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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藏文化交流项目，作为文化“一带一路”、边疆万里数字
文化长廊的延伸，重在发挥文化共享工程平台、资源、渠道、服
务网络优势，以现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促进汉族与藏族文化之间
的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文化固边安民作用，与藏区群众生活品质
提升、生产效益提高紧密结合，让文化成为藏区群众生活、生产
的发展动力。  
 

一、内容建设的重要性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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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工程汉藏文化交流区域 
 
  联合西藏、青海、甘肃、四川、

云南5省共同统筹规划、共同建设，

形成规模，摸索建立汉藏文化交流项

目的思路和模式。 

一、内容建设的重要性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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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内容贯穿汉藏文化交流项目的始终,是汉藏文化交
流的支撑和基础，要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
精准扶贫的角度出发，策划汉藏文化交流内容，依托公共
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支持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地方资源、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等项目分步骤实施。 

一、内容建设的重要性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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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建设 1485万元 

中西部贫困地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 

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 
公共文化服务 
云平台建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硬件平台搭建 

基层图书馆互联互通 

890 200 200 120 75 

    资源建设 1596.1万元 
文化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地方特色文化 
专题资源库建设 

红色历史文化 
多媒体资源库建设 

少数民族语言 
资源建设 

“进村入户” 
专题资源建设 

图书馆地方文献 
数字化 

国图公开课 
资源建设 

专题资源建设 
数字图书馆 

资源整合与揭示 
互联网信息资源 
保存与服务 

688 264 160 150 35 85.5 73 37.6 103 

    服务推广  100万元 

基层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推广 

文化共享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 
人员培训与服务推广 

数字图书馆 
服务推广 

0  40 60 

总计 
下达资金 

文化共享工程 
资金 

3182万元 2592万元 

结合2016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开展汉藏文化资源内容建设（以四川为例） 

一、内容建设的重要性及方向 
 



                         8  

  深度挖掘本地区民风民俗、民族艺术、民族手工艺、民族旅游等特色优秀文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建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
统一，符合现代传播规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数字资源产品； 

一、内容建设的重要性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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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文化艺术、生活服务、儿童教育等资源，按照藏区重点服务人群的文化需求和获取方式，借助边疆万里
数字文化长廊、精准扶贫等项目，通过平台和终端提供给藏区群众，并定期组织服务活动促进资源使用。 

资源 

一、内容建设的重要性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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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文化交流内容建设的重点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 

Part   2 

目    录 

资源服务产品应用 
 

地方特色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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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比重 
音频资源 

知识讲座 

文化专题片 

农业科技 

舞台艺术 

生活服务 

影视作品 

少儿动漫 

目前，发展中心建设的普

适资源总量达81TB，视频和

音频各约5万小时，每年新增

资源8TB。 

资源构成如图所示： 

１、译制资源来源：发展中心建设的普适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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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译制资源种类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知识讲座 

影视作品 生活服务 少儿动漫 

知识讲座 文化专题片 农业科技 

舞台艺术 生活服务 影视作品 少儿动漫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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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频资源——知识讲座： 

发展中心面向公共图书馆、高校、电视讲座制作公

司、科研机构累计征集讲座资源9669部/集、8453小

时。内容包含文学艺术鉴赏、文物遗产、历史地理、中

外文化交流、医疗保健、普法教育、素质教育、科学普

及等。 

讲座资源主要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文化网络

电视、资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盘免费提

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在被授

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dygbjy.12371.cn/2015/11/18/VIDE14478444596764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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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资源——文化专题片： 

发展中心面向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制作公司征集在中央电视

台、省级卫视、主流大型视频网站播出过的文化类专题片资源。内

容包含文化艺术、人文历史、美食旅游、考古发现、社会自然等。 

近年来，除面向市场征集外，还委托专业机构原创建设有自主

版权的文化专题片，如：诗词中国、家学论语、美德育儿等。 

文化专题片主要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文化网络电视、资

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盘免费提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

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在被授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

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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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频资源——舞台艺术： 

发展中心向全国艺术院团征集优秀剧目和舞台艺术

节目共计3683部/集、4292小时。包括文联戏曲、“文

华奖”“群星奖”“梅花奖”“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

品，中央院团精品剧目、地方院团进京展演，优秀剧目

荟萃，传统戏曲综合晚会等。 

舞台艺术资源主要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文化

网络电视、资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盘免

费提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在

被授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www.ndcnc.gov.cn/juchang/jingju/201612/t20161229_12867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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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频资源——影视作品： 

发展中心向电影制片厂、影视剧制作和代理发行机

构征集国内外影视作品。包括国内外经典老电影、现当

代优秀国产电影和进口电影、近五年院线电影（含动画

电影）。 

影视作品主要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文化网络

电视、资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盘免费提

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在被授

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www.ndcnc.gov.cn/whnhdhj/dyzy/
http://www.ndcnc.gov.cn/fa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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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视频资源——农业科技： 

发展中心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农影音像出版

社、农业教育声像出版社等权威农业资源制作机构累计

征集农业科技资源16433部/集、6372小时。内容涉及

种植技术、养殖技术、进城务工技能、致富信息等。 

农业科技资源主要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文化

网络电视、资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盘免

费提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在

被授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www.ndcnc.gov.cn/nongye/zhifu/201701/t20170110_12903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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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视频资源——生活服务： 

