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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2017年、关于韩国政治和韩半岛军事的新闻与韩流相比、是具有压倒
之势的一年。朴槿惠总统遭受弹劾、之后文在寅总统接任、担任下一
届总统。这一年上半年的国内新闻皆为与政治相关的内容。

此年、韩半岛地区的国际政治、军事状况也超过了危险的水平。
由于与中国之间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使得邻国关
系极度紧张。北韩则随时准备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卫星导弹。

冬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韩最高首领金正恩进行会谈、情况紧
张、战争一触即发。这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家公然向韩半岛发起战争。

在这样的状况下、关于韩流的新闻或者关注大幅度减少、尤其是
因为中国的限韩令、与中国相关的韩流明星消失于大众的的视野中、
出现了韩流一时瘫痪的氛围。这对致力并计划活动于中国的娱乐公司
和明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在中国和日本以外的地区、例如、东
南亚、中南美以及北美地区的韩流依然热度不降。在这些地区、韩流
爱好协会的会员数呈现了增长之势、他们的活动依然十分活跃。虽然
中国市场出现了障碍、但韩流探索出了新的突破口、从这一意义来看、
2017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今年上映《出租车司机》、《与神一起：罪与罚》等、在台湾、
香港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男子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在北美地区取得
了极具意义的成果。女子组合TWICE、BLACKPINK在日本或者其它
地区也取得巨大成果、成为了K-pop的全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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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年的韩流研究

以“韩流”为关键词在国会电子图书馆(http://dl.nanet.go.kr/)按年度进
行检索、结果如下：(2017年搜索数值以2018年10月19日为准、2014
年到2016年的数值以2017年11月21日为准)

类别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图书资料 35 24 19 17

学位论文 65 74 72 54

学术报道 331 396 527 332

网络资料 69 64 74 33

电子资料 3 2 3 1

非图书类资料 5 6 4 3

参考数据库DB 1 1

合计 509 567 699 440

就材料总数而言、2017年与之前一年相比、大约减少了250项。其
中减少最多的是学术报道、共减少了200余项。学术论文也比前一年
减少了20余项、这一数值与3年前的2014年相比也少了11篇。学术
报道的数量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另外、关于韩流的图书资料与与
2016年相比减少了2篇。自2014年以来、图书资料呈日益减少之势。

这种现状可以说韩流现象已经日常化、关于新奇事物的好奇心出
现了减少。也就是说、由于热风现象的持续、已出现了厌倦感累积的
现象。

从另一层面来看、正如绪言中所说、由于2017年的特殊状况、即
由于过度集中于韩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及军事、导致关于韩流的研究
和报道呈现了一时减少的状况。而原因是否是在于这种特殊的情况、
答案将于整理2018年研究状况的2019年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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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韩流的书籍

2017年发表的关于韩流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是图书资料。
图书资料共17卷、其中5卷是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KOFICE)

出版发行的报告书。这一团体持续不断的出版了关于韩流动向的报
告书和研究书籍。2017年发表了《Post Hallyu beyond Asia：韩流、
流入北美欧洲》、《韩流maker’s：大韩民国韩流产业论》、《萨德、
之后的韩流：韩流政治经济论》、《Hallyunomics：韩流效果论》、

《(2017)国际韩流趋势》。
另外、政府机关还刊行的《(2017)地球村韩流现状。1-4》(外交部

篇、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聚集了国会议员研讨会成果的《韩文世界
化与韩流文化扩散研讨会会》(国会议员 柳承叶等)等。

民间出版社刊行的韩流书籍有《新韩流：新媒体时代的超国家文
化权利》(Jin、Dal Yong、hanseoul学院)、《韩国品牌的世界化：
理论与实行战略》(Han, Chung Min, Hangeongsa)、《韩中广播交
流与韩流》(Lee, Sun Im, BizPress)、《走向韩流伊托邦之路：超越
西方之壁》(Park, Jang Soon, 北北西)、《Kcontents、娱乐企业的
成功战略》(Park, Young Un, communication books)等。

