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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游业摸爬滚打了 33
年， 不仅走遍了湖南的山水，也
见证了湖南旅游业从小到大的
巨变 ： 游客的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外国游客也为湖南竖起了大
拇指。

20 世纪 80 年代， 出门旅游
是个新鲜事儿。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旅游从以接待为主向经
济型转变。1986 年夏季的一天，
140 名香港游客乘坐广铁绿皮火
车抵达长沙。 我因会说粤语，被
当时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湖南分
社抽调来给香港同胞当导游。他
们愉快地开启了湖湘 6 日之旅，
我也从此跨入旅游业。

没多久，我接待的港澳台同
胞以及日本 、韩国 、美国等游客
越来越多 。当时 ，我省接待条件
颇为有限 ，交通也不便 。长沙的
涉外酒店仅限于芙蓉宾馆、湘江
宾馆 、华天大酒店等几家 ，游客
乘大巴到张家界要近 10 个小
时。

1989 年冬季的一天，武陵源
天子山上飘起了雪，我带着一个
34 人的台湾团队，从下午 3 点开
始下山，由于客人年龄都上了 60
岁 ，足足走了 2 小时 。然而下山
后却发现少了 2 位客人。我急忙
原路返回，终于在一个小店门口
找到了这两位体力不支的阿姨，
又找来两个轿子抬她们下山。

现在飞机、 高铁非常便捷，
旅游拉近湖南与世界距离。来湖
南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湖南人出
游的愿望也与日俱增。

作为旅游前端行业，旅行社
见证了湖南旅游业的巨变 。而
今 ，中外游客因张家界 、凤凰 、
韶 山 等 一 批 旅 游 名 片 慕 名 而
来 。 好看好玩好吃的湖南给他
们留下深刻印象 ，红色旅游 、康
养旅游 、研学旅游 、旅游演艺等
层出不穷的新产品让他们停下
了脚步。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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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湖南文化体制改革发展起步较早，20 世纪 80 年
代末，湖南省委、省政府就作出了“发展文化经济，建
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近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委确
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我省全面如期完成了
阶段性改革任务；出台了系列文化发展政策，释放文
化产业发展创新活力，创造了全国瞩目的“湖南文化
现象”。

湖南文化体制改革分三步走：
率先启动期，湖南出版通过转企、改制、上市，走

在全国前列。 湖南广电以经视频道机制改革为突破
口，成功激活了老的湖南电视台。“广电湘军”“出版湘
军”声名赫赫。

全面推进期， 以 2006 年 6 月全省文化体制改革
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文化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到全
面展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

深化改革期，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
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在全国率先提出“文
化创新体系”。深化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
全国率先成立省文资委。推动广电、出版新一轮改
革，整合重组现有国有文化资源，推动企业更加聚
焦主业。

2.全国重大考古发现，复原光辉“湖南
印象”

早期的中国历史叙事，为人们留下湖南是“蛮
荒之地”的刻板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全国重
大考古发现表明，从上古时期开始，湖南就已呈现
出光辉灿烂的文明景象，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
分。

1950 年 10 月，省政府设立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开始着手湖南文物的抢救、保护和管理工作。

1972 年至 1974 年， 长沙马王堆汉墓惊天现世，
一号墓发掘出了 1000 多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和一具保
存完整的西汉女尸，震惊世界，成为我省文物、博物馆
事业大发展的起点。

马王堆汉墓、玉蟾岩遗址、高庙文化遗址、城头山
遗址、炭河里遗址、铜官窑遗址、里耶古城、老司城遗
址……一系列全国重大考古发现成为湖南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
金名片。

