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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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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ongyu

Mix and Match or Confusion?

混搭？抑或混乱？——中产阶级格调在中国
林宋瑜

1998年，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很快就一版再
版。这是一本引进自美国的畅销书，原英文书名为《Class》。中译本面世之后，
倍受中国城市读者（主要是白领一族、小资阶层）的青睐。基本上，他们以此
作为生活方式的指南、时尚的哲学导师以及自我期待的社会等级定位的标杆。
一本书的流行，一定有其特定的精神环境及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本来在美国
是冒犯大众、剖析并辛辣讽刺美国人数最多的阶层（中产阶级）的一本书，在
中国却被正在富裕起来的一代城市人奉为圭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以原
书作者的分析角度，我们看到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就如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
替换，因而与上下阶层相比，他们是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虑的群体。这
种心态造成的结果，是他们渴望得到别人承认，要让人家看到他们生活得既体
面又安全。因此，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与言语中，这个群体不自觉地表现为爱慕
虚荣与喜欢炫耀，这也就使他们成为最为虚荣自大和势利的阶层。而且，这个
群体是整个社会最为庞大的中坚阶层。
“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从更低的社会阶层奋斗上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阶级才会有的高
级生活品味，因而在生活里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个性的、标准的、可以明确
批示身份的物品。”1
以当下中国而言，这样的中产阶级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尽管中国的城市
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2(2009版)》
（即《城市蓝皮书》丛书）, 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
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2 但是迅速扩张的城镇人口并未真正形成城市新生活
方式,而更多的新兴城市呈现出一种大乡镇的景象。在这6.07亿的城镇人口中,
真正达到西方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的，少之又少。作为一个发
展中国家，中国的主流阶层目前依然是由农民阶级，包括丧失土地的、作为城
市农民工的庞大群体，以及作为城市主体的工薪阶层构成。作为社会学意义的
中产阶级既是中国的新生事物，又是目前中国主流阶层所力争上游的等级，是
奋斗目标。因此，人们并未从《格调》一书中真正嗅出尖酸讥讽的味道，或者
说，尚不在意这种刻薄的冷嘲热讽与真相披露。人们所津津乐道并向往的、以
及目前充斥中国大陆各媒体版面并受到推崇的风尚，恰恰正是那种中产阶级标
签鲜明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格调。

1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美国]保罗·福塞尔 著；梁丽真、乐涛、石涛 译；“译者前言,”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5页。
2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2009版)》
，潘家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PORTAL, vol. 6, no. 2, July 2009.

2

Lin Songyu

Mix and Match or Confusion?

