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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歷史記憶與其說是一種生理層面的個人屬性，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環境建構的

集體現象。對歷史記憶的建構關乎過去，更旨在當下。統治者需要通過對歷史記憶

的清理和洗牌來保證和鞏固政治權力運行的順滑和隱蔽，而獻禮片正是一種官方建

構歷史記憶的穩定形式。本文以2009年北京u視為建國六十周年製作和播出的文化

紀事片《百花》，以及2008年播出的、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製作的音樂紀事片《歲

月如歌》這兩個電視節目為例，探討官方如何透過主流媒體製作的獻禮片這一特定

窗口對「文革」記憶進行建構，以及社會集體框架和文化機制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尋

找節目所試圖還原的「文革」記憶和歷史之間的裂隙和張力。

關鍵詞：歷史記憶　建構　獻禮片　文革　受難者

隨"一批有關「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的西方理論著作的出版，中國學界

對「記憶」的認識和研究逐漸從生理學和醫學領域轉向了社會、政治、文化領

域。依照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論集體記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

上被重新建構的。」1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面對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歷史可

以侃侃而談，但是面對剛剛過去三十餘年的文化大革命卻會恍如隔世，感到似

乎與自己毫無關係。這種反自然生理規律的記憶現象恰恰說明了社會文化對於

記憶具有強大的建構力量。也就是說，記憶現象具有超個體的維度，它由個體

生存其中的時代潮流、群體價值取向、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因素所決定。

此外，這多方面因素對記憶所起的作用，猶如一種「集體框架」的搭建。如

哈布瓦赫所說：「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於過去的

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2經此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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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術論文 框架過濾的記憶，難以免除權力的烙印。個體對記憶的主動性不是絕對的，集

體框架的導向對個體記憶倒是常常具有決定性的制約。這個集體框架決定了人

們選擇甚麼樣的方式、採取甚麼樣的角度去回憶歷史，進而喚醒甚麼樣的記

憶。「這些集體記憶的框架不只一個，它們之間彼此交錯、部分重疊。⋯⋯但是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常常其中的某個框架佔據支配地位。」3在官方意識形態的

主導下，佔據支配性地位的記憶框架，總是無孔不入地影響"每個人的歷史記

憶建構，進而用所謂「政治正確」的記憶去置換人們心中真實的、但被指認為「政

治不正確」的記憶。政治上的正確與否，其評價標準無非是以能否支撐政權合法

性為價值評判體系，而不是記憶的真實性。這種建構記憶的方式自然成為了一

種意識形態的整合力量。

北京G視2008年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製作的音樂紀事片《歲月如歌》，

以及2009年為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製作的獻禮作品大型文化紀事片《百花》，為

我們分析官方文化如何控制歷史記憶的建構提供了非常好的個案。

《歲月如歌》共二十四集，旨在通過流行音樂的變遷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

的變遷，大體上分為歷史資料、人物訪談、老歌重唱等環節。《百花》的v事更

加宏大，通過梳理文藝發展史來回顧新中國的六十年歷史，定位為「社會主義文

化大繁榮紀事」4。作為北京G視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年的重點文化項目，該片

攝製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作家協會等文化權威機構的大力支持，中國文

學藝術界聯合會下屬的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電視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

