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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之路——抗战胜利 7 0周年暨南洋华
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展》在省博成功举办

省文化厅召开专题教育第二专题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会

文化大观 
云南文化聚焦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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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南洋华侨机工舍生忘死的历史功绩，由云南省文化厅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

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和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研究会承办的《蜿蜒之路——抗战胜利70周

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展》于9月8日至10月18日在省博物馆举办。400余张珍贵二战影像资料及个

人历史照片，200余件文物在展览中首次披露，用照片和文物，把观展者带回到70多年前的全民抗战岁月，

展现南侨机工为代表的华侨共赴国难、投身抗战的爱国情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内司司长王萍、云南省文化厅厅长蔡春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办主任冯祖华、云

南省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张新民等领导出席展览开幕式。省文化厅副厅长杨德聪主持开幕式。

本次展览系统地将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抗战前的形势，再现了机工们回国抗战

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抗战的过程，系统地展示了南侨机工们的革命壮举。其展出的照片和珍贵文物是目前

涉及南侨机工展览中规模最大、资料图片最全的一次，除历史图片、实物等外，还有许多资料图片是首次

10月10日、11日两天，由国内舞蹈届精英联袂创作排演，中共云南省委

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厅、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联合出品，红

河州歌舞团出演的民族舞剧《诺玛阿美》，在北京天桥剧院公演，演出喜获

成功，好评如潮。

舞剧《诺玛阿美》以哈尼族迁徙史为背景，取材于红河州哈尼族口述史

诗和多部民族史籍，通过贝玛的口述再现了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哈尼族遭受外

来强敌入侵南迁，在迁徙的途中与强敌殊死抗争，头人纳索英勇牺牲，恋人

戚姒继续带领不屈的族人南迁，最终在红河南岸寻找到心灵中的另一个美丽

家园“诺玛阿美”，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哈尼梯田的故事。

《诺玛阿美》既是一段荡气回肠、流传千古的民族史诗，又是一

部发人深省、启迪心灵的民族舞剧。具有题材新、立意深、角度新、特

色鲜明的特点。该剧再现哈尼族珍爱和平，不畏强敌，英勇顽强抗击入

侵，寻找心中的“诺玛阿美”的坚韧、执着。

创作手法上，舞剧将宏大的主题与人性的力量相结合，历史的背景与人

物的命运相契合、写实的叙事与动人的情感相融合。

《诺玛阿美》由红河州歌舞团团长周楚栋编剧，曾成功导演舞剧《红高

粱》《徽班》的王舸和许锐任总编导，青年舞蹈家刘迦和骆文博领衔主演。

舞美由国家一级舞美和灯光师、北京舞蹈学院艺术设计系客座教授蒙秦与国

家一级舞美师周立新共同设计；由曾为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担任

人物造型设计，2014年青奥会服装设计的崔晓东担任服装设计；中央民族歌

舞团驻团作曲、创作有多个大型歌舞剧和歌舞晚会，为多部电影配曲，并多

次获得国内外大奖的作曲家刘晔音乐创作；为多部舞剧、音乐剧进行化妆设

计的刘雅为本剧进行造型设计。

（杜京  图/文）

全国文化市场交

叉 执 法 检 查 组

来 云 南 检 查

近日，201 5

年文化部交叉执法

检查第一组来云南

检查文化市场交叉

执法情况。本次检

查活动由北京市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副巡视员梁祖国

带队，文化部文化

市场司、江苏省文

化厅文化市场处、

天津市文化市场行

政综合执法总队、

辽宁省丹东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支

队负责人组成检查

组，先后对云南

省总队、楚雄州支

队、禄丰县大队、

曲靖市支队、麒麟

区大队五家单位进

行交叉执法检查。

检查以组织座谈

会，查看执法考

评、案件办理、暗

访抽查等材料，抽

查网络文化、禁止

内容类执法案卷等

形式展开。

在201 5年文

化部交叉执法检查

第一组检查云南省

总队座谈会上，云

南省总队副总队长

康介勇介绍了云南

省总队的相关情

况，云南省总队副

总队长唐召政对照

文化部交叉执法检

查七项内容进行了

汇报。2015年1至

7月，云南省共出

动执法检查188761

人次，检查经营单

位104468家次，

责令改正2403家

次；受理案件举报

426件，立案调查

630件，办结案件

572件，没收违法

所得27743元，罚

款1904965.5元，

警告866家次，责

令停业整顿131家

次，吊销许可证2

家。梁祖国副巡视

员对云南省总队文

化市场交叉执法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认为，云南省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工