3.“欢乐潇湘”“雅韵三湘”， 文化之
乐满湖湘

2013 年起，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化活动、“雅韵三
湘”高雅艺术普及活动在全省开展。两大平台交相辉
映，在形式、内容、参与方式上不断创新，满足了人们
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党委、政府“搭台”，为“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化
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引导社会力量办文化。截
至目前，该活动共举办文艺汇演近万场、书画美术摄
影展 584 场；文艺汇演参赛节目 8.2 万个，其中新创
节目约 1.9 万个；培训群众文艺爱好者 85 万余人次，
全省群众文艺团队发展到 1.5 万个，成为近年来湖南
演出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雅韵三湘”高雅艺术普及活动以省内艺术院团
创作和演出的高雅艺术精品剧（节）目为主，适当引进
国内外高雅艺术剧目演出。到目前，共演出高雅艺术
剧目 1300 多场，惠及群众近百万人次。

4.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张家界
张家界因旅游而建，因旅游而兴。
1982 年， 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成立。如今，作为湖南的旅游“龙头”，张
家界拥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
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国家首批 5A 级旅
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区、最受欢迎入境旅游目的地
等多张烫金名片。

张家界以武陵源自然遗产观光旅游为核心，以慈
利东线观光休闲旅游、桑植西线生态人文旅游、天门
山观光旅游为依托，形成了“三星拱月、全域旅游”的
发展格局。

精彩纷呈的创意营销活动，如翼装侠、漂移高手、
高空王子轮番征服奇山异水，国际诗歌旅游节、黄龙
音乐季等活动接连上演，助推张家界朝着国内外知名
旅游胜地大踏步迈进。

5.“锦绣潇湘”旅游品牌绽放异彩
20 世纪 90 年代，湖南在全国率先提出旅游精品

建设工程，连续举办“三节”（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
岳阳国际龙舟节、 长沙浏阳国际烟花节）、“两会”（南
岳庙会、 常德桃花源游园会）、“一漂流”（湘西永顺猛
洞河漂流）， 旅游宣传促销活动精彩纷呈。21 世纪以
来，连续举办了 16 届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9 届湖南
旅游产业博览会。

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锦绣潇湘”旅游品牌建设
工程，推动 14 个市州设立与“锦绣潇湘”旅游品牌相
协调的旅游形象口号，开展“锦绣潇湘”旅游品牌新媒
体宣传推广活动。2018 年， 以国际直航城市为重点，
我省赴 27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锦绣潇湘”走进“一带
一路”文化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 60 场次。同年，湖
南作为全国唯一的省份，入选世界知名旅游指南出版
机构《孤独星球》发布的世界十大物超所值的旅行目
的地。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孟姣燕 整理）

8 月 9 日，立秋后的雪峰山高山台地清爽宜
人。“2019 中国·花瑶艺术文化旅游周” 的重头
戏———大型实景表演“南国雪峰·花飞花瑶”闪亮
登场，融合了花瑶“讨僚皈”文化和现代舞台艺术
元素的演出吸引了四方游客。

文化先行，深入研究雪峰山范围内的花瑶文
化、高庙文化、屈原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抗
战文化和宗祠文化，成立花瑶文化艺术团，举办
传统节日庆典，扶持文化传承人。同时，结合文化
成果开发旅游产业和产品，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
旅游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黎明把雪峰山“大花瑶”

景区打造成了湖南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成为
网红新景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2018 年 10 月 31 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
式挂牌，开启湖南文旅融合之路。

今年初，省文旅厅确定，以“两工程五体系”
为工作重点深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即实施艺术
创作精品工程、文旅人才培养工程，构建现代公
共文旅服务体系、 现代文旅资源保护利用体系、
现代文旅产业创新体系、 现代文旅市场管理体
系、现代文旅传播推广体系。

随着机构改革顺利推进，我省文旅融合发展
成效初步显现。今年一季度，全省文化和创意产
业实现增加值 479.55 亿元，占 GDP 比重 5.75%。
上半年，我省启动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重点项目
和重点企业数据库管理平台建设， 截至 6 月，全
省在建重点文化旅游项目 351 个、 总投资达

