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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党的建设进程和基本经验
∗①

李爱华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党的建设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推进ꎮ 中国共产党在每一发展时期ꎬ都根据世情、国
情和党情ꎬ提出党建主题ꎬ采取必要措施ꎬ开展相应活动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重在进行党的制度建设ꎻ苏联和东欧剧

变后ꎬ着力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ꎻ进入新世纪后ꎬ强调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ꎻ党的十八大以来ꎬ突出抓党的纯洁性

建设ꎮ 党的建设进程表明ꎬ党从未忽视或放松党的建设ꎬ那种否定党的建设取得进展和成效的观点是不对的ꎮ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目的和主脉ꎻ把握好全局与重点的关系是路径和

举措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原则和保障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根本和基础ꎮ
关键词:　 改革开放ꎻ党的制度建设ꎻ先进性建设ꎻ执政能力建设ꎻ党的纯洁性建设ꎻ党的建设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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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９
作者简介:李爱华(１９５３—　 )ꎬ男ꎬ山东聊城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创新研究”(１８ＶＳＪ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３５５ 页ꎮ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探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ꎬ同时也不断

认真抓党的自身建设ꎬ努力推进党的改革创新发展进程ꎬ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愈益提升ꎬ
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更加巩固ꎮ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所指出的:“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ꎮ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ꎬ党的建设就要推

进到什么阶段ꎮ 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ꎮ”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习近平同志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ꎬ就是要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ꎬ
进行伟大斗争ꎬ建设伟大工程ꎬ推进伟大事业ꎬ实现伟大梦想ꎮ 就此ꎬ他还特别强调:“其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ꎮ”③在我国迎来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之际ꎬ系统总结这一

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历程和基本经验ꎬ对于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ꎬ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

学化水平ꎬ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一、改革开放初期ꎬ重在进行党的制度建设

历史表明ꎬ中国共产党始终都非常重视抓党的自身建设ꎬ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发挥

好党的领导作用ꎻ但在某些历史时段ꎬ党的建设难免也会出现偏颇和曲折ꎮ 比如ꎬ“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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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的发生ꎬ给党的建设造成很大危害ꎬ特别是党的制度建设严重受损ꎬ使党的正确领导作

用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ꎮ “文革”结束后ꎬ人们的思想获得新的解放ꎬ开始系统纠正以往的错误ꎬ
探索并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ꎮ 与之同时ꎬ一股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风潮也刮了起来ꎬ有的仍崇尚“文革”时期脱离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的自发性ꎬ有的极力宣

扬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尤其是多党制ꎮ 由此ꎬ如何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ꎬ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要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ꎮ
邓小平首先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ꎮ 他提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ꎬ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ꎬ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ꎮ “从根本上

说ꎬ没有党的领导ꎬ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ꎮ”①在中国ꎬ不能离开党的领导而崇尚群众运动的自

发性ꎬ不能任由派别组织混战夺权ꎬ如若这样ꎬ只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ꎮ 在中国也不能

搞西方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ꎬ否则ꎬ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人心涣散的局面ꎮ 这两种做法ꎬ都会给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严重危害ꎮ 所以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ꎬ中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ꎬ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ꎻ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ꎬ就
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②ꎮ

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同时ꎬ邓小平又强调指出ꎬ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ꎬ更好地发挥党的

领导作用ꎬ还必须改善党的领导ꎬ加强党的建设ꎮ 除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和确定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新的政治路线外ꎬ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就成为这时期党的建设最为

重要的问题ꎮ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ꎬ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ꎬ提出党的领导

制度的改革ꎬ重在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

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ꎮ 他痛批了这些不良现象的表现和危害ꎬ剖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

因ꎬ提出了消除这些弊端的改革措施ꎮ 据此ꎬ邓小平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ꎮ 他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ꎬ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ꎬ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

的问题更重要ꎮ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ꎬ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

好事ꎬ甚至会走向反面ꎮ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ꎮ
这种制度问题ꎬ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ꎬ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ꎮ”③

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ꎬ邓小平就如何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又作了多方面探讨和精辟阐述ꎮ 首

先ꎬ必须坚决实行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ꎮ 过去党的领导出现问题ꎬ关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

贯彻好ꎬ特别是民主受到了破坏ꎮ 所以ꎬ邓小平强调说:“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④ꎻ“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ꎬ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ꎬ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ꎮ 当前这个时

期ꎬ特别需要强调民主ꎮ 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ꎬ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ꎬ离开民主

讲集中ꎬ民主太少”⑤ꎮ 他认为ꎬ民主集中制既不是绝对的无约束的“大民主”ꎬ又不是个人说了算

的绝对集中ꎬ而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ꎮ 只有民主集中制实行得好ꎬ党
的政治生活才能正常开展ꎬ党的领导作用才会正确发挥ꎮ 其二ꎬ党要依法办事ꎮ “必须使民主制

度化、法律化ꎬ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ꎬ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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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变ꎮ”“国要有国法ꎬ党要有党规党法ꎮ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ꎮ 没有党规党法ꎬ国法就很

难保障ꎮ”①党的十二大修订通过的新党章作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ꎮ 这

是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ꎮ 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

意志的表现ꎬ是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ꎮ 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带头遵守法律、依
法办事ꎮ 其三ꎬ要完善对党的监督制度ꎮ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证党的领导正确ꎬ工作做得好ꎬ“需
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②ꎮ 一是加强党内监督ꎬ要切实扩大和完善广大党员监督党的领

导干部的权利ꎬ任何党员都必须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ꎬ严格执行党的纪律ꎮ 为之要恢复和健

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ꎬ“克服特权现象ꎬ要解决思想问题ꎬ也要解决制度问题ꎮ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③ꎮ 二是加强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ꎮ 中国共产

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ꎬ是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方针ꎮ 邓小平强调:我们热

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ꎬ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ꎬ提出建议和

批评ꎬ做共产党的诤友ꎬ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ꎮ④ 就此ꎬ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ꎬ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纲

领性文献ꎮ 此外ꎬ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ꎬ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ꎬ特别是领导干部ꎮ 凡是搞特

权、特殊化ꎬ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ꎬ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⑤ꎮ 其

四ꎬ要着重抓好党的领导班子建设ꎮ 邓小平认为ꎬ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

心ꎬ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ꎬ而重点是选拔什么的样人接班掌权的问题ꎮ 他强调:“实
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ꎬ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ꎮ”⑥要按照这“四化”标
准ꎬ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ꎮ

总之ꎬ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是很丰富的ꎬ也是极其重要的ꎮ 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形势和

条件下ꎬ他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ꎬ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ꎮ

二、苏东剧变后ꎬ特别注重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ꎬ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剧变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

丧权亡党ꎮ 这个时期ꎬ中国也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冲击ꎬ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经

受住这种风云激荡的考验ꎬ如何才能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ꎬ这成

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力思考和回答的重大问题ꎮ 对此所作的基本回

答就是ꎬ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垮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党的建设没搞好ꎬ根本问题在于丧失了党的先

进性ꎮ 所以ꎬ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问题ꎬ这是他的党建思想的

鲜明特色ꎮ
首先ꎬ共产党要成为“两个先锋队”ꎮ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须是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ꎮ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ꎬ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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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ꎬ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ꎮ”①但是ꎬ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ꎬ我国工人阶级状况和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变化ꎬ不少人在不同

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ꎬ人们的职业、身份也经常变动ꎮ 这时ꎬ有人对党的工

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提出了质疑ꎮ 对此ꎬ江泽民坚定地表示ꎬ不管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如何变化ꎬ
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能改变ꎬ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原则不能改变ꎮ 同时ꎬ他
又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ꎬ因此ꎬ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②ꎮ 党要

成为“两个先锋队”的思想ꎬ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ꎬ也是保持和

发挥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ꎮ 不坚持党的阶级基础ꎬ无以立党ꎻ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ꎬ党就缺乏

强大的凝聚力ꎬ就不能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之所在ꎮ
其次ꎬ共产党必须做到“三个代表”ꎮ 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保持和发挥先进性问题ꎬ

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ꎬ即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ꎬ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ꎬ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ꎮ 他强调指出ꎬ这是我们党

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ꎮ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ꎬ“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

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③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ꎬ赋予党的先进性以鲜明的时

代内涵ꎬ科学阐明了党的先进性的衡量标准和实践依据ꎬ也高度概括了保持和发挥党的先进性的

目标指向ꎮ 把党建设成为“三个代表”的党ꎬ就是坚持了党的先进性ꎬ维护了党的先进性ꎮ 所以ꎬ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ꎬ“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

性”④ꎮ
再次ꎬ共产党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ꎮ 党的先进性不是固有不变的ꎬ过去先进

并不说明现在仍然先进ꎬ现在先进也不代表以后永久先进ꎮ 党的先进性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地去“保
持”ꎮ 江泽民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ꎬ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ꎬ也是一个

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ꎮ”⑤因此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ꎬ全
党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ꎬ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ꎬ
从已经不适于发展需要的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ꎮ 党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ꎬ就会落伍ꎬ就有丧

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ꎮ 江泽民同志强调ꎬ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ꎬ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

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ꎮ
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ꎬ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全党兴起“讲学习ꎬ讲政治ꎬ

讲正气”的要求ꎬ随后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ꎬ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ꎮ 这

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⑥的需要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在全党开展以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⑦的号召ꎮ 随后ꎬ这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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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扎实深入地开展起来ꎬ对保持和发挥党的先进性起了极为有益的促进作用ꎮ

三、进入新世纪后ꎬ着力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进入新世纪后ꎬ国际局势又有新变化ꎬ多极化趋势与单极霸权倾向并存博弈ꎬ世界各国经济

相互依赖与合作程度加深ꎬ但综合国力竞争愈益激烈ꎮ 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

谋没有改变ꎬ还在不断制造各种麻烦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ꎮ 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依存

度进一步提高ꎬ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ꎬ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ꎻ人们的贫富差别明

显拉大ꎬ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独立性多样性特点ꎬ各种

思想文化的冲撞激烈起来ꎮ 这种状况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并执好政的严峻考验ꎮ
然而ꎬ党在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现象ꎮ 因此ꎬ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的建设重点聚焦在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ꎬ强调这是党

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ꎮ
胡锦涛同志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一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他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ꎬ不断提高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ꎬ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ꎬ我们党就能在世界形

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ꎬ在应对国家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

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ꎮ”①

同年 １２ 月ꎬ他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１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为重点ꎬ着眼于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

历史性课题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ꎮ”②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他在上

海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又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称作“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③ꎮ 同年 ８ 月ꎬ在
纪念邓小平诞辰 １０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ꎬ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再次提出要求:“以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为重点ꎬ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

面进行努力ꎬ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ꎮ”④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召开的党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ꎮ 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

党为谁执政、怎样执政、如何巩固执政地位以及达到怎样的执政效绩等根本性的问题作了全面阐

发ꎬ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ꎮ «决定»强调指出:“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ꎮ 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ꎮ”⑤

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贯穿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一条主线ꎮ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得怎

样ꎬ也是检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ꎮ 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ꎬ最终应体现到更好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更有效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上来ꎬ体现到增强党的执政意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决定»提出:在现时期和今后一个时期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１)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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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ꎬ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ꎻ(２)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ꎬ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ꎻ(３)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ꎬ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ꎻ(４)坚持最广泛最充

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ꎬ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ꎻ(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ꎬ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ꎮ 全党要围绕这些任务ꎬ不断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ꎬ努力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科学、执政体制更加完善、执政

方式更加合理、执政基础更加稳固ꎮ 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ꎬ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发扬清

正廉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的优良作风ꎬ能够始终展现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的良好风范ꎬ能够始终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优秀品质ꎮ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ꎬ突出抓党的纯洁性建设

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规定ꎬ也是实现党的宗旨和使命的必然

要求ꎮ 党的纯洁性建设是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工作的前提和基础ꎮ 尽管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很重

视抓党的纯洁性建设ꎬ但是党内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一直存在ꎬ克服了一些问题ꎬ
又会出现一些新问题ꎬ有些问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倾向ꎬ这对党的健康发展和领导作用的正确发

挥造成了严重干扰和侵害ꎮ 在我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肩负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任务的情况下ꎬ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ꎮ 我们党仍然

面临着长期而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ꎬ仍然面临着尖锐而

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加
强党的纯洁性建设ꎬ净化党内政治生态ꎬ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ꎬ习近平

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作了«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专题讲话ꎬ他
指出:“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着根本性影响ꎮ 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

得好ꎬ党就更加坚强有力ꎬ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ꎻ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ꎬ党的战

斗力就会下降ꎬ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ꎮ 我们要从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

度ꎬ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ꎬ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

性ꎮ”①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为突出任务

来抓ꎮ
搞好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ꎮ 要坚持强化党的思想理论武

装和严格党的队伍管理相结合ꎬ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相结合ꎬ坚持严厉

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ꎬ坚持严肃党的纪律和发挥对党的监督作用相结合ꎬ由此不断增

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ꎬ切实保障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

纯洁和政治纯洁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ꎬ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

性的问题作斗争ꎬ祛病疗伤ꎬ激浊扬清ꎮ”②

其一ꎬ要加强党的思想纯洁性建设ꎮ “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ꎮ”③应

切实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ꎬ克服理想信念不坚定、是非认识模糊的问题ꎬ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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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ꎬ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

醒认识ꎬ在大风大浪面前坚持正确观点ꎬ在各种诱惑面前筑牢思想防线ꎮ 党的思想纯洁ꎬ必然要

求全体党员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ꎻ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ꎬ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ꎬ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ꎮ

其二ꎬ要加强党的组织纯洁性建设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党的组织规模迅速扩增ꎬ从 １９７７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党员由 ３５００ 万增至 ８８００ 万之多ꎬ年均增约 １３２ 万名ꎮ 党员成分更加复杂ꎬ流动性增强ꎬ
组织管理难度加大ꎬ强化党的组织纯洁ꎬ比以往更为紧要ꎮ 必须严把入党关ꎬ不能只顾追求数量ꎬ
而应重在确保党员质量ꎮ 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选拔ꎬ要严格审查ꎬ切实把好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

标准ꎮ 对那些违规违纪且屡教不改的党员ꎬ要坚决依照党规党纪严肃处理ꎻ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

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ꎬ不管是“老虎”“狐狸”ꎬ还是“老鼠”“苍蝇”ꎬ都应坚决清除出党ꎬ涉嫌违

法犯罪的必须依法严惩ꎮ
其三ꎬ要加强党的作风纯洁性建设ꎮ 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ꎬ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ꎬ必须始

终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ꎬ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ꎬ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和个人专断、追
求奢华等不正之风ꎮ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ꎬ要求全体党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讲实话、干实事ꎬ敢作为、勇担当ꎬ言必行、行必果”ꎻ强调要“出实策、鼓实劲、办实

事”①ꎮ 没有这种务实作风ꎬ党的纯洁性建设就不会取得实效ꎮ
其四ꎬ要加强党的政治纯洁性建设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ꎬ强调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②ꎬ要以此为“统领”ꎬ更加踏实有效地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进程ꎮ
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首位”和“统领”作用ꎬ与要突出抓好党的“纯洁性”建设不是矛盾的ꎬ更不

是要以前者代替后者ꎬ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点ꎮ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目的就

是要更好地实现党的政治纯洁ꎬ没有政治纯洁ꎬ党的纯洁性就谈不上ꎮ 有人把党的纯洁性建设简

单地归为反腐败ꎬ这是片面的ꎮ 习近平同志强调:“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ꎮ 干部在

政治上出问题ꎬ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ꎬ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ꎮ 在政治问题上ꎬ任何

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ꎮ”③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又指

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④ꎮ 党

的“纯洁政治品质”ꎬ对党员来说ꎬ就是要时刻把党摆在心头正中ꎬ对党忠诚ꎬ为党尽责ꎬ在政治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ꎻ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ꎬ为民解忧ꎬ为民造福ꎻ就是要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ꎬ绝不允许在党内拉帮结伙ꎬ不能对

党离心离德、阳奉阴违ꎮ 可见ꎬ加强党的政治纯洁ꎬ保持党的纯洁政治品质ꎬ已成为新时代党的纯

洁性建设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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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共中央围绕党的纯洁性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
在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ꎬ着力纠正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ꎬ又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三严三实”为主要

内容的专题教育活动ꎬ强调要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ꎬ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

要实ꎮ ２０１６ 年ꎬ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

做”教育活动ꎮ 这些教育活动对党的纯洁性建设都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ꎮ 中共中央还十分重视

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党规和党纪建设ꎬ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或修订的党内法规 ５０ 多部ꎮ 如«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ꎮ 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ꎮ
这些重要党规党纪的颁布实施ꎬ为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奠立了制度和机制保障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必要性:“全党要清醒认识到ꎬ我们党面

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ꎬ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ꎬ党内存在的思想不

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ꎮ”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加强党的纯洁性

建设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一起ꎬ确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主线”ꎮ
只有切实搞好党的纯洁性建设ꎬ才能确保党在思想上先进、政治上清明、组织上团结、作风上端正、
行动上力行ꎬ从而真正练就“金刚不坏之身”ꎬ更好地焕发党的蓬勃生机和强劲活力ꎮ

五、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进程表明ꎬ中国共产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始终是清醒

的ꎬ所采取的党建措施和步骤是切实有效的ꎮ 通识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党建进程ꎬ大致有如下基

本经验ꎮ
(一)加强党的建设ꎬ必须始终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根本目的和主脉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共产党一直紧紧围绕这一目的和主脉积极认真地进行党建工作ꎬ从未

放松懈怠ꎮ 然而ꎬ社会上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说法ꎬ即共产党只注重搞经济体制改革ꎬ经济建设

颇有成效ꎻ然而却忽视政治体制改革ꎬ尤其是党的领导和执政体制改革不力ꎬ成效不大ꎮ 这种说

法是不对的ꎮ 按这种说法ꎬ只要中国还没有改行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特别是其多党制ꎬ那就判

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ꎬ党的建设发展和改革创新就没成效ꎮ 如果按这种说法行事ꎬ就会

导致党变质、国变色ꎮ 邓小平早就说过: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政治优势ꎬ对党的领导体制和执

政方式无论怎样改革ꎬ“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优势”ꎬ“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ꎬ不能放弃”②ꎮ 坚持和

改善党的领导ꎬ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主脉ꎬ这是自邓小平至习近平历代党的主要领导一

以贯之坚守的使命和责任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ꎬ关键在党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ꎮ 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ꎬ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ꎬ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ꎮ”③

因此ꎬ任何背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目的和主脉的所谓“党建”言行ꎬ都是有害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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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都应坚决反对ꎮ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ꎬ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ꎮ”①

(二)加强党的建设ꎬ必须把握好全局与重点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ꎬ无疑是一项新的伟大系统工程ꎬ关涉党的思想建设、政治

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诸多方面ꎬ需要全面改革和创新发

展ꎻ但是在每一新的发展时期ꎬ都需要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态势ꎬ抓住党的建设最重要最

急迫的课题ꎬ重点推进ꎮ 这是事物变革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的要求和体现ꎮ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

建进程表明ꎬ从重在党的制度建设ꎬ到着重进行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ꎬ再到强化党的纯洁性

建设ꎬ都是以每一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为重点ꎬ来带动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ꎮ 习近平同

志说过:“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ꎬ首先要有全局观ꎬ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ꎬ同时又要优先

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ꎬ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ꎻ“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ꎬ又要注

重牵住‘牛鼻子’ꎮ 在任何工作中ꎬ我们既要讲两点论ꎬ又要讲重点论ꎬ没有主次ꎬ不加区别ꎬ眉毛

胡子一把抓ꎬ是做不好工作的ꎮ”②习近平同志这段话虽然不是专门对党建工作来说的ꎬ但党的建

设无疑也应这样来搞ꎮ 以重点带全面、促全局ꎬ这是踏实有效地进行党的建设的必要路径和举

措ꎮ 党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ꎬ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ꎬ中国共产党应一如既往地抓住每一

时期党的建设重点ꎬ据此明确党的建设的主题和要务ꎮ
(三)加强党的建设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进程表明ꎬ治国必先治党ꎬ治党务必从严ꎬ这是搞好党的建设的原则

要求和有力保障ꎮ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ꎮ 反腐倡廉一直都是党十

分重视、着力解决的重要任务ꎬ然而党内腐败问题不仅没有消除ꎬ反而呈愈加严重之势ꎮ 究其原

因ꎬ就是在管党治党上ꎬ还有失之于宽、松、软的问题ꎮ 所以ꎬ一些腐败高官能够在一次次党的集

中教育和整饬活动中侥幸过关ꎬ甚至还被“带病提拔”ꎻ也有一些腐败分子在党的十八大之后ꎬ仍
然不收敛、不收手ꎬ顶风作案ꎮ 因此ꎬ从严治党必须出严典、用重拳、动实招ꎮ 要真正做到习近平

同志所要求的那样:“管党治党ꎬ必须严字当头ꎬ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ꎬ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ꎮ”③对一切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ꎬ不论他们搞得多么隐秘ꎬ多么会伪装ꎬ都要彻查到

底、严惩不贷ꎮ 要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铁篱ꎬ堵死权力任性滥为的渠道ꎮ 党的十九大报

告又强调指出:“当前ꎬ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ꎬ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

必须坚如磐石ꎮ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ꎬ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ꎮ”④实践说明ꎬ只有

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ꎬ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ꎬ才能使中国共产

党始终保持强劲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ꎬ真正把党锤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ꎮ
(四)加强党的建设ꎬ必须始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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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净化党的思想园地ꎬ优化党的建设的思想文化环境ꎮ 在毛泽东时代ꎬ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变

革和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ꎬ特别重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ꎬ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

装全党ꎬ着力纠正和克服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倾向ꎬ由此为把中国

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坚定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ꎮ 这是毛泽东为党

的建设留下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ꎮ 应该说ꎬ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进程中ꎬ我们党从来没有

忽视党的思想建设ꎬ也注重以党的思想建设来领航不同时期的党建活动ꎮ 然而ꎬ在改革开放新形

势下ꎬ党的思想建设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新环境和更为艰巨的新任务ꎮ 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推

进ꎬ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交流网络化也强盛兴起ꎬ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频繁而激

荡ꎮ 这种情况ꎬ一方面有益于促进我们思想解放ꎬ便于吸纳各种优秀思想文化成果ꎬ更好地进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ꎻ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带来了冲击ꎬ削弱了党的理

论基础和思想信仰ꎬ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带来严重侵害ꎮ 比如ꎬ有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论”“无用论”的声音ꎻ有鼓噪西方资

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观念的论调ꎻ还有“历史虚无主

义”的炒作ꎬ假借反思、还原历史真貌的名义ꎬ歪曲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ꎬ诬蔑丑化党的领袖和

英模人物ꎬ攻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巨大成就ꎮ 这些负面思想文化思潮ꎬ有的以学术研究形

式出现ꎬ更多的则借助于网络ꎬ以微博、微信等短平快的方式ꎬ以调侃、搞笑的卑俗手法ꎬ蓄意编

造ꎬ大肆传播ꎬ在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念的扭曲ꎮ 这些错误思想倾向影响到党

内来ꎬ使不少党员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丧失了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准则ꎬ不信马列而信鬼

神ꎬ不讲原则而讲圆滑ꎬ不谋工作而谋腐化ꎮ 这说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极大的必要性、紧迫

性ꎮ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ꎮ
‘欲事立ꎬ须是心立ꎮ’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ꎬ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ꎬ是保证全党步调

一致的前提ꎮ”①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ꎬ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ꎬ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ꎬ并决定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ꎬ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ꎮ②

可以说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优势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更不

可缺失的重要任务ꎮ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实践启示

我们: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ꎬ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ꎬ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适应

时代、适应人民的要求ꎮ 我们党要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

中ꎬ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ꎬ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ꎬ使党不断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ꎬ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ꎮ③ 我们应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ꎬ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ꎬ切实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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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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阎浩岗
( 河北大学 文学院ꎬ河北 保定ꎬ０７１０００ )

　 　 摘要:　 研究现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和不同叙事伦理ꎬ“地主”与“恶霸”之间的关系是其关捩

点ꎮ 以凸显阶级对立为宗旨的“恶霸地主”形象最早可追溯到华汉的«暗夜»ꎮ 此前地主形象的“恶霸”特征并不

明显ꎬ此后此类塑造方式也并未立即在文坛确立其主流地位ꎬ左翼、准左翼文学对之均有质疑或创作实践上的匡

正ꎮ «白毛女»公演之后ꎬ“恶霸地主”才逐渐成为地主形象的主要类型ꎮ 但是ꎬ在此期间ꎬ仍有作家作品在相关

描述中显示出某些不同特征ꎮ 自张炜«古船»始ꎬ非恶霸、非反面人物的地主形象接连出现ꎬ甚至有圣贤化、英雄

化或善人化的地主ꎮ 当年将“地主”与“恶霸”两个不同概念焊接在一起ꎬ是出于发起土地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ꎮ
这一做法曾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负面作用ꎬ但并非没有理论与现实依据ꎮ 有意将客观性系统暴力具象化为主观暴

力ꎬ是因前者发生作用是隐蔽潜在的ꎬ不易为农民察觉ꎬ要消灭它更难ꎮ

关键词:　 恶霸地主ꎻ典范土地革命叙事ꎻ绅士ꎻ«白毛女»ꎻ«暗夜»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１２－１４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２８
作者简介:阎浩岗(１９６３—　 )ꎬ男ꎬ河北吴桥人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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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金项目“２０ 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研究”(１５ＢＺＷ１４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恶霸地主”是 ２０ 世纪中国的一个特有概念ꎬ它同时又指代中国现当代文艺作品中一类占

有重要地位而又具有特殊性的人物形象ꎮ 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消解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ꎮ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迄今ꎬ在近百年文学史的不同阶段ꎬ地主形象呈现出不同面貌ꎮ 地主形象的审美

嬗变与嬗变背后的叙事伦理演变ꎬ不仅关系到对相关文学现象的认识ꎬ也涉及对相关重要社会历

史现象的理解ꎮ 因此ꎬ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新时期以来对现当代文学中

地主形象予以专门研究的论文已有多篇ꎬ但这些论文或是限于对个别地主形象的分析ꎬ或是仅按

历史时期与审美类型进行比较简单的归纳分类ꎬ或是在作判断下结论时有简单化之嫌ꎮ 因而ꎬ以
互文性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ꎬ对不同时期产生于不同作家笔下的地主形象予以具体分析梳理ꎬ以
知识社会学视野对之进行更为客观、全面和辩证的研究评价ꎬ仍然非常必要ꎮ

总览现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和不同叙事伦理ꎬ笔者发现ꎬ“地主”与“恶霸”之
间的关系是其中的关捩点ꎮ 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之所以特殊ꎬ正因有“恶霸地主”这一特殊

人物类型ꎮ 而且ꎬ在特定时间段内ꎬ这一类型几乎成为地主形象的唯一类型ꎬ影响到一两代人的

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ꎬ导致许多学者和读者迄今尚处于对之解构的激情之中ꎮ 本文的目的ꎬ就是

要研究“恶霸地主”概念及相关类型文学形象形成和消解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因素及审美和伦

理的动因ꎬ以图对不同历史时期地主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有更为客观、辩证而深刻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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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浩岗:在“恶霸”与“绅士”之间

一、“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与“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

知名度最广、当代中国大陆读者或观众印象最深的“恶霸地主”形象ꎬ主要有«白毛女»中的

黄世仁、«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高玉宝»中的周扒皮、«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闪闪的红

星»中的胡汉三等ꎮ①这类“恶霸地主”形象的共同特点是:(１)家有广阔田产ꎬ身居高宅大院ꎻ(２)
雇有长工或蓄养奴仆家丁ꎻ(３)与官府勾结ꎬ或自身兼任乡村基层官职ꎻ(４)品质恶劣ꎬ行为不端ꎬ
公然违反日常伦理ꎬ类似流氓或黑社会头子ꎬ有的还有汉奸卖国行为ꎻ(５)对穷苦农民强取豪夺ꎬ
靠地租或高利贷盘剥农民ꎻ(６)不仅毫无同情心ꎬ还将自己的花天酒地建立在穷人的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妻离子散之上ꎮ 上述 ５ 个最著名的“恶霸地主”ꎬ相互之间又有一些差异:周扒皮本人

的恶主要体现为对长工刻薄ꎮ 半夜学鸡叫催长工早下地的做法ꎬ其实只是一种诡诈伎俩ꎮ 周家

的威势与霸道主要还是来自他身为保长的儿子周长安ꎬ他更多是替儿子顶了“恶霸”之名ꎮ 黄世

仁、韩老六和南霸天则敢于公然违反日常伦理ꎬ是流氓或黑社会头子似的恶霸ꎮ
“恶霸地主”是 ２０ 世纪才出现的概念ꎬ但这种集地主身份与恶霸流氓特征于一身的艺术形象ꎬ

却并非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独有ꎮ 古典小说«水浒传»里霸占解珍、解宝所猎大虫的毛太公ꎬ孔家庄的

孔明、孔亮兄弟均属此类ꎮ 问题在于ꎬ在古代文艺作品中ꎬ恶霸型地主只是地主类型之一ꎬ他们与普

通地主或“厚道”地主并存ꎬ并不占主体地位ꎬ不是作为主要反面人物而存在ꎮ 例如ꎬ同一部«水浒»
中ꎬ还有桃花村被强盗欺负的刘太公ꎬ仗义疏财、讲究义气的柴进、宋江和晁盖ꎮ 作者也并未突出他

们对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ꎮ 而突出展现其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②ꎬ显示农民

对其暴力反抗的正义性和不可避免性ꎬ是现当代“恶霸地主”形象塑造的根本特征ꎮ
以凸显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恶霸地主”艺术形象的出现ꎬ最早可追溯到华汉(阳

翰笙)１９２８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暗夜»ꎮ③在小说第二章中ꎬ罗大对父亲老罗伯说“杀完了恶霸田

主我们好分土地”ꎬ大概这是“恶霸”与“田主”(地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首次连接在一起ꎬ尽管

这只是个临时连接ꎬ尚未构成“恶霸地主”这样的固定词组ꎮ 这部作品也是第一部“典范土地革

命叙事”文本ꎮ 所谓“典范土地革命叙事”ꎬ即直接而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乡村社会结

构、阶级关系的分析和认识ꎬ可作为范本向全民普及并指导实际革命工作的文学叙事文本ꎮ 其基

本特征是:(１)充分展示贫富之间尖锐对立、矛盾不可调和ꎻ(２)地主集恶霸与基层官僚于一身ꎬ
流氓成性ꎬ公然违反日常伦理ꎻ(３)贫苦农民大多品德高尚ꎬ人穷志不穷ꎻ(４)农民与地主之间武

装冲突不可避免ꎬ革命暴力代表民意ꎬ大快人心ꎮ 其中ꎬ“恶霸地主”形象的塑造是这类叙事文本

构成的核心要素:只有地主被塑造成恶霸ꎬ贫富对立才会分外尖锐、不可调和ꎬ地主与农民之争才

会明显带有正邪之争色彩ꎬ革命暴力才会成为毫无疑义的必要之物ꎮ 在«暗夜»之后ꎬ又有叶紫

«丰收»④等“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相继出现ꎬ里面的地主也属于恶霸类型ꎬ但与此同时ꎬ左翼和非

左翼作家的乡村叙事中仍有非恶霸型地主存在ꎬ它们对地主形象的塑造仍有某种“非典范”特
征ꎮ 直到歌剧«白毛女»⑤出现之后ꎬ以塑造“恶霸地主”形象为主要特征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
才逐步成为中国大陆乡村革命叙事的主流ꎮ “文革”时期ꎬ“恶霸地主”甚至成为地主形象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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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还有泥塑«收租院»及同名纪录片中的刘文彩ꎮ 因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形象ꎬ此处暂不论及ꎮ
«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６２５ 页ꎮ
创造社出版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初版ꎬ后收入«地泉»时改名为«深入»ꎮ
初刊于«无名文艺»１９３３ 年 ５ 月创刊号ꎮ
１９４５ 年首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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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ꎮ 上述最著名“恶霸地主”形象都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段ꎮ
在«暗夜»之前ꎬ现代文学的地主形象中也出现过具备一定“恶霸”特征者ꎬ但这些形象的“恶

霸”特征远不及“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文本中的“恶霸地主”那样明显ꎬ其“凶恶”与“霸道”均在一定

限度之内ꎮ 例如鲁迅«阿 Ｑ 正传»①里的赵太爷ꎬ他确实霸道:听说阿 Ｑ 自称姓赵、是他的本家ꎬ就将

其唤来ꎬ伸手打其嘴巴ꎬ还不许其再姓赵ꎻ他在未庄有一定权势:地保甘为其驱使ꎬ做其爪牙ꎬ他的儿

子赵秀才也是个“见过官府的阔人”ꎮ 但是ꎬ赵太爷的“恶”并未到公然耍流氓的程度:他没有强抢

民女、强夺穷人财产ꎮ 赵太爷父子在未庄并无行政职务ꎬ也未见赵家与官府结交、有密切关系ꎮ 因

而ꎬ当革命风起、前途未卜的时候ꎬ赵太爷居然对阿 Ｑ 畏惧三分ꎬ尊称其为“老 Ｑ”ꎮ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文本里的恶霸地主家常常是花天酒地、奢侈铺张ꎬ即使在饥民遍布的

时候ꎬ他们仍寻欢作乐ꎬ不肯收敛ꎮ 而在«暗夜»之前ꎬ早期乡土小说恰恰突出了地主的低调或吝

啬一面ꎮ 例如ꎬ«阿 Ｑ 正传»里赵太爷家虽属未庄首户ꎬ过日子却精打细算ꎬ对人对己都很“抠门

儿”ꎮ 小说有四次写到赵家晚上的照明问题:第一次是“恋爱的悲剧”一章ꎬ写赵府晚上“定例不

准掌灯ꎬ一吃完便睡觉”ꎬ只有“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ꎬ准其点灯读文章”ꎮ 第二次是写地保要

求阿 Ｑ 赔偿赵府的五项条件中ꎬ首条即是让其赔红烛ꎬ“要一斤重的”ꎮ 赵家将红烛弄到手之后

却也舍不得马上使用ꎬ“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ꎬ留着了”ꎮ 第三次是赵家想从进城后重回

未庄的阿 Ｑ 那里买便宜货ꎬ家里“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ꎮ 第四次是

听到城里来了革命党ꎬ惶恐中赵家“晚上商量到点灯”ꎮ 另外ꎬ身为“阔人”而借机赖掉阿 Ｑ 的工

钱和破布衫ꎬ可见其并不特别“阔”ꎮ 再如ꎬ黎锦明«冯九先生的谷»②中的冯九是个悭吝至极、舍
命不舍财的乡下土财主ꎬ对穷乡亲一毛不拔ꎮ 论财富ꎬ“他的产业已扩充至千四百亩”ꎬ确称得上

“大田主”ꎬ但他家生活极其简朴:住的是“高不满七尺宽不到两亩的茅屋”ꎬ家里都是“三腿桌ꎬ缺
口碗ꎬ补丁裤ꎬ穿眼鞋”ꎻ“他的儿侄妇是从前外镇两个贤淑的村姑ꎬ说好媒后多不用嫁妆也不用

排场成礼ꎬ用一顶破竹篷轿接来就罢”ꎻ他自己不好色ꎬ鳏居 ３０ 年不娶ꎻ他要求儿孙在他死后丧

事从简ꎬ“抬到土洞里一埋就是”ꎮ 他家的孩子也与他一起从事一定的田间劳动ꎮ
早期乡土小说也涉及地主与农民利益上的冲突对立ꎬ但由于作品中的地主并不兼有基层官

僚身份ꎬ也并未与官府勾结成利益共同体ꎬ他们虽然比较有钱ꎬ却未必有很强的权势ꎮ 未庄的赵

太爷能驱使地保为其服务ꎬ算是较有势力者ꎬ而王鲁彦«许是不至于罢»③中的王阿虞财主和政治

权力的关系并不密切ꎬ他“没有读过几年书”ꎬ仅凭其财富与读书人相交、和自治会长周伯谋以及

在县衙门做过师爷的顾阿林要好ꎮ 至于他家与穷乡亲的关系ꎬ由于其本人性格较宽厚ꎬ他不仅不

欺负穷人ꎬ而且不敢得罪乡里ꎮ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ꎬ他最怕目无法纪、不顾日常道德伦理的人ꎬ比
如败兵、土匪、乡间流氓ꎮ 一些乡亲看准他的这一软肋ꎬ向他借钱吃喝摆阔ꎬ他也不敢不借ꎮ 平

时ꎬ他们村的人们都以王家为荣、以王财主为榜样ꎻ而当王家有难时ꎬ大家又冷眼旁观ꎮ «冯九先

生的谷»中的冯九遇到吃大户者威胁时ꎬ曾用散碎银子请来团总和打手ꎬ但与官府关系并不密

切ꎮ 他对人总是笑脸相迎ꎬ打拱作揖ꎮ 对吊打他的饥民和绑票的土匪ꎬ他都采取“非暴力主义”ꎮ
不真正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是“懦怯的田主”ꎬ本乡农民因此而“欺蔑他”ꎬ为他帮工时常暗占便

宜ꎮ 当然ꎬ他是柔中有刚ꎬ对来求帮工或来买粮的本乡人采用“不合作主义”、给软钉子ꎬ但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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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真的让拿钱临时雇来的打手与饥民开战ꎬ并不想开罪乡里ꎮ
台静农«蚯蚓们»①虽然开头提到灾荒之年穷人们联合起来向田主们讨借贷ꎬ田主们当面应

承ꎬ暗里“连夜派人进县ꎬ递了禀帖”ꎬ上面派人将参与“民变”的抓走ꎬ还要将其杀头之事ꎬ但故事

主干却没写灾民与地主之间的冲突ꎬ而是写贫民李小向地主借贷不成后ꎬ妻子决定弃他而改嫁ꎬ
他不得不立下字据ꎬ将妻子改嫁ꎬ也就是卖给一个叫赵一贵的人ꎮ 这赵一贵未必是地主ꎬ更不是

恶霸ꎮ 妻子改嫁虽出于无奈ꎬ却属自愿ꎬ是她自己主动提出ꎮ 至于那些没有名姓的“田主们”ꎬ作
品尽管讽刺批评他们面对灾民冷漠无情、不肯借贷ꎬ但并未具体写他们如何为非作歹、流氓成性、
祸害乡里ꎮ 他们没有催租逼债ꎬ将来“借贷”(实为吃大户)的灾民们暗自告下ꎬ按和平年代的法

律来说是一种自卫自保行为ꎬ也就是说ꎬ他们的行为不合情ꎬ却合法ꎮ 作品将穷人受难的根源主

要归之于天灾和政府ꎬ而非地主的剥削压迫和个人品德ꎮ 这一切均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模式

有明显差异ꎮ 另外一位 １９２０ 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蹇先艾 １９５７ 年对自己早年相关作品的修

改ꎬ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重要差异ꎮ «水葬»初版本中ꎬ本没有地主形象ꎬ骆毛究竟偷了谁家的

东西并未明确交代ꎻ村里“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等等名目”ꎬ“水葬”小偷是“古已有之”的习

俗ꎻ围观取笑他的穷人富人都有ꎬ临刑的骆毛骂的是所有围观者ꎮ 而修改本凭空加进了“周德

高”这个“恶霸地主”:他“一脸横肉”ꎬ“他是曹营长的舅爷ꎬ连区长、保长一向都要看他的脸色行

事”ꎬ家里还养着做打手的家丁ꎮ 骆毛偷了他家的东西ꎬ他竟将其处以极刑———由于没交代“水
葬”小偷是当地惯例或习俗ꎬ这一做法显得尤为残酷ꎮ 原刊于«文学»１９３４ 年第 ３ 号的«乡间的

悲剧»在改写为«倔强的女人»后ꎬ同样是多出了个“恶霸地主”形象:原作批判的锋芒并未指向地

主家ꎬ而是针对变了心的祁银②ꎬ也间接表现了城市文明对乡下人的腐蚀作用ꎻ而修改本将祁大

嫂③悲剧的原因归之于地主家的阴谋ꎮ 原作中比较和谐的主佃关系(祁家虽为佃户ꎬ却雇得起长

工ꎻ祁大娘到张家送火炭梅ꎬ受到比较热情客气的接待)ꎬ因了地主的“夺夫”而变得可疑ꎬ祁银

(少全)变心另娶ꎬ也改成张家以势逼迫的结果ꎮ
由此看来ꎬ«暗夜»问世之前ꎬ文学史上并未出现后来意义上的那种“恶霸地主”形象ꎮ 强取

豪夺、花天酒地、迹近流氓的“恶霸地主”形象ꎬ是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ꎬ这一概

念及这类形象的形成ꎬ既有一定的现实的社会根据ꎬ更有适应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需要ꎮ

二、“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对地主形象塑造的“矫正”或补充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出现伊始ꎬ并未立即在文坛确立其主流地位ꎮ 即使在左翼阵营内部ꎬ
它也受到质疑ꎬ有些作家则以自己的艺术描写对之予以匡正或补充ꎮ 最早明确对“典范土地革

命叙事”表示不同看法的是茅盾ꎮ 他在应邀给华汉«地泉»三部曲写的«‹地泉›读后感»中ꎬ在批

评蒋光慈作品中“许多反革命者也只有一张面孔”ꎬ“没有将他们对于一件事的因各人本身利害

不同而发生的冲突加以描写”ꎬ“把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中间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机械”等“严重的拗

曲现实”等缺陷后ꎬ指出华汉这三部曲“也犯了蒋君所有的那些错误”ꎬ并说“‘脸谱主义’和‘方
程式’的描写不合于实际的生活ꎬ而不合于实际生活的描写就没有深切地感人的力量”④ꎮ 虽然

这篇文章并未直接论及地主形象塑造问题ꎬ但其所谓“反革命者”的形象肯定包括了地主ꎮ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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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中ꎬ茅盾就有意塑造不同类型的地主形象ꎮ 例如«子夜»中吴老太爷、曾沧

海和冯云卿就属于不同性格或品性的地主ꎬ除了曾沧海ꎬ吴老太爷和冯云卿都算不上恶霸ꎮ 茅盾

也未将农民贫困、乡村破产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地主剥削ꎬ更未直接归之于地主本人的道德问题ꎮ
在“农村三部曲”里ꎬ外国资本入侵被视为罪魁祸首ꎮ 由于危机根源在乡村之外ꎬ乃至国门之外ꎬ
乡村衰落、濒于破产是整体性的ꎬ地主也是农村破产的受害者ꎮ 茅盾虽然没有致力写地主的破

产ꎬ但不回避对地主受到冲击挤压、生活状况下降的表现ꎬ某种程度上也写出了地主的苦衷与无

奈ꎮ «春蚕»里ꎬ“陈老爷家”与老通宝家一样ꎬ“两家都不行了”ꎬ“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ꎬ常
常说‘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ꎮ «微波»写教育公债摊派、米价下跌等因素使城居地主李先生

“收了租来完粮ꎬ据说一亩田倒要赔贴半块钱”①ꎮ 李先生最恨的是奸商ꎬ因为他们“私进洋米ꎬ说
不定还有东洋货”ꎮ 小说最后ꎬ得知中国兴业银行倒闭ꎬ“李先生的全部财产ꎬ每月的开销ꎬ一下

子倒得精光”ꎬ李先生乃决定明天就回乡下去催租ꎮ 这揭示了地主催租有时也出于势不得已ꎮ
在茅盾小说里ꎬ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未必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ꎮ 地主小陈老爷家与老通宝家是

世交ꎬ老通宝有难ꎬ小陈老爷也肯出手相助ꎮ «秋收»还提到一个高利贷者———镇上的吴老爷ꎬ但
放贷和借贷都出于自愿ꎬ老通宝去借贷还需托亲家张财发说情ꎬ而吴老爷也肯通融ꎬ只要二分半

月息ꎮ 可见ꎬ此人虽非善人ꎬ但也并非恶棍ꎮ «残冬»中有一个不曾出场的张财主ꎬ此人虽有恶名

“张剥皮”ꎬ但他的恶行仅限于不许人偷他祖坟上的松树、将骂他的李老虎捉去坐牢ꎬ并无公然欺

男霸女、巧取豪夺之举ꎮ 散文«老乡神»中的老乡神虽是作者讽刺的对象ꎬ但作者仅限于讽刺其

喜欢无聊地恶作剧ꎬ想耍弄别人最后却被别人耍弄ꎮ 另外ꎬ茅盾认为农业破产、农民贫困化只是

１９２０—１９３０ 年代之交这几年的事ꎬ因而ꎬ它并不一定是封建土地制度的直接结果ꎮ
如果说茅盾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矫正”或“补充”是有意为之ꎬ那么其他左翼作家多

因较忠于自己的个人体验或创作个性ꎬ而在塑造地主形象时与之自然产生差异ꎮ 其中ꎬ柔石和张

天翼的相关作品显现出“五四”精神中关注人性与文化批判方面的影响ꎮ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中ꎬ秀才地主“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ꎬ穷汉典妻给他是自愿而非强迫ꎬ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对穷人境遇的悲悯ꎬ而非对地主恶行的展示ꎮ 张天翼«脊背与奶子»里的长太爷则不过是将鲁迅

笔下四铭、高尔础们的潜意识活动付诸实际行动ꎬ总体而言ꎬ虽然左翼文学里地主形象开始明显

变为否定的负面价值象征、成为“反面人物”ꎬ但多数作品中地主的“恶行”仍限于日常伦理范围

之内ꎬ即都有一定合法或合道德的外衣ꎬ他们的“恶”一般表现为自私、贪吝、冷酷ꎬ无怜悯心ꎬ或
个人情欲膨胀ꎮ 由于他们一般并不具有基层官僚身份ꎬ常常是普通“土财主”ꎬ所以ꎬ他们也有恐

惧ꎬ也缺乏安全感ꎬ他们对穷人的剥夺是“依法”而得ꎬ并非强取ꎬ或无中生有、巧立名目地强占ꎮ
他们的家族和文化身份往往被凸显ꎬ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阶级色彩ꎮ 例如ꎬ张天翼«三太爷与桂

生»里ꎬ在闹革命之前ꎬ三太爷跟他的佃户还相处不错:桂生是三太爷的本家ꎬ种着地不愁吃喝ꎬ
“玟店的人都说他过的好日子”ꎻ“三太爷脾气好ꎬ人能干ꎬ瞧着人老是笑笑地”ꎮ 三太爷当然并非

善良懦弱之辈ꎬ但在农运起来、桂生参与斗争他之后ꎬ三太爷还是给桂生机会ꎬ“叫他改过”ꎮ 只

因桂生继续与其作对、参与抗租ꎬ三太爷才设计做掉了他ꎮ «脊背与奶子»里的长太爷固然淫欲

旺盛ꎬ但还是不得不撑着族长的架子ꎬ打着维护家族门风的幌子ꎬ曲折地想逞私欲ꎮ 蒋牧良«集
成四公»②里的地主集成四公确实是个高利贷者ꎬ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守财奴:他向蔚林寡妇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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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款ꎬ蔚林寡妇无钱偿还ꎬ他就赶走她的猪ꎬ蔚林寡妇阻拦ꎬ他便“一脚踢翻她在地下”ꎮ 但这

也仅是葛朗台、泼留希金式的贪吝无情———他不只对债户如此ꎬ得知自己亲儿子在外赌博ꎬ也无

情地将其赶出家门ꎮ 作品写他的发家是因“几十年来ꎬ他平平静静放着债ꎬ省吃省用过日子ꎬ挣
下了这么二百来亩水田ꎬ还有千把块洋钱走利息”ꎮ

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在叙事上也存有裂隙ꎮ 作品写到三个地主李敬斋、胡根富和张举

人各自的“恶霸”行为:李敬斋“很恶毒地几次鞭打过”王贵才的父亲王荣发ꎻ胡根富怀疑帮工刘

二麻子的父亲偷了他家一小锭银子ꎬ就将其痛打一顿ꎬ赖掉其两年工钱ꎬ导致后者回家便气死ꎻ胡
根富的二儿子发现李木匠勾引自己的妻子ꎬ将李木匠痛打了一顿ꎬ使其几乎丧命ꎻ一个年轻农人

的四叔在张举人家干活ꎬ只因“犯了一点小事”ꎬ就被张举人打了一顿赶出ꎬ连工钱都不给ꎻ这位

农人的三舅因收成不好而要求减租ꎬ张举人硬逼其将小女儿卖给他做丫头ꎻ张举人买了王荣发家

的猪ꎬ本答应年前交一半钱ꎬ年后交另一半ꎬ王荣发年后去讨要ꎬ张举人却赖账ꎮ 这些行为与后来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的恶霸行为几无二致ꎬ很可能它也在这方面启发过后来的同类作家ꎬ但
是ꎬ作品开头部分却写革命尚未到来之前ꎬ农民们对李敬斋家的富贵是“羡慕而敬佩”的ꎬ只是在

被阶级启蒙以后ꎬ青年农民们才“对于那座巍然的楼房不但不加敬慕ꎬ而且仇恨了”ꎻ革命之前ꎬ
地主少爷李杰还和佃户的儿子王贵才有着真挚的友谊ꎬ一如“迅哥”与闰土ꎮ 这对那些恶霸行为

描写多少会有一定解构作用ꎬ使人觉得除了胡根富次子打李木匠这一不论贫富任何丈夫都可能

做的事ꎬ那些地主清一色的无赖表现似乎有些突兀ꎮ
１９３０ 年代“准左翼”①作家的相关描写ꎬ也值得关注ꎮ 首先是王统照ꎬ他在«山雨»②里塑造了一

个在村里是首户、又兼任庄主的朴实敦厚的老者形象:这位陈庄主不仅不欺诈乡里ꎬ还为民请命、舍
身护庄ꎮ 王鲁彦在«野火»③里则塑造了一个不同于王阿虞的“恶霸地主”阿如老板的形象ꎮ 收田租

之外还开米店的有钱的阿如老板ꎬ与有势的乡长傅青山相互勾结ꎬ具备了“恶霸地主”的基本特征ꎮ
作品中还有“有钱人的心总是黑的”这样“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话语ꎬ阿波哥说他“逼起租来ꎬ简直就

像阎王老爷一样:三时两刻也迟延不得”ꎻ但阿如的恶行仍不逾越日常范畴:他与华生冲突ꎬ是因华

生等人轧米时轧米船上的烟灰和细糠飘进了他的店里ꎬ撒了他一身ꎻ他想破坏华生的“神井”ꎬ也只

是为报旧仇而暗中使坏ꎮ 在作品中ꎬ华生还对向他进行阶级启蒙的秋琴和阿波哥说:
　 　 不过阶级两字这样解说ꎬ我不大同意ꎮ 我以为穷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ꎬ富人也不见得

个个都是坏的ꎮ④

菊香父亲劝菊香的话虽是被“反引”ꎬ却也呼应了上述华生所言:
　 　 你说穷人比富人好ꎮ 我也知道有许多人因为有了钱变坏了ꎬ害自己害人家ꎬ横行无忌ꎮ
可是你就一笔抹煞说富人都是坏的就错了ꎮ 富人中也有很多是好的ꎬ他们修桥铺路造

凉亭施棉衣ꎬ常常做好事ꎮ 穷人呢ꎬ当然也有好的ꎬ可是坏的也不少ꎮ 做贼做强盗ꎬ杀人谋

命ꎬ全是穷人干的ꎮ⑤

这种声音的凸显ꎬ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判然有别ꎮ
实际意义上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虽然早在 １９２８ 年«暗夜»出版时即已出现ꎬ但直到歌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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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女»公演之后ꎬ它才逐渐在解放区和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年间的中国大陆文艺界获得主流地位ꎮ 与之相

应ꎬ“恶霸地主”在此期间成为地主形象的主要类型ꎬ在“文革”期间ꎬ它几乎成为唯一类型ꎮ 但这并

不是说在此期间解放区或中国大陆的所有土地革命叙事都属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所有地主形

象都是“恶霸地主”类型ꎬ因为有一些作家由于比较忠实于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和实际生命体验ꎬ在
遵从“典范”示范与尽力适应“一体化”要求的同时ꎬ也凭自己现实主义的具体描写ꎬ在作品中表现

出一些溢出主流规范的内涵ꎬ在地主形象塑造方面ꎬ显示出不完全等同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特

征ꎮ 此类作品ꎬ笔者姑且称之为“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ꎮ 它们主要包括:赵树理的«地板»、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孙犁的«秋千»、秦兆阳的«改造»ꎬ以及梁斌“秘密”
创作于“文革”后期的«翻身记事»ꎮ 此外ꎬ梁斌名著«红旗谱»、丁玲的未完成之作«在严寒的日子

里»等在地主形象塑造方面ꎬ也有不同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特征ꎮ
这类作品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最大不同:一是非恶霸型地主在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ꎬ

其给读者的印象不亚于恶霸型地主ꎻ二是将地主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一个人来写ꎬ而不仅仅视之

为阶级符号ꎻ三是对非恶霸型地主及其子女给予程度不同的同情ꎬ写出了他们“勤俭致富”的可

能性ꎮ
«地板»里的王老四和王老三都是地主ꎬ但均无任何恶行ꎮ 后者兼任小学教员ꎬ是开明士绅ꎬ他

帮着八路军干部说服对减租不满的王老四ꎮ «桑干河上»共正面写了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三个地

主ꎬ以及最后虽侥幸未被划为地主、实际拥有土地却仅次于李子俊的顾涌ꎮ 这四个人中ꎬ李子俊是

个性格懦弱的窝囊地主ꎬ侯殿魁也并非恶霸ꎬ当年还曾帮补过穷本家侯忠全ꎮ 江世荣虽曾利用职务

之便假公济私搞乱摊派、为地租数目与佃户怄气、在雇工工酬数量上耍赖ꎬ但他家的地还不及顾涌

家多ꎻ他的无赖行为虽不合道德ꎬ却并不公然违法ꎮ 他还曾替八路军办过事ꎮ 钱文贵最后被作为恶

霸而斗倒ꎬ但钱家只有六七十亩地ꎬ分家后只有十几亩ꎬ只够中农水平ꎮ 作品也并未写其地租及高

利贷剥削行为ꎮ 总之ꎬ在这部作品中ꎬ按土地该是“地主”的却不是恶霸ꎬ按品性堪称“恶霸”的却并

非大地主ꎮ 作者将“恶霸地主”许有武、陈武和李功德分别“放逐”到了北京或外村ꎬ未作正面描写ꎮ
秦兆阳«改造»中的王有德是与李子俊有些类似的“废物”型地主ꎬ作者认为这样的人是可以通过劳

动改造好的ꎮ «红旗谱»里的冯兰池虽号称“恶霸”ꎬ但他的恶行均披着合法外衣ꎬ并未公然耍流氓、
违反日常伦理ꎮ①«翻身记事»中ꎬ三个地主均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类型的那种恶霸:刘作谦在灾

荒之年对本家族穷人都有照顾ꎬ族人刘二青认为“作谦这人还不错”ꎮ 刘作谦在抗战期间积极配合

减租减息ꎬ他家还是抗日堡垒户ꎮ 王健仲也肯帮助穷本家ꎬ他父亲王友三治病救人ꎬ是个真正的开

明士绅ꎮ 另一位地主李福云虽脾气暴躁、性格强悍ꎬ但“他不能承认是恶霸ꎬ只可说是土棍毛包”ꎬ另
外两个地主都怵他ꎮ 在“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ꎬ地主之间、地主与官府之间都是互相勾结、沆瀣一

气ꎬ而在“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的地主之间都有矛盾ꎬ有些还互为仇家ꎮ 例如«桑干河上»中李

子俊受钱文贵的欺负ꎬ«红旗谱»中冯老锡与冯兰池家打官司ꎬ却肯借给穷人朱老星房子住ꎮ «翻身

记事»中刘作谦与王健仲关系较好ꎬ却都与李福云不睦ꎮ
丁玲、孙犁和梁斌都写到过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勤俭起家的案例:且不说«桑干河上»里的顾

涌、«秋千»里大娟的爷爷老灿ꎬ即使是«红旗谱»里的头号地主冯兰池ꎬ作者也写他对儿子说:“你
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ꎬ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牲口ꎬ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ꎮ 看天冷时候

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ꎬ穿了有十五年ꎬ补丁摞补丁了ꎬ我还照样穿在身上ꎮ 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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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光是吃糠糠菜菜ꎮ”他三儿子冯焕堂的打扮ꎬ也是破鞋破帽ꎮ «在严寒的日子里»对全村首富李

财家发家史的描述ꎬ尤其值得注意:
　 　 他们家发财置地也只是近四十来年的事ꎬ他父亲兄弟仨都是穷汉ꎬ三个人都齐了心ꎬ牛
一样地在地里受苦ꎬ一年积攒几个钱ꎬ积多了置几亩地ꎬ这样又积钱ꎬ又置地ꎬ地多了种不过

来ꎬ忙时就雇人ꎬ后来到有二百亩地时ꎬ也就雇长工了ꎬ李财就在这时出的世ꎮ 按他的出身ꎬ
算是地主没有受过罪ꎬ可是他家里日子过得太省俭ꎬ有钱也不会享福ꎮ 儿子们只让念小学ꎬ
还是一样叫下地ꎮ 那个土里土气ꎬ小里小气ꎬ缩头缩脑ꎬ胆小怕事样儿ꎬ要是外村来个生人ꎬ
不说是地主就认不出来ꎬ说出来了还不敢相信呢ꎮ 老辈子三个人腰都累得直不起来ꎬ也
没坐着过ꎬ啥事不能干了ꎬ还背一个筐子拾粪ꎮ 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爱财如命ꎬ贪生怕死ꎬ
可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安分守己ꎬ老百姓说他们封建剥削ꎬ他们也不懂ꎬ横竖一切财产ꎬ一生心

血都在地里ꎬ说有剥削ꎬ也在地里ꎮ①

在«翻身记事»里ꎬ地主虽还是被作为“反面人物”来写ꎬ但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不同ꎬ作
者写出了他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作为一个人的现实处境、真实思想和细腻感受ꎬ写出了他们行

为的内在逻辑ꎮ 作品特别写到ꎬ地主放高利贷“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律上是合理合法的ꎬ可是在

共产党领导下就是万恶不赦的罪行”ꎬ也就是说ꎬ地主的剥削行为起码在革命到来之前是以合法

的、日常的方式进行的ꎬ他们变为罪犯、成为人民的“敌人”ꎬ只是因外部形势的变化ꎬ并非由于他

们自身有了变化ꎮ 叙述语言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这早晚ꎬ又是捉地主ꎬ又是挖浮财ꎬ未经过改

造世界观的人ꎬ他会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ꎬ以人性论的观点去可怜地主ꎮ”②这虽然是以“批
判的”口气来讲ꎬ却让“人性论”的声音有了凸显的机会ꎬ客观上写出了非恶霸型地主的“可怜”ꎮ
作品还写刘作谦让女儿大荷花舍身拉拢干部是“一切为了人身的安全”ꎬ并无过多歹意ꎮ 作品还

写王牛牛斗王健仲时想起后者曾在灾荒年头帮补过自己ꎬ心有不忍ꎬ随即他又自我批评:“说这

话有报恩思想ꎬ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ꎬ应该在土改运动中进行批判ꎮ”③梁斌这样写是有意的ꎮ 按

他在该书«后记»里的说法ꎬ他认为“虽然同一题材ꎬ感受不同ꎬ社会生活不同ꎬ人物不同ꎬ反映在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亦各异”④ꎮ 丁玲则说ꎬ她放弃塑造恶霸官僚地主的形象ꎬ
是因她想写出“最普遍存在的地主”⑤ꎮ 其言外之意是:恶霸官僚地主并非最普遍的地主类型ꎮ

对比«桑干河上»里的黑妮、«翻身记事»里的大小荷花、«在严寒的日子里»初刊本里的李财

与«暴风骤雨»里的韩爱贞、«高玉宝»里的英子和淘气ꎬ还可看出“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与“典
范土地革命叙事”在地主亲属或子女的描写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前者将地主子女写成与穷人

孩子能和谐相处ꎬ甚至也追求美好、向往进步的“富二代”ꎬ 后者则将其写成天生的丑类、败类ꎬ这
正是对其父辈不同塑造方式的延伸ꎮ

三、“地主”与“恶霸”的熔断及地主“绅士”特征的凸显

地主可以是“正面人物”ꎬ这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大陆文学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ꎮ 此前ꎬ曾
有过“开明士绅”形象ꎬ但除了知名度不大的«翻身记事»里的王友三ꎬ其他多属于“伪开明”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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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开明士绅”身份作掩护的暗藏敌人ꎮ 例如峻青«水落石出»里的陈云樵、冯德英«苦菜花»
里的王柬芝ꎮ 而在 １９８６ 年张炜«古船»发表之后ꎬ作为非反面人物的地主形象开始接连出现ꎮ
不仅如此ꎬ后来还出现圣贤化或英雄化、善人化的地主形象ꎬ例如«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丰乳肥

臀»里的司马库和«第九个寡妇»里的孙怀清ꎮ 这类地主形象只能出现于一种新类型的土地革命

叙事ꎬ即“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之中ꎮ
“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价值取向相反ꎬ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

事”有别ꎬ关键之一就是地主形象塑造的不同ꎮ 这类叙事又可分为两个小类:其一是彻底颠覆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ꎬ认为被镇压的地主都是被冤枉的好人ꎻ其二是在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
进行补充、“修改”方面做得更直接、更明确ꎬ可以说是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重写”ꎬ但并未

彻底否定“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里一些重要价值观念ꎬ即认为地主中有许多普通人、老实人甚至

善良正直的人ꎬ也确有真正的恶霸ꎮ 其叙事重点在前者不在后者ꎮ 这类作品中即使是恶霸ꎬ也并

非那种流氓式的公然不顾日常伦理的恶棍ꎬ他们的恶只是表现在对土地和金钱的贪婪ꎬ表现在为

了个人土地财产的增加而不讲情面、不顾穷人死活ꎬ但他们的催租逼债却并不违犯当时的法规ꎬ
他们并不一定敲诈或强夺别人财物ꎮ

属于前一小类的ꎬ有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莫言的«丰乳肥臀» «生死疲劳»以及严歌苓的

«第九个寡妇»等ꎻ属于后一小类的ꎬ有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赵德发的«缱
绻与决绝»、尤凤伟的«诺言»等ꎮ 不论前者还是后者ꎬ他们有个共同点ꎬ就是熔断“地主”与“恶
霸”两个概念之间的焊接ꎬ意在说明:地主不等于恶霸ꎬ恶霸未必是地主ꎮ 为做到这一点ꎬ他们在

塑造地主形象时ꎬ分别从地主发家史、地主与农民的实际关系、地主的生活作风与人品着手ꎮ
«赤地之恋»里ꎬ韩廷榜家的 ４０ 来亩地是“祖上传下来”的ꎬ韩本人本在外面混小差使ꎬ“因为人太

老实”ꎬ且“被人排挤”ꎬ“终于还是铩羽回来”ꎻ«古船»里ꎬ老隋家是“从粉丝工业上兴旺起来的”ꎬ
隋迎之是真正的开明士绅ꎬ在土改之前就突然感到自己“欠大家的”ꎬ主动散尽大部分家产“还
账”ꎻ«故乡天下黄花»里ꎬ李家“一开始是刮盐土卖盐ꎬ后来是贩牲口置地ꎬ一点一点把家业发展

起来的”ꎬ孙家“也是刮盐土卖盐、贩牲口置地发展起来的”ꎻ«白鹿原»里ꎬ白家是开中药收购店铺

起家、种植罂粟发家ꎬ鹿家靠厨艺发财ꎻ«缱绻与决绝»里ꎬ宁家先人是靠读书做官挣钱买地ꎮ 这

些都不是依靠巧取豪夺乃至疯狂掠夺获取的ꎮ «诺言»里李裕川、李金鞭有恶霸特征ꎬ但李裕川

夺取申富贵家 ３０ 亩好地用的是“巧取”ꎬ即以惩罚奸夫淫妇、维护道义的名义ꎮ 另外ꎬ«诺言»即
使写了恶霸地主ꎬ也还有吕福良这样的老实本分地主作为“地主”形象的补充ꎮ 即使是李裕川、
李金鞭这样的“恶霸地主”ꎬ其“恶”也达不到“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里“恶霸地主”那种流氓成性、
耸人听闻程度ꎮ 因为地主一般是从农民起家ꎬ致富之后身上仍带有农民的一些习性ꎬ例如«白鹿

原»里白嘉轩仍参加劳动ꎬ«缱绻与决绝»里宁学祥早起拾粪ꎮ 而地主白嘉轩与长工鹿三兄弟般

的关系、地主公公孙怀清与童养媳王葡萄父女般的关系ꎬ在之前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或“非典

范土地革命叙事”里都绝不会出现ꎮ 在«故乡天下黄花»里ꎬ地主李文武与长工老贾的关系比较

和谐ꎬ但李文武年轻时毕竟还有恶霸少爷行径ꎮ 而在«丰乳肥臀»里ꎬ地主司马亭为人厚道ꎬ其弟

司马库虽然好色ꎬ但做事正大光明、敢作敢为ꎬ英雄气十足ꎮ 隋迎之、白嘉轩、孙怀清、司马亭和司

马库都属于绅士君子型地主ꎬ是“恶霸”的反面ꎮ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侧重塑造恶霸型地主ꎬ将“地主”与“恶霸”两个不同概念焊接在一起ꎬ

给读者造成地主多是恶霸甚至都是恶霸的印象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叙事策略ꎮ 这一叙事策

略的动因除了具有一定的现实的社会根据以外ꎬ还有发起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斗争地主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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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地主阶级及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现实考量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ꎬ同时摧毁旧的乡村政

治势力ꎬ为构建没有剥削和压迫、全民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打好基础ꎮ 但是ꎬ封建生产方式

在中国延续几千年ꎬ大多中国农民又属于思想保守、听天由命的社会群体ꎬ在土地革命或土地改

革运动之前ꎬ他们大多把地主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视为理所当然ꎬ认为佃地缴租、借债还钱

天经地义ꎬ认为地是地主的ꎬ自己要分地主的地是非法的ꎮ 土改初期ꎬ一些农民曾偷偷将分得的

土地又退还地主ꎬ除了担心形势有变引来报复之外ꎬ也因从道义上自认并不理直气壮ꎮ 这是进行

土地革命的巨大思想障碍ꎮ 由党派出的工作队从理论上对农民进行阶级启蒙、给他们讲身受剥

削和压迫的道理ꎬ这是社会动员工作的重要一步ꎮ 但是ꎬ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民对理论的接受

能力不强ꎬ而直感经验与道德情感对他们的是非判断和行为选择起更直接的作用ꎬ古典文化和民

间文艺关于“除暴安良”的叙事深入其心ꎮ 所以ꎬ将“斗地主”的社会行为转换为更为直观的“除
霸安良”“以暴易暴”行动ꎬ会产生更直接强烈的效果ꎬ也更易于被农民接受ꎮ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将人类的暴力行为区分为主观暴力、客观暴力和语言

