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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道茶韵历史  感受文化遗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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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羊年

11月10日上午，“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特展”在省博物馆隆重启幕

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杨德聪主持启动仪式

驻华使节们在宁洱县同心镇那柯里茶马驿站体验亲手制茶

驻华使节们参观景迈山糯岗傣族传统村落

驻华使节们前往澜沧县酒井乡拉祜族村寨老达保，
观看由村民自己创作表演的拉祜歌舞

云南省文化厅厅长蔡春生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驻华使节们观看“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特展”，
感受茶马古道遗存的独特魅力

驻华使节们探寻景迈山大平掌古茶林

驻华使节们在翁基布朗族村落细品陈年普洱，听云南省文化厅
副厅长杨德聪（右）讲述普洱茶的故事

——活动启幕

11月10日，云南省博物馆一楼大厅，一群特殊

嘉宾引来观众关注的目光，他们是来自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缅甸、越南、捷克等国家

的驻华使节。此行云南的目的，是参加由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和普

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古道记忆——驻华使节

茶马古道考察活动”。驻华使节及夫人们，将用3

天的时间，踏上云南普洱段茶马古道，近距离考察

体验古道沿途文化遗产，感受古道风土民情，探寻

古道悠远岁月、漫漫历史。通过加深对茶马古道的

了解与认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互

鉴，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文化遗产领域的务实交流与

合作。

10日上午，“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特展”

开幕式暨“古道记忆——驻华使节茶马古道考察活

动”启动仪式在省博物馆隆重启幕，受邀的6国驻华

使节及2位使节夫人，外交部、国家文物局、中国

文物交流中心、云南省文化厅有关领导，“茶马古

道——八省区文物特展”主办单位馆长出席了活动

启动仪式。

外交部参赞孙向阳，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

王军，云南省文化厅厅长蔡春生，马来西亚大使扎

伊努丁•本•叶海亚分别致辞。孙向阳参赞肯定了此

次活动的积极意义，预祝活动取得成功。王军主任

介绍了考察活动举办的背景；蔡春生厅长简要介绍

了云南对外文化交流的情况，并寄望籍此活动，进

一步加深南亚东南亚国家间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现搭建合作共赢的通道

和平台。叶海亚大使则表达了对此次活动主办方的

感谢，对茶文化的认识和对普洱茶的钟爱，以及即

将开始的茶马古道探寻之旅的期待心情。国家文物

局办公室副主任王金华宣布活动启动。云南省文化

厅副厅长杨德聪主持启动仪式。

随后，驻华使节们观看了“茶马古道——八省

区文物特展”，跟随解说员，步入茶马古道的时空

隧道，在悠远的文化和历史中，从西南古代交通史

和茶马古道的发展演变，体会时光的流逝和历史的

变迁，感受茶马古道遗存的独特魅力。

——专题研讨

下午，茶马古道与“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

召开。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杨德聪致辞。他强调了

茶马古道研究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互利合

作的积极作用，希望通过专家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分

享，促进今后在文博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

作，共同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孟加拉国大使法滋勒•卡里姆用充满深情的语

言，回顾了孟加拉国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展望了两

国未来合作的发展前景。最后，大使用一句充满诗

意的话进行结尾：“茶叶最初只是一片叶子，愿它

现在成为联结东南亚南亚沟通交流的一个纽带”。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中心主

任、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会长木霁弘，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云南省博物馆代馆长

戴宗品、云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余剑明，分别就茶马

古道文化线路，从出土文物看中国云南与南亚、东

南亚的联系，茶马古道：茶叶蕴含的力量，“古道

记忆——驻华使节探寻茶马古道考察活动”考察文

化遗产项目4个内容作了主旨发言。

——古道追忆

11日，驻华使节们从普洱市出发，带着体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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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茶商经历的兴奋心情，开始了令人期待的茶马古