5796.06 亿元。文化贸易扩大，1 月至 5 月，全省出
口文化产品 80.5 亿元，同比增长 72.9%。

随着文旅融合深入推进，我省旅游演艺发展势
头强劲。大型歌舞《张家界千古情》用高科技手段打
造了一场展示张家界历史文化与传说的盛宴。

更多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纪念馆和非遗传
习场所被纳入旅游线路，全省文物、博物馆开放单
位每年接待观众游客约 7990 万人次。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大王山文旅小镇等
文旅集聚区发展， 湘赣边和大湘西地区
三大环线等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有效
助力脱贫攻坚战……

“诗和远方”融合发展，让湖湘
文化清香远溢、锦绣潇湘更美。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雨艳

8 月 20 日，长沙酷暑难耐。湘江西
岸的芙蓉国剧场，大型话剧《耿飚将军》剧组
正在进行首次联排，冲刺 28 日的首演。

今年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耿飚
诞辰 110 周年，话剧《耿飚将军》为纪念耿飚而创
作。剧本敲定后，导演傅勇凡与耿飚家人在全国寻
找演出团队。

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建制齐全， 老中
青演员皆有，业务水平也得到傅勇凡认可。在全国
一些话剧院团出现演员断层的情况下， 这十分难
得。加之，耿飚是湖南人。因此，傅勇凡及耿飚家人
选择以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演职人员为主
要创作团队。

不过，当双方达成合作意向时，排练时间仅剩
下月余。

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国家一
级演员石岗说：“题材大， 难以把握。 排练时间很
短，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

台上台下，所有人都全神贯注。
排练间隙， 石岗激动地告诉记者：“我进入省

话剧院整整 30 年，近年来，感受到了与以前完全
不同的氛围，大家的业务水平、精气神都起来了！”

省话剧院最早可追溯到 1937 年成立的抗敌
演剧六队，1953 年成为湖南省话剧团，曾在 20 世
纪创下光辉纪录：话剧《枫树湾》引发全国性学演
热潮， 后以该团演员为主拍的同名电影在全国放
映；话剧《世纪风》两次应邀晋京演出，获得中宣部
颁发的第四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话剧《水
下村庄》参加原文化部主办的庆祝建国 50 周年优
秀剧目献礼演出，并获第 10 届文华新剧目奖。

可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院团陷入了困

顿，演
员演戏的机
会不多，也没什么收入。
湖南省话剧团也难逃大势。

1989 年， 从话剧班毕业的石岗被分配到省话
剧团，还来不及一显身手，就和大多数演员一样，
被迫到歌厅演出以维持生计。

“人心不稳，大家都很迷茫消极。”石岗说，转
折发生在 2004 年，时任团长毛剑锋推进的改革。

毛剑锋认为，院团不景气，关键是没好戏。他
围绕打造原创精品、市场化运作，接连推出《青瓷》
《韶山升起红太阳》《万水千山》 等多部原创大戏，
部部都在全国巡回演出， 社会影响和票房收入都
不错。

2012 年，转企改制之后，省话剧院又推出了话
剧《泉涸之鱼》《十八洞》《沧浪之水》、儿童剧《这个
世界谁最忙》等大戏。这些剧目与时代同频共振，
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收获了较好的反响。

演员水平提升，对话剧的理想更坚定，收入也
大大改善。 石岗感慨地说：“现在排戏， 大家抢着
上，不怕苦不喊累，哪怕是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
都非常认真地研究。 让我觉得话剧真的有希望
了！”

今年下半年， 省话剧院的行程满满：《耿飚将
军》首演后，排演大型话剧《王新法》。紧接着是一
年一度的青年戏剧嘉年华，之后是话剧《十八洞》
巡演。好戏连台，大家都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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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孟姣燕 通讯员 周东平

火热的 8 月，湖南文化事业茂盛生长。4 部作
品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湖南省博物馆日均
参观人数直逼 1.5 万人次上限，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建设如火如荼。
旅游市场“热浪”扑人。夜晚的长沙铜官窑古

