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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的意义上看，《明朝那些事儿》(以下简称

《明朝》)的生产与消费是符合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

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

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

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

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

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

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

成。”(1)以此论述来打量《明朝》，我们便会发现其生产

与消费也正好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但问题是，马

克思的论述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明朝》能够形成如

此巨大的阅读奇观与销售奇迹。而若要回答这个问

题，我们有必要深入到历史题材生产与消费的历史

语境之中。

考察当代中国近三十年左右的文化演变过程，

我们会发现从总体上存在着一个从精英／高雅文化

向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轨迹。大体而言，1980年

代是精英文化独领风骚，而19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

文化则逐渐走向历史的前台。(2)关于消费文化，费瑟

斯通(MikeFeatherstone)曾经指出：“消费文化的一个

重要特征就是，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

持、规划和梦想，但是，对一般大众而言，能够消费的

范围是不同的。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

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

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

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

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同时，“遵循享乐主

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

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

强调的内容”。(3)这一论述也大体适用于我们所谈的

消费文化。

把历史题材的生产与消费代入到精英文化与大

众消费文化的变迁轨道上，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的一

些秘密。在精英文化时代，历史题材的生产主体无

疑都是精英人物，他们或者是长期研究某一历史领

域的专家学者(如吴晗，黄仁宇等)，或者是对某段历

史经过长时间材料准备才敢动手写作的作家(如《李

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等)。这

种生产的突出特点是“慢”(如吴晗“写《朱元璋传》，

前后经过二十年，写了四次”。(4)黄仁宇的《万历十五

年》“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5))。这种慢

既意味着写作的严谨，也意味着精英文化往往遵循

着“慢工出细活”的生产逻辑。而在其生产中，真实

性则是精英文化首先遵循的原则。这种原则既造就

了历史研究结果的真实可信(所有的推断、结论都建

立在历史材料的甄别分析之上)，也形成了历史文学

作品的真实感人(通过历史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

与此生产特点相对应，历史题材的消费也形成了它

最重要的特点：耐看。就像一件手艺精良的消费品

经久耐用一样，这样的精雕细刻之作也经久耐读。

它既可以让一个读者反复读，也可让不同年代的读

者不断读。而由于这样的历史文本中往往蕴含着作

者严肃的思考，所以读史并非轻松愉快之事，它需要

读者全身心的投入。而一旦读懂读透，读者总会有

大收获。在此意义上，培根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

的功能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现象

消费快感与娱乐经济
——《明朝那些事儿》的“悦读笑果”

赵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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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历史题材的

生产与消费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生产

主体变了。历史题材的生产者不一定再是学有专长

的学者和作家，而是具有编剧能力的导演和小说家

(如《英雄》的导演张艺谋和编剧李冯)，擅长演讲的

教师 (如《百家讲坛》的纪连海与易中天等)，在网上

BBS论坛活跃的草根写手 (如当年明月与赫连勃勃

大王等)。其次，生产方式变了。如果说原来的生产

主要是文字产品或由文字到影像，如今的生产则是

影像化的文字或从影像到文字。比如，因《百家讲

坛》而迅速蹿红的主讲人，其文字产品也会很快走向

图书市场。影视同期书则从另一个方面演示着从影

像到文字的生产过程。第三，生产周期变了。在历

史题材的生产中，像黄仁宇、吴晗那种十年、二十年

磨一剑的作品已几近消失，充斥于市场中的大都是

匆忙之作。它们能否成为长时段的常销书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能够成为短时间内流行的畅销书。第

四，生产原则变了。如今的历史题材生产遵循快乐

原则而不遵循或少遵循真实性原则，于是戏说、搞笑

成为历史题材生产的流行色。这意味着不能逗人发

笑的历史题材将无法拥有市场。历史题材经过如此

生产之后，也形成了与之成龙配套的消费特征：好

看。而这种好看经过千百万受众的认可之后，如今

差不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原则。在这种美

学霸权面前，一切不好看的文本将失去存在的合理

性。

《明朝》便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语境之

中。与这个时期出现的同类文化产品相比，虽然它

更尊重史实，并非戏说胡说之作，许多读者也能从中

受益，并能给人带来一些启迪，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

如下事实：《明朝》依然是一件标准的大众消费文化

产品。只不过由于它的巨大成功，其消费文化特征

很大程度上已被遮蔽。因此，祛魅便成为我们必须

做的一件事情。

在一次访谈中，朱军曾问当年明月：“你有没有

想过你的文字为什么会那么迅速地被读者所接受和

喜欢。”当年明月答：“我觉得很有戏剧性啊，因为现

在所谓国学热、历史热嘛。大家希望以一种愉悦的

方式去了解过去的事情，但问题是，当代人又比较

懒，你别说文言文，你不学那个，你就是翻成白话二

十四史、二十五史他也不看。但是呢，他们偏偏又喜

欢看这个东西，所以说用合适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呢可能还要加入一些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情

