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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视阈下京津地域文创产品开发对比策略
闫晓虹，李杨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摘要：在京津两地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后文简称文创）产品产业发展对比下，分析两地之间的文创发展差距和文化资源差异，
挖掘京津文创产品中的文化基因价值与应用方法，为两地科学化、系统化、优质化发展文创产品产业寻求理论根据和指导方
法。通过文化基因理论对京津两地的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剖析和例证，借助文化基因的分层和分类方法将可转化为文化创意开
发的部分资源进行梳理和文化定位，建立文创转化和资源开发路径。从主体基因、附着基因和混合基因的甄别应用出发，优化
文创产业发展结构，提高两地文创产品的质量,帮助京津两地文创产品产业明确文化基因层次，保护、传承、创新地域特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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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dustry in Beijing- Tianjin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cultural
resourc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excavates the cultural gene value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Beijing- Tianjin region, and seeks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ing methods for the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 Beijing- Tianjin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emplifies the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through the theory of cultural genes,
combs and positions some resources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stra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cultural genes, and establishes the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screening and application of main genes, attachment genes
and mixed genes, we should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structur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mprove th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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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Beijing-Tianjin region, help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industries in BeijingTianjin region clarify the cultural gene level, and protect, inherit and innovat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 region; cultural design; cultural genes; comparation and fusion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家的

单独作为一文化派系，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主流文

肯定和支持 。尤其在文化协同方面，以北京为首，源

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形成了部分从属于整体、部分服

源不断挖掘文化资源和文化潜力，创造出了大量优质

务于整体的发展关系，见图 1。很多非主流文化在现

的文化成果。例如以北京故宫文化为创作主题的系列

实发展中因规模、曝光度逊于主流文化而缺乏足够的

产品，设计师以独特的设计手法将尘封于紫禁城之中

社会关注和经济发展机会，甚至一度被列入非物质文

的古老文化与年轻一代的现代生活节奏、审美需求结

化遗产名录。其深层原因在于文化资源布局，也就是

合，开发全新发展道路，线下文旅产业与线上文创产品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关系的断裂和混乱。因此

售卖齐头并进，其中众多文化创意产品被消费者喜爱

通过文化基因图谱整理分析，并结合文化创意产品开

和购买，这不仅为故宫文化产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

发，非主流文化也可以依赖于主流文化进行文化共识

入，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发展，而非主流文化中的独特性和凝练性也能够被精

[1]

对天津文创产品产业发展而言，盲目照搬北京的
文创产品开发模式并不能作为一种正确高效的文化资

准捕捉，
从而放大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力。
与北京地域文化资源相似，天津地域文化也可概

源转化途径，其依据是两地之间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

括为海滨文化、运河文化、市井文化、卫派文化，见图

结构和较大经济发展差距。北京有着浓厚的文化资源

2。与北京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影响力相比，天津的

底蕴，并且是国家政治中心和国家文化中心城市，因此

地域文化因其较为模糊且缺乏重点的较弱发展情况，

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中当属翘楚，反观天津的文化

显得不像北京地域文化那样层级清晰，社会影响力巨

产业发展在新时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仍未有较大起色

大，并且社会各界对天津主流文化的评判众说纷纭。

和文化影响力。

因此在设计研究中将选择部分文化资源进行论述，为

通过文化基因图谱分析整理北京和天津两地文化
资源差异，能够得到悬殊差异背后的事实原因，再将文

搭建天津地域文化资源架构和文化价值转化提供有效
途径和突破点。

化基因理论和文创产品开发路径相结合，可以为京津
冀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和方法。