另外、还刊行了外国人的韩流论《(只有韩国人不知)的另一个大韩
民国：哈佛大博士看韩国的可能性》(Emanuel Pastreich, 21世纪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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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韩流的论文

2017年发表的研究韩流的学位论文共54篇、按照内容的不同、整理如
下：

谈论韩国与观光产业的论文以及韩流对韩国商品购买之影响的
论文最多、各6篇。例如、与观光产业的论文主要讨论了韩国文化
产业对外国人来韩观光产生的影响、其中、对中国人观光所产生的
影响的谈论比较多。谈论韩流对韩国商品购买所产生影响的代表性
研究是《韩流文化要素对蒙古人的购买态度与购买行为产生的影响》
(Munkhtsetseg Ganbaatar、嘉泉大学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等。

其次是关于K-pop的研究、共5篇。《俄罗斯agent的韩国国家形
象对韩流演唱会观览度产生的影响》(Ganzha Galina, 中央大学大学
院硕士论文)、《国际化体裁-韩流：关于KDrama与K-Pop的成为国
际化体裁之可能的研究》(Lee, Hyeong Un,首尔大学大学院硕士论
文)、《韩国大众音乐之扩散对俄罗斯人认识韩国国家形象产生的影
响》(Kuzmina Alena, 中央大学大学院硕士论文)等。其中、印象最
深刻的是关于俄罗斯K-pop韩流的研究多达2篇。

与韩国电视剧相关的研究的共4篇。例如、《中国言论的韩流报道
中出现的框架分析研究》(Jang, Hee Moon, 釜山大学大学院硕士论
文)等、分析了外国韩流报道的框架。

关于医疗观光的研究、关于韩流与化妆品的研究、关于韩国电影
的研究等各出现了2篇。韩流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关于反韩流的研究、
韩流中的韩国服饰研究、关于韩国语的研究、关于广播的研究、关于
提高韩流及国家形象的研究等各有1篇。其它的研究皆与韩流的相关
性较小。

按照地区来看、关于中国的研究共24篇、数量最大；关于越南的4
篇；关于泰国、俄罗斯、中南亚地区各2篇；关于日本和蒙古的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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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数量最小。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日本的韩流研究最少。
2017年提交的学位论文中、大约一半是外国人撰写的。也就是说、

多是来韩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大部分是对自己国家
的韩流状况进行的研究、这意味着韩流对于外国留学生而言、是十分
受欢迎的主题。再换而言之、这就意味着外国人在关注韩流的情况下
学习韩语后、再来到韩国研究韩流的情况较多。这些韩流研究受到韩
国韩流研究的影响、也多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言论学等领域。

与俄罗斯相关的研究几乎全是关于K-pop的研究、韩国韩流研究
的特点是大多为与观光和经济相关的研究。随着韩流的发展、其影响
力将会影响到观光与经济、就此而言、俄罗斯韩流可谓只停留在初期
状态。

2017年发表的一般学术报道或者学术论文共332篇、研究领域与以
上学位论文大同小异。

在此、将介绍Kim, Gi Deok的《提倡“韩流人文学”》。本论文研
究了韩流的研究状况、韩流人文学的必要性、韩流的发展过程与韩流
人文学的课题、韩流人文学与人文产业学会的作用、通过这些研究、
作者强调了从人文学对韩流进行考察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能够
提出韩流的传播是否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现象？韩流在日后是否也能继
续持续？的疑问。但就近现代世界文化交流层面而言、停留在无名的
文化边防的韩国大众文化在近20年间能够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对研
究者而言、将会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且他还强调了在目前韩流
研究的状况下、从人文学层次进行韩流研究的重要性。另外、他还指
出、他所提倡的“韩流人文学”的最终目标并非韩流产业的活化或者增
大人文学作用等现实目标、而是旨在实现“人类共同善”、人类化、人
类开放等。最后、他还主张韩流人文学使韩流“超越韩国这一国家界
限、成为治愈全世界人类心灵的人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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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国人的“韩流与儒教”论

