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湘军 锦绣湖南
———聚焦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5月11日，迈入文博会湖南馆内，以苹果
白和湖南红为主色调的展馆设计令人耳目一
新。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侗族绣娘和那台木
制纺车，成了湖南馆内的焦点。

这位端坐在木制纺车前的绣娘就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粟田梅。 只见她那双精巧的双手， 飞纱走
线，熟练穿梭，正在编织着她的“侗锦梦”。

从9时起到12时，围在这台木制纺车前的
观众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热闹非凡。粟田梅
腰上、腿上绑着各色丝线和带子，脚踏手捋，
吱吱悠悠，仿佛弹奏着一首千年古乐。

展台上摆着一些织品，钱包、围巾等等。
记者随手拿了一条围巾，软软的，手感很好。
看了一下标签，合格证的背面写了温馨提示：
“梭说产品是设计师和手工艺人共同设计，由
湖南通道侗族织娘使用传统工艺织就的心意
之作。手工织物每一件都会有细微差别，这正
是手工不可复制的魅力所在……” 每件织品
还另有一个标签：“梭说织娘的故事”，上面记
录了每件织品绣娘的故事。 透过这一件件精
美的绣品，似乎看到了不同绣娘的心情起伏，

力度变化，还有不同的性格，通过她们的双手
都印记在侗锦的一经一纬之上。

梭穿锦绣间，说尽织仡事。
今年53岁的粟田梅从12岁起， 就跟母亲

学织侗锦。 她告诉记者：“侗锦纺织有10多道
工序，工艺复杂，其中最难的是数纱。千丝万
缕的丝线必须一根根数好、排好，不能有丝毫
差错， 否则纺出的图案会失真， 锦面会不平
整。一根根丝线细如针、多如麻，纺一块一尺
见方的侗锦需要1000多根纱。 我现在年纪大
了，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侗锦，把侗锦
织艺传承下去，让世界了解侗锦。”

粟田梅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传统与现
代，坚守与创新。侗锦迎来了新的时代。

由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与湖南省工业
设计创新平台牵头组织的“新通道”设计与社
会创新项目孵化而来的梭说品牌， 正是以侗
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的生活服饰类创意
轻品牌， 它将侗锦以新的产品形式融入到现
代生活之中， 使侗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
今，侗锦不但可以织出桌布、靠枕、手包等充
满浓郁民族文化气息， 还可织出蕴涵现代设
计元素的作品，比如披肩、床上用品、壁挂等
50多种生活装饰类产品。 通过文博会这样的
窗口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在文博会湖南馆既可欣赏诸如侗锦织绣
的传统之美，更可观摩文化创意的现代之新。

华凯创意此次携自主研发创新的高新技
术i-World参展，通过四组互动系统装置与数
字内容的完美结合，玩转文化+新业态，大放
异彩。 华凯创意创始人周新华通过这一最新
技术，现场演示了一番，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
足体验欣赏。

行走在湖南馆内， 可以看到八大省管文
化企业改革、融合、创新发展的成就，可以看
到一核两圈三板块的全省文化产业空间布
局， 还可以了解七大上市文化企业的最新情
况。展馆借助实物、图片、视频、机器人，通过
声、 光、 电和各类电子屏幕指引提示引导观
展， 充分展示湖南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的辉
煌成就。

创新引领，智造未来。文创湘军正在开启
新的征程！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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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李婷婷）化上精致的妆容，穿上华美的
戏装，轻甩水袖，低眉回首……台湾馆内，霹
雳木偶与真人角色绕场奔走，亲密互动，吸引
无数观众驻足观看，体验传统戏剧与Cosplay
融合的魅力。

从传统地方戏剧到上世纪70年代走上
电视屏幕，再到近年往角色授权、周边商品
开发及展演领域发展， 霹雳木偶戏不仅是
数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也逐渐形成自身
的Cospaly及同人志亚文化。 本届深圳文博

会，台湾馆将霹雳木偶戏带至观众眼前，同
时呈现精彩的操偶和角色扮演表演， 打造
传统文化与现代影音科技完美融合的霹雳
盛会。

“台湾文化创意馆”连续8度亮相深圳文
博会，今年特别打造主题展，以“阅台湾”为主
轴， 将今年的台湾馆包装为一本蕴含传统风
情、 兼具现代创新思维以及融合丰富人文的
书。“我们想让前来观展的人像走进一本书
里，读到台湾的独特文化，感受台湾的文创之
美。”台湾馆相关负责人黄孟涵说。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 在中宣部召开的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座谈会上， 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
发布了第九届“文化企业30强”名单，湖南的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这也
是中南传媒连续第九年入选“文化企业30
强”。

从本届“30强”企业有关情况看，在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 骨干文化

企业的总体规模实力和综合效益进一步提
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体现了
文化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与往届相比，本届
“30强”企业总体实力更强。其中，主营收入
3515亿元、净资产4318亿元、净利润381亿元，
分别比上届增长8%、29%和21%，均创历史新
高，且净资产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

为鼓励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本
届“30强”继续发布了“30强”提名企业，20家

改革成效显著、发展速度较快，
或者在社会效益考核方面
表现优秀的企业，予以
提名，湖南电广
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入选。

织出锦绣新湖南
———文博会湖南馆特写

中南传媒连续9年入选“文化企业30强”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记者 李国
斌）《长沙釉———灯》，是首届湖南文创设计
大赛入围奖作品，其最具创意之处，是将长
沙窑这一古老文化品的残片与3D打印的
白色灯罩进行结合， 古代文物与现代科技
浑然一体。 今天， 在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
上，这件作品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

本届深圳文博会， 湖南主展馆开辟了
“文创新梦”专区，展出了30件首届湖南文
创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 其中梭说侗锦亚
麻系列等8个系列获奖产品已经量产，并

