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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唱吧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敬人纸语
一张纸展现无限的可能

“又萌又能唱”的高科技礼物

经过努力和探索， 北京敬人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纸铺品牌开发的7款
文旅产品得到了北京市文旅局、 各文
旅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 ，
被认定为 “北京礼物 ”， 并进行了展
示。 纸铺总经理蒋祯雄也来到现场
进行了签约， 纸铺正式成为 “北京礼
物 ” 的合作伙伴 。 授权仪式结束后 ，
北京市文旅局组织被授权企业进行了
一次企业交流及渠道对接会， 会上纸
铺的产品受到了寺库、 文创科技、 时
时在途、 华江文化、 工美集团的一致
认可。

纸， 在传统形态中多是文字语言
的承载， 而在 “敬人纸语”， 纸张成为
了一种独立的表达。 纸不再只是文字
的附属， 而是融入了艺术、 创意、 生
活 。 这家开在南锣鼓巷的创意门店 ，
每天都会有文艺青年熙攘往来， 因为
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一张纸的 “无限”
可能。

创始人蒋祯雄从事纸行业近20年，
与纸的深度 “对话” 让他看到了纸文
化的创新有巨大潜力， 凭借在纸张加
工贸易的多年经验， 2012年他与著名
书籍设计师吕敬人一同创办了敬人
纸语品牌， 期待将 “纸语言” 讲给更
多人。

店面的展示空间曾经是连接两个
院子间的胡同， 裸露的砖墙刷上白漆
任由绿萝攀长， 整条的玻璃天窗白昼

可观云影、 夜晚可赏星辰。 简单干净
的装饰似乎都是为了映衬那面由1千余
种纸张组成的墙， 来自世界各地的纸
按照颜色、 用途、 材质分类陈列， 每
种纹理 、 薄厚 、 色泽都是青春怀旧 、
深沉明快的独特表达， 汇聚成了纸的
艺术。

在敬人纸语店内， 随处可见对纸
的应用， 小到一个精致的纸凳子， 大
到咖啡间的吧台， 这些还只是他们探
索成果的一部分。 北京设计周、 文博
会等重要文创领域展会上， 他们都尝
试过以纸为材料的场景搭建。 而纸的
不断 “变身” 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
活方式。 例如， 敬人纸语以颐和园为
元素设计出了蕴含传统智慧的翻花玩
具， 每次打开都可以呈现不同的色彩
和形状； 以 《百家姓》 为内容的手工
材料包， 自己在家便可以探索做书的
手工乐趣； 正在推广的纸家具， 环保
轻便， 还能够根据个人喜好变换家具
外观， 春节时可以为家具也换一套喜
庆的 “红装”， 配合冬天的初雪可以让
家具也 “银装素裹”。

据蒋祯雄介绍， 敬人纸语不仅是
一个创意品牌， 也致力于打造一个专
业交流的平台， 为行业设计师进行资
源对接， 提供完善的产业链服务。 敬
人纸语定期举办的专业展览及论坛沙
龙 ， 为从业者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
还为图书从业者开办了敬人书籍设计

研究班， 有图书界 “奥斯卡” 之称的
“世界最美的书” 评选活动每年都会评
选出14本佳作， 研究班开办以来每年
都会有成员获得此项荣誉， 2016年的
评选中就有2名设计者来自敬人书籍设
计研究班。

2017年， 敬人纸语成立了纸铺品
牌， 使非专业人士也有了购买时尚
纸产品 ， 以及参加展览交流 、 手工
课程 、 设计教育的平台。 店内下沉的
手工教室和展厅空间， 让大家在这里
体验书籍设计、 造纸印刷， 欣赏有关
纸的艺术。 品牌的手工课程和文创产
品也在对外输出， 三联和PAGE ONE

等 “网红店” 内也会看到敬人纸语的
产品服务。

据记者了解， 目前， 店内已有的
文创产品都得到了积极的市场反馈 ，
例如饼干便笺本， 以 “80后” “90后”
童年的零食饼干为外形设计， 通过色
彩明亮的纸张制作而成， 2018年下半
年上市至今已销售几万本； 四维X10
纸灯， 灵感来自于作品 《天才在左疯
子在右》 中的 “思维虫子”， 也广受年
轻人的喜爱， 2018年底推出至今已售
出2千余套。 蒋祯雄说， 敬人纸语在做
的 ， 就是用创意让纸的表达更丰富 ，
让纸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到北京来旅行， 想给年轻人带份
实用又有特点的礼物， 是个让人发愁
的事儿。 普通的明信片、 价格昂贵的
艺术品， 抑或是真空包装的特产小吃，
都很难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其实北京
也有高科技礼物———在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上 ， 一款名为 “留声北京 ”
的麦克风就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留
声北京” 的造型就像一只能握在手中
的戴毡帽的人偶， 身体上有小篆北京
字样和京剧脸谱装饰。 它可以像 “美
图秀秀” 修图一样修饰声音， 让你听
到自己唱出 “天籁之声”。 当然这款麦
克风最大的特点并不是修音， 而是集
麦克风与音响一体， 手拿一只身长不
到30厘米的小麦克风， 在哪儿都是卡
拉OK包厢。

