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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报告书填写内容要真实、客观。

2．专家“签名”栏中必须本人签字，不得由他人代签。

3.填写内容涉及到外文名称，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字母。

经费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小数点后取两位。

4．各栏不够时可以自行加页。本报告书中，凡无需填写

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5．本报告书应一式三份，按规定日期报送文化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



一、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与完成情况

为了保证课题的顺利实施，课题负责人首先根据课题人员的

各自所长及职责进行了分工，组建了制片组、摄制组、文案组、

编辑组、后勤组，并聘请相关专家作为课题指导，提供咨询服务，

在规定时间内如期完成 《武陵山区“渝东南记忆 ”》文化专题

片（一期）的拍摄及后期制作，于 2017 年 10 月交验重庆市分

中心。

在一年多的拍摄制作中，在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本团队深

入田间地头认真做好前期调研，首先对渝东南地区所辖酉阳、石

柱、黔江、彭水、秀山、武隆等地区进行了整体式摸底和现场调

研，同时对酉阳地区的“摆手舞”“酉阳面具阳戏”“哭嫁”“薅

草锣鼓”“土家传统吊脚楼制作技艺”“打绕棺”“打花鼓”“三棒

鼓”“咚咚喹”“龚滩镇绿豆粉传统技艺”“麻旺醋传统制作技艺”

“上刀山”“土家油茶汤传统制作技艺”“酉阳苞谷灯戏”“酉阳

传统造纸技艺”“酉阳吹打”“酉阳藤茶传统制作技艺”“酉阳柚

子龟制作技艺”“酉阳花灯”“木叶吹奏”“西兰卡普”“酉阳民歌”

“酉阳古歌”“黑水号子”等 20 余个非遗项目和“酉水河国家湿

地公园”“阿蓬江国家湿地公园”“桃花源”“彭氏宗祠”“赵世炎

故居”“后溪古建筑群”“龙潭古镇建筑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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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腰界

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等 10 余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址，以及如玩

龙灯、狮舞、打糍粑、先祖祭祀，等各类年俗活动进行了多机位、



多视角的详细拍摄。文字上，通过收集资料、人物访谈的方式对

以上拍摄内容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整理，用旁白加现场访谈的方式

编辑入片。成片以非遗项目为主导，展现出了整个酉阳地区的文

化历史积淀和人文自然风貌。

具体工作实施步骤如下：

（一）前期调研，制定实施方案（2015 年 12 月-2016 年 3

月）

1.通过实地走访非遗传承人、文博工作者以及专家咨询等及

历史文物遗迹，深入地对项目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

人文环境进行了前期调研，取得第一手拍摄资料。

2.通过已掌握资料，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文稿撰写

提纲。

3.聘请专业人员担纲文稿创作，并召开论证会，由专家组对

文稿进行论证，撰稿人根据论证会意见进行修改；

4.将修改后的文稿与组织拍摄的当地文化部门进行充分交

流沟通，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和路线；

5.摄制组和文案人员对最后确定的稿本进行影视语言转换，

撰写分镜头剧本，提交专家组审定，开始拍摄。

（二）资源采集、制作过程（2016 年 4 月-2016 年 11 月）

1.根据文稿内容和分镜头剧本制定资源采集路线图；

2.重庆市文化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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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组先后至酉阳县钟多

