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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对韩国经验的借鉴

朴京花

摘要: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其实质是文化资本的积累.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存在供给上的偏差和消费不

充分的结构性矛盾,这成为严重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其原因之一是文化资本存量不足造成的文化

产业人才的严重匮乏.同属文化产业后发型国家的韩国,得益于增强全民文化资本存量的人才培养模式,
产业发展迅速,其成就可圈可点.基于此,文章以韩国内容振兴院的人才培训课程为例,从个人文化资本、
家庭文化资本、社会文化资本三个维度考察了提高文化资本存量的方法,揭示了韩国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

人才因素,进而提出适合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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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产业的优化升级都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均衡协调发展,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辩

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文化产业亦如此.供给端精良的内容制作可以吸引消费,成熟且

高素质的消费群体促使供给端的精益求精,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闭合结构.现阶段,我国在文化产业

的供给方面,呈现文化精品供给不足和低端供给过剩并存的现象.有效供给的不足又导致需求的下

降和消费能力的外流① .这种供给上的偏差和消费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严重阻碍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探讨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文化产业是文化科技融合型产业,
“文化性”是它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显著特征,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存量,而这种能

力主要是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培养,具有累积性和漫长性的特点.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根据教育机构性质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主要由高等院校

来承担,具有专业化、小众化的特点.非学历教育作为学历教育的有效补充和完善,承担着培养文化

产业后续力量、提高现场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使命,
但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发展较为落后.韩国与中国,都属于文化产业赶超型、
后发型国家,但是韩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制定“文化立国”方针以来,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其
成就可圈可点.其中,非学历教育机构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尤其引人注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下属的韩国内容振兴院(KOCCA,以下简称振兴院)是负责内容领域相关业务的总执行机构,是韩

国最大的非学历教育机构,代表韩国非学历教育的最高水平.本文以振兴院的各种培训课程为研究

样本,基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从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视角把握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

模式,揭示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因素,进而为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提出建议.

一、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实质:文化资本积累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提出的独特的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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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个体通过学校教育或所

处环境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品位等文化能力,可以分为个人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资本、社会文化资本

的三种类型.
个人文化资本是个体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文化能力,是最直接的人力资本投资.家庭和社会是个

体所生存的环境,是个体习得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价值观体系的客观环境,为个体文化资本的形成创造

先天条件,制约或促进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知识、教养、感性等文化能力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精神

财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但其过程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通常需要一定经

济基础的支持.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具有普遍性、累积性、漫长性的特点.
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解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实质内涵提供了思路.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发

现文化资本存量是影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文化产品的内容属性要求生产者的“编码”能
力与消费者的“解码”能力的协调发展.提高编码者与解码者的符码解读能力,缩小二者间的信息不

对称,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发展,这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必然诉求.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

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需求侧改革的重视力度偏弱.在供需“双轮驱动”协同发展方面还有待进

一步加强.文化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文化供给能力,还可以提升文化消费能力.纵观国内

理论研究,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偏重于供给端,即文化产品生产者的培养,鲜有从文化消费群体的培养

着手的研究.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的解释框架,从个人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资本、社会文

化资本的三个维度来探讨如何提升文化资本积累,引领文化产业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二、个人文化资本存量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基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提出的概念,它以身体、产品和体制的三种形式存在.
其中个人文化资本属于身体形式,是个体所具有的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审美、习惯、品位等文化禀赋和文

化能力.布尔迪厄强调,教育是个体获得文化资本的有效途径.教育的过程“因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

同化,所以极费时间,而且必须由投资者亲力亲为”①.由此可见,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接

受教育并将其内化的过程.可以说,在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超越了一般意

义上的人才培养的范畴,贯穿人的各个成长阶段,并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随着“互联网 ”时
代的到来,文化产业人才不仅要掌握人文艺术与产业知识,还要具备技术能力.显然,这种高端复合型创

意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文化资本的长期积累,更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法论的支撑.
生命周期方法论利用生物生命周期的思想,将对象从其形成到消亡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

(运动整体性),而对象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因其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运动

阶段(运动阶段性);在不同的运动阶段中,应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措施②.人才,具有生

