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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韓流”是什麽？那本來是由中國人所創造的詞匯。用韓語解释的話、

可以說是“韓國流行文化”或者“韓國文化的热潮”。嚴格來說、

“韓流”與“韓國文化”是 相同的槪念。將韓國人之間共享的文化、外

國的人們也一起看而享有的文化就是“韓流”。

以《江南style》引起全世界旋風的PSY爲 、如果僅在韓國跳舞唱歌

的話、便不可稱為“韓流”、而出去海外公演的話、則可稱爲“韓

流”。當然、外國的人將PSY的韓國公演實況、通過網路來觀賞自娛

也可以說是“韓流”。在這樣的觀點上、韓流的主體旣是韓國人也

是其他國家的人們。製作文化产品的韓國人以及用其來娛 的外國人、

以兩者爲主體而作出來的産品或文化、就是韓流。

這報告的目的是、在2015年發表於韓國和日本、中國的論文中、

將硏究“韓流與儒敎”關聯性的論文成果、介紹而分析之。“韓流

與儒敎”的關聯性是、換句話說、就是在外國介紹的韓國文化産品

裡有沒有儒敎文化的要素、及其要素帶給韓流怎麽樣的影響等。同

時特別宏观、韓中日三國的韓流相關論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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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國的“韓流與儒敎”硏究

如果在韓國國會圖書館網站以“韓流”關鍵詞進行檢索的話、在2015

這一年度、以2016年9月3日爲止可以檢索出338件的論文。這些硏

究皆是關於海外韓流的硏究論文。其中圖書資料有20件、學位論文

有46件、學術記事214件、其他網路資料等58件。用同樣的條件來檢

索2014年發表論文的話、總共可檢索出354件的結果。其中圖書資料

有30件、學位論文31件、學術記事225件、其他網路資料等68件。就

整體來看、2015年比2014年減少了16篇。其中、圖書資料減少10件、

學術記事減少11件、可是學位論文增加了15件。這數値代表著此後專

門硏究韓流的專家將會增加。

僅觀察以2015年發表學術論文爲對象的硏究主題、硏究中國韓

流的論文有近20篇、數量最多。硏究東南亞、南美、日本各有6篇 9

篇左右。硏究美國、中東地區和北韓各有3 4篇。歐洲、臺灣、非洲、

蒙古、罗马尼亚等地也有一兩篇左右論文發表。韓流現象不僅限於

東亞地區、而幾乎已成爲在全世界普遍看得到的現象。雖然那個風

潮特別盛行的地區是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地區、但是在美國、歐洲、

南美等地享受韓國文化的人們也越來越多。這意味著韓流産品裡面、

比我們一般想像、含有更普遍性的魅力。當然、其中也可能蘊含著普

遍神奇或奇異的內容。雖然如此、像那樣的特性也不分地域、具有

能受歡迎的魅力、是値得注目的地方。

有不少的韓流硏究論文分析韓流與經濟或産業的關聯性。至少有

50餘篇以上的論文試圖做那種分析。其中議論最多的是與化妝品、

美麗産業、時裝和設計相關的論文、約有20篇左右。與觀光産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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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論文約10篇、國家品牌和國家形象相關的論文6篇、韓國語敎育

