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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儿童、学生的文创载体，趣

味普及《山海经》。在查阅了大量有关《山

海经》的资料后，开封市图书馆从几百只

神兽中选出了 5 只具有吉祥意义神兽作为

设计元素，分别是独角兽一样的䑏疏，长

着鸡爪子的狸力猪，因小说、影视剧的的

热捧被大家熟知的九尾狐、精卫鸟和像喜

鹊一样的鳛鳛鱼。开封市图书馆办公室

副主任赵彤彤介绍：“因为我们将该系列

定义为卡通风格，选择的产品载体大多适

合儿童或者学生，包括文具盒、印章、鼠标

垫、小夜灯、马克杯、钥匙扣、冰箱贴拼图

共 8 种产品，希望孩子们可以了解《山海

经》的相关知识。”

做好 IP与文创的融合是项目推进的

难点。在赵彤彤看来，在《山海经》项目的

开发过程中，做好 IP 与文创的融合是此项

目推进的难点。《山海经》共 18 卷，主要由

《山经》与《海经》两部分组成，其中《山经》

的主要内容是山川地理、矿产，以及奇禽

异兽、怪蛇怪鱼、奇异的花草树木等；《海

经》主要记叙海内外禀性及外形都十分奇

异的国家和民族以及神奇事物、神话历

史。在这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中，首先

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神兽作为此项目的

设计元素，这就要求设计者要对《山海经》

有着深入的了解，还要求设计者平衡好古

籍 IP 与文创载体之间的关系。赵彤彤说：

“文创商品是围绕文化 IP 开发的商品，富

含文化底蕴和元素。IP 与文创之间连接

互动，两者依附存在、相互支撑，IP 是文创

的魂，文创是 IP 的实质性体现。《山海经》

系列的热销其背后原因是馆藏古籍所蕴

含的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的巧妙融合，下

一步，我们将更加深入地挖掘古籍资源以

及开封本地的文化内涵，讲好文创故事，

做有生命力的文创产品。”

据了解，目前，《山海经》系列产品在

开封市图书馆 9 楼文创空间、微信公众

号、博物馆文创商店以及开封市内的城市

书房、知名书店内销售。赵彤彤介绍，该

产品下一步计划进驻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的“文贸之窗”文创商品体验中心及上线

“开封礼物”等平台，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开图文创：用“可爱”展现《山海经》

（上接第5版）

中信出版集团：多维度赋能开发《山海经》IP

从火爆有声剧中发现差异化选题，助

力产品脱颖而出。《山海经》相关版本多如

牛毛，如何脱颖而出？中信出版集团《山

海经捉妖记》项目策划李莉以三个差异化

进行了解释。一是坚持内容为王，是原创

有声剧反向出版的经典案例。《山海经捉

妖记》图书的选题源于喜马拉雅《山海经

捉妖记》有声剧，截至发稿时，该有声剧播

放量超 900 万、曝光超 4000 万次，据此，中

信出版集团与作者郭晓东一起开发了《山

海经捉妖记》图书。二是创新故事讲述形

式，迎合儿童阅读的需求。《山海经捉妖

记》采用章回体小说的方式趣味讲述《山

海经》神话故事，帮助孩子学会故事记忆

法，提升阅读和写作等大语文思维能力。

三是打造文创益智游戏礼包。该项目随

书附赠了有声剧音频、卡牌、益智桌游以

及动态数字藏品。在听、读、学、玩中提升

孩子们在大语文、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

综合能力的同时，也为家长提供了一个与

孩子互动的机会，增进亲子关系。

趣味性+知识性+收藏性，在听、读、游

戏中打造学习闭环。在掌握了小读者们

最真实的需求后，中信出版集团结合益智

卡牌、桌游、有声剧音频等新模式，实现在

听、读、游戏中打造学习闭环。中信出版

集团从孩子喜欢游戏的天性出发，充分考

虑孩子的使用场景，以打造一款收藏型和

对战型的益智卡牌为目标，从《山海经》众

多千奇百怪的神兽中，遴选出 23 个深受孩

子喜爱的形象进行原创绘制，并进行战斗

力和生命值的游戏化设计，采用镭射工

艺、磨圆角设计，力图让小读者喜欢上这

套卡牌。李莉说：“有的小粉丝还专门为

卡牌做了纯手工卡套小心珍藏。有的小

朋友对着每一张卡牌都能讲出神兽的特

点、故事，秒变《山海经》科普小达人，令家

长既感动又惊讶。”

