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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文化产业的竞争，软实力、文化力必

然要通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来加以体

现。同时，这也具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增

长方式转变的意义。”这是习近平对文

化产业推动经济转型的深刻认识。

产业是文化中长出来的“树”。文

化产业的发展，植根于时代的土壤。

自2003年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

革综合试点省以来，浙江努力把文化资

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文化软实力转化

为发展硬实力，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并根据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特点，

进一步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

习近平说：“发展民营文化企业，是

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浙

江文化改革与发展的特色与优势所

在。”“必须像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那样，

进一步放开放活，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的

体制瓶颈，打开文化产业发展的闸门，

抢占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大力发展民

营文化企业。”

2004 年，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成

立，成为全国首个集影视创作、拍摄、制

作、发行、交易于一体的国家级民营影

视产业实验区。

“习书记曾两次到横店考察，指导

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横店

影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横

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说。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横店做出了

文化产业全域化的创新样本。

如今，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2016 年，实验区实现营收

180.9 亿元，上缴税费 20.87 亿元，入区

影视企业和艺人工作室 1000 多家，接

待剧组271个，在全国影视文化行业的

龙头地位优势明显。目前，横店已投入

数百亿资金，建起 30 多个影视实景拍

摄基地，35个高科技摄影棚，55个影视

拍摄外景点，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影视

实 景 拍 摄 基 地 ，累 计 拍 摄 影 视 作 品

1800多部、48000多集。

为进一步发挥浙江块状特色产业

优势，浙江在文化产业布局中，特别构

筑了浙北、浙中、浙东、浙西南等文化产

业发展带。

丽水龙泉，就位于浙西南的生态文

化产业带里。

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陶瓷类项目，龙泉

青瓷名扬天下，而其技艺的继承与发扬，

龙泉青瓷博物馆功不可没。龙泉青瓷博

物馆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习近平的关心。

2005 年，习近平第三次来到龙泉

考察。在考察完竹垟畲族乡后回城区

的车上，时任龙泉市委书记赵建林向习

近平汇报了龙泉青瓷文化的传承工作，

并提出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习近平说，龙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

瑰宝，应该好好保护，可以建一个新的

博物馆。他还特别叮嘱赵建林，新馆不

一定规模很大，但一定要有个性和特

色。在习近平的关心下，省财政很快落

实了补助资金，帮助龙泉启动了博物馆

建设项目。

“龙泉这样的山区欠发达县，如果

没有习书记的关心支持，绝不可能建成

这么一个博物馆。”赵建林说。龙泉人

民始终感念在怀，至今记忆犹新，为表

感恩之情，特意在博物馆广场前设置了

一块景观石，上面刻了三个大字“关怀

石”，石头的背面，用文字介绍了习近平

重视关心龙泉青瓷博物馆建设的情况。

如今，龙泉做起了“文化+”文章，

依托青瓷博物馆这一地标性建筑，推动

文化产业“提挡加速”。龙泉剑瓷产业

支柱产业地位正在逐步显现，2016 年

剑瓷文化产业产值达 30.2 亿元，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如今，浙江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全

省电视剧、动画片、电影产量均居全国

前茅，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等各类国

家级奖项的精品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除了广播影视、文化演艺、动漫游

戏、文化产品制造等领域，新闻出版领

域同样优势凸显。今年 5 月的深圳文

博会上，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华策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

浙江文化企业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入选总数创历史新高。

“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

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

经济的硬实力。”遵循习近平指明的方

向，以文化为根，浙江大地生长出的这

一新兴产业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文化惠民
——满足群众文化生活

努力建立健全公益性文化事业服
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正落到实
处。

——习近平

文化乐园滋润城市乡村

2005年5月15日，西子湖畔，玉皇山

麓。习近平揿下浙江美术馆开工按钮。

投资4.2亿元的美术馆拉开了建设大幕。

建一个浙江人的美术馆，曾是几代人

的梦想。如今，站在杭州南山路上，一眼

就能望见那座波浪形的建筑，依山向湖，

错落有致。简洁、淡雅、古朴的建筑犹

如“生长”在西湖边的一幅江南水墨画。

这座至今让人流连忘返的文化地

标，就是在习近平的亲切关怀、直接推

动下规划建设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 2003 年 1

月 31 日，大年三十，习书记来考察时，

天上还下着小雨，他打着伞，冒着寒风

冷雨，带着一行人来考察选址。”14 年

后，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依然还清楚地记

得那天的情景。

习近平那天在南山路考察完后，马

上就开会研究。

因西湖边用地极其紧张，许多人建议

将美术馆建在钱江新城。最终，习近平

一锤定音：“这个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

在谈到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时，

习近平指着身穿对襟中式上衣的许江

说，既然建在西湖边，就应该是中国的

样式，就像许江穿的衣服，应该一看就

是中国的。

2009 年，浙江美术馆正式开馆。

如今，该馆已跻身全国重点美术馆，每

年举办各类展览约 50 个、公共教育活

动近300场次，成为美术创作展示交流

的重大平台、重要窗口，大大丰富涵养

了浙江人民的精神生活。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一大批重

点文化设施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总投

资 22 亿元、总建筑面积 36 万余平方米

的西湖文化广场，占地10余万平方米、

标志着杭州从“西湖时代”向“钱江时

代”迈进的杭州大剧院，与浙江美术馆

一起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的文化地标。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人