发展中心向教育机构、电视台等征集生活服务资源共

计12445部/集，时长超过3165小时。内容涵盖生活百

科、科技教育、美食烹饪、娱乐出行、社区养种等。近年

来配合全民艺术普及征集相关资源。 

生活服务资源主要通过“社区文化生活馆”产品（含

网站、移动客户端、微信等新媒体）国家数字文化网、中

国文化网络电视、资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

盘免费提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

在被授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www.ndcnc.gov.cn/shenghuo/jiansheng/201703/t20170301_13061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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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视频资源——少儿动漫： 

发展中心向电视台、动画片制作和代理发行机构征

集优秀国产动画片，重点征集历年获广电总局推荐的优

秀国产动画片，和在电视台、互联网播出平台播出效果

好的作品。 

少儿动漫主要通过国家数字文化网、中国文化网络

电视、资源服务宝提供服务。可通过光盘、硬盘免费提

供文化共享工程系统单位开展公益服务使用，须在被授

予的使用权利、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内开展服务。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tv.gxnews.com.cn/staticmores/214/3921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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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藏语译制资源种类 

       藏语译制资源共5293小时， 其

中藏语安多方言视频资源1659小

时，藏语卫藏方言视频资源2464小

时，藏语康巴方言视频资源1170小

时。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知识讲座 文化专题片 

舞台艺术 生活服务 

少儿动漫 农业科技 

影视作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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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译制单位及译制语种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资金支持建设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项目

目前由内蒙古、吉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六省级分中心和新疆维

吾尔族自治区文化馆共同建设，内蒙古译制蒙语，吉林译制朝语，四川

译制藏语康巴方言，西藏译制藏语卫藏方言，青海译制藏语安多方言，

新疆译制维语和哈语。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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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1）工作流程 
 

1. 发展中心制定相关材料，报文化部。 

2. 文化部下发《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

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3. 承担译制工作的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填报申报书。 

4. 发展中心审核材料、备案。 

5. 发展中心制定并下发立项通知。 

6. 发展中心提供视频资源目录。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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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1）工作流程 
 7. 承担译制工作的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对收到的资源目录或自荐片进行

预审，将不适合翻译的资源剔除，更换适合译制的资源。自荐片需提

交发展中心备案。 

8. 发展中心按照挑选目录提供视频资源。 

9. 承担译制工作的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对视频资源进行译制。 

10.发展中心制定年度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验收方案。 

11.承担译制工作的省级分中心、文化馆自行组织专家对全部译制成品进

行验收，填写验收报告，分中心或文化馆和文化厅签字盖章。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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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1）工作流程 
 

12.承担译制工作的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按30%抽验比例提交译制成品及验

收报告。 

13.发展中心委托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对30%译制成品进行验收，并形成专

家验收意见。 

14.发展中心将验收工作情况报送文化部，经文化部同意后，将专家验收意

见反馈各省进行修改。 

15.承担译制工作的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完成后，提交全

部译制成品，并出具修改承诺书。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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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２）建设原则 
 

  文化共享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工作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应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维护祖国

统一、民族团结；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文化需

求和生产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译

制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增强资源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

力。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26  

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３）内容要求 
 

     应侧重选择民族文化、文化遗产、影视、戏剧、旅游文化、实用技术、

农村经济、科普知识、生活百科、人居环境、旅游文化、少儿文艺类以及本

地红色历史文化等实用类资源进行译制。资源内容要尊重少数民族人民宗教

信仰、民族感情、生活习惯。要把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译制和文化共享工程

的资源服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和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的资源需求结

合起来。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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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４）建设方式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工作按照发展中心统筹，各省分工负责的原则实施，发展中心

不再承担具体译制任务。译制工作按照相关规范流程执行。有条件的省（区）可申请建立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建设中心，在相关省（区）文化厅直接领导下，由发展中心进行业务指

导，开展译制工作。 

  各相关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使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资源经费译制少数民族语言资

源，应报发展中心审批。可采取自主译制与购买成品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译制工作。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应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进行译制前，应确认所译资源的

版权状况，取得翻译授权后再进行译制，要严格遵循《著作权法》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

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28  

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５）经费管理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专项经费。各地应注意合理有效利用专项经费，

在保证资源译制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译制成本，提高资源总量。应按照相关规定，专款专用，在当地

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管理、监督检查下，节约资金，规范财务管理。 

  各相关省级分中心和文化馆应按时完成译制工作任务，按要求提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应及时

在各自省（区）为少数民族群众开展服务，同时应积极收集并认真总结服务情况以及群众对少数民族

语言资源的需求，适时调整译制资源的内容，不断提高资源译制工作的针对性。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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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台本抄录 
 

   
  此过程会产生“配音稿”和“画面文字稿”，要对所有译制台本节目进行审核

并对名词术语进行收集、整理，统一要求。要反复检查核对。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名

词、术语或人名、地名等需要更加注意，尽量减少错别字的发生。在整理 “配音

稿”时还需要将文字按照不同的角色分开，同时注明该角色的年龄特征及语音要

求。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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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译制资源抄写的汉语言文字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形成“画面文字稿”和“配音稿”，再

将译制稿进行审校，审校合格后，进行视频制作。 

  所有译稿都要经过一审（初审）、二审（复审）、三审（终审定稿）。 

  1、翻译 

  由汉文译成民族文字。 

  相关要求如下：表达原文内容无大差错，语法基本正确，文字比较通顺；严格遵守正字法和书写

规则，字迹工整、清晰，体例完整；做好名词术语、译名（人名、地名、党派、团体名称等）、引文

、书刊、年代、注释等的横向、纵向统一；疑难问题问题，要详加考证。如难能解决，须加注交由一

审处理。 

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文字的翻译及校对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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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审 

