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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追星」是當今社會上熱議的話題之一，在新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逐漸形成一

種全新的文化。回顧民國時期，電影產業的發展及傳媒事業的成熟便早已帶動了

一波追星熱潮，席捲上海這座熱鬧繁華的現代摩登都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電

影行業迎來了短暫的「黃金時代」，無論是電影的放映還是影片的製作都日趨成

熟。電影刊物創刊熱亦相繼而來，出現了一批以《電聲》為代表的優秀電影刊物。

同時，在電影市場的激烈競爭下，「明星制度」應運而生，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為

銀幕明星所傾倒的影迷，掀起一股追星之風尚。本文將透過「民國第一刊」《電

聲》聚焦於上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追星群體，探究媒體視野下關於追星行為的

報道，分析《電聲》在影迷與明星之間發揮的橋樑作用，結合社會學、心理學等

多個研究角度重現近百年以前的追星盛況，為今日的娛樂行業的發展提供借鑒與

教訓。 

 

關鍵詞：民國時期；《電聲》；影迷；追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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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選題緣起及研究意義 

 「追星」一詞起源自 1989 年，用於形容粉絲們一路騎車追隨台灣偶像團體

「小虎隊」巡迴演出的瘋狂之舉。隨著娛樂行業不斷壯大，在新媒體的推波助瀾

下，「追星熱」引發的潮流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關注及熱議的焦點話題之一。

雖然「追星」這一詞彙歷史尚短，但追星的現象卻早已存在。早在民國時期，已

有大批的影迷為銀幕上的明星們如癡如醉，神魂顛倒。而在這場追星盛況之中，

大眾媒體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搭建起明星與影迷之間溝通的橋樑，為翹首以

盼的影迷群體提供資訊、報道新聞，製造影迷與明星之間互動的機會。 

作為「民國電影第一刊」的電影刊物《電聲》便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發揮著

上述作用，在諸多民國刊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辦刊時長基本跨越了整個

三十年代，憑藉豐富的內容、堅持從影迷利益出發的態度和抓人眼球的報道形

式，《電聲》一躍成為當時上海銷量最高的電影專刊，受到大眾的追捧和喜愛，

也成為後人研究民國時期電影行業及大眾娛樂的最佳文本之一。翻閱《電聲》，

明星魅力四射的姿態、影迷生動鮮活的形象躍然紙上，透過散落在報刊間的痕

跡，人們仿佛又穿越回燈紅酒綠的「夜上海」，體驗一番別樣的追星之旅。 

 本文將聚焦《電聲》中關於追星現象的報道，分析《電聲》為影迷提供的追

星途徑，重現三十年代的追星熱潮，探究現象背後的社會因素。在歷史留下的痕

跡中找尋當今娛樂行業值得借鑒的地方。 

二、文獻回顧 

縱觀過往學界研究，針對上世紀三十年代左右電影相關刊物的分析並不少，

但其中將焦點放在《電聲》上的文章卻佔比不大。學者皇甫韶華的《〈電聲〉：民

國電影第一刊》從該刊物的出版背景、主創陣營及辦刊風格三方面總結其在當時

極受歡迎的原因1。丁姍姍在《〈電聲〉的辦刊理念及電影史意義》中探討《電聲》

 
1 皇甫韶華，〈《電聲》：民國電影第一刊〉，《電影新作》，第 2期（200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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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意義和對電影史研究發揮的作用，重現當時上海電影業的真實生態2。碩士

研究生李勝男的學位論文《〈電聲週刊〉研究》仔細梳理了《電聲》從創辦到停

刊長達十年的歷史，詳盡分析了《電聲》的內容及特色3。另一篇來自碩士研究生

秦澤芬的學位論文《電影報刊與近代上海社會——以〈電聲〉為中心的考察》則

結合近代上海的社會環境，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討論《電聲》與近代上海的

關係4。 

尚未有學術研究直接將民國時期追星行為作為一個現象專門研究，關於這一

現象的敘述，現有文獻多從影迷這一群體展開分析。學者李道新是國內較早探索

「影迷」這一研究主題的領軍人物，其發表的文章《影迷在 1931》5、《只為明星

狂——中國影迷誕生記》6著眼於影迷這一特殊群體在中國的誕生及發展之心路

歷程。學者侯凱的博士學位論文《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從文化史

的角度出發，填補了我國早期影迷群體歷史缺失的空白7；喻筱程的碩士學位論文

《民國時期影迷研究》則更完整更系統地分析民國時期影迷群體的構成及特點8。 

 綜上所述，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較為系統地梳理了電影報刊《電聲》整體的

發展歷史，也對影迷這一群體在早期上海社會的發展做了深入的研究，但其中未

將影迷追捧明星的行為作為一種現象來看待。因此，本人將基於前人一系列的研

究，透過《電聲》提供的一手報道展現 20 世紀 30 年代影迷群體的追星現象，為

人們研究早期上海電影娛樂行業中這一獨特的社會現象提供新的思路，與此同時，

也期望可以為學界填補一小塊研究的空缺之處。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立足於報刊、雜誌等大量的原始文本，可見文獻研究法是本文最

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無論是坊間小道的八卦趣聞、還是轟動行業的著名事件，

 
2 丁珊珊，〈《電聲》的辦刊理念及電影史意義〉 
3 李勝男，《〈電聲週刊〉研究》 
4 秦澤芬，《電影報刊與近代上海社會——以〈電聲〉為中心的考察》 
5 李道新，〈影迷在 1931〉 
6 李道新，〈只為明星狂——中國影迷誕生記〉 
7 侯凱，《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 
8 喻筱程，《民國時期影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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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探究追星現象彌足珍貴的一手資料。因此，本文將基於大量的文獻研究材料，

