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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学界对视觉文化的定义主要涵盖视觉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遥 当代视觉文化与消
费主义意识形态高度结合袁这正是视觉文化社会性维度的体现遥 视觉文化通过图像符号构筑
了一个庞大的景观系统袁以消费为路径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全面渗透袁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方式袁形成了野视觉文化意识形态冶遥 视觉文化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袁
必须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尽可能地消解视觉文化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遥 为此应揭示
当代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袁剖析视觉文化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念尧社会结构尧社会关系袁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治理路径遥 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院一是在发达工业社
会中弱化以技术理性为根基的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
关注的主要问题遥 马尔库塞和德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人与自然尧技术尧艺术等层面
的关系角度提供了超越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一般性的解决方案遥 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这
些方案进行批判吸收和借鉴袁将有助于弱化景观化的视觉文化意识形态操控遥 二是在视觉文
化的图像霸权地位逐渐突显以后袁国内外的很多学者主张推动视觉性为主导的图像文化向理
性尧话语尧倾听为主导的文化模式转型遥 有的学者主张重建阅读文化袁有的学者提出了听觉文
化尧触觉文化袁这些文化转型的探索将是超越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有益尝试遥 但是阅读文化尧
听觉文化尧触觉文化都不应以一种文化霸权的形式存在遥 而是应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的视觉尧听觉等文化形态的并存发展才能更加有助于削弱视觉文化的霸权地位袁弱化其负面
效应遥 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袁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视
觉尧听觉等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袁又要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创新遥 因此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应打破传统传播观念的束缚袁积极吸收视觉文化感性层面的传播优势遥 通过推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使之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袁在扩大其传播效应和影
响力的同时也对视觉文化进行引导和治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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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野视觉文化冶是 1913年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最先在叶电影美学曳中使用的概念袁他认
为电影作为新的文化形式从根本上区别于印刷文化袁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野视觉文化冶时代遥
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袁耶视觉文化研究爷(VisualCulture Studies)兴起于上世纪 70至 80年代的西
方噎噎视觉文化研究的历史虽然不长袁 却在短短的时间里爆发出惊人的学术生产力和理论
扩散力遥 冶[1]随着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袁视觉文化也具有了更为清晰的内涵遥 米尔佐夫认为视
觉文化是源自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文化袁 它是以后现代文化的角度对现代文化危机的一种
解决方案遥 斯特肯和卡特莱特认为野视觉文化这个术语涵盖了许多媒介形式袁从美术到大众
电影袁到广告袁到诸如科学尧法律和医学领域里的视觉资料等遥 冶[2]16 W.J.T.米歇尔则认为视觉
文化的本质在于建构性袁野它是被习得和培养出来的袁而不是简单地被自然所给予的遥 冶[3]主张

我们在对待视觉文化中的诸多媒介的时候应该引入历史性的视角袁 既注重视觉文化与受众
之间的互动关系袁又要注重视觉文化与人类社会中的伦理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遥 这些学者对
视觉文化的定义主要涵盖了两个维度院一是强调视觉文化的视觉性袁即视觉技术尧视觉媒介
对视觉文化生成与传播的特殊作用曰二是强调视觉文化的社会性袁即视觉文化与社会形态尧
日常生活尧伦理政治的密切关联遥 因此在关注视觉文化的视觉性特征时袁也必须重视研究其
社会性意义遥

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对当代文化视觉化转型的集中反映遥 以图像为载体而构成的视觉
文化的产生有着多方面原因院消费社会的形成尧科学技术的异化尧文化工业的发展尧日常审美
方式的转变等等遥 总的来看袁视觉文化的产生既有现代性的文化根基袁又顺应了后现代的文化
转型遥 在当今视觉文化时代中袁视觉文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高度结合袁这也正是视觉文化社
会性的展现遥 视觉文化通过图像符号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景观系统袁以消费为路径在日常生活
领域进行全面渗透袁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遥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
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力和影响力遥 因此应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尽可能地消解视觉
文化意识形态的负面效应袁全方位地研究当代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治理路径袁以对其进行有
效的引导和规范遥

