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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5 年

度地方资源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如实填写。

二、本表各项均由项目负责人填写，表格每项均需填写，不

得有空白项。

三、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资源建设内容。

预期目标和提供成果形式：指预期建成资源库的容量与取得

的最终成果形式，例如：文化专题片、多媒体资源库、舞台演出、

讲座等。

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必须是实际参加本项目建设的人员。不

包括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

经费预算：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注意小数点位

置。

四、本表一式三份报送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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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成果形式

该项根据申报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填写成果数量、提交格式、建设

方式及版权情况。其中原创资源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素材，需与成果

一并提交。

成果形式 成果数量
提交

格式
建设方式 版权说明 素材数量

文化专题片
10 部/集

3.67小时

25M或50M码流
磁带及 6M码流

MPEG格式

自主拍摄 自有版权 29.2小时

专题片素材
部/集

小时
自主拍摄 小时

多媒体资源库

元数据 条 -------- -------- --------

文字 千字
原创数量

整合数量
--------

图片 幅
原创数量

整合数量
--------

视频 小时
原创数量

整合数量
--------

音频 小时
原创数量

整合数量
--------

戏曲动漫
部/集

小时
自主制作 --------

舞台演出（讲座）
部/集

小时
自主拍摄 小时

音频资源库
小时音

频

□整合□原创（划

√）

小时

其他资源 参照已有成果形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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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省资源建设整体框架

该项需明确本省资源建设整体框架，分阶段实施计划及本项目在

整体资源建设框架中的位置。

重庆市分中心依据发展中心《2013 年—2015 年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资源建设规划》以及各年度资源建设选题范围，结

合重庆地方文化特色，深化内涵的挖掘和再现，强化精品意识与

品牌效应，注重资源建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完善全市地方资源

的框架搭建和顶层设计，从大的方面来说，历年资源申报选题均

以巴渝历史文化系列、抗战文化系列、非物质文化系列和民俗文

化系列为蓝本，具体思路为以巴渝历史文化为脉络，纵向反映重

庆历史文化的发展；以抗战文化为重点，横向揭示同一历史时期

的历史文化；以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反映重庆

历史文化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特色部分。为了进一步细化资源框架，

重庆市分中心于 2014 年确定了构建以《巴渝文化记忆资源库群》

为名的地方资源建设总体框架，拟重点收录历史、文学、艺术、

宗教、建筑、文物、风俗、饮食及其他等学科内容，以我市国家

级、省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建设对象，具体包括二十

二个不同主题的资源子库：



—5—

抗
战
文
化

巴
渝
文
化

名
人
名
家

老
艺
人

地
方
戏
曲

旅
游
文
化

传
统
村
落

古
镇
古
建

寺
庙
宫
观

佛
像
石
刻

宗
祠
公
馆

民
间
文
学

民
间
音
乐

民
间
舞
蹈

民
间
美
术

民
间
手
工
艺
术

民
间
杂
技

民
间
习
俗

饮
食
文
化

曲
艺
集
萃

三
峡
风
情

直
辖
变
迁

《巴渝文化记忆资源库群》将作为我市项目策划重要参考和资

源申报指南， 以市分中心为依托，联合文化系统有关单位，引进

社会优秀力量，通过若干年持续建设，打造具有重庆独特文化气

质的精品项目，将我市的地方资源建设工作不断向“品牌化”、

“专业化”、“持续化”推进。

资源建设内容统计表

主题 建设内容

抗战文化

《重庆抗战文化》、《重庆抗战史迹》（沙坪坝、渝中、

南岸、北碚、江津）、《陪都记忆·统一战线在重庆》、

《内陆城市的开放-重庆开埠》、《红岩人物》、《红色

历史记忆》、《 巴渝文化历史典故动漫专题片》、《实

业报国·渝商传奇》、《抗战重庆音乐影像志》、《巴

渝文化历史典故动漫专题库—遗址故事篇》

巴渝文化 《重庆老照片》、《巴渝历史文化访谈录》（两期）、

《巴盐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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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家 《巴渝历史文化名人·联圣钟云舫》

老艺人

地方戏曲

旅游文化

传统村落 《巴渝历史文化记忆系列·传统村落》

古镇古建 《渝东南土家族吊脚楼》、《巴渝文化记忆系列·古

镇》

寺庙宫观

佛像石刻

宗祠公馆

民间文学 《走马民间故事》

民间音乐 《生命之歌-川江号子》、《巴渝民间吹打》

民间舞蹈 《渝东南少数民族舞蹈》

民间美术

手工艺术 《巴渝民间传统技艺》

民间杂技

民间习俗 《巴渝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

曲艺集萃 《中国经典戏曲动漫·川剧篇》

三峡风情 《光影三峡》（两期）

直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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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历史文化名人》专题片是本年度“巴渝历史文化系列”

