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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不惊喜？在逝世 403 年后的
今天，分处东西方的文学大师莎士比
亚和汤显祖，在一款帆布包上“同
框”。这款融创意、文学与作家形象
为一炉的特别帆布包，令有着近70年
历史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下简称“人
文社”） 忽然让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文创市场不断升温，博
物馆、旅游景区之外，出版社也开始
借助独有的图书资源进行IP开发，推
出各具特色的文创商品。

提炼独有的文化元素

人文社文创品牌“人文之宝”推
出的这款帆布包，正面印着莎士比亚
像 ， 配 有 《哈 姆 莱 特》 经 典 台 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
题） ”，背面则在汤显祖像下方，用

《牡丹亭》 的题记来回答莎士比亚的
生死之问：“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
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
至也。”

这两句名言出自人文社出版的文
学史经典著作——朱生豪等人翻译的

《莎士比亚全集》 和汤显祖的 《牡丹
亭》，文创设计者从中提炼出最能代
表作家特色的文创元素进行再创作。

与人们印象中严肃刻板的作家形
象不同，帆布包上二人的称呼变成了
幽默的“MR SHA” 和“湯老師”。

“我们发现文创产品的消费者主要是
17岁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因此在设

计时有针对性地选择产品类型和审美
风格，以符合他们的期待。”人文社
文创部负责人邝芮说。

“出版社在将文学资源转化为文
创产品时，要将产品设计得更活泼，
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倾向。”中国地
图出版集团 Lonely Planet项目部负责
人说：“我们开发的 《Mapaholic 地图
迷 日 历 2019》， 从 已 出 版 的 Lonely
Planet 图书中精心挑选几十幅地图，
一周一页，用简短有趣的文字概述该
目的地特征，还设计了可供随手记录
的格子，很符合年轻人的记事习惯。”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简称
LP） 是源自澳大利亚的旅行内容提供
者，以旅行指南著称。2012年，它与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合作打造中文简体
版的 Lonely Planet 旅行指南。“图书
产品之外，相应的文创衍生产品开发
力度并不大。因此，我们借文创的热
潮以及 LP粉丝对于日历的强烈呼声，
策划出版一本兼具美貌和实用性的日
历。”该负责人说。

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IP

在影视、漫画、旅游等多行业掀
起“文创热”的今天，产品的同质化
倾向也导致消费者出现审美疲劳：景
区旅游纪念品大同小异，多是钥匙
扣、明信片；“朕知道了”胶带火爆过
后，各种流行语胶带相继出现；故宫推
出彩妆后，类似产品一窝蜂出现……
套路化产品难以点燃消费热情，如何
创新是文创行业面临的一大问题。

与 其 他 领 域 不
同，优质图书资源是
出版社文创独特的灵
感源泉。文学巨匠形
象、书中主人公的传
奇、文字插图等都可
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文
学IP。

人文社“人文之
宝 ”的 畅 销 品 伍 尔
夫 咖 啡 杯 ，将 英 国
意识流小说家弗吉
尼亚·伍尔夫的形象
印于杯身，并附上她
给丈夫遗书中的一句
话：“记住我们共同

走过的岁月，记住爱，记住时光。”
“这类文创产品能让我们的日常

生活充满审美情趣，它们像是文学家
和书中人的化身，在每天的使用中提
示我们从忙碌平淡的生活中抽离出
来，喘息一下。”购买者刘嘉禾说。

三国主题 T 恤是“人文之宝”的
另一件产品，后背印有汉魏碑文拓字

“匡扶汉室”，并配有汉瓦当兽纹。这
句话出自人文社多次编辑和修订的

《三国演义》。“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
的时代，我们的设计意在突出那个时
代的粗犷豪迈。”邝芮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创负责人
秦静花也认为，出版物周边首先要体
现出版物的特点。他们从 《凡悲鲁》
中提取了部分画作制作成便签本、杯
子、帆布包。

