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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要不两个形象都用，男孩用脚长
的，高大一点，女孩用脚短的，显得可
爱。 ”4月14日下午，在长沙高新区湖
南山猫卡通有限公司制作室里，总裁、
总导演吴晖和设计人员正在讨论新的
动漫形象。

另辟蹊径 ， 选择一条
与众不同的产业路线

山猫卡通成立于2003年。 这只生
长在湖南的“山猫”，从一诞生起，就走
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 如今已成为
国内外知名的动漫品牌公司。 作为全
国首批18家“国家重点动漫企业”之
一， 山猫连续8年来被中宣部、 商务
部、文化部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家文
化出口重点企业”，“山猫吉咪”品牌系
列节目版权和衍生产品出口创汇累计
超4500万美元。

山猫在文化出口领域做得风生水
起。吴晖说，这是因为山猫从一开始就
定位于国际化的动漫企业。 公司成立
之时，国内动漫产业发展正如火如荼，
但产业的盈利模式仍在探索中。 吴晖
认识到，仅仅做动漫节目，公司将很难
持续。 于是，山猫另辟蹊径，选择了一
条“国外包围国内”、“先衍生品后动画
片”的产业路线。

这种运作模式一反传统的动漫产

业链顺序， 将利润回报最大的衍生品
开发前置，看似与行业发展模式相悖，
现实中却促进了山猫快速发展。不过，
这样的道路也伴随着高风险。 吴晖坦
言，选择这样的路子，是因为自己是做
市场出身， 坚信能准确把握市场的需
求。

多次 交 “学 费 ”，学 会
有针对性地开发市场

产品出来后， 由于国外的经销商
对山猫的形象不熟悉， 对产品也不了
解，山猫的每一步都迈得非常艰难。为
了推广衍生产品，吴晖带头起早贪黑，
花巨资去国际知名的大型专业博览会
参展。如去法国参展，平均一天的成本
就需10万元人民币。 此外，多次参加
香港国际授权展， 每次都制订详细的
参展方案。交了多次“学费”后，山猫慢
慢摸索出一些经验，发现欧洲、中东、
印度等各个市场需求不一样， 开发的
产品必须有针对性。

推广衍生产品的同时，“山猫吉
咪” 系列动画节目也陆续出炉， 在美
国、乌克兰、中东、东南亚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播映， 受到当地观众的喜爱。

2009年，《山猫吉咪字母世界历险记》
获得美国纽约独立电影电视节“最佳
动画影片奖”，2010年，《山猫和吉咪
之嘉年华》 荣获洛杉矶首届美国国际
电影节“优秀动画片奖”,是少数在国
际上获奖的中国原创动画节目。

动画片带火衍生品， 衍生品助卖
动画片。动画节目的连续热播，提升了
“山猫吉咪”的品牌吸引力，来自美国、
东欧、 中东地区的采购商纷纷上门求
购“山猫吉咪”品牌动漫衍生产品。

如今，山猫已开发出图书音像、箱
包玩具、服饰鞋帽、文化用品、生活用
品、电器产品等3000余种动漫衍生产
品，其中有近2000种成功推销到60多
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出口创汇超过
4500万美元，成为中国原创动漫企业

“走出去”的典范。

注册3大品牌， 为拓展
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作为一家文化创意企业， 吴晖深
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山猫在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及美国、 欧盟、印
度、 巴西、 香港等地注册有“山猫吉
咪”、“山猫兄弟”、“山猫功夫” 三大品

牌，共包含45大类3万余种商品类别，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各类版权
1518件，为公司以自主原创动漫品牌
为核心拓展国际市场， 起到了保驾护
航的作用。

去年，中东地区的一位经销商，在
一次展会上拿了山猫的样品， 到福建
一家工厂下订单， 工厂负责人一看东
西是山猫的，立即拒绝了。 后来，中东
的经销商只得和山猫签约， 双方签订
了100多万美元的合同。 吴晖感慨，这
就是知识产权的效应。