精心策划的专题项目，以巴渝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文

化人物为内容，拍摄制作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传

播的专题片，通过丰富、生动的影像表现和视听语言，展示人物

生平、个人成就、历史贡献，再现巴渝人民谱写的辉煌史篇，为

市民讲述名人背后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入挖掘其思想精华

的当代价值。此项目符合本市资源建设规划要求，与其他申报项

目相辅相成，有利于我市形成系统、完整的地方特色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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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期研究及项目可行性分析

该项需明确项目前期研究成果及项目立项意义，实施背景，预期

社会效果，资源素材收集整理情况及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一）前期研究成果

重庆是国务院公布的“文化历史名城”。壮丽的巴山渝水，

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养育了无数杰出的历史名人。重庆历

史名人馆和重庆文化艺术展示中心地处重庆市中心，占地 3757

平方米，展现了有史以来上自先秦、下至当今，对我市、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具有突出贡献的重庆主、客籍历

史名人共 200 名。馆内按照千古英雄谱、岁月风云录、抗日烽火

图、命运较量篇、重庆在前进等 5个篇章，采取雕塑、油画、版

画、多媒体影视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我市

3000 多年来的历史变迁、重庆人杰地灵的古今风貌。

据了解，名人馆利用声、光、电，结合电影幻影成像技术的

表现手法，为全国首创。市文史研究馆介绍，馆内还建设了一个

全息影视厅，屏幕 3米宽、1.5 米高，可循环播放蒙哥兵败钓鱼

城等历史场景。广大青少年、海内外游客能通过该馆，以最快速、

直接、便捷的方式，了解重庆历史、重庆文化和重庆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

此外，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重庆历史名人馆等举

办的“巴山渝水人中杰•毓秀钟灵百代贤——重庆历史名人图片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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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巴南区鱼洞人民广场开幕。数百米长的展板一大早就被观

展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所展出的 100 位历史名人中，涵盖了从先

秦到近现代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代表。不仅有巴蔓

子刎颈留城、秦良玉披甲征战等古代历史故事，还有杨沧白创建

蜀军政府、卢作孚实业救国、刘伯承革命之路等近代豪杰的风采。

据悉，本次展览巴南只是本次巡展的起点站，主办方还将在

年内把展览送到綦江、南川等 30 余个区县，让更多市民感受重庆

历史名人的魅力。

（二）立项意义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

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名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见，人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名人，是一个地区社会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人物，

也是彰显地域性人文特色、民俗风情的有效载体。历史文化名人

呈现出引人注意、强化记忆、扩大影响的效果，或社会公众模仿

名人的心理现象统称为名人效应。这种效应具有效益综合、受众

广泛、教育感化直观强烈的特点和优势。

（三）实施背景

每一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文化形象的历史名人。就重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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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国大将军巴蔓子、宝顶山石窟创建者赵智凤、中国近代著

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革命先驱杨沧白、著名的爱国实业

家卢作孚等,他们的豪杰事迹、历史传奇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以本省（区、市）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人物为

内容，拍摄制作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传播的专题

片”成为 2015 年度地方资源项目建设方案中的推荐选题。

（四）社会预期效果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对历史和当代人

物的了解和认识，是洞察和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历史文化名

人作为巴渝地区的形象和品格，是巴渝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

财富，《巴渝历史文化名人》（一期）专题片是我市资源建设题

中之意和应有之举，更是对巴渝文脉的传承，具有良好的模范作

用和教育意义。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而辉煌需要伟人书写，

那些曾经为推动历史前进倾注一生的人们，值得也需要我们铭记。

正是他们铸就了重庆的辉煌与重庆人的精魂，构成了中华民族的

脊梁！英雄重庆，重庆英雄！

（五）资源素材收集

1、随着重庆名人馆的建立和重庆名人图片巡展的推广，为该

库拟选择的 10个历史文化名人提供了文字、图片等历史资料；

2、重庆地区名人雕像、墓碑、故居、旧址都保存完好，为实

地外景拍摄提供了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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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巴渝历史文化名人的专家、高校教授、文化学者著述

