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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步入 21 世纪，文化产品已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中国文化产品在东盟

国家的传播也愈来愈广。中国文化产品在泰国的传播，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不可或缺

部分。事实上，泰国历史上曾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已形成中国文化产品消费的传统

群体。时至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产品在泰国依然有着广阔的现实市场

和潜在市场。 

本文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亟待中外学界的关注。基于相关理论基础，确立了

以泰国民众研究对象，进而进行了调查问卷。关于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实证分析，进一

步分析了中国文化产品进入泰国的传播状况，提出了提升中国文化产品进入泰国市场。 

关键词：中国文化产品  传播  国际贸易 

 

ABSTRACT 
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international trading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since 21st century.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ng 
promoted in recent year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s flourished and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spread widely in those 
countries. Thailand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thu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onsumers of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in Thailand.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still has a broad and 
potential market in Thailand. Obviously, the topic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in an urgent need for attention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Fourthly,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in Thailand is relatively slow, and the audience is relatively 
small. Thailand's consumers have not yet had a preference for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in terms of intentions or behavior.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Spread, International trade 
 

引言 
2003 年 9 月，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一文，提出要大力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传播。又认为关于文化产品，有必要明确

它的内涵和外延，指出其与文化服务的关系。文化产品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所以中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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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播同步进行。在学界，中国文化产品的传播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

点。 
学者陈强、郑贵兰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力量。文化如“水”，它的特点是柔而克刚，

润物无声，慢慢渗透人们的心灵。即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促进交流与沟通方面它具

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实现文化传播意志的灵活交流，使得文化维度日益丰富，建构着 21
世纪的中国形象的内涵特征。1 台湾李亦园教授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是属于海外

华人社会研究史书丛书中的一本，分上下两册，作者深讨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和社

会习俗的变迁和过程，重构或者说是重新认识和发展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习惯。2 这些

研究内容强调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解决了中国文化产品的传播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肖永明、张天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视域中的对外文化传播》认为，对外文化

传播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民族文化软实力体现在：第一、该国核心文化

价值观念和行为伦理规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第二、核心价值观

念的塑造凝聚民族精神，可提升国民的民族素质；这些都需要通过对外传播才能实现。

故而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有必要加强对外文化传播。3 云德认为：“文化是塑造中国形

象，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舆论环境，有利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文化的安

全的发展，促进中国文化参与国际竞争，改变中国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负面模式”。
4
 

针对中国文化产品对外传播的研究内容中，朴永光、叶江林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对

外传播问题多多，譬如缺乏一支专业化的团队，传播人员有限，传播内容太过狭窄，政

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偏见较重，太过依赖官方，跨文化传播的渠道太窄，传播对象有限，

集中在外国中上层阶级，传播效果不理想
5
。初广志指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影响

衰落的原因是缺乏跨文化传播和策略理论指导下缺乏整合的战略制定和战术运用于文化

交际。首先，我们应该要树立以受众为导向的观念；其次，整合跨文化传播的渠道；最

后，跨文化传播战略的整合；再次，跨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整合。高书生认为文化

传道大致有四种播渠：广播电视，
6
出版物，电影院，文艺演出戏剧。而在目前的中国，

文化传播渠道还比较缺乏。贾春增、邓瑞全建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点应强化在文

化本质，包括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主要是古代文化，如中国古代书籍、古典文学、语

言、文物、古典哲学，古典艺术等等。7 李萍则建议，文化传播要走“经济搭台，文化

唱戏”之路，扩展多种传播渠道，加强文化产品输出，以拓宽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

机会。8 邓莹谈论民间信仰，民间的交流以泰国北部兰那地区的中国云南籍人为例：教

育背景，官方支持、民间合作、前景展望、教学。9 吴瑛，冯忠芳在泰国北部、中部、

南部、东北部地区 5 所孔子学院进行调查，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泰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

的目的，泰国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梁道和模式以课程教学为主。10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泰国民众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文献更为稀少，大多都

集中文化传统及历史描述方面的研究，所以文化产品在泰国的研究算是新的，更何况是

研究中国文化产品泰国的消费。 

 

文献综述 

 文化产品的传播需要借助于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才能实现，也就是文化产品的

对外贸易是促进文化产品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21世纪初，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品对

外贸易，投射到学界，随之形成一个关注热潮。众多的中国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文化

产品贸易进行了研究，其根本目的是从学理的角度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世界竞争力，推

动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已有论述。如陈强、郑贵兰认为：

文化本身是一种力量。文化如“水”，它的特点是柔而克刚，润物无声，慢慢渗透人们

的心灵。即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促进交流与沟通方面它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实现

文化传播意志的灵活交流，使得文化维度日益丰富，建构着 21世纪的中国形象的内涵

特征。11 

国外早已有专家做过一国文化产品对外传播的研究。如法国学者 Anne-Célia 

Disdier、SHT Tai,L Fontagne,T Mayer提出文化接近性理论，即文化上的接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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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过去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联系、移民等都对国家间的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

主要作用就是文化的接近造成贸易成本降低。
12 

再如随着韩国文化产业的极大发展，关于该国文化产品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形

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韩国的韩振乾则从文化产业价值链、文化产业人才、发达国家

文化产业发展动向、制定相关法律这四个方面，介绍了韩国文化产业政策。这些研究都

对中国文化产品的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3 一些研究总结了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积极探索走出去的路径与方法。王海文（2013）从文化企业的角度研究了文化企业“走

出去”的现状，发现新兴业态类（包括艺术品、网络游戏、动漫等产业）文化企业“走

出去”成为亮点，对外贸易额居前，并且出口模式也在已经行业特征和属性不断创新。

并且认为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体制环境有问题；对于国际

化经营至关重要的信息通路、沟通平台以及营销网络等渠道狭窄；品牌、产品及服务不

具有竞争力；文化企业面对贸易摩擦经验不足。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应对策略。
14
一些学者从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的角度入手。学者雷兴长提出中国文化产品在

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文化产品的内容竞争应分为三个战略阶段实施，即内容中国特色化，

内容国际化，内容中国化。
15
李程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在文化产品贸易

方面却相对弱势，目前存在贸易逆差严重、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落后、文化企业缺少国际竞争力、文化产品在传播过程中的折扣度高等。

为使中国文化产品能够“走出去”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专业人才培

养,研究国外市场,有选择、有重点地出口中国文化产品。
16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与国外

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贸易进行比较研究。郭新苑、顾江、朱文静利用灰色关联度的分

析方法对中日韩的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品贸易进行分析，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指

出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即存在竞争又存在互补特点，并且对中国发展本国的

文化产品贸易给与建议，不仅要发展本国市场而且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17

 

Patrik Strom 和 Mirko Ernkvist两人的研究是深入分析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

国家的网络游戏市场，试图探究在网络游戏大规模发展阶段亚洲各个国家网络游戏产业

和相关企业是如何利用网络游戏提升自身的经济发展，实现网络游戏产业的经济发展潜

力。本文研究了过去的日本在视频游戏市场上保持成功的原因，同时也探究了日本如何

才能应对中国和韩国游戏业的崛起。文章认为，中国和韩国的网络游戏发展现状处于类

似的地位。18 

另有一些学者从总结他国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角度入手，以期对中国文化产品发展

形成有效建议，其中对韩国和日本经验的关注较多。向勇、权基永（2012）认为韩国历

届政府都能有效把握全球局势和发展趋势，提出符合发展但又有别于上届政府的蓝图，

如：金永三政府的“世界化战略”、金大中政府的“克服 CDE 体系培育新知识产业的

战略”、卢武铉政府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李明博政府的“先进化战略”，在国政

运营方向下推进文化产业的政策。19 张建民（2012）深入分析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机制，

