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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语

     自然景观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并列，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物质文化遗产并列，物质文化遗产（简称“文物”），包括

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简

称“非遗”）包括言传身教、制作技艺、庆贺礼仪、表演技

艺、生存认知等。“非遗”在文化传承上更为广泛、普及，

因为挣脱了“经典”、“制式”的束缚，更贴近心灵、环境、

氛围的自然需求，因此在大数据上反映得更为朴素、真实。



图标内涵：

    外圆内方  手捧鱼纹

   外圆内方，对天地的认知； 

   鱼纹为最早陶文装饰，内含

“文”字，指“文化遗产”，

   鱼生于水，表源远流长。手

捧鱼纹，寓意团结、和谐、呵

护精神家园



第一节

大数据与手艺制作



01. 神话传说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崇拜向往

 内涵衍生

04.
03.

 Archie（原始引擎）



一、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的故事是由人们幻想中的古今生物如:神、鬼、

人、仙、佛、妖、精、魔鬼、上帝、天使、龙、凤动植物等

从而编造出来的故事。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也是一个民族和

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神话偏重于关于人神起源、万物初始的来历，指导域民的

图腾崇拜；传说偏重于口头流传的关于世界来源及英雄故事

的说法，凝聚民众战胜困难的英勇气概。



民间传说

     广义的民间传说又俗称"口碑"，是一切以口头方式讲述生

活中各种各样事件的散文叙事作品的统称。与广义传说概念

的宽泛性不同，狭义的民间传说是指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

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

传奇性散文体叙事。 本章节取广义统称，并且以进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准。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故事

     孟姜女传说，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

说，董永传说……

     满族说部，吴家沟民间故事，下堡坪民间故事，走马镇民

间故事，古渔雁民间故事，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谭振山民间

故事……





二、崇拜与向往

     神话引导域民崇拜，因此往往倡导祭祀，行政拨款或“众

筹”集资，用以塑造神像、神庙，吸引“芸芸众生”顶礼叩

头，焚香祈祷。

     传说则只是诱发民众积极向上的斗志，不屈服于灾难和困

苦，并善于团结周围，共克“时艰”，因此向往英雄行为，

“见贤思齐”，“比肩楷模”。前者“愚民”后者“励民”。



                  三、文化衍生

        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遗”指被各

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

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

艺品和文化场所。所以，“申遗”不是目的，只是开始，今

后的路还很长，保护性开发的项目还很多。围绕这个“核”，

该干的事绵延不断……



衍生例——朱仙镇故事

     人物涟漪：侠客（朱亥），公子（信陵君），长者（侯

赢），美女（如姬）……

     道具涟漪：虎符（适应10岁孩童手握），编钟（钢制，

八音一套），投壶（适应六岁孩童投掷），暮鼓……

     网剧涟漪：窃符救赵，夷门揖别，姐弟情深……

     画作涟漪：动漫年画，制作年画，通关游戏……



古装1.jfif



三位大学生学生发明了Archie

         1990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三位学生Alan Emtage、Peter Deutsch、

Bill Wheelan发明了Archie。

      当时的Internet可以提供诸如FTP等文件信息服务，然

而用户却缺乏一种直接查询FTP文件所在地址的工具。而

Archie恰恰可以自动索引Internet上匿名的免费FTP文件信

息，并提供一种根据文件名称查询文件所在FTP地址的方法。

因此，Archie被称为现代搜索引擎的祖先。



四、大数据步履之Archie（原始引擎）

      1990年，由于当时并没有出现www(万维网)，所以

ftp(文件传输协议)软件成为了共享文件的主要工具。但是要

共享文件，必须要一个ftp服务器。

      当时检索ftp数据也要必须使用ftp客户端，然而很多数据

都是零散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然而就催生了“搜索引

擎”的祖先——Archie。



本节小结

   “非遗”五类栏目中，“语言”类占很大比例，然而由于

归于“神话”、“传说”，便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改动。

     实际生活中，“神话”、“传说”全是祖先编纂的（“正

史”尚存编纂），由“核心”涟漪出“衍生品”，自在情理

之中，况且，“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技能，工具、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本就在“非遗”定义范围之内。



第二节

大数据与手艺制作



01. 美食服饰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装潢道具

 “具”的衍生

04.
03.

