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字技術數字技術「「復活復活」」兵馬俑兵馬俑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秦

始皇帝陵兵馬俑，歷來都是海內外
遊客追捧的對象。近年來，在一系
列新技術的加持下，兵馬俑亦不斷
創新，推出自己的文創產品，官方
授權的兵馬俑手辦（人物模型）去
年在淘寶網上架後，甚至一度成為
「現象級IP」，引發網友搶購。今
年受疫情影響，兵馬俑遊客接待量
雖較往年有了大幅下降，但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依然大打IP牌，7月中旬
發布的「蒹葭十二士」創意計劃，
亦是賺足了遊客的青睞。

讓每尊陶俑都擁有靈魂
「手指輕輕一點，沉睡千年的大

秦銳士們逐一剝去身上的陶土，顯

露華彩陣容，再次集結出發……」
據了解，「蒹葭十二士」創意計劃
以史實為依據、秦文化為內核，首
批發布的「蒹葭十二士」人物形象
和「雲上蒹葭」小程序，在凸顯秦
俑「千俑千面」、華彩美繪等特點
的同時，還加持了AR等最新互聯網
及數字技術，融趣味性、娛樂性和
淺顯易懂的知識傳播於一體。遊客
無論身在何處，只需輕輕觸碰屏
幕，便可以讓冰冷的陶俑即刻「復
活」成有溫度、有靈魂、有愛恨情
仇的鮮活生命。
記者體驗了解到，「蒹葭十二

士」小程序如同一個有趣的掌端手
遊，隨着遊客手指的觸碰與擦拭，
大秦銳士們在名為「裴毅」的將軍

俑召集下，逐一剝去身上的陶土，
顯露真容。而最讓人驚奇的是，當
中的每個人不僅形象、表情、性格
不同，就連台詞和說話的語氣都各
不相同。召集完成後，十二位勇者
將組成戰術小分隊，共同完成身負
的使命。此外，小程序裏還匯集了
兵馬俑出土時的彩繪解析等相關知
識點。

掌端手遊融合歷史IP
不少遊客表示，「雲上蒹葭」新

鮮、有趣、好玩，還能學習到很多
的文物保護和歷史知識，在震撼的
AR任務體驗中又感受到一股濃濃的
歷史氣息。來自山西的遊客林先生
告訴記者，他第一次實地參觀兵馬

俑，特別興奮，快要離館時，順手
掃了掃「雲上蒹葭」。「沒想到，
剛才還一身灰的秦俑，不僅活了，
更變得五彩紛呈，給人一種新的參
觀體驗。」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長李崗告訴

記者，為增強中華文明的感召力和
影響力，博物院充分利用新技術和
新形式，在文物保護、歷史文化與
遊客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讓
秦俑秦文化在今天歷久彌新，煥發
出時代賦予的生機和活力。未來，
創作團隊還將圍繞這個IP大故事延
展為「蒹葭十二士」人物故事、蒹
葭主題音樂以及短視頻、數字沉浸
體驗、社教等方向的創意形式，逐
步有序推出。

■王爾曼指，景區通過延伸白鹿原文
化IP，吸引了眾多遊客參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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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影視城如今周末遊客接待量已達白鹿原影視城如今周末遊客接待量已達11萬人次萬人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有片睇

古今結合 大唐不夜城人氣依舊
盛唐時期的妝髮、驚險輕盈的動作，
配上電影《神話》的主題曲，在西安大
唐不夜城步行街區，「不倒翁小姐姐」
馮佳晨美若天仙，引得遊人爭相與她來
一次「神仙牽手」。自去年成為網紅爆
款後，「不倒翁小姐姐」一時掀起全民
模仿熱潮，而這個深入挖掘本地文化特
色、尋找傳統與現代融合點的爆款IP，
亦成就了大唐不夜城的網絡奇跡。據
《2019抖音數據報告》顯示，西安大唐
不夜城位列2019抖音播放量最高的景點
首位。

