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
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
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
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
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
产业。我国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分
类和确立发展重点时，充分借鉴了欧
美、亚太等国家和地区的分类体系，
结合中国国情，确立了以促进工业
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文
化创意产业统计分类体系。比如，上
海将文化创意产业划分为文化创意
服务业和文化创意相关产业两大部
分，下分媒体业、艺术业、工业设计、
建筑设计、网络信息业、软件与计算机
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广告及会展服
务、休闲娱乐服务、文化创意相关产业
等10个大类。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是将文化资本
重新组合引入经济系统的新兴产业，
其特点就在于把文化、技术、产品（服
务）和市场通过创意元素有机地结合
起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提升文
化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力、扩大文化价
值观的影响力、增强文化对产业的辐
射力、文化传播的吸引力和提升全民
文化素质，从而推进文化强国的建设。

文化创意产业通过高科技和多媒
体等创新手段，有助于将传统文化中
的精髓较完好地延续下来，既有效传
承了传统文化，又在内容或形式上有
所创新。

文化的创新力包括文化内容与形
式的创新能力，需要具有对本土传统
文化的传承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力。文化具有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
具有不同的内容，而传统文化基本精
神则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构成民族的
文化传统。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许多传统文化濒临灭绝，而文化创
意产业则通过高科技和多媒体等创新
手段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较完好地延
续下来，既有效传承了传统文化，又在
内容或形式上有所创新。

桂林市阳朔县的“印象·刘三姐”
作为全球第一台山水实景演出，就挖
掘出了原生态的山歌文化。唱山歌是
广西壮族人民的一个传统。广西人民
素以能歌著称，有以对唱山歌为主的
歌圩，唐宋时期的刘三姐就是壮族人
民能歌善唱与聪明智慧的化身，并被
民间称为“歌仙”。然而随着现代化的
进程，山歌文化日渐衰弱。如今广西
人民试图通过刘三姐这个载体来表现
自己当地的传统文化。从 2003 年的
国庆节开始，“印象·刘三姐”几乎每天
都在阳朔县书童山下上演。通过现代
化的声、光、色表现手法将写实的人物
故事表演变为对桂林山水、概念、人文
的“写虚化包装”，在这里，刘三姐首次
被“抽象”为桂林民俗与山水文化的大
融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传
承了当地的山歌文化。

还如，《大梦敦煌》是近年中国原创
舞剧中当之无愧的顶级之作，使中国舞
剧进入了用舞蹈语言刻画人物细腻情
感的新阶段，是继《丝路花雨》之后中国
民族舞剧达到的又一高峰。《大梦敦煌》
以敦煌艺术宝库的千百年创造历史为
背景，以青年画师莫高与大将军之女月
牙的感情历程为线索，演绎了一段可歌
可泣的爱情故事。其前期投入达600
万元。自2000年4月首演于北京以来，
截至2008年，已在全国27个城市与欧
美多个国家演出500余场，累计票房收
入5000余万元，成为中国民族舞剧商
业运行最为成功的案例。《大梦敦煌》成
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刻挖掘和有效
传承了中国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精髓。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把文化、技术、
产品（服务）和市场通过创意元素有机
地结合起来的融合性特征，有效促进
了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因为传统

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
新的内容，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
收和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性不
仅体现在产业运作上，还体现在对文
化内容和形式的重新编码和整合上。
这些都有利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比
如《西游记》已经被日本改编成动画
片；美国则利用我国的文化元素摄制
成了动画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
功夫和熊猫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资源
和生物资源，美国的梦工厂将这种资
源搬上了银幕，拍成了票房达5.5亿美
元的幽默动画。《功夫熊猫》正是通过
聚焦中国元素来吸引消费者，导演花
5 年时间研究中国文化，使中国元素
充满了整部电影。而由《功夫熊猫》衍
生出来的产业市场还在不断扩大。

我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应在吸
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创
新。为此，我们应以包容和开放的胸
怀来吸纳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
化，扩大国际文化创意的交流，从而拓
展创意空间、提升创新能力。

优秀的创意产品不仅可以传播和
普及文化知识，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
情操。

文化发展最根本的是价值观问
题，因此文化强国的首要目标就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才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根
本。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体化为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
裕，即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基础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因此，我们
可以说文化的根本功能和核心价值应
该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精
神境界，为社会生活提供价值系统，使
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
德、审美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文化创意精品的传播影响远大于
说教式的宣传。优秀的创意产品不仅
可以传播和普及文化知识，而且会潜
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
判断和道德情操。1998年，韩国正式
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在“文化立国”
战略中，影视业被视为“重中之重”。
在影视作品中，韩剧传播的是中国传
统儒家文化里的谅解、宽容精神和伦
理价值观念，比如年轻人应该孝顺父
母，朋友之间以信义为本，做人要诚
实，对家庭亲情要珍惜等。