经过第一阶段的初步探索，该书和

卡牌、游戏得到了越来越多孩子和家长

的喜爱。“为此，我们乘胜追击，在‘趣味

性+知识性’的基础上，赋予产品第三个

优势——收藏性，迅速推出首款捆绑图

书的《山海经》动态数字藏品，成为读者

自发推广的营销抓手。此举也为《山海

经 捉 妖 记》带 来 了 更 多 流 量 和 品 牌 加

持。”李莉介绍说，“藏品以《山海经捉妖

记》图书封面主图为素材，将 8 个角色动

态化，生动表现了郭半仙师徒四人跨越

《山海经》四海八荒，在众神助力下成功

捉 到 大 妖 兽 穷 奇 ，旗 开 得 胜 的 圆 满 画

面。也希望小读者们通过收藏这一数字

藏品，不仅能够了解新事物，而且可以领

悟到人生亦如山海，无畏前行，终能收获

旗开得胜的美好愿景。”

文创衍生品是对 IP内容延展的探索

和内容价值的挖掘。在李莉看来，将《山

海经》IP 孵化为文创产品、数字藏品，最

大的难点在于如何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

式创作出来。“例如在益智桌游的产品设

计过程中，既要考虑该产品游戏设置形

式的趣味性，又要从心理学角度考虑设

计游戏方式的难易程度，达到激发孩子

兴趣、激励孩子勇于探索的积极心理效

果。在神兽卡牌的设计过程中，需要综

合兼顾到合适的卡牌尺寸、材质工艺以

及收藏性和对战游戏的趣味性。未来，

中信出版集团将继续纵深拓展《山海经》

这一 IP 的衍生边界，在盲盒、玩具等方向

进一步探索实践。我们有大量优秀的内

容和作者资源，有强大的设计和创作团

队，在文创衍生品开发的过程中，将针对

每一个 IP 进行整合和再创作，在原有 IP

的基础上深挖更多的增值内容。”李莉强

调：IP 已经不单纯囿于纸书出版和文创

衍生品的生产，而是一种更多元的迭代

升级的融合内容产品，可以为读者提供

更丰富的阅读和使用体验。

选对渠道与宣传方式，让销售实现事

半功倍。据了解，《山海经捉妖记》以线上

渠道为主，首度亮相王芳直播间不到 3 小

时，即取得 4600 余套的销售业绩，当日加

印 1 万套。李莉介绍，营销团队趁热打铁，

连续组织了 10 余场线下读者见面会，并集

中发挥线上营销推广的优势，联合福建少

图、武汉少图、云上读书会等垂直类社群

阅读平台进行线上分享讲书会。同时，策

划编辑作为最了解图书每一个细节的项

目经理人，时刻紧跟市场变化，运用线上

线下的直播分享活动积极参与到讲书活

动中来，共同推动该产品的营销落地。截

至目前，《山海经捉妖记》半年内加印 5 万

套，销售码洋400万。

《品味红色经典》：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红色经典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央党校出版集团下属大有书局（北京）有限公司联

合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推出《品味红色经典》。该书是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在1年多的时间

里，约请于洋、田华、郭兰英、马识途、张桂梅、郎朗、王源等52位文艺名家大家、革命后

人、青年明星，以多种方式追溯文艺经典，品读百年征程中追梦的足迹、奋斗的功勋，读

懂属于我们的党、国家、民族的心史心声。

书中收录了《闪闪的红星》《团结就是力量》等30余部建党百年以来的经典影视、文

学、诗歌、美术题材的佳作解析。全书采用四色印刷，收录了百余幅影视剧海报剧照、

文献手稿、艺术作品等一手高清图片素材，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红色经典，极具史料价

值、文化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刻印着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它们如同

深邃的年轮，记录着中华民族从苦难中奋起、历坎坷而前行的历史，如同鲜艳的旗帜，

标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度与信仰底色，更是嘹亮的号角，激励着中华儿女沿着

民族复兴的大道坚定前行。 （赢 骁）

《品味红色经典》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编/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北京）有限公

司2022年5月版/58.00元/ISBN：9787807720607

《山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作品，涉猎古代神话、历史、地

理、物产、医药、民俗等跨学科多个

领域，既是国人认识历史、地理、人

文艺术，提升想象力的启蒙宝书，

也是文学家、设计师们的“灵感缪

斯”。中信出版集团从这一传统文

化经典 IP 入手，从小读者阅读需求

切入，策划推出《山海经捉妖记》项

目，并进行融合出版的数字化探

索，得到众多小读者的喜爱。

国画、动漫与唐文化的一次完美“相遇”

