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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象征了中国的文化地

位。大运河南起浙江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

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北京、天津两市，贯

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运河积淀了深厚的文

化内涵，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山东大运

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受山东本土儒家文

化影响，山东大运河文化亦披上了深厚而独特

的儒家文化色彩。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山东大运

河的文化遗产实际涉及如何使传统的儒家文化

在文化经济语境中转化的问题。这对于我国从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全球化

时代确立民族文化身份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实

现这一点，首当其冲就是要挖掘山东大运河儒

家文化遗产的审美内涵，使其与当代人的情感

结构建立联系，然后通过文化产业的途径将其

传播进入当代的社会生活，构成社会发展的结

构性要素，在新时代更新和延续运河儒家文化

的文脉。

一、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

分类与布局

山东大运河主河道流经山东省 18个县级区

域，包括德州市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临清

市、茌平县、聊城市东昌府区、阳谷县、东平县、

梁山县、汶上县、济宁市任城区、嘉祥县、鱼台

县、微山县、滕州市以及枣庄市的薛城区、峄城

区和台儿庄区。这 18个县（市、区）包含了典型

河道段落和重要的遗产点，孕育了大运河文化

的主要空间。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主要可

论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
活态审美开发

杨东篱 刘 彤

摘 要：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山东大运河带有深厚而独特的儒家文化色彩。要在文化经济语境下保

护和利用山东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使其尽快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应该从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

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六个方面深入挖掘其审美内涵，从而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建立联系，推动开发。同时，

在开发过程中也要避免陷入审美资本主义的窠臼，进而产生人的情感结构物化、丧失审美自主性等问题。在国家

政策的引导下打造运河文化 IP是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进行审美开发的较佳途径，通过深度挖掘文化资源、

提升产品审美品味、建构立体宣传渠道、联动拓展运河文化 IP空间、构建多元产品体系、推动运河文化 IP跨界融

合等手段，既可以避免审美资本主义的弊端，又可以实现儒家文化遗产活态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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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体现人有其治自然观的运河水工遗产、体

现尊孔奉儒正统观与义利共融价值观的运河历

史城镇遗产以及体现温柔敦厚艺术观的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三类。

山东大运河的水工遗产是指在各个历史时

期以及在大运河不断开凿与运营过程中，人们

创造的有价值的水利工程建筑。这种建筑是控

制和调节水流，防治水害，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建

筑物。山东运河沿岸的水工遗产较多，涵盖了

水利枢纽、闸（包括船闸、水闸、节制闸）、堤坝、

码头及漕运等多种类型［1］。

山东运河的水利枢纽遗产包括运河德州段

的四女寺减河枢纽、临清枢纽、汶上南旺分水枢

纽、济宁枢纽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汶上南旺分水

枢纽。其疏浚三湖作为水枢，建立闸坝，调节水

量保证漕运畅通，从地形选择、排洪蓄洪、管理

机制方面都堪称一绝，被后人称赞为“可与都江

堰相媲美的治水工程”。

山东大运河的闸坝遗产亦很丰富。山东大

运河闸坝众多，有临清戴湾闸、东昌府区土闸、

梁乡闸、永通闸、周家店船闸、阿城上闸、阿城下

闸、荆门上闸、荆门下闸、陶城埠闸等。这些闸

坝分布在山东大运河的三个主要河段会通河、南

四湖区段以及梁济运河中。以会通河为例，据明

代华乾龙《海运说》记载，元代开凿会通河时曾

在河上修筑河闸 31座，每座闸都由专设的机构

和人员管理：“元时，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引

汶绝济，建闸三十有一，赐名为会通河。”［2］6-7后

来，明代修复了旧闸并根据需要添置了新闸。

山东运河的码头遗产主要集中在德州、聊

城和枣庄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物产丰富、

交通便利，较著名的有德州码头、聊城大小码

头、枣庄台儿庄水旱码头。明朝期间重修会通

河，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德州码头作为交通

枢纽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后，在政

府的支持下，德州码头再次成为重要港口。聊

城大小码头在政府的带动下同时也被调整、治

理，吞吐能力获得了增强。台儿庄的水旱码头

是个码头群，包括龟汪码头、东门码头、王公桥

码头、兰祺码头、关帝庙码头等，是汇集东西南

北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之地。

漕运遗产是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

的部分。漕运带动了古代运河沿岸城市的经济

发展，也加强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还构成

了维护整个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山东漕运遗

产中最著名的是临清运河钞关。其是全国仅存

的运河税收机构旧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被收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临清运河钞关始建于

