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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观点观点

日前，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之际，省委书记王国生莅
临河南大学调研指导工作并发表重要讲
话。王国生同志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中原更加出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王国生同志的讲话，
对全省高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入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为中原更加出彩提
供强大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
了“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九个坚持”。中国
的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要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党育人的
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的立场不能改，人民
办教育的责任不能丢。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持续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
堂进教材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师生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
革创新，写好新时代教育“奋进之笔”。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遵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
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
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推动
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要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严
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加强
引导与管理，管好导向、管好队伍、管好课
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牢牢把握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坚持正确
舆论导向，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拓展
宣传深度和广度，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
挥铸魂育人作用

王国生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要把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当
中，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与身边榜样结合
起来，创新载体平台，增强凝聚力、亲和力、
感染力，让青年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
家乡，更好地肩负起职责使命。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政课是主
渠道。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要理
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的坚持八
个“相统一”的要求，让课堂真正“实”起来、

“活”起来、“动”起来，让学生在思政课中汲
取做人做事的智慧，获得放飞人生梦想的

强大思想力量，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是主战
场。要充分利用网络，学习和掌握网络传
播规律，让网络成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重要载体，把大道理转化成青年学子
喜闻乐见的“网言网语”，让网络正能量占
领校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不断增强他们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是关
键。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提升教师专业
能力，教育引导广大教师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
等要求，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为立
德树人提供坚强保障。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
是大学的根和本。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就要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本科教育体制机制，对接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
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加强一流
专业建设、专业核心课程和通识课程建设。

要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建设。实
施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新方案，
强化专业课程系统化建设，加强研究生各
培养环节的质量监控，创新研究生教育教
学和培养模式。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
设，建立导师分类考评、激励机制，落实研
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在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学校要积
极给予支持和帮助，改善就业服务环境和
条件，做好就业精准帮扶工作。推进就业

创业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建设，改革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模式，加强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
设，引导和支持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运营。

推进内涵式发展，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围绕
影响教育现代化的突出障碍，加快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建立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办学体制和管
理体制。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有
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扩
大教育开放，加快吸引集聚优质高端教育
资源。

要树立现代教育理念，党委政府、教育
部门、学校、教师要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八个“更加注重”的基本理
念，即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
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
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
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
享，并积极行动起来，以现代教育理念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建立教育科学评价体系，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要求，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
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
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
问题。

中原要出彩，教育须先行。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是党和国家对
我省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奋发有为，不断开
创我省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为中原更加
出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⑩6

（作者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一直以来，民营经济都是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
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民间投资是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器，据测算，它贡
献了全省 70%以上的 GDP，创造了
6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 90%以上的
新增就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河南民间投资增速为 2.9%，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面对低位态势，河南须打
好“组合拳”，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破解民间投资不想投、不敢投、
不愿投、不能投、无处投、无力投等诸
多难题。

拓展民间投资空间，破解民间投

资“无处投”难题。民间投资难，最难
在准入。从理论分析上看，政府投资
与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挤出关
系，大规模低成本的政府投资一定程
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统
计数据显示，2018年河南省基础设施
投资增速为 18.5%，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14.7个百分点，政府投资挤出效应
显著。这就需要进一步拓展投资空
间，优化投资结构，放宽市场准入，建
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断拓宽
民间投资领域和空间，做到“法无禁
止即可入”，让民间投资“有处投”。
通过创新运营模式，鼓励采用与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模式，让更多
民营资本参与到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上来，与政府投资形成投
资合力。

拓宽民间融资渠道，破解民间投

资“无力投”难题。融资难、融资贵一
直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阻碍民间投
资的最大障碍。随着我省面临的宏观
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实体经济回报率
越来越低，资本市场低位运行，金融去
杠杆不断深入，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将愈演愈烈，民间投资“无力投”
问题越发突出。这就需要不断拓宽民
间融资渠道，通过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标
准，鼓励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支持金融
产品创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通过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机会进行
直接融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通
过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机
构让利实体经济，不断降低中小企业融
资成本；通过完善抵押制度，创新抵押
产品，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多层次、全
方位的支撑，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抵押成本。

提升民间投资能力，破解民间投

资“不能投”难题。投资能力弱、抗风
险能力低是导致民间投资下滑的又一
重要因素。从资本回报率来看，伴随
着实体经济发展的不景气，我省资本
回报率近年来一直处于低位，且与融
资成本之间的剪刀差呈现不断扩大之
势，民间投资“脱实向虚”“由内向外”
的趋势愈加明显。这就迫切需要提升民间投资能力，通
过提升创新能力、提高资本周转效率、延伸产业链条、优
化组织管理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不断提升民间投资能力；通过“去产能”“去库存”等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资本逐步从产能过剩、投
资回报率低的产业退出，向“高精尖”项目和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等河南潜力产业、优势产业方面集聚，有效破
解民间投资“不能投”难题。

优化民间投资环境，破解民间投资“不愿投”难题。
投资环境不优是削减民间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2018年
河南营商环境在全国位次靠后，其发展环境与经济大省
的地位不匹配。这就迫切需要优化民间投资环境，最大
限度激活民间投资意愿，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河南
经济建设中来。要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继续实施

“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扫清民间投资的政务障碍；要营
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和正
常的经济活动，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为民间投资创造宽
松、安全、友善的法治环境；要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民间投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
供基础保障。

降低民营企业成本，破解民间投资“不想投”难题。

民间投资低迷还在于民营企业运行成本过高。2018年民
营企业 500强报告显示，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
资难融资贵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因素。可见，
降低民营企业成本，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激活民间投资
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通过设计“一揽子”针对中小微企
业的减税方案，特别是降低社会保险单位缴纳比例，降低
民营企业用工成本，让更多民营资本参与到经济社会建
设中来；通过设立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杜绝乱收费现
象，确保降费落到实处；通过规范金融机构收费，引导金
融机构合理控制存贷款利差，逐步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
本。

