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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
瑜伽与体育的品味
杨剑锋
摘 要院 近年来广场舞蓬勃兴起袁但引发的舆论争议持续不断遥 在媒介话语中袁广
场舞是一种粗俗尧低层次的健身运动袁而瑜伽则是时尚尧高雅的白领运动袁这种观念
是由媒体建构而成的遥 广场舞与瑜伽的不同品味袁是广场舞大妈与都市白领女性在
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遥 在消费时代背景下袁品味经过媒体的包装袁变成
时尚遥 时尚的逻辑是消费的逻辑袁是出于野欲望冶而非野需要冶的消费袁因此它是一种
彻头彻尾的欺骗遥
关键词院 广场舞曰瑜伽曰品味曰媒介建构曰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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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square dance has sprung up exuberantly, yet it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ies. In media discourse, square dance is a kind of vulgar and low-level fitness type, while yoga
is a fashionable and graceful sport for female white-collars. This concept is constructed by the media. The different taste of square dance and yoga is the symbol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of dancing aunts and urban white-collar femal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consumption society, taste
packaged by the media has turned into fashion. The logic of fashion is the logic of consumption,
which is the consumption out of "desire" instead of "demand".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taste here
is of thorough deception.
square dance; yoga; taste; media construction; consumption society

45
中国各大城市广泛出现的广场舞在不经意间
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景观遥 参加广场舞的大多
数为 40～ 70 岁中老年女性袁她们被称为野广 场 舞大
妈冶遥 与此同时袁现在许多青年女性袁特别是那些 都
市白领女性袁则更热衷于瑜伽尧跑步等健身 房文化遥
尽管参加者的年龄尧 健身场所的选择有所不同袁但
广场舞与瑜伽袁都是人们喜闻乐 见的民间体育健身
运动袁在中国其主要的参 加人群都是女性遥 然而在
媒体报道与社会舆 论中袁二者的地位和评价却大相
径庭遥 广场舞不仅因噪音扰民尧侵占公共空间等负

面问 题 备 受 舆 论 压 力 袁甚 至 被 视 为 野低 俗 冶野最 低 层
次体 育冶袁 而瑜伽则被视为高层次的优雅美丽的体
育袁倍受推崇遥

尽管叶中国体育报曳等专业体育类媒体和叶人民
日报曳 等党的机关报一般将广场舞视为一种健康有
益的全民健身运动加以报道袁 但在民间影响更大的
都市报纸和网络等新媒体中袁 广场舞更多是作为一
个社会问题出现的遥 媒体通过聚焦广场舞侵占公共
空间和噪音扰民等两大问题袁从大妈形象尧舞蹈形式
和伴舞音乐等方面 野成功地冶 将广场舞建构为一种
野低层次冶野庸俗冶野土气冶的运动遥

广场舞被视为低俗的体育健身运动袁 首先与广

场舞的参加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遥野大妈冶与野广场
舞冶是一对可以互文置换的概念遥 谈到野大妈冶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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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会 联 想 到 野广 场 舞 冶曰谈 到 野广 场 舞 冶袁人 们 也 会 立

场舞中消耗过剩的精力袁 但他们还是从心里瞧不起

是作为现代都市生活的野他者冶而出现袁处于社会的

肿身材的大妈跳着庸俗不堪的叶最炫民族风 曳袁毫无

刻联想到野大妈冶遥在媒体的叙事框架中袁广场舞大妈
边缘和时尚消费的底层遥 媒介笔下的广场舞大妈穿
着可笑的服装袁在都市广场和小区空地尧在高速公路

这项活动 [2] 遥 野很多人认为广场舞丑尧土袁觉得一群臃
美感遥 冶 [6]

相比之下袁 瑜伽一直没有能够成为国内媒体报

上尧在卢浮宫尧在漫天的雾霾中袁伴随着高分贝的通

道的热门话题袁 但瑜伽在中国的媒体形象总是很稳

俗音乐袁扭动着并不美丽的臃肿身躯袁跳着奇形怪状

定而争议甚少院美丽尧时尚尧优雅遥 如 2016 年 12 月长

的舞蹈遥媒介为社会公众建构了一个缺少公德意识尧

春市举办大众瑜伽邀请赛袁叶长春日报曳 报道的标题

颟顸低俗袁甚至野丢人丢到国外冶野不是老人变坏了袁
而是坏人变老了冶的大妈群体形象袁以至于提起广场
舞袁一些人就会咬牙切齿袁野他们把耶广场舞爷视为文
明社会里的贬义词袁 看作是一群市井大妈有碍市容

