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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秀
作品展示区里有一块特别小清新的

区域，文化 T 恤、笔记本、明信片、书签、
环保袋等物件传递出浓浓的文艺风，可爱
的卡通造型和时尚鲜明的配色“收割”了
大批年轻“粉丝”，这是由湖南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的师生们设计的
铜官主题周边文创产品。

“这批文创产品分几个系列，虽围绕
同一个主题， 但有着不同的灵感来源，采
取不同的设计手法。”系主任鲁雯介绍，比
如“戏婴”系列，设计灵感来源于长沙窑戏
婴手执壶上的纹样，以戏婴为原型，结合
铜官当地的风俗故事来绘制插画。画法模
仿长沙窑传统模印贴花表现手法，颜色则
以长沙窑常用的绿釉、鸡血红、酱釉等为
主，胖嘟嘟、圆滚滚的婴孩在玩瞎子摸鱼、
放风筝、用铜铁兑糖，颇有几分年画的味
道，体现出当下流行的“复古”风情。

“铜官古韵”月份牌的设计则更加年
轻时尚，人物造型更卡通，用色也更活泼。

“这个设计的灵感来源于铜官当地文化中
的‘大日子’。 ”鲁雯介绍，比如四月初八

“烧头窑”、八月十五烧“宝塔”、休息日“晾

网”等，将这些民间习俗画成月历一般的
月份牌，当地民众可以在适合的月份贴在
墙上，也可以印刷在更多实体产品上让游
客带回家。

而这批产品中最具实用价值的非铜官
艺人陶瓷包装莫属了。“我们在铜官调研
时，发现当地有许多陶瓷手工作坊，陶器很
精美，作坊主却缺乏品牌包装意识，卖给游
客时往往用废报纸裹着，让产品看起来‘很
掉价’。 ”鲁雯和她的学生们便以长沙窑陶
器基本配色为底色， 辅以莲花等铜官窑传
统纹饰插画，设计制作了一些产品包装纸、
包装盒、环保手提袋，既增强了铜官陶瓷产
品的辨识度，也便于游客买来做伴手礼。
●创客说

对文化遗产特别感兴趣的鲁雯近年
来一直带着她的学生团队，围绕各种文化
遗产做一些带有研发性质的产品设计。比
如近期湖南省博物馆的古埃及文物特展
中，刷爆朋友圈的“三神”卡通形象就出自
他们之手。

“我们锁定一项设计主题后，整个团
队会长期驻扎在文化现象所在地，深入开
展田野调查。”鲁雯介绍，通过调研当地人
文历史、民风民俗、工艺流程等，建立独立
数据库，再据此延伸设计各种类型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此次提交的作品
中还有一项“长沙窑互动娱乐游戏界面设
计”， 是前 30强入围作品中唯一的数字化
产品，设计理念是将长沙窑和传统陶瓷文化
融入手机网游，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更加轻松
有趣的方式来了解长沙窑的制陶工艺、发展
历程，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论是实体产品，还是数字产品，我们
设计的目的都是将当地文化传播得更远。 ”

谢 璐 杨 园

11 月 27 日，“锦绣潇湘 快乐长沙”2018
“铜官窑古镇杯”文旅创客大赛颁奖典礼在长
沙市望城区隆重举行， 一个个兼具美观性与
实用性的文创作品吸引了大众眼球， 引爆了
舆论热点， 更为湖湘文旅产业发展点燃了灵
感的火花。

潇湘大地文化底蕴深厚，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将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作
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要抓手，培

育了一批旅游知名品牌，推动旅游业成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战场。 作为湖南的省
会，长沙更是文创福地，全国首批 24 个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世界媒体艺术之都、东亚文化之
都等美誉为文创提供了深厚的资源素材。

近年来，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

度假区、华强美丽中国·长沙文化产业示范园、
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化城、湘江欢乐城、炭河
古城等为代表的大型文旅项目投资建设，为长
沙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特别是市
委、市政府出台的《长沙市文化产业加快转型
创新发展实施产业倍增五年计划》、 人才新政
22 条、科技创新“1+4”和开放型经济“2+4”等
政策叠加实施，优化了长沙旅游与文创融合发
展的政策环境，推动形成了以影视传媒、动漫
游戏、新闻出版、演艺娱乐、文化旅游、民间工
艺为主体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一处湘江古镇群，半部湖湘文化史。 ”在
“铜官窑古镇杯”文旅创客大赛举办地望城区，
当地政府通过挖掘古镇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
游业，率先启动湘江古镇群落复兴实践，以“记
得住乡愁、留得下脚步”的湖湘文化展厅、湖南
旅游客厅为目标，持续升级打造“湘军小镇靖
港、湘陶小镇铜官、湘食小镇乔口、湘戏小镇新
康、湘学小镇书堂、湘艺小镇丁字”六张特色文
化名片。

