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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路 梦回“古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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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雁 梁万长

岁月流淌，纵使百般寻回，终究
幽梦一场。 在这个早已习惯穿梭于
车流如织的钢筋混凝土之间的时
代， 匆忙的脚步总是彰显着各种忙
碌与疲累，闪烁的霓虹灯下，年轻男
女们享受着灯红酒绿， 然则即便夜
夜笙歌、纸醉金迷，总有着那么一处
地方， 让你魂牵梦萦， 它是心的故
乡，它是梦的向往，它寄托着追求，
它承载着梦想， 或为那穿越千年的
历史，或为那悠久传承的文明，或为
那萦绕心头的情怀， 或为那长久坚
持的信仰。

城外，各种灯火辉煌交相辉映，
现代的繁华让这里充斥着所有的喧
嚣与热闹， 那一抹历经沧桑的静谧
却总是难以找寻，然则，有这样一个
地方，小贩偶尔的湘韵吆喝、麦芽糖
摊上不时传来的叮当之声、 各种传
承美食在炉火上跳动的音符， 在这
里交汇出一曲天籁； 雕工精细的壁
石、潮湿清凉的青石板路、略显陈旧
的青砖白墙，以及缓步而过、轻声欢
笑的路人， 随着流淌的饱经风霜的
岁月，饱含着古老而芬芳的气息，勾
勒出一幅无双的美景，这，便是位于
首创文旅商娱综合体模式的中茂城
之“古长沙”文化旅游街。

立志扬帆：
传承千年的历史文明

历史的巨轮滚滚前行， 日新月
异的城市建设、 不断创新的科学技
术，带来了许多生活的便利，然而，
也在不经意间带走了许多传承千年
的历史文明。

时代所淘汰的并非只是糟粕，
还有那些已经不被今时今日的社会
步伐所能承载的传统技艺与习俗、
还有那些在钢筋混凝土之间所日益
窘迫的古色与古香、 还有那些渐行
渐远被忽视的民族文化精髓与工艺
……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
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 实现
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这种
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强国
之魂。 中茂城“古长沙”文化旅游街
的建设， 无疑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湖湘最为彻
底、最为生动的诠释之一。

湘绣、铜官窑、釉下五彩瓷、浏
阳夏布、长沙弹词、新化山歌……三
湘四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这里
齐聚， 各种传承文化、 各界传统工
艺、各类民间习俗、各色经典美食将
在这里交融， 保护和传承千年的历

史文明、 追寻和探索千年的历史记
忆， 这便是中茂城董事长邱杰浪打
造“古长沙”的初衷。

让人们停下匆忙的步伐， 在这
光怪陆离的城市一隅漫步闲情，充
分体验和享受这一难得的静谧与雅
致，感受千年文明的独特魅力，追寻
日渐消散的故事与传统， 各处的传
统文化得以展示与传承， 这是中茂
城“古长沙”的愿景。

矢志不渝：
文旅创新的一马当先

商业地产追求“高大上”的脚步
在近几年愈发显得急速， 文化旅游
街的所有一切都似乎显得与这庞大
喧嚣的综合体格格不入，然而，中茂
城却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此举承担
了哪些无法言表的阵痛， 又会迎来
怎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纵览历史画卷，商鞅变法、王安
石变法等无一不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坚强前行， 正如中茂城的文旅创新
之初，周围充斥着怀疑的目光，反对
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历史早已表明，
所有这一切都是创新所应该承受的
阵痛， 随波逐流所导致的必然是庸
碌无为， 真理历来只掌握在少数人
的手中， 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坚定不
移的信念，才有了今日“古长沙”的
万众期待。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
公执着以求、追求创新、矢志不渝的
精神， 为中茂城敢于突破商业地产
开发的固有模式，开拓突围、赢得先
机的创举种下了基因的种子。 而“中
国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号角，则给了中茂城敢于实践，奏响
勇立商业地产大潮梦想进行曲的壮
志豪情。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自己
的坐标， 长沙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之一， 拥有山水洲城独特而壮丽
的景观， 更拥有千年古城浓厚的文
化精髓， 长沙坐标不仅在于建筑地
标，更重要的是精神与文脉的传承，
中茂城“古长沙”文化旅游街立志打
造一幅千年长沙历史长卷、 描绘一
张惟妙惟肖的古长沙民俗图景、探
索一条非遗复兴的实现路径， 其情
可感、其志可嘉。

