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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化重建时代的“西俗东渐”的原因及其影响
肖坤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
摘

要

）

本文针对近年来西方的传统节日和其倡导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与之相

对中国本土文化逐渐式微的“西俗东渐”现象，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殖民、消费主义时代
与资本主义文明、知识分子的普遍失落与城市新贵族的兴起、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所
包含殖民因素的后遗症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主要分析了其消极影响和提
出了通过西方文明反观自身传统文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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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西方的节日及其倡导的生活方式逐
渐侵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先是以各大沿海城
市为起点、其次是内陆大城市，再进一步渗透到各
中小城市及乡镇，呈现出一股整体的“西俗东渐”
的风气。以此相对的，是我们传统的民俗节日和文
化却呈现出一种江河日下的颓败局面。在这样一个
价值多元和文化重建的时代，这样一种“西风压倒
东方”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一方面
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五四”以来的对现代性的追求
中已经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新的价值观
念及社会重构尚未完全完成，这正是一个文化重建
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习俗与西洋习俗的对
抗无疑将为之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试就“西
俗东渐”现象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作简单论述。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殖民
二战以后，一系列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多极
化格局形成，随着现代科技、通讯手段的迅猛发展，
整个世界被逐步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全球化”体系
之中。而这种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并非多元文化的交
流与互通有无，更多的是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
单向渗透。现代社会的结构、理念、精神，都是按

照盎格鲁—欧洲文化传统建构起来的，民主、自由、
权利、法制、理性、科学
这些标榜着现代文明
的词汇无一不来自于西方。因而，与其说我们处在
一个后殖民的时代，还不如说我们处在一个新殖民
的时代。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似乎是独立的，但
它们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它们组织政体的方式
却未能独立。 进一步的，这种政法组织体系上的
西方文明优先性预设必然会投射到文化的表达上。
正如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
一文中所指出的：这种言必称希腊、
书必读莎翁的文化标签在实践中却往往同民族、国
家连在一起用来标榜自身的独特性（优越感），以
别于他者。 萨伊德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线，就
是为帝国霸权主义张目。 如果说以上的这种文化
霸权意识仅仅是西方人自我优越感的表现，那么也
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
自豪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之于这种西方的
文化霸权更令人恐惧的，恰恰是来自于非西方世界
的自我殖民。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西方欧美文
化的态度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革以前
在我国“凡事都要问一个姓资还是姓社”，对一切
的西方文化都采取简单粗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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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

送礼物，必不可少的是玫瑰花和巧克力，紧随其后

以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西洋乐器、英文歌
曲、西餐、西式的着装打扮代表着高雅、文明、富

的还有到高级餐厅用餐、喝咖啡、看电影等。两相
对比，西方的情人节明显含有更多的消费机会。七

裕，“洋气”无疑是一个褒义词，而“土气”则是

夕所需备置的瓜果、胭脂水粉、刺绣等都是平时的

一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这正是萨伊德笔下“东方
）的模式在国人心中的镜象反
主义”（

生活日用品，用不着为了节日而专门购买，节日的
祭拜地点也是在自家庭院，因而中国的七夕节几乎

映，与西方建构出来的东方形象不谋而合，恰恰是
国人在解殖浪潮中进行自我殖民的心理根源。

就不含有商业的消费活动；而西方的情人节却正好
相反，它被玫瑰、巧克力、礼物、餐厅、咖啡馆、

二、消费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文明
让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开篇写道：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
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
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围绕着物（商
品）的生产、消费为核心来组织安排各种社会关系
的消费主义时代，无处不在的消费改变了我们的社
会构成、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文
化模式。中国的传统文化、民俗节日是产生于男耕
女织的小农经济下的一种农耕文化，在长达三千年
的封建王朝中，因为与整个封建经济的基础——农
耕桑蚕联系紧密，因而也就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
中绵延不断地传承了下来。然而自近代以来，整个
世界体系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现代
化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也就是资本主义化；一个国
家发达与否的衡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
本主义化的程度。而西方的传统节日、西方文化正
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席卷全球的，
它暗示着一种高雅、文明、富有情调的生活方式。
写字楼、汽车、热水器、抽水马桶、电话
这些
我们所熟悉的生活环境都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标
志。而这些标志几乎没有一样是脱胎于中国的传统
社会，它们全来自于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文明。
传统民俗节日对应的是小农经济，与之相反，西式
节日对应的却是商品经济，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时
代的特征。比如，拿我们中国的七夕与西方的情人
节做对比，暂将文化内涵置于一边，仅论其商业价
值，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正
在于消费的多寡。中国的七夕节的庆祝方式是在自
家庭院中设置香案，案上摆放鲜花、水果、胭脂水
粉、日用品和刺绣等，焚香祭拜，以向天上的织女
“乞巧”。此外，还有吃各种各样的瓜果和面点之类
的“巧食”的习俗。西方的情人节则有男女互相赠

