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看见，是一种守护与传承”

“传出去，是一种拯救与重塑”

千年技艺如何传承？答案应
是融入当代生活。工美非遗博物
馆就此“搭台唱戏”，博采众家之
长，鼓励非遗技术、模式和方法的
创新，让非遗作品更生动，更有亲
和力。

“这个中堂很像老照片上的书
香之家，有味道。”很多游客来到博
物馆二进院的正房展厅，都喜欢在
名为“信义原”的中堂拍照留念。

典雅威严的“信义原”中堂，设
计布置追求情与景的交融、意境的
统一，是木雕、核雕、根雕、牙雕、印
钮雕等领域的 8 位非遗传承人集
体智慧的结晶。用料厚重的香案
上，卞春有的根雕化腐朽为神奇；精
雕细琢的八仙桌旁，叶尧良的木雕
作品尽显大气沉雄；庞晋斌的晋派
内画瓶点缀其间，恰有锦上添花之
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传统民居
中堂的大气和考究扑面而来。

武振新是太原市信义原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的文创设计师，也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玻璃彩
绘的传承人。“博物馆将二进院主
展厅免费提供给了信义原的 8 位
非遗传承人，在这里，可以感受木

雕和彩绘之美，也给非遗技艺的保
护、发展带来了更多机会。”在武振
新看来，传出去，就是一种拯救与
重塑。

“一枚微雕作品的完工需经历
选料、画样、雕刻、开脸、打磨、抛
光等诸多环节，每一个环节要求都
非常严格。”展厅里游客虽多但鸦
雀无声，孙兴轶手持刻刀，在果核
上一点一点地挖着，窸窸窣窣声听
得很清楚。孙兴轶是区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核雕艺术家。

“一把雕刀一粒核，运筹帷幄
见神功。”在古文《核舟记》里，核
雕艺术的描述让人拍案叫绝。孙
兴轶现场演示核雕技艺，刻刀如
舟，在弧形的水面上游走，又如同
在独木桥上走马，或四蹄腾飞，或
平步青云，运刀走刃就是舟行舟
止，就是策马勒马。灵感滋养着核
雕艺人，形、神、理、趣环绕着刀
锋，在方寸之间，在凸凹之险。

研习核雕，孙兴轶心无旁骛，
恪守传统，注重创新，创作出《鸳鸯
荷花图》《赤壁赋》等一批富有新意
的作品，形成了诗、画、意的艺术风
格。

许多游客来到博物馆看到孙
兴轶的核雕无不为之惊叹，甚至有
在太原的外国留学生慕名前来讨
教核雕技艺。“掌握核雕技艺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核雕缺少
年轻人的传承更是传统文化面临
的现状。现在有了这个窗口，我会
竭尽所能把这门手艺传播出去，让
更多人认识核雕，了解我们的传统
非遗文化。”在孙兴轶眼里，每一个
作品都注入了情感，有灵魂的作品
值得永久传承。

“博物馆里陈列的每一个物件
儿,都是晋阳文化的结晶，更是一
代代太原人心中的深深乡情、浓浓
乡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太原工美人有责任去挖
掘和展示深藏于传统之中的非遗
价值，鼓励它们融入不息的艺术创
新源泉。”采访中，太原市城镇集体
工业联合社副主任张国宏说，非遗
的“味道”，就像茶中的铁观音，循
序渐进，回味悠长，是“品”，不是

“看”，要去感觉，去咂摸。如此不
慌不忙，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记者 梁丹 张秀丽

太原市工美非遗博物馆：

非遗传承 向新而生
非遗的魅力，意犹未尽。
坐落于太原古县城东北一隅的太原市工美非遗博物馆，传承展示数百年历史的晋作

家具、漆器工艺、雕塑工艺、琉璃陶瓷、民间工艺等12大类、40种、879件非遗展品。它们
从历史斑驳的光影深处走来，争先恐后地诉说着“那年那月”的衣食住行。

到这里，与其说是为看非遗展品而来，不如说是在看传统文化基因的演变，看一门手
艺承载的时代印记、岁月风霜。

“非遗保护和传承，不是简单
的‘复制粘贴’，而是匠人之心、创
新之意的凝练与荟萃。每一件作
品不仅拥有深邃的历史底蕴，更兼
具厚重的文化内涵。”太原市工美
非遗博物馆负责人郝旭红说。

