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笔者在“智慧
浏阳河” 创意孵化中心
看到， 该中心重点孵化
的文创企业“长沙炫典
儿童戏剧演艺有限公

司”办公区空无一人，原来
一个月前，该公司全体员工远

赴美国，驻场演出其精心打造的
儿童歌舞剧《木兰从军》。

美国当地时间 7 月 15 日 13 时，《木兰
从军》在美国白宫剧院首演，开启中国故事
走出去的新征程。 驻演一个月以来，上万名
美国观众在妙趣横生的剧情中，感受到“中
国英雄花木兰”的传奇力量，也被中国武术、
戏曲、杂耍、唢呐、皮影等传统文化深深吸
引。

在出品人吴芳心里，这部剧绝不仅仅是
演出就够了，代表中国故事走出去、链接浏
阳文创走出去，是更高远的价值和使命。 作
为国内首部海外驻场演出的儿童剧，还结合
了戏剧游学、绘本出版、文化互访、衍生品开
发等项目，把浏阳夏布、活字印刷、油纸伞等
联动植入进行产业转化和国际传播。

对于浏阳文创而言， 这样的文化远征，
都自带着”浏阳河“的共同基因，”城市表情
雕塑师“杨明创意制作的诸多作品走向了五

湖四海， 焰火导演黄成的花火点亮了世界各
地的夜空，“蒸浏记” 创始人彭诚以 4 年 400
家连锁店的速度， 让文创蒸菜成为几十座城
市的味蕾诱惑， 走向联合国的宴会菜单……
这些文创品牌都跟“一起来唱浏阳河”一样，
在于以更贴合消费需求的文创表情和产业形
态，开启品牌体系链接发力、国际市场深度融
合、文化贸易双向输送的进程。

作为县域文化经济的先行者， 浏阳文化
产业一直保持着活跃的增长势头， 探索了一
颗种子、一个企业、一个商圈、一个产业到一
片生态的文化产业孵化模式，以 24摄氏度的
营商服务理念， 涵养了以创意辅导、 品牌植
入、资源导引、政策环流为特色的优质创业生
态，孵化各类文创产业主体 390 余家，凸显
了小微企业的经济生长韧性， 激活了市场主
体的创造活力。

“文化产业是幸福产业，它贡献的，不仅
仅是企业成长、品牌增值、GDP 的提升，它神
奇的“口红效应”，还改变着一座城市的文化
气质， 酝酿着创新发展的深层活力与内生动
能。 ”浏阳河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表示，将不断
激活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在聚众智、汇众力
的实践中， 进一步深掘县域文化经济的创新
空间， 为美好生活新需求提供丰富的文化供
给，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文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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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浏阳河》，当经典歌声插上
品牌的翅膀，赋予产业的能量 ，便把
浏阳的美名传遍到了五湖四海。

以歌为媒，由浏阳河文化产业园
发起策划的“一起来唱浏阳河”全球
传唱和品牌巡演活动至今已持续了
五年，这个蓬勃生长的城市文化社交
品牌，不仅将《浏阳河》的歌声传遍全
球，还将创意烟花、文创蒸菜、浏阳夏
布、 牛胶膏等浏阳文创新品推向全
国 、走向世界 ，成为浏阳文创 “走出
去”的经典案例。

2019 年，浏阳文创惊喜连连。 在
2019 年 5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媒体合
作论坛上， 浏阳夏布踏上丝路之旅，
代表长沙进行互动展演和城市对话。
当月举行的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上，
创意烟花人偶“浏浏”、“阳阳”惊艳亮
相，拟人化的动漫形象赋予浏阳烟花
更具亲和力的人文价值，也悄悄衍生
了动漫烟花的产业契机。6 月，浏阳河
文化产业园获评国家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7 月，浏阳出品的儿童歌舞剧
《木兰从军》 远赴美国布兰森市驻场
演出，真正在国际市场上开辟了一条
文化输出与产业交流的新路子。

近年来，浏阳文化产业致力于推
进县域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夯实平台、优化服务、整合资源、塑造
品牌， 培育了一大批本土文创品牌，
在“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双
向培育的发展之路上，一路奔跑踏歌
前行，充分释放了文化经济在县域发
展中的“口红效应”。

