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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頤武出席活
動發表演講。

在朋友眼中，他的內在充實而豐沛，全球化和後
現代成為形容他個性的關鍵詞。在學生的眼中，他
在三尺講台上縱情捭闔，與時代同頻共振，將歷史
積澱與現代文化糅合昇華。他就是北大中文系教
授、文化學者張頤武。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張頤武
講述了他對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理解。他一針見
血地指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具有普適性的核心
價值觀是扶弱抑強、以德報怨、和而不同。他認
為，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中國當立足改革開放30年
的成就，結合新時代、適應全球，並堅持現代文化
引領，綜合古代、現代和西方文化尋找新的突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江鑫嫻、王曉雪 北京報道

傳播中國文化關鍵在於傳播手段
面對強勢的西方話語
體系，中國作為崛起的
發展中國家，其價值觀
無疑遭遇到極大挑戰。
與西方世界對其主流價
值觀的迂迴傳播不同，
■張頤武與《當中國統治世界》的
中國的宣傳方式顯然落 ■張頤武與《當中國統治世界》的
作者馬丁·雅克在一起。
於 生 硬 ， 在 張 頤 武 看 作者馬丁·雅克在一起。
來，如果不考慮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度，中國的「和
氏璧」或許只會被看做一塊「頑石」
。傳播中國文化的關鍵在
於如何將「和氏璧」的內在價值通過國家軟實力和巧實力的
建設彰顯於世。
在張頤武看來，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和未來發展都需要更
加有力的文化支持，也需要更多的文化指引和激勵。在這一
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當有所思，文化建設當有戰略性規劃。
首先是如何提升民眾的幸福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務；其次
是文化如何為經濟社會轉型注入新的動力；第三是文化如何
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和價值高度。
張頤武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容易遇到兩類問
題。一是高端核心價值還不能為世界所理解，這是因為中國
還沒有系統的完整的思想體系。而美國價值觀無論是否可
取，都擁有一套成熟的體系，讓人容易信服，相比之下，中
國的體系建設仍待進一步努力。
另一方面，以流行價值觀而言，中國的大眾文化還不夠專
業，大眾文化的競爭力也遠未適應經濟的增長。傑克遜也許
算不上是美國道德最高尚的人，但他在大眾文化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而中國的大眾對於文化傳播的要求偏於苛刻。
中國應更重視如何讓大眾文化更具活力與吸引力，這就需要
準確把握受眾胃口，不能以自己為中心，把自認為好的強加
於人。「沒有合理包裝和宣傳，國人眼中的精華在別人眼裡
可能甚麼都不是。」這要求中國在跨文化傳播中下苦功夫，
力求使國外民眾產生共鳴。
張頤武認為，在當前世界大變動的格局中，中華文化對於
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 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別是中國文化傳
統中「善」
、「仁」的理念將會發揮巨大影響。充分發揮文化
的力量，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的狀況，中國將受益匪淺，也
會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全國化領跑全球化
談及中國文化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問題，張頤武認為，中國
內地正迎來一個經歷文化轉型的新時代，中國內部的市場價
值已明顯高於境外，從一線明星對好萊塢趨之若鶩到如今的
堅守國內市場，可窺一斑而見全豹。中國尤其是內地市場已
成為全球的最快增長點，在中國有影響力就意味 在全世界
也有了影響力。事實上，中國的全國化正在拉動全球化的進
程。
張頤武指出，所謂全國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互聯網
將中國內部緊密聯繫在一起，即互聯網的全國化；另一方
面，中國的三四線城市亦開始大規模發展，年輕的中產階級
要求享受和一線城市青年人同等的待遇，而中國未來20年的
發展任務將由這部分人承擔。

張頤武簡歷：
張頤武，男，著名評論
家，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文
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
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
導師。研究領域包括大眾文
化與傳媒、文化理論、80
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和電影。
近年來，始終專注對全球化
和市場化激變中的中國大眾
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並對處
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化
作出了豐富而重要的闡述。
主要理論專著有《在邊緣處
追索》、《從現代性到後現
代 性 》、 《 新 新 中 國 的 形
象》、《全球化與中國電影
的轉型》等。

