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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问题与未来瞩望*

范玉刚

摘 要：文化产业的结构性变化和内容产业比重的不断提升，使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诸多新趋势。究

其本质，数字文化产业是“互联网+”及其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其本性是技术思维，而文化产业

的核心是创意和文化价值（包括版权），其本性是文化思维，是文化与技术的时代性融合。作为一种新兴文化

业态的集合与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它在当下的发展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是国家

的战略需求，是国家文化利益使然，将会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迎来数字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机遇。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要紧紧抓住时代，充分展示数字文化形态的新特点及其动态性生成，增强互动性、体验性和趣

味性，更要有艺术的美感和本位的文化价值诉求及其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与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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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信息文明对于国家发展

的重大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要求。在文化建

设方面，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着力点。

一、牢牢把握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新时代语境下，数字文化产业正助力中国

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科技和文化的融合

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数字化技术应用愈加普

及、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商业模式不断创新，

使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发展驶入快车道。从实践

来看，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

越来越成为创新的舞台，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据统计，近年来全球技术

创新的成果有 80%来自互联网领域。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看，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

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

显 著 高 于 当 年 GDP 增 速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32.9%，同比提升 2.6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总量

达到 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 20.3%。数

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

力，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为 55%，

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水平，数字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甚至有研究机

构认为，数字产业的强弱左右了城市经济实力

的增长，如《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 12月 6日报

道，2030年中国将有四个城市入围世界 GDP排

行前十，北京居第五位，上海居第六位，深圳居

第九位，重庆居第十位，其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

69

DOI:10.16600/j.cnki.41-1426/c.2019.01.010



2019年第 1期

标就是数字产业的发达程度。中国传媒大学人

文社科学部部长、《国际文化市场报告》主编李

怀亮指出，2015—2018 年国际文化市场除了个

别行业有所下滑以外，整体增长趋势非常强

劲。其中，国际文化市场总体保持高增长趋势；

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国际文化市场主流；文化

消费的实时化、在线化趋势显著；依托数字化

技术，移动化、社交化、付费、智能化趋势愈加

明显①。

从国内来看，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新媒体

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艺形态的改变，文

艺发展空间、文艺的创作与传播也发生了调整，

新的文艺现象、文艺组织、文艺聚落等，都在出

现新的改观。据四川省文联调研统计，四川全

省各级各类新文艺组织共计 83，952 个，约 251
万人②。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时代氛围

使整个中国的发展空前活跃，使文化发展充满

活力和创造性。从“互联网+”释放出的创新活

力，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在带来新

机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挑战。数

字化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伴

随中国现代化进程迈入消费社会，文化创新及

其文化对创新意识润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

而，基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广

泛应用，以及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的相互链接，

越来越成为文化产业创新的源泉，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

式。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时代表征是，日益

迈入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

阶段，主要显现于文化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取得

显著成效，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这是文化产业

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基本态势，是新时代党中

央对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布局、政策引领与立法

促进的结果。

在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拉动下，文化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有效提升。就当前文化产业

发展趋势而言，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传播、

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数字文化产业

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互

联网+文化”优势明显。从营业收入来看，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

为 6053亿元，比上年增长 33.4%，文化新业态发

展势头强劲。2017 年上半年以同比继续保持

32.7%的高速增长，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1］。

从传统到现代，从产品到服务，从指尖到心间，

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选择为供给端

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数字文化产

业以其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

消费个性化等特点，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文

化消费新的需求。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

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担当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也使得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

一是呈现内容产业所占比重快速提升的趋

势。数字文化产业的线上和即时性消费特点，

使得内容消费需求迅即上升，优质内容和创意

成为稀缺资源，“内容为王”的特征再度凸显。

2014—2017 年的文化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

9913亿元、11053亿元、11889亿元、12094亿元；

比上年增长分别为：8.2%、8.4%、7.6%、1.7%；占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41.4%、

