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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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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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部/集

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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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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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及合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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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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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由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建，立足重庆东南角五县

一区，以整个渝东南生态保护区作为展示对象，对其地理环境及

人文环境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现和追忆，凸显各民族在长期交错



杂居的格局中所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生态。拟用 5 年时

间，分 7 大篇章，以 60 集大型文化专题片的形式对该区域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风俗节庆、古村落、古民居等方面进行

详实而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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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文化部启动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工作。重庆在推进全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程中，结合

本地的实际现况认为，重庆渝东南的多民族共生、历史文化积淀

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和自然生态环境的鲜明特色，均具备设立“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相关条件。

2008 年初，我院对渝东南展开实地调研，并与 6 个区县的

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一起谋划建立“重庆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思路及规划，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渝东南民

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纲要）。

2009 年 4 月 13 日，《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申报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议题，经王鸿举市长主持的重庆巿人民政

府第 3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为后来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加快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地方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4年 11月底，作为我国第 15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武

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文化部

的评审，获得正式批复。



该区域是重庆唯一集中连片、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土家族

和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对当地经长期的调研工作，

在民族文化的探索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出版了《川东酉水人家》

《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中国各民族原

始宗教资料集成 土家族卷》《巴民族的龙蛇和白虎信仰》《酉阳

土司》《土家族土司史录》《土家族民歌》《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双河区小冈乡兴隆村面具阳戏》《酉阳土家摆手舞》《保

护民族民间文化的范例——重庆酉阳保护土家族摆手舞的成功

实践》等百余部著作和论文，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方面对

该地区的土家族苗族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考察和研

究。

（二）项目立项意义、实施背景

武陵山区以土家族苗族为特色的文化生态是本地区各族人

民因地制宜，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学习

以及努力传承的伟大成就，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

容。保护这一方水土，保护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里的

文化生态，既关系到当地人民的福祉，也是我国政府加入《保护

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

的承诺。

申报此次《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15 年地方资源建

设项目》专题片——《武陵山区“渝东南记忆”》，旨在以我院非



遗保护及科研力量为依托，在“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立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向大众展示渝东

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和历史风貌，呈现我市少数民族聚

居地的文化繁荣和发展，以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和谐共生，

使民众能更加广泛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共

同享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作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渝东南片区，对其投以更

多的关注有利于配合国家关于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战略部署，符合国家关于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对

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再则，渝东南地区的最大资源和优势除了人文资源的丰富，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令其出彩，我们也将用相当长的篇幅介绍这片

如画山水的地理景观，旨在唤起人们对环境资源的珍惜、维护生

态平衡，有助于中国梦的尽快实现，也与世界各国孜孜以求地探

索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不谋而合。

本课题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所提出

的设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区的前提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0）等法规为立项政策依据，秉承保护区“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的总体目标，将整个渝



东南生态保护区作为展示对象，较全面地向人们介绍该地区特殊

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以及文物古迹。

（三）预期社会效果

“生态文明”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重庆市委四

届三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渝东南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位，为这

一区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课题拟将通过五年时间，对渝

东南地区的民俗风情和自然风貌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述，实则为

生态区内文化生态保护的先行实践，就生态区内怎样进行活态传

承、生产性保护等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工作抛砖引玉，扩大该区

域的影响力，使大众能够在共享丰富的民族文化大餐的同时，产

生文化自觉，加入共同保护这一生态环境，传承传统文化，守护

精神家园的队伍中来。

（四）资源素材收集整理情况

目前，课题组已收集到相关文字素材 50 余万字、视频资料

1000 余分钟、图片资料 3000 余幅。

（五）可能遇到的困难

而对于课题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预见，有如下 3 个方

面：

1.本课题计划用 5 年时间进行多类别的拍摄，其实施时间较

长、跨度较大，从而产生因气候的变化进行多次拍摄的情况，想

要保质保量的完成画面拍摄和脚本修订工作，必然会加重工作难

度。



2.由于拍摄的面涵盖较广，所采录的素材较多，会涉及到与

诸多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以及与民间艺人的劳务时间冲突，从而

使得工作开展中可能会面临调度不周全的情况。

3.由于本课题所含内容较多，不光涉及到非遗项目，还涵盖

民风民俗、文物遗址、地理景致等内容，将需要非遗、民俗、文

物等方面的专家，以及摄影技术人员等的技术支持和通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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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由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采用自主建设，以文化专题片

