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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代表接过“云南文化志愿者千人服务团”团旗，有力地在空中挥舞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为志愿者代表佩戴徽章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峻作动员讲话

省文化厅纪检组长盛高举主持出征仪式

3月18日，云南省图书馆报告大厅，云南省文化厅直属单位的文化志愿者代表
胸前佩带云南文化志愿者徽章，整装待发。志愿者代表从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手
中接过“云南文化志愿者千人服务团”团旗，有力地在空中挥舞，报告大厅响起
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是“云南文化志愿者千人服务团”出征仪式现场的一个场景，此举标志
着云南省“三区”文化人才支持计划正式启幕，全面实施。全省1848名文化志愿
者，将分赴110个“三区”县，在云岭高原的村村寨寨，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谱写
云南文化强省的美丽篇章。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孟跃武，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林奎，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黄
峻，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徐文波，省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阿
堆，省财政厅总会计师孙国棋，省文化厅副厅长黄玲，以及云南省“三区”人才
支持计划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领导出席出征仪式，为志愿者们鼓劲送行。省文化
厅纪检组长盛高举主持出征仪式。

“三区”计划是中央以提升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公共
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有计划地为这些地区输送和培养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社区等领域急需紧缺人才，为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服务。

“文化志愿者千人服务团”，是云南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的重要举措。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根
据云南文化建设实际，把大学生村官、文化惠民示范村创建、艺术创作“三百计
划”、农村文化惠民工程、沪滇文化人才培养合作等工作或项目有机结合，通过
部署工作，制定方案，出台办法，建立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等，“云南文化志愿
者千人服务团”顺利完成了前期筹备和组建工作。

“云南文化志愿者千人服务团”既有省属单位的专家型人才，也有州市县专
业文艺团体的行家里手，既有从大学生村官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也有在沪滇合
作框架下上海方支援的文化工作者。今后，还将向社会公开招募，吸收有文化艺
术专业特长，热爱文化事业，热心公益事业的有志人士加入文化志愿者队伍。文
化志愿者主要以文化辅导员、文化指导员、文化志愿者三种身份开展工作，分别
在行政村从事文化辅导、乡镇从事文化建设、县（市、区）从事文化研究和培训
工作，时间1年、3个月、6个月。他们将带着省委省政府的嘱托，深入基层农村，
开展一系列文化服务工作：进行基层文化建设与发展状况调研；培训基层“两馆
一队一站”人员；帮助开展乡村文化建设规划；辅导农村、社区业余演出队、文
化爱好者；推广基层文化建设的“云南经验”；创作、编导文艺作品等。不断提
高服务意识、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无私的奉献，
为云南的“三区”文化建设输入新鲜血液，提供智力服务，为提升云南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做贡献。这支优秀的人才队伍，将成为推动云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助
力器。                                (肖依群  马秀娟  阮坤瑾  图/王涓  文)

近日，云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峻，厅财务处杨习跃处长、省文物局余剑明

副局长、文物处处长一行到昭通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检查指导文化工作，市政

府杨桂红副市长、吕大康副秘书长，市文体新闻出版局施华滟局长、李华章书记等领导

陪同调研检查。

黄峻厅长一行先后深入昭通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市文化

馆，昭阳区永丰镇社区居民委员会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龙氏

家祠、凤霞社区综合文化站，鲁甸县茨院回族乡综合文化站、乡文化广场、县文联、县

图书馆、县文化馆、桃源回族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托姑清真寺等进行调研指导。每到一

处，黄厅长一行都仔细走访查看了相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相

关群众文化工作、文博工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情况，了解了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

现状，亲切看望了在文化设施中文娱养老的老年朋友们、编导排练的文艺社团工作者、

公共文化管理者及广大群众文化活动参与者，认真询问他们关于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和

切身感受，听取广大群众对文化工作的良好意见和建议。

在听查看访后，黄厅长认为，昭通是一个现代的昭通，更是一个文化的昭通。黄厅

长指出，昭通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给人印象深刻，可以用“三个神”作为概括。一

是以古代僰人悬棺和近代扎西会议遗址等的神圣昭通独特文化；二是以大山包国家自然

保护区和乌蒙山水的神奇自然文化；三是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天敏、雷平阳等为代表

