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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长条电子屏上，手握一根“毛笔”，书法爱好
者就可以“大笔挥墨”。由北京市数字内容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研制的“i 墨”软笔书法体验台，仿真了“文房四
宝”书写环境，还原了毛笔书法过程的体验。据悉，这
款“i 墨”软笔书法体验台技术专利已转让给一家企业，
促进了数字内容与文化创意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
应用的转化。

数字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
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出技术更迭
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和消费个性化等特点。

8月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
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社会研
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发布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
告》。报告初步估算指出2017年数字文化产业增加值约为
1.03-1.19万亿元，总产值约为2.85-3.26万亿元。

“增速快、体量大、高质量，这是数字文化产业呈现
出的特性。”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对本报
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尤其即将迈
入的5G时代，在技术的驱动下，数字文化产业将呈现繁
荣景象。”

数说故事
文化精品探索“网红式”变革

在今年 7月举行的“融古铄今 无界未来——数字故
宫发布会”上，故宫一次性上新了 7 款数字产品。其中

“故宫名画记”改版后将数字化绘画藏品增至 345幅，新
版的名画细节更为逼真，细到 《步辇图》 中人物服装胸
前的锦绣花纹都纤毫毕见。

故宫的文化通过数字技术让历史走进了千家万户。
多款故宫APP陆续上线，“全景故宫”涵盖故宫所有开放
区域，游客打开网页或手机，点击VR模式，享受沉浸式
体验，可以“走”进大殿，甚至“坐”上龙椅；官网推
出的“数字文物库”，在公开 186 万余件藏品基本信息
外，首批精选了5万件高清文物影像进行展示，未来，这
个数字还将不断刷新；建筑类主题微信小程序“故宫：
口袋宫匠”，将故宫屋檐上脊兽化身为“紫禁城建造小分
队”，帮助玩家在游戏中体验搭建“养心殿”、“慈宁宫”
等宫殿的过程。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示，全新的数字时代，“数
字故宫”将不断做出有益尝试，让紫禁城和文物鲜活起
来。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更多文化精品展现文创的新面
貌。6 月，在线数据库产品 《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 上

线，资源共计 10万余条，内容涵盖历代进士登科人物资
料，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以
来不断丰富，还开通了英文版。30个经典石窟，跨越了
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 10个朝代。全球各地的网
友都可欣赏石窟内部文物的高清图像，还可以进行VR虚
拟现实体验。

数字技术“联姻”文化，也激发了文化产业的二次
创新。

阅文集团联席 CEO 吴文辉告诉本报，在 IP 的开发
上，数字技术让精品内容能够实现多元化衍生的可能。
2018年，阅文集团共授权130余部网络文学作品改编为影
视、游戏、动画、漫画等娱乐形式，如影视剧 《扶摇》，
动漫 《择天记》 等，都是由网文作品衍生而来。而人气
IP《全职高手》通过数字技术挖掘，实现了影视、动漫、
出版、听书等多业态领域全链开发。

电竞与传统文化碰撞也擦出了火花。今年4月，在人
民电竞战略发布会上，人民电竞宣布将与腾讯电竞展开
深度合作，让电竞体育与城市文化相结合，在全国多个
城市打造集电子竞技、城市文化、大众娱乐、教育等方
面的创新生态模式，助力中国电竞行业的健康发展。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庚对本报
说：“当步入网络传播时代，传播媒介和载体愈加多样
化，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使数字传播
超越传统的纸质传播、电子传播等途径和方式，为文化
发展带来了更迅捷、更有效的传播效果。”

打破壁垒
文化产业全链条跨界升级

在云南昆明，正在建设中的昆明融创文旅城将以玉
龙雪山为原型，给“春城”带来特别的冰雪体验；打造
20米 LED环幕，将创造如临其境的云南风光体验……这
是融创西南的一个缩影，将时尚文化精神加进文旅产
业，打造具有西南特色的欢乐文旅产品体系。

正如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所预测：
数字文化产业目前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仍主要侧重于消
费互联网，但正在向包括产业互联网在内的更多经济领
域拓展。未来与产业互联网的融合，尤其是在文化旅游
融合为代表的产业互联网发展，以电竞等为代表的文化
和体育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将是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的重要机遇。

