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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朝清供
■ 缪士毅

伴随新春佳节来临的脚步声， 岁朝清供
又一次成为人们钟情的乐事， 不仅为新春增
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也蕴含着人们对新的一
年平安吉祥的祈求。

岁朝 ，即农历正月初一 ，清供 ，就是清
雅的供品。 岁朝清供，是我国民间一种用花
木盆景或画有花木果品的中国画来庆祝新
春佳节的传统习俗。 我国唐代时已出现《岁
朝图 》，文人雅士将一些金石 、古董等物品

绘制成画挂壁 ，意在祈福纳祥 ，到宋代 ，民
俗流行至宫廷 ，宋徽宗每逢新春来临 ，命画
师们绘制花卉禽鸟陈列宫中 ， 以烘托岁朝
的喜庆氛围 。 此后 ， 岁朝图的内容日趋丰
富 ，经明 、清而至近现代 ，花卉果蔬 、文房器
物 、灯笼鞭炮等 ，都可成为 《岁朝图 》上的吉
祥物 ， 并将这些吉祥物视情配以博古架或
紫砂茶器或如意等器什 ，使画面更加温馨 。
新春岁时 ，人们将 《岁朝图 》供挂于堂室 ，烘
托节日气氛。

岁朝清供以其美好寓意历来为我国文人

雅士所青睐，并不惜笔墨加以弘扬。晚清民国
时期著名画家吴昌硕几乎每年正月初一都会
画《岁朝清供》图，且变化组合颇多，金石、古
器、盆景等皆为入画内容，并配以梅花、水仙、
石榴、佛手、枇杷等。他曾于八十岁时，创作了
一幅岁朝清供图，画中绘梅花、牡丹、兰草、荔
枝、如意，充溢着岁朝时节的吉庆氛围，其所
含蕴义， 恰如画中所题：“贵寿无量， 子孙富
昌。 岁朝清供，春风满堂。 ”

随着时光流逝，人们欢度新春佳节时，已
从在厅堂挂一些“岁朝清供图”，转向按岁朝

清供图的画意，将花木果品、盆景或器什，直
接陈设于案头或几上供玩赏， 给人更为直观
和雅致的视觉享受。 普通百姓家里的岁朝清
供，多以瓶插花木迎接新春，如将腊梅与天竺
共插，寓吉祥如意、喜上眉（梅）梢之意；或以
当代插花手法，取用各式时令花卉插瓶，渲染
新春气氛。

岁朝清供， 往往通过所供物品的名称谐
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来表达对新春佳节的
祝福。 清供的花卉，诸如水仙、梅花、玉兰等；清
供的果蔬，如橘子、柿子、佛手、荔枝、灵芝等。这
些花卉果蔬组合后，会表达出一些约定俗成的
美好寓意，如柿子、灵芝组合，寓意“百事如意”，
玉兰、牡丹、海棠组合寓意“玉堂富贵”等。这样，
将对新春佳节良好祝愿，寓于岁朝清供之中，同
时也增添了岁朝清供的文化内涵。

·边看边画·

六部门联合发文促进海外文物回流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国家文物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六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意见提出， 试点开展文物进境登记工作，
积极研究调整促进海外文物回流税收政策，优化文物临时进出
境管理和贸易便利化服务，发挥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综合保税区、进口博览会等重点平台开放
优势，引导鼓励海外文物回流并向社会提供展览等公益服务。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相关规
划，提出：加强对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推动图书价格立法，有
效制止网上网下出版物销售恶性“价格战”，营造健康有序的市
场环境。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倘若“图书价格立法”能顺利落
地，书价的定位也就有法可依。 创作者、出版商、实体书店则多
了道保护屏障，可以精心打磨作品，有助于图书出版市场、文化
产业更加规范地发展。 （谷雨/文 艺林/图）

推动图书价格立法 制止恶性“价格战”