文化经济踏歌行

最近，“心之夏” 负责人鲁松元一直在长
沙高铁南站忙碌。 由他创立的浏阳夏布文创
品牌正式入驻长沙高铁南站对外展销。 这是
继黄花国际机场、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图书
馆、长沙市博物馆、苏州生活美学馆之后，“心
之夏” 开启的又一个文旅合作的产业输出窗
口。

2014年 9月， 从事烟花产业二十余年的
鲁松元看中了特色非遗浏阳夏布的发展潜力，
大胆跨界，背水一战，在“智慧浏阳河”文化创
意孵化中心注册成立了“心之夏”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开始从消费创新和生活美学的角度，
研发浏阳夏布文创系列。 经过几年努力，他从
消费终端研发开始，以“会呼吸的乡愁”为核心
价值，深耕夏布的手工温度、匠心精神、乡愁记
忆、应用美学和消费场景，先后推出了 320 多
种文创单品，其中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推出的
“素时锦年”系列，成为了“文博 + 文创”的网
红，与苏州文创中心、秋收起义文家市纪念馆

等合作研发的 12个系列， 精准聚焦旅游人群
的消费需求，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2018年，顺应浏阳夏布文创复兴的大势，
浏阳河文化产业园主导成立浏阳夏布文创中
心，先后引进和孵化了“浏夏”、“夏予和”、“初
夏”、“夏木”等创意品牌，从工艺开发、研学体
验、文化科普、服饰美学、艺术品衍生等多方面
延伸夏布产业的创新半径， 取得丰硕成果，浏
阳夏布产量今年将达到 1.5万匹。

浏阳河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表示，夏布产业
的复苏从消费创新开始，将在文旅融合的实践
中找到更多产业的光芒。 而这，仅是浏阳河文
化产业园化旧为新、 产业复活的一个案例，除
此之外，浏阳蒸菜、古山贡纸、活字印刷、油纸
伞、牛胶膏等一大批潜藏在历史深处、乡愁深
处的宝贵资源，都在创意驱动下，以全新的姿
态走向市场，焕发了生机。浏阳这座城市，也因
为这些在消费者体验中日渐鲜活的文化烙印
而更具魅力。

【 消费创新，传统资源焕发产业能量 】

【 文化赋能，创意烟花实现换道起飞 】

浏阳花炮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品牌，但也面
临不少的发展瓶颈，急需从多方面进行破解。

2014 年，黄成创立花火剧团，首创以剧
情理念，演绎花火传奇。 作为一个心怀浪漫的
创业者， 他以焰火导演的身份跟张艺谋等多
位艺术大咖合作， 真正让烟花成为更加生动
的艺术手法和故事语言， 演绎了青岛上合峰
会、台北 101、“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
坛、中非论坛等盛会焰火经典。 5个年头，516
场国内焰火、45场国际焰火，这简单的数字背
后， 是创意烟花在全新能量平台上换道起飞
的喜人轨迹。

2015 年， 清华博士陈江波回乡创业，成
立湖南孝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研制以
“智能喷花机”命名的新概念烟花系列，风靡
全球舞台特效领域，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产
品行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网购时代， 烟花销售方式也发生了革命
性变化。 消费者可以通过 APP、微信公号、小
程序等多种方式线上订购，选购烟花前，还可
以通过二维码看到所购烟花的燃放效果。 在
智联科技的展厅，“烟花汇” 一站式供销信息
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系统，在线打通烟花生产、

营销、消费链条的全要素，改变了传统烟花企
业的销售模式，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实
时分析烟花消费在区域、产品、客户群体等维
度的数据，实现从用户终端来指导生产规划、
精准营销和行业分析。 该企业目前已与
500多家烟花企业达成合作。

早在 2016 年，浏阳河文化产业园
就打造了“烟花 +N”的国际烟花创意梦
工场，孵化了一批在创意焰火、智能烟
花、烟花文旅、动漫娱乐、大数据平台等
领域“吃螃蟹”的先锋文创企业。这个资
源节约、“知”本汇集的创意产业孵化平
台、是通过创业平台催生楼宇经济的典
型代表，目前汇集着 40多家烟
花关联企业， 是长沙市文创楼
宇、全国创业服务优秀项目。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委
会主任高志表示，去年，省委、
省政府在《关于加快文化创新
体系建设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建
设全球创意烟花设计基地”，创意烟
花产业从这个平台起步， 还有无限
想象的发展空间。

