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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简 报 
                       Work Briefing II 

                              第二期 

                                           2013 年 12 月 16 日 

 

           抢救正在消失的经典——国家重大项目工作进行中  

 

2013 年 8月 13 日至 9 月 2 日，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成员本年度第二次到
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代表课题组和促进会实施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组

为期 20 天的工作。张旭会长、白枫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丁春艳与香格里拉
地区仅存的两位老东巴祭司和志本、习尚洪以及纳西学者杨正文一起抢救性释读和翻译

今年 5 月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芮兰兹图书馆采集的的该馆于 1916 年收藏的东巴古籍以
及部分英国国家图书馆于 1934 年收藏的东巴古籍，共有百余本之多。 

 

      
  促进会成员在香格里拉白水台，与东巴和纳西学者开始第一天工作（白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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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张旭会长 8 月 16 日发自香格里拉的微信截图。 

 

           

            8月 15 日夜里白地下起了雷雨，雷雨中停电了，16 日的释读工作从纳西学者 

            杨正文老师家的小院搬进了他得木头书房继续进行。（白枫摄-微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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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读工作现场，左起课题成员丁春艳、纳西学者杨正文、东巴祭司习尚洪、和志本、促进会会长张旭 （白枫摄） 

 
目前，对英国收藏的东巴经古籍已经做出初步分类和编目整理工作，翻译工作正在

进行中。 
如今，东巴祭司已年逾古稀，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短很少。但是，只要东巴祭司

们尚能解读念诵东巴经，我们促进会就会一直进行抢救工作。目前还有许多经书需要翻
译成汉语；一些电子版经书，需要标注纳西语读音……需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一

直在和时间赛跑，希望我们是最后的赢家。（本刊通讯员丁春艳供稿） 

              

                两位老东巴祭司热情非常高，和志本东巴 86 岁、习尚洪东巴 70 岁。（白枫摄）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4 

 

  重点学术活动“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古籍音视频抢救记录的研究 
 

课题研究得到北京市社科联的支持和资助，目的是在国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

东巴经典藏品信息进行数字化获取的基础上，用音视频的数字化手段拍摄记录下老东巴

祭司释读和吟诵东巴经典古籍的原始读音的全过程，把其读音与象形文字逐字逐句用形

象对位起来，以影视人类学的视角剪接完成音视频资料短片，把抢救记录下来的这一“世

界记忆遗产”资料留给学者们及后人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达到对东巴经典古籍的传承。 

               

                白枫拍摄记录东巴祭司释读英国东巴古籍藏本的过程 （丁春艳摄） 

    课题面临的难点是：东巴文化的传承者东巴祭司都已是 70 岁和 80 岁的高龄，他们

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抢救速度，目前最关键的是从速用数字化音视频技术手段尽快把东

巴祭司的释读过程原生态的记录下来，并完成资料的技术性采集和数据保存工作。 
【其它工作动态】 

 
       与社科联签署促进会执行国家重大项目配套课题立项协议 
 

10 月 16 号下午 1:00，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北京东巴文
化促进会在北京市社科联课题立项相关事项沟通会议》。参会人员有：社科联科研工作
部李志东主任，社科联学会部王彦京主任，社科联科研工作部邢琰老师，东巴文化促进
会会长兼课题主要负责人张旭，东巴文化促进会丁春艳。 

会议由社科联科研工作部李志东主任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签署北京市东巴文化
促进会课题立项协议，确定课题的题目、成果完成时间及呈报形式等。 

张旭会长说，首先感谢社科联的支持！并简单介绍了促进会近几年关于东巴文化的
抢救工作，包括去国外采集数据、国外归还经书情况、课题组赴香格里拉白地调研情况
等。并向与会者展示了一本促进会收藏的东巴经。为让社科联更进一步了解东巴文化、
了解促进会及其近年来的工作，放映了由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子课题 1的申报 PPT，会议中，李主任说，你们这是人类学的东西。张会长说，目
的是实现东巴经国际共享，我们用现代技术手段，采集信息，包括音频、视频、图像资
料，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得以传承、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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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联副巡视员王彦京主任、科研办李志东主任、促进会张旭会长交流国家重大课题内容 （丁春艳摄） 

 

李志东主任：课题题目要确定，精简，确保课题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完成。课题

开始要有计划书、方案，中期要报个阶段性成果，最终完成后要有科研报告。李主任和
课题主要负责人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会长张旭确定了课题结题的时间为 2013年 12月 30

