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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
∗①

魏　 建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 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近十年来ꎬ郭沫若研究在国外的境遇与国内对郭沫若的认知出现了很大的反差ꎮ 郭沫若研究不仅

走出了中国ꎬ而且在国外影响越来越大:由外国学者发起、在国外名校注册成立了国际郭沫若学会ꎻ以郭沫若为

研究对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高端学术论坛在国外频繁地举行ꎻ郭沫若研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展开ꎮ 这标志着

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推进和扩展ꎮ 十年前ꎬ国外的郭沫若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日本、俄罗斯等少数国家ꎬ
不仅研究者数量少ꎬ而且相互之间缺乏联系ꎬ呈散兵游勇状态ꎮ 近十年ꎬ随着国际郭沫若学会和国内学者组织的

重要学术活动的开展ꎬ国外的郭沫若研究专家逐渐形成合力ꎬ初步发挥了合作攻关的优势ꎮ 郭沫若研究这一中

国的学术课题ꎬ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关注和更开阔的国际视野ꎮ 在方兴未艾的国外郭沫若研究景观背后ꎬ
有许多来自国内的重要推手ꎮ 中国境内有关机构、高校及学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ꎬ推动了郭沫若研究的

国际化ꎮ
关键词:　 郭沫若研究ꎻ国际郭沫若学会ꎻ«女神»ꎻ文献史料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１－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０８
作者简介:魏建(１９５８－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因由研究”(１４ＡＺＡ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学科或研究对象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尺ꎮ 作为具有世界影

响的中国文化巨人ꎬ郭沫若虽出自中国ꎬ但郭沫若研究不应局限于中国境内ꎬ而应是属于世界的ꎮ
近十年来ꎬ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ꎬ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推进和扩展ꎬ不仅提升了自

身的学术水平ꎬ而且带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化步伐ꎮ

上篇　 国外风景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郭沫若和郭沫若研究在国外的境遇与国内对待郭沫若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反

差ꎬ国外郭沫若研究的热度远超出国内学人的想象ꎮ 首先ꎬ外国学者发起、在国外名校注册成立

了国际郭沫若学会(英文缩写“ＩＧＭＡ”)ꎻ其次ꎬ在国外频繁地举行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或高端学术论坛ꎻ再次ꎬ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不断扩大:从亚洲到北美、欧洲、澳洲ꎬ再到非洲ꎮ 近

十年来一次次在国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ꎬ成为郭沫若研究国际化不断扩展的一个个重要标志ꎮ
一、“福冈会议”:一个重要的起点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９ 月 ２ 日ꎬ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与日本九州大学共同举办了“郭沫若与日

本”国际学术研讨会ꎮ 会议在福冈日本九州大学举行ꎮ 应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有来自日本、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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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韩国的郭沫若专家近 ４０ 人ꎮ 在会上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有 ３３ 人ꎬ其中做学术报告者 ２９ 人ꎮ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的蔡震在会上作了题为“‘郭沫若与日本’在郭沫若研究中”的“基
调讲演”ꎬ认真梳理了这一课题所取得的研究成绩和存在的不足ꎬ并提出了如何深化的具体意

见ꎮ 这次会议虽然叫国际学术会议ꎬ其实更像是双边的学术对话ꎮ 对话主要是在中日两国的学

者之间展开的ꎮ 双方发言的人数几乎对等ꎬ会议的工作语言有两种:日语和汉语ꎮ 日本郭沫若研

究会会长岩佐昌暲的发言ꎬ主要论述了 ２０ 世纪初期日本文坛的未来派文艺思潮如何通过荻原朔

太郎影响了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ꎮ 中国乐山师范学院税海模对郭沫若留学日本的三个方面的人

生意义作出较为充分的论证ꎮ 会上讨论最集中、最深入的话题是ꎬ福冈与«女神»的关系ꎮ 澳门

大学朱寿桐对郭沫若创作的空域背景的研究ꎬ上海财经大学武继平对博多湾赋予«女神»两种性

格的探索ꎬ日本学者小崎太一对«女神»与游泳的分析和岸田宪也对郭沫若眼中“千代松原”的考

察ꎬ共同深化了对郭沫若留日时期特定空间因素与其早期新诗创作关系的思考ꎮ 日本学者横打

理奈和中国学者陈俐对郭沫若与医学关系的研究ꎬ日本学者大高顺雄和中国学者魏建对郭沫若

与外来文学 /文化关系的研究等ꎬ都引起与会者的重视ꎮ 此外ꎬ以藤田梨那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

者和以黄曼君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ꎬ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郭沫若研究的深化ꎮ 这

次会议的论文集«郭沫若的世界»②２０１０ 年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ꎮ
福冈会议的意义有两点值得总结:首先ꎬ这是郭沫若研究中、日两国前沿学者的一次深层次

学术对话ꎮ 日本学者擅长的史料考证和中国学者擅长的义理阐释ꎬ在这次会议上相互补充ꎬ相互

促进ꎬ相得益彰ꎮ 其次ꎬ正是在这次福冈会议上ꎬ日、中、韩三国学者的代表酝酿组建一个真正国

际性的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组织ꎬ并发起筹办一次真正国际化的郭沫若学术研讨会ꎮ
二、“华盛顿会议”:ＩＧＭＡ 的诞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底ꎬ第一次国际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学区召

开ꎮ 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北、中国澳门的 ３０ 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ꎮ 出席这次会议

的学者被有的人称为国际郭沫若学会的“一大”代表ꎮ 这次会议具有多方面的里程碑意义:其一ꎬ诞
生了国际性的郭沫若研究组织———国际郭沫若学会(ＩＧＭＡ)ꎮ 该学会在美国注册ꎬ学会办公地点设

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ꎮ 该学会至今每 １—２ 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ꎮ 其二ꎬ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际化的———“世界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郭沫若”ꎮ 其三ꎬ多国学者在会议

中心议题之下ꎬ分别就“国际郭沫若研究活动”“郭沫若与文学研究”“郭沫若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

字研究”“郭沫若诗词研究”“郭沫若生涯与国际关系和文学”“郭沫若与历史和医学”等专题进行了

各自的学术探讨ꎮ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岩佐昌暲、韩国外国语大学

朴宰雨分别介绍了所在国郭沫若研究的情况ꎮ 除获奖论文外ꎬ日本学者藤田梨那、大高顺雄、河内

利治等ꎬ美国学者陈小明、周海林等ꎬ韩国学者李琮敏、赵洪善、林大根等人的论文和发言都给与会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ꎮ 日本学者藤田梨那根据论文内容分别运用日语、英语和汉语的学术发言ꎬ充
分展示了国际化学者的多语交流能力ꎮ 这次会议设立了“ＩＧＭＡ 优秀研究论文奖”和 “ＩＧＭＡ 优秀

青年论文奖”ꎮ 中国的山东师范大学魏建论文«郭沫若文学佚作的报告»、澳门大学朱寿桐论文“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论郭沫若创作的空域背景»)、韩国东国大学金良守

论文«凝视“关东大地震”的三个视线:郭沫若李萁永中岛敦»、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李怡论文«欲

２

①
②

[日本]岩佐昌暲等:«郭沫若的世界»ꎬ日本花书院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６５－２６６ 页ꎮ
«郭沫若的世界»一书由日本岩佐昌暲等编著ꎬ日本花书院ꎬ２０１０ 年出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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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生成与焦虑的克服»、中国台湾修平技术学院金尚浩论文«论郭沫若浪漫爱情诗的思维意象»
荣获“ＩＧＭＡ２００９ 优秀研究论文奖”ꎮ 日本九州大学岸田宪也论文«试论日本九州大学所藏郭沫若

相关文物»、中国华北科技学院钱晓宇论文«并非矛盾之选»荣获“ＩＧＭＡ２００９ 优秀青年论文奖”(以
上均按公布和颁奖顺序排列)ꎮ 国际郭沫若学会创会会员来自 １３ 国 ５０ 多人ꎮ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会

员代表选举藤田梨那为国际郭沫若学会会长、魏建为执行会长ꎬ选举藤田梨那(日本)、魏启明(美
国)、张宽(美国)、魏建(中国)、朱寿桐(中国澳门)、李怡(中国)、金良守(韩国)、许福吉(新加坡)
为首届理事会理事ꎮ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ꎬ郭沫若研究迈开了真正国际化的步履ꎮ

三、“圣彼得堡会议”:空前的国际化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ꎬ第五届远东文学研究论坛暨纪念郭沫若诞辰 １２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举行ꎮ 主办方是圣彼得堡大学、国际郭沫若学会、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ꎬ承办方是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及孔子学院ꎮ 这是国际郭沫若学会主办的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第二次学术

研讨会 ２０１０ 年在中国举行)ꎮ 本届论坛共有五个议题ꎬ第一个议题是“纪念中国现代文豪郭沫

若先生诞辰 １２０ 周年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ꎮ 在这个中心议题之下ꎬ还设立了四个分议题:一
是郭沫若与 ２０ 世纪国际文化交流———郭沫若与俄罗斯文学、欧美文学及远东文学ꎻ二是郭沫若

的多元学术成果———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书法等ꎻ三是郭沫若研究的国际性空间ꎻ四是郭沫若

的海外传播ꎮ 论坛邀请两人作主旨报告:一位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ＢＣ米亚斯尼科夫ꎻ一位

是中国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ꎮ
在推动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方面ꎬ这次会议“亮点”颇多ꎮ 首先ꎬ这是第一次在欧洲举行的

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ꎻ其次ꎬ与会外国学者数量大大增加ꎬ来自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澳大

利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奥地利、乌克兰、韩国、瑞士等 １１ 国的 ３０ 多位专家在会上做了关于郭

沫若研究的学术发言ꎻ再次ꎬ外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对郭沫若的世界意义做了多方位的阐发ꎬ其中ꎬ
俄罗斯学者表现尤其突出ꎬ他们多是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观测郭沫若ꎮ

会议更大的“亮点”ꎬ来自俄语世界的中国文化光彩ꎮ 俄罗斯汉学家以良好的汉语基础和中

国文化功底ꎬ投入到这次郭沫若研究的盛会ꎮ 前四届远东文学论坛的工作语言都是俄语和英语ꎮ
中国学者魏建接到作主旨报告的邀请后ꎬ要求论坛的工作语言加上汉语ꎮ 从此以后ꎬ历届远东文

学论坛将汉语作为工作语言成为定例ꎮ 这次论坛期间ꎬ俄罗斯汉学家们的中文水平之高ꎬ对中国

文化理解之深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非华裔学者ꎮ 这次论坛的标志就是俄罗斯人设计的:一幅惟

妙惟肖的郭沫若剪纸头像ꎬ其色块和较粗的线条由 １２０ 枚郭沫若印章组成ꎮ 据说ꎬ这些印章都是

设计者亲自篆刻的ꎮ 印章形状大小不一ꎻ印文有阳文、阴文ꎬ不仅安排得匀称妥贴、疏密统一ꎬ而
且讲究章法和意趣ꎬ显示了极高的中国文化造诣ꎮ 主持分论坛的俄罗斯学者还适时地用汉语插

科打诨ꎮ 本届论坛提交的学术论文数量大ꎬ论文集编为三大卷ꎬ于会前出版ꎮ②

四、“维也纳会议”:单向深入的突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１４ 日ꎬ国际郭沫若学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行ꎮ
会议主题是: “医学文学身体”ꎮ 会议由该校东亚研究所和孔子学院承办ꎮ 与会学者来自中

３

①

②

以上论文内容详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Ｊｏｈｏ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ꎬ ＵＳＡ Ａｕｇｕｓｔꎬ２００９ꎻ会议信息参见钱晓宇:«第一届世界郭沫若研究学会

(ＩＧＭＡ)学术研讨会纪要»ꎬ«郭沫若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郭沫若研究年鉴» (２０１２ 年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８５－３８８ 页ꎮ 会议论文集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出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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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法国、德国、马来西亚、奥地利、斯洛伐克等国家ꎮ 此次会议的所在地是著名学者弗洛伊

德曾经工作过的地方ꎮ 会议主题与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有着密切的关联ꎮ
这次会议有很强的专题性ꎬ在国际郭沫若学会历史上是学术研究“单向深入”的成功范例ꎮ

会上宣读的多篇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并引发进一步的学术思考: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Ｖｉｃｔｏｒ
Ｖｕｉｌｌｅｕｍｉｅｒ 的论文«身体的再现、医学与解剖:２０ 与 ３０ 年代郭沫若小说里的一种含混的态度»ꎬ
分析了郭沫若小说如何把他对于身体的再现以及对于身体的叙述进行医学化的观测ꎬ进而创造

出对于身体的一种新再现ꎮ 并且ꎬ医学与身体作为符号或隐喻来运作ꎬ承载可能的意义的双重方

向:个体或民族ꎬ主体性或客观化ꎮ 山东师范大学魏建的论文«郭沫若“弃医从文”考辨»在会上

交流后引发热议ꎮ 该文以大量的史料考证否定了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学界定论ꎬ尽力复原被

“弃医从文”说所简化的丰富内涵ꎬ并揭示出郭沫若人生选择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ꎮ 中国社会

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李斌的论文认为:学医受挫ꎬ给郭沫若带来了“推理的真”的匮乏ꎬ这一匮乏

亟需新的科学理论弥补ꎮ 通过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使这一匮乏得

到满足ꎬ并成为他此后精神生活的重要一维ꎮ 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的论文以«残春»为例ꎬ
分析结核病作为隐喻在郭沫若小说叙事中发挥的作用ꎬ并且发掘出这种小说叙事与这个时期郭

沫若尝试心理描写、告白ꎬ重视自由恋爱、张扬个性的深层关系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张勇的论文在梳理郭沫若留日期间医学专业的学习与早期翻译活动有关史料的基础上ꎬ考证郭

沫若从事白话文学活动的最初时间ꎬ进而回答郭沫若最初文艺选择的方向和创作手法以及早期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方向抉择等方面的问题ꎮ 另外ꎬ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冯铁、德国海德堡大学的

萧瑟、中国南京大学的沈卫威、日本法政大学王敏、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许文荣以及日本学者川崎

馨子等人的论文和发言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①ꎬ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会议主题的思考ꎮ
五、“东京会议”:新的希望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下旬ꎬ百年来越境的现代中国文学———纪念郭沫若田汉留日一百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郭沫若学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ꎬ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召开ꎮ 会议主要研讨了 ７ 个

议题:郭沫若留学与异文化认识ꎻ郭沫若及田汉留学时期的文学创作ꎻ«女神»研究ꎻ郭沫若文学

对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日本文学的接纳与发挥ꎻ创造社的文学活动ꎻ日本留学生与现代中国

文学的关系等ꎮ 来自日本、中国、美国、法国、韩国等国的 ４０ 多位学术同人ꎬ围绕上述议题发表各

自的研究成果并展开了交流和讨论ꎮ 中国的山东师范大学魏建应邀作了重识«女神»的“基调演

讲”ꎬ主要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ꎬ还原被遮蔽或扭曲的«女神»ꎬ从而重新认识«女神»对中国诗歌

的特殊贡献ꎮ 中国的青岛大学周海波对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的澎湃城»作了细致缜密的考论ꎮ
日本郭沫若学会会长岩佐昌暲«关于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田汉博多访问»一文综合日本气象记录等资

料ꎬ来考辨郭沫若、田汉等人记忆的偏差ꎬ显示了日本郭沫若研究界重视史料考辨的学术传统和

扎实严谨的优良学风ꎮ 同样ꎬ中国的乐山师范学院廖久明«‹我的丈夫郭沫若›相关问题梳考»、
南京大学沈卫威«郭沫若是如何当选院士的»、华南师范大学咸立强«田汉参加和脱离创造社时

间问题的考辨»等文也都是文献史料研究的佳作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李斌、河北师

范大学熊权及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周海林围绕郭沫若与河上肇关系展开的讨论给人印象深刻ꎮ 虽

４

①以上论文内容详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 ＡＣＡＤＥＭＹ (４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 Ａｃａｄｅｍ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ｅ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１４ꎻ会议信息参见张勇:«“医学文学身体”第四届郭沫若国际学会双年会议

纪实»ꎬ«郭沫若研究年鉴»(２０１４ 年卷)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４２５－４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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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三位学者观点各异ꎬ但扎实的功底、求真精神和坦荡胸襟展现了优良的研究实力和学术品格ꎮ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ＶｉｃｔｏｒＶｕｉｌｌｅｕｍｉｅｒ 论文«郭沫若 ２０ 年代‹分类白话诗选›里的歌德译诗:论翻

译与陌异性ꎬ新诗与跨文化的现代性»从翻译的角度ꎬ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独特性———在地道的德

语分析和诗歌拆解之后ꎬ郭沫若在汉语现代改造上的种种尝试被呈现出来ꎮ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

王璞从翻译与语言的角度考察郭沫若早期新诗ꎬ在文学与文化的比较中ꎬ用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语

言拆解ꎬ还原了诗中“呼语”所代表的“时代精神”ꎮ 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的«郭沫若的汉诗

创作»ꎬ以日本体验为视角比较了郭沫若留学日本前后的古体诗歌的变化ꎬ分析了其接受西方文

学的影响和在此影响下重新审视古典诗歌后在旧体与新诗、古典与现代精神上的尝试与突破ꎮ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关注到郭沫若在留日期间文学创作的一个特殊现象———古代文学经

典的现代改编ꎬ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读ꎬ对郭沫若戏剧创作的源头和契机提出了全新的观点ꎮ 这次

会议最可喜的现象是国际郭沫若学会增添了大量年轻新锐ꎬ平均年龄比 ８ 年前的“福冈会议”下
降了 １０ 岁还要多ꎮ 这昭示了郭沫若研究及其国际化更大的希望ꎮ

六、“埃及会议”:走进非洲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３—２５ 日ꎬ“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高端学术论坛在埃及伊斯梅利亚举行ꎮ 本次

高端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共同主办ꎬ由苏伊士运河大学孔

子学院承办ꎮ 来自中国和埃及的 ３０ 余位学者参加了论坛ꎬ就郭沫若与世界文化以及中埃文化交

流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阿卜

杜阿齐兹、山东师范大学魏建、埃及本哈大学中文系迪娜图哈米作了主旨报告ꎮ 主旨报告之

后ꎬ有 １０ 余位学者进行了大会学术发言ꎬ题目涵盖郭沫若研究的诸多领域ꎬ所有学者参加了研讨

和交流ꎬ这也是埃及的郭沫若研究学者首次齐聚一堂ꎮ 其中ꎬ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赵笑

洁的发言概述了郭沫若与埃及的渊源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凯的发言考察了“和平签

名运动”在中国的脉络与郭沫若的作用ꎬ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张勇的发言分析了“一带

一路”倡议下如何进行郭沫若文化的海外传播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的发言论述

了郭沫若«十批判书»与“新时代”诸子研究ꎮ 埃及学者的发言集中在郭沫若文学创作方面ꎬ例如

哈桑拉加布谈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新收获”、哈桑优素福论述了“埃及人民眼中的郭沫若

诗歌价值”ꎬ艾哈迈德阿布瓦法对郭沫若诗歌«女神»进行了分析ꎬ拉沙卡玛尔论述了郭沫

若的短篇小说ꎬ夏依玛卡玛尔谈到郭沫若翻译作品研究的若干问题ꎮ 论坛上的讨论十分热烈ꎬ
学者们纷纷表示ꎬ此次高端论坛为埃及的中国学研究ꎬ特别是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化名

人的研究ꎬ以及中埃学术和文化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ꎮ 苏伊士运河大学语言学

院院长哈桑拉加布在闭幕式上希望将高端论坛继续举办下去ꎬ使中埃学术交流更上台阶ꎮ 同

时ꎬ他还提出在埃及设立“郭沫若研究学会”ꎬ愿意与中国学者共同推进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ꎮ
与此前国内外举办的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相比ꎬ这次论坛的学术水平并不高ꎬ取得的成果也并

不理想ꎬ然而ꎬ这次论坛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标志着郭沫若研究走进非洲的开始ꎮ
近十年来郭沫若研究在国外“火”起来了ꎬ并不限于以上例举的六次会议ꎬ只是这几次会议

特别重要而已ꎮ 这期间国外举办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国际会议还有很多ꎬ如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的日本冈

山会议①、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等ꎮ 十年前ꎬ国外的郭沫若研究者ꎬ主要集中在日本、
俄罗斯等少数国家ꎬ不仅数量少ꎬ而且缺乏联系ꎬ呈散兵游勇状态ꎮ 近十年ꎬ随着国际郭沫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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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学术活动ꎬ这些国外的郭沫若研究专家逐渐形成合力ꎬ发挥了合作攻关的优势ꎮ 郭沫若研

究这一中国的学术课题ꎬ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关注和更开阔的国际视野ꎮ

下篇　 国内的推动

上篇简单梳理了近十年来国外郭沫若研究的概况ꎬ主要展示的是国际郭沫若学会与其合作

单位组织的学术活动ꎮ 然而ꎬ在如此频繁而且方兴未艾的国外郭沫若研究景观背后ꎬ有许多来自

国内的重要推手ꎮ 一些中国境内的机构、高校和学者做了大量工作ꎬ不断推动郭沫若研究的国

际化ꎮ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和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组合拳”
在推动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方面ꎬ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和中国郭沫若研究会贡献

最大ꎬ近年来的成绩尤为显著ꎮ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在国外举办展览会和学术讲座ꎬ推动郭沫若和郭沫若研究“走出去”ꎮ 近十年来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联合北京 ８ 家名人故居在国外频繁地举办“中华名人展”ꎬ向国外

观众宣传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ꎮ 其中ꎬ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不仅发挥

了重要的纽带作用ꎬ而且特别注重加强与当地文化机构、学术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交流ꎬ如 ２０１２ 年

法国展期间与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交流①ꎬ２０１３ 年巴基斯坦展期间与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

的交流②ꎬ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展期间与土耳其 ＤＯＧＵＳ 大学的交流③ꎬ２０１５ 年的肯尼亚展期间与肯尼

亚内罗毕大学的交流④ꎬ２０１６ 年加拿大展期间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交流ꎬ２０１６ 年埃及

展期间与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的交流等ꎮ 这些交流活动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与

这些国外机构的学术交流ꎬ甚至成为此后重要学术会议的铺垫ꎮ 在此基础上ꎬ中国社会科学院郭

沫若纪念馆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联手ꎬ在国外举办展览会期间同时举办有关郭沫若的学术讲座ꎬ
借以扩大和推进郭沫若研究的海外影响和国际学术交流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

院郭沫若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专家应邀出访新西兰举办的“郭沫若与路易

艾黎文化展”并举办学术讲座⑤ꎻ在 ２０１６ 年加拿大展期间也请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专家在加

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中国现代文化与郭沫若”的学术演讲ꎮ 最成功的是ꎬ中国社会科学

院郭沫若纪念馆在埃及建立了“郭沫若中国海外研究中心”⑥ꎬ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

设立了永久性的“郭沫若生平展”和郭沫若雕像ꎬ还与埃及金字塔集团达成协议出版郭沫若作品

和郭沫若研究成果的阿拉伯文版ꎮ
二是与国内外学术单位合作ꎬ举办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ꎮ 以往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主要是在中国境内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相关学术活动ꎮ 从 ２０１０ 年起ꎬ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先后与山东师范大学⑦、西华师范大学⑧、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以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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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建:近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

省有关单位①、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②、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

会ꎬ而且多是在国外举办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在贵阳举行学术研讨会ꎬ会议主题就

是“走向世界的郭沫若和郭沫若研究”③ꎮ
三是利用郭沫若研究的连续出版物发表和转载国外的前沿学术成果ꎮ 从 ２０１１ 年起ꎬ中国郭

沫若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先后与山东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四川郭沫若研

究中心等单位合作ꎬ共同编辑«郭沫若研究年鉴»ꎬ每年出一册ꎮ «郭沫若研究年鉴»不仅深受郭

沫若研究界的欢迎ꎬ而且越发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高度重视ꎮ 该年鉴及时转载郭沫若研究的最

新成果和最新信息ꎬ其中包括最前沿的国外郭沫若研究成果ꎬ及时报道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进

展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郭沫若

研究»辑刊ꎬ其中特辟“海外研究”专栏ꎬ大量发表国外最新学术论文ꎮ
四是以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为基地ꎬ不断扩大与国外郭沫若研究专家的交流ꎮ 中国郭沫若研

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以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为基地ꎬ每年接待大量中外学者与中

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ꎬ几乎所有著名的国外郭沫若研究专家都到该纪念馆做过学术访问ꎮ 北京

郭沫若纪念馆还与许多国外的一些学术组织一同举办学术交流活动ꎬ如 ２０１０ 年与国际芥川龙之

介学会的交流活动④、２０１２ 年与国际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合作举办«女神»克罗地亚文首

发式⑤等ꎮ 另外ꎬ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已经成为多所国外大学的教学基地ꎮ 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逐年增多ꎬ交流程度不断加深ꎮ
二、郭沫若的故乡:认真做推手

郭沫若故乡四川ꎬ从来就是郭沫若研究的重镇ꎮ 近十年来ꎬ四川省郭沫若研究界ꎬ对国际化

贡献最大的是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ꎮ 该中心 ２００５ 年在乐山师范学院成立并被批准为四川省教

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ꎬ２００７ 年升格为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ꎮ 该中心贯彻机

构开放的原则ꎬ联合省内外、国内外的郭沫若研究工作者一起ꎬ组织重大科研攻关ꎬ完成了多项重

大成果ꎬ如«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郭沫若研究数据库»«郭沫若在日本的史料搜集及研究»等ꎮ
“郭沫若在日本的史料搜集及研究”由日本学者申报ꎬ并作为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立项

资助ꎮ 该课题获准立项后ꎬ日本郭沫若研究会高度重视ꎬ组织了实力强大的科研团队参与其事ꎬ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岩佐昌暲和副会长藤田梨那亲自主持这一课题的研究ꎮ 他们充分利用日

本公私图书馆的丰富藏书ꎬ广泛搜集郭沫若在日本的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ꎮ 该课题已于 ２０１０ 年

结题ꎮ 这些资料不仅对掌握日本郭沫若研究现状ꎬ更为郭沫若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ꎮ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省高校等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ꎬ其中近十年影响最大的是“郭沫

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 １２０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ꎮ 这次研讨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１７ 日在郭沫若诞生地隆重召开ꎮ 会议由四川省、乐山市及四川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中国郭沫若

研究会等九家单位共同举办ꎬ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承办ꎮ 来自中国、斯洛伐克、克罗地

亚、韩国等国的近 １５０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ꎬ共提交会议论文 １１０ 余篇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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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主办的«郭沫若学刊»近十年不断开辟有关栏目ꎬ如“郭沫若与外国文

学 ”“郭沫若与日本”“郭沫若作品在国外”“郭沫若翻译研究”“日本人眼中的郭沫若”“中外文

化交流”等ꎬ定期发表有关国外郭沫若研究的论文和相关信息ꎮ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每年设立

一批研究项目ꎬ其中总有郭沫若翻译、郭沫若与外国文学、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郭沫若的海外传播

等涉外的研究课题立项ꎮ 其中ꎬ影响最大的是杨玉英主持的«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①ꎬ该书出

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ꎬ对于推动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ꎮ
三、山东学人的贡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山东省就成立了郭沫若研究会ꎮ 这是除郭沫若故乡四川以外唯一

的省级郭沫若研究学术团体ꎮ 进入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ꎬ郭沫若研究愈发冷寂ꎬ难得山东的郭沫若研

究学者执着坚守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以山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郭沫若研究成绩较为突出ꎮ ２００７
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以后ꎬ郭沫若研究被打造成一个在国

内外影响较大的学术高地ꎮ 第一个郭沫若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立项都是由该学科获得的ꎮ 在这里ꎬ郭沫若研究著作的出版、高层次刊物上发表的郭沫

若研究论文和高层次获奖ꎬ密度极高ꎬ平均每两年就有一篇郭沫若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该学科

通过论文答辩ꎮ
在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方面ꎬ该学科贡献更大ꎮ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举行的郭沫

若文献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郭沫若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ꎮ 此次会议ꎬ由中国郭沫若研

究会、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国际郭沫若学会和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ꎬ由山东师范大学文

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承办ꎮ 会议主要围绕郭沫若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ꎬ展开了探

索、交流与争鸣ꎮ 较之以往ꎬ这次会议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ꎮ 标志之一是与会学者的国

别多ꎬ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斯洛伐克、新加坡、奥地利等 ７ 国的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ꎮ 标

志之二是海外著名学者多ꎬ如欧洲著名汉学家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高力克ꎬ日本郭沫若研究名家

岩佐昌暲、藤田梨那ꎬ新加坡著名学者吴耀宗等ꎮ 标志之三是提交会议的论文代表了学术前沿的

国际化水平ꎬ例如欧洲著名汉学家斯洛伐克学者高利克的论文ꎬ从歌德作品的德文原版入手ꎬ对
照郭沫若的译本ꎬ探究郭沫若在最初翻译«浮士德»这一时期所经历的思想变化如何成为他译介

这部作品的重要动因ꎻ再如美国纽约大学王璞的论文ꎬ打通了郭沫若的文学实践和史学实践ꎬ勾
勒出郭沫若古代社会想象中的一个特殊谱系———“公”与“私”的变奏ꎬ揭示出这种历史想象力所

具有的文化政治的能动性ꎻ还有新加坡学者吴耀宗的论文ꎬ通过分析郭沫若 １９２０ 年代多篇小说

中的父母杀死亲生子嗣的情节ꎬ论述郭沫若这种开拓性艺术经营为中国小说所建构的前所未有

的现代性ꎻ另外ꎬ美国学者周海林对在美郭沫若文学研究的考察ꎬ韩国学者林大根通过报刊所挖

掘出的郭沫若在韩国的接受情况等ꎬ对与会学者都有很大的启示ꎮ 会议期间ꎬ国际郭沫若学会再

次举行“ＩＧＭＡ 优秀青年论文奖”评奖和颁奖活动ꎮ②

近十年来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郭沫若研究领域的成绩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

普遍肯定ꎬ学者应邀出国作郭沫若专题讲座和出席国外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逐渐增多: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１ 人应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作«郭沫若的贡献与局限»的学术讲座ꎻ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２
人应邀出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五届远东文学研究论坛暨纪念郭沫若诞辰 １２０ 周年学术

８

①
②

杨玉英:«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郭沫若研究年鉴»(２０１０ 年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０９－３１９ 页ꎮ



魏　 建:近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

研讨会ꎻ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１ 人应邀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做有关郭沫若的学术讲座ꎻ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１ 人

应邀到维也纳出席国际郭沫若学会第四次学术年会ꎻ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１ 人应邀到新西兰路易艾黎

学院访问并做有关学术讲座ꎻ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２ 人应邀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郭沫若学会第五

次学术年会ꎻ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１ 人应邀出席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ꎬ还
为该校亚洲学院的师生做了有关郭沫若的学术演讲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魏建的论文被日本郭沫若

研究会会长岩佐昌暲译成日语ꎬ在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报»上连载发表ꎮ
国际化不仅是要“走出去”ꎬ还要“请进来”ꎮ 在“请进来”方面ꎬ该学科做了大量工作ꎮ 近十

年来ꎬ该学科两次邀请欧洲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沃尔夫冈顾彬到该校访问ꎻ邀请日本郭沫

若研究会会长岩佐昌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来到该学科做学术演讲ꎻ邀请国际郭沫若学会会长日本国

士馆大学教授藤田梨那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来该学科做专题学术讲座ꎻ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邀请法

国巴黎第七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宇乐文来该学科做专题学术讲座ꎮ 以上这些人都是国外研究

郭沫若的一流学者ꎮ 另外ꎬ该学科连续编辑出版了国际郭沫若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如
２０１０ 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郭沫若文献史料研究与国际视野»于 ２０１１ 年出版发行ꎻ２０１４
年的国际郭沫若学会第四次学术年会论文集«医学文学身体»中文版于 ２０１５ 年出版发行ꎮ

近十年来郭沫若研究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ꎬ但也存在不少问题ꎬ有必要总结其中

的经验教训ꎮ 例如ꎬ由于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得太快ꎬ多数中国大陆学者明显跟不上ꎬ在外

语水平、国际交流经验等方面大都落后于外国学者ꎻ对于研究对象的国际化潜质ꎬ无论中国学者

还是外国学者都远没有挖掘出来ꎻ中国大陆学者尚未实现与国际通用的学术范式、学术理念、研
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全面对接ꎻ如何解决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ꎬ多数中国学者在理论上

并未弄清楚ꎻ一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的中文版至今未能出版ꎬ等等ꎮ
然而ꎬ我们不应该为“国际化”而“国际化”ꎮ 推动“国际化”ꎬ既是为了“人类学术共同体”ꎬ

更是为了解决中国学术当下的问题ꎮ 增强我们与外国学者的学术对话固然重要ꎬ推动郭沫若与

国内学者的学术对话更加重要ꎬ因为国内学人普遍对郭沫若的偏见太深ꎬ隔膜太厚ꎮ 近十年来郭

沫若研究国际化步伐的加快ꎬ受益于国内郭沫若研究的推动ꎬ而国外郭沫若研究对国内学术研究

的大力助推ꎬ才是郭沫若研究界以及相关学科专家们更想看到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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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父”与
“子”关系的变奏

∗

郑利萍
( 南京晓庄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００１７ )

　 　 摘要:　 个体生命自青春期走向成熟期的精神成长历程ꎬ作为成长题材小说所要表现和聚焦的核心内容ꎬ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父辈”与“子辈”内在与外在关系的理解与描绘ꎮ 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ꎬ“父辈”与“子
辈”关系的变奏ꎬ反映出社会文化与家庭伦理的深层次变迁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父子关系模式经历了从尊崇父亲到

审视父亲、背离父亲ꎬ再到寻找父亲、理解父亲、与父亲和解的变奏ꎮ 正是在对父辈的困惑与质疑、反叛与戏谑、
失落与寻回的精神旅程中ꎬ子辈得以不断认识自我、反思自我ꎬ走向成熟的人生境界ꎮ

关键词:　 成长题材小说ꎻ父子关系ꎻ家庭伦理ꎻ审视父亲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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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０
作者简介:郑利萍(１９６８—　 )ꎬ女ꎬ江苏南京人ꎬ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成长是人类普遍的生命经验ꎬ也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价值与心理意义的人类生存状态ꎮ 虽

然个体成长的历程千差万别ꎬ但成长的故事都镌刻着所处社会、时代、地域、文化的深刻印记ꎮ 不

同国别、民族的文学都拥有并珍视自己的成长故事ꎬ对个体成长历程的描写不仅成为个体经验的

描述ꎬ也成为集体记忆的具象表达ꎬ因而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民族共同聚焦的文学

题材ꎮ
自我主体性的确立贯穿于个体成长过程的始终ꎬ成长题材小说总是对此进行着不懈的关注

与追问ꎬ对人性与人的存在状态进行解析ꎮ 在对自我主体性的探索之路上ꎬ成长中的主人公们有

着怎样的精神遭遇与心灵图景ꎬ如何认识自我、塑造自我ꎬ成为成长题材小说所要表现和聚焦的

核心内容ꎬ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父辈”与“子辈”内在与外在关系的体察与表达ꎮ 对“父
辈”与“子辈”关系的考察ꎬ可以阐释成长题材小说中主人公成长的深层动因ꎬ部分地回答“我是

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的价值疑问ꎬ由此揭示个体生命由懵懂的孩童成长为一个完整

自我的历程ꎬ进而探寻人的主体性的生成根源与发展路径ꎮ

一、认同与尊崇

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实践来看ꎬ成长题材一度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ꎮ 这是因为成长题材

小说以个体的成长发展为核心ꎬ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交织在一起ꎬ而在我

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中ꎬ作为个体的人在长时期内无法在主流价值序列中占据超越群

体的优先地位ꎬ这一特征导致了对展现个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成长发展的忽略ꎮ
对于成长题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阐释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显现出别样风景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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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发表的小说中ꎬ 一些作品拥有典型的成长小说特征ꎬ可被视为中国的成长小说ꎮ 此外ꎬ更
多的小说ꎬ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成长小说ꎬ却具有成长小说的主要质素ꎬ以个体成长为叙述主

题ꎬ 描绘了心理正在发展的青少年主人公ꎬ在经过一系列生活的磨砺之后ꎬ迈向人生成熟阶段的

成长历程ꎮ 作为人类个体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ꎬ成长必然会成为文学艺

术创作的审美对象ꎬ成长本身所拥有的丰富文化意蕴ꎬ既反映出人类精神发展共性ꎬ又呈现出个

体丰富的生命体验ꎮ 成长题材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内容省察与再现了社会文化迁延与个人发展

历程ꎬ探索着个人的主体精神、伦理道德的发展轨迹、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和社会文化的演变ꎮ
成长题材小说所表现的父子关系模式是年轻的主人公们成长历程的重要参与因素ꎬ也是不

同时代思维发展、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ꎮ 在童年成长和人格发展的过程中ꎬ父母的思想与行为直

接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成长期青少年的心理与智力发展ꎮ 社会学领域对 １０ 岁到 １９ 岁间青少年

心理发展的研究表明ꎬ这一时期身边缺失父亲的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和犯罪倾向的几率会增大ꎮ
在通常的社会生活中ꎬ父亲是家庭生活的组织者和经济支柱ꎮ 在农村ꎬ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

力ꎬ主导着家庭的农耕安排、劳作计划ꎮ 在城市ꎬ父亲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ꎬ通过从事某种职业

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发展ꎮ 无论城乡ꎬ父亲的主导能力决定了家庭的兴衰ꎻ在通常情形下ꎬ父亲还

承担着家庭与社会的交互活动ꎬ主导着主要的人际交往ꎮ 基于此ꎬ父亲建立了在家庭中的权威ꎮ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ꎬ父权具有天然的权威性ꎬ是家族王国中不可忤逆的威权ꎮ 中国是以血

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ꎬ因此父亲在血缘关系中首先处于天然的被尊崇地位ꎮ 随着父权文化

的不断丰富ꎬ对父亲的尊崇便从血缘关系渗透到了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ꎮ 在社会千变万化之后ꎬ
仍存在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ꎮ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ꎬ恪守并延续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模式ꎬ“国”与

“家”、“忠”与“孝”ꎬ是同形同构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ꎬ在整个文化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检视维系中国社会根系的儒家经典ꎬ直接谈论政治制度的话语不多ꎬ多的是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唱妇随等孝悌之道ꎮ 可见ꎬ孝悌之道正是宗法制度得以存在并延续的社会根基ꎮ
对祖宗与长辈的崇拜ꎬ不仅有着世俗伦理的意义ꎬ而且有着形而上学的功能ꎮ 它将个体的有

限生命同族类的历史联系起来ꎬ以形成一种不同于宗教文化的精神链条ꎬ将自身有限的生命个体

与族类的无限延续联系起来ꎮ 人们的超越精神表现在不满足于对肉体存在的感性关注ꎬ而渴望

超出有限的生命ꎬ以寻找并获得无限的意义ꎮ 中国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精神超越的方式不同ꎬ宗
教文化指向宇宙和彼岸世界ꎬ宗法文化则指向宗族血缘和历史ꎮ 习惯于祭祀祖先的中国人不是

将自己的有限生命与无限的宇宙本体相联系ꎬ而是把自身作为宗族链条中的一个环节ꎬ如可作为

中国民族精神寓言的«愚公移山»中所言ꎬ“子子孙孙无穷匮也”ꎬ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建立无

愧于后代子孙的不朽业绩ꎬ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对自己有限的肉体生命的超越ꎮ
中国文化历来有着尊父、崇父的传统ꎬ强调君臣父子的秩序ꎬ父亲处于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核

心ꎬ扮演着家庭秩序的制定者、控制者、道德权威等角色ꎬ是强权意志的象征ꎮ 中国的传统文化设

置了子辈对父辈的隶属关系ꎬ子辈在家庭关系中处于被控制者的附属地位ꎬ需要臣服于父辈的意

志ꎮ “父亲”是“历史”中的“父亲”ꎬ “父亲”与“历史”有着天然的、内在结构的联系ꎮ 家族的兴

衰、家庭的变化、父辈与子辈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的社会发展史ꎬ“父亲”与国族、历史形成

了异质同构的存在ꎬ意味着“血统论” “政治” “阶级”等权力法则和价值谱系ꎮ
从五四文学进步青年对父亲的反叛ꎬ到革命文学政治阶级型“父亲”的建构ꎬ再到新时期文

学中走下神坛的父亲ꎬ有关父亲的叙事是一个包含了人性、伦理、民族、国家等多维元素的修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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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ꎮ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ꎬ成长题材小说中的崇父、恋父、审父、弑父等主题都达到了双重目

的:既讲述了曲折的可读性强的故事情节ꎬ又描绘了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之路ꎬ探索了存在的迷惘、
欲望与理性的纠结、权威的消解与消解后新的迷惘ꎮ

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微观的社会ꎬ浓缩了社会形态和人际关系ꎮ 青少年早年与父母的关系往

往预示着长大成人后的人际关系ꎮ 父亲形象的内涵作为一个宏阔而又丰富的语义场ꎬ在成长题

材小说中或显或隐地传递着重要意味ꎮ 对父亲这一社会与家庭身份及其所代表的潜在权力的信

奉ꎬ使父亲ꎬ无论是肉身之父还是精神之父ꎬ成为成长中的年轻人无法回避的存在ꎮ 父辈与子女

之间既协同又争论的矛盾关系作为人类历史的共性ꎬ也是成长题材小说中或隐含或显在的重要

主题ꎮ
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ꎬ作为社会文化与家庭伦理变迁的表征ꎬ父子关系模式经历了由尊

崇父亲到审视父亲ꎬ再到找父亲、理解父亲、与父亲和解的演变过程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
命成长小说”ꎬ不约而同地忽视和回避了对于肉体的关注ꎬ因而肉体之源———“身体之父”或“血
缘之父”往往于叙事之中或消隐或模糊ꎬ主人公的血缘之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缺席状态ꎮ
父亲的缺失ꎬ无论是基于死亡还是疏离等原因ꎬ常常象征或伴随着主人公家族信仰与价值判断的

空缺ꎬ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人公去寻求替代的父亲或信条ꎮ 对父亲的寻求成为成长主人公独立的

主要驱动力量ꎮ 主人公必然选择一位替代之父ꎬ这位替代之父更多地充当着成长主人公的精神

“引路人”ꎬ成为更加重要的“精神之父”ꎬ引导主人公成长为革命“新人”ꎮ
父子伦理在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往往具有意义载体的功能ꎬ隐喻性地表达社会伦理关

系和价值体系ꎮ 成长题材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往往有着潜在的设定目的ꎬ个人的成长意味着应

当受到规约ꎬ个人的成长被纳入到集体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要求之中ꎮ 因而ꎬ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的成长题材小说如«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中ꎬ成长主人公的肉身之父因革命等原因牺牲或

缺席ꎬ而他们必然需要寻找到精神之父ꎬ精神之父也必然承担着主人公精神引路人的重要使命ꎮ
这些精神之父往往是代表了社会进步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个体ꎬ因为与成长主人公的阶级意识和

生存期盼完全相符ꎬ成长主人公追随精神之父的同时ꎬ也满足了替父报仇或实现父亲未竟愿望的

心理要求ꎬ因而他们折服于精神之父的精神魅力ꎬ小说也因此充满了乐观情绪ꎮ 还有些反映革命

内容的作品ꎬ则表现了另一类父子关系:子辈不满父辈的落后ꎬ离开自己充满压抑的家庭ꎬ在迷惘

之中得到精神之父的引导ꎬ投身于社会的进步事业之中ꎮ 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ꎬ对前清

举人父亲的专制与落后不满ꎬ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ꎬ离家出走ꎬ希望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ꎬ
在找不到精神出路、迷茫困惑之际ꎬ得到了引路人与精神导师卢嘉川的指点ꎬ阅读了许多苏联文

学著作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ꎬ思想逐渐开阔起来ꎬ一步步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洪流ꎮ 卢嘉川为革

命理想献身后ꎬ另一位引路人江华更老练、更成熟ꎬ也更像是父亲ꎮ 林道静表达了自己对这位

“精神之父”的信赖与认同ꎬ把他当作自己的恩师和兄长ꎬ甚至虔诚地让“精神之父”为自己重新

命名ꎬ引领自己从此成为一个新人ꎬ由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成长为符合时代要求的革命战士ꎮ 在

巴金的«家»中ꎬ封建大家庭中最能代表新生力量的觉慧ꎬ也是在对落后父辈的反抗中成长为革

命新人ꎮ 在这些成长小说中ꎬ主人公的成长模式是不满伦理之父的落后ꎬ逃离家庭ꎬ在精神困惑

与彷徨之际ꎬ精神之父出现ꎬ引领他或她投身于社会的进步事业ꎮ
这些反映社会革命洪流中年轻个体成长历程的作品ꎬ或表达了对代言新思想的精神之父的

敬爱与追随ꎬ或表达了对象征着专制、落后的肉身之父的审视与反叛ꎬ结局是一致的ꎬ即子辈在接

受了新思想后ꎬ成为先进、进取、充满希望的一代新人ꎮ 虽然这些“引路人”“精神之父”实则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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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代言人ꎬ但他们都具体化身为各种鲜活生动的形象ꎬ充满人性化的细节描写ꎬ使成长主

人公与“引路人”“精神之父”之间的感情ꎬ表现出亲情、友情与革命热情交互融合的多重感染力ꎮ
这些成长题材小说因此具有较强的可读性ꎬ成为那个时代塑造“新人”最适合的艺术方式之一ꎬ
也是建设“新国家”、确立“新制度”、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ꎮ

二、审视与反叛

当代中国文学中ꎬ“父亲”是一个值得追问与思考的意象ꎮ “父亲”所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ꎬ
以及父系社会的意识形态ꎬ经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性的剧烈冲击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ꎬ成长题材小说的主要内容由表现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到表现个体生存的探寻历程ꎬ成长题

材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ꎮ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ꎬ成长中的主人公在

“观念”与“生活”之间的彷徨、摇摆ꎬ以及选择ꎬ反映着意识形态在家庭生活中的存在和变化形

态ꎬ映射出父子关系模式发生转变的曲折历程ꎮ 拥有较高“革命”政治身份的父亲曾是令子辈骄

傲的精神榜样ꎬ但这个“革命”政治身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ꎮ 当父亲向儿子坦陈自己的思想矛

盾和难以名状的信仰状态时ꎬ父亲放下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和作为父亲的双重权威ꎬ走向了作为父

亲的真实存在ꎮ 而儿子南昌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身份ꎬ竟然非常严肃认真地与父亲划清界限ꎬ把
父亲称为“叛徒”和“修正主义者”ꎮ 当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与年轻生命的狂热相结合时ꎬ南昌选

择了放弃感性认知和家庭亲情ꎬ以表明自己坚定纯正的革命立场ꎬ但南昌内心却因为父亲的思想

与信仰矛盾而痛苦ꎬ因父亲身份的翻覆而迷惘ꎮ 父子之间的思想冲突进一步加强了南昌对启蒙

理性的认识ꎬ这推动了南昌从抽象的“革命”概念转向对具体生活和感性体验的认同ꎮ 在南昌与

陈卓然、小老大、嘉宝、阿明、高医生等人的交往中ꎬ接触到了现实社会的不同层面ꎬ逐渐远离了教

条主义思维方式给他带来的困扰ꎮ «启蒙时代»反映出“子辈”对“父辈”以及其代表的理念与信

条由崇拜到质疑ꎬ由质疑到另选出路的心路历程ꎬ以一种隐在的、温和的、探讨的方式开始了对

“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权威存在的发问与反思ꎮ
继«启蒙时代»对“父”与“子”的关注与探讨之后ꎬ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ꎬ对“父”与“子”

的书写更为引人注目ꎮ 父亲的内涵与形象被作为他律机制化身ꎬ和压抑子辈生命潜质的替代象

征和具体执行者而遭到否定ꎮ 这些成长主人公ꎬ即使不是因父亲的离世感到无助ꎬ也会因父亲的

存在而导致对道统规约、不当保护和束缚的抵触与抗拒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成长小说中

对“父”与“子”的书写由子辈对父辈的尊崇与认同走向了子辈对父辈的审视与抨击ꎮ 审父、憎
父、弑父等叙事主题在众多作品中得到表现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父亲以落后、可憎的形象出现ꎬ父亲

不信任并阻挠子辈最强烈的挑战陈规和突破现状的愿望ꎮ 成长中的子辈要完成自身的主体性建

构ꎬ不可避免地向父亲及他所代表的威权进行抗争、反叛ꎮ
对父辈的质疑与审视成为子辈成长过程中的必然ꎬ它意味着对以父亲为代表的既定文化秩

序的挑战ꎮ 在许多作家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６０ 年代出生的作家笔下ꎬ父亲成为缺席的、被
审判的对象ꎮ “审父”意识成为创作共识ꎬ并不偶然ꎮ 对于这些作家而言ꎬ“文革”构成了他们童

年少年生活的底色ꎮ 这些童年少年岁月大多与金色无关ꎬ而多是灰色的ꎬ充满了磨难、痛楚和伤

害ꎮ 家庭专制带给他们或多或少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ꎬ使他们的成长道路充满曲折ꎬ因而在他

们的成长题材小说中ꎬ背负传统文化的父亲这一高大形象和子辈对父亲的敬意全然崩塌ꎬ一系列

或丑陋暴力、或懦弱猥琐、或逃避责任的“丑父” “病父” “弱父”形象出现在作品之中ꎬ作为传统

秩序和道德象征的父亲形象受到颠覆ꎬ表现出子辈对于父亲的背离、仇视甚至“弑父”情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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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中ꎬ主人公木木的父亲是戏校的党委书记李道始ꎬ木木却最

了解父亲的真实面目ꎬ对父亲没有一丝尊敬和信赖ꎮ 王朔«我是你爸爸»对父子关系的探讨也令

人深思ꎬ小说对父亲形象的戏谑与蔑视ꎬ解构了以往社会文化中对于父亲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尊

崇ꎮ
在荆歌的小说«枪毙»中ꎬ父亲的专制暴力和愚昧落后ꎬ更是将子辈推向了悲剧的反叛之路ꎮ

“在我的印象中ꎬ父亲差不多能够主宰一切ꎬ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痛苦ꎬ都像葵花籽一样装在父亲

的衣兜里ꎮ”①父亲们的专制愚昧与顽固粗暴ꎬ使二魂、卫川极度憎恨、仇视父亲ꎬ他们以激烈的情

绪与行为向父亲发起还击ꎬ将自己对父亲的对立、仇视情绪推向了“弑父”的极端ꎮ 在“弑父”的
过程中ꎬ二魂内心中对父亲的情感是矛盾复杂的ꎮ 他仇视、诬告父亲以解心头之恨ꎬ潜意识中却

不希望因此在外逃亡的父亲回来接受惩罚ꎮ
父亲永远在儿子的心中有着无形的位置ꎮ “十年来ꎬ父亲的失踪ꎬ对我来说ꎬ并没有意味着

失去”ꎮ 但是当父亲真的回来之后ꎬ他却彻底地失望了ꎮ “父亲对我的态度ꎬ让我感到酸楚
他的态度使我的心几乎是在流血ꎮ 这一晚ꎬ我的泪将我的枕头不知道打湿了几回而今天他

回来了ꎬ我这才知道ꎬ我是真正失去了我的父亲了ꎮ”②二魂强烈渴望冲破父亲的桎梏ꎬ以告发父

亲的方式宣泄了久已郁积于心的对父亲的憎恨与反叛情绪ꎬ却因此经历了由“弑父”到“失父”的
精神痛苦ꎮ 他内心深处的血缘亲情使他对父亲有着天然的怜悯与温情ꎬ自己也仍想得到父亲的

谅解和家庭的接纳ꎮ 卫川为报复父亲而纵火ꎬ被枪毙时还是对父亲充满仇恨:“老卫含泪说ꎬ你
想把爸烧死么? 卫川说ꎬ非常想ꎮ”③两位年轻主人公的成长悲剧在于未能得到积极力量的引导ꎬ
无法突破因袭守旧的局限ꎬ不知如何将父子关系引向良性的发展之路ꎬ只能以借刀杀人、纵火等

以暴抗暴的方式使伤害怪圈恶性循环下去ꎮ 作品反映出父辈与子辈之间关系中令人惊心的暗

面:压制与反抗最终走向两败俱伤ꎬ悲剧的生命自耗与自绝渗透于父子双方的潜意识中ꎬ并在日

常的家庭生活中显现ꎮ “任何父辈都只是无限人类延续中的一个环节ꎮ 审父意识也即是人类的

自省意识ꎮ 这是一种悲壮的自省ꎮ 人类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恶ꎬ自身的丑ꎬ自身的不完善ꎬ自身的

卑鄙和龌龊ꎬ人类便有希望处于最善最美最新最洁的境界中ꎮ”④荆歌作品中互置死地的父子关

系ꎬ以较大的力度揭开了人们不愿正视的精神暗疾ꎬ以惊醒人心ꎬ寻求疗救之策ꎮ
苏童的“少年血系列”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香椿树街上ꎬ描写了一群处于青

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ꎬ在父亲颓败、暴力、死亡等“失父”的环境中ꎬ所经历的精神与行为的迷失ꎮ
他们任自己不安定的情感因素在潮湿的空气中像野草一样生长ꎬ无所寄托又狂暴扭曲ꎮ 李浩笔

下的“父亲”们更呈现出一系列病态的形象ꎮ «镜子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写出了在乡村生活

中处于边缘位置ꎬ无所着落、精神孱弱苍白的父亲ꎻ«蹲在鸡舍里的父亲»中的父亲因受一次意外

的物理伤害而精神失常ꎬ整日蹲在鸡舍里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父亲”的高大形象已完全委顿ꎬ父亲

的尊严与光环不复存在ꎮ 不仅如此ꎬ父亲还受到戏谑和嘲讽ꎬ在子辈蔑视的眼光中一无是处ꎮ
«父亲的笼子»中的父亲总是试图逃离家门、母亲最后只能用笼子将其囚禁ꎻ«那支长枪»中的父

亲不断发生半真半假的自杀、患有自杀妄想症ꎻ«父亲的沙漏»中的父亲以自制的“沙漏”打发生

命时光ꎻ«如归旅店»中的父亲不问国事只关心自家旅店最终死于非命ꎻ«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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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整日沉迷在诗歌中不能自拔ꎮ 这组成了一个孱弱、颓丧、衰败的父亲形象系列ꎬ神性的“父亲”
形象被颠覆ꎬ意义被解构ꎬ父亲身上的神性光环黯然失色ꎮ

当父辈神圣的面纱滑落之后ꎬ父亲不再有能力成为儿子的生活组成部分和精神偶像ꎬ子辈们

在对父辈的戏谑与嘲弄中体验到心理和体力上的优势ꎬ也为自己的心灵迷惘找到了宣泄的途径ꎮ
木木表里不一的父亲、马锐猥琐不堪的父亲、孙光林粗暴狭隘的父亲、舒农无耻暴戾的父亲ꎬ赛宁

无所作为的父亲、尹小跳和尹小帆姐妹遥远陌生的父亲ꎬ六六和牛翠柏不知行踪的父亲这些

父亲形象在子辈心目中空洞而苍白ꎬ对于子女的精神引领意义已消失殆尽ꎬ甚至成为面目可憎、
令子辈唾弃的对象ꎮ 中国历史与文化视域下威严、庄重、高大的“父亲”已经倒下ꎬ父亲显现出孱

弱、可悲、可憎等多重面相ꎮ 这些作品不仅塑造了父亲的具体形象ꎬ也揭示了父亲的精神内质与

文化意义ꎬ更聚焦于父与子都必须直面的家庭关系、生命遭际和命运走向ꎮ 在更广的维度上ꎬ以
家庭视角和个人命运维度展现出中国社会的变迁ꎮ

随着人对自我的认识深化ꎬ个体的孤独感会在青春期显现得更加强烈ꎬ无可逃避ꎮ 孤独感是

个体化过程的必然产物ꎮ 为了克服自己的孤独感ꎬ个体往往选择屈从ꎬ按权威的意志去塑造自

我ꎮ 但与此同时ꎬ他们对此并非毫无觉察ꎬ也并不心甘情愿ꎬ因而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ꎬ甚至以极

端的方式来与压抑他们的世界相对抗ꎮ 这种极端的对抗在苏童小说«舒家兄弟»中有着令人不

寒而栗的体现ꎮ 父兄是家族中的威权ꎬ长期以来ꎬ他们代表的是禁锢生命本能的权力意志ꎬ因而

成为子弟成长路上必然被反抗、越过、甚至摧毁的对象ꎮ 在洪峰、余华、刘恒等作家的笔下ꎬ“父
亲”形象也成为子辈的反叛目标ꎮ “在父亲关系中ꎬ父亲的过分权威将挫伤以至抑制儿子的个性

和精神自由ꎬ使之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成人ꎮ 假如儿子始终无力逃出父亲的权威ꎬ他就

将为父亲权威的阴影所吞没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反抗父亲经常成为儿子表白成熟的第一个步骤ꎮ
对于那些敢于个人身份与社会势和相对抗的儿子们来说ꎬ父亲甚至是他们首先要甩开的

障碍ꎮ”①

“父亲”与“子辈”的故事ꎬ隐喻了历史的演进ꎮ 在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作家的部分文本

中ꎬ也承续这种“反叛”性的写作倾向ꎮ 张悦然的小说«小染» «昼若夜房间» «红鞋» «吉诺的跳

马»都有不同程度的“弑父”与“失父”情节ꎬ主人公以此宣示了对传统伦理的弃掷和对父权的反

叛ꎮ 成长中的主人公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ꎬ用嘲讽戏谑或影射象征的方式来表现反常规的父

亲形象与父辈子辈关系ꎬ从怀疑、审视、嘲弄“父亲”ꎬ到抗拒、批判、矮化、丑化“父亲”ꎬ借此对“父
亲”的存在提出质疑和否定ꎬ表现出远离“父亲”的控制与庇护的决绝ꎬ其更深的意味在于质疑和

挑战“父亲”及“父亲”所代表和隐含的强大秩序的合理性ꎮ

三、失落与寻找

年轻的子辈尽管有着审父、弑父的冲动ꎬ但在消解或打倒父亲一贯的控制与束缚时ꎬ子辈却

发现了新的困扰ꎮ 他们置身于与历史的断裂和虚空之中不知所措ꎬ开始遭遇“无父”的失落和虚

空ꎬ产生无根可寻和无所适从的恐慌ꎮ
南帆在«冲突的文学»中写到:“无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儿子得到了空前的自由与自主ꎮ

用父亲名义传达的一切指令与戒律都取消了ꎬ儿子可以随心所欲ꎬ尊重生命所涌现的每一个愿

望ꎮ 然而ꎬ从另一个方面看来ꎬ儿子又是处于悬空的飘游之中ꎮ 再也没有权威向儿子提出什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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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什么ꎬ一切都显得无可无不可ꎬ遵从与反抗、规约与放任已经失去了区别ꎮ 否定的力量推翻

了父亲ꎬ瓦解了父子等级秩序ꎬ儿子再也不知道该肯定什么ꎬ为什么肯定ꎮ 儿子的精神不再有给

定的目标ꎮ 它们不知所始ꎬ不知所终ꎬ不知所作所为ꎮ”①挣脱父辈的束缚却未必能使成长主人公

们成功地构建独立的自我主体ꎮ 抛弃与破坏总是相对容易的ꎬ当子辈不用背负任何来自伦理道

德的重荷和内心理智的劝阻ꎬ轻松地卸下身上背负的自己所认为的种种桎梏ꎬ以自己的方式奔向

自己所定义的自由之境时ꎬ“我要往哪里去”成为子辈必须面对的困扰和选择ꎮ
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破”而非“立”的姿态出发ꎬ在失去精神依靠与庇护后ꎬ作为子辈的主人

公们面对强大的既定规范ꎬ自身尚未寻找到与既有政治、文化、伦理权威相抗衡的途径ꎬ仍然无法

以独立的姿态探询自我本真的人格ꎮ 子辈的反叛来自主体意识的觉醒ꎬ试图在对立中确证和张

扬自我、塑造自身的独立性ꎬ然而对父辈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确立新质的个体ꎬ以“粘稠”的
“少年血”为代价的种种无理性反叛恰恰难以带来子辈主体精神的真正建立ꎮ 当父亲的精神权

威伴随着肉身倒塌ꎬ年轻的子辈却未必能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与生机ꎮ 信仰的缺失、理性的匮

乏、对前途未来的懵懂无知以及碰壁后的心灰意懒ꎬ都会使他们只能以孤独的心灵在人生长路上

茫然前行ꎬ不断感受失落并再次寻求依托ꎮ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描写历经生活变迁的少女六六的成长经历ꎮ 对六六和大多数成长中

的少男少女而言ꎬ父亲意味着物质上的依靠与精神上的归属ꎬ父亲的缺席使六六感受到来自各方

面的困顿与匮乏ꎮ 这些困顿与匮乏反映在六六每一天都感受到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饥饿感ꎮ 六

六在各种饥饿中寻求补偿ꎬ物质的饥饿促使她寻找养父ꎬ心理的饥饿促使她寻找生父ꎬ身体的饥

饿和情感的饥饿使她寻找情人、朋友ꎮ 她的历史老师满足了她的这些需求ꎬ成为她暗中的朋友、
情人和精神之父ꎮ 事实证明少女六六的养父、生父、精神之父都非如她想象中的那样ꎬ值得她尊

敬和信赖ꎮ 她在寻父之路上跌跌撞撞ꎬ不断地发现又不断地失去ꎬ终于明白不可能找到意味着依

靠与归属的“父亲”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她开始思索怎样才能获得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ꎮ
东西的«耳光响亮»描写了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们的成长记忆ꎬ他们的成长与家庭的纷扰苦

难相伴相生ꎮ 小说中“品行端正、言行一致、胆小如鼠”的父亲牛正国忽然失踪ꎮ 即使是这样孱

弱、苍白的父亲ꎬ他失踪后ꎬ家中子辈也顿时乱了阵脚ꎮ 代表着秩序与方向的“父”的消失ꎬ使家

庭生活原有的依靠“父”的权威产生的规范由此瓦解ꎬ无人管束的放纵和失序成为家庭生活的常

态ꎮ 作为正常生活秩序最后一根稻草的母亲何碧雪改嫁后ꎬ红梅、青松、翠柏姐弟们面对家庭权

威的真空ꎬ更走向了迷乱与下坠ꎮ 他们并没有张嘎或潘冬子这般“幸运”ꎬ成长中未能出现引领

他们拨开迷雾走向光明的精神之父ꎮ 他们在漫长的成长之路上不知所措地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旋

涡ꎬ经历了一番又一番苦难ꎮ 父亲的消失使本已荆棘遍布的成长之路更为迷惘ꎮ 他们自身的独

立意识自小没有培养起来ꎬ因而或陷入迷惘而停滞不前ꎬ或跌跌撞撞向前而付出惨痛代价ꎬ找寻

父亲则无疑是他们在对强大而未知的世界的探索中所表现出的本能需求ꎬ更是对重返秩序世界

的努力ꎮ
然而极具嘲讽意义的是ꎬ在此寻父之途中ꎬ他们姐弟们的继父金大印却成为他们及众人羡慕

的“时代新父”ꎮ 这个暴发户继父形象代表的是横行于时代的金钱的力量ꎮ 金钱与赢利的欲望

使信仰、伦理、文化失去了应有的价值ꎬ人的存在意义因此遭遇了严重的危机ꎬ每个人都成为了一

个真正的孤立者ꎬ失去了更深层次的精神依存ꎮ 作品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了金大印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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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至上原则ꎬ如同他的继父身份一样ꎬ成为时代新的权威和尊奉对象ꎬ其对于社会的强烈腐蚀

性ꎬ正渗入家庭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ꎮ 正如马克思所言ꎬ它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ꎬ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ꎮ 一

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ꎬ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ꎮ 当原有的衰颓之父消匿

之后ꎬ新的替代之父却不仅无法承担对于子辈精神引领的责任ꎬ更强化了子辈的价值虚空ꎮ 红

梅、青松、翠柏姐弟们此后荒谬和错乱的命运ꎬ在此找到了缘由ꎮ 金钱背景下的“寻父”“寻根”ꎬ
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追求的挑战与销蚀ꎮ

在作家陈染、林白笔下ꎬ充溢着因为父亲的缺失、父爱的缺失所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ꎬ成长主

人公不断地寻找着父亲的替代者ꎬ填补心中的空缺ꎮ 正如陈染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所

写ꎬ“父亲们 /你挡住了我 /你的背影挡住了你ꎬ即使 /在你蛛网般的思维里早已布满 /坍塌了一切

声音的遗忘ꎬ即使 /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 /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 /你那阴影”②ꎮ 在小说所描绘

的现实生活中ꎬ一些人物更容易化身为父亲的替代者ꎮ 就某种现实性而言ꎬ老师较容易充当另一

种“父亲”的形象ꎮ 在«私人生活»«饥饿的女儿»中ꎬ倪拗拗对 Ｔ 先生的接纳与厌恶、少女六六对

历史老师的委身与疏离ꎬ都表现出女主人公对“一日为师ꎬ终身为父”文化心理的尊崇ꎬ对于替代

“父亲”的亲近ꎬ以及找到替代的“父亲”后感受的失望ꎮ
在人的精神结构中ꎬ有着寻求物质支持和心理依靠的需求ꎬ以克服自己的孤独和软弱ꎮ 因为

“父亲”是缺席的ꎬ“寻找父亲”才成为必然的命运ꎮ 这种“寻找”落实在文本中ꎬ是对于“父亲”形
象的重新修正ꎮ 那个在众多作品中被剥除了尊严和人格的“父亲”被重新迎回子辈的精神生活

与现实世界ꎬ“父亲”之为“父亲”的意义得以庄重诚挚地再现ꎮ “父亲”意味着一种纯正洁净的

生活方式、一套行之有据的实践原则ꎬ潜移默化地沁入儿女的生命脉络ꎮ 在魏微的«寻父记»中ꎬ
父亲意外走失ꎬ“我”由此开始了对父的寻找ꎬ并以他喜欢的走路方式去寻找他ꎮ 多年以后ꎬ“我”
在现实的世界寻找父亲看似没有结果ꎬ但“我”在此过程中更多地理解了父亲的涵义ꎬ也更多地

找到了自我的意义ꎮ “我”结婚生子ꎬ成为一位年轻的母亲后ꎬ在精神的世界中更多地感受到父

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ꎮ “我”模仿父亲戴的眼镜、父亲的表情和出门散步的方式ꎬ“我”尽力还原

父亲的人生以获得对父亲的感知和理解ꎮ 主人公以“寻父”的行动表明ꎬ即使在现实的世界无法

相见ꎬ在人的精神深处ꎬ也始终有父亲的身影和精神影响ꎮ “寻父”还意味着ꎬ“父亲”重新获得了

在伦理、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位置与常态ꎮ “父亲”既不是可怕的、也不是可憎的ꎬ他只是一个普

通人ꎬ一个能与子辈平等友好相处的主体ꎮ 在田耳的«衣钵»中ꎬ父亲的身份是在乡村时常穿上

青衣道袍做道场的“道士”ꎬ作为子辈的主人公李可对“一生从容而善良地活着”的父亲有着朴实

的信任ꎬ父与子之间不再有权威与反叛的矛盾ꎬ而完全代之以平等的家庭成员关系ꎬ充满了温暖

的亲情ꎮ
子辈艰难地寻找“父亲”ꎬ重建“父亲”的形象ꎬ也是在探索“自我”的历史根源与可能去向ꎮ

寻找父亲的过程ꎬ即是寻找历史和自己的过程ꎬ“寻父”即是“寻找自我”ꎮ 在艾伟的«风和日丽»
中ꎬ主人公杨小翼对自我身世的探究过程ꎬ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寻找父亲、审视父亲、理解父亲的精

神历程ꎮ “私生女”的身份意味着“父亲”的形象与身份一直是杨小翼生命中的缺失与迷雾ꎬ“父
亲”的不在场与对“父亲”身份的种种猜测ꎬ使杨小翼的童年成长记忆充满了“失父”的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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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寻父”的强烈渴望ꎮ 她研究历史、革命ꎬ并探究其中的真相ꎬ试图还原革命背后的历史真实ꎬ
还原父辈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生命真相ꎬ也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性和心理支撑ꎮ 杨小翼在研究

和寻找中发现ꎬ像自己一样缺失父亲的“私生子”在革命年代并非少数ꎮ 杨小翼的寻父过程ꎬ同
时也是审视父亲作为社会人和作为个体的两面性ꎬ父亲对于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取舍的过程ꎬ更
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的自我主体核心问题的探索过程ꎮ 她终于意识

到ꎬ只有穿越自身经历的莽莽森林ꎬ在内心理解父亲ꎬ才能接受并认同自己的历史与身份ꎮ 寻父

之精神苦旅实质上成为寻找自己的旅程ꎬ只有寻求到独立的自我ꎬ才能从此前遭受的心理创伤中

解脱出来ꎬ才能最终获得风和日丽的人生图景ꎮ

四、理解与和解

当审父、弑父、寻父的激越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之后ꎬ作家们开始用较为客观、平和的心态和单

纯化的处理方式ꎬ将“父亲”从与“历史”同构的关系中解放出来ꎬ还原其“常人”的本色ꎮ “寻找

父亲”、理解父亲、与父亲和解的主题ꎬ成为近年来作家看待历史的一种态度和作品的重要主题ꎮ
无论是血缘之父还是精神上的替代之父ꎬ父辈作为精神引领的意义逐渐消解ꎬ子辈对父辈的

态度也由仰视到平视ꎬ子辈的主体性开始显现ꎮ 子辈对父辈的目光是平视的ꎬ子辈的人格得到承

认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父辈趋于平等ꎮ 父亲对子女来说不再是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的化身ꎬ父亲

不再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在家庭中的代言人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与子辈有着血缘关系的长者ꎬ参与

了年轻一代的生活ꎮ
“父”与“子”内在关系的转变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表现ꎬ在王安忆“雯雯时

期”的代表长篇«６９ 届初中生»中ꎬ就已得到较为温和的反映ꎮ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勾画了主人公

少女雯雯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所经历的困惑、危机与痛楚ꎮ 在雯雯的成长道路上ꎬ父母的存在只是

日复一日平淡的陪伴ꎬ没有显现出精神意义上强烈的影响与引导ꎬ雯雯的成长更多的是独自在懵

懂中走向自然成熟ꎮ 然而正是这样近于平淡的父辈与子辈的关系ꎬ却更贴近生活平静温和的常

态ꎮ 雯雯与父亲的关系是寻常百姓家的平凡姿态ꎬ父辈作为家庭的威权形象弱化后ꎬ回归到其作

为血缘伦理之父的本质属性ꎮ 虽然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存在ꎬ但个体的成长已渐渐恢复了自然

平淡的状态与原初意义ꎬ预示了成长过程中父子关系正常模式的回归ꎮ
铁凝的«大浴女»中ꎬ在最需要父母亲的精神影响的人生阶段ꎬ尹小跳的父亲却在远方的农

场工作ꎬ且与尹小跳、尹小帆姐妹俩交流很少ꎮ 农场在姐妹俩的生活中始终是作为背景式存在ꎬ
只是为小跳、小帆姐妹沉默隐忍的父亲提供了避祸远灾的居处ꎬ父亲在小跳、小帆姐妹的成长过

程中也只是一个遥远、模糊、形式化的存在ꎮ
在童年成长和人格发展的过程中ꎬ父母的思想与行为直接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成长期青少

年的心理与智力发展ꎮ 与父亲的疏离导致小跳、小帆姐妹的性格发展和内在价值建构不可避免

地产生了空缺ꎮ 十二三岁的姐妹俩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具体而切实的精神资源与心灵指

引ꎮ 就一般意义而言ꎬ母爱多向孩子提供情感依恋和慰藉ꎬ而父爱对于孩子有着更多的精神引领

价值和发展指向意义ꎮ 在小跳、小帆姐妹的实际生活与精神生活中ꎬ父亲远在乡村农场ꎬ既没有

与姐妹俩共同生活ꎬ也未对姐妹俩有精神方面的引导与关心ꎮ 对于小跳、小帆姐妹而言ꎬ父爱的

感性体现和价值依托都是寂然缺失的ꎬ能由此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就一直处于缺失状态ꎮ
小跳、小帆的母亲虽然和姐妹俩生活在一起ꎬ母女之间却貌合神离ꎬ小跳、小帆姐妹不仅难以从母

亲身上得到情感的支持与慰藉ꎬ母亲与唐医生的暗中交往更使小跳、小帆姐妹的精神世界充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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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烦扰ꎮ 小跳比小帆年长些ꎬ因此对于母亲言行的敏锐直觉更强ꎬ对于社会伦理观念的懵懂理

解沉淀为小跳的内在焦虑ꎬ由此导致的怀疑、怨忿与憎恶使她视两岁的小妹妹尹小荃为姐妹俩之

外的“第三者”、异己者和罪恶天使ꎮ 在看到尹小荃即将跌落水井时拒绝施救ꎬ并本能地阻止了

小帆施救ꎮ 尹小跳、尹小帆的袖手旁观导致了妹妹尹小荃夭折ꎬ也导致了尹小跳、尹小帆精神发

展链条的隐在断裂ꎮ 自此之后一直到成年ꎬ姐妹俩都生活于负罪感之中ꎬ承受长久而难以言说的

良心折磨ꎮ 在缺失与疏离的家庭背景中ꎬ在为妹妹之死背负心灵十字架的焦虑中ꎬ尹小跳逃向带

着光环的年长男子的怀抱ꎬ尹小帆寻求海外婚姻ꎬ都希望借此获得出路ꎬ逃离内心的道德审判ꎮ
她们各自都曾寻找到替代的父亲ꎬ却又很快失去ꎮ 这促成了姐妹俩在痛苦中的自我成长ꎮ 尤其

是尹小跳ꎬ她的失恋、同时也是“失父”的经历ꎬ使她成长为一位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职业女

