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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动起来”，技艺才能“活起来”
——探析非遗传承人管理机制的“河北经验”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成都天府新区时提出，要加快
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随之，国
内大中城市陆续提出建设公园城
市，邢台也将公园城市建设提上重
要议事日程。2019 年初，市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公园城市”
的城市建设总目标，开启了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城市实践。

目标,建设公园城市

公园城市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构
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形成
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
美城市形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公
园城市理念将引领城市建设新方
向、重塑城市新价值。在新时代背
景下，着眼于“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内涵特征包括五个方面：

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核心
理念。公园城市立足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由“城市中建公园”向

“公园中建城市”转变，厚植城市
生态优势，实现城市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永葆城市生
机活力。

彰显以人为本城市人文关怀特
质。公园城市推动城市发展从生产
导向转向生活导向，持续优化人居
环境，不断增进市民福祉，使公园
城市宜居生活特质与良好生态环境
相得益彰。

塑造人城境业和谐统一城市形
态。公园城市立足塑造园中建城、
城中有园、城园相融、人城和谐的
大美格局，构建山水呼应、蓝绿相
融的城市意象，促进集约高效的生
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
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共融共生”。

营建绿水青山秀美人居城市绿
韵。公园城市将公园形态和城市空
间有机融合，让自然山水和美丽人
居交相辉映，科学布局休闲游憩和
绿色开敞空间，将绿色福利惠泽市

民，把生态空间留给明天，努力在
城市中为市民创造亲近自然、享受
生活的美妙体验。

感知多元包容开放创新城市文
化。公园城市立足留住城市记忆，
厚植文化根脉，彰显人文精神，包
容多元文化，促进城市文化“可阅
读、可感知、可欣赏、可参与、可
消费”，在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凸
显公园城市文化特质。

优势,独特的人文、
地理和发展空间

纵观邢台，虽然与大中城市相
比存在较大差距，但在建设公园城
市方面也有明显优势。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邢台是我国北方最早形成城市
的地区之一，是“商殷之源、祖乙
之都、邢侯之国”，距今已有 3500
余年建城史，历史上共四次建国、
三次定都。邢襄大地，人杰地灵，
先后涌现出唐朝名相魏征、宋璟和
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历史名人。
作为中国园林雏形所在地，建于商
代的沙丘苑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
皇家园林，遗址尚存。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有利于在建设公园
城市中镌刻富有特色、属于自己的
城市符号，让城市更加独特。通过
建设公园城市，能更加保护和弘扬
传 统 优 秀 文 化 ， 延 续 城 市 历 史
文脉。

具有独特的山水泉城风貌特
色。邢台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
交汇处，地势自西向东，山地、丘
陵、平原阶梯排列，优越的自然条
件造就了秀美的山川。国家地质公
园崆山白云洞被誉为“北方一绝”，
太行大峡谷被称为“世界奇峡”，前
南峪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沉积了众多
人文资源，汉代的普彤塔、唐代的
开元寺、明代的清风楼以及抗日军
政大学旧址等历史遗迹保存完好。

独特的山水泉城风貌和人文资源是
城市最亮丽的名片。通过建设公园
城市，能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
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
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邢台积
极推进城市规划调整，聘请清华大
学、同济大学专家编制的 《邢台市
城市总体规划》 通过省政府批复，
中心城区由 95 平方公里扩大到 170
平方公里。同时，大外环合围面积
400 平方公里,是目前市区面积的 4
倍，拉大了邢台作为区域性中心城
市、中等城市的框架，为建设公园
城市留足了发展空间。

实践，塑造新型城市形态

近年来，在建设公园城市过程
中，邢台先行一步。围绕建设“绿
满邢襄、水润古城”的目标，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加大绿
化建设力度，实施了拆后绿化、街
道绿化、市区增绿、公园游园建设
等一批绿化建设项目。以公园城市
理念指导城市建设，塑造以绿色为
底色，以山水为景观，以绿道为脉
络 ， 以 人 文 为 特 点 的 新 型 城 市
形态。

坚持以增绿为导向，厚植“绿
满邢襄、水润古城”的生态底色。
近年来，把加强市区绿化建设作为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美丽邢台
的重要抓手，有效破解了绿化资金
和用地“瓶颈”，牵一发动全身，
使市区增绿步入快车道。一是坚持
绿化投入大手笔，把建设资金用在

“刀刃”上。充分发挥园林绿化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少、周期
短、见效快的优势，在每年制定城
建计划时，列支城建资金向园林绿
化倾斜，提出“宁可少修一条路，
也要把城市园林绿化做好”。近三
年，列支资金 10亿元用于市区绿化
建设 （不包括征拆资金），为市区

