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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

陶 东 风

　　本文中的 “革命 ”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
命①,它始于 20世纪初,迄于 20世纪 70年代末 (1949年以
后的社会主义 “建设 ”时期,实际上也是 “继续革命 ”时期,不
但官方的表述是这样,而且事实也是这样,它保持革命的基
本特点：高度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动员,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
的主导地位 ),直接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革命文化 ”是这
个时期占主流的文化形态,它发轫于 20世纪的初期,成熟于
40年代,繁荣于解放后,极盛于 “文革 ”时期,包括各种类型
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学艺术文本,各种关于中共党史
和中国革命史的叙述、话语、符号等等。

本文的 “后革命时代 ”是指从 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
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 “后革命 ”,
是因为从 70年代末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革命时代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向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不再进行革命时期常见的那种大规模
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转而一心一意地在确保政体稳定的前
提下发展经济。这个社会转型的总体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得
到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支持。在知识界,深受 “文化大革
命 ”之苦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于革命的深刻反思。因
此可以说,无论是政府、知识界还是民间,大家达成的一个共
识就是所谓 “告别革命 ”②。

当然,作为声称与宣言的 “告别革命 ”并不意味着事实
上已经完全告别革命,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准确的
时间点把 “革命时期 ”和 “后革命时期 ”一刀两段。其实,正
如本文后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后革命时期仍然在许多方面
(特别是体制方面 )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因此,
本文的 “后 ”兼有 “之后 ”与 “晚期 ”的双重含义③。

后革命时期文化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文化界、文
学艺术界,乃至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革命文化尽管
作为自成整体的封闭文化形态或意识形态话语已经属于历

史,但是构成革命文化的各种要素———包括各种文本与文本
片段 (典型的如毛泽东语录、各种 “文革 ”时期的革命口号 ),

各种符号 (如五星红旗、包括绿军装、红袖章等等在内的红卫
兵服装 ),人物形象 (真实的和虚构的领袖和英雄形象 ),各
种革命时代的器物 (如毛泽东像章、照片等所谓 “文革文
物 ”)等等———却没有消失,也没有成为博物馆中的 “遗产 ”。
相反,不断出现的革命文化的 “复兴 ”———比如 “毛泽东热 ”、
“红太阳热 ”、“红色经典热 ”、“红色旅游热 ”、“文革文物热 ”
等等———倒是成为后革命时代的重要文化景观和文化思潮。

当然,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在一个与革命时代相当
不同 (但也不是完全不同 )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文化现
象,这个新语境的最基本特点是：革命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
和后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存,经由官方选择和改造的革命
文化被纳入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新出现的消费
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则把革命的文化遗
产纳入了市场和消费的大潮 (比如大量 “文革 ”时期的文化
遗产都经过了商人的重新包装改造而出现在各种旅游景点

的商店 )。也就是说：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
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
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
境中出现的 “革命文化 ”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
复兴,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因此准确地说是 “后革
命文化 ”———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
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至今为止,它已
经表现出了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一　革命文化的商业化

后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复现于中国式消费主义的语境

中,因此与消费主义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借重的暧昧关系,是
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文化。各种革命时期、特别是 “文革 ”
时期的革命文化符号被加以商业化的利用或被纳入消费主

义话语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比如 1993年出
现的 《红太阳 》音乐盒带的热销现象本身首先是一个商业现
象,是一个文化公司 (大地唱片公司 )策划的商业行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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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当时 (1993年 )的商业●消费主义的逻辑,它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原先的节奏 (如加入现代电子打击乐器 )、演唱
人员 (由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等流行歌手演唱 )与演唱环
境 (比如在卡拉 ＯＫ歌舞厅演唱 )。这些时尚元素的加入使
得它不同于简单的革命歌曲的再版,今日之 “红太阳 ”非昨
日之 “红太阳 ”。每当听到人们在灯红酒绿的消费场所哼着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的时候,总给人以强烈的滑稽感、错
位感④。记得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这种错位感：农村的马车突
然跑入了城市的赛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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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商业化的例子最突出地表现为商业广告对革