紓困基金有效對沖疫情
「年初，受疫情影響，大唐不夜城步
行街經歷了短暫的暫停。但復工復產之
後，曲江新區精準施策，設立了規模達
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文旅企業
紓困投資基金』，並專門出台了4項扶
持政策，發放10萬份總金額2,000萬元
的電子消費券，推動文商旅產業振興，

有效對沖疫情影響。」大唐
不夜城管理運營團隊主任耿
琳表示。與此同時，大唐不
夜城街區也不斷豐富旅遊產
品供給，發揮特色IP的吸引
力，不倒翁行為藝術、《再
回長安》等街區演出重裝上
陣，迅速聚集了人氣。
據了解，截至目前，大唐

不夜城步行街區商業營業率
及營業收入已恢復至100%，
日均客流量高達 10萬餘人
次，旅遊業已實現全面復
甦。
漫步在大唐不夜城，唐朝的特色便在

這裏展現得淋漓盡致。「大到開元盛
世、小到大唐文化柱，上到飛簷斗拱、
下到唐代名人像，所有的建築、雕塑都
古色古香，氣勢恢宏。」漢服愛好者王
小姐告訴記者，當璀璨的燈火依次點亮
建築群時，一個燦爛奪目、美輪美奐的

場景，彷彿讓人重回了盛唐時代。
耿琳表示，作為一條發展文商旅和夜

經濟的高品位步行街，人流量是大唐不
夜城街區轉化為銷售額和現金流的基
礎，也是步行街商戶正常運轉經營的先
決條件。「我們正努力讓文化『鮮活起
來』，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讓西安的
旅遊業更具生命力。」耿琳說。

■「不倒翁小姐姐」已經成為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一
張名片。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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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十朝古都的西安，古蹟多不勝數，文化

源遠流長，秦皇陵中的兵馬俑、陳忠實筆下的

白鹿原等景點都是西安的名片。在疫情期間，

相關旅遊景點或是埋首升級改造、推出創意項

目，或是運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使遊客與古人

「互動」，鮮活的場景成功吸引了不少遊客，

也使得景點在疫後快速恢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力拓夜經濟 收入增人氣旺
進入7月，隨着內地疫情影響持續消退，
跨省旅遊全面解禁，這對於白鹿原影視城無
疑又是一個人氣躍升的重要節點。「來這裏
旅遊的除了陝西省遊客外，還有山東、新
疆、甘肅、寧夏等其他省區的遊客。」王爾
曼說，藉着暑期的熱度，影視城亦推出了一
系列的主題文化旅遊活動，「近期正着力發
展夜經濟，希望能讓遊客領略不一樣的影視
城。」
據了解，整個暑期夜遊活動中，遊客可
在白鹿原影視城領略秦腔、舞獅、皮影、民
國換裝秀、魔術、全民K歌大賽等活動的
魅力。夜晚漫步白鹿原影視城，從滋水縣城
城樓向遠處回望，《白鹿原》中那些熟悉的
場景，祠堂、戲台、第一保障所等不斷在腦
中回放，似乎又帶人穿越回了那歷史激盪的
年代，感受永存的白鹿精魂。
「前幾年我們已經嘗試做了幾年夜場活

動，成效非常明顯。」王爾曼告訴記者，在
去年舉行的首屆白鹿原影視城星光派對音樂

季夜場活動中，7周12期全明星陣容的音樂
會反響強烈，吸引了6萬餘人共享音樂盛宴
和美味佳餚，夜間經營收入近百萬元（人民
幣，下同）。
「今年我們對整個景區都進行了升級，遊客

夜遊白鹿原影視城，可以盡情賞夜景、嘗美
食，感受深邃的關中文化內涵。」王爾曼希望
能借此聚集人氣，加速疫後景區的回暖。

線上推廣「雲遊」影視城
除此之外，疫情期間，為了滿足遊客們

看世界的願望，白鹿原影視城亦緊跟潮流進
行線上推廣，帶領遊客「雲遊」影視城。
「我們邀請了網紅、大V等進行直播，同時
還通過短視頻傳播，吸引遊客前來。」
而在線上持續推出的爆款秒殺活動更是