绿化提供了资金保障。经过三年持
续推进市区绿化，新增乔木 99.5 万
株 ， 新 增 绿 地 1756.1 公 顷 ， 2020
年，市区计划新增乔木 36万株，新
增绿地 300 公顷。二是以“拆”为
突破口，破解绿化建设用地“瓶
颈”。近年来，该市实施大规模的
拆违拆迁，230 余处 125.85 公顷拆
后空地全部用于市区绿化，在街角
建设游园。拆违增绿成为增加城市
绿量的新途径和新亮点。三是全要
素增绿，构建城市绿化大格局。对
新建街道、出市口和外环道路进行
绿化，构筑起城市绿化纵横交织的
基本框架；紧密结合拆违拆迁，利
用街道节点部位拆后空地建设街头
游园和街头绿地，在点上布局亮点
纷呈，星罗棋布；利用二环内闲置
地、空白地进行防护绿地建设，铺
就城市生态底色。市区绿化基本形
成了游园建设点上增量，街道绿化
线上延伸，防护绿地面上扩展，点
线面相结合的绿化大格局。

坚持以民生为焦点，把公园游
园建在百姓家门口。在市区绿化建
设中，邢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大力加强公园游园建
设。投资 36 亿元，建设占地 308 公
顷的园博园，秉承生态修复的理
念，利用采煤塌陷区进行建设，打
造集山水、人文、智慧、生态为一
体的河北风景园林的经典传世之
作。小游园大民生，该市连续三年
把游园建设项目写进政府工作报
告，列入民生实事。近年来，结合
市区拆违拆迁，因地制宜建设游
园，星罗棋布的游园成为市区绿化
的新亮点。2017 年建成游园 20 个，
2018年建成30个，2019年建成16处
街头游园，完成 2 处城市公园的绿
化，2020 年又启动 10 处游园建设。
公园游园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园
游园布局结构，提升服务半径，真
正把游园建在百姓家门口，把城市
建在公园里。

坚持“绿化+文化”，彰显绿化
地域特色。在游园建设上，聘请苏
州、武汉、天津等地国内一流的规

划设计团队担当游园规划设计，从
地域文化、城市记忆、运动休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个方面对游
园进行了定位，做到了“一园一主
题，一园一特色”，以“昔日五朝古
都·今日一带一路”为主题，展现
邢台悠久历史文化的游园建设了 9
个；以城市记忆为主题，唤起百姓
对 “ 乡 愁 ” 回 味 的 游 园 建 设 了 2
个；以运动休闲为主题，满足百姓
休憩、健身需求的游园建设了 49
个；以“善心、孝心、爱心”为主
题，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
容的游园建设了 6 个。游园虽小，
满足的却是市民健身、休闲、娱乐
的大民生，带来的是百姓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坚持互联互通，构筑环城顺水
沿路连景的休闲游憩绿色网络。近
年来，邢台按照绿道建设要求，坚
持“科学规划，突出特色，有序推
进，打造亮点”的思路，在城市外
围规划建设“两纵两横”4 条城市
绿道，构建全长 69.2 公里的回字形
绿道圈，沿街沿河修建绿道 39 公
里，形成了全长 108 公里的生态廊
道体系。在绿道建设上，打造“特
色文化风光型”绿道、“滨河景观
型”绿道、“滨河休闲型”绿道和

“田园风光型”环城绿道。同时，在
流经市区的四条河道河边建设滨河
绿道 24公里，沿线扩河挖湖，建园
10处，可游、可赏、可憩。在主要
街道便道上增设绿道 15公里。构建
起环城、顺水、沿路、连景的休闲
游憩的绿色网络。

坚持点线面相结合，构筑城市
绿化大格局。按照“绿随路建、绿
美结合”的原则，对新建街道、出
市口和外环道路进行绿化，构筑起
城市绿化纵横交织的基本框架；紧
密结合拆违拆迁，利用街道节点部
位拆后空地建设街头游园和街头绿
地，在点上布局亮点纷呈，星罗棋
布；利用二环内闲置地、空白地进
行防护绿地建设，铺就城市生态底
色。目前形成了以水为“带”，以路
为轴，以园串“珠”，以廊为“屏”

的城市绿化大格局。

展望，高质量公园城
市“绿满邢襄、水润古城”

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优化公
园城市空间布局。在公园城市建设
中，将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
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
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
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要在规划的
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加强对城
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
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
划和管控，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指
导性，提升规划的质量和水平，形
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
大美城市，加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共生共融共赢，打造多元共生的
生态生产生活系统，让子孙后代能
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要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让
城市再现绿水青山。

