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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
———世界史上的“五四”∗①

韩　 琛
( 青岛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０７１ )

　 　 摘要:　 在五四时期ꎬ关于中国文明如何复兴问题ꎬ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全盘西化、中西调和、归宗儒家ꎮ
三种文明论之间所构成的激烈对抗性ꎬ其实是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文明冲突的本土表征ꎮ 革命与复

古、全盘西化与归宗儒家ꎬ评判的态度与永恒的复归ꎬ构成 ２０ 世纪中国文明复兴运动的复合面向ꎬ并突出体现于

五四新文化运动ꎮ 辩证言之ꎬ致力再造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ꎬ是一次在激进革命中纠结保守趋向的复古革命ꎻ
始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全球现代性进程ꎬ则是对人类文明轴心期的革命性复归ꎮ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文明复兴ꎬ
总是生成于革命与复古的变奏中ꎮ 实际上ꎬ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实践的整体性综合ꎬ也体现为对于

人类未来命运的创造性想象ꎬ其目的是无限敞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ꎮ 故此ꎬ以中国为方法重构现代世界

的文明图景ꎬ这才是五四中国文明复兴论的真正价值所在ꎮ
关键词:　 五四运动ꎻ新文化运动ꎻ文明冲突ꎻ中国文明复兴ꎻ复古革命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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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韩琛(１９７３—　 )ꎬ男ꎬ山东龙口人ꎬ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 １９０２—
１９４９)”(１７ＺＤＡ２７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文明概念主要有 ４ 种解释:一是古典中国所谓文教昌明、文德辉耀ꎻ二是相对于野蛮、落后的文明进步ꎻ三是有秩序、有组

织的社会状态ꎻ四是相对于文化的物质性人类创造ꎮ 批判地看ꎬ文明是一个霸权观念ꎬ唯有在对不同社会形态进行优劣比较时

才能显示出其意义ꎬ它往往是某个社群相对于他者的自我中心主义想象ꎬ并隐含征服他者、无限扩张的帝国主义意识ꎮ 参见辜

鸿铭:«中国人的精神»ꎬ«辜鸿铭文集»(下卷)ꎬ黄兴涛等译ꎬ海口:海南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２ 页ꎻ[美]塞缪尔亨廷顿:«文
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ꎬ周琪等译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３－４２ 页ꎮ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ꎬ刘北成、
周立红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９７－２２３ 页ꎻ白鲁恂:«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用以解释亚洲的三个有力概

念»ꎬ毕文胜、汪艳艳译ꎬ«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③“归宗儒家”系梁漱溟的说法ꎮ 在 １９３０ 年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写的“第八版自序”中ꎬ梁漱溟声称“这书的思想差

不多是归宗儒家ꎬ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ꎻ而后来别有新悟ꎬ自悔前差的ꎬ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ꎮ”梁漱溟:«东西

文化及其哲学»ꎬ«梁漱溟全集»(第 １ 卷)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３２４ 页ꎮ

　 　 在五四时期ꎬ关于文明②复兴问题ꎬ中国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
人力主全盘西化ꎬ服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文明论ꎻ梁启超、杜亚泉等人在“一战”后展开西方文

明批判ꎬ希望通过中西调和生成世界新文明ꎻ辜鸿铭、梁漱溟等传统主义者则决意“归宗儒家”③ꎬ
主张中国文化、文明的世界化ꎮ 一方面ꎬ三种立场之间构成强烈的对抗性ꎬ尽显五四文明论的多

元面向ꎻ另一方面ꎬ通过文化运动复兴文明ꎬ又是不同知识者的共识ꎮ 实际上ꎬ不能把五四知识者

复兴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ꎬ仅仅置于中国这一区域文明背景中来理解ꎬ而是应该将之置于全球现

代性———人类文明“第二轴心期”的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ꎮ 与人类文明在公元前 ５００ 年左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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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崛起的轴心期一样ꎬ以 １４—１７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为起点的现代文明ꎬ则构成人类历史

上的第二轴心期ꎮ 这个时代再一次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ꎬ结束数千年来相互隔绝的古代文明ꎬ建
立了真正世界性的现代文明ꎮ 仅就普遍化、全球化、一体化的程度来看ꎬ现代文明才真正堪称是

一个轴心期文明ꎮ 即便如此ꎬ按照雅斯贝斯的论述ꎬ这个被称为现代的“第二轴心期”与人类历

史上的其他飞越时代一样ꎬ不过是对于轴心期的革命性复归ꎮ① 据此言之ꎬ中国现代转型不仅是

一个参与建构第二轴心期的过程ꎬ同时也是一个批判性地复归轴心期的过程ꎻ不仅是一个回应西

方文明冲击的现代性进程ꎬ也是一个中华文明复兴的反现代性进程ꎮ 革命与复古、世界化与本土

化、全盘西化与归宗儒家、评判的态度与永恒的复归ꎬ构成 ２０ 世纪中国文明复兴运动的复合面

向ꎬ并突出体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ꎮ

一、文明的冲突与现代中国

自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现代转型ꎬ大体上是一由外及内、从器物到文化、从局部到总体的变革

进程ꎬ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高峰ꎮ 以文化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五四现代性设计ꎬ其
实是一个以思想文化为方法“再造文明”②的总体性变革方案ꎮ 文化革命之所以风靡一时并后续

有继ꎬ是因为相对于客观具体的器物、制度ꎬ内涵含混、界限模糊的文化ꎬ似乎更具历史统合性、主
观整体性及抽象涵盖性ꎬ故而以文化为方法的革命ꎬ被认为是能够带来由内及外、辐射全局的总

体性革命ꎮ
在这一时期ꎬ无论是激进主义者陈独秀ꎬ还是传统主义者梁漱溟ꎬ都极为肯定新文化运动的

重要意义ꎮ 双方一致认为ꎬ唯有在伦理、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ꎬ中国问题才能获得根本解

决ꎮ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ꎬ陈独秀历数自明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国民觉悟史ꎬ认为

这是一个从器物到思想、从学术到伦理的觉悟进程:至“今兹之役ꎬ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ꎬ
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ꎬ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ꎮ 吾敢断言曰:伦理的

觉悟ꎬ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ꎮ 梁漱溟非常认同陈独秀的判断ꎬ极力称赞新文化运动的

开创性意义ꎬ认为提倡思想文化改革ꎬ是开一代风气之举:“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

悟»(原文如此ꎬ引者注)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ꎬ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ꎮ 对此种

根本所在不能改革ꎬ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ꎮ 到了这时才发现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ꎬ中国不单火

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ꎬ乃至道德都不对的! 陈先生很能认清其不同ꎬ并
且见到西方化是整个的东西ꎬ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 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ꎬ大家提倡此时最

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ꎬ———文化运动ꎮ 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ꎬ将风气开辟ꎬ于是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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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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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期、第二轴心期的概念系援引雅斯贝斯、康有为的论述ꎮ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 ５００ 年前后ꎬ是人类社会

的轴心时代ꎮ “正是在那里ꎬ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ꎬ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ꎮ 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
(Ａｘ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ꎮ”轴心时代令人类精神获得巨大的突破ꎬ文明 / 世界史自此才真正展开ꎮ “自轴心期起ꎬ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

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ꎮ”康有为也声称天下自孔子以降为文明时代ꎮ “中国至周末始文盛ꎬ孔子与诸子争教尊ꎮ
以天地分三等:一等为混沌洪濛之天下ꎻ一等为兵戈而礼乐初开之天下ꎻ一等为孔子至今ꎬ文明大开之天下ꎮ”轴心期构成世界

史的原点ꎬ此后人类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对轴心期的革命性复归ꎮ 雅斯贝斯还认为ꎬ１６ 世纪以降的欧洲文明又一次绽放光芒ꎬ
堪与轴心期平分秋色ꎬ因此可称为轴心期之后的“第二轴心期”ꎮ [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ꎬ魏楚雄、俞新天译ꎬ北
京:华夏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３－２９、８７－９１ 页ꎻ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１９２０ 年前)»ꎬ«康有为全集»(第 ２ 集)ꎬ姜义华、张荣华编

校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４６ 页ꎮ 张灏:«世界人文传统中的轴心时代»ꎬ«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ꎬ北京:新星

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２２ 页ꎮ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ꎬ«新青年»１９１９ 年第 ７ 卷第 １ 号ꎮ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ꎬ«青年杂志»１９１６ 年第 １ 卷第 ６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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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ꎮ”梁漱溟进一步认为ꎬ中国

现代转型到达伦理、思想、文化这个层面ꎬ已经涉及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西方化对于东方

化ꎬ是否要连根拔掉?”“此时问到根本ꎬ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ꎬ非有此种解决ꎬ中国民族不会打出

一条活路来!”①

面对这个根本问题ꎬ包括激进、保守两个方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ꎬ集中展示了中国现代转型

的最新面向:在转向内在、文化革命的同时ꎬ又趋向实现全面、整体的革命ꎬ全盘西化论与归宗儒

家论的出现ꎬ就是彼此对立的两个文化革命总体论策略ꎮ 陈独秀建构起一个西方化、现代化在中

国逐渐展开的历史叙事ꎬ最终指向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全面实现ꎬ中国现代历史就是一个汇入西方

文明的历史ꎬ世界史就是西方文明世界化的历史ꎮ 梁漱溟则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翻身的必然性论

述ꎬ中国文化最终会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全面取代ꎬ现代中国历史将是一个中国文化普遍化、世
界化的历史ꎬ世界史就是中国史ꎮ 二者皆想象了一个没有“他者”的一元文明图景ꎬ而历史将在

这个总体性世界中走向终结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现代性设计ꎬ建立在两种假定的基础之上:一个是西方中心论ꎬ中国

现代性是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反应ꎻ另一个是现代中心论ꎬ即在旧 /新、古 /今的线性逻辑中

确立现代的合法性ꎮ 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典现代性认识的代表ꎮ
不过ꎬ这种非新即旧、非今即古的激进主义立场ꎬ是通过一种激烈抗辩的姿态来确立的ꎬ他们对于

儒家中国的全面反动ꎬ恰恰显示出现代性不是建立在传统失落的基础上ꎬ而是形成于跟传统的对

抗中ꎮ 传统的衰落、消失ꎬ不是现代的胜利ꎬ而是现代的失败ꎮ 陈独秀、胡适之西方中心、现代中

心的全盘西化论ꎬ是建立在文明冲突基础上的一元现代性论述ꎬ预设一个现代与传统之间在时间

脉络中的冲突状况ꎬ是确立现代性之历史合法性的基础ꎮ 在有关现代文明的论述中ꎬ陈独秀建立

起一个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并存的世界状况ꎬ但是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从与西方文明

并存的空间结构ꎬ转换为古今发展的线性时间性结构ꎬ彼此共存、互相影响的东西方文明ꎬ变成西

方文明风靡亚细亚的单向扩张ꎮ 现代性就变成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东方世界的反应的过程ꎬ并消

除了来自中国、印度对于现代性的文化抵抗ꎮ② 实际上ꎬ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ꎬ恰恰显示出全球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ꎬ其合法性只能确立于东西古今新旧的冲突中ꎮ 没有对来自东方、传统的挑战

的回应ꎬ现代文明无从确立自身的合历史性ꎮ 也就是说ꎬ为了确保自己之空前的“现代性”ꎬ现代

不得不时刻发明出需要否定的传统ꎬ这个被否定的传统甚至也包括现代自身ꎮ 对于辜鸿铭、梁漱

溟等中国传统主义者而言ꎬ他们立足儒家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主体性立场更为明确ꎬ然而他们并

非以“归宗儒家”为目的ꎬ而是试图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抗中确立儒家文明的普遍性与现代性ꎮ 梁

漱溟的中国文化翻身论ꎬ奠基于东西文化冲突之上ꎬ即要在西方文明奠定世界霸权的状况下ꎬ试
图创造出一个东西文化对垒的局面ꎬ其根本问题指向不是东方文化废不废绝、保存不保存的问

题ꎬ而是东方文化能不能历史复兴ꎬ并能够像西方文化一样普遍化、世界化的问题ꎮ
就«新青年»所形成的五四文化空间而言ꎬ体与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一直处于不断对

抗冲突的状况中ꎬ并延续为之后的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争等文化思想冲突ꎮ 这些基于东西古今

对立的文化思想冲突ꎬ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文明的冲突”的区域表征ꎮ 亨

廷顿认为ꎬ“文明的冲突”是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主流ꎮ 但从长时段历史进行考察ꎬ文明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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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ꎬ«梁漱溟全集»(第 １ 卷)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３３５ 页ꎮ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ꎬ«青年杂志»１９１５ 年第 １ 卷第 １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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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其实是人类社会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世界政治传统ꎬ世界史就是不同文明之间遭遇、冲突、协商

的历史ꎬ兴起于欧洲的全球现代性进程ꎬ则前所未有地激化了文明的冲突ꎮ 因此ꎬ中国的现代化

既不是西方中心的冲击反应模式ꎬ也不是中国中心的自主现代化模式ꎬ而是在文明冲突的激荡状

况中从传统转向现代ꎬ并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意识、身份认同与文明自觉ꎮ 与此同时ꎬ西方也是在

文明的冲突中完成世界化的ꎬ它需要通过不断地自我调整ꎬ来回应东西文明冲突带来的危机ꎬ西
方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成熟ꎬ不仅实现于对东方的征服ꎬ也成就于来自东方的挑战ꎮ 世界范围的文

明的冲突ꎬ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ꎬ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化ꎬ而是一个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抗

冲突中ꎬ将自己不断现代化、普遍化、世界化的进程ꎮ 唐德刚认为ꎬ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

一个阶段ꎬ这个不断向前推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ꎬ是为形成一个中国主体的“超西方的世界文

明”:近百年来由西方文明“挑战”(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而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ꎬ是一个阶段ꎬ
一个阶段ꎬ向前推进的ꎬ直到它能够向整个西方文明作“反挑战”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而达到领

导“超西方”阶段(ｐｏ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ｒａ)的世界文明为止ꎮ①

虽然文明的冲突是构成现代世界的宏观背景ꎬ但是在五四时代的东西方社会ꎬ人们大体上都

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ꎮ 实际上ꎬ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视自己为世界中心ꎬ
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成功的全球扩张ꎬ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化想象尤甚以往ꎮ 西方文明即现代

普遍文明ꎬ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西方化ꎬ西方的核心价值、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文化创造得到全球

认同ꎮ 毫无疑问ꎬ这是一个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叙事ꎬ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ꎬ更不意味着历史将

终结于西方ꎮ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ꎬ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ꎬ
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ꎮ 相反ꎬ现代化加强

了那些文化ꎬ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ꎮ 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ꎮ”②

如果全球现代性的后果不是完全西方化ꎬ而是带来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ꎬ西方文明的跨界传播没

有构成一个西方中心的同心圆世界ꎬ而是更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文明世界的自我认同意识ꎬ那么五

四新文化运动所凸显出来的不同文明论述、文化认同ꎬ诸如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和归宗儒家

论等ꎬ可能正是这个多元现代性状况的中国镜像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出现的同时ꎬ描述了一

个去中心化的现代性状况的发生:“生产的不断变革ꎬ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ꎬ永远的不安定

和变动ꎬ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ꎮ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ꎬ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ꎮ 一切

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ꎬ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ꎮ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

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ꎮ”③从唯物史观来看ꎬ生产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导

致人的意识革命ꎬ一种理性的现代批判精神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ꎬ并引发人类认识、再
现世界之方式的全面改观ꎮ

二、评判的态度与启蒙时代

在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ꎬ胡适认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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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ꎬ«胡适全集»(第 １８ 卷)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６４ 页ꎮ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ꎬ周琪等译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７１ 页ꎮ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ꎬ中央编译局译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３０－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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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ꎬ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①ꎮ 对于

胡适而言ꎬ“评判的态度”仅仅针对传统学术ꎬ并不包括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ꎮ 不过ꎬ作为一种普

遍的现代精神ꎬ评判的态度显然会指向现代世界的所有方面ꎮ 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ꎬ在这个去中

心化的时代ꎬ一切价值、关系都将被重估ꎮ 其实ꎬ胡适本人在举例说明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的公

共精神时ꎬ已经涉及对于一些现代性状况的评判ꎬ诸如有关政府与无政府、财产公有与私有的讨

论ꎬ皆是对于现代中国问题的评判与反思ꎮ
五四时代是一个评判的时代ꎮ 这个时代的中国思想者相比前人ꎬ似乎更为迫切地试图对自

己所处的时代作出反省ꎬ因为这个“过渡时代”汇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危机与未来渴望ꎬ人们试

图通过文化评判与文明创造ꎬ选择通向未来世界的更多可能性ꎮ 因此ꎬ五四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

转折点ꎬ而且预示了现代中国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ꎬ历史在此一阶段ꎬ呈现出可供选择的更多向

度ꎮ 此一时代的人们ꎬ终于获得了在至少两个以上的不同向度中进行选择的机会ꎬ例如可以在君

主制或者共和制之间进行选择ꎮ 这些可供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之所以得以出现ꎬ完全是因为这个

以评判的态度为共同精神的启蒙时代的到来ꎮ «新青年»同人的全面反传统运动ꎬ即体现出一种

激进主义的否定精神ꎬ传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遭到质疑与批判ꎬ传统经由科学的方法的研究

与评判ꎬ“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ꎬ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②ꎬ从而可以在新旧中西之间作

出根本性的抉择———全盘西化抑或“充分的现代化、世界化”③ꎮ
不过ꎬ对于此一时期的康有为来说ꎬ中华民国是他执意批评的对象ꎮ 他不但认为共和国体、

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ꎬ而且也不是可以为天下效仿的普遍政治体制ꎮ④ 康有为指出ꎬ欲救中国ꎬ
“必先发明中国风俗教化之美ꎬ知孔教之宜于中国而光大之ꎬ知法欧美不宜于中国而妄法也ꎬ而
后庶乎其有救也ꎮ”⑤至于梁启超、张君劢、杜亚泉等知识者ꎬ则在“一战”之后洞察现代性的危机ꎬ
举凡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想ꎬ都受到其

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批判ꎻ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物质与精神、理性与信仰、理想与现实的分离ꎬ被其认

为是导致道德沦丧、人性危机与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ꎮ 这些质疑西方文明论述的出现ꎬ一举引发

五四后期东西文化问题、科学玄学问题的论战ꎬ这是批判现代性思想在 ２０ 世纪中国兴起的源头ꎮ
实际上ꎬ在此一时期拥有较为全面评判态度的中国知识者ꎬ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ꎬ他评判

的对象不仅是西方文化、印度文化ꎬ也有中国文化本身ꎮ 虽然相信中国文化注定翻身并完成世界

化ꎬ但是梁漱溟同时也认为ꎬ在此之前要“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ꎬ然后再“批评的把中国原

来态度重新拿出来”⑥ꎮ “评判的态度”作为“新思潮的精神”ꎬ是五四时代各个立场的中国知识

者的共同精神ꎮ
基于评判的态度ꎬ五四时代的既有认识ꎬ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ꎬ都需要在评判中被重估

价值ꎬ评判的态度被赋予一种普遍性ꎮ 至于极端激进者如陈独秀ꎬ认为要破坏一切偶像、权威ꎬ宗
教信仰、民族国家亦不例外ꎮ⑦ 当然ꎬ评判的态度虽然主张重估一切价值ꎬ然而却具有强烈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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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和目的性ꎮ 胡适评判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目的ꎬ要对西方精神文明产生新觉悟①ꎬ梁漱溟批

评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的目的ꎬ在于中国文化的翻身及世界化②ꎬ文明评判、价值重估之目标ꎬ最
终指向所谓的永恒的真理、正义、价值ꎮ 实际上ꎬ评判的态度不仅是手段ꎬ而且也是目的ꎬ其意义

不在别处ꎬ而在于自身ꎮ 评判的态度、反思的精神之确立ꎬ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核心价值ꎬ
因为评判的态度是现代启蒙的根本内涵ꎬ五四时代正因此而成为一个启蒙时代ꎮ 康德指出ꎬ启蒙

是指一个从“不成熟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的过程ꎬ这个释放的过程就是进行自我理性评判、反思

的过程ꎬ那些统治了人们“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的权威ꎬ在“重估一切价值”的评判中被荡涤殆

尽ꎬ人由此进入一个自由运用理性的成熟的启蒙状态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ꎮ 福柯认为:
“事实上ꎬ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ꎻ就在这个时刻ꎬ
批判是必要的ꎬ因为它的作用是规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条件ꎬ目的是决定什么是可知的ꎬ什么是

必须作的ꎬ什么是可期望的ꎮ 在某个意义上ꎬ批判是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性的手册ꎬ
反过来ꎬ启蒙运动是批判的时代ꎮ”③这意味着启蒙不仅是传统的批判ꎬ也是现代的反思ꎬ其试图

以“理性的自觉”的方式ꎬ重新定义我们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拥有公开的运用

自己理性的能力的个体ꎬ将召唤起一种永恒批判精神的复归ꎬ这种批判不但针对外界ꎬ也针对自

身ꎬ不但针对传统ꎬ也针对现代ꎬ其目的不在于建立某种普遍价值ꎬ而在于形成一个向未来无限开

放的现代社会ꎮ
因此ꎬ评判的态度就是现代的态度ꎬ其构成了现代性方案的核心:“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

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合法化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ꎻ不仅围绕权威的社会、政治秩序基础ꎬ而
且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现代性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

有这种反思意识ꎬ尽管他们原则上否定这种反思意识的合法性ꎮ”④现代性作为对于一种无限自

我反思的“现代状况”的描述ꎬ不过是人类的自主性、能动性以及人类对于自身之主体性的确认ꎬ
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表征ꎬ其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样一种现代意识:社会是可以通过自觉

的人类活动积极地加以塑造的ꎬ其中也包括对于人类自身的塑造ꎮ 总之ꎬ不是对科学、民主等具

体的现代性内容的接受ꎬ而是对评判的态度作为一种现代意识的空前肯定ꎬ这才是五四得以成为

中国现代性原点的根本原因ꎮ １９２０ 年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谈到ꎬ新文化运动

是要在不满足中进行创造ꎮ “不满足”不仅针对“旧文化”ꎬ也针对“新文化”:“我们不但对于旧

文化不满足ꎬ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ꎻ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ꎬ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

才好ꎻ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ꎮ 我们尽可以前无古人ꎬ却不可后无来者ꎻ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

我们的父亲ꎬ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ꎮ”⑤

评判的态度、不满足的精神ꎬ带来了进行创造的动力ꎬ并召唤起一种乌托邦想象ꎮ 然而ꎬ这种

创造力的生成并非凭空而来ꎬ而是对于轴心期思想的批判性复兴ꎮ 在雅斯贝斯的人类文明轴心

期假说中ꎬ轴心时代文明新特点———自我意识、世界意识、未来意识的出现ꎬ都是建立在批判、反
思的基础之上ꎮ 而且ꎬ在这种反思精神、评判意识的照耀下ꎬ轴心文明结束人类文明的古典时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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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世界史的新原点ꎮ
　 　 这一切皆有反思产生ꎮ 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ꎬ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ꎮ 以前无意

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ꎬ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ꎮ 一切皆被卷入漩涡ꎮ 至于仍具有生

命力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ꎬ其表现形式被澄清了ꎬ因此也就发生了变质ꎮ 直至今日ꎬ人
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ꎮ 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ꎬ并被

它重燃火焰ꎮ 自那以后ꎬ情况就是这样ꎮ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ꎬ或曰复

兴ꎬ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ꎮ 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ꎮ 从

轴心期起ꎬ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ꎮ①

雅斯贝斯超越不同文明之间的区隔ꎬ建构起一个世界文明的原点———轴心期ꎮ 这个概念带

来的启示是:包括西方、印度、中国在内的现代进程ꎬ不过是以一种飞跃的形式永恒地复归于轴心

期———一个意识开始意识到自身ꎬ思想成为思想对象ꎬ一切皆被评判、重估的启蒙年代ꎮ

三、永恒的复归与文明复兴

从人类文明轴心期的假定来看ꎬ致力于评判、反思、创造的现代启蒙运动ꎬ不仅体现了朝向未

来无限发展、进步的意识ꎬ而且亦是反身对于人类文明原点的永恒复归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当如

是观ꎮ “重估一切价值”与“永恒的复归”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ꎬ而一切革命总是隐含着复古的幽

灵ꎬ并往往需要通过反革命的复古ꎬ将革命诉求制度化ꎮ 现代世界虽然无限趋新求变ꎬ但是需要

建立于对轴心文明的永恒复归ꎬ追慕希腊文明的欧洲文艺复兴ꎬ因此被设定为西方现代文明的缘

起ꎮ 同样的ꎬ胡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为“再造文明”ꎬ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文艺

复兴ꎮ “再造”与“复兴”意味着在原有文明基础上的继承、转化与创造ꎬ而不是在历史空白中的

无中生有ꎮ
在胡适看来ꎬ全盘西化与再造文明并行不悖ꎬ全盘西化是为输入学理、解决问题ꎬ评判的态度

是为了了解、批判、改造和重建我国固有文明ꎬ进而产生一个新文明ꎮ 另外ꎬ胡适除了将五四新文

化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外ꎬ又建构起一个自宋朝至五四、共分四期的宏大中国文艺复兴

史ꎮ② 不过ꎬ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史论述存在着一个内在悖论:前三期———宋之程朱理学ꎬ明之

阳明学、泰州学派ꎬ清初之清学ꎬ其实都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复兴ꎬ这显然与第四期———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反儒家、反传统的立场彼此矛盾ꎮ 从相反角度解读ꎬ这个前后矛盾的中国文艺复兴史论述

恰恰表明ꎬ在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史想象中ꎬ始终隐藏着儒家文明的历史幽灵ꎬ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激进反传统立场ꎬ则内在于中国思想传统的历史脉络中ꎮ 一方面ꎬ胡适要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

谈论再造文明的问题ꎬ古今新旧中西形成了一个线性的进化论脉络ꎬ再造文明被转换为如何现

代、西化的问题ꎻ另一方面ꎬ胡适又在总体性的世界文明视野中来认识中国文明ꎬ自宋代延续至五

四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ꎬ作为与欧洲文艺复兴并行的文明再造运动ꎬ是世界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构

性组成部分ꎬ并与欧洲文艺复兴一道ꎬ共同缔造了现代文明ꎮ
欧洲文艺复兴以希腊文明为历史原点ꎬ中国文艺复兴不断复归的文明原点ꎬ则是被胡适称之

为文化和宗教复兴意味甚浓的“新儒的运动”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一个伟大轴心文明时期ꎮ
在«说儒»这篇论文中ꎬ胡适建构了一个孔子中兴儒家ꎬ使之成为天下法的叙事ꎮ 胡适认为ꎬ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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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是指殷商民族的礼教士ꎬ他们在周代继续保持殷人的礼仪衣冠ꎬ以治丧、相礼、教学为业ꎬ
并将殷礼渗入周的统治阶层ꎮ 孔子作为殷遗民后人ꎬ“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ꎬ打通了殷、周民

族的畛域ꎬ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ꎬ放大了ꎬ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

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ꎮ 孔子又通过对“周礼”的“择善”而从ꎬ放弃了

传统保守的“儒”ꎬ提出“吾从周”的口号ꎬ这就扩大了旧“儒”的范围ꎬ把“殷儒”变成全国人的师

儒ꎮ 孔子所谓“吾从周”ꎬ“其实是接受那个因袭夏、殷文化而演变出来的现代文化”ꎮ 在此基础

上ꎬ孔子又有新的创造ꎬ提出一个“仁”的思想ꎬ“仁”以整个人类为教化对象ꎬ要爱人ꎬ尽人道ꎬ做
一个理想的人ꎮ 孔子通过对“儒”的择善性创造ꎬ将一个柔弱的、特殊的、没落的、地方性的“殷
儒”改造为刚健的、普遍的、中兴的、世界性的“天下儒”ꎻ“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ꎬ变到调和

三代文化的师儒ꎻ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ꎬ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ꎬ———这是孔子的新

儒教”①ꎮ
通观«说儒»一文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关儒家思想的现代新解ꎬ民族主义、启蒙思想被赋予

“新儒的运动”ꎬ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微妙的对应ꎮ 在胡适看来ꎬ孔子“新儒的运动”开辟的

儒家中兴时代ꎬ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ꎮ 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ꎬ是中兴“殷儒”的民族主义者ꎬ但
是这个“新儒”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ꎬ而是具有将民族性、特殊性的“殷儒”进行普遍性

建构的民族主义ꎬ特殊性的“殷儒”因为融入普遍性的“新儒”而得以永恒存续ꎮ 胡适在这里暗示

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辩证关系ꎮ 因为ꎬ从他论述孔子“新儒的运动”的“复古革

命”逻辑出发ꎬ所谓“全盘西化”“充分的现代化”ꎬ其实也不过是“吾从周”的现代变体ꎬ儒家文明

将在充分现代化中成为现代中国文明的结构性内容ꎮ 套用胡适对“孔子的新儒教”的定义ꎬ那么

也可以说ꎬ主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等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士”群体ꎬ变成调和中西

古今的知识阶级ꎻ用“全盘西化”的博大精深ꎬ担起了“现代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ꎬ这就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ꎮ 实际上ꎬ«说儒»一文对“新儒的运动”的阐释ꎬ近乎完全参照胡适自己在«新思潮的意

义»一文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概括:“评判的态度”与“再造文明”ꎮ “评判的态度”就是

“择善的态度”:“孔子的‘从周’不是绝对的ꎬ只是选择的ꎬ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ꎬ其不善者而改

之’ꎮ”“再造文明”即“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ꎻ
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ꎮ”②孔子的“择善从周”的“新儒的

运动”ꎬ即是缔造中国文明轴心期的启蒙运动ꎮ 依照胡适中国文艺复兴史的展开脉络ꎬ五四新文

化运动不但指向西方现代文明ꎬ也永恒地复归于中国传统文明原点———孔子“新儒的运动”开启

的中国文明轴心期ꎮ
相对而言ꎬ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ꎬ更为重视文艺复兴、文明再造的“复古革命”逻

辑ꎮ 如果说胡适是在全盘西化的再造文明设想中ꎬ暗示了一个复归“新儒的运动”的潜在线索ꎬ
那么辜鸿铭、梁漱溟等人的中国文艺复兴想象ꎬ则明确要求实现中国文化、文明翻身ꎬ变成一个世

界性的普遍文明ꎮ 辜鸿铭认为孔子在他的时代虽然没有真正复兴中国文明ꎬ但是留下了«六经»
这个“建设一个文明大厦的蓝图”ꎮ “因为有这«六经»ꎬ我们就可以按原来的式样ꎬ重建文明的家

园ꎮ”比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ꎬ辜鸿铭也梳理出一个中国文明复兴史ꎬ认为“现代中国在五大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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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结束后ꎬ我们的文艺复兴时代将会再度到来”ꎮ① 对于辜鸿铭而言ꎬ中国文艺复兴不是简单

地复古尊儒ꎬ而是要通过恢复古典辉煌文明再造中国ꎬ“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国教育的精神就在

于创造新的社会”②ꎮ 在辜鸿铭看来ꎬ不断发展进步、自我更生ꎬ本来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ꎬ而非

西方文明的专利ꎮ 与辜鸿铭一样ꎬ梁漱溟也特别钟情文艺复兴的永恒复归精神ꎬ他认为西方文艺

复兴是重新走回西方的“第一条路向”ꎬ即意欲向前、发展进步的路向ꎬ于是产生了西方现代文

明ꎮ 梁漱溟特别指出ꎬ应该注意这个“重”字的关键性ꎬ因为这意味着一种理性意识、评判态度的

自觉ꎬ理性精神前所未有地主导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要注意重新提出这态度的‘重’字ꎮ 这态

度原来从前曾经走过的ꎬ现在又重新拿出来ꎬ实在与从前大有不同了! 头一次是无意中走上去

的ꎻ而这时———从黑暗觉醒时———是有意选择取舍而走的ꎮ 本来希腊人———第一次走这条

路的人的理性方面就非常发达ꎬ头脑明睿清晰ꎬ而此刻重新有意走这条路的人于所谓批评、选择

更看出他心理方面理智的活动ꎮ”③

现代文明之发生ꎬ源于西方对于自身文明原点的理性复归ꎮ 这个复归虽然以文艺方面的复

兴为缘起ꎬ然而建立起来的却是一种科学理性精神ꎮ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翻身的关键ꎬ也在于一

个“重”字ꎬ不过重返的不是西方文明的原点ꎬ而是要以理性的精神“归宗儒家”ꎮ 至于这个“重”
“复”的方法本身ꎬ梁漱溟也是在孔子的“回省”说中获得启示ꎮ 梁漱溟认为ꎬ中国文化的路向与

西方完全不同ꎬ因此无论怎样努力争取ꎬ也不可能走到西方达到的地点上去ꎬ只能在自己的路向

上形成自己的现代ꎮ 故此ꎬ梁漱溟特别强调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及其命根方法ꎬ他的历史使命也

在于钩沉这一独特的文明根源:“我们又相信除非中国文明无一丝一毫之价值则已ꎬ苟犹能于西

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ꎬ多少有其价值ꎬ则为此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ꎬ只待有心人去

弄出来罢了ꎮ”④在梁漱溟看来ꎬ就是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思想者ꎬ特别是陈独秀和他主编的

«新青年»ꎬ几年之间也有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向ꎬ即从笃信理性的权威转向考虑情感的作用ꎬ从西

方的路向转到中国的路向ꎬ也就是 “孔子之道”ꎮ 他认为ꎬ无论是西洋人还是陈独秀ꎬ最终都要走

上这条中国的路子、孔子的路子ꎬ未来世界是中国化的世界ꎮ “质而言之ꎬ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

国文化的复兴ꎬ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ꎮ”⑤

新文化运动并非刻板地反传统ꎬ而是基于传统思想的创造性文明重建ꎮ 首先ꎬ就整个五四新

文化运动而言ꎬ随着学衡派和张君劢、梁漱溟等新传统主义者的崛起ꎬ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全盘

西化思想的批判ꎬ新文化运动明显呈现出一个由激进趋于折中的趋势ꎬ五四后期东西文化问题、
科玄问题论争的兴起ꎬ即是通过突出中西文化冲突来确立一种历史回转的倾向ꎬ新文化运动的

“再造文明”ꎬ可以说是起于激烈反传统ꎬ而终于传统的创造性复兴ꎮ 其次ꎬ无论是«新青年»同人

的全盘西化论还是传统主义者的归宗儒家论ꎬ二者都是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建构的ꎬ他们都

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自足性和连续性ꎬ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ꎬ也建立起

一个连续的中国文艺复兴史ꎬ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延续ꎮ 另外ꎬ五四文明论延

续了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总体主义思维模式ꎬ中国现代转型依然受到传统文化结构的

影响ꎬ即通过调整文化思想、道德伦理来应对现代冲击ꎮ 最后ꎬ五四文明论是在一个全球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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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ꎬ不同立论皆以中国文明复兴为方法ꎬ来想象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文明ꎮ 与梁启超一样ꎬ
五四知识者其实都认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负有大责任”:“什么责任呢? 是拿西洋的文明ꎬ来扩

充我的文明ꎬ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ꎬ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ꎮ”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革命与复古、世界化与本土化、全盘西化与归宗儒家、评判的态度与永恒

的复归的双重变奏ꎮ 在过往研究中ꎬ人们太过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的激进面向ꎬ突出

评判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ꎬ刻意忽略复归儒家传统的保守意识ꎬ复归传统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另一核心思想脉络ꎮ 如果评判的态度试图建立一个无限开放的现代性图景ꎬ那么永恒的复

归则将这个现代性设计落实到传统的基础之上ꎬ文明中国的现代复兴注定要建立于革命与复古

的双向运动中ꎮ

四、革命与复古的变奏

不同知识集团之间共同的文明复兴诉求说明ꎬ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民族

国家的权力ꎬ而且渴望实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主体的权力ꎬ在其内向化塑造我族认同的现代民族

主义政治中ꎬ始终蕴含着进行自我普遍化建构的文明主义诉求ꎮ 实际上ꎬ五四时代的不同文明论

具有内在一致性ꎬ那就是都认同一元文明观ꎬ认为人类应该接受普遍的文化价值、信仰伦理和政

治经济体制ꎮ 全盘西化论以西方文明为普遍文明ꎻ中西调和论要在中西文明互补中重建世界新

文明ꎻ归宗儒家论则要以儒家思想为世界宗教ꎮ 三者都认为ꎬ应该由一个新文明来统摄现代世

界ꎬ至于到底是采用西方文明、混合文明ꎬ还是中国文明ꎬ不同立场的知识者虽然各有取舍ꎬ但是

关于文明的一元论认识ꎬ却是彼此共识ꎮ
与古典中国的天下主义文明论一样ꎬ五四时代的一元论文明观设计ꎬ只是关于世界文明体系

的想象性建构ꎬ而人们实际面对的现代中国和世界ꎬ其实是一个多元混杂、众声喧哗的文明状况ꎮ
无论主张全盘西化的陈独秀、胡适ꎬ还是主张归宗儒家论的梁漱溟ꎬ他们也许对人类世界的应然

文明状况各有主张ꎬ但是都以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现实共存为立论前提ꎬ他们只能

在多元文明的冲突、比较之中ꎬ设想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新文明ꎮ 其实ꎬ黑格尔在讨论世界历史

走向现代化、即西方化必然趋向时ꎬ同样预设了一个从亚洲开始到欧洲终结的世界史进程ꎮ 不

过ꎬ就算人类历史的确会如黑格尔所期待的那样最后终结于现代欧洲ꎬ但是如果没有预设一个作

为历史起点的亚洲、西方之外的东方ꎬ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线性世界史实际上根本无从展开ꎮ 总

之ꎬ没有被刻意区隔的传统ꎬ现代的权威便无从建构成型ꎬ没有作为“想象的他者”的野蛮世界或

区域文明ꎬ普遍文明观的设计也是无源之水ꎬ任何一元文明论的设计与实践ꎬ都是建立在人类文

明宿命的多样性的基础上ꎮ 那么ꎬ我们如何理解五四中国要求作为一个现代新文明进行自我普

遍化建构的权力? 为何不同立场的文明复兴论最终都“归宗儒家”?
事实上ꎬ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几乎建立起一个单一的文明尺度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

人权民主、民族国家ꎬ等等ꎬ则是主要衡量标准ꎮ 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发生ꎬ在其功利性诉

求之外的价值驱动力ꎬ也来自这个普遍文明想象:基督教文明有责任将现代福音带到全世界ꎮ 五

四时代各种中国文明复兴论的发生ꎬ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抵抗ꎬ并在抵抗中

将现代文明标准内在化ꎮ 因此ꎬ即便是传统主义者梁漱溟ꎬ也承认“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ꎬ
然后才能“批评的把中国的原来的态度拿出来”ꎮ 在梁漱溟看来ꎬ要建构中国化的世界ꎬ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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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避免的前提ꎮ 现代对于自主性、批判性的强调ꎬ让人们产生可以通过自觉活动改造社会的

信心ꎬ“有可能弥合超越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的裂隙ꎬ有可能通过世俗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有意

识的人类活动ꎬ实现某种乌托邦与末世论的图景ꎮ 其次ꎬ越来越接受多元个体和群体的目标与利

益的合法性ꎬ以及有关公益的多元阐释的合法性”①ꎮ 现代性一方面造成世界空前的同质化、西
方化ꎬ另一方面又激发出多元现代性实践以及不同社群都能够在现代状况之下主张各自的文明

方案ꎮ 文明的自觉不仅是对于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ꎬ而且也是这个空前开放的现代世界的产物ꎬ
因为以人权、自由、平等、自治为基本承诺的现代性方案ꎬ在构筑现代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底限的同

时ꎬ也建构起承受人类社会更趋多元化的政治基础:现代没有产生一个西方中心的一元文明体ꎬ
反而强化了人类文明多元化的状况ꎬ任何个人、社群、民族、文明ꎬ都拥有将自身价值进行“普遍

的特殊性”建构的权利ꎮ 实际上ꎬ各种一元论文明想象、设计与实践ꎬ往往会进一步确证人类社

会之宿命的多样性ꎬ至于普遍文明观之形成ꎬ则需要建立在对多元文明的普遍承认基础之上ꎮ
现代中国文明的自我肯定ꎬ是在数重抵抗中实现的ꎮ 首先是在对西方文明抵抗的失败中完

成中国文明批判ꎬ然后在对不甘心失败的抵抗中实现对于现代理念的全盘接受ꎬ之后则通过抵抗

实体化的现代而将现代精神内在化ꎻ最后是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抵抗中永恒复归于自我ꎬ完成中国

文明的现代复兴ꎮ 胡适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文明ꎬ但这个新文明并非完全是西方

文明ꎬ而是他在早年著述«非留学篇»中所指出的ꎬ要制造一个可以与欧美诸国分庭抗礼的“新中

国之新文明”②ꎮ “新文明”的普遍性意义ꎬ并不取决于它的西方化手段ꎬ而恰恰在于它的中国化

目的ꎮ 梁漱溟认为ꎬ恢复中国的态度的文艺复兴才是世界的态度:“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

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ꎬ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ꎬ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 若真

中国的文艺复兴ꎬ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ꎮ”③也许可以这样认为ꎬ正是这些最低限度的

基本价值共识的存在ꎬ使得个人、社群之间的交流、对话、联合成为可能ꎬ并使不同社群之间可以

彼此包容———终极目的截然不同的———各自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④及其历史实践ꎮ 无论

是陈独秀、胡适的“全盘西化”ꎬ还是梁漱溟的“全盘承受西方文化”ꎬ其实就是接受现代基本价值

共识ꎮ 在此基础之上ꎬ他们又根据不同立场形成各自的文明想象ꎮ 五四时代出现的不同中国文

明复兴论表明ꎬ现代性导致了多元文明模式的历史实践ꎬ这种多元性不仅是世界文明的整体状

况ꎬ也是区域文明内部的状况ꎮ 人类文明之现代再造ꎬ不是区隔他者群体的一元文明化想象ꎬ也
不是殖民另类世界的一元帝国化建构ꎬ而是不同社群之间作为平等的主体ꎬ彼此承认相互差异化

的物质文化实践ꎮ
至于为何不同立场的五四文明复兴论最终都“归宗儒家”ꎬ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理

论解释的可能ꎮ 第一种解释是“文化决定论”假定ꎮ 其主要观点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社会

超稳定结构”和林毓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ꎬ二者都指出了文化思想、伦理道德

在整合中国社会时的核心性功能ꎮ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ꎬ中国社

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ꎬ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ꎬ
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ꎮ”⑤从传统到现代ꎬ统合中国这个“一体化社会”的意识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以色列]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ꎬ旷新年、王爱松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０－１１ 页ꎮ
胡适:«非留学篇»ꎬ«胡适全集»(第 ２０ 卷)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６－３０ 页ꎮ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ꎬ«梁漱溟全集»(第 １ 卷)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５３９ 页ꎮ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增订版)»ꎬ万俊人译ꎬ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５４－５５ 页ꎮ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形态虽然发生变化ꎬ但是社会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思想文化认同之上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ꎬ这
种“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模式ꎬ便起始于道德价值一元论的儒家思想成为实现一体化

社会的意识形态ꎮ 林毓生也认为ꎬ五四总体反传统、全盘西化“是受了先秦以后儒家强调‘心的

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①ꎮ 实际上ꎬ无论是激进主义的

全盘西化论ꎬ还是传统主义的归宗儒家论ꎬ都属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元论思

想模式 ꎬ而不同立场的五四文明论最终都指向归宗儒家ꎬ当然也都是因为受到这个特殊的“中国

模式”———“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或“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制约ꎮ 毫无疑问ꎬ
“文化决定社会”的基体论可以解释中国文明复兴运动的独特性与本土性ꎬ但是却忽视了中国文

明复兴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普遍性与世界性意义ꎬ因此就需要在承认基体主义的“文化决定论”之
外ꎬ寻求别样普遍阐释的可能ꎮ

第二种阐释方向是建构主义的“历史构成论”假定ꎮ 其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文明复兴论为方

法ꎬ想象性地建立一个———结合革命与复古、全盘西化与归宗儒家、评判的态度与永恒的复

归———普遍的复古革命论ꎮ 就中国这个特殊的区域文明而言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ꎬ作为一

种轴心文明的儒家文明ꎬ已经不仅是一种具体思想的普遍化ꎬ而且还形成一种复古革命式的文明

延展模式:通过对儒家思想原点的革命性复归而不断创造性地重新敞开中国文明的崭新向度ꎮ
从世界文明范畴来看ꎬ雅斯贝斯的人类文明轴心期的理论假定ꎬ同样建立在复古革命式的人类文

明展开逻辑之上:人类文明在轴心期之后的每一个飞越时代ꎬ都是对于轴心期的革命性复归ꎮ 对

于中国、印度、欧洲等不同文明体而言ꎬ轴心文明的具体内容也许彼此不同ꎬ但是在文明延展的不

同历史阶段ꎬ不断革命性地复归各自文明原点的历史本能却是普遍的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在此

革命性的复归过程中ꎬ历史与现实都发生改变ꎬ就是作为文明原点的轴心期ꎬ也焕发出不同以往

的当代性光芒ꎮ 至于现代这个人类文明第二轴心期的历史创建ꎬ虽然以求新求变为根本动力ꎬ但
是同样契合复古革命论逻辑ꎬ无限自我反思的“现代性传统”ꎬ依然是对轴心文明精神的革命性

复归ꎮ 依据复古革命论逻辑ꎬ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明复兴运动ꎬ展示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特殊

性”经验:中国有权利将来自内外的结构性冲击ꎬ纳入到传统文明延展模式中加以回应ꎬ从而完

成自身文明的再造与重启ꎬ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革命性、
创造性的变化ꎬ东西方世界由此而整体性地跃入现代之中ꎮ 因此ꎬ在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运动

中ꎬ现代革命是归宗儒家的前提ꎬ归宗儒家是达成革命目标的基础ꎬ中国文明非经创造性的革命

转化ꎬ就无力参与缔结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协商ꎮ
革命指向未来ꎬ复古转回过去ꎮ 复古、革命二者结合ꎬ要通过批判性地再发明传统来无限打

开未来世界ꎮ 在复古革命中ꎬ曾经的被压抑者革命性地归来ꎬ挑战现实秩序ꎬ洞开乌托邦图景ꎮ
故此ꎬ致力再造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ꎬ是一次激进纠结保守的复古革命ꎬ而始于欧洲文艺复兴

时代的全球现代性进程ꎬ则是对于人类文明轴心期的革命性复归ꎮ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创造性复

兴ꎬ总是无限生成于革命与复古的变奏中ꎮ

余论

在五四时期ꎬ无论是五四新文化人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ꎬ都会强调中国的轴心文明身份ꎬ文
明比较通常以中国、印度和西方为对象ꎮ 这也是欧洲经典作家进行文明比较研究的基本策略ꎮ

２１
①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２１０ 页ꎮ



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

欧洲在想象自身是现代文明中心的时候ꎬ比较的对象是中国和印度ꎬ其文明主体自觉主要体现在

对“落后的空间”———西方之东方的评判ꎬ以及对“落后的时间”———欧洲之中世纪的否定上ꎮ 文

明中国的现代自觉ꎬ也是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完成的ꎬ但与极端强调相对于“过去”之“现在此

刻”的经典现代性观念不同ꎬ文明中国的现代自觉则注重相对于“现在”的“未来彼时”ꎬ并试图将

儒家中国的大同愿景ꎬ透过复古革命投射于未来ꎮ 其实ꎬ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实践的

整体性综合ꎬ也体现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创造性想象ꎬ其目的是敞开、而不是封闭人类社会发展

的多元可能ꎮ 康有为的“大同之治”、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翻身”、胡适的

“再造文明”、陈独秀的“二十世纪之新文明”ꎬ乃至五四后期兴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ꎬ皆以中国

为方法设想世界文明的未来图景ꎬ从而得与其他文明设计及其历史实践形成多元对话关系ꎮ 概

而言之ꎬ以中国为方法重构世界文明ꎬ这才是“五四”的真正价值所在ꎮ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ｎ Ｃｈ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６６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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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ａｃ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ｒｅｔｒ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ꎬ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ｒｙ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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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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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ꎻ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ꎻ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ｔｒ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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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仇恨、大悲悯与拷问灵魂
———莫言文学思想研究之一∗①

张志忠
(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ꎻ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

　 　 摘要:　 莫言的创作与时俱进ꎬ超越仇恨、大悲悯、拷问灵魂ꎬ构成他自«丰乳肥臀»以来面对现实进行思考

和回应的重要命题ꎮ 以莫言的创作历程和具体文本为考察对象ꎬ阐释其中蕴含的以“仇必和而解”的姿态超克

“斗争哲学”、化解历史重重淤积的情仇恩怨的积极取向ꎬ跳出狭窄视野与精神局限而追求至高的大悲悯境界ꎬ
冷峻地进行自我灵魂的拷问ꎬ由此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悲悯情怀与灵魂拷问的文学思潮ꎬ可以勾勒莫言与

鲁迅的精神联系ꎬ从而揭示莫言相关命题的思想传承及其在现实语境中的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莫言ꎻ«丰乳肥臀»ꎻ超越仇恨ꎻ“仇必和而解”ꎻ拷问灵魂ꎻ文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　 Ｉ７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１４－２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１２
作者简介:张志忠(１９５３—　 )ꎬ男ꎬ山西文水人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

研究” (１３＆ＺＤ１２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ꎬ«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③张炜、刘醒龙、莫言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近些年来ꎬ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ꎬ莫言经常论及关于超越仇恨、大悲悯与拷问灵魂的命题ꎬ
这也成为理解莫言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ꎮ

莫言在 ２００６ 年曾明晰地阐述其关于大悲悯与拷问灵魂的思考:只有正视人类之恶ꎬ只有认

识到自我之丑ꎬ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ꎬ才是真正的悲剧ꎬ
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ꎬ才是真正的大悲悯ꎮ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荣获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ꎮ 在第八届“茅
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ꎬ莫言发表获奖感言ꎬ进一步阐发其拷问灵魂的思考:“«蛙»也是写我的ꎬ
学习鲁迅ꎬ写出那个‘裹在皮袍里的小我’ꎮ 几十年来ꎬ我一直在写他人ꎬ写外部世界ꎬ这一次是

写自己ꎬ写内心ꎬ是吸纳批评ꎬ排出毒素ꎬ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ꎮ”“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容易ꎬ揭露自己的内心阴暗困难ꎮ 批判他人笔如刀锋ꎬ批判自己笔下留情ꎮ 这是人之常情ꎮ 作家

写作ꎬ必须洞察人之常情ꎬ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ꎬ因为人之常情经常会遮蔽罪恶ꎮ 在«蛙»
中ꎬ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 不彻底ꎮ 我知道ꎮ 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ꎬ敢对自己下狠手ꎬ不
仅仅是忏悔ꎬ而是剖析ꎬ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ꎬ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ꎮ”③

在这样简短的演讲中ꎬ莫言讲到大悲悯ꎬ讲到拷问自我、拷问灵魂ꎬ讲到反思与忏悔的命题ꎮ
与此同时ꎬ放弃怨憎、超越仇恨和敌意ꎬ也在他的文字中逐渐凸显出来ꎮ 本文拟通过莫言的相关

言论及其作品ꎬ探索其文学思想演变的近况ꎬ阐述其超越仇恨、大悲悯与拷问灵魂的深意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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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仇恨:展现比大海和蓝天更广阔的心灵

在«悲惨世界»的开篇ꎬ雨果写道:比大海更广阔的是蓝天ꎬ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ꎮ 少

年冉阿让为了让他陷于穷困境地的姐姐的孩子们能够吃到食物ꎬ偷拿了一个面包ꎬ被关进监

狱ꎬ又几次逃亡未遂ꎬ“罪行”叠加ꎬ整整坐了 １９ 年监狱ꎮ 后来ꎬ他受到善良宽厚的米利埃主教的

感化ꎬ决心痛改前非ꎬ以善待人ꎬ以德报怨ꎬ在关键时刻放走多年间一直在追踪他并且试图揭穿他

“逃犯”身份的警长沙威ꎬ以切实的行动实践了宽恕怨敌的命题ꎮ 这样的宽恕在许多年间难以被

我们所认同ꎬ这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敌意、仇恨、斗争、宽恕的偏狭理解有密切的关联ꎮ
在此意义上ꎬ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转生也改变了西门闹的心性ꎬ让他从固执地为自己的冤

案念兹在兹ꎬ到逐渐丧失了仇恨和怨怼ꎬ对历史往事产生了新的理解ꎮ
土改运动中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ꎬ对自己遭枪决的命运感到很冤屈ꎮ 他认为自己土地虽然

多ꎬ却没有血腥气ꎬ自己善于经营ꎬ而且在村子里做过很多善事ꎬ并非罪大恶极、为富不仁ꎮ 阎王

要他忘却前生往事ꎬ要他喝下足以遗忘一切冤仇的孟婆汤ꎬ以便无牵无挂地转世投胎重新做人ꎮ
但是ꎬ西门闹的满腔冤屈刻骨铭心ꎬ绝不轻言忘却ꎮ 为此ꎬ他在地狱里经受了惨烈的酷刑ꎬ下油锅

被炸得浑身酥脆ꎬ苦不堪言ꎬ绝顶顽强的意志几乎崩溃ꎬ但他坚持了下来ꎬ因为坚执己见而苦熬苦

忍很久ꎬ他不甘心因为最后一刻的软弱而前功尽弃ꎬ功亏一篑ꎮ 为了惩罚他的拒绝遗忘ꎬ阎王判

他要经历六道轮回ꎬ经磨历劫达半个世纪ꎮ 他一边进行自我蜕变ꎬ一边也作为 ２０ 世纪后半叶中

国历史的在场者ꎬ作为蓝脸一家几代人的命运、高密东北乡的兴衰和当代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见

证人ꎬ历尽沧桑ꎬ经历了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悲喜剧ꎮ 西门闹在极富本土特色的变形记中ꎬ
一面是人性与动物性的彼此消长ꎬ人性的执拗与无奈ꎬ逐渐让位于动物的本能与狂欢ꎻ另一面ꎬ也
是更为重要的一面ꎬ则是西门闹在与命运的抗争中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怨恨心态ꎬ趋于宽容和

平和ꎮ
在第四部“狗精神”中的结尾部分ꎬ西门闹经历了驴牛猪狗的转生ꎬ狗的仇恨心态还没有完

全消磨尽净ꎮ 西门狗与新就任的阎王之间ꎬ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ꎮ
　 　 我走到自己的墓圹前ꎬ跳下去ꎬ沉下去ꎬ一直沉到那座灯光辉煌的蓝色宫殿中ꎮ 殿上的

鬼卒们都在交头接耳ꎮ 大堂上的阎王ꎬ是一个陌生的面孔ꎮ 没待我开口他就说:
“西门闹ꎬ你的一切情况ꎬ我都知道了ꎬ你心中ꎬ现在还有仇恨吗?”
我犹豫了一下ꎬ摇了摇头ꎮ
“这个世界上ꎬ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ꎬ”阎王悲凉地说ꎬ“我们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

灵魂ꎬ再转生为人ꎬ但总有那些怀有仇恨的灵魂漏网ꎮ”
“我已经没有仇恨了ꎬ大王!”
“不ꎬ我从你的眼睛里ꎬ看得出还有一些仇恨的残渣在闪烁ꎬ”阎王说ꎬ“我将让你在畜生

道里再轮回一次ꎬ但这次是灵长类ꎬ离人类已经很近了ꎬ坦白地说ꎬ是一只猴子ꎬ时间很短ꎬ只
有两年ꎮ 希望你在这两年里ꎬ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干净ꎬ然后ꎬ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时辰ꎮ”①

此前的阎王ꎬ注重的是要让西门闹屈从于他的权威ꎬ不惜以酷刑和轮回惩罚他的冥顽不化ꎻ
这里的阎王换了新面孔ꎬ不仅通情达理ꎬ而且高瞻远瞩ꎬ他不愿意让一个怨恨未消的西门闹重返

人间ꎬ不愿意人间有新仇旧恨继续扩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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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西门闹的六道轮回ꎬ不仅是佛家的一个定数ꎬ而且是怨恨的解脱和心灵的超越ꎬ是对

“冤冤相报”的果断放弃ꎬ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轮回的积极化解ꎮ
放弃冤屈和怨恨ꎬ清清爽爽ꎬ重新做人ꎮ 西门闹和村民们的经历ꎬ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ꎮ
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相当一段时间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倾向ꎮ 在这样

的理论指导下ꎬ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ꎬ笼罩在人为制造出来的彼此敌意和仇视中ꎬ人际关系非

常紧张ꎮ 莫言多次讲到ꎬ他们家的上中农成份ꎬ让父亲常年心情压抑ꎬ也让莫言自己的参军梦几

次破灭———上中农在当年的社会地位排序中ꎬ处于边缘状态ꎬ还不是最差的ꎻ“走资派”“地主富

农”和“右派分子”被直接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ꎬ他们的处境就更加恶劣ꎮ 将这样的现实写成文

学作品ꎬ就像«生死疲劳»中描写的那样ꎬ为了集体化还是单干的选择ꎬ历史付出沉重的代价ꎬ同
样是穷人的蓝脸和洪泰岳之间ꎬ也经常处于威逼利诱和负隅顽抗的敌对状态中ꎮ 西门闹的遗孀

白氏以及他们的儿女ꎬ更是在阶级斗争的巨大阴影下饱经摧残ꎮ
对于这样的历史往事ꎬ应该如何清理ꎬ如何诉说ꎬ是令我们在当下非常困扰的难题ꎮ 这样的

难题ꎬ可以从政治层面、历史层面着手ꎮ 莫言作为作家ꎬ则选择了从人性的角度去介入ꎮ 他对历

史的沉重和严酷进行直言不讳的描写ꎬ对历史之恶、时代之痛表现出直面的勇气ꎬ因此被称为

“残酷叙事”“暴力美学”ꎻ同时ꎬ在明了历史之恶、时代之痛的同时ꎬ莫言经常强调ꎬ生活中总是有

着欢乐、温暖的一面ꎬ有着超越于苦难和血腥的坚韧生命和广阔人性ꎮ 如果说ꎬ对人性进行理性

的思索是莫言自成年之后开始的ꎬ那么ꎬ人性中的宽恕和博爱则是莫言自少年时从母亲那里得到

润物无声的教化的ꎮ 这就是在他的荣获诺奖的演说«讲故事的人»中一口气讲出的拾麦穗的故

事、吃饺子的故事和卖白菜的故事ꎮ 莫言对于和解与宽恕的思考ꎬ还需要一种更高的视角ꎮ 除了

仁慈母亲的耳濡目染ꎬ莫言还从基督教、佛教和民间文化中得到了相当的支持ꎮ 历史山重水复ꎬ
恩仇盘根错节ꎬ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ꎬ以斗争为荣ꎬ亦以斗争为乐ꎬ人们彼此之间的互相伤

害ꎬ走马灯般轮转ꎬ要将既往的恩怨理出头绪ꎬ一一列入账目ꎬ以眼还眼ꎬ以牙还牙ꎬ显然是不可能

的ꎮ 这也不可能由此斩断一切恩仇ꎮ 现实更加需要的是有一个彼此谅解和宽松的情境ꎬ让人们

告别既往ꎬ摆脱时代、家族的仇恨与报复的轮回ꎬ用新的姿态开创未来ꎮ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呢? 莫言给出的方案是ꎬ放弃怨恨ꎬ理解生活ꎬ与历史、与现实、与曾经的

敌人和解ꎮ 这样的态度ꎬ从哲学理论上加以阐述ꎬ就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从儒家传统

开出的药方ꎬ仇必和而解ꎮ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ꎬ冯友兰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ꎬ得出

了发人深省的结论ꎮ 针对曾经流行一时的“斗争哲学”ꎬ“斗则进ꎬ不斗则退”———冯友兰将其概

括为“仇必仇到底”ꎻ冯友兰在斗争与统一中强调统一的优先与绝对ꎬ统一是必然的ꎬ斗争是其次

的:“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ꎬ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ꎬ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ꎮ 这个‘先’是逻

辑上的先ꎬ不是时间上的先ꎮ 用逻辑的话说ꎬ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ꎬ含蕴它们的统一性ꎬ而不

含蕴它们的斗争性ꎮ”冯友兰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ꎬ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

斯有对ꎬ对必反其为ꎻ有反斯有仇ꎬ仇必和而解ꎮ’(«正蒙太和篇»)”冯友兰放眼人类ꎬ说:“‘仇
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ꎬ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

道路ꎮ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ꎮ”当下的中国ꎬ倡导建立和谐社会ꎬ也正是从

“仇必仇到底”转向“仇必和而解”ꎮ 正如冯友兰所言ꎬ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

解’的路线ꎮ 这是一个大转弯ꎮ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ꎬ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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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一生经历过漫长的 ２０ 世纪ꎬ经历过诸多的艰难坎坷ꎬ也经受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

喧嚣一时ꎮ 痛定思痛ꎬ他的这段话语ꎬ对于回顾和总结历史ꎬ具有强烈的针对性ꎬ发人深省ꎮ 莫言

作为一个后来者ꎬ也加入了这样的思想者的行列ꎬ呼唤人们弥合内心的伤痛ꎬ与历史与现实实现

和解ꎮ 他不是没有表达仇恨的意愿和能力ꎬ«红高粱»和«酒国»ꎬ«天堂蒜薹之歌»和«檀香刑»就
足以为证ꎮ 因此ꎬ不要轻易地指责莫言在“和稀泥”ꎬ而是应该将其看作是一种否定之否定ꎬ一种

螺旋式上升ꎬ一种历史、对人性的新的理解ꎮ

告别“斗士”心态ꎬ走向坦荡人生

对于当代中国的斗争哲学ꎬ莫言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ꎮ 他写了«生死疲劳»中不妥协的

“斗士”洪泰岳ꎬ在 ２０１７ 年的新作«斗士»中又写了乡村中两个互为镜像、斗争不已的人物ꎬ已经

退休的村支书方明德和潦倒一生的破落子弟武功ꎬ堪称是“仇必仇到底”的鲜活样板ꎮ
方明德有着骄傲的革命资历ꎬ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三等残废军人ꎬ执掌乡村的权柄多

年ꎬ声威显赫ꎬ不无欺男霸女的劣迹ꎮ 不过ꎬ在“我”的父亲看来ꎬ“他干了不少坏事ꎬ但性子还是

比较直的”ꎬ颇有些一分为二的眼光ꎬ对方明德不无赞许之意ꎮ 在政治上ꎬ方明德又是极左思潮

熏陶出来的坚定战士ꎬ对变革时代的现实怀有强烈不满ꎮ 已经退休的他ꎬ本来可以像许多乡村老

人一样安享晚年ꎬ但却对现实愤愤不平ꎬ崇尚“生命不息ꎬ战斗不止”ꎬ在睡梦中都在想要“战斗”ꎮ
这里要补充一句ꎬ“生命不息ꎬ战斗不止”“斗争哲学”“斗则进ꎬ不斗则退”都是在“文革”时期非

常流行的口号ꎮ 与方明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武功ꎬ人生的大半时期都生活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的年代ꎬ他无权无势ꎬ穷困潦倒ꎬ因为家庭出身不好ꎬ没有能力成家ꎬ身体单薄ꎬ在和别人的打斗

中ꎬ从来没有赢过对手ꎻ武功也曾经被方明德为贪图一副围棋子未遂ꎬ而借故进行吊打ꎮ 他理当

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ꎬ但却以自己的方式不依不饶地进行“斗争”和报复:张扬他人的隐私、毒
杀仇家的家畜、毁坏敌手的庄稼、纵火、恐吓ꎮ 一辈子都生活在无休无止的怨恨与报复中ꎬ反而让

方明德和全村人都对他产生畏惧之心ꎮ 他的晚年ꎬ已经进入告别“斗争岁月”已久的 ２１ 世纪ꎬ他
成了村子里的五保户ꎬ托社会和村庄之福ꎬ生活有了保障ꎬ理当心存感恩之心ꎬ却仍然旧习未除ꎬ
毫无由来地表现他的嫉妒与仇恨ꎬ将一口痰吐在他人的汽车车顶上ꎮ 在作品中ꎬ“我”这样祈愿ꎬ
“他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ꎬ该当平和点了吧”ꎬ“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了ꎬ但我

希望他从今往后ꎬ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ꎮ 他的仇人们ꎬ死的死ꎬ走的走ꎬ病的病ꎬ似乎他是一个笑

到最后的胜利者ꎬ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①ꎮ
莫言是有襟怀的ꎮ 他从社会底层辨识出武功这样的“凶残的弱者”ꎬ能够对其行为的动机有

善意的理解ꎬ更会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ꎬ直接表达出第一人称之“我”对他的祈愿ꎮ 这样的写法ꎬ
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故乡»ꎬ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和豆腐西施杨二嫂ꎬ也想到鲁迅«故乡»结尾

处的衷心祝愿———
　 　 我躺着ꎬ听船底潺潺的水声ꎬ知道我在走我的路ꎮ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ꎬ但
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ꎬ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ꎮ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ꎬ又大家隔膜起来

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ꎬ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

辛苦麻木而生活ꎬ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ꎮ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ꎬ为我们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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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生活过的ꎮ①

倡导和解ꎬ并非出自莫言的一厢情愿ꎮ 除了像母亲那样ꎬ能够以宽广的胸襟面对、谅解曾经

虐待和殴打自己的乡民ꎬ和解的力量还来源于乡村中的劳动ꎮ 当代中国的仇恨之根源ꎬ出自阶级

论、血统论ꎬ根据某种政治的或经济的评价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敌我友仇ꎬ在激烈的敌意与斗争

中制造高压下的动态平衡ꎮ 但是ꎬ乡村生活中还有同样不容忽视的另一面:劳动和劳动技能的展

现ꎮ 莫言描写过乡村中各种各样的劳动ꎬ木匠铁匠ꎬ放牛骟牛ꎬ捕鱼捉蟹ꎬ种麦割麦ꎬ采摘棉花ꎬ推
磨拉碾ꎬ这些都是具有很高技能性的ꎬ是一个人的人品、阶级成分、社会身份、经济状况所难以替

代的ꎬ由此形成另一种价值评判系统ꎬ同样也协调着乡村人际关系的格局ꎮ 而且ꎬ这些劳动技能

的展现ꎬ经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ꎬ也难以被别的因素遮蔽或者抹杀ꎮ «透明的红萝卜»中
的黑孩来到修水利的工地拉风箱ꎬ他会被老铁匠和小铁匠配合默契的打铁场面所迷醉ꎮ «月光

斩»中铁匠父子为了捍卫职业和自身的声誉ꎬ舍命而为ꎬ当宝刀打制成功ꎬ一个个气绝身亡ꎮ 割

麦能手张大力(«麻风的儿子»)ꎬ孙敬贤(«地主的眼神»)ꎬ一个是因为母亲患麻风病而招人嫌

弃ꎬ生怕通过他而感染麻风病ꎬ一个是因为地主成分被贬为最卑贱的人ꎬ被贫协主席任意呵斥不

容分辩ꎬ但他们的高超技艺仍然可以赢得人们的敬意ꎮ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开篇之处ꎬ就是

对被发落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一群右派的热烈赞歌———为他们高于常人的知识和技能ꎮ 作品

的中心人物朱总人ꎬ家庭是富农ꎬ本人是右派ꎬ而且其貌不扬ꎬ还是个驼背ꎬ但他竟然成为背跃式

跳高的第一人ꎬ何等了得ꎬ当然会赢得人们的尊重ꎮ 在这样的氛围下ꎬ人物自身的质量ꎬ超越其各

种政治经济标签ꎬ不仅消解了人为制造的重重敌意ꎬ还让他们在周边的人群中获得相当的赞许与

敬意ꎬ改善了他们的处境ꎮ

悲悯广被:从“红眼睛阿义”到刽子手赵甲

如果说ꎬ实现怨恨的消弭ꎬ实现和解ꎬ可能使人们都处在一个平行的层面ꎬ大悲悯则是具有一

个更高的视角ꎮ «左镰»因为篇幅短小ꎬ我们无从得知田奎对生活的宽恕与和解ꎬ其思想来源在

何处ꎻ«生死疲劳»的忘却怨恨ꎬ不是来自西门闹自身ꎬ而是那个面孔陌生新上任不久的阎王的指

点迷津ꎮ 这个超越性的视角可以是隐身的ꎬ但它的存在ꎬ在«檀香刑»中ꎬ确实提升了作品的品

格ꎮ 这就是莫言从鲁迅那里学来的ꎬ不但同情弱者ꎬ也悲悯强者ꎮ 在«药»中ꎬ华老栓一家和他们

的邻人ꎬ都是可怜的蒙昧愚钝者ꎬ那个狱卒红眼睛阿义ꎬ在夏瑜眼中ꎬ也是可怜之人ꎮ 他向阿义宣

讲ꎬ“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②ꎬ对其进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ꎬ愚昧的阿义无法理解个中

的含义ꎬ反而因为从夏瑜身上敲诈钱财未能成功ꎬ向夏瑜施以拳脚暴虐ꎮ 莫言就此指出ꎬ夏瑜的

眼光太高了ꎬ对狱中虐待他的红眼睛阿义ꎬ超越了简单的憎恶ꎬ看到其作为愚昧爪牙的可怜ꎮ 这

一笔ꎬ表现出鲁迅的深刻与洞察ꎬ莫言能够从«药»中发现这一点ꎬ也可谓见识不凡ꎮ 鲁迅对红眼

睛阿义的怜悯ꎬ启发了莫言ꎻ莫言在«檀香刑»中ꎬ将悲悯遍及每个人物身上ꎬ也延展到刽子手赵

甲身上ꎮ
«檀香刑»的情境设定ꎬ围绕着一场酷刑而展开ꎬ在生命与死亡的极限状况下ꎬ检验几个极不

寻常的人物的灵魂ꎮ 作品对灵魂的剖析和袒露ꎬ不仅是聚焦在孙丙、孙眉娘、钱丁这样作家予以

正面肯定的人物身上ꎬ而且ꎬ对于冷酷的刽子手赵甲ꎬ也给予他自我辩白的权利ꎬ使得在常人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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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杀人狂ꎬ得以阐述自己的行为合理性ꎮ 而且ꎬ为了让他们每个人都

有直抒胸臆的机会ꎬ莫言将孙丙设定为猫腔演员ꎬ从而引入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ꎬ不仅将作品的

语言向戏剧唱腔靠拢ꎬ还安排了戏剧舞台式的情境ꎬ让每个人都像登台演出的演员一样ꎬ有大量

的自我表白ꎬ有各自的抒情唱段ꎬ在多人称叙事的复调中ꎬ让几位同属于人生强者的主要人物ꎬ在
灵魂的层面上发生激烈的碰撞ꎬ迸发出耀眼的火花ꎮ

在作品中ꎬ已经退休回到高密的皇家刽子手赵甲ꎬ有这样一段道白:
　 　 儿子ꎬ咱爷们出头露面的机会来到了ꎮ 你爹我原本想金盆洗手ꎬ隐姓埋名ꎬ糊糊涂涂老

死乡下ꎬ但老天爷不答应ꎮ 今天早晨ꎬ这两只手ꎬ突然地发热发痒ꎬ你爹我知道ꎬ咱家的事儿

还没完ꎮ 这是天意ꎬ没有法子逃避ꎮ 儿媳ꎬ你哭也没用ꎬ恨也没用ꎬ俺受过当今皇太后的大恩

典ꎬ不干对不起朝廷ꎮ 俺不杀你爹ꎬ也有别人杀他ꎮ 与其让一些二把刀三脚猫杀他ꎬ还不如

让俺杀他ꎮ 俗言道ꎬ“是亲三分向”ꎬ俺会使出平生的本事ꎬ让他死得轰轰烈烈ꎬ让他死后青

史留名ꎮ①

让刽子手赵甲说话ꎬ让他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护ꎬ让他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一生的回顾ꎬ«檀
香刑»的创作表现出莫言对于人性探索的深化和拓展ꎮ 在此前的作品中ꎬ莫言是很少在这样的