明宣德四年（1429年），是明清两代政府设于运

河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用于直控督理关

税，体现了临清在古代时期商业与文化的繁荣。

山东大运河的水工遗产集中体现了儒家人

有其治自然观的思想。山东大运河地势复杂，泰

山余脉造成的水脊划分了南北水系，黄河泥沙淤

积抬高河床，水患泛滥，天然河道缺乏，水源短

缺。山东大运河因而并不具备兴修水利的天然

优势。然而，历朝历代政府却想方设法建造了各

种类型的水利工程。儒家思想认为，自然规律虽

不可违逆，但可被改造。荀子认为人是认识自然

的积极主体，可以独立于自然去认识和参与对自

然的改造，将其转化成为人所用的财富。“天行有

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

乱则凶”［3］368，不过能“制天命而用之”［3］379。

运河历史城镇遗产主要指山东大运河沿线

的历史城镇。这些城镇包括德州古城、武城县四

女寺古镇、临清古城、聊城古城、阳谷县阿城古

镇、阳谷县张秋古镇、汶上县南旺古镇、微山县南

阳古镇、台儿庄古城。这些沿河古镇都是大运河

的重要交通枢纽与重点码头［4］。这些遗产主要

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体现儒家尊孔奉儒正统观的

县学、书院、庙宇、墓所、藏书楼、儒家民俗等儒学

遗产；二是体现儒家义利共融价值观的商业建

筑、商业街区、商业民俗等商业遗产。

就儒学遗产而言，运河流域内比较著名的

儒家文化书院遗存主要有曲阜县学、曲阜洙泗

书院、曲阜尼山书院，兖州章贤书院和承训书

院、邹县县学、泗水县学、金乡县学等。这些书

院很多兴建于明朝，为传播王阳明的心学做出

了巨大贡献。除书院外，儒学遗产还包括运河

沿线地区的孔府、孔庙、孔林、孟林、孟母墓、孟

母祠，以及鲁故城、阙里、周公台、鲁壁等。此

外，明清时期山东士大夫们修建的藏书楼亦属

儒学遗产，其中的聊城海源阁藏书楼是中国四

大藏书楼之一，由进士杨以增在道光二十年

论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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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修建。该藏书楼所藏珍善本众多，来

源广泛，多购于京师与江南，但大都因战乱散

佚。运河流域诸多具有儒家文化特点的民间礼

仪也属儒学遗产，集中出现于济宁地区。济宁

民间婚礼仍保留了过小礼、过大礼、订吉期、铺

床、亲迎、三拜等习俗，即是儒家“六礼”的变

体。以上儒学遗产处处透露出对儒家道德教育

修养的重视。

山东大运河的商业遗产集中体现于大运河

兴盛时期全国各地商人在山东修建的商人会

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坐落于聊城的山陕会

馆。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
年），由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集资兴建。整套建筑

由山门、戏楼、南北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

南北碑亭、三殿及春秋阁等组成，大小房屋 160
余间，处处可见轻俏、灵动的屋体风格和精湛、

厚重的石木工艺。会馆山门左右的对联“精忠

贯日，大义参天”，既赞扬了会馆主神关羽勇往

直前的进取人格，也表达了晋商对儒家“忠”