性ꎬ既不再依赖“父”带来的一切温情幻影ꎬ也没有因此变得愤懑不平ꎬ相反ꎬ她超越了习俗也超

越了以前寻求呵护的自我ꎬ以开阔的胸襟原谅一切ꎬ与外在和内在的世界和解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父”与“子”之间的平等人格和家庭中的民主关系ꎬ得到了更多的关

注与书写ꎮ 这些作家对此的思考也处在开始的阶段ꎬ一边思考一边写作ꎬ因而对此题材的探索是

温和的、尝试性的ꎬ虽然没有尖锐的力度ꎬ却有着较高的反思价值ꎮ 这些作品中的“父亲”ꎬ往往

也是处于“缺席”的状态ꎬ但父亲的出走、消失是自然的生活常态ꎬ并不存在可疑或可憎的历史原

因ꎮ 这些作品的叙述是平和的ꎬ没有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负重ꎬ也没有跟从金钱崇拜时代以抛

置与漠视血缘亲情ꎬ因而可以拥有亲近的情感与朴素的记忆ꎬ直接回溯生命的源头ꎬ平静地探寻、
追溯“父亲”的人生踪迹ꎬ思考“父亲”的意义ꎮ

鲁敏的作品中对于父亲的关注和书写较为集中和引人关注ꎮ «镜中姐妹»«盘尼西林»«墙上

的父亲»«逝者的恩泽»«暗疾»«白围脖»«羽毛»中都有父亲与女儿的形象ꎮ 而这些父亲形象ꎬ除
«暗疾»«羽毛»中的父亲在场外ꎬ大多数情形是不在场的ꎬ但在这些作品中ꎬ不在场的父亲往往是

另一种在场ꎬ而且是另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在场ꎮ 这往往为日常的生活经验或基本心理状态所证

明ꎬ即被隐藏的东西是更吸引人的ꎮ “缺席的父亲成了想象的诠释之地ꎬ欲望的寄托之所ꎮ 父亲

这个在一般意义被认为是联结家庭与外界的纽带ꎬ在鲁敏的小说之中同样一般地表现为纽带的

断裂ꎬ于是生活窘困、不安ꎬ精神乃至心理、生理的跳动不安都成了叙事中盘旋不去的支撑ꎮ”①父

亲的显性存在或隐性存在都影响了女儿的生活ꎬ«盘尼西林»中“我”对于父亲影响作了这样的描

述:“父亲长年不在家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背景ꎬ但可能正是它ꎬ决定了我生活的许多细节和走

向ꎬ你接下来会知道ꎬ背景其实往往也是未来的前景ꎮ”②在鲁敏的«墙上的父亲»中ꎬ父亲之死是

意外事故ꎬ没有社会原因的掺入ꎬ也无涉于“历史”“意识形态”ꎬ主人公对于父亲的想象完全是出

于个人的血缘亲情ꎮ 鲁敏笔下的父亲是神秘而温和的ꎬ如同埋在地下的矿藏ꎬ愈是沉默ꎬ愈是激

发了子辈探索的愿望ꎮ 这种探索的愿望既引发了子辈对于父亲丰富的想象与眷恋ꎬ也引发了子

辈探索的焦虑ꎬ毕竟ꎬ父亲们对于女儿们的疏离ꎬ造成了时空相隔的距离感、陌生感和不确定性ꎬ
这使得父亲们的存在既是心理上的在场ꎬ又是现实中的虚妄ꎬ无可触摸又无所不在ꎮ 也正是这样

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逡巡的对于父亲的注视、遥想与忆念ꎬ成就了一种“彼岸的美好”ꎮ “这些作品

叙述的故事ꎬ本身是美丽的ꎮ 但如果叙述方式不美丽ꎬ那故事本身再美丽也不能让人感兴趣ꎮ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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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用美丽的方式叙述着美丽的故事ꎬ才使故事真正显出自身的美丽ꎮ”①父亲的存在不仅回归到

了平凡的生活常态之中ꎬ更在女儿们的想象与揣度中被发展成为彼岸的美丽ꎮ
当意识形态和宏大历史的规约在人们的生活中日渐消退ꎬ成长者却面临精神无所皈依的虚

空ꎮ 通过对“父亲”的寻踪ꎬ年轻的子辈实现着对于传统中那些美好而稳定的人性内涵的亲近与

回归ꎮ 在魏微的«拐弯的夏天»中ꎬ“我”因对父亲叛逆而离家ꎬ最终回归家庭并在内心对父亲有

了认同ꎻ在于晓威的«孩子ꎬ快跑»中ꎬ父亲信守传统道德ꎬ让见利忘义的儿子端午涯备感惭愧ꎻ在
曹寇的«鞭炮齐鸣»中ꎬ父亲在主人公的心中一直是一种精神的在场ꎬ虽然父亲已经逝去ꎬ但主人

公依然向逝去的父亲诉说成长心迹、倾谈生活疑难ꎬ使“缺席”与“在场”在精神的层面上获得了

沟通与平衡ꎮ 盛永明的小说«爹是英雄»中的懦弱父亲让儿子大明感到耻辱、自卑、抬不起头ꎬ他
死后ꎬ大明庆幸自己背在身上十几年的精神包袱终于甩掉了ꎮ 当他得知卑微的父亲是因为坚守

看粮库的职责被盗粮贼害死之后ꎬ才猛然醒悟到自己那个懦弱无能、顺从怕事的父亲ꎬ骨子里却

是个不肯屈服的英雄ꎮ 盛永明的另一篇小说«是谁带走了弟弟»反思了父亲不服输的性格、教育

子女的强硬方式ꎬ以及对于子辈的不当干预ꎬ塑造了原生态的乡土背景中饱经忧患的父与子形

象ꎮ 张学东«看窗外的羊群»中的“我”少年时愤恨父亲的冷漠ꎬ随着年龄的增长则体察到了父亲

深谋远虑的挚爱ꎬ父亲成了“我”重要的精神源头ꎮ 弋舟的«战事»描写少年丛好蔑视孱弱的父

亲ꎬ但随着生活阅历的加深和苦难的累积ꎬ他逐渐认可了父亲ꎬ最后回到父亲身边ꎮ 在这些作品

中ꎬ无论是“慈父”还是“严父”ꎬ对子辈都产生了道德和情感方面的深入影响ꎮ 随着生活阅历的

增加和认识水平的提高ꎬ子辈越来越多地理解、接纳和尊敬父辈ꎮ
人的成长是主体性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建立的过程ꎬ而文化传统与心理结构决定了“父”的形

象已深深地植根于人的集体无意识ꎮ 在困惑、反叛或逃离之后ꎬ成长者开始反思既有秩序ꎬ意识

到既有秩序的合理成分ꎬ以及历史的不可割断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ꎬ一代人又以平和的态度ꎬ
开始了对父亲的寻找ꎬ也是对父性的寻找ꎬ是在寻找历史和回归情感ꎬ回到“父亲”的本体价值ꎮ
“父亲”再也不必背负着国族使命或文化传统附加在自己身上的神圣光环ꎬ而是回归到真实的

“这一个人”ꎮ 对“父亲”的重新认知和重新书写ꎬ是对于真实的、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父亲”的
尊重、对于生活本来面貌的还原ꎮ

纵观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ꎬ“子”的精神成长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父”的困惑与质

疑、反叛与戏谑、失落与寻找、理解与和解的认识与演进历程ꎮ 越来越多的成长题材小说ꎬ消解了

“父亲”的权威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凡人父亲形象ꎬ也肯定了富有亲情、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父亲

角色ꎬ将审视父亲、怜悯父亲、寻找父亲、理解并接纳父亲的多重情愫交织于作品中ꎬ在此过程中

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人生课题ꎬ寻求理解父辈、认识自我、修复并建构

良性父子关系的现实路径ꎮ
父辈与子辈关系模式在成长题材小说中所经历的复杂置换ꎬ除却文学本身的演进之外ꎬ也是

对文化与社会思潮变革的呼应和隐喻ꎮ 可以说ꎬ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父辈与子辈关系的变

奏ꎬ即是一种饱含现实影像的当代思想发展历史和社会生活历史ꎮ 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多层次、
多维度的社会变迁ꎬ促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ꎬ价值观代际差异现象十分突出ꎮ 关于“父”与
“子”关系的书写ꎬ正在成为成长题材小说中不断展开的新的风景ꎮ

１２
①王彬彬:«鲁敏小说论»ꎬ«文学评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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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的七绝体式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
———以冯振、胡小石为中心∗

李江峰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体式探讨是民国学者七绝研究的两个重心之一ꎬ其代表性著作为冯振«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和胡小

石«唐人七绝诗论»ꎮ 前者以诗中对诗意组织有重要作用的“特征字”为标准并兼顾诗句之间的意义类型ꎬ分析

所选诗作为五十六种ꎻ后者则首次提出“勾勒字”的概念ꎬ以“勾勒字”与诗中的时空变换特征为标准ꎬ结合创作

实际ꎬ分析七绝结构类型为“正格”十七种和“变格”一种ꎮ 从诗学史的角度看ꎬ冯、胡二著是对古代诗学中分格

总结诗歌篇章结构与总结诗中用字两种理论体式的革命性综合ꎬ冯著根植传统ꎬ胡著则更具时代性特征ꎮ 在“西

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中ꎬ冯著采用传统的诗学论著体例ꎬ“以归纳之方法ꎬ阐七绝之结构”ꎻ胡著则部分借用“外来

的意念”来“照清楚”七绝体式结构ꎬ殊途同归ꎬ皆成楷模ꎮ 这启发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问题ꎬ固然需要“外来的

意念”之启发ꎬ但更重要的是以比较的方法与眼光ꎬ“把中国还给中国”ꎮ
关键词:　 民国学者ꎻ七言绝句ꎻ冯振ꎻ胡小石ꎻ«七言绝句作法举隅»ꎻ«唐人七绝诗论»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２３－１６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０８
作者简介:李江峰(１９７８—　 )ꎬ男ꎬ甘肃正宁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记:“所谓抒情诗ꎬ不只是说言情之作而已ꎬ我以为正确的含义应该是诗中之诗ꎬ而绝

句又是抒情诗的最好形式ꎮ”(闻一多:«唐诗杂论»ꎬ附录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７７ 页)
②此处数据依据«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和«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北京:中华书

局ꎬ１９７９ 年版)所列篇目进行统计并阅读原文拣择ꎬ特此证明ꎮ
③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１１１ 页ꎮ
④施补华:«岘傭说诗»ꎬ王夫之等:«清诗话»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９９６ 页ꎮ
⑤就笔者所见民国时期的 ２５ 篇期刊论文中ꎬ关于七言绝句的专论即有 １１ 篇ꎬ占比近 ４５％ꎻ其余论文则泛论五七言绝句ꎬ五

绝之专论则付阙如ꎻ专门的绝句研究著作 ３ 种ꎬ七绝研究著作即居其二ꎮ

　 　 作为“抒情诗的最好形式”①ꎬ绝句自产生以来即备受创作、赏读与研究者青睐ꎬ这一情形在

民国时期亦不曾有太大改变ꎮ 研究方面ꎬ据不完全统计ꎬ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末ꎬ专门探

讨五、七绝相关问题的期刊论文便有 ２５ 篇②ꎻ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有 ３ 种:洪为法«绝句论»、冯振

«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下称«举隅»)和作为讲义的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 (下称«诗论»)ꎮ 就

五、七言两种诗体言ꎬ“五言绝ꎬ尚真切ꎬ质多胜文ꎻ七言绝ꎬ尚高华ꎬ文多胜质”③ꎬ“七绝言情ꎬ出韵

较五绝为易ꎮ 盖每句多两字ꎬ则转折不迫促也”④ꎬ故七言绝句在后世的发展风格更为多样ꎬ更受

恩宠ꎬ研究成果也较五绝多而集中ꎮ⑤民国时期的七绝研究成果中ꎬ起源和体式的探讨是两个重

心ꎻ而体式的探讨ꎬ则以冯振和胡小石成就最著且最具特色ꎮ 笔者拟对这两种著作的内容特征、
理论渊源、价值启示略作阐发ꎬ以就教于方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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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及特征

冯振的«举隅»一书ꎬ本是为上海大夏大学所开“各体诗选”课准备的课程讲稿ꎬ于 １９３１ 年初

成规模ꎬ１９３５ 年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再次讲授时略有增补ꎬ１９３６ 年于世界书局出版ꎬ１９４６ 年重

印ꎮ 在初版和重印之间的 ９ 年中ꎬ作者曾继续增补修订ꎬ本拟 １９４６ 年以修订本形式再版ꎬ但迫于

时势ꎬ未能达成愿望ꎮ① １９８６ 年ꎬ齐鲁书社将«举隅»的最终修订本和«七言律髓»«诗词杂话»合
订为«诗词作法举隅»出版ꎮ

从传统类别上说ꎬ冯振«举隅»属于以选本形式出现的格法类诗学蒙书ꎬ是诗格在宋代之后

的一种典范形态ꎮ② 其基本内容ꎬ是将所选唐代至明清 １２６０ 余首绝句(后增补至 １３００ 余首)③类

聚为数额不等的 ５６ 组ꎬ并于每组诗后简要概括本类诗作的共同特征ꎮ ５６ 组诗ꎬ实际上是根据诗

作结构的不同特征划分的不同结构类型ꎮ 因为该书诗法指导与诗选兼具的性质ꎬ这 ５６ 种结构类

型实际上就成为 ５６ 种不同的创作模式ꎬ所选之诗正好成为学诗者临习揣摩的对象ꎮ 这也正是该

书的著作目标ꎮ④ 从本质上说ꎬ诗歌的结构形式是由诗意的流转决定的ꎻ而作者在诗中表达的情

思意绪外现于语言ꎬ则表现为不同的语言组合形式ꎮ 这其中ꎬ运用一些对诗意组织有重要作用的

关键字词就成为这些不同语言组合形式的标志性特征ꎬ是标示该种诗歌结构的“特征字”ꎮ «举
隅»的结构类型划分ꎬ正以诗中所用特征字及其在诗中的位置为分类标准ꎬ正如王德明所说:“大
体而言ꎬ主要是从关键字词的重复和运用ꎬ关键字词在诗中、句中的位置ꎬ句式的设置与关键字词

的运用相结合ꎬ关键字词的使用、所处的位置与句意的结合ꎬ关键字词之间的互相呼应等几个方

面来分析ꎮ”⑤至于各类之间的顺序排列ꎬ还是以特征字为主线ꎬ根据其不同类群的基本特征、意
义及结构功能前后连接ꎮ 根据书中所列前 ８ 种结构类型的基本特征和选诗情况等信息略加统计

归纳ꎬ于表 １ 以见其大概⑥ꎮ
不难看出ꎬ冯振«举隅»的基本特征之一ꎬ是以特征字为标准ꎬ同时兼顾诗句之间的意义关系

对七绝诗之结构范式进行系统归纳ꎮ 这不仅表现为五十六格的具体划分与排列ꎬ而且表现为例

诗的先后次序安排ꎮ
先看五十六格的具体划分与排列ꎮ 五十六格之中ꎬ表示比较的结构类型共十五格ꎬ分列于三

处:第一处在五至八格ꎬ表示今昔比较ꎬ属于表现时间的意义范畴ꎬ其特征字主要是“去岁” “去
年”“前年”“昨日”“今年”“今日”“今朝”“如今”“只今”“惟有”等几种ꎬ有呼应或无呼应ꎻ第二

处在二五至三二格ꎬ表比较或含比较之意ꎬ特征字有“不如” “不及” “不比” “不似” “输与” “输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的成书过程ꎬ冯振在 １９３１ 年秋书稿初成的«自叙»、１９３５ 年秋补充修订后的«自识»和 １９４６ 年的

«再版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中记述十分清楚ꎬ读者可自行参阅ꎮ
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汇考诗格论»论及宋以后诗格的著述方式时即分为“以选诗形式出现”和“以诗话形式出现”

两种予以论述(南京:凤凰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８ 页)ꎮ
彭鹤濂«诗词作法举隅跋»中言初版为 １３２２ 首ꎬ后增补 １１７ 首(参见冯振:«诗词作法举隅»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９５ 页)ꎻ笔者以 １９３６ 年世界书局本核之ꎬ初版共得 １２６４ 首ꎻ以齐鲁书社增订本核之ꎬ相比初版增补 １２３ 首ꎬ共 １３８７ 首ꎬ
与彭先生所计数字有出入ꎮ

在 １９４６ 年的«再版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中ꎬ作者明确指出ꎬ该书是“以归纳之方法ꎬ阐七绝之结构”ꎬ而选诗也不仅仅

具有举例的性质:“增者ꎬ于未举之例ꎬ如有发现ꎬ尽量添入ꎬ但期法密ꎬ不厌求备ꎮ 改者ꎬ于已举诸例ꎬ虽广集众作ꎬ如所得过多ꎬ
亦稍加别择ꎮ 使在举例之中ꎬ兼寓选诗之意ꎮ”(冯振:«诗词作法举隅»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又ꎬ本文所引

«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原文悉出此书ꎬ标点皆一仍其旧ꎬ下文不再重复出注ꎬ特此说明ꎮ)
王德明:«抉剔入微ꎬ学者津梁———冯振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ꎬ«文学遗产»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其中“类别”一栏ꎬ是笔者根据书中各类的特征描述所作的大致归纳ꎬ并非书中原有内容ꎬ在此特为申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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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明”“一种”等几种ꎻ第三处在四六至四八格ꎬ亦表比较或含比较之意ꎬ但特征字为“似”
“如”“唯有”“独有”“只有”“但有”“年年”“时时”“犹还”等几种ꎬ呼应或不呼应ꎮ 三个大类中ꎬ
表示今昔比较的四格自为一体ꎬ与其他两类明显不同ꎻ另两类中ꎬ四六至四八的四种ꎬ均寓细微的

强调之意ꎬ正好与前一类区别开来ꎮ 这些意蕴的细微区别ꎬ皆在特征字的运用上予以体现ꎻ故
«举隅»虽然没有明白指出大类之别ꎬ但在具体格例的排列上均实现了类聚原则ꎮ

表 １

类别 组别 特征 特征字及其位置 选诗数量及分布

Ａ 重复字

一
四句旋转而下ꎬ第四句有一二字

与第一、二句重复
“却”ꎬ第四句句首 ８ 首:唐 ２、宋 ４、明 ２

二
或四句ꎬ或三句ꎬ与第一、二句俱

有相复之字

５４ 首:唐 ２、宋 ２１、金 ２、元 １、明 １６、

清 １２

三
第三、四两句ꎬ辘轳而下ꎬ故第四

句必有一二字与第三句相复
“还”“又”ꎬ四句ꎻ“已”ꎬ三句 ６ 首:宋 １、明 ３、清 ２

四
与前法同ꎬ三四两句必有复字ꎬ

只前法尤整齐

３５ 首:唐 ３、宋 １２、金 １、元 １、明 １５、

清 ３

Ｂ 今昔比较

五
首二句、末二句作今昔比较ꎬ首

末二句有重复字以见呼应

“去岁”“去年”ꎬ首二句ꎻ“今年”

“今日”ꎬ三句ꎮ
１４ 首:唐 ２、宋 ９、元 １、清 ２

六
首二句、末二句作今昔比较ꎬ惟

不以复字作呼应

“前年”“昨日”ꎬ首二句ꎻ“今日”

“今朝”ꎬ第三句
１６ 首:唐 １、宋 ６、金 １、明 ７、清 １

七
首二句、末二句今昔比较ꎬ首句无

“昔年”“去岁”等ꎬ但含往日意
“今日”“如今”ꎬ第三句 ２７ 首:唐 ８、宋 ５、元 １、明 ８、清 ５

八 第三句用“只今惟有”四字作起 “只今”“惟有”ꎬ第三句 ５ 首:唐 １、金 １、明 ３

在具体格例的设置与排列上ꎬ首先还是考虑特征字的区别ꎬ其次是特征字的位置ꎮ 此以今昔

比较的四格为例分析ꎮ 兹录第五格说明及选诗一首:
　 　 首二句与末二句作今昔之比较ꎬ故首二句多有“去岁”“去年”等字ꎬ而三句多有“今年”
“今日”等字ꎬ而首二句与末二句又必有相复之字ꎬ以见呼应ꎮ

去岁中秋正病余ꎬ爱他明月强支吾ꎮ 今年老矣差无病ꎬ后夜中秋有月无ꎮ (宋杨万里

«中秋前二夕钓雪舟中静坐»)
又第六格说明及选诗一首:
　 　 亦首二句与末二句作今昔之比较者ꎬ故首二句多用“前年”、“昨日”等字ꎬ而第三句则用

“今日”、“今朝”等字ꎬ惟不以复字作呼应ꎬ斯与前法差异耳ꎮ
前年谪向新州去ꎬ岭上寒梅正作花ꎮ 今日霜缣玩标格ꎬ宛然风外数枝斜ꎮ (宋皱浩«仁

老寄墨梅»)
又第七格说明及选诗一首:
　 　 亦首二句与末二句作今昔之比较者ꎬ但于第三句用“今日”、“如今”等字ꎬ而首句则不用

“昔年”、“去岁”等字ꎬ然其实指往日之意ꎬ固隐含于其中也ꎮ
一辞故国十经秋ꎬ每见秋瓜忆故丘ꎮ 今日南湖采薇蕨ꎬ何人为觅郑瓜州ꎮ (唐杜甫«解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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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
又第八格说明及选诗一首:
　 　 第三句用“只今惟有”四字作起ꎬ与前法小异ꎮ

旧苑荒台杨柳新ꎬ菱歌清唱不胜春ꎮ 只今唯有西江月ꎬ曾照吴王宫里人ꎮ (唐李白«苏

台怀古»)
虽然都是表示今昔比较ꎬ但第五格、第六格均有明显的表示今昔的时间词构成呼应ꎻ第七、第

八格虽有今昔比较意ꎬ特征字却有今无昔ꎬ无法构成呼应ꎮ 第五、六格的区别则在于ꎬ虽然都有表

示今昔的特征字构成呼应ꎬ但第五格还有重复字出现以加强今昔比较的意蕴及外在形式特征ꎬ第
六格则没有重复字ꎻ七、八两格的区分则在特征字本身的不同ꎮ 四格的设置ꎬ正是着眼于特征字

的区别所形成的不同结构类型ꎮ
另一情况是ꎬ特征字虽然相同ꎬ但由于表意和位置均有不同ꎬ诗歌的结构类型也因此改变ꎬ这

就构成了划分格例的另一标准ꎮ 以特征字“不知”为例ꎬ一八、一九两格皆以“不知”为特征字ꎬ但
前一格“不知”用作诘问语ꎬ后一格不用做诘问语ꎬ故分列不同格例ꎻ又同是不作诘问ꎬ“不知”在
诗中的位置不同ꎬ诗作的结构亦随之不同ꎬ故亦需另列格例ꎬ如本书之第二二格ꎮ 我们可从一九、
二二两格的选诗中各取一首以作比较:明刘崧«寒夜»:“马龁枯荄寒夜长ꎬ风如箭镞射阴房ꎮ 不

知门外三更雪ꎬ误起开门看月光ꎮ”宋苏辙«与兄子瞻会宿二首»(其一):“逍遥堂后千章木ꎬ长送

中宵风雨声ꎮ 误喜对床寻旧约ꎬ不知飘泊在彭城ꎮ”不难看出ꎬ前一首诗中ꎬ诗意的转折在第三

句ꎬ后一首的转折则在第四句ꎮ
再看每格选诗的具体排列顺序ꎮ 其基本的顺序是ꎬ在范式内部根据选诗不同的结构范式进

一步划分为小类ꎬ小类内的选诗才依照时间朝代先后进行排列ꎮ 以第二格为例ꎬ按选诗作者的时

代顺序归类ꎬ则依次为:ａ.宋 ４、金 １、明 ２、清 ２ꎻｂ.唐 １、宋 ３、明 ２ꎻｃ.元 １、明 １、清 １ꎻｄ.唐 １、宋 ３、明
２、清 １ꎻｅ.明 １、清 １ꎻｆ.明、４ 清 １ꎻｇ.宋 ４、明 １、清 １ꎻｈ.宋 ３、清 １ꎻｉ.明 １ꎻｊ.宋 ３、清 １ꎻｋ.宋 １、金 １、明 １、
清 ２ꎻｌ.明 １ꎮ 计 １２ 小类ꎬ诗 ５４ 首ꎮ 这其中ꎬ第一小类 ９ 首ꎬ基本的结构模式为:四句中均有重复

字ꎬ且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宋王安石«谢公墩»一首:“我名公字偶相同ꎬ我屋公墩在眼中ꎮ 公去

我来墩属我ꎬ不应墩姓尚随公ꎮ”第二小类 ６ 首ꎬ基本的结构模式为:第一句没有重复字ꎬ其他三

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唐羊士谔«乱后曲江»一首:“忆昔曾游曲水滨ꎬ春来长有探春人ꎮ 游春人

尽空池在ꎬ直至春深不似春ꎮ”第三小类 ３ 首:第一句和第三或第四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ꎬ且二三四

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元陆仁«和西湖竹枝词»一首:“别郎心事乱如麻ꎬ孤山山角有梅花ꎮ 折得

梅花赠郎别ꎬ梅子熟时郎到家ꎮ”第四小类 ７ 首:第一二三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唐司空图«故乡

杏花»:“寄花寄酒喜新开ꎬ左把花枝右把杯ꎮ 欲问花枝与杯酒ꎬ故人何得不同来ꎮ”第五小类 ２
首:第一二三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ꎬ且第一二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明薄少君«哭夫»:“他人哭我

我无知ꎬ我哭他人我则悲ꎮ 今日我悲君不哭ꎬ先离烦恼是便宜ꎮ”第六小类 ５ 首:前三句有共同的

重复字ꎬ且第四句和第二句或第三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明龚诩«竹枝歌»:“朝见浮云飞出山ꎬ
暮见浮云飞入山ꎮ 浮云自是无心物ꎬ郎既有心胡不还?”第七小类 ６ 首:第一三四句有共同的重

复字ꎮ 如宋杨万里«郡圃残雪»:“南风融雪北风凝ꎬ晚日城头已可登ꎮ 莫道雪融便无迹ꎬ雪融成

水水成冰ꎮ”第八小类 ４ 首:可称交叉类型ꎮ 第一四句、二三句分别有共同的重复字ꎬ或第一三

句、二四句分别有共同的重复字ꎬ或第一句和其他任意两句有共同的重复字且其他三句中有两句

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宋杨万里«诗情»:“只要雕诗不要名ꎬ老来也复减诗情ꎮ 虚名满世真何用ꎬ
更把虚名赚后生ꎮ”宋唐庚«春日杂兴»:“爱梅长恐着花迟ꎬ日祷东风莫后期ꎮ 及得见梅还冷淡ꎬ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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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全在小桃枝ꎮ”第九小类一首:第一三句、第三四句分别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明沈周«闻杨君

谦致仕»:“到手功名赋子虚ꎬ深山长谷觅安居ꎮ 读书已是功名事ꎬ更读人间未读书ꎮ”第十小类 ４
首:第一二四句或第一三四句中ꎬ有一句与其他两句分别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宋程俱«避寇仪

真»:“茅茨低小对青山ꎬ准拟余年向此间ꎮ 南望青山是黄鹤ꎬ欲凭黄鹤寄书还ꎮ”第十一小类 ５
首:第一二四句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如:金党怀英«渔村诗话图»:“江村清境皆画本ꎬ画里更传诗话

工ꎮ 渔父自醒还自醉ꎬ不知身在画图中ꎮ”第十二小类一首:第一句两用重复字且与二、四句有共

同的重复字ꎬ第二三句别有共同的重复字ꎮ 明袁凯«陪郑德明倪元镇游天平山»:“百花洲上百花

开ꎬ花是吴王旧日栽ꎮ 吴王去后无消息ꎬ岁岁看花人自来ꎮ”
从本质上说ꎬ特征字是诗中呼应方式的外现ꎬ通过对特征字出现位置及不同排列组合的细致

归纳ꎬ正可实现对不同结构类型的把握ꎻ同时ꎬ每种格式中通过类聚选诗划分的不同小类ꎬ一方面

准确反映了创作实际ꎬ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揣摩诗法ꎬ完美地实现了使读者“由此而稍明所谓法

者ꎬ则于为诗之道ꎬ不无小补”①的初衷ꎮ
冯振«举隅»的基本特征之二ꎬ是范例与补阙兼具的诗选特色ꎮ «举隅»本是为诗选课程准备

的授课材料ꎬ其著作目的ꎬ本在于选诗与示人以规矩两个方面ꎬ即作者所说“举例之中ꎬ兼寓选诗

之意”ꎮ 从摹习及研究作法的角度说ꎬ正是这些以一定标准类聚的诗作ꎬ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

习素材ꎮ 正如周振甫所分析的:
　 　 («举隅»)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供比较研究的七言绝句ꎮ 这是一ꎮ 要对作品作比较ꎬ还
需要有丰富的可供比较的作品ꎮ 冯师这本书ꎬ对每一种作法ꎬ提供的七言绝句ꎬ不限于一个

朝代ꎬ有唐朝、宋朝的ꎬ有的还包括明朝、清朝ꎬ也有兼及金朝和元朝的ꎻ有历代传诵的名篇ꎬ
有不大著名的ꎻ其中反映的生活ꎬ有丰富多彩的ꎬ有简约朴素的ꎻ所表达的情思ꎬ有深沉的ꎬ有
平淡的ꎮ 这样ꎬ便于我们作深入的比较探索ꎬ通过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和表达的情思ꎬ来探索

作者的艺术构思ꎮ②

更为重要的ꎬ是«举隅»作者自觉补阙的著述心态ꎮ 历代的绝句选本ꎬ大都以唐宋为标的ꎬ并
且已有相当数量的选本流传ꎬ而金元明清的选本则难得一睹ꎮ «举隅»从完整展示七绝发展源流

的目的出发ꎬ精选唐至清代的诗作 １０００ 多首ꎬ读者借此便可大致了解七绝诗的发展变迁ꎬ欣赏不

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七绝作品ꎮ 从选诗比例上看ꎬ初版所选的 １２６４ 首诗中ꎬ唐五代 １９１ 首ꎬ宋 ２５２
首ꎬ金 ３２ 首ꎬ元 ３８ 首ꎬ明 ５２２ 首ꎬ清及近代 ２２９ 首ꎮ 相对而言ꎬ作为众多七绝选本最重要选诗来

源的唐宋时期选诗偏少ꎬ仅占 ３５％ꎻ而几无先例可循的明清及近代七绝则选录 ７５１ 首ꎬ近 ６０％ꎬ
这是一种“远略近详”的选诗态度ꎬ正好补足我们阅读与揣摩的缺憾ꎮ

为了达到以选诗方式展示发展流变、补救现有诗选偏失的著作目的ꎬ作者需要翻阅大量原始

文献ꎬ并花费精力从中挑选ꎮ 以现有的 １０００ 多首诗推断ꎬ作者除了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彭
定求«全唐诗»、吴之振«宋诗钞»、顾嗣立«元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

潜«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徐世昌«晚晴簃诗汇»、陈衍«近代诗钞»等常见总

集中拣择外ꎬ徐珂«历代白话诗选»(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２６ 年)可能也进入了作者的视野ꎮ 第一三格

清人沈金台«周次口占»«挽张史亭先生»两首、第四○格所收清程嗣立«谁庄杂诗»一首ꎬ均不见

收于上列诸种总集ꎬ只见于«历代白话诗选»ꎬ故很有可能就是从«历代白话诗选»中选出ꎮ 且沈

７２

①
②

冯振:«七言绝句作法举隅自叙»ꎬ«诗词作法举隅»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３ 页ꎮ
冯振:«诗词作法举隅»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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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以书画为世人所知ꎬ诗作流传并不广ꎬ由此不难窥知冯振特别的拣择功夫:不但关注常见总

集ꎬ而且注意同时期的专门诗选ꎻ不但选取脍炙人口的常见之作ꎬ而且注意撷取常见选本视野之

外的遗珠ꎬ爬梳拣择之功ꎬ自不难想象ꎮ
另外ꎬ«举隅»还可能注意从别集和同一时段的报章杂志中搜集诗作ꎮ 如第一五格选有黄遵

宪«养疴杂诗»一首ꎬ查«黄遵宪全集»ꎬ有«养疴杂诗»组诗共 １７ 首ꎬ此处选录第八首ꎮ 组诗原有

序云:“病疟经年ꎬ医生劝以出游ꎬ遂往槟榔屿、麻六甲、北蜡等处ꎬ假居华人山庄ꎬ所见多奇景ꎬ随
意成吟ꎬ亦未录草ꎮ 病起追忆之ꎬ尚得数十首ꎮ”陈铮«黄遵宪全集»此处出注曰:“«初稿抄本»无
此诗ꎬ当戊戌政变后‘放归’嘉应期间补做ꎮ”①看来ꎬ应是 １８９８ 年之后的追忆之作ꎮ 按该诗不见

于«晚晴簃诗汇»ꎬ亦不见收于«近代诗钞»和«历代白话诗选»ꎬ故极可能是作者从黄遵宪之«人
境庐诗草»检出ꎮ 又ꎬ第三九格入选林纾«为太夷作画»一首ꎮ 按«为太夷作画»原为两首ꎬ据«林
纾年谱长编»ꎬ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发表«为太夷作画二首»ꎬ载«公言报»ꎬ自署畏庐ꎮ 陈衍«石遗

室诗话»卷二曾论及此二首诗ꎻ１９２３ 年ꎬ陈衍«近代诗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ꎬ亦收入此诗ꎮ
也就是说ꎬ冯振选入此诗ꎬ一种情况是直接从«近代诗钞»中拣择出ꎬ一种情况是在 １９１８ 年发表

于«公言报»的时候ꎬ就随手摘录并收入«举隅»ꎮ 以上几例ꎬ冯振选诗的艰苦劳动就可见一斑ꎮ
正是这种长期不懈、披沙拣金、多方搜求的功夫ꎬ才能成就本书选诗精严ꎬ样例恰当的特点ꎮ

胡小石的«诗论»ꎬ本是对金陵大学研究生以及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授课讲义ꎬ据吴白

匋整理«诗论»时的记述ꎬ先生授课时曾印发讲义ꎬ但生前并未发表ꎮ 该文今见收于«胡小石论文

集续编»ꎬ乃是吴先生整理稿ꎮ② 其讲授范围ꎬ仅限唐人七绝ꎻ基本内容ꎬ吴白匋«胡小石先生传»
中有扼要介绍ꎬ我们正可借此了解大致内容:

　 　 首作引论ꎬ次论唐七绝句正格ꎬ自显而隐ꎬ分十六格ꎬ各举一名作为首例ꎬ下录同格

者若干首附之ꎮ 十六格中ꎬ第一至第五格为对比今昔ꎬ第六至第八格为对比空间差别ꎬ
第九格为超过因果关系ꎬ第十格第十一格为设问答ꎬ第十二格至第十四格为假设想象ꎬ第十

五格为事物之人格化ꎬ第十六格为意在言外ꎮ 最后附唐人习用三字之名词押末句韵脚ꎬ以求

重点突出ꎬ音节铿锵一法ꎮ 经此解剖ꎬ七绝诗作法大明ꎬ乃极便于鉴赏与追摹矣ꎮ 又次讲七

绝变格ꎬ所选为杜甫诗数十首ꎬ择要言之ꎬ最后以王建、王涯宫词与曹唐小游仙诗大篇叙事诗

作附录备参考ꎮ③

胡小石«诗论»虽是专论唐人七绝诗之类别ꎬ但实际上对我们认识七绝的普遍类别与结构类

型ꎬ同样具有典型意义ꎮ «诗论»依据七绝诗形制短小的体制特征及唐人的创作实际ꎬ以抒情为

正格ꎬ叙事议论为变格ꎬ将唐人七绝分成两大类别ꎻ又根据诗作内容主题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特

点ꎬ将正格依次列为七大类别ꎬ分辖十七种不同的结构范式ꎬ这七大类别分别是今昔之感、空间事

物比较、发问、想象假设、活喻、即事写景意在言外和做韵七种ꎮ 在类别的划分上ꎬ并不刻意追求

标准统一、符合逻辑特征等形式上的完美ꎬ而是针对创作实际所作的基本总结ꎬ极具实践性的品

格ꎮ 同样ꎬ七大类别的顺序ꎬ也是根据在创作中的实际应用多寡依次安排ꎬ其中实寓主次之别ꎮ
兹举例说明之ꎮ 胡小石所列第一大类为“今昔之感”ꎬ该类的第一格ꎬ先生即开宗明义ꎬ指出原

因:“七绝抒写情趣ꎬ若加以分析ꎬ其最重要之一点在于表现时间上之差别ꎬ即今昔之感ꎮ”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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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铮:«黄遵宪全集»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３６ 页ꎮ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２８４ 页ꎮ
吴白匋:«胡小石先生传»ꎬ«文献»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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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下所列各种格式ꎬ所占比例也最高ꎮ 至于具体格例设置ꎬ胡小石亦是以诗作中的结构“特征

字”及其位置作为基本表征ꎬ这和冯振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ꎮ 只是胡小石更进一步ꎬ提出了“勾
勒字”这一概念ꎬ这是胡小石七绝结构范式分析的一大特征ꎬ亦可以说是对古典诗学结构理论的

一大贡献ꎮ① 胡小石说:
　 　 时间为不断之流ꎬ难于具体描写ꎬ故往往以不同之空间说明之ꎮ 如以两个不同之空间ꎬ
说明两个时间之变迁ꎬ其初步为划清时间之界域ꎬ每用相对性之文字说明之ꎬ称为“勾勒

字”ꎮ “勾勒”乃画家术语ꎬ工笔画以线条作框廓ꎬ谓之“勾勒”ꎬ即泼墨写意ꎬ亦须作数笔勾

勒ꎬ方见神采ꎮ 七绝用勾勒字ꎬ目的正同ꎮ 其源亦出于«诗»、«骚»ꎮ «采薇»:“昔我往矣ꎬ杨
柳依依ꎮ 今我来思ꎬ雨雪霏霏ꎮ”以“昔”、“今”为勾勒字ꎮ «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ꎬ夕餐

秋菊之落英ꎮ”以“朝”、“夕”为勾勒字ꎮ («离骚»此类语颇多ꎬ«诗»亦然ꎬ不具引ꎮ)②

这一概念是在分析第一格“写今昔之感ꎬ且用相对之勾勒字以说明时间或事物”的特征时提

出的ꎬ实际上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ꎬ所以在其他结构格式的分析中ꎬ“勾勒字”实际上也是作为分

类依据之一标准的角色出现的ꎮ
所谓勾勒字ꎬ大致是指诗歌表意结构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语词ꎮ 这些语词对于诗意的转换和

诗中描写对象时空的变化具有关键性的提示作用ꎬ帮助诗歌各个部分内容之间形成呼应或对比

等不同的意义联系ꎬ而且形式表征比较强ꎮ 正如周勋初所指出的:“(勾勒字)意指诗中的一些关

键词ꎬ涉及全诗意脉流动中之呼应与结构ꎮ”③诗中用勾勒字的创作实践ꎬ本不限于唐人七绝ꎬ而
是自«诗经»时代即已形成的创作传统ꎬ这正如引文中所分析ꎮ 按勾勒(钩勒)概念ꎬ先用于书法

与绘画领域ꎬ至清赵翼用以评诗ꎬ始进入文学批评领域ꎬ此后周济、况周颐等人用以评词ꎬ最终也

成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ꎮ 但其基本蕴含ꎬ当是指以一二语词或句子提点词作意旨ꎬ这一点前人已

经指出ꎮ④ 胡小石的勾勒字这一术语ꎬ亦是从中国绘画“以线条作框廓”的技法中悟出ꎬ但却与词

学批评中的“勾勒”蕴含有所不同ꎮ 中国画的勾勒之法ꎬ既能现框廓ꎬ也能显神采ꎻ诗歌中的勾勒

字ꎬ其作用亦同于此ꎮ 胡小石本人精通书画之学ꎬ故能有此深刻理解ꎮ⑤

勾勒字的首要作用ꎬ是使诗意表达显豁ꎬ这是诗人创作时使用勾勒字的真正目的ꎮ 诗歌的结

构特征本身就是诗意流转的外在体现ꎬ故由勾勒字入手ꎬ不仅可以深刻理解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思

意绪ꎬ又可以借此掌握诗歌结构ꎬ明白具体的诗意传达方法ꎮ 胡小石«诗论»一般在一格开头点

出本格结构特征及所用勾勒字ꎬ然后在例诗分析中点出其在诗意表达上的勾勒作用ꎬ读者于两处

结合观之ꎬ既于此种结构范式有深切了解ꎬ又能在借例诗揣摩勾勒之法ꎬ陶冶性情ꎬ一举多得ꎮ 此

以第四格为例分析之ꎮ 在本格例诗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原诗后ꎬ«诗论»分析说:“今昔、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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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说:“其有关‘今昔对比’者讨论得尤为深入ꎮ 今人作诗歌赏析ꎬ亦莫不致力于此ꎮ 小石先生过人之处ꎬ在于能将

诗人抒发今昔之感如何落实ꎬ有具体而明确之指陈ꎮ 他借用了绘画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勾勒’ꎬ借以提示诗人如何将此四句写

得跌宕起伏ꎬ前呼后应ꎮ 这样的分析ꎬ不但可以帮助读者明白诗歌的结构ꎬ而且有助于指导读者也去从事创作ꎮ”(«‹胡小石文

史论丛›导读»ꎬ«胡小石文史论丛»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８ 页)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２１９ 页ꎮ
周勋初:«‹胡小石文史论丛›导读»ꎬ«胡小石文史论丛»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８ 页ꎮ
相关论述请参照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ꎬ«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ꎻ、张仲

谋:«释“钩勒”»ꎬ«文学遗产»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ꎻ孙克强:«词论与画论:援画论词在词学批评中的作用和意义»ꎬ«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周勋初说:“按前人运用勾勒说分析文学问题者颇多ꎬ小石先生赋予新的涵义ꎮ 详观他在全文中的分析ꎬ实与他在诗

歌与书法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学养与具体的体验有关ꎮ”(«‹胡小石文史论丛›导读»)ꎬ«胡小石文史论丛»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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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ꎬ或同或不同ꎬ其相同者重复言之ꎬ益加伤心ꎮ 此格用‘又’字勾勒ꎮ”这是先指出其今昔比较、
而只就其同者言之的结构特征ꎻ然后交代对此结构起到勾画作用的具体勾勒字ꎮ 在这首诗的具

体分析中ꎬ作者说:
　 　 此诗出语平易而家国之痛、今昔之感含蕴至深ꎮ 前两句只提岐王、崔九ꎬ不言玄宗对李

恩宠ꎬ非有意避讳ꎬ乃符实情ꎮ 后两句意在写李流落ꎬ明言之ꎮ “正是江南好风景”
是反语陪衬ꎬ“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正文ꎮ 好景虽多ꎬ到了落花时节ꎬ一扫而空ꎬ只有漂泊

之感矣ꎮ “又”字下得极重ꎬ包括无限感慨ꎬ不仅悲李ꎬ亦以自悲也ꎮ
在串讲诗意的同时指出勾勒字的关键性作用ꎬ更有助于把握诗意和诗歌的结构特征ꎮ 其他

如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两首诗后ꎬ作者云:
　 　 两首对照ꎬ用“又”字不仅感慨今昔ꎬ而且含有讽刺ꎮ 言外之意即虽经挫折ꎬ依然故我ꎬ
而昔日当道之诸公亦如道士已去ꎬ岂能奈我何耶?

又张仲素«秋闺思»后:
　 　 “又”字在此表示岁岁皆寄征衣ꎮ 但征人行止无定所ꎮ 时时换防ꎮ 恐难寄到ꎮ 用得极

凄苦ꎮ
汪遵«咏酒»后:

　 　 “又是”者ꎬ明明非一次也ꎮ
勾勒字提出的基础ꎬ是作者以时空为坐标把握七绝诗结构范式的思想认识ꎮ 从根本上讲ꎬ人

的任何活动都体现为一定的时空形态ꎮ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ꎬ
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ꎬ是非常荒诞的事情ꎮ”①文学是人学ꎬ自然不可能脱离时

空而存在ꎮ 陈寅恪说:“中国诗虽短ꎬ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ꎮ”②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

出以诗为材料研究历史的观点:“把所有分散的诗集集合在一起ꎬ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

在ꎬ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ꎬ联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ꎬ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

经过ꎬ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ꎮ”③«诗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去分析总结七绝诗的结构

模式的ꎮ 在第一讲中ꎬ胡小石即指出:“七绝抒写情趣ꎬ若加以分析ꎬ其最重要之一点在于表现时

间上之差别ꎬ即今昔之感ꎮ 时间为不断之流ꎬ难于具体描写ꎬ故往往以不同之空间说明之

”在分析刘方平«代春怨»时作者还指出:“此诗以‘东’‘西’为勾勒字ꎮ 勾勒不限于时

间字ꎬ用空间亦可ꎮ”不难看出ꎬ勾勒字的提出ꎬ正是运用时空坐标分析七绝结构的结果ꎮ 基于上

述认识ꎬ«诗论»在分析具体作品时ꎬ也多从这一角度揭示其结构特征和表达效果ꎬ如分析«代春

怨»云:
　 　 诗人习用“东风”喻温暖ꎮ “入”字表示家无人至ꎬ惟东风得入耳ꎮ 不言怨而怨自深ꎮ 末

句寓意又深入一层ꎬ柳条柔弱ꎬ随风而转ꎬ转向西方ꎬ乃凄凉之地ꎬ益感前途之漂泊矣ꎮ
即着眼于诗中时空变换对抒情达意的关键作用ꎮ 又如分析刘得仁«悲老宫人»:

　 　 老宫人望再得宠而头插花枝ꎮ 不自知其可悲ꎮ 以为容貌似旧ꎮ 见者皆悲之ꎬ乃真可悲

耳ꎮ 不应有而有之事ꎮ 用“犹”字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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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２８ 页ꎮ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唐筼五十年代听课记录)ꎬ陈寅恪著ꎬ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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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诗中的时间变化ꎮ
在作者所列正格十七格中ꎬ一至九格皆是直接从时空变换的角度把握诗歌结构特征归纳出

的结构范式ꎮ 十二至十四三格虽是从表示想象假设的勾勒字这一角度予以区分其结构模式ꎬ其
基本分类仍然是以时空变换为考量标准ꎬ这第十三、十四格的格例分析中有明确表述:

　 　 亦为想像之辞ꎬ从隔离之空间ꎬ想像同时之人事ꎮ 勾勒字为“不知”、“遥知”等ꎮ
亦为想像之辞ꎬ但非同时ꎬ而为想像将来情景ꎮ 此格一诗中可写两种不同境界ꎬ意味往

往更为深长ꎮ 勾勒字可用“遥知”、“从此”等ꎬ亦可不用勾勒字ꎮ
第十二格格例分析虽未明言ꎬ但从对例诗王昌龄«出塞»的分析中依然可以见出:
　 　 首二句概括时间空间明月终古不变ꎬ系以“秦时”ꎬ是暗推始皇ꎻ关塞非起于汉ꎬ系

以“汉时”是暗推汉武ꎬ兼指当代ꎮ 合为一句ꎬ言古今皆置塞防胡也ꎮ 后两句感慨

遥深与此诗之“龙城飞将”皆指王忠嗣ꎮ
依然不出以古喻今、今昔比较之范围ꎮ 盖想象假设之实质ꎬ本就是在不同时空之间建立联

系ꎬ故依然不出这一范围ꎮ
当然ꎬ著者并未以时空为坐标去把握并总结全部七绝结构范式ꎬ在其余五格中ꎬ时空标志不

明显ꎬ故根据创作实际ꎬ以更显著的勾勒字把握其意蕴流转所形成的结构模式就是最佳选择ꎬ胡
小石也正是这么做的ꎮ

二、传承与新变

传统文论中ꎬ对作品篇章结构的讨论历史悠久ꎻ其论述角度ꎬ则有着眼于篇章各个组成部分

之间的意脉流转和着眼于对意脉组织起重要作用的语词两个方面ꎮ 唐代以后的诗学蒙书ꎬ亦多

有从此两个角度入手总结律诗结构类型以教人作诗之“名著”ꎬ在中土和日韩各国皆有流传ꎬ影
响颇大ꎮ

将篇章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一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进行论述的ꎬ似以陆机«文
赋»为最早ꎮ 这其中ꎬ有从文病角度论述者ꎬ如“仰逼于先条ꎬ或俯侵于后章”ꎬ“苕发颖竖ꎬ离众绝

致ꎮ 形不可逐ꎬ响难为系ꎮ 块孤立而特峙ꎬ非常音之所纬”ꎻ有从警句在篇章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角度论述者ꎬ如“立片言而居要ꎬ乃一篇之警策ꎮ 虽众辞之有条ꎬ必待兹而效绩”①ꎬ均从作品各个

组成部分在篇章结构中协调一致的关系着眼ꎮ 此后ꎬ这一原则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更准确条理

的论述:“章句在篇ꎬ如茧之抽绪ꎬ原始要终ꎬ体必鳞次ꎮ 启行之辞ꎬ逆萌中篇之意ꎻ绝笔之言ꎬ追
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ꎬ内义脉注ꎬ跗萼相衔ꎬ首尾一体ꎮ 若辞失其朋ꎬ则羁旅而无友ꎻ事乖其

次ꎬ则飘寓而不安ꎮ 是以搜句忌于颠倒ꎬ裁章贵于顺序ꎮ”②唐人诗格对篇章结构亦多有讨论ꎬ并
落实于对各个组成部分具体特征与作法的论述ꎮ 以其最具代表性的关于律诗四联的讨论为例ꎬ
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僧神彧«诗格»等皆在对全诗意脉结构的整体关照下探索总结了各联应

有的基本特征与具体做法ꎮ
从意脉流转视角分格系统总结诗歌的篇章结构类型ꎬ宋代开始比较常见ꎮ 林越«少陵诗格»

即是对杜诗篇法进行细致总结的著作ꎬ“如«秋兴»八首第一首为接项格ꎮ 谓江间波浪兼天涌、为
巫峡之萧森ꎮ 塞上风云接地阴、为巫山之萧森ꎮ 已牵合无理ꎮ 第二首为交股格ꎮ 三首曰开合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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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曰双蹄格ꎮ 五首曰续后格ꎮ 六首曰首尾互换格ꎮ 七首曰首尾相同格ꎮ 八首曰单蹄格ꎮ 随意

支配皆莫知其所自来ꎮ 后又有咏怀古迹、诸将诸诗、亦间及他家ꎮ 每首皆标立格名、种种杜撰ꎬ此
真强作解事者也ꎮ”①«少陵诗格»今已失传ꎬ但其对杜诗篇章结构的分析ꎬ我们还可以从旧题吴

成、邹遂、王恭的«诗解»中窥其一斑ꎮ② 如其分析杜甫«秋兴八首»(其一)为“接项格”:“第一句

以兴起第三联ꎬ第二句以起第二联ꎮ”尾联第一句则“以结第三联并起句之意”ꎬ第二句则“又以结

第二联并二句之意”③ꎬ对诗作内在意脉结构类型的分析细致而又系统ꎮ 降及明清ꎬ传统诗法蒙

书或是直接袭用前人成果ꎬ或是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ꎬ其中较著名者ꎬ则有梁桥«冰川诗式»ꎮ
对意脉组织起重要作用的语词ꎬ较早予以总结论述的是«文心雕龙»ꎮ 在«文心雕龙»中ꎬ刘

勰以“语助”指称这些结构性语词ꎬ并举例阐述其结构作用:“至于夫惟盖故者ꎬ发端之首唱ꎻ之而

于以者ꎬ乃劄句之旧体ꎻ乎哉矣也ꎬ亦送末之常科ꎮ 据事似闲ꎬ在用实切ꎮ 巧者回运ꎬ弥缝文体ꎬ将
令数句之外ꎬ得一字之助矣ꎮ”④“但就语助辞在文章中的作用作系统总结ꎬ则始于唐人ꎮ 其不同

的功能ꎬ«文笔要决»中总结为有的是‘发端置辞ꎬ泛叙事物’ꎬ有的是‘承上事势ꎬ申明其理’ꎻ有
的是‘取下言ꎬ证成于上’ꎬ有的是‘叙上义ꎬ不及于下’ꎻ有的是‘要会所归ꎬ总上义’ꎬ有的是‘豫
论后事ꎬ必应尔’ꎮ”⑤而杜正伦«文笔要诀句端»则是对“语助”在作品意脉结构中具体作用的

归纳ꎮ
较大规模以列举式总结诗中用字的格法著作ꎬ则以宋于济、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下

简称«联珠»)为最有代表性ꎮ 该书选唐宋诗人七言绝句一千余首ꎬ隶于三百四十余格ꎮ 具体格

例设置除第一卷和第二卷少数几格涉及对仗外ꎬ其余三百多格都是从诗中用字的角度设置格例ꎬ
如其关于叠字的格例就有“四句迭字相贯格”“前三句迭字相贯格”“前二句迭字相贯格”“中二

句迭字相贯格”“后三句迭字相贯格”“后二句迭字相贯格”“第一句迭字格”“第二句迭字格”“第
三句迭字格”“第四句迭字格”“起联平头迭字格”“起联四平头迭字格”ꎬ计十二种之多ꎮ 每格一

般选诗三至五首ꎬ以展示具体格法ꎻ对该字在诗中的不同位置ꎬ亦尽量选取不同诗作充分展示ꎬ或
别开一格ꎬ以“某某字又格”命名ꎮ 此外ꎬ宋人对诗中所用字的性质也从多个方面予以细致区分

总结ꎬ相关内容多见于诗话ꎮ 宋吴沆«环溪诗话»引宗老之言云:“五言诗要第三字实ꎬ七言诗要

第五字实ꎬ若合此ꎬ虽平淡亦佳ꎻ不合此ꎬ虽巧亦无巧矣ꎮ 如吾弟诗‘燕忙将入夏ꎬ蚕暖正眠春’、
‘水痕才破腊ꎬ云黯似知春’ꎬ不是不巧ꎬ只是第三字不合虚了ꎮ”⑥这是对诗眼用字宜虚宜实的总

结ꎮ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诗下双字极难ꎬ须使七言五言之间除去五字三字外ꎬ精神兴致ꎬ
全见于两言ꎬ方为工妙ꎮ”⑦这是叠字运用的“规范”总结ꎮ 宋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下:“文之隐显

起伏ꎮ 皆由语助ꎮ”⑧这是注意到语助运用对诗歌结构的作用ꎮ 延及金元明清ꎬ相关讨论更是不

胜枚举ꎮ
纵观先贤对诗歌篇章结构类型的种种归纳ꎬ我们发现ꎬ不管是从诗意流转本身还是从诗意流

转外在表现的角度ꎬ前人均已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归纳总结ꎬ但将这两种因素有机整合并以此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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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结构模式进行系统总结的任务ꎬ则历史地落到了近现代学者的肩上ꎮ
作为民国时期七绝结构范式系统总结的典范性著作ꎬ冯振的«举隅»和胡小石的«诗论»ꎬ都

是在上述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ꎮ 二者之中ꎬ冯著受传统诗论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ꎮ 从著述

体例的相似程度考查ꎬ我们发现ꎬ«举隅»的远源ꎬ似可追溯到于济、蔡正孙之«联珠»ꎮ 仔细比较

二书ꎬ我们发现ꎬ不管是格例设置ꎬ还是诗例选取ꎬ两者都存在较多相同之处ꎮ 而且ꎬ以格例、选
诗、点评的方式结构全书ꎬ以达到总结诗法和选诗以供学诗者摹习的目的ꎬ也是二书的共同点所

在ꎮ 应该说ꎬ同样作为融诗选、诗格为一体的诗学著作ꎬ«联珠»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方面ꎬ都对

«举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更值得注意的ꎬ是«举隅»对«联珠»作了重要改进ꎮ 这主要表现在格例的设置标准和格例的

具体顺序安排上ꎮ «联珠»出于“为童习者设”①的著作目的ꎬ以学习需要掌握的偶对与用字技法

为线索ꎬ格例的设置即是以用字(一定程度上ꎬ偶对也属用字的范畴)为标准ꎮ 然从理论上说ꎬ诗
歌语言本身是丰富的ꎬ难以穷尽也没有必要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分类列举ꎬ这一点«联珠»并非不

明白ꎬ所以其格例的选择与设置ꎬ实际上还是从语词在诗歌结构方面的作用上进行了一定的考

量ꎮ 但实际上ꎬ由于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类标准ꎬ只是从初学者是否需要掌握这样一个模糊的标准

出发决定设置什么样的格例ꎬ故分类不但显得过于繁细ꎬ而且不够系统ꎮ 格例的顺序安排上ꎬ总
体上遵循由易到难的学习原则编排ꎬ首列偶对之格ꎬ次列用字之法ꎬ遵循唐诗格以来的一般诗学

蒙书的结构安排常例ꎻ具体到用字之法的展示ꎬ也是先列叠字的诸种格例ꎬ次列设问ꎬ并继之以有

相同字出现的各种字词的群落ꎮ 如第五卷的部分相邻接的格例:“用莫字格”“用莫字又格”“用
莫向字格”“用莫向字又格”“用莫教字格”“用莫言字格”“用莫道字格”“用莫嫌字格” “用莫嫌

字又格”“用莫嗔字格”“用莫怪字格”ꎬ这十格ꎬ格例中皆有“莫”字ꎬ故排列于一处ꎬ故可称“莫字

格群落”ꎮ «联珠»的排列ꎬ大致是遵循这样一个以相同字类聚的顺序ꎮ 但也有例外ꎬ如卷八的

“用不管字格”“用不管字又格”“用不作字格”三格ꎬ卷九的 “用不堪字格”“用不信字格”二格ꎬ
卷十的“用不觉字”一格ꎬ卷十一的“用不敢字格” “用不得字格” “用不为字格”三格ꎬ卷十二的

“用不字格”“用不须字格”“用不须字又格”“用不记字格”“用不识字格”“用不知字格”“用不知

字又格”“用不知字又格”“用不知字又格”“用不似字格”“用不如字格”“用不解字格” “用不与

字格”“用不及字格”“用不道字格”“用不曾字格”“用不然字格”共十七格ꎬ卷十三的“用不是字

格”“用不是字又格”“用不见字格”三格ꎬ卷十四的“用不到字格”“用人不到字格”二格ꎬ又是分

列多处ꎬ这样就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ꎮ
«举隅»则以展示七绝诗的不同结构类型为目的ꎬ以诗中对建构不同结构模式起关键作用的

特征字为标准ꎬ同时兼顾作品的意义类型来设置格例ꎬ这是一种相对科学的分类标准ꎬ故能提纲

挈领ꎬ系统而有条理ꎮ 在格例的排列次序上ꎬ则特征字与结构的意义类型兼顾ꎬ以同类相聚的原

则进行排列ꎮ 所以ꎬ结合具体结构类型设置以及总结性评点文字ꎬ我们大致可以看出ꎬ«举隅»将
七绝诗的类型划分为如下十大类别予以展示:“重复字”“今昔比较”“用提问词ꎬ或提问或否ꎬ有
答或无答”“比较或含比较意” “三四句互补互释” “三四句或四句另起新意” “比较或含比较意

(求同或强调)”“一句两‘如此’”“计算字”和“蜂腰体”ꎮ 这十大类别中ꎬ“重复字”为第一种ꎬ这
和«联珠»展示用字之法的三百余格中ꎬ“迭字”之法被列于开端表面上是相似的ꎬ但其中考量却

并不一定相同ꎮ «联珠»的这一顺序安排ꎬ从现有的格例顺序中很难考知其原因ꎻ«举隅»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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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ꎬ冯振在第一格的总结性评点文字中ꎬ实际上已说清楚:
　 　 四句旋转而下ꎬ故第四句必有一二字与第一、二句相复者ꎬ而句首并多用“却”字ꎮ 凡绝

句ꎬ三四句必紧接ꎬ而与第一二句ꎬ却多不即不离ꎬ以转捩关键ꎬ全在第三句也ꎮ 惟此类ꎬ则第

四句必与第一二句呼应极紧ꎬ盖四句一气转下者也ꎮ①

绝句的一般结构是第三句转关ꎬ这基本上是自古至今的常识ꎮ② 其中原因ꎬ同时期的洪为法

也有细致可信的分析:
　 　 在绝句中第三句何以重要ꎬ便因通首只二十字或二十八字ꎬ变化过多ꎬ势不可能ꎬ而平铺

直叙ꎬ以功力见胜ꎬ或以气概见胜ꎬ在绝句中亦是办不到的事ꎬ必使其语短意长ꎬ而声又不促ꎬ
方为上乘ꎮ 求其语短意长ꎬ则第四句不能不留作推宕或指点之用ꎻ求其声又不促ꎬ则第三句

必须于迫切之中留作“转换”或“转柁”之用ꎮ③

当然ꎬ正如洪为法所说ꎬ这也“只是大体如此”ꎮ 创作实际中还存在“更压根儿不易寻找出转

柁的地方ꎬ真所谓‘一气呵成’”④的情况ꎬ而这正是«举隅»将重复字放在第一大类的原因:重复

字的第一种结构范式ꎬ便是这种“呼应极紧”ꎬ“四句一气转下者”ꎮ
不仅如此ꎬ七绝的创作实际中ꎬ还存在第四句“转柁”的情况ꎮ 这种情形的第四句ꎬ “既以之

作‘转换’或‘转柁’之用ꎬ又以之作‘推宕’或‘指点’之用”⑤ꎬ也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模式ꎮ 而诗歌

的意脉流转ꎬ可以由单个特征字承担ꎬ也可以通过几个特征字的前后呼应表现ꎮ 所有这些情形ꎬ
都在«举隅»中有完整有序的呈现ꎮ 在具体的格例排列中ꎬ«举隅»大致是根据具体结构范式在作

品呈现的实际情况ꎬ以常见模式在前、结构特征明显的模式在前的排列标准ꎬ先列自然混成、不可

分拆的一种ꎬ其次是三句“转柁”的格式ꎬ最后是四句“转柁”的格式ꎻ在有呼应和无呼应的两种情

况中ꎬ则是有呼应的格式在前ꎬ无呼应的格式在后ꎮ 如此一来ꎬ便显得思路清晰ꎬ次序井然ꎬ和
«联珠»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和冯振的«举隅»不同ꎬ胡小石«诗论»虽亦根植于古典诗学ꎬ但受时代的影响似乎更强一些ꎮ
至于具体的时代学术风气ꎬ本文第三部分将有所论述ꎬ这里暂不展开ꎮ 以胡小石«诗论»中的方

式讨论绝句结构ꎬ前此已有胡小石友人陈中凡ꎮ １９２４ 年ꎬ«国学研究»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唐人五

七绝诗之研究»一文ꎬ题“陈斠玄(陈中凡之号)先生演讲ꎬ田世昌笔记”ꎮ １９２７ 年ꎬ陈中凡的«中
国韵文通论»出版ꎬ第七章«论唐人近体诗» “近体诗之修辞及其技术”一节单列“绝句诗之章

法”ꎬ其具体内容便是在«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一文第七部分“论绝句之修辞”的基础上修改而

成ꎮ 与前人相比ꎬ陈中凡关于绝句结构的总结让人耳目一新ꎬ后来论述绝句结构的著作ꎬ如洪为

法«绝句论»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便以陈中凡的论述为基础ꎻ胡小石、陈中凡的论述思路ꎬ更是颇

多相似之处ꎮ 如果将胡小石«诗论»和陈中凡«中国韵文通论»中的相关部分仔细对比ꎬ不难看

出ꎬ从分类的基本思路、具体类型的划分与命名到大类的设置ꎬ二者都颇为相似ꎮ 当然ꎬ改进也是

显而易见的ꎬ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ꎮ 这其中的变化ꎬ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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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振:«诗词作法举隅»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 页ꎮ
相关论述如:清田雯:«古欢堂集»卷二:“转换之妙ꎬ全在第三句ꎮ 若第三句用力ꎬ则末句易工ꎮ”又如清施补华:«岘佣说

诗»卷上:“七绝用意宜在第三句ꎬ第四句只作推宕ꎬ或作指点ꎬ则神韵自出ꎮ 若用意在第四句ꎬ便易尽矣ꎮ 若一二句用意ꎬ三四

句全作推宕作指点ꎬ又易空滑ꎮ 故第三句是转柁处ꎮ 求之古人ꎬ虽不尽合ꎬ然法莫善于此也ꎮ”
洪为法:«绝句论»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４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洪为法:«绝句论»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４ 年ꎬ第 ３７ 页

洪为法:«绝句论»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４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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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勾勒字的提出ꎬ彻底抓住了七绝结构范式形成的内在原因与外现的主要形式特征ꎮ 在

陈中凡的论述中ꎬ实际上已经对部分相关结构范式的勾勒字进行了提取和归纳ꎬ同时也大致指出

了其运用的意义与不同位置ꎬ如 ａ 组的“直喻例”:“用胜或不及字ꎬ以相比较ꎮ”ｂ 组的“遥忆例”
和“特著例”:“用遥字或应字ꎬ推想远地情况ꎮ”“以独字唯字只字特著一事ꎬ使感情集中ꎮ”ｃ 组的

“推进例”和“重提例”:“以更字进一层写ꎬ使两事比较ꎬ益曾人感ꎮ”“用又字ꎬ重提旧事ꎮ”ｄ 组的

“时间对照例”“空间对照例”:“以春秋或新旧对照言之ꎮ”“以东西或南北对照言之ꎮ”ｅ 组的“余
韵例”:“结句用何处、不知、几等字ꎬ作疑问式ꎬ而不解答ꎬ以见余韵ꎮ”这说明ꎬ陈中凡实际上已经

完全注意到了这些语词对七绝结构的重要作用ꎬ只是还不完备ꎬ并且没有系统化ꎮ 而且ꎬ“勾勒”
的说法ꎬ在陈中凡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有了ꎬ但陈中凡的“勾勒”ꎬ大致是一个普通词汇ꎬ表达强

调之意ꎬ与文中的“婉转”“余韵”形成对比与呼应的行文之势ꎻ这与胡小石的“勾勒字”显然是两

回事ꎮ 胡小石«诗论»则完全建构了勾勒字的理论ꎬ从创作运用实际的源头追溯、概念的来源与

内涵解析ꎬ到具体格例勾勒字的提取、位置说明与表意功用的归纳ꎬ都有准确论述与说明ꎬ这一点

前文已详细介绍过ꎬ此不赘述ꎮ
第二ꎬ结构类型归纳更为全面准确ꎬ格例顺序安排更为合理ꎮ 首先ꎬ在格例的具体设置上ꎬ陈

中凡一共设置十四格ꎬ分属六大结构类型ꎮ 其中“关于设譬者”两种:直喻和隐喻ꎻ“关于空间者”
两种:遥忆和特著ꎻ“关于时间者”三种:推进、重提和追忆ꎻ“对照”两种:时间对照和空间对照ꎬ
“问答”三种:唤起、余韵和问答ꎻ“句调”两种:对结和叠字ꎮ 胡小石的七类十七格ꎬ本文第一部分

已做过详细介绍ꎮ 相较而言ꎬ陈中凡的六大类型分列尚欠严密ꎬ其“对照”一类所列时间对照和

空间对照两种ꎬ和“关于时间者”“关于空间者”两类就有重叠之处ꎬ甚至可以说很难区分ꎻ以“句
调”统辖对结和叠字两格似乎也不完备ꎮ 而格例的设置和大类归纳ꎬ也很难说就是从结构的角

度出发ꎮ① 胡小石的小类设置和大类归纳就较为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ꎮ 其次ꎬ在大类的顺序

安排上ꎬ陈中凡的安排很难看出具体的逻辑顺序ꎬ胡小石则在尊重创作实际的基础上ꎬ首分正、
变ꎬ次分类别、设格例ꎻ正格的七类十七格大致按照从主题内容到形式技法的次序排列ꎬ整体上层

次鲜明ꎬ逻辑清晰ꎬ相比之下ꎬ优劣之别自然见出ꎮ

三、意义及启示

从原初性质上说ꎬ冯振、胡小石的著作都属于大学的课程讲义ꎬ属于现代教育体制的产物ꎮ
相对于私塾教育ꎬ现代教育体制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ꎬ更是新式的教育

理念、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ꎮ 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冯、胡二位的七绝体式研究ꎬ我们发现ꎬ冯振«举
隅»形式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格法类诗学蒙书样式ꎬ胡小石«诗论»则是标准的大学课程讲义ꎬ虽然

在呈现方式上“新”“旧”迥不相侔ꎬ但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ꎬ恐怕都免不了“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

关切来观察过去ꎬ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②ꎬ从而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ꎮ
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ꎬ经历了一个一致“向西看”的过程ꎮ 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学术的

转型ꎬ都是这一思想影响下的结果ꎮ 由于教育体制的变化ꎬ传统私塾里的讲授内容、讲授方式显

然无法应对新的教学对象和教学体制ꎬ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建立ꎬ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ꎬ都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ꎮ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ꎬ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ꎬ遂成为一

５３

①
②

这些内容在 １９２４ 年发表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一文中ꎬ是以“论绝句之修辞”概括的ꎮ
李剑鸣:«“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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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风气ꎮ 而作为一位请进来的先生(赛先生ꎬ即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科学”似乎就是一个舶来品ꎻ以至于

我们会误以为ꎬ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的ꎮ 然而ꎬ事实并非如此ꎮ
何谓科学的精神? 梁启超说:
　 　 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 善怀疑ꎬ善寻问ꎬ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ꎬ而必力求

真是真非之所存ꎬ一也ꎮ 既治一科ꎬ则原始要终ꎬ纵说横说ꎬ务尽其条理ꎬ而备其左证ꎬ二也ꎮ
其学之发达ꎬ如一有机体ꎬ善能增高继长ꎬ前人之发明者ꎬ启其端绪ꎬ虽或有未尽ꎬ而能使后人

因其所启者而竞其业ꎬ三也ꎮ 善用比较法ꎬ胪举多数之异说ꎬ而下正确之折衷ꎬ四也ꎮ 凡此诸

端ꎬ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ꎬ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ꎬ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ꎮ①

看来ꎬ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中ꎬ本就不缺科学的精神ꎮ
至于科学的方法ꎬ在百年之前的中国甚至是整个东亚学术界ꎬ其实就是欧美的学术研究方

法ꎮ② 新旧学术转型时期的中国ꎬ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ꎬ产生了大量研究文学、研究古代文论

的学术著作ꎮ 江恒源在 １９３４ 年为洪为法«绝句论»所作的序言中即云:“用科学的新方法ꎬ整理

中国的旧学术ꎬ此是最近十数年来的事ꎮ 试一览坊间所出版的书籍ꎬ如某某史某某文或某某人的

研究一类ꎬ层出不穷ꎬ竟如雨后春笋ꎬ这未尝不是近来学术界一种极可乐观的现象ꎮ”③冯振的«举
隅»和胡小石的«诗论»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学术背景下产生的ꎮ

作为较早采用新方法对绝句进行研究的论著ꎬ陈中凡 １９２４ 年发表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

究»就很具代表性ꎮ 虽然该文主要内容被收入«中国韵文通论»ꎬ但实际上作了很多修改ꎮ 其谈

绝句结构的部分ꎬ起初作为论文发表的时候ꎬ就以“绝句之修辞”名之ꎬ并辨析说:“此处所言之修

辞ꎬ范围较大ꎬ系泛指诗人对于事物之感受(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及词句之表现(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之方式ꎮ 唯此

种方式ꎬ至为复杂ꎬ殊难分类ꎮ 今兹所言者ꎬ特其大略耳ꎮ”④而«中国韵文通论»中“关于设譬者”
部分ꎬ最初发表时题为“关于想像者”ꎬ并云:“诗人之任务ꎬ在抒写个人之感情ꎬ以引起自己及他

人之愉快(ｆｏｒ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ꎮ 其所恃为最大之工具ꎬ厥为想像(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ꎮ 想像二字之解释ꎬ当为

本非其实ꎬ依情托事ꎬ以创造惊奇之幻境ꎮ 其法有三焉:一、拟人例ꎮ 拟人(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ｙ)一法ꎬ在诗

中其用甚广ꎮ 盖诗人之心理ꎬ如儿童ꎬ如疯人ꎬ虽无意志之事物ꎬ亦尝视为有感情”⑤仅就这

里的诗论概念和论述语言ꎬ我们就不难看出其中所受西方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极大影响ꎻ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ꎬ陈中凡所据以分析五七绝结构的部分学术概念和体系ꎬ就是直接借用西方ꎬ并未有多

少改良ꎮ 而且ꎬ陈中凡的以时间、空间为坐标来分析把握七绝结构(或修辞)特征ꎬ实际上也是受

到西方思潮的影响ꎮ
虽然说ꎬ“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ꎬ中国古代哲学对此也早有认识ꎬ但并不运用

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语词来讨论问题ꎮ 西方哲学中ꎬ早在 １８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康德在«纯粹理性

批判»中即专门讨论时间与空间问题ꎬ并得出如下结论:“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接受能

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材料ꎬ才能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１１３－１１４ 页ꎮ
具体参见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的«导言»第 １１－１２ 页和第一部分«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

恪“以文证史”法新探»的相关论述(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７ 年)ꎮ
洪为法:«绝句论»ꎬ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ꎬ第 １ 页ꎮ
«国学丛刊»第 ２ 卷第 ３ 期ꎬ第 １３ 页ꎮ 作者按:这两处内容在后来收入«中国韵文通论»时都删去了ꎮ
«国学丛刊»第 ２ 卷第 ３ 期ꎬ第 １３ 页ꎮ 作者按:这两处内容在后来收入«中国韵文通论»时都删去了ꎮ



李江峰:民国学者的七绝体式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

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ꎬ空间和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数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和条件ꎮ”①

２０ 世纪初ꎬ王国维开始阅读康德、叔本华、尼采ꎬ将部分理论译介给国人ꎬ王国维自己也深受影

响ꎮ② 陈中凡先生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以及嗣后洪为法、胡小石诸先生的绝句结构论ꎬ显然

