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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视野下的广场舞
——关于广场舞流行原因和社会影响之检视

孙来斌 胡倩倩 *

［摘

要］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广场舞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于广场舞

的流行原因，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界说。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角来看，广场舞的流行，具有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背景，是人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转型的独特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特殊体现，是国民精神状态日趋向上的映射。广场舞引发的权利主体、社会道德、舞蹈形象等争论，
凸显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困境。推动广场舞积极健康发展，进而助推文化强国建设，要求我
们增强文化的自觉、自信，并在增强文化认同、凝聚价值共识、加强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 社会转型 ；广场舞 ；文化自觉 ；
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表明，一定社会的文化结构是由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决定，并且
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复杂而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并由此带来复杂而深
刻的社会变化。具体就精神文化而言，当下既是人们对于精神诉求日益凸显的时期，也是各种观念大
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广场舞应运而生，并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流行开来。作为
一种特殊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广场舞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站在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视角，观察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探讨它的流行原因和社会影响，发掘其文
化价值意蕴，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众说纷纭：
关于广场舞流行原因的各种界说
近年来，广场舞在我国的城镇广为流行，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的热捧。据调
a

查，当前，在中国每天跳广场舞的人数达一亿之多 。作为一种参与者众多的娱乐和健身方式，广场舞
何以如此受人欢迎？一些国内外学者试图从广场舞背后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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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学者对广场舞流行原因的探讨。综观国内学者的解释，他们大多立足于广场舞产生的
经济基础，并从不同方面展开探讨。其一，民族性格嬗变说。有学者在分析了传统中国人性格的形
a

成背景后提出，
“热烈奔放的街头一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性格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纵观中
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探究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人民之特点后不难发现，汉族人民具有情感内
敛、表达隐晦的性格特征。相较之下，如今的大妈们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多兴高采烈，散发出前所
未有的舞蹈热情 ；不论舞姿是否优美，都勇于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舞姿。这表明，广场舞的流行
是我们中华民族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展现，也是民族性格转变的表现。其二，女性天性解放说。有学
者认为，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妈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年女性的自我发展诉求，是中年女性意识的觉
b

醒” 。两鬓斑白、双手粗糙、任劳任怨，这是传统中国中老年女性的典型形象。但近些年，大妈们颠
覆了这种传统形象 ：她们跳起了广场舞，从国内的大小广场跳到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红场，且
精神昂扬、兴致盎然。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中国女性的“解放新论”，并从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的角度
解读了中国女性在性格上的积极变化——“尽管大妈们外表可能有些胖、动作不是那么优美，但有
c

追求、有向往，并在这种追求和向往中寻求自我认同，这背后其实是自信。” 其三，精神需要说。该
说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凸显。跳广场舞既能
健身又能愉悦身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其四，被迫选择说。上海市人
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陈甦萍在对广场舞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调查后宣布 ：
“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
d

“不是大妈
大妈新生活的有效载体。” 在深入了解广场舞大妈的生活状态后，她有了这样的结论 ：
e

造就了广场舞，而是社会的变迁让她们别无选择。” 因为这些跳广场舞的大妈要么是缺乏社会交流
沟通的渠道，要么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要么就是平日工作太辛苦，只有通过跳广场舞才能放松
一下。其五，舞蹈参与优势说。有专家在对广场舞的舞蹈元素、艺术风格等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
论 ：广场舞兼具“各种舞蹈元素，另辟蹊径，使这个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舞蹈，成功实现大众化、平
f

民化” 。
2. 国外学者对广场舞流行原因的分析。相对于国内学者从经济、文化角度的研究路径，国外学
者更加偏好于从政治、社会心理等角度的分析。以下三种观点颇具有代表性 ：其一，政治影响反映说。
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认为，跳广场舞的老年人成长于“红卫兵”年代，这些人跳广场舞在很大程度上是
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影响的结果。其二，政治引导说。有国外媒体认为，广场舞的繁荣是中国政府政治
控制和政治引导的结果。这一观点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文章中有所体现。文章认为，在中国
的“公共空间，公园或商场附近会举办一些舞蹈、话剧表演甚至放电影，但一般都具有政治或商业目
g