日。（根据丁春艳记录整理） 
 

 
 

            促进会常务理事会在北京丽江东巴会馆举行 
 

10 月 22 日下午在北京丽江东巴会馆召开了促进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主要内容：北
京丽江东巴会馆邀请北京东巴文化发展促进会领导到会馆参观，并探讨促进会与东巴会

馆的进一步合作的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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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会常务理事会现场，后排左起：白枫、木建华、李力、高存今、曹立君、张旭、苏碧叶、和文光， 

前排左起：窦佳乐、马雅莎。（丁春艳摄） 

 

和文光先生是北京丽江东巴会馆馆长、国家一级作曲家、民族音乐家、东巴象形文
书法家，在牛街某热石养生会馆老板王先生的帮助下为北京丽江东巴会馆提供了场所，

成立了会馆，作为在北京传播丽江东巴文化的一个窗口。和文光先生介绍了会馆的基本

情况，并陪同促进会的领导们参观了和文光书画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他创作的长
2000 尺的东巴象形文长卷，该长卷是世界最长的东巴象形文书法，获颁世界纪录证书。 

会议由副会长马雅莎主持，她提出通过参观，我们看到了会馆在和文光先生的努力
下，已经建立起来，东巴会馆在北京是一个纳西文化的对外窗口，促进会是否可以在东

巴会馆挂牌子等问题进行探讨。 

          

促进会成员参观和文光馆长用东巴象形文字书写的长卷（丁春艳摄） 

大家议论双方在哪些方面能合作开发，比如工艺品、特色纪念品。我们的介入要提

高层次和档次，达到有学术文化氛围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娱乐休闲的地方。开发的物
品要和外面随处可见的东西要有所区别，比如加上些文字注释之类的进行包装。 

张旭会长提出关于挂牌的事情要慎重，要求大家回去后认真考虑。我们已于 10 月
22 日下午由会长助理窦佳乐在微信上建立了东巴文化促进会的群，希望给大家提供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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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平台，请大家多提好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社科联领导会见云南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等一行嘉宾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在北京社科联五楼会议室，北京社科联党组副书记梁立新、

学会部主任王彦京会见云南的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清、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
和红阳、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杨杰宏、丽江市老体协副主席陈显国一行嘉宾。并与我

促进会共同探讨在北京开展东巴文化推广工作。 
张旭会长用 PPT 向双方汇报由北京东巴促进会担任的国家重大课题开展情况。 

          

      张旭会长（左二）在向社科联、云南纳西文化协会展示促进会课题进展情况（窦佳乐摄） 

 

会议进行中社科联党组副书记梁立新赶来看望云南嘉宾说：社科联 30 周年的宣传

片里把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的抢救东巴文化的事也放在里面。北京社科联韩书记也很支

持，上次我们社科联组织去云南考察东巴文化的消息在北京台新闻也看到。 

           

（左起）社科联梁立新副书记、丽江纳西文化协会会长杨国清、促进会会长张旭会长、社科联王彦京主任等人座谈 

（窦佳乐摄） 

杨国清（丽江文化研究会）：这次来北京除了参加一些活动，还想看看有没有可能

扩大一些合作。再有就是感谢北京社科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探讨在北京建立东巴文化生态园的可行性 

 
    2013 年 10 月 30 日晚，北京社科联领导、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张旭会长及齐宪役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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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与来自云南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清等人共进晚餐，席间齐宪役副会长提出了
在北京建设东巴文化主题公园的想法，想做一台有纳西民族特点的节目，目前北京白天

去逛各个景点，晚上有几十万游客没事干也没有地方去。如果有一台东巴文化的演出，
就能把北京东部晚间的娱乐活动丰富起来，也可以做些旅游纪念品的展卖。再有餐饮、

展览、旅游推荐等等，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纳西族东巴文化。既有国内的游客，又有国
外来的游客，还有北京的游客，三方面的客源就可以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地点可以放

在朝阳公园。 
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清：我一直研究文化旅游，这个公园可以叫东巴文化生

态公园，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现在北京被雾霾搞的晕头转向，可以打生态的牌，
而且东巴文化生态公园是科学的一个定义。 

齐副会长决定下一步先写个方案，供大家讨论，今后可以找专人做旅游规划方案。 

张旭会长建议：此事促进会挑头，齐宪役先拟策划案，如果选在朝阳公园，可能
需要与朝阳区政府沟通一下。 

 