也是这一影响下的结果ꎮ
而以传统面目示人的冯振«举隅»一书ꎬ其“以归纳之方法ꎬ阐七绝之结构”的方法本身ꎬ也很

难说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ꎮ 虽如前引梁启超所言ꎬ清代考据即多有科学的学术精神ꎬ而归纳

也是他们的常用考据方法之一ꎬ但现代学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发现与普遍提倡运用ꎬ恐怕也是受

西方学术的启示ꎮ 梁启超也正是受时代风气驱使ꎬ在西学的启发下对这一问题进行对比思考ꎬ才
发现了清三百年的考据之学“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这一可贵的方法论价值ꎮ③

可以断言ꎬ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ꎬ受西方学术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启发与影响ꎬ冯、
胡二著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将决定七绝结构形成的诗意流转和作为不同结构类型基本标

志的特征性语词这两方面因素有机整合ꎬ将七绝诗的结构范式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ꎮ
当然ꎬ更值得注意的是运用西方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的正确态度与方法ꎮ 关于

这一点ꎬ朱自清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写法时已有总结:
　 　 “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ꎬ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ꎬ却有它自己的发展ꎬ
写中国文学批评史ꎬ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ꎬ教我们能以(引者注:原文如此ꎬ
疑为“依”之误)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ꎬ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ꎮ④

朱自清这里强调的ꎬ首先是“比较”的方法ꎮ 要运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来解决与之相

近的中国问题ꎬ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ꎬ就是仔细的比较ꎮ 只有经过细致地比较分析ꎬ才能更好地

应用西方的“明镜”ꎬ“照清楚”中国问题的本来面目ꎮ 其次ꎬ是“把中国还给中国的态度”ꎮ 研究

中国问题是我们的最终目的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中国文论自己的特色和具体问题的时代特

征ꎬ而不是将西方的“明镜”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ꎬ套用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中国问题身上ꎮ
只有经过仔细地分析甄别ꎬ选择适合解决具体中国问题的“科学的方法”ꎬ“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

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ꎬ从而真正解决中国问题ꎮ
作为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七绝结构范式研究著作ꎬ冯振的«举隅»采用传统的诗学论著体

例ꎬ“以归纳之方法ꎬ阐七绝之结构”ꎻ胡小石则部分借用“外来的意念”ꎬ来“照清楚”七绝的结

构ꎬ殊途同归ꎬ在“西学”思想与方法的浸染中将七绝体式研究成功地推进了一步ꎬ绝好地诠释了

朱自清的观点ꎮ 这启发我们ꎬ研究中国问题ꎬ固然需要“外来的意念”的借鉴ꎬ需要宏通的国际视

野ꎬ重视与异域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流ꎬ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ꎬ但更重要的ꎬ是要有比较

的方法与眼光ꎬ能够知己知彼ꎬ取我所需ꎬ熔铸真正适合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与方法ꎬ尊重研究对

象本身ꎬ“把中国还给中国”ꎬ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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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ꎬ邓晓芒译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４ 页ꎮ
具体请参见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ꎬ«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ꎬ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２５ 页ꎮ 事实上ꎬ

不只«红楼梦评论»ꎬ王国维的几乎所有研究都受到西学的影响ꎬ这已是学界共识ꎮ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１１３ 页ꎮ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ꎬ原载 １９４６ 年«文艺复兴»第 １ 卷第 ６ 期ꎬ此引自朱乔森:«朱自清全集»(第 ３ 卷)ꎬ南京:江苏教

育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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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题画诗考论
∗①

吴瑞侠　 吴怀东
( 安徽大学 文学院ꎬ安徽 合肥ꎬ２３０００１ )

　 　 摘要:　 梅尧臣的题画诗约有 ４５ 题 ６０ 首ꎬ据其题画诗考察ꎬ他参与的大型诗画雅集活动约有 ８ 次ꎮ 这些雅

集活动展示了宋初诗歌与绘画之间的互动ꎬ即文人以曝书画会、写真会、观画会、游历会等各种集会形式观赏绘

画ꎬ并以品鉴、题咏、唱和等方式围绕绘画展开写作ꎮ 这种聚会极大促进了梅尧臣题画诗的创作ꎬ也影响了其题

画诗的书写方式ꎮ 他的题画诗具有以“观”为中心展开叙述和“绘形传神”的创作特点ꎻ同时以诗论画ꎬ参与了宋

代绘画史的建构ꎬ是探索北宋诗画关系的重要资料ꎮ
关键词:　 梅尧臣ꎻ 题画诗ꎻ«梅尧臣集编年校注»ꎻ雅集ꎻ诗画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９－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吴瑞侠(１９７６—　 )ꎬ女ꎬ安徽天长人ꎬ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ꎻ吴怀东(１９６６—　 )ꎬ男ꎬ安徽广德人ꎬ安徽

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融合与疏离———北宋诗画关系研究”(ＳＫ２０１８Ａ０９３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孙绍远:«声画集序»ꎬ扬州诗局重刊本ꎮ 引文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ꎮ
③钟灵巧:«宋代题山水画诗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扬州大学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８ 页ꎮ
④史月梅:«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交融历程»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南开大学ꎬ２０１１ 年ꎮ

　 　 题画诗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ꎮ 狭义题画诗是指题写在画面上的诗歌ꎮ 广义题画诗则如

宋代孙绍远«声画集序»所云:“入广之明年ꎬ因以所携行前贤诗及借之同官ꎬ择其为画而作者

编成一集ꎬ分二十六门ꎬ为八卷ꎬ名之曰声画ꎮ 用有声画ꎬ无声诗之意也ꎮ”②其所言“为画而作者”
为广义题画诗ꎬ即凡以画为题的诗歌ꎬ或题写在画上ꎬ或题咏于画外ꎬ或赞美画作ꎬ或寄托情怀ꎬ或
阐明事理ꎬ或讽谕世情者都属于广义题画诗ꎮ③本文研究对象为广义的题画诗ꎮ 目前ꎬ学界对题

画诗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ꎬ单独讨论梅尧臣题画诗的文章较少ꎮ 史月梅在«北宋诗学与书画

艺术的交融历程»中有一小节专门讨论梅尧臣的题画诗ꎬ但所论不够深入ꎮ④题画诗作为诗画交

融产生的一种特殊诗体ꎬ它可以作为考察绘画史、诗歌史的资料ꎬ又可借以考察诗画关系的发展

进程ꎮ 本文试图从考察梅尧臣诗画雅集活动入手ꎬ通过梳理和解读梅尧臣的题画诗ꎬ探讨其题画

诗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研究北宋诗画关系的意义和价值ꎮ
据«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统计ꎬ梅尧臣共有题画诗约 ４５ 题 ６０ 首ꎬ除题咏绘画作品外ꎬ还包括

题咏画屏风 ８ 首ꎬ咏画扇 ３ 首ꎬ咏画工 ２ 首ꎮ 梅尧臣的题画诗涉及的绘画题材很丰富ꎮ 其中一些

题画诗记载了一些大型诗画雅集活动ꎬ如邵不疑家观书画、三馆曝书会、宋中道家观书画、题咏鬼

拔河图等ꎬ因观赏画作品类较多ꎬ这类诗中几乎各类绘画题材都有涉及ꎮ 除去这些综论性的题画

诗ꎬ其他的题画诗按«宣和画谱»的分类方法进行统计ꎬ花鸟 １１ 首ꎬ山水 ５ 首ꎬ畜兽 ６ 首ꎬ道释 ４
首ꎬ人物 ３ 首ꎬ墨竹 ２ 首ꎬ番族 ２ 首ꎬ龙鱼 １ 首ꎮ 宫室、蔬果类未涉及ꎮ 梅尧臣处于唐五代绘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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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绘画的过渡和转变期ꎬ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ꎬ唐代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物画已经慢慢衰减ꎬ
取而代之的是山水和花鸟ꎮ 因此ꎬ梅尧臣题咏山水和花鸟的作品最多ꎮ 从他的题画诗创作还可

以发现ꎬ墨竹作为一种新兴的绘画题材正在崛起ꎬ这也是文同(１０１８—１０７９ 年)的湖州竹派逐渐

活跃的时期ꎮ

一、梅尧臣的诗画雅集活动及其对题画诗创作的影响

梅尧臣酷爱书画ꎬ在«观邵不疑所藏名书古画»中云:“野性好书画ꎬ无力能自致ꎮ 每遇高趣

人ꎬ常许出以视ꎮ”①他交游极广ꎬ师友众多ꎬ因而常常能看到一些绝品名画ꎮ 他参与的西都洛阳

的交游唱和ꎬ名盛一时ꎮ 邵伯温«闻见录»云:“天圣、明道中ꎬ钱文僖公自枢密留守西都ꎬ谢希深

为通判ꎬ欧阳永叔为推官ꎬ尹师鲁为掌书记ꎬ梅圣俞为主簿ꎬ皆天下之士ꎮ”②欧阳修«书怀感事寄

梅圣俞»描绘了当时诸人盛会的热烈场面ꎮ③ 当时主持聚会的是钱惟演ꎬ参与聚会的有欧阳修、
鲁绛、尹洙、尹源、富弼 、王复、杨子聪、张先、孙长卿、梅尧臣等人ꎬ堪称集一时人物之盛ꎮ 梅尧臣

的诗从天圣九年(１０３１ 年)开始存稿ꎮ④ 这个时期梅尧臣有大量交游唱和诗作ꎬ但未见题画诗的

创作ꎮ 梅尧臣大量创作题画诗ꎬ是在庆历八年(１０４９ 年)自许昌解官回京师担任国子博士之后ꎮ
京城名家云集ꎬ诗歌唱和、书画品评活动频繁ꎬ这种氛围促进了艺术交流ꎬ也给题画诗创作提供了

契机和舞台ꎮ 嘉祐二年丁酉(１０５７ 年)ꎬ“是岁欧阳永叔与韩子华、王禹玉、范景仁、梅公仪同知礼

部贡举ꎬ辟先生为参详官”⑤ꎮ 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云:“嘉祐二年春ꎬ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

礼部ꎬ考天下所贡士ꎬ凡六千五百人ꎮ 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ꎬ乃于其间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

杂言ꎬ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ꎬ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ꎮ”⑥此年ꎬ苏轼、苏辙、曾巩、章
衡、程颢、章惇等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ꎮ 此时的礼部唱和更加活跃ꎬ梅尧臣有«礼部唱和»«送曾

子固苏轼»等诗ꎮ 梅尧臣参加的大规模诗画品鉴活动基本都集中在庆历八年以后留居京师的时

期ꎮ 据其题画诗考察ꎬ他所参加的大规模观画活动大约有 ８ 次ꎮ 当然ꎬ以梅尧臣在这些诗中表现

出来的绘画修养来看ꎬ他的观画活动应该更多ꎬ此处只讨论他题画诗中涉及到的大规模诗画雅集

活动ꎮ
(一)扬州写真会(１０４８ 年)
庆历八年(１０４８ 年)ꎬ欧阳修转起居舍人ꎬ徙扬州ꎮ⑦ 梅尧臣由宣城赴陈州判官任ꎬ路过扬

州ꎮ 张师曾云:庆历八年戌子ꎬ“至扬州ꎬ复与欧公会晤ꎮ 时近中秋ꎬ邀许发运与先生玩月ꎬ且云:
‘仍约多为诗准备ꎬ共防梅老敌难当ꎮ’欧公既命来嵩写其真ꎬ又令画先生像相对ꎬ其交情之厚如

此ꎮ”⑧梅集中的«观永叔画真»«画真来嵩»便是为这次写真的画师来嵩所作ꎮ «画真来嵩»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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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绘画技法及不好财利的品格颇为称赏ꎮ 这次聚会中途遇雨ꎬ因而留下多篇诗歌唱和之作ꎮ 欧

阳修有«中秋不见月问客» «酬王君玉中秋待月值雨»等诗ꎬ梅尧臣有«依韵和永叔中秋邀许发

运»«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等作品ꎬ王琪有«答永叔问客»ꎮ 此次写真会除了梅、欧及

画师来嵩外ꎬ还有许发运、王琪等人参加ꎮ 众诗参读ꎬ可更进一步了解这次诗画之会的具体情形ꎮ
(二)游历相国寺之会(１０５１ 年)
梅集有«刘原甫观相国寺净土杨惠之塑像吴道子画越僧鼓琴闽僧写真予解其诧»«和原甫同

江邻几过相国寺净土院因观杨惠之塑吴道子画越僧弹琴闽僧写宋贾二公真»ꎮ 刘原甫即刘敞ꎮ
刘敞原诗不存ꎮ 另外ꎬ刘叔赣(即刘攽)有«和原父同江邻几过净土院观古殿吴道子画杨惠之塑

像及显生传当世贵人形骨仁僧鼓琴作»①ꎮ 据诗题可知ꎬ当时参加聚会的有梅尧臣、刘敞、刘攽、
江邻几和相国寺的闽僧显生、越僧仁ꎮ 此次游历ꎬ在皇祐三年(１０５１ 年)ꎮ② 此次游历观赏的是

杨惠之的雕塑和吴道子的画ꎮ «五代名画补遗»云:“杨惠之ꎬ不知何处人ꎮ 唐开元中ꎬ与吴道子

同师张僧繇笔迹ꎬ号为画友ꎬ巧艺并著时人语曰:‘道子画ꎬ惠之塑ꎬ夺得僧繇神笔路ꎮ’”③梅

尧臣在诗中描绘了这次游历的情景:“深殿留旧迹ꎬ鲜逢真赏人ꎮ 一见如宿遇ꎬ举袂自拂尘ꎮ”④观

画的过程中ꎬ“二僧感识别ꎬ请以己艺陈ꎬ或弹中散曲ꎬ或出丞相真”⑤ꎮ 诗题中的宋、贾指宋庠和

贾昌朝ꎬ贾昌朝在庆历三年(１０４３ 年)ꎬ宋庠在皇祐元年(１０４９ 年)先后入相ꎮ⑥ 二僧一弹琴ꎬ一作

画ꎬ可知相国寺的僧侣艺术修养极深ꎬ且与当朝权贵多有往来ꎮ 梅尧臣对两位僧人的艺术才能赞

誉颇高ꎮ
(三)观宋中道书画之会(１０５２ 年)
皇祐四年(１０５２ 年)ꎬ梅尧臣有«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ꎮ 蔡君谟即蔡襄ꎬ宋中道即

宋敏修ꎮ 梅尧臣有多首与他二人唱和的诗作ꎮ 是年ꎬ梅尧臣监永济仓ꎮ 蔡襄迁起居舍人ꎬ知制

诰ꎬ兼判流内铨ꎮ 据刘敞«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蔡侯江翁与梅伯ꎬ于今磊落称绝伦ꎮ”⑦参观

宋敏修家所藏书画的除了蔡襄、江邻几外ꎬ还有梅尧臣、刘敞、刘攽ꎮ 这次聚会ꎬ几位参加者当都

有诗作ꎬ蔡襄有«观宋中道家藏书画»、刘敞有«同邻几观中道家书画»、刘攽有«和江邻几梅圣俞

同蔡学士观宋家书画»⑧ꎮ 江邻几此次观画当也有诗ꎬ惜不存ꎮ 诸人诗作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次

书画之会的场景ꎮ 这次品鉴活动因这四首题画诗的留存ꎬ千载而下ꎬ情景依然如在眼前ꎮ 其所观

之画也许不存ꎬ但宋代文人品评书画的文化情趣和精神气韵却赖诗以存ꎮ
(四)三馆曝书画会(１０５３ 年)
梅集中有«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⑨ꎬ此诗作于皇祐五年(１０５３ 年)ꎮ 是

年ꎬ梅尧臣为太常博士ꎬ十二月ꎬ梅尧臣丁母忧ꎬ护丧回宣城ꎮ «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

其所见»记述了参观三馆曝书画的经过ꎬ由这些记载可见ꎬ当时秘府的收藏有王羲之、王献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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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迹 １１ 卷ꎬ其中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作于永和年间ꎬ自然是珍品ꎮ 其他如戴嵩绘的吴牛ꎬ李
成画的寒林ꎬ黄荃创作的白兔ꎬ都有收藏ꎬ所载皆为画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ꎮ 记载三馆曝书画的

诗歌ꎬ另外还有刘敞«酬宋次道忆馆阁曝书七言»、苏颂«和宋次道戊午岁馆中曝书画»、王珪«依
韵和宋次道龙图阁曝书»、刘挚«秘阁曝书画次韵宋次道»、苏轼«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二首»、孔
武仲«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诗一首»、晁补之«戊子六月十三日曝书得史院

赐笔感怀»等ꎮ 参读这些诗歌ꎬ可发现馆阁曝书画会这种观书赏画、切磋问难、诗酒唱和的活动

对文人成长及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ꎮ
(五)观邵必书画之会(１０５６ 年)
梅集中有«观邵不疑所藏名书名画»«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ꎮ 邵必ꎬ字不疑ꎬ

与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有交游ꎮ 梅尧臣也与其多有唱和ꎮ «观邵不疑所藏名书名画»作于嘉祐元

年(１０５６ 年)ꎬ时梅尧臣担任国子监直讲ꎮ 由诗中可见邵必藏画颇丰ꎬ东晋的王羲之ꎬ唐代的韩

干ꎬ五代荆浩、关仝、巨然、黄荃、徐熙和北宋李成等名家的作品都有收藏ꎮ 还有不知名画家作品:
“数本失姓名ꎬ古胡并老骥ꎮ”①从这些藏品可以推测ꎬ邵必也是对绘画很有鉴赏力的人ꎮ “各赠墨

本归ꎬ怀宝谁肯忌ꎮ”最后ꎬ观书画者都获得邵必所赠的墨本ꎬ满意而归ꎮ 梅尧臣和邵必不仅一同

赏画ꎬ还一同烹茶听琴作诗ꎬ由«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的“弹琴阅古画ꎬ煮茗仍有

期”ꎬ可以想见他们吟诗、赏画、弹琴、品茶的风雅生活情致ꎮ 惜邵诗现已不存ꎮ
(六)«盘车图»之会(１０５６ 年)
梅集中有«观杨之美盘车图»作于嘉祐元年(１０５６ 年)ꎮ 这次观画ꎬ至少有四人ꎬ画的主人杨

美之即杨褒ꎬ还有梅尧臣、欧阳修和一位不知姓名有“别识”的公子———杨褒ꎮ 欧阳修«盘车图»
诗云“杨褒忍饥官太学ꎬ得钱买此才盈幅ꎮ”②可知他是当时太学官员ꎬ却酷爱书画ꎬ忍饥挨饿买书

画收藏ꎮ 梅诗«观杨之美盘车图»在初步描绘了画面内容之后ꎬ认为“画此当为展子虔”ꎬ知画面

没有画家落款ꎬ也可推知ꎬ梅尧臣对展子虔的画风非常了解ꎮ 欧阳修的«盘车图»交代了这次聚

会的缘起:“自言昔有数家笔ꎬ画古传多名姓失ꎮ 后来见者知谓谁ꎬ乞诗梅老聊称述ꎮ”杨褒担心

名画湮没无名ꎬ便请梅尧臣作诗称述ꎬ借诗重画ꎮ 梅尧臣当即提笔作诗ꎮ 欧阳修称赞梅尧臣这首

诗“古画画意不画形ꎬ梅诗咏物无隐情ꎮ 忘形得意知者寡ꎬ不若见诗如见画ꎮ”③这里欧阳修提出

了一个重要的画论ꎬ即“古画画意不画形”ꎮ 欧阳修论画重神似、重立意的言论又被苏轼继承和

发展ꎬ为后来文人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这次聚会所观之画也许已经不存ꎬ但本次诗画之会

欧阳修提出的绘画理论的影响却不可低估ꎮ
(七)梅挚观舞赏画之会(１０５７ 年)
梅集中有«依韵和公仪龙图招诸公观舞及画三首»作于嘉祐二年(１０５７ 年)ꎮ 这里的公仪龙

图是指梅挚ꎮ 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镇、梅挚同知礼部贡举ꎬ辟梅尧臣为参详官ꎮ 蔡絛«西清诗

话»:“嘉祐初ꎬ欧阳公、王禹玉珪、梅公仪挚、韩子华绛、范景仁镇ꎬ五人名在当世ꎬ同掌春闱ꎬ有
«礼部唱和»传落华夏ꎮ”④据诗可知这次聚会是在春末夏初ꎮ 春天ꎬ他们作为主考官ꎬ被禁闭 ５０
日ꎮ 故欲看花而未果ꎬ再约而花已落ꎬ便改为观舞品画ꎮ 这次观画的内容没有具体记载ꎮ 只是从

诗中描绘来看ꎬ所观之画应有花鸟画ꎮ 所谓“真花既不能长艳ꎬ画在霜纨更好看”ꎮ “诸公”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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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明言ꎬ但推测ꎬ他们很可能就是一起参加贡举主试、写诗唱和的那些人ꎮ 梅尧臣另有«依韵

和梅龙图观小篆»诗ꎬ可知梅尧臣与梅挚等人此期多有品鉴诗、书、画、舞的聚会活动ꎮ
(八)题咏鬼拔河图(１０５８ 年)
梅集中有«和江邻几学士画鬼拔河篇»作于嘉祐三年(１０５８)ꎮ 是年ꎬ欧阳修以翰林学士权知

开封府ꎬ荐梅尧臣编修«唐书»ꎮ 从资料看ꎬ这次聚会参加者至少有梅尧臣、江邻几、苏颂ꎮ 苏颂

有«和诸君观鬼拔河»ꎬ诗云:“持来都下示朋僚ꎬ一见飘然动诗思ꎮ 诸公诗豪固难敌ꎬ形容物象尤

精致ꎮ”①观画之后ꎬ诸人诗兴大发ꎬ纷纷提笔作诗ꎮ 江邻几的诗不存ꎮ 梅尧臣的«和江邻几学士

画鬼拔河篇»ꎬ对 ２４ 个鬼的神态动作都进行了细微的刻画ꎬ逼真地再现了整个画面ꎮ 苏颂诗所

谓“诸公诗豪固难敌ꎬ形容物象尤精致”便是指梅此诗而言ꎮ 这次题吟鬼拔河画的活动产生了很

大影响ꎮ ２０ 年后ꎬ晁说之有«至河中首访鬼拔河图有画人云因陆学士移其壁乃毁寸尽令人感慨

终日有作»ꎬ诗云:“邻几舍人有搨本ꎬ诗翁赋诗名更起ꎮ 咏诗想画二十年ꎬ客舍此邦心自喜ꎮ”②

“诗翁”即指梅尧臣ꎬ他因读了梅尧臣的诗ꎬ咏诗想画 ２０ 年ꎬ千里迢迢寻访«鬼拔河图»ꎬ而图已被

陆经移去ꎬ毁于一旦ꎬ令晁说之无限痛惜ꎮ 由此可想见梅尧臣题画诗在当时的影响ꎮ
以上是据梅尧臣题画诗查考的他参与的 ８ 次较大规模诗画雅集品鉴活动ꎮ 另李壁于王安石

«虎图»末注云:“或言ꎬ王介甫、欧阳永叔、梅圣俞与一时闻人ꎬ坐上分题赋虎图ꎮ 介甫先成ꎬ众服

其敏妙ꎬ永叔乃袖手ꎮ 或曰:此题杜甫画鹤行耳ꎮ”③这次诗画雅集ꎬ梅尧臣题画诗中未提及ꎮ 从

以上所列的雅集活动可以发现ꎬ这些活动的参加者除梅尧臣之外ꎬ还有欧阳修、刘敞、刘攽、蔡襄、
江邻几、宋敏修、梅挚、王安石、宋敏求、王琪、蔡襄、许发运、杨褒、邵必等人ꎬ更多参与者名字无从

考知ꎮ
通过以上考察ꎬ可以发现宋初、中期之交的文人诗画雅集以曝书画会、写真会、观画会、游历

会等各种集会形式品赏画作ꎬ并以唱和、题咏等多种方式围绕绘画展开写作ꎮ 这些雅集活动展示

了此时诗歌与绘画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ꎮ 这种集体观赏、争相赋咏的写作形式ꎬ对梅尧臣题画诗

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ꎬ频繁的诗画雅集活动不仅极大提高了他题画诗的创作数量ꎬ而且这种

共同切磋、同题竞技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题画诗的创作质量ꎮ 单以北宋而论ꎬ梅尧臣题

画诗的创作数量和质量仅次于苏轼和黄庭坚ꎬ对于当时题画诗的创作和画史的撰写都产生了很

大影响ꎮ

二、梅尧臣题画诗的创作特点及成就

由以上考述可知ꎬ梅尧臣的许多题画诗都是集体观看、共同品赏时不同灵感碰撞的产物ꎮ 这

也形成了其题画诗的显著特点ꎬ同时其题画诗的创作实践也推动了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ꎮ
(一)创作特点

因梅尧臣的题画诗大多产生于公开场合的集体观看过程中ꎬ题画诗的写作是一种公开的书

写和题咏ꎮ 这对梅尧臣题画诗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都产生了影响ꎬ形成了以“观”为中

心的叙述方式和“绘形传神”的写作特点ꎮ
１.观看与叙述

３４

①
②
③

傅璇琮、倪其心等:«全宋诗»第十册ꎬ卷五二一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６３２６ 页ꎮ
傅璇琮、倪其心等:«全宋诗»第二一册ꎬ卷一二零七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３６９１ 页ꎮ
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七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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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的题画诗有以“观”为中心的叙述特点ꎮ 其诗围绕着“观”展开ꎬ先写“观”画缘起ꎬ再
写“观”的内容ꎬ最后归结为观后审美体悟ꎮ 他的题画诗ꎬ以“观”为题的有:«观邵不疑所藏名书

古画»«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观杨美之盘车图»等 １８ 首ꎮ① 有些题目虽然没有“观”ꎬ
但隐含“观”的意味ꎬ如«表臣斋中阅画而饮»«元忠示胡人下程图»«答鹅湖长老示太玄图»等ꎮ

这类诗的基本结构相似ꎬ可大致归结为三类ꎮ 第一类结构是:首先按事情发展顺序先叙

“观”画缘起ꎻ其次描绘所“观”画面ꎻ最后抒发“观”后感想ꎮ 如«观邵不疑所藏书画»ꎬ由自己“野
性爱书画”写起ꎬ再交代邵必留其观画ꎮ 然后记录观画所见:阮、杜醉归图、韩干四马图、徐熙梅

鸡图、逸少写真图、巨然李成画、张增繇人物图、周秦以来的行草楷篆隶ꎮ 最后写到各自受主人馈

赠墨本满意而归ꎮ 属于此类结构的还有«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所见»«同蔡君谟江邻

几观宋中道书画»«观杨之美盘车图»«刘同甫观相国寺净土杨惠之塑像吴道子画越僧鼓琴闽僧

写真予解其诧»«表臣斋中阅画而饮»等诗ꎮ 第二类作品结构稍有变化ꎬ从描述和刻画画面开始ꎬ
然后转入叙事ꎬ叙述观画的缘起或画的来源ꎬ最后抒发观画感受ꎮ 如«和杨直讲夹竹桃图»先描

绘画面ꎬ交代画者ꎬ然后转入对画作来源的追溯:“初从李氏国亡破ꎬ图书散入公侯族ꎮ 公侯三世

多衰微ꎬ窃贸担头由婢仆ꎮ 太学杨君固甚贫ꎬ直缘识别争来鬻ꎮ 朝质绨袍暮质琴ꎬ不忧明日铛无

粥ꎮ”②最后抒发观画感受:“竹真似竹桃似桃ꎬ不待生春长在目ꎮ”③此类结构包括«观韩玉汝胡人

贡举图»«当世家观画»«观史氏画马图»«王内翰宅观山水图»«元忠示胡人下程图»«观黄介夫寺

丞所收丘潜画牛»«观杨之美画»等诗ꎮ 第三种结构方法ꎬ则从画者写起ꎬ转入画面的描绘ꎬ再抒

发观画感受ꎮ 如«咏王右丞所画阮步兵醉图»«答王君石遗包虎二轴»«薛九宅观雕狐图» «和江

邻几学士画鬼拔河篇»等诗ꎮ 还有些诗的结构不同于以上 ３ 种ꎬ如«观何君宝画» «观居宁画草

虫»等结构稍复杂ꎬ从讨论画法入手ꎬ转入画面描绘ꎬ再叙述此画流传ꎬ再转入画面描绘ꎬ最后抒

发观画感想ꎮ
以上讨论的诗大部分以“观”为题ꎬ有一部分不以“观”字为题的题画诗ꎬ也属于上面几种结

构类型ꎮ 当然梅尧臣还有一部分题画诗ꎬ与上述结构不同ꎬ呈现出更丰富的变化性ꎮ 但总体来

说ꎬ以“观”为中心展开叙述ꎬ描述视觉体验ꎬ传达审美感受ꎬ是梅尧臣题画诗比较鲜明的写作特

点ꎮ
２.绘形与传神

青木正儿认为题画诗的本源是画赞ꎬ是画赞与咏物诗二者会合的结果ꎮ④ 因此ꎬ题画诗实际

上是咏物诗的一种ꎮ “咏物诗是以物为吟咏对象的诗歌ꎮ 在一首诗中ꎬ通篇以某物为吟咏对象ꎬ
对其物进行刻画ꎬ写形传神ꎬ或借物表现诗人的主观情感、人生感慨、政治见解等等ꎮ”⑤梅尧臣的

题画诗具有擅长“咏物”ꎬ侧重刻绘物象的特点ꎬ即欧阳修«盘车图»所云“梅诗咏物无隐情”ꎮ 这

和他以“观”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有紧密联系ꎬ因重写所“观”ꎬ故多侧重描摹物象ꎬ刻画形态ꎬ以达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分别为:«依韵和公仪龙图招诸公观舞及画三首»«观邵不疑所藏名书古画»«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二十

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观杨美之盘车图»«刘同甫观相国寺净土杨惠之塑像吴

道子画越僧鼓琴闽僧写真予解其诧»«和原甫同江邻几过相国寺净土院因观杨惠之塑吴道子画越僧弹琴闽僧写宋贾二公真»
«观何君宝画»«观韩玉汝胡人贡举图» «观史氏画马图» «王原叔内翰宅观山水图» «当世家观画» «观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

牛»«观居宁画草虫»«观永叔画真»«薛九宅观雕狐图»«观杨美之画»ꎮ
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９７６ 页ꎮ
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９７６ 页ꎮ
青木正儿:«题画文学之发展»ꎬ马导源译ꎬ«日本汉学研究论文集»ꎬ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２２９ 页ꎮ
兰甲云:«简论唐代咏物诗发展轨迹»ꎬ«中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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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传神写意的目的ꎮ 他有很多长篇都运用了这种“绘形传神”的手法ꎮ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梅尧臣题画长诗画面描绘句数统计

序号 诗题 全诗句数 描绘画面句数 所占百分比

１ 观何君宝画 ５１ ２７ ５３％

２ 观杨之美画 ３０ ２４ ８０％

３ 和江邻几学士画鬼拔河篇 ２６ ２１ ８１％

４ 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 ２９ １７ ５９％

５ 元忠示胡人下程图 ２０ １６ ８０％

６ 观史氏画马图 １８ １５ ６３％

７ 观杨之美画盘车图 ２４ １３ ５４％

８ 咏王右丞所画阮步兵醉图 ２４ １２ ５０％

９ 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所见 ２６ １７ ６５％

１０ 观居宁画草虫 ２０ １０ ５０％

１１ 表臣斋中阅画而饮 ２８ １８ ６４％

１２ 观邵不疑所藏名书名画 ４０ ２２ ５５％

表 １ 所列为整首诗长度为 ２０ 句及 ２０ 句以上ꎬ且其中“绘形”的语句占到全诗语句一半以上

的题画长诗ꎮ 除以上所列之处外梅尧臣还有 ５ 首超过 ２０ 句的题画长诗①ꎬ以叙事为主ꎬ然而也

有很多描写性的语句ꎬ未录入上表ꎮ 除以上统计的 ２０ 句以上的长篇之外ꎬ其他短篇题画诗中对

画面的描写ꎬ也所在甚多ꎮ 可见ꎬ侧重物象刻画ꎬ传达物象神韵是他题画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ꎮ
梅尧臣“绘形传神”最成功的例子是«和江邻几学士画鬼拔河篇»ꎮ 该诗先对画面进行了细

致的描绘:八鬼拔河ꎬ中立二旗做标杆ꎮ 东西两厢八个拔河鬼竭尽用力ꎬ背挽肩抵ꎮ 绳尾拽断ꎬ一
鬼摔倒在地ꎮ 霹雳使持钺站立旗左ꎬ拔山夜叉握斧立在旗右ꎬ当中一大鬼按膝而坐ꎮ 四鬼背皮

袋ꎬ一鬼握旗ꎮ 操刀背袋鬼正指挥督战ꎬ他神情激愤ꎬ青筋暴起２４ 个鬼的神态动作栩栩如

生ꎬ恍在目前ꎮ 林翠华认为:“梅尧臣这位宋诗开拓的功臣ꎬ其诗作讲究意新语工ꎬ要状难写之景

含不尽之意ꎬ他为杨之美所藏的盘车图题诗ꎬ不但吟咏画面使人见诗如见画ꎬ还将画的深意写出

来ꎮ”②考诸梅尧臣的其他题画诗ꎬ他在“绘形”方面显然更成功ꎮ 但也应该看到ꎬ“绘形”与“传
神”实际上并不能截然分开ꎬ“绘形”逼真ꎬ才可能更好地传物之“神”“意”ꎮ 两者其实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ꎮ 这种“绘形传神”的诗歌写真手法与绘画上的写生手法极其相似ꎬ这也是诗画在

创作手法上的相通ꎮ
(二)创作成就

北宋初期 ６０ 年ꎬ题画诗创作很少ꎮ 只有 １０ 位诗人创作了约 １４ 首题画诗ꎮ③ 梅尧臣是宋代第

一个大量创作题画诗的诗人ꎮ 他的题画诗是连接杜甫题画诗和苏、黄题画诗的桥梁ꎮ 梅尧臣继承

了杜甫重叙事、重描摹物象的赋化写实手法ꎬ并且把这种手法在对画面的刻画中发展到极致ꎮ 他的

５４

①

②

③

这 ５ 首诗分别是«刘同甫观相国寺净土杨惠之塑像吴道子画越僧鼓琴闽僧写真予解其诧»«和原甫同江邻几过相国寺净

土院因观杨惠之塑吴道子画越僧弹琴闽僧写宋贾二公真»«答王君贻包虎二轴»«和刘敞题画三首»«观黄介夫收丘潜画牛»ꎮ
林翠华:«形神论对北宋题画诗的影响»ꎬ«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卷二ꎬ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１０ 页ꎮ
史月梅:«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交融历程»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南开大学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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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诗也对苏轼产生了影响ꎮ 如苏轼«韩干马十四匹»“韩生画马真是马ꎬ苏子作诗如见画 ”①ꎬ和
欧阳修称赞梅尧臣的“不若见诗如见画”如出一辙ꎬ可以看出苏轼在描摹物象方面对梅尧臣的模仿

和继承ꎮ 从遣词造句上ꎬ也能明显看出苏诗和梅尧臣“竹真似竹桃似桃ꎬ不待生春长在目”②(«和杨

直讲夹竹桃图»)的相似ꎮ 陈文苑有专文讨论苏轼对梅尧臣诗画统一论的继承和发展ꎮ③

宋初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ꎬ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旧习未除ꎬ西昆体新弊复起ꎬ或求深ꎬ或务

奇ꎬ转相抄袭ꎮ 欧阳发«先公事迹»云:“嘉祐二年ꎮ 先公知贡举ꎮ 时学者为文ꎮ 以新奇相尚ꎮ 文

体大坏ꎮ 公深革其弊ꎮ 一时以怪癖知名在高等者ꎮ 黜落几尽ꎮ 二苏出于西川ꎬ人无知者ꎬ一
旦拔在高等ꎮ 榜出ꎮ 士人纷然ꎮ 惊恐怨谤ꎮ 其后稍稍信服ꎮ”④欧阳修大力革除旧弊ꎬ提倡平易

朴实的文风ꎮ 在这股革除旧弊的浪潮中ꎬ梅尧臣有出色的表现ꎮ 欧阳修«梅圣愈墓志铭»云:“其
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ꎬ久则涵演深远ꎬ间亦琢刻以出怪巧ꎬ然气完力馀ꎬ益老以劲”⑤ꎬ龚啸云

“去浮靡之习ꎬ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ꎻ存古淡之道ꎬ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⑥ꎬ 则分别概括了梅

尧臣的诗歌风格和成就ꎮ 梅尧臣的题画诗同样具有这一特点ꎬ他以切实的创作实践、平淡朴实的

诗歌风格和深入细致的画面刻画ꎬ极力扭转五代旧弊和宋初文坛的新弊端ꎬ为宋诗的最终形成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ꎬ并在描摹物象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ꎮ

三、梅尧臣题画诗与北宋诗画的关系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将中国绘画的整个发展进程分成四个时期:实用期、礼教期、宗教化

期和文学化期ꎮ “大概唐虞以前ꎬ为实用时期ꎻ三代秦汉ꎬ为礼教时期ꎻ自三国而两晋、而南北朝、
而隋、而唐ꎬ为宗教化时期ꎻ自五代以迄清ꎬ则为文学化时期ꎮ”⑦这种看法概括了中国传统诗画关

系发展的基本特点ꎬ获得艺术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ꎮ 作为绘画从宗教化时期向文学化时期转变

的关捩点ꎬ北宋的诗画关系在中国诗画关系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和定型的意义ꎮ 上述梅尧臣题

画诗所涉及的大型诗画雅集便记录了北宋诗画关系的多重面相ꎬ同时展现了北宋的诗歌与绘画

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ꎮ
(一)以诗论画———文人画写“意”理论的提出

梅尧臣常以诗论画ꎬ他的诗中有很多论画的观念ꎬ其中最突出的是以“意”论画ꎮ 以“意”论
画由来已久ꎬ如谢赫云:“炳于六法ꎬ无所遗善迹非准的ꎬ意可师效”⑧ꎮ 唐张彦远也说:“夫象

物必在于形似ꎬ形似须全其骨气ꎬ骨气形似ꎬ皆本于立意ꎬ而归乎用笔ꎮ”⑨姚最云:“(谢赫)点刷

精研ꎬ意存形似ꎮ”以上“意”或指画家创作命意ꎬ或指物象之神韵ꎬ不同语境中“意”的涵义不

同ꎬ且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ꎬ很难准确概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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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墨竹»:“如将石上萧萧枝ꎬ生向笔间天意足ꎮ”①«观居宁画草虫»:“今看画羽虫ꎬ形
意两俱足ꎮ”②«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古画»:“花骢照夜白ꎬ正侧各畜意ꎮ”③«薛九宅中观雕狐

图»:“雕争怒力狐争死ꎬ二物形意无纤殊ꎮ”④«观史氏画马图»:“或牵或立或仰视ꎬ闲暇意思如鸣

嘶ꎮ”⑤«和江邻几学士画鬼拔河图篇»:“两旁挝鼓鼓四面ꎬ声势助勇努眼圆ꎮ 臂枭张拳击捧首ꎬ
似与暴谑意态全ꎮ”⑥这几句中的“意”指作为审美客体的物具有的天然生意和神致ꎮ «咏王右丞

所画阮步兵醉图»:“千古畜深意ꎬ终朝悬座隅ꎮ”⑦此处的“意”从审美创造者画家的角度出发ꎬ指
画家在画面中寄托的无穷之意ꎮ 他的«观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牛»云:“愿推此意佐国论ꎬ况乃

圣德同尧聪”⑧ꎬ则指审美主体即观者解读之意ꎮ «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
“画中见画三重铺ꎬ此幅巧甚意思殊ꎮ 孰真孰假丹青模ꎬ世事若此还可吁ꎮ”⑨这些“意”的涵义各

不相同ꎬ既有客观的“意”ꎬ也有主观的“意”ꎮ 还有主客观“意”的复合ꎬ这让审美对象具有了丰

富的意蕴ꎬ也给画家和观者留下了广阔的创作和想象空间ꎮ
“画家以诗人周览遍照的心灵之眼移山水变态、动植情韵如在眼前ꎬ又能深味其中萧条淡泊

的天工真态ꎮ 画家落笔时并不以追求实物再现为目标ꎬ而着重在主体观览外形之后ꎬ所感所思所

形成的那幅心象ꎬ这就构成了创作主体之意ꎮ 图形写貌是画工的技艺ꎬ文人画‘意’ꎬ才是以技进

道的根本ꎮ”这里准确概括了文人画“意”的内涵ꎬ“意”不仅指画中表现的自然万物之精神、生
意ꎬ还侧重于画家创作中在客观物象基础上形成的主观之意ꎮ 这和苏轼«跋宋汉杰画»云“观士

人画ꎬ如阅天下马ꎬ取其意气所到”中的“意”ꎬ欧阳修«盘车图»“古画画意不画形ꎬ梅诗咏物无隐

情”中的“意”是一个意思ꎮ 而梅尧臣论“意”ꎬ还多了一层观者所体味到的画外意ꎮ 正如林翠华

所说:“早期宋人论画往往用‘意’代替‘神’ꎬ如欧阳修«盘车图»(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传神

记»‘意思’等皆是ꎮ 形神论的发展到了北宋ꎬ出现‘形、意’相对取代‘形、神’相对ꎬ因为神的内

涵不再仅是被描绘之对象的物神ꎬ还有可能是作者的意趣或气韵ꎬ也可以是作品中的意境或神

韵ꎮ”梅尧臣还以“意”论诗ꎬ欧阳修云:“圣俞尝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ꎮ 若意新语

工ꎬ得前人所未道者ꎬ斯为善也ꎮ 必能状难写之景ꎬ如在目前ꎬ含不尽之意ꎬ见于言外ꎬ然后为至

矣ꎮ’”此处“不尽之意”ꎬ与绘画上的“意”同样意涵丰富ꎮ 梅尧臣以“意”论画、以“意”论诗ꎬ表
明了诗歌与绘画在艺术理论上的相通ꎮ

梅尧臣和欧阳修这种论画重“意”的观点ꎬ既有对传统诗论和画论的继承ꎬ也有在日常的交

游和集会中的相互启发和借鉴ꎬ体现了北宋艺术理论的新发展ꎮ 这种观点在苏轼那里得到继承

和发扬ꎬ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片面形似的传神写意的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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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ꎬ对宋代的诗歌和文人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宋代文人画以“立意为先ꎬ布置缘饰为次”ꎬ朝
着写意性的方向发展便是受这种观点影响的结果ꎮ

(二)诗证画史———题画诗与画史的撰写

梅尧臣的题画诗屡被画史、画论征引ꎬ如:«图画见闻志»云:“僧居宁ꎬ毗陵人ꎮ 妙工草虫ꎬ其
名藉甚梅圣俞赠诗云:‘草根有纤意ꎬ醉墨得已熟ꎮ’好事者每得一扇ꎬ自为珍物ꎮ”①又如«宣
和画谱»:“胡环ꎬ范阳人ꎮ 工画蕃马ꎬ铺叙巧密ꎬ近类繁冗ꎬ而用笔清劲ꎮ 梅尧臣尝题环画

«胡人下马图»ꎬ其略云:‘氊庐鼎列帐幕拥ꎬ鼓角未吹惊塞鸿ꎮ’又云‘素纨六幅笔何巧ꎬ胡环妙画

谁能通?’则尧臣之所与ꎬ故知环定非浅浅人也ꎮ”②«宣和画谱»卷十云:当时有关仝ꎬ号能画ꎬ犹
师事浩为门弟子ꎬ故浩之所能ꎬ为一时之所器重梅尧臣尝观浩所画山水图ꎬ曾有诗ꎬ其略曰:
‘上有荆浩字ꎬ持归翰林公’之句ꎬ而又曰‘范宽到老学未足ꎬ李成但得平远工ꎮ’此则所以知浩所

学固自不凡ꎬ而尧臣之论非过也ꎮ 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二ꎮ”③«宣和画谱»“黄筌” 条云:“梅尧臣尝

有咏筌所画«白鹘图»ꎬ其略曰:‘画师黄荃出西蜀ꎬ成都范君能自知ꎮ 范云筌笔不敢恣ꎬ自养鹰鹯

观所宜ꎮ’以此知筌之用意为至ꎬ悉取生态ꎬ是岂蹈袭陈迹者哉? 范君盖蜀郡公范镇也ꎮ 镇亦蜀

人ꎬ故知筌之详细ꎮ”④以上画史著作征引梅尧臣题画诗ꎬ主要用称以美画作或画者ꎬ或点明画家

创作特点ꎬ佐证著撰者观点ꎮ
在画史画论著作中引用名家题画诗文以推重画家ꎬ早有渊源ꎮ 杜甫是唐宋画论中被征引最

多的唐代诗人⑤ꎮ «宣和画谱»“萧悦”条:“白居易诗名擅当世ꎬ一经题品者ꎬ价增数倍ꎮ 题悦«画
竹»诗云:‘举头忽见不似画ꎬ低耳静听疑有声ꎮ’其被推称如此ꎬ悦之画可想见矣ꎮ”⑥可知ꎬ著名

诗人的题品对于画家名誉的提升、作品的流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ꎮ 梅尧臣对历代画家的风格、
笔法、作品都比较熟悉ꎬ且有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较高的艺术欣赏眼光ꎬ又因诗名甚高ꎬ故而他的评

价为时所重ꎬ常有人请他为画作品评题诗ꎮ 如«题杨之美盘车图»中杨褒请他品题藏画ꎬ也有人

请他鉴赏画的真假ꎬ如«观韩玉汝胡人贡举图»云:“公子自言吴生笔ꎬ吴笔精劲瘦且匀ꎬ我恐非是

不敢赞ꎬ退归书此任从嗔ꎮ”⑦

虽然同样被画史类著作征引ꎬ但与梅尧臣比较ꎬ画史提及或征引杜甫多侧重其诗歌本身的艺

术成就ꎬ杜甫的题画诗也没有太多涉及到绘画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艺术理论ꎮ 梅尧臣题画诗被画

史征引更多的ꎬ则是他对绘画技巧、画家创作特点的评鉴ꎬ更具有画史的建构意义ꎬ对画史撰写的

影响也更深入ꎮ 到邓椿写作«画继»时ꎬ这种征引题画诗建构画史的现象更加普遍ꎮ 例如«画继»
卷四“缙绅韦布”:鄢陵王主簿李世南、李颀秀才、何充秀才、雍秀才等都因东坡的题咏ꎬ而留名画

史ꎮ 而赵崇闵、刘明仲、黄与迪、成子也是因为黄庭坚的品题为世人所知ꎮ 其他如薛判官、张无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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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则是因为浮休禅师的题咏而进入画史ꎮ① 此时ꎬ题画诗大量进入画史著作ꎬ直接参与了绘画史

的建构ꎬ这是诗歌影响绘画发展的一种表现ꎬ也是北宋诗歌和绘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证明ꎮ
结合绘画史来看ꎬ在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君主的热爱和推动之下ꎬ宋初、中期之交绘画进

入了发展的繁荣期ꎮ 这正是文人画酝酿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ꎬ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文人画家ꎬ如
宋初燕肃ꎬ还包括兼善绘画的诗人ꎬ如林逋②ꎮ 他们前承王维ꎬ后启文同、苏轼、米芾、李公麟、宋
迪、宋道、王诜、赵令穰、赵佶等大诗画家ꎮ 这个时期ꎬ以梅尧臣为代表的文人以更积极的态势ꎬ从
绘画理论、画家品评等方面多方位接近绘画领域ꎬ诗歌和绘画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ꎬ绘画文学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ꎮ 宋代文人画的全面繁荣即将到来ꎮ
通过以上考察ꎬ可知梅尧臣的题画诗既是对宋初、中期之交诗歌革新运动的回应和推动ꎬ也

揭示了此时诗画关系新的发展趋势:文人和画家的交往活动更加密切ꎬ文人的艺术素养不断得到

提升ꎬ与绘画的距离不断拉近ꎻ绘画为诗歌提供了更丰富的题材和更广阔的领域ꎬ题画诗的创作

日益繁荣ꎻ而借由文人诗歌的褒扬和宣传ꎬ画家和画作也得到更广泛的流传ꎬ同时题画诗还直接

参与了画史的建构ꎮ 梅尧臣的题画诗是探讨和还原北宋诗画关系原貌的重要资料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ｅｉ Ｙａｏｃｈｅｎ’ｓ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Ｗｕ ＲｕｉｘｉａꎬＷｕ Ｈｕａｉｄ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３００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６０ ｐｏｅｍｓ ｗｉｔｈ ４５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ｂｙ Ｍｅｉ Ｙａｏｃｈｅｎ.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ｉ 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ｅｉｇｈｔ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ｂｏｏｋ－ａｎｄ－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ꎬ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ｐｏｅｍｓ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ｙ. Ｔｈｅｓ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ｅｉ’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ｈａｄ ｔｗ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ｖｉｖｉｄ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ｌｉｋ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Ｍｅｉ ’ ｓ ｐｏｅｍ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ｉ Ｙａｏｃｈｅｎꎻ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ꎻ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Ｍｅｉ Ｙａｏｃｈｅｎ’ 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ꎻ ｇａｒｄｅ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责任编辑:孙昕光

９４

①
②

邓椿:«画继»卷四ꎬ画史丛书本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７４－３８６ 页ꎮ
黄庭坚云:“林和靖诗句自然沈深ꎬ其字画尤工ꎬ遗墨尚当宝藏ꎬ何况笔法如此ꎮ 笔意殊类李西台ꎬ而清劲处尤妙ꎮ”见 «黄

庭坚全集外集»卷二十四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４２８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３ 卷 第 ４ 期 (总第 ２７９ 期)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９)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探析
∗①

孙余余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ꎮ 其主要体现在:从理论维度看ꎬ新时代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持与发展ꎻ从实践基础看ꎬ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发展方式的理论成果ꎬ其形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发展实

践之中ꎻ从价值向度看ꎬ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ꎬ并为推动世界繁荣

发展提供一种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ꎻ以人民为中心ꎻ发展思想ꎻ实践品格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０－１２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孙余余(１９８２—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研究”(１８ＶＳＪ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发展新高度ꎬ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ꎬ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提出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目前学界对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与内容、现实意义和践行路径等问题进行研究ꎬ取得了较为丰硕

的研究成果ꎬ但是对该思想实践品格的研究较为薄弱ꎬ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与深化ꎮ 本文以历史

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现实相结合、问题与目标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的视角ꎬ拟从理论维

度、实践基础和价值向度三个层面ꎬ对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进行较为系统的

探讨和阐释ꎬ以期深入理解该思想的内在生成逻辑、丰富内涵、精神实质以及深远的国内和国际

影响ꎬ从而推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研究的纵深发展ꎮ

一、理论维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ꎬ首先体现在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

之上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运用与发展ꎮ 可以说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持与发展ꎬ是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具备实践品格的“理论奥秘”之所在ꎮ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

为基本也是最具标识度的观点ꎮ 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ꎬ在科学实践观的

基础上ꎬ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的统一ꎬ从
而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ꎮ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ꎬ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和世界发展趋势ꎬ强调发展依靠人民ꎬ发展为了人民ꎬ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ꎬ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内容ꎬ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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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与发展ꎮ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实践批判精神和创新超越精神的统一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实践批判精神ꎮ 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理论的批判性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ꎬ通过人的“革命

的实践”ꎬ“使现存世界革命化”ꎬ从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ꎮ 实际上ꎬ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实践批判精神可以从其实践概念窥见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实践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

进行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ꎬ其首先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否定”关系ꎬ
其次才是“改变”关系ꎮ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既体现在以实践为手段的批判、以实践为对

象的批判ꎬ还体现在实践的自我批判ꎮ②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 年德文版序言中承认自己

之前的某些理论和判断已经过时ꎬ认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③ꎮ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

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ꎬ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ꎮ”④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即是在批判反思中创立的ꎮ 当前ꎬ国内外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ꎮ 从国内来看ꎬ长期积累的

一些问题ꎬ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比较突出ꎬ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发展为人民的根本

目的ꎻ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着脱离群众的问题ꎬ在实际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倾向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发展的主题ꎬ但地区争端、霸权主义、生态恶化、贫困等阻碍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批判反思我国和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批判精神和反思品格ꎮ 此外ꎬ
针对当前社会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ꎬ中国共产党人以变化了的现实为依据ꎬ反思以往发展理论

存在的不足ꎬ也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自我批判精神的坚持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超越创新精神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实践的超越创新

性也是其批判反思性的体现ꎮ 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批判现存事物基础上的ꎬ可以说ꎬ超越创新性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反思性的重要特质ꎮ 然而ꎬ批判不是目的ꎬ“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ꎬ它是

激情的头脑ꎮ 它不是解剖刀ꎬ它是武器”⑤ꎮ 目的是要在批判中发现新世界ꎬ“破”是为了“立”ꎮ
可见ꎬ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种辩证实践观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在超越创新中

创立的ꎮ 党的十八大以后ꎬ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ꎬ根据我国和世界发展实践中的新条

件和新问题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ꎬ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ꎬ旗帜

鲜明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ꎮ
这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继承、反思与超越创新的结果ꎬ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超越创新精

神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创新超越精神还体现在ꎬ它高度重视创新在实现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ꎮ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ꎬ没有现成的可以借鉴的模式和成功经验ꎬ只
能不断探索和创新ꎬ摸着石头过河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转变”“创
新”等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ꎬ要求将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ꎬ提出要

加强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等ꎬ通过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ꎬ实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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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根本利益ꎮ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实践主体、实践目的与实践评价标准的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主体与实践动力的观

点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社会实践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践活动ꎬ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和享有者ꎬ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前进的决定力量ꎮ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
思想和活动ꎮ”①恩格斯也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ꎬ正是人ꎬ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

造这一切ꎬ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ꎮ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ꎮ”②这

充分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和实践动力作用ꎮ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ꎬ习近平同志结合

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ꎬ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的思想落实到具体建设实践中ꎬ强调

发展依靠人民ꎬ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ꎮ”③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靠谁发展”的定位ꎬ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思想的确认ꎬ充分体现了

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目的的观点ꎮ 马克思主

义认为ꎬ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自觉活动ꎮ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人按照自身需要去改造客观对象的

过程ꎬ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人的需要的满足ꎬ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强调“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④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ꎬ突出发展的“为人性”ꎬ
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打破原有不合理利益格局ꎬ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协调机制ꎮ⑤ 这彰显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实践目的问题上的坚持与发展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成效评价标准的观点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实践主体依据实践目的ꎬ通过运用一定的中介或手段形成一定的结果ꎬ从而实

现对客体的改造ꎮ 然而ꎬ由于人们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ꎬ实践的结果往往与实践目的不一致ꎮ
因此ꎬ需要对实践结果进行评价ꎬ从而更好地规划和改善实践ꎮ 在此ꎬ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是实践结果的价值评价标准问题ꎮ 概括而言ꎬ实践结果的评价标准既有主体尺度也有客体尺

度ꎬ客体尺度可以归结为主体尺度ꎬ这与实践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ꎮ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成

效的评价由人民检验ꎬ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ꎬ必须而且只

能由人民来评判ꎮ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ꎮ”⑥他强调ꎬ要“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⑦ꎮ 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衡量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尺ꎮ
由此可见ꎬ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

的基础上ꎬ把人民当作主体ꎬ把人民当作目的ꎬ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标准或尺度ꎬ依靠人民、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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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尊重人民①ꎬ将对实践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推进ꎬ实现了实践主体、目的和成效评价标准的

统一ꎮ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了实践的重点针对性与全面系统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辩证实践观ꎮ 唯物辩证法认为ꎬ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

定ꎬ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影响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ꎮ 对此ꎬ习近平同志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

作ꎬ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ꎬ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ꎮ”②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透着“以点带面”的辩证法智慧ꎬ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ꎬ彰显了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独特气质ꎮ
坚持重点论ꎬ突出实践的重点针对性ꎮ 所谓坚持重点论ꎬ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中着重研究和把

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ꎬ而非所有矛盾平均用力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重点论的体现ꎬ突出了实践的现实针对性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
国共产党人努力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ꎬ以人民为中心谋划发展策略ꎬ“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十三五”规划等都深刻体现了“人民”这一发展重心ꎮ
此外ꎬ在对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面也突出了实践的重点性和针对性ꎮ 习近平同志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强调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重点”③ꎬ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短板、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ꎬ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ꎬ这实际上明确指出了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实践中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ꎮ
坚持两点论ꎬ突出实践的全面系统性ꎮ 所谓坚持两点论ꎬ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中既要研究和把

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ꎬ又要研究和把握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ꎮ 在找准重点的前

提下ꎬ以点带面ꎬ促进事物全面而整体的发展ꎮ 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ꎬ而人的

需要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ꎬ既有个体性的也有社会性的ꎬ既有现实性的也有理想性的ꎬ这
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丰富性ꎮ 人类实践活动是一个大系统ꎬ实践的各个要素、环节以及各

种具体实践活动之间联系的状况决定实践的总体水平ꎬ这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也具有系统性ꎮ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

节ꎬ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ꎮ”④这一思想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三个

关系层面ꎬ包括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思想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内容ꎬ牢牢抓

住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成效由人民评价检验的这个“牛鼻子”ꎬ强调发展

的协调性、全面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ꎬ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ꎮ

二、实践基础: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发展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也体现在它形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

当今世界发展实践之中ꎬ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创新的理论成果ꎬ具有深厚

的实践基础ꎮ 随着对社会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ꎬ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条件和任务ꎬ我党形成了具

有不同内容和侧重的社会发展思想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ꎬ为了尽快恢复经济ꎬ更好地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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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务ꎬ形成了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思想ꎻ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党的工作中心重

新回到经济建设上来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形成了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思想ꎬ为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谋求

社会与人民的全面发展的诉求日益受到重视ꎬ以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

得以贯彻和落实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追求经济社会共同、持续发展成为共识ꎬ“以人为本”的科

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落实ꎬ使发展回归人自身ꎬ这是在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一大进步ꎮ 可见ꎬ在实

践基础上不断推进对社会发展的认识ꎬ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思想实践品格的重要体现ꎮ 新的发

展实践催生新的发展理论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进行提升ꎬ深入回答了“发展以什么人为本”以及“如何以人为本”的问题ꎬ立足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今世界发展实践ꎬ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ꎬ展现了这一思想“形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的品格与特质ꎮ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ꎬ
全面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ꎮ 在经济建设方面ꎬ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ꎬ国内生产总值

从 ５１９３２２ 亿元(２０１２ 年)增长到 ８２７１２２ 亿元(２０１７ 年)②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ꎬ在数字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对外经济等方面获得

了较大发展ꎮ 在政治建设方面ꎬ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ꎬ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ꎬ党内民主

建设、法治建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都取得较大实效ꎮ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ꎬ党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逐步加强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ꎬ党的理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互联网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ꎮ 在社会建设方面ꎬ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ꎬ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２４５６５ 元上涨到 ３６３９６ 元ꎬ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 ７９１７ 元(纯收入)上涨

到 １３４３２ 元(可支配收入)ꎬ农村贫困人口由 ９８９９ 万人下降到 ３０４６ 万人ꎬ年均减贫 １３００ 万人以

上ꎮ③ 就业、教育、卫生、医疗等水平大幅度提高ꎬ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ꎮ 在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ꎬ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彻ꎬ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较大进

展ꎬ生态环境状况得到良好改善ꎮ 在党的建设方面ꎬ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ꎬ在干部选拔、制
度改革和完善、反腐败斗争等方面有较大进步ꎬ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ꎮ 此外ꎬ军队建设、港澳台

工作、外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就ꎮ 以上成就的获得ꎬ说明发展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ꎬ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和成功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果已为形成、坚持和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社会基础、生态环境

基础和政治保证ꎬ新时代已经具备了形成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多方面条件ꎮ
中国目前处于“发展起来时期”、整体转型升级时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和进行伟大

斗争时期ꎮ④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ꎬ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ꎮ”⑤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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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形成成为可能ꎬ那么ꎬ新时

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和重大任务ꎬ则使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形成成为必

要ꎮ 该思想就是在思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问题中萌生ꎬ在解决

现实问题中发展ꎬ体现了宝贵的实践品格ꎮ
首先ꎬ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召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的综合国

力显著增强ꎬ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ꎬ总体上实现了小康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ꎬ“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ꎮ 要解决这一矛盾ꎬ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

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生态生活的多种需求ꎬ就需要形成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ꎬ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破除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ꎬ
坚持发展依靠人民ꎬ发展为了人民ꎬ并将这一思想通过多方面举措贯彻落实到社会各个领域ꎬ从
而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变为现实ꎮ

其次ꎬ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解决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ꎮ”①

与“以人民为中心”相对的是“不以人民为中心”ꎮ 我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原因之一

就是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不以人民为中心”的情况ꎮ 收入、教育、就业、医疗、住房、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较为突出ꎻ有些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违背和

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ꎬ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ꎮ 这就需要形成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ꎬ突出发展的“人为性”和“为人性”ꎬ矫正经济社会发展中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错误倾向ꎬ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ꎬ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点问题ꎮ
再次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完成依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ꎬ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②ꎮ 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ꎬ还是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全面建成ꎬ都需要依靠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动力作用的发挥ꎬ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ꎻ其实现程

度和建设成效也只有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才具有真正意义ꎮ 因此ꎬ需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ꎬ在实践中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ꎬ从而保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的顺利完成ꎮ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植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践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ꎮ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谋求发展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

的有效方式、模式和道路ꎬ基于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ꎬ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思路ꎮ 这其中既

有共识性的认识ꎬ也有分歧与争议ꎻ既有成功的经验ꎬ也有失败的代价与教训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形成于当今世界谋求发展的实践之中ꎮ
一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世界追求“人本”向度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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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光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思想»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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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ꎮ 虽然各个国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方式与道路ꎬ但从世界总体状况和

发展趋势来看ꎬ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价值追求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世界各国忙于恢复国民经济ꎬ将发展定位于经济增长ꎬ这一方面带来了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

长ꎬ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失业增加等问题ꎬ加剧了社会的不平

等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在反思之前发展方式的基础上ꎬ国际社会强调除了经济增长以外ꎬ还
要注重文化、教育、社会环境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综合发展ꎬ但没有看到发展的可持续性ꎬ且存在

“西方化”的倾向ꎮ ２１ 世纪以后ꎬ面对世界发展中存在的生态环境、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等问题ꎬ
国际社会更加认同发展不仅要包括经济增长ꎬ还应包括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ꎬ注重可持续发

展ꎬ重视人的需要与价值ꎬ将人本身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ꎬ日益凸显出可持续发展的“人
本”向度ꎮ ２０１２ 年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ꎬ目的在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

贫困ꎬ保护地球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与繁荣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ꎬ其提出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无贫困”“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清洁饮

水和卫生设施”“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气候行动”“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等②ꎬ
涵盖了影响人类的所有问题ꎬ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为人性”ꎮ ２０１７ 年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发布了题为«人类发展为人人»的 ２０１６ 年人类发展报告ꎬ指出要确保人类发展惠及每一个人ꎬ进
一步强化了“人类是所有发展工作的核心”③这一理念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在这

样的世界背景下ꎬ在人类探索世界发展的实践中ꎬ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ꎬ顺应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理念ꎬ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本向度ꎬ提出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开辟了

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局面ꎮ
二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探索解决世界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避免西方发

展困境的实践中形成的ꎮ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网络

安全等制约人类持续发展的共同性问题ꎮ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理性经济人为人性假设而建构起

来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人的普遍异化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背离了人本身ꎮ 再者ꎬ很多国家在全球

化进程中陷入发展危机ꎬ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政权更迭ꎬ没
能逃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ꎮ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ꎬ西方主要发展模式遭遇了更多困

境ꎮ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ꎬ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ꎮ 面对当今社会

发展存在的全球性问题ꎬ克服西方单纯追求利润的制度短板与不良后果ꎬ避免发展异化问题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ꎬ贯彻新发展理念ꎬ秉承人民至上的

价值取向ꎬ着力改善收入分配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ꎬ坚持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ꎬ在发展

方式、发展动力、发展结构上不断探索ꎬ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三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是在深刻认识苏联执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

的ꎮ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ꎬ也是夺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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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保障ꎮ 党只有代表人民ꎬ才能领导人民ꎻ党把人民放在心上ꎬ人民才会把

党放在心上ꎮ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历程ꎬ不难看出ꎬ任何政党如果背叛人

民ꎬ必然要被人民所抛弃ꎮ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ꎬ无不是在人民群众的坚

定支持下获得的ꎮ 然而ꎬ苏联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顾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ꎬ重工业轻工

业发展失衡ꎻ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权力高度集中ꎬ官僚主义严重ꎬ贪污腐败现象滋生ꎬ从根本上侵害

了人民群众的利益ꎬ背离了人民ꎬ失去了民心ꎬ从而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ꎮ 这是新时代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需要汲取的教训ꎮ

三、价值向度:推进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新发展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还体现在其“服务于实践”的价值向度ꎬ能够引领

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社会的新发展ꎮ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最重

要的体现ꎮ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

格ꎬ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ꎬ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ꎮ”①理论的价值不是由其自洽性

来证明ꎬ而是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实践ꎬ改变现实ꎮ 人民性蕴含着制度、思想等的实践

性ꎮ②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ꎬ强调发展的人民性ꎬ在实践中

形成并对时代现实问题作出回答ꎬ因而具有强大的“改变现实”的实践品格ꎮ
(一)引领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ꎬ着力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

实际问题ꎬ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实践指向ꎬ因而其实践价值与意义首先体现在对中国问题

的解决和推动中国社会的新发展方面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ꎬ提高我国政权的抗国

际风险能力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ꎮ”③坚守人民立场就是坚守党的初心与使命ꎬ也是尊重“历史活动是人

民群众的活动”的历史客观规律ꎮ 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ꎬ社会矛盾错综复杂ꎬ在国

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ꎬ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日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冲击ꎬ
部分党员干部贪污腐化ꎬ宗旨意识薄弱ꎬ脱离人民群众ꎬ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ꎬ
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和执政的合法性ꎬ削弱了我国政权在重大国际风险面前的抵抗能

力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ꎬ“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ꎬ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

命”④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品格ꎬ是党集中解决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遵循ꎮ 它有助于强化党员干部的行动准则ꎬ
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和政绩观ꎬ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

威ꎬ形成和谐的党群关系ꎬ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ꎬ从而使我党获得源源不断的

前进力量ꎮ 并且ꎬ它也有助于应对敌对势力对党的领导的歪曲、诋毁、否定以及企图颠覆社会主

义制度等的重大国际风险ꎬ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ꎬ夯实党的执政根基ꎬ从而

提高我国政权的抗风险能力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解决合法性危机、认同性危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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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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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危机、参与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分配性危机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ꎮ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凝心聚力ꎬ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国梦

的实现ꎮ 实践证明ꎬ无论是现代化强国的建成还是中国梦的实现ꎬ都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任务ꎬ
需要凝聚广大人民的力量ꎬ齐心协力ꎬ众志成城ꎬ形成强大的合力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符合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ꎬ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ꎬ从而激发人民群众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热情和动力ꎬ把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到改革发展上来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ꎬ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ꎮ 同时ꎬ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建成和中国梦的实现根本上都是为人民造福ꎮ 然而ꎬ在具体的建设实践和“追梦”“圆梦”
的过程中ꎬ有些领域存在着偏离“人民”的情况ꎬ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强国目标和中国梦的初

衷ꎮ 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指导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ꎬ倾听人民群众的

呼声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ꎬ能够保证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国梦实现过程的“人民性”ꎬ为强国目标

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方向指引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符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价值取向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中指出:在未来社会ꎬ“生产将以所

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那里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ꎮ”③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也是发展的

核心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ꎬ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之所在ꎬ二者共同体

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ꎮ 当前ꎬ我国社会的各个

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当今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情况下ꎬ强调“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ꎬ要求经济发展要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ꎬ调整国民收入分配ꎬ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ꎬ就是要充分解决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ꎬ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人民

群众能够“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上获得并同享实实在在的利益”⑤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ꎮ 由此可见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

发展的必经之路ꎬ实现人民富裕和全面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诉求所在ꎮ
(二)引领与推动人类社会的新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ꎬ也是为人

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ꎮ”⑥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有着明确的中国立场ꎬ而且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宽广的

世界情怀ꎮ 当今世界正处于调整和变革之中ꎬ国际形势风云变幻ꎬ各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如何实

现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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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能够为推动世界进一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政党建设提供一定借鉴ꎮ 党与人民的

关系始终是关系执政党执政基础是否牢固的关键问题ꎮ ２０ 世纪末苏联之所以瞬间崩塌ꎬ很重要

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ꎬ不能有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ꎮ 中国共产党诞生 ９７ 年

来ꎬ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ꎬ关键原因是把人民放在心上ꎬ代表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就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在新时代的具体展现ꎮ 它追求发展的人民性ꎬ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ꎬ我们

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①ꎻ主张“我们应该深入体察民情ꎬ把民众需求转化为政党的理念、宗
旨、目标ꎬ制定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②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ꎬ相信人民ꎬ向人民群众学习ꎬ问计于

民、问策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ꎬ拜人民为师ꎬ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ꎬ将发展成果惠及人

民ꎬ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ꎮ 这对于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ꎬ尤其是在建立和谐的党

群关系、厚植执政基础等方面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ꎮ 此外ꎬ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

出党在执政理念、自我净化方面的有益做法也能为他国政党建设提供帮助ꎮ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

学习、创新和与时俱进的政党ꎮ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ꎬ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ꎬ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ꎬ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ꎬ布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
态及党的建设ꎬ推进“四个全面”ꎬ坚持新发展理念ꎬ受到了人民的广泛赞誉ꎮ 中国共产党也是勇

于直面问题、有魄力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政党ꎮ 面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和“四风”问题ꎬ
采取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高压态势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进行反腐败斗争ꎬ赢得了党心和

民心ꎬ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深入贯彻提

供了政治保障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ꎮ 习近平同志

在 ２０１７ 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观察中国发展ꎬ要看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收获ꎬ更要看

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辛劳ꎻ要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ꎬ更要看中国为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ꎮ”③当

前世界经济处于困境期、低迷期ꎬ存在着增长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问题ꎬ难以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ꎮ 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情况下ꎬ我国用不太长的时间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

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ꎬ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ꎬ我国

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 ３０％以上ꎮ④ 我们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

就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新时代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ꎬ坚
持改革创新ꎬ坚持人民利益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发展ꎬ将发展的主体、发展动力与发展目的有

效统一起来ꎬ这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落后、基础薄弱以及实现又快又好的

发展ꎬ从而走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ꎻ也为中等收入国家如何实现快

速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中国办法ꎮ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实践品格在世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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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展现ꎬ相信随着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深入贯彻以及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ꎬ中国将为推动世

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为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提供推动力量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深入发展ꎬ当今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ꎬ世界各国愈益成为相互依赖、
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ꎻ同时ꎬ也共同面对着实体经济空心化、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安全威胁等

诸多发展难题ꎮ 面对世界发展困境与挑战ꎬ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ꎬ各国只有凝聚共识ꎬ加强

互利合作ꎬ共同解决问题和面对挑战ꎬ才能实现共同发展ꎮ 自二战以后ꎬ在维护国际秩序和推动

世界发展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ꎬ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重了世界

发展的不平衡性ꎬ这与当今时代主题、各国谋求发展的现实和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越来越

不相称ꎮ 因而ꎬ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必要ꎮ 基于中国发展实践和世界发展趋势ꎬ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ꎬ并被纳入联合国决议ꎬ这说明该

理念已成为国际共识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体现和落实ꎮ 归根结底ꎬ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ꎬ人类前途系于各国

人民的抉择ꎬ世界发展应当由各国人民共同参与ꎬ国际规则和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共同商定ꎬ发
展成果应当惠及各国人民ꎮ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发展的

目的是人民ꎬ强调要通过发展来更好地造福于人民ꎬ这有利于找到各国利益的交汇点ꎬ调动各国

人民推动世界发展的积极性ꎬ使其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力量ꎬ形成依靠各国人民的多元治理模

式ꎮ 随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的传播ꎬ其对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以

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作用必将不断显现ꎮ
总之ꎬ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实践品格的三个层面紧密相连、有机统一ꎮ 其中ꎬ对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持和发展是该思想能够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理论成因ꎻ立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世界发展实践ꎬ对时代问题、现实发展困境、矛盾与趋势作出回答ꎬ是该思

想能够服务实践、改变现实的前提和基础ꎻ而指导和服务实践ꎬ推动实践的不断发展ꎬ恰是该思想

的终极目的之所在ꎮ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所具有的伟大实践品格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彰显

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邃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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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

季桂起
( 德州学院 文学院ꎬ山东 德州ꎬ２５３０２３ )

　 　 摘要: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ꎮ 他的政治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政治学说

的继承与创新ꎮ 董仲舒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构建了由宇宙论、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完整思想体系ꎬ它包括“天人

合一”与阴阳五行的逻辑架构、“仁政”或“王道”的价值主体、“民生为本”及“善治”的功能属性、“德主刑辅”和
“三纲五常”的制度化设计、“君权天授”及君民互为依存的国家构想、“大同”世界与天道公平的社会理想等ꎮ 董

仲舒的政治思想在汉代的政治运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关键词:　 董仲舒ꎻ仁政ꎻ王道ꎻ德主刑辅ꎻ君权天授

中图分类号:　 Ｄ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６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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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１９
作者简介:季桂起(１９５７—　 )ꎬ男ꎬ河北南皮人ꎬ德州学院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和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ꎬ董仲舒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和

传统政治学说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ꎮ 他整合了先秦以来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吸收了诸子百家的

思想ꎬ把儒家学说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ꎬ特别是他所阐述的体现了儒家精神的治国理政的政治

主张ꎬ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主体部分ꎬ可以说集儒家政治思想之大成ꎬ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

史影响ꎮ 在以往的儒学研究中ꎬ相比较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等人ꎬ对董仲舒的研究较为

