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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文化产业的定义有很大差异" 以英

国#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为代表的创意论者

认为!文化产业是进行有创意的&文艺品的生产和

销售活动" 产品论者认为!文化产业可以被界定为’
(按照工业标准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行业) 精神论者认为!知识产业是产品与

服务上承载的精神性产物" 根据精神生产和精神需

求的规律!本文认为!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活动

的主体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遵循市场规律

生产&销售相应的文化产品!用以满足人们精神需

求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和过程的总称"
文化产业的文化特性尚未被大多数研究者所

重视" 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

重点和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十分迅

猛"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者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建言献策!多所创获"其中!
很多探讨集中于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给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但在如何在新形势下加

快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传统文

化产业如何向新兴文化产业转移等问题上! 文化产

业的文化特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文

化产业的文化特性!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充分认识文化产业的文化特性! 遵循文化产业发展

的基本规律!突出文化产业的文化特性!对于促进我

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文化产业有别于物质产业

文化产业提供的是精神产品或服务!物质产业

*指物质生产领域的产业!下同+提供的是物质产品

和服务) 文化产业同物质产业的区别主要集中在文

化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显著的

差异上-
!一"文化产品生产的隐性化和小规模化#
文化产品生产的隐性化" 文化产品生产的隐性

化是指与物质产品生产相比! 文化产品的生产只需

要一定量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和一定的时

间&空间等条件进行安静的生产"文化产品的无形化

生产不大行其事!不引人瞩目"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物

质产品的生产相比就无形得多& 安静得多& 隐形得

多!文化产品生产隐性化的特点也就显现出来了"例

如!在文艺作品创作&文化娱乐活动策划制作&动漫

游戏软件开发等方面都有比较集中的体现"
文化产品生产的小规模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正从传统文化产业向

新兴文化产业转移!现代文化商品的生产越来越多

地借助于物质产业的工业化标准生产模式!进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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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但是"与物质产品生产相比"文

化产品生产仍相对地呈现了小规模化生产的特点!
物质产品生产"尤其是工业产品生产"为了降低成

本"提高效益"必然采取标准流水线生产"追求规模

效应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文化产品的生产"尤其

是文化精品#名品的生产更多地是依靠人才及其才

智的不断投入" 而不是物质生产所追求的规模效

应#批量生产! 因而"与之相比"文化产品生产必然

呈现出小规模化的特点! $哈利%波特&#$加勒比海

盗&等原作者和影视制作人注重文艺作品的内容生

产"把历史#神话#巫术与科学#技术等知识元素进

行了精巧地融合" 运用智力优势进行了文化转化!
精心策划#细心制作#匠心打磨"取得了文化产品生

产的巨大成功! 同时"也印证了文化产品生产"尤其

是文化精品#名品生产小规模化的特点!
!二"文化产品交换的高价值化和国际化#
文化产品交换的高价值化! 这首先是由文化产

品的高智力投入和高风险性决定的! 其次"是由商

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决定的! 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商

品也要经过市场交换! 文化产品的交换同样要受市

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调节" 同样要按照买卖公平#
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 另外"与物质产品生产相比"
文化产品生产具有复杂性#无形性#不可比性"使得

文化产品的价值难以依赖有形的计量"文化商品交

换过程中的价格也就难以得到精确性地确定 !"#! 在

这种情况下" 文化产品定价通常采用高定价的策

略"文化产品交换便呈现出高价值化的特点! 早期

影视文化作品$蝙蝠侠&仅仅给其制作商时代华纳

带来的特许经营收入就达到 $%& 亿美元! 时代华纳

宣布拍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不久"可口可乐即

以 "%’ 亿美元买断该电影的全球独家联合营销权"
这一价格还打破了好莱坞影片联合营销价格记录!
上世纪 &( 年代以来" 文化产品交换呈现出高价值

化的倾向愈益显明! 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越高#经

济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文化产品交换的高价值

化的特点就越明显!
文化产品交换的国际化!在世界各国"虽然各种

族存在肤色#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但

在人的本性上讲"则无根本的区别!这已经被文化学

者和人类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

文化产品都是人类共同共有的精神食粮!不同国家#
不同风格的文化产品要实现广泛的共享" 必然要进

行遵循价值规律的国际交换" 国际化的文化产品交

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拓展了人们对世界各地风土

人情#生产生活状况的了解"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国

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我国影视领域"美国

好莱坞大片的引入" 韩国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引进等

等都极大地满足并丰富了不同层次# 不同品味的人

们求新#求异#求变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文化产品流通的低成本性和高安全性#
文化产品流通的低成本化! 文化产品是知识经

