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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伴随中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国内外学界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非洲文学

研究也逐渐进入一部分中国学者的视野。而我们要探索非洲文学所具有的力量形态，在总

体格局中理解和把握特定时代非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在经典作家

尤其是那些被翻译成中文的经典文本中，或者沿袭“后殖民”研究为主导的理论框架与方

法论。本文旨在梳理近几十年来非洲大众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非洲文学研究的若

干方法论、这一学科与非洲文学研究的交集等问题，试图为中国语境下的非洲文学研究提

供一种参照。

关键词：非洲文学研究 后殖民主义 大众文化研究

一、	大众文化与艺术：20世纪70-80年

代非洲研究的重要转向

非洲大众文化研究（“Popular Culture Studies”）

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成为非洲研究中蓬勃发展

的一个分支。当时，非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首先

要面临的问题是定义非洲大众文化。“Popular”

一词有着十分宽泛的意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

定了这个学科并不存在一个有明确限定的研究范

围 1。非洲大众文化研究以及人类学的奠基学者之

一凯琳 · 巴伯 （Karin Barber）发表于1987年的

《非洲流行艺术》（“Popular Arts in Africa”）一文，

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非洲大众文化与艺术研

究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巴伯指出，长期以来学

者们面向非洲文化文本时最常使用的几种传统分

类方式——“传统文化”（部族文化）、“精英文

化”、“官方文化”——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不过，

这些不完美的标签分类恰恰能帮助我们反向理解

“大众文化”概念中的丰富性与延展性，即，大众

文化可以指那些“非精英的”、“非传统的”、“非

官方的”非洲语言文化和艺术形式。在凯琳 · 巴

伯编撰的《非洲大众文化研究选读》（Readings in 

African Popular Culture）一书的导言中，她指出，

在现实中，大众流行艺术是当下非洲文化活动的

主体，反映的是社会群体最急迫的关注、最当下

的挣扎与体验， 是塑造大多数人生活方式、情感

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基础，不仅深刻地改变着现代

人的日常生活，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寓

意，也是研究社会剧变的绝佳载体。

这一学科诞生之初存在较多的争议 2。大众文

化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形式，

同时不属于“现代的”、“精英的”、“西化的”文

体，因而常被看作一种“极端范式”，模糊了“本

土－西方”、“口头－书面”、“传统－现代”之间

1 在中文翻译上，“popular culture”其实也很难找到能够完全对应的概念，是大众文化还是通俗文化。
2 Fabian, Johannes. “Popular Culture in Africa: Findings and Conjectures; To the Memory of Placide Tempels, 1906-1977.” Africa 48.4 

(1978): 315-334. 
Fabian, Johannes. Moments of Freedom: Anthrop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Barber, Karin. “Popular Arts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30.3 (September 198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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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在非洲研究领域，大众文化最初曾被认