“义”观念的信奉。此外，运河沿线各个历史街

区中的老字号、传统手工技艺的经营理念、行业

规矩、故事传说等也都渗透了“义”对“利”的平

衡。这都显示出，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重利

轻义的商业文化在山东运河沿岸经过长时间的

磨合，已经达到了互谅互容、渗透融合的程度。

山东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内容极

为广泛，可分为传统民间技艺、民间美术、戏曲、

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文学作品等。有代表性

的传统民间技艺主要有德州扒鸡制作技艺、东

昌刻版印技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千张

袄制作技艺、临清哈达织造技艺、济宁玉堂酱菜

制作技艺等。民间美术则包括济宁荏平董庄的

中堂画、东昌木版年画、张秋木版年画、东昌葫

芦雕刻等。传统戏剧、曲艺有德州木板大鼓、夏

津马堤吹腔、聊城八角鼓、临清驾鼓等。音乐舞

蹈有水兽旱船、抬花杠、运河秧歌、伞棒舞、渔灯

秧歌、四蟹抢船、嘉祥唢呐、平阳寺火虎等。武术

与传统杂技包括德州安家拳、临清潭腿、任城查

拳、梁山燕青拳、聊城杂技等。山东大运河的文

学作品主要体现为传说和民谣，比如武城四女寺

传说、临清铁窗户传说、张秋黑龙潭传说、汶上白

英老人传说、南旺分水龙王庙传说、武城运河民

谣、夏津民歌等。这些传说和民谣生动记录了大

运河沿岸的生活及时代的变化。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其他地域的

同类遗产不同。其技巧纯熟但风格温和、不张

扬，儒家美善合一的艺术观在其中随处可见。孔

子主张用艺术驯化人的情绪，培养成熟稳重的人

格。人格的培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2147。

山东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是孔子眼

中的正统艺术，但其题材选择、表现形式等却都

有淳朴中正、文质互补的特色，能够体现儒家温

柔敦厚的艺术观念。

二、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

美学内涵与时尚打造

在当代文化经济迅速发展的语境下，如何

保护山东大运河丰厚的儒家文化遗产，使其在

新时代迸发活力是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遗产要

融入新时代，必须要与当下人们的情感结构建

立联系，进而通过文化产业的途径将其传播进

入新时代的社会生活，构成社会发展的结构性

要素。因此，要保护和利用好山东大运河的儒

家文化遗产，就要深入挖掘这一遗产的美学内

涵，探讨其通过现代转化与当代情感结构建立

联系的途径。在文化经济的背景下，这种途径

集中体现为将儒家文化遗产打造成为审美时尚。

孔子曾将六艺的审美特点总结为六个方

面：“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

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6］357山东大运河文化遗产

的美学内涵就集中体现在这六方面：

第一，温柔敦厚。这是孔子对《诗经》审美

作用的总结。《诗经》中的诗句抑扬顿挫，有礼有

度，有韵律美亦有节奏美。山东大运河沿岸的

传统民间技艺、民间美术、戏曲、音乐舞蹈、杂

技、武术、文学等将民间生活的情感和谐地蕴含

在工艺作品的技艺、民间绘画的技法、戏曲唱念

打坐的基本功、音乐舞蹈优美的旋律节奏和身

形、杂技花样百出的技巧、武术变化多端的套

路、文学丰富深刻的想象中，用纯熟的技法蕴含

了深厚的情感，情感丰富却不张扬，突出体现了

温柔敦厚的审美特点。

70



第二，疏通知远。这是孔子对《尚书》审美

作用的总结。《尚书》艰深晦涩但读通后却别具

浑厚、古雅、质朴之美。山东大运河沿岸的历史

城镇遗产，无论是体现儒家尊孔奉儒正统观的

县学、书院、庙宇、墓葬、藏书楼、儒家民俗等儒

学遗产，还是体现儒家义利共融价值观的商业

建筑、商业街区、商业民俗等商业遗产都在外表

上庄严肃穆，透露着浑厚、古雅、质朴的特色，散

发出疏通知远的意味。

第三，广博易良。这是孔子对《乐》审美作

用的总结。《乐》虽已经失传但其端正社会风气，

愉悦人身心，健全人心理、人格的作用却被记录

下来。山东大运河沿岸的古代建筑、商业街区，

乃至传统民间技艺、民间美术、戏曲、音乐舞蹈、

杂技、武术、文学等都在通过审美外观愉悦人身

心的同时，传播道德向善的观念，体现出广博易

良的美感。

第四，洁静精微。这是孔子对《易》审美作

用的总结。《易》将人和宇宙，和自然视为是相互

感应，有机联系，和谐运转的整体，阐述了天地

