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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散文文体自觉思潮及其美学的建构
∗

吴周文
( 扬州大学 文学院ꎬ 江苏 扬州 ꎬ２２５０００ )

　 　 摘要:　 散文文体自觉思潮是由理念、文体和审美等方面的共约性在某一个历史时段的群体共性的表现ꎮ
１９１７ 年至今百年文学史上出现过六次大的散文文体自觉的思潮ꎬ围绕散文美学的建构ꎬ演绎了中国散文现代转

型与发展的历史ꎮ “自我表现”思潮ꎬ奠定现代散文美学“自我本位”等的最初框架ꎮ 此后五次思潮围绕着“载
道”与“言志”理念而彼此“互悖”与消长ꎮ “闲适话语”为散文拓展幽默、性灵、闲适的文体“言志”特征ꎻ“诗化散

文”将“五四”弃绝的古典主义美学回归散文形式ꎻ“真话真情”重回“五四”“言志”的精神传统ꎻ“文化诗性”将散

文的“载道”与“言志”予以深度的开拓这些表现着散文美学建构历史嬗变的阶段性特征ꎬ彰显着其逐步走

向完善ꎮ 百年散文美学建构中的反复和迂回ꎬ给当下散文美学提供了“载道”与“言志”、“破体”与“守范”两对

逻辑关系的积极思考ꎮ
关键词:　 散文文体ꎻ文体自觉ꎻ美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０１－１４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吴周文(１９４１—　 )ꎬ男ꎬ江苏如东人ꎬ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ꎮ

①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ꎬ«鲁迅全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５６ 年ꎬ第 ３８２ 页ꎮ

　 　 散文文体自觉的问题ꎬ是由文化自觉的话题而来ꎮ “文化自觉”ꎬ由费孝通于 １９９７ 年在北京

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ꎬ是为了应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之后全球一体化、信息化而提出的解决人与社会、时代、世界等诸多关系的命

题ꎮ 当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依凭电子科技处在同一起跑线的时候ꎬ如何谋求一个国家与民族的

文化同住一个“地球村”而不被消解消融与消灭、并保持自我文化的独立性ꎬ就是一个十分严峻

与必须面对的问题ꎮ 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和明确ꎬ其中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本

体的自觉与自信ꎮ 当今散文作为一种文化ꎬ如何汇融到整体的民族文化而获取自觉与自信ꎬ自然

也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讨论的问题ꎮ 包括散文在内当下文学的自信与自觉ꎬ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与传承“国学”的载体ꎬ是凝聚与创造民族自信心和家国责任感不可或缺的审美机制ꎮ 因此ꎬ深
入讨论散文的文体自觉及其思潮ꎬ并对其进行学理阐释ꎬ实质就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一个问题ꎻ对
于提高散文文化生产力的水平ꎬ发挥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审美效能ꎬ具有毋庸置疑的

重要意义ꎮ

一、散文的文体自觉与共约性的现代转型

鲁迅最早提出“文学自觉”这一概念ꎮ 他在一次讲演中说ꎬ“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是‘文学的

自觉时代’”①ꎮ 对于散文的文体自觉ꎬ长期以来学术界还没有展开讨论ꎬ也没有专门的论文进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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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阐释说明ꎮ 最近ꎬ陈剑晖在«文学传统的借鉴与当代文学的振兴»一文中ꎬ提出了散文文

体自觉的问题ꎮ 在涉及散文传统的时候ꎬ他指出:“在文体意识的自觉方面ꎬ‘文’的传统主要体

现如下:一是对文章的分类ꎻ二是对文章的体式即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的重视ꎻ三是对语体即语

音、语义、句法的敏感ꎮ”①这应该是第一次提出“散文文体的自觉”的观点ꎬ且对散文文体的自觉

的内涵作了传统方面的大体说明ꎮ 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ꎮ
中国散文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载体ꎮ 从“四书五经”(除«诗经»)开始ꎬ到诸子百家的著述ꎬ

再到«史记»«汉书»«后汉书»ꎬ再到«资治通鉴»与历代“史”与“书”的总集“二十四史”ꎬ加之各

类古代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典籍ꎬ都是以散文作为传媒ꎬ记载着“诸子”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国学”精华ꎮ 因此ꎬ散文这种文学体裁ꎬ其承载历史与文化的

传媒作用ꎬ是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体裁形式所无法担当和无法予以完成的ꎮ 所以ꎬ朱自清说:
“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 ②ꎻ鲁迅则说ꎬ“小说和戏曲ꎬ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③ꎬ背
后的意思ꎬ与朱自清的看法完全一致ꎮ 其实ꎬ这两位学者型的文学家都是从文化传统与文化积淀

上指出了散文这种文体承载历史、尤其是承载“国学”的特殊性ꎮ 如果我们从承载文、史、哲、经
的“国学”意义上认知散文ꎬ它便具有了与“国学”相互依存的非常意义ꎮ 从此意义上说ꎬ可以把

“散文学”看作“国学”或“国粹”ꎮ 故此ꎬ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称文章的功能为“经国之大

业ꎬ不朽之盛事”ꎬ也是正确的论断ꎮ
散文承载“国学”历史文化的特殊功能ꎬ决定了其社会的应用性与作者的共约性ꎬ这两者又

决定了散文自身自律的良性发展ꎮ 因此ꎬ中国散文在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文

体自觉的状态:以怎样的文体理念承载? 以怎样的文章、文学的形式与技巧承载? 又怎样与时俱

进地予以承载? 这既是历史上散文的文体自觉? 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至今的散文发展的自然

状态ꎮ 什么是散文的文体自觉? 这是一个必须阐释的理论问题ꎮ 笔者认为ꎬ应该包括散文的理

念自觉、散文的体式自觉及散文的审美自觉三个主要方面ꎬ这是认知的向度ꎮ 因全文论述之需

要ꎬ有必要对其“现代转型”进行学理性的说明ꎮ
理念自觉ꎬ是指散文之“道”即文以载道的共约诉求ꎮ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散文传统的核心理

念ꎮ 这个“道”ꎬ在封建统治的时代被赋予了为君王立言、为圣贤立言的思想ꎬ而且自汉武帝“独
尊儒术”之后ꎬ还被赋予了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哲学思想ꎮ “载道”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成为压抑

私欲私情(即灭人欲)的帝王诉求、社会诉求及士大夫写作的共约诉求ꎮ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ꎬ
由于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和人性意识的觉醒ꎬ出于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需要ꎬ散文进行了一场史

无前例的革命ꎮ 尤其在理念上ꎬ旧散文的文以载道理念被彻底批判与打倒ꎬ代之以作家个人本位

主义的理念ꎬ即作家言志的“自我表现”ꎮ 虽则打倒了旧的“道”ꎬ但在新的言志理念中ꎬ仍有新的

“道”ꎬ只是剥离了旧“道”的纯政治内容而代之以全新的时代思想ꎮ 也就是说ꎬ要求散文创作既

要表现作家个人本位的真情实感ꎬ又要肩负社会、时代、民生的责任ꎬ实施言志与载道双重理念ꎮ
正如周作人所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ꎬ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ꎮ”④

体式自觉ꎬ是指散文之“杂”的共约诉求ꎬ即散文的品类丰富、博杂ꎮ 古代散文体裁主要有骈

文、语录、编年、说、表 、赠序、铭、杂记、游记、寓言、疏(又名奏疏)、碑志、祭文、笔记、人物列传、山

２

①
②
③
④

陈剑晖:«文学传统的借鉴与古代文学的振兴»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朱自清全集»(第 １ 卷)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３０ 页ꎮ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ꎬ«鲁迅全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２９１ 页ꎮ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之集›导言»ꎬ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２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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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亭台记等数十种体裁ꎮ 历代散文的博杂ꎬ是因文体各自的功能及其应用性而来ꎬ实用性的广泛

决定了文体的繁多ꎮ “五四”之后出现了文学文体的“四分法”ꎬ原先的博杂的品类归入应用文

体ꎬ因此现代散文被约定俗成地冠以文学的属性ꎮ 现代散文除纯文学化的抒情、叙事、议论的小

品而外ꎬ还包括杂感、随笔、游记、札记、传记、通讯、特写、回忆录、短报告、散文诗等ꎮ 这些体裁成

为“五四”散文作家所敏感的利器ꎬ“自我表现”的激情能够使他们随心所欲地创造并驾驭它们而

自由自在地写作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这些脱颖于旧形式的体式ꎬ自觉地成为作家们说理、述怀、
言志的载体ꎻ几百字、一两千字、三五千字的篇幅ꎬ能够创造出五花八门、丰富多姿的散文体制体

式ꎬ借此让散文作家获得约定俗成的文体感ꎬ更能自觉、能动地彰显文本思想情感的审美效能ꎮ
审美自觉ꎬ是指散文之“美”的共约诉求ꎮ 中国古代散文在创作中存在着一个“美文”传统ꎬ

讲究立意、布局、结构和文字的精练典雅ꎮ 古代散文不仅承载着中国古典美学思想ꎬ而且记录着

古代士大夫践行美学思想的艺术实践ꎬ从«论语»到«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ꎬ将散文的艺

术之美囊括其中ꎬ使散文成为几千年的“艺术”的一个宝库ꎮ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倡英式随笔

的“美文”ꎬ主要是借鉴其“自我表现”的精神传统与文体的亲和特性ꎬ让古典散文从典雅华贵的

庙堂里脱胎而出ꎬ成为接近平民的通俗文学ꎮ 从讲究“美”这一诉求来说ꎬ散文的“美”是对历史

传统的继承ꎬ也是散文文体“现代转型”的诉求ꎮ 转型之时ꎬ唯其与古典散文相媲美ꎬ刻意讲究

“缜密”与“漂亮”ꎬ故而在借鉴“外援”的同时ꎬ特别注重“内应”的传统继承ꎮ 散文的文体自觉ꎬ
最终落实于散文作家的审美自觉ꎮ 在写作一篇散文时ꎬ作者对审美的把握ꎬ如构思如何新颖、情
感如何释放、艺术方法技巧如何实施等ꎬ是否落实在文本构建上ꎬ是否达到“美”的要求ꎬ这些都

成为“五四”之后散文作家的审美自觉ꎻ最终诉求的ꎬ是使散文读者得到赏心悦目的感觉与感受ꎮ
以上我们叙述了散文文体自觉的认知向度及其“现代转型”ꎮ 这三方面是散文作家所必备

的、共约性的文体意识ꎬ也是解释作家文体自觉意识应该如何落实于文本而获得创造思维的自

觉ꎬ并使这种自觉创造意识成为一种运思的文体感ꎬ进而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而予以实施与实

现ꎮ 文体自觉是一位散文作家成熟的表现ꎬ 说到底ꎬ文体自觉也是某个时期散文作家群体成熟

的阶段性标志ꎬ这是文化自信在散文创作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信仰和力量ꎮ ———这就是我们认

识 １９１７ 至 ２０１７ 百年间文体自觉思潮的产生的前提与根据ꎬ正如鲁迅所说是出现“文学的自觉时

代”的前提与根据ꎮ

二、“六大”思潮及其美学理念的演绎

估衡散文的文体自觉ꎬ不仅限于上述的理念自觉、体式自觉与审美自觉等主要方面ꎬ而且还

必须从散文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认知估衡的主要标准ꎮ 只有在散文历史的动态演绎中ꎬ才
能判明文体自觉的程度ꎬ也就是认知散文创作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接受度、公信力与价值话语ꎮ 读

者接受度愈大、文坛公信力愈强、价值话语愈取得共识ꎬ这些往往愈是文体呈现自觉状态的有力

证明ꎮ 所以ꎬ估衡散文文体自觉的重要权重标准ꎬ就是看散文发展的思潮是否形成社团流派或群

体的规模效应ꎬ看文体自觉的影响是否长久与深远ꎮ 显而易见ꎬ散文思潮是文体自觉的权重证

明ꎮ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文学史上出现的很多散文思潮ꎬ实际上就是散文文体自觉的思潮ꎮ
１９１７—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出现过很多次散文文体自觉的思潮ꎮ 笔者认为ꎬ其中有

过六次影响很大的散文思潮ꎮ 这几次思潮恰恰标识着文体自觉在发展中的阶段性变化ꎮ 惟其如

此ꎬ关乎文体发展的重要思潮ꎬ就必须通过分析和比较ꎬ对其散文史的意义加以描述ꎮ 它们的崛

起与兴衰ꎬ大体构成了散文史及其美学思想建构的轮廓ꎮ 下面就这几次思潮的发生、文化背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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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坐标以及价值意义ꎬ分别就不同时期审美价值的权重、审美理念嬗变与发展ꎬ进行史识性的

叙述和阐释ꎮ
(一)“自我表现”:新美学核心理念及审美框架的诞生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中期ꎬ以周作人、鲁迅为首的语丝社和以朱自清、俞平伯为首的 ＯＭ 社为

标识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我表现”的散文思潮ꎮ 按传统说法ꎬ作为“五四”散
文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ꎮ 周作人在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８ 日的«晨报»发表«美文»之后ꎬ提倡从事

新文学创作的作家效法“自我表现”的英式随笔(Ｅｓｓａｙ)ꎬ主张在散文文体体制上进行艺术性颠

覆ꎬ他所提倡的“美文”实际上是将英式随笔与明代小品进行了理念的整合ꎮ 随后由周作人、鲁
迅、孙伏园、川岛、林语堂、刘半农、章衣萍等人办«语丝»周刊ꎬ成立“语丝社”ꎬ创造了排旧促新、
放纵而谈、庄谐杂出、简洁明快的“语丝体”ꎬ彰显了一个社团范型的文体自觉ꎮ 而在南方宁波、
上海等地的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人ꎬ则早于“语丝”社(“语丝”名称源于«我们的七

月»中的一首小诗之句)组织成立了“ＯＭ 社”ꎬ先后出版了同人刊物«我们的七月» «我们的六

月»ꎮ 这两个社团的出现宣告了现代散文理念革命———旧的“文以载道”被新的“自我表现”所消

解和取代ꎬ这是传统散文嬗变蝉蜕、开辟新纪元的伟大胜利ꎮ
王纲解纽与自我人性发现ꎬ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作家群体反封建的激情滥觞———这种

时代命定的思想与激情———成为散文新生的最大原创力ꎬ同时也使“五四”散文崭新的美学脱颖

而诞生ꎮ 朱自清最早在«我们的六月»上刊发了他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作于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９ 日)与«“山野掇拾”»(作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两篇理论性文献ꎬ提出散文写作是“心的旅

行”ꎬ说海说天“自然仍不曾跳出我佛世尊———自己———的掌心”ꎬ必然是“回到自己的灵魂”ꎮ 后

来ꎬ朱自清又明确地说“我意在表现自己”①ꎮ 这就是说ꎬ朱自清对 ２０ 年代初、中期散文创作的

“自我表现”的理念进行了最早的总结ꎬ将“自我表现”提到至高的地位ꎮ 换言之ꎬ朱自清最早提

出了现代散文的美学核心理念ꎬ这是他对重建现代散文美学的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贡献ꎮ
第一次散文文体自觉的思潮奠定了新散文美学的基本框架ꎬ其建构的框架为三个方面:第

一ꎬ散文理念由传统的以“庙堂”话语的“载道”本位ꎬ置换为作家“言志”的个人本位ꎬ这是散文

美学核心理念的一场颠覆性的“革命”ꎮ 第二ꎬ从“道本位”置换为“人”本真ꎬ使散文的审美对象

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ꎬ使之由为圣贤、为王权、为社稷立言的内容置换成为作家的个人立言ꎬ即散

文作家本身成为自我审美的对象ꎬ文本成为表现作家自己的载体ꎬ是自我思想和情感的文体演

绎ꎻ于是ꎬ抒情成为“五四”散文的审美价值取向ꎬ旧散文的“存天理、灭人欲”置换为作家个人的

自由自在的抒情ꎬ作家的人性私情不再处于被扭曲、被蛰伏的失真状态ꎬ正如周作人所概括的ꎬ
“以抒情的态度写一切的文章”②ꎮ 第三ꎬ建立了人格审美的全新诉求ꎬ现代散文作家将英式随笔

在文本上的“人格”色彩与调子为我所用ꎬ整合、演绎为现代散文的人格呈现与审美诉求ꎮ 正如

时人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ꎬ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

的动静描画在这里ꎬ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ꎬ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ꎬ并且还是深

刻的描画着ꎬ锐利地歌奏着ꎬ浓厚地渲染着ꎮ”③

自我本位、抒情本位、人格本位ꎬ是“自我表现”的文体自觉思潮为现代散文美学所钦定的最

４

①
②
③

«朱自清全集»(第 １ 卷)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４５、３４ 页ꎮ
周作人:«知堂序跋»ꎬ长沙:岳麓书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３１４ 页ꎮ
胡梦华、吴淑贞:«絮语散文»ꎬ余树林编:«现代作家谈散文»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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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理论框架ꎮ
(二)“闲适话语”:审美框架与诉求之新的拓展

笔者把林语堂及“论语派”的“幽默、性灵、闲适”的小品文主张ꎬ简称为“闲适话语”ꎮ 正值

日本虎视眈眈地侵略中国之时ꎬ林语堂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上海有宗旨、有组织地结社ꎬ先后办

起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个言志的小品文刊物ꎻ于是ꎬ林语堂、邵洵美、李青崖、沈有

乾、全增嘏、章克标、陶亢德、潘光旦、郁达夫、章衣萍以及周作人(实为精神领袖)等ꎬ自觉地形成

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作家群体———“论语派”ꎮ 对«论语»刊物及这个流派的群主林语堂ꎬ鲁迅曾经

写下«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等文章予以激烈批评ꎮ 在鲁迅的影响下ꎬ“太白派”的作家群

体也随之从小品文的题材、性质、功能等方面ꎬ对“论语派”的美学主张进行了温和的讨论(并非

如后来一些人以民族矛盾加剧的价值判断所夸大的两派的“争论”与两派的“斗争”ꎻ“太白派”
方面的这些讨论文章后来被编入«小品文与漫画»ꎬ可以见鉴)ꎮ 两个流派的对峙ꎬ正值“左联”及
左翼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ꎬ从侧面反映了新文学进入 ３０ 年代之后ꎬ由个性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

鲁迅ꎬ与由个性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周作人两人文艺观的嬗变ꎮ 这表现在散文理念上ꎬ一方面是

“载道”理念的回归ꎻ另一方面是“言志”理念的坚守ꎬ是两者之间的纠结ꎮ 抗战的时需与左翼革

命文学的功利ꎬ重新把散文的“载道”理念强调到第一的地位ꎬ这使林语堂的“闲适话语”处于与

“载道”对立而被质疑的地位ꎮ
如果避开政治价值功利的判断、回到文学本位ꎬ那就应该辩证看待“闲适话语”的思潮ꎬ它既

是对“自我表现”散文思潮一次美学范畴方面的开拓ꎬ又是对“自我”“抒情”“人格”三个“本位”
审美框架的拓展ꎮ 对林语堂及“论语派”的“闲适话语”ꎬ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知它之于文

体自觉的真正价值:第一ꎬ幽默、性灵与闲适ꎬ是对“自我表现”的细化ꎬ是对作家“自我”做了幽

默、性灵、闲适三方面向度的规约ꎬ实际上为散文规约了文体的三个特征ꎮ 应该说ꎬ论语派是坚守

与发展了“自我表现”思潮的美学理念ꎮ 第二ꎬ闲适即休闲娱乐ꎬ这种属性是传统诗歌、小说、戏
剧的审美功能ꎬ而既往承载国学传播功能的散文ꎬ只庄重、严肃地讲究教化与“经国”的诉求而远

离闲适ꎮ 论语派在继承“自我表现”的“性灵”之外ꎬ又增添了“幽默”与“闲适”ꎬ这为完善散文美

学拓展了新的诉求范畴ꎬ是在现代散文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美学理念的建构ꎮ 第三ꎬ作为“论语

派”的群体诉求ꎬ在实践中彰显着群体言志的自觉ꎬ唯其注重散文文体的“休闲”功能ꎬ故而在美

学趣味上强调大众审美的雅俗共赏ꎮ 因此ꎬ“闲适话语”思潮最早引导小品文走上化雅为俗的

“俗化”之路ꎬ使散文自觉地从典雅、高贵的书斋走向平民与市井ꎬ这种自觉诉求使“论语派”的小

品比之第一个十年中间散文作家的作品ꎬ获得了“小资”以外的更多平民阶层的读者ꎮ
(三)“诗化散文”:困惑“求诗”的古典美学

“诗化散文”的散文思潮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半期ꎮ “诗化散文”的美学主张是著名散

文家杨朔提出来的ꎮ 杨朔说过很有影响的两句话:“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 “拿着当诗一样

写”ꎮ① 其实ꎬ诗化思潮的引发ꎬ是因毛泽东对杨朔«樱花雨»作出“好文章”②的评价进而引起对

杨朔散文充分肯定的“杨朔热”ꎬ即杨朔“被政治化”ꎮ 有学者认为:“鉴于在无产阶级文艺观念中

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毛泽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特殊观念ꎬ建国后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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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杨朔文集»(上)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６４２、６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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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过程当然也就必然会表现为文学思想的统一化运动”①ꎮ 所以ꎬ“诗化散文”思潮可以看作是

“文学思想的统一化运动”的一个必然ꎮ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面临着困境ꎮ 因服务于政治的需要ꎬ散文作家必须以无产阶级与人民

群众的“大我”ꎬ去直接面对读者说思想、说主题ꎬ其政治化书写比之小说戏剧更直接、更“工具”
化与“轻骑”化ꎬ因而也就更加政治化ꎮ 莺歌燕舞式的“通讯”叙事(时称文艺通讯或特写)ꎬ豪言

壮语式的“大我”抒情ꎬ“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式的老套议论ꎬ“思想杂谈”式的革命

传统说教ꎬ以及以“苏式小品”式的假讽刺、佯装“批判”的伪姿态ꎬ等等ꎬ这些模式、套路的形而上

思维ꎬ都因简单、机械“服务于政治”而归属于非文学的、“直说”性的表达ꎬ成为当时创作中普遍

的、极其严重的、不利于“散文复兴”的通病ꎮ 杨朔正是针对这一困境与困惑才提出“诗化散文”
这一主张ꎬ并且找到了一条“诗化”途径ꎮ 他因“被政治化”ꎬ故而其“诗化散文”主张与实践便成

为一股思潮ꎮ 刘白羽、吴伯箫、曹靖华、碧野、陈残云、袁鹰、何为、郭风等都纷纷呼应ꎻ多种报刊发

表“笔谈散文”的文章ꎬ围绕着“诗化”的讨论遂蔚然成风ꎬ收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册«笔谈

散文»里的一些文章ꎬ就是一个历史的存照ꎮ
“诗化散文”思潮的出现ꎬ是“闲适话语”思潮之后ꎬ“载道”理念一步步消解“言志”理念的必

然结果ꎬ尤其是由延安文学所建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承续而来ꎮ 虽然少数散文作

家还在表现自我ꎬ但绝大多数散文作家“一边倒”ꎬ认同与接受创作的时代功利价值ꎮ 至此ꎬ现代

散文“自我表现”的核心理念随着 ３０ 年代散文“载道”的逐步回归ꎬ已经在绝对的意义上消解殆

尽ꎮ 这一思潮是服从于“载道”理念守护“大我”而远离“自我”(小我)本位ꎬ仅仅在艺术形式方

面向“诗”求索ꎬ这是历史的局限ꎮ 尤其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制约着杨

朔及其同时代散文家的思想与创造性ꎮ 他们在艺术上既不能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ꎬ又未能

直接继承中国现代文学ꎬ在厚今薄古的时代ꎬ只有逆袭性地提出ꎬ去向古典的诗歌与散文寻求诗

意的表现形式ꎮ 惟其如此ꎬ就其属性来说ꎬ“诗化散文”思潮ꎬ是百年散文思潮中唯一的、唯美的

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思潮ꎮ
新时期之后对杨朔的批评未免有些苛刻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诗化散文”思潮与美学

建构的正确认知ꎮ 如果除却批评中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文化的泄恨情绪、理性地回到散文

美学层面予以认识ꎬ那么ꎬ“诗化散文”的思潮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的价值经验ꎮ 第一ꎬ杨朔第一

次捅破与挑明诗与散文两种文体中间的那种“血脉”亲缘关系ꎬ指出“诗”的元素原本就是几千年

散文传统的文学基因ꎬ故而向诗借鉴ꎬ是今天构建散文美学的途径ꎮ 这个途径曾经被“五四”文
学革命所否定、甚至被鲁迅所否定ꎬ而杨朔及杨朔们重新将它检漏ꎬ写进散文美学ꎬ这不能不是

“诗化散文”留给历史的一个理论贡献ꎮ 第二ꎬ“诗化散文”改变了一个时期散文创作“标语口

号”的、为政治服务的困境ꎬ而使散文出现了“诗化”的、重新找回在文体上艺术呈现的自觉ꎮ 正

如已故散文评论家佘树森所说:杨朔与他同时的散文家ꎬ“选择了一条‘诗化’的道路ꎬ来谋求自

身的审美建构ꎮ 回顾 ５０ 年代末及 ６０ 年代的中国散文界ꎬ寻求‘诗意’已构成散文创作的主要倾

向”②ꎮ 实践证明ꎬ回归“五四”散文摒弃的古典传统ꎬ而使散文艺术形式进行嬗变与更新ꎬ也会给

散文创作带来发展的机遇ꎬ而且会在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去完善散文美学的建构ꎮ
(四)“真话真情”:重回“自我”的精神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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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ꎬ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２８０ 页ꎮ
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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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真情”思潮ꎬ出现在新时期之初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ꎮ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ꎬ
散文必然要从千篇一律的话语系统回归到散文本体与“五四”精神传统ꎮ 其中ꎬ首要的问题是回

归散文文本作者的自我ꎬ回归到一个说真话、抒真情的自我ꎮ 呼唤文体自觉的先行者ꎬ是东山再

起的原江苏“探求者”团体的领衔人叶至诚ꎮ 叶至诚依然以“探求者”的姿态发声ꎬ在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号的«雨花»上发表了«假如我是一个作家»ꎬ他说:“假如我是一个作家ꎬ我要努力于做一件在

今天并不很容易做到的事ꎮ 那就是:在作品要有我自己ꎮ”如何“表现我”ꎬ他说出了在当时一般

人很难说出来的一段话:“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真实的话”ꎬ“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去歌唱

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ꎬ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ꎻ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给读

者”①ꎮ 在叶至诚之后ꎬ著名的老作家巴金连续发表了«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的“真话

