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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旅行业竞争白热化，特色
就是发展优势，彰显特色才能在
竞争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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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调研统筹，避免同一时间到同一地方扎堆

调研”，中办印发的《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

通知》，对调研不能给基层增加负担提出了明确要

求。（据5月18日《人民日报》）
据了解，有的地方一年中有一半多时间都在接

待调研组，个别地方甚至一天之内要接待 10 多批调

研人员。调研扎堆的地方都是在某个方面创造了先

进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可是没有想到创造了

经验的典型单位，却因扎堆调研苦不堪言。由于来

调研的都是兄弟单位和上级单位，典型单位根本找

不到拒绝的理由，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要陪同调研，

严重影响了单位相关工作的开展，还要因更换相关

的板面、购买相关设施以及提供相关招待，增加不少

支出，平添不少烦恼。

“避免同一时间到同一地方扎堆调研”，对先进

典型来说是及时雨。消除扎堆调研，典型单位除了

实行有条件接待外，要将先进做法通过录制视频、印

发材料等形式在网络上进行推广，让大家不实地调

研也能学到经验，从而减少实地调研的数量；调研单

位要摒弃不到现场学不到真经的思维，通过网络或

索要材料进行调研学习，坚决不搞装样子、走过场的

形式主义。6 （李方向）

□本报评论员 刘婵

近日，洛阳栾川养子沟景区申请破产，当

地法院发公告一事，引发热议。栾川县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景区破产

的原因是资不抵债，目前景区仍正常营业，希

望能够进行转让。

看到这个消息，公众第一反应是：破产会

不会与疫情影响有关？其实不然，疫情管控

最严的时候正值冬季，也是此类山水景区的

淡季，无论管控与否，客流量都会减少。在疫

情稳定后文旅行业普遍复苏，尤其是“五一”

长假期间，栾川县累计接待游客 29.6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98 亿元，交上了不错的

成绩单。曾经风光无限的养子沟景区，却走

上申请破产之路，不禁让人疑惑：原因到底在

哪里？

深究养子沟景区目前的状况，疫情可能

只是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主要问题还

在于景区长期管理不善的积弊。该景区开发

和建设缓慢，设施老化、产品滞后、管理混乱，

不能适应当前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

全域旅游是栾川的一块金字招牌，近年

来 也 越 擦 越 亮 ，养 子 沟 景 区 的 破 产 只 是 个

案。不怕有问题，就怕无视问题，这次破产风

波，就是很好的提醒，整治弊病、抖擞精神，通

过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探索创新，来满足消费

者的新需求，推动行业的升级换代。

当前文旅行业竞争白热化，特色就是发

展优势，彰显特色才能在竞争中胜出。木桶

原理许多人耳熟能详，反木桶原理则较少被

论及，就是说木桶最长的一根木板决定了其

特色与优势，在一个小范围内成为制高点。

对于一个景区而言，反木桶原理是要提倡特

色突显的创新战略：找准自己的独特优势，精

益求精，不断加固最长的那根木板，在一个点

上突破原有格局，进而塑造一种新的态势。

实际上河南很多景区不满足于“人无我

有”这样的天然优势，努力把自己的特色做到

极致，做到没有地方可以替代。少林寺就不

必赘言了，千古名刹响当当的少林功夫“独此

一家，别无分店”；云台山最近也频频刷屏，

“抖来云台山练太极”“汉服花朝节”等活动玩

得风生水起。文旅融合往往能发生化学反

应 ，产 生“1+1＞2”的 效 应 。 养 子 沟 有 什 么

呢？梨花边，仿佛能看见樊梨花正在谆谆教

子；养子场上，留下了薛刚习武时闪转腾挪的

飒爽英姿……没错，“养子”是养子沟的最大

特色旅游资源。走出“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

水”的窠臼，打造“亲子”主题和卖点，走好差

异化发展的路子，养子沟景区才能打好翻身

仗。

5 月 19 日，是《徐霞客游记》首篇开篇之

日，也是第十个“中国旅游日”。十年来，这个

特别的日子已成为我国旅游发展成果的“宣

传日”、旅游产业繁荣壮大的“促进日”和全民

分享旅游幸福的“惠民日”。在这里，我们呼

吁从政府和行业层面，对养子沟等眼前面临

困难的景区保持细心、贴心、耐心，给予这个

关乎“诗与远方”的行业更多的激励措施和政

策扶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实现高质量发

展。6

□张淳艺

眼下，部分学校对小学生作业的技术难度要

求越来越高。老师除了要求日常学习以视频、

拍照的方式交作业，还要求将显示孩子多才多

艺的“成果展”上传到微信群。这些“别出心裁”

的作品背后，是不少家长内心的无奈哭喊：“快

被小学老师折腾疯了！”

