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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青年毛泽东
———纪念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 １００ 周年∗

韩延明
( 中共山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０１ )

　 　 摘要:　 五四运动前后ꎬ青年毛泽东曾两次前往并留居北京ꎬ得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多方关照、支持和帮

助ꎮ 蔡元培有启于、有助于且有益于、有恩于青年毛泽东ꎬ使他有机会阅读了一批进步书刊ꎬ加入了几个学术社

团ꎬ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ꎬ接触了一批人生导师ꎬ为其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和思想基础ꎬ开启了其人生后续发展重大转折的关键一步ꎬ甚至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ꎮ
毛泽东对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民族伟人”、“学术领袖”、“五四先导”、“真是好人”等高度评价ꎬ充
分表达了毛泽东对蔡元培的无比崇敬、感激与深切怀念ꎮ

关键词:　 蔡元培ꎻ毛泽东ꎻ北京大学ꎻ革命活动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０１－２７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韩延明(１９５９—　 )ꎬ男ꎬ山东肥城人ꎬ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鲁迅全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８ 页ꎮ
②高平叔:«蔡元培年谱»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有一种精神ꎬ穿越历史日久弥新ꎻ有一种怀念ꎬ历经风雨更臻浓醇ꎮ 百余年来ꎬ“上承太学正

统ꎬ下立大学祖庭”的北京大学ꎬ以其学识的清韵和精神的魅力ꎬ强烈地感召着一代代德才兼资

的莘莘学子阔步于时代的前沿ꎬ肩负起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厚重责任ꎮ 鲁迅在«我观北大»一
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ꎬ改进的运动的先锋ꎬ要使中国向着好的ꎬ往上的道路走ꎮ”①北京大

学ꎬ之所以挺然特出、褒然独立ꎬ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

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心ꎬ成为孕育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摇篮ꎬ铸就了中国近现代新型高等教育的

基石和辉煌ꎬ与当年气量恢宏、除旧布新ꎬ囊括大典、网罗众家ꎬ积极推进民主与科学的北京大学

校长蔡元培是分不开的ꎮ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ꎮ 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后ꎬ任

命范静生为教育部总长ꎮ 范总长随即电邀 １９１３ 年 ９ 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赴法留学的蔡元培

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ꎮ 电云:“国事渐平ꎬ教育亦急ꎮ 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ꎬ
师表群伦ꎮ 海内人士ꎬ咸深景仰ꎮ 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ꎬ务祈鉴允ꎬ早日归

国ꎬ以慰瞻望ꎮ 启行在即ꎬ先祈电告ꎮ 范源濂宥印ꎬ外交部代ꎮ”②接电后ꎬ蔡元培即于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ꎬ１１ 月 ８ 日抵达阔别 ３ 年的上海ꎮ 奉孙中山先生惠示ꎬ决
定就任北大校长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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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从上海到北大赴任之前ꎬ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华新报»载:“大风雪中ꎬ来此学界泰

斗ꎬ如晦雾之时ꎬ忽睹一颗明星也!”①１２ 月 ２３ 日ꎬ蔡元培由上海到达北京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黎元洪

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ꎮ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４ 日ꎬ蔡元培到校就职ꎬ１ 月 ９ 日发表就职演说ꎬ
认为“大学者ꎬ研究高深学问者也”ꎬ一语定位ꎬ惊震中国ꎬ由此开始了他一生最有建树、彪炳史册

的一段辉煌教育历程ꎮ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ꎬ开招贤纳士之先河ꎬ导教书育人之新路ꎬ阐扬学术ꎬ教授治校ꎬ数度保卫

北大穿越乱局、渡过难关ꎬ助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进步ꎮ 正如梁漱溟所评:“细数起来ꎬ在当时的

中国ꎬ在‘五四’运动前夕的北京大学ꎬ论其影响和作用ꎬ蔡先生是居首位的ꎮ 他的业绩ꎬ影响着

现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各方面ꎮ”②我们仰慕北大ꎬ更仰慕其振兴奠基者———蔡元培ꎮ
五四运动前后ꎬ青年毛泽东曾两次前往并留居北京:一次是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因筹办湖南青

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进京ꎬ至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ꎻ一次是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团长身份率湖南

“驱张请愿团”抵京ꎬ至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ꎮ 在这两次居京合计 １１ 个月的时间内ꎬ蔡元培给予了

青年毛泽东真诚的帮助、支持和指导ꎬ使他有机会阅读了一批触动灵魂的进步书刊ꎬ参加了一些

振奋人心的革命活动ꎬ接触了一批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人生导师ꎬ正所谓“未名湖畔修心性ꎬ大师

近旁读好书”ꎮ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ꎬ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ꎬ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ꎮ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走

上革命道路ꎬ与他在北京大学的这段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ꎮ 毛泽东始终认为ꎬ他与北京大学的这

段机缘ꎬ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革命道路选择和后续人生发展ꎬ为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打下了至

关重要的基础ꎬ令他终生难忘ꎮ 倘若说从韶山到长沙ꎬ毛泽东是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ꎬ那么从长

沙到北京就是他更大的一步ꎬ也是他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一步ꎮ 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

这两次北京之行ꎬ毛泽东不可能走向全中国ꎬ更不可能深远影响全世界ꎬ换言之ꎬ就不可能在后来

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ꎬ就不可能成为开启了 ２０ 世

纪新中国辉煌历史的一代伟人ꎮ
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ꎬ蔡元培亦是有启于、有助

于、有益于、有恩于青年毛泽东的“学界泰斗”和“人世楷模”ꎮ 萧瑜在«毛泽东和我»一书中写

道:“毛泽东一向很敬佩蔡校长ꎬ他给蔡先生的每一封信中都称‘夫子大人’ꎬ他自认是蔡先生的

弟子ꎬ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蔡先生的无限崇敬ꎮ”③

一、蔡元培有启于青年毛泽东

蔡元培ꎬ字鹤卿ꎬ别名蔡振、周子余ꎬ号孑民(取«诗经大雅云汉»中的“周余黎民ꎬ靡有孑

遗”)ꎬ又号仲申、民友ꎬ浙江绍兴人ꎬ他 １７ 岁考取秀才ꎬ１８ 岁创设教馆、“自任塾师”ꎬ２３ 岁中举

人ꎬ２４ 岁为贡士ꎬ２６ 岁取进士并点翰林ꎬ２８ 岁授职翰林院编修ꎮ １８９８ 年因戊戌政变而弃官出京ꎬ
同年冬返回绍兴ꎬ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校长)ꎮ １９０１ 年受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ꎬ
１９０２ 年在上海先后被推选为中国教育会事务长(会长)、爱国学社总理、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所长ꎬ并创办爱国女校ꎬ１９０３ 年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并任主编)ꎬ１９０４ 年创立光

２

①
②
③

汪兆骞:«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ꎬ北京:现代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 页ꎮ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８ 页ꎮ
萧瑜:«毛泽东和我»ꎬ金门:台湾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ꎬ１９７６ 年ꎬ第 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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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会并任会长ꎬ１９０５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ꎬ１９０６ 年应秋瑾之邀担任绍兴学务公

所总理ꎬ１９０７ 年至 １９１１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美学(期间译著«伦理学原理»、
专著«中国伦理学史»、教材«中学修身教科书»相继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ꎬ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

应孙中山之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ꎬ７ 月 １４ 日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权愤而辞

职ꎬ再度赴德留学ꎮ １９１３ 年应孙中山电召回国参与“二次革命”ꎬ１９１４ 年旅居法国巴黎学习法

语ꎬ从事著译ꎮ １９１５ 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并任中方会长ꎬ撰写«华
工学校讲义»ꎬ编译«哲学大纲»ꎮ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ꎮ

自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起ꎬ蔡元培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代理司法部长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２８ 年 ４ 月)、监察院院长(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董事长(１９２９ 年 １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１９２９ 年 ８ 月)等职ꎮ 虽一生不乏高官

显位ꎬ但始终不失书生本色ꎮ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５ 日ꎬ蔡元培在香港病逝ꎮ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ꎬ在其诞辰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蔡元培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人”称号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蔡元培铜像在北京

大学落成ꎮ
毛泽东与蔡元培的交往有着深厚的渊源ꎬ并深受其译著«伦理学原理»和学生德智体“三育

并举”教育方针的影响与启迪ꎬ具体来说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毛泽东精心研读和细心批注蔡元培译著«伦理学原理»ꎬ“觉得很新颖ꎬ很有道理ꎬ越读

越觉得有趣味”ꎬ深感茅塞顿开、振聋发聩ꎬ“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ꎮ
１９０２ 年ꎬ在蔡元培于上海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期间ꎬ毛泽东的恩师

杨昌济即开始与他密切联系ꎮ １９０９ 年春ꎬ杨昌济与族兄杨笃生、同学章士钊等同入英国苏格兰

爱丁堡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ꎬ蔡元培亦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ꎬ攻读哲学、伦理

学和文学ꎮ 杨笃生是蔡元培同生死共患难的反清暗杀团战友ꎬ曾一同在日本试制炸弹共图革命ꎻ
而章士钊则是蔡元培早年在上海创立的爱国学社的得意门生ꎻ同时ꎬ蔡元培与杨昌济又在研究中

西哲学和伦理学方面颇有共识ꎮ 正因如此ꎬ蔡元培与杨昌济声息相通、友情弥笃ꎮ １９１８ 年夏ꎬ蔡
元培特聘杨昌济到北大哲学系任伦理学教授ꎬ直至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逝世ꎮ

毛泽东正是通过恩师杨昌济“认识”和“了解”了蔡元培ꎬ而且是先学其文、后见其人ꎮ １９１７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１８ 年上半年ꎬ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给毛泽东等学

生讲解作为“修身”课教材的«伦理学原理»ꎮ 该书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泡尔

生(今译保尔森ꎬ１８４６—１９０８)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ꎬ１８９９ 年由日本学者蟹江义丸

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ꎬ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ꎮ 蔡元培根据

日译本并参照德文原著译成中文ꎬ于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ꎬ１９２１ 年即出至第 ６ 版ꎬ被
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之一ꎮ 此后多次印行ꎬ影响甚广ꎮ

在杨昌济的精心指导下ꎬ毛泽东反复研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ꎬ对该书的重要字

句ꎬ几乎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曲线杠、三角等各种符号ꎬ并在这本仅有 １２ 万字的书上

写了 １５０ 多条、１２１００ 余字的提要、批注和评语ꎬ散见于书中各页上下左右的空白处及字里行间ꎬ
密密麻麻ꎬ内容广及道德伦理、人生哲学、社会历史、宇宙观等多个方面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用红

黑二色笔等予以标识ꎮ 此外ꎬ还有一些眉批或旁批ꎬ如“切论”“此语甚精” “精切详明” “振聋发

聩之言”“此段可谓发挥尽致”“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
“至真之理、至澈之言”等赞语ꎻ对有疑问或否定的地方ꎬ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定然无益”
“此论大奇”“此节不甚当”“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评语ꎬ处处充满着问学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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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担当精神和人生感悟ꎮ①

在反复批阅和深入研究«伦理学原理»的基础上ꎬ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ꎬ得
到一向严苛的杨昌济的高度赞赏ꎬ并破例给他打了 １００ 分ꎮ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毛泽东在陕北中

央红军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ꎬ其后三个多月接受了他十几次采

访ꎮ 当时ꎬ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起自己的这篇作文之事:“我在他的影响之下ꎬ读了蔡元培翻译的

一本伦理学的书ꎮ 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ꎬ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ꎮ 杨昌济老师从他

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ꎬ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ꎮ 他给了我一百分ꎮ”②

受蔡元培翻译的这本西方«伦理学原理»的深刻影响ꎬ毛泽东对西方伦理学产生了浓厚兴

趣ꎮ 毛泽东借来了杨昌济老师翻译但当时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ꎬ将其一字不漏地全部抄

录下来ꎬ整整抄了 ７ 大本、１０ 万余字ꎬ他的同学罗学瓒在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借

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史 ７ 本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ꎬ于今日阅毕ꎮ”③

我们今天能够完整看到毛泽东细致批注过的蔡元培译本«伦理学原理»ꎬ得益于毛泽东的

“湖南一师”同学杨韶华ꎮ １９２２ 年下半年ꎬ杨韶华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当时系毛泽东任

书记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机关秘密所在地)去看望毛泽东并借阅了这本书ꎬ但未及奉还即各

奔东西ꎬ一直未能谋面ꎮ 杨韶华默默珍藏了近 ３０ 年ꎮ 当他得知同学周世钊将应邀进京拜见毛泽

东时ꎬ便托他当面完璧奉还ꎮ 杨韶华在该书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此书系若干年前ꎬ毛主席

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ꎬ嗣后各自东西ꎬ不复谋面ꎬ珍藏至今ꎬ深恐或失! 兹趁周敦

元学兄北上之便ꎬ托其奉还故主ꎬ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ꎬ亦人生趣事也ꎮ 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

杨韶华识ꎮ”④据周世钊回忆ꎬ毛泽东接书后甚为惊喜、几次翻阅ꎬ并评论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

那么正确ꎬ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ꎬ而是心物二元论ꎮ 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ꎬ
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ꎬ就觉得很新颖ꎬ很有道理ꎬ越读越觉得有趣味ꎮ 它使我对于批判读

过的书ꎬ分析所接触的问题ꎬ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ꎮ”⑤

第二ꎬ蔡元培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新教育方针”ꎬ以及杨昌济和孔昭绶在“湖南一

师”教学与管理中贯彻落实该方针的有效举措ꎬ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深远ꎬ为其后来确立学生“德
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ꎬ起了奠基性的启导作用ꎮ

蔡元培在接受孙中山敦聘、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之后ꎬ正
本清源ꎬ拨乱反正ꎬ短时间内就制定、颁布了 ３０ 多个教育法令、规章、标准、办法等ꎮ 他亲自撰写

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ꎬ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开刊发在«教育杂志»第 ３ 卷第 １１ 号和«临时政

府公报»第 １３ 号(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上ꎮ 蔡元培主张“废止祀孔读经旧典”ꎬ实施“军国民主义

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育教育”ꎮ 蔡元培进一步概括指出:“以教

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ꎬ军国民主义为体育ꎻ实利主义为智育ꎻ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ꎻ而世

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ꎮ”⑥由此而阐明了其“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新教育方针”ꎮ 这一“教
育方针”及其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颁布的«大学令»ꎬ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均得到了切实落实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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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蔡元培提出的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教育方针”ꎬ杨昌济极为赞同ꎮ 他倡导学生德育

智育体育全面发展ꎬ达到“身心并完”ꎬ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ꎬ野蛮其体魄”ꎮ “湖南一师”学习

期间ꎬ毛泽东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指导下不仅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活动ꎬ如爬山、跑步、郊游、日
光浴、风浴、冷水浴、游泳、露宿、六段操等ꎬ而且从理论上对体育运动进行研究ꎬ并精钻细研地写

了一篇长达 ７０００ 余字的«体育之研究»ꎮ 杨昌济修改了该文ꎬ并推荐给«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

秀ꎮ 陈独秀将«体育之研究»一文发表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３ 卷第 ２ 号上ꎬ共
占用 １６ 个版面ꎮ 该文一经刊出ꎬ便在全国教育界和体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ꎮ «体育之研究»一
文包括一个短序和八个部分ꎬ引经据典ꎬ说古论今ꎬ通过从«论语»«礼记»«孟子»«庄子»«中庸»
«史记»«韩昌黎全集»等书中引用典故、成语、诗文等ꎬ提出了“身体乃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

也”的著名论断ꎮ 说来有趣ꎬ毛泽东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ꎬ公开发表的第

一篇学术论文竟是体育论文ꎮ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ꎬ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ꎬ对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曰

抱定宗旨”(研究学问)ꎬ“二曰砥砺德行”(束身自爱)ꎬ“三曰敬爱师友”(以诚相待)ꎮ 他还谈了

两项“计划”:“一曰改良讲义”ꎬ“二曰添购书籍”ꎮ①他的演说犹如空谷足音ꎬ使学生深受震撼ꎮ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ꎬ被誉为“民主教育先驱”的孔昭绶复任“湖南一师”校长期间ꎬ坚决落

实蔡元培提出的“新教育方针”ꎬ并组建了“学生志愿军”御敌护校ꎮ 当时ꎬ孔校长大胆授权绰号

“毛奇”的毛泽东指挥“学生志愿军”和“学校警备队”保校护教ꎬ开展了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两次武装护校的“军事行动”ꎬ使学校免于兵祸ꎮ 这些ꎬ对当时的在校生毛泽东影响甚巨ꎮ 新

中国成立后ꎬ“在一次闲谈中ꎬ毛泽东同志笑说ꎬ他搞军事ꎬ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ꎮ”②

毛泽东的“三育”观ꎬ深受其“湖南一师”老师杨昌济和校长孔昭绶的影响ꎬ但归根结底还是

受启于蔡元培的教育方针ꎮ 后来ꎬ“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了毛泽

东一生的教育主张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毛泽东在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

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ꎬ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ꎬ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ꎮ”③后来ꎬ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基本内容ꎮ

二、蔡元培有助于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与蔡元培直接会面并得到其帮助ꎬ是在 １９１８ 年夏他第一次进京期间:一是在勤工俭

学预备工作中得到了蔡元培的关照和支持ꎻ二是毛泽东的工作问题经蔡元培特批得以顺利解决ꎻ
三是他尽其所能地同蔡元培近距离接触ꎬ聆听讲座ꎬ并挤时间认真旁听各科课程ꎻ四是深受蔡元

培破格聘用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共主要创建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重

大影响ꎮ
第一ꎬ蔡元培对毛泽东在京开展勤工俭学预备工作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照和支持ꎬ毛泽东虽

未出国ꎬ但出力甚多ꎬ深得好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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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行的进京ꎬ缘于蔡元培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ꎮ 早在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ꎬ蔡元培、李石

曾等人就在法国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ꎬ以“勤于做工ꎬ俭以求学ꎬ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

旨ꎮ 后于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创立了“华法教育会”ꎬ蔡元培与巴黎大学历

史教授欧乐分任中方和法方会长ꎮ 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华法教育会之意趣»的演说ꎮ 作

为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ꎬ蔡元培在法国开办了略带师范性质的华工学校ꎬ第 １ 期 ２４ 人ꎬ于 １９１６
年 ４ 月 ３ 日正式开学ꎬ对在法华工进行成人教育ꎮ 蔡元培亲临面试、亲手编写讲义并亲自授课ꎬ
后汇编为«华工学校讲义»一书ꎮ

１９１７ 年就任北大校长后ꎬ仍兼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的蔡元培随即在北大开办了留法勤工

俭学预备班ꎮ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ꎬ他与吴敬恒、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ꎬ并亲自起

草了«留法俭学会缘起及会约»ꎬ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１４ 卷第 ４ 号(４ 月 １５ 日)上ꎮ ５ 月 ２７ 日ꎬ
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举行开学典礼ꎬ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ꎮ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ꎬ蔡元培为

«华法教育会丛书»作序ꎮ ８ 月 １９ 日ꎬ 刚从“湖南一师”毕业不久的毛泽东率长沙新民学会会员

和湖南青年一行 ２８ 人抵京ꎬ参与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工作ꎬ直到翌年 ３ 月 １２ 日离开ꎮ
到北京后ꎬ毛泽东经常代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向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接洽有关留法事

宜ꎮ 这时ꎬ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 ５０ 余人ꎬ是全国人数最多的省份ꎮ 面对当时“会
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未曾料到的种种困难”ꎬ经蔡元培介绍ꎬ毛泽东等 ４ 人与华法教育会中方

书记李石曾在香山见面ꎮ 在阅读了毛泽东起草的«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后ꎬ李石曾甚为满意ꎬ
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ꎬ分设于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ꎮ 毛泽

东还为 ２ 名留法学生的学费筹措而四处奔波ꎮ 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瓒于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致信

其祖父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ꎬ组织预备班ꎬ出力甚多ꎮ”①为此ꎬ毛泽东深得蔡元

培和李石曾赞赏ꎮ
虽然毛泽东热心致力于留法勤工俭学工作ꎬ但他自己终未走出国门ꎮ 黎锦熙曾回忆说:当时

对毛泽东本人是否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也商量、讨论过ꎮ 黎锦熙赞同毛泽东“研究本国问题”的观

点ꎬ同意他暂不“留洋”ꎮ②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毛泽东在上海致周世钊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件事ꎬ他
写道:“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ꎬ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ꎬ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

学篇»ꎮ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ꎬ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ꎮ”③由此可见ꎬ毛泽东决定不去

法国留学ꎬ主要是因为他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国情、研究国内问题ꎬ对此ꎬ他曾给斯诺说过:“虽然

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ꎬ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ꎬ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ꎮ 我觉得我对自己

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ꎬ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ꎮ”④

第二ꎬ经蔡元培书面特批ꎬ毛泽东任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ꎬ既解决了工作和生计问题ꎬ又获得

了学习和交流平台ꎮ
居京期间ꎬ毛泽东没有进补习法语的预备班ꎬ也没有去报考北大预科ꎬ而是想留在北大一边

工作、一边读书ꎮ 但他初到北京ꎬ人地两生ꎬ吃住都很困难ꎮ 起初住在杨昌济老师家里ꎬ后来在外

租住ꎬ晚上 ８ 个人挤在一个小屋里的大通铺上睡觉ꎬ每个人只有一块方砖宽的地方ꎮ 他曾向斯诺

描述道:“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ꎬ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ꎮ 每逢我要翻身ꎬ得先同两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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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招呼ꎮ”①

毛泽东感到北京“开销太大”ꎬ经济拮据ꎬ“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ꎬ他请求杨

昌济老师帮忙为他在北京找份工作ꎬ想不到杨昌济去找了蔡元培校长ꎮ 蔡元培对毛泽东颇有好

感ꎬ便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写了一张信笺:“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

工作ꎬ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ꎬ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ꎬ月薪八元ꎮ 蔡元培即

日ꎮ” ②这样ꎬ李大钊就安排毛泽东当了阅览室“书记”ꎬ即«西行漫记»中所说的“图书馆助理

员”ꎮ 据萧子升回忆ꎬ由于“蔡校长帮忙的缘故”ꎬ“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

轻便工作”③ꎮ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ꎬ便是在刚刚落成的中西合璧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 ３１ 号的第二

报刊阅览室ꎬ负责登记、借阅和管理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 «神州日

报»ꎬ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之江日报»、沈阳

«盛京时报»、北京«导报»(英文)、«支那新报»(日文)ꎬ大阪«朝日新闻»等 １５ 种中外文报纸④ꎬ
以及阅览室的卫生打扫工作ꎬ同时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报纸和杂志ꎬ月薪八块大洋ꎬ一直到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离京赴沪ꎮ 虽然差事简单、薪饷微薄ꎬ但却解决了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

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ꎬ而且方便了他在书山报海中探索真知及向李大钊的请教ꎮ
这都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的特别关照和支持ꎮ

由于毛泽东与李大钊同在“红楼”工作过ꎬ１９５０ 年 ５ 月ꎬ北京大学在红楼辟出专室以作纪念ꎮ
郭沫若分别题写了“李大钊同志纪念室”和“毛泽东主席工作处”两副标牌ꎬ兴之所至ꎬ他又赋«咏
红楼»诗一首:“星火燎大原ꎬ滥觞成瀛海ꎮ 红楼弦歌处ꎬ毛李笔砚在ꎮ 力量看方生ꎬ勋勤垂后代ꎮ
寿与人民齐ꎬ春风永不改ꎮ”⑤

第三ꎬ毛泽东尽其所能地同蔡元培近距离接触ꎬ及时求教ꎬ多次聆听蔡元培的精彩演说或精

读其演说词ꎬ并挤时间如饥似渴地认真旁听各科课程ꎬ增长了知识ꎬ开阔了视野ꎬ拓展了思路ꎮ
毛泽东充分利用任职北大图书馆的机会ꎬ最大限度地与蔡元培接触ꎬ多次向他求教ꎮ 毛泽东

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一道ꎬ几次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座谈ꎬ“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ꎬ请求答复ꎬ
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⑥ꎮ 萧三在«一九一八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写道:“当时文

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ꎬ毛主席仰慕他们ꎮ 杨(怀中)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ꎬ介绍我们去拜

访过其中几个人ꎬ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ꎮ”⑦在拜访求教中ꎬ毛泽东与蔡

元培不但友情日增ꎬ而且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ꎮ 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思想自由ꎬ兼容并包”、
科学与民主、管理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提倡白话文等ꎬ对青年毛泽东影响甚大ꎮ

毛泽东还多次聆听蔡元培的精彩演说或精读其演说词ꎮ 比如ꎬ蔡先生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

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ꎻ１０ 月 １８ 日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关于«欧战与哲学»的演说ꎻ１１ 月

１５ 日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在天安门前发表的«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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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１６ 日在天安门前关于«劳工神圣»的演说ꎻ１２ 月 １７ 日在“北大二十一周年纪念会”上的演

说ꎻ以及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出席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发表的演说等ꎬ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震

撼ꎬ为他的早期政治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动开展注入了知识和力量ꎮ
蔡元培顶着各种压力和非议ꎬ打破北大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养成所”的封闭管理体制ꎬ开

创了“课堂公开”的开放教学模式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何孟雄、陈德荣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织成员俞秀松ꎬ中共早期高层领导人瞿秋白ꎬ著名数学家华罗庚ꎬ文学大家沈从文ꎬ作家冯雪峰、
丁玲ꎬ国学大师季羡林ꎬ革命烈士贺恕等ꎬ都曾是“北大旁听生”中的一员ꎮ 据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北京大学日刊»记载ꎬ当时来北大旁听的学生有近 １５０ 人ꎬ其中两度入校旁听的最有名的学生ꎬ
当属毛泽东ꎮ

第四ꎬ蔡元培在北大破格聘用走在新时代潮流最前面的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五四运动的主

要领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ꎬ对于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坚定共产主义

信仰和积极从事早期革命活动ꎬ产生了奠基性的重大影响ꎮ
蔡元培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策的第一项办学举措ꎬ就是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

学长、教授ꎬ这是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和五四运动策源地的肇端ꎮ 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

与北大教授沈尹默的引荐下ꎬ蔡元培“三顾茅庐”ꎬ于 １ 月 １３ 日即他到任第九天就公布聘任陈独

秀为北大文科学长ꎮ 陈独秀受聘后ꎬ«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上海移至北京ꎬ北京大学由此吹来

一股自由清新的学术之风ꎮ ２ 月 １ 日ꎬ陈独秀便在«新青年»第 ２ 卷第 ６ 号上发表了轰动全国的

«文学革命论»ꎬ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ꎮ «新青年»从第 ４ 卷第 １ 号(１９１８ 年 １ 月)起改用白

话文ꎬ采用新式标点符号ꎬ发行量也由创刊时的 １０００ 册猛增到 ２００００ 余册ꎬ为北大全面改革注入

了生机与活力ꎮ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新青年»第 ４ 卷第 ５ 号发表了鲁迅第一次以该笔名所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ꎬ这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座丰碑ꎬ树立了新文

学的典范ꎮ 自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起ꎬ«新青年»编辑部改组扩大ꎬ“主编”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

同、高一涵、沈尹默 ６ 位著名学者轮流担任ꎬ吸引、集聚了一批文化精英ꎬ使稿源质量大幅提升ꎬ声
誉日隆ꎮ

陈独秀、李大钊高高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新文化运动的光辉旗帜ꎬ撰写的那些充

满战斗激情的革命文章ꎬ吹响了战斗的号角ꎬ使青年毛泽东进一步更新了观念ꎬ打开了思想解放、
理论探索的闸门ꎮ “他觉得«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

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ꎬ都是好主张ꎮ 他觉得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

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ꎮ”①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述:“«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ꎬ由陈

独秀主编ꎮ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ꎮ 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

为ꎬ一时成了我的楷模ꎮ”②

然而ꎬ陈独秀这位为科学与民主大声鼓与呼的急先锋ꎬ常由于圭角毕露、锋芒侵人ꎬ且又放浪

形骸、不检细行ꎬ而予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ꎮ 而每次都是蔡元培出面斡旋ꎬ使他体面地息事宁人ꎬ
从而有机会和李大钊一道策划了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ꎮ 陈独秀曾在«蔡孑

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ꎬ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ꎬ在习于专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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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ꎮ”①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ꎬ陈独秀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ꎮ 五四运动期间ꎬ
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抨击军阀政府外交失败、卖国行径和派出军警殴逐逮捕爱国学生ꎬ直至 ６ 月

１１ 日晚因走上街头散发传单而在京被捕ꎮ 据«陈独秀文集»第 １ 卷载ꎬ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４ 日至 ６ 月 ８
日ꎬ他仅在«每周评论»上就发表文章 ２１ 篇ꎮ 他在«每周评论»第 ２５ 号(６ 月 ８ 日)上发表的«我
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大声呼吁:“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ꎬ
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ꎻ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ꎬ不是人民为国家

做牺牲的国家ꎮ”②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ꎬ自 １９２１ 年“一大”到 １９２７ 年“五大”ꎬ陈独秀先后任中

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ꎬ是这段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ꎮ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ꎬ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起 １８ 年前与陈独秀的交往时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ꎬ那时

我在国立北京大学ꎮ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ꎮ”③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毛泽东在中共

“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ꎬ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ꎬ他是有过功劳的ꎮ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ꎬ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ꎬ他与周围的一群人ꎬ如李大钊同志等ꎬ
是起了大作用的ꎮ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ꎬ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ꎬ这是一大发明ꎬ
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ꎮ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ꎮ”④

１９１７ 年ꎬ是北京大学人才荟萃、思想开放、学术活跃、推进民主与科学的昌盛时期ꎮ １１ 月ꎬ蔡
元培聘任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ꎬ后来又聘他为经济学教授ꎮ 李大钊是中国歌颂十月革命和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ꎮ 在他领导下的北大图书馆ꎬ实际上成了一个传播、研究十月革命与马

克思主义的中心和基地ꎮ 仅 １９１８ 年ꎬ李大钊就安排图书馆购置了 ２ 万余册外文书籍ꎬ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ꎮ 他还特意组织了一些外文水平较高的

学生对部分书刊内容进行翻译ꎬ成立学术社团ꎬ组织“亢慕义斋”ꎬ开展革命活动ꎬ使青年毛泽东

眼界大开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李大钊在«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５ 号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和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两篇文章ꎬ广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ꎮ 这是李大钊代表我国先

进知识分子最早拥护俄国十月革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ꎬ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ꎮ 毛泽

东进行了认真研读ꎬ并就有些问题向李大钊当面请教ꎮ １９１９ 年元旦ꎬ李大钊又在«每周评论»第
３ 号上发表了«新纪元»一文ꎮ 对此ꎬ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

了ꎬ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 事实上ꎬ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ꎬ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ꎮ 实实在在ꎬ有书为证ꎮ”⑤毛泽东在北大广泛阅读全国进

步报刊和书籍ꎬ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ꎬ深受教育和启迪ꎮ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毛泽东

在武昌同华国锋谈话时也说道:“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ꎬ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ꎬ到一九一

八年才读马列主义ꎮ”⑥

在蔡元培支持下ꎬ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１９１８ 年 ６ 月)、马克思学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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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１９２０ 年 ３ 月)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其中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

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团体ꎮ 该会成立时ꎬ蔡元培不仅同意在«北京

大学日刊»上发布«通告»ꎬ而且应邀莅临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ꎬ还力排众议ꎬ让校务处腾出两间

房子作为该研究会固定的活动场所ꎮ① 这为青年毛泽东在京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土壤和学习阵地ꎬ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ꎮ
五四运动起因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ꎮ 而这一消息ꎬ正是蔡元培透露给北大学生

会负责人的ꎮ 据当时起草«北京学界宣言»的许德珩回忆:“５ 月 ２ 日ꎬ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

个晴天霹雳的消息ꎮ”②在蔡元培的“提倡诱掖”下ꎬ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运动起了积极的领导和

推动作用ꎮ 当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分别于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４ 日、６ 月 ３ 日、６ 月 ４ 日连续逮捕近千

名学生后ꎬ蔡元培不仅拒不执行教育部开除“闹事”学生的“三令五申”ꎬ反而冒着生命危险挺身

而出ꎬ带领各大专学校校长及北大部分师生到处游说、申诉、声讨ꎬ全力以赴保释被捕学生ꎬ并由

此引发了全国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联合斗争的群众爱国运动高潮ꎬ终于迫

使北洋军阀政府于 ６ 月 ７ 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公开道歉ꎬ６ 月 １０ 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

祥的职务ꎬ中国代表最终拒绝在 ６ 月 ２８ 日的“巴黎和约”上签字ꎬ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取得了重

大胜利ꎮ 因此ꎬ中共中央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组织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蔡元培大会在全体通

过的“致蔡氏家属电”中写道:“窃念先生清末从事革命ꎬ提倡民权ꎻ民六任北大校长ꎬ网罗人才ꎬ
兼收并蓄ꎬ学术思想ꎬ主张自由ꎮ 伟大的五四运动ꎬ实先生提倡诱掖ꎬ导其先路ꎮ”③

经蔡元培校长同意ꎬ北京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ꎮ 李大钊先后在史学、
政治、经济等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与讲座ꎬ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学课堂

上ꎬ而在听课的学生中ꎬ就有青年毛泽东ꎮ 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曾登载过这样的“布告”和
“启示”:“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ꎬ所授唯物史观ꎬ本星期起照常授课”ꎻ“政治系教授

启示: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ꎬ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工人的国际运动»”ꎮ④ 由此可见ꎬ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那时在北京大学属于正常开设ꎬ与其他各门课程并无不同ꎮ 这当然离不开蔡元培的特

许、保护和支持ꎮ 正如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周培源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中所言:“在当时反动

派到处防范ꎬ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ꎬ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

的绿洲ꎬ这是与蔡元培的开明方针和保护态度分不开的ꎮ”⑤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ꎬ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ꎬ为总负责人ꎬ他当众宣

布从个人每月 １２０ 元薪俸中捐出 ８０ 元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ꎻ１１ 月ꎬ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

部ꎬ李大钊任书记ꎻ１２ 月ꎬ李大钊、费觉天等 ９ 人发起ꎬ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ꎮ
应该说ꎬ正是在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引领下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

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ꎬ这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ꎬ为他早期思想的进步与

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ꎮ 毛泽东曾自豪地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

助理员的时候ꎬ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ꎮ⑥ 他认为:“到了 １９２０ 年夏天ꎬ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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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ꎬ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ꎬ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了ꎮ”①此后ꎬ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ꎬ终生坚定不移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当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时ꎬ他感慨万端地对身边人员说:“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ꎮ 还不错ꎬ吃了不少苦头ꎬ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ꎬ就是李大钊同志ꎮ
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ꎮ 可惜呀ꎬ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ꎮ 他是我真

正的好老师ꎬ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ꎬ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②

３０ 年后重返北平ꎬ毛泽东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ꎬ可见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位置ꎮ
尤其“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这句话ꎬ语重心长ꎬ情溢言表ꎬ凸显了毛泽东对李大钊那种发自内心

深处的缅怀、感恩与敬仰ꎮ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ꎬ是毛泽东走上共产

主义道路的导向者和引领者ꎬ而蔡元培又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支持者和

保护者ꎮ
可以说ꎬ倘若蔡元培不聘请陈独秀、李大钊到北大工作ꎬ那么北大就不会成为中国新文化运

动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ꎬ也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共产党早期

组织的摇篮ꎮ 换言之ꎬ也就不会有在此受到巨大影响、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纪伟人

毛泽东ꎮ
追溯中国共产党孕育与创建的艰难历程ꎬ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

年»一书中已确定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５８ 名成员(中共早期党员)③中ꎬ笔者根据相关党史

文献和个人生平履历逐一进行检索后发现ꎬ北大师生员工(含旁听生)中的早期党员就占了 ２３
位ꎬ约占总人数的 ４０％ꎬ如陈独秀(文科学长)、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张申府(哲学教授)、毛泽

东(图书馆助理员、旁听生)、邓中夏(国文系)、张国焘(理学院)、罗章龙(哲学系)、刘仁静(物理

系)、陈公博(哲学系)、谭平山(哲学系)、谭植棠(史学系)、高君宇(地质系)、何孟雄(政治系旁

听生)、包惠僧(文学系)、范鸿劼(英文系)、李梅羹(德文系)、沈雁冰(茅盾ꎬ预科)、袁振英(文学

院)、俞秀松(哲学系旁听生)、陈德荣(哲学系旁听生)、朱务善(法学院)、吴雨铭(法学院)、李季

(英文系)等ꎮ 除北大师生外ꎬ５８ 名早期党员中还有的是在北京其他高校学习过ꎬ如赵子健(交通

部北京速成师范)、宋介(北京私立中国大学)、王翔千(北京译学馆)、陈公培(北京法文专修

馆)、缪伯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ꎬ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北京大学和陈独秀、李大钊

等北大人的影响ꎮ 而在 １３ 位党的“一大”代表中ꎬ有 ５ 位曾是北大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
包惠僧、毛泽东)ꎬ王尽美是山东代表ꎬ却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会员ꎮ 陈独秀虽未

参加“一大”ꎬ但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ꎮ 由此可见ꎬ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创立过程中

做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ꎮ
可以说ꎬ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ꎬ成了中国革命早期领导干部

的培养所ꎬ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ꎬ进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进步ꎬ与
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和蔡元培“厚德载物” “容纳异己”的博大胸怀是分不开

的ꎮ 这一点ꎬ当年亲历者陈独秀曾评价说:“蔡先生自任校长后ꎬ有二事为同人等所亲见者ꎮ 一

则学说独立ꎬ盖无论何种政治问题ꎬ北大皆不盲从ꎬ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ꎻ二则思想自由ꎬ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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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各种学说ꎬ随己所愿研究ꎬ是以毁誉不足计ꎬ而趋向之所宝贵者ꎬ则精神也ꎮ”①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这样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ꎬ牛津、剑桥、巴
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ꎬ这些校长中ꎬ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ꎮ 但是ꎬ以一个校

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ꎬ对一个民族ꎬ对一个时代ꎬ起到转折作用的ꎬ除蔡元培外ꎬ恐怕找不出

第二个ꎮ”②诚哉斯言!

三、蔡元培有益于青年毛泽东

历史证明ꎬ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学ꎬ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ꎬ成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

划时代的开创者ꎬ特别是由她催发、护持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ꎬ影响、改
变了 １００ 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ꎮ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ꎬ有位学者撰文写道:“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ꎬ近来

极好ꎬ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ꎬ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ꎬ空气新鲜得很ꎮ”③

蔡元培在北大大胆聘用的革命学者和进步人士、营造的浓郁学术环境和氛围、支持成立的各

类社团活动ꎬ使毛泽东受益匪浅ꎮ 特别是毛泽东离京回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ꎬ蔡元培依然通过各

种形式给毛泽东以大力支持ꎬ更令毛泽东终生难忘ꎮ
第一ꎬ毛泽东积极参加蔡元培创办或支持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和活动ꎬ收获颇丰ꎬ特别是在

作为正式会员的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中ꎬ学到了知识和技能ꎬ提高了思

想水平和人生境界ꎮ
蔡元培实施的“循思想自由原则ꎬ取兼容并包主义”ꎬ激活了北大校园ꎬ形成了“百家竞起、异

说争鸣”的生动局面ꎮ 各种学会、研究会、社团、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ꎬ 北大相继成立了进德

会、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雄辩会、体育会、史学会、经济学会、音乐研究会、
画法研究会、数理研究会、救国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阅读报社、书法研究社、
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ꎬ并注意与北京其他高校互通有无ꎬ建设联盟团体ꎬ
推动群体发展ꎬ构建共生机制ꎬ奠定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研究、社团活动与开放办学

的传统和精神ꎮ④

毛泽东参加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ꎬ正式成立于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这是我国第一个有

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ꎬ为我国“报业教育之发端”ꎮ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看到成立新闻

学研究会并招收会员的«校长布告»后ꎬ立即报名参加ꎬ成为该会第一届学员ꎬ并获得了“听讲半

年”的会员证书ꎮ 蔡元培在成立大会演说词中ꎬ提出了新闻学研究会的两项任务:一是“介绍欧

美新闻学”ꎻ二是“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ꎮ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新闻学研究会举行改组大会ꎬ毛泽东等 ２６ 人到会ꎬ蔡元培亲临演说ꎬ并被

选为会长ꎮ 他亲自为该会制定了 ８ 条简章ꎬ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ꎬ培养新闻人才”ꎮ 新闻学

研究会的学习内容和研究方向ꎬ主要包括新闻的选题、采访、搜集、撰写、编辑、校阅ꎬ以及新闻通

讯社的组织、管理、规范、扩展等ꎮ 研究会每周由导师讲授两次新闻学课程ꎬ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

任导师ꎬ讲授新闻学原理ꎻ著名报人邵飘萍为兼任导师ꎬ讲授办报经验ꎮ 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理论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ꎬ新闻摄影家ꎬ素以“铁肩担道义ꎬ辣手著文章”自勉ꎬ深得蔡元培校长赞赏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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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为北大教授ꎮ 他集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ꎬ被誉为“新闻全才” “乱世飘萍” “一代报

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ꎬ被冯玉祥将军称赞为“飘萍一支笔ꎬ胜抵十万军”ꎮ
据毛泽东回忆ꎬ他从邵飘萍那里学到不少新闻写作知识与办报办刊技能ꎮ 邵飘萍每周讲课

两小时ꎬ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为«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一书ꎬ１９２３ 年 ９ 月由

北京京报馆出版ꎮ 邵飘萍除了为毛泽东等会员系统讲授有关报刊的地位、作用、任务外ꎬ还根据

自己多年的办报办刊经验和体会ꎬ讲解如何选题、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

知识ꎬ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ꎬ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系统、规范的新闻学教育ꎮ
作为李大钊和罗章龙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道ꎬ邵飘萍是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
克思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闻先驱之一ꎮ １９２０ 年ꎬ邵飘萍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与«综
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本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ꎬ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ꎬ毛泽东与斯诺谈起在北大学习新闻学的往事时深情地说:“特别是邵飘萍ꎬ对我帮

助很大ꎮ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ꎬ是一个自由主义者ꎬ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ꎮ”①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蔡元培亲自主持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的第一次期满结业式ꎬ他在

致词后逐一向学习期满结业者颁发证书ꎮ 毛泽东等 ３２ 人获“听讲半年证书”ꎮ 结业名单登载于

«北京大学日刊»第 ４６５ 号(１０ 月 ２１ 日)ꎮ 半年的连续学习与研究活动ꎬ使毛泽东增长了新闻学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ꎬ甚至使他萌生了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志向ꎮ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毛泽东

参加新民学会在长沙文化书社举行的例会ꎬ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ꎬ他认真地说:“我可

愿做的工作:一教书ꎬ一新闻记者ꎬ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ꎮ 至少消费ꎬ赞成

简单ꎬ反对奢泰ꎮ”②也就是说ꎬ青年毛泽东曾把当一名“新闻记者”作为早期工作的选择之一ꎬ作
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人生的平台ꎮ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ꎬ在该校开

设的 １２ 门文科课程中ꎬ就有“新闻学”ꎮ
参加蔡元培任会长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ꎬ为毛泽东后来创办并主编影响全国的«湘江评论»

«新湖南»«新时代»«政治周报»等刊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ꎬ也为他以后撰写评论稿和新闻稿提

供了知识和技能储备ꎮ 笔者查阅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１９１２－
１９２０)»一书ꎬ毛泽东从离京回湘后的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到第二次进京前的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在
各种报刊发表文章多达 ５６ 篇ꎬ确实进入了一个思想喷涌、新意迭见的激越时期ꎮ 据初步统计ꎬ自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起ꎬ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笔锋犀利的评论稿和新闻稿ꎬ仅 １－４ 月份就

写了 ９ 篇ꎬ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ꎮ 计有:«评战犯求和»(１ 月 ５ 日)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

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２ 月 １５ 日)ꎬ«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２ 月 １６
日)ꎬ«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２ 月 １８ 日)ꎬ«南京政府向何处去?»(４ 月 ４ 日)ꎬ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４ 月 ２１ 日)ꎬ«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４ 月 ２２ 日)ꎬ«人民解放军百

万大军横渡长江»(４ 月 ２２ 日)ꎬ«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４ 月 ２４ 日)ꎬ这些文稿语言之

洒脱、分析之透彻、评论之深刻ꎬ令人拍案叫绝ꎮ
在图书馆工作期间ꎬ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ꎮ 该会于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正式

成立ꎬ由胡适、杨昌济、马叙伦、梁漱溟等发起组织ꎮ 据罗章龙回忆ꎬ蔡元培实际上是该会领导人ꎮ
在该会授课的北大著名哲学教授中ꎬ胡适讲“中国哲学”ꎬ徐炳昶讲“法国哲学”ꎬ张颐讲“康德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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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ꎬ梁漱溟讲“印度哲学”ꎮ 在该会老师辅导下ꎬ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和包括 １８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ꎬ这进一步拓宽了他的知识视野、锤炼了他的

哲学思维ꎮ
更重要的是ꎬ在北大哲学研究会的这段时间ꎬ毛泽东养成了日后热爱哲学、学习哲学、研究哲

学、感悟哲学的浓厚兴趣ꎮ 在其创立的湖南自修大学中ꎬ毛泽东不仅开设了哲学课ꎬ还成立了

“哲学研究会”ꎬ并为学校图书馆购置了大批哲学书籍ꎮ 特别是在延安时期ꎬ毛泽东对哲学一度

十分痴迷ꎮ 斯诺到保安采访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ꎮ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

都去见他ꎬ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ꎬ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ꎬ于是毛泽东就要

求我改期再谈ꎮ 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ꎬ在这期间ꎬ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ꎮ 他

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ꎬ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
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ꎮ”①

毛泽东不仅学哲学、悟哲学ꎬ而且还讲哲学、著哲学ꎮ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至卢沟桥事变前ꎬ毛泽东

连续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ꎬ还撰写了 ６ 万余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ꎬ分
三章十六节ꎬ后来出版了单行本ꎮ 为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ꎬ毛泽东备课时曾经再次

研读«船山遗书»ꎮ “由于手头«遗书»不全ꎬ后来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ꎬ请
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ꎮ”②他每星期二、四上午讲课ꎬ每次讲四小时ꎬ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ꎬ共
授课 １１０ 多小时ꎬ历时 ３ 个多月ꎮ③ 他的讲课ꎬ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ꎬ语言通俗易懂ꎬ使学员充

分认识到掌握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重大意义ꎮ 当时在抗大学习、听课的江

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回忆说: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校授课ꎬ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是毛泽东同志讲授的哲学课ꎮ 毛

泽东讲授哲学课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ꎮ 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ꎮ 他常常是

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ꎬ如人手掌上的拇指和其它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

和内线的关系等等ꎬ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ꎮ”④后来ꎬ他把讲稿中的两节进行修改完

善ꎬ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高峰之巅”和“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璀璨明珠”ꎮ
居京期间ꎬ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ꎮ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７ 日ꎬ«北京大学日刊»刊出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ꎬ这是在蔡元培支持

下ꎬ由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ꎬ在校长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的一个社团组织ꎬ最初有团员 ３９ 人ꎬ后
来发展到 ６０ 多人ꎮ 该团团员经常到街头、闹市及郊区向工人、农民讲演ꎬ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及传

授文化科学知识ꎮ 这使毛泽东有机会了解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与工作状况ꎬ积累了发动、宣传和教

育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ꎮ
第二ꎬ毛泽东充分利用在长沙为蔡元培讲演作记录的难得机遇ꎬ再次向蔡元培学习、请教ꎬ并

将演讲稿在国内外广泛散发、宣传ꎬ在学界留下了一段“蔡孑民讲ꎬ毛泽东记”的文缘佳话ꎮ
除了在北大校园与蔡元培的交往之外ꎬ毛泽东还在湖南长沙聆听了多场蔡先生的讲演并为

他做记录员ꎬ获益良多ꎮ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１１ 月 ５ 日ꎬ湖南教育会在长沙举办中外名人“学

４１

①
②
③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ꎬ董乐山译ꎬ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５９ 页ꎮ
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３０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１ 卷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６７３ 页ꎮ
江华:«功绩永垂青史 风范长留人间»ꎬ«缅怀毛泽东»(下)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１５－２１６ 页ꎮ



韩延明:蔡元培与青年毛泽东

术讲演会”ꎬ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ꎬ以及蔡元培、吴稚晖、李石岑、章太炎、张东

荪等国内名流ꎬ分别由北京、上海到湖南长沙讲演ꎬ以“急顺世界之潮流ꎬ藉促学界之进步”ꎮ 蔡

元培于 １０ 月 ２６ 日抵达长沙ꎬ居住在明德学校ꎮ 他在湖南停留 ９ 天ꎬ讲演 １２ 场次ꎮ 这在湖南是

颇为轰动的学界大事ꎮ
由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与蔡元培多有接触ꎬ而且他当时担任“湖南一师”附小校

长、“湖南一师”校友会会长ꎬ又是湘潭教育促进会文牍干事、长沙文化书社负责人和湖南俄罗斯

研究会书记干事ꎬ所以他积极参与了讲演大会的筹备和接待工作ꎬ并被长沙«大公报»聘为“特约

记录员”ꎮ 毛泽东记录的蔡元培、吴稚晖、杨端六的讲演词ꎬ都发表在湖南«大公报»开辟的“名人

讲演录”中ꎮ 蔡元培除按教育会安排预定讲演 ７ 次外ꎬ还应周南女校、明德学校、省立女子师范、
第一中学、岳云中学等校之邀ꎬ增讲 ５ 次ꎬ共讲 １２ 次ꎮ 其中ꎬ有两场讲演由毛泽东作记录ꎬ均在

«大公报»刊出ꎮ
毛泽东当时速记的这两篇蔡元培讲演词ꎬ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ꎮ 一篇是蔡元培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应邀在周南女校所作的讲演ꎬ题目是«美术的价值»ꎮ 他指出ꎬ“美术的价值ꎬ可得五项”:
“第一ꎬ复杂而又统一”ꎻ“第二ꎬ改造自然”ꎻ“第三ꎬ感情的具体表现”ꎻ“第四ꎬ提起研究科学的兴

味”ꎻ“第五ꎬ代替宗教”ꎮ 湖南教育会«名人讲演集»中未载此篇ꎬ蔡元培自己亦未曾过目ꎬ但却被

毛泽东记录下来ꎬ后连载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９ 日的湖南«大公报»上ꎬ署名是“蔡孑民讲ꎬ毛泽

东记”ꎮ «大公报»刊发时ꎬ篇首有毛泽东写的“记者按”:“蔡先生的话ꎬ有好些听不清楚ꎮ 此篇

所记ꎬ只其大略ꎮ 开首两段ꎬ是周世钊先生记出给我的ꎮ”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篇ꎬ极其珍贵ꎮ 不知

为何ꎬ高平叔没有将这篇演讲稿收录于«蔡元培全集»之中ꎬ但他在其所写的«蔡元培与毛泽东»
一文中则附录了经其校勘的演讲稿全文ꎮ①

毛泽东所记的另一篇ꎬ是蔡元培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湖南一师”发表的讲演ꎬ题目是«对于学生的

希望»ꎬ这是预定的讲演之一ꎮ 他说:“五四运动以来ꎬ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ꎮ 许多新现象、
新觉悟ꎬ都于五四以后发生ꎬ举其大者ꎬ共得四端ꎮ”“一、自己尊重自己”ꎻ“二、化孤独为共同”ꎻ
“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ꎻ“四、有计划的运动”ꎮ 他还对学生提出了五点要求:“一、自
动的求学”ꎻ“二、自己管理自己的行为”ꎻ“三、平等及劳动观念”ꎻ“四、注意美的享受”ꎻ“五、社会

服务”ꎮ 毛泽东的这次长篇记录稿连载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３１ 日和 １１ 月 ３ 日、５ 日、６ 日的湖

南«大公报»上ꎬ署名也是“蔡孑民讲ꎬ毛泽东记”ꎮ 后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 ８１６ 号(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ꎮ 该篇被高平叔编录于«蔡元培全集»第 ４ 卷之中ꎮ

为扩大受众面ꎬ及时宣传蔡元培的教育思想ꎬ毛泽东将«大公报»及时寄给当时在法国勤工

俭学的朋友们ꎮ 他的“湖南一师”同学、留法学员贺果曾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的日记中写道:“晚
上看湖南寄来的大公报附张ꎬ专记此次杜威、罗素及蔡吴诸名人讲演ꎮ”②

这次讲演记录活动ꎬ给了毛泽东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影响ꎮ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他在给蔡元培

的公开信中还提起了“湘城讲座”之事ꎮ 他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ꎬ旧京集

会ꎬ湘城讲座ꎬ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ꎬ不期忽忽二十年矣!”③他在信中谦称自己为“曾聆教益之

人”ꎬ可见他对这次讲座的珍视和对蔡元培的崇敬ꎮ

５１

①
②
③

高平叔:«蔡元培与毛泽东(续)»ꎬ«群言»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ꎮ
王爱枝主编:«恰同学少年———毛泽东与师长学友的交往»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０５ 页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６６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第三ꎬ蔡元培“素称长厚ꎬ性复慷慨”ꎬ对青年毛泽东的支持和帮助ꎬ不仅限于燕园之内ꎬ而且

延展于其后诸年ꎮ 其中之一便是他对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首肯、宣扬和支持ꎮ
毛泽东离开北大投身革命活动之后ꎬ蔡元培对他依然大力支持ꎮ 蔡元培对湖南自修大学的

呼吁和推介ꎬ便是一例ꎮ 党的“一大”之后ꎬ毛泽东考虑到需要有一个学习马列主义、训练革命骨

干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教育场所ꎬ便与被他称为“肯做事ꎬ像一条牛”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一

起ꎬ主动联络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ꎬ利用该社房屋和经费ꎬ于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ꎬ
使弘扬湖湘文化的传统场所转变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优秀人才和革命干部的教育阵地ꎮ
那位“砍头不要紧ꎬ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先烈夏明翰ꎬ便是该校第一位入学就读的学生ꎬ后留校任

教ꎮ
湖南自修大学成立之初ꎬ由贺民范挂名校长ꎬ毛泽东任指导主任ꎬ负实际领导责任ꎬ并从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起任校长ꎮ 这是党的“一大”后全国创办的最早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

部的新型学校ꎬ后人称为“最初的党校”ꎬ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新纪元ꎮ 毛泽东亲书“湖
南自修大学”匾名ꎬ起草«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ꎬ拟定«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ꎬ撰写«湖南

自修大学入学须知»ꎬ阐明自修大学创办的动因、性质、宗旨和讲授与学习方法ꎮ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毛泽东特邀中共“一大”代表、«共产党宣言»译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曾任«新青年»编辑、
«共产党»月刊主编、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等)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ꎬ主持教务ꎮ

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与旧式大学根本不同的新型大学ꎬ是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ꎮ 它在教育

制度、组织形式、学习方式、招生制度、学生管理等方面均有所创新ꎬ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的集

中体现ꎮ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 日ꎬ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共 １３ 章 ３１ 条)在
湖南«大公报»连载ꎮ «大纲»规定自修大学的宗旨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ꎬ采取古

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ꎬ取自动的方法ꎬ研究各种学术ꎬ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ꎬ使文化普及

于平民ꎬ术学周流于社会ꎮ”①著名教育家李石曾称其“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新纪元”和“高等

教育普及之先导”ꎬ这使毛泽东深受鼓舞ꎮ
湖南自修大学的招生ꎬ不论身份ꎬ不拘年龄ꎬ不限资格ꎻ主要采用自学、小组讨论、师生互动、

自由研究的学习方法ꎬ坚决反对旧教育的注入式、填鸭式教学ꎬ倡导实施新教育的启发式、研讨式

教学ꎻ学生不收学费ꎬ寄宿者只收膳费ꎮ 该校设文、法两科:文科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伦
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等 １２ 门课程ꎻ法科有法律学、政治

学、经济学等 ３ 门课程ꎮ② 每个学员至少选修其中 １ 个科目ꎮ 学校积极聘用思想先进、经验丰富

的教员ꎬ如毛泽东、李达、何叔衡、李维汉、易礼容、罗宗翰、夏明翰等ꎮ 校内设有图书馆ꎬ大量搜

集、采购当时的各种进步书刊ꎻ学校还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教育

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等各种“研究会”ꎬ并设立了相关“研究所”ꎮ 从湖南自修大学的招生改

革、学习方法、课程设置、图书购置、成立各种学术社团和研究所、主张讨论式和研究式教学等方

面来看ꎬ毛泽东显然也深受在北大学习时蔡元培校长办学理念和教学改革的重要影响ꎮ
为适应赴法勤工俭学的需要ꎬ湖南自修大学于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开办了法文专修班ꎬ首次招生 ３０

余人ꎮ ５ 月 ５ 日ꎬ在“湖南一师”大礼堂隆重举行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１０４ 周年大会ꎬ毛泽东深入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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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作了题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两次重要演讲ꎬ撼人心魄ꎮ ９ 月ꎬ湖南自修大学

又开办了“附设成人补习学校”ꎬ毛泽东任指导主任ꎬ夏明翰任教务主任ꎬ招收学生 １００ 余人ꎮ 补

习学校由自修大学学生兼任教职员ꎮ 课程设置有国语、英语、数学、历史、地理 ５ 科ꎮ 虽然“课程

和当时一般中学差不多ꎬ但课程的内容却有分别ꎬ主要是讲授革命理论ꎬ以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ꎮ
语文课的教材ꎬ都是宣传革命斗争的文章ꎮ 课外时间ꎬ还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ꎻ经常举行时事

报告会ꎬ以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①ꎮ 李达除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ꎬ还编写了«马克思

主义名词解释»作为教学参考资料ꎬ印发给学员ꎬ人手一册ꎮ
蔡元培得知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ꎬ高度赞同ꎬ并欣然应聘为名誉校董ꎮ 蔡元培收到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ꎬ先是为湖南自修大学即兴题词:“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ꎬ
购置书器ꎬ延聘导师ꎬ因缘机会ꎬ积渐扩张ꎬ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ꎮ”②接着又写了一篇题为

«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的长文ꎬ发表在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出版的上海«新教育»第 ５ 卷第 １ 期上ꎮ
他在撰文中对湖南自修大学赞许有加、广为推介ꎬ誉为全国各省新设大学之榜样ꎮ 文末还附录了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全文ꎮ 他指出:“我的观察ꎬ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ꎬ把有学问的人

团聚在一处ꎬ一面研究高等学术ꎬ一面推行教育事业ꎬ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ꎮ”他高兴地写道:
“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ꎬ他的注重研究ꎬ注重图书馆、实验室ꎬ全与我的理想相

合ꎬ我欢喜得了不得ꎮ 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ꎬ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

模范者与?”③

在蔡元培影响下ꎬ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上海«东方杂志»第 ２０ 卷第 ６ 号转载了毛泽东撰写的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ꎻ在蔡元培的赞许下ꎬ毛泽东和李达一起ꎬ于 ４ 月 １０ 日创办了湖南自

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月刊ꎬ并在第 １ 卷第 １ 期上转载了蔡元培所写的«湖南自修大学介绍

与说明»一文ꎮ «新时代»月刊是一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深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进步刊

物ꎬ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ꎬ还有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ꎮ 该刊

共出版 ４ 期ꎮ ８ 月ꎬ自修大学又增设了附设中学ꎬ招收初级中学生 １ 个班ꎬ从而形成了补习学校、
中学部、大学部相互衔接的完整教育体系ꎬ先后培养了来自湖南 ３４ 个县和外省 ４ 个县的 ２００ 余

名进步青年ꎬ这些进步青年后来大多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和领导人才ꎮ
湖南自修大学从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建校到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被湖南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

正有碍治安”而强行关闭ꎬ只有近两年半的办学时间ꎬ但却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

新型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ꎮ 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这段经历ꎬ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旧教育

实行全方位革命改造的一次实际试验ꎬ也使毛泽东一直对这种具有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性质的

高等院校颇有好感ꎮ 后来ꎬ毛泽东又先后在苏区和陕北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１９３３ 年

３ 月)、“苏维埃大学”(１９３３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党校”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１９３７ 年 １ 月ꎬ简称“抗大”)、陕北公学(１９３７ 年 ９ 月)、鲁迅艺术学院(１９３８ 年 ４ 月)、中国女

子大学(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华北联合大学(１９３９ 年 ９ 月)、中国医科大学(１９４０ 年 ９ 月)、延安大学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等ꎮ 他还经常到这些“大学”为学生讲课、作报告ꎮ 有人统计ꎬ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１ 日陕

北公学成立后ꎬ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毛泽东两年内先后到该校演讲 １１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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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 年ꎬ是毛泽东对抗大讲话最多的一年ꎬ至少有 １７ 次ꎮ”①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毛泽东在中央

党校第五部、六部报告会上作讲演时还说过:“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ꎬ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

六将ꎬ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ꎬ滔滔而来ꎬ源源不断ꎮ 我那时不太忙ꎬ给他们三天一小讲ꎬ五天一大

讲ꎮ”②作为职业革命家ꎬ他革命不忘教育ꎬ教育不离革命ꎬ是一名出色的“干部教育演讲家”ꎮ 斯

诺夫人海伦曾把毛泽东誉为“中国的列宁”ꎮ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革命大学”ꎬ先后培养和造就了几十万优秀的党政军干部与专

业技术人才ꎮ 对此ꎬ毛泽东甚为满意ꎬ认为这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ꎮ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他在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说:“讲到大学ꎬ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ꎬ抗日军政大学ꎬ女子大

学等等ꎬ这都是很好的ꎮ 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ꎬ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ꎬ他
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ꎬ叫做有期大学ꎮ 而我们这个大学ꎬ可算是天下第一ꎬ叫做无期大学

我们这样的大学ꎬ是延安独创ꎬ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ꎬ不论在什么地方ꎬ华北、华中、华南各

地ꎬ不论什么人ꎬ共产党员也好ꎬ不是共产党员也好ꎬ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ꎮ”③

四、蔡元培有恩于青年毛泽东

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在其所著«三松堂自序»中曾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所以得到学生们

的爱戴ꎬ完全是人格的感召ꎮ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ꎬ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ꎮ 又如

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ꎬ说程颢‘纯粹如精金ꎬ温润如良玉ꎬ宽而有制ꎬ和而不流ꎮ’这几句

话ꎬ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ꎮ 这绝不是夸张ꎮ 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ꎬ觉得满屋子都是

这种气象ꎮ”④毛泽东也感受和沐浴了这种“气象”ꎬ深为蔡元培的人格和德行所感动ꎮ 概言之ꎬ蔡
元培不仅有启于、有助于、有益于青年毛泽东ꎬ而且有恩于青年毛泽东ꎮ 这里的“有恩”ꎬ主要是

指他对毛泽东岳父杨昌济教授的“丧事襄办”、对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同志的“全力营救”、对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力支持和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推动ꎮ
第一ꎬ蔡元培事无巨细、每必躬亲ꎬ尽最大努力襄办毛泽东的老师和岳父杨昌济的丧事ꎬ令身

临其境、耳闻目睹的毛泽东感激不尽ꎮ
杨昌济于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北京逝世后ꎬ蔡元培含悲为其发布启事、襄办丧事、举行追悼

会、为遗属集资、办理运柩护照等ꎮ 他与章士钊、范源濂、杨度、黎锦熙、毛泽东等 ２９ 人联名ꎬ在 １
月 ２２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５２１ 号上发表«启事»ꎬ称杨怀中先生“操行纯洁ꎬ笃志嗜学ꎬ雍容

讲坛ꎬ寒暑相继ꎬ勤恳不倦ꎬ学生景从ꎮ 参稽群籍ꎬ口讲之暇ꎬ复有译述ꎬ精神过劳ꎬ因遂致病ꎮ
先生固将以嗜学终其身”⑤ꎬ并“为杨昌济逝世征集赙金”ꎬ为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ꎮ⑥ １
月 ２３ 日ꎬ蔡元培又同胡适、马寅初、陶履恭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第 ５２２ 号上发表另一«启
事»:“本校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先生于本月十七日病殁于德国医院ꎬ身后极萧条ꎬ同人等拟为征集

赙金ꎮ 本校教职员及同学有愿致赙赠者ꎬ请送交会计课ꎬ以便汇交ꎮ”⑦收集到一定数额后ꎬ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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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家属ꎬ以作生活贴补(其中一部分后来杨开慧捐助毛泽东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ꎮ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时许ꎬ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ꎬ在悲壮低沉的

哀乐声中ꎬ走上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悯忠台”上所设的祭坛ꎬ沉痛宣布杨昌济先生追悼大会开

始ꎮ 稍顷ꎬ毛泽东作为逝者的学生缓步走上祭坛ꎬ首先向挂在灵堂正中的遗像三鞠躬ꎬ然后哽咽

地宣读了由蔡元培、毛泽东等 ２９ 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ꎬ语言悲切ꎬ催人泪下ꎬ深切悼念这位哲

