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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秀秀区区位位于于广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东部，是全国最具投投资资潜潜
力力、全国科学发展“双百强区”。

“十二五”期间，全区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反哺乡村
建设；宣扬生态环保理念，调动群众建设生态家园，树立了美丽乡村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标杆，试点工作成效显著。

试点之一的团岩坡位于青秀区的南宁-东盟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心
区域，是 2015 年南宁市生态综合示范村和乡村旅游“四季果园”。

(一)明确目标，突出特色。围绕自治区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
构想和农村综合改革目标，结合乡村建设示范村创建过程的工作实
践，努力将团岩坡打造成集乡村休闲旅游、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示范为

一体的美丽乡村典范。
(二)高度重视，筹措经费。城区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加大农村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支持力度。 2014 年城区通过引导集体筹
资、鼓励企业代建、政府奖励补贴等办法，投资约 9360 万元打造团
岩坡市级综合示范村。

(三)编制体系，研制标准。城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调研，根
据当地发展特色和实际需要，编制涵盖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管理、
维护、服务、评价和产业发展等环节的标准体系框架，形成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共 210 项。

(四)标准化建设，舒适又舒心。团岩坡按照建筑标准施工，新建

统统一一规规划划、、特特色色明明显显的的村村民民住住宅宅楼楼 3344 栋栋，，配配套套综综合合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村村史史
室室、、污污水水处处理理站站、、生生活活大大舞舞台台、、健健身身体体育育器器材材等等公公共共服服务务设设施施。。整整个个
村村庄庄规规划划科科学学合合理理，，环环境境长长期期保保持持整整洁洁美美观观。。

(五)信息化管理，创新模式好。青秀区将信息化、标准化与美丽
乡村建设结合，在国内率先研发了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具备标准体系分类浏览、成果展示、培训宣传、法规政策等功
能，并实时更新。

通过试点实施，团岩坡已成为南宁乃至广西“美丽乡村”建设的
展示窗口，为广西“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树立了典型。

文/覃兴辉 徐姗

■新华时评

“春雨惊春清谷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雪冬小大寒。”国人熟
悉的“二十四节气”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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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
产再添“中国符号”。

申遗成功不是最终目
的，让“二十四节气”

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得以传承才是根本。

“二十四节气”是
中国古代先民根据太阳
在一年中对地球产生的
影响而概括总结出的一
套气象历法，它自秦汉
时期至今已经沿用了
2000 多年，是中华民
族的伟大发明。在没有
“天气预报”的中国古
代，二十四节气扮演了
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今
仍在影响国人，指导着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 ，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
古代中国人用来指导农
事的补充历法，也是中
国人自然观、生命观、
宇宙观 、哲学观的显
现。古代诗词和农谚就
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是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
停歇”还是“处暑满地
黄，家家修粮仓”，无
论是 “天将化雨舒清
景，萌动生机待绿田”还是“梨花风起正清
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无不反映着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如辛勤劳
作、享受丰收的喜悦、祈求平安吉祥等，这与
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充分体现了国
际社会对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同与肯定，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它认识和了解中华
民族的理想、准则和精神。

对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就是它的精神
家园。申遗成功不是终点站，传承和保护才是
最重要的。让“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遗产
“活”起来，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既需要政府
部门建章立制，也需要树立“非遗”保护的全
民意识，大力挖掘“非遗”文化价值，将其传
承给后代。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我们每个人
身上抹不掉的基因。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
原汁原味的文化记忆和民族传统正在远离。我
们只有自觉地保护它、爱惜它、传承它、发展
它，才能留住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记者周润健）新华社天津 12 月 1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侯雪静、周玮)
11 月 30 日，“二十四节气”获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体现出
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并将文化融入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重视，对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结晶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远在春秋时代，中国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
和仲冬四个节气，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经
完全确立。

民俗学家刘魁立说，过去常说我们的历法是
阴历，实际上，我们是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即
是阳历的部分，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
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
体系和社会实践。

“气候的形成主要受到太阳影响，其次是海陆
地形差异性分布等因素。”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
首席周兵说。

“二十四节气”客观反映了季节更替和气候变
化状况，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它的
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连。

“申遗成功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总结的雨热
运动规律的承认。”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
研究所所长严火其说，“二十四节气”几千年来在
指导我国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大实践意义。”

“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农耕文明的社会
里，我们的祖先利用自然环境特点，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反映了我国

独特的气候特点。“受太平洋暖湿气流和北方西伯
利亚冷空气双重影响，我国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严火其说，“二十四节气”主要指导我
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农业生产。作为中华民族
智慧的结晶，“二十四节气”也深深影响着东亚国
家。韩国、日本有很多与我国相似的习俗。