大数据步履EINetGalaxy（分类目录）



本节引言（1）

    “民以食为天”，“士以服为品”。前一句总结了百姓的
生存、疾苦，后一句概括了“士族”的“品位、面子”。

     当初郦食劝刘邦别放弃“敖仓”时说：“王者以民为天，
而民以食为天……实际在劝说“欲得天下，须把百姓奉为上
天，欲得民心，须先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

   “美食”在“温饱”之后，同样是“士族”的礼仪、脸面，
“非遗”的“制作技法”既重宅院美食，更重风味小吃。



一、美食服饰
       中国的饮食文化渊源流长，一个菜系的形成和它的悠久历史与独到的

烹饪特色分不开的。同时也受到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资源

特产、饮食习惯等影响。

     “东甜（苏、锡、常）杭帮放糖；西酸（陕、山、甘）西北窖藏；南

辣（湘、贵、川）湿地祛寒，北咸（鲁、满、燕）官盐为上”的说法不

是没有道理。

     这种味觉差反映了我国饮食文化的地区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

口味与地理环境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1.“八大菜系”各有千秋

l鲁菜历史悠久，“底蕴浓厚；

l川菜“七滋八味”尽在其中；

l苏菜“金齑玉脍”玲珑剔透；

l湘菜，香甜酸辣，风味浓郁；

l 

l徽菜古色古香，河鲜家禽；

l浙菜南料北烹，清鲜爽脆；

闽菜清鲜和醇，色香味形；

粤菜清淡鲜活，博采深远。



菜系的拟人化

            有人把“八大菜系”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为：

    苏、浙菜好比清秀素丽的江南美女；

    鲁、皖菜犹如古拙朴实的北方健汉；

    粤、闽菜宛如风流倜傥的典雅的公子；

    川、湘菜 就象内涵丰富充实、才艺满身的名士。



2.豫菜之中和

        豫菜有着3600多年的历史，大约起源于商朝时期，在那个

时候就已经开始讲究咱们中国烹饪当中的五味调和以及火候，

而这些至今仍是我国烹饪技艺中不变之规，而且其它很多的

菜系都是根据这个菜系演变而来，可以说这个菜系是我国如

今所有菜系的起源，因此，这种菜系被人们誉为咱们中国的

“八大菜系之母”。  



3. “舌尖”注重“风味”
     《舌尖上的中国》是由陈晓卿执导，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
部美食类纪录片。该节目主题围绕中国人对美食和生活的美好追求，
用具体人物故事串联起讲述了中国各地的美食生态。以往中国美食
更多以"烹饪大师"或"美食名家"结构，展现"精湛的厨艺"和"繁复的
过程"。“舌尖”更多以轻松快捷的叙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画面，
向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的日常饮食流变，国人饮食中积
累的丰富经验，千差万别的饮食习惯和独特的味觉审美，以及上升
到生存智慧层面的东方生活价值观 。



4. 服饰

     服饰——装饰人体的物品总称，包括服装、鞋、帽、袜子、
手套、围巾、领带、配饰、包、伞等。古人用来遮羞，而今
人对于新事物的认识不断进步，服饰的材质、款式也多种多
样。西汉辛追夫人的一件丝质外衣，只有48克重，去掉领口
袖口镶边，净重25克，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

     古代形容丝质高贵“薄如蝉翼”过去一直认为是“艺术夸
张”，今日开始知，现代丝织技术也难以企及。



 中国服饰

    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统治者的品位等级，现代社会以服饰

突出自然人的肢体美感。从原始的“遮蔽、御寒”到古代的

“等级区分”，再到现代的“彰显美感”，展现的是人性由

实用到适应，再到复苏的进化过程。

     由“茹毛”到“配饰”，再到“时尚'，是文化由浅入深，

继而由“繁复”到“精准”，与时俱进的过程。



  二、中国道具

      西方划分文明分期的标志之一是青铜器，我国主张以玉

器为准。青铜器用以典礼、祭祀为主；玉器主要用途是梳妆、

美化，显然更贴近人的生活。

      古人的很多生活器具均由玉雕成，能常戴在身上的惟有

玉佩。繁钦诗中"美玉"是指玉做的佩，或写作"佩"。古人对玉

佩的热爱不是因为玉的贵重，而是源于玉的品格，所以古语

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1.道具用途变化

     玉如意旧时中国民间用以搔痒的工具，又称"搔杖"。目前
所见如意，多为明清所制，已没有实用功能，只是一种象征
吉祥的陈设品，常被作为礼品馈赠友好。

     扇子起初的功能并不是用来纳凉，而是统治阶级为了彰显
自己的地位与特权的仪仗扇。因扇子多见于皇宫中，所以扇
子又叫"宫扇"。 隋唐之后，羽扇与纨扇大量出现，而这时期
的文人墨客喜爱把玩扇子，视其为"怀袖雅物"，





