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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研究
———基于对山东沂蒙的考察

邵明华　刘　鹏

摘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跨界共生、赋能融合可以有效促进异质性产业要素的集聚整合与无障碍流

通,进而实现原有产业价值链的重塑与创新.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依据红色文化旅游内涵要素与发展特

征,以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环境为基点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并从市场主体共生、产品共

生与利益共生三个维度对其运作机理进行阐释.继而以山东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为例,分析其共生发展的

现状与问题,总结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强化共生单元壮大市场主体、软化共生界面构建产品矩阵、优化

共生环境推动产业创新不仅是实现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共生进化与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也为红色革命老

区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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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和协同创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

提质升级的必然选择.”① 在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由理论步入实践的新时代背景下,持续“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发展红色旅游”② 成为旅游经济动能转换阶段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也是实现我国红色革

命老区“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着力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传播,着力深化革命文

物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着力提升革命文物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教育效果”③ 的有效路径.新时代,
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文化赋能推动文旅融合转型升级,正逐渐成为文旅经济的热点④ .基于此,本文

将共生理论嵌入红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共生分析框架,选定山东沂蒙为研究对象,系统

考察新时期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灵魂的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内涵,分析两者共生基础与问

题,探讨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系统实现路径,为我国区域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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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生理论及其在红色文化旅游领域的相关研究

“共生(Symbiosis)”一词始见于１９世纪中叶,起初属于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对象.１８７９年,德国

真菌学家德贝里(AtondeBray)首次提出“共生”学术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

活在一起”①.后经苏联生物学家范明特(Famintsim)、科斯基(Korskii)等学者逐步完善形成生物

共生进化领域的研究理论②.１９９８年,袁纯清运用共生思想研究小型经济与大型经济间的发展问

题时较早将共生理论引入国内经济学领域,即“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

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③,“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共生

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即共生模式存在发

展的外生条件.”④三者共同构成共生理论的本质要素.从共生行为现象角度而言,多方互动、双向

交流、协作互助是共生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发展、协同创新、稳态进化是共生的本质目标,贯穿互

惠共存、和谐统一发展理念的共生理论为指导研究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

基础.
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共生的天然性⑤,共生是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⑥.红

色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特殊旅游形式,研究其与相关主体的共生发展意义重大.由于共生理论引入

国内较晚,有关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的学术成果自２０１０年后才大幅涌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共生内涵”“企业共生”“资源共生”“区域共生”“产业共生”等方面,研究大多为定性

研究.
在“共生内涵”方面,周美静等将“红色旅游共生定义为利益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拥有共同的特

征和互补性,并具有长期共生可能性的两个或多个红色旅游共生单元,通过共生界面进行物质、能量、
信息的交换或共享,实现至少对一方有利,对各方无害的正向利益的相互关系”⑦.该定义重视共生

单元间的性质及共生关系的作用问题,研究视角较之以往明显拓宽.在“企业共生”方面,周慧玲等研

究了红色旅游企业的共生系统,将其划分为区域内共生子系统和区域外共生子系统两类,并依据共生

单元的性质与区域分布的不同归纳出核心共生、主要共生和跨界共生三种共生形态,总结出红色旅游

企业的共生形成机理是由合作和共识耦合形成的⑧.在“资源共生”层面,许春晓等基于长株潭地区

“绿色”“古色”旅游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共荣研究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认为多种旅游资

源融合开发是研究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空间特征的根基⑨.在“区域共生”层面,黄细嘉等从城市中心

区与周边乡村地区共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互动合作共生”模式;肖海平

等提出了湘粤赣省际边界区域“红三角”地区红色旅游资源联动开发的共生组织模式和共生行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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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①.在“产业共生”层面,高科等从产业、区域、产品、管理、利益、文化六个方面构建了红色旅游共生

发展模式,并从产业维度提出了“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其他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思路②;熊海峰等

从学理层面探讨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共生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总结出“跨区域融合型的横向共生”“产业

