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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盛高举率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张桂芬及省文化厅机关党

委、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人员一行5人深入永胜、弥渡等地进行调研、走访、座谈、

慰问及相关工作指导。                                                 (龚娣  图/文)

贴近群众沾地气  走进生活做文化
省 文 化 厅 领 导 赴 永 胜 、 弥 渡 等 地 调 研

云南省“三区” 县乡“千名文化管理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启动实施

省文化厅向文化部汇报鲁甸“8•03”地震抗震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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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受云南省人民政府高峰副省长委托，

云南省文化厅黄峻厅长和黄玲副厅长率厅办公室、

财务处、文物处、艺术处等部门，赴京向文化部汇

报鲁甸“8•03”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及震后恢复重建

有关情况。

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京会见黄峻一行，听取汇

报。蔡武部长表达了对云南灾情的深切关怀和对云

南文化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亲切慰问，要求按照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

灾区的震后恢复重建中，特别是重建精神家园方

面，文化系统要发挥重要作用，文化部将尽力支持

和帮助云南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文化部、国

家文物局各安排100万元紧急抗震救灾经费，共计

200万元下拨云南省文化厅。

按照蔡武部长指示， 26日下午，项兆伦副部长

立即组织文化部有关司局及云南省文化厅召开专题

会议，观看《云南鲁甸“8•03”地震文化系统抗震

救灾实录专题片》，听取云南省文化系统抗震救灾

情况及震后恢复重建有关工作汇报。

项兆伦副部长要求，文化部各司局要认真研究

落实蔡武部长的指示精神，根据云南省提出请求协调

云南省文化馆进
行中秋慰问农民
工文艺演出活动

每 当 佳 节
来临之时，总有
众多的外来务工
者不能与家人团
聚，仍在为我们
的城市建设而忙
碌着。9月5日在
中秋即将来临之
际，云南省文化
馆组织了一支由
省级专业艺术院
团演员组成的文
艺表演队，来到
云南建工集团建
设工地对农民工
进行慰问演出。

演出在建筑
工地搭建的一个临
时舞台上进行，
900余名农民工朋
友到场观看了演
出。演出队为农民
工朋友带来了独
唱、舞蹈、杂技、
民乐、戏曲小品等
精彩的节目，演出
过程中还穿插了妙
趣横生的互动节
目。值得一提的是
小品《等》，这是
专为本次慰问演出
新创的作品，表现
了留守儿童对父母
的期盼以及农民工
家庭的亲情和友
爱，扮演剧中父女
的演员在生活中同
为父女，他们情真
意切的表演，让台
下观众也为之动
容。其间农民工朋
友也登台献艺一展
风采，他们表演了
独唱、葫芦丝吹奏
和自己创作的诗朗
诵等，展现了新一
代进城务工者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
对人生美好追求。
整台演出中掌声、
欢笑不断，充满了
节日喜庆的气氛，
最后在喜气的花灯
歌舞《大茶山》中
演出圆满结束。

农民工是新
时期经济建设的生
力军，他们辛勤工
作为城市的建设添
砖增彩，也在为自
己的梦想而不懈地
努力着，他们是我
们值得尊敬的人，
也是需要社会去关
心和关爱的群体。
云南省文化馆在免
费开放的工作中，
不断向进城务工和
低收入群体倾钭，
今年以来在农民工
子女较为集中的多
所学校创办文化艺
术教育示范点，在
馆内陆续举办了农
民工子女寒、暑期
艺术培训班、农民
工书画摄影展、农
民工文艺指导培训
等多项免费活动，
这些活动的开展对
建立和谐社会、推
进社会公平有着积
极的意义，也是构
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份。云南省文化馆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不断努力，为农民
工和低收入者提供
更好更丰富的文化
服务，让他们切实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社会的关
爱，让农民工群体
真正溶入到我们的
城市生活中来。

（冯越  文）

云新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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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昆明市官渡区牛街庄滇

戏博物馆正式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基地”。8月19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揭牌仪式在该博

物馆举行。

揭牌仪式上，来自省文联、省

文化厅、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官渡

区文化馆等单位的专家和滇剧艺术

家，围绕滇剧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

讨论。

滇剧是云南的主要地方戏曲剧

种，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滇剧历

史悠久，已传承200多年。牛街庄

滇戏班源于清代光绪时期，是牛街

庄几代人的子孙戏，被称为昆明的

“滇戏窝子”。牛街庄滇戏博物馆

修复、重建了牛街庄古戏台、古门

头、花方、格子门，收藏、整理了

从明末清初以来云南几代滇剧艺人

遗留的剧本、戏曲、戏剧照片等珍

贵实物，培养了大批滇剧传承人和

观众，深受群众欢迎。

今年，昆明市集合了官渡古镇

古渡梨园、牛街庄滇戏博物馆等滇剧

文艺团体，成立了昆明市滇剧艺术

团，为滇剧创造了良好的传承环境。

牛街庄滇戏博物馆成为省级非遗保护

基地以后，将通过举办滇剧培训班、

滇戏展演等形式，为滇剧的保护和传

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秀娟 图/文)

