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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剧送到家门口，文化、产业融合注入
新动能……曾以钢铁工业闻名的上海宝山全面
加强文化建设，让百姓生活雅起来、产业转型轻
起来、优质资源聚起来。文化涵养改变了“又黑
又重”的城区面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
质生活，让这个向现代人文之城转型的老工业
区有厚度，更有温度。

百姓家门口 文化“活”起来

“没想到家门口就能看到国家级演出！”地
处上海北翼的宝山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居民对
优质文艺演出常常只有眼馋的份儿。如今，名家
名剧来到家门口，解决了文化供给最后“一公
里”。老百姓感叹，以往在上海大剧院一票难求
的经典剧目，宝山的居民可以抢先看了。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提高，文化供
给不仅要“近”，还要“精”。宝山为老百姓提供文
化“菜单式”服务，打造“宝山大剧荟”项目，引入
芭蕾舞《天鹅湖》、昆剧《牡丹亭》等 32 部精品，满
足了老百姓高品质、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还把五大洲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优秀文艺演出搬到宝山，让老百姓足不
出户就能领略异域风情。“原来看地方土戏多，现
在国内外的高雅艺术都看得到，感觉自己的生

活越来越美了！”宝山区顾村镇居民尹秀芝说。
高雅艺术陶冶情操，民俗文化承载家乡

情怀。宝山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政府出
资盘活资源，通过打造“一地一品”文化品牌，
让民俗文化“活”起来。罗店镇龙船、高境镇布
艺堆画、大场镇江南丝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被冷落到受热捧。

罗店龙船节是当地人气最高的活动之一，
那划船的一招一式、手绘龙船的一笔一划里，
传递着乡愁乡韵。复原罗店龙船的 86 岁老人
张福成说：“政府这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发扬，把文化遗产激活了。这几年，来看表演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龙船艺术更有希望了！”

集装箱变成“集创箱” 产业

“轻”起来

黄、橙、蓝、绿色集装箱搭积木般拼接形
成“办公楼”，集装箱变成了集“创”箱。一个
“脑洞大开”的改造，将一个“五大三粗”的集
装箱运输集散地变成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孵
化器。“集装箱办公简约、时尚又好玩，对于文
创、科创企业来说，工作环境也能激发创造
力。”智慧湾科创园区董事长陈剑说。

将老厂区、老堆场从市容的“一块疤”变

成城区的“一朵花”，正是文化浸润催生的新
变化。把保留下来的工业遗迹，打造成文化创
意产业载体，思路的转变为转型发展注入新
动能。2017 年，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2 9 . 1 % ；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 8%。

文化涵养力润物无声，传统制造业融入
文化元素，开拓了新市场。位于宝山的上海玻
璃博物馆不仅成为玻璃制造工艺的展示平
台，还与十几家玻璃制造、设计企业联动，邀
请设计师、艺术家参与，开发出的创意产品备
受市场青睐。

一个有品位、有格调的城区，吸引着时下
热门的科创企业入驻。曾以钢铁工业闻名的
宝山，如今成为 3D 打印、石墨烯等产业的聚
集地，从制造到智造，从传统材料到新材料，
产业升级中流淌着工业文明不断推陈出新的
文化基因。

厚植文化 打造宜居宜业人

文新城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在上海打造卓越城
市的发展版图中，通江达海的宝山正努力厚
植文化，实现文化与产业的融合，着力从后发

区加快迈向开放的先行区。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汪泓说：“人们

感受城市的魅力，首先感受到的是其精神。处
于转型期的宝山，更需以文化激发、凝聚、展
示城市的‘精气神’。”

历史上，吴淞口码头货船川流不息、商贾
云集。如今，国际豪华邮轮纷至沓来，吴淞口
国际邮轮码头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
的国际邮轮母港。邮轮国际化功能性机构陆
续入驻宝山，带动从邮轮制造、托管服务到旅
游消费的全产业链发展。邮轮经济带来的文
化附加值，又进一步提升了城区品质，吸纳优
质资源集聚。

“邮轮不仅是一种休闲度假工具，也是文化
交融的重要载体。”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农说，“邮轮经济，不仅带
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更催生一座人文新城。”

十多年前，宝山在规划邮轮母港建设之
时，就明确发展邮轮经济不是看短期能够给
地方带来多少经济产出，而是要改善生态环
境、提升文化品位、升级城市功能。紧邻码头
的上海长滩，球幕影院、长滩音乐厅等科技与
艺术完美结合的文化新地标将拔地而起，一
个宜居宜业的人文新城呼之欲出。