要素融合型的纵向共生”和“公共文化服务等单元与旅游的混合型共生”三种共生类型,认为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的共生关系是成立的③.
综述可知,国内有关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较多成果,且研究热度呈上

升趋势,研究对象表现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特点,研究内容呈现横向拓展与纵向深耕特征.但目

前系统阐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共生机制的研究较少,也缺少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两者共

生融合角度出发探讨红色文化资源富集区产业融合共生发展系统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借助共生理论分析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的形成机理与进化逻辑,总结红色文化旅

游共生发展规律,拓展共生理论应用领域.同时系统考察山东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现状

与问题,以期丰富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的理论研究,为推动我国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发展提供

借鉴.

二、基于共生理论的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系统构建

红色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共生发展,结合当地的所有资源,通过融合路径,创造新业态,形成

综合效益④.以红色文旅资源内生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共生融合形成红色文化旅游共

生体,而推动实现红色文化旅游共生体的进化发展,不仅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两者互动融合的现实

目标,也是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构建的重要方向.
(一)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构建

共生系统是共生关系存在的基本属性,是指由共生单元按某种共生模式和共生类型构成的共生

关系的集合⑤.推动共生单元的深度融合进而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共生关系网络是构造完整共生

系统的基础.从“共生能量”⑥生成与分配角度出发,以提高共生系统全要素共生度与优化共生单元

共生密度、共生维度为出发点,以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为基点构建我国红色文化旅游共生

发展系统.具体而言,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是指来自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具备功能互补的

异质性市场主体在政府、市场两大核心利益主体及相关利益主体良性互动所创造的正向共生发展环

境激励作用下,以共生界面为交流载体,在合理分工、竞争协作的全方位互动下协同进化并最终形成

的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发展系统.参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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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

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需从共生理论本质要素出发,综合考虑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

过程中区别于一般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特质、特有支撑、受众群体、发展思路与独特需求等动力因素.
第一,从共生单元特性出发,内蕴有红色文化精神的文化旅游发展系统是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关

键方向.红色文化旅游共生体是以红色文旅资源内生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而成的产

物.与其它旅游形式相比,红色文化旅游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公众教育特质,是传承中华文化

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独特载体,对于塑造国民精神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紧迫性意义.第

二,从共生界面载体出发,创意系列研学产品与服务是契合青少年研学群体消费需求的重要实现路

径.当前从文旅融合现实层面看,主要聚焦“实现技术、产品、企业、市场四个层面的融合”①,而红色

文化旅游产业则更需聚焦其融合实现路径,充分发挥研学产品与服务的载体创新效应.第三,从共生

环境优化出发,立足新时代文化语境创新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思路是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

系统的重要保障.“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都具有明显的消费行为特征,具有明显的市场属性,文化旅游

融合符合市场机制的基本属性”②.在此背景下,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亟须转变传统发展思路,“用市场

力量激发红色旅游发展活力,发挥红色旅游发展的市场力量”③,立体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为红色文化

旅游共生发展系统构建提供保障.
(二)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的运作机理

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的正向相变与进化需要共生能量的支撑.增加共生新能量既要提升共

生单元间的共生度,也要不断优化共生界面,降低共生阻尼机制实现共生单元的畅通交流.此外,优化共

生环境、提升系统承载力以实现共生单元密度、维度双向合理增容也有助于共生系统的稳定发展.

１．基于市场主体共生实现共生单元的深度融合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具有明显的产业功能互补关系.文化是旅游的内涵和深层表述,是旅游者

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源,是旅游业经营的灵魂,而旅游则是实现文化的教化和

娱乐功能的良好载体,是对文化的挖掘、提炼和弘扬,是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际遇与整合④.红色革

命圣地所孕育的红色文化精神是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生命力所在.从生产角度而言,各类文化创意

企业通过凝练地域文化形成文化IP,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变传统资源为创意产品,发挥文化

赋能效应.从消费角度而言,各类旅游企业发挥平台优势为文旅产品与服务的呈现、应用搭建体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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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场景,完善一批科技感、时尚感、体验感的旅游文化空间形成旅游在地吸引物,通过呈现文化创

意撬动游客的消费潜力,化产品为财富,发挥旅游的经济载体功能.市场主体的功能互补、全面合作

有效提升单元要素共生度,为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形成贡献能量.参见图２.