数字技术带来了文化产品开发的精准升级。
在产品开发上，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

群高级副总裁兼CTO庄卓然透露，选择雷佳音出演《长

安十二时辰》 中的张小敬，是用阿里的智能预测平台
——“鱼脑”多维度数据对比分析出来的；中国知网近
期发布了中国知网大数据智库平台，通过对政务数据、
行业数据、公共数据与知网知识数据的融合分析利用，
将各种文字、音频、视频信息资源整合为统一的知识
库，实现智慧化应用。

数字流、科技流、信息流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线上与
线下的跨界融合。

在线上，云南省和腾讯合作“一部手机游云南 ”，
整合了物联网、云计算、人脸识别等多项技术，实现了
刷脸入园、高速公路无感支付、AI识你所见等功能，并
构建起全域投诉、数字诚信、数字消费等云南旅游产业
体系；浙数文化携手度势体育，开拓电子体育赛事上的
合作，打造以浙数文化为核心的数字体育产业集群，共
同推动杭州成为全球数字体育文化中心。

在线下，十二栋文化通过将 IP 衍生品投入“LLJ 夹
机占”线下娱乐门店，用户以“夹娃娃”的方式得到
他们喜爱的产品，从而帮助百余位 IP 原创作者盈利；
平台网易云阅读携手社交推理游戏平台剧本杀 APP，
将一部剧本改编成社交推理游戏，去年 12 月在北京三
里屯举办了一场主题剧本杀体验活动，尝试作品社交
化的新玩法。

数字文化产品界限还在不断打破。北京酷云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合伙人兼副总裁吕海媛告诉本报，酷云互动与成
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合作搭建互联网大屏地震预警信息系
统。当地震发生时，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大陆地震预警
中心将预警信息传递给酷云互动，再通过专利技术ACR
实现对大屏终端的定位，精准选择误差在50m之内的家庭
内外所在终端推送，提醒用户避险，减少人员伤亡。

“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文化产业的一些壁垒，产生
了新载体，不仅为传统相关产业赋能，还在数字生产中
进一步融入数字加工、数字创意等内容，使得产业趋于
一体化。”向勇说。

5G时代
数字文化产业爆发将至

去年1月，在国际化创意方案竞赛上，挑战赛主题定
为“基于百科数字博物馆平台，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助力博物馆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来自冠军团队的 5
位跨国成员通过 VR虚拟现实技术，“复活”各大博物馆
的艺术大师，亲自给用户当“导游”，为观众介绍自己的
作品以及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指出，以5G为代

表的下一代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能对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6 月 6 日，随着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6月，在 2019世界移动大会上，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上海总站在现场设置超高清互
动体验区，成功实现我国首次5G+8K电视节目信号传输
测试；6 月 12 日，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各方合作创
立的文化和旅游产业人工智能应用实验室正式启动。

更多企业看到了跨界创新的可能性。吴文辉告诉本
报，“阅文集团携旗下智能硬件‘口袋阅’与广东联通达
成5G战略合作。双方将在IP平台及智能硬件领域展开深
度合作，共同探寻阅读、游戏、视频等产业链领域在5G
时代的新可能。”

“5G 将引发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整个数字文化产
业也会因此发生颠覆式的改变。”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
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说，“如何让科技的进步为我们创造
更美好的生活？腾讯给出的答案是新文创。”据悉，腾讯
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中，其旗下游戏、音乐、动漫等业
务，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

“随着 5G 时代到来，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可概括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产业化运作和改
造，如慕课等线上教育平台以及数字艺术展示、有声读
物等数字出版产业。” 陈庚对本报分析说。

