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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成功原因探析及对国产剧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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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徐雪辉



摘要

韩剧带来的轰动性效应，不仅带动了韩国的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通
过韩剧所传播的韩国美食，时尚服饰，优美风景更是吸引着大批游客前往韩国
，全身心的感受韩剧里的场景，韩国的其他相关产业也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
不可否认，韩剧带给韩国的收益是巨大的，韩剧现象这个文化热点也值得我们
去关注和研究。文章就试图通过研究韩剧发展的背景，动力，成功的原因以及
韩剧的制作创作过程和艺术魅力，来总结出韩剧成功的经验，从而给中国的电
视剧行业发展提供一些可靠建议。

关键词：韩剧；热播；原因；国产剧；文化

Analysis of Korean drama’s success and inspi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

Student majoring in Drama Film and Literature    Name Liu Xiaoxu

 Tutor     Name Xu Xuehui

Abstract 
Korean dramas bring sensational effec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s 

entire cultural industries. Meanwhile, Korea’s cuisine, fashion clothes, beautiful lands
cape lure a large number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travel to Korea and feel whole
heartedly in the scene from soup operas. Therefore, many other relevant industries als
o developed quickly. It can not be denied that the Korean drama has brought huge inc
ome in South Korea, so Korean cultural phenomenon as a hotspot is worth our attenti
on and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al is to research Korean drama's background,
 motive,successful reason,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the charm of its own. We can conc
lude successful experience from the Korean dramas, thereby providing some reliable a
dvice to the Chinese drama industry. 

Key words: Korean drama；hot play；reasons；Chinese drama；culture  

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股强劲的“韩流”袭编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韩流”通

常指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等娱乐事物登陆他地后产生的地区性影响。韩国的

百变天后李贞贤是把韩流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随着之后以“HOT”为代表的韩国流

行组合歌手凭借着潮流的音乐和舞步迅速征服了大批中国人，形成了一股韩国

流行歌曲、电视剧以及韩国影视明星的“热潮”，中国报刊上把这种现象称为“韩

流”，并被韩国媒体推广接受，由此，“韩流”不断的扩散，涌入更多地区和国家。

其中，韩国电视剧则是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1992年中韩建交的翌年

，中央电视台引进了韩国电视剧《嫉妒》，这是韩剧第一次与中国内陆的观众见面

，随着之后1997年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国的热播，掀起了韩剧在中国播

出的新浪潮，一大批优秀的韩国电视剧陆续涌入中国。《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

》、《天国的阶梯》、《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众多韩剧先后在各大电视台播出，韩

剧由此对我们的生活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形成了一种热潮。根据央视索福瑞

《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的相关数据“仅2004年一年，我国就播出了107部韩剧，而

当年总共播出电视剧649部，占到了总数的16.5%。而《人鱼小姐》、《看了又看》、《

明成皇后》的热播，成就了CCTV-

8的“海外剧场”，在晚间时段收视率高举第一。”随着之后《大长今》的热播，更是

将韩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韩国的饮食文化，传统服饰等特色文化在中国流行

开来。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更是为韩剧在中国的播出提供了新的便利，

网络也逐渐的成为韩剧主要的播出平台。据粗略统计“仅《来自星星的你》一部韩

剧就在PPS、乐视网、爱奇艺、迅雷四家视频网站的播放量加起来早已超过10亿，

而该剧的百度指数突破了300万”，这不仅刷新了韩剧的历史记录，都教授也因此

成为了全民男神。十几年的时间里，韩国电视剧的流行不但没有退潮，反而越来



越在中国热播，蓬勃的发展，因此，韩剧现象也引得更多人关注，具有深刻的研

究价值。                        

（二）研究现状

自从20世纪90年代韩剧传入中国开始，关于韩剧的论文就不断涌现，从多个

研究角度切入，使得韩剧的研究更全面、更广泛。首先，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上，

如李奥的《全球化背景下韩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解析》、周平，张峥琦的《韩剧

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及其启示》、张换成的《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韩剧在中国的流