再看看Class这个词汇，它更确切的中文意思是“阶级”。长期以来，
“阶级”在
中国大陆是极为敏感的政治术语和严肃话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阶级斗争
的色彩日渐淡漠。又经过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先富起来。
富裕起来的这一群体，除极少数作为这一群体中的TOP进入或正在进入福布斯富
豪排行榜，其他大部分构成了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以经济收入为标杆的阶层，
即“中等收入者”。也因此，“中产阶级”作为被受质疑的词汇开始用来指称这
一群体，并很快成为中国大陆讨论的热门话题。由于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新
大众（中等收入者）、新美学（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者美学价值观）等新词语也
纷纷诞生，并意味着这个消费时代新兴的审美取向与趣味；呈现了社会转型所
带来的新意识形态以金钱衡量作为价值符号和社会隐喻的的景象。以出身作标
准的阶级区分已成为历史，
“工农兵”不再是一个荣耀的标签；此时人们以经济
为衡量，以物质积累的突飞猛进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准，尚未能从文化的多项标
准来制定新的等级现象。
究竟何谓“中产阶级”？它的定义应该包含哪些？
这个来自英文middle class的词汇，根据美国《韦氏词典》，它最早可以上溯到
1766年，意谓中间阶层，介于上等阶层(upper class)和下等阶层（lower class)
之间。特别是指主要由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和价值观的商人、专业人士、官僚和
一些农民技工组成的一个庞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组合。当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进
入快速发展并走向繁荣的阶段，新兴的资产阶级日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整
个社会结构开始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质变。所以其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的现实相关。而1951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出版了《白
领：美国的中产阶级》3一书，第一次提出了“白领”作为20世纪美国新“中产
阶级”的概念，同时详细研究了新老中产阶级之间不同的特征与状况，因此使
“中产阶级”泛化成一个全球性话题。这个“新”是相对于出现于早期美国社
会的以小业主为主要阶层的老式中产阶级而言的。它既区别于传统的老式资产
阶级（拥有财产所有权，身兼工业技术专家、金融商人的勤恳的小业主们），又
区别于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即一般意义上的蓝领工人）。这一群体的形成不仅打
破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阶级对立的设想，同时也以他们广大的
覆盖范围和庞大数量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促使这个社会的分层标准
从财产的多寡转向职业的性质转变。
由此可见，
“中产阶级”首先是从经济角度派生出来的词语。而在中国大陆它出
现在毛泽东于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4一文中，意谓：“中产阶
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从政治角度定义的。所以直到1996年版的《现
代汉语词典》，有关词条的解释依然如此：“中等资产阶级，在我国多指民族资
产阶级。”即狭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腾飞，
作为政治学意义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群体，逐渐成为历史记忆；而新兴的
“中产阶级”则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改革最触目的结果之一，由于经济体制转
换而引发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造成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形成新的社会分层。
3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C.赖特.米尔斯著, 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此文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革命》半月刊；1926年 3月经作者修改载入《中国青年》第116、117期；
1951年8月,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1卷。
4

PORTAL, vol. 6, no. 2, July 2009.

3

Lin Songyu

Mix and Match or Confusion?

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国人走向富裕之路的历史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
它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几十年的原有的社会主义阶级结构，也从更深层面开始
动摇中国稳定的农业社会结构。尽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是有中产，
而无阶级。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步伐是更加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更加浓厚的商业化运作，市场经济已经完全
合法化；整个社会正在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而社会的风尚则是物与商
品以及相关服务被赋予更多的符号意义。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无论你如何
命名，那个从经济学意义讲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群体确实已经形成，实实在在
地存在着，而且朝气蓬勃，它既体现了全球资本主义中产化的特点，也显示了
中国特色小康社会的财富特征。在此基础上正在形成的人生价值观、文化生活
品味、政治话语方向等等对中国大陆普通民众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及影响。
那么，由于中国经济开放改革的发展所引发的价值转换，以及民众道德经验和
审美意识由集权压抑转变为自我发展，这里面巨大的内在变化以及呈现的景象
究竟是什么？中国这个中等收入阶层—也即“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又对当代
中国社会崭新的文化景象产生哪些影响？其中昭显何种文化心态？
表面上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何为价值”这个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
问询所取替。物化与实用主义是城市居民尤其中产阶级更为习惯的价值评判标
准，因此金钱与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正在迅速消解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对于
当下中国进入消费时代之后的种种世俗喧哗与市场繁盛，学术界起初是惊惶失
措，手忙脚乱，似乎找不到理论阐释来对应这急剧的变化，因为这在中国是前
所未有的。因此才发生了上世纪末那场沸沸扬扬的“人文精神大讨论”5。然而
反思与批判的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学者从学院和学术神圣的殿堂走下来，走到“商
业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行列里去。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商业主义新景象，
被认为正是遵循市场经济逻辑、受全球化影响的消费时代文化所造成的普遍性
样态。
“感官、快感、当下”成为当今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的起点。于是我
们经常看到一个被描绘出来的中国本土欲望都市：新贵、海归、外企人士、演
艺明星、传媒人、畅销书作家以及暴发户……他们时尚而前卫，由香槟、波尔
多红酒、蓝山咖啡、三角钢琴、画廊、慈善晚宴、白手套诸如此类构成一个光
影驳杂的庞大的消费阶层，他们被视为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评论家陈晓
明认为：
“在中产阶级中有一大批趣味精英。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精英领导的时
代，90年代，是知识精英时代。到21世纪，人们发现，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
年轻一代开始成长起来，他们被ＩＴ产业所培养，被流行文化所培养，他们是
突然出现的趣味精英。他懂得ＣＤ香水、登喜路、Ｆ４。你不知道，他就敢蔑
视你。”6
事实仅仅如此吗？中国大陆的传统儒道文化基因、后极权统治与新兴资本经济
之间的错纵复杂及畸形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构成奇特怪异的共生链。
从历史的纵向观察，漫长的农耕时代形成的中国社会重农抑商、以官为本的价
5