图２　市场主体共生示意图

２．基于产品共生实现共生界面的畅通无阻

共生界面选择不仅决定共生单元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决定共生能量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①.单

一文化产品或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游客高品位的消费需求,导致共生能量生成受阻.推动文化产品与

旅游产品的改善升级以实现原有产品的双向渗透、相融相生成为关键.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在不同

环境(如旅游业)中系统地为消费者提供体验的重要性②,因此重视文化创意赋能效应,增强文创产品

的特色性、趣味性在“体验经济”时代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系统策划联动与技术深度应用,增强与游

客的互动性与交互性,克服当前演艺活动层次低、规模小、周期短、灵活性差等问题,加速传统演艺更

新步伐.通过搭建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刺激游客感官,使红色文化精神变得可感可触,实现文化触达

受众的体验化与参与方式的科技化.发挥核心景区带动作用,加强资源无障碍整合力度,将不同区域

的红色旅游园区、基地、景区(点)合理嵌入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加强区域旅游的整体协作.参见

图３.

图３　产品共生示意图

３．基于利益共生实现共生环境的立体优化

尽管共生环境不直接产生共生能量,但通过各相关利益主体协作营造的多元共生发展环境对提

升共生系统的容纳力、包容力进而实现共生单元密度、维度的双向合理增容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是市

场主体,政府与企业在促进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应互相配合.在坚持资源保护前提下,政府

应充分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变管理为治理,不断提升自身服务意识,加强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沟通,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融合与政策供给的有效创新.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当地旅游市场的监管力

度,对强制消费、欺骗顾客、不合理捆绑销售等损害游客消费体验的行为进行严格管控.各类文旅企

业要借助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积极展开跨界协作,在整合当地文旅资源基础上发挥企业智慧,以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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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导向提供一批优质产品与服务,实现产品结构的颠覆创新.此外,重视科研机构、组织协会、社区

民众等相关主体.各方主体应坚持红色文化的公益属性,摒弃零和博弈的短视思维,树立主人公意

识,为地区红色文旅资源产业化开发与红色文化旅游系统构建所需的多元环境贡献集体力量.参见

图４.

图４　利益共生示意图

三、共生理论视角下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问题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①沂蒙红色文化旅游是指以沂

蒙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基础,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为内核,以“亲情沂蒙”
文旅品牌概念形象为支撑,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与沂蒙人民“军民鱼水情深”文化精神内涵的红色文

化旅游活动.新时期,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既体现出红色文化旅游集政治性、教育性、经济性、文化

性、体验性于一体的综合特性,又内蕴有鲜明的亲情性、乡土性、平民性与文化融合性的地域风格特

质,在实现区域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方面已取得阶段性发展成果.对于二维共生关系而言,共生体形成

的一般基础性条件是指具备质参量兼容的共生单元能通过一定的共生界面与共生介质自主活动,且
彼此能够进行正常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同时伴有新能量生成②.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强渗透性、弱边界性、易融合性和资源依赖性特点,本部分从共生本质要素出发审视沂蒙

红色文化旅游的共生发展现状与问题,为思考沂蒙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奠定基础.
(一)共生单元:功能互补与产业实践存有矛盾

从共生单元“质参量兼容”③角度而言,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间存在明显产业功能互补关系,在共

生过程中两者持续的双向赋能使共生关系形成并趋于稳定.文化产业的功能属性在于文化创意性.
沂蒙精神鲜明的文化特质促使文创产品、影视基地、演艺作品、节事活动等迅速发展并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通过文化元素的创意转化促使当地文化符号转化为商业符号,提升文旅产品经