的形式具体承建，拟分 5 年建设完成，此次申报为项目第一期建

设任务。

作为我市非遗保护机构，和市文委的直属机构，重庆市文化

艺术研究院对我市非遗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起着充分的指导

作用，同时与考古所、图书馆等平行单位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

机制，也与各区县资源拥有单位有着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具有

较为完备的信息覆盖网络和资源收集渠道，在选题策划和素材采

集方面具有广泛来源和基础支撑。

除自身拥有非遗研究方面的专家以外，我院还将邀请多名长

期从事民俗、考古类的专家学者以项目艺人参与项目共建，确保

资源库的建设品质，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为项目的实际

操作提供了便利。

项目组成员在策划、组织、协调、拍摄技巧、后期制作及进

度把握等方面具备专业水准，参与本课题的主创人员，曾完成过



共享工程的视频资料拍摄、采录及编辑工作，为其提供了 300 余

小时的音视频资料，并承担了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部分地

方资源项目建设，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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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制作加工模式；本课题组还承担了我市

所有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申报片的审定、改编以及部分申报片

的拍摄制作，对课题的拍摄、后期加工和成果展现，都具有丰富

的操作经验和专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我院的业务水平和科研实

力决定了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此项课题。

（二）选题背景，设计思路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与实践是我国政府在加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在

全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探索出来的一项重要创新。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为了应对急遽加速的全球化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

威胁，积极在全世界倡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本课

题以“渝东南生态保护区”为背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

出的将该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

以及保存良好的生态景观呈现给大众，旨在探索一种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主要诉求与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相结合的切实可行的方式，这与生态保护区建立的初衷，即构

建一种新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方式和特色文化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不谋而合，这在国际上是一项创举，在国内

也是一项赢得人心的公共政策。



（三）分集内容，呈现方式，成片结构

本项依托我市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部署，实现“五位一

体”的现代化建设方针，以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少数民族民俗节庆、古村落、古民居等内容为主线，设置 7

大篇章，用 5 年时间拍摄 60 集大型文化专题片。采用一篇章一

主题的方式，对五县一区的特点各自侧重。用精练通俗的旁白解

说配以高清流畅的画面，将当地的特色文化风貌一一解读。

第一期建设内容包含两个篇章共 12 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篇 印象渝东南（2 集：第 1 集--第 2 集）

渝东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特色鲜明。这里是山的天下，山

山对峙，山山相抱，山外有山，山中套山，奇峰挺拔，秀丽多姿；

这里也是水的世界，水随山行，时而缓缓流过，时而奔腾咆哮。

山下平坝肥沃，山间梯田层层，山盖平台宽敞，构成了绿水青山

的瑰丽画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先民们在此奇特的自然生态

环境里垦殖开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第 1 集：《山水如画》 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腹部，山水环

抱，是中国西部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

盆缘山地。这里分布着五县一区，是重庆唯一集中连片、也是全

国为数不多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是我

市公认的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拥有众多国家地质公园、湿

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森林覆盖率达到 49.4%，奇山秀

水的环境、郁郁葱葱的植被，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涵养乐土，也是



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美好家园。

第 2 集：《先民寻迹》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属巴楚领地，

秦灭巴后，巴人由北往南分布，其后裔为现今的土家族。魏晋时，

僚人由黔入境，由南往北分布；洞庭湖边的苗人，也有一部分由

东往西迁来定居。宋时，汉人迁入，在土家族、苗族的聚落间插

花而居。在这种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中，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

独立，又形成了诸多文化共享的局面，创造了民族特色鲜明的地

方文化，可谓“历史悠久，风貌古朴，精神旷达，民族融合”。

第二篇 摆手舞起来（10 集：第 3 集--第 12 集）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渝东南边陲的武陵山区，是出渝