的。” 其中，广为流行的广场舞就是政府在抱有政治意图下进行有意识地引导的结果。其三，社会需
要说。一位韩国观察者认为，广场舞的出现与中国近些年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中国人生活的急
剧变化息息相关。基于对跳广场舞的主要人员的构成分析，他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未富先
h

老”的阶段。在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广场舞成为了人们最经济的休闲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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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刘志琴：
《广场舞还是灵魂舞？——关于“大妈”的社会学对话》
，
《解放日报》2014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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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5123355. html.
中国需要广场舞 可升级为旅游风景》，海外网，http：
// world. haiwainet. cn/ n/ 2015/ 0407/ c345805-28607949. html.
h《外媒：

015

二、文化转型：
关于广场舞流行原因的社会透视
a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
家理查德·沃尔夫基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以其多元决定论的独特视角指出 ：
“个人和社会
结构都是类似的，都是接受外界影响的效应场。没有一个可以独立于这些过程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
b

创造了它们，还让它们交织在一起。
” 可见，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必然具有一系列复杂的联系和相
互影响的多重因素。广场舞也是如此。
1. 广场舞的流行具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背景。
“由于社会的许多非经济方
面自身总是不断变化的，它们的变化影响和改变着经济。反过来，经济变化催生社会非经济等方面的
变化，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社会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同时是每一个其他部分变化的原因和结
c

果。”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广场舞背后也有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深刻原因。
1978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连续的高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飞跃，更给我国社会的进步以强有力的推动，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今，人们在生活的
要求被满足后，萌发出更新、更高的追求，即在保证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自己生活的品质、关注
自己的内心体验与精神世界。数据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
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换言之，用于丰富精神生活的消费在人们日常开支中的占比越来越
大，大众的精神文化诉求日益增强。可以说，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日渐提升的历史背景之下，广场舞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才能得以流行。
2. 广场舞的流行是人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转型的独特产物。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生产的历史，
又是交往的历史。一个社会中最初的也是最狭小的交往，莫过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不同社会或国
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群居
在一起，习惯于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长者晚年生活最大的乐趣
莫过于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然而，近些年这种传统的中国家庭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我
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非农业生产的大幅提升，人们不再简单地被土地束缚，谋生手段日趋多样
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就业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在这样的背景
下，许多年轻人在成年或者大学毕业后会到异地就业，或由于各种原因而选择与父母分开生活。由此，
传统的中国式的家庭组织形式开始被打破 ：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呈现出“一家三口”的小家庭形式。
与此同时，只有一两个中老年人居住的空巢老人式家庭日渐多了起来，大爷大妈们在退休之后的生活
也顿显清闲。生活无忧而身体健康的他们需要走出家庭、走进社区、走向社会，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以填补和丰富自己略显单调的退休生活。对于这些中老年来说，广场舞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广 场 舞 的 流 行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特 殊 体 现。“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的‘根’和
d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
‘魂’。”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自觉地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e

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 中华优秀传统文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002 页。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
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等译，
b［美］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61 页。
《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
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第 180 页。
c［美］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01 页。
d中共中央宣传部：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
《人民日
e《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报》20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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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连续性在广场舞上也有所体现。
从参与的广泛性看，广场舞所特有的集体行为传达出集体主义的传统。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
中，集体的利益永远是大于个人利益的。正如梁启超所言 ：
“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而要之以能
a

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集体
主义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由此催生出许多歌颂它的文艺作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单位集体的大环境，选择了个人创业打拼。同时，受思想观念多样
化的影响，许多人在行为上表现出个人主义倾向。然而，即便承认人的利己性或个人主义有一定合理
性的人，尤其是经历了时代变迁的中老年人，在当下也常感觉到集体归属感的缺失，会怀念集体主义
环境下的价值取向和人际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广场舞之所以参与者众多，是人们找寻集体归属感
的结果，是人们思想深处集体主义精神另类的延续。
从参与的条件性看，广场舞所具有的低成本参与特点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也许有人会说，既
然经济水平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为什么不去进行其他的娱乐活动，而要选择广场舞？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或许能对此予以注解。如果一种日常的娱乐活动需要长期的额外的金
钱支出作为支撑，那么这种娱乐方式会将许多参与者拒之门外。参与广场舞的便利性和低成本性，无
疑是其参与人群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选择广场舞这种健康又低成本的公共娱乐方式，从经济学的角
度看符合成本选择偏好理论，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体现了中国人勤俭节约的民族品格。
4. 广场舞的流行是我国国民精神状态日趋向上的一种映射。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
b

