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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联盟应运而生

鉴赏

多元文化平台打造新型产业智库
董菁 本报记者 鲁扬

今年初，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
金会、
《中国企业报》联合创立的“中

唐卡文化艺术赏析
“唐卡”是藏语音译，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
卷轴画，
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距今

席，
《中国企业报》社长吴昀国为主

扬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耿

性、精确细致，基金会为甘肃省庆城

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

席，基金会理事长耿净为副主席，蔡

莹在古稀之年仍为保护文化遗产四

县牵线搭桥，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也有反映天文历算和藏医藏

宝光为常务副主席，董菁为秘书长，

处奔波，呼吁各方力量同心协力，付

一医院结对“联姻”，让庆城 32 万群众

语、人体解剖图的科学画等。其具有通俗性、趣味性、知识

德央为执行秘书长。

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是当代真正有

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医，真正缓解老

性、
宗教性、
工艺性等特点，
故被称为藏族的
“百科全书”
，
也

百姓
“看病难”
、
“看病贵”
这一难题；

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文化产业联盟”在京成立。中国文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是中

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的文化巨匠。

化产业联盟（下称联盟）在国家大力

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2007 年

在 近 10 年 来 的 工 作 中 ，中 国 华

2015 年 12 月，基金会与联合国教

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中心是文化部批准成立的唐卡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的趋势下应运而生，作

在中国民政部登记注册，是具备在海

夏遗产基金会（下称基金会）取到了

科文组织资助的“纸张保护：东亚纸

研究机构，
以传承和发展中国唐卡文化为宗旨，
以学术研究

为全国范围内致力于文化产业的企

内外募集资金的全国性公募基金

大量成绩与社会认可：先后成立了 9

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项目在

与培养人才、
传承与发展、
信息资料、
保护与修复、
鉴定与评

业一个聚合的平台，凝聚了多方面社

会。文化部为业务主管机关。基金

只文化专项基金——包括少数民族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举办了成果发布

估、和宣传为主要工作任务。中心共有国内顶级专家学者

会资源和企业资源。

会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的国际文化

文 化 专 项 基 金 、中 医 药 文 化 专 项 基

会和展览，国家文物局、中、日、韩、蒙

和唐卡艺术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唐卡非遗传承人等 20

交流、华夏文化“走出去”等工作，起

金、古籍文化专项基金、唐卡文化专

古、朝鲜东亚五国代表出席了会议。

余位常务专家参与学术和研究工作。以下为中心供图：

作为联盟会长单位的中国华夏文化

到了“民间外交”、
“ 民间大使”的作

项 基 金 等 ；与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达

遗产基金会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

用。

在组织筹建联盟的前期过程中，

如今，对于中国文化产业联盟，

成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为 多 个 项 目 进 行

耿莹给予了更大的期待：希望基金会

作，并组织专门力量，在会长耿莹、理

中国文化产业联盟正依托共建

捐款资助；与境外基金会（如巴基斯

与媒体平台的结合，不仅能够进一步

事长耿净的带领下，协同《中国企业

单位平台资源优势，带动社会多方力

坦贝娜齐尔基金会）签约，为国际公

为“走出去”提供一个宣传平台，也能

报》对全国文化类企业发展进行了深

量共同参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文

益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建党 90 周

够为各种文化产业的“落地生根”提

入调研与分析，充分汇聚文化产业界

化资源，加大文化产业的传播与发展

年时举办红色主题艺术展览和活动

供一种持久的活力，为保护和发扬传

及相关媒体资源，使之一成立就站在

力度。今年作为联盟开局之年，将在

等。

统文化抱团努力，让东方之韵成为世

高起点上。

文化交流、文化开发、文化金融、文化

近两年，基金会也在各领域做出

界文化大家庭中的奇葩。

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文化产

遗产保护等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包括

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

继续开展足迹已遍布多个国家和地

2014 年 9 月，为庆祝中美建交 35

续吸纳全国各地优秀的文化产业企业

新型形态，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

区的“东方之韵”系列活动、建立“南

周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办了“东

和机构，为联盟成员单位提供——政

意义。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发展文化

海文化专项基金”
等多方面事宜。

方之韵——华夏文化美国行”文化交

府资源与政策支持、产业项目资源对

流活动。带去了中国传统美术精品、

接、文化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私募基

产业对于增强文化活力，推进文化的

作为一个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文化产业联盟将广开大门持

了大量工作，
不胜枚举：

大发展大繁荣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

的后代，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之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品、西夏石

