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墨

前有《梦华录》，后有《星汉灿烂》，短短两

个月里，多部破圈剧集，开启了线上线下“继

续营业”的“IP 全视角营销”新模式。观众看

剧中人撒糖不过瘾，还“随礼”直播点映礼、购

买周边和联名产品、线下参加主题展……剧

集 IP 的商业模式、商业产品、营销玩法全部

解锁了新纪元。

腾讯在线视频商业化部总经理王莹在接

受《工人日报》独家采访时说：“所谓的 IP 全

视角营销，并不是提前规划好一切直接按部

就班，IP 全视角营销有着自己的周期和风

口，要配合剧集节奏、平台生态，有序推进。”

从宋朝到“宋潮”

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赵盼

儿（刘亦菲饰）巧笑倩兮、身姿曼妙，一支舞的

功夫，茶汤被打出细腻的茶沫。再用茶匙勾

勒几笔，一幅山水画“跃然茶上”……

点茶从线上火到了线下点茶从线上火到了线下。。““蹭蹭””上这波热上这波热

度度，，喜茶推出了两款联名饮品喜茶推出了两款联名饮品，，上市当日售出上市当日售出

超超 3030 万杯万杯 ；；同赛道的另一品牌也有差异化同赛道的另一品牌也有差异化

的运作的运作，，首发特调饮品及定制点心首发特调饮品及定制点心，，也得到拥也得到拥

趸无数趸无数。。

只是联名授权只是联名授权，，并不足以让观众和业界并不足以让观众和业界

惊喜惊喜。。那么把剧情搬到线下那么把剧情搬到线下““继续经营继续经营””呢？

剧中的“半遮面”在北京、广州等 4 地落地主

题快闪店；“赵氏茶坊”也在深圳“开张”。在

剧集播出的短短一个半月周期里，一场名为

“风雅梦华游”的线下古风集市沉浸展，也在

长沙热闹开展，超过一万人次前去参观。

而让王莹感到惊讶的是，观展的人并不

限于《梦华录》剧迷，有些人单纯热衷宋朝文

化，有的已经年过半百。

“宋朝人起早贪黑做什么？996 式娱乐

生活我慕了”“宋朝人也自恋，家里不挂名人

挂自拍！”剧集打造了一档科普向衍生节目，

由剧中演员带领观众探究宋朝令人羡慕的那

些事儿。除了满足观众对剧情所在时代背景

的好奇外，也给品牌用户提供了更有文化属

性的营销想象空间。

而观众也从被动接受走到主动参与：站

内主题短视频征稿赛，通过活动冠名、达人作

品权益露出、短视频流量推送扶持等方式，不

断放大IP热度，实现了生态的可持续循环。

“这次我们从线上到线下做了特别完

整的整合营销，社交链路被打通了。”王莹

说。

观众与剧集的双向奔赴

“我是汉服粉，也喜欢传统文化，如果非

要穿越到古代，宋代一定是我的首选。”近

日，《梦华录》粤语版登陆 TVB，澳门观众阿

雯对记者说，除了剧情，她还喜爱剧集的美

学品质学品质、、有烟火气的古人生活有烟火气的古人生活。。在看到粤语在看到粤语

版之前版之前，，她购买的联名汉服和扇子她购买的联名汉服和扇子、、雨伞都雨伞都

已到货已到货。。

““衍生品应该是一个用户对于衍生品应该是一个用户对于 IPIP喜爱的喜爱的

一个延展一个延展，，我们的理想正是让用户对我们的理想正是让用户对 IPIP的喜的喜

爱从荧幕走入他的现实生活爱从荧幕走入他的现实生活。。””王莹说王莹说

从剧集到周边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但在

动漫 IP 的开发中，却很常见，比如《斗罗大

陆》，围绕漫画，有动画、真人剧、手办、线下展

等多元呈现模式。

“比如我当时看了点茶，就特别想喝一杯

同款，所以线下推出的时候立刻去排队购买。

喝过之后，了解其中的文化，才知道原来背后

有那么多奇妙知识。”月亮正靓说，她会主动

地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和剧集的契合点。

在王莹看来，《梦华录》之所以能创造这

么多剧集 IP 转化模式的第一次，在于它的文

化属性。正因为观众们认可其背后的文化内

涵，并在其中产生深刻的文化认同，才能乐于

接受剧集从线上走入现实生活。

“我们在一个个项目中积累对观众喜好

的把控，播出前、播出中、播出后，都会对观众

的感受进行调研。”据王莹介绍，在授权合作

领域，平台会开拓符合品牌特征的营销思路，

也在不断探索更加多元的玩法。

随着近些年 IP 营销的发展，商业化形式

也在应用户需求而不断出新。从早期《军师

联盟》创新尝试创意广告，到如今《梦华录》贯

