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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非遗保护 弘扬传统文化
史临生 宋成凤

!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
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
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灵
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文化自信&"

对推进文明侯马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侯马"古称新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
地之一'在侯马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我们
的先贤不仅为后世留下了 %侯马盟书&

%晋国铸铜遗址&! 台骀庙等物质文化遗
产" 勤劳智慧的侯马人民还创造出了许
多影响深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夜光
蝴蝶杯!皮影!刺绣!晋狼粗布!晋国铸铜
工艺!白店秧歌!台神花鼓等都名震海内
外'

一"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我市的一
项重要文化资源'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发掘!

整理!保护我市的%非遗&资源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保护项
目

"

项!省级保护项目
"#

项!临汾市级
保护项目

$"

项! 县级保护项目
$%

项"

代表性传承人
&'

多名"成规模的保护单
位和传习所

%

座'今年春节期间"我市宏
平皮影展览馆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活动"连续

%(

天的展示吸引了诸多群
众和客商前来参观" 充分展示了我市丰
富的%非遗&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
市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市"

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对培育和弘扬
新田文化 ! 建设文明侯马具有重要意
义'

二"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

的问题

近年来" 我们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
多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正在逐渐萎缩和消
失"一些优秀的%非遗&项目已处于濒危
状态"%非遗& 保护的任务依然十分紧迫
和艰巨'一是%非遗&保护工作有待加强'

目前" 我市还没有制定详细可行的全市
性的保护规划和措施" 没有持续的专项
经费投入' 二是%非遗&项目生存环境恶
化' 有的%非遗&项目散落在乡里坊间无
人问津( 有的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而丧失了发展基础( 有的由于缺乏财力
支持而难以发展( 有的由于传承人年龄
老化"年轻人缺乏兴趣而后继无人'三是
开发利用不足'%非遗&项目的经济价值"

特别是旅游价值! 产业价值还没有被充
分挖掘出来'

三"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

议

)一* 对非遗产品再次进行全面调
查"摸清底数"建立档案' 将每一项非遗
产品目前的情况调查清楚" 建立非遗档
案" 对已经确定的非遗产品进行深入的
研究" 尽可能多的留存非遗产品的历史
资料'

)二*科学制定规划"合理给予保护'

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 按照各类项目的
不同特点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 落实有
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对晋狼粗布+皮影等
传统技艺类项目" 要注重制作技艺和工
艺流程的传习" 注重主要代表作品的征

集和保存(对%白店秧歌&% 祁锣鼓&等
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 要注重文献资料
的挖掘和整理" 及时抢救记录代表性剧
目(对%晋国故事&等民俗类项目"要注重
宣传教育"促进群体传承'

)三*广泛动员"鼓励全社会积极参
与' 建议对我市目前已知的%非遗&项目
进行广泛!系统!定期地宣传报道"提高
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引导群众发掘和上
报目前尚未发现的%非遗&项目' 要持续
开展侯马市非遗产品的展示!交流活动"

将其打造成省内一流的展示平台' 在传
统节日期间" 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
活动"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中国传
统节日%节味儿&更浓厚"培育和涵养我
们的亲情!乡情和爱国情' 要选一些%非
遗&项目"定期开展表演!教学等参与性
强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动%非遗&进社区!

进乡村!进学校"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公
共文化服务"使文化活动成为%非遗&保
护的有效载体'

)四* 不断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力
度'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保护传承人是%非
遗&保护工作最核心的任务'建议出台政
策对传承人进行扶持" 为其开展传习活
动提供必要的场所" 帮助其开展授徒传
艺!教研!交流等活动'对省级!市级传承
人政府要拨付一定数量的传承经费' 制
定传承人奖励机制"按带徒弟数量!开展
传承活动次数! 参与文化活动次数等进
行等级考核"发放不同标准的补助金"给
予相应表彰和奖励' 定期举行传承人培
训"提高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和传承水平'

对学艺者采取助学! 奖学的方式进行鼓
励"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五*加强机构!队伍和传习场馆建
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离不
开专门的工作机构! 专业人员和必要的
活动场馆' 建议在我市城市中心地段建
设%非遗&展示厅"设立%非遗&主题公园
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向市民开放'同
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
资建设相关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