的耶粗俗文化爷冶 遥 一项调查表明袁56%的人认为野大
[1]

妈冶一 词 在 现 有 的 社 会 语 境 下 带 有 野可 笑 尧奇 葩 冶或
野费解尧不可理喻冶的意味 遥
[2]

广场舞的舞蹈形式也是媒介嘲弄的对象遥 广场

舞本是多舞种融合的艺术形式袁民族舞尧古 典舞尧国
际舞 等都 可在 广 场 上 表 演 [3] 袁但 媒 体 显 然 更 倾 向 于

是 叶180 人 展现 瑜伽 野唯美 与 力 量 冶曳袁配 图 是 两 位 年

轻的女子在做着赏心悦目的高难度瑜伽 动作 [7]遥 一
些主要面向年轻白领的时尚健身杂志也常将瑜伽作

为一种健康有益的健身项目介绍给受众袁 并强调其
优雅尧时尚尧力量的价值遥 瑜伽还常常出现在电视广
告上遥如台湾女明星林志玲为某品牌拍摄的广告袁画
面背景是绿水尧青山尧豪宅袁林志玲在飘渺空灵 的音

乐声中姿态优雅地做着瑜伽动作袁 屏幕上打出 野美
丽袁回应着努力冶的字样遥几乎所有的报纸尧杂志及网
络媒体的瑜伽配图袁 都是充分展示身体柔韧性的年

选择性地聚焦于野打鬼子舞冶野僵尸舞冶等反常尧怪异

轻女性遥她们身穿瑜伽服袁体态纤细柔美袁神情安详袁

但并不占主流的舞蹈袁 配以颇具视觉冲击的新闻图

显得性感而美丽遥在媒体的报道中袁瑜伽还经常使用

片袁再加上野奇葩冶野诡异冶野彪悍冶野劲爆冶等夸张刺激
性的标题袁对广场舞及广场舞大妈进行冷嘲热讽遥至
于来自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舞袁 在都市白领
看来是与时尚绝缘的袁而高雅的古典舞尧洋气的国际

野励志冶野修炼冶野瘦身冶等语汇遥 正如王芊霓所说院野瑜
伽已经成为健康尧积极尧高端的代名词袁甚至已 成为
专属于城市中上层的一种高雅的运动方式遥 冶 [8]

舞袁大妈们跳起来也会显得土里土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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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广场舞伴舞音乐的批评上袁 媒体首先将关

广场舞与瑜伽袁在我国其主要参加者都是女性袁

注的焦点放在伴奏音乐的音量上袁斥之为扰民的野噪

都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休闲类体育运动遥 但在人们看

音冶遥 野噪音冶一语作为意义的能指袁不仅抽离了音乐

来袁广场舞是一种低层次乃至低俗的健身运动袁而瑜

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袁 而且赋予了广场舞音乐以

伽则是优雅的尧高层次的健身 运动袁我们可以用野低

负面意义遥 其次袁媒体还选择性地强调叶小苹果曳叶最

品味冶野高品味冶进行简单的概括遥广场舞的低品味和

炫民族风曳等被网民戏称为野神曲冶的通俗音乐袁野神

瑜伽的高品味袁 并不是这两种健身运动与于俱来的

曲冶并非意味着它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袁而是暗示其

属性袁而是由媒介建构而成的遥
一般认为袁当代中国的城市广场舞起源于 1949

庸俗和野不可理喻冶遥
最后袁 媒体还借广场舞出现的少数不文明行为

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民间秧歌和腰鼓等

大做文章袁 强调其 野有伤风化袁 违背道德底线冶 遥

集 体舞 蹈和 野文 革 冶时 期的 野忠 字 舞冶 [9] 袁具 有鲜 明的

局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舞的远源是远古时期原始部落的广场舞蹈院野原始先

[4]

2015 年 袁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文 化 部 尧中 国 国 家 体 育 总

集体主义的特征 [10]遥 而李辉的研究则指出袁现代广场

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 叶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

