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位于南城街道高盛科技产业园的广东车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全
球新宠”拉伊卜陈列在各个角落。

乘着卡塔尔世界杯的东风，这个造型可爱的卡通人物瞬间火爆全球，让“东莞智造”再一次
惊艳世界。 本报记者 刘志斌/文 陈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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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文化强市建设”正当其时

东莞日报：城市竞争力更需要文
化支撑。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
市，东莞已经迈上“双万”新起点，此时
提出文化强市建设，对于推动经济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千万人口与城
市共生共荣有什么促进意义？

李炳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东莞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

“文化新城”到“文化名城”，再到“品质
文化之都”“文化强市建设”，立足“文
化是城市的灵魂”这个根本，东莞文化
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
量。东莞是广府文化重要发祥地、粤
曲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粤剧之
乡。在中国近代史上，东莞是中国近
代史的开篇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如今，东莞跻身“双万”城市之列，是国
内第24座万亿城市、第15座“双万”
城市。此时，东莞提出“文化强市建
设”，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可
谓正当其时。

文化是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
源泉，文化品牌是一个城市的金字招
牌、重要标志，承载着城市精神品格和
理想追求。东莞跻身“双万”城市，这
就是“天时”。东莞迈上“双万”新起
点，经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更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通过理论
学习，充分发挥优秀文化的凝聚力和
感召力，进一步增强我们文化的自信
自觉自强，点燃创新的引擎，为文化强
市建设开辟新格局。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
荼。致力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制
造中心”的东莞迎来了发展新时代。随

着陆域视野的“珠三角”变为海域视野
的“大湾区”，东莞位于两个重量级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及广深港澳科技创
新走廊中间，具有完备的产业链，拥有
珠江东岸空间优势，可谓“地利”。

千万人口与东莞相互成就、共生
共荣。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
东莞，扎根东莞创新创业，这就是“人
和”。东莞还实施新一轮“十百千万百
万”人才工程，积极引才育才留才，将
东莞的千万人口优势转化成人才优
势，打造城市与千万人口共生共荣的
东莞样本。文化强市建设，将进一步
提升市民群众归属感和凝聚力，推动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提炼“七大文化”擦亮“四张名片”

东莞日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推动文化强市建
设，东莞提出建设“七大文化”擦亮“四
大名片”。站在党史研究角度，如何助
力东莞文化强市建设？

李炳球：城市竞争最终拼的就是
文化，这是新一轮城市竞争的主战场，
也是一个城市能否实现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这更坚定东莞文化强市
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东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
丰富的“文化积淀”。拥有袁崇焕、虎
门销烟、蒋光鼐等一批历史文化资源，
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又是改革
开放的生动缩影。东莞把历史文化遗
产作为城市的根脉，在保护中更新，在
更新中更好保护，让城市文化得到传
承和发展。

立足东莞文化强市建设，提出建
设“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改革开放文

化、潮流文化、体育文化、莞邑文化、生
态文化”等七大文化，推出一批高质量
的城市宣传产品，擦亮“近代史开篇
地”“国际制造名城”“潮流东莞”“篮球
城市”等四张城市文化名片，可谓有点
有面有抓手。

东莞上千年文明基本集中在东江
两岸，这里有蚝岗等古人类遗址，有万
福庵、却金亭、金鳌洲塔、西城楼、大西
路、榴花塔等重要古遗迹；有可园、石
龙铁路桥、石龙贸易商埠、东纵抗日遗
址等近代重要文保单位，这是东莞宝
贵的“历史文化”；还有改革开放早期
工厂，如鳒鱼洲工业区等，以及当下重
要的经贸商区和标志性建筑，这里凝
聚东莞不可磨灭的“改革开放文化”。

东莞是全国篮球城市CBA“十一
冠王”诞生地，还聚集4000多家玩具
生产企业，全球九成“潮玩”由东莞制
造。其中，爆火全网的“冰墩墩”就来
自东莞，国际制造名城还是名副其实
的“潮玩之都”。

东江两岸尤其东岸，凝聚着东莞
文化发展历史和记忆。“七大文化”在
东莞都有落脚点，都有根，都有深刻的
印记，值得打造成地标性建筑。

认真研读报告，紧扣实践要求，市
委党史研究室将聚焦主责主业，为东
莞文化强市建设做出一份努力。围绕

“七大文化”“四张名片”，加强东莞历
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挖掘、研究、出版
等，让东莞文化得到更好的留存、开
发，让东莞文脉永久留存、夯实东莞城
市底蕴，滋养城市文明。

在文化强市建设中，我们需要从
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下的文化载体，从未
来的维度看待当下，挖掘研究一些有代
表性的文化载体，为未来东莞留下文化
财富。其中，积极保护、挖掘、活化、利
用好文化遗迹、非遗项目等文化载体，