在《電聲》長達十年、總計 901 期的報道中爬梳整理，尋找散落在故紙堆中的點

滴痕跡，盡可能還原歷史的樣貌。跨學科的研究也是本文著重運用的研究方法之

一，要洞察當時的社會因素及影響，就離不開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的助力，

通過多角度分析社會背景，才能更好地身臨其境，重現這段風光無限的歷史及其

背後的酸甜苦辣。  

四、文章架構 

本論文正文內容共分有四個部分。首先，第一部分追溯電影刊物《電聲》的

辦刊背景及其內容特色；第二部分則將焦點放於三十年代的追星群體上，對這一

群體作出定義，分析追星現象盛行的背景；第三部分透過《電聲》考察影迷具體

的追星行為，分為表達愛意、見面互動及為偶像發聲三種類型一一舉例敘述，並

探討《電聲》所揭露的追星弊端；第四部分則舉出《電聲》為影迷提供的追星途

徑，可見《電聲》為加強影迷與明星之間的互動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正文 

一、電影刊物《電聲》 

《電聲》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銷量排名第一的電影刊物，因其發行時間

長，影響廣泛，被稱為「民國電影第一刊」。《電聲》不僅發表國內外影片的相關

資訊和評價，更刊登大量的明星八卦新聞，追蹤影人動態，是介於嚴肅理論報刊

及花邊小報的刊物9，因此深受影迷大眾的追捧。 

（一）《電聲》的創辦背景 

電影報刊之所以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完全是依託於電影事業在國內、特別是

在上海的蓬勃發展。1895 年 12 月，法國盧米埃爾兄弟首次向公眾放映他們製作

 
9 閆凱蕾，《明星和他的時代》，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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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片，從此拉開了電影時代的序幕10。九個月後，一名法國商人將西洋影戲帶

到上海「徐園」，展示給當地民眾11。這是國內首次電影放映，也標誌了電影產業

在中國發展之濫觴。隨著電影放映業蒸蒸日上，影片的拍攝與製作也在日益進步，

自 1905 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面世至二十年代中期，本土電影公司出品

的影片產量已達近百部12。當然，在動蕩的年代裏，中國製片業的發展並非一帆

風順，期間曾多次因無序的競爭和時局的混亂出現過短暫的沒落，但整體而言發

展勢態仍算平穩，並在產業逐漸規範化的過程中走向成熟。1933年，國內佳片頻

出，得到市場的廣泛認可，迎來了「中國電影年」，這也意味著電影業進入繁榮

階段13。 

隨著電影事業「一躍而執娛樂界之牛耳」，「評論家風起雲從，看報紙上琳瑯

滿目，無一處不帶點兒電影色彩」14。專業的電影信息開始出現於如《新聞報》、

《申報》等綜合性較強、受眾廣泛的新聞報刊，這些報道主要在傳播電影的相關

知識、評價熱映的電影作品等方面發揮作用15。直到 1921 年 2 月，國內出現了第

一本專門的電影刊物——《影戲叢報》。據統計，從該報刊的創辦到 1949年之間，

國內共計出版了約六七百種電影刊物（包括戲劇刊物、戲劇電影綜合刊物、電影

副刊、電影專號、電影特刊及年鑒等）16，其中光 1925 年出版的電影類期刊就高

達二十種以上17。《影戲叢報》之後，又陸續出現了《影戲雜誌》、《晨星》、《電影

雜誌》、《電影週刊》等專業的電影報刊，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電影在市民中的影響。

由此可見，自二十年代開始電影和影刊便開啟了相互帶動的發展模式，電影的浪

潮推動影刊的創辦和發行，而在電影刊物的助力下，越來越多的市民走進了電影

院。 

 
10 酈蘇元、胡菊彬，《中國無聲電影史》，頁 2 
11 程季華 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頁 8 
12 沈芸，《中國電影產業史》，頁 36 
13 同上註 
14 瘦菊，〈徵稿小言：年來電影事業〉，《電影雜誌》，1924年第 1期卷，頁 1-2 
15 倪萬，〈從《影戲雜志》到《晨星》——民國電影期刊的初創與轉型（1921-1922）〉，頁 120 
16 謝其章，〈被人遺忘的民國電影刊物〉，頁 79 
17 洪煜，《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頁 38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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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中國影壇開始大規模的「左」轉，左翼電影文化運動風起雲湧，

迎來了左翼電影的時代，這樣的繁榮局面雖因 1937 年夏抗日戰爭的爆發而走向

沒落，但其影響巨大，為後來的中國電影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因此被後人評

價為中國電影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18。這段時間內，出現大批左翼電影工作

者，很快便「佔領」了上海各大報刊雜誌所開闢的電影副刊19。左翼進步電影的

推動，再加上當時有聲電影的出現，令三十年代中期的影刊發展步入空前的高潮。

現代新聞傳播史學家將 1933 年至 1935 年稱作「雜誌年」，因這一期間內也同樣

出現了大批的電影雜誌，所以也被稱為「電影雜誌年」20。到了 1935 年底，累計

出版發行的電影類期刊已達二百多種21。而這其中，便有本文的主角——《電聲》。 

三十年代的電影期刊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於公司當局的」，主要刊

登該影片公司或戲院的宣傳策略；第二類則「以讀者的需要而供給報道」，這類

刊物一般而言擁有較為公正的立場，旨在揭露每位藝人明星的言行舉止，並無偏

袒，除此之外也報道「讀者所需要知道的許多趣味消息」；第三類為「以私人為

對象的電影刊物」，如潘有聲為了捧女星胡蝶而創辦的《藝聲》22。而《電聲》則

屬於其中的第二類。 

（二）《電聲》的內容特色 

 《電聲》自創辦到停刊，整整經歷了十年風雨，共計出版 901 期，基本跨越

了整個三十年代，是民國期間出版期數最多的電影雜誌，同時也擁有民國影刊最

高的銷量23。其銷量長期保持在 20,000冊左右，最高曾達到 55,000冊24，對當時的

上海乃至全國影響深遠，直至今天，仍對後人研究三十年代的電影事業、明星產

業、影迷活動等具有巨大的歷史價值，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 

 1932 年 5 月 1 日，第一份《電聲》在上海问世。最初的《電聲》全名《電聲

 
18 陳浥等著，《中國電影專業史研究：電影表演卷（上）》，頁 27 
19 酈蘇元、胡菊彬，《中國無聲電影史》，頁 363 
20 李多鈺主編，《中國電影百年：1905-1976》，頁 101 
21 張彩虹，《明星制度與中國電影產業化》，頁 152 
22 劉龍，〈電影刊物的分類〉，《青青電影》，1940年第 5卷第 12期卷，頁 1 
23 張偉，《都市·電影·傳媒——民國電影筆記》，頁 56 
24上海檔案館 編《近代城市發展與社會轉型——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四輯）》，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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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是一份以電影為重點內容的綜合性小報，其中第一、二版發佈影壇資訊，

