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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扬州古琴文化底蕴深厚，拥有着中国著名琴派——广陵琴派，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古

琴生产基地。本文介绍了扬州古琴文化，分析了扬州古琴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指出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扬州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开发古琴文化旅游资源，设计古琴

文化资源旅游线路，组织推广营销活动。充分利用扬州的古琴文化旅游资源，开展大型的

古琴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将古琴文化打造成扬州新的城市名片，推动扬州建设“国

际文化旅游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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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扬州古琴文化

（一）扬州古琴文化简史

中国古琴文化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举世公认的音乐宝藏。古代南宋中后期，江

浙两地古琴文化迅速发展，并衍生出许多流派，这其中就包括了扬州的广陵琴派。广陵琴

人，早在唐代即见著于典籍。唐代诗人李颀在《琴歌》一诗中，就有诗句赞道：“主人有

酒对今昔，请奏鸣琴广陵客”，并在诗中以“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来描写

广陵琴客琴技的高妙[9]。唐朝时期扬州弹琴人颇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地域

特色。清代时期，广陵琴派再次大放异彩，成为全国著名的琴派之一。至 1932年，扬州

产生广陵琴派且绵延至今，广陵琴家孙绍陶、张子谦等琴人正式创建了广陵琴社。广陵琴

派注意内容和感情的表现，操缦谐婉自如，指法细腻灵活，形成了恬逸洒脱的独特风格。

除了广陵琴派之外，扬州在古琴曲中还有一曲名垂千古的佳作，那就是《广陵散》，后有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将此曲名扬于世。

2003年 11月 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古琴名列其中[5]。2006年 5月 20日，古琴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划分在“民间音乐”类。扬州的广陵琴派是中国古

琴艺术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中国古琴文化的代表，为中国古琴申遗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扬州广陵琴派

广陵琴派是中国古琴艺术的重要流派。源于江苏扬州，其溯源悠久，风格独特，为历

代琴家所重视。古琴是汉族最早的弹拨乐器，古琴是汉族传统文化之瑰宝。它以其内涵丰

富，历史久远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清康熙年间，自号五山老人的广陵琴家徐常遇，

著有《琴谱指法》一书，论述指法“探微浅奥，积古人之未尽”。此书经他的儿子重新校

订，改名《澄鉴堂琴谱》，这是广陵琴派的第一部琴谱。其后，吴灴编撰的《自选堂琴谱》，

徐祺父子的《五知斋琴谱》，秦维翰的《蕉庵琴谱》和僧空尘的《枯木禅琴谱》先后问世，

辉耀琴坛。

1932年，广陵琴家孙绍陶、张子谦、刘少椿、胡滋甫等人正式创建了广陵琴社。据统

计，自徐常遇始，广陵琴派已传十二三代，知名弟子百人以上，孙绍陶、张子谦、刘少椿

等人皆被尊为一代宗师。张子谦的弟子龚一，入选国家级古琴非遗传承人，并被选为当代

中国琴会会长。广陵琴派，以其飘逸跌宕的节奏、细腻灵活地指法和音韵并茂的艺术风格，

独步当代中国琴坛，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琴派之一。代表曲目有《渔歌》、《龙翔操》、《樵

歌》、《昭君》、《梅花三弄》等，尤其以前面两首最能表现广陵琴派之长，既存有北派的刚

健之气，又蕴和了南派的柔和之情。广陵琴社也于 1984年正式恢复，创作扬州相关琴曲

有：《忆故乡》、《良宵引》等。每年除了组织琴人聚会，还与兄弟琴社进行琴艺交流，并

经常向中外宾客献艺，受到广泛赞扬。

二、扬州古琴旅游发展现状

（一）建设扬州古琴相关展馆与展示场地

扬州是古琴重要的发祥地和集聚地，号称琴筝之乡。据统计调查，全国古琴百分之八

十都出自扬州，2015年 4月扬州筹建的“中国古琴第一街”在花局里正式试行。这条古琴

街的出现将扬州的古琴文化变成了实体，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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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日，扬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扬州打造城市的新亮点和新地标，定位于“扬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新项目取名为“扬州 486”。这其中也包括古琴与古筝展馆，

