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②

①

2022年 4月 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03

沿着总书记足迹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似飞 易禹琳 邓正可

春江水暖，草长莺飞。4 月 14 日，记者走进长沙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超大屏幕上正循环播放着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9 月 17 日下午考察园区的视频。那个秋日下午，

是马栏山明媚的春天。

牢记总书记嘱托，守正创新发展文化产业，马栏山人

仿佛拥有了铁一般的胳膊和腿脚，浑身都充满了劲儿。

“中国 V 谷”正朝着全国领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融

合新地标奔跑、腾飞。

马栏山不是山
文化+科技长出一座文创高山

2015 年，浏阳河第八道湾上的鸭子铺大拆违，黄金宝

地准备做房地产。

2016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2016 年 10 月 9 日，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传

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

展新空间。

一语点醒湖南人。“发展文创产业，我们有底气有优

势、有信心有能力。”此时的湖南，广电湘军异军突起，吸

聚了 1000 多家音视频生产制作企业和工作室。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迈进全球出版企业 50 强，排名第六。动漫湘军孵

化了“中国驰名商标”蓝猫、“中国动漫第一股”拓维信息。

“不做房地产做文产”，鸭子铺改写命运。2017年 12月

20 日，以它和湖南广电为核心，占地 15.75 平方公里的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诞生。落地疯长，2019 年 3 月，15 个

月大的园区获评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2020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马栏山考察，深

情寄语回荡园区，马栏山人踔厉奋发启新程。

2022 年，雨润万物时，记者追寻总书记的足迹再访马

栏山。

“总书记来马栏山，我全程陪同。55 分钟，他关注最多

的是服务老百姓的视频内容和技术。”那个下午，铭刻在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党工委书记邹犇淼的记忆中。

那个下午，总书记叮嘱要加大红色经典影像的修复

力度，把红色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

记者走进云上栏山，目睹“雷锋叔叔”的军装有了颜

色，脸上有了红晕。技术团队正运用 AI修复技术和黑白图

像上色技术，变 58 年前的黑白影片《雷锋》为 4K 高清的彩

色电影。《国歌》《毛泽东在 1925》《刘少奇的 44 天》等红色

经典已完成高清修复。

那个下午，总书记看到屏幕上播报的 AI手语新闻，关

切地询问相关技术。

在长沙千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手语数

字人”已从总书记见过的第二代“千语”进化到了第三代

“千言”。“千言”由真人 3D 建模和动作捕捉，形象更真实，

手语更流畅。她将出现在特殊教育学校、政务大厅、政府

网站上，服务更多听障人士。

那个下午，在创智园三楼银河酷娱，总书记点赞了入

口墙上“导向金不换”五个大字。

环行总书记走过的路线，总经办主任刘晓自豪地介

绍：“我们聚焦‘双减’政策落地的电影《学爸》，暑期即将

上映；国内第一部以居委会主任为主角的电视剧《胡同》，

也将在下半年开播，献礼党的二十大。”

技术服务于内容，内容服务于人民。总书记来过后，

湖南广电金灿灿的“芒果”更加闪亮。

2020 年 12 月 14 日，湖南广电首次向技术调度中心颁

发董事长嘉奖令。因世界领先的时空凝结系统的运用，湖

南卫视的《舞蹈风暴》360 度立体定格舞者每一个旋转翻

腾，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成为现象级节目。

2022 年，融创中心、5G 重点实验室、芒果幻视“一体

化”运行，湖南广电加速奔跑。

“芒果台”黄金档综艺《你好，星期六》，元气少女小

漾，不时和嘉宾及其他主持人互动，成为国内首个以周播

形式呈现的广播级数字主持人。

5G 智慧电台 iMango4.0 版本，是全国首个落地的广

播区块链技术应用平台。2022 年，它将服务 1000 家县级融

媒体中心，将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

芒果元宇宙平台——芒果幻城将全面上线。届时，安

坐家中，戴上 VR 设备，就可和五湖四海的亲友、同事甚至

陌生人聚首、游玩、开会、办公、参加虚拟演唱会、共同进

行艺术品创作。

行走马栏山，25 家视频技术实验室、研究院、创新中

心、创新平台接踵映入眼帘，它们和深厚的湖湘文化、敢

为人先的文化湘军、世界媒体艺术之都、互联网第五城结

合，不断创造奇迹。

2021年，园区实现营收 519.81亿元、税收 30.16亿元。今

年 4月，科技部会同中宣部公布 55家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的绩效评价，仅6家荣获优秀，马栏山位列其中。