)六*合理利用%非遗&资源"发展我
市文化产业' 我市的%非遗&资源类型丰
富! 涵盖面广" 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
值"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大力推动其生
产性保护" 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落实融资!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合理利用%非
遗&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企业予以扶持"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对%非遗&项目的开
发利用'对有开发潜质的传统美术!传统
技艺类项目" 例如 %侯马皮影&%晋狼粗
布&%剪纸&等"在保护好核心技艺的前提
下" 积极发展小微企业" 促进其形成开
发!生产!销售的良性循环' 把%蝴蝶杯&

%布老虎&%青铜器&等项目作为侯马的名
片向外推介" 支持鼓励它们一步步走出
侯马"通过%文化走出去&提升%非遗&项
目自我保护! 自我传承! 自我发展的能
力'进一步做大做强%新田文化&"充实和
丰富%新田文化&内涵"开发人文旅游景
观和演艺表演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我市的晋园文
化城建设!中国手艺小镇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相结合的发展途径"为我市%五大兴
市战略&和绿色!宜居!开放!文明新侯马
建设作出贡献'

本 报 地 址 ! 侯 马 市 合 欢 街
)*

号 政 府 综 合 楼
*

层 总 编 辑 ! 彭 亮 执 行 总 编 ! 崔 选 荣

加强非遗保护 弘扬传统文化
史临生 宋成凤

!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
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
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灵
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文化自信&"

对推进文明侯马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侯马"古称新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
地之一'在侯马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我们
的先贤不仅为后世留下了 %侯马盟书&

%晋国铸铜遗址&! 台骀庙等物质文化遗
产" 勤劳智慧的侯马人民还创造出了许
多影响深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夜光
蝴蝶杯!皮影!刺绣!晋狼粗布!晋国铸铜
工艺!白店秧歌!台神花鼓等都名震海内
外'

一"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我市的一
项重要文化资源'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发掘!

整理!保护我市的%非遗&资源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保护项
目

"

项!省级保护项目
"#

项!临汾市级
保护项目

$"

项! 县级保护项目
$%

项"

代表性传承人
&(

多名"成规模的保护单
位和传习所

%

座'今年春节期间"我市宏
平皮影展览馆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活动"连续

%(

天的展示吸引了诸多群
众和客商前来参观" 充分展示了我市丰
富的%非遗&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
市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市"

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对培育和弘扬
新田文化 ! 建设文明侯马具有重要意
义'

二"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

的问题

近年来" 我们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
多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正在逐渐萎缩和消
失"一些优秀的%非遗&项目已处于濒危
状态"%非遗& 保护的任务依然十分紧迫
和艰巨'一是%非遗&保护工作有待加强'

目前" 我市还没有制定详细可行的全市
性的保护规划和措施" 没有持续的专项
经费投入' 二是%非遗&项目生存环境恶
化' 有的%非遗&项目散落在乡里坊间无
人问津( 有的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而丧失了发展基础( 有的由于缺乏财力
支持而难以发展( 有的由于传承人年龄
老化"年轻人缺乏兴趣而后继无人'三是
开发利用不足'%非遗&项目的经济价值"

特别是旅游价值! 产业价值还没有被充
分挖掘出来'

三"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

议

)一* 对非遗产品再次进行全面调
查"摸清底数"建立档案' 将每一项非遗
产品目前的情况调查清楚" 建立非遗档
案" 对已经确定的非遗产品进行深入的
研究" 尽可能多的留存非遗产品的历史
资料'

)二*科学制定规划"合理给予保护'

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 按照各类项目的
不同特点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 落实有
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对晋狼粗布!皮影等
传统技艺类项目" 要注重制作技艺和工
艺流程的传习" 注重主要代表作品的征

集和保存(对%白店秧歌&% 祁锣鼓&等
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 要注重文献资料
的挖掘和整理" 及时抢救记录代表性剧
目(对%晋国故事&等民俗类项目"要注重
宣传教育"促进群体传承'

)三*广泛动员"鼓励全社会积极参
与' 建议对我市目前已知的%非遗&项目
进行广泛!系统!定期地宣传报道"提高
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引导群众发掘和上
报目前尚未发现的%非遗&项目' 要持续
开展侯马市非遗产品的展示!交流活动"

将其打造成省内一流的展示平台' 在传
统节日期间" 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
活动"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中国传
统节日%节味儿&更浓厚"培育和涵养我
们的亲情!乡情和爱国情' 要选一些%非
遗&项目"定期开展表演!教学等参与性
强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动%非遗&进社区!

