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二 O 二 O 年  第六期

135Jun.   2020

类型学方法，是人类掌握世界和建构知识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它是介于“个别”与“一般”

之间的阐释，在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文化产业类型学研究

是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核心议题，能够反映出文化产业诸多门类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然而，

由于“文化”一词是难言其清的，新技术又不断催生新型文化业态，因此相较其他产业而言，我

们对文化产业缺乏更清晰、普遍和科学的认识。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文化产业类型作一种新的建构，

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产业的本质很有价值。

传统解释模式 ：文化产业分类的几种方法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类型和经济部门进入政府决策者和高校学者的视野以来，就始终存在

如何对其进行分组归类的问题。我们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文化产业类型新探
——基于发生学的建构逻辑

宗祖盼

【内容摘要】　类型学研究是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核心议题。传统文化产业分类法主要包括“统计标准

划分法”“产业形态划分法”“运作模式划分法”等。从发生学的思维出发，文化产业

的类型可以从它满足人性精神需要的属性中去建构，目的在于探索文化产业的本质及其

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并揭示文化产业发生的合理性。基于此视角，文化产业可以划分为“审

美型”“游戏型”“符号型”和“知识型”四种类型。文化产业的发生根源于人性的精

神需要，是人类“审美追求”“游戏宣泄”“符号占有”和“知识获取”需要的现代延伸。

【关  键  词】　文化产业　类型　发生学　人性　精神需要

【作　　者】　宗祖盼，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

【基金项目】　广东教育厅项目“广东近现代文艺市场变迁与发生机制研究 （1840—2018）”(2018WQNCX152)

微信公众号

·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机制·



136     总第三六八期

第一，“统计标准划分法”。它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产业收益等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信息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1986 年便制定了文化统计框架，

并多次进行了修订，成为规范各国文化统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文化及

相关产业分类（2018）》中，文化产业被划分为 9 个大类、43 个中类和 146 个小类。由于文化背景、

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情况不尽一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产业的称谓、性质、功能、观念上都

存在不小的差异，其分类标准和行业目录的制度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政策导向和战略理

念。例如，美国使用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就十分强调和地区“版权”，重在拓展其国际

市场和全球性生产要素的匹配。

第二，“产业形态划分法”。它是基于统计标准分类认知，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提炼和归

纳，以得到一个类型相对较少，又存在一定联系的文化产业分类体系。例如，约翰 · 霍金斯划

分的四组核心领域包括艺术与文化、设计、媒体和创新。①方宝璋提出了艺术娱乐业、媒介业、

文化旅游业、体育业和其他文化产业的五种划分。②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分类方法，如王一

川基于文化产业与艺术的关系将文化产业分为“艺术型文化产业”“次艺术型文化产业”和“拟

艺术型文化产业”。③产业形态划分法主要来自学者的阐释，核心在于找出一种或几种特征作为

强调，或者体现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用法。

第三，“运作模式划分法”。它主要依据政策模式、投入产出、产业运行等进行类型建构。例如，

陈少峰从产业链的角度将文化产业分为内容产业、平台与传媒产业、延伸产业与一般文化制造产

业三个基本模块 ；④向勇按照国家发展模式将之分为市场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和政策驱动型。⑤向

志强根据生产要素的作用将之分为资源型、能力型和技术型。⑥可见，运作模式划分法往往强调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及其特征。

除以上所列举的，或许还有其他划分方法，但这三种颇为典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多从生

产的角度出发，以行业形态为依据，注重统计计量、实证分析和经济效益。应该说，它们都有其

合理之处，都可以加深人们对文化产业的认知，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统计标准划分法”

有很强的变动性，缺乏完善的分析模型或逻辑，难以达成共识。“产业形态划分法”有很大的随

机性，许多为经验上主观判断，有时缺乏理论依据。“运作模式划分法” 则不具备典型性，不容易

揭示出文化产业的特质。

发生学的思维 ：人性的精神需要及其现代延伸

这里要先作一个说明，出于研究目的的不同，本文使用的“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主要强调“意

