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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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小时
高清视频 自主拍摄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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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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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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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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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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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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申报的《巴渝民歌》专题片既符合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

发展中心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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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要求，也是全市资源整体框架《巴渝

文化记忆资源库群》题中之义。该项目既属于巴渝文化的范畴，

所收集的民歌还有被收录在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

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截至目前，重庆地方资源项目中还没

有专门针对巴渝地区民歌进行过建设，该项目的申报及建设填补

了这方面的空白，丰富了资源建设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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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庆是一个多民族的直辖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居住

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等 50 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重庆

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奋斗，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早

在商周时代，重庆居民的祖先——巴人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重

庆各族人民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从“栏杆”到“吊脚楼”，从“一笼鸡”到“火锅”，从“土船”

到木舟……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云，刘邦看了巴人

的歌舞，赞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命乐人习之”，成了中华民

族史上著名的“巴渝舞”。唐代兴起的《竹枝词》，本源于巴人之

民歌。广为传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黄杨扁担》都采录于渝

东南土家族、苗族聚居地。这些精品，堪称中华民族艺术中的奇

葩。

今天的重庆各民族，亦无不具有祖先们的气质和某些性格特

征，无不展现出传统的美德和品性。前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

的让我们引以自豪的优秀民歌，不仅闻名遐迩，海外华人也纷纷

传唱，它所蕴含的浓浓乡情和奋发的进取建精神，会让大众为之

心动的。

2、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与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重庆市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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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等单位长期密切合作，对区县（自治县）文化馆、基层文

化站文化工作进行长期的指导和引领。构建了全面完备的信息覆

盖网络和资源收集渠道，形成了良好的联动机制，在选题策划和

素材采集方面具有广泛来源和基础支撑。专题片采用纪录片形式

展现重庆地域多姿多彩的民歌文化，素材来源极其丰富。

3、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除充分利用本馆多位音乐专家外，还将

邀请多位长期从事民歌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项目共建，确保专题

片的建设品质，并取得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为项目的实际操作

提供了便利。项目组工作人员在策划、组织、协调、拍摄技巧、

后期制作及进度把握等方面都具备一定水准。同时还有长期与本

馆进行电视艺术友好合作的影视公司、影视工作室及录音棚,数字

化加工公司，保障按期按质完成预期目标。

4、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非常重视《巴渝民歌》专题片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的组织、协调、收集、制作、整理、录入、编辑等工作

均有专人负责，同时也与各资源拥有单位和资源使用单位（基层

服务点）有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在资源建设和使用过程中，重

庆市群众艺术馆相关工作人员注意吸纳各方的建议和意见，不断

改进与完善资源建设工作，保障资源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及可持

续发展。

5、项目有专项资金提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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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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采取自主建设

二、选题背景及设计思路

巴渝地区具有 3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壮丽

奇险的长江美景、古朴的民风和异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共同铸就了

独特的巴渝文化魅力。以重庆为中心的古巴渝地区是巴楚文化的

发祥地之一，民间文学艺术非常丰富，《竹枝词》、《太阳出来喜洋

洋》、《黄杨扁担》等巴渝民歌更是蜚声海内外。如同世界上其它

古老文明的民族文化艺术一样，巴渝文化中一些有地方特质韵味

的艺术形式，正遭受着消亡的命运，一步步远离人们的生活，逐

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巴渝地区的民歌文化由主流变为潜流，

渐渐失去其生活的状况、生活的资源。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承担着建设、引领群众文化工作的重任，

在长期的群众文化工作中，馆内的多名专家及文艺工作者对“接

地气”的民间文化如民间民族舞蹈、民歌民谣等进行收集、整理、

研究。 2014 年完成了《渝东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地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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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建设项目。在完成此项目的过程中，挖掘、整理及运用了很多

极具地域特色的巴渝民歌。高尔基曾经说过：“民间歌谣为一切韵

文之祖。”巴渝地区民间文化中的民歌民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

财富之一。因此，在前期工作及研究的基础上，我馆拟进一步深

化对巴渝民歌的整理、研究，形成体系化的成果，并结合群众文

化工作进行有效的推广，这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尤其是群文建设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歌一词是民歌、民谣的总名，是叙事和抒情的一种韵文形