【 《木兰从军》，走向世界的文化远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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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剧团” 演绎
了青岛上合峰会
等盛会焰火经典。

⑵为 复 苏 传
统产业，浏阳成立
夏布文创中心。

⑶浏 阳 河 文
化产业园获评国家级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⑷2019 创意烟花设计大
赛在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上
面向全球发布。

⑸浏阳夏布文创体验活
动在 2019 中国———东盟媒体
合作论坛吸粉无数。

⑴

⑵

⑶

⑷

创意烟花人
偶 “浏浏”“阳阳”
亮相深圳文博会。

浏阳出品的儿童
歌舞剧《木兰从军》远
赴美国驻场演出。

红色旅游让老百姓腰包越来越鼓，老百姓的辛勤
劳作也为红色旅游增添了甜美与芬芳。

开慧镇强韵农庄刘跃赛请来农业专家开发出葡
萄品种“夏黑”，获全国金奖。他种的葡萄不打农药，随
手摘下往口里一丢，甜美多汁。今年 7月，“夏黑”被一
抢而空，60亩小水果为这家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开
慧镇有 8000 亩小水果，各类小水果琳琅满目。 方便
了游客，富裕了乡村。

慧润·板仓国际露营基地的帐篷酒店一直是小朋
友的最爱。 不少家庭来露营避暑，暑期迎来一个小高
潮。 两年前引来热气球，可以登高望远；今年引进 VR
体验仿真热气球， 每到周末小朋友排成长队抢着尝
鲜。这里已成为长株潭和岳阳市民周末休闲的首选地
之一，上半年销售收入增长了 20%以上。 如果想要真
正飞上天， 华星通航可以提供小型直升飞机服务，
300多元一个座位，价格也不算离谱。

今年 1—6月，长沙县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旅游市
场消费持续活跃，共接待游客 780.15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8.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0.77 亿元，同比增长
19.8%。

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还
将通过举办“2019 中国·湖南民宿产业发展大会暨长
沙县首届民宿旅游文化节”等活动，助力长沙县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今天，长沙县的金井茶、湘丰茶叶、口口香、罗代
黑猪等越来越受到推崇，乡村休闲、农业体验、工业研
学、红色研学、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新产品竞相绽放，新
引进的山河有机农业园、浔龙河水上世界、中国绿地、
田汉国际戏剧艺术小镇等文化旅游项目，预计投资额
度将达 100亿元。

不少文化旅游融合新业态在长沙县百花齐放。如
浔龙河项目的旅游地产业；路口温泉小镇的健康旅游
产业；依托长沙经开区发展的工业旅游；依托“三师”
教育资源发展的研学旅游。 自驾游房车营地、露营营
地标准化建设步入正轨，山地户外旅游、水上运动旅
游、汽车摩托车旅游、自行车旅游等体育旅游新业态
小荷已露尖尖角。

文化旅游交相辉映， 长沙县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三湘首善的诗和远方日益深入人心。

文旅融合好戏来

李 治 柳晓峰

剧场内，台上台下全体肃立，《国歌》庄严的旋
律从耳边响起，一直燃烧到心里，又从口中喷薄而
出。

大家异口同声歌唱祖国。 李大钊、徐特立、田
汉、聂耳等伟岸的形象，抬眼可及———长沙县最新
问世的大型历史舞台剧《田汉眼中的中国》用一种
情景交融的全新方式， 让人回到了一段屈辱与抗
争的历史时期， 回到了苦难深重与奋发图强的情
怀里，回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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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

1935 年夏，人民音乐家、国歌曲作者聂耳在
日本游泳时溺亡。 田汉闻讯后，含泪写下悼念诗
篇。 84 年后，长沙县田汉文化园剧场上，这首诗
被“田汉”铿锵有力地倾吐出来，掷地有声！ 观众
呼吸沉重， 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空中浑然忘我，
不能自已……这是《田汉眼中的中国》尾声时的
一个表演场景。

