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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的溃败与历史的重叙
□卢 翎

传统广播剧以电台为载体，是一种戏
剧文学形式。在电视与网络文化还不普及
的时代，广播剧曾经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
进入电视与网络文化为主题的传媒时代以
后，单纯的广播剧受到了来自图像时代视
觉文化的冲击，作为一元媒体的单听觉的
广播剧，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新媒
体的综合艺术，是否可以代替单纯的广播
剧就成了一个问题。

广播剧媒体艺术的存在打破了文学作
品只能靠视觉阅读的方式存在的传统模
式，在单纯的听觉的空间中给予人们无限
的想象力，从而保存了文学作品永恒的想
象魅力。比之于二元媒体的电视和多元媒
体的网络，它仍旧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存在。
这是由广播剧的独特审美个性决定的。广
播剧不是直观的造型艺术，而是一种过程性
的表情艺术，其特点是展示主观的内在情
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播剧都与舞台剧
相混淆，成为了一种没有观看视觉图像的戏
剧形式。但就从单纯的语言声音传播看，从
广播剧的自身发展看，只有脱离舞台剧，进
行独立的机制创作，并不断发展其自身的理
论系统，才能坚守自己独特的审美领域。

在中国，广播剧的发展主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广播剧的初建阶段（20 世纪
20年代-4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广播剧的
发展与成熟的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1966
年）、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广播
剧的繁荣兴旺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90年
代）。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广播剧的发展
便进入了一个瓶颈到衰落期，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新媒体艺术的冲击使得广播连同广
播剧一同受到了冲击，但是另一方面广播剧
自身的发展也不能固步自封，无论从形式还
是内容上，无论从创作主体到受众，都应该
有其自身的创新之处才能更好的适应新媒
体时代。

目前整体广播剧搭载平台较为单一，即电波这一
传统载体，它必然带来一系列发展的薄弱点。现在，电
台广播已经严重受到了新媒体环境的冲击与挑战，其
发展受到了阻滞。目前的广播剧业发展十分萧条，质
量良莠不齐。在广播剧被列入到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之后，广播剧的繁荣时代并没有如期到来。现在的创
作，所存在的问题是，有的剧目创作仅仅为了评奖、评
优，不考虑受众，一味的不计成本，有些作品甚至是为
了领导的政绩而进行创作的。

从艺术特性上看，广播剧仍旧是一个文本创作加
音响声效处理过后的作品。文学艺术中“求真”的创作
原则同样适用于广播剧。在视觉图像的时代下，电视
媒体及网络媒体的一大魅力在于为了受众还原真实，
让受众在语言声音的交流中，真实体验与感受文学的
魅力，从而产生真实的情感体验。由于广播剧自身的
不断发展，其类型比之于以前丰富了许多，如小说或
轻小说为原作所制作的广播剧、动画或游戏的附属故
事或为动画广播的专栏所制作的广播剧、情景喜剧式
广播剧、说书式广播剧、原创广播剧等。

传统广播剧在历史发展中，也在不断适
应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广播剧是以电波为载
体，现在流行的广播剧则以网络为传播媒介，
故将这种对新媒体适应了的广播剧称之为

“新广播剧”。广播剧与“新广播剧”之间有怎
样的不同？“新广播剧”是否又可以冠之为广
播剧的称谓呢？“新广播剧”兴盛于网络，却也
有一小部分在广播电台播放。它们都由文本
剧作加工而成，具备旁白、声音、音响、对话、
音乐等因素，只是因为所依赖的载体不同，但
是后者并没有改变广播剧的根本属性和构成
因素。除此之外，“新广播剧”时代借助了网络
这个信息量极大，流通性强大的媒介，利用了
广播剧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一特征，以音
频的形式存储，使得受众能更便捷、方便地获
取节目。