唱吧公司副总裁叶志伟介绍， 结
合北京的地域特色， 唱吧公司设计了
这一款有 “京城味道” 的麦克风， 它
把麦克风和蓝牙音箱结合为一体， 而
且拥有无线功能， 不连接线就可以通
过手机蓝牙功能直接连接到手机， 满
足用户随时随地的唱歌需求。

唱吧公司供应链负责人常鹏飞介
绍了这款麦克风的诞生记 。 2016年 ，
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带有喇叭的麦克风，
形状就像一只普通麦克风的脖子上长
了一个方形 “瘤子”， “瘤子” 其实是
个扩音器。 “创意好， 但是样子太丑

了 ， 而且放出来的声音 ， 又杂又呲 ，
特难听。” 当时这款产品只能当个 “扩
音器” 来使用， 但创意吸引了唱吧公
司的研发团队。 大家琢磨着， 要是这
款产品能改造得更漂亮， 能让声音更
好听， 而且能无线使用， 拿起来就能
唱卡拉OK， 那得多受欢迎啊！ 当时，
唱吧公司的主要产品也是一款能拿着
唱歌的麦克风。 只不过没有外放的音
响 ， 用户能够插着耳机跟着音乐唱
歌， 麦克风还可以将歌声录制到手机
里。 为了实现无线、 外放音响、 外形
可爱的目标， 研发团队经过了将近两
年时间的研究。 常鹏飞介绍， “在设
计中， 我们要考虑一个平衡点———喇
叭体量越大， 一般情况下声音效果越
佳 ， 但是手握感受就会很差 ； 反之 ，
喇叭小了， 手握感好、 外形也好设计，
但是声音就差了。” 常鹏飞表示， 在设
计过程中， 他们手绘的设计图就有几
十张， 大部分都是 “黑科技”， 因不实
用被否定了。 “那时候觉得自己脑洞
特别大。 比如， 我考虑让音响放在麦
克风的上面， 也就是说用户举着一只
话筒， 话筒上面顶着一个大头， 嘴巴
得对着麦克风的腰唱歌； 比如， 曾经
考虑让麦克风和喇叭并排， 缩短产品
整体的长度， 用户举着一块砖， 只能
对着一面唱； 比如， 打算设计一个扩
音器一样的麦克风 ， 看着比较夸张 ，

适合喊号子……前前后后， 设计了大
约20多种样式 。” 经过多次设计 ， 否
定， 再重新设计， 研发团队初步推出
三款麦克风宽度———45毫米、 50毫米
和55毫米 ， 样子就像个大号的甜筒 。
制作出成品后 ， 又到处找人去测试 ，
看哪一种尺寸更受欢迎。 “最后发现
50毫米的产品得到的认可度最高， 既
能保证声音的干净， 女士拿起来又趁
手。 如果再粗一圈， 就得两只手捧着
麦克风唱歌了。” 常鹏飞介绍。

在初步确定产品尺寸之后， 唱吧
设计团队开始设计麦克风的内涵和外
观。 从内涵上看， 这只麦克风内不仅
有喇叭， 而且肚子里有芯片， 能够对
声音进行修饰， 还能够屏蔽杂音， 喇

叭的声音也清爽干净。 外形上， 研发
团队进行了 “拟人化” 设计， 让麦克
风的头设计成带着各种帽子的人形 。
比如戴着礼帽的、 戴着英国皇家卫队
的高筒帽的 、 戴着毡帽的……总之 ，
成品麦克风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能握在
手中的人偶。 其中 “留声北京” 这一
款的设计， 就有很浓的京味， 就像一
个穿着京剧服装的小人， 当个旅游礼
物带回家， 科技含量可比带个烤鸭回
家高得多。

据了解， 唱吧品牌系列麦克风先
后获得了德国红点至尊奖、 德国红点
奖、 台湾金点奖等设计大奖。 并且在
2018年中国特色旅游 商 品 大 赛 上 ，
“留声北京” 麦克风获得了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