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熊远帆

从博览会到艺术节：

节会推动“走出去”扩大知名度

“嘟嘟……”

10

月

12

日 ，省城镇集体工业

联社副主任、 省工艺美协理事长戴兆林办公

室的电话响个不停。 戴兆林对记者摇了摇头：

“要参展的企业太多了 ， 根本没有那么多展

位。 有些都是两家企业共用一个展位。 ”

10

月

19

日， 首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暨

第三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品博览会， 将在湖南

湘绣城举行。 开幕前一周，要求参展的电话还

在源源不断地打来。

“大家积极性为什么这么高？ 这是因为前

两届展会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的宣传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很好地提升了认知度。 一些企业通

过参展，扩大了影响，越做越大 ；而一些不喜

欢‘抛头露面’的企业则越做越艰难。 ”

“传统工艺美术品生产企业大都是小企

业，甚至很多是小作坊，没有什么知名度 ，也

没有品牌可言。 最初我们做头两届时，也只是

想提供一个免费的平台， 让这些企业展示自

己和自己的产品，树立做品牌的意识。 ”戴兆

林说。

博览会头两届却出人意料火爆， 很多企

业积极响应参展。 戴兆林介绍，第一届展会有

120

多家企业参加，第二届

200

余家，这一届达

到

300

多家了，“我们都有些招架不过来了。 ”

“正是看到企业的需要，我们将这个节会

升格，扩大展会的影响力。 在浏阳花炮和醴陵

陶瓷已形成规模的情况下， 重点支持以湘绣

为代表的其他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做大做强。 ”