式，是民众表达最便捷的歌唱传统。民歌与民众生活血肉相连、

息息相关，自古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是劳动人民

发自肺腑，表达真情的方式，未经任何雕琢的天籁之音，纯真天

然，朴实无华，却也魅力四射。民歌实质上是民族自我的历史沉

淀，或者是民族灵魂与精神的显在与潜在的生命化存在，是解密

民族的灵魂与精神的生命细胞。巴渝人民喜歌舞，民歌民谣多姿

多彩，如山花烂漫，遍地开放。本项目拟通过民歌解读巴渝文化，

解读当地人文风情，阐释巴渝文化、巴渝民歌在当下的社会文化

功能和意义。

本项目在整理田野调查的巴渝民歌材料的基础上，拟从巴渝

民歌的题材、分类入手，以巴渝民歌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为主线，

深入剖析巴渝民歌的社会文化意识、社会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功能，

剖析了巴渝民歌产生的文化土壤，巴渝民歌民谣的民间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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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重点从两个方面加以深化：一是巴渝民歌是与巴渝人民的

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它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是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认真研究巴渝民歌

的艺术表现方法和它的地方文化内涵，对于认识、了解、分析巴

渝地区的社会风俗的演变，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无疑是很

有价值的。总之研究民歌也要从民间百姓的各种乐与礼的民俗事

项中去探寻其文化功能和审美意义，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

口头诗歌创作，研究民歌不仅要从它的词句韵律、曲调、表演动

作等外部形态作研究，而且要透过这些表象深入剖析民歌的内核。

把民歌的各种特征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对待，结合它的动态、

传播、接受、反馈等发展趋势，进一步全面、立体、深入地对其

进行研究，从而更加深对民歌本质认识。

三、分集内容及结构

民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口传文化，口传文化的最大特征是，

它必须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另一个特征是：决定它内容记忆和

遗忘的，是个体的生存需要及其选择。民歌作为一种音乐与语言

结合的口传文化，在唱民歌的民众生活中，是人与人之间思想感

情沟通的基本方式，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交流生

产经验，积累生存智慧的主要途径。依赖于地方方言音调夸张加

工的民歌音调，不仅为本土文化贴上了地域的标签，还是不同地

域文化传播、交融以及生活变迁的历史写照。民歌这种口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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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反映了生命与文化的同步延续性。书写的文化可以在人们

日常行为之外存在，但是口传文化必须存活在人的日常行为之中，

而且人们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决定着文化价值取舍，口传文化总

是逐步舍弃，或者说自然遗忘那些当地人认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

是那么必需的东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民歌与民众生活演进

的密切关系。民歌文化保留了民族生存过程最基本最精炼的信息，

这些信息成为本土文明延续生长的最基本精神要素。外来文化只

有融入当地人们的口传文化中，被本土人口头传承和传播，才算

被本土文化所接纳，才有可能逐渐演变成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文

化的交融和发展大多是这样进行的。民歌能够全面反映人们生活

的综合信息，我们虽然不能说民歌是民族本土文化唯一的生长之

根，却可以比喻说，它是民族繁衍生存之树最为主要的根茎之一。

专题片包含 10 集视频，3 万字左右的文字稿、以及 10 张 CD

专辑。

专题片分集主题初拟《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儿歌》、

《风俗歌》、《原生态民歌》、《节气歌》、《家乡的薅秧歌》、《新民

歌》、《情歌》。每集约 20 分钟。

第一集：《劳动号子》。劳动号子是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

创作演唱的，并直接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民间歌曲。为了统一步

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或呼

号。这些吆喝、呼号声逐渐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歌曲的形式。

http://baike.haosou.com/doc/539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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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呼号，发展为有丰富内容的歌词、

有完整曲调的歌曲形式，劳动号子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 劳动号子，是与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一种口头即兴创作，

曲调比较简单，节奏强而有力，有领有合，顿挫分明。内容根据

劳动特点随意发挥。根据不同劳动的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号子，

有船工号子、搬运号子、农事号子、开山号子、爬坡号子、和作

坊号子等等。一方面，它可以鼓舞精神，调节情绪，组织和指挥

集体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价值。数千年来。

号子伴随着劳动大众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

能，创造了人类战胜自然一个又一个奇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

展，体力劳动逐步为机器所替代，但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它将留

给我们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为许多创作提供了源泉，对于振兴

中华民族音乐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群文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

