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7日，鄢福初委员（左二）、江再红代表（右二）、黄黑蛮委员（右一）在“向上，新湖南”会客室接受访谈。
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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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 省文化厅
副厅长 鄢福初

●省人大代表、 长沙开福
湘绣研究所总工艺师 江再红

●省政协委员、 香港职业
画家 黄黑蛮

近年来，湘绣、湘瓷、湘书、
湘版动漫、 湘产烟花等湖南文
化产品，结伴走出国门，产生越
来越大的影响力。 文化产业在
整体经济产业中的占比越来越
大，湖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文
化走出去的状况如何？ 下一步
怎样推动更多的湖湘文化主动
拥抱世界， 向世界传递更直观
的湖南面孔？

27日，本报邀请到3位代表
委员，就文化出海“湖南风”进
行访谈。

从好奇到逐渐认同
湖湘文化在外变俏

鄢福初表示：“从文化系统
来看， 每年都有一些品牌活动，
如省部的活动项目，包括一些文
化、文艺作品、文化产品。通过活
动与商贸旅游结合，遍布世界各
地。去年光欢乐春天就组织了七
个队伍到世界各地演出，从数量
到质量都是全面的提升，湘绣也
是做得很不错的。”

黄黑蛮说，“我的家乡凤凰
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在
海内外已非常闻名， 随着旅游
发展，当地、湘西的文化交流也
越来越好。”

江再红介绍，“2015年我在
美国办个人展览，现场表演时他
们觉得很新鲜、神奇，站着、蹲到
地上看我刺绣。今年6月参加意
大利米兰世博会的表演时，因丝
绸之路从中国起源再到意大利
的罗马，我带上了作品‘一带一
路’。没想到陈列后，很多世界观
众看得懂我的作品。”

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 深层次渗透

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省委
省政府一个战略， 最近几年随
着文化强省的建设， 做了不少
工作。

“我们在组织文化出口时，
走出去有两种形式。第一是由政
府来运作、推动；第二是由市场
来选择。”鄢福初表示，目前政府
推动得多一些， 市场选择得少。
经济交流却恰恰相反，以后要逐
步让两者推进同步发展。

“值得传承和推广的很多，
推广湖湘文化就应该是那些有
特色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苗
歌、地道的地方戏曲，高腔我们
也有， 我们要把自己的优势发
挥出来。”黄黑蛮说。

“目前，艺术出口首先在出
口环节的产品质量， 作品质量
往往没有完全代表这个国家民
族的艺术高度。” 鄢福初表示，
我们的产品出去时， 相关职能
部门、艺术机构、协会等，应把
好关。

走出去
把好关、讲好湖南故事

现在走出去的下一步最薄
弱的环节就是要卖出去， 要充
分利用市场的作用。“政府层面
推是一方面， 但艺术作品卖出
去不仅是经济行为， 更是各个
国家民族、 人民对你这种文化
的接纳、认可，再转化为消费。”
鄢福初介绍。

鄢福初认为，“文化、 商贸
部门组织活动时， 可以成立专
家委员会， 对所有出口的文化
产品都要进行标准的把握、审
查、审定，慢慢建立健全制度。”

江再红表示，“我觉得每个
部门和工艺美术、 湖湘文化工
作者、传承人大师都有义务、有
责任，帮助世界人民来审美，审
湖湘文化的美。教育他们，那么
他懂得审美后， 就会对湖湘文
化感兴趣， 才会购买， 形成市
场，形成消费。”

鄢福初介绍，“下一步，我
觉得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
要有高峰。 只有产生了时代的
高峰，我们才有话语权，拿出这
样的作品和人才到世界上进行
交流， 讲好湖南故事， 才有地
位、有好通道。”

引进来
要坚守民族、传统的风格

黄黑蛮表示，对于引进来，
一定要坚守，有自己民族、传统
的风格。

文化产业是第三产业的一
个主流产业， 文化消费今后会
成为一个主体，改变生活方式。
鄢福初介绍， 今后要从小去美
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做一些高
雅艺术的普及：传统戏曲、听音
乐、交响乐、民族乐器。老百姓改
变习惯后， 他的审美层次提高
了，活在有趣味的精神世界里。

