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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视点

提升辨识度 才能当上主角
凤翔泥塑、西秦刺绣、宝鸡社

火、木版年画……宝鸡悠久的历史

孕育出多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让宝鸡文创产品拥有极佳的前

景和“钱景”。

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电

商深刻改变着人们购物习惯的当

下，任何一种产品都必须拥有高辨

识度，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

上“主角”。

“这‘泥塑鼠’设计出来才刚刚

一个星期，就有3000多件订单了。”

1 月 2 日，凤翔泥塑家胡新明展

示了他刚刚制作完成的一组新年

泥塑鼠作品，身穿红色马褂、手持

“礼”字、聪明机智、彬彬有礼的“送

福鼠”，既饱含了浓浓的祝福，又弘

扬了中华传统“礼”文化。

在胡新明看来，“泥塑鼠”之所

以热销，就是因为辨识度高。他说，

这组“泥塑鼠”尽管是新作，但继承

了凤翔泥塑形态逼真、粗犷夸张、

简练概括、色彩艳丽的特点，能让

买家一眼辨认出属于泥塑精品，热

卖也就不意外了。

实际上，这种辨识度正是决定

文创产品销量的关键因素。宝鸡的

文创产品中，相当一部分“老文化”

正在以“发新枝”的创新模式去提

升辨识度，从而产生吸睛效果。

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西秦刺

绣传承人之一的王秀萍，同样以辨

识度为切入点，走出了一条刺

绣产品热销新路径。近年来，她

绣出的“何尊”“逨盉”“秦公镈”

等青铜器刺绣产品热销全国。谈

及创意的初衷，她认为“刺绣+ 青

铜器”的方式比较新颖，极大地提

升了产品辨识度，自然能够获得消

费者的认可。

据了解，2019 年在我市举办

的文创产品展览活动中，各种文创

产品已达 200 余类 1000 余种，不

仅有社火脸谱、泥塑、剪纸、刺绣等

非遗产品在提升辨识度上做起了

文章，也有钛礼品、青铜器复制品、

旅游衍生品等诸多文创产品与本

土文化“嫁接”，借此提升辨识度。

宝鸡历史文化厚重，这也是

宝鸡文创产品得以发展的根基和

独特优势，这种优势让宝鸡的文创

产品极具“自信”，并将这种文化

自信转变为发展动能。

2019 年，宝鸡文创产品以“借

船出海”等多种方式，去蹚出更大的

市场。宝鸡先后举办了文化产业高

峰论坛、文化产业发展大会、全国第

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等高品质、高

规格的文化活动，依托这些活动，宝

鸡文创产品“吸粉”无数。同时，宝鸡

文创产品也在杨凌农高会、上海进

博会等大型展会上精彩亮相，吸引

了国内外客商的目光。

带有社火脸谱图案的围巾、

书包、U 盘、笔记本、手机壳、眼

罩、靠枕，带有浓郁青铜器风格的

钢笔、茶具……一件件特色鲜明的

日常用品，一经推出就好评如潮。

“2019 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我也

没想到能与澳门客商签下 20 万元

的订单。”我市社火脸谱绘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薛亚兵告诉记者，曾

有人觉得宝鸡的文创产品过于“土

气和原始”，但从另一

个角度讲，这种“土气

和原始”正是社火脸谱

最为“自信”的风格。

这种文化自信，也

在全市文化产业发展大

局中得以体现。以 2018

年为例，全市文化产业 9

个行业中，有 6 个行业的

营业收入保持增长，其中

“内容创作生产”营业收

入达 1.22 亿元，同比增幅

高达 119%。

增强自信度  蹚出市场新路

创出知名度  未来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文创产品归根结底是一种

“注意力”产品。如何吸引消费

者的注意力？业界共识是，宝鸡

文化积淀深厚，既要学会“讲好

故事”，又要学会“老树新花”，

这样才能创出知名度高的爆款

文创产品。

以“讲好故事”来看，宝鸡

的文化资源多在史书中、以民间

传说形式存在，缺乏可视性、观

赏性，大量文化资源处于待开发

状态，虽然以“何尊”和“看中国

· 来宝鸡”为标识创作了一些

文创产品，但多为挂件摆件，文

化特色和品质没有完全凸显。

再以“老树新花”来看，不

争的事实是，宝鸡文创产品品类

繁多，其中不乏构思巧妙、制作

精良的优秀产品，但依然难觅爆

款。一些专业人士认为，企业宣

传营销、市场推广不足，文创产

品的品牌影响力不大、市场占有

率不高，是宝鸡没有出现爆款文

创产品的主要原因。

“文创产品知名度高不高，

看的就是消费者愿不愿意买，愿

不愿意‘晒’！”“85 后”邵丝晨

是我市一家文化创意公司负责

人，她告诉记者，他们与北京的

一家公司合作，主要推出“看中

国· 来宝鸡”系列文创生活用

品、办公会议用品、民俗元素

用品，虽然销路不错，但并不火

爆。她认为，未来市场“创意为

王”，宝鸡文创产品亟须利用好

的创意得到市场认可。

曾在 2019 年来我市参加

文化产业高峰论坛的上海水晶

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路，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

