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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目前我国的大众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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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构成上看, 我国大众文化主要包括影视文化、印刷品文化、广告文化、网络文化、通俗
歌乐舞文化。大众文化产品表现了快餐、闲适、宗教、媚俗、玩世、精神漂泊等 6 种情绪。大众文化的
发展应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媒体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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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 精英文化的式微及大众文化的勃兴已成为不
争的事实。在 20 世纪末的文化版图上, 主导文化、精
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本文意
在通过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构成及情绪分析, 以发现

化的兴起和发展及大众思想、行为方式的改变, 成为
(P367)
工业化进程最明显的标志。”[ 2 ]
日本第一座电视台 N H K 东京电视台正式开播
时, 台长坦铁郎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 我
们揭开了日本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

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大众文化的崛起, 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
批评的那样, 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 有工业, 就有

它的影响不仅仅给部分阶层带来安慰和娱乐, 在整
个国民生活方式方面发挥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作用,
(P166)
电视具有改变国民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 3 ]
无独有偶, 美国的丹尼尔·切特罗姆也就电影
的作用发表过类似的意见:“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

生产, 有生产就有生产出来供消费者消费的产品, 而
产品构成问题是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考虑的重大问
题。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指出:“演说家、演员……在
这里, 演员对观众来说, 是艺术家, 但是对自己的企
业主来说, 是生产工人。”[ 1 ] (P233) 可见, 在特定历史条

关键的文化转折点, 它巧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
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 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
(P32)
得格格不入。”[ 4 ]
历史已验证两位学者的断言并非主观臆测。 在
今天, 影视产品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文化消费的主

件下艺术家的双重身份, 其不仅创造审美的精神产
品, 而且还生产“物化”的可以给“企业主”带来经济
效益的商品。20 世纪末的大众文化产品主要有以下
五种形态。
11 影视文化

要对象。 越来越聪明的影视生产商们在商业利益的
驱动下把电影电视搞得越来越好看。 外国大片的高
投入带给国人感官上的强烈刺激, 国内导演也挖空
心思端出了一些口感较好的小菜。 再加上电影电视
联姻的产物电影频道的出现及家庭影剧院技术的日

电影电视在国外发展已分别有了百年和几十年
的历史, 而在中国真正普及乃是近 20 年的事情。 但
影视作品已成为大众文化产品中主要的构成部分并
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展示着迷人的魅力。“对中国来
说,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对传播媒介为中心的城市文

益成熟, 足不出户看电影已不再是奢望。电视台也是
花样翻新, 频道加密, 栏目增多。 在这样斑驳陆离的
影视节目面前, 大多数没钱有闲的中国人去哪里寻
找这样的低投入、耗时长的消费方式呢?
21 印刷品文化

一、大众文化产品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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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术, 印刷品就成为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社会转
型期大众文化兴起, 印刷品也一改以往严肃雅正纯
文学的面孔而不得不分出一杯羹给大众文化。 从文
学这个角度来讲, 当新写实主义, 新体验小说, 先锋

出一席之地吧。
41 网络文化
互联网络正在覆盖我们的生活。 一两年前还不
知“in ternet ”为何物的人, 现在已经埋怨起网络速度
太慢。而几乎所有触及了网络的人, 都直觉地发现他

文学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且不说池莉、刘震云、王
朔这样一类新派作家, 就连以往以严肃著称的莫言、
梁晓声也放下架子, 写出了《丰乳肥臀》
、
《恐惧》
这样
貌似严肃实则庸俗, 不伦不类的作品。在书店的陈列
架上, 有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虔诚的读者的装帧精美

所触及的不是技术, 而是一种以信息为标识的崭新
生存方式。
1994 年 10 月, 互联网已连接全球 4 万个网络,
380 多台主计算机。中国已作为第 71 个国家级网加
入了互联网。 全球 154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该网互通

的经典名著、学者论著, 也有打扮入时、搔首弄姿的
通俗、消闲、言情、武侠类读物笑咪咪地迎接着当今
不愿多思考的人们。也许在书商的眼里, 后一种印刷
品更有卖点, 更有利可图。在金钱革美学的“命”
的反
审美的大众文化时代, 拒绝深度、平面化、消闲性、娱