认为韩国在产业创意和推广过程中运用了儒教共性的文化元素，打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

国际市场基础。以政府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大力财政扶植，刺激了民间资本及风险资

本的跟进，破解了研发和海外推广等方面的资金难题。20赵政原着重分析了日本企业以

及政府部门和中介行业拓展国际市场的经验：“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大企业

间的合并、文化产业发展的横向合作；创造性的中小企业不可或缺；通过各种大型会展

和颁奖宣传日本魅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不断加强对海外盗版市场的打击力度。
21唐向红,李冰认为：文化资源的雄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注重培养优秀人才、注重开

发文化产品衍生市场等做后盾，日本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22 

彭虎峰研究了韩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模式，主要是政府的扶持才使得韩国网络游

戏产业如此发达，并总结出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借鉴的方方面面的经验，即：利用“文

化立国”战略发展文化产业；扩大网络游戏产业资金投入；重视培育专业人才；建立规

范的游戏评级制度；健全管理体制；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发展游戏服务门户模式；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23学者也关注到中国文化产品传播的具体案例。凌婉月研究大陆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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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在韩国的传播范围、传播的渠道、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效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及提出

积极问题的对策，发现中国大陆电视剧在泰国传播的效果不甚如意，受众群体有限，鲜

有作品能获得韩国观众的普遍认可，对韩国观众的收视行为和偏好的影响甚微。
24
 

除外，一些论著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对本文的研究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李欧的

《泰国文化的中国源流》
25
、颜星《历史上的中泰友好关系》

26
、李芳英《儒家文化与泰

国经济发展》27、泰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一起发表文章安阿农、罗莎琳、黄旺贵的《中国

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
28
、泰国学者邢晓姿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国社会之影响》

29
、

冷东《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30等等。 

一、 关于文化产品的消费理论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跟着快，对生活需求也越来越高，文化

化产品及文化服务已经已成为精神上的需求。文化产品能满足人们的喜悦感及精神的依

靠，而满足需要对象的主要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而不是具体的物质产品 31。

谈起文化企业兴起于 21世纪 30年代左右，美国社会学家 Thorstein BVeblen
32
、法国

社会学家 Simmel Georg33以及 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34通过电视为代表的大众

文化的研究对文化消费作为社会区方式的研究指出“炫富消费、时尚消费时示同示异的

结合以及文化资本与惯习”这个都是从社会学的领域进行构建得出的观点的。对文化产

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研究，智婉莹（2013）提出由于现代传播的发展，有的文化产品或

文化服务可能不需要付出特别的成本就可以消费，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和思想观念、

技术和技巧等。
3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者，张玉国、朱筱林文化服务是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

这个行为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营利为目的，包括文化展览、教育培训等。36消费在

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是与是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消费事故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

行为，换言之，是生产的手段，当市场的消费规模、消费分成及消费结构发展到最高度

时，会影响到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泰国民众消费文化产品也有不断的变化，同样消费文

化产品是在社会生产相对发达的产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美国经济学家 Throsby 用需求

偏好相似理论来解释文化产品的营销和消费的过程，文化产品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产

生的，而消费者消费的不仅仅是产品，而是一种享受及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程度，消费

者会分解自己的身价需求哈文化程度来选择当期消费怎样的文化产品。
37
因此，文化产

品是在微观个体层面的消文化产品是在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然而每个消费者前期的消

费会对下一期选择文化产品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的习惯及偏好都是消费者对文化产品

的需求所产生的。Veblenk, Simmel, Bourdieu对消费文化的观点是休闲层次，Simmel

指出消费文化产品是中层百姓的消费行为，这种行为将在这些人们中广为传播。
38Bourdieu觉得消费文化产品是社会中的三六九等的独特消费文化。他们的观点是文化

需求当成他们区分的标准。39而 Daniel.Millet 对消费文化产品观念则是一种静态的过

程，同时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参与，而因为这两者的相互交融，得出文化产品。 

二、 关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消费中国文化产品情况的研究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文化产品的重要传播地，而泰国市场是整个东南亚市场的一部分。

一般的研究，也是将泰国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情况放在整个东南亚市场中考虑。吴杰伟

20 世纪 30年代末是中国文化产品在东南亚消费的发端，提到中国电影在东南亚地区创

作了繁荣，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让中国电影在华人华侨的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0 

 有学者关注到中国新兴文化产品在东南亚的传播黄福东对网络游戏在东南亚的

分析及进入东南亚市场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他认为中国网络游戏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

应该建立一个有政府或行业协会主导，开展网络游戏竞赛等活动，提高中国网络游戏的

知名度。41 付汇敏（2007）中国电视剧虽然在东南亚播放的数量比较多，影响的范围也

比电影广，但因为东南亚地区的电视剧和电影商业收益差异比较大，而海外收入中的大

部分来自东南亚地区，所以电视剧在海外收入约占电视剧总收入的 20%，相比全球的市

场上影响力比较强。42 栾悦悦对中国电视剧在泰国的情况指出，2008-2011 年中国电视

剧在泰国第 3 台电视频道的播出发现，韩国与中国相关的现代电视剧虽然在播出的数据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9%82%A2%E6%99%93%E5%A7%BF%28Juree%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md=authoruri&wd=authoruri%3A%284671631ebec50877%29%20author%3A%28%E6%9C%B1%E7%AD%B1%E6%9E%97%29%20%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AE%A3%E4%BC%A0%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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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古装势均力敌，但被中国台湾偶像剧《美味关系》在黄金时段播出获得泰国民众的

赞口。可以看出泰国民众对中国电视剧怀有有亲切感和兴趣，虽然在韩流时代，但中国

剧还是可以在泰国市场有所突出，毕竟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对泰国民众来讲还是

容易接受的。 

泰国朱拉隆宫大学亚洲研究所在《泰国话报刊的作用及其地位》的研究报告指出，

对于泰国的华文报刊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在中国的相关文献中，对泰国的研究出了历

史梳理以外，对泰国华文报刊几乎没有报道研究，甚至对泰国的华文报刊的相关研究都

不多 43泰国教育部（2008）制定推广汉语教学的发展路线，考虑到泰国中小学生的汉语

选修复杂情况，提供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汉语教学大纲，为了对基本的课程不矛盾，

让学习汉语有更好的进步。泰国朱拉隆宫大学东亚研究所（2008）自从泰国开始了两岸

投资到泰国来投资的政策开放以来，汉语在泰国已经成为工作必备之一，也就是说汉语

作为外语来讲会汉语工作机会就会越多，更多的企业要求汉语为主要。集叻拉皇宫设置

孔子课堂（2009）泰国的孔子学院的数量是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自从 2006 年泰国第

一所孔子学院建立到 2009 年，中泰合作在高校建了 12 所孔子学院，中小学建了 11 所

孔子课堂。孔子学院不仅为所在的学生可设选修课程，还帮助提供泰国本地的汉语知识

及中国文化认识。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的泰国民众消费中国文化产品，这与民众的消费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消费者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支付能力、收入等。而民众的收入水平对消费产品也有一

定的影响和制约。泰国与中国地理、外交方面上是睦邻友好关系。随着中泰两国交往的

不断深入，泰国涌现出大量的华人移民，而随着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近年来泰国社

会对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愈发增加。本文主要是研究泰国民众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情

况，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因子分析及检验，得出中国文化产品进入泰国的渠道与了

解泰国民众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状况。将通过了解泰国国民对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

来研究中国文化产品进入泰国的路径策略，从而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中国文化产品在泰国

的市场情况。 

 

