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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街谈

保护非遗的核心就在于保护人，只有保护好了传承人，才能实现技艺
传承、知识传承、意识传承、文化传承

□白江宏

7 月 15 日，在内蒙古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到赤峰博物馆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
尔》说唱展示。伴随着四胡悠扬婉转、浑厚深
沉的曲调，9 位身着民族盛装的蒙古族说唱艺
人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娓娓道来。他们当中年
龄最大的金巴扎木苏已有 86 岁高龄，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苏利得
只有 11 岁。老中青少的混搭组合是一个缩影，
代表着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宝藏薪火

相传。
内蒙古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区。近年来，我区非遗
保护工作喜事连连，多处开花。蒙古族长调、马
头琴艺术、呼麦、好来宝、乌力格尔、那达慕、祭
敖包……这些丰富多样、具有浓郁草原色彩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多地被世人熟知；以

《千古马颂》为代表的一批文旅融合典范，植根
民族文化基因，创新艺术形式，呈现出既传统又
时尚、既古老又新鲜的面貌，也让大众近距离感
受到了草原文化的迷人魅力，成功打造了众多
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文化名片”。

但也应该看到，现在仍有一些民间艺人生
存状况堪忧，一些民间技艺濒临失传甚至已经
消亡，非遗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人在艺在，人去
艺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
其存在与延续主要依赖于人，是不能离开传承

人而独立存在的。以蒙古族长调为例，同样的
作品不同人演唱可以风格迥异。而现有的长调
艺人大多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一旦师承
关系得不到延续，其独特的演唱方式、方法未能
及时传承，必将遭遇断档失传的危机。

保护非遗的核心就在于保护人，只有保护
好传承人，才能实现技艺传承、知识传承、意识
传承、文化传承。了解传承人的情感诉求，改
善传承人的创作生产环境，提高传承人的文化
素养，才能真正保护非遗传承人的主体地位，
让非遗的传统得以有序绵延。尤其要切实给
予那些非遗濒危项目、稀有项目、弱势项目传
承人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的保障，使更多后继
者愿意拜师从艺、愿意子承父业，摆脱后继无
人的窘境。

非遗要想得到很好的传承，也需要激发年
轻一代的兴趣和热情，让年轻人主动接过继承

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接力棒。在这方面，我
区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比如，聘请民间艺人
登上大学讲堂，定期开展“非遗进校园”等活动，
极大增强了学生群体对非遗的认知度。今后，
应充分挖掘并发挥学校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
的独特作用，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且形成持续的
良性互动，让广大青少年了解非遗、认识非遗，
最后喜爱非遗，进而自觉传承。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弘扬非遗文化，离不
开社会认可和公众支持。贴近群众，唤起群众
参与，就能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继而“火”起
来。要推动非遗融入群众文化生活，鼓励传承
人在坚守文化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式，丰
富现代载体，拉近文化遗产与公众的距离，让非
遗走进寻常百姓家，在千家万户的生活中发扬
光大。

非遗保护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付出
持续的努力。唯有“小步走、快步走、不停走”，
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将祖先留给我
们的智慧结晶代代相传，才能让非遗在传承中
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以人为本方能后继有人

□谢军

写生是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
绘的作画方式，调查研究是收集各种客观情况
并加以研究的工作方式，二者在求真上异曲同
工。在基层调研过程中，领导干部有必要借鉴
写生的操作之法，脚踩泥巴，身入心至，心中向
民，真正听到群众的声音，看到群众的难题。

现实中，只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材料，掩盖
了很多问题；寥寥可数的客观原因分析，消磨
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整天开会讨论，减损了政

策指令执行力度……其实，“打招呼”“踩点去”
“听汇报”等为调研而调研的现象背后，还是形
式主义作怪。不少领导干部为了政绩，精心准
备样板，开发“盆景”，搞“花架子”。如果任由
此风蔓延，势必形成影响上下沟通交流的“肠
梗阻”，导致基层的声音被假话套话所淹没，上
级的决策部署难以在基层落实，严重损害党和
人民的利益。

“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
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
研、‘作秀式’调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少数地方不

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的问题作出明确
指示，为广大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明确了方向。

众所周知，大到各种生活现象，小到生活琐
事，透过纷繁的表现来探究事物本质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一方面要
多走、多问，把准基层关切、尊重基层意愿、精准
对接需求；另一方面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体性
和创造性，让独到而管用的经验办法大放异彩。

深 入 基 层 调 研 ，领 导 干 部 要 上 好“ 写 生
课”。写生要求精准把握，领导干部调研也要深
入田间地头，获得原汁原味的民情民意；写生要
求形神兼备，领导干部调研也要多思多想，不能

