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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 
约翰-B．汤普森现代文化理论评析 

杨生平 薛 颖 

摘 要： 约翰·B．汤普森通过对现代西方意识形态三种形式的分析，认为关于意识形 

态产生和运行的宏大叙事理论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已成为其意识形态； 

他在将现代文化传媒化视为现代文化重要转型的基础上 ，以象征形式为分析焦点，把大 

众传播理论、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在文化传媒化场域较系统地解析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汤普森现代文化理论对信息社会的大众文化发展和 

意识形态解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存在明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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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1940一) 

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传媒研究专家，其在《意 

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以文化社会学为理论视 

角，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根 

据大众传播的发展重新思考现代文化与意识形态 

的关系。他开创性地提出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观 

点，并以象征形式为研究焦点，运用深度解释学方 

法分析了信息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 

形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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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意识形态的演变 

为了准确把握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汤 

普森首先分析 了现代意识形态 的三种形式及其 

嬗变 。 

其一是关于文化转型的宏大叙事理论，这是他 

基于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总结得来的。马克思和 

韦伯都认识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传 

统价值和文化转型之间的关联。“社会生活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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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世俗化，为 ‘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扩散创造 

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意识形态’首先被理解 

为一种世俗信仰体系，它具有进行调动和使之合法 

的作用。”018世纪晚期与 l9世纪初期标志着这个 

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时代的开始。意识形态作为世 

俗信仰体系为传统生活方式已被破坏和传统文化 

已经陨落的人们提供一个意义架构，使其能够在一 

个迷茫的世界中为自己找到方向。汤普森认为这 

种宏大叙事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忽视了现代 

文化的传媒化这个重要的文化转型。因为现代社 

会的文化经验在根本上由多种现代传媒的文化象 

征形式的传播所形成；二是这种宏大叙事容易产生 

意识形态是单一和明确的意向误导。汤普森认为 

如果将意识形态概念局限于现代社会或者将意识 

形态等同于世俗信仰体系，那就会使意识形态概念 

具有历史局限性，某些人会借助于世俗信仰体系的 

衰弱而宣称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说：“社会与政治 

行动越来越不受号召激进社会变革的世俗信仰体 

系所鼓动。因此 ，这种观点的一些主张者认为 ，我 

们不但看到了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而且看到了意 

识形态本身的终结。”② 

其二是关于意识形态调控的社会复制理论。 

这是汤普森总结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思想基础 

上提出的，它指社会秩序的遵守和维持依赖集体 

共有的价值观与信仰的复制。社会复制理论强调 

意识形态的社会凝聚剂作用，即意识形态作为象 

征凝聚剂能把人们粘在同一社会秩序上，所以其 

生产和扩散至关重要，而大众传播机构则承担着 

此项社会聚合和复制的功能。汤普森认为没有证 

据证明某种价值观和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 

成员所共有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稳定必须 

依赖共识。社会稳定同样可能来 自于价值观的多 

样与差异。所以，社会胶合剂理论只突出了意识 

形态运作的某些方式。“它突出了象征形式可能 

达到使社会关系统一化和物化的某些方式，但是 

它忽略了合法、虚饰和分散的方式。意识形态不 

是统治关系复制所涉及的惟一因素，统一化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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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不是意识形态运作所涉及的惟一方式。”③ 