顺风起航：
应时顺势的经典样板

文化传承在断层， 古老记忆在
消逝，祖传“把式”在退减……

如何让曾经的繁荣涛声依旧，
让“手艺人”守艺不难，让非遗真正
“活”起来，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

可喜的是， 除了国家层面的立
法保护、政策保护外，在湖南，自上
而下的政策实施与自下而上的探路
寻方齐头并进，一场守望精神家园，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当韵味”的东
风正在强劲刮来。

今年 7 月 1 日，《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办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湖南
省出台的第一部文化领域的省级地
方性法规，具有湖湘特色的《实施办
法》应运而生，湖南非遗保护工作步
入法治引领的新时代。

就如何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更

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留存长
沙的精神文脉。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易炼红曾指出： 要坚持规划先
行， 让长沙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脉络
得以保护和传承。

为了保护濒危的长沙弹词，易
炼红曾专门批示， 为长沙弹词唯一
代表性传承人彭延昆筹集救助经
费， 整理出版《长沙弹词优秀作品
集》。

2016 年长沙市“两会”期间，长
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向
大会提交《关于打造长沙非物质文
化遗产特色基地的建议》议案，建议
打造“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基
地”， 受到参会代表和委员们的热
议，并很快得到响应。

宁乡大成桥镇 81 岁农民谢国
恩自费建立长沙首家非遗民俗馆，
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沧海遗珠”，收
集和复制了 200 余件（套）农具、家
具，按照衣、食、住、行分类陈列，还
原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原
形，供人免费参观，并随时接待、讲
解。

为了让非遗“活”起来，湖南在
探索把逐渐远离人们现实需求的东
西重新拉回到当下的生活， 让它和
人们日常生活重新对接。

为了让非遗精品“飞入寻常百
姓家”，湖南密切关注传统技艺的现
代处境， 深入挖掘非遗与文化创意
产业之间的关系，让古老技艺更多、
更广、 更好地走进当下人们的生活
中。

……
正是在这样的强劲风口下，中

茂城重磅打造的“古长沙”文化旅游
街应运而生。 从落子星沙，打造长沙
东部商业地产新旗舰； 到与湖南广
电强强联手， 首创文旅商娱综合体
新模式； 再到雄心勃勃仿建“古长
沙”，让步履匆匆的都市人享受青砖
板石、慢步闲情、青衣雅态的“新生
活”……中茂城的每一次大放异彩，
做足了创新篇章，找风向、探脉搏、

识大局、合大势。
董事长邱杰浪说， 作为一个有

理想、有情怀的文旅商娱综合体，中
茂城一直想把老长沙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下去， 让那些留存在记忆
深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
既留下传统文化的根， 又注入现代
旅游的魂， 还发动千千万万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自发创新创业，可
谓顺应时势之举。

“每天呼吸纯净的空气，睁眼就
能看到绝美的风景， 伸手就能触摸
到灿烂的阳光，街道两边，机杼声和
苗族古歌飘荡在时空里……”

当这样的画卷展现在你面前
时；当欢快的茅古斯舞快速旋转，土
家小妹歌声犹如天籁时； 当糖油粑
粑热腾腾地端到面前， 醇香的新化
水酒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时， 你会由
衷发出这样的感叹：“湘当韵味的

‘古长沙’，原来你就在这里。 ”
在这里，跨越千年，可以获得一

种原生态的简朴，天蓝云白，风清烛
红的诗意栖所；

在这里，梦回往昔，前来体验一
种无牵挂的放松，气定神闲，步轻心
宽的淡定情怀；

在这里， 将通过非遗文化展览
中心和“古长沙” 建筑文化长廊打
造，成为长沙市民休闲首选地、粉丝
聚集地、城市微旅游目的地，湖南卫
视“古长沙”影视拍摄基地；

在这里， 屈原、 贾谊、 关羽、朱
熹、曾国藩、左宗棠等历史文化名人
成为人们追思古长沙历史名人的圣
地；

在这里，湘绣、铜官窑、苗族手
工银器、 蜡染等湖湘最具代表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落地生根，成
为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在这里， 中茂城将用一条街留
住一座城市的魂， 为湖湘艺术文化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带来传统文
化的一次强力革新， 诞生商业地产
的又一样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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