  解决译稿中的一般性差错。 

相关要求如下：纠正错误、漏译和错字；纠正正字法错误，以及明显的语法和逻辑性错误；检查和

处理名词术语的统一问题；解决翻译者加注的疑难问题，如难能解决，须加注交由二审处理。 

  3、二审 

  经过二审，译文要达到基本定型。 

  相关要求如下：内容准确无误；语言通顺流畅；在名词术语等需要统一的方面，不遗留问题；

消灭正字法错误；对少数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注明处理意见，交由三审处理。 

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文字的翻译及校对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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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三审 

  三审即定稿。 

  相关要求如下：审核疑问，通盘考虑，总体加工，着重在语法结构、逻辑关系、表达形式等方面

提高译文质量；坚持正确的翻译标准，经手定稿的译文，既要准确、通顺，又能表达原文风格；解决

所有疑难问题，达到使用要求；指出并总结前几道工序中出现的差错的原因。应请高水平翻译专业人

才进行翻译，并严格审校工作，确保高质量。所译制台本符合语法、修辞的标准，杜绝常识性、规律

性错误。应遵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4年6月1日起正式发布实施的《

翻译服务规范》（GB/T 19363.1-2003）。  

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文字的翻译及校对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33  

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视频制作 
 
   １、添加字幕 

  添加少数民族文字字幕，即将资源的解说词或对白相对应的单行文字及满屏多行的文字的少数民

族语言的翻译添加在视频上。 

  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习惯竖排，如蒙语文字，为尊重各民族的阅读习惯，在不影响画面显示效果的

情况下，少数民族文字字幕可做竖排处理。 

  字幕的文字内容与人物的对白或画外解说员的解说（配音）在时间（声画）上同步。根据以往翻

译的经验，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过程中出现译文比汉语原文长的情况，为确保配音工作没有障碍，

对非关键词语或句子，可采用不做逐字逐句翻译，只按照本民族的语言习惯，翻译出原意或本意。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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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视频制作 
 
   2、添加语音 

  添加语音的前期工作是配音，即按照翻译、校对后的“配音稿”进行语音录制。配音是一种语言

表演艺术，具有其特殊的要求，必须具备较强的对原片的理解力和吐字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角色

情感、语调口型要把握的恰到好处，运用不同的语调和独特风格突出人物性格。配音要求分角色，音

色纯正、语音语调标准规范，达到播音员级水平。 

  配音后，将录制的少数民族语言添加到视频中，制作成少数民族语言单声道的视频。 

  资源中的歌曲可以不进行译制。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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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视频制作 
 
   3、视频合成 

  译制成品要求为MPEG-2格式6M码流。   

  视频合成要求：原片有背景音乐并与配音分开的，要求少数民族语言配音与背景音分声道；原

片背景音与配音没有分开的，应找相似的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在视频合成时，少数民族语言配音与

背景音分声道；原片没有背景音的，不需添加背景音乐。 

  4、片头片尾不用译制。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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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成品审查、提交及验收 
 
 
 

  各省起草验收备案报告 

  文化共享工程各相关省级分中心（内蒙古、吉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和文化馆（新

疆）组织专家自查自验，提交验收备案报告，验收备案报告经省（区）文化厅审查盖章后，发至发

展中心。各省（区）应确保所译制的资源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民族感情、生活习惯。要求

译文质量合格，准确，配音与画面同步，吐字清晰，语言语调流畅。 

  成品提交 

  制作好的视频节目，可以集中用移动硬盘或DVD视频光盘或DVCPRO录像带承载提交。要配套

制作相应节目目录，标示每个节目所在的盘号和位置。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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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译制工作的要求： 

（一）已有的少数民族语言译制资源 

（６）流程规范—成品审查、提交及验收 
 
 
 

  发展中心组织验收 

  发展中心将对各省（区）上报的建设成果进行验收。具体验收方式为：从各省（区）译制的少

数民族语言资源成果中抽取占总时长一定比例的内容进行验收，要求从文化艺术类、科普类、生活

服务类、少儿类和其他类等各类成果中均抽取一定数量的译制成果，由相关专家进行详细的内容验

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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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文化交流内容建设的重点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 

Part   2 

目    录 

资源服务产品应用 
 

地方特色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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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已有的藏文化的地方特色资源库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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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分中心建设的藏文化专题资源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１、已有的藏文化的地方特色资源库 
《格萨尔史诗》 

《西藏红色歌舞》 

《西藏抗英历史文化》 

《藏医药文化》 

《藏族传统手工技艺之唐卡制作》 

《藏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佛像铸造》 

《藏族十明学专题资源总库之声明学系列讲座》 

《藏族手工技艺大全之藏纸、藏墨、雕刻印板文化专题片》 

《西藏自治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系列专题片》 

《格萨尔史诗音频资源库》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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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分中心建设的藏文化专题资源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１、已有的藏文化的地方特色资源库 
四川少数民族文化-藏族唐卡 

四川康巴藏区民间艺术数据库—锅庄舞子库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资源库——四川藏区藏族
手工技艺子库 

阿坝州藏族祥巴多媒体资源库 

“丝绸之路”汉藏历史文化双语多媒体资源库 

康巴藏语藏戏 

大地弦歌——巴塘弦子文化专题片 

大型藏族歌舞综艺盛宴——草原诗韵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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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分中心建设的藏文化专题资源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１、已有的藏文化的地方特色资源库 

