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源 设河源东站、河源北站、龙川西站、和平北站

赣州 设定南南站、龙南东站、信丰西站、赣州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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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娜贝儿的走红其实不完
全是偶然，仔细看，其具备 IP运
营的几个基本要素。

首先，玲娜贝儿是有故事
的，她来自迪士尼的达菲家族，
是达菲在冒险路上遇到的狐狸
朋友，手拿标志放大镜发现新
鲜事物。背后的逻辑是：任何
IP 都不能只是一个形象，都需
要基础的“人设”定位，哪怕是
性格塑造，一来给观众真实的
存在感，二来也能让 IP 在后期
营销上有动作、角色扮演上的
依据，从而更加鲜活。

其次，达菲家族本身就是
迪士尼的人气 IP，其中的星黛
露就深受亲子家庭和少女喜
爱，而每家乐园都拥有自己的
达菲成员也是迪士尼一向的惯
例，因此玲娜贝儿在出道前粉
丝的期待值已经非常高，走红
不属于意外。

玲娜贝儿的“出圈”还有一

个重要的加成，就是新媒体、直
播的常态化。随着抖音视频、朋
友圈的普及，每个消费者都成为
一个传播渠道。在此过程中，IP
如何做好跟消费者的互动越来
越重要，无论上海迪士尼的玲娜
贝儿还是北京环球影城的“威震
天”，都会根据消费者的互动给
出不同反馈，不管是卖萌还是碎
嘴，都让消费者有独特的、值得
发布到个人社交平台的体验，从
而愿意主动分享、传播。

玲娜贝儿、威震天的走红
路径，对本土主题公园有如下
启发：IP角色要出圈，需要抓住
几点：一是要有故事内容，哪怕
是简单的人物性格设定，让 IP
成为令人信服、真实存在的朋
友，包括只在一处出现、有真实
的时间表行为准则，才能让营
销有依托。以嘉善大云的独创
IP“云宝”为例，是一只生活在
大云、爱吃巧克力的地下精灵，

让小朋友相信是跟他们一样成
长的陪伴；二是营销上，要始终
围绕 IP性格并保持一致性。如

“云宝”带有暖男陪伴属性，围
绕设计的诸如陪小朋友第一天
上学、每年“六一”一起给云宝
过生日等活动，让大家觉得云
宝在真实地参与小朋友的成
长；最后，IP需要积极跟消费者
互动。一些 IP的扮演者往往只
完成了合照作业，时间久了，互
动流于表面，成为工作模式，游
客的消费热情自然会降低，从
而缺乏自主传播，这点是国内
IP需要提升的重要一点。

当前国内IP逐渐起步，如大
云的云宝深受当地喜爱，方特的
熊大熊二、长隆的白虎、动画片
中的喜羊羊等都有一定的粉丝
基础，但 IP 不是一蹴而就的过
程，“顶流”爆红的现象之下，都
离不开长期运营的策略，孕育一
个成功IP，需要耐心。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最前沿，旅游娱乐资源和设
施独具特色，拥有世界最大的
风景微缩区锦绣中华、世界之
窗，主题公园欢乐谷等，还有
大梅沙、南澳等海滩、海滨浴
场，以及众多的现代化观光娱
乐场所。

特别是在深圳的东部地
区，东部华侨城作为大型生态
度假区，包括大侠谷生态公

园、茶溪谷休闲公园、云海谷
体育公园、主题酒店群，是都
市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大梅沙
海滨公园则有深圳最长的海
滩以及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海
滨风光；大鹏湾和大亚湾之间
的大鹏半岛，以古火山和海岸
地貌为特征，沿岸分布着大大
小小十多个海滩，被誉为深圳
最后的“桃花源”，是网红海滨
度假胜地。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图/景区、受访者提供

玲娜贝儿的走红是互联网
社媒时代的产物，就如SNH48、
时代少年团等当红的流量明星
一样，没有作品的支撑，但靠社
媒营销也能迅速“火”起来，并在
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粉丝。