篇”ꎬ同时发表了关于“探索”主题的“探索”组篇ꎮ 巴金进一步指出ꎬ要把一个真实的、坦诚的、
“自我燃烧”的心交给读者ꎮ 巴金的五卷«随想录»ꎬ无疑证明他是“真话真情”思潮的先驱与领

航者ꎮ
“真话真情”思潮是在散文领域重回“‘五四’起跑线”与回归“五四”时期文学传统的思想解

放运动ꎮ 以理念而言ꎬ散文回归“五四”传统ꎬ就是回归“自我表现”理念ꎬ回归“五四”散文所建

立的自我、抒情、人格的三个“本位”ꎮ 所以ꎬ“真话真情”思潮带来的ꎬ不仅有对浩劫时期极左文

艺思潮和文艺理念的批判ꎬ而且包括对新中国建立之后散文理念的反思ꎬ甚至包含“论语派”之
后 ３０ 年代与 ４０ 年代散文理念的整体反思ꎮ 以巴金为首的一批老作家如曹靖华、吴伯箫、秦牧、
孙犁、黄裳、郭风、汪曾祺等ꎬ以王蒙为首的中壮年散文家如张承志、王充闾、艾煊、吴泰昌、苏晨、
林非、潘旭澜等ꎬ以赵丽宏为首的青年散文家如贾平凹、杨羽仪、王瑛琦、张抗抗、叶梦、斯妤等ꎬ他
们演绎着“小我”ꎬ在不同向度上“表现自我”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散文创作的复苏与振兴ꎬ完全区

别于前 ３０ 年的文本的内质与体式ꎬ向着文体自觉的状态回归ꎮ 著名散文研究理论家林非论述散

文的文体本质时指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
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ꎮ”②以林非的这段对散文“人”本位的定

义ꎬ来概括回到散文本位的“真话真情”思潮的创作实践及美学体验ꎬ是一个很恰当的描述ꎮ
“真话真情”思潮的出现ꎬ不是简单地回归“五四”美学传统ꎬ它对于散文的文体自觉尤其有

着回旋发展的里程碑意义ꎮ 第一ꎬ它带着伤痛和疤痕ꎬ重新建立回归文学并回归散文本真化的体

制形式ꎬ这是一个收拾残局的边破边立、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ꎬ它宣告了“文学思想的统一化运

动”与“假、大、空”文本话语系统的历史终结ꎮ 第二ꎬ“真话真情”思潮ꎬ使散文文体在自觉的意义

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ꎬ那种被政治文化扭曲的僵硬文体———政治说教的“画龙点睛”、寓意

主题的象征构思、“大我”身份的直白议论等公式化、模式化范型ꎬ基本得到破除而代之以自我

“真话真情”的文本呈现ꎮ 第三ꎬ由于一些禁区的开拓、思想的解放及创作环境的宽松ꎬ散文作家

获得了审美的自由与自觉ꎬ进而获得了文体的自由与自觉ꎬ他们创造出了一些“禁锢”时代完全

不可能存在的、全新的文本范式:“自我解剖”型(如巴金«随想录»)、“世相讽喻”型(如秦牧«鬣
狗的风格»)、“生命痛苦”型(如丁玲«牛棚小品»)、“性爱探索”型(如赵翼如«男人的风格»)、
“哲理寻觅”型(如刘再复«读沧海»)、“反思笔记”型(如孙犁«亡人逸事»)ꎬ等等ꎮ 可见ꎬ改革开

放时代的文体自觉ꎬ也将“破体”意识很早地践行于文本的创造ꎮ 这些方面ꎬ彰显着重建散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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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渴望与期待ꎮ
(五)“文化诗性”:美学建构的多维性拓展

“文化诗性”思潮ꎬ发端于“文化散文”的兴起ꎮ 学术界一般认为ꎬ其始于余秋雨于 １９８８ 年在

«收获»上开辟的“文化苦旅”栏目ꎮ 当文学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ꎬ散文的美学建构适逢

大开放的改革时代ꎮ 因市场经济促进商品化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旧文学理

念的即时更新、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全新嬗变等ꎬ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自由与宽松ꎬ
这为后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开拓了更为阔大的视野ꎬ激活了散文在此后近 ２０ 年左右文化诗性表现

的空间ꎬ由此形成了“文化诗性”的创作思潮ꎮ
关于散文“文化诗性”的内涵ꎬ陈剑晖解释说:“一是对于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理想和生存

本质的探询ꎬ并在这种追问探询中体现出诗的自由精神特质ꎻ二是感应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ꎻ
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守护ꎻ四是文化诗性还包括对‘还乡文化’的认同和感受ꎮ”①质言之ꎬ散
文的“文化诗性”具有开阔、宏大的视野与胸襟ꎬ具有文化寻根的民族性、面对传统与现代进行整

合借鉴的批判性、对社会现实中文化悖论乱象予以正确应对的时代性ꎬ以及作家出于大道人心的

人格性ꎮ 然而ꎬ这“四性”落实于散文的体式ꎬ则是作者对上述民族性、批判性、时代性和人格性

最终在文本上的精神建构ꎮ 具体说来ꎬ当文化诗性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和诉求的时候ꎬ散文整体

的创作便出现了高端视野、深度思考、汪洋恣肆、多元角度艺术扫描的ꎬ即贾平凹所提倡的“大散

文”状态ꎬ也就是文化大散文的状态ꎮ 王充闾、赵丽宏、王小波、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马丽华

等一批作家响而应之ꎮ 自然ꎬ在散文作家中写日常生活的感动、一事一议的感兴、读书思考的感

知、山水风情的感悟、交友处世的感端等ꎬ还是居多与主流ꎮ 虽是“小品”ꎬ但也同样可以“一粒沙

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风情”ꎬ阐释民族、历史、时代、人生、理想、人格等文化内容ꎮ 应该肯定ꎬ诉
求“大散文”的“文化诗性”带动了一般散文“文化诗性”的普遍提升ꎬ这使散文在 ２０ 年左右的时

间里持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ꎮ
“文化诗性”思潮在美学上的拓展ꎬ是一次深度的多维开拓ꎬ除了上述在思想空间的民族性、

批判性、时代性和人格性(实为“自我表现”思潮三“本位”的延伸演绎)的诉求而外ꎬ在理念自觉

上ꎬ“文化诗性”思潮是散文史上文体空前自觉的一个时期ꎮ 它蔚然于改革开放的深层发展与延

伸ꎬ又蔚然于与西方文化互渗与激烈碰撞的大文化背景ꎬ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ꎮ 文体的空前自

觉ꎬ表现为以下三个“突破”ꎮ 第一ꎬ“文化诗性”思潮超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诗化散文”思潮ꎬ它
突破了单一地向古代诗文“求诗”的局限ꎬ把散文形式上“诗”的诉求ꎬ提升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

的“诗性”诉求ꎮ 从“诗化”到“诗性”ꎬ是一个重大思想空间的开拓与突破ꎮ 第二ꎬ“文化诗性”思
潮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文学理念与研究方法自觉更新与嬗变的时期ꎬ故此思潮伴随着理

性的自觉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文化诗性理论的支撑ꎮ 如陈剑晖写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性建

构»与«诗性散文»两部理论专著ꎬ试图对散文的诗性内涵进行理论的建构ꎬ便是一个散文美学上

的佐证ꎮ 林非充分肯定陈剑晖的努力:“他在思考散文本体的建构时ꎬ就系统地列举出独创精神

与心灵自由的人格主体、文化哲思与诗性的智慧、生命价值的存在意义和它的理想境界ꎮ”②此

外ꎬ还有孙绍振、刘锡庆、佘树森、汪文顶、王兆胜、喻大翔等学者对散文文体的诗性美学进行了多

方面的学理阐释ꎮ 这在散文理论研究上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突破ꎮ 第三ꎬ诗性的表达需要知性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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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晖:«诗性散文»ꎬ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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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ꎮ 这个时期一批学者与学者型的散文家ꎬ如季羡林、林非、潘旭澜、刘再复、王充闾、张中行、
梁衡、余秋雨、姜德明、丁帆、夏坚勇、叶兆言等ꎬ加盟于散文创作的队伍ꎬ使学者散文成为“文化

诗性”思潮的一道靓丽的景观ꎻ比之“诗化散文”思潮时期与“真话真情”思潮时期对这一类型的

缺失ꎬ学者散文的出现ꎬ也应该是载入史册的一次突破ꎬ学者们的同心齐力将散文品位与品质提

升到“文化诗性”的境界ꎮ 以上三方面的突破ꎬ将“自我表现”的“言志”ꎬ变成了“四性”(即上述

民族性、批判性、时代性和人格性)的“载道”ꎻ“四性”的“载道”ꎬ也演绎为作家自我的“言志”ꎮ
(六)“全民文体”:网络时代审美诉求的“俗化”
文学ꎬ自然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ꎮ 几种文学体裁比较ꎬ影响最大的不是

诗或小说ꎬ而是散文ꎻ其影响在于它的教化性与应用性ꎮ 笔者认为ꎬ“全民文体”这个概念是因传

统散文在历史上一直具有“全民教化”的功能与意义ꎬ故而在此使用ꎮ 一方面ꎬ从“四书五经”作
为读书识理的教材开始ꎬ几千年来中国散文便一直文以载道、教化于民ꎮ 凡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

人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传统散文的教育ꎬ散文发展的历史实际贯穿着国民被教化的历史ꎮ 另一

方面ꎬ散文又是最接地气的文学体裁ꎬ其广泛的应用性远远超过了其他体裁ꎮ 社会生活的每一个

识字的人ꎬ每时每刻都在看散文、用散文、传播散文甚至在写作散文ꎮ 散文作为一个当代文化传

播的平台ꎬ与每个人的生活有着悄无声息的密切关系ꎬ它时时刻刻在传导、演绎着人文精神的方

方面面ꎮ 因此ꎬ散文在教化与应用两方面的本位功能ꎬ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ꎬ而独有“全民文

体”的性质ꎮ
“全民文体”的思潮出现的时间段ꎬ笔者界定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至今ꎮ ９０ 年代中期出现

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全球化ꎬ极大地影响着当下文学尤其是散文生态的发展ꎬ以致在创作中出现

了“全民文体”的散文思潮ꎮ 它具体表现在读者通过手机、电脑直接上网ꎬ使用微信、微博、博客、
日志、对话框聊天等形式ꎬ无限地发表电子文本作品ꎻ于是ꎬ千千万万甚至近亿的网民成为民间写

手ꎬ每天都有无法计量的随笔、时评、酷论以及闲情絮语等在网络上无拘无束、自由随意地发表ꎮ
很多官网与民网办起如“榕树下”“天涯社区”“红袖添香”等名目繁多的散文专栏ꎬ发表原创性

的、转发散文名家的新作与散文经典ꎮ 各类晚报、晨报、文化周报等也选发网络上的优秀作品ꎬ它
们的副刊专栏也直接通过电子版与亿万网民见面ꎮ “全民文体”思潮把纸质文本时代的读者数

量ꎬ激增了成千上万倍ꎮ 学术界把这些通过网络平台而进行无限量生产的散文ꎬ称之为“新媒体

散文”ꎬ它在无限拥有读者的意义上真正成就了它作为文体的“全民”属性ꎮ ２００１ 年ꎬ王义军主编

的五卷本«新媒体散文»丛书出版ꎬ新媒体正式走入了人们的视野ꎻ同时ꎬ谢有顺、王小山主编了

四卷本«新媒体女性»丛书ꎬ年选本«２００１ 最佳新媒体散文»和«２００２ 最佳新媒体散文»也相继推

出ꎮ 于是ꎬ“新媒体散文”堂而皇之地以纸质文本进入图书市场ꎬ获得更多的读者ꎮ 总而言之ꎬ
“新媒体散文”创造了在纸质文本之外的另一个浩大无垠的散文生产与生存的空间ꎮ

“全民文体”的散文思潮ꎬ也可以称之通俗思潮或平民化思潮ꎬ有学者称之为“通俗闲适散文

思潮”①ꎮ 这一思潮具有着闲适性、通俗性、网络性的特征ꎮ 它把散文固有的闲适属性ꎬ进行了最

大化的扩张ꎬ从而使得拥有手机十之五六的人自然而然地成为网络散文的读者ꎮ 如此ꎬ散文借助

网络途径极快捷地走向平民、走向市井、走向通俗化ꎮ 因此ꎬ“俗化”成为当下散文的不以人们意

志为转移的“别无选择”ꎬ“俗化”也随之成为文体自觉中的一种审美时尚和必然趋势ꎮ 这一思潮

虽没有昭示天下的文告宣言、没有或大或小的社团流派ꎬ但它强劲地、裹挟性地影响着当下散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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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美学选择与文本写作ꎬ而使文学的散文化雅为俗ꎬ趋同并适应市井、平民之“地气”的生态环

境ꎮ 叶兆言就是在文体上诉求大俗奇俗而创造“俗化体”的典型个案ꎮ 他一方面以纸质文本发

表与出版他的散文作品ꎬ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散文发在“澎湃”网与“腾讯”网两家网站的个人专

栏上ꎬ直接与亿万读者交流ꎮ 像叶兆言这种在网络游走的作派不在少数ꎬ将来会成为司空见惯的

现象ꎮ
与闲适性、通俗性、网络性关联ꎬ“全民文体”的思潮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ꎬ就是它对于传统

散文文体的颠覆性ꎮ 为了散文“通俗化”的终极追求ꎬ它通过审美的“趣味主义”、文本的“无技

巧”、语言的粗俗化等ꎬ对传统散文的文体的形式美学进行化雅为俗的全面颠覆ꎮ 这是散文美学

的又一次革命ꎬ它的这种文体自觉开辟了一个审美失范、价值失范、文体失范的时代ꎬ而成为超越

既往任何文体自觉思潮的一次最具有“破体”意义的革命ꎮ 正如散文家周同宾所期待、描述的那

样:“散文不妨脱去唐装宋服ꎬ长袍马褂ꎬ走出王荆公的半山堂和欧阳子的醉翁亭ꎬ走出平和冲

淡、清静高洁的书斋ꎬ放下架子ꎬ抓掉面子ꎬ到熙熙嚷嚷、轰轰烈烈的尘世上混一混ꎬ闯一闯ꎮ”①当

下“全民文体”思潮以先锋状态ꎬ奔着周同宾所诉求的目标ꎬ正在颠覆着传统、再造着散文的文

体ꎮ 网络的力量远远大于人为掌控的力量ꎮ 未来成败得失究竟如何ꎬ究竟怎样正面和负面地影

响散文ꎬ我们只有拭目以待ꎮ
上述六次文体自觉的思潮ꎬ见证了百年散文的成长、发展的历程ꎮ “自我”本位的建立、“闲

适话语”的植入、向古典求“诗”的发现、自我本真的复归、“诗性”的全面开拓以及市井平民化的

趋俗ꎬ这些美学坐标阐释着文体自觉的起伏跌宕及其现代散文文体特征的嬗变ꎬ无疑留给散文美

学以诸多的学理思考ꎮ

三、文体自觉思潮留给美学的两点思考

从散文美学的构建看ꎬ上述百年间的六次散文文体自觉思潮ꎬ都围绕着散文核心理念的更

新、嬗变、回归、反复ꎬ而进行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演绎ꎮ 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个问题ꎬ需要学术

界通过充分讨论而取得共识ꎮ
(一)关于“文以载道”与“自我表现”的“互悖”与整一

散文理念的问题ꎬ是散文美学构建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ꎮ 百年散文发展史上文体自觉思潮

都是围绕着散文是“文以载道”与“自我表现”两个向度来展开的ꎮ 一个世纪以来ꎬ在理论家的笔

下总是把“载道”与“言志”作为对立的、“互悖”的两个核心理论支点ꎬ来进行文学史的描述或对

散文家的创作进行评论ꎮ 笔者认为ꎬ究其实质ꎬ“载道”与“言志”被描述的“互悖”ꎬ是一种假性

“互悖”ꎬ两者原本并非对立ꎮ 之所以造成这种理论的错位ꎬ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的先驱者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以及一批先锋姿态的散文家冰心、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
林语堂等ꎬ以王纲解纽的激情与矫枉过正的非常思维ꎬ将“文以载道”这个几千年的文学理念彻

底打倒ꎬ而以“自我表现”的散文理念取而代之ꎮ 近期有学者为“文以载道”翻案ꎬ指出“批判‘文
以载道’ꎬ可谓百年中国文论最大的‘错案’”ꎬ而且指出ꎬ百年文论对“文以载道”的批判ꎬ犯了三

个“错”:一是“将孔孟污名化”ꎬ二是“将道与政治相混淆”ꎬ三是“将载道观与文学的创作规律相

隔离”ꎮ② 然而ꎬ翻案者所缺失的ꎬ是没有对作为散文理念的“文以载道”进行具体的学理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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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同宾:«散文要还俗»ꎬ«散文百家»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刘锋杰:«“文以载道”再评价»ꎬ«文学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吴周文:百年散文文体自觉思潮及其美学的建构

和正名ꎮ 对此有必要进行重新辨析ꎮ
从文体学来说ꎬ“文以载道”讲的是文体文本构建的公理ꎬ是内容与形式的浑成结构的形态ꎮ

“道”的内容曾被历史上的封建君王所强行规定为封建政治的“道”并为其所用ꎬ而实质上剥离政

治性功利的“道”而普遍性存在ꎮ 通俗地说ꎬ散文文体一定有它的思想ꎬ文本形式离不开它的思

想ꎬ这是铁定的文章哲学ꎮ 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对“文以载道”的口诛笔伐之于文学史的深刻

影响ꎬ是将“载道”与“言志”割裂成两个对立的概念ꎬ以致人为区分百年文学史上以政治文化为

本位而进行宏大叙事的“载道”派ꎬ与以作者个性为本位、表现“自我”的“言志派”之间的对立ꎬ
并描述其此消彼长ꎮ① 带着“五四”文学革命对“载道”的认知以及新时期至今对“文艺为政治服

务”极左文艺思想的批判ꎬ理论界仍然心有余悸ꎬ对“文以载道”不敢拨乱反正ꎬ予以正名ꎮ 而“文
化诗性”思潮至少在创作中已经把“载道”与“言志”在理念上实行整一ꎮ 因为在这一思潮中ꎬ散
文作家在批判唯政治的功利性的时候ꎬ坚持自我表现的本真化ꎻ同时在应对各种文化悖论乱象之

时ꎬ又能够张扬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ꎬ以深刻开拓文化诗性表现的空间并作哲理情怀“大道人

心”的激情表达ꎮ 这是“文化诗性”思潮在创作实践中将“载道”与“言志”整一起来的自觉时期ꎬ
其自觉性远远超过了“真话真情”思潮时期ꎮ 在理论界顾忌慎用“大我”与“小我”两个单词、闭
口不提“文以载道”的时候ꎬ散文家韩小蕙却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她的“大我小我统一”论ꎮ 她这样

说:“我要求在自己的文章中ꎬ力求跳出小我ꎬ获得大我的人类意识ꎬ或者更准确地说ꎬ是以一己

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ꎮ”②显而易见ꎬ韩小蕙在理论上概括说明了“文以载道”与
“自我表现”两者并行不悖ꎬ且进一步说明“载道”的“大我”与“言志”的“小我”是可以而且应该

在“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大道人心”的思想空间上得到统一与整合ꎮ
上述对“文以载道”的认识ꎬ是剥离了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功利之后ꎬ回归到文学本体和散文

本体的认识ꎮ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ꎮ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ꎬ表现在“道”的内涵毕竟难以完全排斥

政治文化的内容ꎮ 因为文学对外宇宙的反映与表现是包罗一切的ꎬ包括政治文化在内ꎬ而且于此

还出现过«水浒»«红楼梦»«九三年»«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不朽的经典ꎮ 不过ꎬ鉴于当代文

学史上的经验教训ꎬ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ꎬ散文对政治文化的表现ꎬ第一ꎬ要将它作为“政治文

化”予以“远距离”和“轻处理”的表现ꎬ切忌简单、机械和图解的写实性书写ꎻ第二ꎬ表现政治文化

的时候ꎬ必须以散文的文学话语进行“艺术”的表现ꎻ必须牢记散文家孙犁对后辈的教诲ꎬ“政治

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ꎬ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③ꎮ
如果说ꎬ“五四”新文化革命批判“文以载道”是百年文论的一桩错案ꎬ那么ꎬ百年来被文论和

散文美学所描述的“载道”与“言志”之对立关系ꎬ就是“假性互悖”ꎮ 我们的很多文学理论家和

散文研究者因此受之误导与蒙蔽ꎬ而且也是以这种“假性互悖”的认知ꎬ来阐释和编写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的著述与教材ꎮ 因此ꎬ给“文以载道”正名ꎬ是当务之急ꎬ势在必行ꎮ 对于散文美学ꎬ“文
以载道”具有永恒性ꎬ它永远是散文文体的哲学ꎮ 道理就这么简单:当一位具有社会责任心和人

性道德感的散文家抒写自我本真的时候ꎬ其“大道人心”自然就会“集体无意识”地与世界、与时

代、与祖国、与人民息息脉动ꎬ其发出的声音决不是个人灵魂的浅唱低吟ꎬ而会在读者心灵深处引

起世界的回声ꎮ 韩小蕙在寻求文化诗性的无意之中ꎬ以“大我小我统一”论阐明和正名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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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周文:«文体自觉:散文美学范型的演绎与重建»ꎬ«扬子江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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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的公理ꎬ是其对散文美学理论的一个贡献ꎮ
(二)关于现代主义艺术元素的借鉴与散文“破体”
鲁迅说过:“没有拿来的ꎬ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ꎮ”①百年散文思潮的发展与演进ꎬ证明在文

体自觉上鲁迅的名言是千真万确的ꎻ而且还证明中国现当代散文诗性的创造ꎬ离不开外国现代主

义元素的融合ꎮ 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元素ꎬ成为构建散文美学与实现文体自觉的一种自信力ꎮ
众所周知ꎬ新文学之初“美文”这一概念ꎬ是周作人引进、借用英式随笔(Ｅｓｓａｙ)而加以提倡

的ꎮ 他以开放思想将西方元素和中国元素合成起来ꎬ并且总结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

两重因缘ꎬ一是外援ꎬ一是内应ꎮ 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ꎬ内应即是

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ꎮ”②所以ꎬ“自我表现”思潮从一开始就在文体创造上打下英式随

笔的烙印ꎮ 应该说ꎬ在“自我表现”思潮时期ꎬ散文借鉴西方思想资源ꎬ借鉴英式随笔以及其他象

征主义等艺术元素ꎬ成为散文家们文体自觉的驱力ꎮ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鲁迅ꎬ最有代表性的作

品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ꎬ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ꎮ 从这一思潮之后ꎬ历次的思潮表明ꎬ凡是向

外国现代主义开放ꎬ“美文”就会得到相对应的发展ꎻ反之ꎬ美文的艺术表现就会停滞与萎顿ꎮ 最

典型的一例ꎬ是“诗化散文”思潮ꎮ 因处于特殊的文化封闭时期ꎬ杨朔与同时期的散文家既不能

向被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借鉴ꎬ又不能向被批判的中国现代文学借鉴ꎬ他们只得向中国古典文学

的一条狭隘的空间里去求“诗”ꎬ以再造一条艰难的“诗化”之路ꎮ 在这一思潮中ꎬ只有郭风在孤

独地向维尔哈伦、果尔蒙等象征派诗人的技艺借鉴ꎬ而杨朔们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则完全失却

了“洋为中用”的自觉性ꎬ其文本也因此失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灵动和幽默ꎮ
思潮的产生自然就会在散文的文本形态上产生“破体”现象ꎮ 仅就六次思潮而言ꎬ除“诗化

散文”思潮是发生在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外ꎬ其他思潮都向现代主义开放ꎮ 历史经验证明ꎬ向
现代主义开放的向度与力度ꎬ往往决定了散文文体自觉演进的状态ꎮ “闲适话语”思潮之所以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产生广泛影响ꎬ是因为倡导者林语堂虽则接受袁中郎的“性灵”说ꎬ但在美学上更

多地接受克罗齐的思想ꎮ １９２８ 年ꎬ林语堂翻译美国学者斯宾加恩深受克罗齐影响的论文«新的

文评»ꎬ不久接着翻译克罗齐«美学»的二十四节ꎬ从中接受最明显的就是“美即表现价值”“艺术

即表现即直觉”的美学理念ꎮ 他把这些理念以及幽默、闲适等整合为小品文的审美规范ꎬ于是

“论语派”的小品文在文艺思想上认知和会通了“表现主义”ꎬ获得了现代转型的自觉ꎮ 林语堂及

“论语派”在打出“论语”传统旗号的时候ꎬ将周作人等新文学之初的“絮语”口吻和“随笔”的形

式感ꎬ提升为“美文”文体“内自觉”的审美机制ꎮ 换言之ꎬ林语堂比周作人更开放ꎬ“闲适话语”
思潮在“自我表现”文体共约性与实践性的基础上ꎬ整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ꎬ增添了“幽默、性灵、
闲适”的更为完整的美学特征ꎬ从而使“美文”赋以“现代”主义色彩之美ꎮ

从“文化诗性”思潮到“全民文体”思潮ꎬ无疑是一个向现代主义全面开放的时期ꎮ 各种现代

主义思潮ꎬ如哲学、美学、心理、文化、文学、艺术等门类的思潮ꎬ以及被翻译介绍过来的马尔库塞、
霍克海姆、苏珊朗格、特里伊格尔顿、巴赫金、罗兰巴特、荣格、海德格尔、杰姆逊、巴尔特、
杜甫海纳等著述ꎬ与中国文化、文学相碰撞、渗透、融合ꎮ 文学方面如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

义、存在主义、新感觉派、黑色幽默、新写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影响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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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的散文文体之范式与形态ꎮ 一些学者称之为“新锐散文”①ꎬ或称之为“新时期现代主义散

文”②ꎮ 笔者也曾指出ꎬ这是散文诗性之升浮ꎬ是创作中间出现的“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现

象”ꎬ“为散文创作注入了一股虎虎生气”③ꎮ 惟其如此ꎬ现代散文在两个艺术表现系统的融合中

生存发展ꎬ而现代主义所提供给中国散文的融通空间ꎬ远比传统散文所提供的继承空间ꎬ要深广

和丰富得多ꎮ 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散文文体所产生的“破体”现象ꎬ出于人们的意料ꎻ它在

较大程度上ꎬ使当代散文对它的“洋为中用”ꎬ渐渐地成为文体的自觉与很多作家的自我诉求ꎬ甚
至成为“无意识”的“拿来”ꎮ 冰心老人还能够写出“超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我的家在哪里»ꎬ
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ꎮ 在目前美学的价值评判中ꎬ“美文”之美又多了一条标准ꎬ即借

用现代主义予以创新ꎮ 应该看到ꎬ这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散文“当代”转型的一个方面的表