的昭通作家群的神韵的昭通人文。

黄厅长要求，一是认识转动力。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人的价值观等的创

构作用，在经济建设中创造财富，在社会建设中创构和谐，在生态建设中创新观念的重

要作用。二是资源转资本。要制定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文化靠旅游做大，旅游靠文化做

强，要既整合利用既有的资源，又创造新的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要着力打造影响力强的

文化品牌。要培训独具特色的文化市场。三是改革转机遇。要正确把握现在文化大发展

的机遇，社会转型是文化大发展的机遇，经济转型是促进文化繁荣的机遇，方式的转变

是推进政府由办文化到管文化转变的机遇。要注重质量、注重实效、注重管理，转变方

式，强化职责，落实措施，切实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 成信毅 杨志坤 图/文）

情系他留人 
绿化他留山

“丽江美如

神，神在他留人。

丽江多浪漫，浪漫

他留山。”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关

于“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精神，

深入开展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正值全国

第33个全民义务植

树节之际，云南省

文化厅驻永胜县新

农村建设工作队、

丽江市永胜县和六

德乡党委政府相关

部门以及武警部队

官兵、共青团及

社会志愿者150余

人，到六德乡营山

村开展“情系他留

人，绿化他留山”

义务植树活动。

“山高坡陡

路况差，干旱缺水

植被少”，是目前

营山村村情民意的

真实写照，也深深

的牵动着社会各

界,特别是新农村

建设工作队关心他

留人的心弦。此次

植树是大家自觉倡

导、自愿组织的义

务活动，树苗是省

文化厅驻永胜县新

农村建设工作队协

调社会力量予以捐

助的。到营山村

后，在县林业部门

技术员的指导下，

大家充分发扬不怕

苦、不怕累、不怕

脏的精神，边植

树、边交流、边学

习，分工有序，密

切配合，在3.6公

里的新建道路两旁

共种植了2000多棵

行道树，为他留山

增添了一抹绿意，

为他留人献出了一

片爱心。

大家表示，

此次植树活动非常

有意义，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也是按照省文

化厅确定的营山村

“文化扶贫、整村

推进、连片开发”

的总思路，落实

“四群”教育和推

进扶贫工作的具

体举措，为建设 

“山是花果山、路

是环山路、村是文

化村、户是农家

乐、人是他留人”

的美好营山村注入

了新的动力。

(雷涛、赵发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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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厅领导赴昭通调研指导文化工作

云 南 举 行 “ 文 化 志 愿 者 千 人 服 务 团 ”
出   征   仪   式

“ 三 区 ” 文 化 人 才 志 愿 者 代 表 心 声
黄峻厅长一行查看市博物馆收藏的京剧服饰 

黄峻厅长一行在鲁甸县桃源回族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托姑清真寺调研

标志说明：

    云南省文化志愿者标志以中

国结打结的方式和少数民族服装

中的腰带造型共同编结成一个

“文”字形状，凸显出这是一个

文化标志；在编结过程中一共用

三个结来编织，象征着“三区”

之间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关

系。把以上元素组合后，变形出

一个站立的人物形状，体现出这

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三区”

文化标志，同时，站立的人预示

着一个正在工作的工作者，体现

出一种用行动来支持的内涵。综

上所述，展示出文化工作者对

“三区”支持计划的主旨。腰带

造型粗细变化相互交叉，简洁明

了，代表文化的丝绸之路。标志

以圆形作为外部形状，充分隐含

着圆满与成功。缤纷的色彩，象

征着云南多种文化元素、多种文

化形式、多种文化内容与融合

的文化特色，诠释出“三区”人

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七彩云

南、文化中国”的主题内容。

标志说明：
   旗帜标志采用向日葵的形式作为切入点，向
日葵代表着热诚与方向，象征着文化志愿者支
持的趋势；围成一圈的牵手小人是向日葵外张
的花瓣，一共有15个小人构成，象征着我省特
有的15个少数民族，同时代表着团结、心愿和
力量，寓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人才，而人
才的培养也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努力。