在国会电子图书馆以“韩流”和“儒教”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17年仅有1
篇、即Chon, Byung Seo的《让中国人跳舞》(《Anda全球成功投资
者》vol.10, 524호, 2017. 5, http://monthly.newspim.com/)。此论
文是由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长Chon, Byung Seo撰写的专业学术研究
论文。

在中国、之所以热衷于韩国文化与商品、其原因之一是共同具有
儒教思维方式。在此、将对此进行介绍。

Chon, Byung Seo提出了“中国为什么会热衷于韩国的电视剧、
K-Pop、服饰、化妆品、巧克力派、香蕉牛奶？”的疑问、同时从以下
三点进行了说明。

“第一、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国是“中原国家 ”。就中国历史来看、
占据中原者皆施行霸权、主导着学问与流行。从地图来看、皆处于太
行山脉的东侧和秦岭、淮河的北边。从纬度来看、与韩半岛完全一
致。由于纬度相同、因此四季相同、吃的、喝的相似、皮肤颜色也相
同。因此、韩国生产的消费产品会卖得很好。”

“第二、韩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孔子学院的奖学金金获得者”、思考
方式相似。”2500年前孔子所说的话—《论语》是中国人的基本思考
模式。韩国受到美国式教育虽已有60余年、但回到家中、最基本的仍
然是儒教的教诲。韩国纸币上的所有人物也都是“儒教奖学金获得者”
或者其母亲的面孔。”

“第三、韩国人有读懂中国人心理的基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韩
国在2000余年间与中国展开了250余次战争。在这一过程中、韩国人
熟知了中国人的习性、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读懂中国人心理的基因。”

Chon, Byung Seo的以上说明多少存在着问题。例如、在第一个
答辩中、应该如何回答地理位置不同的东南亚或者南美的韩流？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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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与韩国人共同分享了孔子的教诲、所以他们对韩流和韩国
商品十分感兴趣、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例如一部分美国人喜欢韩
国韩国电视剧和韩国料理应进行何种解释？

同样、第三个说明中也存在着问题。韩国人的文化如果能够波及
全世界、那么也就是说韩国人具有能够读懂所有国家人之心性的基
因？

当然、Chon, Byung Seo的说明是仅针对中国的韩流热风而言的。
因此、他的说明是丝毫没问题的。

正如他所说、韩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儒学者画在纸币上的国家。这
意味着儒教深深扎根于韩国人的内心之中。毫无疑问、这是能够抓住
中国人之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Chon, Byung Seo还主张：“征服文化者得天下。要想抓住中国人、
亚洲人的心、首先要懂得其历史和文化。应在首尔大创立娱乐学科、
SM, YG, JYP在创立中国与亚洲文化大学并进行深入学习后、应制定
中国与亚洲攻略。”

2019年、防弹少年团将动摇美国的POP市场、就此而言、Chon, 
Byung Seo的建议是滞后的。创立中国与亚洲文化大学、了解亚洲人
的文化和历史仅仅局限于中国市场与亚洲市场。而韩流正走向更大的
市场、正在走向世界。韩流将以欧洲、俄罗斯、中南美、美国市场为
据点、发展成为全球性品牌。

Chon, Byung Seo在2017年未看到的是韩流的生命力以及其多样
性和变动性。例如、虽然他以韩国娱乐界的代表者、即SM, YG, JYP
为例、主张应该重新进行学习、再次向中国和亚洲展开进攻、但最近
震惊美国和欧洲娱乐界的并不是这些企业、而是创办防弹少年团的
Big Hit娱乐。

这一公司2017年的盈利为325亿、而SM为109亿, YG为252亿, JYP
为195亿、遥遥领先。虽然SM似乎在2016年以前一直引领者K-pop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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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但由于音乐概念、过于依赖于中国市场和日本市场而被K-pop市
场淘汰。可以说SM的没落象征性地显示了K-pop业界的竞争是如何
的激烈。因此、近来包括美国在内欧洲娱乐界都处于惊慌之中。

