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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乐园整体输出海外，动画电影
《熊出没》进军欧洲、亚洲和南美市场，动
漫作品出口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深圳华强方
特文化科技集团从影视科技设备提供商
起步，如今已形成包括动漫、电影、主题
演艺、文化衍生品、文化科技主题公园在
内的全产业链，并将高新科技引入传统
文化，将中国文化产业逐步推向世界。
近日，记者走进华强方特，一探这里的产
业秘密。

体验中传播中国文化

“让世界了解中国，对外传播中国文
化，讲述中国故事是华强方特一直以来
的追求。而华强方特的方式是通过创意
和设计，让海外游客以快乐参与和体验
切身感受和体会中国文化魅力。”深圳华
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总裁刘道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华强方特不断
借助企业力量，用高科技手段对外传播
中国故事。

华强方特是目前国内惟一具有成套
设计、制造、出口大型文化科技主题乐园
的企业，在国内研发和运营着“方特欢乐
世界”“方特梦幻王国”“方特东方神画”

“方特水上乐园”等四个主题乐园品牌，
在沈阳、郑州、厦门、天津等地运营着 20
个主题乐园，并将该模式输出到伊朗等
国家，开创了中国文化科技主题乐园“走
出去”的先河。

据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副总裁
尚琳琳介绍，截至目前，华强方特已
为 伊 朗 主 题 公 园 提 供 了 前 期 概 念 设
计 、 总 体 规 划 、 建 筑 设 计 的 全 套 服
务，出口销售主题公园的全套设备和
影片。华强于伊朗伊斯法罕建的“方
特欢乐世界”自 2014 年 8 月开业后就
成为当地旅游热点。目前，华强方特
正在重点推进与法国、沙特阿拉伯、
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主题乐园项目洽
谈。“不仅有乐园品牌输出，华强方特
还提供培训和运营管理服务，进行品
牌和知识产权授权，此举开拓了主题
乐园海外投融资合作、品牌授权服务
新模式。”尚琳琳说。

记者注意到，在华强方特自主知识
产权的主题乐园中，“水漫金山”“女娲补
天”“聊斋”等中国经典故事变成了恢宏
壮观的体验项目，这些故事承载着中国
文化，在影视仿真科技、全息投影、超感
体验等多个领域的高科技技术帮助下，
结合娱乐机器人、特种车辆、飞行模拟器
等高科技设备，以参与、体验、互动的创
新展示方式，让游客在体验中潜移默化
地感受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故事。

以“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为例，
“魅力戏曲”“千古蝶恋”“九州神韵”等十
余个华强方特自主设计研发的大型项目
就重点讲述了华夏历史故事、中华传统
文化艺术、中华民俗风情。其中，“魅力
戏曲”项目采用大型自动无轨寻迹式游
览车和 360 度立体环幕项目形式，通过
虚实景结合、360 度环幕等形式，让游客
进入实景古城聆听风华雅韵。

“事实上，华强方特主题乐园在技术

水平上，与迪士尼、环球影城这些国际一
流的主题公园早已经缩小了差距，项目形
式也是参与交互体验的方式，最大差异是
品牌和文化。”刘道强指出，“迪士尼、环球
影城的主题乐园是基于美国文化，而华强
方特的文化根基在于中华5000年的历史
文化积累，这是华强方特在内容创作上取
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也是华强方特作为中
国专业的主题乐园企业拥有强烈民族文
化自信的理由”。刘道强将其总结为“国
际范+中国味”，整体项目技术和表现形式
国际通用，不比别人差，但讲的是纯中国
味的故事，让人们在“好玩有意思”的体验
中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高科技描绘文化故事

早在 1998 年，华强方特的前身还是
一家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集成的公司，
而这一科技基因从一开始就为其文化发
展注入了不一样的血液。2000 年，其

“180 度环形银幕立体电影成像技术”取
得美国发明专利，“环幕 4D 影院”也于当
年闯进海外市场。

今天，随着科技与文化的不断融合
发展，华强方特已经形成了特种电影多
条生产线规模化生产，动画产量和质量
不断提高。华强方特原创动画片先后在
央视少儿等 200 多家国内电视台和多个
新媒体平台热播，累计出口 20 多万分
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
利语等多国语言，覆盖美国、意大利、俄
罗斯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尼克
儿童频道、迪士尼、索尼等国际主流媒
体。同时，华强方特的“环幕 4D 影院”也
已出口至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 40 多

