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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的流行小说
与大众文化主脉

谭 光 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心态、意识形态。这些变化可以通过流

行小说的变化清晰呈现。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小说以武侠言情小说为主,与现实历史题材小说一道,反映了思想

解放初期自由主义的勃兴。90年代的流行小说以喜剧反讽、情欲、历史、乡村都市题材为主,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

之后趣味主义的盛行。新世纪初期的流行小说以青春幻想、部落传奇、商战职场题材为主,反映了改革开放持续深

入发展,消费时代到来之后大众文化的勃勃生机,充满青春活力和想象力,实现了当代中国“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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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发生了彻

底变化。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其意义极其深远。它不

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

化、心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发

生了何种流变,一直缺少成体系的简明概括,甚至产生

“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兴起后

的产物”[1]的误解,似乎在市场经济之前没有大众文化

似的。其实,大众文化一直存在,只不过其存在的形态

不同而已。即使是“文革”时期,大众仍然有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不但有印量极大的流行小说,而且有人尽

皆知的“样板戏”,等等。从改革开放起,大众的文化生

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流行小说的品种、主题、情感

取向都发生了数次重大的变化。从大众文化的这些变

化中,可以清晰地窥见国家政策的变化,也可以清晰描

述政治经济剧变在人的心灵上刻下的深深痕迹。通过

流行小说主题、情绪这个窗口,可以总结出40年来中

国大众文化的整体走向,为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代

发展清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一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与大众文化中自

由主义的勃兴

20世纪8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是大众文化

的重要转折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看作从革命思

想转向以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思想的时期。流行小说类

型以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为主流,以现实、历史题材小

说为补充。大众文化以向往、追求自由为主要特色,其
中充溢着英雄主义情绪。武侠小说表达了对身体(生
存与安全)自由的渴望,言情小说表达了对情感自由的

向往,现实主义流行小说表达了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自

由的追求,历史题材流行小说表达了对思想自由的诉

求。

武侠小说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以自由主

义、民族主义、侠义精神为特点,以武侠竞技、正义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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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由思想、想象力拓展为鲜明标记,彰显了80年代

流行文化以“自由”为核心精神追求的特点。武侠小说

中的英雄主义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主,这与之前20多年

小说中的集体英雄主义拉开了距离。武侠小说用武的

精神象征身体自由,用侠的精神象征道德自由,用小说

的纯虚构性象征精神和想象力自由,建构起一个绝对

自由的叙事王国。
言情小说以琼瑶、李碧华、亦舒为代表,是80年代

流行文化追求自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它更加

注重个性、爱情、婚姻、情感的自由,远离政治与经济,
回到爱情本身,表现纯洁的情感,其中不乏忧郁、浪漫、
伤感、悲情、古典的韵味。言情小说回归大众文化是一

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个人化的情感成为人们可以自

由讨论、追求的对象,从而将大众文化从宏大的国家社

会层面拉回到个人的精神空间层面。80年代的言情

小说中最突出的情绪特征是忧郁,象征人重回个体精

神家园时的伤感。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大家,都来自

港台,完成了对内地和大陆大众文化的自由主义启蒙。

80年代的流行小说还通过个性解放、灵肉矛盾、
环境变化、个人奋斗、个人价值、历史反思、历史怀旧等

方式,突出这个年代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沉思。现实

题材的小说突出了“求变”的渴望,反映了改革开放初

期人们急于改变现实的迫切心态。《浮躁》《平凡的世

界》等小说相继流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都销量不

菲。新的经济环境到来了,文化环境需要跟上改革的

步伐,这造成80年代在改革方面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出现了一种“浮躁”的社会情绪。

本阶段也有主旋律小说,但是几乎没有一部主旋

律小说能够再如之前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那样占有绝

对优势的市场份额。50—70年代的主旋律小说是革

命历史题材小说,80年代的主旋律小说是表现改革开

放的改革小说。而通常意义上的最有名的改革小说,
比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柯云路的《新星》等等,并不广为大众所熟知。后来反

