的符号，而且是一种瓷器的符
号，它是特定年代特定纹饰的一种瓷器的符号，在陶瓷界，只要一说“克拉克”瓷，人们就知道，这是指一种典型的青花瓷器，它的器
型包括盘、碗、瓶等等，其中以宽边的青花瓷盘最具代表性。 



东园镇埭美村 



东园镇埭美村 



平和蜜柚 



平和蜜柚 



关于漳州木板年画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造出了纸张，印刷的历史也在千年以上。而
木版年画是画艺、雕版手艺、造纸工艺综合应用的产物。 
年画事业的兴盛，是与过去农民、牧民和市民的需要分不开的。由于这种需要，所以在各地出
现了许多画店，有些纸店、刻字店也兼营印刷，不仅印年画，也印神像、祖轴、纸马和商业仿
单等。这些店铺有大有小，多是集中在各地经济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于是，逐渐地形成
了若干年画出版的中心。年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年画与乡风民俗、生
活、生产息息相关，为过年张贴在屋门上和房间内的装饰，以增添新年喜庆的气氛。早在宋代，
漳州的刻版行业就很发达，促进了木版年画的产生和发展。漳州木版年画兴于明永乐年间，其
鼎盛期贯穿整个清代，清末民初时版画坊达十二家之多，大多数抗日战争前后破产。如何抢救
这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有关专家的研究课题。漳州木版年画，当属民间谐俗文化的一部
份，具有宗教崇拜的特征。就其根源可以上溯到“灵物崇拜”（张廷兴，第1-2页）。在灵物
崇拜观念的支配下，人们产生了宗教文化心理，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构筑一座桥梁，以传递信息，
祀鬼驱神，祈福禳灾。这是沟通两极的巫及巫语言产生的前提。由于巫语言具有赐福或降魔的
威力，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因而导致“语言崇拜”（张廷兴，第4页）。人们利用语言所具
有的神秘力量，使事情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语言崇拜包括积极进取的语言巫术、消极
防范的语言禁忌。语言巫术指的是凭借语言、文字或图画而施行的巫术，企图以此达到臆想的
目的。年画便是由语言巫术演化而来的。 







漳浦，“中国民间文化(剪纸)艺术之乡”。文化底蕴深厚，剪纸艺术源远流长。据《漳浦县志》记载，漳浦剪纸早在
唐宋时期就非常活跃，最初只是做为刺绣的底样，至明清剪纸逐渐脱离刺绣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广泛运用到
婚庆喜事、过节祭祀等各种活动中。风格线条繁复细腻，构图奇巧。漳浦剪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7，三明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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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市是中国竹笋之乡  。永安市是我国南方48个重点林业县(市)之一。全市土地总面积
443.1万亩,有林地面积365.8万亩,森林总蓄积量214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83.2%,位居福建省首位;
现有竹林面积76.8万亩,农民人均拥有竹林4.2亩,居全国首位。永安市委、市政府于2002年开始举办
永安市笋竹节，把每年的10月18日确定为永安人民自己的节日，赋予和溶入旅游、文化、经贸等要素，
增加笋竹节的文化品位与内涵。 



尤溪朱熹祭奠 
尤溪县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诞生地，至今保留着先贤朱熹的大量遗迹。尤溪县纪念朱熹活动可追溯到南宋嘉熙元年
（1237），其时县令李修捐资在县城南的公山之麓修建文公祠、韦斋祠、半亩方塘和尊道堂等建筑，以纪念朱家父子。之后每年春秋及农历
九月十五朱熹诞辰日，尤溪县民众都在朱熹诞生地——南溪书院文公祠举行祭祀大典，以缅怀这位先贤圣哲。祭朱熹典是尤溪县祭祀朱熹的
大型庙堂活动，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祭品有：面点、果品、牲礼等。祭典开始时，各司礼职员按部就班，主
祭宣布序仪开始后，升炮三通，乐队高奏祭乐，祭首率众人向朱熹行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祭祀活动颇具古风。祭朱熹典沿用古制，
通过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向世人展现神圣而肃穆的仪典。现在祭典已从明弘治四年（1491）开始的“三祭”简化为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朱熹诞
辰日的一祭。近年来，尤溪县集资修缮南溪书院古建筑群开山书院，加大朱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的力度，继承优良文化传统，弘扬朱子文化。 