反面人物身上用力气下功夫的ꎮ 而且ꎬ在莫言登上文坛之前的几十年里ꎬ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派

人物一直是脸谱化模式化的ꎮ 他们的邪恶和歹毒ꎬ他们的残忍和虚弱ꎬ得到了尽情的揭示ꎬ而他

们的心灵世界却是很少被认真考察的ꎮ 这些反派人物ꎬ由于大小地主家庭的出身ꎬ由于反动军

官、暗藏特务的身份ꎬ由于金钱美女升官发财的巨大诱惑ꎬ规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ꎬ也遮蔽了他们

的个体性格ꎮ 作家只能用从里到外都坏透了这样的笔触对这些历史上的罪人做简单化处理ꎬ一
不留神还会触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禁忌ꎮ 在«威尼斯商人»中ꎬ莎士比亚让高利贷者夏洛克为自

己的贪婪和冷酷辩护ꎬ为世世代代遭受迫害和指责的犹太人鸣冤ꎬ在«九三年»中ꎬ雨果对叛军首

领朗特纳克的行为和内心作出云泥两端的拓展ꎬ让他的极恶与极善都跃然纸上ꎮ 这些笔墨ꎬ都极

大地丰富了作品的精神空间ꎬ对人性的错综复杂做出精彩的显影ꎮ 茅盾笔下雄心勃勃又狡诈投

机的吴荪甫(«子夜»)ꎬ巴金笔下既专制冷酷终又泛起些许祖孙温情的高老太爷(«家»)ꎬ曹禺让

周朴园最终将周公馆捐出来办教会医院的善举(«雷雨»)ꎬ都富有深刻的心理蕴涵ꎮ 自 １９５０ 年

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ꎬ却在许多时候回避了对反派人物的精心塑造ꎮ 一个明显的例子ꎬ就是在

最后定型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ꎬ杨子荣始终居于高光亮的中心位置ꎬ座山雕等群匪则是面

目狰狞、形象猥琐、光线阴暗、弯腰曲背ꎬ始终是围着杨子荣打转ꎬ以其卑微丑陋烘托杨子荣的高

大威猛、光彩照人ꎮ
这一现象ꎬ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根本扭转ꎮ 赵甲的形象刻画就是一个重要的突

破ꎮ 赵甲充当了一辈子的刽子手ꎬ将酷刑练成一门艺术ꎬ要有何等强大的内心世界? 赵甲并不是

天生冷血ꎬ他少年时父母双亡ꎬ流浪到北京ꎬ为了求生ꎬ误打误撞地成为皇家刽子手中的一员ꎮ 初

上刑场当行刑助手ꎬ他也有过内心崩溃的时刻ꎮ 但是ꎬ年深日久ꎬ在大量的施刑中ꎬ他练出了铁血

心肠ꎬ为自己的职业做出充分的合法证明ꎬ为其涂上神圣的光芒———在他心目中ꎬ他的酷刑杀人ꎬ
不是他个人的心狠手辣ꎬ而是作为朝廷权威的重要代表ꎬ执行王朝的意志ꎮ 他曾经受到的皇家赏

赐ꎬ更强化了他的这种心态ꎮ 因此ꎬ他不但终身无悔ꎬ还要将这门“手艺”传授给儿子ꎮ 对于儿媳

孙眉娘ꎬ他的道白ꎬ与其让手艺不精的别人给孙丙施刑遭受许多额外的痛苦ꎬ不如技艺娴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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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全”这位亲家公ꎬ这也不是没有一定的说服力的ꎮ 让刽子手说话ꎬ这似乎是一个特例ꎬ赵甲

的内心世界ꎬ也有了可以理解的一面ꎮ
这样做ꎬ当然不是模糊了善与恶、是与非的界限ꎬ而是获得了更高的视界ꎬ一种大悲悯ꎮ 不但

悲悯祥林嫂、闰土这样被社会欺凌的弱者ꎬ而且有足够的气度ꎬ悲悯赵甲这样横行无忌的强者ꎮ
在至高的视角下面ꎬ所见皆是悲剧ꎬ众生平等ꎬ无论高下强弱ꎮ

“盗亦有道”:赵甲自证清白背后的现实参照

赵甲这样冷血的刽子手ꎬ身份独特ꎬ精神幽暗ꎬ莫言却竭力去窥探其心灵的黑洞ꎬ梳理其自身

的行为逻辑———终其一生ꎬ以杀人炫技为其最高使命和最高荣耀ꎬ自命为维护皇家权威的工具ꎻ
既然是工具ꎬ就排除了任何人性的和道德的思考与担当ꎬ却一心要把酷刑杀人的技艺发挥得出神

入化ꎬ富有其值得炫耀的创造性ꎮ 这样的揣测ꎬ当然是莫言一家之言ꎬ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ꎮ
一是法国刽子手世家夏尔桑松家族的相关记述ꎮ 这个夏尔桑松家族ꎬ自 １６８８ 年至

１８４７ 年间ꎬ拥有 ７ 代人 ２００ 多年的行刑历史ꎬ可谓是世界奇观ꎮ 这个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夏尔
亨利桑松ꎬ在一次诉讼中为自己的刽子手身份作辩护时ꎬ竟然以进为退ꎬ破天荒地为自己争取

贵族的头衔ꎮ 他这样声辩说:
　 　 我敢说ꎬ先生们ꎬ罪犯害怕的不是你们的宣判ꎬ也不是执达员用来书写判决书的羽毛笔ꎬ
而是我的利剑ꎮ 这利剑的合法性ꎬ刽子手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从国王那里ꎬ是从国王需要惩

罚罪恶、保护无辜的历史使命中得来的! 而我ꎬ则是这个宝物的保存者ꎬ它是王权中最漂亮

的特权ꎬ也是国王最有别于普通人的特权ꎮ
确实ꎬ刽子手履行公务时需要杀人ꎬ可如果这是国家的需要ꎬ那还有什么可耻的呢? 我

们不是给了那些以杀人为使命的军人足够多的荣誉吗?①

就是这位桑松四世ꎬ在法庭上公开要求为自己获得贵族身份ꎮ 虽然他的要求没有被获准ꎬ但
是ꎬ针对他的诉讼也因此中止ꎬ他对自己职业之合法性与神圣性的申辩被法庭接受ꎮ 此后ꎬ他经

历过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天地翻覆ꎬ亲手处死过路易十六、玛丽皇后、丹东、罗伯斯庇尔等数千人ꎬ
还发明了提高效率、减少痛苦的断头台取代传统的处死方式ꎬ成为刽子手家族中最为传奇的

人物ꎮ
在一次演讲中ꎬ莫言说道:“我们分析了罪犯的心理、看客的心理ꎬ那么这个杀人者———刽子

手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刽子手这个行当是非常低贱的ꎮ 上世纪 ９０ 年代的时候我们

翻译过一本法国小说———«合法杀人家族»ꎬ那个家族的后代很多都愿意承认自己的出身ꎬ他们

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用怎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把这个活干下来的? 对于这个ꎬ我在«檀香刑»中
作了很多分析ꎮ 他(指赵甲———引者)认为:‘不是我在杀人ꎬ而是皇上在杀人ꎬ是国家在杀人ꎬ是
法律在杀人ꎬ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ꎬ我是在替皇上完成一件工作ꎮ’后来ꎬ他又说:‘我是一个手艺

人ꎬ我是在完成一件手艺ꎮ’”②

作为理解这种心态的又一证明ꎬ是莫言讲到的ꎬ他对于曾经参与过张志新案件行刑者的询

问ꎮ 莫言讲到了“文革”中的两位殉难者张志新和林昭:这两位英勇的年轻女性ꎬ坚持对荒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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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批判立场ꎬ先是被捕入狱ꎬ后来被绑赴刑场执行死刑ꎮ 更令人震撼的是ꎬ行刑之前ꎬ因怕张志

新喊出什么悖逆现实的话来ꎬ竟惨无人道地把她的喉管切断ꎮ 粉碎“四人帮”之后ꎬ张志新得到

了平反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ꎮ 这一暴行披露出来ꎬ曾经激起很大的汹汹舆情ꎮ 很偶然地ꎬ莫言接

触到该事件的一个参与者ꎬ并且与其有过交谈ꎻ并非偶然ꎬ莫言把执着的历史反思、人性之问融入

了赵甲的形象之中———
　 　 在离我故乡不远的一个地方ꎬ有一位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山东人ꎬ是公安系统的ꎬ老了以

后回家养老ꎬ恰好就是张志新案件的一个参与者ꎬ就是说张志新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正好是

执法人员之一ꎮ 后来我认识了他ꎬ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人把张志新的喉管给切断的?”他支

吾其词ꎮ 现在张志新平反了ꎬ我就问他:“把张志新喉管切断了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会

不会忏悔呢? 会不会感到他的一生当中犯了一件沉重的罪行呢?”他说:“不会的ꎬ这一切都

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ꎬ切断张志新的喉管是为了防止她说出反革命言论ꎮ 即便你不切ꎬ我
不切ꎬ总有一个人要来切的ꎮ”①

莫言不但赋予赵甲以自证清白的权利ꎬ还赋予其丰富复杂的性格ꎮ 赵甲身为皇家首席刽子

手ꎬ志得意满ꎬ但他也恪守着行规ꎬ每逢腊八节ꎬ他会和手下人一起到广济寺ꎬ去排长队领寺庙施

舍的热粥ꎬ排队领粥不是为了果腹ꎬ而是遵循着老辈儿刽子手留下来的规矩ꎮ 按照他的师傅的解

释ꎬ历代刽子手在腊月初八日来庙里领一碗粥喝ꎬ是为了向佛祖表示ꎬ干这一行ꎬ与叫花子的乞讨

一样ꎬ也是为了捞一口食儿ꎬ并不是他们天性喜欢杀人ꎮ 所以ꎬ这乞粥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自

己的贱民身份的认同ꎮ 赵甲也会对廉洁奉公、以平等之心对待自己的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充满

敬佩和感恩之心ꎬ在为其行刑的刑场上ꎬ悄然动容ꎬ良知复萌ꎮ “每当执刑完毕ꎬ洗净了手脸之

后ꎬ他并不感觉到自己刚刚杀了人ꎮ 一切都迷迷糊糊ꎬ半梦半醒ꎮ 但今天ꎬ他感到那坚硬的鸡血

面具ꎬ宛如被急雨打湿的墙皮ꎬ正在一片一片地脱落ꎮ 深藏在石缝里的灵魂ꎬ正在蠢蠢欲动ꎮ 各

种各样的情感ꎬ诸如怜悯、恐怖、感动如同一条条小小溪流ꎬ从岩缝里汩汩渗出ꎮ 他知道ꎬ作
为一个优秀的刽子手ꎬ站在庄严的执刑台上时ꎬ是不应该有感情的ꎮ 如果冷漠也算一种感情ꎬ那
他的感情只能是冷漠ꎮ 除此之外的任何感情ꎬ都可能毁掉他的一世英名ꎮ 他不敢正视六君子ꎬ尤
其是不敢看到与他建立了奇特而真诚友谊的原刑部主事刘光第大人ꎮ 只要一看到刘大人那被怒

火燃烧得闪闪发光的眼睛ꎬ他的从没流过汗水的手ꎬ马上就会渗出冰冷的汗水ꎮ 他抬高眼睛ꎬ去
看那群盘旋不止的白鸽ꎮ 它们在翱翔中招展的翅膀ꎬ晃花了他的眼睛ꎮ”他所能做的ꎬ就是使出

浑身解数ꎬ干净利落地下刀子ꎬ“用自己高超的技艺ꎬ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ꎮ②

一个刽子手之令人费解的冷血心态ꎬ在莫言的视野中ꎬ竟然会具有如此丰厚的心理蕴涵ꎮ 它

是针对逝去未远的社会现实的ꎬ针对张志新、林昭等“文革”遇难者遭遇的非人处境有感而发ꎬ又
借助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家族故事予以辅助ꎬ凝聚为«檀香刑»中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奖

励的赵甲形象ꎮ 反过来ꎬ赵甲的形象ꎬ又折返到现实和社会心理之中ꎬ引起人们强烈的反省ꎬ可以

说是煞费苦心ꎮ

大悲悯需要拷问灵魂的维度

面对赵甲ꎬ我们的批判心态是容易产生的ꎮ 赵甲的思维逻辑ꎬ经过严密的揭示ꎬ也不再是神

１２

①

②

莫言:«我为什么写作(在绍兴文理学院的讲演)»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３ / １０２３ / ２２ / １０５４７４８５＿３２３６３９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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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檀香刑»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９、２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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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隐晦而无法理解的了ꎮ 我们可以和他进行人性层面的对话与沟通ꎬ他的行为逻辑ꎬ其实也是我

们在处理许多事务时所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的ꎮ 进一步而言ꎬ莫言不但是从赵甲形象中看到了罪

恶ꎬ还看到了悲悯ꎬ这就需要进行相当的阐释了ꎮ
阐释鲁迅的«药»时ꎬ莫言这样说:“我想这种对弱势的怜悯ꎬ当然也很宝贵ꎬ也很高贵ꎬ假如

我们能够深入到对强势群体的一种可怜上ꎬ像鲁迅讲的ꎬ夏瑜这个革命者的眼光就太高了ꎬ你真

可怜ꎬ你彪形大汉ꎬ你膀大腰圆ꎬ你手握屠刀ꎬ你声若洪钟ꎬ拳头比我脑袋都大ꎬ但是你没有灵魂ꎬ
我可怜你们ꎮ 我想林昭也是这样ꎬ我是一个弱女子ꎬ被你们关了十几年ꎬ我已经是伤痕累累ꎬ百病

缠身ꎬ但面对你们这种虐待ꎬ你们这种酷刑ꎬ我不恨你们了ꎬ我可怜你们ꎬ我同情你们ꎬ这个我觉得

就上升到一种宗教的高度ꎬ不是一般意义上廉价的东西了ꎮ”①悲悯弱者也悲悯强者ꎬ悲悯善良无

助的弱者ꎬ也悲悯血腥残暴的强者ꎬ这是否就抹杀了善恶美丑的存在ꎬ变作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

义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ꎮ 悲悯众生ꎬ是悲悯他们各自的命运ꎬ更是从那些邪恶的权势人物那里

反观自身ꎬ发现自己心灵中的幽暗和卑污ꎬ引发自我的灵魂拷问ꎮ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提出ꎬ能否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ꎬ关键是要具

有“长篇胸怀”ꎬ要有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ꎬ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ꎬ“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的大感悟ꎮ 其中最重要的、莫言着力加以阐释的是大悲悯:其一ꎬ大悲悯不能回避罪恶和肮脏ꎬ不
能掩盖人类的邪恶和丑陋ꎮ 其二ꎬ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去看ꎬ好人和坏人ꎬ都是可怜的人ꎻ小悲悯只

同情好人ꎬ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ꎬ而且也同情恶人ꎮ 其三ꎬ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ꎬ不袒露自我心中

的恶ꎬ不是悲悯ꎬ甚至是无耻ꎮ 只有正视人类之恶ꎬ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ꎬ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

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ꎬ才是真正的悲剧ꎬ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ꎬ
才是真正的大悲悯ꎮ②

这就是人性的辩证法ꎮ 我们都愿意相信真善美ꎬ厌弃假恶丑ꎬ但从根本意义上说ꎬ假恶丑也

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现象ꎮ 在人性的深处ꎬ都有一个幽暗的角落ꎬ让人无法

直视ꎮ 为善与为恶ꎬ都具有相当的可能性ꎬ两者间也难有绝对的间隔ꎮ 许多时候ꎬ只要有一个适

当的理由ꎬ人们就会逾越善恶的边界ꎬ失去判断的能力ꎮ 比如说ꎬ赵甲并不是嗜血之徒ꎬ他对于酷

刑和虐杀ꎬ也不是天性使然ꎮ 为了求生而充当了职业刽子手ꎬ数十年间修成正果ꎬ成为京城第一

刽子手ꎬ“砍下的人头车载船装ꎬ不计其数”ꎮ 但是ꎬ用一生去从事这种对鲜活生命的屠戮ꎬ要靠

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够支撑呢? 由此而反观自身ꎬ有没有这样的辨识能力和抵抗能力ꎬ坚定不移地

抵抗邪恶和残暴呢? 认识这个事实是很残酷的ꎬ这比一味地遮蔽丑恶的存在ꎬ或者认为丑恶只是

暂时的表象更需要坚强的理性和直面现实的勇气ꎮ 而且ꎬ在莫言这里ꎬ看到假恶丑的无法避免ꎬ
不等于无所作为ꎬ发现某种错误的邪恶的行为和动机ꎬ不仅是坏人恶人的专利ꎬ而是同样地潜伏

在许多人身上ꎬ它的意义在于引起反躬自省ꎬ引起自我的警觉ꎮ 就像莫言在谈论赵甲时所言ꎬ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刽子手———这话说得非常重ꎬ但是ꎬ当我们回顾当年往事ꎬ«枯河»中的小虎就

是被权势炙手可热的村支书和无能怯懦的父亲兄长轮番殴打导致自杀ꎬ村民们却冷漠视之ꎻ«左
镰»中田奎的父亲用斧头剁掉儿子的右手ꎬ似乎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指责他的残忍ꎮ 在北京大

学的一次演讲中ꎬ莫言也讲到过他在“文革”初期参与批斗学校的老师并且向一向关心自己的老

师身上扔石头的往事ꎬ并且对此深表忏悔ꎻ莫言«卖白菜»一文中讲到的故意多算了买菜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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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莫言、孙郁:«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孙郁对话录»ꎬ«莫言对话新录»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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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往事ꎬ也是自曝其丑ꎮ 这也是莫言倡导拷问灵魂的明确参证吧ꎮ

往事追寻:«雷雨»的被阉割与悲悯情怀的放逐

不仅是莫言在思考和解与悲悯的命题ꎬ近年来ꎬ文坛呼唤悲悯情怀的声音日渐强烈ꎮ 这是因

为中国历史与现实中仍然有种种怨恨的淤积ꎮ 近代以来的中国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战争却没

有沉沦ꎬ这依赖于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复兴而寻找和开辟道路的先行者ꎬ也依赖于那些在广袤土

地上辛勤劳作、英勇战斗的农民ꎮ 但是ꎬ在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社会的与人性的因素作用

下ꎬ对社会与人群的撕裂与摧残ꎬ都将憎恨与敌意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ꎮ 历史的层层累积ꎬ尚
且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理和化解ꎬ而现实生活中各种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因为在道路上行车

时发生纠纷ꎬ就对他人痛殴不止ꎻ因为嫉妒同学的学业优秀ꎬ就在饮用水中掺入化学毒品ꎻ因为以

蛮力强制孩子读书ꎬ产生了不在少数的“虎妈”现实中的种种劣行ꎬ无不表现出利益冲突下

人性与良知的脆弱ꎮ 历史与现实、社会与心灵中的种种冲突ꎬ都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绝佳题材ꎮ 而

在表现各种社会的、心灵的冲突的同时ꎬ呼唤理解ꎬ倡导悲悯ꎬ则是经历过时代风风雨雨而走向成

熟的一代作家的共同追求ꎮ
理解悲悯的普泛意义并不容易ꎮ 一个明显的例子ꎬ就是戏剧大师曹禺«雷雨»的演出和阐释

之难ꎮ «雷雨»是曹禺 ２３ 岁时写出的旷世佳作ꎬ１９３４ 年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上ꎮ
它的时间限定在一天 ２４ 小时之内ꎬ上场的 ８ 个人物个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ꎬ而又通过各种社

会的、血缘的、伦理情感的关系扭成一团死结ꎬ它的人物语言更是五四新文学以来新型戏剧的标

高ꎬ令他人难以望其项背ꎮ
«雷雨»还是中国现代戏剧成熟的重要标志ꎮ ２０ 世纪初年ꎬ李叔同等在日留学生演出«茶花

女»«黑奴吁天录»ꎬ揭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ꎻ欧阳玉倩、洪深、田汉等第一代剧作家ꎬ则在 １９２０
年代的中国舞台大放异彩ꎮ 但是ꎬ直到«雷雨»在上海卡尔登大剧院连演一月有余、显示出话剧

对观众市场的极大号召力时ꎬ话剧这一新兴剧种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用剧院ꎮ 从 １９３５ 年起ꎬ
«雷雨»常演常红ꎬ经久不衰ꎬ其舞台魅力令人倾倒ꎬ后来还被改编为戏曲、电影和电视剧ꎮ

但是ꎬ在长达 ６０ 余年的时间里ꎬ«雷雨»都没有完整地在舞台上展现ꎬ它的序幕与尾声一直

阙如ꎮ 究其原因ꎬ一是因为戏剧演出时长的考虑ꎬ二是世人对于曹禺悲悯情怀的误读和漠视ꎬ而
且ꎬ后一个原因更为重要ꎮ

«雷雨»的故事核心是讲周鲁两家的恩怨情仇ꎮ 留学归来的豪门青年周朴园ꎬ与家中的年轻

女佣侍萍相恋ꎬ侍萍生下他们的儿子周萍和鲁大海后ꎬ却被周家赶出家门ꎻ侍萍抱着襁褓中的大

海投水自尽而意外获救ꎮ 留在周公馆长大成人之后的周萍ꎬ在专制压抑的家庭氛围中ꎬ先是与继

母繁漪同病相怜产生不伦情感ꎬ后来又贪恋家中女佣四凤的青春活力与之相爱ꎮ 在外地打工的

侍萍害怕自己的女儿四凤像青年时期的自己一样重蹈覆辙ꎬ被豪门子弟始乱终弃ꎬ赶到周家急欲

带四凤离开ꎬ不料却与周朴园、周萍、繁漪等逐一见面ꎮ 繁漪为了保护自己与周萍的爱情拼死一

搏ꎬ却无意中戳破周萍和四凤同为侍萍所生的真相ꎬ导致四凤、周萍和周冲三个青年人的猝然死

亡ꎬ给两个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ꎮ 贫富的悬殊ꎬ血缘的交错ꎬ命运的残酷ꎬ造成作品的悲剧ꎮ 也许

是为了减少作品的悲剧震撼力ꎬ更为了体现作品的悲悯情怀ꎬ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曹禺ꎬ为它设置

了必要的情感屏障ꎬ就是作品的序幕与尾声ꎮ 大幕拉开ꎬ已经是悲剧发生的 １０ 年之后的大年除

夕ꎬ少不更事的姐弟二人ꎬ跟随母亲来到周府改建的教会医院ꎬ隐隐约约地听闻当年发生的惨剧ꎬ
周朴园也在此时前来探望繁漪和侍萍两位疯病患者ꎬ并且由此引发出当年旧事ꎮ 尾声和序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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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相同ꎬ周朴园探望已经认不出他的侍萍ꎬ和看护修女谈到他们的另一个儿子鲁大海ꎬ修女希望

鲁大海的出现会唤起侍萍的记忆ꎬ周朴园悲哀地说ꎬ他已经找了鲁大海 １０ 年而未果ꎮ 此时雪花

飘落ꎬ更显示出这本该热闹欢庆的除夕的黯淡凄凉ꎮ
那么ꎬ曹禺悲天悯人的苦心ꎬ为何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ꎬ长达 ６０ 年之久呢?
曹禺对于«雷雨»的创作意图ꎬ有过明确的表示: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ꎮ 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ꎬ带着踌躇满志的

心情ꎬ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ꎬ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ꎮ 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

理解的———捉弄ꎬ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ꎬ或者环境的———捉弄ꎻ生活在狭的笼里

而洋洋地骄傲着ꎬ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ꎬ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

么? 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ꎮ 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

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ꎮ①

在曹禺心目中ꎬ«雷雨»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被命运残酷戏弄的悲剧性人物ꎮ 周冲和四凤是最

单纯最无辜的ꎬ他们是无意间走向了陷阱和死亡ꎻ周萍、繁漪、鲁贵、侍萍等ꎬ都有自己的执着信

念ꎬ为了各自目的不惜逾越人伦的底线ꎬ他们越是努力挣扎ꎬ就越是走向悲剧的深渊ꎻ而周朴园ꎬ
一心要维护他心目中的大家庭的体面和秩序ꎬ却成为这多重悲剧的最终源头ꎮ 遭受毁灭性打击

的他ꎬ在第四幕中来不及表达他的凄凉和忏悔ꎬ而在序幕和尾声中ꎬ他的出场融入了诸多人生感

慨ꎬ曾经是声名显赫气焰灼人的商界巨子ꎬ如今落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空虚没落中ꎮ 因此

可以说ꎬ他的性格是到序幕和尾声中才得以完成的ꎮ 对序幕和尾声的看重ꎬ就是曹禺对周朴园这

样融入了父亲万德尊的影子的老家长们的理解与同情ꎮ
因此ꎬ曹禺才会对«雷雨»被掐头去尾抱有一肚子的不满ꎮ 不过ꎬ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ꎬ他的

辩白、他的意见集中在序幕和尾声的时间推移与剧情淡化的功能上ꎮ 曹禺希望的是调谐作品中

的激情奔涌与理性沉思的更替ꎬ他希望的是人们像观看古希腊悲剧如«俄狄浦斯王»那样来看

«雷雨»ꎬ一方面从中感受到作者和演员的巨大激情ꎬ一方面又时时提醒自己ꎬ这样的故事发生在

遥远的年代ꎬ在保持心理距离的同时ꎬ最好还能够比较冷静地思索人物神秘不可测更不可控的命

运ꎬ悲悯生命的短暂有限及人间世事的残酷ꎮ
曹禺慨叹命运难测、造化弄人ꎬ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雷雨»的命运也是曹禺难以预测更难以

掌控的ꎮ １９３７ 年初ꎬ周扬发表«雷雨»评价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文章«论‹雷雨›和‹日
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ꎬ一方面反驳了激进地否定这两部剧作的错误观点ꎬ另
一方面也对曹禺的宿命论进行明确的批评ꎬ指责他没有将尖锐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作者没有能够这样做ꎮ 他只把观众移到另一种境界去ꎬ他要使观众看着«雷雨»好像小

孩们听“Ｏｎｃｅ ｕｐｏｎ ａ ｔｉｍｅ”的甚么神怪离奇的故事ꎬ所以他用“序幕”和“尾声”把«雷雨»的

时间搬到了十年以前ꎮ 在“序幕”和“尾声”里出现的少年男女ꎬ用好奇的不理解的眼睛凝视

着老年的一代ꎬ和他们的命运ꎮ 这一方面固然证明了青年人死完的担忧是一种过虑ꎬ但是另

一方面老年的周朴园却也还是健在ꎬ我不是说肉体的ꎬ而是作为社会层的存在ꎮ 鲁大海没有

下落了ꎬ矿山上大概还是平静无事ꎮ 罪恶的根源并没有消灭ꎬ同样的罪恶还会在其他的许多

周朴园们的家庭里重演ꎮ 与其把这件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ꎬ将观众的情绪引入

一种宽弛的平静的境界ꎬ不如让观众被就在眼前的这件罪恶所惊吓ꎬ而不由自主地叫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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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次震撼一切的雷雨吧!”①

曹禺要通过序幕和尾声ꎬ通过时间的阻隔和孩子的目光ꎬ消褪作品的情感冲击力ꎬ“把这件

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ꎬ将观众的情绪引入一种宽弛的平静的境界”ꎬ周扬却要求消除

这种屏障ꎬ直接面对残酷现实ꎬ“来一次震撼一切的雷雨吧”ꎮ 曹禺强调的是血缘纠葛和命运悲

剧ꎬ周扬揭示的是阶级论和社会悲剧ꎮ 曹禺将作品聚焦于繁漪叛逆决绝的个性ꎬ周扬强调的是周

朴园的封建家长和资本家双重角色对作品内涵的决定作用ꎮ 两者之间有明确的错位ꎮ
尽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作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和理论家的周扬有时也会有“左”的表

现ꎬ但是ꎬ他对曹禺和«雷雨»的评价却是具有足够的时代合理性的ꎮ 就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社会

现实而言ꎬ左翼思潮在社会和青年中大面积流传ꎬ社会矛盾、阶级冲突普遍存在ꎻ就舞台实践来

说ꎬ各个剧团演出的«雷雨»都删除了序幕与尾声ꎬ使作品更为凝练和强烈ꎬ也得到了数十年间大

量观众的认可ꎮ 而«雷雨»舞台演出的完整版ꎬ直到 ２１ 世纪初年才得以出现ꎮ
«雷雨»的命运具有多重内涵ꎬ可以作出多种阐释ꎮ 但是ꎬ对于悲悯情怀的排拒则是其中的

重要原因ꎮ 人们只看到命运残酷或者斗争无情ꎬ陷溺其中不知解脱ꎮ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莫言

这里ꎮ «檀香刑»的酷刑描写容易吸引眼球ꎬ指责莫言冷血乃至嗜血的言说不在少数ꎬ但是ꎬ如何

穿越作品的血腥酷烈ꎬ而达至作品的悲悯高度ꎬ却是值得深思的ꎮ

悲悯情怀书写者的同与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莫言的大悲悯ꎬ下面以贾平凹和曹文轩作品中的悲悯情怀与莫言作一个简

略的比较ꎮ
与莫言开创、拓展了高密东北乡一样ꎬ贾平凹也将家乡商州从现实挪移到文学中ꎬ而且数十

年未曾歇息ꎮ 如莫言所言ꎬ«金瓶梅»在哲人眼中看到的是一部悲悯之书ꎮ 被称作“当代金瓶梅”
的贾平凹的«废都»ꎬ也充塞着悲悯之气ꎮ «废都»中有庄之蝶手书的一幅书法作品———“上帝无

言百鬼狰狞”:上帝无言ꎬ在默默地俯视人类ꎬ悲悯众生ꎬ可怜可叹的是芸芸众生却无暇顾及它的

存在ꎬ在为各自的贪婪与欲望匆忙奔走ꎻ狰狞的鬼魅肆行无忌ꎬ则往往会让人们觉察到它的丑陋

与危害ꎬ却又无处可逃ꎮ «废都»中的芸芸众生ꎬ从名震古都的四大文化名人ꎬ到庙里的尼姑ꎬ家
中的保姆ꎬ都在喧嚣一时的市场化浪潮中昏了头脑乱了阵脚ꎬ都被发财贪色的欲望遮蔽了良知ꎬ
只有无言的上帝高高在上地俯瞰一场场人间闹剧ꎮ

在平常的日子里ꎬ这种上帝无言俯视众生的气象仍然存在ꎮ 贾平凹有一篇散文«看人»ꎬ讲
在街头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ꎬ看到人生真相ꎬ“你就对所有人敬畏了ꎬ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

教上的法门之说ꎬ认识到将军也好ꎬ小偷也好ꎬ哲学家也好ꎬ暗娼也好ꎬ他们都是以各自的生存方

式在体验人生ꎬ你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ꎬ丑美界限ꎬ而静虚平和地对待一切了”ꎮ “于是ꎬ你看

着正看你的人ꎬ你们会心点头ꎬ甚或有了羞涩ꎬ都仰头看天ꎬ竟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

帝ꎮ 上帝无言ꎬ冷眼看世上忙人ꎮ 到了这时ꎬ你境界再次升华ꎬ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这一切ꎬ你
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ꎬ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ꎮ”②这里对“上帝无言”
作了最好的诠释ꎮ

５２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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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ꎬ«周扬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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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偏远乡村“文革”风云的«古炉»中ꎬ古炉村众多的村民都先后被卷入“文革”狂潮而

迷狂亢奋ꎬ热衷于将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古老的家族政治熔为一炉ꎮ 一位名叫“善人”的老

者ꎬ却以洞察世事的明澈眼光ꎬ从儒家的智慧看破现实的荒唐ꎬ看到现实的弊端ꎬ给村民们“说
病”解惑ꎮ 虽然说ꎬ在狂澜既倒的时势下ꎬ这样的行为近乎可笑ꎬ但是ꎬ他的声音却通过作家的书

写ꎬ穿越了时空而发人深省ꎮ 在此ꎬ我们不能不看到善人与时代的错位ꎬ他批判时代的武器ꎬ还是

古老的安贫乐道ꎬ善守本性ꎬ是儒家的人伦纲纪ꎬ三纲五常:“人伦也就是三纲五常ꎬ它孝为基本ꎬ
以孝引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亲友ꎬ社会就是由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亲亲

友友组成的ꎮ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ꎬ比如你吃烟吧ꎬ你有了烟ꎬ你就得配烟袋锅吧ꎬ配了烟袋锅你就

要配一个放烟匣烟袋锅的桌子吧ꎬ有了桌子得配四个凳子吧ꎬ就这么一层层配下去ꎬ这就是社会ꎬ
社会是神归其位ꎬ各行其道ꎬ各负其责ꎬ天下就安宁了ꎮ”①这样的药方ꎬ显然难以治疗陷入“文革”
狂潮的乡民们的迷狂ꎬ但是ꎬ比这种错位更有价值的ꎬ是他的执念与徒然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ꎬ是
他在危难之际个人的挺身而出发愿治病救人ꎮ 这位善人ꎬ是一个“文革”中被迫还俗的和尚ꎮ 在

嘈杂动荡的大时代ꎬ他要用一己之力ꎬ劝诫教化古炉村的村民们ꎬ逆势而行ꎬ以悲悯之心看待陷入

各种迷狂与疾病的芸芸众生ꎮ 他的思想繁杂ꎬ儒家ꎬ道家ꎬ阴阳家ꎬ佛教ꎬ都成为他的思想工具ꎬ给
古炉村的人们指点迷津ꎬ为矫正人们的精神痼疾执迷不悟而顽强地与风车作战ꎬ直至自焚而死ꎮ

正像莫言是从退休的公安警察那里ꎬ得以窥见一种既独特又普泛的盲从心态ꎬ贾平凹也讲到

了作品中善人言行的现实根据ꎬ即王凤仪ꎬ清末同治年间人ꎬ一生给人说病ꎬ排解疑难ꎮ 贾平凹

“让他同村中的老者合二为一做了善人ꎮ 善人是宗教的ꎬ哲学的ꎬ他又不是宗教家和哲学家ꎬ他
的学识和生存环境只能算是乡间智者ꎬ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ꎬ他注定要失败的ꎬ但他毕竟疗救

了一些村人ꎬ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ꎬ维持着人伦道德ꎬ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②ꎮ
荣获安徒生文学奖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ꎬ执着地讲述着江南水乡少年儿童在时代动荡与

个人命运的挫折和苦难中认识自我、认识生活的故事ꎬ把世事艰难与关爱悲悯交织在他的儿童文

学创作中ꎬ形成鲜明特征ꎮ 在«红瓦»«草房子»和«根鸟»等作品中ꎬ对于桑桑、林冰、根鸟等少年

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挫折ꎬ对于生活中的各种苦难ꎬ作家表现出忧郁感伤ꎬ表现出关爱与悲悯ꎬ也给

予了真切的希望与鼓励ꎬ鼓励少年能够摆脱困境ꎬ拓展人生ꎮ 这有些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
旨趣ꎬ但曹文轩笔下的孩子们总是一组一组、一群一群地出现的ꎬ他们的辛酸与悲凉ꎬ都因为在同

伴中得到理解、同情与帮助ꎬ而得到相当的消解ꎮ 曹文轩旗帜鲜明地将悲悯情怀认定为文学存在

的理由:“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ꎮ 我以为ꎬ任何一个古老的命

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ꎬ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ꎮ 我甚至认定ꎬ文学正是因

为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ꎬ它才被称为文学ꎬ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

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ꎮ 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ꎬ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怀ꎮ
当简爱得知一切ꎬ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时ꎬ我们体会到了悲悯ꎻ当沈从文的

«边城»中爷爷去世ꎬ只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ꎬ我们体会到了悲悯ꎻ当卖火柴的小女孩

在寒冷的冬夜擦亮最后一根火柴点亮了世界ꎬ并温暖了自己的身和心时ꎬ我们体会到了悲悯ꎮ”③

仅就这里提到的两位作家而言ꎬ他们的悲悯情怀相互映衬ꎬ熠熠生辉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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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古炉»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２０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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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悲悯ꎬ有大地般的宽厚ꎬ有哲人般的哀矜ꎮ 贾平凹是看到了庄之蝶们和古炉村农民

的精神困境ꎬ在时代限定与个人选择中进退失度ꎬ陷入蒙昧与迷狂的状态ꎬ不觉悲从中来ꎬ无可挽

回ꎮ 悲悯的另一重向度ꎬ来自人与自然的呼应ꎮ «带灯»中的同名女主人公ꎬ是从小小的萤火虫

那里获得灵感的启悟———美好的心灵自带光明的能量ꎬ为自己确立了传递有限的光明的人生目

标ꎮ 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乡镇一级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ꎬ她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山乡土路上ꎬ
最直接地面对民间的疾苦和民众的不平并力求与之对话、协商ꎬ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ꎮ 这个充满

浪漫情怀的年轻女性ꎬ却让人联想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悲悯ꎬ以柔弱之躯去担当当下

中国最艰难棘手的工作ꎮ 与善人不一样ꎬ她没有那么古朴的地域文化熏陶ꎬ也没有久远的传统伦

理的支撑ꎬ而是在与虽然身躯细小却自带光明的萤火虫相互映照:“带灯用双手去捉一只萤火

虫ꎬ捉到了似乎萤火虫在掌心里整个手都亮透了ꎬ再一展手放去ꎬ夜里就有一盏小小的灯忽高忽

下地飞ꎬ飞过芦苇ꎬ飞过蒲草ꎬ往高空去了ꎬ光亮越来越小ꎬ像一颗遥远的微弱的星那只萤火

虫又飞来落在了带灯的头上ꎬ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ꎬ全落在带灯的头上ꎬ肩上ꎬ衣服上ꎮ 竹

子看着ꎬ带灯如佛一样ꎬ全身都放了晕光ꎮ”①«古炉»回望既往ꎬ复活传统伦理ꎬ«老生»更将追寻

的目光上溯到«山海经»ꎬ从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猜想与描摹中发现历史的精神蕴含ꎻ«废都»
和«带灯»哀矜现实ꎬ驰骋文人情怀ꎬ这构成了贾平凹的两极叙事ꎮ 他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山
本»ꎬ立意为秦岭写一部现代武装割据史ꎬ将官兵、民团、红军、土匪等多种武装力量之间的此消

彼长、风云变幻ꎬ以日常生活做底子ꎬ写得有声有色ꎻ在惶惶乱世中ꎬ老中医陈先生和«古炉»中的

“善人”一样给人“说病”ꎬ查明病灶ꎬ化解人们的身心焦虑ꎮ 宽展法师供奉的恰恰就是“我不入地

狱谁入地狱”的地藏王菩萨ꎬ她吹出的雅致纯然的尺八乐声ꎬ抚慰着战乱年月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的心志ꎮ 如同文学评论家王春林指出的那样:“如果说陈先生和他的安仁堂给苦难中的涡镇也

提供了一种更多带有佛道色彩的哲学维度的话ꎬ那么ꎬ宽展师父和她的地藏王菩萨庙以及尺八ꎬ
为深陷苦难境地中的涡镇普通民众所提供的ꎬ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带有突出救赎意味的宗教维

度ꎮ”②

对于曹文轩来说ꎬ悲悯情怀ꎬ要点有三:
其一ꎬ悲情是最容易打动人们的感情ꎮ 如古人所言ꎬ“欢愉之辞难工ꎬ愁苦之言易巧”ꎮ 悲伤

哀悯ꎬ在现实中是很容易对人们造成沉重的伤害的ꎬ因而也最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ꎮ 而一旦进入

文学和审美状态ꎬ它便因悲剧而获得了新的使命ꎬ焕发出新的价值ꎮ 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中所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ꎬ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ꎬ
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ꎬ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于人物的行动ꎬ而不是叙述ꎬ通过

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ꎮ”③在很多年里ꎬ我们无法理解曹禺«雷雨»中的悲悯情怀ꎬ
对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也缺少真正的认知ꎮ 民族危机尤其是长达 １４ 年的抗日战争ꎬ阶级斗争

尤其是国共两党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ꎬ塑造了普泛的战争心态:以战胜和消灭敌人为首要目的ꎬ
恐惧是令人羞耻而且是没有意义的ꎬ悲悯情怀被放逐ꎮ 所谓悲剧ꎬ一是杨白劳式的弱势民众受苦

受难的血泪史ꎻ二是洪常青式的大义凛然、慨然赴死的英雄颂ꎮ 悲悯、恐惧与净化ꎬ与我们的美学

观相差甚远ꎬ至今也未能形成大规模的美学共识ꎮ 曹文轩倡导的悲悯与净化ꎬ不仅是针对少年儿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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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带灯»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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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ꎬ也是针对社会其他成员ꎮ
其二ꎬ在现代进程中ꎬ科学主义ꎬ理性主义ꎬ尤其是工具理性ꎬ极大地侵占了人们的头脑ꎬ感情

匮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ꎬ因而ꎬ文学中的同情和悲悯就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补偿ꎮ 曹文轩指出ꎬ人
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ꎬ获得了许多ꎬ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激情、热情、同情等各种情感ꎮ 我们

对世界的认识ꎬ完全依赖于知识ꎬ而这些知识由于是在忽视经验、忽视情感、忽视人的直觉与悟

性、忽视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情景中产生的ꎬ“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ꎬ都在止不住地加深着冷漠

的色彩ꎮ 冷漠甚至不再仅仅是一种人际态度ꎬ已经成为新人类的一种心理和生理反应ꎮ 人的孤

独感已达到哲学与生活的双重层面”ꎮ “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ꎮ 在人类

的整个文明进程中ꎬ文学在帮助人类建立道义感方面是有巨大功劳的ꎮ 当一个人的情感由于文

学的陶冶ꎬ而变得富有美感的时候ꎬ其人格的质量丝毫不亚于一个观点深刻、思想丰富的人ꎮ”①

其三ꎬ对人性和情感的培养熏陶要从儿童时期做起ꎮ 而且ꎬ不能够只对儿童讲述那些简单的

快乐的蜜糖式的故事ꎬ比如“快乐教育”ꎬ更为重要的是ꎬ要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生活中有阳光也有

阴霾ꎬ苦难和悲伤是生活中的必有之义ꎮ 孩子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知晓人间还有大量的苦难和悲

哀ꎬ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能有足够的坚强去承受苦难与悲哀ꎬ进而能够理解和分担他人的苦难与悲

哀ꎬ懂得悲悯与同情ꎮ “当«悲惨世界»中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ꎬ而冉阿让却偷走了他的

银烛台被警察抓住ꎬ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礼物时ꎬ我们体会到了悲悯ꎻ当简爱得知

一切ꎬ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家ꎬ这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ꎻ当白发苍苍的祥林嫂于寒

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ꎬ我们体会到了悲悯ꎻ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ꎬ只翠翠一个小人

儿守着一片孤屿时ꎬ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大量语文文本ꎬ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草木的悲悯ꎬ对
岁月的悲悯ꎬ对我们人性和灵魂的悲悯ꎮ 当初ꎬ人类之所以创造了文学ꎬ选择了文学ꎬ是因为文学

具有帮助人们培养悲悯情怀之功能ꎮ 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ꎬ其文字和背后都有‘悲悯’二字垫着

底子ꎮ”②在中国大陆ꎬ推行独生子女政策ꎬ高考指挥棒引导下的学业竞争ꎬ父母亲为了生存打拼

而忽略幼小子女的情感抚慰的需要ꎬ留守儿童和打工子女的孤独而且不公正的成长环境ꎬ所有这

些都让孩子们过早地体会到孤独、冷漠、情感缺失和人际交流的困境ꎮ 曹文轩的努力ꎬ显然是具

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ꎮ
唯其如此ꎬ曹文轩对 １９ 世纪的欧洲文学情有独钟ꎬ用他自己的说法ꎬ就是形成了一种古典形

态的审美风范ꎮ 这里的古典形态ꎬ有别于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古典主义ꎬ而是为了与 ２０ 世纪现

代主义文学相区别的 １９ 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ꎮ
作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文学新潮的亲历者ꎬ曹文轩对现代派作家并不陌生ꎬ在«小说门»中ꎬ他

就分析解读过普鲁斯特、海明威、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现代主义小说家ꎮ 但是ꎬ
在本性上ꎬ他更为亲近的是鲁迅、沈从文、萧红、紫式部、川端康成、托尔斯泰、雨果等文学巨匠ꎮ
是的ꎬ比起卡夫卡«变形计»的人变幻为虫豸ꎬ比起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孤独的英雄ꎬ比起普

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因为病患只能躺在床上回忆少年时代的美味糕点的主人公ꎬ还是那

些在开阔的历史视野中ꎬ关注正在巨变的时代风云ꎬ将强烈的人文关怀投注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尤

其是底层民众身上的作品ꎬ更富有文学的悲悯要义ꎮ
曹文轩对两者的差别ꎬ作了认真的思考ꎬ形而下与形而上ꎬ推重唯美与强调认识ꎬ从伦理学、

８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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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政治学转向哲学与玄学ꎮ 或许这些论述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ꎬ但是ꎬ对于古典形态和唯

美主义的追求ꎬ以及淡淡的忧郁、悠远的田园ꎬ在苦难与悲凉中逐步成长的少年男女ꎬ都成为曹文

轩作品的标志性特征而卓然不群ꎮ

超越的目光ꎬ交叉的视角

如何获得一种接近作家作品的悲悯情怀的有效路径呢? 这里所说ꎬ就是一种超越的视角ꎬ交
叉的视角ꎮ

让我们再回到曹禺ꎬ从曹禺心目中的理想受众讲起ꎮ 前面引用的«雷雨序»中ꎬ曹禺希望

有这样的读者和观众:“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ꎮ 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

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ꎮ 所以我最推崇我的观众ꎬ我视他们ꎬ如神仙ꎬ如佛ꎬ
如先知ꎬ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ꎮ 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之前ꎬ蠢蠢地动着情感ꎬ劳
着心ꎬ用着手ꎬ他们已彻头彻尾地熟悉这一群人的错综关系ꎮ 我使他们征兆似地觉出来这蕴酿中

的阴霾ꎬ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ꎮ 我是个贫穷的主人ꎬ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ꎬ来
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ꎮ”①«雷雨»的正文太精彩也太紧张ꎬ各种解不开的死结层

层叠加ꎬ令人窒息ꎬ也让人们为作品中的人物揪心ꎬ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情感投注到繁漪、侍萍、
四凤、周萍等当事人身上ꎬ进行一种心理代偿和移情ꎬ或者如周扬所言ꎬ以被压迫阶级的眼光ꎬ对
周朴园进行彻底的控诉清算ꎮ 凡此种种ꎬ都属于平视和投入的视角ꎬ观众是和作品中的人物同呼

吸共命运的ꎮ 但是ꎬ曹禺所要求的“如神仙”“如佛”“如上帝”的视角ꎬ却往往被付之阙如ꎮ
或许可以说ꎬ在优秀的作品中ꎬ往往寓含着丰富内涵和多重视角ꎮ «红楼梦»的核心故事宝

黛爱情ꎬ赚了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ꎬ将其解读为四大家族的兴衰史或阶级斗争史ꎬ也有充分的理

由ꎻ但是ꎬ这样的爱情悲剧与家族兴衰ꎬ却是被精心设置屏障、反复提醒读者的ꎬ就像«雷雨»中的

序幕、尾声那样ꎬ真事隐去ꎬ假语存言ꎬ贾宝玉甄宝玉ꎬ空空道士渺渺真人ꎬ好了歌ꎬ太虚幻境ꎬ大荒

山ꎬ还有比这更为明显的提示ꎬ一定要把读者从大观园中、从荣宁二府的此岸悲欢中拔擢出来ꎬ让
你去体会色空之辩、真幻之叹的吗?

这样的感悟ꎬ当然不是懵懂少年可以领悟的ꎬ他们正忙于在黛玉、宝钗、探春、湘云、妙玉、凤
姐、平儿、袭人、晴雯之间选择自己的爱慕对象或者人生路径ꎻ这样的觉醒ꎬ要到历尽沧桑中年或

老年ꎬ就像宋人蒋捷的«虞美人»词作所说:“少年听雨歌楼上ꎬ红烛昏罗帐ꎮ 壮年听雨客舟中ꎬ江
阔云低、断雁叫西风ꎮ 而今听雨僧庐下ꎬ鬓已星星也ꎬ悲欢离合总无情ꎮ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

明ꎮ”台湾学者蒋勋说ꎬ少年时读«红楼梦»ꎬ喜欢黛玉ꎬ喜欢她的高傲ꎬ喜欢她的绝对ꎬ喜欢她的孤

独与感伤ꎻ也喜欢史湘云或探春ꎬ喜欢她们的聪慧才情ꎬ喜欢她们的大方气度ꎬ喜欢她们积极而乐

观的生命态度ꎮ 而反复再读«红楼梦»ꎬ慢慢地ꎬ看到的人物ꎬ可能不再是宝钗ꎬ不再是王熙凤ꎬ不
再是风光亮丽的主角ꎬ而是作者用极悲悯的笔法写出的贾瑞ꎬ或薛蟠ꎮ 不但是悲悯贾瑞和薛蟠ꎬ
悲悯他们内心不可抗拒的强大情欲ꎬ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贾瑞、薛蟠ꎬ发现自身的情欲涌动与幽

暗难抑ꎮ②

关于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ꎬ莫言写过一首“打油诗述«丰乳肥臀»写作本意”ꎬ可以帮助我

们解读作品和作家的心态: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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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曹禺:«‹雷雨›序»ꎬ«曹禺选集»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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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因艳名动九州ꎬ我何时想写风流ꎮ 百年村庄成闹市ꎬ五代儿女变荒丘ꎮ 大爱无疆超敌

友ꎬ小草有心泯恩仇ꎮ 面对讥评哭为笑ꎬ也学皮里藏阳秋ꎮ
莫言的自述ꎬ道出他创作«丰乳肥臀»之广阔的精神境界:战争动乱ꎬ跃进狂潮ꎬ“文革”浩劫ꎬ

直到市场化大浪淘沙ꎬ造成百年乡村的兴废变迁ꎬ五代人的生生死死ꎬ何其漫长而沉重ꎬ令人感慨

不已ꎻ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中ꎬ才能够展现母亲上官鲁氏像默默无闻的小草一样存在ꎬ将其博爱与

悲悯彰显出来ꎬ显示出大爱无疆、超越敌友、泯灭恩仇的大气量大襟怀ꎮ
相比贾平凹和曹文轩ꎬ大悲悯与拷问灵魂的关联是莫言的独具慧眼ꎮ 一方面ꎬ他看到了丑恶与

残忍、血腥与苦难的不可避免ꎬ无法根除ꎮ 于是ꎬ他超越了利害关系ꎬ以一个智者的眼光看待俗世凡

人ꎬ发现人性的缺憾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莫言没有止于善恶美丑的判断ꎬ他发现了恶人的可恶、可笑ꎬ
也发现了他们的可悲、可怜ꎮ 在«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中ꎬ那些反面人物是没有话语权的ꎬ他
们直接地被置于审判席上ꎬ遭受严厉的惩处ꎮ 在«酒国»中ꎬ这样的局势产生变化ꎬ面对前来调查食

婴事件的丁钩儿ꎬ宣传部长金刚钻们滔滔不绝地进行辩护演说ꎬ理直气壮ꎬ非常雄辩ꎮ 在«檀香刑»
中ꎬ将要为孙丙施行酷刑的赵甲ꎬ自知逃不脱孙眉娘的谴责ꎬ于是先发制人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

解ꎬ给孙丙施刑不是赵甲惨无人道ꎬ而是专制极权的绝对意志ꎮ 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合理性的解

释ꎬ也让我们联想到众多的人们ꎬ包括我们自己在各种貌似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理由遮蔽下ꎬ所做

出的种种蠢事、恶事、坏事ꎮ «檀香刑»将这种“合法杀人”推到了极致ꎬ匪夷所思的酷刑让人毛骨悚

然ꎬ让人心灵震颤ꎬ却也如醍醐灌顶ꎬ以赵甲为镜鉴ꎬ反观自身ꎬ从别人的恶中发现自己的恶ꎮ 理解

了自己的弱点与缺憾ꎬ也就对那些似乎是十恶不赦的人们产生理解与悲悯ꎮ
然而ꎬ这并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ꎬ不是说人们只能够“彼此彼此”ꎬ不论是非功过ꎮ 在将关

注的目光转向自我审视之后ꎬ对自我的拷问灵魂ꎬ才开始进入状态ꎬ开始剥茧抽丝ꎬ层层推进ꎮ 这

在«蛙»中有清晰的表现ꎮ
«蛙»的篇幅不是特别长ꎬ但是非常耐读ꎮ 莫言此前的作品ꎬ从«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

«酒国»ꎬ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ꎬ他的语言方式都是滔滔不绝繁复重叠的ꎬ«蛙»在
写法上是非常收敛的ꎬ语言很节制ꎬ传情达意很含蓄ꎮ 同样内敛的还有他的思想锋芒ꎮ 莫言曾经

讲过ꎬ饥饿和孤独是他创作的两大资源ꎮ 到了«蛙»ꎬ莫言的创作观发生了新的变化ꎮ 正如他自

己所说ꎬ写作是自我救赎ꎮ
一方面ꎬ中国人是最重视子孙后代的ꎬ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ꎮ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

氏为了生育儿女ꎬ承受了那么多的邪恶暴力而不曾放弃努力ꎻ但是ꎬ现实遭遇的人口爆炸危机ꎬ不
能不去化解ꎮ 历史在此再次呈现出其冷酷狰狞的一面ꎬ这样一种大规模长时段的痛苦印记ꎬ却被

许多当事人淡漠化日常化了ꎮ 个人既无力与之对抗ꎬ也就不必去思考渺小自我的责任ꎮ «蛙»中
的故事讲述者蝌蚪ꎬ则良知未泯ꎬ感受到自己心中永远的痛ꎮ 当年为了能够在部队中继续工作下

去ꎬ有一个好的前程ꎬ逼着妻子上了人工流产的手术台ꎬ这样就对妻子王仁美的意外死亡ꎬ负有沉

重的责任ꎮ 作品的核心环节ꎬ是蝌蚪为了能够保住军官身份、留在部队工作ꎬ坚持要妻子做人工

流产ꎮ 为此ꎬ他和母亲有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ꎮ 操持最直观的生育理念的母亲说:“党籍、职务

能比一个孩子珍贵? 有人有世界ꎬ没有后人ꎬ即便你当的官再大ꎬ大到毛主席老大你老二ꎬ又有什

么意思?”①蝌蚪作为现代人的务实考虑ꎬ和母亲的朴素理念ꎬ都高度浓缩于此ꎮ 在已经调整了计

划生育政策之后的今天ꎬ读者的取舍会站在哪一边ꎬ不问自明ꎮ 但是ꎬ如果考虑到蝌蚪及其背后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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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莫言自己在乡村生活 ２１ 年的坎坷艰辛ꎬ他的选择也有相当的合理性ꎮ 在那个年代ꎬ有多少人

出于现实的需要作出违心的抉择ꎮ 但是ꎬ蝌蚪为此而产生的忏悔之情ꎬ却鲜有人能及ꎮ
然而ꎬ拷问心灵ꎬ自我忏悔与救赎ꎬ并非一蹴而就ꎮ 整个作品从前三部以及第四部的大半来

看ꎬ似乎都是对往事的忏悔ꎬ悔恨自己当年为了个人的前途而参与了对王仁美强迫流产的共谋ꎮ
这种忏悔是必要的———人生走到大半的路程ꎬ终于知道如何判断得与失ꎬ如何回望自己的既往生

命ꎮ 第五部的正文前面有一封信ꎬ写给亦师亦友的日本作家杉谷义人ꎬ信中就讲到救赎能不能成

立ꎬ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我拯救能不能成立:“我原本以为ꎬ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ꎬ但剧本

完成后ꎬ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ꎬ反而变得更加沉重ꎮ”一方面ꎬ王仁美的死以及她腹中胎儿的

死ꎬ这个责任“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ꎬ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ꎻ另一方面ꎬ“我把陈眉所

生的那个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ꎬ不过是自我安慰”①ꎮ 那么ꎬ被罪恶感纠缠的灵

魂ꎬ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

陀氏命题:拷问罪恶与求证清白

莫言在和孙郁对话谈鲁迅的时候ꎬ谈到了鲁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灵魂的拷问的评述ꎮ
鲁迅在他的杂文里面几次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ꎬ鲁迅说他并不是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ꎬ因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恶的天才”ꎬ他把一些关键性的人生命题推到你的面前ꎬ让你无法逃避ꎬ
让你无法绕开ꎮ 而且他的作品有些像法官和罪人之间的审问和辩护ꎬ法官在举证罪人的罪恶ꎬ罪
人在辩护自己的清白ꎬ他要在清白之下拷问罪恶ꎬ而且还要在罪恶之下拷问出清白ꎮ 我们通常

讲ꎬ黑就是黑ꎬ白就是白ꎬ一就是一ꎬ二就是二ꎮ 罪恶和清白就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事情ꎬ两者不应

该混淆ꎬ更不应该有重叠的关系ꎮ 但是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救赎意识ꎬ或者说是拷问灵魂ꎬ显
然更为重要更为复杂ꎮ 鲁迅的原文如是:

　 　 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ꎬ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ꎮ 到后来ꎬ他竟作

为罪孽深重的罪人ꎬ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ꎮ 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ꎬ放在万难忍

受的境遇里ꎬ来试炼它们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ꎬ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ꎬ而且还要拷问出

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ꎮ 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ꎬ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ꎮ 而这

陀思妥夫斯基ꎬ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ꎬ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ꎮ 这决不是平常人做

得到的事情ꎬ总而言之ꎬ就因为伟大的缘故ꎮ 但我自己ꎬ却常常想废书不观ꎮ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尤其是新世纪以来ꎬ中国文学的拷问灵魂有了一个新的深度、新的拓

展ꎬ随着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走向成熟ꎬ文学的生命从青春写作转向了一种创作成熟ꎮ
他们的思想积淀也好ꎬ艺术探索也好ꎬ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实验寻找ꎬ终于有了足够的思想艺

术深度ꎬ也有足够的创作自信ꎮ 比如铁凝的«大浴女»、毕飞宇的«平原»、徐则臣的«耶路撒冷»
和乔叶的«认罪书»ꎮ «大浴女»写穿越“文革”与改革时代的尹小跳和她的朋友们ꎬ作为少不更

事的孩子ꎬ他们在“文革”时期基本上都是立于边缘而观看成人世界的残酷与喧嚣的ꎮ 但是ꎬ一
桩几乎每个在场和不在场的人都可以为自己作出无罪辩护的往事ꎬ三四岁大的小女孩尹小荃的

意外死亡ꎬ却成为他们摆脱不掉的梦魇ꎬ将他们驱赶到对自我灵魂的冷峻剖析的道路上ꎮ «平
原»比较外向ꎬ它写了苏北的一个乡村王家庄ꎬ毕飞宇特别会写“地球上的王家庄”ꎬ写王家庄的

１３

①
②

莫言:«蛙»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８１ 页ꎮ
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ꎬ«鲁迅全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４１１－４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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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回乡青年端方ꎬ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比较像ꎬ也是在读了中学之后回到乡村ꎬ但是他不

像高加林那样在乡村里面坚守着自己的价值信念ꎬ与乡村生活保持距离ꎬ并争取各种机会离开乡

村ꎮ 端方回到乡村ꎬ一方面逐渐深入到乡村生活的本真的层面ꎬ看到了乡村的污秽与骚动ꎬ乡村

生活在“文革”时期的畸形扭曲ꎻ另一方面ꎬ他自己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ꎬ逐渐堕落蜕变ꎮ 他变成

了一个当地村子里的不良少年的头目ꎬ与别的村子里的年轻人聚众斗殴ꎬ很残暴很血腥ꎻ同时ꎬ他
为了争取有一个当兵入伍的机会ꎬ为了走到外面世界争取改变命运ꎬ可以跪在生产大队党支书吴

蔓玲的面前乞求怜悯ꎬ以得到参军的批准ꎮ 他很不幸ꎬ那个南京来的女知青吴蔓玲ꎬ本来对这个

回乡的高中毕业生很有好感ꎬ和他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很多微妙曲折的情感故事ꎬ但是很遗憾这样

的罗曼史没有发展起来ꎬ而成了人性的污秽和丑陋的大暴露ꎮ 人到一定年龄ꎬ第一认识到了人生

的有限ꎬ第二认识到了自己内心很多丑陋的事情ꎬ这恐怕说是年轻时代不容易或者说是不必要有

的ꎮ 人一定需要有了比较长的人生经验的积累、或者说是人性的自我审视时ꎬ才会逐渐对自我对

现实产生一点清醒的判断ꎮ 尤其是在作家这里ꎬ转向了灵魂的审视ꎬ不管是讲自己的故事还是讲

别人的故事ꎬ都是讲这一代人的忏悔和救赎ꎮ 这是新世纪以来比较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ꎮ
但是ꎬ这种救赎又引出新的问题ꎮ 如果再往深里追问ꎬ怎样拯救? 如何拯救? 我曾经写过一

篇文章ꎬ是对铁凝的«大浴女»与米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比较①ꎬ比较昆德拉和铁凝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的评价或者说是认识上的差异ꎮ 在昆德拉看来ꎬ他觉得陀思妥耶夫

斯基这种灵魂的拷问有他没有深入下去的地方ꎬ没有能够把拷问进行到底ꎬ很多时候他把话题引

向了宗教ꎬ引向了上帝掌控的世界ꎻ在铁凝这里ꎬ她会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走得够远了ꎮ 在

«大浴女»结尾ꎬ尹小跳通过敢于坦陈当年对自己的哑巴妹妹尹小荃掉入井里致死这样一件往事

要承担责任ꎬ捅破了多年来遮遮掩掩的迷雾ꎬ承认自己当年没有及时地救她脱险的罪错ꎻ同时也

通过尹小跳与两位已婚男士章竞和陈在的情感纠葛ꎬ认识到两性灵肉关系的真谛ꎬ对于当年曾经

因为母亲红杏出墙而产生长期对母亲的排斥、厌弃ꎬ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新的评价ꎮ 作品的结局

之处ꎬ写的比较隐晦ꎬ尹小跳最后似乎是拿着一部«圣经»ꎬ通过忏悔以及对善与恶的思辨ꎬ实现

了自我拯救ꎬ卸掉了心头的重负ꎬ进入芬芳愉悦的“心灵的花园”ꎮ 尹小跳认识到人性非善ꎬ人不

是因为心灵向善而选择了走向善ꎬ恰恰相反ꎬ人是因为做了恶事之后ꎬ需要拯救需要救赎ꎬ激励有

智慧的人走向善ꎬ恶成为推动人们走向善的一种动力ꎮ 尹小跳的认识已经很深刻ꎮ 黑格尔讲ꎬ恶
和情欲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ꎮ 这个命题在马克思那里也得到了一定赞同ꎬ但是就«大浴女»本
身来讲ꎬ是在一个结局的地方凸显主题的同时就打住了ꎬ相关的命题没有继续展开继续延伸ꎮ 毕

飞宇的«平原»属于另一种情况ꎬ首先是一种灵魂的拷问ꎬ还没有接触到救赎的命题ꎬ但是拷问的

深度与力度也是非常强大的ꎮ
在莫言这里ꎬ通过«蛙»的写作ꎬ他提出一个命题:以前是把好人当坏人写ꎬ把坏人当好人写ꎬ

现在是把自己当罪人写ꎮ 不仅是“文革”的记忆(包括张志新遇难的记忆)让莫言魂牵梦萦难以

摆脱ꎬ莫言还讲到ꎬ作为最高检察院的报纸«人民检察报»记者ꎬ他到监狱去采访过若干贪官污

吏ꎬ了解他们的贪婪卑鄙徇私舞弊的过程ꎬ对其深恶痛绝ꎮ 这样的情绪ꎬ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产

生的ꎮ 可贵的是ꎬ莫言还会进行换位思考:如果自己像他们一样身居要职、大权在握ꎬ是否就能够

拒绝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ꎬ一尘不染呢? 这既是作家的设身处地去体验人物心理的需要ꎬ却也

２３

①张志忠:«现代人心目中的罪与罚———‹大浴女›与‹为了告别的聚会›之比较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命题»ꎬ«长城»２００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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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忠:超越仇恨、大悲悯与拷问灵魂

看出莫言反躬自省拷问灵魂的敏锐ꎮ 莫言说:“后来我得到的答案是非常的动摇ꎬ我自己也把握

不住ꎮ 我想假如我在那个位置上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贪官ꎬ很可能也会犯下同样的罪行ꎮ 我

想一个作家用这样的立场和观点ꎬ敢于解剖自己ꎬ然后才能够推己度人ꎬ你才可以从自己出发推

到你描写的人物的身上去ꎬ你才能够知道在某些特殊环境下那些人是怎么样想的ꎮ 如果对自己

的批评是留情的话ꎬ如果不敢把自己当作罪犯来进行分析的话ꎬ很难写出真正的触及灵魂的作品

来ꎬ也只能停留在这种一般的泛泛的苦难叙事上ꎮ”①

莫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知行合一ꎮ 他在散文«卖白菜»中ꎬ讲过少年时跟母亲去集镇上卖

白菜ꎬ自己故意多算了买主一角钱的羞惭ꎻ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ꎬ他回忆起在参观忆苦

思甜展览会时因为一个同学没有随大流哭泣而向老师告密的羞耻ꎻ在«我们的荆轲»中ꎬ他把自

己摆进去ꎬ剖析名利思想对一个人的毒害有多深ꎬ等等ꎮ 因此ꎬ莫言在«蛙»中出现忏悔与救赎的

动机ꎬ不是空穴来风ꎮ 这部作品里ꎬ莫言个人生命的痕迹可能比铁凝的«大浴女»、毕飞宇的«平
原»要更深刻一些ꎮ 故事里讲到妻子再次怀孕而引发部队和当地官方的强烈反应ꎬ在各种外部

压力和内心怯懦之下逼迫王仁美去做人工流产ꎮ 作品中的“我”写给日本朋友杉谷义人的信中

讲ꎬ要通过写作实现自我救赎ꎬ但直到故事走向结局ꎬ尽管故事讲完了ꎬ“我”的情感也得到了舒

缓ꎬ但是最后发现这心头重负、心灵罪责仍然没有卸下ꎬ仍然没有解脱ꎮ 最接近莫言的管笑笑ꎬ在
一篇评论«蛙»的论文中ꎬ这样写道:某种意义上ꎬ 蝌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ꎬ懦弱ꎬ自私ꎬ实际ꎬ虽不

乏同情心ꎬ但恐惧为道义所累ꎬ背负过多负担ꎮ 实际行动上的无所作为ꎬ文字意义上的虚伪

忏悔ꎬ蝌蚪的赎罪可谓苍白乏力ꎮ 但罪孽不曾因为我们刻意的淡忘和漠视而消失ꎬ它悖论般地因

赎罪衍生出新的黑暗幽灵ꎮ② 对此ꎬ莫言也有明确的自我认知ꎬ«蛙»的忏悔和救赎ꎬ只是这一精

神历程的开端ꎬ还远远没有到位ꎬ还要继续深化继续前行ꎮ 莫言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

的致辞中有一句话ꎬ是这样讲的:“在«蛙»中ꎬ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 不彻底ꎮ 我知道ꎮ 今后必

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ꎬ敢对自己下狠手ꎬ不仅仅是忏悔ꎬ而是剖析ꎬ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ꎬ盯着自

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ꎮ”③

这让我们充满新的期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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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在山东理工大学的演讲)»ꎬｈｔｔｐｓ: / / ｖ.ｙｏｕｋｕ.ｃｏｍ / ｖ＿ｓｈｏｗ / ｉｄ＿ＸＮＤＹｚＭｚＵ３ＭｚＥ２.ｈｔｍｌ.
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蛙›»ꎬ«南方文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张炜、刘醒龙、莫言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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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集体主义的伦理认知
∗①

马永庆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ꎮ 它既是一种社会规范ꎬ也是各种社会主体的自身需求ꎮ 集

体主义认为集体和个人在其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ꎬ二者是双向互动、互为因果的ꎬ需要从

集体利益出发ꎬ解决其矛盾ꎬ实现双方利益的共同满足ꎮ 当下需重点把握好集体利益的至上性与个人利益的满

足、自我牺牲以及政治的和伦理的集体主义关系等问题ꎮ
关键词:　 集体主义ꎻ社会主义道德ꎻ新时代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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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０ 年ꎬ第 ３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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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ꎬ从伦理学的视角阐释集体主义是十分重要的课题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集体主义为什么一直是我们的道德原则ꎬ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集体主义作为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ꎬ在新时代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 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集体主

义带来的挑战和机遇ꎬ需要从学理上对集体主义进行较为系统的诠释和深入的研究ꎮ

一、集体主义学理属性的厘清

对于集体主义概念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可以有不同的结论ꎬ但关键是把集体主义作为一个什

么样的范畴来认知ꎬ如何来认定集体主义的属性ꎮ
按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ꎬ集体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规范ꎮ 这一点既是社会生活的内

在要求ꎬ也是人们自身的主体需求ꎬ更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ꎮ 作为社会的内在属性ꎬ集体

主义是社会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要受到各种规范的制约ꎬ因为

“作为确定的人ꎬ现实的人ꎬ你就有规定ꎬ就有使命ꎬ就有任务”ꎬ“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

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ꎮ②社会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ꎬ在集体或共同体与个人

或个体的关系中ꎬ人们有义务、有责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ꎮ
人是社会的人ꎮ 人是处于一定交往关系中的人ꎬ是历史的人、现实的人ꎮ 社会中的人“作为

个人的存在”ꎬ“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ꎮ③人ꎬ是一个抽象和具体的概念ꎮ 之所以说抽象ꎬ就在于

人是对各种具体人共同的、本质性特征的一种概括和总结ꎮ 没有这种抽象ꎬ人就如同一个个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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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联系的孤立的存在物ꎮ 作为具体的人ꎬ是指人都在一定环境、一定条件下有着一定的存在方

式ꎬ并不是说人只是一种抽象物ꎮ 就具体的人来说ꎬ他首先需要有一定的自然属性ꎬ即他是一个

自然人ꎮ 在生物学意义上ꎬ人与其他生物是相同的ꎬ共同构成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ꎬ而且随着物

质世界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存在的形式ꎮ 但是我们所谈的人并不仅仅是此意义上的人ꎬ而是社

会意义上的人ꎮ 社会意义上的人有合群性ꎬ然而仅仅有合群性是不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呢?
显然不是ꎮ 大部分动物也是群居的ꎬ但是它们并不具有社会性ꎮ 实际上ꎬ人群和动物的群是不同

的ꎮ 动物能群是一种本能ꎬ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ꎮ 人能群不仅仅是为了生存ꎬ为了适应环境ꎬ而
且是为了改造环境ꎮ 对世界的改造体现了人的社会性ꎮ 人的社会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ꎬ人总是一定共同体中的人ꎮ 人要生存ꎬ首先就需要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ꎬ就要进

行相应的活动ꎮ 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可能满足这些需要的ꎬ这就必须通过劳动并在劳动中结成一

定的交往关系ꎬ并且ꎬ在生存利益共同体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感ꎮ 共同体给人们提供了各

种满足自身需求的机会与方式ꎬ使其不断去除动物本能带给人们的生物冲动ꎮ 除了自己身体变

化外ꎬ人们通过劳动也不断社会化ꎮ 随着人的社会化进程的发展ꎬ人的需要得以不断地满足的同

时也会增加新的需要ꎬ又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ꎮ 从最初的氏族、部落的族群关系、两性关系ꎬ到后

来的家庭关系、亲朋关系、阶级关系ꎬ以至今天的民族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ꎬ诸多复

杂社会关系相继出现ꎮ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ꎬ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爱

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ꎬ但是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ꎬ增长各种能力ꎬ提升自身发展ꎬ只有在特定的

社会环境和共同体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ꎮ 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ꎬ一个个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

或称之为共同体ꎬ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社会的大系统ꎬ个体或部分的动能形成系统的整体合力ꎬ社
会为个体提供一定的物质精神需要的满足条件ꎬ为个人的发展输送一定的动力ꎮ 在此意义上ꎬ没
有一个个的个人就没有社会整体ꎬ同样ꎬ离开了社会共同体ꎬ个人的生活也不能得以保障ꎬ甚至可