命文化符号的挪用。比如香港权智集团做的 《快译通 》无线
掌上电脑广告盗用的是 “文革 ”时期的红卫兵文化符号 (参
见图一 )：一位男士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臂
套红袖章,俨然一副 “文革 ”时期红卫兵的打扮。服装款式
完全是 “文革 ”时期人们熟悉的那种,再配以大红底色,给人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唤起心中的革命文化记忆。但是,解读
这则广告的关键是抓住它的 “焦点 ”：这位 “红卫兵 ”右手 (画
面左侧 )拿着一本类似 “红宝书 ”的方形物体放在左胸 (画面
右侧 ),这个方形物体被白色的圆圈圈住,十分醒目,一条虚
线从圆圈指向右上方的掌上电脑———广告的真正 “主人
公 ”,电脑下面是一行黑色的字：“时代变了,我变了,但追求
理想的心不变。”它强烈地暗示：如果说革命的年代 “红宝
书 ”是人们的指路明灯,那么,快译通掌上电脑就是今天这个
高科技时代的指路明灯。如果说 “文革 ”时期人的理想是革
命,那么,今天人们的理想则是赚钱。这就是所谓 “革命性的
升级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个广告中 “革命 ”的意义已
经被悄悄地改写。

图二　中国酒网广告

另外一个例子是 《中国酒网 》广告 (参见图二 )。该广告
由三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有大量的文字与配图。限于篇
幅,我们只能分析其中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广告的上部是宋
体六号文字 (节选 )：“中国电子商务靠克隆国外的成功蓝
本,绝对无法成功。正如当年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才成功地开创了新中
国,中国酒网的主创者,洞悉中国每年上千亿酒类市场战争
规律,不仅集成当今全球最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更以革命
性的原创精神,充分优化、改造、重组现有商业模式中的物流
资源、市场调拨批发渠道资源、零售终端资源,以‘人民战
争’为第一原则,发动和利用全社会的综合资源,以中国酒网
为扩展基础,逐步构筑跨行业的全民电子商务形态。”广告下
半部分是黑体三号文字书写的广告用语并配有图片：中国具

体商务经验 (配红旗,旗上由★和 Ｊ组成图案 ｊ)+美国电子
商务技术真理 (配有美国国旗 )=成功革命 (红色二号字并
配有一个大红五星 )。这则广告纯属政治文化与商业文化的
拼贴。它把革命叙事与商业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调用革命
文化资源 (记忆、符号、图像等 ),把 “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与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 ”这个中国革命的经典表述
戏仿为 “中国具体商务的实践经验与美国电子商务的普遍
真理相结合 ”这一商业表述。政治符号的商业化与商业符号
的政治化的混合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革命就是经商,就是
请客吃饭喝酒,相应地,电子商务 “革命 ”的普遍真理就是美
国的商务技术真理了。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不同文化碎片的并置这一典型的后
现代文化特征。研究后现代文化的著名学者伊阿伯·哈桑
在他的 《后现代的转向 》中曾经指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突
出特征就是不同的文化碎片的并置。这种后现代式的并置
在中国当代文化中也相当普遍。比如,在电影 《秋菊打官
司 》中,当主人公秋菊来到县城新华书店的时候,发现墙上并
排挂着毛泽东像 (革命文化符号 )、比基尼招贴画 (上面是穿
三点式泳装的西方性感女郎,消费文化符号 )和传统的年画
(画面是拿着手杖与桃子的老寿星,代表前现代农业文化符
号 )。并置意味着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的文化碎片被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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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的生产和接受语境,在新的、混合杂交的文化语境中
被随意地拼贴排列在一起。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文
化价值的混乱与多元状态⑤。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西
藏作家扎西达娃在他的小说 《野猫走过漫漫岁月 》(《花城 》
1991年第 3期 )为我们提供的,小说通过艾勃家的佛龛这个
特殊视角,描述了当代西藏文化令人震惊的拼贴性与混杂
性：在这个一共一点五立方米的空间中,同时放置着象征不
同文化的符号碎片：佛像与经书、灯泡、放大镜、《毛主席语
录 》、水晶玻璃球、印有阿尔卑斯雪峰的明信片、袖珍电子计
算机、好莱坞影星画像、可乐易拉罐、一美元的绿色美钞……

像这样拿 “革命 ”充当戏谑性笑料的情形,在现实中早
让人见怪不怪了。比较极端的情形出现在旅游和餐饮行业。
《光明日报 》于 2004年 6月 30日发表了一篇石庆滨的小说
《你的领章呢ꎿ 》。依据小说,有人别出心裁地在某城郊叫
“桃园 ”的地方,“用竹片茅草修小屋,挂影影绰绰的竹帘,放
古式八仙桌,摆梁山好汉那个时代的碗,找几个穿宫衣戴首
饰附庸风雅不伦不类的小姐 ”,开发成了一片 “风雅风骚 ”的
游乐胜地。为阻止村民进入,老板招两名辍学儿童,给他们
装扮成儿童团的样子,“头戴八角帽,手持红缨枪 ”,唯独少
了领口的两片领章。许多人问：“你的领章呢ꎿ ”一个回答：
“老板说,现在的军人都不戴,改革了 ”；一个回答：“老板说,
这就叫特色,中国特色 ”。这样的回答自然是为了达到逗乐
的目的,然而有一天,一个 “不明身份 ”的人对两个儿童说：
“跟老板说,说领章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更让人发笑。”⑥