道奇妙之旅。

宁洱县同心镇那柯里茶马驿站，至今还保存

着茶马古道的重要历史遗迹，是普洱市保存较为完

好的古驿站之一，有着深厚的古道文化、马帮文化

和普洱茶文化。走进那柯里茶马古道，青青石板、

潺潺小溪、幽幽密林、苍桑马店，耳边响起清脆马

铃，伴随着马背上流动的茶香，仿佛又回到久远的

岁月。

一到那柯里，使节们就迎来一场别有风趣的

跳竹竿进寨门“难题”，在小心翼翼的跳跃中，有

惊无险顺利进寨。转眼又被村民售卖的各式当地水

果所吸引，认真研究起它们的名字，那些香橼、滇

橄榄、芭蕉令他们感到十分新奇而陌生。使节们参

观了风雨桥、碾子房，马鞍吊桥、同心亭等古道遗

迹，在穿寨茶马古道上一路前行，边感受古道历

史，边体验民俗风情。观看了高老庄贡茶制作技

艺，学学怎么泡上一盅好茶；看看土陶现场制作，

买走喜欢的陶器和手工编织品；体验舂粑粑哈尼民

俗，尝上一块芭蕉叶包裹的糍粑；在过去的马帮歇

脚老店——荣发马店细品陈年的普洱，听听彝家的

茶歌；在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过的村

民家，看看总书记种下的枇杷树，吃上一颗刚从树

上摘下的枇杷；最后，再走一段真正的茶马古道，

了却“当一回马帮人”的心愿。

之后，驱车前往被亲切称为（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乡村音乐小寨”的澜沧县酒井乡拉祜

族村寨老达保，考察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

帕》。观看了由村民自己创作表演的拉祜歌舞，独特的

芦笙舞、摆舞，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打猎歌》，特别是

用拉祜语弹唱的《加州旅馆》给使节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个半数以上村民会弹吉它，很多村民会创作歌曲

的村寨，是《快乐拉祜》唱响全国的起源地，也是多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承地。云南偏远的山寨竟会有

这样神奇的地方，令使节们大为惊叹，在欢乐的民族歌

舞中感受了拉祜人民的热情好客，在《实在舍不得》的

歌声中，与村民告别。

   

——茶林探寻

12日，追随着马背上的茶香，使节们来到澜沧县惠

民镇，在被当地人称为“茶祖圣山”的景迈茶山上，开

始探寻一片茶叶的前世今生。

这片被誉为“活态茶树博物馆”的景迈山古茶林

遗产区，保存有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有着1300

年的种植历史，其独特的存在状态，是见证茶叶发展历

史、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杰出山地混农林景观，是

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目前正在积极筹备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

使节们参观了大平掌古茶林，看到了存活千年的古

茶树与多种树木共同生长的奇妙景观，了解了景迈山茶树

种植的历史，茶树生长的不同历史和年代的状况，以及茶

叶采摘和普洱茶手工制作的有关知识。还参观了景迈山糯

岗傣族、翁基布朗族2个典型传统村落，以及村落周边的

参天古柏、佛寺、八角亭等，近距离感受了当地少数民族

以茶为生，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生活状况。饭后茶歇时

间，还展开了一场有关茶叶发酵的有趣研讨。

——体验制茶

为了让使节们对茶的制作过程有一个完整清晰的了

解，主办方特别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活动。使节

们参观了普洱茶庄园现代的制茶车间，观看了茶叶采摘

后，摊晾、杀青、揉捻、晾干、压饼的制作环节。然后

走进手工制作体验室，亲手为自己压制了一饼普洱茶，

并在上面签名留念。学习制作的过程非常有趣，体验室

里充满欢乐的笑声。手捧自己压制的茶饼，感受着收获

的喜悦和满足。之后，观看了普洱茶庄园的茶艺茶道表

演，体会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最后一个节目是澜沧县的书法家、画家为使节们

现场挥毫、作画。一幅幅专为使节们绘制的画作，让他

们爱不释手。县文化馆馆长李剑锋现场为孟加拉国大使

卡里姆题写了一幅“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

仁者无敌”的书法。有感而发，越南参赞阮文春提起毛

笔，用中文写下一个“茶”字，为自己和夫人的茶马古

道之旅划上了一个有意义的句号。

13日，“古道记忆”活动圆满结束。带着独特的

体验、美好的回忆，难忘的感受、难舍的友情，使节们

与大家依依惜别。使节们认为：云南茶文化底蕴丰厚，

茶马古道历史遗迹众多，主办方创造了一次珍贵难得的

茶文化之旅，在茶的故乡留下了一次非凡的激情体验。

他们表示一定会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推介中国茶文

化，宣传中国云南茶马古道，积极推动彼此国家的交流

合作；并祝愿景迈山古茶林能早日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希望有机会再到云南，再来普洱。