镇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平江沱龙峡漂
流、张家界茅岩河避暑……游客热情只增不减。

从文化产品是奢侈品， 到文化大餐接踵而

来；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锦绣潇湘”吸引海
内外游客； 再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诗和远方”
互相滋养。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湖南正从文旅大
省向文旅强省铿锵迈进，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添彩。

1978年 141个，2017 年 534个。艺术表
演团体

1980年 0.25亿元，

2017 年 27.8亿元。
全省文化
事业费

2014 年前，每年

160万元；
2018年，

2862万元。

艺术创作
资金投入

2008 年，583.67 亿元，

占 GDP 比重达到 5.1%，确立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地位；2011 年，首

次突破千亿元；2017 年，2112
亿元，约为 2004 年的 10倍。

全省文化
产业增加值

1988 年， 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626.5万人次；

截至 2018年底，全省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7.49亿人次。

接待游客
人次

截至 20 18 年
底 ， 有 A 级 景 区

443家， 其中 5A

级景区 9 家、4A 级

104 家。

国家 A 级
旅游景区

⑤ 2018年 10月 11 日晚， 株洲神
农大剧院， 演员在表演大型民族歌剧
《英·雄》。（资料图片）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② 8月 15日，张家界武陵源黄石寨
景区， 奇特的地貌景观和得天独厚的森林
生态环境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吴勇兵 摄

④ 4 月 1 日， 长沙市浏阳河畔，建
设中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已初具规
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③ 各校学生支援马王堆汉墓发掘
工作。（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① 2018年 8月 12日，花垣县石栏
镇“让妈妈回家”苗绣创业基地，苗家妇女
在制作苗绣。（资料图片） 龙恩泽 摄

展览演出丰富多彩、 民俗节庆精彩纷呈、网
络文化产品随手可得、文艺轻骑兵将优秀作品送
到田间地头，饭后跳个广场舞，春节还可自办春
晚……湖湘大地，文化大餐丰盛可口。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有
过灿烂的时代景观。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
重视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持续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强省建设、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重大部
署，全省文化系统认真落实，大力推动文化改革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人民文化生活显著改善，
文化自信与获得感同升。

文学湘军、广电湘军、出版湘军、演艺湘军声
名赫赫，根植于湖湘文化沃土，创作了一大批在
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今年 8 月 19 日，图
书《乡村国是》、电影《十八洞村》、电视剧《共产党
人刘少奇》《那座城这家人》4 部作品获得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成为湖南文艺从高原向高峰奋力
迈进的重要标志。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省注重现实题材
创作与扶持引导，注重文艺创新。仅全年艺术创
作资金投入，就从 2014 年前的 160 万元，提升至

2018 年的 2862 万元。
文艺花果， 本就为人民培植。“欢乐潇湘”大

型群众文化活动、“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普及活
动、“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文艺惠民活动
等，将中外文艺精品送入千家万户，激发百姓自
身的创作活力， 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需
求。

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则
让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们也能分享文化红利。从
1980 年到 2017 年，我省的文化事业费从 0.25 亿
元增加到 27.8 亿元， 增长了 111.2 倍。 到 2018
年，五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数字服务平台
基本形成，一批省、市、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文化艺术中心相继建成，新建乡镇综
合文化站 2082 个，60%的村(社区)建起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文化设施由“有不有”向“好不好”转
变。

文化建设，扶智又扶志，扶贫力度空前。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加快，文化小康实
现程度达 98.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湖湘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不仅让传统文化
新生，更成为人们脱贫致富的助推器。

随着总量规模稳步扩大，20 世纪 80 年代
末兴起的文化产业， 逐渐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2008 年， 我省文化产业增加值
583.67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1%，确立了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地位。2017 年， 全省文化和创
意产业增加值达 2112 亿元 ， 占 GDP 比重
6.2%，约为 2004 年的 10 倍，文化产业居全国
第一方阵、 中西部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 (2017)”显示，湖
南位列第 7。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则
帮助文化产业不断释放发展创新活力，创造了全
国瞩目的“湖南文化现象”。