“颠覆性的场景，可能出现在生活里的其他领域。比
如，不只是手机屏，未来汽车和地铁里的各种屏都可能
成为交互中心。另外，数字文化不仅提供文化消费品，
未来还将成为生产的助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国内智库部主任黄斌说道。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介绍，5G时代的
文化产业可能催化出三个场景：将真正地推动“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 （VR/AR/MR） ”技术实现商
用，进而形成产业规模；低时延高可靠带来的诸如远程
医疗、无人驾驶等技术的应用；推动万物互联而带来的
大规模物联网业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
长杨晓东分析，目前，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正处于新一轮
爆发性增长的前夜，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以5G为代表的
新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二是目前商业模
式仍主要侧重于消费互联网，但正在向包括产业互联网
在内的更多经济领域拓展；三是从国内市场竞争迈向全
球市场竞争。

展望数字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向勇对本报说：“数
字文化高质量内容把关、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都是数
字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如果要问大家在哪花的时
间最多，我估计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手
机。在手机上看什么呢？最新统计显
示，我国近8.3亿网民使用的449万款
APP（移动应用程序）中，产品最多的
是游戏类APP，使用最长是即时通信，
然后依次是网络视频、音乐、短视频、
音频、文学、新闻、直播、游戏……几乎
全都是数字文化产品！

怎么会有这么多数字文化内容让
人如此着迷？这正得益于这些年来创
新发展推动的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竞争

力的提升。
互联网诞生初期，最先成熟的商

业模式是网络和文化产业的结合。我
国第一批互联网龙头企业，最早深受
一些门户网站模式影响，喊出“渠道
为王”，但很快就发现优质内容供给
不上，开始转向“内容为王”，然后转
向生态构建。我国数字文化领域的第
一次创新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业
界普遍认为这一阶段是“跟跑”之后
的商业模式创新，但忽视了背后影响
更为深远的创意组织方式创新，依托

于平台分工的创意生产方式崛起，
UGC（用户生成内容）大量涌现，一
个以用户和创意者的互动和互换为
核心，以专业人士和内容生产商为节
点的人人连接、相互赋能的创意者网
络逐渐形成，创意领域涌入的数百万
年轻人，催生了如网络文学等独有的
数字文化内容形式，推动了创意数量
大爆发。

数量爆发带动了大众创新创意
热情，也引发了对数字文化质量的
担忧。中共的十八大以来，在政策引

导、行业自律、产业发展、大众觉醒
等共同作用下，数字文化产业迎来
了创意者经济的新一轮创新。一方
面，以故宫、敦煌等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机构逐步开放数字文化资源，数
字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
国文明精华为创意者提供了更加丰
富的创意素材和创意场景；另一方
面，数字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为
创意者带来了更细的产业分工，提
供了更多的数字创意助手，数字技

术真正融入到创意、生产、分发的全
过程，帮助数字文化内容从数量爆
发向质量提升转变。我国数字文化
内容在全球初具竞争力，在不少领
域实现了“并跑”甚至“领跑”。

随着5G商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
一步成熟，未来，创意者经济的创新在
哪里？我认为可能来自于产业互联网，
来自于拥有全球最全产业体系带来的
创新创意需求，来自于以文化创意推
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最有优势的电商大数据，已

经在服装、生活用品等领域帮助提高
了创意设计水平，助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不断增长的设备物联网数据，
开始帮助提高机械工业设计水平进
而极大地提升工业品质量。相比较于
文化及相关产业，工业增加值市场无
疑是更深的蓝海、更大的战场。

创新、创新、再创新！我国数字文
化产业正处于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
联网转进的黎明，只要施政有为、应对
得当，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可能会进入
新一轮爆发性增长，不仅能够显著提
升我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会
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产生
更加积极重要的影响！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国内智库部主任，研究员）

创新茶座

数字+文化，跨界联姻带来“加速度”
叶晓楠 杨 洁 宁若鸿

创意者经济再创新
黄 斌

7月11日，市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校轨道
交通实操室通过VR技术了解高铁科技知识。 王 正摄（人民视觉）

7月11日，市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校轨道
交通实操室通过VR技术了解高铁科技知识。 王 正摄（人民视觉）

8月8日，创意云南2019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少数民族姑娘艳琴在现场网络直播云南特色文创产品。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8月 22日，工作人员在浙江省杭州市的 2019全球闪存峰会现场展示华
为自研的第5代智能SSD控制器芯片。 龙 巍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