  （肖依群  图/王涓   文）

11月10日上午，“古道记忆——驻华使节茶马古道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博物馆隆重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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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德聪率领厅“挂包
帮、转走访”工作队，与永胜县东山乡牦牛坪行政
村牦牛坪、大洋坪村民小组贫困户促膝谈心，深入

了解他们生产生活情况和帮扶需求

杨临宏教授为文化系统干部职工解读
新《行政诉讼法》

越南广宁省文化体育旅社厅向云南文化艺术团赠送画册

表现中越友好的歌曲《越南中华》

来鹤亭位于石屏县异龙镇小瑞城村中末束岛上，又名海山

亭。主体建筑坐西北朝东南，纵向布局。该建筑群由来鹤亭、

文昌阁、魁星阁、山门组成。来鹤亭整体建筑群（来鹤亭、文昌

阁、魁星阁）始建于明代崇祯六年（1633年），其中来鹤亭、魁

星阁倾圯，清康熙十二年（1673）在原址上重建来鹤亭，清康熙

五十一年（1713年）重建魁星阁。“文革”期间，来鹤亭受到严

重破坏，当地农民用来作牛厩，屋顶无人修缮，致使梁檐糟朽，

导致局部倒塌。1991年得以保护修复，1997年建盖了山门。2013年

2月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鹤亭建于高0.5米的台基上,坐西朝东，占地面积104.4平方

米，高8米，为木结构八角单檐攒尖顶，亭子台基为土质，青石条

彻筑台基边缘。方砖墁地，亭梁上使用短柱，柱头用斗拱支承飞檐

出翘。来鹤亭的建筑结构应为八角，但建筑工匠巧妙地使亭和文昌

阁后墙相连，从而省去了亭西二角，这种罕见的建筑结构具有独特

风格。亭子南北向有耳房。亭前为雨花台，门额上悬“来鹤亭”横

匾，亭内悬挂名人所题对联，亭中上梁塑吕纯阳骑鹤吹笛的泥像。

亭南向立“天下第一亭碑记”为清代科进士罗长华所题。

亭的背后是文昌阁，明代崇祯六年（1633年）知州李犹龙乡官许

瑞麟等人主持创建，阁为一楼一底，木结构抬梁式重檐歇山顶建筑，

阁门西向，建于高1.9米的石台基上，占地面积157平方米，高10米,青

瓦铺顶，门前有垂带踏跺。东壁与来鹤亭相接，脊檩上有明崇祯六年

二月建造的墨书题记。东北向有小门一道，直通来鹤亭，阁门南向墙

壁镶“文昌阁记”碑，北向壁上镶“小瑞城祀田碑”。

魁星阁与文昌阁相距7.5米，阁坐东朝西，位于文昌阁西

向，为抬梁式重檐歇山顶建筑结构。占地面积91.18平方米，高10

米，青瓦铺顶。楼上脊檩上墨书题记：“康熙五十一岁次辰春月

吉”，彻上明东壁有木质楼梯一架。阁门原在西向，“文革”期

间被当地村民挖去建房，形成一陡坡，后来又将阁门改在东向。

西向用一木质圆形装在门框上，东北向墙壁上镶“文昌阁祀田

记”青石质碑一块,通高187厘米，碑高94厘米，宽54厘米，有碑帽

和碑座，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立石。

来鹤亭中多有碑刻诗文：来鹤亭上有一块青石碑，高91厘

米，宽48厘米，碑文皆书阴刻，正中直题“天下第一亭”五个大

字，序文分列左右，小楷直书，计10行，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戊子科武举亚元，已丑（1889年）科武进士罗长华（石屏

人，为我国晚清水师（海军）将领）于江南解组归里游来鹤亭敬

石 屏 来 鹤 亭 修 缮 工 程

来鹤亭偏厦

魁星阁

文昌阁

来鹤亭远景

省文化厅工作队开展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

云南省第九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即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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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支队办
理的“7.29 昆
明某医院擅自设
立广播电台案”
被评为全国文化
市 场 十 大 案 件

在文化市场
日常监管和专项整
治行动中，昆明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紧紧围绕维护
国家文化安全、维
护未成年人权益等
重点工作，以大案
要案为抓手，查处
了一批重大案件，
规范了文化市场
经营秩序，其中
“‘7.29’昆明某
医院擅自设立广播
电台”案被文化部
评为“2014-2015
年度全国文化市场
十大案件”。