通线上线下的全链营销。可见，各平台为了

更好的融合用户与商业的诉求，已然在不断

深化更加丰富多维的“走心”探索。

去年《雪中悍刀行》也尝试开一条新路。

片尾《雪中书场》的出现，不但将庞杂的主线

故事补充完整，也让武侠世界中高深莫测的

招式在观众想象中余音袅袅。有网友戏言：

“《雪中悍刀行》给自己立了个最大的‘对手手’’，，

就是就是《《雪中书场雪中书场》。》。””

正是因为此前一系列的探索正是因为此前一系列的探索，，让原本不太让原本不太

被品牌青睐的古装剧被品牌青睐的古装剧，，在这个夏天扭转乾坤在这个夏天扭转乾坤：：

《《梦华录梦华录》》品牌广告品牌广告 4040++、《、《沉香如屑沉香如屑··沉香重沉香重

华华》》3030++品牌广告……品牌广告……

对IP的玩法要有想象力

“天下苦付费解锁久矣。”此前的超前点

映让观众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买了会员还要

另外花钱去解锁剧集本身。

那么如果将解锁变成一场互动大庆典，

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值呢？答案是肯定的。“就

当是为‘顾盼’组合随份子钱了。”第一时间抢

购了大结局点映礼资格的小岛在弹幕上，不

断发“撒糖”。

这次点映礼融主创陪看、互动游戏、传统

文化展示等于一体，将解锁结局全面升级为

一场可以深度参与、交互的仪式。幕后花絮

和主创心声在一起观剧的几个小时里，逐一

释放。“过瘾”“18 元花得值”，更多的观众觉

得玩得尽兴。

此后的《星汉灿烂·月升沧海》《二十不惑

2》《沉香如屑·沉香重华》《冰雨火》等多个平

台的剧集也采用了这种更多分层服务、提升

付费的路径。

不过，这个套路能否玩得通，还要看剧集

的品质，内容为王永不过时，不然依旧没有观

众会为 IP 的“继续营业”买单。付费解锁如

此，线上线下的其他玩法亦如此。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让‘IP’继续营

业的模式，平台和品牌都会推动这种新业态，

但作为观众，不需要为此预设天花板，我关心

的是既要观剧不被打扰，也要能延续自己对

IP 的喜爱，只有这样才会乐于奉献流量和金

钱。”剧迷春之晓的心声具有一定代表性。

艺 评艺 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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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梦华录》与大宋风华融合，提炼了

独特的宋“潮”人文亮点，再以平台的生

态能力为 IP 赋能，充分利用 IP 的内容、

文化和美学价值，突破多重场景，给予

用户完善的需求链路，实现全景共通、

协同发展，从而达到“文化商业化趋同”

的目的，驱动品牌搭载剧集的热播势能，

完成品牌营销，形成与剧集强绑定的独

特 IP。剧集 IP“继续营业”的新模式，在

这两个月，多平台多剧已成功试水。

国产动画
征途尚远
国产动画
征途尚远

短短两个月短短两个月，，多部破圈剧集多部破圈剧集，，共同开启共同开启““IPIP全视角营销全视角营销””新模式新模式

剧集剧集““继续营业继续营业””的天花板正在被打破的天花板正在被打破

沙洲

今年的暑期档中，国产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与好莱坞

知名 IP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同天上映。曾经

有人担心，同类型电影竞争，《新神榜：杨戬》会铩羽而归。然

而，事实证明，这次上映时间的选择没有问题。截至目前，《新

神榜：杨戬》已经拿下 4 亿多票房，《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

前传》仅入账 2亿多。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日本动画片

风行，国产动画只能亦步亦趋，难出精品。直至 2015 年，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意外创造了票房奇迹，为国产动画电

