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5
月16日，第十五届文博会在
深圳开幕。文明对话大会
和文博会几乎同步举行，彼
此呼应，交相辉映。

对话大会是为促进亚
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
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
迪而提供的一个新的平
台。文博会是为中国优秀
文化产品“走出去”和把世
界优秀文化产品“引进来”
而搭建的平台。

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
的。第十五届文博会来自
10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
万余名海外参展商、采购
商，他们交流频频，不断对
美轮美奂、璀璨夺目的展
品表示赞叹。尤其是在文
博会深圳工艺美术集聚区
分会场举办的“国际采购
大会”，有效促进了文化产
品及项目的跨国采购和国
际交流，为海内外展商搭
建了贸易与交流平台。这
一平台和载体，展现了各
国人民对不同文明、不同
文化的向往与热爱，体现
着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共存与互鉴、自由与
交融。

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
挡的！在本届文博会上，我国文化企业与来自50个
国家和地区的132家海外参展机构带来的10多万种
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在这里交流与互鉴，中国文化及
产品不断与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融合发展，
未来，也必将继续在开放与包容中鼎故立新，以更有
活力的文化产品融入世界。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及产
品的发展规律，也是世界文化及产品的发展规律。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在北京展示着亚洲各国丰富的“道”（文
明），文博会在深圳展示着各国丰富的“器”（文化产
品）。道器呼应、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我们相信，在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助力下，文博会的办会水准将
从文化产品的博览与交易，升华到国际文明思维的
层面，展现更多样文明共存的特性，代表着国家坚定
的文化自信、国际担当，肩负起文明交流的文化载体
使命与荣耀。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
现。第十五届文博会虽已落下帷幕，但我们相信在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加持下，下一届文博会将会更
加精彩！

木偶纸影戏表演、纸偶纸影技艺展示、手作创意
文化市集互动……以“欢乐海岸×民艺再造”为主题
的第十五届文博会欢乐海岸分会场，传统纸影技艺
和现代展示在这里精彩碰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不
一样的艺术体验。

在本届文博会欢乐海岸分会场上，现场展出了
湖南纸影戏非遗传人吴升平、吴渊祖孙创立的“纸影
博物馆”中的部分展品，其中包括纸偶、纸影道具、影
戏乐器、制作工具等，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时尚在欢乐
海岸创新交融。曲艺木偶皮影展演团队则在现场表
演了纸影戏片段，向都市人展现传递千年的文化瑰
宝魅力。在分会场设立的文化市集上，也汇集了从
民间技艺中获取灵感的手作设计文化产品，将民间
传统文化的精髓聚集于城市中央，为都市人提供了
感受和亲历民间传统艺术的文化空间。

据了解，欢乐海岸已连续8年作为文博会分会
场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为传统民艺匠人提供现
代展示的平台，搭建与传统艺术互动的文化桥梁，展
现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力量，将民艺再生的价值
链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在为观众奉献精彩文
化大餐的同时，推动了文化品牌价值持续深化。

此外，欢乐海岸分会场还首次启动了“欢乐海岸
X计划”。X代表着未知，也代表着相乘后的能量迸
发。通过跨界联动，欢乐海岸将挖掘民间未知技艺，
探讨传统文化瑰宝的传承和创新的价值。据悉，分
会场活动将持续到5月29日，由一个沉浸式的艺术
主题展览、两场公共艺术表演、三个板块跨界联动、
四场传统匠人互动工作坊、五天奇妙文化市集构成，
多方位呈现传统民艺与现代生活的奇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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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海岸分会场：

传统纸影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 杨阳腾

5 月 20 日，为期 5 天的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落
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设9个展馆，
共有2312个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展，
另有66个分会场带来一场内容丰富、活动
多样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盛宴。

文博会是文化成果展示交易的重要平
台。1号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历来展览内容
最丰富、规模最大，今年再次实现31个省
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以“文润河
北·冀望未来”为主题的河北展区带来780
余件实物展品，包括瓷器、内画、剪纸等非
遗产品。秸秆扎刻“70华诞中国梦想”、花
丝镶嵌“龙凤薰”、长信宫灯、花丝镶嵌“九
龙壁”四件最具河北特色和艺术价值的实
物展品向观众展示了河北的文化魅力。

本届文博会上，重点旅游省份文化旅
游特色产业集体亮相。作为民族文化旅游
富集区的鄂尔多斯展示了草原、沙漠、湿
地、民族风情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及手工
皮制品、羊绒艺术品、创意乳制品等民族文
化创意产品。

鄂尔多斯还举行了文化旅游精品项目
专场路演，共计10个文化旅游项目进行资
源对接。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政协党组成
员、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折
先进表示，园区把草原文明和蒙元文化融
入进来，建起沉浸式旅游综合体和影视
基地。

传统文化是独特的发展资源，文博会
作为文化博览交易平台，一直积极为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助力。

“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
共同体，文化创造和传承会形成集体人格，
在传统假日、婚丧嫁娶中就有体现。”中国
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曾繁文
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座谈会上表
示，要让沉淀在广袤大地上的遗产和书写
在古迹里的遗址“活”起来，就要进行文化
创新性传承和发展，给厚重文化赋予轻松
化的现代表达。

15 年来，文博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
升，彰显浓浓国际范。在本届文博会“一
带一路·国际馆”里，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2 家海外机构参展。苏格兰展出了风
靡全球的哈利·波特魔法商店的魔杖、围
巾、斗篷；澳大利亚展品包括服务机器
人、创新安全盔式滑雪帽、智能音效定制
降噪耳机等科技感十足的设备。中澳创