且提出了“一街一馆一中心”的新概念。扬州还拥有几百家制琴场，这是其他地方都不具

备的条件，扬州现有华夏琴筝博物馆，属于制琴厂民营， 2015年 9月华夏琴筝博物馆曾

联合常熟博物馆举行古琴展，分为四大主题在常熟举办并圆满成功。

（二）举行古琴文化体验活动

扬州是古琴斫制师傅的聚集地，是中国漆器四大产地之一。由于古琴业的兴起，

一部分原本制作漆器的师傅转业开始斫琴。扬州既有传统漆器老师傅又不缺现代乐器制造

工人，扬州更是古筝最大的生产地，几乎三分之一的古筝工人转到了古琴厂。这些背景因

素都对后来的古琴文化活动推广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扬州斫琴公社曾推出过“亲手做古

琴 免费领斫琴体验卷”的活动来吸引消费者并进行学习制琴弹琴的互动。

扬州正在将“中国古琴第一街”——花局里，打造成一个古琴演艺与茶道、古琴培训、

古琴研究、古琴艺术品交易多功能的互动体验主题街区。2015年扬州新建的非遗集聚地中

的场馆及古琴一条街都推出了免费展览参观当场试学的理念。

除此之外，以扬州瘦西湖个园何园等为代表的园林式景点都有古琴或古筝的演奏。有

的是表演性质，有的是琴者自发演奏包括瘦西湖个园等景点都有古琴表演以及评弹表演等

活动，同道知己也会在雅集上相互演奏，与游客进行互动。

（三）古琴旅游营销与策划

扬州古文化众多，古琴文化之前未被重视，后有目光前沿的从业者提出建议，扬

州政府也开始了积极的作为，建立古琴一条街，整理古琴资料并成功申遗。在各行相关从

业人员的努力下，扬州古琴文化提出了“天下古琴百分之八十出自扬州”的口号。扬州利

用扬州古琴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举行各类古琴节庆、颁奖、比赛、论坛等活动，弘扬扬

州古琴文化品牌，推动扬州古琴文化旅游发展。2014年扬州旅行社曾组织小型的扬州昆曲

古琴雅集活动，设计扬州镇江四日游包括广陵琴派史料陈列馆等景点。2015年 5月 15日
扬州迎来了“第五届古琴幽兰阳春奖”评选活动，并成为永久举办地。举办幽兰阳春奖，

古琴音乐会，广陵传人演奏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2016古琴文化论坛组织首届“梦回

扬州，琴乐盛宴” ----扬州园林•个园竹语，即中国古琴文化传承人颁奖盛典于 2016 年 4
月 8日至 11日在大美扬州街南书屋举办。活动内容包括举办古琴音乐会、古琴诗会、参观

扬州景点等，并编著《扬州诗韵》作品集，正规出版，全国发行进行古琴文化宣传。

（四）鼓励古琴制作与销售

扬州大大小小的制琴厂有几百家，还有一些小型的私人工作室，同时还有着全国一流

水平的斫琴大师。据统计，目前中国古琴有八成的出自扬州，扬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古琴生

产、销售基地。扬州古琴对外销售大多采用参观选琴的方式，随着现代电子商务的发展，

扬州的一些古琴生产厂商也在网络上开通了销售渠道，并支持现场看琴或视频看琴，极大

的扩展了销售渠道。许多游客专程来扬选购古琴，构成扬州旅游的一部分。

三、扬州古琴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扬州古琴文化旅游缺乏整体规划

扬州历史古迹文化众多，虽然古琴文化早在 2003年就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但一直未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直到近年来，旅游文化层次的提高与民族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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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潮流，才使古琴文化重返舞台。扬州市政府虽然建立了古琴一条街，但是对古琴文化资