指从1993年至1996年，文艺界兴起“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以《上海文学》和《读书》两家杂志为主，连
续以此为主题发表论文。全国多家报刊如《光明日报》、
《文汇报》、
《东方》、
《十月》等相继发表争鸣文
章，参与讨论。1995年底上海《新民晚报》列举当年文坛十大热点，关于人文精神之争排在首位。
6
张者：
“学者为美女作家‘号脉’”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3月3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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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标准和权力话语，已成为中华民族内部积淀已久的文化结晶，其中还包括道
德理想、审美特征、语言文字等等。虽然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历经多次改造甚
至洗劫，已经面目全非。苟延残喘的脆弱的文化生命，目前也正面临严重的挑
战。
这种挑战主要是来自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遍布世界各国，
它既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人类科技创新（因特网、卫星通讯、纤维光学）的
结果，并以迅猛的发展推动国际性制度的趋势。因此，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现
象，不可能稍纵即逝，它也在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地球村”文化。开放的中
国是走向世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左右之下，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与地
域性的矛盾形成博弈，也造成混乱与冲突。当下中国大陆社会，传统农耕的社
会结构正在迅速解体与重新定位，阶层分化加剧、地域差别拉大。人口的重新
分布与阶层的重新形成（但又尚未实现稳定的阶层），导致传统价值观念的改变、
宗教与政治的操控发生动摇。一切都在流动，一切正在嬗变。人们也在这种新
旧快速转型中迷失，找不到精神的依靠感。可以说，正是处于一种精神分裂、
道德分裂、审美分裂的状态。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人们丧失共识。以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为例，在这场重大灾难发生之后，社会既出现各种令
人赞叹的救死扶伤、志愿服务的事迹，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大批中小学校舍
倒塌事件、“范跑跑事件”7、媒体渲染各类捐款排行榜等等，这都形象地显示
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大混乱以及道德底线的模糊。
以上作为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大环境的掠影，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审
美格调的基础。这种审美品味，或者说审美格调，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国
家风格的。它们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教化结果。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城市空间不断扩张，物质主义与世俗化强力冲击新的中国人生活观念，这也对
个人、对文化传统造成不可避免的挤压。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世界观发生方向
性转折，却又处于动荡而极不稳定的状态。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自中国不
同的地域、阶层，他们没有经历象西方中产阶级那样的资产阶级阶段，而是由
于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迅速改变而带来身份的变化，而这种身份，是没有文化
意义的，或者说文化背景是复杂的。他们既有乡土农业文明的痕迹，又有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他们所能凭藉的作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源相当匮乏，甚
至说他们的文化资源、原有的文化身份正是他们企图蜕变的。所以“趣味”，便
成为他们寻找新身份的表达，这是一种附在表层而不是长在身体上的标签。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为2008年奥运会所准备的各种楼堂馆所、典礼仪式、
吉祥物纪念品等等赋有国家意义的标志性事物，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这个国家的
“新贵”们心态，这种心态是由日渐拥有话语权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所支配的。
这个群体的混乱状态、不确定的成员构成、迷茫的价值观念……同时造成他们
审美话语的混乱与歧解，令人惊叹失语或者困惑的审美效果成为转型期中国典
型的艺术符号。当女子十二乐坊以改装的性感无比的超短旗袍亮相2004年希腊
7

