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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

博物馆“生意经”：故宫文创年入 10 亿，大英博物馆开店被抢空
文│蒋婵娟

600 岁的网红故宫又来圈粉了。

博物馆们一拥而上都做文创，大多围绕手机壳、文具、笔

最近，故宫博物院联合北京电视台合作了一档综艺节

记本等产品做文章，产品品类单一，同质化加重。

目《上新了·故宫》，首次展示故宫三分之二非开放区的

这一回，1688 出手了。当然，这些超级 IP 不是来开

真貌。每期节目，邓伦和周一围等节目嘉宾会探访故宫，

网店。从品牌授权、设计生产到分销、营销推广，1688

从中获取灵感，与设计师联手推出一款文创产品。

为它们打造了完整的 IP 衍生品数字供应链。

顾名思义，这是个正大光明“卖东西”的节目。可
它推出的文创产品却轻轻松松上了热搜。在淘宝众筹上，
节目同款睡衣距离众筹结束还有 11 天，众筹人数已达
13801 人，筹款超过 750 万元。最新一期节目“揭秘真实
版的甄嬛后宫升职记”，根据“甄嬛”故事打造的首饰套
装刚上线 3 天，众筹款也近百万。
皇帝摆出奥特曼打小怪兽的经典姿势，宫女妃嫔卖萌
比着剪刀手，生活在教科书中的博物馆不再神秘高冷。跟

一、博物馆开店
一卷印着“朕知道了”的胶带，席卷了年轻人的市场，
也走进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眼里。
这卷由台北故宫推出的胶带，让单霁翔看到了文创产
品的庞大市场，同时也意识到了北京故宫的文创产品比起
台北故宫，无论从种类、设计还是营销上，都存在着不少
差距。转变就这样开始了。

以往博物馆高高在上的形象不同，近几年，“萌贱”“有

2013 年 8 月，故宫博物院第一次面向公众征集文化

趣”这些年轻化的标签开始在它们身上显现，也因此俘获

产品创意，发起了文创设计大赛。随后，“朝珠耳机”“朕

了大批年轻人。

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充满趣味的产品开始陆陆续续出

公 开 数 据 显 示， 故 宫 博 物 院 文 创 产 品 的 销 售 额 在
2013 年只有 6 亿元，到了 2015 年，已经近 10 亿元。

现在消费者眼前。这座庄严肃穆的紫禁城，被演绎成一个
个年轻人喜欢的符号，抢占着文创产品市场。

在动漫、影视 IP 泛滥之后，博物馆 IP 似乎又成了一

通过开设线上渠道，故宫博物院让文创产品走出了地

门好生意。2018 年 7 月，有着 800 多万件藏品的大英博

域的限制，接触到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在淘宝天猫平台

物馆天猫旗舰店也正式上线。上线不到一个月，店内产品

上，其根据定位不同，开设了 4 家店铺，其中人气最高的

几乎售罄。

要数走萌系路线的故宫淘宝。

有人开玩笑说，大英要来抢故宫的生意了。从店铺上

热销产品有印着雍正御批文字“丝毫无虑，尽量发胖”

来看，故宫博物院中运营最好的一家店铺故宫淘宝的粉丝

的杯子，有做成牌匾的模样，上面写着“冷宫”字样的冰

数已经超过了 300 万，在 2018 年 7 月刚开业的大英博物馆，

箱贴等等。段子手单霁翔院长更是亲自为店铺吆喝，连去

也已收获了超过 30 万的粉丝。

开讲座，都见缝插针地安利自家产品。

“中国的历史离用户更近，一句‘朕知道了’就很有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故宫博物院共计研

消费体感。”大英博物馆大中华区独家运营方品源文华的

发文创产品 8683 种，包括服饰、陶器、瓷器、书画等系

合伙人乐炜表示，带着海外博物馆走进国内市场，文化差

列，产品涉及首饰、钥匙扣、雨伞、箱包、领带等。2016

异性确实是一个挑战，目前大英博物馆更多的是用图案和

年营业额超过了 10 亿元。

藏品背后的故事去与消费者对话，“文化艺术 IP 还属于
新兴市场，未来还有太多方式可以去探索。”
但是拨开文化的外壳后，一些消费者也逐渐感知到，

故宫博物院并非是孤例。通过“500 年紫藤树种子”
等特色产品的宣传，走出了江南婉约派风格的苏州博物
馆，和以唐佣为主要设计元素，色彩更加厚重的陕西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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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都通过文创产品争取着消费市场。
为何博物馆扎堆开始商业化尝试？以大英博物馆为