本届博览会升格为省政府主办， 并一同

举办首届中国湘绣文化艺术节， 规格之高在

我省工艺美术界尚属首次。 与大多数展会昂

贵的参展费相比，展会不收任何展费，主办方

可谓煞费苦心， 希望将展会打造成一个工艺

美术行业集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动态平台，以

展会带动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

本届展会，主会场设在湖南湘绣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对外展示， 展示规模达

8000

多平

方米，展示来自全省各市州的

300

多家企业工

艺美术精品

10

万余件。 展览会还将举办湖南

省工艺美术产业基地奠基仪式、 贸易洽谈展

示和销售、投资推介会、中国刺绣高峰论坛 、

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等十大主题活动， 多维

度推广湖南工艺美术产品。

戴兆林认为， 不但我省要举办这样的节

会宣传企业和产品， 也要鼓励甚至补贴帮助

企业多参加外省乃至全国性的大展或者节庆

活动。 “许多知名的工艺品都是这样走出湖

南、走向海外的。 ”如“庆回归”时赠送给香港、

澳门政府的湘绣和菊花石雕，

2008

年北京奥

运燃放的浏阳烟花， 以及今年赠送给联合国

世博组委会的醴陵釉下彩“万花赏瓶 ”等等 ，

都成为了一张张生动的湖南文化“名片”。

从买湘绣到亲手做湘绣：

创建与旅游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如今到苏州旅游， 一些旅行团会带你参

观苏绣博物馆， 去手工作坊参观苏绣刺绣的

全流程；去景德镇，观赏陶瓷制作的各个工序

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行程， 你还可以亲手制

作陶瓷……参观之余， 还不忘买一些产品回

去做纪念， 旅游和手工艺就这样得到紧密的

结合。

省工艺美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湖南湘

绣城总经理曾应明说：“创建与旅游相结合的

生产模式，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

就湘绣而言， 每一道生产程序都是一种

艺术创造，它的“配色”与“装裱”过程，实际也

是知识与技艺的完美结合。 将湘绣封闭的生

产过程，改为开放式的表演过程，让观众亲身

感受到湘绣从一根根五彩丝线， 最终做成一

幅作品的生产过程。 也可以在“绣女”的指导

下，自己参与刺绣。 这样不仅能更好地突出湖

湘文化特色，还可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旅游

又可促进产品销售，形成良性循环。

令人欣喜的是，不久的将来，您来到长沙

旅游，就真的能带回自己参与制作的湘绣、银

饰、陶器等湖南传统工艺美术品了。

在本届展会上， 由湖南工艺美术协会联

合全省

14

家工艺美术企业，在星沙征地

350

亩

创建的湖南工艺美术产业基地也将奠基。 基

地毗邻湖南湘绣城， 将利用湘绣城已有的聚

合优势，让全省传统的工艺美术产业“汇聚一

堂”，让工艺美术产品的制造、工艺制作、参观

旅游、销售同处一地。

据了解，基地建设将耗时

3

至

4

年，目前已

有湖南湘绣城、 鑫达银业等龙头企业签约进

驻。 基地建成后，浏阳的菊花石雕、醴陵的陶

瓷、长沙的湘绣、永兴的银制品、铜官的陶器、

湘西的民族工艺品等我省知名的传统工艺美

术品，都可在基地中找到。

基地不但有统一的展示营销区、 各类工

艺美术品的生产加工场所、物流中心，还有工

艺美术产品检测中心、 工艺美术大师设计中

心、工艺美术职业培训中心，将整个工艺美术

产业的全流程全部集中，既有设计 、生产 ，又

有销售、展示、发货物流，还有后期的鉴定检

测，以及外围的职教培训等业态。

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 基地还将设立工

艺品制作演示中心。 应该说， 与其他业态相

比，建设这一中心意义更为深远。 “过去传统

工艺美术品大都是作为旅游商品销售，今后，

游客在这一中心领略湖南工艺美术文化的同

时，可以完整地感受工艺品制作的流程，还可

以现场体验参与制作。 这样的设计，不但让游

客系统地了解到湖南民间手工艺独特的制作

工艺， 而且大大提高了旅游的参与性和趣味

性， 无疑有助于工艺美术产品突出自身历史

文化优势，树立个性化的品牌形象。 ” 戴兆林

介绍。

从小作坊到大基地：

结束多是“一人”企业的历史

全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共有十一大品类 ，

湖南拥有其中的十大品类、近百个品种，已形

成湘绣、菊花石雕、艺术陶瓷、烟花、银饰品 、

翻簧竹刻等全国知名的工艺美术品种。 其中，

湘绣等

7

个工艺美术品种被列入了第一批国

家“非遗”名录。 我省是名副其实的传统民间

工艺美术品大省，也是重点产出省份之一。

然而，目前我省大多数工艺美术品“叫好

不叫座”。 一方面，一些工艺美术产品功能单

一，使用价值有限；另一方面 ，部分工艺美术

生产企业小而散，产品缺乏消费认知度。

戴兆林介绍， 现在我省的传统工艺美术

行业每年有

400

亿元的产值，在全国排名前十

之列。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

400

亿中，

烟花就占了

200

亿，陶瓷

100

多亿，其他的大多

没有形成产业，很大一部分还是 “一双手 ”的

家庭式小作坊生产。 不少厂家其实就一个人，

既当厂长，又是生产工人，同时还是销售员。 ”

传统工艺美术品行业普遍的特点是规模

偏小、点多面广、实力不强。 “对于手工艺美术

行业而言，企业规模小意味着资金后继乏力，

产品生产、更新速度慢，缺乏开拓市场的能力

和竞争力。 ”戴兆林说。

整合资源，实现产业集聚，已是工艺美术

品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其实，由小而散走向大而强，在我省工艺

美术品行业就有成功先例。

曾应明介绍， 浏阳花炮原来有近千家企

业，各自为政，产值仅十几个亿。 通过整合后

变成了

10

个大的集团，现在的效益出来了，一

年的产值达到了

100

多个亿。

2002

年开始，长

沙县整合其境内北山、安沙 、福临 、星沙等全

县

7

个乡镇的刺绣资源，在星沙征地

300

亩，建

起一个总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的湘绣城 ，现

有湘绣企业

15

家，服装、家纺、印花、电脑刺绣

等配套企业

64

家，安置直接就业人员

5000

人，

形成了公司

+

市场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 ，

2009

年湘绣城园区总产值已超过

10

亿元。

“建设湘绣城之初，我们请来从事民间工

艺美术品研究的专家， 论证湘绣这个行业到

底能不能进一步拓展。 论证结果是可行的。 事

实说明， 工艺美术品行业做大做强不是不可

能的，关键是如何整合行业资源，这一整合甚

至可以是跨地区、跨品种、跨类别的整合。 ”

“以目前我省的情况而言，湘绣生产和经

营企业虽然有上百家，从业人员有几万人，但

地域分散，各自为政，大多都不成规模。 ”

曾应明认为， 如果湖南湘绣城能与即将

兴建的湖南工艺美术产业基地进行资源整

合，发挥湖南湘绣研究所技术力量雄厚、湖南

工艺美术职院后备人才培养的优势， 通过产

业链将各种资源聚集到一起，分工协作，优劣

互补；在巩固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发挥湘绣现

有市场优势，开发工艺美术产品，积极开拓国

内外两个市场， 带动工艺美术品生产企业向

工艺美术产业基地聚集， 形成以湘绣为龙头

的工艺美术产业集群， 那么湘绣年产值过百

亿元就不会是奢望。

� � � �传统工艺美术既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具有诱人市场潜力的产

业。 然而， 目前我省大多数工艺美术品“叫好不叫座”。 关键还是工艺美术品

生产企业小而散， 产品缺乏消费认知度———

“一双手” 产业如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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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瓷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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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石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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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绣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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