以说ꎬ脱离了社会的人就不能称其为人ꎮ 因为按照系统论的观点ꎬ个人离开了社会ꎬ也就无法从

人的意义上加以把握了ꎮ 因此ꎬ每个人一出生就会被打上社会共同体的标签ꎬ他(她)既不能选

择自己的出身ꎬ或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别ꎬ更无法挑选社会环境ꎬ而只能承袭历史延续下来的各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客观条件ꎮ 这些客观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ꎮ
第二ꎬ人是以各种不同方式存在于一定共同体中的人ꎮ 在现实世界ꎬ人作为主体是类、群体、

个体的三者统一ꎮ 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有主体性ꎮ 人是具有主体性的人ꎮ 当然ꎬ三种

主体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主体ꎬ他们的存在只是形式上的不同ꎬ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具有社会性的

主体ꎬ是具有主体性的社会的人ꎮ 正是不同主体能力的发挥汇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ꎮ 人

的主体性表现在其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方面ꎮ 人能自觉、主动地适应现实环境ꎬ使周围世界

发生合乎其主观目的的转变ꎮ 人不仅使自然界发生相应的变化ꎬ而且也使社会本身得以改造ꎮ
人既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实现利益满足ꎬ也会创造一定的条件达到自己的目的ꎮ 人还可以通过把

握自然、社会发展规律ꎬ审视当下面临的状况ꎬ并能较为合理地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ꎮ 这也正是

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一环ꎮ 之所以如此ꎬ是因为人是能意识、有思想的ꎮ 而思想、意识则是源于

人们具有一种共同体的环境ꎬ或是能群ꎮ 在原始人那里ꎬ人们依靠共同体抵御自然困境、防御其

他动物侵扰、避免各种意外事件发生ꎬ一步步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ꎮ 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ꎬ两大

对立的阶级使人们的共同体意识转化成阶级意识ꎬ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ꎬ
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地发展ꎮ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ꎬ尽管相互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ꎬ但是

全球化使人们意识到只有互联互通、加强合作ꎬ才能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ꎮ 只有形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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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ꎬ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各种矛盾ꎮ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ꎬ每个成

员都是结成不同的交往关系组成相应的群体ꎬ而又不断融入到整个民族之中的ꎮ 所以说ꎬ作为一

个国家的人ꎬ同样也是以国家共同体、国家不同层面的群体、个人三个身份而存在的ꎮ 一个中国

人是华夏民族的一分子ꎬ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你就是中国人ꎬ而不能就是你自己ꎮ 中国人永远

就是你的对外身份ꎬ你的命运前途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的ꎮ 因而ꎬ每个人不

可能把自己划到共同体之外ꎬ他永远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ꎮ
第三ꎬ人是具有道德性而居于一个共同体的人ꎮ “禽兽有知而无义ꎮ 人有气ꎬ有生ꎬ有知ꎬ亦

且有义”①ꎬ所以能群ꎮ 人以“义”为粘合剂形成一定的相容相和关系、归属性需求以及规范和谐

的社会环境ꎮ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可以通过约束自身的行为而适应现实世界ꎮ 动物也能对

自己的活动有所限制ꎬ但动物的这种约束是被动的迎合ꎬ是自然规律盲目起作用的结果ꎮ 人则以

其自主能动的特性ꎬ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并规约自身的行为ꎬ并且ꎬ人还可以根据所

处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需要形成契约ꎬ以保证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ꎮ 这是因为ꎬ人在一定

的共同体中不是独往独来的ꎬ而是要与他人共同生活的ꎮ 共处相同环境就必然要相互一致ꎬ但由

于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ꎬ大家相互间利益的共同性就会有大有小ꎮ 由此ꎬ共同体中的每个人要

保证自己的利益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ꎬ就不能仅仅从个人出发ꎬ尽管“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

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②ꎮ 共同体不是一个人或一个个的人在生活ꎬ而是许多个个人在一起共同

生活ꎬ为了避免相互间发生重大冲突和保证共同体内部的和谐有序ꎬ于是ꎬ人们或以契约ꎬ或约定

俗成了一些相应的规则要求ꎮ 这使人们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ꎬ久而久之相互间产生一种认同感

和归属感ꎮ 这是人作为类的需要ꎬ更是人的社会性的基本展现ꎮ 在社会中生活ꎬ人就要依赖一定

的社会生态环境ꎬ使自己融入一个团体、领域、氛围中ꎬ并且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满足ꎬ彼此间产

生一定依赖感ꎬ之后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到一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ꎮ 随着人们相互间爱与

被爱的情感的加深ꎬ大家休戚与共、同命运共呼吸ꎬ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同体ꎮ 能群的道德性ꎬ使
人求同存异ꎬ由单纯的生存共同体不断过渡到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利益共同体ꎬ使人们种种需求得

以最大限度的满足ꎮ
社会中的人离不开社会ꎬ离不开一定的共同体ꎮ 这是一条客观法则ꎮ 人作为一种大自然中

的生物群体ꎬ在与其他生物相处的过程中构成了人自身特有的社会性ꎮ 这更是一种社会法则ꎮ
人与社会共一ꎬ是人的自身属性ꎬ也是社会的属性ꎮ 就是说ꎬ集体主义并不是一种天赋的规范ꎬ它
同样是人们在长期的活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ꎮ 只要社会存在ꎬ就一定会有集体主义的规范要求ꎬ
只不过集体主义意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而已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集体主义就是作为一种规范原则而运用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问题

的处理上ꎮ 在社会规范的意义上ꎬ集体主义最早是苏联人将其纳入规范领域的ꎮ “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ꎬ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ꎮ”③斯大林提出了集体主义的

基本任务和适用范围ꎬ由此在苏联时期集体主义被引入了道德领域ꎬ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④ꎮ 我国的伦理学界也是把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ꎬ指导人

们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ꎮ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ꎬ适应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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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ꎮ 同时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集体主义处于主导、核心的地

位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十分必要且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集体主义的确立也是社会主体的自身需要ꎮ 一般意义上ꎬ集体主义作为行为规则ꎬ约束和要

求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ꎮ 现实生活中ꎬ集体主义更多的是代表集体的国家或

社会主体对个人提出的要求ꎮ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集体主义仅仅是一种规范吗? 它

能否作为一种美德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ꎬ对它的拥有与

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ꎮ”①人们对于美德基本是把它当作个人的品质或能

力进行认知的ꎮ 在这里ꎬ我们不是把集体主义用美德伦理学来诠释ꎬ而是要尝试性地对其内在属

性作一点理性的梳理ꎮ 集体主义作为规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ꎬ重要的在于它不只是从外部对人

们施以影响的行为原则ꎬ集体主义的最终实现还必须成为人们“心中的道德法则”②ꎬ亦即作为人

们内在的、稳定的心理特质或德性而发挥作用ꎮ “德性就是一种使人成为高尚的ꎬ并使其出色地

运用其功能的品质ꎮ”③二是集体主义的拥有主体是否只是集体ꎬ个人能不能用集体主义约束自

身以及要求集体? 应该说ꎬ始初集体主义与人们的个人利益满足肯定是不合拍的ꎬ而且在发生学

的意义上个人也不可能从自身产生集体主义品质和能力ꎮ 因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会有或多

或少的不同ꎬ甚至会产生各种矛盾ꎮ 只有在不断的认知和生活实践过程中不断履约ꎬ才使得集体

主义不断成为人们遵循的自律性的道德规范ꎮ 也可以说ꎬ集体主义要成为一种美德必须是主体

自觉自愿选择并沉淀的ꎮ 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ꎮ”④因而ꎬ集体主义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ꎬ实现由社会规范向个人美德的转化ꎮ 在此意义上ꎬ集体主义的实现也是适应

了社会各种主体自身发展的需要ꎮ 当下ꎬ我们正从传统家国一体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ꎬ“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以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深刻改变着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性、价值诉求ꎬ人们的主体

意识开始逐渐以抽象的群体意识向现实的个体意识转移”⑤ꎮ 有人认为ꎬ人们已经在摆脱集体主

义的束缚而转向崇尚自我的个体主义ꎮ 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ꎬ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注重也是

正当的ꎬ但我们对个人需求的满足是否必然要以否定集体主义为代价? 随着社会经济形式的变

化ꎬ我们的价值体系也在破与立的进程中冲突着ꎮ 新的体系尚在形成中ꎬ旧的价值意识仍然在影

响着人们的思想ꎮ 在彷徨踌躇中整个社会或个体主体在选择、建构或校正着我们的价值取向ꎮ
就此ꎬ坚持科学的适合现实社会秩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显得十分必要ꎮ 如何进一步完备和强

化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科学性、体系化ꎬ并使之有效地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并指导其行为ꎬ是当

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二、集体主义基本内涵的解读

集体主义是关于社会生活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态度和观念ꎮ
就领域而言ꎬ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的较多ꎬ如政治的集体主义、经济的集体主义和伦理

的集体主义ꎬ等等ꎻ从学科的角度来看ꎬ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和人类学等都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

利益的关系ꎮ 这里的集体主义主要是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理解和把握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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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集体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道德原则ꎮ 关于这一点ꎬ伦理学界有不同的观点ꎬ但基本的

说法是:从集体利益出发ꎬ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ꎬ这是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原

则最为基本的内容ꎮ① 尽管对集体主义的解析已经基本明了ꎬ但是从深入和发展的角度进行研

究ꎬ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ꎬ是对个人和集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的解读ꎮ 对其

内涵可理解为:
第一ꎬ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和个人在其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是确定的ꎬ又是不确定的ꎮ 就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本身来说ꎬ作为参与者的集体和个人必须是平等的ꎬ他们是关系中的双方ꎬ不能区

别对待ꎬ更不能从重要和不重要的视角上认识问题ꎮ 因为一种关系中的双方是在一个统一体内

相互依存的ꎬ没有一方另一方也不复存在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ꎬ如果没有不公正的事情ꎬ“人们

就不知道公正的名字”ꎬ在此意义上ꎬ“善与恶是一回事”ꎮ② 因此ꎬ集体和个人不应该有地位和作

用上的差异ꎬ而且双方还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ꎮ 但是ꎬ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看ꎬ集体和个

人的不同又是确定的ꎮ 正是这种差异才有了处理二者关系和集体主义原则存在的必要ꎮ 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中ꎬ个人是作为一个个的人与集体结成相互关系的ꎬ从组成者所具有的能量和机能

讲ꎬ毫无疑问集体占据了巨大的优势和主要的地位ꎮ 个人作为集体中的单独主体ꎬ是不可能拥有

由诸多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力量和整体性质的ꎬ尽管每个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ꎮ 在与个人的关系

中ꎬ集体总是双方矛盾的主要方面ꎬ处于主导、支配甚至是决定作用的主动地位ꎬ并且能够使不同

个体相互聚合在一起ꎬ产生巨大的整体能量ꎬ实现着集体和个人的利益ꎮ 因此ꎬ集体主义要求人

们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时ꎬ要从集体或集体利益出发解决问题ꎮ 当

然ꎬ这并非说个人在与集体的关系中是可有可无的ꎬ甚至总是受动的、次要的ꎬ不同的历史时期不

同的情况或在特定的条件下ꎬ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ꎬ二者有时会发生地位上的

互换ꎮ 个人有时也会在双方关系中成为主导者或是关键的一环ꎮ 因此说ꎬ集体和个人在其关系

中的地位和价值又是不确定的ꎬ不能把其绝对化ꎮ
第二ꎬ集体主义强调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双向互动、互为因果的ꎬ表现

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ꎮ 首先ꎬ集体和个人是相互作用的ꎬ有着主导与应对、主动与受动、传递与接

收等多种作用力ꎬ也有着主体性的能动作用力ꎮ 集体依靠自身机制ꎬ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地把集体

的影响力以及构成集体的各部分所达成的共识施加给个人ꎬ规范和评价着人们的行为ꎬ协调个人

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集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集体等各种关系ꎬ维护着有机体的正常运

行ꎬ保障着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实现ꎮ 集体通过对个人的管理、监督、教育等各种作用力ꎬ向个人传

递着有机体的要求和发展方向ꎮ 个人也不断地借助于应对、接受等形式主动地向集体表达着自

己的诉求ꎬ并对集体的作用力予以反作用ꎬ表现出个人的主体性ꎮ 个人或是以积极的作为顺应集

体的要求与管理ꎬ把自己融入到有机体的发展中ꎻ或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应付着集体意识ꎻ或是以

激烈的方式对抗着集体利益ꎮ 集体主义就是要在指导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ꎬ使集体的作

用力和个人的反作用力处于平衡状态ꎬ集体从个人的反馈中了解其作用力的实现程度ꎬ对其作用

力作出适时调整ꎬ个人也从集体的作用力中了解有机体的基本要求ꎮ 其次ꎬ集体和个人是相辅相

成的ꎮ 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维护以及双方利益的实现ꎬ需要二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ꎮ 在双方关

系中ꎬ集体和个人都是需要为对方以及双方关系担负一定的责任ꎬ包括尊重对方在关系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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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ꎬ互为对方履行提供发展条件、满足利益需求的义务等ꎮ 为其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备足必

要的条件ꎬ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美好生活需求ꎬ这种认识是一个集体所应有的担当和必备的职

责ꎮ 当一个国家或一个集体无法承担应有的责任时ꎬ它不仅会失去其成员的信任与维护ꎬ也会使

有机体破裂ꎮ 当然ꎬ在其中的个人也应为集体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ꎮ 因为处于一定

集体中的个人是隶属于这个整体的一部分ꎬ而且个人的个体性“不是使自己远离其他个体性

的”①ꎮ 个人的作用力也直接关系到整体的正常运转和发展的状况ꎮ 虽然一个个人的力量不足

为奇ꎮ 但是ꎬ当每一个个人积极地回应集体的作用ꎬ并按照集体的要求履行自身的责任ꎬ同时关

注集体的发展趋势ꎬ对集体倾注个人的作用力时ꎬ集体就会健康发展ꎮ 一定意义上ꎬ个人为集体

所做的努力也能惠及自身利益的实现ꎮ 集体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ꎬ而不是单向度的简单

运行ꎮ 当然ꎬ集体与个人的相互作用绝不是平均式、对等式的关系ꎬ还是要分清楚集体的整体力

量和个人努力的不同ꎮ
第三ꎬ集体主义认为要从集体利益出发ꎬ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共同满足ꎮ 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ꎬ这一点尤为重要ꎮ 有的观点认为ꎬ集体主义总是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ꎬ实际

上是忽视个人利益的实现ꎮ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ꎮ 一般来说ꎬ集体利益具有至上性ꎬ把其作为个人

利益满足的必要条件ꎬ但这是不是就要否认个人利益的实现呢? 显然不是的ꎮ 从集体利益出发

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主要基于三点:一是集体、集体利益在与个人、个人利益的关系中所显现

出的优势和不可比拟性ꎮ 与集体相比ꎬ每一个个人在所拥有的能量、资源和交换的方式等方面都

是远远所不及的ꎬ而且集体利益是集体中每个成员的共同利益ꎬ实现共同利益能够为每位成员个

人利益的最大化提供有利条件ꎮ 正如今天我们民族的强大为每位华夏子孙赢得更多发展的机会

一样ꎬ集体利益的满足能够为个人带来更大的幸福ꎬ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ꎬ提供更

多的帮助ꎬ扫除个人所无法克服的障碍ꎮ 二是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表ꎬ或者说是个人的共同

利益ꎬ集体利益中包含着部分或更多的个人利益ꎮ 社会主义条件下ꎬ集体和个人的根本利益又是

一致的ꎮ 因此ꎬ从集体利益出发也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ꎮ 从集体利益出发正是为了

人们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ꎬ在集体的发展中实现每个成员的个人利益ꎮ 也许有人会说ꎬ从
个人利益出发不是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吗? 实则不然ꎮ 因为每个人的利益是不同的ꎬ从多

样性的利益出发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ꎬ既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梳理相互关系ꎬ也不能使每个人

的利益顺利实现ꎮ 从共同利益出发ꎬ是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合理、正确的选择ꎮ 三是集体主义

的最终指向是集体和个人共同发展、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自成互成ꎮ 从集体利益出发不仅仅

是为了集体ꎬ或是以个人利益的牺牲为前提ꎬ其目的在于在尊重集体利益的同时关注个人利益的

实现ꎮ 没有个人利益ꎬ哪来的集体利益?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休戚与共ꎬ二者的激烈冲突对立损

害的是双方利益ꎮ 因此ꎬ承认集体利益的至上性与维护个人利益的实现是一致的ꎬ也不是否认个

人利益的存在ꎬ或忽视个人利益ꎮ 集体主义蕴含着集体和个人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ꎬ个人必须以

集体利益为重ꎬ集体也要努力使每位成员的个人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ꎬ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的辩证统一ꎮ 因为个人利益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和达到的目标ꎮ 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的和谐不仅是各自利益的满足ꎬ而且也有利于双方利益及对方利益的实现ꎮ 对于个人ꎬ自
我维护个人利益是集体主义的基本要求ꎬ也是社会赋予个人的一种权利ꎮ 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个

人主体性提升的必要条件ꎬ更是集体利益实现的重要前提ꎮ 有了个人利益的实现ꎬ才会形成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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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力的集体有机体ꎮ
第四ꎬ集体主义要求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集体与个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ꎮ 在当下的

社会主义社会ꎬ集体和个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ꎬ但对立和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ꎮ 那么ꎬ为什

么会产生矛盾ꎬ又需要怎样解决矛盾呢? 还应从他们自身以及相互关系中去寻找ꎮ
在与集体的关系中ꎬ如果个人仅仅从自己的角度ꎬ或以自我为中心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ꎬ看不到集体对个人的重要性ꎬ对个人的一切斤斤计较ꎬ特别是把个人和个

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集体利益之上ꎬ不顾及集体的需要ꎬ不去履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ꎬ就有可能

造成个人与集体的对立ꎮ 人们需要认识到ꎬ“没有一个人的活动是完全私人性的”①ꎮ 对于集体ꎬ
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其与个人的关系ꎬ同样也会造成二者矛盾ꎮ 一是集体由于发展的需要忽略

了个人实际需要ꎬ或超出了其中所有个人的承受能力ꎬ给个人、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牺牲ꎬ这就既

割裂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ꎬ也使二者的关系异化ꎮ 因为集体利益已经不是个人利益的代表了ꎬ而
且超出了个人需要的集体利益ꎬ只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了ꎮ 二是集体只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受动或

被控制的对象ꎬ一切总是以集体为核心ꎬ为活动的出发点ꎬ不能摆正集体与个人的位置ꎬ个人则失

去了主体性、能动性ꎮ 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对等性ꎬ使得个人无法投入到共同事业的奋斗中ꎬ更
不能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ꎮ 三是集体自身的不和谐产生与个人关系的矛盾ꎮ 集体本身也是一个

系统ꎬ内部有许多要素需要联通协作ꎮ 如果集体内部的各要素不协调ꎬ形成中间阻断ꎬ就会使集

体与个人的关系出现矛盾ꎮ 四是当集体不能正确履行自身职责时ꎬ不仅会破坏其与个人的关系ꎬ
而且也会使自身失去应有的地位ꎮ “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ꎬ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

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②ꎮ 出现矛盾就要有解决矛盾的主体ꎮ 在集体与个人的对立中ꎬ谁来

处理问题? 集体主义要求个人和集体共同为二者之间矛盾的化解作出努力ꎮ 这主要是因为矛盾

的产生不是一方的责任ꎮ 即便是一方的问题ꎬ由于涉及这二者的关系ꎬ也不可能只是由一方解决

矛盾ꎬ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和谐是双方的共同任务ꎮ 集体需要督促个人履行好自己的义务ꎬ处理好

双方关系ꎬ个人也同样可以要求集体为其发展担当一定的职责ꎬ使集体肩负起历史给予的使命ꎬ
而衡量双方的标准和尺度就是集体主义原则ꎮ

三、关于集体主义几个问题的认知维度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ꎬ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认知出

现了一些疑问ꎬ也使得集体主义的实现遇到了诸多的挑战ꎮ 直面问题ꎬ消除疑虑ꎬ对于正确把握

新时代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极为必要ꎮ
第一ꎬ集体利益的至上性与个人利益的满足问题ꎮ 集体利益有无至上性ꎬ这一问题是认识集

体主义价值观的重点所在ꎮ 有的人就是纠缠这一点ꎬ认为集体利益没有至上性ꎬ集体主义是不合

适宜的价值观ꎮ 对此ꎬ需要注意ꎬ这一命题正确与否的依据何在ꎬ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把握集体利

益的至上性ꎬ即这种至上性有无条件的限制ꎮ 集体利益至上性是否存在ꎬ关键是要从什么角度去

把握ꎮ 依据集体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阐明问题ꎬ既是合理的ꎬ又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一方面在于集体利益实现以后ꎬ的确能使个人利益有更好的满足ꎬ集体的强大也会使个人获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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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发展机会ꎮ “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影响着个体ꎬ而社会生活却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ꎮ”①在与

个人的关系中ꎬ集体不仅可以为个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ꎬ而且集体支撑力和张力具有个人不

可比拟的优势ꎮ 集体能够使个人之间聚集起来ꎬ“使人与人相结合”ꎬ“比单个人所能实现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ꎮ② 因而保证了集体利益也就有了个人利益实现ꎬ同时个人利益的满足也增强了

集体的凝聚力ꎮ 另一方面ꎬ个人的各种活动及力量的展示都需要在集体提供的舞台上才有可能ꎮ
“进行生产的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ꎮ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

见的事”ꎮ③ 就此说集体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是不为过的ꎮ 但是如果仅凭这一点

就认为集体利益具有至上性是存在局限的ꎮ
从相互关系来讲ꎬ集体和个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辅相成的ꎬ互为存在实现的前提ꎮ 集

体利益至上性也是有一定条件的ꎬ不是把其作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必要条件ꎬ也不能如

同政治集体主义那样ꎬ把集体主义变成一种强制的规范要求ꎮ 集体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引

导ꎬ是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为目的ꎮ 既要保证集体利益的优先与至上ꎬ不能为了集体损害

个人利益ꎮ 个人利益如果始终不得到满足甚至受到损失ꎬ那么集体利益也不会获得最好的实现ꎮ
“人不仅是一个政治动物ꎻ他首先是一个个人ꎮ”④再者ꎬ保证集体利益的至上是因为它能够为个人

带来更大的幸福ꎬ如果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或是硬性规定ꎬ就不会有社会的有序发展ꎮ 集体主义价值

观确认集体利益的至上性也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地位和价值ꎬ保护和满足个人利益也是集体主义

应有的内在要求和基本任务ꎮ 站在集体的立场ꎬ需要通过实现个人利益而提升个人的积极性创造

性ꎬ充满活力的个人是集体健康发展的现实基础ꎬ有了全面发展的个人ꎬ个人构成的集体才有勃勃

生机ꎮ 对个人而言ꎬ只有维护集体利益的发展才有自己个人利益的获得ꎬ而个人利益的满足则是自

己不断进步的前提ꎮ 任何正当的合理的个人利益都需要得以满足ꎬ很难想象一个不尊重自己成员

的集体会充满活力和战斗力ꎮ 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ꎬ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实

体ꎬ双方的利益实现也是交织在一起ꎬ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对方利益的实现也是一个条件ꎮ 维护

集体利益的至上性与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是不矛盾的ꎬ二者是一致的ꎮ
第二ꎬ自我牺牲问题ꎮ 这是一个老问题ꎬ也是一个新情况ꎮ 因为集体主义本身包含这一内

容ꎮ 对其理解需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ꎬ是不是需要自我牺牲ꎬ自我牺牲是不是要出让个人利

益的全部? 客观地说ꎬ只要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就存在自我牺牲问题ꎬ因为关系就包括

对立与统一ꎮ 个人与集体有矛盾就应该解决ꎬ处理过程中就有个人对集体的让步ꎮ 无论是从个

人或集体ꎬ或是从二者关系上讲都是需要的ꎮ 因为在特定时期、一定场合下ꎬ如果没有自我牺牲ꎬ
就不可能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实现ꎮ 当然ꎬ自我牺牲不是个人利益的全部丧失ꎬ否则就不需

要自我牺牲ꎮ 如果个人利益全部牺牲ꎬ那与之相对的集体利益又是谁的共同利益ꎬ集体利益又能

代表谁呢? 自我牺牲是有限度的ꎬ不能超出个人的承受能力ꎬ或不能损坏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基

本利益ꎮ 如果自我牺牲是对个人利益的完全忽视ꎬ或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ꎬ或以个人的基本

利益牺牲为代价ꎬ这种自我牺牲就是完全背离了集体主义的初衷ꎮ 另一方面ꎬ自我牺牲又是有条

件的ꎮ 其一ꎬ自我牺牲是集体强大和发展的客观需要ꎮ 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ꎬ矛盾

的解决需要个人做出自我牺牲ꎬ这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ꎬ而且集体利益直至个人利益都能得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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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实现ꎮ 反之ꎬ集体利益得不到保证ꎬ个人利益也会受损ꎮ 其二ꎬ个人的自我牺牲需要有一定的

价值体现ꎮ 即自我牺牲不是无用功ꎮ 集体的发展是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ꎬ而不能

是主观随意的武断臆想ꎬ或是一种虚幻集体的妄想ꎮ 个人的自我牺牲必须真正地落实在与集体

关系的处理上ꎮ 如果只是把个人当作一种驱使的工具ꎬ或随时抛出的弃物ꎬ那么自我牺牲是没有

必要的ꎮ 其三ꎬ自我牺牲需要得到一定补偿以及社会的承认ꎮ 自我牺牲不是集体主义的一贯要

求或经常性的手段ꎮ 自我牺牲的前提之一是集体和个人是相互平等的ꎬ理应相互尊重ꎮ 个人利

益不能被当作随意攫取、挥霍或占有的资源ꎬ个人与集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ꎮ 个人利益被忽视或

掠夺ꎬ一方面说明他们共同组成的有机体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ꎬ另一方面不需要再次做出自

我牺牲了ꎮ 真实的集体对其成员的自我牺牲是有补偿的ꎬ而且对其成员的自我牺牲应是有限度

的ꎬ即不能总是要求个人出让自己的个人利益ꎮ 否则就会引发集体与个人、集体和个人与集体主

义、集体主义与社会发展的矛盾ꎬ使人们产生对集体主义正确性、科学性的怀疑ꎮ 其四ꎬ自我牺牲

不能只是个人的责任ꎬ集体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ꎮ 集体与个人都需要为双方关系的和谐作出

一定的贡献ꎮ 只是一味地要求个人作出让步ꎬ集体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 如果个人利益也需要

集体做出自我牺牲ꎬ集体能否如此这般呢? 如果不能ꎬ对于集体所担负责任的界定就是不全面

的ꎮ
第三ꎬ政治的和道德的集体主义的界定问题ꎮ 两个概念是运用在不同领域的ꎬ在内涵和作用

上是有区别的ꎮ 从学理上讲ꎬ集体主义更多的是作为道德原则来认识ꎮ 同是规范ꎬ政治集体主义

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意志ꎬ是国家认可并实行的一种制度化的规范要求ꎬ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ꎬ
通过社会组织、行政机关以政令、制度等形式强制人们加以遵循ꎬ一定意义上具有必须之意ꎮ 对

个人来说ꎬ政治集体主义就是一种社会对自己的外在要求ꎬ更多的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动接受ꎮ
道德集体主义则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要求ꎬ其产生于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处理与协调的内在需

要ꎬ以主观意念、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于人们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的实践过程中ꎬ通过宣传教育、舆
论导向、榜样引导等方式ꎬ使集体主义能够实现由他律到自律、由外在到内在的转化ꎮ 集体主义

在政治与道德上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必须与应当的鲜明对比ꎬ要求我们从规范性质、方式等方

面对它们区别对待ꎮ 当然ꎬ政治层面和道德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也是有联系的ꎬ它们作为社会主义

社会的规范要求ꎬ在生成基础、调节方式、实现目的上是密不可分的ꎮ 在实践中ꎬ二者也是相互作

用、相辅相成的ꎮ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ꎬ我们必须认识到集体主义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不同ꎬ以使集体

主义真正发挥作用ꎮ 否则ꎬ在人们的眼中的集体主义就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规范ꎬ一种行政命令式

的政治要求ꎮ 计划经济时代ꎬ学者的研究尽管把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ꎬ但在其实现过程中则更

多的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运用ꎮ 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ꎬ集体利益至高无上ꎮ
当二者发生矛盾时ꎬ不管什么情况ꎬ个人必须为集体做出牺牲ꎮ 看似集体主义具有绝对权威ꎬ人
们也以其作为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ꎬ而实际生活中人们并没有把集体主义当作自觉的或是内在

的准则ꎬ只是处于被动的、表层的甚至是盲从的状态ꎮ 从政治的角度强力推行集体主义ꎬ只能使

集体主义处于一种为政治作道义论证的工具ꎮ 在一定时期内ꎬ集体主义也许会有所作为ꎬ对人们

行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ꎬ然而当个人需要维护自身利益ꎬ展现主体能动性的时候ꎬ集体主义就会

失去约束力ꎮ 我们也不能由此否定政治集体主义的价值ꎬ因为政治集体主义也是国家发展所不

可缺少的指导原则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体主义原则的引领ꎬ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ꎬ同样

也离不开政治的和道德的集体主义的共同协调ꎮ 同时ꎬ道德集体主义的实现也需要凭借政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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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等规范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ꎮ 在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ꎬ我们不

能否认道德与其他规范形式的区别ꎬ更不能把不同性质的规范混同使用ꎬ也不能仅仅从道德的意

义上来认知集体主义的实现ꎮ 因为道德由他律到自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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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易代之叹”与陶渊明“安身立命”
哲学探微

∗

刘克敌
( 山东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３５ )

　 　 摘要:　 生逢“易代之变”ꎬ历代文人多有“易代之叹”ꎬ盖与文人之“多愁善感”以及所谓“士”之历史使命感

有关ꎮ 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ꎬ于“易代之叹”之外ꎬ对历史上“易代之际”士大夫阶层不同的思想状况和处世态度

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理性分析ꎬ试图为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一条可以保持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途径ꎮ 他对陶渊

明思想的分析即为一个典型的例证ꎮ 不过其同时代及后代某些学者因学术立场不同ꎬ多少不能与陈氏初衷相契

合ꎬ遂在探讨陶氏思想方面与陈氏有所差异ꎬ但陈氏所提出问题之重大ꎬ确已引起学界重视ꎮ 在理解陈寅恪思想

时ꎬ不应只注意他的“了解之同情”说法ꎬ更要从他的全部论著中寻找其思想发展脉络ꎮ
关键词:　 陈寅恪 ꎻ“易代之变”ꎻ知识分子ꎻ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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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代”者ꎬ改朝换代也ꎬ也称“鼎革”ꎮ 对于中国历代文人而言ꎬ生逢“易代”之变ꎬ往往为其

一生经历之最重要变故ꎬ彼时也最能检验其思想立场及文化观念ꎮ 或因外敌入侵或因统治者内

部纷争造成社会动荡以及瘟疫、战乱等ꎬ也会对历代文人之生活、创作或学术研究产生深刻复杂

影响ꎬ最终导致文人及所属文人群体在这一时期采取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处世态度ꎮ 而历代文人

对此所发感叹或议论ꎬ可称为广义的“易代之叹”ꎬ其创作则可称之为“易代”文学ꎮ
不仅如此ꎬ从历史上看ꎬ大凡一些先知先觉者ꎬ常常在歌舞升平的背后觉察到所处王朝之颓

势ꎬ故多有忧国忧民之叹ꎮ 如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前 ２０ 年ꎬ就感觉到大清王朝已经无可挽回地

走上“衰世”:“衰世者ꎬ文类治世ꎬ名类治世ꎬ声音笑貌类治世ꎮ 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ꎬ似治世之

太素ꎻ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ꎬ似治世之希声ꎻ道路荒而畔岸隳也ꎬ似治世之荡荡便便ꎻ人心混混而

无口过也ꎬ似治世之不议ꎮ 左无才相ꎬ右无才史ꎬ阃无才将ꎬ庠序无才士ꎬ陇无才民ꎬ廛无才工ꎬ衢
无才商ꎬ抑巷无才偷ꎬ市无才驵ꎬ薮泽无才盗ꎻ则非但鲜君子也ꎬ抑小人甚鲜ꎮ”①尽管龚自珍主要

从人才角度观照当时的社会状况ꎬ但确实抓住了影响王朝兴废的关键所在ꎮ 龚自珍去世后至 ２０
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ꎬ中国社会果然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ꎬ其社会动荡之激烈、变化

之复杂ꎬ即便置于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ꎮ 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ꎬ不止一次经历

了各种形式的“易代”之变ꎬ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因彼时不同的处世方式而产生天壤之别ꎮ 对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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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有这样经典的评价:“纵览史乘ꎬ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ꎬ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

之变迁有关ꎮ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ꎬ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ꎬ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ꎬ新社

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ꎮ 各是其是ꎬ而互非其非也ꎮ 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ꎮ 虽然ꎬ值
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ꎬ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ꎬ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ꎬ而其

贤者拙者ꎬ常感受苦痛ꎬ终于消灭而后已ꎮ 其不肖者巧者ꎬ则多享受欢乐ꎬ往往富贵荣显ꎬ身泰名

遂ꎮ 其故何也? 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ꎬ以应付此环境而已ꎮ
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ꎬ即决定于是矣ꎮ”①

陈寅恪有此判断绝非偶然ꎮ 早在哈佛留学期间ꎬ他和吴宓等人就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及知识分子命运问题极为关注ꎬ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忧心忡

忡ꎮ 据吴宓日记ꎬ陈寅恪指出:“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ꎬ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ꎬ而不图精神

之救药ꎬ势必至人欲横流ꎬ道义沦丧ꎮ 即求其输诚爱国ꎬ且不能得ꎮ 西国前史ꎬ陈迹昭著ꎬ可为比

鉴也ꎮ”②至于遭逢社会动荡ꎬ读书著作已不可能之时ꎬ陈寅恪认为彼时知识分子的底线就是“我
侪虽事学问ꎬ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ꎬ道德尤不济饥寒ꎮ 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ꎬ另求谋生之地ꎮ
经商最妙ꎮ 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ꎬ决不能用我所学ꎬ只能随人敷衍ꎬ自侪于高等流氓ꎬ误己误人ꎬ
问心不安ꎮ 至若弄权窃柄ꎬ敛财称兵ꎬ或妄倡邪说ꎬ徒言破坏ꎬ煽惑众志ꎬ教猱升本ꎬ卒至颠危宗

社ꎬ贻害邦家ꎬ是更有人心者ꎬ所不忍为矣ꎮ”③此诚为怆心之述也ꎮ
数年之后的 １９２７ 年ꎬ正在清华国学院执教的陈寅恪ꎬ果然和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经历了一次

近乎“易代”的剧烈社会动荡ꎮ 当年 ６ 月 ２ 日ꎬ王国维投水自尽ꎬ一时震惊文坛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梁启

超写信给梁令娴ꎬ先是谈到王国维自尽及其原因ꎬ后谈到京城时局:“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ꎬ本
极深刻ꎮ 最近的刺激ꎬ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ꎮ 半月以来ꎬ京津已入恐慌时

代ꎬ亲友们颇有劝我避地日本者ꎬ但我极不欲往ꎬ因国势如此ꎬ见外人极难为情也ꎮ”④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距王国维自尽不过 ２０ 余日ꎬ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寅恪相约不入

(国民)党ꎮ 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ꎬ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ꎬ只有舍弃学校ꎬ另谋生活ꎮ 艰

难固穷ꎬ安之而已ꎮ”⑤

同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郑孝胥在日记中记录了«天津日日新闻»登载的一篇报道ꎬ题目为«英人提

倡共管中国»ꎮ 在此期间ꎬ其日记中多次提及王国维自尽之事ꎬ并为之作挽诗ꎬ且多有对国内纷

乱局势之记录ꎮ
至于王国维ꎬ在投水自尽之前早已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度绝望和对时局的不安ꎮ 据金梁回忆ꎬ

他在王国维自尽前三天前去拜访ꎬ“公平居简默ꎬ是日忧愤异常时ꎮ 既以世变日亟ꎬ事不可为ꎬ又
念津园可虑ꎬ切陈左右ꎬ请迁移ꎬ竟不为代达ꎬ愤激几泣下ꎮ 余转慰之ꎮ 谈次忽及颐和园ꎬ谓:‘今
日干净土ꎬ唯此一湾水耳ꎮ’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⑥ꎮ 作为佐证ꎬ且看王国维自尽前一日为学

生所题写之扇面诗中的句子:“生灭原知色即空ꎬ眼看倾国付东风ꎮ 惊回绮梦憎啼鸟ꎬ罥如情丝

奈纲虫ꎮ”还有“委蜕大难求净土ꎬ伤心最是近高楼”等ꎬ字里行间都似有不安不详之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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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敌:陈寅恪“易代之叹”与陶渊明“安身立命”哲学探微

思想政治见解多有不同的几位著名学者ꎬ在 １９２７ 年夏季均对时局表示出极大不安ꎬ王国维

更是做出投水自尽之决绝行为ꎬ显然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及未来命运已经绝望ꎮ 在他们

看来ꎬ有生之年很可能又要目睹一次天下大乱、江山易色的大变局ꎬ而十几年前他们已经目睹过

晚清的覆灭ꎮ 可以想见ꎬ这样连续的“易代之变”对他们内心会有怎样强烈的刺激ꎬ中国文人特

有的“忧国忧民”情怀又会如何呈现在他们的笔下? 再进一步ꎬ对陈寅恪、吴宓这些自称为“苟活

者”而言ꎬ是否能够预想到之后数十年ꎬ类似的时局巨变和社会动荡还会不断出现ꎬ且一直伴随

他们一生?
且看陈寅恪笔下有关“易代之叹”的部分文字①: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ꎮ 是时海内尚称乂安ꎬ而识者知其将变ꎬ寅恪虽年在童幼ꎬ然
亦有所感触ꎬ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ꎬ以释幽尤之思ꎮ 丁丑岁ꎬ芦沟桥变起ꎬ随校南迁昆

明ꎬ大病几死ꎮ 稍愈之后ꎬ披览报纸广告ꎬ见有鬻旧书者ꎮ 驱车往观ꎮ 鬻书主人出所藏书ꎬ实
皆劣陋之本ꎬ无一可购者ꎮ 当时主人接待殷勤ꎬ殊难酬其意ꎬ乃询之曰:此诸书外ꎬ尚有他物

欲售否? 主人踌躇良久ꎬ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ꎬ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ꎬ
常以自随ꎮ 今尚在囊中ꎬ顾以此豆奉赠ꎮ 寅恪闻之大喜ꎬ遂付重值ꎬ藉塞其望ꎮ 自得此豆后ꎬ
至今岁忽忽二十年ꎬ虽藏置箧笥ꎬ亦若存若亡ꎬ不复省视ꎮ 然自此遂重读钱集ꎬ不仅借以温旧

梦、寄遐思ꎬ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ꎮ 虽然ꎬ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ꎬ往往窥见

其孤怀遗恨ꎬ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ꎮ 夫三户亡秦之志ꎬ九章哀郢之辞ꎬ即发自当日

之士大夫ꎬ犹应珍惜引申ꎬ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ꎬ自由之思想ꎮ 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

女ꎬ绸缪鼓瑟之小妇ꎬ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ꎬ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②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ꎬ后复游学外国ꎬ其同时辈流ꎬ颇有遭际世变ꎬ以功名显

者ꎬ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ꎬ寂寞勤苦ꎬ逾三十年ꎬ不少间辍ꎮ 持短笔ꎬ照孤灯ꎬ先后著书高

数尺ꎬ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ꎬ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ꎬ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ꎮ 与彼假

手功名ꎬ因得表见者ꎬ肥瘠荣悴ꎬ固不相同ꎬ而孰难孰易ꎬ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ꎮ
呜呼! 自剖判以来ꎬ生民之祸乱ꎬ至今日而极矣ꎮ③

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不载集中ꎬ近颇传於世ꎮ 此诗之作ꎬ在旧朝德宗景皇帝庚子辛丑

之岁ꎬ盖今日神州之世局ꎬ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ꎮ 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

将届ꎬ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ꎬ湛思而通识之人ꎬ值其气机触会ꎬ探演微隐以示来者ꎬ宜所言

多中ꎬ复何奇之有焉! 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於不夷不惠之间ꎬ托命於非驴非马之国ꎬ
其所遭遇ꎬ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ꎬ至第七首所言ꎬ则邈不可期ꎬ未能留命以相待ꎬ亦姑诵之

玩之ꎬ譬诸遥望海上神山ꎬ虽不可即ꎬ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ꎬ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ꎮ 然

而其用心苦矣ꎮ”④

纵观上述文字ꎬ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ꎬ作为历史学家兼诗人ꎬ陈寅恪对改朝换代之事有

着特别的敏感和重视ꎬ自易生发所谓的沧海桑田、历史兴亡之叹ꎻ其次ꎬ则在于中国历史上很少有

和平方式的“易代”交接ꎬ多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灾难ꎮ 对此ꎬ一切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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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节选其论文部分ꎬ其诗作中相关内容更多ꎬ暂不论及ꎮ 在陈寅恪诗中ꎬ有关“易代”“兴亡”之叹很多ꎬ甚至其全部诗作

都可视为以“易代”为主题ꎬ俟专文论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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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遗憾ꎬ也会对那些以不法甚至以阴谋夺取政权者给予批判ꎻ再次ꎬ就是对于“易代之际”作为

智识阶层之士大夫群体不同处世态度的感叹———有人因善变而飞黄腾达ꎬ有人因坚守信仰而遭

受苦难ꎮ 总之ꎬ陈寅恪在对江山易色、王朝更迭有所感叹的同时ꎬ最关注的就是作为智识阶层的

一员ꎬ当社会动荡、剧变将至之际ꎬ该作出怎样的抉择ꎮ 对此ꎬ陈寅恪曾多次称自己对崔莺莺、柳
如是、陈端生等才女的研究为“颂红妆”ꎬ就是把文人与“红妆”进行比较ꎬ以彰显“易代之际”不
同文人之思想变化和不同命运ꎮ 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段话ꎬ即试图阐述陈寅恪

如何把简单的“易代之叹”转化为对历代文人精神面貌的研究ꎮ
　 　 在社会动荡之际ꎬ最能检验小至个人、大至民族其所依据之文化传统的力量和价值如

何ꎬ其生命力又是怎样? 而且ꎬ作为一民族文化之代表的知识分子ꎬ他们在此时的表现如何ꎬ
也就说明了这一民族之精神面貌如何ꎮ 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及其命运一直极为关注ꎬ
因此ꎬ虽然在其晚年ꎬ撰写系统分析中国文化的巨著已不可能ꎬ他还是试图通过研究知识分

子精神世界的方式继续早年的课题ꎬ所以他选择了对文人与女性命运进行形象展示以代替

理论分析的方法ꎬ由关注文化转到关注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者ꎬ而明末清初的文人在这方面可

以说是作了最精彩的表演ꎬ这就是陈寅恪要写作«柳如是别传»的根本原因ꎮ 在这一时期ꎬ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弱点ꎬ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ꎬ对此的关注既表现出陈寅恪的敏锐眼

光ꎬ也可看出他的忧患意识ꎮ 清兵入关这一结局本身ꎬ既已说明自中古以来确立的传统文化

体系出现了问题ꎮ 陈寅恪借这一历史史实所要批评的ꎬ既有实用理性ꎬ更有阴柔特质ꎮ 他以

为这些固然可以造就一代代文人墨客ꎬ成就一部部文学巨著ꎬ令人黯然消魂ꎬ却无益于中国

文化的发展ꎬ无益于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更新和再现辉煌ꎮ 作为美学上的一种风

格ꎬ阴柔之美固然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陈寅恪对此也很欣赏)ꎬ但若作为一个民族的主

导文化特征ꎬ则不易激励全民族之精神意志ꎬ容易在富于挑战意味的外来文化面前失败ꎮ 固

然ꎬ人们可以津津乐道于满文化终被汉化ꎬ似乎显示出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同化能力(所谓

后发制人、以柔克刚之类)ꎮ 但对于在出现这一结局前所付出的巨大代价ꎬ是否忘了呢? 而

且ꎬ陈寅恪的眼光决非仅仅着眼于明清之季ꎬ１９ 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现实状况

和实际演变过程ꎬ是陈寅恪一直不能忘怀的ꎮ①

当黑暗一时遮蔽光明、邪恶暂且压倒正义之时ꎬ知识分子又该如何自处? 倘若已不能救人ꎬ
又该如何自救? 对此ꎬ不妨先看看西方先哲柏拉图的有关论述:“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ꎬ固不

同流合污ꎬ偕众为恶ꎬ而亦难凭只手ꎬ挽既倒之狂澜ꎮ 自知生无裨于国ꎬ无济于友ꎬ而率尔一死ꎬ则
又轻如鸿毛ꎬ人我两无所益ꎬ故惟淡泊宁静ꎬ则义命自安ꎬ孤行独往ꎮ 如此之人ꎬ譬犹风洞尘昏、飞
沙扬石之际ꎬ自栖身岩墙之下ꎬ暂为屏蔽ꎮ 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ꎬ而若吾身能独善ꎬ德行终无所

玷ꎮ 易篑之时ꎬ心平气和ꎬ欢舒无既ꎬ则亦丝毫无所憾矣ꎮ”②吴宓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中的“穷则独

善其身”如出一辙ꎬ而陈寅恪则以诸葛亮为例说明ꎬ如果时局动荡且不遇明主ꎬ则甘愿隐居山林ꎬ
而不能假爱国之名行功名利禄之私ꎬ这是作为知识分子最后的底线ꎮ 数十年后ꎬ陈寅恪还是坚持

这样的观点ꎬ他在«赠蒋秉南序»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ꎬ寅恪家居白下ꎬ一日偶检架上旧书ꎬ见
有易堂九子集ꎬ取而读之ꎬ不甚喜其文ꎬ唯深羡其事ꎮ 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ꎬ犹能兄弟戚

友保聚一地ꎬ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ꎬ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ꎬ不可也ꎮ 当读是集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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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尚称苟安ꎬ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ꎬ果未及十稔ꎬ神州沸腾ꎬ寰宇纷扰ꎬ寅恪亦以求学之故ꎬ奔
走东西洋数万里ꎬ终无所成ꎮ 凡历数十年ꎬ遭逢世界大战者二ꎬ内战更不胜计ꎮ 其后失明膑足ꎬ栖
身岭表ꎬ已奄奄垂死ꎬ将就木矣ꎮ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ꎬ曲学阿世ꎬ似可告慰友朋ꎮ 至若追踪

昔贤ꎬ幽居疏属之南ꎬ汾水之曲ꎬ守先哲之遗范ꎬ托末契于后生者ꎬ则有如方丈蓬莱ꎬ渺不可即ꎬ徒
寄之梦寐ꎬ存乎遐想而已ꎮ”①此最末一句ꎬ显然令人想到他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中的“至
第七首所言ꎬ则邈不可期ꎬ未能留命以相待ꎬ亦姑诵之玩之”之境界ꎬ看来陈寅恪在极度悲观之

中ꎬ多少还有些乐观ꎬ此与鲁迅的“寓希望于绝望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至于陈寅恪羡慕“易堂九子”ꎬ则牵涉到社会动乱之时中国文人如何安身立命的大问题ꎬ尤

其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关联一起时ꎬ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ꎬ其如何抉择绝非仅为个人或本

群体命运ꎬ而是对民族命运和传统文化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ꎮ 通常而言ꎬ彼时知识分

子当有积极、消极两种抉择ꎮ 前者大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ꎬ甚至为之献出生命ꎮ 因此ꎬ对
文人阶层中那些思想态度积极、为承继传统文化使之不至灭亡者ꎬ陈寅恪给予了高度赞美ꎬ如东

晋之时的王导ꎬ在动乱年代尽力“笼络江东士族ꎬ统一内部ꎬ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ꎬ以抵抗外

侮ꎬ民族因得以独立ꎬ文化因得以续延ꎬ不谓民族之功臣ꎬ似非平情之论也”②ꎮ 而后者则是恪守

洁身自好之底线ꎬ保存自身ꎬ留待来日再履行应有之职责ꎮ 但就具体事件而言ꎬ常非如此简单清

晰ꎮ 就“易堂九子”这一个案而言ꎬ其群体内部成员为维系群体生存乃至为延续文化命脉所实施

具体策略ꎬ既有无可奈何的沉重ꎬ又彰显出一种传统文化中的智慧ꎮ
所谓“易堂九子”ꎬ是指明末清初以魏禧为首的 ９ 位文人ꎬ即魏禧与兄魏祥、弟魏礼ꎬ以及李

腾蛟、邱维屏、曾灿、林时益、彭士望、彭任等 ９ 人ꎮ 其中魏禧三兄弟是这一文人群体的核心ꎬ史称

“三魏”或“宁都三魏”ꎮ 这“易堂”之名由来ꎬ一说是魏禧父魏兆凤在明朝灭亡后削发隐居ꎬ名其

居室曰“易堂”ꎮ 还有一说是“九子”为避战乱ꎬ买下宁都城西的翠微峰ꎬ在峰顶建造房屋居住ꎬ中
间厅堂是大家聚会场所ꎬ取名为“易堂”ꎮ

明朝覆灭后ꎬ“易堂九子”见以武力反清复明无望ꎬ遂专注于讲学著述ꎮ 虽然清政府将“九
子”作品列为禁书予以销毁ꎬ却并未禁止他们讲学ꎮ 魏氏三兄弟中以老二魏禧影响最大ꎬ因他字

凝叔ꎬ世人尊称他为叔子ꎬ又因他曾住在翠微峰上的勺庭ꎬ人们又称他为勺庭先生ꎮ 康熙九年ꎬ魏
禧曾赴南京一带游历ꎬ前来拜访、求文者络绎不绝ꎮ 就在这一时段ꎬ魏禧写下那篇有名的«大铁

椎传»ꎮ 该文写一位以使用大铁椎为兵器的侠客来投奔宋将军ꎬ却因后者“不足用”而离开ꎮ 至

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以及为什么后来说宋将军“不足用”ꎬ则语焉不详ꎮ 由此可见ꎬ魏禧写这

个人物有所寄托ꎬ“宋将军”可能暗指当时那些明朝旧臣ꎬ他们徒有虚名却没有勇气实施反清复

明大业ꎮ 文章最后ꎬ魏禧的议论极为深刻:“天生异人ꎬ必有所用之ꎮ 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ꎬ豪
俊、侠烈、魁奇之士ꎬ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ꎬ又何多也! 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 抑用之自有

时欤?”这里ꎬ魏禧不仅是为文中侠客而生感叹ꎬ也是为他们这些文人生不逢时而兴感慨ꎮ 明末

清初传记体创作一时繁荣ꎬ当与文人感慨时局、表扬忠烈、谋求以文存史之观念有关ꎬ体现了清初

文人特别是那些明“文化遗民”的复杂心态ꎬ而«大铁椎传»即为其中的代表作ꎮ
康熙十七年ꎬ魏禧被清廷荐举为博学鸿儒ꎬ他称病拒不应召ꎮ 后来ꎬ连原来一些反清文人如

朱彝尊、汪琬等也都应招ꎬ坚持不去者已寥寥无几ꎮ 当年十二月ꎬ江西巡抚责令宁都县令将魏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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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到南昌ꎬ魏禧假装病重ꎬ死活不肯出仕清廷ꎬ此举受到江西很多名士的赞扬ꎮ 康熙十八年魏禧

去世ꎬ其“士可杀不可辱”的高风亮节一直受到后人称颂ꎮ
不过ꎬ相比魏禧ꎬ也许“易堂九子”中的另一位更值得赞美———只因他的忍辱负重在很大程

度上保证了整个“易堂九子”群体长达 ３０ 余年的安全和相对从容的著书讲学ꎬ此人就是三兄弟

中的老大魏祥ꎮ 清廷入关后下达剃发令ꎬ且不许明朝遗民隐居山寨ꎬ翠微峰虽地势险要却也无法

抵挡大兵入侵ꎮ 这时ꎬ魏祥甘愿承受骂名ꎬ担起长子“责在宗祧”、保卫家室的重任ꎮ 他换上清廷

装束进城参加考试ꎬ取得贡生资格ꎬ从此背负起委身清廷的痛苦负担ꎬ且常须面对个人名望受损

和家族命运安危之矛盾ꎮ 如康熙十六年吴三桂将领韩大任庐陵突围后ꎬ当局欲招安韩大任ꎮ 韩

说:“非魏伯子至ꎬ吾不信ꎮ”魏祥遂受命前往ꎮ 易堂诸亲友极力劝阻ꎬ魏祥说:“此乡邦宗族所关

大事ꎬ吾不往ꎬ恐将祸及ꎻ去而无成ꎬ吾自当之ꎮ”不料刚入韩营ꎬ清军突然急攻ꎬ韩疑其被魏祥出

卖:“先生来将为贾谊乎? 抑效郦食其耶?”魏祥无言对答ꎮ 不过ꎬ韩敬魏之道德声名ꎬ仅将其拘

留军营ꎮ 后韩军拔营赴闽ꎬ祥遂被害ꎮ 总之ꎬ魏祥以牺牲个人为代价ꎬ换来“易堂九子”诸人不仅

没有受到清廷清剿ꎬ且还能著述讲学ꎬ能为陈寅恪所羡慕大抵缘此ꎮ 应该说ꎬ魏祥的例子并非个

案ꎬ当时很多文人都面临着是否出仕清朝的两难选择:出仕ꎬ则有违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ꎻ不
仕ꎬ则马上会导致自己和整个家族成员的灭顶之灾ꎮ 如果仅仅是牺牲个人ꎬ相信很多文人都会坦

然面对ꎬ但如果因此牵连到亲人甚至是无辜的远亲ꎬ则代价确实过于巨大和沉重ꎮ 而且ꎬ这些生

活于易代之际的文人ꎬ伴随着时间流逝ꎬ继续维系自己的“遗民”身份无疑成为一个沉重负担ꎬ诚
如今人赵园所说ꎬ是“节操”在时间中的剥蚀ꎬ是那种神州陆沉之悲慨之气的逐渐烟消云淡ꎬ最终

庄严化为滑稽ꎬ这才最为可怕ꎮ 此外ꎬ如果自己这一代因多少承受前代恩泽而必须守节尽忠的

话ꎬ那么子女后代应该没有继续承继这负担的义务ꎮ 对此ꎬ出身贫寒的清初名士戴名世就指出:
“自明之亡ꎬ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ꎬ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ꎬ多不以为非ꎮ”所以两难之中ꎬ很
多文人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ꎬ即让某个孩子(一般是长子)出仕以保证整个大家族的相对平安ꎬ
从而也保证这个家族的延续成为可能ꎮ 对于这种抉择ꎬ显然不能简单地视为文人软弱变节之举ꎮ
有意思的是ꎬ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之后ꎬ不少文人对自己后代的要求竟然都是不要再“从文”ꎬ宁
愿学习一门实用的手艺甚至鼓励后代从事他们一向最看不起的经商ꎮ 王国维让长子去海关、次
子去邮政工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ꎮ 而陈寅恪和吴宓当年在社会动荡之际的约定ꎬ就是一旦被当

权者相逼ꎬ则离开学术、远离学校ꎬ宁愿经商———尽管他们经商的才华很难令人信服ꎬ但文人如果

既不想委身投荣ꎬ也不想自杀或归隐ꎬ则经商也许是一个不算最坏的选择ꎮ
纵观陈寅恪有关“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当如何抉择的感叹及理性阐释ꎬ其最为强调者ꎬ当为

无论如何抉择ꎬ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不能丧失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不能抛弃ꎮ 即便

在极端情况下无法教书育人、著书立说ꎬ甚至已经流离失所或被迫隐居江湖ꎬ但只要信念和精神

还在ꎬ中国文化就不会真正消亡ꎮ 当社会动荡之际ꎬ知识分子固然可能无法挽救整个社会走向衰

败混乱ꎬ但必须肩负起承继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为此任何个体的牺牲都无足轻重ꎬ更遑论

短期内的忍辱负重甚至在他人眼里的委曲求全ꎮ 陈寅恪晚年耗费十年精力从事“钱柳因缘释

证”ꎬ很大程度就是要为钱谦益之表面“身仕两朝”实际在从事反清复明之活动“正名”ꎮ 这里正

用得上顾炎武的一段名言:“有亡国ꎬ有亡天下ꎮ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ꎬ谓之亡国ꎮ
仁义充塞ꎬ而至于率兽食人ꎬ人将相食ꎬ谓之亡天下ꎮ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ꎮ 保国者ꎬ其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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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ꎬ肉食者谋之ꎻ保天下ꎬ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ꎮ”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陈寅恪才对柳如是给

予高度赞美ꎬ称之为“天下兴亡ꎬ匹妇有责”的佼佼者ꎮ

二

诚然ꎬ出于一时激愤或他人鼓励ꎬ文人在“易代”之际可以逆潮流而动ꎬ作出各种独立姿态甚

至不惜牺牲ꎬ但真正要保持始终如一ꎬ不为任何潮流所打动ꎬ则必须有坚定的信仰ꎬ有可以依仗的

思想文化根源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陈寅恪对陶渊明等文人的研究值得关注ꎮ 鉴于陶渊明在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ꎬ有关研究自然很多ꎬ仅就陈寅恪同时代人而言ꎬ前有梁启超、冯友兰

等②ꎬ后有汤用彤、逯钦立、朱光潜等ꎮ 不过ꎬ限于各人思想观念和研究视角不同ꎬ他们对于陶渊

明思想的阐释以及对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界定都与陈寅恪有一定差异ꎮ 其中ꎬ对陈寅

恪观点有异议却未明确反对者是汤用彤ꎬ对陈寅恪直接提及且有所批评者为梁启超ꎬ对陈寅恪间

接批评或似有所针对者为冯友兰ꎬ对陈寅恪观点直接进行商榷者为朱光潜ꎮ 不过ꎬ只有理解陈寅

恪给予陶渊明之“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这样崇高地位的真正用意ꎬ才能明了陈寅恪有关陶

渊明研究的价值ꎮ
陈寅恪主要撰有两篇陶渊明研究的文章ꎬ一为«桃花源记旁证»ꎬ一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

之关系»ꎬ此外其他文章中也散见对陶渊明的评价ꎮ 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ꎬ陈寅恪

指出:“渊明著作文传于世者不多ꎬ就中最可窥见其宗旨者ꎬ莫如形影神赠答释诗ꎬ至归去来辞、
桃花源记、自祭文等尚未能充分表示其思想ꎬ而此三首诗之所以难解亦由于是也ꎮ 此三首诗实代

表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ꎬ即依据此结论

以安身立命者也ꎮ”③陈寅恪如此强调«形影神»组诗ꎬ与其主要从历史哲学角度论述有关ꎬ但此组

诗是否如其所言ꎬ代表了陶渊明之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呢? 如前所述ꎬ梁启超、冯友兰、朱光潜等与

陈寅恪意见不同ꎬ此处暂且不论ꎬ先看当代部分学者意见ꎮ 今人钱志熙认为:“«形影神»组诗ꎬ是
陶渊明一生思想的结晶ꎬ是陶的生命哲学ꎮ”并引清代人士马墣之:“渊明一生之心寓于«形影神»
三诗之内ꎬ而迄莫有知之者ꎬ可叹也!”来证明«形影神»在陶渊明著作中的重要性ꎮ④ 在钱志熙另

一篇论文中ꎬ他又指出:“陈氏将组诗放在魏晋时代由玄学引发的自然与名教之争的思想史脉络

中ꎬ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从‘旧自然说’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自然说’ꎬ并认为这是陶渊明在流

行的佛教的生命思想之外ꎬ据其自身实践所得ꎬ建立的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的生命思想ꎮ 逯钦立认

为«形影神»是针对慧远当时发表的以神不灭为宗旨的佛教形神论而发的ꎬ并分析其与佛道及玄

学的关系ꎮ 这两个研究的影响都很大ꎬ基本上代表了以往有关陶渊明‘形影神’思想研究方面的

一种高度ꎮ”在该文最后ꎬ钱志熙总结说:“事实上ꎬ这一组形影神范畴作为中国古代士人体验生

命、建构个体或群体的生命伦理学、生命哲学的重要传统资源ꎬ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ꎬ足以构成一

种独特的思想史ꎬ即形影神的思想史ꎮ 在这些方面ꎬ除了陈寅恪对陶氏思想史地位的强调之外ꎬ

１５

①
②

③
④

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ꎮ
谢泳认为陈寅恪是在看到冯友兰之«论风流»一文后ꎬ才撰写«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ꎬ参看其«试说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本事»ꎬ«书屋»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如此ꎬ则冯文在前ꎮ 对此ꎬ学界仍有争议ꎬ俟考ꎮ 此外可参看王

攸欣、贝京、钱志熙和夏中义的有关论文ꎬ具体见本文他处之注释ꎮ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ꎬ«金明馆丛稿初编»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１９７ 页ꎮ
钱志熙:«陶渊明‹形影神›的哲学内蕴与思想史位置»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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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没有引起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注意ꎮ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待弥补的缺憾ꎮ”①另一位当代学

者夏中义则指出:“陈寅恪视«形影神»为‘最可窥见’陶之思想‘宗旨’者ꎬ当极具慧眼ꎮ 若侧重

文学史ꎬ被欧阳修誉为‘晋文之冠’的«归去来兮辞»ꎬ与被称颂为寄怀高远、质文俱佳的«桃花源

记并诗»ꎬ无疑更吸引眼球ꎮ 然陈寅恪仍独钟«形影神»ꎬ因为它不仅是聚焦陶渊明心灵史的玄学

‘枢纽’ꎬ而且ꎬ客观上ꎬ它也是陶回应东晋思想史语境ꎬ呈示其独特的宇宙人生观的最重要文

献ꎮ”②自然ꎬ也有对陈寅恪给予陶渊明如此崇高思想史地位质疑者ꎬ或对陈寅恪考证中某些环节

提出质疑③ꎮ 总之ꎬ从文学史角度而言ꎬ陶渊明之大文学家地位已经毫无问题ꎬ但从思想史、哲学

史角度而言ꎬ陈寅恪之论断仍未能得到学术界认同ꎮ
从文学史角度看ꎬ«形影神»可能不是陶渊明的代表作ꎬ但陈寅恪显然是把陶渊明及其思想

放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进程中予以考察的ꎬ才会强调«形影神»组诗的重要以及陶渊明思想的承前

启后作用ꎮ 特别是在“旧义革新”方面ꎬ陶渊明之独创性堪称“孤明先发”ꎮ 据此ꎬ陈寅恪才称其

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ꎮ 就此ꎬ夏中义、钱志熙对陈寅恪观点的评价较为准确ꎬ但多少有些拔

高ꎮ 看来问题在于:首先ꎬ陈寅恪主要根据此组诗界定的陶渊明思想是否准确ꎮ 假如不够准确ꎬ
那么是陈寅恪论证有误还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如此? 其次ꎬ无论陈寅恪所界定的陶渊明

思想是否准确ꎬ陶氏确实依赖其“新自然说”得以安身立命ꎬ而不必如早期之旧自然说那样“积极

抵触名教”ꎬ也不必如阮籍、刘伶那样佯狂任诞ꎬ只需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ꎬ即与大自然为一体ꎬ
也即«神释»中最后所言:“甚念伤吾生ꎬ正宜委运去ꎮ 纵浪大化中ꎬ不喜亦不惧ꎮ 应尽便须尽ꎬ无
复独多虑ꎮ”这确为事实ꎮ 陈寅恪这样概括陶渊明思想ꎬ是否在为陶渊明之后的中国文人ꎬ特别

是与陈寅恪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ꎬ指明一条安身立命之路径呢? 这种用意的背后ꎬ是否还隐藏

有陈寅恪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知识分子言行的不满?
其实ꎬ陈寅恪确实有所不满ꎬ这不满在该文中即体现为对梁启超相关论述的批评ꎮ 首先ꎬ陈寅

恪指出ꎬ无论«桃花源记»还是«五柳先生传»ꎬ都是“藉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ꎮ
“故渊明之主张自然ꎬ无论其为前人旧说或己身新解ꎬ俱与当日实际政治有关ꎬ不仅是抽象玄理无疑

也ꎮ”此处的“与实际政治有关”极为重要ꎬ陈寅恪在暗示读者他撰写此文也是如此ꎮ 接下来ꎬ陈寅恪

对陶渊明思想性格中之不同侧面进行分析ꎬ指出其嗜酒禄仕一面当与阮籍相似ꎬ但“如咏荆轲诗之

慷慨激昂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ꎬ情见乎词ꎬ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ꎮ 总之ꎬ渊明政治上之主

张ꎬ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ꎬ耻复屈身异代ꎬ自﹝宋﹞高祖王业渐隆ꎬ不复肯仕ꎮ’
最为可信ꎮ 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ꎬ因而反抗司马氏者ꎬ正复相同ꎮ”④显而易见ꎬ这里的关键词就是

“耻复屈身异代”ꎮ 也正是在对陶渊明思想进行总结后ꎬ陈寅恪突然提到梁启超ꎬ这在陈寅恪之历史

研究论文中比较少见ꎮ⑤ 且看陈寅恪的有关批评性意见:“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

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浑浊ꎬ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ꎬ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

隆与不隆’‘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ꎬ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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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ꎬ«求是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夏中义:«释陶渊明 :从陈寅恪到朱光潜———兼及朱光潜在民国时期的人格角色变奏»ꎬ«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贝京、王攸欣:«陈寅恪的陶渊明研究述论»ꎬ«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ꎮ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ꎬ«金明馆丛稿初编»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２０３ 页ꎮ
笔者在研究陈寅恪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之演变时ꎬ曾发现陈寅恪在提及佛教引入对中国小说产生影响时ꎬ常会在论文结尾附

加一句ꎬ大致意思是此文可供研究中国小说演变者参考ꎬ如«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等
文ꎬ笔者以为此乃陈寅恪以暗示方式提醒胡适、鲁迅等ꎬ可参看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中的有关章节ꎮ 但陈寅恪确实很少在

论文中提及并评价同时代学者ꎬ特别是批评性意见ꎮ



刘克敌:陈寅恪“易代之叹”与陶渊明“安身立命”哲学探微

姓ꎬ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ꎮ’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ꎬ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ꎬ故按

诸渊明所生之时代ꎬ所出之家世ꎬ所遗传之旧教ꎬ所发明之新说ꎬ皆所难通ꎬ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

之实录也ꎮ”①此处批评梁启超不应以自己之思想经历来解释陶渊明ꎬ否则即是犯了“以今度古”之
错误ꎮ 陈寅恪最看重的就是在研究古代历史时ꎬ要带有一种“了解之同情”ꎬ此语出自他为冯友兰所

著«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之审查报告ꎬ其完整论述如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ꎬ其对于古人之学

说ꎬ应具了解之同情ꎬ方可下笔ꎮ 盖古人著书立说ꎬ皆有所为而发ꎮ 故其所处之环境ꎬ所受之背景ꎬ
非完全明了ꎬ则其学说不易评论ꎬ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ꎬ其时代之真相ꎬ极难推知ꎮ 吾人今日可

依据之材料ꎬ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ꎬ欲藉此残余断片ꎬ以窥测其全部结构ꎬ必须备艺术家欣赏

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ꎬ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ꎬ始可以真了解ꎮ 所谓真了解者ꎬ必神游

冥想ꎬ与立说之古人ꎬ处于同一境界ꎬ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ꎬ表一种之同情ꎬ始
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ꎬ而无隔阂肤廓之论ꎮ”当然ꎬ陈寅恪也指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ꎬ最易流

于穿凿傅会之恶习”②ꎬ所以在具体研究中必须慎重ꎮ 陈寅恪如此批评梁启超ꎬ不仅由于后者确实

没有做到“了解之同情”ꎬ而且还在于梁启超个人之政治立场多变可能引起陈寅恪之反感ꎮ 例如ꎬ当
年王国维去世后ꎬ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就批评梁启超“旧是龙髯六品臣ꎬ后跻马厂元勋

列”ꎬ指责他在光绪时出仕清廷却又在宣统时反清ꎬ然后先是力主保皇后又反对复辟帝制ꎬ实在是首

鼠两端ꎮ 而且ꎬ梁启超甚至把其师康有为也一并视为敌人ꎬ这样的“背师之举”在陈寅恪看来当然也

无法原谅ꎮ 这里ꎬ陈寅恪显然不是从政治角度看待是非ꎬ而是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从人格高下

以及士大夫之道德底线审视ꎬ所以才批评梁启超ꎮ 此外ꎬ还需联系到陈寅恪撰写此文前不久他在香

港遭遇日军侵略的经历ꎮ 据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回忆ꎬ陈寅恪在香港期间ꎬ日军曾威逼诱惑ꎬ试图让

他出来担任伪职ꎬ均遭其拒绝ꎮ 在香港沦陷之前ꎬ陈寅恪曾购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部ꎬ
在港期间无书可读ꎬ即以此书解闷ꎮ 对此ꎬ他写道:“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ꎮ 不数日而

世界大战起ꎬ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ꎬ以此书消日ꎬ遂匆匆读一过ꎮ 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

本虽远胜此本之讹脱ꎬ然当时读此之亲切犹是太平之世ꎬ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ꎮ”③看来ꎬ
亲身经历过艰难困苦和敌人威逼诱惑后ꎬ陈寅恪对知识分子在动乱之中如何才能坚持洁身自好之

底线有了切身体会ꎬ遂可以真正理解陶渊明彼时“辞官归隐”“耻复屈身异代”之举的明智和沉重ꎬ
对于梁启超某些言行不以为然也就可以理解ꎮ 此处可以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证ꎬ张爱玲的«倾城之

恋»所写就是香港沦陷期间一对恋人的故事ꎬ她以嘲讽之意描写了这对恋人在和平之时虽互有好感

却互相猜疑ꎬ而战争的突然爆发却促使他们走向对方并最终结合———“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ꎮ 但是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ꎬ谁知道什么是因ꎬ什么是果? 谁知道呢ꎬ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ꎬ一个大都市

倾覆了ꎮ”诚然ꎬ这里是文学笔法ꎬ但所写战争中人们心理变化却是真实的ꎬ陈寅恪在撰写讨论陶渊

明思想之文时ꎬ在香港的经历显然对他产生影响ꎮ
当然ꎬ陈寅恪也并未过于苛求梁启超ꎮ 数年后ꎬ他对梁启超就有这样近乎盖棺论定的评价:“任

公先生高文博学ꎬ近世所罕见ꎮ 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ꎬ以为先生之不

幸ꎮ 是说也ꎬ余窃疑之ꎮ 尝读元明旧史ꎬ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ꎮ 况先生少为

儒家之学ꎬ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ꎬ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ꎬ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ꎬ势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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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ꎮ 忆洪宪称帝之日ꎬ余适旅居旧都ꎬ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ꎬ极丑怪之奇观ꎮ 深感廉耻道尽ꎬ至为痛

心ꎮ 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ꎬ则尚为其次者ꎮ 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ꎬ摧陷廓

清ꎬ如拨云雾而睹青天ꎮ 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ꎬ实有不获已之故ꎮ 此则中国之不幸ꎬ非
独先生之不幸也ꎮ 又何病焉?”①此处所提及刘藏春ꎬ名秉忠ꎬ字仲晦ꎬ号藏春散人ꎻ姚逃虚ꎬ名广孝ꎬ
字斯道ꎬ号逃虚子ꎮ 所谓“藏春”“逃虚”ꎬ显然是有所寄托ꎬ且与其本名“秉忠”“广孝”形成鲜明对

比ꎮ 此二人在元、明两朝代ꎬ均为杰出政治家ꎬ其地位大致等于“帝师”ꎬ各自为所在王朝统治作出贡

献ꎬ这与其“藏春”“逃虚”名号显然不符ꎮ 陈寅恪提及此二人ꎬ意在说明梁启超当年思想也是陷入

“两难”境地ꎮ
不过问题还在于ꎬ梁启超有关陶渊明的论著写于 １９２３ 年ꎬ陈寅恪为何多年之后才在论文中

点名批评呢? 仅仅是偶尔联想所及吗? 在我看来ꎬ陈寅恪并非有意指责梁启超ꎬ尤其是在梁启超

去世多年后ꎮ 他可能只是有感而发ꎬ然后借题发挥ꎬ借对梁启超思想多变之批评ꎬ达到对当时一

些知识分子言行批评之目的ꎮ 如谢泳认为陈寅恪此文似有感而发ꎬ他在«‹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