行》、刘鸣筝的《从韩剧看其跨文化传播的得与失》等等，都从文化内因出发，认为

韩剧热播的原因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广泛认同以及情感价值观的共鸣。其次，从韩

剧自身特色上研究，例如王静、窦钰萱的《韩剧运作及时对国产剧的启示—

以<来自星星的你>为例》就从制播合一，强大的剧本编辑团队，边写边拍边播等

韩剧独特的运作方式来分析韩剧。王俊忠的《论韩剧中得儒家文化底蕴》就是从

韩剧中体现的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来分析韩剧。还有从中国和韩国两个国家的

电视剧对比分析研究，通过研究二者差异和不同，以达到共同进步发展。例如高

福安，王晓研的《中韩电视剧比较及对策》就从产业政策、制作定位、制作特色、

生产播出模式、营销发行这五个方面来集中阐述中韩电视剧的异同并提出国产

剧发展策略。卢茂柏，于清涌的《韩剧与国产电视剧的比较分析》则是从创作观念

、情节设计、情感表达这几个内在方面来比较韩剧和国产剧的异同。最后，在具

体分析韩剧热播原因的角度上，连小青的《韩剧热播原因探析》，李群的《韩剧为

什么这样“红”—

韩剧热播现象原因探析》，赵春梅，郑没连的《“韩剧热”原因探析》等基本都是从

韩剧自身的艺术品质，真实的题材，漂亮的画面，情感的表达，伦理道德观的表

现，受众的体验等内部原因来分析韩剧的热播。



综上可以看出，有关于韩剧的研究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

成果大多集中在跨文化传播、运作机制、艺术特色等方面，分析角度相对狭隘，

缺少全面宏观的分析，因此，关于韩剧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现如今，韩国电视剧在短短十几载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不仅在中国引发了一

个又一个的收视狂潮，在日本、东南亚甚至全世界，包括韩剧在内的“韩流”不断

的风靡。不仅给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直接收益，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还带动了许

多商业、旅游业、餐饮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韩国也因此由一个“文化弱国”转变

为一个“文化强国”。

韩剧现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流行现象，值得关注研究。因此本文联系韩

剧的时代发展背景，从宏观角度分析韩剧流行这一现象，深入探索韩剧热播的原

因及其自身魅力，从而给国产电视剧以借鉴性经验和启发性思考。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方

式来研究。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面的了解把握韩剧这一

个研究对象，了解学界对韩剧的研究现状。同时运用定性分析对韩剧进行质的研

究，对获得的材料进行思维加工，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韩剧热播

的内在原因。本文还通过对《大长今》、《冬季恋歌》、《继承者们》、《来自星星的你

》等具有代表性的热播韩剧的具体案例分析，更深层次的把握韩剧的魅力。

一、 韩剧崛起的背景原因

随着199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了第一部韩剧《嫉妒》开启了韩剧的中国之

旅，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重播韩国的家庭剧《爱情是什么》并引起了人们

的观看热情和轰动性效应，由此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大量涌入我国并逐渐形成

http://baike.baidu.com/view/924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909/9805252.htm


韩流。之后大批韩剧开始涌入中国市场，从早期的《大长今》《蓝色生死恋》《冬季

恋歌》《人鱼小姐》《浪漫满屋》《我的女孩》再到今天的《拥抱太阳的月亮》《继承者

们》《听见你的声音》《来自星星的你》等，这些韩剧都凭借着其贴近生活的叙事内

容，长相俊美的男女主角，唯美纯粹的情感，如画的风景动人的音乐等吸引着大

批忠实的观众。

（一）韩剧发展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剧处于到处取经的阶段，国产剧的拍摄水准和中国一

样并不高，电视台也比较少，因此那时的韩国常常引进中国香港无线的电视剧，

例如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和黄日华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同时韩国还学习日

