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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进入普通市民的生活，广播的口语化、线性传播特性使其具备了生活化和世俗化优

势，改变了民众的娱乐环境。在商业化的运作过程中，广播播出的流行歌曲、评书、戏曲节目等，为市民的娱乐生活带来极大的

便利。随着广播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广播走向娱乐化，电台中充斥着大量的娱乐节目和广告，娱乐节目甚至是政治节

目都出现低俗化的现象，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也最终招致政府的规制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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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期，广播进入中国，这种新兴的电波媒体以其娱

乐化、世俗化的特性迎合了当时民众的需求，其所产生的影响

遍及社会各个阶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①，在商业化浪潮的推

动下，中国广播的娱乐属性得到充分释放并走向过度娱乐化，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并最终招致政府的规制与改革，这

一切都与广播的媒介属性密切相关。
一、广播媒介重构娱乐传播环境

广播是第一个真正走进市民日常生活的电波媒介，与报纸

和图书不一样，广播以声音为媒介，天然地具备了世俗化与娱

乐化的特征。
( 一) 广播具备强大的融合优势，更新了娱乐的媒介环境

言岑在《广播艺术》中指出，广播与绘画、音乐、雕刻、文学

等视觉的艺术不同，是一种依靠声音表现的艺术，以语言、音

响、音乐三者为元素②。广播有效地融合了多种不同的表现形

式，改变了大众传播环境。
广播以声音为介质，以电波为载体，能够通过电波实时传

达播音室中发出的声音信号，因而一切适于用声音播出的内

容，尤其是报刊无法表现出来的现场性，广播都能生动地表现

出来。董显光在《广播与国际宣传》中认为“广播最适宜于报

道当场发生的事情，如集会，举行纪念仪式等，听众能不出室门

一步而拥有亲身参加的感受”③。奥斯邦广播电台的首次播音

就是一台空中音乐晚会，内容有小提琴独奏、金门四重唱、萨克

管独奏和舞曲，使当时的受众感受到了广播的迷人魅力，“不得

不关闭电灯的时候，有些人还不愿离去”④。这种传播特性使

得广播长于播出现场的音乐会、集会、新闻事件等，同时也能播

出录制好的音乐、评弹等曲艺节目，成为各种声音艺术汇聚的

传播场，对音乐会、戏曲、评弹、说书等现场表演性很强的曲艺

类型产生了极强的替代作用。唱片不再是留声机的专用品，而

成为“广播唱片”，此后社会对于唱片业的批判与政府的规制

也往往与广播电台的传播影响分不开。因为收听唱片只是个

人或家庭行为，而播放唱片则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产生

影响。
不仅如此，广播使用的是世俗化、生活化的语言甚至是受

众生活地域的方言，因而其播出的内容与受众之间不存在文化

程度上的阻碍。尽管当时已经开始了白话文运动，但图书报刊

在平民阶层仍然无法普及 (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文盲率在

80%左右) ，广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今用播音方法以普通话

与各种方言，分别向各地广播，则凡有收音机处所之人民，不啻

家喻户晓。”⑤广播有效地分流了图书报刊的受众，以往书籍阅

读给人们带来的娱乐，开始被“听小说”“听广播”所替代。
从传播的效果来说，广播的替代性重构了娱乐业的传播环

境，其影响是遍在性的，超越了图书、报刊或音乐等在受众阶

层、文化方面所受的限制，对社会的影响深刻而广泛。
( 二) 时空合一，提升了娱乐节目对社会的影响

广播有时空合一的特点，可以让不同性质的信息、不同种

类的艺术、不同社群的观点在同一个时空中交汇、交流、交融。
这种传播特质，至少从三个层面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

个人层面，公共性娱乐活动入侵私人空间。《广播艺术》一

文总结了广播的特点: 收听无场地、着装限制，家庭收听为最;

收听的内容没有地域和时间限制; 听众人数众多; 跨空间⑥，这

种传播特性造就了广播在市民文化娱乐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电影女星陈玉梅送给好友叶秋心一只收音机，叶原本除拍片外

