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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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部/集

1.5 小时

25M或 50M码流

磁带及 6M码流

MPEG格式

自主拍摄 自有版权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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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千字
原创数量

整合数量
--------

图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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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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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申报的《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属于“抗战文化”类重

点建设内容，是《重庆抗战史迹》系列资源库的后续建设项目，

亦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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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推荐选题进行策划申报的。该项目立足于我省的文化特色，深

入挖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抗战文化，具有较强代表性和较高历

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内容。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中华优秀文化，引领良好道德风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

要意义。 同时，《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系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重庆地方特色资源重点建设项目，结合国家“一带一路”

重大战略构想的推进，深入挖掘“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其在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方面取

得的巨大成就，总结历史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符合本年度资源建设总体框架设定，以重庆抗战为时代背景，以

遗址遗迹为表现载体，高度契合发展中心本年度关于“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史迹”专题资源的推荐选题。《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

的建设既是对该系列资源库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更是重庆市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献上的

一份贺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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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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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意义：

辛亥革命后，四川从 1912 年到 1933 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

战四百七十多次，北碚地处嘉陵江江畔，当年，这里约有 200 户

左右人家，1000 多人口，是一个规模较大但较为偏僻的山村,而

其所在的嘉陵江小三峡地区盗匪横行，民不聊生。

1927 年 2 月，已经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被任命为四

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

峡防团务局局长，其职责是清剿所辖峡区内的土匪，解决由匪患

引起的严重治安问题。到任后，卢作孚提出以“化匪为民，寓兵

于工”作为治理匪患的根本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

初步目标是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

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2 页），“经营成一个灿

烂美妙的乐土”（《两年来的峡防局》，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

1929 年刊，第 2 页）。

到 1930 年 12 月初，著名学者翁文灏与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

等人到重庆，并到北碚参观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其他建设。翁

文灏对卢作孚及其在北碚的建设事业赞叹不已：“于此水乡山国

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练兵防匪之余，修铁路，开煤矿，兴学校，



倡科学，良出意计之外。更观之川中军界政界，颇多颓败不振之

气，而能布衣粗实，节饷捐薪于建设之事，无论其将来成绩如何，

要其不囿于环境，卓然独立之精神，良足尚焉。”（翁文灏：《四

川游记》，《地学杂志》第 20 卷第 1 期）稍后在 1934 年 5 月前后，

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到四川实地考察实业期间也参观北碚的

建设试验，为北碚建设的实际情形和北碚民众的精神面貌“感动

得至于流泪”（杜重远：《由小问题讲到大问题》，《新世界》第

12 卷第 4 期）。

专题片以“卢作孚与北碚”为主题，对民国时期北碚的乡村

建设运动的历史、过程以及经验进行系统且全面的研究，建立涵

盖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资源库，具有以下三个

方面的意义：

（1）重新审视民国北碚的建设事业，凸显“北碚模式”的

历史贡献。

针对我国 1930 年代乡村社会严重衰落的局面，知识精英发

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著名的有 1929-1937

年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邹平模式”、1928-1937 年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模式”、卢作孚的“北碚

模式”、彭禹庭的“宛西自治”、黄炎培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

“徐公桥模式”、高践四等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无锡模式”、

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的“晓庄模式”、伯格理及其继任者的

石门坎“宗教和科教”乡村建设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研



究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论著和资源库建设中，几乎都忽略了对卢

作孚乡村建设的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乡村建设论》辞

条，论述到中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时，只提了晏阳初、梁漱溟，

而没提卢作孚；在论述乡村建设实验区时，也只提了河北定县和

山东邹平，而没提重庆北碚。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

史》中专辟一节“乡村建设运动”来书写民国时期这一波澜壮阔

的社会运动，该节论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彭禹廷等人

在乡村建设实验中的贡献，但是，没有提到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做

出的重要贡献。随着时光流逝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卢作孚

在重庆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时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卓