随着以 90 后、00 后为首的
“Z 世代”年轻人逐渐成为消费
主力，在新时代打造 IP，需要理
解、掌握社交媒体时代的 IP 营
销逻辑。

首先，要有讨喜年轻人的 IP
故事或人设，就如玲娜贝儿，靠

“达菲家族”出圈的同时，有自己
独特的人设；其次是靠社媒营销
吸粉，通过明星带货等方式制造
话题，聚集粉丝；第三是激发圈
层效应，比如玲娜贝儿通过娃圈
炒作，成为其迅速走红的关键；
第四是制作稀缺，通过周边产品
断货等方式，能让粉丝产生更多
期待。

总的来说，一个IP要有长期
的生命力，最终还是需要更多的
故事和作品去支撑，否则就如一
些流量明星一样，可能昙花一现。

横空出世、没有作品的玲娜贝
儿，为何能PK掉拥有经典荧幕形
象的米老鼠、唐老鸭？其走红给主
题公园IP建设带来何种新的启发？

话题解析：潮流玩具的兴旺将冲击主
题公园衍生品传统模式

受访人：熊晓杰（时代文旅首席战略顾
问、著名文旅营销实战专家）

玲娜贝儿的成功案例能否简单复制？
文旅IP角色要“出圈”，应靠什么？

话题解析：讨喜年轻人、掌握社交媒体
时代的 IP营销逻辑
受访人：潘军(资深市场营销专家、橙氏数字首席顾问)

话题1

话题2

话题解析：塑造真实感，让 IP成为令人信服、真实存在的朋友
受访人：顾超群（上海星擎文化传播总经理、文旅 IP 项目规划专家）

据统计，近一个月内，玲娜贝儿多达近 20 次登上微博热搜，
其抖音相关视频播放超 2 亿次。为购买其首发周边，有游客不
惜排队 7 小时，甚至不远千里来带她“回家”，在迪士尼粉丝中，
甚至掀起一股“玲娜贝儿主题色”风潮，就连林依轮这样的老牌
男明星都为其沦陷。最值得玩味的是，其所属的达菲家族本身
既没有动画也没有电影或任何文学作品，有的只是简单的 IP 人
设——玲娜贝儿的人设是“聪慧又热衷于解谜的小狐狸”，其前
辈顶流、同属达菲家族的星黛露是“爱跳舞的兔子”，而家族灵魂
人物“达菲”的人设，仅仅是一只“天真善良的小熊”。

在众多游客被新开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及其“碎嘴”威震天吸
引眼球之际，玲娜贝儿可谓凭一己之力，让迪士尼重返话题热
度。作为一个没有故事、却火得一塌糊涂的顶流IP，玲娜贝儿的
爆红，绝不仅仅来自于高颜值和拟人化的“人格魅力”。业界认
为，其揭示了当前有别于传统的全新的文旅IP营销思路。

近段时间，不管你是否曾关注或走入主题公园，对
于已成为明星宠儿的“川沙妲己”玲娜贝儿，和以与粉
丝互怼为乐的“话痨”威震天，恐怕都有耳闻。作为分
属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和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两大“新晋
顶流”，玲娜贝儿和威震天一改以往主题公园 IP与游
客的互动形式，凭借个性突出的花式路线成功“出圈”，
频频登顶热搜，给业界带来了新的热议与思考。

话题3
“玲娜贝儿式”的走红能

否持久？新生代引领市场消
费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审视 IP
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赣深高铁将通车，深圳到赣州只需2小时

“湾区+老区”五城联游五城联游

赣深高铁线路途经江西省赣州
市，广东省河源市、惠州市、东莞市、
深圳市，线路长度约 436.37km，其
中广东省境内 301.8km，设计的最
高速度为 350km/h。全线共设 14
个车站，其中江西段4个、广东段10
个；站点依次为：赣州西站（既有
站）、信丰西站、龙南东站、定南南
站、和平北站、龙川西站、河源北站、
河源东站、博罗北站、惠州北站、仲
恺站、东莞南站、光明城站（既有
站）、深圳北站（既有站）。

赣深高铁建成通车后，赣州至
深圳的列车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近
7个小时缩短为2个小时左右，南昌
经赣州到深圳的铁路最快旅行时间
也将由现在的 9.5 小时缩短至 3.5
小时左右。赣深高铁对于完善区域
路网布局，加速江西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发挥“生活后花园”作用，促进
“湾区+老区”的“双区联动”，带动
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莞有鸦片战争博物馆、
威远炮台等战争遗址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有可园、粤晖园等
岭南园林代表杰作，也有南社
村、塘尾古村等古村落；年轻活
力城市里还有着松山湖、银瓶
山、大岭山等自然景观。

