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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下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
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以手工艺产业为例
许应楠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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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其中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能够促使

当地产业与乡村资源结合，形成特色产业，助力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更能够保护和传承我国中华优秀传
统乡村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因此文化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尤为迫切和重要。另外，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和我国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大力支持，我国乡村文化产业出口将会引来一个快速发展期。文
章以手工艺产业为例，将乡村文化产业与跨境电商结合起来，对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影响因素
及对策进行研究，从政府支持、农民认知、跨境电商能力、产品品质、文化海外输出、产业氛围六个方面，
构建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影响因素模型，并深入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
电商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该文从政府支持、乡村文化传承人培养、文化走出去、产业集聚等方
面，提出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对策与建议，从而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我国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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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大力发展乡村
文化产业，不仅能够助力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更能够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在众
多乡村文化产业中，手工艺产业更是我国乡村文
化的沉淀，有着坚实的产业基础。2018 年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

对策

挖掘民间艺术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 《2018—2024 年中国民
间手工艺品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趋势研究报告》
显示[2]，预计到 2021 年，我国民间手工艺产业规模

将超 9 000 亿元。另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布的 《文化贸易全球化》 报告显示，中国还是全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要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实施传

球手工艺品最大的出口国。如山东省滨州市博兴

统工艺振兴计划，培育形成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

县在经历数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创新之后，不仅

的传统工艺产品。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已成为“中国草柳编工艺品出口基地”，产品更是

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并创新发展具有民族和
地域特色的乡村手工业。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要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扶持农村非
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等。龙文军等

[1]

（2019） 学者也指出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有很多种，

销往美国、日本、西欧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由

此可见，在新时代和文化自信背景下，面对国内
外市场，乡村手工艺产业都会保持一个高速发展
的状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我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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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的大力扶持，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

了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影响因素模型，
如图 1 所示。

出口势必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我国的乡村孕

1. 2

育了形式多样的手工艺品，这些承载着乡村文化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分析

1. 2. 1

的手工艺品将会借助跨境电子商务走出国门，带
动农民就创业，并传播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但同

政府支持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乡村

时也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手工艺产品是否会受到

文化产业跨境电商也不例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

海外消费者青睐、企业跨境电商运营能力是否满

政府帮助整合资源，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我国

足要求、跨境电商人才数量是否存在缺口等，这

乡村手工艺产业在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过程中，不

些都会成为制约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仅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更需要政府在日

的现实阻碍。因此，文章对影响我国乡村文化产

常业务开展中给予大力支持。政府支持主要包括

业跨境电商发展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分析作

以下三个方面。

用机理，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乡村文化产

（1） 政策法规：针对乡村发展和文化复兴等

业跨境电商发展对策，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

领域，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如 《乡村振兴

议和乡村振兴战略。

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1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等，不仅要求传

1. 1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及分析

承好中华文化基因，更要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这些政策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乡村手工艺产业的复苏和发

该文在先前学者研究基础上，以手工艺产业

展。除了以上跟乡村文化产业相关性高的政策外，

为例，从政府支持、农民认知、跨境电商能力、
产品品质、文化差异、产业氛围等方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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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农民创业政策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

业氛围来支撑。产业氛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除了国家政策外，

方面[8]。

各地政府也会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制定更适宜于当

（1） 领军企业：领军企业在产业氛围形成过

地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这些政

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促进产业氛围从低迷

策的制定，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国优秀乡村文化向

向浓厚演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因子。政府对于当地

海外传播，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农民对乡村

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领军企业的培育，能够带领

文化产业及其跨境电商的认知，并有利于当地乡

该地区上其他类型企业的发展和聚集，一方面能

[6]

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氛围的形成和良好发展 。
（2） 基础设施：政府除了制定政策外，还需

够形成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产业链，另一方面能
够有利于当地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氛围的形成，

