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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呼和浩特市街头、广场布置了粉色的“桃
花”和各式花灯等节庆装饰，为迎接春节的到来营造了
浓浓节日气氛。 丁根厚 摄

图说

观点

点赞·新作为

□李娟

在 2016 年 ，中 央 电 视 台 中 文 国 际 频 道
（CCTV4）《远方的家——长城内外》摄制组一
行来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腊铺村
拍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脑阁。从节目的
录制到播出，许多人知道了这项传统的民间技
艺，认识了非遗传承人李建国。

“在我们毕克齐镇腊铺村里，人们经常会表
演脑阁。脑阁艺人行走在田间，为乡亲们和游
客带来充满乐趣的脑阁表演。脑阁是流行于我
区中西部等地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集戏剧、杂
技、美术、舞蹈、音乐为一体，已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建国介绍。

说起脑阁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对这项民间
技艺的由来却很少有人知道。李建国介绍，脑
阁中的脑是方言，意思是把物或人高高抬起，脑

阁是一个捆绑焊接的铁架子，其表演形式是脑
阁、抬阁和转阁三种。2008 年脑阁已被列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脑阁是一门综合艺术，表现民族题材故事
的道具以马鞭、弓、箭、银碗、哈达、狼头、鹿角居
多。将这些马背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伴以安
代舞曲、二人台曲子、锣鼓、唢呐、钹镲以及时尚
乐曲，在大型场地时又辅之以扭秧歌、跑旱船

（表演船上情景）、推彩车、舞龙狮、踩高跷，整个
表演队伍形成方阵系列，规模盛大，蔚为壮观。

“脑阁表演中，上面的小孩叫做色芯，都要
挑选长相俊俏不大于 6 岁的小孩，整个道具加
上孩子的重量能达到七八十斤左右，还要注意
脑阁表演中特有的步伐和音乐的鼓点，所以想
要做好脑阁的表演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家
从爷爷那一辈儿开始从事脑阁表演，到我这一
代已经是第三代。我是从 1992 年开始表演的，
因为喜欢这项传统的技艺，所以一直坚持到现

在。”李建国表示。
脑阁作为晋陕等地的移民传入土默川的一

种民间社火表演，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表演时表演者会身着古代服饰或戏剧服装，装
扮成各种历史和戏剧人物，表演时“色脚”随鼓
点节奏左右摆动，“色芯”也随“色脚”的律动而
舞动。每架脑阁表现的人物和故事各不相同，
因此有“一架脑阁，一台戏”的说法。

“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表演传统的剧目，
《白蛇传》、《打金枝》这些作品都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也是大家最为喜欢的。脑阁作为一种集
舞蹈、杂技、戏剧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是农耕文
化与草原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深受民众喜
爱。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脑阁被更多的人所
熟知，发展的空间更为广阔，希望更多的人能加
入到表演的队伍中来，让脑阁这项传统技艺走
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李建国说出了自己的心
愿。

非遗传承人李建国：更多人喜爱脑阁，我骄傲！

民声快线鉴言

□毛锴彦

为缓解我国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农业部于
1988 年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目的是建立中央
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
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
都有新鲜蔬菜吃。

时至今日， “菜篮子”工程早已成为一头连着市

民家庭生活，一头连着千万户农民生产，涉及种植养
殖、交通流通、市场消费等多个环节，是一项综合性的
民生工程。在国家统筹规划和宏观调控下，我区以地方
为主开展“菜篮子”工程建设。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的基础上，加大政府对“菜篮子”工程基础设施的投
入力度，为“菜篮子”稳定发展和保障居民消费提供良
好的公共服务。

可以看到，“菜篮子”工程一手要抓质量安全
的基础上要保障城市供应，一手要不断增加资金和

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城市餐桌，关乎
生活幸福指数，“菜篮子”工程无疑是与市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一个“大产业”。从各种新品种蔬菜的
不断出现，到 “三品”蔬菜 （无公害、绿色、有
机） 成为家庭消费的潮流；从沿街设摊叫卖、在农
贸市场定点交易，到开设平价超市、优质农产品专
卖店；从现金交易、刷卡交易，到如今的扫二维码
支付⋯⋯可以这样说，每位市民都已经亲身感受到
我区“菜篮子”流通变化和市场发展的轨迹，自己

的“菜篮子”正在变得越来越优质、丰盈和价格合
理。

“菜篮子”工程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各级政
府的重要工作和职责所在，将它抓实抓好应是题中
应有之义。“保供应、促增收、稳民心”，无论是在
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市民还是农民，都殷切呼唤
城市“菜篮子”工程再上新台阶。我们也可以有充
分理由预见，我区“菜篮子”建设发展的新变化，
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将继续惠及广大市民。

菜篮子牵着大民生

编者按：
春节期间，许多老百姓都在琢磨着如何搭配出一桌丰盛的家庭聚餐。而与餐桌联系最紧密的就是百姓的“菜篮子”，特别是受到年前需求量大、雨雪阻碍交通运输等因素的影响，果蔬价格经常波动很