研究方法 

中泰文化贸易发展，对两国来说十分重要。自 2013 中国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后，带动了泰国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在文化贸易领域也应同步增长。目前，中国文化

产品还可以再扩大在泰国的贸易领域，如语言产品等，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泰文化

贸易也应继续保持双方的互补性，弥补不足，朝着长期健康、互利共赢的方向推进。本

文对样本收集数据方法及过程的统计特征、对泰国国民关于消费中国文化产品进行样本

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概括对泰国国民关于消费中国文化产品验证因子分

析方法评估结构方程模型的变量和信度。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产品在泰国受众的接受兴趣、

收看、收听、消费模式等，来分析泰国国民关于中国文化产品传播的路径。 

 

研究结果 

调查的对象覆盖泰国各个阶层的国民，包括公务员、会社人员、私营业者、学生以

及退休人员。从 2015 年 4月份至 2015年 8月，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共发放 500 份问

卷，回收 453份问卷，经过筛选共获得 433 份有效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率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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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问卷样本情况 

（1）样本国籍分布、样本血统分布 
表 1 样本国籍的百分比分析    表 2 样本血统的百分比分析 

 

 

 

 

 

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泰国国籍，其中比例最高为泰国血统99.8%。另外根

据调查的统计，接受此次调查人群中96.3%为泰国血统，和少数华侨比例5%。 

（2）样本年龄分布、样本性别分布 

表 3 样本年龄的百分比分析   表 4 样本性别的百分比分析 

 

 

 

 

 

 

 

 

另外根据调查的统计，接受此次调查人群中的年龄阶段比例是 20 岁以下的人群

有 41.3%，20-29 岁的占 46.1%，30-39 岁的有 6.5%，40-49 岁比例为 3.2%，50 以上。

从该问题调查的结果分析道；20-29 岁的人群数量占据多数，青年时本次调查的主力军，

当然，他们大都是处于消费和关注中国文化产品的重要阶段。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

是泰国国籍，其中比例最高为泰国血统 99.5 

 
（3）样本受教育程度分布、样本职业分布 

表 5 样本教育程度的百分比分析   表 6 样本的职业百分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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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根据数据统计的结果可知，高中研究生以上居多，而其中

又以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71.9%，有 10.4%的学历在高中，并有 3.9%的学

历在小学以下。在这次调查问卷中，对于职业的多样化，本人页做了充足的调查选项，

共制定了 8 项不同的行业。它们分别是：全日制学生、公务员、企业管理者、私营业主、

农民、退休、无业、工人等。居名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0.5%、2.5%、1.8%、10.6%、

0.2^%、0.2%、2.5%、6.5%、0.7%。这些职业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全日制学生，其次是

私营业主。 

 

2. 样本消费文化产品的情况 

 

（1）娱乐消费指出的年度费用分析、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密切 
 

 

 

 

 

 

图 1 样本的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年度费用的百分比分析 图 2 样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与文化消费关系百分比分析 

 

由图 1 可知，一年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费用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数占大多数，

500 元以下和 500~999 分别在 32%和 29%，占了调查者的绝大数；1000~1599 的占 18%；

2000~2599 占 13%；3000 以上占 8%。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在消费娱乐文化产品的费用偏

少。图 2 可知，文化消费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关系有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认为非

常重要的占 23.6%，比较重要的占 41.1%，认为一般关系的有 22.3%只有 9%的人认为比

较不重要，4.2%的认为非常不重要；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来，绝大多数受调查的对象

他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和文化产品消费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小部分人认为它们之间关系

不是不重要。 

 

（2）语言障碍成为抑制消费者对消费文化产品的主要因素、泰国急需需要增加

公园、学习中文等文化基础设施 
 

 

 

 

 

图3 样本的抑制消费者对消费文化产品的因素百分比       图4 样本的需要增加的文化产品基础设施百分比分析分析 

由图 3 可知，抑制文化产品消费的原因中语言障碍占了 51.3，收入太低占 42.5，

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消费占 35.7，不是生活必需品占 20.6。可以看出来交流沟通对文

化产品消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收入水平决定你是否愿意去消费。图 4 可知，受调查

者中认为增加公园、购物中心和学中文基础设施占所有设施的 60%，由此可见，要提高

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加强这些设施的建设；而少部分的受调查者认为增加基础设施电影

院占 2%；图书馆占 3%；剧场占 4%；展览馆占 15%；网吧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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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国国民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情况 

 

（1） 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目的较为多样化、中国电影、电视剧成为主要消费

的中国文化产品 
 

 

 

 

 

 

 

      图5 样本的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目的百分比分析     图6 样本的消费中国文化产品内容的百分比分析 

由图5可知，受调查者中认为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目的中，喜欢中国的因素占了

28.9，提高文化产品知识占了26.3，娱乐消遣、打发时间占了25.6，提升个人形象和素

养占了7.3，拓宽视野、扩大社交占了11.9. 总体情况来看各项各项比重占比例都趋于

平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文化产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泰国发展情况很好，

由图6可知，调查的反馈看的出来，中国电影在泰国的消费占70.9，电视剧占44.5，杂

志占15.4，报纸占10.8，网络占24.8，图书占21.8，音乐站38.1，艺术占15.1；不难看

出来中国的电影和音乐站泰国人消费的绝大多数，其他中国传媒产品销量一般化。 

 
（2）网络、电影院、学校、中餐馆成为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地点、音乐、中文成

为泰国人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方式 

 

 

 

 

 

 

  图7 样本的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地点百分比分析     图8 样本的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方式百分比分析 

由图 7 可知，调查的情况中反映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网络占绝大多数为 50.7，电

影院占 39.9，学校占 31.4，中餐馆占 31.2，阅读占 19.7，孔子学院占 16.5，音乐会

占 8.9，舞台剧占 5，游戏背景占 11，阅览馆占 4.6，动漫游戏占 9.6，杂志占 8.7。从

这些数据来看，消费中国的文化产品网络、电影院、中餐馆和学校消费明显高于其他的

文化产品。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大家都在追求高消费的生

活方式，从调查的反馈来看，消费中国文化的产品上看，中文学习有 57.3，中国音乐

有 58.7，占的消费水平的多数，中国的游戏有 33.7，表演有 27.8，中国功夫有 22.2，

绘画有 20.6，有图可知，中国的文字文化和音乐最受欢迎，大部分的人群都是在消费

这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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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媒、网络成为消费中国文化产品主要的渠道、看电视、预读报刊成为消费中国文

化产品的主要形式 

 

 

 

 

 

 

图9 样本的主要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渠道百分比分析        图10 样本的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形式百分比分析 

文化产品的消费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渠道能够满

足人们的需求呢，笔者通过传媒、人际关系、网络、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四个方面进行

了调查，传媒占 66.1，人际关系 40.8，网络占 55，日常生活 34.2，工作环境 10.1。

结果显示传媒和网络渠道是大部分人的最常用的。人们消费的产品的形式多样，笔者主

列的几种消费形式来调查他们是如何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由图 10 可知，听讲座占 20，

逛公园占 14.2，看电视占 56.4，听广播站 8.5，音乐会占 19.3，逛商场占 11.5，展览

馆占 21.1，阅读报纸杂志占 40.8，阅读书籍和其他各占 17.4。不难看出，看电视和阅

读报纸杂志占大多数。 

 
（4）语言障碍、渠道、价格成为抑制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因素、图书馆成为中国文

化产品进入泰国需要增加的主要文化产品设施 

 

 

 

 

 

   图11 样本的抑制消费者对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因素百分比分析               图12 样本的中国文化产品进入泰国需要增加的文化产品设施的百分比分析 

