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的現代國家政權比之傳統政權的一大不同，就是它剛建立時，對社會

的控制不僅僅只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徵收賦稅，更多的是運用手中的各種權力資

源，通過諸多方式營建自己的社會基礎。除了從中央到地方建立完整的行政管

理體系外，更關鍵的是構建對新政權有r高度認同感的社會意識1。1949年10月

新中國建立。在此之後，新生共和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通過自上而下的威

權方式大力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意識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構

建全社會對新國家、新社會的認同，以營建、擴大和鞏固自己的社會基礎。

本文即以1950年代武漢的展覽會為例，分析共產黨是如何通過自上而下的

行政手段營建和鞏固自己的地方社會基礎，促使整個社會意識轉向社會主義，

從而構建地方社會對共和國社會主義新政權的認同。

一　共和國新政權塑造社會主義意識認同的三種方式

1950年代，武漢作為中南區軍政委員會、湖北省人民委員會、武漢市人民

委員會所在地，舉辦了各種各樣的展覽會。筆者依據在武漢發行的兩份最大的

報紙《長江日報》和《湖北日報》，輔以湖北、武漢檔案館所藏的檔案資料，曾做

了一個粗略統計：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9年的約十年時間Ý，在

武漢舉辦的展覽會至少有161個（不包括外國在武漢舉辦的展覽會），其中經濟類

展覽會58個，政治類30個，文化教育科學類30個，社會類8個，軍事類5個，還

有一些難以歸類的綜合性展覽會。當然，展覽會類型的劃分不是很絕對，很多

展覽會都是交叉型的。不過，從泛政治化角度講，這些展覽會都帶有政治性，

比如，美術、電影、文藝類展覽會均具有極強的政治宣教功能。

這些展覽會涉及的範圍很廣泛，政治、經濟、文化、藝術、4生、教育、

科學、軍事、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都涉及到了。這既可說明當時武漢地方社會

社會主義意識的認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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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是全方位的，都可以通過展覽會體現出來，也可說明展覽會在武漢地方社

會變動中發揮了廣泛的作用，其所承載的宣教意涵和意識形態塑造功能深入到

了武漢地方社會的各個方面。可以說，武漢的展覽會在1950年代共和國塑造社

會主義意識認同中起了重要作用，較全面地反映了共和國新政權在意識認同上

營建和鞏固地方社會基礎的作為。

這些展覽會大致體現出了共和國新政權進行社會主義意識認同塑造的三種

方式：

第一，榜樣激勵方式，即通過樹立建設社會主義的好榜樣，把蘇聯社會主

義描繪為「新中國的遠景」2，來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共和國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是嶄新的，毫無實踐經驗，且新中國

