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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经济研究论纲

李海舰　李　燕

摘要:经济科学由真到善最终到美,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美学经济则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这一终极

取向.把美学元素、美学成分、美学理念、美学思维融入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美学经济发展的必

须,也是美学经济发展的必然.文章经过初步归纳,从实践中梳理出了美学经济１０种基本形态,包括美丽

经济、人文经济、体验经济、粉丝经济、创意经济、快乐经济、休闲经济、健康经济、安全经济、便捷经济.美

学经济,“不仅涉及人的幸福更加包含动物幸福”这一深层美学经济内涵,可使人与自然“共情”达到极致.
美学经济实践具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双重意义,美学经济理论具有引领“高质量发

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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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① ,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

史背景下,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呈现在各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从供给侧看,“美”的理念被嵌入到产

品或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从需求侧看,“美”的产品或服务成为消费的主要对象,“美感”成为诱发消费

的重要动机② .不可否认,美学经济以人为本且聚焦人类高层次需求的特征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高品质生活的要求完美契合.基于此,美学经济成为指导、决定、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一

招,研究美学经济可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然而,目前人们对美学经济的认识尚处于初期阶段,尤其是对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美学经济的

认知更显匮乏.基于这一认知现实,尝试通过系统性、纲领性地回答美学经济是什么、美学经济从哪

里来、美学经济到哪里去这三个核心问题,加深人们对美学经济的认识与理解.这种探索,尽管是初

步的、尝试性的,却可能是引领性的.

一、时代呼唤美学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中国发展做出全面总结与全新判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
一词从此成为流行语言.同时指出,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２０３５年到本

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限定词之一,围绕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提出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等一

系列战略行动概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会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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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增进民生福祉、改善民生品质,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发展阶段对“美”的强烈需求.关于人民美好生活,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衣食住行用方面,纯粹属于物质层面需求;第二层次,指教育、就业、医疗、
养老、环境、文化、安全方面,既有物质层面需求,更有精神层面需求;第三层次,指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方面,完全属于精神层面需求.物质层面需求满足,自然使人产生幸福快乐,但是物质层面需求是

有限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效用递减,甚至过度满足之后使人产生痛苦而非幸福.例如,生活条

件明显改善引致的饮食不合理为人们带来了肥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此即“幸福悖论”.而精神层面

需求满足,不仅直接使人产生幸福快乐,而且精神层面需求是无限的,即无止境的,边际效用递增,使
人源源不断获得“福流”状态.

国内学者陈惠雄曾经指出,经济问题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人类的永恒问题是幸福问题.长期以

来,国内一些地区经济发展迷失了幸福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以人民幸福为中心的

发展.由于幸福是无止境的,因此发展也是无止境的,发展就是为了人的幸福围绕人的幸福循环往

复.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幸福”①,而幸福作为人对特定经济发展引致的

客观福祉条件改善的主观反应②,一方面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福祉状况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另一方

面主要根源于人的欲望,最终又被进一步物化为需求③.在整体体现出客观与主观因素综合作用结

果这一典型特征的同时,又决定了“幸福”的“时代性”和“内在性”.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幸福”的内

涵与实现路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持续性地保障人民“幸福”,实现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

活,整个经济社会既需要在实践上迈出创新行动,更需要在理论上产生新的飞跃.这就意味着,经济

理论需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即由传统经济理论发展至“美学经济理论”.因为,“美”
能使人产生幸福与快乐,人的幸福与快乐源自于“美”.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美好生活”目标、“美丽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发展、“平安中国”提出等均

呼唤美学经济发展.一方面,美学经济理论构建,指导美学经济实践创新;另一方面,美学经济实践创

新,推动美学经济理论发展.总之,时代在呼唤美学经济的引领,时代孕育了美学经济的土壤.美学

经济,一方面把美学理念“物化”成经济形态,另一方面让经济发展“融入”美学统领.

二、如何认识美学经济

作为经济科学,一是求真,从“真实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规律;二是求善,基于经济规律,优化

资源配置,力求成本最低效益最高,所谓“经世济民”;三是求美,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社会合作、人的本体和合.人与自然和谐,可形成生态价值美学,其最高境界为“天人合一”;人与

社会合作,可形成社会价值美学,其最高境界为双赢全赢共赢多赢;人的本体和合,可形成人文价值美

学,其最高境界为身心合一、心灵合一、身心灵三合一.作为“真善美”的统一体,经济科学由真到善,
最终到美,是其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当今时代,一切事物都要融入美学价值,一切经济均体现为美学经济.把“美学元素”“美学成分”
“美学理念”“美学思维”置入经济社会生活,从“美学维度”探讨经济社会发展,则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必须和必然.也就是说,美学经济代表前沿,代表方向,代表趋势,代表未来.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无论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要融入美学,拥抱美学,用好美学.美学属于人文科学,经济学属于

