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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德化县是我国重要的白瓷产业基地，有着几千年的陶瓷
生产历史和 3000余家陶瓷生产企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陶瓷
的创新和升级成为陶瓷企业面临的课题。

为推动陶瓷产业与现代陶瓷艺术的结合，推动德化当代陶瓷艺
术的转型升级，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陶瓷艺术系主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白明担任所长的“德化当代陶瓷艺术
研究所”近日在德化县成立。

白明表示，上世纪 80年代，中国各主要城市、高校及重要的陶
瓷产区，开始了对陶瓷艺术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努力挖掘传统文
化与当代接轨。其中包括与高校资源的对接，与国际陶瓷艺术的交
流，举办各项展览与相关学术活动等。从简单的作品形式上的交流
转向对材料的研究，从而实现对表现方法系统性的提升，尊重创意，
真正做到在设计上重视原创，在艺术创作上注重新的挖掘，为艺术
家的创作提供更多的汲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新的思考和平
台，为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推动力。

白明认为，德化陶瓷的材质是世界上独特的，“中国白”在历史
上享誉世界，德化白瓷神秘、浪漫、富有生机，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但与此同时，好的材料虽能打开市场，而好的设计更能引领市场，这
一点恰恰是德化陶瓷产业最需要的。

德化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著名陶瓷产区，本已具备十分系统而
完整的传统体系和行业审美习惯，产品化和商业需求成为首要，值
得称赞的是，德化的工艺美术师和工匠队伍不止步于传统，他们对
开放和创新充满向往，并在国内众多产区中显出更多包容的态度和
较高的职业素养，许多重要的工艺美术师都在传统精神的激励下，
勇于尝试向当代转型。

据了解，该研究所将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陶瓷学术和
教育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借力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的资
源优势，在综合材料方面和其他陶瓷产区进行优势互补，进一步突
出德化“中国白”的材料优势，更加注重艺术创意，提高德化白瓷设
计水平，展现传统优势以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实现产、学、研一体
化，进而推动德化当代陶瓷艺术的转型与突破。该研究所成立后，
将致力加强德化陶瓷人才辅导，建立陶瓷艺术实践创作基地，举办
陶瓷艺术高级研讨班，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入驻、授课、讲学，
组织研究生、博士生等进行艺术实践创作，培养更多年轻的设计人
才，同时加强设计研发成果落地转化，孵化重要教学成果，为企业提
供尽可能有意义的新设计产品，为德化“中国白”在未来为世界提供
更多研究、探讨、借鉴、融合等综合发展的可能性。 （石 伟）

今年以来，“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
家”系列活动在河北省各地陆续启动，
曲艺人深度“触网”开班授课，“河北非
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14
期网上河北非遗作品展……河北省各
地非遗传承人通过云端，不仅将颇具时
代感的非遗作品送进百姓生活，还为非
遗项目迎来新关注，注入新活力。

传统非遗线上拓展市场

“木贴画是用纹理更为细腻、质地
结实的橡木皮做成，具有较强的真实
性和立体感……”近日，由廊坊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廊坊市“非遗过大
年 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启动现
场，省级非遗项目——木贴画制作技艺
传承人胡朝民带来了一幅木贴画《富贵
吉祥》，栩栩如生的大公鸡令人惊叹。

据介绍，廊坊市首届线上非遗年
货消费季也已启动。云端为非遗传播
提供了更多可能。狄家糕点、第什里
风筝、靳记熏鱼等廊坊传统手工艺、非
遗老字号等 40 多种非遗商品上线售
卖，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多种形
式，开辟销售渠道。

2月 4日，记者点开微信小程序“大
非遗”，在“走进非遗”栏目下浏览众多
廊坊非遗年货。大武传统手工糖38元、
靳家熏鱼49元、老霍家肉糕35元……4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5 个省级非遗项
目、32个市级非遗项目、3个县区级非

遗项目纷纷亮相，琳琅满目的非遗美
食、文创精品可供消费者挑选。

“原来身边有这么多非物质文化
遗产，我为家乡感到自豪！”购买了非
遗年货的王先生有些激动。他认为，
网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消费方
式，通过线上销售既能拓展非遗产品
的销售渠道，也可以传播非遗文化，