第二集《山歌》。山歌泛指劳动号子以外的各种山野歌曲，即

所谓的“山野之歌”，它是人民群众在劳动生活中十分喜爱的、也

是农村中普遍流传的一种民歌体裁。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歌唱

艺术,它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山歌多在户外演唱，曲调高亢嘹

亮，节奏自由、悠长，是劳动人民用了直接抒发感情的民歌种

类。山歌的音乐具有坦率、直露的表现方法和热情、奔放的音乐

http://baike.haosou.com/doc/5685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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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往往曲调的一开始就出现全曲的最高音，热情洋溢，任其

自由倾泻，而不需要多层次的铺垫或感情的节制，因而易于感人。

山歌的音乐并不过多地讲究形式上的修饰，表现手法较单纯，具

有明确的表情目的。典型的山歌一般无规整节拍，节奏悠长、自

由，主要表现在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一是在陈述唱词的部分，

山歌音乐的节奏接近自然语言的节奏，目的是直接而清楚地说出

心中的话；二是在唱词的词组或句逗的后面，旋律的乐节或乐句

的尾部，常常出现自由延长音，为的是尽情抒发心中的慨叹。唱

词陈述部分有规律的密集型的节奏，与感情咏叹时的自由延长音

形成了密集与宽放、规律与自由的鲜明对比，并且由于二者频繁

而多样化的交替，使山歌的音乐有时具有一种戏剧化的冲突与激

情，有时又表现出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式的意境，强化了音乐的表

现力。作为巴渝民歌的组成部分，山歌浸染了浓厚的巴渝文化特

质，使其透露出浓郁的巴渝风味。有独唱、对唱、联唱、穿唱、

领唱和帮腔。山歌的类型有高腔、平腔、矮腔。山歌种类繁多、

意境深邃，形式多样，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

价值和生产价值。

第三集《小调》。小调，又称小曲。巴渝小调与与其他地区小

调一样，是城市、广泛流传的各种日常歌唱的小型民歌体裁。它

长于抒情、叙事，曲调流畅，音域不宽，结构短小。它的内容与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紧密联系，更带普遍性，曲调易唱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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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小调从形态上看，可分两种类型：一

种是城市小调。一种是农村小调。城市小调有个显著的特征，和

当地农村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歌曲联系较少，风格也迥然不同，

具有所谓“里巷之曲”的特点。如《放风筝》、《踏青》等。农村

小调的风格朴实，内容以反应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为主，相当

广泛而丰富，有反抗阶级压迫、外族侵略的激昂悲壮的战歌，也

有表现节日喜庆，轻快、活泼、热情奔放，娱乐性较强的歌曲，

还有多种多样委婉细腻的抒情歌曲。如《采花调》《罗二调》等。

第四集《儿歌》。在重庆的农村里，到处都都可听到清脆悦耳

的民间儿歌，这些真实的反应了儿童们的生活，既有儿童特点又

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儿歌，是民歌中别具一格的体裁之一。同地域

由于生活习俗存在很大的差异，童谣也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重

庆在古时被称为巴渝古国，山的韧性和水的灵性让古老的巴渝文

化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巴渝童谣在古老文化的孕育下源远流长，

它以清新刚健的风格，诙谐机智的语言，向世人展示巴渝淳朴的

民风民俗。有表现劳动生活的《放牛歌》、《割草歌》，有传播知识

的《数蛤蟆》、《数乖乖》，有做游戏时唱的《踢毽歌》、《捉迷藏》

等。为适应儿童不同年龄的特点，儿歌还可分为幼儿儿歌和少儿

儿歌。幼儿儿歌为成人所教，内容多为传播知识。种类儿歌旋律

清新活泼，音域不宽，具有幼儿期儿童歌唱的特点。歌词内容常

描述儿童熟悉的一些小动物，如《耗儿歌》。少儿歌曲具有学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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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歌唱的特点，演唱形式也教多样，有独唱、对唱、领唱、帮腔