曾经在 2005 年火爆于中国荧幕
的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讲述的
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御医——
大长今的传奇故事，该剧细致入微地
展示了韩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
神。除了优美的画面之外，更吸引中
国观众的是《大长今》中蕴涵的儒家文
化传统。它很好地把中国儒家思想中
的“忠、孝、仁、义”体现出来。比如，大
长今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始终替妈
妈保守秘密，不透露她的真实身份；为
了完成妈妈的遗愿，长今历经千辛万
苦，终于做上御膳厨房的最高尚宫，这
就是她对母亲的忠孝。而她对韩尚宫
的尊敬、对皇帝的诚恳，则体现了她的
仁义。在《大长今》中，宫廷生活、宫廷
礼仪、官员设置等，都充分体现了儒家

文化所提倡的礼仪。
《大长今》的热映，使人们进一步

了解了韩国的文化，并推动韩医、韩服
和韩国的美食、旅游业的发展。《大长
今》也为韩国的旅游业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据统计，在《大长今》的效应下，
到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增加了15%。

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创意策划和市
场运作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本，
不仅将极大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
展，而且还能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文化对产业的辐射力主要是指文
化作为生产力促进各产业创新与发展
的作用。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创意策划
和市场运作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营资
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创
新发展，而且还能与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人们提供文化含
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从而有效刺激内需，形成新的
消费市场，同时还有利于产业链的延
伸，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

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产品和服务
都能成为一定文化的载体，并因此提
升其价值。如在工业产品设计中融入
文化创意，可以用色彩调节人们的心
情、以结构满足人体的舒适感或操作
的方便、以独特的造型给人们以丰富
的想象，从而实现产品的增值。

文化对产业进行渗透和辐射，会
产生强大的生命力，而不会破坏已有
的产业，只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既有
产业的发展，给原来单纯的产业带来
高额附加值。文化对产业的辐射力主
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所有产业中（包括农业、制
造业和服务业）注入新的文化信息要
素，从而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在各行
各业的发展中，文化资本都能够找到
发展的空间，各个产业只有根据市场
的需求不断融入文化与时尚的元素，
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提升自身的附
加值。在实践中，农业、医疗业、音乐
等传统产业都可以通过文化创意开辟
新的市场。

比如，可以利用生物科技手段改
变农产品的形状、色彩和口味等物理
功能，与此同时融入文化元素，增加农
产品的文化艺术含量，从而提高农产
品的附加值。医药服务业是较难发挥
创意的产业，在台湾新竹县竹北市，则
有一家医院主题餐厅。服务员们打扮
成护士模样，所有设备都来自医院器
材，盛满酒的盐水瓶吊在空中，酒水沿
着滴管流入酒杯，让人玩味不已。传
统民族音乐对现代人的吸引力逐步减
小，而运用时尚文化元素，可以重现昔
日的辉煌。如女子十二乐坊，这个诞
生于2001年6月的乐队，是一个将中
国传统的乐器组合与现代流行音乐表
演形式有机结合的流行艺术团体。通
过对中国的民族音乐进行重新包装，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乐表演形式，受
到了市场的青睐。

二是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
环节中加入文化创意概念。在产业的
设计、生产和销售每个环节都可以通
过文化创意投入实现附加值的增加，
或创造新的需求并扩大市场。比如制
造业，我们可对这个产业产品的设计

研发、产品的制造和产品的销售进行
拆分，围绕着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
销售等价值链环节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形成的若干个横向产业；处于不同文
化背景中的创意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
特点，选择适合的价值切入点，注入创
意思想与文化内涵；让众多类似的价
值活动通过聚集与重新整合，形成专
门化的、以提升顾客价值为目标的文
化创意产业群落。

把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创新开
发结合起来，形成一条前后联动的产
业链，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取胜之道。
比如，《哈利·波特》小说的作者从一名
接受救济的贫困者一跃成为可与英国
女王相匹敌的女富翁，获得经营权的
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从中赚取了上百亿
美元。《哈利·波特》成功的关键在于现
代营销、现代科技和文化创意内容相
结合，衍生出多种系列产品，彼此间形
成产业链，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
需求。如运用高科技展示其内容的电
影、DVD、游戏等数字产品，玩具、服
装等日用品等。据统计，由《哈利·波
特》带动的相关产业累计盈利已经达
到2000多亿美元。

