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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风劲吹千湖国
———“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芬兰”活动综述

湖南日报记者 周红泉 刘建光 通讯员 孙文杰

“湘”见北欧，友谊穿越万里。感知中国，“湘”风劲吹千湖国。
6月29日至7月3日，“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芬兰” 活动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湘

瓷、湘绣、湘茶、湘书、湘画、湘景等“湘”味展览和大型原创杂技剧演出，吸引3.3万多名芬
兰民众及侨胞参与。期间50多家中外媒体聚焦现场，一个个文化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这无不展示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湖南文化改革发展的新成果，彰显“文化湘军”
的实力与自信。

自信
高峰人流创新纪录 湖湘文化闪耀芬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作为“感知中国·芬兰行”四大主题活动之一的“湖南文

化走进芬兰”系列活动，湘绣、湘瓷、湘茶……非遗文化产品
亮相赫尔辛基音乐厅；原汁原味的湖南民乐艺术、精品图书
与书画艺术，让观众惊叹不已；站在“锦绣潇湘”图片下，大美
湖南自然人文风情让当地民众心神向往。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湖南日报、湖
南卫视和芬兰国家电视台、《赫尔辛基新闻报》、《赫尔辛基时
报》、《晨报》、《商报》等50多家中外媒体报道活动盛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新增大型原创杂技剧《梦之旅》
首演成功后，当地媒体好评如潮，场场人气爆棚。95后湘绣传
承人饶婷现场用细如发丝的一缕绣线， 绣出的动物栩栩如
生，让很多芬兰友人直呼“太不可思议”。

由湖南省政府新闻办承办的“感知中国·芬兰行” 开幕
式，中芬艺术家的联袂演出惊艳北欧观众。赫尔辛基音乐厅
工作人员安蒂·皮尔凯宁由衷赞叹：“我在音乐厅工作这么多
年，这样的文艺演出第一次看到。”

芬兰总统候选人、 前总理佩卡·哈维斯托观看开幕式并
欣赏精美绝伦的湘瓷、湘绣、湘画，品尝湘茶后，对湖湘文化
的魅力赞不绝口：“这次文化活动的成功举行，增强了我们继
续推进芬中文化交流的信心。”

据赫尔辛基音乐厅工作人员统计，看展高峰时一天人流
量超过8000人， 创下赫尔辛基音乐厅新纪录。“充分展示了
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湖南文化的魅力。”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
新闻办副主任崔玉英这样评价。

融合
友谊穿越万里 一次心与心的交融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中芬两国传统友好。今年正值芬兰独立百年华诞，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出访的首个欧盟国家就是芬兰，“湖南
文化走进芬兰”活动更显意义非凡。

省委宣传部对外推广处负责人介绍，早在今年3月初，省
政府新闻办等单位就启动前期筹备工作，仅场地就经过多轮
筛选，最终确定人气最旺、交通便利的赫尔辛基音乐厅。

5月开始， 组织方通过芬兰小姐等当地名人社交账号等
向用户精准推送，与环球时代传媒集团进行合作，在当地电
视、电台、报纸、互联网、地铁公交广告牌上进行活动预热，邀
请当地政要、知名企业嘉宾和媒体参与等。环球时代传媒集
团与当地大型商家合作， 采用积分兑杂技剧演出票的方式，
与占芬兰人口三分之二的持卡人群进行互动推广。

作为本次活动的中方落地执行单位，中南国际会展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 他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中芬融合，既
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突出现代简约，适应芬兰设计、欣
赏习惯。

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湖南民乐
与芬兰电子音乐合奏，湘绣展品精选麋鹿等芬兰特色动物题
材，融在每一个细节里的用心和尊重，赢得芬兰人民热烈的
回应和深厚的友谊。

一个例子是，湘籍歌唱家吴碧霞与芬兰赛玛瑞特创意男
声合唱团联合演唱结束后，对方在后台为吴碧霞献歌表达敬
意，让吴碧霞感动不已。

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表示：“这次活动特别好的一点是，
把我们传统文化与芬兰文化融合、互动，当地人看得懂，掌声
才会如此热烈。”

