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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論文

現代幻想在中國之符號踐行：
「流星花園」模式的文化解析

馮應謙
張瀟瀟

摘要

通過解析「流星花園」模式的台灣和內地版電視劇，本文力圖釐清

流行文化與權力的關係。借由文本分析及話語分析，作者解析出「現代

生活方式」與「現代愛情童話」幻想。「流星花園」模式以眾多能指將現

代生活簡約為富人生活，並以人稱指代、隱喻等話語元素構建貧富對

立。為跨越貧富鴻溝及踐行現代生活，該模式所提供符號解決措施卻

是現代灰姑娘神話，從而將社會結構問題轉化為個人因素。相比台灣

版，內地版尤為美化社會陰暗面從而助長霸權建構，此乃其政治經濟

處境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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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Fantasy and Its Symbolic Actualization 
in China: 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Meteor 
Garden Format

Anthony Y. H. FUNG

Xiaoxiao ZHANG

Abstract

Originally a Japanese manga in the 1990s, the Meteor Garden format 

narrates a story about four rich boys with good looks and a poor girl with an 

attractive personality. Among the format’s variants, two TV drama versions 

were produced: Meteor Garden, by Taiwan producers in 2001; and With the 

View Of Meteor Shower, by mainland China’s producers in 2009. The former is 

a super hit with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ll of Asia. The latter is the latest 

adaptation, located in a unique social context. In analyzing these two television 

dramas,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Meteor Garden format. 

Our textual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tion system of the Meteor 

Garden format and is supplemented by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 dialogue. The 

discourse analysis explicates how personal pronouns and metaphors discursively 

constru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stratum identities, the rich and 

the poor. Finally, we analyze the fantasies of “modern lifestyle” and “modern 

love tale” inherent in the Meteor Garden format. This format oversimplifies 

modern life, by equating modern life to rich life with the multiple-signifiers-

single-signified representation, which betrays the ideal of “life politics” 

proposed by Anthony Giddens. Moreover, the rich-poor contradiction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discursiv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pronouns “you” 

and “we,” which is dramatized by the metaphors “parasites” and “weeds.” In 

order to bridge the rich-poor gap, the format provides audiences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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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 solution, that is, the modern Cinderella myth. On one hand, the 

romantic love between the rich Prince Charming and the poor Cinderella 

advocates a pure relationship.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reconcil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opposite stratums and accordingly transf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individuals. In short, the Meteor Garden format actualizes 

modern fantasies and to some extent help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which 

are similarities shared by both the Taiwan version and the mainland version.  

Despite the similarities, the two version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ways that 

might be caused by their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aiwan variant, the mainland show bears a lesser degree of “semiotic excess.” 

Furthermore, With the View Of Meteor Shower conspicuously beautifies the 

dark side of mainland China. By constructing a perfect character, a land agent, 

the mainland version purifies the image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which has 

actually caused many severe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Chinese audiences are 

indulged in modern fantasies and fail to see the real problems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mainland version thus contributes greatly to hegemony building. 

Keywords: Meteor Garden, modern fantasy, symbolic actualizatio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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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花園」模式講述四個富家男孩與一個平民少女在一所貴族學