由图 11 可知，在受调查者认为抑制中国文化产品消费的原因中流于低谷占了

13.7，档次太低占了 18.8，价格过高占了 36.6，种类太少占了 26.8，渠道单一占了

38.1，语言障碍占了 41.1。由此可以看出，语言障碍对中国文化产品消费的影响还是

非常大的，价格过高和渠道单一也有一定的影响。图 12 可知，受调查者中认为中国文

化产品进入泰国需要增加文化设施中图书馆占%28.4，在所有的设施中排在第一位；接

着是电影院设施占 18.5%；开办孔子学院占 10.1%；展览馆占 13.2%；网络设施占 15.5%；

少部分的调查者认为剧场占 6.2%，手机 2.8%，电视频道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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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人喜好成为促使泰国人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最重要因素 

 

 

 

 

 

 

图13 样本的促使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因素百分比分析 

由图 13可知，受调查对象认为促使他们进行中国文化产品消费，个人喜好所占的

比重是最大，为 37%；攀比心理占的比重是 25%；流行元素占受占比重的 21%；价格较

低比重所占的比重相对最少，为 17%；说明个人喜欢是决定消费者的消费取向。 
 

4、泰国国民对 7 个国家的文化产品的满意程度 

本人分别对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欧洲和泰国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的

种类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如下；  

 

（1） 韩国文化产品质量的满意度最高、韩国文化产品的种类最多 

 
表7 样本的文化产品质量的百分比分析   表8 样本的文化产品种类的百分比分析 

 

由表 7可知，泰国国民对中国文化产品的质量最满意的顺序为韩国、中国、美

国泰国、日本、欧洲、印度 。中国的文化产品质量在泰国消费者不断提高，也受到泰

国消费者的关注。表 4-8可知，在文化产品的种类方面，韩国为首列，而中国和美国是

一样的。其余的是日本、欧洲、印度。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产品在种类方面还是蛮多的。 

 
（2）中国文化产品的价格满意度最高、泰国文化产品的内容满意度最高 

表9 样本的文化产品价格的百分比分析                表10 样本的文化产品内容满意度的百分比分析 

 

由图可知，受调查对象在文化产品的价格满意度方面，比较满意的是中国为第

一位，其次泰国、韩国、美国、日本、欧洲和印度。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价格方面是最

优势的。图 10可知，受调查对象对文化产品的内容方面， 最为满意的是泰国、韩国、

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印度。说明在内容方面中泰两国地理上的邻近和文化相似度

较高，所以内容方面最为满意。 

 

 

美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印度 欧洲 泰国 

4 2 1 5 7 6 3 

美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印度 欧洲 泰国 

3 3 1 5 7 6 2 

美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印度 欧洲 泰国 

4 3 2 5 7 6 1 

美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印度 欧洲 泰国 

4 1 3 5 7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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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产品的销售、韩国的文化产品渠道满意度最高、韩国的文化产品渠道满意度最

高 

表11 样本的文化产品消费排名的百分比分析          表12 样本的文化产品渠道来源的百分比分析 

 

由图可知，泰国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销售方面，韩国和中国排在最前面，为第一位

和第二位，而泰国、美国、日本、欧洲、印度为第三、四、五、六和七位。说明韩国和

中国的销量方面在泰国销量越来越售响。图 12 可知，泰国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渠道方

面，韩国和美国排在最前面，为第一位和第二位，而泰国、中国、日本、欧洲、印度为

第三、四、五、六和七位。说明韩国和美国的文化产品渠道是最成功的。 

 

5、 泰国国民最关注的对 7个国家排行情况 

 

 

 

 

图14 样本的最关注的7个国家的百分比分析 

图14 样本的最关注的7个国家的百分比分析 

由图 14可见，泰国当地居民对于文化产品最关注的国家，主要包括美国、日本、

韩国、泰国、印度以及中国。调查结果如上图所示，柱状图显示了所有问卷人员，最关

注的文化的国家的人数比例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国以及日本国家是大家最

关注的前三名国家，并且人数相差并不大。韩国以及印度次之，而泰国居于最后。从中

可以看出，泰国当地的居民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都比较关注，都具有比较广泛的文

化关注领域。其中，美国排列最高，这与美国这一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高科技文化

产品是息息相关的。此外，作为泰国的邻国，中国的文化产品对于泰国人民的影响也是

很大的，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是非常热情的欢迎的。 

 

结论 

中泰从地理位置上讲是友好睦邻，文化方面也较为相近，两国的关系之间一直维持

友好。作为邻国，泰国和中国之间在文化产品的贸易发展和竞争力上却相差甚远。中国

作为大国，文化丰富，更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量在亚洲是居于首位。泰

国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提出比中国晚了很多年，泰国的文化产品贸易情况与中国相比也

存在较大差距。泰国队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可分为两个阶段。在 20世纪之前，泰国民

众通过文化交流的途径进行消费，主要群体是华人移民泰国。20世纪之后，中国文化

产品和文化服务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产品的主要创作来自中国内地，而消费的群体除

了华人华侨以外还有更多的本地泰国加入消费。中国文化产品包括图书、杂志、软件、

电影、视听节目等，文化服务包括演出、文化活动等。 

泰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状况和文化产品传播单方面进

行研究的居多。而近几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对文化产业的概念有所研究，但泰国人消费

中国文化产品情况、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泰国的传播情况这一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成果极

少，亟待进行系统梳理与全面研究。本人论文借鉴以往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在泰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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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研究以及泰国民众消费传统文化的概况研究成果，利用文

献梳理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国传播的概况，了解中国文化产

品在泰国传播的现状，梳理泰国方面对中国文化产品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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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促进微电影传播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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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微电影的迅速崛起，具有发展快、投资小、收益高的特点，虽然微电影的发展

迅猛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质量不高、商业性低、传播途径有限等。因此本文从

微电影传播方式及对策着手研究，结合全新的“互联网＋”时代背景，研究微电影的传

播现状及途径，强调微电影的发展要与社会结合，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要把商业

与艺术结合强调经济效益，寻找微电影的盈利方式、促进多元化的传播途径，以此来重

新构建微电影的互联网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  微电影  传播效果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microfil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development, 
small investment and high return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film is 
developing rapidl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field of 
micro movie dissemination, combined with the new "Internet + era background, the 
spread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w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film, micro film to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with society,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masse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ocial, business and art with emphasis on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micro film profitable way,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many ways to re build 
the micro fil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Keywords: "Internet +", microfilm, communication effect 
 

微电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传播策略是多元化的，主要以多方向、多互动式传播

为主，增强了微电影制作与受众群体的互动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微电影的

发展方向与传播途径，探求当前不合理的传播现状因此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在互联网

时代下，微电影的传播与发展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对微电影传播途径

的研究相应提出看法和建议，希望以此拓宽微电影在互联网发展下的新局面。 

 

一、微电影 

“微电影”1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即微型电影，可以理解为电影的微缩版，又称微影，

                                                             
1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7%94%B5%E5%BD%B1/2317949?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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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web3.0 时代下兴起的一种新的电影形式。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媒体平台播放，具

有时间短、投资小、周期短的特点，主要适合在短期状态观看，并且经常被各大商业领

域作为产品宣传工具，同时也成为各大网站对外宣传与传播的新领域。微电影可谓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它具备比较清晰完整的叙事结构，叙事内容类型丰富多彩，既能够单

独成为一部电影，也可以做成一部系列剧。简单来说，微电影就是指在互联网终端平台

播出的少于一般规定时长的电影内容。 

 

二、微电影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微电影”一词最早出现在汽车广告营销中，主要是汽车厂家凯迪拉克为推广一