《“三江源”民族文化多媒体综合数据库》 

《青海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库》 

   藏语安多方言视频资源译制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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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比重 
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风民俗 

少数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特色文化 

舞台艺术 

文物遗产 

红色历史文化 

其他（含口述历史与文化访谈5项） 

历史文化名人与革命历史人物 

旅游文化 

抗战史迹 

（1）总体情况： 

文化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建设由

文化部、财政部于2006年起组织实施。 

累计1032个项目立项，中央财政经

费累计投入约10亿元。 

已完成建设项目351个，其中文化

专题片项目184个，计划在2018年未完

成项目全部完成验收。 

资源体构成如图所示： 

2、各省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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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舞台艺术： 

北京国韵京剧多媒体资源库、辽宁省戏曲多媒体资源库、

湖南地方戏剧资源库、吉林二人转数据库、陕西地方戏剧资源

库、川剧资源库、湖北戏曲多媒体资源库等。 

（3）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风民俗： 

福建妈祖信俗专题片、福建寿山石专题片、江西景德镇陶

瓷文化资源库、山西传统手工艺专题片、四川绵竹年画资源

库、安徽民间工艺系列专题片、青海热贡艺术专题片等。 

2、各省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fz.bjgxgc.cn:8080/opera/
http://www.c.lnwhgx.org/
http://dygbjy.12371.cn/2015/08/11/VIDA1439279420795709.shtml
http://dygbjy.12371.cn/2015/03/26/VIDE14273488448061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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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遗产： 

安徽徽州建筑专题片、安徽历史文化名城专题片、浙江藏

书楼专题片、浙江书院专题片、荆楚名胜专题片、山西村落专

题片等。 

（5）地域文化： 

福建客家文化专题片、闽南文化专题片、近代史上海城市

文化、海派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库、潮汕民俗文化专题片、丝

绸之路多媒体资源库、青海三江源多媒体资源库、问道武当多

媒体资源库等。 

2、各省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dygbjy.12371.cn/2015/08/13/VIDE1439433146974317.shtml
http://dygbjy.12371.cn/2015/08/13/VIDE1439433146974317.shtml
http://www.qzcul.com/yxzl/mnwhztp/201608/t20160820_1141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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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少数民族文化： 

格萨尔史诗多媒体资源库、满族文化多媒体资源库、云南

独有少数民族多媒体资源库、四川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库、贵州

少数民族村寨系列专题片和资源库等。 

（7）历史文化名人与革命历史人物： 

安徽历史文化名人专题片、湖南近代人物多媒体资源库、

百年萧红专题库、江西历史文化名人资源库等。 

2、各省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hnjdrw.txh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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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红色历史文化： 

湖南红色记忆资源库、中原红色历史文化系列专题片、黑

龙江世纪英雄谱数据库、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资源库、江苏红

色之旅专题片、红色历史记忆——红岩历史等。 

（9）抗战史迹： 

湖南抗战老兵口述专题片、江桥抗战专题片、重庆抗战史

迹专题片、桂林抗战文化城访谈录、热血山西—山西抗战史迹

等。 

2、各省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hnhsjy.txhn.net/
http://lib.cqlib.cn/2012/kangzhan_nananpian/index.asp
http://lib.cqlib.cn/2012/kangzhan_nananpia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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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部、财政部相关文件 
按照《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财政部关于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的要求，文化部

依据《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

启动了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专项资金申报工作。 

2016年10月8日，印发《文化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紧急通知》（办公

公函〔2016〕335号）。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49  

（2）文化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工作的定位 
立足原创，突出特色，贴近群众，力求精品，积极创新，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

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数字

资源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地方特色文化专

题资源库建设 

红色历史文化多

媒体资源库建设 

少数民族语言资

源建设 

“进村入户”专

项资源建设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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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行政部门作为管理部门负责建设的组织管理。 

文化部承担以下职责：牵头制定和发布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及相关管理政策文件等重要工

作文件；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和专家咨询制度，统筹指导建设；根据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审核工作任务，并向财政部提出资金分配建议。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承担以下职责：牵头制定和发布本地区实施方案及相关管理政策文件

等重要工作文件；建立本地区工作协调机制和专家咨询制度，统筹指导本地区建设；根

据建设重点和要求，汇总审核本地区建设工作任务，向文化部提出任务申请，同时向本

地财政部门提出资金申报建议；对本地区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定奖惩。 

《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 （3）地方资源建设相关单位分工与职责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www.mcprc.gov.cn/whzx/bnsjdt/ggwhs/201506/t20150630_442521.html
http://www.mcprc.gov.cn/whzx/bnsjdt/ggwhs/201506/t20150630_442521.html
http://www.mcprc.gov.cn/whzx/bnsjdt/ggwhs/201506/t20150630_442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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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单位受管理部门委托，负责具体实施。 

文化部组织实施单位承担以下职责：负责编制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等重要工作文件，报文

化部审批；受文化部委托，编制和发布本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并负责申报评审、项目验收

的具体组织工作。 

省级组织实施单位承担以下职责：在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按照本单位职责,组织

实施本地区建设；负责编制本地区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报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和文

化部组织实施单位备案；负责本地区资源建设；省级以下组织实施单位根据本地区发展

规划和相关管理政策文件，组织实施建设。 

（3）地方资源建设相关单位分工与职责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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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级支中心结合本地资源情况参与建设，并由省级组织实施单位进行统一申报。基层