一、京津地域文化资源对比与创意转化
北京的地域文化种类繁多、历史悠久，例如学者尹
钧科在文章《谈谈北京的地域文化》中对于北京地域文
化的分析和归类，将北京地域文化概括为皇城文化、军
事文化、戏曲文化 [2]。由此证明地域文化在实际生活
的发展中形成了由一种或几种主流文化为代表的状
况，它们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在主流文化之外
或之中又可以细分出数量巨大的非主流文化分支。它
们因文化要素不同于主流热点文化，从属于主流文化
之中或是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形成了主流文化与非
主流文化共同构成文化资源的局面。例如北京皇城文
化中的宫廷建筑文化和皇家婚嫁文化，皇城文化是北
京地域文化的主流之一，宫廷建筑和皇家婚嫁文化是
皇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附属于主流文化下
的非主流文化，它们具有文化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可

图 1 北京地域文化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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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谨专业的判定辨别，而且需要在保护、传承和发扬
创新方面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策略。

（一）主体文化基因的文创产品开发策略
主体基因在地域文化体系中位于最高地位，对地
域文化体系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它作为基因母
体，如果被忽略或被绕开，整个地域文化将不再完整。
根据文化基因评判原则，首先主体基因可以代表或主
导地域文化属性，影响地域文化整体认知，具有地域文
化辨别功能和良性变异变现价值。例如北京地域文化
中的主流文化之一——皇城文化，皇城文化中的“帝
都”
“ 皇都”标签是北京皇城文化的高频代名词，同时
“皇都”也帮助人们识别了北京的政治中心角色。依靠
皇城主体基因发展的文化传承保护事业和文旅产业成

图 2 天津地域文化例证

为整个北京文化产业中不可撼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

二、京津地域文化基因分析例证

天津地域文化而论，由地理环境产生的水文化也可以

生物遗传学科最早提出“基因”概念，并证明生物

作为主体基因之一 [6]，这一点从“天津”地名中有所展

发展依靠基因演变活动[3]，
不同基因造就了不同特点的

现。
“津”字传递了天津的临海特点，因此水文化也成为

生物体。习性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天津的城市文化名片之一，如果将其忽略，天津将失去

首次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

其文化灵魂。

[4]

念定义，他认为文化基因是一个与生物遗传基因相对

在文创产品开发当中，主体基因以大类别、大板块

应的词汇，文化和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相似性。它

和大标签为主要特点，其中大量存在的文化遗传因子

们也必须面临着遗传、变异和选择来适应环境变化。

也塑造了主体基因的文化传统性和文化继承性[7]。主

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命运也相同，一旦丧失生存价

体文化基因因其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稳定性在消费

值和生长潜力就会被社会淘汰。随后国内文化景观学

者心中已经树立了较为成熟的文化认知和辨识度，所

者刘培林 将文化按照基因理论分为三大类别，即主

以对主体文化基因的文化开发策略需按照“微小改动、

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以此来辨别文化资源的

灵活继承”的原则为主，并将其文化魅力集中展现于文

发展层次和侧重。因此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文

旅宣传、产品文化 IP 建立方面。对于文化资源和历史

化类别的划分和遗传、变异、选择因子的分析与人为介

面貌能够最大限度地真实还原，只有全面传承、真实继

入是十分必要的创新手段和文化拯救行为。

承和谨慎创新才能够保持主体文化基因的稳定生命力

[5]