据新华网报道，“翰墨颂中华 舞彩庆冬奥———首届中国体
育艺术作品大展”在北京冬奥村正式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以
奥林匹克文化、 奥运城市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创作的
100 件艺术佳作。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3 月 13 日北京冬残
奥会闭幕。 赛时阶段，展览还将在北京李可染画院等多个艺术
馆面向公众展出。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活动组委会还将在全
国多地进行巡展，部分作品将被选送至国内外多家奥林匹克博
物馆收藏。

首届中国体育艺术作品大展在京开幕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202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工
作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对今年申报项目进行
了认真评议。国家出版基金自 2007 年设立至今，共利用中央财
政资金 57 亿多元，遴选资助了 6000 多个优秀出版项目，推出
了近 5000 个项目成果。 其中，600 多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在引领出版
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家出版基金 10 余年资助 6000 多个项目

·藏者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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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人，激活乡村大舞台

要过年了，冬闲时节 ，宿州市泗县
屏山镇的居民们却闲不着：他们忙着跳
广场舞、打篮球、举办拔河比赛……各
种活动层出不穷，镇里的广场上常常爆
发出阵阵欢呼和笑声，这些文化活动的
顺利开展，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广播电视
工作站站长张亮。

张亮作为屏山镇文广站站长，始终
坚持把文化活动送到基层、把党的政策
宣传到基层。 他聚焦文化扶贫，以自力
更生、 艰苦奋斗的脱贫户事迹为素材，
创作了《懒汉脱贫》《扶贫暖人心》等戏
曲作品，到各村巡回演出，宣传党的政
策、激发贫困户脱贫动力；为扎实推进
“扫黄打非、扫黑除恶”工作，他自编三
句半《扫黑除恶民安康》、大鼓《扫黑除

恶政策好》等一系列作品，依托这些作
品，屏山镇文广站年均组织开展文化扶
贫演出 35 场次，观众 1 万多人次。

早在 2009 年， 屏山镇文广站被列
为省第一批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
张亮参与了项目选址、 资金筹措等工
作，他不怕磨破嘴、跑断腿，终于推动项
目于次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2018 年，工
作站全面升级改造，以全新的面貌年均
接待 5000 余人次， 举办各类文体活动
100 余场，观众近 3.5 万人次，举办各类
科普活动 12 期 ， 参加培训近 2000 人
次。为达到每村建有高标准农民文化广
场的要求，张亮多方请示汇报，入村沟
通协调，找地点、寻资金、谋立项。 目前
全镇 15 个行政村均达到了 “一个文化

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文化大舞
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
播器材、一套体育器材”的“七个一”标
准。 同时，张亮积极挖掘地方文化特色，
把历史文物、民风民俗、生活生产等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相结合，帮助村里
设立村史馆、农耕展览馆、家风馆等，展
现了农村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民风民
情， 增强了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
镇里的民间曲艺艺人和文艺爱好者进
行系统培训，培养了 5 名省级文化带头
人、25 名市县级非遗传承人；指导各村
组建了广场舞队、钱杆队、腰鼓队，定期
组织这些团队进行训练和比赛，极大丰
富了当地群众的生活，为振兴乡村作出
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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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争先开创新局面

说到公共文化服务，不得不提
起我省的蚌埠市，该市近年来文化建

设异军突起，成功创建了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

近期，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
五”专项规划》印发，我省有 ７ 项入选，
其中，蚌埠就有双墩遗址、禹会村遗址
２ 项入选，而且 ２ 项都被列为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项目。 蚌埠是花鼓灯之
乡，这种优势被充分发挥，《大禹》《石榴
花开》相继斩获舞剧“荷花奖”，填补全
省空白；《大禹》和泗州戏《欠条》、小品
《改道》分别入选全国“百年百部”和“百
年百项”重点扶持作品；《大禹》和现代
泗州戏 《绿皮火车 》相继驶进 “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
里深厚的文化传统。

蚌埠市这些文化成果的取得，离不
开当地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细致、精
准和独辟蹊径。