社会科学.美学经济作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实质是在求解经济社会活动问题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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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美学维度这样一个约束条件,而且这一约束是最高约束、终极约束.在深度融入美学思想再思

考后,一切都将颠覆,一切都要重构.
(一)重新定义经济

经济＝物质经济＋精神经济,即经济是物质经济和精神经济的统一体.过去,整个经济社会较为

落后,物质普遍匮乏,人们基于基础生存需要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满足,由此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主要

目标是追求数量(速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依赖要素投入,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是实体资源、低
级资源;现在,整个经济社会较为先进,物质丰裕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基于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更
多地追求精神层面满足,进而倒逼整个经济社会体系发生系统性的变革.其中,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转向追求质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转向虚拟资源、高级资源.
美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物质经济给人带来极大快乐,精神经济不仅同样给人带来极大快乐,而

且使得快乐具有倍增效应、乘数效应.然而,突出精神经济并不是对物质经济的否定,而是强调二者

的共同发展.具体来说,物质经济发展是精神经济发展的基础,精神经济发展则是物质经济发展的拓

展,物质经济支持精神经济,精神经济升级物质经济,二者一体,以此循环,带动整个经济持续性地“美
好”迭代.但是,鉴于目前整个经济社会存在多种、多重“幸福悖论”现象的事实可知①,精神经济属于

短板.为了实现经济的全方位发展,急需补短板强弱项,使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齐头并进.不仅如

此,物质经济和精神经济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更有层次问题.此时,“美学经济”作为“深耕”
人类需求最高满足的不竭源泉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重新定义产品

产品＝使用价值＋美学价值,即产品是使用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统一体.过去,产品开发主要注重

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满足的是消费者的客观需求,而客观需求是有限的,因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空间

有限.不仅如此,使用价值往往是同质化的,围绕该类价值形成的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

利润被最大化压缩.现在,产品开发更加注重美学价值.美学价值,满足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需求,而
主观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空间无限.比较而言,打造产品美学价值比打造产品使用价

值更难.不仅如此,美学价值往往是异质化的,围绕该类价值形成的产品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经
济利润压缩问题得到显著抑制与“扭转”.一般来说,凡是从土地、山林、水中直接获取、未加工或微加

工后供人们消费的产品,称为原生态产品.原生态产品从生长到使用(消费)可有四种价值:美学价值

(欣赏价值)、生态价值、使用价值、体验价值,前两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产品生长过程之中,后两种价值

主要体现在产品消费过程之中.不仅如此,作为原生态产品,其实质是凝结了来自大自然的日月精

华,包括阳光空气、蓝天白云,以及土壤水质、微量元素等.长期以来,关于原生态产品的价格形成,只
是考虑了使用价值,后来体验价值开始进入理论和实践视野.而美学价值(欣赏价值)、生态价值没有

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原生态产品在消费之时就损害、破坏了其美学价值(欣赏价值)、生态价值,即这

两种价值消失,社会没有为此买单.最终,整个原生态产业未得到充分保护利用与最大挖掘开发.
综上,无论从消费端还是生产端看,产品均需要被重新定义.同质化的使用价值＋异质化的美学

价值,客观需求的有限性＋主观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美学经济的巨大市场空间和运行规则差异.美

是同质化的,更是异质化的;美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美学经济是在产品层面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

双赢、人类与自然双赢的关键.因此,深刻揭示美学经济发展规律并将其付诸实践,对于推动产业(产
品)创新发展意义特别重大.

(三)重新定义企业

企业＝产品＋人品,即企业是产品和人品的统一体.过去,市场处于卖方经济,“能产即能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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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主要处于产品的制造环节①,企业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产品“加工厂”,战略决策的重点在于生产,主
要内容涉及以土地、设备、劳动力等为代表的传统资源获得,因为“多获多产,多产多卖”,其整体价值的实

现属于“有中生有”.现在,市场处于买方经济,甚至已向买方经济后期迈进,“有需才有产,需求决定产

品”,利润沿着价值链条发生转移,对企业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要从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转向物

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混合生产,“人品＋产品”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以及企业盈利的关键.
此时,企业表面上仍是卖产品的,但实质上是卖人品的,企业不仅是一座先进“产品库”,更是一座先进

“人品库”.这是因为,产品是人品的物化②,把人品“物化”出来就是产品.而所谓人品就是良心,包
括德艺双馨、又红又专,良心之美决定了产品之美.此时,企业主要价值的实现属于“无中生有”③.

