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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不少选择旅游过年

的人发现，国内很多景区的纪念品

“基本都长一个样”，旅游纪念品缺

乏地域特色、缺乏创意开发，同质

化严重。那么，该如何让旅游纪念

品走出这些怪圈？在我看来，真正

好的旅游纪念品应该兼具长久的生

命力和吸引眼球的新鲜感，保持其

“真”与“特”才是核心所在。

所谓“真”就是本真，保持本

土特色，使旅游纪念品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例如，在日

本奈良市，旅游产业与梅花鹿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是有着南都

七大寺庙之一的东大寺，在开发旅

游纪念品时也以梅花鹿为主要元素

之一。京都则不同，这个崇奉狐狸

的城市，大街小巷出售的旅游纪念

品都与狐狸有关。世界上很多旅游

大国都是如此，旅游纪念品只有在

这个地区甚至某个景区出售，一旦

离开该地，其他地方就买不到或者

不正宗，像在俄罗斯买套娃，瑞士买军刀都成了旅游过程中

颇具“仪式感”的环节，似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独

一无二的地方性决定了旅游纪念品的不可替代性，突出文

化和地域特色才是核心竞争力所在。

当然，突出地方特色必须保证旅游纪念品所传递的文

化信息真实准确，必须能够代表这个区域的某种文化。目

前，国内旅游纪念品市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紊

乱，张冠李戴，否则游客又怎么会觉得不论哪里的纪念品

都似曾相识呢？

所谓旅游纪念品的“特”，就是具有特殊性、创新性

和时尚感。美国管理学大师托马斯·彼得斯曾说过：“要

么创新，要么死亡。”现在中外不少博物馆在开发IP方面

先行一步，比如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等，对历史文化

开展创意开发，古老的历史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因此，旅

游纪念品首先要有“脑洞大开”“独具慧眼”的创意设

计，在根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实行艺术深加工，创意设计

引领。

其次，旅游纪念品需要具有实用性，摆件注定只能供

人观赏，唯有把传统文化移植到生活中，接地气，群众喜

闻乐见，才能既有生命力又有新鲜感。日本旅游纪念品种

类丰富多样，其中日用品类占据了大半，他们将含有地域

特色的元素植入水杯、丝巾、衣服、钥匙扣等生活用品之

中，大大增加了游客的购买欲望。

第三，旅游纪念品知识产权保护，是制约旅游纪念品

市场发展的又一个瓶颈。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国内一个好

的旅游纪念品往往一经推出，便会出现各地一窝蜂地仿制

现象，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勇气研发新产品。我国应重视旅

游产品创意 IP 的保护，为旅游纪念品开发者提供必要保

障，防止同一旅游纪念品到处泛滥。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提高政治站位 决胜脱贫攻坚
陈发明

一些地方和单位暴露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存在落差、偏差的问题，虽然出现在实际工作中，

但其病灶还是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把脱贫攻坚当作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政治责任，导致工作

上缺少担当、耐心和韧劲。对于中央巡视组开出的整改“药方”，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折

不扣“照方抓药”

前不久，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

馈情况向社会公布。在这份涉 26 个地

方、单位脱贫攻坚工作的“体检”报告

单中，由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的

问题不少。其中，有两个“通病”：一

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不够深入；二是对中央脱贫攻坚决

策部署落实不够到位。这两个“通病”其

实是一个“病因”——政治站位不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重

要思想体系，既有深邃的理论内涵，

也有鲜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并随着

脱贫攻坚的推进不断丰富，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行动指南。

各地在脱贫攻坚中，如果浅尝辄

止，或者学而不思，就会跑偏方向。比

如，有的地方没有做到深刻理解内涵，

就急于求成、求快，仍然用“大水漫

灌”方式扶贫，一味地送钱、送物、送

股份、送贷款上门，让贫困户滋生了

“等着政府送小康”的心理，看起来工

作做了不少，但却造成返贫率高，导致

扶贫难度越来越大。正所谓“磨刀不误

砍柴工”，让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实

践，真正地结合实际“学懂弄通”后，才会

在“做实”脱贫工作的时候事半功倍。

打赢一场攻坚战，不仅要有指导思

想来定目标、定方向、定战略，还要制

定详细的作战方案来推进实施，中央关

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便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具体战术图。但是，作为顶层设

