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读友
2018 年 3 月 1 日 星期四

执行主编：张兆成 责任编辑：帅政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图说

观点

点赞·新作为

□史夏濛

走进位于阿左旗巴润别立镇塔塔水嘎查的
“自然纯”农家乐，只见老板门永芳正在厨房里
忙着洗菜、切菜，为顾客们准备晚饭。从最初的
水果小贩，到现在的规模化农家乐经营户，门永
芳用 10 年时间，依靠自家的农家小院走上了一
条“绿色”致富的道路。

10 年前，门永芳一直靠卖水果为生，随着巴
润别立镇采摘农业的不断发展，她萌生了将采摘
与餐饮结合发展的想法。“城里人来乡间农家乐
主要就为了口‘朴实’的饭菜，而我就擅长做家常
饭，正好迎合了顾客们的口味。”于是，门永芳便
与妹妹一道，将自家 200多平方米的小院改造成
10间标准化雅间，并在后院载上了桃树、杏树、梨
树，同时还在果树下种植了一些绿色蔬菜。就这

样，一个初具雏形的农家乐便建成了。
“起步时因为顾客少，真是愁坏了我们。经过

一番商议后，我们决定从‘绿色’二字上下功夫。”从
门永芳家的农家小院摘下的菜，可直接送到厨房烹
饪成菜品，新鲜又健康。“我们家从来不设菜单，顾
客摘下什么菜我就给他们做什么菜，让顾客眼看着
自己的劳动成果变为美食，那份幸福感才是我们要
带给顾客的不同体验。”就这样，在门永芳的悉心经
营下，每年夏天的周末和节假日，到她的农家乐体
验“采摘+休闲+娱乐”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一口大锅，大到足可
以炖下一整只羊。为了保证味道的鲜美，门永
芳多年来坚持用柴火炉子炖煮肉菜，这也成了
她家的一大特色。

“一把盐、一块姜，我们坚持最原始的烹饪
方式，煮出食材最鲜美的味道。”门永芳知道，到
乡村旅游的游客都是想体验最地道的乡村风

情，而只有讲究真材实料才能使农家小院迎来
更多的回头客。“一有朋友来巴润别立镇做客，
我就带他们来门婶家的农家乐，这里的贺蘑炖
土鸡、黄焖羊肉、炒土鸡蛋道道是特色。而且门
婶从不糊弄人，有一次因为土鸡蛋供不应求，门
婶特意把这道菜给去了，她说土鸡蛋的味道和
普通鸡蛋的味道不一样，顾客尝不出来，做菜的
人心里明白。”顾客王宏云对记者说。

门永芳靠着一股诚实勤快的劲头，不仅让一
家人过上了好日子，更将“自然纯”农家乐打造成
为巴润别立镇最红火的一家农家乐。“我的农家
乐，去年一年的毛利润就有 20 万元。下一步，我
准备扩大农家乐的规模，在院里搭一个蒙古包，
让外地游客在品尝农家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蒙古族特色。做生意不仅要靠踏实肯干，更要学
会灵活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腰包更鼓、
生活更好。”说话间，门永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绿色”经营 火了农家乐

民声快线鉴言

□杨飞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节是中华儿女最为隆重
的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辞旧迎
新、温馨祝福，团圆平安、兴旺发达，围绕着这些暖人
主题，春节期间一道道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散发出
浓浓的“年味”，既满足了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也增强了中华儿女筑梦路上的文化自信。

进基层接地气，传统文化更有生命力。狗年春
节，自办自演“乡村春晚”就成为不少农村的新年俗。
上了舞台能演戏，卸了戏妆能种地。原汁原味接地气
的乡村文化盛宴，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动了农村“种文化”活动引向深入，让“年”的味
道更加香醇。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传统民俗文化，作为鲜
活的、兼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主流。春节是传承、弘扬民俗文化的好契机。民

间文艺演出、民俗节目走街等等，春节期间各地民俗文
化节目让人目不暇接。借助互联网平台，剪纸、宫灯、年
画、皮影等良风民俗让人们重新认识、感受蕴藏和流淌
在民族血脉中的传统文化，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

过个美美的新年，过个快乐文化年。中华传统文化
中，关于“年”的文化丰富多彩，也源远流长。比如过年
贴春联贴门神是文化，春节挂花灯放彩球也是文化。今
年春节期间，各地广泛开展文化“走基层”和“三下乡”活
动，就把一道道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了群众家门

口，把公共文化服务送到了百姓心坎上，将传统文化播
撒到了更多人心里，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戊戌狗年春节的文化
大餐，就使得传统文化以一种更富参与性和共创性的
方式久久流传，让人们“吃”出了浓浓“年味”，“吃”出
了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度和中国自信，让传统
文化更有张力更有活力。

让春节成为展现文化自信的大舞台

编者按：
春节的味道有很多种：满屋飘香的美食味、其乐融融的“团圆味”、绿色环保的清新味⋯⋯2018，内蒙古的年味里，还洋溢着一股浓浓的文化味。春节期间，自治区各地举办了民俗文化庙会、乌兰牧骑