如果说这还是小说虚构 (当然不是向壁虚构 ),《南方周
末 》的一篇文章则报道了一个大陆本土居民并不陌生的真
实情况：“湖北餐厅经营出怪招,竟以‘文革’时铺天盖地的
革命歌曲伴忠字舞佐餐！该餐馆名叫‘幸福村’,餐馆前是
个大院子,架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革命歌曲。宽敞的大厅左
首是一间‘人民公社食堂’,对面则是十来间包房,包房门楣
上用红笔标着‘毛选著作学习室’,‘公社书记办公室’等不
同名称。一间包房的墙上贴着一张‘通知’：全体社员晚上
集中学习毛选,不到者扣分 0●5分。在另一间名为‘武装
部’的包间内,来往穿梭的女服务员大多身穿草绿色军装,表
情严肃。菜碗一律用黑色的土钵。饭吃到一半,四个小姑娘
手持红花,在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伴奏下,跳起了
‘忠’字舞,引来不少顾客观看……。”⑦这里所描述的场面虽
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 “幸福村 ”、“老三届酒家 ”、
“知青餐馆 ”之类的餐馆,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鲜见。它
非常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相互借重、相互利
用的关系。更加准确地说是革命文化的碎片被纳入了商业
文化的逻辑或者被商业文化重新书写、重新编码,以传达一
种暧昧不清的情感体验。

可见,后革命时代的 “革命文化 ”现象并不能认真地被
看做是人们在真诚地怀念诸如 “文革 ”之类的革命时期,真
的想要回到 “文革 ”,它至多是一种暧昧的怀旧。就商家角
度看,“文革 ”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符号、仪式,由于曾经在
中国大陆相当流行,并深刻地铭刻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几代
人的记忆中,因而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它们在这里已经成

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首先服从于商业战略；而从食客 (消费
者 )的角度看,他们在花天酒地的同时经验到的至多是一种
暧昧的怀旧,一种奢侈与装饰。

二　革命文化的大话化

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革命文化的
另一个趋势是它的大话化。所谓 “大话化 ”,是指革命时期
的文化符号被带有中国式后现代色彩的作家艺术家进行调

侃、拼贴、戏说、滑稽模仿,并藉此颠覆了它原来的意义 (这种
颠覆与 8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革命文化的理性反思相当不
同 )⑧。

盗用、改写、戏仿革命文化的情况在刚才所分析的广告
中已经有所反映,这表明商业化和大话化常常是相联系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广告 (参见图三 )。这是 “西山美墅
馆 ”房地产广告,它挪用并戏仿了毛泽东词 《沁园春·雪 》中
的 “看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把它改为
“看西山上下,美墅馆分外妖娆 ”,还特地模仿了毛泽东的笔
迹。

图三　 “西山美墅馆 ”房地产广告

这种对革命文化的戏仿,最早大约见于王朔的所谓 “痞
子文学 ”。以下是我随便在王朔小说中找到的一些例子：

《我是你爸爸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关键是夹起尾巴做人。”(本段中的前一部分
套用毛泽东语录,它曾经经常被用在社论或悼念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文字中,是革命时期标准的官方语言；但是经由后半
部分的转换,把它的原义来了一个彻底的颠覆 )。

《一点正经没有 》：“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也
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本是毛泽
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的经典命题,以后一直
是党指导文艺的最主要的原则。王朔小说巧妙地盗用这句
话并把它的内涵加以彻底的转换,“为工农兵服务 ”降格为
为工农兵 “玩 ”文艺。)

王朔特别喜欢模仿的就是这种 “文革 ”时期被奉为圣
经、“一句顶一万句 ”的毛主席语录。再比如对于游击战方
针的滑稽模仿：“敌进你退,敌退你进,敌住你扰,敌疲你打。

9



名家论坛

当代文坛 2006年第 3期

《诱妞大全 》上就这么写着。”(见王朔小说 《一点正经没
有 》)对于毛泽东所说的 “三种人 ”的模仿：“现在我已经成为
毛主席所说的那三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一个没有正经的人。”
(《一点正经没有 》)对于毛泽东诗词的模仿：“不准备变,岿
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红旗是否在望。”(《一点正经没
有 》)⑨

在王朔的小说中甚至还有对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社会

组织的滑稽模仿,比如所谓 “中麻委 ”(中国人民麻将委员
会 )、“捧人协会 ”、“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 ”等,借以对这些
机构进行巧妙的冒犯。最具有戏剧性的还是下面的这一段：