薄弱ꎬ尤其是对他的政治学说ꎬ负面的评价过多而正面的、积极的评价较少ꎬ而且发掘的深度也远

远不够ꎮ 本文试图从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两个维度ꎬ探讨其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

影响ꎬ以此推动董仲舒研究向深入发展ꎮ

一、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中占有主体地位ꎬ他现存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与«贤良

对策»就是围绕着如何治国理政来创作的ꎮ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有着十分完整的体系ꎬ这与先秦

儒家有关政治的学说有着很大区别ꎮ 先秦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ꎬ在阐发他们

的政治主张时ꎬ大多带有经验与感悟的特色ꎬ其思辨性、逻辑性都不是很强ꎻ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思

想还没有充分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ꎮ 而董仲舒则不然ꎬ他的政治学说带有很强的思辨性、逻辑

性ꎬ有着充分的哲学基础ꎮ 其主要原因在于ꎬ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学说的改造首先是哲学基础的改

造ꎮ 他把孔子、孟子、荀子所代表的主要是阐释人间关系的伦理、政治学说ꎬ借助于先秦文化及诸

子百家的思想文化资源ꎬ加以系统地整合、改造ꎬ将其提升为能够阐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性关系的世界观ꎬ建立起一个包容了自然与社会在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ꎮ 在这样一个具有宇宙

论、人性论的基础上ꎬ他重点阐发了自己的政治学说ꎮ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有两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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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董仲舒从上古“天人合一”理念引申出了天人同类或天人同构的思想ꎬ又从中引申出

对人性的认识ꎬ并以此来确立政治的起源与性质ꎮ 政治学说所面对或研究的对象是人ꎬ因此对人

的认识与理解是一切政治学说发生的前提ꎮ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也不例外ꎮ 但是ꎬ人又不是外在

于自然界独立存在的ꎬ而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ꎮ 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依

存与斗争的关系中产生的ꎮ 为了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人类的生存空间ꎬ人类经

过了漫长的调整与组合过程ꎬ才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ꎬ并由此产生了对社会组织的管理ꎬ这就是

政治的原型ꎮ 所以ꎬ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①ꎮ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

想ꎬ在上古时期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到对政治的理解中ꎬ但那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带有浓厚

原始思维的特征ꎬ即把自然看作神秘的具有灵性的存在体ꎬ将其称之为“天”ꎮ “天”既是人的生

存环境ꎬ也是人的创造者ꎬ对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ꎻ人是“天”的创造物ꎬ从“天”那里获得

人的生命及其属性ꎬ并由“天”赋予了生存与发展的力量ꎮ “天”的运动支配着人的运动ꎬ“天”的
意志支配着人的意志ꎬ人的社会活动应合乎“天”的运行规律ꎮ 这就是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ꎮ
«尚书高宗肜日»的训词“惟天监下民ꎬ典厥义ꎮ 降年有永有不永ꎬ非天夭民ꎬ民中绝命ꎮ 民有

不若德ꎬ不听罪ꎮ 天既孚命正厥德ꎮ 乃曰:‘其如台ꎮ’呜呼! 王司敬民ꎬ罔非天胤典祀ꎬ无丰于

昵”②ꎬ可以看作是上古人们对“天”支配人间政治生活的早期认识ꎮ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也承认人间的政治生活受到“天”的影响ꎬ但对“天”的作用基本不谈ꎮ

如孔子之弟子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ꎬ不可得而闻也”③ꎬ孔子论政主要讨论道德对政治的作用ꎬ
主张“为政以德”ꎬ强调以德治国ꎬ而不探究“德治”的理论来源ꎻ孟子只是从如何处理好君与民的

关系来谈政治问题ꎬ突出“仁政”与“王道”ꎬ认为这是从人性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ꎬ也没有注重

引入“天道”的概念以解释人性的根源ꎬ“天不言ꎬ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④ꎻ荀子则干脆将天道与

人道区分开来ꎬ认为天人之间各有所属ꎬ互不关联ꎬ“天行有常ꎬ不为尧存ꎬ不为桀亡”⑤ꎮ 传统的

主流观点认为ꎬ先秦儒家的政治学说把政治与自然切割ꎬ不言“天道”与政治的关系ꎬ这是一种唯

物主义的态度ꎬ而董仲舒将“天道”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ꎬ则是一种唯心主义ꎬ以此区分两者之

间的优劣ꎮ 其实ꎬ这是一种典型的标签式的研究思路ꎬ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ꎮ 先秦儒家思想家之

政治学说中“天道”的缺席ꎬ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他们的感悟性的思想缺乏对问题深层内涵

的探究ꎬ只是将政治停留在人间社会层面来理解ꎬ没有深入洞察到人类社会的政治属性与自然之

间不可分割的关系ꎻ二是他们的学说还缺乏体系意识ꎬ没有逻辑建构的要求ꎬ没有把“德治”“仁
政”“王道”等政治价值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ꎬ去确立其应有的合法性依据ꎬ只是将其简单地归结

为所谓的尧、舜、禹的“先王之道”ꎮ 先秦儒家政治学说的这一缺陷ꎬ历经秦朝的酷法暴政及秦末

之乱ꎬ暴露无遗ꎮ 它既不能在政治实践上有效抵制法家思想的攻势ꎬ也无法在理论建树上取代道

家思想的高地ꎬ因此需要脱胎换骨ꎬ另辟理论的蹊径ꎮ 尤其是法家政治无视“天道”的肆意妄为ꎬ
以致造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惨重历史教训ꎬ促使了汉帝国建立后其社会精英对政治性质与功能

的新的思考ꎬ而董仲舒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ꎮ
董仲舒适时应和了这一时代需求ꎬ将“天人合一”理念引入儒家政治学说ꎬ并用天人同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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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这一学说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ꎮ 他认为ꎬ人间社会的政治生活及国家的治理ꎬ与自然的

运行有着一致性ꎬ而产生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则在于人生与自然ꎬ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ꎬ故人道

秉于天道ꎮ 在他的语境中ꎬ自然即为“天地”ꎬ而具有人格化的“天”为主导ꎬ“地”则是“天”的衍

生物ꎮ 天、地、人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ꎮ “天地人ꎬ万物之本也ꎮ 天生之ꎬ地养之ꎬ人成之ꎮ
天生之以孝悌ꎬ地养之以衣食ꎬ人生之以礼乐ꎬ三者相为手足ꎬ合以成体ꎬ不可一无也ꎮ”人间社会

是按照自然秩序即“天道”所构成ꎬ其道德、法律皆本于自然秩序的模式ꎮ 如果没有本于自然秩

序的道德、法律支撑ꎬ则人间社会就会解体ꎬ天下则会大乱ꎮ 董仲舒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自然之

罚”:“无孝悌ꎬ则亡其所以生ꎻ无衣食ꎬ则亡其所以养ꎻ无礼乐ꎬ则亡其所以成ꎮ 三者皆亡ꎬ则民如

麋鹿ꎬ各从其欲ꎬ家自为俗ꎮ 父不能使子ꎬ君不能使臣ꎬ虽有城郭ꎬ名曰虚邑ꎮ 如此ꎬ则君枕块而

僵ꎬ莫之危而自危ꎬ莫之丧而自亡ꎬ是谓自然之罚ꎮ”所以ꎬ社会的管理应该奉“天道”而行事ꎬ按照

自然秩序构建道德、法律规范ꎬ这样社会才会安定ꎮ “明主贤君必于其信ꎬ是故肃慎三本ꎮ 郊祀

致敬ꎬ共事祖祢ꎬ举贤孝悌ꎬ表异孝行ꎬ所以奉天本也ꎻ秉耒躬耕ꎬ采桑亲蚕ꎬ垦草殖谷ꎬ开辟以足衣

食ꎬ所以奉地本也ꎻ立辟雍庠序ꎬ修孝悌敬让ꎬ明以教化ꎬ感以礼乐ꎬ所以奉人本也ꎮ 三者皆奉ꎬ则
民如子弟ꎬ不敢自专ꎬ邦如父母ꎬ不待恩而爱ꎬ不须严而使ꎬ虽野居露宿ꎬ厚于宫室ꎮ 如是者ꎬ其君

安枕而卧ꎬ莫之助而自强ꎬ莫之绥而自安ꎬ是谓自然之赏ꎮ”①董仲舒认为ꎬ这便是“为政以德”的内

涵ꎮ 有人曾将董仲舒所说的“天”视为一种神学化的概念而予以否定ꎬ认为其将儒学的朴素思想

引向了神秘、荒诞的歧途ꎬ其实这是未能深察董氏“天”之思想的深层内涵ꎮ 如果剥去董氏之言

“天”的人格化外衣ꎬ将其还原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由自然及社会传统所构成的大环境ꎬ则这

一环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极为重要的ꎬ而这也正是天道与人道互为依存的逻辑起点ꎮ 马

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ꎮ 因此ꎬ第一

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ꎮ 任何

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ꎮ”②

这些自然条件ꎬ包括“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③ꎮ 在这样的自然

条件下ꎬ人们开展他们的生产活动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ꎬ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组织及政治行

为ꎮ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ꎬ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ꎮ 社会

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ꎮ”④就人的社会活动及政治行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而言ꎬ董仲舒的思想与二千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可以说是不谋而合ꎮ
为了使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天人关系更加具有理论依据ꎬ董仲舒借用阴阳五行的观念ꎬ为这一

关系构建了一个逻辑框架ꎮ 在这一逻辑框架中ꎬ儒家政治学说的“德治” “仁政” “王道”等价值

观念获得了形而上的提升ꎬ具有了坚实的哲学依据ꎮ 在这个逻辑框架中ꎬ天人同构或“天人同

类”是起点ꎬ“天人感应”是终点ꎬ而由此形成的人性论则是其核心ꎮ 在董仲舒看来ꎬ人由天生ꎬ禀
天之赋ꎬ天道即为人道ꎬ天性衍生出人性ꎮ 人的生命存在来自于上天ꎬ但人仅有生命还不能称之

为人ꎬ还需要有上天所赋予的人性ꎮ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ꎬ但“为生不能为人ꎬ为人者天也ꎮ 人之

人本于天ꎬ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⑤ꎮ “人之形体ꎬ化天数而成ꎻ人之气血ꎬ化天志而仁ꎻ人之德行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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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而义ꎮ 人之好恶ꎬ化天之暖清ꎻ人之喜怒ꎬ化天之寒暑ꎻ人之受命ꎬ化天之四时ꎮ”①所以ꎬ人的

生命、生活及其心性、精神ꎬ都是本源于上天的存在ꎮ 天与人处于一个相互对应、结构相同的同一

体中ꎬ二者既是本末关系ꎬ又是同构关系ꎮ 那么ꎬ这种与天同构的人性是怎样构成的ꎬ其内涵又包

含着哪些内容呢? 董仲舒认为ꎬ要理解人性ꎬ先要理解天性ꎮ “天”在董仲舒那里ꎬ既不像老子所

说的是虚无缥缈的神秘之物ꎬ也不像荀子所说的是外在于人的自然之物ꎬ而是与人本性同源的有

生命、有意志的生命体ꎮ 这个生命体是由阴阳二气调和而成ꎬ遵循“五行”的规律而运行ꎬ体现为

四时变化、五方空间、寒暑冷暖、生死兴衰、雨雪风霜等自然现象ꎮ “天地之常ꎬ一阴一阳ꎮ 阳者

天之德也ꎬ阴者天之刑也”②ꎬ“天道大数ꎬ相反之物也ꎬ不得俱出ꎬ阴阳是也ꎮ 春出阳而入阴ꎬ秋出

阴而入阳ꎬ夏右阳而左阴ꎬ冬右阴而左阳ꎮ 阴出则阳入ꎬ阳出则阴入ꎻ阴右则阳左ꎬ阴左则阳

右”③ꎮ 由天的这种性质ꎬ幻化出人的性质ꎬ故人性亦为阴阳二气的产物ꎮ 在董仲舒看来ꎬ人性是

由善与欲二者组成ꎬ善对应着天之阳ꎬ欲对应着天之阴ꎮ 善表现为人的仁爱之心ꎬ欲表现为人的

逐利之求ꎮ 在善与欲的关系中ꎬ应是善为主而欲为辅ꎮ 欲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存在ꎬ而善才是人

性的主导方面ꎮ 因为只有人与人之间互存仁义之心ꎬ互有利益之惠ꎬ人作为一个群体才能存在ꎬ
社会才能正常运行ꎮ 如果一个人或群体欲望无限扩大ꎬ对利益的追求无有止境ꎬ超出了维持生命

的界限ꎬ就转而为“恶”ꎮ 这正如对董仲舒甚为推崇的刘向在解释人性与礼法关系时所言:“触情

纵欲ꎬ为之禽兽ꎮ”④一个穷奢极欲的人ꎬ必然疯狂占有他人生命的资源ꎬ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ꎮ
这就会出现相与欺诈、争斗不止、乱象丛生、社会动荡ꎬ甚至如孟子所说“率兽食人”的现象ꎮ 而

社会之所以需要政治ꎬ便是要调节人性的这种失衡现象ꎬ使人性的善欲关系符合自然的阴阳之

道ꎬ使善占据人性的主导地位ꎬ从而维持人的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ꎮ 为了说明

这一点ꎬ董仲舒将性与善的关系比喻为“禾”与“米”的关系ꎬ认为“善如米ꎬ而性如禾ꎮ 禾虽出米ꎬ
而禾未可谓米也ꎮ 性虽出善ꎬ而性未可谓善也ꎮ 米与善ꎬ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ꎬ非在天之所为之

内也ꎮ 天所为ꎬ有所至而止ꎮ 止之内谓之天ꎬ止之外谓之王教”⑤ꎬ所谓“王教”就是政治ꎮ 董仲舒

这一观点ꎬ超越了孟子和荀子的性善与性恶的对立ꎬ给予了人性以较为合理的阐释ꎬ也给政治提

供了人性的依据ꎮ 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

脱兽性ꎬ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ꎬ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ꎮ”⑥当然ꎬ
如果从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董仲舒的天人同类或天人同构思想ꎬ无疑他的观念仍局限于

前科学时代的知识谱系与原始思维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知上尚未达到应有的深度ꎮ 自然与人、
社会大环境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复杂ꎬ并非阴阳五行理论阐述得这么简单ꎮ 但是ꎬ他从天人关系出

发ꎬ为政治的性质找到了源自自然及人性的依据ꎬ从理论上丰富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ꎬ这是对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ꎮ
其二ꎬ董仲舒从«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念出发ꎬ确立政治的功能是建构稳定、和谐、

有秩序的社会结构ꎬ使得各个社会阶层安居其位ꎬ民生殷实、富足ꎬ以保障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与

发展ꎮ 这就是“民生为本”ꎮ 政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ꎮ 无论什么时代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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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国家ꎬ只要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存在ꎬ就一定会有政治ꎮ 但是ꎬ对政治的功能ꎬ在不同的

统治者或政治学说那里ꎬ却会有不同的认识ꎮ 先秦诸子百家各有自己的政治学说ꎬ这些学说之间

在对政治功能的阐释上有着很大不同ꎮ 比较典型的如法家主张政治的功能主要是以严格的法律

规范对社会进行制度化管理ꎬ建立牢固的社会秩序ꎬ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ꎬ特别强调

以刑罚来治理社会ꎻ道家主张比较宽松、平和的社会管理ꎬ认为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是对自然人

性的损害ꎬ强调性随自然、“无为而治”ꎮ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继续ꎬ虽然在对政

治功能的阐述上吸纳了法家某些思想ꎬ尤其是对社会稳定的强调ꎬ但作为儒家的政治主张ꎬ他特

别看重政治在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平衡方面发挥的作用ꎮ 孔子、孟子、荀子都强调社会稳定的前

提是民生问题ꎬ如孟子认为“王道”实现的标志便是解决好人民的衣食温饱:“五亩之宅ꎬ树之以

桑ꎬ五十者可以衣帛矣ꎮ 鸡豚狗彘之畜ꎬ无失其时ꎬ七十者可以食肉矣ꎮ 百亩之田ꎬ勿夺其时ꎬ数
口之家可以无饥矣ꎮ 谨庠序之教ꎬ申之以孝悌之义ꎬ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ꎮ 七十者衣帛食肉ꎬ
黎民不饥不寒ꎬ然而不王者ꎬ未之有也ꎮ”①对此ꎬ董仲舒作了更为深入的阐发ꎮ

董仲舒以其人性分析的哲学思考为基点ꎬ提出了一个政治学的重要命题ꎬ即政治的功能究竟

是什么ꎮ 他认为ꎬ政治的最高标准是“善治”ꎬ其具体内容就是汉武帝在垂询制诰中所说的:“伊
欲风流而令行ꎬ刑轻而奸改ꎬ百姓和乐ꎬ政事宣昭ꎬ何修何饬而膏露降ꎬ百谷登ꎬ德润四海ꎬ泽臻草

木ꎬ三光全ꎬ寒暑平ꎬ受天之祜ꎬ享鬼神之灵ꎬ德泽洋溢ꎬ施乎方外ꎬ延及群生?”②而要做到这一点ꎬ
就需要重视民生ꎬ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ꎮ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ꎬ安居乐业要有两个必备的条件:
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ꎬ这就需要保持人应有的欲望ꎬ使人具有能够生存与繁衍的要求ꎬ这是社

会发展的动力ꎻ二是必须用道德和法律约束人的欲望ꎬ不能使其泛滥成灾ꎬ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ꎮ
“故圣人之制民ꎬ使之有欲ꎬ不得过节ꎻ使之敦朴ꎬ不得无欲ꎮ 无欲有欲ꎬ各得以足ꎬ而君道得

矣ꎮ”③“天令之谓命ꎬ命非圣人不行ꎻ质朴之谓性ꎬ性非教化不成ꎻ人欲之谓情ꎬ情非度制不节ꎮ 是

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ꎬ以顺命也ꎻ下务明教化民ꎬ以成性也ꎻ正法度之宜ꎬ别上下之序ꎬ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ꎬ而大本举矣ꎮ”④对人的欲望给予肯定的同时ꎬ又要对欲望进行必要的限制ꎬ这是从上

古就有的政治理念ꎮ «尚书仲虺之诰»中说:“惟天生民有欲ꎬ无主乃乱ꎮ”⑤孔子将其确定为原

初儒家的基本政治观念ꎬ这一观念上与«尚书»«周易»相对接ꎬ下符合人民生活、国家治理的实际

要求ꎬ是比道家、法家更为接近社会生存、发展规律的政治思想ꎮ 董仲舒继承了这一政治思想ꎬ同
时又以人性分析为其奠定了哲学基础ꎬ使这一思想获得了更具有逻辑合理性的学理支持ꎮ 应该

说ꎬ这也是董仲舒对儒家政治学说的创新与拓展ꎮ
为了实现“善治”的目标ꎬ董仲舒提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肯定人民有合理的生活需求ꎬ给予

人民生存、繁衍的必要物质条件ꎬ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ꎮ 他认为ꎬ满足人民必要

的生活需求ꎬ这是统治者能够巩固统治、长久执政的前提ꎮ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ꎬ人有合理的生活

需求是一种生命得以保存的必然现象ꎬ这也是上天所赋予的人性ꎬ因而顺应这种人性即是顺应天

性ꎮ 因为人秉天地之气而生ꎬ“人始生有大命ꎬ是其体也ꎮ”“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ꎬ故其可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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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身体ꎮ”①所以ꎬ民生关乎民意ꎬ民意则体现着上天的意志ꎮ 董仲舒认为ꎬ秦帝国之所以短命ꎬ
就是在关键的“民生”环节上出了大问题:秦以刑法治国ꎬ而放弃道德教化和改善民生ꎬ造成了

“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ꎬ外有事君之礼ꎬ内有背上之心ꎬ造伪饰诈ꎬ趋利无耻ꎻ又好用憯酷之吏ꎬ
赋敛亡度ꎬ竭民财力ꎬ百姓散亡ꎬ不得从耕织之业ꎬ群盗并起”②ꎬ以至于“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

亡矣”③ꎮ 他提出ꎬ汉帝国如要避免秦帝国的错误ꎬ既要政治变革ꎬ也要发展经济ꎮ 在改变“任刑”
不“任德”政治导向的前提下ꎬ整顿吏治、变革风俗、重视民生、奖掖生产ꎬ使得国家经济有所保

障ꎬ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打下良好基础ꎮ 所以ꎬ提倡“善治”及重视民生既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要

内容ꎬ也是董仲舒提升与发展儒家政治学说的主要着力点ꎮ

二、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制度化建构

在奠定了天人同构、民生为本的政治哲学基础上ꎬ董仲舒为汉帝国的政治运行提供了较为完

整的制度化设计ꎮ
这一制度化设计首要之处是以阴阳调和的理论为立足点ꎬ建立“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体

系ꎮ 董仲舒推出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而刑为辅的治理体系ꎬ目的是纠正秦帝国酷法暴政的

弊端ꎬ解决汉初以来奉行刑名、黄老之学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现象严重、中央政权政令难以统一的

问题ꎮ 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而刑为辅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ꎬ既贯穿了孔子以来儒家的“仁
学”传统ꎬ又吸收了秦汉之后所积累的政治经验ꎬ而它的哲学基础还渗透了道家、阴阳家的思想ꎮ
在上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ꎬ董仲舒强调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遵循“天道”ꎬ而天道的要义则为

阴阳互动、德刑并举ꎮ “王者欲有所为ꎬ宜求其端于天ꎮ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ꎮ 阳为德ꎬ阴为刑ꎻ刑
主杀而德主生ꎮ 是故阳常居大夏ꎬ而以生育养长为事ꎻ阴常居大冬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ꎮ 以此

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ꎮ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ꎬ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ꎻ阳不得阴之助ꎬ
亦不能独成岁ꎮ 终阳以成岁为名ꎬ此天意也ꎮ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ꎬ故任德教而不任刑ꎮ 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ꎬ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ꎮ 为政而任刑ꎬ不顺于天ꎬ故先王莫之肯为也ꎮ 今废先王德教

之官ꎬ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ꎬ毋乃任刑之意与! 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ꎮ’虐政用于下ꎬ而欲德

教之被于四海ꎬ故难成也ꎮ”④董仲舒的这番话ꎬ主要针对的是秦朝因过度尊奉法家而出现的暴

政ꎬ同时也是对汉初奉行黄老、刑名之学的批评ꎮ⑤ 董仲舒的思想ꎬ既体现了儒家登上中国政治

舞台的历史要求ꎬ也适应了汉武帝临政后改弦更张、有所作为的需求ꎬ尤其是在理论上为儒家的

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一个以“阴阳相生”为模本的哲学基础ꎬ将人间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为一个

统一体ꎬ确定了其“道之大原出于天ꎬ天不变ꎬ道亦不变”⑥的神圣地位ꎮ
在这个体系中ꎬ以德为主的“德”ꎬ当然不是先秦诸子百家各自阐述的“德”ꎬ而是儒家学说定

于一尊的“德”ꎬ它是由“六艺之科、孔子之术”⑦传承而来的ꎮ 孔子曾将“德”确定为“仁”与“礼”
两个方面ꎮ “仁”是“德”的精神内涵ꎬ是德的核心价值所在ꎬ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有关德的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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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ꎬ如忠、恕、智、勇、诚、信、义、温、良、恭、俭、让等ꎮ 在孔子那里ꎬ有关“德”的品质界定是多元化

的ꎬ并无一个统一的概念ꎮ “礼”是“德”的外在形态ꎬ是德的行为规范体现ꎬ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有

关德的行为准则ꎮ 孔子所言之“礼”依据的是周礼ꎬ但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和创意ꎮ 周礼的特征是

比较讲究制度化建设ꎮ «周礼»«仪礼»和«礼记»世称“三礼”ꎬ这其中虽有汉儒的整理、篡改与发

挥ꎬ但其基本内容还可以看作是由“周公制礼”所确立的ꎮ 荀子将孔子所言“礼”的范围进行了扩

大ꎬ加入了“法”的内容ꎮ 董仲舒吸收孔、荀的思想ꎬ对“德”和“礼”进行了比较严谨的理论整合ꎮ
董仲舒明确了“仁”在“德”中的核心价值ꎬ所谓以德治国即为以仁治国ꎮ 仁政是治国理政的

最高目标和根本追求ꎮ “仁ꎬ天心ꎮ”①仁的内涵即为孔、孟所言的“仁者爱人”ꎮ “仁者ꎬ爱人之名

也”ꎬ“何谓仁? 仁者憯怛爱人ꎮ”②帝王治国追求仁政ꎬ这是上天赋予的政治使命ꎮ “天高其位而

下其施ꎬ藏其形而见其光ꎮ 高其位ꎬ所以为尊也ꎻ下其施ꎬ所以为仁也ꎻ藏其形ꎬ所以为神ꎻ见其光ꎬ
所以为明ꎮ 故位尊而施仁ꎬ藏神而见光者ꎬ天之行也ꎮ”③董仲舒以此为帝王定制了一个政治上的

道德标杆ꎬ形成了对君权的一种道义上的限制ꎮ 这与他的“君权天授”理论相呼应ꎬ一方面确定

了帝国皇权的合法性地位ꎬ另一方面又把皇权限定在一定的道德框架内ꎬ使其在合乎儒家道德规

范的范围内运行ꎮ 同时ꎬ他又用“天人感应”的思想把“天心”与“灾异”结合起来ꎬ形成对帝王的

一种警示ꎮ 帝王失德ꎬ国家有乱ꎬ则上天必以灾异之象警示之ꎮ “凡灾异之本ꎬ尽生于国家之失ꎮ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ꎬ而天出灾害以遣告之ꎻ遣告之而不知变ꎬ乃见怪异以惊骇之ꎬ惊骇之尚不知畏

恐ꎬ其殃咎乃至ꎮ 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ꎮ”④有的时候ꎬ这种“天心”也与民意相联系ꎬ表
现为人世间的人心向背ꎮ 失德者为民所抛弃ꎬ有德者得民之拥戴ꎮ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ꎬ若归父

母ꎬ故天瑞应诚而至ꎮ 尧舜行德则民仁寿ꎬ桀纣行暴则民鄙夭ꎮ”⑤当然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这
种限定仅仅是理论上的ꎬ其对皇权实际的政治运作影响极为有限ꎮ 不过自董仲舒为帝王设置了

这样一个道德标杆后ꎬ一些具有贤明素质的帝王对此也并非全无反应ꎮ 一些帝王在国家经历大

难之后要下所谓“罪己诏”ꎬ不管其内心真实想法究竟如何ꎬ但至少在形式上可以看出董仲舒此

说所产生的某些政治作用ꎮ
董仲舒区分了“礼”与“法”的关系ꎬ明确将“礼”确定为伦理道德的范畴ꎬ而将“法”定义为法

律意义上的“刑”ꎮ 在孔子、孟子那里ꎬ“礼”“法”不分ꎬ法包含于“礼”中ꎮ⑥ 荀子稍有区分ꎬ但功

用之论未明ꎮ 周公制礼的“礼”既包含着伦理规范ꎬ也包含着典章法规ꎮ 法家崇法而轻礼ꎬ强调

“不别亲疏ꎬ不殊贵贱ꎬ一断于法ꎬ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⑦ꎮ 将礼、法分开ꎬ区别二者之间作为社

会制度化建构的功能ꎬ是董仲舒对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一个贡献ꎮ 对此ꎬ司马迁曾引用董仲舒

言:“礼禁未然之前ꎬ法施已然之后ꎮ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ꎬ而礼之所禁者难知ꎮ 君子以其易见也ꎬ
故尤重之ꎮ”⑧董仲舒认为ꎬ在社会制度化建构与政治运作中ꎬ礼与法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ꎮ
“礼”的作用在于使民众懂得人伦礼义ꎬ进而有是非之心、羞耻之心ꎬ培养其道德素质ꎮ 他认为ꎬ
在一个道德水平下降的社会ꎬ单纯用法律来治理ꎬ其作用非常有限ꎬ必须强调礼治ꎬ提升人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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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水平ꎬ才可达到社会安定的效果ꎮ “今汉继秦之后ꎬ如朽木粪墙矣ꎬ虽欲善治之ꎬ亡可奈何ꎮ 法

出而奸生ꎬ令下而诈起ꎬ如汤止沸ꎬ抱薪救火ꎬ愈甚亡益也ꎮ”①为此ꎬ他提出以“三纲五常”作为社

会的道德规范ꎮ “三纲五常”也就是“礼”的具体化ꎬ其作用在于以礼治稳定社会秩序ꎮ “知仁谊

(义)ꎬ然后重礼节ꎻ重礼节ꎬ然后安处善ꎮ”②而“法”的作用是作为“礼”的补充ꎬ在道德规范无法

正常运行的某些时候或领域ꎬ可用司法的手段进行治理ꎬ以达到威慑的效果ꎬ使奸佞、暴戾之人不

能为非作歹ꎮ “刑罚以威其恶”③ꎬ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ꎮ “教ꎬ政之本也ꎻ狱ꎬ政之末也ꎮ”④但

是ꎬ董仲舒也坚持认为在社会治理中“刑”是不可偏废的ꎬ这不仅是因为“刑”代表了天道之中的

“阴”ꎬ还因为在人性之中“贪欲”的不可消除和生性无德之人的存在ꎮ 董仲舒认为ꎬ社会之人按

其本性可分为“三品”ꎬ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ꎮ 圣人之性是天生道德高尚ꎬ中民之性

是可以用教化来改造使之趋向于善ꎬ而斗筲之性则是道德教化所难以改造的ꎬ只能用刑罚来防范

与压制ꎮ 所以ꎬ在社会制度的结构之中ꎬ应以礼制为先ꎬ刑罚次之ꎮ “圣人之道ꎬ众堤防之类也ꎬ
谓之度制ꎬ谓之礼节ꎬ故贵贱有等ꎬ衣服有制ꎬ朝廷有位ꎬ乡党有序ꎬ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ꎬ所以一

之也ꎮ”⑤

董仲舒对汉帝国政治运行的制度化设计的第二个重要内容ꎬ是以传统的宗法制度为基础ꎬ构
建一个由专制皇权占据主导地位而由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主要人伦关系为架构的ꎬ体现了尊卑

有序、高下有别的等级化的社会模式ꎮ 在这一模式中ꎬ儒家的价值理念起着重要的文化维系作

用ꎮ 这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ꎮ “三纲”ꎬ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ꎻ“五常”ꎬ是指

“仁、义、礼、智、信”ꎮ “三纲五常”的提法是其来有自的ꎮ «论语»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ꎮ 孔子

对曰:‘君君ꎬ臣臣ꎬ父父ꎬ子子ꎮ’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ꎬ臣不臣ꎬ父不父ꎬ子不子ꎬ虽有粟ꎬ吾
得而食诸?’”⑥«论语»又说:“子有四教:文、行、忠、信”ꎬ“君子道者三ꎬ仁者不忧ꎬ智者不惑ꎬ
勇者不惧”ꎬ “君子义以为质ꎬ礼以行之ꎬ逊以出之ꎬ信以成之”⑦ꎮ 这可以看作“三纲五常”的滥

觞ꎮ «孟子»说:“王者施仁政于民ꎬ省刑罚ꎬ薄税敛ꎬ深耕易耨ꎬ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ꎬ入以事

其父兄ꎬ出以事其长上ꎬ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ꎬ“恻隐之心ꎬ仁之端也ꎻ羞恶之心ꎬ义
之端也ꎻ辞让之心ꎬ礼之端也ꎻ是非之心ꎬ智之端也”ꎬ“杨氏为我ꎬ是无君也ꎮ 墨氏兼爱ꎬ是无父

也ꎮ 无父无君ꎬ是禽兽也”⑧ꎮ «荀子»说:“体恭敬而心忠信ꎬ术礼义而情爱人”ꎬ“推礼义之统ꎬ分
是非之分ꎬ总天下之要ꎬ治海内之众”ꎬ“人也ꎬ忧忘其身ꎬ内忘其亲ꎬ上忘其君ꎬ则是人也而曾狗彘

之不若也”ꎬ“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ꎬ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ꎬ故人道莫不有辨”⑨ꎮ 这可以看

作“三纲五常”的补充性阐述ꎮ 由此可见ꎬ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是在孔、孟、荀的基础上整合

而成ꎮ
董仲舒依据天地阴阳之说ꎬ把人世间的伦理关系整合为三种基本关系ꎬ即父子关系、君臣关

系、夫妻关系ꎬ分别对应着阴阳二气ꎮ “父为阳ꎬ子为阴ꎻ君为阳ꎬ臣为阴ꎻ夫为阳ꎬ妻为阴”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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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父子、夫妇之义ꎬ皆取诸阴阳之道也”①ꎮ 在这种阴阳相生的关系中ꎬ阳者为上故位尊ꎬ阴者为

下故位卑ꎮ “故四时之行ꎬ父子之道也ꎻ天地之志ꎬ君臣之义也ꎻ阴阳之理ꎬ圣人之法也”ꎬ“丈夫虽

贱皆为阳ꎬ妇人虽贵皆为阴”②ꎮ 但是ꎬ尽管这三者关系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ꎬ但董仲舒还强调

了它们之间的“合”ꎮ 因为作为伦理关系ꎬ只分不合ꎬ便不足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ꎮ “凡物必有

合ꎮ 阴者阳之合ꎬ妻者夫之合ꎬ子者父之合ꎬ臣者君之合ꎮ 物莫无合ꎬ而合各有阴阳ꎮ 阳兼于

阴ꎬ阴兼于阳ꎻ夫兼于妻ꎬ妻兼于夫ꎻ父兼于子ꎬ子兼于父ꎻ君兼于臣ꎬ臣兼于君ꎮ”③只有“纲”而没

有“合”ꎬ三种关系也是不成立的ꎮ 在这里ꎬ“合”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天之“仁”道的体现ꎮ 君臣

也好ꎬ父子也好ꎬ夫妻也好ꎬ虽有尊卑之分、上下之别、男女之辨ꎬ但重要的还是以“合”为贵ꎬ谁也

不能离开“仁者爱人”的根本人性肆意妄为ꎬ所以要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妻恭ꎮ 因此ꎬ在
董仲舒看来ꎬ“三纲”是“礼”的基础ꎬ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安定有序的人间伦理秩序ꎮ “礼者ꎬ继
天地ꎬ体阴阳ꎬ而慎主客ꎬ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ꎬ而差内外、远近、新故之级也ꎮ”④这就是所谓的

“三纲”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ꎮ 在董仲舒看来ꎬ“三纲”作为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设计ꎬ是自然秩

序的体现ꎬ是“天道”在人间社会的投射ꎬ具有亘古不变的真理性ꎮ 在近代之后“自由” “民主”
“平等”的政治语境中ꎬ自然不难看出这一观念的局限性甚至荒谬性ꎬ但在古代的政治语境中ꎬ
“三纲”所发挥的社会治理作用还是不能一概抹杀的ꎮ “三纲”的关键之处是其适应了由农耕文

明所形成的血缘宗法制度而进行的政治制度化设计ꎬ体现了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特色ꎮ 这正如

恩格斯所言:“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ꎮ”⑤有了“三纲”ꎬ则
有了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依据ꎬ也有了国家政治运作的导向性理念ꎬ这对于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

多且生产力以农耕为主的统一大帝国是不可或缺的ꎮ 古代中国能够在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历史

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ꎬ直到 ２０ 世纪之初最后一个皇权专制王朝覆灭ꎬ而没有出现

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的状态ꎬ则可看出“三纲”在稳定社会和国家结构方面的作用ꎮ
董仲舒继承孔、孟、荀等儒家传统的伦理观ꎬ把与“三纲”相对应的人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作了

整理ꎬ提出了“五常”说ꎬ被后儒与“三纲”并举ꎬ表述为“三纲五常”ꎮ 当然在董仲舒的论述中ꎬ
“五常”在«贤良对策»中虽有过表述ꎬ“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ꎬ王者所当修饬也”⑥ꎬ但对

“五常”的具体阐释却不是一次性完整做出的ꎬ而是散落在不同的篇章中ꎮ 他在«贤良对策»中
说ꎬ要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ꎬ重在“仁”“义”“礼”三方面的教育ꎬ即“渐民以仁ꎬ摩民以谊(义)ꎬ节
民以礼”⑦ꎮ 在«春秋繁露»中ꎬ他又提出“必仁且智”的观点ꎬ认为仁者同时又必须是智者ꎬ这样

才可称得上道德高尚ꎮ “不仁不智而有材能ꎬ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ꎬ而赞其僻违之行ꎬ适
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ꎬ“仁而不智ꎬ则爱而不别也ꎻ智而不仁ꎬ则知而不为也ꎮ 故仁者所以爱

人类也ꎬ智者所以除其害也”⑧ꎮ 至于“信”ꎬ董仲舒曾多次提到:“«春秋»尊礼而重信ꎮ 信重于

地ꎬ礼尊于身”ꎬ“«春秋»贤而举之ꎬ以为天下法ꎬ曰礼ꎬ曰信”ꎬ“«春秋»之义ꎬ贵信而贱诈ꎮ 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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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胜之ꎬ虽有功ꎬ君子弗为也”ꎬ“忠信而博爱ꎬ敦厚而好礼ꎬ乃可谓善”①ꎮ 所以ꎬ在董仲舒的著述

中ꎬ有了“三纲五常”的内容ꎬ但还不是一个整体性的理念ꎮ 把“三纲五常”作为一个整体理念提

出来ꎬ是到了班固所撰的«白虎通义»ꎮ «白虎通义»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ꎬ主要内容为记述白

虎观会议上经学家关于经学之讨论ꎬ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ꎮ 在归纳董仲舒学

说的基础上ꎬ它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概念ꎮ “三纲”最初表述为“署为数纲ꎬ父为子纲ꎬ夫
为妻纲”ꎻ“六纪”表述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ꎮ «白虎通义»认为“三纲法天地

人ꎬ六纪法六合”ꎬ“六纪”由“三纲”出ꎬ而“三纲”统领“六纪”ꎮ 到了宋代理学ꎬ经过程颢、程颐、
朱熹等人的进一步整理与阐释ꎬ“三纲五常”才固定下来ꎬ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理念ꎮ 就儒家学

说而言ꎬ“五常”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是作为“教化”的道德规范ꎬ用以塑造和提升人们的道德

素质ꎮ 这在董仲舒政治学说的话语系统中称之为“堤防”ꎮ “夫万民之从利也ꎬ如水之走下ꎬ不以

教化堤防之ꎬ不能止也ꎮ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ꎬ其堤防完也ꎻ教化废而奸邪并出ꎬ刑罚不能胜

者ꎬ其堤防坏也ꎮ”②故“五常”在政治的制度化设计中也是属于“礼”的范围ꎬ体现着“仁”的价值ꎮ
按照董仲舒“仁”为阳而“刑”为阴的观念ꎬ“礼”在社会治理上应承担着比“刑”更为重要的作用ꎬ
这便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精确化表述ꎮ 换言之ꎬ通过“教化”的途径ꎬ用“五常”的道德规

范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ꎬ使得人们具有一定的文明素养ꎬ社会、国家稳定、和谐ꎬ就可以说是达

到了“德治”“仁政”的目的ꎮ 这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ꎬ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政

治具有一定的启发性ꎮ

三、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国家构想

董仲舒的国家构想是以«春秋»公羊学为宗旨ꎬ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治术与学术相互依存

的统一大帝国ꎬ作为实现“王道”社会的基础ꎮ 这就是他所谓的“«春秋»大一统者ꎬ天地之常经ꎬ
古今之通谊也”③ꎮ 而建立这样一个统一大帝国ꎬ所遇到的首要问题ꎬ就是如何在一个幅员广阔、
人口众多的国家确立统一的国家意识ꎮ

应该说ꎬ中国之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意识ꎬ是从秦朝开始的ꎮ 商、周时期的所谓“天下”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ꎬ它是由一些从部落转化而来的分散的方国和王室宗族分封的诸侯国所构成ꎬ
既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财政税收体制ꎬ也没有统一的军事、治安、教育组织ꎬ只可以看作是

一个具有相对统一的政治归属的联盟ꎮ 周公制礼虽然有一定的制度化设计ꎬ但并没有真正形成

各诸侯国达成一致共识的政治规则ꎬ只是在周王室及鲁国等少数国家和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保存

下来ꎮ 商、周的天子虽被尊为天下的共主ꎬ但并不是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ꎬ所谓“普天之

下ꎬ莫非王土ꎻ率土之滨ꎬ莫非王臣”④ꎬ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列国纷争ꎬ互
为敌手ꎬ各个分散国家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威胁ꎬ特别是在天下共主周王室衰微后ꎬ这种作为独

立国家的合法性更是得不到保证ꎮ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董仲舒之言:“«春秋»之中ꎬ弑君

三十六ꎬ亡国五十二ꎬ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ꎮ 察其所以ꎬ皆失其本也ꎮ”⑤国家合法

性的丧失ꎬ主要问题在于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国家意识的缺位ꎮ 秦朝虽然具有了完整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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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意识ꎬ但由法家所设计的国家构想也存在一个致命弱点ꎬ那就是道义的缺失和民意的匮

乏ꎮ 董仲舒在给汉武帝所上的«贤良对策»中谈到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国家

合法性的不完备或不充分ꎮ “至秦则不然ꎮ 师申、商之法ꎬ行韩非之说ꎬ憎帝王之道ꎬ以贪狼为

俗ꎮ 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ꎮ 诛名而不察实ꎬ为善者不必免ꎬ而犯恶者未必刑也ꎮ 是以百官皆饰

虚辞而不顾实ꎬ外有事君之礼ꎬ内有背上之心ꎬ造伪饰诈ꎬ趋利无耻ꎻ又好用憯酷之吏ꎬ赋敛亡度ꎬ
竭民财力ꎬ百姓散亡ꎬ不得从耕织之业ꎬ群盗并起ꎮ 是以刑者甚重ꎬ死者相望ꎬ而奸不息ꎬ俗化使然

也ꎮ”①可见ꎬ董仲舒明显看到不从道义上解决国家合法性问题ꎬ就难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ꎮ
国家合法性的关键ꎬ是政权的合法性ꎬ也就是统治者要获得让国人认可的合理的执政地位ꎮ

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统一国家的政治遗产ꎬ但毕竟汉室是从草莽身份经过暴力夺权一跃而为

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统一大帝国的政权获得者ꎬ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是其面临的一个

十分严峻的问题ꎮ 事实上ꎬ从刘邦取得皇帝之位开始ꎬ汉朝宗室就已经在利用当时流行的“天人

感应”意识来营造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ꎮ «史记»所记载的刘媪梦见蛟龙缠身而有刘邦以及刘邦

斩蛇起义的两则故事ꎬ就是刘氏王朝为自身政权合法性所编造的最初舆论ꎮ 然而ꎬ这个问题在董

仲舒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很好解决ꎮ 董仲舒运用“天人合一”“君权天授”以及阴阳五行

思想ꎬ为汉帝国政权的合法性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建构ꎬ确立了中国古代统一皇权专制王朝的稳

固的国家意识ꎮ
董仲舒从当时已经流行的“天人合一”意识出发ꎬ强化提出了“君权天授”的理念ꎬ为汉帝国

以及此后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国家的合法性奠定了第一块基石ꎮ “君权天授”是董仲舒政治思想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ꎬ也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理念ꎮ 何为“君权天授”? 就是说ꎬ
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不是在人间自然形成的ꎬ而是来自于上天的安排ꎬ是上天赋予的权力ꎮ “君权

天授”的思想不是董仲舒独创ꎬ而是古来有之ꎮ 夏、商、周三代皆有“君权天授”之说ꎮ «尚书大

禹谟»说:“帝德广运ꎬ乃圣乃神ꎬ乃武乃文ꎮ 皇天眷命ꎬ奄有四海ꎬ为天下君ꎮ”②«尚书仲虺之

诰»说:“天乃锡王勇智ꎬ表正万邦ꎬ缵以旧服ꎻ兹率厥典ꎬ奉若天命ꎮ”③«尚书大诰»说:“天休于

宁王ꎬ兴我小邦周ꎬ宁王惟卜用ꎬ克绥受兹命ꎮ”④现已解读出殷商、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卜辞中也

可发现“君权天授”的内容ꎮ 殷人把上天称之为“帝”或“上帝”ꎬ认为商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

赐予ꎻ周人则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ꎬ把周王视为上天之子ꎬ自称为“天子”ꎮ 后来“天子”
这个名称就被历代君王所沿用ꎮ 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刻录着这样的文字:“丕显文武ꎬ皇天

宏厌厥德ꎬ配我有周ꎬ膺受天命”ꎬ明确提出了“君权天授”的思想ꎮ 董仲舒“君权天授”的理念不

过是对古人思想的沿用ꎮ 与古人不同的是ꎬ董仲舒对“君权天授”的理念依据汉帝国的现实情

况ꎬ结合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ꎬ进行了新的富有哲理意义的阐释ꎮ 在董仲舒这里ꎬ“天”已不再

是古人心中的那种单纯的人格神ꎬ而是由阴阳二气化合而成的超然之物ꎬ其中阳尊阴卑ꎬ阳为主

导ꎮ 阳的性质是“生”ꎬ“生”体现为“仁”ꎬ因此天的本质是“仁”ꎮ 从这里出发ꎬ董仲舒认为“君权

天授”意味着ꎬ君主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地位和权力ꎬ更重要的是天所赋予的“仁”之道ꎮ 君

主需要有一颗“仁爱”之心ꎬ做到“仁者爱人”ꎬ才能体现天的意志ꎬ为百姓之首、天下之主ꎮ 董仲

舒在解释“王”这一概念时说:“三画而连其中ꎬ谓之王ꎮ 三画者ꎬ天地与人也ꎬ而连其中者ꎬ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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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ꎮ 取天地与人之中而参通之ꎬ非王者孰能当是? 是故王者唯天之施ꎬ施其时而成之ꎬ法其命

而循之诸人ꎬ法其数而以起事ꎬ治其道而以出法ꎬ治其志而归之于仁ꎮ”①君主如果失去了“仁”ꎬ也
便失去了“君权天授”的合法性ꎬ其地位与权力“天必夺之”ꎮ 董仲舒举了桀纣的例子ꎬ说明“君权

天授”的两面性:“桀纣皆圣王之后ꎬ骄溢妄行ꎮ 侈宫室ꎬ广苑囿ꎬ穷五彩之变ꎬ极饬材之工ꎬ困野

兽之足ꎬ竭山泽之利ꎬ食类恶之兽ꎮ 夺民财食ꎬ高雕文刻镂之观ꎬ尽金玉骨象之工ꎬ盛羽旄之饰ꎬ穷
黑白之变ꎮ 深刑妄杀以陵下ꎬ听郑卫之音ꎬ充倾宫之志ꎬ灵虎兕文采之兽ꎮ 以希见之意ꎬ赏佞赐

谗ꎮ 以糟为丘ꎬ以酒为池ꎮ 孤贫不养ꎬ杀圣贤而剖其心ꎬ生燔闻其臭ꎬ剔孕妇见其化ꎬ斫朝涉之足

察其拇ꎬ杀梅伯以为醢ꎬ刑鬼侯之女取其环ꎮ 诛求无已ꎮ 天下空虚ꎬ群臣畏恐ꎬ莫敢尽忠ꎬ纣愈自

贤ꎮ 周发兵ꎬ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ꎬ共诛纣ꎬ大亡天下ꎮ”②从董仲舒对“君权天授”的两面性

论述来看ꎬ他的这个理念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所说的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背叛ꎬ而是用一种更

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依据来强调“民本”的重要性ꎬ为“民本”寻找到了天道之为“仁”这样一个

价值立论的基点ꎬ从而完备了“君权天授”的思想ꎮ 在董仲舒“君权天授”的“天”里ꎬ既具有至高

无上的“天意”ꎬ也包含着来自民间社会的“民意”ꎮ “天意”以祥瑞或灾异示“人”ꎬ“民意”以民心

向背而通“天”ꎮ 在这里ꎬ董仲舒用“天地人”这一逻辑架构ꎬ对君主权力的合法性、绝对性做出了

特定的限制ꎮ
同“君权天授”相关联的ꎬ是董仲舒提出的另外一个概念ꎬ即“天命”ꎮ 所谓天命ꎬ就是上天的

指令或安排ꎮ “君权天授”便是奉天之“命”ꎮ “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ꎬ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

者ꎬ此受命之符也ꎮ”③天命所降ꎬ必有符瑞所现ꎮ “天下之同心归之ꎬ若归父母ꎬ故天瑞应诚而至ꎮ
«书»曰‘白鱼入于王舟ꎬ有火复于王屋ꎬ流为鸟’ꎬ此盖受命之符也ꎮ”④的确ꎬ正如有的学者曾指

出的ꎬ董仲舒通过“天命”为“君权天授”披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ꎬ增强了帝王所获地位与权

力的神秘性、权威性ꎬ加强了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ꎮ 但是ꎬ董仲舒同时也阐释了“天命”的另外一

层涵义ꎮ 他说:“求王道之端ꎬ得之于正ꎮ 正次王ꎬ王次春ꎮ 春者ꎬ天之所为也ꎻ正者ꎬ王之所为

也ꎮ 其意曰ꎬ上承天之所为ꎬ而下以正其所为ꎬ正王道之端云尔ꎮ”⑤也就是说ꎬ君权固然“天授”ꎬ
但所能够承受“君权”之人ꎬ必须是能够遵行正道之人ꎮ 何谓“正道”? 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效法

上古“三王”ꎮ “帝三王之治天下ꎬ不敢有君民之心ꎮ 教以爱ꎬ使以忠ꎬ敬长老ꎬ亲亲而尊尊ꎬ不夺

民时ꎬ使民不过岁三日ꎮ 民家给人足ꎬ无怨望无忿怒之患ꎬ强弱之难ꎬ无谗贼妬疾之人ꎮ 民修德而

美好ꎬ被发衔哺而游ꎬ不慕富贵ꎬ耻恶不犯ꎮ 父不哭子ꎬ兄不哭弟ꎮ 毒虫不螫ꎬ猛兽不搏ꎬ抵虫不

触ꎮ 故天为之下甘露ꎮ”⑥这其实就是孔子、孟子、荀子所说过的“仁政”或“王道”社会ꎮ 君主如

果达不到“仁政”或“王道”社会的要求ꎬ是配不上“君权天授”的ꎬ因而也得不到“天命”的眷顾ꎮ
而如若实现这样的社会ꎬ则非一般人能够做到ꎬ必须是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ꎮ 这样的人ꎬ董仲舒

称之为“圣人”ꎮ “圣人法天而立道ꎬ亦溥爱而亡私ꎬ布德施仁以厚之ꎬ设谊(义)立礼以导之ꎮ”这
样才能获得“天命”ꎮ “天令之谓命ꎬ命非圣人不行ꎮ”⑦在这里ꎬ董仲舒实际上为统治者设置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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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高的道德门槛ꎬ他用来自上天的“道德律令”制约统治者的现实权力ꎬ使统治者能够在维护

自己统治的同时ꎬ关心民瘼ꎬ关爱民生ꎬ造福于天下百姓ꎮ 这实际上与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不矛

盾ꎬ仍然是儒家传统的一种继续ꎮ
在“君权天授”的国家意识框架中ꎬ董仲舒对国家的组织构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ꎮ 他认

为ꎬ国家的构成元素主要为君、民这一对重要关系ꎮ 在这中间是由各级官吏构成的国家管理阶

层ꎬ它在君、民之间起着上传下达、沟通调和的作用ꎮ 为此ꎬ董仲舒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出发ꎬ阐述

了君、民、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国家构成中所起的作用ꎮ
就君、民关系而言ꎬ董仲舒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ꎬ即“屈民以伸君ꎬ屈君以伸天”ꎮ 在以往的

董仲舒研究中ꎬ多数观点将这一命题看作是用君权对民意的压制ꎬ也是孟子“民为贵ꎬ社稷次之ꎬ
君为轻”①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倒退ꎮ 其实ꎬ董仲舒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本无强化君主专制的意

思ꎬ这一意思是后人的引申ꎮ 董仲舒这一观点的提出ꎬ源自于他的天赋人性的理论ꎮ “缘民臣之

心ꎬ不可一日无君ꎮ 一日不可无君ꎬ而犹三年称子者ꎬ为君心之未当立也ꎮ 此非以人随君耶? 孝

子之心ꎬ三年不当ꎮ 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ꎬ与天数俱终始也ꎮ 此非以君随天邪! 故屈民而伸

君ꎬ屈君而伸天ꎬ«春秋»之大义也ꎮ”②董仲舒认为ꎬ民间守孝三年的习俗和礼法是怎么来的? 这

来自于“天数”ꎬ所谓“天数”也就是自然的法则ꎬ它决定了人性的存在ꎮ 三年守孝之期是与“一生

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的自然规律相对应的ꎬ“三”既为天之数ꎬ也是人情之数、礼法之数ꎮ 君主

去世ꎬ其子继承其位ꎬ虽为新君ꎬ但不可称为君ꎬ仍要称为“子”ꎮ 这对民臣来说ꎬ国“一日不可无

君”ꎬ不称新君感情上过不去ꎬ但对新君来说ꎬ必以三年为期ꎬ才能真正临朝称君ꎮ 这叫“屈民而

伸君”ꎮ 不过ꎬ这对君主来说ꎬ三年守孝之期未到ꎬ孝子之心难安ꎬ但国家治理的需要ꎬ要求他必

须即位ꎬ所以新君“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ꎬ也可以算作“与天数俱始终也”ꎮ 这叫“屈君而伸

天”ꎮ 董仲舒的这一观点是他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目的是在政治与道德之间找

到一条互相通融、彼此协调的通道ꎬ既避免道德对政治的严格约束ꎬ把政治牢牢绑在道德的祭坛

上ꎬ又避免政治脱离道德ꎬ走上一条非道德化的道路ꎮ 在这一命题中ꎬ董仲舒把君、民关系定义为

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ꎮ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ꎬ君主是国家合法性的代表者ꎬ也是国家存在的

象征ꎬ故“国不可一日无君”ꎬ这同时也是民意ꎮ 君主的个人意愿应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服从ꎬ但
是民意也是不可忽视的ꎬ因为只有国家存在、社会安定ꎬ民众才会有稳定的社会生活ꎮ 民众对国

君的要求其实也是“天意”的体现ꎮ “屈民而伸君”是说民众应该照顾到君主的道德需求与政治

形象ꎬ必要的时候要维护其道德需求与政治形象ꎻ而“屈君以伸天”则是说君主应该照顾到民众

的现实需求ꎬ因为民众的现实需求体现着国家治理的不可缺位ꎬ这实际也是“天地之大德曰生”
的天意之所在ꎮ 当然ꎬ在君、民这对国家内部的关系中ꎬ君处于主导的地位ꎬ而民处于服从的地

位ꎬ这是由阴阳所化成的天道决定的ꎮ 君为阳而民为阴ꎬ君为尊而民为卑ꎮ 但阴阳、尊卑之间也

是互为作用的ꎮ 阴助阳以成化ꎬ卑助尊以立国ꎮ 说到底ꎬ国家的存在既在于君主的号召与领导ꎬ
也在于民众的归附与拥戴ꎮ 那么ꎬ君主的号召与领导力来自何处呢? 董仲舒认为ꎬ其来自于天道

所赋予的仁心与正义ꎬ这决定了君权真正的合法性ꎮ “王者ꎬ人之始也ꎮ 王正则元气和顺ꎬ风雨

时ꎬ景星见ꎬ黄龙下ꎮ 王不正则上变天ꎬ贼气并见ꎮ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ꎬ不敢有君民之心ꎮ”③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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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代表仁心与正义ꎬ将君权过度凌驾于民众之上ꎬ那也会得到上天的惩戒ꎬ或有灾异降临ꎬ
或有民怨沸腾ꎬ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家的掌控ꎬ造成王朝的覆灭ꎮ

至于负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官僚阶层与君、民的关系ꎬ董仲舒将其定义为“辅德”与“佐职”ꎮ
“众圣辅德ꎬ贤能佐职ꎬ教化大行ꎬ天下和洽ꎬ万民皆安仁乐谊(义)ꎬ各得其宜ꎬ动作应礼ꎬ从容中

道ꎮ”①官僚阶层的各级官吏由君主所任命ꎬ担当国家治理的各项职责ꎬ为君主负责ꎻ但他们也负

担着保障与发展民生、教化与管理民众的责任ꎬ在君主与民众之间起着上传下达、沟通调和的作

用ꎮ “王者制官ꎬ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ꎬ凡百二十人ꎬ而列臣备矣ꎮ”②在董仲舒的

设计中ꎬ官吏的职责主要有四项:一是维护君主的皇权专制地位ꎬ按照君主的意愿履行管理国家

的职能ꎬ为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建言献策ꎬ但是在国家利益大于君主意愿的时候ꎬ官吏应以国家利

益为上ꎬ应体现出«春秋»大义的原则ꎻ二是奉行儒家“民为邦本”的理念ꎬ关注与发展民生ꎬ推进

农耕、商贸等经济活动ꎬ救困济贫、治理灾害ꎬ在保障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国家

的富强ꎻ三是以儒家的道德礼法与国家法律管理社会ꎬ既要在必要时动用刑罚处置违法现象ꎬ又
要用教化的方式引导民众ꎬ促进其道德水平的提高ꎬ达到社会和谐ꎻ四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ꎬ重
视教育和人才培养ꎬ办好太学、庠、序等各级学校ꎬ为政权培养合适的支持者与从业者ꎬ同时通过

选贤任能的方式ꎬ有效为君主推举官吏、使用官吏及考核官吏ꎬ强化国家的行政运转ꎮ 他认为ꎬ国
家各级官吏的来源应打破传统的门阀世袭制度和随意性很大的君主择卿习惯ꎬ而由国家所兴办

的专门教育机构ꎬ即“太学”来提供ꎬ以保证官吏的从政质量ꎮ 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对策”中说:
“臣愿陛下兴太学ꎬ置明师ꎬ以养天下之士ꎬ数考问以尽其材ꎬ则英俊宜可得矣ꎮ”③在接受专门教

育的基础上ꎬ担任国家公职的官吏则由各级官员层层推举ꎬ直至推举到朝廷ꎮ 这就是汉代的“察
举”制度ꎮ “察举”虽不肇始于董仲舒ꎬ但因董仲舒而获得了完善ꎮ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
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ꎬ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ꎬ且以观大臣之所能ꎻ所贡贤者有赏ꎬ所贡不肖者有

罚ꎮ 夫如是ꎬ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ꎬ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ꎮ”④应该说ꎬ董仲舒的这一意

见为后来科举制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ꎬ把先秦儒家的“尊贤礼士”“选贤与能”传统制度化、具体

化ꎬ在政治的操作层面上完成了其由思想到实践的转换ꎮ 据«汉书»记载ꎬ董仲舒所设计的这一

官吏培养、举荐制度ꎬ在武帝之后逐渐推行ꎬ确定了汉代官吏来源的基本途径ꎬ形成了中国古代文

官制度的最初形态ꎮ
董仲舒还认为ꎬ官僚阶层如能担当起这些国家治理的职责ꎬ其整体素质尤其是道德品格是十

分重要的ꎮ 这就需要从政的各级官吏必须经过由儒家文化所主导的正规思想教育ꎬ遵循儒家的

道德规范ꎬ按照儒家思想的政治原则去从事行政管理ꎮ 这一过程ꎬ董仲舒称之为“正”ꎮ “正”的
次序是先由“人君”ꎬ后到“百官”ꎬ再到“万民”ꎮ “故为人君者ꎬ正心以正朝廷ꎬ正朝廷以正百官ꎬ
正百官以正万民ꎬ正万民以正四方ꎮ 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ꎬ群生和而万民殖ꎬ五谷孰ꎬ而草木

茂ꎬ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ꎬ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ꎬ诸福之物ꎬ可致之祥ꎬ莫不毕至ꎬ而王道

终矣ꎮ”⑤为了能够让官吏勤勉施政、履行职责ꎬ董仲舒制定了对官吏的考核之法ꎬ从制度上保证

国家管理机器的正常运转ꎮ “考绩之法ꎬ考其所积也ꎮ 考绩黜陟ꎬ计时除废ꎬ有益者谓之公ꎬ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０８ 页ꎮ
董仲舒撰ꎬ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２１４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１１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１１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０４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无益者谓之烦ꎮ 擥名责实ꎬ不得虚言ꎬ有功者赏ꎬ有罪者罚ꎬ功盛者显赏ꎬ罪多者罚重ꎮ 不能致功ꎬ
虽有贤名ꎬ不予之赏ꎻ官职不废ꎬ虽有愚名ꎬ不加之罚ꎮ 赏罚用于实ꎬ不用于名ꎬ贤愚在于质ꎬ不在

于文ꎮ 故是非不能混ꎬ喜怒不能倾ꎬ奸轨不能弄ꎬ万物各得其冥ꎬ则百官劝职ꎬ争进其功ꎮ”①他为

此还具体设计了对各级官吏的较为详细的“考试之法”ꎮ 不同级别的官吏有不同的“考试”时间

与次数ꎬ然后将其累计以为“绌陟”的依据ꎬ“命之曰计”ꎮ 考核分为内考与外考ꎬ以官吏各自的所

得成绩ꎬ分为上中下三等ꎬ每等之内又可据其成绩再行细分ꎮ 朝廷则依据这些考核的结果ꎬ对官

吏进行赏罚ꎮ 这种对官吏考核的制度化设计ꎬ是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重要行政手段ꎬ受
到了自汉帝国之后历代王朝的重视ꎮ

四、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社会理想

任何形态的政治ꎬ在其国家层面的意义上的作用无非有四个:一是维护现有政权的合法性ꎬ
巩固现有政权统治ꎻ二是在现有政权内部推行改革ꎬ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更新ꎻ三是否定现有政权

的合法性ꎬ用特定方式夺取政权ꎻ四是通过政权的运作ꎬ实现必要的社会理想ꎮ 其实ꎬ政治从一开

始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ꎬ表现为人们攫取、设计、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

动ꎬ这其中包括对一定社会理想的追求与实现ꎮ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当然也包含着对社会理想

的追求与实践设计ꎮ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社会理想是以儒家社会理想的蓝图为基础的ꎮ 儒家的社会理想价值核心

是“仁政”或“王道”ꎬ其实现蓝图为“大同”ꎮ “仁政”或“王道”都是由君主自上而下、率先垂范ꎬ
用以“仁义”为理念的道德治理国家、教化万民ꎬ使整个国家达到一定的道德水准ꎬ人人皆能以道

德礼法规范自己ꎬ从而实现“善治”的目的ꎮ “大同”则是这种“仁政”或“王道”的终极结果ꎮ 儒

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有对“大同”的形象描绘:“大道之行也ꎬ天下为公ꎬ选
贤与能ꎬ讲信修睦ꎮ 故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ꎬ使老有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ꎬ矜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ꎬ男有分ꎬ女有归ꎮ 货恶其弃于地也ꎬ不必藏于已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不必为已ꎮ
是故谋闭而不兴ꎬ盗窃乱贼而不作ꎬ故外户而不闭ꎮ 是谓大同ꎮ”②董仲舒对儒家的这一社会理想

是非常认同的ꎮ 他在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也表达了对这一社会理想的向往:“帝三王之治

天下ꎬ不敢有君民之心ꎮ 十一而税ꎮ 教以爱ꎬ使以忠ꎮ 敬长老ꎬ亲亲而尊尊ꎬ不夺民时ꎬ使民不过

岁三日ꎮ 民家给人足ꎬ无怨望忿怒之患ꎬ强弱之难ꎬ无谗贼妬疾之人ꎮ 民修德而美好ꎬ被发衔哺而

游ꎬ不慕富贵ꎬ耻恶不犯ꎮ 父不哭子ꎬ兄不哭弟ꎮ 毒虫不螫ꎬ猛兽不搏ꎬ抵虫不触ꎮ 故天下为之甘

露ꎬ朱草生ꎬ醴泉出ꎬ凤凰麒麟游于郊ꎮ 囹圄空虚ꎬ画衣裳而民不犯ꎮ 四夷传译而朝ꎬ民情至朴而

不文ꎮ”③董仲舒的这一社会理想与孔子所言的“大同”相比ꎬ共同点是都以儒家的“仁政”为社会

的基本政治架构ꎬ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上ꎬ通过教化促使人们道德素质达到自觉的程

度ꎬ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ꎮ 所不同的是董仲舒比先秦儒家更重视经济在实现社会理想方面的作

用ꎮ 他认为ꎬ道德教化应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ꎬ以较为充分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为前

提ꎬ否则教化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ꎮ 董仲舒这一思想是与他的人性观互为依存的ꎮ 天生

人而有欲ꎬ欲望是生命存在的动力ꎬ无生命动力则社会便无以存在与发展ꎬ因而也就不会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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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实现ꎮ “命者天之令也ꎬ性者生之质也ꎬ情者人之欲也ꎮ”①他认为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

求ꎬ这是统治者能够巩固统治、长久执政的前提ꎮ 在董仲舒看来ꎬ人生而有欲是一种合理的生活

需求ꎬ也是一种天赋人性ꎬ顺应这种人性即是顺应天性ꎮ 因为人秉天地之气而生ꎬ“人始生有大

命ꎬ是其体也”②ꎮ 所谓“体”ꎬ就是上天所给予人的生命安排ꎮ 一个理想化的社会ꎬ既不应该是法

家所主张的以律法严格规范、秩序森然的社会ꎬ也不应该是道家所倡导的弃绝人之欲望、抱朴守

拙的社会ꎬ而应该是物质生活充裕ꎬ人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ꎬ人际关系能够互惠互利ꎬ人人抱有仁

爱礼让之心ꎬ让生命处于美好状态的社会ꎮ 实际上ꎬ这也就是儒家所谓的“王道”社会ꎮ
为此ꎬ董仲舒从天道公平的原则出发ꎬ以社会财富的平衡为目的ꎬ主张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

把重点放在抑制权贵、豪强ꎬ为下层民众争取必要的经济空间上ꎮ 董仲舒认为ꎬ生命的存续与繁

衍是天之德ꎬ而使天下苍生都能够获得其生命存续与繁衍的权利则是天之道ꎬ所以天道的原则即

为公平ꎮ 社会之所以出现动乱ꎬ国家之所以出现危机ꎬ就内政而言便是公平出了问题ꎮ “夫天亦

有所分予ꎬ予之齿者去其角ꎬ傅其翼者两其足ꎬ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ꎮ 古之所予禄者ꎬ不食于

力ꎬ不动于末ꎬ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ꎬ与天道同意者也ꎮ 夫已受大ꎬ又取小ꎬ天不能足ꎬ而况人乎!
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ꎮ”③要解决“受大而取小”亦即权贵、豪强无所顾忌而肆意攫取财富的

问题ꎬ必须要有政府干预ꎬ用相应的经济政策抑制权贵、豪强ꎬ维持社会财富的平衡ꎬ使普通百姓

具有保证其生命存续与繁衍权利的条件ꎮ “故受禄之家ꎬ食禄而已ꎬ不与民争业ꎬ然后利可均布ꎬ
而民可家足ꎮ 此上天之理ꎬ而亦太古之道ꎬ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ꎬ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ꎮ”④这

种经济政策ꎬ有着促进民生、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ꎬ同时也有利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ꎮ “尔
好谊ꎬ则民乡仁俗善ꎻ尔好利ꎬ则民好邪而俗败ꎮ”⑤所以ꎬ公平原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极为重要的

经济导向ꎬ政府在这方面应有“君子”之风ꎬ而不能效小人之为ꎮ «春秋繁露玉英篇»叙述鲁隐

公“观鱼于棠”ꎬ实际是张网捕鱼ꎬ与民争利ꎬ这一行为违背了天道公平的原则ꎬ所以«春秋»予以

了讥刺与贬责ꎮ 说到底ꎬ能否维护社会财富的平衡ꎬ避免强权阶层越界谋利ꎬ形成巨大的贫富差

异ꎬ这是一个政府的公信力问题ꎮ 对此ꎬ董仲舒提出了谆谆告诫:“由是观之ꎬ天子大夫者ꎬ下民

之所视效ꎬ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ꎮ 近者视而放之ꎬ远者望而效之ꎬ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

行哉! 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ꎬ庶人之意也ꎻ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ꎬ大夫之意也ꎮ «易»
曰:‘负且乘ꎬ致寇至ꎮ’乘车者君子之位也ꎬ负担者小人之事也ꎬ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

者ꎬ其祸患必至矣ꎮ 若居君子之位ꎬ当君子之行ꎮ”⑥政府的作为就是要担当起“君子”的职责ꎬ奉
行天道ꎬ扶弱救贫ꎬ促进社会公平ꎮ

董仲舒还认为ꎬ理想社会的经济活动应以道德约束为前提ꎬ贯彻“义”在“利”先的原则ꎬ在义

与利产生矛盾之时可以舍弃利而追求义ꎬ即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ꎮ 可以看出ꎬ对经济活动中

必然出现的利益问题ꎬ董仲舒继承了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思想ꎬ既肯定了经济活动中个体利益

追求的合理性、必然性ꎬ又认为个体利益追求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低级形态ꎬ经济活动的高级形态

应该是保障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ꎬ从而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诉求得到实现ꎬ也就是互惠互利ꎬ这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０３ 页ꎮ
董仲舒撰ꎬ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４９、１５１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１６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１６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１７ 页ꎮ
班固:«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９１７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种高级形态在道德层面上体现为“义”ꎮ 孔子言:“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ꎬ“富与贵ꎬ是人

之所欲也ꎬ不以其道得之ꎬ不处也ꎻ贫与贱ꎬ是人之所恶也ꎬ不以其道得之ꎬ不去也”①ꎬ所说的便是

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及利益获得的合理性、正当性ꎮ 董仲舒认为ꎬ经济活动虽然是社会存

在与发展的动力ꎬ但决不能把经济活动看作是单纯为了民生ꎬ把牟利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ꎬ
那样便会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ꎬ酿成人人争利、私欲泛滥的局面ꎬ为社会动乱埋下潜在

的危机ꎮ 所以ꎬ董仲舒主张经济活动应在道德规则控制的范围内实施ꎬ利益的牟取与礼法的奉行

应并行不悖ꎬ这是天道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ꎮ “天地人ꎬ万物之本也ꎮ 天生之ꎬ地养之ꎬ人成之ꎮ
天生之以孝悌ꎬ地养之以衣食ꎬ人成之以礼乐ꎬ三者相为手足ꎬ合以成体ꎬ不可一无也ꎮ”②违背这

个天道ꎬ使人们“各从其欲”ꎬ一味追逐私利ꎬ就会得到“自然之罚”ꎻ合乎这个天道ꎬ使人们在“孝
悌敬让”的教化下从事经济活动ꎬ“秉耒躬耕ꎬ采桑亲蚕ꎬ垦草殖谷ꎬ开辟以足衣食”ꎬ就会得到“自
然之赏”③ꎮ 他认为ꎬ在经济活动中强调道德控制ꎬ才可以避免“大富则骄ꎬ大贫则忧ꎻ忧则为盗ꎬ
骄则为暴”④的现象ꎮ 同时ꎬ董仲舒认为对经济活动的道德控制不应只是诉诸教化ꎬ还应该用法

律的形式固定下来ꎬ作为国家对经济活动管理的依据ꎮ “圣者则于众人之情ꎬ见乱之所从生ꎬ故
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ꎬ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ꎬ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ꎬ以此为度而调均

之ꎬ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ꎬ故易治也ꎮ”如果舍弃这样的“度制”ꎬ“各从所欲ꎬ欲无所穷ꎬ而俗得

自恣ꎬ其势无极ꎮ 大人病不足于上ꎬ而小民羸瘠于下ꎬ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ꎬ贫者日犯禁而不

可得止”⑤ꎬ那么将会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困难ꎬ甚至导致天下大乱ꎮ 董仲舒这一思想ꎬ是孔子

“不患贫而患不均”⑥思想的延续ꎬ但“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是很难实现

的ꎬ只是一种理想状态ꎮ 当然ꎬ客观上讲ꎬ它也为此后中国人对社会理想的追求提供了一种摹本ꎮ
董仲舒把经济活动引入到对社会理想的谋划与设计之中ꎬ这就把先秦儒家提出的“大同”模

式的社会理想从较为空想的乌托邦状态还原到现实政治的状态ꎬ为其注入了能够在政策操作的

层面上进行政治尝试的因素ꎬ使得儒家这一社会理想模式具有了可以实际运作的可能性和理论

意义ꎮ 实际上ꎬ董仲舒在为汉武帝所上«贤良对策»中所提出的“更化”“改制”的建议ꎬ都与他对

社会理想的这一谋划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ꎮ 董仲舒在其“对策”中屡屡以尧、舜、禹的“三王之

道”启发汉武帝ꎬ而“三王之道”也就是儒家崇奉的“王道”社会ꎮ 董仲舒认为ꎬ前秦失其国、汉初

酿其乱的原因就是因为违背了“三王之道”ꎬ所谓“更化” “改制”也就是要改变秦朝与汉初的治

国理政道路ꎮ 在董仲舒看来ꎬ要建立一个“王道”的理想化社会ꎬ除了在政治上“更化”改革ꎬ确立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皇权“大一统”体制外ꎬ经济上也要从秦朝的横征暴敛、汉初的“无为而治”
转向由政府主导的积极的经济政策ꎮ 董仲舒认为ꎬ秦朝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法家经济政策ꎬ
是造成民怨沸腾、人们揭竿而起、其政权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ꎬ而汉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

固然对国家从秦末的战乱局面中恢复元气起了应有作用ꎬ但因为政府对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的干

预太少ꎬ也造成了民间经济的混乱ꎬ权贵、豪强肆意妄为ꎬ趁机兼并土地、攫取财富ꎬ各诸侯国自收

税赋ꎬ羽翼渐丰ꎬ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ꎮ 这些权贵、豪强“身宠而载高位ꎬ家温而食厚禄ꎬ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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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之资力ꎬ以与民争利于下ꎬ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众其奴婢ꎬ多其牛羊ꎮ 广其田宅ꎬ博其产业ꎬ
畜其积委ꎬ务此而亡已ꎬ以迫蹴民ꎬ民日削月朘ꎬ寖以大穷”①ꎮ 因此ꎬ对这种“富者奢侈羡溢ꎬ贫者