颇丰，载体多样，具有丰厚的资源素材。

4、电视台、博物馆等机构有相关影视资料、相关著作、史料

图片等；

5、重庆市分中心馆藏资源中具有大量历史文化名人研究的多

类型文献资料；

6、重庆市分中心与各区县支中心、社会文化机构积极合作，

搭建高效畅通的资源采集、整理、反馈渠道，安排专人负责资源

征集以及统筹事宜。

（六）预期困难

1、由于巴渝历史文化名人历史年代跨度久远，不少人物、事

件的影像资料极为匮乏，给本系列专题片摄制带来难度；

2、专题片在拍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与系统外其他单位的协调

工作，以及整个摄制组外拍的调度和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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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方案

该项需明确项目拟采取建设方式（自主建设、委托建设、跨省区

联合建设）、建设思路、主要内容、实施计划及服务推广计划。

（填写说明：文化专题片建设方案需从选题背景，设计思路，分

集内容，呈现方式，成片结构，拍摄场景，实施计划等方面进行

说明）

（一）建设方式

该项目拟采用自主建设为主，拍摄制作环节联合建设为辅的

方式进行。

（二）选题背景

该项目是我市资源建设规划中的重要选题之一，历史文化名

人作为巴渝地区的形象和品格，是巴渝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

财富，他们曾经在重庆历史上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昌明

做出过杰出贡献。重点收录本籍及客籍历史文化名人，标准是曾

在重庆历史上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昌明做出过杰出贡献

的人物。

（三）建设思路

《巴渝历史文化名人》（一期）专题片通过调动史料图片、

影视资料、故居纪念地等外景拍摄、人物访谈画外音解说、节目

主持人演播室出像等多种纪录手段，再现名人的生平、事迹，不

仅是对巴渝文脉的传承，更具有良好的模范作用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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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内容

计划 3-4 期建设完成。此专题片为一期项目，每个人物单独

成集，每集约 22 分钟，共 10 集，共 220 分钟。分集内容如下：

第一集《巴蔓子刎颈留城》

蔓子，人称巴蔓子，是东周的巴国将军。巴国末期，国内发

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内乱，巴国奴隶主政权虚弱，国君受到叛乱

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

代价，借楚军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

裂，身为人臣岂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

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

以授楚使。楚国使臣带着他的头颅回到楚国说明原委，楚王非常

感慨，遂以庄重的上卿礼仪安葬其头。今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莲

花池巴蔓子墓，据传说就是其身躯埋葬的地方。巴蔓子以头留城、

忠信两全的故事，成为了巴渝大地传颂千古的英雄壮歌，巴蔓子

大义凛然、笃诚笃信、英勇大义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千万巴渝儿女

的精神象征。

第二集《大足石刻之父赵智凤》

赵智凤，南宋昌州（今重庆市大足县）人。5 岁时，在家乡

古佛岩落发为僧，16 岁时外出云游。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

返乡后传密宗柳本尊法旨，承持其教，命工首建圣寿本尊殿，因

名其山曰宝顶。按密宗道场的格局，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宝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56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94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517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6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8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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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山“U”形沟中一次性雕琢了上万躯佛像，建成了中国石窟艺

术史上最后一座大型石窟群。大足宝顶石窟是一座完备而有特色

的佛教密宗道场，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保存完好，有很高的

欣赏价值。他清苦一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集《明玉珍建都重庆》

明玉珍，本姓原名旻玉珍，因信明教而改姓“明”，中国湖

北随州人，明玉珍在 22 岁时参加徐寿辉部红巾军，任统军元帅。

后奉命领兵西征，由巫峡入蜀，占领重庆。接着，明玉珍派兵讨

伐，彻底击败川内元朝官军，基本上平定了川蜀。1360 年（至元

20 年）徐寿辉死，1361 年 7 月，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1362

年称帝，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年号天统。他生活俭朴，喜好读

书，礼贤下士，得百姓拥戴。天统四年（1366 年）二月病逝，临

终前仍以“中原未平元虏未遂”为念，葬在江北城，墓地名“睿

陵”。

第四集《邹容投身民主革命》

邹容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投身民主革命，

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写下篇章的重庆人。是与秋瑾齐名的著

名革命演说家。1903 年是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写成《革命军》，

而在上海英租界入狱，1905 年 4 月 3 日死于上海狱中，年仅 20

岁。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荣衔。

重庆蜀军政府将他列为四川籍辛亥革命死难烈士第一名加以表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846.htm
http://www.baike.com/sowiki/%E5%BE%90%E5%AF%BF%E8%BE%89?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87%8D%E5%BA%86?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8%8E%E7%8E%89%E7%8F%8D?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6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7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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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1943 年 12 月，重庆市政府将城内“新生路”命为“邹容路”。