学校鼓励孩子锻炼动手能力，拓展综合

素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手抄报、短视频、思

维导图等技术化作业大大，超出了孩子的能

力范畴，难免沦为形式。“每次做幻灯片展示

花费一上午，每天画一张疫情人数统计图要

两小时”，家长代劳尚且如此耗时耗力，遑论

小学生们？一些孩子凭自己的理解独立完成

作业，结果被老师打回来要求重做，一些明显

是家长代劳的作业，却被评为优秀。

思维导图本是一种图文并重的发散性思维

训练工具，近年来风靡各地小学。有的学校从

一年级开始，就让学生将各科知识画成思维导

图。事实上，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思维导图比

较抽象，并不容易理解。孩子们本可以用更简

洁的方式总结知识，却被赶鸭子上架画思维导

图。到头来，不仅增加了学习负担，而且起不了

多大实际作用。这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评价机

制，严重打击了孩子们自主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助长了家长代写作业的风气。

家庭作业是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布置

作业必须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孩子的认知水平和

能力范围，确保孩子能够独立完成，学有所获。

如果一味求新求异，往往会舍本逐末，误入歧

途。当作业需要家长深度参与时，孩子成为看

客，不仅学不到东西，而且影响他们独立学习能

力的培养。华而不实的作业，也大大增加了家长

的负担。虽然一些综合拓展类作业，名义上不强

制要求，学生可以自愿参与，但担心给老师留下

坏印象，多数家长硬着头皮配合，可谓不胜其烦。

关于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明确指

出，“科学合理布置作业。作业难度水平不得

超过课标要求，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

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一些形式主义的作业

设置，属于变相给家长布置作业，必须叫停。

广大教师应端正态度，重新审视作业的意义

和价值，切实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布置作业，使

其真正成为孩子们的“加油站”“练兵场”。有

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开出负面清单，明确

各年级不宜布置的作业形式，规范教学工作，

真正为中小学生减负。6

郑州市正在实施高品质城市建设三年行动，一

条条老巷、一座座老楼正在“旧貌换新颜”，市民与建

设者一起，都希望城市环境“整洁、有序，舒适、愉悦”。

高品质精致的城市环境，需要更加精细的城市

治理。十字路口，灯柱侧身立，红绿灯同时亮，让人

不知是进是停；居民小区连片，停车没位，斑马线也

成了“停车场”……存在这样的问题，恰似高级厨师

做出的美味佳肴藏着沙粒，牙碜不说，又给人以巨大

反差下的极不舒适感。针尖大的窟窿碗大的风，想

要高品质精致的城市环境，城市治理务必要在精细

上下功夫。

要以精细规划求精致。着眼整体布局，抓住区

域特点，精算容积率，细分各区域，以规划为引领，让

城市既有高大形体，又有通畅的毛细血管。要以精

细执法保精致。规划虽好，你多建一幢楼，我多断一

条路，规划就变成空话。严格执法，保证建设一盘

棋，保证美丽蓝图不被涂鸦。要以精细实施出精

致。不抓落实，再好的目标也是镜中花。分工明确、

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让每一个环节不变

形，每一项工作不走样。

鲜花栽满路，美图爬上墙，城市每增一处美丽，

都提升城市一分舒适，增添市民一分愉悦。精细治

理，城市环境才能越来越精致，市民舒心的笑脸才会

越来越多。1 （吕志雄）

精细治理换来精致生活

别让典型不堪重负

锐评

养子沟景区靠什么翻身

“花式作业”必须叫停

据《成都商报》报道，江西省高院对“三驴友打岩钉攀爬巨蟒峰案”二审宣判，其中两人
被判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人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人民币600万元。6 图/吴之如

九万里风起云涌，竟是历

史在唇齿间的旅行。

八千年沧海桑田，竟是黄

河在座椅上的行踪。

为了进一步讲好中国故

事，塑造黄河生态文明，展示河

南文化形象。在今年的国际博

物馆日 5 月 18 日晚上 7：30，

河南博物院在联动 18 家市级

博物馆共同举办“‘万科杯’第

七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活动基础上，推出了

“最国潮很河南”文化 IP 直播

活动《V-Talk》圆桌派。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文

化名人郦波、郑州万科责任合伙

人徐雪、河南卫视主持人陈琨围

坐在一起，并连线故宫博物院原

院长单霁翔先生，为广大网友奉

献上一场让文物“活”起来、让历

史“潮”起来的对话。通过有趣

的解读、生动的故事点亮了线上

中原文明，刷新了人们对文物的

鲜活认知。

□王军伟

引子：围坐网前百万客
霜凝一剑数千年

对话先从纸上的一个动画场景启
程，里面的绘画人物被激活，开始了本
期《V-Talk》的文明穿越之旅。

特邀嘉宾文化名人、江宁织造博
物馆馆长郦波与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
林，在开场乐曲中相逢在西周时期出
土的文物面前。

序幕就这样从西周晚期的一把将
冶铁技术提前了 1200 年的“玉柄铁
剑”延伸开来。

从此，黄河岸边作为华夏文明的
主要栖息地之一，由青铜时代进入铁
器时代，文字由彩陶上的红彩、黑彩条

纹，逐渐成为有寓意的象形刻画在了
龟甲兽骨上，转移到了青铜、石鼓上，
渐渐地随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进步、
生产技术的更新，文字的书写逐渐成
为主流。

