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礼盒”是如何诞生的？

为了进一步打造“人文之宝”品牌，人文社文创部在

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推广计划和产品列表，在有赞

商城每周上新，培养消费者的关注度和购买习惯。邝芮

介绍：“经过将近4个月的摸索，我们在用户、渠道、产品

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经验，选题策划和品牌开发也有相应

的计划。特别是一些文学大IP，如果有合适呈现节点，

那就是时候‘搞’一个大动作了。”7月21日是海明威诞辰

120周年纪念日，在进行纪念日套装系列产品规划时，邝

芮就把它列入了重点工作计划之中，该方案得到了人文

社社长臧永清和社长助理兼策划部主任宋强的大力支

持。对于周边产品以及设计师的选择，邝芮说：“在进行

纪念礼盒设计时，我们就把《老人与海》图书以及相关的

衣服、帽子、帆布包、杯子等列入了套装之中。当我找到

我社美编、青年设计师陶雷进行相关想法沟通时，发现他

很有兴趣，一拍即合，就开始了进一步合作。”

有了项目策划、产品规划以及重磅设计师的加持，

产品风格如何定位与设计？“年轻化、追求细节与质

感”，这是邝芮对陶雷的评价，正如同“海明威诞辰120

周年纪念礼盒”最终呈现的效果——配色干净、设计简

洁兼顾了“海明威般”的粗犷。邝芮说：“一开始，设计

版本颜色比较浓烈，以蓝色为主。设计师看后建议以

白色或者米色为主色调，部分元素用蓝色呈现，以‘白

色+蓝色’的搭配，让整个系列更加简洁、统一，我们进

行了多次沟通后，在艺术和市场之间做了平衡。”

文创设计要注重细节和功能性

“海明威诞辰 120 周年纪念礼盒”包括一本重新

装帧的《老人与海》（经典译本）短篇小说集、主题渔

夫帽、鲨鱼鳍T恤、船型帆布包、欧式金属咖啡杯、金

属鱼尾胸针、多功能鲨鱼鳍金属书签、主题便签本以

及礼盒。说到《老人与海》图书版本的选择，邝芮坦

言道，一开始想选用人文社现有的经典版本，在与

社领导以及外文编辑室进行沟通时，提议用经典版

的文本重新设计一本与礼盒相统一的版本则是最

优方案。在经过论证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对人

文社经典版《老人与海》进行了重新设计，将鲨鱼

鳍、帆船、大马林鱼等元素呈现在周边产品上。“我

们一定要避免把读者当傻子的设计，产品一定要注

重生活化和实用性”，邝芮笑着说，“一开始我们也

考虑把一些英文语句放在产品上，为了让整套产品

更有高级感，我们最终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元

素进行呈现。”

除了图书外，其他的周边产品也进行了多次尝试，

邝芮举例说：“鱼尾胸针我们大概打样了5、6次，包括

多次对胸针的颜色、位置进行了调整，最终才拿到我们

满意的产品。”此外，邝芮介绍，本次产品设计与陶雷采

取了版税合作的方式，一方面是对于公版图书来说，设

计是最核心的内容，该套产品很多图案是设计师自己

的设计，要尊重其版权。另一方面是激励设计师与文

创部一起，让整个产品做得更好。

为什么选择在一条上众筹？

如何为文创品选择合适的平台，这也是邝芮思考

的问题。在做好“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纪念礼盒”的策

划后，邝芮找到了新世相和一条两个电商平台寻求合

作。在进行了产品规划、设计风格以及受众群的沟通

后，邝芮发现一条的消费群对价格接受度普遍较高，对

海明威这样受众群比较广泛的IP更有销售优势，因此

双方确定了合作意向。同时，在文案上注重了“众筹”

“海明威”等关键词的露出，提高产品购买的转化率。

在研究了此次众筹活动的档位后，记者发现并

没有进行产品拆分，邝芮解释：“不同于其他需要达

到目标金额才开始生产产品的众筹活动，我们在众

筹之前已准备了 3000 套产品。不对产品进行拆分

是想让所有读者都能得到一个完整的礼盒，这是一

个整体。”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设计背后的故事，人文社

在众筹期间推出了陶雷详细讲解礼盒的视频。邝芮

说：“虽然众筹成功了，但没有‘出圈’形成全民爆款，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没有达到最高目标，但也收获了