物体的生命特征和存在的有限性,其成长阶段具有连续性和特殊性.因此,在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应

按照对象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培训方法和措施.由此可见,尊重生命规律,注重全过程、整体性发

展的生命周期理论对于人才培养兼具理论适切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韩国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政策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当时的韩国政界、学界对文化产业尚

无准确的认识,更谈不上规范的人才培育体系.２００４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颁布«主导世界文化产

业五大强国的文化内容人力培养综合计划»,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个综合研究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文

件.文件将人力按产业链区分为企划－创作－开发－制作－流通－维护等６个类型,并强调在职核

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其后,２００８年２月颁布的«文化内容人力培养中长期综合政策方案»,首次提出

了生命周期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依据人才成长特点,将文化人才培养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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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４页.
朱晓峰:«生命周期方法论»,«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教育、终身教育四个阶段.２０１３年起,文化人才培养对象扩大到所有年龄层和社会阶层.至此,韩国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将全体国民纳入培训范畴,并贯穿至人的一生,从而确立了人才培养的生命周期方

法论,有力推动了国民的文化资本积累.
韩国内容振兴院的人才培育课程,按照培养对象的阶段性特征,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三

个阶段.形成期是文化产业概念的产生、形成阶段,旨在培养青少年的潜在人力.文化产业的“创意

产业”特点和青少年时期的智力特点,要求此阶段运用兴趣导向的方法,重点培养创意能力.为此,必
须让青少年广泛接触文化产业基本知识与技能.振兴院于２０１４年开设了专门针对青少年的线上讲

座,并于次年开设了线下教育.培训主要以培养青少年的现场动手能力为目的,通过联合办学－组织

竞赛－层层筛选－专家指导的方式,每年资助１０多所文化产业高中,培养上百名青少年人才.
成长期是文化产业知识技能迅速积聚时期,旨在培训大学生及准备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预备人

力.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振兴院的人力培养呈现重视核心人才培养、重视技术与文化融

合的趋势.以此为准则,振兴院每年进行项目评估,淘汰效果不佳的项目,开设新的项目.如硕士留

学生学费支援项目于２０１７年全面停止,因为此类项目虽然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但无法引领内

容产业实现质的成长,更不能及时反映内容产业的最新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技术融合型创业支援等

三个新增项目.这些课程的共同点是,强化实践能力、强调团队合作、提倡技术与内容的融合、挖掘核

心人才.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预备人员的培训上,更是贯穿振兴院所有业务的指导思想.
成熟期是专业知识体系和实践能力趋于完善和规范的时期,该阶段的培训对象为文化产业在职

人员.专业核心能力的强化、知识结构的优化、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是此阶段的目标.振兴院的在职人

员培训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各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些以讲师授课式为主的传统培训项目,
部分已转移到了其他培训机构①,部分已被线上培训所替代.其二是对在职核心人才的培训.在韩

国,文化产业紧缺型人才为内容创意人才和产业经营人才.鉴于此,振兴院以集中强化训练为主,国
内外专家研讨会和海外战略地区研修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培养创新型、实践型人才.仅２０１６年培养

了近２０００名核心人才.

表１ 韩国内容振兴院人才培养部分项目及结业人数(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年)② 单位:名

培训项目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形

成

期

产学联合办学(高中) ４所 ５所

创意体验学校(初中) ６所 ６所

青少年内容作品展 １８５ １８６

成

长

期

硕士留学生学费支援 ８ ７ １４ １０ ６ １１ １１ ３
大学创意专业支援 － ６９８ ８７０ ３０４３ ４８０６ １７４７ ４７００ ２６００

技术融合型创业支援 １０６ １０９
文化体验技术创造课 ４２

成

熟

期

职务能力强化课程 — ７６４ ２２７ ３４１ ２１８ ２１７ ３７１ ４０３
海外战略地区研修 ５６ ８１ ４１ ５０ ５３ ２０ ２次 ２次

国内外专家讲座研讨 １５２１ １４５４ ６９０ １６１４ １５９５ １４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注:“—”表示实施了此项内容,但没有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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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韩国发明振兴会(KIPA)放送影像学院负责影视制作人员和营销人员的培训;信息通讯事业振兴院负责 UHD、３D、