为是一种“残留类别”（residual category）。个中

原因不言自明，在西方学界内部，注重本土视角

和本土文本的大众文化研究不能直接归入后殖民

研究的框架，西方的文学研究术语和价值标准经

常在阐释这部分本土文本时显得苍白无力，因而

这些研究刚开始未能进入主流的西方学术研究体

系。也有学者指出，非洲大众文学研究最初受到

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非洲研究领域当时过于严苛

的专业划分压制了“大众文化”这样一个本质上

属于跨学科研究的领域；部分学者囿于人文社会

学科专业细分的壁垒，使得大量真正表述非洲经

验的文本被隐匿。从本土的学术体系来看，在当

时尼日利亚的学术研究机构中，也存在着“厚古

薄今”的精英式思维，习惯于将传统文化或者

使用殖民语言书写的经典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凯

琳 · 巴伯曾提到，上世纪80年代，当她将研究重

心从尼日利亚的传统口头颂诗（oriki）转向约鲁

巴流动剧团（Yoruba Traveling Theatre）时，她在

伊费大学（University of Ife，现已更名为Obafemi 

Owolowo University）的同事们都纷纷感到不解。

另一方面，部分非洲本土研究者出于维护“精

英传统”和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考量（Fabian 

1978），未能在学术论辩中给与快速及时的回应 , 

大众文化一段时间内被正统文艺学或传统的文学

研究机构放逐在理论的边缘。1

为了对风靡全国的流动剧团现象有更深入的

认识，凯琳 · 巴伯加入了当时最为活跃的戏剧团

体之一——欧因 · 阿德周比剧团（Oyin Adejobi 

Popular Theatre Company），并跟随他们在全国排

练和巡演。她的这些研究最终发表在《论戏剧的

生成：约鲁巴大众戏院生活》（The Generation of 

Plays: Yorùbá Popular Life in Theatre）一书中。这

本专著是非洲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常被

学者称为“非洲研究领域的地标”。在凯琳 · 巴

伯之前，就已经有学者从研究殖民语言书写的文

学作品转移到对大众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关

照，除了风靡全国的一百多家约鲁巴流动剧团以

外，其他的流行文化文本，例如欧尼沙集市文学

（“Onitsha Market Literature”）也是这一学科领域

早年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欧尼沙集市文学”主

要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特别是

1 这一点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境地十分类似，戴锦华老师曾在演讲中指出，“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大
众文化全方位地放逐并取代了八十年代相对准“精英”文化，而成为这个社会当中最主流的、最强有力的文化建构力量。大众文
化在我们当代生活中无所不在，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建构着我们的文化，它喂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一代又一代的人
已经开始登临舞台，登临中国社会的舞台，成为中国社会的真正的主体，可是喂养他们长大的这些文化却处在一个匿名的无名的
不可见的状态当中……无处不在的是这样的文化，但似乎在严肃的学术学科文化思考的意义上，它又是完全缺席的，而我认为在
这两个原因当中，它都蕴含着一种使我们的知识变成一种死去的知识，变成一种无效的知识，变成一种断裂的知识。”

图 1-3　当时流行的部分欧尼沙集市文学手册的封面，可以看出作品围绕 
财富观、婚恋观等都市生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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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尼沙（Onitsha）地区出版盛行的文学读物。作

为当时非洲最大的集市和贸易中心之一，欧尼沙

市场上聚集了一大批书贩，出售在普通民众中广

受欢迎的文学小册子。这些作品涉及的体裁广泛，

包括各种小说、戏剧、道德训诫和生活导言。与

其读者群的社会背景类似，这些文学手册的创作

者多半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学生、潦倒

的记者、出租车司机等），书写的语言以皮钦英语

为主，内容上描摹西化的非洲都市生活图景，作

者热衷于给读者提供适应城市生活的建议，可以

看作是西非城市化进程在通俗文学上的直接体现。

与这种文学体裁同时出现的，还有加纳安克拉的

通俗小说、肯尼亚内罗毕的侦探文学、南非西开

普地区小商店里出售的漫画故事书等，这些看似

审美价值不高的通俗文学类型，开启了一个个艺

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新浪潮，是了解现代非洲

都市及其变迁的重要载体（Obiechina 1973, Hogg 

and Sternberg 1990, Newell 2002）。

二、非洲大众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词

值得注意的是，和出身英语文学系、后来长

期研究约鲁巴（Yoruba）口头表述文化与流行戏

剧长达十余年的凯琳 · 巴伯一样，许多大众文化

的研究者都是文学研究的学者，受过文学批评的

学科训练。他们在面向大众文化的研究对象时，

既注重分析文学、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具体文

本，也注重挖掘微观文本与宏观社会语境的关系，

强调本土的文化与社会视角。也就是说，大众文

化的视角启发研究者不再只关注文本的生产者，

更加注重探索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并思考文

本生成与流通的过程，以及这种文化形式所根植

的社会现实、物质现实，或者社会文化权力机制，

试图在更加深层的理论层面，完善人文学科的社

会功能。这一部分将结合具体的代表性研究，梳

理几个非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较有影响力的方法

和理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非洲大众文化研究尤其

注重本土视角，特别是普通非洲人的日常生活；

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这种研究向我

们表明，“民众认为哪些问题是当下最迫切和紧急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

词汇，使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这些主题表达

出来”（Barber 1987）。在非洲各国以及世界各地

的非裔人群中都广受欢迎的诺莱坞（Nollywood）

电影，就是这种“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自身故事”

