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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如何? 如何春晚?
! ! ! 一种仪式符号学读解

    王立新

[摘要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国电视文艺的一枝奇葩, 其持续数十年的举办, 辐射出巨

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经济、文化效应。但由于春晚定位的模糊性,近年来开始引发诸多争议和批判之

声。笔者试从仪式符号学角度出发, 分析春晚在当代社会存在的文化意义及其功能, 指出其作为媒介

庆典仪式的实质,并由此提出春晚应具备的风格、特点以及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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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春节最早是关于节气纪年标记, 代表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即农历正月初一。但是, 作为

农业社会的重要节日, 春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

间节令,而是由节气活动逐渐演变为一种综合祭

祀的庆典仪式, 参杂了权力话语对民俗话语的替

换渗透。汉封建大一统局面出现后, 官方历书的

执行,调整了先秦时代比较散乱的原始信仰体系,

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开始介入到对节日时间以及风

俗的选择和规范中来。作为岁首伊始的春节, 开

始被赋予区别于 ∀平常时间 #的 ∀神圣 #意味, 成为

中国人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仪式符号。

当代社会, 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生活变

迁, 传统节庆仪式符号日渐式微。节庆仪式活动

被大众传媒主导的各种庆典晚会所替换, 其中最

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

会, 以下, 本论文将进一步分析央视春晚的仪式符

号性及其功能, 而如何在当代社会保持和发挥春

晚的仪式符号功能则是本文论述的意义所在。

一、春晚的仪式符号性

1983年, 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文化

活跃的大时代氛围, 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台综艺

晚会 ! ! ! 春节联欢晚会。 1983年的春晚获得了极

大成功, 从此开始了持续二十多年的连续举办。

尽管对春晚未来的发展,存在诸多争议,但不容否

认的是,目前春晚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和规模优

势的电视节目形式之一。春晚的持续播出以及强

大影响力 (高收视率以及每年春晚举办前后的公

众热议 )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由于传统节庆仪式的

匮乏,春晚客观上扮演并承担了这一角色,承载了

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如同 ∀过年#一样引发民众强

力的文化共鸣。如吕新雨所言: ∀除夕夜有一个结
构性的仪式饥渴需要满足, 这就为电视作为现代

民族 国 家 之 仪 式 行 为 的 介 入 提 供 了 前

提。# [ 1] ( P. 121)

事实上,按照仪式的原始定义, 央视春晚也体

现出明显的仪式符号性。

首先,非日常性。通常来说,仪式是不同于一

般日常生活的活动,是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超越。

自 1983年起, 央视春晚固定在每年的大年三

十的晚上八点准时开播,不管当初选定这一时间

是否具有偶然性, 但几十年的持续,已经成为当代

中国人年末的一个特定时间符号标志,此外,节目

进行中不时插播的预先录制好的全球同贺中国新

年的录像带,更是刻意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公共时

间,以此形成节目播出时的共同神圣时空。

此外, 鉴于传媒属性, 电视媒介的威力不仅仅

表现在参与架构日常生活秩序的传播方式, 而且

更在于其随后控制传播的能力。电视媒介选择正

在播出的节目、活动的内容, 让颁演好的仪式进入

到媒介电波之中, 自己并不被干扰,置其他一切社

会活动于静止状态,它的表演也属于 ∀神圣时间 #。

其次,程式性。春晚特定的程序和节奏,并形

成的基本规范,与仪式活动特点一致。

央视春晚在几十年的举办中, 基本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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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会 #式的团圆结构, 期间虽然尝试有所改

变,但并不成功, 原因就在于春晚的节目形式符

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的结构。而从历届春

晚结构、内容来看, 虽然各种节目类型数量上有

所微调, 但基本框架没有大的变异, 基本保持歌

舞、曲艺、贺电这样大致统一的程序模式。节目

遴选的典型流程也基本固定: 苦心筹划, 精心打

造 (春晚节目的选择、制作、审查的繁琐和节目的

淘汰率都是惊人的 ! ! ! 参见历届亲历者的自传

或回忆录 ) ; 名家、名曲、名流; 各类型、各民族综

艺性精品汇集。

第三,符号象征性。通常,仪式事件的整个过

程和各部细节,都不仅只是其本身, 还会具有其他

的象征意义, 具备进一步解读的意义。这一点也

符合春晚。毋需讳言, 作为官方主流媒体播出的

央视春晚代表的是 ∀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资
源#它所禀承和传达的与传统官方庆典仪式一样,

