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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牧河流冬去雪，四季搬家不停歇。”一幅草原的
画卷延续至今。

40年来，不仅城市在变，草原也在悄悄地发生变
化。畜牧业生产突飞猛进，草原工艺特色凸显，牧民生
活日新月异……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
再次走进蒙古包，你会发现每一处都有岁月流淌过的
痕迹，每一处都是新时代新牧区的美好景象！

制作技艺的改良

达来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制作蒙古包已经40多
年了，作为蒙古包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他见证了蒙古包制作技艺的改变。

“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的蒙古包越来越
温暖、越来越宽敞、越来越漂亮了！”达来说道。

改革开放以来，蒙古包制作者们不断对传统蒙古
包进行改造，除了非遗传承人对古老手艺的延续，还有
创新者的有益探索。

那些新型蒙古包室内空间大，开阔敞亮，卫生素
雅；包顶有采光罩，启动弹簧装置轻巧，启、闭方便，通
风透气流畅；壁板设有自由式百叶窗通风，家电及壁灯
插座等装设；地面排放优良的保温铺板和地毯。总之，
保暖、防风、防热、防潮、抗寒性能优越，搬迁、拆、装、维
修便捷，且使用寿命长。

不仅实用，外观装饰也越来越精美。蓝色的门饰
图案、金色的宝尖、红色的窗框……每一座蒙古包都独
一无二。

虽然，伴随牧民度过漫长历史岁月的旧蒙古包正
在减少，但是今天的蒙古包，更富有时代特征、民族风
格、地区特色，已经成为新型活动式住宅。

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不论是在草原、煤海，还是
在成吉思汗陵、王昭君墓等名胜古迹，蒙古包比比皆
是。蒙古包正以它独特的民族风格，吸引着大家的注
意。

在全国各地，蒙古包也像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深
圳的民俗文化村、珠海的度假村，各地具有民族特色的
蒙古大营、旅游村，都在仿建蒙古包，以满足旅游者领
略内蒙古民族风情的需要。

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突出地区特色，蒙古
包建造业越来越注重建筑艺术的处理。这一特色在现
代都市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例如呼和浩特市北郊壮观
的内蒙古赛马场，雄峙于主楼顶上的5座巨型蒙古包
式建筑，尖顶宝珠状圆柱，用浅蓝色与白色勾画出绞云
图案，颇具民族特色。还有葛根塔拉草原上的各式蒙
古包，犹如绿色海洋中点点船帆，形成了辽阔草原上的
独特风光。

生活方式大变样

家住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乌日娜，是在蒙古包里长
大的孩子，说起蒙古包里的变化，她如数家珍。

乌日娜说：“去我们家看看吧，一定和你们想象中
的蒙古包不一样，要什么有什么！”

果真如此，迈进她的家，第一个感觉就是现代化，
常用的家用电器基本都有，电视、电脑、电冰箱、电饭煲
……和居住在楼房里的家庭没什么两样，倒是多了几
分别致的民族风情。

据乌日娜回忆，在她小的时候，由于居住分散，想
用电，就需要从很远的地方接电线，还要买变压器，需
要花很多钱。大部分牧民家都没有电，生活很单调，天
黑就睡觉了。

因为要用火炉煮食物，蒙古包里经常充满烟尘。
平时也很劳累，每户牧民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牛羊，这些
牛羊要喝很多水。人们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和力气把
井水提上来给牛羊喝。现在，有了电，一个抽水机就解
决了。以前，用剪刀剪羊毛，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手都
磨破了，现在用电动剪刀，省时又省力。

生活的改变还不止这些，乌日娜和家里的亲戚集

资在科右中旗五角枫旅游区旁边，建起了8个蒙古包，
开了一家小型的农家乐。每到深秋枫叶最美的季节，
这里的观光者络绎不绝，她的蒙古包就成了游客们品
尝蒙古族美食的最佳选择。

在乌日娜家的菜谱里，不仅有热腾腾的牛羊肉，还
有从辽宁空运过来的海鲜，以及各种时令蔬菜、新鲜水
果。

改革开放40年对草原生活的改变是一点一滴的，
用电的普及、交通的便利，让住在蒙古包里的人们过上
了好日子，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一座座蒙古包俨然成了一个个温馨的草原小屋。
幸福就摆在牧民的餐桌上，藏在孩子们的笑容里。