相關的論文有5篇左右。外國人們享受韓國文化時、也産生了享有韓

國人所使用的化妝品和服装且像韓國 性一樣打扮的欲望。這些論文

同時分析、韓流如何使得韓國的國家形象得以改善、使喜愛韓流的人

們想學習韓國話及韓文、進而若有機會甚至想訪問韓國等。以前聽

到韓國只想到韓戰或是好戰之北韓的許多外國人、開始具有跟以前

完全 同的新形象。

臺灣的某個藝能節目(WTO姊妹會)進行了有一項問卷調査、如果

放棄臺灣的國籍而選擇其他國家之國籍的話、你想選哪一國的國籍

(2016年7月12日)。以759人作爲對象的這一調査顯示出、回答希望

取得韓國國籍以336人爲最多。第2名爲日本及新加坡、有137人、第

3名爲美國有45人。節目相關人員對於與日本或美國相比、人們更喜

愛韓國這一現象大為吃驚。更爲驚人的是、選韓國的人數比其他國

家壓倒性地多。這樣現象可以比喩爲、以前站在墻外看韓國人玩的

外國人開始希望參與到韓國人的行列之中一起嬉戱。

觀察韓流領域 別、K-POP相關論文約有20篇、 續劇約10篇、言論

和廣播相關內容也有10篇左右。並且分析韓食、漫畫、電影等方面

韓流的論文也各有3篇 5篇。這反映著韓流 只限於 續劇或是K-POP、

並且顯示韓國文化是擴散到更多樣的領域中的。這些論文中、沒有正

式分析韓流和儒敎的關聯性。但是在一些論文中可以找到提及韓流

與儒敎的關聯性的。

《東亞3國的韓流∶以韓國、中國、日本的受容者分析爲中心》

(Park, Seung Woo、《疏通學硏究》、第23-1號、2015.2)分析韓國電影

對韓中日三國的觀衆具有的意義、同時指出“對於表現儒敎的長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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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道德觀或家族愛等的內容要素、三國觀衆都表示對普遍性價値

的好感、但對暴力性和嫌恶性的素材或場面表現出很强的拒绝感。”

中國和日本觀衆是對蘊含於韓國電影中的儒敎道德觀和家族之愛、是

表示肯定與歡迎的。 

《從人文學的觀點看“文化韓流”的啓示》(朴永煥、《中國學

報》71卷、2015)認爲、對儒敎傳統文化的抵抗就是創造出韓流的核

心要素。作者朴永煥首先介紹、中國知識分子將韓流的整體性定義爲

“充滿東洋精神和 魂的文化”或是“使傳統儒敎文化昇華的文化”。

 如、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劉瑾表示《大長今》很好地表現出了儒家

孔孟之道的仁義禮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硏究所硏究員詹小洪說

到、看《大長今》的話、覺得好像在參觀陳列儒敎傳統文化精髓的

博物館一樣。

朴永煥也表示、姜喆根(《韓流故事》、異彩、2006)定義過、韓

流是21世紀新 漫主義的産物、並且是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契

機下所出現的産物、韓流是光 以後更可以說是韓國的最大傑作、也

是對現有的秩序和成年一代的痛快的挑戰。還有他也將民主與反傳

統、劃一化與多元化看做韓國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主張“(韓國社

會)比起閉鎖性的體系、更追求開放性的體系、比起男性爲主·威權

主義的社會更追求兩性爲主·民主性的平等社會、比起儒家而劃一化

的文化更追求脫儒家的而多元化的文化、比起重視硬體的政策更重

視软體的政策、比起固守傳統秩序更追求對旣存秩序的變化。基於

這樣傳統與反傳統的對立和調和的基礎、韓國社會追求多樣性和開

放性、讓韓流文化脫離控制與保護的構架而可以獲得自生力來强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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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作者評價、“韓國的‘文化韓流’熱潮的主角是 性們。……