穷急愁苦”的现象必须予以纠正ꎬ否则便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ꎬ“穷急愁苦而上不救ꎬ则民不乐

生ꎻ民不乐生ꎬ尚不避死ꎬ安能避罪! 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②ꎮ 从这里可以看出ꎬ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ꎮ 他用理想来引导现实的政治改革ꎬ又把政治改革

作为实现理想的途径ꎬ这就走出了先秦儒家大多坐而论道、难以贯彻其政治主张的困境ꎬ为汉帝

国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ꎮ

五、董仲舒政治思想在汉代的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能够发挥作用ꎬ与汉武帝在窦太后死后亲自执掌汉帝国大权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ꎮ 在这之前ꎬ他的学说还只是个人著述ꎬ仅仅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ꎮ 他虽是公认的儒学

大师ꎬ以专治春秋公羊学见长ꎬ但还谈不上有任何政治影响ꎮ 汉武帝执政后采取了一项重要改革

措施ꎬ就是下诏让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ꎬ收集并听取他们对朝廷治国理政的意见ꎬ这便是有名

的“举贤良对策”ꎮ 建元元年冬十月ꎬ汉武帝曾下诏令各级官员与诸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

士”ꎬ但那次丞相卫绾认为“所举贤良ꎬ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ꎬ乱国政ꎬ请皆罢”③ꎮ 没

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ꎮ 元光元年五月ꎬ汉武帝复下诏召贤良之士垂询ꎬ让他们针对国家的长治久

安问题上书对策ꎬ诏曰:“今朕获奉祖庙ꎬ夙兴以求ꎬ夜寐以思ꎬ若涉渊水ꎬ未知所济ꎮ 猗与伟与!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ꎬ上参尧舜ꎬ下配三王! 朕之不敏ꎬ不能远德ꎬ此子大夫之所睹闻

也ꎮ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ꎬ受策察问ꎬ咸以书对ꎬ著之于篇ꎬ朕亲览焉ꎮ”④“于是董仲舒、公孙弘

出焉ꎮ”⑤“武帝即位ꎬ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ꎬ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ꎮ”⑥汉武帝下诏“举贤良之

士”对策ꎬ应该是他预定的长期施政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ꎮ 元光元年这一次的“举贤良对策”ꎬ参
与者大多为儒学的饱学之士ꎬ满足了汉武帝的愿望ꎬ成为他希望改弦更张、以儒学治国的一次重

要活动ꎮ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ꎬ董仲舒因建言献策而走上了汉帝国的政治舞台ꎮ 对于董仲舒在

汉武帝新政中所发挥的作用ꎬ«史记»与«汉书»的记载不尽一致ꎮ «史记»只是简单记载了“举贤

良对策”活动ꎬ并没有提及汉武帝的垂询内容与贤良文学之士的对策过程ꎬ也没有记载董仲舒的

“对策”ꎬ但在«儒林列传»中记载董仲舒参与了元光元年的“举贤良对策”的活动ꎮ «汉书»则不

仅具体记载了董仲舒的“对策”ꎬ而且对董仲舒的“对策”以及其后的政治表现大加赞赏ꎮ «汉
书»还分别在«武帝纪»«礼乐志» «食货志» «五行志» «董仲舒传» «司马迁传» «刘向传» «儒林

传»«循吏传»等篇章中记载了董仲舒的政治活动及其学说ꎬ为后人了解董仲舒的政治影响提供

了主要的历史依据ꎮ
应该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ꎬ由此影响了汉

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ꎬ对结束汉初实行的汉承秦制与以刑名、黄老之学治理国家

的政策ꎬ转而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ꎬ以至于后人将其总结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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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百家ꎬ独尊儒术”ꎮ 所以ꎬ班固在«汉书»中使用了重要篇幅ꎬ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

“贤良对策”ꎮ 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董仲舒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
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ꎬ虽然«史记»不予记载①ꎬ但作为历史事实ꎬ应是不容怀疑的ꎮ 董仲舒在«贤
良对策»针对汉武帝垂询的问题所作的回答ꎬ其主要内容有如下要点:第一ꎬ他推出德法(刑)并
用ꎬ以德为主ꎬ而刑为辅的治理体系ꎬ纠正秦帝国酷法暴政的弊端ꎬ解决汉初以来奉行刑名、黄老

之学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现象严重、中央政权政令难以统一的问题ꎻ第二ꎬ他提出以“正”为本ꎬ“君
权天授”ꎬ主张综名核实ꎬ定皇权为一尊ꎬ巩固汉帝国皇权统治的合法性ꎻ第三ꎬ他主张社会与国

家的治理应以统一思想为基础ꎬ提出以儒学为思想之宗ꎬ对民众实施教化ꎬ以聚合民心ꎬ达到思想

与政治的一体化治理ꎻ第四ꎬ他重视教育对政治的作用ꎬ倡导设立国家管理的学校ꎬ为政权培养合

适的支持者与从业者ꎬ同时制定了通过选贤任能ꎬ有效推举官吏、使用官吏及考核官吏的制度ꎬ强
化帝国的行政运转ꎻ第五ꎬ他提出适时“更化”的观点ꎬ认为虽然以行仁义、尊德性为根本的治国

理政之大道不可变动ꎬ但具体的政治政策、典章制度还应该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进行改革ꎬ以达

到“善治”的目的ꎻ第六ꎬ他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ꎬ提出“大一统”的思想ꎬ主张以皇权专制为核

心ꎬ以儒家学说为主导ꎬ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ꎬ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ꎮ 董仲舒的

这些建议ꎬ表现了他对文、景之后国家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ꎬ以及他从公羊学的思想出发对如何

巩固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ꎬ使民众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入思考ꎬ应该说给汉武帝留下

了深刻印象ꎮ
从«汉书»的记载看ꎬ汉武帝虽未能重用董仲舒ꎬ但对其“对策”中所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进

行了较多的采纳ꎬ如仅«武帝纪»中即有:元朔元年冬十一月ꎬ武帝下诏要求各级官吏要“广教化ꎬ
美风俗”ꎬ“本仁祖义ꎬ褒德禄贤ꎬ劝善刑暴”ꎬ“旅耆老ꎬ复孝敬ꎬ选豪俊ꎬ讲文学ꎬ稽参政事ꎬ祈进民

心ꎬ深诏执事ꎬ兴廉举孝”②ꎮ 元朔五年夏六月ꎬ下诏要求“导民以礼ꎬ风之以乐”ꎬ“详延天下方闻

之士ꎬ咸荐诸朝ꎮ 其令礼官劝学ꎬ讲议洽闻ꎬ举遗兴礼ꎬ以为天下先ꎮ”③元狩元年夏四月ꎬ赦天下ꎬ
下诏曰:“嘉孝弟力田ꎬ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ꎮ 甚怜悯焉ꎮ 其遣谒者巡行天下ꎬ存问致

赐ꎮ”“赐县三老、孝者帛ꎬ人五匹ꎻ乡三老、弟者、力田帛ꎬ人三匹ꎻ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ꎬ人二

匹ꎬ絮三斤ꎻ八十以上米ꎬ人三石ꎮ 有冤失职ꎬ使者以闻ꎮ”④元狩六年六月ꎬ因整顿市场ꎬ纠正“币
轻多奸ꎬ农伤而末众”ꎬ富者凌贫ꎬ豪强兼并的现象ꎬ下诏“改币以约之”ꎬ为贫困者下发救济ꎬ“遣
博士大(褚大ꎬ董仲舒之弟子)等六人分循行天下ꎬ存问鳏寡废疾ꎬ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⑤ꎮ 这些

措施可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互为对应ꎬ应能看出董仲舒“对策”的影响ꎮ «汉书循吏传»中
还说:“孝武之世ꎬ外攘四夷ꎬ内改法度ꎬ民用凋敝ꎬ奸轨不禁ꎮ 时少能以化治称者ꎬ惟江都相董仲

舒、内史公孙弘、倪宽ꎬ居官可纪ꎮ 三人皆儒者ꎬ通于世务ꎬ明习文法ꎬ以经术润饰吏事ꎬ天子器

之ꎮ”⑥所以ꎬ班固在«汉书»中说董仲舒晚年还能得到朝廷重视ꎬ经常向其询问朝政ꎬ并非是没有

根据的虚言ꎬ说明董仲舒当年的“对策”一直在汉武帝一朝的政治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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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桂起: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仲舒在家ꎬ朝廷如有大议ꎬ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ꎬ其对皆有明法ꎮ 自武帝初立ꎬ魏其、
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ꎮ 及仲舒对册ꎬ推明孔氏ꎬ抑黜百家ꎮ 立学校之官ꎬ州郡举茂材孝廉ꎬ皆自仲

舒发之ꎮ”①由此可见ꎬ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影响汉武帝以儒学治国这一政治方向的重要因素

之一ꎮ
当然ꎬ终汉武帝一朝ꎬ董仲舒没有得到实际重用ꎬ他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

得到很好贯彻ꎮ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国家不与民争利ꎬ减轻民众税赋负担ꎬ鼓励民间经济发展等措

施ꎬ因与汉武帝的治国方针不够吻合ꎬ被武帝弃置未用ꎮ «汉书»记载ꎬ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言ꎬ
要大力发展农耕ꎬ保证百姓温饱ꎬ同时减轻税负ꎬ发展民间经济ꎬ其中便提出了著名的“盐铁皆归

于民”和“薄赋敛ꎬ省繇役ꎬ以宽民力”的主张:“古者税民不过什一ꎬ其求易共ꎻ使民不过三日ꎬ其
力易足ꎮ 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ꎬ外足以事上共税ꎬ下足以畜妻子极爱ꎬ故民说从上ꎮ 至秦则不然ꎬ
用商鞅之法ꎬ改帝王之制ꎬ除井田ꎬ民得卖买ꎬ富者田连阡陌ꎬ贫者亡立锥之地ꎮ 又颛川泽之利ꎬ管
山林之饶ꎬ荒淫越制ꎬ逾侈以相高ꎻ邑有人君之尊ꎬ里有公侯之富ꎬ小民安得不困? 又加月为更卒ꎬ
已ꎬ复为正一岁ꎬ屯戍一岁ꎬ力役三十倍于古ꎻ田租口赋ꎬ盐铁之利ꎬ二十倍于古ꎮ 或耕豪民之田ꎬ
见税什五ꎮ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ꎬ而食犬彘之食ꎮ 重以贪暴之吏ꎬ刑戮妄加ꎬ民愁亡聊ꎬ亡逃山

林ꎬ转为盗贼ꎬ赭衣半道ꎬ断狱岁以千万数ꎮ 汉兴ꎬ循而未改ꎮ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ꎬ宜少近古ꎬ限民

名田ꎬ以澹不足ꎬ塞并兼之路ꎮ 盐铁皆归于民ꎮ 去奴婢ꎬ除专杀之威ꎮ 薄赋敛ꎬ省繇役ꎬ以宽民力ꎮ
然后可善治也ꎮ”②董仲舒提出的这一主张ꎬ应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意义ꎬ但因为汉武帝在当

时急需从民间获得财富以整顿军备征伐匈奴、抑制藩属消除内患ꎬ故采取了强征税赋、耗竭民财

的财政政策ꎬ最后使得汉帝国国力消耗太大ꎬ以至出现了«汉书»所记载的“仲舒死后ꎬ功费愈甚ꎬ
天下虚耗ꎬ人复相食”③的悲惨现象ꎮ 汉武帝晚年对自己的做法亦有所悔悟ꎬ曾下«轮台诏»ꎬ否定

桑弘羊建议ꎬ回归董仲舒«贤良对策»的意见ꎮ «汉书»记载:“武帝末年ꎬ悔征伐之事ꎬ乃封丞相为

富民侯ꎮ 下诏曰:‘方今之务ꎬ在于力农ꎮ’以赵过为搜粟都尉ꎮ 过能为代田ꎬ一亩三畎ꎮ 岁代处ꎬ
故曰代田ꎬ古法也ꎮ 过使教田太常、三辅ꎬ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ꎬ为作田器ꎮ 二千石遣令长、
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ꎮ 学耕种养苗状ꎮ 民或苦少牛ꎬ亡以趋泽ꎬ故平都令光教过以

人挽犁ꎮ 过奏光以为丞ꎬ教民相与庸挽犁ꎮ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ꎬ少者十三亩ꎬ以故田多垦辟ꎮ
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ꎬ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ꎮ 令命家田三辅公田ꎬ又教边郡及居延

城ꎮ 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ꎬ用力少而得谷多ꎮ”④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他晚

年对董仲舒建言献策的一个补偿吧ꎮ
在武帝之后ꎬ董仲舒的思想渐渐得到了朝廷有识之士的重视ꎬ如霍光、桓宽、王吉、丙吉、萧望

之、贡禹、刘向等人都对董仲舒的思想有所认同ꎮ 至昭帝、宣帝、元帝之时ꎬ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得

到了比较好的贯彻ꎬ尤其是著名的“盐铁会议”ꎬ贤良文学之士在与桑弘羊等大臣的辩论中所秉

持的基本上是董仲舒曾经的主张ꎬ而这些主张最终得到了汉昭帝的认可并被采纳到当时的施政

决策中ꎮ “昭帝即位六年ꎬ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ꎬ问以民所疾苦ꎬ教化之要ꎮ 皆对愿罢盐铁酒

榷均输官ꎬ毋与天下争利ꎬ视以俭节ꎬ然后教化可兴ꎮ”⑤元帝二年ꎬ“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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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官、常平仓可罢ꎬ毋与民争利ꎮ 上从其议ꎬ皆罢之ꎮ 又罢建章、甘泉宫卫ꎬ角抵ꎬ齐三服官ꎬ省禁

苑以予贫民ꎬ减诸侯王庙卫卒半ꎮ 又减关中卒五百人ꎬ转谷振贷穷乏”①ꎮ 盐铁会议在汉代政治

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ꎬ至此汉武帝在桑弘羊等人倡议下所奉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对民间经济

进行剥夺、集天下财富于朝廷、“人君统而守之则强”②的政治经济政策画上了句号ꎬ董仲舒早年

对汉武帝上言而未采纳的建议开始发挥了他曾经预期的作用ꎮ 汉昭帝之所以采纳贤良文学之士

们所引用自董仲舒“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ꎬ省繇役ꎬ以宽民力”的意见ꎬ当时掌握大权的霍光

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ꎬ而与贤良文学之士意见相左的桑弘羊则因此在政坛上失势ꎮ «汉书»记
载ꎬ盐铁会议后昭帝的政策一直保留下来ꎬ“宣、元、成、哀、平五世ꎬ亡所改变”③ꎮ 昭、宣、元三帝

时西汉经济的恢复及国家的强盛ꎬ应该说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影响是不应该被忽视的ꎮ 对此ꎬ宋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说:“昭帝始元六年ꎬ秋ꎬ七月ꎬ罢榷酤官ꎬ从贤良、文学之议也ꎮ 武帝

之末ꎬ海内虚耗ꎬ户口减半ꎮ 霍光知时务之要ꎬ轻徭薄赋ꎬ与民休息ꎮ 至是ꎬ匈奴和亲ꎬ百姓充实ꎬ
稍复文、景之业焉ꎮ”④司马光的评价虽是针对霍光而言ꎬ但是从源头上讲ꎬ也可以看作是后世对

董仲舒政治思想在西汉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的一个评价ꎮ
延及东汉ꎬ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影响愈益显现ꎮ 汉章帝时著名的“白虎观会议”既是对汉武帝

之后西汉政治导向、政治制度ꎬ也是对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一次总结ꎮ “白虎观会议”的目的体现

在«后汉书»所载汉章帝所下的诏书中:“盖三代导人ꎬ教学为本ꎮ 汉承暴秦ꎬ褒显儒术ꎬ建立«五
经»ꎬ为置博士ꎮ 其后学者精进ꎬ虽曰承师ꎬ亦别名家ꎮ 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ꎬ学不厌博ꎬ故遂

立大、小夏侯«尚书»ꎬ后又立京氏«易»ꎮ 至建武中ꎬ复置颜氏、严氏«春秋»ꎬ大、小戴«礼»博士ꎮ
此皆所以扶进微学ꎬ尊广道艺也ꎮ 中元元年诏书ꎬ«五经»章句烦多ꎬ议欲减省ꎮ 至永平元年ꎬ长
水校尉鯈奏言ꎬ先帝大业ꎬ当以时施行ꎮ 欲使诸儒共正经义ꎬ颇令学者得以自助ꎮ 孔子曰:‘学之

不讲ꎬ是吾忧也ꎮ’又曰:‘博学而笃志ꎬ切问而近思ꎬ仁在其中矣ꎮ’於戏ꎬ其勉之哉!”⑤汉章帝这

一诏书表明东汉显然是继承了汉武帝之后以儒学治国的基本政治导向ꎬ并将儒学所形成的“五
经”作为社会治理的经典及主要教育内容ꎬ由此促成了“白虎观会议”的召开ꎬ并经班固整理形成

了东汉的制度化文件«白虎通义»ꎮ “于是下太常ꎬ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

观ꎬ讲议«五经»同异ꎬ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ꎬ侍中淳于恭奏ꎬ帝亲称制临决ꎬ如孝宣甘露石渠

故事ꎬ作白虎议奏ꎮ”⑥如果说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改变了西汉的政治走向ꎬ那么“白虎观会议”
则可以说是决定了东汉的政治走向ꎮ 它包括东汉初期曾一度被国家收回的盐、铁经营之权ꎬ在
“白虎观会议”之后ꎬ又由汉殇帝尊章帝遗训予以恢复ꎮ “戊寅ꎬ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ꎬ故
权收盐铁之利ꎬ以奉师旅之费ꎮ 自中兴以来ꎬ匈奴未宾ꎬ永平末年ꎬ复修征伐ꎮ 先帝即位ꎬ务休力

役ꎬ然犹深思远虑ꎬ安不忘危ꎬ探观旧典ꎬ复收盐铁ꎬ欲以防备不虞ꎬ宁安边境ꎮ 而吏多不良ꎬ动失

其便ꎬ以违上意ꎮ 先帝恨之ꎬ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ꎬ纵民煮铸ꎬ入税县官如故事ꎮ 其申敕刺史、
二千石ꎬ奉顺圣旨ꎬ勉弘德化ꎬ布告天下ꎬ使明知朕意ꎮ’”⑦尤其是班固著«汉书»ꎬ特别为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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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桂起: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专门列传ꎬ将«史记»并未记载的董氏三篇«贤良对策»全文收入ꎬ并引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

高度评价入传ꎬ肯定了董仲舒在汉代“遭汉承秦灭学之后ꎬ«六经»离析ꎬ下帷发愤ꎬ潜心大业ꎬ令
后学者有所统一ꎬ为群儒首”①的历史地位ꎮ 这些史实都说明ꎬ董仲舒的思想在整个汉代是具有

重要影响的ꎮ 当然ꎬ东汉后期因外戚、宦官势力交替把揽朝政ꎬ加之“党锢之祸”的惨烈政治斗

争ꎬ使儒家在政坛上的力量受到重大打击ꎬ董仲舒的影响渐趋衰微ꎬ直至淡出了汉末的政治视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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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及其演变
∗①

王　 林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ꎬ就是慈善组织通过公布确切的证据从而获得社会信任的方式ꎮ 近代以来ꎬ慈
善组织的征信方式主要有三种ꎬ即编印«征信录»、登报公示和聘请会计师查账ꎮ 这三种征信方式并行不悖ꎬ相
互印证ꎬ前两者使财务信息公开、透明ꎬ而会计师查账ꎬ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真实性的问题ꎬ完成了慈善组织征信方

式由“神鉴”到“人查”的演进ꎮ 近代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是促进慈善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举措ꎬ对当今慈善组

织提高公信力也有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慈善组织ꎻ征信方式ꎻ«征信录»ꎻ登报公示ꎻ会计师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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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组织是主要依靠募集社会资金从事救济活动的社会组织ꎮ 能否获得公众的信任ꎬ进而

获得足够多的资金支持ꎬ直接关系到慈善组织的兴衰ꎮ 而慈善组织要取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通

过适当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账目清楚、业绩突出ꎬ故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就是慈善组织通过公示确

切的证据进而获得公众信任的措施和方法ꎮ 近代以来ꎬ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主要是编印«征信

录»、登报公示和聘请会计师查账ꎮ 为保证征信的有效性ꎬ传统的慈善组织还借助于神灵惩戒等

方式来增强公信力ꎮ 日本学者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中ꎬ曾对清代善会善堂编印

«征信录»的目的和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ꎬ但他的研究仅限于清代ꎬ对登报公示和会计师查账未予涉

及ꎮ 魏文享在«“坚社会之信用”:近代会计师与公共组织的财务监察»(«近代史学刊»第 １３ 辑)
一文中ꎬ对会计师审查公共组织的账目进行过论述ꎬ但并非专论慈善组织ꎮ 本文拟对慈善组织的

征信方式进行全面的论述ꎬ进而探讨近代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及其现代意义ꎮ

一、编印«征信录»

«征信录»中的“征信”二字ꎬ是源自«中庸»的“上焉者ꎬ虽善无征ꎬ无征不信”②ꎮ “征”即明

确的证据ꎬ“无征不信”就是说没有证据别人就不会相信ꎮ 因此ꎬ从名称上讲ꎬ«征信录»就是一种

通过公布真实的证据以获得别人信任的文本ꎮ
民国时期上海市通志馆收集了大量的«征信录»ꎬ并编辑了一本«征信录目录»ꎮ 在这本书的序

言中ꎬ编者给«征信录»下的定义是:“«征信录»是一种公共机关的账目:(引者注:原文就是冒号)哪
个机关向公众征募了经费ꎬ去开办公益事业ꎬ到了年终(或是年度结束ꎬ或是事业结束)的时候ꎬ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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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收支的总账以及事业的成绩开列出来ꎬ分送捐款的各家ꎬ做一个交代ꎮ 这就是征信录的来

历ꎮ”①日本学者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中提出ꎬ«征信录»就是善会善堂的“会计事业

报告书”②ꎮ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ꎬ我们认为ꎬ慈善组织的«征信录»就是慈善组织为了获得社会信任

而编制的公开发行的会计和事业报告书ꎮ 这里面有四层含义:一是编制这种文本的目的是通过确

切的证据来获得社会的信任ꎻ二是公开发行ꎬ让捐款者、事业同仁、政府、社会ꎬ甚至神灵都能看得

到ꎬ知晓其内容ꎻ三是会计报告ꎬ也就是收支总账及捐款收支明细ꎻ四是事业报告ꎬ即用募集来的资

金所开展的慈善活动ꎮ 不管其具体名称如何ꎬ只要具备这四层含义的文本ꎬ均可称为«征信录»ꎮ
慈善组织编印«征信录»就是要通过公开财务和事业信息ꎬ让公众知道它在某一时期募集了

多少钱ꎬ干了多少善事ꎬ相信它募集的资金没有被贪污挪用ꎬ进而继续捐款支持它开展慈善活动ꎮ
从清代到民国慈善组织不断编印«征信录»的实践来看ꎬ«征信录»确实起到了征信的作用ꎬ是保

证慈善事业顺利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ꎮ 而«征信录»之所以能达到征信的目的ꎬ就在于«征
信录»所呈现的内容具有详实、公开的特性ꎮ

«征信录»并没有固定的体例ꎬ内容也差别很大ꎮ 综合起来看ꎬ近代慈善组织编印的«征信

录»主要包含:序言、图片或照片、章程及规则、职员名录、慈善业绩、收支账目、会计师审查报告、
捐款人名单、文件汇编(禀、呈、批文、函电、会议纪录等)、统计图表等ꎮ 当然ꎬ并不是每一份«征
信录»都具备这些内容ꎮ 大体说来ꎬ清代的«征信录»基本上以收支账目为主ꎬ有些全是账目清单

与捐款人名单ꎬ民国的«征信录»内容更加丰富ꎬ除收支账目外ꎬ工作报告的内容明显增多ꎬ故有

些直接叫«报告书»(«报告»«报告册»)ꎮ 其中ꎬ最重要的、最能体现«征信录»特征的是收支账

目ꎬ其次是捐款人名单ꎬ再次是慈善业绩ꎮ 捐款人名单其实是收入的细化ꎬ而慈善业绩则是支出

的表现ꎬ三者共同构成了«征信录»的核心内容ꎮ
«征信录»最核心内容就是收支账目ꎬ一般采用四柱清册(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方式公

布收支账目ꎬ再在新收和开除两柱内罗列捐款人名单和开支明细ꎮ 以«世界红卍字会青岛分会

癸酉年征信录»(１９３３ 年)为例ꎬ １９３３ 年青岛分会慈款收支四柱清册为:旧管:上年报告净欠大洋

４５９.３９ 元ꎮ 新收:大洋 ５７１７１.８５ 元ꎮ 旧管新收两项兑除净存大洋 ５６７１２.４６ 元ꎮ 开除:通共支大

洋 ５８１１３.５７ 元ꎮ 实在:兑除净不敷洋 １４０１.１１ 元ꎮ 收入主要是慈款捐助、会员入会费及月捐、基
本金捐助、物品捐助等ꎬ都分别开列名录ꎮ 开除共 １００ 项ꎬ分救济费和办公费两大类ꎮ 救济费如:
支汇总会扩大救济大洋 １ 万元ꎬ支汇总会扩大救济(驻津办事处代转)大洋 ５０００ 元ꎬ支汇潍县卍

会代放水灾急赈大洋 ２００ 元ꎬ支放濮县水灾急赈大洋 ２２２９ 元ꎬ支放范县水灾急赈大洋３６４９.８元ꎬ
支协助寿张灾民收容所大洋 １０００ 元ꎬ支放菏泽水灾冬赈大洋 ７４７９ 元ꎬ支协助菏泽灾民收容所大

洋 ６５０ 元ꎬ等等ꎮ 办公费如:支修理水流子厨房及各物 ５７.５８ 元ꎬ支自行车车捐及修理１８.８元ꎬ支
茶叶手巾肥皂火柴 ３５.５１ 元ꎬ支水桶铁壶条帚地刷子等 １３.７ 元ꎬ支汽车费 ５.６ 元ꎬ支公用杂费７.７３
元ꎬ等等ꎮ③ 诸如此类的收支账目ꎬ将慈善组织的收支情况全部罗列出来ꎬ有捐款名单ꎬ有支出明

细ꎬ何人捐了多少钱ꎬ何处开支多少钱ꎬ都一笔笔记录在册ꎬ收入是否充盈ꎬ开支是否合理ꎬ有没有

被人贪污挪用ꎬ都清清楚楚ꎬ应该说将慈善组织最机密的财务状况公布了出来ꎮ 有了这样的«征
信录»ꎬ慈善组织就毫无秘密可言ꎬ外界对慈善组织也就没有理由怀疑和不信任ꎬ征信的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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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达到了ꎮ
«征信录»要达到征信的目的ꎬ除了内容详实外ꎬ还必须做到最大程度的公开ꎬ让关心慈善组

织的人都能看到ꎬ由他们来判定«征信录»是否真实可信ꎮ 由于«征信录»是由慈善组织自己编印

的内部资料ꎬ印刷量少者一二百本ꎬ多者几千本ꎬ一般不会通过出版社公开出版ꎬ而是编好后自己

分送ꎮ 从清代以来的实践来看ꎬ«征信录»主要送给慈善组织内部同仁、捐款者、地方官府ꎬ除此

之外ꎬ还要在神灵面前焚化ꎬ让神灵判定是否真实可信ꎮ 如苏州育婴堂条规规定:“每月底ꎬ司月

同司堂将是月进出婴孩经费ꎬ逐细开明ꎬ除存堂坐簿ꎬ移交下月接手经办外ꎬ另造清册三本ꎬ一本

在神前焚化ꎬ以表心迹ꎬ一送县存案ꎬ一交司年查核ꎮ 又录清单实贴堂中ꎬ并分送各司事家ꎬ使众

共知ꎮ 司年满期ꎬ将一年进出婴孩经费ꎬ汇总结算ꎬ刊刻征信录ꎬ遍送捐输各善士ꎬ仍将一本神前

焚化ꎬ一本送县附卷备查ꎮ”①从这段条规来看ꎬ苏州育婴堂每月的经费开支造册ꎬ分别送与神灵、
县署和司年ꎬ并张贴堂中ꎬ分送各司事ꎬ年终刊印的«征信录»送给各捐款人、神灵和县署ꎮ

«征信录»送与同仁和捐款者ꎬ这是很自然的事ꎬ因为前者是组织的主管者或经营者ꎬ必须要

了解组织的收支状况ꎻ后者是经费的提供者ꎬ更有权利知道自己捐助的款物是如何使用的ꎬ并据

此决定以后是否继续捐款ꎮ 慈善组织之所以向官府呈送«征信录»ꎬ是因为清代很多善堂是在官

府的倡导下设立的ꎬ在经费上得到官府的资助ꎬ或由官方出面协调其他机构资助经费ꎬ故官方需

要了解其经营情况ꎮ 如江苏巡抚在给上海育婴堂的批文中就要求:“每届年终ꎬ刊刻征信录ꎬ通
送备查ꎬ毋迟ꎮ”②上海县令亦要求上海同仁辅元堂“将收支经费ꎬ造具征信录ꎬ呈候转送ꎬ毋
违”③ꎮ 就慈善组织而言ꎬ它们要获得官方立案并得到保护ꎬ也需要主动向官方呈送«征信录»ꎮ
如新安屯溪公济局创设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 年)ꎬ第二年即向官府呈禀:“谨将拾伍年草创章程、
征信录一册呈请鉴定立案ꎬ候日后捐有积款ꎬ再易新章ꎮ”④官府随即批准立案ꎬ并晓谕全镇军民

以及乐善人等一体知悉ꎮ
在神灵面前焚化«征信录»是慈善组织很慎重的一件事ꎬ如嘉善同善会«育婴堂规则»规定:

“今议每年刻就征信录ꎬ司事及司帐诸人ꎬ公同具禀ꎮ 俟望日显灵侯县主坐堂时ꎬ并以征信录敬

呈尊神台上ꎬ越刻焚化ꎬ环叩昭告ꎮ 凡会堂中大小事务钱洋出入ꎬ如有情弊ꎬ伏祈鉴察ꎬ即行显

罚ꎮ”⑤其禀文称:“某等司事及司账诸人ꎬ倘于大小事宜钱洋出纳舞弊通情ꎬ胆敢侵蚀ꎬ此固天地

所不容ꎬ神明所必诛ꎮ 若不叩请鉴察隐私ꎬ非惟不知戒谨ꎬ且恐或肆侵欺ꎮ 为此ꎬ备沥下情敢为上

告ꎬ并以刻就征信录ꎬ敬呈伏乞显灵侯大老爷电鉴ꎮ 如有侵蚀情弊ꎬ速即严行显罚ꎬ大震雷威ꎬ俾
奸邪不敢混淆ꎬ正直愈深劝勉ꎮ”⑥除在神灵面前焚烧外ꎬ«征信录»往往还会在封面或封底印上诸

如“经手侵蚀ꎬ火焚雷殛”“如有私心ꎬ神明监察”一类的字眼ꎬ以赌咒的方式表示经手者的清白和

«征信录»的真实可信ꎮ
综上所述ꎬ«征信录»的阅读对象主要有 ４ 类:一是组织同仁ꎻ二是捐款者ꎻ三是官府ꎻ四是神

灵ꎮ 也就是说ꎬ«征信录»是否真实要经过这四关的检验ꎮ 组织同仁是最了解组织内部收支情况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育婴堂条规»ꎬ余治:«得一录»(卷二)ꎬ四川臬署重刊ꎬ１８８７ 年ꎬ第 ４９ 页ꎮ
«上海育婴堂征信录»(１８４２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１８６２ 年)ꎬ[日本]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７２４ 页ꎮ
«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１９０２ 年)ꎬ李琳琦、梁仁志:«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下册)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９０５－９０６ 页ꎮ
«嘉善同善会育婴堂同治三四年征信录»ꎬ第 ７ 页ꎮ
«嘉善同善会育婴堂同治三四年征信录»ꎬ第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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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ꎬ即便他本人不直接经手钱物ꎬ但也能从其他同仁那里知道收支的基本情况ꎮ 因此ꎬ他们是

最知道«征信录»是否真实的人ꎮ 捐款者是«征信录»的验证人ꎬ他们拿到«征信录»后肯定会看

自己的名单是否在册ꎬ所捐款物是否吻合ꎬ如有不符ꎬ即证明«征信录»有假ꎮ 地方官府审查«征
信录»ꎬ是为了履行监督的职能ꎬ虽然大多是例行公事ꎬ但若有官拨经费ꎬ他们应该最清楚ꎬ«征信

录»若是迟迟不编印呈送ꎬ他们也会催促训斥ꎮ 在神灵面前焚化«征信录»ꎬ这在今天看似迷信荒

唐的举动ꎬ在当时却极为慎重ꎮ 这是因为ꎬ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一般都相信因果报应ꎬ如侵蚀捐款ꎬ
不祸及自身便殃及子孙ꎮ 内心对神灵的畏惧与善有善报的期望ꎬ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的

私欲ꎬ激发人的良知ꎬ为慈善事业增加一道安全屏障ꎮ 由此可见ꎬ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ꎬ编印«征
信录»确实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获得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ꎮ

二、登报公示

慈善组织通过编印«征信录»公开信息ꎬ以取得公众信任ꎬ是清代以来的传统ꎬ至民国时期一

直都在沿用ꎮ 但«征信录»毕竟是年终或事后编印的ꎬ公众无法及时知晓慈善组织的收支情况ꎮ
另外ꎬ«征信录»的印数有限ꎬ只有少数人能看到ꎮ 因此ꎬ慈善组织要想及时公布收支信息并让更

多人知晓ꎬ就需要采用新的征信方式ꎮ 近代以来ꎬ随着报刊的出现ꎬ慈善组织开始利用报刊公布

收支信息ꎬ登报公示逐渐成为最普遍的征信方式之一ꎮ
近代慈善组织大规模地利用报刊登载收支信息是从“丁戊奇荒”时期开始的ꎮ １８７６ 至 １８７９

年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发生特大旱灾ꎬ以 １８７７ 年、１８７８ 年最为严重ꎬ因为这两年是农历

丁丑、戊寅年ꎬ故称“丁戊奇荒”ꎮ 灾情发生后ꎬ由于清政府救灾不力ꎬ导致灾民大量死亡ꎮ 上海、
苏州、浙江等地的士绅得知灾情后ꎬ依托上海、苏州等地的善堂ꎬ发起了大规模的义赈活动ꎬ一方

面在江南筹款ꎬ一方面派人赴灾区散放ꎮ 江南士绅在开展义赈活动的过程中ꎬ就利用上海的«申
报»大量刊载捐款启示和收支清单ꎮ 如 １８７８ 年 ４ 月份«申报»刊登捐款信息有:«豫捐收款» (４
月 ３ 日、１５ 日)、«轮船招商局经募赈款收解数目»(４ 月 ２２ 日)、«照录苏垣桃花坞谢绥之收三月

上旬河南铁泪图捐数»(４ 月 ２２ 日)、«纪三月中旬果育堂同人经收豫赈捐数»(４ 月 ２５ 日)、«苏
垣桃花坞三月中旬募收捐数»(４ 月 ２７ 日)等ꎮ ５ 月以后ꎬ«申报»刊登的捐款清单越来越多ꎬ最多

时几乎达到每期都有ꎬ甚至一期数篇ꎮ
现以 １８７８ 年 ６ 月为例ꎬ看一看«申报»登载捐款清单的情况(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申报»所登捐款清单种类多样ꎬ既有外人经收的ꎬ也有江浙各善堂和其他

机构经收的ꎮ 各善堂经收的捐款又分不同名目ꎬ如上海果育堂同仁经收的豫赈捐、苏州桃花坞谢

氏经收的河南铁泪图捐、苏州保息安节局经收的豫赈捐ꎬ以及各善堂联合经收的秦晋豫赈捐ꎮ 这

些捐款清单ꎬ既有收款数额ꎬ也有解款数额ꎮ 各善堂的捐款清单都有起止时间ꎬ而且按时间先后

连续刊登ꎬ形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收支流水账ꎮ
从事慈善活动的士绅之所以将收支信息和办赈情况及时登报公示ꎬ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捐款

者和公众了解捐款的用途和救灾情况ꎬ以达到感谢兼征信的目的ꎮ 如 １８７９ 年金苕人等人在赴山

西助赈函中就明确表示:“倘以后刊刻劝捐ꎬ必先登报申明ꎬ并将所收捐数随时登报ꎬ以昭信

实ꎮ”① １８８５ 年 ７ 月ꎬ上海保婴总局同仁为救济广东水灾发起募捐ꎬ其捐启称:“倘蒙助捐ꎬ即掣收

７８
①«金君苕人严君佑之赵君崧甫议赴山西助赈公函»ꎬ«申报»１８７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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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ꎬ按旬登报ꎬ以昭信实ꎮ”①除临时性救灾募捐登报征信外ꎬ永久性慈善组织也经常将捐款登报

征信ꎬ如 １８８６ 年上海仁济善堂在«劝捐一文愿助施医给药规条»中规定:“按月登报一次ꎬ以资观

感而昭征信ꎮ”② １８８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上海元济堂在«申报»上刊登«敬谢善捐启»ꎬ其文称:“日前敝

堂派出各处捐册ꎬ仰赖诸善士随缘乐助ꎬ次第掷还ꎬ业已按期开列清单ꎬ登入报章ꎬ俾昭征信ꎮ”③

表 １:１８７８ 年 ６ 月«申报»刊登捐款清单一览表

名称 日期

四月二十一起三十止河南保婴捐收数 ６ 月 ７ 日

记四月十六至五月初五秦晋豫赈捐收数 ６ 月 ８ 日

接录四月十六至五月初五秦晋豫赈捐收数 ６ 月 １０ 日

筒捐纪数 ６ 月 １１ 日

照录苏城桃花坞经收河南铁泪图捐五月初一起至初五日止清单 ６ 月 １１ 日

西商助款 ６ 月 １２ 日

接录记四月十六至五月初五秦晋豫赈捐收数 ６ 月 １２ 日

接录记四月十六至五月初五秦晋豫赈捐收数 ６ 月 １３ 日

接录记四月十六至五月初五秦晋豫赈捐收数 ６ 月 １４ 日

照录苏州桃花坞谢氏经收河南铁泪图捐五月初六至初十日清单 ６ 月 １５ 日

西商赈款 ６ 月 １７ 日

苏城保息安节局抄录丁丑十月至戊寅五月十三止经办豫省赈务出入数目 ６ 月 １８ 日

松江辅德堂劝来河南保婴第一次运沪捐数 ６ 月 １８ 日

保婴局接到大团镇王晓沧江葵卿两先生经劝各善士乐输晋豫捐数 ６ 月 １８ 日

照录苏州桃花坞谢氏经收河南铁泪图捐五月十一至十五日清单 ６ 月 １９ 日

纪五月初六至十五截止秦晋豫赈收数 ６ 月 ２０ 日

接录纪五月初六至十五截止秦晋豫赈收数 ６ 月 ２１ 日

接录纪五月初六至十五截止秦晋豫赈收数 ６ 月 ２２ 日

西商赈款 ６ 月 ２４ 日

纪五月初一起至十五止续收河南保婴捐数 ６ 月 ２４ 日

照录苏城桃花坞谢氏经收五月十六日起二十日止河南铁泪图捐数清单 ６ 月 ２５ 日

照录五月十六起至二十止保婴局及松江辅德堂第二三次劝募河南保婴捐数 ６ 月 ２７ 日

纪五月十六至二十五日止秦晋豫赈收数 ６ 月 ２８ 日

照录保婴局及松江辅德堂第四次送来捐数 ６ 月 ２９ 日

民国时期ꎬ慈善组织利用报刊公布收支信息就更为普遍ꎬ像«申报»这样的大报几乎每天都

刊登捐款信息ꎮ 以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为例ꎬ这月«申报»刊登的捐款信息有:«上海筹赈黄河水灾游艺

会干事部账略收支公告»(１０ 月 １ 日)、«上海各慈善团体筹募黄河水灾急振联合会经收振④款振

品鸣谢通告第一号»(１０ 月 １ 日)、«仁济善堂报告国历九月份捐款并鸣谢诸大善士» (１０ 月 １
日)、«华洋义赈会敬谢各大善士捐助各灾振款»(１０ 月 ２ 日)、«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捐款收支

８８

①
②
③
④

«劝募赈捐»ꎬ«申报»１８８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劝捐一文愿助施医给药规条»ꎬ«申报»１８８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ꎮ
«敬谢善捐启»ꎬ«申报»１８８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ꎮ
作者按:文中“赈”与“振”可以通用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各级赈务机关一律使用“振”字ꎬ表示“振作”

“振兴”之意ꎬ但社会上仍然惯用“赈”字ꎬ故两个字同时并用ꎮ 另:“帐”和“账”在当时也通用ꎮ 文中涉及引文原文或机构名称

时按当时文献记载不作改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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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１０ 月 ２ 日)、«上海中国济生会经收九月份各项振捐款并布匹旧衣痧药药水报告»(１０
月 ３ 日)、«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经收振款鸣谢通告第五十号»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上海各慈善团体筹募黄河水灾急振联合会鸣谢»(１０ 月 １５ 日)、«上海各慈善团体筹募黄河水

灾急振联合会经收振款振品鸣谢通告第二号»(１０ 月 １６ 日)、«集义善会虹口时疫医院自本年九

月二十六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收到捐款志谢»(１０ 月 １７ 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建淞沪纪

念村委员会收支报告»(１０ 月 １８ 日)、«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收到捐款鸣谢通告第一号»
(１０ 月 １８ 日)、«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收到捐款鸣谢通告第二号»(１０ 月 １９ 日)等ꎮ 从以

上登载的捐款信息来看ꎬ既有临时性的慈善组织发布的ꎬ也有常设性的慈善组织发布的ꎻ既有捐

款鸣谢ꎬ也有收支报告ꎬ有些慈善组织还编号连续刊登捐款信息ꎮ
除登报公示外ꎬ一些慈善组织还利用自己所办刊物刊登捐款收支信息ꎮ 如 １９２０ 年华北救灾

协会在救济华北旱灾的过程中ꎬ编印«救灾周刊»ꎬ其目的就是“登载本会办事之纪实及一切收

支ꎬ藉以征信”①ꎮ 每期均列有的“捐款一览表”ꎬ所占篇幅最多ꎬ如第 ２９ 期ꎬ“捐款一览表”从第 ４
页至 １１２ 页ꎬ近百页ꎮ 其他如中国红十字会的«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

«救灾会刊»、中国麻疯救济会的«麻疯季刊»等经常刊登本会的捐款收支信息ꎮ

三、聘请会计师查账

慈善组织编印«征信录»和通过报刊登载捐款收支清单ꎬ都是为了使财务信息公开ꎬ取得公

众的信任ꎮ «征信录»在经过组织同仁、捐款者、官方和神灵这四关的检验之后ꎬ真实性应该说有

了基本的保证ꎻ利用报刊登载捐款信息ꎬ公开性更强ꎬ更便于接受公众的监督ꎮ 但这两种信息公

开方式有一个共同的问题ꎬ那就是ꎬ«征信录»毕竟是慈善组织自己编辑的ꎬ登报的信息也是慈善

组织自己提供的ꎬ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的监督和审查ꎬ其真实性仍有怀疑的余地ꎮ 民国时期ꎬ随着

慈善组织规模的扩大ꎬ经收的款项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ꎬ特别是临时性慈善组织ꎬ旋起旋撤ꎬ在极

短的时间内募集到巨额资金ꎬ从事大规模的救济ꎮ 它们当时在报刊上公布的捐款信息ꎬ事后编印

«征信录»是否真实ꎬ就是慈善组织内部的人员也说不清楚ꎬ捐款者、官方更没有能力检验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公开的信息又如何能保证真实可信呢? 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的介入ꎬ于是会计师审查就

成了慈善组织最重要的征信方式之一ꎮ
中国的会计师制度是从西方和日本传入的ꎮ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ꎬ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了«会计师

暂行章程»ꎬ标志着会计师职业得到国家的认可ꎮ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ꎬ国民政府农商部颁布«会计师章

程»ꎬ１９３０ 年 １ 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会计师条例»ꎮ 根据«会计师条例»ꎬ会计师的职责是:受公务

机关之命令或当事人之委托ꎬ办理关于会计之组织、管理、稽核、调查、整理、清算、证明及鉴定各

项事务ꎮ②会计师与企业公司内部的会计有本质的不同ꎬ他不只是为某一企业和公司服务ꎬ而是

以查账为职业ꎬ以维护社会信用为目的的公共查账员或国家会计ꎮ 会计师的执业范围虽然以工

商业为主ꎬ但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已开始介入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团体ꎮ １９３３ 年ꎬ上海

著名会计师潘序伦总结道:“至于年来各项公益或公共团体ꎬ为欲征信社会起见ꎬ亦多聘任会计

师担任查帐事务ꎮ 其地位与国际信用有关者ꎬ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ꎬ如中英庚款董事会ꎬ中国红

十字会等亦均聘任记者(引者注:潘序伦)担任常年查帐职务ꎮ 其他如筹赈(引者注:原文为“筹

９８

①
②

«本周刊启事»ꎬ«救灾周刊»１９２１ 年第 ２２ 期ꎮ
«会计师条例»ꎬ«立法专刊»１９３０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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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机关、募捐救国机关ꎬ范围较大而关系较重者ꎬ几无不聘有会计师为之检查帐目ꎬ盖非此不

足以昭信于社会也ꎮ”①

会计师查账之所以值得信任ꎬ其原因有三:其一ꎬ会计师以查账为职业ꎬ以维持社会信任为己

任ꎬ具有专门的业务技能和独立公正的职业道德ꎬ其本身就是信用的保障ꎮ 正如潘序伦所言ꎬ
“会计师之为职业ꎬ实为工商企业保障信用而设ꎬ苟有不道德行为ꎬ而自丧其信用ꎬ则此项职业ꎬ
即失其根本存在之理由”②ꎮ 其二ꎬ会计师参与慈善组织的财务审查ꎬ大多是出于义务性质ꎬ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声誉ꎬ并不期望从慈善组织中获得利益ꎬ他们与慈善组织之间不存

在利益输送关系ꎮ 其三ꎬ会计师相对于慈善组织而言ꎬ是独立的第三方ꎬ他们与慈善组织并无利

害瓜葛ꎬ没有为慈善组织作假账的目的和动机ꎬ由他们出具的«查账证明书»足以值得信任ꎮ
慈善组织聘请会计师查账始于何时ꎬ目前难以断定ꎬ但至少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上海已很普

遍ꎮ 如 １９３２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ꎬ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救济难民ꎬ发起救国捐运

动ꎬ“此项救国捐之会计事务ꎬ完全委托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义务代办ꎬ由徐会计师事务所ꎬ常川

派人驻会办理ꎮ 除处理日常会计事务外ꎬ并逐日编具报告表ꎬ于本会开会时提出报告ꎮ 每隔若干

日ꎬ且抄具捐户姓名、捐款数目ꎬ于汇核后登报公告ꎬ以资征信”③ꎮ 事务结束后ꎬ“徐永祚会计师

因其事务所代办会计之故ꎬ请由会另推会计师审查救国捐帐目ꎬ业经推定潘序伦会计师义务审查

完竣ꎬ出具报告”④ꎮ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为办理救国捐ꎬ聘任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处理日常会

计事务ꎬ事后又聘请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查账ꎬ出具«救国捐查帐证明书»ꎮ 由这两大会计

师事务所经手和查核的账目ꎬ足以证明救国捐账目真实可信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ꎬ凡是聘请过会计师查账的慈善组织ꎬ在其编印«征信录»时ꎬ都会把«查

帐证明书»收录在内ꎬ表明本账目是经过会计师审查过的ꎬ值得充分信任ꎮ 如上海东北难民救济

会为救济东北难民发起月捐运动ꎬ对一切捐款均严格处理ꎬ“捐款用途ꎬ既悉根据宣言办法ꎬ而钩

稽帐目ꎬ虽丝毫之微ꎬ必详必明ꎬ务求正确ꎬ复延最负物望之两会计师义务审核ꎬ凡此皆期无愧于

捐款诸君者也”⑤ꎮ 在事后编印的«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月捐运动收支报告书»中收录有会计师

出具的«捐款查帐证明书»«捐款查帐说明书»«办公费查帐报告书»«办公费查帐说明书»ꎮ 其中

«审查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帐目证明书»(即«捐款查帐证明书»原文如下:“兹已审查上海东北

难民救济会自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开办时起至二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结束时止之收支帐

目ꎬ所有月捐收据存根、汇交北平东北难民救济协会救济费单据、医药费单据、广告费单据、印刷

费单据、划还捐款单据等凭证ꎬ均根据月捐运动收支报告书所列各款查对相符ꎮ 除为编制收支总

结表、各机关代收月捐明细表、支出明细表及说明书附列于后外ꎬ本会计师等认为下揭各表足以

表示该会在上开日期内之真实收付情形ꎮ 此证ꎮ 会计师:徐永祚(印)、潘序伦(印)ꎮ 中华民国

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ꎮ”⑥这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两位会计师出具的查账证明书ꎬ其账目的真实

性毋庸置疑ꎮ
会计师以查账为职业ꎬ以维护社会信任为己任ꎬ具有专业优势和独立公正的职业道德ꎬ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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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中国之会计师职业»ꎬ«立信会计季刊»１９３３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ꎮ
潘序伦:«中国之会计师职业»ꎬ«立信会计季刊»１９３３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ꎮ
«办理救国捐会计经过情形»ꎬ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ꎬ１９３２ 年ꎬ第 ３ 页ꎮ
«办理救国捐会计经过情形»ꎬ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ꎬ１９３２ 年ꎬ第 ６ 页ꎮ
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月捐运动收支报告书»序言ꎬ１９３３ 年ꎮ
«会计师审查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帐目证明书»ꎬ«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月捐运动收支报告书»ꎬ１９３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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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组织取信于社会的最有力的保障者ꎮ 特别是当慈善组织遭遇外界怀疑时ꎬ会计师查账证明书

就成为唯一能证明自己清白的“铁证”ꎮ “九一八事变”后ꎬ东北沦陷ꎬ上海各界掀起援助东北义

勇军和东北难民的热潮ꎬ各慈善组织发起募捐运动ꎬ将捐款汇往东北支援义勇军或在上海收容东

北难民ꎮ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ꎬ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来到上海ꎬ公布了接受捐款的数额ꎬ其中马

占山收到 １７０ 余万元ꎬ李杜收到 ８ 万余元ꎬ这与传说中的捐款有二三千万差距极大ꎮ 于是上海各

界成立清查救国捐委员会ꎬ要求清查各慈善组织的捐款收支账目ꎮ 面对外界的质疑ꎬ各慈善组织

纷纷将收支账目、«征信录»和会计师查账证明书公布于众ꎮ 由于这些慈善组织的账目多经会计

师潘序伦审查ꎬ故潘成为清查案的焦点人物ꎮ ８ 月 ２３ 日ꎬ潘序伦应“清查会”质询ꎬ将所经手审核

而确知的各慈善团体所收捐款公布ꎬ包括«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上海东北难民救济

会、东北难民救济协会、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上海地方维持会救济组、上海地方维持会救国捐等

７ 家ꎮ 据他估计ꎬ上海方面各机关经收援助东北义勇军之款ꎬ估计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ꎮ 上海为全国

捐款总汇之地ꎬ 而总数仅三四百万元ꎬ则全国总数ꎬ决不能达二三千万之数ꎮ① １９３４ 年ꎬ上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将编制的«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捐款查帐说明书及报告书»刊登在«立信会计季

刊»上ꎬ对这次清查救国捐款案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ꎮ 这份“报告书”数十页ꎬ列出的经收捐

款的机关共 １３ 家ꎬ净收捐款 ５０２２２０３.７１ 元ꎬ而其中援助东北义勇军之款ꎬ仅为 ３３７ 万余元ꎮ “报
告书”将 １３ 家机关的收支总账一一公布ꎬ并附带«会计师查核证明书»ꎬ除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

因账据不全ꎬ无从为之证明外ꎬ其他 １２ 家机关均正确无误ꎮ②至此ꎬ喧嚣一时的清查救国捐款案

终于水落石出ꎬ大白于天下ꎮ
在这次清查案中ꎬ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亦卷入其中ꎮ 据邹韬奋后来所言ꎬ该刊共募集

捐款达 １２ 万元ꎬ当时有细账ꎬ有收据ꎬ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ꎬ收据也制版公布ꎬ并且由会计师

(潘序伦)查账ꎬ认为无误ꎬ给与证明书公布ꎮ 但是后来仍有人散布谣言ꎬ说他出国考察的费用是

从捐款里扣下来的ꎮ 邹韬奋回国后得知这个消息ꎬ特地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ꎬ请律师再为

登报宣布ꎮ 因为有“铁据”在手ꎬ虽有人存心要毁坏他在社会上的信用ꎬ但终归是徒劳ꎮ③邹韬奋

把会计师的查账证明书视为对付谣言的“铁据”ꎬ足以证明当时公共机关(包括慈善团体)对会计

师查账证明书的重视及查账证明书对维护公共团体社会信用的重要意义ꎮ

四、三种征信方式并用ꎬ共同构建公信力

近代以来ꎬ慈善组织的上述三种征信方式是同时并用的ꎮ 一般说来ꎬ慈善组织在募捐的同时

即登报公示ꎬ让捐款者和公众及时了解收支信息ꎬ待募捐或救济结束后ꎬ聘请会计师查账ꎬ出具查

账证明书ꎬ最后再编印«征信录»ꎬ并且将会计师查账证明书附在«征信录»内ꎬ以加强«征信录»
的真实性ꎮ

利用登报征信与编印«征信录»征信ꎬ各有优势与不足ꎮ 前者的优势是及时ꎬ但公布的多是

某一时期的信息ꎻ后者的优势是完整ꎬ但只能是事后编印ꎬ不利于及时了解信息ꎮ 因此ꎬ有些慈善

组织往往将两者并用ꎬ先登报ꎬ再编印«征信录»ꎬ这样既能及时披露收支信息ꎬ又在年终或事后

对收支信息进行总计ꎮ 如 １８９０ 年 ２ 月 ５ 日ꎬ上海广益堂在«申报»刊登启示称:“倘蒙慷慨乐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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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再函清查会»ꎬ«申报»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ꎮ
«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捐款查帐说明书及报告书»ꎬ«立信会计季刊»１９３４ 年第 ２ 卷第 ３ 期ꎮ
韬奋:«经历»ꎬ上海:生活书店ꎬ１９３７ 年ꎬ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尤希随时交堂ꎬ掣取收票ꎮ 除按月登报申明外ꎬ年终汇刊征信ꎬ以昭核实ꎮ”① １８９０ 年 ２ 月 ６ 日ꎬ
上海虹口广育堂在«申报»刊登上年 １２ 月份报销清单ꎬ其文称:“敝堂既承诸君子捐助ꎬ自应撙节

应用ꎬ俟年终汇刊征信ꎬ藉资考核ꎮ 第为日较远ꎬ诚恐未得先睹为快ꎬ特将十二月各款呈列如

左ꎮ”②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华洋义振会在«申报»上刊登«经收捐款总数报告»ꎬ公布 ８ 个月以来为

救济苏北水灾经收捐款总数ꎬ并称:“所有陆续收集捐款总数ꎬ除编刊征信录另行分送外ꎬ兹特先

行登报ꎬ以供众览ꎮ”③有些临时性慈善组织在章程中就明确规定ꎬ收到捐款后先登报ꎬ事后再编

印«征信录»ꎮ 如 １９２０ 年成立的旅沪台属水灾急赈会ꎬ其«简章»规定:捐款到日ꎬ随时掣发收据ꎬ
依次刊成征信录ꎬ分送各善户ꎮ 捐款至百元以上者ꎬ特别登报声谢ꎬ其在百元以下ꎬ不论多寡ꎬ汇
次登报声谢ꎮ④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红十字会第五疗养所致函«申报»称:“俾届期结束ꎬ编造清册

登报ꎬ奉扬仁风ꎬ并刊印征信录ꎬ以昭信实ꎮ”⑤由此可见ꎬ在报纸出现后ꎬ先登报征信ꎬ再编印征信

录ꎬ已成为上海慈善组织的普遍做法ꎬ这双重征信无疑会提高征信的力度和效果ꎮ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上海一些慈善组织在从事募捐或救济时ꎬ在登报征信和编印«征信录»

征信的同时ꎬ还会聘请会计师查账ꎬ出具查账证明书ꎬ将这三种征信方式并用ꎬ最大限度地将收支

信息及时、详细地公布于众ꎬ增强自己的公信力ꎮ 如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ꎬ为救济江苏川沙、南汇、崇明、
宝山、启东五县水灾ꎬ上海各界组织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ꎮ 该会章程规定:“本会收发振

款振品ꎬ另订详密程序ꎬ凡服务人员均须遵守ꎮ 其收发状况随时登报公告ꎬ并于结束时ꎬ经会计师

之审核编印征信录ꎮ”⑥从实际运作来看ꎬ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确实遵守了章程的规定ꎮ
从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７ 日ꎬ该会在«申报»上共刊登 ２８ 次«收到捐款鸣谢通告»ꎬ
将收到的捐款信息及时公布于众ꎮ 救济结束后ꎬ该会聘请会计师陈銮清查账ꎬ出具«会计师查核

证明书»和«收支报告表»«明细表»ꎮ 最后于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编印«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报告

书»ꎬ将之前在«申报»上刊登的 ２８ 次«收到捐款鸣谢通告»以及«会计师查核证明书»等全部编

入«报告书»内ꎮ 由此可见ꎬ江苏川南崇宝启水灾救济会将登报征信、聘请会计师查账、编印«征
信录»三种征信方式一并使用ꎬ最大限度地做到信息公开、真实可信ꎮ 除临时性慈善组织外ꎬ上
海一些永久性慈善组织也定期将收支及事业情况登报公布ꎬ委托会计师查核ꎬ编印«征信录»ꎮ
如上海同仁辅元堂是上海慈善团所属的规模较大慈善组织ꎬ其每月及每年善举均在«申报»上公

布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５ 日ꎬ«申报»刊登«同仁辅元堂上月善举报告»ꎬ其内容称:“上海慈善团同仁辅

元堂二十五年十二月份所办各项善举如下统计二十五年全年发粮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七元ꎬ
施棺一万零八百五十三具ꎬ收埋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具ꎬ中西医施诊给药三万四千七百六十号ꎮ
由该堂正副主任秦砚畦、朱佽升造册呈报社会局ꎬ并由慈善团将常年收支ꎬ委奚玉书会计师查阅ꎬ
编刊征信录ꎬ分送各机关备查ꎮ”⑦这样ꎬ同仁辅元堂的财务收支信息和慈善业绩就通过四种途径

来公开和征信ꎬ即«申报»、上海市社会局、会计师和«征信录»ꎬ其真实性应该是有保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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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近代以来ꎬ慈善组织普遍采用编印«征信录»和登报公示的方式来公开信息ꎬ再借助神灵惩

戒或聘请会计师查账来保证信息公开的真实性ꎬ以期获得社会的信任ꎮ 就出现的时间而言ꎬ«征
信录»出现于清代前期ꎬ登报公示开始于晚清ꎬ聘请会计师查账流行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三者之间

是一种不断递进的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三者又并行使用ꎬ彼此配合ꎬ相互印证ꎮ 慈善组织在登报公

布捐款信息之后ꎬ还会在事后或年终编印«征信录»ꎬ若聘请过会计师查账ꎬ必将会计师的查账证

明书附在«征信录»内ꎬ以增强公信力ꎮ
就征信的效果而言ꎬ«征信录»和登报公示只能达到财务公开、透明的目的ꎬ会计师查账才能

为真实性提供最后的保障ꎮ 清代慈善组织之所以将«征信录»在神前焚化ꎬ取信于神ꎬ就是因为

在取信于民和官之后ꎬ仍无法绝对保证真实ꎬ故寄希望于神ꎬ让神来鉴察ꎬ并施以赏罚ꎮ 登报公布

捐款信息ꎬ虽然阅读者更多ꎬ便于社会监督ꎬ但一般读者并不具备会计知识ꎬ也没有精力去审核账

目ꎬ无法判断公开的捐款信息是否真实ꎮ 因此ꎬ以上两种征信方式ꎬ虽做到了公开、透明ꎬ但无法

保证真实ꎬ而会计师的介入ꎬ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真实性的问题ꎬ完成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真实性

由“神鉴”到“人查”的演进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ꎮ
综上所述ꎬ在近代的技术条件下ꎬ一个慈善组织如果能做到在开始募捐时ꎬ就将捐款信息随

时在报刊上公布ꎬ事后再聘请会计师查账ꎬ编印附有«会计师查账证明书»的«征信录»ꎬ我们就能

相信它的财务信息是公开的、透明的、真实的ꎬ这个慈善组织也就是一个具有公信力、值得社会信

任的慈善组织ꎮ 近代慈善组织的上述征信方式在当时是赢得社会信任的重要手段ꎬ对当今慈善

组织信息公开、提高公信力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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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蒙玻利瓦尔的外交思想
∗①

孙若彦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西蒙玻利瓦尔的外交思想来源于他的美洲国际主义教育背景以及他领导的南美大陆的独立运

动ꎮ 独立运动初期ꎬ他主张独立后的西属美洲将在大西洋世界扮演重要角色ꎮ 独立运动后期ꎬ他提出了西属美

洲联合的思想并发起召开了 １８２６ 年巴拿马大会ꎮ 大会失败后ꎬ他又倡导建立安第斯联邦ꎮ 玻利瓦尔外交理论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处理西属美洲与美国的关系ꎬ并提出了“两个美洲”的思想ꎮ 玻利瓦尔的大西洋世界外

交和西属美洲联盟的实践尽管均以失败告终ꎬ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ꎮ
关键词:　 西蒙玻利瓦尔ꎻ外交思想ꎻ西属美洲联合ꎻ“两个美洲”
中图分类号:　 Ｋ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４－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４
作者简介:孙若彦(１９６５—　 )ꎬ女ꎬ陕西咸阳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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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美主义与西半球合作研究”(１４ＢＳＳ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参见下列成果:罗荣渠:«论西蒙玻利瓦尔的世界历史地位———为美洲第一革命巨人诞生二百周年而作»ꎬ«拉丁美洲

丛刊»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ꎻ张虎生:«论玻利瓦尔倡导拉美团结思想的重大意义»ꎬ«拉丁美洲丛刊»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ꎻ洪国起:«玻利瓦

尔坚持大陆团结联合反殖的对外政策»ꎬ«拉丁美洲丛刊»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ꎻ肖枫:«论玻利瓦尔的拉美联合思想»ꎬ«世界历史»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ꎻ洪国起:«玻利瓦尔与拉丁美洲一体化»ꎬ«南开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ꎻ黄邦和:«论西蒙玻利瓦尔的大陆主义»ꎬ
«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ꎻ罗志田:«关于玻利瓦尔的美洲一体化思想»ꎬ«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ꎻ樊英:«论西

蒙玻利瓦尔的民族主义思想»ꎬ«湘潭大学学报»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ꎮ

　 　 西蒙玻利瓦尔(Ｓｉｍóｎ Ｂｏｌíｖａｒꎬ１７８３—１８３０)不仅是 １９ 世纪拉美独立运动的杰出领袖之

一ꎬ也是那个时代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交家ꎮ 我国学者对玻利瓦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

治、军事思想以及大陆团结联合思想ꎬ而对他的外交思想鲜有论及ꎮ②本文试图通过对玻利瓦尔

在独立运动中外交活动的历史回顾和分析ꎬ梳理玻利瓦尔外交思想的形成和演变ꎮ 国际主义教

育及在欧洲和美洲的经历使得玻利瓦尔具有了比同时代的拉美人更加全球化的视野ꎬ在波澜壮

阔的独立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外交思想ꎮ 独立运动初期ꎬ他认为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国家

能够成为大西洋世界权力体系的一部分ꎬ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ꎮ 独立运动后期ꎬ玻利

瓦尔提出了美洲联盟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拉美国家的联盟ꎮ １８２６ 年巴拿马

大会失败后ꎬ他将计划降低为建立由玻利维亚、秘鲁、大哥伦比亚组成的安第斯联邦ꎮ 但是ꎬ由于

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和国家间冲突ꎬ建立安第斯联邦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ꎮ 玻利瓦尔外交理论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处理西属美洲与美国的关系ꎮ 独立运动中与美国的交往经历使他逐渐形

成了“两个美洲”的思想ꎮ 玻利瓦尔的大西洋世界外交和西属美洲联盟的实践尽管均未成功ꎬ但
他的外交思想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外交思想遗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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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主义视野和大西洋世界外交

玻利瓦尔的家庭出身和早年教育背景使他受到了自由主义启蒙教育的深刻影响ꎬ培养了跨

越美洲和欧洲的国际化视野ꎮ 但是ꎬ玻利瓦尔的国际思想更多来自于他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拉

美独立运动的实践ꎮ 在独立运动的历史进程中ꎬ他坚信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西属美洲必定能

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ꎮ 在独立运动的初期ꎬ即 １８１０—１８１６ 年间ꎬ独立运动取得的

成果和国际援助很少ꎬ玻利瓦尔的声望也很小ꎮ １８１６ 年后ꎬ玻利瓦尔发起了军事和外交攻势ꎬ保
证了大哥伦比亚在 １８２１ 年事实上的独立ꎮ 但与他的期望相反ꎬ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和平协议

还是 １８２０ 年西班牙自由主义起义者都没有给予美洲的独立以承认ꎮ 西班牙美洲的命运与欧洲

的外交相联系ꎬ但并不像玻利瓦尔想象得那样对欧洲旧世界那么重要ꎮ
１９ 世纪初ꎬ委内瑞拉的经济繁荣和海外贸易为玻利瓦尔的国际主义视野和世界意识提供了

丰富的背景ꎮ 当时的委内瑞拉作为西班牙在拉美的一个都督辖区ꎬ濒临加勒比海ꎬ交通便利ꎬ是
南美富饶的热带作物产地ꎮ 与海外的可可和烟草贸易使其不仅与欧洲和加勒比的殖民地保持着

十分活跃的商业关系ꎬ还使委内瑞拉卷进欧洲在新世界的争夺及海盗掠夺ꎮ １８ 世纪后期ꎬ西班

牙为了抵御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的贸易竞争ꎬ独占贸易收益ꎬ准许殖民地之间进行自由贸易ꎮ
１７８９ 年ꎬ这一规定扩展到委内瑞拉ꎬ使其拥有了更大的贸易自由ꎮ 随之而来的委内瑞拉的经济

繁荣比起那些产蔗糖的加勒比群岛以及墨西哥或秘鲁尽管仍非常有限ꎬ却扩展了委内瑞拉知识

精英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ꎮ
考察玻利瓦尔的个人经历ꎬ也可以发现他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绝非偶然ꎮ １７８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西蒙玻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一个土生白人贵族家庭ꎮ 他的祖先是 １６ 世纪末移居

委内瑞拉的巴斯克人ꎮ 他的家庭当时在加拉加斯享有显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ꎮ 玻利瓦尔的父亲

唐胡安维森特德玻利瓦尔—庞特上校在玻利瓦尔未满 ３ 岁时便去世了ꎬ教育孩子的重任

便落到了他母亲的肩上ꎮ 玻利瓦尔的母亲是一位聪明文雅的妇女ꎬ她把这个家庭及拥有的万贯

财产掌管了起来ꎮ 但在 １７９２ 年ꎬ他的母亲也去世了ꎮ 玻利瓦尔先是跟外祖父一起生活ꎬ在此期

间他曾在西蒙罗德里格斯(Ｓｉｍóｎ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家里度过了一段时光ꎮ 罗德里格斯是委内瑞拉杰

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ꎬ是对玻利瓦尔影响最大的人ꎮ 玻利瓦尔从罗德里格斯那里初步接受

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教育ꎬ他们之间也从此建立了长久的友谊ꎮ 在加拉加斯ꎬ玻利瓦尔还接受过

被誉为“美洲导师”的安德烈斯贝略(Ａｎｄｒéｓ Ｂｅｌｌｏ)①的启蒙教育ꎮ 玻利瓦尔少年时的志向是

过戎马生涯ꎬ因而在 １７９７ 年 １ 月ꎬ未满 １７ 岁的玻利瓦尔以士官生身份加入了他父亲曾经所在的

阿拉瓜山谷的白人志愿营ꎬ翌年 ７ 月被擢升为少尉军官ꎮ 他的服役手册上对他的评价是“英勇

出众ꎬ勤奋过人”②ꎮ １７９９ 年初ꎬ玻利瓦尔被送到西班牙学习ꎬ从此开始了在欧洲长达 ９ 年的生活

和游历ꎮ 在欧洲的经历对玻利瓦尔的青年时代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约翰林奇(Ｊｏｈｎ Ｌｉｎｃｈ)作为

研究拉美独立运动和玻利瓦尔的著名学者曾指出:“自由主义教育、博览群书、在欧洲的广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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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安德烈斯贝略(Ａｎｄｒéｓ Ｂｅｌｌｏꎬ１７８１－１８６５)ꎬ委内瑞拉和拉美著名学者和教育家ꎮ １８１０ 年随玻利瓦尔出使伦敦ꎬ谋求英

国对委内瑞拉独立运动的支持ꎮ 后留居英国 １９ 年ꎬ任智利和大哥伦比亚驻英使馆秘书ꎬ为委内瑞拉和拉美的独立作出了卓越

贡献ꎮ 他的人文主义作品对新独立的美洲各国形成美洲人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ꎬ被誉为“美洲的导师”ꎮ 参见李明德主

编:«简明拉丁美洲百科全书»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５９ 页ꎮ
[委内瑞拉] 曼努埃尔佩雷斯比拉:«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传略»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玻利瓦尔

文选»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２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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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ꎬ把他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ꎬ特别是接触了英国的政治榜样和启蒙运动的思想ꎮ 霍

布斯和洛克、百科全书派和启蒙哲学家ꎬ尤其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ꎬ都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

深刻印象ꎬ使他终生献身于理性、自由和秩序ꎮ”①

１８０４ 年ꎬ玻利瓦尔目睹了拿破仑在法国加冕ꎮ 当谈到拿破仑加冕万众欢呼拥戴的场景时ꎬ
他认为智者应该使用大众舆论来完成国家统一ꎮ 他也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永恒法则ꎬ即弱小

和分裂的国家面对强大且富有野心的国家的侵略是十分脆弱的ꎮ②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 年间ꎬ即玻利瓦

尔离开欧洲返回委内瑞拉前ꎬ他到了美国ꎬ造访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等城市ꎮ 优越的

家庭背景使他能够接触到那里的社会名流、著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ꎬ并在那里崭露头角ꎮ 他逐渐

领悟到委内瑞拉作为美洲的一部分和美洲作为欧洲———大西洋权力体系的一部分的重要性ꎮ 对

地缘政治的敏锐领悟使他决心摆脱西班牙统治ꎬ为西属美洲在欧洲———大西洋范围内赢得生存

空间ꎮ １８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玻利瓦尔曾在罗马城萨克罗山顶立下誓言:“不打碎根据西班牙政权

的意志压迫我们的枷锁ꎬ我誓不罢休!”③

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争取独立的斗争分为两个阶段ꎮ １８１０—
１８１６ 年ꎬ独立运动取得的成果和国际援助很少ꎬ玻利瓦尔的声望也很小ꎮ １８１６ 年后ꎬ玻利瓦尔发

起了军事和外交攻势ꎬ保证了大哥伦比亚在 １８２１ 年事实上的独立ꎮ
１８１０ 年 ４ 月ꎬ玻利瓦尔曾代表新成立的加拉加斯执政委员会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ꎮ 在独

立运动的“先驱者”佛朗西斯科德米兰达(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ꎬ１７５０—１８１６)的引荐下ꎬ玻利瓦

尔等人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韦尔斯利侯爵ꎬ要求英国支持委内瑞拉的独立ꎮ 在 １８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从伦敦发给最高执政委员会国务秘书的报告中ꎬ玻利瓦尔分析了英国对未来美洲独立所表达的

“非常有利的意向”ꎬ“这些意向与目前的形势、与大不列颠可能已遇到的竞争或处于危险的利益

是一致的”ꎮ 在报告中ꎬ玻利瓦尔表达了坚定的争取独立的决心ꎬ“我们处于全世界的关注之下ꎬ
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我们的信用ꎬ我们丝毫也不能偏离我们为美洲开拓的光荣道路”ꎬ“我们要继

续不断地作出努力ꎬ传播新思想ꎬ坚持不懈地实现全面解放”④ꎮ 在英国拒绝了玻利瓦尔等人的

请求后ꎬ１８１０ 年 １２ 月玻利瓦尔与米兰达一起回到委内瑞拉ꎮ 他们鼓励激进派于 １８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宣布独立ꎮ 但是ꎬ玻利瓦尔和米兰达发现ꎬ欧洲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在大西洋世界的权力制衡中

将美洲置于重要的位置ꎮ 尽管米兰达当时具有国际威望ꎬ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既没有得到国

际援助也没有获得美国或英国的承认ꎮ 英国正在联合西班牙政府将拿破仑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

出去ꎬ几乎不可能支持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ꎮ 美国政府也不会支持西属美洲的独立事业ꎬ它
正在就中立国的海事权利问题准备与英国的战争ꎮ

１８１２ 年 ７ 月ꎬ第一共和国失败后ꎬ玻利瓦尔先去了库拉索ꎬ随后到了卡塔赫纳ꎮ 他在那里撰

写了第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卡塔赫纳宣言———致新格拉纳达的公民们»ꎬ其灿烂辉煌的军事业

绩就此展开ꎬ他也开始替代米兰达承担起整个西属美洲代言人的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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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８１２ 年 １２ 月发表的«卡塔赫纳宣言»中ꎬ玻利瓦尔总结了第一共和国失败的原因ꎮ 更重