梅林戏 
梅林溪被誉为全国“天下第
一团”的泰宁到梅林戏俗称
“泰宁大戏”，流行闽赣边
陲，相传清乾隆年间，由徽
班经江西、浙江传至闽而形
成的一种乡土戏。表演方式
形成了梅林戏朴实、粗犷的
艺术风格，唱念打做都有一
定的程式动作，唱腔以皮簧、
拨戏、吹腔为主，尚有南词
北调，弦索、四平调、青板，
小调等；乐器分文乐（弦乐、
管乐）、武乐（锣、鼓、
板）；音乐曲调以弦乐伴奏
和吹奏乐为主。行当有“七
紧、八宽、九逍遥”之称，
角色也分生、旦、净、末、
丑，行当全、分工细，生、
旦唱词大嗓开小嗓落，每句
都有“噫”的拖音，山歌风
味浓。花脸唱腔节奏强烈，
老生唱腔变化多，声调高昂，
丑行唱念结合，全剧粗犷与
婉转相兼，别有情趣。服饰
精致古野考究，化装时常在
眉与唇间饰以红点更觉可爱，
加上语言由过去讲当地的
“土官话”改为现在的普通
话上演。传统剧目有《飞龙
带》、《兰腰带》、《乾坤
带》、《鸳鸯带》、《双
贵》、《单贵图》等。 [32]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乐竹纸制作技艺 
中国是第一个发明造纸法的国家。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中国的纸和造纸法，最先传到越南、朝鲜和日本，随后逐
步传到欧洲。因此18世纪以前，世界各国一直沿用中国的造纸技术。 
将乐是福建传统手工造纸大县。自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客家先民便将此先进技艺带到了将乐，利用丰富的毛竹资源生产毛边纸。据《中国
书法工具手册》记载，将乐是我国最早出毛边纸的地方之一。将乐纸统称毛边纸，也叫竹纸。 
位于将乐南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栖山，景致清幽，绿水撩人，堪称福建的“庐山”。这里是将乐竹纸制作技艺传承最完整的地域，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传承地。龙栖山造纸清代最盛，尤以“西山纸”最负盛名。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对福
建所造之纸的优劣进行认真比较后，对将乐的“京纸”和“西山纸”做出高度评价，其纸质色白如雪、经久不蛀。 
清代，龙栖山竹纸制作技艺越来越高，所生产的“西山纸”不仅畅销省内外直至东南亚诸国，而且在乾隆初期就被列为“官纸”，专供朝廷
使用。 

 



将乐窑宋瓷：将乐县， 位于福建省西北部，自然条件优越，蘊藏丰富的瓷土和水源，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将乐窑位于将乐县境内，因地命名。始见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宋代将乐窑主要生产青
瓷、青白瓷、酱釉瓷等品种，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艺术特色。将乐窑融汇南北方制瓷工艺，博采众家之长，产品以娟秀造型
和传神气韵享誉中外，体现了宋瓷不浮、不囂、不靡、不媚的艺术风格，诠释“美到极致是自然”的艺术境界。 



将乐窑宋瓷：将乐县， 位于福建省西北部，自然条件优越，蘊藏丰富的瓷土和水源，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将乐窑位于将乐县境内，因地命名。始见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宋代将乐窑主要生产青
瓷、青白瓷、酱釉瓷等品种，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艺术特色。将乐窑融汇南北方制瓷工艺，博采众家之长，产品以娟秀造型
和传神气韵享誉中外，体现了宋瓷不浮、不囂、不靡、不媚的艺术风格，诠释“美到极致是自然”的艺术境界。 