感，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受欢迎。”(6)这里所谓

“愉悦的方式”、“合适的方式”我在已做过分析，兹不

赘述。(7)但当年明月所说的“当代人比较懒”无意中

也指出了当代读者的一个接受状态：由于种种原因，

当代人没能力或没时间接受那些具有深度模式的历

史，历史只有经过改写从而变得有趣之后才能进入

他们的视野。

于是，我们可以把“比较懒”的当代读者看作《明

朝》的目标受众。进一步追问，这种受众又具有怎样

的年龄构成，在他们身上又体现着怎样的消费文化

的接受特征呢？在“当明明月吧”中有一个《喜欢〈明

朝那些事儿〉的都多大了》的帖子，此帖自2008年3月

27日发至网上之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吸引了近600

人自报家门。根据笔者对此贴的统计，喜欢《明朝》

的分别是：“90后”(18岁以下)共计366人；“80后”(19

—28岁) 共计157人；“70后”(29—38岁) 共计47人；

“60后”(39—48岁)共计15人。“50后”(49—58岁)共

计3人。(8)而在此帖的跟帖中，有人在报出自己的出

生时间(1983年)后还进一步说明：“我同事80后看的

最多，70后的一般，60后的基本不知道，知道了也是

偶尔翻一下。”这个说法与我的统计结果基本吻合。

同时，考虑到这个帖子是喜欢《明朝》的网友和粉丝

自发形成的调查，所以自报的年龄应该无弄虚作假

的必要。

虽然这个调查不一定能反映出《明朝》阅读的全

部状况(比如年龄较大的读者很可能读过后也喜欢，

但他们不一定会通过“当年明月吧”中的帖子来体

现)，但显然也能看出某种阅读走势：“80后”与“90

后”既是《明朝》阅读的主力军，也是最喜欢最推崇

《明朝》与当年明月的读者。这样，我们便可把《明

朝》的目标受众进一步定位于青少年读者。换句话

说，出生于1979年的当年明月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同

龄人和低于他年龄的人写作的。

这就需要分析“80后”乃至“90后”一代人的接受

特点。在当代中国，新媒体是从1990年代开始大规

模进入国人的生活的，这也正是“80后”、“90后”幼

年、童年、少年与青年时期的生长环境。而大面积与

电视、电影、电脑、电子游戏、网络等新媒体为伍，他

们的阅读方式、感觉方式、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

等等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屏幕人”(screenag-

er)(9)或“网络人”(virtual man)，(10)他们对图像化与游

戏化的世界极为敏感，热衷于种种轻巧、有趣的表达

(《Q版语文》曾在中小学读者中风靡一时便可说明一

赵 勇·消费快感与娱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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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对大话式的网络语言非常熟悉。与此同时，

他们又大都憎恶沉重、笨重的文本，一切传统的、没

有充分被游戏化的语言和故事常常会被他们拒之门

外。有研究表明：经过网络阅读的熏陶之后，人们既

失去了阅读大部头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的兴

趣，也失去了专注与沉思的能力，因为思维总是呈现

一种“碎读”(staccato)状态。(11)对于这一代人的精神

特征，陶东风曾概括为“道德真空中长大的游戏机一

代”。(12)这一价值判断虽然有些严厉，但用以指认“80

后”、“90后”的思维、感觉与阅读状况，却是大体可以

成立的。

《明朝》的表达方式正好适应了“80后”、“90后”

的思维、感觉与阅读特点。由于《明朝》是充分故事

化、悬疑化、语言游戏化之后的历史，这就最大限度

地诱发了青少年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欲。进入了阅

读过程之后，他们发现《明朝》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悦

读笑果”(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明朝》非常合适我们

现代这些年轻人，非常有现代语的感觉。看他的作

品时经常会爆发出一些奇怪的狂笑(13))，于是《明朝》

便与青少年读者已被网络与影像塑造的速读、碎读、

悦读和浅阅读迅速接通，阅读快感也油然而生。在

当年明月博客推出的《评论精选集》中，其中一集便

以《阅读的快感》为题。有网友说：“这次好不容易才

听到来自非学院派的智者对过去的那些事情娓娓道

来，语言幽默、诙谐、话里有话，让你闭卷后思索良

久，每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愉快的脑力游戏和精神的

饕餮大餐的享受。⋯⋯感谢当年明月——感谢他3

年来为大家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带给我的难以忘怀的

阅读快感！！！”(14)这种快感显然既非亚理斯多德

论述的“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情感得到陶冶”