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ꎮ
毛泽东此次抵京ꎬ本是为推进“驱张运动”而来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作为团长ꎬ毛泽东率领

湖南“驱张请愿团”成员 １００ 余人ꎬ声势浩大地前往北京ꎬ开展控诉、请愿、组织平民通讯社、揭露

张敬尧罪行等活动ꎮ 张敬尧是亲日派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忠实走卒ꎬ１９１８ 年 ３ 月率北洋军强行进

驻湖南就任督军兼省长ꎬ他伙同其三个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ꎬ在湖南纵兵抢掠、滥发纸币、
盗押矿产、强种鸦片、勒索军饷、践踏教育、伪造选举ꎮ 湖南人民对恣意妄为、无恶不作的张氏四

兄弟极为痛恨ꎬ时谚称:“堂堂呼张ꎬ尧舜禹汤ꎬ一二三四ꎬ虎豹豺狼ꎬ张毒不除ꎬ湖南无望ꎮ”湖南

人民对其恨之入骨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的湖南«大公报»报道:张敬尧一伙“植党营私ꎬ如昏如

醉ꎬ刮削民膏ꎬ牺牲民意ꎬ草菅人命ꎬ蹂躏民权ꎬ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ꎬ唯一己之骄奢是纵”ꎮ 为了

把专横跋扈、残害人民的张敬尧逐出湖南ꎬ毛泽东审时度势、顺风张帆ꎬ广泛联络社会各界人士ꎬ
在湖南发起组织了一场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声势浩大

的“驱张运动”ꎬ并被推选为赴京“驱张请愿团”团长ꎮ 毛泽东不负众望、中流掌舵ꎬ率领由 １００ 余

名代表组成的先锋队ꎬ乘车赶赴北京ꎬ为“驱张运动”奔走呼号ꎮ 然而ꎬ令毛泽东悲痛欲绝的是ꎬ
就在他到京的第 ３０ 天ꎬ与他关系最密切、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杨昌济ꎬ竟因久病不愈而在医院溘

然长逝ꎮ
杨昌济是蔡元培的好朋友、好同事ꎬ也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和北京大学时的老师ꎮ 他将

教书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ꎬ被誉为“第一师范的孔夫子”ꎮ 他思想开明、进步ꎬ为人刚正、真诚ꎬ一
直以“强避桃源作太古ꎬ欲栽大木拄长天”①自勉ꎮ 从 １９１３ 年在“湖南四师”相识至 １９２０ 年先生

谢世ꎬ毛泽东与杨昌济亲密的师生情谊长达 ８ 年ꎮ 毛泽东的理想追求、品德养成、哲学兴趣ꎬ读书

之博、之勤、之恒ꎬ以及读书过程中圈点批注、食必求化的习惯ꎬ都是得杨昌济先生之“真传”ꎮ 自

幼饱读儒家经典并精研宋明理学、服膺程朱的杨昌济ꎬ不仅以其“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哲学和

伦理学思想使青年毛泽东茅塞顿开ꎬ尤以他的忧国情怀、道德操守、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ꎬ赢得了

毛泽东的由衷敬佩与爱戴ꎮ 就此而言ꎬ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有着深刻的思想联系ꎬ并非一般意义

上的师生关系或翁婿关系ꎮ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ꎬ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知识良师和人生导师ꎬ
是指导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领路人ꎮ 正如周谷城所言:“毛主席学

问渊博ꎬ中西哲学无所不窥ꎬ是与杨先生早年的影响分不开的ꎮ”②毛泽东对杨昌济特别敬仰ꎬ一
直称他为“恩师”ꎬ赞颂他“弘通广大ꎬ最所佩服”③ꎮ １９３７ 年ꎬ他同斯诺谈话时说:“在我的青年时

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ꎬ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ꎮ”又说:“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

强烈信仰ꎬ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ꎮ”④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ꎬ杨昌济因病重住进北京西山医院ꎬ当时毛泽东正忙于“驱张运动”ꎮ 据周世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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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毛主席到北京后ꎬ和同去的代表ꎬ每天在寒风积雪中奔走于大街小巷ꎬ联络在京的湖南学

生、湖南议员和湖南名人、绅士ꎬ向他们宣传张敬尧的罪恶ꎬ要求他们支持驱张运动ꎮ”①１２ 月 ２０
日ꎬ毛泽东作为请愿团推选的六代表之一ꎬ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呈送请愿书ꎻ１２ 月 ２１ 日ꎬ在
北大举行了有北大学生代表参加的声讨张敬尧罪行的集会ꎻ１２ 月 ２２ 日ꎬ在其住地兼办公室———
北长街九十九号的福佑寺里成立了以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罪行为宗旨的“平民通讯社”并任社

长ꎬ每日及时向京、津、沪、汉等各地报馆发布新闻稿ꎬ总计 １５０ 多份ꎬ各地报纸纷纷刊载“平民通

讯社”新闻ꎬ造成强大的“驱张”舆论ꎻ１２ 月 ２８ 日ꎬ毛泽东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并讲话ꎬ同
与会者商讨“驱张”办法ꎮ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３ 日ꎬ在北大举行了有北大学生代表参加的声讨张敬尧集

会ꎻ１ 月 ８ 日ꎬ他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在北京陶然亭聚会ꎬ讨论“驱张”问题ꎻ２ 月 ４ 日ꎬ毛泽东等 ６
位谈判代表“以一周期满”ꎬ“访靳以践前约”ꎬ并两次组织示威游行ꎻ２ 月 １５ 日ꎬ旅京湖南学会成

立ꎬ毛泽东被选为编纂干事ꎮ “驱张”请愿团在北京先后进行了 ７ 次请愿活动ꎮ 黎锦熙曾在«在
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写道:“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ꎬ我到通讯社拜晤毛主席时ꎬ在
桌上发现一本毛主席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ꎬ毛主席还指示我精读这本书ꎮ 当时ꎬ毛主席的革

命工作非常繁重ꎬ却仍然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ꎬ用以指导革命实践ꎮ 这些至今仍

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ꎮ 案左放着油印机和通讯稿ꎮ”②这件事情ꎬ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曾对斯

诺说过:“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ꎮ 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

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ꎮ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ꎬ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ꎮ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ꎬ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

动摇过ꎮ”③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也说过:“记得我在 １９２０
年ꎬ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ꎬ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

主义史»ꎬ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ꎬ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ꎬ初步地得到

认识问题的方法论ꎮ”④

尽管毛泽东当时日程安排十分紧张ꎬ但仍挤时间多次到医院陪护杨昌济ꎬ协助杨开智、杨开

慧兄妹照看病父ꎮ １ 月 １７ 日杨昌济病逝后ꎬ毛泽东又同杨氏兄妹一起为先生守灵ꎬ协助杨家料

理全部后事ꎬ尽了学子之孝心ꎮ 毛泽东还亲笔为杨昌济写了一副挽联:“忆夫子易帻三呼ꎬ努力

努力齐努力ꎻ恨昊天不遗一老ꎬ无情无情太无情ꎮ”⑤

当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准备扶柩南返故里时ꎬ为使沿途能顺利通行ꎬ蔡元培于 ２ 月 ２ 日特写

一份手札给北大有关职能部门ꎬ要求快速办理杨昌济的“运柩护照”ꎮ 他写道:“文牍处[课]:速
呈教育部ꎬ请转咨陆军部即发杨昌济教授运柩护照ꎮ 蔡”⑥ꎮ 蔡元培这次尽心竭力地筹办杨昌济

丧事ꎬ毛泽东在京身临其境ꎬ耳闻目睹ꎬ刻骨铭心ꎬ对蔡元培校长感激不尽ꎮ
第二ꎬ蔡元培钦敬革命志士、痛恨反动军阀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声望ꎬ几度联络社会知名人

士ꎬ全力营救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ꎬ令毛泽东终生难忘ꎮ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辟江西苏区期间ꎬ根据党组织安排ꎬ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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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慧(１９２１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在长沙东乡板仓秘密开展党的工作ꎮ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至 ９ 月ꎬ毛泽

东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 ３ 万余人ꎬ分三路围攻长沙ꎬ终因其城防坚固、重兵把守而久攻不下ꎬ遂于

９ 月 １２ 日主动撤围退军ꎬ返回赣南根据地ꎮ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恨之入

骨ꎬ随即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ꎬ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抓人ꎬ并贴出

告示ꎬ悬赏大洋 １０００ 元“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ꎮ
由于群众的掩护ꎬ杨开慧曾两次脱险ꎮ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一直在外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杨开慧潜

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ꎬ不幸被在附近窥伺多日的密探发现ꎮ ６０ 多名“清乡队”队员ꎬ在何键手

下的特务、伪“湖南国术训练馆”教官范瑾熙带领下突然包围了杨家大屋ꎬ杨开慧不幸被捕ꎬ被关

入长沙陆军监狱ꎮ 敌人要她登报声明退党并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ꎬ即可获得自由ꎬ遭到杨开慧

的严词拒绝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长沙«大公报»刊登了“共首毛泽东之妻”杨开慧被捕的报道ꎮ 蔡元培从报纸上

和杨母向振熙处得知消息后ꎬ便迅即联合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展开了营救行动ꎮ 出于对毛泽东的

师生友情和对革命志士的钦敬ꎬ他奔波呼号ꎬ多次打电报给何键ꎬ要求保释ꎬ但卑鄙的军阀何键居

然阳奉阴违、先斩后奏ꎬ于 １１ 月 １４ 日将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秘密枪杀ꎬ第一枪并未击

中要害ꎬ她的身体还在颤动ꎬ惨无人道的刽子手又补了两枪ꎬ鲜血淋漓的杨开慧英勇就义ꎬ时年

２９ 岁ꎮ①牺牲前ꎬ杨开慧对前来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ꎬ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②

据作家肖永义(笔名楚天舒)记述:“开慧同志被捕后ꎬ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立即开展了紧张的

营救活动ꎮ 她六十岁的老母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还先后到了南京、上海等地ꎮ 他们在

上海找到杨怀中先生的好友蔡元培先生ꎬ蔡先生立即联合了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何

键ꎬ要求保释杨开慧同志ꎮ 反动透顶的何键得电后ꎬ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法ꎬ决定立即枪杀开慧

同志ꎬ然后复电ꎬ推说电报来迟ꎮ”③营救虽未成功ꎬ但对蔡元培的鼎力相助ꎬ毛泽东一直铭记

在心ꎮ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ꎬ正在中央苏区部署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共产党匪

首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被处决”的消息后ꎬ“泪飞顿作倾盆雨”ꎬ痛彻心扉ꎬ彻夜失眠ꎬ当即给

杨开慧的亲属写信说:“开慧之死ꎬ百身莫赎!”④并寄去 ３０ 块银元请妻兄杨开智(再托亲友伏慎

初)为杨开慧修墓立碑ꎬ上刻“毛母杨开慧墓ꎮ 男岸英、岸青、岸龙刻ꎮ 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样ꎮ
在杨开慧烈士陵园里ꎬ至今还保留着板仓人民用这笔钱为烈士竖立的墓碑ꎮ 营葬后人诗曰:“开
慧之殇恸糜涯ꎬ韶山红日板仓霞ꎮ 百身莫赎悲何切ꎬ营奠刊碑托伏家ꎮ”⑤

据 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３ 年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曾碧漪回忆:毛泽东和贺子珍有一次吵架吵得

很厉害ꎮ “起因是毛委员得知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ꎬ心里很难过ꎬ连
着两天没吃饭ꎮ 贺子珍同志见毛委员这样难过ꎬ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ꎬ使毛委员很恼火ꎮ 毛委员

说:杨开慧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ꎬ是革命烈士ꎬ我们都应该感到痛心ꎬ都应该深深地怀念她ꎮ 你如

果有革命同情感ꎬ也应该和我一样两天不想吃饭!”⑥由此可见ꎬ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深厚ꎬ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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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牺牲非常悲痛ꎮ
毛泽东对杨开慧应该说是情动终生ꎮ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晚ꎬ８２ 岁的毛泽东听芦荻连续读两遍

王粲的«登楼赋»后说道:“赋里含有故土之思ꎮ 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ꎬ感情总

是很深的ꎬ很难忘记的ꎬ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ꎮ 写«到韶山»ꎬ就是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往

事ꎬ对故乡是很怀念的ꎮ 写«答友人»ꎬ说‘斑竹一枝千滴泪ꎬ红霞万朵百重衣’ꎬ就是怀念杨开慧的ꎬ
开慧就是霞姑嘛! 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ꎬ不符合我的思想ꎮ”①因为杨开慧号霞、字云锦ꎮ 当

年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信ꎬ开头总是称“霞”ꎬ杨开慧则称他为“润”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毛泽东提到杨开

慧时ꎬ也多次以“霞姐”、“霞姑”称谓ꎬ所以有人称他们的结合为“韶山红日板仓霞”ꎮ
第三ꎬ蔡元培尽其所能地支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ꎬ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与恐吓ꎬ多次利

用个人威望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ꎬ并强烈谴责“黄庞流血事件”ꎬ大
力支持工人运动ꎬ令毛泽东感动不已ꎮ

关于“共产主义”ꎬ蔡元培在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４ 日与«国闻周报»记者谈话时曾指出:“共产主义ꎬ
为余素所服膺者ꎮ 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ꎬ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ꎮ”②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ꎬ蔡元培

曾为李季撰著、平凡书局出版的«马克思传»撰写序文ꎬ他写道:“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ꎬ而
不敢言苏俄ꎬ不敢言列宁ꎬ驯致不敢言马克思ꎬ此误会也ꎮ 孙先生于民生主义讲演中ꎬ承认马

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应论世知人之需要ꎬ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ꎮ”③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ꎬ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战

士牛兰(Ｎｏｕｌｅｎｓ)夫妇ꎮ 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ꎬ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
秘书ꎬ暗地担负组织和资助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ꎮ 牛兰夫妇被捕后ꎬ在狱中四次绝食以示抗议ꎬ
生命垂危ꎮ 蔡元培与宋庆龄闻讯后ꎬ多次过问此事ꎬ并于 ８ 月 ２５ 日再次致电国民政府ꎬ“请求特

赦牛兰夫妇”ꎮ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ꎮ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蔡元培等联

名给国民党当局拍去电报ꎬ要求爱惜人才ꎬ特宽两观之诛ꎬ开其自新之路ꎮ 没想到这一纸电文ꎬ却
遭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警告”ꎬ称蔡元培等徇于私情ꎬ曲家庇护ꎬ为反动张目ꎮ 蔡元培并没有

被吓倒ꎬ竟两次去监狱看望陈独秀ꎬ并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撰写序文ꎮ
为尽可能多地营救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ꎬ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于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ꎮ 宋庆龄任主席ꎬ蔡元培任副主席ꎬ杨杏佛任总干

事ꎮ 同盟的任务ꎬ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ꎬ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ꎬ争取人民的出版、言
论、集会和结社自由ꎮ 为此ꎬ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于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作出决议:蔡元培、宋庆

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ꎬ发表宣言ꎬ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ꎬ实破坏本党威信ꎬ逾越中委职权ꎬ应
请中央解散该团体ꎬ并于蔡、宋等以警告ꎮ ３ 月 １４ 日ꎬ马克思逝世 ５０ 周年ꎬ蔡元培会同陶行知、
李公朴、陈望道等 １００ 余人发起纪念会ꎬ并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讲座上发表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概论»的演说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ꎮ 鲁迅说过ꎬ打死杨杏佛ꎬ原是对于孙夫人

和蔡先生的警告ꎬ但他们是坚决的ꎮ 蔡元培不顾反动派的恐吓ꎬ冒着生命危险ꎬ为杨杏佛主办一

切丧葬事宜ꎬ撰写祭文ꎬ抚恤遗孤ꎬ并在中央研究院设立“杨铨社会科学奖金”以作纪念ꎮ
蔡元培和宋庆龄多次以个人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名义致电蒋介石、南京中央党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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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延明:蔡元培与青年毛泽东

政府ꎬ积极为营救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刘煜生、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陈广、丁玲、潘
梓年、李少石、瞿秋白、范文澜等人四处奔走ꎮ 其中绝大多数人经营救幸免其难ꎮ 党的“三大”代
表、中央候补执委、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徐梅坤(后改名徐行之)ꎬ１９２２ 年初由陈独秀介绍在上

海加入中国共产党ꎬ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在萧山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ꎬ判为死刑ꎬ由于蔡元培出面营救ꎬ
改判为无期徒刑ꎬ后来关押于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 ８ 年多ꎬ于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被保释出狱ꎬ新
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工作ꎬ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在北京逝世ꎬ享年 １０４ 岁ꎮ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３ 日ꎬ邓小平在宋庆龄追悼大会的悼词中说:“(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
国民权保障同盟’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ꎬ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

反蒋爱国民主人士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ꎮ”①这既是对宋庆龄的深切悼念ꎬ也是对

蔡元培的高度评价ꎮ
蔡元培对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开展的工人运动ꎬ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ꎮ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凌晨ꎬ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赵恒惕残忍杀害ꎮ 黄、庞两人

是优秀的青年工运领袖ꎬ也是中国最早为工人阶级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驱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中旬ꎬ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从上海到桂林和孙中山会晤ꎬ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
留ꎬ专门与毛泽东、黄爱、庞人铨等人进行了座谈交流ꎬ充分肯定了他们开展工人运动的做法和魄

力ꎮ 毛泽东对黄、庞两人被害万分悲痛、义愤填膺ꎬ除在长沙组织开展相应的悼念活动外ꎬ还到上

海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两位工运领袖被害经过ꎬ确认两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身份ꎬ并呼吁全国

社会各界声援湖南工人反对赵恒惕运动ꎮ ２ 月 １ 日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沪召开大会ꎬ毛泽东

在会上介绍了黄爱和庞人铨被害的经过以及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情况ꎬ大会决定为他们

召开追悼大会ꎬ借以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ꎮ
蔡元培得知这一消息后ꎬ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撰写了«黄庞流血感言»一文ꎬ称赞他们是“我

们最好的模范”ꎬ声援湖南毛泽东等人的革命行动ꎬ呼吁“血债血偿”ꎮ 他写道:“黄、庞两先生从

学校毕业后ꎬ就到工厂里ꎬ组织湖南劳工会ꎬ这是他们实行‘到民间去’的格言ꎬ不是我们的

模范吗? 虽然被捕入狱ꎬ出狱以后还是进行ꎮ 这种牺牲的精神ꎬ又不是我们最好的模范

吗?”他悲愤地写道:“现在两先生竟为劳动运动死了ꎬ在两先生自然死而无憾ꎮ 我们后死的人ꎬ
就有两种最直接的责任:一是完成两先生还没有做成的事业ꎬ二是替两先生复仇ꎮ”他坚决指出:
“这一回的事变ꎬ直接加害的是赵恒惕ꎬ即就应该把赵恒惕来偿命ꎮ”②

这次血案ꎬ使毛泽东认清了反动派的真面目ꎬ加快了他建立湖南党组织和工团联合会、推翻

赵恒惕军阀统治的步伐ꎮ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ꎬ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ꎬ委
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ꎮ 区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ꎬ有党员 ３０ 余人ꎮ③ ９ 月 ９ 日ꎬ毛泽

东、郭亮等组织掀起了湖南第一个工运高潮———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ꎻ９ 月 １４ 日ꎬ毛泽东、刘少

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 １７０００ 名工人大罢工ꎬ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ꎮ 之后ꎬ毛泽

东又组织领导了长沙泥木、缝纫、理发、笔业、印刷、矿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ꎮ 他后来回

忆说:“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ꎬ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

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ꎮ”④１１ 月 ５ 日ꎬ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ꎬ毛泽东任总干事ꎬ辖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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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ꎬ会员 ４ 万余人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

全省工团联合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 １ 万多名工人和群众ꎬ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亦称

“太平洋会议”或“九国会议”)的示威游行ꎬ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ꎮ
第四ꎬ面对国土沦陷、日军入侵的深重民族灾难ꎬ蔡元培呼吁抵抗日寇、救亡图存ꎬ赞同毛泽

东给他的“公开信”主张ꎬ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ꎬ并多次领衔ꎬ联名政界、教育界、文
化界知名人士向国民党政府和国际组织致电ꎬ强烈谴责日军暴行ꎬ呼吁国内与国际社会阻止日军

侵华行径ꎮ 晚年居港期间ꎬ蔡元培也尽力为抗日救亡多做贡献ꎮ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ꎬ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ꎬ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

长汪精卫却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ꎬ蔡元培对他多次劝诫ꎮ 一次ꎬ汪精卫在南京请他共进晚餐ꎬ
席间ꎬ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ꎬ我们应该坚定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ꎬ我们的后辈也

抵抗ꎮ 中国一定有出路ꎮ” ①言犹未毕ꎬ两行热泪潸然而下ꎬ泪珠滴入汤盘中ꎬ他竟和着汤一饮而

尽ꎮ 听其言而观其行ꎬ举座动容ꎬ无不肃然起敬ꎮ 汪精卫则神情尴尬ꎬ如坐针毡ꎮ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蔡元培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题为«日本往哪里去»的文章ꎬ文末写道:“总之ꎬ如问‘日本

往哪里去?’我们的答案是:走往危机的路上去ꎮ”②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蔡元培与冯玉祥等 ２２ 人向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提出«救亡大计案»ꎬ要求“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居住、信仰之完

全自由”“大赦政治犯”“精诚团结”“充实军备”“注意防灾救灾”③等ꎮ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为推动全国各界联合抗日、救亡图存ꎬ共产党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书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封长信给横跨政学两界的元老蔡元培ꎬ阐述全民抗战方针ꎬ倡导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ꎬ希望得到他的推动和引领ꎮ
毛泽东认为ꎬ蔡元培是光复会和同盟会有影响的人物ꎬ又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学术和文

化界的领袖ꎬ主张抗日救国ꎬ属于国民党内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ꎮ 如果把像蔡元培这样的旗帜

性人物争取过来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ꎬ那就一定会起到有力的推动和引导作用ꎮ
毛泽东给蔡元培的长信情真意切、语调铿锵、笔锋刚劲ꎬ颇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雄风ꎬ极

具振聋发聩、感人肺腑之力量ꎮ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今日者何日? 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ꎮ
所谓亡国灭种者ꎬ旷古旷世无与伦比ꎬ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ꎬ国人

皆曰可行ꎬ知先生亦必曰可行ꎬ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ꎬ或则曰要缓行先生

将何以处此耶? 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ꎬ虽旧策之重提ꎬ实救亡之至计ꎬ先生将何

以处此耶? 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ꎬ闻之而欢跃者ꎬ更绝不止我一人ꎬ绝
不止共产党ꎬ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ꎬ毫无疑义也ꎮ 然而百尺竿头ꎬ更进一步ꎬ持此大义ꎬ起而率

先ꎬ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ꎬ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ꎬ当民族危亡之顷ꎬ作狂澜逆

挽之谋ꎬ不但坐言ꎬ而且起行ꎬ不但同情ꎬ而且倡导ꎬ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ꎬ放弃其对外退让

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ꎬ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ꎬ发动全国海陆空军ꎬ实行真正之抗

日作战ꎬ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ꎬ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

境ꎬ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ꎬ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ꎬ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ꎮ 若然ꎬ则先生

者ꎬ必将照耀万世ꎬ留芳千代ꎬ买丝争绣ꎬ遍于通国之人ꎬ置邮而传ꎬ沸于全民之口矣ꎮ”然后ꎬ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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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延明:蔡元培与青年毛泽东

东赫然写下 ７０ 名国民党和知名民主人士的姓名ꎮ 信末写道:“一切之党国故人ꎬ学术师友ꎬ社会

朋旧ꎬ统此致讯ꎮ 寇深祸急ꎬ率尔进言ꎮ 风雨同舟ꎬ愿闻明教ꎮ”①

这样ꎬ毛泽东的这封长信等于是写给蔡元培领衔的 ７１ 位社会知名人士的ꎮ 据有关书籍介

绍ꎬ蔡元培收到此信后ꎬ面对“三问”ꎬ热血贲张ꎬ不顾年迈古稀ꎬ即刻奔赴南京面见蒋介石ꎬ苦谏

国共联合抗日ꎮ “蒋介石不愿意见这些老面孔ꎬ板着脸说ꎬ我知道了ꎬ我会考虑的ꎮ 蔡元培说ꎬ委
员长不答应ꎬ我不会走ꎮ 蒋介石说ꎬ我还有军事会议ꎮ 政治秘书陈布雷把蔡元培劝出来ꎬ蔡元培

愤然绝食ꎬ舆论界立即喧哗一片ꎮ 蒋介石怕把事情闹大ꎬ只好又把蔡元培找来ꎬ说ꎬ你不是说要国

共共同抗日吗? 我听你的ꎬ把周恩来、朱德叫来吧ꎮ 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ꎬ这是真的ꎬ你不要怀

疑ꎮ 你放心回去吧ꎬ不要绝食了ꎬ党国是需要你的ꎮ”②此后ꎬ蔡元培积极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而奔波ꎬ继续为保障人权而斗争ꎬ不畏强权ꎬ不惧恐吓ꎬ并为营救瞿秋白、邹韬奋等共产党人做

了大量工作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鲁迅逝世ꎮ 蔡元培不顾当局阻挠ꎬ与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ꎬ主持丧

葬事宜ꎬ亲为执绋送殡ꎬ在墓地葬仪上致悼词ꎮ 所撰«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ꎬ岂惟中国小说

史ꎻ遗言太沉痛ꎬ莫作空头文学家ꎮ”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蔡元培前往苏联驻沪总领事馆ꎬ祝贺苏联

建国 １９ 周年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撰写«记鲁迅先生轶事»等纪念文章ꎬ发表在«宇宙风»第 ２９ 期ꎬ称他

为“新文学开山者”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ꎬ全力推动和资助«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ꎬ后又

抱病为«鲁迅全集»作序ꎬ体现了他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 (郭沫若语)ꎮ 这也是蔡元培在中

国大陆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ꎮ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ꎻ７ 月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ꎻ８ 月 １３ 日ꎬ日

军进攻上海ꎬ守军奋起抵抗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ꎮ ８
月 ２２ 日ꎬ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国民党中央公布中共致送的«国共合作

宣言»ꎮ １１ 月 ２ 日ꎬ蔡元培领衔ꎬ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暨南大学校长何

炳松、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联名致电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ꎬ
吁请“采取强硬而有效之集体措置ꎬ阻止日本在华之侵略”③ꎬ并公开发表在 １１ 月 ３ 日上海«大公

报»上ꎮ １１ 月 ５ 日ꎬ蔡元培又联络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

伯苓、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 １０２ 人ꎬ在 １１ 月 ６ 日上海«大公报»上刊发了«发表日本破坏我国

教育机关之英文事实声明»ꎮ④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刊发上海沦陷ꎬ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ꎮ 蔡元培不

愿去陪都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同流合污ꎬ遂于 １１ 月 ２７ 日由丁西林等人陪同抱病离沪赴港ꎮ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蔡元培夫人及子女同赴香港ꎬ后全家在九龙租定寓所ꎮ
居港期间ꎬ蔡元培身在孤岛、心系延安ꎬ对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民族大业非常关心和牵挂ꎮ 在

晚年的岁月里ꎬ蔡元培深怀民族大义ꎬ充满爱国热情ꎬ多次表达出对中华民族的忧患和抗战必胜

的信念ꎬ尽其所能地为抗日救亡多做贡献ꎮ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蔡元培赋诗抒发抗战必胜之信心:“由来境异便情迁ꎬ历史循环溯大原ꎮ

还我河山旧标语ꎬ可能实现在今年?”⑤４ 月 ２３ 日ꎬ吴玉章在香港拜访蔡元培、谈到抗日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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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的话题时ꎬ蔡元培高兴地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ꎬ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ꎮ”５ 月 ２０
日ꎬ他应宋庆龄之邀ꎬ出席了保卫中国大同盟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会ꎬ并发表演说ꎮ 他提出:“全
民抗战ꎬ必使人人有宁静的头脑与刚毅的意志ꎮ”９ 月 ２３ 日ꎬ蔡元培、郭沫若以全国文化界名义ꎬ
发出«日内瓦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转致国际联盟大会主席电»ꎬ揭露日本侵华罪行ꎬ“希即依据盟

约第十七条ꎬ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ꎮ①该电公开发表于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重庆«新华日

报»ꎮ １１ 月ꎬ蔡元培又撰一诗聊发感慨:“枫叶荻花瑟瑟秋ꎬ江州司马感牢愁ꎬ而今痛苦何时已ꎬ白
骨皑皑战血流ꎮ”②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４ 日ꎬ蔡元培被第二届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推举为名誉主席ꎮ １２ 月 ７ 日ꎬ
他满怀热情与责任ꎬ字斟句酌ꎬ慷慨陈词ꎬ以«满江红»为词牌撰写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

会歌»ꎮ 他写道:“公理昭彰ꎬ战胜强权在今日ꎮ 概不问ꎬ领土大小ꎬ军容赢诎ꎮ 文化同肩维护任ꎬ
武装合组抵抗术ꎮ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ꎬ齐努力ꎮ 我中华ꎬ泱泱国ꎮ 爱和平ꎬ御强敌ꎮ 两年来博得

同情洋溢ꎮ 独立宁辞经百战ꎬ众擎无愧参全责ꎮ 与友邦共奏凯旋歌ꎬ显成绩ꎮ”③居港期间ꎬ他仔

细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ꎬ１９３７ 年出版)及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续
西行漫记»(又名«红色中国内幕»ꎬ１９３９ 年出版)ꎬ并于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６ 日写了详细的读书札记ꎬ多
次表达出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共产党人的关心ꎮ 在阅读«西行漫记»时ꎬ他在日记上抄下了每

一章的标题ꎬ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ꎬ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ꎬ‘论对日战争’等节ꎬ述毛泽东

的意见颇详ꎮ 第十二章ꎬ叙西安事变ꎮ”他在阅读«续西行漫记»时ꎬ也记录得很详细ꎬ其中写道:
“第四章之第四节ꎬ关于托派的二、三事ꎮ 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ꎬ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ꎬ说
得甚为恳切ꎮ”④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蔡元培对他的帮助和支持ꎬ一直对蔡先生的高风亮节十分敬仰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５ 日ꎬ由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ꎬ毛泽东亲临讲话ꎬ推
举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ꎻ当月 ２０ 日ꎬ即蔡元培弥留前的第 １４ 天ꎬ由毛泽东发起的“延安各界

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ꎬ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ꎬ蔡元培又被推举为名誉

主席团成员ꎮ 可见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对蔡元培的敬慕之情ꎮ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５ 日ꎬ蔡元培在香港因病溘然长逝ꎬ享年 ７３ 岁ꎮ ３ 月 ７ 日ꎬ毛泽东由延安发出唁

电ꎬ深致悼念:“孑民先生ꎬ学界泰斗ꎬ人世楷模ꎬ遽归道山ꎬ震悼曷极! 谨电驰唁ꎬ尚祈节哀ꎮ 毛

泽东叩ꎮ”⑤毛泽东以凝练的语言ꎬ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学问和人格ꎮ ３ 月 ９ 日ꎬ中共中央发

出唁电ꎬ极表痛惜:“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ꎬ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勋劳卓著ꎬ培植无数革

命青年ꎬ促成国共两党合作ꎮ 遽闻溘逝ꎬ无任痛惜!”中共中央还特派驻港负责人廖承志为

代表慰问其家属ꎮ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ꎬ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蔡元培大会ꎮ 会场悬

满挽联ꎮ 毛泽东的挽联是:“老成凋谢ꎮ”周恩来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ꎬ先生之志在民族

革命ꎻ从五四到人权同盟ꎬ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ꎮ”⑥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５ 日ꎬ即蔡元培逝世三周年纪念日ꎬ«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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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延明:蔡元培与青年毛泽东

生»的社论ꎬ系统全面地总结和评述了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ꎮ 其中写道:“蔡先

生的主办北大ꎬ其作风ꎬ其成就ꎬ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ꎬ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

的ꎮ 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ꎬ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ꎬ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ꎬ二由于他对

青年的热诚爱护ꎮ 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的精神所笼罩的北大ꎬ不仅成为中国新

文化的发祥地ꎬ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ꎮ”①而在受惠于蔡元培“这种民主作风和爱

护青年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成员中ꎬ无疑也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ꎮ
１９６２ 年春ꎬ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在

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ꎬ陈毅元帅领他去见毛泽东ꎮ 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
“你的父亲真是好人!”②“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民族伟人”、“学术领袖”、“五四先导”、“真
是好人”ꎬ这就是毛泽东对蔡元培一生的高度评价ꎮ 这些评价ꎬ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蔡元培的高

度尊重与深切怀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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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的方法论意蕴

∗①

蒋翠婷　 石书臣
(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

　 　 摘要:　 习近平同志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和论述ꎬ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南ꎮ 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结构ꎬ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

相统一的思维方法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ꎬ体现了主导性与兼容性相结合的思维方法ꎻ“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形式ꎬ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维方法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

措ꎬ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维方法ꎮ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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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同志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ꎬ对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习近平同志从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高度ꎬ进一步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ꎬ并
着重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ꎬ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继承革命文化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ꎬ更好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ꎬ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ꎮ”②这无疑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新的方法论启示ꎬ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ꎮ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结构ꎬ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相统一的思维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分别阐述的统一整体ꎮ «关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ꎬ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ꎬ这 ２４ 个字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ꎬ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ꎮ”③这就明

确了国家、社会和个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重要层面和主体ꎮ 对此ꎬ习近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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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此高度重视:“核心价值观ꎬ其实就是一种德ꎬ既是个人的德ꎬ也是一种大德ꎬ就是国家的德、社
会的德ꎮ 国无德不兴ꎬ人无德不立ꎮ”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着个人的德、国家的德和社会的德

等层次丰富的内涵ꎬ同时在三个层次上都有其重大意义ꎬ“这个概括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

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②ꎮ 在区分层次的基础上ꎬ要“把涉

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③ꎮ 在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ꎬ党
和国家从不舍弃或者偏重“三个倡导”中的任一层面ꎬ而是始终将这三个部分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要

求ꎬ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相统一的思维方法ꎮ
其实ꎬ这一思维方法是对中国传统家国观念的继承和发展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ꎬ“家国一

体”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显著特征ꎮ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ꎬ先治其国ꎻ欲
治其国者ꎬ先齐其家ꎻ欲齐其家者ꎬ先修其身ꎻ欲修其身者ꎬ先正其心ꎻ欲正其心者ꎬ先诚其意ꎻ欲诚

其意者ꎬ先致其知ꎻ致知在格物ꎮ 物格而后知至ꎬ知至而后意诚ꎬ意诚而后心正ꎬ心正而后身修ꎬ修
身而后家齐ꎬ家齐而后国治ꎬ国治而后天下平ꎮ”这之中体现出来的儒家修齐治平纲领深入人心ꎬ
其逻辑就是由“己”及“家”至“国”再到“天下”ꎬ层层扩展ꎬ将因小农经济而形成的紧密团结的

“家”的结构和观念投射到“国”和“天下”之上ꎬ由家庭成员休戚与共的血缘亲情推及天下ꎬ形成

一个庞大的共同体ꎮ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观是‘家国同构’的ꎬ中国把国家这种共同体称为

‘国家’ꎬ暗示着中国的‘国家’是家的扩大版ꎬ是由无数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组成的

有机体ꎮ”④习近平同志深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ꎬ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ꎮ 这种将国家、社会

和个人作为统一整体的观念常常在他的相关论述中体现出来ꎬ比如:“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ꎬ
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ꎮ 国家好、民族好ꎬ大家才会好ꎮ”⑤“人民有信仰ꎬ民族有希望ꎬ国家有力

量ꎮ”⑥习近平认为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ꎮ 他指出:“从某种角度看ꎬ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ꎬ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ꎬ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

要求ꎮ”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ꎬ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

准则融为一体ꎬ正是国家、社会、个人不可分割的整体理念深深渗透在中华民族血液之中的体现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式上区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ꎬ分层次反映国家、社会和

个人的价值诉求ꎬ分别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上来说明其意义和效用ꎮ 在国家层面倡

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ꎬ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ꎬ
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ꎮ 这种区分仅因各层次的侧重点有所不

同ꎬ而绝无对抗性的矛盾ꎬ其本质是一致的ꎮ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主导ꎬ为社会价值取向和个

人价值规范提供目标指引和方向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保障ꎬ为国家价值目标的实现和个人价

值规范遵循提供制度和环境支撑ꎻ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基础ꎬ个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小细胞ꎬ个
人践行价值准则ꎬ形成良好的个人素养ꎬ进而推及社会ꎬ选择和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ꎬ最后成就国

家的价值目标ꎮ “三个倡导”结构严谨ꎬ融会贯通ꎬ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联系体现了国家、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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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三重主体之间互为条件、互为支撑、辩证互动、协调推进的关系ꎬ具有高度的整体性、系统性、
科学性、严谨性ꎮ

“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通过分层次来体现的整体性要求ꎬ不能割裂ꎮ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国家制度建构的原则ꎬ体现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基本制度中ꎬ体现在方针政

策的制定中ꎬ也体现在体制机制的运行中ꎬ体现在社会管理活动中ꎻ同时ꎬ也就必然地要求体现在

每一个公民的思想和言行之中ꎮ”①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

值准则将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全

国性、整体性的战略任务ꎬ任何一个层面的缺失都无法顺利完成ꎬ需要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

协调推进ꎬ互相促进ꎮ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ꎬ体现了主导性与兼容性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主导性与兼容性相结合的思维方法ꎮ 马克思主义关

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认为ꎬ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ꎬ
既要看到事物发展的统一性ꎬ突出其主导地位ꎬ又要看到事物形态的多样性ꎬ有兼容并蓄的意识ꎬ
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ꎮ 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要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ꎬ继承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ꎬ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ꎬ体现了时代精神ꎮ”②这一论述对正确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内在结构有重要指导意义ꎬ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具有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观ꎬ这是其主导性的体现ꎬ同时在兼容性上体现为继承了以儒家文化为

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借鉴了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世界优秀文明ꎮ 三者融会贯通ꎬ体现了习

近平同志“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构想ꎬ体现了主导性与兼

容性相结合的思维方法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体现为核心价值观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ꎮ 习近平同

志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ꎮ 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

的最深层次要素ꎮ”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最深层次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主

义性质和方向ꎮ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ꎬ
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何一个价值理念都

不能脱离“社会主义”这一定语来理解ꎮ 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ꎬ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ꎬ毋
庸置疑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ꎮ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肯定了我国在思想文化建设方

面的新进展ꎬ同时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④ꎬ再一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ꎮ 同时ꎬ«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以邓小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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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

讲话精神ꎮ”①也就是说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ꎮ 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确保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ꎮ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社会

主义本质要求ꎮ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ꎬ发展生产力ꎬ消灭剥削ꎬ消除两极分化ꎬ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指的是共同富裕ꎬ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ꎮ
“自由”是对人的解放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ꎬ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ꎬ“平等” “公正” “法
治”为消灭剥削ꎬ消除两极分化创设合理的社会规则和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这些都有利于维护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ꎬ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ꎮ 三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明确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当前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ꎬ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

目标是“分两步走”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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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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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ꎮ 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要求既有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

要求ꎬ也有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要求ꎮ 这些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都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了体现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ꎬ具有兼容性的特点ꎮ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政治和伦理智慧为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精神命脉提供了重要滋养ꎬ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渊源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必须从中汲

取丰富营养ꎬ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ꎮ”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继承了其中许多精华部分ꎮ 例如:从“夫仁者ꎬ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的友善仁爱思想到“民为贵ꎬ社稷次之ꎬ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的仁政民本思想ꎻ从“言必

信ꎬ行必果”(«论语子路»)的信守承诺到“君子喻于义ꎬ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重义

轻利的义利观ꎻ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到“君子和而不同ꎬ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

路»)的人与人的友善关系等ꎮ 这些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民主”、“诚
信”、“和谐”等思想中得到了继承ꎬ并在内涵上作了时代转化ꎬ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

求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ꎮ 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重要性:“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牢固的核心价

值观ꎬ都有其固有的根本ꎮ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ꎮ 博大精深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ꎮ”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以西方文

化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式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ꎬ当今世界各国

人民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ꎬ拥有“共同价值”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ꎬ是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⑤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种共同价值基础上的具体表现形式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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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北京:外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７０ 页ꎮ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北京:外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６３－１６４ 页ꎮ
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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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ꎮ 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

均作出了重要贡献ꎬ尤其是倡导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民主法治的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确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ꎬ也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的一部分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立足中国国情、传承民族传统的“根”的
基础上ꎬ吸收和借鉴了近代以来各国共创的、体现出人类共同文明、有普遍适用性的“民主”“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ꎮ 在对这些概念语词进行兼容的同时ꎬ对其体现出来的合理价

值内核也实现了兼容ꎮ 这种兼容是在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ꎬ剔除其中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极
端利己主义等消极成分ꎬ也摒弃了西方国家刻意强调其价值观普世性的侵略性意识形态话语ꎬ作
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解释ꎮ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和

借鉴ꎬ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的兼容性ꎮ
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阐释体现了主导性与兼容性相结合的思维方

法ꎮ 一方面ꎬ主导性处于支配地位ꎬ是方向引领ꎬ保障多样性的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ꎬ坚持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ꎬ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ꎮ 另一方面ꎬ主导性不能脱离和代

替多样性ꎬ应当有兼容意识ꎬ否则就会孤立、僵化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

脱离的价值观ꎬ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兼容并蓄ꎬ对古今中外有益的思想智慧吸收借鉴ꎬ取长补短ꎬ求
同存异ꎬ才能更好地完善自我、凝心聚力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坚持主导性ꎬ突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ꎻ也应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展开转化和创新ꎬ体现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ꎻ还要充分借鉴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优秀文明成果ꎬ凸显世界视野ꎮ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形式ꎬ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维方法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党的十九大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始终坚持“培育和践行”的一体表述ꎬ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体性

要求ꎬ这种一体化的表述是对传统“知行合一”理念的肯定和强化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一体化要求是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理念的延续ꎮ

“知”和“行”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讨论颇多ꎬ有“非知之艰ꎬ行之惟艰”(«尚书说命»)行
比知难的思想ꎬ有“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ꎬ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劝学»)和“始吾于人

也ꎬ听其言而信其行ꎮ 今吾于人也ꎬ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表达既重视认知又重视

行为的理念ꎬ有程朱学派的知先于行ꎬ行重于知ꎬ最终形成了王阳明“知是行的主意ꎬ行是知的工

夫ꎻ知是行之始ꎬ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的知行合一观ꎮ 王阳明认为道德理念的萌生就是道德

行为的开始ꎬ道德实践只是道德理念得以实施的路径ꎬ“知”与“行”本就是同一事物或者同一进

程的两个方面ꎬ不能截然分开ꎮ 他的知行合一观既重视人的内在道德自觉ꎬ强调在精神上下功

夫ꎬ也关注人的道德实践ꎬ强调将道德认知落实到行动上ꎬ做到言行一致ꎬ表里如一ꎮ 现代汉语把

“知”理解为科学知识或者道德知识ꎬ“行”理解为人的实践ꎬ“知行合一”就是指认识事物的道理

与实行其事密不可分ꎬ知中有行ꎬ行中有知ꎬ知行结合ꎬ互相促进ꎮ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坚持知行合一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

来源ꎬ是认识发展的动力ꎬ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ꎬ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和预测意义ꎬ在社会

生活中ꎬ应当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ꎮ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ꎬ有强烈的知行合

一意识ꎬ并在实践中坚持这一思维方法ꎮ 毛泽东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ꎬ结合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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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革命实践ꎬ深刻揭示了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关系ꎬ坚持知行合一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革命和建设之路ꎮ 邓小平主张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ꎬ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新的时代背景相结合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

来不是教条ꎬ而是行动的指南ꎮ 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ꎬ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

际ꎬ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ꎬ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①ꎮ 江泽民同志主张将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ꎬ在德治中做到“德”的知与行相统一ꎬ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９０ 周年大会上

说“希望你们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ꎮ 认知只有赋之实践ꎬ才具有彻底的意义”②ꎮ 由此观

之ꎬ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传统思维ꎮ
习近平同志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ꎬ也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维方

式ꎮ 他不仅一直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体表述ꎬ而且在培育和践行的方法上

再三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ꎬ习近平同志在«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讲话中指出:“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

密结合起来ꎬ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ꎮ”③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４
日ꎬ习近平同志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指出:“道不可坐论ꎬ德不能

空谈ꎮ 于实处用力ꎬ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ꎬ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ꎬ外化为人们

的自觉行动ꎮ”④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ꎬ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ꎮ”⑤他还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⑥ꎬ教育引导

侧重培育“知”的部分ꎬ实践养成侧重践行部分ꎮ 这些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

重视认知和实践相结合的论述和指导ꎬ正是知行合一思维方式的体现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体现了 “知行合一”的思维方法ꎬ“培育”与知行合一中的

“知”ꎬ“践行”与知行合一中的“行”互相呼应ꎬ“培育和践行”既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和

理念的习得ꎬ也强调身体力行的价值观实践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战略任务本

身蕴含着双重逻辑ꎬ即思想的传播、占领和实践的规范、施行ꎮ 一方面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知的重要性ꎬ深刻而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ꎬ促进全民的认知认同ꎬ内化

于心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个人的价值遵循和行为准则ꎬ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

思想基础ꎻ另一方面突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ꎬ在认知的基础上外化于行ꎬ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念付诸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ꎬ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ꎮ “知”是前

提ꎬ“行”是关键ꎬ知行合一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践行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过程中感悟ꎬ志存高远也脚踏实地ꎬ“培育”和“践行”不可偏废任何一方ꎬ而应紧密结合ꎬ
互相促进ꎬ在实践活动中合二为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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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１４６ 页ꎮ
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ꎮ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北京:外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５２－５３ 页ꎮ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北京:外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７３ 页ꎮ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ꎮ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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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ꎬ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

质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ꎬ从本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共同发

展、互相促进的思维方法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中包含了众多道德层面的要求ꎬ如
“敬业”“诚信”“友善”ꎬ同时也包含了法律层面的内容ꎬ如“法治”ꎬ而“自由”“平等”“公正”等价

值理念也需要“法治”来保证实现ꎮ 在此ꎬ“法治”既具有人们所熟知的工具性意义ꎬ同时与社会

主义结合也具有了价值取向的意义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既蕴含了道德理念ꎬ也融

合了法治思维ꎬ“德”和“法”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ꎮ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核心

价值观就是一种德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举措上ꎬ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作为一项重大举措ꎮ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ꎬ习近平同志指

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ꎬ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ꎮ 要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ꎬ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公共政策中ꎬ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ꎬ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ꎮ”①随后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ꎮ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与法治建设紧密

结合ꎬ充分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维方法ꎮ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维方法指的是在治国之道中主张将德治和法治结合使用ꎬ以形成良

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ꎬ维护国家和平安定ꎬ人民生活幸福ꎮ 古往今来ꎬ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

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巨大力量:一种是道德ꎬ一种是法律ꎮ 两者分别以自律和他律、软实力和硬实

力的方式呈现ꎬ互相补充ꎬ不可分割ꎮ 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便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ꎬ只
是彼时的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以德治为主ꎬ法治为辅ꎮ 如孔子的“德治”为主ꎬ宽猛相济———“宽
以济猛ꎬ猛以济宽ꎬ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ꎻ孟子的“仁政”思想和“徒善不足以为政ꎬ
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滕文公下»)ꎻ荀子的“不教而诛ꎬ则刑繁而邪不胜ꎻ教而不诛ꎬ则奸民

不惩”(«荀子富国»)等都体现出将道德与刑罚相结合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ꎮ 明末清初思

想家王夫之的“叙之以礼ꎬ诲之以道ꎬ约之以法ꎬ掖之以善ꎬ皆王室之辅也”(«读通鉴论»卷 １７)也
强调将道德与法律紧密结合ꎬ既主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ꎬ也主张用法律规范进行普遍约束ꎮ 新中

国 １９５４ 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拉开了社会主义法治序幕ꎬ随后 ６０ 多年的历史实

践证明ꎬ法治和德治两种治国理政方式如同鸟之两翼ꎬ缺一不可ꎮ 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

凸显ꎬ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ꎬ德治的作用也不容忽视ꎮ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ꎬ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ꎻ道德是基石ꎬ任何时候都不可

忽视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ꎬ把法治中国

建设好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ꎬ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ꎬ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

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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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坚决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 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ꎮ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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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举措体现出来的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维方法ꎬ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法论指导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ꎬ要注重探索法治在制度保障和操作路径上的重要作用ꎮ 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

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蕴含其中ꎮ 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ꎬ而法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ꎮ 从社会层面看ꎬ自
由是法律框架下有限度的自由ꎬ没有法律规则的约束便没有每个人的自由ꎬ平等和公正的实现必

须要倚靠法律和制度的保障ꎬ正所谓“法者ꎬ天下之公器”ꎬ“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ꎬ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①ꎮ 没有法治的有力保障ꎬ平等和公正难以实

现并长期保持ꎮ 从个人层面看ꎬ爱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明确要求ꎬ敬业也在诸多法律

中有所体现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法»等对相关行业都有规范化要求ꎬ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债权理论中则被视

为“最高行为准则”ꎬ体现出法律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的理念ꎬ友善是法治惩恶扬善目的的体现ꎮ
由此观之ꎬ法治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习近平同志指

出:“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ꎮ”②同时ꎬ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ꎮ”③要发挥法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保障作用ꎬ同时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法治建设的始终ꎬ实现二者相得益彰ꎬ共同促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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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
———再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①

杜传坤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ꎮ 这一理论不但颠覆了旧式儿童观ꎬ
也奠定了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ꎬ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ꎮ 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

端ꎬ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ꎮ 儿童本位论建立在儿童 / 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ꎬ若片面强

调其特殊性而淡化共性ꎬ将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ꎮ 超越儿童

本位论ꎬ其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ꎮ 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ꎬ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ꎬ而是思

维方式的批判ꎮ 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ꎬ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ꎬ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里走出来ꎬ走向问题ꎬ走向实践ꎮ
关键词:　 儿童文学ꎻ儿童本位论ꎻ现代性ꎻ二元对立ꎻ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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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０ 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１１ＣＺＷ０７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一、“儿童本位论”的源起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ꎬ其历史意义毋庸置疑ꎮ 作为

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ꎬ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ꎬ指出儿童不是

“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ꎬ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ꎬ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ꎮ 我们

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ꎬ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ꎬ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ꎮ 这

不但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ꎬ也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ꎬ无论

对于五四落潮之后的革命与抗战儿童文学还是当代儿童文学ꎬ儿童本位论都或隐或显地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ꎬ承认这一点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尊重ꎮ

然而ꎬ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ꎬ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ꎬ就像我

们的孩子不管在现实中是否拥有了现代性童年ꎬ都不妨碍我们从理论上去反思现代童年观的诸

多问题ꎬ唯其如此ꎬ理论才能发挥对于实践的警示和引领作用ꎮ 同时ꎬ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

的范围和程度ꎬ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ꎬ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ꎬ这恰恰

是维持理论生命活力的重要保障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儿童本位论也是历史的ꎬ将其推向绝对化就会

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掣肘ꎬ因此对其源起、实质及可能的负面影响需要慎思明辨ꎮ 同时ꎬ透过儿

童文学ꎬ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最真实的儿童假设ꎬ借由对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论的考察ꎬ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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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现代童年观念的复杂性与历史性ꎬ进而展开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ꎬ也是当今儿童

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议题ꎮ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ꎬ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

差异的独立存在ꎬ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ꎮ 自晚清以降ꎬ儿童的发现者们

致力于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ꎬ使童年越来越远离成年ꎮ 只有当儿童作为与成人不同质的主体存

在ꎬ以儿童为本位、为主体的观念才有存在的可能ꎬ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 /儿童具有本质差

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ꎮ 儿童与成人的高度分离是现代性的重要形式ꎮ 根据齐格蒙鲍曼的观

点ꎬ寻求社会秩序而排除矛盾是现代性的基础任务ꎬ对混合的恐惧反映出人们对分离的痴迷ꎬ由
此制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ꎮ 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ꎬ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ꎬ做“适
合”他们的事ꎬ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ꎬ“这种把童年从成年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

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ꎬ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①ꎮ 确实如此ꎬ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

童年研究一样ꎬ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

实践ꎮ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从确立到发展ꎬ都深受西方现代童年观的影响ꎮ 跨过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关于儿童作为缺乏“理性”因而“欲望”与“意志”尚未得到掌控的“缺乏平衡的自我”或
“幼兽”的观念ꎬ现代儿童观通常被认为肇始于启蒙运动前后ꎮ 从洛克的“白板说”洗刷中世纪儿

童的“原罪”ꎬ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使童年成为一种价值性存在ꎬ进而到浪漫主义诗人们

的儿童崇拜ꎬ再经过弗洛伊德和杜威在天性与文明教化之间的价值平衡ꎬ儿童成为具有纯真美德

但又需要理性教导的人ꎮ 沿着这一话语脉络ꎬ心理学家们走得更远ꎬ不管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儿童

发展观上的心理学ꎬ还是后来以皮亚杰和维果茨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发展心理学ꎬ儿童都是被想

象成以“欠缺”为主要特征的不成熟个体ꎬ是缺乏理性的、脆弱的、有待保护和教化的ꎮ 可见ꎬ尽
管儿童的生理不成熟是事实ꎬ但如何解释儿童的这些不成熟或者赋予何种意义却是文化层面的

事情ꎮ 五四以来的儿童本位论几乎是同时奠基于卢梭及浪漫主义的纯真美好童年和儿童心理学

的“欠缺”式童年两种理论假设之上ꎬ因此它也常将儿童崇拜与文明教导矛盾化地集于一身ꎮ 儿

童文学中的儿童既纯真如小天使被欣赏羡慕ꎬ童年作为一段美好的田园诗般的时光被赞美缅怀ꎬ
同时儿童又是需要“认识人生”的被启蒙者、需要被文学“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以启发“良知良

能”的被教导者ꎮ 这根源于现代儿童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ꎮ 即使在五四时期儿童文学中的儿童

本位论也并非铁板一块ꎬ而是内隐着不同价值取向的端倪ꎬ比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推崇娱乐、趣
味与想象的儿童本位ꎬ以赵景深、郭沫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兼顾或侧重教育价值的儿童本位ꎮ
只是在这些差异的背后ꎬ儿童本位论共有一个基本假设ꎬ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

段ꎬ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ꎮ 不管是儿童与成人的异质性导致了二者的分离ꎬ还是分

离造就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ꎬ儿童本位的文学都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ꎮ
从逻辑上讲ꎬ儿童文学中的所谓儿童本位ꎬ主要对应了“成人本位”ꎻ而“成人本位”实际上是

儿童文学为了界定自身而发明的一个概念ꎮ 成人文学从不声称自己是“成人文学”ꎬ“在仅仅被

理解为文学时ꎬ写给成人的文学以本身而存在ꎬ主要以其自身得到讨论ꎬ而不是根据它所不是的

一个对立面而得到讨论ꎮ 但反过来说却几乎永远不对”②ꎮ “成人文学”不依赖于儿童文学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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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解释自己ꎬ但是儿童文学却总是要在“成人文学”的参照下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ꎬ并借此定

义自己ꎬ这种定义的基础或前提就是它与成人文学的差异ꎮ 甚至可以说ꎬ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

学”这个概念时ꎬ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ꎬ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ꎮ 某种意义上ꎬ
对“儿童性”的认同和尊重就是“儿童本位”ꎬ虽然儿童文学也是文学ꎬ但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

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ꎬ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ꎮ 然而ꎬ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ꎬ或
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ꎬ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ꎮ 这关乎儿童的本质ꎬ也关乎儿童文学的

本质ꎮ 比如ꎬ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 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脆弱的还

是也包含相反特质? 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 在现代性话语体系

中ꎬ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ꎬ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ꎬ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

位论的基础ꎮ

二、“儿童本位论”的现代性隐忧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ꎬ西方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此前的旧式童年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性反思ꎮ 比如新童年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和普劳特就提出ꎬ研究者应该突破传统以发展心

理学为基础的“发展论”和以结构功能论为基础的“社会化论”ꎮ 然而ꎬ我们的儿童文学对此关注

不够ꎬ童年观念的滞后必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ꎮ 儿童本位论与现代意

义上的“儿童发现”几乎同时发生ꎬ内涵也很相近ꎮ 历史地看ꎬ逐渐“发现儿童”之后ꎬ“整个近代

社会在态度上反而对孩子生出不少要不得的关注与约束”ꎬ这些重视和认定可能比漠视或误解

更糟糕ꎬ因为这往往是对童年的许多“破坏性措置”的开始①ꎬ从而让人“忧喜交杂”ꎮ 显然ꎬ这并

非简单否定“儿童发现”的正向意义ꎬ否则就不用“忧喜交杂”而是“只忧不喜”了ꎬ它只是对“儿
童发现”同时具有的可能危险表达了一种深邃高远的忧思ꎮ 对待儿童本位论ꎬ同样需要这样一

种意识和眼光ꎮ
儿童本位论如果被推向极端ꎬ就有可能背离其初衷ꎬ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禁锢力量ꎮ 当这一

理论被置于近乎神圣的话语地位ꎬ其评判尺度就有不言而明的绝对权力ꎮ 这一方面可能“导致

我们对儿童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论遮蔽ꎬ以及对历史上作家作品研究评判时一再的老调重

弹”ꎬ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我们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儿童文学转型、低龄化写作、后现代写作等

鲜活的儿童文学实践的阐释困境ꎬ捉襟见肘的理论话语时常透射出思维视野的促狭”②ꎮ 此外ꎬ
儿童本位论如果片面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而忽视共性ꎬ并使其成为社会相关领域的主流共识ꎬ
也将会造成二者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ꎮ 尤其在商业文化的裹挟之下ꎬ儿童文学对出版者、购买

者、评论者等成人消费者所持儿童假设的刻意迎合与强化ꎬ极有可能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

以及同质化ꎮ
儿童本位论所属的二分式现代性话语框架ꎬ不但隐含着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及其文学的对立ꎬ

还可能隐含着现代与传统的对立ꎬ借此凸显现代之正确和进步ꎬ痛斥传统之封建腐朽ꎬ视前现代

社会的儿童为可怜的“受虐者”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ꎬ而“现代”理所当然成为“传统”的拯救

者ꎮ 这恰恰是现代性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借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风景之发现”理论来讲ꎬ
儿童本位的文学作为“风景”一旦确立之后ꎬ其“起源”便被忘却了ꎬ致使人们相信儿童文学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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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念具有普遍性和不证而明的正当性ꎬ并以此为标准去评判和排斥前现代的儿童文学ꎮ 现代

性的霸权由此可见一斑ꎮ 这种势不两立的二元化修辞ꎬ也切断了童年观念的历史脉络ꎮ 尽管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通常被认为是外源性的而非内发性的ꎬ但是很难想象一种文学完全靠外

力影响就诞生出来ꎬ不应否认传统文化中“童心说”等思想作为文化血脉传承的可能ꎮ 比如孟子

的“四端说”ꎬ认为孩子诞生之时已有隐形的、具备仁义礼智的、完整的“人”的影子存在其中ꎬ婴
幼儿的身上已经具备成人品性的雏形ꎮ 李贽则提出“童心说”ꎬ相信成人的心性中也可保留着童

心的质素ꎬ是谓拥有“赤子之心”ꎮ 这些论说皆视儿童与成人并非单线直进之关系ꎬ而是相对、交
融与连续的ꎮ 所以ꎬ中国古代幼教的主流文化虽然是“成人中心”或“长者为尚”ꎬ儿童的存在主

要是为了变成大人ꎬ童年阶段本身没多大价值ꎬ但在对待二者差异的态度上并不是那么剑拔弩

张ꎬ由儿童至成年的转变也就更平和ꎬ并非总是伴随剧烈矛盾冲突的断裂和突变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在论述童蒙教育的先贤中ꎬ亦不乏超越传统主流童年观念者ꎬ例如王阳明与

李贽ꎬ他们就主张客观存在的儿童也是值得尊重和关怀的ꎬ这与现代儿童观的内涵是一致的ꎮ 儿

童本位论或者现代儿童观所强调的儿童的年龄特征ꎬ也并非近现代的全新发现ꎮ 我们对年长与

年幼儿童的差异早有关注ꎬ幼学传统中自古就对幼教有分级分段的考虑ꎬ明清以后的划分只是更

为细致而已ꎬ划分教学内容与进度的维度除了年龄ꎬ甚至还有智愚和兴趣ꎮ 这些源自传统的儿童

观念足以使我们相信ꎬ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并非只有西方文化的影响ꎬ更有中国本土文化传

统的赓续ꎮ 问题在于ꎬ“不同年龄的人ꎬ只有年幼与年长、年老的区分ꎬ他们是小的人、大的人或

老的人ꎬ他们也因此可能有体能上的以及智能、经验上的差异ꎬ但是近代以来有关儿童期的概念ꎬ
将小孩子与成年人区分为不同种类的人”①ꎮ 将程度上的差异变为种类上或性质上的差异ꎬ这才

是古今儿童观最根本的区别ꎮ 这主要是受近现代西方儿童观的影响ꎬ此种观念成为 ２０ 世纪儿童

观的主流ꎬ其在显示其巨大进步性的同时ꎬ也引发了某种忧虑ꎮ
其实ꎬ“根据人对事物的关系进行理解无疑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那个伟大正典传统之

思维所特有的ꎬ这种思维往往根据二元的范畴来看世界”ꎬ“二元思维可能只是欧洲人ꎬ而且是父

权制男性欧洲人思想的基础”②ꎬ西方儿童文学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ꎬ而它又直接成为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所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ꎮ 那么ꎬ不同于西方儿童 /成人二元对立的童年

概念ꎬ传统中国对于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间的区别虽早有认定ꎬ但并不将二者视为两极对立

的关系ꎬ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交替、周而复始变动不居的过程ꎬ③这或许就能为现代

童年假设导致的困窘提供重要的解答思路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儿童本位论正是为了反对传统的“父为子纲”而使用的一种现代性修辞ꎬ并

被整合进了现代国族想像与文化构建的过程之中ꎮ 在儿童 /成人、现代 /传统非此即彼的对立冲

突中ꎬ儿童本位论时常被当作可以一劳永逸地根除这一问题的特效药ꎬ由此则可能导致儿童文学

理论研究的空洞化、简单化、口号化ꎮ 对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对立ꎬ杰奎琳罗斯曾指出:“在最

严格的意义上这些是结构性的对立ꎬ每个术语只有与它所对立的那个术语相比较才有意义ꎮ 它

们不反映关于儿童的一种本质真实相反ꎬ它们产生了一种特定的童年概念ꎬ这个概念承载着

我们关乎自己所体验的那些矛盾中一半的重量ꎮ”④这就意味着ꎬ如果以这样的结构性对立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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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童年的本质ꎬ那将是虚空不真实的ꎮ 对于创作而言ꎬ以这样的对立来想象儿童及其童年ꎬ就可

能在作品中将儿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而拒斥共性与互融ꎬ无论

是以成人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ꎬ还是丑化教师与父母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好ꎬ
最终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都会大大削弱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ꎮ

事实表明ꎬ当现代性所标榜的二元对立逐渐制度化ꎬ它便会走入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ꎬ影响

儿童文学理论发展与创作的多元创新ꎮ 建立在强调差异性基础上的儿童本位论ꎬ既是对儿童世

界的保护ꎬ也意味着将成人世界排除在外ꎮ 可是ꎬ当战争、食品安全、婚姻、环境污染等所谓成人

世界的社会问题弥漫时ꎬ愿景中的适宜儿童“逍遥的花园”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幻

影? 更为严重的是ꎬ极端的儿童本位论可能制造出成人 /儿童两个界限分明的阅读世界ꎬ使得儿

童文学逐渐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型ꎮ 这种特殊性必然体现在对所谓“非儿童本位”内容、主
题及表现手法等的排除ꎬ以建构一个独立自足的“儿童世界”ꎮ 令人担忧的是ꎬ为了追求纯粹的

儿童本位或儿童世界ꎬ儿童文学经历种种排除之后ꎬ是否会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纯文学”那样ꎬ
最终只剩下苍白空洞的语言形式? 当儿童本位的文学被划归到儿童阅读的专属领地ꎬ它通过从

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ꎬ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ꎬ从而可能把儿童文学变

成“儿童唯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ꎮ 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

“复杂深刻”的文学ꎬ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儿童文学

是一个信息贫民窟ꎬ既是隔离的又是被隔离的ꎮ”①

更让人忧虑的是ꎬ包括儿童本位论在内的儿童观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ꎬ而且具有一种实

