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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杰出艺术家和伟大作品代表文

艺发展高度，那么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则为

文艺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处理好文化与经济关系，发挥好市场积

极作用，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伟大实践，推动文艺由高原

向高峰迈进。

推动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

文艺创造、文化传承常常与经济发展相

伴而行。如果没有元明清市民社会的繁盛，

我们今天很可能看不到《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文学经典。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呈现新气象。经济发展

使我们更有能力、更加自觉地保护和传承优

秀文化。充分运用新技术，汉唐雄风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得以淋漓尽致的展

示；借助现代传播力量，诗词雅韵融入中国人

时尚生活，最新智能技术被用来创作格律诗

词。越来越多蕴含中国精神、彰显中国气派

的文艺新作问世，以文字、声音、影像、多媒体

全息等方式生动呈现并广泛传播。

以文化为资源，以创意为能量，文化产

业 已 经 发 展 为 许 多 发 达 经 济 体 的 支 柱 产

业。在我国，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

业，已经成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生动力。尤其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与价

值日益凸显，文艺经典不断被重新品牌化和

产权化。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经典作

品，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创造性转化的空间

广大，电视剧、电影、动漫、游戏等各类改编再

创作层出不穷。亿万“用户”同时也是文化

传承与文艺创造的主体，其作用在新的技术

条件下日益凸显。有的“中国风”短视频账

号粉丝量数以亿计，在国际视频网站上吸引

全球注册用户逾千万。亲情孝道、田园风

光、中华美食、文房四宝等通过喜闻乐见的

网络短视频深入人心。

实践证明，文艺生态与产业经济之间存

在长周期的协同效应。建设和维护健康繁

荣的文艺生态，才会产生持久蓬勃的经济效

益；通过经济效益进行反哺，又会提升文化

创造的规模与质量。我们要准确把握二者

辩证关系，既用好市场机制实现文化传承创

新的目标，又积累持续推动文化创造创新的

经济动能，形成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文化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随着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民

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细化，我

们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通

过市场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发

挥文艺生态与产业经济协同效应，提供更加

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推动文化传承创新进

入新境界。

以市场效能为“两创”注
入强大动能

当前，在做好文化传承与艺术创造的公

共保障基础上，我国正积极发挥文化与经济

协同效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力量

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不断完善将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

经济政策；面向国内国际市场，建立推动文

化传承创新行稳致远的长效机制。具体而

言，有以下几方面经验。

发挥文化经济政策优势，带动社会资本

参与文化传承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

化传承与艺术创造的相关事业，非营利性部

分往往得到政府财政补贴扶持。而利用财

政杠杆作用、税收激励机制以及文化金融工

具，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的“乘法效应”更

为显著。这种文化经济新思维给 600 岁的

故宫带来新生机。2018 年财政为故宫拨款

11.2 亿元，故宫通过市场化运营收益 15 亿

元；故宫游客不断年轻化，30 岁以下比例达

到 40%以上，网上网下故宫“用户”快速增

长。公共扶持加商业运营，使保护与创新相

得益彰、良性互补。近年来，我国文化经济

政策不断完善。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

政策目标。今后，包括文化财政、文化税收、

文化用地以及文化金融等，将激励全社会共

同做大文化传承创新的“蛋糕”。

盘活优秀文化资源，以市场效能为文化

传承创新注入强大动能。这些年，市场机制

在激活文化创造活力方面成效显著。一些

优秀文化资源经过创新转化，焕发新的生命

力，赢得人们青睐。《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一批优秀国产动漫作品，

通过强大市场影响力带动国漫崛起，文艺

“国潮”已在青少年群体中成为时尚。《哪吒

之魔童降世》在传统神话及其改编作品的故

事和人物基础上，运用当代电影叙事手法与

科技手段，创造性地传达成长与亲情主题，

收获 40 多亿元票房，为传统文化题材开发

打开巨大的市场想象空间。在开放竞争环

境下，只有充分释放市场效能，文化传承与

艺术创造的种子才能大面积落地生根，进而

牢牢占据文化阵地。

在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过程中，锤炼

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足以影响世界的文化

艺术魅力。“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

的理念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拓展国内国际

市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从文化角度来看，

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和

文化产品在国际上更受欢迎，由“西游”题

材、“三国”故事等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动

漫游戏等，是中国文化内容在国际上最有市

场价值的品类之一。从产业角度来讲，在本

国具有良好市场效益的产业往往在国际上

也具有竞争优势，这是国际竞争优势理论

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我国在新

媒体短视频方面的国际优势，本质上是国

内巨大市场与边际成本优势的延伸。文化

产 品 充 分 满 足 人 民 需 求 才 能 赢 得 更 多 受

众，经过国内市场充分检验进而获得国际

市场青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整合

国内国际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提升中

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将优秀

文化发扬光大。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制图：蔡华伟

进
一
步
建
立
健
全
现
代
文
化
产
业
体
系

魏
鹏
举

作为一名中西文化交流桥上的搬运工，我在桥上忙碌一

生，靠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蹲着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一看就

