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听着阿婆一声声“波隆”
（黎语“你好”）的问候，仿佛穿梭在原生
态的黎寨里。景区的《槟榔·古韵》演出，
以近乎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展示了黎族
苗族同胞生产生活，该节目已经成为槟
榔谷景区的品牌项目，多年来久演不
衰。黎族打柴舞、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黎
族纺染织绣技艺、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
……在这里，海南十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得以展示，非遗文化正在变成可
观赏、可体验、可购买的新型旅游产品。

旅游与非遗的融合让“见人见物见
生活”的非遗传承保护更具活力，也赋予
旅游更为蓬勃的生命力。

在城市街区，非遗成为展示海南文
化的重要载体。每逢节假日，骑楼老街
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琼剧和海南公仔戏
是每年春节骑楼老街的“必备菜”。

在旅游商品开发中，创业者依靠文昌
鸡养殖和烹饪技艺这一省级非遗项目，研
发生产出精美礼盒装的文昌盐焗鸡，一举

斩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
这足以证明海南非遗的产业化有广

阔市场需求。但专家学者认为，海南非
遗在挖掘经济价值方面，还有巨大空间。

“如果只是传承，并不能很好地挖
掘非遗的经济价值，如果有了人才和资
金的加持，创新非遗项目运营方式，并
将其与旅游、现代制造业、消费品工业、
商贸会展等产业融合，那么非遗就能产
生巨大的增量，从而助力海南文化产业
的发展壮大。”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陈四光希望海南加大
引进力度。

他透露，北
京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展基金

会正积极筹备并选择优质项目，创建非
遗美食街、非遗酒业基地、非遗中医药园
区、黄金珠宝（钻石）交易中心、国际家具
城、非遗大舞台、出版发行聚集区与非遗
小镇八大非遗项目，打造立足于海南、服
务全国及国际市场
的海南自贸港文化
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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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活 | 老技艺焕发新活力A
在社会快速变化发展的当下，已经

成为“遗产”的传统和技艺，如何在保护
与传承中焕发新活力？

海南省省级黎锦双面绣代表性传承
人符秀英也曾遇到不少困惑：传统黎锦
技艺主要用于制作服装，制作耗时长且
价格较高的黎锦服装购买者寥寥，这如
何让织女们继续织，黎锦技艺又谈何传
承发扬？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来，目的
还是在‘用’，否则，非遗保护就会因死守
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省旅文厅公共文
化处（非遗处）负责人表示，当有更多时
尚化、年轻化、潮流化、生活化的非遗产
品走进大众，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才更加
具有力量。

符秀英也在摸索着。她做的具有黎
锦元素的书签、零钱包等，售价从几元到
几百元不等，时尚而实用的产品让黎锦
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符秀英说，当
产品受到市场欢迎，那些制作黎锦的学
生和贫困户便有了投入其中的动力。

“黎锦不应仅仅摆在博物馆里或者
织女的家里，应该用传统元素和现代设
计相结合的方式，走近更多人。”与黎锦

“结缘”十多年的海南锦绣织贝公司董事
长郭凯对此深有感触。

2020年11月22日，在海口骑楼老
街，符秀英和郭凯见证了一场有关黎锦的

“大秀”，这让他们看到了古老服饰文化和
黎族纹样在当今的生机活力。这是2020
海南黎锦及纹样服饰创新设计征集遴选

活动颁奖仪式的现场。3个多月的征集,
共收到设计稿件522套。

而这，只是非遗焕发新活力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我省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
针，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三级名录体系。目前，我省现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1项，国家级名录项目28项，
省级代表性项目82项，省级以上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49人。

在此基础上，我省不断创新形式传
播推广海南非遗，打造传统与时尚相融
的非遗产品，把非遗文化注入旅游产业，
不仅传承海南非遗文化根脉，更焕发出
海南非遗新活力。

77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海南椰雕大师张型富戴着
老花镜，手下刻刀游动，一幅灵
动的椰树海浪风景图跃然椰壳
之上；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织
女”席地而坐，团团锦绣在手指
与彩线的经纬交错间慢慢生成
……在日前举行的2020海南
自贸港大国非遗工匠艺术珍品
展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大会
中，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活态展示，令广大市民游客眼
界大开，啧啧称赞。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和
传递着一个民族和地域的历史
记忆、共同情感、经验智慧，也
是一个国家民族软实力的重要
资源和武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
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要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
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
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
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
和传承。