拿到了大英博物馆大中华区的 IP 独家运营权。“我们没
有急着去变现，而是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把藏品做了梳理。”

例，其每年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十分高昂，但它是面向公众

乐炜说公司内部有一个 IP 的二次开发团队，他们主要负

免费开放的。大英博物馆的商业负责人罗德里克·布坎南

责文化的转接，把国外藏品重新演绎，转变成国内消费者

在 2017 年“天下网商大会”上就曾透露，政府在缩减着

所能认知的故事和形象，再输出到合作伙伴，或者用于商

对于博物馆的预算，他们要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品开发。

中国市场无疑是块大蛋糕。凑巧的是，大英博物馆来
得也正是一个好时机。
2016 年，被看作是博物馆 IP 元年。从 2014 年开始，

大英博物馆进入中国市场后，在 2017 年就和阿里鱼
及天猫合作 IP 授权。从小米、美图再到野兽派，目前已
经和 40 多家品牌达成了授权合作。

全国各部门就陆续出台各项政策为博物馆文创产品保驾

2018 年 5 月，大英博物馆和小米发布了联合设计的“小

护航。到了 2016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确定了 92 家全国

米 MIX 2S 艺术特别版”，这部手机从外包装、手机外观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来从事文化创意产品

再到操作系统主题曲都采用了大英博物馆的马约里卡瓷

的开发经营。国内博物馆在沉寂多年后迅速走红，与政策

盘这件藏品。虽然定价为 4299 元，但是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红利也关系密切。

马约里卡瓷盘来自大英博物馆 16 世纪藏馆，源于文

正如乐炜所说，经过故宫博物院等国内一些博物馆的

艺复兴时期。乐炜解释之所以选择这件藏品与小米进行合

教育，消费者对于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感知。从

作，是因为小米想要表达文化与科技结合，产品在不断迭

文创产品切入市场，可以更快速地进入消费者市场。

代，而文艺复兴也正是欧洲文化和思想的革命运动，都是

7 月 1 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店内销
售的商品基本都以大众熟知度较高的藏品，比如罗塞塔石

从旧到新。马约里卡瓷盘的色彩丰富度和背后的故事，与
小米产品有着极强的契合度。

碑、埃及法老像、安德森猫、刘易斯西洋棋等作为设计灵

从品牌本身的特点以及它所要传达给消费者的信息

感，衍生出文件夹、手机壳、水杯、冰箱贴等文创周边。

去挑选藏品，把两者进行融合，这是品源文华去做 IP 授

据乐炜透露，在大英博物馆上线当天，销售额就达到

权时需要严格把控的地方。而当要把大英博物馆藏品转化

了二三十万，准备的货都被消费者买完，八、九月份店铺

成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时，在藏品的选择和呈现方式上，

一直处于紧急补货状态。刚刚过去的天猫双 11，店铺更

品源文华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是拿下了超过百万的销售额。

“IP 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认知度高。”乐炜介绍在做

“博物馆的生意需要时间的铺垫，市场的教育，但是

藏品梳理时，埃及馆、希腊馆是团队最先去关注的藏馆。

并不代表它开始的基数很小，它可以做到基数很大，生命

在产品的开发上，也会选择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比如

力很长。”乐炜觉得电影 IP 火得快但过气得也很快，短

罗赛塔石碑这类的镇馆之宝作为首批开发对象。根据二次

暂的生命周期很难做长线生意，博物院 IP 更长的生命周

开发团队转化的图库及产品，商品研发部门会在消费者端

期是品源文华看好的。

进行测试，通过“博物馆这些东西还能这样玩”这类内容
输出，观察市场反应，来进行产品调整。

二、左手文化 右手市场
事实上，相比商业利益，博物馆更在意的是百年名誉
和声望。
曾经为故宫设计产品的文创品牌“妙手回潮”主理人
吝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故宫是一个对改稿很严格的
甲方，东西卖不好是要砸招牌的。故宫淘宝此前推出过一
款“俏格格娃娃”，有网友认为此款娃娃身体部分跟国外
某品牌娃娃身体相似，故宫淘宝便即刻停售此款娃娃，已
经售卖出去的娃娃一律退款召回。

从线上销售情况来看，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一般有着
几个共性：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藏品知名度高、藏品在商
品上还原度高。“大英博物馆店铺的客单价在 100-200 元，
售价比没有 IP 赋能的文创产品略高，有越来越多用户愿
意为产品附加的艺术价值买单。”乐炜说。

三、困局与机会
每个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都带着浓郁的自身特色。但
是拨开文化的外壳后，一些用户也逐渐感知到，博物馆一