计，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很多

政策方针还需要各地、各部门作为战斗

单元详细分解落实。

在此次巡视中，很多地方和单位暴

露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存在落差、

偏差的问题。有的地方缺乏主动作为，

过多依赖中央支持，“等靠要”思想严

重；有的单位制定脱贫攻坚配套政策措

施不够精准，针对性不够强，政策导向

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的地方执行政策

跑偏，要么弄虚作假、降低标准，要么

过度帮扶、吊高胃口，有的甚至拿扶贫

资金和项目作人情，等等。诸如此类问

题，虽然出现在实际工作中，但其病灶还

是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把脱贫攻坚当作关

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政治责任，

导致工作上缺少担当、耐心和韧劲。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中央巡视组已

经开出整改“药方”。能不能“药到病

除”，还要看各地、各单位是否提高政

治站位，不折不扣“照方抓药”。“落实

脱贫攻坚过程中各类监督检査发现问题

整改任务”等“四个落实”情况，本来

就是此次扶贫专项巡视的重点之一，如

有心存侥幸者，想在整改时蒙混过关，

自有下轮巡视利剑高悬等待。

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不到两年的时

间，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但亡羊补牢的

时间还有。更何况，如果思想根源上的

问题不解决，攻坚克难恐怕就是一句空

谈。此役能否决战决胜，脱贫成果到底

牢靠不牢靠，人民群众到底满意不满意，

历史检验到底过关不过关，广大干部的

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是根本保障。

《流浪地球》用不起流量

明星，但主创团队富有诚意

和创造力的制作却让这部电

影本身成了“流量”。首先在

于它掐中了观众痛点，成为

中国科幻电影攀登世界先进

水平的重要标志，满足了中

国观众对国产科幻大片多年

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影片

具有中国特色，是富有中国

气质的独特创新

《流 浪 地 球》富 有 中 国 气 质
佘惠敏

多方发力纾解“恶补式旅游”
杨玉龙

交一笔诚意金，可领一套保健品，次日现金全额返还，等更多老人上当后，再

卷钱消失……湖北襄阳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一起以“买保健品返现金”为幌子，专门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目前，已核实当地有25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17万余元。

正如今年春晚小品《“儿子”来了》所反映的，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逐渐重视，老年

人成为保健品生产商、销售商的主要牟利对象，甚至是一些不法分子的诈骗对象。

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强立法，引导保健品厂商诚信经营、守法经营；针对部分保健

品涉嫌欺诈和虚假宣传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同时建立相应的投诉举报机制，鼓励公

众举报保健品虚假宣传。对于子女来说，逢年过节应该多抽点时间回家陪陪父母，

提醒老人提高警惕，不要被推销者的虚情假意迷惑。 （时 锋）

虚假宣传虚假宣传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习惯”理应让位于规则
史洪举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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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池脱险”警示出游安全
近日，在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一女童不慎

从游览区跌落到大熊猫饲养池，很快熊猫便围了上来，保
安紧急将其拉出。园区称，大熊猫具有攻击性，游客需
小心。

【短评】 孩子掉入大熊猫饲养池，与家长监护不到

位、景区管理不到位等都有一定关系。“熊猫池脱险”虽

是小概率事件，却是对出游安全最好的警示。对于游客来

说，应该认识到，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离自己很遥

远，一些细小的疏忽也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对于

景区来说，则应做好安全预案。尤其是旅游高峰期，安全

防范更须做到位。比如，加强对一些防护设备的检修，增

派人员加强安全巡查，做好安全知识普及，等等。各类景

区唯有实打实在安全上做好文章，才能既保障游客安全，

又确保自身运营不出问题。期待今后类似惊悚事件少些再

少些。

蹭 春 晚 热 点 别 过 界
除夕夜，在央视春晚播出的同时，“李思思荧光口红”