加强生态建设，织密城市蓝绿
空间。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意识，将环境容量和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
和规模的基本依据。提高蓝绿空间
在城市空间的高占比。突出做好

“绿”的文章，坚持以增绿为导向，
继续推进街道和出市口绿化、河渠
绿化、防护绿化、公园游园和郊野
公园建设，打造百姓美好生活的

“桃花源”；突出做好“水”的文
章，实施引水扩绿、扩水建湖，构
筑纵横交织、互联成网的城市水
系，努力铺就“绿满邢襄、水润古
城”的生态底色，让百姓共享“生
态福利”。

构建城市公园体系，把城市建
在公园里。按照“园中建城、城中
有园、城园相融、人城和谐”的理
念，进一步加强绿化建设，全力构
建城市公园、街头游园、郊野公园
和城市绿化相融合的全域公园体
系。结合邢台地域历史和特色，全
方位展示邢台文化特征，提升公园
城市内涵，打造邢襄文化景观体
系，充分发挥环城绿道网、市域水
网的串联作用，形成全民共享、覆
盖全城、蓝绿交织的网络，营造全
民共享的公园城市宜居环境，将邢
台建设成可阅读、可感知、可欣
赏、可参与、可消费的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

（文/贾立宁）

邢台建设高质量的公园城市

铺就“绿满邢襄、水润古城”生态底色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不仅对传承人
认定更加严格规范，且正式建立起动态
退出机制等措施。作为非遗大省，河北
省一直都在探索动态管理机制，让传承
人队伍动态化，打破原先的只进不出规
则，对不合格的、履职不达标的传承人设
置红线、亮起红灯。业内人士表示，此举
必将进一步规范各级非遗传承人队伍，
为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和发展发挥积极
影响。

■完善认定机制
严格准入门槛，选出合格

传承人

“非遗真正深入民心，是近十多年的
事儿。关于其各项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完
善，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我省业内
人士介绍，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特别是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的基本
制度，是非遗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由于我国在此领域起步晚，加
之非遗丰富且复杂，所以一直是“摸着石
头过河”，不断总结完善相关制度体系。

我省非遗资源丰富，但是在最初，
大家重视程度不够，这些非遗技艺散落
在广袤大地之上，缺少呵护和管理。非
遗这个概念被人们接受之后，民间重视
程度高涨，一度出现蜂拥申报的情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种情况：某项
技艺明明在当地某姓家族传承逾百年，
但认定非遗传承人时，却无法说清楚流
传脉络，也经不起考证和推敲，找不到
突出代表性传承人。还有一些技艺，多
家都有传承，因实物及资料详实程度不
同，结果有的被认定为传承人，有的就
遗憾落选。甚至在某些地域范围，一些
非遗出现了民间认可和官方不认可的
情况。

“比如音乐会、中幡、武术等非遗技
艺，几乎都存在传承人的分歧。”我省民
俗专家王晟告诉记者，冀中一带这种情
况很普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复

杂，有历史原因、有地域因素、有门派传
承因素等。然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
因素则是，各地对非遗传承人的认定门
槛太低且不精细。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非
遗传承人呢？采访中，我省不少专家学
者指出，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所传非
遗是祖先所创造的；亲自参与活态传承；
原汁原味传承；自觉传授给后人；具有一
定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

此次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认定上，
就充分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办法》从
技艺精湛程度、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传
承活动开展、品质修养等方面，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作出了细化
规定。首次明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增加
材料复核、根据需要安排现场答辩、公众
异议等评审程序和环节。根据有关法律
规定，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荐
人选的公示时间修改为20日。

“新规的施行，进一步严格和规范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条件和程序，有
利于选出德才兼备的合格的传承人。”省
文旅厅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立退出机制
“河北经验”探索有效管理

毋庸讳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活态载体，能否选拔出合格的传承人，
将直接关系到这类活遗产能否得到传承
的问题。然而，一旦当选为传承人了，是
否就意味着终身不变？是否就意味着一
劳永逸呢？新的《办法》对此明确回答：
不合格则退出。

“咱们河北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采访中，省文旅厅非遗处相关人员介
绍说，《办法》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建立
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明确了取
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资格的五种具体情
形，“这里凝结着咱河北的智慧，是河北在
全国率先尝试动态管理退出机制。”

《办法》明确五种情况可取消传承人
资格：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采取
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的；无
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累计两次评估不
合格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
德，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自愿放弃
或者其他应当取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情形。

记者获悉，目前，我国已认定五批共
3068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央财政给
予传承人每人每年2万元传习补助，支持
其开展传习活动。据了解，截至2020年2
月底，我省公布了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877人，其中入选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149人，总数位居全国第四位。