校裏發生的故事，其不同版本均贏得廣泛受眾。該模式最早源自連載

於1992至2004年間的日本漫畫《花樣男子》（花より男子），1
 2001年該

漫畫被台灣華視改編為電視劇《流星花園》。台灣《流星花園》播出後在

亞洲地區紅極一時，受其影響，日本與韓國分別於2005年與2009年推

出了各自的《花樣男子》電視劇版本。由於台灣《流星花園》電視劇的成

功與深遠影響，我們將所有相關版本稱為「流星花園」模式。中國內地

也於2009年由湖南衛視生產和播出電視劇《一起來看流星雨》，並「以

2.13%的平均收視率」，一直蟬聯同時段全國收視冠軍（金鷹網，2009

年8月31日；騰訊網，2009年8月26日）。通過對台灣《流星花園》（簡

稱為台灣版）和內地《一起來看流星雨》（簡稱為內地版）2
 電視劇的深度

解析，本文力圖剖析「流星花園」模式所營造的現代幻想，並釐清其中

流行文化與權力的關係。

論文所採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為文本分析與話語分析。遵從符號學

傳統、輔以對話分析，本文縱析電視劇文本中的意指呈現和神話。同

時，通過分析人稱指代和隱喻，可見話語之中的身份建構與其對立。

最後，我們從「流星花園」模式中解析出「現代生活方式」 (the fantasy of 

modern lifestyle)與「現代愛情童話」(the modern love tale)幻想。該模式

從本質上可視作現代幻想在中國的符號踐行，現代生活方式幻想有涉

貧富階層矛盾，「流星花園」模式以眾多能指將現代生活簡約為富人生

活，並以人稱指代、隱喻等話語元素構建貧富對立。而現代愛情童話

則是貧富矛盾的符號化解，即以灰姑娘神話跨越貧富鴻溝及踐行現代

生活，從而將社會結構問題轉化為個人因素。

現代生活方式，及其片面表徵

「多能指─單所指」的符號呈現

「流星花園」模式為觀眾提供了超越中國現實、極富吸引力的現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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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幻想。這種象徵成功和幸福的優質生活，在劇中以眾多能指 (the 

signifiers)指向單一所指 (the signified)─上流社會的現代生活方式。

據吉登斯 (Giddens, 1991)在《現代性與自我身分》(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中所析，「生活方式」概念暗含於多元可能性中進行選擇，並日

常化為服飾、飲食、行為及社會互動場景等，生活方式概念在消費領

域中的應用尤為普遍。「流星花園」男主角開名車、玩遊輪、住豪宅，

管家傭人隨侍，渾身上下都是名牌，如台灣版中反復出現的Chanel、

Prada、Armani和在內地版中的D & G、Burberry等奢侈品牌。以商

品消費為核心的物質主義是「流星花園」中最易辨認的符號體系，也是

劇中現代生活的顯著特徵。通過消費來體現差異並非新鮮 (Storey, 

1996)，社會經濟學家范伯倫 (Veblen, 1953)曾分析有閑資產階級如何通

過「炫耀性消費」而不是工作和職業來界定身分及其地位，社會學家齊

美爾 (Simmel, 2005)亦指出新都市資產階級憑藉在消費中追求有關地

位、時尚和個性的符號，從而維繫和展示獨特個性。范伯倫、齊美爾

所析情況都出現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已經變遷，而階層及其相應身分

將立未立。這種身分困惑和建立身分的努力在文化領域和日常生活層

面反映出來，其中一種途徑即體現於生活方式。在「流星花園」模式中

反復出現的商品符號正體現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作為新富在興起時建

構身分的迫切需要。

此外，電視劇中這些尚在讀大學的青年人成日流連於各類舞會或

酒會之中，這種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然超越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

常態，而只能藉由影視文本想像和踐行。同時，這種現代生活也要求

上流階層的修養、文化品位和休閒愛好，體現在時尚、運動、外語、

音樂和禮儀等各方面。社會精英們不僅有錢、有修養，而且流動性

高。但，於富人尋常的流動，於庶民卻是難於實現的願景。雲海（內地

版道明寺）隨時可去美國求學，雨蕁（內地版杉菜）卻不能。在台灣版

第2集，道明寺告訴杉菜父母自己的父親現不在台灣。杉菜爸媽的反應

是「父親當然不在台灣，這麼忙怎麼會在台灣，只有我們才在台灣

嗎！」全球化在個人流動層面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平等。拉什與厄瑞 (Lash 

& Urry, 1994)依據流動性由高到低將社會劃分為高層精英人士、中層

普通白領與技術人員、及下層階級。其理論劃分儼然是中國現實並被

現代幻想在中國之符號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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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花園」文本再現和強調。

如是，通過奢侈品、名車、遊輪、豪宅、舞會、英語、鋼琴、旅

遊、留學等多個能指的表徵，「流星花園」模式不斷建構並反復強調劇

中男主角們的生活是上流、優雅、富有和值得嚮往的現代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及其概念屬於現代性發展的高級階段，這種富人擁有的現