个国家，在全球建立起 70 多个拥有“华
强”品牌的“环幕 4D 影院”，同时每年配
套出租特种电影 20多部。

“影视作品的传播力非常强，比如华
强方特推出的《熊出没》电影，在土耳其
上映第二周便跃居同类电影票房第一
名，超过第二名《坏猫》近 3 倍，后者是土
耳其本土最大的动画制作商生产的动画
电影。”刘道强说。《熊出没》系列电影展
现了大量中国东北地区的风俗文化，故
事内容轻松幽默，同时传达出自然、环
保、健康、快乐的思想，也传递着正直、勇
敢、情谊、团结的正能量，在土耳其、俄罗
斯、韩国、菲律宾、秘鲁、玻利维亚等十余
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均取得了很好的票
房成绩。华强方特多年来出品了众多优
秀的动漫作品,包括《生肖传奇》《小鸡不
好惹》《小虫虫有大智慧》等等，先后荣获
法 国 戛 纳 电 视 节 儿 童 评 审 团“Kids’
Jury”大奖、开罗国际电影节“特别提名
奖”、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雷米奖，入
围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BIFF Cinekids
奖、法国昂西电影节水晶奖等。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华强方特就制
订了多元化发展路线，比如华强数字动
漫实现了以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库管理
技术、大容量无间隙渲染阵列等自动化
技术为核心，全无纸化、规模化、专业化
生产，陆续创作了一系列高水平动画作
品；华强特种电影还掌握了影视数码科
技、影视仿真科技、超感体验和影视后期
特效等成套影视制作专业技术，自主研
发了多种智能化拍摄系统，推动了特种
数字电影产业化；华强主题演艺凭借自
动控制、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陆续打造
出“猴王”“孟姜女”等多个国际顶级水准

的高科技主题演艺项目，连续两年摘获
全 球 最 大 主 题 公 园 游 乐 设 施 展 美 国
IAAPA 铜环奖的“最佳表演奖”和“最震
撼人心奖”。华强方特文化衍生品整合
了特种电影、数字动漫、主题演艺、文化
科技主题公园等领域所拥有的主题、故
事、形象等知识产权，广泛开展其创意、
设计与品牌授权合作。

在刘道强看来，只有“中国制造”与
“中国创造”并举，才能打造属于中国自
己的品牌。刘道强认为，华强方特不同
于其他企业，确立的创意、研发与内容创
作是企业 3 大核心，并建立了专业的创
意院、文化科技研究院和设计院等 3 个
专业创意研发机构。三院共同承担华强
方特文化科技产品的科研与设计工作，
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基
于现有创意设计、研究开发和全产业链
运营能力，华强方特还针对不同区域、不
同主题、不同内容的文化需求，提供有针
对性的创意设计定制服务，能承担文化
科技产业基地和主题公园的整体创意与
设计。

目前，华强方特已申请近 200 项国
内外专利、近 400 余项商标，拥有 300 余
项著作权和软件产品登记。“建立完善的
知识产权体系，对自己而言是种保护。”
刘道强说，从设计到制造、从软件到硬
件、从管理到运营，“华强”品牌可以完全
掌握在自己手里。

“华强方特非常重视国际化发展战
略，未来的目标就是将中国文化和智慧
借助作品传递到全世界。”刘道强称，“中
国要成为文化强国，一定要讲好中国故
事，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产生影响
力，而企业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多元化发展打出组合拳，为创建文化品牌奠定良好基础——

