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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要“卖出去”
才有生命力

主持人： 湖南 “文化出海”， 还有哪
些 “短板” 要补齐？

鄢福初： 文化产品只有迈开步伐“卖
出去”， 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 才能真正
地流传起来。 现在我们谈文化“走出去”，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卖出去” 的问题。 近
几年来， 我们在组织文化出口的时候， 一
般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由政府来运作、 推
动， 另一种是由市场来选择。 现在政府推
动得多一些， 市场选择得少一些， 而经济
的交流恰恰相反， 是市场多一些， 政府少
一些， 我们以后要逐步让政府推动和市场
推进同步发展。

比如说梅兰芳到美国去演出京剧， 开
始是华人争相购票观看演出， 后来很多美
国人也慢慢开始试着听梅兰芳演的京剧，
结果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个当时肯定是
市场运作， 而不是政府推动。 现在我们的
各种文化产品去国外展出， 不能就摆在那
里看看， 而是要把实用价值、 美学价值向
外国人进行阐述， 让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接纳认同我们的文化， 然后用各种营销
手段， 把产品“卖出去”。

要解决“卖出去” 问题， 一方面要充
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组织重点企业、 重
点项目开展点对点推荐项目洽谈 ,加强与
国内外一流企业合资合作； 鼓励和组织企
业参加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展会和活动。 另
一方面， 也要加强与中央、 文化贸易发达
省份地区交流合作。 比如与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进行对口合作 ,借助其已有的网络和
资源 ,为湖南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
去” 疏通渠道、 搭建平台。 同时与发达省
份和地区合作 ,建立健全商务交流合作和
协调沟通机制,通过借船出海、 联合舰队、
抱团发展等方式 ,促进各地企业“抱团”
走出去。 另外， 也要加强行业内合作， 利
用行业协会协调、 沟通、 咨询、 监督、 研
究等服务功能 ,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
带来的风险,减少行业内“混战”、 “游击
战”。

黄黑蛮： 一定要打造足够的平台， 从
各方面来进行推广、 扶持优秀的艺术家，
这样才能慢慢让世界真正了解， 什么是我
们真正的中国文化、 真正的湖南文化。

我曾经带香港的警察书法协会来湖南
参观交流， 大家都对湖南留下了深刻印
象。 湖南的大好河山， 湖湘文化这样美
好， 高铁、 高速现在这么便利， 我们可以
积极发动境内外的艺术家、 艺术机构组织
开展各种各样的交流、 采风活动， 让更多
的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友人了解湖南文化。

江再红： 我觉得， 现在我们应该着重
解决湖南文化产业如何从依赖低成本劳动
力的发展模式 ,向培育核心创新能力转型
升级的问题， 要依托发展影视传媒、 出版
发行、 创意设计、 演艺娱乐、 文化旅游、
文化会展等优势产业 ,提升湖南文化产业
的技术层次和创新能力。 比如我们的湘
绣， 过去都是以国画、 书法为题材， 现在
跟世界接轨以后， 油画的题材也引进来
了， 而且广受外国顾客欢迎。

另外， 我觉得每个部门和每个湖湘文
化工作者、 非遗传承人、 大师都有义务、
有责任， 帮助世界人民来审美。 怎么帮他
们审美？ 就是要讲好故事， 教他们来了解
我们中国文化、 湖湘文化的历史， 引导他
们对湖湘文化产生兴趣， 然后才会形成购
买力、 形成市场。 这个过程需要大家长时
间去努力、 去坚持。 “民族的就是世界
的” 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需要我们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推广， 让世界人民都能享受
到湖湘文化的美， 都来了解湖南， 让湖南
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形成更美好的印象。 我
相信只要能坚持下来， 一定会成功。

代表委员访谈 文化出海
“湖南风”文稿撰写：

湖南日报记者 田甜 陈昂
主持人：李艳华
统筹：蒙志军

【嘉宾】
鄢福初 省政协委员、省文

化厅副厅长
江再红 省人大代表、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 长沙开福湘绣
研究所总工艺师

黄黑蛮 省政协委员、香港
职业画家

【提要】
文化的多样性，不但令这个

世界丰富多彩，也培育了文化产
品的跨国消费需求，为文化产品
的全球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空间。 那么，作为文化资源大省
的湖南， 文化产品将如何“出
海”， 并在国际文化消费大潮中
得以快速流动和传播，如何用世
界语言讲好湖南的故事？

在“向上，新湖南”联合访
谈演播室， 代表委员对此展开
热烈讨论。

【故事】

湖南伢子搭起
“丝路金桥”
湖南日报记者 田甜 陈昂

去年，一座由湘籍艺术家
舒勇创作的“丝路金桥”在米
兰世博会亮相，吸引了数十万
观众驻足观赏。

舒勇坦言，这座“桥”的设
计思路起源于湖南。 去年年
中，当接到为世博会联合国馆
设计雕塑的任务时，他来到家
乡，水系发达的湖南，一座座
横江而过的桥，一下激发了他
的创作灵感。

“要体现中国与世界各国
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没
有什么比桥更好的了。 ”他决
定设计一座象征中国与世界
沟通的“丝路金桥”。

“丝路金桥”全长28米、高
6米、宽4米，造型灵感取自距
今1700多年前我国隋代所建
的赵州桥。 构筑金桥的近两万
块金砖以及周边摆放的金球
都由树脂制作。 金砖内的花朵
选取了“一带一路”范围内53
个国家94个城市的国花或市
花，将丝绸制作的丝花融入金
色树脂内， 制成透明金砖；而
金球内则嵌有150多个参加米
兰世博会国家的国花。