济附加值.旅游产业的功能属性在于经济载体性.各大旅游景区、景点不断创新产品展陈方式,为文

旅产品与服务提供多样化的供给方式与渠道,不断补给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凝聚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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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文化IP提升旅游价值,旅游产业通过搭建文化场景、呈现文化创意彰显文化内涵.文化产业与

旅游产业间存在的功能互补关系使共生关系的形成成为可能.
理论学说通常因现实情况的差异与地域经济的独特而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不必然是融合关系,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功能性质来看,二者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必须在理解二者

互补性的同时看到特殊阶段发展的差异性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共生往往与民众思想认知、经
济发展水平与政府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就沂蒙红色文化旅游而言,社会民众对于产业共生认识不足,
尤其缺乏对于文化产业创意赋能作用的合理认知.广大景区周边所售产品与当地文化内涵断裂严

重,乡村能人的精工巧艺尚未完全发挥.此外,整体来看当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最佳共生状态存

在一定适配距离.当地文旅产业发展仍主要依赖观光型旅游经济带动,缺乏以文化新业态催生的文

旅活动,文化产业在经济产出、带动就业等方面潜力巨大.同时,相关部门对文化产业发展重视不足,
产业发展要素培育方面政策供给的全面性与针对性有待增强.文化产业在观念认识、经济发展、政府

重视等层面的劣势掣肘其与旅游产业的深度共生,导致文旅产业功能互补效应尚未完全发挥.
(二)共生界面:资源禀赋与文创精品难以转化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均是依赖资源禀赋而内生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产业,“旅游共生关系的构成应

该包括旅游资源的相似性或互补性以及空间的接近性或联系的便利性”②,具备文脉渊源的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成为打造共生界面的重要基础.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依托当地的战争遗址、文化旧址、革命故

地、名人故居等有形红色文旅资源与历史事件、人物精神、文艺作品等无形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市场化

开发与运作逐渐搭建起丰富多样的共生界面.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媒介或接触

介质③.共生单元通过共生界面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流时不断产生新能量,为稳定共生关系与增

强产业抗风险能力提供支撑.当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共生过程中大致存在文创产品、文旅演艺、文
旅景区(点)、研学产品四大共生界面.２０１９年,包括沂蒙小推车、沂蒙老房子、沂蒙老粗布和折叠花盆

在内的临沂４件(套)文创产品入围全国优秀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资源创意转化效率得以提升.文旅

演艺层面,大型实景演艺作品«蒙山沂水»以丰富的文化内容与高端的呈演形式引起市场强烈反响,文
旅品牌知名度不断增强.在文旅景区方面,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现已发展成一个集红色旅游、研学教

育、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经济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龙头带动效应突出.在研学产品方

面,当地以“５A”级景区为核心,多主题景区相串联的方式推出一系列经典旅游线路,红色文化、自然风

光、乡村文化、民风民俗等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丰富了现有研学内容.丰富多样的共生界面相互融

合,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催生新能量,成为共生关系形成与稳定的发动机.
从共生能量生成角度而言,接触面积广泛、共生介质多样、交流通道畅通的共生界面更有利于共

生能量的喷涌迸发.当前,自然景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已经进入长尾阶段,传统旅游产品的单一性使

其逐渐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④.当地文化内涵丰富、体验新奇、风格时尚的文创产品量

少质低,阻碍游客消费潜力的有效释放.各大景区(点)对于沂蒙精神的展示传播方式趣味性不强,互
动体验性差、吸引力弱,部分研学游活动存有说教意味.此外各类旅游节庆活动周期性强、规模层次

低等问题较为突出.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山东旅游行业十大热词中,“红色旅游”与“研学游”分列第一与

第三,但在网络搜索热词中临沂未有一处景区(点、观)入围榜单前十⑤,低端供给与需求升级的结构

性矛盾突出.资源禀赋的转化难导致共生界面的低端化,致使各类文旅产品与服务难以对游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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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吸引力,共生体进化发展所需能量供给亟待提升.
(三)共生环境:宏观政策与产业环境出现失衡

红色文化旅游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对宏观政策环境具有较强依赖性,因此积极的宏观政