“更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自己的家乡”。
“这样的非遗年货消费季，无疑能让

广大网友更加了解廊坊非遗文化。同时，
通过线上空间助推非遗项目传承与创新
并进，打造廊坊非遗文创精品。”广阳区匠
心传统工艺工作站负责人张秋红说。

创作传承两不误

“革命老区岭底村儿，有这么几位
老年人。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儿，一个
个挺着腰杆儿倍儿精神……”一段接
地气的西河大鼓作品《一块红袖章》，
在“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号展
演。作品的创作者是相隔两百多公里
的曲艺人——家住石家庄的省曲协驻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袁冀民和家住廊坊
的廊坊市曲协主席姜子龙。两人通过
网络联手完成创作，并在云端邀请远
在河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西河大鼓代表性传承人、沧州市曲协
副主席张领娣，河北省曲协理事宋玉
娥线上录制完成。

这段作品通过网络诞生，并在云

端与网友见面，是我省曲艺人加速“触
网”的一个例证。事实上，线上涨粉、
网上开课……河北曲艺人对线上创
作、云端表演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探
索和思考。

“1月份以来，因疫情防控要求，大
家非必要不出门，但艺术创作从没有
停下来。”一个月来，袁冀民几乎每天
都能收到来自河北省各地曲协会员的
创作投稿，包括京东大鼓、西河大鼓、
相声、快板书等。“将遴选出的作品进
行网上展演，也是给这些作品提供了
一个更广阔的展示平台。”

不同的平台，受众群体不一样，要
研究怎么演才能让网友看得下去。早
在2017年就开始试水通过线上表演、教
学的姜子龙，对网络平台的分析颇有心
得。他体会到网络的表演方式、演员心
态、作品选择等都跟现场演出有区别。

“因为看不到观众，无法捕捉观众的反
馈，心里没底，很多演员刚开始对着直
播设备表演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
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除了云端表演外，姜子龙还通过微
信视频“传衣钵”。北京一对8岁的双胞
胎女孩安安、稳稳，已经开始跟着“姜爷
爷”学唱京东大鼓。越来越多孩子喜欢
上京东大鼓，姜子龙感觉很欣慰。

视频直播助力家乡发展

在 2021 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河

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的“非遗
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
乡年”活动已经启动。活动以短视频
的形式通过抖音、快手、微博等网络平
台，展示河北省丰富独特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向社会呈现独具特色的“年文
化大餐”。

2 月 4 日，记者通过抖音搜索发
现，昌黎非遗、武强非遗等官方政务号
和河北非遗微博认证号已经开通，昌
黎地秧歌表演、武强年画直播等预热
视频、活动已经上线，非遗年味儿呼之
欲出。

春节、元宵节期间，河北省非遗
保护中心将组织开展云享冀“忆”中
国年专题活动，“大家可以在抖音、快
手平台发布家乡年俗活动、代表性项
目、年文化生活的自拍/创作视频，作
品发布时在抖音或快手 APP@‘河北
非遗’并回复参选。我们将根据视频
内容、播放量情况，对排名前 50 位的
视频作者颁发证书和非遗纪念品。”
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数据信息部副
主任吕竑海介绍，目前中心已经收到
部分参赛作品。

以短视频的形式展示非遗内容，
发动广大用户秀出家乡非遗故事，无
疑让传统非遗更加接地气。网民在参
与活动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为非遗
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曹 铮）

近年来，奶制品店如雨后春笋般在
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的大街小巷遍地
开花，随着越来越多从业人员加入奶制
品行业，不断发展创新，奶制产品的种
类已达 30多种，销售渠道不断扩大，销
售量也逐年增加，新宝拉格镇坐实了

“奶酪小镇”的美名。

近年来，镶黄旗依托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深入
挖掘传统奶制品的优势潜力，将传统奶
制品产业确立为重要富民产业和扶贫
主导产业来重点培育，实施全产业链提
档升级项目，促进了产业发展及群众致