华强方特：让中国风吹向世界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杨忠阳

本版编辑 梁剑箫

南昌古玩城打造文化地标——

有玩家，才有市场
本报记者 刘 兴

“没什么，只是玩玩，喜欢而已。”近日，在江西省
南昌市“捣鼓”瓷器 30 多年的资深“玩家”肖涵，拉
着几个老藏迷来到南昌古玩城参加文化夜市活动，拿出
随身携带的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件瓷瓶底座的铭文。除
了自己逛，吸引老肖的还有这里定期举办的鉴宝会、博
览会、拍卖会⋯⋯逛累了，就在旁边小吃摊上品尝地道
美食。正是由于有了肖涵这样的“玩家”，由江西印刷
厂“华丽变身”的江西南昌古玩城，如今已经成为南昌
市西湖区蓬勃发展的“文化新城”。

在南昌生活 64 年的肖涵清楚地记得，从小学到大
学，南昌古玩城所在地是个印刷厂，油墨味、裁纸声伴
随了他半辈子。“印刷厂刚好和我同岁，1952 年我出
生，3 个月后，江西印刷厂就在我家旁边拔地而起。”
肖涵称，在经历了一段风光期之后，开始没落的江西印
刷厂最后被迫搬离市区，剩下 40 多亩地的老厂房。为
了盘活西湖区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老城区旧
改典范，西湖区将江西印刷厂地块整体“打包”，投资
2.5 亿元打造以古玩艺术品交易为主的文化产业园区，
巧妙组织空间，让 7 座白墙黛瓦的楼阁、600 余家标准
商铺、20 余家大师级收藏馆、1200 平方米的展厅精妙
地分布其间，将装订大楼变成了如今的豫章楼，彩印车
间变成隆兴楼，配电车间变成洪州楼，印刷大楼变成滕
王楼。

“古玩市场，必须要吸引玩家才有市场。而要吸引
玩家，自然得要有创意的玩法，要有好的活动。”南昌
古玩城副总经理李强表示，开业以来，南昌古玩城共举
办了全国奇石文化展、全国红色文化收藏博览会、江西
春季茶博会、华夏文房四宝交易博览会，邀请央视 《寻
宝》 栏目走进南昌。

新玩法打造新活动，新活动聚焦超强人气，超强人
气带来的是大把商机。“淘宝、鉴宝、拍卖一条龙，不
出市场，文创百货、特色小吃、文玩淘宝一站式搞定。
随着人流的火爆，商机涌现，赚的比往年多多了。”在
滕王楼卖字画的老黄称，今年 6 月，市场接连举办了 6
场活动，7 月又开办文化夜市，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
来游玩，生意十分火爆。李强认为，南昌古玩城经过三
年沉淀，目前已经不单是一个古玩市场，而是朝着商业
综合街体的方向，按照“三区一街一广场”的格局，并
与绳金塔街区融合发展，打造成西湖区的又一个文化
地标。

文化远游需“软硬兼施”
栾立银

“大师美术馆群落”亮相上海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近日，以中国陶瓷艺术

界专家张松茂领衔的“国匠大师系列展”在上海开幕。
以“瓷语言”命名的张松茂陶瓷艺术成就展希望以世界
共通的陶瓷艺术语汇，促进大国工匠与大千世界对话。
同期展出的，还有“艺以载道——当代青年油画艺术作
品展”“上海瓷都国际视窗陶瓷雕塑艺术全球首展”
等。据悉，国匠大师系列展着眼于上海“全球城市”定
位，将成为“上海世界你好美术馆 HELLOWORLD2017
环球艺术周”预演。

“瓷语言”展结束后，张松茂美术馆将落户上海，
这也拉开了上海首创的百家“大师美术馆群落”建设序
幕。张松茂美术馆将与陆续建成的百家以大师名字命名
的美术馆一道，形成上海的独特文化景观。

中国金币总公司日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套装”，共计 6 万套，将从北京向全国其他中

心城市陆续投放。图为工作人员在展示纪念金章的正

面。 苏 笑摄

“二十四节气”邮票淮南首发
本报讯 记者文晶报道：日前，中国邮政在“二十四

节气”文化发祥地淮南举行了特种邮票《二十四节气
（二）》首发式。该套邮票一套六枚，内容分别是立夏、小
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6 个节气，每张面值 1.2 元，全
套面值 7.2元。