等等。其中有放映劳动生活的，如《放牛歌》，有属于知识性的《打

哑谜》，有在上学或做游戏时唱的《小小马儿郎》等。

第五集《风俗歌》。风俗歌，指专用于传统风俗仪式、节日中

演唱的民间歌曲。比较普遍的如“婚嫁歌”和“丧歌”，五月端午

划龙船时唱的“龙船歌”；春节贺年、闹元宵唱的“灯调”等等。

婚嫁歌，是男方结婚、女方出嫁时唱的一种风俗歌曲。男方结婚

要唱“陪郎歌”，（或称“伴郎歌”）女方出嫁则要唱“嫁歌”。“陪

郎歌”仅在巫山和奉节地方流行过，它是男方亲友在陪新郎喝酒

时所唱。“丧歌”是过去民间办丧事和悼念活动中唱的一种风俗歌

曲’。“丧歌”主要有《孝歌歌堂》、《夜锣鼓》、《哭丧歌》等。“丧

歌”因有不少歌词具有封建迷信内容，现在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

不再流行了。“龙船歌”是指纪念春秋战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端

午节龙舟竞渡时唱的一种民间风俗歌曲。“灯调是劳动人民在春节

节日歌舞活动中演唱的《花灯》《车灯》《牛灯》《马灯》《采莲灯》

和《连宵》等歌舞调类的总称。演唱时场面热烈、情绪活泼，是

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之一。其中流行较为广泛的曲目有秀山

花灯《黄杨扁担》、《绣荷包》，具有歌舞音乐的节奏鲜明、结构方

正的特点。并专用于传统节日的演唱活动中。

第六集《原生态民歌》。“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

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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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原生态民歌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民间原始文化的记载，

具有丰厚饱满的文化内涵，它和历史文物一样具有很高的研究价

值。原生态民歌，顾名思义，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

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

在民歌中，对待劳动、对待生活、对待自然、对待爱情、对待社

会正义等等都有符合人性本质的表达，并体现着人们对待生活的

态度。人们通过对原生态民歌的关注，聆听民间歌手唱原汁的民

歌，体味它所传达的强烈的情感信息，思考民歌中反映的生活态

度，的确能唤醒人们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渴望。原生态民歌表达了

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纯洁、质朴、深层、最有时间连

续性、最具活力的情感和生存观念。原生态民歌民族特色非常浓

郁、地域色彩鲜明、唱法多样、风格各异、自然纯朴，人们从原

生态民歌中，似乎能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力。

第七集《节气歌》。二十四节气在我国古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

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

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

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到战国后期成

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

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是

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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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后来到了《淮南子》一书的时候，就

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汉代著作《周髀算经》

一书，就有八节二十四节气的记载。大都表示气候变化，物象差

异，与农业结合得十分密切。因此，当时从八节二十四节气上就

可以掌握季节的变化，决定对农作物的适时播种与收割了。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由于农业和气象之间的

密切关系，所以古代农民从长期的农业劳动实践中，累积了有关

农时与季节变化关系的丰富经验。为了记忆方便，把二十四节气

名称的一个字，用字连接起来编成歌诀：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

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的

制定，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多方面知识，

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年中的自然力特征。所以至今仍然在农业

生产中使用，受到广大农民喜爱。 对于农民来说，注意太阳、月

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因此历朝历代

的农民百姓在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关于农事节令

的歌谣。农祀节令歌即是劳动人民根据天气节令的变化，安排农

事农忙之事的歌。

第八集《家乡的薅秧歌》。凡在春播的插秧时节和金秋水稻的

收割季节，人们在巴渝大地广阔的田野上，即可听见那此起彼伏

的一首首高亢、粗犷、清脆、婉转、悠扬的巴渝山歌。这些山歌，

好似一泓清纯的泉水，浸透着人们的心田，令人心旷神怡，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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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返。田歌是巴渝农民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的歌唱。田歌的内容丰

富，形式各异。传统的田歌活动历来是巴渝农人的最爱，特别是

巴渝土家族人，更是特别喜欢“薅草锣鼓歌”，还特地请来“歌师

傅”，在田间进行准专业性质的演唱。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以“歌

师傅”为主，每个劳动者也参与其中，场面热闹宏大，充满了欢

乐幸福的气氛。薅秧歌属于川渝民歌中的山歌类，是农村中普遍

流传的一种民歌体裁。家乡人唱薅秧歌，往往是以男女对唱形式

为普遍并颇具激烈、精彩。这既是庄稼人劳动生活的生动写照，

也是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音乐财富的创造，不管是唱歌人或

听歌人，只要身临其境，都会觉得过瘾。由此感受到民族文化艺

术在庄稼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浓浓清香！

第九集《新民歌》。主要写民歌的收集整理和在现实生活中的

改编运用。如歌舞表演《乐坏了山里的光棍哥》、激情号子和抒情

号子的完美结合《跳瞪石工号子》、《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里就

是我的家》，新儿歌《黄葛树》、《娇阿依》，反映农村的繁荣，赶

场场面的热闹《赶场》，小调民歌创作《三峡情》、《船工号子》等

各类民歌的创作改编运用及其影响。

第十集《情歌》。“一切抒情诗里，爱情占第一位，民歌里自

然不会是例外”巴渝民歌中的爱情歌谣也如此。正如民歌中常见

的一句歌谣唱到：“无粮无曲不成酒，无姐无郎不成歌。” 爱情歌

抒发了青年男女由于相爱而激发出来的悲欢离合的真实感受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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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情愫。它是与封建文人的“三从”、“四德”、“贞妇节女”奴隶