抗主旋律的现代派文学,也并没有生产出几部流行小

说来,甚至包括更后来的新写实小说。
在80年代,通俗小说意味着自由,主旋律小说意

味着不自由,所以才会出现对主旋律小说的抵制和偏

见。在之前几十年的文艺思潮中,一直存在关于自由

主义文艺思潮的争论。在现代文学阶段,这一争论的

顶峰,是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与讨论。50年代,
胡风被批判为反革命集团,自由主义被彻底清除出文

艺界。之后近二十余年的文艺思想,就再不见自由主

义的影子。80年代思想解放,文艺复苏,自由主义便

公开地、隐秘地成为这个年代的思想主潮。在公开的

层面,自由主义仍然处于讨论阶段,仍然在积极争取合

法地位,而在隐秘的层面,自由主义已经通过通俗小说

占领了文学界的主要阵地。即使自由主义在学理的层

面仍然不被视为正确或主流,文化已经转变为自由主

义的文化了。在80年代的广播中,经常可以听到“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宏亮的声音,自由主义已经成为

当时政府必须正面面对的意识形态。在研究领域,自
由主义西化思潮成为80年代思想领域内的显著标志

性力量。80年代的流行文化主流,正是在思想文化专

制的十年动乱之后人被压抑的诉求的集中爆发和表

现,对自由的追求,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
社会出现这样一种文化转变,与中产阶级的逐渐

崛起是分不开的。根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

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

告》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自1987年以来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99年,“社会结构的

中下层在逐步缩小”,“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在不

断壮大”[2]31。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和农民阶层的

不断缩小,大众读者群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重要的变

化。上文提到的调查报告中,农业劳动者在各年代所

占比重是:1952年84.21%,1978年67.41%,1988年

55.84%,1999年44%。经过50年发展,农业人口减少

了40个百分点,而1978年之后的变化又极为迅速。
社会阶层变化导致的结果是读者结构的变化。由于迅

速变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一定迅速体现为读者拥有

文化差异,所以新兴的流行文化接受者中包含了众多

刚刚从农民身份转变而来的中产阶级,农民对通俗文

学的固有偏爱会使通俗文学更具有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人口的流动性也得到进一步的

增强。流动的条件是自由,没有自由也就不会有人的

流动。同时,流动性又会增强人对自由的需求,因为流

动性使人的眼界开阔,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个体需

求,而不能跟上人的发展的制度设计可能会使人产生

压抑感,这就使得文学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成为一个疏

解压力的方式。另外,由于中产阶级构成了小说读者

群的大多数(数量较大,有时间、有阅读能力,等等),因
此一个时代的流行小说往往是由当时的中产阶级决定

的,他们的选择影响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的

总体走向。80年代的流行小说说明,在改革开放之

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有了更多的精神自由的

诉求,而80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也给予他们更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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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的可能性。
二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与趣味主义

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文学的形态,从根本上说

是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形态决定的。90年代是文化

走向多元化的时期。市场经济供给制开始影响中国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给流行小说提供了更宽广的舞

台和更多的可能性。90年代的流行文化的总体倾向,
是如何在比较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去获得更多的个人幸

福,如何把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因此,90年代多元文

化形态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趣味。
喜剧反讽型流行小说提倡用幽默、轻松的态度对