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
侯赛因、 加拿大参议长富里、
泰国国务院副总理威沙努·渠
岩、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
等众多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
均在“丝路金桥”的金砖上签
名表示支持。“丝路金桥”被评
价为国际交流合作历史上的
标志性文化事件，成为了一座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桥”。

舒勇告诉记者，“丝路金
桥”在米兰的展览即将结束，不
久将回到中国， 目前已经有许
多省份与他接洽，邀其合作，不
过作为湖南人，他希望这座“金
桥”最后能够回到湖南。

【观点】

湖湘文化产品
结伴“出海”

主持人：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 湖南的文化产
品灿若繁星， 湖南有哪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文化
产品？

鄢福初： 我们的文艺演出、 动漫、 非物质文
化遗产， 在国外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比如去年春
节期间， 省文化厅组织了4支团队分赴澳大利亚、
意大利等5个国家参加海外“欢乐春节” 活动，
观众超过50万人次， 所到之处， 座无虚席， 观众
掌声如潮。 2015年在悉尼举行的“湘风楚韵———
湖南文化季” 活动， 推广了20多个湖南动漫游戏
企业品牌， 与澳大利亚多家企业、 政府等达成了
品牌授权、 创新创意设计、 电视节目合作等多项
合作意向； “神奇湖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上
展示的湘绣、 少数民族服饰、 凤凰纸扎、 湘西苗
族服饰绘画、 醴陵釉下五彩瓷、 滩头木版年画等
12个非遗项目都深受外国朋友喜爱。

通过这些文化活动， 我们把文化作品、 文艺
作品、 文化产品， 与商贸旅游结合起来， 推广到
到各个国家， 让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度、 不同
的地区了解湖湘文化，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湖南文
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黄黑蛮： 我的家乡凤凰是中国最美的小城之
一， 是非常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这里的人文气
息、 旖旎风光令人流连忘返。 像我们苗族的传统
苗歌， 原汁原味， 也非常有民族风情。 人们常说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湖南， 像凤凰这样有浓
郁民族风情的文化品牌还很多， 许多都是值得推
向世界的。

江再红： 以湘绣、 湘茶、 湘瓷、 烟花等为代
表的湖南特色产品， 既有文化底蕴， 品质又非常
优良， 都是非常有世界级竞争力的。 我经常在国
外参加表演、 展览， 每次我们的湘绣都能引得外
国友人的赞叹。 去年6月， 我有幸参加意大利米
兰世博会的表演， 我带去的作品中， 有一幅是我
刺绣的蒙娜丽莎画像。 很多外国观众都以为是幅
画， 不相信是绣出来的。 我请他们走近看， 看到
了刺绣的肌理纹路才相信。 爱尔兰的文化部长对
我们的作品赞不绝口， 看了又看， 用手机拍了又
拍。 由此可见， 我们的这些文化作品是非常受外
国人欢迎的。

� “文化出海”
一定非传统莫属吗

主持人： 长期以来， 我们习惯于把传
统的、 经典的东西拿出去展示， 以至于现
实的、 常态化的生活往往被我们的文化产
品所忽略。 请您谈一谈， “文化出海”， 一
定非传统莫属吗？

鄢福初： 现在我们说经济全球化、 信
息全球化， 文化也应当全球化。 文化“出
海”， 不像我们简单的商贸往来， 把商品卖
出去， 那边买了这个事就完成了。 文化不
一样， 是根植于民族之间， 属于文化认同
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湘绣、 陶瓷、 书画、
戏曲等， 和西方不一样， 我们保持这种民
族的个性， 再放到世界格局里， 通过深层
次渗透进去， 影响到人的心灵深处， 才叫
做文化“走出去”。

黄黑蛮： 湖南的文化产品出口， 多还
是采用实物贸易为主的简单出口模式 ,烟
花、 爆竹等初级工艺制品出口,远远高于内
容生产创意产品出口额。 湖南文化企业打
开海外市场的主要产品， 仍是依托廉价劳
动力获得成本优势的“硬件产品” ,内容和
创意的“软件产品” 比例不高 ,� 以版权贸
易、 对外直接投资、 资产收购等模式进入
国际市场较少,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抢占
产业价值链高端的能力还是比较弱。 文化

“走出去” 不仅包括传统文化， 同时也包括
现代文化， 要给世界人民展现一个现代的、
光明的、 美好的湖南形象。

江再红：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
祖宗通过几千年的传承， 师傅带徒弟， 母
亲带女儿， 姐姐带妹妹的一个传承方式，
口授相传的。 而我们的作品， 存在一个问
题就是缺少原创的设计， 这是我们需要下
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不仅是我们的非遗产
品， 我们的电视节目、 影视作品也一样，
需要更多的原创和特色， 不能只是模仿、
购买版权， 要下大力气在原创上， 创作出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作品， 让别人来学习、
模仿我们， 购买我们的版权。

1

2

3

� � � � 2015年，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团队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

� � � �阿曼妇女在学习湘绣技艺。

� � � � 1月27日， 鄢福初委
员 （左二）、 江再红代表
（右二）、 黄黑蛮委员 （右
一） 在“向上， 新湖南”
会客室接受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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