电子邮件。 到 1996 年底, 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已达
7000 万人, 2000 年, 这一人数达到了 3 亿。在这样一
个被称作异次元空间 ( cybersp ace ) 或被日本人称作
异次元崩克 ( cyberp unh ) 的不可思议的文化新空间

乐性、流行性的通俗小说, 小报小刊作为大众文化产
品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 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31 广告文化
广告无疑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
现象之一。商品广告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但它

见面时的问候语也由“吃了吗”改为“上网了吗”
,网
络文化正在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地占据着我们的文
化空间。 未来的大众文化将是什么形态谁也无法预
测,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网络文化在大众文化中
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谁也无法逃脱它的“魔掌”, 除

的迅速繁荣却是在 90 年代短短的几年间。在这几年
间, 广告获得了它的成熟形态并在媒体的数量和种
类上迅速扩张, 顺利完成了从“实行三包, 代办托运”
的产品情报时代向“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生活情
报时代的过渡。 成熟的形态广告构成了一种迷人的

非你不想成为一个现代人。就文学而言, 在网络文化
时代, 读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过去, 作者就是一个上
帝和专制的君主, 而读者则只能享受有限的、变相的
自由。 如今, 各个领域中的“读者”
纷纷解脱了束缚,
开始享受泛文化意义上的“交互性”
, 进入自由创造

视觉诱惑和享受。 广告制造出一个魔幻市场和消费
奇观, 使消费者在接受状态下迷失了自己。面对广告
制作商推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 恐怕真正能打
动消费者心灵的除了产品本身外更多的是广告中的
一些文化意蕴。在这方面, 有成功的范例。比较早的
如南方黑芝麻糊的广告。 棕黄的底色, 温馨的小家

和参与的领域。在网络文化中, 文学成了一个消解了
作者与读者、演员与观众, 幻想与现实脱离的具有无
穷指涉和无穷可能性的世界。
51 通俗歌乐舞文化
生活在大众文化时代的人们是幸福的。 如果你
想获得视听觉享受, M TV 、CD 、V CD、
M P3 任你挑

庭, 那一声悠悠的“南方黑芝麻糊哟”让人想起遥远
的令人怀念的童年。因了这则广告, 南方黑芝麻糊成
了许多人心目中拌有童年味道的美味食品。还有“孔
府家酒, 叫人想家”的广告, 因这一句美妙的广告词
而让孔府家酒跃居当年白酒销量的榜首。 对于中国

选; 如果你想一展歌喉, 卡拉 O K 为你效劳, 如果你
想活动一下四肢, 在香汗淋漓中放松放松, 可以去舞
厅, 轻歌曼舞也罢, 疯狂劲舞也好。 现代技术为这些
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可能, 同时又通过音像
制品将这些大众文化活动以产品的形式固定下来。

人来说, 家太重要了, 这是从孔夫子那里沿袭下来的
中华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则广告很容易让
观众产生共鸣。广告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
管是电视广告、纸品广告还是室外广告, 所依赖的都
有语言这一媒介。语言除了传达信息, 更重要的还要

通俗歌乐舞文化的内容很丰富。 诸如春节联欢
晚会, 各种专题晚会, 卡拉 O K, 舞会这样的活动, 还
有 V CD、CD 、
M P 3 这样的音像制品。 这些文化产品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能够使人们在繁重、紧张
的生产劳动后得到放松, 尽快恢复精力体力更好地

表达情感,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文化的烙印。现
代广告对大众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造成的影响已成
为人文学者研究的一个题目。 既然广告也要以文化
的姿态挤入大众文化的领域, 我们就慷慨地为其让

投入下一轮生产中。 通俗歌乐舞文化以其消闲、通
俗、大众化的特点倍受人们青睐, 成为大众文化产品
中娱乐性强、形式活泼的一类。

中, 传统文化形式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瓦解。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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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产品的能指之广, 影响之大, 形式之多
是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无法比拟的。 大众文化产品

