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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生活是现代人渐渐习以为常的生活风景。由文化主导的诸多议题，不仅活跃于经济和社

会领域，也频繁现身于政治和科技领域。文化通过文化生产进入现代秩序。文化产业构成当代性

的文化与产业双重融合的复杂命题，而这个命题又涉及学术探索与产业实践两个层面。其中，文

化的命题包括价值、审美和意义，产业的命题包括资本、市场和效率。到目前为止，文化产业学

还不是一个以文化产业理论为学科归属的专属领域，而是一个以文化产业实践为连接对象的“超

级联盟”。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迷思，需要一套包括规范的符号体系和具有逻辑性的结构推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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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与成熟性。在托马斯 · 库恩看来，范式正是特定的学术研究共同体从事科

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公认模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理论成熟的标志。①在范式构建的学术共同体内，

参与其中的知识人遵循统一的学科规则、话语体系和伦理规范，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的交流与理论

知识的演进。同样，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成熟，也要表现为文化产业学术共同体的行动者自觉践

行所达成的某种学术范式。

西方文化产业繁荣与发展的实践历程才有百余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勃兴也不过二三十年。产

业实践的时间积累反映在理论反思的学术沉淀中，似乎缺乏深厚的历史土壤就无法生长出深邃的

理论之花。然而，对产业现代化演进与文化价值向度的共同关注，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界的学

术共识。于是，如何审视“文化”（灵魂）与“产业”（肉体）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成为拷问文化产

业研究者的“精神十字架”。文化产业在审美自由主义和市场功利主义、文化至上主义和经济至上

主义之间，难道不得兼顾只能取其一吗？“文化产业原罪论”和“文化产业救赎论”的研究立场

与价值预设，成为西方与中国文化产业学术界隐秘的精神归因，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产业研究

范式。纵横奔驰于文化产业学术狩猎场的猎手，或身怀绝技，或“初生牛犊不怕虎”，喧嚣四起，

热闹非凡。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儿童游戏空间，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生命世界。职业的文化产业

学者需要习惯于多元的文化产业研究视野，发展出符合自身学术气质的学术立场和研究范式。

主流理论的范式论述

人类文化实践的历史很长，文化理论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广布于中外思想家的经典文献之

中。文化产业实践的历史虽然较短，却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出经济奇观，成为政治治理和大众

传播的时髦话语，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门领域。有学者将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范式概括为“释

义范式”“文化范式”和“经济范式”，涉及如何解释、评价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观念，提出应

跳脱“文化”与“产业”、“精神”与“物质”、“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思维，探索“文化”与“产

业”范式的平衡与融合。②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滋养来自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文

化管理学、文化创意学和文化技术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多学科视角和跨学科立场所催生的“无限

可能性”，也滋长了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现实尴尬感。有人甚至认为，许多文化产业学者看起来“不

纯粹”，缺乏持之以恒坚守的学术阵地，充斥了太多的“学术投机”行为。这种批评虽有苛责之嫌，

却不乏警醒之意。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规范化，是文化产业研究学术自觉和学术成熟的标志。“文

化”与“产业”之间不是简单的“文化 + 产业”的算术整合关系，而是文化演进与产业演进之间

动态的复杂统合体系。约翰 ·哈特利把文化产业研究分为三种模式 /流派，分别是文化产业经济学派、

文化产业批判学派和文化产业复杂理论学派，提出“文化科学”的文化产业研究全新路径。③虽然

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文化权利与文化权力、文化权力与经济权力等诸多对立概念的理性思考中，

文化产业研究的诸多结论远未形成共识，但纵观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历程与学术现实，我们可以

大致梳理出阐释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等三种倾向性立场的文化产业研究范式。

阐释学，又称诠释学、解释学或释义学，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学术技术，旨在把文本隐晦的意

涵、文字之外的意义呈现出来，被广泛应用于哲学、宗教学、法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

领域的研究。张江把阐释学分为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两类，认为强制阐释是从文本而不是从实践

出发，具有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性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等流弊，④而基于公共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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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是一种理性、澄明性和公度性阐释，可以通过相互倾听、彼此协商、平等交流而达成共