指四川都江堰时任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在网上发文公开自己在5.12地震发生时，正在讲课的自己先于学
生逃生，引起媒体报道与社会关注，以及针对道德伦理引发全民大讨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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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闭幕式，并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演奏中国民俗乐曲时，观众面对那种类
似摇滚风格的扭屁股甩大腿、手舞足蹈的表演目瞪口呆。然而女子十二乐坊的
无数克隆品以及无论是国家级仪典还是夜总会场所都充斥人数庞大的青春貌美
的礼仪小姐，令高雅与庸俗的泾渭在此消失。艺术表达（也包括欣赏趣味）作
为一种文化解码行为，它的前提就是解码者必须掌握编码的秘密。以此理解上
述的现象，也同样不难理解北京西客站建筑风格常常被人形容为“穿西装戴瓜
皮帽”、以及城市建筑中随处可见的罗马柱和石狮镇门。中国当代艺术家罗子丹
曾以行为艺术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来阐释人数日渐庞大的中国社会新
阶层。8这是一种奇特的心理状态构成的怪异的审美景观，它既有现实联系又涉
及历史渊源。个人品味因此汇合成国家风格，这便构成当下中国极为生动却又
相互矛盾、错位、令人困惑的景象。
当西方的生活方式随着西方的先进科技、自由资本主义理念进入中国，作为西
方日常生活方式主流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差不多占人口的80%）趣味更是以其
布尔乔亚气息诱发中国年轻一代的想象。网络作家安妮宝贝的走红不是没有理
由的。这位曾从事过金融、编辑、广告等职业的上海滩年轻白领，依托网络，
以精致的语言风格和凄美的故事情节，围绕自由、漂泊、宿命等命题思考的题
材、涉及孤独、爱、死亡诸如此类的小说主题，获得她在当下文学领域的地位。
安妮宝贝，对许多都市白领读者而言，这个名字意味着忧郁、游离、小资情调。
他们成为安妮宝贝的忠实粉丝，也因此使出版商看到安妮宝贝巨大的能量——
她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攥住一大批年轻读者的思想和腰包。
事实正是如此，自从2000年出版成名作小说集《告别薇安》9以来，安妮宝贝几
乎所有作品都能进入图书销售排行榜,而且是在全国文艺类书籍畅销排行榜中
遥遥领先。那些工业化大城市中游离者如风如影的飘忽生活，那些在爱和幻觉
中追寻自我的新新人类，那些隐忍着叛逆激情、外表冷漠内心狂热、性格诡异
行踪不定的人物——他们穿着麻棉布衬衣和褪色牛仔裤，他们去星巴克喝咖啡，
吃哈根达斯甜品，听帕格尼尼、卡彭特或披头士。他们并不贫穷，但离中产阶
级还有一些距离；他们也有一点闲时与闲情，以供思考物质与精神、空虚与堕
落……这一切，已足以构成破碎、散乱、不确定、光影迷离的物象，成为众多
追求小资趣味的年轻读者意乱情迷的语境。
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如此评价安妮宝贝：
“在安妮的笔下，那（都
市）是永远的漂泊流浪的现代丛林，也是无家可归者的唯一归属。我为安妮笔
下的颓靡和绮丽所震动，在那里生命如同脆弱的琴弦，个人如同漂流中的落
叶……安妮宝贝的作品，展现了一脉中国大陆版的世纪末的华丽，一份灰烬间
的火光的弥留。”10而另一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则认为：“上海宝贝、北京宝贝
和安妮宝贝，这些在情欲超市里涌现的各款‘话语宝贝’和‘美女作家’，正在
成为小资们的带路天使。她们是一些被‘棉布裙、香水、光脚等词语掩藏的女
人’，借助对奢华的都市奢华消费品的敏感，从事着散布肉欲的香艳叙事。尽管
8