践的力量ꎮ 比如ꎬ当假设儿童只能阅读某种浅显短小的作品ꎬ就会把复杂深刻长篇的作品从孩子

身边拿走ꎬ以避免做一些“无用功”ꎬ这样也就剥夺了儿童成为相反情况的可能ꎬ儿童能读到的就

是根据这一假设提供的文学ꎬ久而久之其阅读能力和审美趣味也就变成我们假设的样子ꎮ 因此ꎬ
儿童观有可能借由儿童文学的阅读实践将其假设变为现实ꎬ从而以“贫民窟”文学塑造“贫乏”的
儿童ꎮ 可想而知ꎬ当这种观念走向极端ꎬ当七千字的«丑小鸭»被删改为二三百字的“故事梗概”
收进小学语文教材ꎬ当几千字的«三只小猪»被删改得不足百字并配上卡通图画讲给幼儿ꎬ儿童

的阅读会是怎样的一种贫乏? 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ꎬ改编者们却往往声称这是对孩子年龄特

点的尊重ꎬ坚信自己也是以儿童为本位的ꎮ 超越这些简单的对立与封闭ꎬ关于生命、死亡、苦难、
爱、文明等这些人类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ꎬ才能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人生与社会的深度ꎬ并
与孩子分享大美、大爱、大智慧ꎮ

此外ꎬ这种阅读隔离还意味着另一种危机ꎬ就像游戏史中提到的“滚铁环”游戏ꎮ 中世纪末

它是成人与儿童共享的游戏ꎬ到 １７ 世纪末成为儿童专有的游戏ꎬ而且滚铁环的孩子年龄越来越

小ꎬ最终这一游戏被彻底抛弃ꎮ 菲力浦阿利埃斯指出ꎬ这也许可以证明一个真理:“如果玩具

要引起儿童的注意ꎬ它应该让孩子们想到这东西与成人世界有点联系”②ꎮ 那么ꎬ同样的真理是

否也适用于儿童文学? 当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

时ꎬ是否儿童最终也要抛弃这样的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讲ꎬ对成人 /儿童阅读差异的片面强调就

可能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的桎梏ꎬ导致其逐渐退化消解ꎮ 这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ꎮ 因此ꎬ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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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儿童差异性的同时ꎬ是否应该接受另一种可能:“不再以儿童的身份捍卫儿童自主和儿童特殊

世界的不可侵犯性ꎬ而是以人类的身份来捍卫儿童自主ꎮ 儿童和成年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同

的世界里”ꎮ① 每一种文学都需要与外部的对话ꎮ 把外部世界作“儿童文学化”的处理ꎬ而不是将

其简单排除在外ꎬ才是儿童文学发展的生命力所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质疑儿童本位论所属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ꎬ并不意味着否认儿童与

成人之间差异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ꎬ也并非鼓励儿童尽快发展成熟和社会化ꎬ更不是主张“童
年的消逝”ꎬ而是呈现另一种可能:在尊重必要界限的前提下ꎬ“弱化儿童与成人间的‘本质’差
异ꎬ在更多的共性之中展开对话ꎬ寻求一种新型的儿童－成人关系”②ꎮ

三、“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

既然儿童本位论建立在儿童与成人的“异质性”假设基础上ꎬ它就需要回答儿童区别于成人

的本质究竟何在? 显然ꎬ那些符合或者反映了这种本质的儿童文学才被视为好的、合法的ꎮ 不管

儿童本位论捍卫的是何种内涵的“儿童性”ꎬ譬如被现代社会视作儿童普遍本质的“纯真”ꎬ一旦

将其绝对化和超历史化就会陷入本质主义ꎮ
通常来说ꎬ本质主义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事物必有其本质ꎻ二是本质的价值ꎬ即之所以寻找本

质是因为本质是判定事物好坏的标准ꎻ三是本质是绝对的、排他的ꎮ 反本质主义对此作出的批判在

于:一是事物必有其本质ꎬ不过是一假设而非真理ꎬ本质不在现象背后ꎬ现象即本质ꎻ二是本质主义

是意志论、工具论、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ꎬ它了解本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象ꎻ三是本质不是

绝对的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反本质主义不是不要本质、消解本质ꎬ而是试图通过对本质主义假设的批

判ꎬ看到本质主义的视野中看不到的东西ꎮ 儿童是否有本质ꎬ恰恰就是本质论预设的问题ꎮ 虽然儿

童本质观经常会发生变化ꎬ但在某种本质观下的儿童本质却是绝对的ꎮ 当然ꎬ不能完全否定本质

论ꎬ也不能否定对事物本质的研究ꎬ就像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探索ꎬ不管有没有找出本质或发现了何

种本质ꎬ都使儿童文学的某些问题清晰化了ꎬ这是个很大的贡献ꎮ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不是儿童

文学本质的有或无ꎬ也不是儿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ꎬ而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何局限ꎮ
本位论与本质论这两个概念有时被混为一谈ꎬ二者确实有一致的地方ꎬ比如当指涉事物的根

本或源头时ꎮ 本位论和本质论都是预设性的ꎬ相信只有先解决了本质问题ꎬ或者以什么为中心的

问题ꎬ儿童文学的写作、阅读与研究才能获得依据ꎬ要在这个依据的指导之下才会有实践ꎮ 然而ꎬ
在更多的时候本位论是个功能性概念ꎬ即“中心”“主体”的意思ꎬ以儿童为本位意味着以儿童为

主体、为中心ꎮ 作为功能性概念ꎬ本位论具有更强的时代性ꎬ深受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影响ꎬ可
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ꎬ这一点与严格意义上的“本质”有很大区别ꎮ 因此ꎬ确立以谁为本

位才是儿童文学的正宗只是一种话语之争ꎮ “中心”或“本位”是一个坚锐的立场ꎬ它总是以排除

“对象”的存在价值为前提和标志ꎮ 正因为本位论会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ꎬ所以说这种滑

动只是立场的改变ꎬ比如从成人本位转变为儿童本位ꎬ仍然没有跳脱本位论的话语范畴ꎬ所以这

不是思维方式的改变ꎮ 鉴于此ꎬ后现代思想家主张“调整我们的研究范式ꎬ改变我们的提问方

式:从认识论转向政治学与价值论ꎬ从形而上学转向知识社会学”ꎬ主张人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关

１４

①

②

[意大利]艾格勒贝奇、[法]多米尼克朱利亚主编:«西方儿童史下卷» (自 １８ 世纪迄今)ꎬ卞晓平、申华明译ꎬ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４９４ 页ꎮ

杜传坤:«“捍卫童年”:必要的界限与弱化差异»ꎬ«教育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于真理的绝对客观标准ꎬ而是真理建立在什么样的信念和愿望之上”ꎮ① 在这个意义上ꎬ对儿童

本位论的批判是对思维方式的批判ꎬ是要改变提问的方式ꎬ改变话题ꎮ
超越儿童本位论ꎬ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建构论或建构主义ꎮ 即使不将某种“本质”视为天生

的ꎬ而是建构而成的ꎬ也未必能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ꎮ 建构主义并不否认本质的存在ꎬ二者

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ꎮ 建构主义一不小心也会滑向本质主义ꎮ 以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

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为例ꎬ它就既是建构主义的又是本质主义的ꎮ 一方面ꎬ它认为童年

不是自古就存在ꎬ是中世纪之后在家庭、学校等合力作用下的产物ꎬ因此是建构主义的ꎻ另一方

面ꎬ它却把中世纪之后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童年视为绝对的、唯一的童年ꎬ并以此得出此前的儿

童没有童年的结论ꎬ从而又陷入本质主义ꎮ 可见ꎬ建构论只是本质论的一种策略ꎮ 建构论表明本

质是后天建构出来的而非天生的ꎬ但是并没有拒绝这种本质一旦建构出来可能就是绝对的、普遍

的ꎬ正如阿力埃斯所说的那样ꎮ 同时ꎬ我们还应该警惕激进的社会建构论ꎬ它根本否认本质的存

在ꎬ将儿童视为完全的话语建构物ꎬ忽略儿童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儿童的经验和能动性ꎮ
超越儿童本位论ꎬ也不意味着必然走向“主体间性”ꎮ 儿童文学常常存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

体的双向偏离ꎮ 当成人作为创作主体刻意将其认知水平低幼化以迎合儿童的认知需要时ꎬ儿童

文学可能受到儿童的排斥ꎻ当成人作为创作主体将成人世界灌输给儿童时ꎬ又将严重脱离儿童的

认知水平和兴趣ꎮ 当儿童作为接受主体被动地接受成人的规训时ꎬ儿童文学将失去其儿童性ꎻ当
儿童作为接受主体诉诸其内心需要时ꎬ其创作能力和话语权恰恰缺失ꎮ 因此ꎬ儿童文学需要在创

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平衡一种关系ꎬ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ꎮ 正是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相较于以排除“对象”存在价值为前提的“本位”论ꎬ“我们似乎可以追求儿童文学或儿

童与成人(社会)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ꎬ不是主体 /客体或我 /他的二元对立ꎬ而是主体 /主体或

我 /你的平等主体关系”②ꎮ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ꎬ换一个主体或者改为双主体的“主体间性”未必

能超越儿童本位论ꎬ因为“主体间性”仍是承认有两个主体的二元论ꎬ并未真正超越本位论ꎬ它和

中心 /边缘、主体 /非主体的本位论一样都是二元论ꎮ “主体间性”只是二元论中的一个策略ꎬ这
个策略仍是以承认两个极端为前提的ꎬ即成人－儿童这两个极端ꎬ主体间性可以说是一个居中策

略ꎮ
综上所述ꎬ儿童文学需要重新审视本位论预设的二元对立ꎮ 凯瑟琳琼斯曾指出:“成人 /

儿童的对立因而成了理解世界的一个问题而非一个前提ꎮ 我们无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ꎬ但我

们可以挑战并抵制它:看看成人 /儿童之对立是如何产生的ꎬ而不要只是把它作为‘理解世界的

一个想当然的模板’来接受ꎮ”③意识到这一点的成人就可以抵御它并帮助儿童抵制它ꎮ 这为我

们重新理解儿童文学、理解儿童本位论提供了启示ꎮ 实际上ꎬ超越儿童本位论ꎬ其理论意义在于

超越本位论ꎮ 对儿童本位论的批判ꎬ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ꎬ不是从一个立场走向另一个立场、
从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ꎮ 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ꎬ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ꎬ是要

超越这种“中心论”的思维方式ꎬ以问题取向取代主义取向ꎬ以问题意识指导儿童文学的研究与

写作ꎮ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ꎬ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ꎬ走
向问题ꎬ走向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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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 ———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ꎬ«文艺争鸣»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ꎮ
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４４ 页ꎮ
[加拿大]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ꎬ徐文丽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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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服饰体验和服饰书写研究
∗

陈夫龙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张爱玲对服饰有充分的理解和体验ꎬ她不仅在现实中穿戴别具一格ꎬ而且在创作中借助服饰书写捕

捉人物灵魂ꎬ或暴露阴暗的人性ꎬ或展现苍凉的人生ꎬ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中的服饰意象ꎬ深化了服饰话语的

文化意蕴ꎮ 服饰书写是张爱玲小说中表现人物心理、性格和地位、命运以及揭示生存处境与人性内涵的重要手

段ꎬ更是走进张爱玲内心世界并深入探讨其小说文本独特魅力和文学价值的切入点ꎮ
关键词:　 张爱玲ꎻ服饰体验ꎻ服饰书写ꎻ服饰意象ꎻ服饰话语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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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陈夫龙(１９７５—　 )ꎬ男ꎬ山东枣庄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美]卢里:«解读服装»ꎬ李长青译ꎬ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３ 页ꎮ
②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８ 页ꎮ
③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４９１ 页ꎮ

引　 言

服饰是指装饰人的衣服和装饰品ꎬ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ꎮ 正如美国服饰研究专家卢里所言:
“服装的字汇不光指各种衣服而已ꎬ连发型、装饰品、珠宝、化妆品和身体饰物都在内ꎮ”①服饰的

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ꎬ服饰逐渐摆脱了御寒蔽体

这种单纯的物质实用功能ꎬ而被赋予了多重文化意蕴ꎬ或隐或显地潜藏着一个民族或群体文化丰

富的鲜活的认知经验、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ꎬ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ꎬ成了

独特的民族话语ꎮ 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承传赓续的纽带ꎬ它反映着人们精神或心理上的一种潜在

的追求ꎬ呈现为一种民族的特定的生活风俗、态度、情绪、行为习惯和文化特征ꎬ甚至成为自我表

现的一种物化表征ꎮ 也就是说ꎬ作为人的创造物和装饰物ꎬ“从功能上看ꎬ服饰以其具体、实存的

物质形态在完成遮羞蔽体任务的同时ꎬ更多地表征和承载了人类的精神欲求ꎬ传达着人类与其生

存世界丰富、复杂的关系和独特的生存体验”②ꎮ 正是由于各种文化符码进入了服饰系统并受到

确认ꎬ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意蕴ꎮ 恰如沈从文所言:“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ꎬ
一种语言ꎬ一种象征ꎮ”③

文学中的服饰是一种表意的文化符号ꎬ是对服饰所具有的象征意蕴的揭示和运用ꎬ并且通过

凸显和强化特定服饰的象征意蕴ꎬ来揭示和反映着装人物的性格、情感、心理、意志、欲望与生存

处境等多方面内容ꎮ 如留学归国后的鲁迅ꎬ“置身于中国传统社会中ꎬ依然身着西式制服ꎬ和中

国传统的士大夫那种‘长袍马褂’的服饰截然不同ꎬ表明了鲁迅有意识地通过这种外在服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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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张扬自我所认同的新文化、新思想”ꎮ① 实际上ꎬ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演进的基本内容ꎬ服
饰的表意和叙事功能在文学作品中被充分地挪用和发挥ꎬ服饰进入文学作品ꎬ被赋予更为丰富、
独特的意义ꎬ无论是普通的着装ꎬ还是华丽的服饰ꎬ在作家笔下总会异彩纷呈ꎬ充满诗意和能指ꎬ
传达出无穷的韵味和深刻的意旨ꎬ成为独特的服饰话语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就对服饰的偏爱尤其对于服饰话语的理解和运用而言ꎬ张爱玲可谓独

树一帜ꎮ 通读张爱玲的作品ꎬ我们深深感到ꎬ她对服饰有充分的理解和体验ꎬ她不仅在现实中穿

戴别具一格ꎬ以“奇装炫人”ꎻ而且在创作中善于借助服饰书写捕捉人物灵魂ꎬ或暴露阴暗的人

性、直逼灵魂ꎬ或暗示人物命运、展现苍凉的人生ꎬ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中的服饰意象ꎬ以独特

的服饰话语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ꎮ 可以说ꎬ服饰书写是张爱玲小说中表现人物心理、性格和地

位、命运以及揭示生存处境与人性内涵的重要手段ꎬ更是走进张爱玲内心世界并深入探讨其小说

文本独特魅力和文学价值的切入点ꎮ

一、独特的服饰体验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服饰ꎬ服饰的发展和服饰文明的演变进程蕴含着民族性亘古的

延续和变化ꎬ同时也负载着日益丰富的社会内容ꎬ成为一种时代话语ꎬ反映着人们在特定时代潜

在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通过服饰的变化ꎬ可以窥见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

人的精神嬗变乃至心路历程ꎮ “一九二○年左右ꎬ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②ꎬ而原来那种

束缚女人身心的裙子才完全废除ꎮ 服饰的自由和进步ꎬ也意味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ꎮ 张爱玲出

生于 １９２０ 年ꎬ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开放时代ꎬ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ꎬ给她幼小的心灵注入

了自由、大胆、开放、无拘的时代基因ꎮ 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ꎬ在张爱玲的成长道路上ꎬ为她的个

性张扬准备了一个重要的前提ꎮ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ꎬ色彩犯冲的搭配ꎬ出人意料的奇特样式ꎬ
恣意张扬的个性ꎬ构成了张爱玲独特的服饰话语ꎮ 不同的成长阶段和不同场合下服饰的变化ꎬ呈
现出她不同生活时期的内心世界和心理语言ꎬ也反映了她所处时代的心态和话语蕴涵ꎮ 我们可

以通过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服饰的变化ꎬ来考察她的心态ꎬ发掘蕴含其中的时代内涵ꎮ
对于张爱玲而言ꎬ服饰绝不仅仅是烘托人体轮廓的美观的道具ꎬ她在服饰书写中寄寓着更多

的人生感喟、生命状态以及对自由的追求ꎮ 在她看来ꎬ“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

神与新颖的思想ꎮ 恰巧相反ꎮ 它可以代表呆滞ꎻ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ꎬ所有的创造力都流

入衣服的区域里去ꎮ 在政治混乱期间ꎬ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ꎮ 他们只能够创造他

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ꎮ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③ꎮ 这都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服

饰话语特征ꎬ而这来自于她基于现实生活的独特的服饰体验ꎮ
张爱玲出身于曾颇煊赫的官宦世家ꎬ可是“到张爱玲出生时ꎬ却已接近尾声ꎬ到了该谢幕的

时候ꎬ曾经的繁华与显赫已成为过去ꎬ只留下一些影子”ꎬ④再加上父母不和ꎬ本该天真烂漫的童

年ꎬ却陷入阴郁、不安ꎬ缺乏温暖和亲情ꎬ从小就生活于繁华与没落的矛盾中ꎮ 她在脾气暴躁的父

亲和继母家里充分领受和体悟到人情冷暖与人生无常ꎬ认识了不少新旧杂陈的古怪人物ꎬ养成了

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ꎮ 遭受冷落、伤害的心理激发她想引起他人的注意ꎬ受压抑的情绪渴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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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释放ꎬ这一切促使她藐视一切ꎬ渴望在独立、自由、自尊、自爱中获得慰藉、温暖和自我满

足ꎮ 因此ꎬ她过早地理解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ꎬ爬满了蚤子”①ꎮ 张爱玲从小就喜欢服饰ꎬ甚
至对漂亮的衣服入迷ꎮ 她的母亲爱做衣服ꎬ曾遭受父亲的嘲讽ꎮ 在童年时代ꎬ她记得母亲站在镜

子前ꎬ“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ꎬ她站在一旁ꎬ“仰脸看着ꎬ羡慕万分ꎬ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ꎬ
曾发誓“八岁我要梳爱司头ꎬ十岁我要穿高跟鞋”ꎮ② 而在上中学的少女时代ꎬ父母离异后ꎬ她跟

着父亲和继母生活ꎬ本是花枝招展的年龄ꎬ却只能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ꎮ 多年后ꎬ提及此事ꎬ张爱

玲心意难平:“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ꎬ碎牛肉的颜色ꎬ穿不完地穿着ꎬ就像浑身都生了

冻疮ꎻ冬天已经过去了ꎬ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ꎮ”③可见ꎬ对服饰的追求在她

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ꎮ 她的同学大都家境优裕ꎬ穿红戴绿ꎬ而出身贵族的她ꎬ却落得

小家碧玉的寒伧处境ꎮ 张爱玲就读的圣玛利亚中学是一所女校ꎬ是一个女人的世界ꎬ置身其中ꎬ
她不免自惭形秽ꎮ 这种不入时的穿着和寒伧处境ꎬ使她的记忆刻骨铭心ꎬ给她带来极大的刺激ꎮ
她不仅羞惭ꎬ而且憎恶ꎬ甚至愤怒ꎬ以至于她读大学期间得了两个奖学金后ꎬ“觉得我可以放肆一

下了ꎬ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ꎬ至今也还沉溺其中”④ꎮ 父母的离婚使张爱玲感到了生活的无

奈与无助ꎬ但在困境中ꎬ她有自己的计划ꎬ“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ꎬ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ꎬ周游

世界ꎬ在上海自己有房子ꎬ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⑤ꎮ 这充分表明ꎬ一旦有条件ꎬ张爱玲就会毫

不犹豫地满足自己ꎬ张扬个性ꎮ 她在上海成名之后ꎬ就有了足够的钱来买衣服ꎬ“她的压抑已久

的衣服狂心理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宣泄了ꎬ对服饰的热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释放出来了”⑥ꎮ 在

现实生活中ꎬ张爱玲常常自己设计服装ꎬ款式特别ꎬ大胆地穿着奇装异服外出、社交ꎬ来炫耀、张
扬、满足自己的内心ꎻ在文学作品中ꎬ她用心书写人物的服饰ꎬ关注积淀于服饰中的文化底蕴ꎬ以
服饰的变化来揭示人物的心态和情绪的脉动ꎬ从而使内心的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ꎮ

穿衣和写作终于成为张爱玲摆脱困境、超越自我、追求自由的有效方式ꎬ她随心所欲地穿衣ꎬ
天马行空地写作ꎮ 她的服装别出心裁ꎬ惊世骇俗ꎬ可谓奇装炫人ꎮ 作为当时文坛最走红的女作

家ꎬ张爱玲以“身着一件古装的短袄”的形象刊登于一家报刊“钢笔与口红”的漫画栏目上ꎮ 她的

文章为人称颂ꎬ她的衣着也一度成为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ꎮ⑦ １９４３ 年春ꎬ经亲戚引荐ꎬ张爱玲怀

着崇敬的心情ꎬ带着她的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的手稿去拜访«紫罗

兰»主编周瘦鹃ꎬ当时穿着一身鹅黄缎半臂旗袍ꎬ显得清清爽爽ꎬ普通而稳重ꎮ 小说一经发表ꎬ张
爱玲在上海文坛初露锋芒ꎬ并引起柯灵的注意ꎮ 当她带着小说«心经»的稿子去拜见«万象»杂志

编辑柯灵时ꎬ“穿着丝质碎花旗袍ꎬ色泽淡雅ꎬ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⑧ꎬ完全不像平时

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ꎬ光彩照人ꎮ 这两次拜访刊物编辑时的穿着ꎬ显示了初出茅庐的张爱玲谦

虚、内敛的姿态ꎮ
随着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ꎬ她的读者群也在不断扩大ꎬ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挥发与喷涌ꎬ她的服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所到之处常常引起轰动ꎬ显得独立不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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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高傲世ꎮ 但张爱玲不跟随时尚的变化而有意地穿古装ꎮ 她不排斥旗袍ꎬ也接纳西方服饰ꎬ可谓

中西合璧、土洋结合ꎮ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样稿ꎬ身穿奇装异服ꎬ以致于整个印刷所的

工人都停了工ꎮ 她参加别人的婚礼ꎬ穿的是前清时期的绣花袄裤ꎬ鲜艳突兀ꎬ让人瞠目ꎮ 张爱玲

参加朝鲜女舞蹈家与上海作家的聚谈时ꎬ穿的是桃花色的软缎旗袍ꎬ外罩古铜色背心ꎬ缎子绣花

鞋ꎬ长发披肩ꎮ 她的服装设计和穿着ꎬ可谓惊世骇俗ꎬ与众不同ꎮ 在自编剧本«倾城之恋»公演之

际ꎬ由柯灵介绍ꎬ张爱玲和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在一家餐厅里见面ꎬ对于那天张爱玲的穿着ꎬ
柯灵回忆道:“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ꎬ自己设计服装ꎬ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ꎬ
那天穿的ꎬ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ꎬ超级的宽身大袖ꎬ水红绸子ꎬ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ꎬ右襟

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ꎮ 长袍短套ꎬ罩在旗袍外面ꎮ «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ꎬ
就是这种款式ꎮ”①这种奇特而艳丽的衣服ꎬ彰显出一种旁人莫及的古雅而富丽的贵族风韵ꎮ 从

张爱玲的服饰来看ꎬ宽袖大袍和她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ꎬ体现了她内心的独立自由洒脱的特质ꎮ
当然ꎬ张爱玲对西方的服饰也表现出一种积极吸纳的态度ꎮ 有一次ꎬ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背

的晚礼服ꎬ戴着项链手镯ꎬ满头珠翠ꎬ满身香气ꎬ盛装打扮ꎬ如同一个大胆开放的西方女郎ꎬ现代派

十足ꎬ表现了富有活力的妩媚之姿ꎮ
抗战胜利后ꎬ由于婚变和政治立场的原因ꎬ风靡文坛的张爱玲陷入沉寂和窘迫ꎮ 她在散文

«华丽缘»中自述道:“我ꎬ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ꎬ却是没有地位ꎬ只有

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ꎬ所以我非常窘ꎬ一路跌跌冲冲ꎬ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ꎮ”②可以看出ꎬ
此时她在着装上黯然无色彩ꎬ感到与华丽无缘的生活现状ꎬ更多的是不安局促和尴尬无奈ꎮ １９５０
年夏ꎬ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ꎬ张爱玲应邀出席ꎮ 她坐在后排ꎬ穿了件旗袍ꎬ外面罩

了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衫ꎬ而当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ꎮ 张爱玲的

装扮ꎬ“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ꎬ比较之下ꎬ还显得很突出”③ꎮ 她在以个人独特的服饰话语来表明

自己的态度和立场ꎬ同时在个性张扬的格调中流露出怀旧的弦音ꎬ寄寓着身世飘零的怅惘ꎮ 时代

变了ꎬ服饰也在变化ꎮ 新中国初期ꎬ蓝布和灰布中山装是大陆主流社会最时髦的装束ꎬ尽管此时

为了适应环境ꎬ她的着装较之前平淡了一点ꎬ但她的独立不倚的个性仍然使她不甘平庸和类同ꎬ
以至在如此盛大的社会场合中显得卓尔不群ꎬ与众不同ꎮ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ꎬ张爱玲与时代生

活格格不入ꎮ 后来ꎬ张爱玲离开了大陆ꎮ 而一到香港ꎬ她马上红绸黑缎ꎬ短袄旗袍ꎬ极尽恣肆地穿

戴起来ꎬ彰显出嗜衣如命的衣服狂本色ꎮ
当然ꎬ张爱玲钟情于服饰尤其是她的丰富复杂的服饰体验ꎬ绝不是空穴来风ꎬ而是有着深刻

的现实的和个人的原因ꎮ 她一生酷爱奇装异服ꎬ将生命视为“一袭华美的袍”ꎬ服饰寄寓了她深

刻的生存之思和生命体验ꎮ 家庭的变故ꎬ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与离异后的生活境况ꎬ都让幼小的张

爱玲产生了莫名的恐惧ꎬ使她对人和社会不信任ꎬ现实的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ꎬ又使她产生逃避

现实生活的倾向ꎮ 张爱玲找不到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ꎬ她也无法理清紊乱的现实秩序ꎬ更无法找

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和存在感ꎬ这种自身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自身内部的矛盾ꎬ决定她必然

会以复杂的心态来审视人生和社会ꎮ 在她无力改变现实窘境ꎬ也无法整合现实生活时ꎬ只有创造

自己的贴身环境———衣服ꎬ住在自己的衣服里ꎬ在服饰中独树一帜ꎬ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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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ꎬ寻求现世的安稳ꎬ追求岁月的静好ꎮ 在苍凉迷惘的身世之感中ꎬ她以

奇装异服来寄寓自己自伤自怜的惆怅ꎮ 被忽视和冷落的童年经验激发张爱玲寻求身心的安全和

存在感ꎬ她不仅设计奇异的服饰ꎬ而且穿得惊世骇俗ꎬ可以无视场合氛围和他人的惊讶ꎬ也不期待

别人的掌声ꎬ既以贵族女子家居生活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喜好ꎬ领悟古典服饰的美感ꎬ又竭力与现

实保持一定的距离ꎮ 她选择古装外出ꎬ也接纳西方服饰ꎬ既彰显了骨子里的娴雅贵族之气ꎬ也不

失现代知识女性的灵动ꎮ 童年时期的心理压力、心灵创伤ꎬ成年后红极一时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

满足ꎬ支撑着张爱玲遭受压抑戕害的心灵奋勇前行ꎬ于是ꎬ她以个性张扬的服饰表达她的心态ꎬ以
傲视一切的风姿享受成功后的愉悦ꎮ 同时ꎬ张爱玲又以凌云之笔俯视芸芸众生ꎬ书写世间悲欢ꎬ
她不仅赢得了儿童时代应有的自尊、自爱和人格尊严ꎬ也终于找回了曾经失落的精神世界和灵魂

家园ꎬ从而达到了一种心理的平衡和身心的安全着陆ꎮ 实际上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张爱玲的

服饰变化并不是唯一的个例ꎬ鲁迅在服饰上也经历了一个找寻和嬗变的过程ꎬ诚如有学者指出的

那样:“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ꎬ便在服饰上不再青睐日本服饰ꎬ也不再钟情西式制服ꎬ而是

对民族化服饰重新回归ꎬ在服饰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ꎮ”①从服饰变化的维度来审视张爱玲ꎬ我
们便会发现ꎬ张爱玲的服饰话语和着装选择尽管总是标新立异ꎬ但却不愿随波逐流ꎬ更无哗众取

宠、俗不可耐之嫌ꎬ这既归功于她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对美的追求、感悟ꎬ又与她对现实敏锐的洞察

和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密切相关ꎮ

二、服饰书写的话语意涵及文本功能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ꎬ也是作家人格心理和自我性灵的折射ꎮ 由繁华走向衰败的家庭ꎬ不
幸的童年经验ꎬ动荡漂泊的现实环境ꎬ决定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悲观认识ꎬ对生活的悲观体验ꎬ对社

会文明发展的悲观理解ꎮ 这都影响着她感受生活、理解世界、审视人生、表达自我的方式ꎬ引导和

制约着她的现实出路与艺术选择ꎮ 她在文学创作中对服饰津津乐道ꎬ且热切关注ꎬ无外乎要通过

创造这个贴身的世界来表达自己的生存思考和生命体验ꎬ显示她的存在ꎮ 因此ꎬ她的小说中人物

的服饰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存在ꎬ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生命象征而存活于

她的文本深处ꎬ其服饰话语也饱含着悲观的人生哲学ꎮ 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服饰鲜明突出、形象直

观ꎬ其服饰书写既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隐喻人物心理、暗示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时代

氛围ꎬ更有助于表达作者对存在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追问ꎬ服饰话语深层隐含着作者的价值

取向和对生命的哲理沉思ꎮ 这种强大的文本功能ꎬ能够让读者全方位深入地把握人物形象、理解

生存环境、体悟生命价值ꎮ
(一)暴露阴暗的人性ꎬ直逼灵魂

罗兰巴特指出:“服饰可以被当作符号来对待ꎬ一面是样式、布料、颜色ꎬ而另一面是场合、
职业、状态、方式ꎬ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一面是服装ꎬ另一面是世事ꎮ”②张爱玲熟悉都

市人生ꎬ对浸淫其中的人性人情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悟ꎬ通过服饰书写来勘探人物的情绪、心态ꎬ
揭示置身于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内心的阴暗ꎬ暴露其人性的扭曲ꎬ直逼人的灵魂ꎬ是她的小说的重

要内容之一ꎮ
小说«金锁记»表现了一个涉世未深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如何一步步变成一个害人害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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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魔鬼的ꎬ如作者所言:“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ꎮ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ꎬ没死

的也送了半条命ꎮ”①这一人性异化和堕落的过程ꎬ透过曹七巧 ３０ 年来的服饰变化显示得清清楚

楚ꎮ 女主人公曹七巧刚出场时ꎬ是如下装束:
　 　 曹七巧且不坐下ꎬ一只手撑着门ꎬ一只手撑了腰ꎬ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ꎬ
身上穿着银红衫子ꎬ葱白线香滚ꎬ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ꎬ瘦骨脸儿ꎬ朱口细牙ꎬ三角眼ꎬ小山

眉ꎮ②

可以看出ꎬ曹七巧是个热衷打扮并且善于打扮自己的女人ꎮ 从服饰的颜色上看ꎬ有“雪青”
“银红”“葱白”“闪蓝如意”ꎬ色彩搭配精细ꎬ显得明朗而有层次感ꎬ她穿的银红衫子透露出一个

年轻女子的温情和爱美之心ꎬ但她的着装款式和举止行为又流露出一种霸气和俗气ꎮ 可以说ꎬ此
时的曹七巧刚嫁到姜家几年ꎬ有了一双儿女ꎬ患骨痨病的丈夫满足不了她的各种欲望ꎬ她对自己

的婚姻极度失望ꎮ 但年纪尚轻的曹七巧又不甘命运的摆布ꎬ她渴望拥有真正的幸福ꎬ在感情匮乏

的窘境下需要情感的温暖和慰藉ꎮ 对于家庭ꎬ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ꎬ曹七巧毕竟还存有一些合乎

情理的愿望ꎬ她爱上了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ꎬ但却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也不值得爱的人ꎮ “她的痛

苦是想爱而不能爱ꎬ同时她又是情欲的奴隶ꎬ她被红色的情欲控制着、煎熬着ꎬ她的内心空虚而焦

虑ꎬ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来填满ꎮ”③随着丈夫的死去ꎬ曹七巧过起了孤儿寡母的生活ꎬ在各种欲望

无法得到正常满足的情况下ꎬ她对爱情的幻想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和疯狂攫取ꎮ 曹七巧陷入了

生命的绝望和虚无ꎬ堕入黄金的枷锁作困兽斗ꎬ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暴戾、变态的“疯人”ꎮ 她

不仅自己成为了金钱的奴隶、黄金的枷锁桎梏下的牺牲品ꎬ而且还亲手破坏了儿女的婚姻ꎮ 曹七

巧出现在女儿未婚夫童世舫的面前时ꎬ完全是一副疯子的装扮:
　 　 世舫回过头去ꎬ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ꎬ脸看不清楚ꎬ穿一件青灰团

龙宫织缎袍ꎬ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ꎬ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ꎮ 门外日色昏黄ꎬ楼梯上铺

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ꎬ一级一级上去ꎬ通入没有光的所在ꎮ 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

人———无缘无故的ꎬ他只是毛骨悚然ꎮ④

“青灰团龙宫织缎袍”象征着地位、权力和威严ꎬ此时的曹七巧是家里的主人ꎬ成为财富的拥

有者和绝对控制者ꎬ但她的家庭连同她的年轻的儿女都笼罩在黑暗之中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ꎬ看
不到温暖和梦想ꎬ她浑身充满了鬼气和古墓的苍凉阴冷ꎬ她的报复和怨毒令人发指ꎬ这意味着她

的生命一点点变得枯萎、暗淡ꎬ毫无生气ꎮ
临终前ꎬ曹七巧似睡非睡地横在烟铺上ꎬ“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ꎬ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

如柴的手臂往上推ꎬ一直推到腋下ꎮ 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ꎮ 就连出

了嫁之后几年ꎬ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ꎮ 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ꎬ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

的蓝夏布衫袖ꎬ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ꎬ上街买菜去”⑤ꎮ 翠玉镯子套过的滚圆的胳膊与骨瘦如柴

的手臂形成鲜明的对比ꎬ不变的是玉ꎬ变化了的是人ꎬ这种对比显示了曹七巧生命的衰朽和青春

的远逝ꎮ 曹七巧回忆起年轻时的美丽和幸福ꎬ后悔自己为金钱而错过了可以比现在幸福的机会ꎬ
泪眼朦胧中颇多人生的感喟和省悟ꎮ 这里的翠玉镯子ꎬ实际上反衬和隐喻了女主人公生命的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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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和命运的不幸ꎬ揭开了人生不幸源于华美服饰下人性黑暗和灵魂卑劣的生命本质ꎮ
在«封锁»中ꎬ服饰书写主要是在外表的整饬体面和内在道德的伪善脆弱所形成的张力结构

中来组织的ꎮ 小说叙述了抗战期间的上海市区ꎬ因日军空袭而被迫停止行进的一辆电车上ꎬ一对

邂逅的陌生男女之间所发生的暧昧故事ꎮ 男主人公吕宗桢ꎬ是华茂银行的会计师ꎬ已有妻子女

儿ꎻ女主人公吴翠远ꎬ上海申光大学英文助教ꎬ２５ 岁ꎬ未婚 ꎮ 他们对各自目前的家庭生活均不满

意ꎬ但又必须回到现实中自己的家庭ꎬ继续扮演各自的角色ꎮ 他们的外表整饬体面ꎬ而内心却是

空虚无奈的ꎮ 他们在精神上渴望出轨ꎬ以摆脱心灵的疲惫ꎬ激发身心的活力和愉悦ꎮ 从人性的角

度而言ꎬ他们的欲望是合理的ꎻ但于社会和家庭而论ꎬ却是有违道德甚至法律的ꎮ 他们非常清醒

地知道这些ꎬ所以短暂碰撞产生的激情火花于瞬间熄灭ꎬ最终带着心灵冒险的刺激和情感的遗憾

各走各路ꎮ 吕宗桢穿着齐齐整整的西装ꎬ戴着玳瑁边眼镜ꎬ提着公文包ꎬ一副体面斯文、有教养的

都市高级白领模样ꎬ在外是个好市民ꎬ在家是一位好父亲和好丈夫ꎮ 但是ꎬ谁也不会想到他居然

会在停开的电车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大胆地勾搭一个未婚女性ꎬ从这个都市成功人士雅致的服饰

可以看出他空虚的灵魂和冲溃道德底线的人性堕落ꎮ
张爱玲对于吕宗桢的服饰书写是简约的ꎬ而对于吴翠远的服饰则作了较为详实细致的描摹:
　 　 吴翠远ꎬ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ꎬ但是还没有结婚ꎮ 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

袍ꎬ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ꎬ很有点讣闻的风味ꎮ 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ꎮ
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ꎬ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ꎮ 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ꎮ 她长

得不难看ꎬ可是ꎬ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ꎬ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ꎬ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ꎬ
松弛的ꎬ没有轮廓ꎮ 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ꎮ①

从这段服饰描写中可以看出ꎬ吴翠远是一位保守矜持、清爽素雅、清心寡欲但不漂亮的老姑

娘形象ꎬ在家里是好女儿ꎬ在学校是好学生ꎬ工作后是好老师ꎮ 真的无法想象她的内心深处竟然

蕴蓄着强烈的对异性的欲望之火ꎮ 只不过是在封锁期间的短暂邂逅和无意闲聊ꎬ竟促使她产生

了非分之想ꎬ把严格的家教和道德自律抛之脑后ꎬ竟然想把自己全部的身心托付给吕宗桢这个道

貌岸然的家伙ꎬ并不在乎有没有钱ꎬ也不在乎有无名份ꎮ 当吕宗桢婉言拒绝她的时候ꎬ她竟然哭

了ꎬ还认为他是个好人ꎮ 随着封锁的解禁ꎬ她终于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ꎬ等于没有发生ꎮ 整个

的上海打了个盹ꎬ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ꎮ”②由此看来ꎬ吕宗桢不过和她逢场作戏一场而已ꎬ痴情

作真的吴翠远最终也在梦醒时分恍然大悟ꎮ 在这里ꎬ所谓的道德、教养、体面、斯文ꎬ都成为自欺

欺人的牌坊ꎬ这就揭开了人性堕落和虚伪的面纱ꎮ 张爱玲借助服饰的书写暴露了隐藏于华美外

表下的人性的阴暗ꎬ捕捉住了人物的灵魂ꎮ
(二)暗示人物命运ꎬ展现苍凉人生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话语ꎬ不仅具有可供阐释的意义空间ꎬ而且渗透着一种悲凉甚至悲哀的

精神ꎮ 她善于借助日常服饰去暗示人物的命运ꎬ展现苍凉的人生ꎬ因此ꎬ她的小说主题总是悲观

的ꎬ人生总是无助而又无奈地指向虚无ꎬ显示出空余苍凉的况味ꎮ
张爱玲的小说«花凋»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如何像花一样凋谢的故事ꎮ 一开始它就通过郑

家小姐们的衣服展现了整个家庭窘困的生活ꎬ女主人公郑川嫦在姊妹们争夺服饰的斗争中惨遭

失败ꎮ 她小时候的穿着、相亲时的服饰甚至生病时的衣服ꎬ都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她凄惨荒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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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惨状ꎬ暗示了她自小被家人冷落终至生命之花凋谢的悲剧命运ꎮ
郑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ꎬ父母自私自利ꎬ姐妹们之间勾心斗角ꎬ明争暗夺ꎬ而川嫦是姊妹

中最老实的一个孩子ꎮ 她是最小的女儿ꎬ生来就受到姐姐们的欺负ꎬ而弟弟又占去了父母的疼

爱ꎬ她的悲剧命运似乎先天注定ꎮ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ꎬ“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ꎬ夏天浅蓝ꎬ冬天

深蓝ꎬ从来不和姊妹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①ꎮ 长大后ꎬ好不容易熬到姊妹们都出嫁

了ꎬ她却生病了ꎬ但仍然穿着丑陋的服饰:
　 　 川嫦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ꎬ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ꎬ许久没洗澡ꎬ褥单也没换过ꎮ
那病人的气味②

川嫦的服饰暗示着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命运ꎬ她是家里最老实、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ꎬ但在

这个弱肉强食的家庭中却没有更好的命运ꎮ 她渴望穿上漂亮的衣服ꎬ但总是事与愿违ꎬ始终处于

丑陋服饰的包裹之中ꎮ “服饰的匮乏正象征着她感情上的匮乏ꎬ没有爱ꎬ没有关怀ꎬ她的人生像

缺乏阳光雨露的花一样ꎬ只能凋谢ꎮ”③而她的自责为她的家庭多了一道美丽的伪饰ꎬ但也加速了

她的悲剧的到来ꎮ 小说以一款已经过时且并不合身的服饰对她的悲剧命运作了象征性书写:
　 　 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ꎬ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ꎻ戴着她大姊夫从巴黎带来的

一副别致的项圈ꎮ 是一双泥金的小手ꎬ尖而长的红指甲ꎬ紧紧扣在脖子上ꎬ像是要扼死人ꎮ④

川嫦的这身衣服穿在她与自己理想中的丈夫章云藩见面的重要场合ꎬ她戴的饰品“别致的

项圈”作为一个服饰意象ꎬ令人触目惊心ꎬ如同“扼死人”的小手ꎬ“尖而长的红指甲”早已环绕在

她的脖子上ꎬ过时的白衣服宣告着生活的无望ꎬ无形中杀人的“项圈”宣布着死亡的即将到来ꎮ
最后ꎬ川嫦在肺病中不断地消瘦下去ꎬ随着亲情的缺失ꎬ爱情的失去ꎬ生活的希望破灭ꎬ她丧失了

生存下去的理由和依据ꎮ 在病魔的折磨下ꎬ在世态炎凉的煎熬下ꎬ她的身心憔悴ꎬ逐渐变得丑陋

不堪ꎬ她的身体“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⑤ꎮ 但事实上ꎬ“川嫦从前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ꎬ尤其

美的是那一双华泽的白肩膀”ꎮ 这个善良美丽的姑娘从一个“极其丰美的肉体”到一个“冷而白

的大白蜘蛛”的巨大蜕变和强烈反差ꎬ正折射出一个年轻生命被扭曲异化的悲剧ꎮ
张爱玲的«金锁记»从三奶奶兰仙的陪嫁丫鬟凤箫起笔ꎬ以她和伺候二奶奶七巧的丫鬟小双

关于服饰的一段对话开篇ꎬ很好地把彼此主人的家境和时局以及各自主人的命运暗示了出来ꎮ
曹七巧爱着小叔子姜季泽ꎬ却无法实现内心的欲望ꎬ陷入爱而不得的尴尬与绝望ꎮ 作者写道: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ꎬ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

蝴蝶的标本ꎬ鲜艳而凄怆ꎮ”⑥在这里“实心小金坠子”被喻为“铜钉”ꎬ取得了相同的精神内涵ꎬ这
种服饰意象获得了“鲜艳而凄怆”的悲剧命运的意蕴ꎮ 蝴蝶的标本是曹七巧生命状态的生动而

真实的写照ꎬ尽管她被种种戒律禁锢着ꎬ但她那颗年轻的心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欲望ꎬ而此时ꎬ这
只曾经鲜艳的蝴蝶经过岁月的磨蚀ꎬ被“小金坠子”钉在那里ꎬ已经风干ꎬ生命枯萎ꎬ变得丑陋不

堪ꎮ 自然界的蝴蝶牺牲自己圆了一个美丽的梦ꎬ永远留下了昔日的美好韶华ꎮ 而人世间的曹七

巧却背着黄金的枷锁ꎬ在金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ꎬ又在肉体的欲望中迷失了自我ꎮ 她为女儿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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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脚ꎬ纵容儿子吸食鸦片ꎬ无情地摧残着儿女的身心健康和婚姻幸福ꎬ把孩子们推向了一个黑暗

的陈腐的深渊ꎮ 曹七巧不仅自己的命运悲惨ꎬ而且亲手制造了儿女的悲剧命运:
　 　 七巧的儿子长白ꎬ女儿长安ꎬ年纪到了十三四岁ꎬ只因身材瘦小ꎬ看上去才只七八岁的光

景ꎮ 在年下ꎬ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ꎬ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ꎬ衣服太厚了ꎬ直挺挺撑开

了两臂ꎬ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ꎬ并排站着ꎬ纸糊的人儿似的ꎮ①

这种服饰描写ꎬ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死人灵前纸扎的童男童女ꎬ这预示着长安和长白这两个无

辜的孩子注定要与那死去了的灵魂陪葬的命运ꎮ 对于长安而言ꎬ尤其如此ꎮ 可以说ꎬ善良无辜的

长安ꎬ她的一生就是为了难言的自尊而不断放弃的过程ꎮ 面对母亲曹七巧对她的婚姻的破坏ꎬ
“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ꎬ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ꎮ 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②长安怀着一种希望和憧憬去赴宴见童世舫ꎮ 为此ꎬ她做了新装ꎬ并到理发店烫了头发ꎬ
“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贴着细小的发圈ꎮ 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ꎬ又换上了

苹果绿乔琪纱旗袍ꎬ高领圈ꎬ荷叶边袖子ꎬ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③ꎮ 到了菜馆子后ꎬ她突然

矜持起来ꎬ在房间里“怯怯地褪去了苹果绿鸵鸟毛斗篷”④ꎮ 在童世舫看来ꎬ长安确有点楚楚可

怜ꎬ甚是喜欢ꎮ 后来的交往ꎬ开始有了局部的变化ꎬ“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ꎬ很少说话ꎬ眼角里

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⑤ꎮ 两人之间有了好感ꎬ甚至心心相惜ꎮ 但曹七巧的存在ꎬ
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破坏力量ꎮ 曹七巧在请童世舫的鸿门宴上故意反复说及长安抽鸦片的几句

话ꎬ足以摧毁了长安一生的幸福和希望ꎮ 作者写道:“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ꎬ玄色花绣鞋与白丝

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ꎮ 停了一会ꎬ又上去了ꎮ 一级一级ꎬ走进没有光的所在ꎮ”⑥这种由黑

色绣花鞋和白色丝袜构成的服饰意象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ꎬ暗示了长安晦暗的悲剧命运ꎮ
如果说曹七巧如同一个被风干的蝴蝶标本ꎬ在生命枯萎之际摧毁了儿女的幸福ꎬ那么«沉香

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则更像一只美丽的毒蜘蛛ꎬ亲手毁灭了亲侄女葛薇龙这个花季少女

的一世幸福ꎮ 葛薇龙这个纯情少女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罪恶的背后推手ꎬ就是她的亲姑妈梁太太ꎮ
小说一开篇就为我们描写了她的黑色的装扮:

　 　 汽车门开了ꎬ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ꎬ一身黑ꎬ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ꎬ
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ꎬ在日光中闪闪烁烁ꎬ正爬在她腮帮子上ꎬ一亮一暗ꎬ
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ꎬ暗的时候更像一粒青痣ꎮ 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ꎬ像围巾似

的兜在肩上ꎬ飘飘拂拂ꎮ
毕竟上了几岁年纪ꎬ白腻中略透青苍ꎬ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ꎬ是这一季巴黎新

拟的“桑子红”ꎮ 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ꎬ美人老去了ꎬ眼睛却没老ꎮ⑦

梁太太一身黑的服饰暗示了她和曹七巧的处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ꎬ她们都经历过并不幸福

的婚姻和丧夫的孤寂ꎮ 只不过在现实的生存中ꎬ她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复杂的世道ꎮ 曹

七巧在黄金的枷锁中极力压抑情欲ꎬ在有意无意中用黄金的枷角劈杀无辜的亲人ꎻ而梁太太则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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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放纵情欲ꎬ游戏人生ꎬ以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的快乐ꎮ 在这段服饰书写中ꎬ黑色是梁太太服

饰的基调ꎬ也象征着她的阴鸷狠毒、放荡不羁的人格心理ꎮ 尤其是面网上的那个“指甲大小的绿

宝石蜘蛛”更暗示了梁太太的阴毒和葛薇龙的悲剧命运ꎮ 梁太太就是一只美丽的毒蜘蛛ꎬ给人

一种凄冷恐怖的感觉ꎮ 蜘蛛吐丝结网ꎬ猎取食物ꎬ用来果腹ꎮ 此时的葛薇龙就成为送上门的猎

物ꎮ 葛薇龙最终也成为她姑妈勾引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或她已感兴趣的男人的诱饵ꎬ逐渐沦为

姑姑的俘虏ꎬ在清醒的自我批判和真情相依中反成了现世的俘虏ꎮ 姑妈的家就是一个高级妓院ꎬ
风月场所ꎬ但葛薇龙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ꎬ只能一步步堕入罪恶的深渊ꎮ 她爱上了花花公子乔琪

乔ꎬ但在乔琪乔的眼里ꎬ她不过是一个妓女ꎮ 他在利用葛薇龙的身体一方面满足自己的肉欲ꎬ一
方面利用她的身体帮他弄钱ꎮ 等待着葛薇龙的只能是无边荒凉和恐怖的命运ꎮ

通过文本细读ꎬ我们发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ꎬ同一种服饰在作品内部重复出现ꎬ也在不同作

品之间重复出现ꎬ成为一种繁复的意象ꎬ这些被不断重复的服饰意象寄寓着作者的情思ꎬ呈现为

作者审视人生、观照生命、揭示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的独特视角和手段ꎮ 可以说ꎬ“张爱玲以

缤纷的服饰建构了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ꎬ服饰重复的策略更成了她塑造人物、结构篇章、透视人

性的有力武器”①ꎮ 绣花鞋、手套、旗袍、绒线衫、戒指、团扇、蓝布罩衫等日常见到的服饰都在张

爱玲的笔下活灵活现ꎮ 如在«十八春»中“红绒线手套”ꎬ在出现———丢失———寻找———归还———
收藏之间不断重复了五次ꎬ便很好地传达了曼桢和世钧之间的深沉含蓄的爱慕心理ꎬ凸显出他们

腼腆、内敛的性格特征ꎮ “绣花鞋”这种过去时代女性的日常服饰在张爱玲的多篇小说中反复出

现ꎬ形成了一种服饰意象ꎮ 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主人公佟振保半夜里起来开灯ꎬ发现“地
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ꎬ微带八字式ꎬ一只前些ꎬ一只后些ꎬ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

他走过来ꎬ央求着”②ꎮ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惨遭娘家人的排挤后ꎬ紧紧地将绣花鞋的鞋帮

子按在心口上ꎬ手被戳在鞋上的针扎了也不觉得疼ꎻ«十八春»中翠芝脚上穿着一双簇新的藕色

缎子夹金钱绣花鞋ꎻ«多少恨»中的家茵在拖床底下的箱子时ꎬ顺带露出床底的一只天青平金绣

花鞋的鞋尖ꎻ«花凋»中郑夫人为早已病入膏肓而无法下床的女儿川嫦置了两双绣花鞋ꎮ 绣花鞋

是千百年来在男权话语规约下的产物ꎬ女性的脚被束缚在这种鞋里ꎬ是女性被压抑的生命形态和

命运象征ꎮ 这些绣花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断被提及并重复出现ꎬ自然意蕴深刻ꎬ暗示着与这些

绣花鞋有关的太太、小姐们不幸的命运和苍凉的人生ꎮ 她们或在婚姻中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ꎬ或
在自私的父母压迫下过着不堪的日子ꎮ 这些繁复的绣花鞋意象揭示了女性凄惨的生存处境和惨

淡的命运结局ꎮ

结　 语

张爱玲是一位自觉追求象征性的现代作家ꎬ她的小说中人物的服饰有时虚拟化和抽象化ꎬ服
饰意象也在写实中注入现代性元素ꎬ这使她的服饰书写不仅具有写实的特征ꎬ而且具有象征的意

义ꎮ 她善于运用服饰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来传达自己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独特体验ꎬ表现人物的情

感和命运ꎮ 通过张爱玲的服饰话语ꎬ我们既能够感受到她不随波逐流也不迎合世人的意趣ꎬ还可

以洞察她丰富而独特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以及生存之思ꎮ 可以说ꎬ张爱玲的服饰书写ꎬ立足于

服饰ꎬ立意在文化ꎬ不仅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和传承ꎬ还表现为对现代西方服饰文

３５

①
②

贺玉庆:«重复:张爱玲的服饰叙事策略»ꎬ«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ꎬ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 ２ 卷)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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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借鉴和汲取ꎬ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服饰话语体系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张爱玲“所描写的

世界ꎬ上起清末ꎬ下迄中日战争ꎻ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ꎬ都整齐而完备ꎮ 她的视觉的

想像ꎬ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ꎮ 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ꎬ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

细描写ꎮ 自从«红楼梦»以来ꎬ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①ꎮ 虽

然张爱玲所熟悉的那个时代已经挥着“美丽的苍凉的手势”渐行渐远ꎬ但她的服饰书写却寄寓着

太多的民族的和家族的记忆ꎬ从她的服饰话语中ꎬ我们可以清晰地审视那个时代的面影和人生百

态ꎬ在阴阳相隔的边界处ꎬ感受历史隧道中时代苍凉的气息和人物悲戚的命运ꎬ
张爱玲对服饰曾有过精辟的论定:“对于不会说话的人ꎬ衣服是一种言语ꎬ随身带着的一种

袖珍戏剧ꎮ”②当然ꎬ这种论述得益于她独特的生命体验ꎮ 而这种体验因服饰元素的介入而显得

与众不同ꎬ这既成就了她独立不倚的个性ꎬ也使她笔下的服饰话语隐含着历史文化的底蕴ꎬ呈现

出鲜明的民族精神和现代特征ꎮ 一袭袭素朴抑或华美的服饰ꎬ在张爱玲笔下成为展示真实世界

的表意符号ꎬ升华为演绎人生命运纠结的悲剧意象ꎬ成为她的小说荒寒苍凉意境的独特注脚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Ｃｈｅｎ Ｆｕｌ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ｈａｄ ａ ｆｕ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ｌ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ａｓ ｓ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ｈｅｒ ｌｉｆｅ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ａｓ ｇｏｏｄ ａｔ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ꎬ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ｈ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ꎬ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ｅ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ｗｅｒｅ ａ ｃｕｔ － 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ｓ ｉｎｎ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ｅ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ꎻ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ꎻ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ｐｐａｒｅｌꎻ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ｌꎻ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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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网络反恐国际法的参与
∗

黄德明　 杨　 凯
(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

　 　 摘要:　 恐怖主义问题一直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顽疾ꎮ 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ꎬ恐怖分子利

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开展恐怖行动ꎬ网络恐怖主义产生ꎮ 网络恐怖主义结合了互联网的匿名性与全球化的特

点ꎬ给国际社会的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ꎮ 国际社会对此非常重视ꎬ尝试通过国际合作遏制网络恐怖主义发展ꎮ
我国重视打击网络恐怖主义ꎬ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积极进行对话合作ꎬ推动反网络恐怖主义国际法的建设ꎬ还通过

完善国内法等方式应对网络恐怖主义ꎮ 我国在网络反恐中的积极参与ꎬ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ꎬ也维护了习

近平同志提出的“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ꎮ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ꎬ随着网络反恐国际法的不断完善和

发展ꎬ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ꎮ
关键词:　 国际法ꎻ网络恐怖主义ꎻ全球治理ꎻ中国法ꎻ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５－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６
作者简介:黄德明(１９６８—　 )ꎬ男ꎬ湖北襄阳人ꎬ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ꎻ杨凯(１９８９—　 )ꎬ

男ꎬ山东聊城人ꎬ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高铭暄、陈冉:«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研究»ꎬ«法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②[英]詹姆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ꎬ王铁崖等译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３ 页ꎮ

　 　 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网络时代ꎬ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得到广泛的应用ꎬ世界的

联系越发紧密ꎬ人类愈发成为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ꎮ 网络的开放性、实时性、全球性以及互动

性ꎬ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ꎬ但也带来一些问题ꎮ 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之后ꎬ恐怖主义

跨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①ꎬ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的更加关注ꎮ 与之同时ꎬ除了传统的恐怖袭

击ꎬ恐怖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这一全球化的先进工具ꎬ策划、传播、发动网络恐怖袭击ꎮ 可

以说ꎬ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在当前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新形势下的产物ꎬ它对国际社会的安

全提出了新的挑战ꎮ 在国际舞台上ꎬ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网络恐怖主义带来的危害ꎬ并且尝

试通过相互间对话的国际合作方式来应对这一问题ꎮ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彼此往来中有法律约束

力的规则、原则制度的总称②ꎬ它在国际社会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ꎮ 利用国际法调整应对这一新形势ꎬ也是高度网络化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各成员面临的新问题ꎮ
我国十分重视反对网络恐怖主义ꎬ在国内法上与时俱进ꎬ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发展完善了国

内立法ꎻ在国际舞台上ꎬ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ꎬ同时积极推动国

际合作ꎬ推动国际反网络恐怖主义法的立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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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网络反恐的立法现状

(一) 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

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ꎬ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法律规范中ꎬ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ꎮ 即使是网

络恐怖主义的上位概念恐怖主义ꎬ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也是众说纷纭ꎬ目前尚无统一定论ꎮ① 在

联合国、欧洲理事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应国际法律文件中ꎬ“恐怖主义”多定义为恐怖行为ꎮ②

学界公认ꎬ最早提出“网络恐怖主义(Ｃｙｂ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一词的是美国加州情报安全研究所研

究员巴里科林ꎮ 他认为ꎬ网络恐怖主义是“网络与恐怖主义二者相结合的产物”ꎮ③ ２０００ 年的

英国«反恐怖主义法案»中提出了“网络恐怖主义”ꎬ但是此法案中的网络恐怖主义只是针对影响

到政府和社会利益的黑客行为而言ꎮ④ ２００１ 年美国颁布«爱国者法案»ꎬ其中的网络恐怖主义是

损害美国商贸和通信相关程序系统有效性与完整性的行为ꎮ⑤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ꎬ网络恐怖活

动是非政府团体或者秘密的恐怖组织实施的有预谋并且有一定政治动机的针对计算机系统和数

据的袭击ꎮ⑥ 美国有学者也认为ꎬ网络恐怖主义可以定义为利用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对个

人客体造成的伤害与破坏ꎮ⑦ 德国著名刑法学教授西伯尔把网络恐怖主义定义为三种行为ꎬ即
利用互联网攻击计算机系统ꎬ以互联网为媒介传播非法内容ꎬ利用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组织与策

划恐怖袭击ꎮ⑧

我国很早就注意到了网络恐怖主义的问题ꎬ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公布的«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

册»中ꎬ提出了“利用网络散布恐怖信息ꎬ组织网络恐怖主义活动、攻击电脑程序和信息系统等行

为属于网络恐怖袭击”⑨ꎮ 虽然这只是一个推广型的手册ꎬ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ꎬ但也体现

出我国政府对网络恐怖主义的重视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ꎮ
对于国际社会中的重大问题ꎬ联合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ꎬ也是推动反网络恐怖主义

国际立法的中坚力量ꎮ 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日益发展ꎬ联合国反恐行动队(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ꎬ简称 ＣＴＩＴＦ)有着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明确的工作职能范围:“与联合

国一起ꎬ在适当顾及保密、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法所规定的其他义务的情况下ꎬ探究寻找多种途

径和方法ꎬ从国际到区域各级平台协调努力ꎬ打击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

义ꎮ”其将网络恐怖主义界定为四类行为:一是利用互联网及时远程更改计算机系统上的信息

或者干扰电脑操作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通讯以便于实施恐怖袭击ꎻ二是为了发动恐怖活动的目

的从网络获取信息ꎬ使互联网作为其信息源ꎻ三是借助互联网的便捷特性ꎬ通过网络传播散布与

恐怖主义相关的信息ꎻ四是以发动恐怖活动为目的使用互联网进行彼此之间的联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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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言ꎬ网络恐怖主义ꎬ与一般传统的恐怖主义有所不同ꎬ它是恐怖主义同网络科技

的结合ꎮ 虽然迄今为止ꎬ学术界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仍没有统一的概念ꎬ世界各国政府对此也

没有达成共识①ꎬ但在对网络恐怖主义的认定上ꎬ仍有共同之处ꎮ 首先ꎬ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

义和当下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产物ꎬ本质上仍然属于恐怖主义范畴ꎻ其次ꎬ网络恐怖主义的行为

场所是虚拟世界ꎬ与传统恐怖主义相比ꎬ其行为方式更隐蔽也更具有突发性ꎬ破坏力胜过一般的

黑客和网络攻击ꎻ②再次ꎬ网络恐怖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同恐怖主义结合而成的ꎬ伴
随着网络科技的进一步发展ꎬ先进的互联网科学技术也将会为恐怖分子所用ꎬ网络反恐问题也将

会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更加具有挑战性ꎮ
(二) 网络反恐国际立法

网络的发展具有全球性、世界性ꎬ单靠一国的力量很难有效遏制网络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发

展ꎬ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对抗网络恐怖主义最恰当的方式ꎮ
１.联合国推动下的反网络恐怖主义国际立法

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法立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近年来ꎬ在针对反恐的问题上ꎬ联合

国安理会发布的决议数次提及网络恐怖主义:要求成员国必须互相共同关切防止恐怖分子利用

先进技术和通信方式尤其是因特网来进行招募和煽动以及进行恐怖活动的筹备工作的 １９６３ 号

决议③ꎻ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先进信息和通信技术ꎬ利用因特网来进行招募和煽动性活动ꎬ
并进行筹资、规划与筹备工作的 ２１３３ 号决议④ꎻ关切全球化社会中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越来越

多地利用新的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开展恐怖活动ꎬ并谴责利用这些技术进行煽动、招募、筹资

或者筹划恐怖活动的 ２１９９ 号决议⑤和 ２２５３ 号决议⑥ꎮ 安理会的决议ꎬ明确表示了国际社会对网

络恐怖主义的重视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态度ꎬ这对于打击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从事一系列的

恐怖活动具有指导意义ꎮ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ꎬ也将积极遵行安理会的决议ꎬ在联合

国框架内ꎬ对进一步打击国际网络恐怖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ꎮ
除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外ꎬ在联合国制定的其他公约中ꎬ也有明确的防范对抗网络恐怖主义

的内容ꎮ 在«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中ꎬ要求各国规定“资助恐怖主义罪”
为刑事犯罪⑦ꎬ由于该条文并未限定行为方式ꎬ而且当前条件下对恐怖分子的资助越来越多地通

过网络地下钱庄隐蔽进行ꎬ因而对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的资助ꎬ自然也在其调控范围之内ꎮ
２.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欧盟成员国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３０ 多个国家在布达佩斯签订«网络犯罪

公约»ꎮ 该公约是世界上首次针对网络犯罪行为专门制定的公约ꎮ 其内容对网络恐怖行为也作

出了相应规定ꎮ
公约规定ꎬ任何人在无权限情况下对电脑资料进行的损毁、删除、篡改或隐匿的行为都认定

为刑事犯罪ꎮ⑧ 同时ꎬ也将行为人在无权限情况下通过输入、传输、损毁、删除、变更、篡改或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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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数据导致严重妨碍计算机系统运行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ꎮ① 在此条款下ꎬ利用电脑发

送病毒以妨碍计算机使用ꎬ恐怖分子攻击重要网络设施的网络恐怖主义行为ꎬ得到有效规制ꎮ
除了上述规定的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ꎬ公约对黑客行为及非法截取计算机系统数据也纳入规制

范围ꎬ把黑客通过入侵计算机系统以及通过非法手段拦截计算机数据定为犯罪ꎮ 在诸多网络犯

罪行为中ꎬ犯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ꎬ为了犯罪的目的需要以黑客手段入侵计算机并且非法获取相

关数据ꎬ对数据的详细掌握ꎬ给网络恐怖分子发动网络恐怖袭击提供了便利条件ꎮ 而在«布达佩

斯公约»中ꎬ这一条文旨在遏制住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的源头ꎬ对于保护系统稳定和数据安全ꎬ打
击网络恐怖主义ꎬ都起了推动作用ꎮ

３.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
２００５ 年ꎬ在波兰华沙的欧盟政府首脑会议上ꎬ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正式对欧洲

理事会成员国以及参与谈判过程的非成员国开放签署ꎮ 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国际社会越来越重

视的网络恐怖主义行为ꎮ
公约第 ５ 条明确规定了公然煽动实施恐怖主义罪ꎬ行为人具有煽动恐怖主义的目的ꎬ向他

人传播散布各种信息ꎬ达到其所需要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效果是该罪名的主要表现ꎮ 第 ６ 条是关