识。⑤阐释主义具有依托文本的考据型阐释主义和超越文本的开放型阐释主义两种倾向。苏珊 ·桑

塔格反对过度阐释，认为阐释的产生意味着意义的缺失。⑥阐释学具有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释义特点。⑦阐释学是文艺理论研究的经典方法，也逐渐被引入文化产业的

文本研究。然而，文化产业阐释研究范式意义上的文本，既包括中外文化理论研究的经典文本，

也有文化产业政府治理的政策文本，更包含文化产业企业运营的产品文本。学者从事政策阐释和

实践阐释是否有学术价值？由于文本的开放性与阐释者的主观性，文化产业研究的阐释者应该遵

循哪些阐释逻辑？这些都是需要阐释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范式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建构”的字面意思是建立构造，在这里建构主义扩展为一套关涉知识建构、社会建构、技

术建构、学习建构和国际关系建构等学科领域和社会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文化哲学层面上的建

构主义区别于结构主义（过于静态化的系统关系）和解构主义（过于破坏性的结构粉碎），源于

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向，倡导基于共识、共有观念而建构社会事实 ；⑧文化社会学层面上的建构主

义区别于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拒绝绝对意义的、无条件的普遍本质，强调文化的历史性和地

方性生产机制，积极推动文化理论与知识话语的建构 ；⑨文化教育学层面上的建构主义是瑞士儿

童教育学家让 · 皮亚杰为了论证“认知结构论”而提出的理论框架，认为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包括“同化”和“顺应”两个过程。⑩无论是皮亚杰的主体建构主义还是国际政治

领域的社会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者既非先验主义者，也非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文化建构主义是

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某种交汇，具有人类普遍文化、多元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多层次统一性。⑪

建构主义者认为，既然文化产业是一个动态实践的过程，那么文化产业研究也是一个动态建构

的过程。

批判是一种理论思考的范式，批判主义的思想理念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和马克思的批

判哲学，表现为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揭露和反思。批判主义摈弃自然科学研究和

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在社会研究中采取哈贝马斯所谓“价值介入”的立场。文化产业的研

究立场是在文化资源分配与消费过程中的价值分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现象的构成包括了相

关的社会价值体系、理解者的演绎和价值判断，以及被理解者的主观感受。对理论的了解，以及

应用理论去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等一系列活动必然会同时牵涉研究者、被研究者及其相

关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介入”⑫。批判主义，特别是现实批判主义和文化批判主义对社会现实和文

化现象的批判主义警醒，往往令人深思，有利于文化理论系统的形成与完善，也是知识分子社会

启蒙立场的身份彰显。“文化产业批判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的当代版”⑬，批判主义者

关注文化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注重文化产业实践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

阐释主义 ：文化产业研究的现实释义与公共价值

李红岩曾在一次公开的旅游学术论坛上呼吁建立“文旅阐释学”，“适应以中国经验说明中国

理论，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现实需要”。蒋述卓、宗祖盼详细表述了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

究范式的操作路径，旨在寻找一条“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整合性释义平衡之路。⑭

正如前文所述，相比其他研究领域，文化产业研究的文本意涵更为丰富，包括文化史料、文化政

策和文化产品等类型构成的“泛”文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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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范式是基于历史文本的活态阐释。文化产业的内涵具有广义与狭义

之分。如果将文化市场与文化交易视为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那文化产业研究的文本史料可以

上溯到唐宋时期，⑮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审美文化的源头。⑯文化史料型文化产业研究的文本阐

释，不是静态的器物考据和文本释义，而是运用多元立体的学术视角，将史料文本尽量还原至

历史情境语境下的文化实践活动。比如，在文化产业视角下研究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

李渔，不仅要研究其《闲情偶寄》里详述的戏曲、美食、园艺等领域的理论内容，还要考察他

作为戏剧制作人在改编戏剧和组织演出等方面的文化实践，并通过大量的往来书信、友人日志

等文献，探讨戏剧演出的受众反馈。李渔是中国古代一位传奇的东方生活美学方式的践行者，

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戏剧实践和园艺营造等多元化的方式给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

化史料。

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范式表现为对话式的公共阐释。文化政策型文化产业研究的文本阐释，

就是一种公共性的阐释，是为了达成政策共识和良性治理而进行的一种工具性阐释。尽管中国“差

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宗族共同体也曾进化出以无锡地方乡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管理当地

