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9.23
CONSUMPTION DAILY

视 点A4
实习编辑：闫 利

非遗故事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市场监管局

组织开展乳品经营主体专项整治
牛奶便利店由于投资门槛低、深入

社区、薄利多销等特点，正走进居民生活
圈，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但由于大多
为单店经营，不具备连锁经营的潜力，缺
乏监管、管理粗放、易出现脱冷销售等食
品安全隐患。为加强低温乳品监管，丰
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联合市场所
开展专项检查。一、摸排基础数据。科
所联合，摸排建立辖区《乳品经营主体及
相关问题台账》，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二、突出检查重
点。以夏季消费量大、易腐败变质、投诉
举报多、媒体舆情关注度高，以及日常监
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比较集中的食品为重
点，加强对经营者监督检查力度，保证食
品质量安全。三、强化隐患排查。将监
管端口前移，利用“双随机”检查、风险分
级、监督抽检等手段提高问题发现率，加
大对非连锁企业以及小食杂店的食品安
全培训和监督检查工作，提升辖区食品
安全水平。四、督促企业加强自律。进
一步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并督促大
型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对
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到位。 （张建书）

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非遗
文化如沧海明珠，格外璀璨夺目。陕西的
非遗文化是城墙根下吼得荡气回肠的秦
腔，是黄土高原上敲得震天撼地的陕北腰
鼓，是灯影间皮影人物的腾挪跳跃，是剪
纸艺人手中栩栩如生的形象，是老字号香
气四溢、地道美味的美食……非遗，是陕
西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面。

走进百姓生活 彰显非遗当代价值

这些天，西安市非遗宣传推广大使王
智忙得不亦乐乎。在全运村非遗展厅，王
智作为展厅顾问，忙着为中央和省级媒体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介绍陕西丰富

的非遗文化。展厅内，剪纸、马勺脸谱、面
花等非遗项目让人眼前一亮。

非遗传承人经金山精巧绝伦的竹扎
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小小的竹棍经
过切割、打磨、钻孔、穿插，在他手中变成
钟鼓楼、陕西八大怪、奥体中心等一件件
体现陕西特色的竹扎艺术作品。西安剪
纸非遗传承人雷俊创作的36项全运会比
赛项目系列剪纸和全运会吉祥物剪纸也
深受运动员喜爱。展厅内还有一个小戏
楼，戏楼上摆放的西安非遗传承人肖建武
制作的数十件戏曲盔帽格外引人关注。
运动员们兴致勃勃地试戴紫金冠、帅盔等
各色华丽的冠盔。冠军之冠源于中国的
冠帽文化，冠盔有着加冠、夺冠的吉祥寓
意，故而特别受运动员欢迎。

“十四运会为宣传陕西非遗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希望用非遗来讲好
陕西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陕西深厚的文
化底蕴。”王智表示。

陕西是非遗文化大省。西安鼓乐、中
国剪纸、中国皮影戏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秦腔等87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674个项目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耀州
窑陶瓷烧制技艺等12个项目入选第一批
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51个传统工艺项
目进入全省首批传统工艺振兴名录。

在政府部门大力推动下，非遗文化突
破馆舍天地，走进大众生活。陕西省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抓手，打造了“陕
西传统工艺大展”“陕西非遗绝活才艺展”

“黄河记忆非遗展”等品牌活动，开展非遗
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
进景区活动，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非遗“活”起来、火起来，也让越来越多
的市民和游客真切感受到非遗文化历久
弥新的魅力。

非遗与旅游融合 焕发新机

非遗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社会的变
迁、一代代人的实践不断被注入新的创
造。非遗与旅游融合，让非遗焕发出勃勃
生机。

在今年7月的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
游博览会上，宝鸡凤翔泥塑展位前，几位
游人兴致勃勃地给手中的泥塑敷彩。

凤翔泥塑是我国民间美术中独具特
色的精品。凤翔区城关镇六营村素有“中
国泥塑第一村”的美誉。近年来，凤翔依
托国家级非遗项目凤翔泥塑这一独特的
文化资源，按照“振兴传统工艺，打造旅游
精品”思路，高标准定位、规划、建设，投资
近2000万元，建成六营泥塑一条街、泥塑
广场等，大力推行“泥塑+旅游”模式，使六
营村成为凤翔民俗旅游的新亮点。六营
村泥塑畅销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每年到六营村参观游览、购买泥塑
的游客超过20万人次。六营村也先后被
评为首批陕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六营村泥塑产业的发展是陕西省振
兴传统工艺，将优势非遗项目打造成为特
色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经过保护和传
承发展，西秦刺绣、南郑藤编、绥德石雕等
一批非遗项目正在成为当地知名的文化
特色产业，不断释放发展活力，提升乡村
软实力。