中國舞蹈家協會等多家協會作為協拍單位。該片共二十集，貫穿"歷史資料、

嘉賓訪談，以及主持人解說詞和畫外音解說詞。這兩套節目有"相同的創作團

隊、製作手法、節目形態和高度類似的v事模式，被稱為姊妹篇，其影響力和

陣容之龐大，均可作為主流媒體獻禮片的代表。

在建國六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特殊歷史時刻，以「獻禮片」的名義

隆重推出的《百花》和《歲月如歌》，不是對六十年／三十年文藝發展史的單純還

原式回顧。任何對歷史（尤其是對文革等所謂「政治敏感時期」）的闡釋，都不可

避免地與當下的社會現實存在密切關聯。正如兩片的總導演王淳華所言，「〔《百

花》〕是用文藝作品來解釋今日思想⋯⋯完成的是一次立足當下的、重讀意義

的⋯⋯精神關照。」5

文藝生產領域無疑是文革時期深受摧殘的領域（正式的說法是所謂「重災

區」），文藝工作者也是受到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因此，對這一段文藝史的

客觀回顧，理應使人們看到文革時期最具災難性的一面，這也是反思文革、告

別文革的必由之路。這樣，作為獻禮片的《百花》、《歲月如歌》如何處理這段歷

史，就殊為值得關注。在主導思想的要求下，節目必須把那些「政治不正確」的

歷史記憶、公共記憶加以轉化。以「與幾代中國人的公共記憶緊密相連」6為節目

特色的《百花》，看起來試圖通過「群體記憶」呈現「歷史圖景」7。尤其在關於文革

的〈蹉跎歲月〉這一集中，夾雜"大量的人物訪談。通過這種群體記憶呈現的方

式，編導似乎要努力為人們提供一個「喚醒」記憶的輿論環境。但下面的分析將

表明，這種「輿論環境」實則是一種集體框架的搭建。作為獻禮片的紀事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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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在紀實外衣下的意識形態性，使得觀者在自以為真實地了解歷史的過程

中，接受節目建構的「政治正確」的歷史記憶。

在節目生產的當下語境與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存在衝突和矛盾的地方，常

常就是歷史記憶需要被重點整合和修理的區域。因為《歲月如歌》所回顧的歷史

時期是從文革結束後（「新時期」）開始的，涉及的內容與文革關係較遠，所以本

文以回顧建國六十年的獻禮片《百花》作為重點分析對象，並結合《歲月如歌》中

涉及文革的部分，來探究主流媒體的獻禮片對「文革」記憶的建構。

一　「文革」記憶：不同力量角逐的戰場

歷史記憶有"鮮明的當下性，即人們總是從當下的需要和判斷來回望歷

史。人們的歷史記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社會、政治、文化制度的不斷

變化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塑，處於不停歇的再生產過程之中。對文革記憶的建

構，也總是隨"不同時期社會主導思想的不同而變化。在粉碎「四人幫」、文革

剛結束時，控訴林彪和「四人幫」的罪行、回憶十年浩劫的苦難，成為那個時期

最重要的一種集體記憶書寫形式，它同樣離不開主導文化的導向。官方歷史把

災難歸結為極少數人——林彪、「四人幫」的極惡，即「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

背"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

嚴重的挫折和損失」8。在這樣的歷史定性中，「文革」成為「極少數人」發動的「偶

然」歷史事件，「黨」和「國家」以及抽象的「人民」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此後，從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以「新啟蒙」

為主要模式的「文革」書寫形式，但是這種集體記憶呈現模式在1990年代開始逐

漸消失，被一種新的模式取代。

一方面，「文革」作為話題在1990年代的主流媒體基本淡出，我們很難從中

獲得有關文革的信息。另一方面，「文革」記憶又面臨"通俗大眾文化的「惡搞」，

被當做一種商業資源加以開發、利用，以滿足對革命文化進行大話式抒寫的快

感。隨"市場化、娛樂化浪潮席捲全國，淹沒全民，「文革」集體記憶逐漸呈現

出商業化、消費化、景觀化、去政治化等特徵。在人們心中，「文革」變成了熒

幕上和小說中所懷念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變成了人們在KTV豪歌的革命歌曲

和在紅色主題餐廳用餐時欣賞的忠字舞。這種趨勢在今天依然勢頭不減。

細緻分析起來，這兩者之間其實有"相輔相成的關係。「文革」集體記憶所

呈現出的消費化、去政治化等特徵，其實正是「文革」記憶的公共空間萎縮的表

現形式之一，它們都是「文革」記憶去政治化的徵兆。在新世紀的今天，文革的

親歷者多已老去或故去，新一代年輕人又沒有關於文革的直觀經驗與切身體

會，這就意味"他們的「文革」記憶完全來自外界資源，公共空間對記憶的建構

力量在他們身上顯得更為明顯。在大眾傳媒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口耳相傳再也

不是獲得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甚至也不是主要渠道。網絡、影視節目、慶典

節日等各類公共符號都可能會成為記憶再生產的資源，它們對於如何建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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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論文 記憶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本文剖析《百花》、《歲月如歌》如何塑造歷