达鄂湘黔的重要门户，素有“渝东南门户、湘黔咽喉”之称。历

史文化悠久，有 2200 多年的建县史。是土家族苗族的主要聚居

地，这里除了土家族、苗族以外，还有满、彝、回、黎等 16 个

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84%。酉阳山清水秀，人杰

地灵，有自然景观桃花源、滩激浪高乌江天险和被誉为“土家族

摇篮”的酉水河，还有国家级文化历史名镇龚滩古镇、龙潭古镇，

众多的历史古迹、非遗空间：陈氏宗祠、摆手堂遗址、赵世炎故

居、后溪土司遗址、后溪古建筑群、龙潭万寿宫、龚滩古建筑群、

笔山坝遗址、重庆冶锌遗址群、飞来峰熏阁、永和寺；更有多姿

多彩的土家苗族风情和民族节庆习俗土家族赶年节（腊月二十

八、九）、春节习俗、元宵节（灯节）、民族服饰（男女、老幼、

季节、配饰）、祖先崇拜、梯玛跳神、蛮王崇拜以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酉阳古歌、摆手舞、打绕棺、面具阳戏、酉阳民歌、木叶

吹奏、酉阳西兰卡普传统制作技艺、宜居乡传统制茶技艺、哭嫁、

上刀山等。特别是土家摆手舞是土家族最主要的标志性文化形

态，是以摆手为基本特征的祭祀性舞蹈，是土家人祭祀神灵、酬

报先祖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主要表现内容涉及人类起

源、神话传说、民族迁徙、古代战争、狩猎捕鱼、刀耕火种、生

产劳动、饮食起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土家族发展的一个

缩影，贯穿土家族人民生活的始终。

第 3 集：《摆手遗风》摆手舞产生于巴人大迁徙之前的渔猎

部落时代，是土家族最主要的标志性文化形态之一，以歌舞的形

式展现了土家先民在渔猎、农耕时期的生产生活习俗，史诗般记

录了民族迁徙、狩猎征战、刀耕火种和饮食起居的全过程。其动

作古朴、优雅，举手投足间尽显美感、寓意传神。与之相传于世

的摆手堂散落于各村各寨，一同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二者

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第 4 集：《年味飘香》 作为中国最为传统的春节，土家人跳

着摆手舞来庆祝，用“赶”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而节日中独

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年味美食则成为一家人团聚的理由。土

家腊肉、糍粑、汤圆、和渣、豆腐等，不仅是衡量一个家庭妇女

的标杆，更是人们对于一家团圆的渴望，对于来年美好生活的期

盼。虽偏居西南一隅，但这里浓浓的乡情和亲情的年味儿始终萦

绕在这座小小的县城。



第 5 集：《岁岁年年》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是土家人过年时最

为热闹的一天。除了赏灯，这里还会举行舞龙灯和玩狮子等游艺

活动，将节日里“玩乐”的气氛推向高潮。节日里同样达到高潮

的还有各民族的服饰大汇集。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土家族，其服饰

色彩稳重简朴，以蓝黑二色为主。虽无过多华丽饰品，却穿了一

身的讲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苗族服饰，则是银饰的华美世界。

其服饰色彩的艳丽，搭配的考究，无一不看出这个民族对其历史

文化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第 6 集：《踏歌而来》 少数民族对音乐的热爱，折射出的是