间万事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是古人对宇宙生

命的哲学思考。最集中体现这一审美特点的当

属山东大运河沿岸的水工遗产。山东大运河地

势高耸，水患成灾，天然河道缺乏，修建水工工

程难度很大，但历朝历代政府还是依循当地的

自然地势想方设法地建造了各类水工工程。这

些工程建造得十分精微，在控制和调节水流，防

治水害，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效果明显，集中体

现出洁静精微的美感。

第五，恭俭庄敬。这是孔子对《周礼》审美作

用的总结。《周礼》记述人需要懂得、遵守并践行

的社会规范，启发人的道德意识和言行，体现出

合乎规范、和谐愉悦的美感。这种美感在山东大

运河沿岸秩序井然的建筑风格中明显体现出来。

第六，属辞比事。这是孔子对《春秋》审美

作用的总结。《春秋》记载历史，并从历史中推究

出哲理，将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当作贯穿全书

的主线，体现出宏观层面的真善之美。大运河

儒家文化遗产从水工遗产到历史城镇遗产再到

传统民间技艺、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既承

载了历史的厚重又展现出了崇尚真善的特色，

集中体现了属辞比事的美感。

儒家遗产的美学内涵有助于我们通过打造

适应现代人情感结构审美时尚的方式来实现对

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西美尔认为，时尚是个

体远离庸俗日常生活，实现个体审美救赎的途

径，也是寻求社会认同的途径，“时尚是对给定

例子的模仿，并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要；它引导

个体踏上所有人要走的道路，它装饰了总体的

情况，这将每个个体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是一个

例子。同时它也满足了区分的需要”［7］。因此，

对时尚的打造既需要构建文化认同，也需要实

现感官上独特的审美，还需要可被复制。

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美学内涵在总体上

实现了美善合一的美学原则，适应了古代社会

人们的情感结构，在古代社会起到了维护社会

秩序，调节民众生活的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

美学内涵在当下则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化才

能够与当代社会人们的情感结构建立联系。在

现代生活中，不需要像“温柔敦厚”那样一板一

眼地去迎合传统礼节，举止言行温和就可以；可

将“疏通知远”从读通书籍理解真理的意思拓展

到通过透彻理解万事万物来理解真理的意思上

去；还可将“广博易良”通过审美外观传播的“道

德向善”拓展为一种面向世界的普遍善意；亦可

将“洁静精微”转化为通过静思细心体会人和自

然、和宇宙的关系的意思；“恭俭庄敬”对严格遵

守社会道德规范的效用则可被改造为以符合基

本社会规范的形式释放人的天性；“属辞比事”

通过反思历史，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想法在

现代生活中可被保留，但对是非、善恶、美丑的

判断应该使用现代的标准。当代人可以通过使

用改造后的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来实现彼此之

间的文化沟通与认同，结成文化共同体。

打造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在感官上的独特

审美主要是打造时尚传播的视觉审美。视觉是

人类认知的基本途径。时尚通过各种炫目的外

观设计建构了人们对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的准

则，具象表达了个体对美的感知。这种表达通

过时尚传媒对图像资料的扩散和传播，强化了

视觉信息的形象性和标记性。这样对感官的刺

激会产生梦幻的感受与愉悦的心理，营造出高

品质的审美气氛，使产品的文化内涵生出巨大

的视觉说服力。打造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视

论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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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审美就需要通过炫目的外观设计将被改造后

