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阵地遍地开花

入夜，都正街大剧院，传统戏剧的锣鼓
响起，恍若历史的回响。

这个建成于 2015 年 11 月的大剧院，
由街边老厂房———“长沙市第三机械厂”改
造而来。 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定王台街
道在原厂房内搭起了 100 余平方米的戏
台， 还放置了 40 张厚重木凳供市民歇息观
演。

“这里经常举行戏曲演出，且都是免费
的。”70岁的余东海在都正街生活了一辈子，
热爱传统戏曲的他， 这几年有了好去处。 眼
下，他正火急火燎赶去都正街大剧院听戏。

居住在浏阳河畔的刘晓宇，则喜欢去汉
文化主题街“打卡”。

行走浏阳河风光带， 一尊高达 10 余米
的辛追夫人复原雕像矗立其中， 在雕像南
侧， 占地约 300 多平方米的汉文化数字化
展示厅还能通过 4D 技术，还原长沙国丞相
利苍及其夫人辛追的生活场景，让刘晓宇啧
啧称奇。

“青山不墨千年画，浏水无弦万古琴”，
不远处，汉桥以马王堆出土的汉琴为设计灵
感，连通浏阳河东西两岸。长桥卧波，夜晚灯
光璀璨。

“来这不仅能休闲健身，还能细细品读
汉文化。 ”刘晓宇说，如今每晚在这转上几
圈，已成他的一种生活习惯。

芙蓉区通过打造街道特色文化街区、提

质改造 13 个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形式， 将一
个个“高大上”“小而精”的文化阵地建在群
众家门口。如今，像都正街大剧院、汉文化主
题街这样的“打卡地”已是遍地开花。

春夏秋冬，这里随处能感受到文化活动
的勃勃生机：节日里，浏阳河婚庆文化园、芙
蓉广场锣鼓喧天；闲暇时，社区图书馆内文
墨飘香。 白天，街道、社区文化站里，丝竹交
响；入夜，浏阳河风光带、健身广场上，舞步
翩翩……

近年来，随着各级文化设施网络也逐步
完善和下沉至基层， 芙蓉区 15 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逐步变为现实。

此外， 该区在修缮程潜公馆基础上，将
其建成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填补了我
省无同类型纪念馆的空白。按高标准建设的
隆平水稻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水稻博
物馆。 芙蓉区文体中心将于明年对外开放，
这一地标性文化设施将继续刷亮芙蓉区公
共文化设施品质。

文化产业方兴未艾

一个舞台，几位歌手、相声小品演员，再
配上“暖场”主持人，演出开始了；舞台下，观
众嗑瓜子品茶，乐乐呵呵地看演出……上世
纪末，在琴岛演艺中心，这样的演艺文化曾
风靡一时。

进入 2000 年，这一现象级文化产业逐
渐褪去光环。 过去几年，琴岛演艺主动对接

互联网，建立了线上直播中心，并将丰富的
线下演艺资源与互联网直播相结合， 形成

“线下支撑线上，线上反哺线下”的文化消费
模式。

“文化 + 互联网”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过去两年，琴岛演艺的线上年度消费流水超
过 2.4 亿元。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鼓声、划桨声、号子
声，4 月 20 日至 22 日，2019 年中华龙舟大
赛（长沙·芙蓉站）在浏阳河芙蓉区段举行，
这是芙蓉区连续第 3 年举办该项赛事。

九曲浏阳河在芙蓉区穿城而过，孕育了
这里的龙舟文化。 通过文化 + 体育，该区延
长龙舟文化产业链，和龙舟相关产品渐渐变
得紧俏起来。

“都市慢生活，休闲浏阳河”，芙蓉人理
清思路，着力发挥名河、名歌、名人、名址、名

景的产业聚集效应， 通过水体治理、
遗址恢复、景观再造、完善配套、培育
产业，全力建设一个名河为轴、名歌相

伴、名人相望、名址驻足、名景留影的集
文化、娱乐、商业于一体的世界级文化旅

游项目———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继续尝
试文化 + 旅游。

……
近年来，“文化 +”新兴业态建设在这里

如火如荼， 该区推进文化与体育、 科技、金
融、旅游、互联网等深度融合，举办体育赛
事、旅游休闲、婚庆游艺、文艺演出等活动。
同时，针对不同文化消费类型加强动态管理
和监督。

芙蓉区重视文化创意建设。 2016 年 11
月，新南天·古汉国际广场“文化创意大楼”
正式挂牌， 全力提升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
约化和专业化水平。

群众文化有声有色

前不久，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印
发《关于表彰 2019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先进
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 芙蓉区 5 个集体
获得表彰。

“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明星大腕，节目
均由各街道社区的文艺爱好者自导自演，表
演内容涵盖京剧越剧、 诗词朗诵、T 台秀等

形式， 还融入了移风易俗、 蓝天保卫等元
素。 ”芙蓉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近年来，芙蓉
区群众文化有声有色，其载体不只是遍地开
花的文化阵地，还有一系列文化活动。