第三版及第四版則分別刊登體育、播音相關的內容25。在影刊百家爭鳴的三十年

代，電影報紙雜誌迎來空前的興旺，可與此同時卻也帶來了巨大的競爭與挑戰，

許多電影刊物因各種原因「發展不易，一一夭折」26。唯有《電聲日報》脫穎而

出，得到大眾的肯定，更受到業界的認可，「促起了全國對電影新聞的重視」，引

發各大報紙紛紛效仿，爭相開闢電影副刊27。然而，就在《電聲日報》辦得如日

中天的時候，其辦刊主創們卻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1934 年元旦一過，發行至

第 600 期之際的《電聲日報》突然改名《電聲》，變更發行形式，轉日報為週刊

28。關於為何改做週刊，《電聲》在第一期便做出解釋：一來「每日出版的電聲日

報，篇幅過於狹小了，不能容納多一點較長的稿件」；二來「電影刊物，較為一

般日報，時間性究不算最重要，所以每星期出一厚冊，總較之每日出版一張為佳」

29。 

改版後的《電聲》每週發行一期，採用彩色封面，每本售價五分，內容豐富

生動，秉承「供給讀者充分的電影新聞與有趣的消息」這一辦刊宗旨30，吸引來

廣泛的讀者。比如其第一期就刊登了「電影皇帝」金焰與著名女星王人美成婚的

詳細報道31，十分引人矚目。據《電聲》的銷售記錄顯示，其中奪得銷量桂冠的

是《阮玲玉哀榮特輯》（第 4卷第 11 期卷），共發行了 5萬 5千冊，緊接著是發

行了 4萬冊的《胡蝶潘有聲結婚特輯》（第 4卷第 48期卷）32，創下當時其他影

刊望塵莫及的佳績。對於那些吸人眼球的影壇動態，《電聲》往往採取追蹤採訪、

連續報道的方式，剖析事件的來龍去脈，為讀者呈現詳盡的背景、經過及結果，

 
25 丁珊珊，〈《電聲》的辦刊理念及電影史意義〉，頁 88 
26 呂正，〈影片公司收買小報之內幕〉，《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9期卷，頁 365 
27 呂正，〈影片公司收買小報之內幕〉，《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9期卷，頁 365 
28 皇甫韶華，〈《電聲》：民國電影第一刊〉，頁 44 
29 編者，〈卷首語〉，《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期卷，頁 3 
30 編者，〈卷首語〉，《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期卷，頁 3。編者在辦刊宗旨中寫道：「1、 供給讀者充
分的電影新聞與有趣的消息。2. 對於新舊的影片，予以公正的評價，為一般觀眾的參考和指導。」 
31 凡，〈暗潮：深夜一時聯華第一廠俱樂部，金焰王人美舉行婚禮，人藝人路錦暉都未出席〉，《電聲》，
1934年第 3卷第 1期卷，頁 4-5 
32 皇甫韶華，〈《電聲》：民國電影第一刊〉，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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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隨時加以補充、更正，構成完整的專題篇章33。如《阮玲玉與張達民發生關係

之原原本本》一文，就用了兩頁版面的篇幅，以二人勞燕分飛一事為切入點，「談

談阮玲玉和張達民發生關係的經過，為了要詳細點，各方面都不得不說」，幫助

讀者深入且清晰地了解整件事的「原原本本」34。除了報道中國本土的影壇新聞

外，《電聲》也同樣能夠及時地為國內的西片影迷提供好萊塢的實時資訊，滿足

不同影迷群體的不同需求。 

同時，《電聲》還十分重視讀者的聲音，始終堅持「以讀者的立場為立場，

以影迷的利益為前提」35這一準則。自《電聲》週刊發行以來，便在首期刊物上

登了一則名為《百言獎金》的通告，鼓勵讀者發表對「影片、明星及一切與電影

有關」的意見，並承諾以現金獎勵投稿者36。往後又開闢了《觀眾呼聲》、《影迷

信箱》等版塊，增強與讀者的交流，亦為加強影迷和明星之間的互動發揮重要作

用。也正是如此，在《電聲》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索那個時代的影壇風雲，更可

以了解這樣一群容易被忽視的特殊群體——追星群體。 

                                                                                                                                                                                                                                                                                                                                                                                                                                                                                                                                                                                                                                                                                                                                                                                                                                                                                                                                                                                                                                                                                                                                                                                                                                                                                                                                                                                                                                                                                                                                                                                                                                                                                                                                                                                                                                                                                                                                                                                                                                                                                                                                                                                                                                                                                                                                                                                                                                           

二、追星群體 

（一）追星群體——影迷 

 今天的我們常有將一位明星的粉絲稱作「某某迷」的習慣，例如李宇春的粉

絲被稱為「玉米（「宇迷」諧音）」。然而，這一叫法並不是新世紀的專利，其歷

史也可以追溯至三十年代。電影皇后胡蝶的崇拜者曾在雜誌《影戲生活》上刊登

一篇名為《蝶迷》的文章，高呼「蝶迷！蝶迷！人道我著迷，稱我胡蝶迷。」37。

如前文所述，「追星」一詞產生於二十世紀末，但追星這一介於明星與追星一族

之間的互動行為早已建立。由於本文著重研究電影產業孵化出的追星現象，因此，

追星群體也便聚焦到「影迷」身上來。值得注意的是，影迷雖然是電影的觀眾，

 
33 張偉，《都市·電影·傳媒——民國電影筆記》，頁 58 
34 陳佩賢，〈阮玲玉與張達民發生關係之原原本本〉，《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9期卷，頁 164-165 
35 編者，〈卷首語〉，《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期卷，頁 3 
36 編者，〈百言獎金〉，《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期卷，頁 7 
37 文琴，〈蝶迷〉，《影戲生活》，1931年第 1卷第 36期卷，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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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電影的觀眾卻不全是影迷。其區別在於，觀眾僅僅只是短暫地享受欣賞電影的

樂趣，而影迷則將這一欣賞態度延續至銀幕之外，把情感轉移到影星身上去，是

一種「愛看電影，關注影人、鐘情所愛、如醉如癡、迷入其中的特殊電影觀眾」

38。 

 在電影事業蓬勃發展的三十年代，影迷這一群體數量不斷增大，有人戲稱「假

使影迷能夠組織起來的話，每個城市中，總可變成一兩軍」39。而影迷中大部分

人是「迷於明星」的，他們的愛慕對象並非電影，而是銀幕上的電影演員，一切

以明星為本位，除了觀賞明星的戲外，還樂於關注追蹤明星的私生活40，與如今

的「追星族」十分相似。也有人將這種專注於電影明星的影迷稱為「星迷」，區

別於單純熱愛電影藝術本身的「戲迷」41。但比起那些醉心於影星的狂熱者來說，

後者始終佔少數42。而「迷」也因此成了當時一個特定的動詞，專指追星行為，

例如《電影週刊》就曾在文章《電影趣味測驗》中提問道：「你有沒有對某某影

星產生了『迷』麽？」43，可見影迷迷戀追捧明星在三十年代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甚至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現象。 