鄢福初认为， 要把世界各
地的一些优秀美术作品、 绘画
作品、艺术作品，拿到湖南来展
示， 让市民坐在家里面看到外
面的世界。

黄黑蛮表示， 要打造足够
的平台，扶助优秀的艺术家，让
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蒋莹映 徐旗旅

文化出海“湖南风” 把好关、讲好湖南故事

向世界传递更直观的“湖南面孔”

医生多点执业是医疗改革方
案中的一大亮点，自2009年开始
试点以来， 一直受到社会普遍关
注，但效果一直不显著。针对这种
现状， 在全省两会上， 省政协委
员、 湘雅三医院党委书记罗爱静
递交提案， 建议应该完善医生多
点执业的制度与体制。

罗爱静委员提出，卫生部门必
须完成顶层设计，使医师多点执业
有法可依。而针对医师工作繁重、多
点执业压力大、风险大的情况，她提
出了“医生团队式多点执业” 的构
想。 鼓励医师购买商业保险来分担
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减轻
医师多点执业的心理负担。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李芬芳

民间手工艺世代相
传，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可劳动时间
过长、技术要求过高、经济
效益太小的特点， 让年轻
人对这些技艺望而却步。
省政协委员谭慧慧建议，
让民间手工艺成为“奢侈
品”，不仅能够做到精准扶
贫，还能传扬湖湘文化。

作为长沙市妇联主
席， 谭慧慧经常与同事往
返于贫困地区。“我们调研

发现，部分贫困妇女没有外出
打工。要是让她们在家闲时制
作手工艺制品，再由专门的组
织去征集作品，她们也能通过
劳动来脱贫。”

为此，长沙市妇联率先在
全省成立了民间女艺人协会，
并通过建立坐落在开福区沙
坪湘绣城的“民间女艺人文化
创客”， 开班培训有志者手工
艺创作，打出了湖湘特色工艺
品品牌，吸引了不少商家的青
睐。 ■记者 杨昱

让民间手工艺成为“奢侈品”

当前对文化扶贫的重视
程度不够，少数地方存在“重
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
化”的倾向，极少地方出现了
“讲话无文化建设内容， 规划
无文化项目，资金无文化方面
安排”的尴尬状况，严重影响
了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

省人大代表、 娄底冷水
江市岩口镇金连村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苏泉表示，进一步

加强农村文化扶贫的组织领
导， 把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
期的战略任务列入地方党委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理顺文
化扶贫的体制机制， 积极培
育多元农村文化主体。 努力
构建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建立刚性的财政支
出机制， 确保公共财政支付
基本的文化需求。

■记者 沙兆华 吕菊兰

湖南方言是我们湖南地
域文化的象征， 但是很多青
少年已经不知道自己长辈熟
悉的方言童谣和故事， 许多
方言正趋于同化或消亡。

在这次全省两会上，省
政协委员、 湖南师范大学语
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彭泽
润积极为方言文化保护工作

出谋划策，他提交了“尊重语
言多样性， 加强保护和利用
湖南语言和方言资源”和“建
议长沙市内交通报站系统增
加长沙方言” 两个保护湖南
方言文化方面的提案， 强调
必须加强对现有的方言资源
进行保护和开发。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赵可欣

保护湖南方言文化增进乡情

推进文化扶贫 培育新型农民

完善医生
多点执业体制机制

“越是基层，越是贫困的地区，
广大老百姓对于文化的渴求越是
迫切。” 省政协委员易秒英是空政
文工团独唱演员，也是中国扶贫基
金会授予欢乐大使。每次参加文艺
下基层慰问活动，深入群众都能感
受到文化所迸射出的巨大能量。

以往更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
方式， 给指定地区的老百姓送文
化、送演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有
很大的局限性， 无法将文化精准
扶贫的效果落到实处。

文化志愿者服务要转变传统
服务模式，用“互联网+”升级文化
服务形式，搭建“政府-志愿者-老
百姓”的沟通桥梁，建立文化志愿
在线服务生态圈。 ■记者 黄娟

“互联网+”模式
打造文化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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