民们在歌颂氏族首领时所参与表演的乐舞袁 是广场

化部某官员的观点院野部分广场舞活动在音乐选择和

始广场舞沿着两个不同的道路演变袁 一是演变为表

开展的通知曳袁叶京华时报曳在背景解读中特意强调文

舞蹈最初的表现形式遥 冶 [11]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袁原

舞蹈编排上的低俗化倾向也不容忽视遥 冶 网络媒体

演艺术的宫廷舞蹈袁 一是演变为表现劳动生活的民

在转载这条新闻时有意摘取这句话作为新 闻标题袁

间舞蹈遥 今天的广场舞已经不是单纯的来自农村和

这无疑强化了野广场舞是低俗的冶这一印象遥

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袁而是多舞种综合的舞蹈袁不

[5]

媒体对广场舞意义的建构袁 成功地影响了人们

仅有蒙古舞蹈尧新缰舞蹈尧秧歌尧腰鼓袁而且融合了中

对广场舞的接受遥 年轻人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

国传统的古典舞和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尧交谊舞尧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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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等很多不同种类的舞蹈形式袁甚至迪斯科尧太空舞
等最时髦的舞蹈也成为广场舞吸纳的艺术资源

[12]

遥

和意义世界中袁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野单向度的人冶遥

广场舞蹈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袁 世界各

地的原始先民都通过群体舞蹈进行宗教 尧 祭祀尧动
员尧庆典等集体活动遥至今世界各民族还有很多地方

人们常常用品味的高低袁来衡量人和事物袁并将

保留着这种民间群体舞蹈的习俗袁 如巴西的圆圈桑

其分为三六九等袁给予不同的社会地位遥品味意味着

巴舞尧美国的西部乡村排舞和街头踢踏舞尧斯里兰卡

等级袁它是人的社会地位的符码和表征袁同时促进了

的民间康提舞渊Kandyan冤等袁以至于有人断言院野所有

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遥

的舞蹈都来源于广场舞遥 冶

[13]

一般而言袁 具有高品味的人会消费高等级商品

瑜伽起源于古代印度袁 盛行于全球遥 从广义上

的商品袁 相反具有低品味的人通常消费低等级的商

讲袁瑜伽是印度六大哲学体系之一曰从狭义上讲袁瑜

品袁这主要是由他们所占有的经济资本决定的遥体育

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结合的强身运动遥 野在印度袁人

消费也是如此遥 美国学者保罗窑福塞尔在叶格调要要

们相信通过瑜伽可以摆脱轮回的痛苦袁 内在的自我

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曳 一书中分析和介绍了美国人

将于宇宙的无上合一遥冶 瑜伽有着许多不同的体系袁

在野格调和品味冶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视角中对体育运

其中比较注重生理效果的哈达瑜伽逐渐发展成为世

动项目的选择遥他引用艾莉森窑卢里的话说院野一项高

界瑜伽运动的主流遥

级别的运动项目袁从定义上说袁就是一种要求大批昂

[14]

广场舞与瑜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功能袁 但都具

贵用具或者昂贵设施袁或二者兼备的运动遥最理想的

有健身强体尧娱悦身心的功能袁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

是袁这项运动应该能够迅速消耗物品和各种服务遥例

化内涵袁本身并没有低品味尧高品味之分遥 是媒体给

如袁高尔夫球就要求许多亩未经耕种尧建筑尧或用于

两者强行贴上野低品味冶野高品味冶的标签袁从而赋予

商业目的的宝贵土地遥 完善的高尔夫球场还需要经

它们不同的意义遥在美国学者劳伦斯窑格罗斯伯格看

常除草尧浇水尧修剪袁并且用价格昂贵的机器对草地

来袁野建构是媒介的主要行为院挣钱尧形塑日常生活尧
建构意义和身份认同尧创建真实尧建构行为 尧建构历
史冶 [15] 遥 媒体通过对广场舞的野污名化冶袁赋予广场舞
以低品味的负面意义袁通过对瑜伽的野魅力化冶袁赋予