2. 中国装潢
       装潢原义是指"器物或商品外表"的"修饰"，是着重从外表
的、视觉艺术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问题。例如对室内地面、
墙面、顶棚等各界面的处理，装饰材料的选用，也可能包括
对家具、灯具、陈设和小品的选用、配置和设计。

     家庭装潢是把生活的各种情形"物化"到房间之中，土建工
程完成后，房间内部装修设计从清水房，到简装、精装、豪
华装修。 改变建筑可以改变的布局，以到达我们想要的完美
居住效果，这就是装潢。





三、   “具”的衍生

、“”“道具”原是佛教语，指修行者用的衣物器具，或“步道、

道场用具”，又逐步衍生为演剧或摄制电影时表演用的器物。

通常分：大道具(如桌、椅、屏风等)、小道具(如杯、壶、文

具等)、装饰道具(如镜框、书画、古玩等)、随身道具(如眼

镜、烟盒、扇子等)。阿英《<李闯王>编演纪事》：“这衣

服的剪裁式样要是给话剧团管道具的专家见了准会鉴定它是

哪一年的时装。” 



  “具”的衍生

     儿童玩“过家家”，最缺的就是“道具”。利用硅胶材料与压

膜技术，缩小比例为她们制作仿真道具，在玩的同时，增长文化知

识。如：

     炊具:  鼎、簋、镬(huo)、甑(zeng)、甗(yan)、鬲(li)……

     朝具：笏板，圣旨，朝冠凤冠，绘影通缉（悬赏缉拿）……

     佩具：佩玉，折扇，团扇，如意，妆盒（套装）……



四、大数据步履之EINetGalaxy（分类目录）

     1994年1月，第一个既可搜索又可浏览的分类目录EINet 

Galaxy（Tradewave Galaxy）上线。除了网站搜索，它还支持

Gopher和Telnet搜索。

    同年4月，两名博士生，美籍华人Jerry Yang（杨致远）和

David Filo共同创办了Yahoo。随着访问量和收录链接数的增长，

Yahoo目录开始支持简单的数据库搜索。因为数据是手工输入的，

所以不能真正被归为搜索引擎，事实上只是一个可搜索的目录。



本节结语

     薇娅是现在的“90后”，网店直播，创造2小时引导销售
2.67亿元的业绩，至今无人企及。

     常规商家的套路是把“时尚”塞进“货品”来点缀，薇娅
销售的本身就是“时尚理念”，“货品”是塞进“理念”之
中“卖”出去的。百姓在抢得时尚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
文化品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普及的最高境界，应向此看齐。





第三节

大数据与环境认知



01. 日月星辰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星”数衍生

wanderers（漫游）04.
03.

 时令节气



引言：传承、传播是更好地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

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

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

以保护。”



一、日月星辰

       "天圆地方"是古代科学对宇宙的认识。古代科学家通过"

内证"修习，可以提高自身能量，最终观察到更细微的宇宙真

相和其中的能量运行规律: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具体来讲，是

分为很多层次的，其概念就如同现代数学中方程式里的未知

数"x，y"，也就是说，当方程式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其中的x，

y等未知数是有具体的代表物质的，而当从纯粹的数学角度来

讲解时，x，y就是不具有具体指向的未知数。





二十八宿

   二十八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

二十八个星区，是我国本土天文学创作。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

所到的位置。具体如下: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dī)、房、心、尾、箕(jī)

北方玄武七宿:斗(dǒu)、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lóu)、胃、昴、毕、觜(zī)、参(shēn)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





二、时令节气

    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

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

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

又加入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中国正统

的二十四节气以河南为本。中国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即根

据太阳也根据月亮的运行制定的，因此加入二十四节气能较

好的反映出太阳运行的周期。



补：非遗数字博物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是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

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

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网站。

    Copyright©2018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宗旨

       旨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展示、传播中国和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展示我国深厚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信息交流，凝

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观念和理论共识，充分调动和

利用全社会的学术、经济、舆论资源及社会公众的参与，以

促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健康开展。



建设平台

         同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博物馆将及时地反映政府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政策、理念，以及学术机构和保护机构的研究成果、工作

经验，为引导全国非物质遗产相关工作者、志愿者正确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



代表性项目名录

     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

了四批国家级项目名录（前三批名录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

施后，第四批名录名称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共计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以下简称“国家级项目”），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

