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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节创办14年来，旅游总收入达到1451亿元——

长春：天气越冷，冰雪经济越热
本报记者 李己平

伴随着北京—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在冰雪势力范围大幅南拓的同
时，国家“带动 3 亿人上冰雪”的承诺将催
生出巨大的冰雪产业市场。对于世界任
何一个国家、一个产业而言，在如此规模
的关注度之下，其中蕴含着的产业增量都
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吉林省长春市
以国家五 A 级景区净月潭风景旅游区为
中轴，引进国际顶级冰雪运动品牌“瓦
萨”，变白雪为白银，让文化与冰雪相融。
长春冰雪经济从而得以风生水起，使得冰
雪与人民生活结缘，城市产业结构和生活
品质得以改变。

今年 11 月 30 日，长春市委、市政府
印发《关于做大做强冰雪和避暑旅游产业
的实施意见》，为打造全国冰雪胜地插上
腾飞的翅膀。12月 9日，“首届中国·吉林
国际冰雪旅游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净月拉
开帷幕。

让冰雪文化家喻户晓

冰雪文化、冰雪旅游的建设同样需要
品牌。像长春这样，立足自身特色，引进
国外经验，一定会走出自己的道路。长春
的发展思路很有特色——冰雪节“动静结
合，以雪为主”，这明确了以在净月潭赏
雪、玩雪的“静”与参加滑雪项目的“动”相
结合的冰雪产品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位
老人的成绩功不可没。

这位老人，叫高友远，来自瑞典，现年
65 岁，在中国生活 18 年，曾是长春诺迪
维瓦萨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
将长春的冰雪文化推向了世界的高度，将
风靡世界的瓦萨越野滑雪运动引进中
国。2003 年，由于高友远的努力，首届瓦
萨国际滑雪节得以在长春举办，长春与世
界交流冰雪文化的平台由此搭建。由于
对长春的突出贡献，高友远获得了长春市
荣誉市民、长春优秀外国专家称号。

高友远的成功，跟长春净月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管树森不无关系。

吉林省的冰雪旅游是从净月起步的

——1996 年 12 月，净月潭滑雪场建成并
对外开放。1998 年，首届“长春净月潭冰
雪旅游节”举办，这是长春乃至吉林省第
一个冰雪旅游项目。在考察欧洲途中，管
树森发现，东北冰雪自然天成，玩雪赏冰
仍然停留在原始的娱乐水平，缺乏吸引
力，对城市拉动作用不大。想做大冰雪旅
游需要品牌，需要有个具备世界影响力的
国际品牌。

为此，管树森决定引进世界最著名的
越野滑雪品牌“瓦萨”，并与原有的冰雪节
对接，从而一路成长为今天的“中国长春
冰 雪 节 暨 净 月 潭 瓦 萨 国 际 滑 雪 节 ”。
2003 年，净月引进了世界级滑雪赛事
——瑞典的“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节”，并使
该项目成为长春冬季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大型旅游节庆活动。

历经十五载，瓦萨已经发展成为长春
开展冰雪运动、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载体
和促进对外文化经贸交流、提升城市形象
的最佳平台，彰显了强大生命力，其内涵
得以不断提升。国际雪联通过重新设计
赛道，使之成为专业和业余选手体验冬季
滑雪运动的最佳之所。

发展成绩是喜人的。2008 年，长春
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被国家体育总局命
名 为 中 国 国 家 越 野 滑 雪 队 训 练 基 地 。
2014 年加入世界罗佩特运动组织后，长
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赛跻身世界顶级
长距离越野滑雪赛事之列。今年长春又
成功引入世界级的越野滑雪专业赛事“经
典滑雪赛，成为世界第十个有机会举办这
项世界级赛会的城市。长春的越野滑雪
实现了从“专业”向“职业”，从“高端”到

“顶级”的再跨越。
如今，瓦萨不再局限于冬季运动。夏

季徒步等国际级旅游活动都打上了它的
烙印。瓦萨是运动品牌，更是旅游品牌、
经贸品牌和论坛品牌。有了瓦萨的带动，
长春各项冰雪旅游和运动项目雨后春笋
般涌现：莲花山、庙香山、新立湖成为新兴
滑雪大本营。冬日温泉、雪雕中的火锅等
多种旅游产品丰富了冰雪文化消费方