加强个案研究，尤其是鸦片战争遗址、
东纵革命遗址、改革开放等重要遗迹，
都可以打造成地标性建筑。从微观和
宏观角度进行挖掘探微、解读，为东莞
城市发展提供理论和史实参考。进一
步提升东莞文化在大湾区乃至全国的
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不同地域人士对东
莞的认同，把东莞这座美丽的城市经营
得更加充满活力和吸引力。

让更多人享受文化强市建设“红利”

东莞日报：发展文化，既要传承和
创新，更需对外传播。推动东莞文化
强市建设中，如何以传承创新促进对
外传播，提升东莞城市形象？

李炳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东莞文化强市建设，既要
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从历史中
获得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发展，拓展对
外传播新途径，进一步提升东莞城市
形象，进一步提升市民群众的归属感
和获得感，让更多人享受文化强市建
设“红利”。

东莞城市精神“海纳百川，厚德务
实”。“海纳百川”体现了东莞开放的气
魄和包容的胸怀，是东莞改革开放精
神的真实写照，既反映了东莞特殊人
口结构的城市特征，又符合东莞位于
珠江口濒临大海这一区位特点；“厚德
务实”既是东莞的城市人文精髓所在，
更是时代精神的重要元素，符合东莞
城市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市民道德品行
的要求。

在历史上，东莞与深圳同宗同
源。早在公元331年，东莞立县，辖区
就包括现在的深圳、东莞、香港等地。
深圳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书写了世
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奇
迹，与之相伴的城市文化也在不断传
承与发展中日趋繁荣。深圳，正在崛
起成为全球瞩目的新兴文化力量。

位居广深之间的东莞，致力于文化
强市建设，深圳就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样本。但是，学习不是全盘照搬，借鉴
并不意味“抄作业”，而是要吸取精华，
在方式方法上进行参考并加以甄别。

未来的城市竞争力，更要有文化
来做支撑，而更高的起点，则要从“品
质”出发，建设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特
色都市。东莞未来文化的发展必然走
上“融合”道路，东莞需要有兼容并包、
百花齐放的气魄，在深挖“七大文化”
的基础上，容纳外来文化，创新都市文
化，走向“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融合发

展”的新路线。
当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一些遗

迹的价值认识普遍不足，甚至因为滞
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比如太平
手袋厂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可
以深度借鉴京杭大运河杭州拱辰河段
的建设模式，通过围绕东江文明，打造
三江六岸、做好东江水文章，打造地标
性的文化建筑。在传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弘扬优秀文化，并通过各种渠道
和平台传播。

以往，城市文化传播比较注重官
方、宏大、主流的元素，文化表达方式
往往比较委婉含蓄。在文化强市建设
进程中，我们不仅要推进文化发展不
断取得新进步，更重要的是不断丰富
市民群众精神生活，让更多人理解支
持我们的文化发展，形成推动文化事
业发展合力。

因此，文化对外传播要开辟新的
思路和视角，结合民族、地域、呈现形
态、传承方式等特征，建立健全民间组
织机构，寻求认同共鸣。对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和必要的转化创
新，纳入对外传播的推介范围，建设具
有东莞文化特色、内容形式新颖、表达
方式活泼有趣的传播内容资源，持续
提升东莞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为
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持续提升城市形象
和城市软实力。

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炳球：

打造地标性文化建筑 提升东莞城市软实力

编者按 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一座城市只有文质彬彬、形神兼备，才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和谐发展、共生共荣，迈向美好的明天。新世纪至今二十余载，东莞
从建设“文化新城”，到“文化名城”，再到“品质文化之都”，每一个文化发展战略，都有着科学的规划和严密的衔接，每一张精彩文化答卷，均彰显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软实力，并让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努力实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

今年以来，迈入“双万”城市的东莞，文化建设又迎来新的战略部署，全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这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更需要群策群力，全民共建，探索出适合东莞、具有东莞特色的发展模式。为
此，在东莞市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特设“共建文化强市·文化代表谈东莞变化”专栏，通过采访文化领域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代表，推出有分量的深度报道和评论访谈文章，系统梳理
东莞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建言未来东莞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畅想文化强市新图景，为大会营造浓郁的文化学术氛围，助力东莞文化强市建设。

共建文化强市 文化代表谈东莞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东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聚焦“推进东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双万’城市形
象有效传播”，挖掘东莞文化优势，促进千万人口与城市深度融
合。近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炳球在接受东莞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推动文化强市建设中，更要注重在传承中发展，打造地标性
的文化建筑，承载东莞在文化资源方面的禀赋，大力弘扬东莞文
化精神，拓展对外传播新途径，提升东莞城市软实力。

本报记者 周桂清 文/图

莞企“智造”世界杯吉祥物

广东车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
一家致力于大型体育赛事特许产品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的文化创意
公司，作为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供
应商之一，2015年，企业负责人陈
雷刚开始与组委会接洽。