暴力ꎬ他所谓主观暴力是指“直接可见的” “由清晰可辨的行动者所展现出的暴力”ꎬ是“对事物

‘正常’和平状态的扰乱”ꎻ而客观暴力则是“内在于事物的‘正常’状态的暴力”ꎬ它“是无形的”ꎬ
是一种类似于物理学的“暗物质”(ｄａｒｋ ｍａｔｔｅｒ)的“系统暴力”ꎮ 这种客观暴力作为一种“系统的

先天暴力”“不单是直接的物理暴力ꎬ还包括更含蓄的压迫形式ꎬ这些压迫维持着统治和剥削关

系ꎬ当中包括了暴力威胁”①ꎮ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将地主形象恶霸化、将政治冲突道德化ꎬ实际也是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

级的客观性系统暴力具象化为主观暴力ꎮ 这样ꎬ农民的道德义愤被激发起来ꎬ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

迫的理性认识与对恶霸流氓的道德义愤融合ꎬ产生了强大的行为动力ꎮ 如果说«暗夜»和«咆哮了

的土地»等还由于革命文学早期的幼稚等因素而社会效益有限ꎬ那么歌剧«白毛女»的上演则在解

放区起到了空前强烈而巨大的社会作用ꎮ 关于«白毛女»上演时观剧的八路军战士见到恶霸地主黄

世仁丑行而义愤填膺、拔枪射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的故事已广为人知ꎮ 此后ꎬ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

区“多找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ꎬ不断予以登载”②ꎬ地主恶霸化宣传于是全面展开ꎮ 后来的许多

文学文本都从正面或反面直接指涉过«白毛女»ꎬ例如«桑干河上»与«第九个寡妇»ꎮ
将地主恶霸化是特定时期的宣传策略ꎬ“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对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ꎮ 然

而ꎬ“恶霸”毕竟只是“地主”中的一部分ꎬ甚至是其一小部分ꎬ非“恶霸”的地主老实巴交甚至窝

窝囊囊的地主ꎬ以及品德高尚的开明士绅ꎬ也是客观存在ꎮ 因此ꎬ时过境迁之后ꎬ“典范土地革命

叙事”之“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③之间的差异日益凸显ꎮ 其实ꎬ这种差异当年就已被诸

多当事人意识到ꎮ 比如ꎬ常见一些回忆土改或“文革”的文章ꎬ谈及“诉苦”时发生的诉苦人发言

文不对题的趣事ꎮ 作家刘震云就多次讲到他的外祖母作为长工与雇主之间关系亲密的往事ꎮ
«桑干河上»和«翻身记事»等“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以及«白鹿原»«第九个寡妇»等“反典范土

地革命叙事”以自己的具体艺术描写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这种差异ꎮ 特别是一些曾作为地

１２

①

②
③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ꎬ唐健、张嘉荣译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２、
１０ 页ꎮ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 页ꎮ
[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ꎬ«中国乡村研究» (第 ２

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６６－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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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子女遭受误解或歧视多年的人如今拥有了话语权ꎬ新时期以后人道主义话语逐渐取代革命话

语而占据主流地位ꎬ使得“地主”与“恶霸”概念之间的焊接早被熔断ꎮ 不仅如此ꎬ质疑甚至否定

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反思和批评土改暴力过火行为的声音ꎬ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历史学和

社会学研究领域都时有所见ꎮ
如前所述ꎬ“地主”与“恶霸”概念直接的有意焊接是特定年代为了特定社会效应而采取的叙

事策略ꎬ其副作用或负面影响也毋庸讳言ꎬ如今将其熔断很有必要ꎮ 然而ꎬ当年“典范土地革命

叙事”作此处理ꎬ也并非全没有社会依据和理论依据ꎮ
与“地主”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是“绅士”或“士绅”“乡绅”ꎮ 洪深戏剧«香稻米»中的周姓地

主就直接被称呼为“周乡绅”ꎮ 如今一提及“绅士” “士绅”概念ꎬ不知详情者往往联想到英国贵

族的“绅士风度”ꎬ将其当作一个完全的褒义词理解ꎮ 与此相应ꎬ有人认为土改的结果是愚昧野

蛮的“痞子”取代了有良好修养的乡村绅士精英而成为乡村统治者ꎮ 那么“绅士”或“士绅” “乡
绅”究竟是指什么样的人呢? 有人考证了这三个概念各自的形成与内涵变化ꎬ并对其细微差异

予以区分ꎮ 我们这里姑且按照日常理解ꎬ将其作同义词看ꎮ 明清及其以前ꎬ“士绅”主要是指在

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ꎬ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ꎮ 而到了民

国时期ꎬ“公众影响和财富替代了科举功名而成为判断绅士的标准ꎬ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做了

大官ꎬ全家人就都进入士绅的行列”①ꎮ 不论称“绅士”还是“士绅”或“乡绅”ꎬ不论这三个基本重

合的概念之间有何细微差异、内涵变化ꎬ一般都承认它们所指代的这类人是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

地占有一定文化知识资源、拥有较多土地和财富、与官府有一定联系ꎬ以及由于上述原因而拥有

一定势力的ꎮ 在前现代时期ꎬ他们是官府与农民之间的中介ꎮ 史靖认为:“虽然所有的地主不一

定都是绅士ꎬ不过绅士则一定是地主并且是大地主ꎮ”②笔者认为绅士虽未必是“大地主”ꎬ却一定

是地主无疑ꎮ 以上述文学文本中的人物为例ꎬ«白鹿原»里的朱先生、白嘉轩和鹿子霖、«为奴隶

的母亲»里的秀才、«咆哮了的土地»里的李敬斋和张举人、«苦菜花»里的王柬芝、«翻身记事»里
的王友三都是典型的绅士ꎬ«阿 Ｑ 正传»里的赵太爷和钱太爷、«红旗谱»里的冯兰池因其儿子的

身份也算是绅士ꎬ而没有太多文化的«许是不至于罢»里的王阿虞、«冯九先生的谷»里的冯九、
«山雨»里的陈庄主ꎬ若单看财产或村庄影响力可以算ꎬ严格讲却既不能算“劣绅”也不好算“正
绅”③ꎬ因为他们属于不占有文化资源的“土财主”ꎻ而«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暴风骤雨»里的韩

老六、«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高玉宝»里的周扒皮父子ꎬ却不能说不算绅士或士绅、乡绅ꎬ因
为他们的身份符合上述关于绅士、士绅或乡绅的定义ꎮ 而这后一类人却是典型的“土豪劣绅”ꎮ
“土豪劣绅”基本是“恶霸地主”的同义语ꎮ 地主、绅士(或士绅、乡绅)、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
恶霸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ꎮ

财富与权力虽然并非一回事ꎬ但二者有密切关联ꎮ 在专制制度下ꎬ有钱者有势的情况属于常

见ꎻ而有势有钱的事例ꎬ更是较有势无钱的事例多得多ꎮ 在封建的乡村ꎬ虽然地主与官府之间有

官民矛盾ꎬ地主豪绅与官府勾结一起欺压农民也绝非鲜见的特例ꎮ “打倒土豪劣绅”曾是北伐时

期国共两党共同的目标ꎮ 而近些年史学研究界已有诸多成果揭示出ꎬ近代以来“绅士”阶层劣质

２２

①
②

③

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ꎬ«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史靖:«绅权的本质»ꎬ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ꎬ长沙:岳麓书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３８ 页ꎮ 该书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由观察社

初版ꎮ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用“开明士绅”一词指代拥护抗日的爱国地主ꎬ此“开明士绅”涵义大致相当于“正绅”而又比后者宽

泛些ꎮ



阎浩岗:在“恶霸”与“绅士”之间

图 １　 地主、绅士、恶霸地主(土豪劣绅)、
恶霸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图

化倾向非常明显ꎬ所以才有了“劣绅”这个专门

名词:
　 　 民国时期ꎬ绅士劣质化成为一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ꎮ 绅士或成为官员、军阀的爪

牙ꎬ或以盘剥、欺压民众为能事ꎬ绅士走向

堕落ꎬ败坏了地方社会的肌体ꎬ虽然这与绅

士自身不无关系ꎬ但更多地是社会生态恶

化的结果ꎮ①

王奇生指出:
　 　 作为社会恶势力之一ꎬ土豪劣绅自然

历代皆有ꎮ 但土豪劣绅凸显成为一个势力

庞大的社会群体ꎬ却是民国时代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ꎮ②

«暴风骤雨»及其以后的土改题材作品传达出“地主都坏”的观念ꎬ而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时期ꎬ南方就流传着“无绅不劣ꎬ有土皆豪”的说法ꎮ 不论提出这一口号的是谁ꎬ起码它说明在当

时绅士劣质化已非个别现象ꎬ说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之前领导乡村的社会“精英”并非都是朱

先生、白嘉轩那样有良好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正绅”ꎬ像«李有才板话»里的阎恒元、«李家庄

的变迁»里的李如珍那样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把持村政、包揽诉讼的现象并非鲜见ꎮ 恶霸或劣

绅并不一定亲自担任村长或保长、甲长之类职务ꎬ因为在苛捐杂税繁多的情况下ꎬ当官差催粮款

捐税可能是个苦差事(尽管也有人能借机获利)ꎮ 但是ꎬ即使他没有任何职务ꎬ他的“势力”足以

使其役使担任村长或保长的人ꎮ «桑干河上»里ꎬ担任甲长的并不是许有武和钱文贵ꎬ而是有钱

无势的李子俊、非恶霸的江世荣ꎬ还有贫农刘乾ꎬ而这几人无一不听命于许有武和钱文贵ꎮ 小说

的这些描写ꎬ在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里得到了印证ꎮ 比«桑干河上»早一年问世的胡庆钧

«论保长»一文在分析绅士不愿意当保长的原因时说:
　 　 绅士大体上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ꎬ他这份钱势就靠自己传统社会结构里面的权力维持ꎬ
而这种权力在上级政府的统治之下ꎬ只希望得到政府官吏的支持却不愿意受政府权力的干

涉ꎮ 这一个芝麻小官的地位ꎬ既不能够装璜(潢)自己ꎬ却徒然把自己推到政府权力的直接

压迫下面ꎬ这是绅士所不愿的ꎮ 绅士在这里表现了他的巧妙才智ꎬ把农民一类的人物推了出

来ꎬ让他出面ꎬ自己在幕后作一个牵线人ꎬ握住了行使公务的权力ꎮ③

这说的是 １９４０ 年代后期的事ꎮ 此前像«红旗谱»里的冯兰池那样愿意亲自任村长或其他职

务、从中渔利的劣绅也有很多ꎮ
在法制概念淡薄的乡村社会ꎬ理想状态下可能会有白嘉轩那样的文化精英以传统惯例或乡

约治理乡村ꎬ但“恶霸”也极容易孳生ꎮ «白鹿原»就真实揭示了进入民国时代以后白嘉轩式“正
绅”日趋式微、鹿子霖式“劣绅”成为乡村领袖的过程ꎮ 胡庆钧在肯定传统社会里“少数特殊的例

子ꎬ为了宗教的虔诚ꎬ或者爱人的狂热ꎬ一个绅士地主毁家纾难ꎬ或者捐资兴学ꎬ修桥补路ꎬ大做功

德ꎬ他的言行就成为地方社区各级人民的共同楷模”之后ꎬ又接着指出ꎬ那种“攫握了地方的威

３２

①
②
③

阳信生:«民国绅士内涵辨析»ꎬ«湖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１９ 页ꎮ
胡庆钧:«论保长———“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三»ꎬ«观察»１９４７ 年第 ３ 卷第 １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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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ꎬ他可以不必考虑农民的利益ꎬ而只顾及个人或者绅士阶层的利益ꎬ这种事例在过去曾屡见不

鲜ꎬ也就是今天充斥在农村里面的劣绅”ꎮ 在论及绅士与官吏勾结盘剥压榨农民时ꎬ他写道:
　 　 绅士利益与农民利益分开了ꎬ绅士利益得到尊重ꎬ政府的征派他可以不付ꎬ抽丁也抽不

到绅士的子弟ꎬ从而转嫁在农民身上ꎮ 今日何处不演着这种官绅勾结压榨小民的例子!
劣绅变成了腐化政治机构身上的一个毒瘤ꎬ如何能够割治这个瘤ꎬ这是今天中国政治上面临

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ꎮ①

当然ꎬ乡村“恶霸”既可能是有钱有势的劣绅ꎬ也可能是地痞、流氓或土匪ꎮ 不论是哪种ꎬ乡
村“恶霸”并非鲜见ꎬ这是事实ꎮ 虽然黄世仁、韩老六式公然欺男霸女耍流氓的恶霸并不普遍存

在ꎬ钱文贵式靠营构社会关系形成对农民的压迫势力的恶霸却普遍存在ꎮ 这正是当年农民们以

及读者观众们即使感到“表达性现实”与自己直接感受到的“客观性现实”不尽一致ꎬ也能从心理

上接受“恶霸地主”概念的社会现实依据ꎮ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对恶

霸地主的描写有它的真实性ꎬ“反土地革命叙事”塑造的“正绅”型地主也有其依据ꎬ但需要指出

的是ꎬ后者塑造的圣人化或善人化地主ꎬ也并不占地主的大多数ꎬ正如“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塑造

的那种流氓式恶霸地主不占地主多数一样ꎮ 大多数的地主应该是“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里那

种情况ꎮ
除了个别人流氓无赖般公然不顾日常伦理ꎬ地主对农民的欺压更多是以“更含蓄”的制度暴

力、系统暴力或客观暴力方式实行的ꎮ 其实ꎬ消灭这种客观性暴力ꎬ要比制止和消灭流氓无赖的

主观暴力更为艰难ꎮ 近代以来暴力革命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ꎬ通过革命方式彻底变革社会逐渐

成为多数时代精英的共识ꎬ这是因革命者认为既得利益者不会自动让出其既得利益(包括土地

财产以及建立其上的种种特权)ꎬ不仅如此ꎬ他们还会拼死维护其既得利益ꎬ不以流血暴力的方

式就无法解决中国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ꎮ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将暴力革命比作外

科手术ꎬ这个比喻非常贴切ꎮ 选择外科手术ꎬ是因医生和病人都认为保守疗法无法解除病魔对患

者生命的威胁ꎮ 手术过程中流血在所难免ꎬ手术失败、病人更快丧命的可能性也存在ꎬ术后还可

能有后遗症ꎮ 暴力革命者面临的问题也与此类似ꎮ 中国土地革命领导者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唯物

辩证法ꎮ 在涉及关于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主流和支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一系列矛盾

关系时ꎬ他们一般更看重和强调本质、一般、主流、主要矛盾ꎮ 比如ꎬ他们认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压迫是本质ꎬ他们中具体人的道德品性属于“个别”与“现象”ꎻ土改中的暴力过火现象属于支流

和次要矛盾ꎬ以土改运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是主流和主要矛盾ꎮ
乡村中的恶霸不仅危害农民ꎬ也影响现代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ꎬ因而ꎬ如前所述ꎬ中国共产党

领导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没收并平分地主的土地财产ꎬ同时也包括铲除为害乡里

的乡村恶霸ꎮ “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通过焊接“地主”与“恶霸”两个不同概念ꎬ试图将两重任务

合而为一②ꎬ“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和“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则有意塑造非地主身份的恶霸、
准恶霸形象ꎮ 例如ꎬ«桑干河上»塑造了按土地占有量并非地主而按其品行确为恶霸的钱文贵ꎬ
赵树理«邪不压正»塑造了身为土改“积极分子”或党员干部的小旦和小昌等ꎮ 后者在«古船»
«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ꎬ作者塑造出赵炳、赵多多、赵刺猬、赖和尚这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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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庆钧:«论绅权»ꎬ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ꎬ长沙:岳麓书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０６－１１４ 页ꎮ
其具体做法ꎬ一是只塑造恶霸类地主形象而将非恶霸类地主阙如ꎬ例如«白毛女»«高玉宝»«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ꎻ一

是将恶霸类地主作为主要反面形象ꎬ非恶霸类地主只是着笔不多的次要人物ꎬ例如«暴风骤雨»ꎮ 但«暴风骤雨»还是通过主要正面

人物萧祥和郭全海之口说出“地主都坏”ꎬ从而将这类地主也予以“准恶霸化”ꎬ只是让其“恶”停留在“客观暴力”层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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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站在地主对立面ꎬ却又欺压平民的恶霸形象ꎮ “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和“反典范土地革命

叙事”塑造的新型恶霸形象ꎬ既可看作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中“恶霸地主”形象的解构ꎬ也可看

作对后者的补充ꎬ或是对其“反恶霸”主题的延续ꎮ
新时期以后文学解构“恶霸地主”形象、着意塑造非恶霸型地主形象ꎬ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

现实的合理性ꎮ 因为特定时期将地主恶霸化的叙事策略在推动土地革命运动深入展开等积极作

用的同时ꎬ也使现实中许多非恶霸型地主及其子女未得到公正对待ꎬ确曾产生许多负面影响ꎬ特
别是土改过程中许多暴力过火行为ꎬ尤应引以为戒ꎮ 但是ꎬ若因此而否认恶霸型地主的存在ꎬ或
否认由来已久的地主对农民的客观暴力ꎬ过于美化前现代的乡绅或乡村精英治理ꎬ从而否认土地

改革的必要性ꎬ也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ꎮ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Ｙａｎ Ｈａｏｇ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ａｏｄｉｎｇ Ｈｅｂｅｉꎬ０７１０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Ｎｉｇｈｔ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Ｈｕａ Ｈａ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ꎬ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ｉｍａｇｅ ｈａｄ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ꎬ ｓｕｃｈ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ｓｉ－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ｈａｄ ｄｏｕｂ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ｏｒ ｍａｄ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ｈ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ａｉｒｅｄ Ｇｉｒｌꎬ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ｒ ｗｏｒｋ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 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ｄｅｓｐｏｔｓ ｏｒ ｂａｄ ｇｕｙｓ ｈａｖ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ｅｖｅｎ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ｓａｇｅｓꎬ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ｒ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ｒ. Ｔｈ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ｏｎｃ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ｓｏｍｅ ｓｉｄｅ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 ｉｍ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ａｎｄ ｎｏｔ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ꎻ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ꎻ ｇｅｎｔｒｙꎻ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ａｉｒｅｄ Ｇｉｒｌꎻ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Ｎ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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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高粱家族»的“抗战”“情爱”与“历史观” ∗①

丛新强
( 山东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０１ )

　 　 摘要:　 «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战”ꎬ既不是以“国军”和“共军”为主体ꎬ也不是通常判断的“土匪”抗战ꎬ而
是求生存意识的“群众”抗战ꎮ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情爱”追求ꎬ既有个体解放的野性方式及其欲望的本能

需要ꎬ也同步伴随非理性的疯狂杀戮及其人性之恶ꎮ 相对于历史表达的不同侧面及其生命形态ꎬ归于伦理意义

上的“一视同仁”ꎬ才是终极性的“历史观”ꎮ 在“先锋”中“逃离”ꎬ在“寻根”中“扎根”ꎬ莫言有意无意地走出一条

自我选择与自觉创新之路ꎮ
关键词:　 «红高粱家族»ꎻ莫言ꎻ“抗战”ꎻ“情爱”ꎻ“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６－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２１
作者简介:丛新强(１９７４—　 )ꎬ男ꎬ山东临朐人ꎬ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海内外文化论争中的莫言现象研究”、山东大学文学院科研项目“鲁
迅对于莫言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莫言:«用耳朵阅读»ꎬ«莫言讲演新篇»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１６ 页ꎮ
③莫言:«小说的气味»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ꎬ莫言已经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意识:“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

书固然不可信ꎬ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ꎮ 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ꎬ民间把历史传奇

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ꎬ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

取营养ꎮ 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ꎬ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ꎬ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

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ꎬ而这样的人物ꎬ在现实生活中是几乎不存在

的ꎬ但在我父亲他们讲述的故事里比比皆是ꎮ”②显然ꎬ«红高粱家族»讲述了抗日的战争故事和先

辈的情爱故事ꎬ同时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非同一般的人物ꎬ进而触及到历史的复杂

结构和人性的深层意识ꎮ 其间ꎬ又涉及到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如何重写“抗战”和“抗战”的
主体问题ꎻ二是如何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ꎻ三是如何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

观”问题ꎮ

一、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

在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文学观念反思和解放的思潮中ꎬ针对老作家提出的不亲历战争如何反映战

争的问题ꎬ莫言提出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历史ꎬ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

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ꎬ也可以写战争”③ꎮ 正

是基于这样简单朴素的理解ꎬ莫言开始了«红高粱»及其后续篇章的写作ꎮ 故事从 １９３９ 年农历

八月初九写起ꎬ“我父亲”豆官跟着“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ꎬ“我奶奶”则送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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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ꎮ 结果可想而知ꎬ３００ 多个乡亲叠股枕臂ꎬ陈尸狼藉ꎬ流出的鲜血灌溉了大片高粱ꎬ把高粱下的

黑土地浸泡成稀泥ꎮ
日本人说来就来ꎬ鬼子和伪军到村里抓民夫拉骡马ꎬ一直负责酿酒作坊的罗汉大爷也被押上

工地搬运石头ꎮ 不堪忍受暴打的罗汉大爷ꎬ本来已经逃进高粱地ꎬ却为了骡子而重新返回ꎬ酿出

一幕壮烈的悲剧ꎮ 被日本人抓回后的罗汉大爷血肉模糊ꎬ紧接着被剥皮示众ꎮ 正是缘起于为罗

汉大爷报仇ꎬ也为自身求生存的本能考虑ꎬ爷爷奶奶拉起队伍走上抗日之路ꎮ «红高粱»第九章

集中书写民间的奋勇抗日:爷爷奶奶、方家兄弟、刘大号、哑巴、王文义夫妻等诸多村民队员ꎬ在没

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ꎬ歼灭日军少将中岗尼高及其队伍ꎮ
与传统的“战争文学”注重对战争过程的再现不同ꎬ«红高粱家族»只是借用了战争环境和战

争背景ꎮ 这一对此前的“战争文学”乃至“军事文学”传统的根本超越ꎬ同步带来了文学界的观念

论争ꎮ 其中的“抗战”书写ꎬ更是激发出针锋相对的观点ꎮ 有论者虽认为«红高粱»具备开放型新

观念ꎬ但同时对余占鳌和他的队伍进行的抗击日军和伏击战的取胜表示明显的质疑ꎮ 相对于中

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敌后所取得的绝对优势ꎬ作品对余司令的尊颂激扬欠些理智ꎬ在人

物活动的历史环境的翻检审视中有所疏漏ꎮ① 更有论者认为ꎬ作品在对战争题材的具体处理上

采用自然主义倾向ꎬ脱离生活ꎮ 尤其是对罗汉大爷遭遇的细致描写违背了美感的要求ꎮ 在人物

塑造上由于强调性格的复杂性ꎬ而是非不分、美丑难辨ꎮ 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进行抗战的

描写不能让人相信ꎬ不符合历史实际ꎮ② 直到后续对«红高粱家族»的批判ꎬ仍然聚焦于其人物评

价和抗战历史:“作者却完全置历史事实于不顾ꎬ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ꎬ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

路军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ꎬ尤其是歪曲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八路军形象ꎬ甚至“在
作者眼里ꎬ八路军只不过是一些‘亢奋的狗群’”③ꎮ 显然ꎬ这样的批评正在溢出文本ꎬ也正在产生

新的“歪曲”ꎮ
与否定性声音同步ꎬ对«红高粱家族»的肯定性话语同样引人瞩目ꎮ 有论者指出ꎬ相对于同

类题材作品还停留在醉心于描写战争的过程(包括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内外配合、攻下碉堡

等)ꎬ莫言用重彩描绘的是战争中的活人ꎮ 与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相比ꎬ我
们的作家作品明显存在差距ꎮ “他们已把描写战争的胜负得失推到了次要地位ꎬ而把战争中的

严酷真实ꎬ特别是战争中人的全景摄像ꎬ推到了第一位置ꎮ 因而ꎬ当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ꎬ感到灵

魂的震撼ꎮ”④针对活剥罗汉大叔的细节描写ꎬ有论者认为这种大残暴、大痛苦、大紧张、大悲愤能

造成文学上的强刺激ꎬ用于表现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未为不可ꎮ “由残暴的敌人、高贵的受难

者、受到英雄激励而复活和强化了民族意识的人民所构成的这个立体画面ꎬ我认为有很高的文学

价值ꎮ”⑤黄国柱则进一步从“军事文学”角度对«红高粱家族»作出整体性阐释ꎮ 他认为莫言所

瞩目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被激化乃至被扭曲了的情感和心态ꎮ 有人批评作品中看不到共

产党的领导、看不到共产党对农民武装的改造引导、看不到农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ꎬ实际

上是沿用了衡量过去战争文学的标准和尺度ꎬ而没有看到这些标准和尺度更多地应该用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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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作中ꎮ 战争文学应该展示生命个体在战争条件下的存在方式ꎬ而不应该去追踪、显示赤裸裸

的“历史规律”ꎮ “墨水河边的伏击战ꎬ以及日军的报复性的血洗村庄ꎬ不过是历史背景的依托ꎮ
侵略军与各种抗日势力之间的对峙及胜败ꎬ并未构成旗鼓相当的文学角色ꎬ而始终占据在这幕历

史话剧中心的显然是余占鳌及一系列和他命运攸关的人物ꎮ 对于他们ꎬ重要的不是最终谁胜谁

负———这个历史的定论早已人人皆知ꎬ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怎样地活着或死去ꎮ”①文学以人为中

心ꎬ战争文学更是如此ꎬ以“人”的视角来理解«红高粱家族»ꎬ诸多争议也就趋于平静ꎮ
显然ꎬ面对日本侵略者ꎬ是共产党抗战还是国民党抗战抑或是土匪抗战往往纠缠不清ꎬ也是

诸多论争的焦点ꎮ 莫言的立场并非上述三者ꎬ尤其是主导评论所谓的土匪抗战ꎬ而认为抗战的主

体应该是自发的群众ꎮ 上述三种力量往往具有自觉性ꎬ而唯有群众是自发的ꎬ呈现于文本中的恰

恰是这一自发性的存在ꎮ 当然可以说这三种力量的构成都是群众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ꎬ“抗战”
中的群众并没有明确地接受其中哪种力量的领导ꎬ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ꎬ而完全是非自

觉性的甚至是本能性的求生存意识在起作用ꎮ 莫言在谈到“土匪抗战”时就特别强调历史“事
实”和写作“偏差”的问题:“写土匪抗战ꎬ事实上也是有一点历史根据的ꎮ 在抗日战争初期ꎬ我们

的胶东地区冒出了几十支游击队ꎬ一帮土匪摇身一变ꎬ树立一个旗号ꎬ我不是土匪了ꎬ我是抗日游

击队ꎬ实际上还是按照过去的生活方式在生存ꎮ 当时是遍地的司令ꎬ有的给八路军转化了ꎬ有的

给国民党收编了ꎬ有的投靠了日本人ꎬ有的跳来跳去ꎬ有奶就是娘ꎬ今天是国民党ꎬ明天是共产党ꎬ
后天又投靠日本人了ꎮ 刚开始写的时候ꎬ我想写的是农村生活ꎬ是写高粱地ꎬ如果你从里边读出

了江湖ꎬ那也是我迷迷糊糊ꎬ误入江湖ꎮ”②这里的“事实”和“偏差”恰恰构成了作品的张力ꎬ所谓

的“误入江湖”在文学意义上恰恰是“歪打正着”ꎮ
«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日行动并非始自余占鳌ꎬ而是从刘罗汉开始的ꎮ 罗汉大爷被日本兵和

伪军抓民夫修路时遭遇凌辱和虐打ꎬ于是萌生逃跑的念头ꎮ 本来顺利的行为却因为自己熟悉的

骡子叫声而重新返回ꎬ又因为骡子的暴躁而怒铲骡腿ꎬ也就被日军重新抓获ꎬ进而当众惨遭剥皮ꎮ
刘罗汉之死ꎬ成为余占鳌发动伏击战的导火索ꎮ 恰巧又从冷支队长处获得鬼子汽车路过此地的

情报ꎬ所谓的“抗战”也就顺理成章ꎮ 当冷支队长前来联合或者说收编余司令而发生激烈对峙之

时ꎬ爷爷的反应是:不管是不是土匪ꎬ“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ꎮ 奶奶的反应是:“买卖不成

仁义在么ꎬ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ꎬ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ꎮ”继而以酒为誓ꎬ奶奶说:“这酒里有

罗汉大叔的血ꎬ是男人就喝了ꎮ 后日一起把鬼子打了ꎬ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ꎬ狗走狗道ꎬ井水不犯

河水ꎮ”③尽管冷支队长并未配合而致使余占鳌几近覆没ꎬ但不能否认后者的抗日行动正是源于

自发的复仇动机和求生存的本能意识ꎮ
«红高粱家族»中的任副官虽着墨不多ꎬ但他教唱的“抗日”歌曲却异常响亮而绵延不绝:“高

粱熟了ꎬ高粱红了ꎬ东洋鬼子来了ꎬ东洋鬼子来了ꎮ 国破了ꎬ家亡了ꎬ同胞们快起来ꎬ拿起刀拿起

枪ꎬ打鬼子保家乡”④正因如此ꎬ不管面临什么情境ꎬ“抗日优先”都会成为共识ꎮ 当豆官因恼

羞成怒而开枪之时ꎬ余司令说:“好样的! 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ꎬ打完日本人ꎬ谁要是再敢说

要和你娘困觉ꎬ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ꎮ 别打他的头ꎬ也别打他的胸ꎮ 记住ꎬ打他的小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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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新强:论«红高粱家族»的“抗战”“情爱”与“历史观”

子ꎮ”①当余占鳌因任副官的坚持而大义灭亲、处决自己的叔叔之时ꎬ是为了“千军易得ꎬ一将难

求”ꎻ而余大牙被执刑前ꎬ仍然高唱着任副官的抗日歌曲ꎻ任副官则明知余占鳌的愤怒却全然不

顾地高唱着抗日歌曲ꎬ准备接受后者的报复ꎮ 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奶奶的肩膀压出一道深深的紫

印ꎬ也成为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标志ꎮ 当奶奶弥留之际想要见爷爷时ꎬ爷爷说的是先去“把那些

狗娘养的杀光”ꎬ依然是“抗日优先”ꎮ 此外ꎬ还有王文义的“夫妻抗战”、方六的“兄弟抗战”、哑
巴与刘大号的“特殊抗战”ꎬ等等ꎮ 当余占鳌因为伤亡惨重而向众乡亲跪地谢罪时ꎬ那个黑脸白

胡子老头高声叫道:“哭什么? 这不是大胜仗吗? 中国有四万万人ꎬ一个对一个ꎬ小日本弹丸之

地ꎬ能有多少人跟咱对? 豁出去一万万ꎬ对他个灭种灭族ꎬ我们还有三万万ꎬ这不是大胜仗吗? 余

司令ꎬ大胜仗啊!”②这种并不少见的朴素言论ꎬ传达出的正是“群众抗战”的观念和现实ꎮ
对于莫言的“抗战”书写ꎬ批评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并不回避的国民性的另一面展示ꎮ 在

«红高粱家族»中ꎬ这主要通过受到日军威逼而对罗汉大爷进行剥皮的孙五和带着日军轰炸村里

草窨子的成麻子两个人物表现出来ꎮ 他们的命运结局也是令人觉醒ꎬ孙五精神错乱ꎬ成麻子虽是

战斗英雄却也上吊自杀ꎮ 当日本人占据高密城时ꎬ成麻子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你们怕什么? 愁

什么? 谁当官咱也是为民ꎮ 咱一不抗皇粮ꎬ二不抗国税ꎬ让躺着就躺着ꎬ让跪着就跪着ꎬ谁好意思

治咱的罪? 你说ꎬ谁好意思治咱的罪?”③如此原生态的“群众”心理ꎬ或者说蒙昧状态的“群众”
观念ꎬ也不能不说是“抗战”史的一个侧面ꎮ

二、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

«红高粱家族»除了呈现“爷爷”和“奶奶”的抗战事迹ꎬ还有对他们情爱故事的书写ꎮ 奶奶

由她的父亲作主ꎬ嫁给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ꎬ这是外曾祖父的荣耀ꎮ 当

时多少人都渴望着和单家攀亲ꎬ尽管风传单扁郎染着麻风病ꎮ 奶奶幻想着好日子ꎬ却也不再遵从

古训的“嫁鸡随鸡ꎬ嫁狗随狗”ꎬ而是追寻着自己的理想爱情ꎬ继而和“爷爷”一道谱写了新的情爱

故事ꎮ 面对她的父亲的唯利是图、单家父子的无法接近和轿夫余占鳌的英武健壮ꎬ奶奶在三天的

婚姻生活中便参透了人生禅机ꎮ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ꎬ两颗蔑视人间

法规的不羁心灵ꎬ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ꎮ 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ꎬ为我们高密东

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ꎬ抹了一道酥红ꎮ”④进而ꎬ在这样的爱情魔力和本能欲望的驱使下ꎬ爷爷

对单氏父子痛下杀手ꎮ 其实ꎬ不管是爷爷还是奶奶ꎬ在共同面对情欲的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

原始力量ꎬ体现出本能性的意识和特征ꎮ 即便是后来的爷爷与恋儿、奶奶与“黑眼”之间的关系ꎬ
也是出于自然的情欲及其本能的相互报复ꎮ

«红高粱家族»不仅改变了此前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写法ꎬ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具有个性解放意

识的女性形象ꎬ而这一形象又是在追求情爱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来的ꎮ 奶奶对于因为贪图一头

骡子而将自己许给单家的父亲满心仇恨ꎬ进而迈向朦胧的个体解放之路ꎮ 在半路被余占鳌裹挟

之时ꎬ奶奶神魂出舍ꎬ心头撞鹿ꎬ情欲迸裂ꎬ感觉到幸福的强烈震颤ꎮ 当为队伍送饼而中弹之时ꎬ
奶奶体验到死亡的降临ꎬ发出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天问”:“天赐我情人ꎬ天赐我儿子ꎬ天赐我财

富ꎬ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ꎮ 天ꎬ你既然给了我ꎬ就不要再收回ꎬ你宽恕了我吧ꎬ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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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吧! 天ꎬ你认为我有罪吗? 天ꎬ什么叫贞节? 什么叫正道?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邪恶?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ꎬ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ꎬ我爱幸福ꎬ我爱力量ꎬ我爱美ꎬ我的身体是

我的ꎬ我为自己作主ꎬ我不怕罪ꎬ不怕罚ꎬ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ꎮ 我该做的都做了ꎬ该干的都

干了ꎬ我什么都不怕ꎮ 但我不想死ꎬ我要活ꎬ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ꎬ我的天哪”①最后一丝

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ꎬ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入高粱地ꎬ而愈益有限的思维空间

承载的则是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ꎮ 奶奶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自己的解放ꎬ也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ꎬ仿佛迅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ꎬ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起点所伴随着的罪孽ꎬ
否则又怎么会有其中的“罪”与“罚”这样本就稀缺的意识ꎮ

伴随着爷爷奶奶们的情欲的高涨和身体的解放ꎬ也不可忽视其间的对于生命的任意剥夺和

滥杀无辜ꎮ 比如ꎬ在奶奶的花轿行走到蛤蟆坑时ꎬ路遇打劫者要求“留下买路钱”ꎮ 奶奶的心情

忧喜参半ꎬ本来嫁人就是连死都不怕的事ꎬ这会儿反而心平气和ꎬ甚至被劫走比继续前行更有人

生的希望ꎮ 当劫路人被余占鳌识破真相并被暴打之后ꎬ跪地磕头求饶ꎬ已经毫无威胁ꎬ事情本来

可以结束了ꎬ但接下来的场景让人震惊ꎮ 余占鳌说:“劫路的都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ꎮ”②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话? 联系其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ꎬ便不难理解ꎮ 因为余占鳌杀死了与其母有奸情

的和尚ꎬ致使母亲也因此自杀ꎮ 他已经不会再有 ８０ 岁的老母ꎬ而且内心深处对母亲存在刻骨怨

恨ꎬ必然潜意识地反感甚至厌恶这样的说辞ꎮ 于是ꎬ他退到一边ꎬ看着轿夫和吹鼓手ꎬ像狗群里的

领袖看着群狗ꎮ
　 　 轿夫吹鼓手们发声喊ꎬ一拥而上ꎬ围成一个圈圈ꎬ对准劫路人ꎬ花拳绣腿齐施展ꎮ 起初还

能听到劫路人尖利的哭叫声ꎬ一会儿就听不见了ꎮ 奶奶站在路边ꎬ听着七零八落的打击肉体

的沉闷声响ꎬ对着余占鳌顿眸一瞥ꎬ然后仰面看着天边的闪电ꎬ脸上凝固着的ꎬ仍然是那种粲

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ꎮ
一个吹鼓手挥动起大喇叭ꎬ在劫路者的当头心里猛劈了一下ꎬ喇叭的圆刃劈进颅骨里

去ꎬ费了好大劲才拔出ꎮ 劫路人肚子里咕噜一声响ꎬ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ꎬ软软地躺在地上ꎮ
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ꎬ从那道深刻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ꎮ


奶奶撕下轿帘ꎬ塞到轿子角落里ꎬ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ꎬ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ꎮ 他离

着轿子那么近ꎬ奶奶只要一翘脚ꎬ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的结实头皮ꎮ
轿夫们飞马流星ꎬ轿子出奇的平稳ꎬ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ꎮ③

在这里ꎬ轿夫和劫匪其实同处于社会的底层ꎬ不仅没有相互的基本的同情和怜悯ꎬ反而充斥

毫无底线的暴行ꎮ 而且ꎬ轿夫和劫匪之间完全可以互相转换甚至本就没有什么区别ꎮ 今天的轿

夫或许就是明天的劫匪ꎬ今天的劫匪或许就是明天的轿夫ꎮ 后续的余占鳌的所有行为不都有着

明显的劫匪特性吗? 同类间的残杀触目惊心ꎬ而且相当自然ꎬ正所谓“狗群”一般ꎮ 在吹鼓手眼

里ꎬ被打死了的只是一件东西ꎬ而且不禁打ꎬ殊不知大喇叭都已经被打瘪了ꎬ还有什么生命禁得住

这样的虐杀呢ꎮ 即便面对如此的血腥场面ꎬ好像也没有触动爷爷奶奶的任何一根神经ꎬ奶奶仍然

表现出一种高贵的笑容ꎬ不但毫不影响爷爷奶奶之间的情欲萌动和继续互动以及调情ꎬ反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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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ꎬ甚至成为一个难得的契机ꎮ 相对于余占鳌的冷漠与暴虐ꎬ戴凤莲表现出的则是默许和纵

容ꎮ 延伸开来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余占鳌可以毫无顾忌地滥杀单家父子ꎮ 这是一次成功的预

演ꎬ只要被认为是“挡道者”ꎬ余占鳌都将格杀勿论ꎬ而从来不会考虑什么人性因素ꎮ 或者说ꎬ这
里已经为后续的爷爷奶奶的故事进展做好了准备ꎮ

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狂欢毕竟短暂ꎬ因为还要回到现实ꎮ “爷爷说:‘三天之后ꎬ你只管回

来!’奶奶大惑不解地看着他ꎮ 爷爷穿好衣ꎮ 奶奶整好容ꎮ 奶奶不知爷爷又把那柄小剑藏到什

么地方去了ꎮ 爷爷把奶奶送到路边ꎬ一闪身便无影无踪ꎮ 三天后ꎬ小毛驴又把奶奶驮回来ꎮ 一进

村就听说ꎬ单家父子已经被人杀死ꎬ尸体横陈在村西头的湾子里ꎮ”①其实ꎬ凭着奶奶的聪敏ꎬ完全

心知肚明爷爷的意思ꎮ 在这里ꎬ面对爷爷的明确暗示ꎬ奶奶不会意识不到结果ꎬ但并没有做出任

何阻止的举动ꎬ而是继续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ꎬ一任其后果的恶性发展ꎮ
对余占鳌而言ꎬ如果说一怒之下杀死与母亲有奸情的和尚还有着个人恩怨等雪耻的因素ꎬ那

么放火并杀死单家父子则纯粹是为着情欲的滥杀无辜ꎮ 况且ꎬ单家并非强娶而是明媒正娶ꎬ没有

任何过错ꎮ 杀死单扁郎后ꎬ余占鳌不后悔也不惊愕ꎬ只是感到恶心ꎮ 他想起了 ６ 天前作为轿夫走

进单家时的情景ꎬ单家的勤俭持家和积累财富ꎬ曾经瞬间激起余占鳌的杀人念头ꎬ当时就为自己

的贫贱生活而愤懑了ꎬ而现在又为自己开脱辩解ꎮ “他想ꎬ积德行善往往不得好死ꎬ杀人放火反

而升官发财ꎮ 何况已经对那小女子许下了愿ꎬ何况已经杀掉了儿子ꎬ留着爹不杀ꎬ反而使这个爹

看着儿子的尸体难过ꎬ索性一不做ꎬ二不休ꎬ扳倒葫芦流光油ꎬ为那小女子开创一个新世界ꎮ”②于

是重新抖擞精神ꎬ再次残忍杀死单廷秀ꎬ并把父子二人尸首抛到水湾ꎬ从容拐进高粱地ꎮ 至此ꎬ余
占鳌也就为自己的情欲铺平了道路ꎮ 乃至后来直接对着酒篓子撒尿ꎬ即便无意中酿出了上等好

酒ꎬ也不能够否认其中的丑行及其作恶性质ꎮ 及至表演了烧酒作坊里最苦的活儿甚至提出技术

革新之后ꎬ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主人”ꎮ “从此ꎬ爷爷和奶奶鸳鸯凤凰ꎬ相亲相爱ꎮ 罗汉大爷和

众伙计被我爷爷奶奶亦神亦鬼的举动给折磨得智力减退ꎬ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酸甜苦

辣ꎬ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ꎮ 一个个毕恭毕敬地成了我爷爷手下的顺民ꎮ”③而

这一切ꎬ又无一不是依靠野蛮和暴力进行征服的结果ꎮ 在野蛮面前ꎬ文明没有任何力量可言ꎬ也
没有任何理由可谈ꎮ 其实ꎬ明知不得好死也要积德行善ꎬ即便为了升官发财也不能杀人放火ꎬ更
不能为了开创一个新世界而斩尽杀绝ꎬ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和历史的应当起点ꎮ

显然ꎬ我们要充分重视余占鳌“抗战”的正义和惨烈ꎬ也要充分重视其追求情欲或者情爱的

本能需要和野性方式ꎬ但同样不能忽略余占鳌们的非理性行为和疯狂杀戮及其人性之恶ꎬ如果是

以“情爱”的名义则更为可怕ꎮ 时至今日ꎬ对后者的清醒认识和反思ꎬ理应引起更加自觉的重视ꎮ
如果总是以前者而掩盖后者ꎬ则宁愿不要前者也要摒弃后者ꎬ这才是历史的进步和人性的发展ꎮ

三、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观”问题

对«红高粱家族»而言ꎬ其关键主旨除了“抗战”和“情爱”之外ꎬ特别引人关注的还包括其历

史观念的另一种表现ꎮ 甚至在这个意义上ꎬ它曾经一度被定性为“新历史主义”的典范之作ꎮ 相

对于此前的“抗战”书写的“共军”主体或者“国军”主体ꎬ这部小说正面书写了“土匪”式或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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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式的民间“抗战”主体及其延伸开来的各方力量的消长起伏ꎮ 其实在这里ꎬ重要的并不是所

谓“抗战”的主体ꎬ而是“抗战”这一背景中所传达出来的历史观念和人性变迁ꎮ
得到冷支队长的情报ꎬ余占鳌的队伍伏击日本车队ꎮ 在收编对方遭到拒绝之后ꎬ本来答应两

军联合作战的冷支队长ꎬ直至余司令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时才出现ꎮ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ꎬ就是过

来抢夺战斗果实ꎮ “冷支队长的队伍络绎过桥ꎬ他们扑向汽车和鬼子尸体ꎮ 他们拿走了机枪和

步枪、子弹和弹匣ꎬ刺刀和刀鞘、皮带和皮靴ꎬ钱包和刮胡刀ꎮ 有几个兵跳下河ꎬ抓上来一个躲在

桥墩后的活鬼子ꎬ抬上来一个死老鬼子ꎮ”①当发现这是一个鬼子将军时ꎬ冷支队长特别兴奋ꎬ要
求“剥下军衣ꎬ收拾好他的一切东西”ꎬ显然是以此炫耀战绩ꎬ进而邀功请赏ꎮ 一群卫兵簇拥着冷

支队长离开ꎬ而全然不顾余司令的伤亡和感受ꎮ
除了冷支队长代表的国民党队伍ꎬ和余占鳌发生交集的ꎬ还有以八路军胶高大队长江小脚为

代表的共产党队伍ꎮ 江队长首先开展收编工作ꎮ “余司令ꎬ英雄啊! 我们昨天看到了您与日寇

英勇战斗的场面!”有了前车之鉴ꎬ爷爷冷眼旁观ꎮ
　 　 江队长有点尴尬地缩回手ꎬ笑笑ꎬ接着说:我受中国共产党滨海特委的委托ꎬ来与余司令

商谈ꎮ 中共滨海特委对余司令在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出的民族热忱和英勇牺牲精

神ꎬ表示十分赞赏ꎮ 滨海特委指示我部与余司令取得联系ꎬ互相配合ꎬ共同抗日ꎬ建设民主联

合政府
爷爷说:妈的ꎬ我全不信你们ꎬ联合ꎬ联合ꎬ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 鬼子包

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 老子全军覆灭了ꎬ百姓血流成河啦ꎬ你们来讲联合啦!②

当江队长明确提出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军、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时候ꎬ爷爷的回答是:“谁的领导

也不受!”③既然如此ꎬ江队长也就不得不提出进一步的实质性问题:均分武器ꎮ 接下来ꎬ便是双方

在武器种类和数量上的讨价还价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余占鳌、江队长、冷支队长三方之间的错综关系ꎮ
三方围绕如何抗战以及各自的方法和成效唇枪舌战、剑拔弩张ꎬ又都各怀心思ꎮ 正像冷支队长面红

耳赤地所言:“姓江的ꎬ我不跟你斗嘴! 你是为什么来的我知道ꎬ我是为什么来的你也知道ꎮ”④对余

占鳌来说ꎬ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不可相信ꎮ “他恨日本人、恨冷支队ꎬ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ꎮ
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条枪ꎬ就消逝得无影无踪ꎬ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ꎬ只听说他

们与冷支队闹摩擦ꎬ并且ꎬ爷爷还怀疑ꎬ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的那十五条日本‘三
八’式盖子枪ꎬ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ꎮ”⑤余占鳌以全军覆没为代价获得的战利品ꎬ反而不断地被

国共两支队伍利用ꎮ 战争把爷爷的一切几乎全部毁掉了:队伍被消灭ꎬ妻子被打死ꎬ儿子受重伤ꎬ家
园被烧毁ꎬ病魔又缠身ꎮ “他面对着人的尸首和狗的尸首ꎬ像对着一大团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的

乱麻线ꎬ越择越乱ꎬ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ꎮ 他几次手按枪把ꎬ想告别这个混蛋透顶的世界ꎬ但强烈的

复仇情绪战胜了他的怯懦ꎮ”⑥于是ꎬ爷爷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ꎮ
不同的土匪派别本就相互倾轧ꎬ但是面对日本侵略者ꎬ又努力走到一起ꎮ 爷爷因为与奶奶的

矛盾隔阂而和铁板会头目黑眼结下冤仇ꎬ本要一分高下ꎮ 结果ꎬ铁板会员五乱子力劝爷爷:“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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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ꎬ铁板会的弟兄们都仰望着您的英名ꎬ盼着您能入会ꎬ山河破碎ꎬ匹夫有责吆! 为了打日本ꎬ
大家都要捐弃前嫌ꎮ 个人恩怨ꎬ打完了日本再说ꎮ”①五乱子的言行让爷爷想起了当年因擦枪走

火不幸死亡的青年英雄任副官ꎬ于是有了“你是共产党?”的嘲问ꎮ 五乱子的回答是:“我既不是

共产党ꎬ也不是国民党ꎮ 我既恨共产党ꎬ也恨国民党ꎮ”②显然ꎬ这恰恰也是爷爷所坚持的立场ꎮ
其实在这里ꎬ“抗日”只是契机ꎬ关键是“抗日”之后的问题ꎮ 当高谈阔论的五乱子询问爷爷“天下

大势”之时ꎬ不同于现代国家历史观的中国历史循环论再次被鲜明地提了出来:“我从小就看‘三
国’‘水浒’ꎬ揣摸出一个道理ꎬ折腾来折腾去ꎬ分久必合ꎬ合久必分ꎬ天下归总还要落在一个皇帝

手里ꎬ国就是皇帝的家ꎬ家就是皇帝的国ꎬ这样才能尽心治理ꎬ而一个党管一个国ꎬ七嘴八舌ꎬ公公

嫌凉ꎬ婆婆嫌热ꎬ到头倒弄成了七零八落ꎮ 然后扶您为主ꎬ改换门庭ꎬ严饬纲纪ꎬ扩大队伍ꎬ先
占住高密东北乡ꎬ尔后向北发展ꎬ占领平度东南乡ꎬ再占胶县北乡ꎬ三片连成一气ꎮ 这时ꎬ就可以

在盐水口子设都ꎬ亮出铁板国旗号ꎬ您就是铁板王ꎮ”③接下来与日伪军的一场小小的遭遇战ꎬ爷
爷用事实戳穿了黑眼的整套妖术ꎬ逐步奠定了在铁板会的领袖地位ꎮ 及至绑了江小脚和冷麻子

这两张“票”ꎬ换来大量的枪弹和战马ꎬ也换来爷爷在威名大震的铁板会里的地位ꎮ 似乎天下升

平ꎬ爷爷开始萌发为奶奶出大殡的念头ꎮ 正是在这样的机会和场合ꎬ又发生了铁板会、胶高大队、
冷支队的三方混战ꎬ继续上演着复仇与反复仇的争斗ꎮ 分属不同派别的成员ꎬ大约至此才见识到

并且意识到这样的混战无非是自相残杀ꎮ 正像一个老铁板会员所哭诉的:“我们原来都是临庄

隔疃的乡亲ꎬ抬头不见低头见ꎬ不是沾亲ꎬ就是带故ꎬ为什么弄到这步田地!”“畜生! 你们有本事

打日本去! 打黄皮子去!”④紧接着又是故伎重演ꎬ又是三方势力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唇枪舌战ꎮ
显然ꎬ冷支队、江大队、余司令三方关系胶着ꎬ既彼此争夺ꎬ也共同抗日ꎻ既互相利用ꎬ也相互制衡ꎮ
这也许是历史的一个真实侧面ꎮ

历史是什么ꎬ终究要等时间来验证ꎮ ４６ 年后ꎬ在爷爷、父亲、母亲与“我”家的黑狗、红狗、绿
狗率领着的狗队英勇斗争过的地方ꎬ是一座埋葬着共产党、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

的白骨的“千人坟”ꎮ 各派势力以“抗日”之名混战之后ꎬ结果却是“千人坟”的出现ꎮ “在一个大

雷雨的夜晚ꎬ被雷电劈开坟顶ꎬ腐朽的骨殖抛洒出几十米远ꎬ雨水把那些骨头洗得干干净净ꎬ白得

全都十分严肃ꎮ 我挤进圈里ꎬ看见了坟坑里那些骨架ꎬ那些重见天日的骷髅ꎮ 他们谁是共产

党、谁是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ꎬ只怕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ꎮ 各种头盖骨都

是一个形状ꎬ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ꎬ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ꎮ”⑤生时立场鲜明、分割对

立ꎬ死后归为一体、合为一处ꎬ这样的生命形态哪里还有“历史主义”的“正方”和“反方”ꎬ而只有

“伦理主义”的“一视同仁”ꎮ 相对于历史表达的各个不同的侧面ꎬ或许这才是«红高梁家族»终
极性的“历史观”ꎮ

从时间线索来看ꎬ«红高粱家族»正处于“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发生的当口ꎮ 从共时性

来看ꎬ它又以其对于前两者的双重呼应ꎬ实现了应有的融合和超越ꎬ既吸纳了“先锋文学”的艺术

质素ꎬ又承载了“寻根文学”的文化精神ꎬ有效避免了各自的偏颇和对立ꎮ 在“先锋”中“逃离”ꎬ
在“寻根”中“扎根”ꎬ莫言有意无意地走出了一条自我选择与自觉创新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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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莫言:«红高粱家族»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７７ 页ꎮ
莫言:«红高粱家族»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７７ 页ꎮ
莫言:«红高粱家族»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８１－２８３ 页ꎮ
莫言:«红高粱家族»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０１－３０２ 页ꎮ
莫言:«红高粱家族»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９１－１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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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ꎬ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Ｒｅ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Ｃｌａｎ

Ｃｏｎｇ Ｘｉｎｑ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 Ａｎｔ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ｉｎ Ｒｅ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Ｃｌａｎ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ｒｍｙ”ꎬ ｎ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ｉ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ｔ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ｆｏｒ “ ｌｏｖｅ” ｏｆ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ａｎｄ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ｍａ”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ｒｅ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ｓｐ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ｉ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ꎬ “ｅｑ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ｉｎ “ ｔｈｅ ａｖａｎｔ－ｇａｒｄｅ” ａｎｄ “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ｉｎ “ ｒｏｏｔ－
ｓｅｅｋｉｎｇ”ꎬ Ｍｏ Ｙａｎꎬ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ｏｒ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ｌ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Ｃｌａｎꎻ Ｍｏ Ｙａｎꎻ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ꎻ “ｌｏｖｅ”ꎻ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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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寻根
∗①

李萌羽　 温奉桥
(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１００ )

　 　 摘要: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化寻根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

法”世系小说作为一个开放的、意蕴丰富的文学世界ꎬ以别具一格的现代派文体实验形式所书写的美国南方故事

展现了现代社会人类精神荒原的图景ꎬ表达了人类追寻“心灵真理”、重构人类精神价值的艺术理想ꎮ 受其影

响ꎬ中国新时期诸多作家也像福克纳一样ꎬ从各自的文学地理世界出发ꎬ表现了对历史、传统、现实 、生命的普遍

性思考和对理想人性的诉求ꎬ在借鉴的基础上又用想象拓展了文学地理空间ꎮ 福克纳对美国南方文化的双重审

视视角与中国新时期作家对乡土中国的辩证省思具有同构性ꎮ 新时期作家在汲取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手法的

基础上进行了乡土中国的书写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学现代派ꎬ这与福克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关键词:　 威廉福克纳ꎻ新时期小说ꎻ文化寻根ꎻ莫言ꎻ苏童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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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李萌羽(１９６８—　 )ꎬ女ꎬ山东日照人ꎬ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ꎬ博士ꎻ温奉桥(１９６８—　 )ꎬ男ꎬ

山东沂源人ꎬ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分别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研究”

(１３ＢＷＷ００７)、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 (１５ＢＺＷ０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叶舒宪:«文化寻根的学术意义和思想意义»ꎬ«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ꎮ
③郑万隆:«我的根»ꎬ«上海文学»１９８５ 年第 ５ 期ꎮ

　 　 文化寻根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ꎬ叶舒宪认为ꎬ文化“寻根比喻背后的实质是文化( 身

份) 认同问题ꎬ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背景中

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ꎮ 因此ꎬ它既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ꎻ又是迫在眉睫

的当下性难题”②ꎮ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要走向世界ꎬ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之根ꎬ没有文化之根

的文学必然没有长久生命力ꎮ 新时期以来ꎬ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ꎬ大量将现代意识融入本民

族的文化反思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资源ꎬ同时也唤醒、催生了

其文化寻根情结ꎬ这其中与福克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１９８０ 年代以降ꎬ随着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影响下寻根派文学的崛起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乡土

中国的书写汇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ꎮ 郑万隆在«我的根»一文中特别提及福克纳对其文学创作

的启示:“从福克纳他们那样一批作家开始ꎬ他们想追求事物背后某种‘超感觉’东西ꎬ也就是那

些理想的内容和本质的意义ꎮ”③他还谈到拉美作家对福克纳的借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作家

这样做了ꎮ 他们是有着深厚又悠久的现实主义基础的ꎬ但他们不满足于那艺术史上‘实实在在

的模仿’ꎬ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ꎬ运用一种荒诞的手法去反映现实ꎬ使‘现实’变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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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世界’ꎬ充满了神话、梦和幻想ꎬ时间观念也是相对性的、循环往复的ꎮ”①郑万隆非常

推崇福克纳以及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通过运用“超感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乡

土生活的超越ꎬ来表现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内涵ꎮ 他还谈到自己创作的宗旨也正是“企图利用神

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ꎬ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

化观念ꎻ并在描述人类行为和人类历史时ꎬ在我的小说里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关于人的本质”②ꎮ
中国新时期其他诸多作家也像福克纳一样ꎬ从各自的文学地理世界出发ꎬ表现了对历史、传统、现
实 、生命的普遍性思考和对理想人性的诉求ꎮ

一、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寻根之旅

福克纳多次提及他的创作与美国南方的关系:“打从写«沙多里斯»开始ꎬ我发现我家乡的那

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ꎬ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ꎬ我只要化实为虚ꎬ就可以放手充

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ꎮ 这块地虽然打开的是别人的财源ꎬ我自己至少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

天地吧ꎮ 我总感到ꎬ我所创造的那个天地在整个宇宙中等于是一块拱顶石ꎬ拱顶石虽小ꎬ万
一抽掉ꎬ整个宇宙就要垮下ꎮ”③福克纳在此所说的“天地”ꎬ即为他大多数作品的地理背景———一

个虚构的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ꎬ他也因描写这块“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土”而
蜚声世界文坛ꎮ

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邮票说”因之成为世界文坛的一个著名文学地理隐喻ꎮ 就微观层

面而言ꎬ这枚小小邮票是作家构建的文学天地的一个基石ꎻ从宏观层面来看ꎬ它又是作家小说中

虚构的所有人物、事件及故事得以上演的一个舞台ꎮ 这样一枚邮票与作家的原乡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ꎬ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摹本ꎬ即一个原生态生活和情感追忆、省思的素材资源库ꎬ而成功的作

家又会超越狭隘的故乡地理空间的拘囿ꎬ创造一枚新的文学邮票ꎮ 这枚文学邮票浓缩了作家全

部的情感、想象力、创造力ꎬ是作家运用其巧妙的艺术构思对原乡生活的一种再加工和艺术的升

华及创造ꎮ 一枚小小的邮票ꎬ凝聚的是一个艺术创造的大厦ꎮ
福克纳的这枚“约克纳帕塔法” 邮票对新时期作家的触动和激发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

的ꎮ 它不但对一大批新时期作家书写“多枚邮票”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ꎬ而且对一些重要

作家如莫言、苏童、贾平凹等系统化建构各自的文学地理世界起了唤醒和引领作用ꎮ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莫言开始有意识建造自己的文学地理王国也是从阅读福克纳的“约克纳

帕塔法县”的“一枚邮票”开始的ꎮ 莫言曾多次论及福克纳对他立足于地域文化写作的影响:“我
必须承认ꎬ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ꎬ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

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ꎮ 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ꎬ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

了我ꎬ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ꎮ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ꎬ
但在文学创作中ꎬ必须颐指气使ꎬ独断专行ꎮ”④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莫言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发表的演讲«福克纳大叔ꎬ你好吗?»一文中谈到他

所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时ꎬ把福克纳视为他的导师ꎮ 他说:“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ꎬ实际

上是一次对话ꎬ甚至一次恋爱ꎬ如果谈得成功ꎬ很可能成为终身伴侣ꎬ如果话不投机ꎬ大家就各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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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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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ꎮ”①在他和世界各地作家们的“对话”以及“谈恋爱”过程中ꎬ莫言认为很多作家的书对他用

处不大ꎬ直到最后遇到福克纳ꎬ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文学“导师”ꎮ 莫言具体谈到了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ꎬ他在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的欣喜和感动ꎬ“我一

边读一边欢喜”ꎬ“尤其是他创造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更让我心驰神往”②ꎮ “他的约克纳帕

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ꎬ一个作家ꎬ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ꎬ而且可以虚构地理受他的

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ꎬ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ꎮ 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

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ꎮ 这简直就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ꎬ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ꎮ 我想

起当年我躺在草地上对着牛、对着树、对着鸟儿说过的话ꎬ然后我就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写到我的

小说里ꎮ 从此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ꎬ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ꎮ 经常出现这

样的情况ꎬ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ꎬ许多新的构思ꎬ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声喊叫ꎮ”③受福克

纳约克纳帕塔法文本的影响ꎬ莫言立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目标: 一ꎬ 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

生的看法ꎻ 二ꎬ 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ꎻ三ꎬ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ꎻ 四ꎬ 形成一

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ꎮ④ 他因此在寻根文学浪潮中创造了一个“高密东北乡”文学地理世界ꎮ
莫言在谈«红高粱»的创作时强调了文学寻根的重要意义ꎬ他“赞成‘寻根’”ꎬ “认为一个作

家———何止是作家呢———一个人最宝贵的素质就是能不断回忆往昔ꎬ往昔就是历史”⑤ꎮ 在福克

纳“约克纳帕塔法”天地的感召下ꎬ莫言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ꎬ“把那里的土地 、河流、
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ꎬ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他的小说ꎬ用他的 “笔”“语言”
和“超人的智慧”创建一个“文学共和国”ꎬ他要做这个“共和国”的“开国皇帝”ꎬ这里的一切由他

主宰ꎮ⑥ 莫言的文学共和国是现实乡土和主观想象杂糅的产物ꎬ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和升华ꎮ
其笔下的乡土既有形而下的温情、世俗、人间烟火气味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图景ꎬ又蕴含着形而上

的野性、梦幻、恣肆、血腥、暴力和异化之丰富意蕴ꎬ诉诸对土地、民间、历史、祖先、生命力、图腾、
现实、自然力、狂想、暴力、血痕等超验性反思ꎬ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ꎮ

莫言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写作ꎬ但由于受当时单一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影响ꎬ 他没有意识到

故乡的价值和意义ꎬ一直苦于无法找到文学创作的素材ꎮ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对莫言把关注

的目光转向乡土起了唤醒作用ꎮ 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水»里ꎬ“高密东北乡”第一次出现ꎬ“那
时候ꎬ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ꎬ方圆数十里ꎬ一片大涝洼ꎬ荒草没膝ꎬ水汪子相连ꎬ棕兔子红狐

狸ꎬ斑鸭子白鹭鸶ꎬ还有诸多不识名的动物充斥洼地ꎬ寻常难有人来ꎮ”这实际是“高密东北乡”文
学地理世界最初的图景ꎮ 后来ꎬ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ꎬ他再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

术语ꎬ“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ꎬ绵延数代之后ꎬ很难再见一匹纯种”ꎮ⑦ 这都是在他阅

读«喧哗与骚动»之后ꎮ
莫言对福克纳的超越在于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定ꎬ主张用想象扩展空间ꎮ 莫言说:“福克纳

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ꎬ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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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现代的城市ꎮ”①受福克纳等外国作家的启发ꎬ莫言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应立足于原

乡ꎬ另一方面反思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乡生活的局限性: “我发现一味地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家乡

那点子事也不是办法ꎬ别人不烦ꎬ我自己也烦了ꎮ”②莫言是一个锐意创新的作家ꎬ他不满足于机

械描摹和再现现实故乡生活ꎬ所以提出了“用想象扩展空间”的文学主张ꎮ 在莫言看来ꎬ“高密东

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个“文学的概念”ꎬ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一个“地理的概

念”③ꎮ 并且ꎬ他认为其创造的“高密东北乡”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历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

环境ꎬ它没有围墙ꎬ甚至没有国界ꎮ 它实际是一个“文学的王国”ꎮ 作为这个王国的“开国王君”ꎬ
他愿意不断拓展它的疆域ꎮ 所以ꎬ在他的«丰乳肥臀»中ꎬ莫言有意识地践行了这种创作理念ꎬ为
“高密东北乡”搬来了山峦、 丘陵、沼泽、沙漠ꎬ还有许多在高密从来没有过的植物ꎬ这的确是莫言

的一个创举ꎮ 莫言还提到ꎬ这部作品的日文译者吉田夫曾亲自到高密寻找这部小说中描写的风

物ꎬ但是发现只有一望无际的平原ꎬ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ꎮ 为此ꎬ吉田夫感到非常失望ꎮ 同样ꎬ翻
译«酒国»的藤井省三也专程到高密去看红高粱ꎬ结果也没发现什么红高梁之类的风物ꎮ 在谈到

«丰乳肥臀»的创作时ꎬ莫言指出:“看起来我写的好像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弹丸之地发生的事情ꎬ
实际上我把天南海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来ꎮ”④莫言在日本

的一次演讲中甚至说他今后的小说可能出现日本风景ꎬ东京的狐狸姑娘和乌鸦青年等可能都会

被移植到“高密东北乡”ꎮ 因之ꎬ对莫言而言ꎬ“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凭借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文学

空间ꎬ它远远超越了狭小的现实地理世界ꎮ 莫言认为ꎬ拓展故乡的空间ꎬ不仅仅是增加植被ꎬ改变

地理环境ꎬ更重要的是“用想象扩展空间”ꎬ即充分发挥主观想象ꎮ 他认识到思维空间的扩展是

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ꎬ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ꎮ 在«天马行空»一文中ꎬ莫言指出“一个小说家最宝

贵的素质就是具有超于常人的想象力”ꎬ想象力是故乡扩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ꎮ 他还举例说ꎬ从
未见过大海的作家写出来的大海可能比每日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写出的大海更为神奇ꎬ因为“他
把大海变成了他的想象力的试验场”⑤ꎮ 莫言的其他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四
十一炮»«生死疲劳»«檀香刑»«蛙»等也都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ꎬ展现了百年中国的风云变幻

以及笔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ꎮ “高密东北乡”因之成为莫言作品的文学地理图标ꎮ 在“高密东

北乡”这片土地上ꎬ有沼泽、红高粱地、山丘、红树林等风物ꎮ 莫言以其丰沛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

既充满魔幻传奇、激情、野性、生命力、爱与温暖ꎬ又承载着苦难、罪恶、血腥、暴力、死亡、堕落的文

学隐喻世界ꎬ向纵深处挖掘了故土历史、民间、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记忆等资源ꎮ 同福克纳一样ꎬ莫
言也不满足于一枚邮票的书写ꎬ而是以此作为一个创作的原点和支点ꎬ隐喻了人类的遭际和

命运ꎮ
与莫言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所不同ꎬ苏童一直生活在城市ꎮ 苏童在访谈录中论及福克

纳对自己写作的影响时说ꎬ福克纳“像太阳一样照耀着”自己ꎬ自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⑥ꎮ
受到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启发ꎬ苏童的写作以记忆中的故乡为摹本ꎬ虚构了一个枫杨树的