剧拍摄了许多言情剧，但是都反响平平，引发不了观众的观看兴趣，逐渐的被人

们淡忘。

2．第二阶段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韩国看到了日本青春偶像剧的热播并从中汲

取借鉴了成功经验，在1992年MBC播出的《嫉妒》就开启了韩剧中青春偶像剧这一

新类型，随后的电视剧《爱的火花》、《医家兄弟》、《星梦奇缘》、《恋风恋歌》等延

续了这一风格相继播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获得了众多年轻观众的追捧。从此

，韩国电视剧走向了“走出去”的路程，作品相继买到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例

如我国就分别从1993年引进了《嫉妒》和1997年引进了《爱情是什么》都这两部韩

剧。

3．第三阶段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对不起，我爱你》《浪漫满

屋》《我叫金三顺》《大长今》《我的女孩》《继承者们》《拥抱太阳的月亮》《来自星星

的你》等韩剧在各个地区的热播，韩国电视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土，俨然走出



国门成为了整个亚洲文化圈的新势力。电视部不断在各地区国家引发热潮，以韩

国电视剧为代表的韩国娱乐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带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

时韩剧也成为一种新的韩流风尚，风靡各地。

（二）韩国政府政治经济的支持

1．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1997年韩国在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之后，重新认识到了文化产业的重

要性，并将其作为二十一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将“文化立国”作

为发展方针，将“培育文化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99年2月韩国发布了《文化

产业振兴基本法》，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这是韩国首次对文化产业指定的详

细的法律法规。随后韩国政府还陆续对《著作权法》《影像振兴基本法》《广播法》

等基本法规作了部分或全面的修订，为文化产业提供法律保障，以适应文化产业

的发展。同时，韩国还特别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设立多级培训机构，注重人才的

培养和交流。韩国政府还通过文化产业振兴院设立了专门的数据库，从而对人才

进行系统全面统一的管理。

2．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建立资金支持体系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并投资了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文化产业的发展,

通过多渠道来筹措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来确保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韩国还设

立了多种文化产业基金包括文艺振兴基金、出版及版权基金、广播发展基金、影

视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等给文化产业提供必要资金保障。此外韩国还提供

中长期的低利息贷款，不断增加文化产业的财政预算等来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对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韩国政府也给予丰

厚的资金奖励，例如“总统奖”、“特别出口奖”、“成就奖”等奖项。

（三）传统文化内涵的推动



从古至今，中国和韩国就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在这漫长的交流过程中

，两国文化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由此形成了两国各自独特的文化。但韩国

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处于亚洲文化圈，因此也具有共同的文化情感。韩国人对于

儒家文化是一丝不苟的全部接受的，甚至比中国人还要信奉，有些在中国已经失

传的儒家思想教义，反而在韩国完整的传承保留下来。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爱国

思想，教育学习精神推动者韩国文艺创作者们的创作热情，不断的学习、创作，

从而使得韩国文化产业不断发展繁荣，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中

庸和谐的思想也体现在韩剧中的各个方面，引发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共鸣，也促进

了韩剧的进一步发展。

（四）发达的娱乐文化机制

 