太原市工美非遗博物馆是一
处古香古色的三进院落，集艺术品
收藏、展览，技艺展示，社会教育与
文化体验、交流等功能于一体，是
一张极具晋韵特色的“非遗名片”。

一进院是博物馆第一展厅，这
里展示了 5 个非遗项目、200 余件
展品。讲解员娓娓道来，非遗传人
现场演示，非遗故事近在眼前，游
客由此穿越古今。这里是一个

“活”的博物馆。

“山西琉璃是中国传统工艺品
制作的代表，拥有 680多年历史的
太原苏氏琉璃被纳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氏琉璃最著
名的釉彩就是孔雀蓝，其特点明
快、亮丽……”82 岁的葛原生精神
矍铄，气质儒雅，捧着新烧制的梅
花玉壶春瓶向游客介绍。葛原生
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琉璃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从事琉璃烧制已有 40余年。

葛老爱说一句话：“被看见，就
是一种守护与传承。”

葛老手中的这件梅花玉壶春
瓶，通体孔雀蓝色，以朵朵红梅点
缀，纯净而幽深。远远看去，瓶身
上亮丽端庄的孔雀蓝色调，让人仿

佛置身海底，又好似踏入一片蓝色
森林，那么高贵典雅，又那么平易
近人。经过近 30 年的潜心研究，
葛原生破解了苏氏琉璃失传已久
的孔雀蓝调制过程，并创新烧制工
艺，使失传二三百年的苏氏琉璃孔
雀蓝重放异彩。

“只有不断的创新，将琉璃技
艺与时代相结合，才能让更多人遇
见琉璃、亲近琉璃。”本着这样的初
衷，葛原生创作出了琉璃摆件、牌
匾、文房用品等多种精美工艺品。
来自大同的游客张子丰对苏氏琉
璃情有独钟，“过去专供皇家使用
的苏氏琉璃，现在咱老百姓的家里
也能用上。琉璃那种透彻的美，让
人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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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勇
通讯员 毕瑞喆）想检查包
装好的食品是否安全？大
家只要拍张照片上传，监管
部门就能给您答案。25 日
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
在“山西市场监管”微信公
众号“你点我检”专栏新增

“拍检便民”功能，实现了
“你拍我检”服务。

具体操作中，消费者拍
照上传预包装点检产品正
反两面图片，需包括产品名
称、生产企业、生产日期等
关键信息，并填写经营场所
详细地址。市场监管部门

每月选取上传的前 50 份产
品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拍检”结果将在省市场监
管局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定期公布，并通过短
信形式反馈参与者。

“食品安全——你点我
检”是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
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将从群众实际出发，解决
群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
盼”问题，充分发挥抽检在
监管中的支撑作用，严控
食品安全风险。

本报讯（记者 何宝
国）8 月 25 日消息，省发改
委下达 8200 万元资金，用
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
重建项目的建设。

7 月以来，我省多地极
端强降雨天气持续不断，
局部地区遭受了多年未遇
的严重洪涝灾害，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受到损
害。为做好灾区恢复重建
工作，省发改委积极向国
家发改委争取到中央预算
内投资 5200 万元，专项支

持省内受灾严重地区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
后恢复重建。中央预算内
投资重点支持范围为：灾
区供水、排水、道路、桥梁、
水库、灾害应急监测等基
础设施项目，以及学校、医
院、残疾人设施等公共服
务设施项目的应急恢复建
设。

同时，我省还从省基本
建设资金中安排资金 3000
万元，用于相关项目的资金
配套。

本报讯（记者 张秀
丽）截至 8 月 25 日，斜沟
煤矿通过精益化管理，挖
潜堵漏，材料回收复用率
大幅提高，电缆复用率从
50% 提升到了 90% 以上，
10 千伏高压电缆复用率
达到 100%。电缆钩、水管
卡子、LED 灯等“小物件”
的 回 收 复 用 也 显 著 提
升。据统计，通过回收复
用 材 料 ，已 节 省 资 金
1317.86 万元。