图书馆可根据本省策划的项目，整合本地资源，为本省项目提供素材；基层图书馆也可

以通过协助省分中心组织协调本地特色采集。基层图书馆还可以通过省级实施单位或省

级主管部门申报项目。 

市县级支中心参与地方资源具备的条件：本馆有特色文化资源有一定积累；具有一定的

资源加工和整合能力；有资源建设人员和选定主题方向的地方专家；拥有资源加工、管

理存储的基本软件及硬件设备。 

（3）地方资源建设相关单位分工与职责 

 市县级支中心应针对 不同地区基层群众的需求建设地方资源，并实施多渠道的资源供给
方式。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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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年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流程 

申报单位填写项目申报表，省级文化主管部门审批、汇总后报文化部，文化部委托发展中心组织专家

评审，立项后申报单位提交申报书，省内专家评审、文化主管部门审批，报发展中心与文化部审核。 

申报单位填写项

目申报表 

省级文化主管部

门审批 

省级文化主管部

门汇总并报文化

部 

文化部委托发展

中心组织专家评

审 

文化部发布评审

结果及经费分配

方案 

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经费下达各省 

申报单位填写申

报书 

省内专家评审、

文化主管部门审

批 

发展中心、文化

部审核 
项目正式立项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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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汇总表） 

省份 项目名称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位 成果形式 选题归类 

            

            

            

            

            

            

本省申报总金额(万）： 

                    文化厅公章： 

填表说明：内容简介应准确、简明，反映资源建设内容和建设方

式，300字左右；申报经费按照通知中各类成果形式经费标准计算；成

果形式及选题归类两列内容从下拉菜单中选填。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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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专题片）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

位 
选题归类 

专题片 

格式 
（高清/标清） 

集数 
时长 

（分钟） 
素材时长 
（分钟）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多媒体资源库）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

位 
选题归类 

多媒体资源库 

文字 
（万字） 

图片（幅） 
视频 

（分钟） 
音频 

（分钟） 
元数据（条）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动漫） 

省份 
项目名

称 
内容简

介 
申报经

费 
项目承建单

位 
选题归类 

动漫 

类型 集数 
时长 

（分钟） 
推广活动场次 培训人数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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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微视频）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

位 
选题归类 

微视频 

格式 
（高清/标清） 

制作 
数量

（部） 

征集 
数量

（部） 

时长 
（分钟） 

培训 
人数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口述、演播室访谈节目）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

位 
选题归类 

口述、演播室访谈节目 

格式 
（高清/标清） 

集数 
时长 

（分钟）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舞台演出）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

单位 
选题归类 

舞台演出 

格式 
（高清/标清） 

场次 
时长 

（分钟）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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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慕课） 

省份 
项目名

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
位 

选题归类 

慕课 

格式 
（高清/标清） 

课时 
总时长 
（分钟） 

教学素材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讲座）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
单位 

选题归类 

讲座 

格式 
（高清/标清） 

场次 
时长 

（分钟） 

                  

                  

2017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申报表（其它） 

省份 项目名称 内容简介 申报经费 项目承建单位 选题归类 

其它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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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策划 

项目论证 

加工 

成果 版权 

团队 

经费管理 

（6）建设要求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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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策划 

正确导向 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突出特色 立足自身、文化特色…… 

系统化、体系化 符合本省规划、定位明确 

形式、体量 根据内容合理确定 

专家参与 相关领域、指导建设 

创新 内容、形式、方式方法……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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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统筹策划选题： 

 戏曲动漫； 

 红色历史动漫； 

 “文化中国”微视频； 

 精准扶贫； 

 听遍中国； 

…… 

听遍中国——深入发掘具有地域特色的说唱艺术、

文化旅游等适合用音频表达的内容，结合音频资源服

务便捷的特点，开展原创音频资源建设，形成文化共

享工程特色音频。优秀的建设成果将纳入心声·音频馆

在全国进行宣传推广。 

精准扶贫——结合现代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发展

水平，定批适合贫困地区群众观看、学习和使用，提

高他们的数字化生存能力，帮助他们融入数字化社会

的资源。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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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艺术普及”专题资源 

围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书法、美术和摄影各艺术门类，以具有地方

特色的群众文艺作品、艺术专业辅导、艺术欣赏培训为主要内容，加工整合优秀作品、

讲座、慕课及活动资源。慕课课程具备有完善的课程设计方案，课程资源包含教学知识

点视频、课程介绍、教学大纲、试题库、演示文稿等慕课要素以及在线答疑解惑。资源

素材将纳入文化共享工程“大众美育馆”“文化共享大讲堂”“百姓大舞台”以及“全

民艺术普及大讲堂”平台，用于全国范围的交流共享。 

“舞台艺术” 

拍摄制作本省（区、市）舞台艺术演出资源，包括省级院团

代表性剧目，以及地方优秀小戏、小品作品。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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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资源 

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重大战略构想的推进，深入挖掘“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其在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方面

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历史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中国戏曲”专题资源 

以本省（区、市）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为主要内容，围绕经典剧目、

人物、唱段和知识，系统收集、整理相关文献、照片、影像等，充分展

示中国各地戏曲的特色与精髓。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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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手工艺”专题片 

以本省（区、市）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技艺、民间工艺大师为主

要内容，拍摄制作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传播的专题片，

传承、振兴传统工艺。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专题片 

以本省（区、市）具有代表性的民风民俗为主要内容，拍摄制作具

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传播的专题片，传承中国民俗文化。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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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专题片 