二尧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

视觉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图像组成的文化形态袁因为野视觉图像指向的往往并不是
图像本身袁而是图像背后的隐喻袁视觉图像往往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建构遥 冶[4]视觉文化在野本
质上是一个在视觉符号的表征系统内展开的视觉表意实践袁 它蕴含了许多隐而不显的体制尧
行为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遥 冶[5]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从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本身去看待文化袁而是
必须深入到视觉文化表征系统的内部去研究视觉符号如何改变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

关系遥 带有这样的视角去审视视觉文化会发现视觉文化已经全面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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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袁生成了带有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性质的野视觉文化意识形态冶遥
渊一冤视觉文化冲击了主流价值观
在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袁这首先表现为它的后现代性对

主流价值观的冲击遥 因为视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文化袁后现代文化热衷于对信仰的消
解尧对主体的解构尧对历史的淡化遥 它的本质特征是突出边缘袁消解中心袁进行平面化的复制拼
贴遥 就像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所描述的那样袁他认为在后现代文化中现实通过二维影像的方
式呈现出来袁因此后现代文化必然是平面化的遥 同时在这种呈现中袁真实的历史现实被虚拟影
像所遮蔽袁因此后现代文化又是无历史深度的遥 虽然后现代文化的这种特点使它更容易被大
众所接受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众的文化地位袁使文化开始重视大众的感官体验和话语权袁
但是后现代文化试图对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及颠覆袁对物品原有的意义进行消解和重新
编码袁并迎合大众的感官口味袁赋予其新的意义和象征袁表现出强烈的娱乐至上色彩和日常审
美肤浅化尧表面化的特点遥 冶[6]

视觉文化的这种特点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遥 近些年来一些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曲解
历史袁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娱乐化袁为了讨好观众不尊重历史事实袁不顾及民族情感袁上演
了一部部带有各种夸张镜头的野抗日神剧冶遥 视觉文化的后现代特质还散布着一种相对主义的
价值观袁它表面上主张价值多元袁实际上在一种野怎么都行冶的价值观念中消解了人们对于主
流价值观的认同袁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遥

渊二冤视觉文化中蕴含着错误的价值观念
视觉文化意识形态散布着消费主义尧快乐主义价值观念袁这同视觉文化的后现代性仍然

密不可分遥 后现代伦理状态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视觉文化在伦理价值层面的呈现方式遥 自尼
采宣扬野上帝之死冶以后袁上帝作为绝对的道德和信仰的权威被消解遥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福柯
继尼采之后更是断言野人的死亡冶袁作为主体的人失去了世界中心的地位遥 在虚无主义和相对
主义的盛行的后现代伦理状态下袁真理不再崇高袁理想也不再值得追寻遥 因此很多人们的目光
更多停留在对当下的体验上袁沉迷于消费所带来的短暂快感中遥

视觉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在后现代的伦理状态下袁伴随着消费社会而产生的遥 因此视觉文
化意识形态实质上也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遥 视觉文化以广告尧电影等图像媒介为载体袁
借助电视尧互联网传播消费主义价值观遥 这种价值观促使消费行为发生异化袁人们不再仅仅从
获得使用价值的层面去消费商品袁而是赋予了商品更多的符号性意义遥 它使人们流连于商品
符号的景观世界袁颠覆了人们对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认知袁模糊了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
的界限遥从而导致过度消费尧炫耀性消费之风盛行遥消费主义尧快乐主义弱化了人们对于价值尧
理想层面的精神追求袁也弱化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袁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遥

今天是一个在全球化的时代袁和经济全球化一起到来的还有文化全球化遥 在文化全球化
的语境中袁 一些国家依托于强势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传媒产业在文化上也具有较多的话语
权遥 它们同时也依托着视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宣扬消费主义尧拜金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念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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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我国要抵御这种视觉文化背后错误的价值观念袁利用文化优势尧制度优势在文化全球化的
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袁掌握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袁必须对视觉文化意识
形态的治理路径进行深入研究遥