1946 年 6月，在南区公园建立“邹容烈士纪念碑”。

第五集《杨沧白创建蜀军政府》

杨沧白（1881—1942），名庶堪，重庆巴南区人。1903 年创

立四川第一个旧民主革命组织“公强会”。1911 年，杨沧白率众

推翻清朝川东政权，成立“重庆蜀军政府”。袁世凯窃权，杨沧

白在重庆组建“讨袁军”失利后，于 1913 年底逃往日本，觐见孙

中山并为其器重。全力协助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先后曾任四川

省长、财政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监委、

广东省长、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等要职。抗战爆发后，拒绝汪伪政

权利诱，抛妻别子，转归重庆参加抗战。终因不满蒋氏独裁而归

隐。他在重庆办新学、创新刊，传播进步思想。他又是一位才华

横溢的诗人，著有《天隐阁诗集》《邠斋文存》等。先生逝世后

举国哀悼，按国葬礼仪，张群等显要乘舟泊木洞后亲送其灵柩于

重庆东泉安葬。1943 年 7月，国民政府在杨沧白事业发源之地重

庆府中学堂旧址，建立了“杨沧白先生纪念堂”纪念堂所在的炮

台街亦改名为沧白路，以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赫赫功臣。

第六集《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

赵世炎，字琴生，号国富，重庆酉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

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著名的工

人运动领袖。1915 年赵世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念中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3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13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85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99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991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7673/51212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7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7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25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25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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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曾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是当时师大附中学生运动的组

织者。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

部。回国后，赵世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成

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 年不幸被捕牺牲。

第七集《热心公益的民族资本家邓蟾秋》

邓蟾秋，名鹤年，重庆市江津县人。早年在重庆继承其父经

营的洪顺祥盐号，继又开办大有恒钱庄，因经营盐业获厚利，成

为巨富。1937 抗战爆发，欧阳竟无大师所办的佛学支那内学院迁

至江津，他捐资千金为该学院购买地皮。他在江津白沙举办石泉

义仓，储备稻谷 200 石，以赈济受灾群众。70 寿诞时，将所收法

币 3.5 万余元礼金悉数捐赠聚奎中学，设立“邓蟾秋奖学金”。

他一生积累了百万家产，除留给子孙 20 石租的田产外，大部分的

资产都用以资助办学，培养人才，兴办公益事业。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任重庆市文史馆馆员。1953 年夏在重庆病逝。

第八集《壮烈牺牲的地委书记杨闇公》

杨闇公，重庆潼南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

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曾经东渡日本，求

救国救民之道，回国后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秘密组织“中国青

年共产党”。曾任重庆团地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首任书记、军委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

领导了顺泸起义。1927 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不久被四川军阀逮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2572.htm
http://www.baike.com/wiki/%E6%BD%BC%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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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在狱中被敌人严刑折磨，仍坚贞不屈。4月 6日 ，他在刑场

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烂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口号，壮烈牺牲于重庆浮图关。

第九集《诗歌大家何其芳》

何其芳，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著名诗人，散文家，

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1935 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是“汉园三诗人”之一。1938 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同年，发表

作品《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著作主要有：

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红楼梦的研究颇

有建树。何其芳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

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

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7

年 7月 24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65 岁。

第十集《投身革命的富家子弟王朴》

王朴，又名王兰骏，渝北区两路镇人。在复旦大学期间，积

极参加该校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受组

织的派遣，回到江北。1945 年 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大后方

农村工作的指示发表后，党组织派遣在重庆市内搞职业青年工作

的黄颂文与他联系，商量有关办学计划。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奔走，

一所完全新型的按照“高等学校”的办法培养学生的学校在江北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4%B8%AD%E5%9B%BD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6%95%A3%E6%96%87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7%BA%A2%E5%AD%A6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6%B1%89%E5%9B%AD%E4%B8%89%E8%AF%97%E4%BA%BA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3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4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9734.htm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7%94%BB%E6%A2%A6%E5%BD%95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9%A2%84%E8%A8%80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7%BA%A2%E6%A5%BC%E6%A2%A6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5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5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3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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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诞生。这所学校不仅是农村工作的据点，同时也成为重庆中共

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1947 年秋，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

