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成功申遗有利于增强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敬畏。”

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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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11月30日被正式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又一次引发

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之情，也

再次唤醒我们对大自然应有的礼敬。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人通过观察

太阳周年运动，探寻一年中时令、气

候、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发明了

“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指导着

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

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至今“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人的生

活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

功能，如许多习俗、养生等都与“二十

四节气”相关。

在久远以前科技手段缺乏的情况

下，中国古人就能对时令、物候等的变

化有如此准确的观察，让人不由对先人

的智慧生出敬佩之情。“二十四节气”也

体现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善于与自然和

谐相处，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维

方式。

“二十四节气”成功入遗，体现出

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智慧的认可，有

利于国际社会更多人认识“二十四节

气”，并通过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

众多中国文化遗产，更深层次体会中

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人“道法自然”的理念，也曾

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效仿。例如欧

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重农学派”

就从中国人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中受到

启发，主张效仿中国文化中的“自然

法”，安排农业生产，实现经济自由。

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以及其他

违背自然规律的种种活动，让当今人类

面临着气候变化、生态失调等许多恶

果。“二十四节气”成功入遗，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引发国际社会发掘其所代表

的深层文化理念，引导人们对大自然多

一些敬畏之心。“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

我们，大自然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循

环变化，人类所应做的是在尊重自然的

基础上开展生产生活实践。

入遗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是

在未来的日子里，实施好已制定的保

护和传承计划，使这一重要文化遗产

在当代社会展现新的活力，尤其是能

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参与文化传承。我

们也应以此为契机，提高人们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视，引导人们从传统智

慧中汲取精神力量。

越来越多的中国项目入遗，也表

明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呵护。迄今中国共有39个非遗项目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是

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家、省、市、

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也已初步形成。

我们应当更加全方位传承好宝贵文化

遗产，让它们所承载的智慧底蕴和创

造力薪火相传。

（新华社）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会11
月30日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

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

遗产再添“中国符号”。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

连。秋处白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这首中国人熟知的“节气歌”，暗

含了“二十四节气”的先后顺序。

“对于‘二十四节气’申遗，我刚开

始还是有些担心的。”冯骥才解释说，

“二十四节气”属于知识类和实践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气候的多样

性，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评委

对于‘二十四节气’有不同的感受和理

解。好在，最后申遗成功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历法的国

家之一。“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先民

根据太阳在一年中对地球产生的影响而

概括总结出的一套气象历法，它自秦汉

时期至今已经沿用了2000多年。在没

有“天气预报”的中国古代，“二十四节

气”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今仍在影

响国人，指导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自然观、

生命观、宇宙观、哲学观的显现，也是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的体

现。”冯骥才强调说，“正是鉴于其重要

性，200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冯骥才指出，“二十四节气”顺应了

自然规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得到

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定。它的申遗成功

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充分体现了

国际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尊

重，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它认识和了

解中华民族的理想、准则和精神。

冯骥才最后表示，“二十四节气”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应该是传承和保

护的新起点。“国家和地方要有一套科

学合理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

（新华社）

在我国北方地区有冬至包饺子的传统。11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会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华社/发

生产和需求继续扩张

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最近两月

上升明显，10 月升幅达到 1.9 个百分点，11
月又上升0.4个百分点，达到53%以上，高于

去年同期3.4个百分点。

同时，进出口有所改善。新出口订单指

数和进口指数为 50.3%和 50.6%，分别高于

上月1.1和0.7个百分点，双双回升至临界点

以上，且为年内高点。

“这显示需求继续回升。”中国物流信息

中心分析师陈中涛说，从企业调查来看，反

映订单不足的企业比重连续5个月下降，最

近三月降幅明显扩大，均在 3 个百分点以

上。同时，受到圣诞节临近、国际市场需求

短期集中释放等因素刺激，外部需求也有明

显改善。

需求改善、价格回升，导致企业预期向

好、生产扩张意愿增强。在分项指数中，生

产指数接近54%，达到2014年1月份以来最

高值。企业采购量指数、进口指数、原材料

库存指数均有上升，达到2014年8月份以来

的最高值。

此外，数据显示，11月份，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大类中，有 16个行业 PMI指数回升

