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文化产业研究十年综述
孙慧英，倪宇婷
（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文化产业日益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注
点之一，其研究在全国也如火如荼。2011 年是福建省文化产

到一部，是由张帆主编、由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
《福建文化产业问题研究》，
后续的研究著作尚属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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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的第十年，本文对这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自 2002 年最早研究福建省文化产业的论文发表，至今

2012

和内容综述，认为福建省文化产业研究在全国总体中处于中

已经有十年了，在文化产业全球蜂起的今天，福建省文化产

游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相对滞后，亟需加大研究力度，

业研究的十年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未来研究的方向又如何

期待更多的关注和高水平的研究。

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研究问题的同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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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鉴于篇数不多，
除文化产业之外，
我们将闽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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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计 49 篇[2]。首先我们可以将这些研究成果一一列出来
近年来，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文化产业研究成为诸多学

以便进一步的分析。

科的研究热点。据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人文社科类期
刊统计，以“文化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自 1979 年至
即使我们除
今，多达 7031 条[1]，其中包括博硕士论文 313 篇，
去其中部分相关信息类文章和重复发表的文章，也有六千余
篇，较早的理论文章是 1988 年李建中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的
文化产业》。在这六千篇论文中有文化产业宏观方面的论述，
也不乏以地域和文化产业小门类或某一案例作为研究对象
的。本文要探讨的是福建省文化产业研究的情况，作为东南
沿海大省，福建省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有着独特的地域优势
和文化资源，对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又如何呢？本文所关注
的是福建省文化产业研究的现状、在全国的地位以及通过对
文献的分析来谈一下福建省文化产业转型的策略。
一、福建省文化产业研究现状
自 1979 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的 6000 余篇论文当
中，仅有 29 篇有关福建省文化产业的研究论文，在全国关于
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论文的 1400 余篇当中也仅有 6 篇是探
讨福建文化创意产业的。
对于福建省文化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可查的资
料表明，最早论及此问题的两篇论文是在 2002 年，一篇是福
建省社会科学院魏然发表于当年第 9 期《福建论坛》的《加快
发展福建文化产业》，一篇是福建省委宣传部郑东育发表于
当年第 4 期《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福建省文化产业
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此后相关的研究也陆续出现，但与全国
其它省市的研究成果相比，明显偏少，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总
体数量偏少之外，近两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匮乏，对于在新
的社会发展环境之下福建省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亟需补充，
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如何依托地域优势，转变产业发
展方式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在学术专著方面，我们也只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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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
“福建（省）文化产业”
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统计（29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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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以
“闽（台）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统计（6 篇）

我们可以将表 1 至表 4 的研究成果分为四大类：言论 /
导向型论文、产业宏观层面研究、案例研究和其他类型相关
研究。我们按类统计如下：

由表 6 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福建省文化产业的个
案分析数量最多，产业发展策略的研究数量次之，再次是文
化产业竞争力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文化产业宏观政策、发展
方式以及微观方面的如消费者行为、国内外市场分析、贸易
方式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甚至是忽略。
我们还将福建省与浙江、江苏、广东、云南等省份进行了
比较，大部分省份的文化产业研究都是始于 2001 或 2002
年，广东较其它地区早，开始于 1996 年，云南文化产业的研
究成果自 1999 年至今达到 86 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
数量上来说，福建省文化产业的研究只能说处于全国除港澳
表3 以
“福建（省）文化创意产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统计（10 篇）

台之外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中游水平，远比不上北京、上海、
广东、云南、湖南、浙江等，这与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同
步。同时，
我们还比较了城市之间的文化产业研究数量，
深圳
文化产业研究多达 50 篇，最早始于 1992 年的一篇《关于深
圳文化产业的调查与思考》，广州文化产业研究也有 22 篇，
这与福建省福州与厦、
漳、
泉四地文化产业研究合起来的仅 9
篇（见表 5）相比，
其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尽管大多数刊载福建文化产
业研究成果的期刊是福建省主办的，但刊载数量最多的是
《福建论坛》杂志，而且 2002 年刊登的《加快发展福建文化产

表4 以
“海峡西岸文化（创意）产业”
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统计（4 篇）

业研究》是最早的。作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期刊的《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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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对福建文化产业研究的持续关注，也说明其对文化产

展区域文化产业，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是全面建设小

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对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扶持。

[10]
康社会和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很多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研究成果的年份上看出福建省在文

学者对福建省文化产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化产业研究近年来的滞后状态，下面我们将福建省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投入竞争力和文化产业规模竞争力体现了文

研究数量与地区生产总值[5]接近的湖北省和湖南省文化产业

[11]
化产业的现实竞争力。”
江振娜从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角

研究数量相比较。

度进行了分析。

表 7 十年来福建省与湖南省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年度统计比较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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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统计比较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文化产
业相关的研究成果，2010 年最多，十年间基本上呈现稳步增
加的趋势，但与同期的湖南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果要与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文化产业投入多而产

培养文化产业
同为沿海省份的广东省相比，
差距更大。因此，

出少，综合竞争力处于全国的中游水平，而文化供给竞争力

研究队伍、加大文化产业研究的投入，将对这种现象有所改

则落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对于这种产业发展状态，很多学

观。

者提出了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对策。江振娜认为，应从扩
二、福建省文化产业研究的主要观点

大产业规模、增加文化供给、提高文化产业科技含量、打造知

我们对上文中所检索到的福建省文化产业十年来的研

名文化品牌等几个方面着手[13]；
吴声怡等认为，
构筑福建文化

究成果的主要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首先是对福建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三大法宝，即：闽学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建

省文化产业的总体分析；其次是对福建省文化产业竞争力问

立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创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带的区

