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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樱桃小丸
子 # 漫 画 原 作 开 始 在

"

%&'()

$杂志连载% 在短短三
四年间! 便以出人意料的超高
人气跻身日本国民级漫画之
列%

"##*

年!据此改编的动画
开播! 一度成为日本历史上收
视率最高的动画片% 这部围绕
淘气小学生小丸子及其家人日
常生活而展开的作品之所以能
引发日本观众热捧! 除了幽默
逗趣外! 更因为这部动漫作品
成功唤醒了战后一代日本人的
集体回忆%

"樱桃小丸子$的故事以
+*

世纪
,*

年代初为时代背景!而
小丸子一家住在离东京首都圈
不算太远的静冈县% 若想了解
战后普通日本人家庭生活的格
局! 那小丸子一家可算是非常
合适的研究对象% 在这个六口
之家!夫妻&孩子与父母三代同
堂%由于住房条件逐步改善!当
时日本已开始 '小家庭化(!但
小丸子家这种家庭结构也并不
少见% 依照相关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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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时日本每户平均人口为

./"

人% 而根据)樱桃小丸子$的故
事设定! 一家六口的经济来源
主要依靠作为标准'工薪族(的
爸爸樱宏志%所谓'工薪族(*+

,-ー./0 实为日本人爱用
的'和式英文(1

012134516

!多指
在公司& 企业领一份薪水的白
领人群! 也是战后日本中产阶
级的代名词! 在社会和家庭扮
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

著
名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
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日本新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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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中就
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1'通
常而言! 男性的工资是家庭收
入的唯一来源% (在这部大作出
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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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刚从哈佛毕业的傅
高义在导师的建议下远赴日本
游学! 开启了他东亚研究的漫
长生涯%当年!刚满而立之年的
傅高义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对准
了当时日本兴起的工薪族阶层
并将之统称为 '新中产阶级(%

在旅日的两年间! 傅高义通过
对东京周边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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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上
!

户
家庭的大量访谈与田野调查 !

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现了当时
日本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景与

家庭百态%

傅高义所研究的 '新中产
阶级(是战后日本社会复兴&经
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参与者与受
益者! 既见证了所谓 '神武景
气(!也同样为之努力奋斗% 与
之相对! 多为小业主& 地主的
'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
自的一亩三分地 ! 却并未从
"#--

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
直接获益! 以至于不可避免地
淡出历史舞台% 新中产阶级的
兴起则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
的标志! 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
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
大量消费的新时代%

用傅高义自己的话来说 !

在那个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
"*9

以上速度增长& 人均实际
收入每年以

$9

以上速度增长
的 '黄金时代 (!对大部分日本
人来说 !能成为 '工薪族 (就意
味着'光明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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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离东
京市区大概有半小时的火车车
程! 居民大多受雇于市内各大
企业及各类政府机关! 算是名
副其实的'工薪族(% 他们之中
的绝大部分人并不会飞黄腾
达!但在 '终身雇佣制 (&'年功
序列制 (的 '加持 (下却能脚踏
实地不断发展! 早晚都会迎来
可预期的'光明新生活(% 增速
惊人的日本人均

:;<

已经向
他们预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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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人均
:;<

为
#.***

日元!

-

年后增至
",+***

日元!

"-

年后更飙升到了
,*$***

日
元% 迅速累积财富的工薪族!很
快就变得有钱去购买那些 '新

款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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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著名导演小津安
二郎的经典名片 )早安#*2早
340在日本全国上映%这部生
活喜剧最重要的情节冲突正是
围绕 '电视机 (而展开的 1一对
兄弟为求家里大人买电视而软
磨硬泡!最终如愿以偿%尽管作
为电影导演的小津安二郎也让
剧中角色说过 '电视会让日本
人变成笨蛋 (&'会让全民白痴
化(等等这样的吐槽!但在故事
的最后!电视机终究还是买了%

就在 )早安 $上映的这一年 !伴
随着经济的快速复兴! 电视在
日本社会已渐普及! 每四户家
庭就有一台电视机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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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视机普及率已达
#*9

%到
了 '樱桃小丸子 (所处的时代 !