谈之关系›本事考»一文中认为此文可能与冯友兰的«论风流»有关ꎬ此处不赘ꎮ 笔者大致赞同谢

泳之推断ꎬ唯一有疑问者即两人撰写文章之先后关系ꎬ但从陈寅恪文章最后刊发时间看ꎬ如果陈

寅恪在刊发前有所修改ꎬ则谢泳之推论可以成立ꎬ何况谢泳还以其他方式有所佐证ꎮ

三

既然陈寅恪有关陶渊明之评价明显带有现实针对性ꎬ则他对陶渊明思想学说的概括性评论

多少就会带有情感倾向而不会完全站在学术立场ꎬ这一点也是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对陈寅恪观念

抱有异议的原因ꎮ 对此ꎬ学术界已有较多阐释ꎬ此处不赘ꎮ 在此只需讨论的是ꎬ作为一向严谨之

陈寅恪ꎬ在其他论文中给人留下的都是考证极为详尽甚至过于繁琐之印象ꎬ而在考证陶渊明思想

发展及是否与佛教有关时ꎬ却比较简单ꎮ 这固然可能与战时资料不易获得有关ꎬ但是否也可理解

为陈寅恪有意如此———纵观陶渊明所有作品ꎬ确实很难得出陶渊明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哲学

理念ꎬ但可以说大致构建了被陈寅恪称之为“新自然说”的人生哲学观ꎮ 这不仅是陶渊明对中国

思想史的一大贡献ꎬ也是他据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ꎮ 固然ꎬ自古以来ꎬ中国士大夫阶层就有

可以安身立命之观念ꎬ诸如“岁寒ꎬ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穷则独善其身ꎬ达则兼济天下”以及

“士为知己者死”之类等等ꎬ足以让不少文人墨客在遭遇巨大事变时作为个人坚定的信仰ꎮ 但这

些更多不过是一种道德规范而非根植于哲学的人生观ꎬ而陶渊明的“甚念伤吾生ꎬ正宜委运去ꎮ
纵浪大化中ꎬ不喜亦不惧”则确实已发展成较为完整的人生哲学观ꎬ至少可称为一种人生态度而

非简单的道德约束ꎮ 且看陈寅恪的论述:“东晋之末叶宛如曹魏之季年ꎬ渊明生值其时ꎬ既不尽

同嵇康之自然ꎬ更有异何曾之名教ꎬ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王辈之所为ꎮ 盖其己身之创

解乃一种新自然说ꎬ与嵇、阮之旧自然说殊异ꎬ惟其仍是自然ꎬ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ꎬ虽篇篇有酒

(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语)ꎬ而无沈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志ꎮ 夫渊明既有如是创辟之胜

解ꎬ自可以安身立命ꎬ无须乞灵于西土远来之学说ꎬ而后世佛徒妄造物语ꎬ以为附会ꎬ抑何可笑之

甚耶?”②值得注意的是ꎬ此段最后一句ꎬ仍似若有所指ꎬ或意在暗讽现实? 俟考ꎮ 为了证明陶渊

明的确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观ꎬ陈寅恪还以陶氏诗歌作为辅证:“又归去来辞结语‘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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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敌:陈寅恪“易代之叹”与陶渊明“安身立命”哲学探微

化以归尽ꎬ乐夫天命复奚疑ꎮ’乃一篇主旨ꎬ亦即神释诗所谓‘甚念伤吾生ꎮ 正宜委运去ꎮ 纵浪大

化中ꎬ不喜亦不惧ꎮ 应尽便须尽ꎬ无复独多虑’之意ꎬ二篇主旨可以互证ꎮ 又自祭文中‘乐天委

分ꎬ以至百年ꎮ’亦即神释诗‘正宜委运去’及‘应尽便须尽’之义也ꎮ”①

此外ꎬ欲理解陶渊明思想及陈寅恪论述之出发点ꎬ有一个词汇极为关键ꎬ就是“安身立命”ꎮ
陈寅恪一般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该词ꎬ既可以指责不肖不良之文人曲解“名教” “自然”获取名

利ꎬ也可以称赞嵇康、陶渊明等依仗“自然”说(无论新旧)安身立命ꎮ② 例如ꎬ他这样评价何曾之

流:“寅恪案ꎬ天地四时即所谓自然也ꎮ 犹有消息者ꎬ即有阴晴寒暑之变易也ꎮ 出仕司马氏ꎬ所以

成其名教之分义ꎬ即当日何曾之流所谓名教也ꎮ 自然既有变易ꎬ则人亦宜仿效其变易ꎬ改节易操ꎬ
出仕父仇矣ꎮ 斯实名教与自然相同之妙谛ꎬ而此老安身立命一生受用之秘诀也ꎮ 呜呼! 今晋书

以山涛传、王戎及衍传先后相次ꎬ列於一卷(第四三卷)ꎮ 此三人者ꎬ均早与嵇、阮之徒同尚老庄

自然之说ꎬ后则服遵名教ꎬ以预人家国事ꎬ致身通显ꎬ前史所载ꎬ虽贤不肖互殊ꎬ而获享自然与名教

相同之大利ꎬ实无以异也ꎮ 其传先后相次于一卷之中ꎬ谁谓不宜哉!”③

最后ꎬ陈寅恪可能有意无意地从“正反合”三个侧面来分析“自然” “名教”及陶渊明«形影

神»组诗ꎬ即自然“形”为第一层次也为最根本层次ꎬ名教“影”出于自然ꎬ为第二层次ꎬ而“神”则
统合二者ꎬ成为“否定之否定”ꎬ也即第三层次之“合”ꎮ 对此可参看他论述汉语中“对对子”现象

的有关内容ꎬ如:“凡上等之对子ꎬ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ꎮ (平生不解黑智儿之哲学ꎬ今论此事ꎬ不
觉与其说暗合ꎬ殊可笑也ꎮ)对一对子ꎬ其词类声调皆不适当ꎬ则为不对ꎬ是为下等ꎬ不及格ꎮ 即使

词类声调皆合ꎬ而思想重复ꎬ如燕山外史中之‘斯为美矣ꎬ岂不妙哉!’之句ꎬ旧日称为合掌对者ꎬ
亦为下等ꎬ不及格ꎮ 因其有正ꎬ而无反也ꎮ 若词类声调皆适当ꎬ即有正ꎬ又有反ꎬ是为中等ꎬ可及

格ꎮ 此类之对子至多ꎬ不须举例ꎮ 若正及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ꎬ不但能相当对ꎬ而且所表现

之意义ꎬ复能互相贯通ꎬ因得综合组织ꎬ别产生一新意义ꎮ 此新意义ꎬ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

意义ꎬ显著于字句之上ꎬ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ꎬ所谓言外之意是也ꎮ 此类对子ꎬ即能备具第三阶段

之合ꎬ即对子中最上等者ꎮ 凡能对上等对子者ꎬ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ꎬ决非仅知配拟

字句者所能企及ꎮ 故可藉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ꎮ”④在为此文所写后记中ꎬ陈寅恪又特意强调了

“正反合”:“又正反合之说ꎬ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ꎮ 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ꎬ复新游苏联

返国故也ꎮ”⑤这里ꎬ陈寅恪提及冯友兰ꎬ当非偶然ꎬ实际是在强调其“对对子”所蕴含之“正反合”
的重要哲学意义ꎮ 当然ꎬ笔者说陈寅恪可能是以“正反合”论述陶渊明之«形影神»ꎬ只是指其论

述方式二者确实有些类似ꎬ对此尚待进一步探讨ꎮ 不过ꎬ下面一段颇可看出陈寅恪的论述思路:
“寅恪案ꎬ此诗结语意谓旧自然说与名教说之两非ꎬ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ꎮ 夫运化亦自

然也ꎬ既随顺自然ꎬ与自然混同ꎬ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ꎬ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ꎬ如主旧自然说

者之所为也ꎮ 但此委运任化ꎬ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ꎬ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ꎮ
考陶公之新解仍从道教自然说演进而来ꎬ与后来道士受佛教禅宗影响所改革之教义不期冥合ꎬ是
固为学术思想演进之所必致ꎬ而渊明则在千年以前已在其家传信仰中达到此阶段矣ꎬ古今论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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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ꎬ«金明馆丛稿初编»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２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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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旨未尝及此ꎬ实有特为指出之必要也ꎮ”①按陈寅恪之意ꎬ尽管陶渊明学说可能还不够完善ꎬ但
他毕竟“千年以前”就已“达到此阶段矣”ꎬ不仅他自己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学说ꎬ且开启之后中国

学术发展新领域———仅此一点ꎬ当然可以称之为“大思想家”ꎮ
今天看来ꎬ陈寅恪对陶渊明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界定可能不够严谨甚至有拔高之嫌ꎬ

但其论述重点并非判定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之地位应该多高ꎬ而是强调:只要后世文人能够像

陶渊明那样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学说———尽管该学说可能还不是真正具有独创性或尚有缺陷ꎬ
就可任凭社会动荡而不被其迷惑ꎬ各种纷扰打击也都可以抵抗———尽管这抵抗可能只是一种看

似消极的归隐ꎮ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ｑｕｅ’ｓ “ｓｉｇｈ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ｐｈｙ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ｕ Ｋｅｄ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Ｍ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ｒ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ｏｒｎ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ꎬ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ｉｇｈ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ｆｅｌ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 ｓｈｉ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ꎬＣｈｅｎ Ｙｉｎｑｕｅꎬ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ꎬ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 ｓｉｇｈ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ꎬ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ｔ “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ｉｆｅ ｗｈ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ａ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ｆｒｅｅ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ｑｕｅ’ 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ｏ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ｔｉｍｅꎬ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ｏｒ ｌｅｓｓ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ｎ’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ｙ ｊｕｓ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Ｙｅ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ｌａｉ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ｏ ｆｉｎｄ ｈｉ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ｌ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 Ｙｉｎｑｕｅꎻ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ꎻ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ꎻ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责任编辑:孙昕光

６５
①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ꎬ«金明馆丛稿初编»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２０２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４ 卷 第 ６ 期(总第 ２８７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６(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７)

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困境
∗①

王　 葎
(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８７５ )

　 　 摘要:　 一元与多元、普遍与差异ꎬ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ꎬ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焦点论题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ꎬ应和世界范围内围绕文化和身份议题同质化与异质化间的紧张关系ꎬ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尊重少

数群体的文化权利ꎬ要求承认差异公民身份ꎬ掀起了一场针对主流普遍公民资格的思想挑战运动ꎬ凸显了当今世

界对“承认政治”“身份政治”话语的特别关注ꎮ 然而ꎬ坚持差异公民身份的文化多元主义ꎬ始终面临特殊的差异

性诉求的正当性如何证成ꎬ身份政治的实质正义能否保障ꎬ以及如何平衡差异承认与普遍共识的可能裂隙等诸

多理论与实践难题ꎮ 作为理解现代政治生活重要概念的身份认同ꎬ它既不固定ꎬ也非生而有之ꎻ它可以用来区

分ꎬ也可以实现统一ꎮ 与此相关的民族国家建构ꎬ既需要保护边缘少数群体ꎬ也需要通过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

同目标ꎮ
关键词:　 文化多元主义ꎻ文化权利ꎻ差异承认ꎻ身份政治ꎻ认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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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逻辑”(１６ＪＪＤ１０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战后西方民族独立运动和文化多样性不断发展ꎬ少数群体要求尊重并

承认其文化差异的呼声日益高涨ꎮ ７０ 年代起ꎬ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先后开

始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ꎬ引发了文化多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ꎮ 时至今日ꎬ尽管文化

多元主义因不同学科不同流派在不同国家争议不断ꎬ但其对少数群体文化权利和差异身份的重

新定义ꎬ揭示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文化同质性假设与异质性历史事实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ꎬ提供了

全球化时代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内涵的丰富理解ꎮ 文化多元主义以尊重“少数群体文化差异”的
客观事实为逻辑起点ꎬ试图以一种能够充分包容差异、更具容纳性的公民资格观ꎬ挑战并改造

“作为权利的普遍资格”的主流公民理论ꎮ 在文化多元主义看来ꎬ主流公民理论主张个体公民的

平等自由权利ꎬ这种无差别的普遍公民身份看似公平ꎬ却对少数群体的自我认同构成潜在威胁ꎬ
其结果常常以牺牲差异、少数和多元为代价ꎬ隐含着一种无视差异的文化霸权ꎬ正在引发当今世

界诸多因被排斥被歧视或被迫同化等的政治纷争ꎮ 为此ꎬ文化多元主义呼吁重视少数群体的文

化权利ꎬ主张尊重并承认多元的公民身份ꎬ开启了由主流“普遍”公民资格向当代“差异”公民身

份ꎬ以及与此相关的“分配政治”向“身份政治”的重要转折ꎮ 然而ꎬ以少数群体文化差异为核心

关切构造的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ꎬ始终面临着特殊的差异性诉求的正当性如何证成ꎬ如何平衡

差异承认与普遍共识的可能冲突ꎬ以及身份政治的实质正义能否保障等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ꎮ

７５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一、身份政治的构成逻辑

文化多元主义ꎬ其广泛意义既包含一系列为少数群体身份和权利辩护的政治理论ꎬ也涉及各

少数群体要求获得文化承认的现实社会运动ꎬ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ꎮ “多元文

化主义链接着当代文化、认同和身份问题ꎬ内在地包括种族、民族、性别等一系列政治实践ꎮ”①作

为一种政治理论形态的文化多元主义ꎬ兴盛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包含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
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诸多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面相ꎬ代表人物包括威尔金里卡、查尔

斯泰勒、玛丽恩杨、格雷泽等ꎮ 文化多元主义尽管流派各异ꎬ但在“承认少数群体文化的多

样性、社会地位和文化权利”这一旗帜下ꎬ却彼此拥有一个最大的理论共识———对身份政治的明

确主张ꎮ
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诉求ꎬ产生于对普遍主义权利公民观缺陷的深刻反省ꎮ 近代以来ꎬ

西方国家大多倡导自由主义公民观ꎬ主张个人权利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起点和归宿ꎮ ２０ 世纪后半

叶ꎬ伴随着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政治反思逐步深入ꎬ弱势、少数、特殊性等话语逐渐成为解构

“普遍主义”霸权的“另类武器”ꎮ 文化多元主义认为ꎬ主流公民资格理论对于个人权利的强调ꎬ
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普遍而空洞的公民认同观念和认同标准ꎬ缺少一种更为深层、更为重要的公民

身份关注ꎮ 作为对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的表达ꎬ公民资格不应该只是由一系列权利和责任所

界定的法定地位ꎬ它更意味着共同的民族成员感和民族身份感ꎬ彰显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

与国家之间深层的“文化”联结ꎮ 在文化多元主义看来ꎬ文化包含着对某些特殊的习俗和仪式、
符号、意义和习惯行为等的共享ꎮ② 它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本真性”ꎬ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

互区分的本质特性ꎮ 正是由于这种本真性文化的存在ꎬ使得一个民族群体有了自己的认同和身

份ꎮ 与此相应ꎬ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资格只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和国家两极ꎬ忽视由各种

多元群体构成的中间地带ꎬ文化多元主义特别强调现实生活中对少数群体的关注ꎬ主张不同群体

的文化具有同等价值ꎬ承认文化的多元差异是不同群体存在的基本条件ꎮ 而主流自由主义的普

遍公民身份看似公平ꎬ实质是在形式平等的外衣下抹杀了人的实际差别ꎬ掩盖了对少数群体和弱

势群体的排斥和歧视ꎮ 由此ꎬ依托对于“文化”ꎬ尤其是“少数群体文化”的特别关注ꎬ文化多元主

义以“文化差异”作为事实基础和逻辑起点ꎬ建构起一套立足于区别对待的公民资格权的身份政

治理论ꎮ
差异承认与对少数群体文化权利的关注结合在一起ꎬ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理论的

基本价值取向ꎮ 在文化多元主义看来ꎬ差异性内在于人不断改变自身的创造力之中ꎬ它为人类社

会文化繁荣奠定基础ꎬ为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提供可能ꎮ “差异性被视为人类昌盛的必要条件ꎬ
它向个人提供各种选择权ꎬ使他们的自主权富有意义ꎮ”③多元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差异政治ꎬ加
强了政治过程中的商谈和咨询ꎬ为人们反思自己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框架ꎬ它不仅是理解人

类自身完整性的一个必要方面ꎬ也是保证人类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平衡器”ꎮ 文化多元主义主

张ꎬ差异只是不同ꎬ不是劣等ꎬ必须珍惜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ꎬ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ꎬ并根据

差异原则和少数群体的文化特点区别对待ꎬ赋予少数群体应有的文化权利ꎬ使他们能够有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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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ꎬ同时也能发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传统ꎮ① 在现实中ꎬ争取对差异群体的文

化承认常常需要通过政治的途径来实现ꎬ所谓当“差异问题出现ꎬ也就出现了政治ꎬ而且往往同

时出现身份认同概念”②ꎮ
身份政治或曰区别对待的公民资格ꎬ和传统身份政治所主张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身份承

诺”有着本质不同ꎬ它集中体现了文化多元主义打破“多数人逻辑”、表现了少数群体差异合法性

诉求的价值关切ꎮ 当今世界ꎬ要求区别对待的身份政治的强势兴起ꎬ其原因主要在于ꎬ基于身份

的等级区分及歧视日渐替代传统基于经济因素的等级划分ꎮ 按照文化多元主义学者威尔金里

卡的分析ꎬ传统针对经济等级的不平等ꎬ产生的是“再分配的政治”ꎬ它特别关注的是基于社会经

济结构的非正义ꎬ与此相关的公民资格观念主要说明的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斗争ꎮ 如今ꎬ基
于身份差异及其相伴随的身份漠视与歧视ꎬ日益广泛而且尖锐ꎬ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

非正义ꎬ“这种非正义的根源在于表现、阐释与交往的社会模式ꎬ包括:文化支配(屈从于其他文

化的解释模式)ꎻ不承认(不能出现在文化的正统交往行为中)ꎻ不受尊重(在文化的常规公共表

现中或在日常往来中受到贬低)”③ꎬ具体表现为对边缘群体的身份和文化的较少尊重和承认ꎮ
因此ꎬ与此相关的权利争取ꎬ被称为“承认的政治”“身份的政治”ꎮ

文化多元主义认为ꎬ人们总习惯或倾向于认为一个群体之所以遭受文化上的歧视是因为它

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ꎬ一旦消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ꎬ文化的不平等就会自动消失ꎬ文化不平等

也因此通常被看作是处于第二位的、派生性的因素ꎮ 对此ꎬ文化多元主义认为ꎬ身份等级不能简

单还原成经济等级ꎮ 当今西方国家中有很多群体ꎬ比如一些发展良好的移民和宗教群体———阿

拉伯裔美国人和日本裔美国人ꎬ以及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加泰隆人和魁北克人ꎬ他们的收入水

平或生活水准并不低ꎬ有时甚至超过大多数人的平均水平ꎬ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却常常被看作低

等于主流文化ꎮ 对这些群体而言ꎬ经济平等的实现并没有消除身份的不平等ꎮ 这说明ꎬ在经济等

级和身份等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ꎬ身份的不平等不能完全还原成经济的不平等ꎮ
总体而言ꎬ文化多元主义重视文化、尤其是多元群体文化的异质性ꎬ主张以差异公民身份来

对抗“普遍公民资格”ꎬ反对关于正义的普遍主义标准对少数弱势群体权利的可能侵害ꎮ 其身份

政治理论的积极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多元的、少数群体文化的保护ꎬ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捍卫

自身生活正当性和尊严的重要工具ꎻ二是提供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内外部关系的多元价值参照ꎻ三
为平衡少数群体权利保护与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理念支持ꎮ 然而ꎬ以尊重差异文化为名ꎬ诉求特

殊的“身份政治”承认的文化多元主义ꎬ不仅其内部在类似如何实现差异平等的问题上一直众说

纷纭、争议不断ꎬ更因其多元身份可能引发差异承认与普遍共识之间的冲突等不断遭遇种种批评

和质疑ꎮ

二、差异承认与普遍共识的张力

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ꎬ为少数、边缘及弱势文化群体申张权利并诉求差别承认的公民

资格ꎬ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ꎮ 但是ꎬ身份政治对少数群体文化的特异性

以及公民身份的多元差异的强调ꎬ始终面临着在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格局最重要主体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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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内ꎬ多元的公民身份能否相容共生? 如何平衡并避免强调差异承认给国家认同可能带来的不

利影响?
当今西方世界ꎬ因为少数群体差异承认诉求的日益高涨ꎬ其复杂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一直伴

随着一元与多元、普遍与差异之间的紧张关系ꎬ在类似少数群体究竟能够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

持其身份“独特性”的问题上ꎬ始终诉讼纷纭ꎮ 文化多元主义坚持认为ꎬ少数群体的差异承认要

求正是为了免于现实的或潜在的歧视与侵犯ꎬ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ꎬ这样的权利诉求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正义ꎮ 在以金里卡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看来ꎬ只有少数群体的权利受到了恰当

保护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才具有正当性ꎮ 文化多元主义的差异承认诉求既是对民族国家建构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正义的防范ꎬ也是在明示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保持正义所需的条件ꎮ① 因

此ꎬ文化多元主义主张ꎬ只有尊重、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价值ꎬ才能实现国家认同的真正合理建

构ꎬ差异承认与基于普遍共识的国家认同建构可以相互促进ꎬ和谐共存ꎮ
问题在于ꎬ少数群体的“特殊文化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如何证成? 其合理边界如何划定? 当

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专注于把自身当成独特的文化群体ꎬ要求外界承认自己具有特定的、原生

的文化本质与身份认同ꎬ并据此要求内部成员凝聚共同的群体意识ꎬ无形中似乎正在夸大不同群

体之间的差别ꎬ甚至加剧各群体之间的相互对抗ꎬ其结果很可能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裂痕ꎮ 当一

些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不仅要求特殊权利ꎬ而且以族裔差异为由要求民族自决、自治ꎬ在实践

中很容易与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ꎬ进而影响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凝聚ꎮ
尽管很多文化多元主义者都在力图调解政治一元与文化多元共存的矛盾ꎬ但面对差异承认

与国家认同发生冲突和矛盾时ꎬ如何协调二者关系ꎬ做到既保留差异又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这一

关键问题ꎬ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始终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ꎮ 在现实政

治生活实践中ꎬ对差异群体权利的特殊保护ꎬ常常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相ꎮ 过度的“特殊保护”
诉求ꎬ在强化其正当性的同时ꎬ也会增加群体权利实现的不确定性ꎬ进而暴露并凸显诉诸差异权

利的内在悖论ꎮ 因此ꎬ强调保护少数群体文化差异并要求区别对待的身份政治ꎬ在主张给予每一

种文化同等意义和地位的同时ꎬ必须妥善处理特殊权利与普遍权利之间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所有群

体的文化(包括多数群体文化)在法律意义上都应该平等ꎻ另一方面ꎬ政治共同体需要一种共同

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ꎮ “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公分母ꎬ一种超越种族的忠诚ꎬ这种忠诚将各个不

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结合为一个整体ꎮ”②这种共同规范既不直接等同于多数群体的主流规

范ꎬ也不是通过将主流规范简单强加给少数群体而形成ꎬ它来自不同群体以平等地位进行的对话

与协商ꎬ以“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程序为基本保障”③ꎬ相互形成共识并沉淀为共同遵守的普遍

共识ꎮ
当今社会ꎬ基于差异承认的身份政治ꎬ需要各群体间的相互尊重和承认ꎬ这既是建构现代国

家认同的必要条件ꎬ也是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ꎮ “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中才是自我

自我的现代独立性并不否定自我只能在其他自我中存在这个事实ꎮ”④这意味着身份政治在

要求承认一种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若干差异群体的同时ꎬ需要进一步明确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内

容及其边界ꎬ以寻求更具合法性、与民族国家主权建设更有兼容性的权利话语表达ꎮ 文化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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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坚持的差异承认确实是一种价值ꎬ但它同样只有在一个共同的规范和制度范围内ꎬ才能正常运

行ꎮ 具体而言ꎬ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需要以差异群体间的平等共存和相互承认为前

提ꎻ同样ꎬ差异承认也必须立足基于普遍共识的国家完整性和统一性基础ꎬ从而恰当平衡差异承

认与国家认同建构之间的可能紧张关系ꎮ

三、文化权利的“结构性”矛盾

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通过把文化差异的问题诉诸公共领域ꎬ重新发掘了共同体成员多重

身份结构的重要价值ꎬ并因此要求赋予少数群体以特殊权利ꎮ 按照泰勒所言ꎬ西方思想传统中的

平等承认的政治ꎬ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形式ꎬ它在当代政治中的表现则是ꎬ不同的

文化和不同的性别要求享有平等的地位ꎮ① 类似福山在其新著«身份»中的分析ꎬ身份政治是当

今西方对社会不公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ꎬ它以更具竞争性和“政治正确”的“文化尊重”姿
态ꎬ通过关注个别、少数群体的不公正经历ꎬ其实质意图旨在矫正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

存在的结构性歧视ꎬ改善少数群体遭受排斥和边缘的状况ꎬ从而为少数、边缘及弱势群体的权利

保护提供正当性支持ꎮ
为此ꎬ文化多元主义特别声称ꎬ他们所主张的“文化”并不泛指所有的文化现象ꎬ而是一种

“社会性文化”ꎬ一种能够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中为其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文化ꎻ它不

仅包括共有的记忆和价值ꎬ而且也包括共同的制度和实践诉求ꎮ 就此而言ꎬ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

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ꎬ更是一种特殊的、直接的政治诉求ꎮ “相同的符号对象承

载着不同的语义学的涵义而且ꎬ这种差异影响着实践的同时也受实践的影响ꎮ”②在文化多

元主义看来ꎬ对许多群体而言ꎬ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平等的公民资格ꎬ却仍然会感到自己被排除

在“共同文化”之外ꎮ 而这些群体的成员之所以感到被排斥ꎬ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ꎬ
更因为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ꎬ即他们的“文化差异”ꎮ 表面上公正和无视差异的社会ꎬ本身其实

是高度歧视性的ꎬ即便这种歧视常常是以含蓄和无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ꎮ 据此ꎬ文化多元主义身

份政治强调ꎬ真正平等的要求不是相同的对待ꎬ而是差异的对待以便于调和这些差异的需求ꎬ即
如何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多数群体具有相同的地位ꎬ赋予少数群体差异的公民身份和特

殊的文化权利ꎬ使他们能够真正有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ꎮ
究竟该把哪些文化差异纳入公共领域? 身份政治所指涉的“群体”文化差异应该限定在什

么层面? 文化多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语焉不详ꎬ暴露了身份政治以“文化”为名的权利诉求的结

构性矛盾ꎮ 首先ꎬ并非所有“群体”间的文化差异都应该成为政治问题ꎬ也不是所有文化差异问

题都需要诉诸政治手段ꎮ 事实上ꎬ文化多元主义所指涉的文化差异主要限定在以种族、宗教、移
民、难民和土著居民等为基础的、具有“族性”特征的群体上ꎬ至于其他文化团体(协会、社团)之
间的差异ꎬ通常无需纳入政治领域ꎮ 对这些不同群体的各种要求也应区别对待ꎬ那些诉求族裔文

化承认与宽容ꎬ要求平等对待或“差别对待”少数群体特殊权利的问题ꎬ才可归为公共领域的问

题ꎮ 换言之ꎬ只有那些针对种族、性别、宗教、语言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少数群体的无情忽略和严重

不利ꎬ才属于差异群体权利诉求的适当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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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如果每一少数群体ꎬ都以文化为名ꎬ重心各异地要求“差异承认”和“特殊对待”ꎬ这一

方面确实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政治斗争都是经济冲突反映的思维传统ꎬ为众多弱势群体打开了

空前的言说空间ꎬ让越来越多少数群体开始为自己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别或其

他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或遭受歧视而斗争ꎮ 另一方面ꎬ如果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只

是侧重文化差异的“单一因素”ꎬ将所有社会不公的根源都化为单一的文化问题ꎬ则明显忽视了

社会正义的多维结构ꎬ更未能真正切中社会正义问题的要害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多元文化价值之间

的竞争很大程度都是利益的博弈ꎮ “政治从来都是利益和象征性表达(即意识形态ꎬ或者是对个

人或组织的感情)的化合物一旦各种利益不能获得它们认为有权获得的承认ꎬ那么炸药包

就已经备好ꎮ”①针对文化多元主义过于强调文化层面的压迫ꎬ忽视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境遇ꎬ有
批评者指责文化多元主义只是笼络、安抚弱势群体的糖衣ꎬ并不能实质性改善不同群体间的资源

分配不均与权力失衡问题ꎬ其后果直接表现为ꎬ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ꎬ身份政治的革命要素正被

不断稀释ꎬ逐渐发展为一种仅具抗争姿态和审美意义、却缺少实质抗争内容的“表演政治”ꎮ “思
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ꎬ与人们的物质交往ꎬ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

在一起的ꎮ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ꎮ 表现在某一民族

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ꎮ”②所以ꎬ如果文化多元主

义以“文化的名义”所争取的真正目的乃是“社会平等”ꎬ即争取不同群体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歧

视和压迫的群体在分享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平等ꎬ那么在现实中ꎬ这种文化平等

的真正建立ꎬ必然要涉及对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调整改变ꎬ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将社会

问题过度“文化化”ꎮ
再者ꎬ文化多元主义关于“文化身份”和“文化权利”的理解ꎬ包含有某种自然主义和本质主

义的倾向ꎬ从而使得所谓区别对待的公民资格ꎬ有自相矛盾之嫌ꎮ “少数群体并非是同质化的实

体ꎬ他们当中蕴含着文化、代际、性别、政治和经济的差异断层ꎮ 他们在表述的形成、文化与身份

的捍卫、目标的追求和实施的手段方面或许会有强烈的分歧ꎮ”③有些时候ꎬ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

治偏重的是单一群体的文化传承ꎬ严格要求群体之内的纯净性与群体之间的区隔性ꎻ另一些时

候ꎬ文化多元主义申张的则是多元社会的文化差异ꎬ关注群体之内的混杂与群体间的联动ꎮ 因

此ꎬ文化多元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ꎬ不如说更类似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口号ꎬ在“文化多元主义”
旗帜下ꎬ汇聚了一大批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诉求ꎮ 按照现代主流观点ꎬ文化是靠相互交往而不

是生物遗传来传承的ꎬ文化群体既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同质ꎬ各文化群体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想象

的那样严格和一成不变ꎬ在承认“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ꎬ必须同时意识到区别界

限或轮廓的模糊性和变动性ꎮ 同样ꎬ公民资格则主要意味着个人要在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的保

护下受到平等对待ꎬ这正是现代公民资格与传统公民观念———主张人的身份由其宗教、种族和阶

级成分决定———有所分别的关键ꎮ 如此看来ꎬ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所诉求的“区别对待的公

民资格”要做到既肯定被现代普遍主义思维所忽视或侵夺的群体差异性ꎬ又能够挑战传统公民

观念中的身份等级ꎬ难免互为掣肘力不从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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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含混的“少数正义”

文化多元主义认为ꎬ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制度建构总在有意无意中照顾多数群体的利益和

身份ꎬ其主流正义理论也常常忽略某些特殊权益———比如在承认、身份、语言和文化的成员资格

方面———的重要ꎮ 文化多元主义指责说ꎬ长期以来西方社会针对少数群体的忽视和歧视关联着

一个有分歧的理论推测ꎬ即假定在现代国家ꎬ多元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差异承认会削弱价值共享

的程度ꎬ进而影响社会团结的纽带ꎮ 对此ꎬ文化多元主义宣称ꎬ对于诸如社会团结的真正纽带如

何构建ꎬ以及少数群体权利的区别对待是否影响团结纽带等类似问题ꎬ当前既没有系统的足够的

证据证明差异承认会必然威胁社会团结ꎻ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预先假定文化多元主义与民族国

家稳定之间具有内在矛盾ꎮ 对于究竟什么可以使一个多民族国家保持团结的问题ꎬ文化多元主

义更愿意相信ꎬ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建立在“深度多样性”之上的社会ꎬ是“一个令人兴奋且值得

骄傲的目标”ꎬ有助于形成并保持一种更为强烈的团结感ꎮ① 据此ꎬ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高举

关注“少数群体权利”的旗帜ꎬ并将之作为对抗主流正义原则继而捍卫其多元文化正义的一个重

要武器ꎮ
然而ꎬ文化多元主义所谓满足少数群体特殊权利的要求就意味着正义ꎬ这一假定或推断同样

难以成立ꎮ 一般意义上的正义ꎬ是要求国家制度“漠视肤色等等差异的”ꎬ而身份政治要求依据

所属群体的成员资格赋予“特殊”权利和差别对待的公民身份ꎬ有显见的任意与歧视意味ꎬ包含

着一种反向歧视的可能ꎮ 也就是说ꎬ对“少数”的特殊保护与优惠ꎬ会引发另一种不公平ꎮ “过于

强调特殊性的政治却恰恰会为了增多一些人的自由而减损另一些人的自由ꎬ有时甚至是减损多

数人的自由而满足少数人的自由ꎮ”②对此ꎬ文化多元主义的差异公民身份理论ꎬ首先必须要回应

为包容不同群体文化差异而采纳的差别对待的做法ꎬ本质上不会成为照顾不公平的特权ꎬ或是在

支持会激起怨恨的事实ꎬ而只是对不公平劣势的弥补ꎮ 否则ꎬ文化多元主义对“少数的特殊权

利”的关注就会发展成另一种“不正义”ꎮ 不仅如此ꎬ当文化多元主义的“少数正义”在现实中从

“平等对待”更进一步发展为“特殊对待”ꎬ很容易在不同群体之间激起持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ꎬ
使得群体与群体的诉求日渐缺乏公约数ꎬ导致社会矛盾激化ꎬ破坏把人们连接为一个民族国家的

那些纽带ꎬ威胁或侵蚀对维系健全民主制度十分重要的公民品德、族群团结ꎬ等等ꎮ
至此不难发现ꎬ文化多元主义基于少数群体权利的正义捍卫具有某种特别的“政治含混

性”ꎮ 他们所谓发展专属于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ꎬ同时包含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利诉求:一
种是“内在限制”ꎬ团体以保持文化纯洁性为由限制成员的自由ꎬ这对个人自由无疑是一种威胁ꎻ
另一种是“外部保护”ꎬ是为保护团体免遭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歧视”而要求赋予其更多机会ꎮ 文

化多元主义因此也就具有了两重面相ꎬ它既可以表现进步的一面ꎬ又可以表现保守的一面ꎮ 就其

积极一面而言ꎬ文化多元主义愿意挑战那些排斥少数群体的社会常规ꎬ致力于争取让少数群体共

享公平的资源份额ꎮ 那些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ꎬ可以通过身份政治的价值诉求ꎬ挑战传统的等级

界分ꎬ以及因为特定的性别、宗教、肤色、生活方式等在社会中产生的特权阶层ꎬ展现出文化多元

主义因应现代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自主ꎮ 就其保守一面而言ꎬ文化多元主义倾向于阻止群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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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ꎬ限制群体与更大外界的接触ꎬ以捍卫所谓的“正统”文化或族裔传统ꎮ 这种保守意味的

文化多元主义一般承认在较大的社会中存在各种群体ꎬ但却在观念上拒绝群体之内的多样性或

差异性ꎬ导致对个人身份的禁锢ꎬ强化了不同群体间的隔阂ꎮ 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多元主义时

而被少数群体用来抨击社会的因循守旧ꎬ时而又表现为少数群体的成员对开放的担心ꎮ
“文化多元主义有时被自由主义用来反对守旧和狭隘的民族文化观ꎬ而有时又被保守主义

者用来捍卫守旧和狭隘的少数群体的文化观ꎮ”①正是在此意义上ꎬ文化多元主义表现出了它的

“政治含混性”ꎬ它既可以用来建构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资格ꎬ也可以被用来建构具有排斥性的、带
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公民身份ꎬ从而在两种可能中呈现出一种含混与游离ꎮ

结语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见事实是ꎬ法律规定的平等并未能完全带来经济或社会的平等ꎬ对少数群

体的忽视、歧视和不尊重等依然广泛存在ꎮ 在此背景下ꎬ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理论着力强调文

化多元和群体差异权利ꎬ以挑战普遍公民资格的单一性及其背后隐含的霸权ꎮ 通过诉诸差异公

民身份的承认ꎬ主张保护和承认差异可以促进国家认同的深度建构ꎬ开启了由遵循“普遍和平等

承认的原则”ꎬ朝向诉求“差异的身份承认”的重要转折ꎮ
文化多元主义对身份政治的拥护ꎬ是可理解和必要的ꎮ 现代社会ꎬ身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观

念ꎬ差异无疑也是一个政治化的问题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现代国家如何平衡文化、身份的多样性

与政治统一以及社会凝聚之间的关系ꎬ不仅需要政治哲学的介入ꎬ还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的

支持ꎮ 文化多元主义或许可以在理论或观念上部分地解决身份歧视ꎬ但在实践层面ꎬ文化多元主

义身份政治引发的博弈论辩更为复杂ꎮ 如何解决不同群体在经济、文化、受教育水平、生活水准

等方面的差距ꎬ仅仅依靠尊重或承认文化多样性显然没有那么容易达成ꎮ 不仅如此ꎬ现代社会针

对丧失尊严或被忽视的抗议往往植根于经济问题ꎬ身份政治对文化问题的关注ꎬ无形中转移了对

当代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实关注ꎮ 而且ꎬ将很多问题诉诸身份政治的争斗ꎬ其结果往往更难

调和ꎮ
当今时代ꎬ社会在文化以及身份层次上的多样化进程还将持续ꎬ差异和承认所带来的问题前

所未有ꎮ 按照福山的说法ꎬ身份是现代的ꎬ也是历史的ꎬ身份的政治化将同步于时代的波澜之中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对个体性和隐私的扼杀ꎬ如今ꎬ诉诸差异身份政治的缺

陷与危险同样需要引起我们重视ꎮ 在全球化引发的经济、社会急剧变化下ꎬ敏锐、贴切地抓住现

代人认同困惑的身份概念ꎬ已然成为分析当代政治的关键视角ꎮ 与此同时ꎬ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

促成的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中ꎬ人们不是被物理壁垒而是被所谓的“共同身份”区隔开来ꎬ从
而使得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ꎮ 然而ꎬ身份既不固定ꎬ也非生而有之ꎬ它可以用来区分ꎬ也可

以实现统一ꎮ 我们需要保护边缘的、被排斥的群体ꎬ也需要通过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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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变化
∗①

朱亚非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自战国至秦汉时期ꎬ山东沿海居民开辟了自山东沿海经过辽东半岛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ꎬ渡过对马

海峡进入日本九州地区这一条海上丝绸之路ꎮ 为了与汉代出现的自福建、广东沿海南下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

丝绸之路相区别ꎬ人们将其称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要早于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

域开通的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ꎬ它在中国历代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尽管历代

国际国内风云变幻ꎬ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ꎬ然而始终没有间断并一直延续下来ꎮ
关键词:　 山东半岛ꎻ北方沿海ꎻ丝绸之路ꎻ中日朝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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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亚非(１９５５—　 )ꎬ男ꎬ江苏宿迁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１９ＡＺＳ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提起历史上的丝绸之路ꎬ人们自然会想到汉代张骞开通的自新疆通往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

陆上丝绸之路ꎬ以及广东、福建商人开通的从南方沿海到东南亚地区及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丝绸之

路ꎮ 然而ꎬ比这两条丝绸之路开辟更早的ꎬ还有一条丝绸之路ꎬ那就是自山东沿海北上经过辽东

半岛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ꎬ渡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列岛并向北再延伸至南千岛群岛和俄罗斯库页

岛地区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自先秦时期出现ꎬ秦末汉初形成ꎬ此后尽管风云

变幻ꎬ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延续下来ꎮ 时至今日ꎬ仍在中日韩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然

而ꎬ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ꎬ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ꎬ重新

研究与探讨古代北方丝绸之路的兴衰变化便显得尤为必要ꎮ

一

山东沿海居民对海外的认识由来已久ꎬ最早是基于对海神的信仰ꎮ 早期成书的历史文献

«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都有北海海神“禺强”的记载ꎬ表明了山东沿海居民对海神的信

仰和对海外的初步认识ꎮ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北海之渚中ꎬ有神ꎬ人面鸟身ꎬ珥两青蛇ꎬ践两赤蛇ꎬ名曰禺强ꎮ”

«庄子大宗师»释文记载:“北海之神ꎬ名曰禺强ꎬ灵龟为之使ꎮ”«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之东

不知几亿万里ꎬ有大壑也ꎬ实惟无底之谷ꎬ其下无底ꎬ名曰:归墟ꎮ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ꎬ
二曰员峤ꎬ三曰方壶ꎬ四曰瀛洲ꎬ五曰蓬莱ꎮ 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ꎬ其顶平处九千里ꎮ 山之中间相

去七万里ꎬ以为邻居焉ꎮ 其上台观皆金玉ꎬ其上禽兽皆纯缟ꎮ 珠玕之树皆丛生ꎬ华实皆有滋味ꎬ食
之皆不老不死ꎮ 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ꎬ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ꎬ不可数焉ꎮ 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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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随潮波上下往还ꎬ不得蹔峙焉ꎮ 仙圣毒之ꎬ诉之于帝ꎮ 帝恐流于西极ꎬ失群仙圣之居ꎬ乃命禺强

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ꎮ”从对海神的记载和信仰中ꎬ可以看出早期山东沿海居民已对海外有了

朦胧的认识ꎮ
从文献记载看ꎬ山东沿海居民海外活动始于春秋时期ꎮ
东汉王充«论衡»有“周时天下太平ꎬ越裳献白雉ꎬ倭人贡畅草ꎮ”畅草是一种祭祀用的物品ꎬ

用郁金香草掺和黍酿而成ꎮ “倭人贡畅草”表明了日本列岛居民经山东沿海到周朝的交往活动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在斥山(今荣成市石岛镇赤山)还出现了朝鲜文皮的记载ꎮ «尔雅释地»

有:“东北之美者ꎬ有斥山之文皮焉ꎮ”«淮南子地形训»也记载:“东北方之美者ꎬ有斥山之文皮

焉ꎮ”«管子轻重篇»对文皮作了解释:“桓公曰:四夷不服ꎬ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ꎬ寡人之

行ꎬ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ꎬ珠象而以为币乎? 一豹之皮ꎬ容金而金也ꎻ然后八

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ꎮ”文皮就是来自朝鲜北部和东北的珍贵兽皮ꎬ是当时齐国君向周天

子进贡的珍贵贡品ꎮ
从考古发现看ꎬ春秋战国时期ꎬ山东半岛的青铜器开始传入日本、朝鲜ꎮ
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青铜铎 ３５０ 件ꎬ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ꎮ 这说明早在

２７００ 年前ꎬ中国的航海先驱者ꎬ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ꎬ经朝鲜半岛ꎬ再东渡日本的航路ꎬ并
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ꎮ①

韩国全罗南道完州上林里考古遗址出土的 ３ 件铜剑带有宽浅血槽ꎬ是战国时期来自齐国的

齐武剑ꎮ 韩国庆尚南道蔚山市遗址 ２３ 号墓出土铜鼎ꎬ高 ５０ 厘米ꎬ口径 ３０ 厘米ꎬ圆腹平底ꎬ腹部

饰有圆形铸物固定痕迹ꎬ这是齐铜鼎上特有的圆形乳丁脱落后造成的痕迹ꎬ属于战国时期齐式铜

鼎ꎬ实为战国中期流落到朝鲜ꎮ②

日本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发掘出早期纺织品ꎬ“它是被放在墓葬的

陶瓮中的ꎬ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ꎬ经测定ꎬ经线 ４０ 至 ５０ 根ꎬ纬线 ３０ 根ꎬ与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

同”③ꎮ 类似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多出现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日本九州地区ꎬ这正是早期北方

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ꎮ

二

徐福东渡可以说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标志性事件ꎮ 徐福率人自山东半岛沿海出发渡

过渤海ꎬ经庙岛群岛———辽东旅顺口———鸭绿江口———朝鲜西海岸南下———对马岛———冲之

岛———大岛———北九州ꎮ 秦末汉初ꎬ由于战乱ꎬ大批山东半岛居民沿此线至朝鲜ꎬ«汉书» «三国

志»均有记载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物质基础是山东半岛自春秋战国以来纺织业的高度发达ꎮ 从春秋

战国时期ꎬ齐国以纺织业发达闻名ꎬ号称“冠带衣履天下”ꎬ汉朝初年在齐地设立三服官官营纺织

工厂ꎬ汉元帝时ꎬ“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ꎬ一岁费数巨万”④ꎮ 不仅产量多ꎬ而且质量好ꎬ有
冰纨、绮绣、纯丽等种类ꎬ汉人史游在«急就篇»中说“齐国给献素缯帛ꎬ飞龙凤凰相追逐”ꎬ真实地

描述了当时山东半岛地区纺织业的发达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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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ꎬ«今日中国»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交往»ꎬ«北方文物»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ꎮ
李英森等:«齐国经济史»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５６６ 页ꎮ
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３０７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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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纺织业外ꎬ山东半岛在战国至汉初ꎬ也是全国冶炼业中心ꎮ 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齐叔夷

钟ꎬ铭文提到齐灵公一次就赏赐给贵族叔夷造铁徒 ４０００ 人ꎬ足见战国时齐国冶炼业规模之大ꎮ
汉武帝时ꎬ在全国设置铁官 ４８ 处ꎬ山东就有 １２ 处ꎬ占全国官营铁工业的四分之一ꎮ

山东沿海的渤海、黄海沿岸ꎬ自古生产木材ꎬ其中的楸木ꎬ就是造船的上等材料ꎬ春秋战国时

期ꎬ商船、渔船活动多见于地方志等记载ꎮ
山东沿海的芝罘港(今烟台)、斥山港(今石岛)、黄腄港(今蓬莱)以及琅琊港自战国时期已

经开通海上航线ꎮ 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向周天子进贡的“斥山之文皮”ꎬ实际上就是来自朝鲜半岛

的虎豹皮ꎮ 徐福能够聚集童男女、工匠、弓箭手等数千人东渡ꎬ也是得力于山东沿海港口交通和

造船业的发达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与山东半岛居民早期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ꎬ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形

成的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ꎮ 战国时期ꎬ燕齐方士尤为活跃ꎬ他们多信仰老庄道家思想和邹衍的

阴阳五行说ꎮ 道家思想宣扬神仙乐土ꎬ追求长生不死之仙药、仙境ꎬ而邹衍、邹奭的阴阳五行说只

宣扬海外大小九洲说ꎬ因此山东沿海居民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去海外求仙之风盛行ꎬ正如«史记
封禅书»所言:“自齐威、宣之时ꎬ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ꎬ及秦帝而齐人奏之ꎬ故始皇帝采用

之ꎮ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ꎬ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ꎬ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

此兴ꎬ不可胜数也ꎮ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ꎮ”
燕齐一带方士的活动ꎬ不仅影响下层民众对海外仙境的向往ꎬ而且对帝王影响也很大ꎬ不仅

是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追求海外仙山仙药ꎬ而且秦始皇四次巡游山东沿海ꎬ所到之处刻石立

碑:“南登琅邪ꎬ大乐之ꎬ留三月ꎮ”他还在山东沿海追求仙祭祀设施八主祠ꎬ并亲临沿海祭祀ꎮ 汉

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ꎬ但在胶东方士栾大等人的盅惑下ꎬ也曾六次巡游山东沿海ꎬ甚至

要亲自出海求仙ꎮ 封建帝王如此热衷入海求仙ꎬ可见山东沿海先秦秦汉时期道家、阴阳五行家追

求海外仙境气氛是多么浓厚ꎬ这也对沿海居民走出海外形成了很大影响ꎮ 支撑并印证海外有仙

境的则是山东沿海登莱一带不时出现的海市蜃楼观象ꎬ云中或隐或现的亭榭、楼阁ꎬ给人们造成

了一种海外美幻无比的仙境ꎬ值得走出海外去寻找ꎬ这也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能够通畅的思想

基础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开通ꎬ除了山东半岛物质经济基础和居民浓厚的出海意识ꎬ还

与当时社会环境分不开ꎮ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法家路线治国ꎬ在全国大兴土木ꎬ赋税徭役苛

重ꎻ造成“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ꎬ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ꎮ 百姓靡敝ꎬ孤寡老弱不能相养ꎬ道死者相

望”①ꎮ 秦朝法律严酷ꎬ往往一人犯法ꎬ罪及三族ꎬ全国罪犯多达 ２００ 万人ꎮ 秦朝又迫害知识分

子ꎬ施行文化专制ꎬ导致各阶层的反抗ꎬ但在秦朝暴政下ꎬ除极少数人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外ꎬ大
多数民众只能采取消极反抗的方式ꎮ 在沿海地区民众则是利用有利条件向海外移民ꎮ 汉初ꎬ由
于楚汉之争ꎬ战乱不休ꎬ又有大批山东沿海居民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移民朝鲜与日本ꎮ «汉书»«三
国志»等书对此多有记载ꎮ “陈胜等起ꎬ天下叛秦ꎬ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ꎮ”②徐福东渡就是

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ꎬ徐福不满秦始皇暴政又不敢公开反抗ꎬ很机智地打着为秦始皇求仙药的幌

子骗过秦始皇ꎬ携带大批人口和物资ꎬ沿着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ꎮ 徐福所

走的道路ꎬ让汉初躲避战乱的山东沿海居民看到希望ꎬ向海外迁徙者不在少数ꎮ «史记朝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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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主父偃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８０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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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提到:“朝鲜王满者ꎬ故燕人也ꎮ 燕王卢绾反ꎬ入匈奴ꎬ满亡命ꎬ聚党千余人渡浿水ꎬ
居秦故空地上下鄣ꎬ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ꎬ都王险ꎮ”

汉初燕人卫满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后ꎬ有相当多的山东沿海居民渡海去朝鲜投奔他ꎮ 如

«后汉书王景传»中曾提到王景的八世祖王仲ꎬ系琅琊郡人ꎬ因汉初避吕后之祸越海逃到朝鲜

乐浪郡ꎮ １９６２ 年ꎬ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曾发掘砖室汉墓一座ꎬ墓志铭有以下记载:“守长

岭县王君ꎬ君讳乡ꎬ年七十三ꎬ字德彦ꎬ东莱黄人也ꎮ 正始九年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ꎮ”祖籍黄县

(今山东龙口市)的五卿ꎬ估计也是随汉代先人迁徙至朝鲜的ꎬ他在朝鲜为官死后葬于此地ꎮ
汉代ꎬ山东半岛居民沿着徐福一行走过了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南下进入朝鲜半岛ꎬ到了汉末至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在朝鲜半岛居住的来自山东半岛等地的居民又南下迁徙至日本ꎮ 据日本«大
日本史»等史书记载ꎬ在日本雄略天皇时期(４５６—４７９)ꎬ来自中国的移民后代秦酒公为大藏省主

官ꎬ赐姓曰“蚕豆麻”ꎮ 秦酒公称其是秦人后代ꎬ先祖功满王、祖弓月君分别于 １９９ 年和 ２８３ 年率

领中国的 １２０ 县移民从新罗进入日本ꎬ并被日本统治者委以重任ꎮ
秦汉时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ꎬ有其鲜明的特点ꎬ不同于张骞出使西域那样ꎬ得益于官

方的支持而形成ꎬ而是由民间百姓不断地向海外迁徙所形成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达到鼎盛ꎮ 唐前期日本遣唐使团多次沿这一路线经山东半岛

到长安ꎬ朝鲜居民兴建的新罗坊、新罗馆遍布山东半岛各地ꎬ曾任唐朝军官、后为新罗宰相的张保

皋所建的赤山法华院(今荣成市石岛)成为往返的日本、新罗各界人士活动和居住的场所ꎮ 北宋

时期ꎬ宋朝在密州(今青岛附近)设市舶司ꎬ接待来宋朝的朝鲜和日本商船ꎮ 元朝时ꎬ高丽国也多

次派使者渡海至山东青州等地ꎬ购置丝绸、麻布等土特产ꎮ
明朝初年与明末ꎬ由于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先后被元朝残余势力和女真政权阻断ꎬ山东沿

海至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又主要依靠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ꎮ 清尽管海禁与闭关甚严ꎬ但
不断有朝鲜和日本的商船、渔船进入山东沿海ꎮ 史书中还多有山东沿海居民和朝鲜海岸居民对

在海上遇难的双方互相救援的记载ꎬ在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增进了友谊ꎮ

三

宋元时期ꎬ是中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ꎬ但就山东沿海而言ꎬ在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则显得较

为落后ꎬ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作用有所下降ꎮ 除了北宋前期先后在登州和密州有些对外交往的活

动外ꎬ在北宋后期乃至金、元统治时期ꎬ山东沿海虽也有“东南海船兴贩铜铁、水牛皮、鳔胶等

物”①ꎬ但很少有外国人活动的明确记载ꎬ在对外交往中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ꎮ 究其原因ꎬ不妨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ꎮ
其一ꎬ政治上的原因ꎮ 宋代以后ꎬ山东沿海港口由唐代以前对外贸易的商港向军港性质转

化ꎬ军事重要性突出ꎬ商业贸易活动大为削弱ꎮ 隋唐至宋初ꎬ由于对朝鲜和日本的贸易及人员往

来还不时使用山东———辽东———朝鲜西海岸这条海上航线ꎬ山东沿海的登莱地区在对外交往活

动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ꎮ 正如«文献通考舆地考»所记:登州“三面距海ꎬ祖宗时海中诸国朝

贡ꎬ皆由登莱ꎮ”在宋真宗祥符八年ꎬ还“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使者”ꎮ 但是ꎬ随着契丹民族在东

北的兴起和它屡屡对北宋政权和高丽政权形成威胁ꎬ致使山东半岛也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ꎬ同
时也影响了当时与山东半岛交往密切的朝鲜高丽政权与北宋关系的正常发展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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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太宗 ９８６ 年收复燕云 １６ 州计划失败后ꎬ宋被迫对辽采取守势ꎮ 辽趁机对高丽施加压

力ꎬ在 ９９２ 年、１０１０ 年、１０１８ 年连续 ３ 次大规模向高丽进攻ꎮ 高丽王朝数次派遣使节自登州转赴

宋朝首都东京ꎬ“仍告契丹连岁来侵”ꎬ或是请北宋出兵“借以圣威ꎬ示其睿略ꎬ或至倾危之际ꎬ预
垂救急之恩”①ꎬ或是“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 ②ꎮ 但北宋在与辽对峙中始终处于弱势ꎬ在 １００４
年又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ꎬ刚刚结束了与辽的长期战争状态ꎬ不愿因朝鲜问题再与辽兵戈相见ꎬ
因此对高丽王朝的求援ꎬ虽然表示慰藉和同情ꎬ但并没有出兵加以援助ꎮ 高丽不得不与辽屈辱求

和ꎬ向辽朝贡ꎮ
高丽王朝在得不到北宋政府有力援助后ꎬ已知北宋自身衰弱ꎬ因此对北宋也一度冷淡ꎮ 如

１０３０ 年高丽使节由北宋政府“遣使护送至登州”ꎬ“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③ꎮ 主要是高丽

政府害怕得罪辽朝ꎬ一度遵循“如非永绝契丹ꎬ不宜通使宋朝”④的原则ꎮ 高丽政府与辽靠近ꎬ更
加剧了北宋王朝对山东半岛安危的担忧ꎮ 特别是山东半岛与辽所控制的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近

在咫尺ꎬ登州“地近北虏ꎬ号为极边ꎬ虏中山川ꎬ隐约可见ꎬ便风一帆ꎬ奄至城下”⑤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北宋政府既要提防来自辽东半岛的威胁ꎬ又要提防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ꎮ 于是在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在登州设置巡检司ꎬ建立“刀鱼寨”水军基地ꎬ常驻水兵 ３００ꎬ以防辽的入侵ꎮ 这样ꎬ登州海

港实际上已成军港ꎬ自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起ꎬ到嘉祐(１０５６—１０６３)、熙宁(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元
丰(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元祐(１０８６—１０９４)等朝ꎬ北宋政府在其«编敕»中一再明令ꎬ严禁高丽海船到登

州、莱州通商ꎬ否则被抓获要“徒二年”ꎮ 由于海上气氛紧张ꎬ外国商船到登莱沿海者已很少见ꎮ
王安石变法后ꎬ宋与高丽王朝关系开始缓和ꎮ １０６８ 年ꎬ宋神宗派商人黄慎去高丽试探复交

之事ꎻ１０７１ 年高丽派使节金悌赴宋ꎬ双方正式恢复友好交往ꎮ 为了与高丽交往的需要ꎬ在登州由

于安全原因已成军港的状况下ꎬ北宋将密州板桥镇改为与高丽等外国通商的北方商港ꎬ以取代登

州、莱州的地位ꎮ 元丰七年(１０８４)三月在此设置了管理舶商贸易的榷易务ꎬ元祐三年(１０８８)又
在此设立市舶司ꎬ成为我国历史上北方港口中唯一设有市舶司的对外贸易商港ꎮ 密州市舶司设

立后ꎬ成为与高丽王朝交往的主要地点ꎮ “板桥久为海舶孔道ꎬ朝臣与高丽往来由此ꎮ”⑥除了来

自朝鲜半岛的商品以外ꎬ南方沿海甚至南洋国家也有商船至此ꎬ贸易相当繁盛ꎮ “海舶麋至ꎬ多
异国珍宝ꎮ”但密州港兴盛的时期并不长ꎬ在政和年间(１１１１—１１１８)以后ꎬ女真族兴起ꎬ完颜阿骨

打建立金国ꎬ占领东北ꎬ灭亡辽朝ꎬ迫高丽称臣ꎬ再次对北宋王朝构成威胁ꎮ 北宋政府也害怕南方

商人经密州到登莱、辽东与金交往ꎬ于是在政和四年(１１１４)由尚书省下令禁止外国船与南方商

人船只到密州贸易ꎮ
　 　 三月十八日ꎬ尚书省契勘:密州接近登、莱州界ꎬ系南北商贾所会去处ꎬ理合禁止蕃舶及

海南舟船到彼ꎮ 今添修下条:诸商贾海道兴贩不请公凭而行ꎬ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登、
莱州界者ꎬ贩诸蕃及海南州县物回ꎬ若海南州县船到密州界ꎬ同徒二年ꎮ⑦

由于这种禁令ꎬ到北宋末ꎬ山东半岛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大为下降ꎮ 金朝控制山东后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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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东京路与高丽西北境隔江相望ꎬ东京路东南抵鸭绿江ꎬ与高丽西北境毗邻ꎬ因此在高丽向金

称臣后ꎬ金朝规定“高丽凡遣使往来ꎬ当尽循辽旧ꎬ仍取保州路”①ꎬ即双方从陆路交往ꎮ 在密州等

港口ꎬ金朝则把它当作只与南宋进行商品交往的地方ꎬ并且这个地区由于人民反金斗争此起彼

伏ꎬ特别是李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攻克密州ꎬ政治局势的动荡也使得外国船只不愿再到山东沿

海航行、经商ꎮ
其二ꎬ经济方面的原因ꎮ 宋金时期山东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下降ꎬ与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

南移ꎬ山东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ꎮ 在唐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ꎬ山东

经济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ꎮ 西周初ꎬ姜太公被封到齐国以后ꎬ推行改革ꎬ国势发展较快ꎬ史
书称“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ꎬ少五谷而人民寡ꎬ乃劝以女工之业ꎬ通渔盐之利ꎬ而人物辐辏”②ꎮ 春

秋战国时期ꎬ齐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ꎬ不仅农业相当发达ꎬ而且丝织业领先于全国各地ꎮ «史记

货殖列传»称:“齐带山海ꎬ膏壤千里ꎬ宜桑麻ꎬ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ꎬ并有“故齐冠带衣履天

下”之美称ꎮ 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重镇ꎬ当时著名政治家苏秦笔下的

临淄是一片繁荣景象: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ꎬ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

者ꎻ临淄之途ꎬ车毂击ꎬ人肩摩ꎬ连衽成帷ꎬ举袂成幕ꎬ挥汗成雨ꎮ③

汉代山东经济仍继续发展ꎬ每年向政府缴纳税粮 ６００ 万石ꎮ 西汉设铁官 ４８ 处ꎬ山东境内有

１２ 处ꎬ设盐官 ３８ 处ꎬ山东境内有 １２ 处④ꎬ分别占 １ / ４ 和 １ / ３ 强ꎬ其经济实力可见一斑ꎮ 南北朝时

期ꎬ虽经过一段战乱ꎬ山东经济有所衰退ꎬ但唐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ꎬ社会比较稳定ꎬ山东经

济再次有较大发展ꎮ 唐玄宗天宝三年ꎬ唐政府仍能获得“是岁ꎬ漕山东粟四百万石”⑤ꎬ莱芜和临

淄仍是全国冶铁和陶瓷业中心ꎬ当时山东三道十二州ꎬ盐铁之税相当可观ꎬ“岁取冶赋百万”⑥ꎮ
当时山东也是纺织品主要供应地ꎬ有“海岱贡篚衣履天下”⑦之称ꎮ

历史上山东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ꎬ对外交往发展很快ꎬ比较早地就出现了对外贸易的港

口ꎮ 齐国时就与朝鲜进行虎皮等贵重物资的贸易ꎮ 秦代徐福率三千童男女东渡日本能从容地在

山东作物质上的准备ꎮ 汉代武帝数次东巡甚至把西方各国使节、商人带到山东参观ꎬ以炫耀富

强ꎮ 自汉至唐无论是大批纺织品出口海外ꎬ还是数次对外用兵ꎬ山东均能提供大量的商品和作战

物资ꎬ因此也有力地维系了它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ꎮ 但自唐后期起到五代ꎬ山东地区藩镇割

据ꎬ战争频繁ꎬ经济遭到严重破坏ꎬ青州、登州等地“蝗虫灾起ꎬ吃却五谷ꎬ官私饥穷”ꎬ百姓以“专
吃橡子为饭”ꎬ米价比开元年间高出数十倍之多ꎮ⑧ 而南方由于相对稳定ꎬ经济发展较快ꎬ经济中

心开始南移ꎮ 唐后期ꎬ中央政权的“每岁县赋入倚办ꎬ止于浙西、浙东、宣歙、 淮南、江西、鄂岳、福
建、湖南等道”ꎮ 宋代初年ꎬ山东经济虽有所恢复ꎬ但不久山东就受到辽的压迫和金、元的占领ꎬ
特别是金朝和元朝统治初期ꎬ民族压迫极为严重ꎬ大批汉族百姓从山东流亡南下ꎬ包括原宋政府

控制的官方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以及掌握生产技术的手工场工人、农民大批南迁ꎬ仍在当地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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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群众因不堪金元政权的压迫而掀起的反对金元少数民族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ꎬ这也给当

地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ꎮ 直到明初ꎬ山东的多数地区仍是满目荒凉ꎬ经济仍未恢复到历史上较好

时期的水平ꎮ 反之ꎬ江浙一带包括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ꎬ由于社会比较安定ꎬ经济在唐后期发展

的基础上又获得较快发展ꎬ仅就南宋和金统治时期全国人口和作为封建政权两大出口支柱的纺

织业与制瓷业发展的一些统计数字来看就能一目了然ꎮ 首先看看汉、唐、宋到明初江南各州郡人

口数字的变化(不包括岭南)见表 １①:
表 １:汉、唐、宋到明初江南各州郡人口数字变化

中历 公历 人口数(人)

东汉永和五年 １４０ 年 ６２９４８０１

唐天宝元年 ７４２ 年 １０５７９７２６

宋崇宁中 １１０２—１１０６ 年 １４５８０８８５

明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 年 ３５９８７１１１

从上述数字看ꎬ唐到宋元时期江南人口增长尤其快ꎬ到明初江南人口已是东汉时期的近 ６
倍ꎬ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当时全国人口为 ６０５４５８１２ 人)ꎮ 在瓷器制作方面ꎬ宋代以后南方也超

过北方ꎮ 日本学者小村俊夫的«支那窑业史»列出宋代著名瓷窑表ꎬ共有 ２８ 处ꎬ而江南就有 １３
处ꎬ淮河以北仅有 ５ 处ꎬ且生产重要出口瓷器的基地如景德镇、处州、余杭、临川、潮州等均在南

方ꎬ尤其以浙江制瓷业规模最大ꎮ 而山东境内仅有博山瓷窑尚成规模ꎮ 从纺织业来看ꎬ宋代以

后ꎬ纺织业中心南移ꎬ出口的纺织品集中在东南的浙江、川北、三吴、越、闽等地ꎮ 南宋初ꎬ苏州、杭
州等地官营织院ꎬ各有织机数百台ꎬ工匠数千人ꎮ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十七年(１１４７)ꎬ仅东南诸路税收丝绸、绫罗等丝织品达

３００ 万匹ꎬ加上四川等地绢帛数ꎬ超过北宋神宗时期全国税收的绢帛数(３６７ 万匹)ꎮ 特别是棉花

在元代出现后ꎬ南方纺织业更为发达ꎬ到明代时有“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ꎬ南方反是ꎻ吉贝则泛舟

而鬻诸南ꎬ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②ꎮ 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ꎬ商品的增多ꎬ为扩大海外贸易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ꎬ再加上南宋王朝为维护南方半壁河山ꎬ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ꎮ 在受到北方外来民族的

压迫和山东地区经济发展与南方相比比较缓慢的情况下ꎬ自北宋后期起ꎬ便不再充分发挥它们对

外交往的职能ꎮ 与此同时ꎬ到南宋、元代ꎬ南方沿海的对外交往活动则蓬勃发展ꎮ 如明州在唐开

元年间才置州ꎬ招流民数十万户置此ꎬ此时并不是对外贸易港口ꎬ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唐后期日本

商船来此的众多ꎬ到宋代时出现“海道幅凑之地ꎬ故南则闽广ꎬ东则倭人ꎬ北则高句丽ꎻ商舶往来ꎬ
物货丰衍”③的状况ꎮ 南宋时ꎬ不仅有高丽、日本商船不断来此ꎬ而且还有来自南洋诸国的商人和

“大食藩客”ꎬ对外贸易发展极盛ꎬ“万里之舶ꎬ五方之贾ꎬ南金大贝ꎬ委积市肆ꎬ不可数知”④ꎮ 自

宋代起开始在此设市舶司ꎬ后历经元、明ꎬ市舶司一直存在ꎬ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ꎮ 杭州自古

是繁华都会ꎬ南宋时成为首都ꎬ其外港澉浦在南宋至元代迅速发展起来ꎬ成为“冲要之地ꎬ远涉诸

藩ꎬ近通福广ꎬ商贾往来”⑤ꎮ 宋元王朝也在此设市舶司ꎬ税收甚多ꎮ 广州港在唐代发展起来ꎬ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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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期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ꎮ 北宋时已是“海外船舶岁至”ꎬ南宋以后更是“大贾

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ꎬ岁数十柁ꎬ凡西南群夷之珍ꎬ犀、象、珠、香、琉璃之属ꎬ禹不

能名ꎬ点不能计”①ꎮ 广州自宋初就设市舶司ꎬ一直沿袭到近代ꎬ是古代史上对外贸易机构沿袭最

长的一处港口ꎮ 其市舶收入ꎬ元代时已是“岁时蕃舶金、 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ꎬ充溢耳目、抽
赋帑藏ꎬ盖不下巨万计”②ꎮ 泉州是唐后期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口岸ꎮ 北宋在此设市舶司ꎬ加速

了此处的繁荣和发展ꎮ 南宋至元朝ꎬ此地政治稳定ꎬ经济发展迅速ꎬ出现了大食、波斯、三佛齐、占
城、高丽等多国商船ꎬ市舶收入每年高达百万缗之多ꎬ占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 １ / ５ꎮ 元代时泉州

对外贸易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广州ꎬ成为第一外贸口岸ꎬ从这里入海的商人“其所涉异国ꎬ自高句

丽外ꎬ若阇婆、罗斛ꎬ与凡东西诸夷ꎬ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③ꎮ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看到

此处停泊有百余艘来自欧洲、阿拉伯的商船ꎮ 当地人所写史籍也有“涨海声中万国商”④的描述ꎬ
可见其外贸繁荣程度ꎮ

除了上述几个著名港口以外ꎬ宋元之际兴起的港口还有浙江的温州、江苏的太仓、华亭(上
海)、福建的漳州、福州等ꎬ它们在对外交往中都承担着一定的作用ꎮ 这些港口的共同点在于ꎬ都
是分布在长江以南ꎬ都是经济发展较快和基本没受战乱影响或很少受战乱影响的地区ꎬ这种优越

的环境是山东沿海地区在当时无法媲美的ꎮ
从北宋年间沿海各地去高丽经商的一个统计资料来看ꎬ有姓名的中国商人共有 ９６ 人次ꎬ标

明出发地点和籍贯的商人共有 ２２ 人ꎬ但除密州 １ 人外ꎬ其余均是从南方沿海港口出航的ꎮ
其三ꎬ交通与地理的变化对山东沿海港口对外贸易的兴衰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ꎮ 我国古代

文明最早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ꎬ而最早的对海外交往对象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ꎮ 因为早期造

船、航海技术简陋ꎬ与日、朝交通的道路是自山东半岛南北两侧的琅玡、赤山(石岛)、芝罘、黄腄

等古港湾ꎬ沿山东半岛海岸经庙岛群岛渡过渤海ꎬ先抵达辽东半岛的南端ꎬ再沿海岸南下到达朝

鲜西海岸ꎬ或继续南下越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对马、壹屿等岛和日本北九州地区ꎮ 这也是最原始和

最安全的一条海外交通路线ꎮ 直到唐代ꎬ这条交通路线在对外交往中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ꎮ 所

以ꎬ山东沿海在唐以前的对外交往中有着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ꎬ出现了像登州、琅玡、密州等对外

交往的重要城镇和港口ꎮ
但从唐朝后期开始ꎬ由于朝鲜半岛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航海造船技术的提高ꎬ原先的中日、中

朝交通航线有了变化ꎮ 先是日本改变了传统路线ꎮ ７ 世纪后期ꎬ由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ꎬ与日本

关系恶化ꎬ双方几乎两次要兵戈相见ꎬ日本到中国的朝贡使船或商船无法安全经过ꎬ只得改变路

线ꎮ 唐玄宗时期ꎬ他们开通了从日本南九州渡过东海直达宁波的两条新航线ꎬ“新罗梗海道ꎬ更
繇明、越州朝贡”⑤ꎮ 一条是从日本肥前(今佐贺)、肥后(今熊本、长崎附近)、摩萨(今鹿儿岛西

海岸)南下ꎬ经过夜久(今屋久岛)、叱火罗(今定七岛)、奄美岛(今奄美大岛)西渡ꎬ到明州(今宁

波)、越州(今绍兴)等地ꎬ此路称“南岛路”ꎮ 在南岛路开通不久ꎬ日本船舶又开通了另一条从肥

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平户岛与五岛列岛)直接渡东海到达中国的路线ꎬ此路称 “南路”ꎮ 南路

是最便捷的一条路线ꎬ唐后期中日交往基本上走这条路线ꎮ 从唐时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往返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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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开元年间以后来到中国的遣唐使船共 １０ 次ꎬ其中 ９ 次往返走的是南路和南岛路ꎮ 这两条路

线的共同点就是绕过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而直达中国长江口以南的地区ꎮ 北宋初ꎬ随着宋辽、宋
金之间的对峙ꎬ宋政府在北方沿海加强戒备ꎬ在登州港设“刀鱼寨”以防备契丹ꎮ 元袭宋制ꎬ也在

此设“元帅府”作为海防重镇ꎮ 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也改变了传统的与中国封建王朝交往的

