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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乃至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2 月 11 日，广东省“扎
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
在广州召开。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推进文化高质量发
展，将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
辉煌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近些年来，在文化强国
的大战略指引下，广东省一
方面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一方面借助高科技
大力倡导文旅融合，发展文
化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此次冬奥会上，由广
东美术家曹雪团队主持设
计的冰墩墩备受喜爱，一墩
难求，冬奥运奖牌正面花纹
借鉴了南越王的玉璧纹饰，
春晚里也有不少广东元素
……岭南文化之风劲吹，影
响及于海内外。

如何将这股岭南文化
热潮进一步产业化，更新业
态，加速融合，进而助力广
东经济发展，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已成当务之急。
就相关话题，羊城晚报记者
专访了南方科技大学党委
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创院院长李凤
亮——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文旅融合成为
一种趋势，旅游目前在文化产业中起一
种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李凤亮：文旅融合是近几年非常热
的一个话题，前几年文化部和旅游部合
并的时候，大家就说“诗和远方”终于走
到一起了。所以说，文旅融合势在必
行，它形成了一种共赢的格局。为什
么？因为文化是旅游的重要内涵，旅游
是文化产品的重要载体。旅游不论是
看自然风景还是逛博物馆，都是对于

“异”的探寻，对于“文化”的体验。文旅
融合也可以推动旅游，比如说拍《非诚
勿扰》就把北海道旅游给带热了，姜文
的《让子弹飞》就把开平碉楼给带热
了。广东文化资源、旅游资源那么丰
富，从旅游门票到旅游装备、文创产品、
文艺演出，大有可为，文旅产业应该在
文化产业中占更大的比例。

羊城晚报：促进广东文化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李凤亮：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广东文化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阶
段。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对扎实推进文
化强省建设十分重视，推出了系列工
程，前景可期。我觉得促进广东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还要创新思路，开拓思
维。

一是抓住新机遇。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文化创新，重视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总书记自己
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示范。当前一个
机遇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文化
需求空前旺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
一个研究，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文
化消费的品质要求更高。去年全国人
均GDP超过1万美元，广州、深圳等地
更高，高质量文化需求会激发文化供
给。第二个机遇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为
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文化消费提
供了更多机会，为我们搭建各种文旅联
盟提出了急迫需求。第三个机遇是创
新驱动催生了新兴业态发展，广东要抓
住这个机会，加快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第四个机遇是今天大力推动的跨界融
合。广东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经验，通过
跨界融合，克服了高端文化资源不足的
瓶颈，整合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文化要
素，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二是找准新定位。在这方面，我觉
得广东要创新思路，引领湾区，走向国
际，勇做新型文化业态发达区、对外文
化贸易先导区、文化金融融合试验区、
国际文化交流示范区。

三是创造新模式。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原创，加强文化版
权打造和转化。要形成可推广的业态
模式，在推进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数字
化方面形成广东模式、广东经验。

四是汇聚新资源。广东的文化发展
过去在汇聚全国乃至全球人才资源、艺
术资源、创意资源、文化资本资金方面做
了很多工作，接下来要进一步创新观念，
扩大文化开放的力度，抓住“双区驱动”
重要机遇，建设好人文湾区，为“一带一
路”建设打造重要的文化桥头堡。

羊城晚报：岭南文化可以说是一
种对历史的继承，产业化可以说是一
种启后的发展，二者之间如何链接？

李凤亮：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正
在被不断认知，虎年央视春晚中的《只
此青绿》、传统戏曲，还有在上海、广州、
重庆三个城市的楼顶打太极拳，冬奥运
开幕式上对24节气的创新演绎，都显
示出现代条件下“传统文化的胜利”，这
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一个非常重要的
来源，所以应该提倡古为今用和跨界融
合，这就要考虑如何与产业化进行链
接，有很多禁区要去突破。比如，非遗
的保护传承，应该尽政府的力量，该保
护的要保护起来，传承不能断。但面临
着一个怎么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怎么
通过新的创意激发文创，让它进入到当
下年轻人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广彩的
盘子上那么漂亮的图案只能停留在盘
子上，不能把它转移到其他的载体上，

不能印在一条丝巾上？所以有一个融
古为今的转化问题。在这里就要找到
接口，提取元素，有效转化。

文化要不断地推陈出新，要提取它
的有效的合理的元素。其实传统文化
里有很多宝贝，《山海经》《封神榜》里很
多人物元素都可以进入当代的动漫
中。找到元素以后，还要找到让今天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这需要培养对
传统文化热爱又具有创意素养的新一
代设计师，创意教育要向中小学甚至幼
儿园延伸。