在介绍“唐妞”时，乔乔常用“机缘巧合”来解释。在采访中他

坦言，“唐妞”最初并不是刻意策划出来，而是在与朋友的聊天中发

现了创作的契机，在推出“唐妞”形象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被陕西历

史博物馆所认可后，“唐妞”这才由幕后走向了台前。

乔乔从小学习国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国画大家是

他的梦想。后来接触了日韩动漫，对动漫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高中选择了从事职业美术的这条道路，大学选择视觉传

达专业，从此与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这些经历，日

后成就了乔乔将国画与动漫结合的灵感来源。在一次与朋

友的聊天中，朋友提出了为西安设计一个吉祥物的想法，这

勾起了乔乔的兴趣。乔乔说：“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千百年的

历史积淀、文化积累让这一城市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从小在

西安长大的我耳濡目染。为了找一个契合表达的点，我决定

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寻找灵感，当唐朝‘粉彩女立俑’出现在我

的眼前时，‘唐妞’的形象也随之而来。”

如何表现这个形象？乔乔尝试用“水墨+动漫”的形式，

既保留了“粉彩女立俑”妆容、仪态等特点，又将漫画的元素

结合进来，形象高髻峨眉、面如满月、体态丰满，身穿宽袖长

裙，国画版萌萌的“唐妞”就这样出现了。“说实话，在‘唐妞’

刚设计出来时，我们也有一些疑虑，这个形象会不会被大众

所接受？因为她与当时市场流行的大眼睛、尖下巴的日漫形

象完全不同。在经过慎重考虑和讨论后，我们坚持‘唐妞’还

是要与唐文化所契合。”就这样，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简

称“陕历博”）的认可下，“唐妞”成为了博物馆的官方IP。

从设计、产品到IP运营，“唐妞”火了

当初设计“唐妞”时，乔乔并没有想过要运营成一个IP。“一切

都在摸索中前进，一切又好像水到渠成。”乔乔说：“‘唐妞’好像赋

予了我一个使命，成为‘唐妞爸爸’，开启了养娃之路。”

为了让“唐妞”IP更丰富、立体，乔乔所创立的桥合动漫

与陕历博一起从2016年开始积极为“唐妞”赋能，先后从文创

产品、海报、表情包等方面发力，“唐妞”很快成为了陕西知名的文创品牌；2016

年，“唐妞”作为动漫IP登上了猴年春晚西安分会场的舞台，成为陕西首个出

现在央视春晚的动漫形象；2019年，以“唐妞”不倒翁为灵感的大唐不夜城真人

不倒翁表演亮相，迅速火遍全网。乔乔说：“2018年时，我们能清楚感受到‘唐

妞’背后的影响力和品牌力，但又发现这些仅仅只在西安本地打转。如何走

出西安？”

在乔乔看来，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国潮”“跨界”已成

为当下年轻人追求的潮流。为此，“唐妞”与各大品牌的授权、展陈活动也相

继推出。2019年，“唐妞”与奈雪的茶联名为年轻人带来了一场潮流体验。

据统计，奈雪积分商城100个限量周边，上线7小时售罄；微博话题“唐妞带

你喝奈雪”曝光量超1700万，媒体传播总曝光量达7000多万。2021年7月，

vivo Y53s“唐妞”礼盒版上市，采用蓝色礼盒包装设计，配有“唐妞”卡通形象

的折叠纸画，赠送创意“唐妞”帆布袋、定制手机壳以及XE710耳机。乔乔

说：“在‘唐妞’火了之后，很多品牌想要推出联名产品，我们会认真考虑品

牌、产品以及与‘唐妞’的契合度，从而选择更适合的联名方式来推出。目前

来看，‘唐妞’的影响力还在渐渐放大。”

讲故事、有内容、能创新，IP才能持久

如果说一个IP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有运气和巧合的元素，那么7年还能

让IP的影响力持续并且放大，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采访中，乔乔表示：“唐

妞”就像是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一直在摸索怎么带娃、如何照顾、穿什么更好，她和