三尧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

如何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弱化以技术理性为根基的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袁是以西方马克思
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遥 本雅明尧阿尔都塞尧马尔库塞尧德波尧鲍德
里亚尧齐泽克等学者都从不同的维度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进行过分析和批判遥 尤
其是马尔库塞和德波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为我们研究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治理路径提供了

诸多启发遥
渊一冤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及超越
马尔库塞从总体上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袁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尧技术

理性的结合方式袁并思考了对其进行超越的可能路径遥 他首先倡导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袁在对
和平的追求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遥 通过这种和解袁人把自身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
抽离出来遥 他认为院野和平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技术的逻辑袁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技术同
其主要对象即自然的关系遥 和平以控制自然为前提袁自然是而且将继续是同发展中的主体相
对的客体遥 不过存在两种控制院压迫的控制和解放的控制遥 后者可致不幸尧暴力和残酷行为的
减少遥 冶[7]186马尔库塞的这种自然观实际上与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生态马克思

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常类似遥 这些理论都主张在关注环境保护的同时应对人类虚
假需要及欲望进行必要的遏制袁提倡一种更为健康尧绿色的生活方式遥 这种生活方式的建立必
将有助于我们走出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幻境遥

在马尔库塞那里袁对自然的解放性的控制是和艺术的批判功能结合在一起的遥 马尔库塞
认为在技术理性控制的社会中袁社会的不合理性愈加明显袁艺术的合理性就愈加强烈地突显
出来遥 艺术仍然作为一种技术合理性的反抗力量袁孕育着人类和平解放的理想维度遥 野艺术将
不再是已确立机构的婢女袁不再是美化其事业和不幸的技巧袁相反袁它将成为摧毁那一事业和
不幸的技巧遥 冶[7]189需要注意的是袁马尔库塞所言的艺术实质上带有很强的精英文化的意味遥在
视觉性的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袁有选择地提倡精英文化尧高雅艺术的回归对提升大众审美素
养尧对抗消费意识形态会起到积极作用袁但是也要注意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袁
也是不可取的遥

渊二冤德波超越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的解放策略
与马尔库塞相比袁 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更直接关涉到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反思遥

德波对景观社会的研究其实比我们更为熟知的波德里亚所做的研究还要早袁德波的思想可见
于他的著作叶景观社会曳一书中遥 在这本著作中德波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分析了当代消费
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种特别现象要要要野景观冶遥 在消费社会中不但商品越来越丧失了它本身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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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进而符号化为一种景观袁就连生活本身也表现为景观的堆积遥
德波在批判了景观社会的现实状况及其意识形态后袁提出了超越景观意识形态的解放策

略遥 他认为解放的根本在于把人从物化的商品景观控制中解脱出来袁野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是
一种来自于物质基础的倒置的真理的解放遥 冶[8]101因此必须摆脱已经倒置了的人与商品的关

系袁直面真理袁把人从商品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遥他又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概念如野漂移冶尧
野异轨冶淤等概念遥 漂移野是一种穿过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遥 漂移包括幽
默嬉戏的建构行为和心理地理学的感受意识遥 因此是完全不同于经典的旅游或散步概念的遥
在漂移中袁一人或多人在一个特定时期要放下他们的关系袁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活动袁他们的所
有其他运动和行动的通常动机袁 使他们自己被他们在那里所发现的地形和遭遇的魅力所吸
引遥 冶[8]105而异轨则是德波谈论文学艺术活动时引出的一个概念袁但是它的作用又可以被视为
对整个影像世界的一个颠覆性的解构活动遥 异轨通过变形尧非理性尧颠倒等方式对具有意识形
态意蕴的海报尧广告尧服装甚至城市规划等事物进行改造袁最后野异轨不仅导致人的才能新方
面的发现曰另外也导致与全部社会和法律习俗的正面冲突袁它不可能不是一种服务于真实阶
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文化武器遥 冶[8]113总体看来袁德波主张通过对欲望的遏制摆脱商品景观的控
制是合理的袁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仍然带有很强的艺术性遥