　　 “要是咱们哥儿几个一人手里一支枪呢ꎿ ”
“那这城市咱们就军管了,直接冲进市府改公社了。

咱们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轮流执政。”
“我不用执政。”许逊插话说,“就派我去领导文艺

界就行了。”
“我管外贸和旅游 ”,汪若海说,“以后你们到我的

饭店吃饭,一律按价倒找钱。”
“高洋把公安、税收、海关抓起来。方言可以让他去

管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所有的银行、企业一律没收 ”。
高晋说,“小商小贩也一律课以重金罚款。”

“北伐吗ꎿ ”高洋问。
“不,不,北伐干吗ꎿ ”高晋说,“咱们独立了,中央政

府要不干,咱们就区域自治。女士们可以作为咱们的代
表派驻中央政府。”

“多损,把咱们往虎口里送,他们要当政,咱们就得
倒霉。”乔乔笑着说,“肥缺我们不争,安排个妇联、工会
之类的群众团体,总行吧ꎿ ”

“还有,咱们不能犯巴黎公社的错误,要用铁腕,巩
固政权就得这样。焚书坑儒算什么ꎿ 我们杀就杀个血
流成河。”

“那我们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你们批倒批臭,再踩
上一只脚。”

在这段对话中,既有对于当下现实 (如吃公款、要回扣 )
的揭露批判,也有对于过去革命年代的政治符号、政治话语、
政治机构 (如 “巴黎公社 ”、“革命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 ”等 )
的挪用、并置、拼贴与戏仿,更有对于那段曾经是神圣的历史
的调侃。于是,把一切关于革命与崇高、神圣与伟大的主流
文化神话变成了供人调笑的材料与滑稽模仿的对象。

2000年以后出现的 “大话文学 ”继承、发扬了王朔小说
开创的这个传统。大话文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对于经典文学●
文化文本的滑稽模仿,这里既有对于中国古典名著的滑稽模
仿 (比如 《大话西游 》之模仿 《西游记 》),也有对西方经典文
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模仿 (比如 《Ｑ版语文 》之模仿
格林童话、鲁迅作品、朱自清作品等 )。而中国现代、当代的
革命文化 (文学 )同样一直是 “大话文化 ”戏仿的重要对象。
如 《样板戏之〈宝黛相会〉》、《新版白毛女 》直接拿曾经神圣

不可一世的 “样板戏 ”开刀,前者对 “文革 ”批斗场景进行了
滑稽模仿,把焦大当做地主批斗,而贾母、王熙凤等反而成为
造反派〇１０；后者把阶级复仇的故事 (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经典
叙事,也是中国革命合法性的经典叙事 )改造为当代商场的
恩爱情仇〇１１。而在轰动一时的所谓 “红色经典 ”影视剧改编
中,则出现了杨子荣等英雄人物的 “桃色 ”事件〇１２。

与影视界的这类戏说革命文化相比,网络上的大话文化
显得更大胆。有一个名为 “全国网恋等级考试 (ＥＬＴ)大纲样
卷 ”的大话文本,不仅对官方公文样式,而且对官方制度和机
构 (比如考试制度、中央机构等 )进行了滑稽模仿。不可思
议的是,这个所谓的 “考试大纲 ”先是登载在 2000年 12月
21日的 《中国青年报 》上,后来又由 “人民网 ”转载〇１３。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类带有潜在政治意味的大话文本
中,滑稽模仿与拼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字游戏,其功能只
是逗乐搞笑。可以说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弱者冒犯强者的
一种特殊策略。它的特点是不直接挑战权威,而是通过一种
特殊的模仿权威的方式来冒犯权威,颠覆权威的神圣性 (一
个非常典型的类似例子就是学生通过对教师的言行举止的

滑稽模仿来冒犯教师的权威 )。
有三点对于理解此类滑稽模仿特别重要。
首先,从模仿者和被模仿者的力量关系说,一方面,滑稽

模仿是弱者的艺术。强者对于弱者常常不会采取滑稽模仿
的方式,这会削弱它的尊严与神圣。它要么直接地、赤裸裸
地压制弱者,要么以蔼然长者的姿态出面训导与诱劝弱者；
而弱者由于其弱而不能直接冒犯权力,它必须迂回曲折讲究
战略并且适可而止,滑稽模仿就是其中之一 (王蒙说王朔
“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
碰。”这正是对于既冒犯又掌握分寸的弱者抵抗艺术的精彩
描述 )；但另一方面,对象 (在本文中就是革命文化 )既然可
以被滑稽模仿,说明这个强者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威性。

