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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 “十三
五”脱贫攻坚规划，进一步强化任务
落实，加大对文化扶贫工作的指导，
充分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文化部近日出台《“十三
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

开展文化扶贫工作， 丰富人民
群众精神生活，发挥文化的“扶志”
“扶智”作用，既是建设全面小康的
必然要求， 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有力举措。“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在文化扶贫中，要注重赋
予群众话语权，让群众唱主角，才能
够做到事半功倍， 让贫困地区的文
化繁荣发展起来。

要让群众主动“点单”。文化扶
贫的基础在于各类活动载体， 包括
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加强文化阵
地建设等， 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 但很多时候群众往往是被动接
受，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在文化扶
贫中，不妨将“点单”的权力交给群
众， 让群众自己选择喜欢的演出类
型，提出文化需求。政府则负责“按
单送菜”，按照群众的喜好编排文艺
节目， 根据群众的要求建好文化阵
地，尽可能满足群众的文化口味。这
样的文化扶贫才能真正扶到百姓心
坎上。

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文化
扶贫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 鼓励群众进行艺术创作和生

产， 对群众的优秀艺术成果要加以
保护、推广，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利
益。 要支持群众对当地的文化遗产
加强利用， 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对
文物资源进行商业挖掘，推动旅游、
文化展示等复合型业态发展。 要加
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与支持， 为非
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提供更好的发
展环境， 鼓励利用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开展非遗传承展示活动。 加大文
化人才的发掘与培养力度， 鼓励参
与文化艺术创作， 让群众的力量释
放出来。

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 文化扶
贫是为群众而扶， 群众的满意度决
定着扶贫的成效。 在文化扶贫过程
中， 要注重听取群众意见， 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对于文化扶贫形式，
可以提前征求群众意见， 凝聚群众
的共识， 在具体实施中就能得到更
多的支持，更易取得成效。文化扶贫
实施的重大项目、投入的大额资金，
可以提前向群众公示， 既便于群众
监督，也有助于填补漏洞，让文化扶
贫在酝酿充分后再实施， 确保扶贫
举措的可行性。

文化扶贫应该注意培养人民群
众的主人翁意识，仅靠政府来“送”
难以产生可持续性， 只有将群众在
文化领域的积极性激发出来， 让群
众在文化领域唱主角， 实现自主创
作、自主创业、自主发展，才能从根
本上改变贫困面貌， 实现文化脱贫
目标。

冯海宁

压力释放了，毕业就撕书，这是近
年来少数高三毕业生的不良行为。但
在浏阳三中却出现别出心裁而又温馨
感人的一幕： 即将离开学校的高三学
生在校园内举行了赠书活动， 他们把
自己学习过的书籍挑选出来， 整齐摆
放在桌子上，让学弟学妹们挑选。

无独有偶。今年高考结束之际，云
南昆明三中高三年级学生在老师组织
下， 以班对班的方式将自己的学习用
品、教科书籍、教辅材料等，赠送给下
学期即将升入高三的学弟学妹们。这
样的赠书活动，在该校已坚持了多年。

相比“撕书”，“赠书”无疑具有更
多可取之处， 既摒弃了以往那种浪费
式的减压方式， 又有助于在学生中传
递节俭意识、同学友谊，进而形成良好
校风。引导学生变消极的“撕书传统”
为积极的“赠书风尚”，具有多方面的
启示。

“撕书”变“赠书”，学校积极作为

不可或缺。 虽然书籍和学习材料是私
人物品，但学校可以通过倡议、引导、
组织， 让高三学生把自己的学习物品
贡献出来，转赠给其他有需要的同学。
例如浏阳三中的赠书活动， 就是在学
校的倡议下开展的。 令校方颇感意外
的是， 这一倡议获得了毕业学生们的
积极响应，全校800余名高三学生共捐
书3000余册。

一次有意义的赠书仪式， 不仅能
让即将走出校门的高三学生释放压
力，而且能对学弟学妹有励志的作用。
他们能从书本资料中获得学长们的学
习重点、学习经验，也能看到师哥师姐
们奋斗的轨迹。据悉，有些书籍里还附
有学长的祝福、 寄语。 这样的情感传
递，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赠书仪式， 是一次责任意识的培
养、 传递。 学弟学妹们接过学长们的
“赠书”，除了利用“赠书”价值之外，也
还有责任把“赠书”精神传承下去。爱
心的传递、知识的纵向分享，显然具有
更多的正能量。

谭登

今年已经是“限塑令”颁布的第10
个年头，生活中塑料袋依旧随处可见。

“限塑令”明确规定，从2008年6
月1日起， 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
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
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
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
塑料购物袋。遗憾的是，这一规定一
直难以严格落实。 许多地方的小商
铺、农贸市场等仍免费供应，塑料袋
由顾客随便拿，用量惊人且浪费；大
商场则按一个塑料袋0.2元、0.3元的
价格有偿提供， 每年仅出售塑料袋
就能有可观收入。