史記憶、以甚麼樣的價值立場來塑造歷史記憶的意義所在。

同時，愈加複雜和多元的文化狀況，以及愈來愈多樣化的媒介（特別是網

絡）渠道，使得「文革」記憶的書寫常常超出了主流媒體的控制。「文革」記憶成為

各種力量較量、角鬥的戰場。如李陀所說，「歷史記憶像一個戰場，或有如一個

正在被爭奪的殖民地。」9近幾年，一部分反右、文革時期的倖存親歷者開始以

v述、回憶的方式將那個黑暗、沉痛的災難年代形諸文字，如《往事並不如

煙》、《夾邊溝記事》等bk。人們開始反思「為甚麼歷史變得模糊不清，並且以不

可思議的速度被改寫」bl。這些作品儘管受到環境的影響與制約，但仍通過不同

的視點、角度v述"那段歷史，呈現出複數多元的（即使是邊緣的）記憶框架。

這意味"開始有更加複雜的力量參與到歷史記憶這片「殖民地」的爭奪中來，這

無疑瓦解了某種一元記憶框架的支配性地位。於是，歷史書寫出現了裂隙。

在這樣的語境下，主流電視媒介，特別是投資大、影響大的獻禮片關於「文

革」的v述自然倍加引人注目。一方面，相比那些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電視媒

介無疑在中國的傳媒王國中有"更鮮明的政治身份和更高的政治覺悟。另一方

面，在堅持輿論正確導向的同時，電視媒介還兼具營利機構的商業特徵，它所

具有的大眾性、娛樂性使其比那些只承擔單一政治功能的報刊具有更大的普及

面和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看，以電視紀事片為形式的獻禮片中的「文革」v事

自然受到人們的格外關注bm。

下文從受難者的缺席和「文革」記憶的去政治化兩方面入手，剖析這類節目

的記憶生產機制。

二　文革受難者在《百花》中的缺席

在《百花》第一集，主持人說道：「⋯⋯借助依舊鮮活的影像資料和許多親歷

者的v述，彷彿目睹了那條大河〔文藝發展〕的蜿蜒曲折。」但實際上，所謂「依

舊鮮活的影像資料」只不過是編導對歷史進行策略性重組的手段：「鮮活」似乎確

實，但卻未必真實，「親歷者的v述」未必能讓我們「目睹」真實的歷史。

〈蹉跎歲月〉是《百花》講述文革時期的關鍵一集，因為這集節目的時間定位

便是1966至1976年，大部分與文革有關的事情都集中在這一集。首先值得注意

的是節目的篇幅安排：整整十年的歷史被高度簡化地呈現在二十集中的短短一

集，這在整個節目中是絕無僅有的，它本身就表明編導對這段歷史要麼缺乏興

趣，要麼實在不知如何處理為好。在《百花》的其他篇章中多是以一集兩年左右

的時間進度進行的，如第一集和第二集描寫社會主義初建時期（1949-1952），再

如第九集和第十集描寫改革開放的前四年（1978-1982），這些要明顯緩慢於〈蹉跎

歲月〉一集。

在〈蹉跎歲月〉這一集的開篇，這個節目一貫的v述手法繼續"——對主旋

律的特寫。這一集分別介紹了紅色經典《紅岩》、《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說和電影，

它們「成為三年自然災害的精神食糧」bn，創造"「艱苦而昂揚的」精神風貌，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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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極限狀態下堅守」的榜樣。接"，這一集講述了樣板戲《紅燈記》、《沙家

a》等，以及紅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的問世。此時，四十五分鐘

的節目已經進行了三分之一，還看不到任何「蹉跎」的影子。

終於在節目進行了15分鐘的時候，提到了文藝界「萬馬齊喑」的局面，但只

是歸結於藝術家「創作受到的干涉」與「精神壓力」，並舉了幾個例子，如重拍《白

毛女》時劇情被荒誕篡改，《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馬鞭子」等細小問題。接"

