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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文化共驰骋 蒙古马的原乡

一场宏大的骏马之约等着你
——
—第二届中国马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赵慧萍 张丽清
4 月 17 日，北京，一个关于马的
锡林郭勒盟委盟行署联合主办 。
话题让晚春的北京似乎有了万马奔
定于六月开赛，九月份开展集中
腾的气息。当光影声色一起晕染在人
活 动 。呼 和 浩 特 市 设 置 主 会 场 ，
锡
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人民网 1 号演
林郭勒盟设置分会场，其他盟市同时
播厅时，人们的心仿佛已经置身于草
开展弘扬“蒙古马精神”的主题系列
原最美的季节。
活动。
风从北边吹，耳畔隐隐有万马嘶
第二届中国马文化节主题为“世
鸣。内蒙古大草原，敕勒歌曾经唱响
界马业格局和中国马业方略”，充分
过，亘古巍峨的阴山下，第二届中国
结合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
马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 “人类与马的故事”主题，以传承和弘
博览会即将在这里报晓。
扬驰而不息的龙马精神及吃苦耐劳
此次“一节一会”由中国马业协
的“蒙古马精神”为主线，坚持“政府
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
主导、行业协会引领、市场运作、社会
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
参与”，通过论坛、赛事、演出、展览、
区体育 局 、呼 和 浩 特 市 委 市 政 府 、 评选等形式，将活动打造成为国际

潘拯翌

型、综合型、互动型的新时代中国马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 2014
文化重要品牌，建设内蒙古国家马文
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暨中国马
化示范区、呼和浩特世界马文化之
文化节系列活动，亲自宣布大会开
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
幕，并发表了气势如虹的主旨发言：
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马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中
马，既是草原精神的化身，也是
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建设国家需要
草原文明的摇床。内蒙古的马文化历
万马奔腾的气势，推动发展需要快马
史悠久，关于马的谚语，关于马的岩
加鞭的劲头，开拓创新需要一马当先
画，关于马的赞歌，关于马的颂诗，关
的勇气。马是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
于马的舞蹈，关于马的琴乐，关于马
象征，马是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代
的棋子，关于马的雕塑，关于马的器
表……中国人民正在策马扬鞭、马不
具，繁若星辰，处处闪耀。人马之情， 停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经济、文艺全界
国梦而努力奋斗。”
面。
同样是在 2014 年，习近平总书
岁月流金，马上同行。2014 年 5
记 来 到 蒙 古 马 的 故 乡——
—“ 中 国 马

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他祝愿全国
大呼过瘾。内蒙古，将晋升成国内乃
人民继续弘扬驰而不息的龙马精神。 至国际最热烈的马竞技赛事区。 6
考察中，总书记一锤定音：
“希望大家
月 15 日，将在呼和浩特市呼和塔拉
要有蒙古马那样吃苦耐劳、勇往直前 “内蒙古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心”正
的精神。”
式开赛。开赛仪式将按照
“文武相宜、
速度与激情 少年与骏马
动静结合”的原则，既有激动人心的
第二届中国马文化节暨首届内
纯血马比赛，也有精彩绝伦的马术表
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期间，十场热
演，既有威风万里的文艺表演，也有
（下转 2—3 版）
血偾张的赛马马术赛事，将让马迷们
安静动心的故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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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烟火