越贡献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事实上，北碚的“乡村建设”实验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1948

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1949

年初，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美委员 5 人来北碚参观后都予以高

度评价，认为北碚市容“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望其项背”。该数

据库以卢作孚在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对民国时

期北碚的乡村建设重新进行审视，能够再现卢作孚乡村建设实践

的历史过程，凸显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价值。

（2）借鉴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解决当下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

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



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卢作孚从 1927 年起在重庆北碚领导的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是那个时期全国众多实验区中最成功

的。能够为当下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具体而

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北碚由小乡村变成国民政府一等

县的行政区，以至于在上世纪 40 年代，联合国制作的世界地图

上，中国的城市仅标了三个：北京、上海，另一个就是重庆北碚。

1927 年，卢作孚在消除匪乱的基础上进行“乡村现代化”实验，

开工厂、办学校、搞城建、劈公园、建文化设施，到 1936 年成

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国民政府一等县行政区域，为抗

日战争中成为国民政府“迁建区”和北碚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两大运动在北碚的结合。“平民

教育”运动也与“乡村建设”运动一样，是上世纪初中国一些进

步知识分子探索“教育救国”之路而兴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运

动，当时由晏阳初、陶行知等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会员

就有 1000 余人，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和乡村开展实验活动，在国

际国内形成巨大影响。抗日战乡期间，这两大运动的领军人物晏

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受卢作孚的影响，聚集在北碚，分别开

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勉仁文学院、育才学校，为两大运动的融

合做出巨大贡献。三、北碚的实验持续时间最长、社会涉及面最

广纵观整个中国乡村建设实验史，多数实验的团体因经费的拮据

或战争的影响而中途解体，诸多实验点被迫中止，唯有北碚的实

验区，从 1927 年到解放初期，长达 22 年。其中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抗日战争期间，北碚

有自耕农示范区、荣誉军人自治示范区、中华平民教育华西实验

区等多种社会实验，有的还涉及北碚的周边县镇。

总体来说，卢作孚领导的这场乡村改造运动是在维护国家现

存制度和秩序条件下的一场自觉的对如何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社

会改良实验和探索、注入了诸多现代乡村建设思想，引导乡村社

会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型。通过《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的建设，

对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认识、解决“三农”

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3）丰富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体系

2005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各级政府开始大力着手开始进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重

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一步加

快了乡村建设步伐。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体制原因，我国大

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由于交通、资讯不发达，难以寻找

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新农村或城乡统筹建设思想和模式。部分地区

甚至采用“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法进行新农村或城乡统筹建设，

导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事实上，虽然民国期间和

目前的政治体制与农村社会制度有天壤之别，但是，在乡村建设

的模式和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乡村建设头绪繁多，传统意

识和既得利益者所造成的阻力很大，要想成功开展难度着实不



小，但卢作孚领导“北碚乡村建设模式” ，把北碚从一个偏僻

野蛮的小乡场变为现代化都市的巨大成就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可

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归来总结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