逐一统计，共计3145个子项。



三、“星”数衍生

“天地”衍生：“太阳系”玩具，五大行星（“地”以外的

金、木、水、火、土），九大行星（加上海王、天王、冥王）

星宿衍生：二十八宿星座，生日、性格、星占术……

农时衍生：歌诀、动漫、吉祥物……

“拼图”衍生：“航拍中国”的名山大川，特色地貌……



四、大数据步履wanderers（漫游）

      流浪的人，走吧， 走吧 ，我们走吧，

      那些闪烁的亮光已经飘去，

      我们还能否明白，

      是什么让我们在歧途如此徘徊？

     “wanderers”英语直译为“漫游者”，也许上面这首
“流浪的人”歌词，最好的诠释了网上搜寻者的“心境”？



本节小结

   “认知”既包括对“日月星辰”（天），又包括对“山川湖海”

（地），还包括对“农时节气”（人）；

    从茫然懵懂，到顶礼膜拜，再到“格物致知”、整理归类；进而

精准表述，逐层普及；这种认知毕竟有个探索过程。

    “非遗”工作就是要将这种认知整理、归类、数字化精准表达，

将这种过去只有“巫”和“士”才掌握的知识普及到全民。

     



第四节

大数据与演出曲艺



01. 地方戏剧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曲艺杂技

 戏具衍生

04.
03.

 EINetGalaxy



一、地方戏剧
     流行于一定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如晋剧、豫剧、越

剧、黄梅戏、评剧、淮剧、秦腔、河北梆子、川剧、吕剧，是同流行

全国的剧种(如京剧)相对的。"地方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指

凝结着某一地域的民风习俗、从而为那一地域的大众喜闻乐见的演剧

形式。一方面，地方戏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

面，地方戏又具有不同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这是因为，

地方戏是"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既传承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传

统，又期待着在时代精神的表现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四大剧种代表（1）

   豫剧:又名河南梆子、河南高调。是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
豫剧诞生在七朝古都，东京汴梁城开封。起源于明朝中后期，
是21世纪后拥有专业戏曲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剧种。

   越剧: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又被称为是"流传最
广的地方剧种"，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发源于浙江
嵊州，成熟于上海，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大剧种代表（2）

   评剧:发源于河北唐山，是流行于北京、天津和华北、东北各地的

地方戏。最初在河北民间说唱"莲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又先后

吸收了其他剧种和民间说唱的音乐和表演形式，擅长表演现代生活。

   黄梅戏:安徽省的地方戏之一，旧称黄梅调，主要流行于安徽省安

庆市周边地区及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省黄梅

县的采茶歌，传入安徽省安庆地区后，又吸收了当地的民间音乐，

发展形成了这个剧种。





生存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总体

构成中的众多局部形态，由于感受到日益强烈的文化交流障

碍，从而陷入某种生存窘况和发展困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戏就是如此。尽管地方戏的创

作和演出仍在进行，且不时有令人惊喜的佳作出现;但地方戏

观众的流失和市场的萎缩，就总体而言却是不争的事实。这

说明许多地方戏未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在文化生态发生

变化时缺乏自我调适的能力。



生态保护

      有些地方生存的剧种尽管古老，但至今却仍然充满生机。

比如福建泉州的梨园戏时有新作令人欣喜;再如早就步入"濒

危"的昆曲，在江苏苏州也不乏活力。既往有一种看法，认为

越是闭塞的地方越容易保存"文化传统"的纯粹性。这种看法

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苏州和泉州都不闭塞，前者是

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后花园，后者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

的门户--"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埠。



二、曲艺说唱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

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以"说、唱"为主

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说的如小品、相声、评书、评话;唱的如京韵大鼓、

单弦牌子曲、扬州清曲、东北、温州、胶东、湖北大鼓等。似说似唱

的如山东快书、快板书、锣鼓书、萍乡春锣、四川金钱板等;又说又唱

的如山东琴书、徐州、武乡、安徽、贵州琴书；恩施扬、云南扬琴等;

又说又唱又舞的走唱如二人转、十不闲莲花落、宁波走书、凤阳花鼓、

车灯、商 花鼓等。



曲艺由来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拉、弹、唱等艺术的统称，它

是由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

的一种独中国曲艺，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我国民

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

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 

故称"曲艺"，说白了就是"曲调"的"艺术"表现。





三、戏“具”衍生

      扇类：数据储存书画素材，现场电脑制作成品，搭配存

储“折叠”软件。

     折扇、团扇、宫扇、羽扇……

     印章类：放大尺寸，适应旧制官职，辖区，职务用，如：

“中书省之印”、“尚书兵部之印”……

     符合类： “符合”则令行禁止……



四、网络蜘蛛（  Web Spider）

     把互联网比喻成一个蜘蛛网，那么Spider就是在网上爬

来爬去的蜘蛛。这个条目所描述的内容英文名叫做Web 

Crawler，这是有正规定义的，业界内也很少叫蜘蛛的，一

般都叫做网络爬虫，Spider只是个别爬虫的名称。

     网络蜘蛛（网络爬虫）是通过网页的链接地址来寻找网页。

网络蜘蛛就是一个爬行程序，一个抓取网页的程序。

折叠



本节小结：5G加快“爬取”
         当"蜘蛛"程序出现时，现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才初露端