的儒家文化遗产的美学内涵表达出来，通过对

公众的视觉刺激将公众带入其文化内涵表达的

氛围，实施强大的视觉说服力。

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只有被大量复制，

才有可能被公众大范围效仿，也才有可能发展

成为时尚。对这种复制的推动既需要时尚引领

者的带动，也需要时尚意见领袖的带动。时尚

引领者与意见领袖多为时尚评论员、时装设计

师、演艺界人士等。随着抖音等新媒体的兴起，

新媒体中的时尚博主也会在时尚传播中发挥关

键作用。这些引领者与意见领袖凭借其强大的

信息覆盖率与示范效应会带动公众效仿时尚引

领者的特定行为，使公众自觉地热爱和传播大

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表征符号，使其构成为当

代时尚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自然联结了大运河

儒家文化遗产与当代人的情感结构，使其融入

当代人的社会生活，进而实现对遗产本体的

保护。

三、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

资本化与审美资本主义

在文化经济时代，对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

遗产的时尚打造与受众对它的接受必然是带有

产业性质的，根本离不开资本的介入与支持。

时尚“从伴随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在‘时装’领

域正式确立的那刻起，就一直与严格意义上的

‘产业’保持着难舍难分的关联”［8］，资本的介入

与支持保证了打造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时

尚的文化认同、感官审美与可复制性。因此，山东

大运河的儒家文化遗产必然面临被资本化的问题。

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被

资本化后就变成了文化资本。布尔迪厄从社会

学、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

式：以精神或肉体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内化于

个人身上的文化；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的文

化；社会以某种权威的强势角色介入文化资源

的再生产并对其资质进行体制化、合法化认证

的文化。戴维·思罗斯比则从经济学角度界定

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是以财富形式具

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引

起商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9］。将这两种文化

资本的概念综合起来，可以将文化资本理解为，

以谋求交易增值和经济利润最大化为动机、以

产业化方式运营的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文化资

源的资本化就是将有价值的文化资源通过市场

运作的方式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以取

得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效益。文化资源资

本化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品牌塑造为核心的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营销、整合等环节中，针

对的主要是有价值的文化资源。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构建了一套文化

资源开发效益评估指标体系，专门评估有价值

的文化资源。该指标体系包括人文价值和经济

价值两个一级指标（参见下表），其中，人文价值

由传承价值、奇特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

术价值、认同价值共 6个二级指标组成［10］。

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

遗产在人文价值方面有传承价值的遗产如作为

漕运税务和运河沿线经济发展见证的临清运河

钞关、作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

源阁等；有奇特价值的如大运河德州段弯道代

闸的水利工程技术、临清贡砖独特的烧制技艺

文化资源开发效益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人文价值

经济价值

二级指标

传承价值

奇特价值

历史价值

社会价值

艺术价值

认同价值

—

三级指标

对学术的积极意义、对提高人文修养的意义、增加凝聚力促进和谐的意义

独特性、稀缺性、惊奇性

久远程度、历史地位、遗存完整度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科教意义、区域品牌提升意义

反映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艺术个性和水准、知名度

本地人的膜拜程度、外地人的膜拜程度、向外人推介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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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历史价值的如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

的水利枢纽工程之一南旺分水枢纽等；有艺术

价值的如建筑风格古朴美观的台儿庄古城、曲

调优美动人的台儿庄渔灯秧歌等；有认同价值

的如儒家文化风格浓厚的曲阜尼山书院等。山

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则体现为，

其在航运、旅游观光、文化产业发展、运河文化

宣教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市场潜力。

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资本化主要体

现为两种模式：其一是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其

二是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文化资源的整合开

发指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进行叠加整合，共

同进行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这种模式使各种文

化资源在整合过程中相互影响，以实现个体价

值增值、整体价值最大化、资本运作资源共享、

协同工作的目的。这可以提升文化资源资本化

的质量。这种模式可依据历史、地缘等不同因

素采取相应的整合方案。其可以是以共同的历

史文脉、文化背景为基准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源

的整合。比如台儿庄古城、南旺运河文化旅游

区、运河之都、“三孔”、泰山、戴村坝等可以被设

计成文化遗产线路；夏镇、南阳古镇、济宁古城、

南旺古镇、聊城古城等可组成运河古镇旅游线

路等。这样的整合可以形成优势互补、深度融

合的特色文化旅游区，属于类型整合。其也可

以以某种著名文化资源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整

合区域内的其余文化资源，形成网状文化旅游

区。比如德州市可以在保护运河原始风貌的基

础上建立运河自然风貌展示区；聊城市可以重

点挖掘运河沿岸的古商文化，开发大运河商业

文明展示区等。其还可以以若干文化资源为节

点，以公共交通为纽带，整合沿线文化资源，形

成条状结构的文化旅游带。比如以沿河地级市

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为中心打造文化旅

游区，并通过公共交通连在一起，塑造山东沿运

河五大片区。上述整合方案可以在特定区域范

围内，整合开发区域文化资源，打破文化资源区

域分割、孤立发展的局面，实现交通集散、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信息咨询、目标市场等领域的