富双赢。
“我把奶食品制作的过程拍成短视

频，发到网上，这样更受顾客青睐。”制
作奶酪过程的单条短视频就能突破8万
人次点击量的安格尔奶酪店老板、大学
毕业归乡创业的伊日贵说。镶黄旗在
传承奶制品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
新，目前，该旗乳清糖、酸奶等20多个新
品种已申报奶制品制作技艺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传
统与创新在这里擦出火花，让每一滴牛
奶的故事上演得更加精彩。

镶黄旗奶牛养殖户若力格尔苏荣
是诺明塔拉奶牛养殖奶制品加工合作
社成员，家里有 1300多亩草场，他家从
2004年开始养殖奶牛，从最初的 2头奶
牛已发展到现在的 20头，日产奶量 400
多斤，年收入达到20多万元。

目前，越来越多的牧民专职从事奶
牛养殖业，使得镶黄旗奶牛存栏达到
3000头。该旗以合作社为载体、养殖户
为主体，建设完善标准化棚圈、挤奶间、
防疫室等基础设施，引进和培育荷斯坦
奶牛，通过科学养殖、技术服务、清洁挤
奶，提升鲜奶产量和品质，并实行“统一
选种育种、统一饲养管理、统一防疫检
疫、统一鉴定分级、统一生产销售”经营
模式，强化饲草料、兽药质量监管，全力

打造绿色优质奶源基地。仅2020年，该
旗投资600万元，为10个中小奶牛养殖
场提档升级。

2019 年，镶黄旗先后投入 4000 余
万元开工建设联合经营型传统奶制品
产业园。该产业园对入驻手工坊实行
统一管理、统一检验，规范生产经营行
为，为全旗民族传统奶制品手工坊实现
集群式、抱团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该产业园一期新建 4栋 38套总计
6667平方米的奶制品生产加工车间，每
个车间建设“四区一室”（发酵区、晾干
区、加工区、包装区和更衣室），并配备
食品级生产加工设备，可满足不同种类
生产加工需求。园区满负荷运营后，将
可提供 200个就业岗位，年加工鲜奶量
6000吨，产值将达到3000万元以上。

如今，镶黄旗共有民族传统奶制品
生产企业及＂三证＂齐全的手工坊161
户，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2000人。镶
黄旗今后将继续强化手工坊联合经营
模式，加大优质良种奶牛引进和扩繁力
度，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冷链物流，打造
锡林郭勒奶酪品牌，建设“奶酪小镇”，
走民族化、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的发
展道路，真正让“镶黄旗味道”香飘万
里，走出全区、走向全国。

（巴依斯古楞）

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发布“两区”建
设工作方案。根据方案，本市每年力争
新引进20个以上前沿创新类、外商投资
类、资金密集型、行业带动性强的产业项
目和平台项目，年度投资超过100亿元，
构建数字经济新生态。

根据方案，北京市重点区域将率先
初步形成高水平开放格局：推动海淀区、
朝阳区、顺义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加大
全球顶尖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引进力
度，引进及提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家
以上。同时，加强“两区”招商引资力度，
对照世界 500强、国际权威榜单拟定招
商目标企业，挖掘 200家以上增量企业
重点对接服务。每年力争新引进 20个
以上前沿创新类、外商投资类、资金密集

型、行业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和平台项
目，年度投资超过100亿元。

方案还设定了多项任务和措施。记
者梳理发现，北京市将加快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和千兆固网接
入侧网络建设，率先实现自贸区5G网络
的精准覆盖和千兆固网的全面覆盖，协
助企业报装国际互联数据专用通道。同
时，开展卫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备受关注的自动驾驶方面，北京市
将在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设立自动驾
驶管理政策先行区，开展自动驾驶车辆

道路测试豁免和异地测试结果互认；开
展自动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物流运输、
自主代客泊车等高级别应用场景商业化
运营；开展自动驾驶物流车（轮式机器
人）上路测试及商业化运营。

同时，北京将加大数字经济跨境领
域开放，积极推动互联网信息领域开
放。北京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
京市将向外资开放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
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 50%）；取消信
息服务业务（仅限应用商店）外资股比限
制；同时，推动中关村软件园、金盏国际

