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个湖南，是从一卷雄文开始奔腾
的。

2019 年， 湖南收获了盛夏的果实。
“第三届锦绣潇湘湖南文化旅游创新创意
大赛之遇见望城” 激荡了湖南的山山水
水。 湖南文创，再次成功探索出了区域文
旅综合解决方案。

2017 年和 2018 年，望城区在湖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的关怀和指导下，先后举办
了第一、第二届湖南文化旅游创新创意大
赛，用实打实的扶持资金、落地政策、推广
平台来吸引广大文创人才入驻，为望城文
旅产业创新带来了全新动力。

大赛以“文旅融合 极致体验 遇见望
城”为主题。 立足湖湘文化，聚焦望城元
素，旨在提升文旅产品整体水平，创新文
旅融合新模式；提炼文旅要素，整合全域
旅游资源，促进文旅产品“二次消费”，适
应文旅消费新需求；荟萃行业精英，串联
产业环节， 形成文创产品设计、 生产、销
售、推广全产业链，探索文创产品落地新
机制。

此次大赛精准聚焦望城文旅元素，梳
理出“红”、“古”、“绿”的文旅资源特色，设
置新形象、新产品、新业态三大征集方向，
面向全国设计智库广泛征集作品。为提高
设计作品的可转化性， 精准对标企业需
求， 组委会梳理出全区 40 家文旅企业需
求情况供设计方参考，切实提高转化落地
性。 还针对设计企业或高校的专业特长，
精准对接设计资源，带着企业的需求和问
题有方向的宣讲和发动，达成设计方与需
求方的精准对接， 形成针对性服务模式。
除此之外， 为确保文创产品得以畅销，拓
宽销售渠道，组委会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共
同发力。撬动望城区旅游行业协会创建协
会公众号，在公众号中设立文创产品售卖
专栏，实现产品线上销售新渠道。 结合区
文旅投资源，利用湘韵生活馆、文创中心
等线下平台，推广、销售文创产品，促进大
赛作品落地。 对接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引导专售湖南文旅商品的 IP 项目“这

湘有礼”进驻望城，销售“带得走”的湖湘
文化。

组委会举办文旅产业资源对接大会、
望城区文化旅游产品博览会等。获奖作品
还将代表望城参展省文旅商品博览会，乘

“铜官古窑文旅小镇” 获评全省首批十大
特色小镇东风，作品的落地与转化也将持
续发力，推动大赛成果落地生根、枝繁叶
茂。

名称的变化，是思维、观念、路径的选
择。

国家战略赋予其强大的背景。 按照党
中央的要求和部署， 文化和旅游部统筹推
进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
展，明确“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文化与旅游的协同
发展，被湖南提升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如何创新引领？怎样开放崛起？《湖南
省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规划出了时间表、路

线图。
《行动计划》提出，将建设以“锦绣潇

湘” 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作为总目标，
力争到 2020 年， 全省旅游总收入突破 1
万亿元，基本建成旅游经济强省和国内外
知名旅游目的地。 这一个个喜人的数据，
昭示着湖南旅游已成为新常态下推动湖
南省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成为人民群众
息息相关的幸福产业。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禹新荣表示， 通过文旅融合规
划、文旅融合项目、文旅融合活动、文旅融
合产业、文旅融合品牌等建设，准确推进
湖南文旅融合；要顺应市场需求，壮大文
旅消费市场主体， 利用网络科技技术，努
力扩大文旅消费，推动市场消费由物质消
费向精神消费升级，打造“资本、消费、政
策”等文旅市场“三驾马车”，为湖南经济
转型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实现由
大省向强省的跨越。

“遇见望城”，是基于实战层面的全方
位演练。它的价值，在于其示范性的意义。
汇集产学研各块力量，立足转化促进产业
发展， 用创意赋能望城文化旅游商品开
发，用创新打造文旅产业高地。 这一“阅
兵”， 将进一步打造我省文化旅游商品提

质升级“先导区”的重要抓手，对于构建望
城生态、文化、旅游、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
融合发展格局，分类推进各个市州文旅融
合创新发展，提供一个战略性的蓝本。

更多的利好接踵而来。马栏山视频文
创园、昭山文化产业园、长沙天心文化产
业园、铜官创新创客基地等文旅集聚区快
马加鞭。韶山、武陵源、南岳 3 个县市区入
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今年上半
年，我省纳入国家文化旅游项目库监测的
文旅项目 351 个， 累计投资达到了 5796
亿元。

全域旅游基地、世界旅游目的地。 这
是省委书记杜家毫为湖南设定的同位语。
这样的设定，在于湖南的瑰丽山水与锦绣
人文，更在于湖南文创对旅游业的强力加
持，在于文旅融合的美好愿景。

一组数据说明未来可期：全省文化旅
游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上半年，全省城镇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1608 元，同
比增长 10.9%。 1 至 9 月，全省接待国内
外游客 5.95 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6721.17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27％和
15.97％。

望城会怎样？ 长沙会怎样？ 湖南会怎
样？ 未来已来。

不到潇湘
———看文旅融合创意创新中的湖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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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从来就是一座有抱负的城市。