共享共赢，进而实现资本的最优转化。这属于

地域整合。

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模式属于创新型开

发。其可以创意为核心，通过科技、产业化等方

式挖掘文化资源的符号象征和精神价值，向大

众提供艺术、精神、娱乐等文化产品及服务。同

时也可以规划建置文化产业园区，构建以运河

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产业矩阵，激发文创活力，推

进运河文化产业集群集聚。其还可以以特色文

化资源为对象，以文化产业集聚区为形态发展

独特的文化旅游、工艺美术、表演艺术、节庆会

展等特色文化产业。目前，山东省已开展规划

以运河文化为主轴，围绕沿运河五市建设五大

片区，加快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泰

山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的深度

融合、互促共进，构建辐射联动的发展格局。

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资本化无论是

整合开发，还是深度开发，都应在文化认同、感

官审美与可复制性上下功夫，为受众创造出美

轮美奂，充满儒家文化韵味并易于复制传播的

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同时，山东大运河儒家文

化遗产在进行资本化开发，实施审美保护的时

候也应该注意不要陷入审美资本主义的窠臼。

审美资本主义是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

利等针对消费社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而提

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审美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

力的社会发展状态。“审美资本主义的出现，一

方面满足了人们在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不断

增长的情感需要和审美需要；另一方面则为生

产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11］4。审美资本主

义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第一，产品的实用价值与

审美价值相结合，其审美价值甚至重于实用价

值。在审美资本主义阶段，一件物品无论实用

价值如何，它必须是审美的。人们在物质需求

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开始追求消费的品味和愉

悦。审美的消费由此溢出了物质性的消费，审

美的意义也因此超越了物质的意义。第二，审

美体验氛围浓厚。在审美资本主义的形态中，

审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单个产品精美、独特的

外观形式上，更依赖于这些产品的审美外观、形

式、风格在空间中的排列组合和布局。这些排

列组合和布局构成了诸多审美图像或声音的集

聚，创造出了浓厚的审美氛围，给予受众以审美

的刺激与沉浸式的审美体验。这种刺激和体验

凸显了个体对审美空间体察与解读的独特性。

论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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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资本主义则将这种人性化的审美意识和对

自由的向往改造成了适合消费市场的需求和欲

望，使审美构成了资本增值的动力。不过，资本

也同时推动了审美的发展。

审美与资本的共谋虽然促进了人类感性的

解放并实现了资本增值的动力转换，但也产生

了诸多弊端。这些弊端体现为：第一，容易物化

人的情感结构。虽然审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

品为人类创造了浓厚的审美体验氛围，但这反

而有可能使受众的情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被物

化。原因在于，其消泯了审美与物质间的界限，

从而使审美构成了产品的实用价值。人们完全

可以物化地来理解审美，而不是超越物地来理

解审美。第二，容易过度解放感性而使人类丧

失审美的自主性。审美与资本的共谋可以促进

人类的感性解放，但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则会使

审美因素过度丰富，进而导致一种审美的无标

准化与审美因素的过剩。这就使得感性在审美

资本主义中解放得毫无节制。受众也容易迷失

在诸多审美因素的过度泛滥中，进而丧失掉审

美的自主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

生活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发展。审美资本主义带

来的审美因素泛滥貌似在推进社会生活的民

主，实际却阻碍了社会生活的真正民主。当受

众迷失于诸多审美因素的泛滥，进而丧失了审

美自主性的时候，审美实际就变成了资本控制

民众主体性的工具和手段。这样，审美资本主

义的社会生活实际就被资本更严格地控制起来

了。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无异于是资本控制社

会生活的伪装。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在进

行资本化开发，实施时尚打造时就需要避免审

美资本主义的这些弊端。

四、国家政策下山东大运河儒家

文化IP的打造：一种活态审美开发

要避免审美资本主义的弊端，政府宏观调

控政策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山东大运河

儒家文化遗产的开发，国家和山东省政府近些

年已经出台了若干不同层次的政策。其中，在

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 2012年的《大运河遗产保

护管理办法》、2019年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1年的《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在山东省政府层