以本省（区、市）代表性历史文化名城（镇）的历史发展、文物古迹、风

土人情、人文传统为主要内容，拍摄制作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

传播的专题片，通过丰富、生动的影像表现和视听语言，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名

城（镇）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展示其当代发展活力。 

“中国古村落、古民居”专题片 

以本省（区、市）保存较好的古村落和古民居为主要内容，围绕人与居所之

间的关系，拍摄制作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传播的专题片，通过丰

富、生动的影像表现和视听语言，展示其历史沿革、建筑风貌与特色及相关风土

人情。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tn=baiduimagedetail&statnum=landscape&ipn=d&z=0&s=0&ic=0&lm=-1&itg=0&cg=landscape&word=%E4%B9%8C%E9%95%87&ie=utf-8&in=3354&cl=2&st=&pn=2&rn=1&di=19742835750&ln=1000&&fmq=1378374347070_R&se=&sme=0&tab=&face=&&is=0,0&cs=3237260591,2447236682&adpicid=0&pi=0&os=4023696559,3934782997&istype=&ist=&jit=&objurl=http://images.tuniu.com/images/2013-11-12/S/SY5odvgN5THwZCq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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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专题片 

以本省（区、市）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人物为内容，拍摄制作

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共赏，易于传播的专题片，通过丰富、生动的影像表

现和视听语言，展示人物生平、个人成就、历史贡献，深入挖掘其思想精华的

当代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节庆”专题片 

以本省（区、市）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为主要内容，展示少数

民族节庆文化的丰富性、珍贵性、独特性，拍摄制作具有文化保存价值，雅俗

共赏，易于传播的专题片，通过丰富、生动的影像表现和视听语言，展现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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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历史文化”专题资源 

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重点

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

资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迹”专题资源 

围绕抗战遗迹、史实、人物与事件，系统收集、整理相关文献、

照片、影像等，采访抗战老兵和亲历者，抓紧抢救珍贵史料，展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历程。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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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论证 

调研 现状 

可行性分析 
意义、预期效果、资源、队

伍、技术、困难…… 

专家论证 专家意见 

• 对本项目选题内容的现状进行调研； 

• 本项从立项的意义、预期的社会效果、资源素材收集、建设人员及专家队伍、技术力

量等方面充分分析项目的可行性； 

• 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论证，上报主管文化部门审批；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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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数字技术 原汁原味、无损加工 

收集素材 全面、多维度 

标准化 标准规范、编目 

素材管理 科学 

素材版权 合法解决、保护 

建设标准要求： 

1.视频资源建设相关标准规范：资源项目的视频成

果应达到广播级标清；视频数字化加工格式执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资源数字化加工

格式规范V2.0》；视频编目标准按照《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资源编目规范》及电影、动画

片、讲座、舞台艺术、专题类节目实施细则编目。

视频摄像和制作的声音、画面、字幕等技术要求参

见《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视频资源制作规范》

(发展中心另行下发)中相关内容。 

2.多媒体资源库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多媒体资源库

对象数据可为复合型，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等，

建设标准参照《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多媒体

资源库建设规范》(发展中心另行下发)。 

3.其他类型资源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参照相关行业

通行的标准规范执行。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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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形式 专题片、资源库、微视频、音频…… 

提交 成品、素材、数据、文档…… 

发布 投入服务，宣传推广…… 

• 项目成果形式要求； 

• 项目成果提交；（素材清单、成品对象数据、元数据、重要文档） 

• 项目成果发布与服务；积极探索以群众文化活动带动资源项目建设的新模式。鼓励多渠道利用资

源项目建设成果，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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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共享 

素材 

样例 

• 项目成果版权由发展中心与本省共有； 

• 解决好资源素材版权； 

• 素材版权解决样例：自主建设项目成果的版权为发展中心与省分中心共同享有，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其

中，资源素材应满足在本项目成果中可无限制使用，成果的整体使用无需再向其他单位获取版权。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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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工作组 结构、组成 

专家 相关领域、经验丰富 

• 项目负责人及主要研究人员；在项目策划阶段，各地应筹建地方资源建设工作组。小组至少由1名省

级分中心分管领导、1名业务主任、1名业务骨干组成，具体负责资源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实施管

控、项目报审和文档管理等工作。 

• 项目专家组成员；专家组应由在地方特色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具有较深造诣和丰富经验的专家组

成。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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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建设项目的经费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不同成果形、质量，明确视频、音频、多媒体资源

库、动漫、微视频、慕课项目的经费标准。 

成果形式 制作标准 价格参考 时长参考 

动漫 

成片制作 

戏曲动漫 10000元/分钟 

10--15分钟/集 
红色历史动漫 9000元/分钟 

推广活动 10000元/场（不少于200人） 

培训人数 450/人/天 

成果形式 制作标准 价格参考 时长参考 

微视频 

成片制作 

标清 15000元/集 

5--10分钟/集 

高清 20000元/集 

作品征集 征集作品300部，培训人数150人，项目费用不高于80万元。   

动
漫 

微
视
频 

3、地方资源建设程序与要求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7）2017年地方资源建设项目经费标准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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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 制作标准 价格参考 时长参考 

文化专题片 

成片 

标清 45000元/集 

30分钟/集 

高清 60000元/集 

素材 

标清 80元/分钟 

—— 

高清 120元/分钟 

专题讲座 

成片 

标 清 100元/分钟 

90分钟/集 

高 清 120元/分钟 

40—60元/分钟（视主讲人情况及版权使用期限而定） —— 

访谈类专题 

（演播室访谈、口述） 

成片 

标清 25000元/集 

45分钟/集 

高清 

35000元/集 

舞台艺术资源 

成片 

标清 150元/分钟 

  