当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
“十四五”时期硬任务，我们应
如何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
值？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海
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又面临怎
样的发展机遇？日前，相关部
委领导、专家学者、非遗企业代
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代表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大会中
齐聚一堂，期待发挥非遗力量，
讲好海南故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深化对外交往与合
作，支持在海南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教育、农业、旅游交流平台，加强海南与东南亚国
家的沟通交流，重点在旅游、环境保护、海洋渔
业、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毋庸置疑，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推进。
在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当下，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浪潮或许已经到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要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等深度
融合，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与此同时，贸易
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以及“零关税、低税
率”等相关利好政策也为海南文化产业发展注
入新动能。

“以前很多人对海南文化认识不多。但在我们
看来，海南不仅是气候温暖宜人、生态环境优良的度
假胜地，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遗产丰富多样
的南溟奇甸。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海南文
化有着显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陈四光表示，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各具特色的少数
民族文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异域文化，为海南
留下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
将海南打造成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国际优
秀文化企业和人才集聚区、世界文化艺术品交易
中心、“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为展示
中华优秀文化、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

加强海南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其他国家和民
族的文化进行广泛交流，无疑将对海南对外交往
与合作起到重要作用。以非遗为代表的海南文
化，或将发挥先导作用,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
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助推海
南自贸港建设。

在省非遗保护中心保护部主任陈佩看来，深
入挖掘冼夫人文化、兄弟公文化等在海南特有的情
感积淀和民俗传承，充分发挥其在海外的遗存和影
响，将创造国际对话空间，并成为海上丝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人们的亲情纽带、友谊纽带、文化交流纽
带，更好地增进“一带一路”国家及民众的文化认
同。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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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织锦艺人展示龙被织绣场景。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健康码岂能“私人订制”？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在某应用软件商店中，

一款APP能够根据个人所需随意显示各地健康
码，涉嫌违法。这款APP可展示健康码的绿码、
黄码、橙码、红码状态，还可自定义显示数据，如
地区、城市、姓名等。目前，该软件研发者已被警
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

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为大数据精准防疫提供
支撑，是各地有序复工复产、精准防疫的有力工具。
如今，进入公共场所，先扫健康码已成为常态。正确
使用健康码，如实上报个人情况，不只事关个人健
康，更是关乎全民公共安危的大事，容不得半点弄虚
作假。如果“私人订制”假健康码，那些可能有感染
风险甚至已感染的人员，就能在公共场所自由进出，
还能跨省流动，极有可能成为疫情扩散的导火线。

防控疫情，细节决定成败，对各类伪造变造
健康码的行为，必须依法查处、严惩不贷，与此同
时，相关工作人员在查验过程中，要更加仔细甄
别查验健康码真伪，真正实现“码”上健康。

（文/李萌 图/陶小莫）

读懂2020中国外贸“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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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石
14日发布的2020年外贸“成绩单”显示，中国

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成为全
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人们看到，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中国交出
的外贸答卷超出预期：从年初大幅下滑，到6月双
双转正，再到后来的连续7个月正增长，中国外贸
划出一条漂亮的“V”形曲线，而且全年进出口、出
口总值、国际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在全球贸易
大幅萎缩的当下确实殊为难得。

人们还应看到，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中国维
护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稳定的责任担当。中国多次
强调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2020年，中
国与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五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均保持正增长，其中对美国和东盟的进出
口分别增长8.8%和7%。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在
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率先复工复产，为全球产业
链齿轮稳定转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人们更应该懂，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中国支
持抗疫斗争、维护全球民生福祉的主动作为。中
国已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
物资。仅口罩，出口就达到2242亿只、价值3400
亿元，相当于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个人提供了近
40个口罩，在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了物资供应大
国的作用。而中国出口的价值2.51万亿元的笔记
本电脑等“宅经济”产品，也满足了疫情期间各国
人民居家生活和工作需要。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还有中国持续对外开
放、不断扩大进口的一诺千金。2020年中国粮食、
肉类等农产品进口量分别增加了28%和60.4%，海
南自由贸易港免税品进口更是实现了高达80.5%
的增长。这背后，有疫情下中国14亿人口、超4亿
中等收入群体的市场规模优势，更有中国顶风破
浪、坚定扩大开放的满满诚意。

要懂得，中国外贸能打赢“翻身仗”，背后有相
关部门稳外贸的努力：持续提高通关效率，进一步
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
也有企业奋力拼搏的身影：不断提升自身硬实力，
积极触网转型，在“双循环”中拓展新市场……政企
同舟共济，书写了外贸逆势上扬的励志故事。

尽管未来仍有疫情变化和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将在不断创新
和扩大开放中，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稳定器”和
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引擎”。

■ 许贵元

就地过年：暖心之处见用心

图说辣论

目前，境外疫情仍在肆虐蔓延，国内多地发生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加之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人流量增大，聚集活动増
多，疫情传播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近日，包括海南在内，全国多个省区市发出倡议，鼓励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时事