滚轧遥 冶 [19] 骑马尧驾游艇尧高尔夫球尧网球等需要付出

大量资金购买的运动是高等级的运动项目袁而足球尧
篮球尧排球尧棒球和保龄球等则无需大笔金钱支出的
体育运动袁是低等级的遥

瑜伽高品味的正面意义遥欧文窑戈夫曼将野污名化冶作

在中国袁广场舞无疑处于运动健身项目的底层袁

为社会建构的中心袁它植根于一种语言关系袁并且污

它几乎无需任何金钱支出遥 而通常在瑜伽馆或健身

名体现了事实的社会身份与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

馆进行的瑜伽则需要付出较高的时 间和金钱成本袁

异质性

因而成为讲究生活品质又经济宽裕的年轻白领阶层

[16]

遥 广场舞的被污名化与瑜伽的被野魅力化冶

制造了一种道格拉斯窑凯尔纳所说的媒体奇观袁这种

的高级体育消费遥野时尚消费的趋同性使健身房成为

媒体奇观反映了媒体对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单向

白领阶层显示身份尧 自我认同的符号袁 健身房成为

野他者冶的同时袁也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身份遥

的时髦口号遥 冶 [20]

野命名冶的权力关系的两个不同侧面袁在建构了一个
对于广场舞大妈来说袁 她们不得不承受着媒介

耶白领运动场爷耶请人吃饭袁不如请人流汗爷成为流行
然而袁 品味的高低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的精神

权力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羞耻感和精神压力曰 对于大

世界和人类的理性袁 它只意味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割

众媒体受众来说袁除了少数清醒的人之外袁大多数人

裂和斗争遥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窑布迪厄深刻地指

既被媒体的权力所制约袁 同 时又在扩展这种权力袁

出袁品味可看作是一种阶级关系的符号维度的表达遥

野一方面把自己变成权力的对象袁同时又将自己建构

为散播这一权力的主体冶 遥 网民们在微博等网络媒

按照布迪厄的关系性路径袁专业人士偏好高尔夫尧曲

[17]

棍球尧拳击还是橄橄球并不重要袁重要的是袁他们的

体上对广场舞的冷嘲热讽袁 说明他们完全是媒体的

偏好表达了对其他阶级偏好的象征性区分遥 上流阶

同谋遥他们缺乏那种批判式的媒体认知力袁无法把握

级贬低野大众品味冶的商品和实践的价值曰相应地袁工

和有效抵抗媒体文化奇观中的迷惑袁 对媒体奇观不

人阶级排斥那些作为野高雅趣味冶符号呈现在他们面

加思索地接受袁 甚至参与了媒体奇观的制造袁野媒体

前的商品和习惯遥 老一代人拒绝青年文化中的商品

文化奇观已经代替了现实本身冶 [18] 遥 日常生活完全被
媒体野殖民化冶了袁人们生活在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

和实践袁 而青少年也觉得他们老一辈人的那些东西
野不酷渊uncool冤冶遥 个体运用于他们自 身品味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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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味的判断袁构成了一个分类行动曰这些判断区分
化并等级化了社会成员遥 人们按照在社会中起作用
的分类原则来行动袁 选择适合他们品味的商品和实
践遥 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了社会结构中不同地
位的符号表达

[21]

遥 布迪厄指出院野一个阶级由既由它

被感知的存在也由它的存在确定袁 既由它的消
费要要
要这种消费不需要成为炫耀性的就可成为象征

性的要要
要也由它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确定 渊即使后
者的确支配前者冤遥 冶 野品味冶就成为那些复杂的资
[22]

本作用于体育运动和体育运动的参与者的中介院野首
先袁耶品味爷 的表达来自于经济资本要要
要决定于消费

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内在需要袁而野虚假的趣味 冶则并

非生命内在的冲动袁而是迫于外力渊如道德尧欲望等冤
的驱使而表现出来的趣味 [27] 遥 如果将审美的趣味置

换为体育的品味袁这一论断也是成立的遥既然审美的
快感无所谓高雅或者好坏与否袁 那么在社会伦理范
围之内的体育运动也不存在品味高低之别遥 人们选
择何种体育运动袁也应根据生命内在的冲动遥但在消
费时代袁人们选择何种体育运动袁更多遵循的是一种
消费的逻辑尧商品的逻辑遥 正如法国思想家让窑波德
里亚在叶消费社会曳中揭示的袁作为新的部落神话袁消