相对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简单划分，文化

和文化教育力度。例如将主体基因中的文化元素和标

基因三大划分类别应用更加严谨和科学，能够作为分

识纹样（包括文字、地标建筑和标志色彩等）运用于字

析京津文化资源和创新应用的标准范式。在京津两地

体创新、logo 设计应用、海报设计和图书装帧设计等具

地域文化资源中，按照学者刘培林提出的文化基因自

有普识性和传统文化传播性的平面设计产品之中（见

身属性和重要度特点，将赵鹤龄对于文化基因所提出

图 3—4），侧重于使用不同材质媒介对文化资源进行

的三大文化基因类型——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

再现和传播[8]。而对于文化的传统形式实行微小创新

因进行验证（文化中的主体基因可以主导文化属性，并

甚至全部还原，才能够保证文化资源的历史真实性，体

决定文化所属的区域和联系，附着基因使文化具有辨

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纪念、继承和尊重。

识功能，能够起到辨别文化所属区域和派系的作用，混

（二）附着文化基因的文创产品开发策略

合基因具有良性变异价值，在文化传承中，能够发生良

附着基因以实际物质作为载体，能够直接展示、传

性变异，并创造现代价值等理论依据，以此形成文化资

达地域文化特色和魅力，并构成、影响、呼应着主体基

源的初步分析和应用验证闭环）。在文创产品的开发

因。例如皇城文化基因中的分支—后宫文化，它包括

和文化转化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基因类型不仅需要进

与之相关的婚嫁伦理、器具、建筑等。因此部分附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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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影响限制，同一文化功能在不同地域中以不同的
文化形式所存在。
在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当中，附着基因的物质承
载性和主体基因构成性决定了其不仅能够代替主体基
因进行文化传承和普识的基础功能，而且能够以实际
物质载体作为文创产品开发的源泉。通过形体推导和
功能置换，将文化历史形式如建筑、器物进行功能创
图 3 北京字体设计（设计者：陈乐哎）

新，转化为具有现代使用功能的产品已经成为文创产
品开发中最为普适的设计创新方法 [10]。如图 5 所示，
在以小笼包饮食文化为设计灵感的坐具设计中，小笼
包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饮食文化为世人所熟知，世界
不同地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饮食文化，独特的饮食文
化从整体上可以视为地域文化中的主体基因部分。而
与之相关的食品、特色烹饪器具因具有物质承载性和
可感知性，属于文化中的附着基因部分，所以在设计过
程中制作小笼包的笼屉器具不仅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
存在形式，也体现了中国的产竹特点和蒸食文化。设

图 4 《打开北京立体书》
（设计者：
施镇宇）

因构成且加强了主体基因的表达，它们既可以充当主
体文化的填充部分，
也有单独提取发展的价值和潜力[9]。
在天津地域文化中，漕运文化、滨海文化和颇具市井人
文特色的码头文化是天津水文化主体基因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相关文化要素脱离水文化，杂糅了其他文化

计师将笼屉的形式与坐具的现代功能进行置换，采用
原始竹质材料加深了特色文化指向性和场景使用熟悉
度，让用户在实现基础功能以外，还可以感受到中国饮
食文化所带来的团圆寓意和历史沉淀。

（三）混合文化基因的文创产品开发策略
混合基因在文化基因体系中分布较为分散，并不

元素，因此可以看作是文化基因中的附着文化基因。

只限定于某一地域文化中，而是作为记录了该地域在

附着文化基因中存在大量的变异性文化因子，通过变

某一时间段、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文化表现。混合基

异性文化因子的运动发展，能够将同一文化功能或相

因以分子、点状分散或密集排布于地域文化中，部分成

似文化形式进行地域文化区分。例如婚嫁伦理、器具、

为主体基因的活化部分，或是自成一派，但其生命力较

建筑等文化，其文化功能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需

为脆弱，受关注度极低，很多面临濒危。在现代社会发

求，但文化形式在各地域之间又具有较大差别。例如

展过程中，混合文化基因的丢失与被忽视是一种极为

人们可以轻易分辨出以苗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和以北

常见的现象，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独特性与发展可能

京为代表的汉族两者的婚嫁伦理和建筑形式差异，这

性也会随着文化丢失而被埋没。在地域文化发展中如

就是变异性文化因子运动发展的结果，受主体基因塑

果将混合文化基因忽视或抛弃,极易破坏城市地域文

图 5 团圆凳（图片来源于 Be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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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平衡。与主体基因和附着基因相比，判定为混合基
因的文化大多是规模较小、曝光度较低，社会存在感较
弱的文化分支，甚至大多处于濒危阶段。例如在北京
地域文化中的胡同文化，伴随着 9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
放，很多胡同建筑遭到大规模拆毁，而那些仅存的胡同
建筑犹如一个个被孤立的散点苟活在北京的摩天大楼
之间，令人感到惋惜。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北京都市，
它们仍倔强地存活，以此来证明北京历史悠久的古城
文化和市井风味。在天津，因西方侵略和殖民统治，存