VR等尖端影像教育,雇佣劳动部的‘国家基干战略产业职业训练中心’负责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技能型高端人才的培训.
本表格基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内容产业白皮书( )»的数据,经笔者进行分析、分类、整理之后做

成.具体数据来源如下:«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０９»第６６ ７４页,«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０»第６８ ７５页,«内容产业白皮书

２０１１»第８８９８页,«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２»第２０６２１５页,«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３»第１０７１２０页,«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４»
第１１５１２５页,«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５»第１４５１６６页,«内容产业白皮书２０１６»第１５２１７６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就经济腾飞的韩国,历经１９９７年的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的次贷危机,经济遭受

重创,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产业结构.重创意、轻资产、内需拉动能力强的文化产业,成为摆脱以往过

度依赖工业品出口的结构性缺陷、引领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新引擎.以“发展文化产业全民教育,培
养复合型人才”为宗旨的振兴院,从创立伊始就带有民族文化复兴和产业振兴的历史使命.振兴院的

机构定位、教育对象、课程设置,无不体现这一点.创立十余年来,韩国内容振兴院的课程一直保持动

态的发展,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和校正偏差,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培训体系.

三、家庭文化资本存量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文化资本不仅是人类走出蒙昧所积累的第一笔资本,也是每个人一生中所开始积累的第一笔资

本①.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成员的文化能力及家庭文化氛围,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对话,是
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的第一个环境.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转化成个人习性的外部财富,是
个体在无意识中获得的资本传递行为,家庭文化资本的质量是个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先决条件.在我

国,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进入２１世纪才得到了产业的地位,加上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注重

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人们对文化的产业化的认识普遍偏低.尤其是中老年一代,对游戏、
动漫等非全龄式产业的认知存在偏差,这种价值观延续到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使青少年对这些产业的

认知也停留在“娱乐”的浅层次感知.据统计,我国青年人群用于网络游戏的时间占闲暇时间的３３％.
这使得原本发展前景无限广大的游戏产业,成为家长谈之色变的“妖魔鬼怪”.阻碍了文化消费群体

的培育,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甚至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要想改变这个现

状,需要转变人们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加强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下面以游戏产业为例,考察振兴院

为推动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所采取的举措.
游戏产业被韩国国民称为“孝子产业”,其出口额占韩国文化产业出口额的半壁江山,对韩国经济

的贡献巨大.不仅如此,韩国国民对游戏产业的社会认知也较全面、理性.以电竞产业为例,作为

WCG赛事创办国,时至今日,韩国开创的由政府主导、硬件厂商参与、俱乐部为依托、赛事为核心的电

子竞技体育化发展道路是各国研究和借鉴的成功模式②,电竞选手这一职业也广受认可,尤其受到年

轻一代的青睐.但是另一方面,网络游戏因便利性、经济性、高趣味性的特征,大量占用了青年人群的

学习休闲时间,影响了学业和健康,成为家长们最为焦虑的问题之一.
一个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协调一致,尤其像游戏产业这样与人民群众

的生活关系密切的大众化产业,更需要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构筑健康游戏

文化,推动游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文化产业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２０１６年７月,韩国文化体

育观光部发布了«沟通与共感的游戏文化振兴计划»,振兴院按照战略部署,开设了以“游戏文化的扩

散,游戏价值的挖掘,合作型游戏预防体系的构筑”为宗旨的“游戏Literacy培训”.
游戏Literacy培训对象为青少年、家长、老年人等,根据不同人群设计独具特色的课程,见表２.