作领导重视，认识

到位；主动作为，

创新机制，办案有

力；措施有力，监

管有效；队伍过

硬、机制健全，全

省文化市场建设与

管理工作健康有序

发展。 

（余结红  文）

云新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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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羊年

抗战老兵们观看展览，回忆昔日历史

2015年“中国梦·云南情·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项目
面向社会招标演出单位

按照我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要求，省文化厅于去年首次

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面向社会公开采购“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

行”文化惠民演出服务，得到州、市、县级文艺院团的积极支持

和响应，取得良好效果。今年8月份再次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惠

民演出50场。全省共有省、州、市、县20家演出单位和民营文化

企业参与投标，其中5家院团经过激烈竞争夺得了5个标段，云南

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中标A标段到昆明市三个县市演出；曲靖市滇

剧花灯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中标B标段到昭通市

四县区演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工作队中标C标段到大

理三个县演出；玉溪花灯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

演中心中标D标段到玉溪四个县演出；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有限

公司中标E标段到西双版纳3个县市演出，5个院团将带着5种不同

风格的适合老百姓观看的惠民演出节目，于今年11月份内将“中

国梦•云南情•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文化进万家惠民演出”

送到5个州市17个县老百姓的家门口。

2009-2014年，省文化厅累计安排省级演出院团开展“文化大

篷车•千乡万里行”文化惠民演出，完成全省129个县的1368个乡镇

慰问演出1600场，演出剧目100余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

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云南省文化厅关于继续做好“文化大篷车•

千乡万里行”演出活动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云南省文化厅2015—

2019年继续开展“中国梦•云南情•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惠民

演出活动，落实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让基层农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

今后，省文化厅将继续扩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的范围，不断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常态化、规范化，通

过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优质高效的文艺演出服务，使文化服

务惠及全省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地方文艺院团的发展，促进省、

州、市、县级院团之间的艺术交流与合作。

（阮坤瑾  图/杜红川  谭继宁  文）

10月8日，省文化厅党组中心组在厅四楼会议室，召开专题教育第二专题第二次集中学习研

讨会，对照反面典型，围绕“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主题，深入学习研讨。厅党组书记、厅长蔡春生作主题发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文主

持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厅副巡视员郭伟作书面发言，厅机关、厅直属单位6位负责人作专题发言。

会上，任荣贵、尹家玉、刘宁、刘剑辉、杜文辉、马东等6位负责人围绕第二专题，阐述了

严以律己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内涵、意义和怎样做到严以律己，并对照反面典型，从理想信

念、党性原则、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道德品行等方面剖析了反面典型严重违纪违法的思想根

源。大家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七个有之”和强调的“五个必须”，以反面典型为镜，强化

问题导向，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查找了自身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大家表示，将

按照“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认真做到边学边查边改，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

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党章党规意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廉政纪律；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性修养和自律意识，知敬畏、明底线、受警醒，正

直为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争当新时期的好干部，

努力开创云南文化工作新局面。

崔文副厅长作了“严以律己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主题发言。他深刻阐述了党的政治纪

律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性。他认为，党员干部要严以律己，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表

率，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需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坚定信念，牢记宗旨上下功夫；二是

在遵纪守法，维护权威上下功夫；三是在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上下功夫。他指出，党员干部要

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以“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警醒自己、鞭策自己，防微

