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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象

狂风暴雨

10月 8日，勇敢的风暴追逐者Jor-
dan Cantelo在澳大利亚西部金伯利地区
捕捉到一场震撼的狂躁风暴，只见在阳光
的映衬之下，乌云与天空变幻成橙粉色、
灰蓝色的惊人色泽，道道闪电随倾盆大雨
穿行入海，恍如世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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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决斗

日前，摄影师Caron Steele在马赛马
拉国家公园偶遇两对黑斑羚以角互抵展开
决斗。虽然是场厮杀，但这些家伙的动作
却颇为一致，好似提前商量好了一般，就像
是在表演一场精心排练过的对称双人舞。

最小学校

在英国坎布里亚郡彭里斯郊外的米伯
恩小学，迪克森夫人是唯一的老师，登记簿
上只有5名全日制学生。近日，随着3岁的
艾弗里加入，该学校已经有6名学生了。

巨大南瓜

10月8日，美国加州半月湾举办第45
届半月湾南瓜称重大赛，来自俄勒冈州普
莱森特希尔的Steve Daletas用一个重达
2170磅（约合1968.59斤）巨型南瓜夺得

冠军。 （本报综合）

看国外文旅小镇如何吸睛又吸金
这是一个IP时代，IP的力量让产业升级加速，吸睛和吸金能力超乎想象。

影视IP主题文旅小镇将影视文化、动漫文化融入旅游发展中，以影视、动漫资源为核心，经过深度开发形成系列旅游体验产品，进而带动

文旅产业快速品牌化、项目化。以下几个影视IP主题特色小镇，也许能给我们的文旅小镇建设带来启发。

日本动漫产业链分为漫画作品、动画作品、衍生产品三个递
进环节，衍生产品是其中周期最长、市场最广、盈利最高的环节，
也是实现利润回收的关键环节，动漫主题小镇是动漫IP实现较高
品牌价值之后的产物，本身是一种具备混合消费模式的衍生品，
同时也是众多动漫衍生品的集合和载体，可根据动漫IP本身的火
爆程度和受众群体的差异灵活决定具体发展形式。

动漫小镇的发展，除了带动地方旅游业发展之外，也促进了动
漫IP的深度开发及新动漫产品开发，形成效益递进的良性循环。

与日本动漫IP主题小镇不同，韩剧IP文旅小镇最大的特点在
于其同为“拍摄地”和“观光地”双重身份，是影视产业中间、外围
两个圈层产品的承载者。

除了早期部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大部分韩剧IP文旅小
镇从发展初期就有着明确的发展目标和相对固定的模式。

一部韩剧的火爆荧屏带来旅游业的兴盛，可观的旅游收入也
为小镇的运营保驾护航；旅游所带来的知名度和市场机遇，也为
更多韩剧或综艺在当地的拍摄提供了机会和资金，进而开拓了旅

游市场，最终形成“影视拍摄”与“影视旅游”的良性循环、“文”与
“旅”的联动发展。

4解密特色小镇发展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IP是文艺影视作品本身衍
生的价值，是一种潜在的财产。而影视特色小
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影视IP的一种主
要表现形式。

充满神秘色彩的玛塔玛塔小镇便是被“魔
幻IP”激活的一例。电影《指环王》的出现让这
片祥宁的新西兰土地化身为“中土世界”的旅游
胜地。与此同时，国际影视制作领域的合作也
提振了新西兰的旅游业。以《指环王》为例，该
片取景地点范围遍及新西兰南北岛两地共150
个地方，由冰山走到火山、由农地穿越森林及湖
泊。

据新西兰政府统计，18%的游客表示选择
来新西兰是受到电影《指环王》的影响。2014
年至今，电影产业为新西兰创造了2.47万个岗
位，带动1.4万人次就业，每年给新西兰带来33
亿新西兰元收入。