乡村文学地理世界ꎮ 苏童的祖籍是在江苏省扬中县ꎬ从父辈开始就迁居到了苏州ꎬ他从小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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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北ꎬ之后一直在南京定居ꎮ 有些研究者认为苏童的枫杨树是一个完全虚构和想象的世界ꎬ
但苏童认为它与自己的家乡还是有联系的ꎮ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ꎬ还是有一点影子的ꎮ 譬如

枫杨村的地理描写多半还是真切的ꎬ我十岁时去过老家ꎮ 那一次去的时候ꎬ扬中那个孤岛上正好

是雾蒙蒙的ꎮ 所以我后来的好多作品中出现的枫杨树也是雾蒙蒙的水淋淋的湿漉漉的ꎮ”①回老

家时湿雾的天气给苏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ꎬ以至于营构了其诸多作品中的枫杨树雾和雨特

殊氛围ꎬ这与其诸多作品的欲望主题也有密切的联系ꎮ 竹子也是苏童作品的一个重要意象ꎬ“很
多我写竹子的作品其实也是写扬中ꎮ 扬中到处都是竹子ꎮ 每一家好像都有个竹园ꎬ我小时候对

竹园很好奇”②ꎮ 尽管苏童缺乏乡村生活的经历ꎬ但故乡扬中孤岛成为他虚构文学地理世界“枫
杨树”的原型ꎬ苏童所写的“枫杨树”系列小说 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邮
票的影响ꎮ

除了书写 “枫杨树”乡这枚邮票ꎬ苏童还另外创立了一个与之相对照的另一枚邮票———香椿

树街ꎮ 前者代表乡村生活ꎬ后者代表城市生活ꎬ正是这两处地标构成了他笔下的南方ꎮ “香椿树

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ꎬ一个是为了回头看自己的影子ꎬ向自己索取故事ꎬ一个

是为了仰望ꎬ为了前瞻ꎬ是向别人索取ꎬ向虚构和想象索取”③ꎮ 苏童认为这种索取隐含着他“对
于创作空间的贪婪”ꎬ认为一个作家一生有一张好“邮票”就足矣ꎬ但是因为担心一张邮票画不

好ꎬ所以就要画第二张、第三张ꎮ “我觉得花这么长时间去画一张邮票:不仅需要自己的耐心、信
心ꎬ也要拖累别人ꎬ考验别人ꎬ等于你是在不停地告诉别人ꎬ等等ꎬ等等ꎬ我的邮票没画好呢ꎬ别人

等不等是个问题ꎬ别人收藏不收藏你的邮票又是个问题ꎬ所以依我看ꎬ画邮票的写作生涯ꎬ其实是

危险的ꎮ 它不能因为福克纳先生画成功了ꎬ所有画邮票的就必然修得正果ꎮ 一般来说ꎬ我不太愿

意承认自己在画两张邮票ꎬ情愿承认自己脚踏两条船ꎬ就是一种占有欲、扩张欲ꎮ”④苏童的“邮
票”自然也画得很好ꎬ而且他对福克纳的“邮票”也有超越ꎬ即开创了两枚邮票文学地理空间ꎮ
“枫杨树与香椿树构成了巴赫汀(Ｂａｋｈｔｉｎ)所谓的时空交错(ｃｈｒｏｎｏｔｏｐｅ)的地缘背景ꎻ历史及社会

的力量在此交相为用ꎬ肇始了各色的人间故事ꎮ 而从枫杨树到香椿树所形成的动线ꎬ又似乎呼应

了现代史由乡村到都市的政治、经济力量转移现象ꎮ”⑤他的“脚踏两条船”“占有欲”“扩张欲”的
自嘲似乎是一种自谦ꎬ实则拓宽了文学空间的对照性书写ꎮ 王德威认为ꎬ苏童小说中的“地缘神

景”———“南方”ꎬ是“阅读的重要线索”ꎮ 他指出:“检视苏童这些年来的作品ꎬ南方作为一种想

象的疆界日益丰饶ꎮ 南方是苏童纸上故乡所在ꎬ也是种种人事流徙的归宿南方的南方ꎬ是欲

望的幽谷ꎬ是死亡的深渊ꎮ 在这样的版图上ꎬ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ꎮ”⑥

如果说福克纳写作的“根”是约克纳帕塔法县ꎬ那么苏童写作的“根”则是枫杨树乡ꎮ 苏童说

过:“枫杨树乡村是我长期所虚构的一个所谓故乡的名字ꎮ 它也是一个精神故乡和一个文学故

乡ꎬ在它身上寄予着我的怀乡和还乡的情结ꎮ”⑦巧合的是ꎬ福克纳和苏童各自写了中美文学里的

南方ꎬ在两位作家的南方世界里弥漫着颓败、阴暗、忧郁、潮湿的基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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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童来说ꎬ其诸多作品都是在“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背景下展开叙述的ꎮ 他把写作

视为收拾园子ꎬ“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他开垦的两个园子ꎮ “我的短篇小说ꎬ从 ８０ 年代写

到现在ꎬ已经面目全非ꎬ但是我有意识地保留了‘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这两个地名ꎬ是有点机

械的、本能的ꎬ似乎是一次次地自我灌溉ꎬ拾掇自己的园子ꎬ写一篇好的ꎬ可以忘了一篇不满意的ꎬ
就像种一棵新的树去遮盖另一棵丑陋的枯树ꎬ我想让自己的园子有生机ꎬ还要好看ꎬ没有别的途

径ꎮ 其实不是我触及那两个地方就有灵感ꎬ是我一旦写得满意了ꎬ忍不住要把故事强加在‘香椿

树街’和‘枫杨树乡’头上ꎮ”①所以ꎬ苏童也如福克纳一般ꎬ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空间里反复拓展与

书写ꎮ 针对«黄雀记»再次把故事背景设置在“香椿树街”所引发的“一个作家怎么可能一辈子陷

在‘香椿树街’里头”的质疑ꎬ苏童回应道:“我所担心的问题不是陷在这里面的问题ꎬ而是陷得好

不好的问题ꎬ而是能否守住一条街ꎬ是陷在这里究竟能写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ꎮ 要写好这条

街ꎬ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ꎬ几乎是我的哲学问题ꎮ”②从某种意义上说ꎬ香椿树街与枫杨

树乡已成为苏童开辟的文学地理世界的两个标签ꎬ正如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ꎬ高密东北乡之

于莫言ꎮ
贾平凹也曾谈到阅读福克纳作品所产生的强烈认同感:“我对美国文学较感兴趣ꎬ像福克

纳、海明威这种老作家ꎮ 看福克纳的作品ꎬ总令我想起我老家的山林、河道ꎬ而看沈从文的作品ꎬ
又令我想到我们商洛的风土人情生活画面ꎮ 读这两种作品都有一种对应关系ꎬ能够从中获得很

多营养和启发ꎮ”③由此可以看出ꎬ贾平凹从乡土性这一视角发现了福克纳的作品与他的家乡风

土人情的关联性ꎮ 贾平凹的作品自其创作之初就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ꎬ他以商州作为小说叙事

的背景和精神故乡ꎬ并以此展现乡村在新旧时代更替中的阵痛和变化ꎮ
贾平凹早在«商州初录»中就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对乡土文明的冲击:“今日世界ꎬ 人们想尽

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ꎬ自动化ꎬ机械化ꎬ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

纯ꎬ 清静ꎬ 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ꎬ这里的一切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ꎬ 是如同地

下的文物一样而特意要保留下来的胜景!”④贾平凹的«秦腔»«浮躁»«土门»«高老庄»«带灯»等
作品也进一步表现了乡土社会因商业文明侵入而出现的衰败和蜕变ꎮ 贾平凹在对文学寻根的观

察和思考中看到了现代商业文明对自然素朴乡土世界的侵蚀ꎮ 福克纳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
世系小说中ꎬ对工商资本主义入侵美国旧南方庄园生活ꎬ也是怀着一种排斥、批判的态度ꎬ他的很

多作品通过刻画冰冷的机械物形象表达了对现代工商文明的批判和反思ꎮ 如«圣殿» «斯诺普

斯»三部曲等诸多长篇小说塑造了以“金鱼眼”和“斯诺普斯们”为代表的利己主义者形象ꎬ其中

“金鱼眼”是福克纳笔下典型的机械文明的代表人物ꎮ “金鱼眼”在小说中出场时ꎬ就是一个没有

内在本质的空洞人物ꎬ小说多处描写他类似机械物的形象特征ꎬ如他的“蜡做的洋娃娃的脸”ꎬ
“像两团橡胶的眼睛”“绷紧的西服和硬邦邦的草帽使他有棱有角ꎬ轮廓分明ꎬ像个现代派的灯

座”ꎬ是一个“具有冲压过的铁皮那种邪恶的肤浅的品质的”⑤家伙ꎮ 总之ꎬ通过这类机械物形象

的勾勒ꎬ福克纳的小说表达了对旧南方侵蚀的现代工商文明的批判和反思ꎮ 贾平凹和福克纳的

作品在乡土和文明的对立和冲突这一主题的反映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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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克纳与新时期文学的寻根立场评判

寻根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文化之根和传统的一味肯定ꎮ 如何来辩证审视、看待文化之根ꎬ发扬

其优秀成分ꎬ挖掘、分析其劣根性ꎬ是衡量一个作家作品丰富性和深刻性的重要标准ꎮ 福克纳对

旧南方怀有深沉的爱ꎬ极为珍视南方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ꎬ他肯定南方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类古老

的道德力量:不仅欣赏优秀的庄园主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优雅的风度和浪漫的骑士精神ꎬ而且

肯定他们所奉行的那些体现了“勇敢、荣誉、骄傲、怜悯、爱正义、爱自由”等人类的优秀品格ꎮ 与

此同时ꎬ福克纳在理智上又清醒地洞察到南方文化的种种弊端ꎬ深刻剖析了南方文化所背负的罪

恶和沉重的历史重负ꎮ 他对南方社会和历史中的各种问题ꎬ特别是父权制、妇道观、种族主义等

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抨击ꎬ对南方爱恨交织的矛盾等复杂情感突出表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ꎮ 这种

对南方文化既爱又恨的辩证审视视角增加了福克纳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ꎮ
与福克纳相同ꎬ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小说开篇表达了与福克纳类似的对文学地理故乡既爱

又恨的复杂情感:“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ꎬ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ꎮ 长大后努力学

习马克思主义ꎬ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

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ꎮ”①这表明莫言意识到在高密东北乡文化土壤

中既有美丽、圣洁、英勇、爱等优秀成分ꎬ也同时隐藏着丑陋、龌龊、罪恶等糟粕因子ꎮ
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的乡土之根上ꎬ挖掘了家乡红高粱所代表的朴素、热烈、自由无羁的乡

野文化之雄强、坚韧之根ꎮ 莫言最初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歌颂原始生命力ꎬ高密东北乡土

生土长的红高粱是小说中的一个核心意象: “如果秋水泛滥ꎬ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ꎬ暗红色的高

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ꎬ顽强的向苍天呼吁ꎮ”红高粱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强韧、茂盛、绚丽的状

态ꎮ “这就是我向往的ꎬ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ꎮ”②这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高
密东北乡”“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所迸发的充满野性的蓬勃生命力以及敢作敢为、疾恶如仇、
自由洒脱的乡野品格ꎬ«红高粱家族»所渲染的“红高粱精神”与福克纳所追忆的“南方精神”有
异曲同工之妙ꎮ

在新时期文学中ꎬ对文学之根的双重性进行辩证省思的作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韩少功ꎮ 他

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渲染、认同楚文化的绚丽、狂放的同时ꎬ在«爸爸爸»«女女女» 等小说中

又剖析、批判了湘西荆楚文化的未开化、混沌、蒙昧等劣根性 ꎮ
«爸爸爸»被视为新时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ꎮ 它以荒诞夸张的艺术手法展现了湘西村

落鸡头寨的封闭 、原始与神秘、诡异的文化ꎬ体现了韩少功对民族文化之根既批判又颂扬的双重

评判态度ꎬ与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的态度具有很大的相通性ꎮ
«爸爸爸»描写丙崽出生时就是一个垂死者的形象:“他生下来时ꎬ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ꎬ

不吃不喝ꎬ一个死人相”ꎮ 一个婴儿的诞生ꎬ应该是一个活泼泼的鲜活生命状态ꎬ韩少功却用一

种奇谲的笔触ꎬ刻画了丙崽缺乏生命力的呆滞、僵死的状态ꎮ 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智障儿班吉

一样ꎬ丙崽是一个侏儒和弱智者ꎬ一出生就缺乏生命活力ꎬ“眼目无神ꎬ行动呆滞ꎬ畸形的脑袋倒

很大ꎬ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ꎬ以脑袋自居ꎬ装着些古怪的物质”ꎮ 丙崽只会说两句话: “爸爸爸”
和“Ｘ 妈妈”ꎮ 一代人变老了ꎬ丙崽还是只有背篓高ꎬ穿着开裆的红花裤ꎬ母亲说他只有 １３ 岁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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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额上却有了皱纹ꎮ 小说借仲裁缝这一人物之口表达了对鸡头寨人种退化的隐忧:“先人一个

个身高八尺ꎬ力敌千钧ꎮ 哪象现在ꎬ生出那号小杂种”①ꎮ 丙崽这样一个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永远

停滞生长的反常规的怪胎ꎬ隐喻着民族文化的畸形、僵化、凝滞和丑陋 ꎬ韩少功对此的批判倾向

非常明显ꎮ
韩少功还用调侃的笔锋讽刺了鸡头寨村民的无知、愚昧、好斗和残忍ꎮ 鸡头寨的村民欲以丙

崽的贱命去祭谷神ꎬ但晴空突然起了响雷ꎬ村民转眼之间视丙崽为神灵的附体ꎬ“伏拜在他面前ꎬ
紧紧盯住他”ꎬ并且不停地唤他“丙相公”“丙大爷”“丙仙”ꎮ 后来又请巫师指点ꎬ巫师说是鸡精

在作怪ꎬ“鸡头峰正冲着寨里的两垅田ꎬ把谷子都吃进肚子里去啦”ꎮ 村民集体商议要炸鸡头岭ꎬ
这自然便牵连到鸡尾寨ꎮ 鸡尾寨也同样是一封闭、愚昧之地ꎬ村民把“树和井当作男女生殖器的

象征ꎬ常常敬以香火ꎬ祈望寨子里发人”ꎮ 有一年寨子里一连几胎都生了女孩ꎬ还生了葡萄胎ꎬ竟
然有人解释说是鸡头寨的一个后生路过这里上树摸鸟蛋ꎬ弄断了一根枝桠所致ꎬ为此两个寨子结

下了宿仇ꎮ 鸡头寨炸鸡头岭引发了与鸡尾寨的再次纠纷ꎬ两寨陷入械斗以至于 “血流成河”ꎮ 寨

子里的“狗”因为吃死尸“一只只已经吃得肥大起来ꎬ眼睛都发红”ꎮ 小说用荒诞、离奇的艺术手

法讽喻了两个寨子的村民的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和信仰以及由此导致的灾难ꎮ 韩少功在追寻荆

楚文化神秘之根的同时ꎬ对其后所隐藏的封闭、愚昧和戕害人性的负面因子予以了抨击ꎮ
«爸爸爸»是一寓言体文本ꎬ 自发表后在评论界引发了不同的批评观点ꎮ 洪子诚在«丙崽生

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一文中梳理、评析了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丙崽形象的看

法ꎬ可集中归纳为两种观点:一是对小说所表现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挖掘ꎻ二是对其所隐含的

颂扬顽强的民族生命力的阐释ꎮ② 笔者认为ꎬ韩少功在此小说中的批判立场是显性的ꎬ颂扬的倾

向则是隐性的ꎬ他对鸡头寨的乡土文化所持的是一种既批判又肯定的含混、多重的态度ꎮ
作为此小说的作者ꎬ韩少功也反对把该小说的主题完全理解为揭露“民族文化弊端”ꎬ认为

这部小说也有“对山民顽强生存力的同情和赞美”ꎬ“最后写到老人们的自杀ꎬ写到白茫茫的云海

中山民们唱着歌谣的迁徙ꎬ其实有一种高音美声颂歌的劲头”ꎬ它“也许是一种有些哀伤的颂

歌”③ꎮ 小说结尾写道ꎬ 经历了各种苦难的人们ꎬ 唱着古歌 “过山”ꎬ 迁徙他乡ꎬ去寻找新的

生活ꎮ
韩少功在 ２０１８ 年新修订的«爸爸爸»的版本中ꎬ增加了 ６０００ 多字ꎬ强化了对鸡头寨素朴民风

颂扬的一面ꎬ如祭谷神新增的文字强调了鸡头寨的“民风朴实”ꎬ“从不对神明弄虚作假”ꎬ“抽
签”的“公道”以及对死者亲属的“补偿和抚恤”ꎬ从而消解了这种祭谷神杀人风俗的恐怖性ꎬ愚昧

和亲情、残忍和朴实搅和在一起ꎬ使得这种文化的混沌性和复杂性难以用单向度的价值标准来衡

量ꎬ就连韩少功也说ꎬ他很难作出评判ꎮ 韩少功对丙崽持一种既哀其不幸又恨其不争的复杂态

度ꎬ特别是对他作为一个弱者所受到的欺凌深表同情ꎮ «爸爸爸»日译本的译者加藤三由纪在谈

到丙崽这个形象时说:“丙崽活得非常艰苦ꎬ走路调头都很费力ꎮ 但他喜欢到门外跟陌生人打招

呼ꎬ向外界表示友好和亲切ꎬ他这个角色使我感到钦佩”④ꎮ 为此ꎬ加藤认为«爸爸爸»的新版本里

有“２１ 世纪的眼光”ꎮ
«爸爸爸»的英译者玛莎琼指出ꎬ对这部小说怎样理解都可以ꎮ 她认为ꎬ该小说不仅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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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传统、文明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批判ꎬ而且还有一种乐观主义的肯定ꎬ“但这篇小说ꎬ不管从哪

一个角度去看ꎬ都不只是写的失败ꎬ 同时也写的是胜利ꎬ人类灵魂的胜利ꎮ 人们的确失败了ꎬ但
他们却以尊严和坚毅接受它ꎮ 如果失败中没有恢宏ꎬ那么也就没有令人痛惜的悲哀ꎮ 作品的基

调是凝重的ꎬ但却不是令人无法承受”①ꎮ 遭受了天灾人祸的鸡头寨ꎬ面临断粮的危机而濒于灭

亡ꎮ 仲裁缝借鉴族谱的做法是灭掉老小病残者ꎬ保全青壮年ꎬ以繁衍后代ꎮ 所以ꎬ玛莎琼认为

这部作品不只是叙述一个族落所遭受的挫折、苦难和失败ꎬ 还表现了一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ꎮ
研究者认为ꎬ«爸爸爸»文本的复杂性ꎬ体现在多种话语构成的冲突、消解关系中ꎮ “在一个

看似统一的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涌动着两种以上的话语”ꎬ它们构成“彼此冲突或自我消解的喧哗

之声”ꎬ小说“同时具有神话和反讽两种关系”ꎬ 在背景设置上虚化了时间ꎬ叙事上带有神话色

彩ꎬ但人物的信仰和行为又具有荒诞性ꎮ② 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也同样具有类似的文本语义

的含混性和复杂性ꎮ 在«我弥留之际»这一文本中ꎬ主人公艾迪本德伦要求丈夫安斯在她死后

将她的尸体运到杰弗生与娘家人葬在一起ꎬ因为觉得自己的娘家地位尊贵ꎬ她宁愿死后抛弃自己

的丈夫和孩子ꎬ也要与娘家人合葬以共享尊荣ꎮ 尽管安斯不爱艾迪ꎬ依然履行了承诺ꎬ带领孩子

们历尽千辛万苦ꎬ经过“水”与“火”等种种灾难和考验ꎬ终于把艾迪送回老家埋葬ꎮ 在这一旅程

中ꎬ他们有种种愚蠢、自私、野蛮的表现ꎬ以至于家庭近乎分崩离析ꎬ但他们还是克服了巨大的困

难与阻碍ꎬ践行了这一诺言ꎮ «我弥留之际»被视为一个“奥德赛”的神话ꎬ它是“写一群人的一次

‘奥德赛’ꎬ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痛苦与磨难的‘奥德赛’”③ꎮ 但这个神

话又借反讽的外壳ꎬ把诙谐与庄严融为一体ꎮ
尽管韩少功的«爸爸爸 »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在题材和人物塑造上因中美文化的不同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ꎬ但在通过乡土寓言性故事表现人类的失败、堕落与庄严、责任之杂糅关系

上又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ꎮ 美国福克纳研究专家克林斯布鲁克斯把«我弥留之际»的叙述

视为一个牧歌的模式ꎬ指出“要考察福克纳如何用有限的、乡土的材料来刻画有普遍意义的人

类ꎬ更有用的方法也许是把«我弥留之际»当作一首牧歌来读”④ꎮ 这里ꎬ布鲁克斯所说的牧歌并

不是指一种诗意的田园牧歌ꎬ而是借用了威廉燕卜荪的概念ꎬ“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

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ꎬ“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问题的方法ꎬ这样的方法在表现

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ꎬ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的距离”⑤ꎮ 他进一步指出:“更具体地说ꎬ大
车里所运载的本德伦一家其实是我们这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的有代表意义的缩影ꎮ 这里存在着生

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问题ꎬ例如ꎬ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兄弟阋墙、驱使我们走向不同目标

的五花八门的动机、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ꎬ以及

英雄主义行为的实质ꎮ”⑥«我弥留之际»与«爸爸爸 »两部小说都写了一群人的自我封闭ꎬ不合常

规的信仰和行为ꎬ遭遇的种种磨难和失败ꎬ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下所犯的错误ꎬ所付出沉重的代价ꎬ
以及他们的勇气和尊严ꎮ 从这个意义来说ꎬ他们的故事是人类的缩影ꎮ

«爸爸爸»与«喧哗与骚动»中的丙崽和班吉都被塑造成智障儿的形象ꎬ但同时又都被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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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玛莎琼:«论韩少功的探索型小说»ꎬ田中阳译ꎬ«当代作家评论»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 ꎮ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８０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０５－２１１ 页ꎮ
[美]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ꎬ李文俊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浅析»ꎬ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８８－８９ 页ꎮ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浅析»ꎬ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８８－８９ 页ꎮ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浅析»ꎬ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８８－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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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启”的色彩ꎮ 班吉 ３３ 岁只有 ３ 岁孩子的智力ꎬ却有异于常人的禀赋ꎬ特别是对气味具有敏锐

的感觉ꎮ 父亲去世那晚ꎬ班吉闻到了死亡的气味ꎬ对姐姐凯蒂身上的气味更有敏感的反应ꎮ 他喜

欢凯蒂像树一般的气味ꎬ童年凯蒂对他来说代表着一种温暖、安全和爱的世界ꎮ 当她第一次开始

使用香水和男孩约会时ꎬ班吉的反应异常强烈ꎬ在一旁哭嚎不停ꎮ 班吉回忆道ꎬ她“伸出胳臂来

搂我ꎬ可是我躲了”ꎮ 待到凯蒂进卫生间把香水洗净时ꎬ班吉才平静下来ꎬ认为“凯蒂又像树一样

香了”ꎮ 班吉就像一面镜子ꎬ映照出凯蒂前后的变化ꎬ隐含着班吉竭力阻止凯蒂的失贞喻意ꎮ 从

一定意义上说ꎬ班吉是一个失去了语言和行动能力的“耶稣”的象征ꎬ对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世界

无力干预ꎬ只能发出没有意义的嚎叫ꎮ 丙崽也和班吉一样没有与外界沟通、对话的能力ꎬ但他又

是唯一能“看见”鸡头寨“鸟”的图腾的人ꎬ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ꎬ被赋予某种超自然的能力ꎮ
痴呆和神谕、诙谐和神圣等对立因素在«喧哗与骚动»与«爸爸爸»这两部作品中也是奇妙并置ꎬ
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ꎮ

阎连科对立足于乡土写作的文学寻根作家非常钦佩ꎬ他曾说过:“读他们的作品ꎬ打动我们

的不仅仅是人物命运ꎬ甚至根本不是人物命运ꎬ而是那些作为人物命运底垫的弥漫着的一种来自

于土地深处的雄厚文化基因ꎬ和那些如汪洋大水一样冲决、淹没了故事的土地文化的雾霭ꎮ 这样

弥漫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土地文化的雾霭ꎬ看得见ꎬ但却难以捕捉ꎮ 我们有时用宗法制度、封建伦

理、欲望诉求、人情风俗、道德观念、历史因袭等思维向度去试图规定它们ꎬ我们以为纲举目张一

样抓住了要害ꎬ可那挂一漏万的深深遗憾ꎬ何尝不是这些要害深处深藏着的雄厚弥漫的底垫呢?
这情景恰同我们能把握一条船在河面上的游动的可能ꎬ却不能把握河面以下的漩流一样ꎮ 那些

好作品中乡土文化的潜流ꎬ才是真正的生命ꎮ 船的航道ꎬ只是潜流托起的表征而已ꎮ”①在此ꎬ他
使用了“来自于土地深处的雄厚文化基因”和“土地文化”等词汇来概括乡土书写的根基所在ꎬ
“宗法制度、封建伦理、欲望诉求、人情风俗、道德观念、历史因袭”是他审视故乡“耙耧山脉”的主

要维度ꎬ而他对乡土的评判ꎬ也是旨在揭示乡土之根所蕴含的善与恶的混合体ꎮ
阎连科的小说颂扬了人性的善ꎬ肯定了敢于和艰难环境进行抗争的精神ꎬ讴歌了具有自我牺

牲的献身精神ꎮ 如«年月日»中的先爷ꎬ«受活»中 的茅枝婆ꎬ«耙耧天歌»中的尤四婆ꎬ他们身上

体现了坚忍、顽强的精神品质ꎮ 与此同时ꎬ阎连科对“耙耧山脉”封闭的环境以及人性的畸变也

有更为深切的剖析和揭露ꎮ 与福克纳的小说一样ꎬ他也表现了父子为敌、兄弟相残等人性之恶ꎮ
如«老屋»中兄弟为了争夺祖上留下来的能带来福运的老屋而相互残杀ꎬ«黑乌鸦»中的两兄弟在

为父亲举行葬礼的过程中便开始争夺家产ꎬ«日光流年»中的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等乡村掌

权者为了追求权力和欲望而走向毁灭等ꎬ都体现了精神的异化ꎮ
阎连科曾用“模糊”一词表达自己的创作追求ꎬ他说:“我的写作追求一种‘模糊’ꎬ如果作品

中没有‘模糊’的感觉ꎬ我不会动笔去写它ꎬ尤其是中篇和长篇ꎮ 对我来说ꎬ作品中这种‘模糊’的
状态ꎬ愈黏稠阔大ꎬ我以为作品就越有意义ꎬ写作也就愈有意义ꎮ 反之ꎬ凡是能让读者说清什么的

作品ꎬ才有可能是真正单调和贫乏的作品ꎮ”②

总之ꎬ福克纳和莫言、韩少功、 阎连科等新时期的乡土叙事带有一定的同构性ꎬ他们对乡土

之根的审视有着复杂、含混的态度ꎬ既有强烈的批判意识ꎬ又有对现代社会所缺失的富有生命力

的传统文化精神的肯定和颂扬ꎮ 这种乡土评判视点在新时期诸多作家的作品中均有体现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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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连科:«仰仗土地的文化»ꎬ«小说选刊»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阎连科 、邱华栋:«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阎连科访谈录»ꎬ« 环境与生活»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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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现代性入侵乡土世界之时ꎬ他们对素朴、野性、浪漫的乡土文化都充满怀恋和追忆之情ꎮ

三、 福克纳与新时期寻根文学现代派

近一个世纪以来ꎬ福克纳所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作为一个开放的、意蕴丰富的

文学世界ꎬ不但被誉为美国“南方的寓言和传奇”ꎬ而且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ꎮ 它以极具现代感

的文体实验形式所书写的南方故事展现了现代社会人类精神荒原的图景ꎬ表达了人类追寻“心
灵真理”、重构人类精神价值的艺术理想ꎮ 受其影响ꎬ中国当代诸多作家也像福克纳一样ꎬ从各

自的文学地理世界出发ꎬ借鉴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手法ꎬ表现了对历史、传统、现实 、生命的普遍性

思考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ꎮ
作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寻根倡议的韩少功ꎬ 在 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一

文中ꎬ再次对寻根文学中“新”与“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现代文

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化的归纳ꎬ对解决寻根文学之争作了学理化的阐释ꎮ 他把文明比

作一条河ꎬ认为文明之河中有沉淀的传统ꎬ也有新的水流汇入ꎬ文明之中“新”与“旧”是一个复

杂、动态的关系ꎮ 没有对“旧”的继承ꎬ“新”就会失去其根基ꎬ而“旧”若不汇入“新”的水流ꎬ就会

成为沉腐、僵化之物ꎮ 韩少功指出ꎬ在当时寻根文学产生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来自民间的某些知

识群体ꎬ还有文学界一些朋友觉得“寻根”就是当没落文化的“守灵人”和“辫子君”ꎬ针对这种偏

见ꎬ 韩少功以一种开放的视野ꎬ强调寻根不是守旧和保守ꎬ而是“对话”与“创造”ꎮ
寻根不仅涉及到“新”与“旧”的问题ꎬ在全球文化语境下ꎬ还关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以及如何面对多种文明之关系等命题ꎮ “寻根”牵涉东西文化的比较ꎬ牵涉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

关系ꎮ 寻根还涉及应怎样看待“本土”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问题ꎮ 在本土性和现代性的问题

上该如何进行取舍ꎬ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ꎮ 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ꎬ韩少功持一种辩证、学理的

态度:“在文化这个领域ꎬ本土化往往是现代化所激化出来的ꎬ本土化又给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资

源和动力ꎬ使现代化本身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ꎬ一个不断丰富和创造的过程ꎮ”①而寻根文学正是

在本土和现代交锋的十字路口上应运而生ꎬ“事实上ꎬ‘寻根’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ꎬ也是影响

遍及一切文化艺术领域的话题ꎬ其要点是我们如何认识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ꎬ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有效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ꎬ投入现代人的文化创造”②ꎮ 因此ꎬ韩少功认为ꎬ
在 “新”与“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ꎬ不能

彼此分割ꎬ各执一端ꎬ而要相互借鉴ꎬ取其精华ꎬ进行创造性转化ꎮ “在我的理解中ꎬ中西文化从

来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ꎬ恰恰相反ꎬ是一个相得益彰的关系ꎬ互相激发和互相成就的关

系ꎮ”③

１９８５ 年之后的寻根文学作品ꎬ更多地融入了现代派文学的异质性主题和文体表现形式ꎬ这
与之前侧重于表现地域风俗人情的乡土小说在审美精神和主旨意蕴上已有很大的不同ꎮ 前者表

现为一种现代性交糅后的状貌ꎬ后者则呈现出单一维度的摹写和刻画ꎮ 这恰如寻根文学的代表

性作家韩少功指出的那样:“寻根文学有不同的指向ꎬ有多种反思角度ꎬ但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

‘寻根’文学在其实质意义上为本土的文化底蕴里所渗透的现代性焦虑和一种杂糅本土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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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ꎬ«文汇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ꎬ«文汇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ꎬ«文汇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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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综复杂关系的文本ꎮ”①

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为表里、水乳交融的关系ꎮ “有意思的是ꎬ很多作

家与批评家对‘寻根’摩拳擦掌之日ꎬ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
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ꎮ 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先锋派’和‘现代主义’ꎬ也能旁证这

一点ꎮ”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ꎬ“１９８５ 年前后ꎬ当代文坛以现代主义为方向的先锋实验对乡土文学

写作却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③ꎻ并以“乡土现代派”来分析以莫言、刘震云和阎连科等作家乡土

书写的现代性特征ꎬ梳理学界对新时期文学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乡土书写现代主义因子的考察ꎬ
如丁帆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中以“先锋乡土小说”来命名新时期以来的寻根派文学ꎬ陈晓明

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乡土文学部分ꎬ分析了乡土小说书写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特点等ꎮ 这与福克纳作品中的现代性有相通之处ꎮ

福克纳作为一位在小说形式和写作技巧上锐意创新的作家ꎬ他作品中的象征隐喻、多角度叙

述、意识流以及时空倒置等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福克纳文体风格ꎮ 瑞典科学院院士

葛斯达夫赫尔斯多来姆在授予福克纳诺贝尔奖时所致的颁奖词中ꎬ对他在小说形式方面所作

的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福克纳是 ２０ 世纪小说家中一位伟大的小说技巧的试验家———可以和

乔依斯并论ꎬ其内容有过之ꎮ 他的小说ꎬ很少有两部是相互类似的ꎮ 他仿佛要借着他那持续不断

的创新ꎬ 来达成小说广袤的境地ꎮ”④他的作品特别是在语言表达、感觉诉诸、心理描写、多角度

叙述等方面ꎬ对渴望突破和创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解决如何写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ꎮ
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在文体革新方面的重要影响在于ꎬ解放了禁锢在他们头脑中的机

械的、僵化的小说观念ꎬ唤醒了他们的文体自觉意识ꎮ 在谈到福克纳的创作对现实的超越时ꎬ马
原指出:“就像十九世纪没有一个作家把眼睛瞄在美国自身的生活当中一样ꎬ当时美国小说的着

眼点几乎都在现实生活当中ꎮ 只有这么一个怪人福克纳ꎬ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远远地避开了美

国的现实ꎮ 福克纳被称为‘南方作家’ꎬ他和另外一些南方作家称自己的小说为‘南方的现实’ꎮ
但是我们读他的小说还是觉到了强烈的梦靥的感觉ꎬ很难读出当代生活的气息ꎮ”⑤福克纳一方

面立足于像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虚构的文学地理世界ꎬ被贴上了“南方作家”的标签ꎬ
另一方面他又是欧美文学著名的现代派作家ꎬ对南方的书写采用了意识流、多角度叙事和寓言化

隐喻等现代派文学形式ꎬ这形成了其作品融本土性资源和现代派艺术手法为一体的具有典型特

色的文本ꎬ对新时期寻根文学的现代主义写作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ꎮ
近代以来ꎬ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殖民化、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频繁的战争、政治

运动、极端的贫困、权力的争夺、金钱的腐蚀等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物质困顿、精神创伤和人

性的异化ꎮ 故从鲁迅之后兴起的乡土文学ꎬ用直面惨淡现实的勇气和力量ꎬ来揭示乡村社会的病

症和变异的精神生态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ꎬ乡土中国又面临着现代性的腐蚀ꎬ
乡土传统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冲突日趋激烈ꎬ如何深刻反映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实和现代化进

程的生存状况及精神生态是摆在新时期作家面前的一个难题ꎬ这就涉及艺术手法的创新这一问

题ꎮ 就风云变幻的百年乡土中国而言ꎬ采取一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笔调粉饰乡土中国ꎬ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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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描写诗意的乡土中国无疑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ꎮ 面对复杂的乡土中国的状

貌ꎬ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创作手法ꎬ所以ꎬ新时期一些寻根作家探索运用现代派艺术手法来

表现本土文化ꎮ 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我们之所以采取不同于 １９ 世纪小说家的形式写作ꎬ
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了这一形式ꎬ首先是我们要描写和表现的人的现实和 １９ 世纪作家面临的

现实迥然不同ꎮ”①

新时期文学中的诸多作家ꎬ如莫言、苏童、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等ꎬ他们以开放的胸襟吸纳

了世界文学ꎬ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养分ꎬ尤其是汲取福克纳的文学营养ꎬ运用现代派文学的

象征、隐喻、变换叙述视角和叙述顺序、夸张变形等花样繁多的艺术表现手法来进行乡土书写ꎬ从
而形成了中国的乡土现代派文学ꎮ 这种把乡土和现代杂糅在一起的艺术探索值得进一步探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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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海外接受中的意见领袖
∗①

姜智芹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意见领袖在中国当代小说对外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具体来说ꎬ他们不仅指那些将当代小

说翻译成外文的汉学家、研究当代小说的华裔学者和西方本土学者ꎬ而且包括出版当代小说的海外重量级出版

社、发表当代小说评论的国外权威期刊等ꎮ 这些意见领袖通过自主的译本选择ꎬ个性化的理解与阐释ꎬ选择性的

出版与推介ꎬ对国外读者起到价值性引导和选择性引导作用ꎮ 有鉴于此ꎬ要以多种方式培养更多有利于中国当

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意见领袖ꎬ使当代小说不仅能够“走出去”ꎬ还要“走进去”ꎬ“活跃”地存在于异域文学体系

之中ꎮ
关键词:　 当代小说ꎻ译介与接受ꎻ意见领袖ꎻ葛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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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美]保罗Ｆ拉扎斯菲尔德、[美]伯纳德贝雷尔森、[美]黑兹尔高德特:«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

决定»ꎬ唐茜译ꎬ展江、彭桂兵校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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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走出去”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ꎬ而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

对外传播ꎬ目前已成为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ꎮ 关于如何将当代文学作品更好地传播出去ꎬ并借以

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ꎬ开出各式良方ꎮ 当代小说的对外传

播主要有自我传播和他者传播两种渠道ꎬ本文着重探讨当代小说他者传播与海外接受中意见领

袖的作用ꎬ以期从学术视角回应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梦”等时代的

重大文化问题ꎬ力图使学术层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带有当前文化问题意识ꎮ

一、意见领袖与当代小说在海外的两级传播

意见领袖理论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Ｐａｕｌ Ｆｅｌｉｘ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在 １９４０ 年的美国大

选调查中发现ꎬ见诸文字是 １９４４ 年他与贝雷尔森(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 高德特(Ｈａｚｅｌ Ｇａｕｄｅｔ)合
著的«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Ｖｏｔ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Ｈｉｓ Ｍｉｎｄ ｉｎ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ꎮ 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仁在调查中发现:“在每个领域和每

个公共问题上ꎬ都会有某些人最关心这些问题并且对之谈论得最多”②ꎬ这些人被拉扎斯菲尔德

称为“意见领袖”ꎮ 在美国大选中ꎬ“大多数选民获取信息并接受信息的影响并不是直接从大众

传播媒介那里ꎬ而是从一小部分相对频繁接触报刊、广播等媒体的人”③ꎮ 这一小部分人作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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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ꎬ对普通选民的投票起着重要作用ꎮ 意见领袖带来信息的两级传播:“先由大众媒介传到

意见领袖那里ꎬ然后再经由意见领袖扩散到社会上的大众第一级是从大众媒介到意见领袖ꎬ
第二级是从意见领袖到全体大众ꎮ”①显而易见ꎬ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关键的一环ꎬ在信息传播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与过滤作用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众接受的信息内容ꎮ 意见领袖具有

哪些特质使其担当起如此宏大的使命? 一般来讲ꎬ意见领袖具有专业的权威性ꎬ其在某些专业领

域宽广的知识视野、独到的见解、敏锐的洞察力、宏观的预见力赋予他引领众人的威望ꎮ 另外ꎬ意
见领袖作为传播者的信誉使其见解更容易为大众认可ꎬ推动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接受ꎮ

将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理论应用到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译介与接受ꎬ意见领袖不光指

人———那些将当代小说翻译成外文的汉学家、海外当代小说研究者(包括华裔学者和西方本土

学者)ꎬ还拓展到出版当代小说的海外重量级出版社、国外发表当代小说评论的权威期刊等ꎮ 这

些意见领袖通过自主的译本选择ꎬ个性化的理解与阐释ꎬ选择性的出版与推介ꎬ将当代小说呈现

在国外读者面前ꎬ决定着国外读者所能接触的中国当代小说范围ꎬ并引导着国外接受者的文学阅

读和文学趣味ꎬ起到价值性引导和选择性引导作用ꎮ 两级传播理论应用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接

受中衍生出三级传播甚至多级传播ꎮ 鉴于语言障碍ꎬ多数国外读者无法直接阅读中文原著ꎬ也即

中国当代小说的“信息流”很难直接抵达国外读者那里ꎬ需要借助译者的翻译、评论家的阐释、出
版社的遴选、权威期刊的推介等多层意见领袖中介ꎬ方能到达国外的读者大众ꎮ 因此ꎬ中国当代

小说在国外的接受比在中国本土的接受更依赖于意见领袖ꎬ其二级传播甚至多级传播的本色体

现得更为鲜明ꎬ甚至成为当代小说海外传播的必由之路ꎮ

二、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出版中的意见领袖

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出版中的意见领袖ꎬ主要指主翻译的汉学家和海外出版中国当代小说

的重量级出版社ꎮ 这些汉学家中极为重要的一位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ꎮ 他作为意见领袖的作

用ꎬ不仅在于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ꎬ把莫言推向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ꎬ让余华、苏
童、贾平凹、阎连科、毕飞宇等一批当代作家在英语世界为人知晓ꎬ而且还在于他的英译本被转译

成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的译本ꎬ对其他国家、语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起到辐射作用ꎮ
另外ꎬ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也成为一种现象ꎬ引起各国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效仿与探讨ꎮ

葛浩文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②ꎮ 夏志清称他是“公认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③ꎻ刘再复赞他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

就的翻译家”ꎬ是“中国文学的指引和积极传播者”④ꎻ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说:“葛浩文是西方最

好的中国文学译者之一他既有汉语的耳朵ꎬ又有文学的耳朵ꎮ”⑤美国汉学家陆敬思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ｕｐｋｅ)评价葛浩文的工作“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版图ꎬ并使得英

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成为可能”⑥ꎮ 相关统计数据也客观而有力地印证了上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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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传播学概论»ꎬ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８３ 页ꎮ
赋格、张健:«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ꎬ«南方周末»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ꎮ
夏志清:«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序»ꎬ张杰:«美国汉学中以葛浩文为代表的萧红及东北作家群研究»ꎬ

«新文学史料»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ꎬ«北京文学»１９９９ 年第 ８ 期ꎮ
Ａｍｙ Ｔａｎꎬ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ꎬ Ｒｅｄ ＩｖｙꎬＧｒｅｅｎ Ｅａｒｔｈ Ｍｏｔｈｅｒꎬ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Ｃｉｔｙ: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ｅ Ｓｍｉｔｈ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ｖｉｉ.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ｕｐｋｅꎬ “Ｈａｎｋｅ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Ｈｏｗａｒ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ｄａｙꎬ Ｎｏ.１ꎬ２０１１ꎬ ｐ. ９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家学者的赞誉和葛浩文的意见领袖地位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葛浩文独立翻译或合作翻译了 ３１ 位中

国作家的 ５６ 部单行本作品ꎬ其中 ４６ 部为中长篇小说①ꎬ且多数集中于莫言、苏童、毕飞宇、刘震

云、王朔、阿来、刘恒等当代作家ꎮ 无怪乎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道:“在美国ꎬ中国当代小

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ꎬ这个人就是葛浩文ꎮ”②

葛浩文不仅是译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数量最多的汉学家ꎬ而且经他之手翻译的作品大多在

西方“活跃地”存在着ꎮ 这首先表现在葛浩文的译本多由西方知名大学出版社和大型商业出版

社出版发行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台湾当代作家王祯和的«玫瑰玫瑰

我爱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朱天心的 «古都»ꎬ印度安娜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陈若曦的小说集«尹县长»ꎬ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

莫言的«檀香刑»ꎬ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古华的«贞女»ꎮ 这些大学出版社的出

版发行保证了上述译作在西方学院派读者中的流通ꎬ中国文学作为西方高校的一个教学与研究

分支ꎬ虽不是主导学科ꎬ但细水长流、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影响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在

西方的活跃存在ꎮ 葛浩文的译作更多地由西方大型商业出版社出版ꎮ 以他翻译的莫言作品为

例ꎬ«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由企鹅集团所属的纽约维京出版社(Ｖｉｋｉｎｇ)出版ꎬ«生死疲劳»«丰
乳肥臀»«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由纽约拱廊出版社(Ａｒｃａｄ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ꎻ纽约的企鹅图书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ꎬ伦敦的企鹅集团所属的汉密尔顿出版社

(Ｈａｍｉｓ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出版了«酒国»«天堂蒜薹之歌»ꎬ伦敦的梅休因出版社(Ｍｅｔｈｕｅｎ)出版了«丰
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 «天堂蒜薹之歌»ꎬ伦敦的海鸥出版社(Ｓｅａｇｕｌｌ)出版了«四十一炮»
«变»ꎮ 除莫言的作品外ꎬ纽约树丛出版社(Ｇｒｏｖｅ Ｐｒｅｓｓ)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刘恒的«黑雪»和
«苍河白日梦»、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贾平凹的«浮躁» ꎮ 这些英美的重量级出版社一方面印证

了葛浩文译本的成功ꎬ另一方面也保障了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在西方大众读者中的流布ꎬ在美国甚

至进入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ꎬ昭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介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ꎬ这不仅丰富

了美国人的阅读ꎬ也在悄然塑造、改变着国外的中国形象ꎮ
葛浩文英译中国当代小说在国外的活跃存在ꎬ还表现为其不断再版ꎮ 比如ꎬ莫言的«天堂蒜

薹之歌»就在英语世界多次再版ꎮ 这部小说的英译本 １９９５ 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面世ꎬ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１ 年多次再版ꎮ 此外ꎬ葛浩文翻译的莫言的«红高粱» «酒国» «丰乳肥臀» «生死疲

劳»«四十一炮»、马波的«血色黄昏»、苏童的«米»等ꎬ也在不断再版ꎮ 译作再版是其受欢迎的表

现ꎬ这说明葛浩文有着敏锐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坛创作的卓然能力和深厚的翻译功力ꎮ
葛浩文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多次获奖也是其在国外活跃存在的表征ꎮ 他翻译的«狼图

腾» «河岸» «米» 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折桂曼氏亚洲文学奖 (Ｍ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ｉｚｅ)ꎬ«荒人手记»荣获美国翻译者协会 ２００８ 年度翻译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ꎬ«生死疲

劳»２００９ 年荣膺美国的纽曼华语文学奖(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ꎮ 各类翻译荣誉奖

进一步彰显了葛浩文在翻译事业上的成功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

传播和影响ꎮ
随着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日益深入ꎬ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只是传播出去还远远不够ꎬ更

重要的是产生落地生根的效应ꎬ也就是“活跃”地存在于异域文学体系之中ꎬ“沉睡”“休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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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晨飞:«异域的他者:葛浩文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ꎬ«外国语文»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Ｊｏｈｎ Ｕｐｄｉｋｅꎬ “Ｂｉｔｔｅｒ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ｗｏ Ｎｏ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ꎬ Ｍａｙ ９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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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谈不上真正的传播ꎬ“走进去”才是关键ꎮ 显而易见ꎬ葛浩文的译本真正地走进了西方ꎮ 作

为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见领袖ꎬ他的英译本经常被转译成其他语种:“由于西方国家精通汉语

的译者极少ꎬ莫言作品翻译到德、法、意、瑞典语等语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母

本转译而来或以其英译本作为重要参考”①ꎬ甚至说他“为全世界的译本垫了底”②ꎮ 葛浩文作为

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代言人ꎬ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被置于更多人的聚焦之下ꎮ 此后ꎬ对
葛浩文的研究激增ꎬ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ꎬ他的教育经历和学术履历ꎬ被从“个案”价值上升到

“普遍”意义的高度ꎬ甚至被扩展为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的一种范式:“汉学家译者模式的选择标

准ꎬ大致应该以葛浩文为参照蓝本ꎮ 总结起来ꎬ即是: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

谊ꎮ 这四者的结合ꎬ无疑是汉学家模式选择中最理想的一种类型ꎮ”③研究者所归纳的葛浩文译

本选择与具体翻译时对接受者群体特有情趣与价值的了解及敏感ꎬ对域外读书界所采用的文学

标准的洞察ꎬ对目标读者的具体关切、渴求、兴趣和焦虑的呼应④ꎬ保障了其译作在西方世界的接

受ꎬ也树立了其在当代小说译介中意见领袖的地位ꎮ
除了英译者葛浩文外ꎬ其他语种的汉学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就莫言来说ꎬ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背后有一批各国汉学家推手ꎮ 除上文提到的葛浩文外ꎬ法国的

杜特莱(Ｎｏëｌ Ｄｕｔｒａｉｔ)与尚德兰(Ｃｈａｎｔａｌ Ｃｈｅｎ－Ａｎｄｒｏ)、瑞典的陈安娜(Ａｎｎａ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Ｃｈｅｎ)、德国

的郝慕天(Ｍａｒｔｉｎａ Ｈａｓｓｅ)、挪威的布瑞丝塞泽(Ｂｒｉｔｈ Ｓæｔｈｒｅ)、意大利的李莎(Ｐａｔｒｉｚｉ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日
本的滕井省三与吉田富夫等作为莫言的“化身”ꎬ对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起到了意见领袖

的引领和推荐作用ꎮ 正是他们不辞辛苦的语言间传递ꎬ才使莫言的作品超越时空ꎬ拓展了读者群ꎬ
获得了国际声望ꎬ并带动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更多关注和对中国形象的重新看待ꎮ

三、当代小说海外研究与接受中的意见领袖

如果说译介与出版是中国当代小说“走出去”的重要途径ꎬ那么“走进去”则是中国文学海外

传播的最终旨归ꎬ而考察是否“走进去”的关键指标之一是当代小说传播出去以后在国外的研究

与接受情况ꎮ 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发表相关论文、信息的权威期刊对于域外当代文学的

译介与接受ꎬ同样起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小说译作的评论家可为重要的高质量的作品带来

读者能够影响一部作品的总体接受ꎮ”⑤而“通过权威平台发布、具有极大公信力因而实际上

发挥着舆论导向功能的意见”ꎬ“在接受文化语境中形塑着公众的日常阅读习惯、阐释策略及价

值判断ꎮ”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研究主要有两股力量:西方本土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ꎬ前者主要

有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与杜博妮、加拿大汉学家杜迈

克、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等ꎬ后者主要有王德威、张旭东、吕彤邻、钟雪萍、蔡蓉等ꎮ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Ｋｉｎｋｌｅｙ)除了在沈从文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外ꎬ还对中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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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光、 张政:«国内葛浩文研究状况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分析»ꎬ«外国语文»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赵毅衡:«如何打倒英语帝国主义?»ꎬ «书城»２００２ 年第 ８ 期ꎮ
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ꎬ«外国语»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ꎬ«中国翻译»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葛浩文:«作者与译者:交相发明又不无脆弱的关系»ꎬ孟祥春、洪庆福译ꎬ«东吴学术»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ꎬ«中国翻译»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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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的英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ꎮ 其«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

评»①详细梳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 ５０ 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ꎬ堪称一

份当代文学英译编年史ꎬ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征引ꎮ 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著有«小说与正义:当
代中国的法制与文学»②«中国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反腐小说与现实主义作品:政治小说的回归»③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敌托邦»④ꎮ 前者论述了官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再度繁荣ꎬ并追溯了

中国官场文学的起源ꎻ中者详细解读了陆天明的«苍天在上»、陈放的«天怒»、张平的«抉择»、王
跃文的«国画»、刘平的«走私档案»ꎬ剖析了中国的现实主义、大众文化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ꎬ探
讨了中国反腐小说的特点及其局限ꎻ后者重点探讨了李锐的«旧址»、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生
死疲劳»、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ꎬ以及张艺谋的电影

«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ꎮ 金介甫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意为新时期作家对历史的重新书

写ꎬ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曾出现的暴力和灾难是道德堕落的表征ꎬ是对孟子人性善的直接挑

战ꎮ⑤ 此外ꎬ金介甫还主编了«后毛泽东时代(１９７８—１９８１)的中国文学与社会»⑥ꎬ探讨了中国的

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朦胧诗ꎬ剖析了官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等问题ꎮ 他撰写

的有关当代文学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写实主义»⑦«张辛欣作为一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青年作家的文化选择»⑧«张辛欣文学创作的现代性与新闻性»⑨等ꎮ 金介甫对中国当代文

学关注广泛ꎬ研究深入ꎬ给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阅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ꎬ为当代文学

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提供了有利的契机ꎮ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除了翻译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朱文的«我爱美元»、张爱玲的«色戒»

以及鲁迅小说全集等中国现当代作品外ꎬ还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有相当深入的追踪性研究ꎮ
这方面的著作、论文主要有«文化资本的政治角力: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从讽喻到寻

求刺激: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小说»«大跃进»«２１ 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大陆小说»«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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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智芹: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海外接受中的意见领袖

命带给世界的遗产»①«失去的孩子»②等ꎬ借助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对诺奖的焦虑ꎬ探
讨民族身份、国际地位、知识分子与政治等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ꎬ并通过对 ２０ 世纪

末、２１ 世纪初中国文学创作的持续关注ꎬ向西方介绍商业化进程、互联网普及、创作环境的宽松

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风向的影响ꎮ 其中ꎬ«文化大革命带给世界的遗产»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理

论和实践给西欧和北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带来的影响ꎻ«失去的孩子»评论

了莫言翻译成英语的作品«蛙»ꎻ«大跃进»评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半期至 ２１ 世纪初中国当代

文学作品的英译情况ꎬ以及在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应有影响的事实ꎬ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ꎬ
为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有益参考ꎮ 蓝诗玲的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推动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

文学的接受无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杜博妮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实绩ꎮ 雷金庆的

汉学研究以对中国男性气质的探讨为主要成就和重要特色ꎮ 在翻译郑万隆的“异乡异闻”故事

之后ꎬ他专门撰写了论文«男性气质与少数族裔:“异乡异闻故事”中的异化»③ꎬ以郑万隆的 １４ 篇

“异乡异闻”故事为研究对象ꎬ探讨中国新时期寻根文学中把原始性等同于中华性的伪命题ꎬ认
为郑万隆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原始性与汉文明之间的二元关系ꎬ反映出寻根作家对中华性和人类

生存异化的认识ꎮ 关于 ２０ 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ꎬ雷金庆的«事实与虚构之间»④探讨了中国新

时期的伤痕文学、爱情小说和知青文学等ꎻ«中国当代 (１９４５—１９９２) 小说翻译与评论»⑤对

１９４５—１９９２ 年间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与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ꎮ 杜博妮与雷金庆

合著的«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⑥分三大部分ꎬ探讨了 １９００—１９３７ 年、１９３８—１９６５ 年、１９６６—１９８９ 年

三个时间段的中国小说、诗歌、戏剧及其特点ꎬ被哈顿评论为“对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

走向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见解”⑦ꎮ 杜博妮个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年的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艺术»⑧«作者的虚构与读者的想象: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⑨«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翻译:官方操作与版权交易»等ꎬ她在这些著作中探讨“中国文学的现状如何? 这种现

状是怎样形成的? 这样的文学有着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 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ꎬ艺术家、观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ꎬ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ꎻ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Ｖｏｌ.
２２７ꎬ２０１６.

Ｊｕｌｉａ Ｌｏｖｅｌｌꎬ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Ｆｅｂ ８ꎬ ２０１５.
Ｋａｍ Ｌｏｕｉｅꎬ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Ｔ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１３２ꎬ

１９９２.
Ｋａｍ Ｌｏｕｉｅ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ꎬ Ｓｙｄｎｅｙ: Ｗｉｌｄ Ｐｅｏｎｙꎬ １９８９.
Ｋａｍ Ｌｏｕｉｅ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ꎬｅｄｓ.ꎬ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４５－

１９９２)ꎬ Ｔａｉｐｅｉ: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１９９３.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ꎬ Ｋａｍ Ｌｏｕｉｅꎬ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Ｈａｄｄ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ｙ Ｂｏｎｎｉｅ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ａｎｄ Ｋａｍ Ｌｏｕｉ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４４ꎬ２０００.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ꎬｅｄ.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９)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ꎬ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ꎬ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ｉｆ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Ａｍｈｅｒｓ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①剖析 ２０ 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英译的两种方式ꎬ促使研究

翻译的学者、文化官员、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文学翻译的模式问题ꎮ
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著述主要有«中国现当代女作家论»②«繁

荣与争鸣: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等ꎮ③ 前者涉及谌容、张洁、张抗抗、陈若曦、李昂等作家ꎬ
后者论述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ꎬ论及

刘宾雁、白桦、戴厚英等人的作品ꎮ 此外ꎬ杜迈克还在英语世界的重要期刊«今日世界文学»上发

表了诸多评论李锐、莫言、王安忆英译作品以及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ꎮ
法国当代首席汉学家安妮居里安发表过不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ꎬ既有个案性的剖

析ꎬ亦有总括性的论述ꎮ 在个案研究方面ꎬ她的«自传的诱惑»详细考察了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

和史铁生作品中自传性写作的某些机制ꎮ 在对中国文学的宏观论述方面ꎬ居里安的论文«法国

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与认同»探讨了“法国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版商”“法国对中国

当代文学的接受”等方面的问题ꎬ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ꎬ“大陆文学一浪接一浪地逐渐演变

力求标新立异”ꎬ“二十年内———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和文学复兴算起———出版的数量甚为

可观”④ꎮ 同时ꎬ居里安也指出中国文学在法国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学的翻译力量仍旧分散、薄
弱”ꎬ“选择翻译一部作品时不能单凭它的内在价值或它在本国获得的成功ꎬ还必须考虑接受国

的感受能力”ꎬ“中国当代文学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响人们诚然可以读到一些书评ꎬ但是这方

面的工作还谈不上系统化”⑤ꎮ 在另一篇论文«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探索»中ꎬ居里安指出:“整
个(２０ 世纪———引者注)８０ 年代ꎬ中国文学不断丰富发展在法国由于大量译作的出版ꎬ
由于对中国整体文化的兴趣之增加ꎬ由于高文化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中国文学的读者群扩

大了ꎮ”⑥

上述英语、法语界的西方本土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ꎬ由于“自己人效应”⑦而在西方

学界拥有更多的倾听者和阅读者ꎮ 他们的研究不仅推动了西方的汉学研究ꎬ而且对于西方读者

了解、亲近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导向ꎮ
海外华人学者是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力军ꎮ 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涉及王安

忆、苏童、余华、李锐、叶兆言、莫言、阿城等当代大陆作家ꎬ不仅有对文本的细读ꎬ更辅以理论的融

会贯通ꎬ对国外读者阅读、赏析中国当代文学起到很好的引荐和导读作用ꎮ 王德威多次撰文对莫

言的作品从长篇到短篇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述和研究ꎮ 他的«莫言的文学世界»认为莫言执

着于“一种丑怪荒诞的美学与史观”ꎬ其创作“荤腥不忌ꎬ百味杂陈”:“从天堂到茅坑ꎬ从正史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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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妮居里安:«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与认同»ꎬ施康强译ꎬ柴剑虹编:«法国汉学»(第 ４ 辑)ꎬ北京:中

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６２、２６４ 页ꎮ
[法]安妮居里安:«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与认同»ꎬ施康强译ꎬ柴剑虹编:«法国汉学»(第 ４ 辑)ꎬ北京:中

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３ 页ꎮ
[法]安妮居里安:«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探索»ꎬ韩一宇编译ꎬ«山西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ꎮ
心理学家发现ꎬ人们对“自己人”ꎬ即有着共同信仰、相似的价值观、讲同一种语言、隶属于同一种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宗

教背景的人说的话ꎬ更容易接受和信赖ꎮ



姜智芹:当代小说他者译介与海外接受中的意见领袖

史ꎬ从主体到身体” ①ꎮ 张旭东的«后社会主义和文化政治:２０ 世纪中国的最后十年»②剖析了王

安忆作品中的上海怀旧情结、莫言«酒国»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市场经济因素ꎬ«改革时代的中国

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③探讨了中国的先锋文学作品、电影以及文学批评ꎬ
形成了他以“后社会主义”为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ꎮ 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

立政治:当代中国实验小说»④探讨了莫言的«红高粱»、残雪创作中的妄想症、苏童的«一九三四

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里的女性意识和男性气质ꎮ 钟雪萍的«被围困的男性气质?
２０ 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男性主体»⑤以卡加希尔曼、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理论为

指导ꎬ以鲁迅、钱钟书、张贤亮、刘恒、韩少功、余华、王朔、莫言等人的作品为分析对象ꎬ系统而深

入地阐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男性气质、现代性之间的关系ꎮ 蔡蓉剖析了«丰乳肥臀»中被异化的

他者⑥、 余华小说中的孤独旅者⑦、残雪小说中的癫狂众生⑧、韩少功笔下的非正常人⑨ꎮ 这些海

外华人学者以英语优势和置身西方理论潮头的先机ꎬ以前沿的国际学术视野ꎬ从国内学者非常熟

悉的作品和材料中发现了令人惊奇的东西ꎬ发掘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ꎬ为引导西

方接受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ꎮ
国外权威的报刊杂志也对中国当代小说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起到重要的意见领袖作用ꎮ 英

语世界发表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学术刊物有«今日世界文学»(Ｗｏｒｌ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ｄａｙ)、«中国现

代文学与文化»(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中国季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当代

中国»(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２０ 世纪中国»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中国资讯»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位置»(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哈佛亚洲学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美
国汉学杂志»(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中国文学研究前沿»(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等ꎮ 这些期刊或登载译成英语的中国文学作品ꎬ或发表英文的中国文学研究论

文ꎬ或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动态ꎬ对于繁荣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
法语世界的«欧罗巴»«文学报»«世界报»«新观察家»等杂志也出版过中国文学专号ꎬ集中发表

中国文学法译作品和研究论文ꎮ 下面以«今日世界文学»为个案略加论述ꎮ
«今日世界文学»创刊于 １９２７ 年ꎬ最初名为«海外书览»(Ｂｏｏｋｓ Ａｂｒｏａｄ)ꎬ１９７７ 年改为现用名ꎬ

２００６ 年之前是季刊ꎬ之后改为双月刊ꎬ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在新时期以后不断升温ꎮ １９７９
年秋季号上发表了葛浩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艺报›»ꎬ认为«文艺报»复刊是文学重获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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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ｇ Ｃａｉꎬ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ａｎ Ｓｈａｏｇｏｎｇ’ｓ Ｃｒｉｐｐｌｅ(ｓ)” 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Ｎｏ.３ꎬ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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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①ꎮ １９８１ 年冬季号刊发了 ３ 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ꎬ分别是«重
放的鲜花:中国文学复苏» (“Ｆｒｅｓｈ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ｂｌｏｏｍ Ａｇａ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ｂｏｕｎｄ”)、
«中国作家聂华苓访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ｕａｌｉｎｇ Ｎｉｅｈ”)、«文学为政治服务: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ｅｎ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ꎬ对于中国文学未来的繁荣和更多的创作自由持乐观态度ꎮ

从 １９９１ 年起ꎬ«今日世界文学»开始用专刊、专辑、专栏的形式集中介绍中国当代文学ꎮ
１９９１ 年夏季号是中国文学专刊ꎬ集中刊出了 １０ 多篇探讨中国文学的论文ꎬ关于当代小说的有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的中国政治与文学»(“ＰＲ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ｓ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ｉｅｓ”)、«走向世

界:中国当代小说的转折点»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变革中的中国小说»(“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现代主义与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以王蒙为个案»(“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余
华小说的颠覆性»(“Ｙｕ Ｈｕａ: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从无路到新生:萧飒笔下被遗弃的女性»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ａｄ Ｅｎ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Ｒｏａｄ ｏｆ Ｌｉｆｅ: Ｘｉａ Ｓａ’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Ｗｏｍｅｎ”) 、«中国女作家的新纪元»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ꎮ 这些论文既有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环境、发展趋

向的宏观考察ꎬ也有对具体作家的微观个案研究ꎬ当代小说开始映入世界读者的眼帘ꎮ
«今日世界文学»２０００ 年夏季号推出莫言研究专辑ꎬ刊登了莫言的演讲稿«我的三本美国小

说» (“Ｍｙ Ｔｈｒｅ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ｏｋｓ”)ꎬ发表了 ４ 篇研究莫言的论文:«莫言的 “阴郁的” 禁食»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Ｆｏｏｄ: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ｎｉｃｏｎ’ ｏｆ Ｍｏ Ｙａｎ”)、«莫言的文学世界»(“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ｏ
Ｙａｎ”)、«从父性到母性———论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Ｆｒｏｍ Ｆａ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Ｏｎ Ｍｏ Ｙａｎ’ ｓ Ｒｅ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ａｎｄ Ｂｉｇ Ｂｒｅａ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Ｈｉｐｓ”)、«西方人眼中的莫言» (“Ｍｏ Ｙａ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ꎮ 这些论文经常为国内外的莫言研究者引用ꎬ«今日世界文学»以敏锐的

学术眼光ꎬ捕捉到莫言小说的独异性和新质素ꎬ而莫言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证了«今日世界

文学»的敏锐与远见ꎮ
«今日世界文学»２００７ 第 ４ 期为中国当代文学专刊ꎬ被称为“来自中国内部”(Ｉｎｓｉｄｅ Ｃｈｉｎａ)ꎬ

因为这一期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ꎬ刊发了一组中国学者研究当代小说的论文ꎬ像张柠的«中国当

代文学的基本格局»(“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张颐武的«近年来

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 张清华的

«狂欢与悲戚:２１ 世纪中国文学印象» (“Ｃａｒｎｉｖａｌ ＆ Ｓａｄｎｅｓ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ꎮ 这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学术之声ꎬ和国外的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构成一个学术

研究共同体ꎮ
«今日世界文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为获得该年度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莫言开设专栏ꎬ登载了«莫

言:２００９ 年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 (“Ｍｏ Ｙａｎ: Ｌａｕｒｅ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个人的六道轮回:２００９ 年纽曼文学奖获奖演说» (“ Ｓｉｘ Ｌｉｖｅｓ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翻译莫言的小说让我精疲力竭:２００９ 纽曼文学奖

提名词» (“Ｍｏ Ｙａｎ’ 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Ｍｅ ｏｕｔ: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莫言的小说及中国本土传统» (“Ｍｏ Ｙａｎ’ 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ｖ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幽默作家莫言»(“Ｍｏ Ｙａｎ ａｓ Ｈｕｍｏｒｉｓｔ”)ꎬ让莫言进一步走向世界ꎬ也让世界进一步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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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莫言ꎮ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设立了获得该年度纽曼华语文学奖的韩少功专栏ꎬ发表了韩少功的获

奖演说(“‘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韩少功

的«归元 (归完)» 英译文 (“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 Ｅｎｄ) 归元 (归完)”) 以及探讨 «马桥词典» 的论文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ｏｆｆ ｔｈｅ Ｍａｐ: Ｈａｎ Ｓｈａｏｇｏｎｇ’ｓ Ｍａｑｉａｏ”)ꎮ 通过纽曼华语文学奖这个契机ꎬ更多的中国

当代作家为世人所知ꎮ
«今日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飞跃性关注是在 ２００８ 年ꎮ 该刊与北京师范大学探讨合作

的可能ꎬ最终由双方共同编辑的«今日中国文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ｄａｙ)于 ２０１０ 年创刊ꎬ以英文

在美国出版ꎬ世界范围内发行ꎮ “作家特写”(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是«今日中国文学»的常设栏目ꎬ创刊

号即 ２０１０ 年夏季号上重点推介了毕飞宇ꎬ刊登了他的译成英文的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记忆是

不可靠的»以及李敬泽的评论文章«毕飞宇的声音»(“Ｂｉ Ｆｅｉｙｕ’ｓ Ｖｏｉｃｅ”)ꎮ ２０１１ 年冬季号上介绍了

阎连科ꎬ发表了«嘲弄黄金时代:阎连科‹受活› 中的颠覆之音» (“Ｒｉｄｉｃｕ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Ｙａｎ Ｌｉａｎｋｅ’ ｓ Ｈａｐｐｙ”)和«阎连科:作家的道德责任» (“Ｙａｎ Ｌｉａｎｋｅ: Ａ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Ｍｏｒａｌ Ｄｕｔｙ”)ꎮ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重点介绍了中国台湾作家李昂ꎬ刊发了她的短篇小说«牛肉

面»、她本人的自我访谈«黑暗的李昂 ＶＳ 明亮的李昂»(“Ｄａｒｋ Ｌｉ Ａｎｇ ｖｓ Ｂｒｉｇｈｔ Ｌｉ Ａｎｇ: Ａ Ｓｅｌ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以及探讨她创作的论文«鹿港小镇的精神和李昂神秘文学家园的救赎»(“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Ｄｅｅｒ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Ａｎｇ’ｓ Ｕｎｃａｎｎ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ｏｍｅ”)ꎮ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合刊把莫言

和苏童作为重点介绍对象ꎮ 本期首先用大量篇幅聚焦 ２０１２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ꎬ发表了莫

言作品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翻译:众声中的一种声音» (“Ｍｏ Ｙａ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Ｖｏｉ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晚宴答谢词»和«讲故事的人: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诺贝尔文学奖演说»(“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 Ｎｏｂｅ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１２”)、张清华的«诺贝尔

奖、莫言及中国当代文学»(“Ｔｈｅ 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ꎬ Ｍｏ Ｙａ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今
日世界文学»杂志的执行主任戴维斯昂迪亚诺的«一个西方人对莫言的思考»(“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ｏ Ｙａｎ”)以及«檀香刑»节译ꎮ 关于苏童ꎬ本期发表了苏童的«我们在哪里遇见真实»
和«创作ꎬ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李华的«对话苏童»(“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ｕ Ｔｏｎｇ”)、张学昕的

«苏童的美学»(“Ｓｕ Ｔｏｎｇ’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以及苏童的«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ꎮ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关

注了格非ꎬ登载了他的«戒指花»«凉州词»ꎬ以及张柠与格非的对话«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精神裂变»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ｉｃ Ｓｐｌ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ｅ Ｆｅ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ꎮ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聚焦短篇小说创作ꎬ刊登了艾伟的«菊花之刀»、范小青的«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东西

的«我为什么没有小蜜»、李师江的«医院»ꎮ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推出了几部中篇小说ꎬ分别是韩少功的

«山歌天上来»、徐则臣的«苍声»、迟子建的«福翩翩»等ꎬ并给获得该年度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朱天文

开辟了专栏ꎬ发表了 ８ 篇相关文章ꎬ择其要者有«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２０１５ 年纽曼华语文学

奖获奖作品» (“Ｃｈｕ Ｔ’ ｉｅｎ－ｗｅｎ’ ｓ Ｓｈｉｊｉｍｏ ｄｅ ｈｕａｌｉ: Ａｓ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朱天文:２０１５ 年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Ｃｈｕ Ｔ’ｉｅｎ－ｗｅｎ: Ｗｉｎ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些人:２０１５ 年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奖致

辞» (“Ｗｅ Ａ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ｏ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Ｅｌｓｅ: Ｉ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致敬朱天文»(“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ｈｕ Ｔ’ｅｎ－ｗｅｎ”)、«忏情之书»(“Ｏｎ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和«神
话解谜之书»(“Ｏｎ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Ｒｉｄｄｌｅｓ”)等ꎮ «今日中国文学»以更多的版面、更大的力度、更广的覆

盖将当代小说佳作及时推向海外ꎬ让世界同步了解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风貌ꎬ以期收到窥一斑而知

全豹的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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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文学»及其拓展版«今日中国文学»可谓海外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翘楚ꎮ 作为英

语学界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ꎬ该刊的广泛发行与订阅为中国当代小说赢得了良好的传播空间ꎬ尤
其是上面登载的大量有关当代小说的书评ꎬ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小说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ꎮ
在这些书评中ꎬ众多中国当代作家的英法译本ꎬ给国外的读者、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阅读和研究

指南ꎬ从而使其动态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势态和情状ꎮ
翻译、出版、国外学者的评论、海外权威期刊ꎬ等等ꎬ这一级一级的意见领袖帮助中国当代小

说拓展了海外读者群ꎬ走向世界文学的前台ꎮ 这些意见领袖织就了一个互相关联的传播网ꎬ它们

之间互相推进ꎬ一环扣一环ꎬ很大程度上激发出当代小说的传播力ꎮ 资深译者、知名评论家卓越

的文化资本ꎬ重量级出版社、权威期刊高超的声誉资本ꎬ与作品的内在质素一起造就了中国当代

小说的世界影响力ꎬ让中国文本变成世界文学ꎬ并在传播过程中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良性建

构”①ꎮ 为了更好地推动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ꎬ切实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ꎬ促进中国“文学

梦”的实现ꎬ我们在高度重视意见领袖作用的同时ꎬ要以多种方式培养更多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

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的意见领袖ꎬ借各层级的意见领袖之帆ꎬ让中国当代小说这一主导文类

的传播巨船ꎬ驶得更快ꎬ行得更稳ꎬ航得更远ꎮ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ｌａｙ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ꎬ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ｆ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ｈｏ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ｐｒｅｓｔｉｇｉｏ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ꎬ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ｌａｙ ａ
ｖｅｒｙ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ｓ ｍａｎ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ꎻ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ꎻ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ꎻ Ｈｏｗａｒ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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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背景下山东省县域经济
脆弱性空间格局研究

∗①

刘　 凯　 任建兰
( 山东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３５８ )

　 　 摘要:　 依据 ２０１６ 年山东省县域经济社会统计数据ꎬ在通过脆弱性公式和集对分析方法对山东省县域经济

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ꎬ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布格局ꎬ运用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关联格局ꎮ 结果表明:其一ꎬ不同县域的经济脆弱性存在较大差距ꎬ高
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在鲁西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ꎬ较高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在鲁西北和鲁中南地区分布较多ꎬ
较低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主要位于中部和南部地区ꎬ低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多数分布在山东半岛和黄河三角洲

地区ꎻ其二ꎬ县域经济脆弱性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ꎬ呈现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ꎬ可分为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

冷点 ４ 个区域以及高度脆弱、极化脆弱、空心脆弱、低度脆弱等 ４ 种类型ꎬ并且自东向西由冷点逐步过渡为热点ꎮ
关键词:　 新常态ꎻ县域经济脆弱性ꎻ空间格局ꎻ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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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Ｎｏ.１１ꎬ ２０１０ꎻＭａｒｔｅｎｓａ Ｐ.ꎬ
ＭｃＥｖｏｙａ Ｄ.ꎬ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 Ｃ.ꎬ“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Ｎｏ.１ꎬ２００９.