要的是ꎬ他在文章中坚信ꎬ在新格拉纳达解放后最终所有西属美洲将取得独立ꎬ并且组成一个统

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管理下的联盟ꎮ 这样一个联盟将使南美可以避免困扰欧洲的为了维持均势而

不断发生的战争ꎮ 玻利瓦尔此时已经超越了大陆主义思想ꎬ而选择了一个更加全球主义的政策ꎮ
他意识到ꎬ欧洲的野心导致其奴役世界其他地方ꎬ因而ꎬ“世界所有这些地区应该建立一个它们

自己与欧洲的均衡ꎬ以摧毁后者的优越地位”ꎬ这样一个全球均势必须纳入西属美洲政策的考虑

中ꎮ①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ꎬ玻利瓦尔的这个观点太过超前和乐观ꎮ
１８１３ 年到 １８１４ 年那段灰暗的日子被称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的恐怖年”②ꎬ争取独立的决战十

分激烈ꎮ 玻利瓦尔坚信最后的胜利将换取能来到欧洲谈判桌上ꎬ在拿破仑被击败后平叛者会承

认美洲独立ꎮ 他预测ꎬ一旦欧洲战事结束ꎬ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ꎬ将会支持美洲的独立ꎮ 此

时ꎬ英国是欧洲第一大国ꎬ但欧洲大陆强国将很快形成一个新的联盟来挑战英国的霸权ꎮ “在这

一欧洲政治的变迁兴衰过程中ꎬ 英国会希望看到美洲永久地依附于一些欧洲大陆强国ꎬ因而增

加美洲的财富和人口以支援这些强国来对抗英国吗?”玻利瓦尔分析指出ꎬ英国出于其自身利益

的考虑ꎬ需要自由的西班牙美洲共和国的贸易ꎮ 有了英国的支持ꎬ“美洲能够获得它的自由”③ꎮ
但是ꎬ到 １８１４ 年底ꎬ爱国者们彻底放弃了英国支持西属美洲独立的希望ꎮ 拿破仑被打败后ꎬ费迪

南七世重新恢复对西班牙的统治ꎬ执行镇压美洲殖民地的政策ꎮ 费迪南七世废除了 １８１２ 年宪

法ꎬ取消对西班牙自由派所作的让步ꎬ并没有任何承认美洲独立的举动ꎮ 显然ꎬ英国政治家并不

认可玻利瓦尔关于一个友好和独立的南美共和国将会确保英国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的观点ꎮ
更糟糕的是ꎬ１８１５ 年 ２ 月ꎬ西班牙派遣由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率领新的军队到新格拉纳达和委

内瑞拉ꎮ “神圣同盟”在俾斯麦领导下意图扑灭 １７８９ 年以来的革命浪潮和自由主义ꎮ 此时的欧

洲政治家“把正统性和专制制度视为安全原则ꎬ把自由主义看成洪水猛兽”④ꎮ 由于不可能指望

英国的援助ꎬ１８１５—１８２５ 年间的大部分时间ꎬ西属美洲面临着欧洲大国武装干涉的威胁ꎮ
或许玻利瓦尔不该指望英国会支持美洲独立事业ꎬ但他认识到欧洲政治将会影响美洲的命

运这一点却是正确的ꎮ 欧洲对西半球的干涉是持续不断的ꎬ玻利瓦尔称之为“西半球问题的焦

点”⑤ꎮ 虽然他对英国的举动十分失望ꎬ但他仍然预测一个自由主义对抗专制制度的大西洋联盟

的出现ꎮ 他认为ꎬ单有共同的政治思想或许不能激发英国(或美国)支持西属美洲ꎬ但它们可能

会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支持西属美洲的独立事业ꎮ
对此ꎬ玻利瓦尔提出ꎬ美洲应该用一个声音与欧洲大国对话ꎮ 于是ꎬ他开始担当起作为西属

美洲大陆发言人的角色ꎬ频繁发表公开声明、报刊文章ꎬ试图向欧洲展现西属美洲最积极的形象ꎮ
由于还对英国的保护寄予一丝希望ꎬ玻利瓦尔特别注意与牙买加、特立尼达及其他英属殖民地保

持联系ꎮ 在 １８１５ 年 ９ 月的«牙买加来信»一文中ꎬ除了预测美洲的未来ꎬ玻利瓦尔更多地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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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争取英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们支持美洲的独立运动ꎮ 他指出ꎬ赞同西属美洲独立的国家

将会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ꎮ 西班牙如果没有强大的欧洲联盟的支援将不可能指望占领辽阔的南

美大陆和人民ꎬ欧洲联盟将改变大西洋的权力均衡ꎮ “难道欧洲连自己的利益都不屑一顾?” 玻

利瓦尔指出:“欧洲若执行明智政策的话ꎬ应该制定并实施美洲独立的计划ꎮ 这不仅因为世界的

均衡要求这样做ꎬ而且因为这是建立海外贸易的合法和可靠的途径ꎮ”①玻利瓦尔在文中承认美

洲将分成 １５ 到 １７ 个共和国的现实ꎬ但他一直想把西属美洲新独立国家变成潜在的国际社会的

重要成员ꎮ 他认为ꎬ欧洲不应该感觉受到这些共和国的威胁ꎬ因为不同于君主制ꎬ这些国家没有

内在的扩张动机ꎮ 最后ꎬ玻利瓦尔明确提出ꎬ“只有团结才能驱逐西班牙人ꎬ建立一个自由的政

府ꎮ 但是ꎬ这种团结不是从天而降ꎬ而是靠实际的效果和很好的努力”②ꎮ
此外ꎬ玻利瓦尔还敦促其他美洲领导人ꎬ包括阿根廷的何塞德圣马丁( Ｊｏｓé ｄｅ Ｓ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马丁波雷东(Ｍａｒｔｉｎ Ｐｕｅｙｒｒｅｄｏｎ)、智利的贝纳尔多奥希金斯(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Ｏ’Ｈｉｇｇｉｎｓ)、
墨西哥的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Ａｇｕｓｔｉｎ ｄｅ Ｉｔｕｒｂｉｄｅ)一起团结起来以争取所有欧洲国家的

支持ꎮ １８１８ 年 ６ 月ꎬ玻利瓦尔为未来的哥伦比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起草了一个协议ꎬ一旦

它们的独立得到保障ꎬ这个协议将是包括所有共和国的政治联盟的前身ꎮ 这些共和国将向世界

呈现一个强大的美洲ꎮ 第二年玻利瓦尔又指出:欧洲和美国之所以忽视西属美洲ꎬ是因为美洲的

纷争使得它们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ꎬ如果西属美洲成为一个大的联盟而非几个小的省ꎬ欧洲国家

将会给予其关注ꎮ③转机出现在 １８２０ 年ꎬ这一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ꎬ重新恢复 １８１２ 年宪

法ꎬ自由主义者阻止了新的西班牙军队被派往美洲ꎬ软弱的西班牙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恢复殖民

统治的企图ꎮ 经过 １８２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卡拉博博战役的胜利ꎬ委内瑞拉最终获得了独立ꎮ 这一胜

利也促使美国、英国等国不得不考虑给予外交承认ꎮ

二、西属美洲联合思想的初步实践

玻利瓦尔的国际思想和外交技巧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达到了顶峰ꎬ其西属美洲各国联盟的思

想也逐渐成熟ꎮ 众所周知ꎬ玻利瓦尔是美洲联合思想和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践行者ꎬ他关于新独

立的西属美洲国家组成联盟的思想和计划由来已久ꎬ早在 １８１５ 年«牙买加来信»中就设想过ꎮ
到 １８２１ 年ꎬ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椎体的爱国者已经打败了西班牙军队ꎬ安第斯国家也胜利在

望ꎮ 玻利瓦尔认识到ꎬ仅有军事上的成功还不足以迫使西班牙结束其殖民统治ꎬ协调彼此的外交

变得迫在眉睫ꎮ
１８２２ 年 １ 月ꎬ玻利瓦尔指出ꎬ一个大的美洲国家的联盟将使“欧洲感到惊讶”④ꎮ １８２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他正式向墨西哥、智利、危地马拉、拉普拉塔等地的政府发出照会ꎬ建议召开一次拉美大

陆的全权代表大会ꎮ 在«致西班牙美洲各国外交部长的公函»中ꎬ玻利瓦尔写道:“一百个世纪之

后ꎬ当后人追溯我们公法的渊源和回顾这些确保了他们的命运的条约时ꎬ将怀着崇敬之情指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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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马地峡大会记录ꎮ 在这些史料之中将会找到最早的联盟方案ꎬ而这种联盟标志了我们和全世

界的关系的开端ꎮ”①

在玻利瓦尔看来ꎬ这样一个联盟能够使新独立的美洲国家成为潜在的国际力量ꎬ与欧洲大国

保持权力均衡ꎮ 而且该联盟可以成为美洲国家间解决分歧的手段ꎬ加强美洲国家的实力ꎮ 在该

联盟基础上形成的公法法典将作为国家之间行动的根本准则ꎮ １８２６ 年初在«关于巴拿马会议的

设想»一文中ꎬ玻利瓦尔指出:大会“以结成迄今为止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或最强大的联盟为宗

旨”ꎻ“各国之间及每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将完整地得以维护”ꎻ“任何一国都不比其他国家弱ꎬ任何

一国都不比其他国家强”ꎮ②可见ꎬ玻利瓦尔要成立的实际上是一个各独立国家平等的联盟ꎬ是一

种多元化的联合ꎮ 玻利瓦尔希望英国要么成为美洲联盟的一份子ꎬ要么成为联盟的保护者ꎬ但他

并不想使西属美洲沦为英国主导下的联盟的弱国ꎮ 尽管“解放者”崇拜英国的制度ꎬ相信美洲需

要英国的保护ꎬ但他并不对英国抱有天真的幻想ꎮ １８２３ 年 ８ 月ꎬ玻利瓦尔曾驳斥了一个葡萄牙

人的倡议ꎬ即创立一个由英国人领导的针对神圣同盟的欧洲美洲联盟ꎮ 玻利瓦尔认为ꎬ如果英国

在联盟中居主导地位ꎬ“我们将成为她的仆从ꎻ因为在与强国的联盟中ꎬ弱国将承担无休止的义

务”③ꎮ
在玻利瓦尔的努力下ꎬ１８２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７ 月 ２５ 日ꎬ美洲联盟第一次大会在巴拿马举行ꎮ

出席大会的有中美洲联邦、大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ꎮ 玻利瓦尔本人并未出席大会ꎬ或许他认

为他的缺席可以淡化一些领导人对他长久以来的怨恨ꎮ 此次大会被称作美洲国家间第一次国际

会议ꎬ被誉为“十九世纪国际上最突出、最有胆识的团结尝试”④ꎮ 但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从一开

始就很渺茫ꎮ 阿根廷、智利、巴西和玻利维亚没有参加会议ꎬ秘鲁、哥伦比亚、中美洲和墨西哥的

代表们花了 １８ 个月的时间才到齐ꎮ 英国派了一名官方代表ꎬ荷兰派了一名非官方代表ꎮ 直到会

议结束时一名美国观察员才到会ꎮ 大会的失败或许是玻利瓦尔最大的失望ꎮ 他原本希望成立一

个常设性的委员会继续已开始的工作ꎬ该委员会将有助于解决美洲国家内部争端ꎬ也可以以统一

的身份与外部势力打交道ꎮ 但是ꎬ与会国拒绝成立一个常设性委员会ꎬ只是重申了原已存在的双

边协定ꎮ 此外ꎬ会议还通过了一个“联邦条约”ꎬ即«团结、同盟和永久联邦条约»、一项“军事协

定”和一项仲裁条约ꎬ并通过了关于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决定ꎮ⑤但最后只有哥伦比亚共和国批

准了上述条约ꎮ
鉴于巴拿马大会的失败ꎬ玻利瓦尔转而倡议成立包括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参加的安第

斯联邦ꎮ 他认为ꎬ这是“在联邦体制下最完美的可能的联盟”⑥ꎮ 与联盟相比ꎬ安第斯联邦是一个

更加松散的联合ꎬ它的中央政府将负责处理有关外交、战争和财政问题ꎬ主权和其他所有事宜均

归各成员国ꎮ 因此ꎬ虽然安第斯联邦比美洲联盟规模要小ꎬ但更加切实可行ꎮ 不幸的是ꎬ随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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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地区考迪罗的逐渐崛起以及秘鲁与哥伦比亚的冲突ꎬ到 １８３０ 年 １２ 月玻利瓦尔去世之前ꎬ他承

认其宏大的理想已经失败ꎮ 正如他之前所说:“外交关系的进展总是与政府的成熟程度和其民

众的和谐联系在一起ꎮ 只有这些特质才能赢得尊重ꎻ没有强大的统一力量任何国家都不会赢得

尊重ꎮ”①

玻利瓦尔外交生涯的悲剧在于ꎬ即便他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外交技巧ꎬ也没能使美洲

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进入大西洋世界ꎬ他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ꎮ 独立后的拉美浪漫派自由主义者

埋头于各自民族国家的建设事业ꎬ只要没有欧洲大国卷土重来的威胁ꎬ美洲各共和国内部有太多

的问题要应对ꎬ它们不可能积极地参与国际上的外交活动ꎮ 同样在欧洲ꎬ１８３０ 年和 １８４８ 年革命

和国家统一议题要比美洲联盟的议题更加重要ꎮ 英国并不需要西属美洲的联盟来制衡欧洲ꎬ或
者一个统一联合的西属美洲来支持它的商业活动ꎮ 因而ꎬ西属美洲独立国家的出现“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对世界事务没有产生多大影响ꎮ 拉丁美洲在 １９ 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中没有发挥作

用”②ꎮ

三、玻利瓦尔与美国———“两个美洲”的思想

关于玻利瓦尔对美国的看法ꎬ在学术界存在争议ꎬ因为人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相互

矛盾的表述ꎮ 如 １８１９ 年 ２ 月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ꎬ一方面玻利瓦尔将美国称

作“政治美德和道德教养的独特的典范”ꎬ“以其独特的繁荣所树立的榜样令人十分赞赏”③ꎻ另
一方面ꎬ他又以长远独特的眼光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出了警示ꎬ他的经典句子ꎬ即美国“受
上帝的委托以自由的名义向美洲传播贫困”④广为人知ꎬ他认为同美国结盟是很危险的⑤ꎮ

尽管如此ꎬ关于玻利瓦尔对美国的看法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ꎬ即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式的政治

制度根本不适合西属美洲的情况ꎮ 这是他经常阐述的一个观点ꎮ 他认为法律和制度必须精心安

排以适应特定国家的“物质条件、气候、领土的性质、地理位置、规模和其人民的生活方式”⑥ꎮ 虽

然他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⑦ꎬ但对西属美洲则没有看好ꎬ因为西属美洲人民长久以

来被“无知、暴政和恶习三重枷锁”⑧所束缚ꎬ无法实行美国人那样的自我管理ꎮ
如前所述ꎬ早在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 年间ꎬ玻利瓦尔就曾到过美国并对美国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ꎮ

１８１３—１８１４ 年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短暂存在时期ꎬ以及玻利瓦尔重新远征新格拉纳达和西印度

群岛期间ꎬ他曾屡次派代表前往美国寻求援助ꎬ均没有结果ꎬ这使他对美国非常失望ꎮ 特别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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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ꎬ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ｃ.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３７.
[委内瑞拉] 西蒙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玻利瓦尔文

选»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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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拉美独立战争中公开持“中立”态度使玻利瓦尔恼怒ꎮ 他在 １８１５ 年«牙买加来信»中指出:
“不仅欧洲人ꎬ连我们北方的兄弟们对这场斗争都袖手旁观ꎮ”①不仅如此ꎬ玻利瓦尔还发现ꎬ美国

虽表面上持中立态度ꎬ背地里却从事着同西班牙谈判购买佛罗里达领土的交易ꎬ而且还经常有美

国船只向西班牙人运送物资ꎮ １８１７ 年ꎬ两艘向西班牙人输送武器和粮食的美国船只“老虎号”和
“自由号”在奥里诺科河口被玻利瓦尔的军队抓获ꎮ 美国提出交涉要求归还这两艘船只ꎮ 玻利

瓦尔对美国代表也是他的朋友约翰欧文说:“我们绝不允许欺侮和轻视委内瑞拉的政府和权

力ꎮ 为了保卫这些权力反对西班牙ꎬ我们有一大批同胞付出了生命ꎬ剩下来的人渴望能配得上享

受同样的幸运ꎮ 假若整个世界都来欺侮委内瑞拉的话ꎬ那么委内瑞拉将像反对西班牙那样同全

世界作战ꎮ”②由于欧文不断坚持要求向被委内瑞拉截获的两艘美国商船提供赔偿ꎬ玻利瓦尔最

终断绝了与欧文的交往ꎮ 与欧文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更加坚定了玻利瓦尔对美国人的看法ꎬ即
美国人是“以数字来指导行动”③ꎬ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获得眼前的商业利益ꎮ

在筹划召开巴拿马大会问题上ꎬ玻利瓦尔本来是不打算邀请美国参加未来的美洲大陆联盟

的ꎮ 有观点认为ꎬ玻利瓦尔倡导召开巴拿马大会的目的是在拉美建立一个抵御美国的联盟ꎮ 实

际上ꎬ尽管玻利瓦尔对美国的扩张早有担忧ꎬ但并没有在任何文字中提到大会的这一议程ꎮ １８２６
年«关于巴拿马会议的设想»中的主要目标是全部西班牙前殖民地成立一个常设性联盟ꎮ 玻利

瓦尔在其通信中关于巴拿马大会一事唯一提到北美人的是他们与西属美洲人秉性及历史和文化

上存在的差异ꎬ他认为这种差异不仅导致双方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技术差距ꎬ还导致了美国潜在的

扩张倾向ꎮ④另有观点认为ꎬ玻利瓦尔将美国排斥在会议之外的最根本原因与文化差异和潜在的

帝国主义威胁没有什么关系ꎬ而是他的世界观中的盎格鲁中心主义(Ａｎｇｌ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ꎬ以及由此而

来的担心———邀请美国会冒犯英国ꎮ⑤因为长久以来玻利瓦尔就寄希望于将新成立的西属美洲

国家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ꎬ他希望英国政府不仅派代表出席巴拿马大会ꎬ而且参与西属美洲联

合ꎬ并在其中担任指导者或保护者角色ꎮ
无论玻利瓦尔最初没有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大会是出于怎样的想法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ꎬ即

在他的思想深处ꎬ西属美洲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ꎮ 他经常提到的“美洲”“新世界”均是指的

西属美洲ꎬ即后来的拉丁美洲ꎮ 他曾指出:“新世界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习

惯ꎮ”⑥他还曾指出:“在我的思想上ꎬ绝对没有把美洲英语国家和西班牙语国家这两类截然不同

的国家的形式和本质混同起来ꎮ”⑦可以看出ꎬ玻利瓦尔虽然是泛美联合思想的最早倡导者ꎬ但他

的泛美主义思想与 １９ 世纪后期美国开始提倡的泛美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ꎬ前者是指

西属美洲国家的团结、联合ꎬ共同反对西班牙和其他外来统治者ꎮ 就在玻利瓦尔为西属美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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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玻利瓦尔文选»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４９ 页ꎮ
[委内瑞拉] 维森特莱库纳:«玻利瓦尔战争经历实录»ꎬ转引自肖枫:«论玻利瓦尔的拉美联合思想———纪念西蒙玻

利瓦尔诞生二百周年»ꎬ«世界历史»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ꎮ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Ｗｈｉｔｅꎬ １ Ｍａｙ １８２０ꎬ ｉｎ Ｅｌｃ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ｉｍóｎ Ｂｏｌｉｖａｒ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Ｑ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２ꎬｐ.１３８.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Ｓａｎｔａｎｄｅｒꎬ ３０ Ｍａｙ １８２５ꎬ ｉｎ Ｅ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ｏｒ: Ｗｒｉ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ｉｍóｎ Ｂｏｌíｖ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Ｑ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６７.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ｓｈｎｅｌ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Ｓｅｅｎ ｂｙ Ｓｉｍóｎ Ｂｏｌíｖａｒ: Ｔｏｏ Ｇｏｏｄ 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ｓｈ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ｅｓｔｅｒ Ｄ. Ｌａｎｇｌｅｙ

ｅｄｓ.ꎬ Ｓｉｍóｎ Ｂｏｌíｖａ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ꎬ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ｃ.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４１.
[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玻利瓦尔文选»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６０ 页ꎮ
[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玻利瓦尔文

选»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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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精竭虑、积极奔走之时ꎬ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Ｊａｍｅｓ Ｍｏｎｒｏｅ)也提出了一套有关美洲

国家国际地位及美国政策的思想主张ꎬ即“门罗宣言”ꎮ “门罗宣言”所表达的三个基本原则ꎬ即
“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再殖民原则”ꎬ其中核心部分“美洲体系原则”与玻利瓦

尔所主张的美洲体系原则其出发点和本质是完全不同的ꎮ 玻利瓦尔的这种以西属美洲大陆整体

意识为核心ꎬ主张大陆团结和联合的思想也被称为“玻利瓦尔主义”(Ｂｏｌｉｖａｒｉｓｍ)ꎮ 正如我国学者

指出的ꎬ“玻利瓦尔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带有强烈民族觉醒意义的民族主义ꎬ是“反映拉美

大陆共同利益的一种民族主义”ꎬ即“大陆性民族主义”或“拉美民族主义”ꎮ①墨西哥著名学者何

塞巴斯孔塞洛斯(Ｊｏｓé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在«玻利瓦尔主义与门罗主义»一书中指出ꎬ“我们称呼玻

利瓦尔主义为西班牙美洲的理想ꎬ就是把所有具有西班牙文化的本大陆国家组成一个联邦ꎻ我们

称呼门罗主义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ꎬ即把二十几个西语国家以泛美主义的政治手段统一进

北美帝国ꎮ”②他认为ꎬ“玻利瓦尔主义是拉美抵御欧洲强国或美国的最为强大的力量”③ꎮ １９ 世

纪古巴民族英雄、思想家何塞马蒂(Ｊｏｓé Ｍａｒｔí)在 １８９１ 年更以«我们的美洲»为题ꎬ告诫拉美各

国人民ꎬ“我们的美洲”正在遇到“另一种危险”ꎬ“这一危险并非来自其本身ꎬ而产生于本大陆两

个部分在起源、方法和利益上的差异”④ꎮ
“我也会政治博弈”ꎬ这是玻利瓦尔在 １８２５ 年说过的一句话ꎮ 有学者指出:“在外交这个术

语出现以前他就成了一名公共外交家”ꎬ他的“国际思想对美洲的伟大意义如同梅特涅的思想对

欧洲的意义”⑤ꎮ １９８３ 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纪念玻利瓦尔的大会上ꎬ墨西哥著名学者莱奥波多塞

亚(Ｌｅｏｐｏｌｄｏ Ｚｅａ)总结道:“玻利瓦尔的思想现在乃至以后仍将是极其深远的ꎬ因为他的大陆自

由与联合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ꎬ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⑥他的外交活动和思想如同他高

超的军事技巧一样保证了拉丁美洲国家作为独立实体的生存ꎮ 他的真正才能在于他对所生活的

国际社会现实的逐渐领悟和深刻理解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ꎮ 他是一个委内瑞拉人ꎬ但
他却设想和努力构筑一个能够减少冲突、保护弱国利益的更大的国际社会ꎮ 玻利瓦尔留下了重

要外交思想遗产ꎬ包括美洲政治与欧洲乃至全球政治密不可分的思想、拉美联合的大陆性民族主

义思想、两个美洲的思想等重要内容ꎬ这些思想无论对委内瑞拉、对拉美乃至对当代发展中国家

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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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ｌíｖａｒ’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ｄｅａ ｉｓ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ｃａｍｅ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 ｔｗ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Ｂｏｌｉｖａｒ’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ｎｄｅｄ ｉ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ｈｅ ｌｅｆｔ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ｉｍóｎ Ｂｏｌíｖａｒꎻ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ｄｅａｓꎻ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ꎻ “ｔｗ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责任编辑:时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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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 测试在英美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
争论及启示

∗

刘伟红
(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作为分级阅读的主要应用技术之一ꎬＡＲ 测试在英美中小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ꎮ ＡＲ 测试是建立在

图书分级和学生阅读能力分级的基础之上ꎬ以 ＳＴＡＲ 入门测试、学生阶段性阅读目标设定、目标执行、奖励措施

为 ＡＲ 应用的基本程序ꎮ 在 ＡＲ 使用者逐步推广的过程中ꎬ对 ＡＲ 测试效果的争议亦十分激烈ꎬ支持者与否定者

皆对 ＡＲ 测试的效果发表了不同的观点ꎬ但从各类研究的具体情况看ꎬ在 ＡＲ 测试的最佳使用阶段、图书资料与

阅读时间规划、专业教师的培训等方面仍有部分共识ꎬ这为我国分级阅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ꎮ
关键词:　 ＡＲ 测试ꎻ分级阅读ꎻ效果ꎻ争论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４－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４
作者简介:刘伟红(１９７７—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阅读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知与人格素养塑造的重要路径之一ꎬ甚至在许多古代文明中ꎬ阅
读能力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ꎮ 自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以来ꎬ阅读能力的培养更成为学校教育的

主要目标之一ꎮ 与英美等国相比ꎬ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阅读能力培养与阅读面的拓宽始终处于

不平衡状态ꎬ即阅读面落后于阅读能力的提升ꎮ 我国在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上更偏重于“揉碎

分解式”ꎬ而不是“广泛接触式”ꎬ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的阅读视野ꎬ对于培养学生

广阔的认知能力是一种阻碍ꎮ 为此ꎬ笔者尝试介绍在英美中小学中普遍使用的一种阅读能力干

预体系———ＡＲ 测试阅读干预系统ꎬ并梳理学界对这一干预系统的研究成果ꎬ期望对我国阅读教

育的提升提供借鉴ꎮ

一、ＡＲ 测试系统的基础组成及应用

ＡＲ 测试被介绍到我国的过程中ꎬ多数人简单理解其为“分级阅读”的一种ꎬ至于如何分级ꎬ
如何操作则语焉不详ꎮ

正如费孝通在探讨生育制度时所提及的ꎬ当生育作为一项制度出现时ꎬ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

繁衍后代ꎬ它规划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互动方式ꎬ表达着人类对自身的一种约束ꎮ 笔者在此谈到

的 ＡＲ 测试阅读干预系统也不仅仅是一种“分级阅读”技术ꎬ而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ꎬ致力于

提升中小学学生阅读能力的多主体参与体系ꎮ
(一)ＡＲ 测试系统的基础组成

ＡＲ 是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的缩写形式ꎬ可直译为“加速阅读者”ꎮ 在此ꎬ笔者仍然使用英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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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表述的 ＡＲꎮ 美国的分级阅读早已有之ꎬ而 ＡＲ 测试则是学习复兴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针

对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到 １２ 年级学生的阅读训练检测软件ꎬ这一软件开发至今已有 ３０ 余年的历史了ꎮ
ＡＲ 测试的分级是按照学生在校年级及学期分布划分的ꎬ比如小学(包括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分为

六个年级ꎬ其 ＡＲ 测试的等级就分为 １２ 级ꎮ 具体分级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ＡＲ 测试等级情况

Ｙｅｌｌｏｗ ｄｏ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Ｄｏｔ Ｒｅｄ Ｄｏｔ Ｇｒｅｅｎ Ｄｏｔ Ｂｌｕｅ Ｄｏｔ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ｔ

１.０－１.５ １.６－２.０ ２.１－２.５ ２.６－３.０ ３.１ ＝ ３.５ ３.６－４.０

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 ｄｏｔ Ｐｉｎｋｇｌｏｗ Ｏｒａｎｇｅｇｌｏｗ Ｄｏｔ Ｇｒｅｅｎｇｌｏｗ Ｄｏｔ Ｒｅｄｇｌｏｗ Ｄｏｔ Ｂｌａｃｋ Ｄｏｔ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６ ５.６－６.０ ６.１－６.５ ６.６ ａｎｄ ｕｐ

与阅读等级相对应的是 ＡＲ 测试的图书等级(Ｌｅｖｅｌ)及其点数(Ｐｏｉｎｔ)ꎮ 在 ＡＲ 测试信息系

统中ꎬ有对应各个等级的图书及其测试题ꎮ 每个使用 ＡＲ 测试系统的中小学都建有形式不同的

图书馆ꎬ这些图书馆被称为媒体中心(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ꎮ 其各级图书的藏量基本在 １００００ 册以上ꎬ
具体数目要看学校购买 ＡＲ 的情况ꎬ这些图书书脊上都标有明确的等级圆点以方便学生借阅时

辨识ꎬ比如等级最低的 Ｙｅｌｌｏｗ Ｄｏｔꎬ就会在书脊上贴有一个醒目的黄色大圆点ꎬ在图书扉页上则

标有明确的图书点数ꎬ即 １００％通过该本图书的电脑测试后学生得到的奖励点数ꎮ 但是这个点

数并不与等级固定ꎬ具体如表 ２ 举例所示ꎮ
表 ２:ＡＲ 测试图书等级与点数情况

书号 书名 作者 阅读等级 点数

７７３９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Ｊｏｈ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３.４ １.０

６２８０ＥＮ Ｌｏｖｅ Ｙｏｕꎬ Ｓｏｌｄｉｅｒ Ａｍｙ Ｈｅｓｔ ３.４ ０.５

１９３５５ＥＮ Ｍａｒｙ Ａｎ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 Ｍ. Ｍａｒｔｉｎ ３.４ ４.０

６８２５９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ｅｓｔ Ｈｏｕ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ａｒｏｌ / Ｂｉｌｌ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３.４ ３.０

１１４２７Ｅ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３.４ ２.０

阅读的等级与阅读的难度有关ꎬ这一难度与词汇量、句子长短、书本抽象程度相关ꎮ 而阅读

的点数则与书本信息容量的大小相关ꎬ即书本的字数、页码相关ꎮ 一本 ５.０ 的 Ｐｉｎｋｇｌｏｗ Ｄｏｔ 等级

的图书ꎬ如果只有 ２０ 页ꎬ可能就会只有 ０.５ 个点数ꎬ而一本 ２.３ 的 Ｒｅｄ Ｄｏｔ 等级的书ꎬ却可能因为

有 １００ 页而有 ３ 个点ꎮ
(二)ＡＲ 测试阅读干预系统的运作

ＡＲ 测试阅读干预系统是围绕着图书的阅读与测试展开的ꎬ而阅读与测试则建立在图书选

取及等级分类的基础上ꎮ １９９４ 年之前ꎬＡＲ 图书等级分类的根据是弗吕可读性指数( ｔｈｅ Ｆｒｙ
Ｒｅ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而 １９９４ 年之后则是在福莱士—金凯德阅读指数( Ｆｌｅｓｃｈ －Ｋｉｎｃａｉ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基础上进行分类的ꎮ 图书等级分类的标准包括:图书长度、页面布局、图书结构与组织、插
图、单词、短语与句子、文学特征、内容与主题等因素ꎮ 现在 ＡＲ 测试的数据系统中已经有超过

１００ 万本的图书及测试问题ꎬ这些图书的选取和使用是经过专业教师群体的集体选择及学生考

试的不断试验和调整而形成的ꎬ同时ꎬ新出版的书也会不断进入数据库ꎬ从而保证阅读的时代性

和累积性ꎮ
我们在此主要讨论 ＡＲ 测试系统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实际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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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生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 ＡＲ 测试

使用 ＡＲ 测试进行阅读能力训练是有条件的ꎮ 学生在使用 ＡＲ 测试之前需要进行一次

ＳＴＡ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即阅读能力标准化测试ꎬ这是一项用于甄

别学生的年级对应阅读水平和教学阅读水平的计算机适应性测试ꎮ 这项测试的问题涉及到词汇

(包括同义词和反义词)ꎬ单词结构(包括复合词、前缀、后缀等)ꎬ段落分析和总结ꎬ主题思想归

纳ꎬ推断与总结ꎬ预测及判断作者的写作意图ꎬ等等ꎮ 一般情况下ꎬＳＴＡＲ 会给出 ２５ 个阅读问题

或者 ３４ 个阅读能力测试问题ꎬ后者对于测试者的测试时间具有更好的敏感度ꎮ 学生测试完成

后ꎬＡＲ 测试专业老师会根据测试报告判断学生的阅读水平ꎬ从而决定学生能否使用 ＡＲ 测试系

统及在什么级别上使用ꎮ
每一个新入学的学生及暑假过后各个年级的学生都要参加 ＳＴＡＲꎬ以明确他们当前的阅读

等级ꎮ 而对于那些不能通过 ＳＴＡＲ 测试的学生ꎬ学校则有专门的老师对其进行阅读能力训练ꎬ以
协助其通过 ＳＴＡＲꎮ

２.ＡＲ 测试目标设定

一般来说ꎬ学生的阅读能力会在其年级所对应的阅读水平波幅内波动ꎬ如一个五年级的学

生ꎬ其阅读水平很可能在 Ｏｒａｎｇｅｇｌｏｗ Ｄｏｔ 和 Ｇｒｅｅｎｇｌｏｗ Ｄｏｔ 之间ꎬ但是也有可能在 Ｂｌａｃｋ Ｄｏｔ 的水

平上ꎮ 学生通过 ＳＴＡＲ 测试以后ꎬ阅读老师会根据每个学生的阅读等级确定其阅读目标值ꎬ从平

均水平看ꎬ学生的阅读目标值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学生阅读目标值情况

年级 ９ 周目标值 学期目标值

１ｓｔ Ｇｒａｄｅ ５ Ｐｏｉｎｔｓ １０ Ｐｏｉｎｔｓ

２ｎｄ Ｇｒａｄｅ １０ Ｐｏｉｎｔｓ ２５ Ｐｏｉｎｔｓ

３ｒｄ Ｇｒａｄｅ １２ Ｐｏｉｎｔｓ ２９ Ｐｏｉｎｔｓ

４ｔｈ Ｇｒａｄｅ １４ Ｐｏｉｎｔｓ ３０ Ｐｏｉｎｔｓ

５ｔｈ Ｇｒａｄｅ １６ Ｐｏｉｎｔｓ ３２ Ｐｏｉｎｔｓ

  

每个学生的 ＡＲ 测试的目标值皆是以 ９ 周为一个单位ꎬ一个学期包括 ２ 个 ９ 周ꎬ１ 学年则包

括 ４ 个 ９ 周ꎮ ９ 周目标值会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增长ꎬ但是学期目标值并不一定是 ２ 个 ９ 周目标值

的和ꎮ
由于每个学生的阅读等级都是通过单独的测试确定的ꎬ所以ꎬ在一个班级之内很少出现所有

学生在一个阅读等级的情况ꎬ在美国尤其如此ꎮ 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ꎬ学生的阅读差异表现得更

加明显ꎬ在一个班级内很可能出现目标值离散度较高的情况ꎮ
３.目标值确定后的执行过程

学生通过 ＳＴＡＲ 测试以后ꎬ就有权利借阅其阅读等级及以下的图书并参加 ＡＲ 测试ꎬ获取阅

读点数了ꎮ 在 ＡＲ 系统中ꎬ是不允许学生借阅其阅读等级以上的书籍的ꎮ 但在实际操作中ꎬ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公共图书馆借阅其阅读等级以上的图书并参加学校的 ＡＲ 测试ꎬ获
得相应的等级点数ꎮ

一般来说ꎬ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在学校的媒体中心一次只能借阅 １ 本图书ꎬ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等级借阅 ２ 本甚至更多的图书ꎮ 学生借阅的图书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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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学校安排的固定时间阅读外ꎬ还可以带回家里阅读ꎮ 家长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阅读借阅的

书籍ꎬ或者提醒学生独立完成图书的阅读ꎮ 借阅的图书不一定要在当天读完ꎬ点数较多的图书甚

至需要 １ 周的时间完成阅读ꎮ 如果学生感觉借阅的图书不适合自己ꎬ也可以在第二天进行调换ꎮ
学校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里安排各个年级的学生去媒体中心进行 ＡＲ 测试并借阅新的书籍ꎮ

学生每次 ＡＲ 测试中的成绩都将计入本人的点数累积中ꎮ 如果一本书的点数是 ２ꎬ阅读正确

率为 ６０％ꎬ那么学生得到的就是 １.２ 点ꎮ 但是ꎬ如果学生的阅读正确率低于 ６０％ꎬ则没有成绩ꎮ
但绝大多数学校对学生 ＡＲ 测试成绩的要求不是 ６０％ꎬ而是平均 ８０％或者 ８５％ꎮ 学生每周的

“进展汇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都会反映其该周的阅读成绩及平均正确率ꎬ如果平均正确率低于

学校要求ꎬ老师可能会要求家长签名并将成绩单返还学校ꎮ 在具体操作环节上ꎬ每位参与 ＡＲ 测

试的学生都会有阶段性的阅读能力数据反馈ꎬ这个反馈通过数据图的形式反映学生在单词认知、
主题把握、细节领悟甚至全国范围的阅读水平排名情况ꎮ 这些数据将成为 ＡＲ 测试专业老师与

学生后续交流的根据ꎮ
４.阅读成绩奖励

阅读成绩奖励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达标奖励ꎬ一种是特殊点值奖励ꎮ
达标奖励主要以 ９ 周和学期目标为主ꎮ 学校会在每学期第 ９ 周的周五或学期末最后一个周

五举行 ＡＲ 测试的达标庆祝活动ꎬ这个庆祝活动的参加主体就是达到 ９ 周或学期目标值的学生ꎮ
学生们或会被邀请参加学校组织的大型 ｐａｒｔｙꎬ或被邀请参加 ＡＲ 达标的郊游活动ꎮ 参加 ｐａｒｔｙ 的

学生可以在品尝各类甜点和饮料的同时相互交流阅读经验ꎻ而郊游的学生则可以获得一定的美

元或英镑奖励ꎬ用于购买书报资料ꎮ 没有达到目标值的学生则需要重新参加 ＳＴＡＲ 测试ꎬ以确定

其后续的阅读等级ꎮ
特殊点值奖励ꎬ一般是针对那些达到 ２５ 点、５０ 点、１００ 点甚至 ２００ 点及以上学生进行的奖

励ꎮ 这种奖励也是在特定时间进行的ꎬ比如开学后第 １１ 周的星期三ꎬ在这一天达到上述特殊点

值的学生将会得到这个奖励ꎮ 奖励的形式是在学校电视新闻上公开接受校长或者阅读老师颁发

的证书或奖品ꎮ 这个电视新闻会同步向各个年级的学生直播ꎬ因此ꎬ哪位同学在什么时候拿到了

特殊点数奖励都会成为同学间公开讨论的热点问题ꎮ 不同的是各个年级的奖励起点是不同的ꎬ
二年级以下是 ２５ 点ꎬ三年级以上则是 ５０ 点或 １００ 点ꎮ

二、英美学界对 ＡＲ 测试使用效果的争论

作为 ＷＷＣ(Ｗｈａｔ Ｗｏｒｋ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列出的 ２４ 个主要阅读干预项目之一ꎬＡＲ 测试系统

在美国的使用范围日渐扩大ꎮ １９９９ 年已有 ４３０００ 所学校的学生使用 ＡＲ 测试系统①ꎬ占到美国

中小学的 １ / ３ 强ꎬ２００５ 年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的高中改革倡议ꎬ使 ＡＲ 测试在美国高中的使

用进一步扩大ꎬ现在约有 ７００００ 所学校使用 ＡＲ 测试系统ꎻ２０１３ 年ꎬ英国有超过 ２０００ 所学校的 ４０
万学生使用 ＡＲ 测试系统ꎮ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ꎬ对 ＡＲ 测试使用效果的争论始终伴随着 ＡＲ 使

用范围扩张的全过程ꎮ
(一)对 ＡＲ 测试效果持否定观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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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ｕｌꎬ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ｄａｔａꎬ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１５ꎬＮｏ.３ꎬ１９９９ꎬｐｐ.２１３－２３１.

Ｔｏｐｐ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ｋｉｄ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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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８４ 年 Ｐａｕｌ 创建了 ＡＲ 测试阅读干预软件并投入商业运作之后ꎬ学习复兴股份有限公司

对 ＡＲ 测试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研究陆续在其研究中心网站及相关刊物发表ꎮ 比如ꎬＰａｕｌ 及其

同事对美国的 ６０００ 所学校(其中 ５８％的学校没有使用 ＡＲ 测试)进行了准试验对比ꎬ根据其研究

记录ꎬ那些使用 ＡＲ 测试的学生明显好于没有使用 ＡＲ 测试学校的学生ꎮ① 但是ꎬ作为 ＡＲ 的创建

者ꎬＰａｕｌ 及其同事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ꎬ加上 ＡＲ 测试引入中小学教育的高昂

成本ꎬ许多研究者对 ＡＲ 测试的实际效果产生了兴趣ꎬ并对 ＡＲ 提升学生阅读能力上的贡献表示

质疑ꎮ
Ｍａｔｈｉｓ 是较早使用斯坦福成就测试对 ＡＲ 测试效果展开研究的学者ꎮ 他对伊利诺斯州中北

部一个农场社区的 ３０ 名六年级学生进行了为期 １ 年的跟踪调查ꎬ这个社区的学生超过 ９０％为白

人ꎮ 报告显示ꎬ在统计意义上 ＡＲ 测试对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没有显著提升ꎮ②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及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ꎬ连续刊载了 Ｐａｖｏｎｅｔｔｉ、Ｂｒｉｍｅｒ、Ｃｉｐｉｅｌｅｓｋｓｉ 等
人针对 ＡＲ 测试效果的文章ꎮ 文章比较了三个不同学区七年级学生的阅读完成情况ꎬ这些学生

有的是在小学阶段使用过 ＡＲ 测试ꎬ有的则没有ꎮ 报告显示ꎬ使用和不使用 ＡＲ 测试的学生在阅

读成绩上并无明显差异ꎮ 作为回应ꎬＴａｒｄｒｅｗ 在该杂志的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版ꎬ对 Ｐａｖｏｎｅｔｔｉ 等人的观点

提出了批评ꎮ 他认为ꎬＰａｖｏｎｅｔｔｉ 等人的研究设计并不“科学”ꎬ其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社会经济及

其他因素上并不匹配ꎬ而且在 ＡＲ 执行中的真实性也没有得到检验ꎮ③

在学生来源问题上ꎬ后续的否定性研究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ꎬ但是针对 ＡＲ 执行的真实性问

题ꎬ却一直没有解决ꎮ 这一点ꎬ不仅体现在其质性研究的成果上ꎬ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及 Ｌｉｎｄａ 的研究ꎬ
亦体现在其准试验研究的成果上ꎬ如 Ｄｅｂｏｒａｈ 和 Ｓａｍｕｅｌ 的研究ꎮ

２００２ 年ꎬ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人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表现不佳的高中ꎬ以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

对 １４４ 名学生进行了调查ꎬ这些学生中 ６８％是非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ꎬ调查充分照顾到了学生的

种族、性别、宗教观等因素ꎮ 该所学校刚引入 ＡＲ 测试系统ꎬ正处于系统适应期ꎬ调查结果显示了

学生对 ＡＲ 的负面认知ꎬ很多学生的阅读量甚至少于系统引入之前ꎮ 许多学生认为 ＡＲ 测试占

用了他们太多的自由时间ꎬ被迫参加的感觉太强烈ꎬ选择的书目也不够理想ꎬ且测试的内容细碎、
形式令人反感ꎮ④ ２００３ 年ꎬＬｉｎｄａ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Ｌａｍｍｅ 的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人的观

点ꎬ该研究基于 ５０ 余名参与 ＡＲ 测试的图书管理员、教师、家长、学生、校长的访谈ꎬ对 ＡＲ 测试的

负面影响作了多方面的分析ꎮ 该文章认为ꎬ培养终身阅读的兴趣是学校阅读教育的根本ꎬ而学生

对阅读的内在激励而不是外在的激励是保持学生阅读快乐感的最有效动力ꎬ而 ＡＲ 测试系统不

仅瓦解了学生对阅读的内在激励系统ꎬ使内在激励在 ＡＲ 所设定的外在激励面前逐步退化ꎬ还使

学生不能更广泛地阅读跨文化、跨国别的书籍ꎬ甚至增加了学生在阅读中的欺骗行为ꎻＡＲ 所设

定的阅读等级也使学生局限于自己的“等级”而不能产生挑战性的、基于作者、主题、兴趣的阅读

范围扩展ꎻＡＲ 不仅限制了学生阅读能力、选择书籍能力的发展ꎬ也对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专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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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ａｕｌꎬ Ｔ.ꎬ Ｄ. ＶａｎｄｅｒＺｅｅꎬ Ｔ. Ｒｕｅ ａｎｄ Ｓ. Ｓｗａｎｓｏｎ.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Ａｔｌａｎｔａꎬ Ｇ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ꎬ１９９６.

Ｍａｔｈｉｓꎬ 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ＥＤ３９８５５５. ＥＲＩＣ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１９９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ｈｅ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Ｎｏ.４ꎬ２００４ꎬｐ.４４４.
Ｇａｉ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 Ｍａｒｇａ Ｍａｄｈｕｒｉ ａｎｄ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Ｔａｙｌｏ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５５０－５６０.



刘伟红:ＡＲ 测试在英美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争论及启示

师引领学生阅读能力的建设、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学生阅读能力的差距缩短产生了负面的影

响ꎮ①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准试验研究成为 ＡＲ 测试效果考察的重要研究路径ꎮ 其中引起广泛关注

的是 Ｄｅｂｏｒａｈ 的博士论文及 Ｓａｍｕｅｌ 的论文ꎮ
２００５ 年ꎬＤｅｂｏｒａｈ Ａｎｎ Ｆｏｃａｒｉｌｅ 的博士论文«ＡＲ 测试项目与学生的阅读态度(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以德克萨斯州中部一个中等规模小镇的

两所小学(一所为公立学校ꎬ一所为私立学校)为调查对象ꎬ以公立学校为实验组、私立学校为控

制组展开准试验性对比研究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ＡＲ 测试不仅对试验组学生的阅读能力没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ꎬ而且在学生的阅读态度上也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ꎮ② 但是ꎬ该实验中作为控制组的

私立学校在学生来源与教育环境上优于公立学校的事实ꎬ使读者对其结果抱持了更多的质疑ꎮ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ｍｉｔｈ 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ꎬ Ｓａｍｕｅｌ 针对南卡达克斯维尔小学

(Ｄａｃｕｓｖｉｌ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的两组学生进行了 ＡＲ 测试效果的对比研究ꎬ实验组 ４７ 人ꎬ控制

组 ４３ 人ꎬ两组学生的种族结构皆是超过 ９０％的白人ꎬ男女生结构相当ꎮ 研究跨度为 ２ 个学年ꎬ最
终的阅读能力使用学习进程测量标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进行测量ꎬ试验结果显示ꎬ
使用 ＡＲ 测试干预阅读的一组在阅读能力上的提升并不显著ꎮ③

(二)对 ＡＲ 测试持肯定观点的研究

针对汹涌而来的对 ＡＲ 测试的质疑ꎬ不断有新的学术研究团队加入到对 ＡＲ 测试效果的试

验与测量中ꎮ 这些研究不仅关注 ＡＲ 测试的结果及其内部差异ꎬ对 ＡＲ 测试系统的执行过程也

保持了高度的关注ꎮ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Ｋ. Ｊ. Ｔｏｐｐｉｎｇ 与 Ｗ.Ｌ. Ｓａｎｄｅｒｓ 在田纳西州针对超过

６００００ 学生所做的 ＡＲ 测试效果的研究ꎮ 该研究以田纳西州价值附加评估系统(ＴＶＡＡＳ)对学生

的阅读理解成绩的影响为研究目标ꎬ通过对田纳西州 １２８ 所学校二到八年级学生的田纳西综合

评估项目(ＴＣＡＰ)ꎬ考察学生 ＡＲ 测试成绩与教师价值附加之间的关系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在严格

执行 ＡＲ 测试程序的前提下ꎬ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高显著ꎬ同时学生的图书阅读量和阅读成绩

与教师的 ＡＲ 测试培训程度有显著的相关性ꎮ 研究还发现ꎬ教师的指导对中等程度的学生影响

是最大的ꎬ对低水平和高水平学生的影响不是很明显ꎮ④

随后ꎬＲｏｓｓ、Ｎｕｎｅｒｙ 及 Ｇｏｌｄｆｅｄｅｒ、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等人对 ＡＲ 测试效果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Ｔｏｐｐｉｎｇ
等人的观点ꎮ 他们对 １１ 所学校 ４５ 名教师的 ５７２ 名三 ~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为期 １ 年的使用

ＡＲ 测试与其他商业阅读项目的比较研究ꎬ最终得出的结论指出ꎬ在 ＳＴＡＲ 标准下ꎬＡＲ 测试对学

生的阅读综合理解力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ꎬ即便是那些阅读水平较低的学生ꎬ在学校严格执行

ＡＲ 测试相关程序的前提下也呈现出了积极效果ꎬ同时ꎬ低年级的学生比高年级的学生取得了更

为积极的成效ꎮ⑤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ｉｎｄａ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Ｌａｍｍｅꎬ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３ꎬｐｐ.３７－４５.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Ａｎｎ Ｆｏｃａｒ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ａｙｌ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５.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ｍｉｔｈꎬ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Ｗｅｓｌｅｙ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６.
Ｔｏｐｐｉｎｇꎬ Ｓａｎｄｅｒｓ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Ｎｏ.１１ꎬ２０００ꎬ ｐｐ.３０５－３３７.
Ｒｏｓｓ ｅｔ ａｌ.ꎬ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ｅｍｐｈｉｓꎬ Ｔ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ｍｐｈｉｓ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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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使用 ＳＴＡＲ 标准对 ＡＲ 测试效果进行检验的可靠性遭到持否定性研究观点学者的质

疑ꎬ对此ꎬＲｏｇｅｒ 的定量研究论文进行了有力反击ꎬ该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内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

三~五年级学生(主要为非裔及西班牙裔美国人)展开的ꎬ在调查的 ７５５ 名学生中ꎬ高级阅读者、
一般阅读者和低级阅读者在 ＡＲ 干预下进行阅读训练ꎬ其阅读效果经过盖麦二氏阅读测试的检

验(Ｇａｔｅｓ－ＭａｃＧｉｎｉｔｉ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ｓｔ)ꎬ结果显示ꎬＡＲ 测试对学生的阅读技巧和单词认知能力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ꎮ①

针对学生对 ＡＲ 测试持有反感情绪的调查ꎬ Ｍａｒｙ 于 ２００５ 年发表了其在美国新泽西州德尔

西地区高中(Ｄｅｌ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的试验报告ꎬ该试验是在当地学区的支持下展开的ꎬ具
体的方法是将 ＡＲ 测试系统作为必要的补充放入其班级阅读和写作的资源空间中ꎮ 虽然 Ｍａｒｙ
对试验的阶段及奖励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安排ꎬ但第一年的试验效果仍不够理想ꎬ为数不少的学生

对 ＡＲ 测试表示抗议ꎬ同时也有很多学生在 ＡＲ 测试中获得了实质性的阅读提升ꎻ试验进行到第

２ 年ꎬＡＲ 在提升学生阅读能力上的积极价值得到充分释放ꎬ学生主动交流阅读情况ꎬ相互推荐图

书ꎬ积极到媒体中心更换图书的频率明显提高ꎬ学生抵制的情况也显著下降ꎮ②

２０１５ 年ꎬ杜伦大学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ｏｒａｒｄ 教授接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ＥＥＦ)的委

托ꎬ对英国中小学 ＡＲ 测试实施效果进行评估ꎮ 这次评估涉及到七年级在小学阶段 ２ 没有获得

国家课程 ４ 级成绩的 ３４９ 位同学ꎬ其中 １６６ 位同学在其初中第一年被随机安排 ２２ 周的 ＡＲ 测试

第一阶段的干预ꎬ另外 １８３ 位同学作为控制组ꎬ在第二阶段参与 ＡＲ 测试干预ꎮ 该研究最后得出

四点关键结论:(１)对于阅读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ꎬ在其初中开始阶段进行 ＡＲ 测试干预具有明

显的积极效果ꎻ(２)根据 ＡＲ 测试的可读性公式ꎬ一座拥有广泛藏书量的图书馆、方便使用且与互

联网连接的计算机是成功实施 ＡＲ 测试的主要要件ꎻ(３)低水平阅读的学生由于不能独立阅读而

需要在起始阶段获得老师的支持从而开始阅读之路ꎻ(４)学校完全可以成为 ＡＲ 测试的强力引领

者ꎬ而不必寻求外部专家的持续性监督ꎮ③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ꎬ否定一方更强调 ＡＲ 测试的效果及 ＡＲ 测试对内在激励系统的负面影

响ꎬ而肯定一方除了强调测试的效果更倾向于强调 ＡＲ 测试执行的过程、影响因素、内部差异等ꎻ
从调查对象的具体规模看ꎬ持肯定观点的一方在样本规模上要高于否定一方ꎬ但是在研究的方法

设计上ꎬ否定一方更加全面地考虑了调查者的背景信息ꎮ 从样本规模的说服力看ꎬ肯定一方对

ＡＲ 测试效果更具一般性意义ꎬ而否定一方对 ＡＲ 测试的长期可持续激励效果的怀疑更有理论依

据ꎮ
但是ꎬ双方的研究都在以下问题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年级高的学生更不易在 ＡＲ 测试

干扰下取得好的成绩ꎻ在阅读上有较大难度的本土学生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在规范的

ＡＲ 测试系统下更容易取得好的成绩ꎻ教师受到良好的专业阅读训练并按照 ＡＲ 测试数据对学生

进行指导ꎬ能够较好地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ꎮ

０１１

①

②
③

Ｒｏｇｅｒ Ａ.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ｐｉｌｓ ｉ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ꎬ
Ｆｏｕｒꎬ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ꎬＮｏ.３ꎬ２００３ꎬｐｐ.８７－９６.

Ｍａｒｙ Ｍｏｙｅｒꎬ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Ｓｐａｒｋ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ꎬ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Ｑｕｅｓｔꎬ Ｎｏ.９ꎬ２００６ꎬｐｐ.３５－３９.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ｏｒ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ａｍｏ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ｂｕａｒｙꎬ ２０１５.



刘伟红:ＡＲ 测试在英美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争论及启示

三、英美 ＡＲ 测试使用情况对我国的启示

对我国来说ꎬ分级阅读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概念ꎮ ２００８ 年ꎬ人民教育出版社儿童阅读推广

人王林、儿童文学家徐鲁等人提出了引进“桥梁书”的概念ꎬ分级阅读的行动才逐步拉开大幕ꎮ①

“当前ꎬ出版商和阅读推广人是分级阅读的主要推动人和研究者ꎮ”②虽然我国分级阅读的基本框

架还相对粗糙ꎬ但近年来ꎬ教育部已陆续开展针对分级阅读的跨学科研究ꎬ分级阅读及其商业开

发的推进已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ꎮ
英美的 ＡＲ 测试干预效果虽然备受争议ꎬ但是对于我国创建发展中文分级阅读体系有一定

的前瞻性借鉴价值ꎮ
(一)分级阅读的开发与建设应以低年级及各年级的中低阅读者为主ꎮ
ＡＲ 测试在英美中学的应用不如小学的应用情况普遍ꎬ而中学生对 ＡＲ 测试的评价也明显偏

低ꎮ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中学生的学业压力逐步增大、学生需要应对各种日常测试及阶段

测试有关ꎬ另一方面也与学生有了更多自主选择阅读范围的能力有关ꎮ 这一点在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人

的研究中可以窥到部分细节ꎮ 而英美等国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往往是不强制参加州或地方政

府组织的标准化测试的ꎬ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ꎬ这一点在 ＡＲ 测试的成绩上有

一定程度的显现ꎮ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ꎬ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情况跟英美有一定程度的相

似性ꎬ与三年级以上的情况比ꎬ低年级的学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提升阅读能力和技巧ꎬ而且这个

阶段也更容易形成阅读的良好习惯ꎮ 但是ꎬ各年级的中低阅读者也应该成为分级阅读的重点考

察对象ꎬ因为他们更需要了解自己的阅读能力ꎬ从而在适当的阅读中发现自己的进步ꎬ并逐步确

立阅读的自信ꎮ 在很多情况下ꎬ中低阅读者并不是不具备阅读的能力ꎬ而是因为他们在阅读中没

有发现自己的能力并找到自信ꎮ
对于五年级以上的高级阅读者来说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我选择权ꎬ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

参加分级阅读ꎮ 对于高级阅读者来说ꎬ图书选择的能力比读多少书更为重要ꎬ给予他们自主选择

的机会ꎬ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民阅读的目标ꎮ
(二)图书资料库建设与独立的阅读时间应该给予充分的保障

当前我国分级阅读的框架搭建还处在起步阶段ꎬ各类研究中心给出的分级书目还远不能达

到丰富阅读的目标ꎮ 但是ꎬ图书资料库的建设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ꎬ学生阅读时间

的保障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ꎮ
与我国当前仍然把分级阅读的图书作为课外读物相反ꎬ英美 ＡＲ 测试的图书是有专门的课

内阅读时间保障的ꎬ这个时间一般在每天 ３０ 分钟左右ꎬ另外的 ３０ 分钟阅读则是以家庭作业的形

式出现ꎬ不属于课外阅读的范畴ꎮ 这一点ꎬ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ꎮ 但是从人力资源培养的角度来

说ꎬ一种新事物的接纳过程往往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强迫的ꎮ 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不可能完全

建立在喜爱与自愿的基础之上ꎮ 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就在于使用各种技巧和工具最大程度地提

升学生的自愿学习能力ꎮ
独立的阅读时间ꎬ一方面有利于学生阅读专注力的培养ꎬ另一方面也使学生有了独立的思考

和讨论的空间ꎬ使其能够在与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获得更多的阅读快感和阅读技巧ꎮ

１１１

①
②

詹莉波、尤建忠:«儿童图书“分级阅读”在我国的生存现状与问题研究»ꎬ«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罗德红、余婧:«科学与价值:我国儿童汉语分级阅读研究的问题与展望»ꎬ«出版广角»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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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分级阅读专业指导能力要成为分级阅读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正如 Ｎａｎｃｙ Ｅｖｅｒｈａｒｔ 的研究所言ꎬ在 ＡＲ 测试执行中ꎬ老师们对细致分类的阅读数据报告缺

乏重视ꎬ不能对每个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指导ꎬ导致部分地区 ＡＲ 测试的效果不理

想ꎮ① 这是当前 ＡＲ 测试执行中面临的最大问题ꎮ ＡＲ 测试系统进入学校教学系统的初始阶段

最容易引发学生与教师的抵制ꎬ因为学生要按照要求借阅图书ꎬ占用他们本来自由的时间ꎬ并进

行阅读效果的测试ꎬ而老师们则要接受阶段性的 ＡＲ 测试专业指导教师培训ꎬ并对学生的阅读数

据进行分析ꎬ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和老师的“工作量”ꎮ 这一点在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Ｌｉｎｄａ 及

Ｍａｒｙ 的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ꎮ
我国在引入分级阅读的过程中ꎬ要特别重视教师分级阅读专业指导能力的提升ꎮ 这意味着

教师在科学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同时ꎬ能够充分认识到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只是教学的辅助

性工具ꎬ教育的根本目标不可能通过计算机的模拟计算达成ꎬ老师的指导和分析才是学生提高阅

读能力的最根本路径ꎮ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ＡＲ Ｔｅｓｔ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ＡＲ ｔｅｓ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Ｒ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ｏｋ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ＳＴＡ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ꎬ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ꎬ ｇｏ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Ｒ ｔｅｓｔꎬ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ｆｉｅｒ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ｓ ｈｏｌ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Ｒ ｔｅｓｔꎬ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ꎬ 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ｈａｓｅ ｆｏｒ 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ｔｉｍ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Ｒ ｔｅｓｔꎻ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ꎻ ｅｆｆｅｃｔꎻ ｄｅｂ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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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知”到“聚焦”:法律英语课程
体系改革的思路

∗①

朱文雁
(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法律英语在法律人才核心素质培养中具有重要价值ꎮ 在大田调查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ꎬ对高校

法律课程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ꎬ法律英语课程体系应该在学习目标、教学内容与授课方式上进行必要

改革ꎮ 改革的基本思路包括:一是教学内容设计与实施要实现从所谓全面的知识掌握到聚焦核心素质培养的彻

底转变ꎻ二是教学方法要及时跟进信息化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并加以必要改进ꎻ三是要对“法律人才”概念有一

个全新的认知ꎬ并在法律专业英语教学实践中得到相应体现和落实ꎮ
关键词:　 高等学校ꎻ法律英语课程体系ꎻ核心素质ꎻ法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ＤＦ０ / 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１３－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３０
作者简介:朱文雁(１９８４—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法学专业法律英语教学实效研究与对策”(２０１３ＧＧ１４３)的阶

段性成果ꎮ
②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外语系 １９９５ 年始设置的英语专业称之为英语(法律)ꎬ故也称之为法律英语专业ꎬ

现为英语专业中的英语＋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ꎮ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语境下ꎬ双语法律人才的培养日益凸显其重要性ꎬ同时

对高等学校法律专业英语教学及课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更适合学生和

社会的需要? 本文针对此问题ꎬ在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ꎬ找出问题症结与对策ꎬ以期进一步提

升法律英语教学成效ꎮ

一

法律专业英语也被称之为法学英语ꎬ前者突出其法律条文及案例的学习ꎬ后者则突出其英语

法律制度、法律程序、西方法哲学和法理的学习ꎮ 在各类高校中ꎬ法律专业英语基本是作为一门

课程而非一个专业出现于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计划之中ꎮ②课程涉及法学类、电子商务

类、经济学与贸易类、公安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公安学类、公共管理类等 ７ 个一级学科和法学

理论、法律史、宪政、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学、国际法、知识产

权、法律硕士、海关管理、海事管理、公安情报学、公安管理学、涉外警务、边防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英语、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翻译硕士等 ２０ 多个本科和学术硕士二级学科和专业

硕士ꎬ还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等 ２ 个博士二级学科中法律翻译、法律语言学 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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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ꎬ其中又以法学专业和英语专业为主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笔者针对法律专业英语课程(Ｌｅｇ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ｕｒｓｅｓ)的基本

态势及其所呈现的具体特征ꎬ学习需求与教学反馈等问题展开调研ꎬ将山东省高校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ꎬ同时将其他省份高校学生也列入调查范围ꎬ采用大数据与抽样样本线上(网络问卷)与线

下(大学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结构式与半结构式问卷方式ꎬ了解到不同层次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

专业其法律专业英语教学在课程设置等方面的现实状况与存在问题ꎮ 本文基于这些第一手资料

及数据ꎬ结合课程建设及其相关理论分析法律专业英语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需求、教学反

馈诸方面的基本特征、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调整或改革的方向和思路ꎮ
从山东抽样调查情况来看①ꎬ高校法学专业开设了法律英语课程的ꎬ英语专业就不再开设ꎬ

此类情况居多ꎻ反之则在外语学院开设ꎮ 抽样调查的 １６ 所高校中ꎬ由法学专业开设此课程的有

５ 所ꎬ英语专业的有 ２ 所ꎻ其他未开设此课的高校中有 ２ 所高校法学类学科在二级专业课程中开

设了较多的法学类双语课ꎻ未开设法律英语课程的 ３ 所高校英语专业在其人才培养方案中也包

括了该课程涵盖的内容ꎮ
(一)现阶段山东高校法律英语教学的课程特征

高校法律专业英语呈现出融合性强、学科涉猎较广、设置范围较大、专业性作为前提等课程

特征ꎬ以及独特的课程类型交错叠加、教学内容复杂繁重、课程关注度较高等其他特征ꎮ 这大致

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涉猎广、教学内容繁杂的综合课程与广域课程的特征较为突出ꎮ 该课程

和其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学类一级学科属下的国际法学、民商法学等许多二级学科内容相互融合ꎬ
这就具备了融合课程的特征———教学内容涵盖诸多法学类属下的二级学科ꎮ 除了法学类学科之

外ꎬ法律专业英语还涵盖了外国语言文学、公安学等相邻一级学科属下的多个二级学科内容ꎬ如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侦查学等ꎮ 因此ꎬ法律英语又成为一门广域课程ꎬ即合并数门

相邻学科而成的课程ꎮ 这种情况符合 １６ 所抽样调查的山东高校的情况ꎬ例如青岛大学法学院公

安学类下设的边防管理专业ꎬ开设了边防专业外语课程ꎬ涉及与国(边)境管理密切联系的法律

英语ꎮ 上述情况的结果是ꎬ较之其他复杂的融合课程内容ꎬ法律英语的教学内容更加繁重ꎮ 其

二ꎬ从开设范围来看ꎬ法律专业英语已经成为一门在全国高校法学专业和英语专业中开设较为普

遍而其他专业略有涉及的国家课程ꎬ虽然并不具备国家课程设置的强制性ꎬ也没有国家教育行政

部门统一设置的要求ꎮ 在山东抽样调查的 １６ 所高校中ꎬ除其中 ３ 所学院②ꎬ共有 １３ 所涉及到法

律英语的课程内容ꎮ 其三ꎬ就课程形态和修习形式而言ꎬ大多数高校的法学、英语、英法双学位、
翻译硕士的培养计划将其作为显性必修课ꎮ③ 其四ꎬ从课程类型来看ꎬ法律英语已形成了具有较

多涉及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语言与语法的英语表达、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的课程ꎬ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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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采用的调研结果主要来源于大数据与问卷调查收集到的一手数据ꎮ 一方面ꎬ以文献研究法广泛收集法律专业英语

教学研究文献与全国高校法律专业英语课程的大数据ꎬ摸清主流教学大纲和教材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和趋势ꎻ另一方面ꎬ通过网

络问卷平台作了面向山东省和北京、上海、辽宁、四川、青海、广东六地在校大学生问卷调查ꎬ以搞清楚学习需求等方面的基本情

况ꎮ 在网站技术支持下ꎬ根据地域和所收录信息筛选答卷资格ꎬ最终收到有效答卷 ２４３ 份ꎮ 调查对象中ꎬ本专业为法学类的占

１７.７％ꎬ选修法学类双学位或第二学位的占 １１.９３％ꎬ 其余为非法学类但选修或旁听了专业法律英语课程的学生ꎻ以大二至大四

学生为主(大二 ２６.７５％ꎬ大三 ２５. ９３％ꎬ大四 ( ２５. １％)ꎬ大一占比不及二成 ( １６. ４６％)ꎬ大五多为医学类学生ꎬ所占比较小

(５.７６％)ꎮ 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达到 ２ / ３ 左右(６５.８４％)ꎬ其中已经通过大学六级考试的占 ３６.６３％ꎬ 已通过专业英语四

级的不足 １ / ５(１７.２８％)ꎬ已通过专业英语八级的占 ５.３５％ꎮ 整个调研得到的数据及结果与分析在相互穿插中展开ꎮ
包括泰山学院、菏泽学院和滨洲学院ꎮ
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ꎬ １６ 个调查样本中有 １５ 个样本是以显性课程的形式来进行的ꎬ约占 ９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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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较少涉及法学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及发展趋势、基本分析方法与技术、法律文件检索和资料

查询基本方法、法律语言研究等方面ꎻ因此ꎬ其专业属性因繁杂而显得稍有不足ꎮ 从山东的调查

情况来看ꎬ开设较多的英语技能课程包括英语听说、法律翻译、法律口译和法律文书写作等ꎬ内容

上涉及英美司法文书、各部门法以及英美国家法律制度等ꎮ 从全国的调查情况来看ꎬ西北政法大

学提供了高水平法律英语人才培养课程ꎬ其法律专业英语主要特色课程有:法律英文写作、法律

英语、法律语言学、法律英文原著选读、案例分析等ꎬ不仅着重于法学基础知识及法律语言与语法

的灌输与英语基础知识的讲授ꎬ 而且能够着眼于法学的分析方法与技能培训ꎬ着眼于法律语言

学的研究ꎬ为法学专业和英语专业学生具备更为深厚的法学基础和英语应用能力创造了条件ꎬ而
山东高校尚无开设此类系统性的法律英语课程ꎮ

(二)现阶段山东高校法律英语教学的课程目标

法律英语课程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规模化开设至今大约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①ꎬ课程目标、性质

与培养目标大致呈现二元化:一是为了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ꎻ二是为了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ꎮ 概

括说来ꎬ山东 １６ 所高校法律专业英语也具备二元化的特点ꎬ情况分作三类:一是由法学院开设

的ꎬ旨在培养法学知识与能力基础扎实而又能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的法律人才ꎮ 如烟台大

学法学院提出ꎬ法律人才的培养除了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

的相关政策、符合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要求之外ꎬ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ꎬ对
于特色专业还需要“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或“熟练地掌握英语ꎬ具有较强的英

文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ꎬ具备法学学科的中英文沟通能力”②ꎮ 此类包括山东大学法学院、中国

海洋大学法学院、青岛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等ꎮ 二是由外国语学院开设的ꎬ旨在培

养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基础扎实并能熟练运用英语ꎬ能了解法律基本知识并能从事法律工作的

英语人才ꎬ如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政法学院ꎮ 三是培养方案或基于对英语运用能力或基于对法

律基本知识有一般要求的法学专业或英语专业ꎬ而课程体系中尚未有 ２ 门以上的法律英语系列

课ꎬ如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ꎮ
山东高校法学院基本上是将法律专业英语定位于培养法律＋英语的复合型法律人才ꎬ这一

目标接近于广东、上海、湖北、陕西、重庆等高校法学院的法律英语课程目标ꎮ 从目前检测到的全

国法律英语教学大纲来看ꎬ 代表性较强的如我国高校中最早开设此类课程的院校之一西北政法

学院ꎬ 其开设法律英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英语＋法律复合型人才

培养学生通过学习法律原著ꎬ了解并掌握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最新的国外法学研究方法和

相关法律英语的词汇及术语形成熟练阅读理解法律文献以及较严谨的英汉互译的能力ꎮ
能与英美司法界人士进行正常的交流ꎬ并胜任于涉外律师事务所、法院系统等的涉外案件的

审理以及基本英语法律文书的撰写”③ꎬ基于这一目标ꎬ该校加大了部门法和案例法的教学比例ꎬ
增加了英美司法文书、法律翻译、法律语言学、英美法概论等选修课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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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３ 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法学英语教程»大概是我国最早正式出版的法律英语教材ꎬ较早开设该课程的高校有中国

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ꎮ 同时参见种夏、李剑波:«法律英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ꎬ«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烟台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５ 版人才培养方案»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ａｗ.ｙｔｕ.ｅｄｕ.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 ｉｎｄｅｘ＆ａ ＝ 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 ＝
５９＆ｉｄ＝ １５１６ꎬ２０１６－０３－０１ꎮ

马庆林:«西北政法大学法律英语»ꎬｈｔｔｐ:/ / ｃｏｕｒｓｅ.ｊｉｎｇｐｉｎｋｅ.ｃｏｍ/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ｕｕｉｄ ＝１９９ｃ１ｅｆ７－１２８６－１０００－ｂ２ｂ４－ｂ７ｂ５ｆ３ｂ２ｄ８ｄ７＆ｏｂｊｅｃｔＩｄ
＝ｏｉｄ:１９９ｃ１ｅｆ７－１２８６－１０００－ｂ２ｂ３－ｂ７ｂ５ｆ３ｂ２ｄ８ｄ７＆ｃｏｕｒｓｅＩＤ＝Ｓ０８００３６７ꎬ２０１６－０３－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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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阶段山东高校法律英语教学的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要与课程目标相一致ꎬ要满足课程目标的要求ꎬ这是教育理论界的共识ꎮ 如前所

述ꎬ现阶段法律专业英语课程目标是多元化的ꎬ而课程内容是否适合这种多元化的需求ꎬ是否适

合我国构建法治社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人才需要ꎬ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是否平衡适度ꎬ目前需

要与未来发展是否结合密切ꎬ知识教授与知识运用是否把握得比较得当ꎬ这是从课程理论角度审

视课程内容合适与否的基本原则ꎮ 本调查遵循这些原则ꎬ主要从教材内容方面来判断课程内容

的基本情况ꎮ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ꎬ教材内容是课程内容的主要体现者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法

律英语教材不断更新ꎬ各高校选用的教材并不统一ꎮ 先后使用的教材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涵盖的法学基础知识广ꎬ不仅包括法学科的各个部门法ꎬ还包括英美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经
典案例、民事程序、刑事程序ꎻ二是辅助阅读与练习形式较多ꎬ附加的辅助阅读有相关法律和案例

的背景介绍ꎬ有经典案例媒体报道ꎬ也有庭辩报道ꎬ而练习则涉及问题讨论、完形填空、英汉互译

等内容ꎻ三是突出了法律英语的语言知识性ꎬ 无论是部门法还是关于英美法律制度的课文、练习

都呈现了大量的法律专业英语术语释义、英语法律原文的汉语释义或译文ꎻ四是教材编写的宗

旨、目的较为一致ꎬ针对学生了解英美法律制度和条文及案例或继续出国学习英美法的需要ꎬ以
了解英美法律及其涉及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为主ꎬ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理解英美法律条文、案例的

能力ꎬ或从事涉外法律实务的能力ꎬ或进一步学习英美法律的能力ꎮ 当然ꎬ这些教材在语言实践

与法律实务实践两个方面都明显较弱ꎬ从内容来看篇幅占比偏低ꎬ从形式来看课堂与课外操作性

都难以实现ꎬ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向实践的过渡ꎬ使学生不能在短期内掌握实用性强的法律英语知

识和法律实务技能ꎮ 尤其是应用技能———听、说、译方面ꎬ离专业要求相差甚远ꎮ 不妨这样说ꎬ法
律专业英语和法律实务的实践性和针对性是教学内容需要改进的方向ꎮ

二

法律专业英语教学内容的繁杂程度虽然超过法学各二级学科其他课程ꎬ然而ꎬ调查问卷 “目
前所用的教材不能满足我国的法律英语的学习”这一问题的反馈结果显示ꎬ６６.２６％ 的学生选择