代生活遠非當前中國社會的普遍現實，我們因此才將「流星花園」文本

稱之為對現代幻想的符號踐行。中國觀眾通過移情式地觀看電視劇而

獲得快樂，逃避現實生活的困境。吉登斯 (Giddens, 1991)繼而將生活方

式討論提升至「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層面。生活政治是有關生活方式

的政治，將現代人從傳統束縛與支配關係中解放出來，從而達到現代

人的自我實現。如中國古代尊崇封建皇權，將明黃色定為皇帝專享，

而為普通人禁用。現代人則早已無此禁忌，這正是現代生活平等多元

的體現。生活政治強調自由選擇及倡導自我實現的生活模式，其生活

方式應是多元，權力因素在其中應是促進性而非不平等。這樣，即使

是微觀生活層面也有關政治。尤為重要的是，吉登斯早已提醒我們注

意將生活方式簡約為富裕群體／階級訴求的可能誤區。

現代生活，簡約為富人生活

恰如吉登斯所析，「流星花園」模式給社會新興富裕階層提供了實

現自我、建立個人身分認同的重要途徑，乃其積極意義所在。但該模

式卻將現代生活方式與上流社會進行簡單勾連，現代生活在劇中只等

同於上流富裕生活，這種對生活方式的簡約化排除了庶民「現代」的可

能性。布爾迪厄強調不同群體的不同生活方式也是社會分層的基本結

構性因素，其效果類同於生產領域造就的階級差異 (Bourdieu, see 

Giddens, 1991)。現代化，從這個角度而言，淪為製造隔閡與邊緣化弱

勢群體的過程。所以，儘管「流星花園」模式提供了一種炫目的「現代」

生活，但這一生活方式卻無法提升至生活政治的高度，甚至恰好背離

了吉登斯所述生活政治的理想。當「流星花園」模式將現代生活方式簡

約為富有生活時，它將貧民／平民等社會群體邊緣化，在話語上否定了

其它生活方式成為「現代」的可能性。同時電視劇文本將西方生活方式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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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現代生活方式，這亦是排除了東方文明在現代生活方式中的合

法性。總而言之，「流星花園」模式提供的現代生活方式幻想是簡約而

非多元的。這種現代生活的片面表徵不具備生活政治上的平等性和包

容性，從而在文本中出現和強調了富人與窮人兩個群體的對立與矛

盾，這體現於劇中「我們」與「你們」的話語建構。

「我們」、「你們」的話語建構與隱喻

「我們」 窮人與「你們」富人

「流星花園」文本所提供現代生活方式幻想，對糾結於現實生活困

境的庶民來說有着莫大吸引力。辨認、鎖定和比較其現代生活元素給

觀眾帶來了虛幻的快樂及希望。現代生活方式幻想的建構首先是通過

「多能指─單所指」的符號表徵。然後再通過對富人與窮人的對比來突

出。劇中貫穿始終的常見話語是「我們」／「我們這種人」和「你們」／

「你們這種人」，它們指向的是窮人和富人，或者說庶民生活方式和「現

代」生活方式。於是，「貧富問題成為電視劇劇情進展的動力，並成為

吸引觀眾觀看的因素。」（顧曉明，見北方網，2009年8月11日）

在內地版中，艾利斯頓商學院舉辦校慶舞會，雲海見雨蕁沒有禮

服便暗自給她送去一件，雨蕁穿去參加舞會後被眾人發現是雲海的姐

姐曾穿過的裙子。雨蕁尷尬地質問雲海：「我是不知道像這種禮服不能

穿第二次。你這種經常參加舞會的人，還能不知道嗎（內地版第8

集）？」雲海和雨蕁因此發生激烈爭執，雨蕁憤憤地說：「好，我回去就

把它洗好熨好，再還給你，保證上面沒有一點我們這種人的氣息（內地

版第8集）。」在台灣版中，貧富矛盾同樣是通過「我們（這種人）」和「你

們（這種人）」的話語來集中體現。在台灣版第1集中，一個女生不小心

弄髒了道明寺的衣服，道明寺粗暴地把闖禍女生推開，揚長而去。杉

菜打抱不平，指責道明寺。

道明寺：「幹嗎啊，想表現你們這種平民的廉價友情啊？」

杉菜：「像你們這種寄生蟲，懂甚麼叫友情啊？」

現代幻想在中國之符號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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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流星花園」模式中有兩個對立群體，分別是「我們這貧民百

