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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文化资源资本化转变的路径选择
——以安徽黄山市为例

郭宏斌，郑六一
(黄山学院经管学院。安徽黄山245041；黄山学院社科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文化资源在创造城市差异化发展优势中有重要作用。黄山市城市文化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

出现困境。找准定位，发展城市个性，实行文化资源的“CIS”管理；对城市文化进行集中展示，并进行有效的

城市文化营销是当前较为适宜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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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化活动与文化消费的中心，也是

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社会区域。文化资源是城市建

设最基本的依据，它是城市的“根”和“墁”，并从一

开始就决定了城市的文化形象和人们对城市的个

性评判。如何利用城市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文化资

源，实现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创造城市差

异化的发展优势．从而有效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

力，是摆在当前政府工作中的一项系统工程。11l黄山

市作为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集中地，历史悠久、

人文遗存积淀深厚、具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标

本”价值。对于黄山市而言，以文化立城，靠文化价

值和文化收入促进城市发展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因

此，分析研究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实现文

化资源存量向资本增量的转变是适时和必要的。

一、城市文化资源的构成

本文所讲的城市文化资源指的是一种广义的

文化概念．它几乎涵盖了整个城市的所有生产生活

方式。不仅包括具体的文化类别及其成果，诸如语

言、艺术、教育、科技、建筑等因素，还包括政治文明

程度、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形象、公共设施、居民素

质、民风民俗等因素。可以说，城市形象就是由城市

各个文化要素共同搭建、熔铸的结果。它蕴藏在历

史文化传统之中，存在于社会文化现状之中，弥漫

在整个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创造过程之中。就其

存在形式而言，主要包括三种：一种是符号性的文

化资源如历史文物、人文自然景观等；一种是经验

性文化资源如民间技艺、民俗文化等；第三种是创

新性的不可度量的文化能力等。前两种是文化资源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感受一个城市文化印象的最

直接的来源。其具备了文化资源开发和资本运作的

品相要素、价值要素。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

的重头戏。121

黄山市是文化资源大市。文化资源禀赋独特丰

厚，徽文化特色鲜明，文化生态系统多姿多彩。具有

历史文化资源(如徽文化)、革命文化资源(如新四

军军部等)、文物遗址资源(如新石器遗址)、名人文

化资源(如朱熹、戴震、陶行知故里等)、民族民间文

化资源(休宁状元文化、徽州四雕等)、旅游文化资

源(黄山、西递宏村、翡翠谷、牌坊群等)和当代科技

文化资源(制墨和包装等)等七大文化维度。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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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都具有一种文化共性，它们内蕴着黄山市独

有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性格，即这个城市的文化脉

络。具体表现为“黄山松精神”和“徽骆驼精神”。因

为有了这么多的优质文化资源，黄山市完全可以通

过更高的理念，去整合这些文化资源，打造出一个

响亮的“文化黄山，梦回徽州”的新型城市战略理

念，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有效的规划、保护、改造、

更新、创意开发、现代营销手段去构建新的城市竞

争力，实现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积累。

二、文化资本：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融

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阐述，当首推法

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发表《实践与反思》，提出“文化资本”一说，初衷是用

于说明后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条件下文化产业的理

念和运作模式。力求对经济资本作一种非经济的解

读。但布迪厄是社会学家，他更多地把文化资本概

念充实为社会资本的范畴加以分析阐释。并将之提

升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布迪厄笔下的文

化资本概念其文化意涵褊狭，资本属性又不强，很难

有文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内容展开，也难以真正说清

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实际过程。嘲

笔者认为文化资本，一般是指能带来价值增量

效应的文化资源。或指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

价值的积累。它不是文化学的“文化”概念与经济学

上“资本”概念的简单拼凑，而是两者的互渗融合。

它既有经济学意义，又具文化学意义；既有财富属

性，又具价值属性，不应从单一的学科分类上加以

理解。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资源是实现资本转换的前

提和基础，而资本则是资源实现其转换的结果。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只有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了

资本的物态转换．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升值和作

用空间的拓展。然而。由于城市文化资源是一种特

殊的资源构成。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具有资本属

性，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

以转化的形式即文化产品来满足和引导人们的需

求，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

可称为文化资本。嗡本质而言，如果从文化资源的
品相禀赋和市场潜力角度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源

做一下梳理，可分为以下层次：(1)属于文化事业范

围的文化资源。(2)介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

的文化资源。(3)不属于文化事业，但文化特色不

强。市场潜力小的文化资源。(4)文化特色强，市场

潜力大的文化资源。其中，第一种文化资源不允许

进行产业资本化经营，第三种文化资源不具备产业

资本化的条件，第二种文化资源要在保护的基础上

进行适度产业资本化运作，第四种文化资源要作为

产业资本化运作的重心。因此。只有第二、四种文化

资源才可以选择文化资源产业资本化这条途径。翻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对资源的理解过于狭窄、