的文化形式的典型代表 1。大众文化研究不仅仅关

注“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普遍形式，所

谓“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还包括非主流的文

化与文学形式，即，与特定群体（包括青年、女

性、边缘阶级和阶层）相关，表达他们个体生命

体验的文化形式。非洲大众文化与文学的另一位

著名学者斯蒂芬妮 · 纽维尔（Stephanie Newell）

编纂的《书写非洲女性：性别、大众文化与文学

在西非》（Writing African Women: Gender, Popular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West Africa）中就收录了

一些针对西非女性大众文化形式的研究，例如对

拉各斯先锋报（Vanguard）女性专栏“缇娜 · 昆

塔日记”（“Treena Kwenta Diary”）的研究、现代

媒介（例如广播）中豪萨族女性故事说书人的研

究、贝宁城金属锻造行业中女性的角色变迁研究

等，这些研究强调不能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概括

第三世界的女性经验，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们对

西非女性主义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边缘群体或者底层视角并不

意味着大众文化关注的是少数群体。处于社会边

缘或者城市边缘地位的群体，恰恰可能是大多数

人，或者与大多数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肯雅塔大

学文学系的瓦 · 芒盖（Mbugua Wa Mungai）所著

的《内罗毕的“马塔图”人：一种亚文化的侧影》

（Nairobi’s Matatu Men: Portrait of a Subculture）

就描绘了内罗毕街头的“马塔图”（matatu）私营

1 Krings, Matthias, and Onookome Okome, eds. Global Nollywood: Th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an African Video Film Indus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Haynes, Jonathan. Nollywood: The Creation of Nigerian Film Genr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Harrow, Kenneth W. Trash: African Cinema from Below.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Hogg, Peter, and Ilse Sternberg, eds. Market Literature from Nigeria: A Checklist.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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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车 1司机和工人，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境遇作

为切入点，探讨当代肯尼亚都市人对性别、阶层、

劳动力和国家政治的认知。作者将私营小巴车解

读为内罗毕人重要的日常公共空间，其中有专门

章节分析了以小巴工人和乘客为代表的内罗毕普

通人使用的语言（“Sheng”2）和这个空间与群体

中盛行的流行音乐（如本土的嘻哈、雷鬼等音乐

类型与美国黑人音乐的交融），这些语言和文化形

式，都是研究社会边缘阶层身份认同的重要文本。

其次，非洲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方法

是“生成”（generation）的方法。“生成”的方

法注重探讨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以及文化文

本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这种方法充分考虑了大众

文化的“表演”特质，同时，它也代表非洲大众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这些文化形式始终处在

不断地回收、汲取和生成过程中，因而开放性和

包容性成为其标志性的特点。这一概念最初由凯

琳 · 巴伯在1987年的文章中提出，在她后来出版

的专著《论戏剧的生成：约鲁巴大众戏院生活》

（The Generation of Plays: Yorùbá Popular Life in 

1 Matatu指的是肯尼亚的私营小巴车，从上世纪50年代在内罗毕等城市地区开始盛行，直到今天依然是城市交通的命脉，是
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体验的重要部分。

2 英语与斯瓦西里语混合的语言，内罗毕当地人中普遍流行的语言。
3 列斐伏尔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下对文化作品的研究方式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从思想到人，从意识到存在，朝向日

常的、实际的现实，即经由行动和现实的思想批评（criticism of ideas by action and realities），另一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研究表达
生活的思想及反映生活意识的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即经由思想的生活批评（criticism of life by ideas）。