理论体系，特别能为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和

城乡统筹建设提供有利的经验借鉴。通过《卢作孚与北碚》专题

片的建设，深入研究和总结民国乡村建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对

于形成适合我国现在有效新农村建设或城乡统筹建设模式与理

论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预期社会效果

（1）《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能够成为了解北碚建设发展历

史的重要途径。

北碚原本是重庆巴县的小乡场，由于连年战乱导致歹徒横

行，是名符其实的穷乡僻壤。然而，自从 1927 年，卢作孚出任

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特组峡防局局长后，利用这

一治安联防机构在消除匪乱的基础上进行“乡村现代化”实验，

开工厂、办学校、搞城建、劈公园、建文化设施。经过短短几年

的建设，北碚由歹徒横行的偏僻乡场，变成了充满现代化气息的

城镇，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抗日战争时期，

北碚成为汇聚上百家中央机关、高等学府、国家科研机构和文艺

团体，云集千名国内外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这里，

和被誉为“陪都的陪都”。然由于各种记载当时乡村建设辉煌成

绩的史籍散落在重庆和四川各地的民间、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即



使是研究民国乡村建设的学者们，也因为没法收集到足够的史籍

而遗忘了“北碚乡村建设模式”和卢作孚先生的巨大贡献。《卢

作孚与北碚》专题片通过对分散在各地的相关史籍和档案的整理

与呈现，将系统地厘清北碚区光辉的建设和发展历史，成为了解

北碚建设发展和“陪都的陪都”历史的重要途径，让后人永记卢

作孚的重大贡献，也能弘扬矢志平民教育和献身乡村建设的精

神。

（2）《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能够成为丰富我国乡村建设理

论体系的重要平台。

卢作孚先生领导的北碚乡村建设不但取得了重大实践成就，

而且在我国乡村探索，特别探索西部不发达地区进行乡村现代化

建设中探索出了较为系统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其成就是巨大的，

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深入挖掘这些散落在民间和史料记载中

的乡村建设思想，归来入库，将极大地丰富我国乡村建设理论体

系和资料，是可供全球希望研究和了解乡村建设人们的重要平

台。

（3）《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能够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

的重要历史经验借鉴。

2005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作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显示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

视。从本质上讲，解决“三农问题”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一

致的，都是致力于解决针对三农各个方面的弱质性带来问题。资



源库建设不但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分类卢作孚北碚模式乡村建设

思想的思想，还充分利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曾聚集在北

碚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历史资料，通过厘清乡村

建设中卢作孚领导的“北碚模式”，晏阳初领导的“定县模式”、

梁漱溟主导的“邹平模式”、陶行知倡导的“晓庄模式”等的思

想脉络，以及对比建设实践中的实际效果，为我国解决“三农问

题”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借鉴。

（4）《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能够为我国新农村和城乡统筹

建设理论探索的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的乡村建设

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重庆市的统筹城乡实验与新农村建设实践

关系到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进程。现实的实践经验可以给我们较

为直观的认知，然我们依然不能忽略历史上乡村建设对于当下社

会发展的借鉴意义。卢作孚从政治、教育、经济三个方面阐述了

乡村的重要地位，抨击了当时只重城市不重乡村的现象，并采用

以经济建设为龙头，政治、教育、交通、通讯、文体、卫生并重

的一体化乡村现代化建设思想，而不是单纯注重教育或经济等某

一方面的建设，这种一体化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

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

通过对北碚乡村建设经验的呈现与总结正能够对统筹城乡发展

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与现实的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经验

相呼应，能够我国新农村和城乡统筹建设理论探索的提供有力支



撑。

（三）资源素材收集

由于时间的久远，部分纸质的历史资料已处于快坏损的状

态，而且这些纸质资源分散在四川、重庆各地，收集、汇总资源

的难度较大；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北碚乡村建设

模式的遗迹正加速消失；当年见证过北碚乡村建设模式的人士已

所剩无几。综上，资源素材收集的工作迫在眉睫。

目前，当时的北碚管理局档案共计 10462 卷，系由峡防局、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与北碚管理局及所辖各乡镇形成

的档案合并而成，这些档案包含了卢作孚本人领导实施及其离开

北碚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和北碚管理局的管理者们

（主要管理者为卢作孚的四弟卢子英）在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

指导下继续建设北碚的经过和情况，是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

影响力的主要史料。其它机构的档案中，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有

关卢作孚北碚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的文字材料，如四川省第三区

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档案（1935-1949 年，2287 卷）、四川省第三

区保安司令部档案（1935-1949 年，433 卷）、天府煤矿股份有限

公司档案（1933-1949 年，6888 卷）、北碚富源水力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档案（1943-1952 年，286 卷）、北碚邮局档案（1940-1949