马王堆汉文化艺术节、“回家路上”有声
读物、杨家山社区“七彩益 +”、兴和社区“和
风习语”广播站、锦林社区邻里节……这些
基层特色文化品牌活动，为全区培育了百余
个文艺社团。 可别小看了这些业余团体，或
许在正式表演的台上，他们一个眼神、一个
动作，就能轻易地惊艳到你。

不仅“种”文化，而且“送”文化。 芙蓉区
文化馆每年举办器乐、声乐、舞蹈、美术、书
法、 瑜伽等各类文化艺术辅导 600 多场次，
每年为居民送戏、送电影 300 余场次，惠及
群众 2 万余人； 区图书馆借阅量 20 余万册
次，惠及读者超过 10 万人……

当群众文化逐步发展、繁荣，一个地区
的文化精品就会层出不穷。

定期举办的芙蓉艺术节和“芙蓉杯”新
节目大赛， 已涌现出《背背上》《守护蓝天》
《相亲》 等频频在省市大赛中获奖的优秀群
众文艺原创作品。

在连续举办的中华龙舟大赛中，《古汉
遗韵》《芙蓉等你来》等具有芙蓉特色的节目
亮相开幕式，通过央视直播，展示了全民参
与文化建设的靓丽风采。

文化芙蓉竞芬芳

“有机更新 ”留住老长沙的
文化“根”

一座城市，随着历史的变迁，机体会褪
色、老去，天心区也不例外。

作为有着 3000 年历史的古城， 集聚了
长沙 60%的文化景点，可谓“处处是文化，
满眼皆历史”。

不仅要把“褪色”的曾经找回，还要宜居
宜业，更要保留老城区的文化“根”。

去年 3 月 7 日，长沙市委主要负责人一
行实地探访、深入调研天心老城区后，提出
要加快推进“有机更新”，保留老长沙的文化
底蕴，让老城区更有长沙味，老百姓更具幸
福感。

随后，一场“有机更新”的战役在天心区
打响。

按照规划，天心老城区的“有机更新”范
围约 3.15 平方公里，集中分布在坡子街街道
和城南路街道，有 7 大片区，12 个项目，目前
正在有条不紊开展。

朱建国原来住的西文庙坪也在“有机更
新”范围内，“不大拆大建，保留西文庙坪原
有的味道，政府是在帮我们留住老长沙的文
化‘根’呢。 ”

朱建国前年搬到长沙南边入住，但是西
文庙坪的房子他一直保留着， 几乎每个周
末，都会到西文庙坪来坐坐、走走，跟街坊邻
居侃侃，叫上一杯 10 块钱的茶，可以坐上大
半天。

这条老街的石板路、石库门、青砖墙、四
合院、充满人情味的便利小店、止不住口水
的油炸货摊、开了十几年的剃头铺子……都
是朱建国记忆中最好的样子， 忘不掉的

“根”。
从爷爷辈就在这里搭棚子住起，到父

亲， 再到自己， 朱建国在这里生活了 40
多年，“每一块石板，每一处回廊，我都走
了上千遍， 在这里， 有着老长沙的烟火
气。 ”

登仁桥社区的仁美园，碧湘社区的上碧
湘街“有机更新”项目如今也正在如火如荼
开展。“‘有机更新’，按照‘留、改、拆’有机结
合，先宜居，再兼顾宜业、宜游，就是要把褪
色的‘曾经’找回来。 ”天心区有机更新办负
责人告诉我们。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不一样
的西文庙坪，但我相信它的‘根’不会变，它
的文化底蕴犹在。 ”朱建国说。

“网红”文化让天心云集八方
宾客

8 月 4 日晚 11 时， 天心区解放西路的
Monkey� Museum 酒吧，震耳欲聋的电音让
人心跳加速，舞池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聚
集在 DJ 台前，跟随节拍适意晃动。 这家面积
1300 平方米、可容纳 70 桌的酒吧已座无虚
席，连过道都需侧身才能前行。

“网红打卡地”的龙虾馆，全天排号定格
在 2999 桌。 从武汉来的丁灿刚好是 1000
号，她足足等了 2 个小时，当一只龙虾入口
后，她却觉得这样的等待很值得。

人潮拥挤的黄兴路步行街上，长沙当地
的“网红”品牌茶门店外，排起了 20 几个人
的长队，而且暑假期间几乎天天如此。

太平街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几乎
要把这条街塞满，臭豆腐、大香肠、老酒馆的
门店内，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下来，要卖掉 3
万块臭豆腐，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一
家老牌臭豆腐门店的师傅告诉我们。

还有三兴街、三王街、火宫殿、坡子街，
无论是小龙虾、烤肉、牛蛙等大餐，还是臭豆
腐、锅盔、米粉等小吃，都正红火，几乎家家
爆满。

还有“把娱乐变成快乐”造就了全国瞩
目的“田汉模式”的田汉大剧院，365 天，天天
演出，场场上座率的数据都让人惊喜，每年

的客流量达到 100 余万人次；由著名相声演
员大兵发起的笑工厂也开张了，还有奇志的
相声专场也在湘江剧院上演；天心区文化馆
与民间专业剧团合作开展的“好戏天天演”，
已安排 1200 多场戏剧演出，满足了 20 余万
人次观众的需求，戏迷们津津乐道；贺龙体
育馆每年举办数场明星演唱会，一次次在全
城引发热潮……