华夏文明的血脉，透过这些文字
在黄河的泥沙上沉淀至今。

《V-Talk》的直播，透过这些文物
在桌面上的沟通中激活了历史。

居中：土圭测影封建制
天下之中立中心

随着直播交流的文化互动，主持
人陈琨给各位嘉宾提出一个问题，那
就是对河南文化的理解。

马萧林院长说，河南文化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摇篮，从夏王朝开始，到商
周、到北宋，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
前后有 20多个王朝都建都在河南，让
历史上的河南形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
中心。

作为文化名人、大学教授的郦波
先生，则是从河南人喜欢说“中不中”
的口头禅，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
家级中心城市是如何在河南建立的故
事。那是发生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
转变的时期，当时的周公姬旦为了建
设现在的洛阳，就带着他的弟弟，用土
圭测影之法确定天下之中，确定了洛
阳作为东都的历史地位，并且测定了
一年中日影最长的那一天，也就是冬
至的12月 22日（21日、23日）。

在对话嘉宾中，除了马萧林院长、
郦波教授之外，作为郑州万科责任合
伙人的徐雪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身
份——曾经的河南博物院志愿者。

她说中国一共有八大古都，河南占
其四，这一点在整个文明史上都很少
见！在这里，无论是绚烂繁华的大唐洛
阳，还是沉静内敛的宋代开封，都有在
她的成长过程中构成了鲜明的文化记
忆，构成了她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

回响：骨笛声里闻礼乐
一米帽中见北宋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的重要表现就
是礼乐。《世本》说“女娲作笙簧”。直播

中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演奏，就是
用传统乐器再现礼乐的一部分。

贾湖骨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
重要文物，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
的可吹奏乐器，距今约 8000年，出土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 1.5 公
里贾湖村，截取仙鹤(丹顶鹤)尺骨(翅
骨)制成，从某种层面印证了古文典籍
的吹奏乐器记载。据马萧林院长介
绍，出土的骨笛有5孔、6孔、7孔，乃至
8孔，可以演奏完整的乐曲。

除了礼乐，针对“礼帽”，在直播中
也有解读。

主持人陈琨说疫情期间一个小
学 的 学 生 仿 宋 代 官 员 做 了“ 一 米

帽”，既确保了安全的距离，又防止
了交头接耳。

有个参与互动的网友，在收看直
播的时候查了这个，并针对赵匡胤发
明“一米帽”预防大臣交头接耳提出不
同看法，他的理由是，如果是防止交头
接耳，大臣们戴一米帽可以理解，从赵
匡胤作为皇帝本身也戴“一米帽”就解
释不过去了。

他认为这个长翅帽预防交头接耳
是一种附带功能，更多的是增加朝臣
站班的秩序和礼仪，和古代士大夫见
面拱手是一样的。

针对拱手礼时应该是左手在上
还是右手在上的问题，郦波教授做

了解答。
他说拱手礼属于揖礼，应该是左

手在外右手在内，体现左为上，在过去
比这个礼更重的是拜礼，稽首、顿首都
是拜礼的一种。

链接：传承当中见初心
保护传承见未来

为了进一步探讨文创设计对传统
文化的推动作用，针对如何通过博物
馆的文创活动，增强 90后、00后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体现 90后、00后的文
化自信，还特别连线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单霁翔先生进行深入探讨。

他听说河南已经举办了 7届文创
大赛，他觉得这种通过举办高规格的
文创赛事来为文创产业注入新鲜血
液，让文物从馆藏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让文物走进生活，对文化的传承和被
了解非常有利。希望本次河南博物院
通过文创大赛为抓手，进一步让文物
活起来、让文化立起来。

豫鉴：联合推进做文化
文创当中起国潮

通过直播大家了解到，面对河南
文创产品，河南博物院开展了很多合
作，包括大学、包括万科，就是要让更
多观众关注。尤其与万科的文创合
作，让非常缓慢的文创生长状态看到
陡坡式的拉动曲线。

这一切源于博物院这么多年，经
常和大学生交流，关注社会需要什么，
大学生需要什么。

而万科作为一家有着文化底蕴的
企业，一直希望承担起文化传播和重
建的责任。无论是2019年 9月联合豫
博在北京国际世园会植物馆的联名文
创展，还是在CBD3000人乐跑赛上的
联合河南博物院洞穿古今主题，抑或是
在奥体中心上万名万科业主一起聆听
华夏古乐团的声音等都是要增加传统
文化与年轻人之间的黏性。

而本次文创合作的最大亮点首先
是数量多，一个月内征集了两千多份
作品，而前几年加到一起才五六千件；
其次是积极性高，这次文创设计联合
19个博物馆，平均每个博物馆拿出两
三件文物来供参赛者进行创作，分成
服装、百货、科技三类；然后是关注度
高，组织这样的活动，年轻人认同越来
越多、关注越来越高。

马萧林院长表示，读懂年轻人，了
解公众的需要，我们希望通过提取历
史文化元素、讲述文物故事制作出更
多优秀的文创产品，应用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用品中，让大家感受到古代艺
术之美。

用郦波教授的话说，文创热就像
共享单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而文创设计就是解决让文物和文
化走进生活、生命里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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