姓」和「你們貴族」（杉菜父母語，台灣版第3集），或「庶民」與「上流社

會」（青和語，台灣版第3集）。在對貧富對立的話語建構中，我們繼而

可以發現隱喻的存在。「寄生蟲」是「流星花園」模式用來比喻富人後代

的修辭。在內地版中雨蕁痛斥F4是「你們這四個寄生蟲（第4集）」，並

宣稱「我才不喜歡有錢人家的小孩子了，都是些寄生蟲（第7集）。」有

錢人家小孩是寄生蟲，那窮人家小孩呢？內地版女主角雨蕁名字裏的

「蕁」意為「蕁麻草」，它「生命力特別頑強，成長特別迅速，給點陽光就

燦爛（第4集）。」台灣版中杉菜「是一種雜草，就是一種不管被人家多

用力踩，多踐踏，春天都還會發芽那種（第1集）。」

在電視劇中「我們」窮人的代表是「雜草」雨蕁／杉菜，而「你們」富

人則以「寄生蟲」雲海／道明寺為首。劇中富人與窮人兩個階層的矛盾

在男女主角的相遇和衝突中被具體化，但又因兩人最終的愛情而戲劇

性地被溫情化與和諧化。於是，現代生活方式幻想被過渡和連結到現

代愛情童話，其銜接有符號運作過程在其中。

首先，觀眾在接收「流星花園」文本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自我

定位：「我」，是屬於劇中所描繪的富人，還是窮人？由於該模式所描

繪富裕生活超越了普羅民眾的生活現實，大部分該劇觀眾可能將自己

劃入雨蕁／杉菜所屬窮人階層。據《中國社會現狀深度分析》（豆瓣網，

2010年4月19日）所言，在中國近14億人口中，「六億人擁有的財富微

乎其微」，真正擁有社會資源的權與貴在中國並不算多。普通中國民眾

渴求富裕，渴望擁有劇中夢幻般的上流社會生活。但在現實生活中，

庶民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向上流動變為成功人士，甚至無望擺脫自身的

黯淡命運。現實有些令人絕望，希望之一則在於電視文本給庶民呈現

的現代幻想。「流星花園」模式「讓觀眾得到實現白日夢一樣的快感及滿

足，這也就不難解釋該劇的收視率會飄紅的原因。」（顧曉明，見北方

網，2009年8月11日）更何況「流星花園」還給觀眾提供了的符號解決

措施 (symbolic resolution)─現代灰姑娘神話。電視模式及其本土化

往往展示了幻想與現實的衝突，並提供其解決之道 (Fung & Zhang, 

2011)。在「流星花園」模式中，「愛情」成為升入上層階級的符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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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灰姑娘得遇白馬王子」。善良、富有個性魅力的女主角與英俊富有

的男主角墮入愛河，所有問題遂迎刃而解。

現代灰姑娘神話，化解貧富矛盾

除現代生活方式幻想，「流星花園」模式更有現代愛情童話吸引觀

眾，並具體化為「灰姑娘」神話。無論是道明寺／雲海還是花澤類／端木

都是劇中的白馬王子，而杉菜和雨蕁是那貧寒的灰姑娘，真正美麗的

公主是花澤類／端木的初戀藤堂靜／于馨，但最終王子們全都愛上了灰

姑娘。看似老套的故事卻有着歷久彌新的吸引力和跨地域的普適性。

「流星花園」的舞會情節戲劇性地體現了灰姑娘神話。

在台灣版中，杉菜穿着禮服出現在遊輪舞會上，驚豔眾人。男生

們輪番邀請杉菜跳舞，杉菜心想「這是一夜的夢，像灰姑娘一樣的夢，

只希望12點的鐘聲不要響起（台灣版第3集）。」在內地版的一個舞會

上，雨蕁看着富有的同學們感傷：「他們的生活，就像童話裏的王子和

公主，這樣的夜晚，根本就不屬於我，12點都過去了，馬車變成了南

瓜，灰姑娘又恢復了原形，我又成了楚雨蕁（內地版11集）。「流星花

園」的灰姑娘神話給了每個女孩幻想，希望有一天也能遇到自己的白馬

王子，從此擁有完美愛情。但若依然是灰姑娘神話，「流星花園」的愛

情童話現代在何處？其現代在於將現代精神內核填充入經典神話情節

中。雨蕁與杉菜身為「灰姑娘」卻並不柔弱，而是如同「蕁麻草」和「雜

草」一般的現代女性，她們「勇敢，又富正義感（台灣版第1集）」，「是

現代版的都市女俠，仗劍走天涯，除惡揚善，打抱不平（內地版第3

集）。」

姑且不論倔強、強勢的杉菜／雨蕁絕不是傳統的柔弱灰姑娘，「流

星花園」中的愛情訴求更體現了現代精神氣質，屬於吉登斯 (Giddens, 

1991, 1992)所討論的「純粹關係」。純粹關係訴求伴侶、朋友之間的情

感滿足和心靈相通，而非外在條件和物質利益等，從而擺脫陳舊社會

觀念或社會結構的束縛，現代愛情和現代友誼都是純粹關係的重要形

式。在傳統社會甚至早期現代社會，婚姻以「門當戶對」為首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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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財富和社會地位等要對等。在現代社會，婚姻應當基於愛情，愛情