海上路线ꎬ要求将航行中国的船在比较安全的明州停泊ꎮ 熙宁七年(１０７４)ꎬ高丽国王“遣其臣金

良鉴来言ꎬ欲远契丹ꎬ乞改涂由明州诣阙”①ꎮ 对高丽的要求ꎬ北宋政府不仅完全赞同ꎬ而且在元

丰三年(１０８０)更加明确表示:“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ꎬ以违制论ꎮ”②这就把唐中期以

前山东沿海登、莱等地港口所承担的与日本、朝鲜交往的职责转移到了明州ꎮ 这对明州及杭州等

江南一带外贸港口的发展和繁荣十分有利ꎬ而对登、莱、密州等原外贸口岸则产生了严重影响ꎮ
地理环境的影响还表现在山东沿海对外贸易港口与南方后来兴起的港口有显著不同ꎮ 登、莱等

港多是依山地丘陵而建的海岸港ꎬ易于避风停靠ꎬ但向内地输送物资由于受公路等交通条件所

限ꎬ难度较大ꎬ因此向内地辐射面较窄ꎮ 反之ꎬ唐宋时期所兴起发展的南方各港口如上海、杭州、
明州、福州、泉州、广州等ꎬ多为河港ꎬ外来物资到此后ꎬ能借用内河航运能力向沿河周围地区推

销ꎬ交通方便ꎬ腹地更为开阔ꎮ 虽然港口容易受泥沙影响不够稳定ꎬ但如果能治理好内河河道ꎬ交
通和贸易要较北方沿海有更大潜力ꎮ 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繁荣ꎬ不论是在此征集大批

商品外销ꎬ还是将国外舶来商品在国内市场销售ꎬ都比北方更容易些ꎮ
最后还应指出一点ꎬ山东沿海港口只是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交通较为方便ꎬ而与南洋各

国、印度、阿拉伯诸国相隔甚远ꎮ 宋元时代ꎬ正是印度、阿拉伯商人在海上活动最为频繁时期ꎬ他
们到中国沿海交往ꎬ以广东、福建沿海最为方便ꎬ不可能绕过闽广沿海到山东半岛ꎬ这就使山东沿

海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口岸有很大的限制ꎮ 至宋代以后ꎬ日本、朝鲜到中国的商船逐渐改道以

后ꎬ山东沿海各港口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动自然是难以再兴了ꎮ 再者ꎬ 北宋时首都在东京(今开

封)ꎬ大运河可直接从杭州通开封ꎬ不必绕行山东ꎻ金控制了整个北方ꎬ与朝鲜交往以陆路为主ꎻ
特别是元代建立了庞大帝国ꎬ海陆路交通均四通八达ꎬ从欧洲往来的人员和物资可从陆路直达大

都北京ꎬ朝鲜半岛又在其控制之下ꎬ自鸭绿江通过辽东半岛到北京的陆上通道十分通畅ꎬ自江南

又可将外来物资直接通过海运运到天津ꎬ再到北京ꎮ 以上这些交通条件与地理位置对山东来说

是不具备的ꎬ尤其是唐后期以后南方经济发展时期迅速ꎬ对山东对外交往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大ꎮ
这也是为什么自唐后期以后直到近代山东对外交往长期停滞不前ꎬ与南方沿海相比极为冷落的

原因ꎮ

四

山东半岛不仅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ꎬ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ꎬ因为临淄等地在

春秋战国时期即为丝织业和纺织业中心ꎬ著名的官办三服官手工场就设置在此地ꎬ民间丝织业也

很盛行ꎬ«汉书地理志»有齐地“其俗弥侈ꎬ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ꎬ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临

淄ꎬ海、岱之间一都会也”ꎮ 鲁地“地狭民众ꎬ颇有桑麻之业ꎬ无林泽之饶ꎮ”汉武帝时期ꎬ“齐三服

官作工各数千人ꎬ一岁费数巨万”ꎮ 此时正值张骞出使西域ꎬ丝绸之路开通之时ꎬ大批来自山东

的丝绸除了从海上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外ꎬ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西入西域各国ꎬ«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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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记载了西域商人(胡商)随汉武帝到山东考察ꎮ 一直到隋唐时期ꎬ仍有大量山东丝绸运到西域

进入中亚各国ꎮ «周书吐谷浑传»记载ꎬ北齐时一个吐谷浑使团从山东返回时ꎬ随行的胡商有

２４０ 人ꎬ驼骡 ６００ 头ꎬ杂彩丝绢以“万计”ꎬ近年来出土的汉代至隋唐时期墓志铭中的碑刻多有西

域商之形象ꎮ 临沂市博物馆所存汉代石刻中有胡商图及胡商骑狮图ꎻ青州北齐石刻画像中胡商

与汉代商人交谈图和胡商驼运图ꎬ都明显反映出这一时期山东半岛与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外国商

人的往来ꎮ 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亢父缣”(产自济宁)也表明了山东产出的丝绸也经丝绸之路到

了西域乃至中亚各国ꎮ
早期从山东半岛经陆路至辽东半岛ꎬ再到黑龙江流域的丝绸之路ꎬ虽然史书记载不详ꎬ但从

考古发掘中已清晰地看出其联系的脉络ꎮ 远在公元前 ５—３ 世纪ꎬ在辽东半岛先后发现了贝丘文

化、积石冢文化和大石棚文化ꎮ 其中贝丘文化和积石冢文化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和石器ꎬ与山

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等文物极为相似ꎬ遍布辽东半岛的石棚(支石墓)与山东半岛及

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支石墓基本相同ꎮ
考古发现得出结论:“东北地区积石冢文化的分布范围ꎬ北至黑龙江省的五常市ꎬ东北至黑

龙江省的鸡西市或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ꎬ东至朝鲜半岛ꎬ南至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ꎬ西至内蒙古

的草原ꎮ”①

公元前 １１００ 多年ꎬ周武王灭商后ꎬ商朝贵族箕子(须臾)不愿接受西周统治ꎬ率领封地 ５０００
余民众从山东半岛辗转至辽东半岛ꎬ再到朝鲜半岛ꎬ建立起第一个朝鲜政权———古朝鲜国ꎬ箕子

东渡也是一次由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的大规模移民ꎬ箕子集团把商周文化引入朝

鲜半岛ꎬ农耕、纺织业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得到进一步推广ꎮ
秦汉以后ꎬ尽管多数时间东北地区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ꎬ但自山东半岛到东北黑龙江流域

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ꎮ 唐代时期ꎬ渤海国占据东北ꎬ在开元年间ꎬ还一度占据了山东半岛的登州ꎮ
唐玄宗还写信邀请新罗国王共同对付渤海国ꎮ 此事在«新唐书新罗传»中有如下记载:“玄宗

开元中ꎬ帝间赐兴光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ꎬ兴光亦上异狗马、黄金、美髢诸物ꎮ
初ꎬ渤海靺鞨掠登州ꎬ兴光击走之ꎬ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ꎬ使攻靺鞨ꎮ”由于唐朝与新罗夹击ꎬ遂使

渤海政权未能在登州立足ꎬ又退回东北地区ꎮ 直到清代ꎬ大批山东半岛居民迁移至东北ꎮ «清实

录»中记有山东居民渡过黑龙江到今俄罗斯境内采参的记载ꎬ这也表明了山东半岛经东北到俄

罗斯境内的丝绸之路一直都在延续着ꎮ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ꎬ则是由山东沿海商人从汉代起自渤海、黄海

沿岸驶向东海、南海沿岸ꎬ与来自浙江、交趾、广东的商人通商交往建立起密切联系ꎬ通过四大海

域经济联系互动ꎬ将来自山东半岛的丝绸等商品通过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ꎬ并将海外商品

再引进山东ꎮ
从历史上看ꎬ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其他丝绸之路是密切联系的ꎮ 这些丝绸之路的出现也是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崛起并与海外建立联系的标志性事件ꎮ 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ꎬ总结其在发展

过程中的经验教训ꎬ对于我国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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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①

张礼恒
(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ꎬ山东 聊城ꎬ２５２０００ )

　 　 摘要:　 袁世凯策划的“驱逐福久事件”ꎬ是近代东亚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ꎮ 尽管事件发生前后的枝蔓甚

多ꎬ但核心问题却只有一个ꎬ即维护中朝宗藩体制与肢解中朝关系ꎮ 福久的被驱逐昭示了时至 １８８７ 年ꎬ清政府

还能掌控朝鲜局势的基本走向ꎬ美国对半岛局势的介入尚处于探索阶段ꎬ但却预示了由美国搅动而激变的中朝

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ꎮ
关键词:　 袁世凯ꎻ福久ꎻ«北华捷报»ꎻ朝鲜国王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７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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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１３
作者简介:张礼恒(１９６３—　 )ꎬ男ꎬ山东安丘人ꎬ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从闭关到开放:朝士视察团研究”(１３ＢＬＢＳＪ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大陆学者侯宜杰的«袁世凯全传»(北京:群众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 (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０ 年)、廖一

中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对该

事件均未提及ꎮ 台湾学者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２８４ 页)只是简单地称该

事件为“福久的排斥事件”ꎮ 在论文方面ꎬ程龙的«柔克义与中国»(«读书»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总述之

二———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扩展时期(１８７５—１９０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０ 年第 ２ 期)、杨涛的«袁世凯在

朝鲜的外交活动述评»(«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等ꎬ虽有提及ꎬ但均是只言片语ꎮ
③邵鼎勋的«日本维新时代美国的远东政策(一八六八———一八九五)»(«历史研究»１９６０ 年第 Ｚ１ 期)ꎬ戴鞍钢的«１８８２ 年

‹朝美条约›的缘起与影响»(«韩国研究论丛»第 ２ 期)ꎬ王春良的«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为甲午战争 １００ 周年而

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均误把福久当成了时任美国驻朝公使福德ꎮ
④徐忱:«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考析»(«清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运用较为丰富的美国史料ꎬ还原了该事件发生的

基本脉络ꎬ是目前笔者所见的最有新意的佳作ꎬ但仍存在剖析欠缺的缺憾ꎮ

　 　 袁世凯策划的“驱逐福久事件”ꎬ是近代东亚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ꎮ 尽管事件发生前后的枝蔓

甚多ꎬ但核心问题却只有一个ꎬ即维护中朝宗藩体制与肢解中朝关系ꎮ 福久的被驱逐昭示了时至

１８８７ 年ꎬ清政府还能掌控朝鲜局势的基本走向ꎬ美国对半岛局势的介入尚处于探索阶段ꎬ但却预示

由美国搅动而激变的中朝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ꎮ 遗憾的是ꎬ迄今为止ꎬ学界对该事件的研究

成果ꎬ或者语焉不详②ꎬ或者史实有误③ꎬ致使该事件迷雾重重ꎮ 近年虽有新作问世ꎬ仍存在剖析不

够、有待挖掘的缺憾ꎮ④鉴于此ꎬ本文拟从事件的缘起、过程、结果与影响三个方面ꎬ对该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ꎬ以期深化、拓展近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ꎮ

一、“驱逐福久事件”的缘起

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１７ 日ꎬ上海洋文报纸«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连续两天刊载

了美国驻朝鲜使馆海军武官、时任美国驻朝临时代理公使乔治.Ｃ.福克斯(又名福久)撰写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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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国情的报告书ꎮ 在报告书中ꎬ福久先是指斥闵氏家族把持朝鲜朝政、掌控社会财富ꎬ成为了

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特权阶层ꎮ 他写道:“朝鲜政府已经被闵氏家族无限期地实际掌握着ꎬ在此

家族中ꎬ闵妃是朝鲜王朝事实上的统治者ꎮ 这个家族的血脉大部分都是中国血统ꎬ它一直保持对

其国民管理控制的欲望和目标ꎮ”“这个家庭非常庞大ꎬ并且包含了许多占据全朝鲜贵族家庭绝

大部分领地的贵族ꎮ 政治特权差异已经长期存在于这个家庭和国王ꎬ以及其他大部分贵族之

中ꎮ”福久在报告书中又谴责大院君李昰应是一位极端仇外、疯狂迫害基督徒的施暴者ꎬ指出:
“李昰应是前任摄政王ꎬ也是国王的父亲ꎮ 他摄政后ꎬ狂热地遏制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ꎮ 驻朝美

国使馆人员不断地告诉我有朝鲜人因为传播基督教被李昰应折磨处死ꎬ并且怀疑被处死的人数

有数万之多ꎮ”福久在报告书中还详述了与朝鲜开化派的密切交往ꎬ言语中对徐光范、金玉均、洪
英植等人多有赞赏ꎬ称其“坚持西方政治原则ꎬ具有强大的忍耐力和进取精神”ꎬ预测朝鲜将会发

生惊天政变ꎮ 他说:“我预感到ꎬ一个不局限于朝鲜官员之间的暴力流血事件即将要爆发”ꎬ“汉
城将会发生严重暴动ꎮ”①

事实上ꎬ«北华捷报»刊载的福久的这篇文章ꎬ是福久在 １８８４ 年 １２ 月向美国外交部提交的

一份有关朝鲜国情的报告书ꎮ １８８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收录于«美国国务院 /美国众议院第四十九届

大会第一次会议执行文件索引(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ｎｉｎ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１８８５—８６(１８８５—１８８６))(以下称«美国外交文书(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卷中ꎬ其名为«福久少尉报告

汉城革命相关情报ꎬ１８８４ 年 １２ 月 ４—７ 日»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ｉｎ ＳｅｏｕｌꎬＣｏｒｅａꎬｂｙ Ｅｎｓｉｇ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Ｃ. Ｆｏｕｌｋ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４－７ꎬ１８８４)ꎮ １８８６ 年前后ꎬ美国政府

将其编入«美国外交文书»出版发行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１７ 日ꎬ«北华捷报»将其刊发ꎮ②

令«北华捷报»没有料到的是ꎬ该刊转发的这篇写于两年前的旧文章竟在中国、朝鲜、美国之

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ꎬ将文章作者福久推入纷争的旋涡ꎬ并最终演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

“驱逐福久事件”ꎮ
１８８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朝鲜外署督办金允植照会美国驻朝代理公使柔克义ꎬ就美国驻朝使馆

人员福久撰文诋毁朝鲜政府一事ꎬ提出强烈抗议ꎬ要求美方在报纸上公开道歉ꎬ以正视听ꎮ 照会

全文如下:“顷据上海洋文新闻ꎬ贵国海军中尉福久ꎬ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

两日ꎬ刊布新闻三纸ꎬ专论我国事情ꎬ认逆为忠ꎬ指无为有ꎬ诋毁我亲贵之臣ꎬ踈离我友邦之谊ꎮ 本

大臣见之ꎬ不胜诧异ꎮ 查福君前任贵国代理公使ꎬ现虽解任ꎬ尚在公使馆中ꎬ体貌自别ꎮ 我国政府

之待福君ꎬ情好有加ꎬ凡有过失ꎬ宜当面忠告ꎬ方符友谊ꎬ何图听无根之言ꎬ刊播四远ꎬ非唯本大臣

深失所望ꎬ我国之人无不慨叹ꎮ 惟此新闻所刊ꎬ是非颠倒ꎬ大伤我国体面ꎬ兹以备文照会ꎬ请烦代

理公使查照ꎬ设法知会于该新闻局ꎬ另刊正误一板[版]ꎬ俾开人惑而全友谊ꎬ实合事宜ꎮ”③以此为

开端ꎬ拉开了“驱逐福久事件”的大幕ꎮ
对于朝鲜政府的抗议照会ꎬ美国驻朝使馆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代理公使柔克义于 １２ 月 ３１ 日

照会金允植ꎬ以尚未看见朝鲜所称福久撰文诋毁朝鲜政府的新闻报道为由ꎬ要求朝鲜政府提供报

纸ꎬ以辨事情的真伪ꎮ 在照会的最后ꎬ柔克义信誓旦旦地表示ꎬ依据美国法律ꎬ概不允许商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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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捷报»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ꎮ
徐忱:«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考析»ꎬ«清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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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妄议他国内政ꎮ 福久身为外交官员决无执法犯法之理ꎮ① １８８７ 年 １ 月 ２ 日ꎬ福久向柔克义详

细解释了报纸刊载诋毁朝鲜政府一事的来龙去脉ꎬ再三声明报纸所言ꎬ皆非本意ꎮ② １ 月 ６ 日ꎬ柔
克义向金允植转交了福久的陈辩书ꎮ １ 月 ８ 日ꎬ柔克义照会金允植对朝鲜没能及时提供报纸表

示了不满ꎮ 他说:“西历十一月十六十七日上海洋文新闻福公刊播三件事ꎬ尚未得见ꎬ业为请借ꎬ
间经九日ꎬ终不掷示ꎬ幸乞贵督办随其所览指福公之事ꎬ一一解释照示为荷ꎮ 若无明白可据ꎬ则仆

决不妥服ꎮ 请三纸新闻借示为望ꎮ”③在此后的时间里ꎬ朝鲜政府经过多方调查ꎬ查证«北华捷报»
刊发文章ꎬ并非福久专门为该报而写ꎬ只是该报节选于«美国外交文书»而已ꎮ 为此ꎬ３ 月 ２８ 日ꎬ
金允植特地照会柔克义ꎬ表示“始知该新闻非福中尉之所印布ꎬ向日疑障ꎬ豁然顿开ꎮ 间因敝署

丛冗ꎬ未暇裁覆ꎬ深为歉仄”ꎬ并委托柔克义向福久表达歉意ꎮ④

然而ꎬ就在外界以为因福久新闻事件引发的朝美外交风波趋于和缓之际ꎬ朝美两国关系却陡

然紧张起来ꎬ并升级为驱逐福久离境的外交事件ꎮ ５ 月 １ 日ꎬ金允植向美国新任驻朝公使兼总领

事丹时谟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ꎮ 照会提到ꎬ«北华捷报»所载诋毁朝鲜政府之新闻ꎬ虽非

福久直接投稿ꎬ但所述事实均系福久所为ꎬ福久大名赫列其间ꎮ 无论其是否有意为之ꎬ诋毁朝鲜

政府的客观后果却是显而易见ꎮ “福君既认为二年前送于贵政府之书ꎬ则福君所报未免冒昧诟

讪ꎬ且新闻之刊布虽非福君手作ꎬ而实由福君先有此诟讪之报ꎬ以至新闻纸有此诟讪之传ꎮ 推其

本源ꎬ谁之咎也?”鉴于此ꎬ为维护国体ꎬ敦睦邦交ꎬ特请丹时谟主动裁撤福久ꎮ 金允植在照会的

最后ꎬ用婉转的语气ꎬ表达了驱逐福久离境的强硬立场ꎮ 他说:“本国与贵国友谊敦睦ꎬ如以福君

一人久留敝邦ꎬ滋人疑议ꎬ非敝国之望ꎬ亦岂贵国之望耶? 况福君既为本政府及本大臣终不释疑ꎬ
或至由本大臣迳照会贵国外部查办此案ꎬ或因福君不符人望ꎬ勒限送出本境ꎬ则福君所损多矣ꎮ
且福君诟讪误报ꎬ实有关乎本邦制体ꎬ亦有关乎贵国邦交ꎬ贵公使幸留意焉ꎮ 为此合行照会ꎬ请烦

贵公使查照妥办ꎬ速即见覆ꎮ”⑤

至此ꎬ“福久新闻事件”升级为“驱逐福久事件”ꎬ且外交影响持续发酵ꎮ 交涉国家由朝美两

国ꎬ扩大为中朝美三国ꎻ交涉地点由汉城拓展到北京、华盛顿ꎻ交涉主体由朝鲜外交大臣、美国驻

朝公使ꎬ升格为清政府总理衙门、美国外交部ꎮ 后世治史者在惊讶于朝美关系峰回路转的同时ꎬ
不禁要问:就在朝美双方已经呈现出和解的氛围下ꎬ“福久新闻事件”何以升级为“驱逐福久事

件”? 原本发生在朝美之间的外交交涉ꎬ中国为何介入其间?

二、福久在朝鲜的言行触碰了中朝两国的底线

中朝两国之所以在福久问题上同仇敌忾ꎬ甚至为了驱逐福久不惜与美国政府公然撕破脸面ꎬ
是因为福久在朝鲜的言行触碰了中朝两国的底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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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久(Ｇｅｏｒｇｅ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Ｆｏｕｌｋ)ꎬ１８５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ꎬ１８７２—１８７６ 年

入美国海军学院学习ꎮ １８７８ 年 １２ 月ꎬ跟随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率领的舰队作环球巡游ꎬ１８８０ 年

初到访香港、日本长崎、朝鲜釜山ꎬ１１ 月初回到美国ꎬ供职于华盛顿海军图书馆ꎮ 工作之余ꎬ自学

汉语、日语、朝语ꎮ 令福久没有想到的是ꎬ他的这一自学行动与近代东亚历史的变动联系在了一

起ꎬ他也由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ꎬ赫然载入了东亚近代史册ꎮ
朝鲜报聘使团赴美ꎬ是福久与朝鲜历史结缘的开始ꎮ １８８２ 年 ５ 月ꎬ«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

订ꎬ美国成为近代第一个与朝鲜缔约的欧美国家ꎮ １８８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福德(Ｌ.Ｈ.Ｆｏｏｔｅ)就任美国

首任驻朝公使ꎬ美国成为近代第一个向朝鲜派驻公使的西方国家ꎮ 同年 ７ 月ꎬ作为对美国遣使敦

睦的回谢ꎬ朝鲜国王李熙指派由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边燧等组成的“报聘使团”出访美国ꎮ
福久作为美国国务院的指定翻译ꎬ从报聘使团抵达旧金山开始ꎬ在此后的 ４０ 天(９ 月 ２ 日—１０ 月

１２ 日)时间里ꎬ陪同访问华盛顿、纽约ꎬ面见美国总统阿瑟ꎬ递交国书ꎬ全方位考察美国社会ꎬ恪尽

职守ꎬ表现完美ꎮ 当“报聘使团”返国时ꎬ报聘正使闵泳翊邀请福久与之同行ꎬ并获得美国国务院

的同意ꎮ １８８４ 年 ６ 月ꎬ福久以美国驻朝使馆海军武官的身份ꎬ随同“报聘使团”来到了汉城ꎮ
福久来到朝鲜后ꎬ深受国王李熙的器重ꎬ成为开化派的挚友ꎮ 朝鲜自 １８８２ 年与美英等国签

订通商条约以来ꎬ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ꎬ决意依恃西洋势力ꎬ摆脱中朝宗藩体制的掣肘ꎬ实现富国

强兵的民族独立梦想ꎮ “报聘使团”回国后对美国文明富强的描述ꎬ使国王李熙对美国这个“富
强天下第一”的国家平生好感ꎮ １８８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聘任美国人厚礼节担任朝鲜驻纽约总领事ꎮ①

１８８５ 年 １０ 月ꎬ任命美国人墨贤理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ꎮ １８８６ 年 ３ 月ꎬ授予美国人德尼“协办

内署外署ꎬ掌交司堂上”的名目ꎬ参与内政外交ꎮ② １８８７ 年 ９ 月 ９ 日ꎬ美国人米孙被委任为襄办事

务ꎮ③ ９ 月 １２ 日ꎬ“美国医士敖兰以医进官ꎬ升参判ꎬ每持议背华自主ꎬ昨派为驻美参赞”④ꎮ 美国

成为朝鲜争取实现民族独立的最大外援ꎮ 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ꎬ出于全球争霸的考虑ꎬ
亟待打破东亚地区的原有格局ꎬ彰显美国影响的存在ꎮ 朝鲜谋求独立的企图恰好给了美国插手

东亚事务的良机ꎮ 此时来到朝鲜的福久ꎬ兼具了双重身份ꎬ既是美国远东政策的执行者ꎬ又是朝

鲜政府援美独立的依恃者ꎮ 根据史料记载ꎬ福久在朝期间主要做了三件大事ꎮ 一是大规模推行

西化运动ꎮ 鼓动国王花费巨资ꎬ设置电灯ꎮ 史称ꎬ１８８５ 年 １２ 月ꎬ国王“请美人办电气灯ꎬ将遍置

宫中ꎬ尚未运到ꎬ闻需费三万余金”⑤ꎮ １８８６ 年之后ꎬ“又派小人分赴中国、东洋ꎬ购置珍奇玩好之

物ꎬ目不暇给”⑥ꎮ 移植美国模式ꎬ组建了典圜局、种桑局、制药局、邮政局、电报总局等ꎻ购置枪支

弹药、炮舰ꎬ编练新式陆海军ꎻ买进新式轮船ꎬ成立了“转运总局”ꎻ聘请美国教师ꎬ创办了“育英学

堂”“梨花学堂”“济众堂”等西式学校、医院ꎮ １８８６ 年 ８ 月ꎬ鼓动国王ꎬ花费 ２ 万元巨款ꎬ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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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恒: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购买船体“甚旧且小”的“志蔴丸”号轮船ꎬ筹办朝鲜海军ꎮ① 二是勾结宠臣ꎬ取悦王室ꎮ 福久深

知ꎬ欲在朝鲜售其心志ꎬ必须赢取国王、闵妃的信任ꎮ 为此ꎬ他利用朝鲜国王李熙崇慕西洋、亟欲

独立的心态ꎬ投其所好ꎬ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ꎮ 与此同时ꎬ福久又广泛结交国王、王妃的宠臣ꎬ与
全良默、郑秉夏、金箕锡、郑洛镕等人接触频繁ꎬ编织了一张由内臣、外将构成的关系网络ꎮ 其中ꎬ
福久与全良默私交甚密ꎮ 全良默时任宫廷内署主事ꎬ原本出身卑微ꎬ只是凭借与国王世子奶妈吴

氏的姻亲关系ꎬ获取了国王、王妃的宠信ꎮ 擅于经营的福久遂以美国驻朝使馆翻译的名义ꎬ给予

全良默每月数十元的薪俸ꎬ并由其居间沟通ꎬ与闵妃建立联系ꎬ“往来宫中ꎬ妃颇信之ꎬ日派小人

全良默等往来其馆”②ꎬ“福久遂因之以固宠”③ꎮ 三是教唆朝鲜背清自立ꎮ １８８４ 年 １２ 月ꎬ福德离

职ꎬ福久代理美国驻朝临时公使ꎬ“时建自主背华之议ꎬ并云:如韩用我ꎬ必能联络各国以制中国ꎬ
使韩与万国并驾齐驱等语ꎮ 韩王并深信之”④ꎮ 并与俄国驻朝公使韦贝串通一气ꎬ教唆朝鲜国王

脱离中国而独立ꎬ公开扬言:“韩贫弱不能自主ꎬ时受制于中国ꎬ各国每派代理公使及领事等官ꎬ
亦隐不以敌体之国相待ꎮ 若韩能派公使全权分赴各国ꎬ各国亦必派直正公使驻扎朝鲜ꎬ各有权

势ꎬ遇事牵制ꎬ中国自不敢以属邦视之ꎮ”⑤福久成为鼓动朝鲜遣使海外的第一个西方人ꎬ故史称:
“韩王之谬于自主ꎬ至死不悔ꎬ亦大半误于福久之议ꎮ”⑥完全可以说ꎬ福久就是 １８８７—１８９２ 年间

导致中朝关系恶化的“朴定阳事件”的始作俑者ꎮ⑦

福久的苦心经营ꎬ换来了朝鲜国王李熙的恩宠ꎮ 先是任命其为陆军训练总教习ꎬ按照西式操

典ꎬ编练朝鲜军队⑧ꎻ次是指令其筹办海军ꎬ欲授其水师提督一职ꎻ⑨再是授予其参政议政之权ꎮ
福久虽为域外之人ꎬ但依恃王室的宠信ꎬ俨然以王臣的身份ꎬ对朝鲜的军国大事妄加评论ꎬ横加干

预ꎮ 尤其是在事关中朝关系的问题上ꎬ福久时常以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为能事ꎮ 史称:福久“每
欲挟制中国以要好于韩王ꎬ凡遇中韩事件ꎬ辄置喙议”ꎮ 可以说ꎬ福久的投机性活动ꎬ收到了投

桃报李的奇效ꎬ成为朝鲜国王须臾不离的高参、智囊ꎮ １８８６ 年 ７ 月ꎬ福久将离朝赴日ꎬ作短暂停

留ꎮ 临行前觐见国王ꎬ李熙依依不舍ꎬ反复叮嘱“须早回来助我”ꎬ并承诺待其归来ꎬ“请办内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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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ꎮ①

作为一个域外之人ꎬ福久显然是不懂得东方哲学“益则损之”的哲理ꎬ更不了解中朝宗藩关

系的根深蒂固性ꎮ 就在福久为讨国王的欢心而唆使朝鲜背清自立之时ꎬ孰不知ꎬ他的言行已经触

碰了中朝关系的底线ꎬ超越了清政府容许的范围ꎮ 早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ꎬ朝鲜

半岛就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染ꎮ １４ 世纪ꎬ李氏朝鲜建元伊始ꎬ高祖李成桂就自动皈依于大明王朝

的卵翼之下ꎬ心悦诚服地加入到宗藩体制的序列之中ꎬ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ꎬ定期来华ꎬ称臣纳

贡ꎮ 更因大明王朝对其有劻复之恩ꎬ遂口称明王朝为“再造之邦”ꎮ １７ 世纪ꎬ明清鼎革ꎬ江山易

帜ꎮ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全部政治遗产ꎬ朝鲜作为藩属国家ꎬ依旧是勤修职贡ꎮ 时至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尽管在欧美列强的炮击下ꎬ“天朝上国”的神威褪色不少ꎬ但对维系拥有 ５００ 年历史的中朝宗

藩关系ꎬ大清王朝依旧是雄心万丈ꎮ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精英们则准确地预测到ꎬ随着朝鲜与

欧美国家的缔约ꎬ中朝宗藩关系必将受到冲击ꎬ为防微杜渐ꎬ祸起萧墙ꎬ必须适时而动ꎮ １８８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还在朝美缔约谈判之时ꎬ李鸿章就为朝美缔约后的中朝关系建章立制ꎬ明确提出了“不
沾不脱”的对朝原则ꎮ② 即在保有宗藩关系的前提下ꎬ绝不主动介入朝鲜事务ꎬ主旨仍然是为了

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ꎮ 具体而言ꎬ所谓的“不脱”ꎬ即延续宗藩体制的既定规范ꎬ在名分上ꎬ中
国是宗主国ꎬ朝鲜是藩属国ꎬ这是中朝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ꎮ “不沾”ꎬ是宗主国处理藩属国事务

的方式ꎬ即对属国内政外交ꎬ宗主国采取“向不过问”的政策ꎬ实行“属国自主”ꎮ “不脱”是根本ꎬ
“不沾”是前提ꎬ两者互为表里ꎬ相互依存ꎬ实质上是在约定中朝两国各自的行为规范ꎮ 只要藩属

国承认宗主国的地位ꎬ即“不脱”ꎬ宗主国决不能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ꎬ即“不沾”ꎬ两国便可相

安无事ꎮ 言外之意ꎬ只要朝鲜跨越了中朝宗藩关系这条红线ꎬ清政府必定干预ꎮ 由此可见ꎬ福久

教唆、鼓动朝鲜国王背清自立的言行ꎬ明显触碰到了清政府最为敏感的神经ꎬ触犯了清政府预设

的禁忌ꎬ逾越了清政府划定的红线ꎮ 因而ꎬ遭到清政府的围剿、驱逐也就在情理之中ꎮ 这就是当

“福久新闻事件”曝光后ꎬ以李鸿章、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何以穷追猛打ꎬ必欲驱逐而后快的根

本原因ꎮ 单就最后的结果而论ꎬ福久显然是高估了朝鲜国王谋求独立的决心ꎬ低估了清政府反击

的力度和把控朝鲜局势的能量ꎮ
对“甲申政变”知情不报ꎬ几陷国王、王妃于绝境ꎬ是福久遭朝鲜政府驱逐的另一原因ꎮ 平心

而论ꎬ朝鲜国王李熙、闵妃对福久是信赖有加的ꎮ 在国王、王妃的恩宠下ꎬ福久俨然成为朝鲜近代

化的设计者、规划师ꎬ深度地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ꎮ 然而ꎬ被国王、王妃视为心腹的福久ꎬ却在国

王、王妃将有血光之灾之际ꎬ匿情不报ꎬ见死不救ꎬ亵渎了王室的信任ꎬ伤害了国王、王妃的感情ꎬ
遭到摒弃实属正常ꎮ 而这一切就要从福久与开化派的交往谈起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朝鲜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以追求西化、改革国政、谋求独立的政治派

别ꎬ史称“开化党”或“开化派”ꎮ 因自忖力量有限ꎬ开化党人误将独霸朝鲜的日本视为靠山ꎬ试图

在日本的扶植下ꎬ终结中朝宗藩关系ꎬ实现朝鲜的民族独立ꎬ代表人物有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
徐光范等人ꎮ 因这些人多为“报聘使团”的成员出访过美国、欧洲ꎬ“福久先生同他们一起共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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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八个月”①ꎮ 福久来到朝鲜后ꎬ与开化党人接触频繁ꎬ“相深结纳”②ꎬ被视为同道ꎬ赞赏开化

党人对闵氏家族把持国政、事大结清的抨击ꎬ支持开化党人力主西化、背清自立的理念ꎬ断言开化

党人是引领朝鲜结束黑暗、走上光明的希望所在ꎮ 福久在家信与寄呈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开

化党人多有褒奖ꎬ称颂长期滞留日本的金玉均ꎬ“受日本政治领域福泽渝吉影响很深ꎬ因此坚持

西方政治原则ꎬ具有强大的忍耐力和进取精神”③ꎻ徐光范是一位“心地纯洁、待人和蔼、充满热情

的人”ꎬ“勇于国家牺牲的伟人”④ꎻ洪英植是一个“被强烈的光照而目眩的人”ꎻ闵泳翊“虽有尽最

大能力改变国家的真诚ꎬ但他生性怯懦、性情多变ꎬ习惯于用儒家思想来考虑自己利益的得失ꎬ很
可能会转到与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⑤ꎮ 被视为同道的福久ꎬ既获悉了开化党人的治国理想ꎬ又
获得了开化党人的行动方案ꎮ 他在寄呈国务院的报告书中提到:“(１８８４ 年)１０ 月 ２５ 日ꎬ一名开

化党领导以激烈的语气告诉我ꎬ基于国王和开化党的悲惨境遇ꎬ经过深思熟虑后ꎬ为了朝鲜的前

途ꎬ闵台镐、赵宁夏等四位将军以及另外四名下级官员将不得不被杀死ꎮ”“１０ 月 ２６ 日ꎬ在与闵泳

翊的谈话中ꎬ我得知两派的分歧非常大ꎬ以致于难以谈论公共事务ꎮ 这使我预感到ꎬ一个不局限

于朝鲜官员之间的暴力流血事件即将要爆发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我详细地向他(美国驻朝公使福

德———引者注)告诉了我所听到的ꎬ并且向他断言ꎬ汉城将会发生严重暴动ꎮ”“１０ 月 ３１ 日ꎬ我拜

访了海军上尉博纳登和 Ｗ.Ｄ.汤森先生这两名也在汉城的美国人ꎬ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相信接下来

将要发生的事情ꎮ”⑥福久在 １０ 月 ２６ 日写给家人的书信中ꎬ更是详细地披露了开化党人的政变

计划ꎮ 他说:“虽然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有此看法的人ꎬ但有证据显示汉城不久将爆发动乱ꎮ 守旧

派强烈反对政府西化ꎬ而开化党则暗示头可断血可流ꎬ表示舍此无法摆脱朝鲜成为中国一省的命

运ꎮ 徐光范公开对我讲ꎬ他强烈主张杀掉 １０ 个人ꎬ其中 ６ 个是朝廷命官ꎮ 这本是东方政府官员

间处理分歧的一种手段ꎬ眼下在朝鲜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举ꎮ 一个政府官员宣称他要杀掉 １０ 名现

任官员ꎬ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ꎬ可事实确系如此ꎮ”⑦

事实验证了福久预测的合理性ꎮ １８８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晚上 ７ 点ꎬ开化党人在庆贺朝鲜邮政局

大楼落成的宴会上ꎬ借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及日本军队的帮助ꎬ大开杀戒ꎬ砍伤闵泳翊ꎬ斩杀

海防总营闵泳穆、辅国闵台镐、内侍柳在贤、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前营使韩圭稷ꎬ挟持国

王李熙ꎬ追杀闵妃ꎬ把持朝政ꎬ宣布政纲ꎬ首条即废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朝贡虚礼设行废

止”⑧)ꎬ并密谋废除国王李熙ꎬ另立新君ꎮ 史称“甲申政变”ꎮ ７ 日ꎬ在袁世凯等驻朝清军追讨下ꎬ
开化党人或被杀ꎬ或逃亡日本ꎬ开化党人的“三日天下”灰飞烟灭ꎮ

“甲申政变”虽有若干资本主义改革的色彩ꎬ但在王室的眼中ꎬ就是一场罪不可赦的宫廷政

变ꎮ 国王李熙几被废黜ꎬ闵妃扮成村姑才死里逃生ꎬ闵氏家族更是遭受到毁灭性杀戮ꎮ 按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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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ꎬ事先获悉政变消息的福久理应报告给国王、王妃ꎬ未雨绸缪ꎬ以备不测ꎮ 然而ꎬ福久却知情不

报ꎬ在政变发生前ꎬ悄然离开汉城ꎬ云游四方ꎮ １８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福久“从汉城出发ꎬ按照海军给

予的提示ꎬ开始了第二次朝鲜内部地区旅行”①ꎬ继续其军事间谍的使命ꎮ 就在国王李熙数度派

人追杀逃亡日本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以泄私愤之时ꎬ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１７ 日ꎬ«北华捷报»刊载

了福久写于“甲申政变”前的报告ꎬ披露了福久知情不报的事实ꎮ 视福久为心腹ꎬ对其百般信赖

的朝鲜国王、闵妃ꎬ在感情大受伤害的同时ꎬ自然是异常恼怒ꎬ驱逐福久也就在意料之中了ꎮ

三、袁世凯借机驱逐福久

福久在朝鲜兴风作浪之际ꎬ正是袁世凯作为中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②之时ꎮ
１８８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清政府下达给袁世凯的指令就是“以重体制ꎬ而资镇慑”③ꎬ遏制朝鲜日趋严

重的独立倾向ꎬ维系中朝宗藩关系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袁世凯致书总理衙门ꎬ力表忠心ꎬ定当恪尽职守ꎬ
不辱使命ꎮ 他说:“朝鲜为东方屏蔽ꎬ世守藩封ꎮ 数年以来ꎬ再经变乱ꎮ 凡所以明尊亲之义ꎬ定摇

惑之志ꎬ内修政治ꎬ外联邦交ꎬ因势利导ꎬ刻不待缓ꎬ加以各国通商ꎬ友邦环伺ꎬ交际之间ꎬ卑亢均

难ꎮ 卑府才力驽下ꎬ深惧弗克胜任ꎬ惟有仰赖声威ꎬ敬谨从事ꎬ以期无负委任至意ꎮ”④据此可知ꎬ
福久作为中朝宗藩关系的肢解者ꎬ袁世凯作为中朝宗藩关系的捍卫者ꎬ这对天敌尚未谋面ꎬ就注

定要在朝鲜这个舞台上激烈搏杀ꎬ以决高下ꎮ
现存史料显示ꎬ袁世凯首次提到福久是在 １８８６ 年 ３ 月 ３ 日ꎮ 是日ꎬ袁世凯密电李鸿章ꎬ内

称:福久对于 １８８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签订的«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条款合同»大为不满ꎬ当面斥责朝

鲜外署督办金允植ꎬ“韩电线由中国专办ꎬ与韩国体有碍”ꎬ鼓动朝鲜自主兴办ꎮ 袁世凯据此认定

福久为中朝大局的破坏者ꎮ 他说:“福本水师小官代理公使ꎬ素昧条例ꎬ屡欲干预华、韩ꎮ 前屡与

驳诘ꎬ伊当面不认ꎬ而暗勾结韩小人ꎬ煽惑播弄ꎬ并存美商多云善欺骗韩廷买洋牛、马、羊、猪、电气

灯诸玩物ꎬ希图沾润ꎬ殊失美国体面ꎬ颇碍大局ꎮ”⑤此后ꎬ随着福久以蛊惑朝鲜背清自立为能事ꎬ
深度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ꎬ朝鲜国王李熙在谋求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加速前行ꎮ １８８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袁世凯在致李鸿章电报中ꎬ明显流露出朝鲜局势几近失控的忧虑ꎮ 他说:据传闻ꎬ朝鲜国王李

熙近期欲对福久委以重任ꎬ“惟福非正人ꎬ如用之ꎬ殊非宜ꎮ 然韩方谬自主ꎬ劝阻恐难”⑥ꎮ
面对日渐恶化的朝鲜局势ꎬ为使命所在ꎬ袁世凯必须加以遏制ꎮ 以 １８８２ 年初次入朝以来对

朝鲜国王李熙的观察了解ꎬ袁世凯深知ꎬ生性懦弱、素无主见的他之所以“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

华为耻”⑦ꎬ敢于挑战宗藩体制ꎬ谋求自主ꎬ就是因为挟美自重ꎬ受到了福久的教唆、蛊惑ꎮ 福久已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北华捷报»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ꎮ
«派员接办朝鲜事务折»(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ꎬ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１１)ꎬ«奏议十一»ꎬ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０３ 页ꎮ
«直督李鸿章奏请派袁世凯总办朝鲜交涉事宜折»(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ꎬ王彦威编纂:«清季外交史料»(二)卷

六十二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９ 页ꎮ
«袁世凯禀»(清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ꎬ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４ 卷)ꎬ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１９５７ 页ꎮ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密电»(清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ꎬ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 (第 １ 卷)ꎬ开封:河南大

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１８ 页ꎮ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密电»(清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ꎬ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 (第 １ 卷)ꎬ开封:河南大

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９１ 页ꎮ
«覆北洋大臣李鸿章密电»(清光绪十二年七月初六日)ꎬ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 (第 １ 卷)ꎬ开封:河南大学

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０４ 页ꎮ



张礼恒: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成中朝关系的搅局者ꎬ驱逐福久势在必行ꎬ意义重大ꎬ既可以震慑朝鲜国王李熙的自主冲动ꎬ收敲

山震虎之功效ꎬ又可以清除乱源ꎬ平复朝鲜乱局ꎮ 为此ꎬ袁世凯自 １８８５ 年 １１ 月驻扎朝鲜起ꎬ就在

为驱逐福久而奔走ꎮ 先是开展外围工作ꎬ试图通过朝鲜官员进谏国王ꎬ万不可一昧听信福久ꎬ要
“防其狡险”ꎬ无奈福久“蛊惑太深ꎬ结党太固ꎬ言不能入”ꎬ几无成效ꎮ 次是借用李鸿章的名号ꎬ直
接劝诫朝鲜国王李熙远离福久ꎬ结果却适得其反ꎬ国王“反疑中国疑忌福久ꎬ而益信福久之能制

中国”ꎮ 再是搜寻福久的罪证ꎬ但因福久“鬼蜮多谋ꎬ皆无寔在凭据ꎬ且事多妨碍韩王ꎬ尤难执词

责问”ꎮ①

就在袁世凯为驱逐福久绞尽脑汁之际ꎬ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１７ 日ꎬ福久的文章在«北华捷报»
的刊发ꎬ让袁世凯看到了希望ꎮ 因福久在文章中对朝鲜政情多有非议ꎬ且隐匿开化党人的政变计

划ꎬ坐视朝鲜国王、王妃的生死于不顾ꎬ简直是其心可诛ꎮ 袁世凯决计由此入手ꎬ离间国王、王妃

与福久的关系ꎬ借机驱逐福久ꎮ 袁世凯遂指派公署翻译ꎬ将«北华捷报»上的文章译成汉文ꎬ送交

朝鲜国王ꎮ 国王李熙阅后ꎬ勃然大怒ꎬ遂指令外署督办金允植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向美国驻朝代理公使

柔克义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ꎬ表达了驱逐福久出境的意愿ꎮ “福久虽外面辩说ꎬ已知为韩

王所疑恶ꎬ未几即赴日本ꎮ”②袁世凯的离间之计初显成效ꎮ
然而ꎬ随后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袁世凯的臆想ꎬ“福久新闻事件”不仅没有持续发酵ꎬ反而呈

偃旗息鼓之势ꎮ 美国驻朝代理公使柔克义在 １８８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８８７ 年 １ 月 ６ 日、８ 日的照会

抗辩ꎬ１８８７ 年 １ 月 ２ 日福久的自辩陈述③ꎬ促成了朝鲜国王态度的软化ꎮ 福久在朝亲信的谏言ꎬ
则使朝鲜国王萌生了放弃追究福久的念头ꎮ 福久出走日本后ꎬ全良默屡次三番地进谏ꎬ口称«北
华捷报»所载文章ꎬ并非福久刻意为之ꎬ此事的曝光全系“他人顾忌倾害之术”ꎬ万勿坠入其中ꎮ④

朝鲜国王权衡再三ꎬ决定既往不咎ꎬ重用福久ꎮ 先是委托柔克义电招福久ꎬ许以高官厚禄ꎮ 而福

久以朝鲜外署曾经照会谴责为由ꎬ故作扭捏之状ꎮ 国王李熙遂接受全良默的建议ꎬ指令朝鲜外署

发表照会ꎬ声明此前对福久的指责全系误会所致ꎬ现已冰释前嫌ꎮ⑤ ３ 月 ２８ 日ꎬ金允植照会柔克

义ꎬ一改往日的强硬ꎬ用极为谦卑的语气ꎬ表达对福久的歉意ꎮ 照会中说:“福中尉来驻敝邦ꎬ两
国交谊日敦ꎬ本大臣深相佩服ꎮ 向来新闻之说固所疑讶而未信者ꎬ然既已刊布ꎬ非可掩置之事ꎮ
而洋文翻译或多讹误ꎬ所以专布一函ꎬ披赤仰质者也ꎮ 及奉来函ꎬ始知该新闻非福中尉之所印布ꎬ
向日疑障ꎬ豁然顿开ꎮ 间因敝署丛冗ꎬ未暇裁覆ꎬ深为歉仄”ꎬ故特此拜托贵代理公使向福中尉转

达歉意之情ꎮ⑥ ４ 月ꎬ福久体面地回到朝鲜ꎬ住进了朝鲜国王李熙专门为其修缮一新的豪宅ꎮ
面对峰回路转的变局ꎬ机敏果敢的袁世凯焉有坐视之理? 袁世凯深知ꎬ福久此番归来ꎬ必定

会变本加厉地鼓动朝鲜挣脱宗藩体制的掣肘ꎬ唆使朝鲜谋求独立ꎮ 只有驱逐福久ꎬ才能斩断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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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李熙的非分之想ꎬ确保中国“保藩固边”战略的实施ꎮ 为此ꎬ袁世凯决计动用一切社会资源ꎬ
继续炒作“福久新闻事件”ꎬ使其影响漫过朝鲜ꎬ涉及中国、美国ꎬ升级为关涉中朝美三国政府的

外交事件ꎮ 经过袁世凯的一番密谋筹划ꎬ原本已近尾声的“福久新闻事件”再度成为热点ꎮ
大致说来ꎬ袁世凯借“福久新闻事件”ꎬ驱逐福久的谋略有三ꎮ
其一ꎬ借用李鸿章的声威ꎬ威吓朝鲜国王ꎮ 从 １８７９ 年与朝鲜重臣李裕元通信始ꎬ李鸿章就名

扬朝鲜ꎮ 尤其是 １８８２ 年 ３ 月奉旨全权经管朝鲜事务后ꎬ李鸿章接受朝鲜学徒留学天津ꎬ赠送朝

鲜枪炮弹药ꎬ主持朝美缔约谈判ꎬ博得朝鲜王臣的赞誉与敬畏ꎮ 福久从日本返回朝鲜后ꎬ袁世凯

就手持李鸿章的信函ꎬ“嘱韩廷逐之ꎬ韩王阳为托词搪塞ꎬ内而愈加亲密ꎮ 虽重以宪谕ꎬ亦置若罔

闻”ꎮ 为此ꎬ袁世凯提请提高施压力度ꎮ １８８７ 年 ５ 月 １ 日ꎬ李鸿章致电朝鲜外署ꎬ要求停止重用

福久ꎬ否则将调袁世凯回国ꎮ 电文内称:“韩用福久ꎬ必生事误国ꎬ若阳奉阴违ꎬ甘自受害ꎬ我当调

袁回云ꎮ 但示以勿听用ꎬ福将自去ꎬ未显言驱逐ꎬ以防小人急则生变ꎮ”①电报虽未明确提出驱逐

福久ꎬ却用强硬的言词ꎬ警告朝鲜国王务当悬崖勒马ꎮ 倘若一意孤行ꎬ后果难料ꎬ驱逐福久之意不

言而喻ꎮ 据袁世凯禀报ꎬ收到李鸿章的电报后ꎬ“韩王始恐ꎬ一面派近臣留守卑府ꎬ一面即饬外署

送文美使丹时谟ꎬ逐送福久”②ꎮ 此后ꎬ“福久新闻事件”的演化完全纳入了袁世凯的设计轨道ꎮ
５ 月 １ 日ꎬ朝鲜外署督办金允植向美国新任驻朝公使兼总领事丹时谟递交了实由袁世凯代

拟的照会ꎬ指称«北华捷报»所载文章ꎬ败坏了朝鲜的国际声誉ꎬ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ꎬ虽非福

久所写ꎬ但所载朝鲜内情ꎬ实由福久提供ꎬ福久已成不受欢迎之人ꎬ故请调离福久ꎬ以敦朝美邦

交ꎮ③ 此后ꎬ朝美之间照会往来不断ꎬ交涉日渐升级ꎮ ５ 月 ４ 日ꎬ丹时谟照会金允植ꎬ回击朝鲜的

指责ꎬ拒绝驱离福久ꎮ 丹时谟指责朝鲜出尔反尔ꎬ旧事重提ꎻ宣称福久身为政府公务人员ꎬ向政府

提供朝鲜国情报告是其职责所系ꎻ按照新闻自由的法律规定ꎬ美国政府不得干涉«北华捷报»刊
发其文ꎻ福久身为海军军官ꎬ隶属于外交部的驻朝公使无权调离其工作ꎮ 在照会的最后ꎬ丹时谟

提醒朝鲜ꎬ谨防离间之计ꎬ共同维护美朝友谊ꎮ 他说:“此事必有跷蹊ꎬ意有何人离间福公于贵

国ꎬ并欲使贵国与我国好谊隔绝也ꎮ”④５ 月 ８ 日ꎬ金允植在袁世凯草拟的照会中ꎬ驳斥丹时谟的福

久无罪说ꎬ列举证据ꎬ指证福久在“甲申政变”前与罪臣金玉均等人往来密切ꎬ深谙乱党欲图谋乱

之事而不禀报ꎬ致使国王蒙难ꎬ大臣涂炭ꎬ福久即朝鲜之“仇敌”ꎬ理应被驱离ꎮ⑤ ５ 月 １０ 日ꎬ丹时

谟在金允植列举的确凿证据面前ꎬ难以正面回答ꎬ只得以金允植不懂英语为由敷衍搪塞ꎬ拒绝驱

逐福久ꎬ提出赴朝鲜外署对福久的指控进行辩论ꎮ⑥ ５ 月 ２３ 日ꎬ金允植依照袁世凯的授意ꎬ指斥

丹时谟照会前后矛盾ꎬ罔顾事实ꎬ偏袒福久ꎮ 为以正视听ꎬ金允植将上海洋文报纸刊发福久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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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恒: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朝鲜文章的英文翻译稿送交丹时谟ꎬ作为对其不懂英语的回击ꎮ① ５ 月 ３１ 日ꎬ丹时谟照会金允

植ꎬ宣布已将涉事资料送交美国政府ꎬ福久的去留问题交与美国政府裁决ꎮ 在结果公布前ꎬ停止

与朝鲜外署的照会往来ꎮ② 至此ꎬ朝鲜外署督办与美国驻朝公使围绕驱逐福久的交涉ꎬ无果

而终ꎮ
其二ꎬ与美国驻朝公使直接交锋ꎬ婉转表达驱离福久之意ꎮ 丹时谟与朝鲜金允植交涉无果

后ꎬ在全良默等人的授意下ꎬ向袁世凯发起外交攻势ꎬ试图逼迫袁世凯否认参与了驱离福久事件ꎬ
赢得对朝外交的主动权ꎮ ５ 月 ２６ 日ꎬ丹时谟致函袁世凯ꎬ就外界传言ꎬ进行质问ꎮ 函文写道:“近
日常有谣言到耳ꎬ谓福中尉居住汉城ꎬ阁下大有不恰意之处ꎬ且有一日阁下坚持以如福中尉再留

此处ꎬ阁下必退去汉京ꎬ即退中国云云ꎮ”因福久中尉既是美国公民ꎬ又是“本馆之随员”ꎬ倘若“阁
下如于福中尉有何不顺意之处”ꎬ务请告之ꎬ以便报告美国政府ꎬ请示裁决ꎮ③ 袁世凯当即判定ꎬ
这是丹时谟的投石问路之计ꎮ 如果否认质问ꎬ必定授人以柄ꎮ 只有勇于承认ꎬ才能将驱逐福久这

场大戏继续演绎下去ꎮ 为此ꎬ他在致李鸿章函中写道:“美使明向卑府诘问ꎬ欲卑府推不敢认ꎬ即
可含糊结束ꎮ 卑府已窥其隐ꎬ回书即明认不合于福久ꎬ并暗示外署之意亦卑府主持ꎮ”④５ 月 ２８
日ꎬ袁世凯致函丹时谟ꎬ在正面回应质问的同时ꎬ紧抓丹时谟早前所称福久非使馆人员的话题展

开反击ꎮ 福久虽为美国公民ꎬ但毕竟不是外交人员ꎬ其对朝鲜内政、中朝关系的肆意诋毁ꎬ显然就

是一种个人行为ꎬ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意志ꎮ 以此而论ꎬ中朝两国对福久提出驱离要求ꎬ针对的

仅是福久个人ꎬ与重视中朝美邦交友谊无关ꎬ希望获得贵公使的理解和支持ꎮ⑤ 通篇函文不卑不

亢ꎬ反击有理有节ꎬ尽显袁世凯的外交智慧与技巧ꎮ ５ 月 ２９ 日ꎬ丹时谟再度致函袁世凯ꎬ除对福

久的身份详加辨析外ꎬ暗讽“福久新闻事件”ꎬ原本是美朝之间的事情ꎬ中国不应置喙ꎻ暗示朝鲜

政府必欲驱离福久而后快ꎬ是因为获得了中国的支持ꎮ⑥ ５ 月 ３０ 日ꎬ唐绍仪奉袁世凯之命ꎬ手持

«北华捷报»ꎬ赴美国驻朝使馆交涉ꎬ遭到丹时谟的拒绝ꎮ 丹时谟扬言:“此事已禀政府ꎬ不必再

谈ꎬ我政府未回文以前ꎬ无论何文ꎬ亦不必再察ꎮ”⑦与丹时谟的交涉无果而终ꎮ
应该说ꎬ袁世凯与丹时谟的交涉还是富有成效的ꎮ 交涉中ꎬ袁世凯采取了不回避的策略ꎬ完

整表达了本人的诉求和中国政府的意愿ꎬ有力地支持了以朝鲜外署督办金允植为代表的追讨行

动ꎬ维系了中朝联盟ꎬ保证了“驱逐福久事件”沿着预设的轨道延展ꎮ
其三ꎬ抛开美国驻朝公使ꎬ升级为中美两国政府交涉ꎮ 尽管与美国驻朝代理公使柔克义、美

国驻朝公使丹时谟的交涉取得了一些成效ꎬ但还远远不足以驱逐福久ꎮ 既然丹时谟声称无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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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福久ꎬ那就必须另寻他法ꎮ １８８７ 年 ６ 月初ꎬ袁世凯密电李鸿章ꎬ为达驱逐福久之目的ꎬ“请宪台

电达驻美张星使①ꎬ就近向美廷商办”②ꎮ 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ꎮ ６ 月 ３ 日ꎬ李鸿章致电中国驻美

使馆参赞徐寿朋ꎬ敦促美国外交部调离福久ꎮ 电文内称:“前署朝鲜美使福久好言生事ꎬ为中、韩
所深恶ꎬ转商外部电调速回ꎬ以全三国和好ꎮ”③至此ꎬ交涉福久事件的外交主体由朝美政府变成

了中美政府ꎻ交涉的地点由汉城移到了华盛顿ꎮ
６ 月 ７ 日ꎬ徐寿朋致电李鸿章ꎬ禀报了与美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ꎮ 美国外交部查实ꎬ福久本

系海军下级军官ꎬ曾经一度代行美国驻美公使之职ꎬ早已解职ꎮ 目前是否归属海军ꎬ尚不确定ꎬ容
待查证ꎮ 经徐寿朋交涉ꎬ美国外交部答应与海军部联系ꎬ查明福久的隶属关系ꎬ“俟有确音ꎬ再电

禀闻”④ꎮ 为了强调驱逐福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ꎬ李鸿章于 ６ 月 ８ 日再度致电徐寿朋ꎬ叮嘱其绝

不可等闲视之ꎮ 李鸿章在电文中说道:“福与韩诸小人勾结ꎬ谋衅华ꎬ久恐生乱ꎮ 商之驻中、韩美

使ꎬ均云可径请外部调回ꎮ”⑤徐寿朋始知此事非同小可ꎬ加紧斡旋自不待言ꎮ ６ 月 １１ 日ꎬ徐寿朋

电告李鸿章ꎬ经过反复交涉ꎬ美国外交部答复ꎬ海军部决定在 ６ 月 １３ 日“发电撤离”福久ꎮ⑥ 事实

上ꎬ美国海军部电告福久离境ꎬ是在 ６ 月 １５ 日ꎮ 此处有徐寿朋的电报为据ꎮ 是日ꎬ徐寿朋致电李

鸿章ꎬ“今早水师部已电调福久”⑦ꎮ ６ 月 １９ 日ꎬ袁世凯电寄李鸿章ꎬ“昨见美廷寄福久电”ꎬ撤福

久驻韩公使随员差使ꎬ调往兵船充当随员ꎬ“速启行”ꎮ⑧ 驱逐福久行动即将大功告成ꎮ
然而ꎬ福久私党们还在进行着最后的抗争ꎮ 自接到美国政府的撤离电令起ꎬ全良默、郑秉夏、郑

洛镕等福久私党就密谋聚会ꎬ频繁进宫ꎬ以朝鲜的独立自主游说国王ꎬ试图借用国王的力量ꎬ让美国

政府收回成命ꎬ口称“福久在此ꎬ听中国官论ꎬ论即使之去ꎬ大妨朝鲜自主体面”ꎮ 国王李熙受其蛊

惑ꎬ心生悔意ꎬ“复密派人抚慰挽留”福久ꎮ⑨ 关键时刻ꎬ袁世凯再露峥嵘ꎮ 袁世凯先是招集郑秉夏、
郑洛镕等人ꎬ对他们晓以利害ꎬ放弃无谓的抵抗ꎻ后又专门召见骨干分子全良默ꎬ劝其迷途知返ꎬ倘
若一意孤行ꎬ只会是螳臂挡车ꎬ自取其辱ꎮ 与此同时ꎬ袁世凯指派素有朝鲜“第一公忠臣”的闵泳

翊ꎬ凭借闵妃族侄的特殊身份ꎬ苦谏国王、王妃ꎬ痛陈背清自立的虚妄性、驱逐福久的必要性ꎮ 此外ꎬ
袁世凯安排闵泳翊、韩圭卨等组织人员ꎬ采取切实举措ꎬ“密加伺察ꎬ防禁群小出入”王宫ꎬ阻隔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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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恒: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国王的蛊惑ꎮ 此后ꎬ“群小始皆观望不敢议”①ꎬ福久被驱逐已是指日可待ꎮ
收到美国政府的调令后ꎬ福久故技重施ꎬ先是径去仁川ꎬ做出乘船离朝的姿态ꎮ 其实ꎬ他是借

此试探朝鲜的动向ꎬ以求国王再度劝留ꎮ 然而ꎬ经过袁世凯的周密部署ꎬ福久的希望落空了ꎮ 眼

见无人挽留ꎬ福久只得尴尬地回到汉城ꎬ“收拾行囊”ꎬ再赴仁川ꎬ于 ６ 月 ２９ 日搭乘美国军舰ꎬ３０
日抵达日本长崎ꎮ② 至此ꎬ袁世凯策划的“驱逐福久事件”落下帷幕ꎮ １８９３ 年ꎬ福久因心脏病发

作死于日本ꎮ

四、结语

“驱逐福久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显示ꎬ它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ꎬ是袁世凯精心策划、周密

罗织的结果ꎮ 仅就结局而论ꎬ它是清政府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调整对朝政策取得的阶段性胜利ꎮ
朝鲜是清朝众多藩属国中的典范ꎬ素有“东藩绳美”③的美誉ꎮ 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东西

方列强的蚕食鲸吞ꎬ攀附中国周边的藩属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ꎬ硕果仅存的朝鲜成为“天
朝上国”的点缀品ꎮ 地缘政治的关系ꎬ又赋予了朝鲜非比寻常的现实价值ꎮ 朝鲜毗邻清王朝的

发祥地———中国的东北ꎬ倘若朝鲜不保ꎬ中国的东北必将面对列强的虎视鹰瞵ꎮ 站在王朝国家的

立场上ꎬ保朝鲜就是保中国ꎬ更是保大清王朝ꎮ 因此ꎬ朝鲜既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保障线ꎬ又是清政

府的生命线ꎮ 为了实现“保藩固边”战略ꎬ清政府在东西方列强大规模侵朝前夕ꎬ未雨绸缪ꎬ先于

１８７９ 年 ８ 月制定了意在保全朝鲜的“以夷制夷”策略ꎬ力图劝导朝鲜与欧美缔结条约ꎬ引进西洋

诸国ꎬ借用列强之间的矛盾ꎬ遏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独占ꎻ次在 １８８２ 年 ３ 月朝美缔约之前ꎬ确立

了新形势下的对朝原则———“不沾不脱”ꎮ 该原则的宗旨意在防范朝鲜的背离倾向ꎬ维护中朝宗

藩关系ꎬ并通过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中的外交实践ꎬ赢得了列强或明或暗的首肯ꎬ成为特殊

时空下的东亚国际关系准则ꎬ掌握了处置朝鲜问题的主动权ꎮ 当朝鲜开化党人勾结日本ꎬ发动政

变、废止中朝宗藩关系之时ꎬ在德国人穆麟德策动朝鲜援俄自立、缔结“朝俄密约”之际ꎬ清政府

采取断然措施ꎬ对前者予以坚决镇压ꎬ对后者撤职调离ꎬ向全世界表明了保全朝鲜的决心和意志ꎮ
１８８６ 年 １０ 月ꎬ面对朝鲜日趋严重的背清自立倾向ꎬ清政府果断裁撤了 １８８３ 年 １０ 月驻朝的陈树

棠ꎬ改派足智多谋、敢于担当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事宜ꎮ 由此可见ꎬ袁世凯奉命入朝的职责

就是为了平息由朝鲜国王李熙助推的独立风潮ꎬ驾驭中朝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ꎮ 这也就决定

了奉命保藩的袁世凯与蛊惑朝鲜独立的福久天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ꎬ驱逐福久具有历史的

必然性ꎮ
当“福久新闻事件”出现后ꎬ袁世凯抓住了洋人赐予的良机ꎬ在必然性的大背景下ꎬ将这一偶

然性事件演绎到了极致ꎬ最终实现了驱逐福久离境的夙愿ꎮ 在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ꎬ袁世凯展

现出了其政治敏感性的一面ꎮ 初见«北华捷报»刊载福久撰写诋毁朝鲜内政的文章ꎬ袁世凯即刻

捕捉到了其中可供利用的价值ꎬ决意将朝鲜国王与福久关系的矛盾一面呈现给世人ꎮ 先是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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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译为汉文ꎬ送韩廷阅视”①ꎬ既表现了一种中朝一体、共御外侮的姿态ꎬ又提供了福久诽谤朝

政ꎬ诋毁国王、王妃的证据ꎬ暗示了“非我族类ꎬ其心必异”的东方古训ꎮ 国王李熙盛怒之下ꎬ指令

朝鲜外署照会美国驻朝公使ꎬ明确提出驱逐福久ꎮ 至此ꎬ袁世凯的计策初步奏效ꎮ 当朝鲜国王李

熙中途变卦ꎬ驱逐福久即将夭折之际ꎬ袁世凯施展其较强的外交手段ꎬ广泛动用中朝两国内部、外
部的一切力量ꎬ排除各种干扰ꎬ化被动为主动ꎬ将事态的发展重新带入了预设的轨道ꎬ最终驱逐了

福久ꎮ 史料显示ꎬ从 １８８６ 年 １１ 月到 １８８７ 年 ６ 月ꎬ为了驱逐福久ꎬ袁世凯每天高度运转ꎬ动用资

源ꎬ收集情报ꎬ制定预案ꎬ组织行动ꎮ 为了成功ꎬ袁世凯虽为一个三品衔的官员ꎬ 竟调动了朝鲜国

王李熙、美国国务卿、清朝一品大员李鸿章参与其中ꎻ为了达到目的ꎬ袁世凯将驱逐福久的舞台ꎬ
从朝鲜搬到了中国ꎬ移到了美国ꎬ使之成为牵动中美朝三方的外交大事ꎮ “驱逐福久事件”尘埃

落定后ꎬ袁世凯向家人诉说了其中的辛劳ꎮ １８８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袁世凯在致二姐的信中说道:“近
日事甚忙”ꎬ“每日应酬商办ꎬ或终日或终夜ꎬ殊觉疲倦耳”ꎮ②

深入探究则会发现ꎬ袁世凯策划的“驱逐福久事件”之所以能够成功ꎬ是与此期美国的对朝

政策大有关系的ꎮ 客观而论ꎬ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ꎬ尽管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就急于

跻身朝鲜半岛ꎬ彰显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ꎬ但时至 ８０ 年代ꎬ毕竟国力有限ꎬ根基尚浅ꎬ无法改变由

英俄等国主导的东亚格局ꎮ 表面上看ꎬ美国在朝鲜表现得极为活跃ꎬ既移植近代工业体系ꎬ又输

出资本主义伦理与价值观ꎬ装扮成一副救世主的模样ꎬ但当其在朝行动触及到东亚域内、域外国

家的根本利益时ꎬ美国权衡再三ꎬ最终还是抛弃了朝鲜ꎮ 按照近代国际惯例ꎬ驱逐外交官是一件

非常严肃的外交事件ꎬ无论是驻扎国ꎬ还是派出国ꎬ对此都极为慎重ꎮ 然而ꎬ美国副国务卿爱提

商、国务卿拜亚在驱逐福久问题上均表现得十分淡漠ꎮ １８８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清政府驻美使馆参赞

徐寿朋向美国外交部递交照会ꎬ提请“速将福久电调回国ꎬ免生变乱”③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拜亚照会徐

寿朋ꎬ同意所请ꎬ现已解除福久驻朝使馆随员之职ꎬ令其赴“马利安”号军舰供职ꎮ④ 原本对美国

外交部寄予厚望的福久ꎬ接到调令后ꎬ表现得极为沮丧ꎮ ６ 月 ２８ 日ꎬ福久在家书中写道:“本月 １８
日ꎬ我接到驻横滨海军上将的电报ꎬ命令我离开公使馆ꎬ去泊于仁川的‘马里昂’号战舰报到ꎮ 我

服从命令ꎬ立即照办ꎮ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制造的‘新闻事件’已经结束ꎮ 证据显示ꎬ朝鲜人对我

的攻击ꎬ实乃外署督办迫于中国的压力而为之ꎮ 我被美国政府撤职一事向全世界和朝鲜人证明

中国代表是这里的主宰ꎬ而且也证明了中美是一丘之貉ꎮ”⑤正因为如此ꎬ«福久书信集»的编者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ａｗｌｅｙ 就曾辛辣地揭披了美国对朝政策的虚伪性ꎮ 他说:“１８８２—１９０５ 年间ꎬ美国政府

一直赞成朝鲜独立ꎮ 然而同期ꎬ她却拒绝给予任何相关支持———如派遣军队、资助金钱ꎬ或建立

防御联盟———以保障朝鲜王国的持续主权ꎮ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中国以及之后在日本的利益ꎬ
远大于其在朝鲜的利益ꎮ 因此ꎬ美国不愿向朝鲜提供直接援助ꎬ以免惹怒这两个亚洲大国ꎮ １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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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清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ꎬ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 (第 １ 卷)ꎬ开封:河南大学

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５６ 页ꎮ
«致二姊函»(清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ꎬ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１ 卷)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５３ 页ꎮ
«照译致美外部文»(清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ꎬ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 (第 ４ 卷)ꎬ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２３３７－２３３８ 页ꎮ
«照译美外部来文»(清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ꎬ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４ 卷)ꎬ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２３３８－２３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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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恒: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年ꎬ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拜亚召回强烈反对中国操纵朝鲜的乔治福久ꎬ便是这项美国政策实施

的重要例证ꎮ”①

“驱逐福久事件”在近代中朝关系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ꎮ “福久新闻事件”升级为“驱
逐福久事件”ꎬ表明清政府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ꎬ在朝鲜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撼动的作

用ꎻ中朝之间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宗藩关系ꎬ时至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

中朝两国的政治运行ꎬ维系着东方国家相处的传统ꎮ 但是ꎬ更应该认识到ꎬ“驱逐福久事件”作为

一个信号ꎬ昭示了中朝宗藩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缝ꎮ 它是朝鲜政府对 ５００ 多年中朝臣属关系的

抗争ꎬ对奉行东亚地区千年之久的宗藩体制的挑战ꎬ而这种来自东亚内部的挑战和欧美列强外部

挑战大不相同ꎮ 福久被驱逐之后ꎬ美国人德尼、薛斐尔、李仙得继续扮演着中朝关系的搅局者ꎬ并
从国际公法的法理上ꎬ为朝鲜的独立自主寻找法律依据ꎬ最终促成了朝鲜遣使美国的“朴定阳事

件”ꎬ预示了倡行千年之久的宗藩体制即将走到历史的尽头ꎮ
(文中所提英文«北华捷报»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周国瑞博士翻译并提供ꎬ在此谨表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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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与困境:定义幼儿文学
∗①

杜传坤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ꎬ也是儿童文学中最具特色、与成人文学差异性最明显的类型ꎮ 幼

儿文学中的“幼儿”作为年龄表征ꎬ具有流动性和历史性ꎮ 现代幼儿文学建立在成人 / 儿童、儿童 / 幼儿具有本质

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ꎬ具有双重的“异质性”和依赖性ꎮ 以年龄阶段理论为基础的幼儿文学存在无限分化的

可能ꎬ共性与差异、连续与断裂之间的失衡将导致幼儿文学的碎片化、贫乏化与读者的同质化ꎮ 视觉化或视听结

合是幼儿文学新的表现形态ꎬ但不可取代传统的纯文字文学听赏ꎮ 幼儿文学与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之间的界限

是必要的ꎬ却不是固定和泾渭分明的ꎮ 幼儿文学的艺术魅力往往存在于那些难以捉摸的边界之间ꎮ
关键词:　 幼儿文学ꎻ异质性ꎻ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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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传坤(１９７３—　 )ꎬ女ꎬ山东平原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童年观念史”(１９ＢＺＷ１４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幼儿文学被称为人之初文学ꎬ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ꎬ因其读者对象的低幼ꎬ成为儿童文学

中最具特色的、也是与成人文学差异性最明显的类型ꎮ 幼儿文学若要取得合法化身份ꎬ不但要独

立于成人文学ꎬ还要独立于儿童文学ꎮ 那么ꎬ何谓幼儿文学? 幼儿文学何以独立? 这种独立性是

绝对的、界限清晰的吗?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ꎬ不仅有助于推动幼儿文学的本质研究走向深入ꎬ而
且也将为我们系统研究儿童文学的性质、文化构成以及价值属性等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ꎮ