羊城晚报：刚才也提到的“喜羊
羊”这个案例，有何可供借鉴之处？

李凤亮：包括“喜羊羊”、《熊出
没》，成功的因素一是贴近儿童，二是持
续地经营打造IP，三是在衍生产品的打
造上花功夫，特别是“喜羊羊”，一个书
包比其他普通品牌书包几乎多卖一倍
的价钱，但又比迪斯尼的米老鼠书包卖

低不少价钱，这就是文创的品牌价值。
所以，我们缺的不是IP的原创能力，而
是对这个IP进行可持续经营。还有就
是要加强对 IP 的保护，让“创意者经
济”真正落地，让创意人真正得到实惠。

羊城晚报：这两个品牌好像主要
是广东的资本开发的，但并没有体现
岭南文化的元素？

李凤亮：是，尤其《熊出没》，与创作
人员有关，里面其实多是东北的元素。
这一方面与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
有关，另一方面，作为外向型的城市的广
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文化虽然硬件
设施都很好，但还缺少像百老汇《歌剧魅
影》《猫》这样长演不衰的经典作品，无
法让外地来的游人通过一台音乐剧来了
解这个城市。广东既有特色突出历史深
厚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还
有大家不常提的雷州文化，但缺少有全
球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化IP。

羊城晚报：还有哪些不足？
李凤亮：要建设文化强省，也还

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广东不能
仅仅是一个文化制造业大省，而是要
变成一个文化原创 IP的大省。“创意
强”应该成为广东文化的一个追求。
有了创意以后，还要把它开发好，把
它变成一个产业链。“喜羊羊”做了适
当的市场开发，还可以做得更好。广
东虽然没有故宫里的那些国宝，但可

以依托现代媒介激发一些新的创意，
比如把QQ、微信的表情包设计到服
装、手袋等上面，生活中的创意开发
无处不在。

羊城晚报：是没有意识到，还是
意识不够？

李凤亮：这涉及打造完善的创意
生态。为什么《王者荣耀》是在成都
产生？因为在那个地方做游戏做动
漫，有一种很沉静的氛围。在那种慢
生活之下，才可能开发出好的创意产
品。要充分激发年轻人的创意，大力
引进文化人才。这次扎实推进文化
强省建设工作会议，用了不小篇幅讲
用好文化人才，要“爱才如命”，形成
开展文化人才的机制、政策和举措，
赢得满堂掌声。什么时候像重视科
技人才一样重视文化人才，我们的创
意就能做得更强。

第二是消费要强。广东的文化
消费在全国领先，但目前主要还集中
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粤东西
北一些地级市乃至县乡，潜力还没有
充分释放出来，多层次、多元化文化
消费的满足度还不是很高，文化供给
侧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三就是品牌要强。过去在广
州工作，经常听说一句话：“广东人会
生孩子不会取名字，或者取了名字就
被人家抱走了。”主要是讲广东人善
于创新，但不热衷于持续创新。有了
一个创意 IP，为什么不能把它持续经
营好，为什么廉价卖掉了？这个问题
值得思考。我们要充分发挥城市建
筑、文化设施、文化节庆、名家、名企、
名品等品牌元素的力量，在广东打造
出更多享誉全国全球的文化品牌。
这是文化竞争力的关键。

羊城晚报：岭南文化在这其中有
怎样的表现和作用？

李凤亮：文化不仅可以成为一种
产业，更重要的它作为一种创意，渗
透到很多的行业门类当中，所以它是
在不同的层面显现出来的，既有自身
的发展，包括自身内部的跨门类、跨
要素融合，也包括与外界的跨业态、
跨文化、跨地域融合。华强主题乐园
现在遍布全国，安徽芜湖因为建了4
个方特乐园，竟然从一个重工业造船
城市蝶变成著名的旅游城市。这就
是文化的力量。

从传统业态到新兴业态，岭南文
化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这些年，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岭南文化不断焕发异彩。这
次冬奥会上，奥运奖牌的正面纹饰就
借鉴了南越王的玉璧，冰墩墩由广州

美术学院曹雪教授主持设计，春晚里
也有很多岭南元素……可见，以往地
处偏僻的岭南文化借由经济的发展开
始走向舞台的中央，日渐为主流文化
所接纳，这也与它自身雄强、包容、务
实、创新的精神特质有关。反过来，这
种精神也推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但
我觉得，岭南文化的底蕴、能量还有进
一步释放的巨大空间。