事务的个别模式，⑰但总体上还是缺乏哈贝马斯所谓的由俱乐部、咖啡馆、文艺沙龙、报纸杂志

和行业协会等准公共空间构成的公共领域的现代主义传统。⑱文化政策的公共阐释在于公共语言

和公共精神的塑造。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以媒体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公共

性或准公共性与产业化之间并不矛盾，⑲文化政策的公共阐释试图在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文化

产业界从业者和文化大众消费者之间建立一条信息畅通的对话通道和一种中间状态。文化政策的

公共阐释者的阐释工作不仅是将宏观规范的政策术语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业术语和感性化的日常术

语，而且要以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协商式的话语立场去营造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文化政策

的公共阐释体现了一种柔性治理、大众参与、效益共享的现代公共意识。

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范式侧重行动姿态的互动阐释。文化产品型文化产业研究的文本阐释，

不是停留在美学和艺术学学科意义上的审美批评和艺术评论，而是一种实践主义（实用主义）的

美学立场。实践主义美学认为，人是“活的生物”，关注文化产品、艺术作品对于日常生活的当

下经验和活泼泼的生命意义，拒绝认为审美与实用之间存在利害冲突的单一思维模式。⑳文化产

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及其对大众生活深度的浸入性，使得文化产品型文化产业研究的阐释主义立

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包容性和生命感知。文化产品的文本阐释是多义性的内涵诠释，涉及基于

产品文本所构成的利益相关者的艺术世界的多对关系，文化产品的文化阐释者是一个积极的实践

主义美学的行动者，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产品文本与生产者、消费者、媒介渠道和社会网络等多

元主体之间的价值生成、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全过程的双向沟通及综合效应。

尹鸿认为，文化产业学的学科体系包括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和文化产业发展及

产业理论史等三部分。㉑文化产业研究的阐释学派经由英国利维斯主义和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消极

阐释主义学派，已经发展到如今文化经济学和文化管理学视角下的积极阐述主义学派。正如实践

主义美学家理查德 · 舒斯特曼所言，阐释主义者做的是一种把“艺术与生活，审美与实践，高雅

艺术与通俗艺术”等联系起来的“桥梁性工作”。㉒文化产业研究的阐释主义者在思维方式、言说

方式、言说指向和研究对象上，也表现为一种孔德式的后实证主义者。无论是“文化客位”还是“文

化本位”，阐释主义的立场在于对文化产业现有文本（无论是历史文本还是现实文本）的客观存在

的无限解释的可能性，试图找寻文化产业与客观表象之下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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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文化产业研究的知识构建与实践价值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知识的建构就是一种话语的实践活动，知识实践是社会实践有机的组成

部分 ：“知识通过话语实践形成，话语实践通过知识得到描述。”㉓建构主义立场的文化产业研究指

向文化产业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建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立场是与“本

质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文化研究观。他自视为严格的“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

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不是以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知

识建构为旨归，而是以具有开放的反思性和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场域的知识建构为鹄的。㉔

建构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往往发生在特定的知识领地。借鉴建构主义在儿童教育心理学和国

际关系学等知识领域的成熟运用，文化产业研究的知识场域也是由文化产业领域里的“机构、组

织、团体和个人”等构成“话语、身份、规则、社会”等要素系统，“知识场域像一个由权力的

轨迹体系组成的磁场。建构性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系统，被描述为通过存在、对抗或组合的众多力

量，以此决定知识场域在特定时代中的特定时刻的特定结构”㉕。当然，建构主义立场不是津津

乐道于文化产业知识场域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并进行或保守或颠覆性的道义观察，而

是希望实现继承性的知识生产。胡惠林等从中国近代历史出发，通过中外文化产业发生理论的梳

理，希冀建构一套包括“文化生产主体、文化生产技术与工具、文化生产组织与文化生产制度的

有机结合”在内的完整的文化生产方式叙事框架，“既应包括物质与精神生产的物质和社会形式，

也应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对文化生产的影响，即承认文化生产主体的能动性”㉖。在这里，建构体

系的知识建构企图，往往显示了建构主义者所具有的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双向情结。

建构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也特别注重审美的建构。建构主义的关键因素是文化身份的选择，文

化产业研究的建构主义立场基于共有的知识和公认的观念，关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和文化规则等

文化身份的属性对文化主体的利益驱动与行动趋向的影响机制，并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知识场域的

