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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公共文化建设与经济转型的美学思考

高迎刚

(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审美维度不只是中国当代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当代经济转型的

主要动力源泉之一。中国当代公共文化建设不能只流连于娱乐休闲，而必须致力于提升广大

人民群众的审美境界; 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只停留在吃穿住用的器物层面，而必须致

力于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公共文化建设培养了有审美能力的人群，使

他们成为潜在的消费者; 而经济发展则提供了满足审美需求的方式，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公共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对审美之维的关注，这无疑是一个重

要的美学事件。而整个社会对审美之维的关注，既是公共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将成为经济

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于是，审美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学话题，也成为一个推动当代公共文化建

设与经济发展转型的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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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公共文化”建设和“文化产

业”发展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事

件。①文化领域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背景即中国

经济从高速发展的巅峰逐渐向“新常态”过渡。
适应“新常态”显然不是我们的目的，经济社会的

成功转型，才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最重要任务。转

型如何进行才能成功? 思考这一问题可以有很多

角度。而中国当代公共文化的建设实践，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美学。

一、“美学”含义的变迁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众所周知，“美学”是一个舶来的词汇，其本

义是指对人类感性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西方根深

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下，人们一方面致

力于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求本质，另一方面也

养成了扬“美”弃“丑”的思维习惯。于是，所谓

“美学”，终于成为一门关于“美”的学问。然而，

这样一种探究“美”的方式，终究无法抵达“美”之

本源。“美”之为美，原本就有赖于人的审美实

践; 而“美学”的传统研究方式，却离审美实践越

来越远，沉迷在主要由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

中，最终沦入“美学不美”的尴尬处境。因而，现

代美学向审美实践的回归，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

择。这种回归，并非对“美学”学科发展史的回

溯，而是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对某些更为遥

远的思维模式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人们逐渐

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禁锢，也逐渐摆脱对本质与

体系的片面追求。于是，所谓“美学”，就不仅仅

是对审美本质的反思，更是对审美现象的关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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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对清晰概念的追求，更是对审美体验的

呵护。
从美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回归可以视

为一种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陆续出现的“日常生活

审美化”“日常生活美学”或“生活美学”等观念，

正是这种美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具体体现。从中国

当代美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看，“生活美学”并非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影响日隆的“实践美学”的自然

延伸，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形成逐

渐兴起的一种对“大众文化”的价值认同，其本质

是体验性而非思辨性的。虽然，中国美学研究领

域中关于“生活美学”或“日常生活美学”的诸多

观点依然存在诸多争议甚至相互龃龉之处，但美

学研究范式从理性建构到感性体验的转换则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②今天我们或许还无法对关于“生

活美学”的不同论点做出准确的评判，但在探讨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时，美学研究范式

的这种转换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背后往往有着社

会转型的现实压力。立足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现状的反思，笔者认为，对审美维度的关注，不只

是当代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当代

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

二、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审美维度

在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中，所谓“公共文化”
( public culture) ，指的实际上是文化领域的“公共

服务”( public service) ; ③因而所谓“公共文化建

设”，指的就是“公共服务”在文化领域的展开，其

核心即文化服务之“公共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

现。何谓“公共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会有不

同的理解。④在中国，“公共文化”之“公共性”最

直接的阐述就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其最

终目标体现为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实现。
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呢? 回答这个

问题，首 先 需 要 明 确，什 么 是 人 民 群 众 的 文 化

权益?

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

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

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

务。”⑤其中有“基本文化需求”的说法，而与之相

对应的应该还有非基本的，可以理解为相对“高

端”的文化需求。目前这些高端文化需求，并不

属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范围，而主要是在

“文化产业”领域实现。
“基本文化需求”的主要内涵，可以参考 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随《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一同印

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 2015—
2020) 》。该指导标准的“基本服务项目”共包括

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送地方

戏、设施开放、文体活动七个方面，⑥所列的的确

都是最基本的、大众化的文化需求，通常也被称为

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而“高端文化

需求”的具体内涵如何，因为并非“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任务，相关文件也就缺乏具体的说

明。但从 相 对 的 意 义 上 讲，所 谓“高 端 文 化 需

求”，指的是高雅一些的文化形式，比如中西方的

古典音乐以及各种经典的歌剧、舞剧等，这些文艺

活动因为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目前

主要是由各种营利性的演艺公司运作完成。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基本”的还是“高端”