合作服务区和大兴机场片区制定跨境数
据流动发展规划，实现在不同领域的跨
境数据流动试点。

这位负责人介绍，北京市经信局将
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开放力度，着力吸
引国际领先数字经济和高端产业领域企
业和项目落地，推动北京在数字经济和
高端产业领域高水平开放，将北京打造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先导
区、高端产业集聚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

（曹 政）

牛年牛劲足，新年新气象。义新欧金
华、义乌两大平台除夕至今“不打烊”，以
日均开行4列中欧班列的速度彰显了冲
天的干劲。其中2月17日义乌平台创下1
天10列的单日开行列数历史新高。

按照往年惯例，由于外贸企业放假，
中欧班列一般在春节期间停运，正月十五
才陆续恢复开行。但新冠肺炎疫情给全
球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支持国际抗疫的

物流生命线不能中断，稳定国际供应链的
步伐不能停顿。

铁路部门和金华、义乌两地政府及班
列运营平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打破春节停运的惯例，坚持“不打烊”、连
续作业，畅通国际物流运输陆路大通道。

春节期间，一列列满载防疫物资、服
装、汽车零部件、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
从金华南站和义乌西站启程，源源不断地

发往中亚和欧洲，做到应运尽运、全力保
障，按下了物资抢运的“快进加速键”。

2月12日正月初一，金华平台开出全
国首趟中法班列，同一天义乌平台首趟班
列也满负荷开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市。2月11日至2月18日，从除夕到节后
上班第一天，义新欧金华、义乌双平台共
开行 35 列 3506 标箱，实现牛年“开门
红”。今年以来义新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290 列 24792 标 箱 ，发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379%。

作为浙江中欧班列的唯一重要窗口，
义新欧相关各方节后正与外贸企业加强对
接，积极承接转移货源，科学制定班列开行
方案，强化集装箱和空车保障，优先承运、
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全力满足客户发运需
求，为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浙 江）

记者从山东省工信厅获悉，《山
东省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聚区培育
实施方案》开始征求意见，将在特色
优势食品产业集聚区加快培植形成
具有“链主”地位的领航型企业，培育
集群、强县、强镇和园区产业链企业
及配套企业分别在 100 户、60 户、30
户和 30 户以上，年营业收入分别达
到 100 亿元、80 亿元、20 亿元和 20 亿
元以上。

根据《实施方案》，山东将培育一
批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群、强县、强
镇和园区，需经山东省工信厅，食品
产业规模居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业前
列，以食品产业为支柱，依托市、县
(区、市)、乡镇或产业园区集中管理，
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完善，产业链、供
应链持续完善，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作
用突出，形成显著区域优势和持续竞
争力的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群、强
县、强镇和园区。加快形成“产业+
配套、平台+生态、技术+赋能”的集
群发展新模式。

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聚区域内
要有一批成长性、创新能力较强的优

势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突出，
拥有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明专利
等。拥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或具有
公共服务功能的平台型企业，具有引
领行业发展的创新能力。骨干企业
技术装备、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省同行
业处于先进水平，自主创新能力突
出。同时，聚焦领军企业、产业链薄
弱环节、公共服务薄弱环节等领域，
加强产业项目的谋划、建设和储备，
提升产业协同创新能力。

拥有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标杆
企业或数字化转型标杆推广项目，集
群、强县达到 5 个以上，强镇、园区达
到 2个以上。

据了解，山东特色优势食品产业
集群、强县、强镇和园区实行动态管
理，有效期为 5 年。违反法律、法规
和不符合本方案规定要求的；发生重
大质量、安全、环保事故的；区域内企
业满意度低，质量品牌诚信度下降等
其他应予撤销称号的，将被撤销其特
色优势食品产业集群、强县、强镇和
园区称号。

（吴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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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镶黄旗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乳香飘 湖南玩具企业湖南玩具企业
节后开足马力赶订单节后开足马力赶订单

图为近日在湖南张家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塑胶制品企业车间内，工
人在赶制玩具订单。 吴勇兵 摄

北京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新生态

单日开行10列创新纪录

浙江中欧班列春节“不打烊”

山东拟培育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群
形成“产业+配套、平台+生态、技术+赋能”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