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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 中国群众舞蹈变迁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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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娱乐习惯可以从侧面体现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政治制度，而中国社会独特的群众舞蹈

则是人们娱乐习惯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群众舞蹈有着不同的内容与特征，而这背后所

显现的则是国家社会体制的变革。通过分析集体化时期的群众舞蹈和新时代广场舞发现，其变迁背后

或许体现着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性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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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们的娱乐习惯往往与一定时期内的国家体制和

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的娱乐形式或者

受该时期国家的政治要求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泛政治

化倾向;或者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而不断更新，呈现

出新的特性，从而摆脱国家权力话语的束缚，走向自主

与自我彰显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建设

与巩固国家政权成为第一要务，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力量采取任何可能的形式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而大众娱乐以其最接近民众的特性成为政策宣传最有

效的途径，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甚至为政治服务，从而成为意识形态建

设的优先之途。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优化，人们的主体性渐渐被唤

醒，大众娱乐也从政治与权力的束缚之下获得了解放，

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受限了的娱乐习惯，而是从形

式、内容等方面对大众娱乐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娱乐不

再是政治的附属，而是成为人们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

方式。
关于大众娱乐的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

于近代，在空间上则倾向于选择上海、天津、成都等较

为发达的都市地区，从娱乐形式、娱乐内容的角度探讨

大众娱乐的变迁。大众娱乐本是民间社会生产生活的

产物，但在国家权力话语过于突出的时代，它便可能偏

离人们生活的轨道，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关于政

治话语与娱乐功能二者的关系，王雪根据《林海雪原》

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影视版本，分析了该“红

色经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新世纪分别

经历了政治教化功能占据主导地位、政治话语与娱乐

功能平衡、娱乐功能偏重三个不同的阶段。［1］
从该影视

剧在不同时期的改编所呈现出的不同侧重特点可以看

出，人们的娱乐形式与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国家政

策话语及社会体制的影响与制约。譬如，二十世纪四

十年代在延安兴起的新秧歌剧运动便是毛泽东文艺思

想的具体实践，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服务于革命与抗战

的特征，文艺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让位于政治宣传

功能，民间娱乐为权力话语服务，成为一种政策宣传的

手段。［2］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化甚至成为国家改造大众

娱乐的方向之一，文艺娱乐成为政治的附属物这一现

象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改观。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

的娱乐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尤为强烈，不管是个

人娱乐活动，还是以家庭乃至集体为单位的娱乐活动

都以党和国家的政策内容为基点而展开，其开展也是

党和国家不断引导的结果。［3］
人民公社体制与单位制

解体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经济

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也催生了一个生

活政治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自己的娱乐习惯具有充

分的自主权，不论是娱乐形式还是娱乐内容，选择什么，

不选择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完全由个体自己决定，广场

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靡全国的。它的兴起彰显着

人们的自我价值，是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的

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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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广场舞活动日渐流行，由此而引发的

社会问题也日益引起各方关注。因此，学界关于广场

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规范其健康发展这一方面，

杨继星就认为由广场舞而催生出的种种社会问题归根

结底是我国体育资源不足造成的，要推进广场舞的健

康发展就需要合理配置体育资源，站在促进社会治理

体系现代化的高位上解决广场舞纠纷，根本措施在于

完善相关制度与公共设施。［4］
也有学者认为广场舞中

纠纷事件频发，很大原因在于参与者体育道德素质不

高，建议从加强参与者道德素质建设的角度探索规范

广场舞发展的路径。［5］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发现，目前学界将广场舞

活动放在不同历史时空中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还显不

足，而广场舞作为集体性较强的大众娱乐形式，是新时

期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还是在其他历史时期也存在相

似的对应物呢? 在广场舞兴起的背后体现出怎样的社

会意蕴? 笔者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研究的。故

而，文章以集体化时期和新时期两个历史横截面为切

入点，从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群众舞蹈入手，并通过对两

个时期群众舞蹈的特征作一简要分析与比较，进而试

图解析出与之相对应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体制

状况。
二、中国群众舞蹈的历时性变迁

广场舞可以说是新世纪的中国所拥有的独特的文

化现象，因其集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体而深受中老年

妇女的喜爱。清晨和夜晚的城乡社区空地上，文化广

场处几乎都可以看到她们扭动的身影，节奏感强烈的

音乐声此起彼伏，显得很是热闹。仔细观察广场舞参

与者便可以知道，这些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成长于集体化时期，对那个特定时期里由国家所引

导的娱乐活动也有深刻的体会与认知。因此，广场舞

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集体化时期的群众舞蹈，但由

于二者所处时代大为不同，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 一) 集体化时期的群众舞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提高我国国民身体素质，部分