脫胎於一個經歷了一百多年衰敗的「舊中國」，統治基礎十分薄弱，還遭受到以

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封鎖，面臨嚴峻的國際政治和外交形勢。在這樣的

情況下，中國必須向「老大哥」蘇聯學習，以蘇聯社會主義為建設中國社會主義

的模本和榜樣。建國前夕，毛澤東就號召向蘇聯學習，「蘇聯已經建設起來了一

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

須向他們學習。」3中國應以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為

榜樣，在學習它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的同時，更主要是以它們如日中天的社會

主義建設事業為「指路明燈」，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而凝聚社會的共同

意識。

建國伊始，全國就掀起了學習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熱潮，其中一大舉措

就是在全國各地舉辦有關蘇聯等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展覽會。各級政府視這

些展覽會為對中國人民「進行國際主義教育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活

動」，都「以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來辦理」4。武漢地區也不

例外，據粗略統計，在1950年代舉辦的此類展覽會有26次之多，其中有關蘇聯

的展覽會不僅數量佔了約一半，而且規模比其他展覽會要大得多。

早在1949年武漢新政府建立不久，就相繼在漢口、武昌舉辦了蘇聯建設圖

片展覽會，以圖片形式，展現蘇聯戰後恢復國民經濟、建設幸福生活的美好圖

景，使得人們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就是「新中國的遠景」而大受激勵。當時的報

導寫下了如此激昂的文字：「蘇聯——人類的希望，指路的明燈，引導r勤勞而

勇敢的中國人民，昂首邁進！」5

在這些展覽會中，最突出的是1956年武漢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

會（又稱蘇聯展覽會）。在武漢舉辦之前，蘇聯展覽會從1954年起曾先後在北

京、上海、廣州三地舉辦過，觀眾都極為踴躍，展覽會達到了「不只是幫助中國

觀眾增加了科學技術知識，也大大鼓舞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的效果6。湖北

省、武漢市兩級黨政機關舉辦武漢蘇聯展覽會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使全市人

民受到一次極為深刻實際的社會主義教育，同時進一步鼓舞廣大群眾建設社會

主義的熱情」7。為了辦好這次展覽會，武漢地方各級政府實行全民總動員，不

僅動員各黨政機關和市民積極參與舉辦展覽會，而且還積極動員湖北各地人民

到會場觀展，接受社會主義教育。這種強大的社會動員，不僅增強了社會主義

的凝聚力，而且把社會主義觀念深入灌輸給被動員者，無疑會增強人們對社會

主義的認同，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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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顯然，當新中國自身沒有現實版的社會主義事業教材時，就引進具有共同

意識形態的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模本，作為榜樣展示給人們，猶如「畫餅」一

樣，以此激發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這些展覽會所產生的榜樣力量催人奮

進，給人以精神鼓舞和無窮力量，其所展示的社會主義經濟、科技、文化等各

方面的成就，「充分表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8，必然會給武漢地方社會樹立一

種標竿，成為武漢所夢想的「明天」，從而促使武漢地方社會全民動員，奮力奔

向這一「明天」。這極大地凝聚了社會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的認同感。比如，各

行各業觀看蘇聯展覽會後紛紛表示「一定要學習蘇聯人民艱苦奮鬥的精神，加速

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祖國的明天而奮鬥」9。

第二，「新」「舊」對比方式，即通過控訴舊社會的罪惡，對比「資」「社」兩條

道路，宣揚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正確性，從而更加堅定人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決心。

建設社會主義，首先要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確性，確立「沒有社會主義，就沒

有新中國」的共同認識，讓人們認識到新生的共和國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取代

「舊中國」是一種必然。新中國採取了通過控訴敵對勢力（包括舊社會殘餘勢力、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罪惡和醜陋的策略，貶抑對方，抬高自己。姑且不論這

種控訴和貶抑是否符合事實，但它們達到了構建認同的目的，讓人們樹立只有

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適合中國，才能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的認識。

在1950年代，武漢地方社會視展覽會為「領導鬥爭，指導工作的有效方

法」，認為通過展覽會，可以揭露敵人，控訴他們的罪惡，「揭示事實真相，駁斥

他們的謬論，揭穿他們的陰謀詭計」，從而使人民「提高認識，鼓舞鬥爭，激發

共產主義覺悟，加強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心和決心」bk，因此舉辦了不少

把反帝、反封建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結合起來的展覽會。這些

展覽會五花八門，大致可以分為五種情形：

（1）揭發、控訴帝國主義的罪惡。比如1951年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舉辦的

抗美援朝保家4國展覽會，通過大肆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罪行和仇視，特別

是美國等帝國主義敵視新中國的行徑，一方面激起人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另

一方面激發人們對祖國的熱愛，高揚並利用民族主義來增強凝聚力，把社會主

義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相融合。有人認為這個展覽會是「很有效果的愛國主義教育

的大課」，有r「重大政治意義和教育意義」，易使「親美、崇美和恐美的反動思

想和錯誤心理被檢討清算」，建立「仇美、鄙美和蔑美的正確觀念和健康心理」，

從而掃除民族自卑心，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為「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

設」奠定思想基礎bl。

（2）揭露、控訴反革命份子的危害與罪惡。比如1951年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

部和武漢公安總局聯合舉辦反革命罪行展覽會，通過揭露社會主義直接敵人反

革命份子殘害革命人士、破壞新政權的暴行，既使人們仇恨反革命，又使人們

產生對社會主義的無限同情，從而與新政府更為團結一心。有觀眾就表示一定

要「鎮壓反革命，隨時隨地協助政府，檢舉特務，做好抗美援朝的工作」bm。

（3）揭露不法資產階級份子對社會主義新政權的腐蝕與危害。比如1952年武

漢反貪污聯合檢查委員會舉辦的「五反」展覽會bn。新中國開展經濟建設之初，社

會上出現資本主義化現象，有損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這些展覽會展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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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運動的成就和國家建設的美好前景，對資產階級的罪惡和危害進行揭露、批