面的政策包括 2013年的《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

东段保护管理办法》、2016年的《“鲁风运河”文

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总体规划》、2020 年的

《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等。在地方市政府层面的政策包括 2017年济宁

市政府出台的《济宁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2019年枣庄市政府发布《枣庄市精品旅游

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18—2022年）》等。其中，

国家层面的政策主要从宏观方面对大运河遗产

的保护、开发范围、方式、价值做出总体性的规

定，其中会涉及山东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问

题。山东省政府层面的政策对于山东大运河儒

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则具有更强的省内针

对性，对保护范围、参与部门、管理制度、产品风

格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地方市政府层面的

政策则主要针对大运河流经城市段的运河文化

保护与开发，规定了具体城市保护、开发与合作

的详细措施。

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政府和企业着力打

造了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的系列 IP。在国家政

策的引导下打造 IP是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

进行审美开发的较佳途径。这样可以避免审美

资本主义物化人的情感结构、过度解放感性使

人类丧失审美自主性、阻碍社会生活真正自由

和民主发展的弊端，又可以实现山东大运河儒

家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初衷，可算得

上是一种稳定的活态审美开发。

就总体而言，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 IP的打

造路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六条：

第一，深度挖掘运河沿线的儒家文化资源，

强化大运河文化的开发基础。依照山东大运河

开凿的先后及现行行政区划，可以在山东大运

河流经的不同城市德州、枣庄、聊城、泰安和济

宁中寻找运河文化亮点。比如聊城市以临清

市、茌平县、聊城市东昌府区、阳谷县为中心，依

托如临清漕运文化、聊城古镇文化、临清织造技

艺、临清歌舞文化与武术杂技、聊城当地民间传

说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加大保护和修复因风

化破损的文化遗址的同时，充分挖掘其背后的

历史文化故事，重点展示临清漕运文化。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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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为中心，依托运河