式。瓦萨也使长春扬名世界。
几年来，在瑞典瓦萨总部举行的世界

50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仪式上，中国长春
瓦萨代表因为品牌推广有力，作为第一位
嘉宾被邀请上台演讲；在瑞典莫拉瓦萨博
物馆里，有长春历届瓦萨活动的展位。为
此，长春与瑞典莫拉结成友好城市。

尝试用白雪换白银

下雪，相当于“下银子”。一直以来，
长春人以特有的创新精神，重新审视冰雪
这个冷资源，将冰雪文化融入旅游之中，
融入经济发展之中，融入百姓生活之中。
这样的真金白银体现在经济发展指标上，
还强调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长春以
人们全新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来提升城
市品质、城市文化和城市知名度，换来名
副其实的“真金白银”。

长春走的是大旅游之路。这个传统
的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依靠服务业拉
动，这是长春早就看到的工业服务业双拉
动战略，其中旅游是重头。夏天的绿色、
凉爽是长春天然的优势资源，冬天的旅游
必须走全域旅游之路。

在今年 12 月 9 日开幕的中国吉林冰
雪博览会上，记者看到，这几年净月区发
展的服务业品牌都成了冬季旅游热点。
喜来登酒店是开幕式和论坛的主会场，长
春市农博园是展会的室内展场，长春巴蜀
映巷举办了以自贡冰灯为主打的冰雪创
意文化节。净月潭中的雪世界更不必说，
它是世界越野滑雪胜地，雪雕观赏、雪上
游乐的天堂。国信南山温泉、天怡温泉、
御龙温泉等地是冬季休闲的神奇场所。

通过冰雪与展会结合，长春瓦萨滑雪
节今年再次实现诸多突破。滑雪节以旅
游活动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
业增长，更通过瓦萨商务活动的不断创
新，将冰雪搭台的经贸大戏越唱越响——
中国创投长春峰会、2016 中国东北亚区
域性金融服务发展高峰论坛、瓦萨经贸洽
谈会这三大经贸活动，成就了冰雪体育、

冰雪旅游与冰雪经济融合共赢的佳话。
统计数据显示，长春冰雪节创办 14

年来，游客人数超过 1.2 亿人次，旅游总
收入达到 1451 亿元。以净月高新区为
例，14 年间，依托瓦萨招商活动累计签约
项目 222个，签约总额 2148.7亿元。冰雪
旅游节开幕前后，全市范围内冰雪旅游黄
金地段的饭店“饭口”时段家家客满。如
今，火爆的冰雪旅游产业将人们带上了一
条致富快速路。冰雪节已经成为长春白
雪变“白银”实践的载体。冰雪经济已经
成为长春的富民工程和惠民工程。

从立意递进到高度

市场主体，政府引导。如何引？怎么
导？通过政策的出台，长春市政府不断用
新理念推动长春冰雪领先国内，跻身国际
之林。

不久前出台的《关于做大做强冰雪和
避暑旅游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深入实
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位和
冰雪、温泉、气候等资源优势及文化特色，
坚持资源为根、特色为本、文化为魂，把旅
游业培育成为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到 2020年，初步构建以冰雪旅游、冰雪体
育、冰雪文化为核心的“3+X”冰雪产业
链，将长春打造成东北地区旅游度假中心
城市和东北亚区域性旅游名城。

高端化和国际化，这是长春发展冰
雪旅游的追求。位于净月公园内的长春
冰雪展览馆，展示了长春冰雪的历史，
也让欧洲瓦萨滑雪爱好者从此找到价值
共鸣。

普适性和普惠性是长春发展冰雪旅
游的理念。长春将冰雪节变为惠民工
程，每年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培养大学
生滑雪爱好者，让南方学生爱上这座城
市。滑雪成为长春全民共同爱好。百姓
借雪生财，因雪快活。

用冰雪旅游激发城市活力，拉动城市
消费，炒热冬季市场。天气越冷，冰雪经
济越“热”。这，才是长春冬季的新魅力。

广州黄埔成为文创产业青睐之热土——

追 寻 那 古 风 与 今 韵
本报记者 朱轶琳 庞彩霞

这里是自古以来的华南门户，是中国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岭南文化
的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这里是广州
黄埔，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的同时，不
断以国际化的崭新面貌融通世界。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海上丝绸之路
成为“千年商都”广州与外国交通贸易和
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如今的广州新黄
埔区，聚集了众多跨国企业，具备优良的
国际化营商环境。2016 年广州前三季度
经 济 数 据 显 示 ，黄 埔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285.88 亿元，位列该市第二。通过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和高端化发展，黄埔
区正成为珠江岸线经济带新增长点。

