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16年11月2日 星期三文化深圳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

①
扩
大
文
化
产
业
优
势

近年来，南山区探索形成的“文化+科
技”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和好
评。依托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雄厚基
础及创新能力，南山区政府在2006年发力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之初，就瞄准了科技资源对
文化创意产业的强大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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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
主体、以园区或基地为载体、以原创产品为
主要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文化与科
技紧密结合、创意与创新水乳交融”是南山
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特点。

10年来，南山区建成了一批国家级及省
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目前具有集聚空间性
质和孵化器功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共计15
家，还有文化创意产业基地9家、教育培训基
地2家。园区建筑面积合计逾100万平方米，
总投资逾100亿元，入驻企业1300多家。华
侨城、雅昌、腾讯、华强文化和A8音乐等5
家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

南山区培育了一批实力强劲、发展迅猛
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企业。目前，南山区文
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已超过6000家，其中21

家文化创意企业进入深圳同行业前50强。2016年，深圳华强
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家入
选第八届“中国文化企业30强”，至此前者已蝉联7届，后者
也6届入选。

近年来，南山区文化创意产业增长迅猛，规模持续扩
大，占全市文创产业规模的1/3，已经成为南山区的主导产业
之一。2015年，南山区文化创意产业营业收入1666亿元，同
比增长10.7%；增加值594亿元，同比增长17.8%，占南山区
本地生产总值的16%，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33.8%。

未来5年，南山区将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教育、艺
术、体育等联动发展，培育“文化+”新型业态，推动文化产业跨
界融合，提升文化产品内涵和质量。构建“一核双翼三中心”文
化产业空间格局：科技园文化产业核心区，前海创意文化和
留仙洞创新文化双翼，后海、蛇口、华侨城三大文化产业中
心。南山区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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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产业”，支持华侨城、招商蛇口等企业优化布
局，提升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实现文化
产业增加值5年翻番，当好文化产业发展“领头羊”。

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先锋区
符志壮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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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位于南海之滨、深圳经济特区西部，全区总面积18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4万人。这里东临深

圳湾，西扼珠江口，历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岭南地区的海防重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南山从边陲渔村

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先锋城区。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辖区税收、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715亿元、718亿元和

634亿元，经济总量跃居全省区（县）第一、全国第三。南山也被誉为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区。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南山区以时不我待的担当和勇气，积极谋划南山的新定位，提出了南山未来5年的奋斗目

标：加快完善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交往“四大中心”功能，为迈进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而努力奋斗。其中

的“文化中心”功能，就是把南山区打造成深圳文化创新发展的先锋区，这是南山人未来的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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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教育人才高地

激活传统文化底蕴

作为全国教育改革、课程改革试验区和全
省第一个教育强区，南山区坚持走素质教育之
路，教育综合实力居全省前列。南山区是深圳
市高等教育基地，辖区有深圳大学、南方科技
大学、深圳虚拟大学园、深圳高职院、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港澳产学研基地
等一批教育科研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高等院校入驻深圳大学
城。

南山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2015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5.8%，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5%，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280件，居全国区（县）首位。截至目
前，南山区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比重
达28%，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各类创新载体
分别增至1641家和785家，集聚“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人才 168

人、深圳“孔雀计划”人才1132人、海外高层
次创新团队62个。10月12日，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即“全国双创周”）暨第二届
深圳国际创客周在南山区的深圳湾创业广场开
幕，点燃了创新创业者的激情。

未来5年，南山区将着力打造教育人才高
地。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30所，加大名师、
名校引进力度，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化、优质
化、国际化、特色化建设。引进一批特色学
院，保持高等教育先发优势。打造贯通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全链条的
南山品牌。实施深圳大学城、深圳市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扩容，用好用足国家“千人计划”、深
圳“孔雀计划”政策，实施南山“领航计划”，
高标准建设人才产业园。到2020年，国家级创
新载体总数超过65家，培育引进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2500名。

南山区拥有丰富的文物古迹和历史资源，
全区拥有90 处不可移动文物。南山区屋背岭商
代遗址被评为 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考古专家认为，这一考古发掘成果，填补
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
白；证明商时期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粤
东北的兴梅平原三个区域文化已经出现相互交
流和影响。

南山被誉为“深港历史文化之根”，东晋年
间设立的“东官郡”郡治设在南头，南头古城
成为历代县治及海防衙署所在地。目前，南头
古城内“六纵一横”路网格局保存完好，共有
历史建筑共 34 处、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6
处。