（二）追星群體出現的背景 

1. 上海市民觀影消遣意識的培養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樂聲響，歌舞升平……」，三

十年代女歌星周璇的一曲《夜上海》道盡了上海娛樂生活的繁華景象，也成了老

上海都市面貌的代名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經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

大都市，享有「東方巴黎」、「東方明珠」等美譽。近代城市化進程的大步向前使

之與中國傳統社會幾乎完全脫節，逐漸呈現出市民社會的特徵44。大都市的種種

跡象體現了其相較農村最大的特點：人口密集度高與人口異質度高，這也造成了

 
38 姚楠、邸力爭，《電影藝術觀賞指南》，頁 215 
39 君平，〈談影迷〉，《影迷週報》，1934年第 1卷第 3期，頁 50 
40 同上註 
41 同上註 
42 吳漢，〈關於影迷〉，《明星（上海 1933）》，1935第 1卷第 5期，頁 7-8 
43 編者，〈電影趣味測驗〉，《電影週刊》，1940第 69期卷，頁 6 
44 徐贛麗，〈建構城市生活：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動因〉，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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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之間出現人際空間距離縮小而心理距離拉大的現象45。豐子愷先生曾形容道：

「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46。除了心理上出現莫大的空虛與落寞外，城

市生活的快節奏和緊張感也給都市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壓力，需要通過多彩的休

閒娛樂生活來放鬆身心、喘一口氣，以此調節忙碌的生活節奏，填補心靈空虛，

滿足精神上的需求。 

這座城市住滿形形色色的人，「職員」是其中最主要的構成群體，代表了上

海的社會中層人群。據統計，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上海共計有 25萬至 30

萬名職員，算上其家庭成員大約 150 萬以上，佔當時上海總人口數的 40%47。因

此，洞察上海職員的消遣活動，也能摸索出上海人休閒娛樂喜好的大致輪廓。以

收入中等偏低的小學教師48為例，觀影、聽戲和遊大眾娛樂場是小學教師群體最

普遍的消遣娛樂生活，其中觀影者就佔了 54%49，可見看電影成了絕大部分小學

教師的首選。除了職員外，根據《上海產業和職工》對上海工人業餘生活的描述，

就連工資水平居於最下游的工人也不乏觀影看戲的娛樂開支50。可見休閒娛樂已

成為當時上海人普遍的消遣意識和消費觀念，觀影也不再是為上層階級壟斷的高

奢娛樂活動。 

這其中，上海虹口便是上海社會中下層市民觀影最佳去處的不二選擇。虹口

有中國最早的電影市場，也是上海影戲院最為集中的地方。因首家電影院「虹口

大戲院」的成功，大批商家紛紛前往此地投資搭建影院51。至 1925 年，全上海共

15 座電影院，虹口便有七家，幾乎佔全市影院的半數52。到了三十年代末，虹口

 
45 張仲禮 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頁 1066 
46 吳福輝，〈老中國土地上的新興神話——海派小說都市主題研究〉，頁 6 
47 徐贛麗，〈建構城市生活：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動因〉，頁 57 
48 1934年大夏大學教授陸莊對全市各類型的 300多所小學教師的收入、生活、閒暇娛樂情況進行分卷調
查，據統計，調查結果中 66%的小學教師收入在 60元以下，在當時的中層社會中較低的工資水平。資料
來源：陸莊：《小學教師課餘生活問題》，教育編譯館 1935年版，頁 41。摘自：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
——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頁 321 
49 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頁 322 
50 宋鑽友 等著，《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頁 89 
51 虹口區圖書館 編，《虹口記憶——虹口電影史料彙編》，頁 3-4。虹口大戲院初名 Colon 
Cinematograph，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由西班牙商人雷瑪斯建成，長期以來被視為上海第一家正式
電影院。 
52 李天綱，《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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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電影院已多達三十二間53。由於虹口商家多經營檔次較低的影戲院，票價低

廉，適合普通市民的消費水平，也滿足了上海底層群眾的休閒娛樂需求54，因而

吸引大批市民前往，更成為眾多影迷趨之若鶩的聚集地，以至於當人們提「到虹

口去」時，便帶有前去看電影之意55。 

學者李道新認為，專業影院的陸續創設、中外影片的大量投放以及觀影習慣

的逐步確立，是電影作為市民新的娛樂方式、崛起於民國都市之中的重要標誌56。

隨著觀影消遣意識的日益普遍化、大眾化，共邀看影戲成了新的社交方式57，影

院則被男男女女視為「交際之場」、「談情之勝地」58。如此一來，「『看電影』算

是一句摩登的口號。學校中的青年男女固如此，便是老年翁姑也都光顧電影院。」

59，愈來愈多的市民進入電影院觀看影片，自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如癡如醉的影

迷。《上海生活》中一篇名為《影星與影迷》的文章將影迷分為兩類，一類是發

自內心喜歡和崇拜某某明星，另一類則是「聽說人家說影星成名了，也就跟人崇

拜起來」60。可見當時追星已成風氣，席捲於整座繁華熱鬧、燈紅酒綠的上海都

市之間。 

2. 明星制度的盛行 

 然而，光是把觀影當作日常的消遣娛樂並不能鞏固影迷對銀幕人物近乎縹緲

的愛，這份熱情之所以被牢牢拴住，很大程度上拜「明星制度」所賜。民國時期

著名導演鄭君里認為當時的追星群體主要產生於「明星制度」的影響之下61。「明

星制度」是一種以明星為中心來保障影片成功營利的製片體系62，通過發揮明星

的價值來穩定觀眾的反應63，這樣用明星作為噱頭的影片成品有些類似於我們今

 
53 虹口區誌編纂委員會編，《虹口區誌》，頁 1032 
54 上海電影史料編輯部 編，《上海電影史料（第五輯）》，頁 100 
55 薛理勇，《上海灘地名掌故》，頁 278 
56 李道新，《中國電影史研究專題》，頁 24    
57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頁 153 
58 光影，〈社交公開〉，《中國攝影學會畫報》，1928年第 4卷第 161期卷，頁 1 
59 王定九，《上海門徑》，頁 14 
60 新影，〈影星與影迷〉，《上海生活》1939年第 3卷第 7期卷，頁 89 
61 鄭君里，〈影迷與「明星制度」〉，《影迷週報》，1934年，第 1卷第 1期卷，頁 17 
62 閆凱蕾，〈1930-1933：中國電影明星制度的初步完備〉，頁 119 
63 理查德‧戴爾，《明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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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說的「偶像片」。這一制度雖是美國好萊塢的「舶來品」，但在中國二三十年代