类传统文化的收藏之所，习近平对博物

馆情有独钟。他重视博物馆的保护修

缮、重视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

让文物蕴含的价值融入人们生活，给当

代人以民族自信和历史启迪。

2005 年 5 月，习近平考察西湖博

物馆建设情况。在临时搭建起的简陋

工棚内，习近平讲了一番话，让张建庭

至今难忘，“习书记说，建筑是‘丫环’，

西湖是‘主人’，西湖博物馆的建筑形式

要符合西湖特色，要进一步坚持‘浓抹

自然、淡妆建筑’的理念。”

习近平的话风趣、生动却又意味深

长，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正是在他的关怀下，西湖博物馆

成为挖掘、传承杭州城市文化和西湖文

化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服务社会、传承

传统文化的学习场所。

中国水利博物馆也是如此。2005

年4月，习近平考察位于萧山的中国水

利博物馆建设工程现场。时任水利博

物馆筹委会负责人的张志荣回忆说：

“习书记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告诉

我们，博物馆的布展方式要有革命性的

变化，不能仅是陈列展品和图片宣传，

更要创新理念，综合应用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寓展览、教育、休闲、娱乐为

一体，吸引群众积极参与，以增长知识，

受到教益。”

如今，置身于水晶塔内的中国水利

博物馆时，可以感受到大量沉浸式的场

景，许多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栩栩

如生地“活”了起来。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省对文

化的投入不断加大。2005年，浙江文化

投入总额超过14亿元，与“九五”期间5

年文化投入总量基本持平。从2006年

到2010年，“十一五”期末，全省县级图

书馆、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基

本实现全覆盖，逐步建起一个覆盖浙江

区域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创新服务丰富群众生活

没有文化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就无从谈起。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

平非常关心群众文化生活。

2005 年 5 月 17 日一早，绍兴杨汛

桥镇文化中心刚开门不久，习近平就来

到这里，在这个全省首家农村文化综合

体内，和老百姓拉起了家常。

“最近在读什么书？”“最喜欢看什

么电影？”“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有些什

么需求？”

村民们见习书记来了，很快围了上

来，你一言我一句地畅谈亲身感受。

“有了文化中心，闲的时候我们不

愁没地方去了”，“生活在这里感觉很幸

福”⋯⋯习近平听了，脸上满是笑意。

时任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记得，

“习书记肯定了文化中心的工作，也提

醒我们，文化服务要跟上村民不断变化

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次调研之后，丰富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成为习近平常常牵挂的一件大事。

2005年6月1日，习近平在宣传文化

系统调研座谈会上说：“目前，我省城乡文

化发展还不平衡，多数文化活动场所集

中在县级以上城市，不少农村文化阵地

存在缺设施、缺经费、缺人才、缺内容的

情况，一些偏远农村至今无法收听广播电

视节目，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不高，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

普遍的问题尤其需要治本之策。

在习近平关心下，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

活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年 11 月，浙江省演出公司负责

人陆湘汉受命组建“浙江钱江浪花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钱江浪花艺术团）”，免

费为基层群众送演出。

艺术团首创的“钱江浪花”文化大

篷车，能像“变形金刚”一样迅速变成一

个绚丽的大舞台，文化下乡一下变得非

常方便，“钱江浪花艺术团”受到基层热

烈欢迎，各地农村不断发出邀请。

习近平对“钱江浪花艺术团”的创

新和坚持给予了批示表扬。

回忆起当时的批示，陆湘汉仍然很

激动。“那是 2006 年 8 月，习书记肯定

了我们的创新演出。他批示中提到，

‘钱江浪花艺术团文化直通车，搭建了文

化服务基层的平台，丰富了广大基层群

众文化生活，特色鲜明，形式多样，贴近

基层，富有实效；希望认真总结，不断完

善，持之以恒，积极推广，把更多的精彩

节目送到基层乡村，进一步满足基层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推进文

化大省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一花引来百花开。一时间，“钱江

浪花艺术团”成为文化下乡的标杆。嵊

州越剧大巴、衢州文艺大篷车、平阳流

动剧场、景宁文艺直通车、庆元文化大

篷车等，常年穿梭于基层，为群众送去

喜欢的节目。

流动大篷车一时成为浙江大地上

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努力使农村的文化环境有较大改善。”

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全省各地加大了探

索，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文化活动中的

自主权和主体性，不断将“送文化”与

“种文化”结合起来，让文化的种子在农

村生根、开花、结果。

沿着这条惠民之路，浙江不断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2013 年，浙江开始打

造乡村“精神文化地标”——农村文化

礼堂。经过 4 年多的建设，截至今年 8

月，全省已累计建成 7400 多家农村文

化礼堂，覆盖全省超过26%的行政村。

文化惠民，滋润城市乡村，孕育出

了一片绿意葱茏的天地。

文化引领
——精神文化滋润心田

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
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
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
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
的人。

——习近平

浙江精神凝聚奋进动力

“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

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

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

起作用。”

2003年7月，刚来浙江9个多月时

间，习近平便对浙江文化的特点有了深

切的认识。

在 2003 年 7 月 10 日的省委十一

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如数家珍地讲起

了浙江文化的特点。他点出，“浙江人

的这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

的阳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

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极大地推动浙江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

发展。”习近平进一步提炼出与时俱进

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

开放图强”。 （下转6版）

“溯源新理念 大潮起之江”特别报道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蒋立峰 电话：87138725

05

凝 魂 聚 气 铸 自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