今 年 7 月 3
日，昆明市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专项整治领
导小组转来的相关
通报，在昆明发现
90.8MHz等非法频
率广播，要求昆明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支队进行查处。
7月29日，昆明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在云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昆明
市文化广播电视体
育局的指导下，联
合昆明市无线电管
理委员会、昆明市
公安局经济文化保
卫分局、昆明市国
家安全局、昆明市
卫生执法监督局等
部门组成专案组，
在昆明市西山上一
举捣毁了频率为
90.8MHz的非法电
台。昆明市文化广
播电视体育局执法
人员经过周密的安
排部署和调查取
证，找到了行政相
对人，依法取缔擅
自设立的广播电
台，没收昆明某医
院有限公司擅自设
立广播电台的设
备，并给予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的行政
处罚。

该案件的查
处，在整治昆明市
乃至云南省非法广
播电台行动中起到
较大的震慑作用，
不仅是取缔了非法
电台（组），有效
地防止了其他社会
危害行为的延伸，
同时对擅自设立广
播电台的行为给予
了坚决打击；更重
要的是维护了边
疆合法广播电台运
行，维护了广播电
台公信力，保护了
无线电频谱资源，
维护了良好电波秩
序，把境外敌对分
子企图利用非法电
台攻击党和政府、
宣扬反动思想等不
法行为消灭在萌芽
状态。
（李健、谢崇章  文）

云南文化艺术团庆祝中越建交65周年访问演出圆满成功

为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准确理解和把握《行

政诉讼法》精神和内容，按照省政府法制办《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行政诉讼法〉学习培训的通知》要

求，11月5日，省文化厅在省图书馆举办了“云南省

文化厅新《行政诉讼法》学习培训班”，邀请云南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临宏为文化系统干部职工

全面解读《行政诉讼法》。

杨临宏教授从行政诉讼的历史发展出发，以破

解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为视角，全面

解读了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和主要制度；

对新《行政诉讼法》的特点、作用和意义等，作了

深刻详细的阐述；并结合典型案例，运用大量事

实，生动讲解了行政诉讼的特点，以及行政机关在

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省文化厅机关全体公务员、厅直属单位中层

以上干部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省级文化系统干

部职工充分认识行政诉讼对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意

义，树立对待行政诉讼的正确态度，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主动适应新法实施带来的新要求、新变化，自

觉做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把党中央的有关精神落

到实处。                （杜彬  图/张雨时  文）

11月6日，云南省文化厅召开了“文化大篷车千乡

万里行”演出项目总结验收会，会议由惠民演出项目

总秘书长杜红川主持，省直各院团项目领导、分秘书

长，第三方考评验收单位代表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厅党组书记、厅长蔡春生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会上，蔡春生厅长特别表扬了院团近年来实现了

“三个转变”：“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项目从6

年前刚开始推进时的不愿意不积极到现在的积极主动

申请增加演出场次转变；“高品质、低票价”的“艺

术客厅”惠民演出项目的票房从送票向卖票转变，院

团从不愿意演不想演到想尽办法演；“高雅艺术进校

园”惠民演出项目从各院团的等靠要被动演出向积极

主动去联系演出场次的转变。蔡厅长对惠民演出提出

了三点工作要求。一是各院团要继续高度重视，突出

主题，周密部署安排好惠民演出工作。二是各院团要

精心排演，出人出戏，提高惠民演出质量。三是各院

团要推出精品，形成品牌，寻求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

佳结合。

各单位领导分别汇报了2015年惠民演出工作的具

体情况，艺术处对今年的惠民演出情况进行了总结，

并对演出验收考评工作进行了部署。会后，各单位的

惠民演出队伍兵分3路奔赴到玉溪、大理、昭通等十

几个县地进行慰问演出，展开2015年的惠民演出收尾

工作。                 （阮坤瑾  图/杜红川  文）

11月16日上午，云南省第九届民族民间歌

舞乐展演新闻通报会在昆明召开。云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徐畅江主持通报会，展

演组委会副主任、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杨德聪

及红河州政府副秘书长林灿就展演组织筹备情

况作具体通报。

云南省第九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将于11

月23至27日，在红河州蒙自市红河大剧院拉开

帷幕。此次展演由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红河州人民政府主办，云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红河州文化体育

和广播电视局、红河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承

办，以“展示民族艺术风采，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题，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展