每天晚上都在舞场混，“自陈玉梅送给她无线电收音机后，她竟

大感兴趣，除去正当应酬拍戏，大部分的时间，伴着收音机生

活”⑦。广播传送的各种娱乐信息涌入人们的私人空间并部分

取代了以往的个人娱乐活动，社会化的信息传播改变了娱乐的

中心与内容。
家庭层面，促进了家庭娱乐齐一化。广播的诞生，使受众

的家庭中出现了“第二重声音环境”⑧。这种新的声音文化不

同于以往零星的、时间与内容各异的家庭声音文化，是一种标

准的、整齐划一的家庭声音文化。1920 年 8 月，《东方杂志》以

《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为题介绍了这种特性:“例如晚间

八时半，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此后可由中央无线电局于此

时自无线电传出音乐，则跳舞之家，但将受音器开动，音乐立时

大作。跳舞者可以应声而舞，不必更雇音乐班矣。”广播设定了

家庭娱乐的时间与形式。这种娱乐活动，以家庭为单位，但更

具备了社会层面的意义。
社会层面，促使群体性娱乐行为形成。广播这种声音文化

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受众听到的不仅是同样的声音、同样的

节目，更是一种“同时声”。这种传播将人们的收听行为和娱乐

行为高度统一起来，超越了个人与家庭，成为一种集群性、社会

性的行为。以广州为例，当时的政府在中央公园设置了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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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免费供市民收听，人们纷纷涌入公园，“等到八点钟，已经没

有地方了，来的人还源源不断”⑨。这种同时性，进一步扩大了

广播的社会影响。
( 三) 线性播出模式，强化了受众对体验的评价

广播采用线性播出模式，为了更好地吸引消费者，需要在

固定时间播出相对固定的节目，使受众形成心理预期和稳定的

收听习惯。奥斯邦电台开始播音时，“每日于一定时间递送音

乐，并出售收音机”⑩。开洛公司广播电台则是“上午为汇兑、
市价、钱庄兑现价格、小菜上市等，晚间为重要新闻及百代公司

留声机新片。有时还播送音乐，名人演讲等”瑏瑡。相对固定的

播出模式形成的规律性和每日更新的内容所形成的变化性相

结合，使广播具备了迷人的魅力。朱自清曾概括了广播的特

点，( 与留声机相比) “不但声音更是亲切，且花样日日翻新，二

者相差，何可以道里计呢!”瑏瑢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广播的忠实听

众，广播通过日常的播出使受众的行为高度一致化，强化了对

受众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不过，这一特性也提高了受众对广播的敏感程度。在以时

间为线的单向传播中，传播者占有绝对控制权，受众要收听广

播内容就必须忍受那些低俗节目与广告的聒噪。当这些内容

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时，带给受众心理上的负面效用就会越来越

高，其负面评价也就更尖锐、激烈。
二、对广播娱乐化的批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广播业发展迅速。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许多商业电台为了牟利而迎合市民的口味，大量播

送低级趣味的节目与广告。加之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的管控日

益加强，也使得娱乐性内容成为民营广播的主打，而收音机的

普及也使娱乐化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 一) 对节目内容的批判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接触电台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听广播的

各种节目与内容，因而在对广播娱乐化现象的批判中，对节目

内容的批判是最主要的。据统计，1927—1935 年播报新闻的电

台只有寥寥数家，民营电台为了吸引听众，广播节目内容愈加

强调娱乐倾向，娱乐节目播出时间要占全天播音时间的 85%以

上，其中评弹占第一位，其次为中西音乐、申曲( 沪剧前身) 、滑
稽戏、故事等瑏瑣。

为了更好地吸引受众，赚取更多的广告利润，广播电台除

了大量播出娱乐节目之外，更人为降低广播节目的品位。娱乐

节目，尤其是评书、音乐等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思想与旧

伦理道德，动辄“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 类。
1936 年，冷香在《审查广播节目的意见》一文中表示，“此类弹