义的生产”，因此暂时排除了非核心、非典型的辅助生产、装备生产等相关领域活动，即“文化

活动的首要目标是与受众沟通并创作文本，且这种文本充满了丰富的表征意涵，而功能上却较

为逊色”⑦。尽管如此，要排除什么不是文化产业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广义上讲，任何功

能性的产品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性，而文化性又总是包含着功能性，一些产品介于文化性和功能

性之间。正如丹尼尔 ·马托指出的，没有产业是单纯内部和本身是“文化的”，也谈不上谁比谁“更

文化”。⑧但是，从狭义上讲，如果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之“文化”理解为一种精神性，那么

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化产业。因为，文化产业这一术语存在的应有之义，主要取决

于它的文化属性。那么，应该从何种角度来重新认识文化产业的类型？上文提到的一些方法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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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它们各自的用途和意义。但笔者以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人”这一因素，没有真

正把文化生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换言之，文化产业不仅具有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

政治的等诸多属性，还具有“人”的本质属性，它是“人与社会一切文化关系的总和” 。①因为

文化即“人化”和“化人”，文化产业的主体是人，人是推动文化产业进步的主体，也是享用文

化产业成果的主体。

首先，文化产业是面向人的生产，人是文化产业的唯一目的与归宿。一座食品加工厂可能会

同时为人类和牲畜生产食物，但是影视制片公司绝不可能为牲畜生产一档真人秀节目，印刷厂也

不可能为它们生产报纸和杂志。这即是说，文化产业是面向人的生产，只有人才会产生文化消费

的动机，只有人才是文化产品的消费终端。因此，文化产业关注的是人的普遍精神需要。人的特

征直接决定与制约文化产业的特征，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会呈

现出不同的文化需求。

其次，文化产业与人发生最直接的联系。人类的许多生产活动与人的实际需要之间并不直接

发生关系。例如钢铁、水泥可以用来建造房子，但钢铁与水泥的生产之于人的需要来说显然没有

房子重要。文化产业则不同，它不仅是面向人的生产，而且是面向人的最直接生产，文化产品一

经生产，就必须直接面向受众，文本对于受众而言只有接受程度的不同而不存在中间的意义消耗，

也就更不存在“半成品”之说。未经整理剪辑的图文、视频素材不能称之为文化产品，或者不能

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作品，在主编、导演、设计师、作曲者确定最终版本之前，它们不面向观众，

反之，它们一旦面向观众，它们就是文化产品。

最后，文化产业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产，因此文化消费往往比物质消费更能体现人性。譬如，

观看同一部电影或收听同一首音乐、同一档节目，由于人作为接受主体不同，其理解和评价总是

千差万别的。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差异性还表现在文化产品对不同受众的价值差异，这件文化

产品对一个人有价值，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没有价值，对一个人来说是需求，对另一个人来说未必

就是需求，但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对任何人都是必需的。也就是说，物质需要本质上是

无差别的共性需要，是客观的、有限的，精神需要则由于精神活动的自主性而表现为个性需要，

是主观的、无限的。

基于人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就不得不研究文化产业与人性需要之间的联系。但

实际情况是，人们热衷于探讨文化产业之于人的意义，却常常会忽略对文化产业何以发生的人性

追问，在文化产业类型的探讨上较少涉及精神需要层面。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

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人的需要也经历了从贫乏到丰富、从单一到多元的升级嬗变。任何人无不是

在无休止地、有目的地为增进他们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而奋斗。“对欲望的感知、承认和控制，

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全部文化理论的基本问题。”②在文化消费创造经济神话的当下，我

们很容易将文化产业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技术与资本结合的产物，而不对人的精神需要作深刻的思

考。如果仅仅将文化产业的发生理解被技术进步与经济动机的驱使，那么将不会有足够的“刺激力”