于恐怖主义征募人员罪ꎬ即采取尽可能的手段拉拢他人进入恐怖组织ꎬ为其服务ꎬ进行各种犯罪

活动ꎮ 恐怖组织也是由自然人组成ꎬ在进行恐怖活动的长期犯罪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招募社会成

员加入ꎬ否则无法长期进行犯罪活动ꎮ 将此种行为定罪ꎬ能有效地遏制恐怖组织吸收新成员ꎮ 公

约第 ６ 条则是恐怖主义培训罪ꎬ是指为他人进行的恐怖活动如制作犯罪工具、爆炸物、有毒有害

物等进行专业的训练和指导ꎬ使其具备发动恐怖袭击造成更大杀伤力效果的行为ꎮ 上述罪行的

定罪ꎬ充分说明公约重视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性ꎮ 以上条款没有规定实施犯罪的具体媒介

和行为方式ꎬ因此利用网络或其他信息系统从事煽动、教唆、传播恐怖主义的行为是完全可以利

用这些条款定性为网络恐怖行为的ꎮ 此外ꎬ公约还对预防恐怖主义发生、情报交流、调查取证等

方面的国际协作作出了规定ꎮ
(三) 国际性会议对于网络反恐国际立法的推动

近年来ꎬ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这一先进的科技工具进行网络恐怖活动ꎬ于是世界

各国纷纷将本国的网络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重要考量中ꎮ 在国际性的会议上ꎬ国际社会众多成

员纷纷表达对于网络安全的国家立场与网络安全发展的需求ꎮ ２０１０ 年法国召开的八国峰会上ꎬ
参会国家集中讨论了互联网的相关问题尤其是网络安全问题ꎬ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加强网络安

全”ꎻ２０１３ 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ꎬ决定成立网络安全工作

组ꎻ同年 ９ 月“加强网络安全措施研讨会———法律和文化视角”的中国同东盟的地区论坛在北京

举行ꎬ中国同东盟一道就网络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在中国乌镇召开世界互

联网大会ꎬ并发布«２０１６ 世界互联网发展乌镇报告»ꎬ明确指出“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危

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ꎮ 各国致力于通过跨国司法与安全合作ꎬ有效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

义ꎬ防止将技术、通信和资源用于犯罪或恐怖主义目的ꎬ根除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在网络空间传

播的基础与土壤ꎮ 打击网络犯罪的双、多边合作机制相继建立”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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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ꎬ网络的无国界让网络恐怖主义也无国界ꎮ① 国

际性的会议ꎬ增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关于网络反恐的对话与交流ꎬ交换了各国对网络反恐的认识ꎬ
有助于达成网络反恐的共识ꎮ 当下的反网络恐怖主义国际立法ꎬ大都散见于各种反恐条约中ꎬ并
无专门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国际法文件ꎮ 全球层面上应对网络恐怖主义ꎬ仍然要积极推动达成

国际反网络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ꎬ促进国际间的合作ꎬ以便更好地防范网络恐怖主义的发生ꎮ

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网络反恐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一)小布什时期:侧重攻防兼备

“９１１”事件让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关注空前提高ꎮ 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工具对美国高度发

达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发动一系列攻击ꎬ威胁着美国的安全ꎮ② 事件发生后ꎬ小布什总统随即签

发第 １３２３１ 号总统行政命令ꎬ同时签署«爱国者法案»ꎬ其中明确提出了“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ꎬ
准许对于以反恐为目的的网络拦截ꎮ③ 在法案的“增强国内反恐安全”、“扫除恐怖主义调查障

碍”和“改革情报机构”部分中ꎬ均明确提出对恐怖分子利用网络进行的网络恐怖活动予以打

击ꎮ④ 反击恐怖主义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首要任务ꎮ “９１１”事件后ꎬ美国针对基地组

织进行了打击ꎮ 在阿富汗战争中ꎬ美军缴获了基地组织的电脑ꎬ并且查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训

练黑客进入政府内部网络ꎬ大量盗取数据ꎬ并利用私人数据伪造身份证件进入美国境内ꎮ 在伊拉

克战争中ꎬ一些受宗教极端主义蛊惑的恐怖分子通过网络对美军发动攻击ꎬ意图将圣战的战场由

现实转入互联网ꎮ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公布了«保护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ꎬ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份针对

网络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ꎮ⑤ 美国以战略眼光看待网络空间ꎬ提出对网络恐怖袭击建立应

急响应机制ꎬ这是在反恐的时代大背景下ꎬ美国的国家政策在网络空间的延伸ꎮ 小布什在任时

期ꎬ美国的网络军事力量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ꎬ针对网络恐怖袭击的防御和反击ꎬ以及对于恐怖

分子进行的网络反恐怖行动ꎬ都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发展ꎮ 可以说ꎬ在现实生活及网络空间等各个

层面的反恐ꎬ是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ꎮ ２００５ 年ꎬ美国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ꎮ 这份报

告将“互联网空间”排列在海、陆、空、外空之后ꎬ成为新的第五空间ꎬ明确提出恐怖分子越来越多

地利用互联网工具宣传极端思想ꎬ招募成员ꎬ相互联络ꎬ组织恐怖袭击ꎮ 美国军队建立起专门的

网络作战部队ꎬ说明美国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的防范不仅仅满足于防守ꎬ而且呈现出攻守兼备的积

极战略状态ꎬ形成了攻防兼备的一体化网络反恐体系ꎮ
(二) 奥巴马时期:侧重全球合作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ꎬ也强调网络安全ꎮ 入主白宫伊始ꎬ奥巴马就要求美国各部门开展网络安

全的全面评估ꎬ以此来应对层出不穷、技术不断升级的网络恐怖袭击ꎬ保护重要部门的机密文件

和数据ꎮ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美国发布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的报告ꎮ 该报告从整体上评估了美国

的网络安全现状ꎬ一方面肯定了互联网科技对美国的发展与繁荣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ꎬ另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永彪、任彦:«国际网络恐怖主义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４６ 页ꎮ
刘勃然:«２１ 世纪初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探析»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吉林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沈逸:«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ꎬ北京:时事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５６ 页ꎮ
赵秉志:«外国最新反恐法选编»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７８ 页ꎮ
李英明:«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简析»ꎬ«解放军报»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程群:«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分析»ꎬ«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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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提出美国必须严肃认真地迎接网络安全的挑战①ꎬ并且以现实武力来反击网络空间发

生的恐怖袭击ꎮ 在此战略的指导之下ꎬ美国相继同英国、俄罗斯、中国进行国家元首级别对话ꎬ签
订网络安全协议ꎮ 奥巴马执政期间ꎬ美国在网络空间反恐问题上谋求与世界上其他大国合作ꎬ这
源于在国际舞台上ꎬ网络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威胁国际整体安全与和平的问题ꎬ各个大国之间对

于反对网络恐怖主义有着共同的利益ꎮ 这种基于共同利益而促发形成的合作体制ꎬ推动了各国

网络反恐的进一步深入ꎬ推动了网络反恐国际合作一直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ꎮ
作为世界上互联网科技最发达的国家ꎬ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规定ꎬ对我国制定基于自身利

益的网络安全措施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ꎮ 对于网络安全ꎬ尤其是网络恐怖主义ꎬ我国同样做出

了与时俱进的应对ꎮ

三、我国对于国际网络反恐的参与和贡献

中国是遭受恐怖主义危害很大的国家ꎮ 恐怖行为对我国的和平发展ꎬ尤其是民族团结和边

疆稳定产生了极大破坏作用ꎬ因此ꎬ我国一直重视反恐工作ꎮ 公安部公布了三批恐怖主义分子ꎬ
认定了四个恐怖活动组织ꎮ 在 ２０１４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ꎬ习近平同志发表讲话ꎬ强调对于当

下的地区安全“应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为重点”②ꎮ 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向以负

责任的大国形象处理外交事务ꎬ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合作与发展ꎬ对于网络恐怖主义

当然也不例外ꎮ 在当前网络反恐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ꎬ我国积极开展对外合作ꎬ推动网络反恐

国际立法的进步ꎬ同时不断完善国内法ꎬ做好网络恐怖主义的法律应对ꎮ
(一) 我国面临的网络反恐形势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ꎬ虚拟现实应用广泛ꎬ云计算的出现使得信息流动

更加便利ꎮ 微信、微博、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一些新媒体活跃在世界的各个领域ꎬ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ꎬ也
会被恐怖主义所利用ꎮ 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之快ꎬ而当网络恐怖主义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却

无法被监管控制的时候ꎬ网络安全的脆弱性就会进一步凸显ꎮ③

与此同时ꎬ网络的匿名性使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得到隐蔽ꎮ 例如使用虚拟 ＩＤꎬ恶意制造谣言ꎬ
利用加密技术进行相互之间的联络ꎬ都是网络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ꎮ 即使我们有效控制了网络

恐怖主义行为ꎬ在追根溯源的时候ꎬ同样可能因为网络恐怖分子使用虚拟 ＩＰ 而无法在海量的信

息中精确定位ꎮ
当下ꎬ网络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ꎮ 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ꎬ网络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ꎮ 如果这些行业遭到网络恐怖主义袭击ꎬ后果将不堪设想ꎮ ２００７ 年爱沙尼亚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恐怖分子利用网络宣传自己的极端主义思想ꎮ 正是这种网络恐怖主义的存

在ꎬ使得恐怖主义“独狼”案件激增ꎮ 震惊世界的 ２０１３ 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ꎬ事后查明就

是凶手参照网络上的所谓«圣战战士个人行动手册»制造而成的炸弹ꎮ 网络媒体的发达ꎬ使得每

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中获得各种自己所需的消息ꎬ这也导致“独狼”案件的肆虐ꎮ④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ｓ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习近平:«凝心聚力ꎬ精诚合作ꎬ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ꎮ
孟威:«大数据下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博弈»ꎬ«当代世界»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ꎮ
ＧａｂｒｉｅｌＷｅｉｍａｎｎ. Ｌｏｎｅ Ｗｏｌｖｅｓ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２－０３ꎬ 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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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东突厥斯坦国”ꎬ也通过网络宣传暴力恐怖思想和极端主义思想ꎬ是
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安全隐患ꎮ

(二) 我国对于国际网络反恐的参与和贡献

１.在对外交往中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恐怖主义ꎬ尤其是新科技环境下的网络恐怖主义ꎬ借用网络的全球化和实时性ꎬ其危害波及

全球ꎮ 打击和遏制网络恐怖主义ꎬ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与努力ꎮ 在对外交往中ꎬ我国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ꎬ推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ꎬ促进国际网络反恐怖主义法的立法

进程ꎬ参与国际社会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行动ꎬ积极发出中国的声音ꎬ促进国际社会打击网络恐

怖主义的共同行动ꎮ
我国地处东亚ꎬ邻国众多ꎮ 为此ꎬ我国同邻国积极开展双边的反恐合作ꎬ互相进行网络反恐

的技术交流和情报交流ꎬ提升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能力ꎮ 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ꎬ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ꎬ对于这一地区形势的稳定与和平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ꎮ ２００１ 年我国主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ꎬ发布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

义公约»ꎮ 公约表明了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ꎬ也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反恐机制的

形成ꎬ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ꎮ ２００１ 年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ꎬ参
会各国经过洽谈通过了«领导人反恐声明»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还同东盟国家发布了«中国与东盟

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ꎬ同样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反恐怖主义领域进行全面的

深入合作ꎬ共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ꎮ 在全球舞台上ꎬ中国一直倡导以国际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ꎬ
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的立法ꎬ完善国际反恐怖主义法的体系ꎬ在反恐领域中作出积极贡献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８ 日ꎬ联合国通过了«全球反恐怖战略»ꎬ创建了全球反恐合作的平台ꎬ申明通过国际

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中国、俄罗斯等国联名致函时任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ꎬ请秘书长将上述国家共同商讨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作为第 ６６ 届联合国

大会的正式文件进行散发ꎬ并且通过联合国大会的平台呼吁各国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对此展

开讨论ꎬ以便早日达成共识ꎮ① 这一举动体现了我国对于国际信息安全以及打击网络恐怖主义

的强烈意愿ꎬ通过联合国大会的方式ꎬ为国际法立法做好了前期导向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中国举办了

世界互联网大会ꎬ全世界 １００ 多个国家参会ꎬ就互联网问题的诸多内容广泛交流意见ꎮ 世界互联

网大会最终发布«２０１６ 世界互联网乌镇发展报告»ꎬ重申了我国对于推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网络

恐怖主义的决心ꎮ
２.不断完善国内法ꎬ做好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法律应对

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同互联网科技相结合的产物ꎬ结合了恐怖主义和网络的特点ꎮ 对

网络恐怖主义的防范打击ꎬ不仅要靠国际合作ꎬ而且要在国内法上与时俱进ꎬ不断完善ꎮ 我国最

新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就新增了“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非法持有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物品罪”等ꎬ这些罪名并未限定行为方式ꎬ通过网络进行恐怖主义宣传的罪行自然在这些罪名

之列ꎮ 有关 “策划、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规定涉及网络恐怖主义的策

划和募资ꎬ这也是我国对于越来越多通过网络募集资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一种打击方式ꎻ“扰
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则是针对恐怖分子发动网络恐怖主义袭击扰乱正常电信通讯秩序行

１６

①«中俄等国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文件»ꎬ中央政府门户网站ꎬ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１－０９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４５８２５.ｈｔ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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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应对ꎮ 除此之外ꎬ«刑法修正案(九)»还规定了运营商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反恐义务ꎬ细化

了“拒不履行网络管理罪”和“非法提供互联网服务罪”的罪名ꎬ这不仅拓展了防范网络恐怖主义

的主体范围ꎬ同时也体现出«刑法修正案(九)»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的高度重视①ꎬ更有利于从源

头上遏制网络恐怖主义的出现ꎮ 同样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总则中ꎬ强调“阴谋颠

覆政府ꎬ分裂国家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必须受到追究ꎮ 联系我国边疆地区

近年来遭受的恐怖袭击ꎬ该条文在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打击恐怖主义的体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

的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我国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强调了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ꎬ如第

十二条明确了禁止一切形式的利用网络宣传恐怖主义的活动ꎻ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网络服务运营

商有安全防护义务为“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ꎬ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

窃取、篡改”ꎻ第三十一条强调对于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ꎬ网络安全应该重点保

护ꎮ 同时ꎬ第五章还明确了“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ꎮ 最新的«网络安全

法»在内容上吸取了其他国家遭受网络恐怖袭击的前车之鉴ꎬ从源头的防范到应急事件的处理

均作出了明确规定ꎮ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虽然至今没有正式颁布ꎬ但在内容

上也对网络恐怖主义予以高度的重视ꎮ
３.依托国家战略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ꎬ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
(以下简称«战略»)②ꎮ 通过«战略»ꎬ我国阐述了在网络问题上的立场ꎬ在互联网领域开展对外

交流的工作原则及战略目标ꎮ «战略»是贯彻习近平同志“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体

现ꎮ
«战略»在内容上首先明确了有关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应该坚持的和平、主权、共治、普惠四

项基本原则ꎬ提出国际社会应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ꎬ共同解决网络问题ꎮ 我国不搞

网络霸权ꎬ也不通过网络干涉他国内政ꎬ并倡导世界各国积极推进相互间的合作ꎬ促进互联网发

展效益惠及各个国家和地区ꎮ 其次ꎬ中国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战略目标是维护主权与

安全ꎬ构建国际规则体系ꎬ促进互联网公平治理ꎬ保护公民合法权益ꎬ促进数字经济合作和打造网

上文化交流平台ꎮ 对于网络恐怖主义问题ꎬ«战略»申明中国将与各国各地区加强合作ꎬ在以联

合国为主导的前提下ꎬ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法规则的制定ꎬ为网络空间国际法贡献自己的力量ꎮ
«战略»的发布ꎬ是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舞台上发出的自己的声音ꎬ有助于推动全球网络空间

治理和网络安全问题治理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ꎬ有利于实现我国的国家网络安全ꎬ建设网

络强国ꎮ 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要积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这是我国一直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间内的具体体现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ꎬ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外交事业

的重要方针ꎮ

四、展望:中国主导推动国际网络反恐法建设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程度越来越高ꎬ互联

网的不断普及ꎬ联通全球ꎬ网民数量持续增加ꎬ网络科技的应用深入生活ꎬ同时也使得以网络恐怖

２６

①
②

康均心、虞文良:«大数据时代网络恐怖主义的法律应对»ꎬ«中州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空间合作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１７－０３ / ０１ / ｃ＿１１２０５５２６１７.ｈｔｍꎮ



黄德明ꎬ杨凯:中国对网络反恐国际法的参与

主义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发展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蔓延ꎮ 在习近平同志提出建立“网络强国”的战

略目标下ꎬ作为网络大国的中国应该在网络空间国际问题上积极发声ꎬ主导未来的网络反恐国际

法建设ꎮ
首先ꎬ以联合国为主导ꎬ积极推进全球层面的合作ꎮ 网络恐怖主义的问题ꎬ已经是全球性问

题ꎬ它的遏制和解决离不开国际合作ꎮ 联合国在国际法立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ꎬ我国积

极推动达成有关网络反恐的国际法公约ꎬ并坚持以联合国为主导ꎮ 目前ꎬ联合国已经颁布了«关
于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①(Ｄｒａｆ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虽然

草案还未形成正式的国际法文件ꎬ但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的重视ꎮ 纵观有关恐怖主

义的国际法文件ꎬ从航空器相关三公约ꎬ到«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国际公约»ꎬ具体国际法文

件的形成ꎬ都是伴随着某一类恐怖主义的出现而逐渐引起重视并制定的ꎮ② 网络恐怖主义越来

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ꎬ因而制定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公约也势在必行ꎮ
我国在反对网络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已经作出了积极努力ꎮ 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

作ꎬ一直以来倡导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ꎬ等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ꎬ习近平

同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第二次会谈ꎬ就网络安全问题交流了看

法ꎮ 网络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ꎬ通过国际合作解决是最好的方式ꎮ
其次ꎬ“打铁还需自身硬”ꎬ在国内层面上ꎬ应加强法律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ꎮ 针对网络恐怖

主义的问题ꎬ如前文所述ꎬ我国的国内法也在不断完善ꎬ«刑法» «国家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都
有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条文ꎮ 可以说ꎬ我国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ꎮ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ꎬ我国反恐法律体系的构建还需要一个过程ꎮ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ꎬ应对

不断变化的网络反恐形势ꎬ我国法律也会不断完善ꎮ «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的公布ꎬ表明了我

国对于反恐怖的坚定决心ꎬ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颁布ꎬ也将会成为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ꎬ网络的应用十分普遍ꎬ这也给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ꎮ 我国已经建立了“网络蓝军”③ꎬ重要行业的网络安全监控ꎬ始终都不能放松ꎮ
最后ꎬ加强宣传教育ꎮ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前夕ꎬ公安部印发了«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ꎻ２０１０

年ꎬ公安部又印制了«公民安全防范手册»ꎬ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ꎮ 我国网民的数量每年都在增

加ꎬ对于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宣传教育不能放松ꎬ应通过全民宣传ꎬ形成“朝阳群众”般的防范体

制ꎬ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ꎬ及早发现及早处理ꎬ减轻网络恐怖主义带来的危害ꎮ 同时ꎬ我们也应该

看到ꎬ打击网络恐怖主义ꎬ单靠某一个学科无法很好地解决ꎬ它牵扯到法律、外交、科技、行政等各

个方面ꎮ 我国要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ꎬ建设一批高端智库ꎬ强化政府、学界和行业间的协同ꎬ
培养一批通法律、懂外语、擅外交的高端复合型人才ꎮ④

我国十分重视网络安全ꎬ综合中国在上合组织以及“一带一路”框架内已经开展的合作ꎬ以
及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科技发达国家的交往ꎬ加之国内立法的不断完善和宣传教育的

推广来看ꎬ未来的中国势必会在国际网络反恐立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ꎮ

３６

①
②
③
④

黄瑶等:«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研究———基于国际法的视角»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１９ 页ꎮ
朱永彪、任彦:«国际网络恐怖主义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４７ 页ꎮ
«中国为什么要组建网络蓝军»ꎬ«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ꎮ
黄志雄:«网络空间国际法研究的现状与问题»ꎬ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武汉大学ꎬ首届网络空间安全法律研讨会上的发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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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恐怖主义已经渗透到网络世界ꎬ网络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反恐新问题ꎬ国际社会成员

也越来越重视反网络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ꎬ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出台的法律文件都推

动了网络恐怖主义国际立法的进行ꎮ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ꎮ 近年来ꎬ我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ꎬ不仅推动了“一带一路”

地区经贸与法律交流的发展ꎬ更维护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ꎮ
网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ꎮ 针对网络恐怖主义ꎬ我国也将继续加强同国际社会成员的交流合作ꎬ把
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ꎬ遵守国际法并且推动国际法新领域的立法建设ꎬ做好国内法

应对ꎬ并且大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ꎬ共同遏制网络恐怖主义对全人类的危害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ꎬ彰显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ꎬ为推动反网络恐怖主义国际法立法

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ꎮ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

Ｈｕａｎｇ ＤｅｍｉｎｇꎬＹａｎｇ Ｋ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ꎬ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ｃｙｂ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ｃｙｂ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ｉ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ａｎｔｉ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ｓｅｌｆ ｈｅ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ａｎｔｉ－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ꎻ ｃｙｂ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ꎻ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ｗꎻ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ｓｔｉ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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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损害赔偿原则与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
———以侵权法为中心∗

王智嵬１ꎬ２　 赵继伦２

( １.吉林警察学院 法律系ꎬ吉林 长春ꎬ１３００１７ꎻ２.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ꎬ吉林 长春ꎬ１３００１７ )

　 　 摘要:　 在中国的民法语境中ꎬ恢复原状具有双重属性:一为损害赔偿之基本原则ꎻ二为具体责任之承担方

式ꎮ 作为损害赔偿基本原则之恢复原状ꎬ它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具体责任承担方式ꎬ旨在维持权利人权利和利益

的完满状态ꎬ并防止受害人因侵权而获利ꎬ故而此意义上的恢复原状衍生出了完全赔偿和损益相抵两项赔偿原

则ꎮ 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ꎬ和其他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并列ꎬ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ꎬ它具有

独立的调整范围和独特的制度功能ꎮ
关键词:　 恢复原状ꎻ完全赔偿ꎻ损益相抵ꎻ责任承担方式

中图分类号:　 ＤＦ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５－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作者简介:王智嵬(１９８２—　 )ꎬ男ꎬ吉林长春人ꎬ吉林警察学院法律系助教ꎬ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赵继伦

(１９５５— )ꎬ男ꎬ吉林长春人ꎬ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李奎:«玛莎拉蒂被撞ꎬ郭某某获赔»ꎬ«法制晚报»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②李奎:«豪车案ꎬ郭某某获赔 ６０ 多万»ꎬ«法制晚报»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ꎮ
③至少在笔者搜集到的判决中ꎬ法院通常支持原告对汽车修理费的请求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网络红人郭某某豪车被撞一案作出一审判决ꎬ法院经审

理认定ꎬ正在执行职务的中粮集团员工、奥迪车司机吴先生对事故负全责ꎬ中粮集团和吴先生对

郭某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ꎬ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ꎮ 由于郭某某的玛莎拉

蒂刚买一个月ꎬ经鉴定存在较大贬值ꎬ故法院最终判决ꎬ中粮集团与吴先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ꎬ赔
偿维修费 ３９ 万元、车辆贬值费 ２１.３ 万元ꎬ保险公司赔偿维修费 ２０００ 元ꎮ①一审判决后被告吴先

生与中粮集团均提起了上诉ꎬ此后这起因郭某某而倍受关注的案件在北京市二中院落下帷幕ꎮ
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ꎬ驳回了中粮与吴先生的上诉ꎬ郭某某最终赢了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官

司ꎮ②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ꎬ本案中一审法院除了判决侵权责任人赔偿受害者车辆维修费之外ꎬ还
支持了原告高达 ２１ 万多元的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请求ꎬ且这一判决得到了终审法院北京市二中

院的维持ꎮ 然而ꎬ我们在其他案件中却很少看到与此类似的判决ꎮ③到底是本案的律师开创了一

种新的请求权基础ꎬ还是其只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暗含于现有法律中的诉权? 我们应当如何看

待此案中的车辆贬值损失? 法院作出这一判决的正当性基础何在? 原告提出该诉求的请求权基

础是什么? 这都是本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ꎮ
我们认为ꎬ本案涉及到我国民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恢复原状ꎮ 无论法院是支持原

告的诉求还是支持被告的上诉请求均涉及到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解读ꎮ 如果法院支持原告的诉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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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那么其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就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ꎬ同时还兼具损害救济一

般原则或标准的内容ꎻ如果法院支持了被告在上诉中的请求ꎬ则法院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就将仅仅

局限于作为一种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ꎮ
本文将就我国民法语境中恢复原状这一术语所具备的双重含义展开论述ꎬ分析恢复原状作

为损害救济原则这一抽象价值目标和恢复原状作为责任承担方式这一具体的制度设计各自的表

现及其功能ꎬ并就某些学者对恢复原状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独立性提出的质疑进行辩护ꎬ最
后结合文章开头所引的案子得出文章的结论ꎮ

一、作为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

(一)作为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的立法考察

恢复原状是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一个重要术语ꎮ 首先将这一术语引入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中

的是德国ꎮ «德国民法典»第 ２４９ 条规定:“负损害赔偿义务的人ꎬ应恢复损害发生前的原状ꎮ 因

伤害人身或者损毁物件而应赔偿损害时ꎬ债权人可以要求以金钱赔偿代替恢复原状ꎮ”从该条文

的规定不难发现ꎬ在德国ꎬ恢复原状是一种优先于金钱赔偿的救济方式ꎬ只有当恢复原状在事实

上或经济上不可能时才考虑用金钱赔偿代替恢复原状ꎮ 据此可见ꎬ德国民法典将恢复原状局限

在债权法内ꎬ更为传统的观点甚至将其仅局限于财产损害上ꎮ 依据德国学者的观点:受害人应当

恢复在没有损害事件时原应存在的状态ꎮ 也就是说ꎬ被害人的利益情况在具体组成上而非仅依

价值受到保护ꎮ① 德国学者认为ꎬ此种规定保持了整体利益ꎮ 正如梅迪库斯所说:除全部赔偿原

则之外ꎬ第 ２４９ 条第一句还表达了损害法的另一原则ꎬ即恢复原状ꎮ② 可见ꎬ在德国立法者的眼

中恢复原状与完全赔偿一样ꎬ是作为损害法的一项原则而存在的ꎮ 该原则比完全赔偿原则对债

务人的要求更高ꎬ对债权人的保护也更趋近完善ꎬ因为恢复原状理应优于损害赔偿而存在ꎬ如果

整体利益不能够得到维护时ꎬ则至少应当赔偿金额或价值利益③ꎮ 不仅德国如此ꎬ大陆法系的很

多国家都将恢复原状作为赔偿法的一项原则进行规定ꎬ且不少国家也效仿德国来赋予恢复原状

以优先的地位ꎮ 如依据«奥地利民法典»第 １３２３ 条规定ꎬ损害赔偿应首先采取恢复原状的方式ꎮ
这意味着ꎬ被告必须使受害人回到加害行为没有发生时的情形ꎮ④ 如果恢复原状是可能或可操

作的ꎬ原告即有权请求恢复原状ꎬ因恢复原状往往是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方式———受害人不仅可以

接受其财产减少的价值ꎬ而且还可以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ꎬ恢复其对物的固有利益ꎮ
恢复原状的优先性源于此种观念:它最能实现赔偿功能ꎮ⑤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２１３ 条第

一项也作出了类似于德国民法的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ꎬ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ꎬ
应恢复他方损害发生前之原状ꎮ 此即表明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ꎬ以金钱赔

偿为例外ꎮ “惟恢复原则若必由债务人为之ꎬ对被害人可能缓不济急、或不能符合被害人之意

愿ꎮ”⑥可见ꎬ把恢复原状作为损害赔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ꎬ甚至是优先使用原则ꎬ在大陆法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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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ꎬ杜景林、卢谌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４３２－４３３ 页ꎮ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ꎬ杜景林、卢谌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４３２ 页ꎮ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ꎬ杜景林、卢谌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４３４ 页ꎮ
Ｃｆ.ＯＧＨ ｉｎ「１９７０」ＳＺ ４３ / ４９ ａｎｄ 「１９９０」ＳＺ ６３ / ５３.转引自赫尔穆特考茨欧:«奥地利法中的损害赔偿»ꎬ马格努斯:«侵权

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ꎬ谢鸿飞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Ｃｆ.ＯＧＨ ｉｎ「１９７０」ＳＺ ４３ / ４９ ａｎｄ 「１９９０」ＳＺ ６３ / ５３.转引自赫尔穆特考茨欧:«奥地利法中的损害赔偿»ꎬ马格努斯:«侵权

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ꎬ谢鸿飞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４、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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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已经是一种常态ꎮ
(二)我国民法中作为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

严格地说ꎬ我国民事立法是将恢复原状作为一种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予以规定的ꎬ现有的法

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将恢复原状作为损害赔偿法的原则加以规定ꎮ 我国«民法总则»在第 １７９
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五种方式即恢复原状ꎬ«侵权责任法»第 １５ 条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

方式第五项也规定了恢复原状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原状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并非损害赔偿法意

义上的一项原则ꎬ因损害赔偿之目的就是要填补受害人因侵权所受的损失ꎬ而这种填补的原则即

是要恢复到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法律关系状态ꎬ或者说恢复到当事人双方未发生最近的特别结合

关系时的状态ꎮ① 损害赔偿法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是对受害人的救济ꎬ而恢复到受害人仿佛没

有受到损害的状态便是对受害人的最佳救济ꎮ 因为预防损害并不是损害赔偿法的目的ꎬ而是侵

权法的目的②ꎬ损害赔偿法的全部目的止于对受害人损失的填补ꎮ 虽然我国没有单独设立损害

赔偿法ꎬ侵权法和损害赔偿法合二为一ꎬ但对受害人损失的填补无疑是我国侵权法最为重要的目

的之一ꎬ因此恢复原状ꎬ也理应作为我国侵权法中的一项基本的救济原则ꎮ 实际上在其他具体责

任承担方式中ꎬ无论是仅适用于财产损害的返还财产ꎬ修理、更换和重作ꎬ还是仅适用于人身损害

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ꎬ抑或是既可适用于财产损害也可适用于人身损害的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恢复原状都与“恢复原状原则”的价值追求暗合ꎬ其目的都在于

让受害者回到仿佛没有发生损害时的状态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所有的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无疑都

是恢复原状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ꎬ它们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ꎬ即使受害者回到仿佛没有受到损

害时的状态ꎮ
具体而言ꎬ如在财产权领域ꎬ当财产遭受非法侵占的时候ꎬ权利人可以向侵权人要求返还原

物ꎬ即通过使被侵占的财产重新回到财产所有者手中ꎬ这样所有人被侵害的权利和遭受的损失也

就仿佛回到了财产并没有发生被侵占时的状态ꎮ 实际上ꎬ这里的返还财产的责任承担方式就是

使受害人的权利恢复原状ꎬ使得其权利重新回归完满状态ꎮ 再如修理、更换的责任承担方式ꎬ当
权利人的财产遭受到加害人的侵害ꎬ致使财产的外观、功能和价值发生变化或减损时———要求不

小心打碎他人窗户玻璃的加害人为其重新安装好玻璃ꎬ使得被损害的财物外观得以维持ꎬ功能得

以修复ꎬ价值不致减损ꎬ其实都是在使权利人从受损状态重新回到遭受损害前的状态ꎬ使其感觉

仿佛没有发生损害一样ꎮ 本质上这仍然是恢复原状原则的具体体现ꎮ 至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
消除危险等救济方式也无非是恢复原状在特定情形下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ꎮ 由于单独的某一种

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可能无法完全实现恢复原状的目的ꎬ所以无论是«民法总则»第 １７９ 条还是

«侵权责任法»第 １５ 条都规定这些责任承担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使用ꎮ 比如上述停止侵害的责

任承担方式可能无法单独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ꎬ此种情形下还需要配合其他责任承担方式方能

够使权利人的权利恢复到完满的状态ꎮ 另外ꎬ上述的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则主要是针对权利人

尚未造成现实侵害但侵害已可预见的情形ꎬ如不采取措施将确定发生或者导致发生概率增大的

情形ꎬ此时要求造成该隐患的未来加害人消除此隐患ꎬ其目的也是要使权利人的权利完满状态得

以维持ꎬ因为处于损害“风险”下的权利并不完满ꎬ为了维持完满的权利状态ꎬ则有必要撤去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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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关于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辨析»ꎬ«当代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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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ꎮ 如让邻居将界墙边的一棵枯树砍掉以消除危险和让行为人将堆放在他人门前的垃圾搬走之

类的排除妨害都是旨在使权利人的权利完满状态得以恢复ꎮ 而物(权利)的状态之恢复亦当为

排除妨害的效力之所及ꎬ只是这种效力仅及于有关被侵害的物(权利)自身的范围ꎮ①

其次ꎬ即便是在传统观点认为恢复原状无用武之地的人身权侵权领域ꎬ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也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是恢复原状在人身侵权领域的具体表现ꎮ 诚如学者所言:到了现

代法ꎬ承认人格侵害场合的精神损害赔偿ꎬ这种情况下的恢复原状ꎬ便扩展到恢复当事人的人格

利益未受侵害时的状态ꎮ② 虽然持不同意见者认为这三种非财产责任形式具有不可强制执行的

特征ꎬ容易导致这些责任流于形式而无法发挥责任的权利救济作用③ꎬ更有甚者认为“赔礼道歉

是一种带有浓厚人身性与道德伦理色彩的强制措施ꎬ且不说赔礼道歉符不符合民法责任可诉性

的本质ꎬ就其存在的本身而言就是民事责任只涉及到财产责任原理的一种历史倒退ꎬ若强制一方

赔礼道歉ꎬ则无异于在保护一方的同时又伤害了不愿意赔礼道歉一方的人格权”④ꎬ但笔者认为

上述论断本身就有待商榷ꎬ其认为的“将民事责任扩展到非财产领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属言

过其实ꎬ或者说是杞人忧天ꎮ 历史法学派主张“法原本存在于民众的共同意识中”是“民族精神

的产物”⑤ꎮ 中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ꎬ把赔礼道歉作为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ꎬ恰恰是继承

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产物ꎬ何来历史的倒退? 将赔礼道歉作为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也并非中国民法的标新立异ꎬ实际上在包括日本、韩国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中ꎬ赔礼

道歉被更广泛地适用ꎮ «日本民法典»第 ７２３ 条还规定:“对损毁他人名誉者ꎬ法院因受害人的请

求ꎬ可以命令代损害赔偿或与损害赔偿一起实行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ꎮ”很显然ꎬ«日本民法典»
中这项规定将“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与损害赔偿并列ꎬ该处的“适当处分”理应指代的是非金钱

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ꎮ 据此ꎬ日本最高裁判所判例曾确认ꎬ依据该条规定ꎬ最终结果ꎬ可以违背其

加害人的意愿ꎬ命其刊登道歉广告ꎬ这样做并不违反«宪法»第 １９ 条规定的良心自由⑥ꎮ 当然对

于学者认为的非财产的人类感情的损害ꎬ不会因嗣后的不再痛苦而自始消灭⑦ꎮ 笔者则认为这

一观点看似很具说服力ꎬ但如果僵化地去理解ꎬ即便是物质的损害ꎬ恢复原状后也不可能认为损

害就自始不存在ꎬ因为已经发生的损害是一种客观存在ꎬ这种客观损害不会因为恢复原状而消

失ꎮ 所以ꎬ笔者在上文中每每谈及“回到损害发生以前的状态时”ꎬ都在前面加了“仿佛”一词ꎬ目
的就是要清楚地厘定这一关系ꎮ 诚然精神损害与物质的损害确有不同ꎬ但是只要摒弃了刻板、僵
化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ꎬ那么让人格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恢复名誉ꎬ消除侵害对受害人的影响就

与因物质损害导致的恢复原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ꎬ亦即都是使受害人恢复到仿佛没有遭受损害

一样的状态ꎮ
最后ꎬ笔者认为赔偿损失也是恢复原状的一种具体体现ꎮ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ꎬ如果说上述

的各种具体责任承担方式是恢复原状的具体体现还能勉强成立的话ꎬ那么将赔偿损失也认为是

恢复原状的具体体现则难以让人信服ꎮ 但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恢复原状这一概念的误解ꎬ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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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恢复原状与作为损害赔偿法基本原则的恢复原状二者混为一谈ꎮ 在包括

德国、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在内的很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中ꎬ赔偿损失都是在恢复原状事

实上或经济上不可行时的救济方式ꎮ 严格地说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使受害人

恢复到仿佛没有遭受损害一样的状态ꎮ 无论是采用金钱赔偿ꎬ还是采用其他具体的责任承担方

式ꎬ对作为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而言都没有本质差别ꎮ 例如受害人的汽车被加害人损害ꎬ如果受

害人自己擅长修理汽车ꎬ那么让加害人支付修理费用就是恰当的ꎮ 此时加害人支付的修理费用

到底是作为赔偿损失还是作为修理、更换ꎬ对于双方都没有本质的区别ꎮ 进一步讲ꎬ无论支付修

理费的责任承担方式是赔偿损失还是修理、更换ꎬ它们都是在使汽车所有人的权利状态恢复到受

损之前的理应状态ꎬ此时的赔偿损失完全可以视作是为了实现恢复原状之状态所支出的必要费

用ꎮ 因此ꎬ赔偿损失也就完全可以看作是恢复原状的一种具体体现ꎮ 只要我们把恢复原状看作

是损害赔偿法的一项原则ꎬ赔偿损失可作为恢复原状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的论断就显得不再唐

突了ꎮ
(三)作为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之价值功能

恢复原状作为一种救济原则要求做到“尽可能接近于没有受到损害的状态”①ꎬ即损失全部

得到赔偿ꎬ不多也不少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与损害赔偿的数量无关ꎻ所有的损失都必须赔偿ꎬ无论

是财产损失还是非财产损失ꎬ是既有利益的损失还是可得利益的损失ꎮ② 可以看出ꎬ恢复原状作

为民事救济的一项基本原则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价值功能:其一ꎬ保护受害人利益ꎬ要求对受害

人的损失全部赔偿ꎻ其二ꎬ保护加害人免受过分苛责和阻止受害人因侵权而获利ꎬ赔偿的内容只

能且仅限于损失ꎮ 对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功能已受到广泛的关注ꎬ并衍生出了一项原则即完全

赔偿原则ꎻ但目前对于恢复原状的“保护加害人免受过分苛责和阻止受害人因侵权而获利”的价

值功能尚缺乏关注ꎬ其同样也衍生出了一项赔偿原则ꎬ即损益相抵原则ꎮ 下文将对这两项价值功

能和其衍生出的两个原则进行论述ꎮ 鉴于对保护受害人权益功能已多有论述ꎬ笔者将把笔墨更

多地放在后一功能的论述上ꎮ
１.恢复原状对受害人的保护和全部赔偿原则

作为损害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ꎬ旨在通过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发生前

的状态ꎬ即由加害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失在原则上必须得到填补ꎮ 恢复原状的这一旨趣催生了损

害赔偿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全部赔偿原则ꎮ 因为受害人的损失是由于加害人的行为所

致ꎬ由于损失不属于固有风险且归责于加害人ꎬ受害人对损失的承担理应不负责任ꎮ 理论上ꎬ完
全赔偿原则要求损害赔偿的数量与受害人的过错程度无关ꎬ而完全取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ꎮ③

也就是说ꎬ只要是属于可赔偿范围内的损失ꎬ加害人都必须予以赔偿ꎮ 法官无权基于轻过失与重

过失、当事人的经济状况、衡平、社会公正之类的因素ꎬ自由裁量ꎬ增减损害赔偿ꎮ④ 也就是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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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乌尔里希马格努斯:«德国法中的损害赔偿»ꎬ谢鸿飞译ꎬ马格努斯:«侵权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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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富有不是强加其责任的理由ꎬ被告人贫困也不是解除其责任的理由ꎮ① 但是ꎬ原则总

归有例外ꎬ在一些高风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抑或是对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的领域ꎬ一
方面ꎬ法律基于这些领域的风险因素ꎬ倾向于对制造风险的主体施加严格责任ꎬ以激励风险制造

者谨慎应对风险ꎬ确保公众利益ꎻ另一方面ꎬ法律又基于该类活动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ꎬ为责任设

置了限额ꎬ以确保人类福祉不至于停滞不前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在这些领域ꎬ受害人可能遭遇损

害不能得到全部赔偿的情况ꎬ但这是基于静态的、个体的损益比较而言的ꎮ 如果从动态的、整体

的损益的视角来看ꎬ受害人的损失仍然得到了全部赔偿ꎬ因为这类活动改善了人类福祉ꎬ降低了

人们在获取某些必须事物时的成本ꎮ 因此从根本上说ꎬ为高风险领域的加害人设置责任限额的

做法仍然符合完全赔偿的原则的精神ꎮ
２.恢复原状防止受害人因害获利和损益相抵原则

恢复原状要求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全部的赔偿以促使其趋近于损害尚未发生时的水平ꎬ这
种对受害人的保护上文已有论述ꎮ 但是ꎬ作为救济原则的恢复原状不仅仅有正向的功能ꎬ它还在

反向方面避免对加害人施加过于严苛的责任ꎬ防止受害人因损害而获利ꎮ 对于这一功能的谈论ꎬ
在现有的研究中并不多见ꎮ 恢复原状在全部赔偿原则指引下意味着在原则上一分也不能少ꎬ同
时在损益相抵原则层面上又意味着一分也不能多ꎬ这种“一分不少又一分不多”的救济原则体现

了恢复原状排除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ꎮ 这与大陆法系长期以来所持的民事责任不具有惩罚功能

的观点有关ꎬ在«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中具有惩罚性的规范只在侵权行为法之外适用ꎬ
并且仅仅适用于“廉耻原因所生的诉权”ꎮ 私法上的惩罚被视为是不可接受的ꎬ即不能因为过错

特别严重而判决更大的赔偿额ꎬ过错的严重性不能证明判决一个比损害之实际价值大的赔偿是

正当的ꎮ② 因此ꎬ恢复原状要求加害人必须且只须对加害行为造成的损失负责ꎮ 有鉴于此ꎬ恢复

原状则衍生出了另一项赔偿原则ꎬ即损益相抵原则ꎮ 该原则要求ꎬ如果受害人因加害行为遭受损

失的同时又获得了利益ꎬ那么受害人所获得的利益则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ꎮ 这就体现了恢复原

状旨在使受害人回到受到损害前的状态而非因此得利的要求ꎮ 目前很多国家的赔偿法理论都采

纳了这一原则ꎻ但存在争议的是何种利益才能够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ꎬ亦即损益相抵的基本条件

是什么? 对此ꎬ各国的立法存在着一些共同点ꎬ即能够被扣除的利益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致损事

件与利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ꎻ利益的抵消必须符合损害赔偿的目的ꎬ即加害人不能从受害人获益

的事实中获得不合理的利润ꎻ损害与得利必须源于同一法律关系③ꎻ受害人所得利益需是财产性

质的利益ꎬ即能够用金钱评估价值④ꎮ 此外ꎬ也有要求认为所得利益限于被告侵权行为给原告造

成的同一利益ꎮ⑤ 这里ꎬ笔者认为用于扣除的利益只需要与损失是同质的财产性利益即可ꎬ如果

严格的限定二者必须是同一利益ꎬ可能会导致损益相抵目的的落空ꎬ并进而导致恢复原状在阻止

受害人因侵权获利的价值目标时难以实现ꎮ 当然ꎬ损益相抵原则也不能被泛化ꎬ受害人所获得利

益如果建立在自身成本投入之上ꎬ则此种利益不应被扣除ꎮ 这种观点在人身保险领域已达成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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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共识ꎬ如我国保险法就规定在人身保险中ꎬ保险人在赔偿后不享有向第三人的追偿权ꎬ而受害

人仍然可以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ꎮ
考虑到作为救济原则之恢复原状同时负担着保护受害人利益和防止受害人因害获利的双重

功能ꎬ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来ꎬ那就是恢复原状到底是恢复到何时的原状? 是损害发生前

的状态ꎬ还是如果没有损害进行到现在的状态?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ꎬ但同时也极其复杂ꎮ
鉴于篇幅有限ꎬ本文在此处只作简单的分析ꎮ

如果从完全赔偿以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角度出发ꎬ存在的一种可能是ꎬ选择恢复到如果没有发

生损害且受害人的利益状况持续到“现在”的状态是更为理想的ꎮ 诚如德国学者所说的那样:负
有损害赔偿义务的人ꎬ并不一定非得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以前已经存在的状态ꎬ毋宁说ꎬ应当恢

复的是“现在”ꎬ亦即在作出评价之时ꎬ假若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本应该存在的状态ꎮ 即应当恢复

的不是原初的状态ꎬ而是假设的状态ꎮ① 比如甲看准了商机ꎬ在市场疲软时以 ５ 万元购入了一宋

代瓷器ꎬ一日乙在赏玩瓷器时不小心将瓷器打碎ꎬ而此时市场上再无此瓷器出售ꎮ 一个月后ꎬ在
甲起诉乙时ꎬ该瓷器的价格已经涨至 １５ 万ꎮ 在该例中ꎬ如果依据上述观点ꎬ赔偿额应该恢复到起

诉时ꎬ也就是乙需要赔偿 １５ 万ꎬ此时对于甲来说才是“恢复原状”了ꎮ 但如果从恢复原状避免加

害人承担过于严苛的责任和阻止受害人不当获利的功能出发ꎬ可能采用恢复到原初状态是比较

合适的ꎬ因为虽然该瓷器确实涨价了ꎬ但是这种涨价只是具有一种概然性ꎬ也就是说ꎬ甲的瓷器可

能涨价也可能跌价ꎬ如果涨价要按现在的状态恢复原状ꎬ那是否可以同理推论ꎬ甲的瓷器如果跌

至 １ 万元ꎬ乙也只需要恢复到 １ 万元的现有状态呢? 显然在瓷器上涨时恢复现有状态是符合完

全赔偿原则的ꎬ但若在价格下跌时也恢复现有状态ꎬ却与完全赔偿原则冲突ꎬ而且显得很荒唐ꎮ
也就是说要符合完全赔偿原则ꎬ需要涨价时恢复到现在状态ꎬ跌价时恢复到原初状态ꎬ显然这是

对同一问题采取双重标准ꎬ不具有合理性ꎮ 诚如施瓦布所说的那样ꎬ现在状态是一种假设的状

态ꎬ既然是假设的状态也就难以实际掌握ꎬ操作中存在不确定和模糊的问题ꎬ因此恢复到现在状

态的做法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合理性ꎬ但确存值得商榷之处ꎮ 其实ꎬ恢复原状的“原状”到底

以什么时间为标准ꎬ直接和可赔偿的范围息息相关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宜作出统一的规

定ꎬ是否需要恢复到“现在”的假象状态ꎬ还需要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个案斟酌ꎮ

二、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

(一)责任承担方式“精细化”所导致的误读

«德国民法典»最早将恢复原状作为具体的权利救济方式在其中加以固定ꎮ 该法典第 ２４９
条将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并列作为损害的救济方式ꎬ同时赋予恢复原状以优先适用地位ꎮ 我国

民事立法在责任承担方式上较之«德国民法典»作出了更为精细的规定:在«民法总则»第 １７９ 条

列举了 １１ 种具体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ꎬ除了第 ９ 项的支付违约金以外ꎬ都可以作为侵权责任

的具体承担方式ꎻ同时«侵权责任法»第 １５ 条也规定了 ８ 种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ꎮ 但无论是«民
法总则»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将恢复原状与其他方式并列地作为一种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ꎮ 导

致我国民法中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ꎬ较之德国民法中作为原则的恢复原状救济方

式的范围更窄ꎮ «德国民法典»的恢复原状ꎬ可视为金钱损害赔偿之外的所有救济方式的总称ꎮ
由于德国民法对责任的存在方式做了“模糊化”处理ꎬ因而在“恢复原状到底是作为赔偿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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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还是责任的承担方式”问题上几乎不存在误读的空间ꎮ
由于我国的«民法总则»和«侵权责任法»中均对责任承担方式采用“精细化”处理方式ꎬ并

且将恢复原状作为与责任承担方式并列的方式加以规定ꎬ这为恢复原状在我国民法中到底是作

为抽象价值诉求的损害救济原则还是作为具体制度设计的责任承担方式留下了争议和误读的空

间ꎮ 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的区分作为救济原则的损害赔偿和作为责任承担方式的损害赔偿ꎬ导致

了对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之独立性产生了质疑ꎮ 持质疑观点者认为恢复原状与损

害赔偿、返还财产、返还不当得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都存在交叉甚至重叠的部分ꎬ因
此恢复原状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既无特有的制度功能又无独立的调整范围ꎬ因而其独

立性难以让人信服ꎮ① 笔者认为ꎬ该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是由于其未能将恢复原状在具体

语境下作区别对待ꎬ忽视了恢复原状在我国民法中的“双重身份”ꎮ 其在论述恢复原状与其他救

济方式存在交叉甚至重叠之时ꎬ实则是把作为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抽象的恢复原状当作具体的

救济方式与其他救济方式作比较ꎬ因此难免会产生恢复原状与其他救济方式存在功能和调整范

围高度重合的看法ꎬ并进而否定作为具体救济方式的恢复原状之独立性ꎮ 在这里ꎬ笔者需要对作

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作独立性的辩护ꎮ 实际上ꎬ恢复原状不仅有自身独立的调整范

围ꎬ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制度功能ꎮ
(二)恢复原状的独立价值及其制度功能

首先ꎬ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有其自身独立的调整范围ꎬ并非像某些学者认为的

那样———恢复原状所调整的对象已经被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所瓜分ꎮ 当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ꎬ
其完满状态不复存在或遭受重大威胁时ꎬ法律赋予权利人通过要求加害人承担一种或几种责任

来恢复权利或利益的完满状态ꎮ 比如当财物被他人非法侵占之后ꎬ受害人可以要求返还原物以

恢复对财产的占有ꎻ身体受到伤害后可以通过要求赔偿医疗费及必要支出来恢复健康状态ꎻ人格

受到侮辱ꎬ可以要求加害人消除影响ꎬ公开赔礼道歉ꎬ情节严重时还可以索要精神损害赔偿ꎬ来弥

补精神上的损害ꎬ凡此种种ꎬ不一而足ꎮ 可以说ꎬ任何一种损害都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救济方式ꎬ
相应的也有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与之相呼应ꎮ 反之ꎬ每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也必然与特定的损害

类型相对应ꎬ而作为一种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也不能例外ꎮ 在现实中ꎬ某些权利或利益

之完满状态的丧失如采用恢复原状以外的责任承担方式则不能有效恢复ꎬ抑或说采用其他的责

任承担方式并不符合经济原则ꎮ 例如某人将他人放在桌子上的文具盒打翻ꎬ文具散落一地ꎬ此时

任何一件文具都没有发生外形、功能或价值上的减损ꎬ因此采用任何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都是不

合适的ꎬ至少是不经济的ꎬ此时唯一需要的就是让加害人将散落在地的文具捡起来ꎬ擦干净然后

放回原位ꎮ 当然这个例子有小题大做之嫌ꎬ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有人把它作为侵权来看待ꎮ 一

个更接近于侵权的例子是ꎬ甲乙之间因小事产生矛盾ꎬ甲对乙怀恨在心ꎬ一日甲见乙将汽车停放

在路边ꎬ甲便和家人趁乙走远将乙的汽车掀个四轮朝天ꎬ而汽车并未发生任何外形、价值和功能

上的改变ꎮ 此时要求甲将汽车完好地倒置过来ꎬ恢复原先的状态仍然是最合适、最经济的责任承

担方式ꎮ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轻微侵权案件频频发生ꎬ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导致矛盾升级ꎬ引发更

严重的侵权甚至上升到犯罪的层面ꎮ 这些ꎬ尚未发生金钱意义上的损害ꎬ只是由于权利人财物状

态发生变化导致完满状态受损ꎬ正是恢复原状所独立调整的范围ꎮ 此外ꎬ即便是在其他具体责任

承担方式所调整的范围内ꎬ也不能排除恢复原状作为共同救济方式来实现权利保障之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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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还具备自身独特的制度功能ꎮ 诚然ꎬ各种具体的责

任承担方式都有着共同的制度功能ꎬ即权利保障的功能ꎬ使受到损害的利益得到填补ꎬ让丧失完

满状态的权利得以恢复ꎬ使受害人的损失获得赔偿ꎮ 与其他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一样ꎬ恢复原状

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时同样致力于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ꎮ 正如上面假设的轻微侵权情形ꎬ我们无

法想象倘若没有狭义上的恢复原状这种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ꎬ该如何对受害人的权利进行最有

效的维护ꎬ同时又不会给加害人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ꎬ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还不至于是一种资

源的浪费和无益的成本支出ꎮ 如果说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只要具备上述的共同的

制度功能ꎬ那么即便不经济ꎬ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ꎮ 因此要为恢复原状作独立性的辩护ꎬ必然不

能回避其自身独特的制度功能ꎮ 笔者认为此种制度功能是事实上存在的ꎬ并且从法社会学的角

度看ꎬ其还有助于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ꎮ 如上述的两个轻微侵权例子所示ꎬ现实生活中因为

不小心或者怨气导致的轻微侵权大量存在ꎬ虽然此类事件可大可小ꎬ但如能在法律上对加害人课

以恰当的责任承担———该责任承担并不一定非经由法院判决———就能够小事化无ꎮ 倘若对责任

承担配置不当ꎬ则会导致受害人得不到有效的救济ꎬ抑或造成对加害人的过分苛责ꎬ进而导致社

会戾气的膨胀ꎬ甚至影响社会秩序ꎮ 恢复原状有效地解决了上述责任承担中的问题:一方面ꎬ它
既能够为受害人提供有效救济ꎬ另一方面ꎬ它又能够避免对加害人的过分苛责ꎬ同时还起到了节

约社会成本、化解社会戾气、促进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作用ꎮ
据此笔者认为ꎬ作为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有其独立的价值ꎬ亦即调整那些在现代

社会中普遍大量存在的轻微侵权案件ꎮ 此外ꎬ恢复原状还和其他责任承担方式分享着共同的调

整范围ꎬ以使民事救济能够尽可能地涵盖所有民事损害ꎮ 同时ꎬ其还具备自身独特的制度功能ꎮ
作为责任承担方式ꎬ它具备高效低廉的特点ꎬ既能够有效地救济被害人ꎬ又能够避免对加害人的

过分苛责ꎬ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还节约了成本支出ꎬ增进了社会的整体福祉ꎻ作为社会戾气的溶解

剂ꎬ有助于将一些因轻微侵权积聚的社会戾气化解ꎬ促进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ꎮ 当独立的调整范

围与独特的制度功能等构成制度独立价值的考量因素齐备时ꎬ对恢复原状的独立性辩护也就相

应地实现了ꎮ

三、结语:双重意义下的恢复原状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的那个案例中ꎮ 笔者认为ꎬ无论是本案的一审法院朝阳区法院还是

二审法院北京二中院作出的判决ꎬ都深谙恢复原状在中国民法语境中的要旨ꎬ不论律师和法院是

有意识地采纳恢复原状在中国民法语境中的双重身份ꎬ还是恢复原状的双重身份恰巧被本案中

的判决所击中ꎮ 郭某某案中法院的判决同时体现了作为抽象价值追求的恢复原状这一损害赔偿

原则和作为具体制度设计的恢复原状这一具体责任承担方式:郭某某修理汽车是自己在对汽车

恢复原状ꎬ法院判决侵权责任人支付 ３９ 万的修理费实际上是支付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

原状的费用ꎮ 但倘若判决仅到此为止ꎬ便乏善可陈ꎮ 该案判决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法院考虑到郭

某某的名车刚刚购买不久ꎬ因损害导致重大贬值ꎬ因此判决侵权责任人支付汽车贬值费 ２１.３ 万

元ꎮ 这里的汽车贬值费的请求权基础是作为损害赔偿原则的恢复原状所衍生出的完全赔偿原

则ꎮ 法院在同一判决中同时体现了作为损害赔偿原则的恢复原状和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

复原状ꎬ可以说该判决本身就是对恢复原状之独立性所作的实质辩护ꎮ
由于我国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所做的精细化处理ꎬ使得恢复原状在我国民法中具备了双

重身份ꎮ 其一是作为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恢复原状ꎮ 这个意义层面上的恢复原状涵盖了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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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具体责任承担方式ꎬ它旨在使受害人恢复到仿佛损害没有发生时的状态ꎮ 这一层面的恢复

原状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功能ꎬ救济损害和防止受害人因加害行为而获利ꎮ 在两大功能之下ꎬ衍生

出两项重要的损害赔偿原则ꎬ即完全赔偿和损益相抵ꎮ 其二是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

状ꎮ 这一意义层面上的恢复原状与其他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并列且独立存在ꎮ 作为具体责任承担

方式的恢复原状除以轻微侵权案件作为其调整范围之外ꎬ还与其他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共同构建

出完整的侵权责任体系ꎮ 作为具体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也有其自身独特的制度功能ꎬ它是

一种高效低廉的责任承担方式ꎬ不仅能节约社会成本ꎬ增进社会福祉ꎬ还能化解社会戾气ꎬ促进法

的社会功能的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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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姨服”重于“舅服”所蕴含的上古婚姻遗俗
∗①

丁　 鼎
(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仪礼丧服»篇详细、系统地记载了与宗法制度互为表里的周代丧服制度ꎮ 周代丧服制度的一条

重要原则就是重宗亲、轻姻亲ꎬ用«丧服传»的话说就是“外亲之服皆缌”ꎮ 可是ꎬ«仪礼丧服»却将从母(即姨

母ꎬ亦即母之姊妹)之服定为小功五月ꎬ而将舅(母之兄弟)之服定为缌麻ꎮ 为什么要将从母之服定得重于一般

的外亲之服呢? 根据现代民族学和民俗学理论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来看ꎬ«仪礼丧服»中“姨服”重于“舅
服”的丧服规制实际上蕴含着我国古代普那路亚家庭与对偶家庭时代婚姻遗俗ꎬ反映了历史上“姨”曾经有过比

“舅”更亲密的关系ꎬ是对那段婚姻家庭关系的遥远追忆ꎮ
关键词:　 «仪礼丧服»ꎻ 丧服制度ꎻ 婚姻制度ꎻ 普那路亚ꎻ 对偶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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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１４３－１４４ 页ꎮ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严密的、系统的丧服制度与周代创立的宗法制度互为表里、相辅相

成ꎬ其实质就是周代宗法制度在丧葬礼俗中的体现ꎮ 我国古代丧服制度虽然形成、确立于周代ꎬ
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原始社会ꎮ 由于丧服制度起源甚早ꎬ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原始社

会遗留下的文化遗迹ꎮ 从记录周代丧服礼制的«仪礼丧服»中即可发现不少遗留下来的原始

社会时期的婚姻家庭制度遗俗ꎮ 比如其中为“姨”之丧服重于为“舅”之丧服的规定就蕴含着丰

富的上古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文化信息ꎮ
周代已步入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ꎬ离氏族社会已远ꎬ是父权制高度发展的宗法社会ꎮ «史记

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所谓“殷道亲亲ꎬ周道尊尊”即高度地概括了这一特点ꎮ 金景芳对此

曾有过很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从“殷道亲亲”到“周道尊尊”的变化过程ꎬ在中国奴隶社会里ꎬ就是阶级关系深入到家

庭ꎬ深入到血缘关系领域的过程ꎬ父权制逐步完全取代母权制的那一点残余的过程ꎬ也就是

阶级关系逐步支配并彻底改造了血缘关系的过程ꎮ 所谓“亲亲”同母权制有关ꎬ“尊尊”
同父权制有关ꎮ 十分明显ꎬ“亲亲”制反映着带有一定民主性的浓厚的母权制残余ꎮ
“尊尊”制反映父权制已取得了绝对的地位ꎬ排除了一切带有民主性质的残迹ꎮ②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制度ꎬ即体现了以宗法制为本位的周代社会观念ꎬ对于宗亲与

姻亲之分非常严格ꎬ也就是在服制上重父党而轻母党和妻党ꎮ 对此ꎬ«仪礼丧服传»归纳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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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条原则———“外亲之服皆缌”ꎬ即为母亲家族与妻子家族的亲属在原则上只能服最低一级的

丧服———缌麻ꎮ 显然ꎬ“外亲之服皆缌”所体现的深层意义即是父权制对母权制的抑制ꎮ 可是ꎬ
«仪礼丧服»小功章却将外祖父母与从母(即姨母ꎬ亦即母之姊妹)定为小功五月之服ꎮ 这两种

服制都高过了缌麻之服ꎬ显然都与“外亲之服皆缌”的原则相违背ꎮ «仪礼丧服»为什么要违背

“外亲之服皆缌”的制服原则ꎬ而制定两条例外的服制呢?
«丧服传»对外祖父母加服的解释是:“何以小功也? 以尊加也ꎮ”对从母加服的解释是:“何

以小功也? 以名加也ꎮ”贾公彦疏曰:“外亲之服不过缌ꎬ今乃小功ꎬ故发问ꎮ 云以尊加也者ꎬ以言

祖ꎮ 祖是尊名ꎬ故加至小功ꎮ”“云以名加也者ꎬ以有母名ꎬ故加至小功ꎮ”应该说ꎬ«丧服传»对«仪
礼丧服»所规定的为外祖父母加服的解释ꎬ比较容易理解ꎮ 因为外祖父母是服丧主体母亲的

父母ꎬ在姻亲中是地位最尊者ꎬ应该与其他外亲有所区别ꎬ故由缌服加服一级为小功ꎮ 而它对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为从母(姨母)加服小功的解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ꎬ只是由于时代的局

限ꎬ«丧服传»的作者缺乏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ꎬ因而其解释虽然庶几接近«仪礼丧服»所
规定的为从母(姨母)加服的深层原因ꎬ但未达一间ꎬ因而后世礼家对这一问题见仁见智ꎬ聚讼

不已ꎮ
最初对为舅仅服缌麻而为从母加服小功提出非议的代表人物是晋代学者袁准ꎮ 袁准认为 :
　 　 从母小功五月ꎬ舅缌麻三月ꎬ礼非也ꎮ 从母缌(鼎按ꎬ“缌”当为衍文)ꎬ时俗所谓姨母者

也ꎮ 舅之与姨ꎬ俱母之姊妹兄弟ꎬ焉得异服? 从母者ꎬ从其母而为庶母者也ꎮ 亲益重ꎬ故小功

也ꎮ 凡称父母者ꎬ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ꎮ 舅非父列ꎬ姨非母列ꎬ故舅不称父ꎬ姨不称母也ꎮ 可

称姨ꎬ不应称母ꎮ 谓姨母为从母者ꎬ此时俗之乱名ꎬ书之所由误也ꎮ①

至唐代ꎬ太宗皇帝因不满和不理解姨服重于舅服的礼制规定ꎬ而于贞观十四年诏令朝臣学者

审议丧服制度ꎮ “秘书监颜师古议曰:‘外氏之亲ꎬ俱缘于母ꎮ 姨舅一例ꎬ等属齐尊ꎮ 姨既小

功ꎬ舅乃缌麻ꎮ 曲生异义ꎬ兹亦未安ꎮ 愚谓为舅小功ꎬ同于姨服ꎬ则亲疏中节ꎬ名数有伦ꎮ
’侍中魏徵、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与礼官定议曰:‘夫亲族有九ꎬ服纪有六ꎬ随恩以厚薄ꎬ称情

以立文ꎮ 原夫舅之与姨ꎬ虽为同气ꎬ权之于母ꎬ轻重相悬ꎮ 何则? 舅为母②之本宗ꎬ姨乃外戚他

族ꎮ 考之经典ꎬ舅诚为重ꎮ 故周王念齐ꎬ每称舅甥之国ꎻ秦伯怀晋ꎬ实切渭阳之诗ꎮ 今在舅服止一

时ꎬ为姨居丧五月ꎮ 循名责实ꎬ逐末弃本ꎬ盖古人之情有所未达ꎮ 今之损益ꎬ实在兹乎! 今谨

按舅旧服缌麻ꎬ请与从母同服小功ꎮ’”③于是太宗皇帝便以诏令的形式批准为舅与为从母一

样同服小功五月ꎮ
此后ꎬ舅、姨同服遂为定制ꎮ 唐«开元礼»中即明确规定甥为舅改服小功五月ꎬ与姨服同ꎮ 此

后ꎬ宋司马光的«温公书仪»、朱熹的«文公家礼»ꎬ元龚端礼«五服图解»ꎬ明«孝慈录» «明集礼»
«大清通礼»均沿袭唐制ꎬ确定姨、舅同服ꎮ 这一改制便使«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制度与父