在现场进行售卖。 这是首届湖南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成果首次走出湖南进行集中展
示。

侗锦水纹系列手袋、 马王堆养生熏香
皂、“变脸时代” 傩面具和印章文创产品、
“涂画”———滩头年画填色游戏……或挖掘
民族民俗文化， 或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进行结合的创意产品， 为本届文博会
湖南主展馆，增加了一道别样的风景。来自
河南的观众王云华说， 展出的文创产品很
有创意，流露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湖南文创大赛获奖作品
亮相文博会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记者 左丹）
一米八的个头，憨态可掬的样子，或提剑或
拿书……在今天开幕的第十三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由“帅”
“将”“兵”组成的一组“湘军”文创IP,为湖
南馆增添了不少威武之气， 亦吸引了不少
参观者与之合影留念。这也是“湘军”文创
IP首次亮相。

据湖南湖湘名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琪介绍，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形
象IP， 如看到卖萌的乾隆就会想到北京故
宫，看到可爱的兵马俑就会想到西安。那么，
什么是最能代表湖南人的文创形象？ 为此，

吴琪联手知名原画设计师龙亮，运用卡通人
物造型设计，历时半年，推出了以近代湖湘
文化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湘军兵勇等
湘军将士为素材的湘军文创形象，表达湖南
人“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的精神气质。

“湘军”文创IP的亮相，引来不少参观
者的兴趣， 有的还兴致勃勃地购买了一组
微小型“湘军”文创IP带回家。“今天已被预
订了上千套。”吴琪说。

“湘军”文创IP现威武之气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 （记者 余
蓉）在文博会综合馆里，长沙釉一灯的精美
造型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灯的造型
有亭盖、花瓶等，采用3D打印而成，现场很
多观众迫不及待地询问起价格来。

据介绍，长沙釉一灯是首届湖南文创设
计大赛入围奖作品，选取了湖湘文化最具代
表性的长沙窑为设计题材， 利用长沙窑残
片，用3D软件建模创造性补全它，然后将此
部分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 最后成为一个
完整的灯， 将原有容器转变为日常照明用
具，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再定义。作品取名“长

沙釉一灯”，既包含长沙窑陶瓷的釉光之意，
亦点明了照明灯具用。残片不残，变废为宝，
让古代的文物件与现代的科技件浑然一体，
为家庭增添几分独特的长沙文化韵味。

据设计者胡骉介绍， 釉一灯文化价值
大，市场价值高。长沙窑残片数量不菲，相
对价格便宜， 釉一灯既能让长沙窑走进普
通人家，也能变废为宝，是一个很有市场价
值的文创产品。目前，釉一灯系列已完成样
品，正准备完善和产品化。另有纯3D打印
灯明月系列已成产品，在岳麓书院有售，同
时接受工程订制。

创意让残片不残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 （记者 余
蓉）刚劲的身躯、昂扬的姿态。在文博会湖
南馆，九匹造型各异、色彩浓重的大彩·九
华驹人气爆棚， 参观的人们听着设计者的
讲解， 纷纷惊叹于工艺的精妙和作品的艺
术性之高。

大彩·九华驹是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
赛铜奖作品。“九华驹” 意思是驰骋在华夏
大地上的宝马良驹。“九华驹”为铜胎漆器，
由九匹形态各异的骏马组合而成， 其采用
大漆着色，手工打磨逾十遍，将铜与漆完美
融合，呈现不规则花纹，使奔跑中的骏马焕
发出灵动斑斓的色彩。 该产品已经实现小
规模生产，深受艺术爱好者欢迎，销售额突

破一百万元。
创作者欧偲是西安美院毕业的， 回湖

南创业后， 一直琢磨要设计一款体现湖湘
文化的作品。受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四羊方
尊”和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漆器启发，他设计
了采用“铜胎漆艺”技艺的9匹铜马，不仅重
现了战国已接近失传的“铜胎技艺”的古老
技艺， 还解决了大漆在铜胎上面无法固着
的技艺难题。

目前， 首批产品90匹马几近售罄。文
博会湖南馆现场展出的9匹马也均有买
主。创作者欧偲说，下一步将产品多样化，
让“铜胎漆艺”的青铜器能成为省礼、国礼，
代表湖南走出国门。

大彩·九华驹已售出百万元

湖南日报深圳5月11日电 （记者 左
丹）“什么是绝对值？”“绝对值是指一个数
在数轴上所对应点到原点的距离叫作这
个数的绝对值。”今天，在第十三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湖南馆展厅，
工作人员对着一台名为“小贝”的教育家居
机器人提问，“小贝”很快作出回答，并将答
案显示在“脸”上。

形象“呆萌”的“小贝”，是湖南教育出
版社联合国防科大共同推出的一款集家庭
教育与家居医疗功能于一体的教育家居机
器人，人们只需对着“小贝”进行语音提问，
就会在它的“脸”上及时得到数学知识点趣
味视频讲解或理化生实验展示。 据介绍 ,
“小贝”除了当“小老师”外，还能辅助以测
量家人心率、心电图等检测功能。

教育家居机器人
“小贝”形象“呆萌”

【他山之石】

台湾馆：霹雳木偶与Cosplay真人互秀

� � � � 5月11日， 文博会湖南馆内
一组极具特色的IP文创“湘军”
产品深受外国友人的喜爱。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5月11日，湖南航拍摄影作品亮相深圳文博会，为湖南馆增色。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5月11日，文博会“新湖南”和华声在线展区吸引许多参观者。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5月11日，文博会长沙馆，市民在参观
湘绣精品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5月11日，文博会大湘西非遗展区，来自怀化的侗
族歌舞展演。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