在将乐，擂茶是普通人家即兴制作出来的饮料。擂持为一根2尺长的棍子，一般用茶树枝或白蛇藤制
作而成（属于可食杂木），讲究的话，可在擂持上端刻环沟系绳悬挂，下端则刨圆便于擂转；而擂钵
是当地的一种特制陶盆，其内壁布满辐射状沟纹（其粗糙程度是为了擂茶过程中增加摩擦力），呈倒
圆台状。擂茶的基本原料是茶叶、米、芝麻、黄豆、花生、盐及橘皮，有时也加些青草药。茶叶其实
不全是茶叶，可充当茶叶的品种很多，除采用老茶树叶外，更多的是采摘许多野生植物的嫩叶，如山
梨叶、大青叶等等，不下十余种。经洗净、焖煮、发酵、晒干等工序而大量制备，常年取用。 



宁化石壁客家公祠是世界客家人的总家庙。1995年落成后，每年都举办一
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并将每年公历10月定为“祭祖月” 



黑瓦土墙，青山绿树，金色梯田，共同构成这样一幅美丽画
卷……这里，就是宁化 



桂峰村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位于尤溪县洋中镇。据说唐代时桂峰的开基始祖在此地遍植桂树，因此得名。南宋时期，蔡姓
人因躲避乱世从莆田迁徙到此，逐渐繁衍生息，形成村落，故桂峰也称蔡岭。桂峰历史悠久，由北宋名臣蔡襄之九世孙蔡长，
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肇基，迄今已760多年。古建筑群即始建于南宋淳祐七年，由木质结构房、庭院、土围墙、石门组
成。木门、石门上雕刻着人物、山水、花鸟等精美图案，工艺高超。桂峰村古建筑群原有100多座，因年久失修现存80余座，
由蔡姓后人居住。现存较完整的一处古建筑是“蔡氏宗祠”，占地600多平方米，是明代蔡茂相中进士后回乡修建的，已有
500多年的历史。桂峰古建筑规模之大，保留之完整，在全省乃至全国尚属少见。整个村落的建筑风格独特，依山就势分布
于村的三面山坡上，堪称“厝厝均有文化，满街都是历史”。 



8，宁德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霍童古镇景区位于宁德蕉城区西北部，距宁德市区47公里，全省八大水系之一的霍童溪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霍童古镇历拥有千年历史，古镇原名霍山，因西周霍
桐真人修炼于此，故得名。霍童镇文化底蕴深厚，环境优美。小镇边上的霍童溪终日流水涓涓，镇上至今保留着糖罐小卖部、木雕等传统的明清木板房店铺，古老宅
院散发着古朴的气质，人们的生活安宁祥和。2014年入选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名镇及中国最美村镇，霍童线狮、霍童铁枝分别列为第一、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境内有支提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全国佛教重点寺院支提山华严寺，现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廉村: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辖村、中国传统村落.廉村是唐代“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的故乡，村名为唐肃宗敕封，是一个
以“廉文化”为核心，具有明清建筑风貌、古代商埠特色、传统古堡防御和完整宗族聚居体系的山水田园传统村落。廉村
曾是通往大海的内河港口，也是沟通闽东北和浙南的水陆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村东穆阳溪尚存大小两个码头。明代村民筑
城墙以御倭寇，称为“廉村堡”，古堡内遍布以石条、石块拼嵌成八卦、太极、麦穗等图形的古官道，官道两侧尚存明清
民居26座、清代祠庙4座。 



位于周宁县浦源镇浦源村的鲤鱼溪，至今已有八百多年“人鱼同乐”的悠久历史和人文积淀。相传南宋末年，郑氏先祖肇基于九曲溪畔，为保护溪
中鲤鱼，订立村规民约：“人在鱼在、誓死护鱼、不捕不食、世代相传”。久之，人鱼情笃、生息与共，爱鱼护鱼蔚然成风。 