金与信托计划、会议展览活动策划执

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

耿莹谈到文化事业深情地说：
“ 我常

窟壁画作品（甘肃省瓜州县的东千佛

行、媒体宣传与公关、艺术品投资、慈

产业已上升到国家的战略产业层面。

自比‘小灯泡’，借喻照亮中国孩子回

洞石窟群抢救性临摹）等；

善公益捐助等全方位的资源对接和

中国文化产业联盟以中国华夏

家的路，中国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

2015 年，为贯彻党中央的“精准

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为名誉主

家园，所以我们在唤醒国人继承和弘

扶贫”理念，将扶贫工作做到有针对

深度服务，打造文化领域黄金合作共
享平台。

访谈

保护景区环境亟须健全旅游环保制度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郭文圣
本报记者 鲁扬

政协委员郭文圣

作品名称：《十六尊者》

自然、
欣赏大自然美景、
享受原野风光

工作依然十分欠缺，
特别是民俗文化的

压力；
三是条件许可的地区建立旅游警

和自然地域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
这些

挖掘与保护问题依然突出，
你有什么建

察，
及时处理旅游中的纠纷；
四是积极

在 新

旅游景区的开辟不但使广大人民群众

议？

推行旅游巡回法庭制度，通过法律途

形势下，
健

回归自然、亲和自然的愿望得到了满

康旅游、
文

足，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

应特别注重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
旅游

《中国企业报》：智慧旅游是建立

明旅游、
智

活，
但是，
旅游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旅游

区应当保留原来的历史、
文化、
民族的

在
“互联网+”
基础上的，
该如何规范引

慧 旅 游

能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同时旅

风格和氛围等等，
尽可能保留新设项目

导？

…… 对 旅

游也加剧了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

与旅游区景观的整体协调。

游产业的

消灭，
有些景区甚至被降星或者警告。

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

郭文圣：
在景区文化挖掘的同时，

径，
处理旅游过程中的诉讼。

郭文圣：智慧旅游的技术逐渐成

泉州在这方面工作就做得很到

熟和完善，
有关政策环境日益优化，
打

我认为国内景区环境整治应从以下几

位，
比如晋江的五店市，
在周边商业开

造智慧旅游的时机已经到来，
政府可从

方面开展：

发的同时，
挖掘古民居的特色，
开发出

以下几方面进行引导：
一是加大对云计

要求，
结合

一是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

集文化、
民俗、
饮食、
闽南建筑风格等在

算、物联网/泛在网、移动通信/移动互

一些社会

管理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做好旅

内的五店市旅游景区，
这次还作为东部

联网等智慧旅游必要条件的建设。二

普遍关注

游环境保护工作的保证，
通过对旅游者

主景区，
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

是加大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的扶

的话题，
《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全国政

和旅游经营者制定行为规范，
对破坏行

《中国企业报》：
近年来，
景区生态

持力度，
为智慧旅游提供了强劲硬件支

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为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与惩罚。二是加

保护受到广泛重视，
但由于游客数量大

撑。三是引导建立健全旅游信息服务

委员郭文圣进行了专访。

强规划统筹，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旅游

而伤害景区环境的事情时有发生，
您怎

平台，
促进旅游信息资源共享。积极开

《中国企业报》：2015 年个别五星

风景区。三是加强旅游环境保护意

么看这类问题？

展旅游在线服务、
网络营销、
网络预订

级景区被降星或被警告，
可否谈谈国内

识。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知识的意识，
向

郭文圣：一是继续完善带薪休假

和网上支付，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旅

景区环境治理问题？

游客、
旅游从业人员及景区附近居民宣

制度，
缓解由于集中休假而导致的景区

游数据中心、
呼叫中心，
全面提升旅游

传旅游环境保护知识。

游客过多；
二是有条件的地区积极试行

企业、
景区和重点旅游城市的旅游信息

周五下午弹性休假制度，
缓解短线游的

化服务水平。

郭文圣：
随着经济的增长、
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
广大的旅游者对回归大

《中国企业报》：景区文化的挖掘

中医药是祖国传统文化传播载体

作品流派：
噶玛嘎孜画派
作品材料：
布本、
纯天然颜料、
金、
银
十六尊者是释迦牟尼住世时，证得阿罗汉果的声闻乘
弟子，受佛陀嘱咐常驻世间直至佛法寂灭。藏传佛教非常
盛行供奉十六尊者，高僧大德们撰写的赞颂和祈请文不计
其数，
大加称赞十六尊者的功德和加持力。
此作品为唐卡《十六尊者》组图系列作品之一。唐卡中
央为因揭陀尊者,手持香炉和佛子。因揭陀尊者右侧为伐那
婆斯尊者，
左手执拂子, 右手结期克印；
因揭陀尊者左侧为伐
阇罗佛多尊者，
左手持拂子，
右手结期克印，
传说看见、
触摸
尊者的拂子，
信徒都将获得智慧,攘除灾难；
因揭陀尊者下方
为迦诺迦伐蹉尊者，
手持念珠串。唐卡上方绘有观音菩萨、
释
迦牟尼及文殊菩萨，
下方绘有寂静相持国天王和多闻天王。
画师简介：
噶玛德勒，
生于 1932 年。噶玛
嘎孜派第十代杰出传人，
西藏自治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
广受国内外高端唐卡收藏者赞誉。