的，这些文化需求的对象大都是各种文艺活动，满

足的主 要 是 人 们 的 精 神 需 求，而 非 物 质 需 要。
“精神需求”包括很多方面，“审美需求”显然是其

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证之以当代中国“公共文

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审美需求”的确

是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最主要的内容。⑦“审美”内

容之外，还有政治、历史、道德、科技等方面的内

容，出于“寓教于乐”的需要，这些非审美的内容，

也大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出现的。由此可见，审

美维度，实际上是观察和理解当代中国“公共文

化”最重要的视角之一。
以上可以视为“基本”与“高端”文化需求显

而易见的相通之处，而如何真正打通两者，更好地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还需要

澄清如下两种误解:

其一，“高端”的文艺活动并不一定都被排斥

在公共文化之外。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地区，尤其

是广大乡村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还处于相对

低水平的层面，其“高端”文艺活动因为缺乏受

众，当然也缺乏资金投入，因而显得相对较少; 而

在部分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心地区，“高

端”的文艺活动则越来越常见 。随着人民群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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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欣赏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共文化资金投入渠道

的拓宽，相对“高端”的文艺活动也会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中国的公共文化活动中。于是，今天被视

为“高端”的文化需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

为“基本”的公共文化活动内容了。因而，所谓

“基本”的文化需求，其标准也存在一个与时俱进

的问题; 而推动这种变化出现的，就是人民群众不

断提高的审美水平。
其二，“高端”的文艺活动也并不一定都要通

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实际上，“高端”文艺活

动与市场运作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前所说，

“高端”的文艺活动一般都是相对“高雅”的; 但市

场运作的文艺作品却不一定都是高雅的，通俗甚

至低俗的作品也比比皆是。文艺活动的本质是审

美的，“高端”或高雅的文艺活动满足的是人们的

高层次审美需求; 而市场行为的本质是牟利，市场

运作的文艺作品追求的也是经营者的经济利益。
两者存在的目的不同，自然也就不能认为它们之

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当然，越是“高端”的文艺

活动，需要的资金投入也就越多，这也是目前多数

“高端”文艺活动都是由市场运作的主要原因之

一。但随着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社会化的程度越来

越高，资金投入的渠道也会日渐拓宽，以非营利方

式运作“高端”文艺活动的资金瓶颈将会逐渐被

打破。从中国当前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看，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高端”的文艺演

出或者展览会出现在公共文化活动中。
不可否认，在实际的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很

多基层文化工作者由于深受传统“群众文化”观

念影响，固执地认为所谓“公共文化”就一定不是

专业的文艺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制作相对粗糙，品

味相对低俗; 而专业的文艺活动则由于花费较大，

因此，不在国家扶持的专业院团中，就一定会出现

在文化市场中。虽然，目前看来这些观点还是较

为符合中国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实际情况的，但长

远看来，公共文化建设绝对不能只停留在满足人

民群众现有的文化需求阶段; 作为公共服务之一

种，公共文化建设更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引领

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相对“高雅”的精神追求，如此

方能实现公共文化作为公共服务的社会本质。
囿于“公共文化必然低俗”观念的文化工作

者，正如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囚徒，见识的局

限使他们误把似是而非的影子当作真实。新时代

的文化工作者当如那些摆脱了锁链的人们一样，

在群众的努力下，高雅文艺的审美之光必将照亮

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视野，使群众在艰辛而单调

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艺术创造的魅力与精神世

界的多彩。
就此意义而言，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文

化需求的“精准对接”，就不能只停留在眼下这一

阶段，而必须放眼未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民群

众的文化需求。子曰: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⑧

仅仅满足于迎合人民群众当下的文化需求，却疏

于引导、提升其审美境界，将会大大延缓中国公共

文化的建设进程。
正是在面向未来的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审

美之维的当下实践意义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引

作用才得以凸显出来。

三、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审美维度

1998 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创意产业”概

念，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 当代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只停留在给人们提

供吃穿住用的器物层面，而必须致力于满足人们

对审美体验的需要和对生活理想的追求。由此，

当代经 济 的 发 展，也 被 引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维 度:

审美。
21 世纪以来，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审

美”这一新维度的出现，是符合人类社会经济生

活发展规律的。中国台湾学者詹伟雄写过一本颇

有审美意味的财经散文集《美学的经济》，在该书

的简体版自序中，他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分为

四种演化形态: 脚的经济、手的经济、脑的经济和

心的经济。
脚的经济，指的是最原始的渔、牧、

狩猎、矿采经济，人们靠着双脚，将“有

用的物资”移动到人类的小区里，提供

人们生活所需。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祖

先们过的是标准的看天吃饭的生活。
手的经济，意味着人可以用双手来

进行有计划的劳动，在小区里进行粗浅

的分工，这个阶段，商品的诞生与生产力

的增加，大幅改善了人类生活的处境。
理性的大脑，一方面催生着新技术

的发明，一方面开发着新市场，一方面改

良着组织分工、运筹、管理的知识和经

验。从 18 世纪晚期以后，它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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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面貌: 从“蒸汽机”“电话”
“青霉素”“汽车”到“电脑”，一个现代

人有了这些工具，可以生产出比“手的

经济”年代千万人总产出还多的 经 济

产值。
就一般的生存标准而言，当人们的

需求都被满足了，工厂的产能便会变成

过剩的、库存的产品，于是生产者必须想

办法“创造需求”，也就是去挑逗、说服、
引诱、驱使消费者购买原本没有念头要

买的商品，此时，精湛的广告技艺、新兴

的媒体以及现代人日益复杂、多元的心

灵处 境，共 同 促 发 了“心 的 经 济”的

到来。⑨

四种形态的区分，形象而直观地描绘出人类社会

经济生活的演进过程。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

“心的经济”渐次展开的时代。在詹伟雄看来，

“‘心的经济’是无限的，人类‘理想自我’的图像

是可以被各种文本创造、繁衍的，‘意义’是可以

被文化地镶嵌进各种新遭遇、新传记、新的美学悸

动经验中的”。⑩

“心的经济”，其实是对“创意产业”更为直观

的理解。创 意 之“意”，指 的 就 是 符 合 人 心 之

“意”，其中糅合了包括人的知、情、意在内的各种

精神活动，但作为那个最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产

品，却必然是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当人的

各种精神活动被有意识地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

时，它就已经是审美的了。因此，也可以说，这是

一个“审美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历

程，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主要是通过高速发展的

“工业化”实现的，而“工业化”恰恰就是“脑的经

济”最为典型的代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高

速发展的“工业化”对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

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因而

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现阶段经济的持续发展，

已经从高速发展的巅峰时期逐渐回落到一种相对

平缓的状态，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新常态”。所

谓“新常态”，虽然也还是一种“常态”，但已经不

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之前的状态，而是必须经

过转型的新的“常态”。这种“新常态”得以持续

发展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依赖于各种新兴技术的

“脑的经济”，而是“心的经济”，亦即满足人的精

神需求的“体验经济”。

需要注意的是，“心的经济”，或者说“审美经

济”的出现，不应当以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名义继

续制造严重的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恰恰相反，

“心的经济”对“审美”维度的重视，适足以成为对

以往经济发展方向的矫正力量。
詹伟雄所描述的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四种演

化形态，对应的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个社会发

展阶段: 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

业时代。就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看，可以认

为是农耕、工业与后工业三种社会形态并存的; 而

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主要存在于大城市的“后

工业时代”社会发展特征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引

领性意义。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说

法，“后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就是社会经

济结构“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瑏瑡

习惯上我们也称为“消费时代”的来临。
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繁荣，商家越来

越倾向于运用五颜六色的包装和图案来吸引人们

的眼球，使人们在对物质欲望的追逐中，逐渐失去

追求崇高精神生活的内在动力。这样一种以“媚

俗”为基本特征的商品经济，也会被很多人称为

“审美经济”。然而，此所谓“审美经济”之“审

美”，与“心的经济”所包含的审美意蕴并没有多

少关系，只是商家以取悦大众的方式追逐商业利

益的遮羞布而已。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

一定要彻底摆脱“一切向钱看”的“唯经济效益”
思路，避免将“审美经济”单纯理解为“眼球经济”
的代名词。
“审美”的追求，必须包含对高尚、典雅的精

神内涵的向往，“审美经济”也应当是通往健康、
美好心灵世界的精神引领者。抵达这一境界，既

需要物质条件支撑，更需要文化熏陶和精神滋养。
在当代经济社会中，支撑“审美经济”的物质条件

需要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 而“审美经济”
文化内涵的不断提升，则有待通过公共文化建设