40.6%、38.6%、34.8%；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分

别为：2386 亿元，增长 11.2%，占 10.0%、2542 亿

元，增长 6.6%，占 9.3%、2872亿元，增长 13.0%，

占 9.3%、3328亿元，增长 15.9%，占比为 9.6%；文

化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为 ：11641 亿 元 ，增 长

15.9%，占 48.6%、13640 亿元，增长 14.1%，占

50.1%、16024亿元，增长 17.5%，占 52.1%、19300
亿元，增长 20.4%，占比为 55.6%。2017年，文化

核心领域创造的增加值为 22500亿元，比上年增

长 14.5%，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64.8%；文化相关领域创造的增加值为 12222亿

元，增长 9.8%，占比为 35.2%［2］。从这几年的总

体情况来看，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特别是文化内

容创造的增加值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增速居前

三位的是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增幅都是两位数，而且在

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这表

明，文化内容服务的需求增速明显，人民对美好

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高度契合于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二是在“互联网+”平台支撑下，文化产业中

的数字文化产业部门呈现爆发式增长。2016
年，数字创意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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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成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制造、

绿色低碳产业并列的五大新支柱。《“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

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 8万

亿元，标志着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

一步凸显和提高。正是数字文化产业相关门类

的超常增长，才有了中国文化产业整体保持两

位数的增长，同时也彰显了文化领域发展不充

分的问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

进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新业态发展强

劲。在文化产业统计分类中，与数字技术和互

联网密切相关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文化艺

术服务业，都属于高速增长，其增速领跑文化产

业。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当

代数字创意内容精品层出不穷，数字创意与相

关产业深度融合，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为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不断提

供新供给新动力［3］。数字文化产业愈益成为文

化产业的新动能，“跨界创意融合”的驱动作用

日益明显，在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中推动了中

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工

业化”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发挥了引擎功能。

数字技术和移动物联网的普及，使网络文

化内容成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存在形态，

互联网公司成为最大的文化内容供应商和主导

性的渠道运营商。从极端意义上讲，“文化+”与
“+文化”使得所有高科技网络公司都成为了文

化产业公司，而文化起到的是“产业倍增器”的

作用。无论哪个行业，只要文化及其价值的渗

透度达到一定程度，产业就会处于蓬勃发展状

态，不仅传统产业能够升级换代、推陈出新，高科

技公司自身更是实现几何级规模扩张和产业链

延伸［4］。文化产业的总体变化和内容产业比重

的不断提升，使得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诸多新

趋势。只有牢牢把握这些新趋势，才能在全球视

野中坚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自信。

一是数字文化产业越来越融入并引领文化

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和

创意设计的融入，对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产生革

命性影响，使得文化产业发展总体呈现数字化

倾向和网络化发展态势。“文化+”“互联网+”与

“+文化”“+互联网”愈益相互交融，共同助力中

国文化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

升，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和文化新业态。以文艺

创作及其版权保护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创意转化开发为内容、数字化技术应用为

手段、文化金融产品创新为支撑的发展趋势越

来越显著。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的内生动力结构，即以文化创意为主，以文

化与技术、文化与金融资本融合为两翼的动力

结构日趋成型，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

核心竞争力。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

展与普及，经由数字化转型升级，传统文化产业

也被不断催生出的新业态与新模式。数字文化

消费也逐渐成为扩大文化消费、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突破口。2016年中

国网络游戏海外市场收入达 56亿美元，较上年

增长 24.5%，出口网络游戏 900多款。中国数百

家文学网站日更新的总字数达 2亿汉字，文学网

页的日均浏览超过 15亿次。

二是数字文化产业以其迅捷化、便利化、个

性化、差异化、视听奇观化等消费特点，日益融

入年轻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

和痛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和导向将直接

关乎国家文化安全，在文化回归本性、文化和社

会愈发互文的当下，文化价值观的传播问题凸

显，如何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

审美观至关重要。

文化既要增强国家“软实力”，维护观念性

国家利益，更要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保障人

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文化成为不断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的重要供给，也有效激发了全民参与

文化创造的热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向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迈进。《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8.0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传播快、影响大、覆

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社交网络及即时通信

工具用户快速增长，庞大的网络人群成为动漫

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产

品快速发展的基础，数字文化产业越来越融入

百姓生活中。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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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需要在引导文化消费中增强有效文化供