从 1994 年互联网进入到中国，文学阅读
便发生了悄然改变，已经从“读书”时代走向
了“读屏”的时代。在 1960 年代由美国传媒界
提出的“新媒体”一词已经在1990年中期代替
了“多媒体”一词。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文
学阅读走向了式微。如今的阅读方式已经改
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阅读习惯，不再以
精英的方式、立场进行阅读。而新型广播剧的
产生即是一个代表，它以网络为载体，用听觉
代替眼睛进行“阅读”，解放了我们的双眼。它
可以以MP3等音频格式存在并可供人下载存
储到 MP4、MP5、手机、电脑等新型存储工具
中。改变自武侠玄幻、青春校园网络小说的“新
广播剧”受到极多数青年的青睐。已成功的广
播剧在武侠玄幻方面有《九州·幻想》系列，而
在青春小说中有《匆匆那年》《何以笙箫默》《梦
里花落知多少》等等。这种“新广播剧”流行的
原因是，在电子书等非纸质媒介流行的情况
下，网络小说极受追捧并且有极其稳定而且数
量庞大的受众，比如网络小说《匆匆那年》的成
功，因此，以这些网络小说文本为基础进行改

编的“新广播剧”，加之旁白、对话、音乐，声效，音响等
艺术手段，形成一种纯听觉音频型的“电视剧”。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受众已经悄然发生了改
变，产生一种交互性的创作者、观赏者之间的角色转
换。在网络小说文本流行的同时，一些论坛会召集对
其热捧的“粉丝”来创作广播剧，或者创作与其有关的
附产品，例如广播剧音乐等。

对于“新广播剧”兴起的浪潮，我们应给予适当关
注。今天，大众文化的欲求不改变，这种新型广播剧的
出现无疑开拓了广播剧的发展空间。这种“新广播剧”
的形成往往是以非专业团队进行创作。它们区别于专
业团队，以论坛、贴吧为集散地，这股力量实在不容小
觑。但是目前这些新广播剧的类型较为单一，可开拓
的领域类型还有很多。

21 世纪，我们处于一个到处充斥着视觉图像的
时代，所有的信息几乎都可以转化为视觉图像。图像
的霸权是否可以代替听觉的想象空间？是值得思考的
问题。新媒体时代下，诸如广播剧这一全凭声音就调
动起听众兴趣的戏剧文学艺术形式，应该具有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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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文化艺术改革的最佳模式
□黄 鑫

责任编辑：王 昉 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理论与争鸣

如果将这一年又一年的小小说放在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独立发展的小小说历史进程中
考量，那么，今天的小小说无疑是精彩的、好看
的，是日臻圆熟与精致的。其实，文学本身是
一个不断积累与建设的过程，一年又一年，添
砖加瓦，平缓而从容，却也有一种前行中的自
足与欢悦。2013年，应该是这一“进程”中的一
个段落，是走向“气象万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环节，平实、稳健，应和着潮流与趋势。在现实
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上，它关注着进程中的当
下，记录历史前行中的身影；在当下的语境回
眸历史，在重叙中走向历史的深处。

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

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漫长历史进程
中稳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不可遏制地龟裂、瓦
解、消逝。近几年来，乡村的凋敝、家园的荒
芜、传统乡村伦理的溃败成为小小说乡土叙事
的重要表征。2013 年的小小说在这一方面有
着较为突出的体现。

土地就是家园，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
根。陈柳金的《出阁》，在近60年社会历史变迁
的宏阔背景下，以悲伤的语调讲述了农民在失
去土地的那一刻无限的悲哀与无助。作品以祖
母的“紫藤盒”贯穿始终，这个神秘的、祖母珍
藏了一生的“紫藤盒”，是祖母出嫁时的嫁妆，
它装满红枣、板栗、莲子、花生、稻谷、小麦，这
是祖祖辈辈对土地和五谷的膜拜。“紫藤盒”还
是祖母一生辛勤劳作、守护土地与家园的见
证。如今，即将成为“裸体农民”的祖母，失去了
一切。诀别时刻，仪式的庄严、“紫藤盒”的美
丽、“撒帐歌”的欢快将失去土地、家园的人们
内心的茫然映衬得无限凄凉。失去了土地、家
园的人们，也就如同风雨中的浮萍。李忠元的

《怀念一株稻谷》、赵明宇的《寻找一棵树》，以
主人公近乎疯狂的行为，将这种失去家园的痛
楚诠释得撕心裂肺。他们在城市水泥森林中的
怀念与寻找，是唱给土地和家园的挽歌，也是
人性被辚辚前行的历史车轮碾压时的呻吟与
悲咽。还有《最后的鱼鹰》（陈柳金）、《麦垛》（芦
芙荭）、《一头牵不上楼的黑驴》（徐国平）等等，
它们不企求记录大时代、大裂变，借助小小说
独有的品质，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生命质感
的片段、瞬间呈现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解。