6. 外国人的“韩流与儒教”论

虽然2017年国会图书馆资料中并未收录、但在“Medium”(https://
medium.com/)这一网站上介绍了关于韩流和儒教的有趣的文章。
Michael Hurt撰写的《K-pop Is Neo-Confucian Pornography》是
多少具有挑战性的。著者Hurt自2002年以来、在首尔的很多大学中
讲课、他作为写文章的社会学者、他认为自己为“visual sociologist”、
即视觉社会学、换而言之、影像文化专门社会学家。

这一文章引起了韩国人文学者Lee Woochang的反驳、他也在互
联网媒体HUFFPOST上发表了《K-POP是否是“新儒教主义的色情”》

一文进行了批判。(2017.03.17)Hurt的原文译文见于NAVER。(Piano 
Shoegazer,《K-POP是“新儒教主义的色情”》。(2017.03.14)

首先就Lee Woochang的反驳而言、他认为Hurt的文章犯了非常
低级的错误、尤其是对“儒教”的提及、大部分是错误的。

他认为Hurt“指出的关于儒教女性观特征的内容无疑于对女性厌恶
事例的堆积”、并反驳道“他在说明20世纪初的韩国文化时、不仅没有
提及新儒教主义、也没有提及某种文化源泉”。例如、如果K-POP包
含着色情要素、那么由日本传入的色情文化受到新儒教、即朝鲜性理
学的影响便会更大。另外、Lee Woochang还对Hurt所说的“儒教”的
问题提出了多种意见和反驳。

Hurt为何主张K-pop是新儒教主义的色情？
首先、何为K-pop？K-pop并非韩国人所说的“韩国歌谣”。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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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听的韩国歌谣称为K-pop、即“Korean-pop”。因此、严格来说、
K-pop是指以外国人为主体的韩国歌谣。就此而言、韩国批评家Lee 
Woochang对K-pop的分析以及对Hurt文章的反驳是有局限性的。

Hurt或许是以美国人的身份、从美国K-pop分析了他所见到的
K-pop。如果不立足于此、是难以准确理解Hurt之准确意思的。

也就是说、在不了解美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女性的意义的情况
下、是难以理解Hurt所说的K-pop的。

由于笔者是韩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所以是存在局限性的。但如果
就女歌手的形象而言、可知在美国和在韩国有几个方面是十分不同
的。

例如、在美国、女性歌手在舞台上演出时、经常都是仅穿着比基
尼。Madonna、Beyonce、Lady GaGa、Rihanna等众多女性歌手
个性独特有魅力。他们拍摄的音乐视频、在韩国人的立场来看、十分
低劣且性格主张过于强烈、且属于色情水平的也不在少数。因此、可
以说积极主动的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是他们的特征所在。

他们所唱的歌曲的内容也是很具限定性的。例如、《side to 
side》的歌词中出现了“I've been here all day. And boy, got me 
walkin' side to side.”这样的内容。这是将发生激烈的性关系后女性
无法走路的状态以歌词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之后的歌词中又写道“See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your body, Feeling like I wanna 
rock with your body”、这种与性相关的内容在美国K-pop中非常常
见。在读Hurt的文章时、应该站在这样的立场下理解。

Hurt虽然简单地表达了“K-pop”、但准确地谈及了K-pop的音乐
视频或者演出照片。将从性方面对女性进行描写的场面称为新儒教
的色情、换而言之、性理学的色情。这种表达在说明与美国K-pop的
不同上具有重要意义。Lee Woochang的反驳虽过分地在意了K-pop
中具有的色情色彩、并且它与朝鲜的儒教主义传统相关的问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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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t所说的性理学色情与露骨的美国K-pop的色情是多少存在不同
的。即、它在强调纯洁性、纯真性的同时、在K-pop中体现了性的面
貌。

Lee Woochang说道：Hurt“对儒教是默然不知的、他的认识或许
还没有脱离东方压制女性的不良风俗这一层次。”那么、Hurt对儒教
的看法是怎样的？

Hurt认为、西方的研究者在理解韩国时、都陷入了认为一切都是
向儒教还原的错误、这对于理解韩国虽然很重要、但却不能说明所有
的问题。他还指出、他写这一文章是由于自己所教学生写的如下内
容：