罗子丹行为艺术《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时间：199年12月4日；地点：成都市中心春熙路一带（耗时3
小时）
；材料：一半是庄稼人装束，另一半服饰高档、时尚，真丝暗花的皮尔卡丹领带一半被细致地缝入
另一半“农民”的粗布蓝衫下。资料来源：文学刊物《山花》（贵州省文联主办）2009年第8期。
9
《告别薇安》
，安妮宝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0
戴锦华：
“世纪末的华丽——评〈告别薇安〉”；
《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6月13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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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现代性经验’不过是‘无法道出灵魂真相的泡沫’，却仍然为小资群体提
供了必需的中产阶级幻象。”11这两位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世纪之交中国大
陆明显的商业消费时代特征。此时，关于资本的神话已经演变为时代的现实，
沿海城市的年轻白领已构成城市新市民人群。他们追求的生活趣味、价值观及
生活方式源于对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幻想，也即是物质性的、世俗化的、所谓
精致的生活氛围。
安妮宝贝在2000年出版的成名作《告别薇安》中，将物质生活中的咖啡、哈根
达斯、KENZO的新款香水、白棉布裙子、低音萨克斯风、樱花花瓣、法国梧桐……
构成小资情调的经典场景。她的字里行间充满小资阶层的凄美伤感，也引发一
大批小资读者的共鸣。随着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不断扩张，这些在衣食住行等
方面可以体现出与国际接轨（即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趣味接轨）的“高
雅”情调、异国风情正越来越强势地影响着中国城市人群的生活。可以用金钱
标出价码的东西，把巨额财产等同高级的身份，这种货币经济式的诉求目前正
是中国社会风气与价值观所认同的标准，也成为年轻一代奋斗的生活目标。因
此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奢侈品的主要市场。
另一位正在走红的上海女作家孙未，以长篇小说《奢华秀》、《富人秀》、《我爱
德赛洛》和都市爱情随笔《女性主义者的饭票》等作品而被媒体称为“中产写
作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些作品以外滩三号、海岛别墅、香奈儿、蒂梵尼等奢侈
品为故事中的重要道具，并以中国新兴富人阶层为小说人物及题材。作者认为
她之所以被视为“中产代言人”，是由于“给我这个标签，大家可能是出于这几
方面的原因。其一，作品的格调和趣味略嫌优雅，被认为表露了中产阶层的生
活方式和情趣。其二，我个人的身份，由于早年从事影视行业并涉猎商界，做
过职业经理人。其三，作品的人物、题材和视角，被认为反映了中产阶级寻求
精神归属的向往与思考。
”12
如果通过推崇与模仿，能够把西方的中产阶级格调全盘移植的话，或许谈起这
个问题还比较简单。因为保罗·福塞尔的《格调》已经足够详尽而尖锐。而与
美国（甚至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不同的是，它们是不同文化基因融合、多
元文化基因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标本，在变革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承载多种多样
的传统文化基因。而中国人（尤其是汉文化圈的中国人）的思维和心灵还有长
期浸染的另外一些极为顽固的东西。许多思想理念无法从人们自身或其他人的
过去中摆脱出来。也就是说，在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13亿中国人骨子里的
小农情结、帝王思想，包括晋入胡润的富豪排行榜的、以及被界定为中等收入
者的群体，哪怕你是从哈佛回来的海归博士。按照文化发生学的观点，要从一
个人出生的等级逃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文明之间、等级之间的差异也不是
人们欲望差异造成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不同文明、不同等级的观念差异。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有中产无阶级，中国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这是有一定
道理的，因为中国中产者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主流意志，而整个中国社会
11