实现。
正是在这一点上，当代经济经过转型升级，不

期然就与“公共文化”建设走到了一起。而“审

美”，作为体验经济的核心内涵，也就成为连接公

共文化建设与经济转型发展的最佳纽带。

四、“审美”作为连接公共文化建设与

经济转型发展的纽带

现代汉语中，所谓“纽带”，一般指的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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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联系作用的人或事物”。瑏瑢此所谓“联系”，一方

面指具有两方面( 或多方面) 共有的特征，另一方

面还需要成为双方( 或多方) 由此及彼的桥梁。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审美”作为连接中国当

代公共文化建设与经济转型发展的纽带，既是当

代公共文化建设的应有维度，也是当代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的必然方向，理所应当成为两者共有的

特征; 当然，作为纽带，“审美之维”所具有的价值

远不止于此，也可以成为促进两者共同发展的内

在动力。
从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看，花样繁多、种类丰

富的各种文化活动，培养了具备相当审美能力的

人群; 也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文化消费者，从而推动

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21 世纪以来的公

共文化建设，已经逐渐从不断完善的场所及设施

网络布局，发展成为具有一系列建设标准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所界定的，公共文化服务

“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

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
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瑏瑣这些

基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基础上的文化产

品和文化活动，以及查询、预订、培训等相关服务，

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在潜移

默化中不断提升着人们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
而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反过来

又成为一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内

在动力。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相对成熟国家的历

史经验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

产生某些促使其不断社会化、市场化的内在动力，

其中就包括逐渐得到提升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和审美能力。就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其社会化并

不等同于其市场化，前者可以是非营利的，而后者

则必然是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有

赖于公民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 就中国社会

当前发展的现实情况看，这种社会环境条件的完

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于是，公共文化服务的

市场化，就成为提升中国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供

给能力的必然选择; 目前其实现方式主要体现为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和各种公共文化服务类

PPP 项目的实施。由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也就在自然而然中实现了与文化产业领域的共融

互通。
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不断丰富的

文化商品、推陈出新的商业展演，为人们提供了满

足各种审美需求的方式，也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

验; 而文化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提升，也反过来提高

了对消费者审美能力的要求，这也在客观上要求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领域的有效对接。
历史地看，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迅速扩张和不

断升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渐趋繁荣，

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物质财富的追

求; 而物质财富需求的日渐满足，又催生了人们对

富有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古人云“仓廪

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瑏瑤美国心理学家

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揭

示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这一规律。基于对文化产业

相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考察，随着社会生产能

力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日

渐增长也将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十

三五”末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

标任务，并不是一个遥远而艰难的目标，而是当下

不断实现着的社会生产现实。随着中国国民经济

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物质财富的片

面增长，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

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而这些变化终将会带

来社会关系缓慢而坚定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一种

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已经为我

们指明了今后一段时间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终

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的

指引下，穿越“后工业社会”的重重迷雾，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这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这样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文化产品

在日常消费中比重的极大提升; 而这种情况的出

现，则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极

大提高。
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营利性是一切市场经

济的根本特征，因而单纯依靠市场自身的发展，是

很难促进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大幅提高

的; 这一目标的实现，唯有求助于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能力的不断提升。由此，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

也就在自然而然中实现了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共融

互通。
在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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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审美之维起到的纽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广大人民群众审美能力的提升，既是公共文化建

设与文化产业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成为促进公共

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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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GAO Yinggang
( School of Fine Art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is not only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culture development，but al-
so one of the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eds to meet people’s aes-
thetic needs rather than confining to recreational entertainment．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meet people’s
demands for aesthetic experience rather than material aspect． On the one hand，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ivates people’s aesthetic
ability and they become potential cultural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 way to meet these
aesthetic needs，so that people can have a variet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s． From the angle of aesthetics，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
vides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solidates the achievements．

Key words: new normal，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economic transition，aesthetic dimension，consumer groups，
aesthet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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