权社会中舅、姨地位不相协调的问题在形式上得以解决ꎮ 可是ꎬ后世礼学家们对于«仪礼丧

服»中规定的姨服重于舅服的深层原因依然大惑不解ꎮ 如宋代朱熹就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姨
舅亲同而服异ꎬ殊不可晓ꎬ«礼传»但言ꎬ从母‘以名加也’ꎬ然则舅亦有父之名ꎬ胡为而独轻也?”④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母之姊妹服反重于母之兄弟ꎬ缘于兄弟既嫁则降服ꎬ而于姊妹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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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卷九二«凶礼»十四«缌麻成人服三月»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２５１３ 页ꎮ
“母”ꎬ原文作父ꎬ此据«通典»卷九二«凶礼»十四«缌麻成人服三月»与«旧唐书礼仪志七»校改ꎮ
王溥:«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５ 年ꎬ第 ６７２－６７４ 页ꎮ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余正甫书»ꎬ«四部丛刊»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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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未尝降ꎮ 故为子者于舅服缌ꎬ于姨母服小功也ꎮ”①朱熹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似是而非ꎬ远远未能

揭示出这一问题的实质ꎮ 对于«仪礼丧服»中姨服何以重于舅服这个古人绞尽脑汁也难以得

出准确答案的问题ꎬ今天我们由于有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ꎬ就不难揭示出其中的深层社会

原因ꎮ
现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曾非常中肯地指出:“这一些疑问的解释ꎬ就是当初定

服制的时候ꎬ有过一番故意的抑制ꎮ 舅父是必须抑制的ꎮ”这是因为ꎬ母系制度下的舅父权ꎬ“到
了父系与父权制度之下不得不革新一下了ꎬ即其为尊与亲不得不打折扣ꎬ说打一个六折罢ꎮ 打折

扣就是抑制”②ꎮ 潘光旦将«仪礼丧服»中姨服重于舅服的问题归结为母系制度向父系与父权

制度转变过程中父权对舅权的抑制ꎬ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ꎮ 不过ꎬ笔者认为这一解释还有欠全面

和深入ꎬ未能揭示出这一问题的深层社会意蕴ꎮ
笔者认为ꎬ«仪礼丧服»中姨服重于舅服的规定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原始婚姻制度的某

些遗俗ꎮ 具体说来ꎬ就是«仪礼丧服»所规定的姨服重于舅服的服丧制度实际上保存了我国古

代普那路亚家庭与对偶家庭时代婚姻制度的一些遗迹ꎬ反映了历史上从母(母之姊妹)曾经有过

比舅(母之兄弟)更亲密的关系ꎮ
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

中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三个基本阶段ꎮ 他认为家庭是一个随着社

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范畴ꎬ婚姻和家庭的演进形式与发展顺序为:“乱婚”是人类“婚姻”关系

的起点ꎬ然后出现了群婚形式ꎬ先是血缘群婚ꎬ继之是亚血缘群婚(普那路亚家庭)ꎬ在野蛮时代

对偶婚占据了主导地位ꎬ而以单偶婚为主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代替对偶家庭ꎬ从而步入“文明社

会”ꎬ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ꎮ 摩尔根的学说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ꎮ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 年间ꎬ马克思研究了«古代社会»一书ꎬ并作了详细摘要ꎬ写了许多重要批语和自己的观

点ꎮ③ 后来ꎬ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批语ꎬ广泛采用摩尔根书中的观点和民族学材料ꎬ加上

自己对欧洲古代一些民族历史所作的研究ꎬ对人类原始社会和婚姻的发展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论述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ꎮ 恩格斯在该书中有

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摩尔根的婚姻家庭理论ꎬ原则上肯定了摩尔根所提出的婚姻和家庭的演进

和发展序列ꎮ
按照摩尔根与恩格斯所主张的婚姻和家庭发展序列ꎬ人类在血缘群婚之后与一夫一妻制之

前ꎬ曾经经历过“普那路亚婚”(亚血缘群婚)与“对偶婚”这样两种基本上先后相序的婚姻形态ꎮ
而在这两种婚姻形态下ꎬ从母(母之姊妹)均有着比舅(母之兄弟)更亲密的关系ꎮ 兹试论其详

如下:
摩尔根是这样描述普那路亚婚姻和家庭(伙婚制家族)的:“这是由若干嫡亲的和旁系的姊

妹集体地同彼此的丈夫婚配而建立的ꎻ同伙的丈夫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ꎮ 它也可以由若干嫡亲

的和旁系的兄弟集体地同彼此的妻子婚配而建立ꎻ这些妻子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ꎮ 不过ꎬ在上述

两种情况下ꎬ往往对方彼此也都是亲属ꎮ 无论哪一种情况ꎬ都是一群男子伙同与一群女子婚

配ꎮ”④恩格斯在总结了摩尔根对普那路亚家庭的研究后指出:“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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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五«礼二仪礼»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２２００ 页ꎮ
潘光旦:«论中国父权社会对舅权的抑制»ꎬ«新建设»１９５１ 年第 ５ 期ꎮ
[德]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５ 年ꎮ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ꎬ杨东莼、马雍、马巨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７７ 年ꎬ第 ３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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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ꎬ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ꎬ那么ꎬ我们就有理由认定ꎬ在氏族制度可

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ꎬ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的和文明的民族中ꎬ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

这种家庭形式ꎮ”①这说明普那路亚家庭曾经是在各民族中广泛存在过的一种婚姻形态ꎮ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ꎬ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的 １００ 多年来ꎬ有不少

学者(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对恩格斯与摩尔根的某些观点提出过质疑ꎬ尤其是对普那路亚婚

姻与家庭是否普遍存在过ꎬ它是否是群婚的高级阶段的唯一形式ꎬ氏族是否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

产生出来的等问题作了许多讨论ꎮ② 囿于本文的性质ꎬ在此不便就这些问题进行专门探讨ꎮ 我

们认为ꎬ摩尔根与恩格斯所勾勒的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序列虽然是可以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的ꎬ但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ꎬ还是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的ꎮ 因此ꎬ笔者在本文中依然运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揭示的一些婚姻家庭理论来说明本文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ꎮ 实际

上ꎬ普那路亚婚姻在我国上古史中也是有迹可寻的ꎬ如«尚书尧典»载:“(尧)帝曰:‘我其试

哉! 女于时(是ꎬ指代舜)ꎬ观厥刑于二女ꎮ’厘降二女于妫汭ꎬ嫔于虞(舜)ꎮ”«孔传»曰:“女ꎬ妻ꎮ
刑ꎬ法也ꎮ 尧于是以二女妻舜 ꎬ观其法度ꎮ 接二女以治家观治国ꎮ 降ꎬ下ꎮ 嫔ꎬ妇也ꎮ 舜为匹夫ꎬ
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妫水之汭ꎬ使行妇道于虞氏ꎮ”③«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
云:“«列女传»云:‘二女ꎬ长曰娥皇ꎬ次曰女英ꎮ’«系本»作‘女瑩’ꎻ«大戴礼»作‘女匽’ꎮ”④可见ꎬ
尧女娥皇、女英姊妹二人同为舜之妻ꎮ 而据古代传说ꎬ舜与弟象也曾同为娥皇、女英之夫ꎮ 如

«楚辞天问»说:“眩弟并淫ꎬ危害厥兄ꎮ 何变化以作诈ꎬ后嗣而逢长?” “并淫”者为谁? 王逸

«楚辞章句»解释说:“言象为舜弟ꎬ眩惑其父母ꎬ并为淫泆之恶ꎮ”⑤象之“淫泆之恶”ꎬ当是指其

“盗嫂”之事ꎬ据«孟子万章»记载ꎬ象害舜之后ꎬ曾欲霸占其财产ꎬ要求“二嫂使治朕栖”⑥ꎮ 郭

沫若从上述舜、象二兄弟与娥皇、女英二姊妹的婚姻事例得出结论说:“娥皇女英为姊妹而以舜

为公夫ꎮ 舜与象为兄弟ꎬ而兄弟‘并淫’ꎮ 这正表明娥皇女英互为彭那鲁亚(鼎按ꎬ即普那路亚)ꎬ
舜与象亦互为彭那鲁亚ꎮ”⑦笔者认为ꎬ郭氏的见解有一定道理但可能不甚确切ꎬ因为若从古代文

献中“尧妻舜以娥皇ꎬ媵之以女英”⑧、“娥皇为后ꎬ女英为妃”⑨与“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等

记载来看ꎬ舜、象二兄弟与娥皇、女英两姊妹的婚姻关系似乎并非是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ꎬ而更像

由普那路亚婚姻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期的对偶婚ꎮ 但无论如何ꎬ将其看作是普那路亚婚姻的遗

迹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ꎮ
恩格斯曾经这样论述过普那路亚婚姻的“家庭”关系:“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

相互的共夫和共妻ꎬ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ꎬ以后更及于血统

较远的)除外ꎬ另一方面ꎬ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ꎮ”在普那路亚婚姻形态下ꎬ“我母亲的姊妹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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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ꎬ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ꎬ同样ꎬ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ꎬ也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ꎬ他们全都是我的

兄弟姊妹ꎻ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ꎬ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侄和内侄女ꎮ 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ꎬ
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ꎬ而他们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ꎮ”①也就是说ꎬ所谓普那

路亚婚姻ꎬ是在不仅禁止了父母与子女婚配ꎬ而且也禁止了姊妹与兄弟婚配以后所实行的由一群

姊妹与另一群兄弟进行婚配的族外群婚ꎮ
据此可知在普那路亚这种婚姻形态下ꎬ“我”不是只有一个父亲与一个母亲ꎬ而是有一群“父

亲”与一群“母亲”ꎬ他(她)们都视“我”为“子”ꎮ 一方面ꎬ在这个普那路亚“家庭”中ꎬ“群父”是
“我”的生父及其兄弟们ꎬ“群母”是“我”的生母及其姊妹们ꎻ另一方面ꎬ父之姊妹(姑)与母之兄

弟(舅)均被排斥于这个普那路亚“家庭”之外ꎮ 正由于在普那路亚家庭时期“从母”(母之姊妹)
曾经与“我”的母亲同是“我”父亲的妻子之一ꎬ她也是“我”的一位“母亲”ꎬ与“我”同在一个“家
庭”之中ꎻ而“舅”却与我不属于同一个普那路亚“家庭”ꎮ 因而“我”与“舅”的关系要比“我”与
“从母”的关系远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父权制高度发展时期的周人之所以在制

定«仪礼丧服»时规定姨服重于舅服ꎬ其深层原因可能就是出于对“母权制”时代(亦即普那路

亚家庭时期)曾有过的姨亲于舅那种婚姻家庭关系的朦胧记忆ꎮ
实际上ꎬ在亲属关系上“从母”亲于“舅”的现象不仅曾存在于普那路亚家庭时期ꎬ而且也曾

存在于对偶婚时期ꎮ 依照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ꎬ对偶婚是由普那路亚群婚孕育、衍变而来的

一种婚姻形态ꎮ 马克思说:“在普那路亚家族制下ꎬ便多少有了一男一女结成配偶过同居生活的

事实ꎬ而这是社会状况的诸条件引起来的ꎻ每个男子在其若干的妻子中ꎬ有一个是主妻ꎬ反过来说

女子也如此ꎻ因而有了向对偶家族过渡的倾向ꎮ”②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群婚制向对偶婚的衍变过

程的:“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ꎬ在群婚制度下ꎬ或者更早的时候ꎬ就已经发生了ꎻ一
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ꎬ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

中的一个主夫ꎮ 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ꎬ随着氏族日趋发达ꎬ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
弟’和‘姊妹’类别的日益增多ꎬ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ꎮ 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

动作用ꎬ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ꎮ 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ꎬ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ꎻ
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ꎮ”③

一般说来ꎬ对偶婚是野蛮时代特有的婚姻形态ꎬ它是和母权制相适应的ꎬ世系还是以女系计

算ꎮ 就所处地位而言ꎬ对偶婚制乃是一种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婚姻形态ꎬ其前期必定对

偶婚与氏族外群婚相混杂ꎬ而其后期则接近于ꎬ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夫一妻的个体婚ꎮ 对偶婚

制的基本形式ꎬ是在母系氏族制度下ꎬ属于不同氏族的男性与女性ꎬ在一定时期内过着一男一女

相匹配的对偶式的同居生活ꎮ 在这种婚姻制度下ꎬ夫从妇而居ꎬ子女留在母亲氏族里ꎮ 对偶婚制

可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得到较为确切的印证ꎮ 如«楚辞天问»:“舜闵在家ꎬ父何以鱞(鳏)?”汉
代王逸作«楚辞章句»ꎬ训“闵”为“忧”ꎮ④ 后世学者均因之而曲为之说ꎬ致使上引两句楚辞难得

确解ꎮ 当代学者萧兵先生独具慧眼ꎬ释“闵”为“母”⑤ꎬ遂使混沌难明的上引两句楚辞的意蕴涣

然冰释ꎮ 舜明明有母亲在家里ꎬ为什么他的父亲却是鳏夫呢? 原来在对偶婚制时期基本上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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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从妇居制”ꎬ即男子随从女子对偶住在女子的氏族之内ꎬ但不属于女方氏族的成员ꎬ而仍属于

男方氏族的成员ꎮ 在这种婚姻制度下ꎬ男女双方的婚配虽然相对固定ꎬ但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和限

制ꎬ双方既可以轻易地结合婚配ꎬ也可以很轻易地由一方或双方宣告解除这种婚姻关系ꎮ 在易洛

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是这样描写这种对偶婚的“夫从妇居制”的:
　 　 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ꎻ贮藏品是公

有的ꎻ但是ꎬ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

夫或情人ꎮ 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ꎬ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ꎬ收拾行李ꎬ准
备滚蛋ꎮ 对于这个命令ꎬ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ꎻ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ꎬ除了回到自己的

克兰‹氏族›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ꎬ再也没有别的出路ꎮ①

不言而喻ꎬ在这种婚姻状况下ꎬ一个丈夫随时都有可能被其妻子赶回自己的氏族而成为“鳏
夫”ꎮ 舜之父之所以在舜母健在的情况下成为鳏夫ꎬ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ꎮ 这是父权制时代的

屈原所难以理解的ꎬ因而他要在«天问»中发出深深的疑问ꎮ
显然ꎬ对偶婚时期从母(姨母)与“我”的关系也比舅与“我”的关系要亲近一些ꎮ 这有两方

面的原因:其一ꎬ在对偶婚时期ꎬ子女均留在母亲氏族里ꎬ与“从母”同属一个氏族ꎮ 而其舅虽然

还算这个氏族的成员ꎬ但他成年后要“出嫁”到别的氏族去做丈夫ꎬ与“我”一般不再生活在同一

个氏族里ꎮ 这样ꎬ对偶婚时期的“从母”与父权制时代的伯叔父地位相当ꎻ而舅却与父权制时代

的姑地位相当ꎮ 其二ꎬ在对偶婚时期ꎬ实际上往往是对偶婚与族外群婚现象共存ꎮ 对于一个丈夫

来说ꎬ则往往是在“主妻”之外还将“主妻”的姊妹们作为“合法”的妻子ꎮ 正如恩格斯在研究美

洲民族的对偶婚时所指出的:“群婚的遗迹还是没有完全消失的ꎮ 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部落中ꎬ
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妹妹们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

风ꎮ”②这种情况与普那路亚家庭时期是相似的ꎬ从母肯定比舅要亲密一些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ꎬ«仪
礼丧服»中姨服重于舅服的规定ꎬ也是对对偶婚时期姨、舅亲疏有别那段历史的遥远的追念ꎮ

综上所述ꎬ笔者认为虽然«丧服传»将«仪礼丧服»中为从母(母之姊妹)加服小功的规定

解释为“以名加也”是一种表面化的解释ꎬ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ꎬ庶几接近制定这一加服规定的

深层原因ꎮ 而前述袁准与唐太宗、颜师古、魏徵、朱熹等人对从母之服重于舅服的质疑或非难ꎬ则
完全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的眼光ꎬ不明白上古时期的婚姻制度ꎬ而只依照当时父权社会的伦理观

念立论ꎮ 而其中袁准之说谬误尤甚ꎮ 兹辩之如下:
首先ꎬ袁氏云:“从母(缌)ꎬ时俗所谓姨母者也ꎮ 舅之与姨ꎬ俱母之姊妹兄弟ꎬ焉得异服? 从

母者ꎬ从其母而为庶母者也ꎮ 亲益重ꎬ故小功也ꎮ”袁氏认为«仪礼丧服»中的从母ꎬ是指“我”母
之姊妹ꎬ随从“我”之母而嫁于“我”父ꎬ为“我”之庶母ꎬ实即媵婚制中的妻娣ꎮ 此说殊为不经ꎮ
清人徐乾学就曾批评说:“袁氏之论巧矣! 然于礼则未合也ꎮ 礼之所谓媵ꎬ兼有侄在ꎬ非专指姊

妹也ꎮ 兼有他国之女在ꎬ非专指己之姊妹也ꎮ 谓媵为从母可乎? 况既来而为父妾ꎬ自有庶母之

服ꎬ何不服以庶母之服而别制为从母之服邪? 且以此条为父妾ꎬ将母之姊妹之服又见于何许

邪?”③清人秦蕙田也批评说:“从母之名ꎬ因母而推ꎬ犹从父之因父而推ꎬ从祖之因祖而推也ꎮ 袁

准云:‘从母者ꎬ从其母而为庶母者也ꎮ’若然ꎬ则从父、从祖更当何说? 恐未必然ꎮ”④鼎按:徐、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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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氏对袁准的批评是有道理的ꎮ 诚然从母有随从母同嫁于父而为庶母者ꎬ但考之«仪礼丧

服»ꎬ不仅并无特为母之姊妹未嫁于父者所制之丧服ꎬ而且“士为庶母”之丧服明见于«仪礼丧

服»缌麻章ꎬ只有“君子子(即贵人之子)为庶母兹己者”服小功之服ꎮ 由此可知ꎬ«仪礼丧服»
所谓“从母”并非特指母之姊妹嫁于父者而言ꎮ

其次ꎬ袁氏谓:“舅非父列ꎬ姨非母列ꎬ故舅不称父ꎬ姨不称母也ꎮ 可称姨ꎬ不应称母ꎮ 谓姨母

为从母者ꎬ此时俗之乱名ꎬ书之所由误也ꎮ”今按:袁氏这段话中只有“舅非父列”ꎬ“舅不称父”二
语是对的ꎬ其余均误ꎮ 关于姨为“母列”ꎬ且可称“母”的历史已见于前文关于“普那路亚”婚姻的

论述ꎬ兹不赘述ꎮ 至于他认为母之姊妹应称姨ꎬ而不应称从母ꎬ称其为从母系“时俗之乱名”云
云ꎬ更是无稽之谈ꎮ 清人张锡恭«丧服郑氏学»辩之甚力:“从母与从父对舅与姑ꎬ皆因义立名者

也ꎮ 从父之子曰从父昆弟、从父姊妹ꎬ从母之子曰从母昆弟、从母姊妹ꎮ 而姑之子、舅之子无是名

焉ꎮ 由此言之ꎬ舅无父名ꎬ而从母有母名ꎮ 犹姑无母名而从父有父名也ꎮ 姨者ꎬ妻之姊妹也ꎬ后人

以称母之姊妹ꎮ «左传»疏引孙炎曰:据父言之谓之姨ꎬ据子言之当谓之从母ꎮ 但子效父语ꎬ亦呼

为姨ꎮ 若然ꎬ亦犹后人效母语呼从父为伯叔耳ꎮ 此第因乎习俗ꎬ而岂可据为经典正称乎?”①张氏

之说甚是ꎮ
实际上ꎬ先秦时期“舅”并无父名ꎬ“舅父”之名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ꎮ 如«史记孝文帝本

纪»载:“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ꎬ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ꎮ”②又«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
“其明年ꎬ高后崩ꎮ 朱虚侯章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ꎬ欲令发兵西ꎬ朱虚侯、东牟侯为内

应ꎬ以诛诸吕ꎬ因立齐王为帝ꎮ 齐王既闻此计ꎬ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

兵ꎮ”③这里所谓的“舅父”都是指母之兄弟而言ꎮ 正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舅谓舅父ꎬ犹姨称

姨母ꎮ”④前引朱熹所谓“姨、舅亲同而服异ꎬ殊不可晓ꎬ礼传但言ꎬ从母‘以名加也’ꎬ然则舅亦有

父名ꎬ胡为而独轻也”云云ꎬ完全是由于他不了解上古婚姻发展的历史ꎬ不清楚古代舅无父名、姑
无母名的历史实际ꎬ因而想当然地以今律古ꎬ对姨服重于舅服的规定发出了疑问ꎮ

行文至此ꎬ有必要附带说明前文所述“舅无父名”与“姨(从母)有母名”也与上古婚姻制度

有着密切关系ꎮ 前已述及ꎬ在普那路亚群婚时代ꎬ往往是一群兄弟与一群血统较远的姊妹结为夫

妻关系ꎬ但严格限制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ꎮ 显然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母之姊妹属于母之列ꎬ
故可以“母”称之ꎻ而母之兄弟(舅)不能与母婚配ꎬ不在父之列ꎬ因而舅无父名(汉代以后舅有父

称另当别论)ꎮ 上古时期姨有母名、舅无父名的现象说明当时姨与自己是属于同一普那路亚家

庭(氏族)的成员ꎬ而舅则属于其他普那路亚家庭(氏族)的成员ꎬ与自己不属于同一氏家庭(氏
族)ꎮ 准此就不难理解«仪礼丧服»中”姨服“重于”舅服“这一规定的文化意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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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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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卷十三ꎬ民国七年刘氏«求恕斋丛书»本ꎮ
司马迁:«史记»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４２１ 页ꎮ
司马迁:«史记»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００１ 页ꎮ
司马迁:«史记»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０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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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ｇ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ｏｆ “ａｕｎｔ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ｕｎｃｌｅｓ”

Ｄ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ｉｌ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ꎬ ｔｈｅ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ꎬ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ａｎ ｋｉｎｓｆｏｌｋ ｔｈａｎ ｔｏ ｉｎ－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 “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ｋｉｎｓｆｏｌｋ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ｓｉ ” (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ｇｒａ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ｏｆ ａｕｎｔｓ (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ｓｉｓｔｅｒｓ) ｗａｓ ｐｕｔ ｉｎ ｘｉａｏｇｏｎｇ ｗｕｙｕ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ｒａｄ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ｕｎｃｌｅｓ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ｗａｓ
ｐｕｔ ｉｎ ｓｉｍａ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ｇｒａｄｅ). Ｗｈｙ ｗａｓ ａｕｎｔｓ’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ｍｏ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ｋｉｎｓｆｏｌ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ａｕｎｔ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ｔｈａｎ ｔｏ “ｕｎｃｌｅ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ｕｎａｌｕ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ｉｒ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ｒ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ａｕ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ｎｃｅ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ｈａｎ “ｕｎｃ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ꎻ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ｐｕｎａｌｕａꎻ ｐａｉｒ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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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阈下“三俗”文化的应对策略
∗①

王　 会　 夏从亚
(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青岛ꎬ２６６５８０ )

　 　 摘要:　 以庸俗、低俗、媚俗为主要内容的“三俗”文化在我国文化生活中长期存在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ꎮ 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后党中央提出的又一

重大论断ꎬ要以文化自信的态度、实力和精神ꎬ积极清除“三俗”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ꎮ 在当前形势下ꎬ坚定文化

自信ꎬ积极应对“三俗”文化的策略ꎬ前提是要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ꎬ方式是要拥有对待不同文化的包容心ꎬ
根本是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创造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ꎮ

关键词:　 “三俗”文化ꎻ文化自信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红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Ｇ１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３－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５
作者简介:王会 ( １９８２—　 )ꎬ女ꎬ山东淄博人ꎬ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ꎬ博士研究生ꎻ夏从亚

(１９６１—　 )ꎬ男ꎬ江苏沭阳人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主创新科研计划项目“大众文化视阈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对策研究”(１７ＣＸ０４０２８Ｂ)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ꎮ

　 　 文化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ꎬ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ꎮ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

引领ꎬ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ꎬ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②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ꎬ
坚定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ꎬ不仅要从正面入手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ꎬ积极建设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ꎬ也需要从反面着手ꎬ清除一些文化垃圾和毒素ꎬ抵制不良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

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以庸俗、低俗、媚俗为主要内容的“三俗”文化在文化领域内长期存在ꎬ引起了政府部门和文

化工作者的普遍关注ꎬ批判“三俗”文化、抵制“三俗”文化成为文化部门的重要工作ꎮ 在这种背

景下ꎬ社会文化风气一度有所好转ꎬ但“三俗”文化并没有彻底根除ꎬ它们以不断翻新的内容、变
化多样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的存在于文化生活之中ꎮ 这些“三俗”文化的存在ꎬ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ꎬ成为坚定文化自信中的“不自信”因素ꎮ “三俗”文
化在当前都有那些表现? 如何从学术上认识“高雅”和“通俗”? 怎样区别“三俗”文化和“通俗”
文化? 在当前“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ꎬ需要我们积极地应对“三俗”文化ꎬ客观

地看待和认识“三俗”文化的内容ꎬ逐渐清除“三俗”文化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ꎬ更加坚定社会

主义文化自信ꎬ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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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上“雅”与“俗”的问题向来是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ꎮ 所谓“雅”一般是指具有较高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文艺类型ꎻ“俗”则是指浅近、通俗、流行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类型ꎮ 评判一种文

化的“雅”、“俗”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ꎬ对于不同的人ꎬ文化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内涵ꎬ对于不同

的时期ꎬ文化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境界ꎬ正如王国维所言:“雅俗古今之分ꎬ不过时代之差ꎬ其间固

无界限也”ꎮ① «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都曾是广为流传的民间词曲ꎬ但是用今天的眼光

看ꎬ这些古典诗词无疑都是十足的雅文学ꎻ“凡水井处ꎬ无不歌柳词”ꎬ当年俗气非凡的柳永的词ꎬ
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发展ꎬ在今天也成为雅词ꎬ这是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流变的结果ꎮ② 通俗文化可

以通过受众之广润泽人心ꎬ高雅文化以其格调之高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品味ꎬ在大众文化

时代ꎬ“雅俗共赏”应成为文化生产的自觉追求ꎮ
文化中的“高雅”和“通俗”属不同的艺术形式范畴ꎬ而“通俗”和“三俗”则属道德评判范畴ꎬ

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ꎮ “三俗”文化是指去掉了“通俗”的平民化、生活化和大众化ꎬ转而带

有庸俗、低俗、媚俗性质的一种文化类型ꎮ “庸俗”一词出自晋代葛洪的«抱朴子»ꎬ指平庸鄙陋ꎬ
不高尚③ꎻ“低俗”是指那些尚未达到淫秽色情等级ꎬ但又明显带有猥亵、不敬、脏话、有伤风化、庸
俗无聊、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等下流内容或者公然冒犯社会基本道德水准的文化④ꎻ“媚俗”则侧

重于“媚”ꎬ指过分迁就、迎合受众ꎬ以作态取悦上级或大众的行为ꎮ 具体来说ꎬ当前社会中存在

的“三俗”文化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从内容上看ꎬ“三俗”文化并没有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ꎬ而是走向了反面ꎬ以“假、

恶、丑”为主要表现内容ꎮ 在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假文化”中出现了各种养生大师、气功大师ꎬ
包括“中国食疗第一人”的张悟本和号称“气功大师”的王林ꎻ微信的朋友圈里漫天传播着各种谣

言和假新闻ꎬ包括养生八卦、假寻人启事、不实消息、虚假慈善等ꎬ甚至出现了造谣和抹黑军队的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ꎮ 在不堪入目、价值扭曲的“恶文化”中ꎬ有通过网络曝光的各种“艳照门”
事件ꎬ有随意侵犯他人隐私的“人肉搜索”ꎬ有“酒瓶抡头、拳打脚踢”的不良视频从网上流出ꎬ有
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出现的艳舞团表演ꎬ还有网络直播平台中的看相卜卦、色情暴力等内容ꎬ满
足了部分人猎奇、偷窥的心理癖好ꎮ 在以丑为美、哗众取宠的“丑文化”中ꎬ芙蓉姐姐和凤姐通过

“炫丑”一夜成名ꎬ普通人凭借一段搞怪作秀的视频也能被捧为“网红”ꎬ甚至出现了两男子穿着

日本军服在车站作秀只为当“网红”的事件ꎻ而在各类电视访谈节目中ꎬ不断地曝光夫妻矛盾、父
子反目、吵架争斗、邻里纠纷等内容ꎬ以此吸引观众的眼球ꎬ获得较高的收视率ꎮ

从形式上看ꎬ“三俗”文化的制作者没有使用较高的艺术创作方法和精雕细刻的艺术加工ꎬ
没有遵循“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原则ꎬ而是惯用恶搞、颠覆、歪曲等手法ꎬ对传统文化、经
典作品、中华历史和民族英雄公然进行抹黑和丑化ꎮ 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品被不断地恶搞ꎬ从
之前的视频«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改编小品«木兰从军»ꎬ再到单位联欢会上恶搞的经典曲目

«黄河大合唱»ꎬ甚至«国歌»和«国际歌»也拿来被恶搞ꎬ这些“三俗”作品既无内涵也没有深度ꎬ
曲解传统经典文化的价值ꎮ 有些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没能真实的反映历史ꎬ种种雷人片段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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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 ３ 卷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４０ 年ꎮ
张旭宏:«浅谈艺术的雅与俗»ꎬ«大众文艺»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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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神剧”中ꎬ包括手撕日本鬼子、拿着手榴弹炸飞机、各种穿帮镜头和不合逻辑的台词ꎬ诸如

“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九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的杀害了”等等ꎮ 中华民族的历史和

民族英雄被用来随意歪曲ꎬ各种所谓“解密”英雄的网文层出不穷ꎬ先是爆料黄继光堵枪眼不合

理ꎬ然后就是造谣刘胡兰被乡亲所杀、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匪ꎬ还有的恶搞潘东子参加青歌赛、董存

瑞炸碉堡的炸药包上抹上了胶水娱乐有边界ꎬ“恶搞”也要分对象ꎬ这些丑化英雄ꎬ恶搞经

典ꎬ颠覆传统的“三俗”文化ꎬ对英雄事迹随意捏造ꎬ对民族历史任意歪曲ꎬ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

民的民族情感ꎮ
在价值观的引领上ꎬ“三俗”文化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背道而驰ꎬ倡导不正确的价

值观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ꎬ冲击社会道德底线ꎬ没有起到正确引导群众的作用ꎮ 以«甄嬛传»
«宫»为代表的一系列宫廷争斗电视剧ꎬ宣扬了勾心斗角、借刀杀人、以恶制恶的伎俩ꎮ 层出不穷

的网络炫富事件ꎬ使青少年幻想一夜成名而忽视依靠自身奋斗取得成功ꎬ转而羡慕“官二代”和
“富二代”ꎮ 新闻中对明星的追捧使得“追星族”们更加狂热ꎬ明星的八卦、明星的豪宅、明星的花

边新闻成为关注的焦点ꎬ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关注度不如演员黄晓明的一场婚礼ꎬ而中国女排

夺冠的新闻也淹没在王宝强的离婚事件中ꎮ 各种大型网络游戏不断翻新花样ꎬ不断的升级和换

装备ꎬ使得有些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ꎬ不仅耗费财力还荒废了青春和时间ꎬ无奈的父

母为了给孩子戒网ꎬ将他们送到戒网瘾学校ꎬ却又出现了“暴力戒网、虐待学员”的事件ꎮ 以自

嘲、颓废、麻木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的“丧”文化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口头禅ꎬ“都行”“随便”“我差不

多是个废人了”“什么都不相干”ꎬ“佛系”青年们好像看破了红尘ꎬ完全没有青年人该有的朝气与

理想ꎮ 这些“三俗”文化正在用消极的价值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冲击着青年一代ꎬ起到了败坏

社会风气的作用ꎮ
抵制“三俗”文化的提出由来已久ꎬ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

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了“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ꎮ 此后ꎬ社会上不良的文

化现象和风气得到了治理ꎬ但“三俗”文化并没有彻底根除ꎮ 习近平同志在 ２０１４ 年文艺工作座

谈会中指出了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些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ꎬ丑化人

民群众和英雄人物ꎻ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ꎬ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ꎻ有的搜奇猎艳、一
味媚俗、低级趣味ꎬ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ꎬ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ꎻ有的胡编乱写、
粗制滥造、牵强附会ꎬ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①ꎮ 种种“三俗”文化的出现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ꎬ成为当前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顽疾”ꎮ “三俗”文化泛滥是缺乏文化自

信的表现ꎬ失去了底蕴的文化就会变得浮躁和肤浅ꎬ“三俗”文化的泛滥说明了我国主流文化建

设的任务仍然艰巨ꎮ

二

习近平同志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ꎬ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ꎬ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不动摇ꎬ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ꎮ② 文化自信ꎬ是自“三大自信”之
后党中央提出的又一重大论断ꎬ这四个自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ꎬ其中ꎬ文化自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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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ꎮ 在当前“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ꎬ文化的重要

性越来越凸显ꎬ文化自信的提出ꎬ表明我党对文化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ꎮ
文化自信是指本国人民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内容充分接受ꎬ文化价值充分肯定ꎬ对其文化生

命力怀有敬畏与信仰之情ꎮ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在党和人民伟大

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ꎬ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ꎬ①这些都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和主要内容ꎮ 要以文化自信的态度、实力

和精神ꎬ积极清除“三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ꎬ对促进文化发展进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提

升个人素质都具有积极的作用ꎮ
其一ꎬ文化自信是一种态度和立场ꎬ能够告别文化自卑从而走向文化发展和进步ꎮ “三俗”

文化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否定ꎬ源自于文化发展中的自卑心态ꎮ 随着近代

以来国力衰弱和列强入侵ꎬ很多有识之士在救国图存的道路上探索ꎬ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

的同时也开始质疑自己的文化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ꎬ进步的青年对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

展开猛烈攻击ꎬ但是矫枉过正ꎬ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ꎮ 特别是在“文革”中ꎬ传统

文化更是批判和清理的对象ꎬ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ꎬ如礼仪、修养、优雅和品味当作“封资

修”一概加以排斥ꎬ社会文化品位一度下降ꎮ 这种文化自卑的心态和对传统文化自暴自弃的态

度导致文化危机的出现ꎬ中华民族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

明ꎬ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ꎬ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ꎬ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

历史悲剧ꎮ”②“三俗”文化的出现正是这种文化自卑的心理作祟ꎮ 出于自卑心理ꎬ不敢轻易表达

言论ꎬ所以只能转向调侃、讽刺、挖苦小人物和弱势群体获得暂时的满足ꎻ出于自卑心理ꎬ底气不

足ꎬ所以不敢理直气壮地评判其他文化ꎬ只能用自我解嘲和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现实

的不公ꎬ聊以自慰ꎻ出于自卑心理ꎬ没有形成自己的立场ꎬ所以随意跟风媚俗ꎬ丧失原则和立场ꎮ
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所拥有的文化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立场ꎮ 坚定了文化自信的态度ꎬ就能

够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强烈认同与自豪感ꎬ文化就有了定力ꎬ才不会跟风媚俗ꎮ 坚定了文化自

信的态度ꎬ就能够鉴别不同文化的内涵和层次ꎬ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ꎬ张扬自

我文化的主体性ꎬ在实践中把握自身文化的发展前景ꎮ 坚定了文化自信的态度ꎬ才能进行跨文化

间的平等对话ꎬ有肯定自己的资本ꎬ也有否定别人的能力ꎬ能够掌握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ꎮ
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ꎬ在“三俗”文化泛滥的情况下ꎬ更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态度和立场ꎬ走
自己的路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ꎮ

其二ꎬ文化自信是一种实力和底气ꎬ能够清除不良风气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三俗”
文化之所以出现的客观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ꎬ源自于社会中的不良风气ꎮ 当今

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ꎬ在急剧而迅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某些社会问

题ꎬ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矛盾加剧、诚信缺失、信仰危机凸显、道德滑坡

等ꎬ由于社会制度和解决机制尚不完善ꎬ所以这些问题在短期之内得不到有效解决ꎮ “三俗”文
化趁虚而入ꎬ以庸俗的形式、低俗的内容、媚俗的姿态吸引人们的眼球ꎬ用恶搞、大话、戏说、改编

等形式夸大社会问题和某些不良现象ꎮ 再借助新媒体传播的优势和便利ꎬ在经济利益的驱使和

社会监管的不到位的情形下ꎬ“三俗”文化迅速在社会中蔓延ꎬ并将这些社会问题转变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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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社会风气ꎬ致使社会文化品味一再下降ꎮ
拥有文化自信的实力ꎬ能为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习近

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ꎬ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ꎬ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ꎮ 一个民族的强大ꎬ必须要有民族文化自信的气度和

底气ꎬ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ꎬ才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ꎬ不断保持自己风格ꎬ吸纳外

来营养ꎬ使其独具民族特色ꎮ 拥有文化自信的实力ꎬ能带来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和健康高尚的社

会文明ꎮ 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塑造健全的人格、树立较好的社会公德和

公民道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ꎬ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ꎬ用高雅、健康、先进的文化作为引导ꎬ必然

能够清除“三俗”文化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消极影响ꎬ提升社会大众的欣赏品味和文化追求ꎬ形成

高尚、健康的社会文化风气ꎮ
其三ꎬ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和动力ꎬ能够转移人们的低级趣味从而获得个人素质的提升ꎮ

“三俗”文化之所以出现的主观原因在于个人情感的不正常宣泄ꎬ源自于受众欣赏品味的下降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我国进入了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期ꎬ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本土

文化与外来文化、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同时并存ꎮ
在多元文化发展的态势下ꎬ人们反而容易迷失自我ꎬ容易出现信仰缺失和精神领域的荒芜ꎮ 部分

群众不能正确地看待一些社会现象和自身出现的问题ꎬ前途迷茫ꎬ不知所措ꎬ失去了人生信仰和

继续奋斗的目标ꎬ造成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盛行ꎬ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思想占据

了他们的头脑ꎮ “三俗”文化迎合了这部分群众的情感需求ꎬ用低俗的内容暂时满足了其感官刺

激的需要ꎬ以个人情感的不正常宣泄为主要方式ꎬ引导其逃避现实问题ꎮ 在这些看似“通俗生

动”和“真实自然”的包装下ꎬ呈现出低级趣味、粗俗不堪、黄色暴力的文化垃圾ꎬ填补了少数人情

感暂时的空虚和寂寞ꎬ降低了其道德水准和文化欣赏品味ꎮ
文化自信能培育高尚的社会风气ꎬ能够使人们摆脱低级趣味从而获得奋发向上的动力ꎮ 有

了这种精神动力ꎬ个人就能够正确对待不良社会现象和自身出现的问题ꎬ不会被暂时的困难所羁

绊ꎬ也不会沉迷于个人的小情感之中ꎬ不会整日做“宅男宅女”ꎬ从而逐渐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有了这种精神动力ꎬ人生就有了奋斗和追求的目标ꎬ青年一代就能摆脱“丧文化”ꎬ告别颓废ꎻ中
年人不再整日高喊“中年危机”ꎬ告别“油腻”ꎮ 有了这种精神动力ꎬ就能够提升个人的欣赏品味

和文化追求ꎬ能够使人们摆脱“三俗”而追求高雅ꎮ 恩格斯说过ꎬ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

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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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① 人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三俗”而追求“高尚”ꎬ标志着人在多大程度上从“兽性”到“人性”
再到“神性”的过程ꎬ也标志着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程度ꎮ

三

树立和培育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源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心ꎮ 文化学者费孝通于 １９９７
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觉”ꎬ指出了实现文化自觉需要了解自身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位置ꎬ明
确自身对人类文化发展所应担的文化责任ꎬ共同追求人类社会及文化未来发展的美丽图景ꎬ即
“各美其美ꎬ美人之美ꎬ美美与共ꎬ天下大同ꎮ”②坚定文化自信ꎬ应对“三俗”文化ꎬ首先要增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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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ꎬ其次要拥有对待不同形态文化的包容之心ꎬ最后要对自身文化

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创造ꎬ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ꎮ
(一)文化应该自信:增强文化认同感是应对“三俗”文化的前提

文化认同感是指群体内成员对自身文化内容的肯定ꎬ并充分尊重自身文化的价值ꎮ 文化认

同感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ꎬ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强烈的认同ꎬ是该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伟大精神力量ꎻ反之ꎬ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不认同ꎬ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认同ꎬ则足以瓦解一

国的基本制度和整个民族的凝聚力ꎮ 只有在认识和了解本国文化的基础上ꎬ才有可能在多元文

化世界里明确自己的位置ꎬ建立起文化自信ꎮ 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ꎬ需要增强我国人民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ꎬ这是应对“三俗”文化的前提条件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熔铸

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ꎮ① 增强本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ꎬ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积极宣传

和精心培育ꎬ使中华文化保持绵绵不绝的生命力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较强的社会影响ꎬ能够依靠自身特色吸引和征服群众ꎬ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认同ꎬ也就使“三俗”文化丧失了自己的受众群体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ꎮ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ꎬ包括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辉煌绚丽的文学艺术、睿智深邃的

伦理道德、独具特色的语言风俗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的体现ꎬ是民族历史上道德

传承、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体现ꎮ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ꎬ既是民族的、也
是世界的ꎮ 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ꎬ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ꎮ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ꎮ 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ꎬ由中国共产党

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ꎬ其蕴含着丰富的革命传统精神和积极

的思想价值ꎮ 革命文化很好地诠释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ꎬ在革命战争时期

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铁人精神、雷锋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是革命文化的体现ꎮ 这些富有民族传统

精神和时代发展特色的革命文化ꎬ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ꎬ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新时期ꎬ尤其是在应对“三俗”文化方面ꎬ同样发挥着积极的作用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影响着我国文化发展的方

向ꎬ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支柱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ꎬ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ꎮ 实践证明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过程中ꎬ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ꎬ才取得了各项事业的伟大胜利ꎮ 马

克思主义是我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ꎬ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我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

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ꎬ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这是我

们始终要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ꎬ自然ꎬ这也是我们清除“三俗”文化的思想保障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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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ꎮ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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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能够自信:拥有文化包容心是应对“三俗”文化的方式

文化形态是丰富多样的ꎬ文化包容是处理和对待多种文化形态的正确方式ꎮ 中华民族是一

个具有包容心态和善于学习的民族ꎬ中华文明就是在包容中发展、在发展中包容ꎬ不断地去融合

各种文化ꎮ 我国历史上经历过几次民族的迁徙和大融合ꎬ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得到不断地交流

和发展ꎬ如琵琶和古筝都曾是西域乐器传入中原ꎬ现在已发展为我们的民族乐器ꎮ 中国人民善于

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精华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不断的中国化ꎬ现在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

指导思想ꎮ 我国借鉴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制度ꎬ实行改革开放使经济得到飞速发展ꎮ 实际上ꎬ
拥有文化包容心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ꎬ必然能够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与进步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我国的文化建设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ꎬ文化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ꎮ 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ꎬ“双百”方针

的指导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空前的活跃态势ꎬ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ꎮ 互联网

文化、民间文化、休闲娱乐文化、大众文化蓬勃发展ꎬ改变了过去“文革”时期“一言堂”的文化环

境ꎬ人民群众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选择ꎮ 这就需要用文化包容的心态ꎬ积极地开放地对待一切文

化ꎬ包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

化ꎮ
文化包容需要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不同形态的文化ꎬ正确对待、承认和允许其在社会文化生活

中存在ꎮ 不可否认ꎬ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些低俗的文化因子ꎬ在一个现代社会中ꎬ一个人也

有权利选择高雅、通俗的文化和艺术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三俗”文化和通俗文化有某些形式上的

相似点ꎬ但“三俗”文化和通俗文化并不是一码事ꎮ 某些通俗文化往往能够击中时代的痛点和人

性的敏感之处ꎬ相较于高高在上的“雅”ꎬ它们反倒显得更具有生命力ꎮ 一味地否定和消灭通俗

文化ꎬ恰恰是虚弱而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ꎮ 应对通俗文化ꎬ不是要简单地抵制和彻底消灭一切通

俗文化ꎬ而是要正确对待通俗文化ꎬ承认和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ꎬ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ꎬ也是

真正改造通俗文化的通道ꎮ 在文化自信的这种包容心态之下ꎬ社会生活中的通俗文化会越来越

少ꎮ 但是ꎬ值得注意的是ꎬ包容通俗文化并不意味着“三俗”文化也就自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法

性与合理性ꎮ
文化包容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ꎮ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不能只注重“高、大、上”ꎬ还必须“接地气”ꎬ处理好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格调的“高雅”与“通俗”、
传播的大众与小众、感性与理性的关系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要具备高雅的品味和积

极的内容ꎬ另一方面ꎬ也要有通俗的形式ꎬ才能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ꎬ绝不能因为反“三俗”文
化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ꎬ使自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孤芳自赏ꎮ 这就涉及到一个大众文化和精

英文化的关系问题ꎮ 在文化发展中ꎬ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ꎮ 无论在什么

时代什么国家ꎬ精英文化虽然市场普及率不高ꎬ受众群不广ꎬ但其注重精神方面的价值追求ꎬ能够

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ꎻ而大众文化扎根于广大民众这片沃土中ꎬ是广大民众情感与理想的载

体ꎬ因而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特有的价值ꎮ
在当代社会ꎬ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各自受众群体和范围领域发展的同时ꎬ也在相互借鉴学

习ꎬ在相互渗透中不断地发展ꎮ 大众文化创作要服务大众、面向大众ꎬ但不是一味地迁就、迎合大

众的低级趣味ꎬ文艺工作者要遵循文艺“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创作方法ꎬ用优秀的文艺作品

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ꎬ逐步提高民众的欣赏品味ꎮ 精英文化不能孤芳自赏ꎬ必须改变姿态ꎬ
以新的形式呈现于大众面前ꎬ逐步扩大受众群体ꎮ 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在故宫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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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举办ꎻ知识界精英开始接触大众媒介ꎬ«百家讲坛»越来越多地面向大众ꎻ«中国诗词大会»以
大众竞技比赛的形式使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ꎬ可以看到ꎬ大众文化丰富了精英文化的形式和传

播途径ꎬ精英文化提升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品味ꎬ促进了大众文化的提高ꎮ 只有大众文化和精英

文化共同发展ꎬ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ꎬ有效抵制“三俗”文化的泛滥ꎮ
(三)文化必然自信:进行文化创新是应对“三俗”文化的根本

“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①ꎬ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ꎬ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ꎬ也是

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ꎮ 创新和创造是文化发展的实质ꎬ能推动文化自身的发展和更新换代ꎬ
有助于民族文化永葆生命力和富有凝聚力ꎮ “三俗”文化之所以屡禁不止ꎬ在于它用不断翻新的

内容ꎬ变化多样的形式吸引群众ꎮ 应对“三俗”文化带来的挑战ꎬ消除“三俗”文化带来的不良影

响ꎬ需要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ꎬ不断地生产高雅、健康、动人的文化作品ꎬ使文化保持源源不

竭的生命力ꎬ这是应对“三俗”文化的根本ꎮ 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ꎬ既要立足于改革开

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之中ꎬ也要注重对既有理论资源的继承与创新ꎮ
第一ꎬ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前进的方向ꎮ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

底解放的学说ꎬ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的基础上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创立的ꎬ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的思

想体系ꎮ 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ꎬ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ꎮ 从外部环境来

讲ꎬ国际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交锋的背景ꎬ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入侵的趋势ꎬ带来了西方资本主

义的制度输出、技术输出和价值输出ꎻ从内部环境来讲ꎬ当前我国人口众多ꎬ多元价值差异共存ꎬ
并处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期ꎬ带来了部分民众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ꎮ 在此

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ꎬ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前

进的方向ꎮ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ꎬ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保障ꎮ 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

的新变化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ꎬ深刻反映中国人民

的丰富生产生活和中华民族日益发展的崭新变化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ꎮ
第二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文化建设的灵魂ꎮ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进行文化

创造和创新ꎬ必须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体现ꎬ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②ꎬ是进行文化创新的根本立足点ꎮ 毫无疑问ꎬ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灵魂ꎬ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

带ꎮ 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ꎮ③ 如果放任“三
俗”文化自由发展ꎬ就会丢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先进

文化的核心和灵魂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ꎬ必须要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铸造文化建设的灵魂ꎬ用高尚优秀的文化引导人民群众ꎬ在全社会形成崇高的道德品

质和普遍的社会共识ꎬ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ꎮ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对广

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ꎬ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ꎬ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ꎬ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

应该肯定和赞扬的ꎬ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ꎬ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ꎮ④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 页ꎮ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ꎮ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ꎬ北京:学习出版社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０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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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以红色文化提升文化内涵的境界ꎮ 红色文化起到发扬革命传统美德、鼓舞全体人民凝

心聚力的作用ꎬ能够提升文化内涵的境界ꎮ “中华民族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ꎬ同时又是酷爱

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①ꎬ红色文化倡导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美德ꎬ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

孕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ꎬ专门利人”、“一不怕苦ꎬ二不怕死”、“个人服从组

织”的精神ꎬ是中华儿女战胜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宝贵的精神财富ꎮ 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ꎬ能
够让今天的中国人牢记历史ꎬ珍惜当下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财富ꎮ 红色文化能

够鼓舞全体人民凝心聚力ꎬ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认识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前进ꎮ
在当前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创作中ꎬ必须要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心怀崇敬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

英雄ꎬ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ꎬ绝不

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ꎮ②

第四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文化发展的根基ꎮ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ꎬ是
进行文化创造和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ꎮ 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当前文化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ꎬ
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内涵ꎬ为文化交流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ꎬ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

积淀ꎮ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ꎬ在文化交流和国际竞争中ꎬ发扬民族文化特色是本土文化走向世

界的重要途径ꎮ 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中华文化热”ꎬ“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相继成立ꎬ扩大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身价值被人们重新认识发现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７ 日中办、国办印发实施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ꎬ文件中指出:随
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ꎬ各种思想文化交

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ꎬ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ꎮ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ꎬ中华传统文化必将成为滋养民族文化

的肥沃土壤ꎬ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必将被每一个中国人所接受ꎬ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

文明理念必将被全世界所认同ꎮ
“文化兴国运兴ꎬ文化强民族强ꎮ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ꎬ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ꎬ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③ꎮ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征程上ꎬ需要坚定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ꎬ最大限度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ꎬ
倡导和建立雅俗共赏的文化局面ꎬ消除“三俗”文化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ꎬ用优秀的文化作品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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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ＨｕｉꎬＸｉａ Ｃｏｎｇｙ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６６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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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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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ｖｕｌｇａｒｉｔ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ｃｏｐ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ｖｕｌｇａ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ｉ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ｅｌ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ꎻ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ꎻ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ｖｕｌｇａｒ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ꎻ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ꎻ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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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工党提升制造业水平的举措
∗①

毛　 锐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ꎬ英国最早经历了制造业相对衰落的非工业化进程ꎮ 新工

党指责保守党政府过度注重金融业和服务业ꎬ忽视英国的制造业发展ꎬ从 １９９７ 年布莱尔新工党上台ꎬ围绕“制造

业高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原则ꎬ实行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实施创新产业以及发布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来

提升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力ꎮ 这些政策成功地使英国经济实现了从制造型向知识型的转变ꎬ并确定了价值竞争而

非成本竞争为未来英国制造业发展的主题ꎮ 不过ꎬ如何处理好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平衡ꎬ真正实现制造业的

服务化ꎬ这是新工党政府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ꎬ也是对后任政府的一大挑战ꎮ
关键词:　 英国ꎻ新工党ꎻ国家创新战略ꎻ创意产业ꎻ高价值制造战略ꎻ制造业服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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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作者简介:毛锐(１９６９—　 )ꎬ男ꎬ浙江宁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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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基金项目 “二战后英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 ( １９４５ － ２０１０)”
(１２ＢＳＳ０２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战后英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及对中国的启示” (１１ＣＬＳＺ０４)和山东省高校

人文社科项目“二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借鉴(１９４５－２０１０)”(Ｊ１１ＷＥ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在英国有一种国家分类ꎬ世界被分成“难以工业化的国家”、“部分工业化的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成熟工业化国

家” 和 “衰落的工业化国家”ꎬ英国被视为 “衰落的工业化国家” 的典型代表ꎬ详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ａｚｅ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ｙ Ｔｈｉｒｌｗａｌｌꎬ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９２. ｐ.１ꎮ

③毛锐、张晓青:«英国学术界对非工业化问题的研究»ꎬ«历史教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④毛锐:«撒切尔政府非工业化问题分析»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ꎬ英国最早经历了制造业相对衰落的非工业化进程ꎮ
英国学术界对非工业化现象也特别关注②ꎬ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ꎬ曾先后围绕着什么是非工

业化ꎬ为什么会出现非工业化ꎬ制造业是否重要以及如何解决非工业化等问题展开争论③ꎮ 特别是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 １１ 年间ꎬ撒切尔夫人放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ꎬ转而实行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

派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ꎬ实施供应方改革ꎬ使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ꎬ效率提高ꎬ通货膨胀下

降ꎬ“滞胀危机”得以解决ꎬ这被称为“撒切尔革命”ꎮ 但这一时期失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ꎬ
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就业机会大量减少ꎬ服务业领域就业的增长又不足以抵消制造业领域就业机

会的减少ꎬ使撒切尔时期成为消极非工业化的典型ꎮ④新工党则指责保守党政府过度注重金融业和

服务业ꎬ忽视英国的制造业发展ꎮ 因此ꎬ布莱尔新工党从 １９９７ 年上台后ꎬ围绕“制造业高端化”和
“制造业服务化”原则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战略来提升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力ꎮ

一、实行国家科技创新战略

传统上ꎬ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之一表现为更多关注基础研究ꎬ而相对忽视应用研究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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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应用研究水平相对较低的局面ꎬ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力加剧的挑战ꎬ
１９９３ 年ꎬ梅杰政府颁布了«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 (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ｇ Ｏｕ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白皮书ꎬ分析了英国国家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ꎬ
并阐述了英国在世纪之交的科技发展新战略ꎮ① 这标志着英国已经将推动技术创新、科技产业

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ꎬ成为英国科技政策发展的里程碑ꎮ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５ 年ꎬ英国政府又先后发

布«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 «竞争力:稳步向前»两个白皮书ꎬ旨在促进企业加大研究与开发投

入ꎬ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新活动ꎬ把提高竞争力作为产业创新的核心ꎮ
新工党政府上台后ꎬ更加重视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ꎮ 实行国家创新战略是布莱尔政府

振兴制造业的最重大举措ꎮ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２ 年间ꎬ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 ７ 个白皮书ꎬ奠定了英

国以基础科研为主导和技术预见为引导的科技发展战略ꎬ以抢占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英国政府首次颁布«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１４ 科学与创新投入十年框架»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ꎬ规划明确指出ꎬ要确保将科学和创新

纳入政府引导的轨道ꎬ在强化基础科研能力的基础上ꎬ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ꎬ通过创新将国家潜

力转化为商业机会ꎬ促进英国经济发展ꎮ ２００６ 年ꎬ英国政府在第一个 １０ 年框架基础上ꎬ又发布

了«１０ 年框架:下一步工作»ꎬ力求从完善组织建制管理、加强国际合作、鼓励资源集成等方面全

面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战略ꎮ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英国政府在名为«创新国家»(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的白

皮书中ꎬ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国家”的口号ꎬ通过实现创新国家的目标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

的国家ꎮ③ 为了实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ꎬ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ꎮ
(一)重点资助基础科学ꎮ 英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很高ꎬ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ꎮ 布莱尔

上台后ꎬ将资助基础科学研究作为实现国家创新计划的核心ꎬ以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工程和技术

基础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宣布将政府的科学预算增加到 ２ 亿英镑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基础科学领域的拨款年均增长率由以前 ７％提高到 １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投资突

破 ５ 亿英镑ꎮ④ 政府还与英国卫康信托基金会分别出资 １ 亿和 ０.４ 亿英镑重点资助大学和研究

所对医药学、生物技术、天体物理等项目的研究ꎬ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知识经济驱动器

的潜力ꎮ 英国政府还在 １９９５ 年保守党政府启动的第一轮技术前瞻计划的基础上⑤ꎬ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先后启动了第二轮和第三轮技术前瞻计划ꎬ并把人口老龄化、基因科学、网络信任机制与

预防犯罪等 ８ 大项研究领域作为重点攻关领域⑥ꎮ
(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ꎬ提高企业竞争力ꎮ 英国政府认识到ꎬ企业是新技术的直接受

益者ꎬ而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数量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速度ꎬ因此ꎬ政府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技

术支持ꎮ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１４ 科学与创新投入十年框架»中明确提出ꎬ英国的研发投入要从 ２００４ 年占

ＧＤＰ 的 １.９％提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５％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第一ꎬ对企业用于研发的投资ꎬ建设实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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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ｕｌ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８ꎬ 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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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瞻计划是指:在政府组织下ꎬ由大学、私营企业、研究机构、专业组织等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预测今后 １０－２０ 年能

够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关键技术领域ꎬ引导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重点开发ꎬ以提高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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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投资ꎬ购买科研仪器和知识产权的投资予以税收减免ꎮ① 第二ꎬ贸工部企业局组织其管辖的

１０ 个地区企业办公室提供咨询服务ꎬ引导企业合理地进行研发投资ꎬ对落后地区的企业在咨询

收费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减免ꎮ 贸工部和就业部还联合建立了 １４ 个地区技术服务中心ꎬ为企业提

供技术转让、专家服务咨询和培训等服务ꎬ为企业在国外开展业务提供咨询业务ꎬ以使更多的企

业和商品进入国际市场ꎮ 尤其是 ２００２ 年建立了制造业咨询机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简称 ＭＡＳ)以帮助现代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提高效率ꎬ扩展附加业务ꎮ 到 ２００９ 年ꎬＭＡＳ 已经完

成 ２.８ 万份咨询和 １ 万多个具体项目ꎬ给相关企业带来近 ７ 亿英镑的效益ꎬ政府每投资 ０.３ 万英

镑ꎬ企业的净收益能够达到 ３.５ 万英镑ꎮ 第三ꎬ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ꎬ政府通过 １０００ 亿英镑的政府采

购ꎬ遵照“从供货商那里获得创新”的原则ꎬ加强对创新企业的扶植ꎬ这对于培育英国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三)积极扶植高科技小企业发展ꎮ 一方面ꎬ政府推行高科技小企业的奖励计划ꎬ１９９９ 年ꎬ政府

开始推行«小企业研究与技术开发奖励计划»ꎬ对 ５０ 人以下的小企业所开展的革新技术研究提供最

高 ４.５ 万英镑的资助ꎻ同年贸工部还启动了«小企业产品开发奖励计划»ꎬ对 ２５０ 人以下的中小型企

业在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奖励最高可达 ２０ 万欧洲货币单位ꎮ 另一方面ꎬ政府降

低了高科技小企业的公司税等ꎬ１９９９ 年政府规定对年利润不超过 １０ 万英镑的小公司减免 １０％的公

司税ꎮ 为解决小公司的资金短缺问题ꎬ新成立的高科技小公司还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最高 ２０００ 万

英镑的风险投资ꎻ政府还对在高科技小公司连续工作 ３ 年的高层管理者的薪酬给予免税ꎬ以吸引高

水平管理者留在小公司ꎮ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根据英国创新、大学和技能部③公布的首份国家年度创新报告显示ꎬ英国创新

活跃企业的比例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９％提高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６８％ꎻ２００６ 年英国企业和政府在研发方面的

实际投入达到 ２３２ 亿英镑ꎬ占英国 ＧＤＰ 的 １.７５％ꎻ英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在 Ｇ７ 国家中排名

第五位ꎻ英国大型企业的研发实际投入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度增长了 ５％ꎮ④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ꎬ英国

生产率增长的 １ / ３ 来自技术创新ꎮ 英国制造业中的生命科学、能源、信息通讯技术等几大领域已

经成为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ꎬ这说明国家创新战略已经推动英国制造业走上了复兴之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英国生命科学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 ８７０ 亿美元ꎬ其中具有传统优势的制药业直接从业人员达

６.８ 万名ꎬ并创造了 ２６ 万个相关就业机会ꎻ在基因、干细胞、生物信息工程等新兴研发领域ꎬ涌现

出 ４８０ 多家私人公司ꎬ雇佣了 ２.４ 万名雇员ꎮ 在信息通讯技术产业领域已有 ７５００ 个公司ꎬ直接

从业人员达 ４３ 万人ꎬ全球市场估值高达 １５００ 亿美元ꎮ １０ 年前ꎬ英国的制造业生产力仅是美国

的 ５４％ꎬ２００６ 这一指标达到 ６８％ꎮ⑤

二、实施创意产业政策

面对英国传统工业增长疲软、制造业萎缩、失业人口剧增的现实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世界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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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ꎬ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改组教育与技术部ꎬ成立了创新、大学与技术部ꎮ 这一部门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研究

基础来支持所有部门的创新ꎬ整合原有贸易与工业部和大学的科学研究资源ꎬ建立一个开放活跃的知识经济体系ꎮ ２００９ 年ꎬ创
新、大学与技能部与商务部、企业与改革部合并ꎬ成立了商业、创新与技能部ꎮ 详见李文靖:«英国科学与创新:从自由探索到国

家战略»ꎬ«文化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ꎮ
罗勇、张旭:«英国国家创新战略的测度体系研究及其启示»ꎬ«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张锐:«布莱尔的丰厚“经济遗产”»ꎬ«观察与思考»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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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ꎬ英国要想解决这些问题ꎬ适应世界形势的新

变化ꎬ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产业升级ꎬ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ꎮ 在此背景下ꎬ创意产业的构想应

运而生ꎮ １９９７ 年ꎬ新上台的布莱尔政府为了改变英国老工业帝国的陈旧落后形象ꎬ接受了世界创意

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的理论ꎬ大力扶植创意产业ꎬ提倡和鼓励原创力在经济中的贡献ꎮ 同年就成

立了由文化、媒体和体育部(ＤＣＭＳ)①牵头ꎬ由外交部、贸工部、地方政府等组成的创意产业工作小

组(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ꎬＣＩＴＦ)ꎬ布莱尔亲自担任主席②ꎮ １９９８ 年ꎬ创意产业工作小组颁

布了«创意产业规划文件»(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和发

展战略ꎬ并首次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ꎮ③ 所谓创意产业是指:源自个体创造力、技能及天分ꎬ通
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ꎬ用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ꎮ 范围涵盖 １３ 个行业领域ꎬ即广

告、建筑、艺术和古玩市场、工艺品、设计、时尚设计、电影与视频、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
版、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与广播等ꎮ④ 这一概念的提出被视为布莱尔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从发

展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内外压力之下ꎬ调整经济结构ꎬ重振英国经济的一项标志性措

施ꎮ 此后ꎬ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ꎬ大力推动英国创意产业ꎮ
(一)政府对创意产业实行系统的政策引导ꎮ 除了建立创意产业工作小组对英国创业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跨部门的协调之外ꎬ１９９８ 年ꎬ政府还成立创意产业输出顾问团ꎬ在对创意产业

发展提供广泛咨询建议的同时ꎬ还通过加强产业与政府的合作ꎬ促进创业产业开拓国际市场ꎮ
２００６ 年ꎬ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创意经济的说法ꎮ ２００８ 年ꎬ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在其颁布的«超
越创意产业:英国创意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ꎬ英国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要更好地把握创新产业

对更广泛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ꎬ更加重视创意产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ꎬ超越创意产业ꎬ发展

创意经济ꎮ ２００９ 年ꎬ鉴于新媒体、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ꎬ英国政府发布«数字英国»报告ꎬ明确指

出ꎬ在数字化时代将英国打造成全球创意产业重心ꎬ在清晰公平的法律框架保护下ꎬ扩大数字内

容的传播范围ꎬ从而奠定了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数字化发展基调ꎮ⑤

(二)政府对创意产业予以资金支持ꎮ 为解决创意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ꎬ英国文化、媒体和

体育部(ＤＣＭＳ)出版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ａ ｈｉｔ”手册ꎬ帮助有关企业或个人更方便地获得金融机构或

政府部门的投资和补贴ꎮ 英国政府还联合各种行业协会共同成立了众多基金ꎬ比如政府设立的

高科技基金ꎻ贸工部建立的西北地区发展基金ꎬ创业产业特殊基金ꎻ小企业服务局建立的早期成

长基金ꎮ 英国的创意产业甚至还可以向欧盟的发展基金申请贷款ꎮ 在英国政府的努力下ꎬ形成

了一套由政府、银行金融机构和行业基金与创意产业构成的紧密联系的融资网络ꎬ为英国创业产

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ꎮ
(三)英国专利局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ꎮ 为了便于中小型创意

