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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雨花区花侯新市民公园东南角，有一座精
致典雅的小木屋，内有文艺味十足的装饰风格，外倚
百年古桑树，周围绿草如茵，视野开阔，乍一看，还以
为误入“白宫”。

它其实是一所设在公园里的图书馆。
在全民阅读时代，为丰富居民文化精神，满足居

民现代阅读需求，今年 6 月，“阅读花园” 免费向市民
开放，成为湖南首个在公园开设的小型图书馆。

50 平方米的书屋内，整套茶艺工具、咖啡设施等
一一陈列，干净清雅；配备了最新的文学、经济、互联
网、美容、养生保健、少儿绘本等各类书籍近 2000 余
册，全部图书按图书管理要求加以编目，分类摆放，整
齐有序。 小小的空间常常挤满看书借书的人。

“阅读花园是文化惠民利民工程，更是文化体制
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以“文化惠民”为宗旨，雨花区
文化建设者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胆创新，开辟了一
个又一个独具“雨花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途径。

把文化设施送到居民家门口。黎郡新语小区， 一
个农民安置小区，雨花区图书馆第一个分馆便设在这
里，上万册图书分类陈列，村民、小孩常常开心前来、

“饱腹”而归。按照市级要求，雨花区图书馆、文化馆分
别在基层设立了 4、5 个分馆；街道文化站、社区文化
活动室实现 100%全覆盖， 并实现免费开放常态化；
此外，雨花区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了篮球馆、羽
毛球馆、游泳场馆免费开放。

以活动为载体塑造浓厚文化氛围。一年一届已连
续举办了七届的“书香雨花”读书节又将开幕，系列趣
味活动，让读者在轻松快乐的阅读中获得新知，年年
吸引无数市民参与；图书馆一季度一次的“图书漂流”
活动，让孩子们可以相互交流读书心得，感受阅读快
乐，深受孩子们喜爱；常年不断的图书进社区活动让
居民手留书香；群众文化艺术节接了地气，市民终成
舞台上的主角。

整合优秀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由社
会资本打造运营的德思勤 24 小时书店，集书店、咖啡
馆、设计中心等功能于一体，品一杯咖啡，读一本书，
生活无处不惬意自在，自去年开业以来，它已成为雨
花独特的文化地标； 小鱼儿创意美劳儿童艺术馆，免
费为小孩进行美术等艺术培训，每到寒暑假，人气爆
满，培训时间从早上一直延续至晚上十点……

平台“硬件”充满活力，精神“软件”不可或缺。 在
雨花区，崇德广场、“和为贵”融城苑、“善作魂”尚善家
园等一个个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公园、广
场、社区纷纷涌现。闲步侯家塘街道廖家湾社区，但见
“积善崇德、兴家爱国”的社区精神体现在社区各个角
落———友善楼、慈善楼、德善楼，每栋楼宇都以“善”字
命名，善队善举、善人善行屡见不鲜；小小的社区，拥
有“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鲁爷爷爱心工作
室”两个知名雷锋服务品牌，踊跃着数十支雷锋志愿
者队伍常年穿街走巷、帮扶邻里。社区的孤寡老人，不
觉孤独，说这里就是一个温馨大家园……

改革， 发展， 新生。 文化体制改革，雨花走出了
一条重塑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积
极性、创造性的新思路，让全民处处沐浴文化的清风。
今日雨花，文化气息处处在，文化韵味人人悟。魅力雨
花，魅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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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让文化深入生活，深入心灵。 这是时
代的号角、社会的共鸣，开启了文化建设的新征
程。

文化，是历史积淀物，是一种社会表象，更是
一种生产力。 在经济繁盛的当下，让文化贯穿发
展的每个环节， 让文化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显
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长沙市雨花区把准时代脉搏，迈着铿锵的步
伐，立足于“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育民”的新
思路，在迈步“文化强区”的道路上，全力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 文化产业逐步壮大，文化公共服务
平台不断完善，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渐成规模。

如今，在经济日益繁荣的雨花区，文化繁荣
逐步实现，文化底蕴日益增厚，以历史为底色的
精品文化项目建设，更是为文化雨花抹上了一层
神秘色彩，大手笔建设的一个个现代大型文化项
目则令雨花朝气蓬勃。

位于雨花区城市主干道韶山路与劳
动路交会的黄金旺角， 一座屹立云端的
玻璃大厦格外亮眼。在这里，文化创意企
业的发展与装修轰隆声并存， 展示着这
个城区的文化发展热度。