韩剧之所以如此流行，与韩国异常发达的娱乐文化机制是分不开的。根据不完全

统计，韩国国内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于娱乐文化产业，一部制

作精良的韩剧背后离不开韩国娱乐业严格的培养编剧、明星的机制，在这种机制

下，编剧和明星往往会有几年的练习生生涯，通过这种培训对他们进行写作、演

技、才艺等方面的提升，从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编剧作家及演员们。同时，与

中国电视剧中导演地位最大不同的是韩剧中编剧在整个韩剧的制作流程中有着

大多数的决定权，甚至包括演员的选定，通常韩国明星在选择电视剧时最先关注

的是那部剧的编剧而不是导演，知名编剧的片酬也与知名演员片酬是一样高的，

市场的竞争与巨大的收益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编剧不断推陈出新，创作出优秀的

韩剧。

               二、 韩剧成功的产业化运作模式

（一）独特的生产制作机制



1.制播合一的管理体制

韩国电视剧与我国的电视剧所不同一直奉行着“制播合一”的管理体制，即电

视剧的制作和播出业务由电视台统一管理和运营，同时以播出为中心，有效的整

合和利用有限的资源，避免了制作过程中资源的浪费。韩国MBC、SBS、KBS这三家

电视台实力雄厚，资金丰富，培养了大批优秀编剧，为电视剧的制作也提供了大

量的资金支持，从而在人力财力上保证了电视剧的质量。

2. 边写、边拍、边播的制作过程

边写、边拍、边播的制作过程是韩剧运营的一大特色，电视剧制作和播出部

门有着很大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一般来说，韩剧在拍摄前并不会需要剧本完整，

只需拿出剧本的1/5，审核讨论过后就可进入拍摄环节。这种制作过程的优点在于

可以及时的掌握收视率和观众的反应，有些韩剧会在网络上征集观众意见，根据

观众的反馈信息来适当的调节故事情节和演员的出场份额，更大程度的满足观

众需求。

（二）准确的市场定位

韩国由于国内仅有三家主要电视台，人口受众较少，市场规模有限，所以韩

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开始就准确定位在了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整个东南亚地

区。首先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中国有着广大的电视剧市场，一旦占据广大的市场

份额，则收益巨大。其次整个东南亚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容易产生文化认

同与情感共鸣。因此，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大力开发国外市场，促进文化产业

的出口，国内市场收回成本，国外市场盈利创收，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韩剧并没有局限于电视剧出口带来的效益，而是把眼光放长远，逐渐形成了