领先于市场进行差异化产品开
发，也是出版社文创创新的关键。中
国地图出版集团中图北斗公司推出的
文创产品 《列国图志——世界日历
2018》， 每 一 页 既 有 专 业 精 细 的 地

图、国家影像、各国简介，也有权威
学者筛选的名人箴言。其负责人表
示，目前市面上的日历产品，文物收
藏类主题居多，以各国知识、国别地
图等为主题的尚未出现，“随着国人
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关注世界、走向
世界的国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本日历
的受众无疑会越来越多”。

文创产品平价化也很重要。今天
的消费者在为情怀、创意买单的同
时，消费更加理性，“即便是文创产
品的用户，对价格也是敏感的。”邝
芮说。

三联时空国际文化传播 （北京）
有限公司 （下简称“三联时空”） 的
文创品牌“三联文房”曾制作过一款
纯狼毫笔，使用顶级东北狼尾，笔杆
是进口的蛇纹木，很多客户反映毛笔
虽好但定价偏高。公司在不降低毛笔

品质的前提下，更换笔杆材质、简化
包装，新开发了七八款中低端产品。

各大出版社表示，通过注册商
标、版权登记、增加独创性、不断扩
大品牌影响力等举措为创新保驾护航
非常必要。三联时空注册了“三联文
房”商标保护其文化IP；中国地图出
版集团中华地图学社开发的所有地图
文创产品都进行了作品著作权登记；
人文社文创部则不断扩大其文创产品
品牌知名度，使文创品IP有足够的抗
风险能力。

向文化服务企业进军

出版社文创品为相关图书销售带
来了新机遇。今年春节，“三联文
房”限量发售“诗礼传家”年物礼
盒，除了一本 《古人的日子：己亥年
历》 外，还有大小福字、春联等年
物。通过打包礼盒作为文创品销售，
3000套日历在1个月时间内销售一空。

《Mapaholic 地图迷日历 2019》 的
畅销在巩固 Lonely Planet和中国地图
出版社的品牌同时，扩展了图书潜在
读者群。

Lonely Planet 项目部负责人说：
“在未来，一定有更多的Lonely Planet
日历消费者成为 Lonely Planet和中国
地图出版社的粉丝，这些潜在消费者
将会促进图书销量的持续增长。”

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融合，也出于
出版社扩大经营的考量。据了解，很
多国际大型出版企业都在走融合发展
之路，从单一出版向立体的文化服务
企业发展。如著名的企鹅兰登书屋，
早在2017年就进军文创界，收购了图
书周边的文创品牌 Out of Print。出
版社要建成现代化一流文化企业，文
创产品的开发是重要一环。

国内大型出版社也在进行资源整
合，将文创产品开发作为企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举措。三联时空总经理王博
文表示，涉足文创，是深度挖掘“三
联”文化、扩大“三联”品牌影响力的具
体措施之一，希望开发更多新、奇、
特的文创产品，在较高的格调和文化
内涵外，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人文社
除了建成以淘宝和有赞微店为主的电
商模式外，还准备开设自身品牌文创
咖啡店作为直营实体店面，将文创+
咖啡+精品书的模式推广到更多城市。

对文创品开发的未来，各出版社
充满期待。

网络直播风生水起，不仅让
普通网民有机会过把“网红”
瘾，同时也为图书出版业创造了
商机。

今年“6·18”期间，就有图
书编辑由幕后走向前台，利用直
播开展营销。不少出版社将直播
做得妙趣横生，比如乐乐趣童书
品牌图书编辑就装扮成图书里面
的人物，甚至在直播中演绎小
品，情节生动，让人捧腹不已。