现ꎮ 借鉴并融通现代主义的方法、手法与技巧ꎬ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体艺术形式进行整合变

形ꎬ进而使文体失范与“破体”ꎬ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ꎮ 如果我们拿新时期以来的体制形式与

之前几十年的散文体制形式进行比较ꎬ新时期散文在文本上的变化远比现代散文和新中国成立

之后 １７ 年的散文要丰富、驳杂且翻新得多ꎮ 这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ꎬ散文创作中之所以发生较

大向度与力度的“破体”ꎬ其中“外援”是一个重要原因ꎮ “外援”是散文发展“外驱”机制的一种

力量ꎬ如果没有接受“外援”的胆识和实践ꎬ中国散文便不可能成为世界先进文化而立于世界文

学之林ꎮ
当“外援”成为作家一种自觉诉求的时候ꎬ它就成为散文“破体”的助力ꎬ而衍生为文体的自

觉ꎮ 追随与效法卡夫卡与博尔赫斯的残雪ꎬ她不无偏激地提出必须借外国现代主义文学进行

“换血”ꎬ才会有中国文学发展的前途ꎮ 她说:“我的思想感情像从西方传统中长出来的植物ꎮ 我

将它掘出来栽到中国的土壤里ꎬ这株移栽的植物就是我的作品ꎮ” ④她自己在写小说的同时ꎬ也
对散文创作进行“换血”ꎬ其散文集«残雪散文»就是当下最典型的“换血”实验ꎮ 有意识地借鉴

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ꎬ来营造散文的文体文本的ꎬ不只是残雪ꎬ而是一批散文作家ꎬ如赵丽宏、韩
小蕙、斯妤、刘亮程、史铁生、叶梦、于坚、胡晓梦、陈奕纯等ꎮ 用外国“现代”艺术形式融入中国的

散文体式ꎬ就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艺术表现秩序和套路ꎬ于是就出现了“破体”及“破体”之后新创

造的文体样态ꎮ 一些典型的范式不胜枚举ꎬ如赵丽宏的“复调体” (如«印象幻影»)、残雪的

“寓言体”(如«索债者»)、于坚的“新象征体”(如«云南冬天的树林»)、斯妤的“梦幻体”(如«荒
诞系列»)、韩小蕙的“荒诞体”(如«玻璃象奇遇»)、陈奕纯的“动漫体”(如«月夜狗声»)、胡晓梦

的“新感觉体”(如«这种感觉你不懂»)、刘亮程的“隐喻体” (如«寒风吹彻»)、曹文轩的“摄影

体”(如«前方»)、苇岸的“新絮语体”(如«大地的事情»)ꎬ等等ꎮ 这种向现代主义借鉴的情形ꎬ与
大量向小说、诗歌、戏剧跨文类和向影视、动漫、绘画、音乐、建筑、雕刻等跨艺类结合起来ꎬ便产生

了近 ２０ 年来大面积的散文“破体”ꎬ且这种“破体”成为很多散文作家的文体自觉ꎮ 我们既要看

到这种散文“破体”的情形ꎬ同时还要看到这种“破体”受散文“守范”传统基因的规约ꎬ它毕竟还

是以中国散文元素为本的“中国”散文ꎮ
散文文体自觉的一个重要标识是作家群体对文本创造的共约性与文体审美的趋同性ꎬ是对

散文美学大体趋同的领悟和演绎ꎮ 任何时候ꎬ散文的文体自觉都是在流动的悖论中发展的ꎬ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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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问题与文体形式两个方面的共约性与趋同性之自觉ꎮ 正因为如此ꎬ文体自觉思潮的产生与演

进ꎬ都是散文文体反复地被拿捏、被修饰、被改造的过程:一方面是对散文文化基因“守范”与继

承ꎬ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文体“破体”和创新ꎬ从而使散文文体在“破”与“立”的悖论中得到良性的

发展ꎮ 归根结蒂ꎬ散文文体自觉思潮的涌动与演绎ꎬ最终获得的是散文美学的完善与彰显散文审

美效能的自信ꎬ弘扬的是中国散文精神与骨血的永恒ꎮ 无论“外援”如何影响散文创作ꎬ中国散

文的精神与骨血终究会使散文的“破体”守恒于中国基因的文体自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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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ｏ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ｓｅ ｓｔｙｌｅꎻ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ꎻ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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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与响应:中国现代小说
风景修辞的张力建构

∗①

郭晓平
(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ꎬ山东 泰安ꎬ２７１０００ )

　 　 摘要:　 救世宗旨和社会担当ꎬ一直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驱力ꎮ 在叙事层面ꎬ修辞机制成为风景话

语由文学实践层面到达现实实践层面的途径和策略ꎮ 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来说ꎬ最重要的修辞策略在

于建立一种差异性的张力机制ꎮ 它来自作者视野与读者期待的错位ꎬ风景意义和风景意味之间的差异ꎬ同时根

植于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ꎮ 这种张力机制ꎬ始终将人放在中心位置ꎬ在个人与时代的张力冲突中ꎬ记录着民族觉

醒与抗争的艰难历程ꎬ书写着时代洪流中自我意识觉醒与主体性建构的生命痛感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中国现

代小说的风景才真正成为了“人”的风景ꎮ
关键词:　 中国现代小说ꎻ风景修辞ꎻ张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５－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１
作者简介:郭晓平(１９７３—　 )ꎬ女ꎬ山东郓城人ꎬ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研究”(１５ＪＹＡ７５１０１０)、山
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下的齐鲁风景书写研究”(１４ＢＷＸＪ０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王晓明:«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ꎬ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ꎬ上海:文汇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２１１ 页ꎮ

　 　 “清末民初 ３０ 年间ꎬ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ꎬ在一部分敏感的文

化人中间ꎬ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ꎬ以救世为宗旨ꎬ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ꎮ 到

２０ 年代中期ꎬ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ꎬ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ꎬ
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ꎮ”②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ꎬ中国文学实践着对现代化的想象ꎮ “思想

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成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ꎬ也影响着作家的文学表达方

式ꎮ 正如王晓明所说:救世宗旨和社会担当ꎬ一直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驱力ꎮ 因此ꎬ文学

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来说ꎬ从来都不是孤芳自赏ꎬ而是救世的手段和途径ꎮ 但是ꎬ由文

学实践到达社会实践ꎬ进而产生现实影响ꎬ谈何容易? 对于作者来说ꎬ可以直接影响的对象主要

还是读者ꎬ而把作者和读者联系起来的主要就是文本ꎮ 于是ꎬ作者———文本———读者ꎬ就形成了

一种文学话语实践的生物链ꎮ 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ꎮ
“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ꎬ小说创作成为现代作家们的首选利器ꎮ 他们纠正了新小说在思想

与审美之间的偏颇ꎬ更加注重思想话语的审美化表达ꎮ 此时ꎬ在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型过程中ꎬ风
景从小说三要素中凸显出来ꎮ 当风景居于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心时ꎬ它所具有的具象与抽象相

结合的特质ꎬ与话语实践“一拍即合”ꎬ成为思想话语审美化表达的重要阵地ꎮ 于是ꎬ风景在现代

小说中逐渐成为一种“装置”和“符号”ꎬ风景书写随之成为作家表达思想的话语场域ꎮ 但是ꎬ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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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还不够ꎮ 具有了文本预设ꎬ还要有读者的接受和响应ꎮ 这样的风景话语必须能够具有干预力

和影响力ꎬ才能实现话语实践的目的ꎮ 为此ꎬ小说家们还必须在风景书写的叙事方式和策略上花

费心思ꎮ 风景ꎬ这个现代话语的谜语ꎬ在谜面的设计中必须包含很多的“指向标”ꎬ导引读者寻找

到谜底ꎮ 这种“指向标”就是本文着重寻找的小说风景修辞机制ꎮ
目前的风景书写研究虽有对国外风景理论的借鉴ꎬ但更注重“解决中国学术当下的问题”①ꎬ

在风景的发生、生产、叙事模式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ꎮ 本文对风景修辞策略的探索ꎬ为进

一步考察风景的发生和呈现机制ꎬ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和思路ꎮ
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来说ꎬ最重要的修辞策略就在于建立一种差异性的张力机制ꎮ

建立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中的差异性ꎬ必然会造成一种张力ꎬ而这种张力是读者在

阅读中必须要解除的ꎮ 这种张力ꎬ不仅推动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的产生ꎬ而且规范读者注意力

的走向ꎬ防止其任意性的发生ꎮ 在读者解除张力的过程中ꎬ实现话语的传递和交流目的ꎮ 对中国

现代小说的风景书写来说ꎬ风景修辞的张力实践的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风景意义和风景意味之

间的差异性ꎬ来自作者视野与读者期待的错位ꎬ来自根植于个体生命内心的撕扯与纠结ꎮ

一、陌生化:作者视野与读者期待的错位

要实现风景书写的修辞目的就必须了解读者的审美经验心理ꎮ 只有理解了读者的心ꎬ才会

找到与之正确“相遇”“相知”的方式ꎮ “全部理解过程就是由读者熟悉那陌生的东西的需要引起

的ꎮ”②要使小说外在的风景引起读者强烈的审美反应ꎬ进而作出理性的思考ꎬ也就是将作品“在
外面”的东西化为读者的“在里面”的东西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构建与读者的阅读期待错位甚至相

反的风景ꎬ引起读者震惊的审美体验ꎬ造成审美的冲击ꎬ无疑是实现话语修辞和叙事目的的一个

重要策略ꎮ
首先ꎬ引起读者注意力的是对阅读者视觉造成冲击力的风景面貌ꎮ 风景张力来自于风景元

素之间的张力关系ꎬ还来自于对读者感知经验的挑战ꎮ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ꎬ则大地满地裂着口ꎮ 从南到北ꎬ从东到西ꎬ几尺长的ꎬ一丈长

的ꎬ还有好几丈长的ꎬ它们毫无方向地ꎬ便随时随地ꎬ只要严冬一到ꎬ大地就裂开口了ꎮ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ꎮ③

这是萧红小说«呼兰河传»开头的第一句话ꎬ极富视觉的冲击力ꎮ 在这里ꎬ萧红选取了“严
冬”与“大地”这样一组富于矛盾冲突的风景元素ꎮ 这种风景元素的冲突ꎬ给予了风景以速度ꎬ打
造了风景的力度ꎬ强化了风景的强度ꎮ 这种由速度、力度和强度连贯组成的张力风景ꎬ不断刺激

着读者的神经ꎬ很容易给读者造成“等效”的紧张感ꎮ 这种紧张感促使他回到风景开始的地方ꎬ
寻找引起紧张感的原因ꎮ 于是ꎬ张力风景中的风景元素就在读者的脑海中反复进行排列ꎬ并从中

试图找寻其中的逻辑关系ꎮ 而萧红有意无意使用一些拟人化的修辞ꎬ赋予了风景元素动态的拟

人效果ꎮ 这就在提示和导引读者的思维ꎬ将风景元素关系与人联系在一起ꎮ 让读者自己将风景

与人关联在一起ꎬ造成的结果就是ꎬ读者自觉地从风景自然话语走入风景人文话语ꎮ
其次ꎬ陌生化的风景还来自于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之间的反差和对比ꎬ凸显的是风景空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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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背后的时空交错和重叠ꎮ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ꎬ点上一炉沉香屑ꎬ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ꎮ

在故事的开端ꎬ葛薇龙ꎬ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ꎬ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ꎮ
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ꎬ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ꎬ园子里

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ꎬ疏疏落落两个花床ꎬ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ꎬ都是布置谨

严ꎬ一丝不乱ꎬ草坪的一角ꎬ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ꎬ正在开着ꎬ墙里的春天ꎬ不过是

虚应个景儿ꎬ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ꎬ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ꎬ那灼灼的红色ꎬ一路摧

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ꎮ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ꎬ几何图案式的构造ꎬ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ꎮ 然而屋顶上

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ꎮ①

这是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头的三段ꎮ
在第一自然段ꎬ张爱玲设计的这组空间物象:“铜香炉” “沉香屑”和“香港”这一地域ꎬ是如

此的不协调ꎮ 它们堆在读者的面前ꎬ与读者的时空经验产生了矛盾冲突ꎮ 这种冲突来自于两种

元素在时间点上产生的错位:前者属于久远的旧时代的“老古董”ꎬ后者属于新时代的“现代都

市”ꎮ 而风景元素与时代的关联ꎬ就在这种期待错位中ꎬ自觉走入读者的视野ꎻ同时ꎬ在这种错位

中ꎬ风景话语与时代话语得以勾连ꎮ
在第二自然段ꎬ院内的园林景观与院外的野杜鹃形成了强烈的空间对比ꎮ 前者ꎬ被人工精心

种植ꎬ排列得井然有序ꎬ修剪得一丝不乱ꎻ后者ꎬ漫山遍野自然生长ꎬ但却轰轰烈烈、生机盎然ꎮ 按

照米切尔«风景与权力»的论述ꎬ园林花园与权力和权势相关ꎮ 空间表面的对比ꎬ其实与人文社

会元素息息相关ꎮ 前者ꎬ很容易被人联想到权贵阶层ꎻ后者ꎬ无疑代表的就是底层民众ꎮ 张力风

景画面的背后是权力和阶层话语的隐含表达ꎮ
形成对比和反差的还有出现在第三自然段的“这座白房子”:“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最

摩登的”与“仿古的”ꎮ 这两组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元素就这样被人为地连接在一起ꎬ挑战着读

者的时空经验ꎮ 三个自然段组成了一部连贯的、具有同样模式的风景片ꎮ 这三幅风景画面ꎬ都充

满了反差与错位ꎮ 这种风景层面的错位ꎬ会引起审美的冲击ꎬ造成审美的张力ꎬ从而迫使读者不

得不回到风景ꎬ探究风景与话语的关系ꎬ找寻解除张力的途径ꎮ 在风景物质元素所架构的参差、
反差和比照中ꎬ其意义关联都指向了时间、时代的交叉和新旧时代话语的重叠ꎮ 而这些所有的风

景两层内涵ꎬ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香港”:一个新旧时代杂陈、新旧观念混合的现代化都

市ꎮ 这样的香港在小说一开头就被张爱玲硬生生地堆在了读者的面前ꎮ 这样的印象成为阅读作

品中无形的预设ꎬ导引着读者的思维ꎮ
正如张爱玲所说:“我是喜欢悲壮ꎬ更喜欢苍凉ꎮ 壮烈只有力ꎬ没有美ꎬ似乎缺少人性ꎮ 悲壮

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ꎬ是一种强烈的对照ꎮ 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ꎮ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

长的回味ꎬ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ꎬ是一种参差的对照ꎮ”②也许ꎬ张爱玲的作品吸引不同时代读

者的魅力ꎬ就在于这种参差比照中透露出的生命的意味ꎮ 这种意味极富启发性ꎬ吸引读者反复咀

嚼和不断体味ꎮ
再次ꎬ陌生化的风景也来自于个性化的感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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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风早已经停息了ꎻ枯草支支直立ꎬ有如铜丝ꎮ 一丝发抖的声音ꎬ在空气中愈颤愈细ꎬ细
到没有ꎬ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ꎮ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ꎬ仰面看那乌鸦ꎻ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

间ꎬ缩着头ꎬ铁铸一般站着ꎮ①

这是鲁迅先生小说«药»的最后一部分ꎮ 整段文字的所有风景元素都因为经过了人物的感

官化ꎬ而呈现陌生化的面貌ꎮ “枯草”与“钢丝”的连接ꎬ不仅仅在于视觉ꎬ还有触觉才会有的

“硬”的成分ꎻ“枯草”的“发抖的声音”ꎬ又是听觉的产物ꎮ “乌鸦”的不寻常也与人的感觉反应息

息相关ꎮ 这种感官化的风景ꎬ也不仅有着强烈的代入感ꎬ使得读者成为感觉风景的主体ꎮ 同时ꎬ
这种通过人物的感觉处理的风景ꎬ也呈现出与一般常识中的风景面貌不一样的个性化特质ꎮ 面

对这样的风景ꎬ读者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风景如此怪异? 此时ꎬ好奇的读者开始追根溯源ꎬ将风

景与小说中的其他要素结合起来ꎬ追寻其中的神秘内涵ꎮ
鲁迅非常善于在小说中使用这种个性特色的感觉化风景ꎮ «祝福»的大雪之夜ꎬ«狂人日记»

的月光等ꎬ都是鲁迅特有的风景书写ꎮ 面对这样“鲁迅式”的风景ꎬ读者总会感到像谜语一样ꎬ充
满着对人生和世界的洞见ꎮ 也许ꎬ你未必一定会在风景深处与鲁迅相遇ꎬ但是ꎬ他总像暗夜里的

灯光ꎬ指引着读者前行ꎮ 正是因为如此ꎬ现代小说家们的个性化风景书写ꎬ才会真正走入读者的

心灵中ꎬ成为记录时代历史和民族记忆的风景ꎮ
当然ꎬ风景陌生化的手段还有很多ꎬ这里我们仅仅罗列了三种情况ꎮ 令人惊异的风景ꎬ总是

会让读者流连回味ꎮ 也正是在这种回味和探寻中ꎬ不经意间读者与作者就会不期而遇ꎮ 在时间

的坐标轴上ꎬ这样的相遇会出现在任何地方ꎬ也许是当时ꎬ也许在未来ꎮ

二、“良好的绵延”:风景意义与风景意味

“文学交流是通过那些来自本文的隐藏的ꎬ相互重迭的ꎬ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感染力造成的”ꎻ
审美响应在于“本文所表达的东西和本文所意味的东西之间的差异”ꎮ② 可见ꎬ“意义”与“意味”
是不同的ꎮ 两者的不同直接影响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ꎬ也提示着作者对作品叙事策略的考量ꎮ
怎样才能使读者既“领会了意义”又“掌握了意味”呢? 当然ꎬ两者既是不同的ꎬ又是可以转换的ꎮ
而转换的关键就在于小说家的风景书写是否具有一种“良好的绵延”ꎬ即是否具有“可连接性”ꎮ

从接受美学来讲ꎬ小说家的意义推送得越直接ꎬ读者的接受心理就会越抗拒ꎮ 只有将读者作

为主体参与进去ꎬ与作者产生交流ꎬ才会自主地参与思考ꎬ最终形成“意义”ꎮ 在某种层面上说ꎬ
“意义”只能在读者中产生ꎮ 读者参与建构“意义”的意识越强ꎬ意味才会产生得越丰富ꎮ 但事情

的另一方面是ꎬ意义太过明显ꎬ对读者背景的要求太高ꎬ也会窄化读者的接受面ꎬ阻碍风景在历史

时空的延展ꎮ 因此ꎬ作品的意义也需要被某种程度的“隐藏”ꎬ处于明确和含蓄、揭示和隐瞒之

间ꎬ在实现文学交流中ꎬ让读者可以自觉地、主动地将这些含蓄的内容揭示出来ꎬ将它转化为明确

的意指ꎮ
具体到小说风景书写ꎬ风景本身具有天然的形象性ꎬ因此意义的延展性也就更强ꎬ它也得天

独厚地拥有更便利地与不同读者交流和对话的能力ꎮ 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时期的小说家如此重

视风景书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ꎮ 风景被作家们当作与读者交流的一块天然的宝地ꎮ 但是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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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审美性与风景的话语性常常是一对矛盾体ꎮ 风景的话语性太强ꎬ就会窄化或者僵化风景的

审美性ꎬ妨碍读者的参与ꎻ但是ꎬ如果任由审美性发挥ꎬ又使得风景意义太过“任性”ꎬ有时与作者

的意图“擦肩而过”ꎮ 因此ꎬ陌生化固然会引起读者的“震惊”体验ꎬ但是ꎬ要想不与作者的意图

“失之交臂”ꎬ还需要一定的指引和导向ꎬ也就是在风景意象与风景意义之间建立某种似有似无

的“联系”ꎮ 它是从风景意义发散出的ꎬ或者是风景意义延展出的ꎬ或者是围绕风景意义绵延的ꎮ
它就像孙犁笔下荷花淀的轻雾一样ꎬ既是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ꎬ又是这方水域升腾的直接结果ꎮ
因此可以说ꎬ这种“绵延”同时又是一种张力ꎮ 它既是风景主体———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张力ꎬ又
是风景内部的自然话语与人文话语的张力ꎬ还是风景主体与风景客体的张力ꎮ 这种张力使风景

既具有时代话语性又具有穿透历史的审美性ꎮ 中国现代小说家打造“不确定性”风景的叙事策

略有很多ꎮ 现简要列举几种:
(一)时空的跳脱

小说的风景书写虽然是一个空间的展示ꎬ但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ꎬ它又必须回归于时间的

流程ꎮ 意义就在这个连贯的等效系统中产生ꎮ 如果这样的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时间

轴ꎬ突然出现了某段空白ꎬ或者时间出现了停滞、变形ꎬ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就会造成“障碍”ꎬ打
断系统的连贯性ꎮ 要补足这样的一个空白ꎬ读者就要发挥想象力ꎬ将风景纳入自己的经验系统ꎬ
进行整合和补充ꎮ 于是ꎬ在整合和补充的过程中ꎬ“意味”得以产生ꎮ 但是ꎬ这样的“意味”未必与

作者打造的风景“意义”完全相同ꎬ有时更多的是延展和补充ꎬ这反而使风景意蕴得到了最大可

能的“绵延”ꎮ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ꎬ像迟迟的夜漏———一滴ꎬ一滴一更ꎬ二更一

年ꎬ一百年ꎮ 真长ꎬ这寂寂的一刹那ꎮ①

这是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的一段描写ꎮ 风景在时间轴上展开ꎬ但是ꎬ这样的展开却被

作家有意地进行了处理ꎮ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变缓ꎬ甚至停滞ꎬ就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ꎮ 此前

小说描写的金锁内心中激烈的心理活动和动作节奏ꎬ突然一下子慢了下来ꎮ 这就足以引起读者

的注意ꎮ 酸梅汤的汤汁与夜漏ꎬ似乎毫无关联ꎬ而且一下子将时空从此时此处ꎬ跳脱出去ꎮ 本来

在时间轴上滴落的是酸梅汤ꎬ但是ꎬ却一下子跳脱到了夜漏ꎮ 这看似是一个急转ꎬ但是作家却巧

妙地将读者还在眩晕的思维导引到了“意义”的方向上来ꎮ 作家接连使用了时间的感觉化书写:
“真长”ꎬ这种感觉化又再次将从现实风景时间轴上跳脱出去的读者拉了回来ꎬ将酸梅汤汁滴落

砸在金锁心头的时间感ꎬ转化为对生命意义感喟的重量感ꎬ重重地砸在读者的心上ꎮ 这重重的心

音ꎬ具有超越现实物象、跨越历史和穿透人心的巨大力量ꎮ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
　 　 童年的一天一天ꎬ温暖而迟慢ꎬ正像老棉鞋里面ꎬ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ꎮ②

在鲁迅的小说«明天»中ꎬ反复出现的“银白色的曙光”耐人琢磨ꎮ
　 　 夏天夜短ꎬ东方已经发白ꎻ不一会ꎬ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ꎮ③

银白的曙光又渐渐显出绯红ꎬ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ꎮ④

“银白色的曙光”几乎贯穿全篇ꎬ它不停地在时间轴上奔驰ꎮ 随着它在小说中出现频率和节

奏的变化ꎬ风景在时间轴上的奔跑节奏也在发生着变化ꎮ 这种忽快忽慢的节奏变化ꎬ给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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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造成了极强的紧张感ꎮ 当读者追寻这种紧张感ꎬ似乎与单四嫂子的心理情绪合而为一的时候ꎬ
“银白色的曙光”却又从这种心理化的时间跳脱出来ꎬ似乎又回归了自然本来的规律ꎮ “银白色

的曙光”的“主人”转换为“暗夜”ꎮ 这种跳脱ꎬ一下子把读者抛入了不确定的意义中:
　 　 这时的鲁镇ꎬ便完全落在寂静里ꎮ 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ꎬ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ꎻ另
有几条狗ꎬ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ꎮ①

“银白色的曙光”在整篇小说中反复出现ꎬ它不仅成了小说的结构线索ꎬ而且在读者的阅读

中ꎬ成为了一种连贯的系统ꎮ 但是ꎬ这个系统却是在不断转换的ꎬ由时间意象到人物心理再到自

然意象ꎬ似乎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ꎮ 最后ꎬ作者给了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空间ꎮ 正是这样一个

不断延展、有时跳脱却又具有巨大膨胀力的风景书写ꎬ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ꎬ赋予了读者更

多的参与性意识ꎬ也造就了风景更广阔的意义内涵ꎮ 风景意义并不是出现在文本中ꎬ而是生成在

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中ꎬ从而具有了与不同时代读者的对话能力ꎬ其文学实践转换为现实实践

的能量也就更为巨大ꎮ
(二)空白:能指与所指之间

要打造“言有尽ꎬ而意无穷”的叙事效果ꎬ隐喻也是小说家们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ꎮ 在风景

书写中ꎬ这不仅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手法ꎬ还是重要的叙事修辞策略ꎮ 隐喻将主观界与客观

界联系起来ꎬ将抽象意识转换为形象审美ꎮ 具体到风景书写上ꎬ隐喻不仅建构了人文元素与自然

元素相融合、主观界与客观界相渗透、形象性与抽象性完美统一的风景意义空间ꎬ而且在这样一

种链接和转换中ꎬ还存在着风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意义缝隙ꎮ 这种缝隙也会产生某种张力ꎬ促使

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补充和完满ꎮ 喻体和本体的联系是作家导游读者的路标ꎻ而两者的缝隙ꎬ
却是给了读者充分参与想象的空间ꎮ 由此ꎬ隐喻中能指与所指构成的风景意义空间ꎬ最终在读者

的阅读中得以建构ꎮ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ꎮ 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ꎮ 那边远远地一簇

房屋ꎬ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ꎬ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起了白的炊烟ꎮ②

天气继续暖和ꎬ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ꎬ现在都有小小的手

掌那么大了ꎮ 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似乎发长得更好ꎬ远望去像一片绿锦平铺在

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ꎮ③

这是茅盾小说«春蚕»的两段田园风景描写ꎮ “菜花”与“黄金”ꎬ“桑叶”与“小手指儿”ꎬ“桑
林”与“绿锦”之间ꎬ不仅有着相似性ꎬ而且有着相异性ꎮ 相似性是能指与所指链接的基础ꎬ而相