现代生活重要坐标

屋外大雪漫天，屋内瓜果飘香……随着科技
发展，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增强了，设施农
业、大棚蔬果等让我们不再受节气的严格制约。

“但农业生产还是要以利用自然为前提，我们
这片土地上雨热变化和大的季风变化的特点没有
变，‘二十四节气’对当前生产生活还在发挥基础指

导作用。”严火其说。
在农业生产上至今我们还遵循着很多农

谚，调节休息和劳作，比如“春不种，秋无
收”“立夏勿下雨，犁耙倒挂起”“清明前
后，种瓜点豆”等，至今依然是我们生产生活
的重要坐标。

今天有的地方，仍有相关节气的活动，清明
既是节气又是节日，不仅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
先人的节日，也是远足踏青、亲近自然、催护新
生的春季仪式。有的地方仍把冬至等当作节日
一般度过，比如非遗项目三门祭冬、壮族霜降
节、苗族赶秋等。

“二十四节气”和相关活动，有着凝聚族群、

和谐天人的重要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
重要载体。

现代养生更看重节气，如“三月八，吃椿芽
儿”，又如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病夏治”等等。

“二十四节气”进入小学课程，成为培养孩
子认知自然万物的时间坐标，遵循这些规律才
能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传承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

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认
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专家认为，这次成为人类非遗代表作，除了
表明其作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同时也
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贡献。对于促进人类
文化多样性发展，有非常大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说，由“二十
四节气”而生成的农耕经验在实践过程中，由
乡村社会来传承。因此，申办成功后的一项重
要工作，便是项目的尽快落地——— 让真正的传
承者发挥作用，以显示出项目自身应用的社会
效益。

文化部非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二十四节
气”的传承和保护任重道远，将以此为一个新的
起点，根据已制定的保护计划，与相关社区、群
体和个人一道积极实施系列保护措施，认真履
行各项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国家、社区、群体
和个人认识、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
及其实践活动。

同时，创造条件确保相关社区和群体在保
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
传承与保护的行列中来，激发其积极性和自觉
性，使“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
社会文化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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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誉誉为为““中中国国的的第第五五大大发发明明””的的““二二十十四四节节气气””，，几几

千千年年来来在在指指导导我我国国生生产产生生活活中中发发挥挥了了重重大大实实践践意意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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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孩子：从“小童车”走出的“大品牌”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陆华东、樊曦)
一辆辆小小的童车，看似简单，却蕴含着许多科技
与艺术的创意：流线型的车身、可折叠可换向的骨
架、带空气净化器的车罩、能连上手机蓝牙播放音
乐的设计……

这些产品，也可以说是工艺艺术品，并非出自
海外，而是来自全球最大的母婴用品供应商———
好孩子集团。27 年间，从用心经营“小童车”到建
立母婴用品“帝国”，好孩子始终坚持用创新立品
质，用品质树品牌，从昆山走遍中国、走向世界，成
为名扬世界的“好孩子”。

创新——— 为用户创造价值

好孩子集团产品展示厅有一款明星产品：吉
尼斯世界纪录“折叠后最小婴儿车”——— 口袋车。

轻轻巧巧，两步轻松折叠，只有一款公文包大
小。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口袋车”可以轻松装进
不同大小的旅行箱。毛重只有 4 . 6 公斤，既能当
包背，也能用手拎。

新颖的设计让好孩子登上婴童类产品的最高
奖堂。 2016 年 2 月，“口袋车”荣获素有设计
界奥斯卡之称的 IF 设计奖金奖。

“‘口袋车’的灵感来自于用户需求。”好孩子集
团董事局主席宋郑还说，有一次设计部门和用户
聊天时发现，用户抱怨传统童车又大又沉，外出携
带很不方便。对此，公司设计师积极与用户沟通，
经过千百次修改，最终模仿螃蟹的身体构造设计
出了如今这款小巧玲珑的“口袋车”。

创新，源于好孩子不断思考如何为用户创造
价值。在公司的产品陈列馆，记者看到了一辆
“古董”儿童车，集团研发中心高级副总裁贺新
军告诉记者，这辆车是宋郑还在 1989 年创立公
司时发明的第一款“明星产品”，具有“推、
摇、躺、学步”四项功能，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27 年间，好孩子的创新之路从未停歇。迄

