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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王泽

“这周末有白雪公主。”
“哇！太棒了！”
晚上，33岁的赵丽霞和5岁的女儿

一起从手机上查看包头大剧院近期演
出剧目。赵丽霞是剧院会员，剧院演过
的700多场剧目中，她看过其中的大部
分。像赵丽霞这样的铁杆粉丝，包头大
剧院有8000多位。

包头大剧院自2014年1月正式运
营后，观众人数年均增长42%，营收年
均增长20%，在三线城市甚至中西部成
为绝无仅有的一个文化现象，其中的奥
秘在哪儿呢？

从位置上看，包头大剧院介于东河
区、九原区和青山区之间相对偏僻的位
置，人口稀少。从资金考虑，与许多城
市剧场归属权不同，包头大剧院由青山
区政府投入3亿元建成并运营。剧院

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静波介绍：“大剧院
和包头国际会展中心组成一个建筑群，
青山区每年补贴600万元，其中大部分
补贴给会展中心，留给剧院的微乎其
微，而剧院每年固定运营成本上千万。”

“因为是包头最高规格的剧院，所以
演出剧目必须高品质。而引进高品质剧
目及宣传等都投入大，这些钱能不能收
回来心里没底。”李静波坦言，毕竟是三线
城市，邻市的剧院就曾经演一场赔一场。

开弓没有回头箭。青山区相关领导
与剧院运营人员充分调研，密集商讨生
路，制定出分阶段运作的一整套方案。

“首先，‘公益为先、服务为上、创新
为主、品质为王’成为根本原则。”包头
大剧院管理中心主任王鸿儒告诉记者，
在公益惠民基础上走市场化运营路线，
实行会员制，扩展票务营销渠道，开辟
艺术教育，打造自有剧目……这些短、
中、长期战略，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
剧院与包头这座城市要“互粉”。

互粉，即互为偶像、互当粉丝，切换
到包头大剧院与包头这座城市的关系，
即“在文化上消除既视感”。

由于历史原因，包头城市文化体现
出工业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晋、陕和东
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性，这让很多人
对大剧院经营前景难以乐观。但剧院
管理者却认为，多元文化更具有汇通、
包容、开放的文化精神。满足不同文化
需求、把牢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消除
既视感”这条黄金法则，包头大剧院就
有机会绽放出光芒。

经过半年接洽，大剧院手里有了一
串优质剧目。2014年 1月 12日，首场
商演——郎朗钢琴音乐会一炮走红。
由于前期策划了“郎朗包头行”系列活
动，音乐会座无虚席，票房加赞助收入
高达190万元。

“这说明包头市民的艺术欣赏水准
一点都不低，在包头做高端演出行得通，
以前只是欠缺深耕市场。”王鸿儒很兴奋。

从此，人们开始关注并口口相传包
头大剧院的种种，许多市民专程赶来剧
院参观，有的甚至只为认认路或看看这
个地方。

会员制通道乘势开启，购票优惠、
免费送票、车位预留、贵宾休息室……
成为会员，尊享10多项权利，剧院进入
疯狂吸粉模式。王鸿儒说，“会员是我
们的粉丝，我们也是会员的粉丝。”管理
层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亲民，并非自降
身价；亲民，才能赢得更多粉丝。为做
好服务，票务营销人员甚至走出去扫
楼、扫街，卖票，以更好地吸纳会员。

接下来，“开心麻花爆笑剧”“杭盖
乐队的摇滚之夜”“红河谷”“孔子”……
几乎场场爆满，“中国交响乐团新年音
乐会”更是卖出了站票。

“公益演出，观众不花钱。从这个
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纯粹的粉丝，但
公益演出是吸粉最好的契机，因为大家
都会看到你的付出。”管理者认为。至

今，剧院每年坚持把一半场次让给公益
演出，而门票均价50元的惠民演出同
样是剧院的一个坚守。

2016年，包头大剧院与中央芭蕾舞
团携手，共同打造了中西部地区首个中
央芭蕾舞团暨艺术教育基地，这是全国
继广州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之后的第二
家剧院少儿芭蕾舞团。李静波说：“包头
之前少见芭蕾氛围，在这里普及芭蕾意
义重大，不但能够培养优秀的芭蕾舞演
员，还能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融入人们
的艺术生活。”同时，剧院又推出内蒙古
首家“绘本芭蕾课程”，推动“芭蕾进校
园”活动，所到之处，粉丝无数。

“把高品质剧目输送给观众，观众
会和剧院共同成长”，这是大剧院的宗
旨。5年来，包头大剧院引进《天鹅湖》
《红色娘子军》等国内外高品质项目百
余场，同时承办了中俄蒙论坛开幕式等
大型活动以及于丹、余秋雨、李稻葵等
几十场名家讲座，影响非凡。

