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年轻观众的吸引来自高品质艺术教育

2018年 10月，一个穿上“青铜”外衣

的米奇形象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迅即吸引

了大众注意力。它来自上博与华特迪士尼

公司跨界合作开发的“博物奇趣”系列产

品。对上博而言，与成熟的国际动漫 IP形

象合作，无疑有利于获得年轻群体的关注

度，对迪士尼来说，借助 2018 年米奇 90

周年的纪念活动，首次与中国一流博物馆

进行合作也是看中了对方深厚的文化底

蕴。这样的合作看似对开发文创产品有着

先天的便利条件，毕竟迪士尼旗下丰富的

产品线足够双方去挑选，但是上博文创团

队依然投注了最多的资源，为保障产品的

创意完成度， 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筹备，全

程参与设计和创意流程。

“博物奇趣”系列产品涵盖服饰类、

家居类 、文具类 、玩具类 、生活类 、食品

类，共 6 大类、66 种产品，核心形象则是

以上博镇馆之宝“大克鼎”纹饰制作成的

“青铜纹米奇 logo”。事实上，青铜纹饰一

直是博物馆文创开发的难点， 而上博又

以青铜器文物收藏最为知名， 胡绪雯介

绍说，挑选青铜纹饰作为设计对象，是在

团队初期讨论之后就确定下的方向，这

也是能够最大化突显上博特色的主题。

团队也非常创意化地嵌入了一个细节，

在青铜纹米奇logo 的中央部分， 会看到

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米奇正在青铜纹饰上

冲浪，从专业青铜文物知识角度看，冲浪

的纹饰来自青铜器“大克鼎”上面的波曲

纹，它代表着古代变形的龙的躯体。 可以

说，首次跨界合作的“博物奇趣”系列产

品， 完全呈现了中西文化核心的交流互

动，借助广受年轻群体喜爱的迪士尼米奇

形象，上博赋予了文创产品更深刻的艺术

教育内涵。而成功的跨界合作也助推了双

方在未来继续展开深度合作，推出更多面

向年轻受众的文创产品。

博物馆文创的 IP 化是当下全球文

博界的潮流， 这里面既有博物馆自身的

原创 IP，也有与外界成熟 IP 联名合作的

方式，其根本目的也是与 ACG（动画、漫

画、游戏）产业联合起来，看中对方 IP 所

蕴藏的巨大社交号召力， 在年轻群体中

间推广艺术教育。 这种合作的风险在于

一旦创意设计能力不足， 博物馆便成为

对方 IP 的附庸符号，也就失去了初衷意

义， 因而这种合作既具有强大的宣传势

能， 也暗含了一方能量不足则被忽视的

可能。几乎在同一时间，和上博与迪士尼

类似的跨界合作出现在日本东京都美术

馆举办的“爱德华·蒙克回顾展”上，让年

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挪威画家蒙克并不容

易，他的画作不易被理解，尤其是代表作

《呐喊》。 东京都美术馆选中了日本国宝

级动漫 IP，任天堂公司旗下的精灵宝可

梦形象，结合《呐喊》设计出了一系列卡

牌、文件夹、手机壳、玩偶等文创周边，而

自从这个合作资讯公布后， 也掀起了一

阵社交宣传热点， 许多年轻观众专门赴

展购买文创， 部分产品在开展几天内就

脱销，借助这场合作，蒙克绘画艺术的知

名度也得到了最大化的推广。

近年来， 国产动漫的崛起令整体文

化产业链有了更广泛的互动合作基础，

这也引起了上博文创团队的注意。 今年

春节期间， 团队就与国产动漫 《秦时明

月》进行了一次尝试。 这场名为“当国宝

遇上国漫”的线上活动，选取了八位《秦

时明月》中的动漫角色，代言介绍上博八

件馆藏文物， 国漫本身拥有的古风形象

与文物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呼应， 获得许

多年轻观众的赞赏。事实上，在文化契合

度上，本土动漫 IP 当然是博物馆文创合

作的优先对象， 然而本土动漫产业虽然

作品很多 ， 真正形成国民级 IP 的并不

多，对上博文创团队而言，与外界联合开

拓文创产品的立场是开放的， 特别是拥

有百年漫画资源、 拥有大量国产动画经

典形象的上海，胡绪雯也表示，希望未来

能与更多有海派特色的、 深入人心的动

漫 IP 形象深入合作。

如果把博物馆的年轻受众对象下探

到低龄儿童这个群体， 对文创开发而言

又增加了不少难度，在全球文博界，多数

博物馆采用的是引入动画、 动漫角色来

局部参与展馆导览与藏品介绍， 比如法

国的卢浮宫文创产品中有一册面向儿童

的导览图画书，封面上是“镇馆之宝”蒙

娜丽莎形象抱着一只蓝色小考拉， 后者

是由法国插画家安·居特曼夫妇创作的

国民级动画卡通形象， 它化身为一个导

游， 为儿童介绍卢浮宫的藏品特色以及

部分重要藏品的故事。 但是儿童艺术教

育层面， 上博文创团队比同行考虑得更

为长远，近年来，团队将上博每个展厅的

馆藏文物作为主题元素， 联合上博文物

专家，邀请青年插画家，开发儿童文物游

戏绘本系列丛书 ，2016 年出版 《青铜

国》，2017 年则推出加入 AR 技术的《乐

游陶瓷国》，让孩子们以游戏的方式了解

不为人所熟知的陶瓷传统制作工艺知

识。 今年还将继续推出以中国古代绘画

为蓝本的《探索古画国》儿童读物。 在胡

绪雯的设想中，这套丛书的 IP 将汇聚在

几个主人公身上， 并衍生出更多与图画

书相关的儿童文创产品。

近年来， 政府层面大力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推出一系列政策，这也是博物馆

文创团队创造力被进一步激活的重要原

因， 虽然许多从业者感受到一部分政策

在落地执行方面以及新旧政策之间相互

协调方面还有待优化， 但创意积极性一

旦被调动，也就滚滚向前互为榜样。上博