未来空泛承诺的文化理想的冲击与否定。”[ 6 ] 我认
为, 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产品的娱乐闲适情绪是不科
学的。从历史价值看, 它是社会进步和环境宽松的表
现。 同时, 它也充分表明了人获得自由解放的程度。
马克思曾把这种精神生活称作“享乐的合理性”
的满

所表达的情绪也是各式各样的, 大致有 6 种。
11 快餐情绪
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下, 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消费
方式发生了种种变化, 在对旧事物怀念的同时, 也充
满了对新兴事物了解、接受的渴望。在现代社会高速

足, 并认为这种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并不两相抵触。
当然, 对于那些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和非理性的文化
消费倾向还是应该加以引导的, 坚决取缔凶杀暴力、
色情淫秽、愚昧迷信等文化垃圾。高品位的追求应该
成为一切以娱乐消闲为目的的文化的内在品质。 一

度、快节奏的生活中, 选择“快餐”
式的文化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
图书、报刊的宗旨早已从“我出什么, 你看什么”
转为“你看什么, 我出什么”
了。图书方面一度出现了
以图书为主, 以文字为辅的书市畅销局面。有些图书

艘美丽的游船, 如果里面没有足够的压舱物, 那么它
航行起来就要东摇西晃, 就有可能翻船。 同样, 众多
的具有消闲功能的文化产品, 要是都没有人文主义、
民主精神、历史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生命激
情、环保意识等“压舱物”
, 也是危险的。

二、大众文化产品中的情绪分析

31 宗教情绪

还以漫画的面貌出现, 远远地脱离开少年儿童读者
的范围, 如《菜根谭》
、
《三国演义》
、
《孙子兵法》
等。另
外, 图书的流行周期也越来越短, 报刊方面更是铺天
盖地, 用“专刊”
、
“增刊”
、
“副刊”
、
“周末版”
的形式力
调读者“众口味”
。 这些为现代人所越来越需求的文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宗教的式微和大众文
化的兴起是相继发生的。 宗教是传统社会的意义来
源, 它的穿透力影响力是巨大的, 以至于在现代文明
的产物——大众文化产品中我们仍然能发现半隐半

化“快餐”
, 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之时, 也将现
代人的本质悄悄演绎出来。
电影、电视、广播作为传媒发展到今天已经脱胎
换骨, 似乎不再充当传播精英文化的桥梁, 而成为集
观赏、享受、知识于一身的文化“快餐”, 人们在“吃”

现的宗教情绪。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 宗教和传说中的神灵
已杳无踪影, 而明星成为众人景仰的新神。神灵仅仅
在传说中是半人半神的, 而明星在现实中是半神半
人的。对于人们来说, 明星因为能够实实在在触摸到

“快餐”
之后, 除了满足感官“饥饿”
需要, 还得到一些
“营养”
, 即获得了信息量大、问题集中、有共同性的
谈资, 何乐而不为呢?
无论是图书画册化, 还是报纸杂志化, 媒体联合
大行其道, 这些文化“快餐”正是符合了大众文化消
费的“功利性”
, 以直接接受和受益为目的, 以及惜

而更为可靠。 明星神话是大众文化对人生价值的解
释。 人们穿明星喜爱的服装, 使用明星做广告的香
水, 模仿明星的声音和微笑, 这些活动同教徒们在教
堂内吃圣餐以期融入基督的血和肉从而分享基督的
精神与荣光的行动有着异构同质的内涵。
当代大众文化产品还描绘了一幅由技术主宰的

时、求实和求变常新的心态。 同时, 也表露出现代人
在现代文明下的喧嚣与躁动。
21 闲适情绪
与过去相比, 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特
别是实行五天工作制后, 普通大众在一个星期里起

世界图像。把世界的本质规定为技术, 从而创造出对
技术的崇拜。大众无法掌握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
技术成就对大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又是有目共
睹的。 于是在技术愚昧中大众对技术可能性的期待
就被无限放大了, 陷入对技术魔法的崇拜之中。

码有 50 个小时的闲暇时间。 如何来打发这些时间,
对大家来说成了一个问题。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决定
了其主要价值就在于娱乐消遣, 在某种程度上满足
了人们休闲的需要, 闲适情绪自然在大众文化消费
中表现出来。