“惟楚有材”的自信，“大江东去”的豪迈，矗立在

湖南人文渊薮的坚实基座上：这里有《九歌》之瑰丽奇

幻，《过秦论》 之汪洋恣肆，《桃花源记》 之诗酒田园，

《岳阳楼记》之天下苍生，诗仙留下了“巴陵无限酒、醉

杀洞庭秋”的风情，诗圣发出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

花时节又逢君”的绝唱，秦学士浅酌低吟“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黄庭坚击节高歌“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

夜雨十年灯”，“楷圣” 欧阳询书墨飘香书堂山……锦

绣山水与瑰丽文章酿造了一个湖南。

如果说历史的湖南传唱在文人的诗文中， 那么，

现实的湖南则“打卡”在游客的消费里。 今年国庆长

假，长沙共接待游客 955.59 万人次。 从岳麓山到湘江

边，从餐饮到购物，随着人气不断地走高，长沙，被纷

至沓来的游人追捧成了“网红城市”。

可以触摸的长沙、可以带走的湖南，走红的背后，

炫目的是湖南文旅融合的璀璨新景。

又一个湖南，是从一首小诗开始踱步的。
2016 年早春，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落笔，洇开了

湖南文创的盎然春意。 大赛以“创·造·生活”为主题，由湖南
省文化厅、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联合承办。 短短 86 天的征集时间，共
收到来自全国和美、英、法、意等国的参赛作品 4023 件，湖南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打响了“文创湘军”第一枪。

能落地的创意才是好设计，注重“产品落地”，成为首届湖
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的特色与标准。 大赛评审主席、湖南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人可回忆，评选标准瞄准市场需求，强调
实用性和产品落地， 确保能将创意转化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
中的产品。 已经投产的产品优先，有创意无产品的则关注转化
周期。

落地与转化，成为了湖南文创的关键词，折射出了湖南
文创的企图心。

一次试水， 就激荡开了湖南文化创意产业淋漓的气象，
锦绣潇湘 SMART 文旅创客大赛、锦绣潇湘快乐长沙“铜官
窑古镇杯”文旅创客大赛……文创赛事纷至沓来，从单个的
产品创意，到全链的产业创新，湖南文创，迈开了加持旅游产
业的融合创意创新之路。

一家普通的小龙虾馆，一天取号突破 20000 个？ 这是在
网红时代才有的神话。 今年国庆假期，长沙文和友海信广场
小龙虾馆刷爆朋友圈。 店家甚至还为蜂拥而至的吃货发出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你可以边游览长沙边排队”的安抚微
信。

在文和友，吃，不仅是一种口福，还是一种体验：土味红
砖房、霓虹灯牌、老式录音机……酝酿出了一个上世纪 80 年
代的长沙“老城”。 从乔口古镇的荷花虾，到店内长沙方言展
览、长沙本色展览等人文体验，更为原本的美食增添了独有
的长沙个性与长沙文化。 去年，文和友接待外地客人达到了
370 万人次，成为了长沙“夜经济”和“夜文化”的一种代言。

把旅游发展中的增量资源和文化领域中的存量资源切
实融合起来，将各类资源多维度地整合，运用创意的手法转
化为旅游场景，在彰显目的地文化特性的同时，创造出全新
的文化旅游体验。 从传统街区坡子街延伸的非遗湘菜，以及
小龙虾点燃的夜间经济， 和老长沙怀旧场景的塑造创意，新
时代自媒体传播塑造的“网红”，为产品、产业注入了脑洞大
开的内生动力。

这样的崛起，在于湖南有着发达的数字经济，有着众多
艺术院校，还有前期文创产业的积累。 此外，湖湘文化就是一
个鲜明的文化符号。 整合产业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打
造湖南的创意示范区， 推动从有形资源向无形资源的转换，
增加文化的体验价值，势必能开拓出文化旅游的“蓝海”。

文创的无限潜能，激发着一座城市的志向。
2016 年，长沙跻身第一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推动

了文化、体育、旅游等业态消费成为新时尚。 今年，在文化消
费试点获评国家一档奖励、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的基础上，长
沙提出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向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目标迈进。

为促进文旅消费有序升级， 长沙持续加大在夜间经济、
乡间经济、网间经济上发力，在新业态融合上创新，做到了让
文化开口说话。

文旅融合，湖南注重产业实力的培育。 以文化创意、科技
创新与品牌创建为推手，保障景区引流更加有力、园区支撑
更加强劲、街区特色更加鲜明，实现夜间亮起来、乡间活起
来、网间红起来。

作为中国最具文化创意的媒体艺术代表城市之一，长沙
积极对接“互联网 +”战略，实施“文旅 +”行动，推动文旅与科
技、教育、信息等深度融合，引入了一批文化园区与项目：长
沙方特东方神画建成开放，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后湖国
际科创文化产业园、 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华
谊兄弟（长沙）电影小镇等业态各异的产业群有序推进。 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获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展现
出长沙文旅融合的引领之势。