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感情的向往。无论是节庆或是劳作、

是快乐抑或忧伤，他们总以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管是声腔唱

出的民歌，还是木叶吹出的旋律，这里的人们将历史天文、风俗

民情，甚至道德伦理，用这样的方式融入歌声中、带进吹奏里，

唱响生活，赞美家乡。

第 7 集：《众神之舞》 死亡本是人们忌讳之事，对于离世的

亲人人们总以悲戚之心看待。唯独这里的土家儿女们绕其棺而

舞，唱其生平乐事。手持响器、绕棺打跳，其曲牌、动作名目甚

多，是集歌、舞、乐为一体的民间综合祭祀性的吹打乐舞。而另

一种该地区土生土长的剧种——酉阳面具阳戏，则是一种为活着

的人祈福还愿的仪式戏剧。这种原始、古朴，具有祭祀仪式性质

的戏剧，不光具有戏剧形态学的学术价值，还带给宗教学、民俗

学，人类学等学科诸多思考。



第 8 集：《一方水土》 4 月 8 日，是苗族同胞的牛王节。产

生于人类活动早期的图腾崇拜，让苗族人将牛视为了自己的神

灵。这一天里不光牛过节，全族也会聚集在一起举办各类游艺活

动。这既是一次朋友间的聚会，也是民族美食的集合。这里鲜美

的食材众多，加以用心烹饪，无论是主食还是小吃，都让人赞不

绝口。

第 9 集：《巧手生花》 热爱生活的人必定心灵手巧，善于经

营生活。“西兰卡普”又称“土花被面”，它是一种土家织锦，以

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被列为中国五大织锦之列。同样需巧

手做得的还有传统的手工制茶工艺。好茶的生长环境离不开优质

的生态环境，在这绿水青山环抱的县城里，种出的茶质量上乘，

为难得佳品。而炒茶的手艺则会为茶叶的品质加分，杀青的温度

掌控、揉捻的手法，均是多年功夫。

第 10 集：《这方人家》 喜嫁姑娘要哭嫁，土家族的这一习

俗一直沿袭至今。其形式多样、哭唱内容丰富，腔调多为传统乡

音，既伤感又抒情。这种以哭而不悲，既唱又如哭的艺术魅力经

久不衰，绵延至今。同样历史久远的还有一种土家人祭祀、祈福、

驱邪的古老仪式——上刀山。表演者赤足上下于装有锋利刀子的

木梯上，完成各类高难度动作，这本身就展示了土家人的坚强和

勇敢。率真、信仰，却又不失生活热情，这就是这一方酉阳人。

第 11 集：《古迹寻游》 酉阳不仅拥有众多人文风情，古迹

也比比皆是。这里有重庆市第一历史文化名镇、国家 AAAA 级旅



游景区龚滩古镇；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龚滩古建筑群、飞

来峰熏阁；还有龙潭镇上，曾为乾隆行宫和江西人会馆的酉阳万

寿宫；更有渝东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寺庙——永和寺。独特的

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这样一批批文化遗址，如一粒粒璀璨的珍

珠，镶嵌于这座如诗如画的县城。

第 12 集：《游在酉阳》 酉阳旅游资源丰富。从人文方面讲，

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彩多姿的民族风情是吸引游客的最大

因素。同时，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使得植被保存完整，水质少

被污染，人们也乐于前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结

合，使得当地的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第三篇—第七篇为该项目后续建设任务，内容初拟如下：

第三篇 啰儿唱起来（10 集：第 13 集--第 22 集）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长江南岸，三峡库区腹心，是三峡库

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建县于唐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

因城东万寿山上有一对巨石酷似少男少女，分别称“男石柱”和

“女石柱”而得名。石柱是以古代巴人为主体与其他民族融合而

成的土家族栖息地之一，全县共有民族29个，少数民族占72.3%，

在展现出多民族聚居特色同时，土家族的饮食、生活习俗也无不

得以完整的保存。七曜山、方斗山两大山脉平行排列斜贯全境，

形成两道天然屏障，横亘南北，形成“两山夹一槽”的特殊地貌。

原始自然风貌有美丽的黄水林海、千野草场,“一脚踏三县”的

全国首批历史名镇“西沱古镇”以及古迹、非遗空间：秦良玉陵



园、银杏堂、下盐店、水文石刻、禹王宫、万寿寨、南城寺、宋

碑；保存完整的土家族生活习俗：牛王节、饮食习俗（主粮、民

间菜肴、特产）建房习俗、寿诞习俗以及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柱土家啰儿调、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男女石柱神话、石柱