来生产超出人本能必需的文化产品。因此，要真正澄清文化产业有几种类型，还应该从它满足人

性精神需要的属性中去建构，因为文化产业存在之根本在于人的“本质冲动”。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受到种种外部力量的作用，譬如工业革命的开展、都市环境

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崛起、技术和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渗透，等等。但是，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

文化产业的发生根植于人性的需要。大卫 · 休谟在《人性论》中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

① 胡惠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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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的认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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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7 年第

3 期。

② 单世联：《文

化大转型：批判

与解释——西方

文化产业理论研

究》下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7 年，第 

1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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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

性。”①如果我们稍加论证就会发现，人类对精神需要的诉求在古代社会就已经表现出非常强烈的

倾向，这种需要产生的源泉正是人类本身普遍具备的人性欲望和心理动机。与古人相比，现代人

的精神需要尽管复杂多变、形式丰富，却并不显得有多高明。而从满足需要的各种结果来看，现

代人在文化产业中得到的快乐、情感也未必比朴素的文化娱乐活动多。如果在文化消费之前思考

一下我们的购买动机，如获得审美体验，宣泄过剩精力，追求一种身份，获取一种认知。我们就

会发现，人性当中本身隐藏着的那些精神欲望只不过借助了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外壳”进行了现

代延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当前纷繁复杂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图景，才能对其发生或存

在的合理性进行“还原”，由此揭示出文化产业背后隐蔽的人性。

四种类型建构 ：审美、游戏、符号与知识

与单纯的类的概念不同，人们在讨论类型时，一般要抓住能够典型表现该类型特性的对象。

基于以上逻辑，本文将文化产业的类型归纳为“审美”“游戏”“符号”和“知识”四种类型，与

常规的文化产业分类方法不同，这种分类建构逻辑摒弃了“实用主义”的原则，是一种宏观的、

演绎的、思辨的分类尝试，目的在于探索文化产业之于人的本质意义，展示文化产业丰富多样的

存在形态，加深人们对文化产业的理解。

（一）审美型文化产业

所谓“审美型文化产业”，是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给产品和服务注入美的理念、规律、结构、

比例，从而使消费者获得审美体验的一种文化产业类型。人们在文化消费当中，总是倾向于购买

和欣赏那些富有美感、充满情感、饱含意蕴的文化产品。这些审美要素不仅可以给消费者带来独

特的审美体验，通常也是生产商获得产品溢价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文化产业是否具有审美性，

至今仍颇具争议。按照传统美学观点，文化产业与“审美非功利性”格格不入。法兰克福学派则

坚定地指出文化产业与审美背道而驰，如阿多诺曾批评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本雅明认

为，机械复制使艺术的展示价值抑制了膜拜价值。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很多人文知识分子

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文化产业对传统审美结构的冲击，质疑其审美性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从“人文

精神”大讨论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对文化产业的美学批判总是其中绕不开的主题。不

可否认，随着审美与生活、资本、经济结合更加紧密，无论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

还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抑或是制造“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符号和影像”，②都越来越

成为文化产业十分擅长的领域。

有关文化产业审美性论争的焦点在于，我们应该站在哪种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审美活动，它作

为艺术理论或美学的对象与它作为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显然是两码事。从艺术理论或美学的角

度来看，审美是“以心灵感知和情感体验为表现的内在生命活动和独特精神活动” ，③因此是高

贵的、非功利性的。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审美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关于“人也按

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一经典论述，④为我们很好地阐释了“人”与“美”的内在关系。他

认为动物的审美活动无法摆脱“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是预先规定好的，人则可以摆脱直接

的肉体需要来进行审美活动。所谓“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居必常安，然

后求乐”，创造美的生活，对武器、物品和身体等进行装饰以增加美观，是人性的体现。人类不

① 大卫·休 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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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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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出版 社，2000

年，第94—99页。

③ 朱立元：《美

学》，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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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生产什么物品，在消耗或选择上也常常倾向于“美”，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文化生产皆是如此。