文创产业热土

黄埔区辖内有 1000 余年的文物古
迹，也有独特的人文风情，这里不仅有着

“黄埔军校”的雄风正气，也有着美如画的
百年刺绣工艺。而如今的黄埔，仍是文创
产业青睐的热土。

当记者坐在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演播厅中，主持人在平板电脑
上轻轻一点，全数字声学环境系统开启音
乐厅模式，室内发出的任何声响瞬间魔术
般自带“特效”，变得浑厚、立体，仿佛置身
于音乐厅之中，听众们也忍不住开口讲
话，想感受自己的声音在这个特殊环境系
统中所起的变化。听众还可以闭上双眼，
聆听城市的喧闹声、丛林的溪水声。在强
烈的反差中，由该公司制作的全景多声道
系统让听众的耳朵感受到了新的世界。

在另外一个演播厅中，利用全息成像
技术将韩国艺人“鸟叔”带到了观众面前，
视觉上的逼真演出效果媲美演唱会现
场。大家熟悉的北京奥运会上展现的“画
轴”“李宁点火”等数字媒体艺术特效就是
由此公司设计制作。科技与文化的完美
融合，创造了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科技要创新，文化亦需要创新。在参
观广州本土知名企业时，独特的“博物馆
文化”给人印象深刻——广东环亚美容化
妆品博物馆由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立。这个被誉为全球唯一一
个有关中国美容文化的博物馆中，陈列了
中国美容、美发等领域的资料、文物千余
件，展现了中国女性各历史时期对于美的
不同追求。此外，还有集生物医药、中药
材种植、功能保健食品等于一体的香雪制
药所创立的凉茶博物馆。通过药材、制造
到成品展示，参观者感受到广州当地有名
的凉茶文化。黄埔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姚
新告诉记者，“这样的企业博物馆，在黄埔
区大大小小有十多个，都很吸引人”。

黄埔的“国际范儿”

“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出自唐代著
名诗人韩愈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宋元
时期，扶胥浴日就排名羊城八景之首。黄
埔，古时称黄木湾扶胥镇。位于黄埔庙头
社区的南海神庙，是广州通海放洋的“精
神灯塔”，见证了广州乃至中国古代海上
交通、对外贸易往来的繁荣历史。当第一
艘越洋商船驶离扶胥古港，这个长盛不衰

的港口就没有停歇与世界交往的步伐。
长期以来，黄埔从未间断与世界对

话。这里成为投资的一方热土，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全世界的互联互
通。在人才引进方面，广州科学城的“海
归经济”独树一帜，这里云集的行业领军
企业吸引了 3000 多名海外留学人才，携
先进技术归国创业、不断寻求创新发展的
新篇章每天都在上演。

记者了解到，黄埔目前已经与新加
坡、以色列及欧洲多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要打造成广州对接国际创新要素的重
要窗口，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其中，
中新广州知识城是中国与新加坡跨国合
作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广州是“由港而兴”
的地区，这一点与新加坡颇为相似，广州
也不断在向新加坡借鉴发展经验。譬如，
以知识经济为创新模式，汇聚高端产业与
人才，打造经济、人文与生态和谐和可持
续发展的城市。“这是建立与发展中新广
州知识城的主要愿景。”中新广州知识城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甘肃定西拓宽文化交流之路

翰墨飘香黄土地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 敬

甘肃陇中地区的定西，以“三苦精神”在这片曾经
“苦瘠甲于天下”的土地上创造了许多奇迹。这些奇
迹，蕴藏在定西人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里，浸透在他们
的一幅幅书画作品中，造就了书画界的“定西现象”。

走在定西的山峁沟梁，规模大一点的山屲基本都
有村庄。进入农家，几乎家家的正房里都挂着字画。
问起这些字画的来历，定西人不说是“买来的”，而会说
是“求来的”，其内心怀有一种对艺术的虔诚、一种对文
化的尊重。

在定西，少儿书画艺术教育是学校必开的一门课
程，是一种“从娃娃抓起”的薪火传递和文化传承。定
西许多农民放下铁锹就能拿起毛笔，每次“文化下乡”
活动当中，最受欢迎的是现场挥毫的书画家。因为这
种传递和传承，定西市中国书协会员目前已有 63 人，
中国美协会员 16 人，省书协、省美协会员 620 多人，近
5 年来共有 180 多人（次）作品入选中国书协、中国美
协举办的全国书法作品展和美术作品展。