到50%以上，反映出多数行业初步扭转低迷

态势，出现恢复性回升。特别是农副食品加

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汽车制造业上升

最为明显，对制造业整体指数上升带动均超

过0.2个百分点。

成本压力等困难显现

在各项指标转暖的同时，企业成本上

升、小型企业经营压力大等苗头性问题不容

忽视。

成本上升主要体现在原材料和运输环

节。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指出，反映原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

上涨的企业比重超过三成，为近三年的高

位。同时，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

进口原材料成本有所增加，对计算机通信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影响较大。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调查显示，一些企业

反映，煤炭、焦炭以及塑料原料等产品价格

上涨快，成本压力加大。而反映运输成本问

题的企业比重连续4个月上升，11月份达到

33.6%，为近年来最高值。此外，煤炭、部分

化工原料、纸浆和纸板局部地区供应紧张。

“成本上升加快侵蚀企业利润，企业对

此担忧情绪上升，受此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预期指数有所回落。”陈中涛说。

此外，小型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11
月份，大、中型企业 PMI 进一步回升，但小

型企业 PMI 为 47.4%，低于上月 0.9 个百分

点。

“小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明显不如大中

型企业，”赵庆河指出，小型企业生产经营继

续位于收缩区间，且降幅有所加大。

四季度经济趋势向好

PMI数据的回升显示当前经济缓中趋

稳的基础进一步夯实，释放四季度经济稳中

向好的重要信号。

“结合 PMI 指数走势及调查中企业反

馈的意见来看，市场需求回暖，价格回升，企

业开工率提高，这种整体向好发展态势还会

持续一段时间。”陈中涛分析，四季度经济企

稳态势将进一步巩固，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良

好，预计全年能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张立群认为，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原

材料库存、采购量指数提高,表明企业补充

库存活动趋于增加。综合研判,未来经济保

持平稳增长的概率较大。

此外，当天发布的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4.7%，比上月上升 0.7个百分点，

连续三个月上升，为 2014 年 7 月以来的高

点。非制造业延续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增

速进一步加快。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

11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

上升，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经济运行保持

稳步较快增长趋势。零售业、邮政快递业等

与消费相关的服务业领域表现活跃，将成为

近期拉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新华社）

PMI升至两年来高点

经济趋稳向好基础再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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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二十四节气”成功申遗
有利于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自信

唤醒对大自然的礼敬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日联合发布数据,

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7%,比上月上

升0.5个百分点,升至两年来的高点。

作为宏观经济重要先行指标，PMI回升显示生产和需求

转暖，市场预期改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

为，PMI指数11月份继续提高,并已连续4个月保持在荣枯线

以上，经济增长趋稳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近期煤炭价格的上升超过市场预期，

少数煤炭产需企业不同程度也有误判，有的

地方为此对去产能产生动摇，有的煤炭企业

重现复产冲动。”连维良 1日在秦皇岛举行

的全国煤炭交易会上说，对煤炭市场有理性

判断，是决定今后一段时间行业走向的关

键。

连维良分析说，一是需求并未增长，今

年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费继续下降 5.1%。

只是 7月份以来受经济回暖和水电储力下

降影响，煤炭消耗有所增加，但总体仍下降

1.9%。

二是供应有绝对保障。煤价上涨使市

场担心去产能是不是去多了，阶段性供给偏

紧能否快速缓解。这两个月的实践和市场

变化已经证明，不是没有供给能力。通过减

量生产控制的产能，可以根据市场变化有序

释放。

三是价格可以有序回调。今年，煤价上

涨的一部分是对前期煤炭价格的合理回调，

有关部门通过积极增加先进产能的投放、提

高铁路运输保障、引导签订中长期合同、规

范价格指数编制等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目前

煤炭价格小幅下降。

11月 30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每

吨 599元，跌破 600关口，连续四周回落；郑

州交易市场动力煤主力期货已降至每吨

580元左右。

连维良认为，煤炭不会再跌回“白菜

价”。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政府

会实时采取必要调控措施，使煤炭价格稳定

在合理区间。

（新华社）

发改委副主任：

煤炭价格下一步将继续回落

曾一路暴涨的煤炭价格

近期明显降温，连续四周下

行。针对未来价格走势，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

1日表示，下一步煤炭价格

肯定还会回调。等到供暖季

结束，回调幅度还会更大。

不过，可以肯定不会重新跌

回到每吨 370 元的超低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