在珠江入海口东岸，面临伶仃洋的赤湾片

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
重要的海防要塞，素有“粤海门户”之称，具
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赤湾仅3.4平方
公里的范围内，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
处，包括赤湾天后宫、宋少帝陵等。

未来 5 年，南山将借势传统文化复兴东
风，推动赤湾天后宫举办的“辞沙祭妈祖”活
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赤湾片区申报“广东
省海上丝绸之路十大文化地理坐标”，建设赤湾
海上丝绸之路文博圈，同时推动南头古城保护
与利用，展现古城独特魅力。完善文体发展资
助和激励机制，实施文化名人、体育明星引进
工程，加强文艺精品创作，提升城区文化软实
力。支持企业建立双创展示空间，弘扬崇尚成
功、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南山区拥有深圳湾体育中心、南山文体中心
以及保利剧院等大型文化地标，还有何香凝美术
馆、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等场馆，为各类文化演
艺活动提供了重要场所。近年来，南山区高雅文
化活动数量逐年增加，年均表演场次超过 2500
场，受益群众大幅增加。文化演艺形式丰富，逐
步发展到交响音乐会、歌舞、曲艺等。中国歌剧
舞剧院、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香港节日
乐团等纷纷在南山参演。

南山区大力扶持和推广原创文化产品，获得
多项国内及国际奖项，原创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南山区组织创作的主旋律歌曲《放飞梦想》
和华强文化的《熊出没之夺宝熊兵》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打击乐《城市节奏》荣获文化部“群星
奖”，雅昌荣获第 65 届美国印制大奖——具有印
刷界“奥斯卡”之称的班尼金奖。

未来5年，南山还将立足中心城区建设和市民
文化需求，加强文化发展空间规划，高质量布局
一批文体设施，通过大型文体场馆建设形成新的
文化地标群。建成3个街道文体中心和南山文化
馆、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争取深圳歌剧院、
深圳设计博物馆落户南山。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社
会化运作政策体系，加大文化惠民力度。办好深
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南山流行音乐节、科技
影视周、社区艺术节、社区邻里节等品牌活动，
促进跑步、自行车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和产业发
展，发展赛艇、划艇等滨海特色运动，以建筑地
标和重大活动带动南山文化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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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体育中心。 熊科丽摄

11月1日，第十七届深圳读书月在市民的期盼
下拉开帷幕。从今年起，读书月总主题改为“阅
读?进步?圆梦”，今年读书月主题为“创新之城，
‘读’具匠心”。本届读书月最大的亮点是突出创
新，在49项重点活动中，创新活动占到37%，比例
创历史之最；将重点关注儿童阅读，保障未成年人
的阅读权利，并突出“互联网+”载体创新、国际
文化交流等元素，还将首次组建阅读志愿者队伍。

今年读书月是《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实施后的首届读书月，也是《深圳文化创新发
展2020（实施方案）》发布以来的首届活动。深圳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小甘表示，深圳读书月已
成功举办了16届，共举办各项读书文化活动5800
多项，每年近千万人次参与其中，多年来积累了很
多好做法、好经验，并创办了一系列具有全国甚至
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得到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如今，深圳读书月已成为“深圳十大文化名片”之
一，成为深圳市民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文化盛
事。“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修高速公路，每天都有
很多项目奠基，但如果没有读书月，我们城市的发
展是不均衡的，文化底蕴是不够的。”读书月不仅
要一年一年办下去，而且要一年比一年办得好。

阅读活动传递温暖

今年 4 月 23 日为深圳首个“未成年人读书
日”。本届读书月活动项目将特别突出未成年人阅
读权利，其中关注未成年人阅读、儿童阅读、亲子
阅读的活动数量占比过半。通过“阳光童年”——
知识关爱留守和流动儿童、赠书献爱心、组建阅读
志愿者等活动，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和城中村学校学
生，捐建阅读活动室，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以阅读传递温暖。
本届读书月活动除继续专设“互联网+”板块

外，还将推出“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十大童书”
有声版，引领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深圳市义工
联与深圳市阅读联合会也将共同发起组建“阅读志
愿者”工作，首批 100名志愿者将深入社区、企
业、学校、图书馆、书店，义务开展阅读辅导和阅
读活动支持活动。

为适应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要求，今年读书月
更注重国际文化交流与阅读推广。在读书月启动仪
式上，通过短片分享爱丁堡“苏格兰图书周”的活
动；读书月期间，将举办《全球文化大变局》新书
首发式暨中外嘉宾高端对话活动，邀请该书作者
——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让?路易?勒华及中外嘉宾
围绕“全球文化新格局及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
与影响”这一主题进行对话。