以韩剧为龙头的带动旅游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产业链，实现收益的同时早就自

身的文化品牌。首先，培养观众的消费意识，开发商品消费市场，韩剧巧妙的把

剧情同本国的美食文化，服饰文化，时尚文化，旅游文化结合起来，对观众进行



潜移默化的韩式文化渗透。例如《大长今》的热播促进了观众对韩国饮食的追求

和喜爱，《来自星星的你》中男女主角的同款服饰更是在淘宝网上销售火爆。其次

，开发旅游资源，每部韩剧的拍摄场地都经过精心的选择。例如《冬季恋歌》的播

出，就使得南怡岛由一个亏损的小岛成为了热门旅游地。江原道、济州岛也因为

韩剧《蓝色生死恋》的拍摄而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国各地的旅游者，从而促进了当

地旅游业的发展。最后，利用偶像消费，开发国际市场。韩剧培养出的明星走红

之后，就会利用其自身的明星效应，大力挖掘自身作为偶像的商业潜力，进行商

业演出，商业广告等活动，形成新的经济链，产生新的收益。例如《继承者们》的

火热播出就使得李敏镐在中国的广告代言激增，人气猛涨，收益自然也水涨船高

。

（四）全面的整合营销策略

韩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也是韩剧流行世界的重要因素之

一，韩国十分注重对韩剧的包装营销。从一部韩剧的剧本创作之前，电视台就会

和制片方一起通过对电视观众和市场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了解观众的喜好，通

过这个调查结果来选择相对应的并合乎剧情的目标商品，并巧妙内嵌于剧情之

中。同时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到拍摄完成，电视台就会联合韩国政府、制作公司

、广告公司等在剧集明星的炒作与宣传、广告的推广以及海外的推广等方面制定

全面系统的营销体系，从而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三、 韩剧的艺术魅力

（一）巧妙的人物设置

主要人物的设置和主要角色的塑造是韩剧取得成功与否的一大因素，首先

帅哥美女是韩剧的标配，但是韩剧里的帅哥美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帅哥美女，

而是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人。由于韩剧的主要受众是女性，所以编剧的工作就是



为这些女性建造一个华丽的浪漫的梦境，韩剧里男主角通常都是完美的，以《来

自星星的你》里的都教授为例，不仅样貌好、身材好、经济条件好，而且还具有空

间转换，停止时间，力量强大等多种超能力，最关键的是他来到四百年后的今天

爱上的恋人就是他四百年前拼命保护的女孩的“今生”，这种命中注定，前世今生

的浪漫戏码完全满足了所有女人对男朋友对恋爱的完美幻想。其次，韩剧里的女

主角要么就是“灰姑娘”，要么就是有着自身独特的性格魅力，如《继承者们》中得

女主角车恩尚就是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女孩，要通过不断的打工来贴补家用和

交学费，正是这样一个姑娘，却赢得了了两个高富帅的青睐，灰姑娘的形象在一

方面也能引起女性观众的情感共鸣，王子与灰姑娘的传统戏码也符合了女性观

众向往童话爱情的心理。而《来自星星的你》中得女主角千颂伊却一反韩剧以往

灰姑娘的传统形象，反而有些神经兮兮，千颂伊是人见人爱的大明星，她美丽，

一举一动都引领着潮流。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女神却与女神经仅有一步之遥，她因

为文化知识的缺失闹出不少笑话，她行为举止大大咧咧，完全符合现在流行的“

女汉子”形象，从而更具有个人魅力。

（二）纯粹的情感体验

除了帅哥美女的组合，韩剧吸引人的还有它对纯洁情感的表达，包括爱情，

友情，亲情。情在韩剧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男女主角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

，对爱十分忠贞。《冬季恋歌》通过描绘男女主角从初恋到长大成人十几年的爱情

历程，所传达出的情感观念就是永恒的爱恋，无论何时何地，时间过了多久，爱

情始终在那里不会变。同时，韩剧的友情总是掺杂在爱情里，友情爱情相互交织

，通常都是三个人的爱恋，但是最后总会有一个人退出，带着祝福和理解，值得

一提的是，这种友谊是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个人的自私而终结，由此也可以看

出韩剧中感情的纯粹，《冬季恋歌》里的三位主人公就有着这种深厚的友谊。此外



，亲情也是韩剧着重表现的情感之一，在生活伦理剧中最为突出，《澡堂老板家的

男人们》就是一部充满着浓厚亲情的韩剧。一家子人聚在一起过着家常小日子，

说话简练的爷爷，爱念诗的大婶，说话不饶人的尹京等经常聊着家长里短，也有

争吵有分歧，但是总是能给人体现出他们彼此呵护关心的亲情。

（三）生活化的叙事风格

韩剧大多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真实的反映了平常普通百姓日

常生活中得点点滴滴，这也是韩剧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韩剧的镜头对准的是平民

百姓家庭中的小事，对剧中人们的生活是全方位、全景式的展现，展示了家庭生

活的美满和谐。剧中琐碎的家庭小事妙趣横生，看似平凡普通却又耐人寻味，观

众通过观看剧中人们的生活从而审视自己的生活，对那些平常注意不到的寻常

事物重新认识，从平淡深处感悟平凡的力量。这些展示韩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韩

剧，无不给人以一种自然舒适的感觉，人们会沉浸在剧中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仿

佛自己也是家庭的一份子，陪着家人吃着一餐又一餐，斗了一场由一场嘴，相了

一次又一次没有结果的亲，从而被剧中浓浓的生活气息所打动。

（四）经典的语言

通常一部韩剧的流行也伴随着其中剧中语言的流行，因此韩剧中的语言台

词大多充满艺术，风趣盎然，经典深刻，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为具有内

涵的生活哲理，例如《罗曼史》中“比起用头脑过日子的人，用心过日子的人更美

丽。”这类语言大都是短句，语言简练，直白通俗，包含着对生活中人情世故的深

刻见识。第二类主要为浪漫抒情的爱情宣言，这类语言主要充满着真挚热烈的感

情，语言优美动人。例如《冬季恋歌》中“其他的星星都换了位置，北极星依然会在

原地，当别人不了解你、不原谅你，甚至离开你，只要我守在原地，你就不会迷路

。”这句台词男主人公就用北极星不会移动来比喻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从而



更加生动形象。第三类主要是各种俏皮风趣的对白，例如《我叫金三顺》中在熙就

吹嘘自己“我最大的困扰就是长得太帅！”通过超常的搭配使困扰和太帅构成主

宾关系，渲染了在熙的自作多情，增添喜剧色彩。

（五）传统文化的回归

韩剧擅长把东方的文化特征融入到剧本创作中，大多数韩剧都表现出了对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认同推崇与尊重，从而使观众在观看之余