要为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基础设

对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具有较大

施保障，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乡村硬件建设，包

的促进作用。

括乡村公路建设、乡村物流快递站点建设、乡村

（2） 产业链：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在

电脑及网络普及情况等，这些基础设施都是跨境

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产业链的形成能够对

电商业务开展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要素。基础设施

该产业的体量、经济效益、品牌影响等方面都有

建设比较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农民加快

比较大的促进作用。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

对乡村文化产业及其跨境电商的认知，促进乡村

商的发展同样需要其所在区域产业链的支持，包

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括手工艺产品生产、跨境电商运营、国际物流等，

（3） 工作执行：除了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

而一旦产业链形成，并有着良好的运营氛围，则

设外，政府还需要在日常工作中，结合企业实际

又会促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便更好地支持当

需求，多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去促进乡村手工艺产

地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业跨境电商的发展，具体包括政策引导宣传、跨

（3） 交流氛围：跨境电商发展日新月异，新

境电商人才培训、交流活动组织、项目对接等。

技术、新模式等不断出现。在此背景下，针对手

该文将政府这一行为描述为工作执行，通过一系

工艺这一特殊产业，跨境电商平台如何选择、如

列的政府工作执行，不能能够帮助农民了解乡村

何精准获取海外消费者、如何做海外推广、国际

文化产业和跨境电商业务，更也有利于当地乡村

物流如何规划等，成为从业主体迫切需要了解和

文化产业跨境电商氛围的形成。政府的工作执行

解决的问题。除了政府支持外，各从业主体还需

效率越高，则对当地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

要不断交流和探讨，一方面能够加深农民对乡村

发展越有推动作用。

文化产业跨境电商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交流能

综上所述，政府支持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

商发展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表 1 所示。
表1

政府支持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及其他因素的作用

影响因素

影响作用

够不断提高农民的跨境电商运营能力，并促进乡
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综上所述，产业氛围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
商发展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表 2 所示。
表2

H1：政府支持对产业氛围有正向影响
政府支持

H2：政府支持对农民认知有正向影响

H3：政府支持对文化海外传输有正向影响

及其他因素的作用
影响因素

产业氛围

Michael E. Porter[7] 在其研究中指出产业集聚能

够促进该产业的发展，也可理解为产业氛围，乡
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也需要有浓厚的产

影响作用
H5：产业氛围对政府支持有正向影响

H4：政府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有正向影响

1. 2. 2

产业氛围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产业氛围

H6：产业氛围对农民认知有正向影响

H7：产业氛围对跨境电商能力有正向影响

H8：产业氛围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有正向影响

1. 2. 3

农民认知

目前，从事乡村手工艺产业的主体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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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农民是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发展中
的主要和直接参与者。因此，农民对乡村手工艺

1. 2. 4

跨境电商能力

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开展主要是通过

产业及跨境电商的认知等，会直接影响着乡村手

跨境电商平台进行，因此从业主体的跨境电商能

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农民认知主要包括以

力至关重要。跨境电商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下两个方面。

方面。

（1） 跨境电商认知：传统乡村手工艺产业主

（1） 平台选择：随着全球跨境电商业务的快

要是在当地或通过线下渠道进行销售，农民对于

速增长，国内外提供跨境电商服务的平台也越来

手工艺产品的制作和销售，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

越多，比较知名的有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

知，但对跨境电商的认知还不多。如果农民对跨
境电商的认知不多，则会大大阻碍当地乡村手工

Amazon、eBay、Wish、Shopee 等。这些平台及服

务各有特色，如主要面向的国家、运营的产品、

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该文的跨境电商认知主

运营的规则等都有所差异，而且有的是面向企业

要是指农民对跨境电商应用及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客户，有的是面向个人用户。对于从事乡村手工

包括对手工艺产业与跨境电商结合的认知、跨境

艺产业的主体，如果跨境电商平台选择正确，则

电商平台的认知、开展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业务

会大大促进其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流程的认知等，这些认知将会让农民意识到跨境

（2） 整体规划：跨境电商平台选择好后，乡

电商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就业和创业，激发他们

村手工艺产业从业主体能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学习跨境电商的热情，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农民的