给，不断创新文化的内容、形式、手段、方式，不

断提高民众的审美品位和艺术情趣。数字文化

产业契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对

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需求。要借助数

字化互联网技术支撑，积极促进文化与科技融

合，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产品、引领新消费，以

“文化+”推动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各门类融合

发展，不断引领时尚消费潮流和现代生活方式，

以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人民有更多的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新兴业态中，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意产业

的融合凸显，不但提升了制造业的附加值和产

品的竞争力，还促使其产业链不断延伸。如一

款精心设计的头盔（喜马拉雅万物有声的语音

技术、双猴科技魔脑神笔的多语种语言互译

等），不仅可以在骑行、攀岩、极限运动中起到有

效保护的作用，还可以提供摄像、通讯及其他手

机APP等服务。从智能出行工具到智能装备产

品中的新兴工业制造品，不仅从产品外观上进

行了革新，还将创意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体现了

“中国智造”的能力，提升了“中国创造”的国际

竞争力，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形态的高端化、高

级化。数字化支撑下的文化创意以其内涵溢

出，经由设计、制造融入产业内核，而成为产业

核心竞争力的灵魂，创意设计服务与制造业的

融合不仅解决了产品外观和美学问题，更是在

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引领了一种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提升了民众的生活品质。

三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助力文化产业提质增

效发展中，使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加精准和有

效。数字文化产业有效提升了中华文化价值的

传播力和亲和力，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

力。因此，随着文化价值与数字化技术应用的

日益紧密，文化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数字文化产

业的国际化趋势及其跨国经营的本土化趋势将

进一步得到增强。国际化趋势对文化精品贸易

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文化产业的轻资产特性

使得竞争进一步聚焦于文化精品，对于企业经

营和品牌管理提出更多挑战。如今的短视频、

直播、网络剧等发展迅猛，质量不断提升，开始

具有了追求网络文化精品的意识。有的网络电

影已突破亿元投资，现象级的“网综艺术”不断

涌现。借助网络艺术的融入，一些主题公园开

始转型，如宋城演艺互联网演艺板块即“六间

房”的营业收入占比在 2016 年跃升至 41.23%，

收入同比增长 195.37%。数字文化产业的海外

精准化传播及其版权的本土化开发，还将文化

产业的国际化运营推向更高层面的跨国本土化

运作，从而助力中华文化实实在在地“走进去”，

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在提质增效发展中，不断迈

向国际文化产业的第一方阵。

四是跨界创意融合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动能。“文化创意+”数字化手段的跨界融合

驱动趋势明显，多向交互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

展新动力。“融合”既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

主题，又是鲜明趋势。新时代文化产业要以数

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

产业快速发展，在促进文化和相关产业渗透融

合中，推进数字创意与多领域的融合，培育更多

新的产品、服务与业态，从而形成创意经济无边

界渗透的格局，使数字创意产业与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5］。因此，培育数字创意产业生态要有

融合意识，不断健全产业发展体系，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激发企业的创造活力。要充分利用互

联网和数字化手段对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

转化和开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活起

来。创造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数字创意产品

和服务，在增强人民文化获得感的过程中，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充分发挥数字化

技术的支撑作用，顺应当前文化产业领域各种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全民创意、创作联动等

新方式，提高数字创意内容产品原创水平。要

加快行业数字化进程，创作更多数字创意内容

精品，提高数字文化品位和市场价值，从而形成

有影响力的数字创意品牌［5］。

这种跨界融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是文化产业内部各门类、各行业之间的融合，不

断催生数字产业新业态，数字文化产业呈现蓬

勃发展之势。另一方面是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

加快了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使得

文化产业愈加融入国民经济大循环。在文化产

业领域，数字化技术应用为文化创意和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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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提供了新路径。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

文化产业结构从产业链到价值链不断优化，涌

现诸多文化新业态，特别是以中华文化基因的

再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中蕴蓄了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3］。文化创意

不断为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供

给提供“文化+”的解决方案，以创意融合驱动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成为促进产品和

服务创新、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的重要途径。依托数字化技术，文化产业

发展实现了文化载体的多元化，文化业态的多

样化，日益从封闭式小而全的小生产格局，转为

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提升专业化、集约化程度，

并由内向外渗透，与制造业、旅游业、建筑设计

业、信息业、包装业以及体育、教育相融合，使大

多数与文化创意相关的行业由分散趋于融合，

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使之成为一个越来越显

著、越来越能提升价值，创造大量就业的文化产

业群，从而成就了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模式和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3］。