             

                促进会法国代表的苏碧叶女士来京参会 
 

苏碧叶女士是促进会驻法国代表，10月到北京，参加了促进会在北京丽江东巴会馆
举行的常务理事会，发表了她对促进会工作的意见。同时她与促进会成员一起参观了促

进会丽江荣誉理事、雕刻家于涌先生的作品展览。 
2013 年，促进会法国代表苏碧叶女士代表促进会在法国联络法国国家图书馆、语言

文化大学图书馆和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收集东巴古籍的数字版。她于 2013 年 7 月 8
日代表促进会在巴黎文化活动中演讲东巴文化。 

在张会长和法方代表苏碧叶女士的不懈努力下，法国国家图书馆于 1905 年收藏的 4
本东巴古籍的电子版已于 11 月 6 日回归。这些藏本的电子版将最终呈现在个国家重大

项目的东巴经典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上。这是我促进会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
贡献。 

          
                     苏碧叶女士与促进会纳西知名歌手和秋实在会馆合影 

 【国家课题简讯】 
 

                       
                       课题组成员去云南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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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12 月 4日，国家重大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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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子课题 2，3，4，5 部分成员（9人），去云南进行考察交

流。简要行程如下： 

30日晚 6点，课题组抵达昆明后拜访了子课题 2核心成员云南民族大学李国文教授，

座谈交流关于课题的一些问题。并将今年张旭会长和白枫老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图书

馆和国家图书馆拍摄的其中 38 本经书，交给李国文老师，请他负责做经书编目。 

12月 1 日，课题组成员参观了位于昆明滇池北岸海埂的云南民族村纳西寨，观看了

纳西寨展示厅，展品以及摆设情况，并拍照纪录。子课题 2成员丁春艳受李国文教授所

托，为随行的课题组成员从象形文字、纳西读音、材质及功用等方面分别介绍讲解了纳

西村寨中展示的部分法物法器：五幅冠、木牌、手鼓、法帽、东巴画，随行的课题组成

员对东巴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促进会学术工作负责人丁春艳（中）在讲解，子课题-5负责人王红军老师（左一）在用手机拍录 

 

12 月 2 日，课题组成员拜访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院长余正涛教授，

探讨东巴经典数字平台建设的技术问题，并参观了他们的汉语纳西语语料库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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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在昆明理工大学探讨东巴经典数字平台建设的技术问题的会议（丁春艳摄） 
 

12 月 3 日，课题组成员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拜访了李德静、赵世红、王世英、
和力民四位课题组老师以及其他三位研究院的老师，就课题进展问题开了座谈会议。会

议围绕计算机信息化处理怎样为传统文化提供服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研讨会现场 

 

12 月 4 日课题组各组成员结束调研工作回到北京。 

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综合组丁春艳，同时作为促进会的代表参加了本次的活动。 
（本刊通讯员丁春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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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西人的圣地 远离尘嚣的山村 

 
白水台位于香格里拉县城东南三坝乡白地村，距县城 100 千米。北京东巴文化艺术

发展促进会的志愿者们连续三年在这里进行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 
 

  
                          香格里拉白水台（白枫 红外摄影） 

 

在纳西族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没有到过白地的东巴，不算真东巴”。相传，

东巴始祖“东巴什罗”在白水台修炼成道，因而人们奉其为东巴道场。又传，纳西族的
两位天神为了让当地的纳西族人学会造田耕地，特地变幻出来这样一片宛若层层“梯田”

的白水台，所以，此地又有“仙人遗田”的说法。白水台是中国最大的泉华台地之一，
属岩溶地貌。白水台造型酷似一层层梯田，远处看白水台如同一块巨大的汉白玉雕成，

清水从上面流过，犹如流银泻乳，甚为奇观。白水台也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发源地和东巴

文化的发祥地。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纳西族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处，祈求神灵保佑新
年丰收。  

    香格里拉白地的白天最高气温只有 18 度，年平均气温 11.4℃，属温带气候，降雨
较多。村里的葡萄、梨、大丽花、花椒、核桃都长势很好，晚上有全视野的星星，远离

都市尘嚣的山村，是纳西人的故乡，东巴文化的圣地，美丽的地方。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第页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12 

【云南丽江】 

                             珍珠泉忆影 

 

