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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专指过去的、记忆中的文化，

它同时也是社会群体创造未来的过程。UNESCO 北京办事处的代表提出：“无形文化遗产（亦

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

以及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它们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家各民族生活方式、智慧与情感

的活的载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代代相传的无

形文化遗产不断得到创新，使各民族具有一种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

人类的创造力。”。可以看出，UNESCO 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三个关键词，即无形文

化遗产承载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体现了人类与自然长期相处的创造力，同时是人类社

会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来源于二十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审视。对世

界各地文化趋同，文化身份模糊，文化多样性保护力量杯水车薪的担忧。对文化遗产保护中

一直以来只关注以宏伟建筑为代表的标志性物质遗产的一种理性回归。总之，非物质遗产不

论定义有多少种，其指针是保留社会群体共同珍视的价值，社会群体共同认知的身份，以及

再创造和继续传承文化遗产的人文关怀。  

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民族文化众多和生物多样性丰富之间的必然

联系越来越成为多学科的共识。把云南建成民族文化大省和绿色经济强省的政策更加凸显出

云南省应该和谐统一地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战略意义。在这个

关键问题上政策的科学性和行动的高瞻远瞩一定是云南省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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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

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两类： 

1． 文化表现形式，即各种门类和形态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

舞蹈、民间美术、戏曲、曲艺、民间工艺、民俗礼仪等。 

2． 文化空间，指按照民间传统习惯的固定时间和场所举行的传统的、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

化活动，如庙会、歌会、传统庆典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 

1． 口头传统，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语言：即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指在民众

中长期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故事、歌谣、说唱等传统语言艺术以及

与之相关的表演活动。 

2． 传统艺术：包括传统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曲艺、杂技等各种民间艺术和传统表

现形式。 

3． 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指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民俗生活、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

庆典、传统仪式和礼俗、民间体育和竞技，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 

4． 有关自然界、宇宙和社会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指民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

和积累的有关自然界、宇宙和社会的知识，例如：关于时空观、天文、地理、历法、气

象等方面的知识；传统农业的相关知识；生态知识和环境保护实践；传统养生、健身和

医疗知识等。 

5． 传统的手工技艺：指器具制作、民居建筑、陶瓷、织染、金属工艺、造纸、印刷、酿造

等传统手工技艺。 

6． 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知 识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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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间组织促进会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联合组织“民间组织参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 

 

黄金保  鸣建萍 

云南省民间组织促进会 

 
为开展云南民族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保

护和应用，探讨、组织、动员我省民间组织

积极参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7 月 12 日，云

南省民间组织促进会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和传统知识研究会联合组织的“ 民间组织

参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在昆明召

开。会议邀请了我省在民族文化方面有研

究、涉及民族文化方面的省属民间组织参加

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黄峻，省社科联

学会部主任卜金荣，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

任、民族博物馆馆长、教授尹绍亭，云南艺

术学院科研处 处长、博士、教授傅永寿，

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执行主任

钱洁，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副理

事长王春，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传统知识部主任、博士尹仑，省民族文化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顾进军，云南东方民族民俗

文化艺术研习传播中心杨晓玲，云南中外摄

影家艺术交流协会刘华松，省演讲学会秘书

长李志勤，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樊子

实，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赵佳聪，省民

间组织促进会副会长靳建新，省民间组织促

进会秘书长宋少华，省民间组织促进会副秘

书长尹光忠，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

长黄金保等共 19 人。 

会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产业

发展办公室主任黄峻倡导我省民间组织要

积极参与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规划、立

法，参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参会人员

作了积极的发言，有的还准备了文字交流材

料。会议探讨了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提出云南

创建民族文化大省，既要重视民族文化产业

的发展，也要重视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既

要重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重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人才

聚集的优势，找准切入点，实行重点突破，

以点带面，找好项目，做大做强；建议以市

场化的原则，建立城市民族文化社区，让民

族文化与社区相融合；广泛动员社会资金参

与文化大省建设，政府尽量避免重复项目的

审批，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此次会议使大

家得到了很好的交流。 

(摘自  《云南民间组织通讯》  

2005 年第七期 总第 5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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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K 论坛活动集锦 
 