由此可见,在从“人品与产品分离”向“人品与产品合一”转变的过程中,把产品做到极致,让顾客

“心灵震撼”,产生美的享受,是员工“良心”的最高体现.所谓企业,就是通过产品这一媒介,打通员工

的良心和顾客的忠心之间的连接,即用员工的良心去换取顾客的忠心(指忠诚度),此即“以心换心”而
非“以物换钱”.此时,企业要想感动顾客首先感动自己,以美造美,以美传美,以美化人;感化教化,内
化于心,外化于形.

三、美学经济的若干形态

美的内涵极为丰富,任何一种解释都能够被单独或联合拿出形成独特的美学资本,以此在升级改

造旧经济(即产业美学化)或直接打造新经济(即美学产业化)的基础上,推动美学经济发展.需要指

出的是,在此不想给出美学经济的概念界定.这是因为,美学经济发展在中国还处在萌芽状态,其内

涵和外延亟须深化和拓展,而且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的加持下,新业态新模式将会不断涌

现.此时,如果给出概念界定,就等于将其“锁定”或者“框死”.尽管如此,这里以人为本,围绕人的生

活与生产活动,主要从美丽、人文、体验、粉丝、创意、快乐、休闲、健康、安全、便捷１０个涉及美的概念

出发梳理与概括出美学经济的１０大基本形态,包括美丽经济、人文经济、体验经济、粉丝经济、创意经

济、快乐经济、休闲经济、健康经济、安全经济、便捷经济.美学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复合态”“叠加态”,

１０大基本形态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单独讨论,但在实践中是可以交叉融合的.
(一)美丽经济

天地之美、自然之美,实为大美.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大地是绿的,空气是香的,可谓蓝天白云、
山清水秀、花香鸟语、诗画风光、天人合一.夏日凉风习习,冬日阳光温暖,夜间星光闪烁,白天绿色满

园,时时处处令人产生一种愉悦心情、温馨心态.心由境生,境由心生,两者互动感应,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长期以来,“金山银山”才是人们判定幸福的重要标准.关于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习近

平总书记总结出了对二者关系认知的三个阶段,即“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

住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过去,国人基于对物质生活的极大渴求,“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

长,很少考虑甚至没有考虑这种粗犷发展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只顾一味向自然索取,其代价是资源

和生态“红利”的逐渐消失.尽管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带来的幸福感不

可持续,人们获得的是“低级的幸福”“短暂的幸福”,甚至因大自然的报复带来痛苦.针对这一局面,
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因此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金山

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此时,“两山”齐头并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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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且可持续,人们获得的是“更高级的幸福”“更长久的幸福”.当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时,精神需求

在人们整体需求中的占比持续提高,人们对“两山”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两山”的“并行”关系逐渐被

“融合”关系取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中,包括两层境界:①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主要是

指通过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优势与经济优势的浑然一体,由此为人们带来更高境界

的幸福.例如,把田园“公园化”,即将田园景致按照园林基本原理组织起来,突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以此供游人休闲、观赏,进而在最大可能回归自然本色、挖掘自然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经济价值;把乡

村“景区化”,即通过打造山水型(生态价值)、历史型(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双创型(创新创业)、融合

型(生产生活生态)家园,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式,以此在精准化、主题化、产业化自然风光的基

础上带动整个乡村实现价值增值.②绿水青山胜过金山银山,主要是指在科技发展帮助人们彻底摆

脱物质生存压力的背景下,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达到顶峰,为了实现“诗意般的栖居”,人们甚至愿

意牺牲部分物质利益,单纯的经济目标被包含生态目标在内的综合目标取代.例如,深圳市推出了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体系,以此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进而推动

GDP、GEP双增长,GDP向 GEP有效转化.
(二)人文经济

人文经济,亦称文化经济.一般而言,财富分为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三类①.劳动财

富是“老百姓”通过劳动创造的,即传统意义上的 GDP或者 GNP;自然财富是“老天爷”(大自然)赐予

人类的,无需人的劳动;人文财富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属于历史积累而成②.长期以来,中国经济

发展单纯关注劳动财富的一维求解,奉行经济与文化的“对立论”“割裂论”③,就经济发展经济,甚至

不惜以牺牲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为代价来换取劳动财富,这不仅严重阻碍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导
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快乐发展,尤其是心理的健康与快乐,导致人

的心灵空虚、心理痛苦等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文化逐渐融入经济、主导经济、引领经济,中国经济

发展需要转向对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三维求解、综合求解,尤其更多关注人文财富,整体

上奉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主体论”“主导论”,跳出经济发展经济,吃透文化元素,做大人文经济.
目前,在国际上以«全球幸福指数»为代表的国际城市排名已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能否