其三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产业理论。 

汤普森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判理论家虽然 

认识到大众传播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 

识形态分析，但他们的分析是有缺陷的。文化产 

业批判在启蒙与统治的总逻辑下进行，明显受到 

理性化主题的影响 ，也属于宏大叙事范畴。尤其 

是他们没有考虑接收者的主动性一面，从而过于 

强调现代社会凝聚力，最终导致对现代人的命运 

持悲观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考虑到大众传 

播对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意义，但研究的焦点有偏 

颇，不能为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分析 

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 

尽管以上三种意识形态形式已经过时，但汤 

普森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并强调意识形态在现 

代社会仍然是很重要的分析领域。他将大众传播 

的发展视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的新机 

制，主张通过大众传播所调动的象征形式的意义 

用于确立和维持统治关系的方式来分析意识形 

态。他说：“意识形态分析不应集中于有组织政 

治集团所制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而应首先 

面向象征现象在社会领域中流通并与权力关系相 

交叉的多种复杂方式。”④ 

二、现代文化及其传媒化 

汤普森认为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现代文化表 

征为符号信息，而现代传媒对信息的形成、传播和 

接收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指出，从广义上看，符号 

即象征形式，就是文化。“我认为各种符号形式 

的产生、传播和接收使文化构成了一个十分活跃 

的领域，所以我们当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文化 

形式，因为我们都在创造、传播和交流各种符号形 

式。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⑤汤普森认为美国 

人类学家格尔茨文化象征性概念的吸引力在于其 

文化分析 目的是研究意义和象征符号，而其文化 

①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88页。 

②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85页。 

③ [英]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7页。 

④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86页。 

⑤ 王杰、徐方赋：《“我的文化社会学视角”——约翰·B．汤普森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 5期 ，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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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不足在于他对权力和社会冲突问题缺乏应 

有的关注。所以汤普森提出了文化的结构性概 

念，即文化可视为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和社会背 

景化。而文化分析可以界定 为“研究象征形 

式——即，各种有意义的行动、物体和表述——关 

系到历史上特定的和社会上结构性的背景和进 

程，而这些象征形式就在其中和从中产生、传输和 

接收”。①其中“结构”并不是指象征形式本身的 

结构，而是指其所处的结构性社会背景。“通过 

联系象征形式在其中产生与接收的结构性社会背 

景来观察象征形式，文化的结构性概念提供了一 

个基础，使我们能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兴起与发展 

中包罗 了什么。因为大众传播以某些方式和某些 

方法关系到象征形式的生产与传输。”② 

汤普森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 

位置，认为大众传播与现代文化的崛起是现代社 

会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迅 

速崛起和发展。“界定我们的文化为‘现代的’事 

实在于象征形式 的生产与流通从 15世纪晚期 以 

来就愈益和不可逆转地卷人商品化和现已成为全 

球性的传输进程之中。”③汤普森将大众传播定义 

为象征商品通过信息的传输与储存而进行的体制 

化生产和普遍化传布。“‘大众’一词源于传媒产 

业所传输的信息一般都到达相对大量的受众这一 

事实。”④所以，大众不是一个狭义的数量词 ，而是 

指原则上信息可以被多数接收者所获得。在这点 

上 ，他与麦克卢汉 的观点相 同，“大众媒介所显示 

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 同时参与的事 

实 。”⑤同时 ，汤普森强调不要把大众理解 为一群 

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定社会 

背景下主动 的、活跃 的、具有批判性 的信息解释 

者。大众传播的“传播 ”是单 向的、基本分离 的、 

基本不对称的和跨越时空的，即信息传输者和接 

受者的交往呈一种准互动的方式，接收者对传播 

交往的进程和内容相对而言不起作用，接收者对 

72 

传播者的回应方式是严格受限的。汤普森归纳了 

大众传播的四个显著特点：第一，象征物品的体制 

化生产与传布；第二，它在象征物品的生产与接收 

之间设立一种基本的分离；第三，它扩展了象征形 

式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效性；第四，它涉及象征形 

式的公共流通。他说：“大众传播肯定是一个技 

术问题，一个生产与传输的强大机制问题，但它也 

是一个象征形式的问题，是依靠传媒产生部署的 

技术来生产、传输和接收各种意义表述的问题。 

因此大众传播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被视为象征形式 

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与流通方式的一种基本的、持 

续的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谈到了现代文 

化的传媒化。”⑥ 

汤普森所谓 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是指现 

代文化的象征形式生产和传播越来越多地依赖大 

众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体制机构的中介。“现代 

社会中象征形式的生产和流通是与传媒产业 的活 

动不可分的。”⑦大众传播作为文化传输方式，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信息编码和传输，决定了信息 