图 4-6　除了 matatu研究的著作，其他学者如 Brad Weiss和 Jesse Shipley也关注了另外一
些非洲都市的底层青年人文化，如 Arusha的理发师和 Accra的青年音乐人

Theatre）中，作者透彻地分析了这种戏剧文化的

“生成”机制，详细探讨了这种戏剧现象如何在上

世纪60到80年代进入并深刻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

活。她将该书的研究理念概括为“生成唯物主义”

（generative materialism），在此框架之下，不把戏

剧看作是已完成的作品，而是将文本的产生过程

作为出发点，探讨这种戏剧体裁在西非地区的缘

起、思想理念的产生与意义的流动。作者在这里

提到的生成的方法（generative approach），受到法

国理论家昂利 ·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日常

生活批判》（A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影响。

列斐伏尔试图通过对一段时期日常生活的把握与

重构３，来分析该种生活中的人如何接受与其真

实生活体验并不相符的意识形态；他并不简单地

认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由上层权力

结构直接灌输，而是对这种较为普遍的说辞进行

质疑，提议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思。

在此基础上，凯伦 · 巴伯认为，生成唯物主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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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而是

注重一种独特的洞见（distinctive insight）。举例

来说，对一次即兴表演活动的研究，若是在演出

事件结束之后、单纯依照演出中转录的文本再进

行语境还原，就无法获得这种洞见。因此，“潜

在性”（potentiality）作为生成唯物主义方法的焦

点，也是该书的主旨关键词之一。具体到该书语

境中，约鲁巴流动剧团的创作方法是演员集体创

作、并根据观众反映加入频繁的临场发挥；这种

创作模式不完全受所谓文体的规则限制，更多依

靠习惯、性情以及经验，因此，剧团的作品一般

不具有典范性，而是时常推陈出新，将众多已知

元素根据多种可能性进行置换。简而言之，剧团

演员的体验、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对其他多种

文化形式（甚至可以是“最小”的口头文体，如

谚语、绰号等）的参考，与其艺术创造力之间都

具有一定的潜在关系；表演的每一个瞬间、作品

的每一个层次，特别是观众的参与，都可能充满

了创造的潜力；生成的方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

这种潜力机制以及其中蕴含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形

式间的密切关系的认识。

再次，与生产机制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研

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受众的能动性。接受

研究或者说受众研究，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领

域。大众文化的受众，与“公众”（publics）和

公共空间的建构直接相关。近年来非洲研究领域

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从大众接受的角度出

发研究文本是非常有力度的研究，不过受众研究

也是目前非洲文化中相对较为空白的领域。观察

最近三年重要的非洲研究年会和非洲文学研究的

年会中，普通民众作为影响大众文化形式的消

费者和参与者，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凯

琳 · 巴伯指出，非洲的受众研究首先要明确“公

众”（public）的特殊意涵——虽然这一概念不是

非洲文化的受众所独有的，但在非洲语境下有

一定的特殊性，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公共汇集方

式（“a new form of coming together”）。这涉及到

非洲“公众”和“公共空间”形成的特殊历史背

景，尤其与殖民史和非洲艺术批评的学科史有关。

受巴伯的影响，著名的尼日利亚文学和电影研究

专家奥考莫（Onookome Okome）提醒我们注意

将视频电影（video film）和诺莱坞（Nollywood）

电影的观众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非洲式“公众”形

式。在视频电影盛行时期，尼日利亚城市地区的

街角临时放映棚成为最主要的观影场所，汇集了

大量没钱购置电视和VCD放映设备的普通观众。

尽管这种公众汇集形式可能是临时的，但以这种

流行文化为中介而形成的“街角”公共空间却有

着深刻的文化意涵与政治价值。奥考莫指出，这

种“共存”与“共同在场”，实际上同时代表了

图 7-9　除了 Karin Barber研究约鲁巴戏剧作品，也有学者对几乎同时期流行的
南非黑人聚居区的音乐剧和加纳的音乐会剧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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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缺席”与“不在场”：第一，资本的缺失