以 性爲主的韓劇作家、 只對‘文化韓流’的 行有很大的貢獻、在對

內方面也通過 續劇逐渐地領導韓國社會的變革。但是相當多的韓國

男性們 能擺脫保守的觀點、在21世紀數位文化時代中也 能主導社會

的變革。…… 性們以柔軟的社會性和後現代的哲學、對韓國社會的

保守性和 後的觀念加以批判、透過房裡的電視來牵引韓國社會的進

步、由此擔任使得韓流熱潮 行於全世界的‘软实力’的角色”。

朴永煥將“韓流”改變爲“文化韓流”的槪念來表現。對於“文

化韓流”他沒有特別的定義。但是按照他的論文裡所表現的脈絡而解

釋的話、其意義如下∶在文化裡存在著上品文化和下品文化、下品

文化就可以說是大衆文化。但是在韓國有一個成见、即“大衆文化

是通俗性、而沒有深刻的內容、並且是有點浅薄的文化”。可是目

前在世界上 行的大衆文化、可以看到脫離那種二分法性區分的趨勢。

在韓流中那種特色中更爲突出。因此、朴永煥使用“文化韓流”這一

槪念、試圖消除大衆文化淺薄的形象。 

其實韓流 是沒有文化的。因此他採用“文化韓流”的槪念這一

點、多少會引起槪念上的混亂。無论如何、他所說的“文化韓流”、

是指一般所說的“韓流”。他可能意圖用這樣新的槪念來暗示、被評

價爲下品文化的韓流文化、實際上以一種上品文化受到世界人們的

歡迎。他以那樣的意義指出、中國和日本的上位指導者們肯定地提

到韓流。

朴永煥强調、韓流産品中蘊含的反傳統的層面、後現代性、開放

性、脫儒家的性格等。嚴格來說、可以說是對於現代“韓國文化”發

展推移的談論。享受韓流的海外人們對那種韓國文化的一部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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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支持與稱讚的。 

如我在序言所提到的一樣、海外的韓流明顯 同於韓國內的韓國文

化。激烈抗拒傳統的韓國文化傳播到海外、並且在海外將其多樣地解

釋且欣赏。那個解釋而欣赏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談的“韓流”。我

們不能說、從這種角度、中國的知識人們在“韓流”內容中找到傳

統儒敎的樣子的角度是不對的。當然作者朴永煥也 是這樣說、但是

如果我們不嚴格定義“韓流”這槪念的話、此後要進行緻密的論理

展開的時、可能會發生不少的混亂、在此、筆者想再次指明這一點。

對朴永煥所指出的評價、我們需要等更深入和緻密的硏究。因爲

韓流文化給接受韓流文化的海外韓流支持者們、特別是 性們、産生

一個新世界的憧憬。但是另外一邊、雖然只在心裡的層面、韓流也可

能提供、解除他們對自己所處現實世界的不滿之作用。到目前爲止、

在中國提到韓流的人們大多是知識分子或是政治家。此後値得我們

關注的、不是那種統治階層的聲音、而是一般民衆的反應。對於這

些問題的硏究、今後可能會成爲韓流硏究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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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的“韓流與儒敎”硏究

筆者在日本的學術論文網站(http://ci.nii.ac.jp/)用關鍵詞“韓流”

進行了檢索。其中這個網站不僅包括純粹的學術性論文、還包含了

刊載於日本國內發行的一般週刊以及雜誌等的文章。根據檢索的結

果、將2002年到2015年論文的發表篇數、以曲线图表示如下。曲线

图畵的左邊是論文篇數、右邊是論文發表的 度。

看上方曲線图的話、可以得知在硏究韓流的歷史中共有兩次高峰

期。第一次是2005年。《冬季 歌》在2003年4月播放、在日本全國

引起很大的熱潮、其結果導致有關“韓流”的論文激增到180篇左右。

前一年僅僅才50篇左右。這時在《冬季 歌》中扮演主演的裵勇俊引

起熱潮、與此一起韓國電視劇引起了很大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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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2011年、此時發表了80篇左右的硏究。裵勇俊“勇様”

熱潮過後、與韓流相關的論文減少到20篇左右。但是、到了2010年

以少女時代爲首的韓國偶像團體打入到日本、由此在日本又引起了

K-pop熱潮。曲線图反映出那種氛圍。 

在2015年總共18篇的論文發表了。比起前兩次的高峰期、2015年

所發表的論文篇數大爲減少、與2009年電視劇熱潮後多少出現停滯

狀態時彼此相當。

那麽在2015年發表的文章顯示出什麽樣的傾向呢？

有關韓流的影響共有6篇、介紹韓流現況的有5篇、分析韓流的情

況僅4篇、其他爲3篇。看主要內容的話大致有、韓流對韓國認識的

影響、韓流對韓日關係的影響、日本言論的嫌韓報導、韓流明星的

兵役問題介紹、亞洲地區的接受韓流情況介紹、日本的韓流商業活

動現況介紹、韓流媒體分析、韓流的文化融合性分析等。 

從整體來看、簡單介紹2015年的硏究傾向如下：第一、韓流已經

定着的傾向、第二、 想對韓流赋予很大意義的傾向、第三、提出怎

麽做可以克服韓流的問題、第四、在日本活動的外國學者們積極介

紹和分析韓流的傾向。

其中一部分、介紹値得注目的論文如下。

《關於跨境韓流文化的文化融合特性的理論性探究(越境する韓流

文化のハイブリッド性に関する理論的探求)》(李光鎬、Journal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 86、2015.1.31)是專攻媒體的日本慶應義