朝鲜时期的儒教主义、新儒教主义价值改变了韩国社会运转的方
式。在K-pop产业中、儒教的‘忠’对艺术进行了严格的统治、儒教
主义的性作用出现在了对男偶像和女偶像的描写方式中。韩国社
会在近代化以后、未能消除儒教价值、而将其并入了追求权力和
效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这指出说、儒教价值存留于韩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中。尤其是在
K-pop产业中、还存留在对偶像歌手的统制中。Hurt基于这样的内
容、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女性偶像歌手的“性”而撰写了此文。

他首先说道：“主流色情与K-pop具有共同的话语。两种媒体都将
纯洁作为性欲望的对象。·······就纯真而言、性欲是更具刺激性的欲
望对象。”即、K-pop的视频中女性偶像的纯真偶尔会被用作刺激性
欲的工具、这部分称为性理学的色情。与美国女性K-pop歌手所展现
的露骨的色情相比、Hurt所说的性理学色情这一表达不仅不是批评、
责骂、反而更接近于称赞。

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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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将自身视为艺术。但却常常借助色情的词汇或表达。那么、
Rotta所拍摄的K-pop照片是否是色情？严格就照片的定义而言、我
认为、Rotta的照片属于色情。”

Hurt主张的色情、按照他所整理的观点、a)发生了明确的性行为、 
b)大张旗鼓地宣扬性。所谓色情、即pornography、即春画。Hurt
认为、K-pop视频中经常运用色情的方法诱惑视听者。

他认为、由于“K-pop视频拥护色情等表达和词汇”、所以是一种色
情。这种主张是著者个人的解释、所有没有反驳的必要。

另外、他还指出、这种K-pop的色情不同于主流色情、所以将其
称为“新儒教主义(性理学)色情。”

那么、何为儒教主义？Hurt在这一部分进行了很多的阐述和描
写。他提出的基本前提是“当今的韩国社会依然将女性的身体视为儒
教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一宣言、我们应该理解美国社会或者
英美圈社会是如何理解女性身体的。西方人是如何理解女性的？而在
此却难以展开深入的探讨。

但我们有必要从Hurt所说的韩国社会的女性观以及Hurt所持有的
西方社会的女性观出发理解他的观点。也就是说、是以韩国人的女性
观与美国人的女性观是对立的为前提的。

Hurt对于儒教的女性观、是以Taeyeon Kim在2003年撰写的
“Neo-Confucian Body Techniques: Women’s Bodies in Korea’s 
Consumer Society.”为根据的。

Hurt所借用的以上论文的内容如下：

在朝鲜儒教主义中、只有男性可以为了锻炼身心而进行自我修养。
朝鲜儒教认为、女性无法成为贤者、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超越
自我。男性通过研读古传、完善自我的心性；通过崇祖制度完善
自我的肉体。而女性则只作为肉体上的身体而存在、即只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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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进行繁殖以延续后代。

我们没有追究这种定义是对是错。韩国经过朝鲜时代600多年儒教
的洗礼、是依据儒教价值观而运行的。因此、在社会上以多种形态存
在、也因此而致使学者各自持有不同的意见。

问题在于、美国人之所以对以上引文的内容表示同感是因为美国
的女性观中没有这种现象。在美国、女性和男性受到同样的尊重和认
可。虽然在现实中存在着男女的区分、但在美国的精神根基—天主教
精神或者基督教教理中是不存在以上引文中的这种女性观的。这一点
引起了Hurt的关注。

他认为“在朝鲜儒教学者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劣势。这种概
念至今存在”、在韩国、“女性在生命的创造中、无法发挥主体性作
用。”

进而、他指出：“女性因孩子和自身的繁殖能力而具有价值。女性
的身体中并不存在着主体。”因此、“在韩国、少女被视为没有主体的
身体、在结婚前不能碰男性、不仅如此、还认为少女无法对自身进行
统制。”