结构关系。文化身份表现在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产品的感知中，就是审美身份的显现。借用皮亚杰

的认知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审美建构主义者希冀通过审美建构实现知识建构，以完形与构象的审美

感知、生意与赋意的审美诠释以及理解与体验的审美领域等层面实现审美建构的任务。㉗

实践性是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底色。因此，建构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往往导向一种

兼顾实效和前瞻的智力建构。无论是从文化研究领域还是从文艺美学研究领域将学术视野转换到

文化产业的研究领域，在建构主义者的研究用语中，“未来性”“建设性”和“战略性”等趋向预

测性的词汇频繁出现 ；“全球化”“后世博”“后奥运”等语词建构的时空观念，显示了文化产业

研究建构主义者的视野和信心。总体而言，实践性建构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成为文化产业 20 年

发展历程的主流形式。尤其是对于高校文化产业研究者而言，如何区别于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和社

科院的对策研究机构的实践性建构主义研究立场，输出怎样的文本形态和写作风格的智库研究成

果，才能符合自身的学术身份和学者立场，依然是一个实践性的挑战。

批判主义 ：文化产业研究的价值解构与伦理功能

权力和利益是文化产业主体的行动动力。与权力相对的是权利，与利益相对的是效益。对于

文化权力与产业利益之间的价值撕扯，试图平衡二者争议的中庸主义立场似乎总因不得要领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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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讨好。此时，祭起批判主义的大旗往往更能引发关注，甚至使批判者生发酣畅淋漓的快感。文

化产业的批判主义研究范式承继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批判理论的历史传统，并承

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研究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㉘大卫·赫斯蒙德夫认为，文化产

业研究方法应遵循于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尽管要“摒弃极度悲观主义，不代表沾沾自喜

地大肆宣扬文化产业”㉙。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素养，是现代知识人的思考方式和学术追求。

在单世联看来，“言之成理”的批判理论不光有思想辩论、价值反思和文化结构，还应包括冷静

的意义阐释、价值分析和效益评估。㉚

批判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基于理性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反思性和怀疑论的思考

方式，起源于哲学上的证伪主义。怀疑论的理论基础源于笛卡尔、休谟的哲学论述，证伪主义的

基本思想来自卡尔·波普尔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命题，不断冲击着知识疆域的边界。休谟指出，“理

性不过是激情的奴仆”，人类要警惕理性，要建立基于常识的怀疑精神。㉛一个学术命题的完备性

和有效性在于逻辑自洽和实验可证。批判主义者的怀疑精神正是针对批判对象在逻辑和经验上的

矛盾与问题而展开。而现实中的批判主义，往往轻逻辑主义而重经验主义，从而滑向一种主观主义。

无可否认，“知识局限、价值差异、特殊心态和理想失落等原因确实培育、滋长了知识分子的批

判精神”㉜。因此，要警惕这种因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文化精英立场和艺术天才论立场而引起

的不健康的文化产业批判风气，不要为批判而批判，不要采取绝对的否定式批判观念。

批判主义的文化产业研究是一种伦理审视，但不是政治审查或道德审判，更不是人身攻击。

文化产业研究的批判主义是一种现实批判主义。正如单世联所说，文化产业研究的批判主义立场

具有强烈的伦理价值，纠正文化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倾向，矫正处于婴儿期的文化产业理论的稚

拙和粗糙。㉝邓晓芒在分析如何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文化遗产时提出新批判主义观，认为

除了继承“五四”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还要承续其自我忏悔精神。㉞批判主义精神是一种可贵的

人文精神，其首先指向知识分子群体，指向批判者自我，而非专供知识分子投向他人、打击异己

的特殊匕首。

文化批判主义曾在历史上与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过激烈论战，而今又与资本 / 市场主义展开话

语角逐。文化产业研究的批判主义立场不能简单挪用文化批判主义的话语逻辑和思维模式，仅偏

重作为文本形态的文化产品的内容批判、价值批判、审美批判和道德批判。批判主义的文化产业

研究是一种理性的批判主义立场，是对由数字技术、商业资本、大众文化等手段所建构的现代文

化社会环境造成的异化、唯利、媚俗等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深刻揭示、理性鞭挞和思想警示。韩炳