待生活,可以看作对待生活、精神、社会的趣味,以《围
城》热、王朔热、王小波热为典型代表。轻松幽默的生

活态度之中,包含了对生活的沉思、对社会的批判、对
丑恶的戏谑,人物大多玩世不恭、眼光敏锐犀利、思想

深沉。人物在嘲弄社会的同时,也进行自我嘲弄,反思

社会的同时,也进行自我反思,使批判显得含蓄而深

刻。
情欲型流行小说可以看作是对待身体的趣味,以

《废都》《白鹿原》以及陈染、林白、皮皮、张抗抗等一大

批女性作家的作品为代表。身体被看作承载欲望的载

体,因此对身体及欲望的叙述就成为获得趣味的手段。
曾经欲望被禁止,现在欲望被解放,但是解放之后的欲

望需要寻找地方安放,以使其不致显得枯燥乏味。因

此,以身体叙述为主的情欲型小说便成为一个重要的

流行小说品种。在这类小说中,激情、放纵、释放、私
人、性、隐私、沉沦、颓废、本能、狂欢等主题或情绪成为

重要表现手段。90年代也有纯情小说或爱情小说,可
以将其看作对待爱情的趣味。谈恋爱要有优雅的方式

或传奇的色彩,恋爱的对象要有丰富的、不同的个性,
恋爱方式也要富于变化,才能让这一主题更具吸引力。

历史小说的写法分成几类:一类是重述,比如二月

河和唐明浩;一类是戏说,比如《戏说乾隆》;一类是反

思,比如阿来、苏童、莫言、霍达的作品;一类是怀旧,比
如《孽债》《年轮》《上海的风花雪月》。不论哪一种书写

历史的方式,都不再用传统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切入,也
是为了使历史叙述变得有趣。历史小说重新认识纪实

与虚构的关系,看重野史,也注重生活化的还原,态度

中立,给历史人物以不同于定势思维的评价,帝王、将
相成为重述的重点,诸多历史定论被颠覆。戏说的历

史几乎是纯趣味的历史叙述,不再考虑历史真实,以非

常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追求娱乐性、收视率、轻松

化、喜剧化。反思的历史追求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对
历史的探索向深度进行,但是由于与传统历史观的错

位,也使历史变得有趣而丰富。怀旧型的历史也可以

看作是去掉历史中的痛苦记忆,在曾经的苦难中去发

现其中值得回忆的东西,也是经过历史沉潜之后的趣

味发现。被书写最多的知青怀旧和上海怀旧,都是将

记忆中的历史加工成令人回味的有趣故事。现实题材

的小说,变化多端,校园中的青春开始被叙述,波澜起

伏而又令人向往。
乡村题材小说多涉苦难,但是被讲述得妙趣横生。

都市题材小说以揭秘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主:官场腐败、
商海搏杀、异国生活、都市情感成为主要题材。无论哪

种题材,都以趣味为主要审美追求。因为只有做到有

趣、惊异、新颖,才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取得市场份额,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相互影响作用是很大的,
但是,相互影响有个层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
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文化,而反过来影响的作用力要

小一些。也就是说,文化受政治与经济的影响更多,而
反过来影响前二者的力量在短期内很有限。政治的影

响表现在许可度方面,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生活方

式方面,政治经济体制总体影响了生活形态,从而也就

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形态和心态,这是造成流行小说变

化的根本原因。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但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改变了文学的运作机制,
小说的写作、出版、发行等一系列生产过程也被推给了

市场。
首先是作家市场化。作家协会体制改革始于80

年代末期,90年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1992
年12月在厦门召开全国作协文艺体制改革研讨会,探
讨了改革的方式[3]。以北京市为例,1986年开始实行

合同作家制度,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相对稳定的

四种合同制作家模式,而且驻会合同制作家很快退出

历史舞台,以前的有事业编制的作家模式逐渐被废除,
“有效地打破了作家职业终身制”[4]。在作家被推入市

场之后,作家的生存方式也就发生了改变,文学不能再

以政治为中心,作家为了生存而必须把目光投向市场,
关注普通大众的兴趣爱好。在90年代,作协的合同制

作家和自由写作的知识分子作家都在文学领域扮演了

相当重要的角色。多数作家不是因为身在作家协会才

不得不写作,而是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而被作协吸

收。
其次是刊物和出版的市场化。虽然新闻出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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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放松对出版业的监管力度,但是出版社的经