話鋒一轉，由嘉賓講述文革時期「啼笑皆非」的生活趣事——「即使在最荒誕的年

代也會有生活喜劇上演」，人們「苦中作樂尋開心」。

然後節目終於拉開了一點「蹉跎」的序幕：藝術家在文革時的沉浮命運。畫

外音解說詞謂：「藝術家們遭到了困難和不公，但是在最困難的日子�，他們感

到人民的良心沒有泯滅，藝術的萌芽仍在悄悄滋長。」於是，剛剛遭遇的「不公」

就被一個「但是」扭轉了「蹉跎」的局面。在嘉賓王曉棠的訪談中，我們具體體會

到了「人民的良心」：「經過這十年的文革，我有一個根本的改變，在這十年我最

艱難困苦的時候，人民對我特別的支持。」王曉棠還介紹了周總理對藝術家趙青

的關懷：「我聽了以後眼淚就全下來了。」接"，胡松華講述了對鄧大姐（鄧穎超）

的感激。

此時節目進行了26分鐘。序幕拉開後是充滿溫暖與關懷的「蹉跎」。接"提

到了鋼琴演奏版《紅燈記》和《黃河大合唱》帶來的「資產階級樂器」鋼琴的命運復

蘇；再接"是李雙江等藝術家的「復出」，等等。總之，節目讓人覺得「蹉跎」只

是短暫的，黎明很快就來了。

然後，這一集講述了文革時期電影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但是一個「不

過」又扭轉了局面：「不過由於電影人的堅持創新和執著鬥爭具備了打動人心

的⋯⋯」節目的最大功效，在於讓觀者覺得「萬馬齊喑」的時代環境也是允許個人

「堅持創新和執著鬥爭」的。接"，這一集具體講述了電影《創業》被封殺，但因

編劇張天民上訴毛主席而被解禁的事件。最後，節目在電影《閃閃紅星》的「革命

代代如潮湧，前仆後繼跟黨走」的高昂歌聲（李雙江演唱）中走向結束。這時候響

起了主持人響亮的聲音：「文革後期自由的氣息開始在民間湧動，⋯⋯許多音樂

家因此得以解放⋯⋯十年動亂結束了，中國文藝從此告別蹉跎歲月，走進復蘇

的年代！」

毫無疑問，這集講述文革的節目給人的感覺是，「蹉跎歲月」還沒開始或剛

剛開始就匆匆結束了。節目在激勵人心的主旋律中開始，在激勵人心的主旋律

中結束。

然而，更能夠說明問題、因此也更值得注意的，或許還不是它記述了甚

麼，而是它沒有v述甚麼：作為文革導火索的歷史新劇《海瑞罷官》沒有提；作

為「毒草」被批判的《舞台姐妹》、《武訓傳》沒有提；大量受迫害的文藝工作者的

命運（比如大量作家、藝術家的非正常死亡）沒有提。文藝生產「萬馬齊喑」的局

面只歸結在藝術家創作時受到的干涉——「精神壓力」上；即使他們有一點委

屈，也因為得到了「總理的關懷」、「人民的支持」而被化解。一個國家的十年浩

劫被嘉賓幾個「啼笑皆非」的故事演繹成了「苦中作樂」的青蔥歲月；成了一個有

冤能訴、有苦能言，即使被封殺也可以通過上訴解禁的年代。在一個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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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術論文 封閉的、同時又具有特定導向的個人小故事中，在一次次彷彿深情動人、但又