词的脚本，其惟一大毛病，在于散播封建思想，不是说要天下太

平，只有真命天子出现，便是说读书用功，目的在于科举及第

……”瑏瑤。不仅如此，部分节目中夹杂着许多淫词艳语，污染了

受众的听觉，同时也麻醉了人们的理性。幼雄在《我国广播无

线电应有之改进》中对此进行了批判，“多数电台，则所播者除

唱片广告以外，几全为说书歌曲之类，甚至淫词秽曲，亦往往满

播空中”瑏瑥。
音乐节目是最主要的娱乐节目形式，公众对其过度娱乐化

的批判显得尤为突出。当时的许多电台都在播放《爱往何处

寻》《定情歌》《小妹的相思梦》《郎欲走奴欲留》《今日有酒今

日醉》等歌曲，这类作品格调低下，经常用刺激人形而下感官的

情节或用语挑逗听众，也最易招致批判。也梅在《广播流行歌

曲应走的方向》中评论: “我们现在从收音机所听到的是些什

么呢? ‘我好比飞凤，我把你紧紧的搂，你把我密密的拥……销

魂一夜中’‘眼儿迎人笑，手儿向人招’‘爱人呀，今夜来不来’
等，……只是一片色情的，点缀着，糜烂的发国难财，胜利财者

的荒淫生活。”瑏瑦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对这一现象已经有了非常

清楚的认知，诸涛山更在随笔中将之比为“猫儿叫春之声”瑏瑧。
( 二) 对节目编排的批判

早期的电台是由听众组织播音会，交纳会费，电台按要求

播出节目。随着广播业的发展，广告成为商业广播的主要收入

来源，这就使广播不可避免地以娱乐节目为主导，过分强调娱

乐性。从节目编排的角度出发来看，大量的娱乐节目存在，挤

占了其他类型节目的生存空间。1934 年，俞子夷以上海二十八

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表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娱乐与非娱

乐的比例高达 6: 1瑏瑨，娱乐节目所占比例远远超出了现实需求，

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应负的环境监测、文化传承、教育民

众的功能被大大弱化。无线电界名流苏祖国撰文进行了批评:

“年来广播电台林立……( 播音) 过程先为唱片，继之以弹词，

继之以滑稽，再继之以歌唱，至学识讲述，技能之教授，虽亦居

广播节目之列，究为凤毛麟角渺乎其少。”瑏瑩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运营者们不断增加广告的播出数

量与时间，不仅造成了广播品位的下降，同时也大大影响了听

众的正常收听，影响了节目的连贯性。一些商业电台在“每只

唱片播送之后，便会有大批商品的广告开始播送……过了半

刻钟或一刻钟之后口诵完毕，方才把无辜的听众从压迫中解

放出来，让他们再听一只唱片，或是一个歌曲，几分钟播送完

毕，又是一大篇商品广告的口诵”瑐瑠。这种播出方式难免给人

一种在广告中插播音乐或评书的印象，一旦大多数广播电台

都采取此种方式进行竞争，就不仅扰乱了广播的正常播出，同

时也造成无序竞争与同质化。当时的报刊如此形容上海民营

广播电台:“广播电台之功用，原在传布消息于公众，商家藉

作宣传，不惜致以重酬。一般经营电台事业者，视为利薮所

在，佥谋杯羹之分，于是西鸣东应，漫无限制，以有今日嘈杂不

堪之现象。”瑐瑡

( 三) 对广播电台运营者的批判

早期的从业者与公众将广播视为开启民智、普及教育、传
递政令的重要工具，即使娱乐也讲求高尚品位。随着广播的市

场化、商业化，许多电台的经营者为了追求市场利润，背离了社

会对电台的希望与期许。遵从成本最小化而利益最大化原则，

电台不再依靠高品质、高品位的节目来吸引受众，而是沿袭了

经大多数电台证明的成功做法，一味地播出低俗的节目。于是

“劣币驱逐良币”，电台的竞争集中于低俗节目，高品质节目反

而没有市场，加速了行业电台的娱乐化进程。不仅是那些具备

高度感官刺激性的音乐大行其道，甚至格调不高的“宁波滩

簧”( 即后来的四明文戏) 等亦时有所闻。
正是此种行为，使中国的广播业陷入发展怪圈，运营者们

不是靠技术、内容与运作的改进开拓市场，而是靠寻租，通过向

官员、管理机构让渡部分利益来获得营业执照等方式获得更高

利润。不仅无线电播音业同业公会等协会组织无法推动行业

自律，甚至政府制定的审查条例、规制措施有时也缺乏执行力

度。有人这样描绘当时的内幕:“虽然几家批准的电台组有协

会，可是对于组织的经营原则并没有多少改进。收费的多少也

由公会拟订，按照规定收取，如果还有特别的关系还要打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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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批准的电台还可以勉强地维持，同时也有许多批准的电台

干些毫不受阻的动作，竟发起财来。”瑐瑢

三、对广播娱乐化的规制

北洋政府时期，对广播的管制主要集中在电台的设立、频
率的分配等方面，对内容的管制并不多。广播的过度娱乐化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批判，最终也招致政府对广播业的规制。当然

这种规制，也是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加强

对民营广播的控制之意图相关。
1928 年 12 月 13 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颁布了《中华民

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对广播内容作了界定。其中第十一条

规定了广播电台的业务范围，广播可以播出公益演讲、新闻以

及音乐、娱乐节目和商业广告，但广告时间不得占全天播出时

间的十分之一。第十二条则规定，“广播电台不得广播一切违

背党义、危害治安、有伤风化之一切事项，违者 送 交 法 庭 讯

办”瑐瑣。只有满足上述条例的广播节目才能被批准播出。不

过，“党义”“风化”“治安”等概念内涵模糊，有极大的活动空

间。1930 年，交通部公布《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规

则》，也对广播的内容作了类似的规定。
1932 年 11 月，交通部公布了《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