生产、传输和接收的方式，而其所传播的信息是符 

号化了的文化，所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文化 

的符号化是大众传播的基础。而推动大众传播迅 

速发展的则是文化的商 品化 ，即法兰克福学派所 

批判的文化产业。可见，文化的技术化、符号化和 

商品化是汤普森大众传播理论的必要前提。大众 

传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社会文化变 

迁，改变了人的互动交流方式 ，影响了人的 13常生 

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麦克卢汉提出了“媒 

介是人的延伸”，并预言了全球化信息社会将把 

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他认为“任何媒介的使用 

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 的模式 ，正如它改 

变着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⑧对此，汤普 

森也持相似观点 ，“技术媒介 的部署不应视 为仅 

仅是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补充，而是我们应把 

这种部署视为服务于产生新 的社会关系、新的行 

①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 150页。 

②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36页。 

③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 1 37页。 

④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39页。 

⑤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 397页。 

⑥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36—137页。 

⑦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80页。 

⑧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1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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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互动方式，新的表达 自己与回应他人 的方 

式。”①传播技术对时空的超越使得传播者可以影 

响远距离的接受者，同时传播者也处于媒体可见 

性的监督之下。大众传播带来媒体新视界，改变 

了公私生活 的界 限，造成政治上 的新 的可见性。 

大众传播作为一把双刃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政治 

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汤普森认为现代文化传媒 

化进程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 

兴起，这些进程以复杂的方式叠加，并日益彰显其 

全球性质。汤普森将大众传播置于现代社会发展 

的核心位置，把大众传播的发展理解为文化领域 

的一种发展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转型，并在此 

基础上思考现代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三、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 

汤普森认为现代 文化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 

层面指文化的象征意义，即格尔茨文化象征概念 

所表征的意义世界，需要运用解释学方法对象征 

形式的意义进行 阐释。意义性 是文化 的独特属 

性。第二个层面指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格尔茨 

文化概念忽略的部分，揭示文化符号如何为权力 

服务 ，需要运用深度解释学进行分析。意识形态 

性是现代文化的潜在属性。他认为研究现代文化 

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揭示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化所 

反映的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其关注的焦点是现代 

信息社会 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 

性质。“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化”指象征形式的 

生产和接受是发生在结构性社会背景内的过程 ， 

包含时空背景、互动场所和社会机构的结构性因 

素。汤普森用“社会结构”一词来指互动场所与 

社会机构所特有的相对稳定的不对称与差异 。汤 

普森认为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中所体现的权力和 

社会关系会随着象征形式的生产、传输和接收进 

行社会复制。“社会背景 的象征性复制是一种特 

定的社会复制：这种社会复制是通过对象征的日 

常理解作媒介的。它不是惟一种类的社会复制， 

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通过使用或 

威胁使用武力以及通过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来典型 

地加以复制。但是，社会背景的象征性复制是一 

个重要的现象，其本身就值得分析。正是在这一 

点上，我们对象征形式的讨论再次遇到了意识形 

态的问题 。”② 

汤普森指出：“当意识形态现象成为现代文 

化传媒所带来的象征形式广泛流通的一部分时， 

它具有了新的范畴和复杂性。”③在此，他认为必 

须阐明三个问题 ：第一 ，意义的观念 ；第二 ，统治的 

概念；第三，意义可以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的方式。意义是指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流通于社会 