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数字文化产业契合了消费群体的代际转

换，呈现出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

化等特点。消费方式的变化和差异化的诉求，

裹挟了越来越多的大众，使文化消费真正融入

了日常生活。数字文化产业深刻影响了文化发

展生态和生存环境，改变了文化的样态和传播

方式，尤其是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在文化产

业统计分类中，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密切相关

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近两年平均增速为 30%
左右，是文化产业整体增速的两倍以上，成为领

跑文化产业的引擎。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

广泛普及，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直播

网红、微电影等迅速发展，成为目前大众文化消

费的主要产品，影响到了整个文化生态。有学

者指出：“由于数字技术进步，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

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任何人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接触到任何人类文化成

果，消费或是参与生产任何文化产品。”［6］因数

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生产端和消费端都

出现了非线性链接，后现代“人人都是艺术家”

的愿景成为现实，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文化表

达意愿和创造活力。

究其本质，数字文化产业是“互联网+”及其

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在本性

上是技术思维，而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和文

化价值（包括版权），其在本性上是文化思维，是

文化与技术的时代性融合。因此，发展数字文

化产业需要“科技+”与“文化+”协同创新，是两

者在本性上的相互切近，它既需要平台的整合

与垂直分发能力，更需要文化的集成与价值的

提炼与创新，旨在使技术与文化（艺术）保持适

度的审美张力，才有文化的生成与美的显现，才

会创造价值、传播价值与价值消费，才会有意义

的高地与价值的再创造，其成就的是一种新的

文化业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一种新兴文

化业态的集合与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它在当下

的发展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相比，我们在关键技术创新和某些核心技术应

用上仍有不小差距，需要借助科技比较优势，充

分发挥大国国内市场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实现

后来居上的技术赶超，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夯

实技术基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明积淀是发

展数字文化产业的优势，但其尚未转化为产品

和服务优势，在数字艺术和文字内容上创新性

不足、产品的卓越性追求和精致性品质尚有差

距，亟待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能力突破。

就现实操作性而言，在葆有审美眼光和文

化情怀视野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亟需探索多

元化的商业模式。随着代际性消费群体的成长

和移动支付技术的突破，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

网络原住民已经习惯为自己所喜欢的网络产品

和服务付费，付费消费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主

导型盈利模式。但真正实现数字文化产业的繁

荣，还需要多元且成熟的商业模式创新，才能支

撑日渐庞大的市值空间，从而使数字文化产业

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同时，随着技术创新及

其应用的日新月异，互联网传播渠道日益畅通，

优质文化内容的缺失问题愈发显现，与之相应

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问题与未来瞩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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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版权保护及其形象商品化授权问题凸

显，这将制约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如何兑现

和提升轻资产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企业来讲是

极大的考验，并最终显现于持续性地吸引线上

流量和线下趋之若鹜的消费者体验。

另一方面，数字文化产业大发展仍要回到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主流文化价值观

的传播，这才是制胜之道，这也是数字文化产业

健康发展的根本。就此而言，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中价值观的融入问题凸显，亟需文化产业正

向价值的强势引领和审美规制。数字文化产业

已成为事实上文化消费的主导形态，是当前文

化创新的动力之源，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形

态，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阵地，更是当前意

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依托力量。当前在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中，正确的价值导向及其评价体系亟