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 广场舞的繁荣发展，亦是如此。广场舞参与者队伍的逐渐壮
大、广场舞“据点”的遍地开花，都显示出人民群众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渴望。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
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国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表现，也是我国国民精神状态日趋向上的映射。首
先，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展现了当下我国女性独立、自信的新风采。在封建社
会“三从四德”
“夫唱妇随”观念的支配下，封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性只是家庭和丈夫、儿子的附属
品，她们整日的生活就是围绕家庭琐事而展开，没有丝毫的独立性。
“见不到阳光，学不到知识——这
c

就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命运。
”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女性的形象开始发生改变 ：她们解开了
脚上的裹脚布，有人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还是会受“相夫教子”等传
统观念影响。中国女性真正地得到解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女性的各项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现
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注重个人价值的提升 ：她们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仅
仅来源于家庭的圆满，还需要来自于各种社会交往的实现 ；她们不仅关注家人的健康，也关注自己的
健康 ；她们的生活不再是单一地围着家庭绕圈子，而是由家庭而邻里而社区而社会，范围越来越广，内
容越来越丰富 ；她们的交往对象不再局限在家庭成员上，而是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交际圈。大妈们作
为主力军参与广场舞，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其次，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体现了我国国民休闲娱乐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一段时期以来，窝在家中看电视、邀约朋友打麻将，曾是中国大众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这些娱乐方
式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若沉溺其中甚至会影响到人的精神风貌，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各种矛盾和问
题。如今，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地发生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锻炼身体作为休闲方式，而广场舞在
众多锻炼方式中又倍受青睐。应该承认，与其他休闲娱乐方式相比，跳广场舞更加有利于参与者的身
《新民说》
，
《饮冰室文集点校》
（第一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555 页。
a梁启超：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7 页。
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变化中的中国人》
，李上译，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第 101 页。
c［美］E.A.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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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有利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由此来看，跳广场舞是一种积极、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
再次，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体现了中国国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西方
人看来，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具有保守、谨慎等性格特征，不善于歌舞等直观情感表达。随着社会
的不断进步，新时期的中国人的性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内敛、保守、胆小的色彩趋淡，乐观、开朗、积
极的成分渐增。其中，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乎他人的眼光，不管自己的广场舞
跳得怎么样，都热衷于在公共场所将这项娱乐活动进行到底。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以改革
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显示着中华儿女自信、乐观的性格转变，是整个中华民族充满朝气和活力的
时代表现。