早春雀舌鸣京城
董秋彤 本报记者 鲁扬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
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董事长方同华

在历史上吹响了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的精神渗透
了宫廷和社会，深入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

马国香 本报记者 鲁守医

务。特别要注重培育更多的中医药品

关。方同华代表在《关于加强中药材质

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

中医药是重要的传统文
化符号

牌产品，
形成整体影响力。要把传统工

量监测和控制的建议》中指出，
中药材

文化、更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

艺与现代技术对接作为中医药创新的

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医药的健康发展和

重要方向和手段，
通过参与国际医药市

文化传播效果。

人民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方同华在他的一份

场的交流与对接以及加大国外新产品

方同华代表建议：鼓励和支持大

春天，是中国绿茶出产的黄金时间，四川宜宾绿茶是最早

大会第四

《关于促进中医药参与国际交流的建

的准入，
积极引进国外的现代先进技术

型中药生产企业，
到药材主产区组建中

发芽的茶，成为人们经历了一整个冬日后最期待的杯中春

次 会 议

议》的提案中建议 ：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

和新产品，
改进我们传统中医药的技术

药材种植生产合作社，
进行统一经营、

意，有人说：
“ 宜宾的每一座山都飘逸着清韵茶香，每一条

上 ，国 务

的重要传统文化符号，
因此，
要把弘扬

质量水平，
打开中医药产品科技创新的

规范管理，
以科学、
现代方法和技术进

江都流淌着金枝玉叶。
”

院总理李

中医药文化，
纳入到中医药立法及中医

思路和途径。应将发展中药材产业和

行中药材的种植和养护，
规范化肥和农

克 强 在

药发展规划重要指导思想，
并作为民族

中医药产业规划纳入到“一带一路”、

药的科学使用。

2016 年重

崛起的重要内容进行整体布局和系统

“互联网+”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等国

同时，建立中药材质量标准云平

之事”。早春二月，中华老字号“京华茶叶”把第一批宜宾

点工作中

推进，
要把中医药国际化上升到中华民

家发展战略。利用中医药标杆企业的

台。依靠“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

绿茶——早春雀舌，带进了京城，也带来了清香。茶叶成

提出了要

族崛起的重要战略布局。

品牌和产品，
逐步打通国际化的医药合

“云计算、
互联网、
大数据”
在中药材质

品外形扁直挺秀，形似竹尖，叶片嫩绿明亮，极具品饮价值

协调推进

作通道，
形成国际化的产业项目，
不断

量标准控制方面的作用，
有效促进中药

和观赏性。小小一颗茶叶需要非常多繁复、精细的工序，

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的工作指导

提高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并应当建立

材质量控制信息公开。通过合作社的

其中浓缩了茶农太多的汗水和付出，在品茶之余更多了一

严格的中药材质量控制标准，
在质量检

示范作用，
促进中药材生产经营的产业

份珍惜和尊敬。

测和控制方面做到全面细化落实，
保证

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以及中药材经营模

中药材质量稳定、
可控。

式的创新。

第十
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方同华

方针，
强调了发展中医药、
民族医药事
业的重要性。

建议中医药产业规划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

我国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紧压茶和
白茶。此外，还有各种速溶茶、袋泡茶等新品种类。每年

宜宾的种茶历史可以溯及先秦，公元 134 年，屏山始种
茶树，明清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秦人取蜀，始有茗饮

北京二商京华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长青介绍，采茶

全国人大代表方同华建议，应把

方同华代表还建议，要大力推荐

中医药国际化上升到中华民族崛起的

中医药产业走向国际化，
利用中医药标

近年来，国家相继启动了中医药

燥、
摊凉、
包装等多道工序才能出厂。为提升茶产业的发展

重要战略布局，
要把弘扬中医药文化纳

杆企业的品牌和产品，
逐步打通国际化

水平，宜宾市积极鼓励茶叶生产从家庭作坊式经营向股份

入到中医药立法及中医药发展规划重

的医药合作通道，
让世界人民共享优秀

为我国快速筹划依托中医药文化进行

合作等规模化经营转变，组建了 95 个宜宾茶叶专业合作

要指导思想，
并作为民族崛起的重要内

中医药文化的滋养，
为全人类的健康产

传播中医药文化必须把
好质量关

立法及中医药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这
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考、
机会、
平台

社。
“宜宾早茶”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容进行整体布局和系统推进。

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中医药产品和服

传播中医药文化需要把好质量

和载体。

的认证，
也是全国第一个被国家正式确认的早茶区域品牌。

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道，
还要经过鲜叶摊放、
杀青、
揉捻、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