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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匠人大会昨日在成都高新区召开第四届中国匠人大会昨日在成都高新区召开

■ 8月23日，第四届
中国匠人大会在成都高新
区隆重召开。本届大会汇聚
全国各地文化学者、行业专
家、文艺大咖及匠人代表
等，围绕传统产业振兴与城
市更新、文化滋养与商贸流
通、设计再造与品牌新生、
案例互鉴与资源链接等主
要方向展开讨论，并在全民
匠心传播和传统文化产业
赋能方面达成多项成果。以
此次大会为契机，将深入推
动成都地方商贸商圈品牌
化、国际化发展，助力区域
加快打造城市消费新中心。

女星打卡带火“野生景点”
别为了跟风铤而走险 眼下的孩子，就是未

来的我们。

管不了就别生？
是什么让人们忘了“孩子还小”

如果不以患者为中心，不
善待患者，即便在大厅上摆放
“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患者”的
物件，又有何益？

医院摆放“招财进宝”欠妥
更重要的是修补信任裂痕

旅游出行都要做好“安全
攻略”，切勿盲目跟风，别轻易
被明星、网红带偏，尤其要远离
“野生网红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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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医院被卷上风口浪尖。据
报道，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大厅
内摆件现“招财进宝”字样一事引发
争议。齐鲁医院始建于 1890 年，先后
称为华美医院、共合医院、山东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等，2000年10月更名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一家建院132年的知名医院，一家
自称秉承“博施济众、广智求真”医院精
神，遵循“医道从德、术业求精”院训的
大医院，却在大厅内摆放“招财进宝”物
件 ，确实太违和。无数网友对此表达不
满，纷纷吐槽，绝非患上了道德洁癖症，
而是因为“招财进宝”太刺眼，让人觉得

这不是一家“高举公益性旗帜，勇担应
急性任务，争做医教研标杆”的医院，更
像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

不要指责网友吹毛求疵，个别医院
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此前，有
医院挂出“热烈祝贺我院2012年住院病
人突破四万人次”的大红条幅，还有医院
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热烈祝贺胸外科
2020年度手术量突破1000台”的推文
……这些表达都太露骨，将“小心思”赤
裸裸地展现出来，让人心理不适。

如果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医院存
在欠妥行为，还不至于让人太愕然，那
像齐鲁医院这样久负盛名的老牌医院
也干出此等事，则让人黯然。齐鲁医院
的官方介绍强调“以维护人民生命健
康为目的，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试
问，都“招财进宝”了，还如何高举公益
性旗帜、以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目的？

当然，笔者更愿意相信所谓的

“招财进宝”只是无心之失。毕竟，与
之相配套的另一个物件上写着“一帆
风顺”，这就像是一种带有世俗色彩
的“随礼”，就是图个吉祥。但是，无论
买的人，抑或送的人，乃至批准把这
两个物件摆在大厅的人，似乎都没有
舆情意识，如果稍多一点患者角度，
恐怕就不会这样干了。

由此引申出一个话题，无论文本
上的失误，还是表达上的错位，还不至
于让人紧张害怕，怕的是那些阳奉阴
违的医院，口口声声关心患者，暗地里
过度治疗，连哄带吓，让你乖乖掏钱，
甚至掏了钱被坑了还念着医院的好。

日前，有全国政协委员在公众号
上讲述了几个医院看病被坑案例，并
感慨道：大多数医生是好的和比较好
的，然而，也有医生“见了病人就以一
变十，夸大病情，拼命开药，胡乱检
查，不但坑了病人，而且吃了国家。坑

了吃了，你还无话可说”。这类极少数
的医院、医生见了患者，当然不会说
招财进宝，不会炫耀手术突破了多少
例，但实际上还是把生命当生意，把
医院变成钻进钱眼里的企业。

有专家表示，“招财进宝”事件警
示医院要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和管理，
考虑观者感受，合理摆放物件，切实
践行人民医院为人民、救死扶伤的大
爱精神。其实，相关医院要反思的不
仅是该不该摆放这样的物件，而更要
反思如何修补出现裂痕的信任。如果
不以患者为中心，不善待患者，即便
在大厅上摆放“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
患者”的物件，又有何益？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是跟生命
打交道的地方，不能充满铜臭气。如果
真正关心关爱患者了，即便什么摆件都
不摆、什么条幅都不挂，又有何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秦川