不久前，长沙市开福区一群中学生走进田汉
文化园。《田汉眼中的中国》演出开始，这些孩子
们还在叽叽喳喳，但没多久就被国歌词作者田汉

先生的故事牢牢吸引，被剧中的情节深深感
动。 演员和观众合唱《国歌》时，学生们的声

音远远盖过了台上的声音。 演出结
束了，孩子们还久久不忍离去。 这，

只是该剧演出后一个再平凡不
过的反响场面。

了解国歌创作的背
景，走进《国歌》词曲作者
的世界， 是该剧带给人最
大的收获之一。

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

颁布两周年之际，结合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经过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紧
张准备和排练，该剧于今年党的生日前夕问世首演。

田汉先生 1912 年离家求学，上下求索，至 1935 年电影《风云
儿女》公映，创作出《国歌》歌词，该剧对此进行了生动再现。

演出最后，负责旁白的讲述人请观众全体起立，台上台下高唱
《国歌》，将历史与现实，将家国情仇与身世沉浮，将山河破碎的苦痛
与众志成城的斗志融汇起来。 在《国歌》雄壮有力地旋律中，歌者听
者的心灵在震撼，情感在升华，爱国主义情怀被渲染到了极致。

《田汉眼中的中国》出品人是贾文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火
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了解国歌历史和思想内涵， 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他指着剧场里一行红色大字，道出创作初衷：“田汉文化园
拥有《国歌》词作者田汉先生故居的这一宝贵资源，我们主创团队本
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导思想，克服重重
困难也要打造好这部剧。 顺应时代要求，致敬田汉先生！ ”

一位观众深有感触地和贾文京交流， 在国歌之父田汉家乡果
园镇，用这种形式来纪念田汉先生，是在为田汉文化园找魂，更是在
替新时期长沙县的红色基因立心。

《田汉眼中的中国》是长沙县和田汉文化园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和红色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探索全新文旅运营模式
发展的标志。

【 “三个一流”筑牢根基 】

以陈树湘英雄事迹为素材的男子群舞《血红的旗
帜》充满阳刚之气，福临之夜成为乡亲们喜闻乐见的
文艺品牌。长沙县还有安沙欢乐大家唱、多彩江背、田
汉大戏台、北山大舞台、木朗梨福乐会、金井喜乐会、泉
塘梦想剧场……今年以来，长沙县坚持“三个一流”，
筑牢文旅事业根基，群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文旅融
合的脚步越来越稳健———

一流阵地。 目前正在开展 20个村（社区）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5个“悦读空间”的建设工作。

长沙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1.63 平方米， 松雅
湖中学等 10所学校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文博单位上半年共接待游客量 66.5 万人， 长沙
会战—影珠山抗战旧址群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十批省级保护单位。

一流服务。 长沙县开展“悦艺益课堂”免费培训、
“星沙文旅云”线上公益培训，受益群众达 3 万余人。

图书馆免费开放工作，接待读者 25.8 万人次，流通图
书 49 万册；文化志愿者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我是雷
锋家乡人，湖湘文化送春风”活动，让广大学生享受到
“书香”。

一流品牌。 持续做优“五悦星沙”品牌（悦耀、悦
艺、悦动、悦读、悦游）。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全力打造“田汉大舞台”群众文化品牌。 截至目前，已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68 场，送戏下乡 26 场，放映公益
电影 1982场。

“我们的中国梦 湖湘文化进万家”长沙县文化志
愿者服务启动式、长沙县第六届村（社区）文化艺术节
等系列活动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田汉戏剧周圆满收
官。“雅韵星沙 周末有戏”文化惠民活动深受欢迎，惠
及群众近万人。

荣誉纷至沓来：广汽三菱获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
点， 长沙县入选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榜单，开
慧镇白沙村被评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果园镇
浔龙河村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慧润民宿
连年捧回国家级、省级金字招牌。

【 文旅融合惠民利民 】

⑴

⑵

⑶

� ⑴ 7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
军陈树湘红军
小学授旗 、授牌仪
式在长沙 县 福 临
镇举行。
� ⑵ “周末有戏”已
成为长沙县文旅融合
的一张新名片。
� ⑶三伏天里，一群
访客在缪伯英故居前
参观。

（本文图片由
范远志摄）

(本文图片由浏阳河文化产业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