10月12日，省人大常委会人大代

表建议办理工作视察组刘子杨组长一

行到省文化厅检查指导工作。省文化

厅党组书记、厅长蔡春生，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杨德聪及相关处室负责人

参加会议。会议由省人大代表、省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视察评议组副组

长穆永新主持。 

视察评议组成员认真检查与评议

省文化厅办理人大建议情况，还积极

发言对省文化厅办理人大建议情况提

今年5至10月，

省直文化系统召集离

退休干部开展了以

“展示阳光心态，体

验美好生活，畅谈发

展变化”为主题，包

括“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文艺演出、书画

摄影征文比赛、‘阳

光心态•美丽老人’

评选表彰”等7项活

杜渐、警钟长鸣，坚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

心、用权不谋一己之利。

蔡春生厅长在主题发言中强调，严以律己是党员干部

的立身之本、为政之基，在“三严三实”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严以律己不仅是对严以修身

成效的检验，更是严以用权的基础和前提。他深刻阐述了充

分认识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90多年

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

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严

密的组织体系，有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及严明的纪律和规

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

大危险”，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讲规矩、守纪律

的意义都十分重大。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切实负起责

任，认真解决好在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的不“严”、不

“实”的问题。他认为，遵守党的纪律最重要的是遵守党的

政治纪律。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政

治纪律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在政治原则、政治立

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

强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个必须”要

求，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他提出，要坚持自

律和他律有机结合、协调推进。一方面，守纪律、讲规矩，

首先要靠自觉，要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掌握党的纪律和

规矩的内容和要求，在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明确什么可

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应当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另一方

面，要解决守纪律、讲规矩的问题，光靠自觉是不够的，还

必须从严执纪、加强监督，依法依规管理规范每个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的行为，架起带电的“高压线”，严肃处理违纪党

员，坚决清除腐败分子，以此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重构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崔文副厅长对学习研讨会作了总结。他指出，这次会

议对照反面典型，深刻反思，汲取教训；聚焦严以律己，严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联系实际，深入学习思考，相

互教育启迪，圆满完成了专题教育第二专题集中学习研讨任

务。同时，他对专题教育第三专题的学习研讨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阮坤瑾  图/卓衍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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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视察评议组到省文化厅检查指导 省文化厅召开离退休干部“为党和人民
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总结表彰会

公开。为了收集展览的资料，博物馆工作人员曾亲

自赴马来西亚等地找到南侨机工的后代，了解当年

的历史，并向他们征集了此次展出所用的文物。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著名爱

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华侨机

工于1939年三、四月间陆续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经

越南、缅甸抵达昆明。他们首先来到设在昆明潘家

湾的西南运输处训练所受训，之后按军事编制，大

部分人被派往滇缅公路上担负军事运输任务。据史

料统计，当年在执行任务中，有近两千名奋战在滇

缅路的南侨机工因战火、车祸和疾病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邢毅  郑舒文 图/叶之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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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整个活动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取得丰硕成果。10月16日，省文

化厅召开了离退休干部“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总结表

彰会。会议表彰了获得“金秋彩云奖”、“金秋彩霞奖”、“金秋

彩虹奖”的省京剧院、省文化馆等8个单位，以及获得个人荣誉奖

和书法、绘画、摄影、征文比赛奖项的30位老同志，同时还表彰了

15位获得2015年度省直文化系统“阳光心态•美丽老人”称号的老

同志。                             （阮坤瑾  图/郑光林  文）

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检查和评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

作委员会主任、视察评议组组长刘子杨对省文化厅办理人大建议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蔡春生厅长向视察评议组作了省文化厅办理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情况以及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二次会议建议续办复办情况汇报并作总结发言。蔡春生表示，衷心感谢省

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一如既往地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感谢视察组一行对省文化

厅给予的充分肯定和赞扬，省文化厅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认识，提高提案的办理时效与

效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支持下，省文化厅将不断加强和改进文化工

作，加快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步伐，为将我省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发挥更大作用和作出更大贡献。 （阮坤瑾  图/杜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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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对云南民族乐器演奏进行采集实践