“非遗+产业”蹚出致富新路子

早在 2017年，陕西省就出台了《关

于陕西传统工艺振兴的实施意见》，着力
实施传统工艺振兴工程。其中，包括对传
统工艺资源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利用，促
进传统工艺保护可持续发展，实现非遗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内容，以政策保
障为非遗传承发展创新保驾护航。

多年的实践证明，要保护和传承非
遗文化，就必须走生产性保护的路子。
陕西众多非遗项目创新发展，华丽转身，
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路径。

日前，以羌绣为题材的非遗电影《云
朵上的绣娘》在青木川古镇举行了开机
仪式。该影片以真实人物宁强羌绣非遗
传承人王小琴和绣娘郑娥为原型，生动
展现宁强县羌族风土人情及羌绣这一非
遗的魅力。

在王小琴的带领和指导下，宁强非
遗工坊绣娘们的刺绣技法日趋娴熟精
湛，生产出的绣品绣工精巧、图案精美、
色泽艳丽、雅俗共赏，得到了市场的认
可。目前，宁强县在全县11个镇办设立
了 6 个羌绣专业合作社和羌绣制品展
厅，建立了 10个羌绣传习所和 6个加工
车间，培训绣娘 8000余人，实现年销售
额突破600万元。宁强羌绣不仅成为宁
强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成为当地增收致
富的“金钥匙”。

2020年，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
省扶贫办命名了“千阳太阳鸟工艺品非
遗工坊”等 52 家省级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推动陕西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在推动非遗融入生活的同时，我们
将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经济发展和国家战
略，彰显非遗的当代价值。”陕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陕西日报）

中秋假期，山东省曲阜市王庄
镇岳村小学乡村“复兴少年宫”迎
来了一位特殊的志愿者，非物质
文化遗产面塑济宁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张磊。作为岳村小学乡村

“复兴少年宫”面塑社团的指导老
师，张磊为孩子带来了一幅“花好
月圆”的面塑作品。课堂上，张老
师边演示边讲解，不时地巡场反
复多次耐心给孩子们答疑，在张
磊巧手指导下，同学们手中的小
面团经过捏、搓、揉，顷刻之间，一
只只怀抱圆月饼的小白兔跃然而
出。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同学们
拿着自己的作品照合影，露出灿
烂的笑容。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热
爱非遗文化面塑，更希望通过我

的影响，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技
艺的独特魅力，让他们能够了解
面塑，喜欢传统文化，并将它们传
承下去。”张磊看着孩子们兴致高
昂的制作手中的作品时说道。

“我们王庄镇岳村小学通过乡
村‘复兴少年宫’这一青少年思想
道德教育阵地，真正让学生体会
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激发了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同
时也让‘非遗进校园’活动落到了
实处、细处。”岳村小学校长彭超
介绍，孩子们体验面塑技艺，用指
尖感受非遗传统文化，不仅提升
了对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内涵的
理解，更深刻感受到了非遗文化
的工匠精神。

（齐鲁网）

可亲的非遗 向上的活力
——陕西非遗文化绽新花 面塑非遗学起来面塑非遗学起来

山东曲阜乡村小学别样过中秋

2021年9月19日上午，“SRW探索细
胞科技新品发布会”在杭州太阳新天地剧
场召开，发布全面细胞复健产品SRW实验
室Cel系列。

发布会上，ACCESS集团联合创始人、
首席品牌选品官Livia Wang受SRW实验
室创始人Greg Macpherson委托，作为品
牌特使越洋空降现场，分享SRW细胞复健
的知识。

Greg及一众全球顶尖科学家也以视
频形式分享了对“九维细胞理论”、SRW实

验室及Cel系列新品的专业观点。
近年来，科学抗衰的话题在国际健康

领域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2021
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社《生命时报》举办
的“细胞科技与生命健康研讨会”，吸引了
基础科学、老年病学、营养学领域的一众专
家，专业探讨科学抗衰及“九维细胞理论”。

发布会上，Livia Wang介绍道，SRW
的专家团队聚集了来自全球抗衰、细胞结
构与功能、生物化学、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世
界一流科学家。

SRW新品发布 掀起健康消费新潮流

□ 本报记者 王 洋

当“大漠”遇上“赫兹”会擦出怎样的
火花？9 月 19 日，在宁夏中卫沙坡头风
景区举办的大漠赫兹音乐节上，除了有
毛不易、后海大鲨鱼、五条人等音乐人轮
番登场，现场更结合沙漠风情融入了艺
术展览、手工创作、特色餐饮、房车和帐
篷露营等，为游客提供了多种体验式玩