影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创作范式。

“大圣”归来，吹响了国产动画电影崛起的号角，自此中国

动画电影创作迎来热潮。《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白蛇：

缘起》《大鱼海棠》《大护法》《新神榜：杨戬》等作品陆续问世，

在票房、口碑以及讨论度上均有不俗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

国产动画电影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和素材，尤其是传

统神话传说题材成为其改编的富矿。

在如今的国产动画电影市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呈现已经

成为主流。更强的戏剧性和观赏性、现代生活和价值观的融入、

艺术观念的杂糅融合等都使此类作品呈现全新的时代风貌。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将邪不压正、自我寻找等主题寓于

其中；哪吒喊道“我命由我不由天”，充分彰显出主体意识和奋

发精神；《白蛇：缘起》《青蛇·劫起》则深入探讨了人与社会、与

自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部分女性的成长过程……这些立体、

丰富的新形象，既是经典角色的现代化呈现，也艺术性地折射

出当今年轻人面临的成长困境与奋斗印记，与年轻人的精神

追求同频共振，体现出时代新意，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在视听

风格上多呈现出中西合璧、古今融通的特点，在传承的同时，

精神气质有了超越感。

不过，要说我们已经迎来国漫强势崛起，还未免过于乐

观。神话题材还有多少潜力可挖？在保留神话人物形象、故

事主脉的同时，又要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与重构，可谓“戴着镣

铐跳舞”。如此，故事的发展空间显然有限，以至于好几部作

品从立意和结构上都有相似之处。更有几部作品，人物角色

塑造不够丰满、立体，就用技术来凑，亮点放在视觉奇观上。

但是，没有内容的支持，再厉害的技术进步都只是追求形式主

义，未免本末倒置。

在神话题材动画电影成为主流的同时，现实、科幻等题材

动画明显创意能力不足，寥寥无几的几部作品也缺乏关注

度。这不免让人担忧，倘若国产动画电影只是致力于对传统

故事进行复述或进行现代化改编，很可能陷入类型与内容雷

同的窠臼，难以形成有生命力且可持续的多元创作生态，如

此，观众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

国产动画电影要走得更远，须彰显民族性、现代性和娱乐

意识的完美融合，不能只满足于对传统经典的再阐释，更应有

中华文化内生力转化的创作“原力”，创作更多传递中国气质

的优秀作品。20 世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的《大闹天

宫》《哪吒闹海》等电影一度让中国动画迎来最辉煌的时刻。

如今，年轻一辈的电影创作人接过前辈的旗帜，也应该继承前

辈们“不模仿他人，不重复自己”的创作精神，大胆地超越、创

新，让中国动画再攀高峰。

与“未来”对话
9月15日，北京，观众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内参观

“未来派的宇宙”展览。
据了解，该展览为2022年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

系列活动之一。展览通过250余件作品集中呈现了未来
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1909年-1939年)艺术家创作
的 250余件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平面设计、摄影、拼贴
画、素描、书籍和工业设计等。本次展览由“征服天空”

“未来主义宣言”“能源”等12个单元组成，侧重展现未来
派与现代设计的关联，无论从展览内容还是展陈形式上，
都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契机。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本报讯（记者苏墨）9月 15日，第十三届