成为公共空间形成的原因。资本缺失导致这种文

化文本的消费不能在更加典型的消费空间电影

院中完成；在街角影棚里站着观影的痛苦体验，

正好迎合了电影和视频中普通非洲人的日常遭

罪体验（如当时最流行的Fela Kuti的歌中所言，

“suffering and smiling”）。第二是稳定性的缺失

导致流动性成为公共空间的常态。街角影棚和出

售VCD的小摊构成都市景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观众群体随时随地处在车水马龙和流动的人

群之中。恰恰是这种流动性，有着特殊的建构意

义：许多街角观众汇集此处的目的，是了解该城

市和其他地区的头条新闻与社会动态，通过这种

共同关注，观众们在悲剧的国家经济洪流中建立

起一种“集体”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对观影文

化和电影受众的研究，也成为了解后殖民时代普

通人的欲望和绝望以及考察社会公共空间特征的

途径之一。

尽管新世纪以来人们不断慨叹世界范围内阅

读文化的式微，但是非洲大陆上的阅读实践却

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非洲大众文化研究十分

关注本土的受众如何参与这片大陆上的知识体

系的建构，例如，在全球化和跨国的阅读体系

下，学者们探讨非洲本土的新书发布会、重要的

文学节日（包括Writivism, Abantu Book Festival，

Aké Arts and Book Festival等）、文学杂志、在线

文学平台与批评等不同媒介形式中，普通民众如

何共同参与和贡献非洲的知识网络体系。近20年

来，非洲文学领域诞生了一批以奇玛曼达 · 恩戈

齐 · 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1、克

里斯 ·阿巴尼（Chris Abani）2、迪诺 ·蒙舒（Dinaw 

Mengestu）3，诺娃莱特 · 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4泰居 ·克尔（Teju Cole）5，伊文尼 ·阿

迪罕博 · 奥乌尔（Yvonne Adhiambo Owuor）6，宾

图 10-12　近年来非洲研究领域出版了大批研究诺莱坞电影现象的专著

1 奇玛曼达 · 阿迪奇埃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19岁时前往美国，先后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约翰 · 霍普金
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受教育以及工作，目前往返于尼日利亚和美国两地。2006年她的长篇小说《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成为
她最著名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窥探了尼日利亚的内战伤痛，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2015年更被评为“橘子小说奖十年最佳小说”。

2 克里斯 · 阿巴尼1966年出生于尼日利亚阿非博（Afikpo），父亲是尼日利亚伊博族，母亲是英国黑人。早年有英国和尼日利
亚生活经历，曾因作品及其社会实践活动，先后几次在尼日利亚被捕入狱，现居美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Graceland (2005)，The 
Virgin of Flames (2007), The Secret History of Las Vegas (2014) 等。

3 迪诺 · 蒙舒1978年生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后随家庭移居美国。代表作有The Beautiful Things That Heaven Bears 
(2007), How to Read the Air (2010)等，曾荣获35岁以下最优秀的5位作家（“5 Under 35”）称号。

4 诺娃莱特 · 布拉瓦约1981年出生于津巴布韦Tsholotsho，曾在康奈尔大学接受教育，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2011年非洲文学凯
恩奖得主，代表作We Need New Names (2013)被列入布克奖短名单，作家曾荣获35岁以下最优秀的5位作家（“5 Under 35”）称号。

5 泰居 · 克尔1975年出生于美国，父母为尼日利亚人。代表作有 Every Day Is for the Thief (2007)以及Open City (2012)。
6 伊文尼 · 阿迪罕博 · 奥乌尔1968年出生于肯尼亚内罗毕。短篇小说Weight of Whispers获得非洲文学凯恩奖。2014年出版的

小说Dust讲述20世纪后半叶肯尼亚的暴乱历史，获得肯雅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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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凡加 · 瓦奈纳（Binyavanga Wainaina）1和泰

