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一座城“装”进盲盒，你最期待
“拆开”什么？兔爷从你手中蹦出来，
沙燕风筝飘过故宫角楼，与话剧名角同
台飙戏，还是带虚拟人像回家？“五一”
期间，“故宫以东·城市盲盒”将首次亮
相王府井大街东方新天地商场 LG
层。届时，这些想象都可以一一实现。

为丰富假日市场文化和旅游产品
供给、带动区域重点文旅商圈持续回
暖、发挥“故宫以东”品牌引领作用、为
东城区“文化金三角”增添优质体验内
容、助力北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今年“五一”期间，东城区推出“故宫以
东·城市盲盒”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由
线上“城市旅游体验盲盒”及线下“故宫
以东城市盲盒”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两
大板块组成，触达王府井、隆福寺、前门
等重要商圈，解锁传统胡同、非遗、博物
馆、老字号等潮流玩法，将10家不可移
动革命文化和红色旅游景区、中轴线文
化探访线路精致包装，利用时下流行的

“盲盒”概念，多方流量矩阵加持，开启
线上攻略指引、线下沉浸体验的双循环
游览模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月 29 日，东城区“故宫以东·城
市盲盒”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对
外发布，“五一”期间全部上线，独具老
北京文化的潮流解锁方式，多重“京
喜”，等您开启。

东城区首个文化+科技联袂
跨界国潮乐园落地王府井

5 月 1 日，“故宫以东·城市盲盒”
数字沉浸体验空间将在王府井东方新
天地商场正式营业，这是第一个以“故
宫以东”命名的线下展览空间，是东城
故事与科技互动巧妙结合的创新尝
试，更是为城市带来无穷想象空间的
新型室内国潮乐园。

该活动共设“游园盲盒”“梦想盲
盒”“穿越盲盒”“梦幻盲盒”“虚拟盲盒”

“能量盲盒”“国潮盲盒”“太空盲盒”八
大盲盒体验站，将城市文化插上科技的
翅膀，让文化可感、可触。“故宫以东·城
市盲盒”是城市文化的延伸，是“文化+
科技”“传统+当代”的跨界融合平台，也
是东城区文商旅融合的创新实践。

活动地址：东长安街 1 号东方新
天地商场LG层

活动时间：5月1日起
购票入口：“城市盲盒国潮乐园”

公众号

光影剪纸展现东城区红色
文化资源

“五一”期间，东城区特别推出的
五大精致旅游攻略，其中“红色印记”
主题将集中展示老舍故居、北京古观
象台等东城区 10 家不可移动革命文
化和红色旅游景区。

此外，“故宫以东·城市盲盒”王府
井线下空间特别设置了红色主题场
景，生动展示东城区“党史 e 起学”小
程序里的党史游学地图，其中代表性
建筑将通过传统技艺剪纸结合光影的
效果呈现在空间内。预计“七一”前
夕，“故宫以东·城市盲盒”内的数字长
卷，将以红色主题的全新互动内容与
观众见面。

平台入口：微信小程序“党史e起学”
活动时间：5月1日前

五大精华文旅体验主题
打卡百家文商旅单位

“故宫以东”倾心准备了“2021年爱
上东城的五大理由”。结合东城区“一
轴、两区、五带、五城”的文化功能格局，
深度提炼“皇城中轴”“古都京味”“红色
经典”“艺术戏剧”“饕餮美食”五大精华

文旅体验主题。
推出“时光放映厢房”“京品时刻”

“艺感培养皿”“舌尖上的珍宝馆”等“故
宫以东”五大隐藏攻略，包括文艺探店、
街区漫步等“潮流感”玩法，体现精品生
活方式、仪式感满满的“品质感”体验和
精确到小时的“限定感”打卡攻略。

游客可以手持解谜书在故宫里来
一次大冒险、在蝶变新生的隆福寺打
卡最火的市集、在嘉德艺术中心欣赏
最文艺的展览、走进 600 年的古寺上
一堂清晨瑜伽。另外，别错过将四合
院做成的“故宫以东”下午茶，老胡同
里可以“上房揭瓦”的屋顶咖啡……

五大隐藏攻略聚合了珐琅厂、红
桥市场、美后肆时、南阳共享际等 100
家文商旅资源单位，充分展示多元在
地文化及精品生活方式。

平台入口：穷游网“最世界”榜单
活动时间：4月26日起

线上消费狂欢
拉动文商旅消费增长

“五一”期间，“故宫以东”美团官
方旗舰店将联动 1646家餐饮门店、30
家五星级豪华酒店、15个景点单位组
成线上“五一”消费狂欢节主会场，开
展文商旅促消费活动。

