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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展演的目的是要在
坚定文化自信的今天，贯彻落
实中央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要求，从而实现民间乐种的健
康稳定发展。继承发展是动
态，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有自己
的理解、喜好和习惯；保护是
静态，它不仅是手段，更是一
种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敬畏。如果把握
不好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可能
就会偏离。要好好思考职业
乐团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职

业院校应该担负的任务；思考如何更好地引导民间音乐传
承、如何对民族音乐的基础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
建立自己的体系。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 明文军

要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民乐传承奏新曲
——“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研讨会”发言摘登

做好中国民族传统音乐，
尤其是民间乐种的创新发展
在今天更加艰难，从这几天展
演的情况来看，创新的部分还
有提升的空间。此次文化部
邀请重要音乐院校的系主任
们到现场感受，就是要让大家
能够将这些民乐的内涵与文
化在高校教育中传播出去。
要将文化土壤、文化精髓植入
到高校教育中，继而提升创新
能力。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发
展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很多民间非遗文化形式都将失传，所以，有很多深层次的问
题等待着我们的政府机构、乐团、音乐院校加以研究，加大
对濒危民间乐种的抢救性保护。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席强

民间乐种的创新发展任重道远

发展首先跟传承有关系，
我个人认为每一个民间乐种都
是依托着自己所在的地域文化
背景的，有很强的民俗性和文
人风韵。

以前各个地方的民间乐种
的发展应该说是自发性的，现在
我们作为民乐人感受到党和政
府对于民乐的传承发扬给予了
很大支持。希望文化部可以号
召各个省市的文化厅局，在非物
质文化保护和公共文化的建设
发展上，去更好地保护和资助民
间乐种，促进其不断发展。

民乐是老祖宗传承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于民间艺术家
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民间乐种代代相传，
原汁原味、“博物馆式”地将其保留下来。

广东民族乐团团长 陈佐辉

民间乐种要有传承

虽然过去我们一直重视传
统文化，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国策，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民间音
乐从业者一定要珍惜目前的这
个环境和状态。民间器乐、民
间乐种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当前应该着
重弘扬和复兴的。

我们鼓励大家创新，在创
新过程中，要把创新的成果变
成大家都拥护和赞赏的一个新
的传统。“创新”和“新的传统”

是两个概念，因为创新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或者大家都认为
是好的，很多创新是失败的，但是形成了新的传统的创新就是
得到了公认。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 田青

民间音乐要珍惜现今环境

中国音乐学院作为全国民
乐教学中的重要一员，历来很
重视向民间虚心学习，重视对
民乐的传承发展。其实，从顶
层的理念设计，到我们的普通
教师、学生始终把民乐传承发
展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但有时候却感到好像并未形成
一个系统或者体系。

我觉得地方乐种是无可替
代的，希望政府等相关机构和
社会热心人士加大对传统民乐
的支持力度，让其保持原样。
我们可以通过专家论证，选出

具有代表性的乐种，确保其保持原样，音乐学院专业演出乐团
在需要时可取用；之后经过专业地再改造或再改编可以形成
另外一种带有这个地方乐种特点的新作品。

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 张尊连

地方乐种难以替代

如何更好地学习、研究民
间文化和非遗文化，真正掌握
其核心、内涵、技术和技巧，是
高校在传承非遗文化中需要思
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于大
学和艺术院校来说。

高 校 在 传 承 非 遗 文 化
时，要研究如何去保留非遗
当中真正的构成原则，要通
过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传承
下来。

现在许多非遗项目如戏
曲等都进入了校园，民间音乐
从业者要把院校中的传承工

作当成是自己的工作，结合时代特点，针对学生特点，针对
不同学校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更加有效地在校园推广非
遗文化。

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 樊祖荫

高校要认真研究非遗文化

民乐演奏应该“土得出
油”，真实展示出这种音乐在
民间究竟是怎样演奏的。音
乐院校往往对于国外音乐的
吸收很主动，而对于本土民乐
的吸收却很被动，眼下，把民
乐系办成音乐学院的一个主
要的系不是易事，音乐院校要
考虑怎么将丰富的民间乐种
引入到教学之中，把现有的民
乐教学做好。

音乐院校无论是在平日
教学工作中，还是自己在组织
民乐队时，在学习或者创作上

一定要吸收传统的东西，创作、演奏都要“土得出油”；如果要
“洋”就要“洋得出奇”，不要学一些拿来的糟粕。学生毕业后
他的作品要可以与社会接轨、接地气。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 朱晓谷

民乐演奏应该“土得出油”
民间乐种要发展必须要

有创新，事实上，我认为任何
一种艺术形式要想从挖掘继
承到发展下去都需要创新。

民间乐种可以流传至今，
形成如此悠久的历史，正是因
为它不断在创新，不断有人在
超越。

我们从事传统民乐的人一
定要有发展中国民间乐种的思
路和想法。不管在现有的基础
上新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一定
是要有新的东西，才能使乐种
发展下去，哪怕只是新在表现

力跟动作上，它也是新的。
我觉得一个乐种要想发展下去要有三个大条件：地域生

活和环境、一群热爱的人以及政府的支持。

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 梁云江

发展民间乐种必须要创新

“三伏天”温度适中
海南“清凉游”受青睐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赵优）
12日，高温高湿的“三伏天”正式开始，
海南却气温适中，成为国内避暑胜地，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享受“清凉之旅”。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近日高温强势
来袭，北方多地打破气温纪录。与多地