之所以為愛情在於愛情本身，不在於家族利益，無關於政治目的，亦

非生存依附等。所以，道明寺與杉菜的愛情不僅是小兒女情長，而更

是純粹關係對政策婚姻的合理抗爭。在道明寺慶生會上，F4成員西門

與美作央求杉菜與道明寺一起抗爭他母親的門第之見，並道出杉菜對

道明寺的意義，「像我們這種企業家家庭的小孩，……我們的婚姻早就

被我們的家族定義為政策婚姻了」，「到最後為了家族的形象，我們有

可能跟一個我們不愛的女人結婚（台灣版第9集）」。在內地版中，雲海

的母親同樣介意門第身分的差異，對兒子與雨蕁的愛情橫加阻撓。

並非過去沒有現實版灰姑娘或純粹關係的例子，而是說現代性程

度越高，超越功利條件束縛的純粹關係越成為生活常態，情投意合成

為婚姻關係的主導與合法話語，「流星花園」中的現代灰姑娘神話力圖

讓這種跨越貧富階層的愛成為生活常態，更進而以此化解窮人和富人

間的鴻溝。電視文本對神話情節的運用則可促進社會凝聚。正如哲學

家凱西爾 (Cassirer)與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 (Malinowski)所言，神話

具有促進社會團結、緩解社會危機的社會實用功能 (see Bidney, 1955)。

如何跨越貧富差距，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流星花園」模式給出的答

案即是踐行灰姑娘神話。總之，「流星花園」首先建構了現代生活方式

幻想，繼而給觀眾提供了擺脫現實困境的符號途徑。

符號踐行，幻想之於霸權

至此，通過分析兩地版本的共通性，我們解構出「流星花園」模式

所營造的「現代幻想」。「流星花園」模式同時具有積極意義與消極意

義，積極之處在於提倡純粹關係，是現代社會關係進步的體現。消極

意義則在於肯定推動純粹關係的同時，卻淡化了社會結構之責。電視

模式在跨地域「旅行」中，會被當地生產者本土化，使得同一模式的不

同版本或多或少會有差異。「流星花園」的台灣版和內地版亦有不同之

處，由於身處不同的社會情境，或使內地版在改編「流星花園」模式

時，尤為美化社會陰暗面，更為體現流行文化可服務於政治經濟結

構，助力霸權營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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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花園」模式台灣版與內地版之差異，從整體而言在於台灣版