学员在云南民族村刀杆广场开展采集实践活动

拉祜族芦笙舞省级传承人李石开一家四代同台表演

云南非遗传承人们唱着跳着走进中央音乐学院

澜沧仙人坟墓地位于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景迈、

芒景两个行政村所在地的景迈山，距澜沧县城直线距

离约40公里，西南距中缅边境线直线距离仅约17公里。

景迈山有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茶林，它见证

了对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影响的茶叶从野生到人工驯化

栽培的发展历史，代表了当地独特的茶树栽培和茶叶

制作传统以及衍生出的极其丰富的茶文化，2013年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1

月，国家文物局将景迈山古茶林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现正进行申遗的前期工作。

仙人坟墓地位于景迈大寨南约3公里傣名“火回

翁巴”、布朗名“笼木”的山梁上茶园内，海拔约

1600米，地表封土明显者约26处，特征为地表均有长

条形封土堆，封土堆大小不一，最大者长9米，宽3

米，高出地表约0.5米，现存的26座墓葬墓向不一。

该墓地为景迈山古茶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古茶林

的核心区域。为丰富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申遗的历史文

化内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普洱市文物管理

所、澜沧县文物管理所于2015年5月至6月对澜沧仙人

坟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整个考古发掘工作利用无人机航拍、RTK精准测

绘、墓地三维建模、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等新技

术全面采集各类原始数据及资料，发掘面积共400平方

米。通过发掘，发现墓地地表长条形坟堆明显者约26

处，另有一些的坟堆已被当地茶农开垦茶园时夷平，实

际的坟墓数量应远超此数，它们均分散分布于茶园内，

多数位于山墚东缘及中部，墓地面积约17000平方米。

26座坟墓的墓向不一，以大致东西向最多，有13

座，其次为大致南北向，有9座，东北西南向3座，西

北东南向1座。这些坟墓的共同特征是地表均有用黄红

色生土堆筑的长条形坟堆，坟堆大小不一，最大者为

墓地北端的4号墓（暂编号），长约9米，宽约3米，高

出地表约0.5米，小的则仅长约3米，宽约1.5米，高出

地表约0.3米。发掘共布设两个探方，1号探方面积为

140平方米，囊括1号墓葬，2号探方面积为260平方米，

囊括2号和3号墓葬。两探方面积共计400平方米。

本次发掘的3座坟墓，每座坟墓边缘各有互不相

连的边沟3条、边坑1—2个（其中1号墓葬有2个圆形

边坑，2号墓葬有2个方形边坑，3号墓葬只有1个方

形边坑）。每墓出土陶、铁器物4—5件不等，三座

坟墓共出土器物14件。陶器分为夹砂黑陶罐、泥质

灰陶罐两种，夹砂黑陶火候较低，腹部有方格纹，

全被压扁；泥质灰陶罐火候高，器形全部完好，有2

件腹部有弦纹、水波纹。铁器有刀、棍、钁三种，

澜 沧 仙 人 坟 墓 地

探方分布图

2号和3号墓葬边沟、边坑 1号墓葬出土铁钁 带流罐 2号墓葬出土陶罐 清理3号墓葬陶罐

10月22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

地——云南民族村刀杆广场热闹非凡。参加“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专题培训班”的200余名学员