款汽车而特别制作的名为《一触即发》的营销广告片。从此微电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并且逐渐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求电影梦的平台。 

随着网络平台的逐渐崛起，互联网也给予大众学习微电影的机会，很多专业团队及

业余爱好者纷纷加入到微电影的行列中，从而带动了微电影的发展。从2000年到今天，

微电影已经占据各大视频网站的首页，各大网络平台为了寻找竞争的差异化路线，纷纷

联合专业的团队推出自己的微电影，并且同时举办业余爱好者的微电影大赛，使微电影

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广。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当下大学生群体做了一次问卷调

研，通过调研后发现，很多大学生对于微电影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了解，在对微电影

了解程度这一调研的数据显示，只有40%的大学生对微电影属于非常了解，55%的大学生

对微电影一般了解，剩下5%则是对于微电影完全不了解；有65%的大学生只是偶尔观看，

而能引起大学生观看兴趣的内容92%的人选择了剧情一栏。可见微电影在当下发展的阶

段，在青年大学生中的推广程度还不够。2大学生群体没有过多的学业负担，又有充足的

课余时间，因此在当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代中，大学生群体可以成为其主力

军。2006年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3迅速成为网红，并且也使得发行人获得高额的利

润，这也开启了微电影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步，在次之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引进微电影，

也使得微电影成为电影后最为火爆的网络视频。同时微电影也带给各大网站全新的活力，

网站纷纷推出属于自己的微电影，例如（草根类、搞笑类、青春类、悬疑类）4等多种类

型的微电影，希望以微电影来改善花高价买电视、电影版权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

失这种模式显然陷入了死胡同。因为对于社会来说，微电影发展得太快了，快到人们一

时间还无法全面的接受，另外便是微电影的制作低廉、质量不高使得大众一度对其失去

信心。 

 

三、“互联网＋”时代促进微电影传播的对策 

 

1、注重专业性与大众化的结合 

微电影的发展历史是短暂的，却快速地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同时在传播中也使得大

众在短时内就接受了微电影的事实。但是微电影要想在短时间内抓住大众的目光，并且

还要把作品的内容传递给大众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第一对于微电影来说，要有极

高的质量，电影内容既不能脱离大众走天马行空的路线，又不能一味的追求创新而使得

大众看不懂，还有便是不能脱离现实、要从生活中来，又要走出生活，这些无疑不是微

电影的在制作与传播中的难度。如果一个微电影的内容上过于浮躁，脱离大众的认知，

那么很多人在看它的时候往往就是几分钟热度，看看就过去了，不会一直看下去，这就

是内容与大众脱节所导致的问题。例如爱奇艺 2013 年有一部短片微电影《校园青春之

                                                             
2
崔兆倩．浅析微电影的现状及发展[J]．新闻爱好者，2012（4） 

3
史兴庆．微电影发展的困境、生命力和优势[J]．新闻研究导刊，2014（6） 

4
冯丹阳．媒介融合背景下微电影传播渠道探析[J]．当代电影，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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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无限》以连载的形式播放，但是由于内容过于简单，画面质量较低收视率极低，很

快便被下架了。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主观意愿的改变以及整个社会的变迁，

受众的审美要求也是千变万化的。传播者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一切以广大受众的

审美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现代的微电影制作团队，要有积极的态度要积

极的把作品与现实结合，要从团队的内部开始，首先制作的人员要走入社会中、走入大

众中，这样贴近大众的生活，才能完成具有大众风味的微电影，既要保证微电影的群众

性又要有一定的艺术美感，总之微电影的发展要结合群众，结合社会才能稳住脚跟。 

2、将商业与艺术有效融合 

关于如何将艺术性和商业性完美融合，微电影应该学习和借鉴一下传统电影。不管

花样如何翻新，都要坚持内容为主，只有高质量的作品才是吸引受众的最佳保障。微电

影吸引受众关注的主要艺术手法是独一无二的创意，另外是弘扬主流的价值观。以电影

创意思维为例，大众的心理特点都是对新奇的东西感兴趣，所以有些具有新奇的元素的

电影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在价值观的传播方面虽然微电影不受到限制，但是所传播的内

容越是接近大众那么收获的评价也就越高，自然传播的途径也就大大的拓宽了。微电影

和电影相比，电影更加具有商业性及可观性，而微电影则显得更加地自然与生活化，也

更加地贴近人们的生活，所以说微电影要紧紧地抓住自身的优势，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优

势最大化，要积极去引导人们的价值观，要以真实的富有情感的微电影来打动观众，要

让人们更加喜欢它。同时微电影的制作还需要紧紧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这样才能更加

受到关注。 

微电影和电影在经济效益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同时微电影在获得经济利益上也是远

远不如电影的。
5
微电影的传播渠道离不开商业化及网络化，从目前的微电影发展情况来

看，它尚没有一条独立的发展空间及经济效益体系。基本全部的微电影在经济效益中都

是以插入广告获利的，但是这种获利往往和支出是不成正比的，例如在拍摄的成本、制

作、演员、后期、发行等等费用往往都是付出高于收益，所以这极大的限制了微电影的

发展。 

面对这种局面国内很多大型的网站已经不再主动去拍摄微电影了，转而以转载微电

影植入广告为主，这样既能保证网站的收益还能括宽传播途径。但是这些方式对于微电

影自身的发展并没有大大的帮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所以要想微电影得到

广泛的传播则更加需要在微电影产业链条中扩宽途径，如果一味的植入广告这无疑也是

饮鸩止渴，微电影要想广泛地传播，进行商业化的合作也是必需的。因此要想改变这种

局面就需要广泛地收集信息，积极改变传统的模式，增加大量的吸引人的元素、把商业

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既保证微电影的原始味道，又具有很强的艺术特色，从而获得正面

的经济效益。倘若完全摒弃了商业元素，微电影就会失去经济上的保障，再精彩的故事

内容，也不会得到完美呈现。因此，控制好这个度，做到完美展现艺术的同时，将商业

元素和谐地整合在其中，才是提高微电影传播效果最有利的方法。 

3、探寻微电影营利方式 

微电影最先接触到的都是各大网站，它们对微电影的投入极大，并希望可以获利，

但是这种想法与后期的回报却是不成正比的。所以很多的网站后期纷纷不再组建个人制

作团队而是通过吸收优秀的团队制作的微电影来获利。目前国内众多的微电影并不是由

个人制作的，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站、团队完成的，个人制作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的属于

非主流。如果要想通过微电影来获利，最为有利的方式便是采用连续剧的形式，其内容

都是以高、新、奇等模式为主，还有一些通过综艺节目来获利的，但是这些内容往往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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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低、质量差。例如拿《跑男》这类的真人秀节目来说有很多内容便借鉴了微电影的

技巧，反而获得高额的利润。这里也就证明高质量才是高回报的根本。
6
“互联网＋”时

代在受众心中根深蒂固，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要出门去买报纸、买唱片、买影碟，因

为这些东西都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得。不过，和中国的免费文化经济不同，在国外下载东

西是要收取相应费用的。国外在媒体监管上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及法律性，一些私自下载

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些网络运营商及出品公司会积极的去抵制

非法网盘，并且这种认知在民众传播上有很好的气氛，大众对于私自下载的行为也是积

极抵制的，在发展微电影的脚步上国外具有很强的领先性，这里视频网站、运营商、制

作团队都能收到经济回报，这也就促进了国外微电影的发展与传播。目前，国内有大量

的网址为了改变长期亏损的局面纷纷进行改革，从简单的播出平台，变得一种互动性的

平台，或者成为综合性的微电影平台，这样既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又能得到广告的植入