塾大学文學部敎授李光鎬的論文、分析和介紹做出韓國的電影、電

視劇、K-POP等文化的創造者、以及怎麽融合韓國的本土性文化與全

球性文化的各種要素、來創造世界各地文化圈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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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反映 性自由的韓流(女の自由を映す韓流)》(北原みのり、《社

會運動》417、  2015.3)是登載於《學習韓流吧》的一篇特輯論文、

是論述《再見韓流(さよなら、韓流)》(2013)的北原實的文章。北原

實是热烈的韓流粉絲、也是批判日本社會與政治的 性活動家、主張

韓流具有反映 性自由的層面。 

她曾在一個采访紀錄中表示如下∶觀察韓流現象、我眞的感受到

亞洲 性們正以可觀的氣勢朝向韓國。如果 性們行动的話、就顯然帶

動文化和經濟。我想繼續觀察它。以後韓流會變的怎麽樣呢？我想自

己觀察它。我寫了《再見韓流》的時候、雖然韓流已經是一個“可以

發散自己慾望的對象”、可是從現在開始那就是“帶動亞洲 性們的

什麽”。所以我想對在日本受到非難的韓流說“現在、再見”、並且

對日本男性們所想忽視的韓流說“現在、再見”了。但是、我絶對不

想對從現在開始的韓流說“再見”。(《news-postseven》、2013.4.14)

撰寫《韓流定着的亞洲(「韓流」が定著したアジア)》(《潮》

679、2015.9)與《爲了在亞洲市場戰勝韓流的软性 量(アジア·マー

ケット 韓流ソフトパワーに勝つには)》(《文藝春秋》9-1、2015)兩

篇文章的原田曜平是一位市場分析家。他談及亞洲市場中所發生的

變化、主張日本企業必須更靠近當地市場的商業活動、並且介紹韓

流情況如下。   

“在東南亞無論哪個國家、我們打開電視的話、仍然播放韓流電視

劇或電影、韓國歌手們唱歌蹈舞。東南亞各國平均 齡爲20代、非常

年輕。對此 齡層韓流的文化号召力非常大。那也大大地影響到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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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家電、自行 、或汽車等的消費。他們想要擁有韓流明

星在電視劇使用的三星智慧型手機。化妝品也在許多東南亞各國由

韓國製品席卷著。只用張根碩等有人氣的演員照片來製作看板、把

它放在化妝品賣場的門口、就會引起許多年輕人蜂拥而至。這就是

软性 量的上昇效果。雖然日本也在東南亞各國免費提供NHK電視劇、

或者由民間傳播公司 盟在越南免費提供電視節目、可是開始後沒經

過多少時間、看不出效果。與韓國比較的話已經晚了”。 

《K-pop热潮時期的媒体與粉絲的關係分析∶以“可視廣播”爲例

(K-POPブーム期の韓國メディアとファン∶「見えるラジオ」の調

査結果から)》(吉光正絵、《東アジア評論》7、2015.3)采訪“可視

廣播”的制作人們、 繫粉絲的積極活動與網路技術的有效活用、來

分析韓流的成功因素。在日本的一般硏究、主要關注韓國政府對韓

流文化的政策性支援、主張韓流的成功起因於政府的支援。但是這

篇論文反而注意粉絲與IT技術方面。作者具體分析如下∶ 

“對於K-POP熱潮、一般被評價爲由韓國政府所主導的韓流振興政

策或者大型企劃公司對海外市場的優秀策略的成果。又或注目大衆文

化硏究、粉絲集團硏究、或者在观众硏究的觀點上關注分散在世界各

國粉絲們於網路上構築的巨大沟通來主動活動的影響力。作爲發信者

的企劃公司或者传播媒體、充分利用粉絲集團的 量、由此産生發信

者與受信者的相互作用、引起了大規模的K-POP熱潮。K-POP熱潮擴

散的部分原因、開始於粉絲們在YouTube上登錄Cover_Dance後、在

Twitter上谈到它來擴散到全世界的層面。看這樣的現象、筆者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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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的世界性熱潮是、以美國出發的全球資訊情報通信技術爲一種