又一“野生景点”成网红打卡地。近
日，浙江杭州黄湖镇王位山在网上爆红，
不少年轻人凌晨开车上山看日出打卡。
据报道，王位山出圈走红，多因6月份女
星赵露思来此打卡日出带火。在某社交
平台搜索“王位山”等关键词，结果显示
有1700多篇博文，内容大多为“某女星
同款打卡地”“杭州看日出最佳去处”。

有道是景色虽美路难走，王位山
也不例外。王位山海拔750米左右，盘
山公路从上山路口算起到海拔最高

处共7.86公里，有66道弯，其中发夹
弯20个，更有个五连发夹弯。这样的
山路，对一般司机而言就算是白天开
车都是不小的挑战。为了看日出，很
多游客会选择凌晨三四点上山，那时
候天色昏暗、视线差，开车上山危险
更大。黄湖镇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
这里不是正规景点，没有相应的管理
措施，存在安全隐患。

然而，有“某女星同款打卡地”和
“杭州看日出最佳去处”的标签和诱惑，
路再不好走也挡不住人们那颗蠢蠢欲
动前往打卡的心。好在当地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出于安全考虑，8月21日，黄湖
镇政府发布通告，对王位山部分道路实
行交通管制，禁止除持通行证车辆外的
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应该说当地的管制措施是非常
及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笔者担心，
对于当地的好心“劝阻”，广大跟风网
友是否领情，为了去山上打卡而不惜
铤而走险“另辟蹊径”？

严格意义上讲，“野生景点”不是
景点，其突然在网上出圈，背后无不
是明星、网红加持的效果。野地成为
景点，进而包装成网红，流量自然生
成。跟风的网友，以为找到了“人间仙
境”“世外桃源”，殊不知不仅可能被
流量收割，还可能陷入险境。

“野生景点”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安
全防护。“野生景点”地处僻壤或本身
就是险处，没有景点应配备的基础设
施。就如黄湖镇政府相关负责人所言，
打卡地只是滑翔伞基地的一块假草
坪，面积较小无法容纳多人，一旦游客
激增或遇突恶劣天气，极易出现险情。

“野生网红景点”，一个个看上去
美丽诱人，实则险象环生。此前有报
道，在社交软件上，北京北郊有一秘境
被称为“小天池”。从打卡照片来看，群
山环绕，水面碧波荡漾。但实际上，这
是一处山中矿坑，旁边有破碎带，随时
可能垮塌。矿坑周边陡峭，进入矿坑可
能被落石砸伤，且坑内水深40余米，存

在溺水危险。而在杭州郊区一处已废
弃的矿坑，此前也成为“网红露营打卡
地”。但矿区保护负责人坦言，周围完
全没有安全设施，如果发生落水或山
石掉落等意外，根本无法及时救援。

实际上，游客因打卡“野生景点”
而发生意外的新闻也多有报道。这更
提醒广大网友，特别是喜欢猎奇、探
险，习惯去网红景点打卡的网友，切
勿盲目跟风，别轻易被明星、网红带
偏，尤其要远离“野生网红景点”。

同时再次督促相关平台，负起应
有责任，对用户推荐发布的网红景点
内容严格审核把关，特别要对“野生
景点”作必要的安全提醒。

任何时候，我们旅游出行都要做
好“安全攻略”，高度警惕“野生景点”。
当然，一些“野生景点”如果具备条件，
可以适当开发，建设好安全等配套设
施，打造成为真正的网红景点，对于广
大网友来说，则是幸事一桩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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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成都市人民政府、故宫博
物院指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办，是海内外传统产业振兴和匠人
文化领域至高规格的创意盛会。

与会嘉宾当中，既有著名学
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张夫也，四川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孔庆权等，也有著名
企业家、行业代表：洋河股份董事
长张联东、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
主席钟维兴、著名创意广告人罗
易成、不是美术馆联合创始人刁
勇，以及茶学博士后刘峰、茶科学
家彭伟明博士、制茶传承人林靖

坤，还有新锐创业力量代表及众
多当红匠人和非遗传人，如亚太
地区竹工艺大师刘嘉峰、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及蜀绣大师孟德芝、
文玩天下创始人迟锐等。

上午9时，大会主论坛正式开
启。三星堆景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部
部长任韧出席大会，并进行主题演
讲。各嘉宾围绕时下热门“文创”展
开讨论。洋河股份董事长张联东、
中国匠人大会产业基金合伙人蔡
励才、抖音集团文创营销中心负责
人于淼等，均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
各自的观点。“文创是文化创新表
达的最佳载体，不仅可以提升大众