一些经验。首先，从这次众筹来看，读者对文创衍生

品的需求很大，这为我们文创的‘立体服务’提供了信

心。其次，产品和渠道的匹配十分重要，众筹能够成

功，一条的流量占了很大因素，两者契合才会有更好

的效果。同时，对我们这个刚入行不久的团队来说，

总结解决问题的方法更重要。”

未来“新起跑线”在哪里？

据了解，目前人文社策划推出了四大名著系列、外国

名著系列、趣逗产品系列等系列产品。在邝芮看来：“文创

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消费的主力也是年轻群体。中国很多

伟大的IP基本上都来自文学作品，这其中大部分与人文

社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文创品具有现代性和延展性，落

脚到日用品，才能有无限可能。接下来，人文社也将开发

更多的IP产品，例如明年争取拿下顶级版权的系列周边

文创版权。”

如何用文学大IP做文创？
“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纪念礼盒”众筹背后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 霖

消费升级下产业链延伸的必然选择。在采访一

开始，湖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冰就谈

到了开发文创品的三个原因：第一，顺应时代的潮

流。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升级，人们更多追求的是

通过购买物品获得附加值，以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

灵的认同，表达自己的态度、品位和格调。第二，自

身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出版社本身就

是文化创意企业，湖北美术出版社经过多年的经营，

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内容、优秀作者和明确的读者对

象。利用资源优势策划、生产文创产品，是转化资

源、延伸产业链的有效途径。第三，品牌优势。湖北

美术出版社旗下有多条码洋过千万的产品线，每条

产品线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图书品牌，依托品

牌的内容资源优势、传播优势与人才优势开发文创

品不仅可为，而且潜力巨大。

2条产品线并行，脱胎于图书又相对独立。如何

挖掘出版社文创品，怎么才能找到适合的方向避免

同质化，是困扰很多出版社的难题。对此，向冰在谈

到文创品的研发思路时说：“主要依据我们的资源和

擅长的方向，以市场导向为指导，人们的需求为着力

点，力求产品和图书都能最大化实

现品牌增值。”目前，湖北美术出版

社有 2 条特色文创产品线，“古漱

堂”系列和“自在森活”系列，其与该

社文创品牌“古漱堂”和“自在森活”

相对应。

据了解，“古漱堂”系列立足中

国传统文化，旨在将中国博大精深、

灿若星河的民族、民间艺术以现代、

生活、实用的形式部分展示在现代

人面前，把古典审美与现代时尚恰

当融合。向冰说，经过几年的积累，

“古漱堂”系列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目前已开发了带有浓厚中国

文人特色和收藏价值的出版物《景

苏园帖》《米氏云山》；由非遗传承人

手工制作的“笔墨纸砚”中国书法书

写套装文化产品；充满中国传统民俗风味的“中国古

版年画”系列文创品以及“游于艺”文盒便携装等。

与“古漱堂”的传统高雅不同，“自在森活”系列产

品脱胎于湖北美术社图书品牌“绘森活”，是一个集艺

术性与生活化为一体的艺术创意品牌。自开创以来

累计发货码洋5000多万，旗下拥有大批国内有号召

力的知名插画师和粉丝。“自在森活”沿用了“森活”两

个字，与母体产生关联，又强调“自在”，希望产品风格

能让人感受到怡然自得，使用时能有自洽的舒适感。

目前，“自在森活”文创品主要包括笔记本、明信片、书

签、帆布包、丝巾等，意在通过“图书+文创”，让品牌影

响多元化、立体化，实现图书与产品共赢。

“呆萌小动物”系列文创是湖北美术出版社文创

开发的成功案例之一，其形象来自“绘森活”系列的

两本图书《呆萌小动物画起来——喵星人与汪星人》

与《呆萌小动物彩铅绘》。为何开发呆萌动物的IP？

向冰谈到了三方面考量：第一，图书产品内容可爱，

画风细致，定位清晰，因此很容易找到相应的文创品

受众，在了解受众的基础上，制定相应文创产品的类

别、价格、销售方式等，推出市场后很快收获好评。

第二，从流行趋势来说，图书的内容符合所针对的人

群（年轻消费者）喜好“吸猫”“撸狗”的流行趋势，所

以开发此系列资源，自然而然。第三，对于出版机构

而言，纸质产品的研发难度较小，也是出版社所了解

和擅长的领域，并且市场的需求较大。纸质产品内

容丰富且大多成本不高。“所以从纸制品、小物件来

试水文创开发，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方式，再通过市场

检验，不断总结经验作相应改变。”