策构成沂蒙红色文化旅游的主要共生环境.２０２１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革命老区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鼓励“沂蒙等革命老区重点对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支持革命老区立足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加快特色旅游产

业发展”,“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①.山东则根据全省红色文化

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发展实际,指出要“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培育“沂蒙红色文化精品旅游发展高

地”,制定出台«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以规范加强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临

沂市早在２０１７年便提出推动建成“以沂蒙精神为文化内涵、以亲情沂蒙为地域特色、以红色旅游为产

品支撑的红色文化圣地”.２０１９年,临沂市委成立“临沂市红色文旅发展办公室”,同时在市文化和旅

游局内设立“红色文旅发展科”,整合部门职能,推动机制创新.２０２０年,临沂市出台«临沂市红色文化

保护与传承条例»,为加强本市红色文化物质资源的保存与保护、沂蒙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作出法律性

保障.积极正向的政策环境成为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红色旅游既是精神文化活动,也是价值消费过程②.新时期,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应提供一批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产品与服务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然而目前当地红色文旅

产业共生发展相关的支持性政策供给不足,多元环境营造不均,突出表现为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尚未转化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学产品与景区文化创意体验产品,文旅融合发展活力不足.数

据显示,２０１９年临沂市预计全年累计接待游客８１６９万人次,实现市旅游总收入８５１．４１亿元③.而同

为国内知名红色旅游目的地的遵义市,２０１９年游客接待量从２０１２年的３３６０万人次跃升至１５５亿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从２８０亿元增至１５６０亿元④,旅游消费吸引力与产业经济表现力均优于临沂市.此

外,从产业竞争力角度而言,«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２０２０»⑤显示,贵州省、江西省、湖南省三大红

色文化旅游大省分别有１０市(县)、６市(县)、５市(县)上榜“２０２０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名单”,且上榜市(县)均常设有一定市场规模和知名度的红色文化旅游活动.而山东仅有青州市与沂

水县上榜,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亟待提升.产业发展立体环境的缺位导致沂蒙红色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力、消费吸引力与产业竞争力落后于国内同类红色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区.完善

形成更加立体多元的产业发展环境成为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

四、沂蒙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研究

优化共生行为实现共生能量的持续生成与对称性分配,强化共生组织实现共生组织化程度提高

与共生进化作用增强,是形成共生关系与构建共生系统的重要方向.完整的共生关系是行为方式和

共生程度的具体结合,共生单元的性质和力量对比变化、共生界面的内容变化及共生环境的变化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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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都可以造成共生模式的变化,构成共生关系千变万化的自变量①.因此,强化共生单元、软化共生

界面、优化共生环境成为推动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形成、进化与稳定的有效路径.
(一)强化共生单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打造文旅企业集聚园区

增强市场主体发展实力、实现其融合共生是提升共生单元单要素共生度与系统全要素共生度的

重要路径.共生单元不仅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础要素,同时也是共生能量生成、交换与推动共生体进

化的关键要素.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运作规

律.为实现产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各产业主体应充分协作挖掘整合当地资源中可供产业化开发的文

旅资源,不断推出文创精品.企业之间会由于外部因素或市场演化力量的作用而集结在一起形成企

业集群,在一定的价值链下共同生存和协同进化,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②.因此,应从着力培育一批

高成长性的小微文化创意企业入手,弥补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偏弱的缺陷,打造文旅企业集聚园区,促
进企业集聚发展.