             《 光明日报 》（ 2013 年 11月 17日   11 版）刊登了杨福泉的文章 

 

 

    这张照片是丽江古城的水源地黑龙潭的珍珠泉，水非常清澈，泉水犹如一串串晶莹

剔透的珍珠，从地底下联翩而出。雪影投射在水波中，人影投射在水波中，人在水波光

影中也朦朦胧胧，显得绰约多姿和富有灵气。黑龙潭独有的无鳞鱼在水潭里游来游去，

婀娜飘逸，俨然水神钟爱的宠物。 

    珍珠泉畔留下了那么多我童年和少年时的美好时光。每年农历三月，在黑龙潭举办

龙王庙会，来自各乡镇的民间艺人或在泉畔对歌赛歌，或登台唱滇戏京戏，大人小孩口

渴了，就跑到珍珠泉边来汲水喝，有的用土碗，有的用铜瓢，更多的人是用双手掬水喝。

节假日，泉畔红男绿女，笑语如银铃，和泉水的叮咚声融会一起，飞向蓝天白云。我每

次回乡都要去黑龙潭漫步，来到珍珠泉畔，都要按小时候的习惯，用双手掬几捧水喝，

顿时沁心润脾，怡然神爽。 

    丽江纳西人都相信，水中的鱼儿是纳西自然神“署”和龙神的家眷，人不能伤害它

们。记得小时碰到天降大雨，来自黑龙潭的丽江古城大小溪流会猛涨水，于是随水流游

下来的鱼儿也会不小心飘出水面，随溢出的水搁浅在四方街的石板路上，我们会遵照大

人从小的教导，尽快地把这些鱼儿小心翼翼地捧起来放回河里。 

    每天，珍珠泉畔会有不少本地市民拿着大瓶小瓶、大桶小桶来汲水，然后用自行车

驮回去，偶尔也见有赶着马来驮水的。这清清的泉，伴随着丽江人的生活与梦想。来泉

畔祭拜龙神和大自然神“署”的纳西、白、藏、汉族民众也不少。前几年，我在泉畔看

到树杈上飘动着五颜六色的经幡，这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敬拜灵泉时系的，表达他

们对珍珠泉的礼敬之情。而泉畔的草地和岩石上，则可看到纳西人祭祀神灵用的栎树和

刺柏枝等。 

      

  珍珠泉          （摄影杨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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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珍珠泉一路之隔，就是祭祀龙王的龙神祠，修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 年），龙神

祠对面则是一个平面呈品字形的九脊悬山古戏台，建于乾隆年间，旧名“玉泉龙王庙”，

因获清嘉庆、光绪两朝皇帝敕封“龙神”而得名。《光绪丽江府志稿》中记载：“玉泉龙

王庙，在府城北象山麓，依山面水，殿阁高耸，古树浓荫，寒潭漱玉，天然美景不假人

工，诚邑之盛境也”。 

    不料在一年多前，这一汪清冽无伦的泉水连同黑龙潭的其他泉眼，突然一个个都干

涸了，珍珠泉露出了潭底的鹅卵石，那些无鳞鱼自然也难逃此劫，完全不见踪影了。满

潭干枯的鹅卵石凄楚无助地望着天，昔日满潭碧水一池清波何处去了，只余满目枯槁，

一片苍凉。 

    如果说山是丽江的形体，水就是丽江的灵魂。纳西人历来对水是非常敬畏的，东巴

经典中有专门歌咏水的《迎净水》及其祭仪，东巴为人祈福都要用刺柏枝蘸着净水洒到

人的头上、身上。东巴经书和纳西民间最常用的一句祝福辞是“愿流水满潭！”说了这

一句才会继续说“愿足食长寿，身魂平安！”纳西人很早就知道，一个地方要吉祥如意，

生活幸福，首先要有水，流水满潭是吉祥的象征，而人们只有爱山爱水，节制滥采地下

水和浪费水资源的恶习，保持现代化发展与本地水资源的均衡关系，才会被山水所钟爱

和垂青，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如今黑龙潭的珍珠泉干涸了一年多了，所有的丽江人眼巴巴地盼着她再涌甘泉，无

数热爱丽江的人也在殷殷期待着福音。今年云南有幸水量充沛，但珍珠泉依然还没有冒

水，这几年我除了多次提出保护丽江地下水、保护水源地的“民间提案”之外，睡里梦

里，在心中不断地祈祷，期盼着珍珠泉再次垂青拥抱丽江人。我也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

