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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文舜

2012年8月 ，由常杏芝设计 ，湘绣城
刺绣研究所绣制的《新潇湘八景》已成功
申请国家专利。 这是湘绣城有志“擎起工
艺湘军的旗帜”又一成果。

湖南有着丰富的民间工艺美术资
源， 而将这些资源通过产业化的节点转
化为经济财富，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
需要擎旗人。 星沙湘绣城人正在擎起这
面旗帜。

湘绣城，深水试航中成旗舰

湘绣城有擎旗的本钱。 他们告别民
族工艺美术生产中“散兵游勇 ”方式，突
破传统，“集团作战”，走创新之路。

正因为如此， 湘绣城在短短的20年
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厂，一跃
成为行业的“旗舰”。

它从一个单一的湘绣品生产企业 ，
引进 、组合和发展成为拥有服装 、家纺 、
电脑绣花、印花 、珠绣 、制线 、纽扣 、拉链
等21家企业组成的湘绣产业集群， 还逐
步引进银饰、瓷艺、雕刻等其他门类的企
业，形成了六大工艺美术产业，成为一个
集生产 、研究 、销售、旅游于一体的综合
性民族工艺文化产业基地。 它的装饰品
以湘绣特色产品为主，专业而精良；日用
品达100多个产品，300多个类别。 产品销
售以出口为主， 销售网络覆盖韩国 、日
本、新加坡、西班牙 、意大利 、美国 、加拿
大等及港澳台地区。

创新，用料创新，生产手段创新 ，生
产工艺创新，经营管理创新，使它不仅成
为中国湘绣行业当之无愧的 “旗舰”，也
成为一个多位一体的综合型刺绣生产基

地，更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刺绣生产基地，
被曾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 中国民协
党组书记白庚胜誉为 “民间文化产业的
一面旗帜”。

品牌魅力，带来工艺湘军
大聚集

湘绣城的崛起， 让处于尴尬境地的湖
南工艺美术产业界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从前几年开始， 湖南民族传统文化
产业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大胆提出 “整合
资源、集约生产、联手销售、规模经营”的
全新振兴民族文化产业的新思路，“企业
集群” 在民族文化产业中开始了它的新
生命之旅。

2007年， 湖南工艺美术协会联合全

省湘绣、银饰、陶瓷、浏阳菊花石雕、湘西
土家织锦等14家工艺美术企业，在星沙创
建湖南工艺美术产业基地。 让星沙湘绣
城已与湖南工艺美术产业基地“合兵”一
处，通过产业的链条外延聚集到一起，分
工协作，优劣互补。

在这个工艺美术基地的规划蓝图上，
将分步骤的实施：第一期工程进行金、银
制品加工企业、湘绣生产企业、珍珠加工
企业、工艺服饰生产企业、工艺画制作企
业的生产用房和“物流中心”及部分生活
用房的建设； 第二期工程建设艺术瓷生
产企业 、工艺家具生产企业 、石雕企业 、
综合工艺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用房和 “工
艺美术产品营销中心 ”、“工艺品制作演
示中心”及部分生活用房的建设；第三期
工程完成 “湖南工艺美术国际展示中

心”、“工艺美术产品检测中心”、“工艺美
术大师设计中心”、“工艺美术职业培训中
心”及部分生活用房的建设。

“湖南手工艺产业一次新
时期的革命”

这种聚集模式可以在巩固生产基地的
基础上发挥湘绣现有市场优势， 开发工艺
美术产品， 实施产品捆绑连锁经营与特许
加盟相结合的方式， 积极开拓国内外两个
市场。 因而被有关权威人士誉为：“湖南工
艺美术基地的建立， 将标志着湖南手工艺
产业一次新时期的革命， 再次迎来民族传
统文化产业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

湘绣城在擎旗中，付出了许多，也收
获了许多：2005年12月8日， 他们举办了
“湖南首届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2006
年，承办了首届湖南工艺美术博览会，22
个省、56家工艺美术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全省14家湘绣企业在湖南湘绣城首次走
向大联合；2008年， 举办了首届湖南湘绣
服装艺术节，全国200多家企业到会参展；
2009年，承办了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暨湖南省旅游商品博览会；2010年3
月 ， 全国非物质文化产业保护示范基
地———“金霞湘绣园”在这里奠基； 2010
年， 他们承办了首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
节暨第三届湖南工艺美术品博览会。 他
们的作品不断获奖， 2010年4月， 王进斌
创作设计绘画、 刺绣研究所刺绣的作品
《和谐盛世 》 还入展上海世博会联合国
精品馆 ； 2011年 ， 董事长曾应明作词 、
殷景阳作曲的 《百年守望》 在全国首届
“中国绣”湘绣征歌大赛中获奖。 2010年，
湘绣城被评选为全国工艺美术行业 “十
强企业”。