文化+科技，让海拔仅 38 米的马栏山不断长高，直至

全世界都看得见。

春天的马栏山，春鸟弄春声。青草上不跑马，但记者转身就

遇到“千里马”，园区一片萧萧“马鸣”。

1997 年出生的易海方从北京“二咖传媒”回长，担任湖南

分公司的副总经理。2019 年 3 月，他和公司一起入驻马栏山创

智园。他看中园区减免税收和房租，又提供影棚、直播间。半年，

员工从 33 人增到 160 人；一年，公司收入增加 22 倍。

“方实验室”去年成了园区纳税大户。一个 2020 年成立的

专注青年力文化的先锋内容平台，跨界高手和斜杠青年聚集。

从设计校服到改造菜市场，从麻辣小鱼仔到酒店，他们具有浓

郁文创特质的作品就在你身边。

2020 年 11 月，30 岁的郭通带领长沙来画科技公司入驻马

栏山。仅一年，员工从 4 人扩充到 100 人，他们凭借来画设计、来

画视频、来画演示、来画白板 4 款新产品，成功拿下 6 亿元的三

轮融资。

马栏山有什么魔法，能集聚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平均年龄

26.7 岁，成为青春迸发，创意四射的热土？

长沙翻滚熊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到两小时完成了注

册，负责人李晓艳又惊又喜：真的是马上办，马上好！

替海归儿子看人才公寓的母亲喜滋滋地告诉记者，月底就

可入住，吃、住、娱乐、健身都方便。

园区经济合作局局长黄韬为记者解密，园区和企业是合伙

人，“用户思维”让沟通和执行更加高效。

文化产业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

水池。园区党工委书记邹犇淼说：“我们不断创新，用保姆式的

贴心服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脚步匆匆的管委会行政审批局局长陈铭有数字：119 名人

才“不出园区”获评职称。2021 年，兑现人才个税奖励超 700 万

元，即将建成 3 所中小学，“马驹计划”2 亿元基金投资为中小微

企业融资输血。

人才兴，事业兴。马栏山与长沙学院合作，创新建设马栏

山新媒体学院；联动大众传媒等职业院校，持续扩大马栏山

视频文创职业教育矩阵；园区科研机构和企业纷纷布局产学

研链条。

草场肥美，马栏山怎不会“万马奔腾”？

春 天 的

马栏山，总能

给你以惊喜。

记 者 走 进 刚

建 成 投 产 的 乐 田

智 作 视 频 文 创 基

地，3000 平方米的演

播厅里，正在紧锣密鼓

地 布 置 ，迎 接 香 港 回 归

25 周年特别献礼节目《声

生不息》的录制。旁边已建

好 5000 平方米的演播厅，还

有 8000 平方米待建中，一个可

拍科幻片的 XR 虚拟影棚也正

在全速搭建。

为什么要建这么多这么大的演

播厅？这是马栏山的痛。2021 年爆火

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就因湖南的演播

厅不够大，只好去海口录制，人员多，时

间长，成本高昂。

2021 年 11 月 16 日，省委书记张庆伟来

园区调研，叮嘱“牢记总书记嘱托，建好马

栏山”，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强化

园区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努力打造媒体

融合新地标。

缺啥补啥。拍摄要去外地，园区补建演

播厅。后期制作要去北京，园区引进“云上

栏山”和“火石计划”超高清共享制作中心。

综艺节目和电视剧用磁带送审费时费力费

钱，利用 5G 创新云送审模式。

数字资产交易难，马栏山成立中国 V

链数字资产交易中心，完成一笔交易，像淘

宝一样轻松。防范视频文创产品遭盗版，马

栏山成立了版权服务中心、知识产权保护

协会，还规划设立版权法庭。

视频生产需要超大存储空间、超强算力、

超速传输，马栏山把华为、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视频先进技术研究院请进来，搭建公共

