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居，
这三个字代表了
小西湖项目更新
改 造 的 初 衷 。

“文”代表历史传
承，“旅”代表活
力激发，“居”代
表民生改善。

“小西湖”更
新引入了公共服
务设施——共生
院。两组四合院

公房建筑质量较差，破烂不堪，改造时对留下的居民
改善住房条件，增加了厨房、卫生间和阁楼，腾迁出
来的面积部分用作多功能空间，附近的小学常在这
里举办红色故事会、非遗技艺交流等活动。

对于私家院落采用了“共享院”理念。一座大
宅院由设计方加以改造，完成后屋主自愿向街巷开
放，此处成了网红打卡点，居民也改变了从前的封闭
状态，成了“网红居民”。

更新同样强调年轻化、参与性、体验感、室内与
街巷空间的融合，设置了口袋公园、剧本杀馆、欢乐
茶馆、创意西餐厅、24小时书吧等充满青春活力的
空间，使得整个街区更有魅力和创意，吸引了更多游
客和年轻人。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董亦楠

文旅居融合，
老街区成网红

作为第三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的两大主题论坛之一，第三届大运河城市文旅消费论坛24日在苏州举行。

论坛以“创新文旅消费，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邀请政府、学界、业界、金融界等领域的嘉宾，聚焦消费新场景、产业数字化、运河与城市共生共荣等话题展开互动交流、思维碰撞。

挖掘运河沿线文旅消费新引擎、新亮点，论坛发布了《2020—2021年度江苏文旅消费热力榜》，从“人气”“创新”“场景”三大维度，评选出今年江苏文旅消费的热点项目。在主旨演讲和案例分享两

个环节中，与会嘉宾围绕“文化+”引领创新，“+文化”实现破圈，深度探讨文旅融合如何助力消费升级，博物馆如何促进所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文化街区如何通过在地化和微更新焕发青春，沉浸式

演出如何成为城市新地标，文化资源如何转化成文化IP，以期彰显运河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对运河文旅消费转型升级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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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沧浪
亭里演出的昆曲

《浮生六记》是中
国第一个沉浸式
戏曲演出。

因为是为苏
州打造，《浮生六
记》与园林和昆
曲两大世界级非
遗“混搭”，但主
创团队提炼的其
实是审美，包括

苏式生活、苏工苏作，都是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代
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布衣菜饭，可乐
终身”的价值观与当代“小确幸”的生活追求吻
合。做项目的顺序首先是做价值观的梳理，然后
通过内容建立形象，再找到故事，最后才是做多元
的演艺，这样才能把文化资源转化为IP。

这个文化IP衍生出三条产品线，第一条是昆曲
演出线，2018年园林版，2019年剧场版，2020年厅堂
版，今年跟上海合作推出海上版，一直在迭代，被称
为戏曲演出的奇迹；第二条是文旅产品线，可以开展
各种主题游园会，对接新品发布、商务会议、高端研
学和团建；第三条是文创产品线，我们跟画家南瓜推
出了手绘卡通形象，形成了50余款产品的SKU。

——TEAM X非遗创新文旅联盟主理人、
沉浸式昆曲《浮生六记》总制作人 萧雁

千亩郁金香
竞相盛放，荷兰
风车、热气球点
缀其中，远处是
一排排哥特式建
筑，矗立的欧式
尖顶教堂格外亮
眼——盐城大丰
荷兰花海景区，
被誉为中国的荷
兰村。

荷兰花海是
如何无中生有，成为大家心中“爱情圣地”的？王潮
歌“只有”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只有爱》落地荷兰花
海，为花海注入爱情这个灵魂。《只有爱》是沉浸式实
景互动佳作，观众观赏戏剧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成为
了戏剧的一部分。在大丰荷兰花海，每天有50场以
上戏剧同时上演，一次无法看完，每进入一个剧场都
是在众多戏剧中做出选择。