成为高水平的人文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拥有高水平的的国际影响力,既包括

经济层面的影响力又包括文化层面的影响力.而中国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多年丰富历史、五十六个多

样化民族的人文大国,“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成为其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梦”、占据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利器.与此同时,尚未系统开发的人文财富,作为全新的、高层次的经济增长点,能为中国的高质量发

展和高品质生活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发展人文经济已是大势所趋.概括来说,人文既是虚的(如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再如情感、观念、风俗、故事、审美、历史等),更是实的(如圣地、遗迹、文
物、字画、祠堂、寺庙等),唯有把虚的做成实的(人文产业化)、把实的上升为虚的(产业人文化),即所

谓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实结合融为一体,才能做成、做大、做优、做强人文经济.
(三)体验经济

一般而言,国民经济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三类.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合二为一统

称为产品经济,服务经济中的娱乐部分则被单独划分出来,称为体验经济,剩余部分仍然称为服务经

济.这样一来,按照新的划分,国民经济分为产品经济、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三类.相比产品经济纯

粹是物质的、有形的,满足的是人的物质层面需求;服务经济既有物质的更是无形的,满足的是人的物

质、精神两个层面需求;体验经济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旨在满足人的精神层面需求,即心理感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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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感觉,其最高境界是“酷毙了、帅呆了”.并且,相比产品和服务,体验更具有稀缺性和主观性.因

此,体验经济往往更易激发消费者的超额支付(即远超过成本的价格支付),获得更好的经济效应.例

如,消费者愿意支付比在家观看转播更高的价格现场观看一场体育比赛,因为身临其境的参与和氛围

使其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可谓“精神大餐”.
作为体验经济,它是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从“割裂”走向“融合”的结果①,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共创

及双赢.此时,消费过程就是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就是消费过程.从生产侧看,产品(服务)不再是盈

利的关键,企业重点突出“过程”,延长价值链条,并对其进行分割、开放、售卖,以此提供体验形成的基

础与条件,获得比单纯经营产品更高的收益.从消费侧看,产品(服务)不再是目的,消费者旨在通过

对整个(部分)价值链条的参与,获得独特的经历与感受,同时为这一体验效用支付超额价格.
(四)粉丝经济

如果说体验经济强调的是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融合,那么粉丝经济则体现了消费者与生产者

的融合.过去,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角色分工明显,生产者是生产者,消费者是消费

者,加之物理空间距离的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严格分离的.即便后续出现了消费者参与生产的事

实,也因为传统基础设施引致的高昂沟通成本、参与成本,使其未能得到大规模的普及与应用.现在,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在打造出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同时,也让生产资料更

多地向大众倾斜,被大多数人掌握,社会角色分工逐渐弱化,个体力量崛起,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消费

者也是生产者,个体既是价值创造主体,又是价值创造客体②,加之物理空间距离打通,“外包”“众包”
业务兴起,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由“割裂”逐渐走向“融合”.这里,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一,出现了一

个新名词,即“产消者”.
消费者参与企业决策,消费者参与企业研发,消费者参与企业制造,消费者参与企业营销,消费者

参与企业服务,消费者参与企业管理,即消费者成为企业的“准员工”,将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全(部分)
过程“DIY”化③.这样一来,消费者的理念、认知、技能、情感等都融进了最终产品(服务)之中,消费者

对购买的产品(服务)天然上有一种熟悉感、认可感、成就感、归属感,消费者的自我价值得到最大程度

释放.基于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此时,消费者获得了最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满足,包括被人尊重

需求满足、自我价值实现需求满足.这里,消费者的幸福感不仅体现在购买产品中,而且体现在产品

过程中,消费者不仅有产品消费之乐,还有生产过程之乐,由此打造了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了生产

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双赢多赢全赢共赢.值得指出的是,“粉丝”角色让消费者更易以己为中心进行产

品(服务)宣传力和购买力的病毒式裂变,即从“生产者营销”转向“消费者营销”,以此发挥“粉丝效

应”,形成更大规模的粉丝经济.而且,这种付出快感再次强化了消费者的“粉丝”角色,以此循环

往复.
(五)创意经济

人类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类.一般而言,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劳动尤其是低级的重复

性劳动,更易使人产生痛苦.例如,生产线上的工人由于长期进行重复性的机械劳动,其身心健康均

面临巨大的挑战.而以脑力支出为主的劳动尤其是高级的创造性劳动,由于能够让人产生挑战感、成
就感,更易使人产生快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根本驱动力,存在于以往人类发展

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大规模“机器换人”趋势,让人逐渐从体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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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解脱出来,甚至从简单的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单纯地从事更加高级的脑力劳动①.例如,越来