企业提供有关版权、商标、专利及设计的信息ꎬ英国专利局还建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网站ꎮ
由布莱尔亲自督阵并构建的国际上最完整的创意产业政策成为推动英国经济增长和拯救英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２ 年ꎬ梅杰政府将原来分散在艺术和图书馆部、环境部、贸工部、就业部、内政部、科教部等 ６ 个部门的文化职责集于一个

新成立的国家文化遗产部ꎮ １９９７ 年ꎬ布莱尔政府将此部更名为文化、媒体和体育部ꎮ 这一部门也成为英国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政府

管理部门ꎮ
王涛:«英国加强各方协调拓展融资渠道»ꎬ«经济日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ꎮ
王丹黎:«英国创意产业发展评述及启示»ꎬ«中国外资»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下)ꎮ
Ｐ. Ｈａｌｌꎬ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ꎬ ２０００ꎬ３７(４)ꎬ ｐ.６４１.
熊澄宇:«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启示»ꎬ«求是»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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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业、降低失业率的有力保障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０ 年间ꎬ英国创意产业以平均每年 ６％的速

度增长ꎬ其中艺术类产业平均增长 ９％ꎬ软件业增长 １１％ꎬ电视及广播产业增长 ８％ꎮ 英国的音乐

产业占全球音乐产业的比例达到 １５％ꎻ英国视频游戏的销售额占全球的 １６％ꎬ占英国和欧盟 １ / ３
和美国 １０％的市场份额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的统计数据ꎬ英国从事创意产业的企业共有 １０ 万

多家ꎬ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５.１３％ꎮ①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从事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由 １５７ 万人增加到

１９１ 万人ꎬ２０１０ 年更是增加到 ２３０ 万ꎬ其发展速度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ꎬ创意主业已经超

过金融业成为英国第一大产业ꎮ② 即使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 ２００９ 年ꎬ其创造的外贸总额

仍达到 ８９ 亿英镑ꎬ占出口产品与服务总额的 １０.６％ꎮ 从企业规模看ꎬ英国创意产业中绝大多数

是中小企业ꎬ在 ２００９ 年ꎬ创意产业中人数在 １－１０ 人的企业占比高达 ９４％ꎬ１１－４９ 人的占 ４％ꎬ可
见中小型企业是创意产业发展的主力军ꎮ③

创意产业的兴起与繁荣更加深刻的意义在于英国制造业朝着技术性 、服务性方向的升级ꎮ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与衰败的旧城区改造结合起来ꎬ促进了老工业城市的

转型ꎮ④ 通过将民族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ꎬ创意产业将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等老

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污染少、环境优美的新兴城市ꎮ 其中英国的伦敦和曼

彻斯特成为欧洲最大的两个创意中心ꎮ 伦敦的创意产业成为金融服务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ꎬ打
造出伦敦电影节、伦敦时装周和伦敦设计节等国际著名品牌ꎬ伦敦成为英国东南部经济增长的主

要发动机ꎮ 作为英国和欧洲第二大创意产业中心的曼彻斯特则在数字媒体产业上具有强大的国

际竞争力ꎬ拥有 ３.１ 万个创意企业ꎬ就业人数达 ３２ 万人ꎮ⑤

三、发布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计划

在英国政府主导的创新战略和创意产业政策的推动下ꎬ英国的经济已经实现了从制造型向

知识型的转变ꎮ 在此期间ꎬ英国制造业虽有所改善ꎬ但是并没有改变英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ꎬ经济日益“重金融、轻制造”的发展惯性ꎬ虚拟经济被放大ꎬ经济结构被扭曲ꎬ以至于在由美国

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ꎬ英国的金融服务业脆弱不堪ꎬ遭受巨大打击ꎮ ２００８ 年ꎬ皇
家苏格兰银行亏损高达 ２４０ 亿英镑创英国银行史上最大的亏损记录ꎻ房地产价格暴跌 ２０％ꎮ⑥

面对危机ꎬ英国政府开始反思以前的产业政策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性ꎮ 早

在 ２００５ 年ꎬ英国设计委员会前主席乔治考克斯向英国政府提交的«考克斯评估»(Ｃｏｘ Ｒｅｖｉｅｗ)
的研究报告就对一味追求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质疑:将英国传统的制造业弃之不顾ꎬ转而扶植高

风险的创意产业ꎬ并期望以源源不断的“创意”来支撑一个规模产业的繁荣ꎬ这样的想法是不切

实际的ꎮ 因为创意产业事实上与制造业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创意由于企业的需求而兴旺

在许多领域ꎬ与消费者的紧密联系却是产品设计和开发的一个因素如果制造业消失了ꎬ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ꎬ那些与之相联系的设计能力也会消失ꎮ”⑦２００７ 年ꎬ英国财政部发布的«塞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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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英国加强各方协调拓展融资渠道»ꎬ«经济日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ꎮ
王丹黎:«英国创意产业发展评述及启示»ꎬ«中国外资»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下)ꎮ
熊澄宇:«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启示»ꎬ«求是»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张锐:«布莱尔的经济大手笔»ꎬ«中国商报»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ꎮ
王涛:«英国加强各方协调拓展融资渠道»ꎬ«经济日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ꎮ
王涛:«英国制定战略提振制造业»ꎬ«经济日报»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ꎮ
许平、刘爽:«“考克斯评估”:一个反思创意产业战略的国际信号»ꎬ«装饰»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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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伯里评估»(Ｓａｉｎｓｂｕ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也指出ꎬ面对后发国家低成本制品对英国经济带来的一波又

一波的冲击ꎬ英国应该采取一种“向上的竞争”策略ꎬ而不是鼓励低成本企业竞争策略的“向下的

竞争”①ꎮ 英国政府充分肯定了«塞恩斯伯里评估»的观点ꎮ 英国首相布朗也表示ꎬ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ꎬ制造业都是英国经济获得成功的关键ꎮ 为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ꎬ英国政府决心重

新定位制造业ꎬ通过振兴制造业ꎬ平衡经济结构ꎬ使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补充和促进ꎬ再造经济奇

迹ꎮ 为此ꎬ英国政府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重新定位制造业的发展走向:从传统制造向高价值制造转变ꎮ 随着英国在 ２０ 世纪七

八十年代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ꎬ英国社会普遍对制造业存在误解ꎬ认为制造业已经是日

落西山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ꎬ而忽视了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ꎮ 事实上ꎬ１０ 年

来ꎬ随着创新战略推行的不断深入ꎬ新工党成功地使英国经济实现了从制造型向知识服务型的转

变ꎮ 同时ꎬ英国制造业也取得显著发展ꎮ ２００６ 年ꎬ英国出口商品中ꎬ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 ２５％ꎬ
高于美国的 ２２％ꎬ法国的 １５％以及德国的 １１％ꎮ 到 ２００９ 年ꎬ英国已是世界排名第六的制造业大

国ꎬ年产值高达 １５００ 亿英镑ꎬ占英国 ＧＤＰ 的 １３％ꎮ 同年ꎬ英国在吸收外国制造业直接投资方面

优于欧洲其他国家达到 ２６０ 亿英镑ꎬ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ꎮ②

鉴于英国制造业的这些特点ꎬ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ｏａｒｄꎬ
ＴＳＢ)③提出了高价值制造(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ꎬ ＨＶＭ)关键技术领域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发展

战略ꎮ 与传统制造业仅从销售产品中获得收入不同ꎬ高价值制造是围绕制造产品生命周期提供

服务ꎬ从制造和服务等多渠道获得收入ꎮ 根据这一战略ꎬ英国在高价值制造领域的发展方向集中

在可持续增加利润、赢得市场份额以及产品、品牌多样化等方面ꎮ 倡导企业通过高价值制造活动

强化竞争优势ꎬ并将创新贯穿于工艺、产品、服务系统和价值系统等高价值制造的各个阶段ꎮ④

ＨＶＭ 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未来英国制造业发展的主题是以创新驱动制造ꎬ倡导的是价值竞争而不

是成本竞争ꎮ⑤

(二)制定制造业全球竞争策略ꎮ ２００９ 年ꎬ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ꎬ英国首相戈登布

朗出台了名为“建设英国的未来”的新经济发展战略ꎬ希望通过引领英国进入一个电子化、低碳、
高科技的时代ꎬ以复苏经济ꎮ 为此ꎬ英国政府决定将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ꎬ打造世界一流的现代

化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ꎬ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及金融服务ꎮ 在制造业方

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ꎬ从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为企业制定长

远发展规划、推广优秀制造企业的工艺和经验、加强制造业从业人员技能教育、提升交通、通讯等

现代化设施水平、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等 ７ 个方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ꎮ
(三)出台了一揽子支持英国制造业发展的措施ꎮ ２００９ 年ꎬ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大臣曼

德尔森勋爵发布了一揽子支持英国制造业发展的措施ꎮ 其核心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并抓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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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平:«英国创意产业的现状、批评与反思»ꎬ«经济导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王涛:«英国制定战略提振制造业»ꎬ«经济日报»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ꎮ
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原隶属于英国贸工部(ＤＴＩ)ꎬ２００７ 年从贸工部拆分出来ꎬ成为由政府拨款的非行政机构(Ｎ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ｉｃ Ｂｏｄｙꎬ ＮＤＰＢ)ꎮ 目前的职责是代表英国政府促进技术创新ꎬ作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桥梁ꎬ促成新技术

开发与应用ꎮ
马蕾:«以创新撬动制造业转型———金融危机下英国高价值制造关键技术领域发展战略»ꎬ«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常俊红:«以创新提振制造业»ꎬ«大众标准化»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毛锐:英国新工党提升制造业水平的举措

机遇ꎬ打造英国工业的未来ꎮ① 其主要措施是希望加快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ꎬ在全球竞争激

烈的制造业领域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ꎬ巩固英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ꎬ特别是

要帮助英国制造业进军低碳经济前沿ꎬ在制药、可再生能源发电、航空、家庭节能产品、新能源及

清洁汽车、碳捕获以及储存产业等领域加大投入ꎮ②

综上所述ꎬ新工党所采取的提升英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措施效果显著ꎬ其所奉行的“制造业高

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原则成功地使英国经济实现了从制造型向知识型的转变ꎬ并确定了未

来英国制造业发展的主题ꎬ即以创新驱动制造ꎬ倡导价值竞争而非成本竞争ꎮ 这一原则为后来继

任的卡梅伦和特蕾莎梅的保守党政府所继承ꎮ ２０１３ 年卡梅伦政府颁布的“制造业的未来:新
时代下英国的机遇与挑战”的政府报告ꎬ对英国制造业的转型提供了系统性建议ꎬ其中一条就是

加强制造业的服务化ꎬ建议制造业企业创造多元的收入来源ꎬ以对冲行业下滑的风险和外部冲

击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公布了英国现代工业战略“绿皮书”以振兴工业生

产ꎬ刺激科技和研发投资ꎬ降低“脱欧”后经济对服务业的依赖ꎮ 当然ꎬ如何处理好服务业与制造

业之间的平衡ꎬ如何真正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ꎬ这是新工党政府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ꎬ也是后任

政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ꎮ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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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
∗①

陈光辉　 张文新
( 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抑郁和社交网站使用存在关联关系ꎮ 一方面ꎬ社交网站可以让使用者便捷地浏览他人呈现的积极

信息而诱发自动的上行社会比较ꎬ进而诱发或加剧用户的抑郁状态ꎻ另一方面ꎬ社交网站也有助于使用者突破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建构更多元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ꎬ进而可以预防或减轻用户的抑郁状

态ꎮ 通过对二者间复杂的关系机制进行文献梳理ꎬ详细地分析和阐释了分歧性研究结果的可能原因ꎬ展望未来

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ꎮ
关键词:　 社交网站ꎻ社会比较ꎻ社会资本ꎻ抑郁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０－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５
作者简介:陈光辉(１９８２—　 )ꎬ男ꎬ山东昌邑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ꎻ张文新(１９６２—　 )ꎬ男ꎬ山东青州

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对青少年社交关系网络影响的跟踪研究”(１５ＣＳＨ０１９)和山

东省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经费资助ꎮ
②Ｂｏｙｄꎬ Ｄ. Ｍ.ꎬ ＆ Ｅｌｌｉｓｏｎꎬ Ｎ. Ｂ. (２００７)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３(１)ꎬ ２１０－２３０.
③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６)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ｆｏ: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ｆｂ.ｃｏｍ.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Ｍａｙ ３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ｆｂ.

ｃｏｍ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ｆｏ / .
④«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 »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７０１ /

Ｐ０２０１７０１２３３６４６７２６５７４０８.ｐｄｆ.
⑤Ｏ’Ｋｅｅｆｆｅꎬ Ｇ. Ｓ.ꎬ ＆ Ｃｌａｒｋｅ－Ｐｅａｒｓｏｎꎬ Ｋ.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１２７(４)ꎬ ８００－８０４.

　 　 社交网站(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ＳＮＳꎬ 又称“社会性网络服务”)是一种旨在帮助个体

建立线上社交关系网络的互联网应用ꎬ其可以让个体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建立可供他人识别的

个人主页ꎬ并列出和自己存有关联的用户ꎬ个体不仅可以更新自己的主页链接供其他用户访问ꎬ
也可以访问和自己存有关联用户的主页链接ꎮ②社交网站已成为人际交往、信息分享和获取、娱
乐游戏等活动的重要渠道和操作平台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有超过全球总人口 １ / ３ 的人在使用

社交网站ꎮ③④随着社交网站使用人数和频次的增多ꎬ社交网站在给用户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

便利的同时ꎬ也给部分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ꎮ
已有研究发现抑郁与社交网站使用存在关联关系ꎬ并出现了“脸谱抑郁”这样的专门术语ꎬ

用来形容因为花费过多时间在“脸谱网”(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而引发的临床抑郁症状ꎮ⑤然而ꎬ既有的研

究结果并未获得二者关系的一致性结论ꎮ 基于此ꎬ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关系

的既有研究ꎬ并分析了已有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ꎬ进一步对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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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心理机制进行探索性的理论阐释ꎬ以期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上的

启示ꎮ

一、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内涵界定

(一)社交网站使用

社交网站使用是指个体通过各类社交网站开展的一系列用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活动以及进行

活动的过程ꎮ 个体通过使用社交网站主要进行两类活动:一类是创造和分享内容ꎬ进而生成公开

或半公开的个人主页ꎬ用户在社交网站中既可以浏览自己的主页ꎬ也可以通过链接进入与自己有

关联用户的个人主页ꎮ① 另一类是建立和维持人际联系ꎬ即在网络中通过即时通讯、电子邮件或

者在线论坛等方式与其他用户进行联络或交往ꎮ② 在这两类活动中ꎬ用户可以满足自身的诸多

心理需求ꎬ从而使用户对社交网站保持较高的使用粘性ꎬ即表现为高频率地登陆并使用社交

网站ꎮ
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进行第一类活动(创造和分享内容)时ꎬ既是信息的传播者ꎬ从而寻找受

众ꎬ又不可避免地消费他人发布的信息ꎬ进而成为受众ꎮ 这一创造和分享内容的过程ꎬ在满足了

个体自我呈现需要的同时ꎬ也增加了个体和其他用户交流互动和相互比较的频次ꎮ 个体在社交

网站上进行第二类活动(建立和维持联系)时ꎬ不仅可以维系自身已有的人际联系ꎬ还能够建立

新的社会联系ꎬ这将有助于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同时获取新的社会资本ꎮ③ 除此之外ꎬ以上两类

活动并非彼此独立的ꎬ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动力的关系ꎮ 例如ꎬ用户对好友所发布的动态给予留

言或评论ꎬ实际上也是维系好友关系ꎬ而个体在社交网站上建立新的人际联系时ꎬ不仅意味着获

得了一个“受众”ꎬ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受众”ꎮ 个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不仅受到特定心理

动机的驱使ꎬ也会反作用于个体心理的适应和发展ꎮ
(二)抑郁

抑郁是一种影响范围较广的、以心境低落为主要表现的心理健康和心理适应问题ꎮ 依据表

现特征、诊断标准以及严重程度的差异ꎬ可以把抑郁划分为 ３ 种主要类型:抑郁情绪(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ｏｄ)ꎬ主要表现是悲伤、苦恼或烦躁等消极情绪ꎻ抑郁综合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ꎬ除具有抑

郁情绪的全部特征外ꎬ同时还伴有退缩、注意力涣散等行为上的表现ꎻ严重抑郁 (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或抑郁障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除具有抑郁情绪和抑郁综合症的所有特征外ꎬ同时

还伴随着明显的疲劳、失眠、食欲不振等躯体症状ꎬ严重时还可能自杀ꎮ④

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身心健康问题ꎬ已成为当今世界导致身心功能紊乱的最主要心理疾病

之一ꎮ⑤ 近年来ꎬ社交网站使用和个体抑郁的关系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ꎮ 随着信息化时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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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姚琦、马华维、阎欢、陈琦:«心理学视角下社交网络用户个体行为分析»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Ｋａｐｌａｎꎬ Ａ. Ｍ.ꎬ ＆ Ｈａｅｎｌｅｉｎꎬ Ｍ. (２０１０) . Ｕｓ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ｕ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ꎬ ５３(１)ꎬ ５９－６８.
Ｂｏｙｄꎬ Ｄ. Ｍ.ꎬ ＆ Ｅｌｌｉｓｏｎꎬ Ｎ. Ｂ. ( ２００８)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３(１)ꎬ ２１０ – ２３０.
Ｃａｓｓａｎｏꎬ Ｐ.ꎬ ＆ Ｆａｖａꎬ Ｍ. (２００２)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５３(４)ꎬ ８４９

－８５７.
Ｗｈｉｔｅｆｏｒｄꎬ Ｈ. Ａ.ꎬ Ｄｅｇ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Ｌ.ꎬ Ｒｅｈｍꎬ Ｊ.ꎬ Ｂａｘｔｅｒꎬ Ａ. Ｊ.ꎬ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Ａ. Ｊ.ꎬ Ｅｒｓｋｉｎｅꎬ Ｈ. Ｅ.ꎬ ＆ Ｖｏｓꎬ Ｔ. (２０１３) .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３８２(９９０４)ꎬ １５７５ – １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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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工作模式的改变ꎬ现代人会感受到更大程度和更多频次的心理应激ꎬ并开始

表现出抑郁的高发性ꎮ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ꎬ１０％以上的普通人群在一生中会伴有抑郁的

经历ꎬ９％的女性和 ５％的男性会在某一年中罹患抑郁障碍ꎮ①

二、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关系的研究现状

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关系的既有研究(见表 １)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大多数研究采用横断

设计探究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作用ꎻ二是少数研究关注抑郁对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作用ꎻ
三是个别研究开始采用追踪设计来揭示二者间的双向动态关系ꎮ

(一)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

随着社交网站用户的增多ꎬ研究者首先致力于揭示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抑郁的影响ꎬ即社交

网站使用是否导致了抑郁的升高或降低ꎬ以及这种影响关系的发生条件和发生机制ꎮ 然而ꎬ既有

的系列研究结果却并未达成一致ꎮ
部分已有研究支持社交网站使用会导致个体抑郁水平的升高ꎮ 心理学家通过对 １５２ 名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的研究发现ꎬ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时间可以显著预测个体抑郁的增加ꎬ且社会比较在

二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ꎮ② 为期三周的短期追踪研究同样发现了类似结果ꎬ并认为社交网站

使用中的消极社会比较通过自我反刍(对消极事件或消极情绪的反复思考)预测了个体的抑郁

水平ꎮ③ 国内学者则发现社交网站使用的强度显著预测了青少年抑郁的增加ꎬ并发现青少年的

上行社会比较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ꎮ④

然而ꎬ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不一致的结果ꎬ即发现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之间不存

在关系甚至存在负向影响关系ꎮ 研究者通过对 ２００ 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ꎬ每周花费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时间和抑郁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ꎮ⑤ 此后ꎬ又有两项以大学生或成年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

了类似结果ꎮ⑥⑦ 甚至有研究以中国中学生为被试发现ꎬ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抑郁呈显著负相

关ꎬ并且线上社会资本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⑧ꎬ而另一项同样以中国人作为被试的大样本

研究则发现ꎬ大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频率越高ꎬ其抑郁水平越低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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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ꎬ Ｒ.Ｍ.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７３(１)ꎬ
５ – ９.

Ｓｔｅｅｒｓꎬ Ｍ. Ｌ. Ｎ.ꎬ Ｗｉｃｋｈａｍꎬ Ｒ. Ｅ.ꎬ ＆ Ａｃｉｔｅｌｌｉꎬ Ｌ. Ｋ. (２０１４) . Ｓｅｅ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ｅｌｓｅ’ 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ｒｅｅｌｓ: ｈｏ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 ｉ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３３(８)ꎬ ７０１－７３１.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Ｂ. Ａ.ꎬ Ｈｅｒｓｈｅｎｂｅｒｇꎬ Ｒ.ꎬ Ｂｈａｔｉａꎬ Ｖ.ꎬ Ｌａｔａｃｋꎬ Ｊ. Ａ.ꎬ Ｍｅｕｗｌｙꎬ Ｎ.ꎬ ＆ Ｄａｖｉｌａꎬ Ｊ. (２０１３)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３)ꎬ １６１－１７０.

孙晓军、连帅磊、牛更枫、闫景蕾、童媛添、周宗奎:«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ꎬ«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Ａｌｆｏｎｓｏꎬ Ｄ. Ｊ.ꎬ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ꎬ Ｖ. Ｊ.ꎬ ＆ Ｎｉｎｏꎬ Ｄ. (２０１２) . Ｄｏｅ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ｎｇ ｍａｋｅ ｕｓ ｓａｄ?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２)ꎬ ８３－９１.

Ｊｅｌｅｎｃｈｉｃｋꎬ Ｌ. Ａ.ꎬ Ｅｉｃｋｈｏｆｆꎬ Ｊ. Ｃ.ꎬ ＆ Ｍｏｒｅｎｏꎬ Ｍ. Ａ. (２０１３) .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５２(１)ꎬ １２８－１３０.

Ｓｉｍｏｎｃｉｃꎬ Ｔ. ( ２０１２)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闫景蕾、武俐、孙萌、崔娟、梁清:«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线上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ꎬ«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Ｚｈａｎｇ ꎬ Ｊ.ꎬ Ｌｉｕꎬ Ｙ.ꎬ Ｓｈａꎬ Ｌ. (２０１６) .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３: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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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的关系的实证研究①

作者
(年份)

研究设计和
被试样本

抑郁测评
社交网站(ＳＮＳ)

使用测评
被试年龄段 性别构成

中间变量
及测评

主要研究结果

Ｐａｒｋ 等
(２０１６)

横断研究ꎻ
研究 １:７３ 人
研究 ２:４３ 人

研究 １:抑郁水平 ＲＲＳ
研究 ２:抑郁症状
ＢＤＩ－ＩＩ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实际的社会支
持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

研究 １:平均年龄 １９.８８ 岁
研究 ２:抑郁组平均年龄
２６.７５ 岁ꎬ控制组平均年龄
２３.０５ 岁

无

个体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表露消极信息时ꎬ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实际的社会支持和个体抑郁
呈正相关ꎻ个体抑郁和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感知
到的社会支持呈负相关ꎮ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横断研究ꎻ１２９８ 人

抑郁症状
ＣＥＳ－Ｄ ＳＮＳ(微博)使用频率 １８~２２ 岁 女生 ６１.６％ 无

大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频率可以显著负
向预测抑郁ꎮ

孙晓军等
(２０１６) 横断研究ꎻ６０３ 人

抑郁症状
ＣＥＳ－Ｄ ＳＮＳ 使用强度 １２~１９ 岁

女:２８９ 人
男:３１４ 人

中介变量:上行
社会比较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ꎬ
上行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抑
郁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闫景蕾等
(２０１６) 横断研究ꎻ５６６ 人

抑郁症状
ＣＥＳ－Ｄ ＳＮＳ 使用强度 １２~１９ 岁

女:２７１ 人
男:２９５ 人

中介变量:线上
社会资本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ꎬ
线上社会资本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抑
郁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Ｔａｎｄｏｃ 等
(２０１５) 横断研究ꎻ７３６ 人

抑郁症状
ＣＥＳ－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时间

平均年龄
１９ 岁

女性 ６８％ 中介变量:嫉妒
嫉妒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对抑郁的预测中具
有中介作用ꎮ 控制嫉妒后ꎬ社交网站使用
反而降低了个体的抑郁ꎮ

Ｎｅｓｉ 等
(２０１５) 追踪研究ꎻ６１９ 人

抑郁症状
ＳＭＦＱ ＳＮＳ 使用频率

平均年龄
１４.６ 岁

女性 ５７％
调节变量:性别、
是否受欢迎

社交网站中的社会比较及反馈寻求和青
少年的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ꎬ在女性及
在线下不受青少年中表现得更加显著ꎮ

Ｇａｍｅｚ－Ｇｕａｄｉｘ 等
(２０１４) 追踪研究ꎻ６９９ 人

抑郁症状
ＢＳＩ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 １３~１７ 岁 女性 ６１.１％ 无

个体 Ｔｉｍｅ １ 的抑郁症状可以显著预测
Ｔｉｍｅ ２(１ 年后)对网络关系和网络情绪管
理偏爱以及在网络上消极动态表达的增
加ꎻ反之ꎬＴｉｍｅ １ 的在网络上消极动态表
达出也可以预测 Ｔｉｍｅ ２ 抑郁症状的增加ꎮ

Ｌａｂｒａｇｕｅ 等
(２０１４) 横断研究ꎻ７６ 人

抑郁情绪
ＤＡＳ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强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时间

－ － 无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强度和抑郁情绪不相关ꎻ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时间和抑郁情绪呈正相关ꎮ

Ｓｔｅｅｒｓ 等
(２０１４) 横断研究ꎻ１５２ 人

抑郁症状
ＣＥＳ－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时间

１８~４２ 岁
平均年龄 ２２.５５ 岁

女性 ９５ 人
中介变量:社会
比较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时间可以预测个体抑郁症
状ꎬ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的社会比较(一般、上行和
下行)起到中介作用ꎮ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等
(２０１３) 短期追踪研究ꎻ２６８ 人

抑郁症状
ＣＥＳ－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的消极社会比
较

平均年龄
１９.６６ 岁

女性 ６２％
中介变量:自我
反刍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的消极社会比较可以预测反
刍的增加ꎬ反刍进而可以预测抑郁症状ꎮ

Ｊｅｌｅｎｃｈｉｃｋ 等
(２０１３) 横断研究ꎻ１９０ 人

抑郁症状
ＰＨＱ－９ ＳＮＳ 使用时间 １８~２３ 岁 女性 ５８％ 无 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不相关ꎮ

Ａｌｆｏｎｓｏ 等
(２０１２) 横断研究ꎻ２００ 人

抑郁情绪
ＧＤ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频率 １７~２０ 岁 － 无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频率和大学生的抑郁水平
不相关ꎮ

Ｐａｎｉｃ 等
(２０１２) 横断研究ꎻ１６０ 人

抑郁症状
ＢＤＩ－ＩＩ－ＩＩ ＳＮＳ 使用时间

平均年龄
１８.０２ 岁

女性:１０９ 人 无 抑郁和 ＳＮＳ 使用时间呈显著正相关ꎮ

３０１

①表格中涉及部分专业词汇ꎬ解释如下:ＢＤＩ－ＩＩ、ＢＤＩ－ＩＩ－ＩＩꎬ是 Ｂｅｃ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的不同修订版ꎬ用于测量抑郁症状ꎻ
ＢＳＩꎬ全称为 Ｂｒｉｅ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可用于测评抑郁症状ꎻＣＥＳ－Ｄꎬ全称为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是当

前测量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最广泛采用的量表ꎻＤＡＳＳꎬ全称为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可用于测量抑郁情绪ꎻ ＧＤＳꎬ
全称为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可用于测评抑郁情绪ꎻＰＨＱ－９ꎬ全称为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９ꎬ可用于测量抑郁症状ꎻ
ＲＲＳꎬ全称为 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ｃａｌｅꎬ可用于对个体抑郁进行评分ꎻＳＭＦＱꎬ全称为 Ｓｈｏｒｔ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可用于

测评抑郁症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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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抑郁对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

与此同时ꎬ也有研究者反过来关注抑郁对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ꎮ 社交网站作为一种基础性

的网络应用ꎬ已经成为当前个体表达自身情绪状态(如抑郁、孤独感)的重要平台ꎮ① 社会补偿理

论(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ꎬ网络为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的自我表露提供了更为理想

的平台ꎬ对那些心理功能发展不良的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ꎮ② 在这一理论背景和现实状况下ꎬ一
些研究者假设抑郁的个体可能会更加偏爱使用社交网站ꎬ通过使用社交网站来弥补在面对面交

往中无法获得的心理需要ꎮ
为数不多的研究在探究抑郁对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时通常采用追踪研究设计ꎮ 一项持续一

年的追踪研究发现ꎬ抑郁的青少年在 １ 年后更加偏爱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关系ꎬ并且也更偏爱使用

网络进行情绪管理并更新自己的消极状态ꎮ③ 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可以显著

预测 １ 年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ꎮ④ 以上两个追踪研究的结果说明ꎬ对抑郁的青少

年来说ꎬ其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存在不足ꎬ因而转向了社交网站这一较为“安全”的空间ꎮ
同时ꎬ用户通过社交网站表露消极情绪甚至能够获得积极的社会支持ꎮ Ｐａｒｋ 及同事针对大

学生的研究发现ꎬ当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表露消极的情绪状态时ꎬ个体的抑郁水平和个体在社交网

站上实际的社会支持(积极的评论或反馈)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ꎮ⑤ 由此一来ꎬ抑郁个体在社

交网站上获得的社会支持可能会作为一种奖励来进一步强化抑郁个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ꎬ即
让个体在社交网站上更加频繁地表露自己的消极情绪ꎮ 抑郁和社交网站使用的关系可能是一个

“抑郁状态的消极表露－社会支持下的强化奖励－更频繁地消极表露”的动态过程ꎬ即二者可能存

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模式ꎮ
(三)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相互作用

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动态相互影响尚处于理论假设阶段ꎬ尚没有追踪研究直接考察

二者随时间发生的动态影响机制ꎮ 一是因为社交网站的广泛使用是最近不到十年的事情ꎻ二是

难以明确地假定哪一个是二者相互影响关系的逻辑起点ꎮ
下文梳理了各自为逻辑起点时的可能影响机制:如果以社交网站使用为作用起点ꎬ一种可能

是社交网站使用导致了抑郁的产生ꎬ而抑郁状态又会加重个体的社交网站使用ꎬ表现为社交网站

使用的不断累积增加模式ꎻ另一种可能是社交网站使用会促使抑郁症状减轻或预防抑郁ꎬ表现为

社交网站使用的保护性功能ꎮ 如果以抑郁为作用起点ꎬ一种可能的影响路径是抑郁个体选择更

多地使用社交网站来实现社会补偿ꎬ而后社交网站使用又进一步加重了个体的抑郁水平ꎬ表现为

抑郁症状的不断累积增加模式ꎻ同样存在另一种可能ꎬ抑郁个体选择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站ꎬ并逐

渐因为社会需要得到补偿而减轻抑郁症状ꎬ表现为社交网站使用的保护性功能ꎮ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ｏｒｅｎｏꎬ Ｍ. Ａ.ꎬ Ｊｅｌｅｎｃｈｉｃｋꎬ Ｌ. Ａ.ꎬ Ｅｇａｎꎬ Ｋ. Ｇ.ꎬ Ｃｏｘꎬ Ｅ.ꎬ Ｙｏｕｎｇꎬ Ｈ.ꎬ ＆ Ｇａｎｎｏｎꎬ Ｋ. Ｅ.ꎬ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ｂａｄ ｏ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ｂ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ꎬ ２８(６)ꎬ ４４７ – ４５５.

Ｍｃｋｅｎｎａꎬ Ｋ. Ｙ. Ａ.ꎬ Ｇｒｅｅｎꎬ Ａ. Ｓ.ꎬ ＆ Ｇｌｅａｓｏｎꎬ Ｍ. Ｅ. Ｊ. ( ２００２)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ｈａｔ’ ｓ ｔｈｅ ｂｉ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 ５８(１)ꎬ ９－３１.

Ｇáｍｅｚ－Ｇｕａｄｉｘꎬ Ｍ. (２０１４)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１７(１１)ꎬ ７１４－７１９.

Ｐａｒｋꎬ Ｊ.ꎬ Ｌｅｅꎬ Ｄ. Ｓ.ꎬ Ｓｈａｂｌａｃｋꎬ Ｈ.ꎬ Ｖｅｒｄｕｙｎꎬ Ｐ.ꎬ Ｄｅｌｄｉｎꎬ Ｐ.ꎬ ＆ Ｙｂａｒｒａꎬ Ｏ.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Ｗｈｅ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ｄｅｆｙ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 ２００ꎬ ３７－４４.

Ｎｅｓｉꎬ Ｊ.ꎬ ＆ Ｐｒ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Ｍ. Ｊ. (２０１５)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ｅｅｋ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４３(８)ꎬ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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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或验证以上两种作用起点及其相互作用模式ꎬ均需要纵向研究结果的支持ꎮ 然而ꎬ当前

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横断研究考察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揭示二者的单向作用机

制ꎮ 仅有的一项短期追踪研究发现ꎬ青少年在网络上的消极表露可以显著预测他们一年后的抑

郁症状ꎬ同时ꎬ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也可以显著预测他们一年后更加偏爱网络关系与网络情绪管理

以及在网络上的消极表露ꎮ① 这一结果虽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ꎬ但是仍然不能

确定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究竟谁是二者相互作用关系的逻辑起点ꎮ 因为该研究的数据收集始于

青少年ꎬ而不是个体最初开始使用社交网站的年龄ꎬ因此难以控制青少年期之前的社会网站使用

与抑郁的关系ꎮ 如此以来ꎬ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中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ꎬ以及考察能够预测

二者发展变化的其他影响指标的系列纵向研究结果ꎬ会更有助于揭示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动

态相互作用机制ꎮ

三、已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

已有研究大都发现了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之间存在关联关系ꎬ但是有关二者关系方向的研

究结果并不一致ꎬ有些研究发现甚至相互矛盾ꎮ 下文将试图从五个方面阐释已有分歧的可能

原因ꎮ
(一)社交网站使用的具体测量指标不同

在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研究中ꎬ不同研究对社交网站使用的测量指标并不完全一致ꎬ
这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ꎮ 例如ꎬ有研究者发现社交网站使用频率与抑郁没有

直接关系②ꎬ而另有研究者则发现社交网站使用时间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③ꎮ 社交网站使用作为

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ꎬ有关社交网站使用的测量指标仍处在积极探索阶段ꎬ表现为对社交网站使

用关注点不同的研究者选择采用不同的具体测量指标ꎮ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ꎬ社交网站使用的具

体测量指标不仅包括社交网站使用的时间、频率、强度、投入度、好友数量等客观性指标ꎬ还包括

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倾向等主观性指标ꎬ如社交网站使用的主动性、在社交网站

中的社会比较倾向、好友反馈特点等ꎮ 鉴于此ꎬ在解读有关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抑郁的关系模式

时ꎬ应该考虑不同研究中社交网站使用的差异性测量指标ꎮ
(二)抑郁亚型的测量工具不同

抑郁可划分为抑郁情绪、抑郁综合症、重性抑郁或抑郁障碍三种亚型ꎬ并且针对不同亚型的

测量工具各有很多ꎮ 从表 １ 可见ꎬ如果研究中测量抑郁的问卷不同ꎬ所获得的抑郁与社交网站使

用之间的关系结果也会不一致ꎮ Ｊｅｌｅｎｃｈｉｃｋ 等人在研究中采用的抑郁测评工具是 ＰＨＱ(Ｐａｔｉ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ꎬ发现社交网站使用时间和抑郁之间没有相互关系④ꎻ而
在另一个以 ＢＤＩ－ＩＩ－ＩＩ(Ｂｅｃ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Ｉ－ＩＩ)为抑郁测量工具的研究中则发现社交网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Ｇáｍｅｚ－Ｇｕａｄｉｘꎬ Ｍ. (２０１４)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１７(１１)ꎬ ７１４－７１９.

Ａｌｆｏｎｓｏꎬ Ｄ. Ｊ.ꎬ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ꎬ Ｖ. Ｊ.ꎬ ＆ Ｎｉｎｏꎬ Ｄ. (２０１２) . Ｄｏｅ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ｎｇ ｍａｋｅ ｕｓ ｓａｄ?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２)ꎬ ８３－９１.

Ｌａｂｒａｇｕｅꎬ Ｌ. (２０１４)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ｘ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８(１)ꎬ ８０－８９.

Ｊｅｌｅｎｃｈｉｃｋꎬ Ｌ. Ａ.ꎬ Ｅｉｃｋｈｏｆｆꎬ Ｊ. Ｃ.ꎬ ＆ Ｍｏｒｅｎｏꎬ Ｍ. Ａ. (２０１３) .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５２(１)ꎬ １２８－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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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使用时间和抑郁存在显著正向关系①ꎮ 两项研究均采用了数量和年龄极为相似的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ꎬ然而研究结果却迥然相异ꎮ 这表明不同抑郁测量工具所侧重测量的抑郁内容会影响社

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模式ꎮ
(三)社交网站用户的年龄不同

青少年和早期成年人都是社交网站的重要用户群体ꎬ但二者在发展阶段以及社交网站使用

的具体特征上会存在差异ꎬ因此对这两个年龄群体而言ꎬ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也可能不

同ꎮ 如表 １ 所示ꎬ以大学生为被试的部分研究均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没有关系或者存

在负向关系②③ꎬ而以青少年为被试的绝大多数研究则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存在正向关

系④⑤ꎮ 这足以说明ꎬ年龄段效应可能是当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四)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不同

与西方文化相比ꎬ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情关系ꎬ中国人在社交网站使用中也更重视人际关系

网络的构建和社会资本的积累ꎬ这可能会使得中国人的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模型不同于

西方文化中的研究对象ꎮ 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分析发现ꎬ西方国家对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

研究大多支持社交网站使用导致个体抑郁升高的结论ꎬ但是以中国人为被试的研究则证实社交

网站使用对抑郁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ꎬ并且线上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中

介作用ꎮ⑥⑦ 由此可见ꎬ东西方文化元素的差异可能是影响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关系的重要

影响因素ꎬ日后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将可以为此提供直接证据ꎮ
(五)二者关系模式中的中介因素不同

国内研究者在探究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中介关系机制时发现ꎬ当所采用的中介变量不同

时ꎬ二者的关系结果也不同ꎮ 闫景蕾等以线上社会资本作为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关系的中介变

量时发现ꎬ社交网站使用的强度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ꎬ并且线上社会资本在二者关系中发挥

完全中介作用ꎮ⑧ 然而另一项以线上社会比较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则发现ꎬ社交网站使用的强

度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ꎬ并且线上社会比较在二者关系中同样发挥完全中介作用ꎮ⑨

这两项研究的研究设计以及被试年龄与数量均十分相似ꎬ只在中介变量上存在差异ꎮ 由此表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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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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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使用与影响结果(抑郁)之间的关联模式会因二者间的中介因素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结果ꎬ即通过社交网站使用累积线上社会资本ꎬ会降低用户的抑郁水平ꎬ而通过社交网站使用进

行线上社会比较(尤其是上行社会比较)则会加重用户的抑郁水平ꎮ 此外ꎬ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

之间的不同中介机制可以为全景性解释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模式与机制提供丰富的事实

依据ꎮ

四、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关系的可能心理机制

虽然有关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ꎬ但是所发现的三种影响关系

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ꎮ 下文对这三种影响关系背后的可能心理机制进行理论梳

理ꎬ以期对日后研究有所启发ꎮ
(一)社交网站使用导致抑郁水平升高的心理机制

许多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会导致抑郁水平的升高ꎮ 然而ꎬ社交网站使用为什么会导致抑

郁状况加重呢? 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ꎮ 有研究者认为是线上社会比较尤其是上行社会

比较(和更优秀的人比较)完全中介了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①ꎻ另有研究则认为

是嫉妒中介了社交网站使用对大学生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②ꎻ更有研究者认为是自我反刍中介

了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正向影响③ꎮ 虽然社会比较、嫉妒和自我反刍是不同的中介变量ꎬ但它

们都有相似之处:基于社交网站这一即时性、视觉化和全方位信息呈现平台来关注自我与他人之

间的差异ꎮ 然而社交网站的另一特点使得用户在这种差异比较中更容易贬低自我价值ꎬ即社交

网站的匿名或实名用户在进行自我呈现时倾向于美化自我或挑选个人优势信息进行网络呈现ꎮ
由此一来ꎬ那些习惯在社交网站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用户因为经常产生无价值感而容易升高自

身抑郁水平ꎮ④

(二)社交网站使用导致抑郁水平降低的心理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会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⑤⑥ꎬ这一关系结果同样具有合理化的现

实意义ꎮ 一方面ꎬ社交网站的出现为个体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联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平台ꎬ增加了

人与人互动的机会ꎬ这不仅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多元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ꎬ从而提升学习与工作

效率以及自我价值感ꎬ而且有助于与朋友的多渠道沟通交流以缓解自身的压力ꎬ从而可能降低抑

郁水平ꎮ 另一方面ꎬ社交网站也为个体的自我呈现提供了宽广舞台和众多观众ꎬ个体可以通过社

交网站分享自己的即时状态来疏解情绪ꎬ又可以利用所获得的积极反馈(如对动态进行评论或

予以赞赏等)来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ꎮ 社交网站使用是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ꎬ后续从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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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可能会进一步揭示社交网站使用降低抑郁的证据ꎬ如好友积极反馈、压力疏

解、情感支持等ꎮ
(三)抑郁加剧社交网站使用的心理机制

抑郁个体有可能倾向于更多的使用社交网站ꎬ这与抑郁个体的自身特点和社交网站使用过

程的特点密不可分ꎮ 社会补偿理论认为ꎬ社交网站为那些现实生活中难以进行正常人际交往和

自我表露的个体(比如抑郁个体)提供了一个理想平台和环境ꎮ 社交网站的匿名性、去个体化特

征能够降低抑郁个体的人际交往压力①ꎬ同时社交网站上的低成本性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会给

抑郁个体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ꎮ 研究表明ꎬ抑郁个体比非抑郁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获

得更少的社会支持ꎬ但是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获得的实际社会支持(动态发布者获取好友的支持

性评论或积极反馈)与其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ꎬ而个体在社交网站上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其

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ꎮ② 当社交网站使用在抑郁个体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时ꎬ抑
郁个体不仅会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站ꎬ而且更多地卷入社交网站使用还可能有利于其抑郁水平的

降低ꎮ

五、展望与小结

抑郁与社交网站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回溯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ꎬ尽管社交网站使用与抑

郁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ꎬ但既有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二者关系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

鉴ꎬ同时ꎬ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启示ꎮ
(一)采用实验研究揭示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

可以尝试采用严格的实验研究来揭示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间的因果关系ꎬ然而ꎬ截止目前尚

没有对应的实验研究出现ꎮ 研究者围绕社交网站使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开展了一项实验ꎬ在
实验中ꎬ被试接受不同实验语言的引导ꎬ按照不同的方式使用社交网站(主动的社交网站使用和

被动的社交网站使用)ꎬ并在实验前后报告自己的主观幸福感ꎮ③ 该研究发现ꎬ被动性使用社交

网站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ꎮ 这一结果不仅证实了此前横断研究的结果ꎬ
也被此后的横断研究结果所验证ꎮ 这一实验设计为研究者探究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的因果关系

提供了可行性的示例ꎮ
(二)采用纵向研究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相互作用机制依赖于纵向研究的系统探究ꎮ 已有研究已经表明ꎬ用
户使用社交网站的持续时间会很长ꎬ且具有较强的使用粘性④ꎬ因此ꎬ开展纵向研究是可行的ꎮ
另外ꎬ以往的几项研究表明ꎬ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在不同年龄段个体(青少年和成年人)身上会

表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ꎬ因此开展纵向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随着社交网站用

户的日趋低龄化ꎬ纵向研究的起始年龄应该尽量提前到儿童期中期ꎬ甚至早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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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揭示不同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对抑郁的影响

已有研究对社交网站使用的探究经历了从一般性社交网站使用特点(如使用时间、强度)ꎬ
到不同性质的使用类型(如主动性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ꎬ再到具体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如网

络自我表露、有意尝试获取社会资本)的探究过程①ꎬ然而目前有关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

探究尚不多见ꎮ 社交网站使用是一个复杂的行为活动ꎬ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可能会对抑郁

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已有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研究结果之所以难以达成一致ꎬ与未能直接

研究个体使用社交网站的具体行为有一定关系ꎮ 除此之外ꎬ揭示不同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对抑郁

的不同影响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ꎮ
(四)考察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关系的跨文化差异

社交网站是一个人际交往的网络平台ꎬ不同的社交网站软件和平台会提供具有文化适应性

的功能设计和使用模块ꎮ 例如ꎬ“微博”中的转发功能强调信息的扩散和传播ꎬ而微信中的朋友

圈的功能更加强调朋友互助和情感共享ꎮ 另外ꎬ国内外社交网站软件的使用范围和具体功能上

也存在很大的差异ꎮ 国外主要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网站ꎬ而国内则主要使用微信、微博、
ＱＱ 空间等社交网站ꎬ这种差异会影响到用户群互动后的亚文化特点ꎮ 虽然单独以东方或西方

被试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已经显示出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关系模式的可能性差异ꎬ然而ꎬ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出现ꎮ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ꎬ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ｘ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ＳＮＳ) ｕ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ＳＮＳ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ｂｒｏｗ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ｕｐｗａｒ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ꎬ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ｏｒ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ＳＮ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ｏ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ｍ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Ｂ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ꎻ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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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

马晓羽　 葛鲁嘉
(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ꎬ吉林 长春ꎬ１３００１２ )

　 　 摘要: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ꎬ使得后现代心理学随之兴起ꎮ 后现代社

会心理学对当代主流社会心理学提出了质疑和批判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开展ꎮ
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ꎬ包括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考虑文化的因素以

及在网络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研究ꎮ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ꎻ后现代社会心理学ꎻ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０－０６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马晓羽(１９８９—　 )ꎬ女ꎬ吉林柳河人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ꎻ葛鲁嘉(１９５６—　 )ꎬ男ꎬ辽宁沈阳

人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国秀琴:«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蕴涵»ꎬ«求索»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②冯大彪、张晓明:«后现代心理学思潮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兴起»ꎬ«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后现代主义(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思潮是与现代主义思潮相对应的文化思潮ꎬ它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随后风靡整个西方并扩展到全世界ꎬ成为当今世界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思潮ꎮ 它

反映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人们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带来的影响ꎮ 后现代主义思潮

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ꎬ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是遵循理性和实证的原则ꎬ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则

旨在破除对理性、科学的绝对信任和盲目崇拜ꎬ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反对个人主义ꎬ提倡创造性ꎬ
倡导多元论ꎮ 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尖锐的批判性ꎬ其刚刚兴起就迅速波及到世界的各个文

化领域ꎬ包括艺术、文学、历史、政治、道德等多个领域ꎬ心理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ꎮ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社会心理学

(一) 后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内涵

１９８８ 年ꎬ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Ｇｅｒｇｅｎ 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作了一场名为«走向后现代的心

理学»的专题报告ꎬ从此标志着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ꎮ 后现代心理学对西方心理学在现代心理

学研究中的霸主地位给予质疑和批判ꎬ主张反对现代心理学的文化中心主义、科学实在论和个体

主义的理论预设ꎮ 它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ꎻ反对机械论和实证主义ꎬ提倡经验论和相对主义ꎻ
反对低级心理的研究ꎬ重视高级心理的研究ꎻ反对还原论、简约论和拟畜论ꎬ提倡整体论和从文化

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ꎮ①

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ꎬ后现代心理学目前有许多不同的学术流派ꎬ例如社会建构心理

学、女性心理学、叙事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多个分支ꎮ②后现代心理学的核心是社

会建构论ꎬ社会建构论反对现代心理学的观点ꎬ认为心理现象既不存在于内部ꎬ也不简单地存在

０１１



马晓羽ꎬ葛鲁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于外部ꎬ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ꎬ是人际互动的结果ꎬ是社会关系的产物ꎮ① 后现代心理学的产

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心理学研究自身危机的一种回应ꎬ它的产生带给心理学研究者更多的思考ꎬ
促使研究者开始认真反思现代主流心理学存在的问题ꎮ 可以说ꎬ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和改变ꎮ
总的来说ꎬ后现代心理学主张研究者应该扩大心理学的研究视野ꎬ树立大心理学观ꎻ提倡加

强心理学理论研究ꎬ深化心理学的实际应用ꎻ推崇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ꎬ推动心理学的本土化研

究和跨文化研究ꎮ② 目前ꎬ现代主流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对科学实证主义的盲目崇拜ꎬ对实证法

以外的研究方法予以排斥ꎮ 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批判和改造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

对新的心理学发展模式的探讨ꎮ
(二)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涵

在后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下ꎬ社会心理学家们也开始了对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考ꎮ 与现代

心理学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样ꎬ现代社会心理学也存在同样的困境:对研究的科学性及方法的绝对

盲崇ꎬ使得社会心理学研究将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忽视了ꎮ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在进行社

会心理学研究时ꎬ存在四个基本原则:(１)存在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ꎻ(２)在这个基本的研究领域

中能够找到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特征ꎬ并以此建立起广泛预测人类社会行为的理论框架ꎻ(３)实证

的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ꎬ尤其是对变量加以控制的实验法ꎻ(４)在上述基础上能够建立一整套非

常可靠、中立的真理ꎮ③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这四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内涵ꎮ 一

直以来ꎬ科学主义心理学家都在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ꎬ强调把一切可被观察的事物作为研究对

象ꎬ坚持研究任务的可描述性和以方法为中心的原则ꎮ 这使得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受到限制ꎬ越来

越脱离人的高级心理ꎬ而仅仅将研究对象停留在可观察到的低级心理现象上ꎮ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是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重新构建ꎮ 面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关注的四个基本

原则ꎬＧｅｒｇｅｎ 等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重建社会心理学的设想:(１)科学不

必先认定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ꎻ(２)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特征ꎬ研究过程中应该考虑历史与文

化背景ꎻ(３)研究方法不是神圣的ꎬ有时会误导人的思维ꎻ(４)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真理ꎮ④ 可以看

出ꎬ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并不认为实证研究是获得真理的必然途径ꎬ对建立一套中立的真理的想法

持怀疑态度ꎮ 此外ꎬ后现代社会心理学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观、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等方面存在着不同⑤ꎬ它对现代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和怀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ꎬ在一定

程度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的霸主地位ꎬ使得研究者们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的反思ꎬ这对现

代主流社会心理学来说具有深刻的影响ꎮ

二、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目前ꎬ欧美社会心理学仍然掌握着国际话语权ꎮ 中国社会心理学以其为参照形成了“西化

社会心理学”、“本土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社会心理学”三种主要研究范式ꎮ⑥ 考虑到“本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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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雪、孙迎、王国芳:«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三种新取向»ꎬ«心理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杨英、郭永玉:«后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对话»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ꎮ
乐国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ꎬ«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ꎬ«浙江社会科学»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ꎮ
陈晓娟:«后现代主义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之反思»ꎬ«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ꎮ
Ｙａｎｇ Ｋ Ｓ.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ｚ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Ｃｈａｎｇ

Ｇｕ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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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学”与“本土化社会心理学”互为关联、相互促进ꎬ有研究者认为ꎬ当前中国社会心理学主

要存在两种范式ꎬ即“实验社会心理学”与“本土(化)社会心理学”①ꎮ 可以说ꎬ我国社会心理学

研究者起初在进行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时ꎬ主要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为主ꎬ随后逐

渐以中国被试为研究对象ꎬ来检验西方的相关研究ꎬ但采用的仍然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

具ꎬ造成了以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ꎬ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选

择ꎮ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ꎬ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ꎬ“实验社会心理学”仍然占据主要地位ꎬ
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ꎬ仍然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主要的原则ꎬ也正是因为这种以方法为中心的观

念ꎬ造成了国内研究者对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及问题关注不够ꎮ 诚

然ꎬ“实验社会心理学”采用的实验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ꎬ但是将它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唯一准则是非常不可取的ꎬ以实验方法得到的研究成果很多都存在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微弱等

问题ꎮ 由此看来ꎬ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ꎬ研究者应该辩证地看待实验方法的作用ꎬ在
充分肯定它对社会心理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的同时ꎬ也要摆脱它所带来的限制ꎬ进一步开拓更能够

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手段ꎬ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开始ꎮ 目

前ꎬ国内“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ꎬ但是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尝试开展自己的

研究ꎮ 对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该强调“以问题为中心”ꎬ从问题出发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问题ꎬ挖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ꎬ使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ꎬ这也将会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ꎮ
长期以来ꎬ中国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心理学的复制、模仿和跟随ꎬ研究的问题远离中

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实际ꎬ使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难以解释和应用于中国人的心理ꎮ 中国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更是如此ꎮ 因为社会心理学的文化相对性较强ꎬ而现代社会心理学主要产生于西方

文化背景之下ꎬ在进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时ꎬ如果不考虑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ꎬ只是

一味地认为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人ꎬ往往不能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准确的把握ꎬ甚
至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ꎮ 此外ꎬ考虑到社会心理学自身的特点ꎬ它的关注点应该是关注社会

心理现象和问题ꎬ对社会上的心理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ꎬ并最终为利用或者解决这些社会心理现

象做出贡献ꎮ 也就是说ꎬ其研究成果应该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ꎬ要为中国人在本国背景之下的社

会生活服务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研究者抛弃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复制和模仿ꎬ为社会心

理学进行本土研究提出了要求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我国研究者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

究对象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ꎮ 最早对本土社会心理学开展思考和研究的是港台地区的学

者ꎬ以杨国枢、杨中芳为首ꎬ试图建构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ꎮ 目前ꎬ中国研

究者们对人情、面子、关系、缘分等具有中国特点的心理现象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研究ꎬ也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ꎮ 这些研究关注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人们的社会心理现象ꎬ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

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数据和很好的研究指向ꎮ 然而ꎬ相关的研究还是较少的ꎬ
在快速变革的信息时代背景之下ꎬ中国人的心理在时刻发生着变化ꎬ相应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问

题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研究ꎮ
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虽然在积极尝试进行相关的改变ꎬ试图构建适合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社

会心理学ꎬ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知识生产格局ꎬ欧美的社会心理学仍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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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着主导的霸主地位ꎮ 但是不管怎样ꎬ中国社会心理学应该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主要特色ꎬ在
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ꎬ充分挖掘和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ꎬ对中国在现

代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社会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ꎮ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带来的启示

目前ꎬ在进行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时ꎬ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ꎬ对中国文化背

景的考虑程度以及当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人们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ꎮ 后

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启示ꎮ
(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注重多元化

当前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仍然是以实证主义研究为主ꎬ学术界一直普遍存

在着“只有实证的才是科学的”类似偏见ꎬ对其他的研究方法持轻视和怀疑的态度ꎮ 但是ꎬ现实生活

中的社会心理问题是非常复杂的ꎬ只借助于科学主义的实证论根本无法解释来自于个人、群体、社
会、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心理现象ꎮ 此外ꎬ目前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ꎬ研究者们一味地追求以方法为

中心ꎬ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ꎬ造成了社会心理学对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的忽视性ꎮ 因为有些问题不能

用实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ꎬ为了避免学术界对其不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所带来的科学性的质疑ꎬ研究

者往往会忽视或者回避这类问题ꎬ而只专注于可用实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问题ꎬ导致研究问题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唯一科学的观点ꎬ不仅抑制了对其他方法的运用ꎬ也遏制

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ꎬ造成目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不能够满足大众对社会心理学实践应用价值的

期望ꎮ
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不是唯一的ꎬ而应该是多元的ꎬ因此不能只采用实证主

义的研究方法ꎬ应该同时重视质性研究ꎬ将多种方法结合使用ꎬ也就是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ꎮ
在科学主义的实证论背景下ꎬ研究者往往认为实证方法是唯一合理的ꎬ并且一味地追求实证方

法ꎬ忽略了其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ꎬ造成研究视野的狭窄ꎮ 实际上ꎬ在对方法进行选择的时候ꎬ怎
样促进各种不同方法的并行发展以及怎样在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建立相应的沟通才应该是最重要

的问题①ꎬ而研究者们往往会忽视这个问题ꎮ
在进行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时ꎬ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方式方法ꎬ更不能偏激地认为

西方的方法就是唯一科学合理的ꎮ 研究者应该具有批判的眼光ꎬ辩证地看待问题ꎮ 每一位研究

者都应该知道ꎬ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价值都是相对的ꎬ对某种方法的过度强调往往会导致对其他

方法的忽视ꎬ这是不可取的ꎮ 所以ꎬ研究者应该宽容地对待每一种研究方法ꎮ 根据中国社会的实

际情况ꎬ从不同层面ꎬ如宏观和微观、实验和社会、定量与定性等方法上进行研究ꎬ在方法的使用

上注重它们之间的优势和劣势ꎬ扬长避短ꎬ实现多种方法相结合ꎬ弥补只是单一地使用某一种方

法所带来的局限ꎮ
(二)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应该增加文化元素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ꎬ早期的研究以全人类普遍适用性这一假设为前提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认

知加工的研究ꎬ体现出个体主义的自然科学取向ꎬ从而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出现了文化偏差ꎮ②

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对人成长过程的影响ꎬ主张个人的心灵和理性都是文化的建构物ꎬ个体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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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只有放到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才是合理的ꎮ① 个体的心理从本质上来讲是人类文化承载的

载体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人的基本认知过程以及归因、分类、决策等社会认知过程都会受到文化的

影响ꎮ② 由于心理行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ꎬ当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接触各种社会因素

时ꎬ会产生相应的复杂的心理活动ꎬ同时ꎬ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同一现象也会有不同的心理

行为反应ꎮ 因此ꎬ在这一过程中ꎬ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排除的ꎮ 文化因

素对人的心理行为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ꎬ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应该脱离制约人的心理

行为的特定文化背景来进行ꎮ
在进行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时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产生的影响ꎮ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ꎬ积淀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ꎬ这些精神文化财富对

当代中国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下ꎬ中国人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

人民的心理和行为特点ꎬ这些特点会在日常的社会情境中表现出来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考虑传统文

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ꎬ所以本土社会心理学不应该忽视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产生的重要影

响和作用ꎮ 此外ꎬ在当今这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ꎬ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国人产

生的影响也变得非常的重要ꎮ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ꎬ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每一个

中国人都在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发展ꎮ 在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时代ꎬ中国人

的生活注定会受到影响ꎮ 对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ꎬ
变得非常的迫切和必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ꎬ研究文化对人产生的影响方面存在着一个日益突出的问

题ꎬ即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ꎬ文化的多元性不同程度地在每个人身上产生影响ꎮ 在

全球化背景下ꎬ文化的流动性变得非常容易和普遍ꎬ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日益频繁ꎬ同一社会中

存在多元文化的现象也愈来愈凸显ꎮ③ 而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兴趣等的不同ꎬ使得每个人受

到不同文化的影响ꎬ并且这些文化带来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ꎮ 研究文化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复

杂ꎬ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背景下ꎬ这对中国人进行文化方面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ꎮ
(三) 社会心理学研究与网络大数据时代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信息时代的产物ꎬ其关注的是ꎬ在迅速变化的信息化和商品化的高科技社

会背景下ꎬ人应该如何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环境ꎬ这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活

力ꎮ 在当今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ꎬ人们的生活和心理行为也相应地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ꎮ 网络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ꎬ也推动了学术研究范式的变

革④ꎬ心理学与大数据的结合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ꎮ 心理学与大数据的结合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９８
年 Ｎｏｗａｋ 等人提出的计算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ꎮ⑤ 在网络大数据背景下ꎬ研究者不应该忽视网

络大数据在研究中发挥的作用ꎮ 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ꎬ心理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和思考它

能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什么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决策规划等都

在无形中受到大数据时代的影响ꎬ并且时刻发生着改变ꎮ 此外ꎬ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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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迅速推广和普及ꎬ网民用户群体规模的日益增加ꎬ为研究转型期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理与行

为规律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ꎬ研究者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ꎬ对网络大数据背

景下人们的心理行为予以关注ꎮ
目前ꎬ在国外基于大数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已经开始逐渐步入主流心理学研究的视野ꎬ

并开始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ꎮ 然而ꎬ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总体上仍处于探索期ꎬ研究成果和经

验相对较少ꎮ 目前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ꎬ已经开始围绕微博情绪问题ꎬ并结合股市预测、社
会风险感知、精英与大众关系、地区民族主义等诸多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进行一系

列探索性研究ꎮ① 可以说ꎬ我国基于网络大数据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ꎮ
网络大数据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ꎮ 它蕴含了整

个学科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学科体系的倒转②ꎬ给研究者重新思考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及理论

体系提供了机会ꎬ它的出现为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ꎮ

四、小结

后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精神资源能够促进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不断反思与进步ꎬ提倡后

现代主义思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心理学研究更加成熟和完善ꎬ更加符合时代的特征ꎬ在批判

性的反思中实现对现代心理学的超越ꎮ 实际上ꎬ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全部否认理性和科学ꎬ而是为

了破除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绝对确信和盲崇ꎬ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作用ꎮ 后现

代主义思潮的批判给主流的现代实证主义心理学以深刻的反思ꎬ这种思潮的出现必将促进心理

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ꎬ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也注定会发生ꎮ 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比于之前

的思潮具有其自身的进步性ꎬ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ꎬ它只能是一种

过渡ꎮ 尽管目前学者们都认识到主张科学实证主义的心理学观点是需要进行反思和批判的ꎬ但
是科学主义实证论的时代却不可能终结ꎬ现代主义思潮仍然会在很长的时期占据着主流地位ꎮ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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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ꎻ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ꎻ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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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丰、彭凯平、郑先隽:«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重构及特征»ꎬ«科学通报»２０１５ 年第 Ｚ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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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６)

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①

田　 磊１　 张宗斌２

( １.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ꎬ山东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绿色增长是将旅游业发展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各方面的全新发展理念和增长模

式ꎮ 开展旅游业绿色增长研究有助于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业绿色可持续发展ꎮ 具体研究可通过建立

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ꎬ运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测算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ꎬ从绿色产业规模、旅游资源

禀赋、绿色政策支持和资源环境质量等方面解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演变过程ꎬ并从经济发展水

平、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业投资水平、环境治理以及教育投入等方面分析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ꎮ
关键词:　 旅游业ꎻ绿色增长ꎻ旅游资源ꎻ绿色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Ｆ５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６－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３０
作者简介:田磊(１９７９－　 )ꎬ男ꎬ山东高密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ꎬ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ꎻ张宗

斌(１９６５－　 )ꎬ男ꎬ山东莱阳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社科项目“全域旅游视角下山东省旅游产业经济绩效与影响因素研究” (１６ＣＬＹＪ１５)、山东省高

校人文社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山东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Ｊ１６ＹＦ３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２０１１ 年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提出:旅游业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ꎬ目的是“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ꎬ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不足”ꎮ 此后ꎬ绿色增

长逐渐成为各国所追求的旅游经济增长模式ꎬ旅游业绿色发展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和

有效途径ꎮ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ꎬ中国旅游业通过粗放式的开发和发展在最大化满足旅游者的需

求并带来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ꎬ也造成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多、资源过度开发和破坏、
环境污染等问题ꎮ 面对旅游业引发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ꎬ强化旅游业的绿色增长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ꎮ 因此ꎬ对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和程度进行有效测度ꎬ并明确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主

要影响因素ꎬ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ꎬ以便及时对接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问题ꎮ

一、国内外旅游业绿色增长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业绿色增长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内涵、综
合评价、影响因素和发展对策ꎮ

(一)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内涵

早期关于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侧重于从不同的视角与支撑点(可持续旅游、
绿色旅游、生态旅游)进行概念界定以及对其理念、主旨、内涵等方面的探讨ꎮ 世界旅游组织在

«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中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

一个整体、旅游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ꎬ实质上ꎬ可持续旅游是一种与环境相整合、兼容、协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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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协同的旅游发展形式ꎮ 不少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旅游进行解读ꎮ Ｂｕｄｅａｎｕ(２００６)认
为ꎬ生态旅游运营商可以在旅游活动中通过对可持续旅游理念执行及对旅游者不良行为监督达

到长期有效保护的目的ꎮ① Ｓｈａｆｅｒ(２００２)认为可持续旅游是在政府、企业、社区、景区等各个利益

相关集团之间达到协调发展的旅游ꎮ②

“绿色旅游”概念提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其要义是尽量减少对旅游环境的影响ꎮ 当时绿色

旅游与生态旅游、自然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概念交替使用ꎮ ＵＮＥＰ(２０１１)提出绿色旅游是实现可

持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其作用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当地经济、减少贫穷、降低能源成

本、改进水和废物管理系统、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ꎮ③ Ｓｕｎｇ－Ｊｏｎｇ Ｎｏｎｇ(２００３)认为ꎬ绿
色旅游理念将对旅游企业和旅游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ꎮ④

国内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绿色旅游进行了广泛探讨ꎬ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ꎮ 魏敏

(２０１１)认为ꎬ绿色旅游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绿色旅游是指有利于环境或环保的各

类旅游产品及服务ꎻ狭义的绿色旅游即乡村旅游ꎬ也就是在农村、山区和渔村的旅游活动ꎮ 绿色

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高级形态ꎬ全面超越了传统旅游ꎬ也就是丰富、深化和完善了生态旅游ꎮ⑤ 史

云(２０１０)认为ꎬ绿色旅游更多的是一种环保概念或可持续发展概念ꎬ包含了生态保护、环境教

育、社区建设和旅游服务四位一体的内容ꎮ⑥ 明翠琴等(２０１５)认为ꎬ旅游业绿色增长是指在确保

旅游业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资产能够继续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种福祉和服务的同时ꎬ还能够

促进旅游业持续增长和发展ꎮ⑦

(二)旅游业绿色增长的评价

国外对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集中于旅游可持续评价ꎬ其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
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对象的状态—压力—响应等指标ꎬ参照旅游业的特点ꎬ选择环境承载力、旅游

者偏好、目的地生命周期等评价指标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评价ꎮ Ａｄｒｉａｎｎａ
Ｂｕｄｅａｎａ(２０１６)从社会经济、旅游业、自然与文化遗产三个维度构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ꎮ⑧ Ｓｅｕｎｇ－Ｊｏｎｇ Ｎｏｎｇ(２００３)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开发了一套绿色旅游潜力度的评价方法ꎬ
定义了两指标:一个是按照绿色旅游的需求程度ꎬ以城市人口和城市化指数分析量化的需求潜

力ꎻ另一个是按照绿色旅游吸引度ꎬ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供给的潜力ꎬ并用这种方法对韩国

汉城、仁川的绿色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价ꎮ⑨

国内相关研究更多地借鉴了国外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等成果ꎬ运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

生态足迹模型等ꎬ结合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的实际ꎬ对其进行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评价和分析ꎮ 付向

阳等(２０１５)根据影响草原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四个方面界定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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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Ａｄｒｉａｎｎａ Ｂｅｄｅａｎａ.(２００３) .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 ｔｏｕ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１２(０２):２５８－２９４.