只是在不同时期，人类的审美性情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对

于审美的标准也不尽一致。

当前，审美发生了从抽象到具体、从艺术到商品、从精英到大众、从高雅到通俗的转变。由

于我们的生活被一系列的人造物和消费品所包围，我们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不再只来源于小说、

诗歌、散文、戏剧、歌剧、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也包括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剧、电

影、游戏、动画、城市规划、室内装饰，等等。在现代消费社会，美感的获取主要来自文化艺术

商品，这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艺术的范围，而艺术观念的转变，加速了审美活动融入日常生活和商

品生产的进程。传统文化艺术的衰落和产业类型艺术在艺术界地位的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

果说，人们的审美性情在传统艺术中还表现为对一种绝对精神的追求，还属于少部分人，那么当

代审美已经在文化产业和浩浩荡荡的文化商品浪潮中变成了一种对“文化创意”的崇拜，由此实

现了多数人的审美追求，并衍生出审美经济和创意经济。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蕴含文化创意的

产品往往更受欢迎，因为“成功的文化创意其实是意味着心灵的美在生活及生活器具、生活风味

中的具体化存在”①。文化产品在审美机制的作用下同样焕发了生机，尽管也带来了巨大商业利

润的生财之道，甚至一些浅薄的、低俗的审美问题。但是人类从未放弃过“爱美之心”，正是这

种对美的孜孜追求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创意在当代产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必然性。

（二）游戏型文化产业

所谓“游戏型文化产业”是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注入规则、趣味、博弈、挑战等元素，

从而使文化产品和服务具备竞技性、对抗性、社交性、娱乐性，消费者从中能够获得放松、刺激、

颤栗、沉浸等体验的文化产业类型。与审美一样，游戏不是现代人的专属，甚至也不是人的专属。

如果人或动物暂时摆脱了物质上的匮乏而有了精力上的盈余，就有可能进入游戏。当游戏超

出了纯粹物理或生物学的范围，就会变成一项有意义的行为。但对于动物来说，游戏可能只

是一种“剩余精力”的无目的消耗和一种能量的调节，还无法摆脱它的生物性 ；对于人类来说，

游戏则是人在摆脱了物质欲望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

席勒曾高度评价游戏之于人的作用 ：“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 ；只有当

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②赫伊津哈则指出，“文明是在游戏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中

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③，可以说，游戏不仅具有“生命功能”，而且具有“心理功能”和“文

化功能”。

人类游戏的一切要素早在他们的原始闲暇活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

狩猎时掌握了劳动技能，在休息和娱乐时重新再现其猎获和胜利的欢快，自娱游戏的一种技艺表

演就形成了最早的杂技艺术。弓箭、舟车、兵器等战器或劳动工具的使用，熟练到超凡入圣的阶段，

也都可以说就是杂技的最原始表演。由于人类对于游戏的需要，我们的祖先乐于创造并纵情于各

种游戏活动，角力、竞技、斗智、猎射、赌博……尤其是在富足之后，这种需要表现得更为强烈，

而在宫廷贵族生活中，奢靡之风盛行，游乐更为丰富。显然，古代社会的人们已拥有十分完备的

娱乐体系，其中相当部分延续至今，成为民间娱乐的范本。

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游戏行为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图景，其中典型的特征是被打上了

商业的烙印。杰姆逊认为，古代社会的休息通常是一种宗教性质的庆祝活动，最主要的就是喜庆

宴。进入现代社会后，职业化的社会分工导致了劳动与休闲的完全分离，取代劳动的是工作，取

① 王一川：《文

化 产 业 中 的 艺

术——兼谈艺术

学视野中的文化

产业》，《当代文坛》

2015 年第5 期。

② 席勒：《美育书

简》，徐恒醇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1984 年，

第90页。

③ 约翰·赫伊津

哈：《游戏的人：

文化中游戏成分

的研究》，何道宽

译，广州：花 城

出版社，2007 年，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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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喜庆节或狂欢日的不再是神圣性的快乐的追求。①也就是说，现代休闲通常是在文化消费中完