目前，大剧院已着手自办驻场剧目
的准备，挖掘本土特色、融经典芭蕾与
蒙古族舞蹈为一体的舞剧《草原英雄小
姐妹》将在明年上演。

剧院与市民“互粉”，改变了自己
的先天不足，也提高了市民的艺术修
养。演出现场曾经的交头接耳、嗑瓜
子、拍照等现象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
是专注与安静……剧院在不断提升城
市文化气质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包头城
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高地。

2018年9月1日，大剧院迎来一位
特殊客人。八旬老人王晋鹏冒着风雨
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我是一
个戏剧迷，剧院上演的每一场晋剧我都
不落……看到你们那么辛苦，真诚感谢
你们……”朴实的话语令剧院工作人员
感受到回报的甘甜。

艺术普及的根本在于创新突破，包
头大剧院的“互粉”创举能否为其他城
市的文化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包头大剧院运营3年多，观众人数年均增长42%，营收年均增长20%，成为中西部独有的文化现象——

剧院与城市“互粉”

本报赤峰10月22日电 （记者 徐永升）
听说从9月开始，用手机支付公交车费可享受5
折优惠，家住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小区的刘女士
迫不及待地下载了“云闪付”客户端。打开手机
中的付款二维码，对着公交车扫码器，只听“滴”
的一声，就完成了付款。“以前坐公交，要是忘带
公交卡，兜里再没零钱，只能眼巴巴看着公交车
开走！”刘女士说：“有了手机扫码支付，说走就
走，真是太方便了！”

刘女士的欣喜源自“赤峰智慧公交”项目的
实施。从今年7月开始，赤峰市公共交通行业
依托“智慧赤峰”平台，推行票款移动支付改
革。乘客通过手机客户端或银联 IC卡就能直

接“闪付”乘车。这个总投资403万元的智慧公
交项目，还建设了城市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它能
全面掌控车辆运行状态和存在的问题，灵活调
度车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新开发的“赤峰掌
上公交”客户端，能让市民随时查询公交线路、
车辆位置、到站时间等运行信息，方便群众选择
便捷的出行和换乘方案。

“智慧公交”是赤峰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提
档升级工程的一部分。为了节能减排，实现绿
色出行，去年市里投资2.13亿元，购置了308辆
新能源汽车，更换淘汰了一批老旧燃油车辆，并
开通了全市第一条纯电动公交快速线路。赤峰
市公交总公司八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宝辉算了

一笔账：传统燃油车百公里耗油在25升左右，
费用需要180元左右，新能源车百公里耗电在
130千瓦时左右，电费才60元，这样比燃油车
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这种车的电池10分
钟就能把电充满，充电效率很高。另外，新能源
公交车由生产厂家提供全程保姆式的维修服
务，与燃油车相比，每年还能节约1.5至 2万元
的维修费。这样全市新购置的308辆新能源公
交车，每年可节支1429万元。

为了优先发展公交事业，市里还在政策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职工待遇等方面向公交
倾斜。将公交公司累计政策性亏损列入财政
预算，计划在 5年内逐步化解，并将政策性亏

损补贴、车辆采购、场站建设全部列入财政补
贴。过去，公交场站基础条件差，公交车晴天
一车土、雨天一车泥，驾驶员休息、如厕都困
难。去年，市里投资 1.45 亿元新建了 5 处和
改造 2 处公交场站，使公交场站面貌焕然一
新。过去，由于驾驶员待遇低，他们像吃流水
席一样，来一波走一波，每年流失司机130多
人，公交公司成了客运行业的驾驶员实习
场。去年，市里提高了一线人员的工资待遇，
月平均工资提高到了4108元，驾驶员工资提
高到了4321元。如今，公交职工的精神面貌
重新焕发生机，公交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显
著提升。

赤峰市：坐公交也能绿色智能出行

本报阿拉善10月 22日电 （记者 刘宏
章）家住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的居民其其格
常年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每周都要按医嘱到
巴彦浩特镇环城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常规
检查和取药。她告诉记者：“自从实施医改后，
一年花费的药费比以前省450余元。社区给建
起健康管理档案，定期打电话询问身体状况。
家庭医生还不定期为我免费体检，有时会送药
上门。从去年开始，盟中心医院专家每周都来

社区坐诊，省去了去医院排队挂号的时间，非常
方便。”

据了解，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过程中，阿盟
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公立医院医药费用增长得
到有效控制，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群众就医负担
逐渐减轻，医改红利渐渐向老百姓释放。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来，该盟有关部门先
后出台40多个配套文件，细化、实化、具体化改
革路径，率先在全区实行医改目标管理责任制，