9月1日至4日，第2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海峡两岸非

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在山东省潍坊市鲁台会展中心隆重举

办。本次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山东省文化厅、潍坊市人民政府主办，潍坊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潍坊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承

办，潍坊市艺术馆、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台

湾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协办。展会旨在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展示两岸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与魅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弘扬。

展览分为“流彩的岁月”——传统美术展区、“指

尖的记忆”——传统技艺展区、“奇妙的医术”——传统

医药展区、“巧艺风华”――台湾非遗文化馆和“永远的

家园”——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主题展厅五大展区。

各展区通过图文、作品展示和传承人现场演示相结合的形

式，向广大观众展示了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

彩面貌和传承人的精湛技艺。来自台湾和大陆20多个省市

自治区的96个项目受邀参展。

其中，在“指尖的记忆”——传统技艺展区，我省

国家级项目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兴

昌、李明泽受邀参加了此次展示活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

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中共潍坊

市市委书记杜昌文，中国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福州，中

共潍坊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初宝杰等相关领导亲切看望我省

传承人，并向传承人详细了解普洱茶（贡茶）的制作技

艺。中央电视台“天赐普洱•世界茶源”纪录片摄制组专

门来到展会现场，对传承人参加展示活动进行补充拍摄。

观众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传承人品茶交流、饶有兴致

的观看了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中的蒸压成型、袋揉定

型、压茶等3个步骤。有观众还幸运地体验了一次现场制

茶，表示看传承人现场演示简单，实际当中有很多技术含

量，不容易！台湾一位学者品茶后，直夸赞普洱茶有阳光

的味道。

通过参加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让台湾和大

陆的观众对我省的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有了更为直观

的感知和认识，零距离感受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吴雪娟  图/文)

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蔡永辉和博物馆处处长马文斗
为牛街庄滇戏博物馆揭牌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王文章（左一），潍坊市委书记杜昌文（左二）向传承人

了解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

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传承人现场制茶

民间滇戏艺人

调研文化建设。盛组长一行来到大理州弥
渡县，实地察看县级“三馆”和苴力镇小村、
新民村、莘园村、寅街镇等地的“小广场大喇
叭”文化惠民项目。调研中，盛组长对弥渡县
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尤其是“小喇叭”实现了
村民小组全覆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求该县
在“设施建设、内容建设、机制建设”上再突
破、再提升，力争建成全省“小广场大喇叭”
工程示范县。

走访看望群众。盛组长一行来到丽
江市永胜县六德乡，先后到营山村、玉水
村、双河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就产业发
展、交通改善、人畜饮水、生态保护及村
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等问题与县、乡、村
干部进行深入探讨，给予了具体指导。当
天，盛组长还到新联系的玉水村农户家中
进行了走访、慰问。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峻向文化部部长蔡武
汇报我省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工作情况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峻作动员讲话 云南省“三区”县乡“千名文化管理人才”培养计
划第一期培训班开班式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召集会议研究抗震救灾工作

解决的问题，认真研究落实，尽量给予有力、有用支

持，当前重点先解决救灾急需的支持。会议研究决

定，根据受灾情况，先解决救灾急需的项目，优先组

织开展恢复重建经费的协调落实，同时抓紧开展灾区

图书配发、受损文物评估修复、组织慰问小分队赴灾

区演出等工作。会议要求，各项工作要跟上灾区重建

规划和灾民安置的进程，有关地震灾区的文化设备配

备、灾区文化工作人员培训、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等

方面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由云南省文化厅测算并提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文化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

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简称“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结合我省工作实际，以旨在提高“三区”县

乡文化骨干素质，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文

化服务水平，推动基层文化创新发展的我省“三区”县

乡“千名文化管理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期培训班开班

式，于9月1日在昆明举行。

开班式由云南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

者专项协调指导小组副组长，云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盛高举主持。云南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

化工作者专项协调指导小组组长，云南省文化厅党组书

记、厅长黄峻作动员讲话。省文化厅人事处、云南艺术

职业学院、省文化艺术中心的领导出席了开班式。

昆明牛街庄滇戏博物馆举行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揭牌仪式

开班式上，盛高举组长从“‘培养计划’是‘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的重要内容；是提高