“同意”项ꎬ认为法律英语教材内容无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ꎮ
把握课程内容的原则是ꎬ其广度和深度是否平衡适度ꎬ目前需要与未来发展是否结合密切ꎬ

知识教授与知识运用是否把握得当ꎮ 以此来看ꎬ目前法律英语课在内容方面缺乏对法律专业知

识技能与英语知识技能、学术英语与通用英语、目前需求和未来结合的适度平衡ꎬ甚至也没有确

定得当的标准和原则ꎮ 一般是选用法学学科分支的英语原始材料或稍作加工的原始英语材料或

面面俱到的法学知识的英语版汇总ꎬ由此导致课程内容重点不明ꎬ内容杂冗浅泛ꎬ导致学生对法

律英语教材的不满意度较高ꎮ 那么ꎬ学生对学习内容究竟有哪些需求呢? 从调查问卷中“法律英

语应该以法律术语、法律英语文献阅读等学术知识为主ꎬ口语、听力、写作等实用技能训练为辅”
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看ꎬ更需要掌握法律英语术语及掌握法律文献阅读能力的学生占大多数

(７６.５４％)ꎮ 当然ꎬ也不排除他们在掌握这些主要知识和技能的同时ꎬ附带提高一下听说写的技

能ꎮ 因为他们的学习目的不单纯是为了了解外国法律ꎬ这个比例不足 １ / １０(８.６４％)ꎬ而主要是

“为了了解各国法律的不同之处”ꎬ并且“能够用英语表达中国法律”ꎬ这两方面的选择比例达到

７２.０１％ꎮ 他们希望了解的学习内容按选择比例高低依次为:中国法律制度(６８.３１％)、外国法律

思想(５８.０２％)、外国法律制度(５２.６７％)、英文判决原文(３７.８６％)、外国常用法律文书的英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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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３７.８６％)、英文原版著作(３７.０４％)ꎬ 这也说明现在的法学学生已经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和交

流愿望ꎮ
事实上ꎬ对比修法学双学位或二学位的学生与本专业为法学类的学生两类调查对象ꎬ想从事

法律工作的学生比例在本专业为法学类的调查对象中占压倒性多数ꎮ 在希望从事法律工作的学

生中ꎬ目标分布按所占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深造 /考研和未来从事法律教学 /研究工作

(３７.２１％)ꎬ大学毕业直接从事法律事务性工作(２３.２６％)ꎬ深造 /考研和未来从事法律实务性工

作(２０.９３％)ꎬ大学毕业直接从事法律教学 /研究工作 (４.６５％)ꎮ 另有 １３.９６％的调查对象表示

“目标不明确”或“不想从事法律工作”ꎮ 一方面ꎬ两类调查对象中以深造 /考研和未来从事法律

实务性工作为大学阶段性目标的学生均占法律职业希望者的绝大多数ꎻ另一方面ꎬ修法学双学位

或二学位的学生不想从事法律工作(４８.５６％)或目标不明确的(２１.８１％)则占比高于法学专业学

生(１３.９６％)ꎬ尽管如此ꎬ他们依旧对法律英语怀有兴趣ꎮ 对于一些学生来说ꎬ目标不明确并不妨

碍其学习兴趣ꎮ 这大概是由于学生学习目标尽管不明确ꎬ但会根据后来的学习成效最终作出

定夺ꎮ
对于是否需要继续开设法律专业英语的问题ꎬ究竟是法律英语还是公共英语更利于就业前

景? 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法律工作中应用性更强一些? 公共英语在职业实践中的优势又体现

在哪些方面? 对“法律英语课应取代大学公共英语课” 的说法是否妥当? 对于这些问题ꎬ调查分

析显示ꎬ法律专业英语与公共英语课都是学生所需要所欢迎的课程ꎬ二者在学生英语和专业学习

上互为补充ꎬ满足了学生对就业愿景、专业深造、个人多元发展规划的需求ꎮ 问卷针对“法律英

语与公共英语中ꎬ认为哪个更有利于个人就业前景”的问题ꎬ有 ７０.３７％的学生认为是公共英语ꎬ
２９.６３％的学生认为是法律英语ꎻ从期望从事法律工作的学生来看ꎬ有 ５５.５６％的学生认为是公共

英语ꎻ４４.４４％的学生认为是法律英语ꎮ 从调查的结果分析ꎬ针对“法律英语与公共英语中ꎬ认为

哪个更有助于法学的专业深造 /考研”的问题ꎬ有 ３２.９２％的学生认为是公共英语ꎬ６７.０８％的学生

认为是法律英语ꎻ期望从事法律工作的学生中ꎬ有 ３７.５％认为是公共英语ꎬ６２.５％认为是法律英

语ꎮ 也就是说ꎬ１ / ２ 以上希望从事法律工作的学生和 ２ / ３ 的调查对象认为公共英语更有利于就

业和考研ꎮ
目前法律专业就业市场对于公共英语的要求普遍高于专业英语ꎬ这与我们从大数据了解的

情况相吻合ꎻ而法律专业英语的确是提高专业水平的必要工具ꎬ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学生的共识ꎮ
那么ꎬ是否可以相互取代而单独保留其中之一呢? 反对取消法律英语的学生比例更高一些

(６６％)ꎬ即希望借助英语提升专业水平的学生接近 ２ / ３ꎮ 这与学生对于法律英语的辅助功能认

识相一致ꎬ８３.５４％的调查对象认为法律英语课能有效地辅助法学类双语专业课或专业课的学

习ꎮ
就学习效率而言ꎬ１ / ２ 以上的学生(６１.７３％)认为法律英语的学习效率并不高于公共英语ꎬ

这与其对法律英语和公共英语的学习兴趣数值接近(６２.５５％不同意“个人的法律英语的学习兴

趣高于公共英语的学习兴趣”的说法)ꎬ与其在两方面的学习动机数值也接近(５３.９１％的学生不

同意个人学习法律英语的动机高于学习公共英语的动机)ꎮ 这一结果也佐证了目前关于学习兴

趣、学习动机与学习效率呈正相关性的研究成果ꎮ 法律英语学习具有与其他学习活动同样的学

习规律ꎮ 究其原因ꎬ一是大概与两类英语学习于他们而言难度相近有关ꎬ因为 ７２.４３％的学生不

同意两者难度不一的说法ꎻ二是其基础英语水平无法使他们顺利接受专业英语的学习ꎬ因为略高

于一半的学生认为个人的基础英语水平达不到法律英语学习的要求ꎮ 这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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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认可两类英语课程开设的必要性ꎬ也说明了为什么高达 ８７.２５％的学生支持“学习法律英语

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学公共英语学习”的观点ꎮ
师生对法律英语课有哪些改进意见? １ / ２ 以上的学生选择在大二开设法律专业英语比较合

适ꎬ其次为大三阶段ꎬ并且占 ６７.０８％的调查对象要求增加法律英语的课时数ꎬ他们认为课时过少

也是造成其学习效果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ꎮ
教师法律英语教学的业务能力是困扰专业英语教学的另一个主要难点ꎮ 调查显示ꎬ在目前

开设的法律英语课教学人员类型中ꎬ多数法律专业英语任课教师无法学专业背景ꎬ而其专业理论

水平和双语转换能力很有可能会限制其教学水平的高度ꎮ 现状调查也佐证了这一推测:高达

７０.３７％的学生更愿意让法学专业教师承担法律专业英语课ꎬ并且高达 ８４.７８％的学生喜欢教师用

英汉双语授课ꎬ这一选择与学生反映平时单种英语授课听起来有隔靴搔痒之感大致相同ꎬ所以ꎬ
绝大多数学生(９０.５３％)认为法律英语教师应该既精通英语又要熟知专业知识ꎮ 然而ꎬ许多高校

的法律专业英语任课教师大都是英语专业背景ꎬ此种状况需要改变和完善ꎮ

三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ꎬ我们可以对目前我国高校法律专业英语教学课程体系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ꎬ目前我国法学专业法律专业英语在大多数高校中都是显性选修课ꎬ具有其教学的正式

教材及课程标准ꎬ具有学科涉猎广、设置范围大、融合性强、以专业性为前提的课程特征ꎮ 但教学

内容繁杂ꎬ对不同授课对象的针对性较弱ꎬ基本形成了一个以英文书面形式呈现的法律基础知识

和以英语知识讲授为主、法律实务和英语技能训练为辅的课程体系ꎮ
其二ꎬ法律专业英语在课程目标及性质与培养目标方面ꎬ大致呈现以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和

以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为主的二元化趋向ꎬ而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方案存在法律知识与英语知

识、法律实务技能与英语技能并重的情况ꎬ由此可能导致两方面均无法兼顾ꎮ
其三ꎬ法律专业英语教学内容及教材在语言实践与法律实务实践两个方面明显弱于知识输

入ꎬ从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形式来看技能训练在课上与课外均难以实现ꎬ 这与课程及教学内容

定位存在偏差有关ꎮ
其四ꎬ学生更偏爱英语水平较高的法学专业教师承担法律英语教学ꎬ这与法律专业英语不可

忽略将法律思维培养纳入教学范畴有关ꎮ
其五ꎬ法律英语课是绝大多数学生愿意选择的课程之一ꎬ某些开设受阻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

与内容的主体针对性弱和欠缺技能训练有关ꎮ
其六ꎬ法律英语课与通用英语课程和法学专业课同时开设不会导致学习内容冲突ꎬ学生希望

三门课程各有侧重互相补充ꎬ多层次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发展需求ꎮ
针对以上情形ꎬ我们要加强高校法律专业英语教学课程体系建设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法律专业英语课程及教学内容定位应该是一种满足学习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意义上的聚

焦ꎬ聚焦既是为了通过课程引导学生做出应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智力抢占ꎬ也是为了避免

像目前这样企图满足各种学习需求而泛化课程内容ꎮ 这种聚焦不单单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实际需

求的基础之上ꎬ更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需求的基础之上ꎬ既要基于对课程所涉专业现实

较为充分的洞知ꎬ又要基于对其未来走向较为确切的预见ꎮ 课程内容不是越多越好ꎬ而是对未来

潜在需求准确定位后的精心选择ꎮ 教师作为课程内容的处理者ꎬ首先要对课程内容在现实与未

来的应用及价值上有较为准确的预见和定位ꎬ并且引导学生对所学课程内容的现实应用与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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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应用有相对清晰明确的认知ꎮ 而聚焦后的课程内容则使学生能够独立获取知识的技能ꎬ
而非通过一门课程泛泛地了解大量的所谓知识ꎮ

教学内容改革是当务之急ꎮ 教学内容作为课程核心ꎬ其聚焦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不妨将法

律语言与语法视为法律专业英语的知识构建重点ꎬ围绕目前教材中涉及的部门法、中西方法律体

系和思想等法律知识中独具英语和汉语表达特点的核心法律语言与语法来组织教学内容ꎬ以核

心表达及汉英对应词的阐释为主ꎬ西方法律案例篇章解读为辅ꎬ达到掌握知识和加强阅读能力的

双重目的ꎮ 核心表达作为重点实际上也解决了法律专业英语学习中的最大难点ꎮ 与汉语表达截

然不同的英语表达方式是西方法律发展中最敏感的部分ꎬ最能体现其发展动态和趋势ꎬ也是法律

英语中学生最难理解的部分ꎬ化解此难点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法律英语的关键内容也可以提升

学生对于法律英语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ꎬ还可以培养学生灵活地使用英语进行中国法律

对外交流的能力ꎮ 将占比过多的庞杂法学基本知识加以削减ꎬ 用核心表达取而代之ꎮ
将本土法律元素融入法律专业英语课程内容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ꎮ 加入本土化的法律

语料ꎬ有利于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在国际化舞台上运用我国法律时能够更好地实现有效交流ꎮ 当

前法律专业英语教学着重于英美法律文本ꎬ而在大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实践中主要依照的还是我

们国家的法律体系ꎬ由于两大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ꎬ在阅读和实践中会遇到一系

列的问题ꎮ 因此ꎬ法学教育要在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方针的指引下ꎬ兼顾培养学生的外国法英语

表达与本土法英语表达的能力ꎮ
法律专业英语教学目标也需作出必要的聚焦ꎮ 课程目标是课程内容定位的指导方针ꎬ目标

准确与否关系到课程存在的价值和基础ꎮ 由于培养“通晓英语的法律人才”的目标几近于面面

俱到而失之泛泛ꎬ相对来说ꎬ重在培养学生的终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和基本学会运用法律语言与

语法的英语表达则更为切实ꎮ 调查也证明目前的法律专业英语其目标定位与实际情况偏离较大

的原因在于过于强调通晓英语却又无法满足通晓英语的学习条件ꎬ包括课时、教材和师资力量ꎮ
当然ꎬ法律专业英语课暂不可由法学双语课取代ꎬ也不可完全排斥通用英语教学ꎮ 如前述调查结

果显示ꎬ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法律专业英语有利于考研和专业素质发展ꎬ而专业素质高自然就业机

会更多ꎬ法律英语课可在考研、专业素质发展和就业三方面发挥预期作用ꎬ其意义显然大于公共

英语ꎮ 法学专业双语课能否取代法律英语课ꎬ调查也给出答案ꎬ鉴于大学生的英语基础仍然差强

人意ꎬ专业双语课因难度过高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ꎬ法律英语课恰好起到一个阶段性的桥梁作

用ꎬ帮助学生逐步适应双语课的难度并为专业素质发展打下良好的以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自修

基础ꎮ
法律专业英语教学方法要及时跟进信息化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而加以必要改进ꎮ 当前ꎬ法

治社会的建构与信息化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进行的ꎬ法律英语课程体系只有充分运用

信息化教学手段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适应信息化背景下依法治国的社会发展ꎮ
要对“法律人才”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ꎬ并在法律专业英语教学实践中得到相应体现和落

实ꎮ “法律人才”新概念应该融入具备国际视野ꎬ具备与世界交流中国法律体系的能力ꎬ具备自

主学习与灵活运用涉外法的能力等内涵ꎮ 只有这样ꎬ法律英语课程体系培养的法律人才才能够

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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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趋势及其对策
∗

高　 祥　 刘道纪
( 中国政法大学 比较法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

　 　 摘要: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ꎬ将对全球的经济形势产生深远影响ꎮ 但中美贸易摩擦绝不仅

仅是经济问题ꎬ而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ꎬ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之争ꎬ美国试图借机

遏制中国的崛起ꎮ 从趋势上看ꎬ中美贸易摩擦会越发频繁ꎬ贸易摩擦的领域将向高端技术和新兴产业蔓延ꎬ高新

技术产品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将成为新的焦点ꎮ 据此ꎬ中国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双反”形势ꎮ 不过总体而

言ꎬ中美贸易摩擦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ꎮ 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ꎬ我国应当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改
革开放、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ꎬ同时通过在国际层面的发声保障自己的应有权益ꎮ 在防范美国贸易制裁的风险

时ꎬ要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发展构建良好的环境ꎬ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并立法阻止美国的司法扩张ꎮ 对于美国已

经实施的贸易制裁ꎬ应当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ꎬ同时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予以

回击ꎮ
关键词:　 中美贸易ꎻ贸易摩擦ꎻ贸易制裁ꎻ发展战略ꎻ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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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４
作者简介:高祥(１９６１—　 )ꎬ男ꎬ山西柳林人ꎬ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ꎻ刘道纪(１９９０—　 )ꎬ男ꎬ

山西平鲁人ꎬ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总体来看ꎬ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施政要点集中体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发布的特朗普政府«２０１７ 年贸易政策

议程»中ꎮ 该报告秉承特朗普一直宣称的“美国至上”原则ꎬ指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通过促进真正自由公平

的贸易保护美国利益ꎬ并据此确立了其贸易政策的施政重点ꎬ分别是:积极保护贸易政策领域的国家主权、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

律法规、积极鼓励其他国家开放市场、重新探讨并建立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ꎮ 参见田丰:«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探讨»ꎬ«国
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中美贸易关系自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ꎬ特朗普上台后ꎬ在贸易领域

动作频繁ꎬ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ꎮ①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ꎬ美国正式开始对 ３４０ 亿美元

的中国产品加征 ２５％的关税ꎬ掀起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ꎬ这势必对全球政治

经济形势产生重大影响ꎮ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ꎬ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探讨中国

政府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ꎮ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

中美从 １９７９ 建交至今已近 ４０ 年ꎬ两国的贸易摩擦交织着各种利害关系ꎬ存在着各种分歧ꎬ
冲突连续不断ꎬ摩擦经常发生ꎮ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如下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ꎮ 对华贸易政策从来就是美国实现外交战略的

杠杆与手段ꎬ因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ꎮ 美国在与中国贸易时ꎬ经常提出各种政治要求ꎬ干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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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ꎬ若不能满足其要求ꎬ就挥动制裁的大棒相威胁ꎮ 如在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中ꎬ美国竟然要求中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改变中国司法审判制度ꎬ当其过分要求未得到满足时ꎬ便
于 ２ 月宣布将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ꎮ 美国美中商务委员会前会长罗杰沙利文(Ｒｏｇｅｒ Ｗ.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曾向美国统治者献策说ꎬ“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应当是结束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ꎬ
“美国必须牢记自己的战略ꎬ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日子难熬”①ꎮ 在近 ４０ 年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

中ꎬ美国一直试图运用贸易制裁对中国施加压力ꎬ按美国的民主模式改造中国ꎬ图谋“鱼与熊掌

兼得”ꎬ既要获得最大经济利益ꎬ又要迫使中国接受其提出的政治条件ꎮ
二是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崛起ꎮ 据«纽约时报»记者泰勒帕特里克

透露ꎬ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内部文件«国防计划指南»中明确宣布:“无论是友好国家还是非友好国家ꎬ
都不允许它们成为美国的竞争者”ꎬ“不允许出现潜在的竞争大国ꎮ”②美国谋求世界霸主的心态充

分表现在历届美国总统的身上ꎮ 二战结束后ꎬ杜鲁门 １９４７ 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ꎬ宣布世界已经

划分成“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两个阵营ꎬ提出要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

外政策的指导思想ꎬ推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ꎮ 之后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
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直到现任总统特朗普ꎬ无一不是霸权主义的积

极践行者ꎮ 如果我们回顾冷战时期美国注重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那段历史ꎬ就会清晰地看到ꎬ中
美贸易摩擦绝不只是经济利益的争端ꎬ更是政治力量的冲突与制约ꎮ 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美国发起

的所有贸易摩擦和对华经济制裁不是单纯地为了经济利益ꎬ或隐或显都是围绕着政治与外交目标ꎬ
美国绝不愿意看到一个不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自己的竞争者ꎬ更不允许这样的国家成为能

够与之相抗衡的对手ꎮ 因此ꎬ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在于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ꎮ
三是贸易规则的话语权成为新的焦点ꎮ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ꎮ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

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ꎬ中国对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诉求不断增强ꎮ 在国际经贸规

则重构的过程中ꎬ经济强盛起来的中国不愿意继续扮演旁观者或跟随者的角色ꎬ而是要在国际规则

的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ꎬ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改革完善ꎬ形成公正、合理和透

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ꎮ 但是ꎬ美国既不愿意听到这种声音ꎬ更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ꎬ在国际经贸

规则重构的过程中竭力挤压中国ꎬ指责“中国不遵守经贸规则”ꎬ力图将中国排斥在全球经贸规则制

定者之外ꎮ 奥巴马就曾多次表示ꎬ全球经贸规则必须由美国制定ꎬ而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

定ꎮ 所以ꎬ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ꎬ隐含着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的中美双方话语权之争ꎮ
就中美贸易摩擦的总体情况来看ꎬ主要呈现出如下几种趋向:
其一ꎬ中美贸易摩擦将越发频繁且保持常态化ꎮ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ꎬ从总

体上看ꎬ全球的贸易摩擦数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ꎬ但是同期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及遭受美国

制裁的数量却呈现上升的趋势ꎮ 一方面ꎬ美国绝不愿意看到一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自己不

同的大国迅速崛起ꎮ 姑且不论中国经济在世界贸易舞台上触碰到美国的利益ꎬ即使不是如此ꎬ美
国也会没事找事、无事生非ꎮ 对待中国这样的大国ꎬ用武力威胁是行不通的ꎬ赤裸裸的外交干预

也不会收到效果ꎬ但通过挑起贸易争端、实施贸易制裁则是冠冕堂皇的方式ꎬ这是中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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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Ｒｏｇｅｒ Ｗ.ＳｕｌｌｉｖａｎꎬＤｉｓｃ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ｒｄ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２ꎬｐｐ.１３－１８.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刊登了«国防计划指南(修订版)»ꎮ 修订版去掉了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感

的“不允许出现潜在的竞争大国”的内容ꎮ 参见张学斌:«美国制造对华贸易摩擦的政治背景和我们的对策»ꎬ«国际政治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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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中美经贸往来既有老矛盾ꎬ也经常产生新问题ꎮ 随着中美经贸规模的不

断扩大ꎬ美国在经贸失衡、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不断对中方施压ꎮ① 中

国对美国的贸易规模与贸易顺差增长过快ꎬ近年来中国出口的一些高科技产品与美国争夺市场

等因素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或减少ꎬ这也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

国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正常现象ꎮ
其二ꎬ贸易摩擦向高端和新兴产业领域蔓延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前ꎬ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低

成本、低价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四低”产品ꎬ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主要以资本、技术密集型

产品和农产品为主ꎬ形成两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互补性ꎮ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中美贸易

摩擦也逐步向中、高端产品和新兴产业的领域扩展ꎬ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与技术

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扩张ꎬ由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新能源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延伸ꎮ 中美贸易

的摩擦领域也开始从单纯的贸易领域向人民币汇率、非市场经济地位、资本市场开放、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劳动权利、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文化产业 ②等政府管理的层面扩展ꎬ从微

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延伸ꎮ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并发阶段ꎬ对中国的宏观经济

政策、经济体制改革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ꎮ③此外ꎬ新兴产业贸易摩擦风险增大④ꎬ服务外包领域

可能发生新的贸易摩擦⑤ꎮ
其三ꎬ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新的焦点ꎮ 在近十年来的中美贸

易摩擦中ꎬ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领域的贸易争端频频发生ꎬ直接表现就是美国对华“３３７ 调查”数
量剧增ꎬ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遭遇美国“３３７ 调查”最多的和最大受害国ꎮ⑥ 以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为例ꎬ
美国启动“３３７ 调查”２９ 起ꎬ其中涉华案件达 １３ 起ꎬ占到 ４４.８％的比例ꎬ比 ２０１６ 年同期增长了 １８.
２％ꎮ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ꎬ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在质量上可与美国产品媲美ꎬ但比

美国同类产品的成本要低ꎬ中国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产品形成

竞争ꎮ 所以ꎬ近年来中美两国在电子信息、通讯、清洁能源、生物等高科技产品的贸易摩擦也在增

多ꎬ未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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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例如近年来原本属于战略方面的网络安全问题ꎬ美国也将其列入知识产权等经贸范畴ꎬ并无中生有ꎬ声称中国政府是针

对美国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来源ꎮ
例如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ＷＴＯ 上诉机构发布了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诉讼判决报告ꎬ指出中国对进口电影、音乐和图书的限制

违规ꎬ反映出中美贸易摩擦已扩展至文化产业领域ꎮ
闫克远认为:“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方式由传统的反倾销调查向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型贸易摩擦转变ꎬ

贸易摩擦的发起国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ꎬ贸易摩擦的对象从轻纺、钢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扩展

到机电、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ꎬ并开始向金融、零售等现代服务产业扩散ꎬ贸易摩擦领域也从微观的单一产品扩展到宏观

的经济政策层面ꎮ”参见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东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例如ꎬ美国将清洁能源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ꎬ甚至将其上升到关乎国民就业和全球领导能力的高度ꎮ 在清洁能源领域

内ꎬ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推销自己的清洁能源技术和设备ꎬ使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上成为美国的附庸ꎬ为其提供源

源不断的资金和就业岗位ꎮ 这就意味着ꎬ如果两国在该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ꎬ那么在该领域内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就会

大大增加ꎮ
从整体上看ꎬ中国是继印度之后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基地ꎬ在成本、从业人员和技术可得性以及商业指标上ꎬ中国均表现出

强大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ꎬ对全球服务外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ꎮ 中国的服务外包业务已经开始从产业链的中低端逐步向金融

后台、生物医药研发、技术研发与测试等高端业务领域拓展ꎮ 这也同时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通过贸易摩擦的方式限制中国在服务外

包领域发展的强劲势头和竞争实力ꎮ 参见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东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３３７ 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据美国«１９３０ 年关税法»第 ３３７ 节的条款及其相关修正案所进行的调查ꎮ ３３７ 条款

的核心是禁止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ꎮ “３３７ 调查”的对象为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

权的行为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ꎮ 在涉华的“３３７ 调查”案件中ꎬ电子产品是美国“３３７ 调查”的重点ꎬ机器人产品也首

次涉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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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ꎬ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双反”贸易摩擦形势ꎮ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以下简称“双反”措
施)是在 ＷＴＯ 法律框架下成员国有权使用的贸易救济工具ꎮ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的

情况下ꎬ“双反”措施作为贸易救济工具将常态化ꎮ 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量的不断增大ꎬ针对中

国的“双反”措施数量也会不断增多ꎬ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双反”贸易摩擦形势ꎮ 同时ꎬ作为 ＷＴＯ
的成员国ꎬ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ꎬ中国对外实施“双反”措施的诉求也在不断增强ꎮ 因此ꎬ中
国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准备应对来自美国等国的“双反”措施ꎬ另一方面亟需加强中国对外实施

“双反”联动措施决策体系的建设ꎮ①

其五ꎬ中美贸易摩擦总体上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ꎮ 尽管近期特朗普对中国祭起“贸易战”的
大旗ꎬ而且在未来若干年的中美贸易关系中ꎬ“双反”措施将成为主要的贸易救济手段ꎬ技术贸易

壁垒将盛行ꎬ两国贸易摩擦的范围将扩大ꎬ但中美贸易摩擦在总体上仍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ꎮ
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旦中美发生“贸易战”ꎬ中国会拿出强硬的反制措施ꎬ结果会是没有赢家ꎬ或
者说是两败俱伤ꎬ这一点中国方面反复提示ꎬ美国方面实际上也清楚ꎮ 此外ꎬ从总体上看ꎬ中美双

方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ꎬ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了彼此的分歧ꎬ中美贸易关系交织着各种

利害关系ꎬ尽管两国存在着各种分歧ꎬ冲突不断ꎬ但机遇大于挑战ꎬ合作面大于竞争面ꎬ双方可以

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存在的问题ꎬ只要美方能够选择理智的处理的方式ꎬ中美贸易摩擦总体上处

于可控制范围之内ꎮ②

二、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战略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中美又是世界上经济体量

最大的两个国家ꎮ 处理好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ꎬ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有好处ꎬ而且对世界

经济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ꎮ 因此ꎬ处理中美贸易关系应当行稳致远ꎬ从双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来考量ꎮ 要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有效应对美国的贸易制裁ꎬ中国政府应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ꎬ
从策略的角度来把控ꎬ采用有效的措施来应对ꎮ

１.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ꎮ 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决定了对外来贸易制裁的承受能力和调

整能力ꎬ“打铁需要自身硬”ꎬ应对美国的贸易制裁也是如此ꎬ如果企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ꎬ抵
御制裁风险的能力就无从谈起ꎮ 因此ꎬ中国首先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ꎬ大力推进以市场

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ꎬ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ꎬ加快自贸区试点建设进程ꎬ在影响世界

经济未来走向的若干高科技领域尽早布局ꎬ在财税改革、利率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中美贸易

摩擦的关键领域提前布局ꎬ在能够提升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领域着力布局ꎬ有针对性地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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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中国对外实施“双反”联动措施决策体系的建设ꎬ李思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进行了有益的探讨ꎮ 李思奇的思路一

是构建全球“双反”措施大样本案例库ꎬ深入剖析全球“双反”措施的实践特征和关键影响因素ꎻ二是基于反倾销、反补贴单项措

施的一般调查决策标准ꎬ结合中国“双反”措施实践特征ꎬ构建中国“双反”措施的调查决策体系ꎻ三是从国内产业发展、社会福

利平衡、贸易环境优化三个维度ꎬ构建中国“双反”措施的实施决策体系ꎮ 参见李思奇:«我国反倾销反补贴联动措施决策体系

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北京理工大学ꎬ２０１５ 年ꎮ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认为:短期而言ꎬ中美贸易摩擦的内生动能不减ꎬ贸易冲突升级的压力仍在ꎬ美

国主动制造贸易冲突的内在意愿将进一步强化ꎬ中美经贸关系将呈现退进交叠的复杂局势ꎮ 长期来看ꎬ中美具有全面经济对话

机制及中美投资协定(ＢＩＴ)正在谈判的基础ꎬ又有中国金融行业深化开放、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成立等发力点ꎬ双方正在逐步

蓄力于制度性、基础性的正向突破ꎮ 中美经贸合作将向深度拓展ꎬ高新技术合作、贸易逆差改善等核心问题有望取得制度性突

破ꎬ同时两国经济的新纽带正在形成ꎬ中美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前景可期ꎮ 本文认同程实的观点和预判ꎮ 参见栾国鍌:«２０１８
年ꎬ中美经贸何去何从»ꎬ«国际商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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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战略储备机制ꎬ加强对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ꎬ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制度环境ꎬ做到“任凭风吹雨打ꎬ我自岿然不动”ꎮ
２.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战略ꎮ 一直以来ꎬ中国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ꎬ这是基于中

国国情和历史变化传统的客观选择ꎬ也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作出的必然选择ꎮ 和平与发展

相互联系ꎬ相互作用ꎬ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ꎬ也会带来和平ꎮ 可以说ꎬ不论现在还是将来ꎬ中国都

会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战略ꎮ 这些年来美国在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等

诸多问题上屡屡指手画脚ꎬ干涉中国的内政与主权ꎬ又以贸易制裁为手段频繁对中国实施制裁试

图挑起事端ꎬ但这并不能动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ꎮ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ꎬ特别是在中

美实力差距依然巨大的前提下ꎬ中国更应当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①ꎬ既不惹事ꎬ也不怕事ꎮ 面

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和发起的贸易制裁ꎬ要沉稳务实ꎬ理性应对ꎬ保持定力ꎬ做好抵御、反制和

合作的充分准备ꎬ力求通过协调与合作机制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ꎮ
３.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ꎮ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 ４０ 年ꎬ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

改革开放的成果ꎬ中国今后要取得更大的成就依然要靠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ꎮ 落实到对外

贸易领域ꎬ就是要改变和革除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体制与弊端ꎬ加快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ꎬ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ꎬ从“世界加工厂”向“世界工厂”转变ꎬ从粗放型、数量型向集

约型、质量型转变ꎬ从低端产品向高科技产品转变ꎬ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ꎮ 在进行外

贸体制改革的同时ꎬ必须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ꎬ尽快与国际规则完成对接ꎬ积极参与

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ꎮ 在政策层面要大力推动出口市场的多元化ꎬ改变中国对美国市场依

赖性过高的现状ꎬ积极开拓和培育美国以外的新市场ꎬ逐步形成多元化出口市场的外贸格局ꎮ
４.坚持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ꎮ 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历经风雨ꎬ波折不断ꎬ但总体趋势是

不断向前发展的ꎬ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双方共同利益的存在与增长ꎮ 实际上ꎬ中美两国已经形

成了“共损共荣”的利害共生关系ꎬ避免摩擦、合作共赢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ꎮ 尽管国际形势不

断变化ꎬ但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没有改变ꎮ “共同利益就像是粘合剂ꎬ将中美两国在各

方面都存在差异的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ꎬ“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ꎬ使中美双方在产生冲突时ꎬ可
以保持克制的态度ꎬ顺利地解决了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ꎬ使双方贸易关系尽管存在低

谷、寒冬ꎬ但最终都会回归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ꎮ”②因此ꎬ在推动和发展中美贸易关系的过程

中ꎬ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ꎬ强调共同利益ꎬ尽最大努力弱化分歧ꎬ减少摩擦ꎬ实现共赢ꎬ这既符

合中国的利益ꎬ也符合美国利益ꎮ

三、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

在明确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所坚持的发展战略的同时ꎬ也必须注重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

略ꎮ 中美贸易之间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生摩擦后的处理态度和方法ꎮ 美国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态

度和方法多是指责与制裁ꎬ中国不应当采取与其相同的态度和方法ꎮ “在处理中美两国贸易摩

擦方面ꎬ坚持采取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纠纷ꎬ在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ꎬ做出必要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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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不是权宜之计ꎬ也不是外交辞令ꎬ而是中国基于对历史、现状和未来科学判断的客观选择ꎬ是思想

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ꎮ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２０１６ 年版)»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６３ 页ꎮ
姜峥睿:«合作与摩擦: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吉林大学ꎬ２０１７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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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ꎬ但绝不能损害中国主权ꎬ在原则问题上要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ꎮ”①因此ꎬ在处理中美

贸易摩擦的过程中ꎬ中国政府既要坚持原则和底线ꎬ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ꎬ在一些不是涉及国家

核心利益的非关键问题上ꎬ可以考虑作出适当的妥协以换取美国的让步ꎬ避免与美国发生激烈的

冲突ꎬ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赢得时间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１.完善沟通机制和对话机制ꎮ 长期以来ꎬ中美经济与贸易联系虽然日益紧密ꎬ但政治上存在着

猜疑和不信任ꎬ这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症结所在ꎮ 许多贸易争端的起源出于误

解ꎬ而解决的方式在于沟通和对话ꎮ 特朗普执政后ꎬ中美关系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ꎬ中美之间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完善对话机制和沟通机制ꎮ②首先ꎬ要密切两国首脑之间定期与不定期的沟

通机制ꎬ以此避免双方在战略层面出现误判③ꎻ其次ꎬ要进一步完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ꎬ这是

中美两国共同探讨和解决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ꎻ再次ꎬ
还要加强与美国智库机构的沟通交流ꎬ这对于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推动双方的经贸合作有着重要

的意义④ꎮ 沟通可以减少摩擦ꎬ对话可以增进互信ꎬ要通过沟通与协调来减少分歧ꎬ逐步扭转美国对

中国的误解和歧视ꎻ要通过对话与磋商来管控摩擦ꎬ逐步增进双方的互信和合作ꎮ
２.积极推进中美 ＢＩＴ、ＢＩＴＴ 谈判ꎮ 中美 ＢＩＴ 谈判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开始启动ꎮ⑤ 有观察家将中

美 ＢＩＴ 谈判比喻为“第二次入世谈判”ꎬ中美 ＢＩＴ 若能达成ꎬ将对全球的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ꎮ
作为一项防御美国贸易制裁的策略ꎬ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推动中美 ＢＩＴ 谈判ꎮ 中美 ＢＩＴ 谈判成功

至少有如下一些好处:一是可以倒逼中国国内的改革ꎻ二是可以优化中国国内投资环境ꎻ三是可

以助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ꎻ四是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ꎻ五是对于开启中

美 ＢＩＴＴ 谈判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ꎮ⑥ 中美 ＢＩＴＴ 谈判至少有如下一些积极意义:一是 ＢＩＴＴ 可以

深化中美两国的互信ꎬ使两国获得更多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ꎬ形成深度融合的制度化经贸关系ꎻ
二是为亚太经贸一体化奠定制度基础ꎻ三是可以推动世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ꎻ四是为全

球经济繁荣稳定提供强大动力ꎻ五是在 ＢＩＴＴ 基础上形成中美自由贸易区ꎬ为全世界提供正向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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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学斌:«美国制造对华贸易摩擦的政治背景和我们的对策»ꎬ«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ꎮ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ꎬ中美之间建立了一系列的对话机制ꎬ如中美商贸联合会、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以及中美科技合作联

委会等ꎬ对中美经济领域的沟通与互信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００６ 年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达成共识ꎬ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ꎬ主要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影响双方与全球的战略

性经济问题ꎮ 在此基础上ꎬ２００９ 年中美两国对话机制进一步强化ꎬ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ꎬ讨论范围也日益拓展ꎬ经济合

作、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司法合作等ꎬ内容包罗万象ꎬ为中美双方在高层次、战略上和全局上的沟通合作开辟了渠

道ꎬ加深了中美双方的了解和互信ꎬ对减少双方贸易摩擦、稳定中美贸易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梅冠群:«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走向及对策»ꎬ«中国经贸导刊»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中)ꎻ姜峥睿:«合作与摩擦:中美贸易

关系发展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吉林大学ꎬ２０１７ 年ꎮ
ＢＩＴ 是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ｙ)的简称ꎬ主要内容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有关投资事项的约定ꎬ目前全球

已签订 ３０００ 余个 ＢＩＴꎮ 中美 ＢＩＴ 谈判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开始启动ꎬ迄今这一谈判共进行了 ２６ 轮ꎮ 双方于 ２０１５ 年初基本完成了协

定文本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的谈判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ꎬ标志着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和 ９ 月ꎬ双方三次交换负面清单改进出价ꎮ 中美 ＢＩＴ 谈判旨在保护和促进中美双边投资的稳定增长ꎬ谈判分成文本

谈判和负面清单谈判两个部分ꎮ 谈判包含着双方的诉求ꎬ难点主要在于负面清单的内容ꎬ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方面希望中方减

少投资障碍ꎬ希望中方更多地放开投资领域ꎬ希望看到中方一个短版本的负面清单ꎻ而中国方面则希望美方对外商的投资审查

能够更透明ꎬ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ꎮ 从规则来看ꎬＢＩＴＴ 应是一个基于中美发展实际、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协定ꎮ 从涵盖范围看ꎬ
将涵盖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税、投资、服务贸易、农业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和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技术创新、清
洁能源以及生态环境等重点合作领域ꎮ

ＢＩＴＴ 是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ＢＩＴ＋Ｔｒａｄｅ)的简称ꎮ 就规则而言ꎬＢＩＴＴ 应是一个基于中美发展实际、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协

定ꎮ 从涵盖范围看ꎬ将涵盖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税、投资、服务贸易、农业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和基础设施、网
络安全、技术创新、清洁能源以及生态环境等重点合作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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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引导ꎮ 中国政府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这一问题ꎬ积极推动开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正式

的 ＢＩＴＴ 谈判ꎮ① 尽管中美 ＢＩＴＴ 谈判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但启动政府之间的正式谈判本

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ꎮ
３.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规则是制定者利益的体现ꎬ是制定者话

语权的体现ꎮ 参与或未能参与规则制定ꎬ情形会大不一样ꎮ 参与了规则的制定ꎬ就可以将自己的

合理诉求体现在规则之内ꎻ若是无缘参与ꎬ未参与者的合理诉求就不一定能够体现在规则之内ꎬ
只能做一个规则的被动执行者ꎮ 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能够体现中国合理的诉求与意

志ꎬ对于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ꎬ不
仅有机会将中国的合理的诉求与意志体现在相关的规则之内ꎬ而且可以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和

建议ꎮ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ꎬ应当积极主动地走向国际舞台ꎬ贡献中国智慧ꎬ发挥中国的作用ꎮ
４.督促美国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ꎮ “非市场经济地位”一直是困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的一个问题ꎬ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无视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成果ꎬ一直拒绝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ꎮ② 这就为美国滥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保护其国内市场提供了便利ꎬ同时也使

美国反倾销调查采取措施的成功率更高ꎮ 面对美国至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现实ꎬ
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ꎬ另一方面也要督促美

国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待遇ꎬ尽早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ꎬ为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良

好的市场环境ꎮ 此外ꎬ美国从遏制中国的角度出发ꎬ一直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和产品ꎬ从而

使中美贸易差额不断扩大ꎮ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的努力ꎬ中国政府要督促

美国取消对中国歧视性的做法和不公平的待遇ꎬ放宽对中国的严格出口管制ꎮ③

四、中国政府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措施

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制裁ꎬ既要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ꎬ也要从

策略的角度来把控ꎬ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ꎮ 从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层面来

讲ꎬ主要应当做好如下一些措施ꎮ
１.强化国家力量的介入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环境ꎮ 国际贸易法学理论曾经

出现过自由贸易理论学说ꎬ主张国家不应直接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运行ꎬ甚至应当完全放弃对贸

易活动的干预ꎮ 这种主张在当今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是不切实际的奢谈ꎮ 一个主权国家不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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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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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带队到彼得森研究所就中美 ＦＴＡ 问题交换看法ꎮ 曾培炎认为ꎬ如
果目前不适宜进行中美 ＦＴＡ 谈判ꎬ可以考虑在中美 ＢＩＴ 谈判的基础上ꎬ再增加一个 Ｔ(贸易)ꎬ先推动中美 ＢＩＴＴꎬ最后在条件成

熟时建立中美 ＦＴＡ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２３ 日ꎬ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共同举办的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

官对话在北京举行ꎬ曾培炎正式提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 ＢＩＴＴ 倡议ꎮ 参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推进中美双边投

资和贸易协定谈判迈向更深层次的中美经贸合作»ꎬ«全球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ꎬ中国随即递交了加入

世贸组织议定书的通知书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ꎮ 但在中国入世协议中规定ꎬ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

以在 １５ 年内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ꎬ这一条款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到期ꎮ 期间ꎬ有许多国家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ꎬ
美国却至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ꎬ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ꎬ确认

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不能采用国内售价的可比价来确定ꎬ而是采用“替代国”国内售价来确定ꎬ而在“替代国”的选择上ꎬ进
口调查国则有着较大的自主权ꎮ

事实上ꎬ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ꎮ 美国限制对华出口的许多产品与技术ꎬ中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ꎬ
如从欧洲、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进口ꎮ 因此ꎬ美国对中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ꎬ反而是使美国放弃了最具优势

的领域ꎬ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ꎬ不仅使美国企业失去了本可以获得的收益ꎬ而且恶化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ꎬ影响了中美贸易关系的

正常发展ꎮ 参见姜峥睿:«合作与摩擦: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吉林大学ꎬ２０１７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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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国相关的国际贸易摩擦和歧视性贸易政策熟视无睹或无动于衷ꎮ 而要想保护本国在国际贸

易领域的合理权益ꎬ单靠民间商业组织的努力是不够的ꎬ需要强化国家力量的介入ꎮ 国家力量的

介入不仅是指对外有效防范贸易摩擦和处理贸易制裁ꎬ同时也包括对内强化宏观调控手段ꎮ 例

如ꎬ建立健全政府、驻外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企业之间协调工作的联动机制ꎻ规范进出口经营

秩序ꎬ加快外贸企业诚信体系建设ꎬ建立外贸企业信用记录数据库ꎬ严厉惩处有关外贸企业的欺

诈和失信行为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经营环境ꎻ为中国企业积极应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撑

腰ꎬ支持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ꎬ等等ꎮ
２.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体系ꎮ 近些年来ꎬ美国将单边制裁扩大化ꎬ衍生出许多次级制裁ꎮ 这

种建立在治外法权上的次级制裁是典型的司法域外扩张ꎬ既对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产生了严重的

消极影响ꎬ也对第三方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ꎮ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的这种司法域外扩张

敢怒不敢言ꎬ有苦不敢倾诉ꎬ但也有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来阻止美国的司法扩张ꎮ 例如美

国曾经推出«赫尔姆斯伯顿法»ꎬ次级制裁制使英国、加拿大等国深受其害ꎬ为了维护本国企业

的海外投资利益ꎬ英、加两国通过国内立法成功阻止了美国的司法扩张ꎮ①而荷兰针对美国的次

级制裁ꎬ则是由法院作出排除美国法律对在该国成立的子公司适用的裁决ꎬ迫使美国不得不撤回

相关的制裁禁令ꎮ②这种通过国内立法应对美国次级制裁、阻止美国司法扩张的经验非常值得中

国借鉴ꎮ 中国应当借鉴欧盟颁布的«反对第三国家立法域外适用条例»中的内容ꎬ尽快尝试制定

针对域外单边贸易制裁的“阻却性法规”ꎮ③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ꎬ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

易法»ꎬ并在原有«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基础上ꎬ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

施条例»三个条例ꎬ为中国企业保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ꎮ 但上述条例也存在不少

问题ꎬ比如有些条文规定得太细、限制太严ꎬ使产业救济工作反受束缚ꎻ有些条文规定得比较简

单ꎬ缺乏可操作性ꎻ有些条文规定得模糊不清ꎬ不利于对产业实施保护ꎮ④在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

制裁时ꎬ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抵御贸易制裁的具体法律规定ꎮ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美国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权诱发了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ꎮ 其中ꎬ英国的能源公司承受了因参与

国际铀矿卡特尔而被美国依据反垄断法处以 ３ 倍以上罚款的损失ꎮ 为此ꎬ英国议会于 １９８０ 年通过了«保护贸易利益法»予以反

击ꎮ 依托«保护贸易利益法»的保护ꎬ英国有权采取以下措施:(１)禁止针对海外的英国国民适用限制其贸易自由而使英国贸易

利益遭受损害或有损害危险存在的外国法律ꎻ(２)禁止英国国民提供外国法院或行政机关相关信息或文件ꎬ以此损害英国利

益ꎻ(３)禁止英国法院应外国法院请求在英国采集证据ꎬ前提是上述请求有损于英国司法管辖权ꎻ(４)禁止英国法院执行外国法

院有关多种损害赔偿的判决ꎻ(５)保证英国公民和公司在英国从事商业活动以弥补外国法院针对他们作出的判决而导致的多

种损害ꎻ(６)赋予被告行使抗辩外国主权下的强制性规范的权利ꎮ 可以说ꎬ«保护贸易利益法»为英国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了直接

的反次级制裁法律救济手段ꎬ彰显了次级制裁的司法判决在英国法院的不可执行性ꎮ 此外ꎬ１９７５ 年加拿大修订了自 １８８９ 年以

来实行的«联合调查法»ꎬ授予加拿大竞争委员会和管理局抵制外国法院判决的执行、外国法律的适用等权力ꎮ １９８４ 年ꎬ加拿大

再次修订«联合调查法»ꎬ并通过了«外国域外管辖措施法»ꎮ 该法禁止加拿大公司执行有损加拿大主权、竞争力、效益和贸易的

外国判决、法律或指令ꎬ违者将被处以高达 １ 万美元罚款或 ５ 年有期徒刑ꎻ该法亦可冻结外国法院提起的诉讼ꎮ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针对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ꎬ加拿大修订了«外国域外管辖措施法»ꎬ从而保证了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法院进行反诉的权

利ꎬ以补偿因美国法院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所作判决而受到的损失ꎮ 参见王淑敏:«国际投资中的次级制裁问题研究———
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为切入点»ꎬ«法商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Ｌｏｗｅｎｆｅｌｄ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９１４.
王淑敏:«国际投资中的次级制裁问题研究———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为切入点»ꎬ«法商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例如: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 ７ 条(“临时措施”)第 ２ 款规定ꎬ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限不超过 ４ 个月ꎬ反倾销当局可应占较

大贸易份额的国内出口商的请求将该期限延长至不超过 ６ 个月ꎮ 当反倾销当局在决定是否课征缴倾销幅度低的反倾销税率即

足以抵消损害时ꎬ上诉期限可分别为 ６ 个月和 ９ 个月ꎮ 但中国的«反补贴条例»第 ２０ 条只是笼统地规定:“在特殊情况下ꎬ临时

反倾销的实施期限可延长至 ９ 个月”ꎬ对于哪些情况属于“特殊情况”ꎬ则没有作具体说明ꎬ这无疑给中国企业的救济工作增加

了困难ꎮ



高祥　 刘道纪:中美贸易摩擦的趋势及其对策

３.善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ꎮ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成员国公认的解决贸

易摩擦的有效机制ꎬ能够比较公平合理地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ꎬ尽最大可能避免发达国家

对贸易争端解决的干扰ꎮ 因此ꎬ中国要善于合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ꎬ在
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中美贸易争端ꎮ 根据“保护措施协议”和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规

定ꎬ如果发生贸易争端的利害双方在磋商过程中意见未达成一致ꎬ利益受损方可申请专家组程

序ꎻ如果一方针对专家的结论不服ꎬ还可以请求进入上诉程序ꎮ① 因此ꎬ如果中国产品遇到出口

对象国的贸易保护措施ꎬ就要充分利用“保护措施协议”的有关条款进行反击和自我保护ꎬ同时

也可以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来形成对出口对象国的约束力ꎮ 此外ꎬ美国贸易制裁的目标国绝大多

数是发展中国家ꎬ中国政府在策略上要注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ꎬ结成反制裁的统一战线ꎬ共
同抵御来自美国的贸易制裁ꎮ

４.合理精准地使用单边贸易制裁ꎮ 中国曾饱受美国等国单边贸易制裁之苦ꎬ我们应当充分

认识到在过去、当今和未来的国际贸易交往中ꎬ贸易制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外交手段ꎬ会
长期存在并被经常使用ꎮ 所以ꎬ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ꎬ中国要积极应对贸易制裁带来的负面

影响和挑战ꎬ也要学会在适当的情况下掌握贸易制裁的主动权ꎬ理性地、精准地使用单边贸易制

裁ꎬ使贸易制裁也成为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利益的工具ꎮ 我们认为ꎬ面对美国频繁对

华发动的贸易制裁ꎬ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ꎬ担心和胆小怕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ꎬ而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动出击往往会收到更好的效果ꎮ 中国如果成为单边贸易制裁的实施国ꎬ应当

确立三条原则:一是中国发起的贸易制裁首先要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ꎬ在符合国际法准则的框

架内实施ꎻ二是要符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ꎬ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ꎻ三是要有理有据、有选

择、有针对性地去实施制裁ꎬ尽量不在域外使用次级制裁ꎬ不给第三方带来负面影响ꎮ 虽然目前

中国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ꎬ但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ꎬ国家外汇

储备居于世界第一ꎬ已经具备了合理、精准实行单边贸易制裁的基本条件ꎮ

９２１
①曾艳军:«我国应对反倾销法律问题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湖南大学ꎬ２０１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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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Ｇａｏ ＸｉａｎｇꎬＬｉｕ Ｄａｏｊ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０８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ｃａｕｓ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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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ｖｅｎ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ｕｒｂ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ꎬ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ꎻ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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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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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ｔｓ 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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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双轨制”到“三位制”:我国土地犯罪的
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①

李祥金　 吴小帅
( 山东建筑大学 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１ )

　 　 摘要:　 当下我国土地犯罪严重多发ꎬ而现有刑事立法在防范和打击土地犯罪时捉襟见肘ꎮ 目前土地犯罪

的刑事立法采用的是刑法典和附属刑法并行的“双轨制”模式ꎬ单行刑法缺位ꎬ且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存在罪名过

少、刑罚配置偏轻、具体罪状不明等缺陷ꎬ不能全面有效惩治与防控土地犯罪ꎮ 应当采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创

制性附属刑法的“三位制”立法模式ꎬ将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立法由笼统立法形式改为创制性立法形式ꎬ并应适

当扩大立法范围ꎬ增设新的土地犯罪罪名ꎮ
关键词:　 土地犯罪ꎻ立法方法ꎻ单行刑法ꎻ附属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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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５
作者简介:李祥金(１９６７—　 )ꎬ男ꎬ山东安丘人ꎬ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教授ꎻ吴小帅(１９８２—　 )ꎬ女ꎬ山东菏泽人ꎬ山东建

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６ 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刑法引领功能与保障路径研究” (１６ＤＦＸＪ０３)、２０１７ 年

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审判专项)“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下的辩护权对刑罚权制衡研究”(１７ＣＳＰＪ０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作为国家构成的必备要素ꎬ土地向来被视为统治领域的象征ꎬ对于土地资源予以法律保护至

关重要ꎮ 然而ꎬ我国当下土地管理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ꎬ尤其是在立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ꎬ致
使国有土地不断流失ꎬ更有不法分子采取诈骗、贿赂等手段非法获取土地使用权ꎬ严重破坏了国

家对于土地资源的有效管理及正常的土地市场交易秩序ꎮ 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ꎬ学术界目

前还没有从理论上予以高度重视和探讨ꎮ 刑事立法在制止国有土地资源流失和制止犯罪方面ꎬ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ꎬ亟需从理论上予以深入探讨ꎮ

一、现实困境:土地犯罪严重多发的现实背景

近些年ꎬ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ꎬ国家提出了系列新的管理政策ꎬ郊区城市化、城乡一体

化、乡村城镇化等理念应运而生ꎬ新农村的建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ꎮ 土地作为人类的生存之本ꎬ
资源供给非常有限ꎬ加之频繁的人类活动和肆意破坏ꎬ土地破坏严重导致土地资源越来越少ꎬ解
决土地资源的问题迫在眉睫ꎮ

据此ꎬ笔者对 Ｓ 省 Ｈ 市 Ｍ 区人民检察院近三年来批捕的与土地相关的农村伤害类刑事案件

进行了调研分析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ꎬＭ 区检察院共办理各类农村伤害类刑事案件 ５４ 件ꎬ
其中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共 ２９ 件ꎬ占农村伤害类案件发案总数的 ５３.７％ꎮ 由此可见ꎬ土
地矛盾纠纷是农村伤害案件的重要致罪因素ꎮ 除了伤害类案件ꎬ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纪委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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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９ 起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ꎬ有 ５ 起涉及农村的土地违法ꎮ 尽管违纪违法者多为村干部等

基层组织干部ꎬ但案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却非常严重ꎬ有些案件的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ꎮ 与土地

有关的犯罪行为也常见诸报端ꎬ据«中国国土资源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报道ꎬ农村土地乱占、乱
卖、乱租等“三乱”问题触目惊心ꎬ如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近年来共排查涉及农村“三乱”违法用地

９５６５ 宗ꎬ涉及面积 ２２５１７ 亩ꎮ① 不仅如此ꎬ由于法律适用冲突而产生的土地争议案件也时有发

生ꎬ如在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背景下ꎬ在土地使用权交易日益频繁的现实中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

用权犯罪数量激增ꎬ而刑法关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属于空白罪名ꎬ等等ꎮ 可以说ꎬ“土
地问题纠结着新农村建设的一切利益关系”②ꎬ现实问题呼唤着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ꎮ

尽管在实践中土地犯罪问题层出不穷ꎬ但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理论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

视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笔者以“土地犯罪”作为关键词ꎬ在“中国知网”中查询到的论文共计 ７２
篇ꎬ其中 ２０１３ 年之后的相关论文仅 ６ 篇ꎬ公开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中与土地研究相关的论文更

是屈指可数ꎬ且总体上看研究深度不够、系统性不强ꎮ 由于理论研究没有达到丰厚完整的程度ꎬ
导致无法在实践中有效指导诉讼实务ꎬ尤其在解决日益涌现的新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ꎮ 这反映

了现有土地犯罪刑事立法面对诉讼实践时的困窘与无奈ꎬ暴露了我国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ꎮ
因此ꎬ如何寻求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的理论突破ꎬ如何充分发挥刑法在土地犯罪惩戒中的引领功

能ꎬ如何从刑事立法中找寻到土地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并使之成为土地行政执法的强大后盾ꎬ已经

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产生土地问题(包括土地犯罪)的原因非常复杂ꎬ有国家政策、经济体制、社

会管理、监督监管等多层次多方面原因ꎬ有违规问题、违纪问题、犯罪问题、立法问题ꎬ甚至在土地

立法问题中还有行政立法问题、刑事立法问题ꎬ等等ꎮ 然而ꎬ在诸多引发土地矛盾、纠纷和犯罪的

因素中ꎬ刑事立法是解决土地犯罪法律层面的基础和导向ꎬ是惩罚犯罪和保障土地管理制度的根

本保障和最后手段ꎬ仅凭借民事手段、行政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ꎮ 因此ꎬ本文仅就

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这一重要方面进行研究ꎬ以期对解决土地犯罪的现实困境有所裨益ꎮ

二、立法缺陷:土地犯罪严重多发的刑事立法原因

当下出现的土地管理混乱以及土地犯罪多发等现实危机与困境存在多方面原因ꎬ然而ꎬ在土

地制度保护手段多元化的当今ꎬ刑事立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ꎬ一系列现实问题暴露了我国土

地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ꎮ 从理论上看ꎬ土地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犯罪ꎬ是指一切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与土地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ꎬ依照刑事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ꎻ狭义

的土地犯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ꎬ依照刑事法律应受处罚的行为ꎮ 土地犯罪作为一种特

殊的犯罪形态侵犯了同一类客体———我国的土地制度ꎬ具体为土地的管理制度ꎬ即国家土地管理

部门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用途改变、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审批制度等ꎮ 目前ꎬ我国的经济、行政法律

法规和刑法典中都设立了土地犯罪条款ꎬ在不断探索中做到了从无到有ꎮ 具体来说ꎬ刑事立法方

面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犯罪刑事立法内容严重滞后

１９７９ 年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刑法ꎬ但该法没有规定土地犯罪ꎻ同时ꎬ１９８７ 年的土地管理法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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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定违反该法的刑事责任ꎮ 土地问题在彼时并非国家、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ꎬ因为当时土地及

其使用权由国家掌控ꎬ不得出让、转让ꎬ所以刑法典和土地管理法的附属刑法也就没有对非法占

用土地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严重违法行为规定刑事责任ꎮ １９８８ 年宪法作出修正ꎬ允许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①ꎬ随后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对土地转让作了规定ꎬ但没有

规定土地犯罪及其刑事责任ꎮ 在实践中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ꎬ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ꎬ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在全国各地出现并越来越多ꎬ只因刑法中没

有规定土地犯罪ꎬ故无法对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ꎬ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ꎮ 鉴于

此ꎬ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对 １９８７ 年生效的«土地管理法»予以修订ꎬ在第 ４８、
４９、５４ 条中规定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ꎮ 但仍然没有上升到刑法典ꎮ 直至 １９９７ 年刑

法ꎬ在刑法典的第 ２２８、３４２、４１０ 条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ꎬ非法占用耕地罪ꎬ非法批准征

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入刑ꎮ 随后ꎬ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第九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又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ꎬ在第 ７３、７４、７６、７８、７９、８４ 条规定了应追

究刑事责任的土地犯罪行为ꎬ对土地犯罪的立法从无到有ꎬ但是还不够合理、不够完善ꎮ 当下ꎬ我
国正在进行第五次土地制度改革ꎮ 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探索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ꎬ其成果最终以法律形式载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ꎬ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给予了肯定ꎮ 但我们

也应该看到ꎬ土地制度改革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会引发犯罪ꎬ应对犯罪的土地刑事立法则是

解决当下问题的前提ꎮ 而刑事立法面对当下出现的新问题ꎬ缺乏应有的前瞻性ꎮ
(二)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结构较为单一

我国现行土地犯罪的立法结构由两部分组成ꎬ即刑法典土地犯罪立法和附属刑法土地犯罪

立法并行的“双轨制”立法结构ꎮ
在“双轨制”立法结构中ꎬ刑法典处于核心地位ꎮ 我国现行刑法首次将土地管理纳入刑法调

整和保护的范围ꎬ对于土地犯罪的规制涉及管地、用地、土地流转等方面ꎬ对于实践中常见多发且

社会危害性大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乱占滥用农用地、利用职务便利越权批地等行为追

究刑事责任ꎮ 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专章规定土地犯罪ꎬ而是以专条规定和非专条规定两种

形式散见于各章节之中ꎬ其中专条规定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的规定都较为明确ꎮ 专条规定的土

地犯罪主要有第 ２２８ 条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ꎬ第 ３４２ 条的非法占用耕地罪(后修改为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ꎬ第 ４１０ 条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等四个罪名ꎮ 其中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客体均为国家的土

地管理制度ꎬ其中前者为国家对土地使用权合法转让的管理制度ꎬ后者为国家对土地尤其是耕地

的管理制度ꎮ 两者均为非职务类的土地犯罪ꎬ犯罪主体没有利用公共权力ꎮ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

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犯罪客体除了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之外ꎬ还
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ꎬ因此这两者属于职务土地犯罪ꎮ 除了上述罪名中明确显示

的土地犯罪之外ꎬ还有一种是在法条的犯罪构成中涉及到土地犯罪的内容ꎬ但罪名并未显示土地

犯罪的名称ꎮ 主要有: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第 １０５、１１４、１１５ 条ꎬ第三章破坏经济

秩序罪中的第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８ 条ꎬ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第 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 条ꎬ第六章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中的第 １８５、１８７ 条等ꎬ这些条文从广义上属于土地犯罪的刑法规范ꎬ是非专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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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２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ꎮ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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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ꎮ
附属刑法是经济、行政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ꎮ 涉及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主要有:«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条例»(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４ 日颁布)第 ２５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颁布)第 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４８、４９、５４、７３、７４、７６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颁布)第 ３７、４０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 日颁布)第 ６１、６２、６５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５ 日颁布)第 ７０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颁布)第 ５８、６０、６１、６２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修订)第 ３９、４０、４４、４７、４８ 条ꎬ«基本农田保护条例»(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颁布)第 ２、１７、
３３、３４ 条等ꎮ 这些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了有关土地犯罪和对土地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ꎬ属于附属刑法中较为常见的散在型立法模式ꎮ
“立法者借规范来规整特定生活领域时ꎬ通常受规整的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的指引ꎬ

而他们最后又以评价为基础ꎮ”①我国 １９７９ 年刑法颁布实施后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

变化ꎬ新型犯罪不断出现ꎮ 为弥补刑法典立法的滞后性ꎬ我国相继出台了 ２０ 多个单行刑法ꎮ 尽

管有些单行刑法与土地犯罪之间有些许间接联系(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８ 日通过

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ꎬ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２ 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ꎬ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ꎬ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４ 日通过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ꎬ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

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ꎬ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ꎬ但这些单行刑

法没有针对土地犯罪进行立法ꎬ无法依此追究土地犯罪的刑事责任ꎬ均不属于土地犯罪的单行刑

法ꎬ而且这些单行刑法在我国 １９９７ 年刑法颁布之后ꎬ悉数被新刑法所吸收ꎮ 截至目前ꎬ我国没有

土地犯罪的单行刑法ꎮ

三、 “双轨制”立法模式: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

通过分析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缺陷可以看出ꎬ立法模式缺陷是刑事立法缺陷的主要问题ꎮ 按

照传统的刑事立法结构ꎬ刑事立法采用的是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立法结构ꎮ 但是ꎬ通
过梳理我国关于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颁布之前ꎬ我国刑

法典未规定土地犯罪ꎬ也无单行刑法对土地犯罪作出规定ꎬ只有附属刑法作了宣示性的规定ꎬ但
无法对土地犯罪进行定罪处罚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颁布之后ꎬ对土地犯罪作出了规定ꎬ从立法模式

上可以说采用的是刑法典和附属刑法的“双轨制”立法结构ꎬ单行刑法缺位ꎮ
(一)土地犯罪立法结构的缺陷

刑事立法的三元立法结构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架构ꎬ是一种经实践证明的较为科学的立法

模式ꎬ缺少其中任何一元都会使国家对犯罪的反应怠慢ꎬ不利于对土地犯罪的防控和惩治ꎬ从而

不利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保护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之前关于土地犯罪因刑法典和单行刑法缺位ꎬ对土

地犯罪的惩治只能依赖附属刑法ꎬ而附属刑法只是规定了对土地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宣示

性条款ꎬ无具体罪状和罚则ꎬ对土地犯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几近于空白ꎬ无法对实践中出现的土地

犯罪进行追诉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设立了土地犯罪的条款ꎬ真正使土地犯罪的惩治有法可依ꎬ但是

１９９７ 年刑法将 １９７９ 年旧刑法实施之后、１９９７ 年新刑法实施之前立法机关颁布的 ２４ 个单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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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到新刑法之中ꎬ新刑法实施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仅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ꎬ即«关于惩治骗购

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ꎬ与土地犯罪无涉ꎮ 也就是说ꎬ１９９７ 年刑法之后关于土

地犯罪的刑事立法只有刑法典和附属刑法ꎬ因单行刑法的缺位ꎬ加之附属刑法的空泛规定ꎬ使得

土地犯罪的惩治过分依赖于刑法典ꎮ 因刑法典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ꎬ不具备单行刑法的灵活性ꎬ
对新型的土地犯罪的惩治无法作出迅速的反应ꎬ同样不利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保护ꎮ

(二)刑法典中的土地犯罪立法问题

土地犯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配置等方面ꎬ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ꎮ
一是职务土地犯罪的犯罪主体过于狭窄ꎮ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

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ꎬ即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单位

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ꎮ 在实践中ꎬ如果个人以单位的名义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ꎬ或者通过采

取单位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形式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以及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而

规避法律的ꎬ将无法受到刑法的制裁ꎮ 此种立法疏漏将不利于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顺利实

施ꎬ损害了国家或者集体的利益ꎬ同时也降低了国家土地管理、城市规划机关的威信ꎮ
二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罚配置偏轻ꎮ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ꎬ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与非法转

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犯罪起点的标准是一致的ꎬ均为非法占用或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用地 ５ 亩

以上ꎮ 从法定刑上看ꎬ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定最高刑为 ５ 年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法

定最高刑为 ７ 年ꎮ 然而ꎬ从犯罪的多发性以及社会危害性上看ꎬ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当严于非法转

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ꎬ因此前者的法定刑也应当高于后者ꎬ否则将出现法定刑轻重倒置的情形ꎮ
另外ꎬ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规定中ꎬ要求“以牟利为目的”ꎬ虽然多数非法转让行为目的

是为了牟利ꎬ但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转让行为也不少ꎮ 不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转让行为对土

地交易市场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破坏ꎬ刑法典只将牟利型的非法转让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未将非牟利

型的规定为犯罪ꎬ不利于土地转让管理制度和土地交易市场秩序的刑法保护ꎮ
三是对土地资源的刑法保护仍存在空白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规定的土地犯罪罪名只有 ４ 个ꎬ明

显过少ꎬ不能涵盖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ꎬ一些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ꎬ又
无单行刑法出台ꎬ使诸如破坏公用地行为、污染土壤行为ꎬ破坏重要湿地行为ꎬ损害土地质量行为

等无法受到追究ꎮ 此种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ꎬ如为解决全球人口增多带来的食物需求量增大

的问题ꎬ人们开始用农药、化肥、激素等生物制剂来增加植物的产量ꎬ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或提

高经济利益ꎮ 随之而来产生的人类自身和土地摄取化学合成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ꎬ长久下去不

仅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和安全ꎬ而且会造成土地质量下降ꎬ并且这种损害往往是长期且不可逆的ꎮ
然而ꎬ我国刑法中目前没有对上述污染土地行为进行刑法规制ꎬ此类立法空白应当引起立法部门

的重视ꎮ
(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的土地犯罪立法问题

在部门法规范中ꎬ刑法作为保障法ꎬ属于二次规范ꎬ只有在其他手段包括其他法律手段仍不

能解决行为对社会的侵害ꎬ或者只有用刑罚的手段对付侵害行为才符合社会的正义观念时ꎬ才可

以动用刑法ꎮ 为确保刑法典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主导地位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立法的总体

存在较为谦抑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颁布之前ꎬ由于 １９７９ 年刑法的立法缺陷和立法滞后ꎬ颁布了 ２４ 个

单行刑法ꎬ单行刑法在刑事立法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颁布之后ꎬ将所有的单行

刑法悉数收归新刑法中ꎬ很有必要ꎮ 但是ꎬ新刑法颁布之后仅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ꎬ而且与土地

犯罪无关ꎮ 土地犯罪作为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类新型犯罪ꎬ新刑法规定不足ꎬ又没有发挥单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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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优势ꎬ立法结构不完整也不利于对土地犯罪的防控ꎬ有违刑罚的必定性和及时性原则ꎮ 因

此ꎬ应当重视单行刑法ꎬ启用土地犯罪的单行刑法立法ꎮ
“在规整特定事项时ꎬ立法者不只是把不同的法条单纯并列、串联起来ꎬ反之ꎬ他形成许多构

成要件ꎬ基于特定指导观念赋予其法律效果ꎮ”①附属刑法作为刑法典的重要补充ꎬ在刑事法律的

体系中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但我国目前的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ꎬ只是宣示性规定ꎬ没有具体

的罪状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ꎬ有必要予以调整ꎮ 当然ꎬ由于附属刑法规范实际上超出了刑法典

的规定ꎬ或者是在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创设的新规范ꎬ因此ꎬ应当“严格把握这种创制性立

法的条件ꎬ尽量避免这种创制性立法对刑法典的不当冲击与扩张”②ꎮ 附属刑法在内容上原则上

应限于某些社会中出现的复杂的、技术含量高的新型犯罪ꎬ以法定犯为主ꎬ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

也要遵循此种规则ꎮ

四、从“双轨制”向“三位制”转换: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缺陷的破解之道

面对我国现有土地犯罪“双轨制”立法现状中凸显出的诸多弊端ꎬ土地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

问题亟待解决ꎮ 从前文分析可以得出ꎬ我国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集中在现有土地犯罪罪名、
刑罚以及犯罪圈三个方面ꎮ 现有土地犯罪立法中罪名与罪状均存在着一些瑕疵ꎬ刑罚设置也不

尽合理ꎮ 在犯罪圈方面ꎬ尚有一些严重的土地违法犯罪行为未被囊括到土地犯罪的范围中ꎮ 只

有通过对现有“双轨制”模式进行转换ꎬ才能有效破解现行立法弊端ꎮ
(一)完善土地犯罪的刑法典立法

１.现有土地犯罪罪名的完善

第一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主体应包括单位ꎮ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

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ꎬ单位不能作为犯罪主体ꎮ 此种规定不仅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

和有效利用ꎬ而且与刑法的其他条文的立法原意产生冲突ꎮ 如该条文的表述与刑法第 ３９７ 条的

立法原意相矛盾ꎮ 根据刑法第 ３９７ 条第一款的规定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ꎬ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ꎬ构成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ꎬ如果情节特别

严重ꎬ将加重处罚ꎻ刑法第 ３９７ 条第二款是在第一款上的加重条款ꎬ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

弊犯前款罪的ꎬ依然构成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ꎬ只是处罚较之第一款更加严重ꎮ 在刑法分则

第九章的渎职类犯罪中ꎬ第 ３９７ 条可看作是渎职类犯罪的一般性规定ꎮ 该章中随后的诸多罪名

则是在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基础上的特殊规定ꎬ范围有所回缩ꎬ但犯罪性质不变ꎮ 根据该章

中刑法第 ４１０ 条的规定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ꎬ滥用职权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

地ꎬ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ꎬ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ꎬ还必须具备徇私舞弊这一必备

要件ꎬ才能构成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ꎮ 这显然与第 ３９７
条的立法原意相矛盾ꎬ也可以说是立法上的重大疏漏ꎮ 本罪的构成应当只以达到情节严重程度

为必要ꎬ至于是否因为徇私舞弊导致犯罪的出现在所不问ꎮ 建议立法机关对该条文进行修改ꎬ表
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ꎬ滥用职权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ꎬ或者非法低价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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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损失的ꎬ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另增加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

前款罪的ꎬ从重处罚ꎮ
第二ꎬ完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法定刑配置ꎮ
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看ꎬ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大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

用权罪的社会危害性ꎮ 农用地是我国非常宝贵的资源ꎬ农用地转非农用地是有严格限制的ꎮ 尽

管各国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工业用地占用农用地的问题ꎬ但是都对农用地转为非农用

地有着严格的规定ꎬ我国也不例外ꎮ 在刑法典中ꎬ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

权罪的法定刑轻重倒置ꎮ
非法占有农用地罪是结果犯ꎬ设置了两个结果ꎬ非法占有农用地数量较大和造成耕地大量毁

坏ꎮ 有的认为只有具备两个结果才构成犯罪ꎬ有的认为只要具备其中一个结果就可构成该罪ꎬ这
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境ꎮ① 因此ꎬ可将该罪的法定刑由一档改为两档ꎬ将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

行为作为该罪的结果加重犯ꎮ 另外ꎬ非法占有农用地罪的法定刑可考虑引入非刑罚措施ꎬ比如ꎬ
责令补救、限期治理、剥夺经营权等ꎮ② 这既有利于刑罚适用又使得法定刑的设置更为合理ꎬ使
罪刑相适应原则得以贯彻ꎮ

２.增设新的土地犯罪罪名

随着土地在经济领域中作用的增强ꎬ“目前土地犯罪立法的罪名并不能囊括所有的土地犯

罪ꎬ使得土地犯罪立法与犯罪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③ꎬ难以实现刑法对土地资源全面、切
实的保护ꎮ

第一ꎬ设立破坏土地资源罪ꎮ 土地资源不仅是国家财富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运转的必要生产

资料ꎬ而且是最重要的保护环境要素ꎬ具有重大价值ꎮ 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土地质量的保护力度

却捉襟见肘ꎬ对于造成土地资源破坏、土地质量下降的情形无法合理全面地规制ꎮ 现行刑法对于

土地资源和土地质量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第 ３３８ 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ꎬ该条规定如果违反

国家规定ꎬ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

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ꎬ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

重后果的ꎬ构成犯罪ꎮ 这属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原则性规定ꎬ内容过于宽泛ꎬ对土地质量的保护不

够细化ꎬ尚无追究造成土地质量下降的刑事责任的规定ꎮ 因此ꎬ应当对违反法律规定ꎬ滥用土地、
破坏性使用土地的行为规定独立的罪名———破坏土地罪ꎬ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ꎬ从而加强对土地

质量的保护ꎮ
第二ꎬ设立浪费土地资源罪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ꎬ大规模和区域

性的经济开发、房地产开发越来越多ꎬ这些开发活动无一不依赖土地资源ꎬ不少商户在拿地后不

积极开发ꎬ坐等土地升值ꎬ使土地长期闲置ꎬ甚至改作他用ꎮ 而土地管理部门缺乏资源忧患意识ꎬ
举措不力ꎬ甚至疏于管理ꎬ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ꎮ 在新的土地制度改革中ꎬ应健全

土地管理运行机制ꎬ调整、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政策、措施ꎬ促进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ꎬ使土地使用

权合理流转ꎮ 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土地使用权流转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ꎬ但仅有行政手