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培养壮大文化遗

产传承人才队伍，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发展云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服务云南民族

文化强省建设”为宗旨。本届展演将有来自全

省16个州（市）、滇中产业新区和我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云南民族村”的73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歌舞乐节目，1000多名传承人、民

间艺人（含部分基层文化馆、文化站工作人

员）参加活动。除在蒙自市红河大剧院组织舞

台集中展演外，组委会还将挑选部分优秀节

目，组成小分队，利用三天时间到基层进行外

场演出，为人民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

省文化厅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省直机关工

委关于开展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的部

署要求，厅党组书记、厅长蔡春生主持召开两次厅

党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并委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德聪率领厅“挂包

帮、转走访”工作队，于10月22日至25日，赴厅挂

联的永胜县东山乡牦牛坪行政村牦牛坪、大洋坪村

民小组开展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

工作队员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政府关于“挂

包帮、转走访”工作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制定

了详细的遍访工作方案，克服了路途遥远、道路颠

簸、住户分散等困难，翻山越岭来到贫困户家中，

实地查看、调查了解贫困村贫困户情况。在遍访过

程中，工作队员与贫困户促膝谈心，广泛宣传中央

和省的扶贫政策，认真完成《云南省遍访贫困村访

今年是中越建交65周年。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两国睦邻友好关系，落实陈豪省长今年5月访问越