三、价值冲突：
关于广场舞引发的社会影响之争
就像多棱镜能折射出阳光不同的色彩一样，广场舞这面社会的“多棱镜”既折射出了我国社会进
步、经济发展、国民生活不断提升的主色，也折射出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道德、伦理等
问题的斑驳。从一定意义上说，由广场舞引发的社会影响之争，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从生存要
求到生活要求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困惑，实质上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冲突。
1. 权利主体之争 ：是跳舞者为大，还是周遭人群为大？近几年来，人们对广场舞的态度开始分化。
其中，很多相左的评价都是由广场舞的场地和噪音问题引发的，各种由广场舞场地引发纠纷的报道经
常见诸报端。譬如，广场舞大妈为占据可用于跳舞的场地，与停在场地上的私家车车主发生的冲突 ；
逛公园的人因为不满公园被侵占而放狗咬广场舞者 ；大妈们为了跳广场舞而封闭双向行车道路，终致
交通受阻……于是有人提出，跳广场舞应该找合适的场地，如果选择在广场上、公园里进行，无疑会侵
占其他人的休闲空间 ；也有人认为，跳广场舞不违法不乱纪，在免费的公共娱乐空间明显不足、公共设
施建设不够的前提下，在公园、广场、停车带甚至马路上跳舞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同样的，跳舞人群
和周遭居民之间在噪音问题上产生的矛盾也是备受关注，非理性地对待广场舞噪音的行为时有报道。
例如，有广场舞所在广场周边的小区居民购置高音炮对着广场舞人群定向播放，向在小区广场跳广场
舞的舞者泼粪，等等。要想妥善处理和解决广场舞的场地问题和噪音问题，就需要首先厘清这样一个
问题 ：广场舞争端的当事人谁的权利更重要？然而，不论从谁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各有各的道理。这
就使得权利主体之争成为难解的死结。
2. 社会道德之争 ：究竟是舞蹈者的道德缺失，还是矛盾相关者的道德缺失？有人说，跳广场舞的
舞者是不讲文明、没有道德的人，他们只顾自己快乐，不顾别人的感受。例如，2015 年 7 月，香港本土
派抗议内地大妈在香港跳广场舞，理由就是行为“不文明”
、噪音扰民。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个段
子：
“几十年前，年轻人在广场上跳交谊舞，不顾老人的感受。如今，老人在广场上跳广场舞，不顾年轻
人的感受。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那些坏人变老了。
”这看似是有意无意的调侃，实际
上也反映出人们对广场舞者的道德质疑。同时，也有报道称，在高考期间，有广场舞者为了照顾考生
而自觉地关掉扩音器，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似乎又没有那么不道德。也有人说，广场舞者自娱自乐，
发生道德问题是他们在主观上的无意识行为。反观那些泼粪、放狗者，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
的行为实在是有违道德公允甚至违背法律规范。有人由此断言 ：人们在广场舞冲突中表现出的道德失
范，揭示了当今社会道德水平整体低下的现实，表现出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 ；这些冲突在性质上看并
不是新问题，无非反映出应该如何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之间的界限的问题，也即反映出
新的社会伦理的缺位。
3. 舞蹈形象之争 ：是一种美好、健康、向上的形象表达，还是一种低俗、丑态的形象表达？对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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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舞形象之争论关涉两个方面问题 ：就广场舞本身而言，它的形象如何 ；就广场舞者而言，他们在跳
广场舞时的形象如何。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广场舞本身不属于任何一种舞蹈，甚至因为其动作简单重
复而不可以被称作舞蹈 ；也有人表示，广场舞另辟蹊径，兼具各种舞蹈元素，是一种新兴的舞蹈形式。
目前这个问题尚属于讨论阶段，没有引发太多的争论。而真正引起人们意见冲突的，是后一方面的问
题。2014 年 5 月，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传了一段大妈在火车上跳广场舞的视频，并很快被各大网站转
载，甚至引起报纸的评论报道。人们对这段视频发表了不同观点 ：有人认为，这是大妈们精神状态良
好的表现，舞蹈为乏味的旅途增添了乐趣，并为之“点赞”；有人认为，这些大妈的广场舞表演难看之
a

极，是“恶心的表演”
，是“丑人多作怪” 。
4. 发展管理之争 ：是应该纳入规范管理，还是应该任其自然？一些人认为，广场舞是一种群众自
发性的娱乐活动，不应该纳入政府相关机构的规范管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广场舞作为一种受众如
此之大的娱乐形式，应该将其纳入到规范管理，以期正确地引导人们的行为，为广场舞的发展“打好基
础”。这种发展管理之争，反映了人们在价值观问题上抱持的个人或国家的理解倾向。纵观全国各地
的广场舞不难发现，由于合适的音乐太少，广场舞的伴舞曲目明显偏少 ；由于广场舞的领舞或编舞人
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素质，广场舞动作普遍存在简单化的问题。如果任其自然而为，广场舞的发展难以
为继。以此来看，关于广场舞要不要政府引导的问题，答案似乎是明确的。事实上，有关部门已经用
行动对此作出了肯定回答。2015 年 3 月，国家体育总局推出广场舞 12 套舞曲的标准动作，希望能以此
提高广场舞的普及水平。2015 年 9 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城乡住房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
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
，强调要加强对广场舞活动的规范管理。

四、文化自觉：
对广场舞引发的社会影响的一种反思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关于广场舞的社会影响之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
的种种问题，如，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主体困境、道德伦理的缺位、审美观念的冲突、经济社会发展
的不平衡等。深刻反思这些问题，亟待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即坚持以文化的觉醒和觉悟来衡量它的
影响，以对文化进步的向往和追求来促进它的发展。
1.“权利主体之争”表现出当前我国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主体困境。黑格尔曾指出，现代社会
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性的发挥又往往会带来对主体性的压制，从而产生主体
困境。对此，马克思也评述道 ：
“ ……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
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
b