(记者姜微、贾远琨)

厚植文化，老工业区宝山“步态轻盈”

正值农忙时节，家住黑
龙江省逊克县城的张宝仓，
每天早晨开着轿车回村种
地，晚上再返回城里住，中
午在合作社食堂吃饭，成为
新时期农民“上班族”。

张宝仓是逊克县奇克
镇边疆俄罗斯民族村村
民。前些年，张宝仓种了
300 亩地，他的腰包逐渐鼓
起来，2010 年在县城买了
楼房，2014 年买了一辆小
轿车，2015 年又在县城买
了一套 98 平方米的楼房。
“我在县城买的楼房，带车
库，以前主要是为了照顾
在县城读书的孩子，现在
自己也住习惯了楼房。”张
宝仓说。

农忙时，张宝仓就开车回
村种地，过上“上下班”的生活。

他说，关键是不堵车，路都是
乡村公路，比城里人上下班方
便多了。

2016 年，逊克祥泰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多数
农户加入合作社，张宝仓也
将自己的 300亩地加入合作
社，成为第一批带地入社的
村民。目前，张宝仓是这个合
作社的股东，负责合作社的
日常管理工作。

最近几天赶上当地农
忙，张宝仓也开始“加班”。

早上 5 点多当许多人还在
睡梦中，他已行驶在“上班”

路上，不到 15 分钟就到了
合作社的办公室。

到了合作社，张宝仓首
先检查农机，然后吩咐各机
组当天的播种计划。还不到
早上 6点，合作社的地块里，
播种机已开始作业。“现在是
播种关键季节，为了尽快把
地种上，加班辛苦点也值。”

天黑之后，张宝仓才返回县
城的家。

加入合作社之后，张
宝仓的“工资”开始上涨。

每亩的分红 700 元左右，
此外还有 10% 的合作社
股份，每年也能有 3 万元

的分红。张宝仓说：“现在一年能有 20 多万元
收入，比以前自己种增加了不少。”

像张宝仓一样的新型种地农民在当地不
是少数，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买楼房，开上
轿车。边疆俄罗斯民族村党支部书记苗建华
说，仅在逊克祥泰现代农机合作社就有 6 人，
他们在县城住楼房，开车回村种地，往返于城
乡之间。 (记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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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做媒”促科技转化

20 个项目落户湖南常德
新华社长沙 5 月 19 日电(记者万志云、袁汝婷)城市里大

量的餐饮垃圾，如何才能变废为宝？华南理工大学 18 日在湖
南常德与一家企业签订了“餐饮垃圾集约化资源化利用”合作
协议，这是当天在常德落户的 20 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
之一，项目涉及智能控制系统、新能源等多个新兴产业。

在 18 日举行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
场，一批国内外高校技术成果和本土企业的创新产品亮相展
台，北京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些单位的项目进行了
技术路演，另有企业进行融资路演，专家一一给予了点评。

常德市以政府“做媒”的方式，为科技成果寻找产业化投
资，同时也为企业的科技创新对接科技成果，通过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要素参与，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和产业化。

“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科技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
印遇龙表示，城市的发展要靠产业带动，而产业发展则要依
靠科技创新，借助这样的模式，城市在科技创新领域将有更
好的发展态势。

近年来，常德坚持以科技融入促进新动能培育和旧动能
转换，形成了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全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13家，2016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首次突破 1000亿元。

常德市市长曹立军介绍，此次活动只是一个开端，今后
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平台、更加优质的服务，
厚待每一位投“智”者，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推动城市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

新华社芝加哥 5 月 18 日电（记者王强）18
日上午，在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的迪克森市法
院，前一天在当地中学开枪作案的马修·米尔比
身穿黑白相间的囚服出现在视频屏幕上，通过
电话连线接受法官的首次问话。

米尔比礼貌地回答，他听清了指控自己的
3 项涉枪重罪。很难相信，就是这个稚气未脱的
19 岁青年，前一天早上差一点就在曾经就读的
迪克森高级中学体育馆制造一起血案。如果不
是驻校警察勇敢出击将其制服，就不会是师生
无一人伤亡的侥幸结局了。

事后，这位被众人称为英雄的警官说，当时
自己的儿子也在学校体育馆内彩排毕业典礼。
他首先作为父亲，深切感知家长期待孩子们安
全回家的焦虑心情。

米尔比作案时使用的是他母亲的半自动
步枪。首次开庭旁听结束后，走出来的母亲左
手紧握着儿子的照片，神情凝重。

同在 18 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
郡圣菲市一所高中当天早晨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 8 人死亡、多人受伤。一名枪手和另
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当天晚间，美国佐治亚
州一所高中也发生枪击事件，至少 1 人死亡、
2 人受伤。