服务云平台，实现“云存储、云传输、云计算”。

解决视频技术“卡脖子”难题，提高资源利用

率，降低企业成本和技术门槛，一举多得。

春天的月湖，湖光摇碧，水鸟飞波。

中国网络文学小镇、湖上直播间及中

国联通国家工程实验室、宏达威爱、天河文

链等 20 余家科研机构、视频文创企业环湖

而生，唇齿相依，构成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的重要部分。

银河酷娱公司创始人、CEO 李炜看到

了马栏山的独特吸引力：“从上游平台到中

游生产，再到后期制作，整个生态链很完

整，这对于依附于其中一环的内容公司来

说非常便利。”

长沙来画科技公司总经理郭超看到了

他的市场：整个园区 3000 家企业都是我的

客户，前景巨大！

在马栏山，3000 家大小企业就这样取

长补短，相互成就，形成了一个共生共荣的

生态圈。

春风又吹来好消息。全球领先的 ICT

（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华为，即将在马栏山落地其湖南区域中心，

为园区视频文创产业注入澎湃动力。

“中国 V 谷”，V 是视频（video），马栏山

锚定“一主一特”，做强视频文创主业，做大

5G 高新视频技术多场景应用特色产业。V是

速度（velocity），到 2026 年，预计年营收超过

1200 亿元。V 是成功（victory），加快文化与

科技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

视频产业链基地和媒体融合新地标。

4 岁多的马栏山，会长多高？不可限量！

马栏山不跑马
一马当先集聚万千“千里马”

马
栏
山
：

万
马
正
奔
腾

2020 年 9 月 17 日 下 午 ，

霏霏秋雨中，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中国 V谷”马栏山视频文创产

业园。

在创智园 1 号栋，从 1 楼大厅

到 3 楼银河酷娱，从产业园的内容生

态、科研创新到人才培养，总书记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和大家交流。

面对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总书记

殷殷寄语：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

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

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

临别，总书记又声声叮咛：一定要牢牢把握

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 历史瞬间

马栏山不设栏
延伸拓展形成视频生态圈

任杰（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系大四学生）

“如今的新媒体发展到何种地步了？”

带着“见世面”的小心思，作为湖南日报青

年观察员，我来到了位于长沙浏阳河畔的

“中国 V 谷”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从应用“跨次元”虚拟动态捕捉技术的

“乐田智作”，到让用户零门槛完成动画视

频创作的“来画科技”，从能实现黑白胶卷

向 4K 数字电影跨越的“云上栏山”，到拥有

智能语音手语转化技术的“千博科技”……

我恍如踏上奇趣之旅。

“我们所有技术和文化的传承都少不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长沙云上栏山科技有

限公司后期技术总监龙新滨老师的一番话

让我心头一热。这支由 60 后至 00 后组成的

“红色文化数字呈现工程项目”团队，正在进

行电影《雷锋》的 4K 修复，让“雷锋叔叔”更

加真实、青春与立体。能够让经典影像重焕

生机，让红色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是一

件意义多么重大的事情！看着眼前忙碌的老

小“工匠”们，我萌生了“加入他们”的想法。

国家的重视 、受众的需求 、文化的优

势、技术的成熟，让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朝着“文化为本，科技为翼”的发展方向越

走越坚实。文创产业是朝阳产业，而我们这

些新时代的青年，就是一个个小太阳。

在这里，90后、00后汇聚，每一个人都敢

做梦敢追梦。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创意，每

一天都有看得见的变化，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感到自己热血沸腾，青春找到了归属。但

我也深知，我得抓紧时间提升自己。或许未

来的一天，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成为新

媒体时代大潮的一朵小浪花，翻腾，超越。

◎ 青年观察

这里，每一天都是新的

长沙市浏阳河畔，蓝天白云下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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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技术人员正对经典红

色影片《雷锋》进行修复上色。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摄

图② 手语数字人第二代“千

语”（左）和第三代“千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禹琳 摄

图③ 银河酷娱编导身着明制汉服，

在拍摄短视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图④ 沉浸式文创数字空间在播放数字

动画视频。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禹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