图 6 故宫猫系列文创产品（图片来源于故宫淘宝）

在着以意大利风情街区为首的一大批西方建筑群。它

在文化基因视阈下，对京津两地地域文化的文创

们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铁证，同时也构成了

产品进行整体开发。首先需要建立准确的文化基因定

天津的多元文化，与北京的胡同文化境遇相似。如今

位和梳理相互联系的基因关系网 [11]，将涉及的地域文

的意大利建筑群呈现高度的商业化而缺失了其他文化

化资源划分为文化主体基因、附着基因和混合基因。

意义，过度商业化和历史传承的模糊化、混乱化造成其

其次明确主体基因，附着基因和混合基因的相互支撑、

文化精髓的被埋没。在游人参观游览时仍是处于一种

包含和被包含关系。主体基因由于包含范围较广、上

走马观花的文化影响浅层。

升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更多地作为城市地域文化的

在混合基因的文创产品开发中，
“加标头”和“加前

标签代名词。文创产品开发创新性较低，文化继承性

缀”是进行文化创意开发的前提和必要的一步，混合基

较高，适用于普识性、文化传播性和文化教育性的文创

因相对于附着基因来说，空间分布更为分散，文化独特

产品开发路径。而在消费者及游客实际的旅游享受或

性更低。例如将天津意大利风情区以平面图片形式呈

产品购买中必然需要一定物质载体和功能实现，这时

现在大众眼前，单纯依赖图片景象几乎无人会辨别出

便可着重挖掘附着基因的物质功能转化。与主体基因

这是真实的意大利国家建筑，还是天津特有的意大利

相比，附着基因以实际物质载体或文化可行性存在，能

租界历史建筑群。因为混合基因中存在大量的可选择

够进行实际创造和创意转化价值开发。混合基因则更

文化因子，这类文化因子必须经过文化加工和文化归
属，才能够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混合基因自身的文
化变现难度在三种文化基因中最低，且文化辨识度和
文化独特性也是最低的。通过主体基因和附着基因的
把控和冠名也就是地域文化的文化 IP 塑造，才能够将
其实现精准和独特发展。例如“故宫猫”文化 IP（见图
6），其最大文化特性是猫咪生活在故宫文化场景中，受
故宫文化光环的庇佑和熏陶，因此被称为“故宫猫”。
生在故宫是它与普通猫咪唯一的不同点，如果脱离故
宫的文化光环和生活场域，它与普通的猫咪并无差别，
其文创开发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故宫场域、故宫文化甚
至是更高级别的皇城文化所带来的光环和文化前缀。

三、京津地域文创产品基因应用和布局

加灵活，其文化特性的实现前提是混合基因必须在附
着基因语境或主体基因中形成和发展，冠以文化标签
和文化前缀，以此形成由上至下的文化基因开发策略。
最后通过混合基因的产品创新和文化归属关系逆
推到地域文化中的主体基因，帮助消费者在观赏购买
文创产品时给予明确的文化归属提示，了解到该文创
产品属于哪一类主体基因、属于哪一城市地域文化，从
而加深整体文化记忆和地域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构建
上下疏通的地域文化布局。

四、结语
在文化基因视阈下对京津两地的地域文化因素进
行重新的界定、排列、整合，可以帮助文创产品进行更

将三大文化基因类型（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

加高效的开发、保护传承和特色发展 [12]，改善较为分

基因）进行单独的分析和策略开发，能够在实际文化生

散、低效、关联度较弱的发展现状。从北京文创产品开

产中提供文化发展思路和价值转化，而最终也要将这

发的成功经验中分析原因，与文化基因理论相结合，站

三大文化基因进行规整和统一以至形成完整的应用闭

位于天津文创产品开发现状，进行学习和因地制宜开

环，使其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推导的整体布局，共同促

发应用。从两地分别出发，最终引流于交汇点，真正实

进京津地域文化产业发展。

现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创建良好的文创产品发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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