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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新时代的中国文化
——我国五年来文化发展成就巡礼

7天票房57.23亿元，
国产片占比99.66%，超过
1.4亿人次走进影院——今
年春节期间，“史上最强春
节档”成为当前文化消费市
场蓬勃旺盛的缩影；

推进基层文化资源整
合，实现“一站式”服务，全
国形成了安徽农民文化乐
园、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山
东文化大院、广西“五个一”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各具
特点的建设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广大文化工
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

上海市连续5年举办市民文化
节，累计开展活动近25万项，服务市
民超过1亿人次；青岛、成都、焦作通
过打造文化超市，“订单式”服务满足
群众多元化需求；推进基层文化资源
整合，实现“一站式”服务……

五年来，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和文化
部门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新发展理念，
聚焦补齐短板、提升效能，大力推进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度框
架初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共图书馆法相继施行，明确了各级
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制保障。

以精准扶贫助推文化小康。《国

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出台
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91.47％的地
级市和72.56％的县已经制订了实施
方案和目录，初步形成上下衔接的标
准体系，规定了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的“底线”。文化部等七部委
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先后组
织实施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和贫困地区民
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覆盖工程等项目。

下一步，文化部门将继续聚焦贫
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文化建
设，继续实施送戏下乡、流动舞台车
等项目，对深度贫困地区在资金和项
目上给予倾斜，发挥文化扶贫的“扶
志”“扶智”作用。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电影市场的
一连串纪录被一一刷新，“史上最强
春节档”成为当前文化消费市场蓬勃
旺盛的缩影。

《战狼2》《芳华》《无问西东》《唐
人街探案2》《红海行动》等不同类型
的国产影片接连成为“爆款”，业内专
家认为，市场的“井喷式”繁荣，得益

于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精益求精搞创作，力争把最好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五年来，
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
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平凡
的世界》《海棠依旧》《北平无战事》
《人民的名义》《白鹿原》等电视剧热
播，《朗读者》《国家宝藏》《经典咏流

传》等多档文化节目引发观众情感
共鸣；现代京剧《西安事变》、豫剧
《焦裕禄》、评剧《母亲》、湘剧《月亮
粑粑》、话剧《麻醉师》等一大批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
引导人们求真、崇善、向美，让主旋
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图书出版业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实体书店告别“寒冬”迎来春天。数
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17年，实体书
店零售额达 344.2 亿元，同比增长
2.33％，走出负增长态势，一大批特
色书店、主题书店、共享书店相继涌
现。中国出版走出去步伐加快，面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触摸中华
文化脉搏。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
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等热播，成为现
象级节目；文化遗产走出博物馆，通
过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走入百姓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插上“共享经济”“体验
经济”翅膀，开辟出产业发展新天地
……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融入
人民生产生活，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2017年1月，《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
布，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传
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
式，一年来，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
等部门启动实施了中华文化资源普
查工程、中华文化电视传播工程、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中华老
字号保护发展工程等一系列重点项
目，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有抓手、发展有新路。

为发挥戏曲在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中的积极作用，2017年，中宣部、财
政部、文化部联合开展戏曲进乡村活
动，按照每个乡镇每年 6场、每场
300元的标准，每年为国家级贫困
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839个县的
12984个乡镇，给予经费补助2.338
亿元。

为探索振兴传统工艺的有效措
施，2016年3月起，文化部陆续支持
相关企业、高校和机构在新疆、湖南、

贵州等地的传统工艺聚集地设立了
10个传统工艺工作站，涉及刺绣、木
雕、漆艺、金属锻制、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等多个门类。两年来，传统工艺工
作站的建站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完善，既帮助当地提高传统工艺发
展水平，又促进就业增收、精准扶贫，
在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都发挥
了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记者
周玮 史竞男）

我国学者发现
神奇“点铁成氢”技术

据新华社合肥3月6日电（记者徐海涛）我
国专家从实验时的一次“偶然失误”中找到突破
口，利用新方法实现低成本的材料加氢相变，发
明了堪称神奇的“点铁成氢”技术。这对开发新
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及促进基础理论的发展有重
要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邹崇文、教授江
俊等人合作研究的这一成果，日前在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

二氧化钒在68摄氏度时，会表现出数个量级
的电阻突变和显著的红外／THz开关效应，在相
变存储器、红外激光防护、“智能窗”等方面具有广
泛应用前景，但其相对过高的相变温度成为限制
应用的瓶颈。

近期，邹崇文研究组博士生陈宇粮在一次用
硫酸溶液清洗消除二氧化钒薄膜残余的实验中，
不小心用不耐腐蚀的铁镊子夹取了二氧化钒薄膜
样品进入酸溶液。这次偶然失误却得到大发现：
通常塑料镊子夹取的二氧化钒薄膜在酸溶液中几
分钟就会完全腐蚀，而这次仅被铁镊子夹了一角
的整片二氧化钒薄膜却在硫酸中安然无恙。