‘三区’文化干部素质，加强县乡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

必然要求；是提升县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三

区’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三个方面强调了实施培养

计划的重要意义，并就我省培养计划的目标、原则及

“13431”的培养工作模式进行说明。“1”就是培养对

象上，着眼于县乡“青年文化骨干”这一群体；“3”

就是培养形式上，着力于“学习培训、挂职锻炼、社会

调查”三个阶段；“4”就是培养内容上，体现“四个

突出”：“突出思想性，以坚定理想信念；突出知识

性，以提升综合素质；突出开放性，以培养全局视野

和创新思维；突出实操性，以解决基层文化发展实际

问题”；“3”就是培养成效上，达到“三个明显”：

“理论素质明显提高，知识结构明显改善，工作能力明

显增强”；“1”就是通过八年培养工作，全面完成我

省1000名基层文化骨干的培养目标，为我省民族文化强

省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黄峻厅长从“养成‘处处学习、终生学习’的生

活习惯，养成‘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的工作习惯，养

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思维习惯”三个方面对学

员们提出殷切希望；从“转变角色，由‘基层干部’

变‘学院学员’； 转变观念，由‘要我学’变‘我要

学’； 转变方式，由‘灌输式’变‘研讨式’”三个

方面对学员们提了学习要求。

培养计划第一期将培养156名“基础条件好、发展

潜力大”的“三区”县乡青年文化基层骨干，培养时间

六个月。第一班的78名学员来自昭通、迪庆、怒江、普

洱、丽江等云南16个州市的“三区”县乡，学员中有文

化局长和文化干事，有文化馆站长和馆员，有图书馆馆

长和馆员，有演艺公司经理和演员，分别来自汉族、彝

族、藏族、白族、傣族、怒族、回族、苗族、景颇族、

傈僳族、哈尼族、朝鲜族、纳西族等15个民族。培训班

的举办，标志着云南省“三区” 县乡“千名文化管理

人才”培养计划的正式启动实施。

开班式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将珍惜这次完善自

我、提高素质、推进工作的难得的培养机会，遵守学习

纪律，服从学校管理，安心学习、静心思考、潜心调

研，圆满完成各项培养任务。通过培养，认识发展差

距，坚定发展信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培养成果在云

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中奋发有为、再创佳绩！

(阮坤瑾 图 / 周雅婷 文)

出具体要求，由各司局研究提出方案，抓紧组织实

施。云南省文化厅要着眼长远，组织文化系统开展防

震减灾的应急演练，今后要做好各类公共文化场馆建

筑的防震工作，使文化场馆成为人民群众的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文化系统各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进行充

分评估，帮出实效，由部办公厅组织专人赴鲁甸灾

区，现场进行评估并研究确定具体的灾后重建及支援

方案，先解决灾民的需要，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由部

办公厅负责督查落实。          （谭继宁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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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传承人赛老相用传统技艺制作户撒刀 国家级项目“阿细先基”代表性传承人、
90岁高龄的寇兰英演唱《阿细先基》选段

云南省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为傣族剪纸
国家级传承人邵梅罕做数字化保护的摄录

傈僳族阿尺木刮

佤族木鼓舞

彝族左脚舞

剑川县石钟山石窟
亮相首都机场“中
华遗产－－石窟”
摄 影 艺 术 主 题 展

为 宣 传 和 弘
扬中国文化遗产，
展示石窟特色文
化，促进文化旅游
的发展，在国家文
物局的支持下，中
国文物信息咨询中
心与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于8月20日至9月20
日，在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T1－T2航
站楼连廊位置举办
“中华遗产——石
窟”摄影艺术主题
展览，甘肃敦煌莫
高窟、山西大同云
冈石窟、甘肃麦积
山石窟、云南石钟
山石窟和重庆大足
石刻入选参加了展
览。本次展示的石
窟均为中国石窟艺
术史上的经典，代
表了中国各历史时
期、各地域的不同
文化及雕塑风格，
充分展现了中国石
窟的艺术魅力。

剑 川 县 石 钟
山石窟，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分布在方圆
3平方公里左右的
石钟寺、狮子关、
沙登箐三个区域，
迄今共发现17窟，
200多躯造像。根
据石窟中南诏天启
十一年（公元850
年）和大理国盛
德四年（公元1179
年）的纪年造像题
记，可知石钟山石
窟开凿已有1000多
年的历史，整个石
窟开凿前后相续
320多年时间。石
窟造像不仅生动地
展现了南诏、大理
国时期流传于大理
白族地区的佛教密
宗阿吒力教派的
佛、菩萨、明王、
力士等造像，而且
大胆地开凿了“阿
姎白”女性生殖崇
拜雕刻，南诏王室
的政治和家庭生活
等内容，这在世界
石窟艺术史上是极
为罕见的。石钟山
石窟造像，造型生
动、形象逼真，雕
刻技艺纯熟，构思
独特，具有浓郁的
民族风格和鲜明的
地方特色。