在城市化、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的
今天，有一类日益庞大的城市老年流动
人口值得关注：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料
孙辈，他们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
至陌生的大城市，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
差异、两地分居、异地医保等问题。随子
女流动，身体和心灵处于“双重漂泊”的
随迁老人构成当今老龄化中国一幅具有
代表性的图景，被称为“老漂族”。

“老漂族”是中国人强烈家庭观念的
直接反应。随迁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
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心甘情愿，
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背后其自
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

对此，我们要仔细分析“老漂族”的
群体特点，对症下药。首先政府部门要

起到兜底作用：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
会福利均等化，早日实现医保、社保的异
地便利化，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社
区、街道积极搭建“老漂”社交平台，大力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通过广场舞、志愿
服务、“智慧助老”等活动，消除语言、情
感、新科技障碍，帮助他们拓展新的同辈
社交网络，把“宅”在家里的“老漂族”请
出来；子女也要多多关心父母，感恩父
母，换位思考，尊重父母的选择，尽力做
到照料父母与父母帮衬的最大平衡。

此外，老人自身要树立“积极老龄
观”，既要发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
验优势，也要与时俱进地了解和学习新
知识、新技能、新观念，培养兴趣爱好，丰
富精神世界，化被动为主动，努力使自己
成为子女家庭及社区活动中重要的参与
者，也成为自己晚年生活的主人。

来论

就地过年：吾心安处是故乡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疫情
防控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当前，疫情发
展仍没有放缓的迹象，各地散发或集中报告病
例仍在持续，很难预测疫情在春节假期的发展
态势。因此，各地防患于未然，积极发布疫情
防控政策，号召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
减少人员聚集，倡导和要求在他乡的“打工人”
非必要不回乡、在工作地点过年，这是疫情新
形势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也是着眼大局、人
民至上的体现。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积极响应号召，
坚决支持和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倡导居民
实行就地过年，既事关自身的健康安全，也事
关全国防疫大局。就地过年，未必就不能过
出浓浓的年味。我们大家都能够明事理、顾
大局，吾心安处是故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过好年，年才更有意义，才能有将来更好的团
圆。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
一点，我们离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就近在咫

尺。否则，抱有麻痹心理，放松了警惕，就随
时可能引发疫情的大规模反复，让疫情防控
工作功亏一篑。

当然，各地倡导“就地过年”，不能一说了
之，应该为那些不能回家过年的异乡人多做一
些服务。据报道，浙江宁波政企合力，以“薪”留
人，以“情”留人，让外地务工者在宁波安心过春
节，这样的做法值得称道。比如，有的街道、社
区正紧锣密鼓地为辖区职工筹备春节活
动，有的企业将预留的年会费用转换成
每位员工的餐费补贴，有的企业将发放
数千元现金奖励，有的企业采购爱心礼
包邮寄到员工家人手中……政企互动，
形成合力，为在宁波的外乡人营造了第
二故乡的满满年味。

让就地过年多些温暖陪伴，让就地
过年的异乡人能真正从内心深处把他乡
当故乡，如此，“就地过年”才不会只是一
句倡导，而真正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辛辛苦苦忙碌了一
年的人们都想回家过个“团圆年”，这是人之
常情。

可是，由于今年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明确提出，鼓励企事业单位灵活安
排休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期间尽量在工作
地休假。全国多地也发布通知，倡导务工人员

非必要不回乡、在务工地点过年；确有
需要返乡者，需严格遵守当地的核酸
检测、备案隔离等防控要求。

各地积极响应，纷纷提出了“就
地过年”的倡议，并推出了许多实实
在在的“暖心举措”。有的城市向留
守人员发放过年红包、现金补贴、食
物消费券、免费旅游等，还有的对节
假日坚持上岗生产的人员实行“高
额加薪”。尤其是常年异地打工的
农民工，留下来“就地过年”，既是以

实际行动参与抗疫斗争，又可以比往常增加
更多的劳动收入，可谓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总之，倡导“就地过年”，其目的就是鼓励大
家安心留下来，减少和疫情风险，服从全国
疫情防控大局的需要。各地相继推出的一
些优惠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就地
过年”的留守人员的关爱和体贴，彰显了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当下，各地正在采取便捷手段和简单方式
开展“送温暖”活动。我们可以走访慰问“就地
过年”的留守人员，对生活确有实际困难的，可
实行“一对一”的帮扶，让他们在外“安心”，家人

“放心”，把相互牵挂之情化为抗疫动力。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摸清在本地的留守人员底
数，深入细致地搞好疫情风险排查。在“送温
暖”的同时，要教育引导留守人员学习和掌握
疫情防控知识、技术和规定要求。要时刻注意
搞好“自我防控”和“自我保护”，让“就地过年”
过得舒适舒心、健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