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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创创产产品品如如何何让让人人爱爱不不释释手手

专题

以需求为导向 注重产品设计 加强合作开发

【调查】
自身特色体现不足

王华是个博物馆达人， 不仅
自己喜欢逛博物馆， 还经常带着
家人孩子一起参观。 博物馆的文
物令王华着迷， 这几年越来越丰
富的博物馆文创产品也是更加令
人心往。但王华发现，不少文创产
品还缺乏对自身特色的挖掘，存
在着种类单一、千篇一律的现象。

“我会经常带儿子去逛博物
馆， 小家伙儿不但被博物馆的展
品吸引， 同样看到博物馆的产品
也是更走不动道儿。 但有的地方
的产品比如恐龙模型、 拼图之类
的实在没有特色， 甚至在一些公
园和小批发市场上都能找到。 根
本没突出所在博物馆的特点，缺
乏新意。 其实文创产品也是对文
化的一种传承，对大众来说，质量
过关、做的精美是不够的，还是要
有自己的特色， 挖掘自身的资源
才能让人想去购买。 ”王华说。

记者也走进一些剧院或者是
博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 发现购
买文创产品的人对产品的独特性
很看重。 在国家大剧院的纪念品
店，这里摆放着多种文创产品，其
中不乏书包、笔袋、钥匙扣、首饰
等这些常见的纪念品种类。 但是
仔细观察会发现， 这些产品都有
着特殊的设计， 有不少是根据大
剧院演出的剧目所衍生出的产
品。比如，《图兰朵》磁性书签、《阿
依达》创意猫神摆件、《赤壁》钥匙
扣等等。

销售渠道不够多元

此外， 还有一些人提到文创
产品应拓宽销售渠道。 “这些产
品应该走出文化文物单位本身，
需要在网络上拓宽销售渠道 。”
刚刚参观完故宫的王佳玉对记者
说道。 上个周末， 王佳玉刚刚参
观完故宫展览。 “这里的文创产
品真是太丰富。” 兴奋之余， 她
购买了像小旗头的发卡之类的不

少文创产品。 回到家中， 意犹未
尽的她开始寻找故宫网店， 准备
再次购买。

记者发现， 不少文化文物单
位已经在网上开通购买渠道， 让
更多不能走进这里的或者想要再
次购买的人能够便捷地买到产
品。 比如， 故宫就在淘宝和天猫
开设了两家网店 。 值得一提的
是， 这两家店销售的产品风格不
同， 推新也比较及时。 此外， 中
国国家博物馆也在淘宝上开设网
店。 和它们不同， 国家大剧院则
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文创
产品商店。

本市近期出台了 《关于推动
北京市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
其中提到， 拓展完善文化创意产
品营销体系， 支持试点单位在保
证公益服务的前提下， 将自有空
间用于文化创意产品的展示和销
售， 并在国内外旅游景点、 大型
文化设施、 重点商圈、 交通枢纽
等场所开设专卖店或代售点。 支
持试点单位与互联网电商平台进
行合作， 综合运用线上、 线下多
层次商务平台和营销渠道， 积极
创新 “互联网+文化” 的营销推
广理念和推广方式。

【借鉴】
创意设计促文化与功能融合

在6月6日北京市推进文化文
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会
上，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陈非

讲授了故宫文创产品研发 、 经
营、 推广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近年来， 故宫博物院通过采
取灵活的社会合作开发模式， 打
造了集历史性 、 艺术性 、 知识
性、 实用性、 趣味性、 环保性于
一体的文创产品体系 。 走进故
宫， 参观者可以在文创产品的商
店中， 欣赏和购买到造型各异、
用途多样的产品。 不仅如此， 故
宫还在多个网购平台设置网店，
满足不能到故宫参观， 又很想购
买故宫文创产品的人们的需求。

记者也打开设置在淘宝中的
故宫网店 ， 页面设计得古色古
香， 产品分类也很清晰。 浏览后
发现 ， 这些文创用品的品种众
多。 有传统的钥匙扣、 书签、 T
恤、 帽子， 也有时下年轻人很喜
欢的手账用品。 而且在一些节日
前， 故宫还推出特别的产品。 比
如， 在这个端午节到来前， 故宫
就推出了和某知名食品品牌共同
开发的粽子礼盒。