湖北美术社5年探索2条产品线

深挖千万码洋产品衍生的文创
“笔墨纸砚”书法书写套装系列销售已达120万码洋，这份答卷的交出从侧面为湖北美术出版社5年文创品的开发给

出肯定的答案。从2014年开始进行文创衍生品研发，到目前依定位不同而形成的2条特色文创产品线，湖北美术出版社

深挖千万码洋产品背后的文创逻辑。

搭上大众对文创品需求

的班车。2014年，在人民交通

社文化创意发展中心成立之

时，消费者对文创品的需求并

没有那么强烈，仍是一个小众

的范围和概念，更多的产品形

式是面向爱好者的定制产品，

周边产品市场还未走向大众

视线。2015年，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聊起了“网红经济”这一

新鲜词，恰逢一批聚集网红的

经纪公司也刚刚兴起。而网

红影响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

其带货能力。直到故宫文创

商店的火爆迅速将文创品概

念带到大众面前，利用新媒体

宣传方式，一切都那么生动、

好玩、新奇，迅速占领主流市

场获取口碑效应，产品推出层

出不穷，后续也有了喜闻乐见

的市场效应。发展到现在大

家对文创品的需求不可或缺，

比如年关之际很多年轻人都

会有意识地去买一些文创类

日历，而同期市场上同类产品

也大概有几百种了，这就是文

创品的其中一种产品形式和

市场表现。邵江和他的团队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市场变化，

并积极参与其中。在邵江看

来，现在的时代，是文创品市场的爆发期。

文创品的开发和运营基于图书 IP的后续发

酵。人民交通社文创品牌“小浣熊不做面”在淘宝

上开设了独立店铺。谈到品牌创意的来源，邵江

告诉记者：“最初文化创意发展中心的绘本图书品

牌叫做‘小浣熊’，编辑故意与干脆面相区别，就

取了‘小浣熊不做面’的名字，用做文创品牌，也

是编辑取名的时候比较调皮，我们编辑部的编辑

中 90 后是主力军，他们经常有一些奇思妙想，工

作上也是朝气蓬勃。”

目前人民交通社的文创品形式大概有十几

种，其中经营最具规模的产品线是“呼葱觅蒜合作

系列”。呼葱觅蒜是微博知名插画师，粉丝已过百

万，“小浣熊不做面 X 呼葱觅蒜”系列产品有抱

枕、帆布袋、手机壳、台历、钥匙扣、扇子、徽章、明

信片等。“该系列产品的研发思路是想让大家在使

用一些生活必需品时同时感受到美和艺术的存在

和意义。”邵江进一步解释说，产品主要创意来自

编辑部经常用到看到的一些有趣的小物品，比如

竹子做的复古扇子等，在此基础上赋予“呼葱觅

蒜”风格的插画，产品形式和艺术美结合，实用又

有趣。他说：“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些

小物件赋予一些有趣‘故事’之后，使用的人会因

此进入故事的美好体验之中，那些仿佛遥不可及

又心生向往的美好事物，通过手中实实在在的物

品被自己留存住了，与之产生了呼应和缘分，这种

感觉很珍贵。”

在与插画师合作之外，人民交通社还与影视

剧IP多有合作，开发了合作款手账本、年历等，比

如《大江大河》《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系列主

题手账本日程本，销量可观，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反

馈和品牌效应。每逢过年期间，“我们的文创品店

铺也会推出和新晋插画师合作的主题台历等，比

如与留法插画师合作限量发售的‘2019法式风情

主题台历’，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合作经历。”

未来继续拓宽产品渠道。谈到未来对于文创

品的规划，邵江用四个字概括“做大做强”。利用

人民交通社的优势和平台，不断寻找合适的IP和

作者，共同开发更多合作品牌产品线，拓宽产品渠

道，让创意占领市场，满足大众对本土文化创意的

审美和实用需求，将更多可以满足消费者期待的

文创品带到大家面前。同时也借由实体产品的形

式将更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大众面前，他们

不仅是在创造艺术、创造文化，同时也是将历史中

优秀的文化沉淀、提取、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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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