中国艺术节闭幕式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

第十九届群星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包括音

乐、舞蹈、戏剧、曲艺、广场舞、群众合唱 6个

门类共 30个作品获奖。

获奖作品具体包括音乐类作品《爱上这

座城》《沂蒙那段情》《阳台的花儿开了》《守

望·撒麻》《歌从黄河岸边边来》；舞蹈类作品

《两室一厅》《人民英雄纪念碑》《擂鼓声声迎

归帆》《村里来了新书记》《摆出一个春天》；

戏剧类作品《疫“懂”的心》《我记得你，你就

活着》《打折》《公鸡过寿》《烟》；曲艺类作品

《好心缘》《鹤归来》《同心结》《蜀道》《一条棉

被》；广场舞作品《一起向未来》《人说山西好

风光》《森林中的考考乐》《奋进新时代》《塞

上儿女心向党》；获奖群众合唱团队为北京

四中金帆合唱团、沈阳九歌青年合唱团、厦

门六中合唱团、深圳福田星辉合唱团、重庆

青年合唱团。

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重要组成

部分，第十九届群星奖系列活动以“喜迎二

十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来自各文化和旅

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

和旅游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等 33 家

单位报送的 145 个作品和 32 个群众合唱团

队参加群星奖决赛。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

样，充满“时代性”“烟火气”“人情味”，体现

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对大美河山的赞

颂，充分展示了近 3年来群众文艺创作的最

新成果，彰显人民新时代精神面貌，广受群

众热爱和好评。

本届以群星奖活动为引领，推动“喜迎

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

展。目前，全国举办群众文化活动超过十万

场，覆盖人群过亿，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喜悦之情。

据了解，本届群星奖参赛作品数量众

多、题材广泛，全国共有 2077个演出单位的

3260 个作品参加群星奖初选，参与创作、演

出及辅导人员约 4.6 万人，举办展演选拔活

动 1.8万场，观众超 7700万人，展演场次、观

众人次均创历届新高。决赛期间，云上群星

奖专题总访问量 1410.9 万次。第十九届群

星奖评奖活动线上线下观众总人次突破

9000万。

优秀的群众文艺作品还在“云端”盛

放。“云上群星奖”提供演、宣、赏、评一体化

线上服务，既有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群众

合唱、广场舞决赛和颁奖晚会的直播，也有

群星奖文化惠民演出、优秀作品巡演直播，

让群众通过手机“一站式”参与群星奖评奖

全过程。

同期文华奖颁奖。舞剧《五星出东方》、

评剧《革命家庭》、话剧《塞罕长歌》、舞剧《骑

兵》、锡剧《烛光在前》、越剧《枫叶如花》、莆

仙戏《踏伞行》、民族歌剧《沂蒙山》、彩调剧

《新刘三姐》、川剧《江姐》、川剧《草鞋县令》、

话剧《桂梅老师》、话剧《主角》、音乐剧《花儿

与号手》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

《千里江山图》等 15 台剧目获评文华大奖；

李莉、陈涌泉、盛和煜获评文华编剧奖；王筱

頔、毛尔南、李伯男获评文华导演奖；仁青顿

珠、毋攀、宁珑、刘薇、李博、杨俊、吴正丹、茅

善玉、倪茂才获评文华表演奖。

深圳职工诗歌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实习生朱小燕）近日，由深圳市总工

会主办、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致敬劳动 诗意深圳”深圳

职工诗歌大赛启动，面向深圳职工征集诗歌作品。

本次大赛以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为主旨，发掘他们在

劳动中创造的诗歌之美，展现深圳劳动者的优秀精神风貌和

追求，通过职工诗歌原创作品，营造昂扬向上、丰富多彩、广泛

参与的深圳职工文化。大赛报名作品需为职工原创，内容健

康，积极向上。征集阶段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省、市知名专

家和媒体人组成评审小组，进行多轮评审，评选出优秀作品。

大赛除为广大职工特别是来深务工人员搭建诗歌交流和

展示平台，评选优秀职工诗歌作品外，还将根据诗歌作品制作

一系列职工诗歌有声产品、出版职工诗歌优秀作品集、策划职

工诗歌舞台剧、组建职工诗文朗诵队、开展一系列职工诗歌欣

赏分享会，让优秀职工诗歌作品走进职工群众，激发深圳市职

工以诗言志、以诵传情的热情。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
群星奖、文华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日前，在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德化碑遗产地，历史

电视剧《盛唐南诏》正式开机拍摄。

该剧讲述千年之前蒙氏阁逻凤等先民

与大唐腐败势力和分裂中华大一统势力勇

敢斗争，造就盛世大唐和筑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真实南诏故事。

“电视剧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南诏与盛

唐相始终的故事，主题宏大、时间跨度大、

故事体量大，填补了盛唐南诏历史在电视

剧艺术创作上的空白。”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主席胡占凡说。

云南省广电局局长盛高举介绍，该剧

传递南诏“遵天道、顺民心”的历史记忆、人

文内涵、精神思想，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致力讲好在云南发生的“56个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国故事。

记者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

中心了解到，该剧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

“100个第三批 2018—2022年重点电视剧规

划选题名单”重点项目，为全国 6 部重点历

史剧之一；被中宣部、财政部评选确定为

2022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的重

大项目，为唯一一部重点历史剧项目。

此前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华优秀文

化走出去——北京优秀影视剧海外展播

季”上，该剧同英国普罗派乐卫视成功签订

了“每集 10万英镑”的欧洲市场播映权预售

协议，这意味着取得了欧洲 45 个国家和地

区的市场播映权。

传统文化主题历史电视剧《盛唐南诏》在云南开拍

话剧《喜相逢》 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

舞剧《五星出东方》

川剧《江姐》

舞蹈诗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只此青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