Ｓｈａｆｅｒ(２００８)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１２(０１):８６７－８７７.

ＵＮＥＰ.(２０１１)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Ｎａｉｒｏｂｉ Ｋｅｎｙａ ｎｅｐ.
Ｓｕｎｇ－Ｊｏｎｇ Ｎｏｎｇ(２００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１５(０３):３２３－３４１.
魏敏:«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绿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ꎬ«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史云:«关于低碳旅游和绿色旅游的辨析»ꎬ«旅游论坛»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明翠琴、钟书华:«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设计»ꎬ«资源与市场»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Ａｄｒｉａｎｎａ Ｂｕｄｅａｎａ. ( ２０１６)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１２(０２):２５８－２９４.
Ｓｕｎｇ－Ｊｏｎｇ Ｎｏｎｇ.(２００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１５(０３):３２３－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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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构建了草原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ꎮ① 吴净(２０１３)用层次分析法界定旅游可持

续评价指标ꎬ评价了青岛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情况ꎮ② 明翠琴(２０１７)借鉴 ＯＥＣＤ 绿色增长概念框

架的关键要素ꎬ按照旅游业生产活动的一般过程ꎬ设计了旅游产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ꎮ③

(三)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对策

为了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绿色增长ꎬ对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对策的研究成为趋

势ꎮ Ｓｔｒｏｅｂｅｌ(２０１２)提出ꎬ要减少旅游业的碳排放必须技术创新ꎮ④ Ａｎｎａ Ｇｉｂｓｏｎ(２００３)指出“安
静”在旅游业绿色增长中的影响ꎬ并以希腊自然保护区内的安静区域是否是绿色旅游的“热点”
进行研究ꎬ发现“安静”的百分比与环境友好的旅游有关ꎮ⑤ Ｎａｄｉａ Ｔｚｓｃｈｅｎｔｋｅ(２００８)指出ꎬ苏格兰

旅游企业绿色增长面临着旅游环境、财务、社会责任感、运营等因素的阻碍ꎮ⑥

国内对于旅游业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欠缺ꎬ更多的是旅游绿色转型模式、绿色营销

以及生态旅游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定性研究ꎮ 钟林生(２０１６)提出了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应结合不

同的生态背景、旅游业发展目标与要求、不同的开发场景探索适合绿色的旅游开发模式ꎮ⑦ 邹统

钎(２００５)从绿色旅游产业地域与行业选择、绿色保障制度体系建立、赢利机制构造和绿色旅游

消费者培育等方面提出我国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的行动纲领ꎮ⑧ 尹华光、王晓彤(２００６)认为ꎬ实现

绿色旅游的有效途径应包括培植绿色理念ꎬ制定绿色标准ꎬ实施绿色开发ꎬ生产绿色产品和进行

绿色经营ꎮ⑨ 魏敏(２０１１)从低碳经济出发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绿色旅游发展

模式ꎮ

目前国内外对旅游业绿色增长的诸多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旅游业绿色发展的认识ꎬ但仍有待

进一步探讨ꎮ 原有研究的局限突出表现为: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缺少一定的理论依据ꎬ并且关于

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的侧重点较为单一ꎻ较少对中国旅游绿色增长的演化特征进行分析ꎻ鲜有文

献涉及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影响机理的探讨ꎮ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ꎬ本文借鉴 ＯＥＣＤ 绿色增长评

价指标体系和 ＵＮＥＰ 包容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ꎬ结合中国旅游业行业特点和发展阶段特征ꎬ从
产业增长的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ꎻ通过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测算了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ꎬ从绿

色产业规模、旅游资源禀赋、绿色政策支持以及资源环境质量等方面解析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

旅游绿色增长演变特征ꎻ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因素ꎬ制定相

应的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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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向阳、黄涛珍:«草原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ꎬ«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吴净:«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以青岛市为例的实证研究»ꎬ«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明翠琴、钟书华:«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设计»ꎬ«资源与市场»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Ｓｔｒｏｅｂｅｌ.(２０１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 ｐｒｉｎｔ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１２(０４):４１－５４.
Ａｎｎａ Ｇｉｂｓｏｎ. ( ２００３) .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３６(０１):３２４－３２７.
Ｎａｄｉａ Ｔｚｓｃｈｅｎｔｋｅ. ( ２００４ ) .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ｏ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ꎬ１１(０２):１１６－１２４５.
钟林生:«绿色发展理念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新论题»ꎬ«旅游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邹统钎:«绿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ꎬ«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５ 年第 ８ 期ꎮ
尹光华、王晓彤:«试论绿色旅游的实现形式»ꎬ«生态经济»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ꎮ
魏敏:«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绿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ꎬ«经济管理»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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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是熵值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方法的组合ꎮ 熵值法就是利用评

价指标的固有信息来判别指标的效用价值ꎬ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ꎮ 因此ꎬ熵
值法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法有更高的可信度ꎮ ＴＯＰＳＩＳ 基本

方式是:对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ꎬ确定出理想中的最佳方案和最差方案ꎬ然后通过求出各被

评方案与最佳方案和最差方案之间的距离ꎬ得出该方案与最佳方案的接近程度ꎬ并以此作为评价

各被评对象优劣的依据ꎮ 本文结合熵值法和 ＴＯＰＳＩＳ 方法的相关运算理念及方法ꎬ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运算主要有以下步骤:

(１)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Ｘ ｉ`ｊ ＝
Ｘ ｉｊ － ｍｉｎ{Ｘ ｊ}

ｍａｘ{Ｘ ｊ} － ｍｉｎ{Ｘ ｊ}

负向指标 Ｘ ｉ`ｊ ＝
ｍａｘ{Ｘ ｊ} － Ｘ ｉｊ

ｍａｘ{Ｘ ｊ} － ｍｉｎ{Ｘ ｊ}
式中 Ｘ ｉｊ表示第 ｉ 个年份第 ｊ 项评价指标的数值ꎬｍｉｎ{Ｘ ｊ}和 ｍａｘ{Ｘ ｊ}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 ｊ

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ꎬｋ＝ １ / ｌｎｍꎬ其中 ｍ 为评价年数 １５ꎬｎ 为指标数ꎬ本文共选择 １９ 个

指标ꎮ
(２)计算第 ｉ 年份第 ｊ 项指标值的比重:

Ｙｉｊ ＝
Ｘ ｉ`ｊ

∑
ｍ

ｉ ＝ １
Ｘ ｉ`ｊ

(３)计算指标信息熵:

ｅｊ ＝ － ｋ∑
ｍ

ｉ ＝ １
(Ｙｉｊ × ｌｎＹｉｊ)

(４)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ｄ ｊ ＝ １ － ｅｊ
(５)计算指标权重:

Ｗｉ ＝ ｄ ｊ /∑
ｎ

ｊ ＝ １
ｄ ｊ

(６)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
Ｓｉｊ ＝ Ｗｉ × Ｘ ｉ`ｊ

(７)根据权重及 Ｓｉ ｊꎬ确定理想解和负理想解ꎬ计算各目标值与理想值之间的欧氏距离:

Ｓ∗
ｉ ＝ ∑

ｍ

ｊ ＝ １
( ｆｉｊ － ｆ∗ｊ ) ２ 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ｎꎬ

Ｓ’
ｉ ＝ ∑

ｍ

ｊ ＝ １
( ｆｉｊ － ｆ’ｊ ) ２ 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ｎ.

(８) 计算各个目标的相对贴近度:
Ｃ∗

ｉ ＝ Ｓ’
ｉ / (Ｓ∗

ｉ ＋ Ｓ’
ｉ )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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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应该反映我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主要问题ꎮ 同时ꎬ选取指标体系应以

绿色增长理论为依据ꎬ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所遵循的规律ꎮ 根据以上

原则ꎬ本文借鉴 ＯＥＣＤ 绿色增长评价概念模型和 ＵＮＥＰ 包容性绿色经济测度模型ꎬ从绿色产业规

模、旅游资源禀赋、绿色政策支持和资源环境质量四方面构建指标ꎬ建立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

价指标体系(表 １)ꎮ
绿色产业规模指标主要反映旅游业绿色增长的规模和质量ꎬ包括旅游总收入、旅游核心企业

从业人数、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业占 ＧＤＰ 比重、旅游企业数、旅游业碳排放量ꎮ
旅游资源禀赋指标主要是绿色旅游业持续增长的基础资源和资产ꎬ主要包括 ４Ａ 景区数量、

５Ａ 景区数量、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和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ꎮ
绿色政策支持指标侧重考查政府政策对旅游业绿色增长战略的支持力度ꎬ主要包括环境治

理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和研发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ꎮ
资源环境质量指标考查的是旅游业能源消耗水平ꎬ主要有森林覆盖率、污水处理率、垃圾无

公害处理率、旅游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旅游业废水排放量和旅游业废气排放量ꎮ
考虑到指标体系的数据可获得性ꎬ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

２０１６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环境统计

公报»、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旅游统计公告»(部分缺失时期数据由平均值或拟合值替代)ꎮ
表 １　 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权重

中
国
旅
游
业
绿
色
增
长
评
价

绿色

产业

规模

０.２８４６６５

旅游

资源

禀赋

０.１８５７７１

绿色政策

支持

０.１１９１９５

资源

环境

质量

０.３３２８３６

旅游总收入 亿 正 ０.０８４１１３

旅游业核心产业从业人员数 个 正 ０.０４１３８１

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 正 ０.０６８５１１

旅游业占 ＧＤＰ 比重 ％ 正 ０.０５１３０６

旅游企业数(饭店＋旅行社) 个 正 ０.０２７３７４

旅游业碳排放量 万吨 负 ０.０１１９８

４Ａ 景区数量 个 正 ０.０４６７１５

５Ａ 景区数量 个 正 ０.０９９１２２

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 个 正 ０.０２１１３７

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 万公顷 正 ０.０１８７９７

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正 ０.０３６７９８

环境治理投资总额 亿元 正 ０.０５６０９

研发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 ％ 正 ０.０２６３０７

森林覆盖率 ％ 正 ０.０３０８９３

污水处理率 ％ 正 ０.０４６６４１

垃圾无公害处理率 ％ 正 ０.０６９３０６

旅游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正 ０.１１９７１

旅游业废气排放量 亿立方米 正 ０.０６６６５７

旅游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万吨 正 ０.０７７１６３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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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演变特征

通过对综合指标的计算发现(图 １)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呈现稳中趋升

的趋势ꎬ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２５３ 提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７３３ꎬ年均增长 ３.２
个百分点ꎬ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高的演变趋势ꎮ

从演变特征上ꎬ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大体可以归纳为 ３ 个阶段:经济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

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３)、经济—生态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９)、经济—生态—社会目标导

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５)ꎮ
(一)经济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壮大ꎬ其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点的特征日益突出ꎮ 这也导致

在这一阶段旅游业绿色增长中伴随的是经济主导思想ꎬ令人关注更多的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数从 ０.２５３ 降到 ０.１８３ꎬ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趋势ꎮ 旅

游业绿色产业规模指数从 ０.０３６ 下降到 ０.０３５ꎬ这其中主要是因为“非典”对中国旅游业造成全面

冲击ꎬ各项旅游活动严重萎缩ꎬ导致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效率失去保障ꎮ 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

(ＷＴＴＣ)测算 ２００３ 年非典给中国大陆造成的旅游经济损失为 ２０４ 亿美元ꎮ 作为绿色旅游业持

续增长的基础资源和资产ꎬ资源禀赋指数在这期间趋于上升趋势ꎬ旅游景区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

场所和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ꎬ在这一发展理念的驱动下ꎬ各地纷纷推进高 Ａ 级景区创建ꎬ
提高景区竞争力ꎬ吸引游客ꎬ带动区域经济增长ꎬ而自然保护区也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开始发

展旅游ꎮ
绿色政策支持指数上升ꎬ说明国家对旅游业环保领域的投资加大ꎬ对旅游产业研发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ꎬ创新能力稳步提升ꎮ 资源环境质量指数在这一阶段从 ０.１８８ 下降到 ０.１１３ꎬ说明当

时资源环境质量在下降ꎮ ２００１ 年以后ꎬ在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增长的同时ꎬ能源消耗急剧增

加ꎬ旅游业也不例外ꎮ 旅游业能源消耗水平在不断上升ꎬ长期以来政府对于旅游业“无烟产业”
的误解ꎬ致使这一阶段对降低旅游能源消耗水平的关注很少ꎮ

(二)经济—生态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可持续旅游理念提出后ꎬ仍然未能遏制旅游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ꎮ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旅游业逐渐反思自身粗放式增长ꎮ 这个阶段旅游业开始利用绿色增长的

理念去转变旅游生产、建设、分配和消费等传统方式ꎬ即让旅游经济增长和环境责任在一个相互

加强的模式中共同运作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ꎬ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从 ０.２１０ 增长到 ０.３６０ꎮ 这一阶段绿色产业规模指

数缓慢上升ꎬ从 ０.０５０ 上升到 ０.１ꎬ在“非典”之后中国旅游业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市场

全面恢复ꎬ产业规模不断扩大ꎬ对推动旅游业绿色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资源禀赋也呈现

增长的趋势ꎬ指数值从 ０.１１１ 增加到 ０.２３３ꎮ 我国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评定国家 Ａ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ꎬ
５Ａ 级旅游景区更加注重人性化、细节化、绿色化发展ꎬ提升了景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ꎬ满足了境

内外游客需求ꎮ
绿色政策支持这一阶段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ꎮ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旅游经济增

速放缓的影响ꎬ环境治理投资和研发投入强度受到影响ꎬ资源环境质量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ꎬ这
说明资源环境在持续恶化ꎮ

(三)经济—生态—社会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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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已经不再局限于旅游经济增长和生态治理层面ꎬ而是着眼于在实践中将旅游业绿

色增长视为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支柱缺一不可的经济模式ꎬ这也重新契合和回应了早

期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中所强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协同可持续发展的本意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从 ０.４１０ 快速增长到 ０.７３ꎮ 绿色产业规模(指数值从

０.１３０增长到 ０.３３１)和旅游资源禀赋(指数值从 ０.２４１ 增长到 ０.３３０)持续增长ꎬ为旅游业绿色增

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绿色产业规模指数增加得益于人均 ＧＤＰ 的快速增长ꎮ 世界旅游组织研

究表明ꎬ当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３０００ 美元时ꎬ旅游需求出现爆发性增长ꎻ当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５０００ 美元

时ꎬ会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ꎬ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出现多元化趋势ꎮ ２０１０ 年中

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４６２８ 美元ꎬ在这一阶段中国旅游业进入成熟的度假经济时期ꎬ绿色产业规模进

一步扩大ꎮ 旅游资源禀赋指数的增长说明中国景区被持续不断地开发出来ꎬ旅游业绿色增长也

在稳步提升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 ５Ａ 景区已经达到 ２００ 多家ꎬ作为旅游资源的精华ꎬ５Ａ 景区对保

持景区生态平衡有重要作用ꎮ
绿色政策支持指数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ꎬ说明旅游业环境保护在意识和管理领域逐渐提升ꎬ

同时也说明其在技术领域有所突破ꎮ 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开始加大研发力度、环境治理和投资

力度ꎬ旅游业整体环保投入和旅游经济发展规模有了越来越高的匹配度ꎮ
资源环境质量指数持续下降ꎮ 中国目前自然保护区有 ４０％存在垃圾公害ꎬ１２％有水污染ꎬ

１１％有空气污染ꎮ 目前已有 ２２％的自然保护区因开展旅游而遭受破坏ꎬ１１％出现资源退化现

象ꎮ① 这一阶段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增长ꎬ而旅游业环保投入和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增加ꎬ由此可以

解释资源环境何以持续恶化ꎮ

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及其演变过程

四、旅游业绿色增长影响因素

综合考虑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的演变特征ꎬ本文在借鉴有关旅游业绿色增长影响因素

研究经验的基础上②ꎬ结合中国旅游业的实际运行特点ꎬ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产业结构、旅游

业投资水平、环境治理投入和教育投入五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ꎮ
１.经济发展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表示ꎬ表征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ꎮ
２.旅游业产业结构:用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表示ꎬ表征旅游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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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甄翌:«自然保护区旅游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防治对策»ꎬ«湖南商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明翠琴、钟书华:«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设计»ꎬ«资源开发与市场»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ꎻ刘凯、任建兰、王成新:

«中国绿色化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ꎬ«城市问题»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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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反映旅游产业结构水平ꎮ
３.旅游业投资水平:用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ꎮ 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固定资产作为自

身活动的物质条件和基础ꎬ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加快旅游业绿色发展进程ꎮ
４.环境治理投入: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ꎮ 旅游业增加环保治理投入有助于

改善环境污染状况ꎬ提高旅游生态环境质量ꎮ
５.教育投入:用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示ꎮ 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根本保

障ꎬ而且还是提高居民和旅游者环保意识、科学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ꎬ因而对旅游业绿色增长可

能产生影响ꎮ
为进一步测度各因素对绿色增长水平演变的影响大小ꎬ本文确定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为因

变量(ｙ)ꎬ经济发展水平(ｘ１)ꎬ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ｘ２)ꎬ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ｘ３)ꎬ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ｘ４)ꎬ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ｘ５)ꎮ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进

行数据处理ꎬ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回归方程为:
ｙ ＝ ａ０＋ ａ１ｘ１＋ ａ２ｘ２＋ ａ３ｘ３＋ ａ４ｘ４＋ ａ５ｘ５＋ε
其中ꎬａ０为常数项ꎬ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为 ｙ 对应于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的偏回归系数ꎬε 为随机扰动

项ꎮ 回归模型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ꎬ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ｙ＝ －０.４４２＋ ４.８１９ｘ１＋ ３.３１６ｘ２＋１.０８９ｘ３＋０.０１１ｘ４＋０.０８１ｘ５＋４.１９９
据此ꎬ我们不难看出影响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几个因素:
第一ꎬ经济发展水平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偏回归系

数为 ４.８１９ꎬ呈现显著的正相关ꎬ说明经济发展能实现旅游要素的高效率利用ꎬ也有利于摆脱旅游

业在粗放式经营模式下的“资源诅咒”现象ꎮ① 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升级加

快ꎬ中国居民的旅游消费能力、旅游消费需求和旅游消费群体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持续增长ꎮ 加

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前所未有地将“绿色”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一起定位为“发展理念”ꎬ这进一步加速了

旅游业的绿色发展ꎮ
第二ꎬ旅游产业结构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与旅游产业结构之间的偏回归系

数为 ３.３１６ꎬ呈现显著的正相关ꎬ这说明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旅游业绿色增长ꎮ 旅游产

业转型升级基本要求就是提升旅游附加值、降低旅游业单位能耗ꎬ提升旅游产业绿色生产效率ꎬ
最终目标是建立旅游业绿色增长模式ꎮ 一方面ꎬ优化旅游产业结构ꎬ提高旅游生产效率匹配能带

来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增长ꎻ另一方面ꎬ旅游产业关联度高ꎬ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可以形成产业发展

的“外部经济性”②ꎬ能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互促发展ꎬ提高旅游业的运营效率ꎮ
第三ꎬ旅游业投资水平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与旅游业投资水平之间的偏回

归系数为 １.０８ꎬ呈弱正相关关系ꎬ这说明旅游业投资对旅游业绿色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测算ꎬ２０１５ 年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超过 １０％ꎬ旅游业已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ꎬ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ꎮ 旅游业战略地位的提升扩大了旅游供给ꎬ促进了旅游

投资增长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

３２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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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旅游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基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和系统 ＧＭＭ 的实证分析»ꎬ«旅游学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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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旅游发展利好政策频频出台ꎬ又为旅游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ꎮ
２０１５ 年全国旅游业实际完成投资 １００７３ 亿元ꎬ尤其是贯穿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旅游、养老旅游

及旅游小镇等在逐渐成为旅游投资的重点ꎮ
第四ꎬ环境治理投入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与环境治理投入之间的偏回归系

数为 ０.０１１ꎬ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ꎬ这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逐年增加的情况下ꎬ应用于旅游业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并没有显著增加ꎮ 政府旨在加快旅

游业快速发展的战略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ꎬ其增长率远小于旅游业对环境污染增长的速率ꎬ
旅游业发展仍然难以突破粗放型发展限制ꎮ 从旅游业绿色增长角度来看ꎬ政府应继续加大旅游

业环保投入ꎬ建立多元化环保投资渠道ꎬ以保障环保治理对旅游业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ꎮ
第五ꎬ教育投入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旅游业绿色增长指数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０８１ꎬ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ꎬ这说明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根本保障ꎬ而且还是公众旅游环

保意识提高的保障ꎮ 由此可见ꎬ加大教育投入可以促进旅游业绿色增长ꎮ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ꎬ在建立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ꎬ我们选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为研究

区间ꎬ对中国旅游业 １５ 年来绿色增长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ꎮ 结果显示:影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

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的指标主要是旅游绿色产业规模和资源环境质量ꎬ而旅游资源禀赋和绿

色政策支持的权重较低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水平呈现稳中上升趋势ꎬ具体划分

为经济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３)、经济—生态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经济—生态—社会目标导向的绿色增长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５)三个阶段ꎮ

第二ꎬ采用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ꎬ我们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业

投资水平、环境治理投入、教育投入解释变量对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影响不同ꎮ 从整体上看ꎬ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结构对旅游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较大ꎻ旅游业投资水平、环境治理投入和

教育投入对旅游业绿色增长影响较小ꎮ
第三ꎬ通过对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ꎬ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

示:首先ꎬ创新绿色发展机制ꎬ需要将旅游业绿色增长贯穿到旅游规划、开发、管理、服务全过程ꎬ
需要建立绿色认证、环境预警、绿色监管等制度ꎬ对生态旅游区域实施用途管制、审计问责和公众

监督等机制ꎬ划定旅游业绿色发展的“底线”和“红线”ꎮ 其次ꎬ提高旅游创新技术ꎮ 技术进步是

减少旅游业影响环境的关键ꎬ需要加大对旅游业绿色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投入ꎬ不断提高旅

游产品和服务的资源环境效益ꎮ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从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

模式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增长双轮驱动模式转变ꎬ推动旅游绿色效率提升和全域旅游发展ꎮ 再次ꎬ
加强宣传教育ꎮ 开展旅游业绿色增长理念公益宣传ꎬ制定绿色消费奖励措施ꎬ引导全行业树立旅

游绿色增长的价值观ꎮ 总之ꎬ旅游业绿色增长是实现中国由资源依赖性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

进的有效路径ꎮ

４２１



田磊ꎬ张宗斌: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ｉａｎ Ｌｅｉ１ꎬＺｈａｎｇ Ｚｏｎｇｂｉ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ꎻ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Ｐ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ꎬ 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ꎻ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ꎻ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ꎻ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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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
的行业差异与门槛估计

∗①

李建萍　 辛大楞
( 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采用我国制造业 １３ 个行业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的面板数据ꎬ并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和面板门槛

模型ꎬ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行业差异与门槛效应ꎬ其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

优势变动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ꎮ 在 １３ 个行业中ꎬ只有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人力资本与出口比较

优势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ꎻ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金属制品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中仅存在着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单向因果关系ꎮ 进一步说ꎬ研发人

员数量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单一门槛效应ꎮ 在单一门槛值之下ꎬ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

都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ꎮ 但是超过门槛值之后ꎬ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

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的影响不显著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关键词:　 人力资本ꎻ比较优势ꎻ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ꎻ面板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６－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６
作者简介:李建萍(１９７９—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ꎬ博士ꎻ辛大楞(１９８６—　 )ꎬ男ꎬ山东安丘人ꎬ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区域间产业关联网络模型构建及相关优化问题研究” (７１３７１１０８)、教育部人

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１７ＹＪＣ７９０１９６)、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１５ＣＪＪＪ３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ꎬ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９０ꎬ ８０(４) .

一、引言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ꎬ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ꎬ
巩固外贸传统优势ꎬ培育竞争新优势ꎬ拓展外贸发展空间ꎬ积极扩大进口ꎮ 因此ꎬ经济新常态下我

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升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那么ꎬ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大国如何进行比较优势升

级呢? 根据 Ｈ－Ｏ 理论ꎬ如果一个国家的相对要素禀赋数量大于另外一个国家ꎬ那么它就在密集

使用该种要素的产品生产上有比较优势ꎮ 所以ꎬ一国要将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升级为资

本密集型产品ꎬ需要积累大量资本要素ꎮ 罗伯津斯基定理(Ｒｙｂｃｚｙｎｓｋｉ Ｔｈｅｏｒｅｍ)指出ꎬ在商品相

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ꎬ资本要素增加ꎬ会使一国生产发生偏向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的增长ꎬ而劳

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相应下降ꎮ 但同时又有大量研究发现ꎬ资本—劳动比的增加只能解释过去

一个世纪以来人均收入增长的一小部分(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ｌｐｍａｎꎬ１９９０)ꎮ②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ꎬ
技术进步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ꎬ而技术进步和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ꎬ因此一国要

获得动态比较优势ꎬ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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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ꎬ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ꎮ 但是随着劳

动力成本上升ꎬ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比较优势的外贸发展格局受到挑战ꎬ 而高质量的劳动力即

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代谦和别朝霞(２００６)、张小

蒂和赵榄(２００９)、邵文波等(２０１５)都强调人力资本在我国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中的核心作用ꎮ 虽

然既有文献对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影响的研究已颇为丰富ꎬ但这些文献主要是从国家宏观

视角或者地区视角进行研究ꎬ鲜有文献探究人力资本对比较优势作用的行业差异ꎮ 显然ꎬ不同行

业不仅存在人力资本的规模差异ꎬ而且存在人力资本的质量差异ꎮ 因此ꎬ本文利用制造业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５ 年分行业面板数据ꎬ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检验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变动影响

的行业差异ꎬ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找到影响比较优势变动的人力资本门槛水平ꎬ试图从以下两个

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第一ꎬ既有文献研究多数是从全行业或省际面板数据出发ꎬ本文运用

分行业面板数据ꎬ考察人力资本对比较优势升级影响的行业差异ꎬ为从行业层面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提升出口比较优势提供依据ꎻ第二ꎬ摒弃传统线性回归方法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人力资本

对出口比较优势的非线性影响ꎬ探寻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门槛水平ꎮ

二、文献综述

李嘉图模型和 Ｈ－Ｏ 模型奠定了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ꎬ但在其分析中对

比较优势的界定仅限于静态层面ꎬ因而其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

要分支ꎮ 早期的动态贸易模型主要考察物质资本积累对各国比较优势的影响(Ｏｎｉｋｉ ＆ Ｕｚａｗａꎬ
１９６５ꎻＦｉｎｄｌａｙꎬ１９７０)ꎮ 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９２)认为贸易诱发的物质资本积累如果没有外部性的话不会产

生福利效应ꎬ原因是当积累资本的边际成本不变时ꎬ均衡的资本报酬恰好等于资本积累的边际成

本ꎬ投资者没有从投资中获得净收益ꎮ 里昂惕夫反论提出以后ꎬＫｅｎｅｎ(１９６８)将人力资本因素纳

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ꎬ其后 Ｆｉｎｄｌａｙ ＆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８３)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一般

均衡模型ꎬＢｏｒｓｏｏｋ(１９８７)检验了在异质能力和教育资本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收入分配

的影响ꎮ Ｃｈａｒｏｓ ＆ Ｓｉｍｏｓ(１９８８)在一个多投入、多产出函数中将人力资本和研发同时作为生产要

素ꎬ利用超越对数利润函数估算了价格弹性ꎮ Ｎｅａｌ(１９９５)、Ｐａｒｅｎｔ(２０００)、Ｋｌｅｔｚｅｒ(２００１)等实证

分析了特定部门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ꎮ Ｇｕｒ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建立了一个包括特定部门人力资本

的动态 Ｈ－Ｏ－Ｓ 模型ꎬ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对贸易的渐进调整的动态性和福利效应ꎮ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２０１４)运用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的数据ꎬ解释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贸易在印度长期增长中的重要性ꎮ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现后ꎬ人力资本成为其模型中的一个关键投入要素ꎮ 人力资本的积累

或者通过自发投资以获取技能ꎬ或者通过干中学(Ｌｕｃａｓꎬ１９８８)ꎮ 许多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是

决定增长率和生产力的重要因素(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Ｂａｒｒｏꎬ１９９１、２０１３ꎻ Ｇｏｌｄｉｎꎬ ２００１ꎻ Ｍａｄｓｅｎꎬ
２０１０)ꎮ Ｇａｌｏｒ＆ Ｗｅｉｌ(２０００)认为人力资本的报酬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是递增的ꎬ因此父母们对后

代的受教育程度尤为关注ꎮ Ａｕｅｒ(２０１５)检验了人力资本积累引致的贸易对国家间收入和福利

的效应ꎮ①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也被放入

同一模型比较ꎮ 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０)认为ꎬ物质资本之所以不流向贫穷国家是因为人力资本禀赋太薄

弱ꎮ Ｇｏｌｄｉｎ ＆ Ｋａｔｚ(２００１)、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 ＆ Ｄａｖｉｄ(２０００)认为ꎬ美国在 １８９０－１９９９ 年期间人力资本积

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翻倍ꎬ而物质资本的贡献显著下降ꎮ Ｇａｌｏｒ ＆ Ｍｏａｖ(２００４)创建了一个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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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ꎬ论证随着收入持续增长ꎬ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本积累成为增长的引擎ꎮ① 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２００９)构建了国家间存在内生生产率差异的贸易模型ꎬ认为在较为复杂的工业部门里ꎬ较好的

研究机构和较高的工人受教育程度互为补充ꎬ是比较优势的来源ꎮ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２００２)发现当劳动

合同不完全时ꎬ人才分布差异成为比较优势的一个独立来源ꎮ Ｂｏｎｄ(２００３)建立了一个同时包括

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两国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ꎬ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检验了要素

禀赋对贸易模式的影响ꎮ②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后保持高速增长ꎬ很多文献都在探究这一增速背后

的驱动力ꎮ Ｃｈｏｗ(１９９３)认为ꎬ资本形成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了主要作用ꎮ 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 ＆ Ｏｓｔｒｙ
(１９９６)、Ｈｕ ＆ Ｋｈａｎ(１９９７)认为ꎬ１９７８ 年后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ꎬ资本积累处于次

要地位ꎮ 然而ꎬ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认为中国也像东亚经济一样ꎬ增长主要靠投入的大量增加ꎬ而生

产率提高较少ꎮ Ｗａｎｇ ＆ Ｙａｏ (２００２)检验了 １９５２－１９９９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ꎬ发现中国人力

资本快速积累ꎬ并且对增长和福利贡献显著ꎬ认为中国要获得可持续增长必须优先积累人力资本

和提高生产率ꎮ 杨小凯(２００１)、林毅夫和李永军(２００３)、赵兰香和林生(２００４)、陈智远(２００２)、
孙晓刚(２００１)认为在我国比较优势增进的过程中ꎬ资本积累起关键作用ꎮ③ 张小蒂和赵榄

(２００９)强调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在我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中的作用ꎮ 代谦和别朝霞(２００６)认为ꎬ
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是人力资本积累ꎬ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积累人力资本ꎬ才能在长期中不断向

高级产业升级ꎮ④ 李静和楠玉(２０１６)从人力资本错配视角解释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演进受阻

现象ꎬ认为现有的人力资本与将来的新型产业结构错配ꎬ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ꎬ导致产业转型

困难ꎮ⑤ 邵文波等(２０１５)基于劳动力技能匹配视角ꎬ研究了国家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关

系ꎮ⑥ 赵雅婧(２０１３)使用分省分行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ꎬ人力资本分布是地区比较优势的重要

来源ꎮ 陶小龙等(２０１２)的研究显示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是我国制造品比较优势提升的重要源

泉ꎮ 郑展鹏和王洋东(２０１７)、蒋瑛和贺彩银(２０１６)、印梅和陈昭锋(２０１６)等的研究均发现ꎬ人力

资本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ꎮ

三、人力资本与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一)计量方法

本部分采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影响ꎮ 对于面板

数据ꎬ容易存在截面相依和异质性问题ꎮ Ｋóｎｙａ(２００６)提出的拔靴面板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能够

较好地处理这两类问题ꎬ这一方法以似不相关(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ＳＵＲ)估计和行业

特定拔靴临界值的 Ｗａｌｄ 检验为基础ꎮ 因为使用行业特定拔靴临界值ꎬ不需要考虑变量的单位

根和共线性问题ꎮ 通过行业面板数据ꎬ运用拔靴面板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能够识别哪些行业的人

力资本与比较优势变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ꎮ 这一方法的模型设定如下: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ｌｏｒ Ｏꎬ Ｍｏａｖ Ｏ: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７１(４).

Ｂｏｎｄ Ｅ Ｗꎬ Ｔｒａｓｋ Ｋꎬ Ｗａｎｇ Ｐ.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３ꎬ ４４(３).

赵兰香、林生:«人力资本投资与比较优势升级»ꎬ«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ꎮ
代谦、别朝霞:«人力资本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ꎬ«世界经济»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李静、楠玉:«中国产业比较优势演进为何受阻———基于人力资本错配的视角»ꎬ«财经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邵文波、李坤望、王永进:«人力资本结构ꎬ技能匹配与比较优势»ꎬ«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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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１ꎬｔ ＝α１ꎬ１＋∑
ｌｙ１

ｉ ＝ １
β１ꎬ１ꎬｉｙ１ꎬｔ－ｉ＋∑

ｌｘ１

ｉ ＝ １
δ１ꎬ１ꎬｉｘ１ꎬｔ－ｉ＋ε１ꎬ１ꎬｔ

ｙ２ꎬｔ ＝α１ꎬ２＋∑
ｌｙ１

ｉ ＝ １
β１ꎬ２ꎬｉｙ２ꎬｔ－ｉ＋∑

ｌｘ１

ｉ ＝ １
δ１ꎬ２ꎬｉｘ２ꎬｔ－ｉ＋ε１ꎬ２ꎬｔ

　 　 　 　 　 　 　 　 　 ⋮

ｙＮꎬｔ ＝α１ꎬＮ＋∑
ｌｙ１

ｉ ＝ １
β１ꎬＮꎬｉｙＮꎬｔ－ｉ＋∑

ｌｘ１

ｉ ＝ １
δ１ꎬＮꎬｉｘＮꎬｔ－ｉ＋ε１ꎬＮꎬｔ

以及ꎬ

Ｘ１ꎬｔ ＝α２ꎬ１＋∑
ｌｙ２

ｉ ＝ １
β２ꎬ１ꎬｉｙ１ꎬｔ－ｉ＋∑

ｌｘ２

ｉ ＝ １
δ２ꎬ１ꎬｉｘ１ꎬｔ－ｉ＋ε２ꎬ１ꎬｔ

Ｘ２ꎬｔ ＝α２ꎬ２＋∑
ｌｙ２

ｉ ＝ １
β２ꎬ２ꎬｉｙ２ꎬｔ－ｉ＋∑

ｌｘ２

ｉ ＝ １
δ２ꎬ２ꎬｉｘ２ꎬｔ－ｉ＋ε２ꎬ２ꎬｔ

　 　 　 　 　 　 　 　 　 ⋮

ＸＮꎬｔ ＝α２ꎬＮ＋∑
ｌｙ２

ｉ ＝ １
β２ꎬＮꎬｉｙＮꎬｔ－ｉ＋∑

ｌｘ２

ｉ ＝ １
δ２ꎬＮꎬｉｘＮꎬｔ－ｉ＋ε２ꎬＮꎬｔ

其中ꎬＮ 表示行业ꎬｔ 表示时间ꎬｙ 表示行业比较优势ꎬｘ 表示人力资本ꎬｌ 表示滞后期ꎬε 为随

机扰动项ꎮ 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同期相关ꎬ但模型中的每个方程都有不同的前定解释变量ꎬ因此

这一系统实为 ＳＵＲ 系统ꎮ
对这一系统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ꎬ对于某一特定行业ꎬ其 ｙ 与 ｘ 之间可能存在以下

四种因果关系:(１)如果δ１ꎬｉ不全为零ꎬβ２ꎬｉ全为零ꎬ则存在 ｘ 对 ｙ 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ꎻ(２)如果

δ１ꎬｉ全为零ꎬβ２ꎬｉ不全为零ꎬ则存在 ｙ 对 ｘ 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ꎻ(３)如果δ１ꎬｉ和β２ꎬｉ都不全为零ꎬ
则 ｘ 与 ｙ 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ꎻ(４)如果δ１ꎬｉ和β２ꎬｉ全为零ꎬ则 ｘ 与 ｙ 之间不存在任何格

兰杰因果关系ꎮ
(二)数据及来源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为对象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比较优势的影响ꎮ 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ꎬ制造业共分为 ３１ 个行业ꎬ剔除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印
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其他制造业四个行业①ꎬ将剩余 ２７ 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ꎮ 本文数据来自

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联合国全球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ꎬ鉴于数据可得性ꎬ选取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总共 ２４ 年的相关数

据ꎮ
(三)变量统计性描述

本文分析主要涉及两个变量:比较优势(ＲＣＡ)和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ꎮ 比较优势变量(ＲＣＡ)
采用 Ｂａｌａｓｓａ(１９６５)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表示ꎬ其计算公式为:

ＲＣＡｉｊ ＝
Ｘｉｊ / Ｘｉｔ

Ｘｗｊ / Ｘｗｔ

其中ꎬＲＣＡｉｊ表示 ｉ 国 ｊ 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ꎬＸｉｊ表示 ｉ 国 ｊ 行业的出口ꎬＸｉｔ表示 ｉ 国 ｔ 期
的总出口ꎻＸｗｊ表示世界 ｊ 行业的出口总值ꎬＸｗｔ表示世界 ｔ 期的出口总值ꎮ

运用本文行业数据ꎬ根据 ＲＣＡ 指数的计算结果发现ꎬ有一半行业的 ＲＣＡ 数值变化不显著ꎮ

９２１

①剔除这三个行业的原因是:第一ꎬ这三个行业的出口份额很小ꎻ第二ꎬ相应的 ＨＳ 编码无法对应ꎬ不能确定其具体出口

数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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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本文要检验人力资本对行业比较优势变动的影响ꎬ如果比较优势本身变动不大ꎬ会影响检

验结果的显著性ꎬ因此本文又剔除了 ＲＣＡ 数值变化不显著的行业ꎬ最后进行实证检验的有 １３ 个

行业ꎬ分别是:纺织业ꎻ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ꎻ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ꎻ家具制造业ꎻ文教体

育用品制造业ꎻ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ꎻ化学纤维制造业ꎻ橡胶制品业ꎻ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ꎻ金属制品业ꎻ专用设备制造业ꎻ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ꎻ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ꎮ 这 １３ 个行业涵盖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ꎬ其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质

量存在一定异质性ꎬ基本可以满足实证分析的需要ꎮ
现有文献中ꎬ对人力资本的度量并无统一标准ꎮ 根据数据可得性ꎬ本文人力资本变量

(Ｈｕｍａｎ)以行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拥有的研发人员占行业全年平均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ꎮ
表 １ 分行业给出了两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ꎮ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行业
ＲＣＡ Ｈｕｍａ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纺织业 ３.１８９ ０.７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纺织服装、鞋帽 ２.６２１ ２.０９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皮革、毛皮、羽毛 ３.８１２ ０.６７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家具制造 １.２５１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文教体育用品 ３.１３０ １.４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化学制品 ０.５５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化学纤维 １.００６ ０.６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３

橡胶制品 ０.７４７ ０.２４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２

黑色金属 ０.６１８ ０.２８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金属制品 ２.９７０ １.１２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专用设备 ０.９００ ０.７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电器机械及器材 １.４４３ ０.４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通信设备、计算机 １.６６８ ０.８７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

(四)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估计结果分析

表 ２ 和表 ３ 显示了运用 ＴＳＰ４.５ 软件对本文 １３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的结果ꎮ 在 １３ 个行业中ꎬ只有在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ꎬ人力资本与行业出口比较优势之间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ꎬ即人力资本积累是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原因ꎬ
同时出口比较优势变动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原因ꎮ 在剩余的 １２ 个行业中ꎬ有 ６ 个行业的人力资

本至少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ꎮ 这 ６ 个行业分别是:纺织服装、鞋帽

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ꎮ
结合表 １ 可以看出ꎬ行业人力资本均值高低与促进出口比较优势升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ꎬ在纺织

服装、鞋帽制造业、家具制造业这样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ꎬ研发人员占行业总就业人数比

重较低ꎬ但是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有显著促进作用ꎬ而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这样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ꎬ其人力资本均值在 １３ 个行业中最高ꎬ但是人力资本对行

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并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ꎮ 这与焦翠红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相一致ꎬ他们认为行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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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研发资源配置效率与行业特征密切相关ꎬ我国轻工业 Ｒ＆Ｄ 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ꎬ而高技

术行业的 Ｒ＆Ｄ 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偏低ꎮ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李静和楠玉(２０１６)、马立军

和何萍(２０１３)的研究结论来解释ꎬ他们认为现有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存在错配现象ꎬ出口行

业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ꎬ导致产业转型困难ꎬ影响行业比较优势升

级ꎮ②

除去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ꎬ其余行业并没有发现出口比较优势变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显

著单向因果关系ꎮ 这说明出口变动对行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有限ꎬ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

出口产品长期以来依靠价格优势获取国际竞争力ꎬ对依靠研发人员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需求并不

大ꎮ 本文这一实证结论也说明我国出口带来的学习效应有限ꎮ 但本文的这一结论与耿强和吕大

国(２０１５)的研究结论不一致ꎮ 他们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显示ꎬ出口学习效应主要来自于企

业出口后的研发概率与绩效更高ꎬ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后选择研发投入的可能性增加ꎬ并且带来

企业生产率的提升ꎬ因此中国企业出口不仅能发挥比较优势ꎬ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ꎬ而且能在中

长期提高生产率ꎬ获得动态比较优势ꎮ③

表 ２　 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行业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纺织业 ０.４４２０ ３４.９２６６ １９.１１６６ １３.１９４７

纺织服装、鞋帽 ３０.７０４８∗ ６４.５２１１ ３７.３２８９ ２６.９９６４

皮革、毛皮、羽毛 ２.４７５８ ３６.９１７１ １８.８６７１ １３.０５１０

家具制造 ２５.７３５１∗ ５８.５９５９ ３１.４７５２ ２１.３４６９

文教体育用品 ６.０１９４ ４９.５００８ ２７.２２６４ １８.７２３８

化学制品 ４.５２０８ ５９.４１９３ ３４.８７３３ ２４.９３３９

化学纤维 ８.３７１６ １９.９６４４ ２９.０９３３ ５３.１３５４

橡胶制品 ２３.７９９８∗∗ ４２.２７８９ ２１.９１３６ １５.１３４８

黑色金属 ７１.２６７７∗∗∗ ６２.３９５７ ２９.００４９ １８.９５８６

金属制品 １５.１９０１∗ ４４.７２２５ ２２.６９１０ １５.００４８

专用设备 ２６.７００２∗∗ ４８.１９５５ ２４.５７５４ １７.５４２６

电器机械及器材 ４９.３４７２∗∗ ９７.７７１３ ３４.２５１８ ２１.５００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 ８.４３３９ ４７.２８４８ ２５.３３６２ １７.７５３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临界值是 １００００ 次重复抽样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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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出口比较优势对人力资本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行业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纺织业 ０.１４５６ ７５.３２７５ ４２.５３８９ ３０.６２８７

纺织服装、鞋帽 ７.４２４４ ６１.６１５６ ３３.４８０４ ２３.１３９１

皮革、毛皮、羽毛 ５.２９０８ ６９.１８８０ ３５.４１０２ ２３.８０４１

家具制造 １０.８０４８ ５７.００６３ ２５.７４０８ １６.９６３３

文教体育用品 １１.２９６１ ６７.０３６４ ３４.４４６８ ２３.８４９３

化学制品 ０.１４１８ ７０.２１１０ ３６.９１３９ ２６.０７８２

化学纤维 ７.２７６０ ５４.３４１９ ２７.１３８１ １８.３０７７

橡胶制品 ８.１６７８ ３２.１１６６ ４５.３６７９ ８９.８４８４

黑色金属 ０.７０４０ ４３.３３１６ ２１.８２２９ １４.３３３４

金属制品 １９.４２７９ ７６.４７３６ ４３.５５５６ ３０.９９１４

专用设备 ２２.０１０２ ７０.５９６９ ３９.８８６３ ２９.０９６７

电器机械及器材 ３１.０１８４∗∗ ５２.３２８８ ２４.８２１９ １６.３０２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 ７.４５３８ ５４.３１０２ ２８.８８６７ ２０.３５４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临界值是 １００００ 次重复抽样的结果ꎮ

四、人力资本影响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门槛估计

(一)模型及变量说明

以上基于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行业数据的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实ꎬ人力资本对我国

出口比较优势变动产生了积极影响ꎬ并且其作用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ꎬ但是并不能说明人力资

本积累到何种程度才对比较优势变动产生影响ꎮ 进一步说ꎬ根据汪思齐和王恕立(２０１７)、戴小

勇和成力为(２０１３)等的研究ꎬ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效应具有显著门槛特征ꎮ① 因此ꎬ本文

假设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ꎬ存在一个或多个门槛值:当行业人力资本

积累低于该门槛值时ꎬ提高人力资本规模能够显著提升行业比较优势水平ꎻ当行业人力资本积累

超过该门槛值时ꎬ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可能变小ꎮ 基于此ꎬ本文运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方法ꎬ以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ꎮ 首先假定存在单一门槛值ꎬ建立

如下模型:
ＲＣＡｉｔ ＝μｉ＋θ Ｘ’

ｉｔ＋β１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γ( ) ＋β２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γ( ) ＋εｉｔ

其中ꎬｉ 和 ｔ 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ꎬＲＣＡ 和 Ｈｕｍ 分别表示行业比较优势状况和行业人力资本

水平ꎬＲＣＡ 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示ꎬＨｕｍ 是门槛变量ꎮ 为了更准确检验人力资本影响行业出

口比较优势的门槛效应ꎬ我们为 Ｈｕｍ 选取了三个不同的代理变量:第一ꎬ行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所拥有的研发人员人数占行业年从业人数的比重ꎻ第二ꎬ行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拥有的研

发人员人数的对数值ꎻ第三ꎬ行业研发人员年增长率ꎮ Ｉ 表示指示函数ꎬγ 表示待估门槛值ꎬＸ 表

示控制变量ꎮ 根据既有文献ꎬ本文选取行业规模、行业引进外资、行业利润、行业销售收入作为控

制变量ꎬ行业规模(Ｃａｐｉｔａｌ)以行业固定资产表示ꎬ销售收入(Ｒｅｖｅｎｕｅ)、利润(Ｐｒｏｆｉｔ)、外商资本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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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分别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外商资本表示ꎮ 所有数据以 １９９２ 年为基期进行处

理ꎬ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ꎬ对所有数据取对数处理ꎬ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ꎮ
如果存在双重门槛ꎬ则模型为:
ＲＣＡｉｔ ＝μｉ＋θ Ｘ’

ｉｔ＋β１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γ１( ) ＋β２ＨｕｍｉｔＩ γ１£Ｈｕｍｉｔ£γ２( ) ＋
β３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γ２( ) ＋εｉｔ

其中ꎬ门槛值γ１<γ２ꎮ
(二)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运用 ＧＡＵＳＳ１０.０ 软件对本文 １３ 个行业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相关数据进行面板门槛回归得到的结

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的第(１)、(２)、(３)列分别对 Ｈｕｍ 使用了不同的代理变量ꎬ第(１)列中 Ｈｕｍ 为行

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拥有的研发人员人数占行业年从业人数的比重ꎻ第(２)列中 Ｈｕｍ 指行

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拥有的研发人员人数的对数值ꎻ第(３)列中 Ｈｕｍ 指行业研发人员年增

长率ꎮ 在第(１)列中ꎬＨｕｍ 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一门槛效应ꎬ单一门槛值为 ０.００１１ꎬ说明研

发人员比重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呈现非线性影响ꎮ 在第(２)列中ꎬ单一门槛值为 ７.８５７８ꎬＰ
值为 ０.０１８３ꎬ说明研发人员数量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也存在非线性影响ꎮ 在第(３)列中ꎬ行业研

发人员增长率的单一门槛值为 ０.７５７３ꎬＰ 值为 ０.３６００ꎬ说明研发人员增长率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

变动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ꎮ 从表 ４ 看出ꎬ无论采用何种代理变量ꎬＨｕｍ 的双重门槛效应检验对

应的 Ｐ 值都显示不能拒绝原假设ꎬ即 Ｈｕｍ 不存在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双重门槛ꎮ 因此ꎬ
下文着重探讨人力资本的单一门槛效应ꎮ

表 ４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单一门槛值 ０.００１１∗∗ ７.８５７８∗∗ ０.７５７３

Ｐ 值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１８３ ０.３６００

双重门槛值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４ ７.８５７８　 １１.６００１ ０.２５８６　 ０.７５７３

Ｐ 值 ０.４７００ ０.７４００ ０.２０００

β１ ０.１７６９∗∗∗(０.０３１１) ０.２３４５∗∗(０.１１０７) ０.２７７０(０.１９２２)

β２ ０.０４２２(０.０５８０) －０.０１１６(０.１２８８) －０.２８０５∗∗∗(０.０６８３)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７０３∗∗(０.０３４４) －０.０７０３∗∗(０.０３５７) －０.０８１９∗∗(０.０３５３)

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 ０.６２８６∗∗(０.３０００) ０.３５５６∗∗(０.１９８７) ０.２６８６(０.２０６３)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５３６(０.１９５０) ０.１９３４(０.２９７３) ０.９０３６∗∗∗(０.３０３２)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６４８(０.１４９８) －０.１２６２(０.１４５４) －０.４７９２∗∗∗(０.１５１７)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ꎻ∗、∗∗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ꎻ(１)、(２)、(３)均为拔靴 １００００ 次的检验

结果ꎻ因为双重门槛效应不显著ꎬ所以表中的各估计系数为单一门槛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ꎮ

根据表 ４ 的单一门槛下β１和β２的估计值ꎬ可以写出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单一门

槛模型ꎬ将人力资本以研发人员数量占行业年从业人数的比重为代理变量时的模型记为模型

(１)ꎮ 在模型(１)中ꎬβ１的估计值在 １％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ꎬβ２的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ꎮ 根据模型(１)ꎬ当行业研发人员比重低于 ０.００１１ 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比重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行
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提升 ０.１７６９ꎻ当行业研发人员比重高于 ０.００１１ 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比重对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提升影响不显著ꎮ
ＲＣＡｉｔ ＝μｉ＋θ Ｘ’

ｉｔ＋０.１７６９ 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０.００１１( ) －０.０４２２ 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０.００１１( ) ＋εｉｔ(模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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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力资本以研发人员数量为代理变量时的模型记为模型(２)ꎮ 在模型(２)中ꎬβ１的估计值

在 ５％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ꎬβ２的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根据模型(１)ꎬ当行业研发

人员数量对数值低于 ７.８５７８ 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数量每增加 １％ꎬ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提升

０.００２３ꎻ当行业研发人员对数值高于 ７.８５７８ 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数量对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提升影

响不显著ꎮ
ＲＣＡｉｔ ＝μｉ＋θ Ｘ’

ｉｔ＋０.２３４５ 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７.８５７８( ) －０.０１１６ ＨｕｍｉｔＩ Ｈｕｍｉｔ>７.８５７８( ) ＋εｉｔ(模型 ２)
综合模型(１)和模型(２)可以认为ꎬ在单一门槛值之下ꎬ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

对数量都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有显著影响ꎬ但是超过这一门槛之后ꎬ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

还是相对数量都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影响不显著ꎮ 这一结论与杨阳等(２０１６)的研究结论相似ꎬ
他们发现人力资本仅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低时存在促进作用ꎬ当出口竞争力提升至较

高水平ꎬ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不显著ꎮ 可能的原因是ꎬ当研发人员较少时ꎬ出口产品以数量扩张

为主ꎬ简单的模仿创新对出口就能形成较大的促进作用ꎻ当研发人员较多时ꎬ意味着出口竞争已

经由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ꎬ对研发人员创新能力有更高要求ꎬ但研发人员整体素质并未跟上这

种要求ꎬ从而对比较优势提升作用不显著ꎮ 这说明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时ꎬ规模上的扩展固然重

要ꎬ但是研发人员素质提升也非常重要ꎬ对我国动态比较优势转换起决定作用的可能不是研发人

员人数的增加ꎬ而是研发人员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ꎮ 李静等(２０１７)也发现中国当前研发投入表

现出“索洛悖论”现象ꎬ原因之一是中国研发投入与研发人力资本投入错配ꎬ导致持续创新失去

人力资本依托ꎮ①

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ꎬ在模型(１)和模型(２)中ꎬ行业固定资产变量(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对行

业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现出显著负效应ꎮ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资本和劳动具有替代性ꎬ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越多ꎬ则替代的劳动越多ꎬ越不利于在出口中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ꎮ 行

业销售收入变量(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对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现正效应ꎬ因为销售收入越高ꎬ意味着

行业产出规模扩大或者产品质量提升ꎬ都有利于出口的扩大ꎮ 行业利润变量(ｌｎＰｒｏｆｉｔ)和行业吸

引 ＦＤＩ(ｌｎＦＤＩ)变量则对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没有显著影响ꎮ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文得出的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门槛效应的稳健性ꎬ进一步将出

口比较优势以行业出口增长率为代理变量ꎬ人力资本仍然分别以上文中的 ３ 个代理变量表示ꎬ进
行稳健性检验ꎮ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的第(１)列、第(２)列和第(３)列人力资本的代理变

量分别为行业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拥有的研发人员人数占行业年从业人数的比重、行业内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拥有的研发人员人数的对数值、行业研发人员年增长率ꎮ 可以发现ꎬ表 ５ 的第

(１)列和第(３)中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人力资本对行业出口增长率的单一门槛效应ꎮ 从第

(１)列看ꎬ当行业研发人员比重在 ０.００１６ 之下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比重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行业出口

增长率提高 ０.０３９１ 个单位ꎻ当行业研发人员比重超过 ０.００１６ 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比重对出口增长

率影响不显著ꎮ 从表 ５ 第(３)列看ꎬ行业研发人员增长率的门槛值为 ０.９８０２ꎬβ１的估计值不显

著ꎬβ２的估计值在 １％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这说明当行业研发人员增长率低于 ０.９８０２ 时ꎬ
研发人员增长率对行业出口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ꎻ当行业研发人员增长率高于 ０.９８０２ 时ꎬ研发

人员增长率每提高 １ 个单位ꎬ行业出口增长率提高 ０.３８９０ 个单位ꎮ 由此可得出结论ꎬ只有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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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员增长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时ꎬ人力资本才会对出口产生积极影响ꎮ 因为当人力资本以较快

速度增长时ꎬ一方面模仿创新或者自主创新成果更多ꎬ另一方面能更快速吸收技术外溢ꎮ
从表 ５ 双重门槛检验对应的 Ｐ 值看ꎬ均不能拒绝原假设ꎬ即三种情况下都不存在人力资本对

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双重门槛效应ꎮ
表 ５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单一门槛值 ０.００１６∗∗ ７.８５７８ ０.９８０２∗∗

Ｐ 值 ０.０３００ ０.１５００ ０.０２００

双重门槛值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５ ７.８５７８　 １０.８２５０ ０.０９４３　 ０.９８０２

Ｐ 值 ０.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０

β１ ０.０３９１∗∗∗(０.０１１１) －０.２１９５∗∗(０.０９２０) －０.０９０４(０.０７６８)

β２ －０.３８４９(３.４３３２) －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８９) ０.３８９０∗∗∗(０.０３２６)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２６８(０.０２０４) ０.０４２９∗∗(０.０２１２) ０.０４９２∗∗∗(０.０１６８)

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 ０.２１４１∗(０.１１４９) ０.０００３(０.１８０８) ０.０４６６∗∗∗(０.００５７)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３１５(０.１７７０) ０.３２３５∗∗(０.１２１８) －０.０９９４(０.１４１５)

ｌｎＦＤＩ －０.２３０４∗∗∗(０.０８６３) －０.３５２８∗∗∗(０.０８８５) －０.０６８５(０.０７１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ꎻ∗、∗∗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ꎻ(１)、(２)、(３)均为拔靴 １００００ 次的检验

结果ꎻ因为双重门槛效应不显著ꎬ所以表中的各估计系数为单一门槛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ꎮ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我国制造业 １３ 个行业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分行业面板数据ꎬ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方

法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行业差异与门槛效应ꎮ 面板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发现ꎬ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行业差异ꎮ 在 １３ 个行业中ꎬ
只有在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ꎬ人力资本与行业出口比较优势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ꎻ
在剩余 １２ 个行业中ꎬ６ 个行业的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ꎬ出口比较

优势对人力资本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ꎬ行业人力资本均值高低与促进出口比较优势升级

之间并无必然联系ꎮ 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ꎬ研发人员数量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单

一门槛效应ꎮ 在单一门槛值之下ꎬ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对出口比较优势

提升有显著影响ꎬ但是超过这一门槛之后ꎬ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对出口比

较优势提升影响不显著ꎮ 当行业研发人员比重低于 ０.００１１ 时ꎬ行业研发人员比重每增加 １ 个单

位ꎬ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提升 ０.１７６９ꎻ当行业研发人员数量对数值低于 ７.８５７８ 时ꎬ行业研发人

员数量每增加 １％ꎬ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提升 ０.００２３ꎮ
本文实证结果说明ꎬ在出口比较优势升级过程中ꎬ应充分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ꎬ并且要注重

行业特征和差异ꎬ将人力资本和出口行业适当配置ꎬ避免错配现象ꎬ使出口行业充分发挥人力资

本的作用ꎬ从而更有利于产业升级和出口竞争力提升ꎮ 要重视出口学习效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

反向作用ꎬ增加企业在出口后的研发投入ꎬ有利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ꎮ 对于研发人员数量

低于门槛值的行业ꎬ一方面要增加行业研发人员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ꎬ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加速

人力资本积累ꎬ使研发人员增长率高于门槛值ꎬ以提高行业出口增长率ꎬ并且带动比较优势升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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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求关系角度看科举的出路拥堵问题
及近代废科举的意外后果

∗

苗永泉
(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从供给侧来看ꎬ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公平性以及诱人前景使应考群体庞大ꎮ 从需求侧来看ꎬ科考的

录取数量受限于官僚系统更新换代的速率ꎮ 从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ꎬ在王朝生命周期内ꎬ随着供给侧越来

越膨胀ꎬ需求侧却越来越吃紧ꎮ 人才供给远远大于官僚机构的有效需求ꎬ供求失衡使科举出路非常狭窄和拥堵ꎮ
传统社会一方面通过考试竞争将大量士子淘汰下来ꎬ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大量吸纳安置后备士子ꎬ缓解出路

拥堵带来的压力ꎮ 清末科举制度变革适逢古今中西交汇碰撞之际ꎬ废科举的制度设计是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

士ꎬ这种“错位嫁接”的改革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稳态ꎬ使供求失衡问题在短期内爆发出来ꎬ引发了重要的意外后

果ꎮ 改革者在认知上的偏差和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是导致科举改革产生重要意外后果的基本原因ꎮ
关键词:　 科举制度ꎻ科举考试ꎻ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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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

②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３４０
页ꎮ

　 　 在传统社会中后期ꎬ科举制度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实现社会上升的阶梯ꎬ不过这个阶梯的

出口非常狭窄ꎮ 大量士子中最终只有少量幸运儿能够高中ꎮ 科考竞争非常激烈ꎬ以科举谋出路

并不容易ꎮ 宫崎市定形象地称科举为“中国的考试地狱”①ꎬ何怀宏则将鲤鱼跳龙门之难概括为

“科举累人”和“人累科举”ꎮ②科举出路的拥堵几乎与其诱人的前景一样引人注目ꎮ 本文以科举

出路拥堵问题为切入点ꎬ以清末废科举事件为历史拐点ꎬ着力探讨两大问题:一是借鉴经济学中

的供求关系分析框架ꎬ从供给侧、需求侧及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三方面系统分析科举出路拥堵现

象的成因ꎻ二是由出路问题切入ꎬ分析近代废科举所导致的重要意外后果ꎬ并对此种意外后果的

成因提供一个理论解释ꎮ

一、科举的出路拥堵问题及其成因

科举出路拥堵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对于庞大的应考群体来说ꎬ能够获得高级功名

者(具备做官资格的举人、进士)所占比例非常小ꎻ二是官职空缺有限ꎬ即使考中举人以上的功

名ꎬ往往也需要排队等候官缺的出现ꎮ 科举制度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的考试选官制度ꎬ竞
争非常激烈ꎬ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ꎮ 梁启超曾经估算道:“邑聚千数百童生ꎬ而擢十数人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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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ꎻ省聚万数千生员ꎬ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ꎻ天下聚数千举人ꎬ而拔百数人为进士ꎻ复于百数进士ꎬ
而拔数十人入翰林ꎬ此其选之精也ꎮ”①从后人的统计研究来看ꎬ从唐代到清代ꎬ年平均录取的进

士数量(一般不超过 １００ 人)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都非常小ꎮ② 举人数量较进士要多出一个量

级ꎬ但相对于庞大的应考群体和人口基数来说其比例也非常小ꎮ③ 因此ꎬ如果说科举是一座通向

功名利禄的桥梁ꎬ那么真正能够跨过这座桥的人实际上非常少ꎬ大量的士子被这道关口阻挡在

外ꎮ 即便如此ꎬ在很多时候官缺数量还是大大低于科举高中者的数量ꎮ 比如ꎬ在咸丰元年的科举

考试中ꎬ全国(广西除外)中举者 １７８９ 人ꎬ上升流动为进士者 ２４９ 人ꎬ占 １３.７％ꎬ后实授官职者

３１７ 人ꎬ占举人(考取进士者不计)的 ２０.６％ꎬ候补者 ７２ 人ꎬ占 ４.９％ꎬ两者共占 ２５.３％ꎬ尚有 ７４.７％
仍处于“沉淀层”ꎮ④ 可见在咸丰元年ꎬ绝大多数考中举人的士子都未实授官职ꎬ排队等候的现象