越多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出现推动了大规模的“无人工厂”“无人超市”的兴起.与此同时,激烈

的市场竞争以及快速的知识、技术、需求更新倒逼企业利润沿着价值链条持续转移,产品(服务)对创

意投入提出更高要求,高级脑力劳动已成为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至此,以高级脑力劳动为增值手段,以知识产权为收益保障,以不断挖掘财富增长为目标的创意

经济成为又一新型主流经济形态②.创意经济囊括创意产业化和产业创意化两大内容,但无论哪种,
均需加入个人智慧、想象、经验和技能等.因此,它们均是人类创造力物化的产物,产品(服务)均具有

很强的异质性.从企业角度看,人的创造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创意经济的规模就有多大;人的创造

力的无穷性决定了创意经济空间的无限性.因此,发展创意经济比发展劳动经济具有更好的经济效

益.从顾客角度看,独一无二的创意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猎奇心,而且能够满足消费

者越来越强烈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因此,创意经济打造出的产品(服务)往往比劳动经济打造出的

产品(服务)更易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更加符合、迎合他们对美好生活特别是精神经济生活的期待.
(六)快乐经济

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与目的是快乐,或者严格地是说“趋乐避苦”,即最小化地承受痛苦,最大化

地获得快乐③.一直以来,快乐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基本指导原则,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模式

与思维.由于快乐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层次性、短暂性、时代性,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的快乐元素具有显

著差异.以吃饭为例,人们的快乐具有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从吃饱就是快乐,到色香味俱全才是快

乐,食材稀有、特色才是快乐,环境美、服务好才是快乐.从顾客角度看,需求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

持续升级,且被依次满足,即胃觉(饱觉)、味觉、嗅觉、视觉、听觉、感觉(特色)、心觉;从企业角度看,紧
扣时代特征,通过不断地进行理念革命和业态革命,实现了从“填饱肚子”到“制造快乐”的转变.作为

餐饮企业,不再仅仅是一个餐馆,而是一个快乐制造基地.由于通过精神层面需求满足获得的快乐才

是“大乐”,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即便快乐原则始终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但是物质

条件匮乏时代经济发展遵从的快乐原则主要起到减少痛苦的作用,而物质条件丰裕之后遵从的快乐

原则才真正地将经济发展引领到了人类的精神层面,即严格意义上的快乐.就内容看,一是“＋快乐”
模式,即用快乐思维对旧经济进行系统性、革命性地改造、重构,此时,整个经济按照快乐思维“重启”,
任何产业都可成为快乐产业,此即产业快乐化;二是“快乐＋”模式,即对快乐进行深入全面挖掘,对其

进行抽象性的概念提炼,一并使其系列性的“物化”呈现,这样一来,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快乐内涵或

视角都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在新技术革命的加持下形成规模经济,此即快乐产业化.
当今时代,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唯有把握产业前沿、方向、趋势、未来,系统谋划,产业发展才能

“跟上时代”“在时代里”.基于人类发展历程和当今实践创新,现代产业发展需要融入八大元素,即快

乐元素、文化元素、生态元素、金融元素、数字元素、智慧元素、数据元素、共享元素④.其中,快乐元素

是第一位的,快乐经济成为大势、成为主流.
(七)休闲经济

生产方式革命引致生活方式革命⑤.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线上办公”“远程办公”
“虚拟办公”的兴起使人们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边界模糊,而超负荷的工作模式(例如“白＋黑”“５＋
２”“９９６”“８０７”等)以及大规模的“机器换人”趋势又倒逼人们渴望缩短工作时间,增加闲暇、自由、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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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休闲经济已成为“打工人”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构筑美好生活的主流经济形态.
休闲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从有限发展到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①,且由“阶层

性”逐渐转变为“普遍性”②.体力劳动为主时代,生产效率低下,物质需求总量庞大,人们信奉劳动

(工作)与休闲是替代关系③,增加休闲意味着减少劳动,而减少劳动则意味着经济损失④.因此,休闲

往往与“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等概念挂钩,休闲仅是物质相对富裕的“上层阶级”的专属特权,社会休

闲因子较低,休闲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微乎其微.脑力劳动为主时代,科技发展引致生产效率极

大提高,物质追求被精神追求取代,体力劳动被脑力劳动取代,固定、全职工作模式被灵活、零工工作

模式取代,人们有动力、有能力在享受闲暇的同时创造价值,也只有在享受足够闲暇的时候才能创造

更大价值.这是因为,休闲具有“闲而优效应”“闲而学效应”“等势效应”⑤.具体来说,休闲能够帮助

人们缓解疲劳,恢复体力,进而缓解由“连轴转”工作引发的身心问题导致的效率损失;休闲能够丰富

人们非职业范畴的学习、经历与体验,激发脑力,进而能够增加更多创造性的劳动,即创新,由此为创

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不竭动力源泉;休闲能够帮助人们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进而一方面通过构建高效的“工作—家庭”平衡模式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均衡