其次,滑稽模仿的主体往往是一个嬉皮笑脸、“一点正经
没有 ”的人,他在对强者进行滑稽模仿的时候很少板着面孔、
自以为是,一般总是伴随自我调侃与自我贬损 (比如 “我是
流氓 ”,“我们是一帮俗人,只知饮食男女 ”等 ),一副油腔滑
调拿不上桌面的样子。这与强者对于弱者的态度 (无论在压
制时还是在训导时 )的严肃与刻板是极为不同的。

第三,滑稽模仿与拼贴通过 “升格 ”与 “降格 ”的方法消
解、颠覆了主流文化在人物、事件以及话语中设置的高●下、
尊●卑、伟大●渺小、宏伟●琐屑、深刻●肤浅、有意义●无意义等
文化—权力等级秩序。文化传统的力量及其权力运作的重
要机制之一就是在各种对象 (事件、人物等 )之间设立了等
级秩序,相应地也在描述与讲述这些对象的话语之间设立了
等级秩序。王朔小说的革命意义主要就表现为对于话语等
级与话语秩序的颠覆与消解。

三　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妥协与冲突

必须指出的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在非常特殊的

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类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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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原先革命文化的简单复活,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
只遵循市场逻辑的大众消费文化,而是市场逻辑和政治力量
双重作用的产物。这正是后革命时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
点。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完全杜绝商业逻辑的,而彻底消
费时代的文化则可以完全按照大众欲望和市场逻辑运作。
后革命时代介乎两者之间,它只能在革命●商业、政治●消费
的交汇地带进行运作。如何协调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
为后革命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成为后革命时代的文化生
产者既富有挑战性又不乏刺激性的行为,它充满商机也充满
风险。在后革命的特定语境中,革命●政治逻辑和商业●消费
逻辑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借重与挪用的

复杂关系,它也必然反映在后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中。
有时候,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在相互利用和借重的时候

显得比较 “协调 ”、“和谐 ”。如 2000年初关于 “保尔和盖茨
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ꎿ ”的讨论。这个讨论出现在电视
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ꎿ 》热播之后,由 《北京青年报 》发起,
后有相当多的媒体加盟。争论最后显示,占绝对主流的观点
是：保尔和盖茨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有人说 “如果保
尔是一座大山,那么,盖茨就是山峰,如果保尔是溪流,那么,
盖茨就是这个溪流的瀑布,如果保尔是天空,那么盖茨就是
天空中的闪电,如果保尔是原则,那么盖茨就是方法,如果保
尔是英雄,那么盖茨就是模范 ”,“他们都是英雄,保尔有盖
茨的精神,而盖茨也继承了保尔的道德品质,他们是互补
的。”这是主流观点。这实际上表明了市场消费主义和原先
的革命意识形态相互协调的比较成功的例子〇１４。还有人做
了一项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对于 “保尔
和盖茨谁是英雄 ”这一问题,44●9%的人同时选择了 “保尔 ”
和 “盖茨 ”,20●4%的人选择了 “盖茨 ”,17●5%的人选择了
“保尔 ”,并总结说：“尽管他们的看法不会完全一致,有一点
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把保尔和盖茨推崇为英雄,只不过更倾
向于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而将盖茨当做现实世界的
榜样。”〇１５

同时,“红色旅游 ”现象也是革命文化在今天被产业化、
商业化的比较成功的典型。红色旅游既是文化也是产业。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开发红色旅游一方面可以表示自己遵从
中央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的号召,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另一方
面又是一种效益可观的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笔者
在井冈山的经历戏剧性说明了革命文化和经济的联盟：在革

命先烈纪念馆,我看到这样的广告：花费一百元,可以买到一
个花圈并在纪念馆大厅举行献花圈仪式。

但是革命文化与商业逻辑在后革命文化中也经常发生

矛盾和冲突〇１６。在这方面,影视领域的 “红色经典 ”改编现象
是比较典型的。一开始,“红色经典 ”是一个商家和政府联
合推动的、不乏主流色彩的文化现象〇１７。但是,后来政府发
现有些改编的所谓 “红色经典 ”已经大大偏离了自己原来的
政治期待并严重威胁到革命文化,进而威胁到主流意识形态
中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因为,在消费主义逻辑的驱使下,
这些改编后的 “红色经典 ”大大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
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巨手所改写,商业化、大众化首先表现在

