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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與發達國家例如日本相
比，中國的文創產業的確還有改善的空
間，」李鳳亮覺得，日本的文化乃是在極
端地保護傳統和科技創新上的兩極上實現
了很好地把握和平衡。相反，他覺得中國
在傳統文化資源的開發上仍然不夠，尤其
是20世紀的中國人，要麼將傳統神壇
化，要麼走向反傳統的極端。「保護、傳
承、創新、延伸，對待傳統，應當用持續
發展的觀點，」李鳳亮認為創新開發和創
意開發是維繫傳統文化的重要出路。「以
動漫為例，去年中國的動漫創作作品時間
長達28萬分鐘，但是日本只有3萬分鐘，
然而我們與日本的差距並沒有縮小，」李
鳳亮希望，未來的中國文創產業，能夠在
精品化、國際化方向上多多努力。

國學熱是近年來中國內地一個非
常流行和重要的文化思潮。如何看
待國學熱、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和現
代社會的關係，李鳳亮也給出了自
己的觀點。他認為，面對傳統文化
和國學熱潮的興起，應當秉持既避
免故步自封、也避免妄自菲薄的辯
證立場，以守本創新作為發揚傳統
的方式。
李鳳亮表示，20世紀的中國，西

化乃是文化思潮的主流，這其中也
包括文化。問題是，所有的文化產
品都附有價值觀。他說，國學熱本
質上是對文化西化和衝擊的一種自
覺式的本能反應。在李鳳亮看來，
大家都吃麥當勞、跳街舞，但是會
書法的人卻變少，這的確構成了一

種文化傳承斷裂的風險。但是在當
下的國學熱中，完完全全去走復古
的道路。在李鳳亮看來也是根本行
不通的。因此，他認為應當在現代
意義上去闡發國學、繼承傳統，用
以發揚光大。他舉例說，深圳曾經
製作過交響樂，將國學思想用西方
音樂的形式呈現出來，這就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創新舉措。與新媒體、
新科技的結合，也是傳遞國學的重
要手段。
李鳳亮特別指出，若僅僅將國學
當作復古或是商業的工具，將使傳
統文化不可避免走向庸俗化，從而
讓其與現代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
遠，其結果將是傳統維新的又一次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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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南方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的李
鳳亮，同時兼任深圳大學文化產

業研究院院長、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
心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基地（暨南大
學）副主任。不過在他看來，服務
在大學的使命乃是為打造屬於新時
代的文化而盡綿薄之力。

蒙學來自於習字
讀書改變命運，李鳳亮對此堅
信不疑。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專訪時坦言，作為一個出身
於蘇北農村的孩子，學習和閱
讀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非常
重大的影響。「我迄今為止

都非常感謝我的哥哥，是他在不斷教導年
幼的我認字。」他表示，兄長讓自己對文
字、文化有了非常質樸的接觸，為今後與
文字、文化、文學打交道奠定了基礎。
初中畢業的李鳳亮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
進入當地的中等師範學校，用他的話講，
算是開啟了「成為城市人」的第一步。
「那是一個早熟和直面人生挑戰的階
段。」李鳳亮介紹說，在當時的中國社
會，「中師生現象」（中等師範學校學
生）及其背後的群體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
極大影響。他認為，一個不到十六歲的
人，成為「中師生」之後，要考慮如何成
為一名合格老師、要鍛煉如何進行包括演
講技能在內的口頭表達等，透過這一切鍛
煉自己的能力。後來，李鳳亮被保送進入
江蘇師範大學亦源自自身對「老師」這一
職業的深刻理解與崇敬。
文字與文化的影響始終是持續的，也是

與時俱進的。大學時代及留校任教之後的
李鳳亮，醉心在西方小說理論和捷克作家
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研究中。從
2001年開始，對國族文化與思想的重視漸
漸成為中國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李
鳳亮開始關注和探討海外華人詩學的批評
和理論。這一轉變也使得他對華人文化和
歷史的價值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同
時，在中國改革時代的激盪下，李鳳亮也
覺得，任何研究都是呼應時代訴求的，因
此從2008年至今，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創
新研究成為了他攻堅克難的新方向；
也在那一年，年僅37歲的李鳳亮
成為了深圳大學的副校長，引
起當時輿論的關注。2011
年，他成為了中國的國
家社會科學基金重
大項目「文化與
科技融合創

新的內在機理與戰略路勁研究」首席專
家。
「我只是一個教師。」論及作為老師這

一職業一分子的感受，李鳳亮告訴記者，
自己始終覺得教育最美好、教書育人最美
好，應當認真做人、用心做事；與眾多學
生接觸的過程中，也深深感受到了學生的
可塑性。此外，就多年來研究文化的心得
而言，他認為無論是教育抑或文化產業的
研究，都應當關注時代變遷的需要，解決
世道人心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與外國處
在貿易戰的當下，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倡導回歸中外經典的閱讀
無論在廣州的暨南大學當教授還是後來

到深圳大學擔任副校長、到南方科技大學
擔任黨委副書記，李鳳亮始終認為閱讀是
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
容。「閱讀可以帶給人思考，在擔任大學
的領導者之後，有時夜間想到事情也會記
錄下來。」李鳳亮如是告訴記者。長期對
香港書展和深圳讀書月頗有研究的他，對
閱讀也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看法。
他向記者表示，閱讀是人類最基本、可