倪。它实际上是一种电脑"机器人"(Computer Robot)，电

脑"机器人"是指某个能以人类无法达到的速度不间断地执行

某项任务的软件程序。这种程序实际是利用html文档之间的

链接关系，在Web上一个网页一个网页的爬取(crawl)，将

这些网页抓到系统来进行分析，并放入数据库中。5G时代，

这种“爬取 ”速度快如闪电。



第五节

大数据与健身竞技



01.
健身尝试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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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步履之Robots协议



一、健身常识
     健身是一种体育项目，如各种徒手健美操、韵律操、形体操以及

各种自抗力动作，体操可以增强力量、柔韧性，增加耐力，提高协调，

控制身体各部分的能力，从而使身体强健。

     游泳、快走、慢跑、骑自行车，及一切有氧运动都能锻炼心脏。

有氧运动好处多:能锻炼心肺、增强循环系统功能、燃烧脂肪、加大肺

活量、降低血压，甚至能预防糖尿病，减少心脏病的发生。

    要锻炼肌肉，可以练举重、做体操以及其他重复伸、屈肌肉的运动。

肌肉锻炼可以燃烧热量、增强骨密度、减少受伤，尤其是关节受伤的

几率，还能预防骨质疏松。



二、健身参与

                 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各有各的发展规律,

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制定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决策的基

础;“非遗”关心的是全民健身和文体娱乐。如：“赛龙舟”

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之一，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

动之一，在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存在，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城市

也有赛龙舟习俗，而大部分是划旱龙舟舞龙船的形式。草原

民众为庆祝丰收而举行文体娱乐大会，蒙语“那达慕”的意

思是娱乐或游戏，“那达慕”上有惊险刺激的赛马、摔跤、

射箭等民间竞技活动。







朝鲜荡秋千

       朝鲜族妇女荡秋千的场面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荡到最高

时，秋千的绳几乎与地面平行，惊险万分，而且站在踏板上

的姑娘们裙袂飘飘，宛如仙女下凡。荡秋千不仅能使她们的

服饰得到充分展示，而且让她们内心的喜悦得到充分的释放，

因此朝鲜族秋千被认为是最能展现朝鲜族女性美的体育项目

之一。 最晚也起源于十三世纪，流行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及

其他朝鲜族聚居的广大农村。





傣族踢藤球

           藤球是一种独特的古老体育运动项目，它有着悠久的历
史。运用自己的脚腕、膝关节等同时夹、顶球，不让球落地，
类似我国民间踢花毽子。藤球运动是两队隔网竞赛的运动，
是一项观赏性、竞技性很强的项目。藤球的体积小、重量轻，
要用脚去支配和控制球，但技术动作比足球更加精确、高难。

独具民族特色的傣族藤球活动，材料造型独特，玩法新颖有
趣，深受幼儿的喜爱。





蹴鞠

         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

有用脚蹴、蹋、踢的含义，"鞠"最早系外包皮革、内实米糠

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以脚蹴、蹋、踢皮球的活动，

类似今日的足球。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汉族民间就流

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

宋代又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2006年5月20日，蹴

鞠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健“具“衍生

        球类：缩小尺寸，适应性别、年龄，贴近“毽子”类适

应庭院健身用品。

     藤球、蹴鞠（皮革毽子）、“皮毛”球（庭院、室内投

“镖”用）……

        航类：无人飞机、无人船舶、无人航拍、无人探穴……



四、大数据步履之Robots协议

               Robots协议（也称为爬虫协议、机器人协议等）的全称

是“网络爬虫排除标准”（Robots Exclusion Protocol），

网站通过Robots协议告诉搜索引擎哪些页面可以抓取，哪些

页面不能抓取。Robots协议的本质是网站和搜索引擎爬虫的

沟通方式，用来指导搜索引擎更好地抓取网站内容，而不是

作为搜索引擎之间互相限制和不正当竞争的工具。

基本信息



本节小结

      健身、竞技是全面提高民众身体素质的重要活动，更是

国民从中立体感受优良民风，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渠道。

     全民参与健身，当然有利于激活“社交欲望”，扩大“群

体半径”，陶冶“良好心态”，夯实“社区基础”，培养

“淳朴民风”。



    您好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