音乐会等消费项目层层包裹，因而自然而然地也就
成为了消费主义时代的宠儿。东西方有着同样文化
因子的“情人节”，背后都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故
事，但因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消费盛行的时
代，一方被打入地狱，一方却被捧上了天堂。消费
文化被作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商业以及
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即使我们今天置身于世界
上最偏僻的角落，也能呼吸到它的气息，蒙受到它
的影响。在葛兰西看来，现代消费主义构成了资本
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
系再生产的一种新形式。 贷款消费、分期付款、
信用卡透支等新兴的消费观念不断刺激着人们的
购买欲、不断透支人们的消费能力，虚幻地增加了
小车洋楼标准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可实现
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民俗节日随着小农
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主义时代的来
临，逐步被西方的节日所替代。

三、知识分子的普遍失落
与城市新贵族的兴起
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形成一直延
续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读书、入仕成为
晋升为社会精英的主要手段，富商大贾固然财力雄
厚，但由于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缘故，
商人的政治地位始终不高，因而传统社会的精英阶
层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这些精英阶层本身有着
较高的文化修养，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和传承
者。他们对中国的传统习俗极为看重，每逢重大节
庆，皇室和豪门大户总要举行隆重的继嗣仪式和庆
祝活动，而这些社会上层的生活方式对民间百姓的
生活也产生着影响，故而民俗节庆在传统社会中极
为重视。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
来临，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巨变
中的弄潮儿并非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而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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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精明但文化素养并不高的商人。上个世纪八十年

子，对殖民话语缺乏必要的警醒，在接受启蒙话语

代以来，下海热、炒股热、农民丢下锄头经商而一
夜暴富的神话被媒体不断地复制、炒作，民间流传

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殖民话语，从而对自己的文化传
统采取了粗暴不公平的简单否定态度。 无可否认，

“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俗语，导致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等新社会理念在当时

与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知识分子
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他们或弃笔经商、或埋首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新
文化运动使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由此打

于故纸堆中整理旧籍，而在文艺界呼风唤雨的领军
人物大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加讨伐，在八十年代

开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局面，民主、科学、
权利、法制、人民等现代民族国家的相关概念逐步

中晚的“文化反思”中，有人骂翻了自己的祖宗八

进入中国。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被殖民者，中

代。骂中国人保守、排外、自私，骂中国人颟，骂
中国人不科学、不逻辑、不卫生、不道德
《丑陋的中国人》、《红高粱》等作品都成为那个时

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西方霸权的阴影下追求和找
寻着现代化道路的。在非西化就会积弱甚至亡国这

代的热门。
然而，
时代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癫狂而浮躁的
年代，面临高新科技、信息产业、世界语言的步步
逼近， 年代的暴发户逐渐退出了时代舞台，代
之以新兴的城市新贵族，成为新一代的精英阶层。
而这批新兴的城市新贵族既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
子精英阶层，也不同于改革初期的暴富阶层。他们
大都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看通俗小说听流行音
乐长大，精通英语、电脑，对西方的一切生活方式
推崇倍至，身体力行。他们固然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他们自小所接受的一套教育体系是中国在四九
年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建立起来的新式
教育体系，教育内容中的自然科学、社会学等都是
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因而这些新式教育体制培养下
的新兴精英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相对熟悉，而对于
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兴趣不大。这些新贵族在经济上
目前并非中国的最富裕阶层，但他们思想前卫、敢
于彰显个性，他们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时尚
的风向标，再加上报纸、杂志、电视等现代传媒的
推波助澜的煽动作用，这种国内镜象版的西方节庆
的奢华被不断地复制、传播、扩大化，紧随其后的
是普通大众对精英阶层的模仿，使得在中国国内几
乎与西方世界同时上演节日狂欢的盛宴。

四、“五四”以来的新文化
运动中殖民因素的后遗症
“五四”以来对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
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移植欧洲启蒙话语的结 果。
就像 西方的东方学与其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
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一样，西方的 启蒙话语中也
包含着殖民话语。相当的一部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