镇、龙潭镇、万木乡、仓岭镇、酉酬镇、酉水河镇、龚滩古镇、



小河镇、龚滩镇、桃花源街道、楠木乡等 30 余个乡镇 40 余个村

落，进行了实地拍摄，有 200 多位民间艺人参与了各项民俗、非

遗技艺展示等项目的拍摄。通过对非遗项目及人文风貌的拍摄、

艺人的采访以及文史专家的补充解说等，收集了原始素材 70 余

个小时，图片 5000 余幅。

（三）资源整合和包装（2016 年 12 月-2017 年 6 月）

1.对实地拍摄的视频素材和前期已经收集到的相关素材进

行筛选采集整理；

2.根据文稿进行配音；

3.按照配音进行初剪；

4.进行细致的剪辑；

5.添加特效；

6.根据剪接的画面和文稿进行配乐；

7.成品打包，制作光盘，提交国家中心。

（四）资源验收（2017 年 7 月-10 月）

1.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重庆市分中心验收组验收，提出修

改；

2.根据验收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完成情况

该项目申报内容为专题片 12 集，总时长为 240 分钟，实际

建设完成专题片 16 集，总时长为 245 分钟，完成建设任务。



二、项目建设的资源内容与特色

本课题精选 21 个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 处

文物保护单位、5 处自然风貌保护区，及 10 余项土家传统习俗

作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内酉阳地区的专题展示。在挑选这些项目

时，遵循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分类不同，特色浓郁。所选的非遗项目包括了传统技艺、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以及民俗等几个方面，充分展示

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和特色的土家文化。

二是历史悠久，起源各异。根据前期的调研和掌握的资料，

酉阳建县历史久远，产生了诸多古迹。在选取拍摄对象时，我们

力求展示该地区悠久的人文和历史，不仅反映在所选的非遗项目

上，更表现在穿插其间的民俗文化和文物古迹。

三是意义广泛，彰显情怀。不管是载歌载舞的“摆手舞”“酉

阳民歌”，还是遵循古制的“酉阳传统造纸技艺”“西兰卡普”；

不管是酉水河边的河湾山寨，还是乌江沿岸的龚滩古镇；不管是

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的建筑“飞来峰熏阁”“永和寺”，还是红色革

命的摇篮“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

的侧面反映出当地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岁月变迁，更彰显出当地人

们对生活的热情，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坚守。

其内容框架分为渝东南地区概述（两集）和展示酉阳县人文

自然风貌（10 集）的两部分构成。概述以讲述渝东南片区的山

水风光和历史人文为主要内容。酉阳地区则以当地最具代表的摆

手舞为线索，分集介绍其特点，再串联起其他非遗项目的内容，

既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人文资源和自然古迹则集中于最后两集



集中展现。每集里以文字、视频、图片构成其资源类型，相同类

型的项目组合为一集，每集成片时长 20 分钟。

第一篇 印象渝东南

第 1 集： 山水如画

重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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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着二区四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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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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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民族文化深植于大山之中，原始古拙。

各民族先民在长期交错杂居的生活中，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独

立，又形成了诸多文化交融共存的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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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集：摆手遗风

酉阳土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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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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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中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的年味美食是人们对于一家团圆的渴望，更是对于来年美好生活

的期盼。虽偏居西南一隅，但浓浓的乡情和亲情的年味儿始终萦

绕在这座小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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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土家特色的建房仪式和哭嫁习俗虽是“一

乐一悲”，却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维系土家记忆的生活轨迹。她

饱含了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对生活饱满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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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本是悲伤之事，唯独这里的人们绕棺而舞，颂唱其生平

乐事。这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民间综合祭祀性吹打乐舞。

而另一种该地区土生土长的剧种——面具阳戏，则是一类为活着

的人祈福还愿的仪式戏剧。这种原始古朴的戏剧，不仅具有戏剧

形态学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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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水土，用土家独特的物产回报着这方辛勤劳作的人们。



依循古法制成的土纸、运用世代相传的手艺炒制的野生茶饮、传

承千年的土家油茶汤，这里的人们用纯手工的心意祭奠先祖、用

传统的技艺汲取自然界最原生的味道、用味蕾品味着浓浓的乡

愁。任岁月流逝，依然自得地笑看这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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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土家织锦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美妙的构图

被选为中国五大织锦之列；“乌江画廊”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古镇

龚滩也是制作绿豆粉最为著名的地区；将传统融入新意，这个自

诩追着太阳的民族，将传统的“火种包”赋予新的审美，制出了

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第 10 集：这方人家

传承千年的酉阳花灯集宗教、民俗、歌舞、戏剧、打耍杂技、

舞狮于一体，组成了一台有声有色的乡野小剧。一个人的舞台也

同样引得众人围观，拍手叫绝。村野戏剧表达祝福安康，源于土

家儿女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坚强、勇敢、率真，

却又不失生活热情，这就是一方酉阳人。

第 11 集：古迹寻游

重庆酉阳不仅拥有众多人文风情，古迹也比比皆是。这里有

1800 年建镇历史的龚滩古镇；极具独特民族风格的土司“别墅”