马尔库塞和德波从人与自然尧技术尧艺术等层面的关系入手提供了超越视觉文化意识形
态的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袁对于弱化景观化的意识形态操控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和意义遥 但是马
尔库塞尧德波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策略带有艺术化的改良性质和比较强烈的脱离于普通
大众的精英主义文化取向袁这需要我们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时必须站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地吸收和借鉴遥

四尧以多样化的文化形态突破视觉文化霸权

除了马尔库塞和德波超越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的策略袁我们还应从具体的文化实践本身出
发研究更具有操作性尧现实性的文化路线遥如何超越视觉文化钥视觉文化之后的文化生态又是
什么样的钥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和展望遥他们主张推动视觉性为主导的图像文化向理性尧
话语尧倾听为主导的文化模式转型遥 有的学者主张重建阅读文化袁有的学者提出了听觉文化尧
触觉文化袁这些文化转型的探索将是超越视觉文化意识形态的有益尝试遥

渊一冤阅读文化的重建与创新
野重建阅读文化冶是国内视觉文化研究学者周宪提出的观点遥 他认为视觉文化的图像霸权

俨然造就了一个野读图时代冶的出现遥在这个时代中袁图像形成了对语言文字的全面压制遥就视
觉图像和语言文字的关系而言袁野语言是线性的尧抽象的和思考性的噎噎相比之下袁影视图像
的传递是单向的遥 冶[9]语言文字的往往能给予阅读者更多反思和想象的空间袁而影视图像则注
重以感性化的形式冲击观众当下的感官体验遥 在读图时代中袁影像化的视觉冲击代替了语言
文字的静态沉思遥 图像之所以能获得霸权袁形成对语言文字的操控袁还在于图像和消费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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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袁产生了和马克思所批判的野商品拜物教冶相类似的野图像拜物教冶遥 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们对
商品顶礼膜拜袁而在图像拜物教中袁这种膜拜转移到对商品形象的占有上遥 发生这种转变的逻
辑就在于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依赖逐步转向为对符号价值的痴迷遥 在分析了图
像压制文字的深层原因之后袁周宪认为我们应该对削减当前的视觉文化霸权有所作为遥 他提
倡应该弱化视觉文化对闲暇时间的控制和剥夺袁倡导阅读文化的重建袁提倡以良好阅读习惯
和兴趣的培养等方式来应对视觉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对语言文字的冲击遥

令人欣慰是野重建阅读文化冶这一倡议如今已经不再仅仅是理论研究者们的主张袁而是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今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方略袁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遥 尤其是在我
们面对电影尧电视剧尧微博尧微信等现代媒介的多重冲击下袁提倡阅读文化就变得更加紧迫遥
它已经不仅仅是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尧社会问题袁而是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国民素养遥 在视觉
文化时代袁一方面我们应呼唤传统阅读方式的回归袁另一方面也应继续探索和创新理性化
的语言文字在视觉媒介中的呈现方式遥 如近年来热播的叶朗读者曳尧叶见字如面曳尧叶中国诗词
大会曳等一些电视节目尝试把语言之美尧叙事之美尧人性之美通过在电视这一视觉媒介呈现
出来袁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语言本身的魅力遥 相信阅读文化的重建将是冲破图像牢笼的关
键途径遥

渊二冤从视觉文化转向听觉文化
相比野重建阅读文化冶的倡议袁一些学者提出了崭新的思路遥 为了应对视觉文化的冲击袁韦

尔施提出了野听觉文化冶的概念遥 他在叶重构美学曳中谈到了视觉文化正在向听觉文化转向院野我
们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袁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袁这是我们所期望的袁也是势
所必然的遥不光出于平等对待遥在视觉称霸两千多年后袁听觉理当得到解放遥 冶[10]209韦尔施认为