曾经有人会担心，蒙古包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
渐减少，甚至消失。但事实已经证明，蒙古包作为草原
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巨大的
生命力。未来新建的蒙古包会越来越多，牧民的生活
会一年比一年富足，牧区经济也会一年比一年繁荣。

科技走进蒙古包

“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是内蒙古图书馆从
2012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创新性服务工程。

据了解，这个工程是利用互联网、WiFi和 3G网
络，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移动服务
终端，为基层农牧民提供不受时空制约、24小时免费的
蒙汉双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效破解了基层尤其是
边远牧区共享文化资源受限的难题，打通“最后一公
里”。

内蒙古图书馆统计，该工程目前已在内蒙古11个
盟市中30多个旗县建设了数字加油站，服务地域面积
达40余万平方公里，服务农牧民200万余人。

就在2018年7月，这一工程荣获了美国图书馆协
会主席国际创新项目大奖。

“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的
服务模式。利用共享工程已搭建的硬件平台设立大型

“一级数字加油站”，向区域内发出定向 WiFi 信号，
牧民可借助网络，用智能手机、平板或笔记本电脑直接
访问图书馆主站的移动数字资源平台。在距离共享工
程各级站点较远、无法连入互联网且牧民相对集中的
定居点，设立大型“二级数字加油站”“中转数字加油
站”和小型“移动数字加油站”，为农牧民提供 24 小时
不间断的数字信息综合服务，且所有的数字资源均免
费提供，实现了文化服务免费、全天候、“人人通”的目
标。

推送内容上，平台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金融服
务体系”“科技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商品流通体
系”“基础设施体系”6大模块构成，集成为农村牧区数
字服务的信息处理中心，提供数字化时代快捷方便的
信息服务，基层农牧民通过平台不仅可以享受到丰富
多彩的数字文化资源，还可以获取到生产生活中所需
的各类信息。针对服务区域的群体特点，分别提供不
同类型的蒙汉双语数字资源，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公共
图书馆。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朝宝就是“数字文化走
进蒙古包”工程的受益者，他告诉记者：“文化辅导员把
《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使用手册》送到了我的蒙古包
里，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使用，现在我能用手机上网
看蒙古语节目，还能了解时政新闻和先进的养殖技术，
真是太方便了！”

改革开放 40年后的今天，住在蒙古包里的牧民
们，不仅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文化需求也得到了
满足。

蒙古包的变迁，是内蒙古巨变的一个缩影。它拥
有灿烂的过去，也将走向崭新的更加辉煌的未来。

蒙古包是马背民族世世代代游牧生活的象征，更是草原牧人智慧的结晶。一座沐浴风
霜雨雪的蒙古包，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辉煌变迁。如今，蒙古包里的生活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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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终，各大互联网平台纷纷推出优惠活
动，除了发放优惠红包和各种类型的满额返利之
外，抽奖活动凭借简单的操作、新颖的方式和丰
富的奖品，逐渐成为平台和商家营销新模式。

然而由于平台套路多、监管不到位，虚假宣
传、抽奖猫腻等现象频频出现；不少网友不仅没
当成中奖的“锦鲤”，反而咬了不法平台和商家的

“诱饵”，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合法权益被侵犯。
个人信息频被套
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发帖称，她在“双11”期

间参加了不少购物平台的线上抽奖活动，其中大
部分活动需要填写手机号和微信号才能获得抽
奖资格。“本来以为，抽奖平台是为了能够及时通
知到中奖者，才收集参与抽奖网友的联络方式。
所以，我没多想就直接填了。”

不想之后几天，这位网友频繁接到推销产品
的骚扰电话和短信，“推销的产品和参加抽奖活
动的奖品是一样的，这样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个
人信息直接被平台卖给了商家。”同时她也担心，
个人信息还可能被泄露给了不法分子，增加遭遇
电信诈骗的风险。