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存在……” 从这种角度看，广场舞引发的“主体权利之争”，实质上也反映了我
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主体困境。
这种主体困境，首先表现为主体界定的不一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里，群己的界限能放能收、
c

能伸能缩，并通过“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
” 也就是
说，在传统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相对模糊。在这种公私混沌的状态下，个人的利益诉求
也随之被模糊甚至是在公共利益面前变得渺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社
会里模糊的群己界限似乎日益明晰起来，私人领域的重要性也随之不断提升，主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
但是，当不同主体权利发生冲突时，由于缺少微观机制和社会心理基础，人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主体困
《大妈火车上飙广场舞场面很欢乐》
，
《大河报》2014 年 5 月 14 日。
a张丛博，闫静：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71 页。
b马克思：
《乡土中国》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3 页。
c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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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收入、职业、年龄等造成的不同群体，在广场舞问题上产生的主体权利冲突，就是如此。
其次，这种主体困境表在为主体决策困境。一般情况下，当主体在作出决策时存在多重决策主体
时，可能会面临决策上的困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决策者在视角、爱
好、立场等上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拉开了人们的收入差距，由此带来人们对生活方式的不同选
择偏好。有关研究表明，高收入者更愿意在文化、教育、健康和休闲娱乐上投入，低收入者则会优先将
收入分配到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上。收入差距带来的选择偏好也会具体而直观地体现在人们对闲暇
生活的安排上——高收入者更加注重闲暇生活的舒适性和私密性，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则更倾向于通过
公共设施、公共活动来打发闲暇时光。此外，由于作息时间不同，在职人群与退休人群、年轻人与老年
人的时间安排上也有所不同。早餐前、晚餐后的一两个小时，是退休人群、中老年人跳广场舞的黄金
时段，也是在职人群、年轻人上班上学前后的准备时段、休息时段。前者习惯于喧闹，后者需要安静，
冲突难免时有发生。
2.“社会道德之争”暴露出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道德伦理的缺位问题。一般传统认为，
a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也就是说，道德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来看，道德的
作用不仅仅是一把调节的尺子，更是一种道德实践——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决不是一种被动的力量，
它也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通过作用于生产者来达到制约着整个生产力发展。因此，伦理的
结构、道德的表现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
当前，全球化、市场化、高新技术不仅给人们带来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是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
念。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
题：
植根于小农经济的传统伦理体系、被世代中国人作为精神依托的传统道德观念，遭受现代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大潮的严重冲击 ；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提倡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遭受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逐利原则的严重冲击 ；
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社会文化领域，在对外
开放过程中遭受各种西方思潮涌入的严重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
程。这种复杂性和艰巨性导致我们在既有的道德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之时，未能及时地为人们提供一种新
b

的、令人信服的道德体系。 这种状况，使得人们在处理各类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缺乏一套道德共识作为
达成和解的基础，一系列社会问题就随之暴露出来。具体就广场舞而言，
“泼粪”
、
“放狗”
、
“枪击”等事件
的发生，都与缺乏相应的道德共识和行为规范有关系。
“放狗”者、
“泼粪”者与广场舞者，本来是长期生
活在一起的邻里，他们理应是守望相助、一团和气的。可是，在以和睦为导向的邻里关系被弱化以后，原
有的道德规范就不再具有公共范围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从各自不同的需要出发去理解、建
构道德标准，也导致在处理不同意见的时候，由于缺少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引发相应的矛盾和冲突。
3.“舞蹈形象之争”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审美观念的冲突。“美看来应当是最明明白白的
c