法。其中，羊皮筏子、宁夏毯、贺兰石篆
刻等“非遗”作品展以及汉服穿搭、手绘
纸伞等“国风”项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
卡，还有沙葱鸡尾酒、枸杞精酿等具有话
题度的新奇美食，为西部美食贴上潮流
标签。

洛客宁夏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滕飞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后中高端
消费人群回流，使更多人发现了大西北

独特的美，宁夏本地的精品酒店、小众景
区也因此走红。这证明了当地旅游正在
通过引人入胜的话题和内容，拉近和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另据飞猪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该平台上西北目的地旅游
商品销售已快速爬升，青海、甘肃、宁夏
等多个西北目的地的旅游商品预订量同
比增长均超 70%，00 后对西北目的地相
关商品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180%。

当当““大漠大漠””遇上遇上““赫赫兹兹””
音乐赋音乐赋能能旅游经济旅游经济

法院公告栏
刘坤鹏：本院受理王刚先与刘坤鹏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黔 2328 民初
123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蔡文学：本院受理原告赵玉莲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冀0826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窄岭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上诉于河北
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河北沛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北巨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及郭建平、
牛家斌、袁红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司法
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2021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齐鹏、刘威：本院受理原告赵海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佛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孔勇：本院受理龙应飞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8民初2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被告孔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龙应飞材料款及劳务费 45400
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农兴村9组16号陈章
魁：本院受理原告蒲榜英与被告陈章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渝0154民初32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戴恒乐：本院受理原告吴琦与你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
诉和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
其 13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
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李江来：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庆市新世纪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李江来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皖0822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余世飞：本院受理的原告丁晨诉被告余世飞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皖0822民初202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余世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丁晨货款 5400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
1150 元，由余世飞负担。自公告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芜湖安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安徽义林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芜湖安品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 0822 民初
21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李春雨、杨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河北丰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春雨、杨建军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6
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黄华成：本院受理原告何显婵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驳回原告
何显婵与被告黄华成离婚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 200元，由原告何显婵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黔
0625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送达之日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一式两份，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
院。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吴天才：本院受理原告宁太英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8日上
午10时在本院第1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泸州映辉商贸有限公司：原告林叶平与陈长
彬、杜军威、泸州映辉商贸有限公司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川 0502 民初 3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
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许文刚、乐山市华创商贸有限公司：原告赵
燕飞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川 0502民初 45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李明：本院受理要合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0223
民初10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王文鑫：本院受理原告徐肖康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 10时 00分在本院平城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刘占领:本院受理原告付宗光、库如亮诉你
与魏昌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既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石明飞：本院受理孟天喜诉你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庭前文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分别为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清水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肖启刚、肖毅、肖光：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363 号原告郭钦伟与被告肖启
刚、肖毅、肖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 9 点在本院铁佛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遇法定假日顺延）。届时未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肖毅、肖光：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民初
3365号原告袁成得与被告肖毅、肖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点 30分在本院铁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遇法定假日顺延）。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陈思朗：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333号原告许光华与被告陈思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点在本院
铁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遇法定假日顺
延）。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陈思朗：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334号原告付道忠与被告陈思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点30分在
本院铁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遇法定假
日顺延）。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王翠蓉：本院受理的（2021）川 1921 民初
3372 号原告屈正述与被告王翠蓉“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1点在本院铁
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遇法定假日顺
延）。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朱可心（身份证：230202197910271626）丢

失贵阳合纵置业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开出票号：7005560，金额：115199
元；2014年 8月 21日开出票号：9001246，金
额：20000元，收据各一份，特此声明。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支持下，“星星故乡”数字文旅项目被提上日程。
音乐节设置帐篷露营体验区，希望以此吸引更多青年人走进宁夏。

自 治 区
级 非 遗·泥
塑 ，采 用 黄
河淤泥或红
胶泥纯手工
捏 制 成 形 ，
大多是以现
实农村生活
为题材。

啤酒盲盒亮相大漠。

参与蒙眼摸沙瓜挑战的游客。游客向记者展示颇具西部特色的沙葱鸡尾酒。

今年暑期，大西
北地区的房车预定量
同比增长超七倍。音
乐节现场定制了年轻
人 热 衷 打 卡 的 房 车
区，包括各种西北主
题的彩绘房车，以及
轻奢自驾游、自驾露
营等系列装置。

国家级非遗·羊皮筏子，俗称排子，古称革船，是黄河沿岸的民间
保留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摆渡工具也是古代沿习至今的摆渡工具。

市级非遗·贺兰石篆刻技艺是是以贺兰石为材雕刻的一门
印章艺术。非遗传承人汪卫荣在为游客现场制作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