的風行「倒也不下於好萊塢」64。 

不僅影片的拍攝以明星為中心，就連電影的宣傳也最大程度利用了明星效應。

1926年，國內出現了首部讓主演在放映時登台與觀眾互動的電影——《良心的復

活》，這樣成功的宣傳方式也使得其他電影公司紛紛效仿65。步入三十年代，越來

越系統化、規模化的「明星製造」更是催生了大批為明星狂熱的影迷。正如理查

德‧戴爾所述：「明星代表著製片廠掌握著的資本的形式」，投資明星亦是一種極

為保值的投資66。各影片公司準確把握明星的重要性，著力包裝捧紅公司自己的

「台柱」——如明星電影公司的胡蝶、聯華影業公司的阮玲玉和金焰、天一影片

公司的陳玉梅67。影片公司亦善於利用自己的公司專刊，打造影片以外的宣傳途

徑。其中造星意識最高、能力最強的當屬聯華影業公司。在《聯華畫報》上可見

許多專門報道其旗下明星趣聞軼事的欄目，記錄展現明星的日常生活，通過圖文

並茂地描述令明星生動的形象躍然紙上，拉近影迷與明星之間的距離。正是電影

公司對明星的精心打造，令那些起初只是對影片產生興趣的觀眾漸漸走上一發不

可收拾的「追星」之路，對某某影星產生了「迷」的心理。 

 不僅是電影公司有目的地打造明星、吸引影迷，傳媒界的大刊小報也隨波逐

流而至，學者閆凱蕾認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明星誕生於角色形象與媒體形象的共

同構建，譬如最早期的緋聞明星楊耐梅、韓雲珍等68。媒體順應造星熱潮的發展

趨勢，助力明星構建銀幕角色之外的形象，通過一系列的炒作和花邊新聞的填充，

變得更加立體豐滿，展現個人魅力，使之影迷面前更加熠熠生輝。除了單方面地

傳遞信息外，紙媒也樂於搭建影迷與明星溝通的紐帶，提高影迷群體追星的主動

性，也由此形成了三十年代特有的追星現象。 

 

 
64 編者，〈我們的話：明星制度與影業前途〉，《電聲》，1939年第 8卷第 28期卷，頁 1 
65 閆凱蕾，《明星和他的時代：民國電影史新探》，頁 53-54 
66 理查德·戴爾，《明星》，頁 15 
67 同上註，頁 62 
68 閆凱蕾，《明星和他的時代：民國電影史新探》，頁 51 



 12 

三、《電聲》報道的追星現象 

 報刊雜誌作為三十年代最主要的大眾傳媒，不僅給彼時的影迷提供了便利，

也為此時的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得以更好地探究近百年前的追星現象，

回溯當時影迷追星的心路歷程。筆者翻閱《電聲》上與追星相關的報道，將這一

現象按影迷不同的追星形式進行分類，第一類是以通信、模仿的方式表達愛意，

第二類是直接的見面互動，第三類則是為自己心愛的明星發聲。另外，《電聲》

也發揮了媒體的規訓作用，指出追星現象對影業及影迷個人帶來的弊端。 

（一）不同的追星形式 

1. 表達愛意 

在互聯網尚未誕生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影迷追星斷不如當今這麼方便，時

人認為所謂「影迷」的追星行為不過是「把一張女明星的照片放在枕邊，或者從

什麼畫片上剪下美人的照片，或是寫封信給女明星」，便已然滿足69。在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的上海，投函寫信是影迷與明星最為流行且主要的溝通方式，一封封致

明星的情書成了影迷傳遞愛意的載體。這些書信有幾封被收錄進《電聲》裏，如

胡萍收到的一封情書就被完整地展現出來，以下摘錄其中部分語句： 

!"#$%&'()*

* #+,-./012,34560,789:;<,=-&:>?,@AB

CDEF&GGH++,3I-&:J&KLMM-34&NOP0Q8RST

CUVWXYC4&Z0[F,\]^I8_`&a,-@Ibc0de-f-

&ghCUEF&++,-ijBklB,3meI-&no&pq,-=rs

:>?,tu%vwxy,tuvwa',z{8B0,|}~���&��,

j�&�BV#+Y��,�vw�m�~,-~�mR��CU&��,]B

0��8��-,��0�P-8�P-8c�,-��0P-C���O,-

ICDk�2,��0��& ,-_�¡-&��m�¢P0,££989¤

 
69 社會，〈胡蝶為什麼會哄動？〉，《電聲》，1937年第 6卷第 16期卷，頁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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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信件通常不僅只是流露真情，大多數時候還會像上文一樣要求回信或