大。想必大家曾经都曾遇到过，年前有些蔬菜有钱也买不到，有些水果价格涨得离谱。今年春节前夕，记者就带着这些疑问了解了呼和浩特市的果蔬市场销售情况。

□文/图 本报记者 毛锴彦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年味儿越来
越浓了。每到此时，各类年货的价格
应声上涨似乎已经成了必然。但是，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呼和浩特市蔬
菜水果的涨势并不明显，有的价格甚
至跌入了近年来的低谷，西红柿和橙
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近日，记者来到果蔬批量销售占
全市一半以上的呼市美通批发市场看
到，市场送货的车辆从凌晨就排起了
长龙等待入场，采购的群众更是人流
如织，市场上各种果蔬供应量充足。
连 续 多 日 ，市 场 西 红 柿 的 批 发 价 是

1.5-2.2元/斤，上周同期的价格是 0.9-
1.8 元/斤，周环比上涨 18.52%；去年同
期 是 2- 3.2 元/斤 ，年 同 比 下 降
38.46%。在该市场从事了多年蔬菜销
售的刘先生介绍，辽宁多地的西红柿
在棚内的收购价只有 0.5—0.8 元/斤，
同时，今年本地的大棚西红柿价格与
省外相差无几而且产量也不小，尽管
本周西红柿的价格出现比较明显的涨
幅，但仍处在近5年以来的最低价位。

记者从呼市农牧业局了解到，近
5 年来，呼市大力发展设施蔬菜基地
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起 86 个规模
化设施蔬菜基地，开工建设厚墙体温
室 20340 个，目前建成 17297 个，投产
14638 栋 ，全 市 种 植 比 例 达 85.2% 。

全年蔬菜产量达到 60 万吨，本地蔬菜
供应率达到 70%以上。

据美通市场果品区张姓工作人员
介绍，进入腊月后，该市场就开始从山
东、陕西等水果产地往回拉货，为春节
期间的供应做准备，除了正在储备的，
还有一些直接储备在水果产地，随时
都可以拉回来。至于水果价格，他表
示，今年普通水果价格与去年同期相
比略有下降，如普通苹果和香蕉价格
就比去年低，个别高端水果价格略高
于去年同期，例如高端苹果，比去年同
期上涨 8%左右。

但也有列外，来自新疆的苹果、梨
以及南方的橙子，不但品质好，价格也
较往年偏低。选购了两箱赣南脐橙的

王女士高兴地说：“往年这么好的脐橙
价格都在一斤 8 块钱以上，而这一箱
20斤才135元，感觉便宜了不少。”

记者来到东瓦窑批发市场看到，
从本地的绿叶菜到南方的“稀罕菜”应
有尽有，品种达几十种。经营者李女
士对记者说：“过年的时候，蔬菜价格
涨点很正常，市场规律，每年都这样。
以前，人们担心过年的时候，菜店都关
门休息了，买不上菜，所以提前采购一
些，但是储存不好很容易坏了，现在市
场经营不一样了，过年的时候不仅菜
店开门，超市也开门，想买菜很容易，
根本不用提前买。”

但是，新的市场需求也让不少经
营者看到了商机。李女士介绍说：“现

在人们都吃不多，但对合理搭配很注
重，我这里就有一些顾客提前预订了
春节所需的蔬菜，根据自己的喜好和
需求量装箱，这也是‘私人订制’吧！尤
其是一些平时比较少见的蔬菜，例如
南方绿叶菜，还有各种笋等很受欢迎，
价格不算高，现要现取很新鲜，不仅家
庭喜欢，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合理搭配
的蔬菜礼盒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

据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监测系
统显示，1 月份监测的 37 种各类商品
价格中，17 种商品价格上涨，占 46%；
18 种商品价格下跌，占 48.6%；2 种商
品价格持平，占 5.4%。

本月监测的 18 种蔬菜中，价格下
降的有圆白菜、油菜、芹菜、生菜、大白

菜、白萝卜、土豆、洋葱、蒜头、生姜、西
红柿、黄瓜、豆角、冬瓜、苦瓜 15 种，分
别 下 降 17.44% 、5.3% 、27.36% 、
26.85% 、20.77% 、18.5% 、0.6% 、
5.92% 、6.04% 、13.58% 、10.12% 、
15.27%、26.15%、32.57%、4.84%；价
格上涨的有茄子、辣椒、青椒 3 种，分
别上涨 4.61%、2.68%、3.22%。

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博士房永雨
认为，目前蔬菜水果价格较去年同期价
格低，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冬季。低温雨
雪等极端天气较少，整个运输流畅没有
受太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本地的设施
农业逐渐发力，蔬菜调节供应能力越来
越强，这些都为今年首府百姓买到放
心、低价蔬菜增加了有利因素。