（段素媛   文）

我省继续推进“非遗”抢救性记录工作

芒约遗址位于德宏州瑞丽市姐相乡顺哈村民委

员会芒约村，为瑞丽市文物保护单位。为配合龙瑞

高速公路建设，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3年11

月至2014年1月对其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揭露出的文化遗迹有

房基5座、窑址8个、排水沟17条、灰坑32个。房屋

基址有木或竹柱、梁结构的房屋，类似早年当地傣

族群众就地取材建造的适宜当地自然环境的杆栏式

建筑，此类房屋的规模较大；灰坑的大小不等，多

为袋状，底大口小，底面平整，加工较规整。也有

上下等大的桶形和规则形。坑内多没有烧灰，一般

仅有少许陶片或没有，有的有几个石块。但几个坑

内却有大量陶片，可复原的有陶罐、陶瓶、陶盆、

陶碗等类型；沟根据所处位置及开口层位的不同，

可以区分出用途不一和时期不同的多种沟。开口于

表层及一层下的为现代沟，又有种树开挖的地垄沟

和浇地用的水沟之区分。开口于二层以下的是古城

居民居住时期的，有自然冲沟和先民刻意开挖的排

水沟。排水沟又可分为居住区排水沟和房屋的排水

沟；壕沟内填土，初步推测为防护沟，用于抵御外

侵，阻止野兽骚扰。

出土文物数量不多，以陶器为主，大多为破

碎的陶片，少量的能修复，还有少许瓷片，铁

器、铁器残件及个别铜器、铜器残件。另外还在

5号灰坑中出土数量较多的炭化稻谷和几颗残破

的牛牙。陶器器型有罐、瓶、壶、盆、碗、钵、

杯、珠、网坠、纺轮、烟斗等。陶器大多为平

底，平底又有喷出一圈的玼底，底外侧直上一段

再形成腹的直筒状足，平底直接连腹部的无足

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圈足器，有高圈足与低圈足

之别。碗、盘、钵、杯、瓶、壶、罐多为平底。

瑞 丽 芒 约 遗 址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是指保持着浓郁民

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或特色技艺传统的乡

（镇）、村寨，或更大的区域。当地民族群众在长

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积累、传承了具有

普遍性、代表性并具有独特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

文化艺术或技艺，它是云南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属于云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

护的实践创新，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

要内容之一。

根据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情况和工作

实际，我省在2000年5月26日制定并经云南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云

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条列》中规

定：“具有优秀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或者工艺美

术品制作传统的地方，可以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

传统文化之乡。”其推荐的条件是：“（一）历史

悠久，世代相传，技艺精湛，有较高艺术性、观赏

性；（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

外享有声誉的；（三）在当地有普遍群众基础或者

有较高开发利用价值的。”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是：彝族打歌

之乡、白族吹吹腔之乡、白族大本曲之乡、金华镇

发掘场景

6号窑址

彝族老虎笙舞

壮族铜鼓舞 彝族乐作舞 傣族织锦技艺 景颇族目瑙纵歌 藏族锅庄舞

彝族（撒尼）刺绣 纳西族热美蹉 壮剧 苗族芦笙制作技艺

12号灰坑中的陶盆 石饰品 陶片纹饰 陶珠 铜镊子

为加快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进程，全面提升保护工作水平，按照全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总体部署，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

抢救性记录工程项目组”，分期分批开展抢救性

记录工作。项目组计划年内完成10个项目、15个

国家级传承人的抢救性拍摄。

7月5日至13日，项目组一行8人赴德宏州芒

市、陇川两地，对“傣族剪纸”、“阿昌族户撒

刀锻制技艺”进行数字化采集。项目组按照《云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技术规范（讨论

稿）》要求，对“傣族剪纸”项目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邵梅罕，“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项目