以土地、血缘、亲情为根本维系乡村生活
和睦与温馨的传统乡土伦理，也随着土地丧失
而崩塌。贪婪、冷酷、丑恶……在乡间肆意横
行。赵新在《两个幸福的女人》中，以“我”在两

种截然不同的“幸福观”面前的迟疑与困惑，展
现了失衡的乡村生活中滋生的无序与混乱，是
非、善恶、美丑等等原本清晰的一切，现在都变
得模糊了，不知所然了。在金钱面前，情义显
得那般的无力。田洪波的《请叫我麦子》中，回
乡报恩的麦子时时感受着恭敬之中阵阵的“寒
意”，这不再是他所熟悉的家乡，那些“重情重
义”的乡邻既熟悉又陌生，他渴望一声亲切的

“麦子”，渴望那曾经的“情义”。安宁的《怯懦》
则以女儿的忏悔，将亲情在金钱、地位、社会阶
层差距面前的无奈与无助渲染得令人心酸。
而江岸的《一个人的村庄》则将这乡村生活中
传统伦理的溃败推向了极致。年迈的父亲被
得到了财产的儿生子们遗弃在“大山的褶皱
里”，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村庄，“成为了老人
一个人的村庄”，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也成
为传统乡土伦理崩塌后乡土世界的真实写照。

二
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乡土世界，从未像

今天这样强烈地唤醒了那些沉潜于生命中的
记忆与情结。着力挖掘生命记忆中往昔生活
的诗意，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诉求。江岸的

《麦芽糖》中，田大妈终于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
乡，“那年秋后，整个村庄的孩子都吃到了田大
妈亲手做的又香又甜的麦芽糖”。这“又香又
甜的麦芽糖”是与明丽纯净的天空、恬淡温馨
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的农事劳作的
庄严与欢悦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田园牧歌生活
的无限怀念。麦芽糖的“香甜”会随着岁月的
流逝而刻入生命的记忆中，那些和麦芽糖一起
融入生命记忆中的乡间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街
穿巷的手艺人，他们的到来，是童年生活中最
为快乐的记忆。衣袂的《捡豆腐》讲述了一位
手艺人的故事。“捡豆腐”即手工制作豆腐，因
为这“手艺”，吴二化敌为友，与马老六共赴岁
月的艰辛。“捡豆腐居然捡得同生共死”，于是

“手艺”就不单纯只是一种技艺，它还是担当、
情义和质朴淳厚的人情。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手艺是前工业时
代的产物，它不仅存在于乡村，也遍布于城市
中。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们，曾经是我们生活中
的一道风景。在工业化流水线可以生产我们
所需要的一切的今天，他们隐没于繁华喧闹的
城市边缘。明前茶在《包子王》《煮干丝》《烧饼
葛》《药剂师》等作品中，为这样一群人留影。
明前茶是深谙小小说之道的，在这些作品中，
他并不急于表白什么，传达什么，只是平静、舒
缓而又温情地讲述每一项平常却又绝世的技

艺以及它的一招一式，专注于它们所蕴含的岁
月沧桑、心灵的隐秘和对自然的敬畏。无疑，
作者是要力图保存一些过去的东西，像传统的
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这一切又无不
指向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作者也
深知，这些技艺终将会被机器替代，只适宜放
在博物馆中，供人鉴赏、回忆。因此，很难用反
抗工业文明或反思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去概括
这些作品，贴上某种理念的标签。或许明前茶
也无意于急切地传达某种价值判断，他只是将
生活中稍纵即逝的那一刹那捕捉到，并传达了
出来，或许只为一次匆忙凌乱前行中的驻足回
眸，为了农业文明残照中那一抹绯红的凄美，
为了一种复杂而一言难尽的生命意绪……

三
几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小小说中书

写“文革”的作品不多，且多注重荒谬岁月中美
好情愫与高洁人格的呈现。总体上的印象是
轻了些，缺乏一种诘问历史的力量。2013年的
小小说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些作品，像陈力娇
的《阴险时代》、谢志强的《欧远芳的誓言》（系
列小小说）、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
引》、孙艳梅的《朋友》、李永生的《老孙》等，它
们显示出小小说在走向历史深处中的一种努
力。这些作品巧妙地以一个个蕴含丰富历史
内涵的片段或物件作为叙述的核心，在冷静、
内敛的叙述中，撕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展现出
极左政治的荒谬和对人性的扭曲。