哲认为，工业化生产和现代技术的进化导致社会控制的权力从君主权力过渡到规训权力和规制权

力，基于数字技术的规训技术超越了人的肉体，进入人的精神，进而推动生物政治学过渡到精神

政治学。㉟韩氏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境遇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批判和深刻洞察，给批判主义

文化产业研究者提供了文化产业思想批判理论的借鉴样本。

批判性建构主义 ：文化产业研究的批判思维与价值重建

阐释、建构和批判主义所代表的文化产业研究立场，基本反映了当前文化产业研究的范式倾

向。就当前文化产业研究的总体面貌而言，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中关注历史性文献的文本阐释

较少，政策性文本阐释较多 ；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更多关注智库建构，缺少知识建构和审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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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批判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注重现实主义的产品内容、资本 / 市场的价值批判，缺少系统性的制度、

技术和社会的整体批判。当然，这三种范式倾向，具体体现在某位文化产业研究者身上，也不是

截然分开、清晰可见的，每位学者都多少体现了三种研究范式不同比例的组合。笔者认为，在三

者的不同组合范例中，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范式是当前文化产业研究应倡导的一种方向。

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立场不是对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简单调和，而是理性的批判

主义与实践的建构主义的协调融合和整体依存，强调研究者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感知，保有一种批

判性思维、实证逻辑的理性气质以及知识建构与实践回应的现实责任感。正如前文所述，文化产

业的实践导致“文化叙事”与“产业叙事”之间诸多维度的二元对立。但是，“二分法是典型的

西方思维方式。相反，东亚的思维方式则遵循互补的原则。支配存在的，不是刚性的对立，而是

相互依存，彼此协调”㊱。在“文化叙事”与“产业叙事”之间，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

就是超越二者对立的第三条叙事道路。

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重视批判性思维，将其视为文化产业研究的前提和核心。批判

性建构主义者对文化产业的文本、实践、事件和现象进行有深度的理性反思。在这里，批判性建

构主义中的批判性研究，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命题质疑和逻辑证伪，而是深入文化产业研究

对象的内在价值、文化内涵、精神特质及其架构的空间网络、社会体制中的技术美学、人文逻辑

和商业伦理。批判性建构主义反映了一种充满理性逻辑和感性关怀的人文精神之光的映照。

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注重从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和现实的文化实践出发，构建情

境主义的研究场景。在批判性构建主义看来，情境的创设不只对学习者至关重要，而且对研究者

也同样重要。文化产业研究者根植于开放活跃、丰富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生命实践，以强烈的身体

感知参与日常生活美学的行动与事件，对现实生活中的艺术与美观抱有深深的“形而下的”感动

与“形而上的”同情。

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指导着有目的、主动性的知识建构、审美建构和智力建构。“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宣布纯形而上学

的“哲学的终结”，倡导一种实践论的哲学观。㊲哲学研究如此，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如此。批

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现实关切和实践导向。文化产业研究不满足于

解释、批判文化世界，而更着眼于改变、改造文化世界。批判性建构主义者的情感基调是一种自

始至终的忧虑、冷峻、理性和审慎的乐观主义。

结语

文化产业研究是对现代性与市场化的选择性回应，是学科分野从“分析的时代”走向“综合

的时代”的跨学科实践。文化产业研究的“学科间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表现

为一种超越知识藩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构建的理论决心。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

对文本的强调和公共理念的关注，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的审美关照和知识建构，批判主义文化

产业研究的价值反思与批判思维，都是“知识和实践”的双重努力，都是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基

本依存。无论是阐释主义、批判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目标都指向文化产业更好的学术建设与生

产实践。

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立场选择取决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自觉设定与无意识的身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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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定中，有安东尼奥 · 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爱德华 · 赛义德式的流

亡知识分子、福柯式的普遍型知识分子和特殊型知识分子、以赛亚 · 伯林式的狐狸型知识分子和

刺猬型知识分子、齐格蒙特 · 鲍曼式的立法型知识分子和阐释型知识分子，等等。在这些知识分

子的分类中，有阐释型知识分子，也有建构型知识分子，更有批判型知识分子 ；有小问题敏感

型知识分子，也有大体系架构型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文化产业研究者也包含着不同类别的知

识分子。面对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生命境遇中应有的角色担当和义务承担，文化产业研究者也有

着相应的责任担当和理论追求，在知识和实践中守望“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相统一的理

想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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