营却被逐步市场化,自负盈亏,同时出现了相当数量的

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到21世纪初叶,“民营出版策划

业已经占据了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5]162。文化体

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

位,让其靠自身的运作生存发展。这种模式迫使出版

社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待书籍出版,从而让出版社也有

更多的责任与动力去经营、推广他们的产品。例如春

风文艺出版社策划的“布老虎丛书”就是典型的市场化

运作的结果。期刊也面临着与出版社同样的情况。到

21世纪初,除学术期刊之外的其他非时政类期刊基本

上完成了改制,部分学术期刊也在改制之后实行市场

化经营,甚至出现了靠收取版面费维持运转的局面。
第三是发行方式的市场化。在80年代,小说出版

之后,主要靠小说本身的质量和大众的口耳相传被推

广,出版社没有营销压力。市场化之后,就需要有更加

强有力的宣传、营销手段来助推。有了好的小说而没

有营销手段配合,往往不能让小说流行起来,所以很多

小说家都选择了运用一定的营销策略和手段来加大小

说的影响力。例如余华的小说,都是在南海出版社的

成功运作之下流行起来的。90年代更多的流行小说

作家选择了与影视联姻,小说靠影视带红,或者创作小

说之时就已经按照影视的要求来写。没有电视剧《围
城》,小说《围城》能否在90年代流行无法重估。在90
年代的流行小说中,没有被影视改编的数量有限。排

位靠前的,几乎全部都有被改编的经历。营销运作的

第二个重点是宣传,“出版社的广告宣传是出版社经营

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市场经济下出版社的

生存发展所产生的必然要求”[6]571。1980年以后,出版

社图书发行成为一种工作要求,从1990年开始迅速发

展,出版社的生存之道,不再是新华书店统购统销,而
是要靠出版社自己去推销经营。因此,为了经济效益,
各出版社就会争相做出宣传攻势,发行与广告宣传互

相配合。没有宣传,很多优秀的小说都将难于进入读

者的视野。
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是否就意味着读者有了更加自

由的选择? 是否说明整个时代的阅读风尚更加切近读

者本真的文化心态? 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高压使读

者的阅读选项匮乏;改革开放之后,选项增多,读者有

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之后,读者看起

来似乎可以全凭阅读兴趣。事实未必全是如此。如果

说在政治高压时代,阅读兴趣被政治左右,那么在市场

经济时代,阅读兴趣就被市场左右了。铺天盖地的宣

传可以改变人的心态,让我们并不知晓的东西成为我

们关注的热点。阅读的兴趣事实上是顺着市场这只无

形的巨手在行动。
受市场控制的90年代流行小说,呈现出的形态是

丰富而多元的。只要题材有趣,运作得当,任何题材的

小说都有可能畅销,因此90年代的小说类型就比前几

个时期多得多。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市场是种新的

体制,这只无形的手可能左右读者的选择,但是读者仍

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们的选择也反过来形成了市

场机制。“在图书的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畅销书市场机

制的建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它反过来也推动着读者

个体阅读与社会性阅读的结合”[7]155。在市场体制之

中,读者、作者与市场三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动态平衡的

关系,没有谁能起主导作用。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为流

行小说创造了非常良性的互动空间。
市场经济体制不但为流行小说的运作创造了市场

空间,而且使题材涉及市场与经济的小说成为一个新

兴的流行小说品种,财经小说的崛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仅如此,名人写传记,以名气换金钱的畅销书案例也

层出不穷。市场经济使图书市场焕发出了青春,仿佛

获得了新的生命,这造成21世纪初期青春小说异常抢

手的状况,仿佛图书市场的青春期总得有个人的青春

期来遥相呼应。
三 新世纪初期: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大众文

化的青春气息

新世纪初期的流行小说充满青春气息,青春与幻

想成为流行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与题材。20世纪90年

代的某些题材和情绪在新世纪仍有延续,但是新世纪

文化又以其鲜明的青春特色与之相异。新媒介时代和

消费时代的到来给新世纪流行小说最大的影响,80
后、90后读者群的崛起左右着新世纪流行文化的主流

走向。
流行小说作家年轻化、题材青春化、读者低龄化等

因素使青春小说几乎占据了流行小说的半壁江山。郭

敬明、蔡智恒、曾炜、解嬿嬿、何员外、饶雪漫、落落、孙
睿、明晓溪、七堇年、韩寒、安妮宝贝、笛安、王文华、艾
米等一大批青春小说作家相继成名。个人的情绪状

态、两性关系和谐、精神寄托、偶像崇拜、消费欲望、虚
拟空间拓展、想象力解放等更加具体的人生问题成为

新一代读者关心的主要问题,才情、真率、敏感、叛逆、
忧郁、励志、纯情、温馨、小清新、青春疼痛、温暖情感、
敏锐犀利、小资情调、职场奋斗、反思父辈、自我迷失等

内容成为青春小说的主要着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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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总是与梦想、幻想联系在一起,因此新世纪流