文本更具有豐富性和模糊性，載有較多費斯克 (Fiske, 1998: 199)所論

「符號冗餘」(semiotic excess)。所以台灣版中的富人與窮人都不完美，

如道明寺的母親勢利刻薄，而杉菜父母赤裸裸地希望女兒釣個「金龜

婿」，為她制定「飛鳳在天」進度表。費斯克 (Fiske, 1998)認為任何節目

要想受歡迎，都需具複雜多元的話語實踐與意識形態框構。台灣版的

這種符號冗餘使其文本相比內地版更為生動有趣，不同觀眾從台灣版

中得到快樂和滿足的機率就更高。所以，儘管《一起來看流星雨》在內

地收視率不錯，但無論是從收視率還是從美譽度上來說，跟當年《流星

花園》播出時的盛況都不可同日而語。

而內地版在人物塑造、情節設計上相對簡單，符號冗餘度低。除

了大大降低雨蕁家人的貪財程度外，內地版與台灣版對富人形象的塑

造尤為不同，而該差異有其更深社會意涵。在台灣版中，富人有好、

有壞，並未特別美化富人形象。但內地版突出的是好的富人，壞的富

人則被淡化甚至隱而不見。更為重要的是內地版中最完美的富人形象

是男主角的父親慕容中石。慕容中石作為資產龐大的地產商人，其形

象完全正面。他正直、謙遜、守法、不驕縱子女，是一個負責任、重

感情的好男人。其生活方式也非常現代，酷愛登山和旅行。在第30集

中，由於有人設計報復，慕容中石的雲氏集團被調查。慕容中石的回

應是「我相信法律，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其潛台詞是雲氏地產合法

合理、亦得人心，如此進一步塑造了該集團作為合法地產企業光明磊

落的形象。作者並不否認存有合法守則的地產商人／企業，但當電視劇

中這一完美地產商人成為唯一形象時，這的確不符合當前中國地產行

業的普遍現實。其實，房地產行業是內地最為黑暗、牟取暴利最多，

並造成當前中國最主要社會矛盾的一個行業。《人民日報》與人民網於

2010年9月17日聯合發起中國樓市調查，被調查對象中對房價不滿

意、認為房價過高者達九成多（人民日報，2010年9月27日）。房地產

行業複雜的官商勾結問題已在熱播電視劇《蝸居》中得以反映，這與《一

起來看流星雨》中的粉飾太平委實有天壤之別。《蝸居》是寫實的，而

《一起來看流星雨》則是無視、脫離和回避現實的。《一起來看流星雨》

對地產商人慕容中石的正面描繪，實際可以起到維護資本體系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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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關係的作用。當然，我們無依據說明該劇生產者是刻意將完美的

商人形象設定為地產商人而非其他，但是當生產者明知房地產業所造

成社會問題，而自身卻無法意識到其塑造的完美地產商形象存有問題

時，更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更匪夷所思的是，儘管《一起來看流星雨》中有大量植入廣告，但

卻並無地產資本的直接或間接投資。3
 也就是說從經濟角度來考量，電

視劇生產者沒有必要討好房地產商。那內地版「流星花園」為何美化房

地產商？台灣版中為何沒有出現類似情況？首先，中國內地政治勢力

與經濟勢力日漸勾結（李益榮，2007)。如傳播學者李金銓所言，中國

政府作為最大的資本家與私人資本家勾結合作，尋求其自身利益最大

化 (Lee, 2001)，從而犧牲社會弱勢群體的經濟、政治等各項權益。房

地產業作為中國內地經濟的支柱性行業，成為眾多各級政府的最大財

源，其與政界關係不可謂不深。因此得罪或討好房地產商，在很大程

度上相當於得罪或討好了政府。《蝸居》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因過於揭

露社會黑暗面，「對房地產商的形象刻劃『過於負面』」（網易，2009年

12月11日），《蝸居》在播出後引發很多爭議，並被國家廣電總局批評

為「靠葷段子、官場、性等話題來炒作」（騰訊網，2009年12月11日），

甚至在有些地方被禁播或限播。北京電視台青少年頻道自2009年11月

18日開始播出《蝸居》，但在播出五天10集後，突然停播該劇。據北京

電視台一位不願署名的內部人士透露「停播《蝸居》，是因為房地產商的

公關」。作為該劇投資方之一的創業板上市公司華誼兄弟 (300027)不得

不為此在11月27日停牌一天，這令《蝸居》成為中國電視史上首部直接

影響股票市場的電視劇（原載於《揚子晚報》，見網易，2009年12月12

日）。有《蝸居》之例在前，足以證明揭露現實是吃力不討好的危險行

為。

同時兩部電視劇生產者的屬性也不同。「流星花園」內地版由湖南

衛視製作和播出，湖南衛視雖是內地最為商業化的電視台之一，但其

屬性依然為省一級的黨政喉舌，深具官方色彩。在此情況下，湖南衛

視的《一起來看流星雨》在主動或無奈之間俯仰政方、商界鼻息也就可

以理解。我們也不認為台灣電視生產者擁有完全自由，但相對而言台

灣生產者所受束縛可能較小。台灣《流星花園》於2001年由中華電視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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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華視）製作，華視1971年建台，當時名為中華電視台，同

樣具官方背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台灣電視業開始改革，自此黨政

軍逐漸退出媒體，保持媒體獨立成為台灣政府政策。1988年華視改組

為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起華視成為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的一部分，在理論上終於擺脫政治干預。應該說直至今日華視依然有