人类现象之一……美就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它是明显可知而不会弄错的。
” 然而，大相径庭的评
价结果表明，对广场舞形象美丑的评判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明白。放眼当前，这种审美差异与审美
标准不一、审美旨趣多样等因素不无关系。首先，审美主体在年龄、教育层次、生活经历的差异，会导
致他们对广场舞的评价差异。在现代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出生于不同时间阶段的人群，经历
了不同的成长环境，具有不同的社会生活体验，并由此导致他们在审美上的差异。同时，受其各自生
活经历、教育程度的影响，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也会产生审美上的差异。
《乡土中国》，第 36 页。
a费孝通：
《用核心价值观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
《光明日报》2014 年 4 月 30 日。
b孙来斌：
《人论》
，甘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第 234 页。
c［德］恩斯特·卡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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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前差异化、分众化的审美标准导致人们对广场舞美丑的不同判断。在当前全球化进程日
益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东西文化的深入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全球化和互
a

“动物只是按照它
联网也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感受美和接触到不同形式的美。 马克思曾经说过 ：
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
b

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 在人们陶醉于各种形式的美的同时，对美的标准也日渐多样化
起来，一些新的甚至是畸形的审美取向也随之出现。正如大多数人以美为美一样，有些人开始以丑为
美、以恶为美、以畸为美。当那些按照丑的、恶的、畸形的尺度来构建出的生活中的事物反复地出现在
人们的生活之中，充斥着人们的视线、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神经。这样，时间一长，难免不会在社会上形
成畸形的审美取向——曾经一时被因作风大胆、敢搏出位而被热炒的某些“网红”
，就是这种畸形审美
标准的产物。这种畸形的审美取向一时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美的判读，并造成审美淆乱。
再次，不同的生活态度也会带来人们对广场舞的不同认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 ：
“美是生活。
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任何东西，凡是
c

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有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阳光的，那
么他们对四处热舞的广场舞者大多抱持积极的、支持的态度。有的人生活态度是内敛的、克制的，那
么他们对于广场舞舞者的态度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对广场舞者四处热舞的“招摇”颇有微词。有的人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对于广场舞者的态度大概会是激烈贬谪或者嗤之以鼻。当
然，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功利主义的态度，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而发表针对广场舞者的偏激言论。例如，
2015 年 6 月，某些人在香港别有用心地打着“捍卫公义，捍卫本土”的旗帜，以“有伤风化”为名驱逐
内地广场舞者，行港独分裂之实。

d

4.“发展管理之争”映射出城市文化建设水平与城市发展速度之间的失衡。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具体到每个城市而言，就是要创新城市发展之路，以绿色的发展理念治
理城市，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要通过区域的协调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让城市有
更开放的态度容纳其居民、有包容的文化让每个居民都共享城市的发展成果。当前，我国的城市治理
水平的提升速度与城市发展速度之间、城市文化品味的提升与城市发展规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协
调、不匹配。一方面，高水平的现代城市，要求各种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
推进，城市居民的数量不断攀升，城市人口密度日渐增加，并因此挤占城市休闲娱乐空间，由此弱化了
城市的文化功能。例如，许多广场舞的舞蹈场地紧挨着居民生活区，甚至就在居民住宅楼底下。由于
参与人数多、场地开阔、环境嘈杂等原因，广场舞必须使用大功率的喇叭播放舞曲，从而侵扰了周遭人
群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高水平的现代城市，要求城市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协调发展。城市硬件的
快速发展，如各类楼宇的建起、城市交通的便利、生活硬件配套的完善，需要城市居民相应的文化、道德
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的提升与之匹配。然而，在现实中，人们的素质提升速度远远
不及城市发展的速度。一些人对待广场舞噪音问题上的过激言行、偏激态度，就是典型表现。
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要求城市管理者能摸准城市发展的脉络，
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的建设表现出规模不断扩
大、人口密集度较高、居民呈现老龄化趋势、新楼宇建设与公共空间建设不协调等一系列新特点。落
实中央提出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要求城市管理者既要有城市发展的眼光，也要
《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76 页。
a樊浩：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97 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
（上卷），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第 6 页。
c《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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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市治理的智慧 ；既要有科学的素养和专业的知识，也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换言之，在城市的发
展规划过程中，既要注重物质设施的建设，也要注重用城市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更要注重
用城市文化建设来提升市民的素质、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

五、结语：
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广场舞的积极健康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
a

化的历史性进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实现中华文
化的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既需要阳春白雪，
b

也需要下里巴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导向。” 对此，习近平引用列
宁的话强调，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
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
c