待完善，需要健全包容而理性的社会评判标准，

以全社会之力支持数字文化产业做强。在理想

条件下，数字文化产业不但自身要成为社会主

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还担负着孕育和润泽创

新文化的重任，更要成为时代文化的引领，成为

文化及其价值创新的源泉。

文化及其文化价值的融入是数字文化产业

包括数字艺术产业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是根

本。就此而言，“文化+”是数字文化产业几何级

扩张的利器。互联网是渠道和平台，“互联网+”
实现了无线链接的可能，成为资源和要素流动

与整合的利器。但是，文化是消费的对象和附

加值与利润的来源，是经济价值的来源，是社会

价值的载体。现实中诸多数字企业本身就是高

科技（网络）公司的华丽转型，依托技术优势受

到金融资本的青睐，呈现几何级扩张。如果不

明白真正的赢利点和消费痛点，往往就会迷失

方向，其可持续发展将会大打折扣。不同于资

本逐利本性的短期回报，文化需要累积和长期

积淀，需要情怀和眼光，在润物细无声中形成企

业的文化特色。过度追求抢眼球和制造噱头，

只是技术造势和信息的无序，带来的是技术的

狂欢和资本的狂舞，而不是文化的使命担当。

因此，数字文化产业的健康理性发展，需要政

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支持。要建立健全国家

文化运行体制，发挥政府监管和引导职责，充分

发挥市场功能，更要补足社会短板的支撑力

量。一定意义上，社会力量所能托举的高度，将

决定数字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

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互联网思维，更

要有文化思维，要有文化价值引领。只有成为

文化创新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主导方式，

数字文化产业才能够发展、壮大为真正的产业

门类，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生力

军。一些数字企业及产业集团，其产业扩张和

市值的快速提升多基于互联网特性。一定意义

上讲，它抓住了时代（互联网时代）的特征，而没

有抓住时代（文化创意时代）的本质，缺乏“文

化+”的融合渗透。这样的企业能走多远，能否

形成真正的朝阳产业，能否支撑起庞大的市场

市值，取决于其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化公司；能否

在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中实现文化创造，取

决于企业收购的大量 IP变现能力；能否实现以

人（消费者）为本，取决于文化企业自身能否担

当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网络文学付费阅读、

网络影视戏剧游戏动漫由泛娱乐转向新文创开

发，始终是数字文化企业的主导商业模式，但 IP
的变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和市场机遇，具有诸多

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一旦成功就会远超预

期，甚至出现“现象级”神品，这是其魅力所在。

但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每年的爆款产品只有几

部，其风险把控极难操作，具备 IP开发能力不是

一个客观的溢价标准，最终取决于收益，更受制

于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因此，随着市场规模

的扩大，只有那些具备较高文化价值的引领者，

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胜出。

三、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瞩望

2016年 12月，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十三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该规划提

出，到 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015年的 8%跃升到 15%。

数字创意产业成为重点培育的 5个新支柱产业

之一。数字创意产业在高新技术支撑下，以优质

丰富的内容为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从“促进优

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鼓励创作当代数字

创意内容精品”两个维度，生产创作优质、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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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数字创意内容产品，以满足人民大众对时

尚文化的消费需求。在实践中，数字化产业打破

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线性”生产体系，以及依靠在

地性设备和在地资源的瓶颈制约，充分发挥网络

化与智能化应用的超常化优势，依托互联网思维

强化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非线性生产与消费特性，

促进了数字化技术主导下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

健全。因而，有着影响文化产业及其文化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带动作用。

在信息文明时代出场的数字创意产业必然

带有时代特点，依托数字化技术应用和“互联

网+”平台，数字文化产业注重产业文明的积累

而有着健全发展体系的鲜明意识，积极生产与

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其发展是“软硬兼施”，即

硬件设备上要“创新数字文化创意技术和装

备”，软件内容上要“丰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和

形式”。文化装备制造业有利于促进核心技术

的现实应用，推动文化产业在关键技术上取得

突破，以及高新技术在数字文化创意创作生产

领域的应用，推动形成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和生

态体系，建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创意品牌，

促使中华文化由“走出去”升级为“走进去”，在

全球化舞台上与国际主流文化的互动更加频

繁。新时代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

领，只有实现文化的繁荣兴盛，才能支撑起中国

的文明型崛起，并坚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数

字文化产业作为拥有广泛消费者，并在海外市

场受到青睐的新兴文化业态，对文化的繁荣兴

盛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它对于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高位态，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全球主导文化形态的

互动，是有力的支撑。数字文化产业所拥有的

艺术新形态内容及其传播优势，对于中华文化

的传承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大力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是国家战略需求，是国家文化利

益使然，势必会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借助新旧媒体的融合之势，国家推动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势，及人民日益增长