《莜麦与莜面饮食制作技艺——
—
一部从土地到舌尖的寒凉史诗》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张鑫
长不过个莜麦，圆不过个豌豆。
这句话无论说还是听，都让人觉得那
么生动。
其实更生动的还有莜麦的原生文化
和创新勃发的莜麦全产业链。
“萝卜丝丝酸腌菜，就一筷子莜面真
不赖”。田舍炊烟，飘过时空。
在 4 月 23 日第 24 个世界读书日来
临之际，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辑《莜麦与莜
面饮食制作技艺——
—一部从土地到舌尖
的寒凉史诗》 由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
一个地区，拥有历史、资源、文化，这
是该地区的幸事，也是骄傲。
“阴山燕麦甲天下”。岁月更迭，逶迤
走来的武川莜麦已经将历史、资源、文化
与地域共同纽接而成为一种地标，一种品
牌。当一种资源超越了本身的硬性价值而
开始探讨软性价值的时候，其很多内在与
外在的价值就会延伸，如莜麦，就从温饱
之物衍生到品牌、文化、消费方式和消费
体验的桥段。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的今天，莜面饮食制作技艺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生动传承，体现
出莜麦扎根内蒙古后山寒凉土壤，有依
托，有目标，有实践，并有果实的文 化沿
袭。
《莜麦与莜面饮食制作技艺——
—一部
从土地到舌尖的寒凉史诗》 编委会主任、
武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谢曲平介绍，为
弘扬和传承莜面饮食制作技艺这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践行文化自信，从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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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五年罚没金额 2750 万元

历史、现实意义及制作技艺的文化传承角
度出发，利用和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
殊价值，以地域种植产物和品牌为引领，
推广和提升莜麦的特色优势，全面实现莜
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武川县依
托莜麦产业脱贫的步伐，助力振兴乡村战
略在革命老区的顺利实施，中共武川县委
宣传部特筹备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特
辑《莜麦与莜面饮食制作技艺——
—一部从
土地到舌尖的寒凉史诗》一书。该书从“乡
愁记忆”
“ 种植渊源”
“ 文化解读”
“ 历史衍
生”
“传承纪事”
“ 产业方兴”等几个章节，
对莜麦种植、莜面饮食制作技艺以及莜麦
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一定解读。谢曲平
表示，燕麦，曾经是果腹功臣，现在是脱贫
致富的引领产业，将来应该被经营成具有
奢侈品段位和价值的产业。燕麦，在武川
县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可为。
同时，燕麦对干旱土地的适应性，反衬出
燕麦对地区生态保护的意义 。
中国是裸燕 麦的原产 地，迄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莜面是大青山地区人民群众
最喜爱食用的农作物之一，在中国真正有
关莜面明确史籍的，是明代史学家杨慎在
其《丹铅总录》中亦提到莜麦：
“ 阴山南北
皆有之，
土人以为朝夕常食。”2008 年 11
月，
“武川莜面饮食制作技艺”被呼和浩特
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09 年，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批准，被正式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 年，该项目由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呈报文化部申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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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迪威娜）近年来，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
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各部门之间的协
作机制更加完善，联合建立知识产权
（专利） 领域严重失信行为联合惩戒
机制。组织开展“溯源”
“净化”
“雷霆”
等商标、专利执法专项行动，加大侵
权打击力度。
据了解，五年来，全区共查处侵
权假冒案件 4056 件，案值 2767.96
万元，罚没金额 2750.03 万元，有效
保护了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
今年 4 月 26 日是第十九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将围绕“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的活动主题，认真履行
职责，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监管
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保护
知识产权所有人合法权益，努力提高
全社会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
的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并向全社会
发出倡议。倡议知识产权人自觉遵守
有关国际公约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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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信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合
同、承诺。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不侵
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不盗用、模仿他
人的专利技术；强化自主创新，大力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拥有所在领域
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提高核心竞争
力；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善于保
护自己的劳动成果，运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坚决与侵害他人
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积极举
报涉及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配合政
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对知识产权违法
行为的遏制、查处和打击工作。
相关机构将严格依法办事，规范
知识产权管理，完善监管制度，建立
长效机制。健全行业自律、
舆论监督、
群众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监督体
系，从源头上切断侵权产品进入流通
领域的途径，有效维护知识产权权利
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宣传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宣传
教育，认真履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社
会责任，共同致力于知识产权事业的
健康发展，使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全社
会的共同行动。

乌兰美家庭服务
被国标委确定为
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一季度内蒙古经济运行
交了一份“成绩单” 和你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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