颁布“限塑令”的初衷，是期望
通过“收费杠杆”限制塑料袋泛滥。
然而，10年时间过去了，塑料袋继续
充斥生活的每个角落。 在很多消费
者看来，环保购物袋价格贵，携带也
不方便， 而塑料袋几毛钱的成本微
不足道，甚至他们付费后，反而产生
代偿心理，使用起来更加理直气壮，
事与愿违。

与政令设计初衷相去甚远的尴
尬局面值得反思。首先，塑料袋渗透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强大的监

管力量也捉襟见肘，随着时间推移，
执法检查和惩治手段长期虚位，最
终默许了塑料袋的肆意使用。其次，
生产和零售商有利可图，对“限塑”
不以为然； 而消费者乐享塑料袋便
利的心理惯性， 让其难以弃用 。此
外，超市和集贸市场“限塑”，但餐厅
剩菜“打包”，互联网订餐外卖，快递
行业一年用掉120亿个塑料袋 、247
亿米封箱胶带……更多塑料浪费与
污染却无“令”可限———政策不均衡
也是造成“限塑”有令难行的原因。
如此，政策有局限，监管有难度，生
产有利益，消费有依赖，“限塑令”陷
于空转就无法避免了。

政令要生效， 除了加强监管之
外，还有赖于市民和商家的自律。除
了加强全社会宣传教育、 提高认识
之外，还要从源头上“堵”，建立包括
互联网订餐、 快递业在内的全行业
监管体系，通过制定罚则，打击违规
生产超薄塑料袋的厂家， 严格监控
生产、销售、消费等环节，制止违规
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对市民消费行
为要“疏”，在奖励回收、选择更好的
替代品等方面有引导、激励措施。政
府、商家和市民同心协力，“限塑”从
政令变为习惯，方为期不远。

由于儿童专用药品少， 有些
家长只好通过各种换算，按照“小
儿酌减”的原则，让孩子服用成人
药。 药品领域成年人与儿童不分
的后果很严重：有资料显示，我国

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2
倍，新生儿的不良反应率则高达4
倍。

这样的困局，何时能破解？
图/陶小莫 文/罗志华

文化扶贫，要让群众唱主角

让“限塑”成为生活习惯

何时破解儿童用药困境

新闻漫画

“赠书”是对“撕书”的矫正

尹卫国

近年来， 各地一些旅游景区及博
物馆、文化馆、纪念馆，不断推出具有
鲜明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 成为文化
产业中的新亮点、新卖点。据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截至2016年底，故
宫已研究开发文创产品9170种， 形成
上百个产品系列；在网购平台，以“来
自故宫的礼物”为宣传语的淘宝店铺，
拥有超过百万的粉丝。

文创产品关键在“创”，要用创意
打动人、吸引人，笔者以为，文创产品
有“三贵”。

一贵新颖奇特。要做到构思巧妙，
设计新鲜活泼，巧夺天工，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 人新我特， 避免产品同质
化。如故宫收藏的清代名画《乾隆皇帝
大阅图》， 画中有一匹漂亮的白马，故
宫将白马图案制成领带， 单霁翔院长
出国交流时戴在脖子上， 引来许多外
国朋友的青睐与“垂涎”，巧妙而有效
地带动了故宫文创产品走出国门。

二贵特色鲜明，“惟我独尊”。文创
产品的生命力在于有独特性文化标

志， 是独特文化的创意衍生品， 具有
“排他性”。 譬如北京颐和园开发的文
创产品就须具有颐和园文化元素，如
果套用其他文化元素， 就会失去独特
魅力。同时，文创产品设计要以对文化
与文物的研究为基础， 将文物元素运
用到文创产品上，如故宫将《雍正十二
美人图》开发成系列文创产品，有美人
伞、美人帽、美人服饰、美人书签等，成
为游客“抢手货”。

三贵大众化、普适性。文创产品的
开发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追求收
藏价值，更讲究实用，以游客需求为导
向；既讲高大上，瞄准精英消费层，更
讲大众化，做到普适性，让大多数游客
买得起。 如颐和园推出的文创产品分
为实惠型与高档礼品四个档次， 最便
宜的10元以下。再如故宫内养有200多
只捉老鼠的猫，每只猫都有名字，故宫
文创团队针对孩子们开发出栩栩如生
的“故宫猫”玩具，售价仅十几元，非常
受儿童喜爱。

如果能做到这“三贵”，文化产品
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丰收。

文创产品以何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