陈力娇的《阴险年代》讲述了一个阴险年
代里的“阴险”故事，坦露出历史深处的生存真
相与人性本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阴险”
的。真诚、纯洁、情义、良善被践踏，人性潜在
的“狰狞”面目显示出“文革”对人的“非人
化”。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谢志强在《欧远
芳的誓言》《沃土》等小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权力
伙同男性权力，压抑与戕害女性生命的惨烈图
景。为了表明“扎根”的决心，欧远芳剪掉了婀
娜多姿令男生们产生无限遐想的辫子，成为

“誓言”的化身、政治的工具。然而，场长儿子
使欧远芳怀孕了。虽然作者表达得十分隐晦，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欧远芳是不情愿的，她
只不过是场长儿子的“猎物”。场长的权力使
欧远芳避免了被批判的厄运，她却为了“誓言”
一次次地堕胎，那象征着女性孕育生命沃土的
子宫备受摧残，再也无法孕育生命了。失去了

“传宗接代”能力的欧远芳，终被场长儿子抛
弃。当“我”再次见到欧远芳，她的长发重又垂
腰，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然而，此刻的欧远芳

已被剥夺殆尽。“翩翩飞舞”的辫子将政治与男
性双重权力下女性的悲剧和作者对生命内在
疼痛的悲悯与体恤，意味深长地传达出来。

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都以
“文革”非亲历者——“我们”探寻的目光展开
叙述。“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
什么，于是，从父辈“怪异”的行为入手，进入了
他们个人的精神空间。“我们”看到了，“噩梦”
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相反父辈们的

“噩梦”开始于结束之处：父亲在忏悔中度过余
生，直到生命结束；三弄叔因无法赎罪，终在几
十年后投塘自尽。还有孙艳梅的《朋友》，“你
没 经 历 过 那 个 年 代 ，你 不 知 道 其 中 的 厉
害。”——父亲一语道破“我”心中所有的疑
惑。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叙述无意于重返历
史现场，探寻“真相”。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
更为关注的是对“文革”结束后漫长岁月里父
辈们个体精神空间的凝视，这种凝视，意味作品
对“文革”的反思在“非人性”“荒谬性”中走向了
荒谬历史中个体生命际遇的呈现。它昭示出，
政治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成为了一种特殊的
记忆，它顽强地生长着，作用于人的心灵与精
神，并使人们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这种
凝视，也将拷问指向了个体，无论是施暴者还是
受虐者，作为个体在历史悲剧中的责任。

在2013年阅读与遴选小小说的过程中，我
发现一些作品成为了某种理念的直接演绎与
诠释，为了所谓的深度、所谓的思想，牺牲了小
小说的“小说性”。小小说创作中这种“小说
性”缺失的现象令人堪忧。

诚然，传达作者的某种理念与意图是小小
说创作的题中之义，但是它应当以小说性为前
提，小说性缺失了，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小
小说是小说，拥有小说的一切独特性，即小说
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一切独特性，也就是常
说的小说性。它是小说的本性，是叙事性，而
叙事又要有趣味，亦即趣味性。因此，小小说
是有趣的、模糊的、感性的、具体的、丰满的、偶
然性的、充满烟火味的，它所要传达的理念或
意图就藏匿于这些具体而又感性的事物中、渗
透于叙述的肌理中、隐迹于种种的意象中，如
同肌体中的血管那样，深深地根植于肌体中，
与肌体浑然一体。片面地强调意义，而忽视了
小说性是不可取的，它只能伤害小小说自身。
小小说又是短小的，篇幅的限制使它更喜欢天
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更倚仗高超的艺术的智
慧，更向往羚羊挂角之境。它虽小，却不卑微。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小小说创作中小说
性缺失抱有一分应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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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理想的文学批评被
视为是作家和读者受众的良师益
友，是高屋建瓴审视文学的良知洞
见，是文学创作和接受领域的良心
与正义之剑。然而，时下的文学批
评却正遭遇信任危机，批评的名声
被严重败坏了。深切反思当代文学
批评的弊病，才能使批评的肌体重
新复苏，而当代文学批评之病，最直
观的显示在其肌肤色质上，这就是
批评的文风。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良
文风亟待改变。