目前，山猫品牌已授权到德国、俄
罗斯、法国、乌克兰等国家的销售商。4
月底， 科威特的一家公司将来到长沙
签约，独家代理科威特的“山猫吉咪”
品牌经销，此外，山猫与印度一家公司
的品牌授权也已谈妥，将于近期签约。
品牌授权成功， 使山猫逐步从单一的
文化产品出口转型升级为品牌境外联
合开发，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品牌输
出、文化输出。

2013年，山猫出口近600万美元。
“今年的形势比去年还要好。 ”吴晖介
绍， 今年的生产计划已经安排到6月
份。

湖南文化底蕴深厚， 文源深、 文脉
广、 文气足。 近年来， 湖南人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湖南文化现象”， 涌现出“出版湘
军”、“电视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
等文化品牌。 以“湘”字品牌为驱动引擎，
文化产业已成为湖南产值过千亿的支柱产
业之一。

从2006年起， 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
研究中心每年选编和发布《中国文化品牌
报告》，8年来，已借助深圳文博会连续发布
中国文化品牌282个，其中推介发布湖南文
化品牌38个，包括湖南卫视、湖南日报、华
声在线等。

这些响当当的湖南文化品牌， 为湖南
赢得“文化大省” 的美誉， 在国内创造了
巨大价值， 也具备诸多可以“走出去” 的
优势。 优势之一， 湖南传媒品牌的可传播
性， 如汉语桥； 优势之二， 湖南地域品牌
的非同质性， 如浏阳花炮； 优势之三， 湖
南新技术品牌的高成长性， 如青苹果数据
中心。 这些优势的存在， 让湖南文化品牌
商机无限， 但要实现无限商机， 离不开全
媒体经营、 产业链培育和知识产权保护这
三把利剑， 再加上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
导向和以核心资源为基础的商业模式， 湖
南文化品牌“走出去” 就将无往而不胜。

■意见摘要

扩大文化对外开放。 坚
持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 市
场运作、 社会参与， 大力实
施文化 “走出去” 战略， 加
大对外文化交流力度， 增强
湖南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探
索市场化、 商业化、 产业化

运作方式， 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的对外文化贸易平台。 加
强对外文化中介机构和海外
营销渠道建设， 培育一批外
向型文化企业。

———摘自《中共湖南省
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相关链接

近年来，我省核心文化产
品出口持续增长。据商务部公
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1至11
月，湖南核心文化产品出口5.97
亿美元， 同比增长46.4% ，由
2011年的全国第18位跃居全

国第9位。 我省主要出口核心
文化产品包括湘绣、 工艺扇、
绘画、烟花、艺术陶瓷等。截至
2013年 ，有47家 （次 ）企业被
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7个项目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项目。

（刘三山 整理）

第108个，是“我儿子”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罗运山 杨白鹭） “小

春，我本来是想出来给你买几个鸡蛋补补身体，哪知年老不中用，
路都找不到了，要不是警察，我都不晓得怎么办。”4月17日，在怀
化市鹤城公安分局团结派出所办公室里， 一位老人对前来接他的
儿子满面笑容地说。

4月17日13时，一名8旬老妇人倒在怀化市鹤城区城市花园路
边，被团结派出所巡逻民警发现，原来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累
又饿。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民警梁皓热情安排她吃饭后，帮她
找家。

因老人言语模糊不清,未能提供有效线索，梁皓只能通过老人
的只言片语来判断老人住处，但耗时1个多小时都未能找到老人的
家，老人急得直哭，身子也开始不停地颤抖。梁皓更是焦急，额头上
竟流下了豆大的汗珠。

“老人家，别着急，把您儿子的名字告诉我。”在不断地回忆下，老
人终于想起儿子的全名叫杨春光。得知这一线索，梁皓马上抓紧查询
户籍档案，先后查出了107个“杨春光”，老人看着户籍档案上的照片
只摇头，当第108个“杨春光”出现时，老人高兴地叫道：“我儿子，小
春。”梁皓如释重负，兴奋地对老人说：“老人家，您马上就能回家了！”