费用，当然这些操作的前提乃是微电影及节目的不断创新，如果一味不前延续传统的传

的播模式那么始终也是难以责效的。 

 

四、“互联网＋”与微电影传播的关系 

 

1、提升微电影的专业性 

随着网络上微电影的不断盛行，人们对于微电影的认识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很多时

候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参差不齐的微电影，这些微电影中有一些是优秀的电影，还有一

部分是低俗的作品，因此要想在网络中保持这些优秀的微电影的发展，更需要网络的净

化与提高微电影专业的质量，只有高质量的微电影才是发展的根本道理。因此，微电影

制作团队的专业化、传播团队的精良化是推出优秀微电影作品的必然要求。制作团队的

专业化和精良化的落实，一方面要求传播者提高自身的素养，摒弃过去粗制滥造的想法，

将微电影的优点与传统电影的精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其作品质量不断提高，那些

过度追求眼球效应而违背道德的作品就不会在网络环境中大肆传播。另一方面，通过培

训提高传播者素养至关重要。有时候无论是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文明素质等等都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这需要多年的积累和不断的学习，所以要想提高网络中的微电影

的专业化也不是马上就可以见效的，而是需要不断的发展才行的，这样一方面需要微电

影的不断发展，另外更是需要建立绿色网络世界。 

2、提高传播内容的质量 

微电影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兴起，同时在传播微电影的时候要想微电影具有

顽强的生命力，这点离不开微电影自身的质量内容。这就好像一个商品要想发展下去就

需要有自身的品牌，例如星巴克咖啡，原本只是简单的咖啡，但是当赋予了星巴克后便

变得不一样了。这就是用品牌的力量，那么这种品牌的力量来源于哪里呢？我想便是星

巴克百年的历史文化及内涵。换而言之，对于微电影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样的，要想微电

影具有长远的生命力，那么自身的质量便是第一位的，只有拍摄出优秀的作品才是根本，

如果微电影在质量上都是低俗的，那么长此以往便会失去人们对于它的兴趣。相反微电

影可以一直保持着创新的精神、拍摄的东西具有新颖的特点，则会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

注，当社会的关注度到质变的时候，便是微电影真正崛起的时刻。总之，微电影的发展

离不开网络，更离不开自身的质量。现在的微电影市场，使用网络语言和网络上的热点

话题能够迅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但微电影的质量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真正重要的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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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拍摄出优秀的微电影作品来。 

3、拓展传播渠道 

拓宽传播渠道是微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传播渠道往往是制约微电影的主要因素，

这是因为微电影自身的生存空间不足，难以支撑大范围的传播。因此对于微电影的传播

渠道来说与互联网之间是相辅相成飞关系，如果微电影想要发展便需要互联网的传播，

而互联网作为传播平台也需要微电影的资源储备。一般来说，微电影的主要渠道都是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这点也是它的主要渠道之一。现阶段很多的微电影依然延续传统

的网络传播的途径，但是随着新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更多新媒体于新科技的结合，也

使得微电影传播的渠道发生了改变，例如电视节目与网络平台的结合，地方电视台、央

视与搜狐、爱奇艺等等众多网络平台的结合通过电视平台来推广微电影，这样无疑大大

地增加了微电影的扩展渠道。如央视电影频道一档节目曾经播放过《爱拍电影》，这个

节目早期便是采用众多网络平台的优秀短片，传播了大量的优秀微电影，邀请众多的嘉

宾与电视人进行点评。湖南卫视一档选拔新锐导演的全新栏目《我要拍电影》——对准

年轻、有想法、有电影梦想的人群，也是针对微电影传播推出的新节目。
7
由此可见，传

统媒体对于微电影的传播力度依然是非常大的，这点并不比网络平台差多少，所以对于

微电影来说要想扩宽传播渠道，就需要积极地投入到传播领域中，要在质量和传统的途

径上下功夫，可以把微电影与电视、电影、网络、手机、公众号等众多媒介相结合，以

此来加强传播的力度，并且扩宽传播的渠道。 

4、加强对传播过程的监管 

这一方面是由于微电影是新型产物发展较短，另一方面也是微电影在影响及传播上

还不够广泛，通常都是微电影作品发布后，流传很久了才为了使微电影获得更快、更好

的发展，因此制作者和发行者要严格把关。普通公众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没有办法也

不能阻止社会上出现的低俗审美观，所以要想摒除这些低俗的、负面的内容，必须从根

本上着手。当前时期国内对于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在监管上还是薄弱的，很多时候，当

一些网络平台把微电影放上去后很久监管部门才会去审核，并对一些有问题的情况进行

删减与下架。这就导致很多不合规矩的微电影在网上肆意传播，从而给电影领域带来一

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有些微电影是否同化了当前的流行电影，是不是设计侵权的问题等

等。面对这些问题很多时候还是无法得到完善的解决的。因此面对这些问题，微电影可

以向电影的审查和监管来学习，以法律法规来监督，加强对微电影的出品与监督，一旦

发现有问题情况，要可以落实到人，可以去追责。 

 

五、结语 

微电影的发展一直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微电影的火热，渐渐地成

为电影艺术领域中的新秀。但是微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受到困难重重，很多时候传

播的方式与微电影自身质量是有关系的，如果微电影质量优秀那么传播便迅速，反之则

寸步难行。虽然“互联网＋”时代微电影深受观众喜爱，是因为快速发展的基于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满足了受众碎片化的时间需求，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微电影还需

要自身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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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鄂伦春族是拥有古老历史的传统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具有独特的原

始方式，该民族的萨满文化是指导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宗教思想，并且也存留了一些特殊

的原始民族生态观念。透过鄂伦春萨满文化自身所含有的自然科学性来反映出鄂伦春族

人的自然生态观，并结合当今环境伦理的理论构建，给予现代人启示与反思。本文将以

这样的逻辑进行展开，首先梳理鄂伦春萨满文化背景，其次分析鄂伦春萨满文化下所蕴

含的生态自然观，最后分析这种生态自然观带给现代人的启示与价值。 

关键词：鄂伦春民族  萨满文化  生态自然观 

 
ABSTRACT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ation is traditional, with the original unique way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Shaman culture 
of the nation is to guide them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thought, 
and also have some special primitive ecological concept. Through the science of 
culture itself contains the Oroqen shaman to reflect the Oroqen ethnic ecological 
views,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given 
modern inspiration and reflection. This paper will be in such a logic development, 
firstly combing Oroqen Shaman culture background, followed by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Oroqen Shaman culture under the view of nature, again 
analyze the ecological 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value of modern people. 