望城通过扎实开展调研、 推进项目建设、
引入专家智库团队，为全域旅游及文创产业发
展全面把脉；出台《长沙市望城区创业创新工
作实施方案》， 搭建铜官创客中心等创业创新
基地，为文创“孵化”提供平台；出台《长沙市望
城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
行）》，用“真金白银”奖励的方式激励、扶持创
新创业载体发展；近两年，更大力举办锦绣潇
湘文旅创客大赛等活动，广发创客“英雄帖”，
征集创意“金点子”，用实打实的扶持资金、落
地政策、 推广平台来吸引广大文创人才入驻，

为望城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设、文旅产业创
新带来了全新动力。

如今，该区已拥有 200 多家文创企业，包
括传统文化类、休闲文化创意类、互联网文创
类等，以湘江古镇群为代表的望城大地，不仅
吸引游客拥抱向往的生活，更成为创客“生根
发芽”的沃土。

在靖港古镇，鳞次栉比的商铺中，湘绣、布
鞋、小钵子甜酒、靖港香干、豆子芝麻茶等传统
手艺和特色美食在创客的点拨下焕发全新的
生命；在铜官陶城，长沙窑的千年窑火与黑茶
文化、主题公园、年轻团队、时尚元素、互联网
社区碰撞出更多可能；在乔口渔都，白壁飞檐
的江南明清风格民宿和江波渔火为“久在樊笼
里”的市民带来一场水乡暖梦；在白箬铺镇，集
优质农产品生产、农业科技展示、农村文化传
承、乡村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光明大观园”让游
客流连忘返……

可以预见， 望城全域旅游将以文创为翼，
如雄鹰一般展翅翱翔。

谢 璐

作为“锦绣潇湘·快乐长
沙”2018“铜官窑古镇杯”文
旅创客大赛的首席专家评
委，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
会长何人可全程关注并参与
了此次大赛。 在颁奖典礼现
场，他接受了本报专访。

如何更好地做好文创？
何人可的回答一针见血：文
创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文
化，不是“朝后看”，而要“朝
前看”。

首先， 要有市场意识，
做符合当前旅游市场需求，
尤其是年轻旅游者需求的
文创设计。 1000 多年的传
统陶瓷文化确有其珍贵之
处，但审美、用途等已不能
符合当下消费者的需求，我
们做的设计就是要将传统
文化特质与年轻人的审美
需求无缝衔接，使产品具有
很强的落地性，能够立即投
入市场。“比如这次参赛的
星·长沙窑系列灯具。 ”对参
赛作品如数家珍的何人可
信手拈来一个实例，“将长
沙窑陶瓷的用途从盛水变
为了照明，就是根据时代需
求做了巧妙的设计转变。 ”

其次， 要有国际化格
局，做符合全世界消费者需
求的文创设计。长沙窑自古
就具有全球化视野，是非常
前卫的， 而非因循守旧的。
作为唐代“外销第一窑”，为
迎合异域市场需求，大胆吸取西亚、波斯的艺术
风格，胡人舞乐图、狮林图、椰林等装饰常见于瓷
器内壁， 因此其产品远销 29 个国家和地区。 如
今，我们也是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来复兴长
沙窑，要学习祖先的开放精神，做国际游客也能
喜爱的文创产品。

再次，要有互联网思维。在互联网时代，地方文
化展示、产品设计、制作、销售、运输等各方面、各环
节都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加强对创客、作坊主、当地
群众的培训，助推他们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

创客们的妙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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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璐

“锦绣潇湘 快乐长沙”2018 年度“铜
官窑古镇杯”文旅创客大赛于今年 6 月启
动，历时 4 个多月，受到湖南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湖南工艺美术学院等省内 10 余所
专业院校，以及长沙、株洲、岳阳、自治州
等市州近百家文创企业的积极响应，也吸
引来自台湾实践大学和杭州、大连、广州

等地专业团队关注，共征集到 1300 余件参
赛作品，囊括特色民宿、非遗手作、时尚食
品、服饰家纺、创意工艺品、数字产品等。
经过初赛、复赛、网络票选等环节激烈角
逐，一批优秀的设计脱颖而出，它们既展
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又可切实转化为旅
游商品，是真正既有灵气、又接地气的文
创作品。 现采撷部分佳作展示， 让我们一
同走进创客们的妙想世界。

创意，为全域旅游插上腾飞的翅膀

●作品秀
村口的老寨门上， 爬满了鲜活的绿藤；

依水而建的房屋，回荡着嘹亮的侗歌；小河
上那座百年风雨桥， 走过背竹篓的阿妹；鼓
楼的木梁上，还保留着褪色的花纹……在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城，一幢
依山傍水的建筑吸引了众多游客的脚步，那
便是“九山半水”民宿。

“贵州黔东南山多地少，当地有一条形象
的说法‘九山半水半分田’，民宿的名字就取
自于此。 ”主设计师邱军娓娓道来，“这栋民宿
是对两栋老民居进行的改造， 设计的核心理
念是让建筑融入古镇环境的同时， 也注入现
代生活的舒适与便利。 ”可以看见，民宿的外
立面运用了小挑檐、灰青砖等传统建筑元素，
整体与周边街景有机融合； 侧面的木板格栅
窗则取材于原建筑，保留了岁月的痕迹，经过
重新剪裁、打磨、上漆，这些老旧木料再次焕
发出迷人光彩。