电视机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必
备品%

在小丸子的故事里! 负责
赚钱养家& 身为工薪族的爸爸
樱宏志自然是名副其实的一家
之主%如傅高义所观察的那样!

'户主拥有最高权力!也因此责
任最重(%除了能在家随心所欲
享受啤酒外! 一家之主的另一
项'特权(就是独占家里的电视
机% 爱看棒球且是东京读卖巨
人队狂热粉丝的樱宏志总以
'养家男人很辛苦 (为由 !把家
里的电视机变成了职业棒球比
赛的专属播放器% 因此看不了
热门电视剧的小丸子和爷爷樱
友藏只能爷孙间彼此取暖 !又
或是谱写'心之俳句(来吐槽%

值
得注意的是! 电视的普
及和职业棒球的流行正

是当年日本新兴中产阶级崛起
的结果% 前者代表物质消费的

繁荣! 后者则代表休闲消费第
一次大规模进入每个普通的日
本家庭%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
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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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战后日本第一次举行
在夜间开展的棒球比赛! 方便
工薪族们下班后来观赏! 也让
全家老少来看球赛成为可能 %

之后!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
复兴! 渴望忘记痛苦战争经历
的百姓们开始涌入球场! 为职
业球队的兴衰荣辱呐喊%同时!

随着电视的迅速普及! 棒球比
赛也成为不少日本人电视记忆
的开端%

"#-7

年
+

月! 日本广播协
会 *

)=>

0开始播出电视节目 %

同年
$

月!

)=>

就实况转播了
历 史 悠 久 的 日 本 高 中 棒 球
赛555'夏季甲子园(% 仅仅两
周后! 刚成立的民营日本电视
台又转播了读卖巨人队与阪神
虎队的职业棒球赛! 引发社会
轰动% "读卖新闻$社长&读卖巨
人队老板正力松太郎为了推广
电视! 决定在日本全国各地的
繁华街道摆放电视机! 免费向
过路行人播放节目! 希望借此
激起人们的购买欲% 正力松太
郎的创意确实收到了极佳的效
果! 电视机前围观的民众几乎
无一例外地萌发出 '要拥有一
台电视机6 (的念头% 这也成为
当年无数日本中产家庭的梦想
与奋斗目标%

作为观察者的傅高义对此
现象印象深刻! 他惊讶地发现
战后日本民众拥抱美国式物质
生活的过程是极为突然的% 自
"#--

年后!日本社会已经全面
恢复乃至超越战前的发展水
平% 日本官方)经济白皮书$甚
至惊叹当时的世道 '宛若不像
是战后(%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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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人
均消费水平居然超过了战前水
平! 恩格尔系数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初期的

!*9

降至
..9

% 仅
仅四五年前! 大部分日本家庭
还在为基本生存而省吃俭用 %

转眼间! 却已经在商店门前排
队! 争相购买各类时髦的家用电
器了!以至于'任何一个富裕的美
国人都无法理解日本工薪家庭
对每种新奇物质享受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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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兴中产阶级的一段往事
樱桃小丸子!小津安二郎与电视机"

#早安$故事的最后%兄弟二人最高兴的便是能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了!右图"&

而美国标准收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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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出'早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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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干脆把

封面海报设计成了一台电视机!左图"&

)樱桃小丸子(的剧集里%准备去收看电视直播职业

棒球赛的爸爸&

作为观察者的傅高义惊讶地发现! 战后日本民众拥抱美国式物质生活的过程是极为突然的" 自
!"#$

年后!日本社会已经全面恢复乃至超越战前的发展水平" 仅仅四五年前!大部分日本家庭还在
为基本生存而省吃俭用" 转眼间!却已经在商店门前排队!争相购买各类时髦的家用电器了!以至于
#任何一个富裕的美国人都无法理解日本工薪家庭对每种新奇物质享受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