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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红

2013年的一天晚上， 远在常州的小姑子兴奋地
打电话给我，让我开通微信，以后打电话就可以不花
钱了。 我一脸的惊愕。

我2012年就注册了微信。 开始听说要用手机号
注册，我怕不安全，没注册。 后来不用手机号也能注
册了，但要求实名，犹豫了一会还是注册了微信，但
基本没用过，因为打开里面也什么都没有。

听小姑子这么一说，我赶紧打开微信，点击视频
聊天，面对面通话就这么简单实现了。

视频通话以前我也用过，小叔子夫妻外出打工，
孩子留给公婆带，婆婆不时从乡下带了孩子过来，在
我家电脑上通过QQ和摄像头和小叔子夫妻进行
视频通话，让他们看看孩子。 现在居然用手机就可
以了，很方便，就像打电话一样！ 小姑子说，家里有
WiFi不担心流量，通话就不用花一分钱了。

但是，我仍然很少用微信，基本是打开和小姑子
通话。 那时我的微信好友也只有她一个。 慢慢地，一
些朋友要求加微信，于是有了一些微信好友，但我还
是很少打开， 总是很晚才看到他们发来的信息。 接
着，通过朋友转发的链接知道了一些公众号，可以方
便地看到不少好文章，我看微信的时间多了些。不过
这时手机上也装了QQ，看QQ的时候更多。

原来的同学群、文友群都建在QQ上，后来慢慢
迁到微信上，有些很少上网的同学和文友，没有QQ
或有也很少用，到微信上却变得活跃起来，不会打字
的文友用微信写作还挺在行，没QQ的并不少，没微
信的还真少。 就这样，我的微信群越来越活跃，也越
来越多， 如今我打开手机都要看微信，QQ反倒看得
少了。

我们是2002年把家搬到县城的，2012年小叔子
夫妻从浙江回来，也在县城买房开店，公公婆婆不肯
进城，一直住在乡下老家。这几年的乡村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网络开始普及，我的旧电脑搬到了婆婆家，
装上了宽带，我教公公怎么看新闻，教婆婆怎么看广
场舞视频，给他们注册了QQ号，教他们俩使用QQ视
频通话。 可我们一走，他们就忘记了怎么操作。 婆婆
要好些，终于学会了用QQ视频聊天，不时与几个子
女通话。

我们都认为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公公手机
坏了就给他换了部老人机，可婆婆不甘心，旧手机坏
后自己去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而且马上注册了微信，
学会了微信视频通话， 一有空就拿起手机与子女视
频，尤其喜欢与远在常州的小姑子视频聊天。

前几天重阳节婆婆参加村里的文艺汇演， 第二
天小姑子就把婆婆表演的视频发到了家庭群中 ，
与婆婆家只几里之隔的二姑子见了感叹： 你在
常州都看到了这视频， 我还不知道呢！ 小姑子笑
道：我是在朋友圈看到后转发过来的，现在是什么时
代啊！

我想起去年夏天父亲说的一件事： 老家亲戚孩
子误把农药当饮料喝了，被送去医院急救。 父亲就在
村里根本没听说这事，远在南昌的堂妹却知道了，说
是在微信上看到的。 这让父亲感慨不已。

过年时，一家人在家庭群里发红包玩，听到我们
不时爆发的欢笑声，公公一脸的困惑：这手机红包里
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银行发的吗？ 把我们笑死了。

我对于手机支付一直有些抵触，总觉得不安全，
没绑银行卡。 开店的小叔子夫妻却早就用上了微信
收付款功能，开始是顾客要求用微信付款，让我帮忙
弄收款二维码，使用频率非常高。 今年我在微信上收
到了一些稿费，零钱包里有了些钱，也开始发现小城
里超市、药店、早点餐饮甚至买菜都可用微信支付，
比信用卡银行卡还方便， 便去银行单独开了张卡与
微信捆绑。

五年来，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微信，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贺显华

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能见证很多事情的
变化。 对我家来说，这五年的变化是我家腾飞发展
的一个里程碑。