中 机 国 际 项 目 总 建 筑 面 积
109117.83 平方米， 是一座涵盖专业写
字楼、购物中心、美食广场、商务休闲等
配套设施的楼宇。就在今年 6 月，它被贴
上全新标签： 雨花区文化创意产业示范
基地。

尽管建成营运不久， 这里已入驻不
少企业。 其中，文化创意、设计类企业已
超过 70%。

让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以此推动文
化企业集聚发展， 在雨花区显然已不是
第一次。在圭塘河畔，与中机国际遥相呼

应的是雨花区首个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雨花区汇艺文创中心。

采用社会资本负责项目建设、 政府
提供政策扶持模式， 雨花区政府和湖南
汇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汇艺文创
中心。 2015 年，中心投入运营，成为长沙
市第一栋文产专业楼宇。

这是一栋堪比国际水准的文创楼
宇。数万平方米的广阔创意空间，以及银
行、餐饮、咖啡厅等周全配套设施的创意
环境，使其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吸聚数
百家文化企业“大鳄”纷至沓来。 湖南省
演艺集团总部、 湖南思齐文化教育集团
总部、天闻数媒、腾讯大湘网等多家龙头
文化企业已签约入驻， 一批有创意的小
微企业正随着平台“孵化器”加速壮大。
随着基地示范效应凸显，以基地为核心，

德思勤城市广场、潇影大厦、长沙新广电
中心等共同构成的楼宇圈也在逐步凸显

“文化价值”，走向人们视野。
如果说， 率全市之先设立文创示范

楼宇，是融合与创新之举，是文化产业发
展的“前路” ，那么其背后，则是政府的
积极引导与优惠的政策扶持。 大手笔推
进文化产业建设， 以现代服务业为依托
挺进经济前沿阵地的雨花有实力、 有决
心。

一方面， 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扶
植奖励办法，对文化企业入驻、购房、装
修、创税等方面给予补贴和奖励。对新入
驻的文化企业， 在雨花区购置写字楼办
公用房面积 500 平方米（含）以上的，营
业当年一次性给予其 200 元 / 平方米补
贴。 对新入驻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楼宇）
的文化企业， 还另外享受特殊扶持奖励
政策。对于重大项目，还通过“一事一议”
的方式给予重点扶持。

同时，在开展“保姆式”、“一口式”服
务， 让企业不出门就能解决问题的前提
下，大力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实行核准登
记、 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和审批时间“三

优化”。今年 1—6 月，行政审批整体再提
速 50%， 完成在线审批办理各类文化新
闻出版市场经营单位行政审批 27 件，重
新审核登记共 448 件。

此外，还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以此促进企业间的资源整合和资源共
享，实现互利共赢。 快乐老人产业、盘子
女人坊、腾讯大湘网、联盛科技、汇艺文
创传媒、天闻数媒等 50 余家企业成为协
会首批会员。

有了放水养鱼的平台， 有了长袖广
舒的舞台，一个又一个揣着好创意、好点
子的有志者，来到雨花实现梦想。“来雨
花创业发展，因有无限可能。 ”

数据显示，近年来，雨花区文化产
业以年增速高达 20%的快速发展，成
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5 年，
该区文化企业数量从 2012 年的不足
300 家发展至 1800 余家， 文化创意产
业增加值增至 78.3 亿元， 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达 7.69%。影视传媒、
数字出版、创意设计、演艺娱乐四大产
业声名鹊起，“文创之城、最美雨花”
名副其实。

历史积淀而来的文化，更显厚重、更
富魅力。

与一些地方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相比， 雨花区更多是现代的文化要素和
创意。在这里，可圈可点的有一条蜿蜒域
内 40.6 公里的浏阳河，还有沿岸以左宗
棠墓、 明藩王为代表的历史名人留下的
一方墓土。

“物因少而更显珍贵。挖掘稀有的历
史底蕴，提升文化内涵与魅力，是我们必
须发力的方向。 ”雨花区的决策者认为。

从“传承文脉”出发，雨花人开始大
做历史文章。 2015 年，始以跳马镇浏阳
河流域为中心， 挖掘浏阳河历史文化资
源，布局造景，串起沿岸遗落的“历史珍
珠”，欲将浏阳河沿线打造成充满文化内
涵、 历史韵味和人文情怀的文化旅游产
业带。