值得一提的是游戏培训在提升家庭文化资本存量,解决韩国社会矛盾所做的有益尝试.这一点集中

体现在以下两个项目:一是家长游戏培训.据研究,父母专制教养程度与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沉迷倾向

呈正相关关系.加深父母对游戏的认识,提高教育能力和防控能力,改善家庭环境是解决青少年游戏

沉迷现象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振兴院从理解子女的游戏文化,掌握心理疏导方法,了解游戏产业链

等三个方面入手,优化了家庭功能,满足了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家长培训因其出色的社会效果,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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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强劲的需求.２０１７年,拟培训１０００人次,实际培训４０３８人次,成为振兴院最热门的培训项目之

一.二是老年人培训.韩国于２０００年进入了老龄化时代,２０２２年即将进入老龄社会.信息化时代使

老年人的边缘化问题凸显,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代际交流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问题.振兴院开发的消

除代沟游戏、防痴呆游戏、健康娱乐游戏,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还扩充了老年人这一庞大的消费

群体.

表２ ２０１７年韩国内容振兴院游戏Literacy培训

培训主题 培训对象 人数 课时 培训内容

１ 游戏入门教程/编码课程 小学生

２ 游戏入门教程/编码课程 中学生
６６０９

８/１６节 游戏文化理解,游戏策划,产业链解析

８/１６节 游戏文化理解,游戏策划,产业链解析

３ 失学青少年游戏教程 失学青少年 １０２７ １６节 理解游戏文化,确立正确的游戏观

４ 家长游戏教室 家长及家人 ４０３８ 理解游戏文化,掌握心理疏导与沟通方法

５ 高龄层的智能生活时代 老年人 １６７２ 消除代沟、健康、娱乐游戏

综上,振兴院针对网络游戏所产生的现实问题,试图通过对多元主体的培训,发挥社会性规制,致
力于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初见成效.２０１７年,振兴院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游戏沉迷人群”
与前一年相比有小幅下降,“健康游戏人群”的比例则同比增加４％,有较大改善,说明青少年游戏培训

有一定成效.诚然,青少年网络沉迷受到个人自控力、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效果有待进一

步观察.

四、社会文化资本存量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社会文化资本,是指社会成员的文化能力、文化消费意识等价值观体系和由此形成的文化艺术氛

围,文化消费能力等社会文化环境.文化资本的“个人－家庭－社会”的传播过程,是双向互动的影响

过程.个体在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下,投入一定的教育培训所形成的兴趣爱好,经过家族亲友等微观

层面的交流互动逐步扩展到宏观的社会全体,促进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反过来,一个社会的文化艺

术氛围,充满创新活力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家庭、个人等微观层面的文化资本存量,进而推动文化

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质量.
依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文化资本最好的衡量途径是获取这种资本所花费的时间.个体文化资本

的初始积累,主要取决于家庭文化资本存量,并且“从一开始不延误,不浪费时间起步的”①.同理,一
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文化资本越多,个体占有的社会资源越丰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越大.这一

“公共性”的特点是社会文化资本的显著表现;而“制度性的确定”是社会文化资本的另一特点.其具

体表现为证书等学术资格,这属于文化资本的体制化状态.在个人和家庭阶段积累的文化资本,只有

到社会层面才能完成客观化,得到一种文化的、合法保障的价值认可,为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创

造条件.由此可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受众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普及文化产业基本知识,建
立合理的评价与认可制度是增强社会文化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下面以振兴院为例,从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探讨韩国社会所采取的措施.
(一)树立人才培育理念,加强全社会文化产业共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的.如马克斯韦伯指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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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结果①.提到韩国的文化产业,从１９９８年

的“文化立国”方针到２００５年的“文化强国”战略,从２００２年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这一基础性范

本的制定到如今文化产业各领域法制的规范,这些政策法律体系为韩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坚

实的制度保障.但是真正为韩国国民理解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本质内涵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却是来

自学术界的“CT”概念.

１９９５年,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电算学院元光渊教授在世界城市产业学术大会上首次提出了

CT(CultureTechnology,文化技术)概念,指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文化创新的主线,呼吁动员全社

会力量培育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融合型人才.这个倡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先后成立了韩国数码内容学会、韩国文化内容技术学会等学术机构,在这些机构的主动作为下,

CT概念的学术内涵和实践路径越发清晰.２００１年,韩国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将CT、IT(信息技术)、

BT(生物技术)等六大高科技产业确定为２１世纪支柱产业,同年１１月,«国家战略产业人才培养综合

计划»的制定,标志着文化科技融合型人才培养上升到了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如今,CT概念在

韩国早已深入人心,韩国３０多所大学开设了数字内容专业,振兴院的培训课程也紧跟时代步伐,将
VR、AR、大数据等最新技术传授给广大受众的同时,为这些技术与内容产业的融合做积极的尝试.