（ 阮坤瑾  马秀娟 图/丁晓冰  文）

王奕博 云南省图书馆 

       赴昭通市绥江县

杨金杰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赴怒江州福贡县

马丹 云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赴玉溪市易门县

赵利远 云南省京剧院 

       赴大理州祥云县

“作为选派的志愿者，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也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到边远山区做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本

身是学京剧的，京剧被称为“国粹”，它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我打

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文化的整理或传授，把中华文化的精神和表

达带到偏远的山区。”

“我之所以报名参志愿者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响应中央号召，支

持三区人才计划，另一方面也是受个人因素影响。我从小在民族地区长

大，对基层特别有感情，目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有服

务基层，锻炼自己的想法。我今年准备结婚，也许办完婚礼就要奔赴基

层。我希望自己能以服务基层的心态往基层扎根，做出一点成绩，为文

化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我的爱人能谅解并支持我。”

“我觉得成为一名文化志愿者，既是一种荣幸，也是对自己的锻

炼。我相信多了解基层，多接触基层同志，对自己的工作经验的积累有

很大帮助。作为文化市场执法人员，我会听从当地领导安排，根据当地

需要，利用自己从事的专业和技能为当地的文化市场，为老百姓的文化

生活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同时也与当地执法人员相互交流、学习，借此

机会提升自我。”

“我有幸成为出征仪式上接旗志愿者的一员，感到非常光荣。作为

年轻人，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我认为，作为一名文化工作

者，应该积极投入到文化惠民工作中去。我会服从指挥，做好自己该做

的工作，根据地方的安排，尽力把事情做好，通过学习和工作，尽全力

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为老百姓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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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墓坪遗址位于大理市海东镇向阳下节村西约