“探秘故宫以东 解锁城市盲盒”
的主题线路产品将正式上线销售，以

“故宫以东·城市盲盒”数字沉浸体验
空间为起点，链接和平菓局、励骏酒店
等“故宫以东”文商旅联盟成员企业，
串珠成线，拉动节日期间东城文商旅
消费增长。小红书、新浪微博的东城
文旅官方账号也将持续推荐各类体验
内容，一批网红体验官将先行探店。

平台入口：美团网、小红书“故宫
以东”官方账号、新浪微博@东城旅游
官方账号

活动时间：4月29日起

老字号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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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三角”联动“商业+文化”消费新模式“燃购东城”

随着文化游越来越受欢迎，博物馆
逐渐从高冷到亲民，“为一座馆，赴一座
城”成为备受追捧的旅行方式。“五一”
小长假即将到来，作为热门景点的故宫
博物院可谓“一票难求”。据悉，“五一”
期间，故宫将有精彩展览面向观众开
放，如故宫博物院典藏如意展、清宫医
药文物展等。

约 2 公里半径范围内，既可领略
故宫的皇家风范，也可到国际化消费
地标王府井“买买买”，还可到世界级
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隆福寺享受

“文化盛宴”……以故宫、王府井、隆
福寺三处知名文化地标构成的三角
形地带，构建形成“文化金三角”。届
时，王府井步行街和隆福寺街将成为

北 京 的“ 宽 窄 巷 子 ”、北 京 最 美“ 文
化+”街区，街区还将围绕“故宫 IP”做
文章。

近年来，东城区相继与故宫博物
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故宫—
前门项目合作协议”等，通过开办故
宫大讲堂、故宫文创馆、故宫学院、故
宫 文 化 数 字 多 媒 体 展 览 、非 遗 项 目

（宫廷造办处 42 个作坊）、故宫书店等
项目，广泛、多元地传播故宫文化。
东城区以推动“文化东城”建设为己
任，充分发挥好故宫文化对区域的辐
射带动作用，精心打造“故宫文化”+

“高精尖”文创产业体系，推进故宫文
化圈建设，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感受到
故宫文化的魅力。

打造文创产业体系 推进故宫文化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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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网红美食、新潮的服装饰
品、个性十足的音乐活动……“五一”
期间，历史悠久的隆福寺将变身为潮
流文化聚集地，举办“囍·电音派对”

“伍德吃托克开箱市集”等活动。
隆福寺始建于 1452 年，曾是书

籍、高端艺术品交易的京城知名“文庙
会”。新中国成立后，隆福寺也是北京
的核心商业区。2012 年起，东城区对
隆福寺地区进行风貌保护和城市更
新。经过多年的更新，2019 年，7.5 万
平方米的隆福寺项目一期蝶变亮相。
红墙黄瓦绿松的顶层四合院，国际顶
尖大师作品云集的木木美术馆，安坐
一隅、捧卷而读的更读书社……这个
融合了城市书房、美术馆、艺术街区、
共享办公等的全新文创生态空间，一
跃成为新晋潮流打卡地，举办了多场
个性十足的文化活动。

“五一”期间，“伍德吃托克开箱市
集”将在隆福寺北里文创园举行。这里

曾是商场仓库、食堂、配电楼，如今引入
了著名的共享办公品牌WeWork和融
美术展览、艺术影院、艺术衍生品商店、
创意活动等于一体的木木艺术社区。
近百款书籍内文纸、创意艺术家居、可爱
的手工毛绒玩具……伍德吃托克开箱
市集汇集了近百家潮流新锐品牌，有探
索当代青年新潮生活方式的艺术商店，
有售卖陶瓷彩绘小丑玩具的玩具店，还
有专营复古风格服饰的私家服装店。

此外，人们还可以在市集上品尝
到各种网红美食。FAFACAT 是功能
零食领域的新锐品牌，售卖功能零食，
这些零食包装精美小巧，看起来很像
化妆品。北京第一家清真日式烘焙店
也将亮相市集，店内主打的无油无糖
碱水系列风味独特，性价高。DIY 香
水柠檬冷泡茶袋在市集上首发，不仅
可以现场品尝，还可以带回家泡着
喝。酒庄推出美好又时髦的“微醺新
国货”——桃子酒，创造属于中国年轻