2005 年 CBIK 第一期论坛 

(5 月 13 日) 

 

坛主：王雨华 

主题：如何提升网络信息资源在科学研究中

的应用价值 

参与人员：来自 5 个组织的 17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王雨华博

士给大家做了以“如何提升网络信息资源

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为题的论坛。 

在论坛中，王雨华博士在全文类、文摘

类、电子图书类等资源方面给大家提供了很

多具体的文献资源名称和该资源具体在国

内的一些情况。如知名的全文类文献资源：

Kluwer online 和 Elsevier  等。同时馆际

互借与全文传递系统被作为一个重点来讨

论，王雨华博士就这两个方面给大家提供了

大量具体和实用的方法（如果您需要的话，

请和论坛秘书联系）。同时，王雨华博士还

谈到了很多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他呼

吁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因为只有这样做，

大家才能获得更好的知识来源。 

最后他给我们演示了当前比较流行的

文章写作辅助软件 Endnote 8.01 的使用方

法和技巧，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因为对参

加论坛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认识这

个软件。这个软件的强大功能让大家眼前一

亮。 

 相信参加完这个论坛的朋友们对“资源

繁杂，无从入手；各自为阵，目标难寻；权

限限制，只可远观；资源零乱，难以管理；

忽视管理，违规操作”等等问题都寻找到了

合理的解决办法。 

 

 

2005 年 CBIK 第二期论坛 

(6 月 15 日) 

 

坛主：何丕坤教授 

主题：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 

参与人员：来自 4 个组织的 20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此次论坛由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

知识研究会（CBIK）和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China)联合举

办，来自云南省林业生态工程规划院的何丕

坤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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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何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传统知识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背景：村民乡土知识权益

的丧失；WTO 后知识产权保护了公司的利益，

资本流向公司老板；乡土知识由于地域性特

点和受益人群的不确定性需要特殊的保护

机制；弱者的呼声。并从研究的内容、有关

的建议、研究与创新等方面给大家做了详细

的介绍。 

最后何老师和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认为：乡土知识研究要有新突破，要研

究超越知识产权框架的新的保护机制。 

 

2005 年 CBIK 第三期论坛 

(6 月 30 日) 

 

坛主：宗丹萨哈仁波切活佛 

主题：传统知识如何促进社区发展、维护社

区利益 

参与人员：来自 4 个组织的 19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宗丹萨哈仁波切活佛，来自香格里拉的

松赞林寺和归色寺，北京高等佛学院毕业。

萨哈活佛这次不是来给我们讲佛法的而是

讲藏族的传统知识，以及如何利用传统知识

促进社区的发展、维护社区的利益。 

首先萨哈活佛就藏族人民的传统知识、

藏传佛教对传统知识的作用、寺庙与社区的

传统关系、今天寺庙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利用传统知识帮助社区发展、利用传统机制

维护社区利益等概念和作用给大家作了详

细的介绍。 

然后萨哈活佛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关于

他们的寺庙如何促进村子发展和保护村子

利益的案例。萨哈活佛归纳总结了一句话：

国家好、民族好、我们好，藏传佛教为国家

稳定、民族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就佛教（寺庙）如何在促进村子发

展、传统知识的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与大家进

行了交流讨论。 

 

 

2005 年 CBIK 第四期论坛 

(7 月 7 日) 

 

坛主：陈德寿研究员 

主题：推广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方法，促进贵

州农村可持续发展 

参与人员：来自 3 个组织的 15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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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寿研究员是来自贵州省农科院现

代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此次论坛

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项目经验的交流和分享。 

首先陈德寿研究员给大家介绍了项目

的第一期即《中国贵州山区自然资源管理研

究》的主要研究成果：（1）初步建立了一套

“村规民约”式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和相应

的管理机构，从源头上落实了对自然资源的

有效管理；（2）初步形成了一套基础设施建

设的参与式实施与管理机制，为贫困地区发

展项目外部资金的投入及管理，构建了一种

高效可行的模式；（3）通过参与式的技术发

展研究，组装、配套出多套适应黔中高海拔

地区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农艺技术措施，大幅

度地提高了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4）通过项目实践，社区村民的参与能力

得到明显提高。这是实现自然资源有效持续

管理成败的关键。 

在第一期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二期即《推

广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方法，促进贵州农村可

持续发展》，项目采用了纵向(政府体系)与

横向(村民、村寨之间)的推广方式。项目取

得了积极的成果。 

报告结束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

论，探讨了在贵州和云南之间同类项目的异

同。 

陈德寿研究员提供了他在论坛中用的

演示文稿，有兴趣的朋友请向论坛秘书普灵

沥索取。 

 