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
” 对待广场舞这一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大众文化形式，必须坚持满足人
民需求与引领提高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以文化自觉来审视它的优点与不足，以文化自信来对待
它的流行与影响，并以此推动其积极健康发展，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体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的有机统一。
1. 坦然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
d

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人们共同创造，更是为了使人们共享
创造的果实。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催生了人们对于文艺生活的需要。一段时期以
来，作为大众文化活动的广场舞广为流行，成为一种为世人关注的“中国现象”。广场舞因为公共场
地之争、噪音扰民等问题，引起了不同的社会评价和热烈的社会讨论。是非曲直姑且不论，这至少表
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文艺生活。因此，在对广场舞的源起和流行问题上，各种界说其实都从不同地
侧面揭示了这样一个逻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创造性、能动性都得到了极大解放，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我们需要文化自觉，既要辩证、历史地分析广场舞产生的原因，更要客观、公
正地看待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包容、欣赏、引导、提高，是我们坦然面对广场舞这一独特“中国现象”
的理性选择。
2. 增强文化认同是提升广场舞社会形象的有效途径。对于广场舞这一特殊而又极具代表性的中
国文化现象，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大肆褒奖，也不能随意贬低。就国外的各种误读而言，对广场舞形象
的妖魔化，或多或少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不认同的心态。就国内而言，人们对于广场舞形象
的各种贬抑，或多或少是一种信心缺乏的表现，与对中国人创造的文化缺乏自信有关。有人说，
“中国
e

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 近代以来，唯西方文化为先、唯外来文化为先的文化选
择观，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延续了百余年，导致许多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归属感，也导致了他们缺
乏对中国自生自发文化的认同意识。这也就是在中国的广场舞现身于世界各地时，为什么很多人的第
一反应是“丢人”
，而不是为此感到自豪。因此，只有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人们对于中国自生
自发文化的认同感，才能使广场舞走出妖魔化、污名化的阴影，进而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3. 凝聚价值共识是缓解广场舞引发矛盾的思想基础。针对利益冲突和群体隔膜，国外有学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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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王永贵、郭晓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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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5 页。
c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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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道德共识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并认为“当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分享一种共同的价
a

值观时，这种道德共识就存在” 。从社会整合理论角度来看，当代社会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
激烈冲突，亟待发挥精神因素、价值共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亟待通过国家精神的社会化将价
b

值共识等文化因素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从而发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的社会整合功能。 从一定意
义上讲，广场舞引发各种矛盾，深层次根源就在于不同群体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因此，凝聚价值共识
是缓解有关矛盾的思想基础。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能够构
建文明、和谐的舞场环境，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友善地对待他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就会大大减
少，广场舞的文化品位也会因此得到提高。
4. 加强公共文化建设是促进广场舞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城市建设是
c

一门大学问，一定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城市建设水平。” 文化是一座城市
的灵魂。针对在我国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时出现的只关注“机体”成长忽略“灵魂”洗练的现象，有
必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具有典型中国气质和广泛群众基础的广场舞，应
该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形式，而被纳入到我国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之中。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
d

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可见，加强公共文化场地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是促进广场舞持续发展、提升档次的条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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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China into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and Open-air Public
Dancing：A Review of Causes for Its Popularity and Its Social Effects
SUN Lai-bin，HU Qian-qian
Abstract：A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ccurr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s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open-air public dancing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given different
definitions to explain the reason why this type of group dancing is so popular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Marxist cultural perspective，its popularity is due to China’
s dramatic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t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changes in people’
s life style and mode of social interaction，the unique embodiment
of fin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s increasingly positive mentality.
Controversies caused by the open-air public dancing over such issues as the citizen’
s right，social ethics，and
aesthetic taste of its choreography actually speak of the difficulties China is facing in cultural sectors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a sound development of open-air public dancing and
consequently promote building China into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we have to strengthen our confidence in
and awareness of our own culture and make enough efforts to among others enhance our cultural identity，forge
consensus on values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Key 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open-air public dancing；cultural consciousness；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 页。
a［英］安东尼·吉登斯：
《中国梦的文化意蕴》，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第 6 期。
b孙来斌、谢成宇：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605 页。
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1 页。
d《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

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