7旬夫妇义捐15万孝心款
为村民修路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彭杰 张思）
4月16日上午， 桑植县空壳树乡莲花台村杨家峪组通组入户砂石
路竣工，村民们敲锣打鼓庆祝，并为七旬老人陈友文、黎金绒夫妇
送上“慷慨解囊，造福一方人；老有所为，倡导千秋业”的锦旗，感谢
这对老夫妻的爱心。

陈友文夫妇系空壳树乡莲花台村杨家峪组人，现居张家界市
内，有3个儿女，且家境较好。今年春节一家人团聚时，儿女们商
量，决定每人出资5万元，让辛苦一辈子的父母出国旅游一趟。儿
女的“孝心”让老两口很是欣慰。

年届七旬的陈友文，12岁父亲去世，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长大成
人。3月初，夫妇俩回乡探亲，看到村里有些组还不通公路，为了报恩
感谢乡亲，他们毅然决定将15万元出国旅游款捐给村组修路，此举也
得到儿女们一致赞成。于是，在陈老夫妇的感召下，加上乡村干部积
极支持，乡亲们也自发筹资5.1万元，投工投劳，历时一个半月，合力修
路1.1公里通组入户的砂石路，乡亲们肩挑背负的日子成为历史。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长沙黎托综合客运枢纽试运营

高铁汽运地铁可直接换乘
日发送旅客可达2.7万人次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邓晶琎 通讯员 苗寒 彭芙
蓉）今天，位于长沙南站的长沙黎托综合客运枢纽（黎托高速汽车
站）开始试运营。这意味着，旅客在长沙南站便可实现高铁、地铁和
汽车客运直接换乘。

长沙黎托综合客运枢纽站，位于武广高铁长沙南站西广场，占
地面积12万平方米，总投资3.4亿元，是“十二五”期间长沙重(新)建
的4个国家级公路一级综合客运枢纽站之一， 设计日发送旅客2.7
万人次。

据长沙黎托高速汽车站站长彭浪姣介绍，长沙黎托综合客运
枢纽与长沙南站西广场配套设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报建、
统一建设”。随着地铁2号线的运营，长沙火车南站将汇集高铁、地
铁、长短途客运、城市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

旅客在长沙南下高铁后，从负一楼的出口出站，向北走可转乘
城市公交；向南走即可在黎托枢纽换乘长短途客运。通过电梯抵达
负二层，则可乘坐出租车或地铁。

目前，黎托枢纽已开通至益阳、常德、张家界、湘潭、韶山、邵阳、
冷水滩、吉首、凤凰、怀化、娄底、浏阳、新宁等地共30条客运班线。今
后还将陆续开通至省内其他地区、省外各地客运班线。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曾弘毅） 记者从省交警

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获悉，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今天发生一起较
大交通事故。

今天6时35分许，一台牌号为湘A28K73的小型越野车，沿京
港澳高速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1497KM处时失控， 在与道路右侧
护栏刮擦后，向左冲破中央隔离护栏至对向车道，与对向车道相向
行驶的冀AV1293大货车发生碰撞， 并使得该货车被随后行驶的
粤BQ5900大货车轻微刮擦。随后，小型越野车与冀AV1293大货
车两车起火烧毁，小型越野车上5人和大货车上2人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施救、现场勘查、交
通秩序管理、事故处理等工作。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相关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紧接1版①)增强法纪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增强廉政意识，保持艰
苦奋斗，着力打牢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基础。

加强学习教育，就必须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带着问题学。
建设全面小康，湖南有自己的特点，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

况，找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因此，克服“不需学”、“不想学”、应
付学、“没空学”的心态，以严的要求，实的学风，保障学的实效，又
不能搞自我封闭、脱离实际，必须联系实践中的困惑、工作中的疑
难，有针对性地思考、调研和讨论，做到边学习边对照，边查找边改
正，这样才不会“入宝山而空返”；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基层是最好的课堂。
只有真心实意地放下架子，深入一线，甘当“学生”，主动问政