浮浅，认为资源就是资本。其实，文化资源的涵域十

分广泛，既可以是同其他产业一样的资金、技术、设

备，也可以是历史资源、民俗资源等。有的资源具有

不可复制性、稀缺性和非消费性特征。有的资源又

可以多次开发创新和重复利用；有的只能深埋地下

或存放于典籍之中加以长久的保护．有的必须立即

挖掘出来，抢得先机，否则就会像中国妇孺皆知的

花木兰故事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拍摄成动画片，移植

成美国故事；有的文化资源要开发，更要加强保护，

要有长期的战略眼光。

黄山市文化资源由于内在性特征使其具有了

品相、效用和价值等独特禀赋，特色鲜明。第二、四

种文化资源丰富．已具备了资本化运作的前提和基

础。

三、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过程中的困境

城市文化资源向资本的形态转化，是一种质的

转变。这种转变既包含了文化资源的样态变化，更

蕴涵着其价值的增值。因此，这种转变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

然而通过对文化热潮的冷观察，可以发现在社

会文化资源意识空间高涨、商业性发掘文化的经济

价值的拥挤行为背后，许多城市文化资源面临的旧

有矛盾并没有消失：符合城市长远利益，起点高、有

规模、后劲强、前景灿烂的文化资源开发项目很少；

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化的前提条件尚缺乏真正

的关注者、创造者：珍视、保护、完整、适度地引导、

管理、协调文化资源的力量和措施仍十分软弱；盲

目的决策、浅薄的心理、错误的方式、毁灭性的手段

还不时发生在处置文化资源的过程中等统统成为

商业化运作的包装材料。或者说我们是用纯粹的经

济思维和市场思维来催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

转变。旧

黄山市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却没有成为一

个文化产业强区，原因何在?根据笔者在2007年11

月进行的徽州文化资源调查显示，在发放的316份

问卷中．有高达33．8％的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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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现状表示不满意。认为由于缺乏系统的城市文化

设计和营销使得大量的文化资源闲置和缺乏市场

化，文化资源并没有变成文化资本。当地的老百姓

还是守着文化过穷日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目前徽

州文化资源开发的程度还停留在口号经济推动方

式，如“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至今未形成影响

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发展模式。这些口号，缺少

力度支撑，缺少从经济层面、企业层面的具体品牌．

更多运用的是概念的形容。

四、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的路径选择

一般来讲，一个城市可以依靠丰富悠久的历史

资源形成自己特有的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并据此

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平台”。事实

上，黄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并没有促成这种“文化平

台”的形成。

鉴于黄山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其城市文化建

设的模式除了借鉴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成功经验

外，还必须考虑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既不可照搬

苏州、杭州模式，也不可抄袭深圳、珠海，必须开拓

出既重视传承，又重视创新的发展模式来。我们认

为，准确定位、集中展示、传统再造、多元并举是当

前较为适宜的发展策略。f7】

第一，找准城市文化定位，发展其个性特征。对

黄山市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行战略性整合、规划设

计，提炼出黄山市有价值的文化要素与资源，从而

开发出属于黄山市的特色化文化形象与文化名片。

黄山市徽文化历史底蕴深厚、文脉清晰。是一个具

有集“历史文化繁荣、文脉延续有效、城市特色鲜

明、市民精神浓厚”的国际性旅游城市。“文化黄山、

梦回徽州”是黄山市最重要的城市定位．应明确的

告诉世人这里才是徽文化的集中地，具有徽文化资

源的垄断地位。可根据文化资源的“CIS战略”管理

理念，进行有效的形象识别管理，旧构建黄山市城市

文化的“三大系统”。

首先．发展以城市建筑为载体的人文景观文化

(VI，视觉识别)。利用城市建筑语言展现城市独特

的文化个性。发展徽派建筑风格，切忌模仿大城市

修建高楼大厦等现代风格浓郁的建筑，避免使一个

城市的记忆迷失在高楼大厦之中；其次，发展以组

织制度为载体的行为文化(BI，行为识别)。行为文化

是城市理念文化的社会表现，具体表现为市民的素

质、品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的民风、诚

信、私人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再次，发展以人脑和文

字为载体的理念文化(MI，理念识别)。理念文化是一

个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城市精神、城市本质内涵的

高度浓缩和概括。一个城市的理念文化。就像生命

遗传的基因一样，它携带着这个城市发展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全部信息。是文化资源的文脉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把理念文化称为“原文