不乏表演性的訴說中，節目通過「當事人」、「見證者」的那些經過了嚴格篩選的

回憶，對歷史進行了合乎「政治正確」要求的定格和定性。節目就這樣為觀眾開

闢出一條預設的解讀文革的方向和路徑。

《百花》中選擇的採訪對象多是知名的演藝界、文化界人士，甚至還出現過

前文化部部長王蒙、副部長高占祥這樣的原高級幹部。即使涉及到文革時受到

不公正待遇的群體，也都是那些受到「總理關懷」、「人民支持」的幸運者。大量

在文革中受害最深重的見證者或者他們的後代都沒有成為節目的採訪對象和嘉

賓，這本身就反映了編導的政治導向。被採訪的嘉賓有一個共同特點：這些人

不僅在文化界具有知名度（很多同樣有知名度甚至更有知名度的藝術家和作家卻

沒有被提及更沒有成為嘉賓），而且大多在目前享有優越的社會資源和較高的社

會地位，後者是他們被選中的更根本原因。對被採訪對象的這種精心選擇，造

成了大量文革時期的直接受難者在節目中的缺席，也大大淡化了節目中呈現的

「文革」記憶的悲劇色彩。

文藝工作者是文革期間最大的受難群體之一，那些受迫害致死的文藝工作

者無一人在〈蹉跎歲月〉這一集節目中被提到。雖然其中很多人士在節目的前幾

集中被當做「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的例子大書特書，但是在這一集中，這些人

全都沒了下文，這實在是巨大的諷刺。最典型的例子或許就是著名藝術家老

舍。《百花》不止一次提到老舍。第一集〈我們歡唱〉講述共產黨在新中國建設時

期邀請大量的文藝工作者回國效力，老舍就是其中的重要一位；該集還特意提

到周恩來的信如何曲折地送到老舍手中。第二集〈輝煌起程〉中也提到老舍，講

述老舍創作話劇《龍鬚溝》時引起巨大轟動，並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節

目還特意採訪了他的兒子舒乙。可是時任北京市文聯主席、作協主席的老舍，

在表現文革十年的〈蹉跎歲月〉一集中卻完全消失了，舒乙也沒再作為採訪嘉賓

出現。曾經的「人民藝術家」在文革期間顯然沒有那麼好的運氣得到「人民的支

持」、「總理的關懷」，因而得以「苦中作樂」，反而是不堪忍受折磨，自殺身亡。

如果本"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未來負責的態度，即便老舍的命運不作為v述的

重點，也至少應該加以提及。

文藝界人士受迫害是當時的普遍現象，規模之巨大、程度之慘烈絕非「精神

壓力」四個字就可以打發。顯然，《百花》不選擇由舒乙來繼續講述那段「蹉跎歲

月」，不是因為他講的不真實，也不是因為他的記憶模糊了（因為舒乙曾公開發

表過關於老舍之死的文字），而是他的記憶在政治上「不正確」。這種以「政治正

確」的原則來過濾、篩選真實的歷史，受難者就難免缺席的命運。在這一篩選原

則的指導下，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嘉賓即使出現在節目中，也不會正面談及當

時受迫害的情況，即成為一種在場的缺席。

對於在這一集露面的嘉賓，節目也對他們的記憶進行了篩選。嘉賓王曉棠

在文革時由於堅持說「建國十七年文藝不是黑線專政」，被打為「專政對象」。她

所有的影片在這一時期均被禁播。在藝術生命遭到遏制的同時，王曉棠還遭受

了殘酷的暴力折磨，和丈夫一起在林場勞動改造長達六年之久。在文革期間，

她的兒子因重病無人照料而亡，姐姐也因身為京劇演員而被迫害致死。這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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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之巨大、程度之慘

烈絕非「精神壓力」四

個字就可以打發。《百

花》不選擇由舒乙來

繼續講述老舍在文革

中的「蹉跎歲月」，因

為他的記憶在政治上

「不正確」。以「政治正

確」的原則來過濾、篩

選真實的歷史，受難

者就難免缺席的命運。



紀念獻禮片與 37
文革歷史記憶

破人亡的慘痛經歷，在《百花》這集節目中沒有留下任何痕D，我們只看到了她

熱淚盈眶地感謝「人民的支持」。同樣，嘉賓趙青在接受訪談時也沒有談到自己

1970年下放農場勞動時的經歷，更沒有談到父親趙丹文革期間五年冤枉的鐵窗

生涯，而是激動地回憶起當時如何受到了「周總理的關懷」。

嘉賓為甚麼沒有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難道「人民的支持」、「總理的關

懷」比藝術生命被迫中止、漫長的鐵窗生涯、痛失親人的悲劇更刻骨銘心嗎？也

許我們應該換一個思路想：假設嘉賓在這樣的獻禮片中如實講述了自己刻骨銘

心的經歷，會有甚麼「負面」影響和後果？他們講的東西能夠被播出嗎？

很顯然，是嘉賓發言的語境（包括「六十年獻禮」這個特定時刻）、嘉賓的身

份（王曉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少將，趙青現任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等），牽