在公共文化设施方面 ， 蚌埠市以
“绣花针 ”的功夫 ，完善了服务群众的
网格化建设。 蚌埠市博物馆获评国家
一级馆；新建市县文化馆新馆 3 个 、县
区图书馆 6 个、县博物馆新馆 1 个 、城
市共享书屋 22 个 、阅读点 20 个 ，全面
升级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 新增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9 万余平方
米。 在公共文化管理方面，大胆创新体
制机制 ，市级 “三馆 ”均建立 “理事会+

管理层+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乡、
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均建立图书馆分
馆、文化馆分馆；建立事前征询和事中
事后评价机制，努力吸取经验教训。 在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方面 ， 蚌埠市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送文化”上线，建
成“蚌埠文旅云”平台；“种文化”扎根，
建立基层群众文化 “智囊团 ”；“管文
化 ”到点 ，建立公共文化场馆服务 “四
方监督体系”，让服务更加细致、到位，
让群众更为满意。

本栏配图： 合肥市肥西县桃花
镇综合文化站里开展的各类活动。

（资料图片）

文化站馆，转型升级活力足

敲起架子鼓，吹响葫芦丝 ，一幅幅
大红春联笔下成型———新春来临之际，
肥西县桃花镇综合文化站里人潮涌动，
格外热闹。

近日，桃花镇综合文化站获第九届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站里的“常客”们来得更
勤了，外地打工者返乡时也会过来看看
热闹，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外地游客也
会好奇地来参观打卡。桃花镇综合文化
站是栋临街小楼，交通方便，门面醒目。
据镇里负责宣传工作的臧世超介绍，该
镇是工业重镇，经济发展起来后，更加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惠民活动 。
2019 年镇政府投入 200 万元，对文化
站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目前，站里
楼上楼下约 1000 平方米，站外配
有宣传栏 、大舞台 、文化广场和
LED 大屏，既时尚又实用。

说起改造文化站的事 ，肥
西县文旅局局长李家文很有感

触，他介绍，为更好地适应群需求，在改
造前，他们曾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总共
征集了近 5000 人次的居民意见。 这样
升级改造后的文化站功能齐全，服务周
到：居民希望看戏看电影，就修建了多
功能演艺厅；群众希望学舞蹈、练瑜伽，
就修建了舞蹈瑜伽室。

桃花镇居民、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孟
华说：“有时放学会和同学一起到这边写
作业、看书，文化站里有不少免费的培训
活动，我报名了每周六的葫芦丝班，有专
业的老师教我们学习， 教得很好也很有
耐心。 ”74 岁的岳甫元老人说：“自从有
了文化站，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有了奔头，
现在我经常和老伴一起来听听庐剧，看
看电影，写写毛笔字，有时文化站还会为
老人们专门组织开展一些活动， 感觉生
活都变得充实了，必须点赞！ ”

2019 年底，在合肥市文旅局的指导
下，桃花镇在全市率先探索乡镇文化站
转型升级，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择优

引入社会专业化运营团队，通过合同约
定、 奖惩措施来指导和监督文化站运
营。 文化站站长刘静深有感触地说，过
去文化站人手不足， 许多事都有心无
力，社会化运营后，站内配有 9 名专职
文化工作者，力量增强了，职责明确了，
任务落实了。 做到了专业人做专业事，
实现了场所设施“有人管”、图书“有人
看”、活动“有人气”。 现在文化站每周开
门时间不低于 70 小时， 群众们可以随
时进来看书读报；瑜伽班、葫芦丝班、书
画班等常年举办， 免费授课，“每次办
班，我们在手机上发布预约信息，往往
20 分钟内就报名满额了 ， 火得不得
了。 ”刘站长说，人来得多了，文化站就
会办得更好，也让更多的群众享受了文
化惠民的福利。

现在，桃花镇文化站已成为当地群
众的精神“加油站”、文化大舞台和休闲
娱乐场，参加文化站活动已成为周边群
众生活的“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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