的悲剧快感(15)，也非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所信

奉的那种具有片刻纵欲色彩的快感。(16) 另一方面，

如果把《明朝》放至智性叙事的谱系中加以思考 (比

如我们可以想一想米兰·昆德拉、戴维·洛奇或中

国作家王小波的作品)，这种快感又显得不够份量。

如此说来，这种阅读快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快感

呢？

我倾向于把这种快感看作审美快感与消费快感

的综合物。按照美学研究者的说法：“审美快乐不仅

多来自视、听等高级感官的感受，而且还要从这种感

受一直贯穿到心理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如情感、想

象、理解)，这种贯通性，会使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多

种心理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产生出一种既轻

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乐体验。”(17)经历过这种快

感体验之后，受众往往会获得情感、道德、认识等方

面的增值。而消费快感提供给受众的常常只是情绪

反应而非情感反应，是生理欲望的满足，而非心理水

平的提升。或者正如弗洛姆所言：“消费在本质上仅

仅是对人为的刺激所激起的怪诞的满足”，消费的结

果是“我曾消费过这个或那个，但在我内心中什么也

没起变化，留下的一切只是对曾干过的事情的记

忆。”(18)以此理论思考《明朝》之于受众的接受效果，

我们便发现相当一部分读者确实从阅读中获得了某

种快感，借助于这种快感阅读，受众固然也获得了一

些历史知识，甚至在哈哈大笑中释放了某种负面情

绪，但是它终究不能形成博大深沉的快感体验。而

时代的阅读状况，游戏化的阅读状态等等，又把这种

阅读变成了一种消遣式阅读或消费式阅读。这种阅

读与无聊时翻阅通俗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没有

本质区别。而消费式阅读自然也只能收获消费式快

感：在阅读的当下我开怀大笑，但这种情绪体验来去

匆匆，转瞬即逝，它在我心里边没有留存下更多的东

西。

另一方面，从受众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注意

“80后”、“90后”一代人业已形成的消费趣味与消费

能力。张颐武在把“80后”界定为“尿不湿一代”后指

出：“‘尿不湿一代’现在已经开始长大了，他们已经

显示了一个物质开始丰裕起来的社会里的新的青少

年的趣味。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主力。由

于成长在中国可以说最丰裕的时代，没有过去的悲

情和重负，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就没有那么多沉重，又

有中国近二十年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的物质基

础。这些青少年成了中国现代以来最敢于消费的一

代。他们的趣味和爱好现在主导了文化消费的走

向。他们买书，韩寒和郭敬明就变成图书市场的主

导力量；他们玩游戏，陈天桥就成了IT首富；他们崇

拜偶像，周杰伦、F4就成了超级明星。这种力量的展

现使得他们可以在文化的趣味上充分地炫耀自己的

高度的丰富性和高度的游戏性。他们一面有其生涩

的成长的烦恼，一面却也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支配创

意性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力量。”(19)如果我们承认此说

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这就意味着《明朝》也正是

借助于作为消费主力的青少年而成就其辉煌的。那

么，具体到《明朝》，究竟是什么样的消费趣味决定了

它的生产并让它获得了巨大成功？

答案很可能是青少年读者通过电子游戏熏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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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娱乐心理。玩游戏既让人上瘾也让人快乐，这

已不需要论证。而对游戏多有褒奖之辞的约翰逊(St-

evenJohnson)甚至还归纳出一个游戏与小说、音乐非

常不同的特征：“小说可以激活人的想象力，音乐富

有强大的感染力，但游戏却逼迫你做决定、做选择、

权衡轻重。”(20) 这是玩游戏带来快乐的重要原因之

一。喜欢玩游戏的当年明月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确实把玩游戏的思维方式带入到了《明朝》的写

作之中。于是在《明朝》中，个人的荣辱、官位的升

降、战争的胜负、朝代的兴衰等等，全部隐含着一个

“做决定、做选择、权衡轻重”的隐性结构。这就非常

符合青少年读者的接受心理。或者毋宁说，正是因

为揣摩过青少年的读者的接受心理，作者让《明朝》

具有了一种游戏式的隐性结构。而由于作为文本的

《明朝》与青少年的接受心理具有了某种同构性，因

此他们也就获得了类似于玩游戏似的巨大快感。

但是也必须指出，在一个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享

乐主义精神气质主宰一切的时代，《明朝》的生产与

消费也变成了一种奇观文化，进而变成了“娱乐经

济”的一部分。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在奇

观文化中，商业与娱乐结合，产生了所谓‘娱乐经济’

的繁荣。⋯⋯‘娱乐性’已经成为当代工商业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通过经济的娱乐化，影视作品、主题公

园、电子游戏、赌场等娱乐形式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

重要产业。”(21)而一旦把《明朝》定位成“娱乐经济”，

那种好看的写法、游戏化的隐性结构、“轻松读历史”

的诱惑，书商的高调宣传与炒作、青少年读者的“悦

读笑果”等等便全部有了着落。概而言之，在大众文

化与消费文化的不断熏染下，当下业已形成了“娱乐

至死”的时代氛围，而受众不断增长着的娱乐需求又

不断刺激着娱乐产业的扩大再生产。《明朝》既是这

一时代氛围的产物，同时它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

众 (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娱乐需要，因此它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这一事实表明，在一切都有可能被娱

乐化的时代，历史题材最终变成一种娱乐化叙事进

而变成人们的消费对象也就变得在所难免。而它所

形成的生产与消费奇观，不过是折射出我们这个时

代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症候，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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