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良文风有种
种表现，它首先表现为批评的矫饰
化与泡沫化。近些年来，一些文学
批评简直是花里胡哨的名词术语的
堆积，这些文学批评纸上谈兵，无所
指涉。许多文学批评大话、空话、套
话、假话、胡话连篇，文学批评成了
固定格式、固定套语的“自动化”组
装工程。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泡沫
批评不限于一两人，活跃在当代文
学研究与批评领域的大量“评论家”
多有此疾，恍如文学批评界一夜间
也感染了“禽流感”，疫情严重，传染
甚广。

当代批评的玄虚化与偏执化也
不容等闲视之。当代一些走红的

“评论家”总是喜欢进行柏拉图式的
理论预设，不是从现实出发，从艺术
和审美的规律出发，从中华民族的
文学现场和文化经验出发，从文本
出发，而是背对文学现实，仰天玄想
文学星空中的“理式”和“绝对精
神”。热衷于从异域生硬地移植一
些水土不服的“太空”术语，甚或生
造一些让人如堕云雾中的外星语
汇，以其偏爱的理论之“履”来塞装
文学现实之“足”，当本土的文学现
实之足无法被塞装进他们预先准备
好的理论框架中时，不惜削足适履。

许多当代批评也正在沦为恶俗
化与感官化的批评。如今的批评
界，潜规则盛行，批评与炒作、评奖、票房、政绩频频合
谋，形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批评正在变成一种肮
脏的交易，一种露骨的吹捧，一种精心策划的炒作，一
种别有用心的宣传，言不由衷的“应景”批评风行于
世。批评不再超然，批判立场、批判眼光、批判精神、
批判气度荡然无存。这遮蔽了批评的价值，伤害了批
评的威信，批评的公信力由此严重损耗。

批评的速生化和夹生化也令我们瞠目结舌。当代
许多“评论家”写作评论文章常常是下笔千言，倚马可
待。这些速生的批评文章也就难免“夹生”，常识性的文
字和语法错误比比皆是，常常令平民百姓“大跌眼镜”。

文风浊恶当然不只是一个文体风格的问题，一个
写作作风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心理，在于观念，在
于品位，在于社会环境，在于世风。毫无疑问，社会风
气浊恶是文风浊恶的根源所在。由此文学批评的文
风问题就成了一个格外值得重视的沉重问题，标本皆
治才是正途。但文风的改变毕竟是第一步，批评的革
故鼎新，始于文风改变。

在持续 30 余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中，艺
术表演团体改革一直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虽然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已取得重大成绩，
特别是以转企改制为重点的阶段性任务已
基本完成，但遗留问题仍然很多，由计划
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所带来的深层
次问题，如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过多、设
置重叠、供大于求、供求错位的结构性矛
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艺术表演团体面向
市场的独立经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对
政府的依赖性仍然很强。艺术表演团体改
革的法律依据、配套政策、社会保障体系
尚不健全，等等。显然，当前艺术表演团
体改革迫切需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
上，实现新一轮的革新和突破。但是，艺
术表演团体究竟应该怎么管理？改革的终
极目标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
形成共识的问题。客观地看，艺术表演团
体改革，确实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文化传统各不相同，
艺术表演团体应该怎么管理，并没有一个

“最佳模式”。傅才武、陈庚所著《艺术表演
团体管理学》，顺应这一文化大变革大发展
的时代需求，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的来龙
去脉和各个环节进行了抽丝剥笋般的剖
析，提出很多独特的看法，令人有耳目一
新之感。这本书有这样一些特点值得称道：

特点一：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提供
了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和管理的广阔图景。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近代直到今天
的艺术表演团体组织的发展和演变脉络，从
五代以前的乐府、教坊、民间散乐、家乐，到
宋元以降中国城市初级艺术市场的形成，进
行了全景式的述评，对民国时期的艺术表演
生态及管理也进行了具体历史回顾。对新
中国艺术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演变，本书进行
了重点研究。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前苏联的
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它如何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被引进苏区，从而成为国家文化
管理体制的源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它又是如何再次对中国的艺术表演团体管
理产生深刻影响。这些知识，多是散见于个
别论文和相关书籍中，很少有这么集中的深
入的研究成果。作者将这些丰富的史料进
行钩沉梳理，使读者不仅知其然，尤其知其
所以然。本书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些西方管
理模式，重点是英美的市场导向模式、法德
政府主导型模式和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
这些管理模式的介绍，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
野，而且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可贵的是，作
者并没有简单站在今天的“改革立场”上，简