城市制定了《体育锻炼标准》，1954 年中央体委在各地

自主试推行的锻炼标准基础上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

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推行《劳卫制》成为国家普及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主要措施，［6］
而广播体操因其简单

易学、容易推广的特点成为在全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学校中推行和展开的群众体育项目之一，而这一

体育项目恰恰是以群众舞蹈的形式呈现的。早在 1951
年国家体育总局便联合教育部等其他部门发出了《关

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旨在领导并号召全

国人民做广播操，1954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便分别发布了相关通知，一时间在厂矿单

位、政府机关和学校的休息时间内开展工间操、广播体

操和课间操，这些活动便成为了全国性的事件，有些单

位为响应政府号召，甚至推行工间操评比活动。
此外，提到盛行于集体化时期的群众舞蹈，便不得

不提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流行全国的集体舞。这一

时期流行的集体舞以解放后在革命根据地的大秧歌、
腰鼓舞与莲花落、太平鼓等民间舞蹈为基础，又进一步

融合了全国少数民族及外国舞蹈技巧，兴起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的北京，而后向全国流行。［7］
这些集体舞大

多是学生、工人及战士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并以国家

政策宣传内容为导向而创作的，内容多积极向上、催人

奋进。据一经历过该集体舞热潮的人回忆，这一时期

的机关和学校都流行在晚上开舞会，晚饭过后，夜幕降

临时便把食堂的桌椅搬到四周，预留出中心区域，开辟

成舞场，学生、老师都可以是参与者且乐此不疲。［8］

在农村地区群众文艺活动的普及性不及城市地

区，大众参与率也没有城市地区那么高涨，但在党组织

的领导与培育之下，各人民公社仍旧涌现出了一些带

有群众特色的文艺活动，诸如歌曲、秧歌队、话剧等。歌

舞编排主要是以反映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对体现农

民的生产生活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 二) 新时期的广场舞

盛行于新世纪的广场舞，兴起于 2005 年前后，参加

者多为退休半退休的中老年女性。根据调研资料显

示，广场舞团队多为民众出于自娱自乐的目的而自发

组成的集体舞蹈形式，大部分参与者是抱着娱乐、健身

的心态而参与到其中，有的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广

场舞以分贝高、节奏感强的流行音乐为背景，其表现形

式涉及扇子舞、健身操、16 步等多种类型，已成为当下

中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的

广场舞团队。
结合调研经验及全国各地有关广场舞的报道可以

发现，广场舞具有随意性、自发性、娱乐性、集体性等特

征，是民间社会自发组织、创造的，其功能主要是满足参

与者的娱乐需求。通过对多个广场舞团队负责人的访

谈，笔者发现大部分民间广场舞兴起之初只有十来人

左右，一开始大家抱着好玩有趣的心态随便跳跳，时间

一长，队伍不断壮大，组织和活动的开展也不断朝规范

化方向发展，但成员都是奔着广场舞所具有的健身娱

乐功能而主动参加的。随着广场舞的蓬勃发展，由此

而引发的挤占公共空间、扰民等问题也越来越被大众

所关注，为了促进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推进社会治理

的需要，国家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广场文化活动健康、规
范、有序开展。2015 年 9 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

通知》，从目标任务、工作原则、规范管理等方面对广场

舞活动的健康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从制度层

面界定了如何规范广场舞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出台

这些政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回应广场舞参与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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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保障其健身权利的有效实现，彰显的是国家的制

度关怀。
三、“集体性”重塑: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吉登斯政治哲学思想中最

重要的两个概念，其内涵归根结底是围绕着“现代性”
这一概念而展开的。从内容方面来说，解放政治实际

上是一个“脱嵌”的过程，是要摆脱自然和传统的束缚，

从它们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获自由。［9］
也就是

说，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和源动力，具体表现

在行动上便是要我们积极地投入到政治实践与政治斗

争中去，寻求群体、民族乃至国家的解放与自由。而生

活政治则是现代性发展的深层次阶段，关注的是微观

层面的政治问题，要解决的是后传统社会所面临的问

题，其落脚点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因此，生活政治是

一种选择的政治，是有关生活方式的政治，关注的是如

何生活的问题。从集体化时期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建设

的需要而动员、领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制人们开展

群众体育活动到新时期群众为愉悦身心而自主发起的

广场舞运动展现的正是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过渡的

逻辑。
( 一) 强制性与政治性: 集体化时期的群众舞蹈

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创造遵循的是“艺术为政治

服务”的政治工具性艺术观
［10］，在此原则指导之下的群

众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都服务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