高清 200元/分钟 

80元—120/分钟 

版权使用费（视作品获奖情况、主创情况及版权使用期限而定） 

视
频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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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 制作标准 价格参考 时长参考 

音频资源成品 

无背景音乐 
普通品质 80元/分钟 

8-10分钟/集 
高品质 120元/分钟 

有背景音乐 
普通品质 100元/分钟 

高品质 120元/分钟 

成果形式 资源库容量 价格参考 

多媒体资源库 

文字不少于50万字，图片不少于2000张， 

视频资源不少于500分钟，元数据条目不少于3000条。 50万元 

成果形式 资源规模 价格参考 

慕课 

教学视频总时长不少于5小时；课程使用频率预期达每年

2000人次，并提供在线答疑。 25万元 

音
频 

多

媒

体

资

源

库 

慕
课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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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资源建设工作专项经费使用，应按照《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试点工作资源建设经费

管理办法》（办社图函[2006]437号）的有关规定，确保专款专用。 

• 在经费使用方面，应确保用于资源建设的费用（包括自主建设费、成品购买费、加工制作费、

论证及验收费）所占比例不低于建设项目总金额的85%，其余15%经费可用于购置与资源建设

项目所需的软、硬件设备等。 

• 地方资源建设专项经费使用期限为1年（自经费划拨之日算起）。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二）已有的地方特色资源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建设经费管理办法.doc
http://www.mof.gov.cn/pub/jiaokewen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8/t20110829_589596.html
http://www.mof.gov.cn/pub/jiaokewen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8/t20110829_589596.html
http://www.mof.gov.cn/pub/jiaokewen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8/t20110829_589596.html
http://jk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31_1640141.html
http://jk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31_1640141.html
http://jk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31_1640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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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文化交流内容建设的重点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译制 

Part   2 

目    录 

资源服务产品应用 
 

地方特色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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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 

盲人&老年人…………心声·音频馆； 

少儿&大众……………大众美育馆； 

社区居民………………社区文化生活馆； 

困难群众………………资源服务宝；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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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定位： 

按照《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意见》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提

高文化共享工程分支中心对特殊群体的服务能

力。 

以盲人和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依托文化

共享工程的音频资源、服务体系和互联网技术，

委托专业力量开发产品、定制资源、持续运营、

服务推广，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打造公共文化

品牌产品。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心声·音频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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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情况： 

建成音频馆网站（盲用），拥有音频5.1万小时、40余

万集，内容有评书、相声、影视原声、音乐、有声文学等。

开发大众版网站，拓展大众服务，开通微信公众号，组织线

上线下服务活动，持续运营推广。 

已开发IOS、Android和无障碍Android客户端。定制盲

人专用指纹登录机，投放至2500个文化共享工程分支中心和

500个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使用。 

定制“微游紫禁城”、抗战、长征原创音频，整合“听

遍中国”地方特色音频，开通微信公众号。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心声·音频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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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推广： 

 互联网服务：http://yinpin.ndcnc.gov.cn/ 

 移动互联网服务：IOS、Android客户端 

 微信服务：微信公众号 

 志愿者服务：“读给你听”朗诵志愿者招募公益活动 

 文化活动：“年味中国”原创音频征集活动 

APP下载 

微信公众号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心声·音频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yinpin.ndcn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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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定位： 

为加强全民艺术普及，提高少年儿童和大众美

育素养，发展中心实施了大众美育馆建设项目。 

大众美育馆以青少年和一般大众为重点服务对

象，以美术欣赏、教育、展览和互动交流为理

念，整合社会优秀美育资源，依托文化共享工程

服务体系和互联网技术，委托专业力量开发产

品、开展活动、运营推广，打造集开放性、普适

型、亲民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数字美育产品。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大众美育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meiyu.ndcn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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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情况： 

建成美育馆网站，开发IOS和Android

客户端，收录美术图片资源2.3万幅，

2000张精品图片的解说音频，美育视频课

程200小时。 

开通微信公众号，开发虚拟体验馆，

定制不同门类的艺术教育原创视频课程，

组织线上线下群众文化征集活动，持续运

营推广。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大众美育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meiyu.ndcn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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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推广： 

 互联网服务：http://meiyu.ndcnc.gov.cn/，虚拟馆 

 移动互联网服务：IOS、Android客户端 

 微信服务：微信公众号 

 文化活动：“小画笔，画世界”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征集 
安卓客户端下载 

微信公众号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大众美育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meiyu.ndcn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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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定位： 

为活跃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推动社区文化建设，

发展中心实施了社区文化生活馆项目。 

项目以社区居民为重点服务对象，依托社区文

化资源、群众文化活动和互联网技术，委托专业力

量开发产品、整合资源、组织活动、运营推广，通

过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进入基层社区，打造社

区数字文化服务与数字生活共享平台。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社区生活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shequ.twsm.com.c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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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情况： 

建成适用PC端的社区馆网站和公共文化一

体机终端，开发IOS和Android客户端，已有视

频资源3000余小时，电子书2700余种。 

依托边疆项目在2000个基层服务点部署。

具备视频直播功能，组织心诚名师团和社区达

人秀线上线下服务活动，面向社区征集群众文

化资源，持续运营推广。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社区生活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shequ.twsm.com.c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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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推广： 

 互联网服务：http://shequ.ndcnc.gov.cn/ 

 一体机终端服务：公共文化一体机 

 移动互联网服务：IOS、Android客户端 

 微信服务：微信公众号 

 文化活动：心诚名师团和社区达人秀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社区生活馆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http://shequ.ndcn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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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共享工程资源服务宝，每年向有关省/市/县级中心配送1TB的数字文化资源。2016年