缔规则》，规定了民营广播电台所能承接的四项业务———公益

演讲; 新闻报告; 音乐、歌曲及其它节目; 商业报告。在此基础

上，规则进一步提出了“不能播”的内容，与娱乐有关的内容主

要有“虚假及未经证实的消息或新闻”“危害治安或有伤风化

的一切言论、消息、歌曲、文词”等。同时，民营电台的商业报告

时间“不得逾每日广播时间十分之二”。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

商业广播电台的内容和广告的播出时间进行了相对严格的规

定，确保政府对商业广播电台播出内容的管理权力。
在社会各界对广播低俗化的强烈批判下，交通部加强了对

电台的内容监管，发布了相关的通告，认为当前各电台“每有迎

合各界低级趣味，播放淫词邪曲，来吸引听众者，殊属有伤风

化”，因而要求国际电信局对此现象进行检查。不过，从具体内

容上来看，虽然是对所谓“低级趣味”进行治理，但实际上却是

以“党义”相关内容替代了娱乐节目。当时法规规定商业广播

可播出的内容有:“1． 党义，如三民主义浅说，建国大纲释义，委

员会之意见，及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之歌曲剧本。2． 历代民族英

雄小史。3． 公 民 常 识。4． 国 际 常 识。5． 有 关 旧 道 德 之 故

事。”瑐瑤由此可见，“党义”宣传的重要性远高于对娱乐节目的压

制，也说明国民党对商业电台娱乐节目的规制理念实际上与其

政治诉求是一脉相承的。
1936 年，国民党当局为加强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和控制，成

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该会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宣
传部、交通部、教育部、内政部等部门派人组成。同年，交通部

发布《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方法》，对节目内容与播出

比例、广告与节目的比例作了详细规定。“节目内容: ( 一) 播

音节目之成分关于宣传教育演讲方面，公营广播电台应占多

数，民营广播电台亦不得少于 40%，其娱乐节目至多不能超过

60%，广告节目应包括在娱乐节目内，不得超过娱乐节目三分

之一;……( 三) 各广播电台不得播送有干禁例或偏激之言论，

诲谣诲盗迷信荒诞之故事及歌曲唱词。”瑐瑥相比于以前的法规，

该《方法》的界定更为细致，尤其是对各种节目的构成及播出

的时长、比例的限定，从总体上压缩了娱乐节目及广告的生存

空间。同时，将“有干禁例”与言论、故事、唱词并列，这也扩大

了政府管制民营广播，强化“党义”宣传的权力。
1937 年 4 月，国 民 党 政 府 出 台《播 音 节 目 内 容 审 查 标

准》，这是针对广播的内容规制而专门出台的一项法规，从法

律的角度出发对电台播出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界定，操

作性相对更强。“应予修正或全部禁止”条文中与娱乐有关

的内容有:“一、违反本党主义者; 二、危害本国安全者; 三、妨

害社会治安者; 四、违反善良风俗者; 五、侮辱他人或先哲者;

六、宣传迷信者; 七、词句猥亵者; 八、违禁物品或违禁出版品

之广告; 九、危害身心之药物或场所之广告; 十、其他违背政府

法令者。”该法规对前文中所谓的“风化”进行了较为细致的

解释，使其内涵更为明确，进一步扩展了规制的范围，而且对

药品广告与违禁出版物广告设定了界限，降低医药广告过多

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更

进一步提升了新闻、教育与党义宣传的比重，压缩了娱乐节目

的播出时长:“第二十二条广播电台播音节目，应以左列各项

为限。1． 教育及公益演讲。2． 新闻报告( 上列两项之播音时

间不得少于全日播音时间十分之四) 。3． 音乐歌曲及其他娱

乐节目。4． 商业报告( 不得少于每日播音时间十分之二) 。”瑐瑦

通过对内容的限制与娱乐节目播出时长的限定，商业广播的

娱乐节目比重被大大压缩，对其娱乐化生存策略显然具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
在进行内容规制的同时，为了“使播音工作，逐渐成为团结

意旨，促进文化，灌输教育之唯一利器”瑐瑧，国民党政府出台了

事前审查制度。1927 年 6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委

员会在《申报》上发布消息称拟对歌曲、戏剧、杂耍等娱乐节目

进行审查瑐瑨。1929 年，交通部无线电报话管理处拟定《广播无

线电台机器装备使用暂行章程》，规定: “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

目之传单或刊登新闻纸上之公告，应先期汇呈交通部或交通部

无线电报话管理处。”这一举措表明，国民党政府在电台所有权

放开的基础上，采取了严厉的预防手段———事前审查制度。随

着国民党对广播管制的深入，事前审查的力度逐步加大。1936
年，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对广播的管控更为严格，