解神圣化、解英雄化,少了一些英雄主义,多了一些商业●消
费主义。 《红色娘子军 》拍成了偶像剧,吴琼花成为靓丽的
时尚女性,洪常青透着帅哥的浪漫情怀,他们革命之余常搂
搂抱抱,可谓 “紧跟时尚步伐 ”；《林海雪原 》融入了言情剧因
子,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被大大地渲染放大,更有甚者,杨子
荣陷入 “三角恋 ”,居然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连 “私生
子 ”也出来了。难怪有人说：“红色经典 ”变成了 “黄色经
典 ”；与其说是 《林海雪原 》,不如说是 《林海情缘 》。从大家
一致的感受看,这些 “红色经典 ”实际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
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某些 “红色经典 ”的改编、定位、目
标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按照当前消费市场逻辑运作
的。商业化还表现在张扬所谓 “人性 ”(实际上是性 ),淡化
阶级性,把革命时尚化。用 《红色娘子军 》导演袁军的话说,
他希望把洪常青、吴琼花的 “青春美 ”张扬出来：“这是一部
描写 ＇女人与战争 ＇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们
个性中的可爱,骨子里的帅气,绝不能只是表现在行军礼时
有多标准,而是要在她们的情感上下功夫。如果将来观众看
了这部戏后感觉这些女人有些味道的话,我就满足了。”〇１８座
山雕不仅有 “养子 ”,而且是一个颇重情义的好爹,儿子不认
他,他就难过得老泪纵横。改编者 “人性 ”化的良苦用心可
见一斑。在改编电视剧的宣传剧照上,洪常青与吴琼花激情
拥吻,与商业大片无异；杨子荣显得自由散漫,流里流气。在
这样的 “桃色经典 ”乃至 “黄色经典 ”中,原有的政治教化功
能自然轰然瓦解。在荧屏上 “戏说 ”红色经典、“性说 ”红色
经典的同时,网上也在流行 “红色搞笑 ”。

2004年 5月 25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广播影视局 (厅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解放军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中直有关制作单位发出了 《关于 “红色
经典 ”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 》,部分原文如下：“一些
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
‘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
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
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
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
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
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
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足见政治逻辑和
商业逻辑在这里发生了深刻的冲突。

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所谓 “沙家浜事件 ”。浙江省作协
主办的文学双月刊 《江南 》2003年第 1期刊登了薛荣对革命
经典 《芦荡火种 》、样板戏 《沙家浜 》的戏仿之作———小说 《沙
家浜 》。小说中的阿庆嫂俨然一个风骚老板娘,不分敌我,与
胡传魁和郭建光都卷入所谓 “情感漩涡 ”。她 “风流成性 ”,
武大郎似的阿庆满足不了她的情欲,遂向伪军司令胡传魁投
怀送抱；后来遇到眉清目秀的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又引得
自己春情荡漾。就这样,阿庆嫂被改造成符合消费文化背景
的性符号。这样,小说通过阿庆嫂这种原始的情欲,将原来
神圣的革命话语改写成以性为核心的感官展示,以消费革命
的方式满足了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原作中的光辉代表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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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光,被描写成胆小窝囊,“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
儿 ”,还因阿庆嫂而与胡传魁争风吃醋；而胡传魁反被叙述成
民间英雄,不仅 “有一股义气在,还有一股豪气在 ”。革命话
语中的人物形象完全被颠覆。

该小说对 “革命 ”的消费性书写虽然吸引了大批读者的
眼球,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却也招致不小的麻烦。以抗日英
雄的故乡而骄傲的沙家浜镇政府以 “小说不仅严重侵犯了
原剧作者的知识产权,同时也伤害了沙家浜人民的感情 ”的
罪名向法院提起诉讼〇１９。压力之下,《江南 》杂志社除了公开
道歉以外,还被责令将出版发行的刊登有小说 《沙家浜 》的
2003年第 1期收回,未售出的也已全部封存,相关人员也受
到了相应处置。

小说 《沙家浜 》的命运表明了在 20世纪 90年代大众消
费性的大话话语虽然大行其道,但依然受到相当程度的限
制,一旦突破了界限,就会受到警示。

四　简要的结论

后革命时代的 “革命文化 ”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政
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综合参与其中并共同影响了其
形成和走向。它既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在政治话语
与商业话语混合杂交的后革命语境中,“革命文化 ”的命运
必然是：一方面,由于后革命时期的重要特点就是市场经济
的出现、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娱乐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兴起,因
而,传统的革命文化与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政权合
法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更不用说它们已经基本
上不再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其神圣性也在不同程
度上被消解。因此,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将其商业化、市场化、
娱乐化是允许的 (通过各种方式被戏说、性说乃至乱说 )。
在革命时代,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的 “革命文化 ”是神
圣的,即使在最低程度上也绝不可以戏说,不能以任何形式
商业化；但是另一方面,革命文化的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
消费化又是不彻底的。原因是传统的 “革命文化 ”并没有完
全脱离与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联系,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在相
当程度上延续了这个 “革命文化 ”(比如胡锦涛等中央领导
去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参观就是非常典型的证明 )。无论在多
大程度上执政党自己对原先的革命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做