难怪芬兰文学信息中心主任蒂娜·斯恬表示：“这一次展
演，让我最有共鸣。”

未来
以文化为媒，讲述更多精彩“湖南故事”

“文化为媒连海外，湖南故事真精彩。”
巨大的“文化磁力”，让“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芬兰”

活动考察团与芬兰当地知名企业、媒体进行洽谈时，结出一
个又一个“合作之果”。

湖南省演艺集团与环球时代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欲打造欧洲演出基地。北欧知名的芬兰塞尔
凯涅米游乐园、 塔林客诗丽雅游轮公司都伸出了橄榄
枝，要引进湖南杂技表演，推荐给更多当地观众。中南传
媒携手安徒生研究中心创建“中丹互译编辑部”，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就汤素兰图画书的国际合作出版达成了
意向……

在湖南代表团团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主任孔和平看来，“湖南文化走出去” 活动立足对外文
化沟通交流基础上，正不断走向更深更广更远的对外传播、
文化贸易之路。

湖南杂技艺术剧院总经理赵双午由衷感叹：“这样的文
化交流，为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后一定要多跟着走
出去。”湘茶展区，面对不停询问买茶的当地人士，北欧湖南
产业园负责人唐勇表示，以后要将黑茶引进北欧，在园区完
成成品包装。

湖南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开幕式导演肖永根认为，
要在国际化视野和语境体系下讲好湖南故事。 湖南大学教
授、岳麓中华书画研究院院长王德水认为，要紧抓湘瓷、湘
绣等湖湘文化的核心， 并融合一流大师的创意进行产品研
发。

来自芬兰的南雅说，她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希望能看到
更多制作过程和原理展示。

环球时代传媒集团副总裁贾惠兰谈到， 要把精品的文
化内容与贴近当地受众的传播方式相结合， 形成固定品牌
效应。

“湖湘文化闪耀芬兰，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已在当
地居住16年的芬兰同湘会会长张蕾动情地表示，这也鼓
舞着身在国外的湖南人，更加努力开拓进取，弘扬湖南
文化。

6月 29日，
芬兰观众在欣赏湘
版图书。

6月29日，《锦绣
潇湘》图片展厅，众多

观众在欣赏湖南
美景。

6月29日，芬兰赫尔辛基音乐厅，海鸥从“湖南文化走进芬兰”的巨幅广告牌前飞过。

6月 29日，
芬兰观众在欣赏
湖南书画作品。

6 月 29
日，芬兰赫尔辛
基的市民在展馆
体验湖南黑茶。

7月2日，湖南省杂技团的演员在为观众表演杂技《芭蕾转碟》。

7月2日， 众多观
众围观神奇的湘绣技
艺表演。

本版照片均由湖南日报
记者 刘建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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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朝正垸发生险情， 年过六旬的老党

员邓建明系着一根绳子跳入水中；“我还要去
帮别的乡亲转移，你们自己小心 ”，得知自家
房屋被泥石流冲毁后， 正在抗洪一线带领群
众抢险的隆回县虎形山村党支部书记卢光
厚，如此安慰惊魂未定的家人；南县在大堤上
组建近百个临时党支部，分兵把守各个险段。

党员带了头，群众跟着来。湘阴是全省抗洪
抢险最后的决战场所。最关键的时候，全县10万
劳力坚守大堤。守堤大军中有党员干部、部队官
兵、公安干警，也有普通群众。他们没有身份的区
别，只有同样的担子———挡住洪水，保住家园！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
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这首歌，我们
唱了近20年；如今，它再度添注了新的韵律———

6月30日傍晚 ，桃江出现险情 ，省军区紧
急调度7000余名现役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
驰援；长沙南中垸大堤发生穿孔溃口险情，消

防抗洪突击队的官兵跳入洪水中， 用身躯组
成“人墙”；国防科大150名大四学员放弃了等
候四年的毕业晚会，主动请缨奔赴抗洪前线。
万余名“橄榄绿 ”“迷彩装 ”，在三湘大地上汇
聚成抢大险、抗大灾的磅礴力量！