1公里处，西邻洱海，东边为环海公路。上世纪60

年代至80年代，文物部门先后从供销社和村民中拣

选、征集到出土于大墓坪遗址的文物有山字格青铜

剑、尖叶形铜矛、铜钺、铜镯、铜柄铁剑、铜柄铁

矛等和网坠、盆、罐、钵等陶器口沿残片；1985年

9月，修公路时文物部门在大墓坪清理了竖穴土坑

墓一座，随葬品有青铜短剑、铜柄铁剑、刀、矛、

臂箍、手镯、葫芦形石埙等；2012年11月上旬至12

月下旬，大理市文管所对大墓坪遗址片区进行了调

勘，发现了春秋至汉代遗址、明代火葬墓及土坑

墓，但未发现青铜时代墓葬；2013年9月至10月，

为配合大墓坪健康养生度假项目及主题公园工程建

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大墓坪遗址进行

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大墓坪的发掘分为遗址区和墓葬区两个部分。遗

址区主要位于山体东部，以螺壳堆积为主，发掘探方

面积58平方米，共划分文化层7层，堆积不均匀，厚

40-125厘米，未发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数量较少，

有青花瓷片、青瓷片、酱釉瓷片、夹砂红褐陶片、夹

砂灰陶片、铜镯、铁器等，陶片纹饰有网格纹、细绳

纹、栉纹等，器型多为陶罐，小件器物以枣核形陶网

坠、陶纺轮为主；墓葬区发掘面积共计1462平方米，

清理墓葬312座，包括青铜时代墓葬8座、大理国至明

代火葬墓285座，明清时期土坑墓19座。

墓葬中青铜时代墓葬数量较少，且分布分散，大

多破坏严重。墓葬没有规整的墓圹，略呈长方形，残

长110-200、宽50-76、深20-36厘米，墓向较一致，

头向南或东南，脚向北或西北。墓壁及墓底均为天然

岩石，基本未修整。填土呈灰褐色，土质较疏松。人

骨保存较差，一般呈仰身直肢葬，随葬一至两件青

铜器，随葬器物有铜镯、铜饰、铜箭镞、铜镦等；

大理国至明代火葬墓数量最多，集中在山顶部南坡。

墓圹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一般长39-80、宽

25-66、深20-55厘米，填土内含有石块及大量炭块，

埋藏较浅，大部分火葬墓遭到破坏。葬具多为两层或

者三层陶罐，也有少量单罐。火葬罐多为绿釉罐或红

陶罐，罐内装有烧骨、贝币、龟甲、铜片等，有的烧

骨或龟甲、铜片上涂金粉或有朱书梵文。火葬罐外一

般有一块正方形红陶墓砖，罐内或者罐外多随葬有

铁片；明末清初土坑墓数量比青铜时代墓略多，且

多为合葬墓的形式，墓向基本一致，头向西北，脚向

东南。均为长方形墓圹，长200-260、宽64-110、深

30-60厘米，较规整，一般开凿于基岩之上，或者用

小石块及黄色粘性膏泥土垒砌呈墓圹。墓内填土多为

深褐色，土质较紧密，在填土内或墓底出有棺钉，人

骨保存较好，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等。随

葬品数量较少，多为风水罐或陶俑，陶俑有人物俑及

十二生肖俑。

发掘出土的遗物有石器、铜器、陶器、瓷器

等共计1100余件。石器数量较少，且均残，均为磨

制，器型有石锛、石凿、穿孔石刀、穿孔石器等。

但均为地表采集或耕土层出土，为晚期扰动所致；

铜器多为青铜墓出土，十余件，多为饰品、生活用

品及兵器，有铜镯、铜钏、铜饰品、铜针、尖叶形

铜矛、铜镦、铜箭镞等。铜镯、铜钏均为宽扁铜片

环成；尖叶形铜矛中间起脊，圆形銎口，侧面有单

省非遗中心赴石屏指导数字化试点项目采集工作

2014年开春，云南省文化厅艺术处有计

划组织了云南省5支省级院团演出队伍进行了

“中国梦•云南情——文化进万家”暨“文化

大篷车•千乡万里行”下乡慰问演出活动。一

分团（云南省京剧院）奔赴文山，二分团（云

南省滇剧院）奔赴大理、临沧和怒江，三分团

（云南省花灯剧院）分三支演出分队奔赴文

山、楚雄，这五个演出队伍分别赴22个县的乡

镇为老百姓演出近200场，把精神食粮送到农

民群众的家门口，惠民80余万人。

演出团每支队伍都由该院团领导带队，

抽调了各院团的优秀演员，组成了35人的演

员队伍，把精心准备了90分钟的综艺晚会节

目送到各乡镇老百姓的家门口。每台节目的

演出内容有戏曲、歌舞、声乐、小品、相

声、杂技等精彩的节目，得到了乡亲们的阵

阵掌声。各演出分团的节目具有京剧、滇

剧、花灯剧、话剧、杂技的鲜明特色，又包

含了其它艺术门类，这类春节晚会式的综艺

节目深受各地群众的欢迎。

文化大篷车活动至今已历时5年，走遍了全

省1497个乡（镇）演出1500余场，为数以千万计

3月3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信息采编部在苏保华副主任的带领下，赴红河

州石屏县对“彝族烟盒舞”项目的数字化拍摄

工作进行指导。

彝族烟盒舞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滇南彝族最具特色

的一个舞种，它以独特舞蹈语汇展现了彝族

的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

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领域有很高的研究

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烟盒舞的人文环境

发生巨变，传统的“吃火草烟”习俗已经消

失，烟盒舞出现风格单一化、内涵浅显化的

趋势，传统的韵味十足的烟盒舞经典套路濒

临失传。在民间，一大批民间精英老艺人相

继去逝，目前掌握全部烟盒舞套路的艺人寥

寥无几，且年纪大多在50到60岁之间。当地

大 理 大 墓 坪 遗 址

丙中洛乡怒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章朗布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罕镇曼听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西一镇红万彝族（阿细）传统文化保护区

芒岛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戛洒镇大槟榔园村花腰傣传统文化保护区

翁丁村佤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尼汝藏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省非遗中心工作人员在石屏现场指导《烟盒舞》拍摄

云南省京剧院在广南县八宝镇演出《美猴王》

彝族烟盒舞“四季花开”