耶 · 塞拉斯（Taiye Selasi）2等人为代表的新兴

小说家。这些作家近年来在全球文学图景中异

军突起，被看作是一种新的非洲文学潮流，不

同于前一代被划归为后殖民浪潮中的以沃莱 · 索

因卡（Wole Soyinka）、钦努阿 · 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努鲁丁 · 法拉（Nuruddin Farah）等人

的作品为代表的非洲创作。与中国读者已经十分

熟悉的阿迪奇埃一样，新兴作家群体中的大部分

作家都同时拥有非洲国家的成长经历和西方国家

的生活或受教育经历，他们的这部分体验也或多

或少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2013年，阿迪奇埃的

第三部长篇小说《美国佬》（Americanah）令她在

美国爆红，这部小说以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美国

女性移民的视角呈现了作者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思

考和感受，摘得2013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并且成为超级畅销书。这些作家的作品某种程度

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主题，被埃塞作家迪诺 · 蒙舒

归纳为 “错位的灵魂”（“dislocated souls”）——这

些作品经常讲述从非洲去西方或者从西方回到故

土的“非洲世界公民”（“Afropolitan”）的故事。

一些学者指出，研究这些新兴作家的创作时，必

须要反思当代非洲文学盛行现象背后的生产和消

费机制，例如西方设立的国际文学奖项（如非洲

文学凯恩奖、布克奖等）对非洲文学市场的影响，

这些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与本土不同的接受状况等。

三、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与非洲文学研

究在中国

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研究在转

型中已经开始突出文化视角、接受视角的重要性，

以戴锦华、王晓明、罗岗和蔡翔等学者为代表的

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在多种语境中探讨过文化研究

与文学研究的交叉性。此外，学者蒋晖等人提出

应该将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的探

讨相结合，以反思中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但是，

国内现有的非洲文学研究中，这些视角仍然基本

缺失。对非洲大众文化视角的关注，将有助于我

们把非洲文学放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场域加以把握，

以反思的方式和比较的视野研究文学文本。具体

来说，这一视角将有助于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我

们深化对非洲文学和社会的研究。

第一，大众文化代表和记录了一种不仅仅局

限于精英阶层的、更加广阔的知识体系，这种强

调本土文化和社会的视野，能够让我们充分认识

到非洲作家作为社会思想家的重要角色，探索非

洲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我们所说的了解非洲，

1 宾亚凡加 · 瓦奈纳1981年生于肯尼亚Nakulu，曾在肯尼亚、南非和美国接受教育，现居肯尼亚。2002年非洲文学凯恩奖得
主。2011年出版回忆录One Day I Will Write About This Place。2014年为抗议非洲各地出台的“反同性恋法”公开出柜，同年被时
代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100人。

2 泰耶 · 塞拉斯1979年生于伦敦，母亲为尼日利亚人，父亲为加纳人，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长大，曾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接
受教育，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有短文“Bye-Bye, Babar (Or: What Is an Afropolitan?)”以及长篇小说Ghana Mus Go。

图 13-15　近年来非洲新小说热潮成就了一批年轻的非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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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限于了解非洲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精英阶

层，还应该包含非洲的普罗大众。而非洲的知识

分子也意识到，正是包括文学形式在内的大众文

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改变着当代非洲的意识形

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上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刚刚调任牛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的尼日利亚学者瓦莱 · 阿德班维（Wale Adebanwi）

发表过一篇名为《作家作为社会思想家》（“The 

Writer as Social Thinker”）的文章，他指出，非洲

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发展了一套分析社会思想的

策略，为这片大陆上丰富多元的社会思想提供了

档案库。阿德班维提醒我们研究非洲文学的同时，

应该格外注意本土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在地性”