视觉文化的核心在于它的技术性袁它已经呈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遥 视觉文化的霸权正在以一
种异化的形式把人类带入到灾难中遥 而听觉文化的特点在于它能交流中实现与世界的和解袁
从而解放人类遥 韦尔施旗帜鲜明地把听觉文化看成是替代视觉文化的一种选择遥 但是就理论
而言袁对听觉的重视在思想史上早已有之遥 韦尔施把这种思想根源追溯到海德格尔尧尼采尧乃
至当代的麦克卢汉遥 因为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后期的诗意哲学尧尼采关于诗歌和音乐的理论
以及麦克卢汉的听觉空间理论中找到这种根据遥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听觉文化本身呢钥 韦尔施在这里进一步把听觉文化分为两个层次院一
方面是广义的作为替代视觉文化的一种新型的主导文化袁它以听觉为基础对我们的文化模式
进行彻底的改造曰另一方面它是指狭义的具有声音特质的文化类型遥 他认为我们应该同时在
这两个层次上发挥听觉文化的作用袁 以听觉为基础重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袁突破技术性的视觉文化已经形成的霸权地位遥 就此来看袁韦尔施主张的听觉文化和阅读文
化有一定的相似性袁它们都蕴含着一种感受尧理解尧交融的特质遥 听觉文化的这种特质必将有
助于打破视觉文化的垄断袁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文化生态遥

渊三冤触觉文化的萌芽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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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听觉文化的呼声在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日盛袁有些学者开始以触觉文化为核心提出
了一些新的观点遥 他们或者认为触觉文化相对于视觉文化尧听觉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院野用
听觉文化来替代视觉文化并未跳出西方传统思维模式袁容易从耶专制霸道爷的一个极端走向
耶逆来顺受爷的另一个极端遥 而相比于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袁触觉文化具有更强的自我反思能
力袁更不容易形成专制主义冶[11]曰或者认为触觉文化意味着一种身体的在场袁这是多元文化下我
们应该合理对待触觉文化的一种伦理态度院野审思和超越视觉文化袁聚焦触觉文化袁即人的身
心应当以连续在场的方式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土壤之中袁视觉文化中的技术信息应始终作为丰
富人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的手段曰触觉文化中的传统信息和与其相关的耶经验技能爷应该根据
其自身的特性得到发展袁它们与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应得到保护袁符号与事物应保持
平衡遥 冶[12]总的来说袁这些学者倡导的触觉文化中所谈到的野触觉冶并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肢
体器官直接与外物接触的那种触觉袁而是一种相对广义的触觉袁它更为接近一种野全觉冶遥 他们
认为文化应该是健全的野全觉文化冶袁因此不应该把文化形态局限在某一种感官形态之上袁单
一地以某种感官形态作为文化的主导都是不值得提倡的遥 同时他们还扩大了触觉的外延袁认
为除了皮肤这个最大的触觉感官之外袁传统意义上不属于触觉的感官如视觉尧听觉也可以从
触觉的角度予以解释遥 也就是说袁触觉是人类感官感触这个外部世界的基本形态袁除了狭义的
触觉外袁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院视觉是眼球与外部事物光线的接触袁听觉则是耳膜与外部事物
声波的接触遥 因此视觉尧听觉实质上也是一种触觉遥 正是由于对触觉做了广义上的解释袁触觉
具有了超越单一的视觉或听觉的特质遥 它可以超越视觉文化或听觉文化的专制性袁具有更强
的自我反思能力袁更加开放包容袁打破了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从产生以来就内在于其中的理
性主义因素袁回归到对人的自身要要要人的身体的关注遥

尽管学界对视觉文化的超越路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袁但是阅读文化尧听觉文化尧触觉
文化都不应该以一种文化霸权的形式存在遥 而是应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视觉尧听觉尧
阅读等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并存发展才能更加有助于削弱视觉文化的霸权地位袁弱化其负面效
应袁从而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健康的文化空间和精神家园遥