人的饮酒文化。
与此同时，“囍·电音派对”将在隆

福大厦 9层的隆福文化中心举办。在
隆福寺改造过程中，隆福大厦对顶层的
空中庭院进行了翻修，同时还增加了观
景台。站在东西两侧的观景台上，西侧
是以北海、故宫为前景的传统城市画
卷，东侧则可以望到灯火辉煌的CBD，
古老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小长假5天，
这里每天举办不同内容的活动：北京酷
儿合唱团多次参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社群合唱节，并参与不同国家的社群文
化交流，他们将带来精彩的表演；格斗
体验课让人们体验到泰拳、巴西柔术、
拳击带来的紧张刺激的对抗感，还可以
学上几招防身术；声音疗愈冥想活动在
夜间举行，开启一场不同以往的集体声
音冥想之旅；天才动画放映厅将精选10
部“天才动画艺术节”动画短片，这些独
立、小众、风格鲜明的动画作品会让人
们大饱眼福。

潮流文化地标开启“五一”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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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滢）近日，东城区文旅品牌“故宫以东”首款专属表情包
“乖巧宝宝×故宫以东”京味表情包正式上线，供微信表情端免费下载使用。
这也是继春节期间推出微信专属拜年红包后，“故宫以东”与互联网企业的再
次跨界合作。

东城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乖巧宝宝”表情包作为社交情感
链接的媒介，深受年轻人喜欢。此次“故宫以东”与之联名推出的“乖巧宝宝×
故宫以东”京味表情包内含16个动态表情，主打老北京鲜明文化特色，兼具实
用性和潮流性，生动再现了北京市井文化及现代生活方式。如天坛背景“早上
好”、身着宫廷服装的格格“谢谢”、京味口头禅“劳驾您了”“得嘞”、胡同里“滚
铁环”、坐人力车“看戏”、四合院里“悠闲”等，既丰富了“故宫以东”品牌社交属
性，又生动展示了东城区独特的人文气质。

据悉，“乖巧宝宝×故宫以东”京味表情包的推出，既是为“五一”期间“故
宫以东·城市盲盒”文旅促销活动预热，届时表情包动画人物将现身线下“能量
盲盒”潮玩店与观众互动；同时也是利用“互联网+”为文化赋能，进一步扩大

“故宫以东”品牌影响力。

“乖巧宝宝×故宫以东”京味表情包上线

相关新闻

“故宫以东·城市盲盒”多重“京喜”等您开启

“3、2、1……”4月28日，随着倒计时响起，2021“燃购东城”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全区各大商圈将推出各类主题
活动，推动传统消费提质升级。其中，故宫、王府井、隆福寺等地将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助力“商业+文化”消费新模
式的同时，突显“文化金三角”魅力。

从地图上看，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构成一个三角形。出故宫，沿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步行约1公里抵达王府井
步行街，而顺着王府井步行街北延步行约1.5公里便能到达隆福寺。这三处文化地标正逐渐成为“文化金三角”。届
时，王府井步行街和隆福寺街将成为北京最美“文化+”街区，同时围绕“故宫IP”做文章。

“五一”期间，具有600年历史的隆福寺将围绕“文化+”做文章，成为年轻人、时尚潮人的文化消费新地标。在这
里，音乐爱好者可以和新锐音乐人“共创一首歌”，“干饭人”可以品尝到各种网红美食，俱乐部文化爱好者可以学习DJ
的基础知识。

王府井“五一”期间将举办六大活动。“时尚北京2021”汇集知名文创IP、国民经典品牌、跨文化时尚潮牌、冬奥主
题产品以及智能定制服装，“故宫以东·城市盲盒”数字沉浸体验空间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商场正式营业，八大盲盒体验
站将城市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文化可感、可触。

“五一”期间，故宫将迎来客流高峰。除了历史建筑和常规展览，人们还可以参观“故宫博物院典藏如意展”，欣赏那
些或像心、或似云，精美绝伦的“如意”，让人们了解古人寄情的不同方式。

记者 庄蕊 李滢/文 记者 张传东 闫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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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东城美食体验季”

6 月至 10 月，东城区将举办
簋街不夜节，分别策划“啤酒
节”和“龙虾节”两个主题活动，
邀请知名网红直播带货，主流
媒体全方位宣传报道，宣传网
红打卡。同时采取现金券赠送
等活动，将线上客流引流到线
下，全面促进簋街夜间消费。
此外，东城区还将举办“名人探
店讲好东城美食故事”活动，在
讲好东城美食故事的同时拉动
餐饮消费。

“Wonder Food
吃货开箱日”