担任直播主角的不光有图书
编辑，还有一些图书作者。前段
时 间 ， 作 家 彭 学 明 携 其 作 品

《娘》 亮相 《中国青年作家报》
客户端，谈该书的成稿过程，谈
自己的创作体会，谈对亲情的感
悟，吸引了众多受众。

众所周知，图书的传统销售
渠道主要依靠诸如新华书店、民
营书店的线下店面以及以京东、
当当、亚马逊为代表的线上网
店。过去几年，线下销售不温不
火，线上销售经过一段快速增长
后，也遇到了瓶颈期。要把书卖
得更好，就需要拓展新渠道。图
书出版业借助于作者、编辑及其
他相关荐书人，以视频直播方式
营销推广，可谓顺势而为、慧眼
独具。

另辟蹊径带来的效果是立竿
见影的。以乐乐趣童书品牌直播
来说，很多读者就表示，是受到
了直播的吸引才下单购买图书
的。笔者也是听了彭学明的视频
讲述，遂对《娘》一书生发阅读
兴趣，购买并认真阅读了该书。

细究不难发现，视频直播售
书这种营销方式更加直观，它较
好地顺应了大众文化消费心理。
尽管作家钱锺书有言，“吃了一
个鸡蛋，觉得味道很好，为什么
要去看下蛋的母鸡？”可作为普
通读者，好奇、崇拜心理作用
下，还是迫切乐于见到“下蛋的
母鸡”，此种情状下，图书编
辑、作者适时现身，不仅满足了
读者与之直观、近距离交流沟通
的欲求，而且，编辑、作者从不
同角度精准、深入的讲解，也有
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
者尽快把握阅读精髓，愉悦开展
阅读。

在目前很多人读书习惯面临
诸多干扰的形势下，视频直播既
可帮助读者高效筛选出自己喜欢

的书，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读
者的阅读动力，助力读者实现多
读书、读好书目标。视频直播不
仅稳固了既有读者，还使得一些
之前对于所营销图书没有兴趣或
者兴趣很小的读者，也被争取过
来，从而有效增强了市场营销力
度，扩大了图书销售额。可以
说，视频直播售书，令图书供、
需实现“双赢”。

在网络直播鱼龙混杂的当
下，直播售书可谓一股清流，我
们乐意看到它取得长足发展。不
过，它毕竟处于成长初期，无论
从直播人才的储备还是直播形式
的创新完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不完备之处，各图书出版与发行
机构应多向网络视频行业借鉴有
益的运营经验，努力将视频直播
打造成书业的营销利器。

本报电 （刘 瑾） 7 月 7
日，“良渚文明丛书”首发式在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
举行。此前一天，在阿塞拜疆首
都巴库举行的第 43 届世界遗产
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正
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明丛书”包含 《神
王之国：良渚古城遗址》《土筑
金字塔：良渚反山王陵》《法器
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内敛
与华丽：良渚陶器》《工程与工
具：良渚石记》《图画与符号：
良渚原始文字》《物华天宝：良
渚古环境与动植物》《良渚时代
的中国与世界》《良渚遗址考古
八十年》《何以良渚》《一小铲和
五千年：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

共 11 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
版，涉及公众希望了解的良渚古
城遗址的考古历程、良渚时期古
环境与动植物信息、代表良渚文
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
人们津津乐道的良渚高等级玉
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
渚陶器……还有专门将良渚置于
世界文明古国之林的中外文明比
对以及从媒体人角度看待良渚的
妙趣横生的系列报道。它是浙江
省文物局“面向良渚古城遗址申
遗的保护研究成果应用及转化”
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由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学者围绕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
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
究集体编纂而成。

本报电（段跃中） G20峰会
在日本举行期间，日本侨报出版
社推出《你好！一带一路》日文
版，并于6月24日亮相日本发行
量最大的报纸 《读卖新闻》 一
版，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该书从中国的人民出版社引
进。为配合首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人
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故事工作
室”派出精干团队，专访“一带一
路”沿线 65 国近 80 名青年精英。
他们用中文、母语说“你好，‘一带
一路’”，谈自己对中国、对“一带
一路”的理解和祝福。