被他人带偏调研路线，被盆景一叶障目；写生要
求专注和坚定，领导干部调研也要铭记初心使
命，畅通党群沟通渠道，主动深入群众中间，深
化服务群众工作。相反，一心扑在汇报材料上，
易被恭敬的文字误导，无法从歌颂功绩的文字
堆中打捞出民情民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上好
“写生课”是领导干部答好民生答卷的基本功。
“走一圈”“开个会”“写个稿”不是基层调研，深入
田间地头、穿梭街头巷尾，放下架子、扑下身子，
调查收集问题，才能系统分析找准问题背后的病
灶所在，对民生问题“拨开云雾见日出”。

基层调研要上好“写生课”

□冯海宁

快递服务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
在服务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快件损坏的情
况。为防止因此带来的纠纷，快递公司大
多推出了保价服务，很多用户也愿意购买
这项服务。然而，很多保价服务名不副实，
比如有的用户购买了上万元保价服务，但
快递公司只赔偿几百元。

按理说，用户购买了多少钱的保价服
务，一旦快件损坏，快递公司就应该按照保
价额予以赔偿。但是，快件损失不按保价
赔偿的案例却有不少，快递公司明显违反
了契约精神：一是没有把快件安全送达，明
显违约；二是没有按照用户购买的保价服
务金额赔偿。

问题是，快递公司为何不遵守保价服
务契约精神？

首先，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虽然邮
政法规定，“保价的邮件丢失或者全部损毁
的，按照保价额赔偿；部分损毁或者内件短
少的，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价值的比例
对邮件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可是该规定
仍存在不明确之处。法律规定部分损毁按
丧失价值比例赔偿，看似公平合理，实则不
利于用户利益，因为快件部分损坏之后，即
使可以修复，但也很难百分之百恢复原样，
已经贬值，而且在实践中很难界定物品的
损毁比例。

其次，不少快递公司制定了自己的赔
偿标准，并以单方制定格式条款的方式印
制在快递单上，目的是减轻自身责任。因
为，如果按照保价额赔偿，快递公司向用户
赔偿的数额更高，快递企业自然不愿多赔
偿。

另外，用户不善于维权也容易助长快
递企业的违法行为。比如，如果用户在寄
快递时不认真阅读快递服务条款，就不会
发现默认勾选等侵权问题，为后续索赔难
埋下隐患。又如，用户寄快递时没保留快
件价值和实际损失的证据，或者出现纠纷
后没有勇气通过法律渠道维权，快递企业
就会漠视用户权益。

既然快递公司推出保价服务，客户也
购买了这项服务，若快件损坏，快递公司必
须按照保价额赔偿客户，否则这种保价服
务只是保护快递企业的利益。所以，有必
要及时完善法律法规中的保价条款，让所
有快递企业执行统一的赔偿标准。同时，
快递公司也可以尝试和保险公司合作，探
索风险合理分担的可行方式。

快递保价
得名副其实

□白守双

快节奏的忙碌生活，网络时代的信息
浪潮，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让这一代读书人
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如何充实精神
世界、如何安顿心灵家园，需要我们用心去
回答。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很多东
西今天还是前沿，明天就已经落后，我们想
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跟得上时代
潮流，就得把心放在书架上，从书中不断汲
取营养。

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
卉。读书的过程，如甘泉洗去心头的负荷，
如清风拂去心头的尘埃。不读书，我们就不
知道朱自清的隽永，钱钟书的淡泊，鲁迅的
辛辣，冰心的婉约；不读书，我们也难以理解
屈原君投汨罗江的壮烈，辛弃疾忧国忧民的
情思，岳飞江山北望的愤慨；不读书，我们更
无法明白保尔钢铁般的坚强，黑格尔睿智的
思维，马克·吐温绝妙的幽默艺术。

读书，不能为了读而读，应该读出兴
致、滋味、体会、经验来。愚认为，读书与吃
饭一样，倘若没兴致、没胃口，即便是“山珍
海味”也无法下咽。曾有人将读书的人分
了个类。一是沙漏，进去多少，流出多少，
头脑中毫无痕迹；二是海绵，全盘吸收，挤
出来原封不动，甚至还脏了些；三是滤豆浆
的布袋，豆浆流出来，留在里边的全是豆
渣；四是采宝石的苦工，淘汰矿渣，只拣纯
净的宝石。我们读书，还是要尽量向宝石
靠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把心放在书架上，既要钻得进去，还得
走得出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
不能只读书、不实践。古代有种读书人被
称为“腐儒”，简单来说就是只知道读书，不
知道将书本知识化为自己的智慧，更不懂
得灵活运用书中的知识，满嘴“之乎者也”，
却无一句有用之言。我们读书，决不能变
成这样的“书呆子”“书袋子”，既要将书本
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精神食粮，灵活地运用
在实践之中，也要将实践中的领悟与书本
知识互相借鉴，得到更深的领悟。

黄庭坚有句话：“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
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
味。”我们读书，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在知识
的世界中尽情遨游，从而遇见更好的自己。