五尧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

当代视觉文化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袁主要是因为它是
一种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和消费的感性意识形态遥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面对视觉文
化时代也应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遥 我们应打破传统传播观念的束
缚袁吸收视觉文化在感性化方面的传播优势袁同时又对视觉文化中的非主流观念进行批判遥 通
过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使之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袁在扩大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应和影响力的同时也对视觉文化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治理遥

渊一冤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
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的住所袁意识形态通过融入日常生活对个体进行召唤和质询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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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遥尤其是视觉文化意识形态袁更是高度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遥它通过
商品符号的生产袁进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领域袁从而在潜意识层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遥
所以要规避视觉文化意识形态造成的消费主义等负面效应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进入
到日常生活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遥 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袁在日常生活中
进行大众化传播遥 这是因为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日常生活化是由日常生活与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之间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所决定的遥 冶[13]马克思就曾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指出
意识形态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过程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袁它既发源于
日常生活又必须回到日常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遥

以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比较侧重于理论化和系统化袁目前来
看我们也应进一步丰富其感性化的维度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进行理论和实
践层面的研究遥 具体而言袁应转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袁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切
身利益袁以更富有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话语形式进行传播袁加强其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响力遥
同时应积极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袁因为大众文化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遥 以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大众文化袁使马克思主义走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遥 还应该进一步处理好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袁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袁深深地影响
着道德伦理和日常风俗遥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找到和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袁借助传统文
化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遥

渊二冤探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的实现方式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借助视觉文化的传播媒介发挥其引领作用遥 视觉文化作为一种

大众文化在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方面有其优势袁因为它更富有图像的直观性和冲击力遥 所以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引导视觉化的大潮袁转变话语的表达方式袁充分利用视觉文化传播主
流价值遥 这需要我们在理念上尧内容上和传播形式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遥 在这一方面袁我们已
经有了初步的尝试遥 近些年我国通过纪录片尧国家形象片等视觉图像向国内外展现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遥 2008年的申奥宣传片尧2011年纽约时代广场亮相的国家形象片等从经
济尧政治尧文化等层面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更为生动形象的社会主义中国遥 这种展现方式充分利
用了现代化的视觉手段袁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袁也说明野国家形象的银幕表达是让世
界认识中国的非常重要的平台遥 冶[14]

同时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应该主动占据电影尧电视剧等视觉消费品市场遥 因为野在现
代社会袁文化已经成为商品袁文化符号的消费逐渐替代物的消费袁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交往尧互
动的重要方式袁对人们具有直接的价值导向作用遥 冶[15]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应该适应文

化商品化尧视觉化的转型袁对其发挥作用的形式进行适当的调整遥 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
图像化的处理袁使之融于可以被大众消费的视觉文化商品中袁进而通过大众的消费活动使大
众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袁从而引导大众的价值观念遥 虽然一些经典的影视作
品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意义袁但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袁其制作手段和图像展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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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经不太能适应新时代的观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审美变化遥 所以我们必须转变制作理念袁引
入先进的制作技术袁 借助市场化的影视制作方式使主旋律题材的影视作品更能适应时代精
神遥如 2017年上映的电影叶战狼 2曳尧2018年上映的电影叶红海行动曳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典型遥这
些电影以更为感性的尧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的视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形象遥

渊三冤规范视觉媒介的传播环节
从传播队伍尧传播受众尧传播法规等传播环节对视觉文化进行规范化治理袁有助于保障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遥 在传播队伍方面袁应该坚定视觉文化商品制作者的政治立
场袁积极学习并领会国家最新政策袁从而保证制作出来视觉商品既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又
具有时代精神遥 在传播受众方面袁应提升大众的媒介信息素养袁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袁增强大
众鉴别视觉商品中非主流价值观念的能力袁使之自觉对其进行抵制遥 同时应逐步健全视觉文
化相关的法律法规袁严格规范互联网尧新媒体尧自媒体等传播渠道袁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在这些现代媒介中的传播遥