已向中西部地区有关省/市/县级中心下发1700余台资源服务宝，内含1TB基础资源。 

2017年，继续定制标准版资源服务宝，并向贫困地区投放。开发农村版、社区版、少儿版、少

数民族版等，扩展特定人群服务功能。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资源服务宝 

（三）资源服务产品 

藏区五省资源服务宝配送情况 

四川省 72 
云南省 50 

西藏自治区 77 
甘肃省 88 
青海省 51 

（1）建设情况： 

按照《“十三五”时期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提高贫困地区资源保障能力

和资源服务效能，实施“贫困地区

数字资源配送计划”。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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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内容： 

资源服务宝预置1TB基础资源，内容涵盖影视、曲艺、文化讲

座、健康养生、农业科教、务工培训等30余类文化共享工程最新

建设的资源，共计1960余集，1500余小时。通过八个栏目呈现资

源内容。资源可根据需求反馈进行更新，保持内容常新。 

文化 

讲堂  

戏曲 

曲艺 

文化 

专题  

农业 

天地 

影视 

剧场 

文化 

长廊 

五彩 

生活 

儿童 

乐园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资源服务宝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89  

（3）服务推广： 

 连接电子阅览室服务器，通过局域网和阅览室

终端设备提供点播服务； 

 在流动服务点架设Wi-Fi局域网，支持手机、

平板电脑点播资源；可有线连接投影仪、高清

电视，支持流动放映服务； 

 嵌入国家数字文化网，提供资源点单更新； 

 通过数据统计功能，随时掌握服务效果反馈，

及时调整资源配给的方向和内容。 

1、针对特定人群的数字文化产品—资源服务宝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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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动漫 红色历史动漫 
“文化中国”微视频 

 统筹策划  示范建设  联合共建  宣传推广  实施管理 

中华优秀文化数字化建设与传承计划：实现中华优秀文化创新型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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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介绍： 

戏曲动漫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积极探索。目

前，已建成京剧《苏三起解》、豫剧《花木兰》、评剧

《花为媒》等自有版权作品372部，联合湖南、山西、黑龙

江、广西、重庆、宁夏、山东、浙江、海南等二十余省共

同开展戏曲动漫建设与进校园活动，进入千所学校，惠及

百万学生，受到师生的欢迎，获得戏曲、教育、公共文化

等领域专家的高度肯定。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戏曲动漫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戏曲动漫宣传片第三版.mp4
苏三起解经典唱段.mpg
打棍出箱选段.mpg
反菜园经典唱段.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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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推广： 

传统文化进校园从2012年开始，文化共享工程通过“传承经

典，共享文化——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不断推进“戏曲动漫”

的宣传推广，至今进入二十余省千余所中小学课堂。 

戏曲文化体验剧是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创新推广内容，以戏曲动

漫为主题，结合戏曲演员和少儿观众互动的戏曲学习体验，让青

少年在欢快娱乐的氛围中学习戏曲知识。 

戏曲大课堂通过组织学生观看戏曲动漫作品，抢答问题，学习

戏曲知识，模仿戏曲动漫，辨识戏曲乐器，领会戏曲人文精神和

爱国情怀等环节，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戏曲动漫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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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介绍： 

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主要人

物、历史资料、革命遗址等主要内容及背景，通过动画技术表现，

从青少年的视角出发，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充分展

示光辉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

信为核心，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红色历史动漫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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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党一起成长》小人物，大历史，通过个体人物的命运，揭示宏

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史； 

 《把鬼子赶出中国》小故事，大抗战，取材抗日战争时期真实的战

例和故事； 

 《地球上的红飘带》以日记体方式从另一视角再现伟大的长征； 

 《英烈铸就辉煌》以人物志方式缅怀先烈，讲述中国共产党开创建

设新中国的光辉历史。 

（2）内容规划： 

2015、2016和2017年，分别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主题定制红色历史动漫，

联合相关省共同建设。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红色历史动漫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第01集 《神秘的老爷爷》.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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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介绍： 

为探索以文化活动带动基层群众参与数字资源建

设的新模式，2015年，发展中心联合山西、浙江、

安徽三个省级分中心开展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中国”

微视频征集、评选及推广服务活动。 

活动以微视频为载体，通过大赛评选的方式面向

全国的基层群众开展征集、评选，并依托文化共享工

程各级网络、新媒体平台及其他视频网站对活动产生

的优秀作品进行展播。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文化中国”微视频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微视频大赛宣传片.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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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题策划： 

群众文化生活以反映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为主题，记录自

己或身边精彩的百姓活动故事。如“讲述老百姓的文化生

活”“文化活动日记”等。 

地域特色文化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突出地域特色，

展现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或事物。如“城市文化地

标”“即将消失的技艺”等。 

文化人物故事以文化人物为主，通过生动的故事，展现

文化人物的风采。如“最美基层文化工作者”“文化大师群

像” 等。 

             

              

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文化中国”微视频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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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文化中国微视频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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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文化中国”微视频征集、评选活动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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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品牌项目—文化中国微视频 
 

（三）资源服务产品 二、内容建设的重点 



                         100  

汉藏文化交流内容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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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文化交流的资源内容是什么要研究清楚 

请公共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专家帮助策划并把关 

注意政治、宗教、民族问题的把握 

做好内容整体规划，数字资源建设数据测算要科学 

注重汉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关系 

三、内容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