“五一”期间，北京来福士
商 场 推 出 满 额 限 定 礼 ，赠 送
PEPE 娃限量礼包，满额尊享好
礼。活动期间全场消费满 666
元，即可享受中庭市集整场 8.5
折优惠；招商银行 69 元购 100
元大额餐饮现金券。此外，来
福士与潮流 IP“PEPE 悲伤蛙”
合作打造“悲伤靠边站”主题活
动，搭建快闪店、表情包互动区
等新型购物场景，为商圈聚人
气、增热度。

北京apm“一起锅节”

4 月 29 日至 5 月 20 日举办，
联合大众点评、支付宝、蚂蚁花
呗等平台联合促销，醉鹅娘、鲈
鱼、东来顺、捞王等近 20 家企业
餐饮品牌参与，活动通过消费满
减、积分兑换、跨界合作等多种
方式，吸引消费者体验互动，带
动五一节日期间餐饮消费。

“澳门中心美食节”

5 月 1 日至 7 月 30 日举办
“澳门中心美食节”，王府井希尔
顿酒店在澳门中心北侧东广场
推广澳门当地特色小吃、咖啡、
下午茶、简餐等。

“时尚北京2021”

4 月 30 日至 5 月 9 日在王府
井大街举办，以“时尚北京·爱尚
国货”为主题，包含国潮风格服装
服饰展售、潮流玩物、潮流美食、
跨界IP、创意互动、快闪活动等。
4月30日至5月7日举办“国风当
潮·向美而生”——雅诗兰戴快闪
活动，在王府井大街举办品牌新
品推广活动，现场设置漫画互动
屏幕，吸引游客关注体验，并可现
场下载、打印漫画定制礼品，消费
还可随机获得线下盲盒礼物。

“品牌品质 惠享生
活”前门国潮京品节

5月1日至5月31日，举办前
门国潮老字号市集，创新激发老
字号的商业活力，充分挖掘老字
号的历史文化价值，实现老字号
的品牌宣传与销售提振以及前门
大街整体的消费促进的双重效
果。5月1日至5月31日，举办书
香世业主题活动，打造以书为媒
的城市沟通空间，融合京味儿文
化与创新文化让北京人能到前门
寻找“乡愁”的味道，书市集+mini
讲座。

“戏剧东城”展演季

5 月至 9 月，继续以突出东
城元素，传播戏剧知识、鼓励群
众参与为特点举办戏剧东城展
演季活动。依托首都剧场、保利
剧院、长安大戏院、隆福剧场、人
艺实验剧场等辖区 11 个剧场资
源，推出原创话剧、邀演剧目、环
境戏剧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呈现
近百场戏剧演出和系列活动。

夜间精品“国潮书市”

7 月至 8 月，依托隆福寺地
区网红书店资源和特色餐饮小
店，通过丰富的书籍、文创产品

以及网红餐饮小店，在饱含艺术
气息的氛围中，打造“国、潮、
书、食、物”于一体的“国潮书
市”。为文艺青年提供新的“打
卡地”，形成风格独特的夜经济
热点地区。

非遗技艺体验季

8 月至 10 月，“梦幻景泰蓝
夜场文化体验季”主题活动将回
归。北京市珐琅厂充分发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京珐”艺苑工厂店
和北京市离境退税商店、北京惠
民文化消费电子劵合作单位的
优势，积极依托景泰蓝艺术博物
馆、景泰蓝技艺互动体验中心在
文化传承中的“中枢”作用，促进
夜间消费增长。

首店首发节

6 月，王府井将举办北京首
发节活动，推介商圈内首店新品
发布活动。活动分为“京彩首店
打卡指南”和“首秀京城线上活
动”两大板块。通过发布商圈首
店指南、首店优惠、首发节消费
券、首店探店发布传播、商圈宣
传、首店消费打卡等形式，商圈
与首店、线上线下联动，为商圈
及首店引流；同时，整合商圈与
首店资源，推出首店品牌上新
日、首店消费礼包、商圈首发满
减、首店折扣、首发节伴手礼等，
植入首店品牌及活动等内容，直
接带动消费。

东城金秋购物季

9月至11月，利用金九银十
购物旺季，丰富商品和服务供
给，推动商圈联动，以崇外商圈

“60 小时不打烊”品牌活动为主
打，围绕“一店一策”转型升级，
打造线上线下消费体验新场
景，创新传统商业新玩法，为商
圈引流。

4月28日，2021“燃购东城”消费季活动在北京来福士购物中心启动。

看 点 一

看 点 二

看 点 三

看 点 四

4月29日，东城区“故宫以东·城市盲盒”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对外发布。2021“燃购东城”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现场，老字号进行技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