　 　

引言

脆弱性滥觞于自然灾害研究ꎬ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发展为可持续性科学的热点

问题与前沿领域ꎮ 随着研究框架不断完善、研究内容不断深入ꎬ脆弱性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
感性”“适应性”和“恢复能力”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概念集合ꎬ并且其研究领域逐渐由自然科学扩

展到人文社会科学ꎬ比如早期多为生态脆弱性、环境脆弱性研究ꎬ发展为经济脆弱性、城市脆弱性、
生计脆弱性等ꎬ成为脆弱性研究的重要领域ꎮ Ｂｒｉｇｕｇｌｉｏ(１９９２)最早将脆弱性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中ꎬ
提出了经济脆弱性指数的概念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１９９９)首次提出系统概括了经济脆弱性概念ꎬ
并把经济是否呈现脆弱性特征视为衡量不同类型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参考ꎮ 此后ꎬ经济脆弱性

得到广泛应用ꎬ相关学者分别研究了欧共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脆弱性②ꎬ已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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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ꎬ经济脆弱性已经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ꎬ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或潜在因素ꎬ需要采取不同方案规避经济脆弱性ꎮ 在国内ꎬ赵国杰和张炜熙(２００６)较
早以河北省海岸带为考察对象开展了海岸带经济脆弱性研究①ꎬ随后李博等(２０１６)、孙才志等

(２０１６)、彭飞等(２０１８)以海洋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海洋经济脆弱性的演化和格局等问题②ꎻ
城市经济脆弱性是经济脆弱性的集中研究领域ꎬ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旅游城市③、资源型城市④

和海岛城市⑤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经济脆弱性的现状特征、形成原因、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ꎮ
国内经济脆弱性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明显联系ꎬ具有研究内容多样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ꎬ
经济脆弱性已经成为评估经济发展状态的独特视角和工具ꎮ

县域是联系城乡的地域纽带ꎬ同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基础ꎬ县域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承担

着基础性作用ꎮ 已有县域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评价以及空间差异⑥ꎬ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与调控研究相对缺乏ꎻ已有经济脆弱性研究主要把城市

作为研究对象ꎬ把县域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ꎮ 自 ２０１２ 年来ꎬ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以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新常态ꎬ同时进入“三期叠加”的
关键阶段ꎬ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安全问题加剧

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ꎬ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和新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下ꎬ影响县域经济的因素已

经发生了明显变化ꎬ经济发展因内外复合因素的扰动必将导致敏感性上升而应对能力不足ꎬ从而

导致经济脆弱性在新常态下具有新特征、出现新问题ꎮ 在新常态背景下开展县域经济脆弱性研

究ꎬ在理论方面ꎬ通过增加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实证研究丰富经济脆弱性的研究内容ꎬ有助于完善

经济脆弱性的理论体系ꎻ在实践方面ꎬ对于县域行政单元应对新常态、规避经济发展风险以及提

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参考与借鉴作用ꎮ 本研究选择山东省县域为案例ꎬ从敏感性和应对

能力两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ꎬ运用经济脆弱性评价公式和集对分析方法对县域经济脆弱性进行

测度ꎬ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布格局ꎬ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研究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关联格局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行政区划ꎬ山东省县级行政单位数量是

１３７ 个ꎬ包括 ５１ 个区、２８ 个县级市、５８ 个县ꎮ 本研究把部分处于同一地级市属于传统意义上老

城区的市辖区合并为市区ꎬ从而研究对象形成 １７ 个市区、５ 个区、２８ 个县级市和 ５８ 个县ꎬ共包括

１０８ 个县域单元ꎮ

一、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一)研究方法

１.经济脆弱性评价公式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赵国杰、张炜熙:«河北省海岸带经济脆弱性评价»ꎬ«河北学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李博、杨智、苏飞等:«基于集对分析的中国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ꎬ«地理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ꎻ孙才志、覃雄合、李博

等:«基于 ＷＳＢＭ 模型的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脆弱性研究»ꎬ«地理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ꎻ彭飞、孙才志、刘天宝等:«中国沿海地

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与协调性时空演变»ꎬ«经济地理»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杨懿、潘华:«旅游经济依赖型目的地经济脆弱性及其评价研究»ꎬ«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苗长虹、胡志强等:«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ꎬ«地理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秦伟山、孙剑锋、张义丰等:«中国县级海岛经济体脆弱性综合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ꎬ«资源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杜霞、钱宏胜、吴殿廷:«山东省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及其成因»ꎬ«城市问题»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ꎻ吴晶:«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

及空间格局演变研究»ꎬ«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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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脆弱性内涵①ꎬ县域经济脆弱性可以定义为由于自身的敏感性特征以及缺乏对不利扰

动的适应能力而受到的负面影响或损害状态ꎬ是由不利扰动因素对县域经济产生的敏感性和县

域经济自身所具备的应对能力通过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而共同形成ꎬ反映县域经济系统在不利

扰动的敏感性以及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两大因素影响下而具有的不可持续演变以及脆弱状态ꎮ
其中敏感性反映经济受到其他因素扰动后的改变和受影响程度ꎬ取决于系统自身的稳定性ꎬ应对

能力是经济对于所受到影响的应对、调整、适应能力ꎮ 因此ꎬ可以把县域经济脆弱性规范化为经

济敏感性和经济应对能力的函数ꎬ其中ꎬ与敏感性成正比ꎬ与应对能力成反比ꎮ 在此基础上ꎬ可以

把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公式表达为:
Ｖｉ ＝Ｓｉ / Ｒｉ (１)

其中Ｖｉ是县域经济脆弱性指数ꎬＳｉ是敏感性指数ꎬＲｉ是应对能力指数ꎮ
２.集对分析法

集对分析法是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ꎮ 本文运用集

对分析法计算不同指标的得分ꎬ具体步骤不再详细列出ꎬ见参考文献ꎮ②

３.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研究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关联问题的常用方法③ꎬ可以有效地反映

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特征ꎮ 本文采用莫兰指数、高 /低聚类和热点分析工具反映全局和

局域空间关联特征以及热点与冷点的空间分布ꎬ具体步骤不再详细列出ꎬ见参考文献ꎮ④

(二)指标体系

根据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公式ꎬ结合新常态背景以及县域经济特征ꎬ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ꎮ 指标性质分为正向和负向ꎬ敏感性的正向指标增大可以带动经济敏感性增强ꎬ由于敏感性

与经济脆弱性呈正比ꎬ所以最终导致县域经济脆弱性增大ꎬ反之敏感性的负向指标可以导致县域

经济脆弱性减小ꎻ应对能力的正向指标增大可以带动经济应对能力提高ꎬ由于应对能力与经济脆

弱性呈反比ꎬ所以最终导致县域经济脆弱性减小ꎬ反之应对能力的负向指标减小可以导致县域经

济脆弱性增大ꎮ 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ꎮ 所需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 山东统计年鉴»以及山东省

１７ 个地级市统计年鉴ꎬ对于统计年鉴中缺失的县域数据通过对应的县域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ꎮ

二、研究结果

(一)县域经济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

在上述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基础上可以得出山东省县域经济敏感性、应对能力和脆弱性的

评价结果ꎮ
分析敏感性评价结果可知(图 １)ꎬ１０８ 个县域的经济敏感性指数平均值为 ０.０１９４ꎮ 其中ꎬ长

岛县经济敏感性指数为 ０.０６８８ꎬ是经济敏感性水平最高的县域ꎻ即墨市(２０１７ 年即墨撤市改区)

１６

①

②
③
④

Ｔｕｒｎｅｒ Ｂ. Ｌ.ꎬＭａｔｓｏｎｄ Ｐ. Ａ.ꎬ ａｎ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ｅ Ｊ. Ｊ.ꎬ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Ｎｏ.１ꎬ２００３ꎻＡｄｇｅｒ Ｗ. Ｎ.ꎬ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Ｎｏ.３ꎬ２００６ .

刘凯、任建兰:«黄河三角洲地区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ꎬ«经济地理»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杨树旺、吴婷、李梓博:«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ꎬ«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刘凯、任建兰等:«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测度与空间格局»ꎬ«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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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敏感性指数为０.００６１ꎬ是经济敏感性水平最低的县域ꎮ 经济敏感性高水平县域在山东省东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分布ꎬ说明经济敏感性问题在山东省县域分布广泛ꎬ已经是山东省普遍

面临的问题ꎬ这也是新常态以来经济受到外部不利扰动有所加强的结果ꎮ 但相对来讲ꎬ东部地区

县域的敏感性总体低于西部地区县域的敏感性ꎬ敏感性高的县域多数位于西部地区ꎮ
表 １　 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性质 权重 含义

县
域
经
济
脆
弱
性

敏
感
性

应
对
能
力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０.１１２２ 失业问题对县域经济造成的冲
击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 ＋ ０.１４２８ 反映经济结构性矛盾

财政赤字 / ＧＤＰ ％ ＋ ０.１４２３ 地方财政面临的风险和地方政
府运营能力

ＧＤＰ 增长率 ％ － ０.１０４５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的变动情况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 ０.１１３４ 系数过高说明居民生活水平下
降

单位工业产值电耗
万千瓦时

/ 万元
＋ ０.１１３４

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和能源约
束以及经济发展对资源和能源
的消耗

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 ｔ / 万元 ＋ ０.１２５１ 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约束ꎬ经济
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外贸依存度 ％ ＋ ０.１４６３ 经济内外需不平衡问题

单位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 ％ ＋ ０.１４７９ 反映县域整体就业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 ０.１０４２ 反映经济结构高级化程度

财政收入 / ＧＤＰ ％ ＋ ０.１２６５ 反映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
履行能力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元 ＋ ０.１２７６ 反映县域经济投入水平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 ０.１５４８ 反映居民生活和收入状况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０.１０６６ 反映工业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
能力

城镇污水处理率 ％ ＋ ０.１１５３ 反映城镇污染治理情况

人均 ＧＤＰ 元 ＋ ０.１１７１ 反映县域宏观经济基础

图 １　 山东省县域经济敏感性评价结果

分析应对能力评价结果可知(图 ２)ꎬ１０８ 个县域的经济应对能力指数平均值为 ０.０２８７ꎮ 其中ꎬ
青岛市区经济应对能力指数为 ０.１０４１ꎬ是经济应对能力最高的县域ꎻ定陶县经济应对能力指数为

０.００６４ꎬ是经济应对能力最低的县域ꎮ 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应对能力高水平县域数量多ꎬ西部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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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区经济应对能力低水平县域数量多ꎬ说明县域经济应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相

关关系ꎬ提升县域经济的应对能力是降低经济脆弱性、应对经济新常态必不可少的措施ꎮ

图 ２　 山东省县域经济应对能力评价结果

分析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结果可知(图 ３)ꎬ１０８ 个县域经济脆弱性指数平均值为 １.０６２０ꎻ巨
野县是经济脆弱性最高的县域ꎬ指数高达 ６.２８１０ꎻ青岛市区是经济脆弱性最低的县域ꎬ指数为

０.０９９８ꎮ 最高值是最低值的近 ６３ 倍ꎬ反映出不同县域之间经济脆弱性具有巨大梯度差距ꎬ东部

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低于西部地区ꎬ在不同县域共同降低经济脆弱性的同时ꎬ有待于从长远战略

性规划的角度强化对县域经济的统筹与调控ꎬ实现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差距逐渐缩小ꎮ

图 ３　 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结果

在县域经济脆弱性评价结果基础上ꎬ可以进一步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把

１０８ 个县域单元经济脆弱性进行空间分布格局划分ꎬ包括高水平、较高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 ４
个等级(图 ４)ꎮ

包括巨野县、东明县、定陶县、冠县在内的 ２９ 个县域单元属于高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ꎬ这一

类型在鲁西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ꎮ 高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同时也是山东省经济落后县域ꎬ产业

结构层次低、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不高、经济外向度低等问题导致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利

扰动和风险的应对能力不足ꎬ并且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成为扰动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ꎮ
因此ꎬ这类县域同时存在的敏感性高和应对能力不强的问题ꎬ从而导致经济脆弱性位于高水平ꎮ
这类地区需要依托已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和文化底蕴ꎬ构建完善的现代产业体

系ꎬ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ꎬ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县域经济脆弱性逐渐下降ꎮ
包括安丘市、兰陵县、五莲县、高青县在内的 ２７ 个县域单元属于较高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ꎬ

在鲁西北和鲁中南地区分布比较集中ꎮ 这类县域由于高层次人才短缺、科技投入少、创新能力不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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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山东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

强、产业趋同现象突出等问题导致县域经济竞争力偏弱ꎬ制约了经济应对能力的提高ꎬ同时所能

得到的周边大城市辐射带动的“区域红利”较少ꎬ还面临周边区域竞争压力大的挑战ꎬ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了经济敏感性ꎮ 因此ꎬ这类县域规避经济脆弱性ꎬ尤其需要通过实施人才培养与引进战

略、创新驱动战略、现代产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策略ꎬ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力ꎮ
包括淄博市区、泰安市区、聊城市区、日照市区在内的 ２８ 个县域单元属于较低水平经济脆弱

性县域ꎬ这一类型在山东省中部和南部地区比较集中ꎮ 这类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优势ꎬ比如产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经济结构逐渐优化、城镇化质量逐渐提高ꎬ所以县域经

济具备一定的应对能力ꎮ 并且ꎬ这类县域受到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带动ꎬ使其敏感性

维持在较低水平ꎮ 但是ꎬ这类县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

盾ꎬ并且随着转型期的到来ꎬ其传统发展优势正在减弱ꎮ 因此ꎬ这类县域需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平衡性、可持续性ꎬ在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其经济的脆弱性ꎮ

包括青岛市区、胶州市、烟台市区、济南市区在内的 ２４ 个县域单元属于低水平经济脆弱性县

域ꎬ这一类型在山东半岛和黄河三角洲地区比较集中ꎮ 这类县域是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县域ꎮ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ꎬ其经济应对能力强、敏感性低ꎬ最终使其县域经济脆弱性在山东省处

于低水平ꎮ 这类县域可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２ 个国家级区域发

展战略为机遇ꎬ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ꎬ把经济脆弱性保持在低水平ꎬ并且需要在宏观经

济格局中发挥作用:第一ꎬ发展海洋经济和高效生态经济ꎬ形成经济示范区ꎻ第二ꎬ积极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ꎬ形成新动力和新动能ꎻ第三ꎬ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ꎬ形成中国北方重要开放门户ꎮ
(二)县域经济脆弱性空间关联格局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格局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运用反距离概念化方法ꎬ得到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ꎮ
其中莫兰指数是 ０.３５６０９５ꎬＰ 值是 ０(可以通过 １％显著性检验)ꎬ说明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水

平呈现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ꎮ ｚ 得分为 ５.９５３７７６ꎬ说明返回的统计结果是可信的ꎬ且空间分

布是集聚的ꎮ 上述结果说明存在经济脆弱性水平相近的县域集中分布现象ꎬ即经济脆弱性高的

县域存在高水平的正相关性ꎬ可以导致周边县域的经济脆弱性水平提高ꎬ经济脆弱性低的县域也

存在正相关性ꎬ并且可以带动周边县域的经济脆弱性水平降低ꎮ
２.局域空间自相关格局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根据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局域空间关联指数ꎬ可以把县域经济脆弱性分

４６



刘凯　 任建兰:新常态背景下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空间格局研究

为 ４ 种类型: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ꎬ并且自东向西呈现出冷点逐步过渡为热点的空间格局

(图 ５)ꎮ 县域经济脆弱性热点数量为 ２５ 个ꎬ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鲁西和鲁西南地区ꎬ这三片区域

同时是高水平县域经济脆弱性的集中连片区域ꎮ 鲁西北、鲁西和鲁西南地区是山东省经济落后

地区ꎬ因而形成县域经济脆弱性热点ꎮ 次热点数量为 ３７ 个ꎬ大多位于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地区ꎮ
综合观察县域经济脆弱性热点和次热点范围可知ꎬ热点和次热点与山东省西部经济隆起带高度

吻合ꎮ 所以ꎬ新常态下热点和次热点县域应对经济脆弱性ꎬ需要在山东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ꎬ释
放区域发展战略红利的总体战略格局下ꎬ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县域经

济脆弱性次冷点数量最少ꎬ仅为 ９ 个ꎬ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和南部区域ꎮ 县域经济脆弱性冷点

数量为 ３８ 个ꎬ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以及鲁中地区ꎮ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是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ꎬ鲁中地区的济南和淄博是传统经济发达

地区ꎬ所以这三个地区成为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冷点集聚区域ꎮ

图 ５　 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热点与冷点分布

依据莫兰指数散点图ꎬ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制作 Ｌｉｓａ 图ꎬ将 ４ 个象限分为 ４ 类(图 ６):

图 ６　 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 Ｌｉｓａ 集聚地分布

第一ꎬ高－高集聚型(Ｈ－Ｈ)ꎮ 由于县域与相邻县域之间的经济脆弱性水平均较高ꎬ因此这种

类型也可以命名为高度脆弱型ꎮ 这一类型主要位于县域经济脆弱性热点区ꎬ在鲁西和鲁西南地

区最具有代表性ꎬ通过相互之间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导致高水平经济脆弱性相互消极带动ꎬ具有明

显的高水平和高水平相互集聚的特征ꎮ 这类地区需要培育县域经济的增长极ꎬ依托增长极的辐

射带动作用实现经济发展ꎬ进而降低经济脆弱性ꎮ
第二ꎬ高－低集聚型(Ｈ－Ｌ)ꎮ 这种类型也可以称为极化脆弱型ꎬ县域经济脆弱性水平较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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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其相邻的县域经济脆弱性水平较低ꎬ形成“中高周低”格局ꎮ 这种类型数量最少ꎬ仅有 ９ 个

县域ꎬ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的西部边缘ꎬ由于山东半岛地区经济发达而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较

低ꎬ而这 ９ 个县域经济脆弱性与山东半岛地区相比偏高ꎬ所以形成高水平和低水平相集聚的特

征ꎮ 这类县域可以充分接收山东半岛地区的辐射ꎬ充分规避县域经济敏感性来降低县域经济脆

弱性ꎬ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ꎮ
第三ꎬ低－高集聚型(Ｌ－Ｈ)ꎮ 这种类型也可以称为空心脆弱型ꎬ县域经济脆弱性水平较低而

相邻县域经济脆弱性水平较高ꎬ形成“中低周高”格局ꎬ在次冷点区分布比较集中ꎮ 由于这类县

域的经济脆弱性相比周边县域较低ꎬ所以ꎬ一方面这类县域需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ꎬ对山东半岛

地区的县域发挥聚吸优质生产要素的“海绵”效应ꎬ实现自身经济脆弱性持续降低ꎻ另一方面ꎬ在
商品流通和产业辐射方面对西部地区产生“泵压”效应ꎬ带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降低ꎮ

第四ꎬ低－低集聚型(Ｌ－Ｌ)ꎮ 县域和相邻县域经济脆弱性均处于低水平ꎬ也可以命名为低度

脆弱型ꎮ 主要集中在山东省东部地区ꎬ这类县域可以通过优越的区位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ꎬ充分

享受国家政策的支持来规避经济敏感性ꎬ通过发展海洋经济和高效生态经济提高经济应对能力ꎬ
因此形成县域经济的低值集聚区ꎮ 这类地区需要发挥自身优势ꎬ在应对经济新常态过程中发挥

示范效应ꎬ为中国东部发达地区降低脆弱性提供可参考与借鉴的经验ꎮ

三、结论与展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全球脆弱性»报告指出ꎬ要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必须解决全球范围内的脆弱性问题ꎮ 脆弱性是可持续性科学的前沿领域与研究热点ꎬ经济脆

弱性评价可以为剖析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ꎬ在新常态背景下开展县

域经济脆弱性研究对于丰富经济脆弱性研究内容以及指导县域经济应对新常态带来的压力与挑

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ꎮ 本研究以山东省 １０８ 个县域为研究对象ꎬ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方面

建立指标体系ꎬ运用经济脆弱性评价模型和集对分析方法测度了县域经济脆弱性ꎬ运用自然间断

点分级法划分了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分布格局ꎬ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县域经

济脆弱性空间关联格局ꎬ得出以下结论:其一ꎬ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ꎬ巨野县经济脆弱性水平最

高、青岛市区经济脆弱性水平最低ꎬ不同县域的经济脆弱性存在较大差距ꎬ可以划分为高水平、较
高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 ４ 种类型ꎮ 高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在鲁西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ꎬ较高

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在鲁西北和鲁中南地区分布较多ꎬ较低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主要位于中部

和南部地区ꎬ低水平经济脆弱性县域多数位于山东半岛和黄河三角洲地区ꎮ 其二ꎬ从空间关联格

局来看ꎬ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ꎬ呈现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以及集聚

分布特征ꎬ根据局域空间自相关结果ꎬ县域经济脆弱性可分为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 ４ 个区

域以及高度脆弱型、极化脆弱型、空心脆弱型、低度脆弱型 ４ 种类型ꎬ并且自东向西呈现出冷点逐

步过渡为热点的空间格局ꎮ
通过研究结果可以看出ꎬ一方面ꎬ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保持

一致ꎬ经济脆弱性低的县域普遍具有良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条件ꎬ可以把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

条件视为影响县域经济脆弱性的本底因素ꎮ 但是ꎬ具备良好经济基础条件的县域不一定能够把

经济脆弱性维持在低水平ꎬ说明经济脆弱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尤其是新常态以来复杂

的经济形势作用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果ꎮ 这说明规避县域经济脆弱性仅仅依靠提高经济发展水

平已远远不够ꎬ需要从区域性和综合性的角度对脆弱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础上对主控障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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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优化调控ꎮ 另一方面ꎬ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的空间格局较为复杂ꎬ不同类型县域交错分

布ꎬ对于从顶层设计角度调控和规避县域经济脆弱性增加了难度ꎬ需要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演
化特点、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县域进行分类研究ꎬ有针对性地提出每种类型县域经济脆弱性的

调控措施ꎬ形成具有差异化的调控路径ꎮ 由于经济新常态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ꎬ本研究通过空

间格局视角对山东省县域经济脆弱性水平进行了探讨ꎬ今后可以继续从动态演化角度分析县域

经济脆弱性空间格局的演进特征和规律ꎬ加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西部经济隆起带等典型区域内的县域经济脆弱性研究ꎬ并且定性和定量

方法相结合系统分析县域经济脆弱性的障碍性因素ꎮ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ｉｕ Ｋａｉꎬ Ｒｅｎ Ｊｉａｎｌ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３５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ｔ ｐａ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① Ｊｕｙｅ Ｃｏｕｎｔ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ｓｕｂ－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ｉｄ －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ｓｕｂ －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②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ｔ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ｏｔｓｐｏｔ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ｏｌｄ ｓｐｏ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ｓｐｏｔ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ｌｄ ｓｐｏ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ꎻ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ꎻ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责任编辑:王盛辉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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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期(总第 ２８２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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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山桂　 程道平
( 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利用 ＣＧＥ 模型ꎬ基于社会核算矩阵分析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ꎬ支出 / 储蓄结构与城镇

居民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对地区经济多方面的影响ꎬ可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能够带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２.８１％ꎬ带动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 ２.９６％、２.０６％、３.７５％ꎬ带动总资本

使用量提升 ２.６６％ꎬ带动地区税收收入增加３.９６％ꎬ带动地区就业人数增加 ３.０９％ꎬ带动地区农村、城镇居民收入

分别增长 １０.４５％、２.８２％ꎬ带动全社会消费增长 ７.３１％ꎬ对地区经济各维度具有广泛且明显的积极影响ꎮ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ꎻ“三个市民化”ꎻ经济效益ꎻＣＧＥ 模型ꎻ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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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陆成林:«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ꎬ«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ꎮ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ꎬ加快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ꎮ”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提出:“强化各级政府责任ꎬ合理

分担公共成本ꎬ充分调动社会力量ꎬ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机制ꎮ”③可见ꎬ在当前形势下ꎬ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ꎬ已成为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要点ꎮ④为贯彻中央精神ꎬ山东省结合自身实际ꎬ提出

了具有山东特色的“三个市民化”的发展目标ꎮ 山东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ꎬ要推动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

市民化、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市民化ꎮ 从表面上看ꎬ“三个市民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各项制

度改革推进和政策措施落实的结果ꎬ但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政策措施能否有效落实ꎬ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和效益的权衡ꎮ⑤目前ꎬ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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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相关研究已十分充分ꎬ能够有效回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多少公共成本这一问题ꎮ① 但

是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效益的研究并不充分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认真研究并回答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能够带来哪些经济效益这一问题ꎬ就具有了重要的政策意义ꎮ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ꎬ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

同步完成的ꎮ 但是ꎬ在我国ꎬ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被明显地划

分为两个转变:一是空间和职业的转变ꎬ即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劳动ꎬ并定居在城市ꎻ
二是生活方式和身份的转变ꎬ即农业转移人口诸如消费、储蓄等生活方式以及与身份相关联的公

共服务与城市人口趋同ꎮ 目前ꎬ大量关于城镇化的经济效益的研究ꎬ如古典经济学的物质资本投

资驱动模型、新地理经济学的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和要素迁移驱动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基于

人力资本和知识外溢的技术创新驱动模型以及这些经典模型衍生的众多实证研究ꎬ都是在讨论

第一个转变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效益ꎮ 但是ꎬ对于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个转变ꎬ即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效益却未得到充分研究和讨论ꎮ 目前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效益的一些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１０)基于全国层面的农民工调查数据ꎬ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支出 /储蓄行为与城镇居民趋同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内

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ꎬ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将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ꎬ进而有利于

提高经济增速ꎬ１０００ 万人口的农民工市民化可使经济增速提高约 １ 个百分点②ꎻ秦昕等(２０１１)基
于问卷调查ꎬ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收入趋同效应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ꎬ指出农民工市

民化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ꎬ增加居民消费量和促进经济的增长③ꎻ蔡昉(２０１１)基于全国层面

的数据分析ꎬ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完善可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ꎬ对经

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④ꎻ胡秋阳(２０１２)利用浙江省数据ꎬ分析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储蓄 /支出

结构趋同、农民工工资待遇公平化这两种效应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ꎬ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有效地

促进内需扩大、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⑤ꎮ 总体而言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效益的研究逻辑主

要立足于两点:一是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相关主体经济行为的改变ꎻ二是分析这些经

济行为的改变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ꎮ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ꎬ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相关主

体经济行为改变的分析不够系统ꎬ现有研究分散关注了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ꎬ但是未将上述改变整合在同一研究中并考察其组合

效应ꎮ 二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效益的分析不够全面ꎬ现有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对内需、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ꎬ但在我国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

景下ꎬ这些经济效益并不足以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支持ꎬ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就业、投资、消费、居民收入等多方面的影响ꎮ 三是现有研究

主要着力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益ꎬ缺乏对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

口的关注ꎬ这两类人在我国同样存在着城镇化与市民化脱节、市民化不完全的情况ꎬ因此有必要

对这两类人市民化的经济效益加以分析ꎮ 针对上述不足ꎬ本文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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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ꎬ简称 ＣＧＥ 模型)建模ꎬ针对山东省省情ꎬ分析“三个市民

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就业、投资、消费、居民收入等多维度的影响ꎮ 区别于现有

研究ꎬ本文新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突破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益的现

状ꎬ系统分析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 ３ 类居民

市民化的经济效益ꎻ二是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ꎬ将“三个市民化”的经济效益聚焦于地方政府关

心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就业、投资、消费、居民收入等方面ꎬ较为全面地反映“三个市民

化”的经济效益ꎮ

一、ＣＧＥ 模型的构建

ＣＧＥ 模型是一种典型的数量经济方法ꎬ它基于严格的经济学理论ꎬ模拟宏观经济系统运行ꎬ
适用于考察政策变动在总体经济范围的影响ꎬ非常适合于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效益ꎮ
ＣＧＥ 模型常用的宏观闭合主要有新古典主义闭合、约翰逊闭合、凯恩斯闭合、路易斯闭合等几

种ꎮ 我们认为ꎬ凯恩斯闭合较好地描述了我国实际:首先ꎬ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非自愿失

业ꎻ其次ꎬ投资受政府行为影响明显ꎬ带有外生决定的色彩ꎻ再次ꎬ国内需求不足ꎬ经济增长有赖于

内需扩大的拉动ꎮ 这些特征较好地符合了凯恩斯闭合中生产要素具有价格下降粘性ꎬ经济增长

由总需求决定的内在要求ꎮ 因此ꎬ本文选择凯恩斯闭合作为模型的宏观闭合条件ꎮ 基于此ꎬＣＧＥ
模型内相关等式也设置为凯恩斯状况ꎮ 与我国的投入产业数据相对应ꎬ具体的 ＣＧＥ 模型包括 ２
类市场、４ 个经济参与主体、４２ 个产业部门(１ 个农业部门ꎬ２４ 个工业部门ꎬ１ 个建筑业部门和 １６
个服务业部门)ꎮ 其中ꎬ市场分为商品及要素市场ꎬ商品市场共有 ４２ 个类别ꎬ要素市场共有劳

动、资本 ２ 个类别ꎻ经济参与主体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 ４ 种类型ꎮ 为保证 ＣＧＥ 模型结构

的清晰ꎬ借鉴鲁滨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格斯特(Ｇｕｅｓｔ)、帕特里克(Ｐａｔｒｉｃｋ)的研究ꎬ本文将构建的 ＣＧＥ
模型分为生产模块、主体机构模块、系统模块、宏观闭合条件等 ４ 个模块ꎮ① 其中ꎬ生产模块用于

设置生产函数ꎻ主体机构模块用于描述居民、政府、企业、国外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ꎻ系统模

块用于设置商品、要素市场及政府财政的平衡条件ꎻ宏观闭合条件用于设置模型的价格基准ꎬ保
证 ＣＧＥ 模型完整可解ꎮ 模型中未列出的其他等式与标准 ＣＧＥ 模型相同ꎬ文中不再赘述ꎮ

(一)生产模块的构建

根据 ＣＧＥ 模型一般的处理思路ꎬ生产函数由两层嵌套而成ꎮ 上层总产出过程由一个 ＣＥＳ 函

数描述ꎬ这一生产函数有两个投入:中间投入和增值ꎮ 上层生产函数如下:
ＱＡａ ＝ αＱＡ

ａ δＱＡａ ＱＶＡρＱＡａ
ａ ＋ (１ － δＱＡａ )ＱＩＮＴＡρＱＡａ

ａ[ ] １ / ρＱＡａ ꎬａ∈Ａ (１)
其成本最小化一阶条件是:
ＰＶＡａ

ＰＩＮＴＡａ

＝
δＱＡａ

１ － δＱＡａ
(
ＱＩＮＴＡａ

ＱＶＡａ
)

１－ρＱＡａ

ꎬａ∈Ａ (２)

相应的价格关系是:
ＰＡａＱＡａ ＝ (１ ＋ ｔｕｂｓａ)(ＰＶＡａＱＶＡａ ＋ ＰＩＮＴＡａＱＩＮＴＡａ) ꎬａ∈Ａ (３)

０７

①Ｓｈｅｒｍａ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Ｆｒｏｍ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 Ｃ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Ｎｏ. １０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５ － ３８ꎻ Ｒｏｓｓ Ｇｕｅｓｔꎬ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Ａ Ｃ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２ － ２６ꎻ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ｉ Ｗａｎｇꎬ “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Ｖｏｌ.４５ꎬＮｏ.３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５３９－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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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式(１)－式(３)构成了上层生产函数ꎮ 其中ꎬ上标 ＱＡ 表示相关变量和参数与行业总产

出相关ꎻ下标 ａ 表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活动ꎬａ ＝ １ꎬ２ꎬ３ꎬꎬ４２ꎬ记为 ａ∈Ａ ꎻＱＡ、ＰＡ、ＱＶＡ、
ＰＶＡ、ＱＩＮＴＡ、ＰＩＮＴＡꎬ分别表示行业经济活动的产出、产出价格、增值总投入数量、增值总价格、中
间投入总量、中间投入总价格ꎻα、δ、ρ 分别表示 ＣＥＳ 函数中的规模系数、份额系数和替代弹性系

数ꎻｔｕｂｓ 表示营业税税率ꎮ
下层中间投入部分为列昂惕夫生产函数ꎬ由投入产出表的列昂惕夫固定消耗系数组成ꎻ增值

部分的生产函数为一个 ＣＥＳ 函数ꎬ包含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ꎮ 其中ꎬ中间投入部分的列昂惕夫

函数为:
ＱＩＮＴｃａ ＝ ｉｃａｃａＱＩＮＴＡａ ꎬａ∈Ａꎬｃ∈Ｃ (４)
相应的价格关系是:

ＰＩＮＴＡａ ＝ ∑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ꎬａ∈Ａ (５)

式(４)－式(５)中ꎬ下标 ｃ 表示各国民经济行业生产的商品分类 ｃ＝ １ꎬ２ꎬ３ꎬꎬ４２ꎬ记为 ｃ∈Ｃꎻ
ＱＩＮＴ 表示汇成中间投入总量所需的各行业的中间投入ꎻｉｃａ 表示直接消耗系数ꎻＰＱ 表示国内市

场商品(包括国产内销和进口两部分加总)的价格ꎻ其余参数含义同上ꎮ
增值部分的 ＣＥＳ 函数如下:
ＱＶＡａ ＝ αｖａ

ａ δｖａａ ＱＬＤρｖａａ
ａ ＋ (１ － δｖａａ )ＱＫＤρｖａａ

ａ[ ] １ / ρｖａａ ꎬａ∈Ａ (６)
其成本最小化一阶条件及相应的价格关系为:
ＷＬ(１ ＋ ｔｖａｌ)
ＷＫ(１ ＋ ｔｖａｋ)

＝
δｖａａ

１ － δｖａａ
(
ＱＫＤａ

ＱＬＤａ
)

１－ρｖａａ

ꎬａ∈Ａ (７)

ＰＶＡａＱＶＡａ ＝ (１ ＋ ｔｖａｌ)ＷＬＱＬＤａ ＋ (１ ＋ ｔｖａｋ)ＷＫＱＫＤａ ꎬａ∈Ａ (８)
式(６) －式(８)中ꎬ上标 ｖａ 表示相关变量和参数与行业增值部分相关ꎻＱＬＤ、ＱＫＤ、ＷＬ、ＷＫ、

ｔｖａｌ、ｔｖａｋꎬ分别表示劳动需求量、资本需求量、劳动力价格、资本价格、劳动投入的增值税率、资本

投入的增值税率ꎻ其余参数含义同上ꎮ 上述式(４)－式(８)构成了下层生产函数ꎮ
(二)主体机构模块的构建

１.居民部分ꎮ 居民的收入来源于劳动及资本收益、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低保等)、企
业的转移支付(如商业养老保险金等)ꎬ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

村原有居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 ５ 类居民群体的收入表示为:
ＹＨｈ ＝ ＷＬＰＰｈｌＱＬＳＡＧＧ ＋ ＷＫＰＰｈｋＱＫＳＡＧＧ ＋ ｔｒａｎｈ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ｈｇｏｖ ꎬｈ∈Ｈ (９)
设居民效用符合 Ｃ－Ｄ 生产函数形式ꎬ导出 ５ 类居民群体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如下:
ＰＱｃＱＨｃｈ ＝ ＰＰｃｈｍｐｃｈ(１ － ｔｉｈ)ＹＨｈ ꎬｃ∈Ｃ ꎬｈ∈Ｈ (１０)
式(９)－式(１０)中ꎬ下标 ｈ 表示居民类型ꎬ共 ５ 类ꎬｈ ＝ 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ꎬ记为 ｈ∈ＨꎻＹＨ、ＱＬＳＡＧＧ、

ＱＫＳＡＧＧ、ＰＰｈｌ、ＰＰｈｋ、ｔｒａｎｈｅｎｔ、ｔｒａｎｈｇｏｖ、ＱＨｃｈ、ＰＰｃｈ、ｍｐｃｈ、ｔｉｈꎬ分别表示居民总收入、劳动力总供应量、
资本总供应量、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给居民群 ｈ 的比重、资本要素收入分配给居民群 ｈ 的比重、企
业对居民群 ｈ 的转移支付、政府对居民群 ｈ 的转移支付、居民群 ｈ 对各类商品的消费量、居民群

ｈ 收入用于各类商品消费的份额、居民群 ｈ 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群 ｈ 的所得税率ꎻ其余参数含

义同上ꎮ
２.企业部分ꎮ 定义企业的税前收入ꎬ包括从资本投入中获取的收入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
ＹＥＮＴ ＝ ＰＰｅｎｔｋＷＫＱＫＳＡＧＧ ＋ ｔｒａｎｅｎｔｇｏｖ (１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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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企业的储蓄ꎬ即企业税前收入扣除所得税:
ＥＮＴＳＡＶ ＝ (１ － ｔｉｅｎｔ)ＹＥＮＴ (１２)
式(１１)－式(１２)中ꎬＹＥＮＴ、ＰＰｅｎｔｋ、ｔｒａｎｅｎｔｇｏｗ、ＥＮＴＳＡＶ、ｔｉｅｎｔ分别表示企业税前收入、资本要素收

入分配给企业的比重、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企业储蓄、企业所得税率ꎻ其余参数含义同上ꎮ
定义总投资由各行业投资组成ꎬ在凯恩斯状况下外生决定ꎬ表示为:

ＥＩＮＶ ＝ ∑
ｃ
ＰＱｃＱＩＮＶｃ 　 ꎬｃ∈Ｃ (１３)

式(１３)中ꎬＥＩＮＶ 表示各行业投资总额ꎻ ＱＩＮＶ 表示各行业对各类商品的最终投资需求ꎬ外生

决定ꎻ其余参数含义同上ꎮ
３.政府部分ꎮ 政府的收入包括对生产活动征收的增值税和营业税ꎬ对居民和企业征收的所

得税ꎬ对外贸活动征收的关税ꎬ具体表示为:

ＹＧ ＝ ∑
ａ

( ｔｖａｌＷＬＱＬＤａ ＋ ｔｖａｋＷＫＱＫＤａ) ＋ ∑
ａ

ｔｂｕｓａ
１ ＋ ｔｂｕｓａ

ＰＡａＱＡａ

＋ ∑
ａ
ｔｉｈＹＨｈ ＋ ｔｉｅｎｔＹＥＮＴ ＋ ∑

ｃ
ｔｍｃｐｗｍｃＱＭｃＥＸＲ

(１４)

政府的支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消费及各种转移支付:

ＥＧ ＝ ∑
ｃ
ＰＱｃＱＧｃ ＋ ∑

ｈ
ｔｒａｎｈｇｏｖ ＋ ｔｒａｎｅｎｔｇｏｖ ꎬｈ∈Ｈ (１５)

政府的储蓄为:
ＧＳＡＶ ＝ ＹＧ － ＥＧ (１６)
式(１４)－式(１６)中ꎬＹＧ、ＥＧ、ＧＳＡＶ、ｔｍ、ｐｗｍ、ＱＭ、ＥＸＲ 分别表示政府收入、政府支出、政府储

蓄、关税税率、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进口商品数量、汇率ꎻ ＱＧ 为政府的商品消费量ꎬ外生决定ꎻ
其余参数含义同上ꎮ 上述式(９)－式(１６)这 ８ 个等式构成了 ＣＧＥ 模型的主体机构模块ꎮ

(三)系统模块的构建

１.商品市场系统平衡条件ꎮ 商品市场系统平衡条件是所有国内需求等于国内供应ꎬ表示为:

ＱＱｃ ＝ ∑
ａ
ＱＩＮＴｃａ ＋ ∑

ｈ
ＱＨｃｈ ＋ ＱＩＮＶｃ ＋ ＱＧｃ ꎬｃ∈Ｃ (１７)

２.要素市场系统平衡条件ꎮ 要素市场平衡条件设置为凯恩斯状况ꎬ要素存在不充分利用的

状况ꎬ要素需求决定要素供给:

∑
ａ
ＱＬＤａ ＝ ＱＬＳＡＧＧ ꎬａ∈Ａ (１８)

∑
ａ
ＱＫＤａ ＝ ＱＫＳＡＧＧ ꎬａ∈Ａ (１９)

３.国际收支系统平衡条件ꎮ 国际收支平衡有浮动汇率体制和固定汇率体制两种闭合条件ꎮ
在浮动利率体制下ꎬ国际收支平衡在汇率调节下实现ꎬ国外净储蓄等于零ꎮ 在固定利率体制下ꎬ
汇率外生决定ꎬ外汇收支一般不平衡ꎬ在模型中表现为国外净储蓄的变化ꎬ换言之ꎬ国际收支中经

常性项目的变动由国外净储蓄来平衡ꎮ 我们认为固定利率体制更符合实际ꎬ对此采用固定汇率

体制闭合条件ꎬ表示为:

∑
ｃ
ｐｗｍｃＱＭｃ ＝ ∑

ｃ
ｐｗｅｃＱＥｃ ＋ ＦＳＡＶ ꎬｃ∈Ｃ (２０)

ＥＸＲ ＝ ＥＸＲ (２１)
２７



彭山桂　 程道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效益研究

式(１７)－式(２１)中ꎬＱＱ、 ｐｗｅ、ＱＥ 、ＦＳＡＶ 分别为国内市场商品供应量、商品出口的国际价格、
出口数量、国外净储蓄ꎻ其余参数含义同上ꎻ上述式(１７)－式(２１)这 ５ 个等式构成了 ＣＧＥ 模型的

系统模块ꎮ
(四)闭合条件

凯恩斯宏观闭合条件反映为要素供应量内生ꎬ但要素价格外生ꎬ表示为:

ＷＬ ＝ ＷＬ ＝ １ (２２)

ＷＫ ＝ ＷＫ ＝ １ (２３)
根据上述 ＣＧＥ 模型设置的等式组ꎬ将其细分至行业、商品、居民群体层面ꎬ共形成 ２７５４ 个方

程ꎬ作为本文后续实证分析的基础ꎮ

二、社会核算矩阵构建

社会核算矩阵(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ꎬＳＡＭ)是 ＣＧＥ 模型的数据基础ꎮ① 参考王其文等

(２００８)的研究ꎬ本文的社会核算矩阵以山东省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构建ꎬ其数据来源于最新一次

的投入产出调查资料ꎬ即 ２０１６ 年国家统计局编制发布的«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２０１２»ꎮ② 首

先ꎬ我们基于地区投入产出表整理出基础社会核算矩阵ꎬ进而对居民账户进行细分ꎬ然后对政府

账户进行处理ꎬ最终形成本文使用的社会核算矩阵ꎮ 构建流程如下:
(一)基础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

山东省投入产出表(２０１２)包括 ４２ 个部门的中间投入、中间使用、增加值、最终使用、进出口

等数据ꎬ根据其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的对应关系ꎬ将相关数据按三次产业

进行归并和整理ꎬ形成基础社会核算矩阵ꎮ
(二)居民账户的细分

本文需要研究农业转移人口支出 /储蓄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对地区经济的

影响ꎬ也就有必要对社会核算矩阵的居民账户进行细分ꎮ 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１.收入数据的细分ꎮ 基于山东省投入产出表整理出的基础社会核算矩阵中仅包含居民收入

总额ꎬ未细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

业人口 ５ 类居民的具体数据ꎮ 为补齐缺失数据ꎬ我们利用 ２０１３ 年«山东省农民工监测报告»获
取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等 ３ 类居民的人口数及其

人均收入ꎬ进而测算出这 ３ 类居民的收入总数ꎮ 利用 ２０１３ 年«山东统计年鉴»获取城镇、农村常

住人口数及其人均收入ꎬ测算出这 ２ 类居民的收入总数ꎮ 然后ꎬ从城镇居民收入总数中扣除先前

测算出的 ５３１.２ 万外来务工人员、８１５ 万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５６９.１９ 万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

业人口的收入总数ꎬ进而得出修正后的城镇居民收入总数ꎮ 这样处理的原因是ꎬ２０１３ 年起住户

调查开始采用城乡一体化的调查方法ꎬ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口径ꎮ 因此ꎬ作为城镇常住居民ꎬ城
镇居民收入中包含有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等 ３ 类

居民的数据ꎬ为避免重复计算ꎬ将这 ３ 类居民收入从城镇居民收入中剥离扣除ꎮ
２.支出数据的细分ꎮ 基于山东省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出的基础社会核算矩阵中只包含城镇居

３７

①

②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Ｕｓ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Ｖｏｌ.１３ꎬＮｏ.１ꎬ２００１ꎬｐｐ.４７－６４.

王其文、李善通:«社会核算矩阵:原理、方法和应用»ꎬ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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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农村居民 ２ 类居民的支出结构数据ꎮ 为补齐缺失数据ꎬ我们利用 ２０１３ 年«中国住户调查年

鉴»提供的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数据ꎬ根据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城边村原有居

民、农村地区就地转移就业人口等 ３ 类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应的收入分组情况ꎬ确定其支出结构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支出数据是按 ８ 大类统计的ꎬ需要将投入产出表中 ４２ 个行

业与 ８ 大类消费项目进行匹配ꎮ 对此ꎬ我们参考聂海峰、倪红福提出的家庭消费支出项目与投入

产出行业之间的匹配方法进行了处理ꎮ①

３.政府账户的处理ꎮ 本文需要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ꎬ因此ꎬ应测

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支出的变动ꎮ 对此ꎬ我们的处理方式是ꎬ明确山东省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ꎬ使用其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支出变动ꎮ 如前

所述ꎬ经过大量研究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测算体系已经较为成熟ꎮ 我们在参考相关学者

先前的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研究的基础上ꎬ利用 ２０１２ 年数据ꎬ对山东省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度ꎮ② 需要说明的是ꎬ在测度过程中我们区分了长短期成本ꎮ 短期

成本包括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成本、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舍建设、教师工资和保障性住房建

设成本ꎻ长期成本则是各种社会保障的支出ꎮ 对于短期成本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舍建设、教师工

资成本ꎬ我们按照 ９ 年时间对其进行分摊ꎻ对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成本、保障性住房建设成本ꎬ参
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处理方式ꎬ在 ５ 年内进行分摊ꎮ③ 对于每年均需支出的各种社

会保障长期成本ꎬ如养老保险财政补助成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成本、最低生活保障成本、城镇

“三无”人员补助成本ꎬ我们则依据山东省城乡保障标准的差额ꎬ测算其年补充金额作为成本值ꎮ
按照上述思路推算出ꎬ２０１２ 年当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中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成本约 ８４ 亿

元ꎬ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约 １１５ 亿元ꎬ城乡社会保障差额补充成本约 ５４ 亿元ꎬ住房保障成本约

４８ 亿元ꎬ合计约 ３０１ 亿元ꎮ

三、情景模拟分析

我们分别研究农业转移人口支出 /储蓄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公共服务均

等化及其组合作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ꎬ共设计了 ４ 种模拟情景ꎮ 情景模拟过程中ꎬＣＥＳ 模型中的

规模参数和份额参数、中间投入的列昂惕夫固定消耗系数、生产活动到商品的固定比例系数、营
业税及增值税实际税率、各类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个人所得税率、企业所得税率、各种转移支

付、企业及各居民群体在劳动及资本要素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各居民群体的支出结构和边际消费

倾向、进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等参数都是通过社会核算矩阵校调而得ꎮ ＣＥＳ 生产函数、ＣＥＴ 函数

和阿明顿条件的替代弹性系数则参考王(Ｙａｎ Ｗａｎｇ)的研究推算给定ꎮ④

(一)情景一: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

情景一模拟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ꎬ其支出 /储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同对地区经济的影

４７

①

②

③
④

聂海峰、刘怡:«城镇居民的间接税负担: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估算»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ꎻ倪红福、龚六堂、王茜萌:
«“营改增”的价格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王志燕、魏云海、董文超:«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构建»ꎬ«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ꎻ王
潇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山东大学ꎬ２０１７ 年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ꎬ«改革»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Ｖｏｌ.３２ꎬＮｏ.１ꎬ２００４ꎬｐｐ.１０５－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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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农业转移人口的边际消费

倾向变为与城镇居民一致ꎻ二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支出结构变为与城镇居民一致ꎮ 利用 ＧＡＭＳ 软

件对 ＣＧＥ 模型进行代码实现ꎬ基于本文构建的社会核算矩阵ꎬ进而模拟农业转移人口支出 /储蓄

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就业、投资、消费、居民收入等多方面的影

响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可以发现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ꎬ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提升ꎬ促进了全社

会消费的增长ꎬ与此同时ꎬ农业转移人口支出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ꎬ对三次产业产生了差异性的

影响ꎮ 进而ꎬ在经济的系统性运行下ꎬ对经济的其他层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
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中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内需扩大效果较为明显ꎬ能够促进地区就业人员

数增加 １.０７％ꎬ带动地区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别增加 １.０１％和 ０.９９％ꎬ提振全社会消费增长

３.３３％ꎮ 此外ꎬ其他效果包括:经济增长效果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０.９９％ꎻ产业结构调整效

果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 ０.９７％、０.８５％、１.１８％ꎬ第三产业增速较快ꎬ有利于产业

结构的优化ꎻ资本冗余调整效果ꎬ总资本使用量提升 ０.９５％ꎬ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ꎻ政府增收效

果ꎬ地区税收收入增加０.９５％ꎮ
表 １　 农业转移人口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模拟结果

指标名称 基准情景 市民化情景 变动率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５００２８.１８ ５０５２３.４６ ０.９９％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４２８２.９８ ４３２４.５２ ０.９７％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５７４３.４２ ２５９６２.２４ ０.８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００１.７８ ２０２３７.８０ １.１８％

总资本使用(亿元) ２４７１７.７９ ２４９５２.６１ ０.９５％

税收收入(亿元) ７９０２.８０ ７９７７.８８ ０.９５％

就业人员数(万人) ５９９７.１８ ６０６１.３５ １.０７％

农村居民总收入(亿元) １５００１.００ １５１５２.５１ １.０１％

城镇居民总收入(亿元) ２７１２５.００ ２７３９３.５４ ０.９９％

全社会总消费(亿元) １４５８３.２７ １５０６８.８９ ３.３３％

　 　 注:基准情景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未发生时的情景ꎬ市民化情景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效应发生时的情景ꎬ下同ꎮ

(二)情景二: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

现有研究指出ꎬ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异ꎬ并非完全是由于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

劳动力边际产出差别所致ꎬ有 ４０％左右是系统性歧视造成的ꎮ① 情景二模拟的正是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后ꎬ其工资歧视消除ꎬ工资收入上升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可以发现ꎬ随
着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歧视消除ꎬ地区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ꎬ进而对经济的其他维度产生了多方

面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中居民增收、内需扩大效果较为显著ꎬ能够带动地区

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别增加 ８.２７％和 ０.８２％ꎬ促进全社会消费增长 ２.７８％ꎮ 此外ꎬ工资待遇

公平化效应的其他效果包括:经济增长效果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０.８２％ꎻ产业结构调整效果ꎬ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 ０.７５％、０.７７％、０.８２％ꎬ总体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ꎻ资本

冗余调整效果ꎬ总资本使用量提升 ０.７９％ꎬ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ꎻ政府增收效果ꎬ地区税收收入增

加 ０.７９％ꎻ就业促进效果ꎬ就业人员数增加 ０.８９％ꎮ

５７

①韩俊、何宇鹏:«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ꎬ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７６ 页ꎻ张江雪、汤宇:«中国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测度研究———基于全国 ８ 城市大样本数据的调查分析»ꎬ«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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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农业转移人口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模拟结果

指标名称 基准情景 市民化情景 变动率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５００２８.１８ ５０４３８.４１ ０.８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４２８２.９８ ４３１５.１０ ０.７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５７４３.４２ ２５９４１.６４ ０.７７％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００１.７８ ２０１６５.７９ ０.８２％

总资本使用(亿元) ２４７１７.７９ ２４９１３.０６ ０.７９％

税收收入(亿元) ７９０２.８０ ７９６５.２３ ０.７９％

就业人员数(万人) ５９９７.１８ ６０５０.５５ ０.８９％

农村居民总收入(亿元) １５００１.００ １６２４１.５８ ８.２７％

城镇居民总收入(亿元) ２７１２５.００ ２７３４７.４３ ０.８２％

全社会总消费(亿元) １４５８３.２７ １４９８８.６８ ２.７８％

(三)情景三: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

情景三模拟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ꎬ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对地区经

济的影响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支出的增加和支出结构的变化ꎮ
基于本文构建的模型和地方政府支出变动的测度结果ꎬ利用 ＧＡＭＳ 软件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

变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可以发现ꎬ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均等

化ꎬ地方政府支出扩大ꎬ支出结构发生改变ꎬ农业转移人口接受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增多ꎬ在经济系

统性运行下ꎬ对经济的其他维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中就业促

进效果较为显著ꎬ能够促进地区就业人员数增加 １.０５％ꎮ 其他效果表现为:经济增长效果ꎬ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０.９２％ꎻ产业结构调整效果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 ０.６５％、
０.４４％、１.５８％ꎬ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ꎻ资本冗余调整效果ꎬ总资本使用量提升 ０.８５％ꎬ有助

于化解产能过剩ꎻ政府增收效果ꎬ地区税收收入增加 ０.８７％ꎻ居民增收效果ꎬ带动地区农村和城市

居民的收入分别增加 ０.９５％和 ０.９２％ꎻ内需扩大效果ꎬ促进全社会消费增长 ０.９３％ꎮ
表 ３　 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模拟结果

指标名称 基准情景 市民化情景 变动率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５００２８.１８ ５０４８８.４４ ０.９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４２８２.９８ ４３１０.８２ ０.６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５７４３.４２ ２５８５６.６９ ０.４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００１.７８ ２０３１７.８１ １.５８％

总资本使用(亿元) ２４７１７.７９ ２４９２７.８９ ０.８５％

税收收入(亿元) ７９０２.８０ ７９７１.５５ ０.８７％

就业人员数(万人) ５９９７.１８ ６０６０.１５ １.０５％

农村居民总收入(亿元) １５００１.００ １５１４３.５１ ０.９５％

城镇居民总收入(亿元) ２７１２５.００ ２７３７４.５５ ０.９２％

全社会总消费(亿元) １４５８３.２７ １４７１８.８９ ０.９３％

(四)情景四:组合效应

上述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分别从不同侧面

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对地区经济的影响ꎬ但未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地区经济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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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影响ꎮ 对此ꎬ我们利用情景四模拟 ３ 种效应的综合影响ꎮ 基于本文构建的模型ꎬ综合考察

上述 ３ 种效应涉及的相关主体经济行为的变化ꎬ利用 ＧＡＭＳ 软件进行模拟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可

以发现ꎬ组合效应的各种效果表现为:它能够带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２.８１％ꎬ经济增长效果

明显ꎻ能够带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 ２.９６％、２.０６％、３.７５％ꎬ对产业结构优化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ꎻ总资本使用量提升 ２.６６％ꎬ能够有力地化解产能过剩ꎻ地区税收收入增加

３.９６％ꎬ能够有效地促进政府增收ꎻ地区就业人员数增加 ３.０９％ꎬ有良好的就业促进效果ꎻ地区农

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１０.４５％、２.８２％ꎬ在居民增收的同时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ꎻ全社会实际消费增长 ７.３１％ꎬ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ꎮ 总体而言ꎬ在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
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等 ３ 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地

区经济产生了多方面显著的积极影响ꎮ
表 ４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综合效应模拟结果

指标名称 基准情景 市民化情景 变动率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５００２８.１８ ５１４３３.９７ ２.８１％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４２８２.９８ ４４０９.７６ ２.９６％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５７４３.４２ ２６２７３.７３ ２.０６％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００１.７８ ２０７５１.８５ ３.７５％

总资本使用(亿元) ２４７１７.７９ ２５３７５.２８ ２.６６％
税收收入(亿元) ７９０２.８０ ８２１５.７５ ３.９６％

就业人员数(万人) ５９９７.１８ ６１８２.４９ ３.０９％
农村居民总收入(亿元) １５００１.００ １６５６８.６０ １０.４５％
城镇居民总收入(亿元) ２７１２５.００ ２７８８９.９３ ２.８２％
全社会总消费(亿元) １４５８３.２７ １５６４９.３１ ７.３１％

(五)进一步的讨论

在我国ꎬ地方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ꎬ更是独立的利益主体ꎮ 政府行为模式的形成深受

制度环境的影响ꎮ 在我国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财政分权制度的作用下ꎬ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促

进本地区经济发展ꎬ取得良好的政绩考核结果ꎻ一方面必须尽量追求财政增收ꎬ应对普遍存在的

事权—财权不对等的局面ꎮ 鉴于此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推动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

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和效益的权衡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 ２０１２ 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公共成本当年支出约 ３０１ 亿元ꎬ与此同时ꎬ在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公
共服务均等化效应等 ３ 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ꎬ地区税收收入增加 ３.９６％ꎬ约 ３１３ 亿元ꎮ 换言之ꎬ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ꎬ即使在每年公共成本投入较大的前期几年ꎬ从最狭隘的财务视角

来看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效益也大于成本ꎬ是一笔合算的“生意”ꎮ 此外ꎬ考虑到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化解、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等其他维度的经

济效益ꎬ地方政府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ꎮ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我们以山东省 “三个市民化”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ꎬ通过构建 ＣＧＥ 模型ꎬ基于社会核算矩

阵分别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ꎬ支出 /储蓄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上述 ３ 种效应综合作用对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税收、就业、投
资、消费、居民收入等多方面的影响ꎮ 基于上述研究ꎬ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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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出 /储蓄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地区经济

影响具有各自的侧重面ꎮ 其中ꎬ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中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内需扩大效果较

为明显ꎬ能够促进地区就业人员数增加１.０７％ꎬ带动区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分别增加

１.０１％和 ０.９９％ꎬ提振全社会实际消费增长 ３.３３％ꎮ 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中居民增收、内需扩大

效果较为显著ꎬ能够带动地区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分别增加 ８.２７％和 ０.８２％ꎬ促进全社会

实际消费增长 ２.７８％ꎮ 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中就业促进效果较为显著ꎬ能够促进地区就业人员

数增加 １.０５％ꎮ
２.在支出 /储蓄结构趋同效应、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等 ３ 种效应的综

合作用下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地区经济产生了多方面显著的积极影响:它能够带动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 ２. ８１％ꎬ经济增长效果明显ꎻ能够带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

２.９６％、２.０６％、３.７５％ꎬ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ꎻ总资本使用量提升 ２.６６％ꎬ能够有力

地化解产能过剩ꎻ地区税收收入增加 ３.９６％ꎬ能够有效地促进政府增收ꎻ地区就业人员数增加

３.０９％ꎬ有良好的就业促进效果ꎻ地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１０.４５％、２.８２％ꎬ在居民

增收的同时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ꎻ全社会实际消费增长 ７.３１％ꎬ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ꎮ
３.在明确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效益的基础上ꎬ通过简单对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成本与其税收增加效益ꎬ可以启示我们:即使从最狭隘的财务视角来看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效益也大于成本ꎮ 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地区经济其他维度的积极影响ꎬ地方政府

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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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ｙ ２.９６％ꎬ ２.０６％ ａｎｄ ３.７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ｙ ２.６６％ꎻ ｔｈｅ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ｙ ３.９６％ꎻ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ｂｙ ３.０９％ ꎻ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ｙ １０.４５％ ａｎｄ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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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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美晨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ꎬ北京ꎬ１００７３２ )

　 　 摘要:　 伴随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ꎬ为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ꎬ需要塑造一个具有影响力

与竞争力的国家品牌ꎮ 国家品牌是一国的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国家财富创造力以及民族精神、文
化理念、核心价值观等精神内核在国民心中所产生的国家认同感ꎬ以及在国际公众心中所形成的总体感知和一

般性评价ꎮ 在全球品牌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ꎬ国家品牌的塑造ꎬ既需要不断夯实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这一生产力基础ꎬ也需要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价值理念的支撑ꎬ同时还需要在与他国的互动交流中获得

国际认同ꎮ 为此ꎬ应加快国家品牌的顶层设计ꎬ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质量发展水平ꎬ增强文化内涵与跨文化