道德文学针锋相对的“下里巴人”的民间俗文学。在不同的社会

环境里，民间情歌都以她刚健清新的独特风格，在乡间、田野、

村落到处传唱着，经久不衰。它总是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

或直率，或含蓄地表达年轻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热烈追求，充分

展现了劳动人民健康纯朴的恋爱观念和审美情操。

呈现方式：由一主持人出像介绍（以漫谈的方式）音乐人采

访出像，插编歌曲影像资料和音乐歌曲表演的情景再现现场录制

等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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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心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由项目领导组织策划方案，

制定申报书；

（3）、项目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修改；

（4）、报市文化委员会批准；

（5）、报发展中心，并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方案。

2、文稿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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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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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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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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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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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渝民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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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渝民歌》成果形式为文化专题片，以自主建设为主，

最终成果及原创资源素材为发展中心、市级分中心与本单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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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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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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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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预算金额

来源合计 70

其

中

中央财政补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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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 不得少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85%

01

文案策划费 200元/千字 1.4 文案共计约 80千字

文字撰稿费 400元/千字 4.4 文稿共计约 110千字

文字编审费 200元/千字 2.1 文稿共计 110千字

02 前期素材拍摄费 120元/分钟 14.4 高清素材，共计 1200分钟

03 后期成片制作费 1500元/分钟 30 专题片共 10集，约 200分钟

04 资源素材版权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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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张

3）视频素材版权费 50元/分 1.1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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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算 2%

07 调研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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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算 1%

09 服务推广费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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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01
(1)购置设备费 4

升级高清摄像系统
(2)设备改造与租赁

费

3

02 软件支撑费 0.9

03 管理费 2.1

04 其他

合 计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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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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电话

张 波 男 重庆图书馆副长 65210123

罗智敏 男 51 副馆长 63726605

（二）主要参与成员

曹虎 男 47 副馆长、国家一级演员 63863186

严 轩 男 网络数字中心主任 65210989

黄 勇 男 网络数字中心副主任 65210989

张宇红 女 51 主任、副研究馆员 67794347

杨梅 女 36 副主任、馆员 67794347

潘志明 男 52 副研究馆员 63813116

常延红 女 32 馆员 63813116

姚向丽 女 53 副研究馆员 63813116

徐新生 男 59 馆员 67794347

聂玲 女 45 馆员 63721118

练洋 男 33 馆员 63810015

卢家林 男 网络数字中心工作人员 65210149

郭晓雨 女 网络数字中心工作人员 65210149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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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勤 男 58 岁 副研究馆员 67759324

主要学术

成就

黄永勤，男 58 岁 1957 年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音协理事、重庆市合唱协会常务理事、音乐制作人、
音乐活动家。现就职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艺术辅导部，副
研究馆员。

1971 年考入重庆市歌舞团任演奏员。参加过上千场各
类演出。曾担任扬琴、木琴、打击乐等独奏及伴奏。 1987
年调入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任音乐部辅导干部、音乐部主
任，组织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及演出培训，培养了大批音乐
人才，策划和实施了各类文艺演出、音乐会“全国群星奖
音乐比赛”、“重庆合唱节”、“全国农民歌手大赛”、“全国
电视歌手大奖赛”等。并作有歌曲及舞蹈音乐。《我们八九
岁》获文化部“蒲公英奖”二等奖，“小小三峡石”获全国
群星奖；《红岩墙的随想》获全国大学生文艺比赛一等奖。

曾任主编辑出版了《经典歌曲》一、二、三集。一共
155 首歌曲编配改编创作、音乐制作、指挥及责任主编。由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0 年）。荣
获第一届重庆出版政府奖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奖。

（二）专家组成员

毕富纯 男 60 馆长、研究馆员 63729862

陈骅 男 65 研究馆员 63842630

黄永发 男 70 视频制作、国家一级导演 13883353793

袁琦 男 60 研究馆员 13193068998

甘永锋 男 37 影视制作 638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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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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