记者从许多非遗从业者和民俗研究
者那里了解到，近年来一些非遗传承人
在申报认定时非常积极，但被认定后，得
了实惠，就不思进取，不怎么传授技艺；
还有一些传承人认为传承资格就应该

“父子相替”……这些短视狭隘的观念，
阻碍了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扬。

“享受了权利，就必然要履行相对等
的职责和义务。实行动态管理，打破终身
制，有利于非遗的长远保护。”河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党支部书记杜云生
告诉记者，传承人不仅仅是非遗的重要承
载者，更是传递者，为了鼓励传承人积极
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监督传承人履行传承
义务，2012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
级非遗传承人年度审核认证管理办法，通
过对传承人进行审核认证，健全传承人保
护机制，规范全省非遗管理制度。

“动态管理制度实施后，很快就有 3
名省级非遗传承人因审核未通过，被取消
资格，1名给予警告，并要求其所在地文化
主管部门进行督促整改。”杜云生说，最近
的一次是在2018年对2017年度省级传承
人（含国家级）进行审核，采取地方自审与
省厅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在传承人自查、
各市级文化行政部门按照要求自审的基
础上，最终采取考察座谈、面试答辩、实地
核查等方式，对我省 536 名省级传承人

（含国家级）进行了年度审核认证。其中
528人通过审核，1人给予警告，4人由于
身体原因丧失传承能力的仍保留传承人
资格，3 人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并从
2019年起停止发放传承人补助。

“退出机制能够推动真正愿意献身
于此的传承人积极主动地做好传承工
作，着力培养好继承者，把老祖宗的技艺
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蔚县剪纸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周淑英表示，相信随着
新规的实施，非遗传承人真正“动起来”，
古老非遗才能真正“活起来”。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3月12日，约旦首都安曼，我省女
子 拳 击 运 动 员 常 园 终 于 睡 到 了 自
然醒。

由于时差的关系，记者联系到她
时，她正在心情轻松地吃饭。“接下来
还有比赛任务，暂时不会回国。”对于
自己接下来的奥运之旅，常园充满了
期待，“现在就能去打奥运会该多好。”

3 月 10 日，2020 年东京奥运会拳
击亚大区资格赛女子51公斤级1/4决
赛，常园以5∶0击败塔吉克斯坦19岁新
秀科西莫娃，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格。
3月12日凌晨，常园又在决赛中以3∶2
击败日本选手并木月海，获得冠军。

“奥运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又不
是第一次。”常园说，4年前的里约奥运
会，她随中国队前往，但身份是2012年
伦敦奥运会亚军任灿灿的陪练。而东
京奥运会，她将正式走上赛场。

常园 1997 年出生于石家庄市行
唐县。受到爷爷和父亲习武的熏陶，
她自小就好动，9岁练武，10岁练跆拳
道，12岁又改练拳击。

那一天的场景常园记忆犹新：她
一如既往在石家庄市体校练跆拳道，
刚刚成立的河北女子拳击队也在那里
训练。“看到她们训练，突然感觉这个
项目好有趣。”她主动要求改练拳击，

“爸爸一直教育我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感兴趣了你才会真正地去付出。”

成为河北女子拳击队一员后，她
来到当时九江拳击俱乐部所在的迁安
市体校，在那里接受训练。慢慢地，她
发现自己打心底喜欢拳击。那时候，
女子拳击刚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
目，常园暗下决心：“我要拿奥运冠军。”

2014 年，在南京青奥会上，持外
卡参赛的常园拿下了女子 51 公斤级
金牌。2016年，她以陪练身份随中国
队前往里约，向梦想又迈近了一步。
那次虽然没能参赛，但她亲身感受了奥运氛围，受到很大激
励，甚至偷偷想过，如果自己能参赛会拿什么成绩。

随着任灿灿隐退，常园成长为中国女子拳击51公斤级选
手中的佼佼者。业内普遍认为，女子拳击 51 公斤级实力最
强的选手现在大多在亚洲。而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拳
击亚大区资格赛上，常园接连战胜了亚锦赛冠军、越南运动
员阮氏心，印度女子拳击传奇人物、六届世锦赛冠军玛丽·科
姆，以及塔吉克斯坦新秀科西莫娃、日本新生代拳手并木月
海，显示出了很强的竞争力。

尽管如此，夺冠后的常园依然保持着冷静。“中外拳手
各有优劣。她们有体能优势，我们有技术优势，奥运会还是
要拼。”她说，“中国女子拳击选手还没有拿过奥运冠军，我
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改写这个历史，站上最高领奖台，唱着
国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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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兆明（前排中）正在授徒。（资料片）
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