一、幼儿与年龄隐喻

要回答何谓幼儿文学ꎬ不得不首先回答何谓幼儿ꎮ 首先ꎬ“幼儿”作为一个表征年龄的概念ꎬ
是指多大的孩子呢? 幼儿这一概念与现代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ꎮ “教育要适应

儿童的年龄特点”ꎬ这已成为近现代教育学的基本原则ꎬ儿童的年龄特点则基于现代生理学、心
理学对个体生长发育阶段的划分ꎮ 孩子通常于六七岁进入小学接受正规基础教育ꎬ此前阶段的

孩子便称为幼儿、婴幼儿ꎬ或学前儿童ꎮ 当代的诸多幼儿文学教材和理论著述在设定幼儿文学的

对象时ꎬ不外乎几种年龄段的孩子:３ 到 ６ 岁的幼儿ꎬ出生到六七岁的学前儿童ꎬ出生到七八岁的

儿童ꎬ２ 岁到 ８ 岁的儿童等ꎮ
在更早的时候ꎬ中西方对于儿童年龄阶段的划分ꎬ往往也都与教育有关ꎮ 幼学传统悠久的中

国自古就对幼教有分级分段的考虑ꎬ明清以后的划分只是更为细致而已ꎮ 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ꎬ罗马的昆体良ꎬ文艺复兴之后捷克的夸美纽斯ꎬ以及 １８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ꎬ
对个体皆有具体的年龄段划分ꎬ并分别配置他们认为适宜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ꎮ 按年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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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 １９ 世纪“童年标准化”的一部分ꎬ“随着按年龄分级学校的传播扩散”ꎬ“儿童的年龄成了

他们应当知道什么ꎬ应当去哪儿ꎬ以及应当做什么的一项严格指标”①ꎮ 幼儿园的入园年龄以及

园内按年龄分班不过是学校义务教育分级制度的向下延伸ꎮ 我国学者熊秉真从语言和文化的角

度考察发现ꎬ中文常用的“儿童”“孩子”“子”“童”或“幼”ꎬ至少可由三个层面去理解ꎬ即生理学

意义上处于人生起始阶段的“孩子”、社会学意义上处于从属位置的“子”以及哲学和美学层面的

“童心稚情”ꎮ② 事实上ꎬ这三种理解经常共存于我们的文化认同中ꎮ 随着幼教思想的发展、幼教

机构的创立及幼教学科的发展ꎬ“幼儿”逐渐从儿童中独立出来ꎬ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与年龄密

切相关的专有概念ꎻ同时在近现代幼教背景下ꎬ“幼儿”也由多维文化意义层面逐步聚焦于“年
龄”层面ꎮ

“幼儿”概念具有流动性ꎮ 中西之间ꎬ不同的群体和思想派别之间ꎬ对幼儿的理解都不尽相

同ꎮ 西方社会通常视成人—儿童为性质不同的两种存在ꎬ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ꎻ而中国古

代ꎬ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虽然早有认识ꎬ却很少将之视为彼此对立的矛盾两极ꎬ而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ꎮ 比如孟子的“四端说”ꎬ李贽的“童心说”ꎬ皆视幼童与成人之间并非

单线直进之关系ꎬ而是交错与连续的ꎮ
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曾质疑现代“纯洁”幼童的观念:“小孩子应该是纯洁的、无邪的

只有孩子们没卷入这个传统ꎻ他们足够天真地坚持他们的动物本性ꎬ不懈地表明他们还没有

学会他们的‘纯洁’”ꎮ③ 美国当代绘本大师莫里斯桑达克亦曾宣称ꎬ他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自

己的童年ꎬ他知道可怕的事情ꎬ但他知道一定不能让大人们知道他知道ꎬ那会让他们害怕的ꎮ 而

他自己创作的绘本«野兽国»等ꎬ刻画了具有愤怒、恐惧、压抑、无奈等强烈情绪情感的孩子ꎬ亦挑

战了此前单纯快乐的儿童形象ꎬ展现了童年的深刻与丰富ꎮ
“幼儿”概念具有历史性ꎮ 不同时期人们心目中指称的幼儿的年岁也不尽相同ꎬ仅从中国幼

教历史看:教小孩“数字”“认字”或“耕作”等知识与技能的年龄ꎬ“从宋代以来ꎬ平均大约每百年

就提前一岁ꎮ 也就是说ꎬ宋代时九岁儿童所进行的活动ꎬ元代可能变成 ７ 岁儿童的功课ꎬ明代变

６ 岁ꎬ清代竟可能成了四五岁孩子的日程ꎮ (到近现代是不是自然也就成了 ３ 岁天才班的内

容?)”④近世以来幼教年龄的下移ꎬ反映出成人社会的一种焦虑ꎬ希望尽早把某些知识技能传授

给孩子ꎬ从而摆脱幼稚无知的状态ꎮ 然而ꎬ与幼教年龄下移的趋势相悖逆的ꎬ却是童年期结束的

延迟ꎮ 在此背景下ꎬ幼儿的年龄也处于“移动”之中ꎮ
总之ꎬ“幼儿”既是一个与年龄有关的生物学概念ꎬ也是一个社会学、文化学概念ꎬ它的内涵

具有流动性、历史性ꎮ 近现代以来ꎬ幼儿文学与幼儿教育一起ꎬ都在反映并遵循幼儿年龄特征的

同时ꎬ也在建构幼儿的年龄特征ꎮ 定义幼儿文学ꎬ不宜机械套用今天对于儿童年龄阶段的划定ꎬ
年龄只是一个大体的参照框架ꎮ

二、双重“异质性”与分层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ꎮ 幼儿文学之所以存在ꎬ原因之一是人们不但相信儿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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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不一样ꎬ而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也不一样ꎬ年幼儿童不同于年长儿童ꎮ 相应地ꎬ儿童文学

内部需要按照年龄高低划分出幼儿文学到青少年文学几个层次ꎮ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差

异随着读者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淡化ꎬ二者的差异必将典型体现于距离成年最遥远的那一端ꎬ即童

年期初始的幼儿文学ꎮ 因此ꎬ幼儿文学是最能反映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文学ꎮ 那么ꎬ幼儿文学与儿

童文学之差异ꎬ是否等同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差异? 这种差异是性质上的ꎬ还是程度上的?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立在崭新的儿童观基础上: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ꎬ

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ꎬ要把儿童当作“儿童”ꎬ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ꎬ满足其特有

的身心需要ꎬ包括文学需要ꎮ 这被称为现代意义上儿童的发现ꎮ 儿童 /成人之间的差异有了新的

所指ꎬ本来“不同年龄的人ꎬ只有年幼与年长、年老的区分ꎬ他们是小的人、大的人或老的人ꎬ他们

也因此可能有体能上的以及智能、经验上的差异ꎬ但是近代以来有关儿童期的概念ꎬ将小孩子与

成年人区分为不同种类的人”①ꎮ 将程度上的差异变为种类上的差异ꎬ可视为古今儿童观的根本

区别ꎮ 正是基于足够大的“本质差异”ꎬ儿童才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ꎬ借以体现特有的“儿童

性”ꎮ 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界定ꎬ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ꎬ二者的“异质性”构成现代

儿童文学的理论前提ꎮ 晚清以降ꎬ儿童的发现者们致力于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ꎬ使童年越来越远

离成年ꎮ 不管是儿童与成人的异质性导致了二者的分离ꎬ还是分离造就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ꎬ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都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ꎮ② 同样ꎬ幼儿文学也只是这种“二分

法”在儿童文学内部延伸的结果ꎮ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内部分化的结果ꎬ其根本动因在于对不同年龄儿童读者异质性的认同ꎬ

进而引发对儿童文学分层的关注ꎮ 较早从理论上对儿童文学“分层”进行阐述的是周作人ꎬ在
１９２０ 年«儿童的文学»③一文中ꎬ他就借用儿童学上的分期将未成年个体分作四期:婴儿期(１ 至

３ 岁)、幼儿期(３ 至 １０ 岁)、少年期(１０ 至 １５ 岁)和青年期(１５ 至 ２０ 岁)ꎻ其中幼儿期分作前后两

期ꎬ３ 至 ６ 岁为前期ꎬ又称幼稚园时期ꎬ６ 至 １０ 岁为后期ꎬ又称初等小学时期ꎮ 据此分期ꎬ周作人

将儿童文学作了划分ꎬ详细论述了各期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艺术特点ꎮ 但是对幼稚园时期的文

学ꎬ当时并未在理论层面作更多研究ꎬ在创作层面也未见特别关注ꎬ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重心是

“小学校里的文学”ꎮ
１９６２ 年ꎬ陈伯吹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儿童文学中ꎬ是否也还存在着‘幼童文学’、‘儿童文

学’、‘少年文学’的分野? 从特定的教育对象的儿童年龄阶段上来看ꎬ是否有这样划分的必要?
更从教育的任务上来看ꎬ这样划分了是否更有利于教育效果的丰收?”④此文不但再次提出了儿

童文学的分野问题ꎬ而且明确赋予了三者具体的名称ꎬ但其着眼点却是教育而非儿童文学自身ꎮ
对儿童文学层次的划分作专门的深入系统论述、并且很快得到儿童文学界普遍认同ꎬ从而对

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产生切实影响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王泉根提出的“三层次”说ꎮ 王泉

根把儿童文学“一分为三”:幼年文学(或称“幼儿文学”)、童年文学(或称狭义的“儿童文学”)与
少年文学ꎮ 同时ꎬ他阐述了“三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可以明确不同层次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与

思想艺术要求ꎬ使创作更有针对性ꎻ可以提高儿童文学的地位ꎻ可以回答和澄清儿童文学理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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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些长期纠缠不清、混沌一团的问题ꎮ① 这无疑也是幼儿文学的独立宣言ꎬ是极有分量的一篇

理论宣言ꎮ 其中的幼年文学或“幼儿文学”ꎬ是指服务六七岁幼儿的文学ꎮ
在儿童文学分层之说被普遍接受后ꎬ学界产生了新的困惑ꎮ 因为如果仅仅依据儿童年龄特

征的差异性进行划分ꎬ儿童文学自然还会有更细致的分层ꎬ包括幼儿文学内部的小层次ꎮ 照此发

展下去ꎬ是否还会出现按照月龄命名的文学呢? 因为 ２ 岁 １ 个月与 ２ 岁 １１ 个月的孩子相比身心

差异也是很大的ꎮ 最终ꎬ儿童文学要被划分成什么样子ꎬ才算是最合理、最科学的呢? “当人们

将儿童年龄阶段的差异性愈分愈细、儿童文学层次愈划愈多之时ꎬ我觉得儿童文学变成了一排碎

块ꎮ”②随着儿童心理学、儿童脑科学研究的发展ꎬ我们有理由相信ꎬ儿童年龄甚至月龄的差异性

将持续不断被挖掘出来ꎬ教育要适应儿童年龄特征的信念也很难被动摇ꎮ 那么ꎬ儿童文学应如何

面对“碎块化”与“整体感”的关系? 儿童文学的层次划分应不应该设置一个限度?
幼儿文学的层次划分问题更为严重ꎬ因为孩子在人生头六七年中的发展极为迅速ꎬ其一岁甚

至半岁之差远甚于成年后ꎮ 我们所担忧的无限细分ꎬ其实主要源自幼儿文学ꎮ 不应否认儿童文

学分层对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实践阅读的重要意义ꎬ“一个论点再经典ꎬ如果延伸、拓展过了

头ꎬ也会变得荒唐、滑稽ꎮ 这不是论点本身的罪过ꎮ 但是一个论点经不起延伸和拓展ꎬ也有可能

是其固有的弱点所致ꎮ 思之再三ꎬ我发现拿‘儿童年龄特征的针对性’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

论点ꎬ确有其先天性的缺陷ꎮ 因为它一开始便不是从文学的立场ꎬ而是从教育的立场立论的”③ꎮ
这一担忧是有道理的ꎮ 它也呼应了当代学界对儿童心理学、尤其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作为儿

童文学理论资源合理性的质疑ꎮ 尽管文学阅读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ꎬ但毕竟文学与教育

所需的认识不完全对等ꎬ“当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探讨儿童的身心发展问题时ꎬ关注的核心

内容应该是情感和想象力(感性思维)ꎬ而不是认识(理性思维)ꎮ 在人的一生中ꎬ情感和想象力

(感性思维)并非是像皮亚杰对认识(理性思维)的发展所揭示的那样呈线性进化的态势的”④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这一质疑触及了儿童文学此前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ꎬ指出儿童文学所倚重的应是

想象、情感、趣味而非理性认知ꎬ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儿童文学的价值维度ꎮ
西方儿童文学界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而大多数关于童书的评论都是用相反的假定来运作

的ꎮ 比如ꎬ大多数人都认为四岁孩子应该接触的书完全不同于写给八岁孩子的书ꎮ 对发展心理

学原则的信任使作家和批评家想象到的不是一种儿童文学ꎬ而是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儿童文学ꎬ
每一种都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或实际年龄捆绑在一起ꎮ”⑤可是ꎬ这种分层的儿童文学或幼儿

文学ꎬ无论从科学的心理学角度还是现实的应用角度来看ꎬ好像都是很“正确”的ꎬ与客观事实也

没有“违和”感ꎮ 孩子的阅读实践表明ꎬ不但小学一年级与二年级在阅读上差异明显ꎬ幼儿园小、
中、大班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阅读差异ꎬ“分级阅读”似乎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ꎬ有着无可置疑的科

学性ꎮ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鉴于社会中童年建构的结构限制ꎬ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社会中的结构限制ꎬ六岁或七岁的儿

童的生活经验有着许多的相似性ꎮ 这些经验同样可能和那些 １０ 岁儿童的经验明显相反ꎬ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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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这些社会通过具体的年龄阶段来控制了童年的制度化ꎮ”①这表明ꎬ随着义务教育的普

及ꎬ社会以年龄阶段为依据ꎬ通过童年的制度化可以塑造儿童的经验ꎮ 换言之ꎬ无论是六七岁生

活经验的相似性ꎬ还是六七岁与 １０ 岁生活经验的差异性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的有意建

构ꎮ 比如孩子们按照年龄分班ꎬ然后将成人认为适宜的知识技能分配给不同的年龄班ꎬ按照一个

循序渐进的“课程表”施之以教育ꎬ儿童就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掌握迈入成人世界的知识序列ꎮ 一

年级孩子不知晓二年级孩子的知识秘密ꎬ二年级孩子也无法跨越三四年级孩子的知识鸿沟ꎬ同年

级的孩子知识经验可能是相似的ꎬ但与其他年级甚至相邻年级孩子的知识经验却有明显差异ꎮ
这似乎已经成为客观的“事实”!

当阅读的分级越来越细化ꎬ就意味着在孩子的阅读世界中设立起越来越多的隔断ꎬ每个年龄

甚至每个月龄的孩子都将有自己的书单ꎮ 更加有年龄的针对性ꎬ也更加有年龄的限定性ꎮ 而通

过这样的阅读实践ꎬ孩子可能就会成为阅读观念最初假设的“正常”阅读者ꎬ达到“科学”书单预

设的阅读水平ꎮ 或许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ꎮ 它使得一个逻辑上未必严丝合缝的理论

变成一个现实的真理ꎮ 不可否认ꎬ分级阅读是一种引领和指导ꎬ也是一种规范ꎬ它避免了阅读选

择中的无所适从ꎬ让成人的阅读指导也更加细致有针对性ꎬ拥有了一份循序渐进、清晰完整的阅

读图谱ꎮ 但是如果将其推向极端ꎬ一份“标准”的书单和按部就班的阅读ꎬ也会限制阅读选择与

过程实施更多的可能性ꎮ 更大的危险还在于ꎬ分层的细化是否会让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如前所述ꎬ现代儿童文学基于成人－儿童的异质性假设ꎬ成人为儿童创作文学文本时ꎬ会对

某些内容保持缄默ꎬ同时将成人的价值观念内藏其中ꎮ 这种隐瞒和内藏会造成“一种有一套相

当具体的典型步骤的讲故事风格ꎬ一种足够显著的、一直被用在足够多的为儿童所写的文本中的

风格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ꎻ“即使在成年人确实为儿童创作了体现程度差异的

文学时ꎬ比如说ꎬ迎合他们据称的较短注意时限或理解复杂性的较差能力的文学ꎬ程度上的差异

很快就变成了种类上的差异”②ꎮ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由此成为不同种类的文学ꎮ 幼儿文学与

儿童文学(狭义)、少年文学也必将成为不同种类的文学ꎮ 每一种文学所建构的目标读者也将成

为不同种类的读者ꎬ这势必会加剧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差异ꎮ 而阶段之间的过渡也将成为一个问

题ꎬ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和“桥梁”式阅读ꎮ 悖论的是ꎬ逐渐分层细化的文学阅读在

强调尊重差异的同时ꎬ却可能使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相同ꎮ 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相同的内容ꎬ
会随年龄增长去重复年长儿童的阅读轨迹ꎮ

令人担忧的还在于ꎬ忽略共性与连续性ꎬ片面强调差异与层次间的断裂ꎬ或造成幼儿文学主

题、内容与写法上的种种限制ꎬ比如篇幅更短小、用语更简单直观、情节结构更单纯、主题内涵更

浅显等ꎮ 幼儿文学若无限分化并将层次间的所谓差异绝对化ꎬ便可能导致幼儿文学僵化ꎬ成为心

理学教科书的图解和佐证ꎬ使得“浅语的艺术”只留下浅语而失却艺术ꎮ 贫乏的文学塑造贫乏的

读者ꎬ当幼儿文学变成“幼儿唯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幼儿才阅读”的文学时ꎬ那是一种灾

难:前者表明幼儿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学ꎬ后者意味着幼儿文学简单肤浅无法吸引年长儿

童ꎮ 可想而知ꎬ当雅各布斯两千字的«三只小猪»被删改为不足百字讲给幼儿时ꎬ幼儿的阅读会

是怎样的一种贫乏? 此类幼儿文学的“弱智化”和经典儿童文学的“非经典化”ꎬ难道与我们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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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幼儿区别于成人与年长儿童的所谓“本质特点”无关吗?
应该承认ꎬ儿童文学的层级分化ꎬ是文学艺术不断发展进化的结果ꎬ也是一种必要的、毋庸置

疑的历史趋势ꎮ 而需注意的问题是ꎬ在尊重差异化分层分级的同时ꎬ也要关注到所有层级文学的

共性ꎬ确保应有的文学品质ꎬ即使再低幼的文学也不失艺术的基准ꎮ 它们都是“人”的文学ꎬ不同

年龄的人在差异的基础上也共享人性中某些普遍的东西ꎮ 事实证明ꎬ能够打动孩子情感、激发想

象、温暖心灵的富有艺术深度的幼儿文学ꎬ其艺术魅力往往存在于那些模糊的边界之间ꎬ“逸出”
年龄的刻板限定ꎬ从而也能够吸引年长儿童和成人ꎮ

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ꎬ以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想象儿童ꎬ儿童文学的合法化身份

总是要借助成人文学来确立ꎬ以它如何不同于成人文学为前提ꎮ 可是成人文学却从不依赖儿童

文学来界定自身:“研究主要写给成人的文学学者不会声称自己是成人文学学者ꎬ他们研究的东

西就是文学ꎬ而且他们很少、甚至从来不会把它理解为成人文学———不像儿童文学的文学ꎮ”①从

这个意义上讲ꎬ儿童文学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ꎮ 它越是强调自身的差异性ꎬ就越是无法摆脱对

成人文学的依赖关系ꎮ 幼儿文学的合法性存在不但依赖于成人文学ꎬ还依赖于儿童文学ꎬ因此幼

儿文学具有双重的“异质性”ꎬ也具有双重的依赖性ꎮ

三、听赏与视觉化阅读

幼儿文学有着独特的接受方式ꎬ因为幼儿通常不识字ꎬ无法独立阅读文字形态的文学ꎬ需要

别人读或讲给自己听ꎮ 黄云生因此提出ꎬ“听赏”是幼儿文学最基本的特点ꎬ从这个角度去探源

幼儿文学史ꎬ完全有理由把早期儿童文学当作幼儿文学来看待:“最初的儿童文学确实是以幼儿

文学的形态出现的ꎮ 从儿童文学的源头看ꎬ在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中ꎬ当原始人类有了

诗歌和神话时ꎬ幼儿就有了儿歌和童话ꎮ”②从独特的阅读接受方式来考察幼儿文学的基本特征ꎬ
确实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角度ꎬ值得细加辨析ꎮ

此说暗含的理论逻辑是:幼儿文学是口耳相传的“听赏”文学ꎬ所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也

是幼儿文学ꎮ 问题在于ꎬ是否“能够被听赏的文学就是幼儿文学”? 古代很多成人也是不识字

的ꎬ接受的也是口耳相传的文学ꎬ这样的文学是否可以被称为“幼儿文学”ꎬ抑或说成人是在与

“幼儿”共享一种文学更恰当?
近现代以来ꎬ随着绘画艺术的介入ꎬ印刷技术的发展ꎬ纸张质量考究、印刷装帧精美、图文并

茂的图画书在亲子共读和师幼共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ꎬ与传统“听赏”的纯文字文学形成

鲜明对照ꎮ 那么ꎬ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又渐渐地把幼儿文学本来的面目变得模糊起来”③?
首先ꎬ幼儿文学“本来的面目”ꎬ意指幼儿文学拥有唯一的、原本正当的样子ꎬ或者说是其本质ꎬ即
听赏ꎮ 然而ꎬ听赏只不过是其起源ꎬ或者说起源时期所具有的特点ꎮ 特定时期的特点不应被视为

普遍特点ꎬ起源亦不能等同于本质ꎮ
同时ꎬ将幼儿文学的这一变化归因于绘画艺术ꎬ认为以图画为主的幼儿文学观念掩盖了幼儿

文学最基本的听赏特点ꎬ似乎亦有不妥ꎮ 实际上ꎬ提供给幼儿的图画书ꎬ作为图文结合共同讲述

完整故事的叙事形式ꎬ并不是让幼儿自己看的ꎬ而是需要幼儿一边看图画ꎬ一边听大人讲文字ꎬ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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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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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在头脑中将其整合为完整的故事ꎬ是视听结合的ꎮ 即使无字图画书ꎬ也往往在成人与幼儿共读

过程中赋予其文字ꎬ有声的或者无声的ꎮ 所以ꎬ图画书并未放弃“听赏”ꎮ 其次ꎬ图画书的图画作

为一种空间艺术ꎬ确实是需要“看”的而非“听”的ꎬ这是否掩盖了幼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才具

备的听赏特点呢? 也不尽然ꎮ 与单幅、静止的美术作品的图不同ꎬ图画书的图是多幅的、连贯的、
动态的ꎬ最关键的在于ꎬ它担负着叙事的任务ꎬ或者配合文字一起ꎬ或者没有文字ꎬ其价值并非只

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看起来很美”ꎮ 我们无意否定幼儿文学的文学性、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特

性”ꎬ问题在于ꎬ文字并非是幼儿文学的唯一合法表现形式ꎮ 因此ꎬ无论单纯的听赏还是视听结

合的阅读ꎬ甚至无字图画书的阅读ꎬ这些都是幼儿文学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接受形式ꎬ属于不同

形态的存在ꎬ不存在图画“掩盖”了听赏特点的问题ꎮ 因为ꎬ按照同样的逻辑ꎬ是否也可以反过来

说ꎬ古代的“听赏”把“看”的特点给掩盖了呢? 显然ꎬ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今衡古ꎬ也不可武断地

以古非今ꎮ
整体上看ꎬ幼儿文学的叙写方式似乎朝着更为具体、直观、单纯的方向发展ꎬ所以往往被归因

于图画艺术的介入ꎮ 然而ꎬ这毋宁说是由于幼儿文学观念的变化ꎬ即幼儿文学应具体、直观、单纯

的观念ꎬ才导致了图画艺术在幼儿文学中的出现乃至成为主导ꎮ 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
界图解»(１６５８)为例ꎬ作为西方第一本配插图的儿童读物ꎬ它首先是由于认识观的转变ꎬ夸美纽

斯认同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的感觉论ꎬ认为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和源泉ꎬ儿童教育的主要媒介

应当是感官的知觉ꎬ其中最重要的是视觉ꎬ因此他才在童书里加入了直观形象的图画ꎮ 所以说ꎬ
幼儿文学的特点在根本上是幼儿观、教育观等造成的ꎮ 当然ꎬ幼儿文学自身也常常参与、强化、甚
至合理化这些观念的生成ꎮ

近现代以来ꎬ随着对图画书艺术形式的深入探索ꎬ在阅读理念、教育观、彩色印刷技术、出版

市场、消费群体等的合力作用下ꎬ图画书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幼童阅读形式ꎮ 那么ꎬ在视觉

化的图画书大行其道之今日ꎬ幼儿文学是否可以抛弃单纯诉诸于听赏的纯文字形式? 历史地看ꎬ
这两种形式皆源于对读者对象一大特点的考量:幼儿不识字ꎬ无法独立阅读文字ꎮ 由此出现了两

种解决方式:其一ꎬ看图画ꎻ其二ꎬ听文字ꎮ 不管是视觉化的图画书形式ꎬ还是听赏传统的文字形

式ꎬ都是应对幼儿无法独立阅读文字的方案ꎬ而图文并茂的图画书ꎬ只不过是将两种应对方式融

为一体ꎮ 然而ꎬ即使图画书已将视听集于一身ꎬ也仍然无法取代纯粹的听赏ꎮ 幼儿文学应保留纯

文字“听赏”的观念与形式ꎬ不仅仅因为耳朵的倾听更能迫近语言的本质ꎬ从中获得愉悦的语言

体验ꎬ而且纯文字的听赏是一种时间性的、线性连贯的阅读ꎬ它与视听结合中的“听”不尽相同ꎬ
后者需要“视觉”的融入ꎬ需要兼顾图画的空间性阅读ꎬ二者唤起想象的方式与需要的能力亦有

不同ꎮ 此外ꎬ纯文字的听赏还能阻止一种不良的趋势ꎬ即历史上曾被幼儿听赏的作品逐渐转让给

了更年长的学龄儿童ꎮ 这意味着一种阅读观念的转变ꎬ尤其在印刷文化成为主导之后ꎬ阅读容易

被窄化为“文字阅读”ꎬ误以为“看不懂的就听不懂”ꎬ这可能适用于成人或者能够独立阅读的年

长儿童ꎬ但不适用于幼儿ꎮ 例如ꎬ对于卡洛科洛迪的 １０ 万字的«木偶奇遇记»(１８８３)ꎬ人们往

往觉得要三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才能阅读ꎬ可事实上ꎬ这本书 ４ 到 ７ 岁不识字的孩子就可以读ꎬ
只是需要以听赏的方式ꎮ 这意味着ꎬ孩子看不懂的ꎬ未必听不懂ꎮ 尊重幼儿文学的“听赏”特点ꎬ
孩子们就会得到一份更为丰富、更有挑战性的书单ꎬ也有助于避免孩子的阅读被进一步“弱智

化”ꎮ
以上对幼儿文学内涵特点的多重分析ꎬ其目的并非要给出一个纯粹的、绝对准确的幼儿文学

定义ꎬ然后以此去导航幼儿文学的理论与创作ꎮ 对一个概念的纯粹性的执着ꎬ可能会把概念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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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的皮囊ꎮ 然而ꎬ从现实的角度出发ꎬ为了把幼儿文学看得更清楚ꎬ让围绕它的某些讨论更加

聚焦ꎬ我们不得不对其做一个基本的限定ꎬ尽管这不代表它的纯粹本质ꎮ 综上所述ꎬ幼儿文学包

括这样一些基本内涵:它是成人为幼儿创作或改编的文学ꎬ基于成人不但相信儿童与成人有本质

差异ꎬ而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也非常不同ꎻ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中最低幼的层次ꎬ也最能反映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ꎬ它与成人文学及其他层次儿童文学之间的差异既是程度上的也可能是种类

上的ꎻ其中的幼儿主要指学龄前的孩子ꎬ有时也延伸到七八岁的儿童ꎻ视觉化或视听结合是幼儿

文学新的表现形态ꎬ不可取代传统的纯文字听赏ꎻ成人不可避免会将自己的童年想象和价值观镶

嵌其中ꎬ幼儿文学常隐藏着矛盾的二元性:即使表现幼儿的天真ꎬ也需要具备超越天真的知识才

能发现和欣赏这种天真ꎻ既赞美童年的无知ꎬ又想要清除这种无知ꎬ引导童年走向成年ꎮ 幼儿文

学与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之间的边界是必要的ꎬ却不是固定的和泾渭分明的ꎬ幼儿文学的艺术魅

力往往存在于那些难以捉摸的边界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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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情境特性对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
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①

金一波
( 宁波大学 体育学院ꎬ浙江 宁波ꎬ３１５２１１ )

　 　 摘要:　 通过系统的实验控制ꎬ分析社交媒体情境特性(线上反馈积极性、线上反馈数量)对社交媒体自我

呈现意愿的影响和自我同一性的作用ꎮ 采用情境启动法ꎬ实验 １ 和实验 ２ 分别探讨不同程度的线上反馈积极性

和线上反馈数量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及自我同一性的作用ꎮ 结果发现高、低程度的线上反馈积极性

组之间差异显著ꎬ积极性越高ꎬ线上反馈数量越多ꎬ自我呈现意愿越强ꎬ且自我同一性在情境特性对自我呈现的

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ꎮ 实验 ３ 探讨了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自我同一性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ꎬ结果

表明ꎬ在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ꎬ个体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会显著提升ꎬ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的个体在面临非预

期目标观众情境时受到的影响较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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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考察»ꎬ«新疆社科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１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调查数据ꎬ在中国大陆地区 ７. ３１ 亿的网民中ꎬ微信、ＱＱ 的使用率已达

８５.８％、６７.８％ꎬ社交媒体业已成为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ꎮ②社交媒体自我呈现ꎬ又称线上

自我呈现ꎬ是一种常见的、具体化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ꎬ指个体将自我呈现的“舞台”从线下迁移

到线上ꎬ利用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控制和管理技术来呈现自我和影响他人ꎮ 在有限的社交媒体

系统内构建独特的个人形象ꎬ是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动机ꎮ③

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具有不同的维度ꎬ包括广度、深度、积极性、真实性、意愿等ꎮ 其中前四项

是对自我呈现内容的描述ꎬ反映了自我呈现静态性的一面ꎬ而意愿则是对自我呈现动机的描述ꎬ
指个体有目的、有意地呈现某种信心等ꎬ反映了自我呈现动态性的一面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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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情境中自我呈现会受到情境和个体等多方面的影响ꎬ线上自我呈现同样如此ꎮ 线上自

我呈现不止是呈现平台或场所的迁移ꎬ由于线上情境具有不同于线下的特点(如匿名性、即时

性、多元化等ꎬ自我呈现便表现出异于线下的特点ꎬ如高度的可控性、真实性、多面性等ꎮ① 前人

研究较多考察了个体因素ꎬ特别是人格特质对自我呈现的影响ꎬ而对于线上情境的考察较为匮

乏ꎮ 在社交媒体中ꎬ线上反馈(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和目标观众(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 ｇｒｏｕｐ)是最为明显的两

个情境特性:线上反馈反映了个体对于呈现结果重要性的感知ꎬ而目标观众则反映了个体对于情

境公开性和适宜性的感知ꎮ
有研究表明ꎬ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交网络使得反馈和评价对个体的影响尤为重要ꎬ线上反馈对

自我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ꎮ② 从线上反馈同线下反馈的共同属性———效价上来看ꎬ积极反馈可

以提升用户的自尊ꎬ而负面评价会带来相反的效果ꎬ了解他人的反馈信息促使个体验证自己的呈

现策略ꎬ以更好地进行自我观察ꎬ可以使个体达到自我整合ꎮ③ 从线上反馈异于线下反馈之

处———数量呈现的直观性来看ꎬ线上反馈数量直观地反映了用户的吸引力大小ꎬ成为他人判断个

体吸引力的重要线索ꎬ对个体的自我整合有重要的影响ꎮ④

另外ꎬ类比 Ｇｏｆｆｍａｎ 的戏剧隐喻论ꎬ社交媒体使用者会根据观众的类型发布不同种类的内容ꎬ
目标观众成份的复杂性则会导致用户发布最大众化的内容ꎮ 不同人际关系的群体对于个体形象的

期望不同ꎬ因此ꎬ个体需要对自我呈现的策略和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ꎬ近年来社交媒体的更新ꎬ如
“分组可见”功能ꎬ也充分体现社交媒体的这一特点ꎮ⑤ 众多研究都表明了目标观众的不同对用户

行为的影响ꎬＨｓｕ 等人发现个体与新旧好友交流时互动频率、亲密行为等方面的差别ꎬＬｉｎ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２)的研究发现ꎬ 社交媒体中的情绪呈现与个体的人际管理动机正相关ꎬ并且证明了网络密度

(网络中好友关系的紧密程度)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ꎮ 此外ꎬ非预期目标观众(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观众反应及不适当的状态等都会导致个体产生后悔情绪ꎬ并随之引发删除行为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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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ｕ Ｃ. Ｗ. ꎬ Ｗａｎｇ Ｃ. Ｃ. ꎬ ａｎｄ Ｔａｉ Ｙ. Ｔ. ꎬ“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ｕｓｅｒｓ”ꎬＣｙｂ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Ｖｏｌ.１４ꎬＮｏ.７－８.２０１１ꎬｐｐ.４７３－４７６ꎻ Ｌｉｎ Ｈ. ꎬ Ｑｉｕ Ｌ. ꎬ“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ｚｅꎬ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 １２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ＡＣＭ.ꎻ Ｗａｎｇ Ｙ. ꎬ Ｋｏｍａｎｄｕｒｉ Ｓ. ꎬ Ｌｅｏｎ Ｐ. Ｇ. ꎬ Ｎｏｒｃｉｅ Ｇ. ꎬ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 Ａ. ꎬ ＆ Ｃｒａｎｏｒ Ｌ. Ｆ. ꎬ “Ｉ 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ｕｔｅ Ｉ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ｈａｒｅ: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ｔｓ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Ｕｓａｂｌ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ＡＣＭ.ꎻ Ｍｏｏｒｅ Ｋ.ꎬ ＭｃＥｌｒｏｙ Ｊ. Ｃ.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ꎬ ｗａｌｌ ｐｏｓｔｉｎｇ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２８ꎬＮｏ.１２ꎬ２０１２ꎬｐｐ.２６７－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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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同一性(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指个体对过去、现在、将来“自我”及“自我发展”的主观体验ꎬ
即“知觉到个人在时空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感ꎻ知觉到别人认可自己的一致性和连续性”ꎮ① 自我

同一性的确立是个体的主要任务之一ꎬ对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有

研究者认为ꎬ自我同一性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存在显著影响ꎮ② Ｐｅｌｌｉｎｇ 等人的研究发现ꎬ自我

同一性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社交网站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ꎮ③ 也有学者通过内容分析和深度

访谈发现ꎬ个体使用和建设个人主页的动机源于自我同一性的探索ꎮ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ꎬ社交媒体自我情境特性会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行为产生

影响ꎬ而自我同一性同时也对自我呈现行为产生影响ꎮ 那么ꎬ可以推测自我同一性会调节社交媒

体中的情境特性对自我呈现的影响ꎮ 以往关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的研究大多是单方面考虑

情境或个体特性ꎬ较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ꎮ 并且ꎬ以往研究多使用问卷、量表等主观性较

强的研究方式ꎬ对社交媒体实验情境的控制不够严格ꎮ 有鉴于此ꎬ本研究决定通过实验研究考察

社交媒体情境对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ꎬ同时将自我同一性作为中介因素ꎬ对来自情境和个体两方

面的因素同时加以考虑ꎮ 一方面ꎬ这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与扩展ꎬ为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提供可

借鉴的方法ꎻ另一方面ꎬ也丰富了本研究领域的成果ꎬ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ꎮ 社交媒体

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明确社交媒体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也有助于为营造良好

的网络环境提供科学依据ꎬ促进个体成长与发展ꎮ
２　 实验 １:线上反馈积极性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２.１　 实验目的与假设

探讨自我同一性是否会调节线上反馈积极性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影响ꎮ 假设线上反馈积

极性对自我呈现的影响受到自我同一性的调节ꎬ具体表现为:(１)与较低线上反馈积极性相比ꎬ
较高的线上反馈积极性将引发更高的自我呈现意愿ꎻ(２)对于低自我同一性组ꎬ高线上反馈积极

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比低线上反馈积极性组要高ꎬ而对于高自我同一性组ꎬ两组的自我呈现意愿

无显著差异ꎮ
２.２　 实验方法

２.２.１　 被试

通过校园招募ꎬ选取具有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行为(更新个人状态、发布照片、查看好友动态、
转帖或分享、评论、点赞、写日志等)的被试 １３０ 名(其中男生 ６０ 人ꎬ女生 ７０ 人ꎬ平均年龄为 ２０.５９
岁ꎬ标准差为 １.９６)ꎬ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给予适当报酬ꎮ

２.２.２　 实验设计

采用 ２(线上反馈积极性:高线上反馈积极性组、低线上反馈积极性组) ×２(自我同一性:高
自我同一性组、低自我同一性组)两因素混合设计ꎬ线上反馈积极性为被试内变量ꎬ自我同一性

为被试间变量ꎮ 因变量为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ꎬ即被试就使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意愿进行

２０１

①

②

③

周红梅、郭永玉:«自我同一性理论与经验研究»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ꎻ郭金山、车文博:«自我同一性与相关概

念的辨析»ꎬ«心理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Ｐｅｍｐｅｋ Ｔ. Ａ. ꎬ Ｙｅｒｍｏｌａｙｅｖａ Ｙ. Ａ. ꎬ Ｃａｌｖｅｒｔ Ｓ. Ｌ. ꎬ“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Ｎｏ.３ꎬ２００９ꎬｐｐ.２２７－ ２３８ꎻ Ｖａｌｋｅｎｂｕｒｇ Ｐ. Ｍ. ꎬ Ｐｅｔｅｒ Ｊ. 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ｔ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Ｖｏｌ.４８ꎬＮｏ.２ꎬ２０１１ꎬｐｐ.１２１－１２７.

Ｐｅｌｌｉｎｇ Ｅ. Ｌ. ꎬ Ｗｈｉｔｅ Ｋ. Ｍ. ꎬ“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ｅｂ ｓｉｔｅｓ”ꎬ
Ｃｙｂ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１２ꎬＮｏ.６ꎬ２００９ꎬｐｐ.７５５－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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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级评定ꎮ
２.２.３　 实验材料

图 １　 线上反馈积极性实验材料示意图

线上反馈积极性材料:个人主页一直被研

究者认为是线上自我呈现的重要方式ꎬ因此本

研究中线上反馈积极性的材料选自社交媒体中

好友评论和留言的有关词汇ꎮ 其中ꎬ一部分词

汇来自开放式问卷调查中 ２０ 名被试的回忆(２０
×４ 共 ８０ 个词汇)ꎬ一部分词汇来自随机抽取的

１５ 名大学生半年内 ＱＱ 空间中好友的评论和留

言(１５×４ 共 ６０ 个词汇)ꎮ 通过频数统计和归类

整理ꎬ合并表达同一意思的词汇ꎬ删除意思不明

确、不符合美学的词汇ꎬ剩余 ５０ 个词汇ꎮ 同时ꎬ
邀请 ２５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这 ５０ 个词汇的积极

程度及其在社交媒体评论留言中出现的可能性

大小进行 ９ 点评定ꎮ 根据评定结果ꎬ剔除评定不一致的词汇ꎬ选取积极程度差异大但可能性差异

小的词汇 １０ 对确定为本实验的材料ꎬ即高积极程度(如喜欢、乐意等)和低积极程度(如鄙视、愤
怒等)词汇各 １０ 个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词汇的积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ꎬｔ(９)＝ １６.７１ꎬｐ<
０.０５ꎬ词汇出现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差异ꎬｔ(９)＝ ３.８３ꎬｐ>０.０５ꎮ 参考 ＱＱ 空间的模式对选定词汇

进行处理ꎬ最终呈现方式为图片(如图 １ 所示)ꎮ 为避免呈现内容对实验的影响ꎬ全部图片均使

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模糊处理ꎬ只保留实验所需部分ꎬ并用框圈提示ꎮ
自我同一性量表:采用 Ｔａｎ 等①(１９７７)编制的«自我同一性简易量表»ꎬ该问卷依据 Ｅｒｉｋｓｏｎ

所描述的自我认同的特征编写ꎬ共 １２ 个项目ꎬ每个项目的描述成对出现ꎬ其中一个陈述句表示自

我认同完成(得 １ 分)ꎬ另一陈述句表示自我认同扩散(得 ０ 分)ꎬ完成和扩散的题项位置随机出

现ꎬ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同一性水平越高ꎮ 以平均数 ４ 为标准ꎬ将被试分为高自我同一性组(ｎ高 ＝
６０)和低自我同一性组(ｎ低 ＝ ６０)ꎬ剔除 １０ 名被试ꎮ

２.２.４　 实验程序

(１)被试筛选:实验开始前ꎬ通过自我同一性量表筛选高低自我同一性组被试(ｎ高 ＝ ６０ꎬｎ低 ＝
６０)ꎮ

(２)指导语呈现:Ｅ－ｐｒｉｍｅ 程序首先呈现指导语ꎬ要求被试想象自己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

呈现时(如查看好友评论)的场景ꎬ并忽略其他干扰因素ꎮ② 为了让被试更好地理解实验操作ꎬ被
试先进入练习阶段ꎬ明白之后开始正式实验ꎬ练习阶段同正式实验操作完全相同ꎮ

(３)材料呈现:随机呈现不同积极性的线上反馈图片ꎬ每张图片仅在好友评论的内容上有所

变化ꎬ其他部分完全一致ꎮ
(４)意愿评定:浏览完毕后要求被试不必考虑当时呈现的具体内容ꎬ仅根据好友的评论反馈

３０１

①

②

Ｔａｎ Ａ. Ｌ.ꎬ Ｋｅｎｄｉｓ Ｒ. Ｊ.ꎬ Ｐｏｒａｃ Ｊ.ꎬ ＆ Ｆｉｎｅ Ｊ. Ｔ.ꎬ “ Ａ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ｒｉｋｓｏｎｉａｎ ｅｇｏ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ꎬ１９７７ꎬｐｐ.２７９－２８４.

Ｇｕａｄａｇｎｏ Ｒ. Ｅ.ꎬ Ｏｋｄｉｅ Ｂ. Ｍ.ꎬ Ｋｒｕｓｅ Ｓ. Ａ. ꎬ“Ｄａｔｉｎｇ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ａ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ꎬ２８ꎬＮｏ.２ꎬ２０１２ꎬｐｐ.６４２－６４７ꎻ 李信、陈毅文:«口碑追加形式对购买意向的影响:口碑方向的调

节作用»ꎬ«心理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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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己的想法对以下问题进行评定:“下次呈现类似动态、说说、照片的意愿”ꎬ评分为 １—７ 级(１
表示非常不愿意ꎬ７ 表示非常愿意)ꎮ① 每个情境评定结束后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个页面ꎮ

(５)实验操纵有效性检验:为了检验被试是否进入了实验情境ꎬ实验结束后要求被试回答以

下问题:“本实验多大程度上能让你设身处地地回想起自己使用微信朋友圈或 ＱＱ 空间的情形”
(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完全不能ꎬ７ 表示完全能)ꎮ 为了验证实验材料的有效性ꎬ检验被试对于线上好

友评论可能性和差异性的感知ꎬ要求被试回答以下问题:“你觉得评论中所显示的词语(或词语

传达的意思)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非常小ꎬ７ 表示非常大)、“你能否

体会到不同评价词汇的积极程度差异”(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完全不能ꎬ７ 表示完全能)ꎮ
(６)实验结束后ꎬ赠予被试礼品以表示感谢ꎮ
２.３　 结果

２.３.１　 实验操纵有效性检验

实验过程中有 ６ 名被试未能完成任务ꎬ剩余有效数据 １１４ 份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被试进入实验情境的评分显著高于中间值 ４ꎬｔ(１１３)＝ －１３.１５ꎬｐ<

０.０１ꎬ表明实验情境的操作有效ꎬ被试能够有效进入实验情境ꎻ同时ꎬ词汇可能性感知评分显著高

于 ４ꎬｔ(１１３)＝ －７.５７ꎬｐ<０.０１ꎬ差异性感知评分也显著高于 ４ꎬｔ(１１３)＝ －７.２８ꎬｐ<０.０１ꎬ表明对线上

反馈积极性的操纵有效ꎮ
２.３.２　 线上反馈积极性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图 ２　 自我同一性与线上反馈积

极性的交互作用对社交媒体

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

为检验自我同一性在线上反馈积极性对社交媒体

自我呈现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ꎬ采用 ２(线上反馈积

极性:高 /低) ×２(自我同一性水平:高 /低)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ꎮ 结果发现ꎬ线上反馈积极性的主效应显著ꎬＦ
(１ꎬ１１２)＝ ２３２.２５ꎬｐ<０.００１ꎬη２

ｐ ＝ ０.４４ꎬ高线上反馈积极性

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于低线上反馈积极性组ꎻ自我

同一性的主效应显著ꎬＦ(１ꎬ１１２) ＝ ８７.８８ꎬｐ<０.０１ꎬη２
ｐ ＝

０.３２ꎬ高自我同一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于低自我

同一性组ꎻ线上反馈积极性与自我同一性的交互作用显

著ꎬＦ(１ꎬ１１２)＝ ３.９３ꎬｐ<０.０５ꎬη２
ｐ ＝ ０.３５ꎮ 进一步对调节作

用进行分析ꎬ如图 ２ 所示ꎬ在低自我同一性组中ꎬ高线上
反馈积极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于低线上反馈积极性组ꎬＦ(１ꎬ１１２)＝ １４７.２９ꎬｐ<０.００１ꎬη２

ｐ ＝
０.２２ꎻ在高自我同一性组中ꎬ两组被试的自我呈现意愿无显著差异ꎬＦ(１ꎬ１１２)＝ ２.９９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讨论

实验 １ 结果发现ꎬ线上反馈积极性主效应显著ꎬ高线上反馈积极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

于低线上反馈积极性组ꎮ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保持一致ꎮ 社交媒体中的积极反馈可以提升用户的

自尊ꎬ而消极反馈则会给个体带来相反的效果ꎬ反馈的积极性高的情况下个体更乐意呈现类似的

动态ꎬ以获得社会认同ꎬ增强幸福感ꎬ从而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ꎮ② Ｚｈｕ 指出ꎬ如果用户

４０１

①

②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Ａ. Ｌ.ꎬ ＆ Ｈａｎｃｏｃｋ Ｊ. Ｔ. 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Ｍｅｄｉ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ꎬ１１ꎬＮｏ.２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１６７－１８５.

Ｋｉｍ Ｊ.ꎬ Ｌｅｅꎬ Ｊ. Ｅ. Ｒ.ꎬ “Ｔｈ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Ｃｙｂ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Ｖｏｌ.１４ꎬＮｏ.６ꎬ２０１１ꎬｐｐ.３５９－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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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呈现得到积极性较低的反馈ꎬ用户在下次呈现时会有选择地避开类似信息的呈现ꎬ以免带

来消极情绪和不良反应ꎮ Ｍｉｕｒａ① 等人也发现ꎬ消极反馈(如批评、抱怨等)对独立意识较强的西

方文化个体的负面影响不显著ꎬ但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识的亚洲文化个体可能会更多受到消极反

馈的影响ꎮ 这表明被试发布的动态得到积极反馈后ꎬ能够增加自身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ꎬ从而更

倾向于进行自我呈现ꎮ
３　 实验 ２:线上反馈数量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３.１　 实验目的与假设

探讨自我同一性是否会调节线上反馈数量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影响ꎮ 假设线上反馈数量

对自我呈现的影响受到自我同一性的调节ꎬ具体表现为:(１)与较低线上反馈数量相比ꎬ较高的

线上反馈数量将引发更高的自我呈现意愿ꎻ(２)对于低自我同一性组ꎬ高线上反馈数量组的自我

呈现意愿比低线上反馈数量组要高ꎬ而对于高自我同一性组ꎬ两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无显著差异ꎮ
３.２　 实验方法

３.２.１　 被试

通过校园招募ꎬ选取具有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行为的被试ꎬ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１０２ 名被试(其
中男生 ３４ 人ꎬ女生 ６８ 人ꎬ平均年龄为 ２０.５５ 岁ꎬ标准差为 １.９９)ꎬ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给

予适当报酬ꎮ
３.２.２　 实验设计

采用 ２(线上反馈数量:高、低) ×２(自我同一性:高自我同一性组、低自我同一性组)两因素

混合设计ꎬ线上反馈数量为被试内变量ꎬ自我同一性为被试间变量ꎬ因变量为社交媒体自我呈现

意愿ꎮ
３.２.３　 实验材料

线上反馈数量材料:均来自于社交媒体的好友评论和点赞数量(如图 ３ 所示)ꎮ 点赞和评论

的数量来源于随机选取的 ２０ 名大学生近半年的微信朋友圈、ＱＱ 空间中点赞和评论的具体数量

(共 ４０ 张)ꎮ 经频数统计和归类整理ꎬ余留图片 ３４ 张ꎮ 邀请 ２５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这 ３４ 张图片

中的反馈数量及其在社交媒体中出现的可能性大小进行 ９ 点评定ꎮ 根据评定结果ꎬ剔除评定不

一致的情况ꎬ选取反馈数量差异大但可能性差异小的情况共 ２０ 张ꎬ即高、低线上反馈数量图片各

１０ 张ꎬ如点赞 ２８ 评论 ３０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反馈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ꎬｔ(１９)＝ ２.１９ꎬｐ<
０.０５ꎬ但反馈数量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差异ꎬｔ(１９)＝ １.９９ꎬｐ>０.０５ꎬ最终确定为本研究的实验材

料ꎮ 其他实验材料:同实验 １ꎮ

图 ３　 线上反馈数量实验材料示意图

３.２.４　 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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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被试筛选:实验开始前ꎬ通过自我同一性量表筛选高低自我同一性组被试(同实验 １ꎬ剔
除 １０ 名被试ꎬｎ高 ＝ ４５ꎬｎ低 ＝ ４５)ꎮ (２)指导语呈现:Ｅ－ｐｒｉｍｅ 程序首先呈现指导语ꎬ要求被试想象

自己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呈现时(如查看好友评论和点赞的数量)的场景ꎬ并忽略其他干扰因

素ꎮ 为了让被试更好地理解实验操作ꎬ先进入实验的练习阶段ꎬ明白之后进入正式实验部分ꎬ练
习阶段同正式实验操作完全相同ꎮ (３)材料呈现:随机呈现两种线上反馈数量图片ꎬ每张图片的

无关部分使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进行模糊处理ꎬ被试仅需注意到好友反馈的数量部分(圈框标记处)ꎮ
(４)意愿评定:浏览完毕后要求被试不必考虑当时呈现的具体内容ꎬ仅根据好友的反馈数量及自

己的想法对以下问题进行评定:“下次呈现类似动态、说说、照片的意愿”ꎬ评分为 １—７ 级(１ 表

示非常不愿意ꎬ７ 表示非常愿意)ꎮ 每个情境评定结束后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个页面ꎮ (５)为了

检验被试是否进入了实验情境ꎬ实验结束后要求被试回答以下问题:“本实验多大程度上能让你

设身处地地回想起自己使用微信朋友圈或 ＱＱ 空间的情形”(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完全不能ꎬ７ 表示

完全能)ꎮ 为了验证实验材料的有效性ꎬ检验被试对于线上反馈数量可能性和差异性的感知ꎬ要
求被试回答以下问题:“你觉得评论和点赞的数量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非常小ꎬ７ 表示非常大)、“你能否体会到不同图片中评论和点赞数量的差异” (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完全不能ꎬ７ 表示完全能)ꎮ (６)实验结束后ꎬ赠予被试礼品以表示感谢ꎮ

３.３　 结果

３.３.１　 操纵检验

实验过程中有 ５ 名被试未能进入实验情境ꎬ剩余 ８５ 份有效数据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被试进入实验情境的评分显著高于中间值 ４ꎬ ｔ(８４) ＝ －１１.５１ꎬ

ｐ<０.０１ꎬ表明实验情境的操作有效ꎻ同时ꎬ反馈数量的可能性感知显著高于 ４ꎬ ｔ(８４) ＝ －７.５７ꎬ
ｐ<０.０１ꎬ差异性感知评分也显著高于 ４ꎬｔ(８４)＝ －６.０６ꎬｐ<０.０１ꎬ表明对线上反馈数量的操纵有效ꎮ

３.３.２　 线上反馈数量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图 ４　 自我同一性与线上反馈

数量的交互作用对社交媒体自我

呈现意愿的影响

为检验自我同一性在线上反馈数量对社交媒体

自我呈现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ꎬ采用 ２(线上反馈

数量:高 /低)×２(自我同一性水平:高 /低)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ꎮ 结果发现ꎬ线上反馈数量的主效应显

著ꎬＦ(２ꎬ８３)＝ ８２.８６ꎬｐ<０.０５ꎬη２
ｐ ＝ ０.１５ꎬ线上反馈数量

高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于线上反馈数量低组ꎻ自
我同一性的主效应不显著ꎬＦ(１ꎬ８３)＝ ４５.０６ꎬｐ>０.０５ꎬ
η２

ｐ ＝ ０.２６ꎬ高自我同一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于

低自我同一性组ꎻ两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ꎬＦ(１ꎬ
８３)＝ ２.９４ꎬｐ<０.０５ꎬη２

ｐ ＝ ０.１１ꎮ 进一步对调节作用进

行分析ꎬ如图 ４ 所示ꎬ无论在高自我同一性组还是低

自我同一性组中ꎬ线上反馈数量高组的自我呈现意愿

均显著高于线上反馈数量低组ꎬＦ(１ꎬ８３) ＝ ３.５５ꎬｐ<
０.０５ꎬη２

ｐ ＝ ０.２０ꎮ
３.４　 讨论

实验 ２ 结果发现ꎬ线上反馈数量主效应显著ꎬ线上反馈数量高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高于线

上反馈低组ꎮ 这可能是因为点赞和评论表达了支持和喜欢ꎬ代表了好友对用户的线上虚拟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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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ꎬ与线下社交相类似ꎬ无应答的状态更新可能会被个体认为社交排斥ꎮ① 反

馈数量反映了好友对用户的关注ꎬ社交媒体作为用户维系社交关系的手段ꎬ在客观上会为用户提

供与他人的必要连接ꎬ获得更多的好友反馈能为个体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情感陪伴ꎬ而随着社

交媒体成为社交的重要手段ꎬ也将成为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ꎬ因而获得好友反馈的数量

多少成为影响个体自我呈现意愿的重要参照ꎮ
４　 实验 ３: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自我同一性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

４.１　 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 ３ 旨在探讨在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ꎬ不同自我同一性水平被试的自我呈现行为的差

异ꎬ通过测量被试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来考察被试的自我呈现行为ꎮ
４.２　 实验方法

４.２.１　 被试

通过校园招募ꎬ选取具有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行为的被试ꎬ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被试 １２５ 名(男
生 ４５ 人ꎬ女生 ８０ 人ꎬ平均年龄为 ２０.５１ 岁ꎬ 标准差为 ２.２４ )ꎬ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给予适

当报酬ꎮ
４.２.２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ꎬ自变量为自我同一性水平(高 /低)ꎬ因变量为非目标观众情境

下被试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ꎮ 因变量的测定采用个体的主观评定ꎬ即请被试就情境故事发生

后对自身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进行 １—７ 级评定ꎮ
４.２.３　 实验材料

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材料:在前期的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中ꎬ研究者请被试回忆自己

使用分组功能时的意外情境ꎬ并归类整理出频数较高的 １２ 个情境进行改编ꎮ 邀请 ２５ 名心理学

研究生对情境故事的真实性和在社交媒体中出现的可能性大小进行 ９ 点评定ꎮ 根据评定结果ꎬ
剔除评定不一致的情境故事ꎬ选取真实性(Ｍ＝ ６.９８ꎬＳＤ ＝ １.０１)和可能性均较高的情境故事共 ８
个(Ｍ＝ ６.９４ꎬＳＤ＝ １.６７)ꎬ确定为本研究的实验材料ꎬ如小明母亲(是小明的微信好友)不经意间

看到小明微信朋友圈的“相册”ꎬ发现了很多自己平时看不到的动态内容ꎬ将选定的情境故事通

过图片形式呈现ꎮ 其他材料:同实验 １ꎮ
４.２.４　 实验程序

(１)被试筛选:实验开始前ꎬ通过自我同一性量表筛选高低自我同一性组被试(ｎ高 ＝ ５５ꎬｎ低 ＝
５５)ꎮ (２)指导语呈现:Ｅ－ｐｒｉｍｅ 程序首先呈现指导语ꎬ要求被试想象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境(如发

表朋友圈、动态时使用的分组功能或设置朋友圈权限)ꎬ并忽略其他干扰因素ꎮ 为了让被试更好

地理解实验操作ꎬ先进入实验的练习阶段ꎬ明白之后开始正式实验ꎬ练习阶段同正式实验操作完

全相同ꎮ (３)材料呈现:随机呈现 ８ 个情境故事图片ꎬ每张图片仅在故事材料内容有所变化ꎬ其
他部分完全一致ꎮ (４)情绪和意愿评定:浏览完毕后ꎬ要求被试不必考虑当时呈现的具体内容ꎬ
仅根据故事情境和自己的想法对后悔情绪(“设想该情境发生在您身上时ꎬ您的后悔情绪程度”)
和删除意愿(“设想该情境发生在您身上时ꎬ您删除此类动态的意愿程度”)进行 １—７ 级评定ꎮ
每个情境评定结束后自动进入下一个页面ꎮ (５)实验操纵有效性检验:为了检验被试是否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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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ꎬ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７３ꎬ２０１６ꎬｐｐ.３３２－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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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情境ꎬ实验结束后要求被试回答以下问题:“故事主人公遇到的场景ꎬ您是否能切身体会”(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完全不能ꎬ７ 表示完全能)ꎮ 为了验证实验材料的有效性ꎬ要求被试回答以下问

题:“故事主人公遇到的场景ꎬ您觉得在现实中发生可能性有多大”(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非常小ꎬ７ 表

示非常大)ꎮ (６)实验结束后ꎬ赠予被试礼品以表示感谢ꎮ
４.３　 结果

４.３.１　 实验操纵有效性检验

实验过程中有 ３ 名被试未能进入实验情境ꎬ剩余 １０７ 份有效数据ꎬ正确率达 ９７.２７％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被试进入实验情境的评分显著高于中间值 ４ꎬ ｔ(８４) ＝ －８.５３ꎬ

ｐ<０.０５ꎬ表明实验情境的操作有效ꎬ被试能够有效进入实验情境ꎻ同时ꎬ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的可

能性感知评分也显著高于 ４ꎬｔ(８４)＝ －６.２４ꎬｐ<０.０１ꎬ表明对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的操纵是有效

的ꎮ
４.３.２　 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自我同一性对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的影响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发现ꎬ对于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的后悔情绪ꎬ不同自我同一性水平组

差异显著ꎬｔ(１０６)＝ ３.６１ꎬｐ<０.００１ꎬ低自我同一性水平组的后悔情绪(Ｍ＝ ２４.５０ꎬＳＤ＝ ４.７５)显著高

于高自我同一性水平组(Ｍ＝ ２１.３８ꎬＳＤ＝ ４.２３)ꎻ对于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的删除意愿ꎬ不同自

我同一性水平组差异显著ꎬｔ(１０６)＝ ２.７８ꎬｐ<０.００１ꎬ低自我同一性水平组的删除意愿(Ｍ＝ ２４.３４ꎬ
ＳＤ＝ ４.３０)显著高于高自我同一性水平组(Ｍ＝ ２０.２５ꎬＳＤ＝ ４.７６)ꎮ

４.４　 讨论

实验 ３ 结果表明ꎬ在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ꎬ个体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会显著提升ꎮ 线上

状态发布不仅仅是自我呈现ꎬ更要避免后悔、减轻负面影响ꎬ类似删除之类的事后反应(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是用户常有的社交行为ꎬ个体的后悔情绪随着事后结果的严重程度显著上升ꎮ 社交媒

体的公开性常常指个体的自我呈现对于特定部分的人群是开放的ꎬ面对特定的群体用户往往会

呈现出特定的自我方面ꎬ当非预期的呈现对象出现时ꎬ往往会使个体产生形象焦虑ꎬ继而引发后

悔情绪和删除行为ꎮ
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ꎬ低自我同一性水平组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均显著高于高自我同

一性水平组ꎬ表明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的个体在面临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时受到的影响较小ꎮ
５　 总讨论

５.１　 线上反馈积极性、线上反馈数量、目标观众对线上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

线上反馈和目标观众对个体的自我呈现意愿均存在显著影响ꎮ 由于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是

个体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ꎬ是个体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归属感的重要来源ꎬ研究表明ꎬ与好

友在社交媒体中的互动同样会增强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归属联系ꎬ增加社会认同ꎮ① 因此ꎬ线上反

馈和目标观众对个体的自我呈现有显著影响ꎬ反映了自我呈现的人际功能ꎮ 随着非匿名性的社

交媒体环境建立ꎬ更使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强联系”的好友对自我呈现展示的自我形象的看法

和评价ꎮ
５.２　 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８０１

①陈浩等:«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及其影响因素»ꎬ«心理学探新»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ꎻ Ｚｈａｏ Ｓ.ꎬ Ｇｒａｓｍｕｃｋ Ｓ.ꎬ ＆ Ｍａｒｔｉｎ Ｊ.ꎬ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２４ꎬＮｏ.５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１８１６－１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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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已经发现ꎬ自我同一性水平和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直接相关(Ｐｅｌｌｉｎｇꎬ ２００９)ꎮ
同一性状态从程度上反应了个体对于自我的认识和整合水平ꎬ不同类型的同一性水平与个体的

社交媒体自我呈现行为存在关联ꎮ
本研究发现:第一ꎬ相较于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组ꎬ自我同一性水平低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更受

线上反馈积极性的影响ꎮ 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组被试的自我呈现意愿较少受到线上反馈积极性的

影响ꎮ 第二ꎬ当线上反馈数量低时ꎬ自我同一性水平低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显著低于自我同一性水

平高组ꎻ而当线上反馈数量高时ꎬ两组没有显著差异ꎮ 两组被试均受到线上反馈数量的影响ꎮ
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的被试ꎬ他们自我认同完成情况较好ꎬ“心理上更多自主性倾向ꎬ行为上

更多自我肯定”ꎬ有较高的自主性ꎬ同时较少依赖他人ꎬ善于用自我内在的标准去判断自我ꎻ他们

自我定位清晰、人生目标明确ꎬ行为计划性强ꎬ专注于现阶段的学习和自我发展任务ꎮ① 因此ꎬ在
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行为上ꎬ他们相较于自我同一性水平低的被试ꎬ其呈现意愿较少受到线上

反馈、目标观众的影响ꎬ更注重自我的完整表达ꎮ 相反ꎬ自我同一性水平低的个体ꎬ处于自我认同

扩散状态ꎬ自尊和自主性水平较低ꎬ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作出“重要的决定”ꎬ尚未对自己的生活

做出规划ꎬ行为的目的性较低ꎬ而且较多依赖他人ꎬ以人际为导向ꎬ对于自我认识不完整ꎬ自我接

纳程度低ꎬ因而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中ꎬ更多受到线上反馈和目标观众的影响ꎮ
根据 Ｅｒｉｋｓｏｎ 提出的自我同一性的标准:自我的独特性和连续性ꎬ高自我同一性的个体自我

感知是具有整合感、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感ꎬ他们对于自己有清晰的认知ꎬ对于自我的发展有着

稳固和连贯的认知ꎬ对于不同方面的自我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接纳ꎬ所以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时ꎬ
较少受到线上反馈、目标观众的影响ꎮ 而自我同一性水平低的个体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时ꎬ
常体验到混乱和焦虑ꎬ缺乏整合感ꎬ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是不完善的ꎬ难以接纳某些方面的自我ꎬ
因此ꎬ在线上自我呈现时常常关注好友及其反馈ꎬ希望能精准无误地呈现出他人接受的自我

方面ꎮ
虽然从均值来看ꎬ自我同一性高组被试的自我呈现意愿都较少受到社交媒体情境特性的影

响ꎬ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预期不一致的结果:自我同一性水平高低两组被试在线上反馈数量高的情

况下差异不显著ꎬ表明线上反馈对于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组被试亦存在影响ꎬ只是影响力度小于自

我同一性水平低组被试ꎬ他们更关注反馈的数量而不是内容ꎮ 从自我同一性的适应性角度而言

(周红梅ꎬ 郭永玉ꎬ ２００６ꎻ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０６)ꎬ自我同一性也是个体对社会环境做出的适应性反应ꎬ同
样需要对社会环境做出回应ꎮ② 就自我呈现的人际功能而言ꎬ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对于高低自

我同一性被试而言都是社交的过程ꎬ人际是同一性建立的背景性因素ꎬ随着基于熟人的社交网络

关系的建立ꎬ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紧密结合ꎬ线上反馈尤其是重要他人给予的反馈对个体构建具

有关键作用ꎮ 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动机而言ꎬ线上的自我呈现能为用户带来亲密感ꎬ使自我和他

人的关系更加紧密ꎬ寻求亲密关系的动机导致所有自我同一性水平高度的个体都关注着好友的

线上反馈ꎮ 因此ꎬ不同自我认同状态的个体都会关注好友对自己线上行为的反馈ꎮ
当非预期目标观众出现时ꎬ高低组被试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出现了显著的差异ꎬ自我同一

性水平低的个体在面对非预期目标观众时ꎬ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都显著高于高组被试ꎬ说明目标

９０１

①
②

张国华等:«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与“网络成瘾”的关系»ꎬ«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Ｈｕａｎｇ Ｙ. Ｒ. ꎬ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Ｃｙｂ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９ꎬＮｏ.５ꎬ２００６ꎬｐｐ.５７１－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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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对自我同一性水平低的个体影响更为显著ꎮ 这也反映了两组被试在自我认知的连贯性、对
自我不同方面的接纳性上的区别ꎮ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促进个体对自我不同方面的整合ꎬ自我同

一性水平高的个体能很好地将不同的自我整合到一起ꎬ并能接纳自我的不同方面ꎬ因而能展示给

不同类型的目标观众ꎮ 在我们实验完成后的调查中发现ꎬ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的被试几乎不使用

微信朋友圈和 ＱＱ 空间的标签分组功能ꎬ分组和标签的数量仅有 １—２ 组ꎬ而自我同一性水平较

低的被试分组多达 ５－６ 组ꎮ
６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情境特性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影响ꎮ 从研究结果可得出如下

结论:(１)线上反馈积极性越高ꎬ个体的自我呈现意愿越强ꎮ 自我同一性调节了线上反馈积极性

对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ꎬ与高自我同一性组相比ꎬ低自我同一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更容易受到线

上反馈积极性的影响ꎮ (２)线上反馈数量越多ꎬ个体的自我呈现意愿越强ꎮ 自我同一性调节了

线上反馈数量对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ꎬ与高自我同一性组相比ꎬ低自我同一性组的自我呈现意愿

更容易受到线上反馈数量的影响ꎮ (３)在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下ꎬ个体的后悔情绪和删除意愿

会显著提升ꎬ并且自我同一性水平高的个体在面临非预期目标观众情境时受到的影响较小ꎮ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Ｊｉｎ Ｙｉｂ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Ｎｉｎｇ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ｉｎｇｂｏ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３１５２１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ｖａｌｅｎｃｅ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ｌｆ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ｌｆ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ｌ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ｌｆ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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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特殊保障问题研究
∗①

郑英龙
(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ꎬ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

　 　 摘要:　 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庞大ꎬ其特殊保障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热点问题ꎮ 我国对失独家庭的保

障有相应的政策与参照办法ꎬ但对其特殊性关照不够ꎮ 基于失独家庭为国家利益作出特殊贡献的因果关系ꎬ从
公法与私法双重角度考虑ꎬ国家在保持其原有公权力主体地位的同时ꎬ也应成为失独家庭特殊保障扶助责任主

体ꎮ 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应纳入国家预算ꎬ并通过立法完善各项保障制度ꎬ如为独生子女家庭购置相应的商业

保险、建立脐带血保存预防疾病制度、建立胚胎预防制度、允许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等ꎮ 实现失独家庭体系化的

特殊保障ꎬ应从国家、社会两个主体针对失独家庭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建立起二维一体的具体保障制度ꎮ
关键词:　 失独家庭ꎻ扶助责任ꎻ冷冻胚胎预防ꎻ有限代孕ꎻ特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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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英龙(１９７４—　 )ꎬ男ꎬ浙江永嘉人ꎬ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失独家庭特殊保障体系研究”(１４ＢＦＸ１６０)的阶段性成果ꎮ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３０ 多年ꎬ已形成 ２ 亿多个独生子女家庭ꎮ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ꎬ
有专家推断ꎬ不久后的中国将有近 １０００ 万的失独家庭ꎮ 失独家庭的保障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

社会热点问题ꎮ 而我国对失独家庭的保障只有相应的政策与参照办法ꎬ没能考虑到失独家庭的

特殊性ꎬ也远未对失独家庭的保障形成体系ꎬ学界也未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ꎮ 如何保障失独群

体已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ꎮ 当前ꎬ我国现有的失独家庭保障力度有限ꎬ对失独家庭精神

层面的问题应对乏力ꎬ且受血缘关系与传统文化思想影响ꎬ失独的痛楚很难通过收养子女而被消

除ꎮ 同时ꎬ«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失独家庭无量化的扶助标准ꎬ各地的扶助内容及标准不一等ꎬ
都表明现有的相关保障制度难以满足失独家庭对物质和精神保障的需求ꎮ

国内外各大期刊数据库和网站的相关研究显示ꎬ国内学者近几年开始对失独家庭的相关问

题有了一定研究ꎮ 张必春、陈伟东等人从家庭动力学角度论述了失独家庭的稳定性维护问题ꎻ方
曙光从社会支持理论研究了失独家庭的重建问题ꎻ宋强玲、谢勇才、陈文亮等人从社会学角度探

析了失独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ꎻ张褀乐、胡戎恩、石东坡等人从公法角度论证了相关失独家庭保

障立法的必要性问题ꎮ 在国外研究方面ꎬ由于与我国的人口国情不同ꎬ许多国家和地区并未实施

计划生育政策ꎬ失独家庭特殊保障的研究并无相应成果ꎮ 相对而言ꎬ国外的胚胎预防与“无子

女”老人保障立法及理论研究较成熟ꎬ相关制度对我国失独家庭特殊保障体系的完善具有参考

和借鉴意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有关失独家庭特殊保障的创新性理论研究较少ꎬ大多数研究集中在

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ꎮ 少数法学类研究仅从公法立法缺陷、“三无”老人及失独家庭养老保障

角度进行探讨ꎬ这些保障建议尚未充分考虑我国失独家庭的深层原因及实际状况ꎬ也未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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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精神层面的保障ꎬ未能凸显出对失独家庭保障的特殊性ꎮ 本文基于失独家庭为国家利

益作出特殊贡献的因果关系ꎬ确立了国家补偿责任的主体地位ꎬ基于物权归属、婚姻家庭关系、契
约关系等理论提出失独家庭各项特殊保障制度ꎬ全面考虑失独家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监护、养
老、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ꎬ精神痛苦、生活孤独等情感问题和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观念等问题ꎬ希
望能为完善我国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体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ꎬ为相关立法提供理论依据ꎮ

一、国家保障失独家庭的法理依据

失独家庭因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ꎬ只生育一个子女ꎬ降低了抗风险能力ꎬ承受了失独带来

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心理痛苦的不利后果ꎮ 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ꎬ失独家庭应当获得国

家保障ꎮ «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

准ꎬ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ꎻ在遭到失业、疾病、残疾、守寡、衰老或在其他

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ꎬ有权享受保障”的规定ꎬ从国际公约层面承认了国家保障人

们生活水平的国家职责ꎮ 国家保障失独家庭的法理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公法精神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有义务依据宪法精神与理念去发现、保障公民权利ꎮ 公民享有的权利不应仅