出了与时俱进的修改,但是执政党与革命文化之间仍然存在
紧密联系。这是我们考察后革命文化的时候不得不认真关
注的。

但是,革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大话化、商业化,很
难在非常准确的意义上加以把握。比如,在餐饮业中,模仿
“人民公社食堂 ”,卖 “忆苦思甜 ”的饭,饭厅里悬挂毛主席
像,墙壁上贴毛主席语录,服务员一律穿红卫兵或红色娘子
军服装,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很多。其中有些
未见遭遇麻烦,有些则受到干预甚至被迫停业〇２０。另外,有
些比影视中的红色经典改编更加 “离谱 ”的大话文本 (比如
上面举例的 “全国网恋等级考试样卷 ”)却未见遭遇麻烦。
可见,革命文化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被商业化、大话化,政府本

身对此也没有明确一致的、可以规范化操作的具体标准。一
切似乎更多地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态度、社会舆论反应、播出
的媒体类型等等因素,从而带有相当大的弹性和随机性。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导致 “后革命文化 ”流行并以这种
方式流行的背景因素是：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通过戏仿、戏
说、并置、错位、拼贴等嬉皮笑脸、没有正经的方式把革命文
化商业化、大话化 (尽管也会导致革命的神圣性的消解 )的
行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容忍,但精英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化
所进行的严肃认真的反思却很少。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语境
造成了商业化、大话化的后革命文化的畸形繁荣。

注释：

①也就是说,不包括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这
也是中国特定语境中的特定革命含义。虽然在一些正式的教科书
中,编写者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也纳入 “革命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无论是在学术用语还是日常生活会话中,“革命 ”均指共产党领导的
无产阶级革命。

②参阅李泽厚、刘再复著 《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7年版。

③阿里夫·德里克 (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在 《后殖民还是后革命：后殖民
批评中的历史问题 》中指出：“后革命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一词有
“之后 ”(ａｆｔｅｒ)与 “反对 ”(ａｎｔｉ)两重含义 (参见德里克 《后革命氛
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文中的 “后 ”主要是 “之后 ”与 “晚
期 ”的含义。这是因为本文所探索的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彻底地
“告别 ”革命,革命时期的许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依然通过不同的形
式保留了下来。

④这方面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电视连续剧 《北京人在纽约 》
中的王起明在豪赌回来的路上开着卡迪拉克高唱 “北京的金山上 ”。
另外,全国四处开花的卡拉 ＯＫ厅中不断传出的革命歌曲,也是革命
文化商业化、消费化的很典型的例子。

⑤文化价值的多元和混乱在近年来经常进行的关于 “文化英
雄 ”、“文化偶像 ”的评选中看得非常清楚。2004年,由新浪文化与
《南方都市报 》等报纸举办的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 ”活
动通过网络匿名投票方式评选出的 “十大文化偶像 ”分别是：鲁迅、
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参见
人民网：《文化偶像评选揭晓：张国荣王菲上榜 》,2003年 06月 22
日。

⑥关于小说 《你的领章呢ꎿ 》的引文皆出自 2004年 6月 30日的
《光明日报 》Ｂ3版。

⑦ 童大焕：《拒绝遗忘 》,《南方周末 》2000年 6月 23日。
⑧关于大话文化的详细分析请参见陶东风 《大话文学与当代中

国的犬儒主义 》,《天津社会科学 》2005年第 3期。
⑨此外还有对于 “党章 ”这样的 “超大文本 ”的滑稽模仿：“本党

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
党员本党就将你发展起来———反正不让你闲着。”“这点本党党章早
有规定,不管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只要本党看你顺眼你就是本党党
员———爱谁谁吧。”(见王朔小说 《玩的就是心跳 》)

⑩参见水杯子作 《样板戏之〈宝黛相会〉》,ｈｔｔｐ：●●ｃｕｌｔｕｒｅ●163●
ｃｏｍ●ｅｄｉｔ●000825●000825ꏟ40899●ｈｔｍｌ。

〇１１参见 ｃｕｌｔｕｒｅ●163●ｃｏｍ●ｅｄｉｔ●001019●001019ꏟ42469●ｈｔｍｌ。 《慈
禧同志先进事迹 》无疑是对 “先进事迹 ”这种官方活动与权威语体的
彻底颠覆与极大讽刺。参见 ｗｗｗ●ｓｈｕｗｕ●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ｎｅｓｅ●10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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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ｔｍｌ。
〇１２关于红色经典的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陶东风 《红色经典：在