系；铜镦为圆锥体，圆形銎口；陶器数量最多，分

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层堆积中的陶片，数量较少，

且较破碎，多为夹砂陶，也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

多为夹砂红褐陶，灰陶数量较少。夹砂红褐陶一般

火候不高，陶色不均匀。陶片多为素面，少量拍印

网格纹、细绳纹、栉纹等；器型多为罐、钵、缸

等。小件器物多为枣核形陶网坠、陶纺轮等。另一

类是火葬墓葬具，数量较多，有绿釉陶罐、红褐陶

罐，灰陶罐等。绿釉罐多为内罐，带盖，圈足，外

壁施釉，但胎为红色陶土，且火候较低，外壁饰有

莲瓣等纹饰；红褐陶多为外罐，大敞口，鼓腹，平

底或圈足，外壁多刻划组合几何形纹饰；瓷器数量

较少，多为青瓷、青花瓷，青釉泛黄，多为云南本

地烧制的瓷器。器型为罐、碗，瓶等。

此次发掘确定了发掘区内零散分布有少量的青

铜时代墓葬，遗址最早的文化层堆积为汉代，火葬墓

最早至大理国时期。现代农业耕种对文化层堆积及火

葬墓扰动较大，致使遗物破碎，遗迹较少，该区域范

围以墓葬为主，不属于遗址的核心生活区域。需要强

调的是，在以往的工作和调查中均有青铜时代的墓葬

发现，在2012年的调勘及本次发掘中均未找到青铜时

代墓葬分布较集中的区域，经过多次对以往工作资料

的分析及采访当地村民，认为大墓坪的青铜墓葬区主

要位于现海东环海路通过的区域，由于1985年、2008

年两次对环海公路进行改扩建，加之当地盗墓之风较

盛，青铜墓葬区破坏殆尽。      （康利宏 图/文）

发掘全景

58号墓葬
釉陶内罐

140号墓葬出土
十二生肖俑

火葬墓

青铜时代墓葬

27号墓葬出土
铜镯

保山市图书馆
学习善洲精神
走好群众路线

近 日 ， 保
山市图书馆联合
施甸县图书馆深
入施甸县杨善洲
林场，共同组织
开展“学习杨善
洲精神，践行群
众路线”主题活
动，实地参观学
习杨善洲的先进
事迹，亲身体验
感怀杨善洲崇高
精神。

在善洲林场，
全体党员干部向杨
善洲墓鞠躬致敬，
敬献了花篮和鲜
花，重温了入党誓
词。随后，在林场
讲解员的带领下，
全体党员干部参观
了杨善洲老书记生
前开荒种树时曾经
学习、居住、生活
过的地方和生平事
迹展室，观看他生
前留下的生产、生
活用具，参观了部
分林场，深切感受
老书记开辟善洲林
场的一个个感人情
境，心灵再一次受
到洗礼。

参观结束后，
保山市图书馆负责
人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要充分认
识到学习杨善洲同
志先进事迹的重大
意义，把深入开展
向杨善洲同志学习
作为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学习
他牢记宗旨、鞠躬
尽瘁、一心为民的
公朴情怀，立足本
职，真学真做。

通 过 实 地 参
观学习，广大党
员干部在深切感
受杨善洲同志先
进事迹的同时，
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以杨
善洲同志为镜 ，
查 找 自 身 的 不
足，不断地加强
学习，不断地努
力工作，不断地
提高自身素养，
把学习活动转化
为工作动力，激
发 干 事 创 业 热
情，努力做人民
满意的好党员、
好干部，为推动
全市图书馆事业
和谐发展增添光
彩，为广大群众
读书提供更好的
优质服务。
(胡炳雄、杨惠  文）

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云南在保护民族

民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为了对那些民族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数量集中、形式和

内涵保存较完好，传统民居建筑相对集中，自然生

态优良的村寨、乡镇进行整体性保护而设立的。经

过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办法，是最具云

南特色的区域性整体保护，属于云南省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理论创新。

2013年3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

实施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对

设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也作出了规定：民族传

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和公布，应当尊重当地群

众的意愿。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属地管理

的原则，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进行管理和整体性

保护，以实现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相对集中地区进

行整体性保护，促进其持续发展。

2006年5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设立省

级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27个，2009年8月云南省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设立省级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29个，