那么， 故宫如何打造出如此
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创产品 ？ 对
此， 陈非也给出答案。 他介绍，
故宫文创产品遵循 “十准则 ”。
即： 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 以
营 销 环 境 改 善 为 保 障 、 以 藏
品 研 究成果为基础 、 以举办展
览活动为契机、 以文化创意研发
为支撑 、 以开拓创新机制为依
托、 以文化产品质量为前提、 以
服务广大观众为宗旨、 以科学技
术手段为引领、 以弘扬中华文化
为目的。

陈非介绍， 在产品研发阶段
通常会研究人们生活中需要什么
样的文化产品， 研究哪些文创产
品能融入他们生活。 “因此， 我
们产品的设计都具用一定的功能
性， 文化与功能的结合可以让大
众通过使用产品， 起到了解文化
的作用， 从而达到传承故宫文化
的目的。”

此外， 陈非提到， 要把创意
融进文创产品 ， 而不仅仅是复
制。 “文创产品的研发从某种程
度上就是通过设计对文化进行重
构和再造， 往往好的创意就源于
一个好的想法、 好的点子。 元素
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需要通
过创意将这些文化元素改头换
面， 以我们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
式体现在产品上。 因此在研发过
程中， 我们比较注重产品设计对
于文化的再造和体现。”

【政策】
确定25家文创产品开

发试点

在本市近期出台的 《关于推
动北京市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
产品开发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确定了25家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试点。 这些单位包
括原文化部备案的2家文化文物
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
位， 分别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和首
都图书馆， 以及国家文物局确定
包括首都博物馆等22家博物馆试
点单位。

此外， 国家大剧院作为北京
独特的文化地标和文化符号， 具
备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号召
力， 且其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已
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一定
经验， 也被纳入了试点范围。 今
后将逐步推进， 科学合理地扩大
试点范围。

《实施意见》 鼓励试点单位
在确保公益目标、 保护好国家文
物、 做强主业的前提下， 开展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 试点单位
应结合自身情况 ， 依托馆藏资

源、 形象品牌、 陈列展览、 主题
活动和人才队伍等要素， 采取合
作、 授权、 独立开发等方式， 积
极稳妥推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鼓励试点单位与社会力量在文化
创意产品的研发、 生产、 经营等
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纳入财政支持政策体系

根据 《实施意见》， 积极整
合利用本市现有政策和资金渠
道， 加大对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工作的支持力度， 将
试点单位符合条件的文创产品开
发项目纳入市级财政支持文化创
意产业政策体系和文化产业投融
资服务体系。

加强文化文物单位馆藏资源
及新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 支持文化文物单位
注册和申请相关商标及专利， 加
大对侵犯文创产品商标权行为的
打击力度。

依托设立在市文化创意产业
功能区的北京12330分中心、工作
站。 指导文化科技融合领域的行
业组织发挥自律机制作用， 开展
纠纷调解等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
务， 为文化文物单位知识产权维
权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
渠道。强化人才培养和扶持，将文
创产品设计、 开发和经营人才纳
入本市专业人才培养范围。

推动文化资源与市场资
源对接

在6月6日的会议中， 还进行
了试点单位与研发、设计、营销单
位的现场对接活动。 包括北京嘉
德艺术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歌华
文化发展集团、 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
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十余
家顶尖文创产品研发、设计、营销
单位受邀参加了活动。通过对接，
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文创产品
开发， 推动试点单位的文化资源
与社会机构的市场资源有效对
接，实现共赢。

会卖萌的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创产品， 近两年越来
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并被关注和追捧。 作为连接大众
与这些单位的重要纽带， 优秀的文创产品会让人产生
“买回去仿佛把文物带回了家， 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之
类的感觉。 近日， 记者走进部分文化文物单位进行探
访。 在采访中发现， 当前本市一些文化文物单位的文
创产品还处在探索和试点阶段， 诸如缺乏特色、 自身
资源挖掘不够、 产品种类单一、 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
还亟待解决。 不久前， 本市出台 《关于推动北京市文
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公布了25家试点单位。 今后， 本市将在多个方面对文
创产品进行引导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