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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基于目前的发展现状，文章提出从政策、资
源、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 4 个层面构建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机制模型；并提出了 3 项发展策
略，即推进数字内容纵深发展、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加强文化机构的推广力度、促进数字阅读的普及，
增加财政支持、维护数字文化产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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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upl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Reading and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GUO Ying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623, China)
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reading and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he
two promote each other.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the article proposed to build a coupling
mechanism model of digital reading and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from four levels of policy, resource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market demand, and put forward to thre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amely to promote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ntents to optimize the 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reading, and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to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e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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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优势互补

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数字阅读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业态创新，能够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足广大读者对文化的认知与阅读需求。文化是数字

[1]

定》 ，在政策上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阅读产业的基础与根基，数字阅读则是文化传播的

向。近年来，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数据为核心

载体。张惠丽 [2] 认为，数字阅读的二级指标是从市

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来临，数字内容文化产业迅速

场角度调研的，以互联网上网人数、成年国民数字

崛起，促使文化产业向数字化转型，构建了数字阅

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数字阅读用户人数、数字阅读

读与数字文化产业之间生产、消费的耦合方式，催

行业市场规模与数字出版产业收入为量化指标，而

生出新的产业业态群。

文化产业的二级指标则是从产业规模、市场需求、

1 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机制

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政策支持 5 个角度进行调

耦合机制指的是多元素或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研，主要分解为收入和产值两大类的三级指标。数

的复杂关系。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关

字阅读的受众群体广泛，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了广

系，表现在二者的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方面，从而

阔的市场；文化产业又以其具备优势的文化、人力

推动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

与政策资源，反向刺激数字阅读的普及。因此，数
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体现了二者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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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可以有效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增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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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化的传播效率。

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4] 中

1.2 相互促进

明确了“数字内容产业”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文化

目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网络平台与文化产业

事业发展的重点之一。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迎来了

创作、生产、传播等各个环节相融合，在文化遗产

新机遇。2006 年，数字阅读的行业市场规模得到了

数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数字阅读提供了丰

迅速扩大 [5] 。总之，数字阅读和文化产业发展需要

富的内容，促进了阅读内容可持续发展。同时，数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政策支持，政策的引导能够促使文

字化阅读资源在经过文化产业的挖掘、整合与加工

化产业更加规范，也能够扩大数字阅读的覆盖范围。

后，使数据间相关的元素属性发生变化，原有的元

3 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机制模型构建

素可能会被放大或被缩小，由此激发出其内在潜

杨毅 [6] 提出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机

能，实现学科迁移、知识增值等效果。数字阅读与

制模型包括政策、资源、生产技术与市场 4 个模

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有利于提升新兴产业的效率，

块。4 个模块之间相互作用：政策为文化市场提供

是二者相互促进的结果。

机会和空间，文化市场反过来刺激政策的跟进和调

2 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整；政策为文化资源的构建和选取提供方向性引

数字阅读环境下的数字文化产业能够在技术层

导，文化资源反之推动政策的改良；文化资源和政

面满足读者的知识和精神文化需要，具有传统文化

策联合推动技术的创新，最终，几个模块相互作用

出版产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即资源传播的便捷性、

生成数字阅读产品，构成了复杂的耦合模型。

双边互动的便捷性和定位信息的准确性。

3.1 政策模块

2.1 数字阅读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机制亟待完善

政策模块包括政府制定的相关产业规范和政策

当前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整体上呈现协调

引导、人才资源和资金投入等，集中表现了政府对

稳健发展的趋势，但是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机制亟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体现了政府的导向