异性则是两者的缝隙所在ꎮ 前者导引着读者的思维导向ꎬ后者启发着读者用自己的经验填充这

种空白ꎮ 在两种属性共同作用下ꎬ读者给出了从喻体到本体ꎬ从所指到能指转换的原由ꎮ 在这种

意义填充中ꎬ其情感因素也会不自觉间传染给读者ꎮ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比较善于使用隐喻的ꎮ
　 　 那时天色已经暗了ꎬ月亮才上来ꎮ 黄黄的ꎬ像玉色缎子上ꎬ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ꎬ烧糊

了一小片ꎮ④

“月亮”意象在张爱玲作品中常常出现ꎮ 在这里ꎬ“月亮”与“玉色缎子”组合在一起ꎬ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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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读者的一般经验常识ꎮ 但作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读者ꎬ张爱玲从“玉色缎子”再次跳脱到

“烧糊的一小片”ꎮ 比喻将风景放置在不断延展的时间轴上ꎬ其意义也在一层层剥落ꎮ 读者的体

验由优美转向了惊异ꎮ 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巨大相异性ꎬ让读者不禁追索可能链接的相似性ꎮ 在

读者不断地反复填充能指与所指的巨大空白时ꎬ风景的意义又不断地凸显ꎮ 月夜风景所投射的

凄凉一步步爬上读者的心头ꎬ生命的意味也在月光下逐渐升腾ꎮ 对此ꎬ张爱玲还有同样经典的一

句比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ꎬ爬满了蚤子ꎮ”①风景拥有了生命的意味ꎬ就拥有了在时间轴上不

停向前的能量ꎬ拥有了与不同时代读者相遇的魅力ꎮ
(三)视点的交错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ꎬ«旅行杂志»曾经刊载过洁光的摄影作品«泰山观日出»②ꎮ 整幅画面的

下半部被泰山山顶日观峰探海石所占据ꎬ作品上半部是渺渺茫茫的云海ꎬ而居于照片中心ꎬ端坐

在大石上的是西装革履的观景者ꎮ 这幅摄影作品没有任何的泰山日出的风景展示ꎬ凸显的是观

看的主体ꎮ 在这里ꎬ观看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照片中的西装革履者ꎻ还有一个就是照片外的读

者ꎮ 照片内的他ꎬ眺望着茫茫群山ꎻ照片外的读者ꎬ却在注视着他ꎮ “‘眺望’正是使对象成为风

景的方式ꎮ”③前者“眺望”的是风景ꎬ后者眺望的是观风景的人ꎬ两者之间构成了视点的交错ꎮ 作

者特意在读者与风景之间安插了这样一个西装革履者ꎬ就好像是给读者配备的观看风景的“装
置”ꎬ读者的视点虽然没有看到风景ꎬ但他的眺望却给了读者足够的风景想象ꎮ 这样的想象ꎬ是
被西装革履者的视点导引过的ꎬ是被现代话语的取景器过滤过的ꎮ 因此ꎬ在读者视线焦距的延展

下ꎬ现代话语打造的意义从风景中跳脱出来ꎬ被读者“看到”ꎬ成为风景意味ꎮ
看风景的方式就是看世界的方式ꎮ 观看主体决定了观看内容ꎮ 读者在阅读风景文本时ꎬ常

常就是在“西装革履者”背后的那个观看者ꎬ透过他来“眺望”风景ꎮ 读者的视点从作者的视点看

出去ꎬ这样ꎬ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构成了一个视点的导引和延展ꎮ 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孤立割据状

态被打乱ꎬ风景与人、作者与读者建立起信息交换的联想网络ꎮ 读者进入风景的现象世界ꎬ与隐

匿“现象学自我”的经验合流ꎬ其意义就在这种感知中生成ꎮ 但是ꎬ如果作者的风景那么容易被

读者找到ꎬ恐怕会少了很多阅读的乐趣ꎮ 为此ꎬ作者会在“取景器”里设置一些相交叉的视线ꎮ
这些视线由不同的主体发出ꎬ作者隐藏在其中ꎬ等待读者自己去发现和选择ꎮ

　 　 是决定明天一定要回南京去的前一夜ꎬ因为月色很好ꎬ我就和她走上了 Ｘ 世界的屋顶ꎬ
去看上海的夜景ꎮ④

这种视线的交叉ꎬ有时分属不同的主体ꎮ 他们虽然都从一个视点发出ꎬ但看到的风景却迥然

不同ꎮ 于是ꎬ读者会由风景再回溯到起点:风景开始的地方ꎬ去探究根源ꎮ 而作者正等在那里ꎬ等
待与读者相遇ꎮ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ꎬ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ꎬ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

一样ꎮ
他狠狠地敲打ꎬ向着苇塘望了一眼ꎮ 在那里ꎬ鲜嫩的芦花ꎬ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ꎬ正在

迎风飘撒ꎮ
在那苇塘的边缘ꎬ芦花下面ꎬ有一个女孩子ꎬ她用密密的苇叶遮掩着身子ꎬ看着这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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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ꎮ①

为什么老头子看不到身边的鬼子ꎬ却看到了远方苇塘里像紫色的丝绒一样飘荡的芦花? 眼

前实在的客观界并没有进入他的风景视野ꎬ真正成为风景的是并未看到的主观想象ꎮ 于是ꎬ作者

不仅挪移了老头子的视线ꎬ而且成功地转移了读者的视线ꎬ将一场暴力化为唯美的诗意风景ꎮ 但

是ꎬ这还不够ꎬ作者有意加进了小姑娘的视线ꎬ纯真的小姑娘眼中的风景恰恰就是老头子搏斗的

场面ꎮ 读者沿着视线寻找ꎬ小姑娘清澈的眼睛再次给了读者明确的答案ꎮ 同是一幅暴力搏斗的

场景ꎬ但是ꎬ经过人物、作者、读者之间的视线交叉、互证和回溯ꎬ变化为一副诗意化的唯美风景ꎻ
而交叉的视线同时又起到了互相印证的作用ꎮ 诗意化不仅将场景成功美化ꎬ更为重要的是赋予

了真理性和合法性ꎮ 于是ꎬ一种崇高的审美元素慢慢地充满了读者的心头ꎮ
总之ꎬ视线的设置不仅起到导引读者的作用ꎬ更重要的是视线交叉的空白地带给了读者追寻

视线下的风景意义的动力ꎮ 读者的参与ꎬ最终完成了风景意义的发现ꎮ

三、 风景深处的生命相遇

风景与读者相遇的方式有很多种ꎬ毋庸置疑ꎬ离读者最近的肯定是作者的风景ꎮ 因为ꎬ他是

读者的“取景器”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读者眼中的风景ꎮ 但是ꎬ高明的作者常常会让读者忽略

了他的存在ꎬ自己跳进风景中ꎬ去体味发现的乐趣ꎮ 忽略并不等于不存在ꎮ 真正打动读者的是作

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书写的风景ꎮ 它有着生命的温度ꎬ即使是冰冷ꎻ它有着生命的撕扯ꎬ痛彻心

扉ꎻ它是来自心底的呐喊ꎬ回荡在历史的上空ꎮ
现代风景来自于小说家们“‘观察’的‘个性’与‘主观性’”ꎮ 现代风景书写就在于建构一种

“个性化的、异质的、具有深层结构及目的论特征的风景叙事形态”②ꎮ 这种“个性化”的生命风

景ꎬ带给读者巨大的异质体验和震惊的审美感受ꎬ是最具张力性的风景ꎮ
(一)时代风景与个体生命的纠缠

“春风化雨润无声ꎬ一枝一叶总关情”ꎬ“东边日出西边雨ꎬ道是无晴却有晴”ꎮ 人的情愫与自

然有着天然的关系ꎬ中国古代诗文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描写ꎮ 中国现代小说家们也不列外ꎮ 郁

达夫格外重视风景书写:“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ꎬ“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ꎬ又最容易

使小说美化”③ꎮ 老舍在«景物的描写»中也指出:风景书写“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ꎬ与哲理的解

析”ꎬ与“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④ꎮ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不是时间轴上的点ꎬ而
是时间点上延展的面ꎻ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书写ꎬ还是时代历史的记录ꎮ 但更多的是时代历史洪

流中个体生命的倾诉ꎮ 或者说ꎬ时代历史的风景ꎬ常常通过个性化的生命体验来书写ꎮ 这就使得

时代性与个性之间必然产生一定的张力ꎮ 而最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在时代中个人化的本真体验ꎮ
这种张力性的风景首先来自于时代话语与个体生命的矛盾冲突ꎮ 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ꎬ

常常是无力的和渺小的ꎮ 他们的迷茫、苦闷、压抑和痛苦ꎬ或者喜悦与欢欣ꎬ都投射在了风景中ꎮ
“风”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最为常见ꎮ 但是ꎬ“风”却只能通过它制造的效果才具有存在感ꎮ

“风”与万物形成了一组冲突性张力ꎮ 于是ꎬ李峤的“风”ꎬ我们只能在“三秋月”“二月花”“千尺

浪”“万竿斜”中才能看到ꎮ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ꎬ这是从结果看到其本身ꎮ 中国现代小说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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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风”的描写ꎮ 但不同的是ꎬ“风”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种天气现象ꎬ也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对象ꎬ
而是具有了更多样的面目ꎮ 尤其是将“风”与人的感知觉、与社会生活等人文内容相结合ꎬ造就

了更富有意味的“风”ꎮ “风”中不仅有着时代历史内容ꎬ还有着个体的人最真实的精神状态和情

感倾向ꎮ 读者在文本中ꎬ与“风”相遇ꎮ “风”中裹挟的人类共有的历史和情感ꎬ必定会在读者的

心海中留下波痕ꎮ
与古代小说不同的是ꎬ同样的“风”ꎬ鲁迅的«一件小事»里的“风”是“民国六年的冬天ꎬ大北

风刮得正猛”的客观描述ꎮ “风”的凶猛ꎬ体现在“风”中的人物身上ꎮ 个体的人在“风”中的挣

扎ꎬ恰恰成了时代氛围最有力的表达ꎮ “今天又刮风!” ①这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风”ꎮ
仅此一句ꎬ没有任何风的具体描写ꎬ但“又”字却说出了莎菲的苦闷ꎮ “因为我向北转ꎬ风就是从

北面吹来的ꎮ”这是«北风里»逆“风”而上的胡也频ꎮ 这种形象是当时作者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

最真实的描摹ꎮ “风撒欢了” ②ꎬ这是萧红«旷野的呼喊»中主宰一切的“风”ꎮ 它可以欺凌一切ꎬ
摧毁一切ꎬ又可以主宰一切ꎮ 是它ꎬ制造了一个个弱小生灵的悲剧ꎮ 这是萧红面对苦难的制造者

最激烈的控诉ꎮ
　 　 她飘飘摇摇在雪地上奔跑ꎬ风在她周围叫ꎬ黄昏压了下来ꎬ她满挂着泪水和雪水ꎬ她哭喊

着③

这是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的“风”ꎮ 与其说是风雪刺激着陆萍ꎬ使得她再次被冷风吹醒ꎬ
不如说是冰冷的风“呼应”了她心里的“冰冷”ꎬ为展开陆萍的心理活动打开了空间ꎮ 风雪通篇都

肆虐在陆萍的周围ꎬ它已经不单是一种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描写ꎬ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环境的象征ꎮ
由此ꎬ风景凸显了主人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而这种紧张关系经由陆萍的心理折射ꎬ又
被放大ꎬ成为“弄敏了”④的现实ꎮ 两者相互比照ꎬ互相折射ꎬ营造了陆萍内外交困的场域ꎮ

风景不仅反映着人的情感、生命体验ꎬ而且还具有能动力ꎮ 在与人的相互作用中ꎬ启迪人、改
造人、重塑人ꎮ 这一点郁达夫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所写的«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中对自然的净

化人格和教化社会的功力作用ꎬ已有论述ꎮ 在小说创作中ꎬ这样的风景也常常出现:
　 　 叠锦般的湖波ꎬ漾着溶溶的月ꎮ 雨过的天空ꎬ清寒得碧琉璃一般ꎮ 湖旁一丛丛带雨的密

叶ꎬ闪烁向月ꎬ璀璨得如同火树银花ꎬ地下湿影参差ꎬ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ꎮ 
这时他一切的烦恼都忘了ꎬ他觉得一身浸在大自然里ꎬ天上ꎬ地下ꎬ人间ꎬ只此一人ꎬ

只此一刻ꎮ 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里⑤

这是冰心的小说«悟»中的一段风景描写ꎮ 在这里ꎬ观看风景的主体是人ꎬ但是ꎬ客体风景却具

有了反作用力ꎮ 风景给了主人公心灵的静谧、精神的启迪与生命的彻悟ꎮ 显然ꎬ这种精神救赎的力

量ꎬ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扬ꎬ但是在废名等作家的笔下ꎬ仍有着这样的体现ꎮ
(二)风景中的自我建构

看风景的方式还是看自我的方式ꎮ 在很多小说ꎬ尤其是日记体、书信体、自传体的小说中ꎬ风
景既是人物自我发现、自我反思、自我纠结、自我超越的场域ꎬ也是其触发机制ꎮ 风景在与人的互

动关系中ꎬ记录着主体自我的建构历程ꎮ 人与自然的感知互动ꎬ是具有普适性的认知方式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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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人物的认知方式很容易被读者接受ꎬ进而感同身受ꎬ进入作品主体化的风景场域中ꎮ
　 　 今天又刮风! 天还没亮ꎬ就被风刮醒了ꎮ①

还是莎菲的“风”ꎮ 她“被这风刮醒了”ꎬ这“风”困住了她的身体和思想ꎬ让她处于焦躁、不
安与烦恼中ꎮ 为了躲避这样的情绪状态ꎬ于是“我”开始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生活中的琐事ꎮ 温

了几次牛奶ꎬ煮了几个鸡蛋ꎬ用了什么样的信纸慢慢地ꎬ这样的诉说越发显得无聊ꎬ越发显出

作者躲避真实的无力ꎮ 于是ꎬ莎菲由对外界的关注ꎬ开始转回头来审视自我ꎮ 这种“焦躁” “烦
闷”的情绪ꎬ不是“风”带来的ꎬ不是疾病带来的ꎬ也不是情爱带来的ꎬ其实是自我带来的ꎬ是自我

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纠结与软弱ꎬ是自我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失落与苦闷ꎬ是自我在个人与时代

夹缝中的挣扎与抗争ꎮ 这一层一层的体悟ꎬ都是在丁玲设置的“风”景里逐渐展开的ꎮ 由此ꎬ我
们说ꎬ正是让莎菲烦恼的外在的、客观的 “风”ꎬ营造了莎菲拷问自我的内在的、主观的精神空间ꎬ
在主体性追问中完成对自我灵魂的建构ꎮ 在这里ꎬ“风”景成为一种触发机制ꎬ由外部“吹”开了

连主人公自己都试图躲避、不愿面对的自己ꎮ 丁玲在这里所设置的“风”景ꎬ一开始存在着与主

人公对立、紧张的张力关系ꎬ继而ꎬ在对矛盾、冲突的探究中ꎬ在对自我的发现中ꎬ张力关系由风与

人、外部与内部ꎬ逐渐转向了自我内在的矛盾与困惑ꎮ 而主人公内在的自我张力ꎬ又折射出个体

与时代、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性等丰富复杂的时代内容ꎮ 所以莎菲才能由个体形象成为一个群

体代表ꎬ由个人情绪上升为一种时代情绪ꎬ最终成为 “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

绝叫者”ꎮ 我们也可以说ꎬ这样的“风”也由自然的、客观的物理现象ꎬ变为一种个体的心理现象ꎬ
进而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象征ꎮ “风”景由建构张力ꎬ到解除张力ꎬ再到建构张力的过程ꎬ恰恰折

射出的是自我不断思索、探寻的张力根源的过程ꎬ记录的是自我主体性艰难建构的过程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发现的不仅仅是“风景”ꎬ更是“人”ꎮ 它始终将人

放在中心位置ꎬ凸显的是风景中主体人与客体自然之间的张力性机制ꎮ 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

所重塑的现代风景ꎬ不仅是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时代图景ꎬ更是对现代主体“人”的现代话语诉

求的传达ꎬ是重塑“现代”人的强烈意志的展现ꎮ 风景发现的背后ꎬ也就是“现代”人的发现ꎻ风景

话语打造的背后ꎬ是重塑现代主体———“人”的诉求ꎮ 正是在共性与个性的合流ꎬ个人与时代的

张力冲突中ꎬ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记录着民族觉醒与抗争的艰难历程ꎬ书写着时代洪流中自我意

识觉醒与主体性建构的生命痛感ꎮ 由此ꎬ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才真正成了 “人”的风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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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光影中的少年形象
———论莫言在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流变∗

王爱侠
( 山东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３５７ )

　 　 摘要:　 在莫言的文学空间里ꎬ有许多关于少年形象的书写ꎬ这些形象是 “文学莫言”成长中不同阶段的侧

影———从贫穷年代铁一般沉默的黑孩ꎬ到新时期放开嘴巴一刻不停地诉说的罗小通ꎬ再到莫言新作中单纯善良

却被老鳖咬住手指不放的马小奥ꎬ这一系列少年形象的变化ꎬ从不同方面反映着莫言在其 ４０ 年创作中文学观念

以及创作方法的不断调整ꎬ同时在其文学叙述中或隐或现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历史变革中不断前行的足迹ꎮ
关键词:　 少年形象ꎻ创作变化ꎻ时代发展ꎻ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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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爱侠(１９６８—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莫言的文学创作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至今已有 ４０ 年ꎮ 这期间ꎬ莫言的创作题材虽然

始终以“高密东北乡”为文学地理空间ꎬ但其创作风格发生了几次蜕变:从 １９８０ 年代到 １９９０ 年代

中期(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到«酒国»)ꎬ是莫言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多方面尝试的阶段ꎻ
此后ꎬ直到 ２０１２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这 ２０ 年是莫言作品质感最为饱满的一个阶段ꎬ在此期间ꎬ
他有意将中国文学的传统与民间文化以及现代手法多方面交汇融合ꎬ创作了«丰乳肥臀»«檀香

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系列长篇力作ꎻ诺奖后沉寂 ５ 年ꎬ莫言于 ２０１７ 年发表了戏曲

剧本、小说(包括文言小说)以及诗歌等系列新作ꎬ新作采用中国传统叙事方式ꎬ并呈现出一种轻

逸从容的格调ꎮ
对于在乡土民间长大的莫言来说ꎬ他在“大众化”方面具有先天的优越性ꎮ 莫言早年所受学

校教育不多ꎬ但是ꎬ他少年时代在乡间田野、村头垄畔所见所闻以及集市听书的经历ꎬ为他后来的

写作储备了极其丰厚的素材ꎬ也使他天然地掌握了“人民群众”的乡土语言ꎮ １９８４ 年在解放军艺

术学院的学习ꎬ又为他敞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ꎬ同时也照亮了莫言生命中的这些“富矿”ꎮ 他如

醍醐灌顶般开始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空间的发掘ꎮ 莫言在他所创造的这个文学空间里塑

造了许多少年形象ꎬ他们或聪敏或愚钝或顽劣或乖顺或沉默或多话ꎬ但从整体上看都是“文学莫

言”的各方面的侧影———从早期“黑孩”永远的沉默ꎬ到新时期罗小通一刻不停地诉说ꎬ再到诺奖

５ 年之后莫言新作中马小奥的乖顺善良———在这些少年形象的变化中ꎬ我们能够感受到莫言在

其文学创作流变中从观念到方法的不断调整变革ꎬ感受到时代变化的脉搏ꎬ也看到了一个作家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社会认知角度的不同和情感介入方式的变化ꎮ

一、微暗的光: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感觉化”书写

«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中国作家»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ꎬ这篇小说可以看作莫言文学创作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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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起点ꎮ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与莫言的少年时代是一致的ꎬ莫言出生于 １９５５ 年ꎬ少年时

代一直与贫穷和饥饿为伴ꎮ 小说主人公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名叫黑孩的少年ꎬ他自幼丧

母ꎬ父亲远走他乡ꎮ 黑孩长期遭受后娘虐待ꎬ村子里的人也漠视他的存在ꎮ 在这非人的生活中ꎬ
他用沉默筑起一座高高的墙ꎬ将外部事物挡在自己的世界之外ꎬ这使他近乎成为一个哑巴ꎮ 其

实ꎬ黑孩并不迟钝ꎬ他对世界的感受力超乎常人ꎬ甚至还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ꎮ 当继母用笤

帚打他的时候ꎬ他只是觉得热而不觉得疼ꎻ小铁匠让他把烧坏了的铁砧子捡回来ꎬ他二话没说ꎬ握
起烧得发红的铁砧子就走ꎬ任凭手里冒烟ꎬ皮肉被烫得“滋滋啦啦”地响ꎬ他却像没事人似地表现

得异常平静———他并不是不疼ꎬ只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抵抗生活中的这些虐待ꎬ于是当他的身体在

遭受折磨的时候ꎬ他所能做的ꎬ就是用放弃身体痛感的方式ꎬ守住自己心灵一隅的那个不被别人

知道的小世界ꎮ
然而ꎬ这个小世界的安宁最终还是被打破了ꎮ 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ꎬ打破这小世界安宁的

不是生活的残忍ꎬ而是温情ꎮ
这温情来源于菊子姑娘ꎬ她在黑孩无边的黑暗世界里点燃了一束光:她给他食物ꎬ使得这个

瘦骨嶙峋的孩子竟然微微有一点胖了ꎻ她还亲切地和他说话ꎬ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受到了温暖和

幸福ꎮ 尽管黑孩依然一句话不说ꎬ但他的眼睛里却有了光芒ꎬ并且内心也有了期待ꎮ 在他几乎僵

硬的生命中ꎬ有一簇火花在跳跃ꎮ 只是对于黑孩来说ꎬ由于僵硬日久ꎬ他对于温暖与爱ꎬ只能用别

人不太容易察觉的方式去表达———如同微暗的火ꎬ燃烧在寂静的长夜ꎮ
有一天晚上ꎬ菊子姑娘和小石匠都到铁匠铺来看他ꎮ 黑孩在炉子上烤萝卜ꎬ在铁砧上的那个

小小的红萝卜ꎬ在黑孩感觉的世界里变成了这样:
　 　 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ꎮ 还拖着一条长尾巴ꎬ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

色的羊毛ꎮ 红萝卜晶莹透明ꎬ玲珑剔透ꎮ 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ꎮ 红

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ꎬ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ꎮ 光芒有长有短ꎬ长的如麦芒ꎬ
短的如睫毛ꎬ全是金色①

显然ꎬ“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想象的支点ꎮ 在黑孩神奇的感觉中ꎬ红萝卜幻化成耐人寻味

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ꎬ那闪耀的金色是贫穷中的富足ꎬ是愁苦里的幸福ꎬ是苦寒中的丝丝暖意ꎮ
经由这种感觉化的书写ꎬ透明的红萝卜便神奇地幻化为沉默男孩内心的渴望ꎮ 只是这份轻易不

被外界所窥见的渴望ꎬ如同深黑夜幕中微暗的光ꎬ照亮了他孤寂的内心世界ꎬ也温润了他长期压

抑的生活ꎮ
“感觉化”书写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ꎬ运用这种书写方式的作者往往能够敏锐

地把握人物瞬间的感受ꎬ并把这种感受铺排开来ꎬ进而探索人的灵魂世界ꎬ由此获得对于人的更

深刻的把握ꎮ ２０ 世纪法国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特在其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这样写钢琴家为

斯万和奥黛特弹奏钢琴:
　 　 这个小乐句以一种别样的色调出现了ꎬ带着舞蹈的节奏ꎬ田园的风味然而斯万现在

从中体察到了幻想破灭的醒悟ꎮ 对它自己引领你趋近的幸福ꎬ它似乎早已意识到了其中的

虚幻ꎮ 在它轻盈的优雅中ꎬ有着一种持久不变的东西:愁楚过后的超脱ꎮ②

普鲁斯特在斯万听钢琴曲时的“感觉化”书写ꎬ表达出恋爱中斯万内心的痛苦与超越ꎮ 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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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透明的红萝卜»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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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用这样的书写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情观ꎬ这种爱情既是一种客观的心理真实ꎬ也表达了他所认

同的爱情的深邃实质ꎮ 中国作家的“感觉化”书写最初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

创作中ꎮ 如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几乎是没有情节而只有人物意识流动的作品ꎮ 主人公

“我”在一个下雨的傍晚ꎬ下班回家时在车站偶然看到一个没有带雨伞的女子ꎬ两人同行一路几

乎无话ꎬ只有丰富的心理感受ꎬ分开后“我”回到家里ꎬ小说就此戛然而止ꎮ 新感觉派的作品走出

了古典主义的规范ꎬ接轨于世界现代小说ꎬ由此而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ꎮ 新时期以后ꎬ意识流书

写重新进入作家视野ꎬ王蒙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所写的小说«蝴蝶»等作品是“感觉化”书写的先声ꎮ
莫言在叙事现代化的潮流中ꎬ成功地运用意识流的方式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通过对奇异感觉

的描写丰富了故事所能够辐射的维度ꎬ将人物微妙敏感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来ꎮ 比如ꎬ在故事发展

过程中ꎬ敏感的黑孩发现了小石匠与菊子姑娘之间谈恋爱的事情ꎮ 每当中午和晚上ꎬ黑孩就听到

黄麻地里响起百灵鸟婉转的歌唱声ꎬ他内心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失落ꎮ 他总是想着那个萝卜———
　 　 那是个什么样的萝卜呀ꎬ金色的ꎬ透明ꎮ 他一会儿好像站在河水中ꎬ一会儿又站在萝卜

地里ꎬ他到处找呀ꎬ到处找①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感觉”成为故事发展的动力ꎮ 因为正是黑孩的这种失落和寻找ꎬ使得他

出于本能帮助了正与小石匠打斗的小铁匠ꎬ导致正处于上风的小石匠被掀翻在地ꎬ并且由此而带

来了菊子姑娘眼睛被扎上石片的后果ꎮ 这一结果让黑孩无所适从ꎬ因为正是菊子姑娘和小石匠

曾经给他带来温暖ꎬ黑孩的做法无疑将他们从自己身边推走ꎬ让温暖的微暗之火熄灭ꎮ
黑孩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ꎬ当小铁匠命令他再去拔萝卜的时候ꎬ他跑到了黄麻地ꎬ再

一次寻找那个曾经在他眼前有一种奇幻色彩的红萝卜:
　 　 他双膝跪地ꎬ拔出了一个萝卜ꎬ萝卜的细根与土壤分别时发出水泡破裂一样的声音ꎮ 黑

孩认真地听着这声响ꎬ一直追着它飞到天上去ꎮ 天上纤云也无ꎬ明媚秀丽的秋阳一无遮拦地

把光线投下来ꎮ 黑孩把手中的萝卜举起来ꎬ对着阳光察看ꎮ 他希望还能看到那天晚上从铁

砧上看到的奇异景象ꎬ他希望这个萝卜在阳光照耀下能像那个隐藏在河水中的萝卜一样晶

莹剔透ꎬ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ꎮ 但是这个萝卜使他失望了他膝行一步ꎬ拔两个萝卜ꎮ 举