单指责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艺术表演团体管
理体制，而是看到并肯定了它在当时的合理
性和积极作用，分析并指出这种体制之所以
严重不适应现时的艺术表演团体生存和发
展，只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这是历
史主义的视角。

特点二：本书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进行
了历史分期，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并对
其得失进行了历史性的衡量。作者认为，改
革开放以来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分为三个
阶段，依据艺术表演团体内部计划体制存量
与市场体制增量的力量对比变化，可以划分
为计划主导阶段（1979 年至 1991 年）和市场
导向型阶段（2003年至今），与此两个阶段相
对应的改革模式分别称之为计划主导型模
式和市场导向型模式，期间经历了一个计划
主导向市场导向转变的过渡时期（1992年至
2002年）。由计划主导型模式向市场导向型
模式发展体现着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
的基本方向。这一划分，大体上是符合艺术
表演团体改革的客观进程的。当然，实际的
改革进程要更加复杂和曲折，不能也不必生
搬硬套。

特点三：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理论，并
运用这些理论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进行了
分析。作者在本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实例，
但并没有停留在史实的罗列上。还试图运
用多种理论工具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和改
革进行深入分析。如运用“巴摩尔原理”
来解释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生态困难的必然
性。巴摩尔等学者认为，市场上许多行业
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但
表演艺术行业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在与
其他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作者据此较好
地解释了我国艺术表演团体越来越艰难的
根本原因。作者还运用西方关于“编码知
识与经验性知识”相互区别的理论，解释
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的复杂性。认为艺术从
本质上说是经验性知识，具有一定的模糊
性、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了艺术管理的复
杂性和困难性。这些分析，使得本书远远
脱离了就事论事的层面，具有较显著的理
论高度，也有助于读者深层次理解艺术表
演团体的管理和改革。

特点四：作者针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和
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这也是本书最显著
的创新点。首先，本书对艺术表演团体进行
了定性。作者认为，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属
性是准公益文化属性。简单地说，在文化行
业中，存在着一种既不完全属于经营性文
化，又不完全属于公益性文化的“灰色地

带”，即“准公益性文化”。这一类文化虽然
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进行经营，或者获取一定
的经济效益，但其收入远不能达到其从事文
化创造或艺术生产付出的劳动价值，需要国
家通过“二次分配渠道”予以补偿，艺术表演
团体就是一种准公益文化机构。这种概括
是否准确，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肯定和否定
的。但它确实解释了为什么 30 多年来国有
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中，市场化措施作用相
当有限的现象，从而促使人们思考，艺术表
演团体改革的终极模式究竟是什么。其次，
作者提出，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是否存在着一
个“过渡模式”的问题。“改革是一步到位，还
是分步到位？”作者认为，当前我国艺术表演
团体改革应该存在一个“过渡模式”。其原
因是，一方面，西方艺术组织的非营利性管
理模式难以简单化地在我国实现迅速移植，
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要
受到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整体制
约。这种思考，显然跳出了就艺术表演团体
改革本身来谈改革的局限，是一种实事求是
的态度。其三，作者对于科技对表演艺术的
影响，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计。作者考察多
种艺术表演形式，敏锐地看到，在表演艺术
领域，科技进步能够提高主体创新能力，提
高主体的市场拓展能力、提高成本控制能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通过应用技术手
段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使表演艺术
行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但作者也清
醒地指出，中国传统戏曲，在表演上对演
员的身体技能要求很高，技术的因素在戏
曲表演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这在目前演
艺界许多人盲目使用大量科技手段，以至
于常常喧宾夺主的氛围下，表现了作者客
观冷静的态度。最后，本书对表演艺术团
体的改革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艺术表演
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由依赖型向相对独立
型演进，艺术表演团体与社会的关系将由松
散型向紧密型演进，艺术表演团体与演职员
之间的关系由依附型向契约型演进。这种
展望，实际上也是作者对于表演艺术团体改
革方向的理论预期。

本书既具有广阔的视野、严谨的学理
性，又紧贴我国国家艺术表演团体转型发展
的需要和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时代需求。但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其研究对象基本上局限
于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民营艺术团体是如何
生存、如何管理的？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又是如何解决的？对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有哪
些启示？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可能是作
者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13年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