酒令、土家斗锣、石柱土家断头锣鼓、玩牛、石柱黄连传统生产

技艺、盐运民俗、石柱土戏。特别是经典民歌啰儿调《太阳出来

喜洋洋》更是唱响全国。分集内容如下：

第 13 集《唱响啰儿》第 14 集《神话石柱》第 15 集《千年

古道》第 16 集《梦幻西沱》第 17 集《择地而居》第 18 集《盛

节牛王》第 19 集《万寿古寨》第 20 集《忠贞巾帼》第 21 集《锣

鼓断头》第 22 集《寿诞令出》

第四篇 莽号吹起来（9 集：第 23 集--第 31 集）

黔江区于东汉建安六年开始置县，至今已有 1800 多年的历

史。巴楚文化在这里交汇，土家苗汉互补交融，有着厚重的民族

文化积淀，是重庆市唯一的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自治县改设的区。其自然资源、物产资源比较丰富，境内自然景

观独特，有横跨七个地质年代，垂直落差近 500 米，世界最高的

城市峡谷神龟峡；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小南海古地震遗址；有被

誉为北纬 30 度保存最好的原始森林灰千梁；有百里乌江画廊的

核心阿蓬江；有千年古镇濯水；还有曾与四川峨眉山、贵州梵净

山齐名的集儒道佛于一体的武陵仙山、板夹溪十三寨土家族吊脚

楼群；更有淳朴浓郁民俗风情、民间工艺手工习俗（手工技艺拜



师学艺礼仪）服饰习俗（土、苗区分，服饰中的花纹刺绣）信仰

与禁忌等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溪号子、吴幺姑传说、后

坝山歌、马喇号子、帅氏莽号、石城情歌、濯水后河戏、中塘向

氏武术、濯水绿豆粉制作技艺、黔江珍珠兰茶罐窨手工制作技艺、

黔江斑鸠蛋树叶绿豆腐制作技艺、角角调。帅氏莽号是黔江境内

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古器乐，100 多年的历史传承，那独特的

旋律始终响彻在阿蓬江的上空。分集内容如下：

第 23 集《高炉莽号》第 24 集《阿蓬探幽》第 25 集《濯水

古韵》第 26 集《炫武中塘》第 27 集《南溪苗歌》第 28 集《后

河绝唱》第 29 集《神龟奇观》第 30 集《南海遗迹》第 31 集《饰

纹风情》

第五篇 花灯跳起来（10 集：第 32 集--第 41 集）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于重庆市东南部，武陵山脉中段，四

川盆地东南缘外侧，为川渝东南重要门户。以土家族、苗族为主，

另有瑶族、侗族、白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共 18 个民族，其

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52%。地处三省交界，形成多民族、

跨省市的文化综合体，具有特有的土家族、苗族文化遗存，少数

民族歌舞、民间戏剧色彩浓厚，保留了传统的礼仪民俗：岁时习

俗（正月初三—正月十六 耍花灯、四月二十六 报菜节、十月初

一 早斋节）生活习俗（正月十四 爆虼蚤、三月初三“塞蛇孔”）

居住习俗（房屋结构、朝向、陈设等）生育习俗（生产后的一系

列地方习俗）饮食习俗（秀山社饭、苗家菜豆腐）等；也有独特



的自然景观保安渔洞、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人文景观清溪苗王

墓、客寨桥、石堤卷洞门、溪口天生桥、边城洪安、保安渔洞、

九溪十八洞起义遗址；还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秀山花灯、

秀山民歌、薅草锣鼓、阳戏、余家傩戏、辰河戏、保安灯儿戏、

三六福字牌、龙凤花烛、秀山竹编制作技艺、秀山苗族羊马节。

秀山花灯是我国西南地区花灯艺术中的一支重要流派，是集宗

教、民俗、歌舞、杂技、纸扎艺术为一体的民间文化现象和民间

表演艺术，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融入了秀山土家族、

苗族的歌舞表演技巧，为汉、土、苗各族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

分集内容如下：

第 32 集《花灯舞韵》第 33 集《古渡边城》第 34 集《喜烛

秀编》第 35 集《福字运来》第 36 集《仪舞穿花》第 37 集《水

灵石堤》第 38 集《秀寨飞歌》第 39 集《薅草随耕》第 40 集《土

王遗址》第 41 集《秀山社饭》

第六篇 高台搭起来（10 集：第 42 集--第 51 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处武陵山区，居