從搶購大白菜到追逐時尚消費
提升幸福感不唯GDP
在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之
後，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進一步加深，中國
的綜合實力達到更高水平，實現全球GDP第二，
發展速度及在經濟危機中的份量有目共睹。與此
同時，中國的國際形象卻遭遇到新挑戰和新問題
的衝擊，國內公眾對社會的要求達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幸福感不升反降。
張頤武認為，中國未來的轉型，經濟、社會的
發展需要文化作為支撐，十七屆六中全會提供了
新的解決中國未來問題的思路和方向，並提出價
值觀問題。在他看來，決策層已經意識到要提升
公眾的幸福感不能僅僅依靠經濟增長來解決。
■張頤武與本
■張頤武與本
從80年代冬儲大白菜的艱難到如今對時尚消費
報記者交談。
報記者交談。
品的不滿足，中國年輕人的幸福感已經實現了從
王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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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飛躍。張頤武指出，此前
備受關注的郭美美事件，一方面顯示出中國人的
正義感，另一方面也投射出年輕人消費主義的
「羨慕嫉妒恨」
。而《非誠勿擾》等相親節目的泛
濫，亦反映出年輕人對感情問題、對精神交流的
渴求得不到滿足，種種訴求的累加導致一個龐大
問題群的出現。
張頤武指出，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的

中國的機會就是香港的機會
問：香港的文化是中西合璧的，在如今新時代的背
景下，你如何看待香港的文化？
張：香港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有 獨特的歷史背
景和文化。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香港建立起
一種既與中華文化有深刻淵源和歷史關係，同
時又有 中西合璧的創新文化，香港的茶餐廳
就是一種文化混合的產物。30年來，內地的文
化滋潤、影響 香港，香港的文化也對內地產
生了很大影響，但如今也面臨 深刻的轉型。
內地的崛起速度超出人們的想像，香港引領中
國的經驗和在改革開放中扮演的角色如今都面
臨 深刻調整的過程，一方面需堅定的依靠內
地，另一方面則需調整心態，學習和適應中國
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並非依靠政治權威，而是
依靠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強力發展，以及內地
市場的巨大影響力和魅力，這種發展的力量對
香港也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的改變。
問：中國的崛起和飛速發展，世界有目共睹，在未
來20年的發展中，你認為香港應該有一個甚麼
樣的定位？
張：香港要學習和適應中國的崛起，真正認識中國
的國情。中國是一個有 五千年深厚歷史的社
會，今天的崛起是幾千年文化積澱的必然，學
習中國的崛起對香港的文化來說，是深刻調整
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事實上，1994年在香港
因為說普通話而被看不起讓我感覺有距離感，
當一個中國人在香港需要用英文找回尊嚴的時
候，香港社會也無形中疏遠了與內地的感情。
在未來的發展中，香港需要以更加靈活的身段

找到自己在中國發展中新的位置，香港要探討
的是如何幫助中國的社會發展更加順暢更加平
穩。香港擁有很豐富的管理經驗，具有很強的
創造力，還擁有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發達的服務
業，因此，香港在未來中國的發展中擁有很大
的機會和潛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服務業正在衰退，與
歐洲相比已經失去了很多吸引遊客的要素，而
內地人對香港的好奇心也在減弱。香港對此需
要有高瞻遠矚的認識，「一國兩制」為香港開
啟了全新的發展空間，而香港應在這個廣闊的
空間中發揮自己應有的職能。中國的機會就是
香港的機會，認識國情不僅僅是認識中國傳統
文化，也要認識中國今天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全球化最關鍵的環節在中國，而內地與香港，
二者是合則共榮的。
問：你提到香港人要認識中國國情，在你看來，學
習國情有哪些好的途徑和方式？
張：比如舉辦國情知識大賽就很重要，通過社團的
組織、學校的教育來進行，其實國情教育的根
本在於下一代，上一代的歷史記憶或者文化結
構都已經形成，極需增強的是年輕人對祖國的
深刻理解。國情知識大賽若能堅持舉辦下去，
為香港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提供堅實的
基礎，前景是非常樂觀的。港人應認識到，中
國就是自己的故鄉。在目前香港發展的關鍵時
期，對香港的青少年進行國情教育恰逢其時，
青少年既要了解歷史，也要了解當今中國發展
的深刻性和複雜性。