在这里欣赏了一场难忘的非遗歌舞盛宴。

刀为小刀、砍刀各一件；棍2件，长20-30厘米不

等，均插于夹砂黑陶罐内。

通过发掘，复原各坟墓的埋葬过程应为：空地上

清理出一块没有表土的生土面区域——挖出一个刚好

能放下数件随葬品的不规则圆形墓坑——将随葬品放

入墓坑——将挖墓坑挖出的生土回填并压实——以墓

坑为中心用纯红土堆筑成一个长10米以上宽7米以上

高2米以上的长条形坟堆——在长条形坟堆两侧及一

端的边缘各挖一条互不相连的边沟——在长条形坟堆

的另一端另挖1至2个或方或圆的边坑。边沟、边坑的

性质用途似应为坟界，其中的边坑可能还兼有目前尚

不得而知的其它用途。这种长条形坟堆及坟堆外缘有

边沟、边坑围绕的坟墓在云南省尚属首次发现，为云

南古代墓葬增添了新的类型。

该墓地位于景迈山的中心腹地，傣族、布朗族是

现知传说最早于宋朝时期先后来景迈山居住的民族，

而他们都不知道仙人坟的来历，表明这种坟墓应不是

傣、布朗两族祖先的坟墓。从此类坟墓数量较多而非

零星来看，墓主人不是偶然或临时、零星等被埋葬于

此，它们应是早于傣、布朗两族并在景迈山有较长时

间及较大规模活动的其它民族的坟墓，这将人类在景

迈山区域活动的历史更加提前，大大丰富了景迈山申

遗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由于未见人骨遗骸或骨灰，墓坑的形状不规则

且小，也有人怀疑这些坟墓可能是别的某种古代遗存

而非坟墓。若如此的话，它们是什么性质的古代遗存

呢？它或许将与“元”遗迹一起成为景迈山区域的两

大谜团之一。                   （何金龙  图/文）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专题培训班在昆举办

小 广 场 大 舞 台 ， 老 少 同 台 更 精 彩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专题培训班”学员赴云南民族村交流采集

（及时资讯请关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官方微信：云南考古yunnankaogu 或官网：云南考古www.ynkgs.cn/www.ynkgs.com）

小小的刀杆广场聚集了来自全省的40多名国家

级、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云南民族村的少

数民族歌舞传人。他们为大家依次展示了彝族“海菜

腔、烟盒舞”，怒族民歌“哦得得”，布朗弹唱，纳

西族阿卡巴拉舞，傈僳族民歌“摆什”，剑川白曲，

拉祜族芦笙舞，阿瑟调，傈僳族“阿尺木刮”，白族

拉玛人民歌“开益”，傣族孔雀舞、马鹿舞、蝴蝶

舞，傈僳族上刀杆等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

不少传承人是全家老少一同登台，充分展示了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的家

族传承状态。彝族“海菜腔、烟盒舞”的国家级传

承人后宝云带着自己的2个儿子、1个女儿、1个孙女

和1名学生同台演出，默契配合，形象地展示了“仙

人搭桥”、“蚂蚁搬家”、“猴子搬包谷”等彝族

烟盒舞经典技巧动作，赢得掌声不断。拉祜族芦笙

舞的省级传承人李石开也是一家四代同台，最年长

的是李石开的父亲，已有76岁高龄。年纪最小的张

省 文 化 厅 举 办

2 0 1 5 年 全 省

文 化 市 场

行 政 许 可 培 训

为提高行政

审批效能，进一步

推进全省文化市场

行政审批规范化建

设，根据《文化部

关于落实“先照后

证”改进文化市

场行政审批工作的

通知》要求（文

市函〔2015〕627

号），10月11日至

10月17日，省文

化厅在昆明举办

“2015年全省文化

市场行政许可培训

班”。培训班的举

办，旨在解决近年

来开展全省行政审

批大检查中发现的

一些问题，进而依

法规范文化市场行

政审批行为，提高

全省文化市场管理

人员的业务能力。

此次培训班

是近年来我省第一

次举办的行政审批

方面的业务培训，

得到了厅党组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培训班分两期

共培训了全省州

（市）、县（区）

文化市场行政审批

人员近200人。

此次培训的

主要内容是我省娱

乐市场、网络文

化市场、艺术品市

场、演出市场的行

政审批和管理，为

使培训工作更具有

针对性，选派了省

文化厅市场处的两

位管理人员、邀请

了基层长期从事文

化市场行政审批和

管理工作的三位资

深工作者为培训班

授课。

培训采用教

学授课与现场提问

解答、相互交流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培训期间提供了

一批比较规范、具

有代表性的各类行

政许可卷宗供参训

人员观摩，得到所

有参训人员的充分

肯定和一致好评。

（郭尧  文）

云南非遗传承人赴京参加非遗歌舞乐展演圆满成功

10月20至22日，按照文化部“十二五”时期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安排和云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部署，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办，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专题培训班”在云南省社会主