负责宣传、统战工作。后来劝说母亲变卖家产，用这笔钱作党的

活动经费。1948 年，出任南华贸易公司经理，南华公司也因此成

为川东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营的一个经济实体。1948 年 4月，因《挺

进报》案件，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叛徒出

卖而被捕，无论是敌人的酷刑，还是封官许愿的诱惑，都不为之

所动。1949 年 10 月 28 日，被敌人杀害于重庆大坪。

这十位历史文化名人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

领域，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为重庆城市的繁荣做出过巨大

的贡献。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名人犹如一盏盏航标灯，引

领着历史向前发展。他们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一次战役或者一场革

命，更重要的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那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四）实施计划

1、方案策划

（1）、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5 年度地方资源

项目建设工作方案》为指导；

（2）、项目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修改；

（3）、报市文化委员会批准；

（4）、报发展中心，并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方案。

2、文稿撰写

http://baike.baidu.com/view/71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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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聘请重庆当地著名学者、高校教授担纲文稿创作

（2）、召开论证会，专家组对文稿进行二次论证，撰稿人根

据论证会意见进行修改；

（3）、根据实地资源采集情况，制片组和导演组提出建议，

撰稿人根据素材再次修改；

（4）、稿本通过专家组论证，制片组和导演组对稿本进行影

视语言转换，撰写分镜头剧本，并提供完备的拍摄计划；

（5）、专家组对分镜头剧本和拍摄计划论证，提出修改意见，

制片组和导演组进行修改。

（6）、验收组验收。

3、资源收集过程

（1）、根据文稿内容和分镜头剧本制定资源采集路线图；

（2）、市文化委员会向本项目相关文化主管部门寄发资源采

集协拍函；

（3）、摄制组赴现场实地采集资源。

（4）、制作组严格把握拍摄计划和进度，并与项目领导小组

保持有效沟通。

4、资源加工

（1）、对实地拍摄的视频素材进行筛选采集整理；

（2）、补充相关历史题材素材；

（3）、根据文稿进行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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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期剪接；

（5）、添加特效；

（6）、根据剪接的画面和文稿进行配乐；

（7）、验收组验收；

（8）、根据验收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

5、数据整合包装

成品打包，制作光盘，提交发展中心。

6、数据发布

根据发展中心资源建设标准进行格式转换，上传至发布服务

器，挂接至分中心网站。

（五）推广计划

《巴渝历史文化名人》（一期）专题片除提交文化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外，分中心将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资源推广。一是

通过常规渠道提供免费服务，包括建立资源服务网站，通过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提供服务。通过 VPN 网络、专线网络、移动硬盘、

光盘刻录、易播宝等多种方式，向共享工程各级站点及基层群众

提供服务；二是通过发展中心打造的新技术平台推广资源，包括

文化网络电视、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等；三是通过服务活

动，特别是品牌服务活动进行资源推广，包括通过分中心打造的

三个品牌服务活动：“重庆市文化共享工程农民工服务联盟”、

“蒲公英梦想书屋——重庆市文化共享工程乡村留守儿童关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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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公共图书信息资源进民企”，将资源向农民工、留守儿

童、民营企业员工推送。

资源推广需要让群众“愿意用”并且“方便用”，“愿意用”

需要不断丰富资源内容、提升资源质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上

述多种推广方式，拓展资源传输渠道，让资源成果能够及时的到

达群众手中，让他们使用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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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权解决方案

该项需结合项目申报书中的项目成果形式，明确项目建设过程中，

资源素材的原创部分与整合部分，对于整合资源的版权解决方式

进行说明。

该项目以高清格式进行拍摄和后期制作；

视频数字化加工格式执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

资源数字化加工格式规范 V2.0》；

视频编目标准按照《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资源编

目规范》及电影、动画片、讲座、舞台艺术、专题类节目实施细

则编目。

视频摄像和制作的声音、画面、字幕等技术要求参见《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资源制作规范》中相关内容。

音、视频拍摄采用数字电影级摄像机，图片利用软件

Adobe Photoshop，音视频后期制作利用 Final Cut Pro、Edius、

Adobe Premiere 等非编软件处理等。硬件主要有图形工作站、专

业扫描仪、高清电影摄像机、数码单反相机和大摇臂、移动轨道

车等其他辅助硬件设备。使用网页编辑技术（JAVA、.NET 等），

将资源发布到互联网（共享工程重庆分中心网站）上。群众能够

通过 TRS 的检索发布系统（支持关键词等常见检索方式，检索引

擎经过程序优化，能够有效提高检索速度），浏览资源目录，查

看选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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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周期与进度安排