相关部门合力推进医保、医药、医疗“三医联动”
改革。该盟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
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全盟7家
旗级公立医院和2家城市公立医院按照床位与
人员比例重新核定人员总量，增加人员总量
611人，为解决各级公立医院人员短缺的“短
板”问题提供了保障。盟、旗整合医保机构，城
乡居民医保实行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

保障待遇统一、两定机构统一、医保目录统一、
基金管理统一“六统一”，建起重特大疾病保障
制度。全盟各地积极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付
费方式改革，建立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
构间的谈判协商机制和利益风险分担机制，按
病种付费病种数逐步提高。同时，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组建医联体、医共体，推动优势医
疗资源下沉，稳步推进分级诊疗格局，群众就医
负担逐渐减轻。

阿拉善盟公立医院改革，群众说好是硬道理
■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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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 10月 22 日电 （记者
韩继旺）近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增
设的7个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中，巴彦
淖尔市位列其中。这是该市对乌兰布和沙
漠生态治理开发带来的成效。

巴彦淖尔市始终高度重视乌兰布和沙
漠的治理，先后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县、天
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及日本
海外协力贷款造林等一系列重点生态建设
工程，累计完成治沙面积 290万亩。在重
点工程的带动下，对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原
林带进行更新改造，林带总长度达到 207
公里，形成了纵深推进、前挡后拉、全面保
护的立体防沙体系。遵循“多采光、少用
水、新科技、高效益”的沙产业理论，合理利
用沙区资源，实施产业治沙新模式，通过引
入 130多家企业重点发展现代农牧业、肉
苁蓉、沙漠生态旅游等产业，让浩瀚大漠变
身“绿色宝藏”。

巴彦淖尔市

跻身全国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

本报包头10月22日电 （记者 格日
勒图）记者从日前包头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涉农贷款余额
632.26亿元，同比增长16.68%；发放“两权”
抵押贷款余额12.4亿元；发放扶贫贷款45.4
亿元，扶持带动贫困人口21707人。

包头市金融办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三农三牧”的支持力度，加大脱贫攻坚金
融资源投入，切实做到真扶贫、扶真贫。鼓励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签署合作
协议，农业银行、包商银行、邮储银行、固阳信
用社分别与旗县区政府或相关部门签署扶贫
合作协议。协调引进农牧业龙头企业小尾羊
牧业种羊项目，提升贫困地区创收能力，变输
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目前，小尾羊牧业
优质种羊已到位。重点围绕种公羊引进、人
工授精、胚胎移植、基础母羊等项目与农户进
行对接。推动保险行业参与精准扶贫。截至
目前，全市保险业政策性农险保费累计收入
534.99万元，赔款731.09万元。截至保单到
期，为固阳县建档立卡的8608人提供扶贫保
险项目，收取保险费用193万元，承保金额
9.3亿元。积极引导现有融资性担保公司做
好三农、三牧贷款担保工作，固阳县政府投资
成立的固阳县新汇阳担保公司已为固阳县涉
农龙头企业提供担保贷款910万元，可带动
69户157个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包头市

金融扶贫
带动贫困人口2.1万余人

本报呼和浩特10月22日讯（记者 刘
洋）近日，呼和浩特市下达本级配套补助资
金114.58万元，用于今年农村危房改造。

此次下达的呼和浩特市本级配套补助
资金是按照自治区住建厅《关于印发<2018
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各级补助资金配套标准参照2017年农
村危房改造标准执行，即中央1.4万元/户、
自治区 6000元/户、盟市 2616元/户、旗县
2616元/户。资金主要用于武川县、清水河
县、托县3个县的438户低保户、农村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危房改造。

呼和浩特市

改造农村危房
下达补助资金114万余元

本报记者 皇甫秀玲 摄影报道

近日，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优质
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正式揭牌运营。

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展示展销中
心位于新城区元贞永街，约300平方
米的展销中心里有鲜嫩欲滴的时令蔬

菜、各色盆栽果蔬，刚刚采摘下来的火
龙果、百香果、香蕉、网纹瓜等各种新
鲜地产南国果蔬以及农家鸡蛋、蘑菇、
猪肉还有南国花卉……展示展销中心
展销的农产品涉及8大类200多个品
种，都是呼和浩特市科技特派员自己
种植、养殖以及加工的本土、放心、质
优的农产品，每个产品都贴有可追溯
标签。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
服务的农业园区、基地有202个，科技
特派员600人，全年开展各类试验示
范和技术培训530次，培训农民2万人
次，开展基层科技服务10万余次，引进
试验新品种420种，示范推广新技术
210项，在服务“三农”，推动全市农业
科技进步、农村创新创业发展和精准
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优质农产品精彩亮相

放心的农家鸡蛋。

能观赏食用的盆栽蔬菜。

荷兰花卉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