据介绍，该研究预测揭示现象背后的电
子—质子协同掺杂机理，发展了一种能更好
兼容常规温和环境的掺杂方式，且操作简便、
成本低廉。

“三八”节将至
“她经济”升温

新华社郑州3月6日电（记者王烁）“三八”
国际妇女节临近，无论是线下的郑州各大商场还
是线上的各个电商平台，关于“三八”妇女节的促
销广告铺天盖地，商家不约而同地把这一女性节
日作为春节后重新启动消费市场的契机，预热新
一轮消费高潮。

一名商场工作人员介绍，“三八”妇女节
正值换季时节，再加上有促销，几重因素刺激
了女性们换装需求，所以最近几天销售都非
常火爆。

“每年‘三八’节的活动都能拉动不少销量。
春季皮肤容易过敏，对爱美的女性来说，护理保养
非常重要，这也是近期产品卖得好的原因。”某化
妆品专柜工作人员说。

相比线下热热闹闹的促销活动，线上的竞争
也毫不逊色。天猫“女王节”、当当“闺蜜节”、京东

“蝴蝶节”、1号店“3月女人节”……“三八”妇女节
俨然成了电商年后开门的第一战。

随着女性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家庭地位的提
升，女性已经成为新时代消费的主导力量。如今，
越来越多的商家也开始从女性的视角来确定自己
的消费群，研制并开发新产品，女性消费者已经成
为消费行业持续增长的主力军。

首张农险电子保单
“花落”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3月6日电（记者潘清）全国
首张农险电子保单近日“花落”上海。这意味着，
依托互联网等科技手段，便捷高效的保单电子化
开始惠及田间地头。

由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首
张农险电子保单为保淡绿叶菜综合成本价格保
险，投、被保人均是上海百欧欢农产品有限公司，
保险标的为青菜和杭白菜，总保费2514.40元，保
险金额为25144元。

今年2月，农险电子保单制度在上海率先落
地。根据保监会上海监管局等发布的通告，农
业保险电子保单试点主要包括电子保单、电子
批单及电子保险凭证等，试点范围涵盖享受财
政保费补贴的所有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不
含林业、农机、渔船）。

法官提示：

银行卡遭盗刷后
应迅速取证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熊琳）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提示，银行卡遭盗刷莫
惊慌，迅速取证是维权关键。

范某曾向某银行申领借记卡一张。此后，该
借记卡账户被人通过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ATM
机取现2万元。当日，范某持该借记卡在位于北
京的银行网点打印业务凭证，并于同日向公安机
关报案。此后，范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发卡
银行赔偿2万元。

对于一审判决，银行方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交易
发生的时间、地点与范某持涉案借记卡到银行
网点打印业务凭证的时间、地点，范某不可能
持该卡往返两地进行操作。银行也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这笔有争议的交易是范某本人或委
托他人进行的交易。据此，法院可以认定这笔
有争议的交易是伪卡交易。最终，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故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新华社北京 3月 6日电 （记者
熊丰）最高人民检察院 6日印发全
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意见，根据意见，八类因本人或其抚
养人遭受不法侵害等陷入困境的
未成年人将获国家司法救助，救助
金额一般以案件管辖地所在省区
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
确定。

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牢固

树立特殊保护、及时救助理念。对特
定案件中符合救助条件的未成年人，
要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发展需
要，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既立
足于帮助未成年人恢复正常生活学
习，也应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名
誉权和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避免造成

“二次伤害”。
意见明确，对下列未成年人，案

件管辖地检察机关应当给予救助：受

到犯罪侵害致使身体出现伤残或者
心理遭受严重创伤，因不能及时获得
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受到犯
罪侵害急需救治，其家庭无力承担医
疗救治费用的；抚养人受到犯罪侵害
致死，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
成生活困难的；家庭财产受到犯罪侵
害遭受重大损失，因不能及时获得有
效赔偿，且未获得合理补偿、救助，造
成生活困难的；因举报、作证受到打

击报复，致使身体受到伤害或者家庭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不能及时获得
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追索抚
育费，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
成生活困难的；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
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
诉讼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
的；其他因案件造成生活困难，认为
需要救助的。

意见确定的救助标准为检察机

关根据需救助未成年人家庭经济状
况，综合考虑其学习成长所需合理
费用，以案件管辖地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为基准，一般不超过三十六个月
工资总额。对身体重伤或者严重残
疾、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未成年人，
以及需要长期进行心理治疗或者身
体康复的未成年人，可以突破救助
限额。

最高检印发意见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八类司法过程中陷困境将获国家司法救助

补齐短板精准扶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文艺创作精益求精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导演冯小刚（右一）和作家、演员出席影片《芳华》北京大学见面会。 新华社发

浙江绍兴嵊州市甘霖镇东王村村民观看舞龙舞狮表演（无人机航拍）。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戏曲演员表演越剧《九斤姑娘》。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安徽金寨县农民在文化乐
园载歌载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