进基层、居民春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老百姓在欢度新春的同时，也品尝了一道道年味十足的“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帅政

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
力的节日。过年的种种习俗，如拜年
的习俗，贴春联的习俗，舞龙舞狮的习
俗，逛庙会的习俗等等，或追求团圆，
或崇尚热闹，或诠释欢乐，或展现喜
庆，或表达期盼，或传递祝福。在五彩
缤纷的形式背后，蕴含着丰富而特定
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强大张力。

狗年春节，自治区各地充溢的文
化味让年味更纯更浓。2 月 23 日正月
初八，民间有游八仙的习俗，这天人们
习惯备佳肴水果以祭祀八仙，出远门
游乐，表达新春之始企盼世间万物兴
旺发达的美好愿望。呼和浩特市第十
一届大召文化庙会也在大盛魁文创园
南区北广场开展了一场特别的“游八

仙”文化飨宴。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欢快

整齐的秧歌舞、跑旱船、八抬大轿等民
俗表演依次上演。当天上午，来自民
间民俗文艺团体 500 人组成的 6 只队
伍，途经大召——圪料街——主舞台
进行巡游，巡游采取广大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腰鼓、八抬大轿、秧歌等形
式，以《八仙过海》《西游记》等戏曲人
物为主要装扮，表演中，锣鼓队、秧歌
队等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各显神通，展
示出了个人风采，也舞出了时代精神。

沿途观看的群众热情洋溢，表演
到精彩之处，大家立即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和欢呼声。市民李忠肩膀上架着
儿子在人群中间驻足观看，他激动地
对记者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纯粹的
民俗表演了，记得小时候在村里过年，
就盼着看红火，今天的文化庙会让我
感受到了小时候才有的快乐！”

除了民俗表演热闹非凡，本次大
召庙会还把“非遗”文化当做另一个
主角。正月初七，申萍带着孩子和老
父亲来到大召逛庙会。行走在东仓
古街巷上，作为一位在老玉泉生活了
40 年的老人，申萍的父亲被眼前熟悉
的景观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回到
了我小时候，这商户，这布景，这卖报
纸的售香烟的，真是太逼真了。这才
是老绥远的年味儿啊！”申老爷子这
儿摸摸那儿瞅瞅，舍不得挪脚。一向
不爱拍照的他，主动让孩子给他拍了
不少照片，说是回去要好好和老照片
比对比对。

大召庙会已经办了多年，可东仓
实景再现今年还是头一次。老市井民
俗风情街再现了历史上的老绥远。身
着大褂挑扁担的卖货郎、卖着古玩玉
器物品的老商户、遛鸟的老人、热闹非
凡的天桥杂耍、热腾腾的大碗茶、神秘

的拉洋片、络绎不绝的叫卖声⋯⋯置
身其中，仿佛穿越了时空，老街景加上
传统文化，这独特的年味儿让人流连
忘返。

“快来我家看演出，过年了，乌兰牧
骑来我家给大伙儿演出了！”乌海市乌
兰牧骑小分队走进了海南区巴音陶亥
镇渡口村大桥村民小组王凤英的家
中。听说乌兰牧骑来演出，周围的邻里
乡亲纷纷来到王凤英家一同观赏。小
分队为村民们献上了《胡杨》《相约在乌
海》《鸿雁》等歌曲，受到了村民们热烈
欢迎。“以前都是在电视里看演出，如今
演员们来到了咱家演出，真把欢乐送到
了我们老百姓的家里头，我们很喜欢。”
王凤英乐呵呵地说。尽管天气寒冷演
出条件艰苦，但是丝毫挡不住乌兰牧骑
小分队为大家演出的热情。队员们发
扬乌兰牧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
走到哪里演到哪里的优良传统，竭诚为

基层群众送去欢乐和文明。乌海市歌
舞团（乌兰牧骑）团长邬海忠说：“春节
期间，我们要进行 30多场下基层演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发展的
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
统，深入基层服务群众。”

在通辽市库伦旗额勒顺镇，一场
由农牧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带有浓郁
乡土气息的迎新春文艺汇演正在进
行，人声鼎沸，精彩纷呈，来自全镇的
农牧民齐聚这里演绎着他们自己的春
节晚会。整场演出在祝词、开场舞《吉
祥额勒顺》中拉开了序幕。《幸福一家
人》《富饶的额勒顺》歌曲婉转动听，唱
响了额勒顺百姓脱贫奔小康的幸福新
生活；好来宝《歌颂十九大》、马头琴演
奏《初升的太阳》、小品《爱心超市》等
节目真切表达了对党的惠农政策的感
恩心声和对小康生活的美好憧憬。最
终，晚会在《激情安代》中落下了帷幕，

演员们激情欢跃的舞姿，展现了额勒
顺儿女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火焰般
的激情。

春节文化活动多姿多彩是自治区
优 秀 文 化 大 繁 荣、大 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徐新民说：