湖南的文创旅游产业链条正在不断延伸， 覆盖了媒体、
艺术、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时尚产业、网络信息、软件与计算
机服务、咨询服务、广告与会展服务、休闲娱乐十大行业门类
及相关产业。 在此基础上，文创旅游服务业、文创旅游营销、
文创旅游商品设计等行业形态不断涌现， 产业环节不断完
善，产业结构更加丰富，旅游产业的渗透性、辐射力和带动性
强的特征也更为凸显。

未来，湖南将推动文旅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上融合发展，发挥产业优势，释放更为澎湃的产业效能。

又一个湖南，是从一阙长调开始快进
的。

2018 年金秋， 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执掌的一项赛事，再次掀起了湖南文创
的风潮。第一届“马栏山杯”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参赛人数共 6458 名 ， 征集作品
10283 件。 其中文化旅游类征集作品
3494 件。 报名人数、作品征集量、参与地
区创下国内同类赛制多项纪录。

大赛与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合
作，为参赛作品进行时间戳、数字加密、网
络存储、溯源管理等服务。组委会还为获奖
者提供媒体宣传、推荐投资、商业合作等多
种资源，追求转化落地，充分兑现创意作品
的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化创意与
产业需求之间的道路打通， 通过多种形式
实现产业对接，将一件件生动有趣的作品，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投放到市场，成为
大赛吸引如此多参与者的最大亮点。

通过“马栏山杯”大赛，依托我省的文
化品牌效应和内容优势， 推进文化产业与
相关领域的融合发展。以本次大赛为起点，
文化创意成为了串联湖南优势产业的黏合
剂和带动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发动机。

2016 年 10 月，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会，吹响了“北有中关村、南
有马栏山”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的响亮号
角。升格后的第一届“马栏山杯”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是湖湘情怀的一次抒发，是湖
南文创在新起点上的隆重起航、平台化的
全面升级。

大风起兮云飞扬，华声在线文创频道
正式上线。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携手国
家级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华声在线，共同打

造湖南首个“赋能
型”文创产业垂直平台。
随之，“新湖南文创频

道”、“文旅湖南”微信公众号纷纷亮
相， 组成了湖南文旅创意的宣传矩阵，充
分发挥省级网络媒体在优质文创品牌建
设中的作用，赋能文创设计服务及产业链
优化升级，深入推进湖南“互联网 + 文旅”
的融合发展。

采用栏目化、标签化的形式，湖南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不断拓展平台， 集中展现时
下最新最热门的文创内容：“政策资讯”聚
焦文创新闻热点和网评，分享生活好物、匠
人匠心以及文创精彩案例；“产品推荐”展
示和推荐湖湘代表性文创产品；特别是“这
湘有礼” 系列文创产品与湖南文创设计大
赛获奖产品；“活动分享” 专门发布各类文
创活动信息，还推出了“智库平台”、“需求
大厅”和“法律服务”三大栏目。 聚集设计
师、 高质量用户和智库资源， 用电商概念
“链”接文创各要素，打造平台级文创新媒
体，并梳理出了新媒体 +文创、线上线下同
步零售、“商品 + 服务 + 社交”的运营模式
等文创产业平台新思路。

平台，不只是线上，还在线下。 近年
来，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 湖南文创联手省博物馆推出

“铜趣大冒险”系列，引领亲子文创市场，
联手省图书馆，面向海内外开展“难得糊
涂”IP 征集， 一度成为热议话题， 联手南
岳，发起旅游产品创意大赛，赋能文化名
山……不只是覆盖国内， 还延展海外。
2018 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市 CCD 会议中
心迎来了一位叫做“湖南”的客人。 作为

“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大型文化
交流活动重头戏的“魅力湖南”文化展向
德国民众掀开了盖头。

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的曾国藩、左
宗棠和湘军士兵雕像充当迎宾， 让参观者
会心一笑。 以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人面
方鼎、豕尊、象尊、牛尊、铜兕觥为原型打造
5个萌酷的动漫形象，大受德国孩子欢迎。
观展的杜塞尔多夫市长托马斯·盖泽尔也
对产品创意赞赏有加。 德国民众非常好奇
花鸟如何能变成湘绣？ 又是怎样镶嵌在了
晶莹剔透的镇尺里？ 巧妙蕴藏湖湘文化的
湖南文创产品大受欢迎， 每一件作品都让
杜塞尔多夫市民爱不释手，啧啧惊叹。

而之前，热情洋溢的西班牙人民也感
受到了湖南的魅力。

一方面要讲好了湖南故事，另一方面
跨界开发了适合消费市场主力军的系列
产品， 再加上不断延展的国际化平台，湖
南文创，屡屡推出了以湖湘文化为内核的

“现象级”、“国家化”的旅游形象产品。

长沙烟花已经成为长沙旅游新名片。 伍畅林 摄

传 统
文 化 焕 发
新活力。
高慧 摄

湖湘文旅夜游资源丰富。 伍畅林 摄

科 技
智 能 提 升
旅 游 消 费
新体验。
叶子君 摄

从产品到产业的延伸
诗 以 言 志

从项目到平台的升级
词 以 传 情

从大省到强省的跨越
文 以 载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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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届锦 绣
潇湘湖南文化旅
游 创 新 创意大 赛
之 “遇见望城”启
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