“高烧”不同，海南却显得有些舒爽：连日
来，海南岛东西南北各地均气候宜人，温
度约在24℃-33℃，暴雨迅速带走闷
热，让海南成为天然的避暑胜地。宜人
的气候及迷人的滨海和雨林风光，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度假、享受清凉。

正值暑期，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游客量比以往增长明显，许多家长
选择带着孩子前来感受热带雨林里的
清凉舒爽。据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进入暑期以来，游客参与活动的热情
持续高涨，高峰的时候，暴增的客流量
常常使带队教练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内，“玩海”成为游
客三伏天避暑的首选，动感飞艇、法国
海天飞舞等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项目
人气火爆。高温天气也让中部山区旅
游提前进入旺季，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
到五指山和保亭七仙岭避暑养生。同
时，高温酷暑还带热了中部山区的亲水
旅游项目，五指山水满乡大峡谷漂流成
为游客青睐的热门体验项目。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罗浩）随着7月1日起《海南省
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试行）》的
实施，该办法的相关配套政策也在逐
步落实。今天省住建厅向外公布，该
厅牵头起草了《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
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住宅质量保证书（征
求意见稿）》、《住宅使用说明书（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中新
增了装修和不动产登记的相关内容。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签订合同
前，出卖方应向买受方出示《商品房现
房销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及其他有关证书和证明文件，并按照装
修设计文件设置样板房及产品展示区。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该商品房基
本情况”中，提出商品房装修质量及标
准约定，里面包括：该商品房套内为全
装修交付标准，全装修质量及标准不得
低于《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
标准》标准，出卖人应在本合同签订前
按照装修设计文件设置样板房及产品

展示区（鼓励设置装修施工工艺展示）。
《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规划、设

计的变更”中，提出设计变更方面，双
方签订合同后，出卖人按照法定程序
变更建筑工程施工图、装修设计文件，
涉及该商品房装修标准、风格、档次，
可能影响买受人所购商品房质量或使
用功能情形的，出卖人应当在变更确
立之日起10日内将书面通知书送达
买受人。

《征求意见稿》十九条“不动产登
记”中提出，出卖人应在该商品房交

付验收的同时，一次性如实告知买
受人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需要由买
受人提供的证件资料，出卖人应当
在该商品房交付验收后不超过90天
内，办理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买受
人委托出卖人领取《不动产权证》
的，出卖人应将买受人名下的《不动
产权证》证书交给买受人；买受人自
行领取《不动产权证》的，出卖人应
及时通知买受人并将买受人名下的
《不动产权证》证书领取凭证交给买
受人。出卖人未告知或告知的内容

不完备、不准确，致使买受人未能及
时提供证件资料的，由出卖人承担
责任。因买受人的原因未能在约定
期限内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出
卖人不承担责任。因出卖人原因，
买受人未能按上款约定时间内取得
该商品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的，按
照合同中的三种方式处理。

公众可通过电话或邮件方式向
省住建厅提出反馈意见，意见反馈截
止时间为2017年7月19日，详细内
容可登录省住建厅官方网站查询。

我省商品房合同将新增装修和不动产登记相关内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提出商品房装修质量及标准约定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天

从省食药监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企
业的监督管理，省食药监局决定在全省推行食品
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制度。从事食品生
产的规模以上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
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必须在今年9月30日前配
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并
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

受权人应履行的职责包括：贯彻执行食品安
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等，组织和规范本企业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建立和完善本企业
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并对体系进行监控，确
保其有效运行；组织对受委托生产加工产品的生
产工艺、质量控制要求等进行评估，确保生产合格
的产品；组织对本企业委托生产加工产品所涉及
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等进行评估，确保其符
合产品生产质量要求；受权人应主动与所在地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沟通和协调，并报告在食
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现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企
业认为需要授权的其他职责。

受权人应参与企业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对以
下关键环节行使决定权：每批原辅料、包装材料进货
以及成品放行的批准；质量管理文件执行的批准；原
辅料、包装材料及成品内控质量标准的批准；偏差、
不合格品处理的批准；问题产品召回的批准。

受权人因未依法履职，导致发生重大食品质量
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自处罚决
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
工作。

受权人在履行职责中受到企业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的干扰，导致受权人不能按规定履行
职责的，造成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依法追究授权
人责任，有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授权人的法律
责任：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发生
严重食品质量事故的；在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实施
工作中弄虚作假的；采取欺骗手段取得食品生产
许可的；其他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章行为的。

食品生产企业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是指具有相
应食品专业技术资格和工作经验，经企业法定代表人
书面授权，具体负责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并对食
品质量安全负有直接责任的管理人员，一般由企业质
量副总经理、总质量师、质量总监或其他质量安全负
责人担任。

针对从事食品生产的规模以上企业

我省全面推行
食品质量安全受权人制度

日前，武警海南省总队官兵在进行冲锋舟操作手集训。
由于海南近期频繁强降水，可能导致洪涝灾害，武警海南省总队组织官兵在三亚进行为

期8天的冲锋舟操作手集训。这次集训立足于提升部队“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
抢险救灾实战能力，围绕抗洪抢险中可能出现的灾情设置教学内容，包括绕避障碍物、水上
救生和抗洪抢险救援演练等10余个重难点科目。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杨瑞明 摄

武警官兵开展
冲锋舟操作手集训
提升部队抢险救灾实战能力

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于7月11日至15日在海口举办，来自全国45支组合参加了此次展演。12日和13日上午，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央歌剧舞剧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艺术院校、相关研究机构及院团的专家学者，以民间器乐和民间乐种的“传承”和“创新”为主题，就当下中国民乐传承与创新
所遇到的困境、对策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本报对部分专家发言予以摘登。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黎鹏 图/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毛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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