是主流话语,仅从题名来看, 就具有令人玩味的符

号修辞学意义,学者潘知常指出: ∀春节#是春节联
欢晚会所提供的文化心理背景; ∀联欢 #是春节联
欢晚会所喻示的意识形态指归; ∀晚会 #则是春节
联欢晚会所提供的表演平台, 意味着一个虚拟想

象的空间。
[ 2]

二、春晚的典型仪式符号读解

(一 )控制性时间符号

从播出方和播出时间符号看, 到目前为止, 春

晚仍由官方主流媒体央视主播, 时间固定为晚八

点, 在播出时段上, 各地方台自办的春节晚会一般

都要作出让步, 这不仅使央视春晚笼罩着强烈的

权力话语色彩, 而且奠定了其有同类节目不能与

之比肩的明显优势地位

(二 )基调符号:团结

多年以来, 喜庆、欢乐、团结、祥和与开拓、奋

进、昂扬、向上等等一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主要基

调。对于春节这样一个特定的辞旧迎新的时刻来

说, 固然无可非议, 但事实上历届的春节联欢晚会

并不仅仅如此, 而是自始至终都在清楚地凸显意

识形态的主旋律。查阅历届春晚举办拟定的主题

词, 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词是: ∀团结 # [ 3] ( P. 95 )
, 这

个关键词有明显政治意蕴, 春晚节目中固定的不

变的驻防部队问候、港澳台节目、海外祝福等内容

无不蕴含着这样强大的意识形态旨归。

(三 )穿插符号:时事汇总

历届春晚一般都有当年重要时事以及相关的

人物穿插或出场, 比如战场英雄, 熊猫命名、宇航

员,奥运体育明星, 07年和谐组曲、08年农民工之

歌等等,这些时事穿插符号使春晚并不单纯为一

台综艺晚会,而成为国家主流意向的形象代言。

(四 )置换符号: ∀家 #与 ∀国#

作为节气, 春节最初表达的是先民对于个人、

氏族幸福生活、美好年景的期盼与祈祷, 更多代表

的是是个人愿景。传统社会中, 主流意识形态开

始借助于庆典, 将民众的生活情感神圣化为国泰

民安的诉求,同传统中国的官方庆典仪式一样, 央

视春晚也将民众对幸福生活的诉求由 ∀家 #而
∀国 #,带入一个公共的, 集体乃至政治的情感空

间,从而使自身成为 ∀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当代政
治仪式 #。从春晚最常选用的片尾曲是 难忘今

宵 就可见, 与春晚节目一样, 片尾曲题名虽然是

∀难忘今宵#, 但考察其歌词,反复吟唱的却是: ∀神

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
因此,虽然不少论者只是把春晚视为一种 ∀新

民俗#, 笔者认为, 从上述春晚的仪式性和符号功

能来看,春晚并不是单纯作为一个专门欣赏艺术

的场合而存在,而是一个贯注权力符号话语,具有

强力政治功能的节日庆典仪式, 它在当代中国社

会文化中扮演着一个倡导主流文化、构建文化认

同、整合集体情感记忆、培养社会情绪的媒介平

台,这和古代中国的传统庆典仪式在功能上无本

质不同。

还有人认为,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众文化的世

界,科学在这个世界中取代了宗教和仪式,宗教和

仪式不过是那些为现代化社会感到不安的人引以

安慰的源泉,春晚的仪式符号性有无存在的价值?

人类学研究指出, 节日丰富着人类的生活记忆, 节

日仪式则规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告诉人们它

自身的起源、本性和命运。它们能够帮助人们超

越混乱、单一的时间里程, 平稳而充满信心地把握

未来和自己的命运,
[ 4]
因此, 作为人类文化中象征

性时间和象征性体系存在的节日以及节日庆典,

是现代人生活同样需要的。

春晚正是以电子媒介的方式承担了庆典仪式

的功能,客观上扮演了庆典仪式的象征体系,才保

证了它持续二十多年的隆重上演。从近几年来的

收拾调查来看, 央视春节晚会的收视率虽然在下

降,但 200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仍达到

30 21%
∃
, 据称 2008年高峰期为 96 4% , 虽然一

些研究者对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春晚收视统计数据

提出质疑,与同期节目相比, 客观上看, 春晚的收

拾率应该还是遥遥领先的。在频道竞争激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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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选择多样化的当代, 已是一个不俗的成绩。总