为，宝鸡文化资源得天独厚，文

物多、遗址多、民俗工艺品多、

历史故事多，这些资源很宝贵。

在未来开发过程中，要考虑与

年轻人沟通的问题，找到符合

当 下 人 们 审 美

的路径。刘路表示，宝鸡文创

产品开发可以用更现代的方

法去讲故事，塑造一些有高辨

识度的文化角色和形象，让大

家认识本土文化，继而促进文

创产业更好发展。

宝鸡文创产品
如何老树发新枝？

宝鸡拥有八千年文明史，伴随着时代发展，凤翔泥

塑、西秦刺绣、木版年画等文创产品正与市场紧密相连，

走上一条“老文化 + 新创意”的发展路径 ——

声 音
SHENG YIN

以轻松方式
传播厚重文化

孙海涛

文创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商品，也
附带文化元素。在文化方面，宝鸡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但文化如何与商品更好融合，还
需不断探索。唯有在“文化+ 创意+ 产品”
上寻求突破，宝鸡的文创产品才能在国内
乃至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宝鸡文创产品的短板，在于一个“创”
字。这个“创”字，与当下人们的审美观和购
买需求紧密相连。如今，文创产品“百花齐
放”，这就要求通过一个“创”字，让消费者通
过有形的文化商品与无形的文化服务，去了
解熟悉其承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直至产生
认同感、归属感，最终愿意为此慷慨解囊。

在品类繁多的文创产品市场，想得到
消费者的青睐并不容易。因此，文创产品
必须改变其刻板、生硬的传统传播方式。比
如，近些年故宫博物院一改其严肃古板的
形象，用更接地气和卖萌等轻松的方式推
出系列文化衍生品，迅速吸引了大量忠实
“粉丝”，同时也更好地传播了故宫文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欣喜地看
到，宝鸡的文创产品正在以更轻松的传播
方式去创新发展。市场倒逼也罢，主动作为
也好，很明显，学会以轻松方式去传播厚重
文化，不但能变“脑袋”，更能富“口袋”。

市县联企部门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市级联企部门：3261894 

3261422

bj3261894@163.com

段寅生 市联企办主任、市工信局局长 13909175118

高  峰 市联企办副主任、市工信局副局长 13892498966

刘建利 市联企办副主任、工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13892707176

凤翔县联企部门：7213674 

760782110@qq.com

师  杰 凤翔县工信局副局长 13571781899

刘  刚 凤翔县工信局中小企业股股长 13992700258

岐山县联企部门：8212413

qsxgxj@163.com

刘云洲 岐山县工信局局长 13891756776

朱  岩 岐山县工信局干部 13892788585

扶风县联企部门：5211177

ffxgxj@163.com

白玉劳 扶风县商工局局长 13892731585

李亚宁 扶风县商工局运行股股长 13892738892

眉县联企部门：5542343

792080814@qq.com

张  鹰 眉县商工局局长 18992739698

高  扬 眉县商工局干部 13992748675

陇县联企部门：4502814

bjlxgxj@163.com

李旭东 陇县工信局局长 15319280588

李少鹏 陇县工信局干部 18991728646

千阳县联企部门：4241574

qyxgxj@163.com

冯斌锁 千阳县工信局局长 15009175888

闫文芳 千阳县工信局干部 15291702699

市 县 联 企 部 门 及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公     告

市县联企部门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凤县联企部门：4762703

330946529@qq.com

樊红卫 凤县商工局副局长 13609279570

柏玉娥 凤县商工局干部 13992796707

太白县联企部门：4952072

bjtbjt@163.com

武  明 太白县工信局副局长 13669179166

贺全海 太白县工信局干部 13991720725

麟游县联企部门：7965560

lyxgxj2010@163.com

牛建林 麟游县工信局局长 15009177698

田双虎 麟游县工信局干部 13892735819

金台区联企部门：3519680

jtqgxj@163.com

王荣生 金台区工信局局长 13309170123

孙  烨 金台区工信局运行股股长 13992708725

渭滨区联企部门：3128365

370533996@qq.com

徐新军 渭滨区工信局局长 13992765508

王永国 渭滨区工信局工业股股长 13571782793

陈仓区联企部门：6218109

xtg6218109@126.com

郭志鹏 陈仓区工信局局长 13909172839

晁  榛 陈仓区工信局协调股股长 13571172968

为进一步畅通政府与企业沟通联系的渠道，

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精准做好涉企服务保障工作，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将市、县联企工作部

门及负责人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布，欢迎广大企业

反映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或提出对市、县政

府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
宝鸡市干部联系企业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9 日

胡新明工作室创作的泥塑作品  田艺 摄

王秀萍展示青铜器刺绣作品

第二届进博会上，薛亚兵展示的社火脸谱

吸引了众多目光。图为参观者体验描画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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