《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方法》明确规定，“编排节目: 节

目要提前进行审查，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

审核”瑐瑩。
依据相关法令，政府管理部门对广播娱乐化现象实施的规

制活动可以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
纵向层面，主要由政府设置的广播管理机构及其地方性分

支机构组成，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电台的设立、频率管理以及内

容的规制等方面，为娱乐内容的播出种类与时间设定了界限。
20 世纪 20 年代，国民党建设委员会与交通部都具有管理广播

的功能，前者成立了无线电管理处( 1928 年) ，而交通部则成立

了无线电管理局( 1929 年，后改为国际电信局) ，都声称对广播

电台业务有管辖之权。其后，无线电事业交由交通部管理。为

强化对广播内容的审查，1936 年 2 月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

委员会，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关于管理广播电台和审查节目的

法令，前文有述。这些管理机构以技术或节目违规为由对电台

进行惩处并发布《禁用唱片表》等法令，禁止电台播送“有伤风

化”的节目。这些行为有效地压缩了娱乐节目的时间与种类，

影响了民营广播的生存空间。1933 年至 1937 年“八一三”事

变前，仅上海一地，交通部就先后取缔了电台 28 座瑑瑠。
横向层面，为了减少广播娱乐化的负面影响，提高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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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水平或是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党义”宣传意图保持一致，

各地的军、政、教育等机构主动介入对广播娱乐内容的规制，其

管理活动更为微观、具体。
以上海为例，1927 年 7 月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对当时

的娱乐化现象予以高度重视，在《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中规

定了相关规制机构的职能———公安局负责取缔不规则营业，维

持市民风纪; 教育局负责取缔各种戏院及公共娱乐场和审查电

影; 随后又将农工商局改为社会局，主要负责市民风化的改良

与整顿瑑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政府举社会之力，整顿风纪

的决心。
1931 年，上海市接到武汉社会局禁售上海产四明文戏唱

片的申请，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的唱片公司进行了调查，认识

到上海唱片业发达但“素无法规限制，中外商人惟利是图，制造

秽淫等唱片出售，自属难免”瑑瑢，因而需要加以管制，取缔不良

者，促进高品位唱片的出现。6 月，市教育局颁布第一部针对

唱片内容而制作的法规———《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

则》，要求进行事先审查并由教育局颁发执照。对违规内容按

其情节的轻重分为“应予禁止”和“应予修正”两类。其中，“应

予禁止”的包括三类:“违反党义及侮辱国体者”“妨害公安及

风化者”“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 而“应予修正”的则包

括“跡近神怪而无向上性者”“不近情理者”“妨害名誉者”。对

不同性质的内容进行不同的规制并在具体的运作上予以区分

对待。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教育局或社会局依据有关法令对

节目进行严格的审查。1934 年 10 月 5 日，上海市教育局公布

第一批审查结果，按节目内容种类作出审定决定:“计准予播音

者有话剧三种，弹词九十八种，歌曲八十三种，故事五种，平剧

六种; 应修正复核者，计弹词一种，歌曲一种，话剧三种; 不准播

音者，计话剧四种，宣卷一种，弹词八种，歌曲五种。”特别指出

四明文戏类节目取材粗陋，一律禁播瑑瑣。1936 年，上海市电报

局甚至限定了电台对申曲、滑稽、苏滩、四明文书、小曲、淮戏、
清曲、各派宣卷节目( 包括唱片) 在内每天播出时间不得超过 3
小时，不得在 19—22 时之间播出。该部门还发表了查禁广播

节目，计有歌曲、滑稽、地方戏等节目 84 个瑑瑤。这一系列举措对

于以音乐、评弹等为主要播出内容的广播来说，具有极大的

影响。
此外，公安局等部门也有权对广播的内容进行规制，对一

些播出“有伤风化”节目的电台进行禁播甚至取缔。
纵观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政治内

容，对娱乐节目的管制实际上并不是十分严格。虽然法令明文

规定禁止播送品格低俗、词句淫秽的故事、歌曲、唱词，一些低

级趣味的节目如《四大美人》《月下幽情》等仍然通过了政府部

门的审查。因而，当时广播的娱乐化仍然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

并一直延续到了孤岛时期的上海。当时政府及社会对广播娱

乐化的批判以及规制行为的实施，对当下的广播业仍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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