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COLUMN

文化营销：城市为自己代言

策划 / 编辑 ＿刘珺 设计＿刘文杰

“软实力”概念的产生及演变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的一本关于美国未来实
力的书中提出。“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
而言的，它最初被运用于国家层面的研究。约瑟夫
认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文化、政治价

城市

值观和外交政策。“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就获得
高度关注，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作为提升综合国力
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这个术语还进入了中国的官
方语言系统，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
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就
国家文化软实力阐发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此后，对

软实力

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问
题。“软实力”不仅作为政治术语使用，还被广泛
应用在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的解
释和研究中，其范畴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
首次将软实力概念引入城市的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教授倪鹏飞，他对包括城市软实力在内的城市发
展和城市竞争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陈志城等学

构建中的

者把城市软实力界定为“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
和环境软实力之和”。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学者对城
市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研究与阐述，最后基本达成

文化营销策略

共识：城市软实力应该是能够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各
种因素，比如文化、政策、环境等。

城市软实力应该是能够增强城市
竞争力的各种因素，比如

文 /石 丽璠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漓 江 学 院 管 理 系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软实力”这一概
念最先是由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约瑟夫·奈在
1990年的一本关于美国
未来实力的书中提出。

文化

政策

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文

环境

约瑟夫认为，国家软实
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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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软实力与城市文化营销
的关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区
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增强城市核心竞
争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平台，已经成
为众多城市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城市营销
理论的研究始于美国，国内学者曾经从各自
研究角度出发对城市营销进行理论和实践研
究。为使城市营销能够高效和持久，我们必
须充分意识到营销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注
重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
（当地居民、国内外旅游者、投资者等）在
获得城市商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亦能获得
精神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良好的正面
形象，这种融入文化因素的营销就是所谓的
“城市文化营销”。
由此可以看到，在城市软实力的各项要
素中，文化作为关键组成部分，对软实力的
质量和能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想在激
烈的城市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最大限度地
提升城市软实力，对城市文化的营销是必不
可少的。富有成效的城市文化营销，无疑是
彰显城市精神特质、增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
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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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营销的策略
城市要打造独特鲜明的形象，在进行文
化营销时需要思考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这
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挖掘，笔者仅选取其
中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对这
些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策略。

对城市节庆活动的营销
节庆是在特定时期举办的、具有鲜明地
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主题性节日庆典活动，
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随着
节庆活动特别是现代节庆活动的不断丰富和
发展，城市影响力日益扩大，这对城市软实
力构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做好城市
节庆活动的营销工作，需要做到以下步骤。

策划 / 编辑 ＿刘珺 设计＿刘文杰

明确的目标市场。城市节庆活动种类
繁多，产品的消费者包括当地居民、旅游
者、投资者等不同群体，每种群体的需求和

青岛的国际啤酒

构成各不相同，因此应该在举办活动前就做

节是以啤酒为主题，

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对消费者进行分类和评

融经贸、旅游、文化

价，找出符合营销目标的消费者类型，成功

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

进行产品定位，有利于与消费者之间相互了

动，已经成为彰显青

解和沟通，有针对性地为目标消费群体策划

岛城市个性优势与魅

活动内容，从而打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城市

力的盛大节日

形象。
有效的营销方式。在开展城市节庆营
销活动时，可以运用多种营销方式，如体验
营销、事件营销、口碑营销、网络营销、整
合营销，等等。下面主要探讨前两种营销方
式。

准确的产品定位。各城市应该在充分了
解自身所处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历史特
色和文化风俗等情况下，找到自己独具特色
的优势所在，以此确定节庆活动的主题和内
容，也就是营销的“产品”。比如青岛的国
际啤酒节是以啤酒为主题，融经贸、旅游、
文化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已经成为彰显
青岛城市个性优势与魅力的盛大节日。通过
国际啤酒节这个亚洲最大的啤酒盛会，青岛
市与啤酒、啤酒节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植根于
人们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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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营销基于消费者的感官、情

为了让人们关注地方文化、

感、思考、行动、关联五个方面重新

关心城市建设，2018年成都历时

定义和设计营销理念，突破传统“理

八个月开展“天府十大文化地

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在消

标”的大型评选活动，从文化内

费时是理性与感性兼备的，消费者的

涵、地理标志、艺术审美、现存

体验才是其购买行为的关键。对于举

状态、社会影响5个维度进行综

办节庆活动的城市来说，要做好体验

合考量，最终评选出峨眉山、青

营销则需要研究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城山—都江堰、三星堆遗址等十

在活动中增加能够让消费者实现多角

大文化地标

度感触、多方位体验的环节或者项
目，以此推动消费者认知产品，最终
促进产品的成功销售。
事件营销又称为“活动营销”。
事件营销是企业通过策划、组织和利
用具有新闻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人
物或事件，引起媒体、社会团体和消
费者的兴趣与关注，以求提高企业或
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树立良好品
牌形象，并最终促成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在城市节庆营
销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制造具有新闻
价值的事件，通过具体的操作让这一
新闻事件吸引公众的目光并在线上和
线下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则可以达