选择盐城是因为王潮歌觉得目前国内缺少一
个专门讨论爱情的地方，而荷兰花海可以承载这份
纯粹，王潮歌想把她心中的爱安放在这里。

郁金香预示着永恒的爱，花期正是每年新人结
婚的旺季。据统计，每年大约有12000对新人在荷
兰花海拍婚纱照，约有5000对新人在此缔结婚约。
越来越多的爱情故事喷涌而出，逐渐在这里汇聚。

——荷兰花海旅游发展公司总经理 金珍云

从无中生有
到“爱情圣地”

以“文化+”引领，用“+文化”破圈
——第三届大运河城市文旅消费论坛聚焦文旅赋能城市

□ 本版撰稿 王宏伟 于锋 周娴 摄影 余萍 蒋文超

在论坛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
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以《新局、新
势、新经济——文旅融合助力消费升级》为题，
发表主旨演讲。

厉新建表示，在今天的新发展格局当中，消
费日益重要。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
比重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
分点，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提
高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改进消费环境、开
拓消费增长点是新发展格局下的重点工作。“十
四五”和2035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
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扩大节假日消费，完善城乡

融合消费网络……可见，旅游消费是消费升级
的重要方向。

“吃有肉、住有楼，还有闲钱去旅游。旅游
是必需品，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
厉新建说，旅游消费是生活品质改善和提升的
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改善和提升生活品质的重
要平台。共同富裕也对旅游消费升级提出新要
求。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共同富
裕。闲暇时间是“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是为
了“使人人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如何让旅游“更有意义”？厉新建认为，应
该重视文化的力量，文旅融合在助力消费升级
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
目标对文化和旅游发展战略有这样的描述：要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他
说：“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把文化传递并深入到人
们心中。旅游正日益成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
重要的消费方式，每年国内游客有60多亿人
次，这显然是传递文化极其重要的方式。”

江苏是旅游强省，对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厉新建认为，要协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
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
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
工程建设，期待江苏通过科技赋能打造更多的
沉浸式体验，做到主客共享，不但让外地游客获
得难忘体验，也要让生活在大运河边的运河儿
女更深入了解运河，熟悉运河。

厉新建：让运河文旅有意思，更有意义

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在文旅融合、文旅消费
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大运河文化带、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今年6月刚刚
开馆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给出了自己的探索。
24日，在第三届大运河城市文旅消费论坛上，中
运博馆长郑晶表示，一座好的博物馆既是公共
文化客厅，也是旅游目的地，为一座城市的文旅
融合“引流”。

在题为《景观、体验、遗产活化——文旅融
合下的博物馆与城市》的主旨演讲中，郑晶表
示：“博物馆在教育、审美方面契合了旅游资源
的核心——吸引力，2008年我国公立博物馆免
费开放以来，博物馆旅游日益火爆，博物馆在全
国等级景区名单中已经占有相当比重。”

她举例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15年
为纽约制造了9.46亿美元的收入，当地直接税
款受益达9460万美元，10多年前法国卢浮宫博
物馆每年带动的消费就高达6亿至10亿欧元。
在国内，负责中运博运营的南京博物院2018年
为南京带动了16.19亿元的旅游收入，对GDP

的综合贡献为26.956亿元。
中运博的建设、展览和运营贯彻了高质量

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的定位要求，一方面博物馆
本身免费开放，让公共文化服务发挥最大的社
会效能；另一方面关注观众体验，努力打造一个
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

大数据提供了有力证明。中运博今年6月
16日开馆，实行全员预约，免费开放，试运行期间
每日限流1万人，至7月16日共接待游客25.3万
人。从性别上来看，观众中女性占60.7%，租借
导览器的观众中女性占68%，这表明女性成为观
众主力军。从年龄上来看，40岁以下的观众超过
总人数的50%，租借导览器者占比达69.2%，可
见年轻人是观众主力。此外，扬州本地观众占
54.43%，非本地观众占45.57%。郑晶说：“这是
我们非常乐意看到的，我们希望中运博给来扬州
的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增加外地
游客在扬州的停留时长。”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不仅是展览空
间，还是文化空间、旅游空间、休闲空间以及购