的“生产—消费关系”(有时间去花钱)维护经济的持续与健康发展,整体上为人们更好地开展工作提

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至此,人们开始信奉劳动(工作)与休闲是补充关系、互补关系.增加休闲成为

一种趋势,更是一种权利,尤其随着劳动法对人性关怀内容的持续完善,这种权力得到了更好的强制

性保障.并且,休闲不再与特定阶级挂钩,而是一种大众行为;休闲不再等同于休息,休闲可以创造价

值,而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此时,休闲经济得到全面激活,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持续增加.
(八)健康经济

从个体层面看,健康不仅涉及身体(肉体)层面健康,更加涉及心理(情感)、精神(信仰)层面健康.
人们对健康的最高追求是“身心灵合一”的全面健康,在此过程中,既要有效解决“身心分离”问题,又
要有效解决“心灵分离”问题,以此避免“身病”“心病”“灵病”的产生⑥.总之,健康作为决定人力资本

数量与质量的重要因素严格制约着整个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⑦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３
日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所指出的: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１,其他是后面的０,没有１,再
多的０也没有意义.把“健康”与“经济”紧密融合,大力发展健康经济成为进一步落实“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发展目标、保障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国人对健康提出了更高要求,健康产业逐渐从功能性产业转变为美学性产

业,即产品或服务从单纯满足人们低级层面的物质需求、功能需求转变为全面满足人们低级层面和高

级层面的精神需求、美学需求.①运动产业.以户外运动为例,运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打造出“运
动＋文化”模式,使人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感受到不同城市的特色文化;运动向老龄群体覆盖的“泛社

会化”趋势打造出“运动＋养老”模式,通过运动组织给予老年人强大的目标感、归属感,缓解由“空巢”
“独居”“退休”等因素引致的精神孤单、心灵空虚等问题;运动与智能穿戴设备等先进技术的融合打造

出“运动＋科技”模式,从而在增强人们运动检测、安全监测能力的同时提升人们的运动体验.②旅游

产业.大众旅游时代,基础设施的愈发完善与便捷催生出“说走就走”的碎片化、短周期式旅游.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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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看,旅游已经从“吃、住、行”升级为“养、闲、奇”,即旅游变为旅居、猎奇、探险,尤其在网红打卡模

式的带动下,一碗拉面、一首歌曲、一种风俗、一个仪式就能成为人们“去看看”的动力,而人们对世界

的这种探索与参与实质上是对人的精神层面需求的持续挖掘.③美容产业.随着美发、美甲、美车、
美家等美容细分行业的持续涌现,不仅有人的美容,还有物的美容,一切皆可美容.此时,美容的功能

定位已从“遮丑”延伸为“完美”.人们通过对美丽外表、完美外貌的极致追求,获得更高级的视觉快

乐、精神快乐.④康养产业.随着“治疗”重心由“医院内”转向“医院外”,由“治已病”转向“治未病”,
由“后管理”转向“前管理”,健康产业链的内容已从“治疗”单一环节拓展到“预防、治疗、修复、康养”四
大环节,康养通过由外到内、由身到心的保养与升级帮助人们摒除“亚健康”,获得更好的身心状态.

(九)安全经济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基于物质层面,安全就是生存力、生产力、发展力、竞争力;
基于精神层面,安全产生快乐、安全带来幸福,与安全相对立的是担心、恐惧、危险和受到威胁乃至生命伤

害.深层次讲,安全就是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安全,分为个人安全、家庭安全、社区安全、企
业安全、国家安全等.就国家安全而言,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即

便经济安全,又有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指空气水质免受污染)、粮食安全、种源安全、金融安全、能源资源

安全、核心技术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作为美好社会,无论生产还是生活,安全感是第一位的.安

全既是美好社会的基础保障,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安全经济,作为美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

安全产业将其做大、做强、做优,即产业安全化、安全产业化,必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人们对安全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安全标准的提高和安全内

容的拓展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从质量上引领安全经济向精神层面迈进,后者主要从数量上引领安全

经济向精神层面迈进.例如,人们已从关注自身层面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转向关注更高层面执法司