■文化视点

擎起工艺湘军的

土耳其
驻华大使馆
文化参赞欧
胜瑞等一行
参观湖南湘
绣城， 对湘
绣披巾爱不
释手。
通讯员 摄

诗人变身美术馆长
本报记者 陈薇

9月，“名家作品收藏系列第一回展暨书画名家创作笔会”在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文萃报美术馆开幕，这是今年6月正式开馆的
文萃报美术馆继“张锡良书法精品展”之后举办的第二个展览。
馆长熊勇是长沙人，从诗人变身为美术馆长，他直言：“从小我就
喜欢画画，艺术是我的梦想。 ”

按照熊勇的创意， 不到400平方米的美术馆被划分为展厅、
休闲区和工作室。美术馆面积不大，馆内工作人员加上馆长也只
有4人。熊勇表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今的他身兼数职，为美
术馆的业务里外忙碌着。

翻阅着他曾经在台湾出版的这本名为《尖叫坡》的诗集，熊
勇形容自己转型的初衷，“艺术是相通的，我喜欢写文字，也喜欢
画画。 从事与艺术有关的事我觉得很快乐。 ”除了自由撰稿人身
份，熊勇还曾南下广州打拼，直到去年才回到长沙。

当艺术从“爱好”上升到“职业”，熊勇对其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改
变，“我希望能将文萃报美术馆建设成为一家集展览、传播、创作、学
术、交流、培训、收藏为一体的高端艺术机构，来宣传、推广当代优秀艺
术家，发现、挖掘本土有潜质、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艺术家。 ”

为了掌握最新的本土画家资讯，熊勇与省美协、省文联等艺术机
构保持着密切联系。今年省内成立了油画家学会、工笔画学会及中
国画学会，熊勇与各学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并创刊了《萃艺
术》来报道、宣传省内美术界的大事、盛事，“湖南艺术界缺乏一
份专业、全面、具鲜明特色和独立精神的综合性艺术刊物，这种
需求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情形，这种需求也正好与本馆的办刊
方向完全吻合。 ”从策划、内容、版式、校对到出版，每一个环节熊勇都
认真把关、负责，丝毫也不马虎，用他自己的话形容，“累并快乐着。 ”

身兼数职的熊勇不仅需要随时关注艺术界的动态， 还要组
织策划馆内的一系列展览，不仅要定期编排出版刊物《萃艺术》，
还要积极与赞助商及收藏家保持联系。 “艺术家、展览馆、收藏
界、评论界，将它们串联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链条，才有适
合艺术滋生、成长的土壤和环境。 ”在熊勇看来，目前的文萃报美
术馆才刚起步，前方的路还很长，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虽然艰辛， 熊勇却坚信前途很光明，“我希望能将文萃报美
术馆打造成一张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的艺术名片， 使本馆成为本
土乃至国内一家有影响、 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专业艺术机构。 我
相信， 只要有坚持， 就会有回报。”

省少儿图书馆获评“示范基地”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徐浪）2012“全国图

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划（湖南站）”巡讲活动今天在长沙举
办，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为我省各市县图书馆的200余名工作人
员，讲授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开幕式上， 中国图
书馆学会授予省少儿图书馆 “全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升计
划示范基地”。

此次巡讲活动旨在通过对图书馆少儿服务馆员的培训，提
高其理论水平、服务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好地发挥少儿图书馆在
未成年人阅读中的引领作用。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
会副理事长陈力，德国斯图加特儿童图书馆总馆长凯瑟琳·罗斯
勒女士，亲子教育专家、台北市经典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洪淑慧
等，讲授了国内外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阅读指导
与少儿心理学、数字化信息服务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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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

■文化大观园

第三届芙蓉艺术节总决赛举行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小卉）由芙蓉区文

体新局主办、区文化馆承办的“第三届芙蓉艺术节”总决赛今天
在芙蓉区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各社区的艺术团、居民、学生、外来
务工人员，纷纷上台一展才艺。

芙蓉艺术节历时9个月，分为初级选拔赛、区级总决赛和闭
幕式暨颁奖晚会3个阶段。 参赛内容包括书法、美术、摄影、声乐、
舞蹈、曲艺、戏剧等艺术门类，全区职工、居民、学生4000余人踊
跃参与。 此前已经举办的书法、美术、摄影赛，共收到100多件作
品。 今天的总决赛分为综合类和舞蹈类，有57个节目参加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