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宗教情绪还体现在对死亡意
识的压抑上。比如通过对性欲的挑逗和恐惧的诱发,
从而更充分地占有人们的意识空间, 掩饰或使人遗
忘对死亡的意识。而对暴力和死亡的展示, 则是对死
亡意识的一种直接压抑; 无论是对暴力的崇尚, 还是

这种闲适情绪是引起过争论的。有人认为, 大众
的 消闲潮俗化了文艺家, 所以要 反 对“消 闲 娱 乐
论”[ 5 ]; 有人则持相反意见:“大众文化注重现实的娱
乐与消遣, 追求即时情感的轻松表达, 这种务实的文
化精神是对过去那种故作深沉的守旧文化心态和对
·104·

对血淋淋的死亡场景的渲染, 其目的都是为了淡化
死亡, 让人们习惯于死亡, 对死亡的恐惧麻木, 或者
说, 使死亡物化了。 当人们想到死亡时, 只把它看做
一种正常的和简单的生物现象。于是, 死亡被抽去了
所有神圣的意义, 仅成为一种平面化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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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神话、技术迷信和对死亡意识的压抑共同
构成了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宗教情绪。 在大众文化产
品中, 宗教感以商品形态存在, 与其他供人消费的情
感并无二致。
41 媚俗情绪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是一个由

雅到俗的时期, 表现在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媚俗情绪
是无法抗拒的, 主要体现在误将娱乐当作审美来对
待。 在不少人眼里, 目前所出现的种种文化现象, 如
“企业文化”
、
“商业文化”
、
“消费文化”以及“饮食文
化”
、
“酒文化”
、
“马文化”
、
“狗文化”
等感官享乐的东
西都是审美文化, 甚至把“妓女文化”
、
“厕所文化”
也
拉 了进来。 而那些霓虹光闪耀下的金字招牌“皇”
“王”
“帝”
“霸”
“龙”
“亨”
“至尊”
等也正好给媚俗情绪
以淋漓尽致的诠释。
媚俗情绪在当代文化中不断得到发展增强, 其
成长历程是明晰的: 从告别崇高, 告别英雄主义走向
关注日常生活; 从告别悲剧, 告别严肃走向“肥皂剧”
时代; 从告别纯情, 告别诗意走向休闲和散文时代。
媚俗必然带来世俗, 世俗已成为当代文化的语
境, 正在或即将制约和改变着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观念。当然, 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大众文化的媚俗
乃至世俗倾向, 大可不必忧心忡忡, 更不必把它当作
文化衰落的表征, 而应以平和的心境去认识它, 然后
改造它, 利用它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51 玩世情绪

在大众传媒的导引下, 消费成为显意识, 消费文
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且使整个现
代文化向享乐文化偏航。于是,“玩”
成为这种享乐主
义的主要表达方式,“玩的就是心跳”
“过把瘾就死”
表征着很多青年人玩世的心态。 人们在“享乐”
的喧
嚣躁杂之中, 灵魂失却了宁静的栖居和皈依之所, 虚
无战胜了理想并侵入人们的心灵, 所有传统的价值
信念都似乎进入了末日审判的时代。
“我是流氓我怕
谁”
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经典口号。
米兰·昆德拉说:“文化正在死去, 死于过剩的
生 产 中, 文 字 的 浩 瀚 堆 积 中, 数 量 的 疯 狂 增 长
中。”[ 7 ]
大众文化时代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
产, 真正的艺术家由精神乌托邦中退出, 虚无主义乘
虚而入。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带领下, 人们日益关注自
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 而对神圣美好的事物不再
(P231)

信任, 那种虔诚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
之性所取代。 流行艺术借助于传媒开始了以轻浅谑
浪的“侃”的文学游戏人生和世界, 去掉了人们所剩
无几的价值关怀, 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 使无聊
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众