寄簽名照，力爭將單向的追求進一步升華為有來有往的互動。有些影迷也會在求

愛不得的時候宣洩一些極端負面的情緒，例如有位男影迷向女星曹娥寄去三十餘

封情書，可惜卻從未收到曹娥的回信，後來這位影迷竟威脅道：「如曹小姐再看

不起我，我就吃安神藥片自殺了……」71 

除此之外，「模仿」也是當時影迷表達愛意的主要途徑之一。理查德‧戴爾

認為觀眾與明星的關係可以分作四類，分別是「情感喜好」、「自我認同」、「模仿」

及「投射」。其中「模仿」指的是影迷對明星穿著打扮、行為舉止的效法，這種

現象在青年追星群體中十分普遍72。醉心於某位明星的影迷會選擇通過模仿其一

舉一動來宣示自己的愛意，標榜自己的影迷身份。《電聲》的報道中便描述了一

位迷戀女星陳燕燕的影迷，她在日常生活中「竭力摹仿」陳燕燕的妝容，跟著「畫

了長長的眉毛，在左腮點上一顆黑痣」，只為讓自己看起來與偶像一樣，以此來

彰顯自己「陳燕燕愛慕者」的身份73。 

2. 「只求一見」 

 紙筆的互動總不如見面來得更真切，那些不滿足於書信交流的影迷都渴望能

獲得與心愛的明星見面的機會。因此，只要有明星出現的地方，便很容易引起影

迷熱烈的響應，造成大規模的圍觀。《電聲》中記錄了幾場影迷將明星團團包圍

的盛況： 

!¦§¨©ª«¬,WX®£¯¦)*

* °±²³´,µ(¶·¸&¹º»¼½¾Bee¿¿&À�WX,3Á?,

jÂCÂÃÄÅÆÆ&�ÇBÈ¿É,ÊË"#&m8A,ÌÍ~CÎÏÐÑE

ÒÓÔxÕÖ×^DØÙÚ:&ÛÜ,ØÃÅ&ÝÞßC�½&½à&à¡Dá

 
70 影迷，〈胡萍收到的情書〉，《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12期，頁 239 
71 編者，〈一見鍾情，投函求愛，一影迷單戀曹娥趣史〉，《電聲》，1930年第 9卷第 25期卷，頁 796 
72 理查德·戴爾，《明星》，頁 27 
73 編者，〈長沙名門閨女醉心陳燕燕，單戀金焰〉，《電聲》，1937年第 6卷第 9期卷，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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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這樣的圍觀現象甚至造成騷亂，比如黎莉莉受暨南大學同學會之邀

出演時就被圍得「水洩不通」，「幸虧招待員保駕，竭力維持秩序，才給她突圍而

出」75。可見當時影迷的反應有多熱烈，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 

因此，並不是每一位明星都能如此氣定神閒、游刃有餘地應付影迷如此熱情

的「招待」，在混亂中，衝突難免發生。比如有次一群影迷學生見胡蝶同丈夫潘

有聲經過，欲請她賜歌，卻被潘有聲粗暴拒絕，這群大學生一氣之下將潘有聲扣

下，直至「道歉謝罪方准放行」，場面極其尷尬。而胡蝶心生怨念，不願配合學

生的合照要求，見到鏡頭便「將頭掉免」，並抱怨「你們學生壞極！」，雙方都給

彼此留下極差的印象76。無獨有偶，女星袁美雲及其同為演員的丈夫王引也遭遇

過類似的情況。一日二人在杭州拍攝外景時，當地影迷聞訊而至，請求合影留念，

卻被王引以「尤其傲慢不堪」的態度拒絕，引得眾影迷「大罵王引混蛋不止」77。 

 以上圍觀多發生在上海或其周邊城市，可見當地影迷享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

勢，有較多與明星見面的機會。相比而言，其他地區的人想要一睹偶像芳容就不

那麼容易了。哈爾濱有一位名為韓志成的房產大亨格外迷戀胡蝶，甚至到了舉動

失常的地步。他因見不到胡蝶而發瘋，「不拘粗細物品，一概毀碎，與親朋相見，

輒無故怒目相視，對家中獨守空閨之老婆，則置之不顧」，最後這位為胡蝶癡狂

的影迷實在按捺不住，籌集了上萬元的旅費奔赴上海，投奔有門路的同鄉，最終

得以圓滿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心願78。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如韓志成這般幸運，比

如有位醉心於電影事業、愛慕胡蝶的女學生就吃了閉門羹。她由天津遠道而來，

揣著五十大洋抵達上海，卻被胡蝶所在的「明星公司」以「無正式介紹函件，況

 
74 銀色小記者，〈星光燦爛西子湖，影迷流汗看明星〉，《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21期卷，頁 419 
75 賡，〈娛樂新聲：露天同樂會黎莉莉大受包圍〉，《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22期卷，頁 438 
76 大馬祥，〈大學生大發脾氣，九溪橋擋駕問理，胡蝶受包圍潘有聲被扣〉，《電聲》，1937年第 6卷第 12
期卷，頁 563 
77 陳傑，〈袁美雲在三潭印月，影迷攝影被王引拒絕〉，《電聲》，1937年第 6卷第 23期卷，頁 1001 
78 編者，〈影迷患胡蝶病，單戀成疾舉動失常，投奔上海欲晤影后〉，《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13期卷，
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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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亦不與相識，難以容留」為由婉拒，追星之夢就此破碎79。 

3. 為偶像發聲 

 約翰‧菲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學》中將狂熱愛好者「迷」們定義為「過度的

讀者」，認為他們「對文本的投入是主動的、狂熱的、參與式的」80。無論是在紙

媒當道的三十年代還是在新媒體主導的今天，粉絲為偶像付出和貢獻時都帶著強

烈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甚至富有責無旁貸的責任感，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為

愛發電」。當看到自己心愛的偶像遭受他人的無端攻擊和污衊時，影迷會站出來

替明星打抱不平。譬如有位影迷便認為眾人對女星陳燕燕的負面評價有失偏頗，

為此專門致信電聲，替陳燕燕發聲： 

ÅÆÆQ8ðñ«*

òóÚ:.ôõ*

ö÷øùVWXOúYûsü~ýþÿÅÆÆ�!~�8¾"#$õH%&

Vñ«'.YH(&V£8�):Y"*MM+,-Ê.Â,./01��]ê

mïöé23t4,ê5WX"C,6\2ÉE788ê9:;øù<=>?8

JC@õÅÆÆ-Ak�B,CDEÉEFGZ3H�IJãKL�M8ðñ«

8NOP,QRSÉ$,T]ùç,UTVWö�I�XYïZ+*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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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澄清這些抹黑偶像的流言蜚語外，粉絲也十分在意自己心上人在影壇的

地位和前途，並通過向報刊投稿的方式加以維護。比如有影迷就為偶像在影片中

的番位排名順序大為不滿，在他看來，男星金焰是當時影壇「極有名望的小生」，

其公司「聯華」中也只有阮玲玉比得過他。而如今金焰在影片《黃金時代》裏的

排名位次卻居於女星殷明珠之下，實在讓這位愛慕金焰的影迷難以接受。該影迷

 
79 聞得，〈女學生投奔胡蝶〉，《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23期卷，頁 449 
80 約克‧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頁 173-174 
81 曾克，〈讀者呼聲：陳燕燕並不搭架子〉，《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36期卷，頁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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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名次的高低取決於影星的戲份及知名度，《黃金時代》劇組之所以做出如