——飞来峰熏阁；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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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酉阳旅游资源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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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乐于前来。这里有陶翁笔下的桃花源、

掩映山岭深处的石泉古苗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龙潭古镇、以

及浸透革命先烈热血的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等众多自然和

人文景观。



三、项目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经验与存在的不足

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是在前期走访调研中，掌握了第一手项目资料，充实了非

遗数据库资源，抢救记录了一些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和人文景

观。通过对掌握项目主要技艺的传承人的及学术专家的采访，在

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的脉络，对项目的存

续现状和自然风貌的保存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大力弘扬了酉阳地区的民族文化和人文历史。酉阳县的

土家特色文化在整个渝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通过对其进行以非遗为主，文物遗迹和自然地理风貌为辅

的素材收集收集、整理、归档，不仅有利于当地非遗项目的传承，

而且对于考察其独特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专题片通过以普及性传播的方式，用亦事亦人亦景的方式展

现了酉阳地区的非遗项目及当地人文，使受众更为了解这些不同

类型的传统文化，为其传承、保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获取的经验：

一是通过制定一系列严谨的拍摄方案，提升了本片的拍摄质

量和制作进度，做到了对人力、财力的合理利用，提高了工作效

率。拍摄前的实地走访，与当地文化机构确定拍摄地点及拍摄对

象、与艺人的充分沟通、拍摄过程中背景的选取、道具的选择等，

都对专题片的完整丰富程度做了加法。

二是通过人文专家及文化学者的点评、解说，增加了项目的

代表性说服力，也让观者从专业的角度，系统了解该项目的情况。

三是做好拍摄素材的分类管理工作。采集回来的素材按照时



间、地点、采访对象的不同而进行分类存档，便于编辑工作的顺

利开展。

存在的不足：

因为拍摄周期有限，所采集的资料相对不算特别完整和深

入。

受天气原因、人为因素和时间局限，对拍摄所做的工作相对

有所欠缺，使得画面所展现的部分内容有一些薄弱。



四、资源内容的验收指标

（一） 专题片

名称 《武陵山区“渝东南记忆”》（一期）

总时长

（分钟）
245

成片数量

（集）
12

素材数量

（分钟）
1200 格式

AVI

MPEG

版权情况 自有版权

（二）多媒体资源库

名称

资源数量

视频

（分钟）

视频

格式

图片

（幅）

图片

格式

文本

（篇数、

字数）

文本

格式

库容量

（GB）
其他说明

数据编目
元数据

包含项
元数据条数



（个）

资源加工 软件 硬件

发布平台

版权情况

（三）动漫

名称

总时长

（分钟）

分集数量

（集）
格式

推广活动

（场）

版权情况

（四）音频资源

总时长

（分钟）

分集数量

（集）
格式

版权情况

（五）讲座、舞台艺术

总时长

（分钟）

分集数量

（场）
格式

版权情况



五、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资源建设费

1）资源创作费 8.8

2）拍摄制作费 14.4

3）资源素材版权费 2.4

4）资源加工费 36

5）专家咨询费 1.6

6）调研费 1.6

7）其他 3.2

小计 68

软硬件及其他

1）设备费 9

2）支撑软件费 0.6

3）其他 2.4

小计 12

合 计 ------------- 80

预算如有调整的、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异的，应在本栏内予以说明。



六、专家验收意见

该项目通过第一篇综述印象渝东南和第二篇摆手舞起来，一

共12集的篇幅较全面完整地概述出整个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内的

人文风貌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所包括的门类众多的非遗项

目、民风民俗及自然景观、文化遗迹。特别是描述酉阳县的篇幅

中，所选项目特色鲜明、为大众所熟知，又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推动该地区内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团队的项目设计，思路清晰，能切实可行的提出整套拍摄

方案，对资料的采集起到了推动作用，且项目实施经验丰富，熟

悉具体操作环节流程和加工格式规范，以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

强的专业技术水平高质量完成了本次课题。

本课题的建设既丰富了国家“共享工程”资源库的文化项目，

又满足了广大群众享受多元文化权益的需求，有利于保护、宣传

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因此，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选题结项，验收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