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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简 报 
                       Work Briefing I 

                              第 一期             
                                                    2013 年 8 月 

                                                                                               

 
 

“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家级重大项目开题会在京举行 

 

    2012 年的最后时刻，伴随元旦的钟声，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迪庆纳西学会共同申报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成功。 
2013 年 6 月 22 日上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

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召开。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专家学者及项

目课题组全体成员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开题会现场  （窦佳乐 摄） 

 

会上，由课题组首席专家徐小力教授根据招标时的课题论证以及进行的前期工作，向与会专家

们汇报了课题工作计划和今后项目开展的一些思路及子课题组分工。重点研究工作包括：提出信息

共享方式，与联合国和国内外相关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研究院所等合作，建立能够采集、汇集及

共享国内外东巴经典古籍信息的途径；调研、汇集、分析与整理东巴经典信息，进行代表性田野搜

集并请东巴祭司释读，提炼释读方法，完成数字化编目；提供数字化加工与检索方式，提供基于搜

索引擎的多种信息检索、搜索及统计方法，提出数字网络化的现代传播手段及信息发布与管理方法；

研究数字网络化国际共享信息平台建设方案，提供可进行异地远程学术研究与互动交流的技术支撑；

针对东巴象形文的特点及难点，提供面向东巴象形文字的释读数据库、知识库及知识挖掘工具等，

提供基于平台的东巴象形文数字化释读手段，构建数字化档案库。项目总体安排为2013年1月—2017

年 12 月共 5 年时间。 

该项目一共分为五个子课题，我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承担了该项目子课题一的研究工作，主要

负责东巴经典的数字化信息采集与释读过程音视频记录的研究与实践。会上子课题一的负责人张旭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2 

女士汇报了国家重大项目立项以来的工作： 

          

       张旭女士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会上用 PPT 向与会专家展示抢救东巴文化的工作（窦佳乐 摄） 

 

        

               张旭女士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会上介绍抢救东巴文化的工作 （白枫 摄） 

 

开题会期间，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白庚胜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暨纳西学研究成果发布

会上致辞说，纳西学是以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纳西文化研究为基础，于本世纪初步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文科学新学科。产生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代表性学者；已建立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西南民

族大学纳西学研究所等专门性研究单位；已成立国际纳西学学会、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等

学术社团；已推出《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纳西学丛书”等大批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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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纳西学会会长、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顾问白庚胜在发布会上讲话  （李力 摄） 

 

          

           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出版纳西学成果：30 卷《纳西学丛书》（窦清风 摄） 

 

    会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国家重大项目《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

设研究》开题会做了报道，新华社、人民网、新华网、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传媒

网等各大媒体包括几十家各地网络传媒也发表了报道文章，认为此次研究将通过文理工大跨度学

科交叉及国际合作的途径，在东巴文化的发源地国家首先研究构建面向全球东巴典籍的国际共享

信息平台，运用数字网络化的现代信息科技手段进行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文化信息的获取、

处理、存储及传播。不仅可实现东巴文化信息化传播，也能大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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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要简讯： 

 

1、2013 年 4 月，在多年支持促进会工作的北京市社科联的组织下，促进会部分课题组成员赴

云南丽江和香格里拉纳西族聚集乡村进行深度的田野调查，在调研中走访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

纳西文化研究会、国家级东巴文化传承人东巴祭司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点等，在白水台与专

程赶来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国家项目首席专家和课题组负责人一道与“圣地东巴文化研究会”进行

了学术交流。专家们就东巴文化的现状和保护措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认为目前东巴文化抢救

性整理研究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社科研究项目取得显著实效。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促进

会多年来在对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为张旭会长等工作人员不辞辛劳的敬

业奉献精神所深深感动。 

                             

            

                   促进会、社科联与与昆明市社科联及东巴文化学者进行座谈 （窦佳乐 摄） 

 

            

                     促进会、社科联与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学者进行座谈 （窦佳乐 摄）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5 

 

            

                促进会、社科联与丽江纳西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清先生亲切交谈 （窦佳乐 摄） 

 

期间社科联副书记梁立新女士为东巴祭司送去药品，并留下兄弟学会的赵雪杉医生为老东巴祭

司诊病治病；促进会会长张旭女士与往年一样，代表促进会为和志本东巴祭司带去治疗高血压的对

症的药品，和给习尚洪东巴祭司带去治疗胃病的中药。促进会成员还利用五一假期，请东巴文化传

承老人和纳西族学者杨正文先生一起对新收集到的法国数字图书馆 8 部东巴经典古籍藏书进行了

现场释读、翻译、编目整理和实况摄录。（5 月 10 日北京电视台新闻对该项活动进行了报道） 

 

         

              北京市社科联梁立新副书记给香格里拉习尚洪东巴祭司赠送药品 （杨玲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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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顾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徐小力与张旭会长等与习尚洪东巴在一起探讨东巴经书释读 

（白枫 摄） 

       

       

        新入会的赵雪杉医生在香格里拉白水台给 86 岁的和志本老东巴祭司诊病（张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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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女士与和志本、习尚洪东巴祭司及纳西学者杨正文探讨法国采集的东巴古籍藏品 （白枫 摄） 

 

           

      促进会承担子课题-1 的工作，在东巴祭司释读东巴古籍藏本的过程中进行音视频记录 （张旭 摄） 

 

2、目前由于大多数东巴经典原始手稿被 10 多个国家许多机构收藏，学术研究处于分散型态且

彼此沟通不便。2013 年 5 月，承担国家课题组的子课题-1 的促进会成员远赴英国采集东巴经典，先

后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芮兰兹图书馆与手稿馆馆长伊丽莎白·郜女士洽谈和放映促进会拍摄的抢救

东巴文化的纪录片；之后与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馆负责人格林汉姆·哈特先生进行了数次艰苦谈判，

最终成功采集了两个图书馆馆藏约 200 多册的东巴经典古籍藏品。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

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开题论会上，张旭女士展示了课题组

这部分前期成果及工作方法，获得专家们的一致肯定与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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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女士与罗兰兹图书馆手稿馆馆长伊丽莎白·郜女士探讨数字采集其东巴古籍藏本 （白枫 摄） 

 
3、2013 年 3 月，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成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与“世界记忆遗产”

负责人安卓先生及其助理曾庆怡女士就促进会之后再进行的经书采集工作将提供所到国家的资源支

持进行会谈，并对促进会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意见和建议，并达成了在抢救“世界记忆遗产”东巴

经古籍方面的初步合作意向。 

 

         

                    201 年 3 月促进会与联合国教科文北京办公室双边会谈 （巴图 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负责“世界记忆遗产”的安卓先生认为，促进会用音视频纪录东

巴祭司释读东巴古籍的研究，是抢救“世界记忆遗产”的一个创新，这种模式可以推广至世界范围

的世界记忆遗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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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3 年 4月 20 日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成功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并如期进行了换

届。大会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召开。会议上张旭会长汇报前届工作，并展望了以后工作方向。张旭再

次当选为会长，张春和、齐宪役、马雅莎、高存今当选为副会长，会议选举了监事长、常务理事、

理事，并补充了新会员。前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李牧、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处书记白庚胜、著名导演郑晓龙等艺术家、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合影 （杨立君 摄） 

 

本月中下旬促进会成员将再次赴云南香格里拉地区与东巴祭司及纳西族学者一起对近期收集的

英国的东巴古籍藏品进行释读和音视频记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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