进乡村!进学校"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公
共文化服务"使文化活动成为%非遗&保
护的有效载体'

)四* 不断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力
度'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保护传承人是%非
遗&保护工作最核心的任务'建议出台政
策对传承人进行扶持" 为其开展传习活
动提供必要的场所" 帮助其开展授徒传
艺!教研!交流等活动'对省级!市级传承
人政府要拨付一定数量的传承经费' 制
定传承人奖励机制"按带徒弟数量!开展
传承活动次数! 参与文化活动次数等进
行等级考核"发放不同标准的补助金"给
予相应表彰和奖励' 定期举行传承人培
训"提高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和传承水平'

对学艺者采取助学! 奖学的方式进行鼓
励"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五*加强机构!队伍和传习场馆建
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离不
开专门的工作机构! 专业人员和必要的
活动场馆' 建议在我市城市中心地段建
设%非遗&展示厅"设立%非遗&主题公园
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向市民开放'同
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
资建设相关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

)六*合理利用%非遗&资源"发展我
市文化产业' 我市的%非遗&资源类型丰
富! 涵盖面广" 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
值"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大力推动其生
产性保护" 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落实融资!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合理利用%非
遗&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企业予以扶持"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对%非遗&项目的开
发利用'对有开发潜质的传统美术!传统
技艺类项目" 例如 %侯马皮影&%晋狼粗
布&%剪纸&等"在保护好核心技艺的前提
下" 积极发展小微企业" 促进其形成开
发!生产!销售的良性循环' 把%蝴蝶杯&

%布老虎&%青铜器&等项目作为侯马的名
片向外推介" 支持鼓励它们一步步走出
侯马"通过%文化走出去&提升%非遗&项
目自我保护! 自我传承! 自我发展的能
力'进一步做大做强%新田文化&"充实和
丰富%新田文化&内涵"开发人文旅游景
观和演艺表演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我市的晋园文
化城建设!中国手艺小镇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相结合的发展途径"为我市%五大兴
市战略&和绿色!宜居!开放!文明新侯马
建设作出贡献'

本 报 地 址 ! 侯 马 市 合 欢 街
)*

号 政 府 综 合 楼
*

层 总 编 辑 ! 彭 亮 执 行 总 编 ! 崔 选 荣

吸烟减少人的寿命
! !

有个调查说
)

平均每吸一支烟会短
*

,

"(

分钟寿命啊- 吸烟的害处很多"

它不但吞噬吸咽者的健康和生命"还会
污染空气"危害他人'

一"肺部疾病!香烟燃烧时释放
$+

种有毒化学物质"其中有害成份主要有
焦油!一氧化碳!尼古丁!二恶英和刺激
性烟雾等' 焦油对口腔!喉部!气管!肺
部均有损害' 烟草烟雾中的焦油沉积在
肺部绒毛上"破坏了绒毛的功能"使痰
增加"使支气管发生慢性病变"气管炎!

肺气肿!肺心病肺癌便会产生' 据统计"

吸咽的人
#(

岁以后患肺部疾病的比例
为

&,-

" 而不吸烟的人
#(

岁以后患肺
部疾病的比例仅为

,.

" 这是一个触目
惊心的数字'

二"心血管疾病!香烟中的一氧化
碳使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减少"造成相关
的高血压等疾病' 吸烟使冠状动脉血管
收缩"使供备量减少或阻塞"造成心肌
梗塞' 吸烟可使肾上腺素增加"引起心
跳加快"心脏负荷加重"影响血液循环
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猝死综
合症!呼吸功能下降!中风等共

%(

多种
疾病'

三"吸烟致癌!研究发现"吸烟是产
生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每吸一口烟
至少会产生

"(

万个自由基" 从而导致
癌症和许多慢性病' 最近"英国牛津提

德克里夫医院对
$/*

万名吸烟者进行长
达

*(

年的研究得出了结论"结果显示"