目睹遇害学生家长的悲怆画面，被一些
国民称为“美国病”的涉枪犯罪再次引发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今年 2 月佛罗里达州一中学发生造成
17 人死亡的枪击案后，美国各地爆发了大规
模的、年轻学生主导的反枪支犯罪集会游行。

在强大压力下，许多美国公司终止了与众矢
之的———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合作，有 8 个
州还出台了更加严格的涉枪新法规。

然而，美国各州相关法律仍宽严不一，
使得不法分子能设法搞到枪支实施犯罪。芝
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有着严格的涉枪法
规，但一些社区枪击案依旧频发。数据显示，
五分之三的犯罪枪支都来自周边枪支管控
相对宽松的州，特别是印第安纳州。不久前
芝加哥市中心的一个装置艺术展示中，就把
有固定桩位的共享自行车，换成了一排半自
动步枪模型，并讽刺地命名为“城市枪支共
享计划”。

最近几起校园枪击案暴露出的青少年涉
枪犯罪，虽然可能有校园、家庭或个人因素掺

杂其中，但美国枪支泛滥的大背景，难辞其
咎。

面对越来越高的控枪呼声，势力强大的
全国步枪协会不甘示弱，不仅继续宣传美国
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拥枪自由，还选出了
下一届领导人——— 里根总统时期曾卷入“伊
朗门”事件的退役军官、福克斯电视台军事节
目主持人奥利弗·诺斯，谋求通过他的明星效
应，重整旗鼓。

在全国步枪协会官网上，招揽入会的广
告赫然写道：“不仅关乎枪支，更是关乎自
由”。

是坚持拥枪才能捍卫自由与生命，还是
控制枪支才能维护生存的权利？不知美国何
时才能破解这一悖论。

一天两起校园枪击案，“美国病”再次引发反思

美国校园枪声中的自由悖论

据新华社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刘巍
巍)5 月江南，骄阳似火，但炎炎烈日阻挡
不住一位 85 岁老人的脚步。 18 日上午，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退休教师周火生搭乘
满载捐赠物资的大巴车，赶赴千里之外的
安徽省金寨县大别山区，为那里的孩子们
送上期盼已久的精神食粮。而这也是 23 年
来，周火生老人第 100 次金寨助学之行。

在革命老区金寨县，周火生是家喻户晓
的“希望老人”，更是孩子们敬爱的周爷
爷。

周火生是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
1951 年起从事教师职业， 1994 年退休。

退休前的 1993 年，周火生从报纸上得
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金寨县希望小
学后就汇去 1000 元现金，随后又将自己获
得的昆山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育工作
者”奖金及积蓄共 5000 元寄往金寨。由此

开启了他与金寨及希望工程间难以割舍的
情缘。

1995 年，退休后的周火生第一次来到
金寨县希望小学。当时，他带着自己攒下的
工资和义卖筹集的钱款，坐火车、转汽车、
走山路，行程 600 多公里，只身一人来到金
寨，把这笔助学款送给了山里的孩子们，学
校简陋的办学条件刺痛了他的心。

这次经历坚定了周火生捐资助学的信
念。几多寒暑，几度春秋，周火生来往于昆
山至金寨的“希望”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点燃了山区贫困孩子的希望之光。他一次次
前往金寨助学，自己却过着节俭清贫的生
活。

在周火生的感召下，江苏省昆山市的爱
心人士成立了“周火生希望工程志愿者协
会”，至今为希望工程筹得爱心助学款
1000 多万元，资助学生 2000 多人，其中

130 多人考上大学。同时，协会还为希望小
学送去上万册图书、数千件衣服以及 67 台
电脑，资助山里 5 所小学翻建。

在 18 日举行的赴金寨县启程仪式上，
凝结众多爱心人士热情的“周火生工作
室”揭牌成立，周边多家企业自发捐赠物
资，同期推出的“为周火生老人第 100 次
爱心之行接力”网络活动，短短几小时内
已有 20 万左右网民参与。

随着“周火生工作室”的成立，一批投
身希望工程的青年爱心志愿者们“接棒”老
人的“爱心事业”。据悉，他们正在筹办网
上售书，通过线上线下售书模式，募集更多
爱心基金，将爱心事业不断延续，让爱心之
路越走越远。