源及旅游发展的后续工作并没有做好，在古琴旅游的宏观市场上缺乏整体性的规划，市场

混乱，没有组织与秩序，资源分散不集中，古琴文化相关书籍较少，没有专门的分类。在

古琴购买方面也没有建立官方的查询通道，许多潜在的目标消费人群都因种种原因无法实

现来扬州买古琴的想法。

（二）扬州古琴文化未能与旅游产品充分融合

资源是古琴文化缺少载体，内容宽泛，普通游客难以理解，形成了曲高和寡的局面。

扬州的旅游纪念品种类繁多，但却没有与古琴文化相关的宣传。许多景点都放烟花三月或

者其他歌曲，却很少播放古琴曲，反而播放一些现代流行歌曲或者与景点无关的音乐，不

但与扬州的历史文化底蕴无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景点带给游客的画面感。种种

不作为的宣传使古琴文化没有一定的依托和产品做载体，显得不接地气。

（三）古琴博物馆的规模小，数量少

华夏琴筝博物馆属于扬州乐器博物馆，距离景点较远。扬州现在没有一个大型的古琴

博物馆，只有一个私人的博物馆且距景点比较远，游客很少有人专程过去参观。扬州双博

馆也有跟古琴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规模远远不够，也没有知名的镇馆古琴，与常熟相比

逊色不少。

（四）古琴配套产品开发不足

花局里虽然有古琴一条街，但是相关的周边产品很少，如扬州的毛绒玩具，古典书

签明信片等都鲜少出现与古琴文化相关的元素，卖香包、线香、案台、琴穗的店铺也较少，

关系链比较脆弱也不健全，古琴周边种类不多且不够吸睛，缺乏创意，不够新颖。

（五）古琴文化修学游缺乏组织

古琴修学游方面目前几乎是空白，很少有官方组织。关于古琴游的专门路线非常

少，且对游客人群有很明显的针对性，旅游市场大片空白，古琴游的开发力度远远不够，

旅游行业很少与扬州制琴厂合作。缺乏专门培训的古琴游导游。

到目前为止，鲜有旅行社提出古琴游的路线，古琴游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潜力，

有能力组织并且尝试这样旅游线路的旅行社非常少。学古琴古筝的乐者想来扬州买琴学琴

是一头雾水，计划只能一拖再拖，旅行社在该方面并未起到积极的组织作用。

（六）扬州古琴文化的营销没有好的计划方案，缺乏朗朗上口的口号

扬州古琴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是黄金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的发展没有与时俱进，

许多人都知道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出美女等等朗朗上口的宣传口号。但这些宣传语中与

古琴相关的却很少。扬州历史悠久，名人众多，与古琴相关的诗句更是繁多。如“天下古

琴出扬州”、“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一曲广陵散，绝世不可写。一罢广陵

散，鸣琴更不开”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与诗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包括与扬州古琴文

化密切相关的《广陵散》和嵇康的名人效应都没有充分利用并做出相关宣传。

四、古琴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一）政府做出古琴旅游资源整合和整体规划布局

正确认识和对待扬州的古琴文化旅游资源至关重要。扬州应该合理整合规划扬州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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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召开相关会议，制定扬州古琴文化旅游专项规划，开辟古琴文化旅游市场，整理

古琴文化资料。开设大型场馆宣传扬州古琴文化，设计创意古琴文化旅游路线，多开发古

琴旅游文化活动的体验性项目来增加与游客的互动性。建立官方古琴查询系统，对兴趣人

群做出正确的引导。举办古琴周边创意大赛，征集新颖的创意设计， 开发古琴文化旅游

的周边产品。开展网络创意营销，对扬州古琴文化进行宣传，或者再次创造世界纪录来迅

速打响扬州古琴游的名气。

（二）设计开发古琴文化体验

古琴文化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在旅游过程中需要载体来体现古琴文化的独特魅力。我