法的公平公正、严格透明;从关注人身安全(如食品安全、出行安全等),转向关注更加广泛的科技向

善、科技伦理、隐私安全、数据安全等,而这些更深层、更广泛的安全内容在为安全经济提供全新增长

点的同时使人们的生活实现了质的飞跃.由此可见,安全经济已成为决定人们美好生活的又一主流

经济形态.并且,这种经济形态在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的融合过程中,释放出了更大的经

济潜力和更高的经济效率.
(十)便捷经济

便捷经济又称懒人经济,便捷意味着方便、高效,方便、高效成就了“懒”.与传统认知“懒”对应的

“好逸恶劳”“敷衍了事”内涵不同,当今时代的“懒”成为时尚、成为 KPI、成为生产力、成为判断产品价

值及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根本上看,便捷经济旨在用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替代消费者

自身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投入的方式实现“创造价值”与“享受生活”的同步发展.
此时,人们从遵循“一元时间观念”转变为遵从“二元时间观念”,即在劳动时间遵从效率逻辑,在休闲

时间遵从价值逻辑①,愿意为了方便、快捷、高效、舒适的生活支付超额价格.从一定程度上看,便捷

经济是人们消费需求升级、对高品质生活不懈追求的必然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便捷经济的大规模兴起主要依赖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发展的具体作用路径主要有

以下两种:①打造智慧产品.即通过打造智慧产品将人从低价值或不必要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以此来

节约时间,获得更多的休息和休闲时间,更好地享受生活.例如,以扫地机器人、自动洗碗机、智能管

家等为代表的智慧家居产品帮助人们摆脱繁重的家务,从而能够更好地兼顾工作与生活;以睡眠面

膜、画眉神器、免洗喷雾等为代表的懒人美妆产品帮助人们将复杂的皮肤保养、美妆化妆等事项流程

简单化、“傻瓜”化,以此在减少人们时间投入的同时让“美妆小白”也可以享受美丽.②打造智慧服

务.即通过打造“线上下单＋线下送货”的虚实结合服务模式,将智慧产品无法替代或无法高质量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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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人类劳动市场化,进而在保障人们需求全时空、零时空满足的基础上形成“有求必应,有应即达”
的便捷生活模式.例如,以购物、外卖、出行、快递等为代表的各类网络平台的兴起使人们不用出门逛

街、不用自己做饭、不用自己开车、不用自己跑腿,即可随时随地开启美好生活,此即“掌上办”“指上

办”“一键办”.这里,智慧产品、智慧服务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和市场化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既包括与

产品或服务功能对应的任务效果,又包括与替代本身对应的关系缓和效果,进而使人们通过最少的劳

动参与获得高品质、高和谐的美好生活.

四、从人的幸福到动物幸福

美学经济坚持以人为本,但不局限于单纯研究人自身的幸福,而是将人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以兼

备生态主体与客体的视角出发,通过探究人与自然界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寻找人类幸福的多方面

来源.这意味着美学经济不仅涉及人自身的幸福,更包含其他生命体的幸福,即动物幸福,而动物幸

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幸福.具体来说,动物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态要素,其生存状态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例如,动物瘟疫爆发可能引发多种人类疾病;动物作为人类食物链中的重要

一环,其生存状态决定人类饮食质量,例如,高密度的肉鸡饲养条件导致氨浓度提高,进而增加鸡氨水

肿的发病率,影响人类食品安全.而动物福利概念的提出以及人们对这一概念认识的深化,即动物福

利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更有一系列的功能影响(如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①,更加证实了要想实现

人类美好生活愿望,不仅人要幸福,动物也要幸福.
根据李海舰和王松的总结②,目前国际公认的动物福利标准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内容:①生理福

利,是指动物免于饥渴忧虑.②环境福利,是指保障动物居住条件舒适.③卫生福利,是指减少动物

伤害疾病.④行为福利,是指保障动物自由表达天性.⑤心理福利,是指动物免于恐惧悲伤,加强交

流.这里以猪为例,对养猪、运猪、卸猪、赶猪、杀猪过程中的福利内容进行具体阐述:①猪圈建设.猪

圈不仅空间足够、环境舒适,而且要用泥土铺地,因为猪的天性是用鼻拱土、全身打滚,以此表达本能

行为.如果用水泥地板铺地,猪在拱地、打滚时就会擦伤身体,导致流血痛苦.②日常生活.为猪提

供清洁干净的饮水和营养均衡的食粮,保障其“转身、舔梳、站起、卧下、伸腿”自由自在,休息睡眠充

足,消除噪音干扰.总之,确保健康成长,充满活力.③玩具照料.猪与猪之间要经常在一起亲近,即
有同伴陪伴;主人要有爱心,每天需要拿出一定时间与每头猪相处,对其抚摸、“说一些悄悄话”.不仅