可见，随着影视娱乐产业及IP主题开发的
快速推进，影视IP主题已成为特色文旅小镇极
具代表性的开发类型，进而带动文旅产业快速
品牌化、项目化。

近年来，动漫文化也开始陆续渗透至区域
旅游发展中去，形成了一系列的旅游体验产品，
催生了一批以著名动漫IP为主体的动漫主题
小镇。

日本动漫凭着剧情的创新和趣味性在全球
占有着重要地位，是世界动漫强国，动漫是日本
的重要产业，在全球鲜有对手。

日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产业创作输出
国，《千与千寻》《龙猫》《天空之城》《灌篮高手》
《名侦探柯南》等多部动漫作品世界知名，同时
宫崎骏等日本动漫创作者在全球也拥有大量粉
丝。

日本动漫将IP元素包括动漫作品人物、场
景、动漫衍生品、动漫作家等与旅游产业相结
合，打造“动漫IP+文旅小镇”发展模式，吸引世
界各地游客参观体验。

打造成熟的动漫特色小镇并非易事，往往
需要依托动漫作者或作品带来的人文资源优势
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进行发展，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是位于鸟取县北荣町的“柯南小镇”。

鸟取县大荣町是青山刚昌的故乡，大荣町
借助青山刚昌及其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等
IP，打造柯南旅游小镇，在大荣町，大街小巷都
可以看到柯南的身影：全长1400米的主干道取
名“柯南大道”，路上的标志牌、浮雕、铜像、井盖
全以柯南为主题。同时开发设计动漫衍生文创
商品，游客还可以到专卖店购买纪念品，从玩具
到标签、笔记本、手机挂件等十分齐全，当然所
有的商品都离不开柯南和青山刚昌。

2柯南小镇变动漫为现实

以韩国电视剧为代表的韩国娱乐文化产业在政府的积极扶
持下得以迅速发展，产业链日趋丰富，逐渐成为支撑韩国经济的
重要产业之一，同时，韩剧形成了一种韩流风尚，影响着周边的各
个国家。

随着韩剧的热播，影视拍摄地、影视明星人物效应带动了当
地旅游业发展，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目的地，进而形成影视产业主
题小镇形象。

位于京畿道的小法兰西，背靠虎鸣山，面朝清平湖，是一个以
“花、星星、小王子”为设计元素的法国文化主题小镇。2008年，小
镇以张根硕主演的韩剧《贝多芬病毒》拍摄地而闻名，旅游业由此
兴起，随后《秘密花园》《来自星星的你》等韩剧及《running man》
《至亲笔记》等热播综艺纷纷扎堆在小镇取景。

鲜明的建筑特色、亲切的街道尺度、精美的法国工艺品展示、
多种体验活动和趣味表演，再加上韩剧俊男靓女浪漫氛围的加
持，小法兰西已成为韩剧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在京畿道最受欢
迎景点中名列前茅。

京畿道的另一个特色小镇普罗旺斯村同样因为《来自星星的
你》而走红，它也是《原来是美男啊》《城市猎人》《屋塔房王世子》
等多部韩剧的拍摄地，发展路径与小法兰西类似。

小法兰西，普罗旺斯村，再加上《冬季恋歌》的拍摄地南怡岛，
形成了首尔周边最经典的一条韩剧旅游线路，有多趟专门的观光
巴士相连接，也成为各大旅行社的热卖产品，为当地政府带来不
菲的收入。

1 魔幻IP激活玛塔玛塔小镇

文创热里的误区
中国的文创产业有几十个领域大项，除了我们熟悉的工

业和建筑设计、互联网、出版、影视、旅游等项目，甚至连农产
品、汽车、高铁、大飞机都被囊括其中，因为，这里面也包含

“设计”……随后就是全国各地纷纷搞出文创产业园，生生就
把本属“无形”领域的文创工作，搞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实
体性”的房地产项目。

“文创”在当下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由于大量资
本的过度介入，许多有着良好基础的内容，已经被“玩儿坏了”。

例如当代艺术陶瓷，十几年前各级大师和传承人被游资
追捧，作品一夜之间水涨船高。许多匠人原本并未受过完整
的艺术教育，然而在资本的驱使下纷纷拿起画笔，在各种造
型的陶瓷材料上施展“画技”。快速出品、粗制滥造、流水线
作业，严重透支了市场的预期和信任度。