近几年，国家实施“村村通”工程和“精准扶贫”
政策，我家也开始发生变化。 村里有条坑坑洼洼的
村道经过我家屋门前。 县扶贫工作组和村委会向交
通部门争取了项目，把土路改造成了宽阔的柏油公
路，改变了路上“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现象。
我家占据了交通优势，成了别人羡慕的家庭。 父母
逢人便说：“搭帮党的政策好，公路总算盼到家”。

公路通了，修造房子也就便利了。 我家的木房
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几十年风吹雨打，木屋变形
倾斜，横梁和屏板逐渐破烂，成为危房，住在里面提
心吊胆。 2013年上半年，我向政府递交了危房改造
的申请报告，政府派人察看后，领导当场拍板，给了
我家一个危房改造的指标，补贴几万元钱，还免掉
一些相关费用，鼓励我家拆掉危房。 在政府的帮助
下，我家在原址修建了新屋，完工后，全家欢天喜地
搬进了新居。 如果国家不实施危房改造工程，我家
的老木屋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拆掉，也不知道年老体
弱的父母还能否住上安全舒适的新楼房。

读书是培养人才的渠道，过去农村有许多贫困

家庭供不起孩子上大学。 国家重视农村发展，出台
政策保障成千上万的贫困学子能顺利读书。 2013年
下半年，我家孩子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家里实在
拿不出那么多上大学的钱，我心急如焚，懂事的孩
子无奈地对我说：“爸爸，我不上大学了，外出打工，
让家里早日好起来。 ”我听了心里很辛酸。 打听到国
家助学的政策后，我心里升腾起“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 按照国家政策，我向孩子
所在的大学申请了贫困助学金和生活补贴，并且在
当地银行申请了无息贷款。 今年，我孩子在毕业典
礼上深情地说：“感恩党和国家的助学政策，我一定
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回报国家和社会。 ”

这几年里， 有一件事尤其值得我自豪和珍藏，
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我热爱写作，从未放弃业余创作，写作水平也
逐年提高。 去年，我斗胆地向省作协和毛泽东文学
院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情况，提出到毛泽东文学院学
习深造的请求， 省作协和毛泽东文学院录取了我，
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毕业后，我的写作水平
进一步得到提升，并且加入了省作协。 今年，我很幸
运地被东莞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录用当编辑，实现了
我人生的一大愿望。

五年来，我家发展变化的点点滴滴，让我感受
到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提升带来的喜悦与欢乐。

微信，只是一个缩影

我家在飞翔

日子越过越好
张艺琴

“噼里啪啦”随着阵阵鞭炮声响起，人们欢呼
着：“新娘子来了！ ”

这天是我哥结婚的日子。 天气真好，虽是10月
份，太阳还带着点火辣，更加红火地点缀着这场农
村婚礼，新娘跨过火盆进家门向我二伯、伯娘敬茶。
我心里很高兴，真心喜欢我这个美丽温婉的嫂子。

时间过得飞快，回顾过去和现在，家乡有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家在市郊的农村， 我爷爷奶奶生了4个儿
子5个女儿，除了我三伯伯不在村里住，我、大伯、二
伯家都住得近， 我跟我阿哥阿姐从小便在一起玩
耍，感情好得很。近五年来，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修
建了小洋楼，大伯二伯把祖屋拆了，建了一幢二层
小洋楼，爷爷奶奶跟着大伯二伯住。虽然分家了，但
是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到大伯家吃饭，哪家杀鸡宰鸭
也会叫上老人一起过去吃，二老日子过得舒心。 近
年来推出养老保险， 村里不少老人的子女买了保

险，爷爷奶奶是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
月补贴100元给老人，现在爷爷三天两头
往集市跑，经常买些小玩意、水果什么的
给我和弟弟。

2015年我考上了大学， 是村里不多的大学生，
弟弟今年上了高中， 我家负担一下便重了起来，好
在国家有助学贷款，我的学费不用愁。 年初发生了
一件大事，我二伯突发脑梗住院，在医院住了一个
多月以后才回家，国家政策好了，我们年年都交医
疗保险，二伯生病住院花了不少钱，部分费用可以
报销，二伯家负担也不那么重了。