领域中的象征形式可以调动的意义，象征形式的 

意义性质包含意 向性、常规性、结构性 、参照性和 

背景性五个方面；统治指权力关系的“系统的不 

对称性”；权力是一种获取和支配资源的力量，不 

同的人在社会结构背景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了 

他可以获得和支配资源的差异。“当既定权力关 

系是 ‘系统的不对称 ’时 ，那就是 说 ，当特定代理 

人或代理人团体被长期赋予其他代理人或代理人 

团体被排除的以及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的权力(不 

论这种排除的基 础何 在)时，我们就谈到 ‘统 

治’。”④汤普森总结了意义可以服务于建立和支 

撑统治关系的五种运行模式 ，即“合法化 ”、“虚饰 

化”、“统一化”、“分散化 ”和 “具体 化”。他同时 

强调这五种象征谋略在现实中是否能够起到建立 

和支撑统治关系的作用，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象征 

形式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运行 ，特别是象征形式 

如何在 日常生活的特定背景下被产生和接收它的 

主体所使用和理解。 

汤普森强调意识形态分析是阐释象征形式所 

调动的意义与该意义所服务于建立和维持的权力 

关系之间的联系 ，所 以文化分析 的深度解释学方 

法可以用来解释意识形态。他指 出分析象征形式 

的意识形态性质时，必须考虑大众传播的全过程， 

即象征形式的生产、传输和接收等，并且强调要特 

别关注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的日常占用，因为只从 

传媒信息本身来试图推测接收者占有传媒信息后 

的结果是不充分且带有误导性的。信息的意义并 

①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导论第 l7页。 

②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69—170页。 

③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锯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 356页。 

④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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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信息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是信息接收者在 

日常占用过程中对信息不断理解和解释的结果。 

汤普森强调大众传媒化产品不仅仅是供消费的产 

品，也是供理解的信息。接收者作为 日常生活的 

主体对信息有一个不断理解和再理解的渐进过 

程，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信息接收者在先期 

理解信息之余，会谈论信息，也会向别人复述信 

息，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占有信息。象征形式的 

研究离不开认识和理解。深度解释学承认和考虑 

到象征形式是一个先期解释过的领域，但是必须 

超越它进入深度解释学的阶段。汤普森将意识形 

态解释的深度解释学概括为三个阶段，即社会一 

历史分析 阶段，正式的或推论性分析阶段 ，解释／ 

再解释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应注意象征形式生产 

和接收的具体时空背景、互动领域和社会结构；第 

二阶段集中于对象征形式的符号学分析；第三阶 

段的再解释是对前两个阶段的超越，它依靠综合 

进行，依靠可能意义的创造性建构来进行。“理 

解为深度解释学程序 的一个版本 ，意识形态解释 

吸收了社会～历史分析和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的 

各个阶段——但它也超越这些阶段：它提出有关 

意义与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解释 ，一种创造 

性和综合性的主张。”q)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解释既是一个涉及大众 

的 自我理解与 自我塑造过程 ，又是一个 引发大众 

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过程。汤普森主张证明一项解 

释有理且要保证它不是靠强加而被动接受的，而 

是要保证其不用强加而证明有理，即无强加原则。 

他强调人们所进行意识形态解释是对能够理解的 

主体所生产和接收的象征形式的解释，此时的象 

征形式 已经被这些主体在 日常生活中所理解 。在 

解释一个由主体理解所构成的客体领域时，解释 

过程必然联系到这一领域的主体，并在实际上起 

到激发这些 主体反思 的作用 ，即 自我反思原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解释过程 ，特别是意识形态 

解释，意味着 El常理解 的解 释性转型 的可能 

性。”②这也证明了深度解释与构成其解释客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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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域的主体的自我理解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解释 