Keywords: Oroqen, Shaman culture, ecology natural view 
 

“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存在着互动关系”是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理查德于提

出的论点，被视为早期生态人类学的典范。据秋浦所著的《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一书中

所言，鄂伦春人的宗教观念，可归结为万物有灵，万物皆神圣，这种“万物有灵”的集

体意识，使他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和谐与共融。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启动了

“985工程”项目并将“中国少数民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立项，深入到信仰萨满文化

较为普遍的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等聚集区域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萨满文化进行实

地调查研究，以关小云为代表的研究者在其著作《鄂伦春萨满文化遗存调查》中论述了

原始鄂伦春初民在萨满文化影响下其生态自然观的成因。这是中国首次全方位地对中国

少数民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萨满文化资料，对非物质文化

抢救与保护以及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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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鄂伦春族生存方式与萨满文化自然生态观 

1.鄂伦春族的生存方式 

鄂伦春族起源于中国东北部地区隶属于边境地带，在生存方式上具有典型的游牧民

族的特点。其独特的生存环境造就出鄂伦春族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方式，在人类与自然

和谐相处中体现出独有的特殊智慧（萨满文化）。鄂伦春族发展至今已形成了本民族独

有的语言交流方式，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文字的传播途径，世代的民族传承都

是口头相传。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殊性因此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随着自然的变化而不断

的迁徙。自然界是鄂伦春族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延续着传统的形式如

狩猎、采集、扑鱼等方式。因此该民族有着独立的生存方式，在人与自然间寻找到独特

共融形式，将人于自然环境形成和谐的生态系统。这也是鄂伦春族人一直延续着游牧生

活的主要原因。 

2.鄂伦春萨满文化的自然生态观 

    自然生态环境是鄂伦春族赖以生存之地，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客观感受在萨满

宗教文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萨满文化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客体，包容着无数的生

灵。有的生灵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因此世间万物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类的生存与自然

延续是上天的恩惠，但是人类应该学会反馈懂得自然与生存的关系。萨满是鄂伦春族唯

一可以沟通神明的通晓者，是可以带领族人躲避危险的媒介，他们可以沟通神明并得到

神明的指引。也正是如此，鄂伦春族一直以萨满的宗教文化在约束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自然与环境充满着敬畏之心，促使他们保护环境、热爱自然。萨满宗教中强调的万

物有灵、众生平等的观念，也促使着鄂伦春族在生活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平等观念。如狩

猎中对于自然的索取有度，在生产生活中共生的关系，这些都体现出一种可持续的自然

生态观念。萨满文化虽然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但是在对环境与自然的认识上却是一种自

然生态观念的传承。也正是因为这种生态观念的产生才使得鄂伦春族人在几千年里与自

然和谐相处，达到人与自然共融之境。因此在通过对萨满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

文化渗透到鄂伦春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复杂的宗教禁忌制约着鄂伦春族人的经济发展，

但是却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共融的地步。同时也影响着鄂伦春族人的生态观

念。 

二、鄂伦春萨满宗教中的“人天相谐”的生态实践观 

1、祭祀山神 

    鄂伦春族人认为，凡是高山峻岭、悬崖绝壁、深山老林中，都会有他们的山神存在。

在出猎打围前或者打围的过程中，他们会来到林中较为僻静的地方，选择一颗粗壮的古

树并剥下一小块古树的表皮。画上鼻子、嘴巴、眼睛，类似人脸形状然后倒酒，磕头祭

拜他们的山神白娜萨。其原因在于一是请求山神白娜萨赐予他们可够为生的食物，二是

由于在这变幻莫测的山林中猎民的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他们只能向山神祈福。祈福

自己能够平安归来。当围猎结束后，他们会来到敬拜过的“山神像”旁边，用兽肉供奉

山神，以表达“白娜萨”的赏赐之恩。无论是出猎前祭祀还是出猎后祭祀，严禁族人大

声喧哗，整个祭祀过程中都显得格外的严肃与庄严。 

2、祭祀河神 

    除了祭祀山神“白娜萨”以外还有祭祀河神“木都里汗”环节。莫拉乎氏一家走进

深山来到刺耳滨河上游钓鱼。莫拉乎﹒桂蓉面对刺耳滨河掏出随身携带的白酒，将瓶盖

中的白酒洒向天空，口中念动祭语。祭语大意；“木都里汗神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感

谢您抚养我们的子嗣。不要因发怒而涨水，保佑我们出入平安。让飞禽走兽都安静起来

吧，让我们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按照鄂伦春人的传统习俗，在捕鱼前应需敬河神。

这是因为河水可以造福人类，而且在禁猎期河水中的鱼可以供鄂伦春人的温饱饮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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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暴雨过后河水泛滥时，教会给人类带来不幸与灾难，此时河岸上的萨满或老人会

默祈，并向水中投放祭品。因此鄂伦春人常在捕鱼前后供奉“木都里汗”，希望河神能

保佑他们出入平安，多赐食物。 

（三）、祭祀火神 

       在鄂伦春的萨满文化中火神是鄂伦春人重要的神祈之一，它象征着光明、

和睦与生命的延续。据《新生鄂伦春乡志》记载解放前，鄂伦春族长期从事单一的狩猎

经济，过着山岭宿夜，篝火取暖，桦烛消长夜的游猎生活。在野外火可以驱散野兽，在

部落的“仙人柱”内火塘既可以取暖还可以烧饭无论是生产还是劳动鄂伦春人都是离

不开火，他们将火赋予了最特别的寓意，从远古以来鄂伦春人都视火为神，他们把火神

的形象拟做女神，叫“透欧博日坎”，按照惯例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送火神上天的日子，

族人们需祭祀火神，首先向篝火磕头，回到“仙人住”内还要向屋子中央火塘扣头，叩

头时先向火神燃香，然后将兽肉送至火堆以示对火神的供奉。除了过年期间祭祀火神，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二也是鄂伦春族特定的祭祀火神的节日，这个节日的名称被称作“古

伦木沓节”。如今鄂伦春人还保有着这样的传统每当客人来到主人家，必须向主人家的

火塘行礼，表示对火神的尊重与主人家庭平安的祝福。火神“透欧博日坎”可以造福族

人，但是有时“发怒”也会殃及族人，尤其是森林火灾会严重影响族人的生存，为避免

火灾的发生，打猎时他们有不在森林中明火吸烟之俗。摘自《鄂伦春萨满文化遗存调查》。

在解放后所记录的森林火灾中，尚未发现一起火灾是由鄂伦春人引起的。 

三、鄂伦春萨满文学与艺术中 “万物有灵”的观念。 

1. 原始信仰“萨满调” 

    萨满调是跳萨满舞时请神与送神时所咏唱的曲调，有时在祭祀活动时也会咏唱这种

曲调，曲调神秘、深沉、粗犷，其曲调有《请神歌》、《敬神歌》、《萨满调》、《古

洛依人》、《春风神歌》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庆典、婚俗、祭礼等场合咏唱的民歌。

在鄂伦春的诗词与音乐方面，主要以萨满文化诗词为主，表现方式分口传形式和文字形

式。“萨满调”是鄂伦春民族文化里的璀璨一笔，把诗词音乐通过萨满的形式进行表现

出来，在鄂伦春民族中没有固定的文字系统，所以在传播形式上采用口传形式，通过音

乐的形式唱出来，这也就是“萨满调”的主要形成原因。“萨满调”是萨满在祭祀活动

时所表演的音乐，这种歌曲继承了鄂伦春民族的典型特点与对于神明的敬畏之心，萨满

的表现形式分为，独唱、独唱、对唱(问答式)、有领、合(帮腔)及多声部混唱等多种形

式。表演分跪唱、站唱、坐唱、走唱四种形式，其中表现中主要是以唱的形式为主，在

器乐的伴奏中采用鼓的单一乐器进行表达。“萨满调”是鄂伦春萨满文化中的对于神明

的而产生的一种交往媒介，可以看做是指引萨满通往神明的一种咒语。在“萨满调”萨

满祭司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特点，同时体现出萨满文化中 “万物有灵”

的观念。 

2. 说唱音乐性质的“摩苏昆” 

   鄂伦春的传统民族音乐形式为说唱的形式“摩苏昆”，是以民族形式为基础通过萨

满文化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化的生态理念。“摩苏昆”具体悠久的古老传统记载

着鄂伦春民族的文化底蕴，在这种说唱的音乐形式下无处不在渗透着萨满文化的观念。

作为最早的艺术文化体现“摩苏昆”被鄂伦春民族在不断的传承中逐渐发展为一种大

众化的音乐特点，与现代音乐中的说唱形式极为相似。先说后唱、说唱结合，边说边唱

是“摩苏昆”的基本特点。表演者一般是采用单唱的形式，表现中并不需要乐曲的伴奏，

结合肢体语言在讲述着故事的发展，随着故事的讲述在在结合唱的形式，曲调的节奏把

握是根据表演者在说唱的形式中情境的变化而产生出的情感变化。在“摩苏昆”的表演

中给人的感受中最为深刻的是鄂伦春民族特点与萨满文化的基础渗透，音乐中不断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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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萨满文化的情感意识，更是把萨满文化中的“万物有灵”的观念深入到作品之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英雄格帕欠》、《布提哈莫日根》、《波尔卡内莫日根》、