交流ꎬ强化国际传播能力ꎮ
关键词:　 中国品牌ꎻ国家品牌ꎻ内涵ꎻ塑造ꎻ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７９－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０２
作者简介:郭美晨(１９９０—　 )ꎬ女ꎬ山东招远人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产业革命的发展动向、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战略研究”(１３＆ＺＤ１５７)的阶

段性成果ꎮ

　 　

引言

自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以来ꎬ经济社会对品牌建设与发展的关注度日益升温ꎮ
２０１７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打造更多享誉全球的中国品牌”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被设为首个

“中国品牌日”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布的«质量品牌提升“十三五”规划»将质量发展与品牌建设提高

至新的战略高度ꎮ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
力转换的经济特征愈加明显ꎬ要素驱动的规模速度型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质量效益型增长模

式转变的需求更加紧迫ꎮ 无论是基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的需求ꎬ还是

驱动经济增长提质增效、增强经济质量优势的考量ꎬ实施品牌战略、发展品牌经济、打造国家品

牌ꎬ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ꎮ
从全球竞争环境来看ꎬ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中ꎬ加强自主品牌

的培育和发展、强化本土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塑造有力的国家品牌形象已成为各国抢占国际竞争

制高点的重要战略选择ꎮ 诸多发达经济体纷纷以国家品牌化工程为依托ꎬ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

国家品牌活动ꎬ如“百分百纯净新西兰”“动感韩国” “创意英国”等ꎮ 就我国目前品牌建设的实

９７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际来看ꎬ品牌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品牌影响力弱、品牌附加价值低、国家品牌总体形象欠佳的问

题十分明显ꎬ“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中国品牌大多仍是廉价、低端、劣质的代名词ꎮ “据韩国产业政

策研究院测算ꎬ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品牌价值均高于 ＧＤＰ 总额ꎬ而中国的国家品牌价值仅为美国

的 １ / ５ꎮ”①随着全球范围内国家品牌竞争的持续升温ꎬ我国参与国家品牌竞争的责任感、使命感

与紧迫感也日趋增强ꎮ 因此ꎬ国家品牌是什么? 其内涵应如何界定? 怎样塑造形象良好、影响力

强的国家品牌? 这一系列问题应是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我国品牌建设所需要重点关注

的内容ꎮ

一、国家品牌的内涵与界定

(一)有关国家品牌的文献回顾

有关国家品牌的研究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外学界关注的重点ꎬ其最初是从市场

营销理论演化而来ꎬ并经历了从产品原产国形象、国家形象到国家品牌的研究过程ꎮ Ｓｃｈｏｏｌｅｒ 在
１９６５ 年最早对原产国形象进行研究ꎬ认为原产国形象犹如某一产品或企业的国籍ꎬ这种产品的

来源国信息能够对消费者的产品评价、态度与购买倾向产生影响ꎮ② Ｒｏｔｈ ＆ Ｒｏｍｅｏ 指出ꎬ原产国

形象是消费者基于其心中已形成的关于某国的刻板印象ꎬ从而形成的对该国产品质量的评价与

推断ꎮ③ 从营销领域来看ꎬ国家形象最初也体现在“ｍａｄｅ－ｉｎ”的原产国或制造国概念ꎬ但国家形

象更倾向于产品背后来源国的整体形象ꎮ Ｎａｇａｓｈｉｍａ 指出ꎬ国家形象是消费者心目中认为某个具

体国家的产品所拥有的图像、声誉以及刻板印象ꎮ④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 认为ꎬ国家形象是与一国的产品所

提供的内涵相结合ꎬ并被消费者所认知的一国整体形象ꎮ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ꎬ技术的快速

进步与交通的不断便利使得不同国家在制造和加工技术上的能力日益趋同ꎬ单纯的“ｍａｄｅ－ｉｎ”
概念对消费者产品感知的影响已经减弱ꎬ但消费者对某个特定国家及其品牌的联想与评价不会

改变ꎮ 相对于制造国概念ꎬ优秀的设计国或品牌国形象更能激发消费者积极的购买行为ꎮ⑥ 因

此ꎬ国家品牌成为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ꎮ⑦

有关国家品牌的概念ꎬ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ꎬ但诸多研究普遍认为国家品

牌是一个多维度、综合化的系统概念ꎬ其内涵更加广泛与复杂ꎬ并影响着消费者的产品评价ꎮ⑧

１９９６ 年ꎬ英国学者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ｈｏｌｔ 将品牌概念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中ꎬ首次提出“国家品牌塑造”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的概念ꎬ认为国家声誉与公司或产品的品牌形象一样ꎬ对于国家的繁荣发展至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牛林杰、刘宝全:«韩国蓝皮书韩国发展报告(２０１４)»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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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ꎮ① 之后ꎬ他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品牌理论ꎬ并于 ２００５ 年创建了“国家品牌指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ｄｅｘꎬＮＢＩ)用以测量国家品牌形象ꎮ 在 ＮＢＩ 模型中ꎬ国家品牌是人们对国家品牌六边形

中 ６ 个领域(出口、文化传统、旅游、政府管理、投资与移民以及人民)的国家竞争力理解的总和ꎮ
与传统商业领域的品牌塑造不同ꎬ国家品牌塑造与国家身份以及政治、经济竞争力的关系更为密

切ꎮ② ２００１ 年ꎬＨａｍ 在国际政治领域提出了“品牌国家”(ｂｒ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的概念ꎬ指出“正如品牌最

好地反映出顾客对特定产品和服务的感知ꎬ品牌国家也包含了外部世界对特定国家的信任和满

意度”③ꎮ Ｙｉｎｇ Ｆａｎ 认为ꎬ国家品牌是一个代表并包含了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民族、历史、文化、
语言、政治与经济系统、社会机构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其关联的复杂变量ꎬ是一个国家在所有利

益相关者心中所产生的心理联想的总和ꎮ④ Ｎａｄｉａ Ｋａｎｅｖａ 总结了国家品牌建构的三个研究范式ꎬ
分别是:技术—经济范式ꎬ即将国家品牌建构视为在全球市场中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ꎻ
政治范式ꎬ即将国家品牌建构与公共外交相联系ꎻ文化范式ꎬ即将国家品牌聚焦于国家文化的研

究ꎮ⑤

总体来看ꎬ对国家品牌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品牌是否能够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而展开ꎬ避
免消费者因“刻板印象”给产品带来负面评价ꎬ进而促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ꎮ 从本质上讲ꎬ国家

品牌是构建国家形象的最终目标与结果ꎮ 但是ꎬ国家形象主要存在于认知与评价层面ꎬ主要强调

受众对一国综合情况的认知ꎬ并且有正面与负面的区别ꎻ国家品牌则强调了一国作为主体与他国

的区分ꎬ其中蕴含着行动、战略与价值层面的内涵ꎬ同时应当是正面的且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的ꎮ
每个国家在其受众心中都有着自身的形象ꎻ但是ꎬ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够形成独特、有力的国家品

牌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ꎮ
(二)国家品牌的内涵及其概念界定

国家品牌将商业领域的品牌扩展至国家层面ꎬ是一个国家在本国民众心中的认同感以及在

国际公众心中的“受喜爱”“受信赖”程度ꎬ表现为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能够被感知的核心、独特

且相对持久稳定的国家特质ꎮ 狭义的国家品牌即在一国范围内形成的具有较强生产能力和服务

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与国际影响力的产品品牌总和及其在国内外消费者心中所形成的整体印

象ꎮ 广义层面的国家品牌则超越了简单的产品“实物形态”ꎬ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
技术水平等国家财富创造力以及民族精神、文化理念、核心价值观等精神内核在国民心中所产生

的国家认同感ꎬ以及通过各种公众化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ꎬ从而在国际公众心中所形成的

总体感知和一般性评价ꎮ
就目标与定位而言ꎬ国家品牌应以国家利益为导向ꎬ通过品牌要素的协同作用与持续传播ꎬ

构建受众对一国形象的感知和对一国的集体认同ꎬ从而在国际社会中获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利

益ꎬ以期在国际竞争中达到领先地位ꎮ 这取决于对国家整体利益、本国与他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以

及本国国际地位的准确判断ꎮ 国家品牌的塑造ꎬ既要基于本国特征ꎬ使本国公民产生信任感、认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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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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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与归属感ꎻ同时ꎬ也要注重当今世界普遍的价值认同ꎮ 由此看来ꎬ塑造国家品牌的难点与挑

战在于ꎬ如何在一个由本国民众与国际公众构成的、包含诸多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文化背景与价

值观的庞大体系中ꎬ创造一个和谐统一的价值链ꎬ从而使自身的国家品牌形象在被本国民众接受

并认同的基础上ꎬ将其在国际范围内推广ꎬ并能使所有受众产生共鸣ꎮ

二、国家品牌塑造的创新动力系统

国家品牌并非产品或企业品牌的简单叠加ꎬ而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系统概念ꎬ其中包含

着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及价值观传播、外交行为、国际事务参与等诸多因素ꎬ是这些因素共同作

用与影响的结果ꎮ 本部分将针对塑造国家品牌的动力系统ꎬ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内外部动力因素

与关键环节ꎮ
(一)国家品牌塑造的生产力基础

国家品牌涵盖了一国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经济实力等全部有形综合国力信息ꎬ其始终代

表着对一国或先进或落后的综合印象ꎮ 无论是产品品牌、企业品牌ꎬ还是区域品牌、国家品牌ꎬ质
量与创新始终是品牌做大做强的根本动力ꎮ “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ꎬ是因为其产品的技术水平

先进ꎬ由此表现为国家品牌也具备一定水平的先进性ꎻ反之ꎬ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ꎬ也是因为技术

的落后、管理的落后ꎬ并且自然延伸出产品性能的落后ꎬ其国家品牌也成为落后水平的代名

词ꎮ”①如若资本形成、基础设施、产业集群、高技能劳动力等有形资产积累不到位ꎬ即便一国拥有

丰富的文化资源ꎬ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国家品牌ꎬ同时也将缺乏足够的自信与热情向世界宣传与

展示本国的品牌形象ꎮ 因此ꎬ虽然受到多维因素的共同影响ꎬ但国家品牌的塑造必然以实体经济

为基础ꎮ
从消费者的视角看ꎬ国家品牌是消费者在长期消费体验中形成的对一国产品与服务的整体

感受ꎮ 消费者在反复消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一国产品与服务的相对稳定的一致性评价ꎬ并
从中抽象出对该国国家品牌的整体印象ꎮ 如美国的“创新制造”、瑞士的“精密制造”、德国的“完
美制造”等ꎬ都是消费者对于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所形成的印象与感知ꎮ 成功的国家品牌

必须首先在本国消费者与国民心中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感ꎬ这种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应建立在对

本国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品质认同的基础之上ꎮ 正如 Ａｎｈｏｌｔ 指出ꎬ发展中国家急需通过国家品

牌的打造来促进其经济发展ꎬ但前提是拥有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ꎮ② 任何能够走向世

界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品牌ꎬ其背后一定有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作支撑ꎮ
从经济发展与品牌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ꎬ改革开放后ꎬ中国长时期的赶超战略创造了全球瞩

目的“中国奇迹”ꎬ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可持

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ꎬ反映在品牌上则是品牌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ꎬ中国品牌严重缺乏国

际竞争力ꎮ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ꎬ经济建设的一个总纲领即是加快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ꎮ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鲜明特征是注重质量ꎬ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ꎬ构建高质量产品和服

务的供给体系ꎬ从而使供给结构适应快速变化且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ꎬ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与“中国质造”的转变ꎮ 这无疑是塑造国家品牌的“生产力”基础ꎬ并与“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的品牌建设内在要义相一致ꎮ 国家品牌是质量与创新的载体ꎬ在以高质量发展为核

２８

①
②

刘瑞琪、李平:«国家品牌战略问题研究»ꎬ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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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框架下ꎬ持续推动中国制造的质量变革、格局变革ꎬ引导企业夯实质量基础ꎬ
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的整体形象ꎬ建设、打造一批能够支撑中

国品牌发展并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国际化、支柱型产业ꎬ面向全球市场输出优质产品和品

牌ꎬ树立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标准ꎬ则是塑造国家品牌的重要“生产力”基础ꎮ
(二)国家品牌塑造的文化与价值观支撑

国家不仅是一个经济体与政治体ꎬ也是一个文化体ꎮ 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不仅仅是物

质与经济层面的崛起ꎬ同时要经历文化与价值观的沉淀、传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日益强大影

响力这一艰难过程ꎮ Ａａｋｅｒ 将消费者赋予品牌的人格化特征集合定义为“品牌个性”①ꎮ 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ꎬ品牌个性对于识别文化因素对消费者的品牌认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②ꎬ其维度、影
响因素、调节变量等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ꎮ 同样ꎬ国家品牌的“个性”与本国

的文化要素紧密相连ꎮ 国家品牌所展现的正是一国在发展进程中所凝聚的深刻的文化个性、鲜
明的民族精神以及特定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ꎬ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品牌的个性及特质ꎮ 正

如 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所指出的ꎬ最成功、最具生命力的品牌能够与消费者的价值观产生共鸣ꎬ其所表达的

信息能够在价值观与情感层面中形成体系ꎮ③ 因此ꎬ除经济硬实力之外ꎬ国家品牌的塑造也需要

国家文化软实力及价值理念的支撑ꎮ 一方面ꎬ国家品牌必须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认同ꎬ需
要基于国家的文化个性来建立起国家自身品牌ꎬ这是国家品牌的灵魂和底蕴ꎻ另一方面ꎬ国家品

牌也是国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载体及外在表现形式ꎬ其承载着本国独特文化及核心价值观的深

度内涵与外延特征ꎮ 国家品牌塑造过程ꎬ即是在继承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ꎬ充分挖掘本国

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个性ꎬ提炼成为全社会共同信守的文化与价值理念ꎬ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

为一种被国际认可的固化形象的过程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立足于本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ꎬ国家品牌的塑造既要深刻理解自身文化内

核ꎬ也要充分尊重文化与价值观差异ꎬ在与不同国家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

与核心价值理念ꎮ 这种文化互动的过程ꎬ即是释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品牌文化附加值的过

程ꎮ 这在近年来我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ꎮ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与创造性运

用ꎬ其背后承载的是中国崇尚蕴含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
心和善的道德观的“和”文化④ꎬ展现出均衡、开放、包容与稳定的大国心态ꎬ并能够在跨文化交流

中理解自身文化内核与文化差异ꎬ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ꎬ彰
显中国的文化身份ꎬ树立文化自信ꎬ从而建构起以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认同为依托的国家品牌ꎮ

(三)全球化视域下国家品牌塑造的国际认同

国家品牌并非全部基于国家自身形成ꎬ还需要通过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旅游

等互动交流而建构起来ꎬ需要在国际社交网络中处理好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自我认知与

海外认知的关系ꎬ从而树立良好的国家品牌形象ꎬ获得广泛的国际信赖与认同ꎮ 一个主动承担国

３８

①
②
③

④

Ｊ. Ｌ. Ａａｋｅｒꎬ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Ｎｏ.３ꎬ１９９７ꎬｐｐ.３４７－３５６.
黄胜兵、卢泰宏:«品牌个性维度的本土化研究»ꎬ«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Ｋ. Ｍ. Ｃｏｓｇｒｏｖ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ｐｐ.１０７－１２３.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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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责任、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国家形象ꎬ对于国家品牌的塑造无疑具有积极影响ꎮ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ꎬ国家身份、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ꎬ“是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

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①ꎮ 一方面ꎬ一国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塑造、宣传、推广与合作ꎬ
从而逐步建构起自身所期望的国家品牌形象ꎬ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家品牌范畴中所涵盖的所有

要素ꎬ都可以通过各种公众化渠道进行国际传播ꎻ另一方面ꎬ国家品牌所展现的价值理念需要符

合世界发展潮流ꎬ从而在推动国家品牌国际化进程中得到广泛认同ꎮ 一个成功的国家品牌往往

是避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且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ꎬ这样就更容易被受众所理解、接受与认同ꎮ 无

论是进行对外经济合作ꎬ还是国际事务参与和公共外交ꎬ首先都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民众的价值

观念ꎬ通过其认可、接受的方式传递自身国家品牌的理念ꎬ使国际公众主动接受、信任与分享ꎬ从
而在世界范围内激发对本国国家品牌的认同感ꎬ并使其持续产生影响力与吸引力ꎮ

当前ꎬ“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ꎬ为我国实施国际化的国家品牌

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坚实的基础ꎬ展现出我国国家品牌所蕴含的“和平崛起、包容开放”的
价值理念ꎮ 其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界限ꎬ以谋求全球化的“双赢”或“多赢”为诉

求ꎬ颠覆了资本主义“国强必霸” “赢者通吃”的思维逻辑与价值判断标准②ꎬ表明中国不搞政治

与制度输出ꎬ而是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倡导民心相通ꎮ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适应当前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形势ꎬ将解决国内问题与满足国际需求有机统一ꎬ将国家个性与

世界共性、归属感与全球化有机结合ꎬ切实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大国品牌形

象ꎬ并深刻反映了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国家品牌战略国际化进程中与世界共享机

遇、共创繁荣的价值追求ꎬ从而能够改变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品牌的刻板印象与认知偏

见ꎬ深化国际公众对于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理解、信任与认同ꎮ

三、中国国家品牌塑造的路径选择

塑造国家品牌的过程ꎬ实际是为改善或扩大在目标受众中的国家形象与声誉所进行的国家

品牌创造、规划与系统管理的过程ꎮ 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具有辨识度、影响力与竞争力的

国家品牌ꎬ必须以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为基础ꎬ凝聚品牌资源、整合创新要素ꎬ捕捉独

特、鲜明的国家特质并突出其品牌化内涵ꎬ应用商业领域的品牌营销与传播技术来进行持续有效

的宣传与推广ꎬ改变受众对于国家品牌原有的偏见或负面印象ꎬ并产生信任感、认同与共鸣ꎮ 这

对于向世界充分阐释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切实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增
强国家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为此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索塑造我国国家品牌的有

效路径ꎮ
第一ꎬ加快顶层设计ꎬ推动政策先行ꎮ 与发达国家相比ꎬ目前我国品牌发展的整体战略框架

仍比较模糊ꎬ主要停留在理论与号召阶段ꎬ对国家品牌的定位、培育、发展路径、传播与保护等都

缺乏系统研究ꎬ国家品牌政策体系尚不完善ꎮ 因此ꎬ政府部门需要加快推动形成系统有效的战略

思路与政策支持体系ꎬ为国家品牌的发展提供引导、支持与保障ꎮ 一方面ꎬ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

与服务功能ꎬ建立“国家品牌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进行统筹规划ꎬ提供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ꎬ监督

并协调政府部门、企业、民众与社会组织等各参与主体ꎬ整合并创新多元传播渠道ꎬ向世界展示一

４８

①
②

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ꎬ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８８ 页ꎮ
徐艳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困境下的理论突围»ꎬ«人民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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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整、清晰、有力的国家品牌形象ꎻ另一方面ꎬ加大对自主品牌与民族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ꎬ营
造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品牌发展市场环境ꎬ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评价机构ꎬ推动建立全

球统一的品牌评价标准体系ꎬ增强我国国家品牌在国际评价中的话语权ꎮ
第二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质量发展水平ꎬ夯实国家品牌的生产力基础ꎮ 任何品牌的塑造都

不是空泛的概念诉求ꎬ增强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稳定性与可靠性ꎬ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信誉与自主

创新能力ꎬ是打造良好的国家品牌形象、提升国家品牌竞争力的关键与基础ꎮ 因此ꎬ在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基本建设框架内ꎬ必须以创新驱动为核心ꎬ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ꎬ加强产品研发与

质量管理ꎬ提高产品附加值ꎬ持续增强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能力ꎬ推动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ꎬ从
而能够在全球市场中打造一批能够支撑品牌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及能够代表中国国际地位的强势

品牌ꎬ以质量和创新赢得消费者与受众的认可与信任ꎬ从而真正实现基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品

牌建设ꎮ
第三ꎬ为国家品牌注入文化内涵ꎬ提高文化软实力ꎬ促进文化交流与相互认同ꎮ 一方面ꎬ必须

巩固国家品牌特有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ꎬ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形象与积极元素ꎬ进
一步提炼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的优秀价值观ꎮ 需要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转化为全社会共同信守的文化理念与价值

观ꎬ培养传统与创新、理念与务实、中华文明特色与世界发展大势有机结合的“工匠精神”①ꎬ从而

彰显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身份特质ꎮ 另一方面ꎬ要树立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意识ꎮ 国家品牌的塑造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向具有不同文化与价值观背景

的受众寻求更多的情感认同ꎬ这就要求注重中华文化价值观与全球文化价值观的平衡与兼容关

系ꎬ充分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ꎬ提高国家品牌的跨文化沟通技能ꎬ从而赢得更广

泛的全球市场ꎮ
第四ꎬ增强国家品牌的国际传播影响力ꎬ讲好“中国故事”ꎮ 中国国家品牌要想获得世界的

广泛认同ꎬ必须将中国的发展优势与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ꎮ 这要求在深刻理解与准确

把握国家品牌现状与未来的基础上ꎬ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通过融通中外的传播与表述方

式ꎬ合理、科学与真实地发出中国品牌的声音ꎬ展现中国品牌形象ꎬ增强国家品牌的影响力与吸引

力ꎮ 其一ꎬ要从中国品牌自身出发ꎬ不断提高中国品牌发展的质量与品质ꎬ加强对国家品牌所蕴

含的民族特性与价值理念的自我认知理解ꎬ在激烈的国际品牌竞争中充分展示中国品牌的核心

与精华ꎮ 其二ꎬ要以世界为落脚点ꎬ通过国际受众更易理解、接受与认同的途径和方式来传递中

国的品牌形象ꎬ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品牌的刻板印象ꎮ 其三ꎬ要借助网络新媒体、国际活动营销、
公共外交、口碑传播等多渠道传播平台和多媒介传播方式ꎬ全面、立体地传播与展示国家品牌

形象ꎮ
总之ꎬ国家品牌是一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国家财富创造力以及民族精神、文

化理念、核心价值观等精神内核在国民心中所产生的国家认同感ꎬ以及在国际公众心中所形成的

总体感知和评价ꎮ 在全球品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ꎬ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基础ꎬ也需要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价值理念的支撑ꎬ同时还需要获得国际认同ꎮ 我们应加强国家品牌的顶层设计ꎬ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与产品质量水平ꎬ增强国家品牌的文化内涵ꎬ增强国家品牌的国际传播能力ꎮ 只

有这样ꎬ才能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ꎮ

５８
①马建堂:«跻身制造强国尤需工匠精神»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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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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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ｗｈ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ｉｅｒｃ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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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粉丝经济”的资本逻辑及其良性循环
∗①

李　 松
( 武汉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基地ꎬ 湖北 武汉ꎬ４３００７２ )

　 　 摘要:　 随着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与网络媒介的泛化ꎬ“粉丝经济”应运而生ꎮ “粉丝”作为“粉丝经济”
的主体ꎬ不仅是消费者ꎬ而且是生产者ꎬ这一群体在新的消费文化形态下体现出现实的、潜在的经济影响以及创

造文化符号的独特价值ꎮ 在“粉丝”、偶像、投资者三方关系中ꎬ“粉丝”与偶像具有审美与利益的关联ꎬ“粉丝”与
投资者体现为情感与利益的博弈ꎬ偶像与投资者既是利益联合体ꎬ又受到投资者过度的资本榨取ꎮ 为了维持“粉
丝经济”的良性循环ꎬ有必要处理好人文关怀与“粉丝经济”的关系ꎮ 人文关怀之于“粉丝经济”ꎬ是灵魂和身体

的关系ꎬ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ꎮ “粉丝经济”不能只注重市场效益而不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与人文关怀的价

值准则ꎮ
关键词:　 “粉丝”ꎻ“粉丝经济”ꎻ资本ꎻ偶像ꎻ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　 Ｆ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７－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０５
作者简介:李松(１９７４—　 )ꎬ男ꎬ湖南湘乡人ꎬ武汉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ꎬ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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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评价机制研究” (１２ＡＺＤ０１０)的阶

段性成果ꎮ
②当前国内学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如下:蔡骐:«消费主义引领下的明星经济———对“粉丝”现象的传播学解读»ꎬ

«新闻记者»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ꎻ杨玲:«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ꎬ博士学位论文ꎬ首都师范大学ꎬ２００９ 年ꎻ刘强:«粉丝经济

青年文化电影本体———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综艺电影研讨学术综述»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ꎻ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ꎬ«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ꎻ邓惟佳:«跨媒体“粉丝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

究———以现象级‹何以笙箫默›为例»ꎬ«中国青年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ꎻ李康化:«粉丝消费与粉丝经济的建构»ꎬ«河南社会科

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ꎻ彭晴:«场景化时代基于粉丝经济的音乐传播新变革»ꎬ«东南传播»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孔令顺、宋彤彤:«从 ＩＰ
到品牌:基于粉丝经济的全商业开发»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为了深刻理解当前中国大众文化消费的现象与规律ꎬ有必要聚焦生产者与消费者作为市场

主体的互动关系ꎮ 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运动的话ꎬ那么ꎬ生产提供了消

费的内容ꎬ并通过消费者市场形成最终产品市场ꎬ产品只有进入物质和精神的消费领域才算最终

完成其创造利润的目的ꎮ 同时ꎬ消费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的内容、规模与方式ꎬ消费主体需求的内

容、数量、品种以及媒介方式直接影响市场营销的畅销或者滞销的结果ꎮ 本文在掌握国内外学术

动态的前提下②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理论视角ꎬ聚焦当下大众文化消费 /生产的新兴经济形

态———“粉丝经济”ꎬ研究这一经济类型以揭示文化消费新的形态与动向ꎬ从而探索“粉丝经济”
的资本逻辑ꎬ以及生产与消费良性互动、循环的思路与方法ꎮ

一、“粉丝”作为“粉丝经济”的主体

“粉丝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是指投资者以明星偶像及其附属物作为商品ꎬ以现代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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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作为沟通手段ꎬ以“粉丝”消费主体作为能动的接受者与生产者ꎬ通过大规模的市场化运作

获得商品利润与社会效益的经济形态ꎬ包括情感经济、礼物经济与非正式经济类型ꎮ 具体而言ꎬ
“粉丝经济”的主要经济模式类型包括:“其一是以偶像为核心的明星经济ꎬ其在媒介融合语境下

也呈现出跨界融合的趋势ꎻ其二是围绕媒介内容的 ＩＰ 经济ꎬ通过调动粉丝的参与性构建出以内

容为核心的纵横联合的文化产业链ꎻ其三是以社群为核心的合伙人商业模式ꎬ粉丝、偶像及商业

机构等以社群为平台实现了广泛的连接与合作ꎬ创建了多元的商业合作方式ꎮ”①中国的发达城

市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入消费时代以来ꎬ随着网络化自媒体的涌现ꎬ以及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ꎬ
“粉丝”消费的热潮推动了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ꎬ涉及文化娱乐、商品消费、用户服务等领

域ꎬ从音乐、影视等行业向科技产品等领域拓展ꎬ强调用户黏性、使用体验以及个性化、多样化服

务ꎮ
官方或精英立场的批判者通常将“粉丝”视为盲目的、疯狂的、非理性的消费群体ꎬ这对于引

导健康、适度、绿色、文明的消费理念具有警示作用ꎮ 但是ꎬ如果全面否定“粉丝”的消费行为与

价值追求的话ꎬ笔者并不苟同ꎮ 明星偶像文化的目的固然是制造常人不可企及的梦想ꎬ从而培养

迷醉其中的信众ꎮ 但是ꎬ消费群体本身需要在阶层与认同上进行细分ꎬ也要看到能动的、理性的、
叛逆的“粉丝”消费者的存在ꎬ他们对极端逐利与威权话语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ꎮ 合乎事实的结

论应该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价值判断ꎬ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ꎬ以及辩证全面的理论分析ꎮ
目前ꎬ学界对于“粉丝”的文化创造力与消费驱动力尚缺乏较为全面、深入的学理性的研究ꎮ

事实上ꎬ以年轻人为主的“粉丝”群体混合了精英与民间ꎬ既包含了都市白领、高校学生等知识阶

层ꎬ也有普通的市民大众ꎮ 明星不仅仅作为追逐者个人欲望投射的精神偶像ꎬ寄寓着无意识的诗

意想象ꎬ同时还是理想化、乌托邦的艺术再创造的化身ꎮ “粉丝”对偶像的忠心支持ꎬ首先体现在

购买行为ꎮ “粉丝”在与偶像互动的激励之下ꎬ激情四射ꎬ创意迭出ꎬ可以推出层出不穷、别具一

格的形象包装与营销策略ꎮ “粉丝”对于偶像的崇拜体现了发自内心、代入自我的表达欲求ꎬ具
有一定的无功利性ꎬ从经济角度而言可以视为一种情感资本ꎬ是投资者眼中可以发掘的商机ꎮ 约

翰费斯克在«粉丝的文化经济»中所说的“粉丝”作品的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

力ꎬ在现实语境中往往杂糅、交织ꎬ并非截然分明ꎮ 有些“粉丝”给明星偶像写歌ꎬ将偶像的音乐

进行改编ꎬ将视频进行剪辑推广ꎻ有些在贴吧上进行以“粉丝”为对象的文学创作ꎬ扩大明星影响

的边际效应ꎮ “粉丝”将明星文本作为生产性的、开放性的对象ꎬ经常进行一些个性化的生产与

创造ꎮ 如果因为他们并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ꎬ而把这一类生产活动排斥在经济学范畴之

外的话ꎬ那么事实上就会忽略“粉丝”群体现实的、潜在的经济影响以及创造文化符号的价值ꎮ
(一)作为生产者的“粉丝”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指出:“没有生产ꎬ就没有消费ꎻ但是ꎬ没有消费ꎬ也就没

有生产ꎬ因为如果没有消费ꎬ生产就没有目的ꎮ”②从“粉丝经济”的生产与消费的一般流程来看ꎬ
投资者、明星偶像、“粉丝”通常体现为彼此依存、互相牵制的三角关系ꎮ 投资者是“粉丝经济”的
生产者与经营者ꎬ遵循资本投资、循环、回收的利益逻辑ꎻ明星偶像作为文化工业的流水线产品ꎬ
体现为精神形象及其物质化的周边产品ꎬ具有审美资本、情感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属性ꎬ
是购买、消费的对象ꎻ“粉丝”则是大众文化社会的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ꎬ与普通消费者相比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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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鉴别力、最为挑剔的忠实客户ꎮ
如果深入“粉丝经济”的社会活动ꎬ我们将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ꎮ 在上述经济关系

中ꎬ实际上“粉丝”并不只是经济活动的终端而已ꎬ而是具有革命性的创造动力ꎬ这一群体既是传

统意义上的消费者ꎬ同时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制造更大需求的生产者ꎬ或者说ꎬ他们可以在消费

基础上进行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强、个性化更鲜明的再生产ꎮ 在这一结构关系中ꎬ“粉丝”与投资

者围绕明星偶像这一审美文化产品进行生产与推广ꎮ “粉丝”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力量远远不止

于消费者的购买功能ꎬ同时也具有服务与再生产功能ꎮ “粉丝”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ꎬ既有

自我决定消费意愿的自主权ꎬ也有制约生产的影响力ꎮ 明星偶像对“粉丝”的影响是人所共知

的ꎬ正如“粉丝经济”具有文本生产力ꎬ“粉丝”对文本也会有一定的影响ꎮ 观察中国市场消费现

状ꎬ时至今日ꎬ更深层次的“粉丝”参与早已如火如荼ꎮ 正如詹金斯所说:“粉丝成了一个参与性

文化ꎬ这种文化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ꎮ”①“粉丝”们因为

对明星偶像的喜爱ꎬ自发为其寻找资源ꎬ从相对下游的营销层面介入到较为上游的生产层面ꎮ 这

种深度参与意味着“粉丝”营销从文化产品的构想、准备阶段就已经开始ꎬ并与文化产品的生产

同步推进ꎮ
“粉丝”媒介的出现是名人由明星上升到偶像的标志ꎮ 据«信息时报»报道ꎬ女大学生自费

１３ 万在地铁站给 ＴＦＢＯＹＳ 打广告ꎬ张靓颖“粉丝”大手笔包下深圳公交车广告ꎬ“粉丝”为偶像主

演的电影包场或者直接买版宣传ꎬ在系列硬性广告之外ꎬＴＦＢＯＹＳ 成员王俊凯、王源的微博“粉
丝”突破 １０００ 万ꎬ鹿晗的一条微博评论数超过 １ 亿ꎮ② 随着“粉丝”对新兴媒介日益娴熟的开放

与利用ꎬ他们已经不再是过去一般意义上的旁观者ꎬ而是深度参与明星偶像生产的有力推手ꎮ
“粉丝”媒介的出现意味着“粉丝”由商品接受者转变为商品价值的再制造者ꎬ相应地虚拟的“粉
丝”社区也形成了ꎮ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粉丝直接修炼成‘自媒

体’ꎬ通过每天的洗版、拍照以及对偶像行踪的收集分享、外文翻译、图片处理等ꎬ直接成为最为

即时的偶像资讯传播平台ꎮ”③微博、微信、ＱＱ 群、贴吧、专题网站等“粉丝”虚拟互动平台ꎬ起到了

沟通信息、聚集人气的作用ꎬ推动了“粉丝”社群的发展ꎬ体现了草根消费者的影响力ꎮ
(二)普通“粉丝”与职业“粉丝”
在目前的“粉丝”文化现象中ꎬ还出现了一种“粉丝”的特殊形态ꎬ即职业“粉丝”ꎮ 他们受雇

于经纪公司或者明星本人ꎬ其呐喊和加油既出自于经济利益的驱动ꎬ也出自情感意愿ꎮ 在“粉
丝”社群中ꎬ他们往往占据了话语权的领导者地位ꎮ 对于这样一种“你给钱ꎬ我追星”的情况ꎬ有
学者认为ꎬ职业“粉丝”与普通“粉丝”结合后ꎬ充当了明星的管理决策机构ꎬ从而形成了一个区分

嵌合体ꎮ④ 职业“粉丝”与普通“粉丝”的最大差别是ꎬ他们分工明确、等级严格ꎬ并且按照具体表

现分享收益ꎮ
普通“粉丝”和职业“粉丝”形成了嫁接双方的博弈斗争ꎬ而真正的受益者却是职业“粉丝”

和经纪公司ꎮ 普通“粉丝”原本无意于通过市场运作为自身谋利ꎬ因而职业“粉丝”以利益为导向

的操作方式有时候与自己的本心背道而驰ꎮ 在此情形下ꎬ有的普通“粉丝”在利益冲击面前无奈

放弃追逐ꎻ有的“粉丝”可能直接或间接被收编(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为明星偶像生产者的附庸ꎬ从而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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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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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ｒｙ Ｊｅｎｋｉｎｓꎬ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Ｆ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２ꎬｐ.４６.
丁慧峰:«“脑残粉”的自我修养 顶级粉丝可炒明星经纪人»ꎬ«信息时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丁慧峰:«“脑残粉”的自我修养 顶级粉丝可炒明星经纪人»ꎬ«信息时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臧晓露:«嫁接的博弈———以职业粉丝组织为例»ꎬ«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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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投资者的雇工ꎬ 并与资本形成一种特殊的寄生关系ꎻ 还有的 “粉丝” 则抵制收编

(ｅｘ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ꎮ 职业“粉丝”实际上是经过策划和组织的专业团队ꎬ与普通“粉丝”的区别是ꎬ他
们可以从经纪公司获得劳务报酬ꎬ至于对明星偶像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ꎬ并非组织者考量的标

准ꎮ 职业“粉丝”经过组织化管理之后ꎬ形成了相应的组织构架、活动安排和内部结构ꎮ 他们经

过公司化的管理经营ꎬ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团结协作的科层关系ꎬ其内部成员有严格的等

级之分ꎬ例如分为“蓝领”“白领”“金领”等ꎮ 从“粉丝”的原初含义而言ꎬ职业“粉丝”因为有太强

的利益介入ꎬ实际上很难避免身份的异化ꎮ
利用“粉丝”的力量可以提升艺人的商业价值ꎬ节省投资公司的营销成本ꎮ 然而ꎬ就广大民

众而言ꎬ他们心目中对“粉丝”的信赖是源于“粉丝”对明星偶像真诚的喜爱与追求ꎬ而不是沦为

明星偶像和投资者牟利的工具ꎮ 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大旗下ꎬ有些投资者唯利是图ꎬ不惜血本

制造各种人气的神话ꎬ职业“粉丝”炮制畅销假象ꎬ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从“粉丝”的
年龄结构来看ꎬ３０ 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据人数的主体ꎬ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逐步定型过程

中ꎬ某些明星偶像的不良生活方式、趣味嗜好容易对缺乏是非辨别力的“粉丝”形成诱导ꎻ有些

“粉丝”将大量金钱、精力耗费在追星路上ꎬ也一定程度上耽误了自己正常的学业与事业ꎮ 某些

追星行为造成的负面问题甚至悲剧ꎬ与投资者制造的消费漩涡、娱乐神话不无关系ꎮ

二、“粉丝”与投资者之间的情感利益博弈

大众文化现象中的“粉丝”文化反映了民众的价值观念、阶层认同、文化消费、青年亚文化、
娱乐经济、趣味区隔与生活方式等ꎮ “粉丝”、明星偶像、投资者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ꎬ是笔者研

究“粉丝经济”的分析框架ꎮ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粉丝”与明星偶像的关系ꎮ 下面着重探讨的是

“粉丝”与投资者、明星偶像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ꎮ “粉丝”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情感

与利益之间的博弈ꎬ具有交换、合谋和对立三种情形ꎮ
(一)交换关系

“粉丝”与投资者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ꎬ因为利益冲突而具有一定的对立性ꎬ即各自作为消

费者与生产者ꎬ存在着商品和服务上的货币交换关系ꎮ 从明星偶像生产流程来说ꎬ它涉及目标人

群的划定、产品特性的设计ꎬ以及整个营销过程的媒介宣传等ꎮ 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制造偶像ꎬ引
领消费ꎬ形成市场体系ꎬ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ꎮ 投资者对明星偶像这一文化产品的价格定位、消
费方式等直接影响了“粉丝”的接受限度和情感取向ꎮ 明星偶像固然必须以“粉丝”的好恶为旨

归ꎬ但是ꎬ归根到底服从的是投资者以收益为中心的指挥棒ꎮ 毕竟ꎬ明星本身便是以利润为目的

的、流水线式的文化商品ꎮ
(二)合谋关系

“粉丝”文化体现了市场经济领域文化消费与资本的博弈关系ꎬ资本链条之所以能够形成闭

环式的流通体系ꎬ多种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形成某种协商、媾和的合谋关系ꎮ 投资者隐身于“粉
丝”媒介之中ꎬ形成与明星偶像利益的分享关系ꎮ “粉丝”是明星偶像忠诚的拥趸ꎬ是制造流行时

尚的核爆力ꎬ是偶像的接受者ꎬ也是偶像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终端消费者ꎮ “粉丝”媒介的出现

是名人由明星上升到偶像、普通商品由一般的使用价值的满足上升到符号消费(虚拟性满足)的
标志ꎮ “粉丝”媒介意味着“粉丝”由接受者转变为制造者ꎮ

“粉丝”对明星偶像的大力宣传、过度消费ꎬ既为投资者带来了免费的人力资本ꎬ也形成稳定

的市场收益ꎮ “粉丝”与投资者一方出于情感需求ꎬ另一方出于利润驱动ꎬ二者成为互动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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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ꎮ 那么ꎬ作为消费者的“粉丝”是不是完全沦为被欺骗、愚弄的盲从者? “粉丝”不仅仅是被

动的接受者ꎬ同时也是能动的生产者与策划者ꎮ 毫无疑问ꎬ投资者力图通过资本的分化与组合操

纵“粉丝”与普通大众的消费取向ꎬ“但完全也有可能让消费者反过来引导资本ꎮ 做媒体的ꎬ做教

育的ꎬ很可以做一点工作ꎬ使得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更有利个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ꎬ更有利于公

众和社会ꎻ对这样的需求ꎬ资本照样会来迎合ꎮ 这并非是乌托邦的想法ꎬ例如环保运动就在教育

和引导消费需求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越来越多ꎬ他们在没有任何政治压

力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拒绝购买不保护环境的商品ꎬ就使得厂商不得不更加注重环保产品的生

产”①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粉丝”正向引导投资者获得绿色消费的收益ꎬ那么ꎬ对个人、社会、国家都

是多方共赢的结果ꎮ 如果说资本是一头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怪兽的话ꎬ那么一定的伦理、法律、
制度规范可以对其形成某种良性的制约ꎮ

(三)对立关系

职业“粉丝”为偶像进行组织有序的服务ꎬ有时甚至超越经纪公司的水平ꎮ “粉丝头儿”对偶

像明星的演艺安排、形象塑造等工作具有一定的发言权ꎮ 极端的情况是ꎬ“粉丝”发难ꎬ可以逼经

纪人辞职ꎮ 据«重庆晚报»报道ꎬ“粉丝”对艺人团队施加影响ꎬ最著名的案例是李易峰前经纪人

及宣传团队的离职ꎮ 吴亦凡的宣传人员冯丽华被“粉丝”所厌弃ꎬ迫于压力不得不离开团队ꎮ 黄

蜂曾任周迅和许晴的经纪人ꎬ他继任冯丽华之后ꎬ对比了经纪人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周迅的粉

丝也不少ꎬ粉丝对她是一种欣赏的态度ꎻ哪怕跟她本人见面ꎬ也就是点个头ꎮ 亦凡的粉丝数量大ꎬ
有组织ꎬ有力量ꎬ还能监督我们的工作ꎮ 我们不能站在传统的角度来做经纪了ꎮ”②这些事例说

明ꎬ如果“粉丝”与投资者无法对话协商达成一致ꎬ那么二者关系有可能在对立中破裂ꎮ

三、明星偶像与投资者的利益纠葛

(一)明星偶像与投资者作为利益联合体

明星偶像与投资者之间主要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ꎬ或者说ꎬ是艺术商品与生产者之间

的交换关系ꎮ 成功走红的明星偶像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巨额利润ꎬ“粉丝”之间的竞争从舞台转变

为投资公司在股市上的对决ꎮ 据«朝鲜日报»报道ꎬ韩国三大人气女子组合“少女时代”、Ｗｏｎｄｅｒ
Ｇｉｒｌｓ、２ＮＥ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中旬展开对决ꎬ但不是在演出舞台和唱片市场上ꎬ而是在股市上展开

激烈的竞争ꎮ ＢｉｇＢａｎｇ 和 ２ＮＥ１ 所属经纪公司 ＹＧ 娱乐(简称 ＹＧ)将于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 ＫＯＳＤＡＱ
(韩国创业版)上市ꎬ这样ꎬ将与 ２０００ 年上市的 ＳＭ 娱乐(简称 ＳＭ)和 ２０１１ 年年初以入股其他上

市企业的方式进入股市的 ＪＹＰ 娱乐(简称 ＪＹＰ)形成“三足鼎立”格局ꎮ 当然ꎬ明星偶像作为投资

公司的明星产品ꎬ如果要保持长期投资的稳定回报ꎬ需要经纪人对明星偶像长期、精心的培育与

投入ꎮ
如日中天的偶像明星万众瞩目ꎬ而背后的推手则为明星经纪人ꎮ 明星偶像产业的发展壮大

也催生了明星经纪人职业群体ꎬ他们熟谙市场营销与大众催眠术ꎮ 可以说ꎬ艺人是经纪人梦工厂

创意的作品ꎮ 经纪人对艺人的选择、包装、推广过程是一个审美文化产品破茧成蝶的生命史ꎬ也
是经济、文化、审美多重诉求的结合与统一ꎮ 第一ꎬ作为经纪人ꎬ必须具有发现、培育、创造作品的

眼光与能力ꎮ 明星成名的背后不能缺少实力强大的经纪公司的鼎力支持ꎬ流行艺术的舞台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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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大众文化与当下社会»ꎬ«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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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争奇斗艳ꎬ实际上是投资者资本角逐的产物ꎮ 第二ꎬ经纪人要做好艺人的角色定位ꎬ把握观

众市场的需求心理ꎬ创造适销对路的偶像元素ꎮ 格林伯格(Ｃｌｅｍ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认为媚俗(ｋｉｔｓｃｈ)
是商业性艺术的鲜明特征ꎬ他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媚俗是机械的或通过配方制作的ꎮ 媚俗

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ꎮ 媚俗随时尚而变ꎬ但万变不离其宗ꎮ 媚俗是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中所有伪造物的缩影ꎮ 除了消费者的钱ꎬ媚俗假装对它的消费者一无所求———甚至不图求

他们的时间ꎮ”①而经纪人恰恰是媚俗艺术的职业设计师与幕后推手ꎮ 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体现

在ꎬ一方面ꎬ二者既有唇亡齿寒、利害相关的连体关系ꎻ另一方面ꎬ正因为利益上的不可分割ꎬ所以

形成了彼此无法脱离的依附关系ꎮ 第三ꎬ经纪人既是艺人利益上的合作伙伴ꎬ也是艺人才情、能
力的塑造者与评判者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明星偶像与经纪人的矛盾往往难以避免ꎬ所以ꎬ有许多明

星的经纪人往往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十分信任的亲戚ꎮ
(二)明星偶像的价值与资本榨取

巨大的“粉丝”消费市场孕育、催生了发达的明星工业ꎮ “在‘机构—明星—粉丝’这条生态

链中ꎬ机构确实赢得了经济实惠ꎬ但粉丝也从中获得了精神愉悦ꎬ明星则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追

捧ꎬ三方倒也乐得各获其利、各得其所ꎮ 或许也正是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促成了今天粉丝文化的

繁荣兴盛ꎮ”②在资本市场这双看不见的大手中ꎬ明星商品是被任意左右的木偶ꎬ往往难逃媚俗的

角色ꎮ 卡林内斯库( Ｍａｔｅｉ Ｃａｌｉｎｅｓｃｕ)将流行文化的媚俗(ｋｉｔｓｃｈ)如此理解:“定义为说谎的特定

美学形式ꎮ 它出现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ꎬ其时各种形式的美就像服从供应与需求这一基本

市场规律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ꎬ可以被社会性地传播ꎮ 一旦它不再能精英主义地宣称自己具有

独一无二性ꎬ一旦它的传播取决于金钱标准(或者在集权社会中是政治标准)ꎬ‘美’就显得相当

容易制造ꎮ”③美是人类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ꎬ如果文化产业的创作或者创意徒有美的外表或者

文化的躯壳ꎬ而缺乏对于人类文明价值的凝聚、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ꎬ对于人文价值的起码关怀ꎬ
那么ꎬ文化产业的持续将会因为文化的亏空与精神价值的缺血而逐渐衰亡ꎮ 从这个意义而言ꎬ明
星工业的可持续繁荣ꎬ价值理念的建构与明星伦理形象的维护ꎬ是文化产品长盛不衰的必然选

择ꎮ

四、“粉丝经济”的困境

“粉丝”与偶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供需关系ꎬ“粉丝”为偶像提供存在的价值和动力ꎬ偶像为

“粉丝”提供精神能量与人生导向ꎮ “粉丝”文化是一种活力迸发的群体文化ꎬ也是一个充满利

益、情感、权力、资本相互冲突的张力场ꎮ 依托“粉丝”文化而运行的“粉丝经济”ꎬ往往会因为明

星价值被过度攫取而出现畅销容易长销难的困境ꎮ
(一)明星偶像剩余价值的过度榨取

“粉丝”电影巨大的票房收入建立在庞大“粉丝”群体的基础上ꎮ 例如ꎬ偶像作家韩寒与郭敬

明的微博“粉丝”多达 ３０００ 多万ꎮ 然而给人们的困惑在于ꎬ“粉丝”电影的勃兴不是传统的电影

理论与行业规则可以揭示的ꎬ它似乎成为了特定受众表达自我消费欲望的产物ꎮ 必须正视的问

题是ꎬ“粉丝”营销不能最终蜕变为营销“粉丝”ꎬ也就是说ꎬ借助“粉丝”来推动市场热销ꎬ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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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ꎬ但不能过多依赖或者局限于“粉丝”群体ꎮ 强烈吸引广大受众的关键是文化产品的美学

品质ꎬ内容为王是业界良言ꎮ “粉丝”电影固然凭借聚集了人气占据短暂的销售优势ꎬ但很多“粉
丝”电影还停留在单纯靠偶像号召力来吸引票房的阶段ꎬ如果不在主题、题材、制作水平、偶像演

技等方面下功夫ꎬ就很难产生持久的票房推动力ꎮ “粉丝”的疯狂捧场ꎬ是对投资者赢利的极大

支持ꎮ 他们都一致希望明星偶像能够保持一呼百应的大腕地位ꎮ 但是ꎬ在诉求表面上一致的前

提下ꎬ二者又有差别ꎮ “粉丝”的追星带有很强的非理性因素ꎬ他们对明星偶像外在形象的欣赏

超过了对于演技的要求ꎮ 如果明星偶像要成为常青树ꎬ不得不面对如何从畅销走向长销的难题ꎮ
(二)明星偶像被过度消费

除了上述谈到的明星偶像被资本过度榨取ꎬ还有明星被“粉丝”“过度消费”的问题ꎮ 从明星

偶像价值的来源来看ꎬ来自多方面的价值总和ꎮ 演艺界明星不仅仅要有优异的表演技能ꎬ如果同

时也是歌手ꎬ慈善亲善大使ꎬ或者社会伦理价值的楷模ꎬ则可以借助多元融合的能力与魅力增进

自身的文化资本与附加价值ꎮ
明星被消费是偶像的生存之道ꎬ也是其自身价值的体现ꎬ那么何来“过度”? “过度”与适度

的边界在哪里? 笔者认为ꎬ明星偶像的“过度消费”是指ꎬ过于借重偶像短时间的市场效应与“粉
丝”推动ꎬ而忽视了对于偶像自身内涵、个性与风格的塑造与涵化ꎬ以至偶像成为流行文化中昙

花一现的明星ꎬ在口味翻新、竞争激烈的时尚领域成为了速朽的过客与即时消费的剩余物ꎮ “粉
丝电影营销也是同样的道理ꎬ只要影片的品质过硬ꎬ那么来影院观影的粉丝人数越多ꎬ就越是好

事ꎮ 当然反过来说ꎬ假如制片方只注重明星效应ꎬ而忽视影片美学品质的话ꎬ过度的粉丝营销无

疑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ꎮ”①如果“粉丝”电影本身的质量和观众口碑方面没有稳固的市场基

础ꎬ而单靠短时间内明星的个人魅力和“粉丝”人气ꎬ那么这种内容匮乏的过度消费ꎬ将会导致偶

像明星后劲乏力ꎬ加速人气的溃败和影响力的衰竭ꎮ 再当红的明星ꎬ再鼎沸的人气ꎬ如果偶像不

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刺激和炫酷卖点ꎬ“粉丝”的审美欲求难以长久持续ꎮ 偶像如果只是停留

在搔首弄姿ꎬ靠刷脸卖乖而贩卖人气的话ꎬ很难具有持久影响力ꎮ “粉丝”追星作为一种精神需

求ꎬ是对于偶像由内至外的人品与形象的完美状态的追求ꎬ既欣赏理想化的、梦境意义上的感性

形象ꎬ又希望在精神品质上获得心理满足与慰藉ꎮ 因此ꎬ偶像不但具有正确的三观ꎬ而且参与公

益活动、为社会作贡献ꎬ就会形成自身的人格魅力ꎮ “粉丝”经济如果没有“粉丝”的追逐ꎬ偶像也

就无所附丽ꎬ因此ꎬ必须尊重“粉丝”经济的实际主角ꎬ敏锐洞察并精准满足其需求ꎮ
(三)审美自律的放逐

“粉丝”的追捧对于影片的票房具有直接的贡献率ꎮ 电影«大武生»尚未正式上映ꎬ韩庚的

“粉丝”们就烧起了熊熊的人气大火ꎬ这种氛围直接影响了媒介的支持度ꎮ 与娱乐明星的吸金巫

术相比ꎬ诗人北岛直接批判道:“粉丝现象本来是娱乐圈的事情ꎬ这和文化低幼化有关ꎮ”②言外之

意ꎬ娱乐圈奉行的美学标准与文学应有的精英价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ꎬ各自借助的文化资本不

同ꎬ形成了不同的趣味区隔ꎮ 北岛甚至认为:“粉丝现象就像小邪教ꎬ教主具有煽动性ꎬ骗财骗

色ꎬ教徒则不同程度得到自我心理安慰ꎮ”③这种评价不免偏执而激愤ꎬ未必能得到明星和“粉丝”
的认可ꎮ 北岛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粉丝”ꎬ他相信作品自然有他的生命ꎮ 他说:“我是烦粉丝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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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防:«粉丝营销不等于简单走捷径»ꎬ«中国艺术报»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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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品有读者是很自然的事情ꎮ”①北岛并不回避自己的精英立场ꎬ并且对文学的地位和尊严

保持超强的信心ꎮ 同样ꎬ作为诗人的欧阳江河揭示了“粉丝”化读者市场的营销逻辑:“粉丝们哪

管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们写得好或不好ꎬ粉丝们只认署名权ꎮ”②今天的文学读者也秉持“看
脸”的规则ꎬ外在的颜值直接决定作品的销路ꎮ 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是ꎬ文学不仅仅失去了轰动

效应ꎬ作为个人体验的文学阅读活动还遭到娱乐化、低俗化、“轻浅浮”的冲击ꎮ “现在的文学已

经演变成了‘粉丝阅读’ꎬ写作与阅读本身的性质变成了一种与娱乐同构的东西ꎮ”③文学明星的

拥趸内部甚至形成了固化的圈层和阻拒的规训ꎬ他们排斥对于偶像的任何批评、不敬与非议ꎮ
文学偶像的孵化、定型经过了出版部门市场化的包装、造势、炒作等一系列营销手段ꎮ 有熟

悉内情的人透露“造星工场”的不二法门:一个网络作家签约之后ꎬ“比如说ꎬ网络上读者对这个

作家最多的印象是校园风的ꎬ公司便会让作家尽量往这个风格上靠拢”④ꎮ 各种论坛、贴吧、博
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读者的反馈ꎬ是制定作家热销路数的媒介依据ꎮ 这种做法遵循商品营销

的风格化、特色化、个性化思路ꎬ看似与众不同ꎬ实际上逃不脱千篇一律的伪个性化ꎬ因为任何标

新立异归根到底遵循的是大众市场的口味ꎬ说到底所谓的风格也是一种从众趋同的伪风格ꎮ
“对于一些被定义为走偶像路线的作家ꎬ甚至连在签售会上的着装也会有严格的要求ꎮ”⑤当一种

营销手段走向模式化ꎬ实际也坠入了无个性、无自我、无寄托的陷阱ꎮ 文学评论家张柠则从人文

关怀的角度ꎬ表达了自己的忧思:“粉丝阅读既不能改变ꎬ也不能禁止ꎬ它是当下时尚文化的一部

分ꎮ 人参虽然补身体ꎬ也不能天天都吃啊ꎬ更何况在中国ꎬ没有接受过高等人文教育的读者数量

还是比较大的ꎮ”⑥当审美文化产品为公司化营运法则的商业模式、产品策略、营销方法所制约ꎬ
本应该以内容为王、以产品至上的内在价值难免被忽略ꎮ

五、“粉丝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了实现“粉丝经济”的良性循环ꎬ从方法论而言ꎬ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出发ꎬ深入

认识当前中国文化生产问题的社会历史语境ꎬ从而将大众文化产品的意义与价值的创造同经

济—社会、文化—历史相联系ꎬ认识一种作为总体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的文化现象与文化

观念ꎮ
(一)“粉丝经济”与人文关怀

资本由于其追逐利润的天然本性ꎬ往往未必与文化的价值追求能够十分合拍ꎬ以至利益导向

将威胁文化的人本性追求ꎮ 然而ꎬ如果换一种协调论而非冲突论的观点来看的话ꎬ资本与文化二

者实际上是互为资源与依托ꎬ彼此无法分离ꎮ 资本并非天生就是唯利是图ꎬ文化也未必天然拒绝

商业考量ꎮ 良性的文化市场的发展ꎬ客观上需要二者之间寻找到各自利益与效益的交集与机会ꎬ
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资本与文化的和谐ꎮ “大众文化产品有两重性ꎮ 对于民

众的需求ꎬ大众文化一方面在迎合ꎬ另一方面则在操纵ꎮ 当然ꎬ所谓‘操纵’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正

面的引导与提高ꎮ 但如果整个文化产业的终极目标仅仅是利润的话ꎬ那么这种引导就会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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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粉丝现象就像小邪教»ꎬ«新京报»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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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状况起负面的作用ꎮ 至少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观点ꎬ就是资本和文化的结合存在着多

重的可能性ꎬ资本对文化是一个威胁ꎬ而文化也有机会将资本转变为资源ꎬ为己所用ꎮ”①对于“消
费”这一现象ꎬ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ꎮ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操纵和社会区隔

的手段ꎮ 而伯明翰学派提出了一套积极受众(消费者)理论ꎮ 他们指出:“消费者并不完全受文

化工业(生产者、广告商)的任意摆布和支配年轻消费者在挪用和转变文化制成品方面表现

得异常积极和富有创造性ꎮ”②于是ꎬ消费者除了以传统的购买等消费方式来推动“粉丝经济”ꎬ也
可以以积极的姿态来改写文本ꎬ创造经济效益ꎮ

“粉丝”不但能为自己生产意义和快感ꎬ还能为明星偶像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销售带来风靡

一时的“迷文化”ꎮ 资本的运作需要借助大众对精神价值的需求ꎬ通过满足某一类消费需求ꎬ从
而提供审美文化产品ꎮ 童世骏认为:“一个理想的状态是ꎬ文化产业迎合民众这样一种向上的、
进步的超越他们日常生活的比较低端的消费需求ꎮ 在迎合过程中又对民众当下一些需求进一步

提升ꎬ进入良性循环ꎮ”③这样一种循环能不能建立起来ꎬ怎样建立起来? 小米手机的畅销提供了

一个“粉丝”与产品之间良性循环的范例ꎬ其创造 ３ 年 ３００ 亿的奇迹ꎬ小米的“粉丝”助力功不可

没ꎮ “粉丝”文化之于“粉丝经济”ꎬ是灵魂和身体的关系ꎬ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ꎮ 两者的完美

结合ꎬ对外可以展示民众时尚、民族气质与国家形象ꎬ对内可以推动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ꎮ
然而ꎬ发展“粉丝经济”ꎬ不能只注重市场效益而不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ꎬ不能简单地理解发展

“粉丝经济”就是产业化或市场化ꎬ还要同时考量“粉丝经济”的人文关怀ꎮ
(二)“粉丝经济”与价值认同

偶像对“粉丝”的强烈吸引主要来自情感的共鸣以及自身魅力所形成的光晕效应ꎬ感性化、
欲望化、时尚化、当下性是其显著特征ꎮ 如果“粉丝经济”试图保持可持续的长远发展ꎬ营建良性

互动的绿色效益ꎬ摆脱“流量明星＋大 ＩＰ”模式昙花一现的速朽命运ꎬ那么ꎬ“粉丝经济”有必要通

过强化内容创意ꎬ增强品牌的黏附性ꎬ培育有归属感、认同感的社群经济ꎮ 在社群经济形态中ꎬ
“粉丝”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横向交流比“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沟通还要密切ꎮ 他们在社交媒体

中分享各自的情感体验、美学趣味与价值认同ꎬ从而传递“粉丝”口碑、凝聚“粉丝”人气、增强偶

像向心力ꎬ制造社群交际的边际效应ꎮ 因此ꎬ要保持“粉丝”对偶像的持久信任与认同ꎬ除了表层

的注意力吸引、满足情感需求以外ꎬ偶像及其周边产品本身需要立足长远发展ꎬ在思想与艺术上

宁缺毋滥、精益求精ꎬ提供积极健康的正能量、深刻持久的感染力ꎬ起到温润心灵、提升境界、启迪

心智的作用ꎮ 总之ꎬ培养情感上亲近、思想上信任、价值上重构的社群经营模式ꎮ

结语

“粉丝经济”兼具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特点ꎬ相应地ꎬ就会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从

理想状态而言ꎬ二者应该互为前提、互相促进ꎮ “粉丝经济”的价值批判可以从理性的层面上给

人们提醒ꎬ避免泛娱乐化、过度消费主义的误区ꎮ 本文在寻找市场主体生产与消费机制的良性发

展的过程中ꎬ对于大众文化消费的运作规律提出如下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粉丝经济”运行

的背后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操控市场、明星偶像和“粉丝”? “这双手”是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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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阅读大众文化的一个参照ꎬ兼谈电视剧»ꎬ王晓明主编:«电视剧与当代文化»ꎬ北京:生活读书新华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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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清晰测度、显现ꎬ还是因为分析工具的缺乏或者认识能力不足所致? 在舞台上明星偶像似乎

是孤独的君王ꎬ而每一个明星的背后都有雄厚的资本在运作、支撑ꎬ但是ꎬ通常明星偶像都会称观

众是衣食父母ꎬ那么ꎬ到底谁是明星偶像王国的“上帝”? 或者进一步反问ꎬ这“上帝”是否存在?
谁制造了“粉丝”? 是否存在“粉丝”自我生产、增殖的现象? “粉丝”消费与生产能否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自主? 也许ꎬ“粉丝”的消费与生产的生命力并不必然由自主性所决定ꎮ “粉丝”一旦完

全与明星偶像制造者同质化ꎬ“粉丝”消费一旦完全失去正常承受能力的理性ꎬ有可能沦为投资

者追逐利润的工具ꎮ 总之ꎬ本文的研究试图合理调适“粉丝”、明星偶像与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ꎬ提升大众文化产品的质量与内涵ꎬ激发生产主体树立产销两旺、互利互赢的理念ꎬ促进“粉丝

经济”可持续的良性循环ꎮ 毕竟ꎬ“粉丝经济”的健康发展ꎬ可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ꎬ从而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ꎬ提升中国文化消费产品的世界影响力与美誉度ꎮ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Ｌｉ Ｓｏｎｇ
(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ꎬ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ｄｉａ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ꎬ “ｆａ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ｈ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 ｆａｎｓ”ꎬ ｉｄｏ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ꎬ “ ｆ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ｄｏｌｓ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ꎻ “ｆ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ꎻ ｉｄｏ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ａ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ｏｌｓ ａｒｅ ｏｖ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ꎬ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ｄｙ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ｎｌｙꎬ 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ａｎｓ”ꎻ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ꎻ ｃａｐｉｔａｌꎻ ｉｄｏｌｓꎻ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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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
适用性研究

∗①

钱小龙
( 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ꎬ江苏 南通ꎬ２２６０１９ )

　 　 摘要:　 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的关键ꎬ而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运用可以视为教师教育在路径和策略上的突破ꎮ 近年来ꎬ以 ＭＯＯＣ 为代

表的新一代远程教育模型脱颖而出ꎬ为教育均衡发展的实现带来希望ꎮ 为了真正发挥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对教育均

衡发展的促进作用ꎬ需要从 ＭＯＯＣ 种类、培训项目和项目实施等方面明确理论层面的适用性ꎮ 为了检验教师教

育 ＭＯＯＣ 在实践领域的适用性ꎬ有必要厘清具体的教师教育类型和层级ꎬ并对在不同种类和层级教师教育中

ＭＯＯＣ 的应用情况进行介绍和评估ꎮ 在我国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特殊环境中ꎬ需要从技术支持层面检验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适用性ꎮ 来自美国的幼儿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可以提供诸多的启示和借鉴ꎮ
关键词:　 ＭＯＯＣꎻ教师教育ꎻ教育均衡发展ꎻ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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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战略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慕课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借鉴研

究”(１７ＡＧＬ０２５)、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双一流’战略下江苏高水平大学开放教育资源建设的比较研究”
(２０１７ＺＤＩＸＭ１３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ＵＮＥＳＣＯꎬ “ＵＮＥＳＣＯ－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ｓ－ｉｎ－Ｔｒｕｓｔ (ＣＦＩ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ｔｏｕｒ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ｕｎｅｓｃｏ－

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ｓ－ｔｒｕｓｔ－ｃｆｉ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ｙ－ｔｏｕｒ－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引言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差距ꎬ教育发展水平的落后固然与经济发

展状况有着紧密关系ꎬ但与教师职业素养则有着直接关系ꎬ因此ꎬ大力提高边远落后地区的教师

职业素养ꎬ促进教育均衡发展ꎬ成为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

务ꎮ ２０１１ 年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洲纳米比亚、卢旺达、乌拉圭等国启动基础教育改革项目ꎬ
发表了«改革教育:信息与通讯技术政策的力量»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Ｃ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的研究报告ꎬ着重强调了信息与通讯技术在促进教师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办“首届全球全民教育会议”ꎬ宣布启动为期 ４ 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托基金” (ＵＮＥＳＣＯ－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ｓ－ｉｎ－Ｔｒｕｓｔꎬ ＣＦＩＴ)项
目ꎬ致力于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推动非洲 ８ 个国家优质教师的培训ꎮ②一直以来ꎬ以信息与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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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支撑的远程教育被视为解决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之一ꎬ而随着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ꎬ基于远程教育的边远落后地区教师培训在教育理念、目标定位、技术手段和实施途径等

方面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ꎮ 当前ꎬ为了满足边远落后地区教师培训的巨大需求和紧迫需要ꎬ远
程教育中各种技术强化的模型、方法、模式被推到了最前台ꎬ尤其是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社交平台、
网络广播、在线研讨会、开放教育资源和在线课程ꎬ这些都是最新一代的远程教育形态ꎮ 在过去

的 ５ 年内ꎬ作为一种可能改变全世界教育面孔的破坏性力量ꎬ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ＭＯＯＣ)已经

获得公众的极大关注ꎮ① 与此同时ꎬＭＯＯＣ 在发展中国家教师教育领域应用的远景、潜能和可能

的有效性也已经引起重视ꎮ 然而ꎬＭＯＯＣ 的设计、开发和有效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ꎬ一个合理而

有效的 ＭＯＯＣ 所具备的基本元素和构成也没有最终确定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设计

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因素进行探讨ꎬ并通过积极地学习和借鉴国外著名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建设经验ꎬ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ꎮ

一、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在理论层面的适用性

要论证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对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能性ꎬ首先要明确是否具备必要的物质

资源和人力资源ꎬ这是有效开展基于 ＭＯＯＣ 平台教师教育的前提和基础ꎮ ＭＯＯＣ 的教学法特性

被描述为“为学习经验增加价值的ꎬ由始至终缺乏技术就无法实现的教学形态”ꎬ通常被概述为

“具有一系列独特性的教学集合”②ꎮ 为了理解这些特性ꎬ人们更倾向于基于一个主流的教师教

育 ＭＯＯＣ 平台ꎬ面向一个运行良好的教师教育培训项目和根据一个优秀教师所必须具备的属性

来检验和评价ꎮ
(一)主流的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平台

纵观国内外主流的 ＭＯＯＣ 平台ꎬ国内是以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和学堂在线为首ꎬ而国外主要有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 和 Ｕｄａｃｉｔｙ 三大 ＭＯＯＣ 平台ꎮ 通过对国内外主流 ＭＯＯＣ 平台的检索操作ꎬ相关的教

师教育 ＭＯＯＣ 开设情况如下: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在“教育教学”子目录下设置了 １５６ 门课程ꎬ其中

与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相关的超过 ６０％③ꎻ学堂在线在“教育”分类一项开设了 ８４ 门课程ꎬ其
中超过 ５０％的课程主要面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④ꎻＭＯＯＣ 学院作为著名的 ＭＯＯＣ 集合器ꎬ遴选和

整理了大量国外主流 ＭＯＯＣ 平台的优质资源ꎬ所收集的部分教育类 ＭＯＯＣ 数量分别为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１６８ 门、Ｅｄｘ ６３ 门、Ｏｐ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１ 门、ＦｕｔｕｒｅＬｅａｒｎ ３３ 门ꎬ而实际课程数量要远远高于统计数字ꎬ
其中具备大量适合开展教师教育的课程ꎮ⑤ 由此ꎬ从 ＭＯＯＣ 平台的规模和资源的丰富程度来看ꎬ
开展基于 ＭＯＯＣ 的教师教育是完全可行的ꎮ 正如拥有一系列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教师教育在线

课程、世界最大 ＭＯＯＣ 平台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所宣称的那样ꎬＭＯＯＣ 可以通过 ４ 个路径来实现自己的愿

景:第一ꎬ终身教育ꎮ ＭＯＯＣ 学习在终身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使泛在学习成为可能ꎮ 第

二ꎬ掌握学习ꎮ 帮助用户自定步调ꎬ在充分理解当前知识点之后再进行后续相关知识点的学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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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教育教学»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ｏｕｒｓｅ１６３.ｏｒｇ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ꎬ ２０１７－１２－３０.
学堂在线«课程分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ｕｅｔａｎｇｘ.ｃｏｍ / ｃｏｕｒｓｅｓꎬ 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ＭＯＯＣ 学院«课程分类»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ｏｃ.ｇｕｏｋｒ.ｃｏｍ / ｃｏｕｒｓｅ / ꎬ 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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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作业互评ꎮ 采用同伴互评作业的方法ꎬ不仅能够提供准确的评分ꎬ而且能够通过评阅他人

作业来从中获益ꎮ 第四ꎬ混合教学ꎮ 混合教学能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ꎬ有利于提升参与度、出
勤率和学习成绩ꎮ

(二)成熟的教师教育培训项目

早在 １９６６ 年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和世界劳工组织( ＩＯＬ)联合颁布了«关于教师

地位的建议案»ꎬ明确指出教育工作是一项专门的职业ꎬ教师必须具备专门的知识、技能、高度的

责任感ꎬ并勾勒出一个教师教育培训项目所包含的各种元素组成ꎮ① 由此ꎬ可以确定教师教育培

训项目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ꎮ 为了凸显数字时代教师教育培训项目的改革与创新ꎬ在我国持

续多年广泛开展的“国培计划”中ꎬ无论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ꎬ还是“中西部农

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ꎬ都要求加强教师培训课程资源的开发整合和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ꎬ并
依托高校和各级教育部门构建了“中国教师研修网”“全国中小学教师网络研修平台”ꎬ以及众多

区域性教师研修社区等在线培训平台ꎮ 此外ꎬ教育部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专门启动了教师教育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共立项建设两批 ４００ 门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和中等职业

学校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ꎬ而 ＭＯＯＣ 是其中最主要的课程类型ꎮ② 同时ꎬ为了加强对教师教育在

线资源的管理工作ꎬ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了“教师教育在线

课程建设与应用中心”ꎮ 该中心是以 ＭＯＯＣ 为主线的、众多高校志愿参与的高等教育公共平台ꎬ
致力于积极倡导、引领和推进 ＭＯＯＣ、ＳＰＯＣ 课程建设ꎬ推动教育公平的实践ꎮ③ 综上所述ꎬ由于

教育部门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培训项目的开展ꎬ推动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建设与应用具备了重要的

动力来源ꎮ
(三)良好的教师教育培训效果

至于一个优秀教师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构成ꎬ在回顾一些文献后ꎬ伯恩斯(Ｂｕｒｎｓꎬ ２０１１)
概述了作为优秀老师应有的 ５ 个特性ꎬ这些特性都和 ＵＮＥＳＣＯ / ＩＬＯ 所推荐的教师身份高度吻

合ꎬ包括高水平的学科知识、应用于教学活动的结构化策略、丰富扎实的教学法知识、有关职前教

师的学习科学知识ꎬ以及强大的自我效能感ꎮ④ 因此ꎬ在教师教育培训项目中ꎬＭＯＯＣ 只有为培

训教师提供相关的主题内容、工具、资源和互动ꎬ才能掌握实现良好的教学所具备的各种元素ꎮ
大体可以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ꎬＭＯＯＣ 必须能够促进学科知识的获取与掌握ꎬ其中包括教育基

本原理和有关学习者主修课目的知识ꎮ 第二ꎬＭＯＯＣ 必须促进知识技能的获取ꎬ这些知识技能涉

及结构性教学活动的设计与传播ꎮ 第三ꎬＭＯＯＣ 必须为培训教师提供反思所掌握知识、技能和现

场教学经历的机会ꎮ 第四ꎬＭＯＯＣ 必须为培训教师、教师教育者、实习教师、其他有经验的教师ꎬ
以及他们的同行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ꎮ

二、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在实践领域的适用性

要论证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对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能性ꎬ还需要谨慎考虑在不同环境下、

９９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ＥＳＣＯ / ＩＬＯꎬ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１９６６ꎬｐｐ.３１－３２.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的通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 ｅｄｕ.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１０ / ｓ７０１１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１６＿２９６４４８.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教师教育课程中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ｏｕｒｓｅ１６３.ｏｒｇ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ｈｅｐｔｅ＃ / ｃꎬ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Ｍａｒｙ Ｂｕｒｎｓꎬ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ꎬ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１３０－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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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人群ꎬ以及实现差异化目标时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生存能力ꎮ 由于全世界儿童的学习需

要不尽相同ꎬ教师需要具备的能力系列也有所差异ꎬ因此作为一种复杂系统的教师教育必须采用

多方面多层次方法的策略ꎮ 为了检验 ＭＯＯＣ 在教师教育实践应用领域的适用性ꎬ有必要厘清具

体的教师教育类型和层级ꎮ
(一)两种类型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适用性

在一份有关“远程与开放学习在教师教育中的角色”的报告中ꎬ佩拉顿(Ｈｉｌａｒｙ Ｐｅｒｒａｔｏｎꎬ
２０１０)将教师教育分为初始培训和持续专业发展ꎮ① 教师的初始培训要么是以职前教师的身份

开展ꎬ要么是以在职教师的身份进行ꎮ 职前教师所开展的初始培训主要针对那些在获得一个教

师职位之前没有经历任何培训的个体ꎬ而在职教师所开展的初始培训则主要针对那些已经拥有

教师职务ꎬ但没有经历任何有关教师的正式培训的个体ꎮ 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ꎬ或者说是教师的

继续教育ꎬ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已经拥有教师资格证书但是需要升级的教师ꎻ二是那些因课程

改革和教师的职业发展需要重新定位的教师ꎮ
作为教师教育的教学与学习平台ꎬＭＯＯＣ 的适用性取决于它是如何被用来支持不同种类与

级别的教师教育的ꎮ 例如ꎬＭＯＯＣ 当下的设计使用了不同的内容介绍和自动评估方法ꎬ这一设计

适合于初始培训和持续专业发展两种类型教师的内容知识获得ꎮ 目前ꎬ同行评价方法在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之类的 ＭＯＯＣ 中使用广泛ꎬ它在有关教学活动设计与开发技能的掌握方面表现显著ꎬ这
些技能是参与初始培训的教师所需要的ꎮ 不过ꎬ评估标准和同行配对还需要费心思量ꎬ而附加的

教师教育导师模块可以全面监控设计与开发的产品质量ꎮ 挑战出现在寻找一些高效的方式来加

强教师各种领域的教学经验ꎬ这些经验是基于 ＭＯＯＣ 的初始教师培训项目所需要ꎮ 反思模块和

现场报告可以采用同行评价的方式ꎬ最有效的反馈将来自经验丰富的教师教育工作者ꎬ但这样的

评价和反馈并不适合采用自动化的方法ꎮ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支持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多个方面ꎮ 成功的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一种社会

性的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ꎮ 据巴拉布等人(Ｓａｓｈａ Ａ. Ｂａｒａ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的观点ꎬ这种方法应该培

养一种共享的文化ꎬ并在教师总结和反思他们的信仰和实践时提供持续的支持ꎮ② 例如ꎬ有一些

因课程改革而需要重新定位教育的教师ꎬ他们在信仰和概念重构方面都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ꎮ
这需要持续的干预ꎬ也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ꎬ有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得到一个结果ꎮ 在当

前的信仰与新消息可能脱节之前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为目标教师持续地以各种方式呈现新的概

念和内容ꎮ
(二)三种类型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适用性

从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师培训角度来看ꎬ教师专业或职业发展(ＴＰＤ)可以被分为标准化的教师

专业发展、基于实地的教师专业发展ꎬ以及自主导向的教师专业发展三种类型ꎮ③ 标准化的教师专

业发展总是涉及一些基于培训策略的运用ꎬ通过面对面、广播节目或在线媒体来传播相关的知识与

技能ꎮ 这个模式对于培训教师接触新奇的想法、概念和学习方式十分有益ꎮ 基于实地的教师专业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ｅｒｒａｔｏｎ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８０－８２.