文化产品中的玩世情绪为艺术走向反美学、反文化
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诠释。
61 精神漂泊情绪
人类个体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建筑了文化这座房
屋, 而这座房屋就成为个性生存的精神家园。
在大众文化潮流中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大有人
在。 潘美辰那一曲《我想有个家》
一夜之间传遍大半
个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人们在失去家园寻找
家园的精神漂泊中忙碌着、迷茫着。
以流行性为规定的大众文化, 破坏了传统文化
和个体之间的建筑与栖居的关系。 这就是在大众文
化生活中人们普遍产生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感的原
因。 文化包括精神价值和形象表现两个层次。 大众
文化使这两个层次分裂, 并且抑制精神价值而扩张
形象再现。 无意义的形象表现就沦为单纯的形象游
戏。 所谓“无所归依”
, 就文化活动而言, 即指在这种
形象游戏中得不到自我实现的肯定意义, 只能徒然
追求流行形象的过眼烟云。 这造成了精神漂泊与形
象游戏的恶性循环: 越是无所归依, 越是追逐形象;
而越是追逐形象, 越是无所归依。作为当代个体生活
的总体情态, 大众文化表现了这种个体心理的结构
性失衡。 大众文化能否再次为人们提供一个可栖居
的精神家园也成为一个问题。而现在, 这个家园却是
日益不可栖居了。

三、目前大众文化产品中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的途径
通过对目前大众文化的构成及其表现的情绪进
行分析, 可以明显感觉到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 基本满足了人们的文化需求。 但
是,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大众文化忽略了农村市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绝
大多数, 农村文化市场应占有相应的份额。但从上面
的分析来看, 大部分的大众文化市场集中于城市。一
方面, 城市文化市场比较繁荣, 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相对过剩的情况; 但另一方面
文化市场却很不发达, 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仍然十
分贫乏、单一, 个别地方“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
活方式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这种状况很不适应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21 在大众文化产品表现出的情绪中, 积极向上
的成分少, 消极的成分居多
社会转型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 面对市
场经济、商品意识、都市生活方式及价值标准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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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人们普遍地感到了迷茫。这种心态影响到大众文
化产品。我们通过分析大众文化产品中表现的情绪,
可以发现积极向上的成分少, 消极的成分居多。 诚
然, 大众文化产品中普遍具有休闲、放松的情绪可以
给人们带来一些轻松, 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但

领域的生产状况、经营状况汇报给政府有关部门, 为
制定更合理的文化政策提供依据。
31 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
发挥理论家、文艺家、编辑、记者、主持人的积极
作用, 通过座谈、讨论、采访、比赛评奖等方式推出轻

是, 快餐情绪、闲适情绪、媚俗情绪、玩世情绪中的实
用主义、功利主义却是显而易见的。 而宗教情绪、精
神漂泊情绪正在麻醉我们的感觉, 或使我们丧失对
社会的关心和对工作的热情。我简直有些担心, 长期
浸泡在这样的情绪中, 会让我们丧失思想的能力与

松愉快又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 创造良好的大众文
化消费氛围。

勇气。
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如下几种。
11 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强化监管措施, 有效运
用经济手段来调控文化事业的发展
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 扶持高雅文化和健康
有益的大众文化。建立文化基金制度、实行退税或差
别税率的办法, 支持严肃的、健康的、有益文化的生
产。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抵制、打击那些坏作品在社
会上流行, 确保文化的健康发展。
21 加强管理文化市场
文化管理部门, 一方面切实落实政府实行的文
化政策, 加强对文化产业部门的监督、管理, 加强对
文化市场的清理整顿。通过多种途径鼓励艺术家、作
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另一方面应及时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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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 ief study on curren t Ch inese ma ss cultura l products
GU O Yu 2hong

Abstract: Ch inese m a ss cu ltu re con sists m a in ly of visua l, p rin t cu ltu re, advertisem en t cu ltu re, net cu ltu re, pop u la r song 2and 2
, leisu re, cyn icism , sp iritua l d rift. T he developm en t of m a ss cu ltu re
dance cu ltu re. Its p roducts show s six com p lexes:“snack ”
need s the com b ined effo rts of the governm en t, cu ltu ra l adm in istra tion un its and m a ss m ed ia.
Key words: m a ss cu ltua l p roduct; cu ltu re; com p lex;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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