既可以促进 日常理解的解释性转型 ，同时又与统 

治性批判有着 内在联系。“我 已指 出：关 于象征 

形式解释是意识形态的 ，这涉及对意义建构的分 

析，也涉及对生产和接收这些象征形式的具体社 

会关系和背景的分析。通过突出这些社会关系与 

背景，通过表明象征形式如何能在这些背景下服 

务于支撑某种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解释就会对社 

会生活所特有的权力与统治关系激发一种批判 

思考。”③ 

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解释阐明了大众文化潜 

在的意识形态性，揭示了隐蔽在日常生活中的非 

对称性社会关系，必定会触动权力的神经，引起这 

些关系中的主体的反思和批判，最终会引发主体 

思考“这些社会关系是否公平”等问题。汤普森 

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寄希望于“非排他原则”，即 

“有关特定机构和社会安排是否公正和是否值得 

支持的审议，应当是所有受到这些机构和安排影 

响的个人原则上都有权参与的审议”。④ 汤普森 

认为现代文化传媒化产生的单向传递、时空离距 

和传媒准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接收者的 

主动性，现代媒介在一定意义上建构了主体。在 
一 个所有人都能作为理解和思考的主体的社会 

中，那些在社会关 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的个人和群 

体都是信息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都 

有权参加审议并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利益和需要 

在审议过程中都应被考虑。只有个人和群体充分 

参加民主评议，才能最终消除不平等社会关系。 

“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过程与另外两种构成走向并 

驾齐驱 ：一方面是工业 资本 主义 的发展 和发展非 

资本主义 (或 国家社会主义 )形 式的工业组织 的 

有关尝试；另一方面是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用对 

政治机构发挥影响和增加参与为取向的群众政治 

运动的相应出现。”⑤最终，汤普森寄希望通过群 

众性的政治运动发展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大众 

文化的民主化最终会带动西方社会走 向真正民主 

和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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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 

汤普森的现代文化研究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开辟了依据大众传播理论研究大众文化与 

意识形态的理论新视角，对信息社会的大众文化 

发展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解析具有重要意义。在 

信息化的全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相互影 

响并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域，文化问题凸显使其成 

为相当多西方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与其他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汤普森开辟了一条将传媒 

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相结合研究文化的路径。 

他采取文化社会学视角和方法，通过大众传播全 

过程对象征形式社会背景复制的深度解释将大众 

文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认真研究过法兰克 

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也吸收了伯 明翰学 

派关于大众文化的部分观点，例如霍尔的编码 一 

解码理论。汤普森在强调大众传播整个过程的基 

础上，重点研究了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他的 

现代文化理论建立在文化的符号化、商品化、传媒 

化基础之上。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 

的大众文化理论分别关注了大众传播的某个侧 

面，汤普森现代文化研究则关注了大众传播过程 

的全部，尤其重视象征形式生产、传输与日常占用 

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背景的象征性复制。这些思 

想对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与发展有重要的启迪 

意义 。① 

第二，在全球化信息社会中捍卫并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这个意识形态终 

结论不绝于耳的年代，汤普森不但拒绝将意识形 

态概念中性化甚至彻底消除的思路，而且重新阐 

释了意识形态并 发展 了意识 形态分析 和批判理 

论。他认识到意识形态理论 的过时并不代表意识 

形态的终结，认为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重要概念， 

意识形态问题依然是现代社会领域的重要问题， 

并强调意识形态批判始终是批判理论关注的中心 

问题。汤普森最终将意识形态重构于象征形式的 

性质、社会背景特点 、权力与统治的组织和复制的 

理论构架，论证了全球化信息社会中意识形态批 

判的重要意义。他在价值多元的信息全球化社会 

坚持意识形态存在的价值，并主张进行意识形态 

批判，使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时刻 

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保持警醒，保持批判观念、 

反思意识和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的潜质。 

第三，将解释学理论运用于信息社会 日常生 

活中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解析，提出了文化传媒 

化背景下分析意识形态的新方法 ，创 建了一种 以 

解释意义与权力关系为取向的方法论架构。汤普 

森所谓的意识形态解释就是阐明大众传播象征形 

式调动的意义(文化)与该意义所维持的统治关 

系之间的联系。汤普森利用深度解释学分析了大 

众传播各个阶段中象征形式所调动的意义与权力 

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尤其强调象征形式的社会背 

景复制与 日常 占用所涉及 的意识形 态解 释，将 意 

识形态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深度解 

释学的方法为在复杂性的多元社会中研究意识形 

态与现代文化理论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他反对 

对确定性的追求，因为这会使面对复杂的包含主 

体性的客体领域造成混乱，但他更反对以此为由 

放弃实践中对确定性的追求。“在社会 一历史研 

究领域 ，我们正在设法理解一个 已经被组成这个 

领域的主体理解过的客体领域，在此领域内进行 

合理的判断可能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收获。”② 

汤普森的现代文化理论也有明显不足 ：第一 ， 

它混淆 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文化的意识形态 

功能。汤普森的现代文化理论重点研究了大众文 

化潜在的意识形态性，揭示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阐明了现代文化传媒化的政治意义。的确，意识 