核心問題是要解決中國社會面臨新瓶頸遇到的一
系列問題群，引領、尋找突圍新路徑，並提供整
個社會未來發展的方案，即文化強國。事實上，
這也成為社會關鍵時刻的文化引領路線圖，中國
已經充分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
如何理解這一宏大命題，張頤武以iPhone的流
行作比喻娓娓道來。他說，蘋果公司從出售辦公
用品的失敗到今天出售文化消費品的全球第一，
其核心競爭力在於文化創意，而不僅僅是科技產
品。不僅如此，英國去年夏天一場暴亂也徹底顛
覆物質至上的「革命價值觀」
，在這場暴亂中首當
其衝遭到洗劫的不是麵包店而是喬布斯的蘋果
店。
張頤武認為，這種新型暴亂是由於精神上受到
消費品的誘惑而產生的心理上的失衡，下層階層
和勞動人民的失敗感不在於吃不上飯，而在於玩
不起iPad和iPhone。文化引領的作用即體現在
此，所謂文化強國就是要給社會一個合法性的基
礎和發展的方向。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具備
了最大的寬度和厚度，在這個博大豐富的世界裡
要想實現社會進步和昇華，就更加需要文化的引
領。

特稿：

「頤武老」 揮灑傳統與現代
北京的藍旗營小區因入住者皆為北大清華教授
而聞名，在對面的雪儂舍咖啡廳裡，記者與張頤
武面對面，正是隆冬時節，裹 一身冷氣走進來
的他卻點了一杯加冰的蘇打水。作為中國文化評
論領域的少壯派，張頤武常被朋友戲稱為「頤武
老」
，這緣於他的文化評論常常直擊時代要害、老
辣又老到。
閱讀他的博客不難發現，在他的筆下，既有對
80年代讀硬書的津津樂道，也有如今對熱門影片
如《失戀33天》、《步步驚心》等的精彩點評；
既有對楊虎城、蔣介石等民國往事的沉重感歎，
對老北京城門記憶的懷念而生發的保護中國傳統
文化的呼聲，也有對如今白領階層生存困境的關
注，對2011年流行語「Hold住」等的深層剖析，
從而引申出中國社會關注點更多元化、更平民的
趨勢。
他是一個傳統並現代 的評論家，更是一個傳
統文化根基深厚的現代文化學者，近年來，張頤
武專注於對全球化和市場化激變中的中國大眾文
化和文學的研究，並對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
文化作出了豐富而重要的闡述。
他在博客中講述中國傳統文化或點評現代實
事，均備受粉絲追捧，如今，他的粉絲已經達到
180多萬。事實上，他對中國現代文化的深刻見
解和前瞻性的預判，無一不是建立在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深厚積澱基礎上。
在北大中文系學習期間，自由的讀書氛圍讓張

頤武如魚得水。在圖書館，他借閱文史資料，了
解清代的事件和人物，還把明朝、清朝許多語錄
體的作品借閱後複印下來。如今，當年上學看似
百無一用的功課，如今卻成為張頤武在微博上信
手拈來、倍受追捧的真性情文字。
他的語速之快、思緒銜接的縱橫馳騁令人應接
不暇，短短幾分鐘的談話中卻包含極大的信息
量。他更笑 爆料，最初的動機是由於不管在課
堂上講課多精彩，也還是會有睡覺的學生，為了
讓學生應接不暇地記筆記，他不斷加快語速，導
致他的學生們除了認真聽講和奮筆疾書記筆記之
外，根本無暇睡覺。
張頤武喜歡對新興的文化現象發言，中國的校
車事件、美國的《功夫熊貓》
、英國的新型暴亂、
越南對中國的愛恨交織等等皆廣泛涉獵。
張頤武語言幽默詼諧，種種比喻運用自如。他
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比喻成一對歡喜冤家，雖然
結了婚卻每天在鬧，然而二者之間看起來每天吵
架的同時又有深刻的共同利益存在，即使偶爾會
出現家庭暴力，但卻不會分離，而最傻的無疑是
中間的挑撥者。
2012年初，韓寒發表了四篇有巨大影響的博客
文章，張頤武對這個年輕意見領袖的成長給予高
度的讚譽和鼓勵，在博客中引導大眾反思：「化
蛹為蝶，一個年輕人敢於直面他所面對的現實，
試圖給予新的闡釋，他有勇氣超越自己，那我們
應該如何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