斜沟煤矿每月召开向

监督要效益例会，建立了
“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
程序、督查倒逼落实”机
制，对矿用材料实行“清单
式”管理，坚持“节约无大
小，收益见真金”的成本管
控理念，将回收复用、修旧
利废工作常态化，最大限
度降低成本；修订完善了
《斜沟煤矿材料回收复用
管理办法》《斜沟煤矿电缆
管理办法》等相关精益化
管理制度，从制度上规范、
从纪律上严明。

8 月 25 日获悉，我省日前下发《关于
打造“山西精品”公用品牌推动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意见》，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
愿、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通过

“高标准+严认证+强监管”管理机制，构
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山西精品”公用
品牌建设体系。

到 2025年，重点围绕我省农业、制造
业、文化旅游业等优势和特色产业，建成
先进的标准体系和认证模式，形成 200个
左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占有率高的
产品和服务品牌，打造一支重视质量、崇
尚品牌、追求卓越的企业家队伍，培养一
批具有匠心精工精神的产业工匠队伍。

◆严格标准
出台和完善“山西精品”相关措施，统

一标准、统一依据、统一规则，开展自愿性
认证，并统一公布“山西精品”名单。

结合我省实际，以行业龙头骨干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现代产业集群

为主体，梯次选择一批相关企业为培育对
象，逐步实施“山西精品”培育工程，促进
企业加大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和市场开拓
力度，形成更多的国际国内先进品牌，鼓
励和支持“山西精品”获证企业拓展国内
国际市场。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山西
精品”标准体系建设，逐步形成彰显产业
特色、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山西精品”
先进标准体系。

◆创新模式
按照“企业自主申报+第三方认证+

政府监管”的思路，建立“山西精品”认证
模式。支持企业自愿申报“山西精品”认
证。

由省标准化和质量强省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山西精品”标志征集评选，确
定能够诠释和体现“山西精品”内涵特
质、文化元素和品牌精神的标志。“山西
精品”获证企业可在认证范围和规定期
限内，在相关的包装、说明书中合规使用

“山西精品”标志。完善“山西精品”保护
制度，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依法严厉打击
侵权违法行为。并建立完善由高等院
校、社会培训机构、成人教育机构、公共
实训基地和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品牌建设
人才培养体系。

◆动态管理
在认证方面，有关主管部门将强化动

态监管，加大督查力度，确保认证流程科
学规范、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正权威。
在监管方面，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山西精
品”获证产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实行动
态管理，建立退出和失信惩戒机制。

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监督检查，严惩
失信认证机构、从业人员，提高政府监管
影响力和震慑力。建立群众评价机制，
多方征集社会意见，从产品质量、品牌信
任、购买意愿等方面对获证企业和产品
进行评价，进一步提升“山西精品”的公
信力和影响力。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制

度,发挥考核评价对“山西精品”建设的
促进作用。

◆大力扶持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打造“山西精品”

公用品牌给予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要支持“山西精品”公用品牌推广
应用，对“山西精品”获证企业在政府采
购、银行信贷等项目中，同等条件下予以
优先考虑。

支持“山西精品”走出去，鼓励“山
西精品”获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
广告投放、项目展览等品牌推广活动。
鼓励在我省登记注册、质量管理水平优
秀的“山西精品”获证企业申报各级政
府质量奖。同时，将总结推广“山西精
品”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挖掘“山西
精品”企业成功案例。充分发挥典范的
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企业迈入“山
西精品”先进行列。

记者 何宝国 李静

让世界爱上“山西精品”
到2025年，形成200个优质产品和服务品牌

对预包装食品有疑虑

拍照上传就有人检查反馈

8200万元资金
用于灾后重建

节约无大小 收益见真金

斜沟煤矿精细管理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