定西市和各县区均建有书画院和美术馆，并建成
了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写生基地、中国书协西部教
育基地和 786 家画廊，以及定西书画联盟、定西市王了
望、边景昭艺术研究院。目前，定西市正在建设总投资
达 19.9 亿元的书画产业园项目，以带动全市书画艺术
创作的繁荣和书画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定西的通渭县，有“家中无书画，不是通渭人”之
说。这个县被国家文化部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别命名
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近年来，通
渭县推动以书画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努力打造全
国知名书画交易市场。实施了悦心国际书画村等一批
文化项目，建成书画采风基地 40 个，培养了一支由
13000 多人组成的书画创作和经纪人队伍，还吸引了
省内外 110家画廊、30个写生及创作基地落户当地。

为了发挥传统文化优势，树立和扩大当地的书画
品牌效应，近年来定西市通过“请进来办展交流，走出
去办展宣传”的方式，推动定西书画走向全国，吸引全
国书画汇集定西。定西市还通过政策支持、经费资助
等办法，鼓励有一定影响力的定西籍书画家采取联合
办展、独立办展等多种途径大胆“走出去”，推动赴外民
间书画交流活动。其中，仅通渭县就在全国举办通渭
农民书画展 100 多场次，组织当地书画家赴外交流
2100人次，展出和交流作品 10万余件。

河南扶沟办好文化惠民实事

唱响百姓梨园春
“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中原苦难地，红旗

变新天。雷声天做鼓，风动树拉弦⋯⋯”一大早，在
河南省扶沟县文化馆的戏迷俱乐部内，梨园知音艺术
团的 30 多名团员就聚集在一起，进行每周两次的戏
曲合练。《秦香莲》《朝阳沟》《花木兰》 一曲曲婉转
的腔调，丰富的表情，让这群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
老人充满活力。

扶沟县戏迷俱乐部成立于 2011年，位于该县县城
中心临街繁华地段，交通便利，是该县文广局贯彻文化
部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办好文化惠民实事，丰富活跃城
乡群众文化生活的具体举措之一。

“抱孙子累腰，打麻将累脑，老姐妹几个好这口，没
事就来拉拉弦子唱两句，过过戏瘾！文广局给我们提
供了这么好的场地，我们这帮老票友算是找到家啦！”
说到戏迷俱乐部给广大戏曲爱好者带来的便利，老戏
迷刘晓明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走进俱乐部，墙上一幅幅戏曲名家剧照映入眼帘，
桌椅整洁有序，饮水机、立式空调、音响乐器设备齐
全。除了每周一的闭馆时间，能同时容纳 50 余人的俱
乐部，几乎天天爆满，广大戏曲爱好者在这里切磋唱
技，交流表演手法，乐此不疲。

“我们办戏迷俱乐部的初衷，原本是为来自不同阶
层的戏曲爱好者提供展示的舞台，没想到出奇地受欢
迎。现在，常驻在我们这里的民间戏曲团体就有 26
个，注册戏迷会员 340 人，俱乐部已经成为扶沟梨园文
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多彩的文艺活动丰富了基层文化
生活，也带动了文化消费，促进了地方文化产业市场发
展。”该俱乐部负责人马金鸽说。

据了解，扶沟戏迷俱乐部先后投入 26 万元用于俱
乐部装修及购买乐器、音响设备，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
周边县市戏迷及本地观众 8万余人次。

扶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昭才说：“戏迷俱乐部
正在成为扶沟及周边县市戏迷心中的梨园擂台。在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同时，还通过传唱名家名段和经典曲
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郭 威）

本版编辑 梁剑箫

“ 王 艺 2016 研 究 展 ”举 办
本报讯 记者徐胥报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

国国家画院主办，北京时代美术馆承办的“王艺 2016
研究展”日前在北京举行。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画院
研究员王艺近年来在艺术领域思考和探索的最新成
果。王艺希望能通过本次展览，以雕塑、壁画、装置、纸
本等形式，多角度呈现他在这两年来对中国当代艺术
和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

本次展览作品主要以壁画和雕塑来体现。作品分
为“象”“惑”“简”“构”“归”5 个部分，完整地呈现艺术
家王艺最新创作的一系列雕塑、壁画作品，5 个部分共
同构成了艺术家思考的隐性线索。

左图 瓦萨越野滑雪赛现场。

下图 净月雪世界里的雪雕。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