(二)普及线上教育,培育生产型消费者,扩大文化消费

文化产品的核心是“内容”,其质量不仅受到文化生产者的素养,还受到消费者的文化修养所决定

的文化消费倾向.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人力素质双重制约着文化消费的方向.在“互联网 ”时代,利用

网络资源的线上教育优势明显;一是“互联网 ”能够建立一个无边界信息共享平台,能够让人快速地

找到专业知识的入口.互联网的这一特性,“承担了一部分文化艺术解码功能”②,为个体文化资本存

量的提高提供了便捷.二是线上文化消费的丰富性、经济性和便利性降低了文化产业准入门槛,普及

了文化产业知识,有利于培育生产型消费者,拓宽了文化消费空间.
振兴院网络内容学院是韩国最大的内容领域公益性专业网站,面向广大内容爱好者,为其提供高

质量的视频课程.网络课程包括正规课程和开放讲座两大类.振兴院目前开设了５７９个网络课程,
每年有８万 ９万人通过学习获得结业证书.

以开放课程为例(见表３),相较于专家讲座为主要形式的正规课程,具有内容的简单性、形式的多

样性和无时限性等特点.目前有３４９个课程,以生动活泼、由浅入深的讲课方式传授文化产业基本知

识与技能.比如,“创意,生活中找寻”,聘请著名网络漫画作家,分享长篇连载漫画作家应具备的心理

素质;“职场人哲学１０分钟”,以动漫与专家点评结合的形式解析深奥的哲学概念.

表３ 网络内容学院的开放讲座

课程总数 领域 课程数 课程内容

３４９个

广播影像 １０７ 内容制作、业务了解、前景分析、体验分享

游戏 ６４ 游戏制作、业务了解、出口战略、体验分享

漫画/动画/角色 ８６ 动漫制作、业务了解、创意思维、前景分析、案例分享

文化基本知识 ５１ IOT、大数据等概念解析,音乐、公演、广告、出版产业相关知识

人文/经营/教养 ４１ 职场人哲学１０分钟,协商技巧、名品欣赏、营销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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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教育的普及上,韩国高度发达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是网络教育蓬勃发展的重

要的客观因素,是韩国基于自身优势选择的结果.振兴院线上培训项目因其高质量的内容和全民性、
开放性、公益性的服务,多次获得“消费者最信赖的品牌大赏－公共服务领域”“网络核心词社会贡献

革新大赏”.

五、提高我国国民文化资本存量的对策建议

韩国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要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当时,刚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迅

速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文化立国”方针.从此,韩国文化产业在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下走上飞速发

展的道路.在产业发展初期,韩国在充分吸取美国、欧洲、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的产品制作和宣传模

式后,逐步明确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强国战略以及对外输出主线,即以最新最时尚的娱乐产品为主

载体,以本土文化及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融入现代因素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经过２０多年的运作,
韩国文化产业已步入成熟期,其发展模式也从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政府与市场共同引领的方向.
目前,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财政、行政和法制上的扶持.而以韩国内容振兴院为代表的非学历教育

机构则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与高校合力把握市场动向、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两者优势互补,大大

增强了全民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与参与热情,培养了高素质的内容人才及消费群体.
我国的非学历教育主要由各地文化产业人才培训中心或创意产业园区承担.如中国人民大学文

化创意产业人才培训基地,依托中国人民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为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高级政府公务

人员和高级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培训;深圳F５１８时尚创意园则依托两个参股子公司,培养原画、动画和

游戏人才,向腾讯、３６０、盛大等企业输送原画人才.这些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探寻文化产业

人才培养方式,但培训目的单一且涵盖面窄,基本停留在为文化产业界人士提供高端培训或为企业员

工提供专业培训的层面,尚未起到为广大受众积累文化资本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的作

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
(一)建立综合性非学历教育机构,促进内容产业走向全民教育