物空间。中运博致力于打造综合文化休闲空
间，为来自各地的观众提供集展览、学习、活动、
剧场、文创、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观众
可以在内庭花园和楼顶花园感受扬州的园林特
色，可以在大运塔和今月桥上俯瞰整个三湾景
区，可以在庭院咖啡欣赏光影的变化，也可以在
水韵剧场观看传统戏曲展演，还可以在公众餐
厅品尝非遗美食，分布于馆内外空间的现代雕
塑艺术品也有效地提升了博物馆的艺术氛围，
营造出运河文化的美学属性。

“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既是展览，
也是休闲与购物的空间，以城市景观再现的方式
引入“实体”经营和“活态”展演模式，展厅可参
观、可体验、可互动、可餐饮、可购物。展厅以大
运河沿线典型城镇村落为依据复原街巷建筑空
间，如街道、商铺、码头、米店、戏楼、民居、牌坊
等，观众可在街巷中穿梭游览，观众可在茶馆喝
大碗茶、听相声和评书，买到大运河沿线的特色
非遗小吃和工艺品，通过购买“交子”样式的卡券
到公众餐厅兑换品尝，以增加餐饮的趣味性。

郑晶：博物馆，既是文化大客厅也是旅游目的地

晨雾缓缓散开，几十栋夯土老屋，伴着连绵
青山、悠悠白云。

记忆中乡村的样貌悄悄露了出来。
这是位于浙江的网红村落野马岭，由内建

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沈雷用40幢老房子改造
而成。

据沈雷介绍，野马岭是个有着400年历史
的村落，他们通过梳理村落的肌理和当下生活
的状态，没有新建任何建筑，让它变成了一个可
以居住的美丽空间。“很多老房子是夯土的，经
过日晒雨淋都倒塌了，我们加固保护，让倒塌房
子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村落位于山丘上，我们在
后山设置了40米的观光电梯，解决安全性和村
落保护的关系。”

落成两年后，野马岭多了些生活的痕迹。

在这个历史悠久而又传统的村落中，山石古树
被包裹于新垒筑的石墙缝隙，新和旧、夯土和石
头、钢铁和玻璃、保留和改造、新建与原筑混合
共存。

在沈雷看来，敬畏自然、尊重原生建筑非常
重要。他说，微更新，需要去遵循原来的东西，
更细微地关注生活，“这样才能保存人们的记
忆，也让我们心灵有所寄托。”

另一个微更新的典型是2019年末，一跃成
为苏州“网红”地标的双塔市集。

过去的20多年里，它叫双塔菜场，是一个
普通的农贸市场。电商和超市的强烈冲击，使
农贸市场面临生存危机，“平江路非常热闹，有
很多老居民，整个菜场2500平方米，大部分是
老人去买菜，很少有年轻人光顾。”

怎么让更多年轻人聚在这里？沈雷在改造
过程中，加入了很多的苏州文化元素：铺位标示
等是用苏州码子以书法字形重新编排的。小吃
区的招牌选用苏州桃花坞年画的桃红柳绿为底
色，配上来自苏州方言的小食名称。市集背景
是委婉动人的苏州评弹，店铺墙上的果蔬、编织
器具的陈设体现了江南农家的情调，还原真实
生活的样子。

从“双塔菜场”到“双塔市集”，是对未来理
想城市空间的探索。沈雷希望通过改造，能激
活公共社交区域，回归大家对理想生活的盼望。

沈雷认为，城市的改造，不能只着眼于大拆
大建，可以通过细节的“微更新”，既保留原汁原
味的特色，也能真正提升大家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是面子和里子都要兼顾的工程。