媒介、收束多樣的回應而達成的結果。當然另一邊、韓國能够善用

資訊通信技術、由此活用並産生獨特的技術及文化。”

《走向世界的大眾文化:韓流》(嚴明、《人文研究》187、2015)是

由中國硏究者所發表的論文。這篇文章收錄於2014年在臺灣出刊的

《中日韓城市文學及藝術創新比較》(聖環出版社)一書、作者爲上海

師範大學敎授的作者接受上海市的支援來硏究的成果。

作者介紹韓流的發展過程、主張韓流是相當好地兼備著傳統要素

與現代娛 性的文化。他說、韓國接受儒敎文化並且到目前爲止十分

好地保存了它、我們能够韓流明星們坚守礼貌的態度、或者在韓劇

中所見的儒敎禮儀文化中確認其影響。作者也認爲、韓國本來具有自

己的傳統文化、而後接納西方的文化、將這兩者充實地消化和融合、

而産生出獨特且新的文化。即韓流就是過去與現在的東方與西方文

化融合的結果。此外他又主張、韓國人在藝術方面的才能特別突出、

故K-pop和電視劇與這種特性有緊密的 結。 

進而他提到、韓流可分爲1.0時代、2.0時代和3.0時代、並且主張

相當於3.0時代的現在、是韓國文化已到了全方位擴散到全世界的階

段。他又指出韓流的積極層面與消極層面、而擧以消極層面國家對文

化活動過度介入這一點。在這篇論文中、他所提到的與儒敎相關的部

分、可以說並 是深入。這是因爲這篇論文的整體方向、只在於槪括

說明韓流的現象。作者詳細整理了、對於韓流的誕生與其發展過程、

韓流的發展背景和韓國文化的特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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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的“韓流與儒敎”硏究

在中國的學術論文網站(http://www.cnki.net/)、用“韓流”爲主題檢

索看看。1999年以前沒有蒐尋到相關論文。1999年可以搜索到2篇文

章、其中1篇是介紹韓國圍棋界的猛烈氣勢(《洶湧韓流正當紅》(謝

銳、《棋藝》、1999/12)、另外1篇是傳達Baby VOX北京公演信息的

文章(《強勁“韓”流襲擊內陸》(《音樂世界》、1999/12)。“韓流”

一詞的産生可能是從這兩篇文章開始的。根據檢索的結果、將至2015

年爲止的論文發表篇數、畵成圖表的話如下: 

就論文篇數而言、共有1739篇、比起在日本發表的713篇、約

有2.4倍多。觀察上面的圖、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韓流、在2002年、

2006年和2014年有很多的高峰。在2002年、《秋天童話》在中國全

國範圍內播放、另外、在2006年時、前一年播放的《大長今》引起

很大反响。 

2006年以後韓劇的播映稍微開始減少。一方面像《大長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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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準的韓劇沒有出現、另一方面中國以政策性的計劃、開始輸入