是大半个小时。我看到的蚂蚁都是急急忙忙，跑个不停，到处

找吃的。而蚂蚁找到块头比较大一点的食物时，那股拼死拼

活奋力搬运的劲头实在令人印象深刻。蚂蚁虽小，能把骨

头啃下来，靠的就是它的执着与勤奋。

学海无涯，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如此。我从事的学科是法

国思想文化，它在整个西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和地位。

在这里，有深沉的理想主义气质、有充满独特个性的艺术创

造，足以使我流连忘返。这既是专业的魅力，也是对投入者贡

献自我的要求与压力。

对这样一个学科专业，我以自己的中等资质不敢懈怠，不

能不献出自己全部精力与时间。不过，投入的同时，我怀着热

情与愉悦。如果有所收获、有所拓展进而对学科有所助益、对

大众有所启迪，其乐更大矣！具体到文学史、文化史研究，首

先要知晓、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大量素材。比如文学史中重

要的文学事件、文学思潮和流派、重要作家作品，还有当时的

历史、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背景，都需要把握。通过学习获得

学问，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要对大量客观材料进行研判，

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解。“识”有高下之分，甚至正确与谬误之

别。最后，进入运用层面，把自己掌握的课题情况和研识的结

论表述得好，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本土化，结合当前社会的需要

阐述得更好、运用得更好。

巴尔扎克曾把自己称为“苦役”，罗丹的《思想者》也是如

此。我在工作中尽可能从难从重，以求产品扎实，切忌避重就

轻，虚而不实。对“搭顺风车署名”等不劳而获的“美事”，宜慎

戒之，要求自己保持劳动者本色。我主持多卷本书系的编译

工作时总要亲自动手，编选一卷或翻译出一卷作为“标本”，至

少要提供新颖的编选视角、有思想闪光点且分量扎实的序

言。有时丛书体量达到数十卷，也不会违背这一原则。比如

“F.20 丛书”囊括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几乎所有名家名作。我

为丛书近 70 本书写译本序，一支秃笔写了约 50 万字。

我除了要求自己不断劳作，还很注重“产出”尽可能带有

创造含量，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切实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这一点，我深受何其芳同志的影响。我信从这一学理，当条件

允许时力求身体力行，而且多少做出一些事情。比如重新评

价萨特及存在主义、重新评价左拉及自然主义、科学评价西方

20 世纪文学等。它们曾产生较大的文化学术影响，被时间证

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为文作评，我也力求有一点新意和创意，尽可能去陈

言避套话。在知性上尽可能师法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前

辈学人，纵不能穷历万卷书，总也要达到“及格”水平：言之有

理，言之有据，行文时有一两个亮点、一两处深度。天生无“才

思敏捷”助我，这样做虽不致有“苦吟”之窘迫，劳作的艰辛还

是有一些的。但每写得一篇还过得去的文章，劳动之后的酣

畅与愉悦就构成了一种乐趣。这是我生活中最珍视的乐趣。

存在决定本质。“我思故我在”“我劳故我在”，这种存在方

式带给我两书柜的劳绩，好比几根火柴棍绑在一起，多少有了

一点硬度。这种存在方式也带给我简朴的生活习性、朴素的

人生。活得实在、活得真实，在我看来是整个人生的真谛。我

喜欢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通过自己

的文字，赤着膊臂面对这个世界。

这一生不断劳作，我很高兴。回顾来时路，我做的事情不

外乎推石上山。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在不断推石的过程中，

享受每一步进展带来的乐趣。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

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

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前者呼，后者应，人文领域从来都是一个积累的领域。就

像莎士比亚并不能取代但丁，而是给人类文化积存增加财

富。那么，就让我们继续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吧！

柳鸣九，生于 193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

究会会长。出版《柳鸣九文集》（15 卷）、《法国文学史》（三卷

本）等著作、译作 40 余部，散文集《种自我的园子》《巴黎对话

录》《友人对话录》，编选组译《萨特研究》《加缪全集》《法国现

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等，主编《盗火者文丛》（十卷本）、

《本色文丛》等。

桥上的人生
柳鸣九

纪录片《新国货》以历史为轴、品牌为

点、人物为线，把国货从苏醒、崛起到创新

的过程形象呈现，让观众有了新的认知：国

货已经不再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其强大

影响力建立在品质、品牌和核心技术能力

之上。片子立意新颖，内容丰富，但大多是

品牌创始人的自我讲述和介绍，像一部加

长版的广告拼贴，冲击力不强。如果能对

老字号的历史沿革、新品牌的自主创新等

内容进行深入挖掘，相信会让观众对新国

货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惠 欣）

一段时间以来，综艺节目不断进行题

材上的多元探索与深入挖掘，丰富了表现

领域。《汪喵物语》就是一档别出心裁的动

物观察类综艺，它让宠物们“开口”说话，讲

述与人类相处的温馨故事。从以往的养狗

护院、养猫捕鼠到如今的陪伴和社交，宠物

不仅功能发生改变，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

越来越重要。一档以生动形式探求人与宠

物之间关系的综艺节目，不但能推动树立

理性、科学的养宠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动

物保护的重要性。

（志 健）

立意新颖 火候稍欠 温馨感人 妙趣横生

我在工作中尽可能从难从重，努力
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切实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

核心阅读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处理好文化与经济关系，
发挥好市场积极作用，激
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伟大实践，推动文艺由
高原向高峰迈进

随着文化建设规模
不断扩大，人民的精神文
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
精细化，我们要进一步建
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
系，通过市场机制调动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发
挥文艺生态与产业经济
协同效应，提供更加丰富
优质的文化产品，推动文
化传承创新进入新境界

图为纪录片《新国货》海报。 图为综艺节目《汪喵物语》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