持續的文化行為，人們可以在閱讀中交換
思想。但毫無疑問，在今天推廣閱讀顯得
非常難，因為時空背景發生了變化，如今
流行的是淺閱讀、快餐閱讀、短閱讀、手
機閱讀。故而，李鳳亮倡導面向生命的閱
讀。他說，閱讀分為研究型、創新式的專
業閱讀，但也包含以家庭為核心的日常閱
讀；因此，倡導家庭設立一個固定化的家
庭閱讀時間非常重要。而在閱讀題材的選
取上，應當遵循新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
的方針，去廣泛閱讀中外名著，因為這些
經典是濃縮的人生。因此，閱讀
經典的選本並且分
享、記

錄閱讀體會，非常重要。李鳳亮特別指，
有些書讀了之後反而令人頹廢，這是值得
警惕的。
就閱讀推廣而言，李鳳亮直言深圳和香

港做得非常成功。就深圳而言，其已經成
為全中國人均購買圖書數量最高的城市，
也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全球全
民閱讀典範城市」。閱讀體現的是一個地
方的文化基礎和民眾人文素養，更加展示
其面向未來的文化創新能力。據李鳳亮介
紹，閱讀的深入人心展現了深圳的文化繁
榮，也在某種程度上鍛造了這座城市創意
文化發展的強大實力。
李鳳亮作為中國文化產業研究的知名學

者，以深圳為例，向記者具體介紹了成功
型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他表示，深圳在
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確實走在了全中國的前
列，其完

備的市場機制、將資源向價值窪地進行配
置的功能非常完善，例如引領全國風氣之
先的主題公園模式就首先出現在深圳。此
外，深圳的文化產業發展也有科技在背後
的支撐，在當前的深圳已經極少看到傳統
型的文化業態。另一個層面便是金融的支
持，在李鳳亮看來，來自深圳、香港的金
融支持是深圳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資金動
力。而包括設計等不同領域的跨界、奠基
於中國國情的政府公共政策的扶持，都是
深圳作為一個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城市的
重要元素。李鳳亮特別提及，每一年的深
圳文博會實際上已經成為整個文化產業發
展的晴雨表，其參展的企業不僅涉及到文
化，還包括科技、投資、旅遊等諸多領
域，因此成為推動整個文化產業走向國際
化的重要平台。但他也直言，深圳的文博
會仍需要在專業化方面進行持續完善；香
港的參與也應當持續增加，特別是在設
計、旅遊和文創方面。

要將學生變成有價值之人
2008年，三十多歲的李鳳亮被任命為深

圳大學副校長，在彼時被稱為「最年輕的
大學校長」。十年過去了，無論在深圳大
學抑或南方科技大學，李鳳亮始終覺得，
在大學從事行政事務並不是當官，而是為
學者、學生們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幫助和
服務。在他看來，服務高等教育，理念是
第一位的。
就大學發展而言，他認為大學的核心工

作室培養人才，因此需要創知、創新、創
業的新思維。李鳳亮告訴記者，深圳大學
的一百位傑出校友中，有九十位是企業
家，例如培養了包括馬化騰這樣的創新型
企業家。如今在南方科技大學這所備受全
國矚目的創新型大學中，如何打造國際
化、高水平的一流大學，也是依靠創新的
精神。他告訴記者，一所大學中，數量最
多的是學生，最寶貴的也是學生，如何讓

可塑性極強的學生成為對社會有價值的人
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李鳳亮自己
認為，立足於社會、接地氣非常重要，例
如在南方科技大學，一方面所有的學者都
是全球選拔的，其中包括了二十四位院
士、一百多位「千人計劃」專家；同時，
每年也會組織幾十個團隊到全國各地參訪
以了解國情。而在招生和人才選拔上，也
堅持創新的機制，不再以一次考試來決定
人的命運，例如南方科技大學便以
「631」的模式選拔學生——即高考成績
佔六成比重，大學自主選拔佔三成比重，
高中成績佔一成比重。這一切的創新和突
破，都是為了人才的培養，也都是踐行新
型大學理念的嘗試。
李鳳亮直言，南方科技大學的創立是中

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次嘗試，與香港的合
作非常重要。目前在南方科技大學中，來
自香港的學者非常之多，有的也服務在大
學的領導崗位上。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成
立的深港微電子學院，也是相互借鑒、優
勢互補的一大成果。南方科技大學本身採
取的書院制、學校日常管理體制，具有非
常明顯的香港色彩。這種學習，在李鳳亮
看來，更是為了在一所理工科大學中培養
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學家。
「教師是一個非常神聖的職業，我以自

己是一個教師為榮。」李鳳亮始終覺得
「教師」二字具有非常神聖的色彩。近半
年來，中國社會對大學特別是研究生階段
的師生關係異化及其新聞多有探討，李鳳
亮則認為，良好的師生關係應當立足於教
學相長、平等交流，既非老闆與打工者的
互動，也不拘泥在傳統的私塾模式中。
「一個老師遇到一個好學生不容易，」李
鳳亮說，受制學術體制和社會環境，大學
特別是理工科中，師生關係容易異化，因
此重提師道非常重要。在生活、教學、科
研、思想上，李鳳亮認為制定出相應的教
師準則非常重要。「大學的行政是一個管
理、輔助的科學系統，」李鳳亮相

信，為了學生和大學共同福祉
和利益，自己未來仍需要

多多努力和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