 

2005 年 CBIK 第五期论坛 

(7 月 13 日) 

 

坛主：李相穆 

主题：从史前岩画到生态旅游 

参与人员：来自 7 个组织的 19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韩国蔚册

大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系研究员、法国国家自

然历史博物馆博士李相穆研究员。他给大家

介绍了韩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及其相关的历

史。 

首先李相穆研究员从鲸鱼的壁画说起，

韩国南方人民曾经是渔猎民族，主要是以捕

杀鲸鱼为主。但是近代研究韩国历史的学者

都认为韩国是农耕民族，韩国的文化是农耕

文化，而忽视了其他文化类型的存在。2005

年成立了蔚山鲸鱼博物馆，目的是一方面告

诉韩国民众韩国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教

育大家保护海洋，因为今天韩国周围已经没

有馆内所展示的鲸鱼了。 

接着李研究员又谈到了政府的行为：修

建水坝之前没有进行考古，所以遗迹(史前

岩画)没入水下，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之

后又不关心。过了几年政府开始重视起来，

于是进行了保护。李研究员还谈到从岩画中

可以找到与现在一样的物种。 

蔚山地区以后的发展框架是以史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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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考古为核心，同时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发

展，以及保护当地传统民族文化和自然环

境。李研究员希望他们的工作能为中国以后

发展相似项目时提供借鉴。 

最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李相

穆研究员提供了他在论坛中的演示文稿，有

兴趣的朋友请向论坛秘书(普灵沥：

pulingli@cbik.ac.cn)索取。 

 

 

 

 

 

 

 

 

 

 

2005 年 CBIK 第六期论坛 

(8 月 17 日) 

 

坛主：泰丽思(Therese Grinter) 

主题：戴瑞滨溪流蓄水区的社区环境发展 

参与人员：来自 4 个组织的 17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泰丽思在1999年至2000年之间为中科院昆

明植物所和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

研究会工作。她最近从墨尔本的皇家理工大

学国际发展系获得了社会科学的硕士。她从

2002 年开始以助理协调员的身份在戴瑞滨

溪流管理委员会工作。泰丽思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共同开展项目工作以改善戴瑞滨溪流

的环境条件。 

首先她为大家介绍了戴瑞滨溪流的基

本情况，从各方面展示了溪流需要迫切保护

的原因，如人们活动的区域、各种动植物的

生活地、牲口饮用水、下游发展带来的问题、

购物车扔在河里、各种工业污染等。所以戴

瑞滨溪流管理委员会就组织起来，与政府一

起合作，让社区参与到保护自然、保护戴瑞

滨溪流的行动中，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最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特别是 CBIK 流域管理部也有一个相似

的项目，他们都进行了项目经验的交流和分

享。 

 

传统文化 

观光资源 

环境保护 

考
古
学
的
遗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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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信 息 

研究会于 2005 年 8 月 14-16 日在德国米索尔社会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下，与云南省禄劝

县环保局、云南省禄劝县云龙乡人民政府和国际混农林研究中心云南办公室共同举办了参与

式技术发展与云南山区生计研讨会。向与会者介绍了参与式技术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总结推

广研究会在云南山区实施参与式技术发展项目的实践经验，探讨了参与式技术发展与其他社

区发展方法（社区发展基金、社区教育、环境教育、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等）的结合。 

研究会于 2005 年 9 月 22-23 日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资助下，

成功举办了“森林良治：社区林业的新发展方向？”---- 西南山区森林治理研讨会。与会

者一起分享了国内森林良治的相关研究经验和结果，讨论了森林治理项目开展的潜在领域，

探讨了森林治理推动社区林业新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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