体而言,到目前为止, 在各电视台、各频道奉献给

广大电视观众的众多 ∀精神年夜饭 #中, 央视春节

晚会仍是大家偏爱吃的一种。 2009年 ∀小沈阳 #
和 ∀刘谦#的一夜成名和引发的相关话题一方面充
分显示了春晚的收视老大地位, 另一方面也正是

对春晚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在长期持续举办中

固化了文化功能的有力证明。

三、再语义化 ! ! ! 春晚仪式符号功能的实现

符号的再语义化过程,是符号在不同语境下,

意义发生的不断衍生和扩展。符号进入传播时,

不同时空会给它带来不同的语义场,其原初意义

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和变异。在符号意义的生

成和扩张过程中,符号的不断再语义化,是保持符

号再生能力的一个手段, 也是符号意义不断丰富

的过程。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成长起来的春晚, 是

传统的春节仪式符号在当代社会再语义化的一个

重要场域。从符号再语义化的角度,对播者而言,

要充分实现春晚仪式符号功能, 以下几个方面应

予以重视。

(一 )圆形结构

英国李约瑟说: ∀古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天地形
状的最为盛行的想法, 是认为天圆地方。#在华夏
哲学体系里, 圆是神性的标志。圆是最高的自足

和圆满,圆是世界体系的象征%%宇宙 (自然、时

间 )循环思想、佛教的轮回学说, 以及各种关于事

物圆满性的幸福信念反映着中国人集体记忆中对

圆形观念的强调与重视。
[ 5]

春节联欢晚会自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次

播出以后,每年农历除夕的北京时间晚上 8点 (早

期也曾经在 8点之前开始播出 ) ,春节联欢晚会都

会在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节目时间持续约 5

个小时,直到凌晨 1点,节目的最后以 难忘今宵

合唱结束 (此曲最初是为 1984年春节晚会创作

的, 后被 1985年、1986年和 1990年的春节晚会作

为结束曲,并自 1990年以来沿用至今 ) ,首届春节

联欢晚会开创的很多先例,比如设立节目主持人、

实况直播、开设热线电话等成为后来几乎每一届

春晚都沿用下来的形式,欢乐团圆的节目氛围、以

及首尾照应、完整衔接节目形态符合中国人的圆

形经验观, 很容易唤起情感上的亲近和认同。笔

者认为,春晚在今后的节目形态上应更为自觉地

贯注中国传统美学的的圆形观念,保持其丰富、喜

庆、和合的群众性大联欢风格,建立以圆形视角为

中心的娱乐风格。

(二 )模式化

20余年的持续举办,使春晚有了比较固化的

节目样式,比如开场的迎春闹春大歌舞, 较为固定

的主持人、语言类节目尤其是小品是节目的重中

之重等等。比较固定的节目样式是春晚倍受诸方

批评的焦点问题之一。基于前面对春晚性质和功

能的分析,本文认为, 盲目的求新求变,对春晚而

言,是不明智的做法, 较为固定的节目模式, 恰恰

是节庆仪式符号的重点。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人们对习俗、文化经验有

着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情感认同机制。仪式本身因

其包含的重复的模式内容而得以沿袭,我们以 ∀年
夜饭#作比, 年夜饭并不比平时更为可口, 甚至常

常让人产生饱腻之感, 但年夜饭在许多中国人心

中的认同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 这是由于其文化

所指功能的作用, 所以,春晚的模式化恰恰可以构

筑、强化春晚的文化庆典仪式的地位。春晚收视

调查资料表明:与收视率下降幅度相比, 近几年来

央视春节晚会的观众平均忠实度下降幅度较小。

从 1998年到 2003年, 央视春节晚会的观众平均忠

实度由 84 7%下降到 71 9% ,下降了约 12个百分

点,这个幅度基本与同一时段所有节目的观众忠

实度下降幅度相同
&
。这一事实说明:在过去几年

中,观众对央视春节晚会忠诚度的下降并没有与

收视量的下降保持同步。由此可见, 模式化并不

必然是削弱观众收视忠实度的因素, 反之,一定意

义上,恰恰是模式化符号参与了春晚仪式功能的

构筑。

(三 )仪式功能的自觉

从功能上看, 仪式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些一味

重复、毫无意义的陈规旧习, 它具有文化象征功

能,社会教化功能,团结功能等丰富外延,因此, 作

为庆典仪式,春晚可在节目的构成和内容上,对这

些功能予以充分强调和自觉表达。

以文化象征而言, 仪式作为沟通现实生活与

终极根据中介,其活动的程式、动作背后都是某种

价值的象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引导

意义。除了表层的在每年的生肖上做文章或者场

景布置的民族元素以外,春晚节目应该不只是在

形式,而是在节目内涵上发掘与中国文化的巧妙

契合,引发受众的共同美感和情感共鸣, 2008年北

京奥运开幕式点火仪式对夸父追日典故的结合可

以说是好的范例。

社会教化功能, 庆典活动中的仪式性与集体

性,外在常常具现为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民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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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氛围,施行着风俗、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文化控