年，841 卷）、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1933-1949 年，297

卷）、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档案（1925-1933 年，84 卷）、

北碚地方法院档案（1940-1949 年９年，4582 卷）、北碚私立兼



善中学档案（1935-1951 年，82 卷）、北碚医院档案（1946-1949

年，35 卷）、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1930-1950 年，258 卷）等，

这些档案资料中也含有反映北碚乡村建设的部分内容，是研究卢

作孚乡村建设思想影响力的重要史料。除此之外，建国前出版的

有关卢作孚北碚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的资料主要有：《工作周刊》

（1933 年）、卢作孚著《怎样做事—为社会做事》（峡防局印行，

1929 年４月 20 日初版，1934 年４月 10 日三版）、《峡区事业纪

要》（1935 年３月初版，峡防局编辑）、《乡村建设》（卢作孚编

辑、1935 年９月４版）、《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组织规

程》、《嘉陵江三峡乡村实验区署工作报告》（1936 年６月，报告

者区长唐瑞五）、《修正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组织规程》

（1936 年８月 15 日公布）、《北碚月刊》（1937 年，第２卷第１

至６期）、《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抗战时期中心工作报

告》（自 1937 年７月起至 1938 年８月止）、《嘉陵江三峡实验区

总动员训练教材》、《北碚市区建筑规则》（1941 年１月，三峡实

验区署印行）、《北碚月刊》（1941 年，第３卷第８号）、《北碚社

会概况调查》（社会部统计处 1943 年７月编印）、《北碚管理局

1943 年度１至６月工作报告》、《北碚管理局澄江镇三年建设计

划草案》（1943 年）、《北碚管理局澄江镇 1944 年建设计划大纲》、

《北碚管理局 1944 年度施政计划》、《创修北碚志缘起》（1944

年８月，北碚修志委员会编印）、《嘉陵江日报》32 份（1944 年

10 至 12 月）、《北碚管理局工作概况》（1945 年６月付印）、《北



碚管理局 1945 年度施政计划》、《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业

务统计汇编》（1947 年１月至 1948 年９月）、《四川北碚管理局

1947 年度统计总报告》（北碚管理局统计室编印，1947 年 12 月）、

《北碚概况》（1948 年５月编印）、《北碚概况》（1948 年 10 月编

印）、《北碚游览指南》、《北碚管理局工作提要报告》（1948 年编）

等。建国后出版的有关卢作孚北碚乡村建设情况的资料主要有：

《重庆市北碚区志》、《北碚文史资料》以及《卢作孚书信集》、

《卢作孚文集》等书籍。这些资料也是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

和方案的重要资源。另外，北碚现存的当时乡村建设遗址影像材

料和参与建设的尚存人世人士访谈影像资料等，都是研究卢作孚

乡村建设思想和方案的重要一手资源。更重要的是，“平民教育”

运动和“乡村建设”这两大运动的领军人物晏阳初、梁漱溟、陶

行知等受卢作孚的影响，聚集在北碚，分别开办中国乡村建设学

院、勉仁文学院、育才学校，这为对比我国民国时期研究乡村建

设的思想和模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素材。

综上所述，本项目组前期已寻找到如下资源收集途径：

（1）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北碚档案馆、北碚图书馆、

西南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目前已知能获取的北碚乡村建设模式

相关的资料约 28000 卷/册。

（2）四川档案馆、四川图书馆、四川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

等，目前已知能获取的北碚乡村建设模式相关的资料约 5000 卷/

册。



（3）从以上途径和部分民间组织中获取大量卢作孚北碚乡

村建设模式影像资料。

（4）从北碚相关遗迹和文物中获取影像资料。

（5）通过对见证过建设过程的老人进行访谈等方式，获取

相关资料。

（6）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聚集在北碚时，产生的相

关资料及他们各自所在地乡村建设模式的相关资料。

（四）建设人员及专家队伍、技术力量：

本项目将依托北碚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结合国家统筹城乡发

展战略，以北碚图书馆、北碚博物馆专业人员为建设骨干人员，

联合西南大学历史学院、西南大学传媒学院、乡村建设研究院专

家学者、西南大学信息中心专家学者，利用社会学、文化学、公

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传媒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知识和实践