我的命运并驾齐驱，不像是创作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

2021年4月26日，在首届“中国年度IP评选”颁奖典礼上，“唐妞”入选文

博原创IP榜单，并荣膺金奖。回顾多年对“唐妞”的打造，乔乔认为一个IP需

要有持续的内容，要有故事、有内涵，才能长久运营下去，持续吸引大家关注。

如何让“唐妞”更具故事性？乔乔选择了图书。从2018年开始，乔乔开

始在网上发布《丝路日记》《唐妞说长安》等一系列漫画，不少读者留言问什

么不出漫画书，时代华语的编辑这时也找到乔乔表达了出版的建议，这成为

其创作“唐妞”漫画书的初衷。乔乔说：“此前，我已经出版了《二十四节气童

话》《我是中国节》两种绘本，在与编辑沟通时，双方一拍即合：将‘唐妞’的形

象融合唐朝历史文化，做成漫画书科普书，《唐妞驾到》就这样诞生了。”2020

年，《唐妞驾到》上市后，受到很多读者粉丝的欢迎，甚至还创造了3秒售罄

2.5万册的国产漫画销售纪录。2021年，乔乔和陕历博共同打造的儿童科普

绘本《唐妞带你游大唐》出版上市，作为当当传统文化节“大唐奇遇记”的唐

朝文化主打产品，在活动中销售码洋近百万。“唐妞”系列图书的成功让乔乔

看到了“唐妞”IP内容延伸的巨大可能性。乔乔认为：“从逻辑上来讲，‘唐妞

’IP与出版相辅相成。一方面是图书与‘唐妞’IP的定位契合准确，从唐文化

切入，用漫画、绘本的形式呈现，让读者愿意聊这背后的故事；另一方面，经

过多年的发展，‘唐妞’IP的体系已经日渐完整，通过与出版的结合，从而产

生更多裂变的可能。”

如今，“唐妞”IP已经从1.0水墨卡通版、2.0矢量卡通版进化到了3.0扁平

卡通版。今年6月，“唐妞”系列数字产品上线，“唐妞”变身“赛博朋克”，吸引

了众多网友的喜欢，8000份瞬间一抢而空。在乔乔看来，文创IP要时刻紧跟

当下潮流与热点，要善于尝试、敢于创新，把文创、动漫、授权、文旅、地标、博

物馆链条全线打通，那么IP就能实现“链接一切”。

提到乔乔（二乔先生），很多
人愿意用“唐妞爸爸”来称呼
他。的确，从2015年“唐妞”诞
生至今已经7年多时间，“唐妞”
这股“大唐风”，从西安吹到全
国，并走向世界。文创、授权、美
陈展，上春晚、上综艺、出国行，

“唐妞”为什么这么火？运营 IP
有哪些秘笈？带着这些问题，记
者专访了乔乔，听他讲述文创IP
背后的运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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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 月 27 日~29 日，

“2022 年暑假英语绘本戏剧工作坊”通过线

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成功举行，吸引了

100 多名来自全国的中小学英语骨干教师

参与。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国基础外

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简称“外研社”）共同主办，邀请北京教育

学院外语学院教授柯丹、郄利芹和中央戏剧

学院戏剧教育系教授于阗担任导师，旨在提

升教师英语戏剧育人的能力和水平。

外研社少儿出版分社社长许海峰在代表

组织者致辞时指出，英语绘本是以图文共同

叙述故事的艺术形式，其丰富的画面语言、生

动的故事情节和大量的戏剧元素为教育戏剧

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支持。此次工作坊根据新

课标的要求，致力于帮助参训老师们掌握将

教育戏剧融入英文绘本教学的方法。郄利芹

在《基于主题意义探究的绘本阅读教学设计

与实施》的讲座中，以《丽声北极星分级绘本》

（第一级上）的《狐狸和鸡妈妈》（Fox and

Mother Hen）为例，介绍了空间行走、良心巷、

角色扮演、思路追踪等教育戏剧范式。

于阗认为，在教育戏剧课堂上，传统的师

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生像是在天空

自由飞翔的风筝，教师牵着风筝线，在看似自

由灵活的教学活动（戏剧游戏）中起到引导、

辅助学生的作用，学生则在师生共建过程中

读懂绘本，表达绘本，用肢体、声音、语言等戏

剧方式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和结果显现出来。”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的形式举

行。在线下培训中，导师对老师们进行手把

手实际操练指导，从英语绘本的解读到各种

戏剧范式的演练，帮助他们掌握教育戏剧的实

际应用。线上预先对学员分组，除了采取双机

位的视频实时直播外，还采用线上学员分组互

动讨论、线上学员对线下学员的展示进行点

评、线上学员个人展示上墙等形式，实现线上

线下的结合和沟通，探索了在疫情常态化防

控形势下开展工作坊的新模式。 （双）

“2022年暑假英语绘本戏剧工作坊”探索线下线上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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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封 市 图 书 馆 推 出 的《山 海

经》系列文创，依托的是馆藏古籍

明刻本《山海经》十八卷中的神兽

形象。据了解，《山海经》全书共

18 卷，仅 3.1 万余字，却包含了地

理、历史、神话、宗教、民族、植物、

动物、矿产、医药等诸多方面的内

容，是一部想象力非凡的上古百

科全书。但因该书年代久远，文

字艰深难解，许多读者不能饱览

其全部风采。为此，开封市图书

馆将这些异兽形象重新塑造，希

望小读者也能够更容易理解并且

喜欢《山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