朱大可：
“‘零年代’：大话革命与小资复兴”；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第150页。花城出版社2005
年4月版。
12
孙未：“揭开财富与爱情之间的潜规则”，新浪网(www.sina.com.cn)“读书频道”访谈；2008年7月2日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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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传统思想体系支离破碎，一方面是新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混沌不清：集
体化衰退，个人性突现，而精神正处于难以进退的窄门。罗子丹正是以其行为
艺术反省当下中国不同身份异质同体的都市人格的基本矛盾，并表达他对这种
混乱语境的深重忧思。
回顾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年—2008年），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
基本上是煽动与自然状态相脱离、支持利己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他们来自对西
方生活的表面化模仿，并以喧哗的娱乐化取悦大众，无情击败传统中国的抒情
与“大音稀声”的审美价值观。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同时，
是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而审美趣味却在步步下降，对于人类真正美好生活的想
象力日渐萎缩。作为一个曾经是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农业文明国度，今天的学
术明星、作家明星、文艺生产商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眼花缭乱，已经丧失定力
与创造力；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被商业化运作（炒作、包装
等）改造成流行文化产品，同时也由大众传媒推波助澜制造出阅读时尚。从这
点来看，倒是带有中产阶级某种善变与不安分的特性。德国哲学家齐奥尔格·西
美尔(Georg Simmel)对此问题有生动的阐释：“如果我们觉得一种现象消失得像
出现时那样迅速，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时尚，因此，在解释现在的时尚为什
么会对我们的意识发挥一种有力影响的理由中，也包含着这样的事实；主要的、
永久的、无可怀疑的信念正越来越失去它们的影响力。从而，生活中短暂的与
变化的因素获得了很多更自由的空间。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不停劳作、发挥
自身天赋的过去之断裂使得意识越来越专注于现在。……时尚已经超越了它原
先只局限于穿着外观的界域，而以变幻多样的形式不断增加对品味、理论信念、
乃至生活中的道德基础的影响。”13而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财富分配、资源
配置的不公正不合理，生存的历史环境与文化基因的作用力，更造成经济、文
化发展的特殊性。时尚文化生产、中产阶级趣味的审美格调与小市民意识、小
农意识混杂一起，彼此浸透，从而体现出驳杂而暧昧的一面。
在中国大陆，媚雅的中产阶级趣味与流于粗鄙的、媚俗的市民口味往往是异曲
同工的。因为两者的根本共同点都是对理想、信仰、崇高、伟大等等神圣性概
念的摒弃；并都乐于将日常生活的欲望合法化、审美化。把日常生活的琐碎细
节作为审美想象的中心，然后披上各种外衣，赋予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另
一方面，作为农耕时代存留下来的帝王思想、小农意识也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
修饰出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审美格调。对布尔乔亚与封建遗老遗少的想象“土
洋结合”，在精致、闲适的“下午茶”后面还有呛人的二锅头、宫廷秘方……
当下中国，是一个混乱而分裂的时代，也是审美危机凸显的时代。我们需要讨
论在中国迅速崛起的中等收入阶层与新兴的市民群体的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内
容，尤其重要的是关于这种价值体系的整合与提升，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精神成
长以及人格的全方位提升。当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业，把他们过去的
农村生活方式更改为城市生活方式，并与全球的时尚、市场、娱乐趋势紧密相
联，他们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既有失落的、迷惘的、混
乱的意识，也有创新的观念。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民族、传统与
市场、技术、国际政治形势融合起来，促使个体乃至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因
13

《时尚的哲学》第77页至78页；齐奥尔格·西美尔 著；费勇、吴燕 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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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面对种种文化症侯及混乱局面，许多学者提出了振兴国学、复兴民族传统
的主张。这是一个方向，但我认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不可能是简单地返回过去，
根本在于挖掘出基因谱系中的核心价值，并要与国家、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
这样的文化复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更涉及个体的
终极目标追求。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的人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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