制、左右了他們講述的歷史記憶。更重要的是，這些從嘉賓口中講述出的歷史

記憶，將通過大眾媒介持續地、一次次成為建構觀眾心中歷史記憶的再生性資

源，左右他們對歷史的回憶和看法。

那些文革時期無數的肉體折磨、精神苦難都被掩蓋在無關痛癢的一幕幕「生

活喜劇」表象下。對歷史災難的掩埋、受難者聲音的缺席，使得呈現在觀眾面前

的只是些有點「精神壓力」、但依然能「苦中作樂」的人們。對災難性質的這些修

飾，會大大降低公眾對這場災難的感同身受能力。對這種觀眾而言，感同身受

的缺失非同小可，因為只有進入感同身受的狀態，才可能完成非直接受難者對

直接受難者的認同，這是建構歷史災難記憶的重要一步。學者徐賁把這種感同

身受的狀態界定為「移情認同」，即文學作品中災難事件的主人公與讀者之間建

立的一種移情關係，這種關係甚至可以成為認同的橋樑。事實上，除了文學作

品之外，其他大眾媒介也都可以產生這種移情關係，關鍵在於能否為觀者提供

一個產生認同和共鳴的環境。受難者的講述、災難真相的公布便是其中的重要

因素。有了這一步，觀眾才能和嘉賓建構共同的災難記憶，「災難就不再是『他

們』的災難，而成為『我們』共同的災難。」bo

然而，在獻禮片中，王曉棠、趙青等嘉賓是以文革親歷者而不是以受害者

的身份出現的，其言說立場和言說內容無法和觀眾建立起移情關係。受難者的

聲音如果被公布出來，便會成為一種有普遍教育意義的公共知識。相反，對這

種災難加以迴避，無疑會導致公眾與災難之間距離的進一步擴大，使得這種教

育意義不再可能。儘管嘉賓的言說方式、語言習慣、回憶細節都有很大差異，但

是他們的回憶角度、目的、效果等都被限制在單一的意識形態框架中。他們聲情

並茂的言說，在貌似栩栩如生的狀態下起到了封鎖記憶、凍結歷史的作用。

三　「文革」記憶的日常生活化與去政治化

在引導受訪者的回憶、淡化文革災難色彩的同時，「文革」記憶的建構還呈

現出有選擇的日常生活化和去政治化的傾向。

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這種日常生活化、去政治化的特徵是專門表現文革

的〈蹉跎歲月〉這一集所特有的v事模式，而不是全個節目二十集的普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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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術論文 《百花》和《歲月如歌》都有"高度類似的v事模式：在梳理文藝發展脈絡時夾雜