乌江下游，是重庆市唯一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彭水环

境优越，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有阿依河、摩围山等自然景观，

也有其特有的饮食文化和建筑文化，各式特色饮食和生活习俗使

其又成为有别于周边地区的独特地域：岁时习俗（正月初九 —

“上九”耍龙耍狮 大寒节—诸事宜）服饰习俗（苗、土族兼

具汉族特色）生产习俗（农忙时“蒿打闹草” 建房习俗—说福



事、“买山”等）寿诞习俗（男女做寿有别）；保留有众多的古迹、

非遗空间：熨斗坝遗址、黄庭坚衣冠冢、丹泉井、李承乾墓遗址、

云顶寺遗址、绿荫轩石刻、蘭桂桥、善堂、老郁山遗址、寨堡、

乌江画廊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台狮舞、鞍子苗歌、诸

佛盘歌、梅子山歌、苗山打闹、彭水太原民歌、庙池甩手揖、普

子铁炮火龙、彭水普子火药制作技艺、木腊庄傩戏、朗溪竹板桥

造纸、郁山鸡豆花制作技艺、郁山擀酥饼制作技艺、彭水灰豆腐

制作技艺、鹿角镇民间蛇伤疗法。苗乡的歌舞音画更是渝东南地

区一道靓丽的风景。高台狮舞是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

间最具特色的体育与舞蹈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分集内容如下：

42 集《狮子翩翩》第 43 集《苗歌飞舞》第 44 集《苗山打

闹》第 45 集《庙池甩手》第 46 集《火龙铁炮》第 47 集《娇娇

阿依》第 48 集《傩仪木腊》第 49 集《巧手郁山》第 50 集《板

桥土纸》第 51 集《双寿华诞》

第七篇 号子吼起来（9 集：第 52 集--第 60 集）

武隆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处乌江下游，在武陵山与大娄山

结合部，有汉族、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 13 个民族。武隆风

景绝佳，全国少有。境内有“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之秀，乌江画廊之幽，被

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有自然景观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天

生三硚、芙蓉洞、后坪天坑群等；人文景观“印象武隆”，灵山

秀水、空雾苍茫的仙女山上，充满巴渝特色的“号子”在这些峭



壁之间猛然吼起，回荡不已，展现了巴渝大地风土人情。还有特

色美食：羊角豆干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鸭平吹打、仙女

上耍锣鼓、后坪山歌、后坪木器、羊角醋、平桥耍龙、纸竹工艺

等。分集内容如下：

第 52 集《震江号子》第 53 集《灵秀仙山》第 54 集《雌龙

飞舞》第 55 集《寻觅仡佬》第 56 集《情牵后坪》第 57 集《羊

角美味》第 58 集《鼓震鸭平》第 59 集《白马奇观》第 60 集《纸

扎奇艺》

（四）拍摄场景，实施计划

本课题实行现场组织拍摄的方法，依据所需画面进行室内、

室外拍摄。

因该项目涵盖内容较多，拍摄时间持续较长，为确保专题片

的质量，对 5 年的项目完成计划如下：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 完成项目第 1 集--第 12 集的

工作，即“第一篇 印象渝东南（第 1 集—第 2 集）”和“第二篇

摆手舞起来（第 3 集—第 12 集）”。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完成项目第 13 集--第 31 集的工

作，即“第三篇 啰儿唱起来（第 13 集—第 22 集）”和“第四篇

莽号吹起来（第 23 集—第 31 集）”。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完成项目第 32 集--第 41 集的工

作，即“第五篇 花灯跳起来（第 32 集—第 41 集）”

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完成项目第 42 集--第 51 集的工



作，即“第六篇 高台搭起来（第 42 集—第 51 集）”。

2019 年 7 月-2020 年 7 月，完成项目第 52 集--第 60 集的工

作，即“第七篇 号子吼起来（第 52 集—第 60 集）”

（五）推广计划

《武陵山区“渝东南记忆”》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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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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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省级分中心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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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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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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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加工标准：数字化视频文件的分辨率不低于