结合跨境电商平台规则，制定科学合理的运营规

跨境电商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当地手工艺

划方案，会直接影响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能否持

产业跨境电商氛围的形成。

续发展下去。在制定运营规划方案时，从业主体

（2） 文化传承认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鼓

不仅需要能够及时洞察海外市场走向，了解海外

励乡村手工艺产业的发展，不仅是为了帮助农民

消费者兴趣偏好，以此进行选品并对产品进行设

脱贫致富，还希望农民能够将优秀传统乡村文化

计，确保产品品质，还需要了解国内行业竞争情

融入到手工艺产品中，达到振兴和传承乡村文化

况，掌握国内产业发展趋势。

的目的。而且海外消费者对我国手工艺产品感兴

（3） 人才团队：由于跨境电商业务涉及面比

趣，主要是对该产品所融入的乡村文化感兴趣。

较广，相对于内贸电商来说更为复杂，不仅涉及

因此，农民在从事乡村手工艺产业过程中，需要

跨境电商平台运营，还需要了解国际物流、关检

对乡村文化内涵、传承等方面有所认知。这些认

汇税等，更需要了解出口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海外

知能够帮助农民意识到手工艺产品必须要能够很

消费者偏好等，这都需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撑，团

好地融入乡村文化，一方面能够提升产品品质，

队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根据海外市场和消费者

另一方面能够有助于中国优秀乡村文化向海外

偏好进行选品并对产品进行设计，要把乡村文化

传播。

融入到产品中去，确保产品品质。因此，乡村手

综上所述，农民认知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

商发展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表 3 所示。
表3

农民认知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及其他因素的作用

影响因素

影响作用
H9：农民认知对产业氛围有正向影响

H10：农民认知对跨境电商能力有正向影响

农民认知 H11：农民认知对产品品质有正向影响

H12：农民认知对文化海外输出有正向影响

H13：农民认知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有正向影响

工艺产业从业主体能否组建一支跨境电商人才团
队，也是影响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能力对乡村文化产业跨

境电商发展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表 4 所示。
1. 2. 5

产品品质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全球贸易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企业会加入到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中[9]。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消费者会越来越
注重产品品质，产品品质好将会大大促进乡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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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跨境电商能力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及其他因素的作用

影响因素

跨境电商能力

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文化海外输出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文化普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影响作用
H14：跨境电商能力对产品品质有正
向影响
H15：跨境电商能力对乡村文化产业
跨境电商发展有正向影响

工艺跨境电商的发展。产品品质主要包括以下两
个方面。
（1） 产品质量：在国内，不管是理论研究学
者还是实际运营人员，大家都普遍认为产品质量
是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跨境电子
商务也不例外[10]。海外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购买我国
手工艺产品时，同样会从材料、做工、包装等方
面，对我国出口的手工艺产品质量做出判断，以
此来决定是否购买。如果产品质量不过关，则会
阻碍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2） 文化融入：前文指出，海外消费者对我
国手工艺产品感兴趣，主要是对该产品所融入和
承载的乡村文化感兴趣。因此，手工艺产品在设
计和创新过程中，从业主体能否很好地挖掘当地
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并将其有效融入手工艺产品
中，也会影响手工艺产品能否很好地被海外消费

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正在深入了解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包括乡村文化。如果这些优秀的乡
村文化能够在海外普及，对于融入这些文化的手
工艺产品打开海外市场，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也有着巨大的
推动作用。另外，乡村文化在海外得到普及，不
仅有利于我国乡村手工艺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更
能推动乡村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在此背景下，
政府也会出台更多的政策来支持文化传承发展。
（2） 文化兴趣：文化普及只是海外消费者了
解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开始，关键还需要激发海
外消费者对我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兴趣，只有
这样，才能激发海外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不
能激发海外消费者对我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兴
趣，即使产品品质很好、从业主体跨境电商能力
较强，也无法激发海外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无疑
会阻碍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综上所述，文化海外输出对乡村文化产业跨

境电商发展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表 6 所示。
表6

者接受和认可，最终影响我国乡村手工艺产业跨

影响因素

认可后，也能够促进手工艺产品中所融入的乡村
文化在海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发展。

文化海外输出

综上所述，产品品质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
表5

产品品质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2

及其他因素的作用
影响因素
产品品质

1. 2. 6

影响作用
H16：产品品质对文化海外输出有正向影响

文化海外输出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
及其他因素的作用

境电商的发展。另外，手工艺产品被海外消费者

商发展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表 5 所示。

5

影响作用
H18：文化海外输出对政府支持有正
向影响
H19：文化海外输出对乡村文化产业
跨境电商发展有正向影响

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以及对跨境电商的大力支持，我国乡村文化产

H17：产品品质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有正向影响

业跨境电商出口势必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但

文化海外输出

府支持、农民认知、跨境电商能力、产品品质、

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政

中国有着众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乡村文化

文化海外输出、产业氛围等。基于前文分析以及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根

得出的结论，对于如何推动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

基所在，但如果这些优秀的乡村文化不能很好地

境电商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一带一路”

向外输出，不能被海外消费者所理解和认可，则

倡议，该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会严重阻碍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的发展。

2. 1

众多学者在其研究中也指出，文化距离会影响着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鼓励产业结合跨境电商
国家已经从宏观层面上出台多项政策，鼓励