行小说中,幻想型小说也成为主流。幻想小说求新、求
奇、求异、求超常的想象力,远离现实世界,在纯虚构空

间中进行想象力的漫游与历险。玄幻小说、盗墓小说、
悬疑小说、穿越小说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小说越写越

长,电子游戏的许多元素进入该类小说之中,所以其中

又充满着冒险精神、竞技元素、挑战性、意淫性,并伴随

着想象力的开发、虚拟性的增加。
部落传奇类小说可以看作幻想型小说的变种或延

展,以《狼图腾》《藏地密码》《藏獒》等为代表。这类小

说也具有传奇性、异闻性、神秘性,不过它更强调文化

精神的历史源头,从少数民族远古文化元素中汲取现

实生活所缺少的精神资源,弘扬阳刚、忠诚、信用、野
性、粗犷、团队、竞争、自由、勇敢、凶悍等民族文化品

格。
现实题材小说多延续了90年代对现实的书写方

式,官场、都市、乡村题材都有涉及,商战与职场题材小

说异军突起,成为其中显眼的部分。写人生的小说越

发深刻,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向阴暗面、秘密面展开,对
窥视、性、暴力、丑、变态、权力、羞耻、伦理等进行深度

开掘。海岩的公安小说将案情侦破与言情小说结合在

一起,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题材。军事小说取代武

侠小说成为竞技类小说的新宠。新型战争小说以突出

个人英雄及其崇高品质为特征,读者对战争小说的新

期待是阳刚、血性、韧性、正义、重情义、敢担当、不抛

弃、不放弃、去政治化的特征。历史小说向家族化、唯
美化、深刻化、中立化、心灵化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讲,新世纪流行小说的各种类型,都打上了

“新”、“青春”、“转变”的烙印,题材类型丰富,每种类型

都有不同的读者群体,而大多数群体都以新的视角重

新审视社会与历史,表现了新一代中国人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改造传统、执着于梦想的精神面貌。

新世纪流行文化已经很难用一个主题词汇概括,
因为新世纪的流行文化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

表现得更多元、更复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

政策的持续深入带来的更大自由,促使想象力进一步

发展;二是80后出生的新生代读者群的崛起,他们左

右着阅读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份额,而这又与中国的生

育高峰有很直接的关系。
中国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影响,出现了三

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49年至1958年,造成这次

生育高峰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的改善和分配政策的

革命;第二次生育高峰是在1962年至1975年,这次属

于补偿性生育;第三次生育高峰是1986年至1990年

代初期,这次生育高峰是1962年至1975年生育高峰

的反馈,因为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正好进入生育

年龄[8]247-252。新世纪最初十年,正好是第三次生育高

峰出生的人群进入青年期的阶段,他们的兴趣爱好直

接左右着流行文学的主流方向。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少年阶段

正好经历市场经济转型期。这一代人从小享受着改革

开放的成果,成长环境与70年代、80年代初期出生的

人很不相同。一是没有饥饿记忆与饥饿体验,二是严

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他们再也没有了兄弟姐妹的

亲情,三是他们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环境,四是传媒时

代让他们比前辈们更容易获得海量的信息,五是消费

时代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这个群体

非常庞大,他们不但左右了中国的教育规模,其力量也

足以左右流行小说的市场走向。由于青年一代成为阅

读的主力,而且这个群体的比例很大,他们就成为青春

小说的重要助推力。读者群青春化的趋势加剧了“嫩”
文化的流行。在现实生活中,“扮嫩族”越来越多,流行

歌曲也存在不少“嫩主义”的歌曲。在小说中,大龄作

家也不愿意向“成熟”靠近,倾向于简单化、重复化、情
绪化的叙述方式。

影响新世纪流行小说的第二个重要元素是网络的

普及。网络普及是一次更为彻底的“开放”,它使中国

人的认知渠道、认知水平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每一次媒介的革命,必然导致文学的革命。麦克卢汉