济的产物"文化产品也就是知识产品! 我们甚至可

以认为文化产品是一组或数组具有特定排列和特

定含义的信息! 信息的传播和流通要有载体或媒

介"文化产品的流通也要有载体! 文化产品的载体

在传统上有卷宗#书籍等"在现代则有数据存储的

软盘#磁卡#光盘#) 盘等等! 它们具有体积小#重量

轻#形状规则#存储量大等优点! 因而"其流通成本

就低廉得多!
文化产品流通的高安全性! 与物质产品流通相

比"文化产品流通则具有高安全性的特点! 物质产

品体积大#质量重#形状不规则"运输和流通便成了

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物质产品的运输和流通中

既存在着’天灾(的风险"也存在着’人祸(的隐患!
因而"物质产品在流通中极易损毁"安全性相对地

显得较低! 文化产品的流通载体具有’精#小#巧(的

特点"加之针对文化产品的现代防水#防热#防压等

防护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其流通中的安全性较高"
流通安全也就容易得到控制! 此外"文化产品若不

通过载体而是直地借助无线电波#电讯信号#因特

网等媒介流通"由于现代数据加密技术的进步和广

泛应用"流通也就显得很安全!
!四"文化产品消费的高端化和短暂性#
文化产品消费的高端化! 文化产品的消费属于

高端消费"呈现出消费高端化的特点! 文化产品消

费的高端化是由文化产品的高价值化直接决定的!
文化产品消费的高端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

面"文化产品生产的复杂化#无形化#不可比性"造

成了文化产品价格量度要高于物质产品价格的量

度"文化产品价格高"文化产品消费高! 另一方面"
文化产品要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因而文

化产品的价值层次要高! 这也造成两个方面的后

果) 一是文化产品消费的群体集中在高收入者身

上! 春秋时代的管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是文化产品消费的

群体集中在高品味者身上! 文化产品消费集中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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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者身上也体现了精英文化消费的特点 !"#! 由于

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生经历"收入水平和消费

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多集中在高

知"高学历"高收入"高品味的消费群体身上!
文化产品消费的短暂性!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是有层次的#并且是不断增长的! 马斯洛的需要层

次理论从低到高将人的需要分为$ 生存的需要"安

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

的需要五个不同的层次 !$#! 文化产品消费显然是为

了满足比第一"第二层次更高的需要! 某时某地某

个特定的文化产品只能短暂地满足人们那个时候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命历程的延续#
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视野和能力的不断拓展#人

们又会产生新的"更高的精神需要#因而文化产品

的消费在周期和过程性上讲#具有短暂性! 这也是

文化产品市场上各种文化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根

本原因和不竭动力!
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文化产业发展受文化资源的制约#
文化资源论者认为#文化是%一种非物质形态

的社会存在&#是一种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是

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文化资源能够成为人们

社会生产中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 早在

%&’( 年#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

的影响#大量欧洲人将财富和积累与对上帝的信念

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中产生了资本主义文化

冲动#因而推动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商业

文明的繁荣! 中国学者陈炎也认为#除了像石油"煤

炭等自然资源外#像宗教习俗之类看不见"摸不着

的文化也是一种资源! 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产业

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决于文化的自觉活

动! 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产业的开发受文化资源

客观规律的制约! 文化资源主要有自然形成"历史

形成和人为形成三种方式#其形成和发展有其规律

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遵循这种本身固有的

规律! 尊重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律#文化产品的

生产"文化产业的发展就能健康"有序地进行*违背

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律#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

