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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实习生 张靖

马王堆养生枕、大球泥“毛泽东主席浮雕
瓷像”、土家织锦女包……如今，一款款文化
创意产品成了公众的“新宠”。

近年来， 文化创意已经成为国家文化产
业发展的战略支撑， 成为产业升级的典型代
表， 成为文化软实力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有
效手段。湖南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加
强文化文物类创意产品开发， 推动优秀文化
资源与创意设计、旅游等跨界融合，涌现出的
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目。

9月6日，由湖南省文化厅、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主办的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在长沙启动。

文博创意产品让文物“活”起来

在创新成为主流的时代，博物馆的“文创
生意”掀起一股风潮：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发出
文创产品8000多种，2015年卖出10亿多元；
恭王府的“福” 文化系列产品受到年轻人热
捧， 年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五光十色的
文博创意产品，让沉睡的文物“活”了起来。

湖南省博物馆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文化
产业开发中心， 利用馆藏文物资源开发特色
文化产品。2012年该馆改扩建前，其文创产品
库已涵盖17个系列， 产品总数超过300种，年
销售额600多万元。 代表性产品马王堆养生
枕，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为依据，在产品的
外观设计、材料、制作工艺、功能原理等方面，
参照出土文物中的医简、帛书、帛画等的研究
成果研发而成。

2002年，龙山里耶出土3.7万余枚秦简。
里耶秦简博物馆馆长彭成刚介绍，博物馆建
立6年来，围绕秦简开发出书签、水晶镇纸、
丝巾、餐具等20多种文创产品，其设计融入
了实用特点。2015年销售额达40多万元，让
富有文化品位、传承文明的文创产品进入寻
常百姓家，满足公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

望。
机智少年汪小涵， 因意外穿越到2000多

年前的西汉长沙国， 巧遇辛追夫人之子利豨
并结为朋友，体验西汉生活，与轪候家族联合
抗击邪恶势力，历经艰难险阻后，终于重返现
代。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制作的国内首部文物
题材动画片《时空博物卡》讲述的故事。该片
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和标本为素材， 共26
集，在金鹰卡通播出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融入创意的非遗变得很时尚

9月10日上午，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在长沙
举行湘绣新品“妃竹”发布会，端庄优雅的湘
绣服装、 淡雅轻盈的湘绣围巾以及精巧唯美
的湘绣配饰件等， 古典韵味与现代时尚交相
辉映。

省湘绣研究所所长沈文强表示，“妃竹”
服饰将历史悠久的湘绣工艺融入现代审美元
素，精致典雅、触感轻盈，独具时尚韵味。截至
目前，省湘绣研究所共开发出服装、包类、灯
类、扇类、首饰类等10多个大类的文创产品和
衍生品上百种。

在2016年中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湖湘
文化遗产月期间， 省文化厅面向社会征集了
一批优秀的非遗设计作品。6月16日晚的创意
T台秀上，专业模特身穿融入湘绣、苗绣、织锦
等湖湘非遗元素的服装走上T台，展示“非遗
+创意”的独特魅力。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是
业内对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评价。 数据显示，
2015年， 醴陵陶瓷工业总产值555.9亿元，产
品包括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
陶瓷5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湖南大球泥瓷艺
有限公司，用“泥黄金”大球泥烧制醴陵釉下
五彩艺术瓷，创作出“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

“一树独先天下春”瓶、“富贵春光”壶等艺术
珍品上千件。

湘绣、湘瓷，以及印染、雕刻、竹艺、织锦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与创意设计跨界融合

后，变得时尚美观，焕发出新的光彩。

买件旅游纪念品，将锦绣潇湘
带回家

到红色旅游景区韶山， 许多人都会购买
纪念品。

“我们围绕毛主席的名言警句开发了系
列产品，如对毛主席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进行提炼和创意，开发出背包、手抓包、文
具袋、斜挎包、学生雨伞等系列产品。”韶山毛
泽东同志纪念馆馆长杨国利说， 该系列产品
以青少年为目标人群，设计风格清新，色彩靓
丽，功能性强，投入市场后反响热烈，深受青
少年群体喜爱。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2008年创立的文
博公司，至今累计销售额达6000多万元。杨国
利介绍，文博公司开发的产品共有376种、738
款，包括比较经典的主席“福”系列、主席手书
诗词系列、天天向上系列、毛泽东小型铜像、
毛泽东收藏名家名画等系列产品。

2016年，“天天向上” 背包荣获中国博物
馆协会全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联展“最
受欢迎文创产品”奖（全国仅10个），并于7月
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4届
大会上展出。

“将锦绣潇湘带回家”，张家界、南岳衡
山、岳阳楼等旅游景区多角度、多领域丰富特
色旅游商品种类，用创意传播湖南故事。

各旅游景区还深入挖掘民族民俗文化资
源，大力发展旅游演艺，推出了《张家界·魅力
湘西》、《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烟雨凤凰》、
《飞天·苏仙》等旅游演艺精品。仅《张家界·魅
力湘西》，年接待游客量就达100万人次，门票
收入近1亿元，带动相关产业收入上10亿元。