术传统且工作成绩突出的乡（镇）、村，或更大的区

域，该类（项）艺术是当地民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

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积累、传承、保存的具有普遍

性、代表性并具有独特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文化艺

术；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能够集中反映原生

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民族风格特点突出

并有一定规模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和较有特色的民族

聚居自然村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所反映的是一

个大区域内某一项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

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反映的是在自然村寨中的多

项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特色民居和自

然生态环境。

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27个民族民间传统

文化之乡中，云南省文化厅通过认真遴选、积极申

报，已有18个传统文化之乡的传统艺术或技艺项目

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

包括：彝族打歌、傈僳族民歌、木鼓舞、乐作舞、

苗族芦笙制作技艺、建水紫陶烧制技艺、傣族织锦

技艺、铜鼓舞、壮剧、傈僳族阿尺木刮、锅庄舞、

景颇族目瑙纵歌、傣族孔雀舞、纳西族热美蹉、彝

族老虎笙舞、彝族左脚舞、彝族（撒尼）刺绣、哈

尼族多声部民歌等。          (省非遗中心  图/文)

梅园村白族石雕之乡、上江乡新建村傈僳族民歌之

乡、木老元乡布朗族山歌之乡、佤族木鼓舞之乡、

拉祜族摆舞之乡、马楠乡苗族芦笙舞之乡、乐作舞

之乡、碗窑村紫陶工艺之乡、曼暖典傣族织锦之

乡、者湾书画之乡、彝族花鼓舞之乡、开化镇壮族

纸马舞之乡、铜鼓舞之乡、壮剧之乡、叶枝傈僳族

阿尺木刮歌舞之乡、锅庄舞之乡、目瑙纵歌之乡、

孔雀舞之乡、葫芦丝之乡、大东乡纳西族热美蹉之

乡、彝族老虎笙舞之乡、彝族左脚舞之乡、双河秧

老鼓舞之乡、阿着底彝族撒尼人刺绣之乡。这27个

项目分布在大理州、怒江州、保山市、普洱市、昭

通市、红河州、西双版纳州、玉溪市、文山州、迪

庆州、德宏州、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等14个州

（市）的27个县。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分属14个民族，

其中彝族6项，白族、傣族和壮族各3项、傈僳族和

汉族各2项，布朗族、佤族、拉祜族、苗族、哈尼

族、纳西族、藏族和景颇族各1项。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与云南省民族传

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两类项目很容易产生误解和混淆，

其实两者有很明显的区别：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是

指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或特色艺

质地有泥质灰陶、红陶、白陶，夹砂黑陶、红

陶、灰陶，硬陶。有上釉与上色的不同。纹饰有

篮纹、绳纹、方格纹、网纹、太阳纹、蝌蚪纹、

不规则几何形纹、折线纹和花瓣纹；瓷片有青釉

瓷片和极少的青花瓷片，青釉小瓷碗残件1件。青

花瓷碗1件，圈足，高度小，内有旋纹数道，5个

支钉痕迹，制作较粗糙；铁器有铁锸4件，类似铁

刀的残段1件，铁器残件1件和几件无法辨认器型

的铁器残段；铜器有完整铜镊子1件及铜镊子残件

2件，铜锥1件及1枚清代“道光通宝”铜钱， 另

有不能辨别器形的残件3件；石饰品1件，为扁平

的椭圆形，青灰色粉砂岩制成，通体打磨，有圆

孔，似一个挂件。

根据芒约遗址北边雷奘相佛寺的建寺年代及

在对芒约遗址调查中发现的石器和陶片，认为其

时代为明清时期。发掘未涉及芒约遗址的核心区

域，揭示的是民族聚居区或古老村寨的风貌，可

能是傣族较早期的聚落区。发掘揭开了德宏地区

众多古城址神秘面纱的一角，为进一步了解遗址

的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郑良  图/文）

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项老赛、李德永的基

本情况、学艺经历、技艺流程、代表作品及传承

情况进行访谈采录，重点针对技艺流程进行录

音、录像、图片摄影及文本书写等数字化采集。

9月2日至5日，项目组先后赴弥勒市西一镇

油榨地村、养树村和红万村对“阿细先基”项目

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何玉忠，省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寇兰英、虾其仙、何汝贵等进行采访，并

对传承人寇兰英演唱的《阿细先基》选段“造天

地”、虾其仙与杨树明共同演唱的《阿细先基》

选段“男女说合成一家”、何玉忠演唱的《阿细

先基》选段“人类的形成”以及何汝贵演唱的

《阿细先基》选段“劳作调”等进行了音像采

集。此外，项目组还参观西三镇可邑村，并在西

一镇烂泥箐村文化传习点对“阿细先基”所有重

要传承人进行音像采集。

“傣族剪纸”项目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阿昌族

户撒刀锻制技艺”、“阿细先基”分别属于第一

批、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对三个项目及

代表性传承人的数字化采录，是对我省既有档案

资料的有益补充，也为我省开展传统美术、传统

技艺、民间文学类项目的数字化采集积累了丰富

经验，深化了我省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抢救性记录

工作的进程。

          （马秀娟  图/丁晓冰  王晓亮  文）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