段尚不足以遏制土地资源的浪费行为ꎬ在刑法典中增设浪费土地资源罪很有必要ꎮ 可考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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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土地管理法规ꎬ将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闲置不用或者改变用途ꎬ情节严重的行为”
作为浪费土地资源罪的罪状ꎬ设置合理的法定刑ꎬ使之入罪ꎬ规定在刑法典中ꎮ

第三ꎬ设立土地诈骗罪ꎮ 在司法实践中ꎬ以土地为犯罪对象ꎬ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

法使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损害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不动产的合法权益ꎬ此类行为在全国各

地时有发生ꎮ 尽管行为人的手段多样ꎬ但意图都是为自己或者第三人谋取土地使用权及地上不

动产的非法利益ꎮ １９９７ 年刑法典对于非职务土地犯罪行为只规定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

罪和非法占有农用地罪ꎬ而对于诈骗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未作规定ꎮ 因此ꎬ有必要将违反土地管理

法规ꎬ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或者以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格标准取得土地使用

权ꎬ情节严重的行为ꎬ规定在刑法典中ꎮ
(二)重启土地犯罪的单行刑法立法

单行刑法作为刑法结构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应当由有权机关制定ꎮ 换言之ꎬ只有立法

机关正式制定的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ꎮ 因此ꎬ单行刑法是由国家权力机关颁布施行ꎬ专门规

定犯罪与刑罚ꎬ在形式上独立于刑法典的规范性文件ꎮ 单行刑法具有刑法所固有的规范、保护和

保障功能ꎬ但又具有刑法典所不具备的独特功用ꎬ比如ꎬ修改补充功能、特别的创制功能、解释功

能、分合功能等ꎮ 其优点有:一是适应性强ꎮ 在刑法结构和体系中ꎬ刑法典是系统的刑法规范ꎬ一
经颁布ꎬ就具有稳定性ꎬ不宜频繁修改变动ꎬ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犯罪现象反应缓慢甚至滞后ꎬ具有

机械性和被动性ꎮ 而单行刑法可以克服这一弊端ꎬ在分则内容的规定上ꎬ可以是仅仅涉及一个

罪ꎬ也可以规定一类罪ꎬ适应性很强ꎮ 二是灵便及时ꎮ 单行刑法立法灵便ꎬ对犯罪的反应及时ꎮ
因为单行刑法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ꎬ从议案的提出ꎬ讨论通过期限ꎬ到表决程序ꎬ都比全国

人大的立法程序简易ꎬ使单行刑法对新型犯罪能够及时作出反应ꎬ利于新型犯罪的防控和惩治ꎮ
三是针对性强ꎮ 单行刑法作为特别法ꎬ在立法时可以针对某一时期ꎬ某一类犯罪ꎬ作出特别规定ꎬ
进行刑法典之外的特别调整ꎬ针对性强ꎮ

当然单行刑法也有其自身的弊端ꎬ但正是因为单行刑法的上述特别功能和优点ꎬ使其具有不

可忽视的功能和作用ꎮ 反观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ꎬ单行刑法已经沉默良久ꎮ 正是因为单行刑法

的缺位ꎬ土地犯罪作为新的犯罪类型ꎬ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防控和惩治ꎮ 如由于法律法规不健

全、治理缺失等原因ꎬ在农村土地增值环节产生了大量增值收益不正常分配的现象ꎬ相当一部分

已构成犯罪行为ꎮ① 因此ꎬ立法机关应当重启单行刑法立法模式ꎬ对土地犯罪的类罪或者个罪颁

行单行刑法ꎮ
(三)补充完善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立法

我国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立法采用的是“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笼统式的立

法方式ꎮ 这种笼统式规定无法充分反映附属刑法与刑法典之间的互动关系ꎬ也无法真正彰显附

属刑法创制、修改和补充刑法典的功能ꎮ “只采用刑法典、放弃附属刑法ꎬ人为割裂了刑法与其

他法律之间的联系ꎬ容易造成刑法典规范与附属刑法规范不衔接的问题”②ꎮ 具体到土地犯罪

中ꎬ如果在刑法典中有与附属刑法相对应的土地犯罪的条款ꎬ那么附属刑法无实质存在的意义ꎻ
如果在刑法典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条款ꎬ则附属刑法仅有宣誓和象征的意义ꎬ并无实际可操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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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ꎮ 因此ꎬ尽管土地犯罪的附属刑法一直存在ꎬ但现行立法结构并未正确厘清附属刑法与刑法典

之间的关系ꎬ这种立法缺憾不仅产生了重大的理论问题ꎬ也无助于解决土地犯罪的现实问题ꎮ 笼

统式附属刑法如遇到刑法典对此规定不明的情况ꎬ会导致行政法律中的刑事罚则难与刑法典中

的具体条文衔接ꎬ从而加重了刑法的任务ꎬ或者无刑法可依ꎬ或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ꎮ 其弊端主

要有:第一ꎬ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ꎬ表明立法存在严重的刑罚崇拜ꎬ过分依

赖刑法典ꎻ第二ꎬ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ꎬ表明立法时未深入分析法律的规

范功能与实施机制ꎬ反映出立法者的轻率ꎻ第三ꎬ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ꎬ使
此规定形同虚设ꎬ也反映出立法者的怠惰ꎮ 因此ꎬ“在法定犯时代已经到来ꎬ附属刑法规范的适

用率和重要性正不断上升的法治环境下ꎬ类似于在附属刑法规范中概括地规定‘构成犯罪的ꎬ依
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立法模式的合理性无不存在疑问ꎮ”①不仅如此ꎬ当前土地犯罪附属刑法

的罪状设置易导致土地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混乱ꎮ 基于以上弊端ꎬ有必要改变笼统的附属刑法立

法模式ꎬ采用创制性附属刑法立法模式ꎮ “实质的附属刑法作为一种正式的刑法渊源ꎬ体现了刑

事立法灵活性的一面ꎬ有利于刑法典的稳定ꎮ”②

创制性附属刑法立法ꎬ是在法定犯的规定上将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完整地规定在非刑事法

律之附属刑法规范中ꎬ增加附属刑法立法的明确性、可预见性、专业性和协调性ꎮ 即ꎬ采取以附属

刑法规范为核心辅之以刑法典的模式ꎬ将部分立法技术成熟的、伦理性较强、不法性较高、行为客

观特征相对稳定和典型的类型规定在刑法典中ꎬ而将其他的法律性质变化较频繁的、行为特征较

复杂的犯罪ꎬ以附属刑法的方式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ꎮ 当然ꎬ“附属刑法只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

理由ꎬ而依附规定在其处罚规定有关的法律之中ꎮ 这些罪名大多与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所规定

的内容有关ꎬ故不宜从各该法律切割出来ꎬ而独立规定在核心刑法之中ꎮ”③同时ꎬ我国的附属刑

法由于没有规定明确的刑罚裁量方式ꎬ导致在具体适用中形同虚设ꎬ应当在附属刑法规范中明确

规定具体的刑罚内容ꎬ使其成为可以运用于实践的名副其实的刑法规范ꎮ 创制性附属刑法立法

的价值是:可以保持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ꎬ可以节省立法成本ꎬ可以减少刑法修正案的大量出现ꎮ
“法制的基本概念要尽可能精准、细致、一致ꎬ 制度的基本性质也要尽可能作出一致性理解ꎬ 才

有利于法制建设的科学性ꎬ 避免法制实施中的不必要冲突”ꎮ④ 因此ꎬ我们建议将现行的土地犯

罪附属刑法由笼统式的立法方式调整为创制性附属刑法立法方式ꎬ建构刑法典—单行刑法—创

制性附属刑法的“三位制”土地犯罪立法结构和体系ꎮ
总的来说ꎬ目前的土地犯罪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ꎬ我们面临着遏制土地犯罪、保护

土地资源的艰巨任务ꎬ完善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迫在眉睫ꎬ纠正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缺漏已经刻

不容缓ꎮ 只有对刑法中现有的土地犯罪立法模式、罪名设置等进行合理地调整ꎬ使之更符合罪刑

均衡的要求ꎬ并对其他应当予以犯罪化的严重土地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ꎬ适当地扩大土地犯罪

的犯罪圈ꎬ才能实现对土地犯罪立法的补充和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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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 ｃｏｄｅꎬ ｐｅ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ｄ ｎｅｗ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ꎻ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ｐｅ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ｌｅꎻ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责任编辑:寇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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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被动标记发展演变的路径考察
∗

王嘉天　 彭　 爽
(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ꎬ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

　 　 摘要:　 被动标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恒定的ꎬ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ꎮ 不同时期选择的被动标记

不同ꎬ这与标记词凸显的语义有关ꎬ也与表达的需要有关ꎮ 同样作为由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被动标记ꎬ“被”与

“叫 / 教、让、给”无论从结构功能还是语义特征来说都差异较大ꎮ 但“被”作为历史发展最长的被动标记ꎬ却能在

句式语义表达中居于凸显优势位置ꎬ成为现代汉语优势被动标记ꎬ与“被”的语义功能和人们的认知心理密不

可分ꎮ
关键词:　 被动标记ꎻ演变历程ꎻ构句机制ꎻ情景语义ꎻ认知凸显观

中图分类号:　 Ｈ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４１－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５
作者简介:王嘉天(１９９１—　 )ꎬ男ꎬ辽宁锦州人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ꎻ彭爽(１９７３—　 )ꎬ男ꎬ吉林吉林人ꎬ东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ꎬ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②唐钰明:«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ꎬ«中国语文»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ꎮ

引言

汉语作为一种缺少严格形态变化的孤立语ꎬ语序和虚词是汉语语法最主要的表现手段ꎮ 汉

语的基本语序是 ＳＶＯꎬ施动者置于主语位置ꎬ受动者置于宾语位置ꎮ 汉语常规信息结构中ꎬ旧信

息位于句首即施事者ꎬ新信息位于句尾即受试者同时也是句子焦点ꎮ 但当表达受损义和遭受义ꎬ
或强调动作对受事者的影响时ꎬ需要被动标记打破常规的 ＳＶＯ 结构ꎬ将受事者置于主语位置ꎬ动
词后置为信息焦点ꎬ使句子凸显动作的影响ꎮ 可见ꎬ被动标记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地位至关重

要ꎮ
汉语被动表述产生以后ꎬ被动标记随着语言的发展在不断演变ꎮ 汉语史上的被动标记大约

有十几个ꎬ旧的被动标记消亡ꎬ新的被动标记不断产生ꎬ汉语被动标记系统在发展中不断吐旧纳

新ꎬ以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ꎮ 本文在梳理被动标记发展演变路径的基础上ꎬ力争能对被动标记有

一些新的认识ꎮ

一、被动标记的历时考察

沈家煊先生(１９９９)在«不对称和标记论»中认为ꎬ“语言共时的变异现象(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是历时演

变过程(ｃｈａｎｇｅ)的反映”①ꎮ 要想全面了解汉语被动标记ꎬ就必须对被动标记的过去进行梳理ꎮ
据唐钰明(１９８５)考证ꎬ“于”字式被动句在甲骨文中就已经萌芽了ꎮ②被动标记在“于”之后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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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为”“见”“为于”“见于”“为见”“为所”“被”等被动标记ꎮ 这些被动标

记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产生并使用的ꎮ 有的被动标记使用一段时间之后ꎬ往往会被新的标记

所替代ꎮ 被动标记能否生存下去ꎬ主要看它是否能满足当时人们表达的需要ꎮ 对被动标记进行

历时研究ꎬ有助于我们了解被动标记的发展路径ꎬ揭示被动标记的演变规律ꎮ
被动标记产生的时间不同ꎬ存在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ꎮ 无论时间长短ꎬ它都是在一个比较长

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句式标记存在于汉语中的ꎮ 一种语言现象的产生ꎬ往往跟语言

自身结构变化有关系ꎮ 周韧(２０１０)认为ꎬ“在生成语法中ꎬ造成语序变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句法成

分的移动”①ꎮ 被动标记的主要功能是把施事作为介引对象ꎬ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ꎬ作状语ꎬ而且

常常表达不如意或受损的语义内涵ꎮ 可见ꎬ汉语被动标记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有各种限制条件ꎬ约
束它的使用ꎮ 每个阶段的被动标记又有各自的使用价值和构句机制ꎮ

依据向熹(１９９３)对被动句的考察ꎬ先秦的被动标记主要有三个ꎬ即“于”“为”“见”ꎮ② 这三

个被动标记的用法不尽相同ꎬ每个都有自己的特点ꎮ 例如:
(１)御人以口给ꎬ屡憎于人ꎮ 不知其仁ꎬ焉用佞? («论语公冶长»)
(２)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ꎮ («六国论»)
(３)臣闻“忠无不报ꎬ信不见疑”ꎬ臣常以为然ꎻ徒虚语耳ꎮ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例(１)“于”作为被动标记ꎬ引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ꎬ“屡憎于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常常

被人讨厌”ꎮ “于”介引的对象置于句末ꎬ与汉语句式 ＳＶＯ 语序相违背ꎬ作为被动标记的时间相

对较短ꎮ 例(２)“为”是被动标记ꎬ“为秦人积威之所劫”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被秦人的威势所打

败”ꎮ 例(３)“见”是被动标记ꎬ与前两个被动标记不同之处在于“见”直接位于动词“疑”前ꎬ没有

介引施事ꎮ
战国时期还出现一种新的被动标记ꎬ那就是“被”ꎮ 此时的“被”没有完全虚化ꎬ它既可以是

动词ꎬ也可以是介词ꎬ使用频率较低ꎮ 例如:
(４)秦王复击轲ꎬ被八创ꎮ (刘向«战国策燕策»)
(５)万乘之国ꎬ被围于赵ꎮ (刘向«战国策齐策»)
(６)国一旦被攻ꎬ虽欲事秦ꎬ不可得也ꎮ (刘向«战国策齐策»)
例(４)“被”为动词ꎬ意思是“遭受”ꎬ“被八创”就是“受了八处伤”ꎮ 例(５)“被”是介词ꎬ它已

经虚化ꎬ不再有实在的词汇意义ꎬ只是指明动作的被动性质ꎬ成为被动标记ꎮ 今天的“被”字句就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ꎮ 例(６)“被”置于动词“攻”前ꎬ表示被动ꎮ 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国家一

旦被攻破ꎬ虽然打算侍奉秦国ꎬ也办不到了”ꎮ
到了汉代时期ꎬ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ꎬ被动标记发生了变化ꎮ 根据曹凤霞(２０１２)统计ꎬ此时

的被动标记打破了“于”一家独大的情况ꎬ“为所” “为见”等结构被人们所广泛使用ꎮ
“为”和“见”作为被动标记的使用频率逐渐超过“于”ꎬ同时“被”的使用频率也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ꎮ③

(７)请以剑舞ꎬ因击沛公于坐ꎬ杀之ꎮ 不者ꎬ若属皆为所虏ꎮ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８)故女无美恶ꎬ入宫见妒ꎻ士无贤不肖ꎬ入朝见嫉ꎮ («汉书卷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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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如贼贤ꎬ则被所贼者何负? («论衡卷六»)
例(７)“为所”是被动标记ꎬ省略了原本“为所”结构中内部的施动者ꎬ因为句中施动者

即为说话对象ꎬ无需说明ꎮ 这一用法出现在汉代ꎬ并一直沿用至今ꎮ 例(８)“见”除了起到被动标

记的作用ꎬ同时在结构上呈现出前后的对比ꎬ“见妒”和“见嫉”前后对比ꎬ加强语气ꎮ 例(９)“被”
为被动标记ꎬ句式表达遭受义ꎮ

到了唐宋时期ꎬ受到文体规则的限制ꎬ此时的被动标记更加精练ꎮ 通过查阅文献ꎬ“被”作为

被动标记成为主体ꎬ使用频率超过了“为”和“于”ꎬ特别是在口语文献中较为明显ꎮ
(１０)君因风送入青云ꎬ我被人取向鸭群ꎮ (白居易«鹅赠鹤»)
(１１)只是被他忠义正当ꎬ故做得恁地ꎮ («朱子语类»)
例(１０)中“被＋ＮＰ＋ＶＰ”格式已经基本稳定成熟ꎬ“被”完全虚化为一个无实意的被动标记ꎮ

例(１１)“被”后的成分和语义进一步丰富ꎬＮＰ 除了表示施动者外还可以表示原因ꎬＶＰ 也可以用

形容词代替ꎮ
明清时期ꎬ由于小说的盛行ꎬ推动了语言口语化发展ꎬ之前“为” “于” “见”等被动标记逐步

被“叫 /教、让、给”等新的被动标记代替ꎬ动词语法化程度加深ꎮ 通过统计ꎬ“叫 /教、让、给”使用

频率同“被”接近ꎮ
(１２)北让曹操占了ꎬ南让孙权占了ꎮ (罗贯中«三国演义»)
(１３)谁知叫这位老爷子这么一拆ꎬ给拆了稀呼脑子烂ꎮ (文康«儿女英雄传»)
(１４)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ꎬ要赚祝家庄人ꎬ故意教孙立捉了ꎮ (施耐恩«水浒传»)
例(１２)(１３)(１４)可以看出“叫 /教、让、给”作为被动标记同“被”的结构相似ꎬ但语言更加偏

向口语ꎬ更加自然ꎬ有的用法一直延伸到现代汉语中ꎬ方言表现更加明显ꎮ
以上我们对被动标记整个发展历程进行梳理ꎮ 古代汉语中被动标记有“为、于、见”等ꎬ随着

语言的发展ꎬ逐渐被淘汰ꎬ到了近代产生了新的被动标记“叫、教、让、给”ꎬ在现代汉语中“为、于、
见”已不是被动标记ꎬ成为了普通词汇ꎬ只有“被”的生命力最长ꎮ 一种被动标记的形成ꎬ往往是

通过约定俗成之后确定的ꎬ大家在交际过程中觉得使用这种被动标记符合人的认知ꎬ这种标记的

使用规则就被确认下来ꎬ成为一种普遍语法规则ꎬ否则会随着时代发展逐渐消失ꎮ 可见ꎬ被动标

记的产生、发展、消亡都和人们的交际有关系ꎬ一个被动标记生命力的长短ꎬ关键在于它能否与时

俱进ꎬ与句式变化相协调ꎬ满足人们交际需要ꎮ
在被动标记不断更新交替的过程中ꎬ新的被动标记会受到结构、音节、语义等多方面作用的

影响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动词的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ꎬ下面进一步分析“叫 /教、让、给”如何从实意

的使令义动词和给予义动词虚化为一个无实意的被动标记ꎬ以及他们同“被”的关系ꎮ

二、使令义和给予义动词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演变路径

温格瑞尔和施密特(２００９)指出ꎬ认知凸显观即为在日常表达中主体对客体或者客体一部分

进行强调并在使用中特殊表达ꎮ① 通过被动标记的演变进程ꎬ我们发现ꎬ主体表达客体的语义会

随着语法化的加深慢慢虚化ꎬ直至完全转变为一种无实意的语法手段ꎮ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ꎬ客体

或客体部分的语义特点不会削弱ꎬ甚至推动语义虚化过程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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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对 ３０ 多种方言的被动标记进行了调查ꎮ① 调查发现ꎬ汉语里表示“遭受义、使令

义、给予义”的动词容易虚化为被动标记ꎮ 从我们考察的被动标记来看ꎬ汉语被动标记各具特

色ꎬ凸显的语义结构功能各不相同ꎬ差异较大ꎮ 有的在构句时单用ꎬ有的要与其他助词合在一起

构成框架结构ꎻ有的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ꎬ有的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ꎻ有的介引施事ꎬ有的直接位

于动词之前ꎻ有的只用于口语ꎬ有的用于书面语ꎮ 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这些被动标记的语

法化路径、时间和过程不同ꎬ直接导致被动标记在构句时凸显出来的位置和功能也不尽相同ꎬ其
中“使令义”和“给予义”动词虚化为被动标记最为明显ꎮ

早在明清以前ꎬ使令义动词“叫 /教、让”和给予义动词“给”具备了虚化为被动标记的基础条

件ꎬ到了明清时期经过语法化发展为被动标记ꎮ 动词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这个过程是有动因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的ꎬ而非任意(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的ꎬ它们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和词本身的语义基础有

关系ꎬ它具备了成为介词标记的前提条件ꎻ二是和人们的认知有关系ꎬ觉得选这样的词才能达到

自己的交际意图ꎮ 满足这些条件后ꎬ根据自身特点ꎬ虚化凸显出功能结构不同的被动标记ꎮ
“叫 /教、让、给”在汉语中是典型的动词ꎮ “叫”原义是较大的声音呼喊ꎬ可以指人ꎬ也可以指动物

发出的声音ꎬ后来出现了“要求、命令、使”等义ꎬ被动标记是在“要求、命令、使”等动词义基础上

虚化而来(动词“教”也有“命令、使”义ꎬ用于被动标记的“教”的词汇义项也来源于此)ꎮ 动词

“给”的原义是“使得到”ꎬ后来出现了“使遭受到”义ꎬ被动标记由此义项虚化而来ꎬ引进动作行

为的主动者ꎮ 动词“让”原义“把好处留给别人”ꎬ后来出现了“使、容许”之义ꎬ被动标记的“让”
由此动词义项虚化而来ꎬ引进动作行为的施事者ꎮ “叫、教、让、给”符合前提条件ꎬ并发展成不同

功能的被动标记ꎮ 这种现象从元明开始ꎬ逐渐演变ꎬ到清代发展成熟ꎬ一直影响到现代ꎮ
进一步就要考察同为被动标记“被”和“叫 /教、让、给”之间的关系ꎮ “被”在近代汉语中已

经是成熟的被动标记ꎬ为什么还会产生“叫 /教、让、给”几个被动标记呢? 这主要与方言有关ꎬ因
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都是北京ꎬ特别是明清时期官话系统受北方方言影响很大ꎬ“教、叫、让”是
北方方言的被动标记ꎬ后来进入官话ꎬ成为共同语的被动标记ꎬ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ꎬ特别是清朝

的作品中使用最多ꎮ 这时期被动标记“叫(教)、让、给”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被”ꎮ 例如:
(１５)酒让家丁们喝光了ꎮ (文康«儿女英雄传»)
(１６)他的那张弹弓给人抢去了ꎮ (文康«儿女英雄传»)
(１７)两个人教衙役带进来ꎮ (吴敬梓«儒林外史»)
例(１５)用被动标记“让”ꎻ例(１６)用被动标记“给”ꎻ例(１７)用被动标记“教”ꎮ “教”同“叫”

(明清时期的小说常把“叫”写成“教”)ꎮ １９４９ 年以后ꎬ国家对汉语进行规范化ꎬ“教”完全被

“叫”代替ꎬ现代汉语被动标记中没有了“教”ꎮ “叫、让、给”成为口语被动标记ꎮ
与其他标记相比ꎬ“给”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些ꎬ主要原因是“给”的用法较多ꎬ容易出现理解

上的偏差ꎮ 在被动句中就有两种用法:其一ꎬ介词ꎬ用作被动标记ꎬ如“李家的小三给狗咬了ꎬ去

４４１

①我们对 ７ 大方言区的 ３０ 种方言进行了调查ꎬ主要包括:海南屯昌地区“要”ꎻ广东汕头、梅州地区“分”ꎻ福建南平“埃”ꎻ广
西客家“畀”ꎻ福建福州、闽南、广东潮州、汕头等地区“乞”ꎻ福建泉州地区“传”ꎻ福建厦门地区“度”ꎻ福建漳州西南部“护”ꎻ福建

平和地区“乞护”ꎻ江苏苏州、上海地区“拨”或“拨辣”ꎻ广东西北地区、湖南临武地区“畀”ꎻ鄂东、湖南湘乡、江苏扬州、高淳地区

“把”ꎻ湖北浠水、鄂南地区“把到”ꎻ湖北英山、罗田地区“把得”ꎻ浙江海盐地区“本”ꎻ浙江金华、江西石城和泰和等地区“等”ꎻ浙
江温州地区“丐”ꎻ湖南汝城、江西赣县和安远等地区“捞”ꎻ四川成都地区“拿给”ꎻ江西信丰和上犹地区“讨”ꎻ安徽休宁地区

“提”ꎻ湖南韶山地区“听”ꎻ湖北黄冈、黄梅ꎬ湖南长沙、益阳等地区“把”ꎻ山东寿光、荣成等地区“找”ꎻ辽宁大连地区“让”ꎻ黑龙

江哈尔滨地区“叫”ꎻ山西交城地区“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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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打狂犬疫苗了”ꎮ “给”引出动作行为的施动者ꎬ主语“李家的小三”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ꎬ句
子为被动句ꎮ 其二ꎬ助词ꎬ在被动句中与其他被动标记构成框架结构“叫 /让 /被给”ꎬ如“李
云龙叫旅长给骂了一顿ꎬ这下老实多了”ꎮ 这个“给”为助词ꎬ只起加强语气的作用ꎮ 可见ꎬ在被

动句中“给”的两种用法明显不同ꎬ人们在使用时首先要辨别清“给”的用法ꎬ不符合语言的省力

原则ꎮ
从汉语被动标记发展的历程来看ꎬ被动标记“叫、让、给”从产生开始到现在已有几百年历

史ꎬ如今在人们的口语中还在使用ꎮ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叫、让、给”在与“被”的竞争中ꎬ势力范围

逐渐缩小ꎬ在北方地区的口语中使用较多ꎮ 在所有的被动标记中ꎬ“被”的生命力最强ꎬ从古至今

一直作为被动标记ꎬ约有近 ２０００ 多年历史ꎬ现在人们无论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都凸显强势

地位ꎮ 为什么“被”在被动标记中始终位于凸显位置ꎬ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呢?

三、“被”凸显为优势被动标记的诠释

通过之前的考察ꎬ汉语历时发展过程中被动标记众多ꎬ包括方言被动标记的话ꎬ也有几十个ꎮ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ꎬ有的被动标记已经被淘汰ꎬ成为一般词汇ꎮ 现在能够保留下来的被动标记已

经不多了ꎬ在众多被动标记中“被”使用历史最长、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ꎬ既可以用在书

面语中ꎬ也可以用在口语中ꎮ 依据认知凸显观的观点ꎬ说明“被”在语法化过程中由于其自身功

能和语义基础ꎬ符合人们选择被动标记的条件ꎬ使得“被”在整个被动标记体系中始终占据优势

位置ꎮ
被动标记“被”产生的时间较早ꎬ古时的用法与现代的用法略有不同ꎮ “被”作为被动标记萌

芽于战国末期ꎬ此时的“被”位于动词谓语之前ꎮ 汉代被动标记逐渐成熟ꎬ“被”的使用频率要比

战国时期略高一些ꎬ“被”引出的对象发生了变化ꎬ“被”开始引出施事ꎮ 在以介词“被”为标记句

式的演变史上ꎬ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也能反映“被动句”的发展变化ꎮ 陈昌来(２００２)认为ꎬ有几个

关键的发展因素:其一ꎬ介词“被”后施事者的出现ꎻ其二ꎬ动词双音化和动词前后成分的复杂化ꎻ
其三ꎬ原动词的位置ꎻ其四ꎬ动词带不带宾语ꎬ带什么样的宾语ꎻ其五ꎬ“被把(将)”“被
所”的出现ꎻ其六ꎬ表如意或中性义的“被”字句出现ꎮ① 因为这些因素ꎬ使以介词“被”
为标记句式更加完备ꎬ更加成熟ꎬ构句规律性更强ꎮ

在古代汉语中(在近古以前)ꎬ“被”虽然是被动标记ꎬ但使用频率不是很高ꎬ还没有成为典型

被动标记ꎮ 五四运动之后ꎬ中国出现了大量翻译作品ꎬ此时外语被动句翻译成汉语ꎬ翻译家们选

的被动标记集中于“被”ꎮ 到了现代汉语阶段ꎬ“被”成为最重要的被动标记ꎬ汉语特殊句式包括

以介词“被”为标记的句式ꎮ
“被”成为优势被动标记是有原因的ꎬ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ꎬ“被”直接凸显句式义ꎮ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ꎬ在汉语被动表述历史上ꎬ有些被动标记在使用时容易发生歧义ꎬ

影响人们对语义的表达ꎮ 例如被动标记“给”ꎬ自身语义较多ꎬ使用时需要对句中不同语义进行

甄别ꎬ易产生歧义ꎮ 人类在交际中ꎬ在保持正常交际的前提下ꎬ遵照语言经济省力原则ꎮ 交际时ꎬ
要淘汰那些容易产生歧义或影响语义表达的句式标记ꎬ更多选择表义单一的句式标记ꎮ “被”语
法化时间较长ꎬ程度较深ꎬ已经完全虚化为一个无实意的标记成分ꎬ除了使句式表达不会产生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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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６４－２６６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义以外ꎬ更重要的是介词“被”的语法意义与句式义表达相一致ꎬ均表达“遭受义”和“受损义”ꎮ
使用“被”为句式标记时ꎬ有利于句式语义的表达ꎬ这就是“被”替代其他被动标记的重要原因ꎮ
“ＮＰ １＋被＋ＮＰ ２＋ＶＰ”是典型被动句的框架ꎬ被动标记介引“施事”ꎬ位于“受事”和“施事”之间ꎬ厘
清了句法语义成分的关系ꎮ 介词标记对句法结构起某种制约作用ꎬ人们在表达时选用什么句式ꎬ
与人的认知有关系ꎮ①

其二ꎬ“被”语法化程度高ꎮ
现代汉语被动标记有“被”“叫”“让”“给”ꎬ其中语法化最彻底的是“被”ꎬ其他标记还在语法

化过程中ꎮ “被”字句常表遭受义ꎬ这与动词“被”的原义有关系ꎬ动词“被”的原义是“蒙受、遭
受”ꎮ 被动标记来源于动词ꎬ动词向被动标记演变过程中ꎬ词语意义制约动词虚化的方向ꎮ 一个

动词有几个义项ꎬ哪个义项虚化ꎬ怎么虚化ꎬ向哪个方向虚化ꎬ都不是随意的ꎬ而是受很多条件制

约的ꎮ “被”虚化为被动标记的语法意义是循着原词语意义生成的ꎮ 汉语被动句在演变过程中ꎬ
需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句式标记ꎬ这个标记既可以用于口语ꎬ也可以用于书面语ꎬ经过几千年的

发展演变ꎬ人们最终选择了“被”ꎮ
很多著作和教材ꎬ如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大学现代汉语研究室主编的«现代汉语»、黄伯

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等都认为“被”为典型被动标记ꎮ 在

外语翻译的作品中ꎬ几乎所有的被动句都用“被”字句ꎬ以«大饭店» «查泰莱夫人»为例ꎬ两部小

说中的被动句都用“被”字句ꎮ 人们之所以选择“被”ꎬ是因为在被动标记中“被”虚化得最彻底ꎬ
成为了典型被动标记ꎮ

其三ꎬ“被”字句凸显的句式义在发展ꎮ
以“被”为标记的被动句所表达的语义是一个开放的类ꎬ除了传统的“遭受义”和“受损义”

外ꎬ可表达其他的义类ꎬ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够满足人们表达的需要ꎬ增强语言的生命力ꎮ 下面具

体分析一下“被”字句所表达的句式义ꎮ
一是消极义(主要有遭受义、受损义、不幸义等)ꎮ
“被”作为被动标记ꎬ由它构成的句式ꎬ最初表达消极义(包括遭受义、受损义等)ꎮ 这种消极

义从产生之日开始ꎬ一直延续了几千年ꎬ现在还表达这种语义内涵ꎮ 从中可以看到语言的稳定

性ꎮ 例如:
(１８)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ꎬ民疾怨而众过日闻ꎮ («韩非子»)
(１９)今兄弟被侵ꎬ必攻者ꎬ廉也ꎻ知友被辱ꎬ随仇者ꎬ贞也ꎮ («韩非子»)
(２０)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ꎬ张辽等又将被召ꎮ («三国志»)
例(１８)—(２０)中的“被刑”“被侵”都表达受损义ꎬ直接用在动词前ꎮ 例(２３)“被召”是客观

描述ꎬ没有受损义ꎮ
被动句发展到东汉末年ꎬ开始出现“被”引入主动者的用法ꎬ这与“被”直接用在动词前的句

法结构相比有了改变ꎮ 例如:
(２１)亮子被苏峻害ꎮ (刘义庆«世说新语»)
(２２)吾被皇太后徵ꎬ未知所为ꎮ («三国志»)
例(２１)“被苏峻害”是“被＋施事＋动词”结构ꎬ“被”引入“施事”ꎮ 例(２２)“被皇太后徵”也是

“被＋施事＋动词”结构ꎬ“被”引入“施事”ꎮ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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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吾自到此土ꎬ六度被人下药ꎬ我皆拈出ꎮ («祖堂集»)
(２４)他无语ꎬ便被师与三掴ꎮ («祖堂集»)
例(２３)“被”后介引施事“人”ꎬ表达“遭受义”ꎮ 例(２４) “被”后介引施事“师”ꎬ表达“遭受

义”ꎮ
现代汉语中表达消极义被动表述使用的情况还很多ꎬ例如:
(２５)大批叙利亚难民被意大利赶出了国门ꎮ («参考消息»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６)日本福岛地区很多房屋被洪水冲走了ꎮ («参考消息»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例(２５)对叙利亚难民来说是不幸的ꎮ 例(２６)对日本福岛地区的房屋来说具有损失很大ꎬ具

有受损义ꎮ
二是积极义(主要是获得义、承赐义、赞赏义)
被字句除了表达受损、不企望以外ꎬ还表达积极义色彩ꎮ 我们查阅了唐代以前的语料(北京

大学语料库)ꎬ表达积极色彩的句子很少ꎬ只看到一例ꎬ例如:
(２７)陌头杨柳枝ꎬ已被春风吹ꎮ («全唐诗»)
而 １９１９ 年以后的语料ꎬ表达积极义的被动句多了起来ꎬ这主要是受英语的影响ꎬ在翻译的过

程中逐渐接受英语被动句表达积极色彩的用法ꎮ 例如:
(２８)鸿渐被赞ꎬ又得意ꎬ又谦逊道:“这事开得太糟了”(钱钟书«围城»)
(２９)好像没梦想到会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的ꎬ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桌ꎮ (钱钟书«围

城»)
(３０)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ꎮ (王朔«空中小姐»)
(３１)李丽老师被授予“最美乡村教师”称号ꎮ
(３２)开发区八中被评为大连市中小学美育特色学校ꎮ
例(２８)—(３２)对“受事”来说都是希望得到的ꎬ具有积极义ꎮ
“被”字句表“积极义”ꎬ主要体现在赞赏、升迁等方面ꎮ
三是嘲讽义

近年来ꎬ随着语言的发展ꎬ出现了“被自杀” “被捐款”等类似于“被 ＸＸ”的新结构ꎮ 这种用

法与传统用法截然不同ꎬ甚至从严格的传统语法角度来看是一种错误的语义结构ꎮ 这种结构在

表达时耐人寻味ꎬ象征着“被”语法化的新发展ꎬ也无疑给“被”这一传统古老的语言形式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ꎮ 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被＋ＶＰ”中ꎬ“ＮＰ”是施动者ꎬ“ＶＰ”是一个施加在受动者的作

用效果ꎬ而是将“ＮＰ”“ＶＰ”作为一个事件的状态ꎬ而受动者被迫进入到这个动作中ꎬ如“被自杀”
中的“自杀”不是真的自杀了ꎬ而是被别人说成自杀了ꎻ“被就业”是大学里出现的现象ꎬ很多学校

为了虚报就业率ꎬ把本没有就业的学生说成已就业ꎻ“被小三”是演艺圈里常用的一个词语ꎬ某明

星没有当第三者ꎬ而被说成了某导演的情人ꎮ “被”这种新用法普及到社会各行各业ꎬ形成了“被
ＸＸ”结构ꎬ这种结构以三音节居多ꎮ “被 ＸＸ”结构成了 ２００９ 年的流行语ꎬ例如:

(３３)“被捐款”的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ꎬ媒体不止一次报道过被捐之事ꎮ
(３４)我们现在成了“被中奖”的时代ꎬ购物中奖、ＱＱ 中奖、手机中奖
例(３３)“被捐款”是指某名人被人谎称“捐款”了ꎬ实际没有捐款ꎮ 例(３４)“被中奖”是指没

有中奖ꎬ而说成中奖了ꎬ达到骗人的目的ꎮ
“被 ＸＸ”结构表达的语义是“嘲讽义”ꎮ 任何一种新语言现象的出现都与社会的变化需要有

关系ꎬ人们选择表达新事物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创新性的ꎬ完全是一种新的形式ꎻ第二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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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寓新ꎬ用已有的词语赋予新的内涵ꎮ “被”的新用法就是第二种ꎬ用“被 ＸＸ”格式最能体现人们

的无奈和嘲讽的语气ꎮ
汉语被动标记除了“被”ꎬ还有其他标记ꎬ人们为什么只选择了“被”ꎬ而没有选择其他标记?

这与“被”本身的作用有关系ꎮ 每当人类社会出现新现象或新事物时ꎬ人们就用语言来描述或概

括这种新现象或新事物ꎬ使用的语言被大家认可后ꎬ就可以在社会上流行开来ꎮ 说话者要把自己

的看法准确传达出来ꎬ要通过词语组合规则体现ꎬ“被”字结构的引申用法正好体现了这种语义

内涵ꎮ 介词标记“被”成为时代流行语ꎬ就是因为社会上有这种现象ꎬ需要用语言来表达ꎮ 人们

选择了“被”ꎬ用“被”与其他词语结合在一起ꎬ形成了“被 ＸＸ”结构ꎬ表达没有做的事情或没有实

现的愿望而被别人说做了或实现了ꎮ “被 ＸＸ”结构正好满足了当时人们交际的需要ꎮ
介词标记“被”可用于不同语体中ꎬ可用于书面语中ꎬ也可用在口语中ꎮ 最早出现的以介词

“被”为标记句式在表达上主要用于消极义被动句中ꎮ 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也可用在积极义被

动句中ꎬ汉语其他被动标记均没有这种功能ꎮ 经过 ２０００ 多年的发展ꎬ介词“被”成为人们首选的

被动标记ꎬ主要因为“被”在构句时起举足轻重的作用ꎬ它的使用影响了句中其他成分的排列顺

序ꎮ 由于“被”对句子构成的作用大ꎬ后来人们把以介词“被”为标记的句子叫“被”字句ꎮ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ｔｉａｎꎬＰｅ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ꎬ１３００２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ｂｕ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 ａｓ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ｅｒｂｓꎬ “ｂｅｉ (被)”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ｊｉａｏ (叫 /教)ꎬ ｒａｎｇ(让)ꎬ ｇｅｉ (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ｂｅｉ”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ｔ ｉ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ꎻ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ꎻ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ꎻ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ꎻ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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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十一行本«玉篇»考辨
∗①

吕　 浩
(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ꎬ上海ꎬ２００２４０ )

　 　 摘要:　 学界习称宋本«玉篇»是指张氏泽存堂本ꎬ然而这个本子对底本改动较大ꎬ已失宋本之旧ꎮ 今传世

宋版«大广益会玉篇»有两种版本:一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大广益会玉篇»(十行本)ꎻ二是宋«大广益会玉

篇»(十一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残存卷一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残存卷六至卷三十的大部分)ꎮ 此宋十一行

本二残本在«大广益会玉篇»文献系统中处于桥梁地位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ꎮ
关键词:　 玉篇ꎻ宋版ꎻ残本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４９－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３
作者简介:吕浩(１９７０—　 )ꎬ男ꎬ安徽蚌埠人ꎬ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 (１８ＢＹＹ２２４)和作者参与研究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韩国传世汉文字典文献集成”(１４ＺＤＢ１０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古籍中称“版”为“叶”ꎮ
③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ꎬ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５ 年ꎬ第 ５ 页ꎮ
④钱曾:«述古堂藏书目»ꎬ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５ 年ꎬ第 ７ 页ꎮ

　 　 宋版«大广益会玉篇»现存版本有二:一是十行本ꎻ二是十一行本ꎮ 十行本代表文献是日本宫内

厅书陵部藏宋«大广益会玉篇»(封面题“宋版玉篇”ꎬ下文«宋版玉篇»即指此)ꎬ为宋宁宗年间(公元

１１９５—１２２４ 年)刊本ꎬ元代有过补刻ꎮ 该本边框左右双边ꎬ花口(书口有当叶字数)ꎬ单黑鱼尾ꎬ版心

有刻工等信息ꎬ每半叶②十行ꎬ行大字 ２０ 字ꎬ小字双行ꎬ行 ２７ 字ꎮ 正文字头大字ꎬ注文小字双行ꎮ 各

部内字条之间无间隔ꎬ版式与张氏泽存堂本类似ꎮ 这个版本还有其他两种(与书陵部藏本同版):日
本名古屋大须观音宝生院藏«秝部»至«囧部»(残存约 ６ 卷)ꎬ金泽文库藏 ４ 残叶ꎮ

十一行本代表文献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大广益会玉篇»残本(存卷一)ꎬ日本内阁文库藏

宋«大广益会玉篇»残本(存卷六至三十的大部分)ꎮ 十一行本部内字条随说解内容多寡而调整

顺序ꎬ字头排列基本横向成行ꎬ学界俗称“分段本”ꎮ 该本边框四周双边(即文武栏)ꎬ花口(书口

有当叶字数)ꎬ双黑鱼尾ꎬ每半叶十一行ꎬ行大字 １９ 字ꎬ小字双行ꎬ行 ２５ 字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宋版«大广益会玉篇»残本残存«敕牒»«序»«进玉篇启»«玉篇总目偏

旁篆书之法»、正文卷一ꎮ “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一行下有印曰“季振宜藏书”ꎬ正文卷一之首

有印曰“紫玉轩”ꎬ知此书曾为清代藏书家季振宜所藏ꎬ“紫玉轩”为季家藏书楼名ꎮ 据«季沧苇藏

书目»ꎬ季振宜家藏宋版«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５ 本)ꎮ③季振宜的藏书主要来源有毛晋、钱曾二

家ꎬ毛扆编纂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无«玉篇»ꎬ钱曾«也是园书目»有«玉篇»三十卷(未详版

本及册数)ꎬ但钱曾«述古堂藏书目»有“顾野王«玉篇»三十卷ꎬ三本ꎬ宋版”④ꎬ其«述古堂宋版书

目»也有“«玉篇»三十卷ꎬ三本”ꎮ «季沧苇藏书目»记录的“五本”与«述古堂宋版书目»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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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有异ꎬ很可能季振宜所藏宋«玉篇»并非源自钱家ꎮ① 而且钱曾家藏宋«玉篇»应是十行

本ꎬ即与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版玉篇»同ꎮ 季振宜家藏的宋«玉篇»应是十一行本ꎮ 季振宜曾任

浙江道御史ꎬ其家藏宋«玉篇»或是宋末浙江坊间刻本ꎮ 季振宜离世后ꎬ其藏书全归于徐乾学(有
藏书楼曰“传是楼”)和清内府ꎮ 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大广益会玉篇»卷一之首有印曰“乾学”“徐
健庵”ꎬ知此宋«大广益会玉篇»自季家流转至徐家ꎮ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载有“«大广益会玉

篇»三十卷四本”“«玉篇»三十卷二本”ꎬ或许宋«玉篇»十一行本传至徐家已经不是全本ꎮ② 徐家

传五世而家败ꎬ所藏书盖亦散落书肆ꎮ 江苏上元人宗源瀚(字湘文)自扶雅书肆购得此宋版«大
广益会玉篇»残本(残存 ２６ 叶)ꎬ时人谓其可宝者如莫友芝所得之«说文木部»残卷ꎮ③ 今此宋

版«大广益会玉篇»残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ꎬ只是仅仅残存不足 １ 本ꎬ甚是可惜ꎮ
日本内阁文库(今称日本国立公文馆)藏宋版«大广益会玉篇»残本有藏印曰“昌平坡学问

所”“浅草文库”ꎬ二者的演进关系如下:
日本林恕家私塾在宽政九年(公元 １７９７ 年)被改为幕府官学ꎬ定名曰“昌平坡学问所”ꎬ明治

初被政府接管ꎬ移址浅草ꎬ称浅草文库ꎮ 明治十四年(公元 １８８１ 年)ꎬ浅草文库关闭ꎬ其藏书经内

务省转入内阁文库ꎮ
日藏宋版十一行本«玉篇»残本也是历经辗转ꎬ从时间和残本规模上看ꎬ这个残本很有可能

就是徐乾学家藏的“«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四本”ꎮ
日藏宋版十一行本«玉篇»残本残存字条有卷六 ７５５ 字、卷七 ８７９ 字、卷八 ６３５ 字、卷九 １００４

字、卷十 ６９０ 字、卷十一 ６５１ 字、卷十二 ８３８ 字、卷十三 １０５０ 字、卷十四 ５９６ 字、卷十五 ８５５ 字、卷
十九 １３１ 字、卷二十 １６８ 字、卷二十一 ８８ 字、卷二十二 ４０８ 字、卷二十三 ２４６ 字、卷二十四 ７５５
字、卷二十五 ８０８ 字、卷二十六 ６４２ 字、卷二十七 ４９１ 字、卷二十八 ５３８ 字、卷二十九 ３３８ 字、卷三

十 ３７９ 字ꎬ共 １２９４５ 字条ꎮ 这个残本卷十九至卷二十三残损较多ꎬ而卷十六至卷十八完全残缺ꎮ
依日本对中国古籍的珍爱程度和古籍保存手段看ꎬ上述的残损很有可能在流入日本前就已存在ꎬ
或是书商有意拆下的ꎮ

从上述宋版«玉篇»十一行本的流转情况看ꎬ日本内阁文库十一行本与国家图书馆藏十一行

本应是同一版本ꎬ甚至很有可能是同一部书ꎮ 二残本相加ꎬ则残存字条 １３３６６ 条ꎬ相当于原书规

模的 ６０％ꎮ 虽不得全本ꎬ亦是万分珍贵ꎬ正如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卷十五末有阅者书曰“充栋之书

非以美□□”ꎮ
今取二残本ꎬ考述如下(为称说方便ꎬ以下称此二残本为宋版十一行本ꎬ以区别书陵部藏«宋

版玉篇»十行本)ꎮ

一、序录与«宋版玉篇»及元刊本不同

宋版十一行本首以«敕牒»ꎬ次以«序»ꎬ次以«启»ꎬ再次以«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ꎬ最后次

以«大广益会玉篇总目»ꎮ «宋版玉篇»只有敕牒后半段ꎬ次以«序»ꎬ次以«启»ꎬ最后次以«玉篇上

十卷总目»(分上中下各十卷)ꎮ 元代圆沙书院本先以«敕牒»ꎬ次以«启»ꎬ次以«序»ꎬ次以«玉篇

０５１

①

②

③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版玉篇»三册ꎬ与«述古堂藏书目»所记册数相合ꎬ述古堂所藏盖为宋版另一版本ꎬ与本文所述宋

版分段本不同ꎮ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所载«大广益会玉篇»与«玉篇»二种或不全是宋版ꎮ 明永乐年间广勤书堂刊本«玉篇»２ 册本ꎬ日本

内阁文库藏明弘治年间«大广益会玉篇»２ 册本ꎬ可知明本«玉篇»亦有 ２ 册本者ꎮ
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大广益会玉篇»残本后跋ꎮ



吕　 浩:宋版十一行本«玉篇»考辨

广韵指南»ꎬ最后次以«大广益会玉篇总目»ꎮ 总体看来ꎬ宋版十一行本«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
在传世«玉篇»各版本中绝无仅有ꎬ今摘录其总述部分如下:

　 　 自书契造于伏羲ꎬ而文字之耑始见ꎻ鸟□□□□□ꎬ□文字之形始立ꎮ 其后也曰大篆ꎬ曰
小篆ꎬ曰□□ꎬ□□□ꎬ皆倣古法而为之变易者也ꎮ 世之知书者皆□□□□谓字学者矣ꎮ 然

所晓者训读楷书而□□□□□□□ꎬ徒见其勾画之委蛇ꎬ而不知字之偏旁有定体ꎮ □□□偏

旁之有定体ꎬ则触类而长ꎬ辨章析记ꎬ若绣工之观画耳ꎬ岂特施于文字哉! 此予以«玉篇»总

目五百四十二字必引篆书偏旁以冠之也ꎮ 博雅君子ꎬ幸毋
此段文字虽有残泐ꎬ其大意亦可观ꎬ大抵以篆书示 ５４２ 个部首字之定体ꎬ以享博雅君子ꎮ 然

所具之篆体多有失当甚至讹误者ꎬ如一( )、玉( )、儿( )、 ( )、囟( )、牙( )、 ( )、
( )、言( )、音( )、 ( )、廴( )、草( )、稽( )、丵( )、菐( )、鼓( )、鬲( )、 ( )、曲
( )、殺( )、 ( )、水( )、谷( )、冫( )、甶( )、晨( )、丹( )、阜( )、犛( )、萈( )、
( )、 ( )、鼠( )、录( )、叕( )、六( )、庚( )、巳( )等ꎬ虽然«说文»小篆难免有讹舛者ꎬ
上述这些篆形已属讹误ꎬ盖南宋丧乱之际ꎬ坊刻不求圣达所致ꎮ

清末孙毓修执掌涵芬楼影印建德周氏藏元刊本«玉篇»时把此«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附
印于书末ꎬ并认定«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系宋时坊肆所为ꎬ其说可从ꎮ

宋版十一行本书末附«分毫字样»２４８ 字ꎬ还附有沙门神珙撰«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并序»
(序存图佚)ꎮ 这两种内容在元刊本中被增补成«玉篇广韵指南»ꎬ附于正文之前ꎮ 值得一提的

是ꎬ«宋版玉篇»书末亦附«分毫字样»２４８ 字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并序»ꎬ而且在«四声五音九

弄反纽图并序»之«序»上端有«五音声论»ꎬ未详宋版十一行本中原先是否有这部分内容ꎮ
宋版十一行本«大广益会玉篇总目»之末左半叶有糸、系、素、絲、黹、率、索 ７ 个部目ꎬ这 ７ 部

属于卷二十七ꎬ不知为何会在«总目»之末重出ꎮ

二、正文格式及收字列序

宋版十一行本是«宋版玉篇»式样向元明版«玉篇»分段式样过渡的桥梁ꎬ在«玉篇»版本源

流中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ꎮ 从类型上讲ꎬ内阁文库藏的宋版十一行本应是晚于宫内厅书陵部藏

的«宋版玉篇»ꎬ但实际情况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ꎮ
首先ꎬ宋版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在形式上的一致性表现在:(１)二本分卷同ꎬ都是各卷卷

首先出本卷所属部首目录ꎬ各部均另起行ꎬ起始之处以小圆圈标识ꎮ (２)二本版心均标注篇上 /
篇中 /篇下及叶数ꎬ«宋版玉篇»还有字数及刻工ꎮ 其不一致者是«宋版玉篇»把«总目»分成上中

下三部分ꎬ分别领属十卷ꎮ (３)二者分别在第十、第二十和第三十卷末附有«新加偏旁正俗不同

例»和«类隔更音和切»ꎬ只是宋版十一行本第三十卷末因版面空间不足而将«新加偏旁正俗不同

例»放在了第二十四卷尾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版十一行本在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尾分

别有鱼尾作 、 、 ꎬ元明分段本各部初始处鱼尾纹样与此第一个鱼尾纹样(花鱼尾)接近ꎮ
其次ꎬ宋版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在内容上也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１)二者收字相同ꎬ只

是字条顺序不同ꎮ (２)字条分合相同ꎬ如«手部»:“捖ꎬ乎官切ꎮ 抟圆也ꎮ «周礼»注云:捖摩之工

谓王[玉]工也ꎮ”又“捖ꎬ胡款切ꎮ 打也ꎮ 又苦管切ꎮ” “ ꎬ竹略切ꎮ 击也ꎮ”又“擆ꎬ张略切ꎮ 打

也ꎮ”“ ꎬ息伦切ꎮ (十一行本作息纶切)”又“ ꎬ思尹切ꎮ 拒也ꎮ”这里有异体字分作两字条的ꎬ
甚至还有同字分作两字条的ꎬ二本在字条处理上一致ꎮ 也有少量因宋版十一行本排版需要而将

字条拆解分立两处的例子ꎬ如«宋版玉篇»:“摕ꎬ丁計切ꎮ 撮取也ꎮ ꎬ或摕字ꎮ 又兩指急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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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宋版十一行本分别作“摕ꎬ丁計切ꎮ 撮取也ꎮ”和“ ꎬ或摕字ꎮ 又兩指急持人也”ꎮ 又如«宋
版玉篇»:“搰ꎬ胡没切ꎮ 掘也ꎮ «左氏传»曰:搰褚師定子之墓ꎬ焚之ꎮ 本亦作掘ꎮ 抇ꎬ亦搰字ꎮ 穿

也ꎮ”宋版十一行本把“抇ꎬ亦搰字ꎮ 穿也”另立字条ꎮ (３)部分字条讹误也相同ꎬ如«宋版玉篇»:
“擖ꎬ公八、口八二切ꎮ 刮也ꎮ 一曰捷也ꎮ”宋版十一行本同ꎬ此处“捷也”当作“撻也”ꎮ (４)宋版

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的有音无义字条相同ꎬ如«艸部»ꎬ宋版十一行本有音无义字条有 、 、
、 、莮、芜、 、葤、 、蒄、菄、萓、 、 、 、芦、茧、 、 、 、 、 、 、 、蘟、 、 、 、 、藢、
、 、 、芆、 、 、 、 、 、藌、 、 、 、莈、 等 ４５ 条ꎬ«宋版玉篇»这些字条也是有音无义ꎮ

从形式到内容ꎬ宋版十一行本都与«宋版玉篇»基本一致ꎬ但这并不表示宋版十一行本晚于

«宋版玉篇»ꎬ是在«宋版玉篇»的基础上重新排序刊刻的ꎬ因为宋版十一行本在不少条目上可以

订正«宋版玉篇»的讹误ꎬ说详下文ꎮ
元明分段本«玉篇»讹舛较多ꎬ甚至圆沙书院刊刻的两种本子(延祐本、泰定本)也不例外ꎬ宋

版十一行本对于元明分段本也很有校勘意义ꎮ

三、宋版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内容比较

宋版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相校ꎬ在不少字条上宋版十一行本可以校订«宋版玉篇»ꎮ 根据

宋版十一行本ꎬ«宋版玉篇» “祕”字下“蜜也”当作“密也”ꎬ“祗”字下“俗作 ”当作“俗作 ”ꎬ
“祔”字下“视也”当作“祖也”ꎬ“祲”字下“ 祲”当作“眡祲”ꎬ“皇”字下“大夫帝也”当作“大天帝

也”ꎬ“璇”字下“爰璇瑰瑙碧”当作“爰有璇瑰瑙碧”ꎬ“琂”字下“语 切”当作“语鞬切”ꎬ“珸”字
下“ 珸之金也”当作“琨珸之金也”ꎬ“琈”字下“孚井旁达”当作“孚尹旁达”ꎬ“抎”字下“干粉

切”当作“于粉切”ꎬ“擩”字下“郑同农”当作“郑司农”ꎬ“撢”字下“王探序主意”当作“主探序王

意”ꎬ“ ”字下“居黝、居稠切”当作“居黝、居稠二切”ꎬ“疋”字下“«弟子职»也”当作“«弟子职»
曰”ꎬ“腐”字下“欗也”当作“烂也”ꎬ“ ”字下“春肉也”当作“脊肉也”ꎬ“慕”字下“恐也”当作

“思也”ꎬ“憎”字下“态也”当作“恶也”ꎬ“ ”字下“志也”当作“忘也”ꎬ“慿”字下“投记也”当作

“投托也”ꎬ“恳”字下“户很切”当作“口很切”ꎬ“ ”字下“古文怨”当作“古文 ”ꎬ“悬”字下“本
作悬”当作“本作县”ꎬ“谐”字下“舍也ꎮ 或作锴”当作“合也ꎮ 或作龤”ꎬ“计”字下“居谓切”当作

“居诣切”ꎬ“詷”字下“ 词”当作“ 詷”ꎬ“雠”字下“刑也”当作“用也”ꎬ“诞”字下“这ꎬ籀文”当
作“ ꎬ籀文”ꎬ“ ”字下“或与扭同”当作“或与狃同”ꎬ“迹”字下“速ꎬ籀文”当作“ ꎬ籀文”ꎬ
“扆”字下“昼斧文以示威”当作“画斧文以示威”ꎬ“癄”字下“庄枝切”当作“庄校切”ꎬ“ ”字下

“厢疾也”当作“ 疾也”ꎬ“样”字下“相实也”当作“栩实也”ꎬ“樢”字下“亦字”当作“亦茑字”ꎬ
“ ”字下“音也”当作“竟也”ꎬ“ ”字下“恪也”当作“格也”ꎬ“棜”字下“兀属”当作“几属”ꎬ
“ ”字下“弋之物”当作“弋之切”ꎬ“ ”字下“所以汲一水”当作“所以汲水”ꎬ“櫗”字下“立结

切”当作“亡结切”ꎬ“ ”字下“扶指也”当作“杖指也”ꎬ“梲”字下“ 也”当作“栭也”ꎬ“朳”字下

“兵板切”当作“兵拔切”ꎬ“ ”字下“胡利切”当作“胡剎切”ꎬ“芸”字下“古军切”当作“右军切”ꎬ
“莤”字下“轩干”当作“轩于”ꎬ“ ”字下“曰佳切”当作“白佳切”ꎬ“稽”字下“者也”当作“考
也”ꎬ“ ”字下“黍赤黑色”当作“桼赤黑色”ꎬ“ ”字下“四刃切”当作“匹刃切”ꎬ“枲”字下“有于

曰苴”当作“有子曰苴”ꎬ“麦”字下“秋利夏熟”当作“秋种夏熟”ꎬ“ ”字下“拟然”当作“ 然”ꎬ
“锄”字下“耤ꎬ耤ꎬ税也”当作“锄ꎬ耤ꎬ税也”ꎬ“罘”字下“同上”当作“罘ꎬ缚谋切ꎮ 兔罟ꎮ ꎬ同
上”ꎬ“ ”字下“天反时为巛”当作“天反时为 ”ꎬ“冻”字下“北始冻”当作“地始冻”ꎬ“ ”字下

“胡木切”当作“胡本切”ꎬ“阿”字下“北也”当作“比也”ꎬ“虫”字下“盰鬼切”当作“盱鬼切”ꎬ
２５１



吕　 浩:宋版十一行本«玉篇»考辨

“ ”字下“平木切”当作“乎木切”ꎬ“蜿”字下“于九切”当作“于丸切”ꎬ“螪”字下“户杨切”当作

“尸杨切”ꎬ“翁”字下“人飞皃”当作“又飞皃”ꎬ“ ”字下“火卯切”当作“火卵切”ꎬ“ ”字下“
”当作“ ”ꎬ“ ”字下“今作 ”当作“今作赧”ꎬ“绹”字下“绔ꎬ古文”当作“ ꎬ古文”ꎬ“袈”

字下“白牙切”当作“古牙切”ꎬ“襙”字下“于到切”当作“千到切”ꎬ“卩”字下“揣信也”当作“瑞信

也”ꎬ“卶”字下“充 、或 二切”当作“充 、式 二切”ꎬ“ ”字下“切节也”当作“木节也”ꎬ“ ”
字下“亦作又”当作“亦作乂”ꎬ“纠”字下“止也”当作“正也”ꎬ“申”字下“甲申ꎬ容舒也”当作“申
申ꎬ容舒也”ꎬ“酷”字下“或作酷”当作“或作 ”ꎮ

以上 ７８ 字条皆«宋版玉篇»有讹误ꎬ可以用宋版十一行本校订之ꎮ 上述 ７８ 条讹误还反映了

另一个问题ꎬ就是相对于宋版十一行本ꎬ«宋版玉篇»讹误的部分只是字形上的讹误ꎬ换句话说就

是因形近而讹ꎮ 这也正是能够说明宋版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有着同样的祖本ꎬ宋版十一行本

与«宋版玉篇»(十行本)具有密切关系ꎮ
另外ꎬ宋版十一行本在少量字条上也存在与«宋版玉篇»皆误的情况ꎬ如“珵”字下«宋版玉

篇»作“埋六寸”ꎬ宋版十一行本作“理六寸”ꎬ皆误ꎬ当作“珵六寸”ꎮ 又如“ ”字下«宋版玉篇»作
“快也”ꎬ宋版十一行本作“休也”ꎬ皆误ꎬ当作“忕也”ꎮ 再如“ ”字下«宋版玉篇»作“與很同”ꎬ
宋版十一行本作“與祖同”ꎬ皆误ꎬ当作“與徂同”ꎮ

宋版十一行本不少条目与«宋版玉篇»音义存在异文ꎬ举例如下( /前为«宋版玉篇»注音ꎬ后
为宋版十一行本注音):

禶:昨坦切 /昨旦切　 　 　 　 禊:胡计切 /胡契切　 　 　 　 玚:雉杏切 /雉香切

珉:或作玟也 /或作敃也　 　 珠:之俞切 /之瑜切　 　 　 　 瑔:绝缘切 /绝缐切

:奴倒切 /奴到切　 　 　 　 擢:举也 /彻也　 　 　 　 　 　 擭:乙蒦切 /乙获切

拌:又音泮 /又音伴　 　 　 　 抬:动振也 /抬起也　 　 　 　 :古八切 /苦八切

恎:待结切 /徒结切　 　 　 　 态:容态也 /娇态也　 　 　 　 念:奴拈切 /奴坫切

:饥声也 /饱声也　 　 　 　 笖:羊委切 /知委切　 　 　 　 面:麦屑 /麦麸

:匹佋切 /匹沼切　 　 　 　 :亦作 [ ] / 亦作 　 　 絭:玉臂绳 /臂绳

上述异文虽难以排除排版及刊刻因素(宋版十一行本出于分段排版的需要ꎬ把字条按音义内容

多寡进行了重新调整ꎬ有时为了节省空间甚至删减义项中的非关键字ꎬ如揰、拆、抧、揎、掁、挳、 等

字条中义项后的“也”字被删除)ꎬ但不少条目还是能反映出宋版十一行本与«宋版玉篇»有不同的

来源底本ꎬ换句话说ꎬ宋版十一行本不像是依据«宋版玉篇»这个版本刊刻而成ꎮ 从上文所列的宋版

十一行本在不少条目上能校订«宋版玉篇»ꎬ可以说宋版十一行本的底本在内容上优于«宋版玉

篇»ꎬ这也更加凸显出此宋版十一行本在«大广益会玉篇»文献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学术价值ꎮ

四、关于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十一行本«玉篇»跋

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十一行本«玉篇»残本末附有翁乐、曹籀、赵之谦、陆心源四家书写的跋:
翁乐跋主要信息有:(１)此«玉篇»残本为宗湘文在扶雅书肆购得ꎮ (２)莫友芝断为宋时坊

间刻本ꎮ (３)«序»中“吴鈗”未详ꎮ (４)此本与朱序上元本未详孰善ꎮ (５)此本有«玉篇总目偏旁

篆书之法»ꎬ后刻本遗失ꎬ表明近人所谓篆躐为楷始于«玉篇»不确ꎮ (６)此本篆目若与张氏泽存

堂本合刻印行将大裨小学ꎮ
曹籀谓此残本堪与莫友芝所得唐本«说文木部»并传ꎮ
赵之谦罗列了«偏旁总目篆书之法»中诸多讹舛字形ꎬ谓其不足信ꎮ 其部内列字顺序视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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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字数多寡随意排列ꎬ更不足取ꎮ 况且其中不乏舛误之字ꎬ确为当时俗刻ꎮ
陆心源介绍了这个残本的藏书印ꎬ通过与元刊本及曹寅刻本互校ꎬ不唯字序不同ꎬ篆法、牒文

各有不同ꎮ 根据形制及篆法前题语可推断此残本为宋代浙本中的坊刻本ꎮ
以上四家的共识为此残本系宋时坊刻本ꎬ更具体一点就是宋时浙江一带的坊刻本ꎮ 我们认

为这个残本的刊刻时代应是宋末ꎬ根据其避讳字情况就可断为坊刻本ꎮ 至于其篆法ꎬ也系刻时增

入ꎬ非陈彭年等重修«玉篇»所有ꎬ翁均儒“后刻本遗失”之说不准确ꎮ 从国内外现存«玉篇»各版

本看ꎬ篆法仅存于此宋十一行本ꎬ且篆法之粗鄙已如赵之谦所述ꎬ但赵之谦以“俗刻”否定其文献

价值有失公允ꎮ 从上述四人书跋可知ꎬ日藏«宋版玉篇»及宋版十一行本残本还不为当时人所

知ꎬ自然对这个只有卷一的宋末坊间刻本的文献价值认识不足ꎮ

五、宋版十一行本与元刊本之间的关系

现存元刊本«玉篇»以圆沙书院延祐本为最早ꎬ该版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入«中华再造

善本»)、上海图书馆(残存 １６ 卷)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等处ꎮ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圆沙书院延祐本四周双边ꎬ内框廓 ２１×１２.８ｃｍꎬ每半叶 １１ 或 １２ 行(序

言部分 １１ 行ꎬ«玉篇广韵指南»及以后均为 １２ 行)ꎬ行大字 ２１ 字ꎬ黑口ꎬ双黑鱼尾ꎮ 首始«大广益

会玉篇总目»ꎬ随后是«敕牒»«大广益会玉篇序»«进玉篇启»ꎬ再后是«玉篇广韵指南»ꎬ后有牌记

曰“龙集乙卯菊节圆沙书院新栞”ꎬ再后就是正文ꎮ 国家图书馆藏本则是«大广益会玉篇总目»位
于牌记之后ꎮ 这种差异应是装册使然ꎬ很有可能是日藏本为方便检索ꎬ有意把«大广益会玉篇总

目»前置装册ꎮ
从样式上看ꎬ元刊本(以下以圆沙书院延祐本为例)在版式上做了较大调整ꎬ分段列字更为

整齐ꎬ字头次第也与宋版十一行本不同ꎬ注释内容也有删改ꎮ 为了缩减字数ꎬ引证的书名有的采

用简称ꎬ如«虞书»简称«书»ꎬ«东观汉记»简称«汉记»ꎬ«夏书»简称«书»ꎬ«尚书»简称«书»ꎬ«周
书»简称«书»ꎬ«礼记»简称«记»ꎬ«左氏传»简称«左传»、«左»ꎬ«史记»简称«史»ꎬ«庄子»简称

«庄»ꎬ«论语»简称«语»ꎬ等等ꎮ 当然ꎬ更多的是直接删去书名ꎮ
与宋版十一行本相比ꎬ元刊本讹误较多ꎮ 如“帝”字下“叶光纪”当作“汁光纪”ꎬ“璠”字下

“三”当作“二”ꎬ“瑱”字下“石”当作“耳”ꎬ“瓉”字下“«礼记»云”当作“«礼记»注云”ꎬ“珕”字下

“力许”当作“力计”ꎬ“琅”字下“琅耳”当作“琅玕”ꎬ等等ꎮ 若配合«宋版玉篇»进行统计ꎬ圆沙书

院延祐本讹误多达 ６２２ 处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圆沙书院延祐本由于是书院刊刻ꎬ在元代已算是善

本ꎬ其他元刊本的讹舛情况可想而知ꎮ 常熟市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版式、字序、音义与圆沙书院

延祐本基本相同ꎬ但简俗字泛滥ꎬ如囯(國)、尓牙(爾雅)、靣(面)、后(後)、旡(無)、礼(禮)、众
(衆)、辞(辭)、斉(齊)等ꎬ讹舛情况远甚于圆沙书院延祐本ꎮ

在宋版十一行本发现之前ꎬ学界一致认为圆沙书院延祐本的分段式版式在“玉篇系”文献中

属于首创ꎬ元明各版本皆以圆沙书院延祐本为楷模ꎬ中间虽稍有修补ꎬ无甚改观ꎮ 今宋版十一行

本的发现ꎬ始知分段式版式不始于元ꎮ 其实ꎬ字头排列追求整齐醒目ꎬ一直是字书版面的传统ꎬ就
以“玉篇系”文献为例ꎬ敦煌文献中的«玉篇»残卷在字头的横向对齐上也是刻意为之ꎮ 从这个意

义上讲ꎬ宋版十一行本的分段式式样和«宋版玉篇»十行本的“混乱式”式样在宋代早期的刊本中

到底哪种式样在先亦未可知ꎮ
当然ꎬ元刊本也是在宋刊本的基础上有比较大的改动的ꎬ这种改动除了上述的书名简略ꎬ还

有不少字条增加了义项ꎬ正文前的附件也有较大增补ꎬ应算是重修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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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浩:宋版十一行本«玉篇»考辨

１.附件增删ꎮ 宋版十一行本只在篇末有«分毫字样»«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并序»ꎬ元刊本增

入«字有六书»«字有八体»«切字要法»«辨字五音法»«辨十四声法»«三十六字母五音五行清浊

旁通撮要图»«切韵内字释音» «辨四声轻清重浊总例» «双声迭韵法» «罗文反样» «奇字指迷»
«字当避俗»«字当从正»«字之所从» «字之所非» «上声证疑» «下平证疑» «去声证疑» «入声证

疑»等内容而总名之曰«玉篇广韵指南»ꎬ且将«玉篇广韵指南»置于正文前的附件中ꎮ 当然ꎬ元刊

本舍弃了宋版十一行本正文前的«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ꎬ抑或是元刊本另有祖本ꎮ
２.反切改字ꎮ 元版与宋版(为便于比较ꎬ此处把«宋版玉篇»也纳入参照系ꎬ下同)相比ꎬ在反

切用字上有相当比例的改字ꎬ大多数情况是改字不改切ꎬ如“祉”字“丑理切”改为“丑里切”ꎬ
“禊”字“胡计切”改为“胡契切”ꎬ“ ”字“思浅切”改为“息浅切”ꎬ“瑱”字“他见切”改为“它见

切”ꎬ“琦”字“渠羇切”改为“渠箕切”ꎬ“瑹”字“式餘切”改为“式余切”ꎬ“璱”字“所乙切”改为

“所一切”ꎬ“ ”字“仄金、才心二切”改为“侧金、才心二切”ꎬ“瑫”字“他牢切”改为“它牢切”ꎬ
“堶”字“徒禾切”改为“徒果切”ꎬ“丠”字“去留切”改为“去鸠切”ꎬ“郂”字“家哀切”改为“古哀

切”ꎮ 也有一些属误字ꎬ如“珕”字圆沙书院本作“力智、力许二切”ꎬ“许”当作“计”ꎻ“ ”字圆沙

书院本作“五玉切”ꎬ“五”当作“丑”ꎮ 也有少量改切的ꎬ如“珧”字“余招切”改为“于招切”ꎬ“郛”
字“芳俱切”改为“方俱切”ꎮ

３.义项增加ꎮ 在释义上ꎬ元版比宋版整体上更为简略ꎬ引证文献常常省去书名ꎬ或乱用简称ꎬ
说如上ꎮ 元版收录义项也相对宋本略减ꎬ但也有不少字条元版在义项上有所增补的ꎬ如宋版

“诸ꎬ至如切ꎮ 非一也ꎬ皆言也ꎮ”元版作“诸ꎬ至如切ꎮ 非一也ꎬ皆言也ꎮ 又助语”ꎮ 宋版有若干字

条有音无义ꎬ元版增添了义项ꎬ有瑔、璾、坛、埁、畘、畉、 、 、妟、嬚、 、媋、 、 、 、 、 、瞉、
、 、 、覠、覫、 、 、覑、瞡、 、覟、喕、 、叭、 、 、 、 、 、擏、揝、捰、 、 、搞、擮等 ６２２

字条ꎮ 宋版与元版皆有音无义的字条有 、 、鑫、 、 、轱、 、 、颹、 、 、 、 、 、 、 、
、 、 、 、 、 、 、 、碐、阣、 、 、駨、 、羏、 、 、 、 、狍、 、 、鷭、 、 、 、 、 、
、 、 、 、 、蚷、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演、 、 、 、紁、 、 等 １１７ 字条ꎮ

还有部分条目义项互为差异ꎬ如宋版“闰ꎬ如舜切ꎮ 闰ꎬ余也ꎮ «说文»云:余分之月ꎬ五岁再

闰ꎬ告朔之礼ꎬ天子居宗庙ꎬ闰月居门中ꎮ «周礼»云:闰月ꎬ诏王居门ꎬ终月ꎮ”元版作“闰ꎬ如舜切ꎮ
闰ꎬ余也ꎮ 余分之月ꎬ三年一闰ꎬ五岁再闰ꎬ十九年七闰ꎬ为一章”ꎮ 宋版“塷ꎬ音鲁ꎮ 作卤ꎮ”元版

作“塷ꎬ音鲁ꎮ 湿地也”ꎮ 宋版“谦ꎬ苦嫌切ꎮ 轻也ꎬ让也ꎬ敬也ꎮ”元版作“谦ꎬ苦嫌切ꎮ 逊让也ꎬ卦
名”ꎮ 由此可见ꎬ元版«玉篇»在一定程度上重修了宋版ꎬ不仅增补了六百多条宋版有音无义字条

的义项ꎬ而且在音注ꎬ甚至字头字形及分合等方面都有所调整ꎮ 尽管元版«玉篇»有不少刊刻讹

误ꎬ但是在«玉篇»演进史和域外传播史上都比宋版更为重要和广泛ꎮ

六、结论

宋版十一行本«玉篇»为孤本ꎬ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ꎬ这种分段式版式为

元明版«玉篇»所继承和发展ꎬ在“玉篇系”文献演进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ꎮ 其虽为残本ꎬ仍
然能够在较大的层面上校勘宋版十行本(以图书寮本«宋版玉篇»为例)之讹舛ꎬ也能校勘元明刊

本之失ꎮ 后学曾把国家图书馆藏的卷一残本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相提并论ꎬ今又有日本

内阁文库的卷六至卷三十残本相加ꎬ更是加重和提升了这个宋版十一行本在整个“玉篇系”文献

中的分量和地位ꎬ其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显示出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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