大量歷史資料，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畫面、國家領導人的紀實鏡頭、國

家標誌性建築物的呈現等，並結合人物訪談的片段對材料進行跳躍式、大跨

度、快節奏的剪輯，把小的故事細節還原到大的宏觀歷史背景之中。在這個詮

釋歷史的空間�，充滿了宏大的政治話語與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文藝與人

民、國家、民族、時代的關係被多次強調。在情感和道德層面，節目反覆強化

個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血脈聯繫。

但〈蹉跎歲月〉這一集卻放棄了這種高度政治化的宏觀v述，轉向去政治

化、去意識形態化的瑣碎v事與日常生活v事。概括來說，就是從原來的從

「小」（文藝）到「大」（國家政治）轉向化「大」（文藝界和整個國家政治的大v述）為

「小」（藝術家個人生活的小花絮）。節目不再試圖還原宏觀的歷史背景，而是想

盡方法使內容日常生活化、細節化、瑣碎化。〈蹉跎歲月〉這一集中充斥"大量

的嘉賓訪談，即使有少量的歷史資料，也不外乎熱火朝天的運動會、邊疆建設

場面，而文革時期最典型的批鬥、打砸搶、群眾運動場面一概沒有。可以說，

這一集是由親歷者的講述和回憶堆積起來的，訪談嘉賓的言說代替了歷史資料

和政治畫面，承擔最主要的v事功能。更重要的是，嘉賓的話題被"意引導到

日常生活的點滴瑣事和帶有濃烈個人情感色彩的瑣碎回憶。話題範圍的日常生

活化進一步確立了言說方式的日常生活化，細節化的故事訴說成為迴避政治敏

感話題的有效途徑。

在這一集中，有一半時間用在介紹以革命歷史題材為主的主旋律文藝作品

上。嘉賓對那些作品台前幕後點滴故事的講述，伴隨"激昂的背景音樂，讓人

們覺得那簡直是一個振奮人心、充滿力量的年代。除此之外，還談到了很多文

藝工作者在生活中的趣事。如前所述，在片子進行了20分鐘時，節目從文藝創

作受到干涉的主題中話鋒一轉，說道「那段蹉跎歲月中屈指可數的文藝作品，給

知青們留下了別樣的記憶，還有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附和這句解說詞的，是

畫面上出現的一些「久違」的歷史資料：一群青年男女圍坐在一起，臉上灑滿了

陽光，唱"笑"；中間的一個女孩，從她的嘴型和正義凜然的表情中推斷，她

唱的應該是樣板戲；緊接"，由舞蹈理論家陳建平講述當時由於買不起舞蹈鞋

而發明出的「土辦法」；後來又由知名演員王剛回憶他在當文藝兵時差點摔斷脖

子的經歷。這時候，畫外音的解說詞說到：「即使在最荒誕的年代也會有生活喜

劇上演，人們偶爾也會苦中作樂尋開心。」然後由王剛接"講他曾經捉弄同台女

演員的惡作劇：在「阿慶嫂」的茶館木牌上做了手腳。之後作家鄒靜之談到在當

年負責樣板戲音效的時候，因為一個疏忽「製造了令人震驚的笑場」。這一系列

「啼笑皆非」的生活趣事讓觀眾覺得文革時的人們不僅是可以維持正常生活的，

甚至還有一種現在體會不到的快樂。

文革十年是一個大動蕩的歷史時期，本來只要客觀v述這段歷史，就不可

能不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因此，節目對歷史宏觀背景特別是重大政治事件、

歷史場景的迴避，就特別顯出人為過濾的痕D。在訪談嘉賓的瑣碎化、情感化

的v述框架和v述語言中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去政治化、去「事件」化的模糊不清

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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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為「事件」的文革和作為「時期」的文革的差異，徐賁這樣寫道：「作為

時期和作為事件的文革是不同的，時期只是時間的自然流程，而事件則是社會

或政治認識的結果。⋯⋯只有事件才是具有公共政治意義的歷史。」bp一旦涉及

敏感的事件，就難以不對事件背後的歷史成因、是非對錯、權力關係、責任追

究以及對當下中國的影響做出判斷和解釋。

但自詡「以真正的時空大歷史或民眾記憶為紀事主線」，「以時間事件層面的

公共記憶為起點」bq作為節目宗旨的《百花》，在這�卻丟掉了「大歷史」，只剩下

「小細節」。原因也很簡單：這些「大歷史」與《百花》的獻禮使命和「政治正確」導

向相矛盾。被抽離了公共政治意義的訪談中充斥"嘉賓瑣碎化、情感化的生活

回憶，引導觀眾關注的焦點偏離了那些涉及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歷史記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生活回憶，文革歲月也充滿了苦難——沒完沒

了的檢討、批鬥、遊街、妻離子散、夫妻反目，等等，才是這些嘉賓文革中日

常生活的基本內容。奇怪的是，這部分的日常生活記憶，卻同樣因為與當下的

時代主旋律不和諧而被精心剔除。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巴金、韋君宜、

徐曉、賈植芳、廖沫沙、牛漢等在文革或反右中經受挫折和苦難的知識份子的

回憶錄中，像1957年反右、1969年幹校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71年林彪

事件、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等重大歷史、政治事件頻繁地出現在回憶者的v

述中，即使是關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回憶，也總是充滿了悲劇色彩。這些忠實

記錄作者本人的創傷記憶、嚴肅反思當代中國歷史災難的紀實作品，形成了具

有重要歷史價值和思想價值的特殊文學類型——「見證文學」，與官方主導的「文

革」v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br。對於同一歷史時期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記憶書寫，

為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與〈蹉跎歲月〉化「大」為「小」、化重大事件為生活細節的v事模式形成對比

的是，一旦進入文革結束後的「新時期」，《百花》立刻恢復了由大處"眼、從「小」

到「大」的v事模式。在〈萬象歸春〉（講述1976至1978年的歷史）這一集中，節目

的開頭相繼出現了粉碎「四人幫」時舉國歡慶的大場面、氣勢恢宏的全國科學大

會，以及鄧小平的講話、《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

恢復高考等重要歷史事件的畫面。這一集的結尾更是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一歷史性的轉折事件作為結束，並輔以「中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與