该项描述资源建设的周期和进度安排。

建设周期与进度安排

建设周期 2015年 3月-2016年 12月

进

度

安

排

前期调研 2015年 3月-4月

制定实施方案 2015年 5月-6月

资源采集、制作 2015年 7月-12月

资源整合和包装 2016年 1月-6月

省内验收 2016年 7月

提交国家中心验收 2016年 8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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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用的技术标准及软硬件平台

该项需明确项目建设过程中采用各项技术标准及软硬件平台情

况。

《巴渝历史文化名人》（一期）专题片成果形式为文化专

题片，最终成果及原创资源素材为发展中心与市分中心共有，可

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务。根据项目需求，购买、征集的资源成品

或素材版权由市分中心与各单位妥善解决版权（包括信息网络传

播权、广播权、放映权、复制权和展览权等）问题，满足在本项

目成果中可无限制使用，成果的整体使用无需再向其他单位获取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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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预算金额

来源合计 80

其

中

中央财政补助 80

省级地方财政配套

市/县级地方财政配套

文化主管部门配套

单位自筹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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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题片经费预算

资金支出
单价

标准
总额 说明

资源建设费 —— 68 不得少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85%

01

文案策划费 200元/千字 1.6 文案共计约 80千字

文字撰稿费 400元/千字 4 文稿共计100千字

文字编审费 200元/千字 2 文稿共计100千字

02 前期素材拍摄费 120元/分钟 21 高清素材，共计 1750分钟

03 后期成片制作费 1500元/分 33 专题片共 10集，约 220分钟

04 资源素材版权费
1 购买成品素材，使用比例按照专

题片实际情况而定，不低于 10%。

1）文字素材版权费

2）图片素材版权费 50元/张 0.5 购买照片约 100幅

3）视频素材版权费 50元/分 0.5 成片素材约 100分钟

4）音乐素材版权费

05 其他 —— 1.4

解决专题片制作过程中所需特殊

场地租赁、采访人员劳务等其他

费用，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算 2%。

06 专家咨询费 1.6 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算 2%

07 调研费 0.8

需说明具体支出项，如会议、田

野调查等，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

算 2%

08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0.8 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算 1%

09 服务推广费 0.8

解决纪录片成片宣传推广、光盘

制作等费用，不得超过项目经费

预算 1%。

软硬件设备 —— 12

01
(1)购置设备费 6 购置单反摄像系统、室内采访场

景布置、灯光照明设备等(2)设备改造与租赁

费

3

02 软件支撑费 0.6

03 管理费 2.4

04 其他

合 计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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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介绍

该项需明确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与建设人员基本情况。

（填写说明：地方资源建设工作组至少由 1名省级分中心分管领

导、1名业务主任及 2名业务骨干组成。）

（一）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电话

张 波 男 重庆图书馆副馆长 023-65210123

（二）主要参与成员

严 轩 男 网络数字中心主任 023-65210989

黄 勇 男 网络数字中心副主任 023-65210989

卢家林 男
网络数字中心

工作人员
023-65210149

郭晓雨 女
网络数字中心

工作人员
023-65210149

宾 欣 男
网络数字中心

工作人员
023-65210149

朱 昊 男
网络数字中心

工作人员
023-6521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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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目专家组

该项需明确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与建设人员基本情况。

（填写说明：项目专家组成员应根据项目成果形式不同有所侧重，

专题片项目应聘请至少 2名影视制作专家，资源库项目应聘请至

2名数据库专家。同时根据项目建设内容，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

（一）专家组组长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电话

何智亚 男 高级工程师

主要学术

成就

现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

员、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2008 年被评

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历史文物建

筑、历史街区、传统古镇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先后组织完成重庆湖广会馆、重庆人民大礼堂、杨

尚昆故居等建筑物的修复工作，除拍摄大量的珍贵

照片和收集文物资料外，还编辑出版《重庆湖广会

馆》、《重庆老城》、《重庆古镇》、《四川古镇》、

《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等著作。

（二）专家组成员

王志昆 男 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 023-65210380

谭小兵 男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13658373688

罗智敏 男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副

馆长、副研究馆员
139083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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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捷民 男
重庆美术公司国家一

级摄影师
13808309138

张鲁鲁 男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编审
13618357928

陈 骅 男
重庆市群众艺馆艺术

总监
13808325597

罗会棣 男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

息科学学院教授

023-6825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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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文 化 厅（局） 意 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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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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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建设领导小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