所需要的必要资金遥 其次袁由于文化尧社会和符号财

费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风尚遥人们消费某种商品袁是为

富的展现需要个体参与到多种的社会消费圈中袁耶品

了消费其符号价值院野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

味爷反映和再生产了社会主从关系遥 冶 因此袁都市的
[23]

白领女性通过参加瑜伽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并建构自

我认同袁 而广场舞大妈一方面由于经济资本和文化
资本的缺乏袁 另一方面也由于身体资本的缺乏和阶

级 野惯习冶渊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

征逻辑里袁 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

失去了联系遥 冶 [28] 大众媒体是消费时代的催生婆和助
产士袁在波德里亚看来袁大众传播野造成了某一类非

常具有强制性的信息院信息消费之信息袁即对世界进
行剪辑尧 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

所构成冤的影响袁选择参加最低成本的广场舞遥结果袁

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尧 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

位意义的符号冶 袁广场也成为野统治阶级冶与大妈这

品味经过媒体的包装和曲解袁就变成了野时尚冶袁

不仅瑜伽这一独特的运动项目 野变成了具有社会地
[24]

的信息遥 冶简而言之袁就是一种包装和曲解的功能遥

一社会的野他者冶斗争的野场域冶袁制定规 则成了场域

而时尚唯一稳定的就是它的不稳定性遥 媒体是一台

内争斗的焦点遥 一个场域是一个为资源渊经济资本冤

不知疲倦的机器袁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新的时尚符号遥

和回报渊符号资本冤而竞争的 空间袁同时也是一个为

瑜伽是时尚的运动袁广场舞虽流行但并不时尚遥大妈

支配地位而斗争的空间袁 它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关

跳广场舞袁 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袁 都市白领女性练瑜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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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野真实的趣味冶和野虚假的趣味冶遥 野真实的趣味冶

[21]

遥 野在该场域内袁一旦操纵了参与者的世界观尧价

值观袁统治就会以耶非暴力爷的方式实现遥 冶

[25]

媒体对

伽 袁则 是为 了 野美 丽 冶袁而 野美 丽 的 逻 辑 袁同 样 也 是 时

尚的逻辑冶遥 时尚的逻辑归根到底是消费的逻辑袁它

广场舞侵占公共空间和噪音扰民问题的大 肆报道袁

与虚荣有关袁是出于野欲望冶而非野需要冶遥 正 如范玉

正是这种权力斗争的现实反映遥 最终代表统治阶级

吉指出的袁消费时代的人都丧失了主体性袁人们已经

意识形态的媒体成为广场这一场域的规则制定者和
最后的胜利者袁大妈们只能默默地调低音量袁缩短跳
舞时间袁 以适应她们并不熟悉的新的时代和新的规
则袁而这种规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遥

完 全 混 淆 了 野需 要 冶渊need冤和 野欲 望 冶渊wants冤两 者 之
间的区别遥 野需要冶是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袁而野欲望冶却是一种虚假需要袁它和人类的
生存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袁 相反还会进一步
加速人的异化遥 消费时代的逻辑就是人们不再理性
地扪心自问野我冶需要什么袁而是盲目地跟着传媒制

布迪厄在他的经典名著叶区隔院一个品味判断的
社会评判曳中揭示了各种文化品味尧生活趣味等文化
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

造出来的欲望走 [27]遥 按照这一理论袁广场舞比瑜伽尧
马拉松尧高尔夫尧网球等时尚的运动更加贴近真正的

野需要冶遥 它既不虚夸地展示华丽袁也与野欲望冶无关遥
与野麦当劳冶野耐克鞋冶野LV 包冶等来自西方的时

域袁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遥品味不仅反映了深

尚品牌一样袁 来自印度的瑜伽因具有一种神秘的异

藏于阶级惯习背后的客观阶级地位的差异袁 而且品

域风情而倍受都市白领女性的迷恋与追捧遥 当瑜伽

味本身也是非常可疑的遥

被媒体包装成现代人所推崇的所谓高品味的健身与

范玉吉在论及审美趣味的变迁的时候断言院野高

雅趣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遥 冶 他仿照马尔库塞
野真实的需要冶与野虚假的需要冶理论 [26] 袁将审美趣味

时尚生活方式袁它就成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奢侈品袁成
为都市白领女性的消费符号袁 也就脱离了真正的瑜
伽而成为一种自我的幻像遥于是袁这种品味就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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