有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这就意味着媒

介的革命会转化成关于人的身体和心灵的革命。加拿

大学者洛根认为,由麦克卢汉的这一假说可以推导出

另一个假设:“一种新媒介是一种旧媒介的延伸,由此

递推,新媒介就是延伸的延伸。”[9]72这个理解很有意

思,延伸的延伸就意味着“虚化的虚化”。新媒介导致

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变得越来越虚拟,也就是人越来越

纯符号化。所以,新世纪流行小说中现实主义小说越

来越少,小说变得“越来越玄”,奇幻、玄幻等各类幻想

型文学在全世界兴盛流行。
现代影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一切可以被想象的

世界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变成可视的影像,反过来又

帮助了想象力的解放与发展。想象世界的影像化,导
致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现实:虚拟世界逐渐变成现实

生活的组成部分。玩电子游戏可能成为一种生活的方

式,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能被做成各种工艺品,变
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新新人类”,干脆按照网

15

谭光辉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主脉



络虚构的生活方式生活,从服饰、打扮、饮食,到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兴趣爱好,都按虚构世界中的方式改变。
新世纪还出现了一种不参与现实生活的“宅男”“宅
女”,他们是一种只愿意生活在网络世界之中的特殊人

群。在他们的世界中,网络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网络

已经变成了一种另类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网络

确实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而且改变了人本身。刘茂

华认为,“网络文学的冲击不仅是创作形式的改变,更
是一个价值观爆炸的‘引信装置’”[10]292。还不仅如此,
网络改变的,可能会是人的全部。金振邦认为,“新媒

介是一种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变革性力量,是世界发生

重大变迁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也是文学世

纪转型的最根本原因”[11]54。媒介改变了生活和思想

方式,当然也就改变了依赖人而存在的文学和文化。
这导致的结果,是新世纪的小说越来越虚,越来越玄,
小说背景离实在世界越来越远。

新媒介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写作到阅读之间

的传播越来越快。新媒介没有出版周期,不需要审稿,
不需要发行机构,传播是即时性的,而且作者可以即时

收到读者的反馈信息,因此写作的互动性就更强。读

者甚至可以通过直接与作者对话参与创作,因此就使

得写作越来越像集体成果。由于读者互动性的增强,
也更容易让作者明白读者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便
于对写作进行调整,因此作品也就比传统方法创作出

来的作品能够获得更大的接受群体。这样我们就不难

理解,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小说市场中,新世纪的成功作

品为什么能够获得比传统文学大得多的销售业绩,动
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印数,出版社为何敢于毫不犹豫地

开机印刷。
影响新世纪文化的第三个要素是消费时代的到

来。消费时代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直接可见成果。
中国仅仅花了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近

百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让国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享受

到了现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
消费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符

号消费成为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维布伦将消费社会

中的其中一种消费称为“夸示性消费”,夸示性消费是

从准和平时代开始就存在的,“以夸耀的方式消费贵重

物品,是有闲绅士博取名望的一种手段”[12]8。夸示性

消费和有闲能够为消费者赢取名誉,原因是消费中包

含了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社会的文化特点,也
就不再是文字的节省和精炼,而是文字的铺张与浪费,
用很漫长的叙述,去讲述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意义。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世纪有不少读者喜欢

看极为漫长的韩剧,喜欢读一部动不动就连载数年的

网络小说。有些人还喜欢看分成了若干季、每一季又

包含若干集的美剧,例如分为四季81集的《越狱》,或
者更 为 漫 长 的 日 本 动 画 片《名 侦 探 柯 南》。该 剧 从

1996年开始,至今已出775集,而且还在更新。新世纪

许多小说,都是连续出版数集,而且越往后面走越受追

捧。《哈利·波特》出了七集,《盗墓笔记》出了九本,蔡
骏《天机》出了四季。只要有读者,网络小说有越写越

长的趋势。这种极长的长篇不但没有使读者疲劳,反
而受到高度赞扬。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夸示性消

