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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大环境背景下,给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
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本文主要阐
述的问题。文章从全球化带给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和负面影响,以及文化发展的趋势和策略等方面进行
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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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brings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t has a positive side and a negative side, and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s the main
problem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expres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ffects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trend and strategy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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