形态在现代信息社会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和大众文 

化进行隐形渗透，但这只能说明大众文化承载了 

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不能说大众文化本身具有意 

识形态性质 。“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关系特别 是 

生产关系的理论体系，它直接或间接受限于并表 

现生产关 系，而意识 形态功能则是指不直接表现 

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 系，但 由于受到特定历史 

条件 的制约最终起着维护或建构一种社会关系的 

功能。”③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反映和维 

① 杨生平 ：《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评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 1期。 

②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锸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导论第 28—29页。 

③ 杨生平 ：《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江汉论坛))2012年第 12期 ，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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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 ，真正的意识形态分析应 

研究阶级和阶层。意识形态一旦形成 ，就会通过 

权力向不同社会领域渗透，使非意识形态的东西 

带有意识形态功能。文化当然也反映社会关系 

(包括生产关系)，但 除此之外它还反映生活世界 

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精神世界等方面的 

关系。作为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 自然也脱离不了 

对当代社会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的反映，但 

其审美与娱乐性质更决定其是对当代社会生活方 

式、娱乐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反映。就前者而言，它 

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性质 (但 它也不同于像经济 、 

政治和法律等直接对生产关系反映的典型意识形 

态)，但就后者而言，它明显不是意识形态。汤普 

森混淆文化意识形态性质与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 

后果，不仅让他不能进一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 

意识形态，也使他无法深刻揭示当代西方社会大 

众文化的政治性质。虽然他看到了大众文化在传 

播过程 中有主客互 动、民主性质以及 意识形态批 

判功能，但却忽视大众文化从产生源头上受 当代 

西方社会制度影响的实质。不错，随着大众传媒 

的发展，普通百姓可以在浩瀚如海的信息中自由 

选择信息并作出一定评论 ，这些评论也可以影响 

他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引起社会信息及 

其评论的 良性互动 ，并以此影 响社会发展 。但有 

两点他却没有看到：其一，不是所有信息与所有人 

的评论都会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强烈反 

响的，只有那些被当代西方主流阶层(包括中产 

阶层)认同或许可的信息与评论才能取得这样的 

效果。汤普森由他所谓经大众传媒引起的信息互 

动带来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至多只是 

要求由当代西方主流阶层(包括中产阶层)创发 

的大众文化增加一定程度 的包容性而 已(从这个 

意义上，我们也得肯定汤普森所论述的由大众传 

媒引发西方社会民主的积极意义。毕竟由大众传 

媒引发的信息的选择性与社会互动使强制性的大 

众文化传输变得艰难)。其二，大众文化的创发 

不简单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简单跟人的需要 

有关，它更跟特定社会经济、政治特别是社会制度 

密切相关，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往往具有很强的 

无意识性。表面上看，大众文化是解决人的审美 

与娱乐需求，而这些审美与娱乐需求似乎跟社会 

经济、政治等无关，然事实并非如此。当代西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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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众文化的崛起既跟人们的文化需求有关 ，也 

跟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有关。当代西 

方社会大众文化如此迅猛发展不能不说跟资本动 

作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资本不仅能创造人的需 

求，更能不断改变人的需求，以此促进大众文化从 

内容到形式等方面不断更新，并最终达到实现资 

本增值的目的。尽管如汤普森批评的那样，法兰 

克福学派早期学者忽视 了大众文化在传输过程中 

所引发的民主性质 ，但他们对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 

工具理性性质的批判却是有合理性的。事实上除 

大众文化外，当代文化还具有精英文化等形式，而 

之所以在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发展一枝独秀而 

精英文化等得不到长足发展 ，其重要原因就是因 

为大众文化能够很好地将人的需要、资本增值与 

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其他文化形式则不能 

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若说当代西方社 

会大众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话，那么这里的 

功能除了汤普森揭示 的批判与 民主功能之外 ，还 

具有为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根本制度服 

务的功能。而汤普森明显只看到了前首，却没有 

看到后者 。 

第二，汤普森不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不能对 

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作出正确分析。正如 

汤普森在批判文化转型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和 

社会复制理论时所分析的那样，整个西方社会自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 

制造业 日益衰退，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中产阶级逐步壮大，文化影响力逐步增强，价值多 