走进民宿，一楼为敞开式多功能空间，囊
括前台、大型图书架、开放式自助厨房、多功
能放映厅等， 水波纹吊顶与悬挂的大量蓝染
布营造出浓烈的侗家临水氛围。 值得一提的
是这里的公益图书馆， 远道而来的城市客人
若为当地儿童捐赠读物， 那么店家便会免费
为其提供客房。 楼上的 26间客房里，素水泥、
石块、柴垛等粗犷元素与吊顶、家具的细腻形
成强烈对比， 全景式落地窗让山水美景毫无
保留地映入旅客视野，临窗静卧，任凭光阴游
走，自可安然入眠。

●创客说
“九山半水”出自湖南路边旅行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这是一个集合了旅拍摄影师、建筑
设计师、互联网运营人、海归文创大学老师等
角色的年轻团队，他们以做旧房改造、小体量
民宿、创意 loft 办公空间及主题餐厅为主，以
众筹的方式发起项目， 集结更多有共同梦想
的朋友一起努力。

在设计过程中， 他们讲求设计整体化，注
重体现建筑的地域特色，团队往往先深入项目
所在地采风、调研，充分理解当地人文历史、风
俗习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设计主题，然后以
此统领各项设计，包括外立面、内部空间、周边
产品等。 在“九山半水”项目正式开工前，他们
花了近半年时间，登上寨中最高的山，潜入村
中最深的街巷，只为寻觅侗乡最美一隅，同时
经过 40多次碰撞，才形成了现在的设计方案。

“我们坚信，在旅行中，路边才有最美的
风景。 ”因此他们不仅造漂亮的房子，还精心
打造旅游社区， 成为连接旅客与当地文化之
间的桥梁。 他们采取与当地人合作的方式，以
民宿为中心， 将数小时车程以内的景点全部
打包进旅游路线。 在侗乡，游客可以跟着当地
银器匠人学做古银器， 跟着酿酒师山间采野
果酿果酒， 跟着龙舟队长体验赛龙舟的热血
喷薄，领略最原汁原味的苗侗文化。

近年来， 该团队完成了铜官国际艺术中
心艺术家工作室、镇远小青瓦精品民宿、清迈
路边花园酒店度假村、 西江苗寨山鼓精品民
宿等项目，大多数已陆续投入运营。

●作品秀
大赛颁奖典礼的作品展示区， 一套外

形颇为奇特的长沙窑“陶器”吸引了众人的
目光。

这套“陶器”中有执壶、罐、瓶等不同器
型，却都只有下半部分，上面一半残缺的部
分以白色的 PLA 材质包裹补全，残缺的陶
片与新材料共同勾勒出完整的流线， 组合
成一只“陶器”，也颇有一番美感。

正当众人在研究这到底是何物时，工
作人员打开了后边电线上的开关，这组“陶
器”忽然间亮了！ 柔光透过 PLA照射出来，
令人觉得无比温暖、舒适。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一组台灯！ ” 接着便纷纷感叹：
“设计得真巧妙啊！ ”
●创客说

这一套极具设计感的台灯出自湖南大
学建筑学院 DAL数字建筑实验室。

“到长沙窑调研时，我们发现保存至今
的完整陶瓷文物并不多，但陶瓷残
片非常多，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某种
方式，让这些珍贵残片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呢？ ”湖南大学建筑学

院环境设计系主任、DAL 数字建筑实验室
创始人胡骉介绍，“自古就有的焗瓷技术给
我们带来灵感，我们可以利用 3D 打印技术
来补全陶器残缺的部分。 ”

经过扎实调研、拜访铜官陶艺大师，他
们搜集了大量长沙窑器型资料，依据形状、
尺寸等建立了数据库。 设计过程中，首先通
过三维扫描，精准测量残片的工艺数据，然
后与数据库比对，得到补全器型所需数据，
再运用 3D打印技术得到补全的 PLA 材质
部分，将两者合一，便得到了一个集古代工
艺与现代科技于一体的台灯。“当然，消费
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 在数据库基础
上进行个性化创作定制， 每一盏灯都是独
一无二的。 ”

“这一设计让陶瓷残片变废为宝、古为
今用，实现了人文价值、审美价值与实用价
值的三合一。 ”胡骉表示，“它也包含中国传
统文化在当代再现光明的吉祥寓意， 让文
物‘活起来’，成为寒夜里的温暖之光、家庭
里的幸福之光、城市里的文化之光。 ”

【九山半水民宿】

【星·长沙窑系列灯具】

【铜官周边文创产品系列】

“九山半水”民宿一楼多功能空间。

铜官艺人陶瓷包装设计。

星·长沙窑系列灯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望城区旅游局提供

获奖的创客上台
领奖。 范远志 摄

颁奖典礼现场，原
汁原味的侗族山歌将
观众带往黔东南的青
山绿水间。 范远志 摄

▲

▲

获得冠军的作品“湘军主题系列文创”，将
湘军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范远志 摄

何人可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