成的，游戏要花钱购买才能实现，这构成了当下文化产业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身处都市，当人们

离开传统民俗的土壤，被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包围时，就不得不用一些新的游戏样式来填满我们

的闲暇，而这些新的样式被发明出来大多是为了追求利润。 “工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的闲

暇时间，同时也代表了娱乐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专业化过程，出现了许多娱乐专家。”②日本学者

日下公人将现代人的闲暇生活分为消遣、余暇和假日三类 ：消遣是一种“再创造”，使因工作而

疲惫的身体重新恢复元气 ；余暇是工作、消遣之后但处于无工作可做的状态 ；假日在时间上占有

绝对优势，可以使身心处于空白状态。③显然，在越是接近“假日时代”的社会，用来填补人们

闲暇的文化娱乐商品就会越丰富。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闲暇已被各种各样的“游戏样式”包围着，我们的游戏空间不再是自然

或某一固定场所，而是变成了游乐场、歌舞厅、电影院和网络虚拟空间。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并细数

当代文化业态，我们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以“游戏”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娱乐体系。这些体系包含着大

量已经存在的游戏元素 ：竞争的、表演的、展示的、挑战的、装饰的、夸耀的、卖弄的、佯装的和

有约束力的规则，等等。只不过古代的娱乐在宗教仪式和扮演中通常具有原始的意义，而现代娱乐

工业有时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原始游戏和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游戏本身具有非物质属性，但是

在商业运作的游戏场中，游戏变成了一种功利性、扁平化的狂欢，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三）符号型文化产业

所谓“符号型文化产业”是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给产品和服务注入观念、价值、意象等内容，

从而其具有表征意义，消费者从中可以获得身份认同和仪式感的文化产业类型。广义上讲，人类

一切物质或精神生产都可以承载“符号”的意义，但一般狭义上的符号生产主要是指那些有独特

意义的生产，诸如高贵的、个性的、流行的、自恋的、炫耀的。与符号的边界一样，符号型文化

产业是边界最为模糊的一种产业类型。

与审美、游戏不同，生产符号也许是为数不多可以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哲学家深信，

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卡西尔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

比动物多了一个符号的维度。他在《人论》中指出“信号”（signs）与“符号”（symbols）的不同 ：

在动物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但是这种“命题语言”或“条件反射”

的现象是远离符号化的思想基本特征的。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意义世

界之一部分。④正因为制造、运用和识别符号是人类具备的独特能力，人类进化发展的漫长历史，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断创造符号、占有符号的历史。从作为部落崇拜物的“图案”“图腾”到具

有丰富的意涵和表征意义的“纹身”“面具”，从服务于等级社会和政治需要的“青铜礼器”到代

表权力财富的“皇家宫殿”，包括服饰的颜色、建筑的形制、器物的数量等都可以变成符号和象

征被大量生产出来，成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标志。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人类也从未摆脱对符号的占有和贪婪，甚至这种欲望在某些方面比过去

还要强烈。弗雷泽将人类思想进化分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然而，尽管人们的思维逐渐

倾向于科学阐释，但理性主义并没有让我们告别依恋前理性的混沌自然状态。“人类从自然的子

宫中娩出至今，已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图腾崇拜像一块胎记似的始终没有抹去。”⑤如果说，过

去对符号的占有是被少数阶级所垄断，而且具有普遍、共同的政治、宗教或民族意义。那么现代

人对符号的占有欲则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以及工业化、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全面走向了世俗化、