的对美好生活需要之势，数字文化产业将会迎

来大的发展机遇。

决定风口的是趋势，决定趋势的是需求，市

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根本。着眼于未来，数字

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无论

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甚至会对社会形态产生结

构性影响。网络的互联互通及其泛在式存在，

“人人连接”“物物联结”“人与物的链接”，不仅

重构了生产生活肌理，混搭了生活与工作、生产

与消费，点亮了城市空间和大众的日常生活，还

使人人都成为文化信息的供给者和意义的再生

产者，甚至“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后现代宣言在

数字化世界也成为可能，这是数字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的最坚实基础和无限可能的潜在市场空

间。数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不断创新了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业态。瞩望未

来，数字艺术成为点亮城市空间、扮靓城市景观

（特别是城市空间夜景）的重要文化形式与载

体。越来越多“城市综合娱乐体”将借助数字文

化艺术重构城市肌理，数字家庭娱乐将为实现

家庭寓教于乐、增强家庭幸福感的亲子活动提

供舞台，各类主题公园和娱乐秀的升级、工业遗

产的开发、旅游目的地的附加值提升，将为数字

文化产业展开无限的市场前景。

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视野下，整合各

种力量尤其是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积极

发展适合新一代群体需求的动漫、游戏、网络影

视剧、视频、直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

实等新兴文化业态，提升相关产业的文化内涵、

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将成为今后数字文化产

业发展的着力点。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泛在式链

接，鼓励全民创意、创作联动等新方式，使“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进入数字化新境界，将驱使文

化产业探索基于数字化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

精准化营销、协作化创新、网络化共享等新型文

化生产经营方式和文化业态不断涌现，进而有

利于形成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在产业布局方

面，应加快虚拟现实、交互娱乐引擎开发、文化

资源数字化处理等核心技术的突破，开拓超感

影院、混合现实娱乐等消费新领域，积极研究应

对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网络等前沿科技对文

化产业带来的变化和机遇，开展众创、众包、众

扶、众筹，探索构建数字创意产业的双创服务体

系。以政策之力和立法促进推动文化产业，尤

其是数字创意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不断迈

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以实力和能力支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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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绽放在世界舞台中央。

可以预见，尽管存在一定泡沫的风险，数字

文化产业仍将是投资风口。2017 年 9 月，国家

信息中心发布的《数字创意产业投资热点》显

示，2017年上半年内地数字创意产业投资总额

达到 274.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下半年大幅增长

84.4%。2016—2017年上半年，内地数字创意产

业共有859笔投资案例，投资金额高达659.3亿元，

在总体投资中的比重分别约为 20%和 10%［7］。

数字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表征，以其

全新的文化内容和商业形态引领文化产业的发

展，亟需突破主流文化传播屏障和价值观传播

瓶颈，使之能够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引

导数字文化产业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不断彰

显文化产业的“精神性”本质及其“社会效益”优

先的原则，承担起传承中华美学精神、坚守中华

文化本位、讲好中国故事的本色。因而，高品质

的文化内容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着力点，

数字文化艺术之所以能够走进年轻消费者的心

里，成为其情感投注的对象，是源于最根本的时

代特征与人的现实需求的相互契合。因此，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要紧紧抓住时代，充分展示数

字文化形态的新特点及其动态性生成，增强互

动性、体验性和趣味性，更要有艺术的美感和本

位的文化价值诉求，及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与

国家观。总之，数字文化产业同样要让人找到精

神家园，要能够让人诗意地栖居在中国大地上。

注释

①根据 2018年 12月 1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文化市场

高峰论坛”发布的报告内容。②参阅《文化繁荣兴盛的

有生力量：四川新文艺群体调研报告》，2018 年 12 月 9
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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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ing Trend，Problem and Future Expectation
of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Fan Yugang

Abstract: By th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content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presents many new trends. In its essence，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was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 ” and its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cultural field.The nature of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was the technical thinking， while the core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value
（including copyright）.And in other ways，the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also mean culture thinking which was the fus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s a collection of emerging cultural business forms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faced some urgent problems in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Vigorously developing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was the strategic demand of the country and driven by the national cultural interests. It will
receive strong policy support from the country and usher in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should hold fast to The Times， fully display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generation of digital culture form，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experience and interest， and have 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art，the cultural value appeal of standard and the correct historical，national and national views.

Key words: the new era;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cultural consumption; technical 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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