如此,像人有玩具(儿童玩具、老年玩具)一样,猪也要有３ ５个玩具供其玩耍,此谓“动物玩具”,以避

免猪觉得生活枯燥.④洗澡娱乐.猪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定期对其播放音乐,使其心情舒解,快乐生

长;定期对其洗澡清洁,水温适度,场景美观.⑤运输管理.猪在出“笼”时,不能用铁硬棒赶猪走,要
用软棉棒拍着猪屁股走;猪在上下车装卸时,要求根据运输车辆高度合理设置装卸台,木板要在一定

坡度之内,免得上下车时滑落跌倒;猪在运输途中,相互之间的距离要适当,保持通风,赶上炎热天气,
长途运输需要保证足够的中途休息时间.总之,要求运输措施适当,避免不必要的伤害.⑥人道屠

宰.猪在屠宰前听音乐、洗水澡,通过二氧化碳室或以快速电击的“无痛”方式致其昏迷,然后放血、解
剖,且这一过程要严格隔离,避免后面的猪看见前面的猪鲜血直流嗷嗷直叫产生视觉恐惧、听觉恐惧,
进而导致心理恐惧、身体恐惧.总之,在屠宰时要使猪不知不觉死去,痛苦降至最低.这样一来,猪的

一生没有痛苦因子、精神压力影响,猪肉里充满了安全因子、快乐因子,人在吃猪肉时,不仅口感极佳,
而且人体也植入了安全因子、快乐因子,猪的幸福传导为人的幸福,此即“天人合一”.毫无疑问,猪的

幸福模式也可复制到其他动物身上,形成羊的幸福、牛的幸福、鸡的幸福,等等.这里,不仅有快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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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要有快乐羊生、快乐牛生、快乐鸡生,等等.最终,在人性向善的过程中,所有动物向“善”,整个

社会向“善”,社会自然协同向“善”,以此循环往复,整个人类获得最高境界的美好生活.

五、结语

美学经济要想落地落实,必须要有落地抓手、实现载体.经过初步归纳,从实践中梳理出了美学经济

１０种基本形态,它们是美丽经济、人文经济、体验经济、粉丝经济、创意经济、快乐经济、休闲经济、健康经

济、安全经济、便捷经济.当然,这一总结是开放的,旨在推动美学经济尽快发展起来.随着美学元素、美
学成分、美学理念、美学思维融入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领域、各环节,一切都可“幸福”起来.诸如:幸福

产品、幸福团队、幸福部门、幸福企业,幸福产业、幸福区域、幸福城市、幸福国家,幸福家庭、幸福社会、
幸福组织、幸福政府,等等.在一定意义上,产业就是职业,职业就是产业,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

而已.如同任何产业都要成为幸福产业,任何职业都要成为幸福职业.总之,让“幸福＋”或“＋幸福”
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国民经济社会统计核算体系要由国民生产总值转向国民幸福指

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而且,“不仅涉及人的幸福更加包含动物幸福”这一深层美学经济内

涵,可使人与自然“共情”追求达到极致.
发展美学经济具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双重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美学

经济理论尚未系统与完善,美学经济实践依旧仍是短板.因此,思考如何将美学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相融合,借助美学经济理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

活,不仅十分必要和重要,而且已成为中国特色美学经济(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AestheticEconomy:APreliminary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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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volutionofeconomicsciencefromseekingtruthtoseekinggoodnessandeventuallytobeauＧ
tysymbolizesitsmaturity．AestheticeconomyrepresentstheultimateorientationofthedevelopmentofecoＧ
nomics．Tointegrateaestheticelements,aestheticcomponents,aestheticideasandaestheticthinkingintoall
aspectsofhumanlifeandproductionisnotonlynecessarybutalsoinevitableforthedevelopmentofaesthetＧ
iceconomy．Afterapreliminaryinduction,thispapersortsout１０basicformsofaestheticeconomyfrom
practice,includingbeautyeconomy,humanisticeconomy,experienceeconomy,fanseconomy,creationeＧ
conomy,happinesseconomy,leisureeconomy,healtheconomy,safetyeconomyandconvenienceeconomy．
Aestheticeconomy,whichinvolvesnotonlythehappinessofhumanbeingsbutalsothehappinessofaniＧ
mals,canhelpthe“empathy”betweenhumanbeingsandnaturereachitsultimatelevel．Thepracticeof
aestheticeconomyhasthedoublesignificanceofpromoting“theallＧrounddevelopmentofhumanbeing”and
“theallＧroundprogressofsociety”,andthetheoryofaestheticeconomyplaysanimportantroleinleading
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and“highＧqualitylife”ofeconomy．
Keywords:Aesthetic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Highquality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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