该书以高清照片和精彩的活
动图，加上精美的文字，再现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

通”“文明交流互鉴”“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图景，因此日文版书
名为 《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
青年的心声》。

说喜欢北京的人太多了，可谁曾
认真记录过自己社区的变化？谁曾数
过身边究竟有多少小餐馆，能提供多
少种食物？谁注意过身边的古代建
筑？谁想过路边这棵树的沧桑？

“在丰台区体育场西北角的一片
绿荫中，孤零零地站着一位 8 米高的
美丽的女神，它是明万历年间的庙宇
万佛延寿寺内硕果仅存的一尊千手观
音雕像。这座铜像神韵优美，神态端
庄，唯面部比同时代的菩萨们稍显消
瘦。不过按现在女士们的标准，可能
还需要减点肥呢。”这是张克群在

“北京古建筑物语”中写下的文字。
北京，一座古代与现代交织在一

起的历史名城，最让张克群迷恋的是
它那如诗如画的风景、四季分明的气
候和宏大气派的建筑。特别是那些丰
富多样的历史建筑，耦合了当时的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附着沉淀了比新
建筑远为丰富的人文信息，不仅实
用，还是深具美感的公共艺术品。但
一般人要认识理解建筑中所包含的信
息，还真需要有人加以指点、讲解。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受教于
建筑学大家梁思成先生的张克群，当
年学习的时候就发现，对西方古代建
筑有专门教材，而中国古典建筑却不
为教材所涉及。

“学习中国古典建筑，北京是最
具典型性的城市。既然生活在北京，
我就要把身边的古代建筑先闹个明
白。”退休后，张克群跑遍了北京城
里及郊区大小村庄，几易其稿，终于

写成了一套 3 本的“北京古建筑物
语”。其一 《红墙黄瓦》，说的是故
宫、天坛、孔庙、明十三陵、国子监
等皇家建筑；其二 《晨钟暮鼓》，讲
的是潭柘寺、法源寺、白塔寺、白云
观、牛街礼拜寺、东交民巷天主教
堂、亚斯立教堂等各种宗教建筑；其
三 《八面来风》，叙的是早期外国人
在北京盖的建筑，如教堂、圆明园西
洋楼、六国饭店、陆军部衙署、英法
美日等各公使馆、俄国俄华道胜银行
等银行建筑，图文结合，通过 379 幅
精美手绘图和照片，介绍了 140 处北
京古建筑的前世今生，让读者了解这
些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

与当下种种写北京的文本相比，
我更欣赏张克群独特的研究视角：从
博物学入手，真正去体验这个城市的
温度。所谓博物学，是现代科学诞生
前的一种研究方式，它通过观察、描
述和分类，以求得知识。而博物学的

终极目标，则是建立人与所生存环境
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意识到，当下的
生活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冷冰冰，而是
有温度的。

哲学家马丁·布伯说，人天生在
用 两 只 眼 睛 看 世 界 ， 一 是 “ 我 和
他”，一是“我和你”。

当我们只用“我和他”之眼看世
界时，世界便成了被利用和被研究的
对象。可“我和他”之眼无法给予我
们幸福感。要摆脱现代病，只能擦亮

“我和你”这只眼睛，在理性之外，
人还可以投入到对象中，用情感、感
觉去体会它，获得归属感、安宁感和
幸福感。

作为专业研究者，张克群对历史
建筑做了简明扼要又生动有情的介
绍，写的是平常人都能看懂的文章。
显然，这不是学术之旅，而是漫长的
心灵洗礼，有了这个“朝圣”过程，
北京才得以凸显，才变得真实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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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北京建筑
□ 唐 山

张克群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社玩文创——

一本书的惊喜与可能惊喜与可能
□ 李雨青 罗浩濂 张鹏禹

凡悲鲁周记本

“MR SHA”和“湯老師”“MR SHA”和“湯老師”

伍尔夫咖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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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传家”年物礼盒中的 《古人的日
子：己亥年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