7大板块精彩纷呈

据统计，本届读书月一般主题活动794项，重
点主题活动49项，比去年有所精简。重点主题活动
包括“温暖阅读”“互联网+”“书香深圳”“阅读导
航”“分享交流”“快乐成长”“青春飞扬”7大板
块，其中各种大赛、评比类活动占到17项。除常规
的十大好书评选、十大童书评选、十大佳著评选、
读书月辩论赛外，本届读书月还新增了深圳市十大
好诗评选、读书月公益海报设计大赛、读书月年度
“最”活动评选、中学生科普知识竞赛、中学生经
典诗文朗诵达人赛等创新评比类活动。

本届“读书论坛”将紧扣“阅读，走向未来”
这一主题，延续嘉宾演讲、嘉宾对话等形式，举办
6场论坛，邀请格非、李零、张晓峰、林清玄、詹
宏志、唐浩明等知名学者、作家、业界领军人物登
台演讲。11月26日，将特别邀请陈劲、孟建民等嘉
宾对话工匠精神与民族复兴。

本届读书月“温馨阅读夜”活动期间，中心书

城将通宵营业，以“阅读”为核心，围绕“阅读+
学习+生活”精心策划10多项阅读主题活动和公益
文化活动。当晚零点后，全场图书深度优惠销售，
为市民打造阅读狂欢夜，届时将揭晓深圳读书月年
度十大好书。“经典诗文朗诵会”活动以“千古匠
文，经典重临”为主题，将邀请国内外著名朗诵表
演艺术家、深圳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与节目主持
人共同参与，带领观众重温经典诗词。

为给新增品牌活动培育推广提供更多机会，读
书月将推行传统重点主题活动轮流亮相、双年呈
现，“十大书香企业”“十大读书成才职工”“年度
作家评选”等将列为双年呈现的重点主题活动。

创新亮点层出不穷

创新让深圳读书月永葆生命力。本届读书月最
大的亮点是突出创新，在49项重点活动中，创新活
动占到37%，比例创历史之最。如面向全市范围的
深圳读书月年度“最”活动评选，“读书月好书”
听书版，分别在深圳、上海举办的“阅读双城记
——2016上海深圳城际阅读交流活动”以及为期1
周的两地城市全民阅读历程和成果展览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读书月创新活动——“读
书月公益海报设计大赛”，将通过海报设计的形
式，对深圳读书月的品牌和理念进行视觉传达。大
赛启动后，得到国内各地设计师的积极响应，一时
掀起设计热潮，短时间内就收到 882件 （组）作
品。主办方邀请全国平面设计和视觉传播界专家，
组成评委评审参赛作品。大赛揭晓后，深圳设计师
王彦坤作品《开卷有益》获得一等奖。该作品以
“开卷有益”为创意，运用简洁的视觉符号，演绎
阅读给不同人群带来的愉悦和益处。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出版发行
集团总经理尹昌龙表示，将设计作品与深圳崇尚阅
读的城市景象相联系，与深圳读书月的品牌形象相
吻合，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深圳全民阅读的繁荣，因

此，举办深圳读书月公益海报设计大赛显得极具意
义。

大赛评审、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主席刘永清表
示，参赛作品颇具水准。“在深圳这种快节奏的大
都市里，平面设计以其极大的视觉传播力，通过视
觉传达方式，把人的理念和思想观念，非常简约、
直接且艺术地表达出来，符合市民的审美文化需
求，且通俗易懂，直抵人心，让人会心一笑，给深
圳人一种美的享受。”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出版发
行集团副总经理曹宇表示，创新是深圳读书月永葆
生命力的不二法门。16年来，深圳读书月紧紧围绕
阅读本身策划了许多活动，从论坛到演讲，从展览
到演出，从发布会到报告会，再到各种辩论赛、演
讲赛等，这些与阅读紧密相关的各类主题活动成为
读书月的重要内容。作为联合国 “设计之都”，本
届读书月新推出的“深圳读书月公益海报设计大
赛”借助视觉形象的表达，让传达方式更便捷高
效，对于推广读书月的理念有着不同的意义，有助
于打造读书月品牌，高效便捷地服务于阅读活动。

关注未成年人阅读 加强国际对话交流

深圳擦亮读书月名片
马忠煌 黄智波

首届“深圳读书月公益海报设计大赛”获

奖作品展出。

读者参加第十七届读书月

“百年读书人”活动。

●文化创新2020

●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