提振民间投资信心，破解民间投资“不敢投”难题。

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是制约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当前，
河南同全国一样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环境，随着
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河南经济发展的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经济预期悲
观情绪再起。这就迫切需要提振民间投资信心，稳定投
资预期，鼓励民企“长期投资”。要着力构建“亲”的政商
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提
升“亲”的服务质量，回应投资者疑虑；要着力营造“清”的
政商环境，依法加强监管，依法处理逃税漏税、制假贩假、
污染环境、侵犯产权等违法行为，依法保护投资者正当权
益，让投资者能够依法经营、依法办事、依法纳税、依法维
权；要着力构建良好的信息服务体系，不断加大政府信息
公开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为准确把握投资收益和风险提供
重要支撑。⑩6

（作者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
证和人类知识、智慧、创造的结晶。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双创”的要
求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指明
了方向。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源于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其核心内涵为人、技艺、社
区。与物质遗产和自然遗产相比，非物质
文化遗产更强调文化的非物质性、人的主
体作用、人的技艺、活态传承和它的社会影
响。如果说物质性是文象，那么非物质性
就是文脉。人类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
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只有两
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代代相传、绵延不
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和地域文
化的多样性，增强文化自信。

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十分丰富。截至2018年，全省拥有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 2个，国
家级代表性项目 113 个、代表性传承人
127名，省级代表性项目 728个、代表性传
承人832名。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民
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
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也有传统美术、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盘古开
天、女娲补天、龙马负图、河图洛书、少林功
夫、太极拳、淮阳泥泥狗、浚县泥咕咕、钧
瓷、汝瓷、官瓷、唐三彩等，驰名中外，影响
巨大。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传承中原
文化的历史基因，也是建设文化强省的现
实基础。

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创
新“非遗”传承

当前，我们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贯
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真正做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转
化”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扬弃与进取的统一。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的
新时代，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务之急就
是理念的创新。“文化双创”的核心是当代
化、生活化、创意化、审美化。

当代化。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存活于
当代、适应于当代、发展于当代。由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我们面
对的是一个现代的社会，要立足于当代，必
须做好“转化”工作。原封不动地继承是不
行的，必须找到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形式
与内容。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原来的
一天祭拜发展到今年延续一周的“老家河
南”百姓拜祖非遗文化周，不仅扩大了拜祖
的人群，而且延续了拜祖的时间，使黄帝文
化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其根本原
因在于立足黄帝文化的当代传播，“同根同
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主题具有强大的
凝聚力。

生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传统的
生活，现在又要融入现代生活。因此，它不

能脱离生活孤芳自赏，而要与百姓发生联
系。“见人见物见生活”，“以古人之规矩，开
自己之生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化
就是由原来的脱离日常生活回归到融入日
常生活。比如禹州的钧瓷过去主要作为礼
品，用于观赏，没有多少实用性，现在需要
加快转型，生产餐具、茶具、酒具、花器等，
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服务。

创意化。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
具有创意，生活才充满趣味与意义。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创意化就是要围绕“创意、创
新、创造”做文章。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
言，仅有“转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创
新”。要结合今天的生产力状况、科技发展
状况、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文化消费状
况，与时俱进，创作生产出人们喜闻乐见的
文艺作品、文化产品。比如河南的画像石、
画像砖、石碑比较多，但过去人们只是把它
做成拓片，除了文化人，很少有人问津。而
现在经过设计师的创意，它能够以符号的
形式印在布包、扇子、书签、钱包上，从而进

入人们的生活。
审美化。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

迈克·费瑟斯曾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
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要把“生活转换
成艺术”，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比
如郑州街道上的法桐是郑州这座城市典型
的文化符号，每到深秋，黄叶满地。过去谁
也没有想到树叶有什么艺术价值，只是把
它当作垃圾，但是现在经过叶雕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的加工就变成了精美的装饰
品、艺术品，可以做成书签夹在书里，装上
框子放在书桌、书架上欣赏，装点美化我们
的生活，这就是审美的作用。

从人才、业态等方面促进
“非遗”转型发展

一是发掘新青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最大的特点是活态传承。传承人是“非
遗”的主体和载体，传承人决定“非遗”技艺
的高低和“非遗”作品的质量。因此人是第
一生产力。如果说老一代“非遗”传承人注
重传承，那么新一代传承人更注重创新。
比如陶瓷界的李明、郭爱和等受过专业美
术教育的传承人，其作品体现出艺术创造
的新气象。与此相类似，还有一大批30岁
左右的“非遗”传承人，也在积极运用新的
创作观念、运作理念、传播理念发展“非
遗”。正是这些人，让我们看到“非遗”传承
的希望。

二是发展新业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传播的渗透，电影、电视、游戏、动漫、网络、
创意设计、数字媒体等文化新业态层出不
穷，受到大众欢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新时代，新技术改变了
人们对于文化的接受方式、传播方式、消费
方式、体验方式。“非遗”的数字化、影像化、
移动化、体验化将是新旧文化融合发展的
新路径和新方向。河南急需推动文化内容
产业与新型文化业态交汇、融合、融通，以
科技创新促进“非遗”转型发展。

三是开发新文创。文化创意产业是
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新文创可以激活文化
资源，提升传统产业，塑造文化品牌。故
宫文创唤醒了大量沉睡的文化资源，一年
获得 15 亿元的收入，让人们认识到新文
创不仅是文化的，也是经济的。“非遗”文
创的开发既可以是符号嫁接，也可以是 IP
再造。通过“文化双创”与“经济双创”的
融合，将会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
局面。⑩6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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