义学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字化保护试点工作”的25个地区和云南省相关非遗保

护业务单位的230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10月20日上午，培训在社会主义学院启幕。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

主任许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数字化中心

副主任韩斌，云南省文化厅副巡视员魏斯庆, 云南省

文化厅非遗处处长蔡永辉等领导出席。云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尹家玉主持开班仪式。

韩斌副主任在开班仪式上致辞。她说，此次

培训是国家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三场数字

化采集专题培训。举办这样的系列培训，对提高非

遗从业人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作

用。希望参会学员能够将专家讲授与采集实践相结

合，全面提升数字化采集业务水平。

魏斯庆副巡视员代表云南省文化厅致欢迎辞。

他首先对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及全体学员的到来表

示诚挚欢迎。他说，培训班的举办，能够增强全国

非遗保护业务单位数字化保护工作水平，提高非遗

资源数字化采集能力，实现科学利用非遗数字化保

护成果，为保护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

民族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对于云南省而言，能

够承办这样的培训班，必将极大地促进云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队伍的成长。希望云南学

员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多与各位专家学者，各地

10月24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保护中心协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

究工作会议”暨“首届中央音乐学院非物质文化遗

产（音乐类）展演”在北京音乐学院举办。

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协同创新中心”与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合作，组织了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

统音乐：傈僳族民歌摆什、怒族民歌哦得得、白族

（拉玛人）民歌开益，剑川白曲、布朗弹唱、彝族

阿数瑟；传统舞蹈：傈僳族阿尺木刮、纳西族阿卡

巴拉、拉祜族芦笙舞、傣族孔雀舞等10个项目的33

位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及优秀的民间艺人参加了此

次展演活动，将充满乡土气息的云南传统歌舞乐引

入中央音乐学院的课堂和舞台。

此次活动共分为三个主题，一是在中央音乐

同仁交流经验。

培训班以“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采集”为主题，按照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云南省国家级、省级非

遗项目为采集范本，邀请非遗专家通过课堂授课、

实例点评、集中答疑及现场指导等方式，对学员进

行非遗资源数字化采集工作的专题培训，使各地非

遗保护工作者能够结合实例，更加清晰地了解相关

门类非遗数字化采集标准和采集工作的重点、要点

和误区，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促进非遗数字

化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有效开展。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主任许蓉，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梁力生、徐

艺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音乐学》副主编李宏锋，共4名专家担任授课讲

师，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采集”这一

主题，详细解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及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门

类资源数字化保护工作标准和采集要求。云南省传

统舞蹈类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傈僳族阿尺木刮”

的省级传承人李碧清也走上讲台，现场展示阿尺木

刮歌舞，并由专家从专业角度进行点评。辽宁省和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结合前期已开展的

数字化保护工作，分别介绍了本省的宝贵经验和具

体做法，为各地学员提供了一次有益而难得的交流

机会。

除课堂理论学习外，培训班还组织参训学员在

云南民族村和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实地采集具有代表性

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类

非遗项目，将前期学习成果及时运用于采集实践，为

各地开展及完善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积累经验。

在三天的培训中，云南省非遗中心工作人员克

服各种不利因素，加班加点、协调各方，为专家和

学员提供了贴心周到的服务。无论是食宿安排、会

场布置，还是会务交通、组织采集实践，都井井有

条，为培训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新闻媒体对此

次培训报道全面，宣传广泛具体。中国文化报、云

南日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信息报等新闻媒

体对培训情况进行了采访报道，为宣传非遗数字化

保护工作的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

式，已经在全国各级非遗保护业务单位开展了很多

年。本次培训通过专业人员讲解和技术指导并行、

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的方式，使各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数字化保