文创团队在和同行交流过程中， 也感受

到整个行业都在尝试打开自我， 与外界

广泛合作，促进文创的大融合、大发展。

像所在建筑前身是上海跑马总会的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推出的马头巧克力、 以崧

泽遗址陶猪为原型的 3D 夜灯， 上海中

国航海博物馆根据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

事原创设计的一系列卡通玩偶 IP 形象，

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地质年代知识融入便

签砖之中，诸如此类，这些文创产品都在

体现着上海文创产业的逐步升级。

就在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结束的前

夕，上博文创团队对外公布了成绩，成为

首个销售额突破千万逾 1300 万元的上

博原创产品系列。 明年即将竣工的位于

浦东的上博东馆落成后， 也将进一步释

放文创发展的活力 。 30 多年的上博文

创，就像上海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它以

融合性、探索性、创造性姿态为上海知名

文化品牌建立起丰富的时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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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 借助新干
线开通带来的旅游机遇 ，

日本作家小山薰堂和设计
师朋友水野学为熊本县设
计出了一个吉祥物形象 ，

这个名叫 “熊本熊”（官方
中文名叫酷 MA 萌） 的吉
祥物使用了熊本县古城堡
的黑色元素， 以及日本卡
通形象普遍喜欢的圆形腮
红， 在经过一系列创意推
广之后， 熊本熊的知名度
不仅突破本地走向全国 ，

也被全球游客所喜爱 ，如
今它的年度周边衍生销售
额已突破千亿日元规模。

纵观日本文创产业的
升级史，21 世纪初的文创
1.0 在设计上较为单元
化、个体化，虽然也开始移
植动漫设计元素应用于公
共设施、食品、文具以及艺
术场馆周边， 但并未刻意
打造形象上的 IP 化 ，也
并未提炼出核心的文创概
念。 2007 年研究者川口
盛之助适时推出了 《日本
创意·萌经济》一书 ，对当
时的文创产业和未来趋势
进行了归纳预判，对“萌经
济” 的探讨和实践逐渐成
为文创主流。之后，一个很
重要的节点出现在 2010

年。这一年，日本经产省制
定了 “文化产业大国战
略”，推动百年动漫产业资
源向旅游业、文博业、食品
业等涉及文创产业的各个
门类输送与协作，向国际推广“酷日本”文
化形象。 这个举措极大改善了文创产业向
系列化、立体化方向升级，川口盛之助提出
的“拟人化”“生活剧场化”“润滑人际社交”

等文创体验原则， 也被广泛用于全国吉祥
物设计潮流之中。据 2016 年的统计，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几乎都有拟人化的吉祥物，

并且每个地方的吉祥物平均数量达到
18.8 种之多。

文化产业的变化自然也影响了博物馆
与美术馆这类承担艺术教育和观光旅游等
功能的场所， 在已游览过的多处博物馆与
美术馆文创商店里， 记者注意到许多展馆
都结合建筑设计特色或是藏品特质推出吉
祥物形象， 并且该形象贯穿于文创产品的
具体形象和包装之上。同时，博物馆与美术
馆特别注意在产品上呈现场馆所在的地方
文化的特色，比如冈山县拥有桃太郎传说，

也是画家竹久梦二的故乡， 前者的全新漫
画设计形象与后者的美术元素， 被广泛用
于冈山县出产的特色食品、公共标识、交通
工具外观上， 也出现在当地美术馆与图书
馆的文创商店中， 为游客带来连贯的文化
体验。 相似运作例子还有鸟取县的柯南形
象 、富山县的哆啦 A 梦形象 、岛根县的葛
饰北斋艺术形象、 长野县的草间弥生艺术
形象等等。

借助于 2020年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日
本许多地方启动了创意复兴地方文化的计
划，吸引年轻人回归地方，振兴手工艺，发掘
地方文化的现代形象。 事实上，他们很大一
部分信心来自多年来成功举办的两个艺术
节：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濑户内国际艺术
节。这两个致力于振兴乡村文化与岛屿文化
的艺术节，邀请了大量国内外艺术家进行实
地创作，也调动了相应的文创产业活力。 从
某种意义上，它们就像是文创 3.0 的雏形，

更为庞大，也更为精细，无数细小的文创周
边以有形或无形的体验方式传递同一种文
化内核。

本报记者 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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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上博举办的大

英百物展 ： “浓缩的

世界史” 特展上，取

材自古埃及文物“芭

丝特小猫 ” “伊西斯

女神” 的曲奇饼干、

咖啡拉花 、 慕斯蛋

糕 、3D 巧克力等文

创产品 ， 迅速成为

“网红”。

▲大英博物馆无数文创产品中， 最出名的是 1970 年代就出现

的“最强 IP”小黄鸭。 本该出现在浴缸里的它扮演起各种知名

历史角色，以此展现大英博物馆藏品的包罗万象。

穿上“青铜”外衣的米奇是上博与华特迪士尼公司跨界合作开

发的“博物奇趣”系列产品。 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