题的探讨；再次是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及建议。

域整体提升。[14]更多的学者分析了文化产业现存的问题，
并提

（一）产业总体：面临机遇，差距明显，区域与资源优势未
得充分发利用

出了发展策略和建议。
（三）产业发展：
优势 + 机遇 + 创新 + 集聚 + 闽台互动

十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于福建省文化产业在优势和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著名学者金元浦撰文提出，寻找我们自己

现状、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最早在《福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国特色”
、
“ 地区特色”，是一切判断

建论坛》上发表《加快发展福建文化产业研究》的魏然认为，

的基础与出发点。[15]2009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持福建省

与国内文化产业较发达地区相比，福建省文化产业尚有相当

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文

的差距，福建省文化产业资源应该迅速整合生产要素、转变

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整合文化资源，打造一批

经营模式，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7]

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

沈明福认为，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是福建省文化产业发

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

展的一个软肋。“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优势表现为有

立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心，着力培育专、精、特、新文化

较利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较好的文化设施基础条

企业，努力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

件和较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区位、人文优势。薄弱

地。在这种发展机遇面前，福建省文化产业更是要充分开发

环节主要表现在文化产业的主体部分较弱，文化产业人均经

利用好地区特色和独特的资源优势，加大扶植力度，快速发

济效益较低，文化大集团较少，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

展，将产业整体竞争力提高到上游水平。

力较弱等。”[8]吴声怡、吴春华等人也提出了福建省文化产业

早在 2002 年郑东育提出，面对新形势的挑战，福建省文

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海外资本优势，

化产业应该发挥特色，选准切入口，形成优势；区别类型，分

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海西经济区的政策优势和机遇，

别指导，改革管理体制；打破壁垒，调整布局，加快产业规模

但文化产业的主体实力不强、科技含量低、管理体制跟不上

扩张的步伐；大力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

时代的要求、文化产业创意度不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

力。[16]

度不足。[9]

2006 年，学者张华荣提出，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探求

（二）产业竞争力：
投入多产出少，
亟待提升

福建发展文化产业的新思路，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福建新的

2009 年 4 月，福建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

经济增长点，在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加

意见》，明确提出重点打造十大文化产业，有效提升了文化竞

。必须加强对文化产业发
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加速器”

争力。
“如何在日趋激烈的文化产业国家（地区）间竞争中，
发

展规律的研究，积极进行政策创新，充分利用财政、金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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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立法等手段来调控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实现对文化产

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6706 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业中不同行业发展的调控。积极保护和开放福建优秀文化资

世纪期刊（7 条）、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30 条）、

源，实施具有福建特色的文化精品战略，不断拓展国际和国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88 条）.以下数据查

内市场。

询时间相同.

[17]

还有学者提出，采取 SO 战略即优势与机遇相结合的战

[2]这 49 篇是经过筛选之后的，除去了几篇重复的以及工

略是最适合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一是要抓住海峡西岸

作简报式的文章.

经济区建设的契机，大力发展福建的文化产业，加强同台湾

[3]以下表格中论文及论文数据不含博硕士学位论文.

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要发挥区域优势，
突出重点。在发展福建

[4]这里只统计了表 1 至表 4 中的研究成果，由于表 5 中均

省文化产业时，应着力研究各地区文化内涵及，发挥区域人

为城市区域性和个案性研究，未计入表 6 的统计中，特此

文地理优势。[18]

说明.

李毅超认为，福建省要通过做大做强文化产业集团，提

[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 年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福

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推动文化产业在最大范围

建省为 12236.53，湖北省为 12961.10，湖南省为 13059.69，

内组合优良资产，消化劣质资产，实现信息、设备、资金、人才

数据来源于 http:/ / www.stats.gov.cn/ tjsj/ ndsj/ 2010/ indexch.

和销售网络等资源的共享。支持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

htm.

资和经营，不断拓宽经营范围，调整经营结构，拓宽发展空

[6]此表中的福建文化产业研究统计加入了福州、厦门、泉

间，提高规模效益，形成文化产业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综合效

州、漳州的研究成果，共 58 篇；湖北文化产业研究统计加

应。

[19]

入了武汉的相关研究成果，共 35 篇；湖南文化产业研究统

还有很多学者对福建省文化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计加入了长沙的研究成果，共 99 篇. 两组数据中均含以

展对策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有效地助推产业政策的出台

“文化产业”
和“文化创意产业”
为研究对象有成果.

以及产业的快速升级。当然，在这十年的研究成果中还有大

[7]魏然.加快发展福建文化产业研究[J].福建论坛·经济社

量关于福建省文化产业的地方性和个案分析，同样具有特别

会版,2002（9）：
44- 48.

的经验总结和经典示范作用，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赘述。

[8]沈明福. 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之断想[J].福建省社会主义

三、结论

学院学报，2008（1）：
104- 107.

通过以上我们对福建省文化产业十年来研究成果的综

[9]吴春华.关于发展福建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J].福建论

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领域

坛·社科教育版，2008(专刊)：85；
吴声怡，郑淼. 福建文化产

不断拓宽，认识不断深化，并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福建省文

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化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认识到了产业结构需要调整，

2007（6）：
109- 112.

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总体来说，福建省文化产业

[10][19]李毅超.提升福建省文化产业竞争力思考[J].消费导

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系统性与深度都还很不够，对于相

刊，2009（1）：
225.

关研究的整合以及连续性尚显不足，我们还没有见到福建省

[11][12][13]江振娜.福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J].福建

文化产业发展年报一类的书籍，理论研究对于产业实践的推

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
29- 33.

动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另外，我们在阅读这些研究

[14]吴声怡，
郑淼茜. 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研究

成果时也发现，论文中存在着一些观点雷同、重复赘述，对一

[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10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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