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就会从群众的鲜活思想中汲取营养，从
百姓的无穷智慧中收获启迪，从基层的生动实践中提炼经验，从而
在解难释疑中开阔眼界思路，在学习研究中提升自身素质。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自始至终保持高度认真的思想态
度，不断深化学习教育，我们就能以作风之精进、工作之实绩，提高
群众的认可参与度， 推动全省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何勇

“总共捐赠60万元！ 这足够在我
们农村建一栋漂亮的别墅， 可李铎老
先生却将之投入到家乡公益事业，在
乡里乡亲心中盖起了一座‘精神大
厦’。 ”4月19日，是中国军事博物馆研
究员、湘籍著名书法家李铎85岁生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李铎偕夫人回
到家乡醴陵，为其出生地新阳乡政府、
易家渡村及乡里的学校、卫生院、敬老
院和市书协分别捐赠爱心礼金10万
元，以改善家乡公益环境，当地群众无
不为其独特的生日庆祝方式深受感
动。

李铎说：“我常年在外工作， 几十
年来就一直有个梦想， 希望能够为家
乡人民多做点好事。 现在我们老两口
存了点钱，趁着回乡过生日的机会，带
个头把它捐出来， 是希望能有更多游
子为家乡建设出力， 愿乡亲们的日子
越来越好。 ”

其实， 李铎早年多次回家乡行爱
心义举。

李铎出生的小山村之所以名为易
家渡，是因为村子临河而居，全村人出
入要撑渡船， 生产生活很不方便。 为
此，李铎在一次回家乡时就倡议修桥，
并带头捐出了10万元，建起了神福港

大桥。现在，年迈而脚不便的李铎站在
这座大桥上， 双手紧握拐杖， 看到家
乡父老外出终于结束了摆渡的历史，
感到无比的欣慰。

来到新阳乡青泥完全小学，在“李
铎图书馆” 见到许多书法爱好者兴趣
盎然地开展研习活动， 李铎兴致勃勃
地走进人群中间又一次不吝赐教。 12
岁的文茂林数年刻苦练习下来， 写得
一手好字， 李铎十分疼爱地亲了他一
口，并说：“希望学员们刻苦练习书法，
学好文化，影响带动乡亲们，把新阳变
成真正的书法之乡、读书之乡！ ”

“李铎图书馆”是李铎2009年捐赠
书籍2万余册兴建的， 主要服务于当
地农民和中小学生， 现在许多村民因
从中学习种养殖技术和生产技能而发
家致富， 盖起了小楼。 当年在“李铎
图书馆” 开设的农民书法班， 现在已
有许多书法爱好者崭露头角。

当年李铎捐建的敬老院， 已有53
位老人在这里颐养天年。 来到敬老
院， 看到过道旁的排水沟没有密封，
李铎再三交代敬老院工作人员一定要
盖上水泥板， 以防老人们摔倒。

“永葆英雄气， 时萦赤子心”！
这副挂在敬老院门口的对联， 是这位
著名军旅书法家一生真实的写照。

■湖南实践

生长在湖南的“山猫”，选择了一条“国外包围国内”、“先衍生品
后动画片”的产业路线———

“山猫”跃出国门

■专家评说

塑造“湘”字文化品牌
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欧阳友权

“永葆英雄气，时萦赤子心”
———著名军旅书法家李铎85岁生日回乡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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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来自衡阳各高校的义工在
衡阳县界牌镇石碧村帮助农民抛秧 。针
对当前农村缺劳户和贫困户的实际情
况， 衡阳市义工协会组织衡阳各高校的
义工下村帮助农民。 周琪 摄

(上接1版②)
该套生产线的用户胡正新向记者介

绍， 这套生产线采用全封闭结构， 占地
小， 产量大， 砂石的各项参数可控。 原
料石先通过底层整形制砂机进行破碎，
然后由制砂楼侧面的斗提机将破碎后的
砂石提升至顶层的扩散器， 最后经过空
气振动筛、 级配调整机和拌湿机的共同
作用， 生产出成品砂石。 目前， 胡正新
公司生产的机制砂不愁市场， 已有5个
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与公司表达了合作愿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