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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源建设项目验收报告

项目名称： 《卢作孚与北碚》专题片

项目建设单位：重庆市北碚区图书馆

项目负责人： 邓玉兰

项目建设起止：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10月

预算金额：40万元

实际投入：40万元

填表日期：2017年 10月 25日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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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实施情况

（一）该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立项。

（二）2016 年 12 月完成该项目视频制作部分的政府公开招

标，视频制作中标单位为重庆子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2016 年 12 月 24 日，组织相关专家及相关部门代表

举行该项目的开题会，在开题会上，专家对整个项目建设与实施

的目标与方向、资料来源、项目实施方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

于该会上组建了该项目的领导小组，由项目负责人邓玉兰担任领

导小组组长，成员包括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相关部门负责

人、视频制作单位子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在此次开题

会上，项目领导小组还对制作方提出了时间节点的要求，落实了

项目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人员，以确保项目顺利展开。

（四）2017 年 1——5 月，在项目领导小组的指导督促下，

由制作方子寓文化有限公司完成该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如资料

收集与整理、相关人士访谈、基础视频内容拍摄及视频拍摄分镜

头脚本撰写。为保障该项目视频内容的高质量输出，在北碚图书

馆聘请重庆当地著名学者、高校教授担纲文稿创作，并指导制作

团队奔赴成都、武汉、宜昌、泸州等地进行了抢救性相关资料记

录工作，为资料库的建设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五）2017 年 5 月 28 日，北碚图书馆组织专家团队召开第

一次专家评审会，对视频前期工作进行督查，主要就视频的分镜

头脚本进行了讨论与修改，并对视频的制作水平、技术指标、风

格调性等进行了指导与规范，以确保视频制作的质量水平。

（六）2017 年 5 月——7 月，由子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按

照分镜头脚本对 6 集纪录片进行后期制作，并对前期收集的资料

（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进行整理、分类。



（七）2017 年 8 月 25 日，北碚图书馆组织专家团队召开第

二次专家评审会，对视频初稿及相关资料进行督查，肯定了制作

单位的能力和纪录片质量的基础上，对视频本身存在的细节问题

提出了针对性的修改意见。

（八）2017 年 9——10 月，北碚图书馆将修改后的纪录片

视频送递给相关领域（历史学、文学、地方志、卢作孚研究等）

专家审阅，并督促制作单位就各专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确

保该项目内容的精确性。

完成情况

该项目申报内容为专题片 6 集，总时长为 90 分钟，实际建

设完成专题片 6 集，总时长为 92 分钟，完成建设任务。



二、项目建设的资源内容与特色

1.项目建设的资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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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

手稿、图书资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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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媒体信息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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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的诺亚方舟”

开一代风气---新北碚面面观

2.项目建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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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采取校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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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设数据库。

在建设数据库的过程中，课题组以采用国家相关元数据标准

技术规范为标准，借助开发团队优势，自主开发专业资源平台，

利用网络技术为乡村建设专家、社会学习者提供视频观看、资源

检索、信息查询、资料下载等服务，并可以以资源库为基础展开

讨论与交流。从而满足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乡村建

设资源共享，拓展乡村建设历史视野，推动现当代乡村建设，增

强社会服务能力。



三、项目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经验与存在的不足

1.项目建设的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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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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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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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数据库能够为我国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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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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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建设的主要经验：

（1）成立领导小组统筹指挥是保障项目正常有序开展的前

提。

（2）组建与项目切实相关的专家团队是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有力保障。

（3）通过招标的方式寻找到可靠有力的制作团队是项目成

功的基础。

3.项目建设的不足：

由于资金有限，因此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从节约成本出发，

在不影响基本视觉观感的前提下减少了动画效果，有损视频的视

觉效果。



四、资源内容的验收指标

（一） 专题片

名称 《卢作孚与北碚》

总时长

（分钟）
92

成片数量

（集）
6

素材数量

（分钟）
630 格式 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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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元数据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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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拍摄制作费 25

3）资源素材版权费 2

4）资源加工费 3

5）专家咨询费 2

6）调研费 1

7）其他 0

小计 38

软硬件及其他

1）设备费 1

2）支撑软件费 1

3）其他 0

小计 2

合计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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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