判和打擊，有利於人們認清資產階級的腐朽本質和醜陋面目，從而肅清資產階

級思想，更為接受社會主義。

（4）揭露、控訴地主階級的罪行。土地革命是中共革命的核心，其成功是共

和國確立社會主義的一大基礎。對新生共和國兩大階級主人之一的農民兄弟而

言，地主是萬惡之源，是其遭受苦難的主要根源，因此，非常直白地展示地主

階級的罪惡既可讓農民階級有「翻身做主」的自豪感，也可清除小農思想，進行

階級教育，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感謝心理，從而更嚮往社會主義社

會。比如，1952年中南、湖北、武漢土地改革委員會聯合舉辦中南土地改革展

覽會，其目的就是要進行系統的反封建政治教育，讓人們認識地主階級的反動

本質及其殘酷、兇惡、腐化、無人性，樹立堅決消滅封建勢力和鞏固反封建勝

利果實的決心，同時使人們了解勞動人民的優良傳統，認識工農聯盟的重要性，

最終認識到共產黨土地改革的正確性，從而為國家經濟建設打下思想基礎bo。

（5）對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揭露資本主義的醜惡和危害。比如

劉介梅今昔生活對比展覽會。新中國建立之初，雖然在政權機構層面邁向了社

會主義，但在經濟建設領域，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爭，且人們生

活思想層面還存在不少的資本主義成份，包括謀利、追求物質享受等，這些都

會導致社會主義意識認同的弱化，不利於新政權的鞏固。劉介梅是湖北黃岡縣

的一名農民，建國前討米為生，及後乘土改翻了身，但他發家致富後，卻滋長

了富農思想和資本主義觀念，不加入人民公社，拒絕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

抵制國家統購統銷政策，後來經過教育才改變思想，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劉介

梅的事例被當作「翻身忘本」和「忘本回頭」的典型在北京、濟南、武漢等地展覽，

其目的就是要在社會上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清除資本主義思想遺毒。這個

展覽會被賦予了極強的思想政治內涵，肩負起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時代使

命，即「搞臭資本主義思想，保4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bp。

這些展覽會展示設計的意涵基本有三部曲：第一，是展示各種敵對勢力「血

淋淋」的罪惡，以極其誇張的方式把帝國主義和各種封建舊勢力殘害中國人民、

敵視新中國的各種殘暴行徑直接展現給廣大人民群眾，以襯托出共產黨、社會

主義的「救世主」身份，強調社會主義新政權是一種必然，對勞苦大眾而言就是

「解放」和「新生」；第二，是展示祖國的美好，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發揚

愛國主義精神，並強調共產黨、社會主義與新中國是三合一、緊密聯繫的，宣

教「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

國，就沒有幸福生活」的觀念；第三，是展示社會主義的正確性和優越性，強化

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才能建設偉大祖國，才能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觀念。

有如此展示設計的展覽會，無疑會強化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與優越性，使人

們在進一步記住舊社會和資本主義的罪惡與醜陋、增加對它們仇恨的基礎上，

受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對社會主義新社會更加嚮

往，從而使共產黨新政權得到人們的更加擁護，社會基礎會更加堅固。比如，

有人觀看中南土地改革展覽會後明確表示：「〔展覽會〕使我更具體地了解到人民

當家作主的意義。我們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建設我們

偉大的祖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世界持久和平」bq；有人看了劉介梅今

劉介梅的事例被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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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的典型在北京、

濟南、武漢等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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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教育，清除資本

主義思想遺毒。這個

展覽會被賦予了極強

的思想政治內涵，肩

負起了進行社會主義

教育的時代使命。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昔生活對比展覽會後向社會號召：「我們要永遠保持思想上的純潔，樹立社會主