太姥山，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狭义的太姥山系指福鼎市南部秦屿镇以覆鼎峰为中心的山地，也是太姥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地带，在福鼎市正南距市区四十五公里，约在东经120度
与北纬27度的附近。挺立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一面背山。主峰海拔917.3米。广义的太姥山，则指展布于宁德市东北部交溪以东－东海之间的一系列山地，或称太姥山脉。 
相传尧时老母种蓝（蓝草，其汁色蓝，榨之以染布帛）于山中，逢道士而羽化仙去，故名“太母”，后又改称“太姥”。传说东海诸仙常年聚会于此，故有“海上仙都”的美誉。
武夷、太姥、雁荡， 构成闽越三大名山。 



唐代陆羽著的《茶经》引用隋代的《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据陈椽、张天福等茶业
专家考证，白茶山就是太姥山。说明早在隋唐，白茶就已出现。 
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宋代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中，发现了铜质渣斗里有30多枚极品白茶芽头，据专家推断，
这些距今1000多年前的茶叶来源于福建福鼎。 
明代田艺蘅《煮泉小品》中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火气耳。况作人手
器不洁，火候失宜，皆能损其香色也。生晒茶沦于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田艺蘅所
述的，正是白毫银针的制法——生晒，制作禁忌不用手直接接触茶叶，制作的功力不足茶叶的香气就会受
损，白毫银针泡在瓯中，条条银针直立，汤色鲜明。 
明末清初周亮工莅临太姥山，为福鼎大白茶母茶树题诗：“太姥山高绿雪芽，洞天新泛海天槎。茗禅过岭
全平等，义酒还教伴义茶。”现鸿雪洞中留有摩崖石刻。 
清代民国时期，白茶作为高端茶叶出口欧美，英国贵族阶层泡红茶时放入几根白毫银针，显示其珍贵。
1938年，点头镇龙田人李得光成立福鼎白茶合作社，茶农可直接向联社所辖的村社交茶、领款有民国时期
李得光向茶农收购茶青的字据为证。 
国外的科研机构早就对白茶的保健功效进行研究。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原主任骆
少君研究员说：福鼎白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一族。原福建省茶叶协会秘书长陈金水说：晚清以来，北
京同仁堂每年购50斤陈年白茶用以配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国家每年都要向福建省茶叶部门调拨白茶给
国家医药总公司做药引（配伍），配制成非常高级的药。 
进入21世纪，白茶得到英国凯特王妃的喜好，2009年英国王子世纪婚礼的结婚纪念茶就是用福鼎白茶配制
而成。 



白茶是福建的特产，福
鼎白茶，福建省福鼎市
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主要品种分为：
白毫银针、白牡丹、贡
眉、寿眉。具有白茶性
清凉，消热降火，消暑
解毒等特点。 



坦洋工夫茶 
 
闽红三大功夫茶之首的坦洋功夫红茶，是福建省福安市红茶品牌。首创于清咸丰元年既(1851),当时的“坦洋
功夫”红茶名声鹊起，远销荷兰、法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为荷兰、英国等国家贵族
所青睐。民国4年既（1915）“坦洋功夫”红茶与国酒茅台一起在万国博览会上赢得金奖，跻身国际名茶品牌
之列。留下“闽红精品天下高，坦洋功夫列榜首”的赞誉。明末清初坦洋村胡福田（又名胡进四）以独特的
方法开始配制坦洋工夫茶成功。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坦洋工夫"红茶开始对外贸易，经广
州销往欧美各国。此后茶商纷纷入山求市，接踵而来并设洋行，周围各县茶叶亦渐云集坦洋，“坦洋工夫”
的名声也就不胫而走。据载，清光绪七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881-1936）的50余年，坦洋工夫第每年出口近千
吨，其中光绪七年出口量达到2100多吨，为历史上出口茶叶最多的年份，当时知名茶行有万兴隆、丰泰隆、
宜记、祥记等36家，雇工3000多人，茶界收条范围上至政和县的新村，下至霞浦县的赤岭，方圆数百里，境
跨七八个县。民谚云：“国家大兴，茶换黄金。船泊龙凤桥，白银用斗量。”大意是指坦洋工夫曾远销至荷
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收回外汇茶银百余万元。 