政权的需要，因而这一时期的群众舞蹈活动也不可避

免地带有强制性与政治性色彩。当然，这与当时我国

所面临的内外部严峻形势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之

初，国内各种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残余仍然占有一

定地位，对外又面临着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与渗透，意

识形态混乱的状况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极为不利。而大

众文艺因其具有喜闻乐见、易于传播、通俗易懂的特征

而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党和国家政策的有力工具，

甚至成为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角斗场。
这一时期的群众舞蹈活动在参与形式上具有一定

的强制性特征，不管是城市单位中流行的广播操、工间

操，还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盛行的秧歌队。在人们对国

家权力无限畏惧与崇拜的年代，成员们把这些娱乐活

动当成了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漫不经心者、拒不参加

者会被扣上政治不积极的帽子，严重的会被贴上资产

阶级腐化分子的标签，甚至会遭到批斗。
另一方面，虽然人们的娱乐生活在新中国时期有

较大的改善，但由于特殊时期的国情需要，这一时期的

娱乐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倾向。以群众性舞蹈

活动为例，因国家倡导而在全国推行的广播体操，是国

家为了提高工人、学生的身体素质，最终达到保家卫

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政治性目的而在

全国大范围铺开的。而农村地区流行的群众性歌舞，

其内容虽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写照，但在编

排过程中，党和国家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内容以党和国

家政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价值观，目的在于通

过舞蹈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故而，这一时

期的群众舞蹈活动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充

盈着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的话语和实践，体现的是解

放政治的逻辑。
( 二) 自主性与能动性:新时期广场舞的表征

新时代的广场舞参与者热衷于此项活动的原因，

不外乎以下几点:广场舞动作简单，学习起来没有太多

困难;长期有规律性地扭动肢体，对中老年人的肌肉、关
节、形体等起着有益的作用，从而达到健康的目的;通过

广场舞团队的聚集效应，个体扩大了交往圈子，人际关

系的扩大与改善有利于舒缓内心郁闷，促进心理健康;

广场舞的展示功能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平

台，他们通过广场舞能够找到自我价值感。与集体化

时期国家领导、人们被动参与的群众体育活动不同，新

时期的广场舞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自发

自觉组织的，处处都体现着参与者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广场舞参与者大多是某个广场舞团队或组织的成员，

这些草根组织具有明确的组织边界，资源获取渠道与

活动开展也具有明显的自主化特征。
笔者根据在多个社区的调研经验发现，广场舞组

织大部分都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名称，以此与周边地带

其他组织相区别，领队老师也由队伍中形体较出众、舞
蹈基础好的队员担任，成员对本组织的人事任命具有

完全的自主权，不受外部因素的干预和影响。在组织

管理方面，大多数广场舞团队都具有约定俗成的规范，

关于跳舞的时间、场地、设备及费用等都有不成文的规

定，且为大部分队员所认可和遵守，发展较为成熟的组

织还有成文的规章制度以约束队员，方便管理。在活

动资金方面，广场舞组织大多以自筹资金为主，通过向

队员收取一定年费的方式以维持队伍基本运转，资金

独立为广场舞组织及其参与者保证活动开展的自主性

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在舞蹈的选择上，广场舞团

队与队员协商之后，可以自主确定表演的舞蹈与伴奏，

一般是根据当下的流行自主选择，多为健身操、民族舞、
交谊舞等。

也就是说，广场舞这一群众运动，从形式到内容，

从组织到管理基本都由参与者自己负责，其兴起与流

行的背后体现的是参与者完全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是

社会个体出于自身需要而做出的选择，体现的是这一

群体在新时期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四、从强制到自主: 中国社会体制变迁的映射

集体化时期群众的娱乐方式基本上局限于国家所

框定的范围内，娱乐习惯成为了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

策的工具，承担着政治教育的功能，而这一现象从侧面

折射出当时我国国家权力主导一切、党和政府对民众

83



社会生活全面介入与控制的社会格局。当时，城市实

行单位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在这两种制度下个体

都被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缺乏活动自主性与独立性。
“单位人”也好，“社员”也罢，国家完全垄断了社会资

源，只有在既有社会格局之内，服从国家权力的领导与

支配，才能享有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利。有学者将这种

国家权力完全垄断社会资源并直接作用于个体，从而

形成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的社会结构称为“总体性社

会”。［11］(P139)
在总体性社会之下，党和国家权力几乎控

制了报纸、书籍、广播等传播媒介，掌控着社会舆论的

方向，而这些传播社会舆论的载体完全成为宣传党和

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使其能够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扩大传播范围，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而民众受