建立综合性非学历教育机构,是现阶段的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必然需求.我国文化产业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在８％以上,整体上处于产业成长期,具有市场主体快速增加、中小型

企业居多、各层级培训体制不健全、高端人才严重匮乏等特点.在这一阶段,应推行政府主导型的积

极的产业扶持政策,集中力量挖掘人才培育人才,从而促进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韩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由政府管制到扶持再到重点扶持的发展过程,其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政策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KBS、MBC
等广播电视公司为核心,注重培养文艺人才;２００１年,随着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成立,开始注重各领域

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培训对象为在职文化产业人员;２００９年,韩国文化内容振兴院合并五大机构①,
后更名为韩国内容振兴院,人才培养重心随之转为融合型创意人才的培养,并特别强调基于生命周期

理论的全民教育,使振兴院这一准政府机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型、开放型的全民教育机构.振兴

院不仅是综合性教育机构,其业务还包括,内容相关政策的开发及研究、内容制作支援、海外出口支援

和内容行业良性生态环境的营造等.
正所谓“高手在民间”,优质的内容来自创作者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仅来自于专业人士的专业

知识,还来自业余层面的生活体验,来自大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如果没有韩国内容振兴院这一准政府

机构的日积月累式的培育、创新、集聚、扩散,很难成就今日席卷整个亚洲,走向世界的“韩流”文化.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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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两国,在产业起始阶段、产业发展模式、文化底蕴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建议政府成立中国版的文化产业振兴院.这一机构隶属于文化和旅游部,统领支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在具体运行上,文化和旅游部主要负责文化产业政策和宏观管理,日常工作则由振兴院自主开展,以此保

障文化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在目标定位上,这一专门机构是开展理论研究与数据分析、协助政府制定文

化产业政策的智库,是挖掘人才、培养人才的摇篮,是广大受众学习交流、积累文化资本的平台,是有力推

动文化企业外向型发展的推手,将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二)做好中小学文化艺术教育,切实提高青少年创意能力

文化产业本质上属于创意产业,创意是一种创新的活动,从根本上来讲是无法进行直接的传授

的.但是创意能力、态度和动机是可以通过培养而获得提升的.培养创意能力的关键在于中小学阶

段,而艺术教育在形成创新思维和审美意识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

艺术教育,提高青少年的创意能力是决定文化产业兴衰的关键所在.
自２０１１年艺术学成为新的学科门类以来,艺术的人文精神价值备受瞩目.２０１４年初,教育部发

布«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近年来对于艺术教育在宏观政策和具体政策上最

为全面细致的国家部署.２０１８年,教育部、中宣部联合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

见»,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表示青少年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已引起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但是,我国

的艺术教育因没有高考、升学等的硬性需求,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我国基础

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业压力普遍偏大.特别是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现况,不利于对青少年艺术天

赋的培养和艺术素养的积累.基于以上现状,笔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艺术教育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要组建高素质的文化产业讲师队伍.目前高校对艺术人才培养中,存在重技能轻学术素养

的现象,导致中小学艺术类教师普遍存在对艺术基础知识和艺术审美水平上的不足,很难满足新时代

文化科技融合型教育的要求.为此,一些地区依托高校或专业机构进行师资培训,但是短期的“二次

培训”无法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因此,建议借鉴韩国的艺术讲师制度①,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产

业教师队伍.以中小学生普遍感兴趣的影视、动漫、游戏、设计、摄影等领域有较深素养的人员为对

象,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这些教师隶属于市(县)教育部门,授课范围覆盖辖区内的中小学.这些人员

经考核合格拿到资格证书之后,定期到相关辖区的中小学进行文化产业领域的讲课.而中小学根据

本校的师资或学生的要求,每学期申请若干个课程.通过这一制度,中小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接

受到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不仅能够提高艺术审美能力,还能掌握基本的内容制作技术.
二是合理安排课程,适度进行教材开发.虽然视觉文化时代早已到来,但在我国现有的升学体制

下,无法照搬其他文化产业先进国家的教学模式,在基础教育阶段全程开设文化产业课程.因此,建
议推进分阶段渐进式教育.例如,在小学阶段单独开设电影、动漫等课程;中学阶段把这些课程内容