① 弗·杰 姆 逊：

《后现代主义与

文 化 理 论 ——

弗·杰姆逊教授

讲演录》，唐小兵

译，西安：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第41页。

② 大 卫·里 斯

曼：《孤 独 的 人

群》，王崑、朱虹

译，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 社，2002

年，第291页。

③ 日下公人：《新

文化产业论》，范

作升译，北京：东

方出版社，1989 年，

第129—131页。

④ 恩斯特·卡西

特：《人论》，甘

阳译，上海：上

海 译 文出版 社，

2013 年，第 53—

54页。

⑤ 高小康：《大众

的梦——当代趣

味与流行文化》，

北京：东方出版

社，1993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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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化和分众化，明星偶像崇拜以及由此滋生出的庞大“粉丝”群体便是其中一例。作为一种文

化消费形式，每个明星、角色、潮牌作为被崇拜的对象都携带着大众所寻求的意义，而支撑其生

产的娱乐业及其背后的营销、策划、推广就具备了生产符号的特征。

符号型文化产业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符号的物化，即将符号内容转化成商品，符号可以是一

种品牌、礼仪、声誉、标准、规范、品味、习俗。例如，一些收藏爱好者痴迷于购买的动漫、电

影、游戏周边商品，就是一种典型的“物化符号”。在文创跨界的引领下，艺术品、电影、动漫

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玩具物品，意象变为物质，媒介变为物。与之相反的，则是一种“时尚

符号”的生产，即物质变为意象、物变为媒介。时尚产业是符号型文化产业中迷人的“混血儿”，

它透过特殊形态的组织创造出饶富生趣的作品，在功能性及意义性之间求得高度平衡。①它是以

符号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领域和产业链条，链接的是人的物性欲望或物的人性意象，而非超越物质

的意义、价值或精神诉求。②在占有“时尚符号”的逻辑下，耐克公司旗下的球鞋品牌乔丹（AIR 

JORDAN）、KAWS 联名的 T 恤等可以成为收藏品和投资品，此时它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质产品，

而是符号产品、文化产品，功能已经被意义所收编。罗兰·巴特曾以流行时装为例，认为流行实

际上是由两个周期的关系决定的，购买期大于损耗期越多，流行的倾向就越强烈。③时尚逻辑是

购买永远大于消耗，大多数符号型文化商品同样遵从这一规律。消费者的需要远非基本需要，而

是在时尚左右下产生的身不由己的消费冲动，一旦这种冲动在较低阶层得到普遍满足后，较高阶

层就会摒弃这种时尚，于是新的时尚又被创造出来。

（四）知识型文化产业

所谓“知识型文化产业”是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注入事实、信息、经验等内容，从而使文

化产品具有知识属性，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的一种文化产业类型。尽管人们对

文化产业的印象更多停留在大众休闲娱乐上，但是，由于文化产业配置的是文化资源，而文化资

源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势必关乎意识形态的身份“询唤”和人文价值教化，进而关乎社会变革与

文化进步。④知识作为人类抽象地把握世界和塑造自我、超越自我的一种介质和通往真理的一种

途径，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存在对知识的强

烈需求，不仅是因为知识占有量的多少决定着一个人在文明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也是因为求知本

身也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在审美、游戏中我们都能找到人与动物类似的结构，那么

知识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向往与追求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特有产物，这也是人类与被

动地适应客观自然环境来繁殖生存的动物根本不同的地方，尽管它们也具有一定的智力，能够凭

借现象、经验与记忆而生活着。而由于人没有固定的“本质”，因此可以突破具体的边界，从而

不断进行知识迭代，用于超越现实、追求进步和实现自我超越。也正是知识存在的这种力量，亚

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就说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⑤

人类认识这个世界或者获取知识，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渠道，且一直都处在变化之中。在口

语传播时代，人类主要通过口传的形式将知识与经验代代传递下去。表意文字发明后，文字可以

把信息保存下来，从而打破了时空限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但在传统社会，知识

领域主要为上层阶级所垄断，知识的传承是自上而下的，知识的传播是静态的。直到印刷术的发

明尤其是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才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催生了印

刷产业，这成为文化产业萌芽的最初形态。技术的进步为人类信息共享、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

或者说提高知识生产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而更多文化行业的涌现，则为知识的数字化、