“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
的文化存在感在民间，在千百万中国
老百姓的心目中。世代相传的优秀传
统文化需要得到很好的传扬，时代创
新的手法，也会进一步激活传统的‘文
化基因’，让属于中华民族的春节更有
文化味，更加热烈祥和，更加温暖向
上。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传统节日的文
化意义，善于通过新习俗新风尚传承
过年文化，让过年的每一个细节都透
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这种
追求应该不断地持续下去，让其生命
力更加强大，让老百姓的心理认同成
为现实。”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内蒙古内蒙古：：群众乐享新春群众乐享新春““文化大餐文化大餐””

□刘天放

春节期间，世界各主要媒体的版面上都透
出浓浓的中国年味儿，这与多年前形成了鲜明
对比。近年，每当中国农历春节来临，全球各
大通讯社都会播发与春节相关的消息或图
片。不少国外知名媒体甚至对“春运”都能清
晰解读。可见，春节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影响力
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令人仰慕和敬畏的
元素。春节之际，国外不少地方都要为华人举
行仪式，政要们还要发表春节贺词。这一方面
表明不少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而另一
方面证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国影响力
遍布全球，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力
量。

从很多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中就可获知，世
界都在关注中国春节。绝大多数国家的元首
都要在春节期间为中国人民献上春节贺词，甚
至海外有些国家在当地华人的带动下也开始
过起了春节。目前，已有将近 30 个国家把中
国春节定为本国的法定假日。仅数年前，海外
类似于“欢乐春节”这样的大型活动就达 500
多个，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
座城市。可见，中国春节的影响力之大，这令
人感到特别自豪。

中国春节有如此影响力，就是因为中国本
身发展了、富裕了、强大了。中国自改革开放
近 40 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
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与过去相比，早已
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尤其是近些年，中国不仅在与世界各国的
贸易中一直占有显著位置，还无私地援助了不
少国家与其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
家大战略的出台，使中国更具有国际范儿；“人
类命运共同体”，已使中国站在引领世界经济
发展的位置上。中国兴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就随之增强。春节在全球得到普遍重视，就是
一个充分的例证。

春节带来的“中国热”在全球兴起，这不
禁令人感到祖国的强大。国家影响力，无论
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该被视为我们发展
的动力。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春节
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迄今任何一个节日
都难以超越的。进入新时代，春节的传播速
度不断加快，规模和影响力日趋扩大，越来越
多国家的人民逐渐感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

当今的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
越来越需要中国。借助春节，我们要不失时
机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风采，更要珍视
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带动更多的优秀传统文
化走向世界。由此，春节变“世界春节”彰显
中国文化魅力，让我们继续努力，让春节文化
遍及全球。

春节走向全球
彰显中华文化魅力

几天前，家住鄂托克前旗巴音社区的蔡正
玉老人通过 12349 智慧居家为老服务中心配
发的呼叫终端，“呼”来了中心的工作人员为老
人打扫室内卫生。干完活还不收费，原来这次

“服务”是由旗民政局买单。
“12349 智慧居家为老服务”是该旗民政

局 2017 年实施的一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主
要为敖镇 6 个社区的 1000 名 60 周岁以上特
殊困难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慰
藉、紧急救援、康复理疗、文化娱乐以及助洁、
助行等服务。项目运行半年多以来，累计惠及
989 名老人，服务 5293 次，受到老年朋友及其
家属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春节期间，像蔡正玉
老人一样需要打扫卫生、清洁厨房的老人不
少，旗民政局安排为老服务中心春节不“打
烊”，满足签约老人需求。 （塔娜 刘爱）

设施农业发展让冬闲变冬忙
虽然眼下正是冬闲时节，但在林西县十二

吐乡设施农业产业园的蔬菜大棚里，忙碌的农
民却不少，设施农业让农民改掉了以往“猫冬”
的习惯，纷纷抓住冬闲时间，加快产业发展。

“我们在这打工，每个月收入是 2700 块
钱，每天合 90 块钱，我们在这不但挣着钱还学
着技术，今年我们把技术学好了，明年我们自
己可以种大棚了，收入就更高了。”正在这里工
作的岳桂琴说。

近年来，十二吐乡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发展
设施农业，今年新增设施农业暖棚3000亩，设施
农业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300多户农户参与到
了产业经营中，不仅学到了技术，增加了收入，更
重要的是转变了生产方式，变闲冬为冬忙。十二
吐乡设施农业园区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机会，打
工者既能增收，又能学到一些技术，为今后自己
种棚积累一些经验。目前十二吐乡设施农业暖
棚面积已经达到5000亩，带动种植户320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5 户，每个棚收入达到 3 万
元，人均增收近万元。 （张斐然 马文芳）

为老年人服务春节不打烊

近日，固阳县银号乡农民张来生领到了
4000 元的土地流转金，乐得合不拢嘴。固阳县
招商引资建设 5 万亩黄芪药材资源库示范园，
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将农民闲置撂荒的土地
盘活，另外也将以黄芪产业带动精准扶贫。

黄立群 摄

2 月份以来，阿拉善右旗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迎来了业务高峰，许多群众利
用春节放假回家时间办理有关业务，所以车管所决定在节假日里不休息，为群众服
务，让大家满意而归。 石斌 摄影报道

车管所为民服务“蛮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