人们只有敬畏山水，爱惜天地的恩赐，才会有这吉祥的“流水满潭”。（杨福泉是云南省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注：我促进会在北京社科联支持下立项的重点学术活动“国际东巴经典古籍课题研究”，就是

于 2009 年在丽江启动的。从此，早期外国学者在丽江国际东巴文化研讨会上倡议的“结成纳西东巴

经典共享联盟的建议”，在十几年后，终于由我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迈开历史性的第一步。 

 

 
【会员情况】 

 
               雕刻家于涌作品《宝岛台湾》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于涌祖籍山东，1957 年出生于台湾，他从小喜欢艺术，台湾健行工专化学工程科毕

业后自学石雕艺术，师从李霖灿、吴平、官大钦先生等。1998 年底长住丽江；2000 年

起，致力于金沙江雅石与木雕相结合的艺术创作，现已完成作品近百件。 

    2013 年 10 月于涌作品展在北京柏林寺举办，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的许多

会员和朋友去参观了展览，有人因喜爱于涌作品多次参观展览。 

在北京展览期间，人民大会堂决定收藏于涌展览中的一件展品《宝岛台湾》。《宝岛

台湾》创作于 2005 年，作品由一块包括台湾宝岛及周边岛礁在内的台湾地图纹路的天

然金沙江石，和精工雕刻而成的木制底座构成。一般赏石以立放居多，于涌把石头平放，

四边雕刻海水鳌龙，更具巧思。天然石上的宝岛台湾形状，清晰可见，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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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丽江荣誉理事于湧与其被人民大会堂收藏的木石雕塑作品《宝岛台湾》 
 

 
【纳西学者】 

 
李霖灿 

 

李霖灿（1913-1999），河南省辉县人。一九三八年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
后，就由昆明北上经大理到丽江去作边疆民族艺术之调查。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国立中央

博物馆之聘，从此就一直在博物院中工作，一九八四年元旦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之
职务上退休，仍然继续于艺术史的研究，并在台大、师大等校任教中国美术史及古画品

鉴研究等课程。 
    “李霖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风烟四起、战火弥漫的 30 年代末，他随同南迁的国立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走进了云南，最终在沈从文、董作宾、李济之等大学者的鼓励和支持
下，与画友李晨岚走进丽江。仿佛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个中原学子布衣芒鞋，怀一颗

年轻人的纯诚之心和心比天高的少年壮志，传奇般地开始了他探索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生
涯。他打破了当时西方学者特别是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博士在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上一枝

独秀的状况。至今，西方学者仍然把他视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中国学者中从事东巴文
化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后来曾远游欧美诸国讲学访问，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的东巴经编目。他的多种论著，至今仍然广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引用”。（摘自杨福泉 2005
年 01 月 06 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李霖灿埋发玉龙雪山》） 

 
 

【文化动态】 
 

    人民网 10 月 24 日电（赵光霞）《溯源东巴文化》国际纳西东巴文化展暨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师生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 23 日开幕，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廖祥忠、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桐胜、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王志等出席开幕式。 

今年七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师生赴丽江进行了 20 天的采风拍摄活动，共创
作了 15 组、200 余幅摄影、剪纸和书法作品。在 10 月 23 日――10月 27 日为期五天的

影展中，这些作品将和英国师生的影像作品及丽江纳西艺术家木雕、绘画作品共同展出。
网络展出平台也将同步开放。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62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43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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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中共丽江市委市政府、英国北安
普敦大学共同主办，本促进会也以参展的形式协助了此次展览。该活动是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英国北安普顿艺术学院院长提出：
在丽江联合创办一个全球东巴艺术创意高校，通过培养高水平的创意人才来达成保护、

传承东巴文化。这无疑契合丽江市委提出的“文化硅谷”的发展战略，也是值得相关力
量共同倾注心力促成的一件文化工程。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国际文化研讨会、影展主题

明信片、画册等纪念品分发及《图像证史》专题讲座等活动。 
 

活动其中的一项是纳西族艺术家赴英举行展览，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张旭的绘画入
选。画展题为“被遗忘的王国”在英国三个城市巡展（伦敦、伯明翰和北安普顿）。 

 

     

张旭与英国北安普顿艺术学院师生在英国伯明翰 RBSA 画廊（RBSA Gallery） 

 

 

                                                  
（本报编辑：窦佳乐）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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