获得文化熟悉感和认同感。例如在《来自星星的你》中，教授所说的古籍《烈女传》

和《明心宝鉴》就是中国的古籍，其中《明心宝鉴》还是教授推荐书列的第一位。还

有《大长今》中得女主角长今就是传统女性的代表，温、良、恭、俭、让，还饱读诗

书，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理解并能准确的表达出孟子对于仁与义的含义。在韩剧

里，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孝渗透在各个方面，例如韩国十分强调长幼

有序，晚辈见了长辈要鞠躬行礼，吃饭时要等长辈动了筷子晚辈才能动筷子，这

些都是韩剧中关于儒家思想的小细节，韩剧也十分擅长从细节之处把握对传统

文化的体现。因此，韩剧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儒家文化仁义礼节的宣扬，无不

使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的礼仪文化中找到认同感，产生情感的共鸣。

（六）精美的视听语言

韩剧里精美的视听语言，也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感官享受。韩剧的画面效果

一直以精美著称，首先韩剧的取景十分讲究，一方面景色要优美，另一方面景色

要与剧情相符合映衬。许多场景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更是到国外去拍摄，例如《

春日的华尔兹》就去到奥利奥去拍摄，剧中大量的雪景，笼罩在雾气中的城堡，一

望无银的田野都充满着无限风情。其次，演员们的时尚的妆容服饰也吸引着观众

的视线。韩剧十分注重服装造型，每套衣服都有专门的服装师设计师来设计搭配

，时尚多样，又极具有韩国特色。《冬季恋歌》中男主角形色各异的围巾堪称经典



，《大长今》中长今的韩国传统服饰也色彩缤纷，在传统的韩国服饰上融入了现代

元素。丰富多彩的韩国美食也是韩剧吸引观众的法宝之一，传播了韩国的饮食文

化，《大长今》就是鲜明的例子，里面的众多韩式料理花样众多，颜色鲜艳，刺激

着观众的食欲。最后就是韩剧的配乐引人入胜，每部韩剧都设有一个音乐导演来

统筹整个电视剧的配乐。韩国著名钢琴家李闰珉就曾谈过韩剧配乐，他认为“没

有音乐的画面是难以唯美的。”韩剧里的音乐总是出现的恰到好处，和画面剧情

完美的结合，烘托了气氛，让观众沉浸其中。例如，《冬季恋歌》中得插曲《勿忘我

》就多次出现在男女主人公感情失落之时，缠绵悱恻的歌曲将两人之间纠缠反复

的爱恋烘托的更加动人。

四、韩剧对我国电视剧发展的启示

韩国一个“文化立国”的政策方针，就使得其文化产业为韩国经济带来了不可

估量的收益。我国的电视剧产业相对韩国而言还是不够成熟，市场机制还有待完

善，制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学习韩国对文化产业的重要扶

持态度，政府社会各界要为电视剧产业提供政策环境保证，电视剧的制作团队也

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

（一）制定积极地产业政策和奖励制度

韩剧能够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应该适

当放松对电视剧的审查制度，规范审查秩序，让剧作人能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

这样电视剧的题材才会更加丰富，剧本才更具创新意识。同时还要制定一系列扶

持电视剧发展的法律政策，加大资金投入，为电视剧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保障

。例如对电视剧的版权、播出权、改编权等要加强法律的保护，依照法律制度来

维护电视制作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政府还要加强对整个电视剧市场的宏观调控



，激发电视剧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构建和谐有序的市场环境。例如给予电视剧

行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提高整体抗风险的能力，放宽资本，推动电视制作公

司经营方式的转型。最后，政府还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制定电视剧产业奖励制

度，对于优秀的电视剧制作单位，可以适当给予降低税收，提高贷款额度等优惠

政策，对于优秀的电视制作创作者和演员，设置一些奖项，给予适当的精神奖励

和物质奖励，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

（二）延伸文化产业链，实施“走出去”战略

     