化”。人文景观文化和行为文化都是为表现理念文

化而服务的。

第二，挖掘和汇集徽文化精华。集中于黄山市

展示。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版、代表和核

心，将徽文化的精华有效地展示出来，目前黄山市

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和黄山博物馆做了不少工作．取

得了可喜成绩，但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包括民俗、习

惯、礼仪等非物质遗产，力争在黄山建成一个徽文

化集中展示的平台。如建设展示徽州民间技术的

“徽州四雕”和民俗、绝活的文化大观园，可以使人

们在一个有限区域内对徽文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理解徽文化的发展状况与现代价值。还有就是通过

文化节庆开发进行转化。节庆开发转化是指以地方

节庆为载体，通过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合，

并赋予新的内涵来实现对地域区域文化资源的资

本转化。这一模式易于文化资源系统的整合和群体

覆盖效应的产生。当然也极易产生良好的资源升值

回报，而且还可年复一年地重复进行。

第三，把现有文化资源纳入黄山市名下。进行

城市的整体营销。黄山历史文化资源过于分散。同

时挂于各区县名下，这样既削弱这些文化资源的传

播力，又不利于黄山市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应以

提升黄山的文化竞争力为目的．把这些文化资源全

部纳入黄山名下，统一包装，进行城市营销。唧它不

是琐碎的景区景点营销或者旅游行业的孤军奋战，

而是在城市决策层的领导和协调下，城市各相关行

业，相关部门取得共识、目标一致，各有分工又协同

作战的公共营销体系。以黄山市为例，其自然景观

和人文历史景观资源都异常丰富，旅游文化景点众

多，如何整合这些资源呢?笔者认为必须确定这个

城市的主题形象。对有利于塑造城市品牌的文化资

源要积极利用，充份发挥资源的价值，甚至要放大、

夸张；与城市品牌相关性小的文化资源要弱化、甚

至舍弃。如将“文化黄山，梦回徽州”。打造为黄山市

的城市名片，使人们一想起徽文化就会自然而然地

想到黄山市。接下来必须坚持“形象先行+产品跟

进+拉动各行业”城市营销模式。整合媒体资源，借

助文化事件如举办黄山国际旅游节、徽商大会等，

强力推广宣传，使其在本地深人人心，在外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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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而使潜在客源层首先被这个主题形象所打

动，而后才有可能决定到目的地进行文化消费。

第四。挖掘历史遗迹的相关信息，扩展其文化

内涵，恢复、扩大和再造优秀的文化景观。尤其是在

文化快餐化的时代，必须深挖文化资源背后厚重的

历史感和时代价值，让人们在这里知道我们过去是

怎么生活的，使日渐没落的乡土文化有一个集中维

护发扬的场所，让年轻人能够延续历史记亿。[101．【1l】

第五，以本地特色食品为代表，汇集各地名吃，

打造黄山特色的饮食服务业。以徽菜展示为主，同

时，进一步提升饮食产品的文化品位，反映一种精

良、精致的生活状态。

第六。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创造一个城市的市

民文化。一个城市的文化魅力和品牌最终是靠市民

的日常行为来塑造的。他们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

影响着他人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评判。“文化兴市”、

“建设文化强市”不是仅仅提提口号而已，也不单单

是政府和景区的事，它需要全市人民的共同参与。

总之。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是重要依据。但

不是唯一的依据，现实资源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只有善于统筹各种有效因素，方能塑造出一个丰

满、富于个性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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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a city's developmental strength．Having

taken the Hui Culture of Huangshan City as an example，the article reveals the predica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ulture from resources to capital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ight positioning

decision has to be made，the city identity has to be established and CIS has to be introduced to cultural

capital management by effective exhibition an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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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文化是非常宏大的文化现象。自从城市出现以后，文化发展一直是与城市发展相依相随的。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支点，城市文化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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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机制、从对策到措施，整体推进，力求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七章的篇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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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的结晶与核心。二是城市特色，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三是市民素质，这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根本。四是大众文化，在所有文化类型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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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环。需要指出的是，文章都就这八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建设的措施和对策。

    第四章论述了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文化建设。主要梳理了十六大及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的发展成果，用以指导研究。提出坚持以

人为本的文化发展原则，努力实现市民的文化权益；要坚持文化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确处理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关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城

市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

    第五章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城市文化建设的战略和规划。文章提出了城市文化建设的战略设想，指出了城市文化的规划设计，尤其是尝

试运用统计学、数学等学科知识建立了城市文化测评体系。

    第六章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城市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指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章对文化体制

改革的设想作了较深入的阐述。要积极探索城市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要改善和优化城市文化的法治环境。

    第七章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目标。文中提出了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对策，对中外城市文化产业进行了比较，并尝试提出建立城市文化产业统计指

标体系。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要整合城市文化资源，运作城市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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