们可以采用雅俗共赏的表演形式，可几种乐器合奏，表演者着汉服，表演汉舞，会更具视

觉冲击性和吸引性。扬州的园林景点中已经给讲解员配了清代古装，这是比较好的一点。

曾经有人向瘦西湖景区提出讲解员穿汉服的建议但未被采纳。事实上，瘦西湖的讲解员完

全可以穿上正规形制的汉服，夏天款式的汉服 200--300左右，如果形成较大规模成本只会

更低。古琴声音不大，不太适合表演，如果由扬州美女穿上正规形制的汉服在园林景点弹

奏古琴，再以古筝或者笛箫合奏，则效果更佳，可以形成一道亮丽吸睛的风景线。

（三）提升古琴文化展览场馆的档次

江苏省扬州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或多个大型的古琴博物馆，供游人免费参观，宣传古琴

文化。古琴可由制琴厂提供，适当的位置给出古琴所属琴厂，给予宣传。制定古琴文化节，

在特定的节日里举行活动，邀请琴师表演演奏，展示新琴，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互动。场

馆可以引进最新的 VR技术，给游人带来 3D立体体验，再现高山流水觅知音，千古绝唱

广陵散等与古琴文化相关的代表性经典故事。政府出面邀请其它博物馆联手举行古琴展，

邀请扬州家中藏有古琴者参加展出，为扬州打造古琴文化氛围。

（四）举行创意古琴周边设计大赛

扬州生产的毛绒玩具在我国非常的有名，我们可以将毛绒玩具作为古琴文化的一个载

体，举行创意设计大赛，设计古琴周边产品，选择其中设计优秀的作品进行批量生产，并

在旅游景点等地区投放。举办以古琴为题的摄影活动，例如“寻找最美古琴仙”，进行摄

影照片人气投票，人气榜前几名赠送古琴等相关奖品。同时还可以举行古琴命题的绘画、

书法、征文比赛，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举行展览，刊印成册，作为扬州古琴文化旅游的宣

传册。

（五）设计开发古琴文化修学旅游产品

古琴游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潜力，旅行社可与古琴培训机构联手，与扬州制琴场合

作，制作古琴修学游的线路。带领游客首先了解古琴文化，免费参观古琴，欣赏扬州景点，

再到扬州制琴厂选琴，邀请技艺高超的琴者授课，时间可以安排为 3天、7天或一个月，

长短皆有。这样将会大大推动扬州餐饮业和酒店业、乐器等行业的发展。

（六）举行创意古琴周边设计大赛

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制造噱头，如“广陵散遗本重现扬州”等。现在是网络时代，我

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条件，扬州也有一些乐器厂在网站或者淘宝上开店，扩大销售渠道，

支持现场看琴，有几家经营的也小有名气。扬州古筝因为当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全国打

出名气，那么扬州古琴也可以效仿这样的方法。举行千人同奏广陵散挑战世界纪录，这样

可以迅速的扩大知名度。或者利用“炒作”的方法，在微博上买推广软文，由营销账号发

出消息，称已经找到广陵散遗本，或是嵇康遗迹，之后再由官方宣布消息不属实，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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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宣布扬州即将举行的古琴文化活动。还可以由政府号召，举行大众参与的古琴文化节

庆活动，如“广陵散”古琴音乐节、古琴演奏比赛等。

结 论

天下古琴出扬州，将扬州打造成中国最有名的古琴文化之乡，吸纳琴师编写曲谱，让

古琴成为扬州城市名片。

扬州本身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广陵琴派一脉相承。中国古琴文化已经申遗成功，作为

具有深厚古琴文化底蕴的扬州是名副其实的古琴之乡，在世界上已经具备一定的知名度。

扬州政府急需打响“中国古琴之乡”的名头，在搜索平台中揽下这一称号。目前扬州建造

的古琴一条街及非遗集聚区都对古琴文化旅游的发展起着推动性的作用。但是，目前扬州

对古琴文化旅游资源不够重视，导致市场混乱，产业链不够完善。如果扬州市政府能够重

视古琴文化资源，深入发掘古琴文化旅游资源的潜力，将会对扬州的淡季旅游市场起到积

极性的作用。发展古琴游既有利于扬州旅游业的发展，又有利于扬州城市形象的塑造。将

古琴文化转化成古琴文化旅游产品，变成和瘦西湖一样的城市旅游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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