起来看看ꎮ 扔掉ꎮ 又膝行一步ꎬ拔ꎬ举ꎬ看ꎬ扔②

他膝行一路ꎬ拔出很多萝卜ꎬ却终究没有找到那个透明的红萝卜ꎮ
这段文字让人油然想起鲁迅在小说«社戏»结尾的一段话:“真的ꎬ一直到现在ꎬ我实在再没

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ꎬ———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ꎮ”③在少年鲁迅眼里ꎬ“那夜的豆”和“那
夜的戏”本来极其平常ꎬ但只因为有一群少年伙伴的真情实意ꎬ于是别有一番难忘的滋味ꎬ而当

第二天在家里吃煮豆子时ꎬ“我”觉得远不如昨晚的豆子好吃———因为缺少了“情谊”这一调味

料ꎬ豆子也就索然无味了ꎮ 同样ꎬ对于黑孩来说ꎬ黄麻地还是那块黄麻地ꎬ红萝卜还是那些红萝

卜ꎬ但是ꎬ菊子姑娘走了ꎬ那些曾经在无边的暗夜中给他带来光亮的温情也消失了ꎮ 如果说ꎬ红萝

卜是黑孩的一个梦ꎬ这个梦里包含着黑孩无法言说的幻想ꎮ 那么ꎬ自从菊子姑娘与小石匠相爱之

后ꎬ黑孩的梦就开始变得模糊ꎮ 再到后来ꎬ当菊子姑娘离去之后ꎬ黑孩就再也找不到那个透明的

会发光的红萝卜了———他的梦也就彻底消失了ꎮ 最后的黑孩ꎬ卸下了自己一度有过的梦幻ꎬ也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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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有欲望的包袱ꎬ重新回归一无所有的生活状态ꎮ
莫言非常钟爱黑孩这一形象ꎬ他小时候也的确有过跟随铁匠铺打铁的经历ꎮ 在黑孩这一形

象身上ꎬ汇聚了莫言少年时代独特的心理感受———对贫穷与饥饿、冷眼与苦难、微暗的光亮与渺

茫的追求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黑孩是莫言一代人艰辛童年的象征ꎮ 他们尽管生活在贫穷年代ꎬ但
却拥有非常独特的感受力ꎮ 在那意识流淌之处ꎬ一切都可以成为驰骋想象的世界———在这个现

实之外的精神空间里ꎬ那些黑孩们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倔强地生存着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ꎬ黑孩所生活的时代成为过去时ꎬ他用沉默筑起来的高墙在时间的流转

中逐渐消失ꎮ 小说在红萝卜亦真亦幻的梦境中停下来ꎬ但生活却在一路前行ꎬ毫无疑问ꎬ黑孩以

及黑孩所在的农村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二、燃烧与毁灭: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欲望狂欢

时间流逝ꎬ社会在发展ꎬ乡村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ꎮ
莫言在 ２００３ 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四十一炮»ꎬ主人公罗小通也是一个乡村少年ꎮ 罗小通与黑孩

有相似之处:他们被书写的年龄都是 １０ 岁左右(罗小通是在 ２０ 岁的时候讲述自己 １０ 年前的经

历)ꎬ都经历了贫穷与困窘ꎻ他们都在成长的年龄不得不面对父母之爱的缺席ꎮ 然而不同的是ꎬ黑孩

生活的乡村贫穷落后ꎬ罗小通所在的乡村已经走向繁荣富裕ꎻ黑孩生活在一个少有光亮的世界ꎬ所
以他用铁一般的沉默应对残酷ꎬ罗小通却在燃烧的欲望之光中成了话语的饕餮者ꎬ一个滔滔不绝的

“炸裂者”ꎬ«四十一炮»这部小说就是罗小通如江河奔涌般的诉说ꎮ 黑孩的父亲自始至终都是空

缺ꎬ小说在黑孩被剥夺了一切这一特定情境中戛然而止ꎮ 而罗小通却等到了父亲归来ꎬ并且此后生

活发生了巨变———他先是被时代裹挟着奔向生命的巅峰ꎬ随即又跌落到痛苦的深谷ꎮ
显然ꎬ两篇乡村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ꎬ世易时移ꎬ少年罗小通所处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农

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ꎬ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大地ꎬ乡村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ꎮ
“从土里刨食吃”的贫穷时代已经成为过往ꎬ罗小通的成长期与农村商业化发展不期而遇ꎮ 马克思

在论述商业经济运作的时候有这样的论述:“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ꎬ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

上发展ꎬ也就是说ꎬ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ꎮ 最初作

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ꎬ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ꎮ”①这就是所谓的异化的商

业世界ꎬ它使得身在其中的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ꎮ 莫言笔下的罗小通就是一个在异化

的世界迷失了自己的少年ꎬ他面对着大和尚ꎬ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是如何从一个馋肉而又无肉可吃

的孩子ꎬ变成一个吃肉能手、却最终放弃了吃肉的过程ꎮ 罗小通希望通过这样的讲述来证明自己已

经走出那个色彩斑斓却又诡异的欲望世界ꎬ证明自己找回了原初的自己ꎬ不再迷失ꎮ
罗小通讲述的个人经历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ꎬ其中父亲的归来可以说是故事的转折点ꎮ
父亲归来之前ꎬ母亲的过度悭吝使得罗小通生活在窘迫之中ꎮ 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外

部环境ꎬ其中老兰对于罗小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ꎮ 老兰是农村商业化大潮

中的第一批风云人物ꎬ他动用各种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与商业的势力范围ꎮ 罗小通很羡慕老

兰那种对于生活“胜券在握”的强者姿态ꎮ 在一段时间内ꎬ老兰成为罗小通的“精神之父”ꎮ
　 　 我如果努力ꎬ很可能成为老兰这样的人ꎮ②

９２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９１ 页ꎮ
莫言:«四十一炮»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６３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罗小通并没有多少机会走近老兰ꎮ 只有在父亲归来以后ꎬ在各种力量的撮合下ꎬ父亲投靠老

兰ꎬ担任了老兰掌控下的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厂长ꎬ罗小通才真正走进了老兰所创造的商业王国ꎮ
这一时期ꎬ老兰满足了罗小通对于肉的饥渴ꎬ允许他不受任何约束地吃肉———在莫言笔下ꎬ少年

罗小通馋肉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ꎬ他对于肉有一种超越了常态的欣赏和喜爱ꎮ 罗小通在吃肉的

同时ꎬ与那些肉进行着亲密的交流ꎬ他甚至能够听得懂肉的语言ꎬ以至于后来被奉为“肉神”ꎮ
　 　 我听到肉们争先恐后地嚷叫着ꎮ 它们委婉多情的声音与它们美好的气味交织在一起ꎬ
像花粉一样扑到我的脸上ꎬ使我有点儿心醉神迷ꎮ①

罗小通一家迅速跟随老兰进入了一个和着时代的节拍疯狂追逐欲望的满足时代ꎮ “一个新

的时代ꎬ一个充满了刺激和狂想的时代已经开始ꎮ”②在比赛吃肉获得冠军以后ꎬ罗小通的欲望和

野心膨胀到极点ꎬ他发明了新式注水技术ꎬ成为注水车间主任ꎮ 此后ꎬ肉食节、烧烤大赛、大戏

«肉神升仙记»等狂欢化的节目层出不穷ꎬ最后竟然以罗小通为模型在五通神庙塑造了肉神雕

塑ꎮ 在这众声喧哗的狂欢背后ꎬ肉联厂往猪肉里注水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ꎬ卫生检疫部门沦为肉

联厂的下属部门ꎬ社会宣传机构也成为维护肉联厂利益的传声筒ꎮ 然而ꎬ罗小通的父亲作为一个

良心未泯的人ꎬ在道义与良知的拷问之下ꎬ终于决定不再忍受这样虚伪的生活ꎬ他登上肉联厂的

超生台静坐 ７ 天ꎮ 当他走下超生台之后ꎬ一切都变了———他很快就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ꎬ
妻子死去ꎬ自己被拘捕ꎬ女儿吃肉撑死ꎬ一家四口只剩下罗小通一个人ꎮ

马克思对于异化的世界有非常深刻的论述:“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ꎬ而是否定自己ꎬ
不是感到幸福ꎬ而是感到不幸ꎬ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ꎬ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

遭摧残ꎮ”③对于罗小通来说ꎬ这种对于自我异化的觉醒ꎬ是直到经历了一系列血的教训之后才发生

的ꎮ 他认识到ꎬ造成这一切后果的不仅仅是老兰ꎬ还有人类无止境的欲望ꎮ 他感受到自己这种纵情

地大口吃肉的生活是一种迷失ꎬ一切不幸的根源无疑是自己的贪欲ꎬ当欲望不受约束ꎬ不受正义与

良知的拷问与限制的时候ꎬ生活就有可能走向不幸的深渊ꎮ 因此ꎬ他发誓说:“我再也不吃肉了!”在
这里ꎬ“肉”从一种具体的食物抽象为一种人的欲望ꎬ具有更为广泛的象征意义ꎮ 而罗小通此刻的领

悟ꎬ正是对于人类膨胀的欲望的指责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莫言在罗小通身上隐喻了人类欲望的本质

化特征ꎬ这个少年是在经历了欲望的狂欢之后逐渐醒悟的一个象征性形象ꎮ
然而ꎬ人类真能摆脱欲望的诱惑吗?
　 　 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ꎬ就因为人们有吃肉的习惯ꎬ就因为人们有吃了一次还想再

吃一次、一次一次吃下去的天性ꎮ④

莫言在提出质疑的同时ꎬ也在努力求解ꎮ ２００６ 年(«四十一炮»出版后第 ３ 年)ꎬ莫言又写出

了«生死疲劳»这部深刻反映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命运变迁的小说ꎮ 小说扉页上有这样的句子:
“佛说:生死疲劳ꎬ从贪欲起ꎮ 少欲无为ꎬ身心自在ꎮ”可以说ꎬ针对«四十一炮»关于“欲望与毁

灭”这一棘手问题ꎬ莫言用“生死轮回”的观念进行了解答ꎮ 在六道轮回构成的时间长河里ꎬ善良

而能干的地主西门闹之所以不能够回归人的本体ꎬ就是因为他心中还有怨恨ꎬ还有纠结ꎬ还有欲

望ꎬ只有消除了欲望ꎬ才能够真正成为“人”ꎮ 面对步入市场经济以来光荣与梦想、欲望与贪婪交

织着的现实ꎬ莫言表达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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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ꎬ莫言在«四十一炮»中再度将感觉化书写发挥到极致ꎮ 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孩子如奔

腾的大江大河般一泻千里地讲故事ꎮ 作者在小说的“跋”中这样说:“诉说就是目的ꎬ诉说就是主

题ꎬ诉说就是思想ꎮ”①想象、幻想、变形、夸张等手法的使用ꎬ如同腾起一阵阵感觉的烟雾ꎬ让现实

变得亦真亦幻ꎬ在众声喧哗中深刻地呈现出一种荒诞不经的充满欲望的狂欢化生存状态———罗

小通的“说书人”角色与大和尚的“听众”角色ꎬ共同演绎了中国传统中口口相传的民间话本文学

的讲述方式ꎮ 正如列宁所说ꎬ“旧艺术中一切多少有益的东西要加以保存”②ꎮ 莫言对于传统的

回望ꎬ昭示出古典小说创作方法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ꎬ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启示ꎮ
总之ꎬ与黑孩相比ꎬ莫言在«四十一炮»中所塑造的罗小通形象比起其他儿童形象更为复杂ꎬ

经历的矛盾痛苦也就更为深重ꎮ 莫言通过一个少年的诉说ꎬ表达了对于物质膨胀时代人类陷入

精神困顿这一状况的深切关注和忧思ꎮ

三、静水流深:新世纪复杂生活的常态

«天下太平»的故事在一种安宁祥和的乡村氛围中展开ꎮ 小说主人公马迎奥的名字是迎接

奥运的简称ꎬ带有鲜明的时代感ꎬ他是一个生活在新世纪的少年ꎮ 马小奥所生活的乡村ꎬ已经不

是昔日那个在历史的泥淖中翻滚的贫瘠世界ꎬ他已经跨越黑孩的饥饿时代ꎬ也不再是罗小通所处

的在“吃肉”的欲望与狂欢中不断膨胀的时期ꎮ 马小奥所生活的乡村已经进入了一个静水流深

的常态世界ꎮ
生活在新世纪的小奥是一个乡村留守儿童ꎮ 一个无聊的星期天上午ꎬ他到村子西面的大湾

闲逛ꎬ天真善良的他欲将打鱼人捞上来的老鳖放生ꎬ但却没有料到“那只老鳖ꎬ竟以闪电般的速

度ꎬ咬住了他的右手食指”③ꎮ 咬人的老鳖因为环境污染的缘故成了“变态鳖” “激素鳖”ꎮ 如果

说它真能够寻衅复仇的话ꎬ它应该去咬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人ꎬ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把它打捞

上来并栓在大树上的“打鱼人”ꎬ但是ꎬ被鳖咬住的偏偏是对世界没有任何伤害的最单纯善良的

少年ꎮ 在莫言笔下ꎬ被困住手指的少年形象不只马小奥一个人ꎮ 在莫言发表于 １９９８ 年的短篇小

说«拇指铐»里ꎬ瘦小的阿义在给重病的母亲买药回家的路上ꎬ被两个相连的铁箍“紧紧地箍住了

拇指的根部ꎬ勒得两根拇指充血发红ꎬ动一动就钻心痛疼”ꎬ这一情景几乎与马小奥被老鳖咬住

无论如何都难以挣脱的情形如出一辙ꎮ 但是ꎬ阿义与马小奥获得解脱的方式又完全不同ꎮ 在

«拇指铐»中ꎬ那些从阿义身边走过的人ꎬ眼睁睁看着这个少年无辜受难ꎬ却没有一个人伸手相

助ꎬ最后ꎬ阿义只能用咬断自己手指的方式获得自救ꎮ 然而ꎬ马小奥被鳖咬住之后ꎬ却得到了众人

的关心ꎬ连平时和他打闹的同学袁晓杰都主动给他买可乐喝ꎮ 最终ꎬ一根猪鬃解决了问题ꎬ老鳖

松口ꎬ马小奥得救ꎬ老鳖也复归大湾ꎮ
在小说的叙述中ꎬ“解救小奥”作为核心的紧急事件ꎬ召唤了诸多人物纷纷登场:村长张二

昆、开办养猪场的袁武和他的儿子袁晓杰、星云姑姑、县里畜牧科侯科长ꎬ还有一胖一瘦两个警

察ꎬ当然ꎬ还有闻讯赶来的村民们ꎮ 第一个出场的是疼爱小奥的爷爷ꎬ但他已经老迈无能(我们

由此也可以知道ꎬ小奥作为留守儿童与爷爷在一起的生活ꎬ也许温馨但难免艰难)ꎮ 第二个登场

的是星云姑姑ꎬ她非常关心小奥ꎬ但是她的解救方案只能是挂吊瓶消炎镇痛ꎬ并不能解决实质性

的问题ꎮ 第三个登场的就是张二昆ꎬ在张二昆的身上ꎬ既有«四十一炮»中老兰的影子ꎬ也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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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疲劳»中西门金龙的影子ꎬ他们都是新时代经济大潮中的强者ꎬ但不同的是ꎬ老兰和西门金龙

在新时代的经济大潮中牺牲了良知去追逐利益ꎬ而张二昆虽然曾经是村子里的“刺头”ꎬ但他却

能够惩罚上任村官的贪腐行径ꎬ在他担任村长之后又积极清除环境污染ꎬ还给村子带来了象征文

明的马桶式厕所ꎬ甚至打算把小奥爷爷编的筐子卖给外国人ꎮ
张二昆当官两年ꎬ就把这个乱得出名的村子治理得服服帖帖ꎮ① 这是一个代表了现代化发

展与进步力量的人物ꎬ但他又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被简单化了的那种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形象ꎮ
相反ꎬ他言谈行止间总带有一种松散随意的骂骂咧咧的痞气ꎬ使得这个人物充满了丰富的张力ꎮ
第四个登场的就是一胖一瘦两个警察ꎬ这两个人的出现带有戏剧性的成分ꎬ而且ꎬ正是瘦警察想

出来的方案最终奏效ꎮ
«天下太平»这种“以点带面”的扩张式结构让人想起日本作家星新一的著名小说«喂———出

来»ꎮ 星新一这篇小说围绕核心事件(庙塌陷之后有一个不见底的深洞出现)众生登场ꎬ事件只

是一个平台ꎬ众生相以及背后的文化才是小说的着力所在ꎮ 同样ꎬ在«天下太平»中ꎬ在少年马小

奥被鳖咬的故事背后ꎬ我们看到的是新世纪的乡村世界:这里有发展中的生机和活力ꎬ也有让人

心生不安的隐忧———虽然污染环境的养猪场已经停办ꎬ但是“变态鳖”“激素鳖”还在ꎬ历史的隐

忧还在ꎬ生存环境的恶化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清除ꎮ 尽管如此ꎬ小说的叙述语气

是轻松和缓的ꎬ新时代乡村生活在莫言张弛有度的话语中呈现出来ꎮ
莫言在其 ４０ 年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很多少年形象ꎬ无论是 １９８０ 年代小说中的少年虎子(短

篇小说«枯河»主人公ꎬ不堪忍受来自社会权力和家庭的双重夹击而自尽)以及«透明的红萝卜»
中的黑孩ꎬ还是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的«拇指铐»中的阿义以及«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ꎬ这些少年无一

不沉陷于苦难之中ꎮ 相比较而言ꎬ马小奥则显得轻松很多ꎬ虽然他是一个留守儿童ꎬ他的生活可

能也缺少爱ꎬ但是他既没有虎子与黑孩所感受到的沉重的生活威压ꎬ也无需像阿义一样只有通过

残酷的自我牺牲才能够获得自由ꎬ更没有像罗小通那样承受欲望燃烧中的狂欢与痛苦ꎮ 马小奥

生活在新世纪的阳光下ꎬ他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ꎬ他所受的教育ꎬ有奶奶信佛不杀生的观念ꎬ也
有乡间传说的关于“鳖精”的故事ꎬ因此ꎬ他非常关心壁虎、知了和麻雀ꎬ也关心那一只被打鱼人

打捞上来的老鳖的感受ꎮ 他向打鱼人要那只鳖ꎬ不是为了赚钱牟利ꎬ而是为了给年迈体衰的爷爷

熬汤喝ꎮ 而当他被老鳖一口咬住后ꎬ马小奥不但不怨恨老鳖ꎬ想到的反而是要替在城里饭店屠宰

动物的父母向那些死去的生灵忏悔ꎬ并在最后坚持将老鳖放生ꎮ 在«天下太平»中ꎬ莫言采用了

儿童视角ꎬ让马小奥这一少年形象成为众生生活的镜子ꎬ也成为时代的镜子ꎮ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

那样ꎬ莫言的小说尽管隐含许许多多沉重的话题ꎬ但“在莫言从容自在、欢快松弛的叙事里ꎬ我们

能够打捞出来沉甸甸的中国乡村ꎬ中国乡村的世情和风波ꎬ中国乡村的太平和不太平”②ꎮ 事实

上ꎬ小说用单纯善良的孩子的视角ꎬ再现了静水之下丰富的乡村世界ꎮ
回顾莫言的写作生涯ꎬ他在步入文坛不久就经历了 １９８０ 年代的先锋实验写作ꎬ他曾经在多种

尝试中不断求新求异ꎬ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带上鲜明的现代小说的特征ꎮ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ꎬ他开始

驻足深思ꎬ并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应该有所改变:“我觉得应该恢复到这种讲故事小说的最基本的目

的上来ꎮ”③这一时期ꎬ莫言在文学创作上努力搭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桥梁ꎬ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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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天下太平»ꎬ«人民文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韩春燕:«从容聊世事 自在演风波———读莫言短篇小说‹天下太平›»ꎬ«当代文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莫言:«用耳朵阅读»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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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丰富性ꎮ 莫言获诺奖之后的新作风格变得简净从容ꎬ这些新作很少出现语言的激流ꎬ也极少

在叙述时间以及叙述角度上进行腾挪跌宕式的转换ꎬ他似乎更乐于按照传统的说书人讲故事的方

式进行讲述ꎬ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平和与节制ꎮ 我们从中看到了回归传统的莫言在释放了过

去一度显得沉重的文学承载之后ꎬ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回归自在的轻松与洒脱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这是莫言在经历了历史风云之后的一种通透与达观ꎮ 莫言 ４０ 年的创作历

程ꎬ与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同步ꎬ而社会改革的历程总是处在不断发展与调整中ꎮ “人类社会是

由历史主体组成的ꎬ从人自身的需要和知识结构、经验、技能出发ꎬ根据社会规律和发展趋势ꎬ确
定自己行为的方式和方向ꎬ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ꎮ”①这个过程会有曲折、会有起伏ꎬ但最终必

定会让人的精神世界由窘迫焦虑转变为开阔明亮ꎮ 阅读莫言的作品ꎬ让我们在近距离抚摸乡村

变革这一复杂渐进历程中的伤痛与欢乐的同时ꎬ也让我们对于今天和未来更多了一份来自生活

的开阔与从容ꎮ

结语

花甲之后的莫言谈起自己所塑造的文学形象ꎬ坦言自己最为钟爱的还是那个铁匠铺里拉着

风箱助力打铁的少年黑孩ꎮ 莫言之所以这么说ꎬ是因为少年时代的莫言与其笔下的黑孩有着血

脉相通的生命印记ꎬ那是莫言生命的源头ꎮ 黑孩所表现出的一切ꎬ是他在饥饿与苦难包围下的一

种生存状态的体现ꎮ 正因为如此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ꎬ我们能体会到一种生命的顽强和坚韧ꎬ
能够深切感受到一条悲悯和同情的深河伴随着黑孩的生活在汩汩作响ꎮ 所有这一切ꎬ均是源于

作者对于受苦者的深刻体察ꎬ同时ꎬ也是对于所有不公正遭遇的抗争ꎮ “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

中成长的人ꎬ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ꎬ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

怒ꎮ”②这是莫言文学的生命底色ꎮ 正因为如此ꎬ在无法表达的年代ꎬ沉默黑孩的内心也有微暗的

光ꎬ在其沉寂的情感世界里也会泛起一丝微澜ꎮ 而当那久困牢笼的内心得以自由地奔腾跳跃之

时ꎬ莫言笔下的少年便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狂欢的生活样态ꎮ 我们可以说ꎬ罗小通式的狂欢既

是黑孩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ꎬ也是莫言生命历程中另一侧影的体现ꎮ 而展现在罗小通身上那种

对于欲望的追逐ꎬ既是罗小通的不幸ꎬ也是很多身处 １９９０ 年代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ꎮ 诚如

莫言所言:“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ꎬ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ꎬ不是悲悯ꎬ甚至是无耻ꎬ只有正视人类

之恶ꎬ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ꎬ只有描写了人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ꎬ才是真

正的悲剧ꎬ才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ꎬ才是真正的大悲悯ꎮ”③

如果说黑孩所遭受的贫穷和饥饿是苦难对生命的摧残ꎬ那么罗小通所经历的沉沦就是不断

膨胀的欲望对生命的重创———这既是时代光影在莫言文学作品中的折射ꎬ也是生命哲学在文学

形象中的深刻表达ꎬ同时ꎬ也是文学叙事的张力之所在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这种叙事张力在莫

言新作中正在消失ꎮ
莫言在新作«故乡人事»中虽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少年时代铁匠铺生活的怀想ꎬ他说自己常常

梦见村头大柳树下打铁的情景ꎬ但这一情景已经不是对于苦难的悲悯ꎬ而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超越:
“少年就这样成长ꎬ梦就这样成为现实ꎬ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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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忱:«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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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ꎮ”①在其新作诗歌«七星曜我»中有这样的诗句:“有一个调皮的少年∕踩着玻璃碎屑不放∕玻璃穿

透了他的脚掌和鞋子∕伤口很大但瞬间复原∕没有一丝血迹ꎮ”在这里ꎬ过往的苦难已经成为被历史

洗涤过的静水流深的背景ꎬ而超越苦难的平静与温和的情感在文字中悄悄生长、蔓延ꎮ
在以往的创作中ꎬ莫言擅长将小说中人物的瞬间感受进行丰富而细致的铺排ꎬ由此而形成了

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意识流和纵横捭阖的语言气势ꎮ 即使在他从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技巧突围的

“大踏步撤退”中ꎬ他的作品也依然保留了一种兼备中西、杂糅多种文体的丰富性ꎮ 在 ２０１７ 年之

后的创作中ꎬ莫言逐渐走向了比较彻底的回归传统之路ꎬ他过去常常采用的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方

式ꎬ如“感受超越情节”的结构方式ꎬ以及叙事视角与叙事时间的自由转换方式ꎬ已经很少在新作

中出现ꎮ
从叙事学角度看ꎬ“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ꎬ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

全知视角ꎬ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②ꎮ 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感觉化叙

事ꎬ还是«四十一跑»中罗小通的自我诉说ꎬ都具有浓郁的现代小说意味ꎮ 而«天下太平»中的马

小奥ꎬ则是在全知视角叙述下的一个少年形象ꎬ对于这个形象的描写更多地服务于情节的需求ꎻ
从叙事时间上来说ꎬ小说是连贯叙述的ꎬ没有时间与叙述视角的跳跃性ꎬ故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按部就班地叙写ꎻ小说采取了封闭式的结构———故事情节中马小奥手指被咬的核心问题得以解

决(虽然隐含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ꎬ在场者皆大欢喜ꎬ小说呈现出一种轻逸从容的格调ꎮ
莫言是一代人乡村生活的见证者ꎬ他在成长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乡村世界的苦难与变

革、发展与困顿ꎮ 他笔下的文学空间ꎬ有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内涵ꎬ从黑孩到罗小通ꎬ再到马小奥ꎬ
这些少年形象既是莫言心路历程的象征ꎬ同时也深深地烙上了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的印记ꎮ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 Ｙａ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ａｎｇ Ａｉｘ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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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ａｓｅｌｅｓｓ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ｔｏ Ｍａ Ｘｉａｏａｏ ｗｈｏ ｗａ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ｋｉｎｄ－ｈｅａｒｔｅｄ ｂｕｔ ｗａｓ ｂ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ａｎ ｏｌｄ ｔｕｒｔｌｅ ｉｎ Ｍｏ Ｙａｎ’ｓ ｎｅｗ ｂｏｏｋ. Ｔｈｉ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 Ｙａｎ’ 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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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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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之建立
———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王春宇
( 上海大学 文学院ꎬ上海ꎬ２００４４４ )