美國、泰國等其他國家的 續劇。此外中國內部的 續劇制作篇數也增

加、其水準也逐渐高了。 

之後在2013年韓國的藝能節目《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兒?》的

製作版權制式被出售到中國且受到很大歡迎。接下來透過網路、韓

劇《繼承者們》和《来自星星的你》播放於中國並獲得了巨大成功、

這樣的狀況似乎反映於2014年發表的論文篇數。

將發表的論文、按內容看的話、介紹和分析韓流現象的論文約60

篇、數量最多、其次硏究韓流的影響的約30篇左右、其中相當多數

的論文分析、中國的靑少年或者大學生們可以從韓流受到的積極或

消極影響。這是與幾乎沒有這種硏究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此外

從中國应该向韓流學習的 場、提出本國存在的問題或者改善方案之

論文約有20篇左右。這種硏究也在日本爲數不多。此外、與韓國語

敎育相關的論文、與經濟一起考察韓流的論文各有15篇 20篇左右被

發表。

幾乎沒有專門分析韓流與儒敎的關聯性的論文。但是、《釋讀韓

流文化中普遍的美學法則-韓流文化中的“真善美”》(郝夢琪、《大

眾文藝》、2015.6)一文、對韓流裡面蘊含的儒敎精神進行了評價、

具體如下：

“中國的高年齡層的婦女們更喜歡一些韓國家庭倫理電視劇。劇中

充滿傳統儒家道德倫理讓人産生絶對的認同感。中國一向被稱爲禮

儀之邦、但是韓國人更是把禮儀修養融入骨血養殖中。韓國人在日常

交往之中注重禮儀涵養。……在家庭中從飮食習慣到說話方式都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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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方式和禮節等。正是如此韓劇才能如此吸引普羅大衆、歸根到底

就是美、人性中的美、有序的禮節美。” 

作者認爲、包含在韓流中的儒敎思想、是吸引普羅大衆的重要因

素。 

《“韓流”的文化現代性再審視》(張生茂、《山西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5/02)也對韓流的儒敎性因素進行了分析、具體

如下∶

“韓劇除了運用身體敍事之外、其撼動西方文化不平等交流的制勝

法寶是宣揚儒家傳統文化。……韓中日三國一衣帶水、人緣相親、文

緣相同、尤其是中國、作爲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韓劇以儒家敎義爲

內容來占領中國電視劇版圖……”

《“韓流”啟示錄》(張碩·楊豔麗、《中國市場》、2015/36)以

韓流給中國文化産業的發展很大敎訓爲前提、提到韓國文化像這樣

做出韓流熱潮於全世界的原因∶1)政府的主導性的支援、2)東亞地區

的文化共通性、3)成功的文化商品销售戰略。並提出如下的意見。

“以中國爲例、儒家文化的浸淫、使得禮讓謙卑、內斂含蓄、溫潤

如玉等品質和特點構成了國人的人格文化基因。但伴隨著新中國成

立後歷次政治運動及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的沖擊、中國原

有的文化被迅速破壞、掃除殆盡、而新的文化理念及體系卻遲遲沒有

建立起來。國人漸漸在民族傳統同現代文化的交彙中迷失、缺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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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繼承、賞鑒和創新的能力。”

如此分析了中國的現象之後、對“韓流”評價如下∶

“韓國影視作品、擅長采用傳統技法表現東亞文化圈集體認同的某

些價值觀和審美標准、展現了獨特的魅力。在國內漸已消退的中華

文明的漣漪、如重視家庭親情、孝敬長輩、即使是陌生人之間也表現

得彬彬有禮等在影視劇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國人被喚起的潛意識

中的對傳統的認同及歸屬感、使得以韓劇爲代表的“韓流”在國內奔

流急進。”

作者評估、韓流使中國人重新感到了潛意識中傳統時代的儒敎倫

理與共同體認同感、韓流的成功原因就在這裡。

其實、與此 同、大多數的論文試圖對韓流的現象進行較有“表面

性”的分析。

如 、《“韓流”現象之探析》(餘燕、《戲劇之家》、2015/10)提

及在中國出現韓流現象的原因如下∶1)豐富的傳播通路的存在、2)韓

流本身的持續 斷的改善、3)演藝企劃公司的完美無缺的體系與企劃、

4)韓國政府的支援、5)中國改革開放的産物等。 

當然沒有作者所提的這些因素、在中國不可能出現韓流的現象。

譬方說、沒有發展豐富的傳播通道、即網路或SNS等技術的話、當然

韓流不會有這麽大的廻響。從2013年末到2014年在中國播映而獲得

不小人氣的《来自星星的你》也、用網路向中國在线提供的。如果沒

有具備這種线上服務基礎、在中國播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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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啟示》(李蕭、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S2)一文也就韓流的興盛原因