元表现得更加突出，由于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的失望与批判 ，当代西方社会一时找不出能 

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并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统一理 

论 ，一时间“意识形态终结论”喧嚣不止。尽管汤 

普森不认同这种思潮并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 

判，但由于他不懂得意识形态理论的精髓，因而开 

出的药方显然是乏力无效的。尽管他对马克思意 

识形态理论进行 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一些独立见 

解，但他并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精 

髓。在马克思那里 ，意识形态的最本质 内涵就是 

作为特定社会观念上层建筑。无论对统治阶级还 

是被统治阶级来说，为了有效开展他们的实践活 

动，就必须有一套观念性质的东西来指引。这就 

是意识形态。一般来说，成熟的阶级特别是统治 



杨生平 薛颖 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约翰·B．汤普森现代文化理论评析 

阶级会有一套系统的观念体系(即汤普森所理解 

的宏大叙事)，但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它们还必 

须能“有效”地解释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民 

众，毕竟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性不是理论性而是 

实践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原本 

能“有效 ”解释世界并说 服民众的意识形态 渐渐 

丧失其“合理性”，这就要求意识形态革新。意识 

形态革新不简单是一项纯粹理论性工作，它更要 

求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统一。而这个统一更取决于 

现实矛盾的性质。如果现实矛盾是非对抗性 的或 

非根本性的 ，意识形态革新还是容易完成的 ；若现 

实矛盾是对抗性 的或根本性 的，那意识形 态革新 

就难以完成了。汤普森看到的西方宏大叙事的衰 

弱正是后一种状况在西方社会的表现 。宏大叙事 

的衰弱自然会引起价值共识的下降，由此他对社 

会复制理论的批判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有一 

个根本性问题汤普森却没有看到 ：宏大叙事 的衰 

弱和价值共识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意识形 

态的丧失 ，而是意味着西方 意识形态在复杂的矛 

盾中艰难前行 、维系与巩 固。因为西方的根本社 

会制度并没有受到动摇，其核心社会价值也没有 

受到冲击。西方社会所谓的价值多元并不是真正 

的价值多元，而只是在其根本制度范围内以及核 

心社会价值统一的基础之上的价值多元；否则也 

不会有那么多西方学者加入“意识形态终结论” 

的宣传与更新之中。按理说，真正的价值多元就 

应该允许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并存，可西方社 

会是根本不允许这样做的。西方学者所推行的所 

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并不是宣称所有 意识 

形态的终结，只是宣称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意识形 

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其实是另 
一 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现。汤普森只看到西方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层 ，而没有看 到其深层。正 

因为如此，他想通过大众文化传媒化所具有的一 

定民主性质去促进西方社会全民民主，甚至达到 

消除不对等权力关系和实现彻底平等的愿望，只 

能是一种无法实现 的良好的乌托邦。 

M ass Culture as M odern Society’S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Modern Culture Theory of John B．Thompson 

Yang Sheng-ping；Xue Ying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three forms of modern Western ideology，John B．Thompson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grand narratives governing the origin and operation of ideologies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to 

modern society．Instead，mass culture has grown as the ideology ofmodern society．On this basis，Thompson has 

come to see the medializationof modern culture as the new paradigm and combines the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culture and ideology in his new analysis by way of thesymbolic form to showcase the major 

ide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mass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mass communication．Thompson’S modern culture 

theoryis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e andthe analysis of ideology despite its obvious defects． 

Key words：modern culture；mass communication；ideology；symbolic form 

(责任编辑 ：新中)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