革命和商业的夹缝中求生存 》,《中国比较文学 》2004年第 4期。
〇１３ 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ｃｈａｎｎｅｌ5●569●20001221●

357993●ｈｔｍｌ。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样卷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的
试题内容一样,但是 “命题人 ”不同,比如有一个网站发布的样卷命
题人是所谓 “老老人类 (新新人类的叔叔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
ｌｏｎｇｊｉｓｙ●ｃｏｍ●ｌｏｎｇｊｉ●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ｈｔｍ。

〇１４ “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 ”———电视连续剧 《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ꎿ 》热播后引起大讨论,《中国青年报 》2000年 3月 22日。

〇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ｈｉｎａ●ｒｑｚｔ●ｌｐｓｈ●006ｃ●
ｈｔｍ。

〇１６在中文网络搜索引擎 “ｇｏｏｇｌｅ”上输入 “红色经典 ”四字,即得
到大约 40多万条相关记录,足见其流行程度。笔者还没有查到该词
组的最初出处,有人认为：“红色经典 ”这个词组最早出现于 1997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 “红色经典 ”丛书,该丛书重印了 20世纪 50、
60年代的一些革命长篇小说,参见刘康 《在全球化时代 “再造红色经
典 ”》,《中国比较文学 》2003年第 1期。但这个词组被广泛使用与
流行大概是 2000年电视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ꎿ 》播出以后。 “红色
经典 ”,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人认为：“红
色经典 ”这一词组源自电视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 》(参见中国网 2004
年 7月 12日文章 《与影视专家对话红色经典 》)。但是 《激情 》一剧

的演出时间显然晚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ꎿ 》。电视剧领域的红色经
典热在 2004年达到高潮。

〇１７有意思的是：登陆任何一个网站搜索 “红色经典 ”,都可以发
现 “红色经典 ”不仅指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文艺作品,而且
也指一些时髦的商品。比如一款新颖 ＭＰ3就叫 “红色经典 ”(全称
“松下 红色经典 ＭＰ—21ＶＭＰ3,128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有
趣的文化症候：商业话语对政治话语的盗用与改写。

〇１８ 《策划：电视剧改编,如何承受 “红色经典 ”之重 》,ｈｔｔｐ：●●ｐｅｏ-
ｐｌｅ●ｃｏｍ●ｃｎ2004,4,9,另外参见 《翻拍复翻拍,电视剧誓将经典榨
干 》,《精品购物指南·生活周刊 》精粹版,2004年第 4期。

〇１９ 参见 ｈｔｔｐ：●●ｅｃｌｕｂ●ｓｄｉｎｆｏ●ｎｅｔ●ｎｅｗ3ｃｌｕｂ●ｂｂｓｒｅａｄ●ｐｈｐꎿ ｂｌｏｃｋｉｄ
=89＆ｃｌａｓｓｉｄ=＆ｍａｉｎｉｄ=2121641＆ｓｈｏｗ=351。

〇２０2002年 6月 11日 《南方都市报 》的社会新闻版文章 《过足怀
旧瘾,顺德冒出一间人民公社食堂 》,报道了顺德一家名为 “人民公
社食堂 ”的餐馆。但该报于 6月 15日就继续报道说：该饭店老板因
“受到压力 ”而停业。耐人寻味的是,《南方都市报 》翌日登出 《“人
民公社食堂 ”何必暂停 》的评论文章对之加以公开质疑。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

责任编辑　树凯

书　　讯

留美网络作家金寻者的系列网络连载小说 《大唐行镖 》一套三部最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金寻者原名史愿,籍贯四川省眉山市,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但一直以身为三苏 (苏洵、苏轼、
苏辙 )的同乡人而感到自豪。也许是秉承了故乡的人杰地灵,他自幼酷爱写作,就读清华大学期间
在 《科幻世界 》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1999年留美攻读工程力学硕士期间在美国发表英文小说
Ｔｈｅｆｒｅｓｈｆｅｅｌｉｎｇ(新鲜感觉 ),2004年在台湾 《小说频道 》连载发表网络武侠小说 《大唐行镖 》并出版
繁体版。

小说由 《大唐之镖行天下 》、《大唐之战神天兵 》、《大唐之突厥战争 》三部组成,以其时尚的构
思,奇幻的思路,紧凑的结构,高雅的武侠情结,凄美的爱情故事,一时在静默数年的传统武侠领域
掀起了一股青春豪气,令人血脉贲张的新浪潮,被读者评价为 “继金庸、梁羽生、黄易之后不可不读
的传统武侠精品 ”。金寻者本人目前也成为广大武侠迷心目中的新偶像,被誉为最有才华、责任感
的传统武侠新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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