非常突出ꎮ 就科举出路拥堵现象的上述两方面表现来说ꎬ本文主要考察前一方面ꎬ因为它决定了

出路拥堵问题的“基本面”ꎮ
为什么科举出路如此狭窄和拥堵? 我们可以用经济学中的供求分析框架来解答此一问题ꎮ

以现代人力资源市场的眼光来看ꎬ广大士子可以视为供给人力资源的一方ꎬ而选拔人才以充实官

僚体系的国家则可以视为需求人力资源的一方ꎮ 于是ꎬ科举出路拥堵问题就转化为供给远远大

于需求所导致的供求失衡问题ꎬ科举考试则作为一道门槛将大量的参加者限制于外ꎮ 下面从供

给侧、需求侧以及供求之间的动态关系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ꎮ
首先ꎬ从供给侧来看ꎬ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和公平性特征使入口放得比较开ꎬ而获取功名利禄

的诱人前景又使科举考试对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ꎬ两方面结合起来使应考群体数量庞大ꎮ
一方面ꎬ相对察举制ꎬ科举制度允许士子“怀牒自举”ꎬ入口放开了ꎻ另一方面ꎬ宋代以后通过严格

的科场程式也基本上保证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ꎮ 如此一来ꎬ科举考试就具备了较强的公平

性ꎬ更能吸引人才的报考ꎮ 除了开放报考和公正判卷带来的吸引力之外ꎬ科举所指向的诱人前景

更是吸引大量士子应考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ꎬ可以说科举

就是曾经的“士子梦”ꎮ 在传统社会中ꎬ士为四民之首ꎬ功名利禄最受社会所看重ꎮ 于是ꎬ有抱负

的才俊往往都将举业作为实现社会上升的第一选择ꎮ 此外ꎬ科举不限应考次数的特点更使其能

对士子保持着持续的吸引力ꎬ可谓“赚得英雄尽白头”ꎮ 有学者称科举考试是一种“大规模高利

害考试”⑤ꎬ“大规模”是因为入口放得开ꎬ“高利害”是因为前景诱人ꎬ正是这两大要素使供给侧

极为庞大ꎮ
其次ꎬ从需求侧来看ꎬ科举考试的出路主要指向做官ꎬ而传统国家所能提供的官职数量比较

有限ꎬ科举出路非常狭窄ꎮ 在传统社会中ꎬ王朝的职官数目往往不会偏离定额太多ꎬ并不会大规

模地扩张ꎮ 比如明朝文官数目的法定编制是 ２０４００ 人ꎬ晚明涨至 ２４６８３ 人ꎮ⑥ 清康熙年间文官定

额是 １１９５１ 人ꎬ而道光末年ꎬ全国文官数目是 １１３１６ 人ꎮ⑦ 以上是职官总数ꎬ而在这个基数上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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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机构更新换代所产生的官缺数目是比较小的ꎬ因此相对于庞大的应考群体来说ꎬ官僚机构的纳

新需求殊为有限ꎮ 这种供求矛盾在科举考试开始大盛的唐代就已出现ꎬ唐代在高宗朝时已经出

现“大率十人竞一官ꎬ余多委积不可遣”①的局面ꎮ 另外ꎬ异途出身者(如宋代恩荫入仕者)也会

挤占大量官缺ꎬ使供求矛盾更为尖锐ꎮ 官僚机构的规模受到国家财政供养能力以及国家职能的

制约ꎬ传统王朝财政主要以农业税为主ꎬ在较为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ꎬ官僚群体数量的膨胀

最终会加重社会底层的负担ꎬ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ꎮ 相对于现代国家而言ꎬ传统国家的职能也

较为简单ꎮ 因此ꎬ统治者并不允许官僚机构无限膨胀ꎬ比如明代就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增员与裁

员的过程ꎮ② 在政府规模相对稳定的常态下ꎬ官僚机构的更新换代有着自己的速率ꎬ因此科考录

取人数也受到国家的“定额”安排的控制ꎮ 从总体上看ꎬ科举需求侧的规模受到严格限制ꎬ而不

能随着供给侧的增长而同步扩张ꎮ 供求之间的不平衡是通过考试竞争来调节的ꎬ报考门槛放开

而录用门槛提高使科举考试竞争极为激烈ꎬ大量士子被淘汰下来ꎮ
再者ꎬ从王朝生命周期过程来看ꎬ科举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还存在着逆向配比关系ꎬ也即

随着供给侧越来越膨胀ꎬ需求侧却越来越吃紧ꎮ 具体说来ꎬ一般在王朝初期ꎬ政权更替带来官僚

集团的大换血ꎬ而人才则因为战乱和社会经济的凋敝而减少ꎮ 这时皇帝往往求贤若渴ꎬ如明初朱

元璋就要求“各行省连试三年”ꎬ以期“贤才众多而官足任使”③ꎮ 但随着王朝进入承平时期ꎬ经
济复苏、文教发展和人口膨胀等因素都导致人才供给大量增加ꎮ 从宋代数据来看ꎬ考试大军的规

模随着承平日久而不断膨胀的现象非常突出ꎬ“参加各州检定考试的考生人数在十一世纪初期

约为二万至三万人ꎬ而在一个世纪后参加一零九九、一一零二、一一零五这几年考试的人数达七

万九千人ꎮ 到 １３ 世纪中叶ꎬ光是中国南部(即南宋帝国)的考生大概达四十万人以上”④ꎮ 但相

比于王朝初期ꎬ在承平时期官僚集团更新换代的速率则日益常规化ꎬ因此这时国家能够提供的官

缺数量反而大为减少ꎮ 清代的情况就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问题ꎬ从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末ꎬ人口

翻了一番多ꎬ但进士及进士以下功名的录取总数却显著下降ꎮ⑤ 因此ꎬ从整个王朝的生命周期来

看ꎬ科举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难以匹配ꎬ这极大地加剧了出路拥堵问题ꎮ

二、传统社会缓解科举出路压力的内生调节机制及文化人的潜在过剩

由于官缺数量远远小于人才供给ꎬ大量士子被淘汰下来ꎮ 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怎么办? 既

然官僚机构无法直接容纳这么多的竞取者ꎬ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自谋生路ꎮ 传统社会要想维持稳

定ꎬ就必须使大量落第者融入到既有秩序之中ꎬ而非游离于其外ꎮ 为了缓解科举出路拥堵带来的

压力ꎬ传统社会系统内部产生出一些调节机制ꎬ大量士子由此找到了生路ꎮ
竞争的残酷性使从事举业的人在一开始就要做好落第的思想准备ꎬ而科举不限应考次数的

特点又总能使心有不甘者燃起对下一次考试的希冀ꎮ 大量的落第者于是一边谋生ꎬ一边准备下

科考试ꎮ 所谓“耕读”即指读书应考与谋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ꎮ 那么ꎬ士子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来

谋生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ꎬ首先需要明确ꎬ科举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现代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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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显著的不同ꎮ 现代教育着力于培养适应复杂分工体系的专业人才ꎬ而科

举士子却属于“文化人”而非专业技术人才ꎮ 因为他们读的书是儒家经典ꎬ通过读书更多地是获

取文化教养而非专业谋生技能ꎬ这才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ꎮ 当然ꎬ上述说法也有些绝

对化ꎬ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ꎬ能够读书识字本身就是一项技能ꎬ因此文化人在社会中可以从事一

些较有文化含量的工作ꎮ 按照周作人的看法ꎬ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ꎬ除了科举入仕是正路以

外ꎬ还有几条叉路可以走ꎮ 其一是做塾师ꎻ其二是做医师ꎬ可以号称儒医ꎻ其三是学幕ꎬ即做幕友ꎬ
给地方官“佐治”ꎬ称作“师爷”ꎻ其四是学生意ꎬ但不外钱业、典当两种ꎮ① 虽然经商更有可能发

家ꎬ但对于读书人来说ꎬ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还是教书ꎮ 一方面ꎬ在传统社会后期ꎬ私塾遍布城乡ꎬ
做塾师的机会非常多ꎬ较容易实现就业ꎮ 另一方面ꎬ在尊师重教的传统社会ꎬ做塾师也能带来较

高的职业价值感ꎮ②

除了做塾师ꎬ对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士人来说ꎬ可资他们选择的就业方式则更为优渥ꎮ 生员

在明代以后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身份ꎬ他们成为士绅群体中的一员ꎬ享有一定的特权ꎬ可以参与到

国家治理体系中去ꎬ并由此获取一定的收入ꎮ 具体来说有两大途径:一是充当官员的幕僚(清代

俗称师爷)ꎻ二是经理地方社会的事务ꎮ 在明清时代ꎬ大量获取科举功名的士人入幕ꎬ辅助官员

处理各项政务ꎮ 据学者考证ꎬ明代的幕宾身份以生员为主ꎬ举人入幕者也不少ꎮ③ 在清代ꎬ幕府

制度更是大盛ꎬ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清中叶以后人口剧增而官员规模却没有相应增加ꎬ于是官员不

得不聘请幕僚来协助处理日益繁多的行政事务ꎬ大量具有功名而又为谋生所累的士人得以入幕

为宾ꎮ 除了充当幕僚ꎬ乡居士绅也可以通过经理家乡事务而获取收入ꎮ “当一个人成为生员(绅
士的下层成员)之后ꎬ他就会站出来或人们会请他出来处理他家乡的公共事务ꎬ只要他留在家

乡ꎬ这就是他的‘恒事’ꎮ”④借经理地方事务他们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ꎬ“绝大多数的绅士通过

经理地方事务或教授学生来谋生”⑤ꎮ 通过充当幕僚或经理地方社会事务ꎬ大量士绅可以在谋生

的同时实现重要的社会价值ꎮ
士子可以一边谋生ꎬ一边备考ꎬ这使出路拥堵所带来的压力得到缓解ꎬ但这种缓解方式存在

着重大的局限ꎮ 首先ꎬ大量士子的谋生途径高度依赖于科举体系本身ꎬ如果科举体系终结ꎬ就会

出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ꎮ 以教书为业实际上也是在完成科举后备人才的再生产ꎬ如果举

业断绝ꎬ那么社会也就不再大量需要这类塾师ꎮ 同样ꎬ相比于农、工、商业者ꎬ具有科举功名的士

绅群体(如果不兼营他业的话)并没有自己的实业基础ꎬ其特权和生路的维系也高度依赖科举体

系和传统治理架构的支撑ꎮ 一旦这一体系架构瓦解ꎬ那么他们也会陷入困境ꎮ 其次ꎬ科举士子都

属于文化人ꎬ其生业也多非实业ꎬ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看ꎬ他们属于不事生产者ꎮ 如果这一群体

的数量过于庞大ꎬ就会大大加重农业劳动者的负担ꎬ也会使士子群体在谋生压力下变得嗜利无

耻ꎮ 王韬写道:“天下之治乱ꎬ系于士与农之多寡ꎮ 农多则治ꎬ士多则乱ꎮ 非士能乱天下ꎬ托于士

者众ꎬ则附于仕者亦众ꎬ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ꎮ”⑥士绅享有一定的特权ꎬ这些人也总是更有能力

逃避税负ꎬ所以他们的负担就会转嫁到普通百姓的头上ꎬ给底层社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ꎮ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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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明代中后期就比较显著ꎬ绅衿阶层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激化了社会矛盾ꎮ①

总之ꎬ以科举为业者其谋生手段也多依赖于科举ꎬ传统社会缓解出路压力的方式并未使科举

士子实现大规模的结构性分流ꎬ而是仍然将大部分人都吸附在科举体系之下ꎮ 一方面ꎬ这种同质

性较强且不断自我再生产的体系抵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比较差ꎬ很容易因为体系的瓦解而出现

剧烈的震荡ꎮ 另一方面ꎬ在王朝中后期ꎬ数量巨大的科举士子使整个社会的文化人供给潜在过

剩ꎬ不事生产者过多会加重整个社会的负担ꎮ 在传统社会中ꎬ文化人潜在过剩的问题之所以没有

显性化ꎬ是因为科举体系仍然保持着对他们的整合力ꎬ但即便如此ꎬ在王朝末年仍然常常出现

“秀才造反”的现象ꎮ

三、“错位嫁接”的废科举制度设计及其意外后果

科举制度与传统社会及其治理架构较好地嵌合在一起②ꎬ成为帝制时代中后期不断完成政治、
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教育陀螺仪”③ꎮ 但在近代西方的挑战下ꎬ儒学知识与八股人才已不足敷用ꎮ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致力于维新的知识分子疾呼“人才救国”ꎮ 在传统社会中ꎬ教育和选才直接

与科举相关ꎬ因此科举改革首当其冲ꎮ 在维新变法时期ꎬ科举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废八股ꎮ 但到清

末新政时期ꎬ革废科举的焦点变为科举与学堂的关系问题ꎮ 袁世凯等力主废科举的大臣认为科举

的存在妨碍新式学堂的兴办ꎮ “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者ꎬ实莫甚于科举ꎮ 盖学校所以培才ꎬ科
举所以抡才ꎬ使科举与学校一贯ꎬ则学校将不劝自兴ꎻ使学校与科举分途ꎬ则学校终有名无实ꎮ”④最

终在 １９０５ 年ꎬ由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衔呈递的«立废科举以广学校»奏折获得清廷上谕的批准ꎬ学
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ꎬ传统的科举体系正式宣告终结ꎮ 此前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已经包含了奖励学

堂的章程ꎬ废科举后奖励学堂毕业生以功名和官职的做法全面推广开来ꎮ
废科举的直接原因在于改革者认为科举的存在影响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的积极性ꎬ而废科举

的方式则是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ꎬ这实际上是将原有的科举功名和选官体系直接嫁接到新

式教育体系之上了ꎬ从而使学堂教育与选官合二为一ꎮ 从改革者的意图来看ꎬ这种制度设计主要

是为了鼓励学堂兴办以造就大量新式人才ꎬ挽救危亡ꎮ 但事后看来ꎬ直接将科举铨选体系纳入新

式学堂教育体系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错位嫁接”ꎮ 正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学堂是造就人才

的地方ꎬ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ꎻ用学校代替考试ꎬ是盲目的改革ꎮ 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

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ꎮ”⑤

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的做法产生了重要的意外后果ꎬ虽然大量旧式士子转化为新式学堂

学生ꎬ但他们的出路问题并没有解决ꎬ相反却变得尖锐起来ꎮ 首先ꎬ传统科举考试体系具有严格的

筛汰作用ꎬ以使录用人数与官僚体系的更新换代大体维持平衡ꎬ但新式学堂却是大批量兴办的ꎬ其
毕业生数量也与日俱增ꎬ它没有科举体系那样严格的筛汰作用ꎬ从而使功名授予变得泛滥ꎬ仕途出

现惊人的拥挤ꎮ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ꎬ唐文治指出:“乃自今年以来ꎬ留学生之毕业回国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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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ꎬ经学部考试而得京外实官者ꎬ综计各案ꎬ已不下千余员ꎮ 毕业奖励行之未及十年ꎬ而得官之多ꎬ
已浮于甲辰(１９０４ 年)会试以前之数十倍ꎮ 长此不变ꎬ窃恐倍数与年俱增ꎬ而全国将有官满之患ꎬ似
亦无此政体ꎮ”①虽然清朝在灭亡之前叫停了这一做法ꎬ但这一趋势到民国仍然不减ꎬ“民初数年间ꎬ
在北京和各省出现了一批数以百万计‘日费精神以谋得官’的‘高等游民’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毕业

学生”②ꎮ 可见ꎬ“合科举于学堂”的做法导致获得功名和做官资格的人在短期内剧增ꎬ原本科考用

低录用率将拥堵限制在获取功名之前ꎬ现在拥堵则转化为毕业后的候官环节ꎬ并且这种转化效率非

常惊人ꎬ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官职供给能力ꎬ供求失衡问题在候官环节爆发开来ꎮ
其次ꎬ传统的科举体系对士子具有强有力的吸附整合作用ꎬ不限应考次数的科举考试使大量

士子始终保留着中第的希望ꎬ于是他们多能安于现状ꎮ 但将育士、取士合为一体的改革方式对社

会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ꎬ广大的读书人发现改革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松得多的入仕阶梯ꎬ因为

只要学堂毕业就可以获得相应功名ꎬ于是大量原本积蓄在乡村社会中的士子都被调动出来ꎬ纷纷

涌入学堂ꎮ 从 １９０４ 到 １９０９ 年ꎬ学堂总数由 ４２２２ 所增至 ５２３４８ 所ꎬ使大量士子童生在短短几年

内被吸收同化ꎮ③ 但相较于科举制度来说ꎬ学堂制度无法对学生群体发挥持续的吸附整合作用ꎬ
“学堂毕业是一次性的ꎬ它不像科举制度那样ꎬ可以无限期地对所有落第者‘许诺’ ‘下一次机

会’ꎬ正因为如此ꎬ清末的学堂制度不存在对功名追求者的挫折感的自我消解机制”④ꎮ 这使学生

的社会出路问题变得显性化和急迫化ꎮ
再者ꎬ由于办学仓促ꎬ资金、师资和规范都难以到位ꎬ新式学堂教育无法使人才由文化人迅速

转化为专业技术人才ꎬ而当时尚不发达的现代部门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学堂毕业生ꎮ 其一ꎬ朝廷既

以利禄之途诱导学堂兴办ꎬ学堂办学和学生自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奔着仕途去ꎮ 相对于实业学堂

来说ꎬ法政学堂畸形繁荣ꎮ 据统计ꎬ１９１２ 年ꎬ法政毕业生有 ５１１５ 人ꎬ占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 ８３２６
人的 ６１.５５％ꎮ⑤ 其二ꎬ仓促办学也难以保证教育质量ꎬ新式学堂并未能迅速造就大量可用之才ꎮ
学生仅仅“会些个光线力点的新名词ꎬ别的全不会”ꎬ因此工商界“全都无法位置”ꎮ⑥ 傅斯年更

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ꎬ效能更大ꎮ 学校越多ꎬ游民越多ꎻ毕业之后ꎬ眼高

手低ꎬ高不成ꎬ低不就ꎬ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ꎬ而怨天怨地ꎮ”⑦其三ꎬ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现代

部门并不发达ꎬ所以社会对新式人才的吸纳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ꎬ大量学堂毕业生找不到社会出

路ꎮ 比如ꎬ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 ２００ 余人ꎬ“在军界授职任事者十不二三ꎬ而大半投闲置散”ꎮ 此

外ꎬ警务、师范等类别的毕业生也难以得到合理安排ꎮ 可谓一开始就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危机ꎮ⑧

可见ꎬ“新式人才”的供给大大超出了当时中国现代部门的吸纳能力ꎬ于是供求失衡问题在社会

层面爆发出来ꎮ
最后ꎬ大量毕业生难以在城市现代部门中谋得生路ꎬ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愿甚或很难再回

到乡村ꎮ 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使社会上升途径多集中于城市ꎬ乡村社会对他们不再具

有耕读时代曾经具有的吸引力ꎻ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群体在接受新式教育后与乡民之间出现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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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的隔膜ꎬ很多人不再认同于乡村ꎮ① 难以在城市谋生ꎬ也难以回到乡村社会的大量知识分子沦

为“边缘知识分子”ꎬ他们无法成长为带动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坚ꎬ而是纷纷涌向政治

领域ꎮ 无法找到满意社会出路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别不安分的群体ꎮ “尖锐的地位矛盾(教育界域

高而职业界域低)强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ꎮ 如不彻底改造社会ꎬ就只能自生自灭ꎮ 这使学生

及新知识群的破坏性功能超常发挥ꎬ而建设性功能受到抑制ꎮ”②事后看来ꎬ“常在都市中游荡的知

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ꎬ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ꎮ 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

的发展ꎬ特别是双方的结合为后来中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③ꎮ

四、废科举产生重要意外后果的理论解释

废科举导致重要的意外后果ꎬ正如«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评价的:“取消科举制度的行动破

坏了 ２０００ 年来通过许多步骤才得以巩固的社会统一的根基ꎮ 这一行动逐渐产生的始料不及的

后果ꎬ比发动它的那些士大夫在 １９０５ 年公开预见的所有后果都重要得多ꎮ”④出路拥堵问题的显

性化和爆炸性释放无疑就是这项制度变革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后果ꎮ 有意图的社会行

动(包括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会导致出乎行动者意料的社会后果ꎬ这种现象对于社会科学研究

和社会政治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就前者来说ꎬ社会科学需要去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行

动者的目标与行动的后果之间往往并非线性的关系ꎬ而是会衍生出非常复杂甚至是失控的后果?
就后者来说ꎬ社会政治实践尤其是制度改革需要去应对这一问题: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以使制度改

革能够实现改革者的意图? 实践问题往往涉及相应情境和约束条件ꎬ涉及实践智慧的运用和具

体的技术操作ꎬ但理论研究还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启发ꎮ
那么ꎬ废科举这一个案对于我们理解制度改革的意外后果问题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启发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ꎬ先对“制度”的内涵稍作阐释ꎮ 在社会科学中ꎬ“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定义

颇为复杂ꎬ就本项研究来说ꎬ可以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相关规则的集合ꎮ 而相关规则与相应社会

实体在运作过程中则形成一种“体系”、“体制”或“系统”(ｓｙｓｔｅｍ)ꎮ 比如科举制度实际上包含一

系列的相关规则ꎬ包括报考规则(如怀牒自举)、监考规则(如搜身以防怀挟)、阅卷规则(如糊名

誊录)、录取规则(如各级考试的录取名额分配)、铨叙规则(如通过礼部掣签授官)、保障规则

(如对舞弊者的重罚)等ꎮ 制度改革则是对其中某些规则或整套规则的改变ꎬ以学堂取士取代科

举取士就是对相关规则作了根本性的变革ꎮ
一般来说ꎬ当制度改革并非用来确认“诱致性变迁”⑤的结果ꎬ而是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

强制推进以实现改革者的某种目标时ꎬ它就具有很强的人为设计性ꎬ会受到改革者主观因素的强

烈影响ꎮ⑥ 改革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涉及理性运作的两个层面:一是其试图达到的目标ꎬ这是目

的理性层面ꎬ它决定了制度设计的意图或方向ꎻ二是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认知ꎬ这是工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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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改革者”是一种拟制的主体ꎬ它可能是一个人ꎬ也可能是一群具有核心决策权力的人ꎬ但无论在哪种情况

下ꎬ制度设计都受到个体或群体认知因素(主观模型)的深刻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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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层面ꎬ它决定了制度设计的方式或方法ꎮ 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新的制度规则取代原有制

度规则以实现改革者的意图ꎮ 制度规则变了ꎬ相关的激励与约束结构也会变化ꎬ据此人们会去追

逐新的获利机会或规避不利后果ꎬ因此ꎬ改革者可以通过改变制度规则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以实现

其所意图的目标ꎮ
不过ꎬ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不一定会完全符合改革者的意愿ꎮ 制度运作过程是嵌入在

整个社会系统中的ꎬ它与各种结构因素网织在一起ꎬ因此相关个体的行为选择及其复杂的衍生后果

并非单一地受到局部制度规则调整的影响ꎬ而是受到各种既有结构因素的制约ꎮ 这些结构因素从

大面上说包括配套的制度结构、权力和利益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非正式约束、政治体与外部行

为体的关系等ꎮ 有些重要的制度甚至能形塑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形态ꎬ科举制度即属此类ꎬ以至有人

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士绅社会”“选举社会”ꎮ 就这类制度的改革来说ꎬ很多结构因素都会以复杂微

妙的方式影响到个体的微观选择和制度运作的现实逻辑ꎬ这中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和非线性反馈机

制往往会超出改革者的预料和控制ꎮ 不仅如此ꎬ科举制度变革适逢古今中西交汇碰撞之际ꎬ要深度

透视这一历史事件还需将其放到“古今”“中西”纵横两维所构建的坐标系中加以定位ꎮ 古今维度

反映的是科举改革背后涉及社会转型问题ꎬ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问题ꎻ中西维度反映

的是科举改革涉及跨文化学习问题ꎬ即改革者致力于学习移植西方的新式教育制度的问题ꎮ 在古

今中西交汇碰撞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深刻地影响了科举改革ꎬ由此也为我们理解制度改革的

意外后果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启发:在跨文化学习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制度改革可能会因

为认知上的偏差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而引发重大的意外后果ꎮ
具体说来ꎬ废科举是一项由权力中枢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改革ꎬ这种通过顶层设计推进的

“强制性变迁”受到改革设计者自身认知因素的强烈影响ꎮ 而跨文化学习过程更是大大增加了

问题的复杂性和认知难度ꎬ因为这时不仅仅涉及对自身(学习主体)的认知ꎬ还涉及对他者(学习

对象)的认知ꎬ并面临着如何将他者的经验恰当地运用于自身这一问题ꎮ 在当时改革者的话语

中ꎬ学堂育才、取才既是古学校之制ꎬ又是西方富强的根本ꎬ因此ꎬ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就既

是托古改制ꎬ又能收到“富强之效”ꎮ① 但实际上ꎬ这种看法并不准确ꎮ 传统的“学校”(官学)与
西方的“学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ꎮ 一方面ꎬ传统官学是为国家育才ꎬ为官僚机构提供后备

人选ꎬ到明清时期官学甚至已经完全依附于科举②ꎬ其办学规模非常有限ꎻ而西方的学校是为社

会育才ꎬ是大众教育ꎮ 另一方面ꎬ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和选官体系不同ꎬ在西方社会中学校

教育与文官考试、官员选举是分开的ꎬ学生毕业后主要是进入市场分工体系择业ꎮ 在存在显著结

构性差异的前提下ꎬ清末改革者直接以学堂取士取代科举取士ꎬ这显然是一种“错位嫁接”的做

法ꎬ并且在本质上也没有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ꎮ 如前所述ꎬ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功

名授予的泛滥和仕途惊人的拥挤ꎮ 因此ꎬ改革者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是导致

科举改革产生意外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在认知因素之外ꎬ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要更为深刻ꎮ 科举改革决不仅仅局限于

时人所关注的教育转型ꎬ而且涉及深刻的社会转型ꎬ即从一元化色彩比较显著的中国传统社会转向

４４１

①

②

如梁启超曾详细、明确地阐述了革废科举的上中下三策ꎮ 其中上策就是“远法三代ꎬ近采泰西ꎬ合科举于学校”ꎮ (参见

梁启超:«变法通议»ꎬ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６０ 页ꎮ)清廷废科举的上谕也认为:“三代以前ꎬ选士皆由学校ꎬ而得人极盛ꎬ
实我中国兴贤育才之隆轨ꎬ即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ꎬ亦无不本于学校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ꎬ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ꎮ”
(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６５ 页ꎮ)

田建荣:«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迁»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０－３３ 页ꎮ



苗永泉:从供求关系角度看科举的出路拥堵问题及近代废科举的意外后果

现代多元社会ꎮ 在科举体系下ꎬ社会上升渠道、人才结构都具有显著的一元化特征ꎬ社会的结构功

能分化不明显ꎮ 一是功名利禄这种传统社会中最优质的资源及相应的社会上升渠道垄断于国家手

中ꎬ导致大量精英人才被吸引到科举一途ꎮ 二是科考内容和取士标准也掌握在国家手中ꎬ考试内容

和取士标准的单一性导致依附于科举体系的精英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ꎮ 三是在传

统中国政教紧密相连ꎬ科举则上系国家政教ꎬ下系士绅社会ꎬ集政治、社会、文化等功能于一体ꎮ 而

与传统文明碰撞的西方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多元社会ꎮ 一是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ꎬ优质社会

资源不再被单一的中心所掌控ꎬ社会上升渠道非常多元化ꎮ 二是伴随着专业化分工、科技进步和大

工业生产ꎬ人才的知识结构趋于多元ꎮ 三是西方现代社会在结构功能上显著分化ꎬ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子系统都分化开来并各自有比较自主的运作逻辑ꎮ 因此ꎬ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ꎬ精英人

才的分化和分流是科举改革需要应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ꎮ 但当时中国尚不发达的现代部门根本无

法消化与日俱增的“新式人才”ꎬ大量新式学堂毕业生难以融入既有社会结构之中ꎬ反而从中游离出

来ꎬ最终只能通过先破而后立的方式再从边缘回到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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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互联网＋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
及应对逻辑转向

∗①

祁小平
(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陕西 西安ꎬ７１０１１９ )

　 　 摘要:　 新时代“互联网＋社会思潮”的传播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ꎬ使网络平台“鱼龙混杂”ꎬ多元思潮奔涌激

荡ꎮ 应对多元社会思潮的逻辑路径亟待创新:应积极转变应对多元社会思潮的逻辑路径ꎬ从传统逻辑向现代逻

辑转向ꎬ运用创新思维向互联网逻辑转向ꎮ 占领信息传播新阵地ꎬ把握话语主动权ꎬ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内嵌主

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ꎬ将其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ꎬ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广泛传播和认同ꎬ并引领社会思潮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互联网＋社会思潮ꎻ传播新特点ꎻ现代逻辑ꎻ互联网逻辑ꎻ核心价值观内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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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Ｉ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是信息处理技术ꎬ息是指含有一定含义的数据或可以直接理解的内容ꎬ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

念ꎮ 由数据的有序排列组合而成传达给读者某个概念方法等ꎬ确切地说ꎬ是利用传感、通信、计算机三大技术对各种信息进行搜

集、存储、检索、分析、应用、评估ꎬ使之信息化ꎮ
③ＤＴ(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是数据处理技术ꎬ主要是将离散的数据整合成有规律、有价值的数据ꎮ
④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ꎮ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新时代的科学判断ꎬ“互联网＋”即是新

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ꎮ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ꎬ人类正在从 ＩＴ②时代步入 ＤＴ③时代ꎮ
互联网已经成为主要舆论发源地和集散地ꎬ成为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碰撞交锋的主阵地ꎮ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大国网络安全博弈ꎬ不单是技术博弈ꎬ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ꎮ”④社

会思潮借“互联网＋”的传播超越了传统媒介的局限ꎬ使得网络信息传播和安全呈现出整体的、动
态的、开放的、相对的、共同的特点ꎬ因而ꎬ应对多元社会思潮的难度逐渐加大ꎮ 如何更好地应对

各种社会思潮ꎬ尤其是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ꎬ已成为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ꎮ 学界对互联网与国

家意识形态安全、社会思潮的危害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ꎬ成果颇丰ꎮ 但不足的是ꎬ对如何

引领正确的先进文化和舆论导向的研究较少ꎬ对于互联网与社会思潮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待深

入ꎬ尤其是关于应对逻辑路径转变的研究比较鲜见ꎻ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探讨互联网思维本质

的研究ꎬ也不够充分ꎬ尚有探索空间ꎮ 故本文主要通过系统分析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ꎬ互联

网与社会思潮关系的新特点ꎬ探究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出现的内在机制ꎬ阐释互联网对社会思潮

的形成、聚合、走向产生的影响ꎬ进而依据互联网平台社会思潮传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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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新时代转变应对“互联网＋社会思潮”逻辑理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ꎬ从逻辑学角度探讨应

对网络多元社会思潮逻辑转向的路径ꎮ

一、新时代“互联网＋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

目前ꎬ互联网的普及率日益提高ꎬ自媒体广泛使用ꎬ在新时代条件下ꎬ“互联网＋社会思潮”的
传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社会思潮传播的主体、传播的速度、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工具

等ꎬ都日益发生新的变化ꎬ呈现出新的趋势ꎮ
(一)传播主体大众化和普遍化ꎬ扩展了社会思潮的社会性和群体性

传播的主体及使用的工具普遍化ꎮ 由于互联网的大力发展和普及ꎬ多媒体、自媒体的广泛应

用ꎬ各种信息传播的工具已经从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ꎬ变为电脑、网络和手机等更为方便

和快捷的工具ꎮ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京发布第 ４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７.５１ 亿ꎬ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ꎬ互联

网普及率为 ５４.３％ꎻ超全球平均水平 ４.６ 个百分点ꎮ 半年共计新增网民 １９９２ 万人ꎬ半年增长率为

２.７％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７.２４ 亿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底增加 ２８３０ 万人ꎮ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

例由 ２０１６ 年底的 ９５.１％提升至 ９６.３％网民年龄结构依然偏向年轻ꎬ以 １０－３９ 岁群体为主ꎬ
占整体的 ７２.１％:其中 ２０－２９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ꎬ达 ２９.７％ꎬ１０－１９ 岁、３０－３９ 岁群体占比

分别为 １９.４％、２３.０％ꎮ 与 ２０１６ 年底相比ꎬ４０ 岁及以上中高龄群体占比增长 １.７ 个百分点”①ꎮ
从网民规模呈现的数量和网络普及率上涨的比率ꎬ不难看出:一是互联网使用的人群增多ꎮ 网民

规模超过全球、亚洲平均水平ꎬ趋于普遍化态势ꎻ二是手机网民规模高速增长ꎮ 根据中国的人口

基数ꎬ网民的上涨空间还很大ꎬ普及率也将会进一步增大ꎻ三是网民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ꎮ ３０ 岁

以下的网民比例占 ５０％以上ꎬ青年一代成为信息传播和接受的主要群体ꎮ 手机使用率的提高ꎬ
知识和信息传播主体使用的工具普遍化、大众化、简易化、便易化ꎻ网民规模的增大ꎬ手机用户的

增多ꎬ使社会思潮的传播逐渐向规模化、社会性和群体性趋势发展ꎮ
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趋于大众化、年轻化ꎮ 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ꎬ每一个网络用户都

担任各种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ꎬ每个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观点和看法都可以通过

各种渠道向外界输送ꎮ 传播主体的年龄、职业、学历、社会经验和价值倾向日趋多元化ꎬ打破了传

统媒体信息发布者职业化的一元格局ꎬ社会思潮的传播呈现出群体性特点ꎮ 例如:在传统媒介时

代ꎬ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主体主要是少数文化人士和专家学者ꎬ他们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ꎬ对社

会敏感问题进行学术研究ꎬ形成一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观点ꎬ通过相关专著、论文、课堂教学和报

刊杂志传播到社会ꎮ
而如今ꎬ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随时发布信息ꎬ传播个人思想ꎮ 这使得传播主体多元化ꎬ

出现了一批网络“大 Ｖ”ꎮ 他们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系统地表达个人思想ꎬ传播各种信息ꎬ其
粉丝少则几万ꎬ多则几十万、百万ꎬ也有的达到千万人次以上ꎮ 微信也是新的思想传播和接受的

聚集地ꎬ不少微信群体已不限于熟人范围ꎬ而是更广大的社会群体ꎮ 在这些新媒体中ꎬ带有某种

社会思潮元素的个人思想遇到共鸣者ꎬ就会乘次方地传播ꎬ容易积沙成塔ꎬ形成社会化、群体化ꎬ
进而集合形成社会思潮ꎮ

(二)传播速度迅疾化和实时化ꎬ加快了社会思潮的变动性和走向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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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疾化和实时化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特点ꎬ更是新时代的特征ꎮ 在这一特点影响下ꎬ
“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广泛使用和共同作用ꎬ使得社会思潮的传播也呈现出迅疾化和实时化的

新特点ꎮ
科学技术的进步ꎬ经济水平的提高ꎬ移动通讯网络设施的不断完善ꎬ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多ꎬ

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提高ꎬ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强ꎬ用户的各类生活需求加大ꎬ使得利用手机上网的

人群日益增多ꎮ 各种社会思潮也乘着新时代“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的疾风ꎬ呈无核裂变的方

式广泛传播和扩散ꎮ 传播时间的大大缩短ꎬ传播速率的大大提高ꎬ使得各种思想与知识呈海量、
几何级方式在传播ꎬ信息变动速度空前加快ꎬ社会思潮的变动性日益增强ꎮ

信息扩散的内容实时化ꎮ 各个信息传播主体在同一时刻将自己的所见所感以文字或视频的

形式发布ꎬ而接受主体也在同一时空接受和传播ꎮ 传播的空间在迅速延伸和扩大ꎬ而传播的时间

则大大缩短ꎮ 这种实时刷新的传播平台和传播内容的新特点ꎬ超越了传统媒体传播的时间滞后

性ꎬ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的当事人ꎬ各种信息纷至沓来ꎬ使人目不暇接ꎬ人们仿佛处于事件发生

的环境之中ꎮ
信息传播速度迅疾化和实时化是科技发展引起社会进步的表现ꎬ但其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

不可忽视的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ꎬ它加快了社会思潮的变动频率ꎮ 在传统媒体时

代ꎬ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长时间的积累ꎮ 而在新媒体时代ꎬ一种新的社会

思潮的产生、形成、高潮和衰落ꎬ仅仅在数年之间ꎮ 其来也如疾风ꎬ其去也如急雨ꎮ 另一方面ꎬ由
于传播的迅疾化和实时化ꎬ在短暂的时间内ꎬ人们需过滤的信息量增多ꎬ需辨别信息真假的难度

加大ꎮ 这削减了人们思考的时间ꎬ弱化了人们理性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ꎬ使人对自然界和事物

的感知感性化、平面化ꎬ增强了社会思潮走向的片面性ꎬ容易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误解ꎬ以点概面ꎬ
以偏概全ꎬ外因总揽全局ꎬ从而影响对事物和事件整体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判断ꎬ容易犯唯心

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ꎬ造成社会危害ꎮ 例如极端网络民族主义ꎬ是历史与现实交织而

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ꎮ 在全球化浪潮中ꎬ民族主义通过网络渠道ꎬ维护本民族利益ꎬ抵制全球化

对民族传统文化、习惯的消解和侵蚀ꎬ对表达本民族特征和文化观念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ꎮ 但它

容易走向极端ꎬ其危害是盲目排外、仇外ꎬ破坏和平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ꎬ其目光短浅、思维偏狭、
夜郎自大等行径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创新ꎬ而“内政愤懑”的思想和行为则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

定ꎮ
(三)传播内容多元化和碎片化ꎬ容易聚合多种社会心理ꎬ进一步“思而成潮”
“互联网＋自媒体”使信息传播快捷、迅疾、便利和零碎ꎬ打破了原有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ꎬ

使信息传播内容在呈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式、传播方式方面等都呈现出碎片化和多元化的趋

势ꎮ “互联网＋社会思潮”的传播也是“异曲同工”ꎮ
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ꎬ信息传播迅疾的同时ꎬ传播的内容也烙上了价值观念多元化的

印记ꎮ 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者ꎬ为了更多的人便于读懂、理解和接受其观点ꎬ往往梳妆打扮、粉墨

登场ꎬ使接受者猝不及防ꎮ 它们大多都结合社会现实ꎬ或揭批社会弊端ꎻ或关心民生、体恤民情ꎻ
或在维护民族利益外衣的掩遮下展开传播ꎻ或夸大局部和表象ꎬ过多地强调社会的阴暗面ꎬ在政

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等造成渗透和影响ꎮ 一些非主流的消极思想ꎬ甚至堕落的生活观

念ꎬ也被传播者利用人们“猎奇”的心理ꎬ通过多样化传播ꎬ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ꎬ产生了恶劣的

影响ꎮ 比如历史虚无主义ꎬ通过影视、微视频等多种手段ꎬ夸大执政党在探索时期的错误ꎬ丑化领

袖人物ꎬ抹黑、搞怪革命历史及英雄人物ꎮ 如说什么邱少云事迹违背生理学原理ꎬ黄继光、董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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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令人难以相信等ꎮ 在客观上ꎬ这种错误和荒诞的信息在大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下ꎬ往往会由小

变大地传播ꎬ容易扰乱大众思想ꎬ动摇理想信念ꎬ涣散社会凝聚力ꎬ聚合多种负面的社会心理ꎮ
同时ꎬ传播信息内容碎片化ꎮ 在现代化之路上ꎬ碎片化是现代性的特征或属性之一ꎮ 在信息

时代ꎬ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并渗透到生活中ꎮ 碎片化的信息解构了信息的连

贯性、原真性和逻辑性ꎬ割裂了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ꎬ仅仅摘取信息中的部分ꎬ掺杂了发布者的

目的、意图和预期ꎬ使人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ꎮ 譬如ꎬ一些商家利用这一平台大肆宣扬消费

主义ꎬ推销各种商品ꎮ 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推销商品的全貌展现给消费者ꎬ仅仅将有利于产

品消费的信息片面地传递出来ꎬ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ꎮ 在消费主义思潮感性形式的外表下ꎬ潜
藏着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ꎬ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代言人和理论体系ꎬ但是通过大众传媒ꎬ却可

以激发消费欲望ꎮ “消费主义不仅掩盖了自己的阶级性ꎬ而且将自身美化成谋求全人类幸福的

普世价值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必须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将资本主义作为样

板和榜样推销给广大发展中国家ꎮ”①消费主义造成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ꎬ奢侈消费、竞争消费和

符号消费等给社会、道德和环境等带来了一系列问题ꎬ使得生态环境难以负荷ꎬ造成生态危机、环
境污染ꎬ严重地危及了代内、代际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ꎮ

文化工业化将人类同一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知识碎片化ꎬ使人类的理性成为实现某种目的

的具体工具ꎮ 交换价值的支配、利润的驱动ꎬ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ꎮ 文化也成为

一种工业化的商品和产品ꎬ极力迎合快节奏的时代休闲和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ꎬ一切进入微型

时代ꎮ 但信息无论怎样传播ꎬ以何种方式传播ꎬ其传播的目的只有一个ꎬ就是与他人建立共同的

意识ꎮ 因此ꎬ碎片、多元的社会思想文化的传播ꎬ容易聚合多种社会心理ꎬ进一步“思而成潮”ꎮ
(四)传播信息软件和传播模式多样化ꎬ给治理复杂社会思潮的生成和传播创造了难控的客

观局面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ꎬ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ꎬ这会对他们的求知

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ꎬ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

产生重要影响ꎮ”②在互联网时代ꎬ各种新型软件设备借力互联网ꎬ使得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包罗万

象ꎬ异彩纷呈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现了“百花齐放ꎬ百家争鸣”ꎮ 如 ＡＰＰ、微信、微博等ꎬ涵盖

的内容大至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环境气候异常、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发展情况ꎬ小至每个公民的日

常生活、思想状态等ꎮ 这些信息以视频、图片、文字等不同方式ꎬ“群模式”、“圈模式”、“核裂变

式”等模式向全社会辐射ꎮ 互联网用户只需一部智能手机ꎬ便可以将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各类事

件ꎬ通过快手、直播、头条等及时散发ꎬ还可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让天下人浏

览、品评ꎬ从而突破了传统媒体官方垄断话语权的局面ꎬ实现了传播信息软件和传播模式的普遍

化和多样化ꎮ 利用网络平台的不可控性和多样化的特点ꎬ一些网络领袖可以实现自己目的性观

点的传播ꎬ经过“互联网＋”的辐射ꎬ易于形成多种复杂的思想理论ꎬ进而对社会思潮的形成提供

便利ꎮ 与此同时ꎬ也给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治理造成了极大的难度ꎬ以往媒体的管理方式和应对

路径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ꎮ

二、新时代应对“互联网＋社会思潮”逻辑转变的必要性

互联网的出现ꎬ让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ꎬ在强大的新兴媒体传播场域和互联网传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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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双重作用下ꎬ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ꎬ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

的新平台”①ꎬ而主流话语权主阵地则受到极大的冲击ꎬ话语权力被强大的新型舆论场削弱ꎮ 各

种思想学说争奇斗艳ꎬ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ꎬ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传播受到淤阻ꎮ 因此ꎬ转变应对社会思潮的逻辑理路十分必要ꎮ
(一)转变应对社会思潮的逻辑是占领话语权主阵地的必然要求

互联网的出现ꎬ不仅从技术层面上突破了单一控制或技术封锁的局面ꎬ而且在信息共享、服
务方面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ꎮ 从技术层面上讲ꎬ不论是谁发明了它ꎬ它都是属于全人类的ꎮ 但

是ꎬ从社会层面上讲ꎬ它应该引领积极健康的社会思潮ꎮ 而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是占领话语权主

阵地ꎬ牢牢地掌握话语权ꎮ 一个没有话语权的民族将会任人摆布ꎮ 没有话语权ꎬ就没有表达意

愿、传达实情、传播主流思想的能力和机会ꎮ 当今ꎬ主流媒体一家占据话语的时代已渐行渐远ꎮ
新媒体在互联网的助推下ꎬ不仅带来了强大的信息冲击ꎬ同时也冲击了话语权的主阵地ꎮ 所以ꎬ
积极主动占领话语权主阵地ꎬ牢牢掌握话语权ꎬ用主导的话语权消除杂音ꎬ是引领社会思潮朝有

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健康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ꎮ
１.积极主动占领话语权主阵地ꎮ 互联网的出现ꎬ不仅把世界之间的联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紧密程度ꎬ而且也使社会格局和利益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一部手机、一台简单的移动通

讯设备ꎬ只要有互联网的存在ꎬ就可以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ꎬ传播ꎬ通讯ꎬ交流ꎬ社交ꎬ网上贸易ꎬ
服务对象化等ꎮ 因此ꎬ大大降低了利用传统媒介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ꎮ 这表明ꎬ新型媒

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多功能工具ꎬ传统媒体的功能和作用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削弱ꎮ
实体书店、报刊杂志的市场份额在不断地萎缩甚至破产ꎬ话语权主阵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ꎬ社会变得空前开放ꎮ 在开放的社会里ꎬ拥有公众媒体或自媒体的个人ꎬ不仅有权利发表自己

的观点和主张、接受各种见解和思想、随时搜索自己感兴趣的话题ꎬ还可以通过点赞、转发、分享

等方式传播出去ꎮ 这种开放社会下的开放平台ꎬ容易使各种社会思潮随“互联网＋”暗流涌动ꎬ冲
击主流话语权的领导地位ꎬ占领网络舆论场ꎬ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ꎮ 因此ꎬ占领话语权主阵

地ꎬ是引领社会思潮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基本要求ꎬ也是应对社会思潮逻辑转向的必然要求ꎮ
２.牢牢掌握话语权ꎮ 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ꎬ人人都有话语的权利ꎬ但并不

一定具有话语的权力ꎮ 而在互联网平台上ꎬ民众话语的权利得到释放ꎬ个人情感、思想、价值观念

得到抒发或传扬ꎮ 网络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ꎬ人人皆媒体的互联网平台成为“意见广

场”ꎬ各种思想都可以登台亮相ꎬ在意见领袖、网络“大 Ｖ”的操作下ꎬ容易形成价值共识圈ꎮ 各种

“微视频”、“微电影”等“微产品”ꎬ不断占领思想文化传播的场域ꎮ “媒介一方面用‘共识’来引

导自己ꎬ同时又以一种建构的方式试着塑造共识ꎮ”②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容易传播ꎬ并形成

共识ꎮ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对历史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思想ꎬ而
不是武器ꎮ”③新媒体在互联网的助力下ꎬ执政党话语权传播的核心地位被削弱ꎬ传统媒介“一言

堂”的局面已经风光不再ꎬ主流价值观念传播的阵地虽然还在ꎬ但传播对象却转移了发言场所ꎬ
转战互联网ꎬ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成为信息辐射源ꎮ 传统舆论场与新媒体舆论场观点不一、相互

对立和割裂ꎬ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ꎮ “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ꎬ构成主要威胁的ꎬ并非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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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军队的侵略ꎬ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ꎮ”①各种社会思潮随互联网一同泥沙俱下ꎬ冲击主流

意识形态的话语权ꎮ 因此ꎬ在“微时代”牢牢掌握话语权力尤为重要ꎮ
３.充分利用主导的话语权消除杂音ꎮ 它不是利用强权压制和征服ꎬ也不是一言堂、满堂灌ꎬ

而是利用话语的权力ꎬ及时地与民众沟通ꎬ了解人民所需ꎬ解决人民最急迫、最需要的现实问题ꎬ
提升政府的公信力ꎻ对现有的政策通过新媒体、互联网的渠道传达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ꎻ在一些

特殊的事件面前ꎬ相关部门要及时公布真相ꎬ避免新媒体传播失真ꎬ造谣夸大ꎻ要将社会主义主导

的思想和价值观念ꎬ通过各种人们乐于和善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ꎻ针砭各种社会思潮的利弊ꎬ
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与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ꎮ 社会思潮的多元化ꎬ是时代前进、科技发展而引

起的人们思想观念多重性的表现ꎬ它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ꎮ 企图净化社会思潮ꎬ使之纯而

又纯ꎬ既不现实ꎬ也不可能ꎮ 但积极占领话语权主阵地ꎬ用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朝社会主义

健康方向发展ꎬ阻遏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错误社会思潮ꎬ是十分必要的选择ꎮ
(二)转变应对社会思潮的逻辑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保障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②ꎬ科技的进

步ꎬ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ꎬ表明人类“发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③ꎮ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ꎬ在扩大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ꎬ也扩展了人类

生存的时空ꎮ 人类在现实的空间之外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生存空间ꎮ 这一虚拟空间与生俱来的虚

拟性、复杂性、交互性和隐蔽性ꎬ迫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逻辑思维和价值观念ꎮ 在新时代“互联

网＋”条件下ꎬ意识形态的渗透也从传统媒体主阵地转移到方便快捷的网络新平台ꎮ 当前ꎬ意识

形态安全形势严峻ꎮ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ꎮ 意识形态安全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ꎮ 对此ꎬ有学者论述道:“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年代ꎬ意识形态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持续性胜利的法宝ꎮ”④那么在

互联网平台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具有哪些特点呢?
１.意识形态渗透更加隐蔽ꎬ内容更加丰富ꎬ增加了应对网络错误社会思潮的难度ꎮ “意识形

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ꎬ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ꎬ也叫观念形态”ꎬ“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

狭义用法指政治观念ꎬ广义用法指文化观念”⑤ꎮ 不论是哪一层次的观念ꎬ都可以通过互联

网的平台ꎬ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向外传播ꎮ 这种传播以交互式的、“核裂变”式向互联网用

户散开ꎬ而各种社会思潮隐蔽其中ꎬ以不同的寓意呈现给读者ꎬ从而增加了应对的难度ꎮ 在这一

虚拟的环境中ꎬ各种社会思潮通常改头换面ꎬ以关心民生、批判现实、维护正义、提倡公平等为外

衣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ꎬ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最具威胁的变量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ꎬ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ꎮ”⑥这对于应对“互联网＋社会思潮”带
来新的境遇和挑战ꎮ

２.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向更年轻一代蔓延ꎮ 作为一种时尚的传播形式ꎬ互联网、新媒体的用

户更加倾向于较为年轻的群体ꎮ 因为青年一代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ꎬ能更加熟练地使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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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种新型媒介工具ꎮ 根据青年发展规律和特征ꎬ较为年轻的群体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ꎬ接受

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ꎬ富有激情ꎬ喜欢分享ꎮ 但较年长者而言ꎬ他们判断是非、辨别真伪、理性思

考的能力较低ꎬ容易受社会思潮的影响ꎮ “青年兴则国家兴ꎬ青年强则国家强ꎮ”①互联网环境复

杂纷繁、光怪陆离、思想多元、实时刷新ꎮ 通过这一新型载体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民

主主义、普世价值、极端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等ꎬ不断充斥青年一代的头脑ꎬ弱化或消解了他们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ꎮ 如历史虚无主义背后深藏着塔西佗陷阱ꎬ即“就是用于描述执政党和

政府失去公信力之后的状态”②ꎮ 政府公信力是执政能力、治理能力和凝聚力的体现ꎮ 公信力的

丧失ꎬ就会导致民众对政府所作所为持怀疑、反对态度ꎬ错误社会思潮得以趁虚而入ꎬ引起人们思

想混乱ꎬ导致社会无序ꎮ 事实上ꎬ即便中国传统社会也极为重视政府公信力ꎬ“甚至利用政府公

信力与号召力ꎬ广泛发动民间力量”③ꎮ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历史的“反思”、“重评”和“新解”
等ꎬ否定中国近代革命历史ꎬ抹黑革命英雄人物和党的领袖ꎮ 通过运用新媒体各种手段ꎬ它将历

史事件移挪到不同的时空条件下ꎬ诱导网民自我联想和推断ꎮ 青年一代生活的环境ꎬ与革命时期

不可同日而语ꎬ难以切身感受和理解革命、建设时期经历的苦难和英雄人物的思想和经历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他们心中扎根也不深ꎬ自身辨别是非、判断真伪的能力有限ꎬ容易受到影响ꎮ
因此ꎬ必须予以特别关注ꎮ

３.应对意识形态渗透需要更高的科学技术ꎮ 互联网就是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诞生的ꎬ互联

网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使用ꎬ也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ꎮ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
门’ꎬ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④ꎬ占领互联网平台话语权阵地ꎬ离不开科学技术水

平的提高ꎮ 谁占领技术的制高点ꎬ就意味着谁占领了话语权的制高点ꎮ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会

迎刃而解ꎮ
因此ꎬ在信息革命的时代ꎬ在“互联网＋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ꎬ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是国

家建设和发展最根本的安全ꎬ也是执政党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ꎬ是转变应对社会思潮

逻辑必要性的重要体现ꎮ
(三)转变应对社会思潮的逻辑是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和广泛认同的客观

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⑤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精神指引ꎮ 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４ 日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ꎬ最持久、最深层的

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ꎮ 核心价值观ꎬ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ꎬ体
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ꎮ”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ꎬ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ꎬ就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ꎬ涵盖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

的要求和内容ꎬ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和价值诉求ꎬ具有倡导和引领效应ꎬ是凝

聚全社会力量最本质、最核心的理念ꎮ “社会的主流或中心价值需要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同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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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ꎬ如果分歧过大ꎬ就会走向极端ꎬ甚至分裂ꎬ从而破坏社会政治的稳定ꎮ”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有效传播和广泛认同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ꎬ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②ꎬ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灵魂、精神灵魂和道德灵魂的需要ꎬ也是保证社会安全稳定的基

石ꎮ
媒体是传播各种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渠道、主阵地ꎮ 在

信息化时代ꎬ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也要顺应时代潮流ꎬ依赖先进互联网技术ꎮ 利用“互联网＋”带
来的技术便利ꎬ通过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自媒体设备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喜闻乐见的

方式内嵌其中ꎬ使其深入民心ꎬ形成广泛认同ꎬ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

和精神动力ꎮ 但“互联网＋社会思潮”表现出的一些新特点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和广泛认同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社会思潮中的负面因素会对社会成员的社会共识与集体逻

辑形成消解作用”③ꎬ这种消解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ꎬ应对相当困难ꎮ
在“互联网＋”平台ꎬ主流媒体失去了“中心化”的引导地位ꎬ各种思想有了平等传播的机会ꎮ

在全世界范围内ꎬ只要有互联网覆盖的地方ꎬ“互联网＋手机”就可以实现各种思想的传播ꎬ实现

多元化思想的交流、交锋和交融ꎮ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ꎬ呈现多

元、多变、多样态势”④ꎬ各种思想相互激荡ꎬ而且利用各种软件ꎬ形成信息共享、辐射ꎮ 信息传播

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用户相互认同的思想容易成潮ꎮ 一些具有政治目的或不良意图的社

会思潮也会趁虚而入ꎬ争相涌动ꎮ 各类社会思潮差异性巨大ꎬ在碎片化与海量的信息中ꎬ先进与

落后、正确与谬误、理性与偏激、个别与一般相互交织ꎬ鱼龙混杂ꎬ使人眼花缭乱ꎬ很难利用碎片化

阅读时间仔细分析、理性思考ꎮ
由此说来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广泛认同ꎬ需要在方法路径和传播内容等

多层面进行创新ꎬ发扬“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创新精神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嵌到互联网平台ꎬ引导大众辩证地看待各种社会思潮ꎮ 弱化其消极因素ꎬ传播正能量ꎬ正是应对

“互联网＋社会思潮”逻辑转变的客观需要ꎮ

三、新时代应对“互联网＋社会思潮”逻辑转向的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ꎬ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ꎬ它就仍然是这

种产物ꎮ”⑤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变化ꎬ必然引起社会意识的改变ꎮ 社会意

识的改变ꎬ又必将引起逻辑思维的变化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
的发展方向ꎬ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ꎬ核心技术的突破ꎬ首先要转变逻辑理

念ꎬ“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⑥ꎬ应对网络社会思潮的逻辑理路因而也要

“因时而变、顺势而为”ꎮ “传统逻辑”的思维方式在应对当代各种日新月异的社会思潮方面存在

明显的滞后和缺陷ꎬ这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出ꎮ 目前ꎬ应对社会思潮的“逻辑”在形而上的层面

朝着现代逻辑、互联网逻辑、创新思维的方向发展ꎮ 运用新的逻辑思维可以有效把握社会思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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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规律ꎬ通过开发大数据技术ꎬ建立“网络空间平衡战略”ꎬ内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掌握群众ꎬ凝聚共识ꎬ引领健康的社会思潮ꎬ成为主要方向ꎮ
(一)从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转向

所谓传统逻辑“主要包括演绎推理逻辑和归纳推理逻辑”①ꎬ它在以往传播信息的有效性和

可控性方面具有的优势和作用ꎬ却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被大大削弱:因为运用传统逻辑归纳和演绎

的方法ꎬ难以应对传播来源多头、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多样造成的互联网平台信息碎片化、海量

的、以数字和符号为主传播的信息ꎮ 互联网平台交互、网状式展开信息传播ꎬ没有固定的传播源

和接收源ꎬ很难再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应对处理超量、多样化的信息ꎮ
所谓现代逻辑“主要指数理逻辑(也叫符号逻辑、数学逻辑ꎬ是用数学方法研究推理、论证等

问题的科学)”②ꎮ 现代逻辑是逻辑科学发展的方向ꎬ它是基于传统逻辑创新发展而来的ꎬ是吸收

了传统逻辑中的精华ꎬ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物质存在前提条件的ꎬ凝练和提取了更加适应现代发

展的逻辑理路ꎮ
两相比较ꎬ现代逻辑强调的符号逻辑、数学逻辑、数学推理和论证逻辑ꎬ更加适应现代计算机

技术———以符号、数学等概念集合形成的数据处理和传输模式ꎬ而传统逻辑在应对新时代“互联

网＋”条件、强大信息技术的挑战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ꎮ
互联网设计理念本身嵌有某种价值和逻辑ꎬ在互联网的交互使用中容易改变传播主体和接

受主体的逻辑ꎮ 互联网是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的ꎬ这种新技术的设计理念ꎬ在互联网

平台“内嵌”了很多本身不具有的文化元素、价值元素和独特属性ꎬ例如自由、开放性、对等性、去
中心化、公平性等ꎮ 互联网隐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有别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ꎬ逻辑思维也

有别于传统逻辑ꎮ 它隐含的思维方式能够塑造使用者的思维ꎬ改变使用者的逻辑ꎮ 这种逻辑思

维的改变给各种社会思潮也提供了全新的传播和渗透的逻辑理路ꎮ 它能以更加隐蔽的方式ꎬ在
更加开放的场所ꎬ得到充分发挥和肆无忌惮的释放ꎬ因而也加大了应对和引领难度ꎮ 比如ꎬ以自

由、平等为核心的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论ꎬ容易在网络空间传播ꎬ并塑造使用者的价值观念ꎮ 西

方宣扬的普世价值论ꎬ实际上是西方的价值观念ꎬ“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思想基

础和理论支撑”ꎮ 它主张个人自由、强调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ꎬ并非是普世的ꎮ 其背后深藏着

西方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陷阱ꎮ
现代逻辑更适应因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逻辑转变ꎮ 现代逻辑方法因运营现代问题而生ꎬ更

加适用于解决现代问题ꎮ “一般来说ꎬ哲学还是在思想中ꎬ和具体对象ꎬ如上帝、自然、精神等打

交道ꎬ但是逻辑却完全只是就这些对象的完全抽象去研究它们本身ꎮ”③现代逻辑的“主要功能体

现在计算机、控制论等科学技术领域中ꎮ”④它适应数学、符号、数据的处理ꎬ形成综合有效的数据

模型ꎬ应用这些数据模型建立相应的应对和转换的模型ꎬ对已有的数据信息进行事先拦截或处

理ꎬ对一些“坏”数据进行相应的屏蔽和预测ꎮ 现代逻辑是逻辑科学发展的方向ꎬ也应该是应对

“互联网＋社会思潮”逻辑思维转变的方向ꎮ
(二)运用创新思维向互联网逻辑转向

进入 ＤＴ 时代ꎬ人类进入了创造、创意、创新的时代ꎮ 创新首先需要思维转变ꎬ只有运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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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将人类逻辑思维提升一个台阶ꎬ向互联网逻辑转向ꎬ才能有效把握应对“互联网＋社会思潮”
的主动权ꎮ

互联网思维是理性思维ꎬ互联网逻辑是互联网思维的方式ꎮ 互联网逻辑是伴随着互联网的

出现应运而生的一种逻辑思维ꎬ也是一种全新的逻辑思维范式ꎬ是理性思维的一种ꎮ 互联网不但

具有简单传播信息和沟通交流的功能ꎬ而且具有潜在地塑造使用者思维的功能ꎮ 互联网思维是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被开发和应用ꎬ是受互联网逻辑启示的一种思维方式ꎮ 这种思维方式摆脱

了传统逻辑的桎梏ꎬ不再受物质和存在的限制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ꎬ大大拓展了思维的创

新和运行方式ꎮ 在互联网自身独特的逻辑属性中ꎬ它本身携带自身价值理念和文化理念ꎮ 如多

元、共享、无阶级、无等级、无层级、平等、自由、随性、传播力强等ꎮ 各种理性的价值、审美的尺度、
政治性的价值、经济性的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宗教价值和世俗价值等价值观念ꎬ也会随互

联网的普及而传播ꎮ 这些价值观念以及评判价值的尺度随互联网的传播、辐射ꎬ影响和支配人的

态度、行为、信念和认知等ꎬ改变并重塑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客观规律、了解自身、自我评价和

自我定位等ꎬ为多样化理念生态提供了技术支撑ꎬ形成了培养的空间ꎬ也为人类多样化的存在提

供了充足的理由ꎮ
互联网思维还是一种新的思维范式ꎬ具有无距离感ꎬ瞬息传播与到达ꎬ同步收发各种信息的

特点ꎮ 在互联网平台ꎬ信息的传播和来源网状交织ꎬ不再是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ꎮ 每一个点既

是一个信息发射源ꎬ又是一个信息接收源ꎬ信息传输与到达瞬息完成ꎮ 互联网技术超越了信息传

播的技术ꎬ实现了信息传播的新流动场域ꎬ摆脱了时间、空间、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等方面限制ꎬ
大大弱化了物质、经济对信息传播的阻碍ꎮ 信息传播的无距离感ꎬ也在不断缩小世界各国之间的

距离ꎬ瞬间到达或接受的信息不断模糊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ꎬ人们在物质方面的同一性不断增

强ꎮ 通过互联网传递的不仅是信息ꎬ还有文化、理念和思维ꎮ 但与此同时ꎬ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一

些信息也是经过人类加工的ꎬ如微视频、微电影、微新闻等ꎮ 在这些加工中ꎬ为了便于人们观看和

阅读ꎬ制作方需要通过删减原始的资料和信息中大量的片段ꎬ以此希望获得表达的内容和收到的

效果ꎮ 实际上ꎬ也就是加工信息ꎬ而这些信息可能潜在地带有某种导向和价值理念ꎮ 因此ꎬ加工

后的信息ꎬ难以把握其信度、广度、效度ꎮ
运用互联网络逻辑ꎬ开发大数据技术ꎬ建立“网络空间平衡战略”ꎮ 在新技术强大的功能应

用中ꎬ应有效把握应对的主动权ꎬ内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将其根植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ꎬ掌握群众ꎬ引领社会思潮ꎮ 网络空间平衡战略ꎬ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技术的平衡ꎬ也是一

种话语权掌握群众能力的平衡ꎮ 目前ꎬ在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ꎬ西方处于领先地位ꎬ很
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传播平台、门户ꎬ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部门ꎮ 因此ꎬ我们要努力培

养创新型人才ꎬ破解技术“密码”ꎬ扩展和延伸大数据技术的广度和深度ꎬ在获取经济效益中借鉴

经验ꎬ发挥大数据的社会效益ꎮ
综上所述ꎬ在面对互联网平台交互式、多样化、碎片化信息传播时ꎬ我们要利用互联网逻辑和

大数据处理技术ꎬ把握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规律ꎬ科学预测ꎬ未雨绸缪ꎬ建立相应的应对模式和软件

平台ꎻ要畅通沟通渠道ꎬ及时了解民之所困、民之所需ꎬ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更为有效的良性互动

机制ꎬ解决人民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ꎻ要把握主动权ꎬ借助现代大数据技术手段ꎬ将主流的意识

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嵌其中ꎬ在更高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ꎬ掌握群众ꎬ提高政府

公信力ꎬ凝聚社会共识ꎬ引领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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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ｓａｆｅꎬ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ꎻ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ꎻ ｎｅ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ꎻ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ｏｇｉｃꎻ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ｏｇｉｃꎻ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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