廣受歡迎。據介紹，除了景區自營外，影視
城與各大OTA及線上爆款平台聯合，推出
的5.19元、19.9元等特惠產品，一經上線便
搶購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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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城內的互動演出項目吸引眾
多遊客觀看。 受訪者供圖

■遊客參觀影視拍攝基地內的影視陳列館。 受訪者供圖

■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嘉軒家的
院子，是遊客的打卡勝地。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版的長篇小
說《白鹿原》，讓很多人第一

次知道了西安城東南這片歷史上有
名的「白鹿游弋」之地。其後，隨
着茅盾文學獎的加持，以及電影和
電視劇的熱播，白鹿原成為中國西
北炙手可熱的文化IP，同時也衍生
出一批文創產業。其中最被人津津
樂道的莫過於實地建實景、與電視
劇「一母同胞」的白鹿原影視城。
今年正月，正當這座以純正關中民
俗文化享譽全國的影視城準備迎新
之際，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就如
同小說中那場大瘟疫一樣，將一切

衝得七零八散。
然而與小說情節不同的是，僅一個

多月後，影視城便復甦元氣。「現在
周內日均接待遊客6,000人，周末達
到1萬人。」在白鹿原影視城市場營
銷部副部長王爾曼看來，這樣的重啟
畫面似乎盡在意料之中。「如果遊客
每次來都能在不同的新鮮感中，始終
感受到鄉愁般的歸屬，自然能抓住人
心。」

遊客成演員 提升體驗感
西安市民楊女士曾多次到白鹿原

影視城遊玩，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便
是疫後參加《黑娃演義》的那次演
出。「在這個項目裏，遊客本身就
是演員。在進入劇場的時候，我們
需要換上民國時期的服裝，然後聽
從導演的指揮，一步一步追隨劇情
發展。演出結束後，遊客坐在劇場
裏，還能親眼見證自己的演技。」
楊女士說，在影視城裏，平民百姓
的她也過了一把演員的癮，非常有
特色。

「或許是疫情讓大家在家壓抑得
太久，作為陝西復工後的第一台演
出，我們的《二虎守長安》一經復
演，也是廣受遊客歡迎。」 王爾曼
說，疫情之後，大家需要釋放，也
需要歡樂，互動演出剛好給大家提
供了平台。
除了演藝互動，影視拍攝體驗和

劇組探訪也是影視城最吸引遊客的
項目。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以小說
《白鹿原》為原型構造的影視拍攝
基地白鹿村。遊客在這裏可以一覽
小說中的白嘉軒家、祠堂、鹿子霖
家等場景，還能感受白鹿原上的婚
俗禮儀和家風家訓。「為了提升遊
客的體驗感，今年疫情期間我們對
白鹿村進行了升級改造，除了原本
的特色展示內容外，還推出了穿越
1912、白鹿原影視陳列館、白鹿原
婚俗館、白鹿村祠堂家訓館等新項
目。」王爾曼說。

披長袍馬褂 憶民國情懷
穿梭在白鹿村裏，記者看到，經

過整體提升後，遊客的體驗感和參
與度都大幅提高。來自山西的遊客
王先生疫情後第一次出遊便選擇了
白鹿原影視城。「早在大學時代，
看完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心
中就形成一種久久難以消退的白鹿
情愫。這次疫後休假正好一償夙
願。」王先生來到白鹿原才發現，
這裏除了想像中的厚重，還有意料
之外的「彩蛋」。「在穿越1912店
裏，換上頗具關中特色的長袍馬
褂、旗袍、學生裝等，扮演自己所
鍾愛的影視角色，感受影視劇時代
背景下人物的命運交錯和跌宕起
伏，突然就像真回到了1912。」
聽到王先生的感慨，影視城內的商

戶蔡宏恩亦笑稱，天氣好的時候，遊
客換裝意願強，一走進白鹿村，放眼
望去都是穿民國服裝的人，加上四周
民國特色的建築，讓人感覺彷彿就置
身於民國時期的關中。「為什麼我們
疫後恢復如此之快，有自己的特色、
多條腿走路，這就是我們的戰『疫』
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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