羊城晚报：距提出建设广东文化
强省的口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文
化强省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凤亮：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与国
家启动文化强国建设差不多是同步
的，应该说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文
化理念超前。广东及各市县都非常
重视精神观念的打造，像十年前提出
的新时期广东精神“厚于德、诚于信、
敏于行”，深圳提炼出了以思想的解

放和理念的先行为前提的“十大观
念”，都极具时代色彩。其次是公共
文化服务发达。广东因为经济发展
快，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差别逐步缩
小，大力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优质
化、均等化、便捷化，有的地方还领先
国际。珠三角的文化场馆普遍比内
地好。三是文化产业发达，已经成为
广东经济的一个支撑。广东文化产
业产值占全省 GDP5.59%，连续 7 年
成为支柱产业。在全国文化产业版
图上，广东占全国总产值的 13.8%，
其中文化装备业产值占24%，动漫产
值占 1/3，文化产品出口占一半。四
是文艺精品佳作不断。这些年从文
学到音乐、美术舞台剧，乃至“粤派批
评”，广东都可圈可点，经常获得各种
奖项。在推动文旅融合、打造全域旅
游方面，广东也有亮眼成绩。

羊城晚报：广东省的文化产业大
致有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李凤亮：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文
化产业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都表
现出领风气之先的特点。上世纪70
年代末 80年代初的迪厅、录像厅遍
地开花，到处传唱粤语歌曲，90年代
全国流行广东拍摄的影视剧，《雅玛
哈鱼档》《外来妹》《公关小姐》《情
满珠江》，粤语粤菜粤剧，还有领先
全国的广东新闻出版业，等等，广
东的文化影响力独树一帜。进入
新世纪，广东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文化装备业、工艺美术业等都借势
发达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一直到今
天数字创意产业的领先发展，形成
一批科技化、创意化、规模化、国际
化的文化产业集团，呈现出比较多
元的新兴业态。比如腾讯，虽然是
一个互联网企业，但主营收入是互
动娱乐，还包括了游戏、动漫、影
视、音乐、文学、旅游等板块。

当下广东文化产业的这种科技
化、创意化、规模化、国际化，带动了
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塑造了区域的

新形象。像深圳这样一个当年的渔
村，曾是人们眼中的“文化沙漠”，现
在却是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的“文化绿洲”。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广东省的
文化产业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有哪
些特色？

李凤亮：广东的文化产业总体来
说，发育比较早，发展比较快，而且
体量比较大，业态比较新，尤其是以
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金融
等跨界融合所催生的新型文化业态
比较成熟，附加值也比较高。这与
广东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市场机制、毗
邻港澳面向海外的外向型经济形态，
以及超前的文化消费观念密切相关。
广东的文化消费整体上是走在全国前
列的，广东人喜欢旅游、热爱影视消
费，广东的电影票房非常高，这与南方
所处地理环境有关，天气比较热，夜晚
比较长，夜文化、夜经济比较发达。这
些年通过广交会、文博会、文交会，广
东文化产业进一步走向国际，这“三
会”甚至成了观测中国乃至全球文
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文化强省再出发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图/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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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033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87618元
中奖基本号码：15 01 20 08 25 02 特别号码：35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96190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40594
555596

中奖注数
500
484

单注奖金（元）
41
57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3
69
102
2735

0
0

11787
34500
10200
27350

3929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297924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2033期

投注总金额：417816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35 狗 冬 西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02012

10492

2526

2786

5580

208

239

706

46

15

5

5

3D 第2022033期

中奖号码 7 4 4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5

551
709
0

323
48
0
22
0
0
0
0
48

本期投注总额：2506170元；本期中奖总额：827758元；
奖池资金余额：6118153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573040
245314

0
3230
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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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开奖时间：2022年2月12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2014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97471147元

1196232916.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4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01 10 04 18 32 01 09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115025627

171

577

13737

18095

28511

611670

6886328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710000

1731000

4121100

3619000

2851100

9175050

34431640

基本

追加

83

17

200691

160552

16657353

2729384

基本

追加

3

1

10000000

8000000

30000000

8000000

13723189.9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36803029.3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4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2033期

排列3 3 5 8

排列5 3 5 8 3 2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7406978 127386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24435

0

32883

241

本省
中奖
注数

1201

0

1601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50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