6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此传承我国优秀传统乡

2. 3

2021 年

加快文化走出去，提升海外影响力

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

文化走出去既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之

府也需要出台更具体的政策，从微观层面上具体

路，也是我国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的助燃

落实国家对乡村文化产业的支持。一是各地政府

剂，基于前文分析可知，只有激发海外消费者对

可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和出台支持乡村文化

我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兴趣，才能激起其对手

产业发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尤其是鼓励乡村文

工艺产品的购买欲望，因此需要大力提升我国乡

化产业跟跨境电商的结合，为乡村文化产业跨境

村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一是政府可以基于“一

电商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发展指导；二是出台

带一路”倡议，支持和鼓励各类机构通过电视节

政策鼓励有条件的手艺人和农民返乡创业，提供

目、走进海外高校等活动形式，向世界展示我国

技艺、跨境电商培训等创业扶持，以便提升农民

乡村面貌以及风土人情，传播我国优秀传统乡村

乡村手工艺跨境电商能力；三是政府需进一步通
过线下讲座及线上视频等方式，加大对乡村文化
产业和跨境电商发展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农民
意识到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的前景；四是
加大对乡村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创业及产业化经营
的资金扶持力度，为从业主体提供产品研发、文
化融入、人才培养、海外市场开发、跨境电商平
台运营、海外仓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帮助。
2. 2

强化乡村文化传承人培养，创新产品
产品品质是影响文化产业跨境电商发展的一

个主要因素，而产品品质的直接决定者是手工艺
从业者。目前我国乡村传统手工艺从业者年龄普
遍偏大，年轻人学习热情不高，存在人才匮乏和
断层现象，因此对于手工艺从业者的培养和传承
至关重要。一是政府应重视手工艺从业者的培养，

文化；二是从业主体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结合
自己所经营的手工艺产品，挖掘其可以融合的乡
村文化，通过短视频方式向海外消费者展示，包
括乡村传统美食文化、乡村手工艺产品制作、乡
村旅游资源等。
2. 4

建设跨境电商园区，打造产业链集聚地
产业集聚不仅能够促进产业链的形成，更能

够营造产业交流氛围，助力从业主体提升运营能
力。基于前文分析，该文提出以下对策，一是各
地政府可结合当地产业规划，联合有实力的产业
园开发机构，选择与当地乡村资源适宜的手工艺
项目，建设手工艺跨境电商产业园；二是产业园
可按照“公司+手工艺师+基地”的产业化发展模
式建设，其中“公司”既可是自行运营的跨境电

出台政策给予手工艺从业者职业和身份的认可，

商公司，自行研发产品并销售，也可是第三方跨

并通过举办政府活动、评选等项目，激发年轻人

境电商代运营公司，主要帮助其他企业销售手工

对手工艺行业的兴趣和认可，加快手工艺行业人

艺产品。“手工艺师”则是专注于产品的创新、研

才队伍的建设；二是政府、行业、企业等可以与

发和生产的一类主体，产品可委托第三方跨境电

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合作，通过手工艺文化进课

商代运营公司进行销售。“基地”则是产业园为孵

堂和学校、联合开展学徒制项目等形式，让学生

化更多依托手工艺项目的创业公司而形成的孵化

了解我国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激发学生对手工艺

基地，主要用于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和扶持；三

行业的职业认可；三是加强对当地手工艺从业者

是产业园应围绕乡村文化产业跨进电商产业链，

的技艺培训，重点对产品技艺与乡村文化的融合

积极引入各类主体入驻，包括手工艺产品生产者、

进行培训，达到创新手工艺产品的目的。

跨境电商运营者、国际物流运营者、视觉设计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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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 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
——TAKE HANDICRAFT INDUSTRY AS AN EXAMPLE
Xu Yingnan
(1. Suzhou Economic and Trade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Suzhou 215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ver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industry and rural resources, and
form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help fight poverty in our country, but also protect and inherit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culture, and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so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In addi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export of

China's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will lead to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for example,
this paper combined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with cross-border E-commerce, studi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and construct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from six

aspects, namely,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armers' cogniti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ability, product quality,
overseas cultural output and industrial atmosphere. Then it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of China's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support, cultivation of handicraft inheritors, culture going out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o as to better serve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rural culture in China and spreads it to the world.
Keywords

rural culture；cross border E-commerce；handicraft industry；influencing factors；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