此安排，完全是因為殷明珠系本片導演但杜宇的妻子。因此，他決定將此事刊登

上報，抱怨這般不公正的排名現象，為金焰鳴不平82。有影迷十分擔心偶像前途

受阻，專門去信《電聲》發表見解。這位影迷認為自己鐘愛的演員高占非自從由

聯華公司跳槽到明星公司後，便被「庸俗的導演」抹殺，導致「他的真才就此埋

沉下去了」，站在影迷的角度，他希望高占非重回聯華，才能保住前途以及觀眾

的愛戴83。從以上這些誠懇的言語中，影迷對明星的熱愛可見一斑。 

（二）《電聲》對負面追星現象的披露 

1. 追星現象對行業帶來的弊端 

《電聲》在報道影迷追星現象的同時，也揭露了追星的行為對影業發展造成

的負面影響。正如前文所述，導演鄭君里將「影迷」視為「明星制度」的支持者，

認為影迷不自覺地忽略了對電影文化內涵的追求，而被明星個體的價值蒙蔽了雙

眼84。《電聲》在《我們的話》專欄以胡蝶舉例加以解釋「明星制度」帶來的危害：

影迷因迷信胡蝶，於是只要有胡蝶出演的影片，便非看不可，不論其內容如何，

認為胡蝶拍的戲一定是好戲，於是「製片家也只好胡他們的調，迎他們的好」85，

以影迷的喜好作為拍片的宗旨。如此一來，「對於影業的發展前途，是沒有好處

的」86。雖然《電聲》這番言論的主要聲討對象是各製片公司，但同時也從側面

提醒影迷不可沉溺於「盲目的偶像崇拜」，而應該多從電影事業發展的角度考慮，

支持本身具有價值和意義的電影。 

2. 追星現象對個體帶來的弊端 

社會對追星群體往往持消極態度，將其視為文化工業下的「犧牲品」和「受

害者」，認為這一群體對偶像的迷戀存在病態、盲目、喪失理性等負面問題。而

 
82 徐茂生，〈觀眾呼聲：為金焰不平〉，《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32期卷，頁 634 
83 周紫薇，〈讀者呼聲：一個熱心的影迷發表意見：高占非應仍返聯華〉，《電聲》，1936年第 5卷第 9期
卷，頁 217 
84 鄭君里，〈影迷與「明星制度」〉，《影迷週報》，1934年第 1卷第 1期卷，頁 17 
85 編者，〈我們的話：明星制度與排名問題〉，《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16期卷，頁 315 
86 編者，〈我們的話：明星制度與影業前途〉，《電聲》，1939年第 8卷第 28期卷，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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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之所以對其產生如此不良的印象，主要有賴於媒介的傳播和塑造87。在三十

年代的報刊雜誌中，紙媒對影迷的負面書寫相當常見，其中最典型的是《青青電

影》，該報開闢《影迷的白癡》一欄，專門曝光影迷的「白癡」言語，為的是給

影迷「來一個無情的暴露，多少可以使一般影迷有所覺醒吧？」88。《電聲》不像

《青青電影》這般直接出言嘲諷，但從某些報道的字裏行間也可察覺出編者對影

迷舉止的反對，譬如將圍堵明星的影迷形容為「土匪」，把圍觀的場景比作「群

眾暴動」89，或是披露影迷「瘋狂神迷」90、「單戀成疾」91的信件。而對於那些因

崇拜明星、嚮往影壇生活而試圖從事演藝事業的影迷，《電聲》更是毫不客氣地

擊碎他們的夢想，告誡影迷「電影界內黑幕重重，至易失足」92，如此盲目之舉

會導致自己「有錢者喪財，無錢者失身敗名」93、「傾家蕩產」94，予以嚴厲的勸

阻。 

 

四、電聲提供的追星途徑 

 除了刊登與明星相關的影視資訊、花邊新聞及小道消息以滿足影迷一探偶像

究竟的需求外，《電聲》還直接為影迷開闢可靠的追星途徑，供影迷更進一步接

觸自己喜歡的明星。 

（一）提供明星信息 

《電聲》在刊內開設有《影迷信箱》的專欄，筆者在翻閱往期《電聲》時，

發現《影迷信箱》專欄共出現 28次，分別分佈於 1935 年、1936年及 1938年。

對於影迷提出的問題，編者都細心耐心悉數作答，盡可能為影迷提供詳盡且準確

 
87 蔡騏，《大眾傳播中的粉絲現象研究》，頁 223 
88 編者，〈影迷的白癡：陳玉梅女士收到的幾封信〉，《青青電影》，1934年第 4期卷，頁 2 
89 泥人，〈王人美黎莉莉陳燕燕無錫被包圍，好容易殺出血路，一個個香汗淫淫〉，《電聲》，1934年第 3
卷第 43期卷，頁 846 
90 編者，〈一見鍾情，投函求愛，一影迷單戀曹娥趣史〉，《電聲》，1930年第 9卷第 25期卷，頁 796 
91 編者，〈影迷患胡蝶病，單戀成疾舉動失常，投奔上海欲晤影后〉，《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13期卷，
頁 262 
92 編者，〈影迷信箱：我要上銀幕〉，《電聲》，1938年第 7卷第 48期卷，頁 967 
93 編者，〈我們的話：影迷的前車〉，《電聲》，1936年第 5卷第 22期卷，頁 523 
94 編者，〈我們的話：明星迷的教訓〉，《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32期卷，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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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和信息。 

其中影迷來函大多都詢問了明星的通訊地址，以確保自己的信準確無誤地送

到偶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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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影迷可以順利得到心上人的親筆簽名照，《電聲》連連支招，比如指點

影迷寫信字跡要端正，切不可透露自己同時崇拜其他明星的事，因為這樣寫可能

會惹得明星不快96。而且寄信時必須將足夠的郵票隨信一同寄去，「不要令對方摸

出肉裏錢」97。如果索取簽名照的對象是好萊塢明星的話，則應當附足照片印刷

費美金二角五分及郵費美金五分，由於不可以將錢放在信封裏郵寄，因此編者的

建議是影迷向該名演員的公司匯款一美元，並同時索要多名演員的簽名照，一舉

多得，不會有任何虧損98。 

 除了在寄信上提供諸多幫助外，《電聲》也透過《影迷信箱》為影迷答疑。

比如有影迷在其他影刊讀到女星陳燕燕已誕有一子的新聞，便急忙致函向《電聲》

求證，電聲的編者否定了這一消息，但也告知該影迷陳燕燕在近期很快就要結婚

的事99；有的影迷列出許多明星的姓名，希望得知這些人籍貫何在，也得到了詳

 
95 編者，〈影迷信箱：問王人美等地址〉，《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29期卷，頁 604 
96 如流，〈影迷須知：明星照片索取法〉，《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26期卷，頁 523 
97 同上註 
98 編者，〈怎索取好萊塢明星照片〉，《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34期卷，頁 701 
99 編者，〈影迷信箱：陳燕燕已作母親？〉，《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35期卷，頁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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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答覆100；有的影迷則一口氣問了六個問題，均是圍繞自己關注的影星展開的