这套邮票是《二十四节气（一）》特种邮票的续篇，继
续延续前一套邮票新颖的设计理念，采取国画小品的形
式，将艺术与生活有机结合，以物候、民俗、农事为表象对
象，反映了夏季各个节气轮转中物候的变化。邮票由刘
金贵、王虎鸣设计，北京邮票厂印制。

据了解，我国正在申遗的“二十四节气”项目将天文、
物候、农事、民俗完美结合，不仅潜藏于经史子集，也存在
于传统伦理道德，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人民沿用。中国
邮政制定《二十四节气》邮票的长远发行规划，正是为申
遗擂动的重锤。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企业和

产品走出国门，中国文化正在不断影响

着世界，而要实现持续的、能够生根的

影响力，必须形成具有内容和创意的

“软实力”，也要具备独特和创新性硬条

件，以开放融合的姿态稳步向前。

从这个层面来讲，深圳华强方特文

化科技集团的探索是具有可借鉴意义

的。比如，其实现整体输出的主题公

园，符合当下体验经济时代的文化消费

模式，它的一些体验项目譬如梁山伯与

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美猴王

等，与中国民间故事结合紧密，与现代

文化产业、科技表现手段巧妙融合，成

为了跨文化、跨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可以说，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文化越

往前走越要科技化，科学也要文化化。

两者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顶峰会集。

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大

家必须认知的是，这种“走出去”应是

文化远游而非产品外销，是文化融合而

非价值入侵，是国际视野而非狭隘认知。

我们知道，《猫和老鼠》 已成为永

恒经典，这部老少皆宜的动画片里，汤

姆和杰瑞这对欢喜冤家之间的追逐和

“战争”，透露着机灵和幽默，给一代又

一代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观众带来了

无数欢乐。这一系列由美国米高梅电影

公司于 1939 年开始制作的动画片，没有

语言却似有千言万语，没有刻意强调文

化价值却令人流连忘返，而借助这些欢

乐的片段，人们自然而然就记住了它背

后的团队及其传递的文化魅力，与汤姆

和杰瑞有关的各类衍生品和周边也得以

深度开发，其 IP 价值得以实现最大化。

反观一些民间歌舞、美食出访、文化周

文化月等活动，可能在短暂喧嚣和热闹

之后并不能留下让人印象深刻、具有恒

久传播力的东西，以这类方式“走出

去”的也就只能被视为一次性消费的

“文化产品”，而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文化远游。

文化出口中，如何让具有文化差

异的群体欣然接受也是一大关键。各

地国情有别文化有异，这种差异有时

候就是一种天然的屏障，因为任何文

化都不具有最优性，人们不会全盘去

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所有因素。在这种

情况下，文化“走出去”过程中需要

注重文化融合，要善于结合当地本土

文化，创造出让世界接受的东方文化

载体。在这方面，华强方特的做法值

得借鉴，比如他们在伊朗建设主题公

园时，考虑到当地宗教文化特色，进

行有针对性的改变和调整。当然，这

种融合不仅包括载体和元素融合，更

重要的是人的融合，需要积极与当地

同 业 者 交 流 与 合 作 ， 联 合 举 办 活 动 ，

合作开发项目等。“走出去”的同时还

要“引进来”，进行全球化资源整合，

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平台，在互动交

流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广度和深度。

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剧，文化也在不

断加速全球化和相互融合，在这种情况

下，利用自身资源关起门来打造产品再

卖到国外并不可行。要在全球范围内取

得领先，就必须用更国际化的视角确立

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建立一套宏大

又完整的文化出口体系，学习华强方特

将文化与前沿科技融合，艺术与全球市

场对接的方式，用最前沿的技术演绎民

族文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但越是地

方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

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其

中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

从中国文化、中国品牌的角度认识其优

势与特色十分必要。事实上，在近年来

的时尚界，龙袍虎头、中国红、中国

结、“竹兰梅菊”四君子等中国元素频

频亮相，热度不减，这正是它作为文化

力量融入世界文明的印证。民族文化具

有不可复制性，但文化基因却非独自存

在，它自然蕴含着开放基因和发展基

因，只要在根植于文化传统中保持开放

势态，就能赢得外界认同，赢得自身繁

荣发展。（作者为深圳市大芬美术产业
协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