对城市文化地标的营销
城市文化地标是具有多种文化含义和象征的文化景观，不仅具备独特的建筑风格与独有的品牌效应，也蕴
含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与内在品质。近年来许多地方为增强城市的文化识别度、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和品质，
开始重视对文化地标的挖掘、宣传和推广工作。
评选城市文化地标。文化地标涵盖范围广阔，既可以是文物古迹，也可以是现代建筑，但是无论如何都应
该是该城市独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为了让人们关注地方文化、关心城市建设，2018年成都历时八个月开
展“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的大型评选活动，从文化内涵、地理标志、艺术审美、现存状态、社会影响5个维度进
行综合考量，最终评选出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三星堆遗址等十大文化地标。南京则在十大文化地标评选
时，从历史文化地标、新锐文化地标、红色文化地标三大子榜单里最后评选出南京城墙、南京长江大桥、夫子
庙秦淮风光带等十大文化地标。通过对城市文化地标的寻找和评选等工作，在唤起市民对城市传统文化记忆的
同时，也为城市地域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途径。

到很好的广告效果和营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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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峨眉山

营销的重要资本，这些能够展示城市形象的标
志性建筑和景观具有强烈的可识别性，特别适
合用来作为城市文化的品牌象征。对其进行营
销的过程中，主要可以运用影视营销和口碑营
销的方式。
影视营销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品
牌，增加影视拍摄地的知名度，激发人们前往

都江堰
—

阆中古城及

青城山

﹃春节源﹄纪念地

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文化地标是城市文化

当地观光游览。电影《非诚勿扰1》让原本不
为人知的杭州西溪湿地名声大震、《非诚勿扰
2》捧红了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就是明
证。因此可以考虑将影视作品作为城市文化的
推广工具，增加城市文化地标在制作精良影视
作品中的曝光率，进而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
口碑营销原指企业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
引发企业的顾客对其产品、服务以及企业整体
形象的谈论和交流，并激励顾客向其周边人群

眉山三苏祠

三星堆遗址

进行介绍和推荐的市场营销方式和过程。由于
这种方式可信度强，成功率也高，因此城市文
化地标凭借口碑宣传可以树立良好的感知形
象，培养潜在旅游者，等到时机成熟时这些人
会转化为现实的旅游者，城市文化地标也就成
为游客必到的“打卡地”。

对城市文创产品的营销
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简单地说它就

凉山冕宁

彝海结盟遗址

广安邓小平故居

是源于文化主题并经由创意转化的具有市场价
值的产品，以往对城市文创产品的研究较少。
城市结合自身文化资源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符
号，可以创造性地设计开发出一系列城市文创
产品，在将产品销售给顾客的同时推动当地文
化的快速普及。为了更好地进行城市文创产品
营销，需要注意以下一些事项。

五粮液老窖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影视营销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品牌，增加
影视拍摄地的知名度，激发人们前往当地观光游览。电
影《非诚勿扰1》让原本不为人知的杭州西溪湿地名声大
震、《非诚勿扰2》捧红了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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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之美誉，是孔子
后裔的第二故乡。衢州市委市政府从2017年开始，着手
系统谋划城市品牌建设，提出了建设“衢州有礼”城市
品牌的构想和框架，明确要全力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
市”。2018年7月，衢州正式向社会发布由作揖礼标志、
快乐小鹿吉祥物、南孔爷爷城市卡通形象组成的“南孔
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

34

提炼产品的卖点。目前一些城

有性就是最大的卖点，一座城市独有

博、微信等途径销售城市文创产品。

市文创产品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的具有鲜明标识性特征的文化符号能

微博凭借平台优势可以为城市

产品的创新性低，同质化严重，消费

够吸引消费者购买与其相关的产品，

文创产品的营销提供渠道。图文并茂

者购买欲望不强。城市文创产品应该

如果产品还兼具审美性、实用性、纪

地向网友介绍文创产品，蕴含一定知

凸显地域特色，可以充分利用城市丰

念性、趣味性，则更容易为消费者接

识性与故事性的文创产品信息再结合

富的文化资源，将具有城市文化特色

受。

网络流行用语，这样的官方微博具有

的图案、造型、人物、事件等加以

拓宽销售的渠道。如今社会已

很高的黏性，可以持续吸引粉丝的关

发挥和深化，巧妙应用在各种文创产

经步入“新媒体时代”，在传统营销

注。此外还可以通过有奖转发、抽发

品及其包装上。在产品销售过程中独

的基础上还可以借助互联网，通过微

红包等活动激发粉丝的热情，让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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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参与营销的过程。为了方便网友直接购买到喜欢的文
创产品，微博中还可以提供对应的在线商店链接，实现城
市文创产品在“线上”的销售。
微信作为时下最热门的社交信息平台，正在演变成
为一大商业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建立城市文
创产品公众号，进行软文推送，增加用户对文创产品的了
解。通过微订系统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对接，在微订系统后
台建立的销售城市文创产品的店铺和商品将展现在微信
中，通过朋友圈转发点赞优惠、网上下单优惠等活动，达
到良好的营销效果。
此外还可以借助淘宝网、京东商城等网上交易平台，
创建专门销售城市文创产品的网店，为产品配上精美的图
片和文字说明，在增加城市文创产品的曝光率、提高城市
文创产品销量的同时，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需要增强软实力特别是
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城市文化形象的全面升级。在此过
程中应该深入挖掘城市的文化资源及其蕴含的深层次文化
价值，并且通过城市文化营销来让社会大众熟悉和了解。
城市文化营销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体验营销、
事件营销、口碑营销、影视营销、网络营销，等等，在对
各种城市文化资源进行营销时，这些手段可以结合起来综
合运用，取得最佳的营销效果。
（本文系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漓江文化研究院协同
创新团队科研项目《漓江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研究》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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