2020年，陈雷刚带着团队开发
设计了拉伊卜的第一版样品，历经8
个版本的改动和完善，最终赢得了
组委会的认可，从全球30多家企业
中脱颖而出。

“我们的设计贴合了世界杯组
委会对吉祥物的想象，是灵魂所
在。”陈雷刚介绍，拉伊卜原型取自
卡塔尔传统服饰，全身由一张完整
的平面弯曲而成。

谈及“出圈”的真正秘诀，陈雷
刚告诉记者，拉伊卜从激烈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鼻梁”设计。

“鼻梁”不够立体，是导致许多厂家退
出竞争的设计难题，而陈雷刚和他的
团队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把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
大战略放在一起集中论述，系统部

署。在市、街道的引导和支持下，企
业坚持走人才强企和研发驱动的发
展战略。”陈雷刚介绍，创立之初，公
司就坚持走研发创新的道路，拥有
独立的研发团队和高水平的设计人
才，每年的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
10%-15%。

利用东莞产业链强大优势
发展迅速

其实，从平面“饺子皮”变成球
迷手中的玩具，有两个核心问题需
要解决，技术难度非常高。首先是
要让无手无脚的拉伊卜“站”起来，
还有就是在毛绒工艺中体现它飞翔
的动态。

正是依托东莞强大的产业基础和
科技创新优势，莞企产业链深度协同
合作，从设计、3D建模、打样到生产，顺
利解决了存在的两大技术难题。

从2015年为苏迪曼杯世界羽
毛球混合团体赛的文创产品进行研
发设计开始，广东车车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以体育行业为突破口，其文化创
意产品在多个国际重大赛事中崭露
头角。此次进军卡塔尔世界杯，更是
增强了企业长足发展的信心。

早在2013年，有了一定行业经
验的陈雷刚，就被东莞浓厚的体育
氛围所吸引，于是带着团队资源从
北京一路南下。

“中国篮球看广东，广东篮球看
东莞。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在南
城，让我们看到了体育文创在这里
的市场前景。”陈雷刚坦言，扎根南
城的十年，企业收获颇丰。

在东莞，陈雷刚带着团队，充分
利用本土产业链的强大优势，积极
抢占体育文创市场，“赢”了一场又
一场的重大体育赛事。2020年11
月，公司还正式获得广东宏远篮球
俱乐部周边衍生品文创独家授权，
与南城体育文化擦出新的火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全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
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

“从‘自信’到‘自信自强’，对文
化创意产业提出了更深刻、更高远
的奋斗目标，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
更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

剂’。”陈雷刚说，当前，东莞正在大
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公司将紧抓
东莞擦亮“国际制造名城”和“篮球
城市”名片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潮
流文化和体育文化，让企业成长与
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见证了“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

目前，广东车车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一方面正在利用独家授权的优
势，积极开发宏远篮球俱乐部的文
创产品，另一方面也在与2030多哈
亚运会组委会接洽，力争让“东莞智
造”再一次享誉全球。

2022卡塔尔世界杯，东莞造拉
伊卜的出圈，只是“东莞智造”享誉

全球的一个缩影。从奥运会到世界
杯，全球性的大型体育赛事，正不断
见证着“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

“东莞创造”的华丽转身。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当前，东莞坚持“科技创新+先进
制造”的城市特色，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积极抢抓“黄金内湾”
的发展机遇，力争打造科创制造强
市，让科技创新的种子在东莞遍地
开花、结出硕果。

以体育文化为重要突破口，东
莞正在推动自身在全球体育产业分
工中不断向价值链上游跃升，力争
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展示东莞“科技
创新+先进制造”的城市新形象。

“踢”进世界杯“盯”上亚运会
文化创意遇上科创东莞

擦出绚丽火花
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进入经济建

设的主战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如何“出圈”？深耕文化创

意产业多年的陈雷刚认为，文化是“魂”，创意
是“根”，科技是“翅膀”。

没有文化底蕴，没有创意，产品将失去内
涵；没有科技助力，没有技术支撑，产品将失去
源头活水。

正是凭借拉伊卜鼻梁设计的立体感，让广
东车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全球30多家竞争
企业中脱颖而出。

追寻广东车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踢”进
世界杯的足迹，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东莞强大
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优势正在不断为文化
创意产业注入强劲的发展动能。

拉伊卜怎么立起来，毛绒工艺中怎么体现
它飞翔的动态？在强大的产业基础和科创优
势面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被克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文化是重要的支撑。

眼下，“国际制造名城”东莞，正在奋力书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依托强大的制造业根基
和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城市新形象，东莞的文
化创意企业在一场又一场的重大国际赛事中，
一次又一次“出圈”，向全世界展示“东莞智造”
的强大魅力，发出“东莞创造”的最强音。

东莞智造：

记者手记

■“拉伊卜”历经8个版本的改动赢得世界杯组委会的认可

■东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图为西城楼 本报记者 郑家雄 摄

■李炳球畅谈对东莞文化强市建设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