如今，面对形势下行压力，我省省管国有文
化企业深化改革，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在传统
媒体下滑的大背景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湖
南卫视收视率和广告创收依然是全国卫视第 1，
且新媒体板块发展有力。在 2019 年第十一届“全
国文化企业 30 强”认定中，中南传媒、芒果超媒
和电广传媒等 3 家湖南文化企业进入序列，民营
企业代表张家界魅力文旅公司进入提名，被认定
企业数量系我省历届之最。

临近开学季，湖南旅游却热度不减。
张家界武陵源溪布老街上演“七月七摸米女

儿会”，中外游客与土家族姑娘对山歌、抛荷包、
跳摆手舞，共享土家传统民俗盛会；桂东县、平江
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等，成为今夏湖南避暑旅游
好去处，溯溪戏水、森林康养，沁人心脾。

“过去‘老外’游湖南，只有橘子洲、马王堆、
岳阳楼‘老三样’，现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湖南从
事旅游工作 40 余年的吴新干感叹，70 年来，旅游
项目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

湖南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资源大省。 不过，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旅游只是外事工
作的一部分。据《湖南省旅游志》记载，1978 年，全
省接待外国游客不足 1.5 万人次。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湖南旅游
业开启了从外事接待向经济产业的转变。1980
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在《湖南日报》发表《养在
深闺人未识———失落的风景明珠》一文，让张
家界山水声名远播。两年后，中国第一个国家

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立。同
时，韶山、南岳、岳阳楼、桃花源等一批景区修
复完善。

20 世纪 90 年代， 是湖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转折时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旅游业
发展，建设旅游大省的决定》，同时按照中央要求
努力“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
地”。一时间，多元化市场主体开始涌现，“三节”

“两会”等旅游宣传促销活动精彩纷呈，湖南在全
国率先提出旅游精品建设工程，旅游业成为全省
经济增长点中的新亮点。

21 世纪以来，全省旅游业步入快速、提质发
展轨道。2006 年， 我省旅游支柱产业定位正式确
立。2012 年， 湖南吹响了建设旅游强省的号角。
2016 年，“全域旅游”按下快进键，我省提出打造
旅游万亿产业,加快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
旅游基地建设。

如今，从大美洞庭到悠闲湘南，从神秘湘西
到神奇湘东，从景区、乡村到全域，三湘大地处处

是景；春赏花、夏玩水、秋摘果、冬养生，锦绣潇湘
季季有景。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有张家界、崀山、
老司城 3 处世界遗产；有 A 级景区 443 家，其中
5A 级景区 9 家、4A 级 104 家；星级饭店 397 家，
其中五星级饭店 19 家；旅行社 1011 家，全国百
强旅行社达到 7 家。全省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7.49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8255.12 亿元，接待人次
是 1988 年的约 120 倍。 其中， 接待入境旅游者
365.08 万人次，是 1978 年的 240 倍。湖南旅游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 2230.75 亿元， 占 GDP 比重为
6.12%。

2018 年，我省作为全国唯一的省份，入选世
界知名旅游指南出版机构《孤独星球》发布的世
界十大物超所值的旅行目的地，“锦绣潇湘”旅游
品牌愈发闪亮。

走过不平凡的 70 年，湖南旅游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
省的历史性跨越，旅游也从小众人群的奢侈品变
成了大众的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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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餐日益丰盛，百姓文化自信与获得感同升

深闺山水变璀璨明珠，实现旅游资源大省向产业大省跨越

文旅融合，让湖湘文化清香远溢、锦绣潇湘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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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7 日， 大雪
过后，隆回县虎
形山瑶族乡在
白雪的映衬下
宛如童话世界，
美轮美奂。（资
料图片）
罗理力 奉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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