社”）在一条发起“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纪念礼盒”众

筹活动。据了解，该众筹活动为期25天，目标金额

为10万元，活动结束时，金额已超过73万元。在人

文社文创部负责人邝芮看来：“这是一场成功的众

筹，甚至超出了最初的预期。这与海明威的影响力、

人文社的品牌积淀、产品设计以及一条的渠道流量

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努力做到了行业一流的

配置。”在这场众筹的背后，人文社都做了哪些工作？

帆布包等带有文艺气息的生活实用品也很受

欢迎。帆布包是出版社最青睐研发的产品之一。此

外，抱枕、手机壳、钥匙扣、扇子、徽章、胸针、冰箱贴、

帽子、文化衫等产品也深受文艺青年的喜爱。

山东美术社研发的鲁美传承系列丝巾，分为中国

经典纹样和经典绘画作品两个系列。以鲁美传承·有

凤来仪系列丝巾为例，该丝巾创意来源于该社出版的

《中国画像石精粹》，精选画像石中凤鸟与树、莲花与

鱼之造型，融中国传统审美元素于现代时尚设计之

中，再现传统艺术的精髓之美。

据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发展

中心主任邵江介绍，该社经营最具规模的产品线为

“呼葱觅蒜合作系列”，产品有抱枕、帆布袋、手机壳、

台历、钥匙扣、扇子等。“该系列产品是想让大家在使

用一些生活品时同时感受到美和艺术的存在。”

根据出版社资源与特色推出产品。出版社做文

创，依托现有资源和自身特色开发相应的产品也是重

要思路和路径之一。

海豚传媒2015年底成立幼教事业部，结合海豚传

媒现阶段内部资源和主要服务的渠道打造了海豚标

准国际示范园；以海豚国际儿童之家为基础并且结合

海豚幼教产品多样性来进行终端服务的低投入高产

出的商业模式——海豚国际儿童体验馆。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自2010年起开始进行地图文化

创意产品的研发。依托地图文化与创意自然资源部工

程技术创新中心和地图文化产业联盟两大平台，推进

地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目前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已形

成古地图典藏、生活家居、办公商务、传统地图跨媒体

拓展、旅游产品与服务等多个系列产品和服务。目前

已经拥有近百项地图创意设计著

作权，并获得多个奖项。

安徽时代艺品公司依托丰

富的徽文化IP资源，拓展产品研

发思路，已开发一批独具特色的

文房四宝、茶礼、瓷礼、红酒等系

列文创品。其中，文房四宝重点

项目推出重点图书《国纸》、“书

道”等文房四宝系列文创品，并

组织开展“文房四宝精品展”“艺

品荟·中国名砚品鉴”等系列活

动。此外，安徽时代艺品公司延

伸上下游产业链平台，融合茶

道、花道、香道等系列产品，在培

训上下功夫，开拓个性化课程服

务，用品牌的复合价值引导大众

消费。

（上接第53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伊 璐

2014年，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人民交通社”）成立文化创意发展中心，致力

于大众图书的出版；2016年 6月，正式推出第一批

开售的文创品。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文

化创意发展中心主任邵江回忆道：“在 2014 年~

2016 年 2年的图书品牌建立过程中，我们不拒绝

任何新鲜的尝试，文创品的开发也就成为了我社

业务板块之一。”正是这种不断试错、不断创新的

精神，才有了如今的“小浣熊不做面”文创品牌。

刘晓曼：文创研发是一次跨界。在设计、生产、渠道、宣传等方面，都面临与出

版不同的挑战。文创市场火热，市场上文创品内容重复、样式雷同、粗制滥造等问

题突出，如何能从众多文创品中脱颖而出，设计环节面临着推陈出新、别出心裁的

考验。在生产环节中，面临工艺水平、品质把控和成本控制的难题。在营销方面，

因为自有渠道和宣传不足，再好的产品也难免“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能迅速推向市

场与广大消费者见面，造成产品积压和浪费。目前，我们通过与设计研发领域专业

机构和院校合作，建立了良好的研发体系，同时组建文创品研发团队，专门负责文

创研发工作。

陈 瑶：我们遇到的难题是从创意、图纸再到工厂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自己

细致把控，目前也找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戚宛珺：图片的版权问题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需要多次沟通确认

图片的著作权和使用范围。

梁 媛：一方面，文创品研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受限于出版社经营范围，

很多围绕图书IP的文创品都不能实际落地，同时渠道的拓展也成为销售的难题。

另一方面，随着文创品的不断开发，组建一个专业的团队对出版社来说也非常重

要。这两方面我们都已经在着手解决，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能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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