　 　 摘要:　 «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小说全面系统评价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ꎬ虽系文言写成ꎬ但在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中ꎬ却成功化用了西方的理论方法和文艺批评话语ꎬ使之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融为一体ꎬ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系统构建的典范ꎮ 鲁迅对诸多小说的批评论断和对其理论问题的阐释不断被

后人引用和遵奉ꎬ成为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借鉴的必要资源ꎮ 因此ꎬ有必要从中国现代文艺理

论批评话语构建这一角度ꎬ通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和一系列小说学问题的评价、论
述ꎬ梳理鲁迅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特点ꎬ并以鲁迅在«儒林外史»的评价中所建构起的“讽刺理论”为例ꎬ阐述鲁

迅话语系统构建的一般方法ꎮ
关键词:　 鲁迅ꎻ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ꎻ«中国小说史略»ꎻ讽刺理论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５－１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６
作者简介:王春宇(１９７７—　 )ꎬ女ꎬ山东青岛人ꎬ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文艺理论批评ꎬ不仅批评形式多样ꎬ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魅力

无穷的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ꎮ 自西学东渐以来ꎬ西方文艺理论批评传入中国ꎬ形成了中西文论

碰撞交汇的局面ꎮ 当时的一代学人ꎬ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新词

语ꎬ鼓吹文学改良ꎬ重新解读、评估传统文学ꎬ努力推动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ꎬ出现了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鲁迅«摩罗诗力说»等新式文论ꎮ 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ꎬ新文学界继续引进西

方近现代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方法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ꎮ 无论在新文学

作家作品的即时性批评中ꎬ还是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ꎬ均取得可喜成果ꎮ 应该说ꎬ到新中

国成立之前ꎬ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已基本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ꎬ而且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批评话

语系统ꎬ并形成了不同的文艺理论批评风格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受苏联影响较大ꎬ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和经由苏联传播

过来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居于独尊地位ꎬ不仅西方近现代文论ꎬ而且连中国古代文论也

被边缘化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ꎬ从知识结构上来说ꎬ已无法同

近代至五四时期的那些中西文化兼通的学人相比ꎬ他们不仅没有国外的经历ꎬ不懂外语ꎬ而且不

熟悉中国传统文论ꎮ 所以ꎬ他们除了从苏联文艺理论教科书上学到的那套语汇ꎬ在很大程度上失

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个性化语言ꎮ 新时期到来后ꎬ一时间西方近现代、后现代文艺理论思潮涌入

中国学界ꎬ新理论、新方法、新词语满天飞ꎮ 文艺理论批评界各执一词ꎬ持不同理论的批评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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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不仅观点不能相容ꎬ语言也无法对话ꎮ 所以ꎬ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文艺理论界有人提出ꎬ中
国文学理论批评患了“失语症”ꎬ呼吁重建中国文艺理论批评话语ꎮ①

长期以来ꎬ理论界关于中西文论的性质、特点有一种说法:中国文论使用的术语笼统、模糊ꎬ
因而是不科学的ꎻ西方文论术语确切、清晰ꎬ因而是科学的ꎮ 这是我们舍弃自己的特长而“失语”
的根本原因ꎮ 这种不正确的认识ꎬ是近代以来批判传统文化中过激做法所带来的偏颇之一ꎬ是建

设现代新文化的消极因素ꎬ也是重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话语的障碍ꎮ 季羡林曾指出:东西文学有

极大不同ꎬ如果用西方文论的科学术语分析我们的文学作品ꎬ“改模糊为确切ꎬ改混沌为具体ꎬ改
感悟为分析ꎬ改印象为逻辑ꎬ最好能改成数学的方程式”ꎬ科学是科学了ꎬ但这并不是一种可行的

办法ꎮ 至于有人试图把东西方文论话语糅合起来ꎬ形成一种“杂语共生态”ꎬ他认为也是办不到

的ꎮ 因为“东西两方面的文论话语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ꎬ“东方综合ꎬ而西方分析ꎮ
西方文论学家企图把一篇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解剖ꎬ给每一个被分析的部分一个专门名词ꎬ支离

繁琐ꎮ 而东方的以中国文论家为代表的的文论则从整体出发ꎬ把他们从一篇文学作品中悟出来

的道理或者印象ꎬ用形象化的语言ꎬ来给它一个评价”ꎮ 中国文论这些话语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

很笼统ꎬ很模糊ꎬ很不确切ꎬ甚至有人可能认为不“科学”ꎬ但季羡林在“模糊学”“混沌学”启发下

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ꎮ 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ꎮ 这样一来ꎬ每个读者都有发挥

自己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完全的自由ꎬ海阔天空ꎬ因人而异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己那一份美

感享受ꎬ不像西方文论家那样ꎬ对文学作品硬做机械的分析ꎬ然后用貌似谨严、‘科学’的话语ꎬ把
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ꎬ牵着读者的鼻子走ꎬ不给读者以发挥自己想象力的自由”ꎮ 出于对中国传

统文论优势的深刻认识ꎬ季羡林指出ꎬ“失语”是对互不了解的双方而言的ꎬ“专就西方文学而论ꎬ
西方文论家是有‘话语’的ꎬ没有‘失语’ꎻ但一谈到中国文学ꎬ我认为ꎬ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

国文论ꎬ而正是西方文论”ꎮ 所以ꎬ对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来说ꎬ“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

张ꎬ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ꎬ回归自我ꎬ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ꎬ在
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ꎬ然后回头来再对西方文论ꎬ不管是古代的ꎬ还是现代的ꎬ加
以分析ꎬ取其精华ꎬ为我所用”②ꎮ

其实ꎬ这正是鲁迅“将彼俘来”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的思路和做法ꎬ也是比鲁迅更早的梁

启超、王国维们的思路和做法ꎮ 自近代以来ꎬ当这些文化大师冲破闭关锁国的禁锢ꎬ睁眼看世界

的时候ꎬ虽然痛感国家、民族的落后ꎬ但却从未失去自救自强的信心ꎮ 他们拥有坚定的民族自信

和文化自信ꎬ即使在西潮冲击最猛烈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这种自信ꎮ “戊戌变法”失败后ꎬ康、梁
等人发动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含戏剧)革命”ꎬ是继政治改良之后ꎬ掀起的对旧文

学进行全面改造的文学革新运动ꎮ 细读载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ꎬ便不难发现这场文学革新运动ꎬ
明显是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ꎬ但是这些新的理论观念却都被作者们不露痕迹地融汇在自己

的批评话语之中ꎬ使用的是中国人写给中国人读的话语形式ꎮ 例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

关系»(１９０２ 年)一文中把小说感染读者的文体特征归结为“熏”“浸”“刺”“提”四种力ꎬ就是中

国小说理论对小说艺术特征的独特表述ꎬ是外国小说理论中所没有的一种表述方式ꎬ因而是中国

文艺理论批评独具特色的话语形式ꎮ 文章把小说分为理想和写实两派ꎮ 理想派也就是西方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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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的浪漫主义流派ꎬ梁启超将其特点概括为“常导人游于他境界”ꎻ写实派即现实主义流派ꎬ
文章将其特点概括为:抒情状物ꎬ能够“和盘托出ꎬ彻底而发露之”ꎮ① 这也是一种非常具有民族

特点的话语表述ꎮ 鲁迅发表于 １９０８ 年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专门评论西方“摩罗诗派”作家的

文艺论文ꎬ虽然使用的是文言ꎬ但因为鲁迅传承了古代文论的精神ꎬ他的许多概括精辟而精彩ꎮ
如他对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特色的评论:“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ꎬ振其邦人ꎮ”他对摩罗诗派总体

特征的概括:“立意在反抗ꎬ指归在动作”ꎮ 他对英国诗人拜伦面对奴隶时的态度的描述:“苟奴

隶立其前ꎬ必衷悲而疾视ꎬ衷悲所以哀其不幸ꎬ疾视所以怒其不争”ꎮ 他赞颂拜伦“不克厥敌ꎬ战
则不止”②的战斗精神ꎮ 这些精炼独到的概括既出ꎬ遂成定评ꎬ不断为后人所引用ꎮ 王国维发表

于 １９０４ 年的«‹红楼梦›评论»和 １９１３ 年的«宋元戏曲史»ꎬ对«红楼梦»和中国古代戏曲的精彩

论断ꎬ亦是构成中国文论向现代转型期的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综观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中
国文论向现代转型初期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ꎬ便不难见出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们的基本立场和

文化心态:以民族为本ꎬ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ꎬ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ꎮ
在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ꎬ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很自然地直接把自己对西方新

理论、新方法、新词语的认识、理解纳入自己批评、研究的话语系统中来ꎬ变成自己机体的一部分ꎬ
成为自己的血肉ꎮ 不管他们用的是文言、半文言ꎬ还是西化语言ꎬ都会让人感受到这是中国人写

给自己人看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ꎮ 提出中国现代文论“失语”并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

统的人ꎬ其实大都缺少对近代以来学术文化大师们所作贡献的全面了解、深入研究和审慎思考ꎮ
所以ꎬ当我们重建可以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文艺理论话语系统的时候ꎬ尤其是重温一下鲁迅的«中
国小说史略»还是非常有益的ꎮ

二、«中国小说史略»的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构建

鲁迅虽然没有撰写过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ꎬ但他在文艺创作的同时ꎬ在“五四”文学革命及

其后的历次文学论争中ꎬ在为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所从事的“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文艺批评活

动中ꎬ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中ꎬ写下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ꎮ 除了创建规范的

现代论文体式外ꎬ他还创立了论争体、杂文体、序跋体、演讲体、书信体等多种文艺理论批评体式ꎬ
涉及并解决了文艺学、美学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ꎬ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系

统ꎮ 鲁迅还率先以现代眼光从事中国文学史这种特殊的文学理论批评体式的研究与书写ꎬ打破

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ꎬ修撰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ꎮ
与一般的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相比ꎬ文学史是一种规制宏大的文学理论批评体式ꎮ 它评述的

不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文学现象ꎬ而是某一时段、某一区域内众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

象ꎮ 正如郑振铎所说:“所谓‘文学史’者ꎬ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

批评’之联合ꎬ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ꎮ”③这种综合性的批评ꎬ必然要涉及文艺

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ꎬ而文学史编纂者对这些文艺理论问题的独到认识和富有个性的表述ꎬ
便会形成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ꎮ 所以ꎬ文学史批评话语系统的形成ꎬ是整个文学理论批

评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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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ꎬ不仅建构起新式的中国文学史体式ꎬ
而且也基本形成了文学史批评研究的话语系统ꎬ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初步形成

的重要标志ꎮ
文艺理论批评话语ꎬ实际上就是对自身认可的文艺学理论、方法、概念、范畴、术语的基本认

识和言语表述ꎮ 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认识和理念ꎬ就是自己的“话语”ꎮ 中国自有传统的理

论批评话语ꎬ西风东渐传来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话语ꎬ人们在理解、领会、消化、吸收的基础

上ꎬ选择其有用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予以表达ꎬ这就完成了理论认知

和话语的转变、转型ꎮ
«中国小说史略»虽然是用文言写成ꎬ但它本身却是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破除了视小说

为“小道末技”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产物ꎬ而且这种文学史的书写方式也来自西方ꎮ 鲁迅在全

书中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观察与评判ꎬ所运用的也是来自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ꎮ 考察

鲁迅是如何将“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化为自己认识、理解中国小说史发展的理论指针ꎬ如何将

其具体运用于作家作品的分析、评判ꎬ又是如何运用富有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的语言表达这些认

识、理解、分析、评判的ꎬ即是本文研究鲁迅在这部史学名著中构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

统的基本思路ꎮ
(一)关于中国“古小说”的命名、定义

小说是西方文学体系中的主要文体ꎮ 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ꎬ近代梁启超等人开始重视小说ꎬ
掀起“小说界革命”ꎮ 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恰是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结果ꎮ 要对中国自古

以来的小说予以评说ꎬ需要一套言说的语言ꎬ而一部小说史写下来ꎬ自然也会形成一套言说的语

言ꎬ这就是小说理论批评的“话语”系统ꎮ 毫不夸张地说ꎬ鲁迅在这部史著中很好地完成了对中

国数千年小说的清理、陈述和评说ꎬ有自己的理论和认识ꎬ有自己富有个性和表现力的话语系统ꎮ
在中国ꎬ小说虽然是封建正统文人眼中的“小道”“末技”ꎬ备受轻视ꎬ但它自古有之并被载于

史册ꎮ 中外小说有同也有异ꎬ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的文艺理论界ꎬ还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被一

致认可的关于小说的定义ꎮ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ꎬ依
据史书和其他古籍的记载ꎬ厘清了中国“古小说”①的命名、定义和涵义ꎮ 他认为ꎬ小说之名始见

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ꎬ但这里的“小说”ꎬ是指“琐屑之言ꎬ非道术所在ꎬ与后来所

谓小说者固不同”ꎮ 桓谭在«新论»中将小说的形制特点概括为“合残丛小语”的“短书”ꎬ而在内

容上是“近取譬喻”ꎬ“治身理家ꎬ有可观之辞”ꎮ 鲁迅认为桓谭所说的小说“始若与后之小说近

似”ꎮ 他又引«庄子»所记载的“尧问孔子”ꎬ以及«淮南子»所说“共工争地维绝”ꎬ以为这些所谓

“小说”乃是指“寓言异记ꎬ不本经传ꎬ背于儒术”的“不可用”之短书ꎮ②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ꎬ著录了小说 １５ 家ꎬ计 １３８０ 篇ꎮ 这是秦火之后ꎬ汉
刘向、刘歆父子受成哀二帝之命整理全国图书所成目录«七略»的节要本ꎬ这 １３８０ 篇就是汉初所

收图书中小说著作的全部ꎮ 每种之后有班固自注ꎬ有的还有唐颜师古注ꎮ 班固对小说有总的说

明:“小说家者流ꎬ盖出于稗官ꎬ街谈巷语ꎬ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ꎮ”“孔子曰ꎬ‘虽小道ꎬ必有可观者

焉ꎬ致远恐泥ꎮ’是以君子弗为也ꎬ然亦弗灭也ꎬ闾里小知者之所及ꎬ亦使缀而不忘ꎬ如或一言可

采ꎬ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ꎮ”«汉志»所著录的小说至隋全部亡佚ꎬ鲁迅据班固注推断ꎬ这些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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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或托古人ꎬ或记古事ꎬ托人者似子而浅薄ꎬ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①ꎮ
由鲁迅的引述可知ꎬ«汉志»所载小说诸书:第一ꎬ其来源ꎬ大都是稗官采自闾里街巷“小知

者”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ꎬ“刍荛狂夫之议”ꎻ第二ꎬ其内容ꎬ述说的或是古人ꎬ或是古事ꎬ寓言

异记ꎬ不本经传ꎬ背于儒术ꎻ第三ꎬ其形制ꎬ大都为“残丛小语”的“短书”ꎻ第四ꎬ其图书分类ꎬ“托人

者似子而浅薄ꎬ记事者近史而悠谬”ꎻ第五ꎬ其社会作用ꎬ“寓劝诫ꎬ广见闻ꎬ资考证”ꎬ故孔子曰“虽
小道ꎬ必有可观者也”ꎮ 关于小说的这种说法ꎬ一直沿袭下去ꎮ

«隋书经籍志»将小说录于子部ꎬ对小说的认识袭用«汉志»ꎮ 至«唐书经籍志»将«隋
志»中列入杂家的小说分离出来ꎬ单列“小说”一门ꎮ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则大增晋至隋时

产生的“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ꎬ“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ꎬ而这些书在此前的史志中皆在史

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ꎬ说明欧阳修已将志神怪ꎬ明因果之书一律视为虚

构作品与史传分离ꎮ 这是对小说的一种新认识、新观念ꎮ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小

说分为六类ꎬ终于有了对小说的分类ꎮ 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小说分为三派ꎮ 故鲁迅

说:“小说范围ꎬ至是乃稍整洁矣ꎮ”“史家成见ꎬ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ꎬ固难有超其分

际者矣ꎮ”②对中国古小说内涵的认知ꎬ已反映在自«汉志»至清的史志目录中ꎬ其认识始终是一致

的ꎮ 加上史志目录所著录的大量小说作品ꎬ都成为这一认识的佐证和依据———这就是中国传统

小说学的基本“话语”ꎬ尚未见其他国家对本国小说的概念作过如此精准而系统的梳理ꎮ
(二)对中国神话的起源等诸问题的研究和论述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认真研究神话学和世界神话ꎮ 在 １９０８ 年所作«破恶声论»中就谈到

了神话的起源问题:“神话之作ꎬ本于古民ꎬ睹天物之奇觚ꎬ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ꎬ想出古异ꎬ讠叔诡

可观ꎬ太古之民ꎬ神思如是ꎬ为后人者ꎬ当若何惊异瑰大之ꎮ”鲁迅认为神话乃古民面对自然

界种种丰富的变化不能理解ꎬ于是发挥古异讠叔诡的想象力并给于“人化”解释的产物ꎮ 他赞扬先

民的想象力ꎬ并提醒国人重视神话对欧西艺文的重大影响:“矧欧西艺文ꎬ多蒙其泽ꎬ思想文术ꎬ
赖是而庄严美妙者ꎬ不知几何ꎮ 倘欲究西国人文ꎬ治此则其首事ꎬ盖不知神话ꎬ即莫由解其艺

文”③ꎬ可见鲁迅对神话的重视ꎮ 鲁迅后来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对神话和

传说进行了更为详细深入的解释ꎬ他认为“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ꎬ美术所由起ꎬ且实为文章之

渊源”ꎮ 他评述了收录神话最多的«山海经»及«穆天子传»«楚辞天问»等书ꎬ然后对中国神话

留存不多ꎬ不够发达的原因作出解释ꎮ 其原因之一是“华土之民ꎬ先居黄河流域ꎬ颇乏天惠ꎬ其生

也勤ꎬ故重实际而黜玄想”ꎮ 原因之二是中国古代神鬼不分ꎬ“天神地祇人鬼ꎬ古者虽若有辨ꎬ而
人鬼亦得为神祇ꎮ 人神淆杂ꎬ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ꎻ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ꎬ而
旧有者于是僵死ꎬ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④ꎮ 这就从自然条件和信仰习俗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神

话不够发达的原因ꎮ
如果说鲁迅在这里解释神话传说的起源仅仅叙及先民与大自然接触时的想象ꎬ那么ꎬ到«中

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ꎬ他已经明确地说明神话和小说都起源于劳动ꎮ
　 　 我想ꎬ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ꎬ恐怕是诗歌在先ꎬ小说在后的ꎮ 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ꎮ
其一ꎬ因劳动时ꎬ一面工作ꎬ一面唱歌ꎬ可以忘却劳苦ꎬ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ꎬ直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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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意和感情ꎬ并偕有自然的韵调ꎻ其二ꎬ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ꎬ渐因畏惧而生敬

仰ꎬ于是歌颂其威灵ꎬ赞叹其功烈ꎬ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ꎮ 至于小说ꎬ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

的ꎮ 人在劳动时ꎬ既用歌吟以自娱ꎬ借它忘却劳苦了ꎬ则到休息时ꎬ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

闲暇ꎮ 这种事情ꎬ就是彼此谈论故事ꎬ而这谈论故事ꎬ正就是小说的起源ꎮ ———所以诗歌是

韵文ꎬ从劳动时发生的ꎻ小说是散文ꎬ从休息时发生的ꎮ①

鲁迅指出ꎬ神话、传说和小说ꎬ最早都是先民劳作后休息时所讲述的故事ꎮ 它们归根结底都

起源于劳动ꎮ 艺术起源于劳动ꎬ是马克思主义ꎬ也是一切唯物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ꎮ 鲁

迅的贡献ꎬ不仅在于他运用这些理论论述了中国神话的起源并解决了中国神话学中的诸多问题ꎬ
还在于他在具体论述中的独特表达方式ꎮ 特别是他对韵语记录的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ꎬ而散文

记录的神话、传说、小说则产生于劳动后的休息的区分ꎬ是别国的艺术理论中所不曾论及的ꎮ 这

些论述奠定了中国神话学的基础ꎬ也是对世界神话学的重大贡献ꎮ 因此可以说ꎬ我们已经获得了

神话理论研究批评的话语ꎮ
(三)对于小说艺术特征的研究批评

«史略»在«神话与传说»之后的第三、四篇中ꎬ指出«汉志»所录小说今已俱佚ꎬ现存汉人小

说皆伪托ꎬ并对相关的佚文和伪作进行考索和评述ꎮ 这项工作对于理清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脉

络无疑是非常必要的ꎮ 至第五、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下)»和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

前后»ꎬ论述的是中国古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ꎮ 因为从此开始ꎬ终于有了可以确定为本时代的小

说作品可供研究批评ꎮ 六朝同时兴起了志怪、志人两种小说体式ꎮ 由于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ꎬ
汉末大畅巫风ꎬ小乘佛教又传入中土ꎬ“张皇鬼神ꎬ称道灵异”的结果是六朝“特多鬼神志怪之

书”ꎮ 出自文人之手的作品ꎬ“虽非如释道二家ꎬ意在自神其教ꎬ然亦非有意为小说ꎬ盖当时以为

幽明虽殊途ꎬ而人鬼乃皆实有ꎬ故其叙述异事ꎬ与记载人间常事ꎬ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②ꎮ 因为

信鬼神为实有ꎬ所以将鬼神当作人事来记载ꎮ
“汉末士流ꎬ已重品目ꎬ声名成毁ꎬ决于片言ꎬ魏晋以来ꎬ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ꎬ惟吐属则流于

玄虚ꎬ举止则故为疏放ꎬ盖其时释教广被ꎬ颇扬脱俗之风ꎬ而老庄之说亦大盛ꎬ其因佛而崇老

为反动ꎬ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ꎬ相拒而实相扇ꎬ终乃汗漫而为清谈ꎮ”于是ꎬ记录这清谈之风的著

作应运而生ꎮ “世之所尚ꎬ因有撰集ꎬ或者掇拾旧闻ꎬ或者记述近事ꎬ虽不过丛残小语ꎬ而俱为人

间言动ꎬ遂脱志怪之牢笼也ꎮ”③志人小说的产生ꎬ完成了小说题材由鬼神向人事的转变ꎮ 但因为

所记都是真人真事ꎬ写的人和读的人都将其视为史传ꎬ所以也很排斥虚构ꎮ 例如«世说新语轻

诋»说裴启所著«语林»记谢安语不实ꎬ裴著即大损声价ꎮ 虚构乃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则ꎬ而六朝

这两类小说ꎬ志人者当作历史来写ꎬ志怪者也把自己深信不疑的鬼神之事当作人事来写ꎮ 所以ꎬ
鲁迅说六朝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ꎬ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④ꎮ «旧唐书艺文志»将志

怪书不归入小说类ꎬ而归入历史传记类ꎬ直到宋欧阳修主修«新唐书艺文志»才把它归到小说

类ꎮ 既然不是有意为小说ꎬ又明确反对虚构ꎬ为什么这两类书最终被史家归入小说一类ꎬ而且也

成为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小说文类? 对此ꎬ鲁迅主要是从题材来区分的ꎬ认为小说“材料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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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ꎬ‘谈资’”ꎮ 历史和小说都是写人和事的ꎬ但选材的侧面则不同ꎮ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

变迁»第一讲中指出ꎬ中国的神话传说发展为两支:“正事归为史ꎻ逸事即变为小说了ꎮ”六朝两类

小说ꎬ在形制上仍为“文笔是简洁的”“丛残小语”ꎬ这也是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定义的:在内容上

多选取的是军国大事以外的琐闻趣事ꎬ也就是“逸史”ꎮ
还有一个原因是ꎬ从写作目的上来说的“记人间事”并不是从六朝小说开始的ꎬ“列御寇韩非

皆有录载ꎬ惟其所以录载者ꎬ列在用于喻道ꎬ韩在储以论政ꎮ 若为赏心而作ꎬ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

于晋ꎬ虽不免追随俗尚ꎬ或供揣摩ꎬ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①ꎮ “为赏心而作”ꎬ“远实用而近

娱乐”ꎬ这种创作心态和目的正是区别于史著ꎬ而属于小说艺术的ꎮ
在第八、九篇«唐之传奇文(上)(下)»对唐传奇的研究批评中ꎬ鲁迅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自己

的小说艺术观ꎮ②

唐传奇的兴起ꎬ开创了中国小说史上的自觉时代ꎮ 从创作意识上说ꎬ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

“始有意为小说”ꎮ 胡应麟所谓“作意”ꎬ所谓“幻设”ꎬ“则即意识之创造矣”ꎬ有意识地通过艺术

想象、艺术虚构来进行小说创作ꎮ
但仅靠“幻设为文”还不能算是小说的自觉创造ꎬ因为早在晋世已有阮籍的«大人先生传»、

刘伶的«酒德颂»、陶潜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ꎬ这些都是“以寓言为本ꎬ文词为末”ꎬ不像

传奇之所追求“究在文采与意想”ꎮ “文采”ꎬ即传达作品意想的语言文字之美ꎻ“意想”ꎬ即想象

与构思之美ꎮ 这都是小说美不可缺少的要素ꎮ 有了这种自觉的创造意识和艺术追求ꎬ便会“施
之藻绘ꎬ扩其波澜ꎬ故所成就乃特异”ꎬ创造出“叙述婉转ꎬ文辞华艳”的“唐代特绝之作”ꎬ建立起

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而又富于文采的小说体式ꎬ超越了“六朝之粗陈梗概”
的志怪志人小说ꎬ告别了古小说“残丛小语”的“短小”体式ꎮ

唐传奇不仅能把作品写得“叙述婉转ꎬ文辞华艳”ꎬ而且还用以寄托作者个人的情意和才思ꎮ
正如胡应麟指出的那样ꎬ“唐人乃作意好奇ꎬ假小说以寄笔端”ꎮ 鲁迅介绍沈亚之生平时ꎬ特别指

出他“自谓‘能创窈窕之思’”ꎬ介绍沈既济在«任氏传»篇末表示他作传奇是为了“著文章之美ꎬ
传要妙之情”ꎬ证明这些作者都有自觉的艺术追求ꎮ 这样写出的作品不仅有美的形式、美的内

容ꎬ而且展现出美的精神ꎮ 鲁迅非常欣赏唐传奇闪耀出的那种自由舒展、无拘无束的“飞动之

致”ꎮ 他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批评“宋好劝惩ꎬ摭实而泥ꎬ飞动之致ꎬ眇不可期ꎬ传奇命脉ꎬ
至斯以绝”ꎬ作品失去了自由精神ꎬ也就枯萎了ꎮ 鲁迅在编选完«唐宋传奇集»后ꎬ深为唐传奇的