去寮步体验万古色古香
的非遗“香市”，在可园感受岭
南园林魅力，在塘尾欣赏古建
筑群，入住五星温泉度假酒店
——塘厦三正半山温泉酒店，
轻松就能在东莞勾勒出一条
休闲旅游线路。

东莞 设东莞南站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专家 热议

惠州旅游资源丰富，从南昆山到
罗浮山，从西湖到巽竂湾，山河湖海
泉一应俱全，历史文化沉淀深厚，全
域旅游发展如火如荼，是粤港澳大湾
区的热门旅游城市，去年入选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在仲恺高新区游玩，幸福村是著
名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的故乡，
仲恺公园、潼湖湿地公园、仲恺中
学、陈江文化广场等地点值得一去。

位于惠州中心城区的惠州西湖
旅游区是免费开放的国家 5A 级景
区，由西湖景区和红花湖景区组成，
有“六湖、九桥、十八景”著名景点，
是惠州市区不可错过的地方。其中，
红花湖景区的最高点能俯瞰整个惠
州的城市风光，自行车游玩骑行环湖
大道更有不同的风景体验。

说到博罗就离不开罗浮山，这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它雄峙于岭南中南部，素有百
粤群山之祖、蓬莱仙境之称，吸引古
今无数的名仙、名人和游客。而博罗
哈施塔特小镇以欧洲中世纪风格让
人仿佛置于文艺清新之中。

惠州

设仲恺站、惠州北站、
博罗北站

深圳 设深圳北站、光明城站

作为连接江西省赣州市与广东省深圳市的高速铁
路，京港高速铁路赣深段即赣深高速铁路（简称“赣深高
铁”），预计12月上中旬全线正式开通。沿线的广东深
圳、东莞、惠州、河源与江西赣州等5城市之间的交通将
大提速，赣州与深圳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近7个
小时缩短为2个小时左右，赣南与珠三角之间的联系进
一步加强，对粤赣两省旅游发展带来新机遇。记者为大
家介绍赣深高铁沿线五城不可错过的旅游亮点。

了 解 赣 深 高 铁

玲娜贝儿（左一）与其所在的达菲家族换上最新的冬日服装卖萌迎客

上海迪士尼乐园，达菲的新朋友玲娜贝儿登场 视觉中国

北京环球影城功夫熊猫主题景区内的平先生的神龙大侠大百货

深圳海滨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赣州被誉为“中国魅力城市

之一”，素有千里赣江第一城、江
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故都等
美誉，也是江西三座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

定南县是赣深高铁向北进
入江西的第一站，当地的定南围
屋是赣南客家围屋的一部分，车
步虎形围（含方氏私塾）、明远第
围、太公八角围（含郑氏私塾）值
得一看。

近年来，龙南乡村旅游迅猛
发展，以龙南围屋最为著名。位
于关西镇的关西围景区包含关西
新围、西昌围、鹏皋围、田心围、
圳下围、大书房等围屋。据专家
考证，关西新围是迄今国内发现
保存最为完整，结构、功能最为齐
全的一处有代表性的赣南客家围
屋，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建于明代万
历年间的乌石围，则是目前所知
国内最早的围屋。紧邻赣深高铁
龙南东站的中国传统村落正桂民
宿村人文底蕴深厚，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此外，还有九十
九座奇峰平地突兀而起的小武当
山等自然风景名胜。

信丰县是“中国脐橙之乡”，
安西镇的中国赣南脐橙产业园景
区拥有大型脐橙文化博览馆和玻
璃温室育苗基地供游客参观。信
丰当地还有仙济岩、虎山玉带桥、
金盆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山公园
等自然人文景点，正大力推进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信丰段建设。
说起赣州古城，章贡区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历史的痕迹。赣州古
城墙是江南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城
墙，也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北宋砖墙
之一，八境台建于北宋嘉祐年间，
依城墙建造，朱楼碧瓦、雄丽壮观；
古城外，距今800年的古浮桥依旧
便民。开凿于唐朝的通天岩石窟，
被称为“江南第一石窟”。