韩剧的产业链无限延伸使他们尝到了文化产品再开发利用带来的甜头，越来越

多的韩剧迷们涌入韩国，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旅游业，饮食业等的发展，韩流偶像

们也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通过拍摄商业广告，进行商业代言等迅速积累海外人

气，提高自身收益。令人惊叹的是，韩国文化产业链上的每一件文化产品都被有

机的联系在了一起，运转自如，一个商产的成功带动了所有产品的成功，使得每

个产品都有着极大的升值空间。我们也应该看到电视剧等影视作品所蕴含的巨

大增值力，对于取得热烈反响的优秀电视剧，应该进行详细的营销策划，完善它

的产业链条，在电视剧制作时，也应该注意到它延伸的文化价值，商家也要巧妙

地将促销方式融入到其中，培养观众的消费意识。例如，一部电视剧除了播出权

之外，还有音像出版权、图书出版权、网络产品开发权、旅游产品开发权等众多

衍生产品。同时也要制定相对完善的海外营销策略，可以设置一些专门的机构对

电视剧海外的发行进行管理，加大我国电视剧在境外的广告推广等，来提高国产

剧在海外的知名度。各电视制作者也应多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国

产剧的输出渠道。因此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产电视剧不应该仅看到国内市场



的有限份额，而是应该立足全球视野，把握海外市场，让中国的电视剧也走出国

门，引领潮流。

（三）提高电视剧质量，提升文化内涵

现在中国市场上的电视剧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影视制作公司在短期效益的

追求下，降低生产成本，缩短制作周期，导致许多电视剧粗制滥造。还有许多电

视剧仅仅是盲目跟风，例如香港电视剧《金枝欲孽》热播后，大陆立马出现了一大

波的“清宫戏”，这些电视剧大都偏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无法引起观众

情感互鸣，多部内容相似的剧集也容易引起观众审美疲劳。因此，电视剧的制作

首先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中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在

题材选择上也要立足百姓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找寻创作素材，避免盲目跟风。场

景要贴近人们的普通平凡场景，剧情要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最为琐碎的小事，

主角是平凡的，但又处处充满着正能量，避免出现如男女主角出身富豪不上班不

努力就拥有花不完的钱这样不切实际的剧情。其次，电视剧的制作还要注重它的

文化内涵，韩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怀和儒家文化精神

，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所缺少的。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也丰

富多彩，我国电视剧就可以把握住这两个文化，把它与电视剧情巧妙地结合在一

起，把中国传统的中医、丰富的美食、传统的中国节日、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

服饰融入到电视剧中，展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情以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同时还

要注重创新和中西方文化的结合，在立足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走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发展的道路。

结论



韩国凭借着其“文化立国”的方针政策，使得韩剧甚至整个文化产业方面得到

迅速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收益，同时提升了韩国的国家形象，

韩国也从一个文化弱国在短短十几年里一跃而成为一个文化强国。韩剧之所以

成功首先离不开国家大力的政策资金支持，其次为韩剧其独特的产业化运作模

式，通过延伸产业链、整合营销等方式促使韩剧流行海外，最后离不开韩剧在人

物内容设置、情感表达等方面自身的魅力。

中国与韩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有着相近的文化和传统，韩剧中无处不在的

儒家文化精神在根源上还属于我们中国，我们在文化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比韩国还要历史悠久，但是在电视剧产业方面，我国发展的还是不够成熟

，存在着盲目跟风，题材重复，内容情节偏离现实脱离生活等一系列的问题，在

电视剧的制作创作和产业化运作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不足。因此，韩剧还是有许多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我国的电视剧看到自己的不足，扎根中国深厚的文化

基础，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同时大胆创新，制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使中

国的电视剧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树立起中国的电视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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