新中心总经理刘宇晖表示，去年澳大利
亚展出的歌剧深受欢迎，今年主要展示
了文化科创成果。希望借助文博会平台
与更多国家交流，将文化科技创新产品
推向国际。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闭幕——

尽显多元文化魅力的盛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创意与创新水
乳交融。在融合发展成为主流趋势的形势
下，深圳市南山区通过积极探索从“文化+
科技”向“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实现裂
变倍增转变，探索“向更高处迈进、向更强
处进军”的发展新路径。

彰显湾区文化创新融合

5月18日，在第十五届文博会上发布的
第十一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中，广东
省共有2家企业入选，均来自南山区，分别是
华侨城集团和华强方特集团，体现出南山文
化科技融合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走进第十五届文博会主会场，南山文
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元素更是频频显现。南
山主展区设在1号馆文化产业综合馆，总
面积约 550 平方米，有 30 家企业参展，另
有12家企业在各展馆独立展区。全国文
化企业30强、上市企业、出口重点企业、具
备可持续性发展潜力的高成长性企业集中
展示了南山在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媒
体、影视演艺、高端印刷、文化软件及文化
旅游等领域发展的最新成果。南山区还设
有 10 个文博会分会场，推出 45 项配套活
动，涉及102场内容丰富、具有南山特色的
文化科技融合互动活动。

以文化为基因，以创意为翅膀，融合互
联网、新媒体、高科技等手段激发的活力和
生命力，推动南山文化产业由传统模式向
以数字、创意为特征的现代模式转变。

产业集群迈向更高更强

“南方有座山，一张青春的脸；山下有

个湾，无数寻梦的眼。”正如南山区主创的
歌曲《南方有座山》所描绘的那样，南山这
片热土是改革开放的起笔点，也是充满激
情和灵感的沃土。得益于南山区委、区政
府大力实施“文化立区”战略，抓住文化产
业特有的经济属性和人文价值，通过政府
引导、科学规划建设，并以市场化运作激活
民间主体活力，南山区文化产业发展驶入
了快车道。

自2006年起，南山设立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并根据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不断修
订资金管理办法。2019年，文化产业分项
资金聚焦“文化+”融合发展、鼓励创优评
级、突出原创内容生产等方面引导和扶持

辖区文化企业发展，全面实现核准制，力求
精准施策。以顶层设计和资金扶持合力推
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相结合的南山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南山区的营商环境有目共睹。“这里有
创新沃土和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华强方
特集团财务中心总经理梁洁安告诉记者，
南山区税务局构建了常态化税收咨询、专
项税务辅导等服务，今年更是帮扶指导华
强方特集团享受了一笔3000多万元的追
溯性税收优惠。

随着多年的政策引导和精心布局，南
山区集聚了以文化科技融合为特色的产业
集群，成为“创新强区”和“文化产业高

地”。南山区目前有市级以上文化产业园
区13家，约占深圳全市的1/4。融合发展
的沃土吸引越来越多的龙头文化企业纷至
沓来，形成高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势头。

目前，南山区积极探索“文化+旅游”，
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文旅产
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体育”，以赛事
带动产业发展，支持腾讯举办王者荣耀世
界杯，依托科技园游戏产业的集聚，拓展南
山区电竞产业提档升级。

未来，南山区将促进利用大数据、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支持，推动创新
成果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化，推动南山
文化产业“向更高处迈进、向更强处进军”。

深圳南山：洋溢激情与灵感的沃土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西藏唐卡画
作鉴赏、西藏题材油画展……走进以“藏
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五届文博会“特色民
族文化展”，就像走入西藏一般。现场30
余幅画作，幅幅精彩绝伦，现场不少市民
驻足欣赏，细细品味。

作为本届文博会一项重要的民族文
化交流活动，承办方深圳市玛雍藏阁文化
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特邀西藏著名唐
卡画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勉塘画派第
五代传承人拉巴次仁，以及泽贴尔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巴桑的弟子索朗扎堆，带
来了《白度母》《四臂观音》等多幅唐卡作
品。拉巴次仁和他的徒弟历时10年绘制
而成的13幅《白莲花·遍智龙钦绕绛大师
旷世手绘一百零八传记》唐卡作品中的两
幅也精彩亮相，为观众送上了一场视觉
盛宴。

玛雍藏阁创办人王晓燕表示，在文博
会期间举办首个以西藏文化为主题的活
动，有助于民族文化交流，有助于建立起
西藏与深圳两地文化交流的窗口。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以“印
创文化·匠心传承”为主题的第十五届
文博会裕同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分会
场，以“文化+艺术+科技”相结合的形
式，举办了吴冠中精品版画展、古典汉
纸数字水墨印刷展、“会讲故事”的包装
展、3D立体画展、创意设计作品展、个
性化定制、创意集市等一系列精彩活
动，在文博会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印刷
文化的匠心传承。

此次裕同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分会场

展示了印刷包装相关产品向数字化、智能
化、个性化、互动性以及绿色环保方向发
展的趋势，以及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物
联网、显示影像、AR/VR 等的跨界融
合，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特别是
今年适逢吴冠中百年诞辰，裕同科技文化
创意产业园分会场推出的“不负丹青·纪
念吴冠中诞辰百年版画展”，以丹青作品
的展示致敬吴冠中先生百年诞辰，同时展
现了印刷与文化艺术的交融荟萃，展览在
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西藏文化主题展大放异彩 体验不一样的印刷艺术

在第十五

届文博会上，

深圳海关关员

为海外参展商

现场提供展览

品进出境咨询

服务。

朱子煜摄

（中经视觉）

图 为 第 十 五

届文博会锦绣中

华分会场新时代

经典文化大秀《东

方霓裳》表演。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