義思想，為我們幸福生活的源泉——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切力量。」br

第三，建設成就激勵方式，即通過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以欣欣向榮的社

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就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凝聚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構建共和國地方社會基礎，必須要用事實說

話。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只是「新中國遠景」，只能算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榜

樣，而不是中國自身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成就，其榜樣的力量必須落實到中國

社會主義建設上才具有實際意義。同樣地，敵對勢力的腐朽和罪惡，只是從對

立面襯托出了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說明選擇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必然結果，但要

真正地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說明社會主義適合中國，能給人們帶來幸福

生活，還必須要靠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因此，新中國建立之後，

在開展社會主義革命，鞏固新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之同時，就開始大力進行奔

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以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和巨大的建

設成就來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強化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和國新政權的

認同。

新生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通過眾多展覽會展現出來了。1950年代，在武

漢舉辦的有關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的展覽會是最多的，佔了展覽會總數的四成

多，涉及生產建設、貿易流通、生產技術、工業、交通、農業、財貿、水產等

諸多方面，也有以經濟為主的建設成就綜合展。這些展覽會試圖通過展示美好

的祖國和在共產黨新政權領導下開展建設的熱火朝天、蓬勃發展的景象，給人

以建設新生活、奔向社會主義的精神鼓舞，在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凝聚

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比如湖北省人民委員會於1956年舉辦的工農業展覽會，

「用具體生動的實物、模型和數字展出我省幾年來工農業生產建設的成就，反映

農業合作化高潮所帶來的工農業生產建設的新高潮」，從而「更加鼓舞我們從事

生產建設的信心和社會主義的勞動積極性」bs。

這些展覽會還通過集中展示祖國豐富的物產資源，向人們詳細介紹土特產

的現狀，既便於人們了解各地物產狀況，找準發展經濟、開展建設的方法，又

能給人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緊迫感和信心。此外，這些展覽會還通過展示各

條生產戰線上勞模的事^和工人生產經驗，體現工人階級的力量，以激發人們

的勞動積極性。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展覽會十分善於貫徹共產黨新政權的方針政策，開展

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教育，使得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變成了一種政治運動。

比如，1959年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以「鼓足幹勁，教育群眾」為

指導思想，在展現十年來湖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之中，突出表現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的偉大勝利bt。這

個展覽會使廣大幹部群眾接受了「一次深刻而具體的總路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教育」，教育他們要堅定意志，「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發揮更大的積極

性，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更巨大的成就」，並「和當前的生產、工作緊密

地結合起來，⋯⋯進一步促進正在蓬勃開展的反右傾、鼓幹勁、全面增產節約

的運動，⋯⋯為1960年的更大躍進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ck。可見這個展覽會把

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和當時的社會運動展現得淋漓盡致。

1950年代，在武漢舉

辦的有關經濟建設、

社會建設的展覽會是

最多的。這些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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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和在共產黨新政

權領導下開展建設的

熱火朝天、蓬勃發展

的景象，給人以建設

新生活、奔向社會主

義的精神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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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說來，通過這些展現社會主義建設場景和建設成就的展覽會，共產黨

新政權既貫徹自己的各項政策，又調動和發揮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對

人們進行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把加強人們的社會主義認同意識和動員人

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結合起來，不僅可以落實方針政策，而且可以加強人們對

這些方針政策的認同，從而使得整個社會都嚮往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可以

說，展覽會成為了共產黨推行各種政策、開展政治運動的一種工具，在強化社

會對社會主義新政權認同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　共和國新政權社會主義意識認同塑造的特點及影響

如前所述，在共和國新政權威權管治下的這些展覽會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識

形態化了，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展覽展示的平台，更多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宣教的

工具。誠如時人所言，展覽會是「教育我國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政治鬥爭、生產

鬥爭、思想革命」和「進行無產階級唯物主義世界觀教育」的強有力的工具，「是

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教育的陣地，是群眾學習文化技術的學校」，任何展覽

會都「忠實的為當前的政治經濟建設服務，從各項事業、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宣

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事業成就和科學技術水平」cl。通過

這些展覽會，官方主辦者可以向社會宣教，而參觀者和社會大眾可通過展覽

會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宣傳，主動或被動地得到受教，從中二者的意識逐漸得到

合一。

無論是就展覽會整體還是就具體的展覽活動而言，它們都被賦予極強的政

治性。展覽會整體而言，都具有宣傳共產黨政策的意旨，有r很強的社會主義

政治目的性，基本與政治配套而行，甚至有的展覽會就只是為了宣傳政治。比

如，1954年3月舉辦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任務圖片資料展覽會，其目的僅僅是

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說明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實