挖掘特色资源，融入创意设计，实现“点石成金”———

用文化创意产品讲好湖南故事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唐爱平 实
习生 谢慧娟）《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简称《规划纲要》）近日正式印发。今天，省
发改委透露， 湖南将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以
项目为支撑， 积极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目
前，省发改委起草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纲要》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正在征求
各部门意见，完成后将报省委、省政府审核。

2015年是长江经济带建设启动之年。
2015年5月,我省正式印发《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实施意见》， 启动实施一系列配套工程和项
目。 为对接国家当时正在编制的《规划纲
要》， 省发改委还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了综合
交通、产业集群、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对
外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等六大主要任务专项
实施规划的编制；同时，围绕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等加快实施112个重大项目。

《规划纲要》提出长江经济带“一轴、两
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为地处内陆地区
的湖南推动开放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规划纲要》中提到的“三极”中，长株潭城市
群正处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对于整个湖南而
言，通过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带动岳阳、郴
州、怀化发展，形成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新的
增长极，这有利湖南推进新型城镇化。此外，
长江经济带通过流域互动，多点发展，促进产
业集聚和转型升级，对于湖南打造国际旅游
目的地，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现
代物流业也将带来很好的机遇。

目前，省发改委起草了《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
将以生态优先为指引，以已有的112个重大
项目为支撑，推进《规划纲要》在湖南落地
实施，把湖南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创新发展的示范区、城乡统筹的先行区。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王世杰 周仁

这是一场简单而又特别的仪式。9月
12日，中南大学隆重举行2016年大学生应
征入伍欢送会， 学校党委书记高文兵教授
与部队领导、 师生代表及部分学生家长等
一同为45名即将步入军营的应征入伍大
学生送行。

“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当兵？我想说，因
为我们心中对祖国无比热爱； 因为我们心
中对军人充满崇敬之情； 因为我们想让自
己的人生多一抹色彩。”化工学院应用化学
1405班的学生孙凯特代表新兵发言，激情
满怀阐释了自己心中的担当。

作为一所著名的重点大学， 中南大学
征兵工作成绩单令人欣慰， 在校学生报名
参军人数连年攀升， 今年参军入伍率比去
年提高近40%， 荣获全省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

“勇于担当， 一直是中南人的优良传
统。中南大学也正是由于一代又
一代学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担当， 而不断创造着自己的价
值， 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增砖添
瓦。”这是几天前，高文兵在大一
新生第一课上，给同学们讲解的
中南大学担当精神。担当，是中
南大学一直秉承的树人育人理
念，也是众多学子选择参军入伍
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自觉。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
立业。”欢送会上，生于上世纪50

年代的高文兵向同学们袒露心声， 自己也
曾怀揣着绿色梦想， 由于种种原因与军营
失之交臂。但作为一名老师，特别高兴和欣
慰，能培养和输送自己的学生去当兵。

“你一生中有过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
不会后悔。”面对一些担忧和疑虑，高文兵为
学生们坚定信心， 和平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正是因为有了国防和军队的强大，才有了国
家的强大和平。军营也是让年轻人锻炼受益
最大的地方，思想、意志、品格等得到更多的
磨砺，路会走得更正，成长得更快。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学生陈军，经过层层选拔，即将如愿
以偿进入向往已久的驻港部队， 他认为，要
有自己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做祖国需
要的人，把个人的梦想上升到国家的高度。

“中南学子的本色就是担当。从中南大
学走入军营的学子，不要掉队掉链子，一定
要当排头兵，争做最好的兵。”仪式最后，高
文兵向即将入伍的45名应征大学生送上
了全校5万多师生的嘱托。

9月13日， 建设
中的衡阳市高新区
陆家新区。 今年，该
区实施重点工程项
目41个，其中市重点
项目37个。 截至8月
底，高新区实现固定
资产投资40.65亿元，
完 成 工 业 总 产 值
15.2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80.6%和17%。

彭斌 摄

高新区
新姿

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湖南制定三年行动计划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胡锋 梁
茂林 记者 柳德新）时至9月，今年汛期接
近尾声。但随着第14号台风“莫兰蒂”的登
陆，我省再启“防汛模式”。今天，在国家防
总防御第14号超强台风“莫兰蒂”异地视频
会商会议结束后， 省防指马上进行专题部
署，要求湘东、湘南各地克服麻痹思想、松
懈情绪，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和防御预案，坚
决杜绝群死群伤事件。

超强台风“莫兰蒂”将于9月15日凌晨
到上午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尾一带沿海登
陆。受其影响，预计9月15日至17日，我省湘
东、湘南局地将有大到暴雨。