制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依附于由国家权力所主导的组

织之下，为了表达对组织的忠诚和“政治正确”，只有无

条件服从国家权力。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格局

之下，娱乐习惯成为政治的附属，成为国家权力作用于

民众的工具从而带有强制性与政治性也就不可避

免了。
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经济

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国家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状况不

再，部分社会资源流向了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
和“自由活动空间”［11］(P191)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格局也

有所变化，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逐渐增强，而广场舞

就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期出现的，它表明民间

社会在逐步走向自组织化，国家与社会的格局趋于分

化与重新整合。如今盛行于全国各地的广场舞基本上

都是依托于相应的广场舞团队而有序开展的，遍布各

处的广场舞组织实则是民间社会组织化的开始，尽管

大部分广场舞组织还未达到完全规范化的程度，但表

明了社会力量的孕育与发展。在生活的大部分领域

里，国家权力不再直接作用于个体，国家与个体之间的

中介即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不断孕育发展，表征着社

会已从国家的束缚之下分离出来，相对独立与自主的

领域已逐渐成型。广场舞参与者享有正当娱乐的休闲

权利，而国家权力不仅不能无端干涉个体这一权利的

行使，反而应该对其实现予以支持和保障。
五、总结与思考

娱乐习惯往往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生产生活的

产物，其所代表的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社会的力量，但

国家与社会往往相互纠葛，权力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权

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强

大到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而社会只能处于被动服从，

完全丧失自主性的时期，娱乐习惯很容易成为政治的

附庸，政治思想教育功能往往掩盖甚至抹杀娱乐功能，

使娱乐成为枯燥的政治宣传工具，群众的主体性与能

动性在娱乐习惯中也无法得到彰显。随着时代的进

步，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各种社会组织逐渐涌现，社会

的力量将日益成长，形成对国家力量的有效制约，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天平将慢慢摆正，民众在娱乐习惯中的

主体作用将愈发凸显，娱乐习惯的功能也会回到正轨，

成为人们的一种自主选择，不同的娱乐习惯也将反映

着不同群体各异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群众舞蹈的分析可以发

现，集体化时期的群众舞蹈尽管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闲暇时光和业余生活，

但其是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与号召之下而出现的。从其

所呈现的内容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体现的是国

家主导的逻辑，是政治话语与权力话语在民间社会生

活的渗透，是国家借助于群众文艺这一形式而满足其

政治实践与政治建设的需要，背后蕴含着的是解放政

治的逻辑。人民公社制和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从

民间社会回缩，同时，由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话语权重不断增强，这些共同导致

了国家权力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民间社会的衰弱，与之

相应的是民众现代性“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12］，而新

时期的广场舞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并兴起的，表

征着参与者的自主意识与生活方式，其自主性、随意性、
能动性、娱乐性特征体现着参与者完全是出于自身身

体与心理需要而自主选择的，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

至已经成为他们乐意为之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国家在

预见到广场舞群体的权利需求之后，从制度层面颁布

了推进广场舞健康发展的制度措施，则表明权力话语

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对民间社会的关怀。
从中国群众舞蹈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窥见中国社

会体制的转型与进步，主宰一切的政治全能主义不复

存在，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总体性社会模式逐渐瓦解，

个体自主性受压迫的时代也已经结束。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各种社会组织渐渐涌现与

发展，社会的力量在慢慢孕育和成长，民众的主体意识

与权利意识愈发强烈，现代性建设也已迎来生活政治

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国家权力将越来越重视社会个

体的合法权利并对之予以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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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cipatory Politics and Life Politics:
the Deep Logic of the Changes of Chinese Mass Dance

XU Q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Chinese mass d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people’s entertainment habits，which can
embod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Chin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Chinese mass dance has different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ystem． The analysis of the mass dance
in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Square Dance in new times may reflect the emancipatory political and life
politic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mass dance; Square Dance; emancipatory politics; lif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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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 on College Students’Online Game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ladaptive Cognition

XIONG Jie
(School of Psych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vid’s cognitive －behavioral model，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ladap-
tive cogn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online game addiction． 1096 subjects from 40 classes
of a university in Hubei Province were tested，among which 946 subjects with online game experience were se-
lected to do a Depression Subscale of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 －20)，a Maladaptive Cognition
Scale and an Online Game Addict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epression，maladaptive cognition and on-
line game addic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which means that depression could directly affect online game
addiction，and indirectly affect the game addic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ladaptive cognition． This
intrinsic mechanism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schools and families to help prevent and intervene college
students’addiction to onlin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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