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強調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加強共產黨集中領導的重

要性cm。

至於具體的展覽活動，都會緊緊圍繞r進行思想和政治教育的宗旨，使得

政治化色彩深入到展覽會的各個環節。比如，關於展品，其形式非常多樣化，

既有實物，也有以藝術手段創作出來的圖畫、連環畫、雕塑、模型等「非實物」

展品，有的展覽會甚至沒有一件實物。因「展覽內容設計的政治思想性問題，是

關係到一個展覽會的成功與否的根本問題」，所以在徵集展品時都經過嚴格選

擇，有r明確的目的性cn。特別是那些非實物展品，基本都受到了意識形態影

響，r重強調教育的功能。

關於會場布置，有的展覽會專門布置成為富有教育意義的展館，要麼是揭

露、控訴敵對勢力的罪惡和舊社會、資本主義的腐朽，要麼是大力讚揚工農群

眾的勤勞勇敢、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等，規模稍大的展

覽會會懸掛毛澤東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畫像，以及諸如「中國共產黨萬

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之類的標語和體現政治運動及政策方針的標語。

無論是就展覽會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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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關於講解工作，這是展覽會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展覽會一般都會派講解員

到現場對展品進行詳細講解，向觀眾分析通過直觀展覽所難以展示出的思想內

涵，實現展覽會教育的真實性與思想性高度統一。講解員是經過專門挑選和培

訓的，講解內容也是事先根據展覽會的思想教育目的精心準備好的，既要講解

展品的技術性內容，也要講解其背後的思想，而以後者最為重要，「做好一個講

解員最根本的條件，是政治必須掛帥。搞好講解工作最根本的東西，是加強政

治領導」co。

關於宣傳工作，展覽會都很重視宣傳，會通過報刊、電台、演出、放影片

等眾多形式加強宣傳，以實現展覽會的思想教育目的。比如，1953年中南區少

數民族文物圖片展覽會邀請中南民族歌舞團舉辦了24場演出，各電影院、電教

隊、文化館放映了133場電影和無數的幻燈片；此外，全市的街道以及單位的櫥

窗、廣播都宣傳民族政策，不少單位還與少數民族舉辦民族聯歡晚會cp。這些多

樣化的宣傳必然會使共產黨的政策和意識深入到社會的諸多層面。

關於組織動員工作，這些展覽會基本都是官辦的，由黨政機構和各單位自

上而下地發動組織，極少民間社會自發自主行為，甚至有的展覽會還專門組建

黨委，達到「黨政一體化」。這種高度集中的組織動員無疑會增強社會主義凝

聚力。

關於組織觀眾參觀工作，展覽會對觀眾基本是「採取自下而上的廣泛發動、

全面組織與自上而下集中統一安排相結合的辦法」cq。因此，觀眾大部分都是經

過組織動員的，而且，參觀與專業學習、思想教育相並行，觀眾參觀後要根據

自己的工作實際和思想狀況，寫參觀心得和開展座談會。通過這樣的動員，展

覽會能把社會主義教育落實到每個參觀者的思想中，實實在在地增強他們對共

產黨和新社會的認同感。

這些展覽會被高度政治化後，基本形成了大體一致的操作規程和統一的思

維模式：先是應某一政治運動或黨政的需要而提出，隨即由相應的黨政機構開

始籌辦，一般籌辦時間都比較短，大多一二個月，長者也不過半年多時間；徵

集展品主要以實物、圖表、模型和圖畫為主，如舉辦同質性的展覽會，其展品

可以相互使用，類似於巡展。開幕式時，黨政領導要到展覽會會場講話剪綵，

會場布置、展館設計都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只是根據具體的目的而有所不同，

規模稍大的展覽會會組建黨的組織，組織專門的學習討論活動，既可讓參觀者

學習專業知識，又能加強對他們的思想教育，還會對展品進行講解，闡釋其思

想性。參展和辦展在展前要擬定方案，闡明其目的和意義，展後要寫工作總

結，說明其成效及經驗教訓，並分析其原因，而對展品極少進行優劣分析，更

沒有組織專家進行審查評獎，展品的科學性被忽視了。

這些高度政治化的展覽會毫無疑問強化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展現出

了共和國新政權塑造社會主義意識認同，營建和鞏固地方社會基礎的基本做法。

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五點：（1）加強社會主義教育，增強社會主義信念；（2）堅