在此、非常强调没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可以说这种形象与美国
的女性形象是相反的形象。通过美国女性歌手便可以看出她们是何等
主动地进行自我活动。这在很多方面与“戴着面纱的”K-pop女性歌手
是不同的。

进而、Hurt主张：“从女权主义观点看、韩国新儒教主义是为了
维护男性支配社会的权利的工具。在韩国社会中儒教的文化取向植根
于男士和女士、权威的竖直等级甚至是教育方式。”

他还说道：“少女从很小的时候、大约7岁时、就因为性的问题而
与少年区分开来。并且社会以长大后生育孩子作为评价女性的标准、
视女性为重要的对象和美德的容器。因此、女性必须保持心情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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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皆是因为儒教主义取向的影响。”甚至、他还主张“在儒教思维下、
女性是美德的容器、是为了延续种族的道德性、生物学繁殖单位。”

最后、著者借助Max Weber的铁笼理论、整理了K-pop中关于
“性”的内容。所谓铁笼理论是为了社会统治、关注某种社会行动或者
挣钱而运用的思维方式。

Hurt说道：“韩国社会已不再进行与儒教主义相关的行为。不再有
男女的的歧视、女性也能够去学校学习。女性的身体不是财产、女性
可以自行外出”、但同时、现代韩国社会仍存在着“儒教主义的铁笼”、
它“如同朝鲜时代一样、使女性继续从属于他人而存在”。

依据这种“铁笼”、他指出K-pop市场中“女性只有能够具有这种‘性’
力量并能够诱惑男性、才具有价值”、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现在的K-pop视频使得女性的地位再次沦落为新儒教主义思维在
很早以前视女性为接收性器与精液之容器的地位。不管女性是熊
还是狐狸、不管是纯洁的幻想曲还是色情性快乐、不管是圣女还
是娼女、女性的主体地位都沦为了性之容器。虽然在语言上有些
粗鲁、但却是事实。为了社会的安定、认为女性为性之容器的观
点在朝鲜时代以后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再要求女性必须怀孕、但
这种变化却依然不够彻底。视频中的女性只是穿着现代的衣服、
但却依然是新儒教主义的性容器。

虽然这一结论存在着引起争论的余地、但如果从Hurt所经历的美
国的状况出发进行考虑的话、是充分能够理解的。尤其是在K-pop视
频中、女性丧失了主体性、展现出了一种被动的样态、这一事实与当
今社会所要求的女性道德有紧密的关系、是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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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韩流如同活生生的生命体、它不是已经结束了的文化现象、此时
此刻依然鲜活生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在本文中所介绍的
Chon, Byung Seo的《让中国人跳舞》一文很好的展现了韩流的这种
灵动性。2018年韩流的发展方向与2017年Chon, Byung Seo的设想与
希望完全不同。可见、韩流是一种无法预测的现象。

很多韩国人认为、“韩流”就是韩国人自己创造的文化现象。但韩
流不是韩国人创造的“韩国文化”、而是外国人进行主体性接受、甚至
介入其制作过程中的韩国文化。如果地球上只有韩国、那么韩流是无
法存在的。恰恰因为有了外国人、“韩流”这一概念才得以产生。在这
样的意义下、尽其极而言、“韩流”是外国人的文化现象。

目前韩国发表的关于韩流的学位论文、几乎50%是由来韩国留学
的外国人提交的、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了以上一点。

另外、通过上文介绍的Michael Hurt的《K-POP是“新儒教主义
的色情”》来看、如果解读一下研究儒教的人或者喜欢K-pop的韩国
人、虽然是令人很不快的内容、但正如本人无法介入他人对自己的评
价一样、韩国人无法随意介入到外国人对韩流的解释中去。因为韩流
是外国人感受与享受的文化。

他们基于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接受、鉴赏、评价韩国文化。
韩国人能够做的只能是理解他们如何看待、感受、欣赏韩国文化。进
而、聆听他们对于韩流的看法、然后使我们更加深层、客观、冷静地
理解韩国自身、韩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这对韩国人而言是十分必要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