作家作品所感动ꎬ情不自禁地写道:“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ꎬ作者云蒸ꎬ郁术文苑ꎬ沈既济许尧佐

擢秀于前ꎬ蒋防元稹振彩于后ꎬ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ꎬ则其卓异也ꎮ”③从一个成熟、灿烂

的创作时代的作品中ꎬ总结出关于小说艺术的特征和小说美的构成要素ꎬ进行了富于民族特色和

研究者个性的表述ꎬ并且完全依据的是本国创作实践ꎬ这不仅在中国小说学中前所未有ꎬ而且在

世界小说学的著作中也十分罕见ꎮ 表达这些认识的理论批评话语是中国的ꎬ也会成为世界的ꎮ
(四)写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的确立与表述

真实性原则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基本原则ꎬ也是«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等史书贯穿始终的理论研究批评原则ꎮ 鲁迅在关于«红楼梦»的评述中严格地确立了这一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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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了富有个性的表述ꎮ 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说:“在中国ꎬ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ꎮ 在轻

视的眼光下ꎬ自从 １８ 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ꎬ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ꎮ”①很显然ꎬ他
认为«红楼梦»在古代中国小说中是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ꎮ 但鲁迅对它的评价ꎬ反复强调的就

是几句话:“全书所写ꎬ虽不外悲喜之情ꎬ聚散之迹ꎬ而人物事故ꎬ则摆脱旧套ꎬ与在先之人情小说

甚不同ꎮ”②“盖叙述皆存本真ꎬ闻见悉所亲历ꎬ正因写实ꎬ转成新鲜ꎮ”③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

的变迁»中ꎬ用白话进行了更加清楚明白的表述: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ꎬ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ꎮ 其要点在敢于如

实描写ꎬ并无讳饰ꎬ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ꎬ坏人完全是坏的ꎬ大不相同ꎬ所以其中所

叙的人物ꎬ都是真的人物ꎮ 总之自有 «红楼梦» 出来以后ꎬ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

了ꎮ ———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ꎬ倒是还在其次的事ꎮ④

这里强调闻见悉所亲历ꎬ强调如实描写皆存本真ꎬ强调人物事故摆脱旧套ꎻ肯定书中对人物

的好坏两面并写ꎬ肯定书中如实写出了贾府的悲剧结局ꎬ否定了大团圆的骗局ꎮ
鲁迅的真实性原则是严格、彻底、不让步的ꎮ 这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红楼梦»本身的局

限ꎬ特别是对续书局限性的批评中ꎮ 他对于«红楼梦»作者对书中人物的结局“早在册子里一一

注定ꎬ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ꎬ不是问题的开头”ꎬ持批评态度ꎮ 在诸多续书中ꎬ他
独独肯定高鹗的后 ４０ 回ꎬ认为其补«红楼梦»时ꎬ“未成进士ꎬ‘闲且惫矣’ꎬ故于雪芹萧条之感ꎬ偶
或相通”ꎬ所以写出了贾府破败死亡相继的悲剧结局ꎮ 但高鹗毕竟“心志未灰ꎬ则与所谓‘暮年之

人ꎬ贫病交攻ꎬ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ꎮ 是以续书虽亦悲凉ꎬ而贾氏

终于‘兰桂齐芳’ꎬ家业复起ꎬ殊不类茫茫白地ꎬ真成干净者矣”⑤ꎮ 精细的辨析ꎬ表明了鲁迅对严

格的写实主义真实性原则的坚守ꎮ 此后ꎬ鲁迅在«论睁了眼看»(１９２５ 年)和为陈梦韶根据«红楼

梦»改编的剧本«绛洞花主»所作的小引中ꎬ对这种违背悲剧精神的“团圆主义”又有更深入细致

的分析批判ꎬ使鲁迅此时确立的这一文艺理论批评原则更加完善深刻ꎬ表述更加严密、透彻ꎮ
(五)关于小说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的塑造

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的塑造ꎬ是小说创作论的核心命题ꎮ 鲁迅不仅在创作中塑造了阿 Ｑ 等

一系列艺术典型ꎬ而且还是在中国首次使用“典型”概念的文艺理论批评家ꎮ 他在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说:
　 　 批评家的攻击ꎬ是以为他这书诱惑青年ꎮ 而阿尔志跋绥夫的解辩ꎬ则以为“这一种典

型ꎬ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希有ꎬ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ꎬ勇的ꎬ强的

代表者之中”ꎮ⑥

鲁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ꎬ将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同西方的典型学说结合起来ꎬ形成了富于

独创性的理论认识和见解ꎮ 他在许多文章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论述了典型问题ꎬ形成了

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理论和批评话语系统ꎮ 这里只介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涉及的

几个侧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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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宇: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之建立

鲁迅的人物塑造理论首先是建立在真实论的基础之上的ꎮ 他赞扬«红楼梦»对人物如实描

写ꎬ并无讳饰ꎬ摆脱了“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ꎬ坏人完全是坏”的旧套ꎬ“所叙的人物ꎬ都是真

的人物”ꎮ 他还强调个性化原则ꎬ赞成«红楼梦»作者敢于自觉抛弃“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旧

写法ꎬ努力写出真实的富有个性的人物ꎮ
鲁迅批评«三国演义»写人物有“描写过实”的毛病:“写好的人ꎬ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ꎻ而写

不好的人ꎬ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ꎮ 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ꎬ但是作者并不管它ꎬ只是任主

观方面写去ꎬ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ꎮ” ①所以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此书“至于写

人ꎬ亦颇有失ꎬ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ꎬ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ꎬ正是作者不近情理的结果ꎮ
但对关羽形象的成功塑造ꎬ鲁迅颇为欣赏:“惟于关羽ꎬ特多好语ꎬ义勇之概ꎬ时时如见矣ꎮ”作者

善于设计富有表现力的情节表现人物ꎬ温酒斩华雄的情节ꎬ表现了关羽的“丰采及勇力”ꎻ华容道

义释曹操的情节ꎬ“叙孔明只见狡狯ꎬ而羽之气概则凛然”ꎬ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性格ꎮ②

鲁迅对«金瓶梅»在艺术典型的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
　 　 作者之于世情ꎬ盖诚极洞达ꎬ凡所形容ꎬ或条畅ꎬ或曲折ꎬ或刻露而尽相ꎬ或幽伏而含讥ꎬ
或一时并写两面ꎬ使之相形ꎬ变幻之情ꎬ随在显见ꎬ同时说部ꎬ无以上之ꎬ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

能作ꎮ 至谓此书之作ꎬ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ꎬ则与本文殊不符ꎬ缘西门庆故称世家ꎬ为搢

绅ꎬ不惟交通权贵ꎬ即士类亦与周旋ꎬ著此一家ꎬ即骂尽诸色ꎬ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ꎬ加以笔伐

而已ꎮ③

“著此一家ꎬ即骂尽诸色”ꎬ正是对“故称世家”的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典型意义的富有个性

的表述ꎮ

三、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形成的一般方式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中任何一种具体话语的建构ꎬ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ꎮ 如鲁

迅的讽刺艺术理论话语ꎬ便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奠定基础ꎬ而后又不断得到丰富、完善的ꎮ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讽刺艺术家和讽刺理论家ꎮ 他不但写作了大量的讽刺性杂文ꎬ创作

了像«肥皂»«高老夫子»«起死»那样杰出的讽刺小说ꎬ而且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列专章论述

了他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可以称为“讽刺之书”的«儒林外史»ꎬ并在与其他讽刺性小说的对

比中阐发了他的“讽刺理论”的基本原则ꎮ 与之前的此类作品相比ꎬ«儒林外史»的不同在于:一
是作者“秉持公心ꎬ指擿时弊ꎬ机锋所向ꎬ尤在士林”ꎻ二是从艺术表现上来说ꎬ其文“慼而能谐ꎬ婉
而多讽”ꎮ④ “公心讽世”和“旨微语婉”是鲁迅确认真正的讽刺作品所必备的两个条件ꎮ 鲁迅还

特意将«儒林外史»和晚清谴责小说加以对比ꎬ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一一指出了谴责小说代表

作的缺点ꎮ
通过这些对比和分析ꎬ鲁迅从中国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概括出了讽刺理论的基本原则和

标准ꎬ从而奠定了其讽刺理论的基础ꎮ 他的讽刺理论是深刻而独到的ꎬ表述也富于民族特点和个

人风格ꎮ 这些警辟精彩的论断都是在对具体小说的分析评价中作出的ꎬ虽然具有批评的“切实”
性ꎬ但显然还不具备理论的系统性ꎬ所以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ꎮ 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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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基本理论原则的确立并非来自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ꎬ而大都是从具体切实的文艺批评中总

结概括出来的ꎮ 鲁迅的现实主义讽刺理论的建构ꎬ也是首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奠定基础ꎮ 之

后ꎬ鲁迅还写过«论讽刺»«什么是“讽刺”?»等关于讽刺艺术的专论ꎮ 他还在一些文章中论述过

俄国讽刺大师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高超讽刺艺术等ꎬ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自己的讽刺理论ꎬ最
终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ꎮ 下面试将鲁迅不同时期关于讽刺的论述加

以梳理ꎬ以窥其讽刺理论及其话语系统的全貌ꎬ并借此了解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及其话语系统建构

的一般方式ꎮ
(一)讽刺的艺术本质及其美学风格

鲁迅从美学角度将讽刺归于喜剧范畴ꎬ认为“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ꎬ而喜剧

的本质则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①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喜剧的本质ꎬ指出:当一种旧制度的残余

已经发展到“同众所承认的公理”发生“绝顶的矛盾”时ꎬ旧制度便变成了“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

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ꎬ成为过时的、不合理的和“毫无价值的东西”ꎬ但它还自以为是生活的

真正主角ꎬ并且将自己的本质“掩藏在异己的本质的假象之下”ꎬ向“伪善和诡辩求救”ꎬ这时候它

就变成喜剧嘲笑和讽刺的对象ꎮ 既然喜剧描写的对象是事实上的丑角ꎬ却硬要充当生活、历史的

主角ꎬ那么喜剧的主要任务就是撕破它的“伪善”ꎬ揭露其虚假本质ꎮ 因此ꎬ喜剧深刻的美学意

义ꎬ正在于它揭露和嘲笑了旧世界、旧势力的虚假和无价值ꎬ从而激励人们最后战胜它ꎬ把这种陈

旧的、过时的生活方式送入坟墓ꎬ从而“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②ꎮ
鲁迅对喜剧的本质是把“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概括ꎬ与马克思的认识是一致的ꎮ 鲁迅后

来进一步论述了喜剧对象的落后性和不合理性:“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ꎬ也是常见的ꎬ平时是

谁都不以为奇的ꎬ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ꎮ 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ꎬ可笑ꎬ可鄙ꎬ
甚而至于可恶ꎮ 但这么行下来了ꎬ习惯了ꎬ虽在大庭广众之间ꎬ谁也不觉得奇怪ꎮ”③这也正是马

克思所指出的那些与历史前进方向“发生绝顶矛盾”的、过时的、不合理的、“毫无价值的东西”ꎮ
喜剧的形式多种多样ꎬ如讽刺、幽默、滑稽等ꎮ 讽刺只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④ꎮ 如果从

喜剧揭露的对象看ꎬ讽刺是针对社会弊端的ꎬ较其他喜剧形式更具有社会性和严重性ꎮ 鲁迅主张

讽刺作品应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ꎮ 如果从喜剧对揭露对象的态度和由此带来的美学风格

看ꎬ讽刺艺术既不同于幽默的宽容ꎬ也有别于滑稽的轻松ꎬ它要求对社会弊病进行尖锐的嘲笑和

愤怒的谴责ꎮ 这就决定了尖锐性和深刻性是讽刺艺术的主导风格ꎮ
鲁迅主张对那些在种种假象掩盖下的反动腐朽势力的丑恶本质进行毫不留情的剥脱ꎬ无所

假借的撕破ꎮ 他在«论语一年»一文中ꎬ曾对比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讽刺美学风格ꎬ以为易卜生

对于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虽也揭发一点隐蔽”ꎬ使他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ꎬ但却并

不当面点破ꎬ还给他们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ꎬ回家去想的余裕”ꎻ但萧伯纳却当场撕破他们的

“假面具ꎬ阔衣装”ꎬ拉住耳朵当面指他们为蛆虫ꎬ以至“连磋商的工夫ꎬ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

点”ꎮ ⑤毫不留情、无所假借地予以撕破ꎬ正是鲁迅所赞同和追求的讽刺艺术美学风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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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讽刺的真实性原则

鲁迅的现实主义讽刺理论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真实ꎮ 他在«论讽刺»一文中说:“所谓讽刺作

品ꎬ大抵倒是写实ꎮ 非写实绝不能成为所谓‘讽刺’ꎻ非写实的讽刺ꎬ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ꎬ也不

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ꎮ”①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ꎻ不必是曾有

的实事ꎬ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ꎮ”②将真实视为讽刺的生命ꎬ如果违反真实性原则ꎬ就会失去讽刺

美的存在基础ꎮ 讽刺艺术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落后事物的虚假本质ꎬ从而达到鞭鞑丑恶

事物的目的ꎮ 如果这种揭露是失实的或过分的ꎬ讽刺就会变成造谣和诬蔑ꎮ
鲁迅对讽刺与造谣、诬蔑进行了严格区分ꎮ 他非常认真地清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用小说进行

人身攻击的不良现象ꎬ在分析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对欧阳询进行影射、攻击时指出:“是知假小说

以施诬蔑之风ꎬ其由来亦颇古矣ꎮ”晚清谴责小说末流ꎬ使这种积习恶性膨胀ꎬ鲁迅批评道:“其下者

乃至丑诋私敌ꎬ等于谤书ꎻ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ꎬ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ꎮ”③鲁迅对讽

刺和造谣诬蔑严格加以区分ꎬ对于维护讽刺艺术的真实性、严肃性ꎬ有重要意义ꎮ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列专章论述了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巨著«儒林外史»ꎬ并且将它和

清末谴责小说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合理的区分ꎬ集中体现了鲁迅对讽刺艺术的要求ꎮ 他认为ꎬ在
中国小说史上ꎬ从«儒林外史»出世ꎬ“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④ꎬ而此书之后讽刺小说“就
可以谓之绝响”⑤ꎮ 鲁迅认真检视了中国小说史上讽刺性作品的流变ꎬ指出“寓讥弹于稗史者ꎬ晋
唐已有ꎬ而明为盛”⑥ꎮ 在«儒林外史»之后亦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类似讽

刺的作品ꎬ为什么这些都不足以称为“讽刺之书”呢? 鲁迅认为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儒林外史»是
严格按照真实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ꎮ 他指出ꎬ晋唐至明代那些“寓讥弹”的小说作品ꎬ“大抵设一

庸人ꎬ极形其陋劣之态ꎬ借以衬托俊士ꎬ显其才华ꎬ故往往大不近情”ꎮ 这种不近情理的过度夸张

形容ꎬ使俊者愈俊ꎬ庸者愈庸ꎬ失去了真实可信性ꎬ故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讽刺作品ꎮ 至于清末谴

责小说ꎬ«官场现形记»“臆说颇多ꎬ难云实录”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描写失之张皇ꎬ时或伤

于溢恶ꎬ言违真实ꎬ则感人之力顿微ꎬ终不过连篇‘话柄’ꎬ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ꎮ 至于

“结构工巧ꎬ文采斐然”的«孽海花»ꎬ亦因“时复张大其词ꎬ如凡谴责小说通病”⑦ꎬ而不足称讽刺

小说ꎮ
对于讽刺艺术来说ꎬ夸张是经常被运用的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ꎮ 鲁迅曾给讽刺下了

一个定义:“一个作者ꎬ用了精炼的ꎬ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

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ꎬ这被写的一群人ꎬ就称这作品为‘讽刺’ꎮ”⑧在这个定义

中ꎬ加了“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限制词ꎮ 在«漫谈“漫画”»中谈到漫画艺术夸张手法的运用时

说:“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ꎬ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ꎬ但又不是胡闹ꎮ”⑨强调夸张不能离

开生活真实的制约ꎬ夸张到“胡闹”的地步ꎮ 运用夸张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讽刺对象的某一特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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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艺术形象更加鲜明ꎬ以便让人“一目了然”ꎮ 清末谴责小说“张皇”“溢恶”的毛病ꎬ也就是夸张

运用过分以至离开了生活的真实ꎮ 他说这些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ꎬ似与讽刺小说同伦ꎬ而
辞气浮露ꎬ笔无藏锋ꎬ甚且过甚其辞ꎬ以合时人嗜好ꎬ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ꎻ又说清末狭

邪小说“欲摘发伎家罪恶”ꎬ但“大都巧为罗织ꎬ故作已甚之辞ꎬ冀震耸世间耳目”①ꎮ 这里的“过
甚其辞”“已甚之辞”都是指夸张运用得不合分寸ꎮ 他曾告诫青年木刻家ꎬ“刻人物要刻的像中国

人ꎬ不必过于夸张ꎮ 艺术是须要夸张的ꎬ但夸张透了ꎬ反变成空虚”②ꎮ 它的运用应该使讽刺对象

的特点更加突出ꎬ以增强讽刺形象的美感力量ꎬ而不是削弱这种力量ꎮ
鲁迅所反复强调的讽刺的真实ꎬ不仅仅是指自然形态的生活真实ꎮ 他曾说过:“同一事件ꎬ

在拉杂的非艺术的记录中ꎬ是不成为讽刺ꎬ谁也不大会受感动的ꎮ”真正意义上的讽刺艺术作品ꎬ
既不像“黑幕”小说那样以“捏造”“诬蔑”和“揭发阴私”为能事ꎬ也不像谴责小说那样专记骇人

听闻的“奇闻”或“怪现状”ꎮ 它写的是那些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和平常事ꎮ 这些人和事ꎬ当他们

以自然形态存在时ꎬ是司空见惯的ꎬ谁都不以为奇的ꎮ 就是说ꎬ普通人并没有发现它们的不合理ꎮ
只有经过讽刺艺术家的“特别一提”ꎬ即经过集中、概括、提炼、夸张等艺术化、典型化的过程ꎬ它
们才能转化为讽刺艺术美ꎬ才能“动人”ꎮ③

典型化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ꎬ没有典型化ꎬ也就没有创作ꎮ 恩格斯说:“据我看

来ꎬ现实主义的意思是ꎬ除细节的真实外ꎬ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ꎮ”④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典型理论也是以“真实”为前提的ꎬ所以典型化原则与真实性原则是一致的ꎬ只有

通过典型化才能达到更高的真实ꎮ
首先ꎬ只有典型化才能使讽刺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ꎮ 鲁迅在谈到晋唐至明代的“讥弹”小

说时ꎬ批评了那些集中攻击“一人或一家”的作品ꎬ这些作品“非于世事有不平ꎬ因抽毫而抨击”ꎬ
而是“私怀怨毒ꎬ乃逞恶言”ꎬ因此概括面不广ꎬ典型性不强ꎬ社会意义不大ꎮ 与此相反ꎬ«钟馗捉

鬼传»是“近于呵斥全群”的书ꎬ比较有典型意义ꎬ对它“取诸色人ꎬ比之群鬼ꎬ一一抉剔ꎬ发其隐

情”的作法ꎬ鲁迅予以肯定ꎮ⑤ 鲁迅抨击了“捏造”和“诬蔑”之风ꎬ摒弃了骇人听闻的“奇闻”和
“怪现状”ꎬ而面向社会上的普通人、平常事ꎬ以为“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ꎬ事情越平常ꎬ就越普遍ꎬ
也就愈合于作讽刺”⑥ꎮ 这些意见ꎬ对讽刺艺术典型化的理论建设具有很高的价值ꎮ

其次ꎬ典型化又是使讽刺趋于深刻、达到更高艺术真实的必然途径ꎮ 鲁迅说:“不会有隐情ꎬ
便也不至于有深刻ꎮ”⑦喜剧对象总是把“自己的本质掩藏在异己的本质的假象之下”ꎬ而典型化

的一个重要目的ꎬ就是要排除偶然因素ꎬ撕破事物的假象ꎬ揭示事物的本质ꎮ 因此ꎬ只有在对社会

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进行广泛概括的基础上ꎬ才能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ꎬ才能使讽刺艺术达到“深
刻”ꎮ 鲁迅认为清末谴责小说描写社会黑暗面ꎬ“常常张大其词ꎬ又不能穿入隐微ꎬ但照例的慷慨

激昂”⑧ꎬ这就使它们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不能深刻ꎮ 而«儒林外史»则“能烛幽索隐ꎬ物无遁形”ꎬ
对所写的人物事件ꎬ既能写其形ꎬ又能写其神ꎬ能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ꎮ 鲁迅指出ꎬ«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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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够做到这点ꎬ是因为作者所写“多据自所闻见ꎬ而笔又足以达之”ꎬ是依据自己在社会上所

见所闻的人物事件进行艺术概括才写出来的ꎮ 如通过对马二先生的议论的描写ꎬ“则不特尽揭

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ꎬ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ꎻ述王玉辉先劝女儿殉夫ꎬ后又“转觉心伤”
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情节ꎬ鲁迅认为作者对于“良心与礼教之冲突”的描写“殊极刻深”ꎬ因为“作
者生清初ꎬ又束身名教之内ꎬ而能心有依违ꎬ托稗说以寄慨ꎬ殆亦深有会于此矣”ꎮ 作者对类似事

情深有领会ꎬ故能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典型概括ꎬ才能讽刺得如此“刻深”ꎬ才能使讽刺达到

一种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ꎮ 鲁迅赞扬«儒林外史»ꎬ认为其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作者根据自

己的生活经历ꎬ塑造了“官师ꎬ儒者ꎬ名士ꎬ山人ꎬ间亦有市井细民”的形象ꎬ使其“皆现身纸上ꎬ声
态并作ꎬ使彼世相ꎬ如在目前”ꎮ 而此后的谴责小说ꎬ虽然“头绪既繁ꎬ脚色复夥”ꎬ却没有塑造出

一个较好的人物形象ꎬ仅能联缀“话柄”ꎬ“以成类书”ꎬ故不足以称讽刺之书了ꎮ①

(三)讽刺的“有益、有情、有理想”性原则

鲁迅非常重视讽刺艺术的社会功利价值ꎬ要求讽刺有益于社会人生ꎮ 他在«‹坏孩子和别的

奇闻›前记»中ꎬ介绍契诃夫早期以“契红德”笔名发表的八篇讽刺小说时说:“这些短篇ꎬ虽作者

自以为‘小笑话’ꎬ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ꎬ却又截然两样的ꎮ 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ꎮ 一

读自然往往会笑ꎬ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ꎬ———就是问题ꎮ 这八篇里面ꎬ我以为没有一篇

是可以一笑就了的ꎮ 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ꎬ我想ꎬ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ꎬ或者后来

更加深广ꎬ更加严肃了ꎮ”②这段话体现了鲁迅对于讽刺艺术中喜剧性“笑”的要求ꎬ即它不但要引

人发笑ꎬ而且还要发人深省ꎬ要使读者在笑后能认真地思考这笑中所隐含的严肃社会问题ꎮ 鲁迅

把在讽刺笑中是否具有“深广”“严肃”的社会内容ꎬ当作衡量讽刺艺术水平的重要尺度ꎮ 他在这

篇前记中指出ꎬ契诃夫在跨越了“契红德”时代以后ꎬ其“作品渐有特色ꎬ增多人生的要素ꎬ观察也

愈加深邃起来”ꎬ比前期“更加深广ꎬ更加严肃了”ꎮ 因此ꎬ鲁迅所主张的讽刺笑ꎬ乃是一种具有严

肃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笑ꎬ是“笑中有刺”③ꎬ是借笑讥刺社会性弊病ꎮ
为了进行有益的讽刺ꎬ鲁迅针对中国小说创作领域中将小说当作报私怨、泄私愤的工具的恶

劣作风ꎬ提出“公心讽世”的主张ꎮ 鲁迅认为«儒林外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乃秉持公心ꎬ指擿

时弊ꎬ机锋所向ꎬ尤在士林”ꎬ它是出于公心来指责社会ꎬ特别是“士林”中的弊端的ꎮ 而在它之前

的“讥弹”小说ꎬ“若较胜之作ꎬ描写时亦刻深ꎬ讥刺之切ꎬ或逾锋刃ꎬ而«西游补»之外ꎬ每似集中于

一人或一家ꎬ则又疑私怀怨毒ꎬ乃逞恶言ꎬ非于世事有不平ꎬ因抽毫而抨击矣”ꎮ 至于后来ꎬ“亦鲜

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ꎮ 到谴责小说的末流已堕落为“黑幕小说”ꎬ成为专门“丑
诋私敌”的“谤书”④ꎮ 非但无益于矫正世俗ꎬ适足以败坏社会风气ꎮ 从鲁迅的褒贬中可以看出ꎬ
鲁迅是把“公心讽世”作为讽刺小说和讽刺艺术的一条基本原则ꎮ

与此相联系ꎬ鲁迅还提出了“有情的讽刺”原则ꎬ主张讽刺艺术对社会的讽刺应该是有情的

和善意的ꎮ
讽刺的本质在于揭露事物内容和形式的矛盾ꎬ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ꎬ所以是暴露性

的ꎮ 但暴露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对丑的揭露和否定达到对美的肯定ꎬ从而推动社会前进ꎮ 所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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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在本质上应该是属于善意的ꎮ 鲁迅在«‹热风›题记»中ꎬ提出“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①

这一对概念ꎮ 后来他在«什么是“讽刺”?»中又将这两个概念相对举ꎬ他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

品ꎬ而毫无善意ꎬ也毫无热情”ꎬ“那就并非讽刺了ꎬ这便是所谓‘冷嘲’ꎮ”这就清楚地表明鲁迅主

张讽刺必须是“善意”的和“有情”的ꎮ 对于讽刺的善意性ꎬ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说:“讽刺作者

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ꎬ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ꎬ他的讽刺ꎬ在希望他们改善ꎬ并非要捺这一群

到水底里ꎮ”②

讽刺的“有情”性ꎬ即“有情的讽刺”ꎬ是指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感情态度ꎮ 对于反动的势力ꎬ
鲁迅主张以讽刺的怒火无情地焚毁其伪装的假面ꎬ使之凶相毕现ꎬ丑相毕露ꎬ这是一种憎恶和愤

怒的感情ꎮ 而对于国民身上的“病苦”ꎬ那些妨碍他们获得自身解放的愚昧和落后的精神负担ꎬ
鲁迅则满怀着深情ꎬ以“哀其不幸ꎬ怒其不争”的态度予以讽刺和针砭ꎮ 对于那些长期以来由于