待完善，从文化产业的供需情况来看，市场需求没

性作用。一般来说，政府扶植力度越大，数字阅读

有充分发挥出促进作用。文化产业的管理和发展不

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合程度就越高，政策是耦合机

能简单套用数字阅读的方式和平台，要将二者有机

制建立的前提，如果缺少政策支持，数字文化产业

结合，在数字阅读市场中探寻文化产业的驱动力，

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充足的经费和技术人才，

以数字阅读受众群体为文化产业转型创新的出发点。

那么，其发展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掣肘[7]。

2.2 数字阅读和数字文化产业要素发展不均衡

3.2 资源模块

从概念上看，文化产业包括博物馆、公共图书

资源指的是文化资源，泛指一切与文化活动有

馆等公共资源，这也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支撑力

关的生产和生活内容。简单来说，包括 2 个方面：

量。然而，数字阅读与这些公共资源的关联度不

灵感创意与创作作品。灵感创意虽具有短暂、易消

高，换言之，博物馆、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社区

失的特点，但是可以成为创新的土壤，可以催生出

图书馆等机构没有充分发挥数字阅读推广功能。虽

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创作作品则形式更强，

然在大中城市，图书馆的数字化工作进展较快，纷

能够及时捕捉到灵感，并将其按照逻辑性和系统性

纷构建了数字图书馆，开通了微信小程序或各种应

记录表述出来，更加易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与

用程序（APP），但小城市和偏远山区的图书馆，

推广。文化资源是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耦合机

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或人才结构，在数字化转

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多样丰富、创新有趣的文化资

型方面比较落后，导致数字阅读同文化产业之间出

源吸引读者。因此，从业者要加大对文化资源质量

现脱节，呈现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公共图书馆或博

的监管力度，贯彻供给侧的改革原则，以符合读者

物馆等机构更无法应用数字阅读开发衍生品，在很

需求的优质资源吸引读者，提高用户黏度。

[3]

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 。
2.3

数字阅读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宏观调控与

政策支持

3.3 生产技术模块
生产技术模块是指借助高新信息技术，将多种
载体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产品，并能为阅读器、

文化产业数字化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局

手机等终端设备所识别的环节。在生产技术模块，

面，而是数字与文化产业长时间融合的产物。我国

主要涉及到生产与产品两项内容，生产侧重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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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中产品的生成与质量的监控，产品则侧重

设，以满足读者的数字阅读需求；博物馆则可以考

于数字阅读产品的流通和推广。生产技术模块是数

虑跨平台创造新型的多媒体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将

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耦合机制的重要保障，为数

文化机构作为耦合机制的助推器。同时要重视出版

字阅读产品搭建技术平台，这也是文化产业向数字

版权，规范数字出版市场。此外，文化机构还需要

化转型的最明显特征。

加强数字化时代馆员队伍的建设，提高社交媒体平

3.4 市场模块

台用户的黏合度，充分依托网络平台和数字阅读的

市场模块包括宏观经济和文化市场环境 2 个方

优势，增强文化机构与读者的双向互动。总之，重

面：从宏观经济来看，宏观经济状态良好，大众用

视文化机构的数字化推广作用，可以有效促进数字

于数字阅读领域的消费整体上就会呈现增加的趋

阅读的普及，使数字文化产业向多元化发展。

势；从文化市场环境来看，如果数字阅读产品的吸

4.3 增加财政支持，维护数字文化产业秩序

引力大，那么，读者倾向于选择数字阅读产品的比

政策支持力度与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呈现正相

例就会增加。因此，在建立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

关，因此，要想营造良好有序的数字文化产业环

业耦合机制模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居民的可支配

境，推动数字阅读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就需要加大

收入与消费水平，同时提高数字阅读产品的核心竞

政策引导力度。其中，财政支持至关重要。政府增

[8]

争力，扩大数字文化产业市场 。

加财政支持，可以促进网络技术的更新，为数字内

总之，政策、资源、生产技术、市场这 4 个模

容与服务的融合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有利于规范

块在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耦合机制模型的构建

数字文化产业的流程，从细微处打造健康产业格

中各司其职，分别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它们

局。总之，数字阅读与文化产业的耦合机制需要政

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堆砌和叠加，而是有机整体，互

府组织，并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植，保障优

相影响。

质的人才队伍建设及丰富的数字资源，并创新数字

4 促进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耦合的建议

文化产业技术。

4.1 推进数字内容纵深发展，优化文化产业结构

5 小结

数字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人力资源、

探讨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之间的耦合关

文化资源与市场需求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人力和

系，要从量化指标入手，厘清数字阅读和文化产业

市场的权重相对低于文化资源，由此可见，文化资

的权重。一方面，数字阅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

源是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推进数字内容的纵

了广阔的空间，使多样化资源具备传播和交流的可

深发展，以优质的内容吸引广大读者成为文化机构

能；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则为数字阅读的发展提供

的工作重点。具体而言，数字内容要尽量覆盖全

了技术和传播渠道，扩大了阅读范围，增强了数字

面、内容多样，大量集成中外的文化精髓和非物质

内容的影响力。探究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产业的耦

文化遗产，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打造种类齐全

合机制，有利于使转型中的数字文化产业从无序走

的数字内容体系。总之，构建数字阅读与数字文化

向有序，从实践走向科学，全面、协调地持续发

产业耦合机制可以从知识价值链的角度，优化数字

展，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用户。

内容的质量，集中数字内容的产业特征，合理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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