政府影響或控制，但其發展路徑是脫離黨政喉舌性質而走向公共化之

路。湖南衛視的發展路徑卻是官屬電視台將娛樂節目部分商業化，其

政治屬性保持不變，而其商業性質對《一起來看流星雨》的順從性也起

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高度商業化的湖南衛視是以牟利而不是以批判現

實為目的。如果揭露殘酷的社會現實不能讓所打造的現代幻想更夢

幻，從而獲得更高收視率，那為何要去揭露？更何況如《蝸居》所示，

這種批評有可能反過來影響投資收益。受其社會處境影響，即使其生

產者不是湖南衛視而是純商業製作公司，《一起來看流星雨》在多大程

度上能夠擺脫順從性而進行批判也值得懷疑。

《一起來看流星雨》反映了中國內地當前社會的衍進，即新富階層

的崛起和親密關係的變遷，但同時也是對其現代性的美化，並進而將

政治統治合法化。現代幻想的營造和美化是《一起來看流星雨》在商業

上成功、在政治上安全的重要原因。而揭露現實及具有反抗性的文本

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在經濟上是不划算的。這種政治、商業上的示

範效應，可能導致反抗性文本和反霸權話語在影視產品中越來越勢

微。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確可以將《一起來看流星雨》視作順從的商

業性文本，其符號冗餘度低的文本提供更多空間讓霸權話語獨白，國

家威權借由符號形式的散播而背書 (Thompson, 1995)。

更為重要的是年輕觀眾佔據《一起來看流星雨》整體收視近四成，

甚至4–23歲的觀眾收視份額達到18%（北方網，2009年8月11日）。該

劇這種對房產商的美化、對社會結構的維護，很有可能影響觀眾，

從而襄助霸權效應形成。文化研究學者霍爾 (Hall, 1977)指出，流行

文化是意識形態衝突、抵抗或霸權建構的重要領域。麥克羅比

(McRobbie,1991)亦已證明流行文化文本作為意指體系攜帶特定意識形

態，從而在受眾中贏得和形成對某些特定觀念的共識。從《一起來看流

星雨》個案可以看出，電視劇文本可促使觀眾與社會結構立場一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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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一起來看流星雨》雖然收視率一直高企，但同時也備受觀眾抨擊

和嘲諷。收視率高是因為《一起來看流星雨》給觀眾提供了極富吸引力

的現代幻想，觀眾嘲諷主要是認為電視劇生產者湖南衛視對現代生活

方式的符號呈現沒有達到其期望值。「服裝土得掉渣就像地攤貨……不

見帶有游泳池的豪宅，只見普通的公寓套房（搜狐網，2009年08月20

日）」，「如果真的用不起法拉利之類的頂級車，至少也應該是寶馬和賓

士吧，劇中的這個品牌的車在普通城市遍地都是，太不合理了（搜狐

網，2009年8月10日）。」「這些不夠豪華的場景和造型無形中讓這部偶

像劇原本應有的夢幻色彩減少許多（優訊網，2009年8月12日）」。即

不夠夢幻是觀眾對這部電視劇最為不滿的地方。但問題在於，觀眾批

判的對象倘若僅限於現代幻想的偽劣及炮製幻想的湖南衛視，而少有

批判造成中國社會矛盾的權貴，那麼這種批判依然是不徹底的。或者

說不夠夢幻的現代幻想成為權力與社會結構的替罪羊。

簡而言之，「流星花園」內地版所塑造的「好」的富人實際上是造成

中國當前最大社會矛盾的階層，是與政治權力勾結最為緊密的階層，

甚至就是政治階層本身。《一起來看流星雨》生動地體現了流行文化服

務於政經權力，而其觀眾被文本邀請，易於耽於幻想，更多斥責幻想

之偽劣，難以見到社會結構問題之所在。雖然文本很難被統治意識形

態完全支配 (Fiske, 1998)，但我們認為《一起來看流星雨》作為流行文本

在很大程度上給統治者提供轄制的合法性，相比台灣版的《流星花

園》，其霸權效應較為明顯。

註釋

1. 《花樣男子》在日本於1995年上映了電影版，在1996年9月至1997年8月
首播動畫版，同時在1997年推出劇場版。

2. 本文比較的是台灣《流星花園》與中國內地《一起來看流星雨》的第一季。
兩部電視劇均有第二季，但其內容各自偏離了漫畫原著《花樣男子》，因而
沒被我們納入比較範圍。

3. 植入廣告是近年來內地日益流行的廣告形態，通過將品牌商標、產品和理
念等融入劇情而巧妙地增強廣告效果。比如劇中人物經常手捧「香飄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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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以及H4成員經常開着「名爵」跑車等。因為融入劇情，這些植入廣
告贊助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劇情發展。《一起來看流星雨》的植入廣告
贊助商為MG名爵、正大福珠寶、舒蕾洗髮水、香飄飄奶茶、城際通GPS

導航器、清華同方電腦、美特斯邦威、聯想手機和阿迪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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