制。中国自古有乐教传统, 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珍

贵资源, 我们不应该一概视之为权力话语斥之。

通过对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精神的传播, 春晚节目充分发挥这一传统。实际

上, 庆典中演奏的音乐, 可以借助音乐形式传达、

传递某种观念或意绪, 强化族群的认同感和向心

力。利用节目中的奏乐、歌诗和舞蹈, 通过共同的

音乐体验,利用媒介制造的仪式氛围, 可以唤起人

们的心灵共鸣,在情感沟通的基础上, 实现 ∀和#的
效果,进入秩序和谐的理想状态。

团结功能, 在节日狂欢的庆典活动中,受礼者

们领受了一种去异趋同的仪式, 地位差别、性别差

别、服装差别和角色差别暂时消失, 这时人们体验

到一种超越性的共同情感, 从而建立起使人们团

结一致的人际情感, 正因为如此, 团结、团圆仍应

作为的春晚的核心主题之一。

(四 )满足大众传媒特性

作为在电视播出的晚会, 春晚仪式符号应与

其载体电视紧密相关, 所以大众传媒自身特性的

要求应予以关注。

1 参与和分享:大众狂欢的需要

现代社会, 电子媒介改变着人们对共同事件

和活动的参与及体验, 创造出该社会成员彼此遵

循的一整套行为文化, 从而形成人们共同的仪式。

对此,春晚制作中要注重的是: 一方面, 受电子媒

介自身特性的制约, 春晚有保持其独特的传播和

表达方式,如节目时长,画面视觉性等; 另一方面,

要考虑到,春晚是线形传播, 参加春晚仪式活动的

人 (包括演员和观众 )也要受到电子媒介的制约和

限制,制作方如何有效利用媒介特性, 形成参与和

共享,营造大众狂欢的效果, 既是仪式符号功能实

现的重点,也是电视娱乐功能实现的重点。

2 必须关注的一种现实 ! ! ! 市场细分的需要

虽然与同类电视节目相比, 春晚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占据着巨大的市场份额。春晚有着许多

电视节目无法相比的高收视率和高到达率: 平时

电视节目在 20: 00以后的最高收视率的最高到达

率分别为只有 6 2% 和 6 8%左右, 春晚播出期

间, 在 23: 00以前, 收视率和到达率均在 40% 以

上, 最高值分别达到 44 8%和 45 8% ,在新年钟声

敲响的时候, 收视率和到达率也分别能够达到

35%左右
&
。超高的节目收视率和节目忠实度, 使

春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巨额的利润链条, 自然

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社会的宠儿。春晚高

额的广告费用、冠名商家的密集程度、节目的分秒

必争以及节目、演员竞争的白热化无不证明其背

后巨大的垄断利益,实际上, 春晚早已成为迅速打

造品牌知名度、提升品牌权威形象的快速通道。

尽管如此,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观众需求

和选择日趋多样化的今天, 春晚过去那种一统天

下的格局将不复存在, 正如 2008年春晚导演陈临

春的评价: ∀春晚是我们的原创, 这是一个文化现

象。但是 10年内它一定像 ∀同一首歌 #一样,无法

再垄断市场。
[ 6]
与古典时期充斥着精英话语,不计

成本的庆典仪式不同的是, 大众传媒的商业属性

决定了收视市场是春晚继续存在的前提和保证当

代社会,传媒必须迎合尽可能多的大众的世俗需

要,从而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作为媒介

庆典仪式的春晚的特殊性在于, 一方面, 尽管有着

先天的优势,它也不能够单单仅是作为合礼的庆

典仪式在商业社会里存在, 娱乐和消费是春晚必

须重视的内容;另一方面, 要注意的是在经济与政

治一体化的现代语境下,市场本身也成为多元话

语争夺权利的场域 (关于 ∀超女 #引发的大讨论可

见 )。吕新雨指出: ∀今天的中国,市场既是国家新

的自我认同的来源也是自我分裂的动力 #, [ 1] ( P. 128)

作为媒介庆典仪式的春晚, 一方面成为中国当代

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资源的代言, 另一方面

也要根据消费市场也就是大众的需求推导自己的

文化产品。而如何实现娱乐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有

效衔接,无疑将成为春晚下一步需要密切关注的

议题。

注释:
∃ 参见中华广告网 中央电视台收视竞争力分析 ! ! ! 2007年

总盘点 , 2008年 2月 27日。

& 参见 近几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收视分析 , 搜狐网.

WOMEN. SOHU. COM , 2004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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