□何勇

最近几天，安徽宝宝航航的安危正牵动着
许多人的心。1 月 26 日，6 个月大的航航不幸
被取暖器烤伤。家人惊慌失措之际，上海大树
公益服务支持中心伸出援手，在腾讯公益发起

“紧急救援烧伤宝宝”项目。目前，筹款仍在进
行中，但项目预算中的介绍却引发众多网友质
疑。除航航医疗费用 50 万元外，此次公益项
目还将募集机构执行费、基金会管理费共计 2
万余元。（2 月 4 日《北京青年报》）

慈善机构在组织募捐时，还募集管理费，
引起争议，遭到质疑。说到底其实是当下不少
人对慈善机构存在误解，认为慈善机构是做慈
善的，应该将募集到的所有善款都用在慈善事
业上，都应用于帮助别人，募集或者提取管理
费，那就是在赚钱，是把做慈善事业当成一门
生意做，背离了慈善的宗旨。但是，不管是从
法律角度说，还是从维持慈善机构的正常运营
角度讲，慈善机构募集、提取管理费，都并无不
可，属于行业规则，只要合法按规收取即可。

慈善机构，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无偿
付出劳动的志愿者，有不少工作人员属于全
职，慈善机构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而且，慈
善机构的场所租赁、日常办公、开展慈善活动，
都需要成本和投入。对于这些无法避免的成
本，只能从募集到的善款中开支，因为善款是
民办慈善机构主要乃至唯一的收入来源。否
则，慈善机构没有办法运转，只能关门。从这
个角度说，提取管理费是确保慈善机构日常运
转必不可少的费用。

再者，《慈善法》第六十条也规定，慈善组织
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
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
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
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特殊情况下，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前述规定
的，应当报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
说明情况。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的慈善活
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按
照这条规定和标准，募集 50 万元的善款，同时
募集 2 万元管理费没有超标，在法定范围之
内。换句话说，慈善机构募集善款时，顺便募集
执行费、管理费，并不违法，符合法律规定。

事实上慈善机构募集执行费、管理费，要
化解和打消公众的质疑和疑虑，关键是这笔费
用的支出要做到公开、透明，公布详细的账单，
公开每一笔费用支出，在募集执行费、管理费
时，有必要公布一份详细的预算账单，接受大
众尤其是捐款人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让大
众看清楚和了解到慈善机构募集到的执行费、
管理费，确实本着最必要原则、节约原则进行
支出，用于慈善机构的日常工作上，花在了慈
善事业的刀刃上，既没有流入私人的口袋之
中，也没有乱花钱。

化解慈善机构管理费质疑
唯有透明最有效

本报呼和浩特 2 月 8 日讯 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开始，呼和浩特市救助管理站启动了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救助站工作人
员与辖区公安派出所、交警、城管以及社区工
作人员配合，对辖区内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及
时提供帮助。特别是发现未成年人流浪乞讨，
第一时间由公安机关介入，禁止不法分子利用
未成年人乞讨。对有精神类疾病、危重疾病的
人员，要“先救治，后救助”，指定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救治。至今，已经救助呼市市区街头流浪
乞讨或其他原因被困的困难群众 179 人，这些
人部分在呼市救助站过冬，绝大多数在救助站
的帮助下回到原籍与亲人团聚。

（毛锴彦）

卓资县
严把春运交通安全关

春运以来，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交警大队
对结冰、事故多发路段严防死守，以警车先导
等措施，启动了低温冰冻天气交通管理应急
预案，在辖区内的国、省道全力做好道路交通
应急管理工作。该交警大队合理部署警力，
最大限度地将警力下沉一线，采取定点执勤
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加强辖区重
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逻管控，随时处置突发
情况。特别是加大重点车辆的查处力度，对
长途客运车辆、旅游车、危化品运输车辆不漏
检、不漏登，坚决杜绝有安全隐患的车辆上
路。目前，共上路查处超载、无证、人货混装
等交通违法行为 130 余起。

（胡利栋）

杭锦旗群众办户籍业务
“最多跑一次”

近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四十里梁
的村民刘先生来到锡尼镇第三派出所户籍室
办理新生儿落户手续，从提交材料到打印登
记，只来了一次就顺利办完。新年伊始，该旗
公安分局依托“便民服务+”平台，推出了群众
办户籍业务“最多跑一次”的便民服务举措。
民警在户籍业务受理环节，使用该系统主动将
申办人的电话号码进行添加，业务审批完成
后，通过“便民服务+”，自动向受理环节录入
的手机号码发送告知短信，并提醒群众带上必
须材料到派出所窗口办理，整个流程一目了
然，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另外，在辖区建
立了“户籍业务服务”微信群，随时推送各项办
事须知、办户办证流程、收费标准预约服务电
话等，随时接受群众预约、咨询、申报，随时听
取群众意见建议，提升了户籍服务质量。

（寇小青）

寒冬送温暖
救助百余人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呼和
浩特昌德
和设施蔬
菜基地的
种植人员
正在黄瓜
大棚里劳
作。首府节日市场首府节日市场：：果蔬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果蔬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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