特征，以及作家与社会思潮的深刻互动。

第二，大众文化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特

征上把握非洲文学的特征。首先，要了解非洲文

学，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书面传统之外的文学文

本，特别是口头传统。大众文化的研究对象不再

局限于书面传统，也将各种活跃的口头表演形式

囊括在内，提醒我们注重非洲书面文本与口头传

统之间的关系，神话叙事、民间故事、都市歌

谣、仪式颂词、流行戏剧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

了非洲书面文学传统的建构。其次，大众文化研

究强调研究对象的本土性，注重在比较视野中考

察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因而也有助于我们

把握非洲文学的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研究非

洲的大众文化形式，很难只局限于英文文本，需

要研究者花费气力熟悉和理解当地的语言以及其

他相关的表演传统，并注重在比较中理解本土

的文化形式体裁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

系。值得一提的是，在与非洲研究学者大卫 · 普

拉顿（David Pratten）共同主编非洲领域的著名学

术期刊《非洲》（Africa）期间，凯琳 · 巴伯创建

了“本土知识分子”（“local intellectuals”）专栏，

展现非洲本土而非西方作者、学者和思想家在非

洲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作用。非洲研究领域的著名

期刊《非洲文化研究》（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在主编卡莉 · 库切（Carli Coetzee）等人

的努力下，坚持杜绝将刊物变成西方文化研究理

论的演练场，主张与非洲学者尤其是非洲大陆本

土的学者进行学术互动。数十年来，这些刊物和

专栏中的研究也表明，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

关照，绝对不仅仅是位于西方权威学术机构中的

文化研究者的视角，更是本土文化中知识分子传

统中本来就存在的重要部分。

第三，理解经典的非洲文学传统及其影响也

离不开大众文化的视角。对大众文化的关注有助

于我们反思在文学批评中“厚古薄今”的传统。

虽然我们一般认为大众文学研究尤其是表演文化

研究以“当下性”和“即时性”为特征——“意

义”存在于表演的“当下”，但是，口头表达文化

中往往也隐含着不同层次的历史记忆，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的档

案。近年来，大量新颖的非洲文化研究案例不断

地打破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误解。这些研究表明，

流行中的大众文化形式并非总是浅薄的、庸俗的、

琐碎的，而是与经典传统以及现实政治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他们在对传统文本的依附、解构、

反叛和重塑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我在前些

年的博士论文研究中，一直关注当代西非青年人

的戏剧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积累，我发

现他们的戏剧实践不仅受到外来的、当下的流行

文化形式的影响，也有与经典文学传统（例如索

因卡和奥索菲桑等戏剧家的剧本）进行密切的互

动。他们的实践活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新

一代戏剧实践者与经典戏剧文学和本土表演传统

的对话。

第四，近年来非洲大众文化研究尤其关注不

同媒介的互动（例如，影视与文学的改编），以及

新媒体影响下文学体裁和样式的变化，这种跨学

科研究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非洲文

学的变迁。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关注新兴的媒体

和文学机构（建立在开普敦地区的先锋文学与文

化杂志Chimurenga，内罗毕的在线杂志Kwani?，

以及以出版新兴非洲文学作品而知名的小型独立

出版社Farafina Books, Casava Republic, Bookcraft

等）对非洲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大众音像、报

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文化形式正在打破我

们对非洲文学进行的“书面文学”与“口承文学”

的 二 元 分 类（Opoku-Agyemang 2015, Streho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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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nemlia.org），文学研究者应该对文学创作与

受众和新媒体的关系展开新的思索。

最后，在中国语境下探讨大众文化视角与非

洲文学研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批

评者和知识分子的定位与作用，并进一步反思包

括非洲文学研究在内的第三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

在中国的意义。近年来涌现的一大批出色的非洲

大众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仅不以时髦的西方

理论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做到了在文学批

评中放低知识分子的优势姿态，将文学和文化文

本纳入广阔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野，在整体的社

会结构中探讨文化、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定位。加

入到大众文化探讨的多元性中能帮助当代学者介

入“社会的”和“公共的”可能性的讨论，拓展

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空间，真正做到创造“活

的知识”，进行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介入性的文学

批评活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

责编：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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