1024*768，音频设定不低于 44.1KHZ，帧数为 25 帧/秒，采用

AVI(原始素材格式)、MPEG(成片格式)、MOV（网络发布格式）进

行储存，前两者为高清影像。

编目标准：著录项包括正题名、格式名称、拍摄时间、拍摄

地点、内容描述、拍摄者、关键词如文物古迹、风俗、古镇、技

艺等。

前期拍摄运用 SONY NXCAM 高清摄像机，专业三脚架、专业

摄影灯及录音设备，后期制作运用大洋专业非编。利用音视频编

辑软件 Edius、Adobe Premiere，特效合成软件 Adobe After

Effects，视频转换软件 Procoder，图片编辑软件 Adobe

Photoshop 等，完成对素材的加工制作；硬件平台采用 IBM 机架

式服务器及 EMC2 存储阵列组成光纤存储局域网，软件平台使用

Windows2003 操作系统、TRS 平台的多媒体数据管理模块进行元

数据的加工及数据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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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预算金额

来源合计 预算金额（第一期 12集）

其

中

中央财政补助 80

省级地方财政配套 80

市/县级地方财政配套

文化主管部门配套

单位自筹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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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本文字共约80千字

文字撰稿费 400元/千字 4.8 稿本文字共约120千字

文字编审费 200元/千字 2.4 稿本文字共约12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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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专题片共 12集，约 240分钟

04 资源素材版权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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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照片约 200幅

3）视频素材版权费 50元/分 1 素材约 200分钟

4）音乐素材版权费 50元/分 0.4 素材约 80分钟

05 其他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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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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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高清摄像机变焦镜头、照相机、

滑轨等摄影摄像器材

(2)设备改造与租赁

费

4 编辑设备软件升级、使用过程中

的设备维修维护费以及拍摄过

程中需要的设备租赁

02 软件支撑费 0.6

03 管理费 2.4

04 其他

合 计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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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奉 男 51
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

院 院长一级作家
13752943121

张 波 男 重庆图书馆副馆长 65210123

（二）主要参与成员

段 明 男 61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会长 研

究员 非遗专家

13908399665

谭小兵 男 48
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 副研究馆员
13658373688

李 祎 女 46
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

院 资 源 信 息 部 主 任

副研究馆员 摄影编导

13808354846

余云华 男 68
西南大学 副教授 民

俗专家
13983413537

严 轩 男 网络数字中心主任 023-65210989

许茂琦 女 32
助理研究员 文案 摄

影
13594143967

黄桂祥 男 31 馆员 摄像 编辑 13220398393

王国彦 女 30 馆员 摄像 配音 13594039961

陈振声 男 33 摄像 编辑 13883691722

周冠宇 男 32
助理研究员 摄影 美

术设计
13883318185

王 奥 男 31 数码包装 美术设计 1592335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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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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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川平 男 65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长、研

究馆员
13908327140

主要学术

成就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

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

主持筹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并任第一任馆长。总策划、设计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展览，受到全国同行及全市上下赞誉。著作

《在历史与文化之间》其中多篇论文获重庆市社科成果奖等奖，书

中对三峡和三峡文化及重庆文化的定位研究，具有开创性。主编《重

庆文物丛书》《千年重庆图典》《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三峡文

化丛书》《老重庆》丛书等。主创大型历史文献电视片《风雨同舟》

《重庆》。策划 90 集电视片《永远的三峡》、中央台大型直播《三峡》、

大型电视《巴人之迷》。

主持重庆库区三峡文物保护，被市委、市府授予三峡移民先进工

作者；主持申报“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成功，市

府表彰为先进个人；获第二届四川文学奖；重庆市建国 40 周年文学

奖;文化部优秀群文研究二等奖;重庆市文学奖；市委、市府授予“亚

太城市市长峰会筹办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二）专家组成员

熊 笃 男 71 重庆工商大学 教授 13627674554

段 明 男 61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会长 研究员
13908399665

余 纪 男 63 重庆西南大学 教授 13509495920

雷 卫 男 61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

会副会长、重庆市纪录片研究会

会长 高级编辑

13908364530





项 目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文 化 厅（局） 意 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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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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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