谈起自己的助学之旅，周火生说：“只
要我身体好，今后我还要不停地奔向大别
山， 101 次、 102 次……”

85 岁退休教师 100 次赴大别山区助学

▲ 5 月 19 日，周火生老人(前右)与金寨县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交谈。当日， 80 多岁的周火生再次来到大别山腹地的安徽
省金寨县南溪镇，开始了他的第 100 次金寨助学之旅。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一匹头微左扬、昂首嘶鸣的天马，左
侧两足后曳、右侧双足前探，腾空疾驰而
行 ，其右后足下的飞鸟回首注目惊
视……这件把天马行空的意境表现得淋
漓尽致的青铜雕像，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
出土于甘肃武威一座东汉古墓的精品文
物。1983 年国家旅游局经过多种方案的
比较和研究，确定选用这尊“马超龙雀”

铜像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

然而，这个声名赫赫的中国旅游标
志，长期以来却为一个名字所扰。“马超
龙雀”“马踏飞燕”“铜奔马”“天马”“飞马”
“铜鹔鹴马”……这个极其重要的标志物
的称谓被杂乱混用，甚至错误称名。文物
部门多用“铜奔马”，旅游部门一般沿用
社会惯用的“马踏飞燕”称谓，当年官方
文件确定的“马超龙雀”的标准说法反而
难觅踪影。

记者了解到，“马超龙雀”铜像文物
曾巡展欧美 14 国，这尊集巧妙的艺术构
思与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准、且都达到前
所未有水平的东方天马，令诸多看惯了
长着一对翅膀的西洋天马的艺术家们叹
为观止，被誉为“雕塑艺术的极顶之作”。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中外
交流的日益增进，“马超龙雀”形象越发
深入人心，被广泛地用于很多场所，人们
对它的来由和意蕴也越来越感兴趣。马
是什么马？鸟叫什么名？各种称呼和说法
众说纷纭。

最早提出“马超龙雀”称名的文化学
者牛龙菲告诉记者，他根据西汉张衡《东
京赋》“天马半汉，龙雀蟠蜿”的文献资
料，将其命名为“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
马”，简称“天马龙雀”或“马超龙雀”，意
为行空天马漫步神游星汉银河，风神龙
雀蟠蜿蜷曲回首惊视。

记者查阅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中国美术辞典》里，收录
了“马超龙雀”主词条，释文称“后经考证，
所谓飞燕并非燕子，乃古代传说中的‘龙
雀’，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

记者查证了解到，起初提出“马踏飞
燕”“奔马”称名的考古界人士，之后对命
名进行了修正。例如 1982 年第 2 期《考古
与文物》发表的论文《雷台东汉墓的车马
组合和墓主人初探》中，作者初师宾、张朋
川专门在“附注 4”中说明：“雷台铜奔马
问世后，最初称‘马踏飞燕’，后经笔者改订
为‘奔马’。但其步法为同侧二足一齐进退，
两侧交替，驯马术称之为‘对侧步’，与通常
所谓‘飞奔’不同。称‘奔’不甚确切。”

牛龙菲说，此无翼而飞的行空天马
以及中国神话中的嫦娥、飞天，有别于西
方神话中的有翼天使、有翼飞马，不必扑
打双翼，即可随心所欲遨游天际，完美体
现了庄子“逍遥游”的理想，是一种高度
自由的、超越一切外在束缚的境界。

遗憾的是，记者发现许多从事旅游、
文化工作的人士都不清楚这个中国旅游
标志的确切名称及来由，不实和以讹传
讹之说不少。这些不准确的说法，湮没了原本表达准确、内涵
丰富的权威称名，不仅使中国旅游标志的美誉度打了折扣，
而且有碍蕴含其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表现及深度挖掘。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把多勋表示，作为中
国旅游标志，“马超龙雀”是规范定义，寓意着中国旅游腾飞、
跨越和超越发展之义，对中国旅游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还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寓意
中国文化在当代全球文化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体量和位置。

在记者的采访调查中，不少专家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
提出，杂乱不一的称谓不利于文化的精准传播，也不能确切
表达其中蕴含的中国旅游标志的意味，权威机构应对此做
出权威规范说明，以推动文化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共进，大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记者任卫东、梁强) 新华社兰州 5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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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甘肃武威雷台景区，以“马超龙雀”为引领
的、整体放大 6 倍的铜车马仪仗俑队列（ 2003 年 7 月
28 日拍摄）。 新华社记者梁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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