① 大卫·赫斯蒙

德 夫：《文 化 产

业》，张菲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6 年，

第15页。

② 王列生：《时尚

产业：符号生产

与市场操作》，《艺

术百家》2014 年

第1 期。

③ 罗兰·巴 特：

《流行体系：符号

学与服饰符码》，

敖 军 译， 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第273页。

④ 范玉刚：《新时

代文化产业发展

趋势探究》，《艺

术百家》2018 第

2 期。

⑤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

彭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1 年，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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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信息化、娱乐化传播提供了各种载体，大大丰富了知识的存在形态。

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的知识性是由文化本身具有的知识内涵所决定的，无论它以何种形式

存在，在文化的众多含义中，与知识相关的就有很多。在日常语境中，狭义的“文化”总是和“知识”

并用，“文化知识”几乎是一个固定词汇。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几乎等同于赞赏一个人的“有

知识”“有教养”“有素质”。在汉语中，文化自古有“文治和教化”的含义，即文化是精神文明对

人本身的影响和塑造过程，其本质是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因此文化产业也就具备这两个核心功能。

文化具有理想的性质，因此就有了突破社会的陈规陋习、推动社会变革的价值。虽然文化进行了

产业化后，通俗性、大众性、娱乐性占据了主流，且存在过度娱乐的倾向，但不可否认，文化产

业自诞生起就同时担负着传播文化价值的任务，无论这种传播方式是显性还是隐性的。

人们往往认为，承担优秀精神、思想的伟大作品主要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具有公共属性，

文化产业则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因此传递的并不是高雅的、成功的思想。尤其是当我们看到

伟大的优秀产品通常产生于非功利的自由创造，难以用市场价值来加以衡量，这让我们有理由相

信，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只能属于公益性的事业，不能用产业的方式来生产。例如凯文 · 马尔卡希

认为，娱乐文化提供的是我们之“想要”，公共文化提供的是我们之“需要”。娱乐业依托的是市

场选择 ；公共文化则列举责任和社会必要。娱乐业宣称，个人可自由选择休闲时间的追求 ；公共

文化主张，通过教育、审美多样性及科学学习，我们能自由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①但是，这并

不能否定娱乐文化在教育、知识传递上的作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划分，并没有否定文化产

业以实现精神旨趣和社会效益为目标的原则。其中，“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恰恰可以看作是文化

产业发挥知识功能的一种体现，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公共责任。实际上，文化内容并非因为是高

雅的或是精英的，就更具有知识性。相反，随着精英文化的式微，越来越多的思想观念需要通过

大众娱乐的形式进行传递，这就使得知识型文化产业成为一个重要的类型。需要指出的是，知识

型文化产业的接受往往受到大众知识架构和“文化资本”的影响，因此它不像审美型或游戏型文

化产业那样对受众具有普遍性。

结语

文化产业是价值效益冲突的矛盾混合体，正在于它满足的是人性当中最基本的精神诉求，而

人性恰恰是复杂的、隐蔽的。本文所作的类型学探讨，并非要对文化产业作“非此即彼”的区隔，

以获得一种维度上的比较，而是希望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文化产业呈现的几种属性进行揭示。因为

类型具有相对性，它不像逻辑学和无机界物质的种类区别那么明晰、界限分明。由于文化消费掺

杂着多重诉求，创作者的意图与消费者实际接受的效果之间存在差异性，文化产业类型之间存在

着许多丰富的过渡性、混合性的形态。笔者想要传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文化产业的发生根源于

人性的精神需要，是人类“审美追求”“游戏宣泄”“符号占有”和“知识获取”需要的现代延伸。

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历史长河中轻易找到现代精神消费行为的“原型”或“影子”。

因为，人的精神需要在本质上不大像生物进化那样演进，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满足精神需要的生产、

传播和消费手段。总而言之，文化产业是适应时代变化的结果，但是它满足人性精神需要的典型

内涵则是恒定的、历久弥坚的。

编辑　孙冠豪

① 凯文·马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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