文化创意企业的培育与集聚园区的打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相应政策、规划的鼓励吸引

一批高成长性企业进驻并逐步演化成为一个内部交流密切、对外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的集聚园区.
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文旅企业培育工程等相关政策,针对当前文化科技类、文化创意类企业

量少力弱、新型文化业态偏少等问题合理布局,采取适当倾斜的扶持政策引导文化企业发展,提升文

化产业发展实力.继续支持当地领军文旅集团发展,拓宽完善在线旅游等互联网平台业务,适应消费

者消费方式的转变,发挥旅游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在遵循文旅企业共生发展自组织性特

点的基础上,合理引导文旅企业集聚发展,加强企业间的跨界交流.借助集聚园区带来的时空便利

性,增强企业在基础设施、服务信息、政策咨询、法务支持、金融服务、技术创新、知识流通等方面的共

享力度,减少企业间交易成本,缩短创意周期,促进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在产品结构、生产要素、市场

结构、业务模块等不同层面的跨界聚合,深化产业融合力度.
(二)软化共生界面:加速技术研发应用,构建新型文创产品矩阵

共生界面直接关系着共生能量的生成传导机制,良好的共生界面对于共生能量的循环生成具有

直接推动作用.当前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内部尚未形成一批市场号召力强、文化创意感新、技术应

用成熟的产品与服务,游客的消费需求与潜力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与释放.科技发展的人文倾向催生

了大量新奇和体验性极强的人文科技型产品,这反过来刺激了人们交互式、数字化、视觉化、娱乐性的

消费欲望③.因此,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构建一批新型文创产品矩阵成为满足游客消费需求、
撬动游客消费潜力、实现共生能量持续迸发的破题之处.

以技术渗入为核心,以共生界面为载体,逐步推出多种类、多层次的文创精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
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文创产品方面,以沂蒙精神内涵为核心,提炼主要文化元素形成文化IP,与“亲
情沂蒙”文旅品牌相互对应,统领开发后续产品与服务,形成“大文创”产业发展格局.同时在产品的

设计、材质、种类、呈现形式等方面主动运用新科技,积极探索红色文化与革命文物价值内涵载体与青

少年研学群体喜好相契合的产品开发模式,增强产品可玩性与科技感.在文旅演艺方面,对传统、经
典的革命故事进行现代化改编,以年轻化的叙事方式加以呈现,避免宣教色彩.改编时注意增强现代

视觉、听觉、光影技术的应用,通过游客视觉、触觉、听觉的多方联动加强与观众的交互感.在文旅景

区(点)方面,以沂蒙革命纪念馆、孟良崮纪念展馆、孟良崮战役遗址展馆等文物纪念馆为例,继续提升

馆内设施,积极运用 VR、AR、M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变藏品的知识型展示为可感、可触的

数字型产品,实现藏品重生、历史重现.通过展览智能化与讲解时尚化为游客提供高品位的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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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文化涵养功能.在研学产品方面,充分发挥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孟良崮战役

纪念馆、沂蒙革命纪念馆等关键景点的核心作用,加强对知名度高、现有设施好、可进入性强的景区

(点)的改进提升,增加研学线路中核心景区数量,防止单日游等短期、短途游客出现游览过后记忆不

深等问题.同时,积极整合文旅资源,以红色文化为主线创意策划一批研学内容丰富、游览形式多样

的品牌旅游线路,减少简单、直白的科普性介绍,满足研学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三)优化共生环境:深化利益兼容理念,拓展多元立体协作空间

全面立体的共生环境为共生单元密度与维度的双向增容提供保证,数量多、领域广、质量优的共

生单元更易产生共生能量.从共生环境多重性出发,宏观政策环境构成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

要共生环境,而关乎产业主体发展的经济、社会、技术、法治与人才环境等同样重要.在宏观政策支持

下,各利益主体应充分树立利益兼容思想,协同优化产业共生发展环境.当前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所需的主要共生环境较为充分,但多元环境仍需优化.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参与主体分别是地

方政府、旅游企业及社区群众,应构建地方政府引导、旅游企业主导和社区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①,同
时旅游产业、研究、治理机构三者之间也存在相当共生的关系,“TRG”共生是双赢的局面②.因此,沂
蒙红色文化旅游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社区民众以及相关中介组织的

协作配合.各主体在做好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线下基础设施与线上互联技术搭建多元立体

的实体、虚拟协作空间,加强主体协作深度,拓宽主体协作空间,协同优化共生环境.
各方利益主体应充分理解沂蒙精神所内蕴的“军民鱼水情深”的文化内涵,明确其文化教育性定