政府帮着修了通到家门口的水泥路，水渠上修
了桥梁，道路比以前好走多了。以前就是一条土路，
一下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如今再也不必担心路不
好走了。 村委干部真心实意为民服务，不仅在道路
两旁种满了紫荆和桂树，还修了一个篮球场和许多
健身设施，劳作之余有了放松身心的场所，文化生
活渐渐丰富。每到晚上，我们村就热闹起来，人们吃
过晚饭就去球场跳广场舞锻炼身体，小媳妇、小孩
子都会上去扭两下。 过年时村里自办游园活动，表
演都是村民自己准备的。大妈们跳着节奏感强烈的
广场舞，演小品的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男女老少齐
上阵，就连我80多岁的奶奶都参与其中。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几个姊妹
都长大了。 这五年来变化的不止是我家，还有千千
万万家，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保护与继承
加大保护力度，加强分类指导，综合运用不同的方式

保护文化资源，精心守护省境历史文化区域，唤醒湖湘文
化记忆，修缮重点文化民居，打造国家级特色小镇和最美
乡村，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传承湖南文化品牌的精神
内涵，使其成为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资源。

改革与创新
湖南文化品牌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三湘

四水丰富的文化资源活力激发出来，把政府“有形之手”
和市场“无形之手”结合起来，走创新之路，重点培育人工
智能、数字出版、现代传媒、虚拟现实、3D打印等文化品
牌，秉持湖南文化的实践品格，将其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

“五位一体”和湖南富民强省建设，着力打造湖南文化发
展的升级版。

建设与发展
推进合理布局、服务配套的文化品牌建设示范区，重

点扶持文化品牌，建设国家级文化创新试验区，拓展文化
创意产业领域，推动文化与金融、科技融合，促进文化品
牌规模化、集聚化、专业化。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进行全球布局，外塑湖南文化品牌形象，提升湖南文化品
牌传播整合力，持续创设有湖湘特色、有引爆点的文化品
牌，开启湖南文化品牌的“锻造标杆、品质跨越、文化高
峰、国际化融合”的发展路径，在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
产业的历史进程中赋予湖南文化品牌以新的含义， 丰富
其新的时代内涵，打造湖南文化高地，以更具影响力的文
化品牌为引领，使湖南主要文化指标在全国领先，文化综
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品牌研究中
心主任）

开启湖南文化品牌的“锻造标杆、品质跨越、文化高峰、国际化融合”
的发展路径，在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中赋予湖南文化
品牌以新的含义，丰富其新的时代内涵，打造湖南文化高地———

湖南文化品牌
核心价值的当代传承

湖南是文化大省，也是文化品牌大省。 湖南
文化产业起步早，发展快，亮点多，贡献大，产生
了诸多“湘”字号文化品牌，形成了享誉全国的
“湖南文化现象”。“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

湘军”“娱乐湘军”创造了一个个产业佳话。 湖南
文化品牌不仅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和
转变发展方式的着力点，也为推进湖南文化强省
和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活力。

欧阳友权 禹建湘

湖南文化品牌的历史呈现
湖南的文源、文脉、文气已凝聚为一系列传承广泛、

影响深远的文化品牌，并彰显于湖南的社会历史进程中。
它们包括：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品牌。 湖南有民族始祖炎帝陵、
九嶷圣源舜帝陵、娥皇女英泪君山等民族根脉，有马王堆
汉墓、贾谊故居、岳麓书院等历史见证，有屈原、贾谊、周敦
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文心相传的
湖湘人物，成就了湖湘文化的独有风范———以天下为己任
的使命感，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务实品格，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刚正不阿的英勇胆识，兼收并蓄的开
放心态等等，它们已成为湖南文化强省的底色和基因。

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品牌。 湖南是中国现代革命
的发源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罗
荣桓……由众多革命者群像和历史事件凝聚的革命文化
精神，成为湖南先进文化的引领风标，其所形成的红色聚
集效应，足以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转化为文化强省的
思想导向、价值引领和红色旅游资源。