目前，河源打造了“客家古邑、
万绿河源、温泉之都、恐龙故乡、红
色经典”五大特色旅游品牌，成功
推动源城区、东源县、和平县、龙川
县获评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万绿湖是河源旅游最响亮
的名片，其“最美的环湖公路”以
民宿体验和环万绿湖探险体验
游为主，是最具河源生态特色的
一条自驾线路。镜花缘风景区
是根据清代小说家李汝珍所著
的神话小说《镜花缘》中所描述

的“百花仙子降生在岭南唐秀才
之家，乃河源县地方”而命名。

“河源恐龙文博园”可以一
睹来自 6600万年前的恐龙蛋化
石、恐龙骨骼化石、恐龙脚印化
石，1.8 万枚馆藏恐龙蛋化石令
人大开眼界。巴伐利亚庄园、河
源客天下等则为游客带来了优
秀的“河源温泉”体验。

有2200多年历史沉淀的龙川
佗城，是广东省首批公布的十一个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至今仍留下众

多古迹和古建筑，赵佗故宅、赵佗
台、赵佗弩营处等遗址至今尚存。

“朝在罗浮暮在霍”的龙川霍山，是
广东名山，有“小丹霞”之称。

河源是“客家古邑”，始建于秦
朝的和平县“林寨古村”是代表景
点，民风淳朴、古香古色，是典型的
客家文化之乡，是广东省首批27
个古村落之一。和平热龙温泉的
地下温泉储水量异常丰富，是世界
级的纯天然、无污染的药疗性温
泉，被誉为“广东温泉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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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旅IP建设带来哪些思考？
出圈“玲娜贝儿”

熊晓杰：过去我们常常认
为，想造就一个好的 IP，必须先
有充足的内容支撑，例如文学作
品、电影、动漫等，但火爆的玲娜
贝儿却给出了另一种非常有价
值的启发。

玲娜贝儿的火爆，更多是迪
士尼营销的成功。玲娜贝儿以
及早前的星黛露，都是迪士尼最
近很火的衍生品。这两款衍生
品与迪士尼过去的 IP 和衍生品
很不一样。一是它们不像米奇、
唐老鸭那样，源自迪士尼的影视
作品，其所属的达菲家族IP没有
动画或电影作为内容支撑，只有
简单的人设；二是它们火爆的速
度非常快。对于玲娜贝儿这位
顶流明星，迪士尼只用了一个月
的时间打造。

从专门为玲娜贝儿举行欢
迎仪式，请来众多迪士尼热门人
物为其“站台”，到推出系列文创
衍生产品，首发后众多女明星与
迪士尼赠送的玲娜贝儿合影引
发关注，“川沙妲己”相关热搜频
繁登顶，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
台涌现众多宣传语，裹挟着带动
IP关注度的提高，由此带来粉丝
同人创作内容的增加，这都为玲
娜贝儿不断丰满了人设，提供了

内容支撑，从而让新入坑的粉丝
有了观看的内容，开始向其他人

“安利”……由此源源不断形成
热度。

迪士尼的这一尝试是革命
性的，它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全世
界主题公园衍生品的生产方式。

综观全世界的主题公园，以
往由影视 IP 到线下 IP，由 IP 而
至衍生品，包括迪士尼、环球影
城在内，全世界都坚持着这个一
成不变的路径，每个景区都在效
仿，但所谓潮流玩具的兴旺，从
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一传统模
式。一些完全没有影视和文学
作品加持的玩具，由于设计上的
突破和迎合年轻人的审美而迅
速走红。

时代变了，“逛逛逛”和“买
买买”已经合体。商业与文旅行
业的界限在迅速模糊，商业中心
越来越成为休闲度假的场所，而
景区也将越来越成为主题性的
商业中心。未来，越来越多的潮
流玩具和设计品牌将进入主题
公园和景区，收费的主题公园和
景区则将呈现更丰富的消费业
态，对于各主题公园和景区经营
来说，消费者的经营将成为未来
最重要的工作。

主题游

新方案新方案

本期关注

热点回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