沿岸丰富的资源，融合如德州码头、德州古城、

武城县四女寺古镇、德州木板大鼓、夏津马堤吹

腔等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打造开放包容、多

元贯通的运河文化风格等。

第二，提升运河文化 IP产品审美品味，对其

进行科技赋能。如前所述，运河文化 IP产品审

美品味的提升主要体现为通过各种炫目的外观

设计对时尚视觉美感的打造。科技赋能运河文

化 IP则需要为运河文化 IP内容的成果转化提供

大量资金，创建实施运河文化 IP成果转化的实

验基地。在这些实验基地中，可以推动运河文

化 IP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 5G、AI、AR、

VR等新兴技术创新开发运河文化 IP产品，打造

沉浸式运河文化 IP主题展览馆、互动游戏、数字

展示墙、形象机器人这样的数字产品［13］。在此

基础上，还可以推进运河文化 IP各类关联主体

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运河文化 IP内容的产业化

转化。

第三，建构多条立体宣传渠道，扩大运河文

化 IP的品牌影响。提升大运河文化 IP品牌影响

力的重点在于构建山东大运河文化 IP品牌宣传

推介运营机制。这种宣传推介活动既包括公共

推广如开展山东大运河文化讲座与论坛、开展

国际性的大运河文化交流会博览会，山东大运

河文化旅游系列主题活动等；也包括媒体推介

如利用省内外各大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突

出“齐鲁水韵·运河文化”主题，加强山东已有的

大运河文化 IP品牌的推广；还可以充分借助热

门网络平台如抖音、快手、微博、知乎、哔哩哔哩

等以及热门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形成融媒体

的联动宣传，加大运河 IP品牌形象曝光力度［12］。

此外，还可以与省内外旅游部门广泛开展业务

合作，与著名旅游城市合作，大力介绍、推广山

东大运河重点旅游线路，多渠道、多方位地宣传

山东大运河文化，以扩大山东大运河文化的对

外影响力。

第四，通过沿线城市协作联动拓展运河文

化 IP的开发空间。城市联动战略可以积极推进

沿岸城镇行政机构之间的协商对话，统筹利益，

一起参与大运河发展规划的制定，协同工作，规

避劣势，以错位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有效

互补，推动形成运河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本。这样

可以引导合作发展联盟、博览会、文化发展基金

等大运河文化 IP相关产业项目的落地，同时鼓

励企业根据运河的地方特色资源和自身的资源

优势、市场定位、发展战略等进行 IP开发，实现

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分工协作，形成创新、开

放、高效的区域联动发展［13］。

第五，拓宽衍生运河文化 IP市场，构建多元

产品体系。发展衍生 IP市场就需要以核心 IP为

中心形成故事关联，既要凸显个性化、趣味化和

时尚化，也要兼顾产品的实用性和使用价值，形

成立体化、多层次的 IP群组［12］。IP群组产品应

着力挖掘本土文化优势，立足差异化，一方面传

承好山东大运河文化，尊重历史积淀；另一方面

则要将山东特色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打造有

山东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使其成为山东运河

文化的有效载体，提升山东运河文化产品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

第六，推动运河文化 IP跨界融合。在文化

产业的运作下，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 IP还可以

有效融入互联网产业、旅游产业、体育产业、影

视产业、健康产业、娱乐产业的运营，孵化出更

多的系列文化 IP。这强化了山东大运河文化的

传播能力，加强了山东运河文化的辐射力和影

响力。在与互联网融合方面，山东枣庄大运河

文化 IP建设积极地运用枣庄融媒体资源，建构

了“大运河文化融媒体化”的传播路径［13］。在与

旅游产业融合方面，临清市近年来深入挖掘运

河文化价值，着力打造山东运河文化 IP——临清

文化旅游，从舍利塔、运河钞关、鳌头矶、博物馆

等不同角度展示了临清市作为运河沿岸名城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广博内涵。在与体育产业融合

方面，台儿庄地区依托台儿庄古城的历史吸引

力和台儿庄丰富的水系资源，已经先后举办和

落户了国际冬泳节、国际龙舟赛、全国河钓大

赛、国际马拉松、全国智运会、全省武术大会等

品牌赛事。在与影视产业融合方面，在东平水

浒影视基地已经拍摄了新版《水浒传》《剑侠情

缘》《神探狄仁杰》《唐朝好男人》《水浒英雄谱》

等三百余部影视剧，其中采用了大量的山东大

运河文化。在与健康产业融合方面，山东省政

论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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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于 2018年提出打造三条产业带，其中就包括

运河养生健康产业带。该产业带由济南、枣庄、

济宁、德州、聊城、菏泽等六市组成，可以建成健

康管理、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的新发展模式，培

育提升山东省健康产业创新与竞争的新优势。

在与娱乐产业融合方面，山东运河文化 IP与娱

乐产业的融合比如建立山东大运河水上、船上、

岸上三位一体的文化娱乐产品体系，将运河文化

资源优势转变为娱乐产业发展优势等。

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下 IP的打造可以完成对

山东大运河儒家文化遗产的活态审美开发，实

现其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初衷。山东的大运河

文明也因此成为强省强国的内生动力、融汇儒

家运河文化与联结集体记忆的文化纽带以及传

播中华文化与深化开放合作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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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ving Aesthetic Development for Shandong Grand Canal Confucian Cultural Heritage

Yang Dongli and Liu Tong

Abstract: Shandong Grand Canal is Shandong section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which has profound and
unique Confucian cultural style.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make use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ndong Grand
Canal in context of cultural economy and integrate it into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excavate its aesthetic connotation profundly from six aspects ：tenderness and gentleness，dredging knowledge，being broad
and easy to be good，being clean and quiet，being courteous, thrifty, solemn and respectful，comparing words with things.
Then, we can establish its contact with emotion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e should als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stereotype of aesthetic capitalism,
resulting in the materialization of human emotion structure and the loss of aesthetic autonomy. Buildi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IP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is a better way to carry out aesthetic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dong Grand Canal. The disadvantages of aesthetic capitalism can be avoided by
means of in-depth excav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improvement of product aesthetic taste, constr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publicity channels, linkage expans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IP space,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product system and promotion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 It can also mak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realized by livingly
integrating Confucian cultural heritage into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Key words: Shandong Grand Canal; Confucian cultural heritage; aesthetic development; Aesthetic Capitalism;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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