此同時也迎來了中國新時期的文藝大繁榮」這一樂觀、嘹亮的解說詞。在〈吐故

納新〉（講述1978至1982年的歷史）一集中也是如此。中美建交、國民經濟八字方

針、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等歷史畫面頻頻出現在節目開頭。

從講述文革蹉跎歲月時v事模式的化「大」為「小」的策略，到講述「新時期」改革開

放時的大處"眼，v事模式的轉變使得《百花》的集體記憶建構策略表露無遺。

這種有選擇的日常生活化v事及其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機制，實則是

一種隱性的政治意識形態運作。如上所述，文革作為一個中國現代史上極為敏

感的政治災難時期，正是以其全面、極端的政治化與意識形態化為根本特徵，

人們的日常生活無所不在地打上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烙印。淡化甚至抹去這個

烙印，不僅不是與政治無關，相反恰恰證明這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整合策略。

樣板戲《沙家a》的道具——「阿慶嫂」的茶館木牌，在嘉賓的v述中成了為生活

從講述文革蹉跎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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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增添樂趣的材料，從而遮蔽了極權時代統治者用樣板戲來扼殺、禁錮民眾思想

的歷史。這樣的「文革」記憶成了沒有污點的記憶。這個清洗污點的過程同時也

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發揮規訓作用的過程。徐賁在分析純商業化的文革物品收

藏和展示的時候指出，「經過漂白美化的文革物品抹掉了身上專制統治印記，幫

助營造一個文革無害的神話。」bs嘉賓這種瑣碎化、去政治化的私人情感話語代

替了批判、反思的公共話語，不正是製造這樣的「神話」、生產「無害」的「文革」

記憶的元兇嗎？觀眾在這種神話的引導下沉浸在一種曖昧的懷舊氛圍中，隨"

嘉賓引領的方向去建構同樣曖昧的「文革」歷史記憶。最後，能夠引導觀眾直面

災難並反思歷史的公共空間，根本無法得以建立。

除了把「文革」v事聚焦在瑣碎化的個人生活以外，懷舊也是將「文革」記憶

去政治化的重要策略。《百花》和《歲月如歌》的節目定位都帶有濃重、不乏人為

造作的抒情色彩，"意為觀眾營造濃郁的懷舊氛圍。因為《歲月如歌》安排了老

歌重唱這個環節，所以相比於《百花》，其通過懷舊達到去政治化的意圖更加明

顯。在《歲月如歌》的〈故鄉〉一集中，節目組邀請了李春波在老歌重唱環節中演

唱那首1990年代紅極一時、曾喚醒無數人知青回憶的《小芳》，並且布置了極具

抒情色彩的舞美設計：潺潺流水、稻草、搖曳的樹影，營造出了一個鄉野味道

濃厚又飽含眷戀、悵惘的意境，把觀眾的情感拉回到了充滿懷舊氣氛又曖昧模

糊的「回城之前的那個晚上」。在這精心營造的距離當中，對知青生活溫情的回

憶，對往昔青春質樸氣息的喚醒，在「小河旁」，在「回城之前的那個晚上」，在

「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中」，「那個年代」bt的殘酷性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許子東曾寫到，「當小說家用文學形式將他們個人的文革經驗變成大眾討論

時，他們實際上有意無意的參與了有關文革的『集體記憶』的創造過程。與其說

是『記憶』了歷史中的文革，不如說更能體現記憶者群體在文革後想以『忘卻』來

『治療』文革心理創傷，以『v述』來逃避文革影響的特殊心理狀態。」ck《小芳》等

懷舊流行音樂發揮的作用，同樣是這種「治療」和「逃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

文革時期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社會事件，它產生的巨大影響一直波及到當

下，很多人的命運就此被改變，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發生了劇烈震動。但在這

首對歷史進行了模糊化處理的歌曲中，觀眾在接受含情脈脈的溫情回憶的同

時，也接受了那一段被建構得遠離災難的、去政治化的歷史。人們有意無意地

忘卻了曾經刻骨的傷痛。耽誤、荒廢的青春被置換成了一段美好、溫馨的歲

月，並且有"溫柔可人的紅顏知己相伴。對於那段歲月的經歷者，他們心中已

有的沉痛記憶被歌曲清洗、替換，隨之找到一種撫平傷口、忘卻苦難的良藥；

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那段歷史的年輕人，他們幾近白紙一張的大腦被這種「溫馨美

好」的「歷史」所填補。

四　小結

在當代中國，懷舊成為一種逃避和改寫歷史創傷的策略。這個畸形消費主

義時代的商業性特徵成功地「協助」官方文化，使觀眾沉浸在輕飄曖昧的抒情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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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中，在消費中不知不覺地認同了主流媒體所建構的歷史記憶，接受了「去意識

形態化的意識形態」的規訓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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