2013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设立省级民族

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10个，三次公布设立的民族传

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共有66个。它们是：西一镇红万

村彝族（阿细）传统文化保护区、巡检司镇高甸村

彝族（阿哲）传统文化保护区、羊街乡车普村哈尼

族（奕车）传统文化保护区、瑶山乡水槽寨瑶族

（蓝靛）传统文化保护区、大营镇萂村白族传统文

化保护区、周城白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罕镇曼听

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糯福乡南段村拉祜族传统文

化保护区、岳宋村永老寨佤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戛

洒镇大槟榔园村花腰傣传统文化保护区、马吉乡古

当村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河西乡箐花村普米族

传统文化保护区、丙中洛乡怒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独龙江乡独龙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者太乡者太村壮

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官屯乡马游坪村彝族传统文化

保护区、奔子栏村藏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叶枝镇同

乐村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三台山乡德昂族传统

文化保护区、大等喊村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户撒

乡新寨贺姐村阿昌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鲁布革乡腊

者村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古敢乡下笔冲村水族

传统文化保护区、白沙乡玉湖村纳西族传统文化保

护区、永宁乡温泉村瓦拉别纳西族（摩梭人）传统

文化保护区、糯黑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翁丁村佤

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芒岛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

外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滚乃傣族传统文化保护

区、丁来佤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大南直布朗族传统

文化保护区、湾子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尼汝藏族

传统文化保护区、城寨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马洒

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么所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蛮旦寨阿昌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水城村傈僳族传统

文化保护区、大麦地镇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环州

乡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叽啦村彝族传统文化保护

区、岔河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左门乡彝族传统文

化保护区、以口夸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凉山乡彝

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凤羽镇白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沙溪镇白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诺邓村白族传统文化

保护区、五星村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青云彝族传

统文化保护区、章朗布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碑格

乡彝族（朴拉人）传统文化保护区、哨冲镇彝族

（花腰）传统文化保护区、桥头村布依族传统文化

保护区 、月湖村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拖姑村回族

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大过口乡彝族传统文化生态

保护区、昙华乡彝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芒景村

布朗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双河村彝族传统文化

生态保护区、拉伯乡普米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

署明村纳西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曼旦村傣族传

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嘎村彝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

区、芦差冲村壮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

66个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属21个民族，其

中，彝族21个，傣族7个，白族5个，壮族4个，佤族、

布朗族、纳西族和傈僳族各3个，藏族、德昂族、布依

族、普米族各2个，水族、苗族、哈尼族、瑶族、拉祜

族、阿昌族、怒族、回族和独龙族各1个。

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按照统一要求制订保

护规划，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由保护区内的民众按

保护规划进行保护和管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的精神。在这里，各种形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

到较好保存，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使优秀的

传统文化得以充分挖掘、整理和传承，而且还吸收

现代文明，关注文化本身，强调重视保护区民众的

实际利益，注重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全面发

展，使保护区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

（刘建明  宋林武   张家翰  省非遗中心  图
胡荣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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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迷恋现代时尚文化，认为本民族的烟

盒舞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愿意参与学习和

传承活动。烟盒舞这一优秀民间舞种的传承

现状已不容乐观，抢救和保护迫在眉睫。

2013年5月，彝族烟盒舞与梅葛、白族扎

染等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系统试点项目，利

用数字化手段为彝族烟盒舞项目及传承人进

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为该项目的保

护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此次现场技术指导

不仅让石屏文化馆的非遗工作人员在信息采

集的专业技术上有所提高，也让省非遗中心

的工作人员有了一次贴近非遗项目和传承人

的交流学习机会，推进了我省数字化试点工

作的顺利开展。

                                      （马秀娟  图/文）

的人民群众演出。如今，在全省上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文化大篷车的演出将会更加深

入、更加广泛，院团将创作出更多贴民心、接地气的文艺作品，为中国梦添彩，为云南梦增色，秉承高

原情怀，弘扬大山精神，让文化惠民的旗帜迎风招展在彩云之南的山水间。      （杜红川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