费”。因为写作者和阅读者都通过这种漫长的写作和

阅读“夸示”了他们“有闲”,尽管漫长的文本并不能提

供比简短文本更多的意义。符号的浪费和时间的浪费

成为消费时代文化的显著特征。
影响新世纪流行文化的第四个因素是国际化趋势

的增强,这是“开放”本义的实现。新世纪多个流行文

学品种与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哈利·波特》《达·
芬奇密码》与幻想小说,村上春树、可爱陶与青春小说,
日韩剧与大陆偶像剧,都可以发现相应的联系。这个

影响赋予了新世纪流行小说国际化的特征。中国流行

文化缩短了与国际时尚之间的距离,让中国的流行文

化跟上了发达国家的流行时尚的步伐。
新世纪流行文化的第五个特点是多元化。这使中

国的整个大众文化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多元化的主要

表现之一是许多亚文化群的出现和崛起。亚文化群是

指主流文化之外的个别群体构成的文化群落,可能源

自种族、性别、年龄、兴趣、性取向等等。新世纪以来,
亚文化群非常多。仅以“起点中文网”为例,同样是网

络小说,就分为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职业、
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同人·潜力、女
生等种类,其中还有小类,例如青春小说、穿越小说等。
一般来说,很多读者都有不同的类型偏好,于是就形成

不同的亚文化群。如果某一个类型的小说聚集了足够

多的读者,形成一个超级大的亚文化群,那么这个小说

类型就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流行文学品种。事实上,我
们可以把新世纪流行的青春小说、玄幻小说、盗墓小

说、穿越小说、悬疑小说、军事小说等都看作其中一个

亚文化群的崛起。我们几乎无法预料下一个文学热点

会是什么,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它一定来自某一个亚文

化群。
第六个特点是游戏化倾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游

戏产业发展极为迅速。这也是一个世界趋势,说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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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超越了初期以工

业、农业为支柱产业的阶段。2007年,美国电子游戏

产业收入达到95亿美元,2008年为117亿美元,2011
年达到250亿美元[13]130。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游戏工委发布的《201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资

料,2013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831.7亿

元人民币[14]200。这一行业卷入人员众多,影响力不容

小觑。电子游戏的迅速发展,不但使这个产业的从业

人员达到几百万人,而且吸引了数亿玩家,电子游戏成

为一种最重要的游戏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电子游戏的

特点包括:有变化的重复、挑战性、虚拟性、延续性等。
这些特点逐渐渗透进新世纪的一些流行网络小说之

中:同一题材下的故事大同小异,结构模式类似,情节

不同;小说大多会设置悬念,读者往往猜不中结局,具
有挑战性;远离现实世界,具有虚拟性,使新世纪流行

小说有越来越远离现实的倾向;小说经过长时间的连

载,每天更新一节,类似电子游戏的闯关。闯关性特点

使小说阅读变成一种不能一次完成的活动,小说越写

越长。新世纪的生活节奏、思维节奏、信息传播、产品

更新、思想文化更新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但是在文学阅

读方面的节奏却有变慢的趋势。小说越写越长,网络

小说连载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对阅读耐心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可能现实生活的快节奏,恰恰需要文学世

界的慢节奏来予以综合。
上述几个特点不能概括所有的新世纪流行小说,

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一种趋势,新世纪流行小说与20世

纪的流行小说的不同,不仅仅是主题、情绪的不同,而
且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不同。新世纪流行文学,以
全新的面貌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改革开放40年来,大众文化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

趣味主义再到青春主义、消费主义的变化。这反映出

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大众生活的伟大成就。不论是从物

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大众都经历了从相对不自由到

自由,再到个性趣味追求,再到物质、精神的极大丰富

和冗余,激发起青春激情和想象力大爆发的历史。从

这一点观察,改革开放政策,解放的就不仅是生产力,
而且实现了当代中国“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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