产业的发展就会陷入混乱和停顿的困境! 例如#文

化资源的错误定位开发"过度开发#甚至是破坏性

的滥开发#不仅会破坏不具有再生性的"珍稀的文

化资源#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而且也

会造成开发和经营的失败!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兴衰成败由经营者的素

质决定#
文化产业是人力资源密集性产业# 或者说是人

力资本高投入度的知识产业! 物质产业的发展依赖

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等生产要素一种或几

种组合的投入!文化产业则不同!文化产业发展更多

地是依靠人才资本"智力资本的集中和使用!文化产

业是进行科学的"复杂的"创新的文化资源开发和文

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产业发展的

成败荣辱则由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综合素质所决定!
文化产业具有突出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特

征! 知识经济形态下#商品的生产者"经营销售者等

市场活动的主体从事激烈的市场竞争活动#成败的

关键在于对重要知识"信息的掌控! 信息不对称者

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来自政治"
经济等方面#而且是由于对重要的"甚至是关键信

息的掌控常常居于劣势地位所造成的! 一方面#文

化 产 品 的 生 产 经 营 者 决 定 了 文 化 产 品 的 质 量"服

务"层次水平!)*! 生产经营者综合素质高#生产出来

的文化产品就很可能是精品"名品*生产经营者综

合素质低#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往往是粗制滥造的

产品!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经营者综合

素质高低决定了其对市场信息"市场规律的综合把

握水平! 文化产业经营者素质高#对市场供求态势"
市场规律的把握水平就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很可

能符合市场的要求走向成功! 文化产业经营者素质

低#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差#市场的总体走势把握

得不准#文化产业发展就很可能走向失败! 在社会

生产力中#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尤其是在发

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文化产业发展的兴衰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素质的高低! 在发展文化产

业上#大家竞相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和扩大科技内

涵#原因和目的也即在此!
!三"文化产业发展与们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
人类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 人的精

神需求是从人的精神需要转化而来的! 心理学认

为#需要是有机体对延续和发展其生命所必需的客

观条件的要求! 人们的精神需要同物质需要一样也

是客观的"本性的"原发的"内生的! 随着社会生产

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供给的产品范围从物质领域逐

渐延伸到精神领域#人们精神需要的诉求也就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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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助的渴望开始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 由于精神

产品社会供给的出现和丰富"人们的精神需要就成

为一种能够得到满足的精神需求"于是"精神产品

交换和消费便出现了!
发展文化产业就是为了增加精神产品的供给"

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生产出

更多# 更好的文化产品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

求! 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种类的

立体式#全方位的需求! 文化产业发展要注意满足

人们精神需求的这种多层次性和多样性! 文化产品

交换的完成"精神需求的满足同样要遵守市场经济

中的价值规律"等价有偿地进行交换和消费!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集群化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高度的集群化趋势! 产业

集群化有利于在加强企业间有效合作时提高产业

整体竞争力"有利于资源共享#交易成本降低#专业

化加强#促成规模经济#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

生$知识溢出效应%#形成$内在趋力%!"#!
我们要准确判断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善于借

鉴世界各国文化产业成功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正确

吸取其教训"坚定不移地走集群化发展之路!当代欧

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为我

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美国的好莱坞影城#迪斯尼

乐园#俄罗斯的国家芭蕾舞团#法国的巴黎歌剧院#
奥地利的维也纳音乐会等既宣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和人文价值观" 又源源不断地创造着巨大的经济财

富"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共舞#双赢! 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要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必须走集群化

发展之路!一方面"要按照文化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基

本原则整合一定区域内的文化资源" 形成区域化的

文化资源集群" 以利于以后的文化产业整体性开发

和利用&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或

企业集团! 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培育不在面而在

点"不在大而在精"不在多而在强"总之"要具有强大

的市场竞争力和内在创新力! 文化产业发展要在整

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形成以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 带动整个文

化产业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加快我国知识

经济#信息经济的健康#快速#有序发展"国家在制

定产业政策时"要把文化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上"努力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推动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的一种支柱型产业和重要的经济文化增长极!