位,坚持其公益普惠属性,摈弃短期利益博弈思想,为当地民众与外来游客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具

体而言,政策供给主体、知识创造主体、技术创新主体、创意转化主体、相关辅助主体等各利益主体应

深入合作,推进资源整合与共享,以产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为共同目标,秉持合作式思路,通
过行为同步与主体契合最终实现利益共享与环境优化.一方面,合理规划以打破地方行政人为断裂

式限制,发挥区域合力.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遍布区域较广,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易受地方基层政府

政策影响,因此各区县政府应持续改进治理理念,采取软性合作式管理方式与邻边地方政府、其他利

益主体等建立平等对话交流合作机制,积极协调利益主体关系,形成一种基于信任的良好治理生态关

系.另一方面,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借力技术赋能实现各主体间的充分协作与交流.
通过由政府牵头、各主体参与的方式建立线上合作交流空间,为各主体间的及时沟通、反馈与深化合

作提供平台支撑,创新合作机制.以文化资源为例,通过推动区域文化资源、文化元素“上云用数赋

智”进程,各主体得以充分共享利用地域资源,特别是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加速其创意创新

进程.总之,通过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多主体协作参与的发展模式发挥主体合力,协同优化产业共生

发展环境,最终实现沂蒙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共生融合发展进而实现红色文化旅游的内涵式创新,既是对国家实

施文旅融合战略的积极回应,也是我国革命老区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带动老

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以共生理论为指导构建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是红色文化资源富

集区实现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与旅游活动、经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积极探索,同时也是实现

区域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与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融嵌共处、相互促进的重要方向.从共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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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生成与对称性分配角度出发,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环境的彼此共生是提升系统全要

素共生度、优化共生单元共生维度和共生密度进而构造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的关键路径.沂

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作为红色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国内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同时也因当地的政府治理模式、经济发展环境、地域文化精神、民众思想观念等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

发展特征.在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当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现实发展情况与各主体所营

造的共生发展环境构成影响沂蒙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共生发展的重要相关性因素.因此,强化共生单

元壮大市场主体、软化共生界面构建产品矩阵、优化共生环境推动产业创新,不仅是实现沂蒙红色文

化旅游产业共生进化与持续发展的可行之路,而且对于我国众多红色革命老区唤醒地域革命文化新

价值与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ResearchontheSymbiosisDevelopmentSystemofRedCulturalTourism
—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ShandongYimeng

ShaoMinghua　LiuPe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ThetransboundarysymbiosisandenablingintegrationofculturalindustryandtourisminＧ
dustrycaneffectivelypromotetheagglomerationandbarrierＧfreecirculationofheterogeneousindusＧ
trialelements,therebyrealizingthereshapingandinnovationoftheoriginalindustrialvaluechain．
Basedonthesymbiosistheory,connotationelements,and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red
culturaltourism,thisarticleconstructsasymbiosisdevelopmentsystem ofredculturaltourism
basedonsymbiosisunit,symbiosisinterface,andsymbiosisenvironment,andexplainsitsoperation
mechanismfromthreedimensions:symbiosisofmarketsubjects,symbiosisofproductsandsymbiＧ
osisofinterests．ThisarticlethentakesYimengRedCulturalTourisminShandongProvinceasa
casestudy,analyzesitssymbioticdevelopmentstatusandproblems,summarizesitsinternallogicof
development,andputsforwardthatstrengtheningsymbioticunit,expandingmarketplayers,sofＧ
teningsymbioticinterface,buildingproductmatrix,optimizingsymbioticenvironmentandpromoＧ
tingindustrialinnovationarenotonlyimportantpathstorealizethesymbioticevolutionandsustainＧ
abledevelopmentofYimengRedCulturalTourism,butalsoprovidesareferenceforthehighＧ
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tourismindustryintheoldrevolutionaryareas．
Keywords:Symbiosistheory;Shandong Yimeng;Redculturaltourism;Symbiosisdevelopment
system;Integrationofcultureand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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