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文博会：
“文化+”让创意活起来

昨天， 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开幕， 展览会、 推介交易、 论坛会议、 分会场、
创意体验近百场活动在北京全面展开， 文化演艺、 动漫游戏、 广播影视、 工艺美术、 新闻出版、 文物及
博物馆……1800多家国内外文化创意企业带来了文创产业领域的新产品、 新创意、 新模式、 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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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文 陈艺/摄

老厂房转型升级文创园
有“颜值”更有“内涵”

“十三五” 时期， 北京市首
次将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
列为市级重点专项规划。 走进北
京文博会， 可以让你深切感受到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全新风貌，
看到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风
生水起。

2014年12月， 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借势北京文博会揭
牌。 围绕体制机制、 政策环境、
市场体系 、 金融服务 、 人才培
养、 发展模式等方面， 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 积极构建文化产业领
域全面改革创新体系， 主动服务
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京津冀
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文创实
验区产业规模逐步壮大， 新增文
创企业近两万家。 其中， 新增注
册资本 5000万元以上的 577家 ，
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196家， 注
册资本合计 584.44亿元 。 截至
2017年8月底， 文创实验区文创
企业注册数达到36625家 。 2016
年， 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创企业实
现收入超过1535.7亿元， 占全市
比重为11%， 比2014年成立之初
增加197亿元， 增长14.7%。 文创
实验区逐步成为首都 “全国文化
中心” 建设的 “新名片”。

本 届 文 博 会 展 览 会 上 ，
DREAM2049国际文创产业园亮
相国家文创实验区展区， 属于典
型的老厂房转型升级项目 。 其
中， 双桥园区前身为北京生物制
品研究所 ， 占地面积27万平方

米， 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 将重
点发展国家重点战略产业 “数字
创意产业”， 包括： 创意设计业、
动漫游戏业、 演艺娱乐业、 文化
传媒业、 广告会展业、 艺术品交
易业、 数字文化产业、 文化贸易
业等八大产业。 目前， 已吸引大
碗传媒、 青藤文化等企业入驻。

广渠园区原为双桥农场养禽
场， 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 建筑
面积1.2万平方米 ， 目前正在改
造中， 未来将与DREAM2049双
桥园区形成南北呼应， 打造转型
升级的示范文创园区。

“第一次走进DREAM2049
国际文创产业园， 我立即就相中
了这里， 不仅因为这里聚集了众
多的 ‘兄弟’ 企业， 整个园区安
静舒适的环境特别吸引我。” 青
藤文化创始人费旭然对记者说。

出生于1989年的费旭然和4
个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创办了青
藤文化。 经过6年的发展， 如今
的青藤文化不仅成功上市新三
板， 发展的势头也越来越好。

“最开始我们在写字楼里办
公， 随着企业发展壮大， 我们对
场地的需求也更多样。” 费旭然
告诉记者， 对于像他们这样做内
容创新的文创公司， 优质的环境
和空间的可塑性都很重要， “创
意和设计都需要安静， 拍摄原创
视频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有足够
大足够高的空间搭建场景。”

DREAM2049国际文创产业
园满足了费旭然所有的要求， 这
个由老厂区改建的园区由一座座
旧厂房组成， 建筑密度低， 并保
留了大量的树木和绿化。 如今青
藤文化在园区租下了一个院子，

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体
设计， 让空间更有活力。

记者了解到， 文创实验区成
立以来， 通过旧工业厂房改造利
用、 传统商业设施升级、 有形市
场腾退转型、 农村产业用地选择
“高精尖” 项目四种方式， 新转
型升级了37个特色文化产业园
区 ， 建筑规模235.44万平方米 ，
成为现代都市景观与产业融合发
展的重要示范。 如今实验区内聚
集了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 懋隆
文化产业创意园等50余个文化产
业园区 （基地）， 形成错位、 协
同、 融合发展格局， 在服务疏解
非首都功能、 提升环境品质、 构
建 “高精尖” 经济结构方面的作
用持续增强。