种话语及意识形态的“威胁”下，人们进行现代化
的选择。 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带有浓厚西方中
心观的话语却被被殖民者毫无保留的接受了（西方
强权的殖民侵略往往以推翻他国的专制统治者，使
其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为口号）。传统文化
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落后的产物，最终湮没在西
方文化的话语霸权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殖民时代虽然随着一系列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而宣告结束，但政治上的解殖
并不等同于文化上的解殖。后殖民主义更主要是针
对文化现象的。在当今学术界，仍然有不少知识分
子以玩弄西方最新发明的学科术语为时髦，在学术
论文中以夹杂大量西方引文为权威；广告牌上、时
尚杂志上满眼可见的“加州阳光”、
“欧式的设计”、
“维多利亚风格”等文字无处不在地我们展示西式
生活的优雅；好莱坞的商业大片更是以直接的感官
刺激诱惑着国人向西式生活方式靠拢。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要么被视为落后、土
气的代名词，要么被刻意的渲染为奇风异俗，以满
足现代人求新求异的心理和建立在西方文化中心
观上的优越感。年轻一代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儒学为
何物，唐诗宋词也不会背几首，就大声叫嚣着要抛
弃儒学、抛弃陈腐。传统文化发生断裂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其失掉了在国人心中耐以生长的土壤，失
掉了其背后的文化传统。

五、“西俗东渐” 现象的影响及反思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对于“西俗东渐”这
一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
定。就展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与国际社会接
轨、介绍西方传统文化等方面而言，是有一定的积
极因素的。但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是我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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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警惕的：

有相当大的一截差距、劳动力工资还达不到世界平

助长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观
美国汉学家柯文概括并批判了西方学者描写
近代中国历史的三种模式：（ ）“冲击—回应”模
）；（ ）“传统—近代”
式（
模式（
）；（ ）帝国主义

均水平，但我们的消费观念却在“超英赶美”，不
断透支社会有限的消费能力。中国目前的富裕阶层
入社会的年轻人，有的在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还
要依靠父母的支撑，但对于这些舶来的奢侈品却毫

模式（
）。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
实质上同属于“西方中心模式”，因为他们都认为

不吝惜地掏腰包。非理性消费在“西俗东渐”的文
化背景下愈加盛行。

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

世界并不仅仅是以西欧文明为中心的一元世

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
西方人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他们都认为 、
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

界，展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参与国际间的交
流与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本国本民族自身的传统

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
起这些变化。 如果说柯文的结论是站在外部旁观

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在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保
持清醒的头脑，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应是每个华夏

者的角度看问题，而眼下的这股对西式生活盲目推
崇的风气，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国
人对“西方中心观”的默认，这一现象正是“西方
中心观”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我们在思考中国
现代化的道路走向时，总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物，
以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作为既定指标来衡量中国的
问题，而不是站在中国本位立场，从内部寻找问题
解决的突破口。

子孙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并不是
喊几句激昂的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必须建立在
对自身传统和西方文化都有着深刻认识和反省的
基础上。汤因比曾说过：“文明的进程在于它受到
了挑战”，提出了文明发展的“挑战—应战”模式。
对于西式文明的挑战，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应战。
由西方文明反观自身，方能找出自身的不足，从而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我们的传
统文化适应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文化重建的时代
重新实现自身的价值。

进一步造成传统文化的式微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遭
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传统民俗被看作是封
建落后的象征，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已
经到了濒临消亡的边缘。而西方民俗的涌入国门大
有取而代之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
代，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滋生于
小农经济之上的文化传统，春节、端午、中秋等传
统节日在都市里被忙碌的朝九晚午的工作时间制
度所淹没，圣诞节、情人节却成了狂欢和释放工作
压力的最假契机。如此下去，再下一代对于传统民
俗的主体记忆将成为一片空白，而更多是来自于书
籍、电视、报刊上的“历史记忆”。
非理性消费的盛行
西式生活方式所倡导的喝咖啡、品洋酒、派队
舞会、玩高尔夫球等生活情趣都是建立在社会物质
财富极为丰富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目前，我国
国民生产的总体水平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比还

毕竟是少数，西式生活的忠实追捧者大多是些刚进

文化而全盘西化。科技的发达程度有别，文化却没

注释：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时
不宜混为一谈。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文化
传统两部分。“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文化传统
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刘梦溪：《百年中国：文
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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