文化自信，而且‘匠心+文创’可有
效赋能产业升级，打造文化消费硬
实力。”大会创办人赵普表示。

下午举行了分论坛。首届亚
洲匠人峰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
匠人大会正式迈向国际化。来自
亚洲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云上，
开展“匠心云对话”，就全球匠心
价值展开深入讨论，互相借鉴。此
外，在“中国茶科技与茶美学”匠
星论坛与“IP 旧艺 共创新生”高
峰论坛上，与会者聚焦产业创新
发展和商业落地，依托各自的实
战经验和方法论，为传统文化发
展创造新机遇。

本届大会在表达方式上取得
突破，主张沟通年轻化，助力匠心
传播。其中，8 月 21 日开启的首届
掇珍市集暨成都交子国潮嘉年华，
把非遗产品和国潮精髓搬到市井
之中，带领市民游客共赴一场沉浸
式的匠心之旅。首次发布的主题片

《以匠之名》和主题曲《鹧鸪天·杯
沧海》，汇集青年艺术家李玉刚、著
名国乐大师方锦龙等人，联合近年
来在国潮国风方面屡屡破圈的河
南卫视和抖音，共同打造现象级视
听爆款。钟表达人大能、峨眉武术
非遗传承人凌云等抖音“匠心”创

作者，作为“匠心大使”依托平台影
响力以流量势能强势赋能匠心价
值传播。成都传媒集团、凤凰、网
易、中国慈善家杂志、三联生活周
刊、腾讯视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亦全程报道。

本届大会开启数字化转型，推
出线上云计划，并邀请新一代高阶
度数字人“壬申”成为云计划合伙
人，利用数字化构建、交互式虚拟
体验、多元化传播策略等方式，为
传统手工艺的价值传播和商业赋
能提供更多新机遇。

依循成都独特的位势能级、文

化基因和产业结构，本届大会将进
一步汇聚世界级文创、消费、商业、
艺术、科技等优质资源，汇聚匠心，
赋能城市，令成都在匠心的旗帜下
集纳产业，创造需求，创新发展。

“匠人匠心是时代不可或缺
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成都的特征
高度契合，也是成都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成都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介绍，自本届开始，中国匠
人大会正式从“会展活动经济”向

“产业赋能经济”焕新蜕变，升级为
文化产业全领域大会。

嘉宾云集，热议“文创”

汇聚匠心，赋能城市

昨日上午，第四届中国匠人
大会主论坛在成都举办。著名表
演艺术家藏金生受邀来到现场，
谈及“匠人”“匠心”，他说，匠心是
一种坚持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也
是各行各业需要的精神。

臧金生曾在 1998 年央视版
《水浒传》中饰演鲁智深，他表示，
“作为演员也好，或是其他行业也
好，都需要精雕细刻的匠心精神。”

他强调“匠心”最关键的是要
“精雕细琢”，“我们拍戏也是，要精雕
细琢，才能很好地诠释人物的精神
世界，把人物演活，让老百姓认可。
这是一种蛮劲儿和执着的劲儿。”

谈到这次来成都的感受，臧
金生说，成都的老百姓生活幸福
指数很高，是在真正地享受生活。

“（我）到草堂喝茶，去吃小吃。作
为美食之都，成都的小吃文化也
嵌入了工匠精神。比如说，一个抄
手，会非常精致和有味道，它能够
流传至今，就是因为有一种工匠

精神在里面。”
来到成都，沉浸式体验传统文

化与非遗项目，最让臧金生印象深
刻的就是川剧变脸。“成都有太多
的非遗文化，数不胜数。除了我们
现在看到的，其实成都还有很多没
有申报非遗的项目。”臧金生建议，

“成都本身就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
城市，我们应该去提高他们的地
位，使得他们的工艺能够传承下
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在活动现场，中国匠人大会创
建人赵普一再向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强调，传统工艺要“面向
未来，走向世界”。“今天的工匠精
神怎么诠释？今天的传统手工艺怎
么转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
们回答。所以我们以中国匠人大会
的名义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实际上
就是回答这些问题，有产业之问，
有时代之问，也有个体之问。”

此次大会在成都举办，赵普认
为这是成都与“匠人文化”达成的
默契与共识。“成都，让匠心精神成
为这个城市的闪亮名片。一个城市
可以有很多标签，但匠心是它的底
色和基本运行逻辑。”

比起前三届中国匠人大会（杭
州西湖、西安、杭州余杭），赵普认
为，成都有着吸引传统手工艺人的
独特气质，他将成都比作“温柔之
乡”，“成都的城市气质其实很有意
思。比如说泥塑，成都泥塑和西北
地区彩塑风格差别非常大，西北的
比较粗犷，而成都比较细腻。”