限于宪法所明示的ꎬ宪法所暗示或隐藏的权利也属于公民权利ꎮ① 国家公法精神要求国家对失

独家庭承担保障责任ꎬ有着社会渊源和法律渊源ꎮ 从社会渊源上看ꎬ生存权是一种自然权利ꎬ当
公民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依靠自身实现生存权ꎬ国家就应担负起保障责任ꎬ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ꎬ 特别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化的飞速转变ꎬ随之产

生了众多经济上无保障的特殊群体ꎬ如果不通过国家予以确认和保护ꎬ公民个人生存权就难以实

现ꎮ② 失独家庭与年老、疾病、精神患者等弱势群体的出现ꎬ需要国家机构给予特殊保障ꎮ 从法

律渊源上看ꎬ我国诸多公法法律规范确认了国家的保障义务ꎮ «宪法»第 ４５ 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ꎬ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ꎮ 国

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ꎮ”这是宪法作为我国

根本大法对物质帮助权的规定ꎬ失独家庭与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具有内在关联性和外在相

当性ꎬ有权获得国家帮助权ꎮ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２７ 条直接对失独家庭进行了规定:“获得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ꎬ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ꎬ按照规定获得扶助ꎮ”«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 ３ 条规定:“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ꎬ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

会优待的权利ꎮ”«社会保险法»第 ２ 条规定:“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

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ꎮ”«宪法»作为公法ꎬ«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和«社会保险法»作为公法性质的社会法ꎬ对于失独家庭与年老、疾病、残疾、丧失劳动力

等特殊弱势群体一样ꎬ都规定了国家提供特殊帮助ꎮ 国家基于公法精神ꎬ对这些需要重点提供帮

助的特殊群体ꎬ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心理都有给予保障的责任ꎮ
(二)国家私法公平责任的内在要求

从侵权法角度看ꎬ失独家庭的损失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ꎬ基于私法上

的公平责任原则ꎬ国家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ꎮ 因果关系分为法律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ꎬ前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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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行为与后果在自然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ꎬ后者则是以行为与后果的距离———即“近因”ꎬ来
描述因果关系分析的整个过程ꎮ 而对于“近因”的认定ꎬ需要综合法律政策、公共利益、社会价值

等因素进行弹性认定ꎮ 失独家庭是响应国家生育政策而作出的特别牺牲ꎬ涉及公民私法上的权

利和义务关系ꎬ与法律政策和公共利益相关ꎬ存在一定法律意义上的“近因”ꎮ 国家基于私法公

平责任的内在要求ꎬ应承担起相应的保障义务ꎮ
(三)国家对制度风险的积极应对

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力地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ꎬ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

张关系ꎬ促进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ꎮ 当前ꎬ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到了新阶段ꎬ庞大的失独群体客观存在ꎬ他们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ꎬ为国家人口均衡发展作出了贡献ꎬ现在子女养老困难重重ꎬ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相

应的生活保障才能维持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ꎮ①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相对应的制度风险ꎬ失独

家庭的成因是社会制度建构的结果ꎬ是相关制度引发的制度风险ꎬ需要国家积极应对ꎬ通过制度

建设消解风险ꎬ规避风险ꎮ② 国家积极应对制度风险ꎬ也是提高政府信用ꎬ提升政府施政效率的

重要举措ꎮ 放任制度风险由家庭和个人承担ꎬ政府信用从上往下逐级降低ꎬ政府信用透支ꎬ公众

对整个政府体系失去信心ꎬ必然降低政府施政的效率和效果ꎮ③ 国家积极应对ꎬ树立政府信用ꎬ
取得民众信任ꎬ对未来新政策的施行建立信用基础ꎬ提高执政效率ꎮ 因此ꎬ要加大国家对失独家

庭保障力度ꎬ积极应对制度风险ꎮ

二、失独家庭特殊保障体系的建立原则

实现失独家庭体系化的特殊保障ꎬ应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ꎬ针对失独家庭在物质和精神层

面上建立起二维一体的具体保障制度ꎮ 同时遵循公平性、全面性、差异性的原则ꎬ体现失独家庭

为国家社会所作贡献与获得国家社会保障的公平性ꎬ体现物质保障与精神保障的全面性ꎬ体现不

同失独家庭保障需求的差异性ꎮ
(一)公平性

公平正义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ꎬ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ꎮ 分配

正义是按照“比例关系”对公物的分配ꎬ是社会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问题ꎻ矫正正义与司法正义

相近ꎬ当社会成员违反时由司法权力机关执行ꎮ 公平正义原则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

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都应该加以平等地分配ꎬ除非对所有这些价值或任何一种

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每一个人”④ꎮ 失独家庭特殊保障体系的建立要遵循公平原则ꎬ要体现失独家

庭在历史特定时期缓解国家人口过快增长压力所作出的贡献ꎮ 现在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优化ꎬ我
国人口逐渐回归合理发展ꎬ社会经济稳步发展ꎬ国家对失独群体的保障体系应加大投入ꎮ 基于公平

原则ꎬ国家应当尽力保障失独家庭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ꎮ 因此ꎬ国家对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体系ꎬ
要考虑公平性的原则ꎬ保证失独家庭保障体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ꎮ

(二)全面性

失独家庭在物质经济、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多方面存在现实需求ꎮ 首先是物质经济方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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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失独夫妇迈入退休阶段后ꎬ在当前我国养老保险水平较低的现实国情下ꎬ没有子女的经济扶

持ꎬ一旦出现疾病意外等事情ꎬ失独家庭很容易陷入经济困境ꎮ 其次是日常照料方面ꎬ当前我国

仍然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模式ꎬ子女的缺失导致正常家庭结构的失衡ꎬ无法为失独老人提供家庭

内部化的养老模式ꎬ失独老人在饮食起居、疾病治疗等日常照料方面存在困境ꎮ 再次是精神慰藉

方面ꎬ人具有社会属性ꎬ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群居获得内心精神满足ꎬ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细胞ꎬ
是人最好的精神归宿ꎮ 然而ꎬ失独家庭结构的失衡ꎬ子女的缺失无法构建完整的精神家园网络ꎬ
导致情感支撑网络萎缩ꎬ来自子女的关爱、倾诉、孝敬等情感无法获得ꎬ极大地影响失独父母的精

神健康ꎮ 因此ꎬ建立失独家庭保障体系ꎬ要遵循全面性原则ꎬ要全面深入人民群众ꎬ全方位了解失

独家庭的各种需求ꎮ 同时ꎬ结合国家生育政策总体目标ꎬ寻找共同结合点ꎬ从保障体系建立目标

设置上使得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目标预期相一致ꎬ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ꎮ
(三)差异性

对失独家庭保障体系的建立ꎬ既要体现公共秩序、同等利益、相近价值等方面的公正ꎬ也要体

现特殊性、个体化、差异性方面的公正ꎬ因为“即使公正、尊严和参与等独立价值并未增进政策制

定的准确性ꎬ法律实施也要维护这些价值”①ꎮ 在注重对失独家庭物质经济、养老需求、精神慰藉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保障的同时ꎬ也要注重不同失独家庭各自差异化的需求保障ꎮ 与其他特殊群

体不同ꎬ失独群体各自的差异性较为明显ꎮ 有的失独家庭更侧重经济物质帮助的需求ꎬ有的失独

家庭更侧重精神慰藉的需求ꎬ有再生育能力的失独家庭更侧重再生育的需求ꎮ 针对不同失独家

庭具体化差别需求ꎬ应当制定弹性化、差别化的保障制度体系ꎬ分门别类ꎬ精准保障ꎬ通过不同的

保障方式ꎬ获得相同的幸福感ꎮ

三、国家对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

失独家庭保障体系庞大复杂ꎬ涉及方方面面ꎬ需要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建立保障体系ꎬ全
方位满足失独家庭的保障需求ꎮ 国家层面的具体保障体系的建立ꎬ应当将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

纳入国家预算ꎬ通过立法完善各项具体保障制度ꎮ
(一)完善保险制度

国家应建立专项保险支持资金ꎬ在一定额度或比例内承担起为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商业保险

的责任ꎬ同时引导商业保险针对独生子女家庭建立相关的专项保险ꎮ 社会保险机制通过社会连

带方式并借助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来加以化解ꎬ“这样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而形成的风险分摊

机制主要是现代社会保险制度”②ꎮ 由国家替代失独家庭购买社会保险ꎬ可使失独风险由家庭承

受转向社会分担ꎬ减轻失独家庭负担ꎮ 完善失独家庭社会保险制度ꎬ首先要明确参保对象ꎬ可准

许年满 ５０ 周岁并领取失独证的夫妇参保ꎮ 其次要畅通资金筹集渠道ꎬ考虑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所交纳的社会抚养费的性质ꎬ可从中筹集一部分作为积极履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承担失独风险的

保障金ꎬ用作给失独家庭交纳社会保险费用ꎬ减轻政府财政压力ꎬ保障失独家庭ꎮ 再次要科学确

定保险内容ꎬ根据全面保障原则ꎬ失独专项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女性健康保险ꎮ 养老主

要针对年迈夫妇ꎬ他们失去子女经济支柱ꎬ获得保险收益是必要的ꎻ医疗保险主要预防老年人身

体机能退化遭受疾病侵袭带来的医疗费用ꎬ防止因病致贫ꎻ女性健康保险专指女性在妊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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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节育手术期间可能造成的后遗病症ꎬ承受了痛苦却丧失了子女ꎬ应该给予特别保险照顾ꎮ
最后要合理设计领取条件和享受的保险待遇ꎬ根据差异化保障原则ꎬ５０—６０ 周岁期间的失独夫

妇ꎬ缴纳 １０ 年后即可领取保险ꎬ６０—７０ 周岁的一次性缴纳一般保险费后即可领取ꎬ７０ 周岁以上

的无须缴纳保险费即可领取ꎮ 保险待遇应当综合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ꎬ保险金

数额ꎬ按照“适当生活水准”进行确定ꎬ可以按月领取ꎬ生病住院也可享受ꎮ
(二)完善医疗制度

失独家庭面临医疗检查、大病康复、意外伤害、再生育等方面医疗需求ꎬ为失独家庭医疗提供

便利条件ꎬ减免失独家庭看病就医的相关费用ꎬ是完善失独家庭医疗制度保障的重要方面ꎮ 首

先ꎬ应完善失独者的监护人制度ꎬ当失独者身患疾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时ꎬ有监护人签字同意手

术可以解决老年人医疗常见的一个难题ꎮ 我国«民法总则»第 ２８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ꎬ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ꎻ(二)父母、子
女ꎻ(三)其他近亲属ꎻ(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ꎬ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ꎮ”在各级民政部门具体实施法律时ꎬ没有近亲属的失

独者ꎬ可以由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公益机构、当地民政部门等作为监护人ꎬ配合医疗机构的医疗

救治ꎮ 其次ꎬ要完善再生育医疗扶助制度ꎬ对于有再生育能力和再生育意愿的失独夫妇ꎬ政府和

医疗机构应当加大高龄产妇再生育的医疗措施扶持力度ꎬ在孕前检查、备孕指导、妊娠检测、孕期

保健、婴儿分娩等环节ꎬ对失独夫妇提供倾斜扶助ꎬ制定再生育个体方案ꎬ定期上门孕检服务ꎬ试
管婴儿辅助生育等ꎮ 再次ꎬ建立有限代孕辅助生育制度ꎮ 赋予失独家庭有限代孕权利ꎬ并不违反

基本的伦理道德ꎬ不构成对公序良俗的破坏ꎬ可对此类特殊家庭的代孕有限开放ꎮ 代孕是失独家

庭实现再生育的主要途径ꎮ 失独家庭因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承受失独的不利后果ꎬ其选择

代孕实现再生育应当获得国家保障ꎮ 基于客观需求的现实考虑ꎬ在对辅助生殖技术严格规范的

前提下ꎬ针对失独家庭可有限放开代孕权ꎬ同时国家应在失独家庭代孕条件、代孕程序、代孕合

同、代孕监管等方面进行制度构建ꎬ以满足失独家庭的再生育需求ꎮ① 此外ꎬ还应注重失独家庭

的心理医疗保障ꎬ建立失独者医疗名册档案ꎬ派人管理ꎬ定期维护ꎬ同时建立失独者联络人制度ꎬ
指派精神医护人员定向联络失独者ꎬ增设专门心理辅导机构ꎬ派专人专职舒缓开导ꎬ畅通失独者

与外界的沟通交流ꎬ减轻心理痛苦ꎬ重新融入社会ꎮ
(三)完善养老制度和独生子女保障制度

养老问题是失独家庭最直接、最现实、最关注的问题ꎮ 解决失独家庭的问题ꎬ最迫切的就是

解决养老问题ꎮ 首先ꎬ建立专项养老资金ꎬ增加失独家庭的养老金补偿ꎬ同时加大对养老机构建

设的投入力度ꎬ使养老机构能够满足社会养老需求ꎮ 其次ꎬ建立专门失独者养老院ꎬ失独者基于

相同的原因共同生活ꎬ可以相互扶持ꎬ相互慰藉ꎬ重拾生活信心ꎮ 建立专门的失独者养老院ꎬ还可

以为失独者集中开展医疗保健、精神慰问活动等ꎮ 同时ꎬ国家应当鼓励引入民营企业兴办社会养

老机构ꎮ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攀升ꎬ传统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变ꎬ民营养老企业在社会养老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ꎬ要优化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配置ꎬ加大人员培训管理ꎬ实行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方式相结合的养老机制ꎮ 再次ꎬ要完善独生子女保障制度ꎬ预防陷入失独家

庭困境ꎮ 国家还可建立脐带血保存预防疾病制度ꎬ提供专项资金ꎬ提高脐带血保存技术ꎬ畅通脐

带血保存程序ꎬ补贴脐带血保存费用ꎮ 同时ꎬ加大儿科医学护理的投入力度ꎬ培养儿科优秀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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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ꎬ配齐儿科医疗门类ꎬ实施儿童特殊医护制度ꎬ保障独生子女的健康成长ꎮ
(四)实施胚胎预防制度的国家保障

实施胚胎预防制度的国家保障ꎬ对于完善我国失独家庭特殊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第

一ꎬ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普遍存在的独生子女家庭ꎬ尤其当妻子处于高龄时ꎬ一旦陷入失独的悲惨

漩涡ꎬ整个家庭极易遭受毁灭性打击ꎮ 冷冻胚胎预防制度的研究ꎬ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ꎬ以
实现失独家庭特殊利益的有效保障ꎬ并抵御可怕的失独风险ꎮ 第二ꎬ冷冻胚胎意味着有再生育的

希望ꎬ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失独父母的精神痛苦ꎬ有利于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固和社会的稳

定ꎬ有助于失独家庭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ꎬ避免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ꎬ从而继续为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作贡献ꎮ 第三ꎬ国家实施“冷冻胚胎预防制度”ꎬ能够起到鼓励、支持、引导独生子女家庭

进行潜在失独的风险防范ꎬ让独生子女家庭群体明白实施冷冻胚胎制度的迫切性及重要性ꎮ
体外受精辅助生育从预先制作的多个胚胎择优植入女方体后ꎬ剩余胚胎将被冷冻保存备用

以保证成功率ꎮ 对这些胚胎的处置问题在许多国家已制定专门法律予以规范ꎬ但在我国目前只

有部门规章粗泛的规定ꎮ 实施胚胎的预防和保护ꎬ对独生子女死亡后的帮扶意义深远ꎮ 因此ꎬ国
家应当为独生家庭培植胚胎并储存ꎬ以备其在丧失独生子女时在适合年龄内再次进行生育ꎮ

１.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保障胚胎预防制度的实施ꎮ 失独家庭为国家利益作出特殊贡献ꎬ国
家应成为失独家庭补偿责任的主体ꎬ为实现对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ꎬ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保障胚

胎预防制度的实施ꎬ以备失独夫妇在合理年龄内申请再次生育ꎮ 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或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相关规定:“为保障独生子女家庭的利益以及预防未来风险ꎬ国家应设

立专项资金为独生子女家庭培植胚胎并予以储存ꎬ以备高龄夫妇在丧失独生子女并符合国家规

定的相关条件时申请再次生育ꎮ”
２.实施胚胎预防制度的相关条件ꎮ 主观意愿条件:基于独生子女家庭各种主客观因素及传

统文化的影响ꎬ我国在实施胚胎预防制度时ꎬ应采取当事人自愿申请制度ꎮ 年龄条件:为保障子

女健康成长以及正常家庭生活的持续ꎬ应规定失独夫妻在合理年龄内再次进行生育ꎮ 健康条件:
我国«婚姻法»虽取消了结婚时的健康检查程序ꎬ但基于经济与效率等因素ꎬ建议在申请胚胎培

植时夫妇双方均应符合相应的生育健康条件ꎮ
３.实施胚胎预防制度的相关程序ꎮ 为保障胚胎预防制度的良好运行ꎬ实施时至少应具有如

下程序:第一ꎬ胚胎培植的申请ꎮ 对符合相关条件的独生子女家庭可向国家相关机关提出胚胎培

植与储存的申请ꎻ第二ꎬ受理与储存单位ꎮ 国家应成立专门机构受理及审查培植胚胎和再次生育

的申请ꎬ对胚胎培植与储存的授权医疗机构应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与考核制度ꎻ第三ꎬ申请再次

生育ꎮ 当高龄夫妇在丧失独生子女并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条件时ꎬ应再次向相关部门申请利用

培植储存的胚胎再次生育ꎻ第四ꎬ纠纷解决机制ꎮ 国家可设立或委托相关部门受理与解决在实施

胚胎预防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ꎬ当然当事人也可直接诉至法院解决争议ꎮ

四、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

除了国家层面要建立对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制度ꎬ社会也应建立失独家庭保障制度ꎬ共同构

成完整统一的保障体系ꎮ 社会对失独家庭特殊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区保障体系和非政府组织保

障体系ꎮ
(一)建立失独家庭社区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公有制企业改革ꎬ人们生活从以单位为家转变成以社区为家的状态ꎬ身份也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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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过渡到“社会人”的角色ꎮ 人们逐渐回归社区之中ꎬ获得社区认同感和居民意识ꎬ积极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ꎬ社区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聚集地和熟悉生活场所ꎮ 因此ꎬ社区保障是失独家

庭特殊保障最基础的部分ꎬ失独家庭可以在日常社区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扶持ꎬ感受到信任

与亲切ꎮ 同时ꎬ社区方面也应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ꎬ上下合作保障失独家庭ꎮ 首先ꎬ可以开展社

区养老服务ꎮ 与养老结构和家庭养老不同ꎬ社区养老集合这两种养老模式的优势ꎬ使失独老人既

可以相互扶持作伴ꎬ又可以不脱离家庭环境ꎮ 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投入水平ꎬ为社区失独老人

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ꎬ实现失独老人在家养老ꎮ 其次ꎬ开展

社区文化活动ꎮ 着力建立“家庭—社区”保障网络ꎬ定期举办社区失独老人文化活动ꎬ依靠亲属

和社区邻里积极为失独老人营造健康的社交氛围ꎬ让失独老人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加强交

流与沟通ꎬ打开心结ꎬ化解孤独、焦虑、自闭等失独老人常见的心理障碍ꎮ
(二)发展失独家庭非政府组织救助体系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ꎬ社会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等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得到了快速发

展ꎬ各种公益团体方兴未艾ꎮ 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社会帮扶救助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ꎬ应当引

导非政府组织关注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群体ꎬ大力发展失独老人权益保障的非政府公益组织建设ꎮ
非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的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ꎬ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ꎬ公益组织可以通过慈善

捐款、设立失独家庭关怀基金ꎬ以实现对失独家庭的物质保障ꎮ 还可以通过募集志愿者、组建扶

助小分队ꎬ定期走访慰问失独家庭ꎬ提供法律帮助、身体检查、健康评估、精神排解等志愿服务ꎮ
此外ꎬ非政府公益组织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统一化、固定化保障体系中尚无法深入触及和满足失独

家庭的差异化、特殊化、个性化的需求ꎮ 不同的失独家庭具体情况不同ꎬ存在着较为差异化和个

性化的保障需求ꎬ政府保障体系无法深入照顾满足每一个差异化需求ꎬ而非政府公益组织具有灵

活性的特点ꎬ可以因地制宜ꎬ因需制案ꎬ提供个性化需求ꎬ切实保障每一个失独家庭的现实需求ꎮ
(三)提高“互联网＋失独家庭保障”的建设水平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ꎬ“互联网＋失独家庭保障”尚未引起人们的

重视ꎬ保障失独家庭等弱势群体仍然主要靠传统的保障措施ꎬ跟不上信息化发展速度ꎮ “互联网

＋失独家庭保障”的优势体现在:第一ꎬ增强保障力度ꎮ 互联网可以跨越地域限制ꎬ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关注失独家庭ꎬ使更多的人走进失独家庭这个特殊群体内心ꎬ让失独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ꎮ
第二ꎬ拓宽保障深度ꎮ 失独家庭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保障需求受地理和时间限制ꎬ实现起来难度较

大ꎮ 如果通过互联网ꎬ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ꎬ集思广益ꎬ可以在更深层的平台上获得解决和满足ꎮ
第三ꎬ延伸保障广度ꎮ 通过信息化技术ꎬ创制专门的失独群体保障 ＡＰＰꎬ可以进一步延伸失独群

体保障广度ꎬ提升失独群体的保障水平和保障效率ꎮ 因此ꎬ“互联网＋失独家庭保障”可以极大拓

宽政府保障、社区保障和非政府组织保障的力度、深度和广度ꎮ 可以引导相关网络公司开发组建

失独家庭之间的交流平台ꎬ让失独家庭保障消除地域、时间、空间的限制ꎬ使失独家庭通过网络平

台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帮扶ꎬ让关怀失独家庭的力量通过网络汇聚ꎬ组织失独家庭网络文化娱乐

活动ꎬ随时随地实现对失独家庭的特殊精神保障ꎮ

结语

“就业、医疗、养老、低保、住房保障等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保障ꎬ为此中央提出ꎬ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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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托底ꎬ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ꎮ”①当前ꎬ失独家庭保障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ꎬ然而ꎬ目前我国失独家庭群体特殊保障的成熟体系尚未建立ꎮ 作为我国特定阶段出

现的特殊群体ꎬ失独家庭因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一个子女ꎬ承受着失独带来的巨大经济

损失和心理痛苦ꎬ承受着制度风险ꎬ理应获得国家保障ꎮ 失独家庭特殊保障体系急需建立和完

善ꎮ 建立失独家庭体系化的特殊保障ꎬ应遵循公平性、全面性、差异性的原则ꎬ体现失独家庭为国

家社会所作贡献与获得国家社会保障的公平性ꎬ体现物质保障与精神保障的全面性ꎬ体现不同失

独家庭保障需求的差异性ꎮ 同时从国家保障、社会保障两个层面ꎬ针对失独家庭在物质和精神层

面上建立起二维一体的具体保障制度ꎮ 其中社会保障层面进一步分为社区保障、非政府组织扶

助、互联网＋失独家庭保障ꎮ 本文所讨论的将胚胎预防制度纳入失独家庭保障体系中ꎬ建立胚胎

预防及胚胎保护法律制度ꎬ以预防独生子女死亡风险ꎬ设立专项资金为其培植胚胎并储存ꎬ以备

在丧失独生子女时能够在合理年龄内再次进行生育ꎮ 但其中的许多问题:胚胎在民法上的属性

认定ꎬ胚胎的归属认定ꎬ医疗机构的责任承担以及夫妻双方的胚胎权利等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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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固定语现象应有的认识和研究维度
∗①

陈长书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词汇学界部分学者提出并深入研究“待嵌格式”“类固定短语”等ꎬ中文信息处理对“分词单位”以及

构式语法对部分词汇性质“构式”的探讨ꎬ使得固定语研究深入到了词汇和语法交界的“固定格式”的领域ꎮ 基

于此ꎬ重新审视固定语“语言建筑材料”这一本质特点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固定语为“词的等价物”ꎬ并非“词的

等质物”ꎬ因此应在过去就有的“实体语”外另立一类“模式语”ꎬ并从实体语和模式语两个维度对其分别展开研

究ꎮ 其中ꎬ在实体语的维度上首先明确实体语的研究范围ꎬ然后以歇后语研究为例ꎬ对实体语研究的创新问题进

行分析ꎻ在模式语的维度上首先区分模式语和实体语、自由词组等单位ꎬ其后以模式语“被”为例详细分析

模式语理论和方法的创新问题ꎮ
关键词:　 固定语ꎻ实体语ꎻ模式语ꎻ研究维度ꎻ词的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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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长书(１９７７－　 )ꎬ男ꎬ山东淄博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晚清传教士文献的汉语外来词本土化研究”
(１６ＢＹＹ１４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笔者以前主要使用“固定结构”这一术语ꎬ本文为和以下提出的“实体语”和“模式语”相对应ꎬ故改用“固定语”ꎬ两个术

语所表示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相同ꎮ
③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引言

汉语语言学在探讨“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之类比词高一级的造句的备用材料时首先

遇到的是称说的难题ꎬ“熟语、固定结构、固定语、固定词组、固定短语、语汇”等多个术语并行使

用ꎬ难分高下ꎬ本文使用“固定语”统一称说这类现象ꎮ②需要说明的是ꎬ该术语是刘叔新首先使用

的③ꎬ本文使用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ꎬ而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具体界定见下文)ꎻ在引用各

家观点时会保留各自所用的术语ꎮ
近年来ꎬ固定语研究是汉语语言学中表面繁荣、实则冷清的领域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这方面的研究有趋于沉寂之势ꎬ语言学界对其关注度下降ꎬ鲜有高质量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出版ꎮ
这与此前(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该领域热闹繁荣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ꎬ也与当前对词

素、词、自由词组、句子等语言单位热闹繁荣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ꎮ 谈及该类现象ꎬ当前学者大

多仍然停留在 ３０ 年前业已形成的“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的认识范围内ꎬ即便有的学者创

造性地提出用“语汇”取代“熟语”等名称ꎬ主张建立“语汇学”ꎬ并将其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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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科①ꎬ引起语言学界一定的关注和争鸣ꎬ但事实上其争论的多是术语可行和学科归属的问

题ꎬ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该领域薄弱的研究局面ꎮ② 在当前语言学发展态势之下ꎬ固定语研究出

路在何方ꎬ如何真正改变薄弱的研究局面ꎬ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ꎮ 固定语研

究领域理论认识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ꎬ成为时代和学术发展的迫切要求ꎮ

一、语言学界对固定语认识发展情况综述

一项研究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ꎬ关键在于其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能否跟上学术发展的步

伐ꎬ能否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ꎮ 从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来看ꎬ汉语固定语研究主要广泛借鉴现

代语言学尤其是词汇学理论和方法ꎬ不断更新对固定语的认识ꎬ并迎合人们词汇学习、辞书编纂、
语言规范化等方面需求ꎬ才得以发展壮大ꎮ

早期汉语固定语的研究是在苏联语言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ꎮ 根据孙维张的观点ꎬ“熟语”是
从俄语译介过来的术语ꎮ③ 事实上ꎬ不仅术语名称如此ꎬ其理论认识也同样受到了苏联的影响ꎬ如将

词汇单位定义为“语言的建筑材料”是斯大林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来的ꎬ很快汉语语言学中就出

现了把“熟语”视为语言的建筑材料和词汇单位的观点ꎬ后来经过“文革”１０ 年的停顿后ꎬ到 ７０ 年代

末至 ８０ 年代汉语词汇学又发展出将“熟语”视为“词的等价物”④的观点ꎬ从此“熟语”和词一并成为

词汇系统的两大成员ꎬ并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ꎮ 随着这一认识的更新ꎬ词汇学的理论和方法被

广泛运用到了固定语研究中ꎬ这一时期的固定语研究也和词素、词的研究一样ꎬ以静态描写研究为

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ꎬ从而迎来了研究的一个高峰期ꎬ这表现在:出版了多部成系统的专著ꎬ如孙

维张«汉语熟语学»⑤、刘广和«熟语浅说»⑥等ꎻ通论性的词汇学专著都列专章对其进行重点论述ꎬ如
武占坤和王勤⑦、葛本仪⑧、符淮青⑨、刘叔新等所著词汇学专著ꎬ以及大量专题性的著作和论文等ꎬ
并因此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和若干重要的理论观点ꎮ

此后ꎬ语言学界对固定语的基本认识一直延续至今ꎬ并主导着今天的固定语研究ꎮ 如“词的

等价物”的观点至今还为很多著作和教材所采用ꎬ有的学者提出了成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属于

“描绘性熟语”ꎬ谚语和格言属于“表述性熟语”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有的学者也大篇幅地论述了该

问题ꎬ将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分别定义为“表述语”“描述语”和“引述语”ꎬ成语主要为“描述语

(有时为表述语)ꎬ引述语也属于描述语”ꎮ 两书在该观点上的前后承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ꎮ 笔

者还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和 ２１ 世纪以来的通论性的词汇学著作和成体系的固定语专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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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书:当前对固定语现象应有的认识和研究维度

术语体系进行了比较ꎬ由此展现前后两个时期对固定语认识的联系与差异ꎬ具体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各家固定语单位分类情况汇总

时段 一级单位 二级单位 代表学者及著作

第一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 末 至 ８０ 年

代)

熟语 四类说 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刘广

和«熟语浅说»
固定结构 四类说 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
固定结构 四类说 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

熟语 五类说 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格言 孙维张«汉语熟语学»

固定语 六类说
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用语、专名

语、准固定语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第二阶段

(２１ 世纪以来)

固定结构 六类说
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专门用语、

习用套语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①

熟语 五类说 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俗语 王勤«汉语熟语论»②

语汇 四类说 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 温端政«汉语语汇学教程»
熟语 五类说 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锦句 武占坤«汉语熟语通论»③

熟语 七类说
谚语、俗语、成语、锦句、格言、惯用语、

歇后语
姚锡远«熟语学纲要»④

由表 １ 可知:第一ꎬ一级单位中除了第二阶段增加了“语汇”外ꎬ名称上基本没有变化ꎬ局面

仍然是多个术语并行使用ꎮ 第二ꎬ二级单位中“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始终是各家认可的

固定语单位(除刘叔新外ꎬ其观点分析见下文)ꎬ“格言、锦句”两个阶段都有出现ꎬ但认可度并不

高ꎮ 事实上ꎬ由于篇幅所限ꎬ表 １ 没有体现出的各语类研究的具体内容(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研
究范围、语料来源等)ꎬ前后两段也基本相同ꎮ 可见ꎬ３０ 多年以来汉语语言学界对固定语范围的

认识变化不大ꎬ固定语研究大到宏观的理论体系ꎬ小至微观的具体观点ꎬ更新速度都比较缓慢ꎬ部
分领域甚至出现停滞的状态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对固定语的认识具有独创性的是刘叔新及其弟子王吉辉、周荐等ꎮ 在第

一阶段中ꎬ刘叔新的观点就独树一帜ꎮ 与其他各家相比ꎬ其“固定语”包括的范围更广ꎬ除了“成
语、惯用语、歇后语” (他认为谚语不属于固定语)外ꎬ还包括“专门用语、专名语、准固定语”⑤ꎮ
而且ꎬ他还在论述词汇组织时特别提出“固定搭配组”和“特定搭配组”ꎮ 前者构成的就是固定

语ꎻ至于后者ꎬ他认为是“由前后配合而不直接接连的两个词或两个片段的若干词构成的”ꎬ是一

种词汇性质的结构ꎬ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它和固定语的关系ꎬ但是从其举例分析中可以看到ꎬ“特
定搭配组”可以构成固定语ꎬ如“左右、东西、千万”可以分别构成“左思右想、东拉

西扯、千家万户”等ꎬ当然同时也可以构成较为松散的自由词组ꎬ如“左挑剔右挑剔、东看看西看

看、千滴血万把汗”等ꎮ⑥ 刘叔新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前瞻性ꎬ为之后固定语的研究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到了第二阶段ꎬ王吉辉发展了刘叔新的观点ꎬ写成«固定语研究»一书ꎮ 该书对固定语的认

识基本延续了刘叔新的观点ꎬ他的“固定语”仅指固定词组ꎬ不包括固定句在内ꎬ外延和刘叔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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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致ꎬ他在术语和观点上多有创新ꎬ尤其对固定语和固定格式关系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ꎬ不
过他只讨论了成语、惯用语和歇后语三类ꎬ对专门语和专名语避而不谈ꎮ 周荐在固定语方面创造

性地提出“待嵌格式”①ꎬ这也可以看成是刘叔新“特定搭配组”观点的延续ꎮ 与刘叔新不同ꎬ“待
嵌结构”仅指能构造四字格固定语的固定格式ꎮ 此外ꎬ他还提出“词加”②“语模”③等固定语结构

问题ꎮ 另外ꎬ陈昌来等还提出“类固定短语”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ꎮ 他搜集了 ３００ 例类

固定短语的格式ꎬ并重点分析了“Ｘ 来 Ｘ 去、连 Ａ 带 Ｂ、有 Ａ 无 Ｂ、Ｘ 前 Ｘ 后、半 Ａ 半 Ｂ、边 Ｖ１ 边

Ｖ２、可 Ａ 可 Ｂ、七 Ａ 八 Ｂ”等ꎮ④ 我们认为ꎬ以上对带词语的固定格式的研究是近年来固定语研究

的一大亮点ꎬ为固定语结构研究拓宽了视野ꎬ但这种处理方式将固定格式看成是结构分析的内

容ꎬ其实对固定语的认识(内涵和外延)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变ꎮ
另外ꎬ中文信息处理从实际出发对“分词单位”的探索给固定语的认识带来了新鲜的内容ꎮ

这方面的代表是卞成林ꎬ他提出“工程词”的说法ꎬ其范围包括词汇词、所指单一的组合单位、熟
语、模式词语、照应词语等ꎮ⑤ 其中的“熟语、模式词语、照应词语”都是比词汇词高一级的单位ꎬ
而“模式词语”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带词语的固定格式ꎬ但处理方式和前面不同ꎬ他将“模式词

语”作为分词单位ꎬ即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汇单位ꎬ而不仅仅是语言的结构方式ꎮ 这为我们拓宽

固定语的范围具有启示意义ꎮ
以上对固定语的探讨基本上是在词汇学中展开的ꎬ长期以来这一直属于词汇研究的专属领

地ꎮ 然而ꎬ固定语现象处于词汇学和句法学交界地带ꎬ它和自由词组、句子甚至是语篇都有紧密

关联ꎬ按理说语法学界早就应该对其加以重视ꎬ并提出基于语法学的理论认识ꎬ但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语法学对此极少关注ꎬ这与同为词汇单位的词素(语素)、词在语法学中的待遇大相径庭ꎮ
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变ꎬ从国外兴起并传入中国的构式语法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构式ꎬ这

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形式且具有特殊意义的结构”⑥ꎮ 语法构式和词汇学所关注的固定格式在很

多地方存在交叉ꎬ这亦可归入固定语的研究范围ꎮ 如语法构式“没 Ｘ 没 Ｙ”“Ｘ 前 Ｙ 后”ꎬ周荐视

其为待嵌结构ꎬ其形成的固定词组如“没声没响、没偷没抢、没赚没赔、房前屋后、村前庄后、饭前

饭后”等都被陈昌来归入类固定短语ꎻ再如语法构式“不要太”ꎬ周荐视其为语模ꎬ它具有“熟
语”架构的性质ꎬ用它造语一般属于即兴创作ꎬ创造出来的新短语具有临时性特点ꎬ如“张曼玉为

韩国杂志拍的照片不要太漂亮哦”⑦ꎮ
可见ꎬ对于词汇学学者来说ꎬ在具体运用中将词语填充到带词语的固定格式后所生成的语言

实体才有可能获得固定语的身份ꎬ而构式语法认为这种格式属于固定构式(与自由构式相对)ꎬ
它的功能是生成“熟语性”的单位ꎮ 这两种认识和处理方式其实是一回事ꎬ都更看重带词语固定

格式作为抽象架构的一面ꎬ但同时忽视了其具有的实体性的另一面ꎮ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语法

学成功地进入到了固定语的领域ꎬ而词汇学还在原有固定语范围中进行探索ꎬ固定格式仅仅是固

定语结构层面的问题ꎮ 我们认为ꎬ如果将这些带词语的固定格式纳入固定语的范围ꎬ并采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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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书:当前对固定语现象应有的认识和研究维度

学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研究ꎬ或可为这种现象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同于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视角ꎮ
综上所述ꎬ当前语言学界对固定语的认识ꎬ从内涵而言“词的等价物”的观点仍被普遍接受ꎻ

从外延来讲主要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之类“实体语”ꎬ基本上还延续着 ３０ 多年前的观

点ꎮ 近年来词汇学界、语法学界以及中文信息处理中都对带词语固定格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ꎬ成
为固定语研究的一大亮点ꎮ

二、当前对固定语内涵和外延的再认识

以上是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固定语认识发展情况的梳理ꎮ 下面立足于现代词汇学理论来谈

谈我们对固定语的认识ꎮ 首先从词汇学最基本的一条原理谈起———词汇单位是语言的建筑材

料ꎮ 也就是说ꎬ凡是词汇单位其作用主要是用来构造句子以实现交际ꎬ因此作为造句的材料就是

词汇单位必备的功能和性质ꎬ凡是能充当造句材料的语言成分都应该属于词汇的范围ꎮ 词汇单

位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功能上是用来造句的ꎻ二是具有现成性ꎬ在句子产生前就已存在

于语言系统中ꎻ三是是语言材料ꎬ具有实体性ꎬ即必须有音有义ꎮ
在词汇单位中ꎬ词毫无疑问是最符合这三个条件的ꎬ它是语言学界公认的最典型的词汇单

位ꎮ 以词作为参照ꎬ有些词的固定组合体也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ꎬ因为它们虽然是由词组成的ꎬ
但是却和词一样是组句的备用单位和具有完整音义形式的语言实体ꎬ这些“固定实体语”是无可

争议的固定语系统的成员ꎬ被有的学者称为“词的等价物”ꎮ 它们大体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特

殊实体语ꎮ 它们是主要在形式和意义、辅之以功能或使用范围等方面具有突出特点的词的固定

组合体ꎬ如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以及部分套话、专名语、专有名称等ꎮ 另一种是一般实体

语ꎮ 它们是由一般性的词组或者句子凝固而成ꎬ具有一定的结构定型性和语义凝固性ꎬ除此以外

和一般的词组或句子并没有多大的差异ꎬ有的学者称之为“准固定语”①ꎬ如“有输无赢、东瞅瞅西

看看、连卖带唱、不紧不慢、边走边唱”等ꎮ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词的等价物”是指固定语同词一样ꎬ既具有现成性ꎬ又具有造句功能ꎬ
但“词的等价物”并非“词的等质物”ꎬ即它不必和词一样具有完整的语音和语义形式ꎮ 比如上文

提到的那些带词语的固定格式ꎬ它们同样也具备了成为词汇单位的条件ꎮ 其理由是:其一ꎬ这种

格式可以生成词组或句子ꎬ因而在功能上是用来造句的ꎬ如“东西”可以构成“东奔西走、东
拉西扯、东起西落”等ꎮ 其二ꎬ它是语言系统中现成的、固定性的格式ꎮ 其三ꎬ具有一定的实体

性ꎮ 因为它本身以词语作为组织成员ꎬ前后会有空位间隔ꎬ其语音形式是一种“语音实体＋语音

空位”的框架ꎬ如“东西”的语音框架就是“ｄōｎｇｘī”ꎻ它又有一定的意义ꎬ当然其意义往

往类型化和范畴化ꎬ变得有点“虚”ꎬ这是由整个框架作用于构成的词语所形成的ꎬ如“东西”
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从东到西(做)ꎬ引申为到处(做)”ꎮ 这种“类型化”或“范畴化”意
义还具有明显的理性意义的性质ꎬ而非很多语法学(如构式语法)研究者认为的语法意义ꎬ因为

语法意义是在理性意义基础上对其语法功能和用法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得到的ꎬ这种格式具有

的意义还不具有这样的形成机制和抽象性ꎬ如“东西”的意义“到处(做)”ꎬ再如“在”
表示空间或时间的意义ꎬ“上”表示方位的意义等都是如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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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带词语的固定格式至少是由一个词加一个空位构成的ꎬ有时还会增加到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词或空位来构成ꎬ在构成上肯定比词要大ꎬ但它和词一样是现成的造句材料ꎬ即“词的

等价物”ꎬ因而应当将其归入固定语ꎬ可以称其为“固定模式语”ꎮ
总之ꎬ依据“语言建筑材料”这一词汇单位的本质特点ꎬ固定语可以分为固定实体语和固定

模式语ꎬ其中固定实体语指等价于词的固定词组和固定句子形式ꎬ固定模式语指等价于词的带词

语的固定格式(以下分别简称“实体语”和“模式语”)ꎮ

三、固定语的研究维度 １:实体语的研究范围、理论和方法

———以歇后语为例

　 　 实体语指的是具有完整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固定语单位ꎬ即固定词组和固定的句子形式ꎬ
此前学者们理解的固定语就是“实体语”ꎮ 实体语又分特殊实体语和一般实体语ꎮ 特殊实体语

是实体语的主体ꎬ共有七类ꎬ其中四类是大部分学者公认的ꎬ分别是成语、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ꎻ
还有三类是部分学者(如刘叔新①、葛本仪②)承认的ꎬ分别是一部分套话(如“你好”)、专名语(如
“自由词组”)和专有名称(如“北京大学”)等ꎮ 一般实体语实际上是那些无法归入到特殊实体

语的一般性的固定词组或句子形式ꎮ
语言学界虽然对这些具体语类在认识上还有分歧ꎬ但是大都已经进行过一定的研究ꎬ分别构

建了它们的理论研究体系ꎬ其术语选择和学科分合的讨论已基本定型ꎬ当前不必也不该在这些问

题上过多地纠缠ꎬ而是应该将研究重心转到对这些语类具体现象或问题的研究上来ꎮ 具体来说ꎬ
就是要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寻找存在的问题ꎬ并大胆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探索ꎬ从
而真正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ꎮ 下面以歇后语为例谈谈实体语研究理论方法创新的问题ꎮ

首先谈谈选题创新的问题ꎬ即当前要想真正实现理论创新ꎬ该选择什么样的歇后语现象或问

题进行研究的问题ꎮ 笔者近年来已完成的题目(１—５)和拟研究的题目(６—９):１.歇后语结构的

动态考察ꎻ２.歇后语语义结构的形成机制ꎻ３.歇后语辨识中的分离性和同一性问题ꎻ４.歇后语词典

立目问题ꎻ５.方言歇后语和普通话歇后语的区分ꎻ６.歇后语的外译问题ꎻ７.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中

的歇后语问题ꎻ８.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歇后语问题ꎻ９.歇后语和其他语言中的相似熟语现象的对比

研究ꎮ 这些问题可以分两类:一类偏重于理论探讨ꎬ主要针对歇后语研究的薄弱之处ꎬ采取新的

理论和方法进行新的探索ꎬ如 １ 和 ２ 是对歇后语动态结构和语义机制的考察ꎻ另一类是将实际应

用和理论探讨相结合ꎬ一般是在歇后语应用中发现以往理论研究的不足ꎬ进而提出新的理论和方

法以满足应用的需要ꎬ如 ３—９ꎬ其中 ３ 和 ４ 是针对在词典编纂或建立语料库时辨识歇后语中出

现的问题而做的ꎬ５ 是针对方言歇后语整理和调查中往往不加以区分方言歇后语和普通话歇后

语而做的ꎬ６—９ 则是从汉外翻译、中文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对比的角度而设计的ꎮ
无论哪一类问题ꎬ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都是不可或缺的ꎬ这也恰恰是当前歇后语乃至整个

实体语研究中极为欠缺的ꎮ 对此ꎬ我们应该采取积极鼓励、大胆引进的态度ꎮ 只要是之前没有或

很少在歇后语研究中使用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纳入其研究视野ꎬ这既包括近年来语言学界新出

现的理论和方法ꎬ也包括已经产生很久但在歇后语研究中较少使用的那些理论与方法ꎮ 具体来

说ꎬ需要广泛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有:１.词汇学的理论和方法ꎮ 如将词辨识理论中的“分离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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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理论应用到歇后语的辨识中去ꎻ将造词法理论应用到歇后语的研究中ꎻ在“词汇化”研
究中增加“固定语化”的研究内容并应用于歇后语研究等ꎻ此外ꎬ词素理论、构词法研究、词义理

论、动态词汇学、认知词汇学理论等都可以融入到歇后语的研究中ꎮ ２. 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

普通语言学、语法学、篇章语言学、语用学等的理论方法ꎮ 在具体的研究中ꎬ往往都是以第 １ 类

“词汇学理论方法”的运用为主ꎬ辅之以第 ２ 类“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ꎮ 比如在歇

后语结构的研究中ꎬ笔者就贯彻了这样的理论和方法ꎮ 首先我们梳理了歇后语结构问题的研究

情况ꎮ 虽然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就不断有学者对歇后语结构问题进行探讨ꎬ
但真正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在“文革”结束后由孙维张①、温端政②、王勤③、谭永祥④等学者进行的ꎮ
他们主要着眼于歇后语结构的内部形式、特点和功能等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静态研究的框架ꎬ这
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ꎮ 笔者着眼于此ꎬ在歇后语结构研究中引入了动态词汇学的理论ꎮ 根据动

态词汇学的理论ꎬ“词汇发展的共时阶段中ꎬ永远存在着一个由静态的语言成分的被运用ꎬ结果

产生出了动态的言语行为ꎬ从而产生出了言语成分ꎬ部分言语成分又会被约定为语言成分等这样

一个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⑤ꎮ 任何语言成分都有这两种存在形式ꎬ歇后语也不例外ꎬ其结构更

是如此ꎬ既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结构形式ꎬ也存在一个“由静态到动态再到静态”的发展过程ꎮ
因此ꎬ歇后语的结构问题可以从动态出发、以动态为主进行探讨ꎮ

据此ꎬ我们首先对动态运用中的歇后语采取向内看的视角ꎬ主要观察引子和注释间的结构关

系ꎬ分析引注结构(即歇后语结构)⑥的动态变化类型ꎬ将其分为临时性和规约性两种:前者的结

构一般采用典型的“引子＋停顿＋注释”结构ꎻ后者则较为复杂ꎬ根据结构变化情况ꎬ又分为结构不

变和结构变化两类ꎬ所谓的“变”与“不变”主要是与静态引注结构相比ꎬ结构不变是指歇后语在

动态使用时继续保持典型的“引子＋停顿＋注释”结构ꎬ结构变化则指动态使用时这种典型结构被

打破ꎬ变得和静态不同ꎬ这又有省略、倒序和分置三类ꎮ 这一部分我们直接面向动态ꎬ同时结合静

态来分析歇后语的结构ꎮ 这和以往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ꎮ 以往有的学者也曾对歇后语使用时出

现的省略、倒序等变体进行过探讨ꎬ但分析不够深入和彻底ꎬ究其原因是缺乏动态语言学的眼光ꎬ
没有将动态和静态平等对待ꎬ等量齐观ꎬ他们虽然也涉及部分动态内容ꎬ但仍然还是在静态研究

框架中探讨动态ꎬ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说明歇后语的静态情况ꎮ
其次ꎬ我们又继续从动态的视角对引注结构的句法实现过程和功能进行探讨ꎬ和前一部分不

同ꎬ这时采取的是向外看的视角ꎬ即把引注结构看作一个整体ꎬ放到句子中进行考察ꎬ来回答“歇
后语如何造句”的问题ꎮ 结果我们发现ꎬ歇后语不仅可以和固定词组一样充当某个句法成分(单
用)ꎬ还经常独立用来成句ꎬ甚至引子和注释分别处于不同的分句中ꎬ因此我们共分析出成句、跨
句和单用三类功能结构ꎬ而且通过语料库的检索ꎬ许多歇后语的成句和跨句结构出现频率要超过

单用结构ꎮ 据此ꎬ我们提出“歇后语本质上是一种复句”的观点ꎮ 这些分析中ꎬ需要使用语法上

的词组、单句、复句的理论ꎬ把歇后语的句法实现过程分析清楚ꎮ
最后ꎬ我们又继续从动态角度往外看ꎬ将引注结构放在比句子更大的语篇中ꎬ重点对引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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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句法渗透及其功能进行考察ꎬ分析引子和注释除了彼此间形成引注关系外ꎬ还会同语篇中前

后相邻的句子发生关系ꎬ并从标点符号运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证ꎬ后从美学功能和概念功能分布上

解释了其产生原因ꎬ重点分析了歇后语出现在语篇开始、中间和结尾时不同的作用ꎮ 这又运用到

了篇章语言学理论或方法ꎮ
在该项研究中我们对歇后语结构问题的探讨始终贯穿了动态词汇学的观念ꎬ同时中间还穿

插着语法学、篇章语言学等的理论或方法ꎮ
除此以外ꎬ我们也同样将动态词汇学的理论运用到了歇后语语义结构的探讨中ꎬ分析了歇后

语的动态运用过程ꎬ解释了其通过相似点(注释)建立引子和上下文联系的过程ꎬ同时运用语法

学理论对引子、注释和引注的语义组合进行了分析①ꎻ在歇后语的辨识中引入了词汇单位的分离

性和同一性理论②ꎻ综合运用动态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等理论对歇后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进行

了探索ꎮ 限于篇幅就不再详述了ꎮ
用新理论和方法对对实体语语类进行了积极有益探索的还有:张辉分别从认知语言学和神

经语言学的角度对“熟语”进行了探讨③ꎻ刘中富将词汇学的同义词和异形词理论运用到成语研

究中ꎬ采用了赋值法对成语进行了科学的界定等ꎬ给人耳目一新之感④ꎮ 以上这些都是在传统的

固定语研究框架下采用新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实体语创新性研究ꎮ

四、固定语的研究维度 ２:模式语的研究范围、理论和方法

———以模式语“被”为例

　 　 如前所述ꎬ模式语是具有特定理性意义和片段式语音形式的带词语固定格式ꎮ 确定模式语

最主要的就是区分清楚其与实体语、自由词组、非词汇性格式这三类现象的关系ꎬ它们经常纠缠

在一起ꎬ既密切相关或有所交叉ꎬ又各有本质上的差异ꎮ
先谈谈模式语和实体语、自由词组的关系ꎮ 模式语具有半实体性半模式性ꎬ而实体语和自由

词组具有纯实体性ꎬ不具有模式性ꎬ这一点它们的差异非常明显ꎮ 然而ꎬ模式语可以生成实体语

或自由词组ꎬ根据生成的结果可以分三种情况:
１.生成固定词组或固定句子形式ꎮ 如“不而”生成“不寒而栗、不劳而获、不谋而

合、不期而遇、不言而喻、不约而同、不翼而飞、不胫而走”等ꎮ 以前所说的“待嵌结构” “词加”
“类固定短语型式”都属于这类语言性的模式语ꎬ其生成的也是语言性的固定词组ꎮ

２.生成自由词组ꎮ 如“在”ꎬ如“在屋里、在地上、在床上”等ꎮ (也有例外ꎬ如“在水一

方”)ꎮ 语法学所说的“介词结构、方位结构、助词结构(‘的’字结构、‘所’字结构、比况结构)”等
都属于语言性的模式语ꎬ其生成的则是言语性的自由词组ꎮ

３.既生成固定词组或句子ꎬ又生成自由词组ꎮ 如“现现”既生成“现编现唱、现用现

买、现吃现做”等自由词组ꎬ又生成“现学现卖、现世现报、现烧香现捏佛、现上轿现包脚、现烧窑

现劈柴、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等固定词组ꎮ 这类模式语本身也是语言性的ꎬ其生成的既有语言

性的固定词组ꎬ又有言语性的自由词组ꎮ
还需要特别注意三点:第一ꎬ有些固定词组或自由词组从形式上看似乎是由模式语构成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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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和模式语没有任何关系ꎬ如惯用语“现钱买现货”不是由模式语“现现”生成的ꎬ自
由词组“有理和无理”不是由模式语“有无”生成的ꎬ因为它们的语义和模式语“现现”
不同ꎮ 第二ꎬ要区分语言模式语和言语模式语ꎮ 本文所说的模式语仅是语言性的模式语ꎬ在具体

使用中尤其是流行语中还经常出现一些临时性的言语模式语ꎬ如前几年曾流行“不只是”模式

的流行语ꎬ如“不只是一家串店、不只是一家杂货铺、不只是一场比赛”等ꎬ这不在我们考察的模

式语之列ꎮ 第三ꎬ还要区分模式语和非词汇性的语法模式ꎮ 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不带词语的格

式一定是语法模式ꎬ不是模式语ꎬ“Ｖ１＋Ｖ２”“ＮＰ＋ＶＰ”等ꎻ二是部分带词语格式ꎬ不具有特定的理

性意义ꎬ因而是语法模式ꎬ不是词汇性的模式语ꎬ如“Ｖ 得”“Ｖ 成”等ꎮ 关于模式语的界定和辨识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问题ꎬ将另文再述ꎮ
模式语虽然已经在构式语法和固定语结构研究中多有涉及ꎬ但是极少有人从词汇学的角度

将其作为固定语类型来研究(除了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者以外)ꎮ 因此ꎬ对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

开创性的ꎮ 我们认为ꎬ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１. 模式语的界定和辨识ꎬ要进一步摸

清汉语模式语的总量ꎻ２. 模式语的类型ꎬ要进行形式、意义、功能等的多角度的分类ꎻ３. 模式语的

功能ꎬ包括造语功能、造句功能、语篇功能等ꎻ４. 模式语和各实体语语类的关系ꎬ之前不少成果涉

及到模式语和成语的关系①ꎬ模式语和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其他实体语类的关系还很少有人

涉及ꎻ５. 模式语个案研究ꎬ对具体的模式语的探究ꎬ这方面语法学和词汇学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

果ꎬ要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模式语理论继续研究ꎻ６. 模式语的应用研究ꎬ主要将模式语放在中文信

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辞书编纂等领域进行应用ꎻ７. 模式语历时研究ꎬ对模式语从古到今的演

变发展情况予以考察ꎮ 其中ꎬ１—５ 属于共时条件下的静态研究的内容ꎬ６ 属于共时条件下的动态

应用研究ꎬ７ 是历时平面上对模式语的考察ꎮ 当然ꎬ这只是初步的设想ꎬ更多的内容期待语言学

界予以补充ꎮ
根据前面的分析ꎬ模式语是固定语的一种ꎬ具有词汇属性ꎬ同时处于词汇学和语法学的交叉地

带ꎬ其模式性又为语法学所关注ꎮ 所以ꎬ模式语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广泛借鉴以下内容ꎮ
１. 过去固定语(主要是实体语)乃至整个词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ꎮ 要充分参考成语、惯用

语、谚语、歇后语等实体语语类的研究体系ꎬ把握模式语和实体语在理论体系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参
照共性建立和实体语相对应的研究板块ꎬ如模式语的辨识、造句功能、类型、结构、和实体语关系等ꎻ
比照差异建立不同于实体语的研究板块ꎬ如模式语模式性、实体性、模式语的“类型化”意义等ꎮ

２. 语法学的理论与方法ꎮ 广泛借鉴构式语法以及先前对格式研究的研究成果ꎬ如语法格式

的“语法化”、语用特征、句法功能、格(构)式义、词组(或短语)等研究的内容ꎮ
在这些研究中一定要立足于词汇学ꎬ同时吸收和借鉴语法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ꎮ 要想做到

这一点ꎬ就必须从词汇学理论出发ꎬ不断揭示模式语的词汇特性和它具有的一般的固定语的特

征ꎬ再同语法学结合ꎬ将其具有的语法属性和词汇属性结合起来ꎬ由词汇到语法ꎬ从而完整地探讨

其具有的全部特点和规律ꎮ
下面以模式语“被”为例谈谈模式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ꎮ
之前ꎬ我们对新式“被”结构的研究②ꎬ是在把“被”看作是词组的结构的前提下进

行的ꎮ 随着认识的发展ꎬ我们认为仅仅将“被”视为固定语的结构是不够的ꎬ应该进一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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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确定为模式语ꎮ 沿着这个思路ꎬ我们有如下认识:模式语“被”有语音形式ꎬ有意义内容ꎬ
而且不仅有理性意义ꎬ还有生成词组的功能性意义(即语法意义)ꎬ那么过去我们的描写和分析

也会进一步被改写ꎬ进而发生研究范式和理论观点上的变化ꎮ 具体如下:
模式语“被”:语音形式“ｂèｉ”ꎬ表示两种意义:１.用“被”引出被动动作行为的实施

者ꎮ 它一般生成“被”字词组(自由词组的一种)ꎬ如“被老师(批评)、被领导(表扬)”等ꎮ “被”
字词组经常充当状语ꎮ ２. 由于一些非正常原因ꎬ人们被迫做了一些不情愿、不合理或不合法的

事情ꎬ却被冠以“情愿”“合理”或“合法”的名义ꎮ 这是一种 ２００９ 年后新兴的模式语ꎬ它生成的是

一般性的实体语ꎬ其结构定型性强ꎬ内部很少能够插入其他成分ꎬ如“被增长”ꎬ“被”和“增长”之
间基本不能再插入其他词语ꎮ 据我们统计ꎬ到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为止这一模式语生成的实体语有 ３０
个左右ꎬ如“被涨工资、被幸福、被统计、被就业、被小康、被死亡、被精神病、被择校、被捐款、被自

愿、被全勤、被自杀、被失踪、被代表、被听证、被上吊、被离职、被网瘾”等ꎮ 这些词组主要的语法

功能是作谓语ꎬ有时也可以作宾语、定语等ꎮ
这一多义模式语的两种用法在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既有共性ꎬ又有差异ꎮ 其中从句法功

能来看ꎬ两者都是动词性质的ꎬ作谓语是它们的主要功能ꎮ 而第二种新兴模式语ꎬ从语义来看ꎬ
“被”结构必须暗含反映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的主观认识的意义内容ꎻ从语用条件来说ꎬ“被
”结构一般表示的是特定的事件ꎬ它是由某些非正常的原因导致的被动性的动作引起的ꎬ所
以“被”后的成分一般表示的是由这一动作引发的结果ꎮ

我们运用动态语言学的理论ꎬ立足于共时ꎬ将共时和历时相结合ꎬ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新兴模

式语“被”在近年来的变化发展情况予以探讨ꎬ其中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的近 ４ 年的时间里该模式语有以下变化:第一ꎬ生成能力增强ꎬ更多的词语可以

加在“被”后面组成词组ꎮ 第二ꎬ使用领域有变化ꎮ 许多虽然是在网络上产生的ꎬ但是一产生就

很快被报纸、电视等其他媒体迅速传播ꎬ从一开始主要在社会新闻中使用ꎬ发展到社会新闻、体育

新闻、经济新闻等广泛使用ꎮ 第三ꎬ由于这种新兴用法“不仅本身包含一种不如意ꎬ而且是一种

更高程度的不如意”①ꎬ这也影响到第一类用法ꎬ新兴用法的语法和语义特点有渗透到传统用法

中的趋势ꎮ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ꎬ模式语“被”新兴用法是从一般性的表被动的用法中发展起来的语

言现象ꎬ因此二者具有部分共同特点ꎬ不同的是ꎬ新兴的“被”又具有较为定型的结构和完整

的意义ꎬ有向词汇单位凝固的趋势ꎬ其作为模式语的用法已经基本定型ꎮ
总而言之ꎬ在该项研究中我们首先运用了词汇静态描写的方法ꎬ然后围绕着模式语的静态特

征ꎬ综合运用了动态语言学、语法学、语言比较等的理论和方法ꎮ
最后简单地说说将模式语现象处理为固定语的类型的意义ꎮ 从理论来说ꎬ这有力拓宽了固

定语研究对象的范围ꎬ使得固定语研究更加深入到词汇和语法交界的纵深地带ꎻ从应用来讲ꎬ将
模式语视为词汇单位ꎬ将推动词汇教学、词典编纂、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ꎬ如在中小学和对外汉语

词汇教学中将模式语作为词汇单位来处理ꎬ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事实上现在许多教材已经

在词汇表中列了相当多的模式语ꎬ但在理论上还缺乏严密科学的论证)ꎻ再如词典编纂中如«现
代汉语词典»早已经开始收入“待嵌格式”等模式语ꎬ还需要越来越多的模式语进入词典ꎬ将来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编写专门的«现代汉语模式语词典»ꎻ如前所述ꎬ中文信息处理领域早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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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模式语列为词汇单位来处理ꎬ其合理性也需要我们的理论予以论证ꎬ以使计算机能够更加有

效地处理模式语ꎬ而这一切工作都是将模式语现象处理为语法现象所无法做到的ꎮ

结语

当前语言学界对汉语固定语现象的研究虽然在个别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但整体上理论

体系更新缓慢ꎬ研究手段陈旧落后ꎬ呈现固执守旧之态ꎻ也有少数学者有志于创新ꎬ提出大异于前

人的理论观点ꎬ但同时又有违学术界对固定语现象的一些最本质的认识ꎬ不免有标新立异之嫌ꎮ
科学而先进的认识必须是立足于固定语的本质特点ꎬ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大量语料的检验ꎬ最
终得以超越前人认识水平而得到的ꎮ 为此ꎬ我们从“语言建筑材料”这一最为本质的特征入手ꎬ
提出以下看法:固定语为“词的等价物”ꎬ但并非“词的等质物”ꎬ因此应在之前主要研究的“实体

语”外另立一类“模式语”ꎮ 固定语研究也相应具有这两个研究维度ꎬ其中实体语维度研究成果

虽多ꎬ但创新不足ꎬ因此需要注入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ꎻ先前的模式语研究虽有新意ꎬ但仅有

零星研究ꎬ基础较为薄弱ꎬ因此需要进行开创性的研究ꎮ 无论哪一种维度ꎬ词汇学理论和方法的

运用是必不可少的ꎬ同时也应该广泛借鉴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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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流行传播模式研究
∗①

王　 会
( 河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ꎬ河北 保定ꎬ０７１００２ )

　 　 摘要:　 网络时代ꎬ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用网络语言进行沟通交流ꎬ网民们创作着网络语言ꎬ使用着网络语言ꎬ
传播着网络语言ꎮ 从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网民年轻化以及模仿群体效应、幽默调侃从众心理等语言习

性对网络语言流行传播的影响、网络语言流行传播的方式以及模因传播、新旧媒体的相互作用、网络空间参与者

的多元化等方面对网络语言的传播机制进行论述ꎬ分析网络语言的流行传播原因ꎬ探寻网络语言快速传播发展

的特点和规律ꎬ对于促进网络语言在虚拟与现实间的广泛应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网络语言ꎻ语言传播ꎻ语言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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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会(１９５７—　 )ꎬ男ꎬ河北保定人ꎬ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ꎬ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时代网络发展视域下佛学经典俱舍论梵汉对勘翻译与

网络传播研究”(７０２８００１１８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随着虚拟科技的快速发展ꎬ虚拟与现实两者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ꎬ线上人们交流的问题ꎬ可
能是线下正在发生的新闻或焦点ꎻ而线上产生的新生事物ꎬ也会影响到人们的线下行为ꎮ 这种相

互作用、开放互动的网络环境使网络语言快速传播发展和更新ꎮ 认知社会语言学认为ꎬ语言的产

生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ꎮ 同样ꎬ作为网络语言的产生发展ꎬ自然与当前社会发展变化

有着紧密的联系ꎮ 互联网这个广阔平台ꎬ丰富了人民生活ꎬ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ꎬ而作为互

联网重要载体的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亿万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网络语言的出现和发

展、流行和传播ꎬ与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上网人的年龄等有密切的关系ꎬ同时ꎬ它也必

须符合由 Ｂａｒｔｓｃｈ 提出的语言的三种基本的社会语义传播合作模式ꎮ 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网络

语言流行传播的内涵与特性ꎬ尤其是对新兴的网络语言的流行传播模式与特性的甄别具有重要

的意义ꎮ

一

在网络语言的传播发展过程中ꎬ软硬件技术的进步起了非常独特的作用ꎮ 比如ꎬ自从 １７ 世

纪美国发明了英文打字机后ꎬ西方文明史便与键盘文化融为一体ꎬ在大幅提高录入速度的同时ꎬ
对语言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ꎮ 以我们常用的电脑键盘(硬件)和搜狗输入法(软件)为例ꎬ当
需要输入英文单词“ｇｏｏｄ”时ꎬ只要在键盘上按顺序敲击这四个字母即可ꎬ而当输入汉字“好”时ꎬ
依据汉语拼音输入法ꎬ则需要在键盘上依次敲击“ｈ、ａ、ｏ”ꎬ此时搜狗输入法并不能直接调出所需

要的文字ꎬ因为汉字同音字词较多ꎬ所以会出现多个选项ꎬ例如“１ꎬ豪ꎬ２ꎬ好ꎬ３ꎬ号” 我们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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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进一步的选择ꎮ 这种情形在每一个字或词中都大量出现ꎬ因此便形成了相当多的同音或近

音词ꎬ如“果酱”(过奖)、“大虾”(大侠)、“童鞋”(同学)等ꎮ 这时ꎬ如果将同音不同义的词汇应

用到网络中ꎬ便形成了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ꎮ
显然ꎬ网络语言的流行得益于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ꎮ 例如文字论坛、视频互动平台或多种

即时聊天软件的普及ꎬ都对网络语言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以近年来出现的网络直播

平台“斗鱼 ＴＶ”“熊猫 ＴＶ”等为例ꎬ很多人气娱乐主播哗众取宠ꎬ故意说一些搞笑、滑稽甚至无意

义的词汇ꎬ以引起更多的关注ꎮ 如最近突然流行起来的网络新词“皮皮虾”ꎬ源于“熊猫 ＴＶ”游戏

中玩家一句没有意义的话ꎬ但就是这样一句没有意义的“皮皮虾”ꎬ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流行起来ꎬ
每个人都在用这句话ꎬ但每个人又都不知道这句话的含意ꎬ也许不久“皮皮虾”会销声匿迹ꎬ也许

会流行下去成为新的网络语言ꎮ
网络语言主要用于网络ꎬ使用频率往往比一般传统媒体要高ꎮ 对特定的社会事件的发生ꎬ互

联网这个广阔的平台可以更迅速地给予关注ꎮ 网民会用个性鲜明的语言来表达ꎬ一些能产生共

鸣的具有代表性的词ꎬ往往被广大网民赋予新的意义ꎮ 依靠互联网络ꎬ原本普通的词ꎬ经网民的

发挥创造ꎬ演化成为脍炙人口的网络流行词汇ꎬ甚至很多也逐渐地开始在主流媒体和现实生活中

流传开来ꎮ
网上聊天“需要进行文字的录入ꎬ相对于人脑的思维速度ꎬ这种表达方式相当费时费力ꎬ聊

天双方还时常因对文字的感情色彩理解不同而产生误会”ꎬ“为此ꎬ网民们创造出‘笑脸’的表情

符号ꎬ在文字之后同时发送一张笑脸图片ꎬ有效地解决了文字录入无感情色彩的缺陷ꎮ 另外ꎬ网
络语言的简约也减少了文字录入时间ꎬ如使用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缩写、大量的数字组合、表情

符号替代相应的文字等ꎬ这些简略的表达方式增加了聊天的情趣ꎬ也更利于网民之间的交流”ꎮ①

这种符号式的网络语言同样十分流行ꎬ值得学界深入研究ꎮ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网民人数的几何级增长ꎬ让流行语成为百姓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词汇ꎬ而

网络语言的“井喷”式发展ꎬ也是以网络的普及为前提的ꎮ 网络的“双向互动”功能ꎬ无疑为网络

语言的产生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ꎮ 在这个基础上ꎬ人人都可能成为网络语言的创造者和传播

者ꎬ网络上的网民几乎每天都在创造网络新词新语ꎮ 互联网是开放的ꎬ它让用户置身于一个虚拟

世界ꎬ并在这个世界里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思想ꎮ 在亿万网民中ꎬ年轻人最多ꎬ他们个性解放ꎬ
思想创新ꎬ能够时时更新观念ꎬ用他们新的表达方式ꎬ显示自己的创新才能ꎮ 因此ꎬ这个平台上产

生了大批具有创造力和模仿力的网民ꎬ他们用各种网络语言积极充分地表达其思想和见解ꎮ
纵观人类的传播历史ꎬ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是无可替代的推动力ꎮ 从最原始的口口相传ꎬ到如

今的网络传播ꎬ媒介物由纸质(报刊、杂志等第一、二类媒体)、电子(广播电视等第三类媒体)发
展到如今的数字(网络、自媒体等第四类媒体)ꎬ都是技术发展的成果ꎮ 可见ꎬ在网络语言流行与

传播方面ꎬ互联网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优势ꎮ
实践证明ꎬ技术越先进、越发达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会越快越省力越便捷ꎮ 飞速发展的

科学技术使互联网的应用范围和软硬件能力更加发达ꎬ而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上人与人交流的

工具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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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众是网络语言流行与传播的重要载体ꎮ “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ꎬ使得网

民面对多样化的网络信息拥有更多的表达权和选择权”①ꎬ也改变着广大受众ꎬ特别是青年群体

的话语形态、话语模式和话语权效ꎮ 互联网这个充满魅力的新领域正成为年轻人激扬青春、指点

江山、展示自我的舞台ꎮ 他们用微信、微博、博客等交流方式ꎬ借助于聊天室、各种论坛等网络平

台ꎬ思考人生、交流思想、探索未来ꎮ 他们发明创造了许多生动形象的网络词语ꎬ以及那些简洁有

趣只有网络上才能使用的表情符号ꎻ他们发明和掌握了这些网络词语ꎬ自由地把这些在互联网平

台上展示并发送传播给网络上的朋友们ꎮ 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ꎬ令人难以想象ꎮ
互联网的受众主体很大一部分人是“８０ 后”ꎮ 一方面ꎬ该群体注重个性的表达和自我价值的

实现ꎬ追求娱乐的意念已经延伸至精神领域ꎬ互联网科技则迎合了他们的需求ꎬ网络为他们发挥

自身的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交际传播空间ꎬ这个空间传播迅速ꎬ客观上为网络语言的推广起到了

促进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年轻网民的社会参与意识越来越强ꎬ而网络媒体的传播又具有平面媒体无

可比拟的优点ꎬ即更新快、时效强ꎬ使得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ꎬ都能在网络上迅速曝光ꎬ这必

然会让这些年轻的网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监督社会的角色ꎮ 如各新闻网站的“评论”体系ꎬ
让每一个网民都能自主发表看法和见解ꎬ从而在产生网络新词的同时ꎬ形成对社会有影响力的舆

情ꎮ 所以ꎬ网络流行词语的传播变化ꎬ反映了网民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主体意识ꎮ 无论是论坛、
聊天室ꎬ还是即时聊天软件、直播互动ꎬ都充分照顾到了“８０ 后”率性而为和张扬自我的欲望ꎮ 在

这些平台上ꎬ年轻的网民们可以自主创造新词新句或新的表情符号ꎬ并展示或转发传播给平台上

的任何一个人ꎬ这种创造所带来的满足感和荣誉感ꎬ又进一步推动了原创者将新词转发和扩散传

播ꎻ在受众层面ꎬ每一个独特、风趣或幽默的网络新词ꎬ都可能引起众多的好评和共鸣ꎬ从而拥有

众多新的扩散者ꎬ这种几何级的增长对网络新词的传播力度是显性的ꎬ并且极为重要ꎮ
近年来ꎬ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普及和“９０ 后”“００ 后”的成长加入ꎬ网民群体更趋于年轻化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底ꎬ中国网民数量达 ７.３１ 亿ꎬ而 ３５ 岁以下的网民群体占 ７０％ꎮ② 因此ꎬ年轻群

体将会成为网络新词创作的主体ꎮ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ꎬ语言传播是个体现象ꎮ 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现象ꎮ 所以ꎬ若某一个群