Ｓ.Ａ. Ｂａｒａｂꎬ Ｊ.Ｇ. Ｍａｋｉｎｓｔｅｒꎬ Ｊ. Ａ. Ｍｏｏｒｅꎬ ａｎｄ Ｄ. Ｊ.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ꎬ“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ｏ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７１－９６.

Ｅｄｍｏｎｄ Ｇａ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Ｂｕｒｎｓꎬ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ＣＴ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ｉｎｆｏＤｅｖ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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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通常出现在学校、资源中心或师范院校ꎮ 这种模式一般会使用促进者或培训导师ꎬ他们能够帮

助教师有效掌握教学法内容和技术技能ꎬ对于教师在特定学校和教育环境中可能碰到的具体事件

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ꎮ 自主导向的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详细说明个体的专业发展目标ꎬ并选择

那些能够使他们完成目标的计划和活动ꎮ 基于教师个体需要的差异ꎬ自主导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的

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ꎮ① 不过ꎬ比起那些需要初级或中级知识和技能ꎬ缺乏足够教学经验的教师ꎬ这
种模式更加适用于那些需要进一步增加知识和技能、具备丰富经验的教师ꎮ

由于不同类型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关注点不尽相同ꎬＭＯＯＣ 应用于教师教育的适用性也有

所差异ꎮ 综合比较三种模式ꎬＭＯＯＣ 对标准化的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得最为显著ꎬ对自

主导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较为显著ꎬ而对基于实地的教师专业

发展的促进作用则相对比较有限ꎮ 为了使 ＭＯＯＣ 更好地满足学习社区中教师、同伴、教师教育

者和导师开展社会互动的需要ꎬＭＯＯＣ 当前的设计参数需要进一步扩充ꎮ 换句话说ꎬ为教师专业

发展设计的 ＭＯＯＣ 将不得不融入更复杂的在线论坛和其他技术导向的社会结构和特征ꎬ以支持

有效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形式ꎮ 另外ꎬ标准的课程设计结构和嵌入的教学策略需要进行调整来

支持长时间的基于持续干预的学习ꎮ

三、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适用性

要论证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对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能性ꎬ还需要充分考虑农村和边远地区

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需求ꎮ 在农村和边远地区ꎬＭＯＯＣ 在技术支持层面上的适用性取决于学习者

的需要、学习者所处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学习者在必要的数字化学习技能上的准备情况ꎮ 换

句话说ꎬＭＯＯＣ 要能在教师教育中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ꎬ即满足农村教师的学习需

要、适应农村地区的技术条件和农村教师具备一定的数字化学习技能ꎮ
(一)农村和边远教师的学习需要

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的学习需要取决于知识的类型与属性和对特定技能的需求情况ꎬ对于

某些类型知识技能的需求可以使他们比其他人在效率和有效性方面更适宜于 ＭＯＯＣꎮ 因此ꎬ需
要建立明确有效的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培训目标体系ꎬ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阶段教师的不同需

求ꎮ 对于 ＭＯＯＣ 而言ꎬ有必要将课程学习的目标和内容以形象易懂的方式展示给学习者ꎬ以便

于学习者选择、理解和接受ꎬ从而使教师培训的实效性得到彰显ꎮ 鉴于 ＭＯＯＣ 自身技术属性的

限制和课程学习内容类型的差异ꎬ只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满足农村教师的学习需要ꎬ错误

的选择会导致 ＭＯＯＣ 的使用效果大受影响ꎬ因此农村教师在使用 ＭＯＯＣ 开展课程学习之前应该

有所知晓和权衡ꎮ 一般而言ꎬ基础性概念知识与技能的获取完全可以通过 ＭＯＯＣ 来实现ꎬ它们

可以通过网络以视频、文本、音频的格式来传播ꎮ 概念知识与技能可以灵活使用自动形成性与总

结性评价工具、同伴评价工具、论坛和聊天室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强化和评估ꎮ 不过ꎬ要掌握课

堂实践技能则需要教师们实实在在地在学校里花费大量的时间ꎮ 这些实践技能需要培训教师、
学生和培训指导教师在真实的课堂环境中ꎬ通过大量的互动来和持续努力来培养ꎮ 尽管某些技

能的培训可以通过 ＭＯＯＣ 所开展的活动来加强ꎬ但需要确保培训教师可以与有更多经验的教

师、指导老师和教师教育者开展更加深入的互动ꎬ能够对培训教师的反思进行及时的评价ꎬ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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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丰富课堂教学经验与培训教师展开引人入胜、富有成效的对话ꎮ 当然ꎬ就目前而言ꎬ
ＭＯＯＣ 中能够强化教师课堂实践技能获取的功能模块显然是不够的ꎬ无法真正形成规模和发挥

实效ꎮ
(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技术条件

学习者对 ＭＯＯＣ 的申请和使用取决于他所处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的特性和复杂程度ꎮ
ＭＯＯＣ 的提供者 Ｅｄｘ 和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只是在主页上简单陈述参与 ＭＯＯＣ 的技术要求ꎬ即只要具备网

络连接就可以满足人们加入 ＭＯＯＣ 的需要ꎮ 另一个 ＭＯＯＣ 提供者 Ｕｄａｃｉｔｙ 公司则提供了更多详

细的通用技术要求ꎬ这些技术要求规定了所需浏览器的版本、网络连接速度、电脑操作系统的最

低配置ꎬ以及播放视频和在线监控之类特定活动的操作流程ꎮ 因此ꎬ可以肯定地说ꎬ无论提供者

是谁ꎬ为了完全参与 ＭＯＯＣꎬ学习者们必须使用满足特定基础规范的技术ꎮ 这些包括可以接入的

计算机设备(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安装了课程所需要的浏览器软件和文字处

理软件、使用具备合理下载和上传速度的网络连接ꎮ 换句话说ꎬ为了积极参与 ＭＯＯＣꎬ世界上任

何一个学习者都必须拥有一个相当新的计算机设备ꎬ并且能够使用某种形式的宽带互联网ꎮ 然

而ꎬ对于农村地区的学习者而言ꎬ可使用的技术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复杂程度仍非常有限ꎬ这是需

要重点关注的ꎮ 此外ꎬ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融入级别仍然很低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在发展中国家ꎬ固定

有线宽带的普及率只有 ４.９％ꎬ移动无线宽带的普及率也只有 ８.５％ꎬ而安装了网络接入端口的家

庭用户只有 ２０.５％ꎮ① 这就意味着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仍然远离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教师ꎬ特别是那

些处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的教师ꎬ他们甚至无法购买或使用计算机设备ꎬ宽带基础设施可能也

不存在ꎬ或者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不完善ꎮ
(三)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的数字化学习技能

对于学习者而言ꎬ必要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准备也是成功参与 ＭＯＯＣ 学习的重要因素ꎮ 作为

信息时代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ꎬ数字化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网络的标识性的文化传播路径ꎬ学习者

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字化学习能力才能确保数字化学习的效果ꎮ 通过整理和回顾相关的文献ꎬ达
巴格(Ｎａｄａ Ｄａｂｂａｇｈꎬ ２００７)总结了成功参与数字化学习的学习者应有的特质:他或她应该善于

使用在线学习技术ꎬ特别是通信和协作技术ꎻ在学术方面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

沟通技巧ꎻ对于协作学习有基本的了解和体会ꎬ拥有相关协作学习技能ꎻ掌握自主学习技能ꎬ能够

合理安排时间和运用认知策略ꎮ② 对于农村和边远教师而言ꎬ数字化学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ꎬ
甚至比技术设备的购置和建设更加紧迫ꎮ 即使农村地区的学校拥有开展数字化学习所需要的技

术基础设施ꎬ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农村教师不具备相关的数字化学习技能而无法完全地参与到

ＭＯＯＣ 中来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是由于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ꎬ信息闭塞ꎬ农村教师难以获

得各种必要的资源、见到更大的世面、享受公平的服务ꎬ思想观念处于高度封闭的状态ꎮ 因此ꎬ农
村和边远教师对于因特网和数字化学习只有非常有限的接触ꎬ缺乏相关的使用经验ꎬ这与发达国

家和城市地区的教师是无法相比的ꎮ
综上所述ꎬ对于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而言ꎬ要满足 ＭＯＯＣ 在教师教育领域有效应用的三个

条件并非易事ꎬ无论是硬件方面的技术设备建设ꎬ还是软件方面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培养ꎬ都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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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一段路要走ꎮ 与此同时ꎬ为了弥补农村地区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不足ꎬＭＯＯＣ 可以在目标

定位、内容形式和服务多样化上寻求更大的发展ꎬ从而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农村教师专业发展ꎮ

四、美国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案例分析

随着 ＭＯＯＣ 在全世界的流行ꎬ教师教育迅即进入 ＭＯＯＣ 时代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培训项目ꎬ宣布向全美 ３００ 万教师发放基于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平台的职业培训课程认证证书免费券ꎮ 教师们可以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开始生效的两年内

参与 ５０ 门高质量的教师职业发展培训课程ꎬ一旦顺利完成学习和获得认证证书ꎬ将得到各地教

育部门和职业培训系统的认可ꎮ① 弗吉尼亚大学科里教育学院率先与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开展合作ꎬ发布

了幼儿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有效的课堂互动:支持幼儿的发展»ꎮ 课程主要面向广大幼儿教育工作

者ꎬ持续时间为 ４ 周ꎬ每周 ２－３ 个课时ꎬ内容形态为系列教学视频ꎬ每一个视频长约 ６－１５ 分钟ꎮ②

第一周内容是创建情感支持课堂:从情感支持领域关注师幼互动ꎬ探讨教师在幼儿发展过程中的

角色和重要作用ꎬ基于交互框架从多个层面开展教学研究ꎮ 第二周内容是构建积极的师幼关系:
从积极氛围的维度开展情感支持研究ꎬ了解积极氛围的重要性ꎬ观察与分析有关积极氛围影响师

幼互动的典型案例ꎮ 第三周内容是为幼儿提供个别化的支持:从教师敏感性的维度开展情感支

持研究ꎬ观察课堂环境中敏感性师幼互动的真实表现ꎬ记录与分析基于敏感性师幼互动的自我教

学实践ꎮ 第四周内容是培养幼儿的独立与自主意识:从幼儿自身的维度展开情感支持研究ꎬ掌握

如何通过日常的互动来培养幼儿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的自我认知ꎬ观察与分析基于幼儿性格培

养的课堂交互活动ꎮ 此外ꎬ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会适时地设置嵌入式的小测验和总结性的考试以

检查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ꎬ在完成每周学习任务之后也会安排一些可供选择的家庭作业以强化

学习效果ꎮ 为了有效地参与课程学习ꎬ参与者必须具备上网条件和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反思和参

与同伴的讨论ꎮ 在完成课后作业的时候ꎬ还需要运用摄像机来记录学习者与儿童的交互过程以

便于后期的反思和分析ꎮ 如果学习者能够顺利完成课程学习和通过课程考试ꎬ则将获得由任课

教师签名的一份成绩声明ꎮ
近几年来ꎬ发展幼儿教育已经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ꎬ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多

次在国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发展无障碍和高效率幼儿教育的要求ꎬ“我将与各州紧密合作ꎬ建立高

水平的幼儿园以服务于美国的儿童”③ꎮ 对于幼儿教师而言ꎬ寻找到便捷和高效的教育教学是确保

幼儿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ꎬ因此ꎬ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官员与科里教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就此问

题展开讨论ꎮ 科里教育学院的院长罗伯特皮亚塔(Ｒｏｂｅｒｔ Ｐｉａｎｔａ)认为ꎬ该机构的教师和研究者积

极参与联邦政府的“启智计划”(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和美国各州的幼儿教育项目ꎬ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和应用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ꎬ显著改善了幼儿教师与幼儿的交互水平ꎬ已经成为提升幼儿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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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效率的引领者ꎮ① 皮亚塔还认为ꎬ相对于奥巴马有关发展幼儿教育的承诺而言ꎬ科里教育学院

免费在线课程的发布是推广和应用成熟教育教学模式的第二次浪潮ꎬ不可避免地对幼儿教育发展

产生积极而显著的作用ꎮ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的创立者之一达夫尼考勒(Ｄａｐｈｎｅ Ｋｏｌｌｅｒ)认为ꎬ教师是支持下

一代发展的最宝贵的资产ꎬ而同侪互助与在职专业发展是保证教师队伍稳定和促进幼儿教育成果

的关键要素ꎬ科里教育学院在幼儿教育领域拥有卓越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ꎬ而公开发布相关幼儿

教育资源将对世界范围的幼儿教师和幼儿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ꎮ②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测试、评价

和改进ꎬ科里教育学院幼儿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为全世界的幼儿教师提供支持ꎬ为他们实现更高水平和

更加高效的师生互动贡献力量ꎮ 一位参与到 ＭＯＯＣ 建设的教师发出感叹ꎬＭＯＯＣ 提供了一个巨大

的机遇ꎬＭＯＯＣ 允许我们建设和检验幼儿教师教育在线课程ꎬ与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的合作可以确保在线课程

最大范围地发挥作用ꎬ无论是课程内容ꎬ还是课程传递模式ꎬ就最大程度影响职前幼儿教师而言都

被证明是有效的ꎮ 科里教育学院还和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范德堡

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加州大学欧文校区、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等 ７ 个参与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公司

ＭＯＯＣ 建设的教育学院开展合作ꎬ实现 ＭＯＯＣ 的合作建设和资源共享ꎮ③ 科里教育学院幼儿教师

教育 ＭＯＯＣ 已经成为衡量面向幼儿教育实践者的在线课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ꎬ目前的注册用户

已经超过 ４０ 万ꎬ也引起了弗吉尼亚大学广大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的极大反响ꎬ他们纷纷参与到

ＭＯＯＣ 的学习、研究和实践中来ꎮ

结语

教师是一个复杂的职业ꎬ需要通过终身培训和专业发展来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ꎬ而
ＭＯＯＣ 提供了一个数字化时代持续开展教师教育的有效平台ꎮ 正如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所言ꎬ“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是

一个教育平台ꎬ它与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和机构合作ꎬ提供任何人可学习的免费在线课程”④ꎮ
我们对于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抱有非常乐观的愿景ꎬ期待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为所有地区

的教师提供高水平的教师教育ꎬ进而能够改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教育状况ꎬ让所有儿童都能享受

高质量的教育ꎮ 当然ꎬ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新事物ꎬ美国只有 ７ 个左右的大学

组织和机构参与到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建设中来ꎬ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ꎮ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

阔的国家ꎬ各个地区ꎬ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差距ꎬ
因此通过改善边远落后地区的教师职业素养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势在必行ꎮ ２０１７ 年的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中明确指出ꎬ要大力推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研修ꎬ遴选建设

大量满足乡村教师需求和切合教育教学实际的精品案例资源和实用素材资源ꎬ提高培训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ꎮ⑤ 尽管中国教育部和相关教育机构已经着力建设中国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ꎬ但距离创

建面向全国的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和运用 ＭＯＯＣ 开展大范围教师培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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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ｕｒ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Ｖａꎬ“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ｖａ－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ꎬ２０１９－０１－０８.

Ｍａｒｋｅｔｗｉｒｅꎬ“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ｒｋｅｔｗｉｒｅｄ.ｃ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１７８４９４０.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０８－０５.

Ｒｉｐ Ｅｍｐｓｏｎꎬ“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Ｂｒｉｎｇ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Ｋ－１２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ｈｔｔｐ: / / ｐｅｏｐｌｅ.ｕｉｓ.
ｅｄｕ / ｒｓｃｈｒ１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 ｐ＝ ７７２７ꎬ ２０１８－０８－０５.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ꎬ“Ａｂｏｕｔ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ꎬ ２０１８－０８－１２.
教育部:«关于做好 ２０１７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１０ /

ｓ７０３４ / ２０１７０３ / ｔ２０１７０３１４＿２９９５６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０７－１５.



钱小龙: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适用性研究

个成功的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设计需要嵌入符合相关教学法原则的功能和工具ꎬ需要考虑 ＭＯＯＣ 对

不同类型教师教育的适用性ꎬ需要考虑在 ＭＯＯＣ 中特定类型知识与技能的获取能够更加高效ꎮ
因此ꎬ在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的设计过程中ꎬ应有更多更大的选择性ꎬ以确保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和保

持与现有教师教育项目的一致性ꎮ 同时ꎬ由于每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ꎬ因而需要考虑农

村获得最适合技术的途径和相关数字化学习技能的准备情况ꎮ 此外ꎬ考虑到农村教师的特殊性ꎬ
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更多的实际问题和设计要素ꎬ从而可以真正让农村地区

教育获益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ＯＣ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２６０１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ｔｅａ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ｗｅｂ － ｂａｓ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ＯＣ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ꎬ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ｌｙ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ＯＣ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Ｃ ｔｙｐｅꎬ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Ｏ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ＯＣ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ꎬ ＭＯＯ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ＯＣ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ｌｏ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ＯＣꎻ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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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４ 卷 第 １ 期 (总第 ２８２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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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书华
(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２３７ )

　 　 摘要:　 伴随着家庭结构转型ꎬ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ꎬ农村幸福院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

生ꎮ 其理念和目标是切合农村实际需要的ꎬ但在实践中养老需求与实际供给之间不断暴露出矛盾ꎮ 在调研山东

省 ＬＹ 县农村幸福院运营现状的基础上ꎬ深度剖析农村幸福院运营过程中面临的供给困境ꎬ从供需视角出发为

推动农村幸福院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ꎬ能够为各地幸福院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空巢”老人ꎻ供需矛盾ꎻ农村幸福院ꎻ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６９.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０６－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９
作者简介:袁书华(１９７６—　 )ꎬ女ꎬ河北邢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

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

(１５ＣＳＨＪ０９)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新华社:«山东“十三五”期间农村“幸福院”将达 １.２ 万所»ꎮ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ｃｏｃａｌ / ２０１７－０８ / ２０ / ｃ－１１２１５１２５０２.ｈｔｍ.

　 　 据«国家统计年鉴»(２０１６)数据显示ꎬ我国老年人口总数持续增长ꎬ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

超过 ２３０８６ 万人ꎬ占人口总数的 １６.７％ꎻ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超过 １５００３ 万人ꎬ占人口总数的

１０.８％ꎬ而生育率却降至 １２.９５‰ꎬ我国人口替代水平持续下降ꎬ老年抚养比加快增长ꎬ子女赡养

老人的负担不断加重ꎮ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ꎬ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ꎬ农村老龄人

口比重增加ꎬ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遭到破坏ꎮ 当前ꎬ无论是我国农村的经济水平ꎬ还是传统的养老

思想ꎬ都不足以支撑养老机构在农村的初期建设和后期运营ꎬ“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ꎮ
为响应我国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号召ꎬ２００８ 年ꎬ河北省肥乡县创造性地探索出更

加符合我国农村实际养老需求、低成本的互助养老模式———幸福院ꎬ得到了民政部的充分肯定ꎬ
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ꎮ ２０１３ 年ꎬ山东省民政厅、各县(市)民政局组织人员前往肥乡县实地

调研ꎬ探索、学习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ꎬ同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重点推广农村幸福院养老模

式ꎬ各市积极响应号召开展试点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ꎬ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鲁政发〔２０１４〕１１ 号)ꎬ要求 ６０％以上的农村要建立农村幸福院等互

助养老设施ꎮ ２０１７ 年ꎬ山东省提出ꎬ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力争建设 １２０００ 所以上农村幸福院ꎬ基本实

现农村社区全覆盖ꎮ②但是ꎬ笔者在调研山东省 ＬＹ 县幸福院建设运营现状的过程中发现ꎬ农村幸

福院的运营效果并不理想ꎬ甚至部分幸福院已经空置下来ꎮ 本文立足于调研实况ꎬ分析当下幸福

院主要供给困境ꎬ从供需视角出发ꎬ探索推动农村幸福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ꎬ希望能为各地幸福

院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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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幸福院的供需现状

(一)农村幸福院的供给主体及各主体的角色定位

农村幸福院是政府、村集体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互助养老活动的公益性场所ꎬ秉着“政府支

持、村级(社区)主办、互助服务、社会参与”①的建设运营原则ꎬ主要为老人提供住所、日间照料、就
餐、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ꎮ ＬＹ 县农村幸福院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村(社区)、社会ꎮ

政府是农村幸福院的政策和财政供给主体ꎬ中央、省专项福彩公益金为每家符合“占地总面

积不少于 ２ 亩、建筑面积总数不少于 ４００ 平方米、院内床位不少于 ２０ 张”②标准的农村幸福院提

供 ６ 万元的补助ꎬ达标农村幸福院正式运营后ꎬ市政府再补助 ３ 万元予以开办ꎬ同时县福彩公益

金也给予农村幸福院 １ 万元补助ꎬ专项用于农村幸福院的基础设施购置及后期修缮ꎬ乡镇(街
道)政府负责监管农村幸福院的后期运营ꎬ县民政局为农村幸福院提供业务指导ꎮ 村(社区)是
农村幸福院的首要供给主体ꎬ扮演着“家长”的角色ꎬ主管农村幸福院的筹备、申请、建设及运营

等大小事务ꎬ农村幸福院管理层人员主要由村委会成员、村内有威望的人、自愿参与的村民组成ꎮ
社会是为农村幸福院提供帮助的辅助供给主体ꎬ在推进农村幸福院持续发展过程中起着中坚力

量ꎬ在政府、村(社区)为“空巢”老人提供的有限养老供给越发难以满足差异化、多样化养老需求

的形势下ꎬ社会组织、企业和群体等力量的帮扶作用将会越发突出ꎮ
(二)农村幸福院的供给对象及供给对象的养老需求

农村幸福院的供给对象是本村(社区)６０ 周岁以上的老人③ꎬ“五保”老人、“空巢”老人、残疾

老人优先入住ꎮ 但受目前供给能力的限制ꎬ绝大部分农村幸福院无法接收患有重病、精神病或传

染病的老人入院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农村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政策的有效落实ꎬ以及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ꎬ农村养老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ꎬ但我国农村老人“空巢化”是在“未富先

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发生的ꎬ“空巢”老人养老水平依

旧亟待提高ꎮ 从 ＬＹ 县的社会发展背景来看ꎬ农村的收入多以农业为主ꎬ经济水平较低ꎬ加上常

年的劳作ꎬ老人们身体素质较差ꎬ多数处于经济收入不稳定、养老保障不健全、缺乏自助能力的困

境中④ꎬ对经济支持、医疗保障的需求是最迫切的ꎮ 同时ꎬ“空巢”老人的子女长期在外务工ꎬ地
域、时间上的差异导致子女无法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ꎬ“空巢”老人常年缺乏与子女之间的沟通ꎬ
除迫切需求经济供养、医疗保健外ꎬ老人们对日常生活护理、精神慰藉的需求也较为突出ꎮ⑤

(三)农村幸福院的供需现状

农村幸福院这种离家不离村的新型抱团互助养老模式ꎬ在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上推陈

出新ꎬ将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ꎬ可以降低养老费用ꎬ为老人们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ꎻ同时可

以更好地被老人接受ꎬ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ꎬ更加切合实际地解决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老

困境ꎮ 农村幸福院被广泛推广后ꎬ得到了省内外的一致好评ꎮ
实际调研中发现ꎬＬＹ 县在学习、借鉴河北省“肥乡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础上ꎬ积极鼓励、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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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的意见»(鲁民〔２０１３〕４５ 号)ꎮ
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的意见»(鲁民〔２０１３〕４５ 号)ꎮ
山东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农村幸福院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指导意见»(鲁民函〔２０１５〕３１３ 号)ꎮ
刘庚常、彭彦、孙奎立:«我国老年人口社会分层初探»ꎬ«西北人口»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李文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的困境与化解»ꎬ«思想战线»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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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修建农村幸福院ꎬ农村幸福院在全县的覆盖率呈直线上升ꎬ为缓解 ＬＹ 县农村“空巢”老人养

老困境确实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ꎮ 但受各级政府推行力度、不同地域生态的影响ꎬ各地农村幸

福院对缓解“空巢”老人养老困境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如预期中理想ꎬ农村幸福院老人入住率低ꎬ
主要起到了日间娱乐的作用ꎬ甚至部分农村幸福院已经空置下来ꎬ未能真正帮扶“空巢”老人ꎬ满
足“空巢”老人的养老需求ꎮ

二、农村幸福院供给困境分析

目前ꎬ我国农村幸福院运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政府供给短缺、村集体供给能力不足、社会帮

扶供给滞后三大供给困境ꎮ
(一)政府供给短缺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是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突破口ꎬ政府作为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主导者和服务者ꎬ应当给予大力支持与引导ꎬ但目前政府在资金、法律法规、服务供给等方

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位ꎮ
１.资金供给力度不足ꎮ 目前村(社区)是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营资金的主要供给来源ꎬ政府对农

村幸福院的资金支持力度仍处于有限供给的状态ꎮ 在查阅政府相关文件及实际调研采访中了解

到ꎬ中央、省级政府通过专项福彩公益金给予每个符合“占地总面积不少于 ２ 亩、建筑面积总数不少

于 ４００ 平方米、院内床位不少于 ２０ 张”①标准的农村幸福院 ６ 万元资助ꎬ达标的农村幸福院运行后ꎬ
市级政府再给予 ３ 万元开办补助ꎻ而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农村幸福院ꎬ政府则不给予任何补贴ꎮ 在实

际走访调研中发现ꎬＬＹ 县 ４５ 所农村幸福院中只有 ３ 所符合这一硬性标准ꎬ其余 ４２ 所农村幸福院

均未达到这一标准ꎮ ３ 所符合标准的农村幸福院都花费了 ３０ 万左右的建设成本ꎬ刨除政府给予的

补助ꎬ３ 所农村幸福院所属的村集体各自承担了 ２０ 万以上的建设费用ꎮ 而 ４２ 所未达标的农村幸福

院的建设成本则介于 ３ 万元到 １０ 万元之间不等ꎮ 相比较之下ꎬ村集体为建设达标农村幸福院反而

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ꎮ ＬＹ 县辖 １９ 个社区、８７ 个村ꎬ少数人口密集、收入水平较高的村或社区有能

力建设达标的农村幸福院ꎬ但人口少的村庄占绝大多数ꎬ村集体经济水平低ꎬ承担不起建设运营农

村幸福院的费用ꎬ同时ꎬ这些村庄养老需求小ꎬ没有迫切建设达标农村幸福院的需求ꎮ 综上所述ꎬ一
方面ꎬ政府给予农村幸福院的扶持资金支持太少ꎻ另一方面ꎬ申请政府专项福彩公益金标准单一ꎬ申
请门槛过高ꎬ多数农村幸福院难以达到此标准ꎬ因此政府的福彩资助基本流于形式ꎬ既微薄又不稳

定的资金流势必会影响农村幸福院的可持续发展ꎬ未能解决实际建院需求ꎮ
２.政策法规供给滞后ꎮ 与农村幸福院相关的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还未出台ꎬ农村幸福院

运营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ꎬ相关责任划分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撑ꎬ存在着责任的不确定性ꎮ 目前ꎬ
ＬＹ 县部分农村幸福院主要采取在老人入院前与老人及老人子女签订入院协议的方式划分意外

伤害责任ꎬ还有部分农村幸福院未与老人签订入院协议ꎮ 农村幸福院大多由村(社区)内空置的

房舍改造而成ꎬ院内养老设施不完善ꎬ养老管理服务体系不健全ꎬ加上多数老人身体较弱ꎬ一旦老

人在农村幸福院内出现意外伤害ꎬ很难明确老人意外伤害的责任主体ꎬ进而难以划分各责任主体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ꎬ容易引起责任纠纷ꎮ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ꎬＬＹ 县部分村(社区)内贫困“空巢”
老人的居住环境较差ꎬ房子使用年数较长ꎬ多少都存在着房顶漏雨、墙面倾斜、电线老化等危险因

素ꎬ而全县 ４５ 所农村幸福院床位都空置着ꎬ没有“空巢”老人居住ꎬ目前农村幸福院只是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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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照料或集体娱乐的作用ꎬ老人无法真正依赖农村幸福院养老ꎮ 访谈过程中部分老人表示ꎬ如
果村委会愿意接收、鼓励老人入住ꎬ自己会考虑入住农村幸福院养老ꎬ但村委会不敢接收ꎬ更不敢

鼓励“空巢”老人入住ꎮ 其根本原因在于安全责任问题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持与保障ꎬ一旦老人在

农村幸福院内发生安全问题ꎬ责任难以明确ꎬ村(社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ꎮ 在如此沉重的责任

压力下ꎬ村委会很不情愿接收、鼓励老人入住农村幸福院ꎮ 缺乏法律依据的责任风险ꎬ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农村幸福院推广运营的积极性ꎮ
３.服务供给错位ꎮ 农村幸福院由村委会管理ꎬ乡镇(街道)负责监管ꎬ县民政局指导农村幸福

院建设运营ꎮ 实际调研中发现ꎬＬＹ 县民政局主要通过下发文件、定期巡视检查、星级评审的方式

激励、监督各村(社区)建设运营农村幸福院ꎬ而村委会学习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的主要途

径也是通过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ꎬ对实际建设、运营农村幸福院的知识和技术了解掌握得非常

少ꎬ理论多于实践ꎮ 在向农村幸福院提供资源的过程中ꎬ政府并未完全匹配各等级农村幸福院对

资金和知识技术指导的需求ꎬ过于强调农村幸福院的覆盖率ꎬ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追求业绩的

倾向ꎬ并未扎实指导农村幸福院的建设运营ꎬ造成政府向农村幸福院提供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

下①ꎬ不利于农村幸福院的发展ꎮ
(二)村集体供给能力不足

农村幸福院的建设运营主体是村集体ꎬ实际运营中由于互助养老责任不明确ꎬ缺乏互助养老

鼓励政策ꎬ导致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热情不高ꎬ各村主要是村委会承担建设农村幸福院的重任ꎮ 此

外ꎬ大多数村集体养老供给水平较低ꎬ不能满足 “空巢”老人实际养老需求ꎮ
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缺位ꎮ 我国农村一直以农业为主ꎬ“空巢”老人常年从事农业劳动ꎬ身体

健康状况不佳者居多ꎬ需要多方面的医疗护理ꎮ 受资金、地域、交通和当地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影

响ꎬ多数农村幸福院医疗器械、医疗技术和护理人员等资源均配置不完善ꎬ只能为生活上能够自

理的“空巢”老人提供简单的生活照料ꎬ无法照顾半失能、失能老人ꎮ 而“空巢”老人最迫切获得

满足的养老需求ꎬ恰恰是生活无法自理后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ꎮ 调研中发现ꎬ在 ＬＹ 县 ４５ 所

农村幸福院中ꎬ４２ 所农村幸福院都配备了跑步机、动感单车、单杠等健身器材ꎬ但 ４５ 所农村幸福

院都没有配备医疗器械和专业护理人员ꎬ甚至部分村里都没有一家诊所ꎮ 老人们看病、治病要去

附近有诊所的大村(社区)、乡镇或县ꎬ就医非常不便ꎮ 此外ꎬ农村幸福院是老年群体居住、吃饭、
活动的场所ꎬ最容易引发疾病传染ꎬ饮食、居住卫生问题尤为重要ꎮ 而目前多数农村的生活设施

不完备ꎬ农村幸福院的卫生很难达到标准要求ꎬ且多数农村幸福院没有进行注册ꎬ卫生安全缺乏

政府相关部门的常规督导检查ꎬ存在较大隐患ꎮ
２.工作人员管理服务能力亟待增强ꎮ 农村幸福院运营过程中主要采取村委会成员管理照顾老

人、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志愿参与帮扶的村民照顾老人的互助模式ꎬ既没有编制工作人员ꎬ也不

雇佣专业的管理、服务人员ꎬ管理、服务水平没有统一标准ꎬ主要依靠参与互助帮扶人员的个人帮扶

意志和习惯ꎬ具有较强的随意性ꎬ容易产生矛盾和误解ꎬ难以管理ꎮ 首先ꎬ村委会作为基层民众自治

组织ꎬ既要忙于本村自治事务ꎬ又要协助政府各部门落实各类组织协调工作ꎬ很难抽出时间集中精

力管理运营农村幸福院ꎮ 其次ꎬ建设运营农村幸福院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ꎬ而受地理

环境、经济条件、知识文化等要素的制约ꎬ多数农村幸福院工作人员既没有相关经验ꎬ又没有接受过

专业培训ꎬ且未能前往有良好经验的农村幸福院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和交流ꎬ主要通过上级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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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发的文件学习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ꎬ不能满足农村幸福院对整体系统管理与为老人提供

专业养老服务的需求ꎮ 再者ꎬ调研中发现ꎬＬＹ 县农村“空巢”老人主要通过看电视、“串门”聊天、打
牌等方式娱乐ꎬ身体好的老年人偶尔跳广场舞ꎬ农村幸福院很少举办集体健身、出游、心理访谈等活

动ꎬ村委会成员、低龄老人和志愿村民缺乏专业医护知识与经验ꎬ无法提供医疗、心理辅导等专业性

较强的服务ꎬ农村幸福院养老供给现状难以满足“空巢”老人的心理需求ꎮ
互助养老是双向的ꎬ而对于帮扶者来说这种劳动付出是单向的ꎬ没有工资或其他形式的激励

机制ꎬ主要依赖村委会成员、低龄老人或志愿村民的奉献精神ꎬ缺乏明确的互助规则和激励机制ꎮ
同时ꎬ村委会成员、低龄老人和志愿村民的体力、精力都是有限的ꎬ尤其农忙季节ꎬ帮扶人员很难

抽出时间ꎬ也没有体力给予老人帮扶ꎬ互助养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难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ꎬ农
村幸福院运行持续性较差ꎮ

(三)社会帮扶供给滞后

目前ꎬ我国社会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对农村幸福院的关注和帮扶仍处于缺位状

态ꎬ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营、监督大多依赖于政府、村(社区)及当地企业的志愿帮扶ꎮ 走访调研

中了解到ꎬＬＹ 县 ４５ 所农村幸福院中ꎬ只有两所农村幸福院受到了本地石油企业给予的资金帮

扶ꎬ其余 ４３ 所农村幸福院都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志愿帮扶ꎬ社会帮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ꎮ
１.缺乏社会志愿群体的参与ꎮ 一方面ꎬ我国村落布局分散ꎬ村庄居住人口较少ꎬ随着城镇化

发展ꎬ农村“空心化”严重ꎬ同时受地域发展影响ꎬ多数村庄附近没有社会养老服务组织和非营利

性的志愿者组织ꎮ 目前仍有部分通往较偏僻村落的道路未修建好ꎬ交通不便为志愿服务增添了

难度ꎬ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帮扶农村幸福院的积极性不高ꎬ不利于长期开展志愿服务ꎮ
另一方面ꎬ积极帮扶农村幸福院的宣传力度太小ꎬ许多社会志愿群体仍旧不了解农村幸福院的建

院目的、帮扶对象、帮扶路径及附近农村幸福院的具体需求信息ꎬ难以积极、有规划地参与到志愿

帮扶农村幸福院的队伍中ꎮ
２.传统养老思想的阻碍ꎮ 我国农村养老观念具有强烈的传统色彩ꎬ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的农村地区ꎮ 面对农村幸福院的新型互助养老模式ꎬ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面子”问题ꎬ
以及村民对农村幸福院的舆论ꎬ已成为“空巢”老人入住农村幸福院养老的阻碍ꎮ 在 ＬＹ 县的调研

访谈中发现ꎬ高达 ６２％左右的受访村民认为老人入住农村幸福院是子女不孝顺导致的ꎬ２０％左右的

受访村民认为无儿无女的老人才会入住农村幸福院ꎬ１０％左右的受访村民表示贫困的“空巢”老人

会选择农村幸福院养老ꎬ只有 ８％左右的受访村民认为农村幸福院是“空巢”老人更好的养老选择ꎮ
传统养老观念及社会舆论导致但凡还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空巢”老人ꎬ碍于“面子”一般不会选择农

村幸福院养老ꎮ 老人子女及其他村民对农民幸福院的帮扶力度也就不会太大ꎮ

三、供需视角下促进农村幸福院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村幸福院基于我国农村的现实ꎬ更贴合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需求ꎬ因此其可持续

发展问题变得日益重要ꎮ 基于农村幸福院的供给和需求现状ꎬ从供需平衡的视角促进农村幸福

院的可持续发展ꎬ势必经历一段漫长的探索过程ꎬ需要政府、村集体、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协作和

努力ꎬ积极创新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ꎬ切实满足“空巢”老人的实际养老需求ꎬ真正解决农村

“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ꎮ
(一)政府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

农村幸福院新型互助养老模式得到了民政部的充分肯定ꎬ地方政府应以此为契机ꎬ集中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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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量ꎬ积极支持、引导与推动农村幸福院的建设和发展ꎬ切实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难题ꎮ
１.加大对农村幸福院的资金支持ꎮ 首先ꎬ政府应按照合理的比例ꎬ将农村幸福院的基本建设

费用、水费、电费以及后期维修费用等列入政府财政预算ꎬ设立专项补贴资金ꎮ 同时ꎬ政府应通过

出台志愿帮扶农村幸福院的优惠政策ꎬ鼓励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捐助ꎬ如为参与农村

幸福院志愿帮扶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减少税率、提供小额贷款担保等ꎬ拓宽农村幸福院的资金渠

道ꎬ为农村幸福院运营发展提供坚强的资金后盾ꎮ 其次ꎬ改变农村幸福院扶持资金申请标准“一
刀切”的问题ꎮ 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ꎬ收入差异较大ꎬ各地养老需求也各不相

同ꎬ政府应在实地调研中了解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村(社区)的实际养老现状及养老需求ꎬ比
如ꎬ需要建设多大规模的农村幸福院ꎬ各种规模的农村幸福院的建设及运营成本是多少ꎬ村集体

能承担多少ꎬ能获得多少社会资金支持ꎬ分析政府需要提供多大的扶持力度ꎬ并据此因地制宜地

设置不同层次的农村幸福院建设资金申请标准ꎮ 对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ꎬ政府应给予相对较多

的资金支持ꎬ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ꎬ可以给予较多的优惠政策ꎬ而不应该只是根据农村幸福院

的建设规模给予资金补贴ꎬ真正做到根据各地实际养老需求扶持农村幸福院建设发展ꎮ
２.针对农村幸福院出台相关政策法规ꎮ 政策法规是农村幸福院健康运行的支撑和保障ꎮ 应

尽快从国家层面上建立与农村幸福院直接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ꎬ从法律层面上确立农村幸福院

在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难题中的地位、责任以及义务ꎬ规范入住农村幸福院的合同条款ꎬ明
确养老纠纷的解决方式及解决途径ꎮ 各级地方政府应健全和完善与农村幸福院相关的规章制

度ꎬ建立与互助养老模式相关的激励机制ꎮ 同时ꎬ政府应完善互助养老模式相关的监督机制ꎬ强
化相关管理机构对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行过程中资金、管理和服务的监督ꎮ 这不仅能保护“空巢”
老人入住农村幸福院的合法权益ꎬ还可以促进村(社区)积极建设和推广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

式ꎬ促进持续、有序、健康发展的养老机制的形成ꎮ
３.加大指导和监督农村幸福院的力度ꎮ 首先ꎬ在推广农村幸福院之前ꎬ地方政府部门应更新养

老理念与养老方式ꎬ对本地各村(社区)展开实际调研ꎬ因地制宜推广适合不同地域环境的农村幸福

院新型互助养老模式ꎮ 其次ꎬ在农村幸福院建设初试阶段ꎬ需要财政、民政、卫计、住建、工商联、体
育、文化等多个政府部门协同合作ꎬ共同积极出谋划策ꎬ密切配合ꎮ 一方面为农村幸福院引入专业

人才ꎬ另一方面为农村幸福院工作人员提供与管理服务有关的学习、交流和培训等机会ꎬ加强农村

幸福院管理人员的统筹协调能力ꎬ提升农村幸福院服务人员服务水平ꎮ 尤其是卫计部门ꎬ可以委派

各医院轮流安排各科室医生、护士下乡ꎬ一方面讲解与健康、卫生有关的注意事项ꎬ特别是老年人容

易患哪些病ꎬ生活中应该怎样预防这些疾病等ꎻ患病的老人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做哪些运动缓解

疾病ꎮ 另一方面ꎬ可以培训农村幸福院工作人员ꎬ提高农村幸福院服务人员养老服务方面的专业知

识ꎮ 再次ꎬ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在各农村幸福院之间举办卫生星级评比、广场舞大赛、联欢会等活动ꎬ
充分调动各村(社区)建设运行农村幸福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进一步强化县民政局和乡镇(街道)
对农村幸福院工作的指导和监督ꎬ大幅提高农村幸福院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水平ꎮ

(二)村集体增强自身建设和管理能力

农村幸福院的建设与运行主要依靠村集体ꎬ村集体应充分认识到如何使供给结构与养老需求

保持平衡是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营的核心问题ꎬ充分分析养老供需矛盾是推进农村幸福院持续发展

的依据ꎮ 各地农村幸福院应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农村幸福院这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ꎬ根据本地

实际的养老需求建设农村幸福院ꎬ创新农村幸福院运行方式ꎬ为解决当地养老困境做出努力ꎮ
１.组建正规的管理小组、服务小组和监督小组ꎮ 村集体应选举有能力、有热情、有耐心并且

愿意为建设农村幸福院作出贡献的村民分别组成管理小组、服务小组和监督小组ꎬ共同建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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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农村幸福院ꎮ 管理小组首先应选择适宜的建设地址ꎬ合理设计农村幸福院建设布局ꎬ注意房屋

采光ꎬ提高老人居住舒适度的同时ꎬ完善公共设施ꎬ尤其是医疗保健设施ꎬ配备适合老年人使用的

健身器材ꎮ 重视安全、卫生、医疗等工作ꎬ特别要定期检查厨房卫生ꎬ为老人购置医疗类书籍ꎬ定
期邀请医生ꎬ为老人们讲解老人群体易患疾病及其预防保健知识ꎬ为农村幸福院的老人们营造安

全舒适的生活环境ꎮ 其次ꎬ管理人员应合理安排服务人员及具体工作事宜ꎬ划分服务小组工作时

间ꎬ持续、定期为服务小组人员提供与养老知识相关的学习、培训机会ꎮ 再次ꎬ管理小组应做好农

村幸福院的宣传工作ꎮ 一方面ꎬ多做动员工作ꎬ转变传统养老思想ꎬ鼓励村里“空巢”、独居老人

充分利用农村幸福院场地互助养老ꎻ另一方面ꎬ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给予物资捐助和志

愿服务ꎬ为农村幸福院建设与运营提供充足的资金、物品、人力保障ꎮ 服务小组应全面了解老人

的真实养老需求ꎬ有针对性地开发服务项目ꎬ随时关注老人养老需求的变化ꎬ调整服务内容ꎻ服务

小组还应通过学习和培训ꎬ努力学习养老服务知识ꎬ提高养老服务水平ꎻ群体生活更应该重视饮

食和环境卫生ꎬ服务小组应合理搭配老人的饮食ꎬ定期对农村幸福院的住所、餐厅进行消毒、大扫

除ꎬ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ꎬ并实施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ꎻ“空巢”老人更需要感情上的关怀ꎬ服务

小组应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ꎬ多组织健身活动、娱乐活动ꎬ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ꎮ 监督小组应密

切关注管理小组与服务小组的服务动态ꎬ定期核对农村幸福院日常进账及花销ꎬ时常检查农村幸

福院的水电设施、住所及饮食卫生等ꎬ随时了解老人们的养老需求变化ꎬ多听取老人们的意见以

及建议ꎬ及时给管理小组和服务小组反馈信息ꎬ并监督落实情况ꎮ
２.制定针对管理与服务的激励机制ꎮ 农村幸福院目前没有专职管理、服务人员的编制ꎬ管理

与服务工作主要依赖村委会成员以及志愿参与帮扶的村民ꎬ这种志愿服务没有物质、优惠政策或

荣誉等各种形式的激励机制ꎬ帮扶人员缺乏长期坚持下去的动力ꎮ 村集体可以借鉴类似于美国

“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模式ꎬ创新互助养老方式ꎬ对管理与服务人员进行备案ꎬ将他们的服务转

化为“养老货币”ꎬ当志愿者需要帮扶时ꎬ可以使用“养老时间货币”兑换成相应的服务①ꎬ让志愿

者有浓厚的参与感和荣誉感ꎬ调动志愿者参与志愿帮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ꎮ
３.调动“空巢”老人自助、互助养老的积极性ꎮ 在与 ＬＹ 县农村“空巢”老人的交谈中发现ꎬ

“空巢”老人对自我实现的需求非常明显ꎮ 在走访调研中ꎬ大部分村(社区)里 ５０—６５ 岁的老人

边种地边帮在外工作的子女看养孩子ꎬ还有一部分 ６０—７５ 岁的老人通过种菜、挖树墩、清理河道

等零散活赚取生活费ꎬ贴补家用ꎮ 某村庄的村支书分别引入附近两家乡镇企业编织箩筐、制作简

单装饰品的手工活ꎬ给参与工作的老人按计件方式分发工资ꎬ调动了“空巢”老人自主养老的积

极性ꎬ让有能力自助、互助养老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力ꎬ真正实现了老有所为ꎮ 各地农村幸福院

管理者应创新老人自助、互助养老方式ꎬ满足 “空巢”老人实现自我的需求ꎮ
(三)社会积极帮扶农村幸福院

农村幸福院基础建设只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村集体融资是远远不够的ꎬ后期运营只依靠村集

体志愿管理服务、老人互助也是不够的ꎮ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不仅仅是农村自身的问题ꎬ
需要多方力量携手解决ꎮ

１.转变传统养老观念ꎮ 整个社会要大力弘扬我国传统孝道文化ꎬ营造良好的尊老、爱老、养
老社会氛围ꎮ 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ꎬ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ꎬ还是从道德层面ꎬ子女都

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ꎮ② 在 ＬＹ 县走访调研中发现ꎬ部分“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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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居住的房屋已经出现了漏雨、墙体倾斜、电线老化等问题ꎬ老人做饭也存在困难ꎮ 子女长期

不在家ꎬ只是节假日的时候回家探望ꎬ无法及时照顾老人ꎬ但受传统养老观念、社会舆论的影响ꎬ
子女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父母入住农村幸福院ꎬ一方面担心农村幸福院照顾得不周全ꎬ另一方面

担心自己被认为不孝顺父母ꎬ子女们更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身边赡养ꎮ 而多数老人适应不了新

的生活环境ꎬ碍于情面也不会选择入住农村幸福院养老ꎮ 我国农村“空心化”越发严重ꎬ“空巢”
老人越来越多ꎬ这必然导致养老方式的转变ꎬ社会应积极主动地引导老人、子女转变养老观念ꎬ共
同为老人提供更安全、更舒适、更愉悦的互助养老方式ꎮ

２.积极关注、帮扶农村幸福院ꎮ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先进的传播媒介ꎬ通过多种形式

宣传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ꎬ以及农村幸福院在解决农村“空巢”老人

养老困境中的重要性ꎬ提高社会对农村幸福院的关注度ꎮ 一方面ꎬ通过优惠政策、表彰等形式ꎬ鼓
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有针对性地向农村幸福院提供物资捐赠、志愿服务等ꎻ另一方

面ꎬ完善与农村幸福院有关的社会服务体系ꎬ积极引入、培养专业管理和服务人员ꎬ倡导志愿者为

就近的农村幸福院提供志愿帮扶ꎮ
农村幸福院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难题的有效途径ꎬ更加符合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

实际养老需求ꎮ 各地应集合政府、社会、村集体的力量ꎬ立足于当地实际养老需求ꎬ积极探索农村

幸福院这种新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ꎬ切实解决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存在的养老问题ꎮ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王欣在资料收集和论文写作中做了大量工作ꎬ特此感谢)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ｉｎ ＬＹ Ｃｏｕｎｔｙ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ｕａｎ Ｓｈｕ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ꎻ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ｄ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６６２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 ｒｕ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ꎬ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ꎬ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ｃ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ｉｎ Ｌ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ꎬ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ｄ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ｍｐｔｙ － ｎｅｓｔｅｒｓꎻ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ꎻ ｒｕ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ꎻ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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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里孔庙御制楹联匾额考论
∗①

王振星
( 济宁学院 学报编辑部ꎬ山东 曲阜ꎬ２７３１５５ )

　 　 摘要:　 清代皇帝为阙里孔庙题写颁赐了不少楹联匾额ꎬ其中乾隆皇帝的御制最多ꎮ 这在正史中多有提及ꎬ
在山东方志中也得到了具体的展现ꎮ 通过考证部分匾联颁揭的时间、悬挂的地点ꎬ见出与北京孔庙的差异ꎻ同时

考察匾联的内涵ꎬ显示书写匾联颁赐全国文庙不仅成了皇帝的特权ꎬ也成了皇权的外在显现ꎬ体现了清室崇儒重

道的基本国策ꎮ 这些匾联是阙里孔庙的艺术点缀ꎬ体现了我们民族诗性文化的特色ꎮ
关键词:　 阙里孔庙ꎻ御制ꎻ楹联匾额

中图分类号:　 Ｇ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１４－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２１
作者简介:王振星(１９６４—　 )ꎬ男ꎬ山东济宁人ꎬ«济宁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儒家先贤庙宇府第楹联文化研究”(１５ＣＷＨＪ２４)的阶

段性成果ꎮ
②陈镐纂修:«阙里志»ꎬ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５２６ 页(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ꎬ下同)ꎮ
③岳濬等监修ꎬ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ꎬ第 ５５６－５５８ 页(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ꎬ下同)ꎮ
④«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ꎬ中华书局影印本(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ꎬ下同)ꎮ

　 　 “阙里”是孔子成长的地方ꎮ 东汉以来ꎬ孔子故里被称为“阙里”ꎬ此后“阙里”逐渐成为曲阜

的代称ꎮ «阙里志»卷十一«古迹志»记载:“阙里ꎬ汉晋春秋曰阙里者ꎬ夫子之故宅也ꎮ 在鲁城中ꎬ
又云鲁县ꎬ有二石阙曰阙里ꎬ盖里门也ꎮ 自先圣作«春秋»成ꎬ号称素王阙里者ꎬ素王之庭除

也ꎬ不曰乡里而曰阙里ꎬ盖谓圣人讲道之庭ꎬ诸弟子尊称也ꎮ”②阙里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特殊载

体ꎬ历代先后有 １２ 位皇帝亲诣此地祭祀孔子ꎬ计 ２０ 次之多ꎮ 其中尤以清代为最ꎬ康熙 １ 次ꎬ乾隆

９ 次ꎬ并留下了阙里孔庙现存的匾额与楹联ꎮ 对其进行考证与研究ꎬ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追忆与反

思ꎬ而且是一种当下的传承与发展ꎮ

一

孔庙的匾额与楹联都与祭孔息息相关ꎮ 特别是清王朝ꎬ统治者尊崇儒学ꎬ隆盛孔子ꎬ已达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ꎮ 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ꎬ康熙帝来阙里孔庙祭孔ꎬ“行三跪九叩头礼”ꎬ并
真诚地说:“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ꎬ广大无可指称ꎮ 朕向来研求经义ꎬ体思至道ꎬ欲加赞

颂ꎬ莫能名言ꎬ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ꎬ非云阐扬圣教ꎬ亦以垂示将来ꎮ”“随命侍卫捧出卷

轴ꎬ展开御书‘万世师表’四字ꎮ 衍圣公孔毓圻跪接ꎬ捧安神座前ꎮ”③不仅如此ꎬ“康熙甲子孟冬

敬书”的“万世师表”刻石ꎬ也于同年(１８６４ 年)十一月立碑存于孔庙圣迹殿内ꎮ 较之«清实录
圣祖仁皇帝实录»ꎬ内容基本相符:“(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至大成殿ꎬ乐作ꎬ上行三跪九叩

礼上复至大成殿前ꎬ命大学士等宣谕曰:特书万世师表四字ꎬ悬额殿中ꎮ”④“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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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来源于儒家经典ꎬ见于«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昔仲尼资大圣之才ꎬ怀帝王之器ꎬ当衰周

之末ꎬ无受命之运ꎬ在鲁、卫之朝ꎬ教化乎洙、泗之上ꎬ凄凄焉ꎬ遑遑焉ꎬ欲屈己以存道ꎬ贬身以救世ꎮ
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ꎬ乃退考五代之礼ꎬ脩素王之事ꎬ因鲁史而制春秋ꎬ就太师而正雅颂ꎬ俾千载

之后ꎬ莫不宗其文以述作ꎬ仰其圣以成谋ꎬ咨! 可谓命世之大圣ꎬ亿载之师表者也ꎮ”①康熙轰轰烈

烈的祭孔举措ꎬ更大限度地抬升了孔子的尊荣与地位ꎮ 由此ꎬ在汉文化语境中ꎬ“万世师表”就成

为后世指称孔子至尊至大的专用语了ꎮ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 年)ꎬ曲阜孔庙发生火灾ꎬ雍正帝下旨重建ꎮ 第二年八月ꎬ阙里孔庙兴工ꎮ

«山东通志»卷十一载ꎬ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ꎬ“御题‘生民未有’匾额于圣庙大成殿ꎬ颁发直隶各省

府州县衙儒学恭摹制造”②ꎮ «曲阜县志»卷三十三说:“颁御书‘生民未有’额于大成殿ꎮ”③雍正

七年(１７２９ 年)ꎬ孔庙重建竣工ꎬ雍正帝要求:“盖阙里大成殿改用黄瓦ꎮ 庙自明弘治十三年始用

绿色琉璃瓦ꎬ今特改黄瓦ꎬ由内厂监造ꎬ运赴曲阜ꎮ”④“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祀仪物ꎬ皆令绘图

呈览ꎬ朕亲为指授ꎮ”⑤雍正虽然没有亲临阙里孔庙ꎬ但对阙里孔庙格外重视ꎬ并不止一次为之书

写匾联ꎬ“颁御书大成殿匾额ꎬ御书御制对联悬之庙堂ꎮ”⑥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ꎬ山东通政使留保

“奏称圣庙悬挂匾额ꎬ请将圣祖仁皇帝御书‘万世师表’匾额ꎬ恭安于殿内天花枋上ꎻ皇帝御书‘生
民未有’匾额安于殿外门枋之上ꎬ御书对联安于殿外正间明柱”⑦ꎮ 直到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八
月ꎬ雍正皇帝“颁赐御书大成殿匾额、御制对联ꎬ悬于圣庙ꎮ 题大成殿联曰:德冠民生溯地辟天开

咸尊首出ꎻ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ꎮ 题大成门联曰: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ꎻ至诚至圣

与两间功化同流”⑧ꎮ 而且“生民未有”匾额和“德冠民生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ꎻ道隆群圣统金声

玉振共仰大成”刻石ꎬ都藏于孔庙奎文阁内ꎮ «曲阜县志»与«山东通志»记载雍正颁赐御书匾联

的时间与«清实录»所载不一致ꎬ«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十五云:“(雍正三年八月庚午)颁发孔

子及颜曾思孟闵子仲子庙御书匾额ꎮ 孔子庙ꎬ曰:‘生民未有’ꎮ 大学士等奏请御书‘生民未

有’四字ꎬ敕下礼部钩摹ꎮ 颁发直省ꎬ悬榜孔子庙ꎬ昭垂永久ꎮ”⑨«日下旧闻考»也有类似的记述:
“雍正三年世宗御书额曰生民未有ꎮ”雍正三年(１７２５ 年)ꎬ为孔庙颁发御书匾额“生民未有”ꎬ并
下令各省文庙一并悬挂ꎮ 可见ꎬ方志记载的时间未必都准确ꎮ 根据«清实录»看ꎬ雍正皇帝御书

匾额时间较早ꎬ在雍正三年ꎬ后来又御书颁赐了楹联ꎮ
雍正皇帝不仅重修阙里孔庙ꎬ更重要的是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体认ꎮ 他书写的前一联为木

刻行书ꎬ悬挂于大成殿正门两侧ꎮ 仁义之道是儒家崇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ꎻ修身养性ꎬ培养君子

人格ꎬ是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的基石ꎮ 孔子注重“德治”ꎬ强调国家政治必须首先从修德开始ꎬ
其“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熔铸着人们的灵魂ꎮ 后一联则展现

了孔子的人伦高标ꎬ文教功绩润泽后世:“先知先觉”“至诚至圣”重在概括孔子的超凡ꎬ“伦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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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功化同流”重在言说先师对中国文化的伟绩ꎮ 雍正皇帝继承康熙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ꎬ深
刻领悟到孔子及其思想对治国的价值ꎬ既赞颂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ꎬ又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思想

文化无与伦比的贡献ꎮ 匾额“生民未有”ꎬ典出«孟子公孙丑上»:“有若曰:‘岂惟民哉? 麒麟

之于走兽ꎬ凤凰之于飞鸟ꎬ泰山之于丘垤ꎬ河海之于行潦ꎬ类也ꎮ 圣人之于民ꎬ亦类也ꎮ 出于其类ꎬ
拔乎其萃ꎬ自生民以来ꎬ未有盛于孔子也ꎮ’”①雍正皇帝极力尊崇孔子及其学说ꎬ并以匾额的形式