沈雷：微更新，需要遵循原有的东西

什么是城市地标？就是到一座城市一定
要去的地方，比如到长沙得去岳麓书院，去长
春得去长影，去西安得去看兵马俑，去南京得
去夫子庙。

什么是城市新地标？就是除了这些传统的
地方外，现在必到的打卡地，比如长沙的文和
友，那里重构了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场景，主
打“沉浸式消费”；长春的“这有山”，将一座山装
进一个购物中心，成为最像景区的商业综合体；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灿烂千年尽在眼前。

作为每年要跑一两百个项目的付费用户，
万娱引力创始人周箫用“银子”、眼睛和脚丈量
它们的“地标”程度，并把考察报告发表在微信
号“宇宙沉浸指南”上。他在演讲中表示，“城市
新地标”的打造秘籍就是8个字：沉浸赋能，主客
共享。具体来说，要通过沉浸式思维来构造产
品，增强用户体验感；与这座城市中的其他地方
足够差异化；住这座城市的本地人经常去；来这
座城市旅行的外地人必须去。

2020年，他作为总导演，把这种理念化作

了南京新地标——大型实景360°全沉浸互动
演出《南京喜事》。该演出首创了540°全沉浸
感官盛宴，通过21座国风演剧空间、827样道
具展现18种南京非遗，拥有90—735分钟高
密度剧情，实景还原了清代南京城。《南京喜
事》获得了文旅部中国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
新项目；中国文旅新营销峰会中国文旅先锋
奖；中国文旅大消费龙雀奖年度最佳沉浸式
体验项目。

“沉浸式演艺类似沉浸式中国大片，用沉浸
式活化历史。它不是实景演出，让当代人看故
事、听故事，而是沉浸进去，参与故事。”周箫说，

“体验者不再是看客和观众，你就是那个朝代的
人，你所经历的就是那个朝代的事。”

为了创作，周箫团队跑了南京数十个博物
馆，从数十本关于南京的资料中提炼了十万字
的精华文化素材，最终将昆曲、医药、古琴、武
术、云锦、竹刻、金陵小吃、秦淮灯彩、南京白局
等18种南京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摸
得着、能上手的互动体验，让人更好地感受并爱

上这个城市。
演出以宁老爷子大寿为故事背景，其间穿

插各方恩怨故事，参与者以八位子孙所邀宾
客身份浸入这个世界，和八位子孙一同化解
恩怨，联手贺寿。这就意味着演出有8条故事
线，一位用户一次只能体验一个剧本，要想体
验全部剧情，至少要刷8遍。8条故事线中埋
了200个以上的彩蛋，即使多刷，用户每次也
会有新鲜体验。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沉浸式+娱乐、沉
浸式+演艺。”周箫说，“未来我们还可能会做
沉浸式+餐饮、酒店、温泉，甚至还可能有沉浸
式+一座城，这是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型总导
演而不是艺术家型总导演或者企业家型总导
演的理想。”

这种理想来源于他考察过和做过的项目，
并将之提炼为五大元素：文旅、商业、演艺、新奇
体验、休闲展览，将这5种产品模型进行加工创
意再融合，这样的沉浸式综合体（目的地）就是
为文商旅赋能的“神器”。

周箫：打造城市新地标的秘籍是什么

吃 有 肉 、住 有
楼，还有闲钱去旅
游。旅游是必需品，
是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的重要指标。

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博物馆不仅
是展览空间，还是
文化空间、旅游空
间、休闲空间以及
购物空间。

城市的改造，不
能只着眼于大拆大
建，可以通过细节的

“微更新”，既保留原
汁原味的特色，也能
真正提升大家获得
感和幸福感。

沉浸式演艺不
是实景演出，让当代
人看故事、听故事。
沉浸让体验者不再
是看客和观众，你就
是那个朝代的人，你
所经历的就是那个
朝代的事。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