体在语言层面上是相似的ꎬ拥有自己的社交代码ꎬ他们便被称为一个言语社团ꎮ 言语社团一般有

这样几个特征:他们是一群人ꎬ共享一组语言规范并熟知如何使用他们的语言规范ꎻ他们通常在

生活中的不同时间同时参与各种言语社团的活动ꎻ每个言语社团有不同的规范ꎬ他们往往只是部

分共享ꎻ言语社团通过生活和互动来共享一组特定的语言使用规范ꎬ这些群体可以来自同一村

庄、同一国家ꎬ可以是政治或专业社团ꎬ或者具有共同利益、爱好或生活方式的社团ꎬ或者是朋友

群体ꎻ言语社团可以共享特定的词汇、语法惯例ꎬ以及语言风格和规范ꎻ言语社团可以是非本地化

的和无限制的ꎮ 根据以上言语社团的特征ꎬ我们可以这样认为ꎬ网民就是网络语言的言语社团ꎮ
互联网已经为我们搭建了互相交流、互相探讨、互相研究、互相学习的广阔平台ꎬ毫无疑问ꎬ网络

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ꎬ也引发了一场语言的革命ꎮ 作为在互联网上频繁使用的网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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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ꎮ 根据对高等院校大学生进行的有关网络流行词汇的调查研

究与使用网络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上网的目的主要用于交友以及娱乐ꎬ其次是新闻和求

知ꎮ 下面是这次调查的主要数据:
　 　 受访人数是 １３００ 位大学生ꎬ他们对网络语言的态度ꎬ有 ３２.２％的人愿意接受ꎬ６２.９％的

人不反对不偏好ꎬ１.６％排斥ꎬ３.２％喜欢ꎮ ３ / ４ 的受访者表示会使用网络语言ꎬ不会使用的为

１ / ４ꎮ ８４.３％的受访者认为网络语言具有娱乐性ꎬ认可网络语言有创造性的为 ６３％ꎬ有４７.８％
的受访者认为网络语言有意义ꎬ也有 ２０.５％的受访者认为没有意义ꎮ 约 ５０.４％的受访者认

为网络语言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娱乐趣味ꎬ３５％的受访者认同是简洁快速ꎮ①

这个调查比较客观地说明了上网大学生的目的、价值观ꎬ同时也反映出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

看法和认识ꎬ值得关注ꎮ
网络媒体、网络平台的多元化导致网络参与者的多元化ꎬ每个网络成员都能在自己所属的网

络社群中找到归属感ꎮ 一旦网络媒体把握住网民的群体心理ꎬ比如上网人数最多的广大青年群

体的心理诉求与期望ꎬ就能推动网络词语产生更广泛的传播效果ꎮ

三

从众心理和模仿是网络语言流行与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ꎮ 任何一种新的语言流行传播ꎬ
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基于语言本身可以被视为模仿研究的新视角ꎬ因为网络语言的流行传播与

模因变异是有一定关系的ꎮ 模因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ꎬ也是模仿的单位ꎮ 那些不断得到

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都属于模因ꎮ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ꎬ模因是一种文

化进化的复制因子ꎬ是通过模仿在人们之间进行传播的信息ꎬ即三个必要条件:变异、选择和保持

(或遗传)ꎮ② 通过模仿复制信息(信息可以被称为模因)ꎬ语言形象地表达出社会文化的现实ꎮ
在网络语言进化的过程中ꎬ语言本身可以被视为类似生物学中的基因一样的存在ꎬ整个语言的活

力部分依赖于它的复制能力ꎬ这对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模仿可以产生一

些显著的表现效果ꎬ比如ꎬ模仿可以产生幽默、讽刺、可笑和夸张的效果ꎬ模仿广泛应用于网络、商
业、广告等领域ꎬ模仿具有压缩新词的能力ꎬ它打破语言形式的惯常ꎬ使其新颖独特ꎮ

网络语言流行与传播突出的方式就是词模仿传播ꎮ 通常会选择新旧语素之间关系相似、相
反或同音的词ꎮ 例如:校花—校草ꎬ黑客—红客—蓝客—闪客—译客ꎬ富二代—穷二代—贫二

代—官二代—星二代ꎮ “校花”一词是指一个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ꎬ“校草”是描述学校里最英俊

的男孩ꎬ“校草”是“校花”的对应物ꎬ“校草”被许多人接受传播ꎬ是基于它的对应物“校花”的影

响ꎮ 这样的词模仿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广泛使用ꎮ
其次是句子模仿ꎮ 通过模仿著名句子并用一些新句子替换那些著名的句子ꎬ这是模因变异

中的另一种类型ꎮ 例如:“给我成功ꎬ或给我死!”这句话的模仿来源是“给我自由ꎬ或给我死”ꎮ
这是帕特里克亨利著名文章的标题ꎬ描述他对自由的渴望ꎮ 这种结构“给我ꎬ或给我

”立即成为许多人模仿的句子形式ꎬ并迅速传播起来ꎮ
网民们模仿传播过许多类似的句子ꎬ例如“给我爱ꎬ或给我死”“给我咖啡ꎬ或给我死”“给我

嘻哈ꎬ或给我死”等ꎮ 这几个句子显然都是模仿而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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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辛苦好几年ꎬ一偷回到解放前”来自那些喜欢玩互联网游戏“开心农场”的耕种者“农
民”ꎬ人们可以偷朋友的水果和蔬菜ꎬ只是为了好玩ꎬ模仿来源是“辛辛苦苦几十年ꎬ一夜回到解

放前”ꎮ
再次是文字模仿ꎮ 文字模仿是指模仿作家及作曲家的特征风格或音调等ꎮ 事实上ꎬ它有时

被称为“色调模仿”ꎮ 这类文字模仿传播得也很快ꎮ
著名的诗歌和流行的歌曲往往是广为人知的ꎬ模仿的文本更是容易被大多数网友认可、理解

和接受ꎮ 模仿经常用于网络、杂志、报纸、小说和我们的日常生活ꎬ主要是因为它在语言表达中能

起到重要作用ꎮ 在心理上ꎬ人们喜欢变化刺激ꎬ首先ꎬ基于键盘输入的会话缺乏面部表情的表达ꎬ
因此相关的语言学在网络语言研究中作为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ꎬ它是互联网独有的ꎮ

在语言学上ꎬ模仿是一种改变现有语言的言语形式而生成新语言的表达方式ꎮ 因其能够满

足人们简单方便生活的要求ꎬ适合人们追求新奇和独特的心理ꎬ并大大促进和发展了大众文化ꎬ
这种创新的传播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网络世界ꎮ

人类的行为与榜样的力量有着紧密的关系ꎬ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观察、模仿他人的行为举止

形成自己的处事模式ꎬ在以后类似的行动中ꎬ会在这种即成信息的指导下进行ꎮ 在新的环境中ꎬ
后来者往往模仿前人的行为ꎬ让自己尽快融入其中ꎮ 因此ꎬ从众心理和模仿也会带来网络语言的

传播流行ꎮ 在某个网络媒介上流行的网络语言ꎬ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流行ꎮ 例如我们熟知的

网络语言“蒜你狠”ꎬ原句初用于港台电影中ꎬ当某人被对方的气势压倒时ꎬ往往会说一句“算你

狠”ꎬ给自己找一个台阶ꎮ ２０１０ 年ꎬ国内大蒜价格突然疯涨ꎬ从 ３ 元一斤飙升到 １０ 元一斤ꎬ消费

者在郁闷无奈的情形下ꎬ以戏谑的方式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为“蒜你狠”ꎬ一字之改ꎬ有趣、有理、无
奈ꎬ很快就流行起来ꎮ 之后ꎬ人们通过这种构词方式ꎬ又生产出了“豆你玩”“姜你军”等同类型的

网络语言ꎬ以宣泄对物价上涨的不满情绪ꎬ这一类流行语ꎬ都是网民在模仿心理下ꎬ不断推波助

澜ꎬ最终被广大网民所熟知ꎮ
模仿促进了网络语言的诞生和传播ꎮ 当某一个网络语言流行起来后ꎬ网民的从众心理又进

一步延长了其生命周期ꎬ延长的生命周期则又强化了网络语言的稳定性ꎬ使之有可能演变为现代

汉语词汇中的一个创新词ꎮ 群体认同心理也会促成网络语言的传播流行ꎮ 群体效应在网络语言

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传播力ꎮ 由于兴趣、爱好而聚合的网络社群ꎬ最终会形成自己的群体语言

模式ꎮ

四

网络语言流行传播与前面分析的科学技术发展、受众群体年轻化、模仿的群体效应有着十分

重要的关系ꎬ但下列原因也十分重要ꎬ同样不能忽视ꎮ
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由于国内经济受到市场的影响ꎬ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蔬菜副

食品的价格一路猛涨ꎬ面对如此高的价格ꎬ广大网民发挥其幽默、调侃的特点ꎬ创造出了一系列幽

默、滑稽甚至是无厘头的网络语言ꎮ 网络上之所以出现这样多的幽默语言ꎬ是因为它们充分反映

了广大群众面对高物价的一种无奈ꎮ 物价上涨ꎬ老百姓没有定价权ꎬ只能靠这种无力的调侃呼吁

来引起政府的重视ꎮ 民以食为天ꎬ面对影响生活水平的物价失衡ꎬ老百姓选择以网络平台捍卫自

己的话语权ꎬ他们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表达自身的诉求ꎬ一方面是对消费指数飙升的无可奈何ꎻ另
一方面也印证了老百姓对某些不公平现象所表现出的善良温和的心态ꎮ 严峻的社会现实产生了

“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这样幽默调侃的网络词语ꎮ 由于这些网络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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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ꎬ人们更愿意认可并主动传播ꎮ 这样的网络语言流行传播开来ꎬ在
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ꎮ 之后不久ꎬ政府相继下发平抑物价的各种文件ꎬ查处多

起大肆囤积普通生活必需品的违法案件ꎬ打击了一大批哄抬价格的奸商ꎮ 由于政府处理手段有

力ꎬ高涨的物价很快得到抑制ꎮ 现实社会和网络语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ꎬ社会的复杂多变

影响了网络语言的产生ꎬ并保证了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ꎻ同时网络语言又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强

大的反作用力ꎮ 上述的“副食品价格波动事件”就是一个网络语言传播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

范例ꎮ
媒体之间相互的影响ꎮ 在互联网时代ꎬ各种媒体的融合可以互为催化ꎬ共荣共生ꎮ 比如ꎬ传

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加快了网络新词语的传播速度ꎮ 我们以“给力”这个例子进行分析ꎬ
“给力”一词最早出现在百度贴吧ꎬ一出现就迅速受到网民的热捧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流传开来ꎬ
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词汇ꎮ 它的流行也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ꎬ多家平面媒体开始在报道中使用

这个词语ꎬ而将“给力”发扬光大的则是一向以严肃、严谨著称的«人民日报»ꎬ其头版头条使用

“给力”ꎬ与其说这一新闻震动了整个传媒界ꎬ不如说这篇文章用了网络语言“给力”具有震憾力ꎮ
“给力”这个词由于权威传统媒体的使用ꎬ从网民的自娱自乐转变为全民皆知的火爆词汇ꎬ同时

成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共用”的流行语ꎮ 通过“给力”一词的流行路径可以看出ꎬ网络语言诞

生于互联网ꎬ而传统媒体是催化剂ꎬ大众心理是助推器ꎮ 在网民的积极参与下ꎬ传统媒体与网络

媒体的“互推互抬”ꎬ加快了新词的传播速度ꎮ
传统媒体在现阶段依然具有主导地位ꎮ 国家政策的出台、重大事件的发生ꎬ都是首先由中央

广播电视台、«人民日报»等重要的传统媒体发起相关的主导性报道ꎬ之后才有网络媒体的跟进ꎬ
这种围绕既定话题而产生的有关新词语ꎬ有意义、有高度、有深度ꎬ充分说明了各类媒体也是创造

新词语的原动力ꎮ 上述语言传播交流过程非常符合传播学理论中的权威语义作用ꎬ它通常遵循

Ｐｕｔｎａｍ 提出的语言分工理论和语义模型ꎻ当语义选择被隐含地质疑或明确辩论时ꎬ冲突和竞争

的语义关系开始起作用ꎬ这种辩论可以通过援引权威的语义来解决ꎬ但是也可以在没有能够解决

讨论的相互接受的权威的情况下发生ꎮ① 比如合作语义关系的传播ꎬ指的是民众在传播网络词

语的问题上达成共识ꎬ他们共同接受并主动参与传播这些热门网络流行词语ꎮ 当前的网络语言

“点赞”“正能量”等ꎬ都是广大网民和政府一致合作传播的网络语言ꎬ所以这些新词能够很快传

播ꎬ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络流行词汇ꎮ 权威语义关系传播ꎬ指的是由权威机构倡导开始传播的网络

词语ꎮ 冲突语义关系传播ꎬ指的是民众以挑战权威为目的所传播的非常规网络词语ꎮ 语言是社

会现实的一种反映ꎬ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变化ꎬ都会通过新的词语反映出来ꎬ而网络这个当今最大

的社交平台ꎬ已经成为产生网络语言和传播网络语言的主要渠道之一ꎮ 比如ꎬ“喜大普奔”等显

然不符合语言的组词要求ꎬ受到语言权威的批评ꎬ但这个网络语言却深受网民喜爱ꎬ这种挑战权

威性的情况即属于冲突语义关系传播ꎮ
自媒体发展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在网络媒体中ꎬ传播途径越来越多样化ꎬ如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具有自媒体特征的网络传播渠道ꎮ 这些自媒体承担了网络语言的发散式传播ꎬ它的小众属性

在巨量的自媒体体系中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ꎬ所形成的热点话题ꎬ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ꎮ 它的传播不像网络大众媒体那样严谨ꎬ也没有技术门槛ꎬ只需网民的转发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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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为传播中的一环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网络媒体随意性较强ꎬ且隐匿的环境使得很多网络平台的

主观性较强ꎬ例如博客首页的推荐文章、网络论坛的置顶贴等ꎬ既可能与论坛主题有关ꎬ也可能背

后有强大的文化或利益推手ꎮ 当然ꎬ有相当一部分的网络热点并非网络编辑主导ꎬ而是网民在网

络的各个平台上发文ꎬ因为内容的特殊性而引起大量的转发或跟贴ꎬ使之自发成为非主导性的传

播ꎮ 网络媒体则是基于新闻网站对新闻专题的连续性、组合性的报道而发起的新闻整合形式ꎬ它
的互动性强ꎬ并且结合了音频、视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媒介ꎬ通过分析、归纳网民的留言和评论ꎬ
最大限度地体现网民的主流意识ꎬ最终引发社会关注ꎮ 如“躲猫猫”ꎬ一次监狱内发生的非正常

死亡事件ꎬ借助网络媒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ꎬ直接影响了网络媒体的报道ꎮ “躲猫猫”这个网络

语言也迅速流行开来ꎮ
流行于网络的网络语言传播ꎬ经常会因主流媒体的宣传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ꎬ从而更广泛地

流行ꎮ 前面说的“给力”就是从网络语言传播到最终被录入«现代汉语词典»的典范ꎬ它以传统媒

体«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推出为契机ꎬ以现实生活中的普及为过程ꎬ这种推广传播模式值得研究ꎮ
网络语言的生命力ꎬ是由时代背景和强大媒介共同作用所决定的ꎬ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交流信息的

基本应用ꎬ同时具备了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ꎬ既满足和适应了时代潮流ꎬ也具有强烈的语言特征ꎬ
“躲猫猫”“海豚族”“中国大妈”等网络语言的流行与传播亦是如此ꎮ

私人表达诉求空间的影响ꎮ 网络语言能够准确记录每一个人的每一段历史ꎬ准确记录社会

所发生的每一个热点事件及其社会传播的发展历程ꎮ 网络语言的传播变化ꎬ自然也离不开社会

的发展变化ꎬ通过群内网民的互动ꎬ不断强化和创新ꎮ 这类网络语言具有极高的辨识度ꎬ在积累

和传播的过程中ꎬ其独特性很容易成为群体标杆ꎬ使更多的同类社群融入进来ꎬ从而使社群的发

散性愈加强大ꎬ呈现爆炸性的辐射和多级别的渗透力ꎮ 以当前网络上著名的社群“豆瓣”“果壳”
“知乎”为例:“豆瓣”以电视书籍的推荐为主ꎬ是文艺青年的一块圣地ꎻ“果壳”重点传播各类科

学知识ꎬ相当于“百科杂谈”ꎻ“知乎”则是以问答的形式ꎬ方便网民分享和发表对某个观点的看

法ꎮ 这些平台有各自的表述方式和语言风格ꎬ每一个网民ꎬ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ꎬ
并且遵循该平台的语言习惯ꎬ一旦跨平台进行交流ꎬ则可能会处于孤立的境地ꎮ 群体泄愤和围观

心理也可以造成网络语言的类型传播ꎮ 很多网络语言之所以能够走红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释

放了网民的欲望ꎬ让群体性情绪寻找到一个可以发声、渲泄的空间ꎮ 有研究者认为ꎬ这“是一种

无组织动员、无利益诉求、无权威信息、无规则底线的群体突发事件ꎮ 这些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ꎬ
持续时间非常短ꎬ但破坏力极强ꎮ 这些事件虽然是偶发事件ꎬ但背后的社会群体心理都带有转型

期的特点”①ꎮ
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ꎬ诉说自己现实生活的失意ꎬ或发表自己对某事的看法ꎬ以此得到其他

网民的关注和回贴ꎮ 在这个自由探讨的平台上ꎬ出现了很多种交流模式ꎬ如可以即时通讯的腾讯

ＱＱ 或微信ꎬ可以发表文章和见解的论坛ꎬ可以多人在线同时交流的聊天室ꎬ可以留言、评论的新

闻网站跟贴ꎬ此外还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所开发的各种 ＡＰＰ 交流软件ꎬ都让公众成为网民

中的一员ꎬ参与到网络中的各种事态中ꎮ 新兴网络传媒的出现ꎬ使相关模因的建构、复制、传播呈

现出一些新的特点ꎬ不仅催生出大量具有变异特质的语言模因ꎬ而且对相关模型的复制与传播ꎬ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网络时代ꎬ依存于论坛和聊天程序的网络语言已成为信息交流的基本工具ꎬ它在迅速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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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ꎬ逐渐渗透到日常的传统用语体系中ꎮ 它的流行传播ꎬ与社会环境以及网络固有属性有

关ꎬ也是网民表达情感需求的另类途径ꎮ 随着社会、科技和文化的发展ꎬ网络语言传播必将具备

更多顺应时代特征的内涵ꎮ 语言是一个动态系统ꎬ随着新型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ꎬ例如微

信、博客等网络自媒体的出现ꎬ可以让人们随时随地写下自己的想法ꎬ并实时与他人分享思想ꎬ许
多生动形象的网络语言也由此开始广泛流行与传播ꎮ

另类表达的影响ꎮ 审丑心理和排斥心理形成的网络语言类型也是网络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

内容ꎮ 这类网络语言ꎬ主要是针对一些违反大众心理态势、以极端的形象在网络上成名的“网
红”而言ꎬ它们其实是指某些人的网名或代号ꎬ如“凤姐”“芙蓉姐姐”等ꎬ颇为另类ꎮ 现实生活中ꎬ
长相普通或者相对丑陋的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ꎬ更不会产生轰动效应ꎬ但是网络平台则不

同ꎬ当他们以极端的形象和性格出现时ꎬ刺激了网民的神经ꎬ人类追求美丽的本性和对长相普通

但又过度自恋的女人的厌恶ꎬ借助网络论坛或博客等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ꎬ在客观上让更多的人

成了围观者ꎮ 如此循环往复ꎬ“审丑”和叫骂造成的高关注度ꎬ让她们的网名成为了一个新的语

言符号ꎮ 网络语言呈现多元并存情况ꎮ
在网络上还有一种现象ꎬ被称为“网络围观”ꎬ这也是网络语言传播的途径之一ꎬ类似于“罗

尔带血营销”之类的网络事件ꎬ都聚拢了大量的注意力ꎬ并成为众多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ꎮ «中
国青年报»曾作过一项社会调查ꎬ就社会环境与百姓心理的关系进行分析:在近 ９ 万名参与调查

的受访者中ꎬ超过 ９０％的人认为在当前社会态势下ꎬ因压力或心理因素而导致人的情绪化反应

严重ꎻ８５％的人认为ꎬ目前社会上最缺少的品质是冷静平和ꎮ 因此ꎬ每一个强符号都有可能被无

限放大ꎬ脱离原有的诉求ꎬ成为单纯的发泄对象ꎮ 例如ꎬ现在网络上有两种对立严重的情绪———
网络仇富和网络炫富ꎮ 表面上看ꎬ这是两类人的不同心态的反映ꎬ然而他们的心态基调却是一致

的ꎬ即我在这个社会上的身份是怎样的? 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从这个社会心理层面产生的网络

语言会很快传播ꎮ 另外ꎬ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突发事件的出现等都有可能孕育出生动鲜活

的网络语言ꎬ并在互联网上广泛流行传播ꎮ

结语

以上简略分析了网络语言流行传播的几种主要模式与特点ꎮ 从社会上普遍流行传播的网络

语言里ꎬ我们可以看出ꎬ它们或与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热点事件有关ꎬ或与当前每个人的学习工

作生活有关ꎮ 每种网络语言的流行传播ꎬ我们都可以找到其相应的产生根源ꎮ 实际上ꎬ科学技术

的进步ꎬ经济文化的发展ꎬ人民生活的喜怒哀乐ꎬ尤其是受众载体的年轻化ꎬ都与网络语言流行传

播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研究网络语言的流行与发展ꎬ是离不开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把握的ꎮ 语言是

现实生活的反映ꎬ它的传播能够反射出社会发展的轨迹ꎬ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都会通过

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ꎮ 伴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出现的网络语言ꎬ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征ꎬ带
着张扬的时代个性和特点ꎬ网络语言的这种社会性直接促成了它们能够在虚拟与现实间广泛的

应用和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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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乌托邦的多重美学基础
∗①

周均平　 邹　 强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审美乌托邦的多重基础ꎬ主要是指支撑审美乌托邦得以奠基或成立的多层面、多维度的事实和学理

依据ꎮ 这是审美乌托邦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个基本性和前提性的重要问题ꎮ 审美乌托邦如同乌托邦一样ꎬ至少应

有历史、现实、人学和美学等多重基础ꎮ 关于乌托邦及审美乌托邦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和人学基础ꎬ学界已有

较多关注ꎬ而且在这些方面ꎬ审美乌托邦与乌托邦区别不是很大ꎬ它们并不直接突出地体现作为二者基础的事实

和学理依据的特殊性ꎮ 审美乌托邦的美学基础ꎬ则是其多重基础中的重中之重ꎬ是直接决定其独特性质的核心

内容ꎬ主要包括语义美学基础、人学美学基础、文艺创作美学基础和理论美学基础四个维度或层面ꎮ 它们相互联

系、有机统一ꎬ共同奠定了审美乌托邦的深厚根基ꎬ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独特的性质和特点ꎮ
关键词:　 审美乌托邦ꎻ人学美学ꎻ多重美学基础ꎻ理论美学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３９－１２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２
作者简介:周均平(１９５４—　 )ꎬ男ꎬ山东临沭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ꎻ邹强(１９７８—　 )ꎬ男ꎬ广西

钟山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审美乌托邦研究”(０９ＢＺＷ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参见周均平:«审美乌托邦:乌托邦研究的新趋向»ꎬ«文艺报»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ꎻ«审美乌托邦研究刍论»ꎬ«文学评论»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所谓审美乌托邦ꎬ是指人类对完美或至美的历史化永恒追求的形象表现和理论表述ꎮ 所谓

审美乌托邦的多重基础ꎬ主要是指支撑审美乌托邦得以奠基或成立的多层面、多维度的事实和学

理依据ꎮ 这是审美乌托邦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个基本性和前提性的重要问题ꎮ 就总体来看ꎬ审美

乌托邦如同乌托邦一样ꎬ至少应有历史、现实、人学和美学等多重基础ꎬ关于乌托邦及审美乌托邦

的历史基础、现实基础和人学基础ꎬ学界已有较多关注ꎬ而且在这些方面ꎬ审美乌托邦与乌托邦区

别不是很大ꎬ它们并不直接突出地体现作为二者基础的事实和学理依据的特殊性ꎮ 审美乌托邦

的美学基础ꎬ则是其多重基础中的重中之重ꎬ是直接决定其独特性质的核心内容ꎮ 由于国内审美

乌托邦研究起步较晚②ꎬ对审美乌托邦的美学基础的研究也较为薄弱ꎬ迄今笔者未见有专题探

讨ꎮ 鉴于此ꎬ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略述己见ꎮ

一、审美乌托邦的语义美学基础

从语义学和词源学看ꎬ乌托邦完美和空想二重语义结构本身就包含审美意蕴ꎬ美或审美是其

二重悖论性语义结构中的一重ꎬ占了半壁江山ꎮ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ꎮ
一是从词源学看ꎬ乌托邦一词在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呈现出“乌有“和“美好”的二重语义

悖论结构ꎮ 关于“乌托邦”关键词或核心词基本语义的二重悖论结构ꎬ西方学者如曼努尔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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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克瑞杉库玛( Ｋｒｉｓｈａｎ Ｋｕｍａｒ) 的«现代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 ( Ｕｔ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Ｕｔｏｐｉ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刘易斯芒福德( 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 的«乌托邦的故事»(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ｔｏｐｉａｓ)等均有论述ꎮ 西方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剑桥乌托邦文学指南»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Ｕｔｏｐ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的论析ꎮ 该书指出ꎬ乌托邦一词出现以后衍生出诸多新词和语

义ꎮ 但在新词出现之前ꎬ莫尔使用另一个词命名其想象出的岛屿:Ｎｕｘｇｕａｍａ———在拉丁语中指

“乌有之地”ꎮ 如果莫尔用这个词作为书名ꎬ并称呼想象的岛为 Ｎｕｘｇｕａｍａꎬ就是在拒绝这种地方

存在的可能性ꎻ 但莫尔想传达一种新思想、新感受ꎬ来表达欧洲兴起的新思潮ꎮ 莫尔的乌托邦想

法ꎬ事实上是文艺复兴的产物ꎮ 思维境界的扩展受前所未有的地理边界的扩张的影响ꎮ 地理扩

张意味着另一处新大陆的发现ꎮ 莫尔利用“另一处”的意识为发明新地方正名ꎬ那里有别样的人

民与不同形式的组织结构ꎬ这也是新的ꎬ需要一个新词ꎮ 为了创造新词ꎬ莫尔利用了两个希腊

词———ｏｕｋ( 意为 ｎｏｔꎬ简化为 ｕ)和 ｔｏｐｏｓ( ｐｋｏｕｅ)ꎬ他加上后缀 ｉａꎬ意指某地ꎮ 语源上ꎬ乌托邦指

“乌有之地”ꎬ同时包含了肯定与否定的二元悖论ꎮ 莫尔在其开创性著作第一版发表时ꎬ发明了

另一个新词ꎬ«乌托邦» 中乌托邦岛国的桂冠诗人艾那毛留斯 ( Ａｎｅｍｏｌｉｕｓ) 称他的岛国为

“Ｅｕｔｏｐｉａ”ꎮ “ｅｕ”意思是美好的、理想的等ꎬＥｕｔｏｐｉａ 即美好或理想的地方ꎮ 第二个新词在组成上

源于第一个ꎮ 通过创造这两个在组成及意义上相同的词———词汇性新词(ｕｔｏｐｉａ) 与衍生性新词

(ｅｕｔｏｐｉａ)———构建了一个矛盾、历史悠久、乌托邦意义持续性的基础ꎬ一个同时代表乌有之地(
ｕｔｏｐｉａ)和美好之地(ｅｕｔｏｐｉａ)的地方ꎮ ｕｔｏｐｉａ 与 ｅｕｔｏｐｉａ 发音相同ꎬ意思却截然相反ꎬ对此的完整

准确的词源学解释应是:乌托邦指一个不存在的美好或理想的地方ꎮ① 近年来这个问题引起更

高关注ꎬ我国学者牛红英在吸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ꎬ对其作了有益的探讨ꎮ 她认为:“在一个所

谓理想社会的表面叙述之下ꎬ«乌托邦»真正阐释的是一个含义深刻的悖论:人类追求理想境界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和模糊性ꎮ ‘乌托邦’一词则是这个悖论的集中体现ꎮ 仅从词源学的

表面解释判断ꎬ‘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已经很明显了ꎬ‘不存在的’与‘理想的地方’是一

对矛盾”“在‘不存在的’和‘理想的’这两个相抵触的词语之间隐藏着这个概念的悖论本质ꎮ 这

个悖论有着巨大的张力ꎬ而这正是它自身的生命力所在ꎮ”②牛红英对«乌托邦»关键词等的解构

主义解读并非无可商榷ꎬ但她的探讨对我们充分认识乌托邦基本语义中的“乌有”与“美好”并存

的语源意义ꎬ还是颇有价值的ꎮ
从词源学分析ꎬ乌托邦原初就有 “美好”甚至完美之意ꎮ 但当乌托邦一词的适用范围逐渐扩

展ꎬ成为人文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各种想象中的理想社会或理想境界的

通行语时ꎬ人们由于种种原因ꎬ把乌托邦视为一种从未实现或永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或不切实际

的构想ꎬ是“空想”“幻想”及“无意义”的代名词ꎬ往往忽略、遮蔽乃至消解了其本身具有的双关

义中的“美好”内涵ꎬ而仅剩“乌有”之义ꎮ 此后ꎬ“乌托邦”被人们不断地阐释、解读ꎬ乃至有意无

意地误解和误读ꎬ或在修辞意义上使用ꎬ其含义不断扩大、泛化ꎮ 除上文所列之外ꎬ尚有«艺术教

育乌托邦»«自由乌托邦»«生态乌托邦»«绿色乌托邦»«空间乌托邦»«对话乌托邦» «物质乌托

邦»«市场乌托邦»«时尚乌托邦»«明星乌托邦»«安全乌托邦»«医学乌托邦»«气功乌托邦»«汽
车乌托邦»«身体乌托邦»等等ꎬ诸如此类ꎬ不一而足ꎮ 时至今日ꎬ仍众说纷纭ꎬ歧义迭出ꎬ以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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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乌托邦仿佛是个‘大箩筐’ꎬ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①ꎬ使我们难见其庐山真面目ꎮ
二是从乌托邦最早在文学中正式使用时的语义情况来看ꎬ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出版时的

书名全称也是二重语义结构ꎮ 托马斯莫尔写于 １５１６ 年的全称标题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

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邦»)一书ꎬ其书名中的“最完美”的与“乌有

之乡(地)”同样构成二重语义悖论ꎮ “最完美”凸显了对完美或至美的追求ꎮ 显而易见ꎬ乌托邦

对完美或至美的追求ꎬ并非无中生有ꎬ空穴来风ꎬ而是深蕴于作品写作动机和期待效果之内ꎬ是有

案可稽的ꎮ
三是从中国近代“乌托邦”一词翻译的语义缺失ꎬ看其消极影响和片面误导ꎮ 在我国ꎬ严复

首创的汉译“乌托邦”一词ꎬ被视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意译与音译奇妙结合的典范ꎮ 因为“乌”取
“子虚乌有”之意ꎬ“托”寓寄托、托付之意ꎬ“邦”存“邦国”之内涵ꎮ 三个汉字放在一起产生一个

新的汉语合成词ꎬ表达“虽不存在ꎬ但有所寄托的精神家园”之意ꎮ② 但无可否认的是ꎬ严译同样

忽略、遮蔽乃至消解了乌托邦本身具有的双关义中的“美好”或“完美”的内涵ꎬ而仅剩“乌有”之
义ꎮ 自严复创造“乌托邦”译名 １００ 多年来ꎬ这种片面理解影响深远ꎬ不可低估ꎮ 早有学者指出ꎬ
严复是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翻译莫尔乌托邦书名的ꎬ是站在经验主义立场对理想主义的否定ꎮ
学界往往津津乐道于其译名所谓“信、达、雅”ꎬ其实他是站在自身的立场有所取舍的ꎮ 在这个意

义上说ꎬ审美乌托邦研究不过是把被忽略的重视起来ꎬ把被遮蔽的敞亮开来ꎬ把被消解的恢复过

来ꎬ还乌托邦以本来的完整的面目ꎮ
从以上论析可以看出ꎬ乌托邦语义包含丰富深刻的美学意蕴ꎬ为审美乌托邦的确立奠定了重

要的语义美学基础ꎮ

二、审美乌托邦的人学美学基础

一般来说ꎬ人学即人的本性和本质之学ꎮ 在人的本性或本质问题上ꎬ古今中外ꎬ众说纷纭ꎬ至
今莫衷一是ꎮ 本文在学界已展开讨论的问题域中ꎬ在已涉及的视角和研究对象的范围内ꎬ探究审

美乌托邦的人学美学基础ꎮ 所谓审美乌托邦的人学美学基础ꎬ主要指审美乌托邦与人的本性和

本质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ꎮ
文学是人学ꎬ在此意义上ꎬ美学也是人学ꎮ 虽然当今生态美学异军突起ꎬ蔚为大观ꎬ似乎人不

知所向何处ꎬ其实无论问题的提出ꎬ还是研究的归宿ꎬ或者说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ꎬ由始至终

都脱离不了人或隐含着人ꎮ 离开了人ꎬ任何美学问题都无法得到真正科学合理的说明ꎮ
乌托邦的根源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和本质ꎬ为人所独有ꎮ 关于乌托邦的人学基础ꎬ学界已有

诸多探讨和高论ꎮ 如希望哲学的创立者布洛赫认为ꎬ乌托邦是人的本质规定ꎬ在一定意义上ꎬ人
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乌托邦的历史ꎮ 乌托邦是一种“想象性哲学”ꎬ是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ꎬ是人

们冲破异化结构的主要动力ꎬ是希望意识的集中体现ꎮ 卡西尔«人论»指出ꎬ人的生活世界之根

本特征就在于ꎬ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ꎬ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ꎬ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

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ꎬ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ꎮ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人就是乌托邦

性质的动物ꎮ 蒂里希则在阐明人与乌托邦、历史与乌托邦等关系时ꎬ揭示了乌托邦与人的本质的

内在联系ꎮ 他说:“乌托邦的概念依赖于人本质上应该是和可能是的那种东西与人在生存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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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所是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差别ꎮ”①冯友兰结合中国更进一步指明:“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

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ꎬ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ꎮ”②

审美乌托邦不仅有一般人学基础ꎬ而且有特殊的人学美学基础ꎮ 所谓“爱美之心ꎬ人皆有

之”即含此意ꎮ
以往就有学者论及这一问题ꎮ 如黑格尔曾说:“美的形象是丰富多采的ꎬ而美也是到处出现

的ꎻ从这个事实出发ꎬ人们就可以推论:人类本性中就有普遍的爱美的要求ꎮ”③高尔基也曾说:
“一个人ꎬ甚至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市侩的时候ꎬ仍然是爱美的ꎬ对美的渴望是一种健康的‘倾
向’ꎬ构成这种渴望的基础的是属于生物学的一种对完美的形式的追求ꎮ”④马斯洛认为ꎬ“追求更

加完美的自我实现”是“人的天性”ꎮ 他指出:“从人的天性中可以看出ꎬ人类总是不断地寻求一

个更加充实的自我ꎬ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实现ꎮ 从自然科学意义上说ꎬ这与一粒橡树种子迫切地

希望长成橡树是相同的ꎮ”⑤尼采在谈美的事物与丑的事物的根源时指出:“人类最古老的经验已

经证明了ꎬ那些本能地即审美地使我们反感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危险的和值得怀疑的ꎮ 审美本能

突然开口发言(例如ꎬ在反感之中)ꎬ包含了一种判断ꎮ 美的事物因而要以有用、有益、增强生命

之物的生物学价值的普遍范畴为基础ꎻ但这样一来ꎬ对于有用事物和状态的遥远回忆的丰富刺

激ꎬ赋予了我们对美的事物的感觉ꎬ即增强了对于权力的感觉因此ꎬ美的事物与丑的事物被

认为要依赖于我们最基本的自我保存的价值:离开这一点ꎬ要断定一切像美和丑那样的事物ꎬ都
是毫无意义的ꎮ” 他在谈艺术的起源时还指出:“创造完美ꎬ认为完美的大脑系统的典型ꎬ需要过

多的性能量每一种完美与美都提供了一种无意识的暗示ꎬ使人想到迷恋的状况和观看它的

方式———事物的每一种完美ꎬ全部的美ꎬ通过接触(ｄｕｒｃｈ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而重新唤起了激发性欲的狂

喜ꎮ 在生理学上:艺术家创造的本能和精液通过血液传播[原文如此]对艺术和美的渴望成

了一种对性本能的欣喜若狂的间接渴望ꎬ因为它让自身的大脑交流ꎮ 世界通过‘爱情’变得完美

起来ꎮ”⑥尼采是西方从感性、本能认识审美和艺术的重要开拓者ꎬ他在表述中直接提出了“审美

本能”的概念ꎬ强调审美和艺术对于人走向完美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ꎬ也正因为此ꎬ其美学

思想或审美思想亦被称为“艺术生理学”ꎮ 虽然其观点较为偏颇ꎬ但他强调审美与人的本性的内

在的必然的联系ꎬ强调审美对于人的重要的价值和功用ꎬ对我们全面认识审美乌托邦的人学美学

基础ꎬ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ꎮ 日本美学家黑田鹏信则提出了“美欲”说ꎮ 他认为:人天生具有美

欲ꎮ 所谓美欲ꎬ就是求美的欲望ꎬ它与食欲、性欲ꎬ同为人类三欲之一ꎬ人所以倾向美和艺术ꎬ都根

源于此种美欲ꎮ 他说:人“不仅满足于食欲及色欲ꎬ而求肴馔的美观ꎬ与美人ꎬ其起源也可用美欲

来说明ꎮ 然美欲所生的主要的东西ꎬ当然是艺术ꎮ 为美欲的冲动的ꎬ就是艺术冲动ꎮ 又模仿ꎬ表
现ꎬ装饰的三冲动ꎬ也多起于美欲”ꎬ美欲是“使人生进于理想的原动力”之一ꎮ⑦

近年来ꎬ在以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美学的基础上ꎬ以神经认知科学等的进展为契机ꎬ国外出

现了生物进化论美学研究的新发展ꎬ从这一范围的不同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代表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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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卷ꎬ何光沪选编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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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美学»第 １ 卷ꎬ朱光潜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９ 页ꎮ
[俄]高尔基:«论文学续集»ꎬ缪灵珠等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３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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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ꎬ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ꎬ被杰罗德列文森( Ｊｅｒｒｏｌｄ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主编的«牛津美学手册»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列为当下西方美学十大研究趋向之一ꎮ①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

作是«审美的人»«审美的脑»«美学谱系学»ꎮ
美国学者艾伦迪萨纳亚克长期以来致力于建构这种生物进化论美学ꎬ其«审美的人———艺术

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一反传统美学对审美与艺术的见解ꎬ努力从人的生物学与生理学角度来研究

审美问题ꎬ认为人天生就是审美的动物ꎬ审美从起源、发生就有重要的功利目的和价值ꎬ是人的本

能ꎬ它通过使人特殊等方式ꎬ扩展和提升人的总体能力ꎬ具有极强的生存优化价值ꎮ② 神经美学是一

个新兴的研究领域ꎬ旨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了解艺术与美ꎬ研究人类审美的神经基础和进化原理ꎮ
«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成果之一ꎬ作者安简
查特吉是神经美学领域的专家ꎮ 该书通过神经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双重视角ꎬ关注美、快乐和艺术

三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ꎮ 它从面孔、身体和景观的视觉感受ꎬ到人类如何享受食物、性和金钱ꎬ再到

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比较和分析ꎬ不仅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描述人类的审美是如何进行的ꎬ同
时也透过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解释了人类为什么会有审美心理机制ꎮ 从演化角度系统阐释了人类对

美与艺术的追求ꎬ体现了神经美学的前沿发展ꎮ③ «美学谱系学»是加拿大学者埃克伯特法阿斯

撰写的ꎮ 在该书中ꎬ法阿斯借助尼采的观点和立场ꎬ先破后立ꎬ认为审美与肉体愉悦和生理快感有

关ꎬ人类艺术创造的根源产生于“动物性的感性”ꎬ通过对西方艺术和美学传统的系统考察和价值重

估ꎬ力图在强调精神和理性的“美学谱系”之外寻求理论资源ꎬ试图颠覆西方传统美学重精神、轻身

体和感性的偏向ꎬ倡导一种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之上的“未来的”新美学ꎮ④这种“未来”的以

生物学和进化论为基石的美学ꎬ相对马克思主义传统重视人类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背景来

说ꎬ有诸多弊端和偏颇ꎬ但相对于长期流行的脱离感性和身体的形而上学理性传统美学来说ꎬ则显

示出不少新意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这一研究趋向及其相关代表性成果ꎬ为审美及审美乌托邦的人学美

学基础ꎬ提供了新的有力支撑ꎮ
上述研究都进一步表明ꎬ审美的根源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ꎬ美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所在ꎮ 人总

是在现实中生存ꎬ同时又生活在对未来美好的幻想中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审美是人类展示这些希望

的平台ꎬ审美冲动是一种内源于人的生理和生存结构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原初动力ꎮ 虽然有爱

美之心不等于就有审美乌托邦或爱审美乌托邦ꎬ但显然包含了对审美乌托邦的爱和追求ꎬ而且审

美乌托邦无疑是其最高追求ꎮ
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极力强调审美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ꎬ从康德正式开始ꎮ 因此刻意

把它历史化、限定化、具体化ꎬ否认其人类性、普适性和共同性的一面ꎬ否认审美是人在本性或本

质上具有的潜能和属性ꎬ是有失偏颇的ꎮ 还是费孝通在其 ８０ 寿辰聚会上 １６ 字箴言说得好:“各
美其美ꎬ美人之美ꎬ美美与共ꎬ天下大同ꎮ”对审美乌托邦的人学美学基础也当作如是观ꎮ

三、审美乌托邦的文艺创作美学基础

乌托邦与文学艺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ꎮ 从其内容来看ꎬ作为一种内在精神ꎬ审美乌托邦应是

文艺创作的内在灵魂ꎮ 从其表现形式、文体或体裁来看ꎬ西方乌托邦从古至今多采用文艺形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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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自莫尔«乌托邦»以来ꎬ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等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体裁或样式ꎬ在
西方形成为一种悠久的文学传统ꎮ

从形象创造或表现形式来看ꎬ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最主要的表达形式ꎬ也是审

美乌托邦最重要的形象表现基础ꎮ 文学是乌托邦最为有效的载体和最富感染力的艺术表达ꎬ借
助于文学ꎬ我们能够清晰而准确地捕捉到乌托邦思想的内在特征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文学和乌托

邦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一性ꎮ 克瑞杉库玛曾指出:“根据定义ꎬ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小说ꎻ
与历史著作不同ꎬ乌托邦涉及的是可能的世界ꎬ而不是实际世界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它们同想象的

文学的所有形式相似ꎮ”①库玛的概括并不一定准确ꎬ但它至少说明所有的乌托邦都有审美的因

素ꎬ与文学都有形式上的某些相似性ꎬ而乌托邦小说或乌托邦文学则更无疑义ꎮ 耿传明甚至把文

学乌托邦直接称为“文学的审美乌托邦”ꎮ②虽然审美乌托邦和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不能简

单地等同ꎬ但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具有审美特性或是审美乌托邦的重要表现形态则是显而

易见的ꎮ 文学艺术与乌托邦的这种密切联系ꎬ为审美乌托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有力的历

史支撑ꎮ
乌托邦文学在西方源远流长ꎬ大体经历了从素朴到自觉、从萌芽形态到形象形态的自觉确立

的发展过程ꎬ形成了深厚悠远的文学传统ꎮ 扼要梳理这个进程ꎬ对我们认识审美乌托邦的文艺美

学创作基础是大有裨益的ꎮ
(一)审美乌托邦的萌发素朴阶段

乌托邦思想和文学早在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经典乌托邦文学诞生之前就已经萌发ꎮ 对

于其形成的时间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ꎮ 有学者认为西方乌托邦思想源自以柏拉图的«理想国»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为代表的古希腊古典哲学ꎮ 有学者认为西方乌托邦思想源自以古希伯来«圣经»
(Ｂｉｂｌｅ)为代表的犹太基督世界ꎮ 美国学者赫茨勒则认为ꎬ人类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公元前 １１
世纪希伯来先知者的宗教思想中ꎮ③ 以美国学者克瑞杉库玛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ꎬ英国

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才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开端ꎮ 虽然众说纷纭ꎬ但主张乌托邦思想

和文学的萌发远早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ꎬ显然大有人在ꎮ
我国学者姚建彬也认为:“乌托邦思想ꎬ即使在文学方面ꎬ在莫尔的著作问世之前很久就已

经产生了ꎮ 它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了详尽阐述ꎮ 普卢塔克的«莱喀古斯传»中关于斯

巴达的理想化描写也属于这一类乌托邦著作ꎮ 类似的思想也见诸中世纪的挪威、克尔特和阿拉

伯的传说之中ꎮ”④牛红英甚至把乌托邦文学的源头追溯到西方古典神话、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

喜剧«鸟»和柏拉图的对话录ꎮ⑤

上述概括都是有一定文本和史实依据的ꎮ 不过这些个例和类型虽然运用文艺形式表现了对

完美理想或乌托邦的渴望和追求ꎬ但因缺乏命名、标志性事件且基本上是自然自发如此的ꎬ只能

归入审美乌托邦发展的萌芽或素朴形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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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乌托邦形象形态的自觉确立阶段

直到 １５１６ 年ꎬ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创作的小说«乌托邦»才第一次在世界上使用了“乌托

邦”这个名词ꎮ 莫尔的«乌托邦»是在十五六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中写成的ꎮ 这个时代新的航

线、新的大陆、新的人民ꎬ一起涌现出来ꎬ加上文艺复兴的暖风徐徐吹送ꎬ欧洲人眼界大开ꎬ打破了

陈规ꎬ解放了思想ꎮ 在«乌托邦»之前ꎬ欧洲曾经出版过类似的作品ꎬ如 １５０７ 年的«宇宙志引论»
和 １５１１ 年的«新世界»等ꎮ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游记的形式ꎬ幻想和描绘海外、未来或过去的某

个理想国度ꎮ 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的取向上还是在文本的形式上都给莫尔巨大的影响ꎮ 在这样

的气氛中ꎬ莫尔从一位航海水手的口里叙述出一个“乌托邦”岛国来ꎬ的确犹如迷惑人的桃源仙

境ꎬ让人真假难分ꎮ 与当时正遭受“羊吃人”厄运的英国社会比较起来ꎬ这个国度过于完美、过于

虚幻ꎬ以至于使得“乌托邦这个名称成为种种想象中理想社会的通用名词”①ꎮ 尽管大家都把莫

尔视为“乌托邦”一词的首创者ꎬ并把«乌托邦»的问世视为乌托邦思想史的标志性事件ꎬ但这种

以航海小说为模式的乌托邦建构形态ꎬ随着«乌托邦»一书影响力的扩大而成为审美乌托邦的重

要模式ꎮ 在航海小说模式的基础上ꎬ文学家们还通过多样化的尝试ꎬ形成了文学领域的审美乌托

邦———乌托邦小说ꎮ 对于莫尔创造的乌托邦文学或小说在乌托邦中的地位和影响ꎬ库玛给予极

高的评价ꎮ 他指出:“乌托邦文学自莫尔以来一直是乌托邦的主要形式ꎮ 它比任何其他乌托邦

想要的形式要好ꎬ即呈现出美好社会的‘有声照片’ꎬ展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具体的细节是什

么样子的ꎬ让我们想实现它ꎮ 甚至可以认为文学乌托邦是唯一真实的乌托邦———即ꎬ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 及其 Ｕｔｏｐｉａ 单独发明了一种新形式ꎬ任何偏离它太多的东西真的应该称呼自己为另外的什

么ꎮ”②

事实上ꎬ西方一直都存在着类似«乌托邦»这样的文学作品ꎬ后人习惯地把它们称为“乌托邦

小说”ꎮ 特别是从莫尔之后一直到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小说”不断涌现ꎮ 不过

“似乎从来没有人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些乌托邦著述ꎬ就连学者们对之也不甚重视ꎮ 文学史将此

视为怪诞作品或视之为属于政治学或治国术之类的东西而不屑一顾ꎮ 政治学则认为乌托邦过于

虚幻ꎬ也不科学ꎬ因而不大予以注意ꎮ 宗教和神学界对其中少数问题研讨过ꎬ但乌托邦思想的大

部分严格说来与宗教无干ꎮ 于是ꎬ最后只好留待对人类有广泛兴趣的社会学从近代社会理想主

义的角度ꎬ对乌托邦加以考察和评价了”③ꎮ 这种忽视极不应该ꎮ 应充分注意“乌托邦小说”之于

“乌托邦”的积极意义ꎮ “乌托邦”一词在日后承载的社会责任或者说社会束缚在很大程度上根

源于“乌托邦小说”的社会内容ꎻ而“乌托邦”一词对世人的深远影响更是得益于“乌托邦小说”
的广泛传播ꎮ 可以这么说ꎬ“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思想的具体化、形象化、审美化ꎮ 人们对乌托

邦的最初理解ꎬ往往就是来源于“乌托邦小说”的阅读经验ꎮ 因而ꎬ“乌托邦小说”是人们了解“乌
托邦”、体验“乌托邦”的第一个窗口ꎮ 虽然审美乌托邦和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不能简单地

等同ꎬ但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具有审美特性或是审美乌托邦的重要表现形态则是持之有据

的ꎮ
显而易见ꎬ在西方至少自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ꎬ乌托邦文学以其奇特玄妙的文学想象、

多姿多彩的艺术构思、独到新颖的叙事技巧ꎬ成为表达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形象载体ꎬ大量描述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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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理想和社会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ꎬ成为审美乌托邦形象(形态)自觉确立的标志或里程碑ꎬ
为审美乌托邦打下了坚实深厚的文艺创作美学基础ꎮ

中国有无乌托邦及乌托邦文学传统?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ꎬ学界目前尚存分歧ꎬ笔者拟

另外撰文探讨ꎮ 但无可否认的是ꎬ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性的认识ꎮ 李春青的看法就

颇具代表性ꎮ 他指出:“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艺术魅力ꎬ乃至于千

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心醉神驰?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有一种极为宝贵的

超越性品格ꎬ它赋予古代文学作品一种活泼的生命力ꎬ历经社会变迁而未尝少衰ꎮ 这里所谓‘超
越性’与西方语境中否定此岸而指向彼岸的宗教救赎不同ꎬ是指一种超越现实、批判现实而指向

未来的乌托邦精神ꎮ 儒、道两家各自标举的‘道’ꎬ内涵虽然有所不同ꎬ但都是这种乌托邦精神的

标志性概念ꎮ 所以说到中国古代文学超越性品格的产生ꎬ就不能不追溯到这种士人阶层的乌托

邦精神ꎮ 可以说ꎬ乌托邦精神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最富有现代价值的因素ꎬ正是以儒家与

道家为代表的士人乌托邦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动力ꎬ也构成了中国古代

文学思想的活的灵魂ꎮ”①

四、审美乌托邦的理论美学基础

从思想理论探索来看ꎬ丰富多彩的理论建构为审美乌托邦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ꎮ 它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西方美学提出和建构的审美乌托邦的诸多理论

审美乌托邦作为重要的学术术语和学术问题有其自身的概念史和问题史ꎬ扼要勾勒这个发

展线索ꎬ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理论美学基础ꎮ
审美乌托邦这个概念应该说产生并来源于西方ꎮ 在广义上ꎬ鲍姆嘉通 １７５０ 年创立美学即审

美学或感性学ꎬ可以视为审美乌托邦理论形态的开端ꎬ可谓“端其绪”ꎮ
真正为审美乌托邦奠定理论基础的美学家ꎬ可以追溯到康德ꎮ 在西方美学史上ꎬ康德具有近

代的开创意义ꎬ曾被称为说出了近代美学的第一句话ꎮ 特别是他对审美无功利或非功利等特殊

性的强调ꎬ把审美的自律性、自主性问题鲜明地凸显出来ꎬ在广义上开创了近代美学的先河ꎮ 当

然ꎬ也为审美乌托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ꎬ可谓“奠其基”ꎮ
如果以较为严格的标准ꎬ以概念或理论的正式提出或形成为标的ꎬ席勒则具有更为充分的资

格享此殊荣ꎮ 在美学史上ꎬ席勒不仅建构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和美育思想体系ꎬ而且提出了 “未来

的王国是审美王国”的命题ꎬ把审美王国提升到最高理想社会和终极理想的高度ꎬ是前所未有

的ꎮ 虽然席勒使用的是“审美王国”ꎬ没有完全直接使用“审美乌托邦”这个术语ꎬ但在一定意义

上ꎬ“王国”与乌托邦思想史上强调的乌托邦是某种理想的国度、国家、社会、制度、地方等基本一

致ꎮ “审美王国”也可以理解为审美的国家、国度、社会、制度、地方等ꎮ 应该说ꎬ就实质乃至名称

而论ꎬ说席勒已提出了“审美乌托邦”的概念和较系统的理论ꎬ应是有充分理由和依据的ꎮ 正因为

此ꎬ国内外学者视席勒的美学思想为审美乌托邦者ꎬ大有人在ꎮ 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文章中ꎬ特
别把席勒放到他所梳理的审美乌托邦传统中ꎬ肯定其重要意义ꎮ 哈贝马斯指出:“席勒从 １７９３ 年

夏天开始写作«审美教育书简»ꎬ并于 １７９５ 年把它发表在«季节女神»(Ｈｏｒｅｎ)上ꎮ 这些书简成了

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ꎮ 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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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性ꎬ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ꎬ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ꎮ 由此看来ꎬ较之

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憧憬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

先了一步ꎮ 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ꎬ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ꎬ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

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 Ｆｏｒｍ ｄｅｒ 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ꎮ 席勒把艺术理解成了一种交往理性ꎬ将在

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诸实现ꎮ”①他还指出:“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ꎬ甚至对直到卢卡奇和马

尔库塞的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ꎬ审美乌托邦一直都是探讨的关键ꎮ 借助这个审美

乌托邦ꎬ席勒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ꎮ “从根本上把艺术视为一种‘中介’形式ꎬ并
指望艺术能‘为社会带来和谐’ꎮ”哈贝马斯认为:“席勒建立审美乌托邦ꎬ其目的并不是要使生活

关系审美化ꎬ而是要革交往关系的命ꎮ 超现实主义者在其纲领中要求艺术溶解到生活中去ꎬ达达

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也充满挑衅地这样强调ꎻ相反ꎬ席勒则坚持纯粹假象的自律ꎮ 他同时也期望审

美假象所带来的愉悦能导致‘整个感受方式’的‘彻底革命’ꎮ”②国内席勒美学思想研究和著作

翻译专家、著名美学家张玉能同样认为:席勒的美学思想“要通过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来实现人类

社会的自由ꎬ解放人类ꎬ完整人性ꎬ确实是一种审美乌托邦”③ꎮ 国内以审美乌托邦为标题探讨席

勒美学思想的论著迄今颇为丰富ꎮ 可见ꎬ席勒为审美乌托邦的命名者和系统建构者ꎬ已得到学界

公认ꎬ可谓“命其名”和“成其就”ꎮ
此后ꎬ尼采推其波ꎬ海德格尔助其澜ꎻ从古典美学到近现代美学的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

唯美主义、审美主义ꎬ特别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ꎻ从卢卡奇、布洛赫到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詹姆逊、伊格尔顿和哈维等ꎬ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性理论家几乎没有不论及审美乌

托邦的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家如阿伦特、诺齐克、赫勒也是如此ꎮ 新老自由主义、保守

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ꎬ也都不同程度地关涉这个问题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建构和思想资源ꎮ 正

如姚文放指出的: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 １５１６ 年写了一本旷世奇书«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ꎬ书中描绘的尽善

尽美的理想之邦引发了多少人的热烈向往之情! 但由于理想境界的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

及ꎬ“乌托邦”也往往成为幻想、空想甚至妄想的代名词而平添了一层贬意ꎮ 惟有美学对它

情有独钟ꎬ自康德、席勒力图建立一个感性与理性相协相谐的“审美乌托邦”以来ꎬ多少优质

的大脑为此绞尽了脑汁! 晚近的法兰克福学派中ꎬ霍克海姆、阿多诺、本亚明、马尔库塞、弗
罗姆等几乎无人不谈“审美乌托邦”或“艺术乌托邦”ꎻ其后代表着 ２０ 世纪“语言学转向”的

德里达、罗兰巴特、巴赫金、利奥塔、福柯等人则对搭建“语言乌托邦”、“结构乌托邦”、“符

号乌托邦”、“形式乌托邦”表现出巨大的热情ꎮ 在这些学者眼中ꎬ他们所追慕的“乌托邦”不

仅不空幻虚妄ꎬ而且是极富意义、极有价值的ꎮ④

(二)中国的审美乌托邦理论建构

毫无疑义ꎬ中国审美乌托邦概念和理论初始应是从西方引进的ꎮ 但中国在一般意义上使用

乌托邦早已有之ꎬ在论著中随机使用“审美乌托邦”也有些许时日ꎮ 据中国知网ꎬ在全文检索审

美乌托邦术语使用中ꎬ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程代熙«简评梅所罗门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
一文ꎬ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ꎮ 这篇论文之所以使用这一术语ꎬ是因为批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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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审美乌托邦ꎮ 最早在论文标题上使用“审美乌托邦”作为主要的严

格的研究对象的ꎬ是陆贵山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与审美乌托邦»ꎬ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
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ꎮ 该论文当年发表是为了批驳宣扬审美乌托邦的片面思想ꎬ因此重点论析的是审

美乌托邦的局限ꎮ 论文指出:“文学主体性” 论者为了使人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异化” 状态ꎬ逃避

痛苦和忧患ꎬ极力夸大文艺的超越功能ꎬ推崇情感的自由体验ꎬ利用乌托邦式的主观虚构和想象ꎬ
通过形象手段ꎬ构筑起“自我实现”的“精神乐园”和“人的还原”的“太虚幻境”ꎮ 在著作标题上

使用“审美乌托邦”的是马大康的«审美乌托邦———文艺美学论集»ꎮ 该书于 ２００１ 年由吉林人民

出版社出版ꎬ收入了 １９ 篇论文ꎮ 虽然作者在后记中已明确意识到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ꎬ由衷地表达了心仪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强烈意愿ꎬ但该书并未对其作有机系统的探讨ꎮ 而出

版于 １９９５ 年的李春青的著作«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一书ꎬ虽然在

书名上没有直接使用审美乌托邦这一术语ꎬ但从其题目和研究的内容来看ꎬ把该书视为审美乌托

邦研究应是持之有据的ꎮ
此后随着世纪之交文化批评在我国的兴起ꎬ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批评中被重点关注ꎬ这

个术语逐渐被广泛使用ꎮ 从这个术语在我国的接受和使用中ꎬ可以看到若干规律性变化ꎮ 例如

使用的情感色彩侧重点大体经历了从贬义到中性和褒义的过程ꎬ现在应是全方位使用ꎬ总体意义

稍偏于褒义ꎻ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ꎬ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ꎬ地位也越来越重要ꎬ新世纪以来ꎬ形
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ꎮ①

当下国内审美乌托邦的概念界说和理论建构主要有如下代表性观点:
１.杨春时“现代性空间的审美乌托邦”说ꎮ 杨春时认为ꎬ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后工业社会ꎬ空间

现代性更突出了人的生存困境ꎮ 因此ꎬ现代性空间成为现代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社会学关注的对

象ꎮ 也成为美学关注的对象ꎮ 审美如何可能ꎬ亦即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ꎬ在后现代语境中就成为

如何超越空间现代性的问题ꎮ 这就要诉诸审美想象和同情ꎬ建立一个审美乌托邦ꎮ 审美想象和

同情超越空间障碍ꎬ创造了自由的空间ꎮ 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ꎬ要求审美乌托邦ꎮ 对乌托邦

的向往ꎬ源于人类的自由要求ꎮ 福柯为了反抗空间对生存的限制ꎬ提出了“异托邦”ꎬ这是现实世

界中的异质化空间ꎬ如妓院、澡堂、监狱等ꎮ 但“异托邦”仍然不是自由的空间ꎬ也不能取代、瓦解

现实空间ꎮ 只有审美乌托邦ꎬ才超越了现实空间ꎬ展开了自由的空间ꎬ从而回归了人类的精神家

园ꎮ② 突出强调了审美乌托邦的自由超越性和重要性ꎮ
２.颜翔林怀疑论美学“拯救的审美乌托邦”说ꎮ 颜翔林指出:“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

的时候ꎬ 惟一担当拯救责任的是‘美’ꎬ 它是道德的黄昏和理性的日暮的悲剧时间里的人类自我

拯救的最后的精神工具ꎮ 就也意味着ꎬ‘美’被历史地推举为人类理想的乌托邦ꎬ或者更确切地

说ꎬ就是‘审美的乌托邦’ꎮ”“怀疑论美学所指称的‘审美乌托邦’ꎬ它主要从形而上的哲学和美

学的角度ꎬ 担负着拯救沉沦于世俗功利的存在者的责任ꎮ 它筹划为一种终极的对美的信仰和热

情、意志和幻想ꎬ它标明为生命存在的原始意义和最根基的爱的追求ꎮ”③在这里ꎬ颜翔林有自己

的概念界定ꎻ比较了它与莫尔乌托邦的同异ꎻ提到它生长着审美幻想、审美记忆及其审美批判等

必要的心理和思想的环节ꎻ重点强调了审美乌托邦艺术拯救的直接和间接功能或价值ꎮ 但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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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属于唯一论ꎬ绝对排斥论ꎮ
３.马睿“文化最高原则的审美乌托邦”说ꎮ 马睿认为:“把审美确立为文化的最高原则ꎬ就使

审美成为了乌托邦ꎬ成为了新的形而上学ꎬ走向‘三大划分’的反面ꎮ” “就肯定与否定的悖论而

言ꎬ文学自治所内含的独立自由精神ꎬ既使文学成为现代性启蒙的重要承担者ꎬ又使文学敏感于

现代性之中的非自由因素、非人文因素而成为现代性的主要批评者ꎻ文学自治所追求的审美乌托

邦ꎬ既是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否定ꎬ又是对纷乱人世的逃避ꎬ在逃避中流露出的不啻是对现实的

无能为力和妥协默认ꎮ”①马睿在«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文学自治思潮研究»全书中

对审美乌托邦未作较明确的界定ꎮ 从该书标题把“审美乌托邦”和“文学自治”相提并论及上文

引述的判断标准来看ꎬ马睿是把“把审美确立为文化的最高原则”和“文学自治”或“自律”视为

审美乌托邦的核心内容ꎮ
４.李健“救赎改造的审美乌托邦”说ꎮ 李健认为:“所谓审美的乌托邦ꎬ也就是借助于艺术的

救赎功能ꎬ对深陷理性牢笼的现实社会进行文化改造ꎮ”②这个界定主要是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ꎬ
从功能性方面下的功能性定义ꎮ 具体针对性明确ꎬ但适用范围较窄ꎬ能包容的形态类型有限ꎮ

５.张丽娜“审美乌托邦现代形态”说ꎮ 张丽娜认为:“审美乌托邦(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Ｕｔｏｐｉａ ) ꎬ又称

艺术乌托邦ꎮ 它产生于近现代ꎬ隶属于乌托邦思想这个总范畴ꎬ是乌托邦思想的现代形态ꎮ 审美

乌托邦不是以宗教学说ꎬ也不是以政治学说的面目出现的ꎬ而是直接呈现为美学和艺术理论ꎮ 它

用美学、艺术的范畴为人类的未来描绘了一个非压抑性文明的新秩序ꎬ一个人的感性、想像力、理
性都和谐发展的自由境界ꎬ并且指出只有通过人的审美和艺术的途径才能达到这个目标ꎮ 它强

调艺术的社会批判姿态ꎬ希望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显露出现实的荒谬ꎬ打破人们感觉意识的单向

度性ꎬ从而起到批判现实的作用ꎮ 审美乌托邦代表着近代以来西方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对个体存

在和人类极终命运的关注ꎮ”③该界定比较客观、中性ꎬ代表了一种常态ꎬ但把审美乌托邦在时间

上限定在现代ꎬ在空间上限定在理论ꎬ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ꎮ 这些探讨虽然尚待努力完善ꎬ但
它们毕竟迈出了初步建构的坚实步伐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ꎮ

上述论析表明ꎬ审美乌托邦具有多方面的、深厚坚实的美学基础ꎬ它不仅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拓

展深化研究的重要的学术领域ꎬ也是一个现实发展亟需发挥多种作用的迫切的实践问题ꎮ 当然ꎬ从
不同方面或在不同意义上概括ꎬ审美乌托邦有一个所谓从隐到显、从一般到典型、从依附到独立、从
自在到自为、从素朴到自觉、从抽象到具体、从实体到精神、从空间到时间、再到辩证时空等的发展

过程ꎬ也有一个受历史条件和进程的制约、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不断演变的过程ꎮ 我们

将在以后相关的探讨中进一步关注这些规律性变化ꎮ

９４１

①

②
③

马睿:«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文学自治思潮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４９)»ꎬ成都:巴蜀书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５ 页ꎬ第 ２６－
２７ 页ꎮ

李健:«审美乌托邦的想象———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之路»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１１７ 页ꎮ
张丽娜:«马尔库塞与审美乌托邦» ꎬ«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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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总目录

□第一期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党的建设进程和基本经验 李爱华(１)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恶霸”与“绅士”之间

———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 阎浩岗(１２)
论«红高粱家族»的“抗战”“情爱”与“历史观” 丛新强(２６)
威廉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寻根 李萌羽　 温奉桥(３５)
□　 传播学研究

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海外接受中的意见领袖 姜智芹(４８)
□　 经济学研究

新常态背景下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空间格局研究 刘　 凯　 任建兰(５９)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效益研究

———基于山东省 ＣＧＥ 模型的实证分析 彭山桂　 程道平(６８)
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国家品牌基础

———国家品牌的内涵及塑造研究 郭美晨(７９)
中国“粉丝经济”的资本逻辑及其良性循环 李　 松(８７)
□　 教育学研究

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适用性研究 钱小龙(９７)
□　 管理学研究

供需视角下农村幸福院可持续发展对策探究

———以山东省 ＬＹ 县幸福院调研为例 袁书华(１０６)
□　 文化学研究

阙里孔庙御制楹联匾额考论 王振星(１１４)
□　 影视学研究

电影«夜半歌声»票房奇迹探秘 张新英(１２２)
□　 语言学研究

从语源学角度看韩语、日语中的汉字词 孙　 晓(１３４)
□　 期刊理论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近十年发文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

张　 蒙　 孙　 飒(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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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张梦阳(１)

论抗战时期老舍的启蒙思想 傅光明　 杨丽霞(３８)

«文学创作»月刊与抗战文学多元共生空间的建构 佘爱春(４６)

□　 外国文学研究

海明威:作家、传媒、大众共同制造的经典作家与文化偶像 于冬云(５３)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政治逻辑与价值追求

李新廷(６４)

□　 历史学研究

论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构建公信力的举措及其效果 王　 林(７５)

英国革命期间的土地流动 孙小娇(８７)

□　 法学研究

“礼”与自然法的沟通

———从洛克«政府论»对亲权的阐释导入 荆月新(９８)

□　 心理学研究

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余芝云　 连　 榕(１０５)

□　 社会学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线上活动时间与青年群体线下社会交往 李华香(１１３)

当代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构建 杜　 颖　 李桂花(１２５)

□　 传播学研究

１９３０ 年代海派传媒机制与左翼文学生产

———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余　 琼(１３２)

□　 影视学研究

«头号玩家»的伦理维度解读 苏月奂(１４０)

□　 语言学研究

延边朝鲜族学生普通话声调感知研究 陆尧　 李英浩　 孔江平(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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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散文文体自觉思潮及其美学的建构 吴周文(１)

召唤与响应: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修辞的张力建构 郭晓平(１５)

时代光影中的少年形象

———论莫言在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流变 王爱侠(２６)

□　 五四百年论坛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之建立

———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王春宇(３５)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从«唐语林»看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兰　 翠(５４)

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

———以西晋诗人刘琨为例 张爱波(６３)

□　 外国文学研究

«使女的故事»:身体、权力与“风景” 汪汉利(７１)

□　 历史学研究

明代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关系考论 唐百成(８０)

□　 教育学研究

“双一流”建设中的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 张茂聪(９０)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领域与脉络演进 毕华林　 叶剑强(９７)

国家规划布局下省域高等教育的战略转型与改革发展

———以山东省高等教育为例 韩　 萌(１０６)

□　 语言学研究

论“文字革命”与五四“辩证反传统”的传统

———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 陈志华(１１７)

□　 传播学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碎片性微文本及其社会性别分析 孙桂荣(１２６)

“后真相”时代公共舆论的情感表达 张　 贝(１３４)

□　 艺术学研究

论新时代山东美术艺术品格的重塑 岳海涛(１４０)

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知识谱系 董龙昌(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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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语言的堂吉诃德:吴宓的文言执拗及白话书写 王本朝(１)

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秦林芳(１２)

“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

———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 陈夫龙(２２)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明代的水陆旅行

———以«醒世姻缘传»中的描写为例 刘晓艺(３９)

□　 哲学研究

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在何种意义上?

———一个谱系学的考察与回应 姬志闯(４８)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习近平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四重向度 郝书翠(５６)

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理论溯源和形成探析 神彦飞(６５)

□　 历史学研究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晋　 文(７２)

□　 教育学研究

触摸语文的“好课”模样

———简约语文“大道至简”的教学述评 曹明海(９５)

交叠影响阈理论对我国中小学协同育人的启示 唐汉卫(１０２)

中学生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姜言霞(１１１)

“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的特质及其文化成因与启示 董海霞(１２０)

□　 社会学研究

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杨中举(１２９)

□　 学术争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再批判与再解读

———基于社会主义启蒙视域旳考察 李茂民(１３８)

４５１



２０１９ 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总目录

□第五期

□　 专题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学术主持人:王志民

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与社会 陈　 来(１)

世界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论纲 王志民(１２)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之作

———论«江湖奇侠传»的时代性与浪漫主义特征 栾梅健(２４)

鲁迅积累与创造的文学理论知识 许祖华(３３)

公共阐释对文学精神的推动和塑造 卓　 今(４９)

□　 外国文学研究

福克纳与莫言生态伦理思想内涵研究 李常磊(５８)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徐　 稳(６７)

人民性是新时代司法创新发展的鲜明特质 韩　 慧(７６)

□　 教育学研究

论大学教师课程建设的教育自觉 周海银(８６)

学术型－应用型: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分类之论 宋旭红(９５)

□　 艺术学研究

走向神坛:«兰亭序»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造就 吕文明(１０７)

清代俗曲文献遗存诠略 刘晓静(１１５)

□　 编辑学研究

关于人文社科期刊导向管理的若干思考 刘曙光(１３２)

□　 影视学研究

Ｆｌａｓｈ 动画艺术的内容结构特征研究 孟祥增(１４０)

□　 语言学研究

韩国朝鲜时期«玉篇»类字典及其特点 王　 平(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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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

———世界史上的“五四” 韩　 琛(１)

超越仇恨、大悲悯与拷问灵魂

———莫言文学思想研究之一 张志忠(１４)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新时代集体主义的伦理认知 马永庆(３５)

□　 文化研究

陈寅恪“易代之叹”与陶渊明“安身立命”哲学探微 刘克敌(４５)

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困境 王　 葎(５７)

□　 历史学研究

论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变化 朱亚非(６６)

袁世凯与“驱逐福久事件” 张礼恒(７７)

□　 文艺学研究

边界与困境:定义幼儿文学 杜传坤(９２)

□　 心理学研究

社交媒体情境特性对自我呈现意愿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调节作用

金一波(１００)

□　 社会学研究

失独家庭特殊保障问题研究 郑英龙(１１１)

□　 语言学研究

当前对固定语现象应有的认识和研究维度 陈长书(１１９)

网络语言流行传播模式研究 王　 会(１３０)

□　 美学研究

审美乌托邦的多重美学基础 周均平　 邹　 强(１３９)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总目录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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