融入文化课,使之成为教学辅助手段,由浅入深递进发展.在这里,适合中小学生的教材开发和素材

选择是项目成功的关键所在.这项工作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组建学科专家、文化产业专家、一线教师组

成团队开展工作,上述的“文化产业讲师”也是很好的人力资源.
(三)加大文化资本投入,优先发展线上教育

随着进入“互联网 ”时代,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手机等网络终端设备普及率也较

高,具备了发展线上教育的物质条件.线上教育的受众覆盖面广,产品丰富多样,准入门槛低等特点

符合地广人多、受众的文化资本存量较低的现实情况.鉴于此,着力发展线上教育是我国现阶段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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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① ２０１２年２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布了«文化艺术教育支援法»,并委托各个省、直辖市的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文化艺术讲师,这些讲师经过考核合格之后,被派遣到全国的中小学,每周对学生授课一

次.培训领域包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动漫、游戏、摄影、设计、体育等文化艺术的所有领域,每个学校根据本校的师资

或学生的要求,申请１ ２个课程.



居民文化资本存量的有效路径.在具体课程设置上,要兼顾社会各方需求,依照生命周期人才培养的

方法论,开设适合人才成长各阶段特点的课程,逐渐覆盖包括弱势阶层的全社会成员.在授课方式

上,要把线上的授课制教育方式和线下的项目式、体验式教育方式相结合,以此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最后,必须要提高服务意识.理查德佛罗里达曾说,宽容的环境是创意阶层涌现

的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土壤.这里的宽容是指能够包容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群,调动大多数人创意

才能的广阔的社会生态环境①.韩国内容振兴院,就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组织了２２场活动,包括年末总结和

新年预算报告会、小型脱口秀、各种研讨会、政策说明会等.这些活动对参与人员不设门槛,一般市民

只要经网上申请,皆可参加,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和市民共商文化产业发展大计的场所.
如前所述,我国非学历教育机构的教育对象基本限定在文化产业界人士,广大受众鲜有接受正规

教育和高层次交流的机会,这严重阻碍了人民群众文化资本的积累.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界普遍存在

的“产业有余、文化匮乏”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文化土壤的贫瘠导致文化生产力的薄弱,进而阻碍了文

化资源的有效挖掘和产业化.同为文化产业新兴国家的韩国,以确立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全民教育

理念为切入点,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政府迅速联合各界力量,建立了综合型、引领型、开放型、公益型的

非学历教育机构,将所有国民纳入培养体系,并通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非学历教育的有效衔接和全

社会融合互动的机制来优化育人环境,形成了精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

TalentCultivationinCulturalIndustryBasedonCulturalCapitalTheory
———ReferencetoKoreanExperience

PiaoJinghua
(Shando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Yantai２６４００３,P．R．China)

Abstract:TheessenceoftalentcultivationinculturalindustryistheaccumulationofculturalcapＧ
ital．Atthepresentstage,ChinasculturalindustryhasthestructuralcontradictionofsupplydeviaＧ
tionandinsufficientconsumption,whichhasbecomeaseriousbottleneckhinderingthedevelopment
ofculturalindustry．Thereasonistheshortageoftalentsinculturalindustrycausedbytheshortage
ofculturalcapitalstock．SouthKorea,apostＧculturalindustrycountryaswell,hasmaderemarkaＧ
bleachievementsinitsrapidindustrialdevelopmentduetothetalentcultivationmode．Thismode
enhancestheculturalcapitalstockofitspeople．Basedonthis,thispapertakesthetalenttraining
courseofKoreaCreativeContentAgency(KOCCA)asanexample,examinesthewaystoimprove
thestockofculturalcapitalfromthethreedimensionsofpersonalculturalcapital,familycultural
capitalandsocialculturalcapital,andrevealsthetalentfactorsthatcontributetotherapiddevelopＧ
mentofKoreanculturalindustry,andthen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thataresuitableforthe
talentcultivationinculturalindustryinChina．
Keywords:Talentsofculturalindustry;Culturalcapitalstock;KOCCA;NonＧdegre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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