9，莆仙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妈祖信仰是中国沿海地区传统民间重要的
信仰之一。 

妈祖信仰源于宋代莆田，由于海事活动的
频繁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妈祖的赐封，使海
上保护神——妈祖的信仰随着航海者的足

迹四处传播。妈祖是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
的民间信仰。妈祖文化肇于宋、成于元、
兴于明、盛于清、繁荣于近现代。民间在
出海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
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妈祖是集无私、
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
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现如今，妈祖
庙在中国沿海地区、内陆河道，以及世界
各地华侨聚集的埠头仍分布较广，而其影
响力也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
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 

妈祖信仰是台湾地区最普遍的传统民间信
仰之一。由于早期汉人移民多自中国大陆
福建渡海而来，且台湾四面环海，海上活
动频繁，因此妈祖成为台湾人最普遍信仰
的神明之一。无论是大小街庄、山海聚落，
还是通都大邑，都可看到妈祖庙。仅台湾
一地就有妈祖庙510座，其中有庙史可考者
40座，内建于明代的3座，建于清代37座
( 含湄洲祖庙正三妈一座 )。值得注意的是，

妈祖信仰还包括宗族、姓氏群的崇拜。由
于妈祖姓林之缘，台湾各地林氏都喜称妈
祖为姑婆祖、祖姑，藉以拉近妈祖和林姓
之间的亲密关系，林姓亦常自称为妈祖的
裔孙、族孙，甚至组织有大规模的共祭团
体，如：台北地区以林姓为主的“七角头
正龙社天上圣母神明会”、中部“二十四
庄林祖姑天上圣母会”、云林县六房天上
圣母。 
 









南山广化寺，又称莆田广化寺，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南三公里处的凤凰山麓（别称南山）。1983年，莆田广化寺被国务院确
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90年莆田广化寺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三座全国样板寺庙之榜首。 [1]  南山广化寺创建于
南朝陈永定二年(558),本为当地名士郑露三兄弟(世称“南湖三先生”)讲学之所，后献其所于金仙禅师（即开山祖师）取名
金仙院。隋开皇九年(589)，经来自天台山的无际禅师募资拓建后，改名金仙寺。 



庄边古窑址是莆田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窑址作为大地上的文化遗存，其中隐藏着
一个地方文明和精神的密码。庄边窑建于宋，兴于宋元，延续几百年。庄边烧制瓷器，明弘治《兴
化府志》卷十二：“考宋志，兴化县徐州有青瓷窑，今废。”进入宋代以后，福建的窑来得到比较
全面的发展，庄边窑是其中之一。庄边窑主要生产青瓷，大致可分为印花、光素无纹和刻划花以篦
点纹的青瓷两大类。前者多为灰青色釉，后者釉色中闪黄。制法以轮制为主，模制次之。其窑址分
布广，不仅有庄边镇所在地周边的龙潭山、五斗山和碗林山，还有前埔村的南岭等。其范围约10万
多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为2-6米；有的厚度达有2层楼高，层层叠叠，状如小山，包含大量窑具与
青瓷残器，是莆田先民创造灿烂古代文化的历史见证，莆田也因此文脉流徽。 莆田古窑烧造的产品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运到我国的南海诸岛和亚非许多国家。在菲律宾内湖省出土的大批宋代陶瓷中，
也有庄边窑青瓷；在日本镰仓时代的许多遗址中出土的“珠光青瓷”，同样有庄边窑产品。 



莆田木雕是福建省传统民间雕刻艺术之一。莆田木雕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素以“精微透雕”著称。北宋时期五
度为相的仙游人蔡京大兴“丰大豫亨”之说。在明代形成了造型简洁、明快清新的艺术风格，清代进入结构考究、
装饰华美、繁复厚重的辉煌时期。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莆田
市二轻工业联社获得“莆田木雕”保护单位资格。 