101。影迷與刊物編者這樣一問一答的模式，其實與我們今日使用搜索引擎查找明

星資訊的方式大同小異。可見，在沒有互聯網的三十年代，即使查詢的過程繁瑣，

但只要有心去找，總能透過某種途徑尋得答案。電聲開闢如此專欄，便為影迷解

決心中困惑提供較大的便利。 

（二）表達影迷訴求 

作為「一般影迷的喉舌」102，《電聲》也為影迷提供了表達訴求的平台，開闢

了《觀眾呼聲》、《讀者呼聲》專欄，「專供愛讀本刊之電影觀眾自由發表意見103」，

這其中雖大部分來自嗜影之人的批評，但也有影迷們追星不成的抱怨和對具體某

位明星的控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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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編者，〈影迷信箱：影人籍貫〉，《電聲》，1938年第 7卷第 42期卷，頁 832 
101 編者，〈影迷信箱：徐來得丈夫等八篇〉，《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44期卷，頁 940 
102 寄病，〈影迷信箱：連去三封信，袁美雲到底怎樣〉，《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30期卷，頁 624 
103 編者，〈觀眾呼聲〉，《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1期卷，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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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明星擺架子深惡痛疾的例子並不少，多數都與寄信不回有關，更有影

迷連寄三封信後都音訊全無，憤而投稿於《電聲》，逼迫當事影星出面回應104。 除

此之外，影迷也會提出對明星的質疑，比如有位金焰和王人美的粉絲就不滿二人

結婚後鮮少出現的怠工狀態，由此向《電聲》投了一篇名為《結婚結壞了？》的

短文，以此表達了自己站在影迷角度希望二人盡快恢復拍攝的訴求105。 

（三）舉辦影迷活動 

為了加強和影迷之間的互動，《電聲》推出了明星選舉活動，邀請各影迷踴躍

參與，為自己崇拜的偶像投出寶貴的一票，以示自己對他們的支持。這種行為有

些類似於今日的明星年度排行榜投票活動，也是粉絲追星中表達愛意極為重要的

一環。 

 其實《電聲》舉辦的明星選舉並非國內首創，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上海便輪

番舉辦「電影女明星選舉」的活動106。而直到二十年代末，這樣的評選活動開始

現於國內報端。1929年，《影報畫刊》發起了「聯業電影明星選舉會」，引導大家

將刊物上印的「明星選舉票」剪下來填寫投票107。其後許多報刊雜誌為了自己的

人氣和銷量，都紛紛舉辦各類明星評選活動。 

 《電聲》共舉辦過兩場明星選舉活動，第一次選舉舉辦於 1932 年至 1933年

間，歷時三個月。該次選舉規模巨大，其中榮登「中國十大男女明星」榜首的是

女星胡蝶，共計得票 13582張，而奪下「外國男女十大明星」桂冠的則是好萊塢

著名演員珍妮蓋諾，票數為 14916票108。1934 年 4 月，《電聲》舉辦了第二次影星

選舉。這次選舉只針對於國內影星展開，在形式上增添了新意，讓參與的讀者挑

選出十個「之最」：（一）我最愛慕的男女明星；（二）最美麗的女明星；（三）我

最不喜歡的明星；（四）最漂亮的男明星；（五）表演最佳的明星；（六）最可愛

的女明星；（七）最強壯的男明星；（八）最有希望的演員；（九）我最願和他做

 
104 寄病，〈影迷信箱：連去三封信，袁美雲到底怎樣〉，《電聲》，1935年第 4卷第 30期卷，頁 624 
105 彭興韶，〈觀眾呼聲：結婚結壞了？〉，《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7期卷，頁 334 
106 閆凱蕾，《明星和他的時代：民國電影史新探》，頁 52 
107 漪蹉，〈最近影場消息：聯業電影明星選舉會自十月一日舉行〉，1929年第 1卷第 4期卷，頁 27-29 
108 編者，〈電影中興大事紀（五）〉，《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26期卷，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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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男女明星；（十）最健美的女明星。109這樣的分類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來不

少參與者，為影迷提供更多表達愛意的機會。 

 

結論 

 回顧三十年代影迷追星的盛況，我們不難從中發現其與當今時代追星熱潮的

相似之處，儘管互聯網時代和新媒體時代不斷豐富著追星的形式，但追星現象的

內核與本質卻有著一脈相承的共性，三十年代影迷在追星道路上收穫的喜悅、揮

灑的熱淚與汗水，以及他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即便相隔近百年卻依舊能感

同身受，深有體會。而這些曾經活躍於上世紀上海都市間的鮮活形象，也多虧有

新聞報道、回憶筆記等文字記錄才得以保留。透過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我們雖

難以一探民國追星生態之究竟，還原影迷追星百態之全貌，但仍能從中摸索影迷

基本的追星模式，並考察分析以《電聲》為代表的電影報刊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綜上可見，追星群體在都市中「異軍突起」，離不開電影等娛樂行業的發展、大

眾傳媒的助力、都市人心理因素的影響以及明星制度的成熟。了解追星現象背後

的成因，也有助於我們拉近時間、空間的距離，更進一步體會追星群體的心路歷

程。 

 追星是一把雙刃劍，具有兩面性，過了度的追星往往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比如部分影迷為追星荒廢事業學業、自毀前途，或是聚眾追星導致公共秩序混亂、

引發社會問題等。除了上述個別極端事例給個體或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外，縱觀

整個電影產業，因明星制度的盛行導致電影市場畸形競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亦比比皆是。面對此情此景，三十年代的大眾傳媒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規訓作用，

部分電影報刊自覺肩負引導大眾的社會責任，通過點評惡劣的追星現象來告誡影

迷過分沉迷追星的危害，雖無法杜絕此類負面問題，但至少能為時人敲響警鐘，

 
109 編者，〈本刊中國明星選舉揭曉〉，《電聲》，1934年第 3卷第 12期卷，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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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今天的我們戒除社會上的追星惡習、規範電影市場提供借鑒與教訓。 

 遺憾的是，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將視線主要集中在上海都市，未能進一步考

察對比不同地區追星群體之間的異同，也未能放眼更多的歷史材料，只局限於從

一本影刊提取信息，這樣一來難以從多個角度更為全面地再現三十年代的追星現

象，這便是本文的一大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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