三!文化产业必须以文化特性为支撑

物质产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

征! 文化产业的存续"同样离不开自己的特性! 文化

产业基于$文化性%这一根本属性而产生的特性"统

称为文化产业的文化特性!
!一"文化产业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

族性#
文化产业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是由文化

产业的基础’’’文化资源的这些特性决定的! 文化

产业的存续以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为

基础! 发展文化产业若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资

源"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米之炊!
文化资源的形成方式和原因多种多样" 有历史的#
有自然的#还有人为的! 文化资源的形成方式的多

样性并不影响文化资源的存续和对后世影响的客

观性! 文化资源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必然地

赋予文化产业文化特性"这就是文化产业上文化特

性的客观性!
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是文化产业的三个基

本文化特性! 历史性#地域性主要是指文化资源形

成过程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 文化产业的历史

性要求在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对文化

资源的历史性因素要仔细地考量"在文化产品的制

售过程中不要混淆历史事实"弄得张冠李戴"违背

历史常识! 文化产业的地域性是指文化产业的开发

和利用要受文化资源地域性的限制"不能为经济目

的而任意缩小或扩大文化产业开发的地域范围"把

本已具有地域属性的文化资源开发得不伦不类! 民

族性主要是指文化资源形成过程中参与主体的种

群性与附着于上的人文特征! 参与主体的民族不

同"形成的文化资源也会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其文

化积淀也就大异其趣! 文化产业的民族性为文化产

业的发展关键项"对于文化产业的科学开发和合理

利用有很大的制约意味!
!二"文化产业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比物质产业

要高得多#
文化产业的高社会关注度是社会生产高速发

展和文化昌明的必然结果! 自瓦特 $%&’ 年发明蒸

汽机引领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

产品生产和消费已经走过两个多世纪! 直到近几十

年来伴随科技革命的又一次兴起"人们在精神文化

消费方面所占的比重"在整个日常生活消费中的显

得越来越高! 人们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

张艳国!陈新川"论文化特性对文化产业的支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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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领域的消费" 因此!人们对文

化产业的关注度也就越来越高!对文化产品质量和

种类的期望值也就越来越迫切" 文化产业引起的较

高社会关注度和期望值正是人类文明加速进步的

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 !" 世纪的朝阳产业" 世界

上许多国家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产业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

发展的集中代表!它与物质产业相比!具有低投入#
高产出#无污染或低污染#集约化等优点!是推动各

国经济发展真正的朝阳产业" 同时!由于文化产业

是为人们提供精神产品! 因而牵涉到思想观念#意

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方面的东西" 因而!世界各国都

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和思想导向性作用"
文化产业的思想导向性!文化消费的意识主流性涉

及到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竞争力!更引起世界

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发展文化产业!在现代国际

竞争格局中!具有全方位的战略意义"
!三"文化产品的效用具有恒久性#
文化产品的效用也就是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

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交换时!它就成了商品"文化商品

的使用价值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文化

商品的效用具有恒久性"一部好书或好的影视作品!
可能影响人的一生! 甚至可以影响几代人" 记述保

尔$柯察金英勇一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红色经典(!激励着几

代青年人勤奋刻苦!不畏牺牲!为着共产主义理想而

奋斗终身"书籍#文艺影视作品等文化产品会影响人

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因而对人的影响

具有恒久性!这是任何一件物质产品所无法比拟的"
人的精神需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们的精神

需求会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视野的

开阔#精神的升华而不断向前发展" 个案地看!某些

文化产品往往只是在某时#某地满足某人#某时的

精神需求!效用具有短暂性" 但是!如果把人的精神

需求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一个较大的空间范围

来看!人的精神需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因而!在这

种情况下!某种文化产品对某类人的效用就可以表

现为一定的恒久性" 例如!足球运动爱好者对发行

的足球报纸#杂志!有则必买!对转播的足球电视节

目乃至重播的录像!有则必看!年轻的女孩子们对

介绍化妆品#衣饰等时尚杂志爱不释手等等" 精神

需求的稳定性就这样决定了文化产品功效的相对

恒久性和对人的需求影响的长期浸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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