肺癌!胃癌!胰腺癌!膀胱癌!肝癌!口腔
癌!鼻窦癌等到

""

种癌症与吸烟%显著
相关&' 为什么吸烟的人容易感冒"是因
为人体的淋巴细胞活性降低" 导致癌
症' 鉴于吸烟致烟致癌的三大因素"戒
烟要越早越好'

四"吸烟还会导致骨质疏松 #更年

期提早来临!吸烟可使男性丧失性功能
和生育功能' 孕妇吸烟可导致胎儿早产
及体重不足"流产机率增高' 吸烟使牙
齿变黄容易口臭' 吸烟害人害已"被动
吸烟的人受到危害是吸烟人的五倍' 为
了你和家人的健康"不让自己成为烟的
奴隶"应尽早戒烟'

五"吸烟对智力的危害!吸烟可使
人的注意力受到影响' 有人认为"吸烟
可以提神"消除疲劳!触发灵感"这都是
毫无科学道理的' 实验证明"吸烟严重
影响人的智力!记忆力"从而降低工作
和学习的效率'

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
*$.

的
儿童被动吸烟"危害更大"容易患肺炎"

支气管炎"重症哮喘和其它疾病' 如果
目前吸烟的情况持续下去"儿童的智力
发育"吸烟的家庭!个人将会付出极大
的代价'

女性吸烟危害更大
0 !

男性吸烟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
人们会认为男人总要有点爱好"不会吸
烟的男人少了点男人味"但是随着全球
戒烟的宣传" 人们的这种想法也在改
变" 很多男人也为了健康而主动戒烟'

而对于女性吸烟" 大部分人是不接受
的"尽管女性吸烟的姿势很酷或者很优
雅" 但是很少人认为女性吸烟是好事'

而大部分女性是不吸烟的"只有少数女
性喜欢吸烟"当然女性吸烟还有地区特
点"在东北的黑龙江"上一辈的女性已
经把吸烟当成一个习惯' 黑龙江三大
怪$其中之一就是女人都叼着一个大烟
袋"这好像有着很深的历史痕迹"不知
道现在的都市女性是否沿袭了这样的
传统' 但是"依然发现确实东北女人吸
烟的相对多一些"虽然不知道她们为什
么会爱上香烟. 而且明知道吸烟是有害
健康的' 而且女性吸烟的危害更大"如
果男性吸烟危害的是自己的健康"那么
女性吸烟危害的不仅是自己甚至可能
祸及孙辈"也就是说三代人都可能因为
母亲吸烟"而导致身体的不健康'

来看一下美国的最新研究成果"据
/美国人类生物学杂志0最新研究表明"

女性在怀孕期间吸烟"其危害或将影响
隔代健康' 研究发现"即使一名女性不
吸烟" 但是如果她的母亲在年轻时吸

烟"那这个女性生出来的孩子无论男女
则会在青少年时期体重相对较重(也就
意味着外祖母吸烟会祸及外孙子和外
孙女' 然而"该女性的婆婆吸烟则不会
对孩子造成影响' 而如果该女性和其母
亲均吸烟"则该女性的下一代将显得相
对瘦弱和矮小'

这个研究结果被证实"英国伦敦大
学著名遗传学家也表示他正考虑将%祖
母在孕期期间吸烟将对隔代健康造成
影响&这一话题编入到其/母系吸烟对
孩子成长与发展影响0研究中"将为人
类隔代分子分析提供有力的论据'

当然至于这样的隔代影响的理论
依据在哪里. 还等待着科学家们进一步
的探讨和研究"而作为普通人"我们只
需要吃到结果就足够了' 如果作为一个
女性"你知道这样严重的后果"还会吸
烟吗. 有的女性可能会说"很多女士香
烟的毒性很低"其实"只要是香烟"就存
在毒性"而且"吸烟是一个天长日久的
过程"没有一个爱吸烟的人可以控制住
自己" 可以做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
是很执着的'

所以"在这里还是奉劝女们不要吸
烟"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好"为了下下一
代的健康也好" 为了更多人的健康也
好"都应该拒绝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