10，厦门地区文化遗产素材推介 
（以下所有图片和资料均来自网络收集，仅供设计前
期素材方向性的参考，如需要直接使用相关图片或资
料，请联系相关版权方或作者。） 



鼓浪屿（英文：Kulangsu） 原名“圆
沙洲”，南宋时期命“五龙屿”，明
朝改称“鼓浪屿”。因岛西南方海滩
上有一块两米多高、中有洞穴的礁石，
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
人们称“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得
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鼓浪屿
展现了在亚洲全球化早期多种价值观
的碰撞、互动和融合,其建筑特色与风
格体现了中国、东南亚及欧洲在建筑、
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上的交融。这种交
融的产生得益于岛上居住的外国人和
归国华侨的多元性,并因此形成一种全
新的建筑风格———厦门装饰风格。
这一风格不仅在鼓浪屿发展,还影响到
广大东南亚沿海及更远地区。在波兰
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
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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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晋江同安（现属厦门）有关部门要在辖区的汀溪修建一座大型水库，意外地在水库工地挖出大量瓷片、窑具。这一年
冬天，陈万里等专家闻讯赶到这里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量卷草纹和篦纹青黄釉碗，类似日本学者称之为“珠光青瓷”的碗，
经过进一步考证，1957年，陈万里在《文物参考资料》第9期发表《闽南古代窑址调查小记》一文，证实同安窑是远销日本的珠
光青瓷的产地，纠正了以往日本学者认为珠光青瓷产自浙江德清后窑的看法，结束了争议几十年的珠光青瓷窑口之谜，引起了
学术界广泛重视。 



嘉庚建筑特点 

南薰楼已然成为了整个集美学村嘉庚
建筑的代表。嘉庚风格的建筑平面布
局多呈简洁的“一字式”，有拱券外
廊（通风、采光、避雨），单廊的廊
宽一般在2米以上。从功能来看，每个

空间都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建筑功
能纯粹单一，不设盥洗和卫生空间等
其他设施。建筑开间整齐而有规律，
结构合理，施工方便。立面形式古今、
中西结合。最常用的是屋体西式、屋
面中式（宫殿式）；在组团中主楼中
式，其他西式。建筑体量较为庞大，
建筑外观融合了中西两种不同的处理。
西洋式的屋身，南洋建筑的拼花、细
作、线脚等，屋顶则是中国或闽南的
屋顶形式。更为有趣的是，建筑本身
正面与背面不求统一，而更注重每个
立面与所对应的建筑立面协调一致，
注重两个建筑间空间环境的协调。立
面常见西方柱式与拱券的构图模式，
而在细部刻画时，则掺杂有闽南工匠
自由发挥的成分，飞檐起翘的流动曲
线与艳丽色彩，有闽南民居遗痕。嘉
庚风格建筑的造型与外观，能同时满
足远、中、近三个距离的观赏效果
（屋顶、屋身、细部）。 





千年古刹—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东南五老峰下，毗邻厦门大学  ，面临碧澄海港，该寺占地面积25.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1270万平方米。始建于唐朝
末年，称为泗洲寺，宋治平年间改名为普照寺，明朝初年，寺院荒芜，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得到重建。因其供奉观世音菩萨，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
场类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南普陀寺”，为闽南佛教胜地之一。 寺内明万历年间血书《妙法莲华经》和何朝宗名作白瓷观音等最为名贵。 
南普随寺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旁有钟鼓楼、禅堂、客堂、库房，另有闽南佛学院，佛教养正院，寺前有
放生池，寺后近年新建“太虚大师纪念塔”。整座寺院气势宏伟，错落有序。 



厦门市南乐团成立于1954年,是厦门市唯一官方南音乐团，

也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南音专业表演团体之一。团部位于中
山公园西门内,一座具有闽南古典园林风格的历史风貌建筑-
-“南音阁”。其前身是厦门金凤南乐团。南乐团首任团长

纪经畝先生，造诣高深，被国内外南音界推誉为“一代宗
师”、“南乐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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