南成果，促进滇越文化交流，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

的安排，云南省文化厅组织云南文化艺术团一行33

人，于10月23日至30日赴越南胡志明市、河内市访

问演出4场，受到越共中央委员、越南外交部常务副

部长胡春山，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百如，中

国驻越南大使洪小勇及越南各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的

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艺术团出色完成了省政府赋

予的任务，为庆祝中越建交65周年、增进两国人民

的了解和友谊贡献了力量，也为习近平总书记一周

后对越南的国事访问做了良好铺垫。新华社、中国

日报社、越南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VTV4）、越南

之声等主流媒体对访演进行了专访或跟踪报道，海

内外媒体也进行了大量转载，访演收到了良好的外

宣效果。

艺术团由省文化厅副巡视员魏斯庆担任团长，

红河州文体广电局副局长朱丽红担任副团长，省文化

厅副调研员韦柳斌担任秘书长兼翻译，红河州歌舞团

副团长何军担任艺术总监，抽调多次承担国家重大外

交活动配合演出任务的红河州歌舞团为班底，特邀云

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舞蹈艺术家杨伍

加盟组成。演出节目涵盖云南代表性民族舞蹈、声

乐、器乐，囊括青歌赛原生态唱法金奖得主国家一级

演员李怀秀李怀福姐弟演唱的海菜腔《金鸟银鸟飞起

来》、国家一级演员杨伍表演的孔雀舞《雀之灵》、

CCTV舞蹈大赛获奖作品《踩云彩》、全国舞蹈大赛获

奖作品《田棚细语》等一批优秀节目和演员。同时，

还针对越南观众特地编排了寄托中越友谊世代相传美

好心愿的舞蹈《心手相牵》，以及越南人民熟悉和喜

爱的声乐和器乐曲目。

云南省、驻越使馆、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对艺

术团访越高度重视，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张百如副主

任专程赴越出席在河内的演出并致辞，洪小勇大使

提前飞赴胡志明市观看首场演出并重新确定越方主

持人，柴文睿总领事指派专人配合艺术团工作。越

南方面也给予艺术团较高礼遇，越外交部、胡志明

市、河内市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保障工作，外交部

对外文化和联合国教科文司副司长武平全程陪同，

胡志明市、河内市、广宁省、老街省外办对艺术团

的活动全力配合、接力服务，河内大学中文系8名优

秀大学生志愿者热情为艺术团演出工作服务。

（魏斯庆  图/韦柳斌  文） 青年舞蹈艺术家杨伍表演孔雀舞《雀之灵》

书题“诸多胜景与吾屏来鹤亭有较胜者，有不如者，似天然亭

景，当此题为最，特名曰天下第一亭”。

来鹤亭背后文昌阁门前左右墙壁内嵌二石碑，左碑尚好。碑

名《文昌阁碑记》，通高257厘米，碑帽呈半圆形，高50.5厘米，

宽75厘米，正中直刻篆书“文昌阁记”四字。碑名左边刻翔凤，

右边刻一奔驰之麒麟，边缘刻舒卷之云纹。右碑高175.5厘米，碑

文为小楷，从右至左直书，18行，碑文全文1047字。

昔时的异龙湖水位较高，小瑞城是湖中一岛，湖水萦绕，浪

花拍岸，远望如海市蜃楼，近看似琼阁风清，素称石屏名胜，滇

南首景，高人韵士，或呤诗作对，或铺纸涂丹，所以亭中楹联甚

富，有说亭中联语集石屏文化之粹。清代石屏翰林张汉游来鹤亭

赞曰：“一海三山共，风光聚一亭。鹅群秋水白，雁字远天青。

未有游仙兴，空传画鹤形，羽人之我梦,弄笛与谁听”。又有清

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题书对联：“忆三岛旧游,愿与飞鹤

轻鸥订南山北山之约；让西湖一步，试问秋芦春柳比苏堤白堤何

如”。今由书法家孙太初先生重书此联挂于亭中。

由于年久失修，同时受自然因素影响，来鹤亭出现不同状况

的病害：屋面局部瓦面夹笼灰不饱满、脱漏，瓦件酥碱、破损，

瓦垄有下滑趋势，出现漏雨迹象；木构件出现细小裂纹，表面油

饰褪色、龟裂、脱落较严重，另有多处木构件均未制作地仗、油

饰，长期处于自然环境中。门窗均出现轻微走闪等问题，墙面抹

灰层多处空鼓、开裂、脱落，内墙面轻微污染，外墙面褪色严

重；院外围无围护墙体，人员可随意进入，保护围墙院内缺乏完

善合理的有组织排水，院内大量石栏杆和台阶为后期加建。

上述问题亟待进行修缮。受石屏县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局的

委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该建筑群修缮工程的勘察、

测绘及设计工作，并作以下修缮方案：对屋面进行局部揭顶修

缮；用科学方法去除后期人为不当改造时施用油饰，改为原状，

对糟朽梁、柱及变形的门窗进行剃补加固，对起壳墙面抹灰进行

处理，对石作缝隙间的杂草做适当清除；对院内排水工程进行有

组织的整修疏通，对院内部分电路线路进行整改。同时对院内的

环境进行整体的清理，并另立项进行消防、安防、防雷专项工

程。于2014年12月完成该项目的野外现场、勘察、测绘、照片拍摄

和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且在上述基础上完成勘察报告、实测图的

编制。2015年3月，完成修缮工程方案及施工图的编制工作。2015

年4月上报国家文物局评审获得通过。         （李苑馨  图/文）

谈问卷》和厅机关83位公务员结对帮扶96户

贫困户的相关信息采集工作。

杨德聪副厅长带头来到贫困户家中，深

入了解他们生产生活情况和帮扶需求，详细

询问记录，与他们一起分析致贫原因，一道

研究脱贫思路和帮扶措施。杨副厅长勉励被

访贫困户，要树立信心，用知识武装头脑，

用双手勤劳致富，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单

位的帮扶下，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早日脱

贫致富。

在开展遍访工作的基础上，杨副厅

长主持召开了民情恳谈会。乡村干部、致

富带头人和部分村民介绍了大洋坪、牦牛

坪村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情况、经济发展状

况、扶贫开发的思路及总体规划，并表明

帮扶愿望。工作队员就产业发展、民族文

化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

方面提出有益的建议。杨副厅长作会议小

结。他指出，通过深入实地走访，进一步

了解了制约当地发展的因素和村民的帮扶

期盼；他围绕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帮

助协调解决交通和饮水问题、扶持产业发

展、开展教育培训、强化村级组织建设、

开展文化扶贫、加强宣传引入外资等七个

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表示，省文化厅

将积极推进“挂包帮、转走访”工作，与

县乡村一道齐心协力做好扶贫攻坚工作。

杨副厅长还率领相关工作队员赴厅原挂

联的永胜县六德乡督促检查建立他留文化传习

所、奖励人才、修建双河村桥梁等帮扶项目。

（省文化厅“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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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宴。

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最初是云南省

文化厅与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为响应省

委、省政府“建设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省”

战略目标号召而共同发起的，是云南省民族传

统文化保护的重大赛事活动。经过多年努力，

已成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重

要抓手和展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展演的举

办，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增进各

民族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稳

定，推动旅游业发展和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做出

了重要贡献。
         （马秀娟  图/李艾玲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