《娃都堪和雅都堪》。 

四、鄂伦春萨满手工艺文化中的“万物相系”观的生命意识。 

    据《龙沙记略物产》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

为之。（摘自《鄂伦春游猎生活》）长期以来鄂伦春人生活在高寒密林当中，他们大多

数所需要生产与生活资料都源于森林，而桦树皮制品非常适合鄂伦春族的游猎生活独到

的地理位置孕育了鄂伦春人的传统手工技艺文化。其中包括桦树皮文化、工艺品制作文

化等，从原始的采集、制作、到成品上所体现出来的图腾、花纹，都蕴含着鄂伦春人的

社会观、宗教观与审美。由此可以看出鄂伦春人的生活起居离不开桦树以桦树皮为原材

料的生活器具更是深受鄂伦春人的喜爱。 

    在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鄂伦春人对桦树的用量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仍有许多

民间的艺人与工匠仍保有这项技艺的传承，如制作桦皮碗工艺、桦皮桶工艺、桦皮盆工

艺、桦皮船工艺，桦皮画工艺等生活用品任继续流传。从鄂伦春人所制作与使用的生活

用品的外观来看大部分器具表面都绘有类似云纹的图案，有的云纹图案具有装饰性如常

见的“套热格音（鄂伦春语），是一种连续回转纹，一般用在制作用品的边缘处，为装

饰美观无象征意义。有的云纹图案被大自然赋予了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

多数是受萨满文化图腾崇拜的影响而产生的，如瑟尔乌吉娜手工艺作坊中的桦皮盒上印

有的雷云纹图案这象征着团圆与和睦、还有其他被抽象化的云纹象图案象征着爱情。以

中桦皮首饰盒儿为例，盒边四周为水波纹镶边，镶边内侧是用兽骨刻制的类似花朵般的

圆形云图，这些云图与水波纹都是具有孕育新生命的吉祥意义。首饰盒水波纹与圆形花

朵图形，象征着天与地，表达了宇宙中“万物相系”观的生命意识。 

五、鄂伦春狩猎文化中的 “万物平等”的自然观 

    鄂伦春族人民世代以狩猎为主，受到萨满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狩猎的过程中相信“万

物平等”的自然观念，在人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狩猎变成一种对于自然的保护工作，原

始意义的狩猎形式在鄂伦春族中变成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自然延续的过程，人们相信动物

具有神奇的力量同时可以通过沟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因此在狩猎的过程中以生态的

观念在不断的与自然与动物相沟通，把鄂伦春族完全融入到自然中，而非是一般意义上

的猎杀。狩猎文化是鄂伦春族中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这种狩猎文化与“万物平等”的

自然观念一直延续在民族的血液中，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是处处体现着这种观念。 

    鄂伦春族的众生平等观。在该民族中众生平等的观念存在与这些人们的骨髓中。这

一平等的思想在鄂伦春民族的狩猎文化中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在狩猎中的平等在于动物

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处，而且狩猎的形式以持续化的方式为主，但是在平等的观念中却包

含在他们的生活中，包括动物、植物、生活、宗教等等。在众生平等的观念下山里的植

物、动物、山川河流、族群族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等级之分。在鄂伦春的民族观念中

万物都是有生灵的，同时也是有灵性的，既然是生灵都是平等的，不同的生灵以不同的

形式存在着，因此所有的生灵都是一样的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平等的。在萨满文化下把不

同的客观事物进行主观意化，并且赋予了相应的灵性，这样的具体灵性的事物在众生平

等的观念下都应该给予尊重。正是萨满文化中的特殊体现促使鄂伦春族在思想中具有众

生平等的观念，也是因此在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观念中体现出该民族对于自然的生态

世界观。萨满文化贯穿着整个狩猎过程中，同时把他的观念特点也在不断的传播开，不

单单是狩猎中在于族群中的食物分配和等级区分中都是采用众生平等的观念。在这种观

念下鄂伦春族中的特殊文化特殊与生态观念促进者该民族的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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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鄂伦春族萨满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萨满文化能培养亲和自然的生态文化理念 

    鄂伦春族的萨满文化最为重要的的观点是人与自然的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理念，

所以此理论是依托有神论而实现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也表现出鄂伦春人们对于生

态环境的保护与重视。在鄂伦春族中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中除了人以外世上一切事物都

是有生命的，这些生灵共同构建起我们的生态与生活环境，包括山川河流、自然万物，

因此鄂伦春族人们在生活中既要尊重万物更要对生灵进行祭拜。当祭拜生灵后可以受到

相应的保护，同样会得到相应的回馈，这样便形成一种有效的生态循环情况，同时也促

使鄂伦春族人在原始森林的环境平静的生活下来。萨满文化的观念是基于生态系统下所

产生的循环性的保护观念，有神论与无神论也同样促进着民族的发展，反应出萨满文化

的深层次含义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手段，在敬畏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把自然看

做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这种生态性质的宗教思想促使着鄂伦春族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的

繁衍生息，更是与自然形成可循环的系统化，所以在鄂伦春族中萨满不单是祭祀的媒介，

更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生态文化的理念，是一种人们保护生态与持续生态化的思想观念。 

（二）、萨满文化的生态自然观指导鄂伦春族生存与发展 

当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崇尚无神论，把萨满宗教文化看做一种精神信仰，而对于

鄂伦春族来说萨满文化是具有领导意义，是带领族人繁荣发展的精神支柱。现代环境的

日益恶化体现出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危害过度产生不良的影响，打破了正常的生态系

统必然会导致自然的惩罚。反过来当我们到鄂伦春族人的生活状态后发现与现代经济文

化不同的是萨满文化中不断的体现出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观念，把人融入到整个生态系

统中强调环境与人类的共融性、和谐性。与之相同的萨满文化的理解是“人天相谐"的

生态实践观念。鄂伦春族以自然为生存条件敬畏神明、尊敬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生产生活，

对于生态的索取与生态的保护都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萨满文化中强调万物

有灵、万物平等的观念，他们相信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又具有各自的使命，对于一

切生灵都是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与相应的尊敬。鄂伦春人生于自然、活于自然、最终以

风葬的形式又重归于自然。也行正是这种传统的文化使得古老的民族得以不断的延续至

今，因此鄂伦春萨满文化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的萨满活动就是最直接的对于生

态自然文化的传播，更是人们在长期与自然接触后总结出的另一套理论。  

 

结论 

  综上所述，鄂伦春族在民族传统上以萨满文化作为先驱的精神意志，崇尚万物生灵、

众生平等的思想，在狩猎活动中遵循生态自然的狩猎习俗，把对于自然的伤害减少到最

低。在发展的变迁中“人天相谐"的生态实践观；“万物有灵”的生态价值观；“敬畏

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众生平等狩猎观念等几种观念始终贯彻在鄂伦春族的生活中。萨

满文化的思想以崇尚自然、崇尚生灵把生灵与自然当做生命的引导者，创造出鄂伦春族

的独特的生态价值观念。本文中所强调的萨满文化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于自然的敬

畏之情，把自然中的生灵与人类放在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万物有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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