他又拿蜀锦和竹编举例，如
果纯粹从实用角度来讲，蜀锦与
其他纺织物并没有太多差别，但

它却是丝、织发展过程中的精粹，
对蜀锦的保护不仅仅是艺术的，
更是工艺的。四川竹编除了日常
使用之外，还做成了很多精细器
具，成为其他器物的包装，这也是
竹编工艺的创新和发展。

据悉，大会将与成都郫县豆
瓣合作，打造一批新消费、新国潮
的网红爆品和品牌，助推“郫县豆
瓣酱”发展升级。赵普表示，成都
在发展传统工艺上有大量机会，

“我不能让人们一想起成都就只
想到川剧变脸、功夫茶、挖耳朵、
川菜……不行！我们需要更多的
好东西。而且，不光是要和同胞们
分享，还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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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匠人大会创建人赵普：

让匠心精神成为成都的闪亮名片

著名演员臧金生：

匠心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朗诵艺术家陈铎与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演绎大会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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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先是“高铁上小孩吵
闹，乘客提醒反被骂”的事件引发
广泛讨论，接着又出现了“女生坐
高铁深受孩童烦扰”的事，于是，

“真的建议高铁出个带孩子车厢”
的热搜一度冲上榜首。可见的场
景里，一边安安静静，一边啼哭嬉
闹，稍微代入，人们的情感天平就
倾向了受到影响的乘客。

针对此类事件的探讨，呈
现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从网
友到媒体，从教育界到法律界，
大多都将矛头指向“不懂事”的
孩子和“不负责任”的家长，少
有从孩子生理特点、成人对孩
子的包容角度来探讨。或许如
部分网友所言，不是怪孩子，而
是怪不管孩子的家长。但实际效
果，却是将孩子和家长视为一
体，希望对他们“避而远之”。“设
置带孩子车厢”的建议，就是这
种情绪下的一种群体反应。

毋庸置疑，孩子在公共场所
吵闹，的确会让人不舒服。但孩
子啼哭嬉闹又是再自然不过的
现象。当类似的事情被公之于网
络后，一些对吵闹孩子和家长诘
问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还有人
尖锐地提出“管不了就别生”。

或许有人认为，网上的言论
可以忽略，现实世界不会如此激
烈。但有研究发现，语言存在自
我暗示作用，一旦话语被反复说
出来，就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
观念和行为。当一个人频繁在网
上表达对吵闹孩子的反感，就容
易映照到现实生活中，形成愈发
不能容忍“公共场所孩子哭闹嬉
笑”的氛围，造成带孩子的父母
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割裂。

每当看到类似新闻，都会想
起去年“一路向北”的象群。那段
时间，人们随着大象的足迹，领
略了云南的秀美风光，但也看到
了小象的调皮，更是感动于小象
被大象围护着休息的场景。彼时
的我们，有感于象群对幼小孩子
的庇护与包容，这足以说明，无
论是人还是动物，对幼小的孩子

都秉持着包容之心。但现实中，
一些人却忘了孩子只是孩子，把
他们当成大人般要求。

到底是什么让人们忘了
“孩子还小”，是什么让一些人
对孩子没了耐心？

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的
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婚育
上，就出现了丁克家庭、不婚主
义等现象。而当下，越来越多的
人可能感觉自己离孩子很遥
远，自然也就不习惯孩子的吵
闹声。倘若不同群体之间没有
交集，观念差异就会越来越大，
可能对孩子吵闹的容忍度也就
越来越低。

但必须意识到的是，我们
始终处在集体之中，要和大众
一起面对人口增速放缓、老龄
化等社会问题。眼下的孩子，就
是未来的我们。所以，在追问孩
子和其父母时，在追问孩子的教
育问题时，也该思考我们应如何
与孩子相处，与社会同行。不然，
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吵闹，会成
为另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孩子的
吵闹”。当然，这并非意在纵容孩
子胡闹，而是提醒每一个人，要
有包容孩子的本心。

对小孩不够包容的群体意
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让想
生育的人心怀隐忧不敢生育，
也可能会影响部分人对孩子产
生排斥心理而不愿生育。在构
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当下，需
要政策支持生育，更需要群体
文化意识上对孩子的爱与呵
护。故而，设立带孩子车厢的建
议，或许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公
共场所孩子吵闹引发的冲突，
但根本上，还是要让“他者”的
声音和观念出现在彼此的世
界，让理解和包容充盈于人和
人之间。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特约评论员 黄秋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