“马丽大衣”等成为网络热搜。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蹭热
点，以同款口红、同款大衣为推荐语来推广商品。有从事代
购的卖家称，每年春晚结束，晚会上明星们穿戴的服饰都会
成为“宠儿”。同时，网上也会出现山寨的“同款商品”。

【短评】 受粉丝效应驱使，“李思思荧光口红”“马丽

大衣”等成为网络热搜并不让人太感意外。不过，诸如此

类的所谓“春晚明星同款”，是否货真价实，恐怕还得打

上一个不小的问号。进一步从法律角度审视，这种盲目蹭

热点的所谓“春晚明星同款”，实际上也是非常不靠谱

的，明显涉嫌违法，“蹭”过了法律界限。消费者要保持

应有的消费理性，不要轻易被“明星同款”这样的噱头迷

惑、盲目跟风，避免被不良商家所蒙骗；与此同时，针对

此类涉嫌违法的乱蹭热点行为，相关部门也要及时加以

规制。

据报道，春节黄金周，很多人在家吃

罢团圆饭，都选择举家出游，国内很多景

点在正月初一后都迎来了客流高峰，知

名景区更是人山人海。为确保安全，有

些景区暂停售票，并提示游客错峰游玩。

国内多个景区出现游客饱和，周边

酒店坐地起价依旧预订爆满一房难求，

这样的旅游体验难免让游客不舒服。因

此，游园“限流模式”有其必要性，一则景

区的承受能力有限，二则景区的安全不

能不考虑，三则也是为了游客体验。同

时，“限流模式”也是一种无奈，虽可以纾

解景区的压力，却也会给游客带来不

便。比如，大老远奔着景区来，却因限流

影响出游效率，乃至被挡在门外，无疑会

令人扫兴。因而，面对扎堆休假与“恶补

式旅游”，无论是“限流模式”，还是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政策，都不是治本之策。

假期旅游看人海，恰恰反映出人们

休闲时间的宝贵。国庆与春节两个黄金

周，对于国人而言相当宝贵，往往形成

“恶补式旅游”。真正的治本之策，需要

在假期时间上“开源”与给力。要让劳动

者真正享受到休假权，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力实施是基础。以带薪休假难为例，

一方面用人单位应履行好法定责任，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应强化带薪休假日常执

法巡查；另一方面应积极倡导和鼓励错

峰休假、弹性作息，赋予劳动者更多休息

娱乐的机会。

如媒体报道，景点之挤远非一城一

地，全国景区春节都是同一幅景象。要

让劳动者真正享受到休假权，需要法律

法规护航和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纾解公

众“恶补式旅游”，还须在法律落实上再

给力，在相关配套措施上再给力。

春节期间，网友曝光有游客在大理

洱海边洗车、做饭、洗衣，后当事车主现

身主动接受处理，大理市洱海保护管理

局依据《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

条例》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还有网友

反映有人在洱海边烧烤，大理市洱海保

护管理局执法人员依照规定没收相关烧

烤工具，并处罚款200元。

在海边、湖边等风景优美的地方洗

车、烧烤可能是不少人的“习惯”。有网友

认为这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甚至有人

认为这是大部分人郊游、自驾游时的“标

配活动”。他们没有认识到，已经形成习

惯、惯例的活动并不代表其符合现代文明

和规则。虽然一些地方并未严格禁止在

山区、河边等区域从事烧烤等活动，但这

些存在污染的行为无疑与爱护环境、减少

污染的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背道而驰。

洱海是享有盛誉的风景区。近年

来，随着游客增多，大量固体垃圾、废水

排放，给景区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压

力。当地出台了不少保护措施，目的是

保护好这座淡水湖泊的生态环境和当地

的饮用水源，人们理当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不举行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动。