条件作为支撑，构建交互式数字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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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

《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建设遵循“还原历史，实用当代”

的社会使命，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对北碚乡村建设历

史了解的需求，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历史资源平台；按照国家对新

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需求，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践与

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综合性、交互式数字资源库，满足国

家对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实践路径的需要。

首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设计。对乡村建设历

史、乡村建设实践与理论等进行顶层系统设计，进而建构融政治、

经济、文化、交通为一体的乡村建设实践和多元乡村建设比较的

乡村建设理论相结合的系统框架，构建起兼顾历史与现实、实践

与理论的整体建设方案。

其次坚持合作共建、资源共享的原则，专题片库采取校校合

作、校地合作结合模式，最大范围汇集乡村建设的技术资源、社

会资源和人力资源，与政府部门共同建立起高效的资源收集、开

发、整理平台，实现组织的资源共享与交流。



（二）内容框架与资源类型构成

根据北碚乡村建设的主旨思想与特色，《卢作孚与北碚》专

题片建设兼顾全面性与比较性，与“卢作孚与北碚”涉及有代表

性的名山大川、重要文化景点、遗址、遗迹民俗风情、土特产品

等、重要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的相关图片、音视频资料等等进行

内容构建。以时间为线，以事件为面，全面整理“卢作孚与北碚”

各种资源，主要按以下主题进行专业拍摄、制作：

旧中国一瞥—晚清民国之交的北碚

少年立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初出茅庐----三峡乡村建设

大展身手---三峡实验区

现代乡村乍现---“新中国的缩影”

开一代风气---新北碚面面观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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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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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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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广计划

《卢作孚与北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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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作孚与北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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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分中心共有，可在全国

范围内提供服务，其中涉及卢作孚先生在北碚的经历和事迹已经

获得卢作孚先生家属的授权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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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发展中心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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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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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预算金额

来源合计 40

其

中

中央财政补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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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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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不得少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85%

01

文案策划费 200元/千字 0.8 文案共计约 40千字

文字撰稿费 400元/千字 5.16 文稿共计约 129千字

文字编审费 200元/千字 2.58 文稿共计 129千字

02 前期素材拍摄费 120元/分钟 7.56 高清素材，共计 630分钟

03 后期成片制作费 1500元/分 13.5 专题片共 6集，约 90分钟

04 资源素材版权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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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成片素材约 140分钟

4）音乐素材版权费

05 其他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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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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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不得超过项目经费预算 1%

09 服务推广费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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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1
(1)购置设备费 4 灯光、三脚架、轨道、机房、录

音棚等(2)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0.5

02 软件支撑费 0.3 开发数据库平台的费用

03 管理费 1.2

04 其他

合 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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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玉兰 女
北碚图书馆馆

长、研究馆员
13983669391

（二）主要参与成员

万天伦 男
北碚区文化委

员会书记
13709418919

梁夏夏 男
北碚图书馆书

记、副研究馆员
13883388816

谭玮 女 北碚图书馆副

馆长
1899640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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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无 男 北碚图书馆自

动化部主任
13399814939

王珑 男 北碚图书馆古

籍部主任
18523135766

胡涛 女 北碚图书馆古

籍部馆员
1301834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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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琰 女 40 西南大学教授 13594093388

主要学术

成就

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教师。曾获 2008 年重庆市魅力教师称号，自 2001

年从教以来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问题研究，曾发表

相关学术论文多篇，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二十余

项。

（二）专家组成员

潘洵 男 47 教授

王志昆 男 研究馆员

谭小兵 男
重庆市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

周鸣鸣 女 50 教授

周俊 男 40
重庆电视台专题

片部主任
13983902345

唐润明 男 45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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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