强调自先民以来ꎬ没有人能够超越孔子ꎬ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功莫大焉ꎮ

二

乾隆皇帝继承父、祖遗愿ꎬ推行崇儒尊孔的治国方针ꎬ一生中曾 ９ 次来到阙里孔庙ꎬ１１ 次至

北京孔庙祭孔ꎮ 乾隆在孔庙留下了大量的尊孔崇儒的诗文联对ꎬ其手笔也不让乃父ꎮ 翻检典籍ꎬ
«钦定国子监志»记载:“高宗纯皇帝御书额一‘与天地参’ꎮ 乾隆三年颁揭ꎮ 御制联一ꎬ曰‘气备

四时ꎬ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ꎻ教垂万世ꎬ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ꎮ’乾隆三年颁揭ꎮ”②这副楹联

是在乾隆三年(１７３８ 年)ꎬ乾隆帝亲临北京孔庙行释奠礼时题写的ꎮ «曲阜县志»载ꎬ乾隆三年春

三月ꎬ“衍圣公孔广棨入庙陪祀ꎬ奏准阙里盛典ꎬ书御制序文赐之ꎮ 颁御书匾额于阙里孔子

庙”③ꎮ 一般形制下ꎬ一匾额与一楹联为一套ꎬ颁赐阙里孔庙的应包括这副楹联ꎬ被悬挂于大成殿

内明间后金柱上ꎮ 上联语出六经之一的«周易乾»说:“夫大人者ꎬ与天地合其德ꎬ与日月合其

明ꎬ与四时合其序ꎬ与鬼神合其吉凶ꎮ 先天而天弗违ꎬ后天而奉天时ꎮ 天且弗违ꎬ而况于人乎? 况

于鬼神乎?”④夫子厚德载物ꎬ遵天道ꎬ顺四时ꎬ达至人间和谐ꎮ 下联赞颂孔子继承尧、舜、禹、商
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ꎬ教化世代民众ꎮ 乾隆对孔子的议论褒扬ꎬ正与其经济繁荣、礼乐兴盛

的“康乾盛世”相映ꎮ 乾隆帝题写的“与天地参”ꎬ语出«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ꎬ则可以与天

地参矣ꎮ”⑤“参”即三ꎬ此匾寓意孔子圣德可与天地匹配ꎬ与天地并列为三ꎬ极度形容孔子之圣德ꎮ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 年)春ꎬ乾隆皇帝东巡ꎬ第一次拜祭阙里孔庙ꎬ«曲阜县志»卷三十四载:

“圣驾幸阙里ꎬ诣孔子庙拈香ꎬ步入大成门ꎬ升阶盥手ꎬ入殿中上香ꎬ行三跪九叩头礼ꎮ 
御书门榜联额悬大成殿、诗礼堂及各门ꎮ”⑥这次拜祭题写了两幅楹联:

其一为“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ꎬ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ꎬ挂于孔庙大

成殿内明间的前金柱上ꎮ 孔子删定的儒家文献经典ꎬ开启民智ꎮ 与“生民未有”一样ꎬ“出类拔

萃”一语本于«孟子公孙丑上»ꎬ颂扬孔子于文教功绩盖世ꎬ犹如河海泰山ꎬ千古永存ꎮ 此联在

用典上步武雍正帝ꎬ如前所述ꎬ雍正帝突出的是“生民未有”ꎻ乾隆帝一如乃父ꎬ思绪所及ꎬ在于彰

显“出类拔萃”ꎮ
其二为“绍绪仰斯文识大识小ꎬ趋庭传至教学礼学诗”ꎬ悬挂于阙里孔庙诗礼堂内ꎮ 诗礼堂是孔

子的故居ꎬ当年孔子在此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ꎬ以示后人不忘孔子庭训ꎮ «论语季氏»言:“陈亢

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ꎮ’尝独立ꎬ鲤趋而过庭ꎮ 曰:‘学诗乎?’对曰:‘未也ꎮ’
‘不学诗无以言ꎮ’鲤退而学诗ꎮ 他日又独立ꎬ鲤趋而过庭ꎮ 曰:‘学礼乎?’对曰:‘未也ꎮ’‘不学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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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星:阙里孔庙御制楹联匾额考论

以立ꎮ’鲤退而学礼ꎮ 闻斯二者ꎮ”①乾隆皇帝仰慕其祖康熙ꎬ也来到诗礼堂讲经ꎬ兴之所至ꎬ写下这

副对联ꎮ “仰斯文”与“识大识小”、“传至教”与“学礼学诗”ꎬ两者因果逻辑紧密ꎬ内涵浸润ꎬ为世效

法ꎮ 匾额“则古称先”出自«礼记曲礼上»:“毋剿说ꎬ毋雷同ꎬ必则古昔ꎬ称先王ꎮ”②孔子的政治道

德取向比较明确ꎬ正如«礼记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ꎬ宪章文武ꎮ”孔子心目中的楷模就是尧

舜ꎬ遵从其道德规范ꎻ他崇仰周文王、周武王ꎬ效法其制ꎬ体现了儒家的道统ꎮ 诗礼堂的楹联不仅是

乾隆对一个家族的咏叹ꎬ也为无数家庭树立了典范ꎬ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ꎮ
清室皇帝不论给北京孔庙还是阙里孔庙的御书匾额ꎬ都是屈指可数的ꎮ «清史稿»卷七«圣

祖本纪二»明确记载了康熙二十三年ꎬ康熙帝南巡路过曲阜阙里ꎬ“上诣先师庙ꎬ入大成门ꎬ行九

叩礼ꎮ 书‘万世师表’额ꎬ留曲柄黄盖”③ꎮ 除此之外ꎬ雍正、乾隆及后来的皇帝为阙里孔庙的

御书匾联在«清史稿»中皆未提及ꎮ 值得探讨的是ꎬ乾隆皇帝为孔庙还题写了一副楹联:“齐家治

国平天下信斯言也ꎬ布在方策ꎻ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ꎬ譬之宫墙ꎮ”此联是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 年)御书颁揭给都城孔庙的ꎮ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下令大修北京孔庙ꎬ这次修缮规模

大ꎬ增加、改换了很多匾额ꎮ «钦定国子监志»记载:“乾隆三十四年春二月丁亥ꎬ大修先师庙工

成ꎬ高宗纯皇帝亲诣释奠ꎮ”④为此ꎬ乾隆帝便撰写了这副楹联ꎮ 但这副楹联在阙里孔庙中却不见

悬挂ꎮ 按惯例ꎬ康熙、雍正题写的匾联在孔庙中都有刻石保存ꎬ乾隆题写的其他匾联在孔庙中也

存有刻石ꎬ惟有这幅楹联刻石也不见踪影ꎮ «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六也说:“乾隆三年皇上御书额

曰‘与天地参’ꎬ联曰:气备四时ꎬ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ꎻ教垂万世ꎬ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ꎮ 三

十四年御书联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ꎬ布在方策ꎻ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ꎬ譬之宫墙ꎮ”⑤

为何这副楹联没有悬挂在阙里孔庙呢?
检索«山东通志»«阙里志»«阙里文献考»«曲阜县志»等ꎬ皆未有说明ꎮ 笔者推测其中缘故

之一ꎬ可能是乾隆皇帝专门写给北京孔庙的ꎬ没有把这副楹联揭颁天下文庙ꎮ 根据康熙的做法ꎬ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ꎬ诏以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摹搨ꎬ颁发天下学宫ꎮ”⑥孔尚任也记载:“诏以御

书‘万世师表’扁(匾)额摹搨颁天下学宫ꎮ 衍圣公遂将御书刻石立之圣庙诗礼堂ꎬ又将摹搨墨刻

装裱卷轴恭进睿览ꎮ”⑦乾隆皇帝的这副楹联ꎬ大概没有皇帝的颁揭诏令ꎬ衍圣公便没有在阙里孔

庙悬挂ꎮ 结合清代其他皇帝给孔庙的御书匾联看ꎬ一般情况下都颁赐各地文庙ꎬ这似乎成了一个

惯例ꎮ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 年)ꎬ雍正帝曾为孔庙御书匾额:“生民未有”ꎬ并颁赐各省文庙一律悬挂ꎮ
雍正八年九月ꎬ“颁发谕旨:御书匾额对联并所增加殿庑门阶之制度、俎豆尊罍之仪式及料估工

程动用钱粮ꎬ自起工至告竣之日ꎬ备悉开造ꎬ交与衍圣公孔传铎ꎬ次第备纂汇辑成书进呈ꎮ”⑧雍正

的“御书匾额对联”开始交与衍圣公纂辑ꎮ 此后ꎬ嘉庆御书颁揭“圣集大成”匾额、道光御书颁揭

“圣协时中”匾额、咸丰御书颁揭“德齐帱载”匾额、同治颁揭“圣神天纵”匾额、光绪颁揭“斯文在

兹”匾额、宣统颁揭“中和位育”匾额ꎮ 雍正皇帝之后ꎬ皇帝的匾额墨笔都交给衍圣公ꎬ制作匾额

悬挂阙里孔庙并保存ꎮ 因为北京国子监为“左庙右学”之制ꎬ包括了孔庙ꎮ 由此可见ꎬ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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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幅楹联ꎬ也许是专门颁给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的ꎬ故«钦定国子监志»载:“高宗纯皇帝

御书额一‘与天地参’ꎮ 又御制联一ꎬ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ꎬ布在方策ꎻ率性修道致

中和得其门者ꎬ譬之宫墙ꎮ’”①原因之二ꎬ阙里孔庙大成门、大成殿内ꎬ已经悬挂了雍正、乾隆帝的

各两副楹联ꎬ也许考虑到乾隆三十四年的这副楹联已没有更突出、更显著的位置可以悬挂ꎬ故阙

里孔庙就没有出现这副楹联ꎮ

三

清室皇帝之所以大势修葺阙里孔庙ꎬ不遗余力地推崇孔子与儒学的原因ꎬ雍正帝说得最为充分:
　 　 朕惟上帝垂祐烝民ꎬ笃生至圣先师孔子ꎬ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ꎮ 而三纲以正ꎬ五
伦以明ꎮ 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ꎬ有所则效ꎮ 以敷政立教ꎬ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ꎬ大矣

哉ꎮ 圣人之道ꎬ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ꎬ而为益于帝王也更宏ꎮ 宜乎尊崇之典ꎬ与天地共悠久

也ꎮ 曲阜庙庭ꎬ为孔子里宅ꎮ 毓圣钟灵之地ꎮ 神爽式凭ꎬ明禋祗肃ꎬ庙貌崇闳ꎮ 由周而来ꎬ久
且加盛ꎮ 我皇考圣祖仁皇帝ꎬ徳符元化ꎬ悟彻性天ꎮ 自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ꎬ集成于

孔子者ꎬ一一体于身心ꎮ 宣为政治ꎬ圣统在上ꎬ应运而承ꎮ («雍正八年御制重建阙里圣

庙碑»)②

由于阙里孔庙的独特价值ꎬ从乾隆皇帝以后ꎬ凡登基继大统者ꎬ都为孔庙题写匾联ꎬ并颁赐阙

里孔庙ꎬ已成为定例ꎬ也被视为必然之举ꎮ 这种举动在思想观念上属于崇儒重道的表现ꎬ更重要

的是ꎬ此举把孔庙与皇权紧紧纽结在一起ꎬ政治因素愈加得以凸显与强化ꎮ 但是有一个变化值得

注意ꎬ嘉庆皇帝及后来的继位者ꎬ只题匾额ꎬ再没有颁揭楹联ꎮ
嘉庆皇帝继承大统ꎬ于嘉庆四年五月“颁发太学、阙里文庙、及各直省府州县学宫ꎬ御书匾额

曰:圣集大成”③ꎮ “大成”源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ꎮ 集大成也者ꎬ金声而玉振之

也ꎮ 金声也者ꎬ始条理也ꎻ玉振之也者ꎬ终条理也ꎮ 始条理者ꎬ智之事也ꎻ终条理者ꎬ圣之事也ꎮ”④

“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ꎬ以击钟开始ꎬ以击磐收韵ꎬ以此比喻孔子思想体系博大完美ꎮ
道光皇帝刚继位ꎬ就为孔庙颁揭匾额“圣协时中”ꎮ 按«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五的说

法:“(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己巳)遣官祭历代帝王庙ꎮ 颁发太学、阙里文庙、及各省府、州、县、
学宫、 御书扁额曰圣协时中ꎮ”⑤“圣协时中”典出两端ꎬ一为«尚书尧典»:“百姓昭明ꎬ协和万

邦ꎬ黎民于变时雍ꎮ”⑥一为«中庸»引孔子语:“君子中庸ꎬ小人反中庸ꎮ 君子之中庸也ꎬ君子而时

中ꎻ小人之中庸也ꎬ小人而无忌惮也ꎮ”⑦君子居中燮变ꎬ在治理国家与个人修养方面都至关重要ꎻ
把握得好ꎬ才能万邦协和ꎬ黎民安定ꎮ

关于咸丰御书的“德齐帱载”匾额ꎬ«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记载:“(道光三十年ꎬ
二月ꎬ乙亥)颁给京师太学、山东阙里、暨各直省府州县学宫ꎬ御书匾额曰:德齐帱载ꎮ”⑧«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述吴国季札于鲁国观乐舞后ꎬ赞美说:“德至矣哉! 大矣! 如天之无不帱也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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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无不载也ꎬ虽甚盛德ꎬ其蔑以加于此矣ꎮ 观止矣! 若有他乐ꎬ吾不敢请已!”①“德齐帱载”匾
额以之颂扬孔子品德如天一般覆盖万物ꎬ像地一般无不承载ꎬ其学识品格乃天地赋予ꎬ超越神灵ꎮ

时序推至同治皇帝ꎬ他颁揭的匾额为“圣神天纵”ꎬ并对颁赐的过程下诏做了详细交代ꎮ «清
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云 :

　 　 (咸丰十一年ꎬ十月ꎬ辛巳)又谕:列圣御极之初ꎬ均恭书匾额ꎬ悬挂文庙ꎮ 兹朕寅绍丕基ꎬ
敬循旧典ꎬ命南书房翰林恭书“圣神天纵”扁额ꎬ交造办处成造一分ꎬ敬悬京师太学文庙ꎮ 其

墨笔著俟衍圣公孔繁灏到京时ꎬ由军机处交领ꎬ敬谨赍回ꎬ制造匾额ꎬ于阙里文庙恭悬ꎮ 墨笔

无庸缴回ꎬ即于阙里收藏ꎮ 所有各直省府州县学ꎬ著武英殿摹勒颁发ꎬ一体悬挂ꎮ②

由此可知ꎬ“列圣御极之初ꎬ均恭书匾额ꎬ悬挂文庙”ꎬ同治皇帝登基不久即“循旧典”ꎬ“命南

书房翰林恭书‘圣神天纵’匾额”ꎮ 同治帝 ６ 岁继承皇位ꎬ恐难题写匾额ꎬ此项任务只好由南书房

翰林去完成了ꎮ 并要求当时的衍圣公孔繁灏来京时带回ꎬ悬挂于阙里孔庙ꎻ而且所赐墨笔可由阙

里保管、收藏ꎬ无需返还朝廷ꎮ «论语子罕»云:“子贡曰 :‘固天纵之将圣ꎬ又多能也ꎮ’”③«孟
子尽心下»云:“充实之谓美ꎬ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ꎬ大而化之之谓圣ꎬ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ꎮ”④

同治皇帝的匾额“圣神天纵”借子贡与孟子之言赞颂孔子ꎬ神圣超凡ꎮ
光绪皇帝登基时才 ４ 岁ꎬ不可能御书匾额ꎬ“斯文在兹”四个大字同样有“南书房翰林”代题ꎮ

稽之«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光绪元年ꎬ春正月ꎬ辛酉)以御极之初ꎬ敬循旧典ꎬ恭书‘斯文在

兹’匾额ꎬ敬悬京师太学文庙、阙里文庙及各直省府州县学ꎮ”⑤“斯文在兹”典出«论语子罕»:
“子畏于匡ꎮ 曰:‘文王既没ꎬ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ꎬ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ꎻ天之未丧

斯文也ꎬ匡人其如予何?’”⑥孔子继承周礼ꎬ开创儒家学派ꎬ滋润后世文化ꎮ
末代皇帝宣统颁揭的匾额为“中和位育”ꎮ 与前两位皇帝一样ꎬ年幼的宣统帝把书写匾额的

任务交给了南书房翰林ꎮ “中和位育”来源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ꎬ谓之中ꎻ发而皆中节ꎬ谓
之和ꎮ 中也者ꎬ天下之大本也ꎻ和也者ꎬ天下之达道也ꎮ 致中和ꎬ天地位焉ꎬ万物育焉ꎮ”⑦持正、取
中ꎬ不偏不倚ꎬ既是儒家的重要思想ꎬ又是儒家企望达到的理想界域ꎮ

从嘉庆皇帝始ꎬ诸帝颁揭的匾联无以复加地推尊孔子ꎬ皆立足于“四书”“五经”选取典故ꎮ 在

清代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ꎬ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经典的正统性ꎻ反过来ꎬ又彰显了

封建统治的神圣不可动摇ꎮ 这些庸常的匾联ꎬ似乎不太引人注目ꎬ却也凝结着统治者的一片苦心ꎮ

四

楹联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ꎬ也是比较流行的文学和书法相融合的艺术形式ꎮ
这种艺术形式发端于我国古诗的对偶句ꎬ魏晋时期萌芽ꎬ宋元两代在民间广为流行ꎬ至明清则洋

洋大观ꎬ争奇斗艳ꎬ以致有的学者把它视为清代文学的代表形式ꎮ 南怀瑾就说:“我们知道中国

文化ꎬ在文学的境界上ꎬ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ꎬ大体的情形ꎬ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下)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８６７ 页ꎮ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ꎬ中华书局影印本ꎮ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１０ 页ꎮ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７８ 页ꎮ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ꎬ中华书局影印本ꎮ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１０ 页ꎮ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８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说ꎬ到了清代ꎬ我认为是对联ꎮ 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ꎮ
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ꎬ大概是如此ꎮ”①对联已将母语发挥到极致ꎬ故在清代达到鼎盛

之势ꎮ 清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曾亲自撰写对联ꎬ客观上促进了楹联的发展与推广ꎻ波及所

向ꎬ使清代楹联大家层出不穷ꎬ如纪昀、郑燮、袁枚、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梁启超等ꎮ
天下众多庙宇佛寺宫观ꎬ都有众多的楹联匾额ꎬ或称道灵异ꎬ或乞求保佑ꎬ或摹写人情事态ꎬ

或抒怀明志ꎬ诸如此类ꎬ缤纷夺目ꎮ 但唯独孔庙为少ꎬ而阙里乃至天下孔庙除皇帝的匾额楹联外ꎬ
文人的匾联难觅踪影ꎬ这倒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ꎮ 清代嘉庆年间的封疆大吏、著名楹联专

家梁章钜说:“庙中楹联ꎬ宋元时绝无传句ꎬ大约起于明代ꎬ至本朝而始盛ꎮ 文昌殿、关帝庙两处ꎬ
撰者尤多ꎬ几于雅、郑混杂ꎮ 惟文庙则未知闻ꎮ 良由著笔甚难ꎬ故无人不知藏拙ꎮ 忆在京师ꎬ曾游

国学ꎬ得恭阅圣制大成殿联ꎬ云:‘气备四时ꎬ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ꎻ教垂万世ꎬ继尧舜禹汤文武

作之师ꎮ’惟圣人能言圣人ꎬ后有作者弗可及矣ꎮ”②对于孔庙ꎬ文人虽可仰观ꎬ即便才高八斗ꎬ也不

敢在此附庸呈才ꎮ 因为孔庙是至高皇权的一个侧影显现ꎬ非文人驰骋翰墨之地ꎮ 可见ꎬ书写匾额

颁赐全国文庙不仅成了皇帝的特权ꎬ也成了皇权话语的外在显露ꎮ
孔庙的御制匾联也体现了清室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ꎬ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ꎬ成为

文物、艺术的文化综合体ꎮ 这些楹联既折射出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ꎬ又展示了楹联

的具象性和生命力ꎮ
首先ꎬ孔庙的匾联是传承儒家文化的鲜活文物ꎮ 楹联匾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ꎬ往

往以构思精妙、简练雅洁、意蕴深邃、韵律严谨的面目呈现ꎬ是儒家文化的特殊载体之一ꎮ 相较于

孔子而言ꎬ孔庙的匾联一方面彰显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伟功绩ꎬ另一方面包含着后世对其敬仰

与评价ꎻ一方面闪耀着其道德人格的光辉ꎬ另一方面熏染着后人的精神品格ꎮ 这些匾联成为儒家

文化的点睛之笔ꎬ是孔庙的活灵魂ꎮ 如果孔庙缺失了这些匾联ꎬ其物态的文化显在形式必将黯然

失色ꎬ失之文化的多姿与灵气ꎬ弱化了孔庙的庄严与肃穆ꎮ
其次ꎬ孔庙的匾联作为点缀ꎬ展现了文物与书法的审美统一ꎮ 针对文物与书法的有机结合ꎬ

晚清学者林庆全在«楹联述录»中说:“联则颜于柱ꎬ疥于壁ꎬ署于门枋左右之分ꎬ人无老少贵贱皆

见之ꎬ识字者读之、记之、哦之ꎮ 述焉而若有余芳ꎻ问焉而若有余味ꎮ”③正是由于楹联匾额的醒目

与雅俗共赏ꎬ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孔庙交相辉映ꎬ形神统一ꎮ
阙里孔庙与孔府是连在一体的ꎮ 明弘治十二年ꎬ阙里孔庙发生火灾ꎬ几乎被全部烧毁ꎮ 朝廷

决定重建ꎬ历时五年竣工ꎬ规模壮丽ꎬ焕然一新ꎮ 弘治十七年正月ꎬ“新庙建ꎬ规制逾旧ꎬ遣大学士

李东阳祭告ꎬ御制碑文勒石ꎮ”④李东阳缅怀先师ꎬ情动于衷ꎬ为孔府撰联云:“与国咸休安富尊荣

公府第ꎻ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ꎮ”这或许触动并启发了清室皇帝不断地撰写匾联ꎬ除顺治帝

外ꎬ孔庙也成了入关后历代帝王的逞才之所ꎮ
再次ꎬ孔庙的匾联体现了中国诗教传统与诗性文化的民族特色ꎮ 楹联的本质是诗性的ꎬ当然

就具备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认知与陶冶作用ꎮ 清室诸帝把儒学作为立国之本ꎬ崇奉孔子ꎬ以仁

义敦伦教化ꎬ醇厚民风ꎮ 故孔尚任在«阙里志»卷十九«风俗志»中不无骄傲地说:“崇礼教ꎬ重信

义ꎬ鲁之遗俗也ꎮ 韩宣子谓‘周礼尽在鲁’ꎬ汉高祖谓‘守礼仪之国’ꎬ«图经»云:‘家家颜闵ꎬ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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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求ꎮ’读先王之书ꎬ文质彬彬过人ꎬ弦咏洋洋乎盈耳ꎬ斗戾争讼之事从不闻于里闬ꎬ真所谓孔氏

家儿不识骂也ꎮ”“江北风气刚悍ꎬ出语质直ꎬ惟阙里沐圣贤之化ꎬ得中和之道ꎬ述古称先ꎬ温霭宜

人ꎬ而且字合文义ꎬ音得正声ꎬ南北语言不侔ꎬ咸折衷于宗邦焉ꎮ”①阙里孔庙的这些肃穆鲜活的匾

联ꎬ诗教的功能一以贯之ꎬ也表现了我们民族诗性文化的特色ꎬ正如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中
所说:“对联(对子、楹联、楹贴)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的汉语文学样式之一ꎮ”②

阙里孔庙的御制楹联匾额内涵凝重、肃穆ꎬ意境雄浑ꎬ气势恢宏ꎬ既透射着苍茫的文化古意ꎬ
也承载着儒家文化的过去与未来ꎮ 恰如有学者就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论述的那样:“传统与

现在、未来一脉相承ꎬ历史上已经消亡而未曾流传下来的东西只能进入到历史学家的视野ꎬ唯有

传承至今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历史文化才被称为传统而被赋予传统应有的价值ꎮ 文化既

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ꎬ文化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ꎬ代表着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ꎮ 当代中

国正满怀信心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ꎬ这其中既包括文化小康、文化现代化

的内容ꎬ更需要强大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力量支撑和精神保障ꎮ”③从这个意义上讲ꎬ阙里孔庙

的御制楹联匾额无疑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精神标识ꎮ 我们应当高度珍视这一精神标

识ꎬ通过历史的考证ꎬ细致的推敲ꎬ挖掘其中的精华成分和积极因素ꎬ使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养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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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夜半歌声»票房奇迹探秘
∗①

张新英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马徐维邦执导的恐怖片«夜半歌声»于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上映后ꎬ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ꎬ取得了巨大的票

房成功ꎮ 影片的走红ꎬ既得益于题材和故事内容的吸引力ꎬ也离不开创作者精益求精的制作和演员出色的演绎ꎬ
而别出心裁的广告宣传更是为影片的空前火爆起到了强力助推的作用ꎮ 凭借过硬的艺术质量和强大的宣传攻

势ꎬ«夜半歌声»不仅轰动一时ꎬ且影响力至今不减ꎬ成为中国恐怖片史上的经典之作ꎮ
关键词:　 马徐维邦ꎻ«夜半歌声»ꎻ恐怖片ꎻ票房奇迹ꎻ中国电影史ꎻ新华影业公司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２－１２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２８
作者简介:张新英(１９７９—　 )ꎬ女ꎬ山东高密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ꎬ山东省第二批签约艺术评

论家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早期中国电影史再研究”(１５ＦＹＳ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夜半歌声›上集预备重映»ꎬ«中国艺坛日报»１９４１ 年第 ２５ 期ꎮ
③«申报»ꎬ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ꎮ
④«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ꎮ
⑤«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ꎮ
⑥«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⑦«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４ 日ꎮ
⑧«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９ 日ꎮ
⑨«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ꎮ
⑩«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ꎮ
«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 日ꎮ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农历正月初十)ꎬ«夜半歌声»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ꎮ 这部由新华影业

公司出品、马徐维邦编导的“恐怖巨片”ꎬ“曾经轰动一时ꎬ非但控制千万观众的心弦ꎬ而且奠定新

华公司在影坛光荣的历史”②ꎮ 仅就上海一地来说ꎬ影片在短短两天之内便“传遍全上海无人不

知”③ꎬ“每场开映前一小时已卖满座ꎬ购票不得而退出者千余人”④ꎬ呈现“北京路上万头攒动!
戏院里面水泄不通!”⑤的空前盛况ꎻ不到 １０ 天ꎬ影片的“卖座盛况”已经“打破金城历来纪录”⑥ꎻ
开映第 １３ 天ꎬ“破全国影院卖座最高纪录”⑦ꎻ开映至第三周ꎬ“卖座盛况非但不减ꎬ反见蒸蒸日

上”⑧ꎻ到第 ２４ 天ꎬ“卖座仍旧十分拥挤ꎬ树立了影界空前纪录”⑨ꎮ 一个月后ꎬ影片热度依旧不

减:“开映了一个月 客满了一个月 全上海影迷看了又看似疯狂一般拥护本片 本戏院座位满了又

满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⑩ꎮ «夜半歌声»在金城大戏院连映 ３４ 天之后ꎬ于 ３ 月 ２６ 日转战中央、
东南和光华三家影院ꎬ映至 ４ 月 １ 日依然“场场拥挤不堪”ꎮ 其后ꎬ影片在山西、恩派亚、明星等

影院断续放映至 ５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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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歌声»卖座之盛ꎬ堪称奇迹:“«夜半歌声»卖座好的当儿ꎬ每天可以售过三千ꎬ最坏也没有

跌到八百元标准数目以下ꎬ因此ꎬ金城目下虽然有不少电影可以放映ꎬ但因«夜半歌声»的生意不错ꎬ
所以金城宁把别的电影压一压ꎬ而映«夜半歌声»ꎬ听说ꎬ有连映三个礼拜的可能ꎮ”①可见ꎬ作为影片

在上海首映之地的金城大戏院ꎬ起初也并未预见到该片的火爆程度ꎮ 而当时的舆论界ꎬ更是一片惊

叹之声ꎬ认为该片的“上座纪录ꎬ前所罕见”②ꎬ“卖座奇佳ꎬ显然有姊妹花渔光曲再见于今日的盛

况”③ꎬ“如果拿今年的国产电影售座纪录来说ꎬ那无疑的要推«夜半歌声»一片为最高了ꎮ «夜半歌

声»的映期虽然不如«渔光曲»那么长ꎬ然而它每天所售得的票款却是很多的ꎮ 站在戏院一方

面来说ꎬ他们在本年度是获利最多的一张电影ꎬ他们因而对新华格外的重视”④ꎮ
事实上ꎬ未预料到«夜半歌声»如此大火局面的不独影院ꎬ电影的出品方新华影业公司对此

也始料未及:“据说:在摄制时ꎬ«夜半歌声»原不及«壮志凌云»之能受到‘新华’当局重视的ꎬ但
结果«夜半歌声»却十倍叫座于«壮志凌云»ꎮ”⑤受此鼓励ꎬ新华影业公司继续与导演马徐维邦合

作ꎬ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夜半歌声»续集的制作:“马徐维邦在新华本来是部头戏合同的ꎻ但因为

«夜半歌声»卖了座ꎬ老板非常高兴ꎬ就同他订了长期合同ꎮ 马徐维邦与新华订了长合同之后ꎬ他
就着手编第二个戏了ꎬ本来他所编的剧本ꎬ剧名叫做«古屋飞尸记»ꎮ 但是ꎬ老板的意思ꎬ把«古屋

飞尸记»暂时先搁一搁ꎬ先叫马徐编«夜半歌声续集»ꎮ”⑥１９４１ 年ꎬ«夜半歌声»续集上映ꎬ影响和

口碑虽不及«夜半歌声»ꎬ但续集的问世ꎬ本身便得益于«夜半歌声»票房奇迹的巨大影响ꎮ 那么ꎬ
这一票房奇迹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一、恐怖外衣暗藏社会隐喻

显而易见的是ꎬ«夜半歌声»的走红并非偶然ꎮ 当年便有论者指出:“一部影片能够连上几十

场的满座ꎬ连演一月数十天ꎬ至少也有相当动人的演出ꎬ和使人同情共鸣的特点:因为观众的眼

光ꎬ日新月异ꎬ看戏的程度ꎬ逐渐高超ꎬ寻常而稀松的剧情ꎬ是不易诱致的ꎮ”⑦的确ꎬ对愈来愈挑剔

的观众而言ꎬ«夜半歌声»能够打动他们ꎬ首先得益于影片在故事层面的匠心独运:以令人毛骨悚

然的恐怖片外衣包装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ꎬ并借此隐喻彼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ꎬ传达

“革命”与“救亡”的内在主题ꎮ
从题材和内容来看ꎬ«夜半歌声»讲述的是一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话剧演员宋丹萍和大

地主的女儿李晓霞相爱ꎬ遭到晓霞父亲的阻挠ꎬ又被垂涎李晓霞的恶霸汤俊嫉恨ꎬ惨遭镪水毁容ꎮ
丹萍无法面对晓霞ꎬ谎称自己已死ꎬ终日藏身废弃的剧院楼顶ꎬ隐忍度日ꎬ夜晚便引吭高歌ꎬ以歌

声安慰已经疯癫的李晓霞ꎮ 十年后ꎬ演员孙小鸥所在的剧团来此演出ꎮ 在排练歌剧«黄河之恋»
时ꎬ小鸥不得要领ꎬ丹萍暗中教导ꎮ 小鸥演出成功ꎬ向丹萍致谢ꎬ得知丹萍的遭遇ꎬ并受丹萍所托ꎬ
以丹萍的身份安慰晓霞ꎮ 汤俊恶性不改ꎬ企图侵犯小鸥的女友绿蝶ꎮ 危急关头ꎬ丹萍现身ꎬ与汤

俊展开搏斗ꎬ杀死仇人ꎬ自己也被困火中ꎬ最终蹈海而死ꎮ 从表面上看ꎬ这个“带有血和泪”⑧的爱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信不信由你»ꎬ«影与戏»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５ 期ꎮ
五帝:«马徐维邦之成功 　 ‹夜半歌声›紧张恐怖»ꎬ«风月画报»１９３７ 年第 ２ 期ꎮ
«‹夜半歌声›不拍续集马徐先摄短片»ꎬ«影与戏»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６ 期ꎮ
«一炮打红:马徐维邦和新华订长期合同后　 ‹夜半歌声›拍续集　 为了生意眼搁下‹古城飞尸记›»ꎬ«影与戏»１９３７年第 ２５期ꎮ
«银色杂碎»ꎬ«影与戏»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７ 期ꎮ
«一炮打红:马徐维邦和新华订长期合同后　 ‹夜半歌声›拍续集　 为了生意眼搁下‹古城飞尸记›»ꎬ«影与戏»１９３７年第 ２５期ꎮ
曹公豫:«夜半歌声简评»ꎬ«风月画报»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４ 期ꎮ
司马晨:«从‹夜半歌声›说起»ꎬ«新剧艺纯戏剧半月刊»１９４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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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故事ꎬ抨击了封建恶势力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摧残与迫害ꎬ表达了反封建、争自由的进步主

张ꎮ 因此ꎬ尽管当时舆论将影片的宣传重点放在了影片的“恐怖”特质上ꎬ宣称该片是中国影坛

绝无仅有的“恐怖巨片”ꎬ“将使上海百万影迷禁不住心惊肉跳! 不胜其汗毛凛凛!”①但当时的

一些主流评论ꎬ依然将影片视为“悲壮惊险之恋爱惨剧”②ꎬ认为“全剧的结构ꎬ很够紧凑ꎬ只是标

榜着恐怖ꎬ未免张大其词ꎬ实则剧的气氛ꎬ整个沉浸在爱的高潮里ꎬ恐怖不过是少许的穿插ꎬ并没

有特殊的神秘性ꎬ惊愕的成分ꎬ仅在演者的表现上ꎬ刻画出一丝半缕罢了愈到后面ꎬ愈觉松

弛ꎬ除去施超寻找金山ꎬ独登那蛛网尘封ꎬ杳无人迹的危楼底一幕ꎬ充满了恐怖的空气之外ꎬ剧情

便转入了另一阶段ꎬ而完全脱去了紧张的外衣ꎬ逐步走进恋爱的途程”③ꎮ 可见ꎬ与影片大肆宣扬

的“恐怖”相比ꎬ宋丹萍和李晓霞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和宋丹萍惨烈的个人遭遇ꎬ才是契合观众

对传统爱情悲剧观赏期待心理的关键ꎬ并为影片的流行奠定了基础ꎮ
然而ꎬ宋丹萍并不仅仅是一个与大地主的女儿相爱的舞台名伶ꎬ他的真实身份ꎬ是 １３ 年前已

然成为革命领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ꎮ 按片中的时间推算ꎬ１３ 年前正是 １９１３ 年ꎬ宋丹萍因革命

者的身份被通缉ꎬ逃亡在长江一带ꎮ 通缉风声过后ꎬ他以演员的身份继续进行革命工作ꎮ 他主唱

的«热血»ꎬ充满对革命前景的呼唤和憧憬: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ꎮ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ꎬ
愿付任何的代价

甚至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热血ꎬ
地伯尔河似地奔流ꎮ
任敌人的毒焰ꎬ
胜过科利色姆当年的猛兽ꎮ
但胜利终是我们的ꎬ
我们毫无怨尤ꎮ
瞧吧!
黑暗快要收了ꎬ
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ꎮ

从宋丹萍和李晓霞的对话我们知道ꎬ宋丹萍并未对李晓霞隐瞒自己的革命者身份(宋丹萍

对李晓霞说:“只要我能够永远地爱你ꎬ我秘密进行的革命工作不泄露ꎬ我就是受点委屈也值

得ꎮ”)ꎮ 这样一来ꎬ宋丹萍和李晓霞的爱情故事ꎬ便跳脱出优伶戏子与富家千金相爱受阻的传统

爱情悲剧模式ꎬ并巧妙地将革命话语镶嵌其中ꎮ “宋丹萍底际遇———热诚的革命者ꎬ给‘权臣’暗
伤ꎬ面目板剥得像火山岩一样———在充满着黑暗ꎬ恐怖ꎬ屠杀的现在ꎬ可能地降临到有正义感的青

年身上的ꎻ这一点ꎬ剧底本身ꎬ很现实的”④ꎮ 因此ꎬ宋丹萍对孙小鸥的启蒙ꎬ便不仅仅是艺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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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ꎬ还有革命意识的激发ꎻ孙小鸥和李晓霞对宋丹萍未完成志愿的继承ꎬ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爱

情ꎮ 而联系到影片拍摄和放映的时间ꎬ我们更会发现ꎬ«夜半歌声»不乏对时代和社会的指涉ꎬ例
如孙小鸥排演的歌剧«黄河之恋»ꎬ看似讲述的是宋代建康年间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还未结婚便

遭遇国难的故事ꎬ实则是呼吁人们抵御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暗喻:
　 　 追兵来了ꎬ可奈何ꎬ可奈何?

娘啊ꎬ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ꎬ回不了窝ꎮ
(旁白)作贼吗? 不! 阿宝等着我!
我是一个大丈夫ꎬ
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ꎬ
不愿做亡国奴ꎮ
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啊ꎬ
鱼还可以作浪兴波ꎬ
掀翻鬼子们的船ꎬ
不让他们渡黄河ꎬ
不让他们渡黄河!

歌剧«黄河之恋»传达的ꎬ正是彼时人们面对日寇入侵所共同体验到的“家破国亡”之感ꎮ 正

如当时的论者所言:“在现阶段来估价«夜半歌声»ꎬ无疑地ꎬ可取点ꎬ在它相当地暴露了‘权威’者
的狰狞面目ꎬ暗伤的无耻ꎬ志士的殉难ꎻ激发起我们肩荷救亡御侮的巨责!”①影片通过“恐怖片”
的外衣和“爱情故事”的内核ꎬ完成了对“革命”话语和“救亡”话语的杂糅与融合ꎬ使«夜半歌声»
营造的情境成为彼时中国社会的巧妙隐喻: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代大背景下ꎬ它贴切地表

达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压抑、迷茫、焦虑与恐惧ꎮ 它让身为革命者的情人宋丹萍在地狱般的绝望中

等待希望ꎬ在与黑暗势力的拼死肉搏中获得永生ꎮ 因恶势力阻挠而无望的爱情主题因此被升华

为革命和救亡的动力与希望ꎬ并最终定格在孙小鸥与李晓霞紧紧依偎的身影和满含憧憬的脸上ꎬ
明确宣告着永不分离的决心和誓死抗争的力量ꎮ 它让人们相信:象征浪漫和理想的“歌声”终将

驱散被黑暗层层围裹的“夜半”ꎬ隐忍的复仇者终将沉冤得雪ꎬ孤独的守望者终将迎来黎明ꎮ

二、类型化制作精益求精

除题材和故事内容本身的吸引力外ꎬ«夜半歌声»的成功ꎬ还得益于完备的技术、精细的制作

和演员出色的演绎ꎮ 马徐维邦在«夜半歌声»的制作上ꎬ可谓精益求精ꎬ不计代价ꎬ力求在化妆、
表演、音乐等方面做到尽善尽美ꎮ

当时的媒体报道:“«夜半歌声»在开始摄制场工作之时ꎬ吴永刚的«壮志凌云»剧本还没有动

笔ꎬ而如今则«壮志凌云»已在金城大戏院映过了两个星期ꎬ但«夜半歌声»却只完成了三分之二ꎬ
至今还没有竣工ꎮ 据说ꎬ马徐维邦对于所导演的片子ꎬ认真得非凡ꎬ摄影的角度与布景的配置ꎬ固
然往往要耗费了很多的时间ꎬ而每一场布景的戏拍好以后ꎬ至少要待胶片洗印出一段ꎬ经他过目ꎬ
认为满意以后ꎬ才吩咐将布景拆卸ꎬ马徐维邦对于他的所负的工作的谨慎周密ꎬ也就可见一斑了ꎮ
新华主人张善琨ꎬ向来对于影片的摄制ꎬ是不惜工本的ꎬ«夜半歌声»的迁延半载ꎬ犹未完成ꎬ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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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只是表示希望马徐维邦在全神贯注之下ꎬ能有较好的成绩表现ꎮ”①影片最终历时 ８ 个月之久

方才完工ꎬ并大大超出公司的预算:“为了工作上延时过久的关系ꎬ新华所费资本ꎬ须达近五万

元ꎬ按照事前预算ꎬ差数很多ꎬ未免是一重大损失ꎬ不过ꎬ马徐维邦拍摄此片ꎬ一丝不苟ꎬ却已也牺

牲不小ꎻ因为他的工作酬报并非月薪制ꎬ而是订的部头戏合同ꎮ 所以ꎬ情形很苦ꎬ照算扯不到每月

一百元的工钱ꎮ”②有消息说:“在工作的期间ꎬ马徐维邦且因之吐过几次血ꎬ可见他对于这部片子

的重视和尽心ꎮ”③另据报道称:“马徐维邦在片经查妥以后ꎬ仍觉不很安心ꎬ认为还得补拍几个男

主角金山骑马的镜头ꎮ 于是在大除夕那天ꎬ«夜半歌声»一方面在苏州戏院映入观众的眼帘ꎻ一
方面他和金山等人ꎬ却正奔驰江湾路上ꎬ从事补戏的工作ꎮ”④不幸的是ꎬ这次补戏造成金山意外

堕马受伤ꎬ不得不送医治疗ꎬ“须得在医院里睡上三个礼拜ꎬ方可渐次复原”⑤ꎮ 马徐维邦对待影

片的严苛ꎬ由此可见一斑ꎮ
马徐维邦的导演技巧ꎬ亦为时人称赞:“过去各公司所摄恐怖剧ꎬ大率松弛平庸ꎬ绝少惊心动

魄之成分ꎬ或剧情不够恐怖ꎬ或设备欠缺齐全ꎬ物质条件ꎬ固有问题ꎬ人才亦属重要ꎬ尤以导演技术

为最ꎬ必使全剧沉浸于紧张空气中ꎬ充满神秘因素ꎬ而能把握住观众之心灵ꎬ如入墟墓ꎬ竦然毛戗ꎬ
更必突兀仓皇ꎬ出人不意ꎬ又未可近于神话ꎬ应具合理之故实ꎬ此恐怖片所以难摄也ꎬ马徐氏竟毅

然敢于尝试ꎬ良有足多ꎬ结果亦殊惬人意ꎮ”⑥“马徐维邦的导演手法ꎬ疏忽的地方ꎬ固属难免ꎬ而细

致绵密的技巧ꎬ很够纯熟ꎬ灯光和摄影ꎬ俱有长足的进步ꎬ尤其是收音的清晰ꎬ背景更富有诗意ꎬ音
乐的效果ꎬ使全剧增加了不少的力量ꎬ这在国产片中ꎬ的确是一种美满的收获ꎮ”⑦“导演手腕ꎬ轻
松紧凑ꎬ恰到好处ꎬ全片虽在恐怖氛围中展开序幕ꎬ仍不失正确之含义ꎮ”⑧

«夜半歌声»的演员阵容亦十分强大ꎬ且演技过硬:“金山化装ꎬ颇有卡洛夫之神妙ꎬ饰狰狞可

怕之伤面怪人ꎬ状貌既恶ꎬ表演精细ꎬ内心之刻划ꎬ曲曲传出ꎬ其描写剧情ꎬ与«狂欢之夜»ꎬ异曲同

工ꎬ过无不及ꎬ胡萍之大家闺秀ꎬ施超之英俊青年ꎬ周文珠之龙钟老妇ꎬ顾梦鹤之纨绔子弟ꎬ均能克

尽厥职ꎬ臻于化境ꎬ演技相当成功ꎮ”⑨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三首插曲ꎬ“一名主题歌ꎬ一名热

血ꎬ一名黄河之恋ꎬ有以悠扬胜ꎬ有以壮烈胜ꎬ宛转凄清ꎬ得未曾有”ꎬ三首插曲与剧情联系紧密ꎬ
既影射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环境ꎬ也暗含对革命理想和救亡前景的吁求和召唤ꎬ因而被广为传唱ꎬ
为影片增色不少ꎮ

三、“海报事件”大张声势

为«夜半歌声»的空前火爆助力的ꎬ还有强大而别出心裁的广告宣传ꎮ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是:«夜半歌声»的巨幅电影海报广告曾吓死过一个孩子ꎮ 经过岁月的演绎ꎬ时至今日ꎬ这个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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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面目已变得模糊不清ꎬ以致众说纷纭ꎮ 如马徐维邦的后人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年此片吓死人几乎沪人皆知ꎮ 有一天各地报纸都转载了上海市的一则头条新闻ꎬ标
题是“马徐维邦影片真恐怖　 夜半歌声广告吓死人”ꎮ

原来被称为“噱头大王”的新华公司老板张善琨为了配合影片上映ꎬ在上海静安寺路跑

马厅对面ꎬ悬挂了一块数层楼高的巨大广告ꎬ一个魔鬼似的巨人伸出两只巨掌ꎬ身上披的黑

衣随风飘动ꎬ旁边是一个擎着蜡烛弯腰弓背的老妇人牵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ꎬ极尽阴森恐

怖气氛ꎮ 时间一久ꎬ广告的下角裂开了ꎬ晚风吹来时ꎬ持烛老太前后摇动ꎬ烛光忽明忽暗ꎬ大
有呼之欲出之感ꎮ ３ 月 ４ 日傍晚ꎬ一妇女领着小孩儿路过此处ꎬ小孩被广告吓倒ꎬ３ 天后便

死ꎮ 消息很快传遍了沪上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ꎬ后来根据群众要求拆除了广告ꎮ 于是报上

的广告又加上:“奉谕ꎬ六岁以下儿童禁止入座!”这样一来ꎬ影院更加拥挤ꎬ观众更加踊跃ꎬ
而电影«夜半歌声»及导演马徐维邦更是声名远播了ꎮ①

周观武在其«赝儒斋选集»中则这样写道:
　 　 有一天ꎬ全国的许多报纸上赫然刊出上海的一则头条新闻:

马徐维邦影片真恐怖

«夜半歌声»广告吓死人

事实是这样的:当时ꎬ上海新世界与国际饭店之间ꎬ挂了一张足有八层楼高的«夜半歌

声»大广告ꎬ画着宋丹萍(金山饰)手拉着李晓霞(胡萍饰)ꎬ两人四目圆睁ꎬ惊恐万分ꎬ似有所

见ꎮ 下角上画着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周文珠饰)ꎬ手举烛台ꎬ弯腰驼背ꎮ 吓死人的就是这

支蜡烛ꎮ 原来广告的下角已裂ꎬ一有风吹便微微颤抖ꎮ 一天夜里ꎬ北风一刮ꎬ那支蜡烛便摇

曳不定ꎬ好像忽明忽灭ꎬ那鸡皮鹤发的老太太也就跟着前仰后合ꎬ好像突然变成了活鬼ꎬ要从

画面上走下来似的ꎮ 恰在此时ꎬ有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此经过ꎬ忽见此等怪

状ꎬ吓得三魂出窍ꎬ随着两声惨叫ꎬ母子二人双双昏倒在地ꎮ 于是ꎬ救护车、围观者、中外新闻

记者、娱乐小报编辑ꎬ闻风而至ꎮ 在众目睽睽之下ꎬ母子二人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ꎮ 据传ꎬ经
过医生抢救ꎬ母亲大难不死ꎬ儿子却送了性命ꎮ 从此之后ꎬ大街小巷ꎬ茶楼酒肆ꎬ夜间经常听

到有人大呼小叫:“吓死人喽ꎬ«夜半歌声»真的吓死人喽!”②

对比上述两种叙述ꎬ我们不难发现ꎬ“«夜半歌声»吓死人”的传闻流传至今ꎬ虽然吓死人的结

局相似ꎬ但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形却已在流传中产生变异ꎬ并留下诸多疑问ꎬ比如ꎬ被吓死的孩子究

竟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 小孩的年龄究竟是多少? 他 /她被吓的具体情境究竟如何? 那条在

“全国的许多报纸上”出现的头条新闻究竟是刊登在哪张报纸上?
经笔者查阅资料ꎬ发现当年“海报吓死人”的新闻出自 １９３７ 年的«电声(上海)»ꎬ其完整报道

如下:
　 　 金城大戏院的«夜半歌声»ꎬ是新华公司出品的一部恐怖影片ꎬ当这影片开始公映的时

候ꎬ静安寺路跑马厅对面空地上便树立了一幅这部影片的高大而动人的大广告ꎬ因为是一恐

怖影片ꎬ广告上便绘着一个魔鬼式的巨人ꎬ伸着两只巨掌ꎬ披着黑衣ꎬ随风摇动ꎮ 旁边是一个

擎着蜡烛的老太太ꎬ扶着一个披发少女ꎮ 这ꎬ的确是一个很动人的恐怖广告ꎻ凡是走那儿经

过的人ꎬ都得化一两分钟驻足看它一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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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号晚上八点钟ꎬ记者走过那块广告ꎬ在夜雨淅沥之中ꎬ有几十个人站在那块广告前ꎬ对
着它指手画脚ꎮ 这块广告已弄了好久ꎬ为什么还会这样引动人的注意? 记者正在奇怪ꎬ又看

见一个中年妇人在凭着铁丝短栏失声地痛哭着ꎮ 问问旁边的人ꎬ她为什么哭ꎬ说是她的孩子

被这块广告吓死了!
广告会吓死人ꎬ这也只有上海有? 记者为知道详情ꎬ便问起这事的经过ꎮ 她哭诉着告诉

记者:她有个女儿叫邱金珠ꎬ今年才十一岁ꎬ上星期四(四日)和她的父亲从静安寺坐电车

来ꎬ在这儿下车ꎬ看了这块广告大吃一惊ꎬ回到家里ꎬ第二天就病了ꎬ第三天早晨送到普爱医

院ꎬ上午十一点钟ꎬ死了!
那妇人边说边哭ꎬ一面又望着那块吓死她的广告ꎮ 她的丈夫邱嘉梁ꎬ是第一特区市民联

合会的委员ꎬ华美牙医钟表店的主人ꎬ住在东熙华德路邓脱路口八五五号ꎮ 记者看她哭得伤

心ꎬ就劝她回去ꎮ 这时她的丈夫邱嘉梁也来了! 邱君就告诉记者:“那天是从忆定盘路来ꎬ
本想在先施公司下电车ꎬ因为那孩子刚从乡下到上海两个月ꎬ我就带她在这儿下来ꎬ顺便一

路好看看ꎮ 她一下车ꎬ就看到这广告ꎬ大骇一跳ꎮ 走到新世界前ꎬ她说:‘爹啊! 格面个人我

吓来!’(他们是宁波人)当时我也没留意ꎮ 后来玩玩就回去ꎮ 到第二天ꎬ她就昏昏欲睡ꎬ头

上发热ꎮ 家里的人ꎬ以为是通常发寒热ꎬ也不去注意ꎬ到下午发热更厉害ꎬ嘴里不断地喊着

‘怕啊! 怕啊!’‘那黑人又来了’! ‘嗳呀! 我怕!’她喊的时候ꎬ手还不停的摇动ꎬ像广告上

那人的动法一样ꎮ 星期六早晨ꎬ我看看不对ꎬ就请个中医来看ꎬ医生说:‘病是没有ꎬ不过脉

快停了ꎬ要赶紧送医院’ꎮ 于是一大早把她送到普爱医院ꎬ由秦医生慎重看过ꎬ当时还以为

是害脑膜炎ꎬ就用针管在身后抽水ꎬ她还是未见转好ꎬ十一点钟就死了!”
邱君又说:他一共有三个男孩ꎬ两个女孩ꎮ 金珠是大的一个ꎮ 他说:我是否对新华及金

城提出法律交涉ꎬ尚未决定ꎻ不过ꎬ这种广告实在做得太过火了! 我不是为自己ꎬ为了避免其

他同样事件发生ꎬ我已向市联会提出ꎬ向工部局交涉ꎬ把这广告撤了它ꎮ 这事市联会已决议

函请工部局取缔ꎮ①

这则新闻中的人物有名有姓ꎬ被吓死女孩父亲的职业、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等信息都非常详

尽ꎬ但因其太过耸人听闻ꎬ故传闻虽广ꎬ却难免不让人对它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ꎬ有人甚至揣测这

是新华老板张善琨处心积虑谋划的宣传手段ꎮ 但无论真相如何ꎬ«夜半歌声»借此事件空前火

爆ꎬ却是事实ꎬ有报道称:
　 　 新华公司前次在«长恨歌»初度公映的时候ꎬ曾为发生一件小林黛玉控诉该片“妨碍名

誉”的滑稽讼案ꎬ因经各报竞载ꎬ获得盛大的宣传功效ꎻ当时«长恨歌»便为此连映多天ꎬ意外

地卖了不少场的满座ꎮ 结果ꎬ官司判决下来ꎬ那位已经从良的名妓小林黛玉对于片中同名小

林黛的妓女一角ꎬ在和狎客调情表演ꎬ认为“影射”“侮辱”的理由ꎬ根本不能成立ꎬ终于宣告

被告无罪ꎬ就这样的胡闹一番ꎬ给予新华大大的义务宣传一下ꎬ便告结束了ꎮ
新华占此意外便宜之后ꎬ前几天又有类似事件ꎬ见诸发生ꎻ那是为了新华正在金城开映

的«夜半歌声»恐怖片ꎬ在南京路跑马厅那里ꎬ树起的一大块剧中人面目狰狞的路牌广告ꎻ据
说有位名叫邱嘉梁的十一龄幼女ꎬ看了受惊暴病ꎬ三天之后即一命呜呼了ꎮ

这件妙事ꎬ一经报章纷传ꎬ便又造成了较大的新闻宣传力量ꎻ于是«夜半歌声»在金城大

８２１
①«‹夜半歌声›广告酿成人命　 乡下女孩看见怪人黑影活活吓死　 市联会函请工部局取缔该项广告»ꎬ«电声»１９３７年第 １１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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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院ꎬ公映过十几天以后ꎬ售座更见拥挤不堪了ꎮ①

从这则新闻中可知ꎬ新华影片借助“特殊事件”大作宣传推高票房已非首次ꎬ所以人们对

“«夜半歌声»海报吓死人”的传闻乃新华公司宣传噱头的揣测ꎬ并非凭空臆想ꎮ 另外需要说明的

是:许多人根据“海报吓死人”的传说ꎬ想当然地认为禁止儿童观看该片的通告是发生在小女孩

被吓死之后(即 ３ 月 ６ 号)ꎮ 事实是ꎬ影片在上海开映的前一天ꎬ即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上海的报

刊广告中已有明确警示:“奉谕禁止六岁以下孩童入座绝不通融ꎮ”②金城大戏院放映结束后ꎬ该
片于 ３ 月 ２６ 日在中央、东南、光华“三院同映”ꎬ“禁止六岁以下孩童入座”的通告变成“诚意敬告

十岁以下儿童禁看”③ꎮ

四、广告推介不遗余力

除“海报吓死人”事件之外ꎬ配合影片的放映ꎬ«夜半歌声»在各大报刊、电影杂志上的宣传可

谓不遗余力ꎬ且花样翻新ꎮ 以上海«申报»为例ꎬ影片在上海公映的前几天ꎬ«申报»便已对它进行

重点推介:
２ 月 １５ 日ꎬ广告文字为“中国影坛只此一部”“ＸＸ 巨片”“敬请注意明日广告”④ꎬ图片则搭配

毁容的宋丹萍魔鬼一般的身影和面容ꎬ极具视觉冲击力ꎬ且悬念十足ꎮ
２ 月 １６ 日ꎬ广告文字透露了影片片名(«夜半歌声»)、类型(恐怖巨片)、导演(马徐维邦)、监

制(张善琨)等基本信息ꎬ并继续以宋丹萍被毁容后的恐怖形貌吸引观众注意力ꎮ
２ 月 １７ 日ꎬ广告着力渲染影片的恐怖气氛ꎬ以“一丸冷月 午夜风凄 歌声隐约 怪影幢幢”“极

尽阴气森森! 不胜汗毛凛凛!”⑤等耸人听闻的字眼挑起观众的好奇心ꎮ
２ 月 １８ 日ꎬ广告文字增加影片主演阵容介绍(金山、胡萍、施超、顾梦鹤等)ꎬ并强调“中国影

坛只此一部恐怖巨片”“剧情合理紧张 画面光怪陆离”“万众渴望先观为快”“即将在金城大戏院

正式公映”⑥ꎬ图片则换成疯癫的李晓霞抱头惊叫眼神恐惧的面部特写ꎮ
２ 月 １９ 日ꎬ除告知观众影片将于次日在金城“日夜三场开映”之外ꎬ广告文字进一步细化ꎬ不

仅有摄影(余省三、薛伯青)、布景等人员信息ꎬ还有片中三首插曲的信息(主题曲、«热血»、«黄
河之恋»)ꎬ并极力凸显影片的恐怖片特质ꎬ宣称影片“将使上海百万影迷禁不住心惊肉跳! 不胜

其汗毛凛凛!”“奉谕禁止六岁以下孩童入座绝不通融”⑦ꎬ广告左下角和右上角则是宋丹萍毁容

的形貌和李晓霞抱头恐惧的画面ꎮ
２ 月 ２０ 日ꎬ影片在金城正式放映ꎬ广告详细刊登了影片的角色、演员、音乐、放映场次等信

息ꎬ并以形象的文字描画了影片男女主人公的特质:“他→他是坟墓里的厉鬼! 他是爱河中的冤

魂! 他有说勿出的隐衷! 他有诉不尽的私情! 她→她是中爱毒的姑娘! 她是被幽禁的疯子! 她

有太阳般的热情! 她有秋雨般的血泪!”⑧并极力渲染影片的可怖:“半夜里戏院顶上的怪声 三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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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夜半歌声›意外收获　 ‹长恨歌›后又一妙事»ꎬ«电影周报»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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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天别墅楼头的人影 鬼哭神号 猴啼鸡鸣 处处足以使你汗毛粒粒竖起”①ꎮ 此外ꎬ刻意强调“新
华公司自开办迄今以此片所化成本为最大 马徐维邦自开拍迄今曾卧病四次竟吐血三回”②ꎬ暗
示此片质量上乘ꎬ值得一看ꎮ

影片于 ２ 月 ２０ 日开映后ꎬ报刊的广告宣传力度加大ꎬ一方面继续渲染该片“中国第一恐怖巨

片”的特质和地位ꎬ另一方面重点描画观众的观影盛况和观影感受ꎬ极力游说观众前往购票ꎮ
２ 月 ２１ 日ꎬ广告中除前一日内容外ꎬ特别凸显前一日观众的观影反应:“街头巷尾都说‘僵

尸’出现!”“昨日虽大雨如注ꎬ观众仍蜂拥而来ꎬ开映前半小时已告上下客满”③ꎮ
２ 月 ２２ 日ꎬ«申报»第一版最显眼的位置刊出«夜半歌声»的巨幅广告(顺便为新华影业公司

的正在拍摄或筹拍的其他影片如«潇湘夜雨»、«青年进行曲»等进行宣传)ꎬ而封面广告和内页广

告都在强调这部“中国第一部惊心动魄的恐怖巨片”的受欢迎程度:“每场开映前一小时已卖满

座ꎬ购票不得而退出者千余人”④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广告继续渲染影片的恐怖:“欲海冤魂满腹愁思说不出! 情场疯鬼一缕情丝无处

寄! 鬼哭神号 虎啸猿啼 吓得个个观众汗毛凛凛”ꎻ宣称影片“现已传遍全上海无人不知!
是新春中卖座最盛的佳片ꎬ是新春中观众最爱的佳片”ꎬ“本院座位虽多 每场仍卖满座 因迟到而

退出者每天有千余人”ꎬ提醒观众“购票请早”⑤ꎮ
２ 月 ２４ 日ꎬ广告继续为影片造势:“鬼哭神号不由你不提心吊胆 虎啸猿啼不怕你不汗毛凛

凛”ꎬ观众反响空前热烈:“街头巷尾轰传去看‘活僵尸’” “北京路上万头攒动戏院里面水泄不

通”ꎬ影片大有赶超国外同类影片之势:“«科学怪人»ꎬ«古屋奇案»从此不能专美于前”⑥ꎮ
２ 月 ２５—２６ 日ꎬ广告词为:“全上海倾巷光临 北京路交通断绝”ꎬ“本院自开映以来 观众云集

每日因购票不得而退出者不可胜数 故当每场开幕及闭幕之前后戏院门前途为之塞 盛况空前”⑦ꎮ
２ 月 ２７ 日ꎬ广告词为:“大量观众倾巷而至! 影迷府上十室九空!”“真切发现伟大收获:外国

片的中国观众、在上海的外国观众ꎬ倍加赞美!” “上海人在这一星期中唯一的口头禅:‘看僵尸

去!’”“画面光怪陆离 剧情合理紧张 题材神秘奥妙 表演出神入化”“开映以来无场不客满 无人

不说好”“未看先已心跳ꎬ看了汗毛凛凛ꎬ谈起头头是道ꎬ想想津津有味”“事实证明:已为国片吐

气! 使电影观众从此勿再迷信舶来片!”⑧

２ 月 ２８ 日—３ 月 ２５ 日ꎬ广告词则围绕开映天数、场数和观众数量及口碑大做文章ꎬ如:
“八日以来ꎬ无场不客满ꎬ无人不说好ꎬ奇迹! 奇迹!”⑨

“开映九天ꎬ连满念七场ꎬ观众达五万ꎬ打破纪录! 看过的没有不口口声声说好ꎬ实在难得!”

“开映十一天ꎬ连满三十三场ꎬ破全国影院卖座纪录”ꎮ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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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全国影院卖座最高纪录ꎮ 开映三十六场ꎬ客满三十六场ꎬ没有一天不客满ꎬ没有一人不

说好”“座位千八院称最大　 座客常满片称最佳”①ꎮ
“为国产片扬眉吐气! 为国产片大放光明!”②

“连满四十二场有谁比得上! 捷足先登已经看过的观众ꎬ到处盛称本片演出超群! 购票不

得因而退出的影迷ꎬ逢人宣传本片卖座鼎盛! 开映已至第三星期拥挤盛况不减!” “每场发现看

第二遍及第三遍之老看客甚多甚多”③ꎮ
“空前巨片才有空前的卖座! 本片开映已至第三星期ꎬ卖座盛况非但不减ꎬ反见蒸蒸日

上!”④

“卖座特盛实观众口头宣传之功也! 无论男女老少ꎬ新旧人物ꎬ对本片皆极端揄扬ꎮ”⑤

“今日第二十二天映ꎮ 昨天三场还是轧得十足风头之健不可一世”“追捉妖怪ꎬ火烧僵尸ꎬ真
乃奇闻奇事”“奉谕禁止六岁以下孩童入座绝不通融 千万注意 六岁以上孩童如有受惊等情本院

不负任何责任”“看一遍不过瘾看三遍决不嫌讨厌! 无论男女老少新旧人物ꎬ对此片莫不极端赞

美ꎬ无怪卖座日盛”⑥ꎮ
“看过的心满意足 未看的一睹为快” “映至今日ꎬ卖座仍旧十分拥挤ꎬ树立了影界空前纪

录!”⑦

“拥挤不足为奇! 客满司空见惯!”“完全保证:看第二遍一定比第一遍来得有滋味不妨试试

看!”⑧

“电影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荣一页!”⑨

“卖座之佳有意想不到效力! 开映一个月场场拥挤观众十万”ꎮ
“卖座之佳竟出人意料之外!”