第一步，瞄准水域整治。雨花区先后
大手笔展开了浏阳河、 圭塘河雨花段黑
臭水体整治、河内垃圾清理、河道清淤等
专项行动， 水碧草青的生态美景清新展
现。 同时，依照“文化 + 创意 + 产业”的
发展思路，相继启动“七个一工程”，即做
好一个规划， 修建一条道路（延长川河
路），打造一片绿洲(潭阳洲)，修复一座古
墓（左宗棠墓），找回一段历史（三国历史
之关羽战长沙），建好一处公园（长沙明
藩王陵考古遗址公园）， 培育一个品牌
（中部生态旅游示范区）。

“七个一工程”建设，每一步都是如
此追求精细。针对左宗棠墓的修建，雨花
区派人专程赴湘阴县考察左宗棠纪念园
及故居，学习其建设经验。 此外，还委托
长沙市考古研究所等文史部门研究左宗
棠墓园的来龙去脉、 左公精神核心力量
的提炼、墓葬修复的价值评估等。

目前， 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雨花

段正在稳步推进， 浏阳河独有的山水神
韵、民俗民风将很快在这里逐渐展现，并
大放异彩。移步观之，人们仿佛触到了一
条湖湘文化展示带正在加速成型的脉
动。 未来，人们可在这里看自然风景，在
生态科普花园里当农夫，也能穿越历史，
看三国故事再现。难怪不少人充满希冀：
“浏阳河何止是绿色的，她更是一条流金
淌银的金色河流。 ”

浏阳河动人故事如今正被人创造性
进行现代演绎。 以“非遗”为题的文化深
度传承， 已向人们展示了雨花决策者
“天下非遗聚雨花”的魄力与雄心。

非遗，历史沉积的宝贵财富。但随着
社会快速发展，传统手艺不再能为“守艺
人”更好解决生计问题时，非遗面临加速
消失的困境与尴尬。

当一个有情怀的区域， 遇到一个有

情怀的“守艺人”，这样的困境与尴尬就
找到了破解的出路，思路也渐变光明。

郭存勇，一个从事木雕工艺 30 年的
手艺人，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怀的人。已近
不惑之年的他， 目睹非遗进入前所未有
的危险期，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将藏在深
山人未识的民间手工艺者汇集到一个开
发平台上，让他们释放自身价值，创造个
人财富。“或许这样，文化会得到传承，历
史能得到延续。 ”

他的想法与雨花区委、区政府“不遗
余力传承和保护非遗”的决心不谋而合。

2015 年， 郭存勇拿出家底 5000 多
万元，典当了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依托红
星木雕城全力打造雨花“非遗”馆。

区委、 区政府不仅全力支持项目立
项、申报、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全力提供
资金、人才、宣传等多方面支持；针对入
馆的非遗项目，也同样以重金扶持发展。
还在馆内设置大学生创业一条街， 凡入
驻的大学生创业者都能享受免房租优
惠。

依托非遗馆，雨花区委、区政府还将

在红星商圈打造雨花区“非遗”特色文化
产业街区，并逐步形成中部地区最大“非
遗”项目集散地、传承地、销售地。

目前， 前期投资近亿元的产业街区
已启动建设， 非遗馆内则已汇聚了 200
多个“守艺人”、339 个非遗项目。 在馆
内，浑然天成的浏阳菊花石，技艺精湛的
湘绣，形美味甜的糖画，婀娜多姿的旗袍
竞相绽放各自魅力。 三三两两的艺术品
爱好者在这座可售卖的“博物馆” 里观
赏、学习、选购……尽管暂时还未有分文
收益，但郭存勇依然坚定：“赔钱不可怕，
关键是要干好这件事。 ”

这是一份坚守， 更是一份历史和文
化的担当。

与此同时， 雨花区正大力推进雨花
区综合馆建设，拟打造涵盖阅读、科技文
化展示、音乐、文物展示与交易、剧院等
内容的现代文化艺术综合体； 在圭塘河
风光带沿线打造能承接国际、 国家级大
型赛事活动的国际水准综合型健身、休
闲体育中心；与此同时，音乐厅、海洋馆、
航天馆等项目也在加速成型中。

搭建文化平台———
在崇德向善中沐浴书香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
资本为推手，政府当舵手

传承文化经典———
在两河一街中拾串“历史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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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文化遗产日暨浏阳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在雨花区举行。 (本版图片均由范远志拍摄)�

新建的花侯新市民公园里， 有公园图书
馆，有文化长廊，是市民休闲阅读的好地方。

雨花非遗馆成为市民的好去处。

廖家湾社区“鲁爷爷爱心工作室”，传
唱爱国歌曲。

又一幢新的文化创意大楼在东塘兴起，吸引众多文化创意大咖纷至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