文化创意产业与旧城区改造的有
机互动性，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

文化传播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文
化传播手段上。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了
传播手段的创新。比如技术的发展不
仅为文化创意提供了更丰富的表现形
式，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手段。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
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
费模式，也为文化创意的开发和消费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化创意产业与新技术结合在一
起，促进了文化传播手段的创新。文
化创意产业采用现代高新科技的成
果，大力推进了文化交流和传播手段
的升级换代，改造了传统文化生产经
营和传播模式，例如手机网络、手机动
漫、动画新媒体中FLASH的出现和普
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传
统艺术样式的升级换代，如传统唱片
升级为MP3，传统出版业拓展为网络
出版和电子书，传统舞台美术与多媒
体技术的结合大大增强了视觉效果，
以文化创意为内容的数字技术新产品
层出不穷，基于数字化的各种发明也
使人目不暇接。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还增强了城市
文化的吸引力。文化创意产业与旧城
区改造的有机互动性，有利于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
国际上很多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都和
旧区重建有关，如英国泰晤士河南岸、
德国的鲁尔区、纽约的苏荷、日本北海
道小樽运河等，都是由19世纪制造业
大发展时建造的厂房、仓库改造而成。

德国鲁尔工业区原本是欧洲最大
的工业经济区域。从 19 世纪中叶开
始，凭借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离铁矿区
较近、充沛的水源、便捷的水陆交通等
优势，把煤、钢、机械制造等作为该区
域的支柱产业，奠定了德国经济的重
要基础。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鲁尔工业区步入了衰落

期。其主要原因一是煤炭资源逐步
枯竭，开采成本高于同期的其他国
家；二是空气污染严重。同时工业化
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钢铁的
需求也相对下降。为此，对鲁尔工业
区的整治改造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此后，便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改造这
一钢铁煤炭基地，促进经济结构多样
化，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派生出新产
业，如工业设计、工业文化旅游等。目
前，鲁尔区80%的劳动力从事旅游、商
业、服务等第三产业。鲁尔区在产业转
型中有效地嫁接了文化创意产业，形成
了广受国际关注的鲁尔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成功地将鲁尔从一
个重工业污染严重的只适合生产不适
合生活和居住的场所变成人们可以安
居乐业的旅游型城市。比如，当地民
众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将废弃
的矿井和炼钢厂改造成博物馆，将废
弃的煤渣山改造成室内滑雪场，甚至
还利用废弃的煤气罐、矿井等开发出
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路线。

可见，文化创意产业与旧城区改
造的有机结合，可以避免城市文脉的
中断，不仅能够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
值的建筑，而且通过历史与未来、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洋、经典与流行在这
里的交叉融会，为城市增添了历史与
现代交融的文化景观，不仅对城市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
且使城市更具魅力，给人以城市的繁
华感、文化底蕴的厚重感和时代的生
机感。

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要让人们更多
地享受先进的文化成果，为人的全面
发展提供精神食粮和各种营养。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精神文化需
求增长迅速，各类体现文化创意的物
质产品正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
消费者往往不再满足于商品本身的使
用价值，而更关注于商品中的观念价
值，即其中被注入的新的文化要素，如
观念、感情和品位等因素。文化创意
产业就是要让人们更多地享受先进的
文化成果，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
食粮和各种营养。

从消费者角度看，产品价值系统
由功能价值和观念价值两部分构成。
功能价值是消费者为满足基本需要时
愿意给商品物理属性支付的价格部
分。它由科技创造而成，是商品的物
质基础。观念价值是指人们在消费商
品物理属性的同时，因商品内在的文
化属性、象征意义以及个人因消费商
品所带来的感受和体验等方面的差异
而愿意多支付的价格部分。观念价值
是商品中包含的能与一些社会群体的
精神追求或文化崇尚产生“共鸣”的无
形附加物，譬如品位、意味、风尚、情
趣、故事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促进产品价值增值和消费者认可程度
提高的基本趋势，是沿着从功能价值
到观念价值的路径展开的。这是因
为，一方面技术扩散迅速，产品趋于同
质化，并导致已知市场的饱和，对消费
者而言，以功能价值为基础的基本需
求已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
了，物质产品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更
倾向于精神和文化方面。于是生产者
将大量的个性化体验、故事内容、符号
与象征元素（如品牌等）等文化要素运
用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让产
品成为文化意义的承载者，也就大大
提高了产品的观念价值。

文化创意产业正是通过观念、感情
和品位的传达，赋予传统意义的商品某种
独特的“象征意义”，提升其文化附加值，
从而使传统的商品转变成了承载文化的
载体，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大
大激发了群众的创意和创新意识，提升了
大众的文化素质。

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

提升文化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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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推动力
——厉无畏教授在首届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
席，兼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东华
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曾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11项。1992年
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2007 年获全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
2011年因撰写《创意改变中国》获全球文化产业学术专著“思想驱动奖”。
编著及译著有《创意产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创意产业导论》《创意产
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动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计量经济学》等20
余本，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等近300篇。

厉无畏

扩大文化产品的影响力

促进文化传播的吸引力

增强文化对产业的辐射力

（本文略有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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