持共產黨領導，跟r毛澤東、共產黨走；（3）時刻抓階級教育與階級鬥爭，從對

地主富農、各類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美帝國主義和各類反革命份子

進行揭露、醜化、批判和鎮壓，到在黨內和人民內部開展整風運動，清算所謂

關於組織動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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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派」，以及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和事；（4）鞏固工農聯盟和民族團結，

加強城鄉一體化；（5）學習蘇聯，以蘇聯為榜樣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圖景」。

這些做法不是只停留在政策和政治運動層面，而是深入到社會日常生活之

中，強化一切為政治服務，一切工作都以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進行社會主義

教育為中心，以思想政治教育優先，都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體現社

會主義的正確性，為社會主義和偉大祖國服務。即便普通人民的日常家庭生活

也不例外，比如，1957年武漢舉辦了幾個勤儉持家展覽會，目的是通過展示勤

儉持家的實物，開展「五好」教育，既顯示共產黨新中國對普通勞動人民的尊重

和關心，也提倡了社會主義新風尚，有觀眾就說：「在共產黨領導下，縫縫補補

還拿出來展覽，是多麼光榮啊！」cr

然而，這些被賦予濃厚政治色彩和重大政治使命的高度工具化的展覽會，

在「政治掛帥」、具有濃厚「革命」氛圍的1950年代，也容易產生「過火」的效果。

過份強調展覽會的政治正確性，而忽略展品及其所承載內容的真實性，使得展

覽會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一種道具。這種道具更多不是在於促進社會發展，而是

在於給人以思想教育，給人以精神鼓舞。這些教育和鼓舞與社會上開展的政治

運動和共產黨的宣傳動員相輝映，容易給人以忽略客觀實際、跳越現實的精神

力量，從而導致「左」的傾向。從全面學習蘇聯，到「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

「十二年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十五年趕超英國」；從以各種方式揭批反動勢力，

到宣傳「兩條道路」、挖掘資產階級思想根源；從強調依靠工農聯盟、面向農村

開展工業化，到以大躍進方式開展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等等，都體現了一種

「左」的變動傾向，特別是，這種「左」不僅僅出現在黨和國家的上層政治活動領

域，而且幾乎開始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成為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開始具有

濃厚的生活基礎和牢固的運作機制，因而可能會產生更為持久並深遠的影響。

通過眾多形式多樣的展覽會，共產黨新政權把社會主義意識從上到下，擴

展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乃至深入到了社會最

基層，即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社會主義不僅僅作為意識形態成為國家和

社會的共識，而且幾乎成為社會大眾的一種慣性思維和行為標尺，從而影響到

幾乎是每一個人的生活和社會行為。這種全方位、多層面、強有力的社會主義

意識認同塑造，使得新生共和國在建立政權機構和規範統治秩序的同時，從文

化心理意識構建起了整個社會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從而使得其政權統治基礎更

加牢固，所運作的社會動員更有效能。這為各種政治運動提供了文化意識基

礎，使之聲勢更為磅礡，影響更為深遠。

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大革命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埋下了伏筆，中國共

產黨在1940年代整風運動中從黨內思想根源上做了清算的「左」，到1950年代後

開始轉向文化意識上，通過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左」來影響黨和國家的方

針政策，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中的「左」和共產黨政策方針上的「左」相互促進，相

互強化，使得「左」從共產黨內擴展至黨外，深入到社會各方面、各階層對社會

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上，並迅速蔓延到整個社會，從而使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