提出；1)政府的支援、2)企業的 斷努力、3) 國際市場的活用、4) 韓

國國民特有的危機意識等。 

這些因素也都是重要、沒有一個可以無視。從接受外國文化而要

重新創造那樣文化的 場看、重要的 是分析那種文化的深層和思想、

而是細心把握現實中被發現的因素。從這樣觀點上、筆者認爲大多

數的硏究關注那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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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與展望

韓國報紙《朝鮮日報》在2014年4月3日刊載了、“由於《来自星

星的你》等韓流熱潮、锁上門閂的中國”一文。

 

“因爲韓流熱潮越来越大、所以中國政府以保護本國文化的理由開

始强化控制。中國政府已限制电视上的韓國節目播放時間及作品輸

入分量等、接下來最近大幅强化網络播映限制。……此後韓劇爲了經

由優酷、土豆等中國视频網站播映、必須通過中國國務院直屬機構国

家廣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審査。廣电局對已通過審査的作品也、不論

何時都可以中斷播放。”

同一消息又傳來以下的內容；

“美國由於中國政府的這次措施不可避免受到很多的打擊。美國电

视雜誌《电视指南》豫測、恐怖素材的影像作品或者恐怖作品等、可

能會無法通過中國的審査。80%的美劇在中國可能會受到停止播映的

危機。”

近來又有 似的新闻报道傳出、由於韓國政府決定計劃THAAD(高

度导弹防禦體系、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的布置於朝鮮

半島、所以中國政府會站出来控制韓流。當然、如果沒有“韓流”、

這種問題理所当然 會發生。2011年以後、日本的“韓流”也越來越

萎缩。那麽這種問題是“韓國文化”的問題嗎？或者是韓國人的問

題？

當然不是。相反、那可以說是喜爱韓國文化的中國人、日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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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國家人們的問題。我們 能在槪念上混同“韓流”與“韓國文

化”。換句話說、所謂“韓流”不是韓國文化、嚴格來說是外國人

們的文化。有一點誇大其词的說法、日本的韓流是日本人的文化、中

國的韓流是中國人的文化。臺灣的韓流也是臺灣人的文化、泰國的

韓流也是泰國人的文化。對於這樣槪念上的問題、我們首先一定要

進行嚴格、明確的定义。

韓流的興盛有可能、讓韓國人獲得不小利益、可是獲得眞正巨大

利益的是、享有韓流文化的外國人、而 是韓國人。我們一定要深刻

地了解這一點。中國的韓流給中國人帶來巨大利益、而不是給韓國人

那樣大的利益。韓國的一些演艺人或者政治家、有時試圖利用韓流

來賺錢、或者拼命投入自己的所有 量。可是離開韓國的國內舞臺而

進出外國舞臺的許多明星們、最終多半受到挫折而回到韓國。這種

情況來看、讓我們能了解到那樣的試圖相當危險。

社會學者、經營學者、或者與一般産業相關的學者、大多硏究某

一個現象之現實或者現象本身的層面、而不是針對問題的深層領域。

這是因爲原來這些學問的方法論或性質本就如此。但是“韓流” 是

只用那種硏究方式就能够說明且了解的、可能是有著更複雜的文化現

象。這就是人文學者需更奋发努力的部分。 

歷史、文學和哲學等更多樣的人文學領域、需要參加硏究韓流的

現象。人文學領域的硏究成果、來與社會科學者的硏究成果結合、才

可以獲得眞正優秀的韓流硏究。換句話說、只要到達那種境界的時

候、我們才能夠知道“韓流”的真面目以及那種現象的時代意義。

我在這裡分析、2015年度在東亞三國發表的韓流相關論文、並且

考察了和“韓流與儒敎”相關的硏究成果。作者 得不深切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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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報告目的的“韓流與儒敎”的關聯性硏究極爲貧困。不管是肯

定儒敎還是否定儒教、儒教可以在眾多的領域展開許多議論。韓流

也是一樣。筆者期望明年。筆者期望明年會有更多出韓流與儒敎的豐

富硏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