文化+创新
最传统变身最时尚

传统文化、 民族民间文化是
文化创意产业生生不息的源泉。
走进北京文博会， 浓厚的传统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 “如果说传统
是立身之本 ， 那么特色就是生
命， 就是生存之道。” 80后市级
工艺美术大师马宁正在文博会现
场演绎他的雕漆技艺， 他说出了
传承人对文化创意的理解。

马宁拥有着一个沉醉于雕刻
艺术的心， 14岁随祖父马荣春学
习家传的京作核雕技艺； 继而成
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雕漆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文乾刚大师的爱
徒。 是目前北京雕漆技艺最年轻
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展览会现场， 马宁正在一辆

摩托车的挡泥板上进行雕刻。 没
错， 确实是挡泥板。 摩托车+雕
漆？ 眼前的这一幕， 着实让参观
者大开眼界， 而且马宁采用的还是近
三十年来几近消失的提黑技艺。

马宁告诉记者， 这是一种尝
试性的技法恢复， 也为中国雕漆
技法的回归作出了一种全新的尝
试。 “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对
于马宁来说， 传统工艺完全可以
换一种思路来传承， 作品的实用
性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 雕
漆不仅限于工艺品， 也可以体现
在生活中很多用品上。”

这款他大胆设计的雕漆摩托
车 ， 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打
造 ， 即 将 完 成 。 马 宁 认 为 ，
将一辆真正的哈雷摩托拆解后，
对油箱、 挡板等外观部件进行了
处 理 、 髹 漆 ， 并 设 计 雕 刻 出
了 一 幅很酷的 《钟馗巡游图 》，
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
时尚科技作了完美的融合。 它一
定能成为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时代
新作。

采访中， 马宁告诉记者， 他
现在不仅是在做非遗， 同时也在
尽力地把非遗工作宣传出去， 通
过将自己的工作进行拍摄记录，
马宁制作了 《马宁说漆》 的微信
公众号来宣传漆器制作技艺， 让
更多的人了解这项古老的传统文
化。 近一年来， 保持着每周两期
的播放频率， 现已录制播出了近
百集， 有上万人次的浏览， 并通
过持续不断地播放， 将这项工艺
宣传继续下去， 期待着迎来一个
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

在展览会上， 我们能看到很
多向马宁这样的年轻人在用他们

的原创价值呈现民族文化的力
量。

青年是创新创业的后劲所
在。 本届文博会为此举办了一系
列活动， 开辟多个展区， 集聚青
年创新创业成果， 展示青年创新
创业力量， 激励青年创新创业。

“首都优秀青年文化创意作
品展区” 以 “青年服务国家” 为
激励。 在这个展区， 央美创客、
英雄互娱等企业展示了青年 “创
新创意” 的成果， 从菩提唐卡、
漆艺茶台到数字店铺 、 “互联
网+文创” 与物联网教学， 传统
与现代融为一体。

北京市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企业展集中展示了从该大
赛涌现的一批具有成长性的文化
创 业 人 才 和 创 意 创 新 创 业 项
目 ， 包括奥密之家、 花丝镶嵌、
快乐的蛋 、 本意手作 、 大小木
作、 动画量产、 车萝卜、 时尚京
剧等， 突出文创项目的互动性和
吸引力。

首都大学生创意创新成果展
参展作品都是首都高校在校大学
生最新的科技创新作品， 突出体
现当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意
作品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广泛，转
化能力显著提高。 其中北京工业
大学的“避障取物小车”、北京印
刷学院的“大学生村官日记”和北
京服装学院的“非遗土族盘绣”等
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各个高校的专
业特色。 “避障取物小车” 荣获
2016年中国机器人大赛助老基础
赛一等奖；“非遗土族盘绣” 将土
族盘绣与皮雕结合， 在传统手艺
上进行再创新， 以流行皮革为载
体创造出更加符合时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