护工作的目的、意义及紧迫性，在更好理解数字化

保护专业标准、技术标准的同时，学习优秀地区的

先进经验和做法，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从各

个层面提高非遗数字资源采集质量及保护工作者的

专业水平。

（阮坤瑾  马秀娟  图/黄琛  文）

如达小朋友则是李石开的外孙，虽然只有11岁，但

已参加过多次展示展演，吹奏、弹唱、舞蹈信手拈

来，让观众赞不绝口。

不少来自省外的学员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云南原汁

原味的非遗歌舞，惊叹之余，也不忘扛起设备进行现

场采录。66岁的国家级传承人约相广拉和省级传承人

喊思共同表演的傣族孔雀舞是学员们最难忘的节目，

“跳孔雀舞的老艺人简直太棒了！”“原来传统的孔

雀舞是男人跳的。”“我一定要把这些影像资料好好

保存，永远记住这些传承人的精彩演出。”来自北京

和辽宁的学员不断感叹。

在这次现场采集活动中，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对本

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热情深深地感染和激励了在场

的每一位非遗工作者。学员们把采集到的资料带回到

全国各地，必将使云南各少数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得到更广泛地展示和宣传。

（阮坤瑾  图/李艾玲  文）

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云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尹家玉向莅临会议的专家、教

授作了云南省非遗保护工作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

详细介绍了当前云南省各级传承人的分布和数量，

以及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二是在中央

音乐学院音乐厅为北京观众集中展示了云南丰富多

彩，深具魅力的民族民间歌舞乐，博得了在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获得了一致好评。来自北京马连道

的云南人王庆说：“演出太精彩了，很震撼人心，

看得我热血澎湃，感觉还没看够就结束了。”同为

在京工作的云南人阿莲说：“看了他们的演出，感

觉又回到了家乡，很温暖。”三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综合楼，云南艺术学院黄凌飞教授主持了“非遗对

话：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传承与传播的现状调查暨

当代实践”的主题讨论，由传承人的讲授、展示与

专家点评相结合，讨论非常精彩。对话结束后，听

众们纷纷围住各位传承人，对传承人带来的各种乐

器充满了好奇。来自西双版纳的布朗族省级传承人

岩赛站应观众请求演示布朗族玎琴演奏，耐心地边

弹边解释玎琴的特点、演奏的技巧等。

对此次展演活动传承人们十分重视，将家里的事

务放置一旁，专心赴京演出。来自普洱的拉祜族省级

传承人李石开老人，带着老父亲、妻子、弟弟、女儿

和外孙一同参演，他说：“家里的稻谷都黄了，该收

割了，但是为了把这次演出搞好，我们就先不管这些

了，只要把演出搞好，我们就高兴了！”

傈僳族省级传承人李碧清老师为了参加此次演

出，忍痛辞别在家病危的老母亲；就在赴京当日凌晨

3点，老人辞世，李老师最终没能亲自跟老人告别，

但他始终没有主动跟活动负责人反映，直到带队老师

告诉大家以后，李老师才淡然地点点头。但我们能体

会到，看似平静的表情之下，李老师内心深处的愧疚

和伤痛。李老师说：“我母亲很能理解我这次的表

演，她说让我放心地去北京，好好表演，好好宣传

我们自己的歌舞，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让老母亲失

望。”抵达北京之后，李老师带领着与他的傈僳族团

队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园内，

李老师便迈开双腿，跳起傈僳族“阿尺木刮”，他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高亢的歌声引来路人的驻足，

有些小朋友甚至跟在他后面一起欢快地跳起来。

传承人们不管是在机场、还是驻地，都在相互

学习、共同交流，只要有1人想看、想听，他们都会

不厌其烦地演唱。他们身上充分展示了民族自豪感

和他们对传统文化执着的爱。

此次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中央音乐学

院的展演圆满成功，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师生、

公众群体纷纷表示，希望此后能把更多的云南民间

音乐歌舞请进北京，走向世界。

（马秀娟  图/何华  胡荣梅  文）

云南非遗传承人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展演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