“轰动得无可再轰动! 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剧情隽永有味ꎬ奥妙无穷ꎬ此本片卖座之所以

持久也!”“第一部使人回味无穷的影片!”“不看此片 终身之憾”“开映了一个月 客满了一个月”
“全上海影迷看了又看似疯狂一般拥护本片 本戏院座位满了又满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ꎮ

«夜半歌声»在金城大戏院的放映结束后ꎬ转场至其他影院继续放映ꎬ其广告宣传还在继续ꎮ
难得的是ꎬ即使是二轮、三轮放映ꎬ影片广告也并未简单重复以往ꎬ而仍凸显新意:

３ 月 ２６ 日—２９ 日ꎬ广告词为:“新华影业公司超特破纪录出品全部紧张刺激恐怖有声片”ꎮ
３ 月 ３０—４ 月 ３ 日ꎬ广告词为:“今天两院同映新华影业公司超特破纪录出品全部紧张恐怖

刺激离奇玄妙惊人非常巨片”“更深人阑夜 处处闻鬼哭”“使你一万三千根汗毛直竖 敬告患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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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症者切勿尝试来看!”①

５ 月 ３ 日ꎬ广告词为:“南区观众 念念不忘 一再来函 催促重演”“十五万观众口角流传都说

本片骇煞人 试问那一部影片能有这般轰动 凡看过诸君当愿义务宣传无疑 不论映之再映卖座终

是鼎沸 不管看了又看滋味一样上口”②ꎮ
从上述放映广告来看ꎬ«夜半歌声»将宣传重点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着力凸显影片的恐怖

特质ꎻ二是极力渲染观众的观影反应ꎮ 而影片的实际放映效果也证明ꎬ这种宣传策略的确行之有

效ꎮ 时人评论:«夜半歌声»“获得了更多的观众ꎬ它几乎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③ꎮ
事实上ꎬ«夜半歌声»的宣传噱头并不局限于上述几点ꎮ 除利用“特殊事件”和在报刊上大作

广告招徕观众以外ꎬ«夜半歌声»也巧妙地利用了片中的一些“特殊场面”ꎬ抓住饰演绿蝶的许曼

丽在片中的一幕“肉感镜头”大做文章:“许曼丽于其新作«夜半歌声»ꎬ有一极肉感之镜头ꎬ玉肤

凝雪ꎬ双峰高峙ꎬ极为动目ꎻ他日映上银幕ꎬ定可‘大卖铜钿’ꎬ闻此一‘精彩场面’ꎬ当在影场拍演

时ꎬ男角金山等人ꎬ咸庆眼福多幸ꎬ为此大吃冰淇淋豆腐甚多云ꎮ”④有杂志这样描述:“肉感镜头

的展开是在‘强奸’的一幕ꎬ许曼丽饰一歌女ꎬ在遭受到暴力之下ꎬ许曼丽的上衣如笋箨一般的泻

落下来ꎬ双乳便立刻显露ꎬ这一个镜头是打从后面的摄过去ꎬ在画面上当然是相当地动人而且紧

张的ꎮ”⑤又有报道称:“«夜半歌声»是一部恐怖片ꎬ在这恐怖的氛围中ꎬ据说许曼丽特别的牺牲

色相ꎬ有一段是写歌舞班后台ꎬ许曼丽正在卸装ꎬ穿得十分单薄的时候ꎬ顾梦鹤冲进更衣室里ꎬ意
图非法ꎬ许曼丽力加挣扎ꎬ这一场戏在银幕上ꎬ较胡蝶在«永远的微笑»中更衣ꎬ陈燕燕在«孤城烈

女»中被强污更要精彩多多ꎬ许曼丽表示这牺牲是愿意的ꎮ 想不到恐怖片中有此意外收获ꎬ准是

观众所要雀跃三百的了ꎬ公司方面生意眼更好ꎮ”⑥这些电影杂志的推介文章以“爆料”的形式ꎬ津
津有味地向读者描绘片中的那幕“肉感镜头”ꎬ字里行间透露出与读者之间的心照不宣ꎬ今日读

来ꎬ仍颇有趣味ꎮ

结语

«夜半歌声»的票房奇迹ꎬ对今日的中国电影仍不无启示ꎮ 影片在常规宣传手段之余采取了

诸多“非常规”的宣传手法ꎬ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影片自身的故事魅力和品质优良的基础上:那个

革命背景下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具有让人无限阐释的魅力ꎬ而创作者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

令最终呈现的影片成为无可置疑的经典ꎮ 惟其如此ꎬ它采取的诸多宣传手段才有依托和附丽ꎮ
正是凭借过硬的艺术质量和强大的宣传攻势ꎬ«夜半歌声»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ꎬ不仅轰动一

时ꎬ且影响力至今不减:除马徐维邦继续编导了«夜半歌声续集»之外ꎬ它还被内地、香港影人多

次翻拍ꎬ并被改编成舞台剧和电视剧ꎮ⑦ «夜半歌声»的魅力ꎬ由此可见一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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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４ 月 ３ 日ꎮ
«申报本埠增刊»ꎬ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３ 日ꎮ
«一炮打红:马徐维邦和新华订长期合同后‹夜半歌声›拍续集 为了生意眼搁下‹古城飞尸记›»ꎬ«影与戏»１９３７ 年第 ２５ 期ꎮ
«夜半歌声一幕肉感镜头 许曼丽双峰高峙»ꎬ«时代生活»１９３７ 年第 ６ 期ꎮ
哈瓦:«‹夜半歌声›的肉感镜头 许曼丽乳部公开 画面十分动人»ꎬ«电影周报»１９３７ 年第 ６ 期ꎮ
«夜半歌声中的肉感演出»ꎬ«影与戏»１９３７ 年第 ９ 期ꎮ
除马徐维邦执导的«夜半歌声续集»(１９４１ 年)外ꎬ翻拍的«夜半歌声»影片分别有 １９６２ 年(袁秋枫导演、赵雷主演)、１９８５

年(杨延晋导演、王伟平主演)、１９９５ 年(于仁泰导演、张国荣主演)的多个版本ꎻ２００５ 年黄磊执导了«夜半歌声»的电视剧版本ꎮ
抗战期间ꎬ«夜半歌声»还被多次搬上舞台ꎮ ２０１８ 年ꎬ李润祺导演、焦媛主演的音乐剧上演ꎮ



张新英:电影«夜半歌声»票房奇迹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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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源学角度看韩语、日语中的汉字词
∗①

孙　 晓
( 青岛农业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１０９ꎻ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ꎬ上海ꎬ２００４３３ )

　 　 摘要:　 韩语、日语中的汉字词来源于汉字ꎬ韩国、日本对汉字的接受始于中国书籍和文物的东传以及当时

留学生的文化互访交流ꎬ而汉字持续影响着东北亚文化圈ꎬ至今韩国、日本现有文字中仍然使用汉字ꎬ由此ꎬ面向

新时代的汉字文化圈语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运用语源学和实证调查的方法ꎬ结合典型词汇举例说

明ꎬ探究词汇及其来源的关系ꎬ将韩语、日语接受汉字以及日语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后所创作出的和制汉字对汉

语、韩语产生的影响进行专门地、系统地、深入地分析归纳ꎬ并从时间和空间上对汉语、韩语与日语汉字词之间的

关系进行探讨研究ꎮ 研究表明ꎬ汉语、汉字不仅丰富了韩语、日语词汇ꎬ也对韩国、日本的文化发展影响至深ꎮ
关键词:　 语源学ꎻ汉字文化圈ꎻ东北亚文化圈ꎻ汉字词

中图分类号:　 Ｈ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３４－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０５
作者简介:孙晓(１９８４—　 )ꎬ女ꎬ山东青岛人ꎬ青岛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ꎬ博士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研究人员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课题“中韩馆阁文人比较研究” (６６３ / １１１８７０６)的

阶段性成果ꎮ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２ 年ꎮ
③赵应铎主编:«中国典故大词典»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④刘正埮、高名凯、史有为、麦永乾编:«汉语外来词词典»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ꎮ
⑤[韩]李瑢默编著:«中韩大辞典»ꎬ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ꎮ
⑥史峰主编:«韩国语外来语词典»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１ 年ꎮ
⑦[日本]武田祐吉、久松潜一编:«角川国语词典»ꎬ东京:角川书店ꎬ１９６０ 年ꎮ

　 　 中国、韩国、日本同处汉字文化圈和东北亚文化圈ꎬ优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ꎮ 韩国的汉字词通过文献与口语直接从中国传入ꎬ日本的汉字经由韩国传入

并有一定的接受差异性ꎮ 韩国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ꎬ通过与中国的交流ꎬ引用汉

字ꎬ才有了本国的语言系统ꎮ 一般语言分为固有词和外来词ꎬ但是韩语分为固有词、汉字词和外来

词ꎮ 严格说来ꎬ韩语中的汉字词是来自于汉文化圈中的汉语与日语ꎮ 虽然汉字词应该隶属于外来

词范畴ꎬ但因为汉字词的数量约占韩语词汇系统 ５０％以上的比例ꎬ以及历史的缘由ꎬ成为韩语第三

种组成成分ꎮ 日语包括和语、汉字词、混合词和外来词ꎬ其中汉字词因数量超过 ５０％也单独算作一

类ꎮ
本文将«现代汉语词典»②«中国典故大词典»③«汉语外来词词典»④«中韩大辞典»⑤«韩国

语外来词词典»⑥«角川国语词典»⑦作为例证取材范围ꎬ与此同时参照«辞海»«康熙字典»以及汉

典相关中国古籍资料ꎬ从语源学角度综合追溯汉字词的本质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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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韩语与日语中对汉字词的接受ꎬ国内外学术论文大都从同形词、异形同义词等词汇比

较角度着手研究ꎬ大多以词汇论、语义论为依据研究中韩或者中日汉字词的区别与联系ꎮ 本文根据

先行研究ꎬ把中日韩三国的“汉字词”作为研究对象ꎬ举例说明中日韩汉字词之间的影响与联系ꎬ从
语源学角度分析汉字词的来源、汉字词的内部形式ꎬ探讨不同国家之间汉字词之间的关系ꎮ

一、从语源学角度看韩语、日语中的汉字词

语源学即是揭示话语的根源之意义ꎮ 我们说ꎬ语源学的本源是“意义”ꎮ 我们探求语源学的

本源ꎬ正在于探求其“意义”ꎮ
语言是人类表现思考内容的方式和手段ꎬ通过语言可以体现思考的样式与方式ꎮ 所以ꎬ语源研

究首先要追踪语言的关联性ꎮ 这个过程要兼顾考证语言时代变迁的轨迹ꎬ追踪与把握语源语根如

何生成、派生及分化等一系列轨迹ꎮ 语源学的研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宗教等多

学科研究范畴ꎮ 各学科形成井井有条、共同劳作的向心力ꎬ才能完成好语源学追本溯源的研究ꎮ
所谓语源ꎬ从字面意义上讲即是语言的逆水溯源ꎬ在探求语言源头的过程中寻找语源的历

史ꎮ “语源学”一词源自希腊文“éｔｙｍｏｓ”“ｌòｇｏｓ”ꎬ意为词的真意与科学ꎮ 章太炎语源学研究主要

体现在其实践巨著«文始»“明语原”中ꎬ后续有理论基础著作«转注假借说»ꎮ 任继昉的«汉语语

源学»对“语源”的定义是ꎬ“语言中的词和词族的音义来源ꎮ 语源是一个总概念ꎬ它又可分为词

的语源和词族的语源这两个层次ꎮ”①殷寄明的«语源学概论»对“语源”的定义是ꎬ“文字产生之

前口头语言中语义与语音的结合体ꎬ是后世语言中的语词音义的历史渊源ꎬ是语词增殖、词汇发

展的语言学内在根据ꎮ”②

１９４９ 年出版 Ｒａｍｓｔｅｄｔ 的韩国语语源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ꎬ是最初从外国人视

角整理的韩国词典ꎬ收录了包括满洲语、蒙古语等同族系语言ꎬ但未将汉字词语源与固有词语源

分开来收录ꎮ 即便如此ꎬ词典的问世开创了韩语语源研究的新纪元ꎮ 直至 １９６２ 年ꎬ梁柱东的«国
语研究论考»收集了大量有意义的语源资料ꎬ并且提出了自己对于语源学的独到见解ꎮ

语源学在日本兴起于江户时期ꎬ最早是对五十音图的起源作以探讨ꎮ 学者认为ꎬ其来自天地自然

之声ꎬ各自有其意ꎬ后来认为是以汉字的反切法为基础利用音的脱落而形成的ꎮ③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日本成立了日本日语语源学学会ꎬ出版了语源学相关研究论丛ꎬ很好地推动了日本语源学研究ꎮ

按世界语言使用人数排名来看ꎬ汉语继英语之后位列第二ꎮ 使用韩语人口近 ８０００ 万ꎬ世界排

名第 １３ 位ꎬ一共集中于 ５ 个国家ꎬ最近 １０ 年间掀起了韩流热风并急剧扩散ꎬ这使得韩国语学习备

受瞩目ꎮ 使用日语人口排名世界第 ９ 位ꎬ除日本人(包括日本侨民)之外ꎬ几乎没有人讲日语ꎮ
中国人在学习韩语、日语时ꎬ汉字词汇是其中的学习构成要素之一ꎮ 韩语、日语虽然与汉语

是两种不同的语言ꎬ但是语言中汉字词意思相近ꎬ用法也相近ꎮ
据相关历史资料显示ꎬ汉字是在公元前后传入韩国的ꎬ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在公元 ２８５ 年前

后ꎮ④ 古时候韩语与日语中汉字的发音相仿ꎬ但在历史的演变中ꎬ韩日两国汉字发音已有不小的

差异ꎬ原因是韩语与日语的音韵规则不同ꎮ 汉字词在两国语言总数中占有量都已经超过 ５０％ꎬ
表 １ 是韩语与日语的本国语、汉字词和外来词占比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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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昉:«汉语语源学»ꎬ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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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玉峰、张海燕:«日语语源学研究»ꎬ«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ꎮ
吕俞辉:«汉字对日本文字产生的影响»ꎬ«上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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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与日语的汉字词比较来看ꎬ多数意义相同ꎮ 据韩国学者李翰调查研究得出的数据ꎬ日语

教育基本词汇集中与韩语同形的汉字占 ９４.０８％ꎬ意义基本一致的词汇占 ９８％ꎮ
表 １　 韩语、日语的本国语、汉字词和外来词占比情况

国别 本国语 汉字词 外来词

韩国 >２０％(固有词) >５０％ >５％
日本 >３０％(和语) >５０％ >１０％

中国自古以来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是双向的ꎬ在向外传播本国文化的同时也在接收优秀的

外来文化ꎮ 特别是中国古代汉语和佛教用语ꎬ对韩国和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ꎬ与此同时汉字也承

载着中国的文化传播到韩国和日本ꎮ 韩语与日语同属于黏着语ꎬ这与汉语是孤立语有着很大不

同ꎮ 为更好地记录民族语言以及扩大民众识字读文范围ꎬ韩文出现了“吏读”ꎬ字面意义上讲是

小官吏使用的文字ꎬ即便于普通百姓学习ꎻ日本出现了“音读”与“训读”ꎬ分别按照音译与意译方

便普通百姓识字读字ꎮ 由此可知ꎬ汉字在两国文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方便了中国人接触西方文明ꎬ最早马克思主义、西方历

史、制度、法律、科学、教育思想等大都通过日本人的译介而被中国人接受ꎮ 如今大量英语外来词

音译给外来词翻译增添了新的内容ꎬ比如汉语中“可乐”即是直接音译英语中“ｃｏｌａ”ꎬ韩语中“妻
子”一词由原来的“ ”变为更多的使用“ ” (ｗｉｆｅ)ꎻ比如日语中的“再来一个”即 Ｅｎｃｏｒｅ
的音译ꎬ汉语翻译为“安可”ꎬ再如泡菜(韩语为“ ”)ꎬ日语为“キムチ”ꎮ

二、从语源学角度看韩语、日语中的同形同义汉字词

韩语与日语有相似的语序与汉字词ꎮ 两国语言词汇中汉字词所占比重都超过了 ５０％ꎬ两国

汉字词受中国影响大多有着相似的意义ꎮ 明治时代前ꎬ日语中的半数汉字词仍深受中国影响ꎬ但
在明治时代以后ꎬ受西方文化影响ꎬ日本创造出新型汉字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新型汉字词的比

重逐渐增加ꎮ 这些词语在日本侵占韩国时对韩国的汉字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ꎬ成为现在韩国有

许多日本外来汉字词的重要原因ꎮ
韩语中“江山”有“江河与山岳、国家或领土”之意ꎬ日语中“江山”有“山川自然风景”与“国

土”之意ꎬ这和现代汉语中“江山”一词的词意相同ꎮ 其语源出自«庄子山木»中“彼其道远而

险ꎬ又有江山”ꎬ意为“江河与山岳”ꎻ又出自«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王蕃传»中“割据江山ꎬ
拓土万里”ꎬ意为“国土或国家政权”ꎮ

韩语与日语中的“古稀”都指 ７０ 岁ꎬ除此之外还有为庆祝 ７０ 岁寿龄的古稀宴ꎮ 这与现代汉

语中“古稀”一词的含义相同ꎬ其语源出自唐杜甫«曲江»之二:“酒债寻常行处有ꎬ人生七十古来

稀ꎮ”①后以“古稀”指人 ７０ 岁ꎬ另有同义词古希、稀龄、稀年ꎮ
“观光”在韩语与日语字典中的释义为“参观国家的盛德与光辉”以及“去其他地方或者国家

游览观赏风景、习俗、文物等”ꎮ 这与现代汉语中“观光”一词的含义相同ꎬ其语源出自«易观»:
“观国之光ꎬ利用宾于王ꎮ”后以“观光”谓观览国之盛德光辉ꎬ引申义为参观ꎬ参观名胜ꎬ游览观赏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教、文物、习俗、风光等ꎮ
通过表 ２ 我们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很好地说明汉语、韩语与日语汉字词之间的关系ꎬ当然ꎬ

在追溯语源的同时ꎬ也很容易深刻理解汉字词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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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汉语、韩语、日语中的同形同义汉字词枚举

汉语 韩语 日语

前途 前途 前途 ぜんと
事故 事故 事故 じこ
知识 知識 知識 ちしき
农业 農業 農業 のうぎょう
每日 每日 每日 まいにち
民族 民族 民族 みんぞく
目标 目標 目標 もくひょう
利用 利用 利用 りよう
奋斗 奮鬥 奮鬥 ふんとう
发现 發現 發現 はっけん
反对 反對 反對 はんたい
实行 實行 實行 じっこう
出演 出演 出演 しゅつえん
江山 江山 江山 こうざん
古稀 古稀 古稀 こき
观光 觀光 觀光 かんこう
会盟 會盟 會盟 かいめい
祭日 祭日 祭日 さいじつ
佳期 佳期 佳期 かき
落花 花 花 らっか
落成 成 成 らくせい
莫逆 莫逆 莫逆 ばくぎゃく
蓬莱 蓬萊 蓬萊 ほうらい
三友 三友 三友 さんゆう
声色 聲色 聲色 せいしょく
氏族 氏族 氏族 しぞく
水仙 水仙 水仙 すいせん
膝下 膝下 膝下 しっか
学海 學海 學海 がっかい
玉兔 玉兔 玉兔 ぎょくと
糟糠 糟糠 糟糠 そうこう
作者 作者 作者 さくしゃ

一般情况下ꎬ韩国和日本汉字词的结构和用法与汉语结构和用法大同小异ꎬ如同前文所提到

的同形同意汉字词ꎬ中日韩三国有着相同的语源ꎮ 但韩语、日语中也有个别汉字词虽然词意相同

或相似ꎬ结构却与汉语不同ꎬ我们可以称为“同素逆序词”(见表 ３)ꎻ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汉字词意

义不同ꎬ却结构相同ꎮ
韩语与日语中的“介绍”意为“在陌生人之间互相沟通发生联系”ꎬ“将不太了解的ꎬ或者不知

道的事实或内容作以说明”ꎻ与现代汉语中意为“沟通使双方相识或发生联系”“推荐、引入”“使
了解”含义相同ꎮ 其语源出自«礼记聘义»:“介绍而传命ꎬ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ꎬ敬之至也ꎮ”
介ꎬ古代传递宾主之言的人ꎻ绍ꎬ绍继、接续ꎮ 介绍指相继传话ꎮ

韩语与日语中的“和平”意为“和睦相处”ꎬ“没有战争、争端或一切矛盾的平静状态”ꎻ与现

代意“没有战争的状态”以及“以不存在大的战争和国际事务的普遍稳定为其特征的国际历史时

期”相同ꎮ 其语源出自«易经咸卦»中“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ꎬ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

矣”一句ꎬ意为“和洽安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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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汉语、韩语、日语中的同素逆序词枚举

汉语 韩语 日语

急救 救急 救急 おうきゅう
粮食 食糧 食糧 しょくりょう
和平 平和 平和 へいわ
直率 率直 率直 そつちよく
介绍 紹介 紹介 しょうかい
搬运 運搬 運搬 うんぱん
减轻 輕減 輕減 けいげん
限制 制限 制限 せいげん
命运 運命 運命 うんめい
谬误 誤謬 誤謬 ごびゅう
容许 許容 許容 きょよう

在韩语与日语中的“减轻”意为“减轻负担或减轻痛苦”ꎮ 与现代汉语词意相同ꎬ其语源出自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汉氏减轻田赋ꎬ三十而税一ꎮ”意为“降低重量、负担等”或“使程

度减少”ꎮ

三、从语源学角度看日本回归到中国、韩国的汉字词

日语中的汉字词绝大多数来自中国ꎬ极少部分是日本自造汉字词ꎮ 虽然韩语和日语的汉字

词中同形同义词非常多ꎬ但因在明治时代日本深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ꎬ在利用汉字语源与记法上

创造出了和制汉语ꎬ实属旧瓶换新酒ꎮ
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ꎬ日本人感到中国的汉字词在表达方面有着一定的局限性ꎮ 于是ꎬ

一些日本学者利用传统的语文资源加以改造ꎬ制造出了汉语中原来没有或虽有但意义不同的新

词语来表达这些新事物ꎮ 后来ꎬ这些词语通过中国留学生辗转进入方兴未艾的汉语语言中ꎬ使汉

语萌发出了新的活力ꎮ
日本侵占韩国期间ꎬ依据汉字意义创造出的日本新词在韩国也被广泛接受使用ꎮ 如今ꎬ韩国

使用的汉字词中仍存在着大量日本整合汉字词的回归词ꎮ 因为地域与文化不用ꎬ同形异意词汇

对语言学习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ꎮ 表 ４ 是日本在汉字基础上结合西方文化创造的部分回归词ꎮ
“博士”在«战国策»中指“博学多闻ꎬ通达古今的人士”ꎬ因中国古代“博士”被认为是掌通古

今、具有学术造诣之人ꎬ所以在战国以及秦汉时作为官职以备咨诣ꎬ带有学术顾问的性质ꎬ另旧时

有“茶博士”“染博士”等指特殊技能专业人员的尊称ꎬ后经日本结合时代要求以及西方思想影

响ꎬ在韩语语源基础上引申为“在大学或独立学院研究所研读的博士候选人ꎬ通过该校(院)学位

考试ꎬ经教育部复核无异者ꎬ所获颁的学位ꎬ为现今最高的学位”①ꎮ
“达人”出自«论语雍也»:“夫仁者ꎬ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ꎬ能近取譬ꎬ可谓仁之方

也已ꎮ”韩语与日语字典中解释意为使人通达事理ꎬ也可指明德辨义、思想乐观开朗的人ꎮ 日语

在此基础之上ꎬ “たつじん” ꎬ意为在某个领域出类拔萃ꎬ领悟到真谛的人ꎬ水平与 “高手”不相

上下ꎬ比如“旅游达人”“饮食达人”“音乐达人”等ꎮ 现代中国与韩国 “达人”一词是回归词ꎮ
“革命”在中国古代典籍«易经革卦»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ꎮ”在古代朝代更替

的原因被认为是天子受命于天ꎬ由此君主易姓皆称为“革命”ꎮ 后来ꎬ“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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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业革命”显然已经褪去古代天子受命于天这层意思ꎬ而是赋予了时代新意ꎬ即专指使用武

力推翻旧的王朝或秩序、另建新政权或新秩序的根本变革ꎬ又泛指一切剧烈的改变ꎮ
表 ４　 汉语、韩语、日语中的回归词枚举

汉语 韩语 日语

博士 博士 博士 はくし
文化 文化 文化 ぶんか
文法 文法 文法 ぶんぽう
经济 經濟 經濟 けいざい
物理 物理 物理 ぶつり
革命 革命 革命 かくめい
演说 演說 演說 えんぜつ
民主 民主 民主 みんしゅ
立场 立場 立場 たちば
市场 市場 市場 いちば
漫画 漫畫 漫畫 まんが
写真 寫真 寫真 しゃしん
寿司 壽司 壽司 すし
公害 公害 公害 こうがい
达人 達人 達人 たつじん
产业 產業 產業 さんぎょう
保险 保險 保險 ほけん
议会 議會 議會 ぎかい
通勤 通勤 通勤 つうきん
企业 企業 企業 きぎょう
外交 外交 外交 がいこう
免费 無料 無料 むりょう
收费 有料 有料 ゆうりょう
电影 映畫 映画 えいが
分析 分析 分析 ぶんせき

我们把上述这类汉字词称为“回归词”ꎮ 追溯其源头ꎬ回归词是在中国汉字词东传之后ꎬ在
此基础上再整合成的新汉字词ꎮ 这些词大量传回归中国是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适应国民对

西方知识的需要ꎬ通过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而引进的ꎮ 韩国大量引入日源汉字词是在 １９１０ 年日

本侵略其国土ꎬ怀揣着民族仇恨而被动接受的ꎮ 两者有明显不同ꎬ因而现在韩国仍使用的日源汉

字词数量较少ꎮ 汉字是表意文字ꎬ也是汉字文化圈的通用文字ꎬ正是由于这种特性ꎬ在对外来词

语接受时不会全盘接受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望文”先“生义”ꎮ 比如日语中的汉字词“辩护士”ꎬ
实际意为律师ꎬ由此汉语实际上是将回归词修改后再接受ꎻ而韩语对回归词的接受基本是原型接

受ꎬ而且保存得较好ꎮ

四、从语源学角度看韩语、日语中的同形异义汉字词

同形异义汉字词是指词语外形完全相同、意义却有明显差异的汉字词(见表 ５)ꎮ 以上我们

探讨的是同形同义汉字词ꎬ在追其本源后可以很容易记忆与理解词语ꎬ但是同形却意义不同的汉

字词往往会给学习者造成一定障碍ꎬ混淆词语的用法ꎮ
“深刻”在韩语、日语中释义为“深深铭刻在心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深思熟虑的

事情”“紧迫的事情、重大的事情”ꎬ在汉语中意为“严峻刻薄”ꎮ 该语源出自«史记酷吏传义

纵传»:“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ꎬ然其治尚宽ꎬ辅法而行ꎮ”汉语有抓住核心、把握本质之

意ꎮ 韩语、日语在此基础上进行词意扩充ꎬ将原有词意的状态加深ꎮ 而这与现代汉语中的词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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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ꎬ“深刻”在现代汉语中词意为“指感受程度深的”“深入透彻”等ꎮ
表 ５　 汉语、韩语、日语中的同形异义汉字词枚举

汉语 韩语 日语

学院 學院 學院 がくいん
汽车 汽車 汽車 きしゃ
病故 病故 病故 びょうく
黄牛 黃牛 黃牛 こうぎゅう
究竟 究竟 究竟 くきょう
春节 春節 春節 しゅんせつ
演出 演出 演出 えんしゅつ
外货 外货 外货 がいか
物件 物件 物件 ぶっけん
图谋 圖謀 圖謀 どうも
人事 人事 人事 あいさつ
志愿 志願 志願 しがん
接受 接受 接受 せつじゅ
操心 操心 操心 ようじん
深刻 深刻 深刻 しんこく
约束 約束 約束 やくそく
行事 行事 行事 ぎょうじ
兴奋 興奮 興奮 こうふん

“图谋”在韩语、日语中释义为“为了实现任何事情ꎬ制定对策和方法”ꎬ在汉语中意为“计谋、
打算”ꎬ语义带有图财谋利ꎬ规划不好的事情ꎬ带有否定意味ꎬ如“图谋不轨”ꎮ 语出«三国志蜀

书先主备传»:“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ꎬ机事不密ꎮ”显而易见ꎬ韩语与日语中该词词意

中立ꎬ包括的意义更宽泛ꎮ 该词发展至今ꎬ在现代汉语中词意为“谋划、谋求、谋财图利”ꎮ
“志愿”在韩语、日语中意为“志愿参加某个组织或者某件事情当中”ꎬ该词语源出自«文选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浊酒一杯ꎬ弹琴一曲ꎬ志愿毕矣ꎮ”有“心中的希望”之意ꎮ 现代汉字词

典释义为“志气与心愿、自告奋勇”ꎮ 显然ꎬ从语源出发ꎬ经过历史、文化、政治、心理等因素的雕

琢与洗礼ꎬ词汇正悄然发生内在含义的变化ꎮ
汉字东传初期ꎬ其形、音、意由传来地域到接受地域具有相同的特点ꎮ 即使如此ꎬ随时间流

逝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乃至民众的心理影响之下ꎬ词汇的样貌及意义均发生了一定

的变化ꎬ其中包括词汇感情色彩的变化、词意的扩大与缩小等ꎬ韩语和日语中的同形异义汉字词

正是这种历史变化的反映ꎮ

五、结语

本文从语源学角度ꎬ通过韩语、日语对汉字的接受以及日语和制汉字对汉语、韩语产生的影

响的分析ꎬ可以看出ꎬ中国、韩国和日本作为东北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汉字词作为一种文化

纽带ꎬ起了重要作用ꎬ这使得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影响ꎬ共同促进了东北亚文化的交融与发展ꎮ
中国书籍的东传ꎬ是汉字词被韩国、日本社会接受的开始ꎮ 如宋朝孙穆«鸡林类事»、高丽忠

烈王时期(约 １２８５ 年)一然的«三国遗事»等ꎮ 随着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传播ꎬ这其中绝大部分是

佛教典籍中翻译的佛教用语ꎬ即对经文中梵语进行音译ꎬ如“疑心－ － ぎしん”“ 学习(工夫)
－ － がくしゅう”“话题(话头)－ － わとう”等ꎮ

日本的和制汉语是日本将已经接受的中国古代汉语进行再整合ꎬ一种是将原来从中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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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字词与西方新进文化融合而成的和制汉字ꎬ另外一种是日本人接受西方文化自己创造的和

制汉字ꎮ 后来ꎬ和制汉字回归到中国与韩国ꎬ对两国的语言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韩国自造汉

字词ꎬ根据古代东传汉字而创造出具有韩国文化地域特色的韩国汉字词ꎮ 这部分汉字词大多与

中国汉字词有着较大差异ꎬ但也潜在地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的汉字词ꎮ
总的来说ꎬ２０ 世纪是中国语言变革最剧烈的时期ꎬ汉语汉字本身海纳百川的自我革新能力

成为它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关键ꎮ 文化的传播以及语言的演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ꎬ这促

使着整个汉字文化圈枝繁叶茂ꎮ 在语言系统、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等因素影响下ꎬ汉字以及汉字

词由中国大量东传ꎬ这就致使韩语和日语汉字词与中国汉字同源同根ꎮ 直至近代受西方思想影

响ꎬ日本在一个短暂时期在中国汉字影响下整合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汉字回归词ꎬ这又反过来

促成了中国汉字词的丰富与发展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重要中介之一ꎮ

Ａｎ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Ｗｏ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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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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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　 蒙　 孙　 飒
( 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发文特征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对期刊进行自身发展定位和研究者明确期刊特征具有重要意义ꎮ 通过

检索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发文数据ꎬ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０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ꎬ对该刊的发文转载量及时间分布、基金分布、作者合作、发文机构、学科分布等外部特征

进行分析ꎻ通过研究近 １０ 年的关键词热点和研究主题演化对其发文的内部特征进行总结ꎮ 可以发现ꎬ该刊刊文

的基金来源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主ꎬ机构发文呈现明显地域特征ꎬ研究点较为分散ꎬ核心主题逐渐由中国政治

和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文学和教育理论ꎮ 同时ꎬ学报近 １０ 年发文呈现引文量大、被引频次逐年升高的趋势ꎬ载文

质量有了大幅提高ꎬ影响力不断增强ꎬ应该保持自身特点ꎬ抓住机遇ꎬ推动学报的进一步发展ꎮ
关键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ꎻ共现分析ꎻ社会网络分析ꎻ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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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张蒙(１９８８—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ꎬ博士ꎻ孙飒(１９８７—　 )ꎬ男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

范大学商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及参与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虚拟社区环境下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与治理研究”

(１８ＤＧＬＪ０９)、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知识共享驱动下的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机理研究”(２０１７Ｍ６２２２６７)、山东省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及评价机制建设研究”(１８ＣＬＹＪ３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府采购影响企业

技术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平衡视角”(７１８７４１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数据来源于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原名«教与学»)出版的批文原件ꎬ原件现存于山东省档案馆ꎬ影印

件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创刊 ６０ 周年纪念册»ꎬ内部印刷版ꎬ２０１６ 年ꎮ
③翟德耀:«新时期以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建设述略»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山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

性期刊ꎬ创刊于 １９５６ 年ꎬ至今已经走过 ６０ 余载ꎬ主要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历史学、语言

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论文ꎮ 作为山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学术刊

物ꎬ学报的发展与学校文科的演进同步ꎮ １９５６ 年ꎬ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原名

«教与学»)出版②ꎻ“文化大革命”时期停刊ꎬ１９７２ 年学校出版具有学报性质的«山东师院»ꎻ１９７６
年ꎬ«山东师院»改刊名为«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ꎬ成为全国率先出版的文科学报之一ꎮ
创刊前 ２０ 年ꎬ学报名称有所变化ꎬ刊文学术含量也较为匮乏ꎬ直观反映出学报在定位上的不确定

性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ꎬ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ꎬ文科学报随之回归到以学术建设为本位

的新阶段ꎮ③１９８１ 年ꎬ山东师范学院升级为山东师范大学ꎬ为与学校哲学等优势学科的发展相适

应ꎬ学报更名为«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此后学报的学术水准逐渐提升ꎻ２００２ 年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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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既有人文学科的地位ꎬ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ꎮ 学术建设本位的回

归ꎬ使得学报学术水平不断提升ꎬ学报成为首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ＣＳＳＣＩ—
１９９９)、中文核心期刊(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１９９９、２００２)、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２０００—２０１３)等ꎮ
近 １０ 年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锐意创新ꎬ不断改革ꎬ通过多种信息化途径

加强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创办微信公众号ꎬ建立期刊数据库ꎬ开通网刊发布系统ꎬ实现

自创刊 ６０ 年以来的 ３００ 多期过刊全文在线阅读与免费下载ꎬ这在全国高校学报中尚属首家ꎻ另外ꎬ
学报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ꎬ严格编审录用程序ꎬ加强论文质量控制ꎬ使得学报办刊质量明显提高ꎬ刊
发论文的影响力不断增大ꎮ 学报发文多次被«新华文摘»和“复印报刊资料”主体转载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８ 年纸质版转载学报刊文 ５ 篇ꎬ其中主体转载 ２ 篇ꎬ论点摘要 ３ 篇ꎬ网络版全

文转载 ４ 篇ꎬ学报的影响力得到有力印证ꎮ ２０１３ 年ꎬ学报在“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率和转载量位

居全国高校学报第 １２ 名ꎻ２０１４ 年再次获得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ꎻ期刊的影响因子也逐年提高ꎬ
２０１５ 年入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Ａ)”(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第 ４５ 位)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 ＡＭＩ”扩展期刊ꎻ２０１６ 年学报栏

目«文艺学研究»荣获第九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二等奖(期刊组第一名)ꎮ
２０１７ 年ꎬ学报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及集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ꎬ

是学报继荣获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扩展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第 ７６ 名ꎬ扩展版第 １ 名)、ＲＣＣＳＥ 中国学术核心期刊(Ａ)
后ꎬ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ꎮ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作为国内评价学术期刊水平的重要

技术指标ꎬ期刊能够被纳入其中ꎬ是对其学术水平的权威认同及证明ꎬ标志着学报整体水平有了

质的提升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近 １０ 年成绩显著ꎬ研究学报近 １０ 年的发文特征ꎬ

可以准确把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期刊定位与特点ꎬ为探讨办刊理念和探

索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可靠建议ꎬ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发文参考ꎮ 近年来ꎬ对各类期刊

发文特征的研究逐渐增多ꎬ如王曰芬和靳嘉林对«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发文特征进行了研究ꎬ
分析其特点与发展趋势①ꎻ李金满和邱国景将«财经研究»６０ 年的发文数据与其他经济学核心期

刊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ꎬ借以研究中国经济学期刊发展的特点与趋势②ꎻ刘海燕、李琳和

李雪蓉对«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的发文进行文献计量ꎬ通过分析作者研究机构、
地区合作类型分布、年代分布等ꎬ对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探

讨③ꎻ开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关键词频分析、组元分析等方法对近 １０ 年来«情报科学»的作者合

作网络进行了可视化分析④ꎮ 对期刊发文年代分布、关键词、发文机构、作者合作、基金情况等的

研究ꎬ可以充分展示期刊的发文特征及发展趋势ꎬ对期刊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ꎬ但现有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相关研究仅集中在载文和报刊复印转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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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曰芬、靳嘉林:«比较分析‹现代图书情报技术›近 １０ 年发文特征与发展趋势»ꎬ«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李金满、邱国景:«‹财经研究›六十年大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学期刊发展的特点与趋势»ꎬ«财经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刘海燕、李琳、李雪蓉:«‹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文献计量分析»ꎬ«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开滨:«近十年来‹情报科学›作者合作可视化分析»ꎬ«情报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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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转载率的统计上①ꎬ对其发文特征和学术影响力评价的研究尚未发现ꎮ 本文从«山东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文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两方面出发ꎬ对其发文特征和发展趋势

进行分析ꎬ以供相关领域学者在论文发表期刊选取时借鉴参考ꎬ并希望有助于«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理清发展状态和创新未来办刊思路ꎮ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源ꎬ时间范围限定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精确

匹配刊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ꎮ 按照检索策略进行检索ꎬ运用知网“导出 /参
考文献”的功能ꎬ对其所有论文中包含的作者、机构、题名、年份、关键词、摘要、基金等题录信息

进行提取ꎬ以备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文年代分布、基金、机构、学科、作者

等外部特征等进行比较分析ꎬ对所有文献的研究热点共现和主体演化等内部特征进行比较分析ꎮ
此外ꎬ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官网和新华文摘官网ꎬ分别以“原文出处”和“原发报刊”为
检索字段ꎬ输入检索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ꎬ年份字段选择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ꎬ
进行精确检索ꎬ检索出近 １０ 年被“复印报刊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的转载量等数据ꎬ通过计算转

载率等ꎬ以备从学术影响角度做发文外部特征比较分析ꎮ
对从中国知网导出数据的处理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ꎬ对所有文献进行检索统计ꎬ剔除每

年发文中的宣传报道、会议通知、书画文献以及目录和索引等非学术论文类文献ꎬ得到目标期刊

每年发文数量、作者发文数量、机构发文数量、基金支持文献数量以及学科领域发文数ꎬ统计目标

期刊发文关键词数ꎻ然后ꎬ将有效数据的题录信息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ꎬ进行作者群分析、机构分析、
关键词分析ꎬ制作作者共现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研究主题演化图等ꎮ 对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

报刊资料官网和新华文摘官网获取的数据ꎬ进行人工统计ꎬ得到目标期刊每年的被转载量、近 １０
年总转载量ꎬ计算每年的转载率和近 １０ 年的平均转载率等ꎬ并绘制表格ꎮ

二、 发文外部特征分析

(一)发文量及转载量时间分布

图 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的发文量年代分布

图 １ 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的发文量的年代分

布图ꎮ 第三方的转载摘引是学界认可的评

价学术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ꎬ特别是

«新华文摘»和“复印报刊资料”等的转载摘

引ꎮ 表 １ 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发文被 «新华文

摘»转载文章统计表ꎻ表 ２ 为«山东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的发文总量、“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转载率统计表ꎮ
剔除非学术论文文章外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近 １０

年共刊登论文 １２８８ 篇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发文数量波动不大ꎬ２０１１ 年后发文数量骤减ꎬ这与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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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佚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度论文被转载情况汇总»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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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有直接关系ꎬ直至 ２０１４ 年相对稳定ꎬ至今每年发文量在 ８０ 多篇ꎮ 近 １０ 年总计刊文

１２８８ 篇ꎬ年均 １２８.８ 篇ꎬ数量适中ꎮ 期刊载文量的变化ꎬ与期刊自 ２０１１ 年来改变办刊思路ꎬ注重

提高刊文质量的决策有关ꎮ
«新华文摘»作为国内顶级综合文摘期刊ꎬ在学术评价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文被«新华文摘»纸质版转载 １６ 篇ꎬ网络版转载 ５
篇ꎬ其中纸质版主体转载 ５ 篇ꎬ论点摘要 １１ 篇ꎻ网络版全文转载 ５ 篇ꎮ 被转载的文章集中于文艺评

论、历史、哲学等方面ꎮ 尽管数量和转载率均较小ꎬ但被转载的文章ꎬ特别是被主体转载的论文ꎬ却
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及含金量ꎮ 例如ꎬ刊发在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的«王蒙小说的哲学、数学与形式»①

一文ꎬ被«新华文摘»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主体转载于文艺评论栏ꎬ同时文章的题目作为文艺评论栏的唯

一要目被列入封面ꎮ 文章经过«新华文摘»的二次传播ꎬ影响力得到有效的提升ꎮ 不仅如此ꎬ王蒙本

人阅读该期学报发文后ꎬ在为学报编辑部的亲笔题词中指出:“本期杨义、冷川、龙其林诸先生的文

章ꎬ帮助我弄清楚了很多事情和议论ꎮ”②此外ꎬ该文独辟蹊径ꎬ立论高远ꎬ察前人之未觉ꎬ这也是其被

重点转载的原因ꎮ 再比如ꎬ刊发在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的«“下去”与“上去”———“五四”时期鲁迅、
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③一文被«新华文摘»主体转载ꎬ也源于文章创识透辟、立论高远等原因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ꎬ充分说明学报刊文的质量具

有较高水平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ꎮ
表 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发文被新华文摘转载统计表

年份 转载题目 作者 转载时间 转载栏目

２００８ 近代中国的佛学革命变革 刘春华ꎬ张涛 ２００８ 论点摘编

２００９ 马克思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蕴 李荣 ２０１０ 哲学

２０１１
残缺而完美的世界:史铁生作品中人物生存图景 张建波 ２０１１ 论点摘编

列宁加强执政党自身文化建设思想的启示 刘志明 ２０１２ 论点摘编

２０１２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类型 顾广梅 ２０１２ 论点摘编

明清大运河的行船管理 李德楠 ２０１２ 论点摘编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异同 季桂起 ２０１２ 论点摘编

２０１３
王蒙小说的哲学、数学与形式 杨义 ２０１４ 文艺评论

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联结 商志晓 ２０１３ 论点摘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哲学蕴含 万光侠 ２０１３ 论点摘编

２０１４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丁鼎 ２０１５ 历史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 朱德发 ２０１５ 文艺评论

井田制与贡、助、彻 王希岩 ２０１４ 论点摘编

２０１５ 海洋生态视域下的海陆统筹发展战略 薛永武 ２０１６ 政治∗

２０１７

“下去”与“上去”:“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 张先飞 ２０１７ 文艺评论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意义建构和文学性表征 王寰鹏 ２０１７ 论点摘编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意义建构和文学性表征 王寰鹏 ２０１８ 文艺评论∗
«死水微澜»为什么被漠视 宋建华 ２０１８ 论点摘编

教育何以是一项现代化事业———基于启蒙现代性视角的阐释 陈仁ꎬ杨兆山 ２０１７ 教育∗
书法艺术之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初探 蔺若ꎬ李天道 ２０１８ 文艺评论∗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 王卫平 ２０１８ 文艺评论∗

　 注:表中带∗的文章为«新华文摘»网络版转载ꎬ不带∗的文章为«新华文摘»纸质版转载ꎮ

５４１

①
②
③

杨义:«王蒙小说的哲学、数学与形式»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信笺内容影印件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 ６０ 周年纪念册»ꎬ内部印刷版ꎬ２０１６ 年ꎮ
张先飞:«“下去”与“上去”———“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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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是国内大型的综合类选载期刊ꎬ以选载规范、学科齐全、信息

量大著称ꎬ是学术界进行学术评价的重要尺度ꎬ也是期刊能否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
重要评价指标ꎮ 近 １０ 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总计 １２２ 篇ꎬ年均转载率 ９.４７％ꎮ 同时可以发

现ꎬ２０１１ 年后学报虽然发文总量降低ꎬ但是被转载量却有显著提高ꎬ转载率也随之有较大幅度提

升ꎻ２０１３ 年转载量 ２５ 篇ꎬ转载率 ２３.８１％ꎬ达到了历史新高ꎬ这也是学报于 ２０１３ 年取得“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率和转载量全国高校学报第 １２ 名成绩的原因ꎻ而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的年转载量均超过

了 １０ 篇ꎬ说明期刊刊文整体影响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ꎬ同时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ꎮ
表 ２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统计表

年份 发表论文总数 转载量 转载率(％)
２００８ １８６ １４ ７.５３
２００９ １９８ ５ ２.５３
２０１０ １８７ ７ ３.７４
２０１１ １６０ ８ ５.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１９ １３ １０.９２
２０１３ １０５ ２５ ２３.８１
２０１４ ７９ １１ １３.９２
２０１５ ８４ １５ １７.８６
２０１６ ８６ １３ １５.１２
２０１７ ８４ １１ １３.１０
合计 １２８８ １２２ ９.４７

(二)基金分布

基金论文是科研活动的重要产出ꎬ它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基金组织资助科

研经费ꎬ产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科研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成果ꎮ① 基金论文占期刊总发文的比

例作为衡量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论文和期刊的学术水平和质量ꎮ
根据来自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的统计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发文共获得 ２３ 种以上的基金支持②ꎬ按照基金资助从多到少排序ꎬ主要的基金来源有: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１６２ 篇)、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２６ 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２４ 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１７ 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１１ 篇)、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６ 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基金(５ 篇)等ꎮ 其中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论文数占比达 ５９.７８％ꎮ 基金论文往往代表

了该研究领域当前的新趋势和制高点ꎬ大多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③ꎬ而基金的评审经过专家对项

目内容和申请者学术资质的多轮认证ꎬ基金资助论文的选题和基金作者的能力也能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障ꎬ进而反映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发文质量与学术价值ꎮ
同时由表 ３ 可以看出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０ 年间刊载基金论文 ２７１

篇ꎬ１０ 年间平均基金论文比 ２１.０４％ꎬ比较偏低ꎮ 俞立平等人的研究表明ꎬ当刊发的基金论文比

例极低的情况下ꎬ刊物的影响因子也处于极低水平④ꎬ说明基金论文的比例ꎬ在一定程度上能影

响刊物的影响因子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基金发文比例自 ２０１３ 年后有上升趋势ꎬ特别是在 ２０１７
年ꎬ基金发文比例达到了 ４６.４３％ꎬ同年ꎬ学报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及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黄晓斌、郭博:«‹情报理论与实践›近 ５ 年的引文评价分析»ꎬ«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由于单篇文章可能受到一种以上的基金资助ꎬ为便于分析ꎬ此处仅以排名首位的基金进行统计分析ꎮ
董建军:«中国知网收录的基金论文资助现状和被引情况分析»ꎬ«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俞立平、潘云涛、武夷山:«学术期刊来源指标与影响力关系的实证研究»ꎬ«科研管理»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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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版的复合影响因子为

０.５０３ꎬ２０１７ 版的综合影响因子为 ０.３８０ꎮ 在今后期刊的发展中ꎬ可以适当提升基金论文的数量ꎬ
逐步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ꎮ

表 ３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发文基金支持分布

年份 发文量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占总论文比例(％)
２００８ １８６ ８ ４.３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８ １６ ８.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８７ ２２ １１.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６０ ４１ ２５.６３
２０１２ １１９ ４３ ３６.１３
２０１３ １０５ ２７ ２５.７１
２０１４ ７９ ２０ ２５.３２
２０１５ ８４ ２８ ３３.３３
２０１６ ８６ ２７ ３１.４０
２０１７ ８４ ３９ ４６.４３

(三)核心作者与合著网络

核心作者是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贡献者ꎬ对核心作者的分析有助于学术期刊的

高质量发展ꎬ而发文量是测评核心作者的重要指标ꎮ 本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ꎬ剔除无效数据

后ꎬ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发文作者进行了统计ꎮ
表 ４ 对发文量大于 ５ 篇的学者进行了统计汇总ꎮ 其中ꎬ发文量大于 ６ 篇的作者有 ７ 位ꎬ分别

是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９ 篇ꎬ高继文(山东师范大学)９ 篇ꎬ周波(山东师范大学)８ 篇ꎬ张茂聪

(山东师范大学)７ 篇ꎬ李衍柱(山东师范大学)６ 篇ꎬ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６ 篇ꎬ李宗刚(山东师

范大学)６ 篇ꎮ 可以看出ꎬ发文量大于 ６ 篇的作者ꎬ全部来自于山东师范大学ꎮ 在发文量大于 ５
篇的 １０ 位作者中ꎬ除季桂起(德州学院)、周向军(山东大学)、陈志光(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

所)３ 位作者外ꎬ其余 ７ 位高产作者均来自山东师范大学ꎮ 由此可见ꎬ在发文量大于 ５ 篇的高产

作者中ꎬ仍主要以山东师范大学的作者为主ꎮ
表 ４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部分核心作者发文统计

序号 作者 机构 发文数 发文量占总论文比例(％)
１ 朱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 ９ ０.６９
２ 高继文 山东师范大学 ９ ０.６９
３ 周　 波 山东师范大学 ８ ０.６２
４ 张茂聪 山东师范大学 ７ ０.５４
５ 李衍柱 山东师范大学 ６ ０.４７
６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 ６ ０.４７
７ 李宗刚 山东师范大学 ６ ０.４７
８ 季桂起 德州学院 ５ ０.３９
９ 杨素群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０ 孙良明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１ 周远斌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２ 席书旗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３ 周向军 山东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４ 高峰强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５ 陈英敏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１６ 陈志光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５ ０.３９
１７ 李红春 山东师范大学 ５ ０.３９

　 注:表中统计的为发文量 ５ 篇及以上的作者数据ꎮ

７４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根据普莱斯定律ꎬ ｍ≈０.７４９ 　 ｎｍａｘ ꎬ ｍ是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ꎬ ｎｍａｘ 是所有作者中发文量的

最大值ꎬ此处 ｎ 为 ９ꎬ由此计算得到核心作者最少发文数为 ２.２４７ꎬ故得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有 ９３ 位核心作者ꎬ即有 ９３ 位作者的发文量在 ３ 篇及以上ꎮ 核心作者发文总数

为 ３５０ 篇ꎬ占总数 １２８８ 篇的 ２７.１７％ꎮ 其中ꎬ作者单位为山东师范大学的核心作者发文总数为

２９６ 篇ꎬ占核心作者发文总量的 ８４.００％ꎮ

图 ２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作者共现网络

我们通过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的发文(３ 篇以上)作者进行共现分

析ꎬ得到发文作者的共现网络ꎬ如图 ２ 所示ꎮ 从

图中可以看到ꎬ期刊的高发文作者多为独立发

文ꎬ作者之间尚未形成密集的强合作关系和合作

群ꎮ 在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发文 ５ 篇以上的核

心作者中ꎬ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现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继文与潍坊

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的赵纪梅形成合作关

系ꎻ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朱德发为例ꎬ其近 １０
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
文 ９ 篇ꎬ全部为独立作者ꎻ同样来自山东师范大

学文学院的周波ꎬ发文 ８ 篇ꎬ也全部为独立作者ꎮ
这种现象的形成与核心作者研究方向及学科的

特点有关ꎬ但随着不同学科的日益交叉融合ꎬ核

心作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有益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和新观点的传播ꎬ通过学者之间的合作扩大

影响力ꎬ可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ꎮ
(四)机构分布

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ꎬ得到如表 ５ 所示的近 １０ 年发文量排名前 ２０ 位的机构名录ꎮ 在发文

统计的过程中ꎬ考虑到作者署名机构存在单位内部变动及已更名等情况ꎬ在统计的过程中对各机

构进行处理ꎬ将同一机构的二级单位归并到一级单位下进行分析ꎮ 经过处理ꎬ得到一级发文单位

３０４ 个ꎮ 山东师范大学发文量最多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间发文总量达到 ５７２ 篇ꎬ依据普莱斯定律计算

核心期刊的方法来确定核心发文机构ꎬ则核心发文机构的发文量应至少为 Ｊ≈０.７４９ 　 ｎｍａｘ ＝

０.７４９　 ５７２ ＝ １７.９１ꎬ即核心发文机构发文至少应为 １７.９１ 篇ꎮ 由统计数据得知ꎬ«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 ６ 家核心发文机构分别为:山东师范大学(５７２ 篇)、山东大学(５５
篇)、北京大学(２６ 篇)、聊城大学(２３ 篇)、山东经济学院(２３ 篇)、北京师范大学(２２ 篇)ꎮ ６ 家核

心发文机构共计发文 ７２１ 篇ꎬ占比 ５５.９８％ꎮ 前 ２０ 位发文排行见表 ５ꎮ
机构发文量通常存在一定的机构及地域属性现象ꎬ即期刊主办方如果属于某个单位或者地

处某个省份ꎬ就能给该单位或该省份的其他单位带来较高的发文ꎮ①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由山东师范大学主办ꎬ这使得该校有着很高的发文量ꎮ 如统计结果所示ꎬ山东师

范大学为期刊的最高发文机构ꎮ 由于山东师范大学发文量远远大于其他单位发文量ꎬ本文以二

８４１
①王曰芬、靳嘉林:«比较分析‹现代图书情报技术›近 １０ 年发文特征与发展趋势»ꎬ«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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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单位为机构统计单位ꎬ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 对发文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聚类分析ꎬ得出机构共现网

络图和机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ꎬ分别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ꎮ
表 ５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要机构发文排名表

排名 机构 发文量 排名 机构 发文量

１ 山东师范大学 ５７２ １１ 南京大学 １３
２ 山东大学 ５５ １１ 曲阜师范大学 １３
３ 北京大学 ２６ １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２
４ 聊城大学 ２３ １４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１

４
山东经济学院

(现更名为:山东财经大学)
２３ １４ 苏州大学 １１

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２ １６ 潍坊学院 １０
７ 山东政法学院 １７ １６ 首都师范大学 １０
８ 南京师范大学 １６ １８ 清华大学 ９
９ 青岛大学 １５ １８ 齐鲁师范学院 ９
９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５ １８ 清华大学 ９

图 ３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机构共现网络

由共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ꎬ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政治法律学

院(现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心理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学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现更名

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是高发文的二级单位ꎮ 二级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稀疏和松散ꎬ但研

究内容之间通过关键词可构建起较为紧密的关系网络ꎮ
(五)学科分布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文共涉及到 ８９ 个学科ꎮ 对发文量类属于前 ２０
的学科进行统计ꎬ得到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 学报近 １０ 年发文所属学科分布列前

１０ 位的有:中国文学、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政治与

国际政治、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ꎮ 此外ꎬ分别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的发文进行分析ꎬ对发文量列前 ２０ 位的学科进行统计ꎬ分别获得表 ７ 和表 ８ꎮ

经过对比分析发现ꎬ中国文学、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字、哲
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古代史近 ５ 年与近 １０ 年发文量始终排在前 １０ 位ꎮ 中国文学占比

２５.５４％ꎬ前 １０ 个学科累计所占比例在 ６９.９５％ꎮ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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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关键词－机构共现网络

表 ６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发文学科统计(前 ２０ 位)

排名 学科名称 发文量 排名 学科名称 发文量

１ 中国文学 ３２９ １１ 世界文学 ３４
２ 高等教育 ９４ １１ 马克思主义 ３４
３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７６ １３ 文化 ３２
４ 心理学 ７３ １３ 中国近现代史 ３２
５ 哲学 ７２ １５ 文艺理论 ３１
６ 中国语言文字 ７１ １６ 经济体制改革 ２５
７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５５ １７ 中等教育 ２１
８ 世界历史 ４８ １７ 法理、法史 ２１
９ 中国古代史 ４６ １９ 出版 １７
１０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３７ ２０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１６

表 ７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发文学科统计(前 ２０ 位)

排名 学科名称 发文量 排名 学科名称 发文量

１ 中国文学 １９６ １１ 中国近现代史 ２５
２ 高等教育 ５４ １２ 马克思主义 ２４
３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４９ １３ 文化 ２１
４ 心理学 ４７ １４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１８
５ 中国语言文字 ４６ １５ 法理、法史 １６
６ 哲学 ４５ １６ 文艺理论 １５
７ 世界历史 ３８ １７ 经济体制改革 １５
８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３８ １８ 民商法 １３
９ 中国古代史 ３１ １９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１３
１０ 世界文学 ２５ ２０ 社会学及统计学 １１

(六)引文量与被引量

引文量是反映论文作者引证文献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ꎬ对期刊引文量的分析ꎬ可以反映出

期刊学科交流的程度以及吸收外界信息的能力ꎮ① 通常讲来ꎬ论文的引文量越大ꎬ吸收前人研究

０５１
①黄晓斌、郭博:«‹情报理论与实践»近 ５ 年的引文评价分析»ꎬ«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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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能力越强ꎬ论文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ꎮ
表 ８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发文学科统计(前 ２０ 位)

排名 学科名称 发文量 排名 学科名称 发文量

１ 中国文学 １３３ １１ 中等教育 １２
２ 高等教育 ４０ １２ 出版 １１
３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２７ １３ 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 １１
４ 哲学 ２７ １４ 文化 １１
５ 心理学 ２６ １５ 世界历史 １０
６ 中国语言文字 ２５ １６ 马克思主义 １０
７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１９ １７ 经济体制改革 １０
８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１７ １８ 世界文学 ９
９ 文艺理论 １６ １９ 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９
１０ 中国古代史 １５ ２０ 思想政治教育 ８

通过统计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间刊载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ꎬ近 １０
年引文量达 ２５２０２ 篇ꎬ篇均引文量 １９.５７ 篇ꎻ近 ５ 年引文量达 １４９７６ 篇ꎬ篇均引文量高达 ３４.１９
篇ꎮ 近 １０ 年每年刊登的论文数量在经过增长后回落ꎬ但其引文条目一直保持增长态势ꎬ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后ꎬ在论文篇数减少的情况下ꎬ引文量仍保持较大涨幅ꎮ 篇均引文量由 ２００８ 年的１０.４５增
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２.６８ꎬ涨幅近 ２２.２３ꎬ其中 ２０１５ 年更是达到了篇均 ３８.３２ꎮ 这一指标的变化也反

映出期刊所刊登文章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利用越来越强ꎬ吸收的信息量越来越大ꎬ期刊的质量在不

断提高ꎮ 各年的论文引用量ꎬ如表 ９ 所示ꎮ
表 ９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各年引文量

年份 发表论文总数 引文量 篇均引文量

２００８ １８６ １９４３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８ ２１０１ １０.６１
２０１０ １８７ ２２２７ １１.９１
２０１１ １６０ ２０３０ １２.６９
２０１２ １１９ １９２５ １６.１８
２０１３ １０５ ２９０３ ２７.６５
２０１４ ７９ ２９９２ ３７.８７
２０１５ ８４ ３２１９ ３８.３２
２０１６ ８６ ３１１７ ３６.２４
２０１７ ８４ ２７４５ ３２.６８
合计 １２８８ ２５２０２ １９.５７

被引量是评价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ꎮ 文献的引文是论文的“来龙”ꎬ而文献的

被引则是论文的“去脉”ꎬ分别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利用ꎮ 论文被引的原因有很多ꎬ但多数

情况下是因为对他们研究的吸收借鉴和认可ꎬ这从学术规范来看“是考核其学术价值高下的重

要方面”①ꎮ 因此ꎬ一般讲来ꎬ期刊载文的被引频数越高ꎬ其学术水平则越高ꎮ
根据来自 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数据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总被引频次为 ５４９６ 次ꎬ篇均被引频次为 ４.２６ꎮ 近 １０ 年篇均被引量呈现逐年递增

趋势ꎬ由 ２００８ 年的篇均被引 ０.０２ 次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４７ 次ꎬ稍后有较低回落ꎬ２０１７ 年篇均被

引频次达 １０.１０ꎮ 近 １０ 年ꎬ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篇均引用频次超过 １０ 次ꎬ而近 ５ 年的篇均

１５１
①孙昕光等:«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ꎬ«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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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达到了 ９.３２ 次ꎬ说明期刊的载文质量近 １０ 年来有了大幅提高ꎬ影响力不断增强ꎬ这为

推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为高水平、高质量的期刊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刊文

各年的论文被引用量ꎬ如表 １０ 所示ꎮ
表 １０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各年被引量

年份 发表论文总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量

２００８ １８６ ３ ０.０１６
２００９ １９８ ８８ ０.４４４
２０１０ １８７ ２４５ １.３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６０ ４５４ ２.８３８
２０１２ １１９ ６２６ ５.２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０５ ７４９ ７.１３３
２０１４ ７９ ８２７ １０.４６８
２０１５ ８４ ８４９ １０.１０７
２０１６ ８６ ８０７ ９.３８４
２０１７ ８４ ８４８ １０.０９５
合计 １２８８ ５４９６ ４.２６７

三、研究热点与演化分析

(一)关键词热点分析

根据出现频次大小排序ꎬ美国、鲁迅、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生出现频次 １０ 次以

上ꎬ是学报的高频关键词ꎮ 此外ꎬ马克思主义、山东、道德教育、文学批评、英国、小说、高校、郭沫

若、启示、日本也是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ꎮ 将前期处理获取到的关键词ꎬ根据出现频次作图ꎬ以
便直观查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研究热点ꎮ 如图 ５ 所示ꎮ 可以看出ꎬ研究

重点均集中在中国文学、哲学等领域ꎬ而高频关键词具有较高的外延ꎬ如小说、文学批评、中国现

代文学、马克思等ꎮ 同时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ꎬ道德教育这一关键词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集中出现ꎬ
而鲁迅这一关键词ꎬ自 ２０１４ 年始至 ２０１７ 年呈现繁荣态势ꎬ说明鲁迅相关研究是近几年来学报的

研究热点ꎮ
经过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文的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学报对鲁迅相关研

究一直非常重视ꎮ «山东师院学报»曾于 １９７６ 年出版“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ꎬ当时引起

强烈反响ꎬ当年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戈宝权和天津师范学院吴云在阅读专刊后曾专门

致信编辑部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学者李宗刚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
例ꎬ深入分析了«山东师院学报»在推动鲁迅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ꎮ② 历史的沿革ꎬ编辑部的

重视ꎬ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近 １０ 年鲁迅相关的研究成为学报热点发文主题的原因ꎮ
(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布

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 ６ 所示ꎮ 从整体上看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载论

文关键词共现网络构成的词簇ꎬ 主要形成分别以中国共产党、文学批评、语文教育为核心的三个

大的聚类ꎬ此外还有道德教育、传统文化等小类ꎮ 刊载论文关注的热点分别以三大核心形成了各

自的研究侧重ꎬ涵盖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文学研究、教育研究等主题ꎮ 此外ꎬ 从关键词共现

２５１

①
②

信笺内容影印件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创刊 ６０ 周年纪念册»ꎬ内部印刷版ꎬ２０１６ 年ꎮ
李宗刚:«“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ꎬ«鲁迅研究月

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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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高频关键词词云图

网络结构中还可以发现ꎬ核心研究热点内部存在直接的关联关系ꎬ核心节点之间也有所关联ꎬ但
核心热点之外有较多散落的研究关注点ꎬ这表明该刊论文关注的研究点之间联系较为松散ꎬ研究

呈现多样化趋势ꎬ研究的系统性与集中度尚有待加强ꎮ

图 ６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关键词共现网络

(三)研究主题演化分析

为动态了解近 １０ 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文主体的演化ꎬ本文制作了

基于时间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热点、研究热点主题的演化图ꎮ 以 ２ 年为时间切片ꎬ制作关

键词共现网络ꎬ见图 ７ꎮ 从图 ７ 可以发现ꎬ与前述的总体研究相比ꎬ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中国政治和国

际政治是当时的研究热点ꎬ２０１０ 年以后研究热点逐步转向中国文学和教育理论ꎬ而从 ２０１４ 年开

始ꎬ以“鲁迅”为关键词的研究逐渐成为期刊的热点ꎬ这可能与近 １０ 年的国学热潮和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视有一定关系ꎮ 从网络结构看ꎬ中心性始终较低ꎬ研究热点集聚性弱ꎬ呈现分散性和多

样化特征ꎮ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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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关键词网络年代变化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的发文数据进行分析后发

现ꎬ学报在研究方向上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和引领性ꎬ在研究内容上涵盖较广泛的研究主题ꎬ
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权威性ꎬ近 １０ 年学报的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ꎮ 具体表现如下: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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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影响力方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近 １０ 年共刊登论文 １２８８ 篇ꎬ
目前年均发文量稳定在 ８０ 多篇ꎬ学报发文被«新华文摘»纸质版转载 １６ 篇ꎬ网络版转载 ５ 篇ꎬ转
载文章数量不多但是被转载的文章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ꎻ近 １０ 年“复印报刊资料”总转载量 １２２
篇ꎬ年均转载量 １２.２０ 篇ꎬ年均转载率 ９.４７％ꎬ近 １０ 年转载量和转载率显著提高ꎬ说明期刊的整体

影响正逐渐增强ꎮ 同时ꎬ学报刊文近 １０ 年引用量呈明显增长态势ꎬ近 １０ 年篇均引文量 １９.５７ꎬ近
５ 年篇均引文量高达 ３４.１９ꎬ期刊载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能力强ꎬ所含信息量越来越丰富ꎬ期刊质

量明显提高ꎮ 被引方面ꎬ学报总被引频次较高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间ꎬ总被引频次为 ５４９６ 次ꎬ篇均被

引频次为 ４.２６ 次ꎬ近 ５ 年篇均被引频次达到 ９.３２ 次ꎬ载文质量有了大幅提高ꎬ影响力不断增强ꎬ
受到同行认可程度高ꎮ 以上指标的变化均说明学报期刊的整体影响力逐渐增强ꎬ刊文质量逐渐

提升ꎬ这也是学报继荣获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ＲＣＣＳＥ 中国学术核心期刊(Ａ)后ꎬ又于 ２０１７ 年成功入选«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及集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２０１８ 年成功入选«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２０１７ 年版)»的重要原因ꎮ
学科刊文分布方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近 １０ 年刊载基金论文 ２７１ 篇ꎬ

刊文主要基金来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ꎬ反映出该刊较高的发文质量与学术价值ꎬ但平均基金论

文比 ２１.０４％ꎬ比例偏低ꎬ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ꎮ 同时ꎬ学报的 ６ 家核心发文

机构共计发文 ７２１ 篇ꎬ占比 ５５.９８％ꎬ山东师范大学为期刊的最高发文机构ꎬ发文机构呈现明显的

地域属性ꎮ 而在学科分布方面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文量主要集中在文

学、教育、哲学、政治、心理等学科ꎬ经管类文章占比较少ꎮ
在研究热点与演化方面:美国、鲁迅、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生等是学报发文的高

频关键词ꎬ其中ꎬ从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以鲁迅为主题的研究ꎬ逐渐成为期刊的热点ꎮ 通过聚类分析ꎬ得
出中国共产党、文学批评、语文教育为核心的三大聚类ꎬ涵盖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文学研究、
教育研究等主题ꎬ三大核心内部联系紧密ꎬ但是其余研究点之间联系较为松散ꎬ说明期刊研究主

题的系统性与集中性尚有待加强ꎮ
综上所述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引文量、被引量、转载率等各方面都表

现出色ꎬ在学科分布方面正逐渐形成其以文学、教育、哲学、政治等为特色的刊文风格ꎬ反映出其

经过多年的成长与发展ꎬ已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较高影响力ꎬ并站在学术发展前沿领域ꎬ成
为具有极大成长潜力的重要刊物ꎬ但在基金发文比例、机构发文地域分布、研究主题集中性等方

面还有待优化ꎮ
(二)建议

本文基于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的发文数据ꎬ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０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ꎬ从内部发文特征和外部发文特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ꎬ发现学报

在研究方向上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和引领性ꎬ在研究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与权威性ꎬ但在

某些方面ꎬ仍有改进提升的空间ꎮ 故而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ꎬ在选题与审稿方向上ꎬ利用本刊物在文学、教育、哲学、政治等研究领域的优势ꎬ对关注

当前社会发展典型现象的研究论文ꎬ可以考虑优先发表ꎬ以使刊发论文可以借助热点迅速传播ꎮ
另外ꎬ可以适当提升省级以上基金论文的数量和所占比例ꎬ以逐步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ꎻ在机构

发文方面ꎬ适当增加省外机构的发文比例ꎬ以扩大期刊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ꎮ
其二ꎬ在学报的知识传播扩散上ꎬ鉴于学报发文核心作者及机构之间合作较少ꎬ可以优先考

５５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虑核心作者及核心机构与其他作者或机构合作发表的论文ꎬ以形成高产作者与核心机构在学术

研究能力和合作网络方面的带动作用ꎬ并逐步形成高质量的高产合作作者群ꎬ并建立高产合作作

者群的主动持续跟踪机制ꎬ使得高产作者群的成果可以及时在本刊发表并快速传播ꎬ同时提高青

年学者刊发论文比例ꎬ保障学报的可持续发展ꎮ
其三ꎬ在学术传播渠道及发文效果方面ꎬ可以借助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平台进行传播推广ꎻ在

网站栏目设置上ꎬ根据当前研究热点及社会发展需要ꎬ增设热点研究主题ꎬ以及增设高被引论文

推荐专区等ꎬ以方便读者下载引用ꎻ根据核心研究主题的演化结果ꎬ设置本刊物特色主题论文专

区ꎬ凸显刊物特色ꎻ此外ꎬ可以举办征文研讨班ꎬ征录论文的同时扩大刊物的影响力ꎮ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ꎬＳｕｎ 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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