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袁其在视觉文化中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遥 这将
极大地压缩当前视觉文化中存在的消费主义尧快乐主义尧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念的生
存空间遥在根本上改变视觉文化的发展方向袁推动视觉文化本身的转型遥从而实现对当代视觉
文化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治理的目的遥

六尧结 语

视觉文化之所以能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袁是由于视觉文化具有图像化尧感性化尧
易被消费和传播等特点袁顺应了文化大众化的转型遥 但是视觉文化又是根植于消费社会的一
种后现代文化形态袁从而被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袁文化本应具有的精神引领作用消失了遥 消
费主义尧快乐主义尧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念通过广告尧电影等媒介渗入到视觉文化当
中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遥 因此我们必须揭示出视觉文化中含有的这些错误价
值观念袁对视觉文化进行治理遥

马尔库塞尧 德波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和景观社会
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并提出了可能的超越路径袁对我们分析视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关
联尧研究视觉文化意识形态治理具有很大启发遥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提出更为
具体的文化方案袁并且带有艺术化的改良性质袁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批判地吸收
和借鉴遥

近年来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针对削弱视觉文化霸权提出了阅读文化尧听觉文化尧触觉文化
来重建社会对阅读尧倾听尧感触等维度的认知遥 应当承认的是这些方案都有其合理性袁但是视
觉文化尧阅读文化尧听觉文化尧触觉文化应该共同构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不同感官形
式文化并存发展的文化生态袁这才是更应被认可的文化发展道路遥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应积极吸收视觉文化的感性传播优势与

56



视觉媒介充分融合袁 同时对视觉文化中的非主流观念进行批判遥 这将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在当前文化生态中的引导力袁更好地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袁清除视觉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袁
促进视觉文化的健康发展遥

注释院
淤这些概念充分反映了德波所代表的情景主义渊Situationism International冤的基本观点遥 1957年袁情

境主义国际成立袁其代表人物就是德波遥 他们主张通过情境的建构袁进行日常生活领域的实践和革命袁
从而超越景观社会对人的控制遥 其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波德里亚尧哈维等学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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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Path of Ideology on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LIU Weib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definition of visual culture mainly covers two dimensions: visuality and sociality.

The combination of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ideology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visual culture. Visual culture builds a huge landscape system through image symbols, and
comprehensively infiltrates the daily life field with consumption as a path, changing the public爷s ideas and
behaviors, and forming a 野visual culture ideology冶. Visual cultural ideology has had an impact on mainstream
ideology. We must dispel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visual cultural ideology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 this end, we should reveal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analyze
the values,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behind visual culture, and further study the governance path of
visual cultural ideology. Research starts from three levels: First, weaken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deology
based on technical rationality in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is the main concern of Western Marxist ideology
critical theor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Marxism, Marcuse and Debord provide a general solution that
transcends visual cultural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echnology, art, etc. From the Marxist standpoint, the critical 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of these programs will
help to weaken the manipulation of visual cultural ideology of spectacle. Second, after the image hegemony
status of visual culture has gradually emerged, many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advoc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sual-oriented image culture to the cultural model dominated by rationality, discourse and listening. Some
scholars advoc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ding culture.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uditory culture and
tactile culture. The exploration of th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ill be a useful attempt to transcend visual
cultural ideology. However, reading culture, auditory culture, and tactile culture should not exist in the form of
a cultural hegemony. Instead, it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forms
such as visual, auditory and reading that are led by Marxism, which can help to weaken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visual culture and weaken its negative effects. Third, Marxist ideology i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 We must adher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in different cultural forms such as vision
and audition, and we must carry ou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Marxist ideology should
break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concepts and actively absorb the communication advantages
of visual culture. By promoting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and expanding its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influence, it also guides and governs the visual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m; visual culture; ideology; cultural governance; consumerism;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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