今为止，好孩子已经累计申请专利 7500 多
项，比竞争对手前十名的总和还要多，每年创
造新产品 500 余款，被业界称为“新产品机
器”。

品质——— 筑牢发展生命线

5 年、 6 亿元投资、 12 万次实验室撞
击……很少有人知道，一款小小的儿童汽车安
全座椅，好孩子竟然花了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

“创新解决的是用户想不想买的问题，而
品质则是决定消费者敢不敢买的关键。”宋郑
还说，投入就是为了做好每一个细节，筑牢产
品“安全网”。

儿童汽车座椅上安全带的保险搭扣看起来
微不足道，但是好孩子却特别较真。“我们的
搭扣全部选购自西班牙一家从未出过安全事故
的厂商。采购价格的确贵，但只要能给儿童增
加一层保护，我们都觉得值。”宋郑还说。

高品质为好孩子赢得了国内外众多行业标
准的定制权。截至目前，好孩子共参与了 75 项
国内行业标准和 163 项国际行业标准的制订和
修订。在好孩子企业实验室里检测通过的产品
可以直接到欧美市场销售。

由于对产品质量近乎严苛的坚守，好孩子
集团 27 年间从未发生一起重大产品质量安全
事故，即便在产品召回如家常便饭的欧美市
场，好孩子也没有一起召回事故发生。“质量
是生命线，是品牌基础。如果好孩子想在未来
激烈的市场竞争站稳脚跟，就必须始终坚守质
量第一的安全底线。”宋郑还说。

并购——— 构建多元品牌体系

在好孩子昆山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门口，
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国际品牌婴儿车生
产基地”，下面则列了 6 个国际知名品牌，其
中一个是“ Cybex ”。它源自德国，被誉为
“全球儿童安全出行专家”。

2014 年 1 月，这个德国高端儿童汽车座品
牌被好孩子收至麾下。并购后仅一年时间，
Cybex 的业绩便增加了 88% ，成功从汽车座椅
延伸至婴儿车领域。

同年 7 月，好孩子又收购了美国百年儿童
用品品牌 Evenflo ，使其成功走出并购前连续 5
年亏损的泥潭，今年预计盈利 1400 多万美元。

“以前，为打开欧美市场，我们只能为当
地品牌贴牌生产，仅仅是欧美童车市场的‘隐
形冠军’。”宋郑还说，自己研发、生产的产
品，销售时却要贴上别人的品牌，不仅不公
平，也限制了好孩子品牌的世界影响力。

为走出“贴牌生产”困境，好孩子集团选
择了跨国并购。好孩子的品牌体系更加多元，
全球影响力也快速提升。

“并购不是盲目的同质化，必须尊重当地
品牌的特点，在坚持本土化运营的基础上，将
好孩子在研发、生产方面的优势融入其中，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宋郑
还说，以 Cybex 为例， Cybex是品牌大师和营
销专家，好孩子则是“新产品机器”，二者的
碰撞是产业链两极的融合，使好孩子一举实现
了从产品供应商向品牌经营商的转型。

如今，好孩子在世界孕婴童用品三大主流市
场中国、美国和欧洲，都进行了研、产、销一条龙
的本土化运营，并通过三大主流市场的辐射作
用，覆盖全球孕婴童产品市场。据统计，在全球主
要市场，每 2 . 9 辆童车中就有 1 辆来自好孩子。

新理念·名品牌调研行

近日，安徽明光市
涧溪镇白沙王村村民在新
建的房屋前开了修理铺。

安徽明光市今年在实
施民生工程中，把精准扶
贫户的危房改造放在突出
位置，现已完成精准扶贫
户危房改造 724 户，在寒
冬来临之际，受益群众已
基本搬进新居。

新华社记者曹力摄

农村危房改造

助推精准扶贫新华社武汉 12 月 1 日电(记者王贤)开往
孝感东站的 C5301 次列车 1 日 6时 15 分从汉
口火车站驶出，标志着武汉城市圈第 4 条城际
铁路、也是武汉至西安国家高速铁路重要组成
部分的武孝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将为武
汉城市圈乃至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注入强劲动
力。

记者从武孝城际车次安排表看到，从汉口、
孝感往返开行的动车都停经武汉天河机场站，
从汉口站到天河机场最短仅需 12 分钟。天河机
场站站长肖宇明说，这个站是武孝城际唯一的
地下车站，目前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暂未开通，
旅客需下车后乘坐机场提供的免费摆渡车办理
乘机。T3 航站楼投入使用后，空铁交通将实现
无缝衔接。据了解，武咸、武黄、武冈等 3 条城铁
已先后投入运营。

武孝城际铁路

正式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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