把心放在书架上

□苑广阔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刚一上
映就赢得一片叫好，可谓口碑票房双丰收，仅
上映4天票房就突破了7.5亿元，是今年暑假国
产电影的一匹“黑马”。随着电影热映，在网络
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开始售卖各种周边产
品，电影中那个完全突破传统哪吒形象、又丑
又萌的“新哪吒”更是备受欢迎，相关商品的价
格水涨船高。

动画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如此受欢迎，首先归
功于电影的成功，其次则归功于这些卡通形象创
造性的设计。电影卡通人物的流行，反过来能够
进一步提升电影的知名度，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
院，这是一件相辅相成的事情。而对于电影的出

品方来说，不但可以通过大卖的市场票房获得利
润，而且可以依靠开发和出售周边产品来赚钱。

其实，在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体系中，开发
电影周边产品向来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有着成
熟的市场操作流程。特别是对动画电影、超级
英雄电影来说，周边产品更是五花八门，成为
电影出品方的一大收入来源。如今，包括《哪
吒之魔童降世》在内的国产电影，其周边产品
开始出现山寨货、盗版货，实际上是一件令人
有喜有忧的事情。

喜的是国内电影观众终于开始认可、接受
电影周边产品作为电影的一部分。而在以前，
即便出现爆款电影，也因为出品方意识不够、
准备不足，没有做好周边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白白浪费了商机。随着《哪吒之魔童降世》电
影和周边产品受到追捧，势必引导和激励更多

国产电影今后重视周边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这对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
和成熟，无疑是一件好事。

忧的是国内多数电影出品方仍旧对开发电
影周边产品认识不够，同时国内的企业、商家在
产权保护意识上也存在不小的短板。《哪吒之魔
童降世》的出品方虽然有了开发电影周边产品
的意识，但是步子迈得不大，目前市场上只有一
件电影纪念 T 恤是唯一的正版授权产品，而山
寨产品却各种各样，这不但让电影出品方错失
了商机，也给了盗版产品更大的生存空间。而
大量盗版、侵权现象，则说明国人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的欠缺。动画电影人物形象具备独创性的
情况，属于《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电影中的哪吒形象便是如
此，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哪吒”周边产品热卖的喜与忧

7月以来，全国多地进入“烧烤模式”，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40℃以上。“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行业和企业
发放高温津贴仍不到位，而在高温津贴权益受损时，部分劳动者担心得罪单位、丢掉“饭碗”，依然选择沉默。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忍气吞声

屋内几百只牙刷被撕开，全新的沐浴、洗
护用品也全被倒空后丢在垃圾桶；水龙头、花洒
连续几天开着；空调一直连续多天开着……近
日，一则女房客与民宿之间的纠纷，再次将

“野蛮生长”的民宿业放在了舆论的聚光灯
下。有专家建议，应该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
对民宿法律地位、客房规模、退订时间等作出
规定，使这一行业发展更加规范。

——据《南方日报》
锐评：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宿规

范化才是长远之道。

在很多高校，校园书店留下了一代代学
子的青春记忆，是一道无可替代的文化风
景。近几年，城市里的书店渐多，但大多集
中在商场或商业区，校园及周边的书店时常
传来歇业、搬家或经营困难的消息，让不少
老读者心生感慨。因此，教育部近日发布的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
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各高校应至
少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
适应的校园实体书店，没有的应尽快补建”，
引起各界注意。

——据《光明日报》
锐评：经营书店，离不开情怀，但也是

一门生意，要留住校园书店这道文化风景，
最关键的还是要留住读书的人。

日前，安徽寿县一 14 岁未成年人驾驶
大客车的事件引发关注。寿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发布警情通报，公布该案件处罚结果：
对驾驶员李某某罚款 500元，吊销其机动车
驾驶证。对车主叶某某严厉批评，责令其对
儿子严格履行监管责任。

——据中新网
锐评：机动车不是玩具，莫让孩子逞

能。

日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一级巡视员李波表示，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
慈善募捐，民政部指导慈善组织将开展的所有
公开募捐活动都通过“慈善中国”进行网上备
案；同时，优化办事服务流程，推动实现慈善信
息全国“一网可查”。有评论表示，这次民政部
推动实现慈善信息全国“一网可查”，表明我国
慈善信息公开，已迈出实质性一步。

——据《齐鲁晚报》
锐评：以慈善信息“一网可查”倒逼网

络募捐真实透明，有助于营造人人关爱、人
人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让公益慈善成为大
众的普遍情怀。

最近，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题为
《校园里的“假水泥”》的新闻调查，在视频
中，面对记者的采访，山东枣庄问题水泥联
合调查组带队负责人竟然做出了一项令人
匪夷所思的举动——“只张嘴不出声”，引发
了巨大的争议。7月 28日晚间，有媒体从枣
庄市委宣传部知情人士处获悉，这名干部已
被停职。

——据《中国青年报》
锐评：“表演哑语”干部被停职这事，追

问不能停，也只有追问到位，才能解决事件
背后的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