再例如织绣市场。中国是纺织大国，然而顶级丝绸纺织
品并不在中国国内生产。爱马仕的丝巾，在中国只是优选蚕
丝原料，纺织和印染都在法国里昂工厂完成。爱马仕皮包使
用的“手缝蜡线”，英文的名称就叫“中国人的线”，是从中国
传入的苎麻蜡线工艺，但爱马仕并没有选择中国作为手工缝
制皮包的生产国。

优秀的民间手工艺者，擅长的正是生产实用性的私人物
品，若是在传统的技艺上深挖，同时和设计师、品牌，特别是
与当下的审美、应用场景相结合，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
品、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并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看目前的文创现状，当下各种光怪
陆离的网红店、打着“文创”旗帜的各类文化平台纷纷出笼，
然而我们往往还没有在期待的激动中缓过来，就发现这些网
红店纷纷关张，某些所谓“文化平台”更是个金融庞氏骗局，
正如《桃花扇》里的唱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
见他楼塌了”。因此，在当下怀着诚挚的、对文化的敬意，以
死磕的精神去做文化的，就显得尤其宝贵。 （本报综合）

3充满法式风情的韩国小镇

近期，媒体反映部分地区中小学
附近的文具店向学生出售电子烟，部
分电商平台上也存在“学生电子烟”
的售卖批发。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
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电子烟的侵害，现就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存在重
大健康安全风险

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电子
烟的国家标准，市场上在售的各类电
子烟产品，在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
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等方面随意
性较强，电子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部分产品可能存在烟油泄露、劣质电
池、不安全成分添加等质量安全隐
患。此外,大部分电子烟的核心消费
成分是经提纯的烟碱即尼古丁，尼古丁
属于剧毒化学品，未成年人呼吸系统尚
未发育成型，吸入此类雾化物会对肺部
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使用不当还可能导

致烟碱中毒等多种安全风险。
二、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

售电子烟
2006年我国签署加入的由世界

卫生组织批准发布的《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对未成
年人具有吸引力的烟草制品形状的
糖果、点心、玩具或任何其他实物”；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电子烟作为
卷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充，其自身
存在较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为加
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保护，
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
电子烟。建议电商平台对含有“学
生”“未成年人”等字样的电子烟产品
下架，对相关店铺（销售者）进行扣分
或关店处理；加强对上架电子烟产品
名称的审核把关，采取有效措施屏蔽
关联关键词，不向未成年人展示电子
烟产品。

三、社会各界共同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电子烟侵害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烟草专卖
行政主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电子
烟产品的市场监管力度，结合学校周
边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督促各类市
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并对生产销售“三无”电子烟等各类
违法行为依法及时查处；学校、家庭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与保护，强调
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媒体加强未成
年人吸烟包括吸食电子烟危害健康
的宣传；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向未成年
人销售电子烟的行为应予以劝阻、制
止。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特此通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烟

草专卖局
2018年8月28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
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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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

医院，但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
院”，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
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
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
等综合医院，开设有内科、精神科、
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
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
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
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
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人员
48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副
高职称55人，博士15人，硕士50
人，购置有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大型
医疗设备。医院质量管理和医疗
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争取做到
患者更安全，社会更信任，百姓更
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为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会被越来越
多的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
姓日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

会从何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

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
要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
有效性，一方面是缓解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是
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医院科
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行
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品
牌，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
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
现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
的问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
长们将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
医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
一，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
关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
三医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对
于院长来讲，公立医院改革在医改中
绝不能拖后腿。第二，公立医院的改
革应该走在前列。因为医院需要调

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需要解决医院
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问题，是需要靠医
院机制改革与创新来驱动的。第
三，。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说到底还
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服务来实现。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直接的影响
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理中，
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
好实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
开展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
样等社区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
了院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
困难，每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
数十次，为老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
指导，从中受益的人数每年高达万
余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
动，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受到足
不出户的免费医疗与服务，提高社
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
的健康保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