要遠超以往。文化大革命超越中共黨內和國家政治層面，而具有社會性，成為

一場全社會所謂的「革命」，其根源亦在於此。

通過眾多形式多樣的

展覽會，共產黨新政

權把社會主義意識從

上到下，擴展到政治、

經濟、文化、教育、

科技等社會的方方面

面，使得社會主義不

僅僅作為意識形態成

為國家和社會的共

識，而且幾乎成為社

會大眾的一種慣性思

維和行為標尺。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註釋
1 此觀點受到美國著名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啟發。在杜贊奇著，王

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4）中，作者提出了「國家政權內捲化」和「鄉村文化權力網絡」的觀點，認為

民國政權為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和徵收賦稅，把行政權力觸角深入到基層鄉村社會，

實現了「自我膨脹」，雖然財源增加了，但與基層鄉村社會的矛盾卻日漸尖銳，其對

鄉村社會的控制力不增反減，而鄉村社會卻有I自己的一套文化認同，按固有的文

化權力網絡繁衍生息。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新生的國家政權要想加強對地方社會

的控制，實現新政權與社會的合流，除了建立各種權力機構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從

文化與意識上塑造社會對新政權的認同。以此觀照1949年之後的中國，新生的共產

黨政權之所以能夠迅速確立自己的社會基礎，除了完全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

的政權機構和社會制度外，還善於用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去改變舊有的社會文化網

絡，通過強制的意識形態教育，構建社會對共產黨政權的文化意識認同。

2 〈蘇聯建設圖片展覽三日  近萬人湧往參觀〉，《長江日報》，1949年12月25日，

第4版。

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81。

4 〈關於來華展覽巡迴展出工作的幾項規定〉，湖北省檔案館檔案，SZ142-4-92。

5 通訊員：〈他山之鏡——蘇聯建設圖片展覽會雜記〉，《長江日報》，1949年12月

27日，第8版。

6 〈蘇聯展覽會在北京、上海、廣州展出簡況〉，《長江日報》，1956年5月4日，

第2版。

7 〈關於蘇聯展覽館在武漢展出問題〉，湖北省檔案館檔案，SZ34-3-52。

8 〈蘇聯展覽會各類專業學習全面展開〉，《長江日報》，1956年5月21日，第2版。

9 〈學習蘇聯，建設我們的祖國〉，《長江日報》，1956年5月25日，第2版。

bkclcncocq　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集體創作：《展覽藝術初步》（初稿）

（武漢，1960年10月），前言；前言、頁3、1；16、30；104；119。

bl 〈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提高一步——祝抗美援朝保家ö國展覽會開幕〉，《長江

日報》，1951年3月7日，第1版。

bm 〈反革命罪行展覽會延期〉，《長江日報》，1951年5月31日，第3版。

bn 〈武漢市五反展覽會延期至本月廿日結束〉，《長江日報》，1952年6月13日，

第3版。

bo 〈中南土地改革展覽會昨日揭幕，鄧子恢副主席的講話全文〉，《長江日報》，

1952年10月4日，第1版。

bp 陳仲萊：〈劉介梅今昔生活對比展覽會的思想性〉，《長江日報》，1958年8月

13日，第2版。

bq 〈土地改革展覽會教育了我們〉，《長江日報》，1952年10月30日，第2版。

br 〈看劉介梅檢查自己〉，《湖北日報》，1957年10月25日，第2版。

bs 〈湖北省工農業展覽會正式開幕〉，《湖北日報》，1956年4月2日，第1版。

bt 曾惇：〈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籌備經過〉，《長江日報》，1959年

9月29日，第4版。

ck 〈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光榮旗幟繼續躍進——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

建設成就展覽會宣傳提綱〉，湖北省檔案館檔案，SZ119-2-96。

cm 〈總路線圖片資料展覽會今日開幕〉，《長江日報》，1954年3月11日，第1版；

伊安：〈一課具體生動的總路線教育〉，《長江日報》，1954年3月23日，第3版。

cp 〈中南區少數民族文物圖片展覽會勝利閉幕〉，《長江日報》，1953年8月5日，

第1版。

cr 〈武昌區婦聯舉辦勤儉持家展覽會〉，《長江日報》，1957年8月21日，第2版。

洪振強　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