当人们的某些“习惯”与逐渐形成的

现代规则尤其是法律法规相冲突时，这

些“习惯”就不再是好习惯，而是有违公

序良俗的“陋习”。例如，过年在城市中

不适宜区域燃放烟花爆竹，近年来随着

各大城市推行禁限放令，不少群体已养

成不放鞭炮的习惯。总的来说，当习惯

与现代文明和规则冲突时，前者理当让

位于后者。人们应自觉摒弃“坏习惯”，

养成遵守规则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

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

这个春节最大的黑马是谁？是 《流

浪地球》！

正月初七上班第一天，春节档中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公布了，科幻

电影 《流浪地球》 表现最为亮眼，影片

满意度 85.6 分，列 2019 年春节档第一

位。其观赏性表现尤为突出，位列历史

调查231部影片之首。

这是一个凭借优质口碑实现票房逆

袭的影片典范。《流浪地球》正月初一上

映首日排片仅占 11.4%，在春节档 8部新

片中位列第4，却在上映第3天就逆袭到

票房榜首位。到 2 月 10 日，其总票房已

突破20亿元。

这部投资成本3.2亿元的大片，钱都

烧在了影片制作上，所有演员片酬不足

百万元，甚至还传出导演郭帆“空手套

战狼”的说法，因为片子里最大的明星

吴京 （《战狼》 主演） 是零片酬、带资

进组拍摄。

在影视圈，“流量”被用来形容那些

粉丝多、人气高、影响广、商业价值大

的明星。《流浪地球》 用不起流量明星，

但主创团队富有诚意和创造力的制作却

让这部电影本身成了“流量”——各种

热搜有它，热门影评很多，也有娱乐圈

“流量”们常见的“招黑”体质，以及粉

丝和黑子的大型网络“对喷”现场。

《流浪地球》为啥变成了“流量地球”？

首先在于它掐中了观众痛点。

科幻片一直是票房收割大户，好莱坞

已经为科幻片树立了技术标准。中国过

去也有科幻片，但却没有如《星际穿越》

《地心引力》这样展现太空视觉奇观和美

妙科学幻想、能反映出一国电影工业水准

的科幻大制作。我国改革开放已有40年，

国内观众已经被好莱坞大片培养出了对

科幻片的高要求，制作放水就可能被群嘲

为“五毛特效”。此次《流浪地球》以国际

一流水准的精良制作掐中了观众痛点，成

为中国科幻电影攀登世界先进水平的重

要标志，满足了中国观众对国产科幻大片

多年的期待，不爆也难！

更重要的是，影片具有中国特色。

《流浪地球》在制作标准上处处向好

莱坞大片看齐，在设定与故事中却处处

与好莱坞大片“反套路”。同样面对世界

末日，好莱坞大片常见的是少量人坐船

逃难模式，《流浪地球》却是全球人民合

作的“带球跑”，气势恢宏、想象奇特、

立意也高出一筹。同样是完成拯救世界

的艰难任务，好莱坞大片要靠超级英雄

或者精英小队，《流浪地球》却是全球总

动员的“饱和式救援”，各国救援队都智

商在线、富有牺牲精神和行动力，并非

只凸显中国主角。

《流浪地球》剧情中的种种反套路设

置，是对于末世危机面前人类命运共同

体更为科学合理的设想，并做出了中国

特色。山挡路了移走，海成灾了填掉，

天破了补起来……愚公移山、精卫填

海、女娲补天，这些融于中国人血脉中

与天地抗争的豪情，与面对末世争生

机、寻希望的电影主题异常合拍。影片

凸显不惧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的“饱和

式救援”，同样是富有中国气质的独特创

新，让人们想起 98抗洪、想起汶川特大

地震救援。

《流浪地球》变成“流量地球”的现

实告诉人们，即便不是大投资加豪华演

员的电影制作，只要影片本身质量过

硬，就有可能说服观众为之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