今年8月 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
户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个
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去年6月1日施行的《网络
安全法》第四十一条也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平台
泄露参与抽奖用户的个人信息，侵犯了消费者的
隐私权。建议广大网友在参与网络抽奖时，要看
好钱袋子，不要盲目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避免
贪小便宜吃大亏，要树立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
性消费、安全消费的理念。一旦发现自己的信息
被平台泄露，要注意收集保存好证据，及时向有
关部门反映举报。有关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平台
进行监督处罚，必要时追究平台的刑事责任。

虚假宣传为“圈粉”
今年10月，不少人的朋友圈被一篇宣称“寻

找杭州锦鲤，100家霸王餐免费送”的公众号文
章刷屏。文章中列出长长的奖品清单，但有网友
按照清单找到部分商家求证时，有些商家表示没
有接到这个抽奖活动的邀约。

刘俊海表示，公众号的这种做法，给消费者
造成了参与活动商家众多、中奖商品琳琅满目的
假象，实际上却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广泛参与的夸
大、虚假宣传，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及公平交
易权。

还有部分微信公众号为了给自己“圈粉”，假
借他人名义设置抽奖活动。

近日，一个名叫“武大校友圈”的微信公众号
发布文章称寻找一名“武大锦鲤”，只要进公众号
回复“1”就能参与抽奖，奖品有上万元现金、高档
手机，还有某婚恋APP的终身VIP会员等。之
后，武汉大学校友会发布官方声明称，该公众号
系个人公众号，与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均无关联。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
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
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
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姓名；其他足以引人
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
混淆行为。

刘俊海建议，针对虚假宣传及以“圈粉”为目
的的抽奖活动，监管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有针
对性地消除监管盲区，依法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
指导、市场准入、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等权限，激
浊扬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
场竞争秩序。

中奖概率随意设
今年9月，浙江宁波市丹西市场监管所接到

举报，称辖区某母婴电商天猫店设置的抽奖活动
没有注明奖项概率、奖金金额和兑奖条件等信
息，违反相关规定。经执法人员调查，发现该店
采用的是一款名为“抽奖精灵”的软件，每一次抽
奖的奖项、概率可以自由设置，而该店直接将一
等奖的中奖概率设置成零。

此外，最近一位名人在微博发起的转发抽奖
活动揭晓后，也备受质疑。网友发现，中奖的
113人名单中，只有1名男性，其余均是女性，由
此怀疑抽奖系统的公信力。虽然微博给出回应，
称系统会对抽奖中疑似“机器号”和“水军”进行
降权，这些账号一般只转发不原创或没发过图
片。而由于女性用户相对比较活跃，所以中奖概
率也相应较高。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认为由于
自己不是活跃用户而导致在抽奖活动中被降权、
被过滤的行为并不合理。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
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
式进行有奖销售，违反者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抽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既涉及结果正
义，也涉及程序正义。互联网平台要履行好对用
户的信息披露义务，将抽奖规则、抽奖流程透明
化，同时也要有第三方公证处来进行公证，防止
中奖黑幕的出现。”刘俊海说。 （人民网）

网络抽奖是“锦鲤”吗？

记者7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改革开放
40年，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增长了500多倍。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1978年全国个体
经营者只有 14万人，私营企业在允许登记后的
1989年，总数也不过9.05万户。到2018年 10月
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7137.2 万户、私营企业
3067.4万户，分别增长了500多倍和338倍。

从2015年8月开始，受原国家工商总局委托，中
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连续开展了14次针对14万户小
微企业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百县万家新
设小微企业周年活跃度为71.1%，其中高活跃度和中
活跃度占比43.0%，户均吸纳就业人员7.50人。实现
营收占比81%，盈利企业占比22.70%，大致持平占比
43.3%，亏损占比33.90%，不活跃度占比为28.9%。
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是各项成本过高、融资难、融资贵，
行业竞争激烈导致企业利润被挤压。

改革开放后发展壮大的个体私营经济，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副局长马正其说，在个体私营经济40年持续健
康发展进程中，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是重要见证者
和有力推动者。从改革开放之初履行工商企业登
记管理职能、参与培育建设城乡集贸市场，到全面
深化改革、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推动并见证了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奇
迹与辉煌成就。 （新华网）

改革开放40年

全国个体工商户
增长500多倍

（《人民网》）

指南针 生活完全手册

达来建造的蒙古包。 蒙古包老照片。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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