跟一般的产品不同，博物馆的商品，在具备功能性属

拥而上都做文创之后，产品品类单一，同质化程度高等问

性的同时，还需兼顾到的东西更多。2016 年，品源文华

题开始出现。胶带、手机壳、杯子这些小商品几乎是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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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文创产品的泛滥区。
“文创产品只是我们的开始，未来我们想做的是一种
生活方式。”乐炜解释用消费者接受程度较好的文创产品

1688。当然这些超级 IP 不是来开网店。从品牌授权、设
计生产到分销、营销推广，1688 为它们打造了完整的 IP
衍生品数字供应链。

切入市场是大英博物馆的第一阶段，等到第二阶段，大英

此外，品源文华也在和文旅小镇、商业地产来共同定

博物馆自己会去做一些趋势的发布，比如 12 月，品源文

制文化标签，提供不一样的线下文化体验。通过多方位营

华和阿里在大英博物馆内去做艺术趋势发布会，后续大英

造消费者沉浸式文化体验，催生更大的 IP 价值。

博物馆产品也会更加多样性，延伸到装饰品、家具等领域，
去抢占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上海、深圳我们已经启动了零售店铺，结合藏品、
故事以及延伸品进行整体展现，并且和线上进行打通。”

虽说手握超级 IP，但生产不是它的强项。“要实现

乐炜说品牌授权、产品定制、线下零售体验等方式，既是

产品的多样性，就需要大量的工厂来帮我生产。”于是，

生意，更是与消费者深入浅出的沟通方式。现在正在热播

乐炜找到了 1688 品牌站。正如 1688 品牌站负责人邱雪莲

的《上新了·故宫》无疑也是故宫博物院吸引更多年轻人

介绍的，在这个平台上，IP 方可以在线匹配具备开发生

眼球的良好内容输出。

产能力的工厂供应链，同时，带着授权代理体系共同在线，
可以快速帮助 IP 方拓展分销渠道。

“做博物馆 IP，传播文化艺术的故事是首要的，其
次才是盈利，一上来就想盈利，反而做不好这门生意。”

“当我有了多样化的产品之后，就需要大量的渠道商

乐炜认为博物馆 IP 不同于动漫、影视 IP，会因为影片或

来帮我分销。”乐炜说现在文创产品的购买者更多地集中

者电视剧等上线，迎来热度爆发，然后火速卖货、授权盈

在一二线城市，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就需要更多的分销商覆

利。博物馆 IP 更像是海洋，大多数时候它是平静的，但

盖，“就像新疆都能买到迪士尼的产品。”

它也拥有爆发的能力，且生命力更长久。“它是一门追求

据了解，颐和园、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

宽度和广度的生意。”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文博机构近日集体入驻
摘自：商业地产 V 评论 2018.12.10

坐拥 10 万＋线上流量的阅读类大 V 开实体书店了，能赚钱吗？
文│ 敬业的商务君

摘要：近日，位于厦门万象城的十点书店试营业。而在此之前，有书、樊登读书会、一条、日食记、小
红书等以新媒体内容起家的平台都开始了线下开店的探索之旅。线上与线下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开创了不一
样的可能。那么，阅读类公众号纷纷发力线下店为哪般？

开实体书店，成了目前阅读类公众号的又一转型方

随时可以调整。但线下则是绝对的“真金白银”，钱一

式，“樊登读书会”通过读书会这一形式，根据市、区、

投进去，亏损就得关门。目前微信公众号开实体店的盈

县的级别划分，以招募会员合伙人的形式，在全国开了几

利状况不甚乐观，比如“同道大叔”在上海开的 12 星座

百家实体书店；“有书”在北京和西安高新创路空间开办

咖啡馆，就以闭店告终。

了有书空间；“十点读书”刚刚在厦门开了第一家实体书
店“十点书店”。

首先难在没经验。微信公众号 2012 年 8 月正式上线，
所以订阅号创立的时间大多并不长，且阅读类公众号起

但从线上的轻资产运营，一下子转到实体书店这种重

初多出于个人兴趣运营，相比“水很深”的实体店产业，

资产运营，没有线下运营经验的阅读类公众号到底能不能

基本都缺乏经验。同时，开实体书店看似简单，其实背后

经得住考验？这又将为出版业带来哪些变化？

蕴含着很多“技巧”，尤其是在选品等方面技术难度较高。
十点书店运营总监黄晓玲之前曾表示，书店开业比

一、开实体书店，到底难不难？
答案是，肯定难。线上的生意是轻资产，如果不乐观

较难。比如在选址方面“可遇不可求”，一般要有提前
半年到一年的沟通周期。同时，还要同步推送与传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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