省防指强调， 要严格督查督导和问
责。预报有强降雨发生的地区，市、县、乡、

村各级领导必须上岗履责， 汛情严重时，
必须到一线指挥调度。各级防汛行政责任
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防守人员必须到达
各自负责的防守区域，按规定开展查险处
险等工作。同时，要加强对各单位、各部门
值班值守情况的督查、抽查。对因失职渎
职、 脱岗离岗而造成重大防汛安全事故
的，将提请有关部门严肃问责。要把在建
水利工程、病险水库、危旧房屋、低洼地
带、河流渡口，以及预报有强降雨发生的
旅游景点、人员聚居地、学校、矿山等，作
为重点防守对象。同时，要抓紧做好城市
排涝准备，防止内涝。充分发挥县级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减灾作用，及时组织
危险区群众转移避灾。

省防指部署防御
超强台风“莫兰蒂”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边源）民革湖南省委祖统工作会议今
天在岳阳市召开，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
副主席郑建邦莅会指导并作台情报告。

关爱抗战老兵已成为湖南民革祖统
工作新名片。近年来在民革湖南省委推动
下，全省14个市州实施“幸存抗战老兵关
怀计划”， 对所有抗战老兵发放生活援助
金，数额每人每年6000至1万元不等。民革
湖南省委还建言推动湖南抗日战争纪念
馆、湖南辛亥人物纪念馆和湖南和平起义
陈列馆、 新墙河抗战博物馆建设开馆，打
造了对台交流新平台；开展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系列活动、辛亥人物纪念活动等形
式多样的祖统活动； 组织在湘台湾企业

家、大学生联谊，协办港澳台大学生暑期
实习计划，参与组织两岸协会在台湾召开
湘军保卫台湾历史研讨会、 黄兴逝世100
周年书画展活动，促进湘台两地经济文化
交流。

郑建邦在报告中简要回顾了近几年
来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程， 宣讲中
共中央对台方针政策。 他希望民革发挥特
色和界别优势， 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
题，以做好台湾人民工作为核心内容，团结
奋进、勇于创新，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 还表彰了4个民革全省祖统工
作先进集体和10位先进个人。与会人员还
赴岳阳县新墙河抗战博物馆参观学习。

关爱抗战老兵
成湖南民革祖统工作新名片
民革湖南省委召开祖统工作会议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寄语应征大学生———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陈勇）今天，
省政府在长沙召开全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要求强化责任、带着
感情，切实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副省长蔡振红出席并讲话。

省人民检察院、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

公安厅、省人社厅、团省委和省妇联等7家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在会上发言，阐述对此项工作的认识、推进重
点和主要做法， 大家一致认为全社会必须统
一思想， 切实增强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蔡振红说， 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
之痛社会之殇。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要坚持“家庭尽责、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民关爱”基本原则，保
障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受教育等权益，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构建齐抓共管的关爱保护体系。 各地要重点
构建家庭、政府、职能部门及群团组织关爱保
护农村留守儿童“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建
立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
重点时段排查、信息共享“六层联动”保护体
系和“四方关爱”防控体系，全面解决留守儿
童亲情缺失、 心灵抚慰、 安全缺护等突出问
题。

决不让留守儿童
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全省召开电视电话会明确措施

退位不退志的“冯一刀”
（紧接1版）结果，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冯义东
就带队查实了对方收受老板3万元“好处费”
的事实。后来，该领导的妻子在街上碰见冯义
东的妻子， 指着鼻子当街大骂。 妻子非常委
屈， 回家后告诉冯义东， 冯义东只能好言相
慰。

对冯义东而言，这不过是家常便饭。因为
办案，他得罪的人多，常有人半夜三更在他家
门前扔垃圾，家里的玻璃被人砸过，更有涉案
人员家属三番五次在他家门外叫骂。 为了家
人的安全，他不得不搬了三次家。

2015年9月，他带队查处了衡东县河西管
委会财务科集体贪污案。 办案人员放弃中秋
假期， 硬是从7个编织袋的原始凭证及账本

中，发现了“支出审批单所附的原始发票金额
合计数要大于支出审批金额， 未经领导审批
的发票列作了支出”的问题线索。

经过7天的努力，最终查实上述财务科人
员先后77次通过加插未经审批的发票， 从账
内套取资金10多万元进行集体私分。 涉案人
员家属多次找他说情送礼，均被他严词拒绝。

冯义东2003年就担任县纪委常委了，作
为资历最老的常委，本有机会升职。组织上找
他谈话，他都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为由婉言
拒绝。2016年8月29日， 衡东县纪委选举产生
新一届县纪委领导班子，干了13年县纪委常委
的他，从常委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一名县纪
委的正科级干部，具体工作等待组织安排。

得知记者来采访， 冯义东一再表示：“多
写写年轻的同志，我没有什么好写的。”衡东
县纪委的同事们都说，“冯一刀” 总是这个样
子，对自己要求苛刻，对家人也是如此。

2011年， 冯义东的女儿大专毕业后没有
找到工作，家人希望他跟组织提一下，安排个
好单位，被他以“不给组织添麻烦”为由一口
回绝。结果，他女儿一气之下到杭州边打工边
读研，几年来只回过家几次，至今对父亲仍心
存芥蒂。

冯义东说， 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周恩来
总理。 他深情地说：“只要在党一天就要尽责
一天，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做到位
退志不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