永不褪色的“雷锋精神”品牌。 雷锋精神的实质和核
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它已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表征。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信念的能量、 大爱的胸怀、 忘我的精
神、进取的锐气，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是我
们民族的脊梁。

蓬勃发展的文化创意品牌。崛起于湖南的中南传媒、
湖南卫视、中广天择、快乐购、红网、新湖南等，以及由此
形成的电视湘军、出版湘军等文化创意品牌，融合互联网
媒体不断转型升级，增强了湖南品牌的传播力，拓宽了文
化品牌的覆盖面，并创造了产业附加值，形成了跨界、渗
透、融合、提升的发展态势。

特色鲜明的湘味文化品牌。 主要有浏阳花炮、湘绣、
中国红瓷、醴陵陶瓷、菊花石、长沙歌厅、湖南小吃等。 面
对文化产业专业化、区域化、特色化发展的时代机遇，提
升大众消费的湘味文化品牌有责任在国家价值与地方特
色的融合中，打造一批市场精品，以文化为魂，发文化之
力，强文化之省。

此外，还有争奇斗艳的文化旅游品牌。 张家界、凤凰
古城、岳麓山、崀山、衡山、洞庭湖等，湖湘旅游品牌蕴含
着丰富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其衍生的创意
产品，体现了创意、文化、经济、技术、智慧的深度融合，是
我省重要的绿色文明之根、文化财富之源。

湖南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
为文化强省提供精神资源和思想坐标
湖南文化品牌蕴藏着丰富的精神资源， 是一个具有

巨大激励作用的价值坐标，能释放湖南“智造”的创新活
力，增加文化软实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伟大征程中，可以借助湖南文化品牌的力量，把历史文
化与地域文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让湖湘品
牌的优秀基因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生活
力，并将其运用于文化强省建设，弘扬湖南精神，传承湖
湘文化，讲好湖南故事，使湖南文化品牌更好地承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彰显“湖湘精神”的文化自信
湖南文化品牌的核心是“湖湘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凝

聚为文化自信。 例如，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让湖南人
拥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气概；敢为天下
先的创新精神，使湖南人拥有“风气自创”的“独立根性”；忧
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让湖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
耐得烦，能够“扎硬寨”“打死战”，关键的时候上得去、扛得
起、顶得住；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则以“湘学”为核心支撑，
关注现实和国计民生。 这些精神品格让“湘”字号文化品牌
高擎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以转化为时代的共同理想、
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应用于“四个

全面”和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中。

引领湖南“智造”产业腾飞
湖南文化品牌群的崛起，体现了湖南“智造”的创新

驱动战略；湖南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将助推湖南“智造”
从研发、生产、营销、管理全价值链的“绿色”定位，加速品
牌战略线、品牌塑造线、品牌传播线、品牌管理线全方位
向高端、 世界级品牌挺进， 建设湖南文化产业的全产业
链，彰显湖南“文化品牌大省”美誉，助推湖南成为“中部
崛起”的文化排头兵，在全国振兴文化产业大格局中形成
文化建设的示范性。

提高湖南文化企业的知名度， 有助于湖南文化产品
和服务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并以特色鲜明的符号形象
创造巨大的文化附加值。湖南文化品牌蕴含着知名度、美
誉度、忠诚度和联想度各要素，具有独特的品质、创新、责
任等“品牌价值DNA”。 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湖南文
化的龙头企业和品牌产品将实现上下游合作， 形成行业
规范，增强产业竞争力，形成以世界为半径的宏阔市场，
为湖南创意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提供价值“密码”。

湖南文化品牌的价值“智造”不仅有业绩、出效益、创产
值，还能出经验、有智慧、育人才，在政策、技术、信息、融资、
人才的平台上，实施模式创新与标准制定，在文化产业领域
输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创造模式和标准，为湖
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产业腾飞找到创新“利器”。

湖南文化品牌的价值传承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