在中国人民心里，7月7日是一个有着特殊
意义的日子。也是在这天，湘江长沙段以上干
流全部退出警戒水位； 当天召开的省委常委
会议宣布，全省抗洪抢险取得阶段性胜利！

（五）特大洪水肆虐，裹挟一切，但有一点
它怎么也冲不走， 那就是湖南人民愈挫愈奋
的决心与意志。

“爸爸，我走了”，“我在抢险，祝好”。孩子
出国留学，抗洪一线的父亲无暇送行，父子只
能短信道别；外婆去世了，她疼爱的外孙此时
却在齐腰深的洪水中压沙袋、 堵险情：“唯以
救助万千生民为己任，报答抚养之恩。”

人们会记得，在外的游子听闻灾讯，立即
买了站票，逆流而溯 ，赶回家乡参与抗洪 ；而

在京湘籍人士仅用数小时， 便募集善款和物
资价值总计2701万元！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湖南的本地
人、湖南的外地人、外地的湖南人 ，在这个夏
季，都成了不屈不挠、守望相助的湖南人。

若干年后，回眸“2017湖南抗洪”这段惊心
动魄的时光， 其实是我们湖南人记忆中最闪
亮的日子———

肆虐的洪魔面前， 一对新疆维吾尔族夫妇
送来了上千串羊肉串，长沙兰州拉面馆的老板们
端来香喷喷的拉面，武汉科技大学的学子，把长
沙的抗洪抢险就地转化成社会实践的课堂……
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异乡人， 带着对 “第二故
乡”的真情，加入抗洪抢险队伍。

昨天的艰辛，成了翻篇后的历史，但这场
鏖战已将湖南人民的记忆与情感、 艰难与荣
耀熔铸在一起!

（六）抹去一脸的倦意，回顾这场惊心动魄
的鏖战，湖南人民用勇毅、牺牲、奉献，为抗洪
精神添注了新的内涵。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湖南人民在与洪
水不懈的抗争中演绎出了伟大的抗洪精神。如

今，阶段性胜利进一步坚定了湖南人民的自信，
也将这种抗洪精神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这高度，体现于“生命第一，挺膺负责”的担
当。危难之时，首先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就是对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践行；灾难袭来，无人能
置身度外， 找准自己的位置， 担负起自己的责
任。无论贡献大小，都是正能量的汇聚。

这高度，体现于“科学决策，沉着应战”的方
法。我们无法逃避灾害的发生，但可以选择应对
灾害的方法。在应对这场特大洪水的战斗中，省
防指精细调度、实时调度，先后下发洪水调度命
令64个，特别是通过对五强溪、柘溪等大型水库
调度，既保证了大坝的安全，又保证了水库下游
城市的安全，还最大限度减少了库区的损失。

这高度，体现于“逆水而行，迎难而上”的
气概。“沧海横流安足虑”“沧海横流， 方显英
雄本色” ……毛泽东一生都在与大风大浪搏
斗，面对任何艰难险阻 ，都不服输不信邪 。这
种宝贵的精神，流淌在湖南人民的血液中，在
这次抗洪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这高度，体现于“上下同欲，众志成城”的
团结。10余天的抗洪抢险，全省党群、干群和军

民团结一致，各行各业通力合作 ，配合默契 。
这正是我们夺取抗洪救灾胜利的关键， 同时
也是今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力量所在，是
赢得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密钥”。

这高度，体现于“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
情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既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美德， 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应有之义。世界多一份爱心，身边就多一份感
动，生活就多一份温馨。

伴随着新一轮暴雨的平稳度过，2017年的
特大洪水渐行渐远， 湖南转入了全面恢复生
产生活的进程。但历史将记住这个夏天，英雄
的故事将代代相传。

同时，自然灾害也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总
结这次防汛抗灾的成功经验与短板不足， 我们
就能更加自觉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
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在防灾中学会抗灾，在应急中提升能
力，确保今后防汛抗灾更加科学、主动、有效，人
民群众越来越放心、安心。这些，也是我们抗击
这场特大洪水获得的宝贵启示。

（执笔：沈德良 朱永华 赵强 欧阳金雨）

胜利属于英雄的湖南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