天心区，已经成为网红文化，夜经济的
代表城市。

“网红”为何会是天心区？
“龙虾馆卖的不只是小龙虾，而是打造

老长沙市井文化概念；24 小时便利店不只是
卖商品，而是提供夜间生活服务；酒吧老板
不再单纯靠卖酒赚钱，更强调紧跟国际潮流
的‘夜生活方式’；传统的歌舞厅，在推行‘文
化 + 旅游’；连街头艺人，也是现场表演和线
上直播同步进行。 ”天心区文化系统一位资
深老师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

其实不只是商家，在政府层面，这片区
域的道路交通设计由原来只考虑车行通畅，
到更多地考虑人行通畅，突出以人为本；“夜
经济”核心商圈实行“24 小时景区化管理”；
对街头艺人由过去的驱赶转为规范引导，委
托第三方对艺人的节目创新、现场互动等指
标进行考核。

这些举措和服务，让天心成为了实至名
归的网红城区。

营商环境为文化产业腾飞插
上翅膀

文化，想要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往往需
要产业做支撑。

天心的文化也不例外。
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自 2010 年 9 月

启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以来，
发展势头良好，成为了我省首个国家级文化
产业园区。 近三年来，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7.30%、7.60%、8.10%，文
化产业效应进一步凸显。

但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创意产
业想要成为长盛不衰的产业，还需要政府引
导、助力。

前不久，一场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的文
化创意及旅游企业座谈会就在长沙市天心
区创谷园内举行， 30 余家文化企业代表直
抒胸臆， 天心区政府代表更是拿出十足诚
意，纷纷表态。

“今天这个座谈会，政府诚意十足，我们
也能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形式非常好，很贴
心，更让我们坚定了在天心区发展的信心。 ”
会后，不少文化企业代表感慨道。

特别是今年以来，天心区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发展产业的一项重要举措，不断延伸
内涵，提升品质。

围绕企业主体打造了“五服两平台”套
餐式服务体系；会议活动搭载体，连续 7 年
举办“长沙火宫殿城大庙会”，连续 3 年举办
文化创意天心阁峰会， 推出中国·长沙文化
金融创新论坛、文创大咖分享会等，大力促
进重点机构和企业进行项目合作签约；园区
还从金融服务、人才服务、法律服务、配套服
务等方面做实做精，多举并举为企业解决问
题，让园区企业进的来、留得住、成长得好。

今年 3 月 19 日， 天心区举行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20 个重大项目中就 4 个落户天心
文化(广告)产业园，包括中华版权代理总公
司长沙工作站、疯狂的麦咭·玛雅城、青苹果
数据中心、“今日头条”湖南总运营，均为文
化创意类优质项目。

插上了翅膀的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
园目前已聚集 600 多家企业，是长沙市“国
家创新创意中心”和“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建
设的重要载体。 截至 2018 年底，园区文化产
业产业 50 多亿元，培育发展了中广天择等 5
家上市挂牌企业， 和光传媒等 36 家规上服
务企业，艺尚源文化等 18 家高新技术企业，
顺凯传媒等 13 家产值过亿企业。

天心留“根”引凤栖

张福芳 田 谧

长沙市天心区， 这座酝酿了千
年的古城，最近特别火。

五一期间， 一家网红小龙虾店
领号排队人数一度达到 7974 桌；6
月底，《齐鲁晚报》 特意拿出一个整
版解读天心区的夜经济文化； 还有
近日各大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天
心区各大历史文化景点， 成为了学
生们的必打卡点。

有人说， 是古城天心集聚了千
年的文化“魂”让这座城市一直青春
焕发；也有人说，正是有了文化“魂”
的天心，才让人越品越有味。

邢 骁 林 晨

背靠天心阁老城墙的都正街， 曾是老长沙的
中心繁华地。

漫步都正街，仿佛感受着老长沙的文化脉搏。
詹王宫还在，城隍庙在，文昌阁在……小小地块，
集中了长沙古城的文脉精华。

白果园、化龙池距离都正街不到 1 公里，这里

林立着“八大公沟遗迹”纪念碑、程潜公馆等历史
文化建筑，历史遗迹依然可寻。承载芙蓉区文化底
蕴的，并不仅仅这几条老街，以马王堆汉墓、浏城
桥楚墓为代表的楚汉文化遗产更是蜚声中外……

或许是延续千年的文脉刻入基因， 耳濡目染
的芙蓉人总爱与文化相伴。在这里，文化芬芳犹如
酒香弥漫开来。

都 正 街
大剧院经常举行
戏曲演出，是戏迷的好
去处。

浏阳河畔的辛追广场。 （本文图片由芙蓉区委宣传部提供）

热闹繁华的五一商圈。

田汉大剧院夜景。

焕然一
新的妙高峰
历史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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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由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