民族的、历史的种种复杂原因所造成的社会“锢弊”ꎬ例如对“国民性”弱点ꎬ鲁迅则主张以一种更

为深广的忧愤之情和“共同忏悔之心”进行有“痛切之感”的讽刺ꎮ 讽刺的善意性和有情性是一

致的、相辅相成的ꎬ善意的必定是有情的ꎮ
鲁迅曾批评谴责小说的通病ꎬ“即作者虽亦时人之一ꎬ而本身决不在谴责之中ꎮ 倘置身局

内ꎬ则大抵为善士ꎬ犹他书中之英雄ꎻ若在书外ꎬ则当然为旁观者ꎬ更与所叙弊恶不相涉ꎬ于是‘嘻
笑怒骂’之情多ꎬ而共同忏悔之心少ꎬ文意不真挚ꎬ感人之力亦遂微矣”ꎻ又说«官场现形记»作者

“盖第有谴责之心ꎬ初无痛切之感ꎬ故言多肤泛ꎬ与慨然有作者殊科矣”ꎮ③ 这种置身局外缺少共

同忏悔之心的旁观者态度ꎬ虽亦“嘻笑怒骂”ꎬ但因感情淡漠ꎬ故“感人之力亦遂微矣”ꎮ 可见ꎬ鲁
迅所要求的讽刺小说作品ꎬ必须是“慨然有作者”ꎬ即必须有感而发ꎮ 如果不把自己摆进去ꎬ与被

讽刺者共同忏悔ꎬ就不会有痛切的感受ꎬ而只是“照例的慷慨激昂”和“嬉笑怒骂”ꎬ就不会打动人

心ꎬ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ꎮ 这种善意的和有情的讽刺ꎬ必然带来讽刺艺术美学风格的变化ꎮ 鲁迅

主张讽刺要从善意出发ꎬ要有“痛切之感”ꎬ实际上也就是要把这种“痛切之感”熔铸在讽刺中ꎬ形
成一种悲喜剧相结合的美学风格ꎮ 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的俄罗斯伟大作家契诃夫和果

戈理ꎬ他们的讽刺艺术就多少都带有将悲喜剧因素融合在一起的特点ꎮ 契诃夫曾经说过ꎬ在生活

中“可悲的与可笑的”ꎬ往往掺混在一起ꎬ而他的一些小说就正是把悲喜剧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的ꎮ 果戈理就更是一位善于将悲喜剧因素相融合的艺术大师ꎮ 鲁迅把果戈理将悲喜剧因素结

合起来的作法称为“含泪的微笑”④ꎮ
鲁迅提出了讽刺的善意性和有情性ꎬ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讽刺理论都是一个新的开拓ꎮ 西

方和我国传统的美学理论ꎬ往往将讽刺与善意和热情对立起来ꎮ 因为他们不能以辩证的观点理

解讽刺ꎬ不了解对人民的深切的同情爱护和对他们的弱点进行揭露和讽刺之间的辩证关系ꎮ 鲁

迅的讽刺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ꎬ正确地处理了这种关系ꎬ这对于讽刺领域的开拓和正确发挥讽刺

艺术的社会作用ꎬ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ꎮ
情感是文学的要素ꎬ鲁迅提出“有情的讽刺”ꎬ强调讽刺要有“痛切之感”ꎬ这无疑有益于强化

讽刺作品的情感因素ꎬ加强了讽刺作品的文学性ꎮ
鲁迅不但主张讽刺应有善意、有感情ꎬ而且强调讽刺作品的作者不可丧失对人类社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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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未来的理想ꎮ
讽刺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暴露文学ꎬ是暴露黑暗和落后的ꎬ但讽刺文学作者的心中却必须有

理想之光ꎬ他应该通过对黑暗落后的暴露和鞭挞ꎬ来达到对光明先进事物的肯定ꎮ 如果缺乏甚至

丧失了信心和理想ꎬ就无法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ꎮ 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说:“如果貌

似讽刺的作品ꎬ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ꎬ一无足取ꎬ也一无可为ꎬ那就并非讽刺了ꎬ这便是所

谓‘冷嘲’ꎮ”这就是说ꎬ讽刺尽管要揭露黑暗ꎬ但这种揭露如果不伴随着对于光明未来的热情追

求ꎬ其结果只使读者觉得世事已“一无足取ꎬ也一无可为”ꎬ即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和理想ꎬ那
就不能称为讽刺ꎬ而只能属于无情的冷嘲ꎮ①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王鲁彦的作品的评论ꎬ集中体现了鲁迅在这一

方面的要求ꎮ 王鲁彦在«秋雨的诉苦»这篇小说中表现了秋雨“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的“烦
冤”ꎬ表现了作者不满于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ꎬ而又看不到光明出路的悲观厌世情绪和虚无主义

思想ꎮ 在这种思想情绪下ꎬ就只能写出这样使人感到世间已“一无足取ꎬ也一无可为”的悲观绝

望的骂世的谤文ꎮ 鲁迅对此批评道:“这是太空的秋雨ꎬ要逃避人间而不能”ꎬ它“和人间社会是

不会有情愫的ꎮ 要说冷静ꎬ这才真是冷静”ꎬ“但也因为太冷静了ꎬ就又往往化为冷话ꎬ失掉了人

间的诙谐”ꎮ 这种丧失了理想和热情的对于黑暗的揭露ꎬ根本不能称为“讽刺”ꎬ而只能是和人间

社会毫无情愫的“冷话”ꎬ也就是“冷嘲”ꎮ
强调公心讽世ꎬ强调讽刺要有益、有情、有理想ꎬ这正是一种全新的讽刺艺术理论ꎬ在这种理

论指导下ꎬ就必然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讽刺艺术ꎮ
讽刺的主要目的是对反动、落后事物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愤怒的谴责ꎬ其倾向性最为强烈、鲜

明ꎮ 因此ꎬ讽刺文学ꎬ特别是讽刺小说ꎬ其感情、态度往往外露ꎬ最不易做到含蓄、深沉ꎮ 楚卿在

１９０３ 年所写的«论文学上小说之地位»一文中谈到小说反映和表现生活的风格特点时ꎬ将小说与

诗词进行比较ꎬ认为“诗词等韵文ꎬ最以蓄为贵”ꎬ而“小说则与诗词正成反比例者也”ꎮ 在他看

来ꎬ小说在反映生活时ꎬ往往要“纵说之ꎬ推波而助澜之ꎬ穷其形焉ꎬ尽其神焉”ꎬ故小说是“贵泄”
的ꎮ 但鲁迅却要求讽刺小说ꎬ不但应该穷形尽相ꎬ使物无遁形ꎬ而且特别要做到委婉含蓄ꎬ深沉不

露ꎬ把揭露的彻底性和讽刺的含蓄性结合起来ꎮ 鲁迅将此视为衡量讽刺小说的重要艺术标准ꎮ
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评论清代讽刺小说时特别强调:“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

的ꎬ假如过甚其辞ꎬ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ꎮ”②

四、慼而能谐ꎬ婉而多讽:含蓄、深沉的美学风格

含蓄深沉并不是隐晦ꎮ 鲁迅在评论«儒林外史»时ꎬ说它能够“烛幽索隐ꎬ物无遁形”ꎬ所写人

物“皆现身纸上ꎬ声态并作ꎬ使彼世相ꎬ如在目前”ꎬ其描写是显豁的ꎬ人物也是鲜明的ꎮ 但鲁迅仍

以«儒林外史»的讽刺为含蓄深沉的典型ꎬ可见所谓含蓄与形象描写的鲜明和揭露的痛快淋漓并

不矛盾ꎮ 鲁迅所谓讽刺的含蓄深沉ꎬ用他评价«儒林外史»的话说ꎬ就是“其文又慼而能谐ꎬ婉而

多讽”ꎮ 他特别列举«儒林外史»对于范进为母守孝ꎬ赴宴时连象牙筷子也不肯用ꎬ但却在燕窝碗

里拣了一个大虾团子送在嘴里的描写ꎬ并给予很高的评价ꎬ说:“无一贬词ꎬ而情伪毕露ꎬ诚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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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选ꎬ亦狙击之辣手矣ꎮ”①鲁迅认为这是讽刺艺术中把含蓄深沉的描写与痛快淋漓的揭露、尖
锐辛辣的讽刺高度结合的“妙选”和高手ꎮ 另外ꎬ鲁迅在«论讽刺»一文中还举了«金瓶梅»写蔡

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的话:“恐我不如安石之才ꎬ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②外国的ꎬ则列举

了果戈理«外套»中对大小官吏ꎬ«鼻子»里对绅土、医生、闲人之类的描写ꎬ认为这都够得上讽刺

的范例ꎮ 这些例子的共同特点就是除了简炼、朴实而又生动的描写之外ꎬ作者未加任何褒贬ꎮ 由

此可见ꎬ鲁迅所要求的讽刺小说的含蓄ꎬ就是要把作者的倾向、情感和态度蕴含在艺术形象的真

实描写之中ꎬ让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可恶之处从形象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ꎬ而不要外加作者

个人的褒贬之词ꎮ
含蓄是与浅露相对立的ꎮ 鲁迅总评清末谴责小说时ꎬ说这类作品“辞气浮露ꎬ笔无藏锋ꎬ甚

且过甚其辞”ꎬ就都是将“婉曲”即含蓄同“词意浅露”“辞气浮露”相对举的ꎮ③ 所渭“词意浅露”
“辞气浮露ꎬ笔无藏锋”ꎬ如果结合这些被批评的作品的具体情况来理解ꎬ也就是指作者们不善于

将自己对讽刺对象爱憎好恶的感情态度和评价蕴藏在艺术形象的描写中ꎬ而是在作品中急于表

达自己的感情态度ꎬ并且对于讽刺对象的批评谴责ꎬ又往往“过甚其辞”ꎬ说些过头话ꎬ甚至于时

有“嫚骂”之词ꎮ
鲁迅认为ꎬ讽刺小说要做到含蓄深沉ꎬ作者应善于把控自己的感情ꎬ掌握情感表达的分寸ꎮ

鲁迅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失之张皇ꎬ时或伤于溢恶”④ꎬ正是作者感情失控的表现ꎬ这
就难免流于表面的张大其词和过度的形容ꎬ丧失了内在的感染力ꎬ也就与含蓄深沉无缘了ꎮ

讽刺的含蓄必须以真实性作基础ꎬ所谓“不着一字ꎬ尽得风流”ꎬ与鲁迅“无一贬词ꎬ而情伪毕

露”的说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ꎮ 为什么能够做到“不着一字ꎬ尽得风流”呢? 司空徒认为“是有真

宰ꎬ与之沉浮”ꎬ这是因为有真实的内容作为“主宰”ꎬ才能引导读者跟随着作者去体验、领会他所

写的事物的精神ꎮ 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曾说ꎬ穷措大想做富贵诗ꎬ多用些“金”“玉”之类的

字眼ꎬ结果适见其寒蠢ꎻ而真会写富贵景象的却全不用那一类字眼ꎬ如“笙歌归院落ꎬ灯火下楼

台”ꎬ没有一个字眼提到富贵ꎬ却有力地写出了富贵景象的真实内容ꎮ⑤ 显然ꎬ如果没有真实ꎬ也
就谈不上含蓄ꎮ

鲁迅在评论«官场现形记»时ꎬ曾引用作者自序中的话ꎮ 李伯元在序言中说自己是“以含蓄蕴

酿存其忠厚ꎬ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的ꎬ鲁迅结合作品的实际对此评论说:“然臆说颇多ꎬ难云实录ꎬ
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ꎬ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ꎮ”⑥鲁迅认为ꎬ由于«官场现形记»一书多臆说

而非实录ꎬ违背了真实性的原则ꎬ因此也就失去了含蓄ꎬ也就无法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了ꎮ
所以ꎬ真实性不但可以使讽刺的内容充实ꎬ而且也使讽刺作品在艺术上做到含蓄蕴藉ꎮ

鲁迅认为讽刺小说作品要做到含蓄ꎬ在描写方法上也必须遵照写实的原则ꎬ应以朴素简炼的

“白描”手法为主ꎬ而不应过分形容ꎮ 鲁迅论及曾朴的«孽海花»时指出ꎬ此书对于当时的达官名

士ꎬ揭露亦极淋漓ꎬ但“张大其词ꎬ如凡谴责小说通病”ꎬ“而形容时复过度ꎬ亦失自然ꎬ盖尚增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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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白描ꎬ当日之作风固如此矣”ꎮ① 这里所谓“当日之作风”ꎬ就是清末谴责小说那种轻视白描而

竟尚夸饰ꎬ对所描写的事物张大其词ꎬ进行过度夸张形容的作风ꎮ 这种作风既违真实ꎬ亦失自然ꎬ
也就更谈不到含蓄了ꎮ 针对这种作风ꎬ他高度评价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ꎬ而情伪毕露”
的白描手法ꎬ这对于推动讽刺小说向着含蓄蕴藉的风格发展有重要意义ꎮ

以上我们简略介绍了鲁迅讽刺理论的本质及其美学特征ꎬ并从真、善、美三个方面论述了鲁迅

的现实主义讽刺理论ꎮ 鲁迅的现实主义讽刺理论ꎬ是在批判继承了世界讽刺艺术理论ꎬ特别是在批

判总结了我国讽刺小说和清末谴责小说的艺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ꎬ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讽刺

的真实性和重视讽刺艺术的社会功利价值ꎬ并特别重视讽刺的“慼而能谐ꎬ婉而多讽”的含蓄美ꎮ 其

理论是丰富、系统而深刻的ꎬ其表述又是个性化和民族化的ꎬ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ꎮ 鲁

迅的讽刺理论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理论的基础ꎬ而且也丰富了世界的讽刺理论宝库ꎮ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批评体式ꎬ文学史能够较为集中地展现批评家的文学观念ꎬ展现文学家对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认识与表述ꎮ 与其他文艺理论批评体式相比ꎬ文学史是一种更加规范的表

述ꎮ 而作为个人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学史著ꎬ在对众多文学现象的评述中ꎬ又是能够更为充分展示

作者本人的史识、好尚的研究、批评形式ꎮ 所以ꎬ其话语形式是充分个性化的ꎮ 但受撰写体例的

制约ꎬ其理论书写往往是不能充分展开的ꎮ 因此ꎬ对有些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表述ꎬ往往要依靠其

他批评形式的补充和丰富ꎮ 就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通过对«儒林外史»的评述已经奠定

基础的讽刺理论ꎬ通过«红楼梦»的评述已经奠定基础的写实主义真实论等ꎬ都在他此后其他体

式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得到完善ꎮ

五、结语

鲁迅建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的方式ꎬ在文艺理论批评界具有典型性ꎮ 他不取

西方那种系统的文艺理论著述方式ꎬ而是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活动中ꎬ结合现实的和历

史的创作实践ꎬ对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分别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ꎬ将自己独到的见解ꎬ以独特的

方式表述出来ꎬ从而建构起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ꎮ
文艺理论批评话语建构的要义ꎬ首先是对文学理论原则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ꎻ其次是对理

论原则的语言表达ꎮ 见解独到ꎬ表述精准透辟而又富于民族和个人特色ꎬ具备了这两个要件ꎬ才
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可以与世界对话的文艺理论批评话语ꎮ

“五四”以后ꎬ形形色色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潮涌入中国ꎬ但鲁迅最终选择了现实主义ꎮ 现实

主义成为鲁迅一生的坚守ꎬ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ꎮ 作为一种以客观反映社会现实ꎬ贴近日

常生活为审美追求的文艺思潮ꎬ现实主义首先发生在 １９ 世纪中叶的法国ꎮ 但这是一个理论滞后

于创作的流派ꎬ虽然已经有了被后世称为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家和经典作品ꎬ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

反响ꎮ 直到库尔贝的«‹一八八五年个展目录›前言»出现ꎬ才被艺术史家视为现实主义带有宣言

性质的纲领文件ꎮ 他的“象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

貌”②ꎬ被视为现实主义文艺主张的经典表述ꎮ 现实主义思潮在法国兴起后ꎬ迅速蔓延至西欧、东
欧、北美等广大地区ꎬ延续了大半个世纪ꎮ 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原则和方向ꎬ它传播的时间更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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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的地区更广ꎮ 由于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文

学需要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进行选择改造、丰富和发展ꎮ 所以与各民族和国家具体历史条件

紧密相联的现实主义ꎬ都保有各民族的鲜明个性ꎮ 自近代以来ꎬ救亡图存、民族复兴ꎬ是中华民族

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ꎮ 加之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传统ꎬ与社会现实贴近的

现实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学作家首选的创作方法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ꎬ是非常自然和容

易理解的ꎮ 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所崇尚的文学是“为人生”的主张却并非法国现实主义

的题中原有之义ꎮ 法国现实主义理论标榜“真”和“美”ꎬ忽略甚至排斥“善”———文学的功利目

的ꎮ 作为一个理论命题ꎬ“为人生”并不是一种对文艺特性和本质的概括ꎬ而是一个对文艺目的

功用的表述ꎮ 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区分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标准ꎬ也就是说ꎬ“为人生”也可

以是非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目的ꎮ 但是ꎬ“为人生”毕竟与关切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在

精神上是相通的ꎬ或者毋宁说这一创作口号更应该是属于现实主义的ꎮ 因此ꎬ以鲁迅为代表的中

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为人生”口号ꎬ是对法国现实主义原则的纠正和补充ꎬ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ꎮ 而且ꎬ鲁迅对文学功利目的的强调ꎬ是以坚守“真”和“美”为前提的ꎬ并不因为主张文学

的善ꎬ而牺牲文学的真和美ꎮ 这就在基本原则上保持了与法国现实主义的一致性ꎮ
对于原理的坚守固然是重要的ꎬ但对这些原理在文艺批评实践中的应用ꎬ并在应用中使原理

得到丰富发展更重要ꎬ如此才能使现实主义保持生命活力ꎮ 鲁迅说:“文艺必须有批评”①ꎬ“必须

更有真切的批评ꎬ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②ꎮ 鲁迅是一位有很高创作成就的

作家ꎬ又是一位积极参与新文学即时性批评和文艺论争的批评家ꎬ还是一位译作丰富的翻译家ꎬ
更是一位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写作并进行过古籍整理的高水平学者ꎮ 所以ꎬ他从事的文艺

批评ꎬ才是名副其实的“真切的批评”ꎬ才能够将现实主义原则贯彻到文艺创作和各种文学现象

批评的方方面面ꎬ甚至细枝末节ꎮ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ꎬ鲁迅批评眼光的敏锐和心思的缜密ꎬ以
及表述的精准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他已经催促了“新批评的产生”ꎬ真正丰富、细化、深化了现

实主义创作理论原则ꎬ构建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ꎮ
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外部显现是语言ꎮ 鲁迅是推动汉语现代化的语言大师ꎬ他的文学语言

是现代汉语的典范ꎮ 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激烈反对文言文ꎬ提倡白话文ꎬ但他的文学史著和为文

学史、古籍整理所写序跋题记ꎬ全部使用文言且持续终生ꎮ 他在文学批评中同时操纵三套语言:
文学史著和古籍序跋使用文言ꎻ译文序跋使用欧化语言ꎻ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批评和文艺论争则使

用纯净的现代汉语ꎮ 他在各种语言的使用中ꎬ都能自铸伟词ꎬ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构

建增添新鲜精彩、富有生命活力的语汇ꎮ 即以本文所论«中国小说史略»而言ꎬ他在文言文的娴

熟运用中ꎬ会针对批评对象的具体情况随机创制一些精准恰切而又雅洁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断语ꎮ
这些在批评实践中自然生成的语汇ꎬ后来不断被研究者引用而成为一种定论式的经典语汇ꎬ无论

将其安置在什么样的现代文艺论著中都显得妥帖自然ꎬ不让人感到突兀生硬ꎮ
提出中国文艺理论患“失语症”的曹顺庆呼吁“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ꎬ有人曾设想把东

西文论的话语糅合在一起ꎬ形成一个“杂语共生态”ꎮ 季羡林对“重新”建构说提出质疑ꎬ并认为

“杂糅”“共生”是“完全办不到的”③ꎮ 曹顺庆近年来提出的“变异学”理论ꎬ也是对这种失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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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位的“求同”做法的否定ꎮ① 首先ꎬ文艺理论话语是在文艺批评实践中自然产生的ꎬ而不是

文艺理论家设计一些理论原则术语概念范畴就能建构起来的ꎮ 即使这样拼凑起来也是没有生命

力的ꎮ 其次ꎬ从鲁迅的批评实践来看ꎬ所谓糅合东西文论形成一个“杂语共生态”的做法也是行

不通的ꎮ 鲁迅理论话语中的一些精彩语汇ꎬ完全是在真切的文艺批评实践中自然产生的ꎮ 仔细

分析这些文言色彩的语汇可以发现ꎬ他既没有采用西方文论的现成语汇ꎬ甚至也很少采用中国传

统文论的现成概念ꎮ 理论是与时共进的ꎬ倒回去从头“重新”构建ꎬ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ꎮ 进

行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外文论的不同特点是必要的ꎮ 至于想从中各选一部分糅合成

一种新建的文艺理论话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ꎮ 这应该是我们研究鲁迅构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

评话语系统的最重要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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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语林»看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①

兰　 翠
(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ꎬ山东 烟台ꎬ２６４００５ )

　 　 摘要:　 «唐语林»中记载的佛教故事ꎬ为我们提供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丰富镜像ꎮ 僧侣和非僧侣两个群体

在他们的身份与生活等诸多方面相互融合:其一是僧侣身份的官僚化与生活的民众化ꎮ 身为僧侣ꎬ实际却履行

着官员或者士人的职责ꎻ在生活上破戒违规ꎬ类同民众ꎮ 其二是官僚与民众生活的僧侣化ꎮ 非僧侣群体在生老

病死过程中与佛教有密切关联ꎬ他们日常参禅诵经ꎬ恪守佛教饮食禁忌ꎬ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加

直观的生活化依据ꎮ
关键词:　 «唐语林»ꎻ唐代佛教ꎻ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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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５
作者简介:兰翠(１９６３—　 )ꎬ女ꎬ山东乳山人ꎬ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唐语林»与唐代士女风尚研究”(１７ＢＺＷＪ０２)的阶段

性成果ꎮ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１１９６ 页ꎮ
③«唐会要»卷四十七:会昌五年ꎬ“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ꎬ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ꎬ收充两税户ꎮ 拆招提兰若四万余

所ꎬ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ꎮ 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驱游惰不业之徒ꎬ已逾千万ꎬ废丹艧无用之居ꎬ何啻亿千”ꎮ 北京:中
华书局ꎬ１９５５ 年ꎬ第 ８４１ 页ꎮ 由此可以推想ꎬ唐代佛寺之崇盛ꎬ僧徒之广泛ꎮ

　 　 «唐语林»是宋代王谠汇集唐人 ５０ 种书籍ꎬ分类编纂而成的一部笔记体唐代文史资料集ꎬ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是书虽仿«世说»ꎬ而所纪典章故实ꎬ嘉言懿行ꎬ多与正史相发明ꎬ视刘义庆

之专尚清谈者不同”②ꎮ «唐语林»记载的故实万象ꎬ成为学者们了解与研究唐代社会重要的参考

文献ꎮ 近年来ꎬ学界就«唐语林»所反映的女性文化、士林文化等内容多有挖掘ꎬ但对于其中相当

数量的与佛教有关的文献ꎬ则少有探及ꎮ 佛教从汉末传入中土ꎬ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ꎬ到唐

代ꎬ无论是宗派的分立还是佛经的翻译ꎬ都达到了空前鼎盛的程度ꎮ 唐代佛教这些学理上的成

就ꎬ无疑是基于其广泛的社会基础ꎮ 唐代佛教的普及ꎬ我们固然可以从诸如佛寺的大量建设ꎬ佛
教徒数量的庞大等方面获得一些认知③ꎬ但是ꎬ这些数据远不如与佛教相关的社会生活画面那样

具体可感、鲜活生动ꎮ «唐语林»中有关佛教故事的记载ꎬ就为我们提供了唐代佛教丰富的世俗

镜像ꎬ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的发展ꎬ尤其是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提供了直观具体的可视窗口ꎮ

一

«唐语林»中佛教故事的主要特点ꎬ是僧侣和非僧侣两个群体在他们的身份与生活等诸多方

面的相互融合ꎮ 这种融合呈现出两个维度:一是僧侣身份的官僚化与生活的民众化ꎻ二是官僚与

民众生活的僧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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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ꎬ本是指那些抛开世俗生活ꎬ为信仰而修行的人士ꎬ在这里指和尚僧人ꎮ 而本文所谓的

官僚ꎬ主要指在仕途上身处不同等级的士人ꎮ 僧侣身份的官僚化是指僧侣与官僚的身份界限模

糊混融ꎮ «唐语林»中记载的僧侣ꎬ有不少身在寺庙ꎬ实际却履行着官员或者士人的职责ꎮ 如卷

一«言语»所载:
　 　 兴元中ꎬ有僧曰法钦ꎮ 以其道高ꎬ居径山ꎬ时人谓之径山长者ꎮ 房孺复之为杭州也ꎬ方欲

决重狱ꎬ因诣钦ꎬ以理求之ꎬ曰:“今有犯禁ꎬ且狱成ꎬ于至人活之与杀之孰是?”钦曰:“活之则

慈悲ꎬ杀之则解脱ꎮ”①

据李吉甫«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载ꎬ法钦俗姓朱氏ꎬ吴都昆山人ꎮ 曾受到唐代宗亲书

御诏进京ꎬ并受赐“国一禅师”称号:“大历初ꎬ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征之ꎬ授以肩舆ꎬ迎于内殿ꎮ
既而幡幢设列ꎬ龙象围绕ꎬ万乘有顺风之请ꎬ兆民渴洒露之仁ꎮ 问我所行ꎬ终无少法ꎮ 寻制于章敬

寺安置ꎬ自王公逮于士庶ꎬ其诣者日有千人ꎮ 司徒杨公绾ꎬ情游道枢ꎬ行出人表ꎬ大师一见于众ꎬ二
三目之ꎮ 过此默然ꎬ吾无示说ꎮ 杨公亦退而叹曰:‘此方外高士也ꎬ固当顺之ꎬ不宜羁致ꎮ’寻求归

山ꎬ诏允其请ꎬ因赐策曰国一大师ꎬ仍以所居为径山寺焉ꎮ”②法钦在京城受到君臣如此高调的礼

遇赞赏ꎬ回径山后ꎬ自然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资政ꎮ 杭州刺史房孺复向其请教断狱ꎬ正是佛教中

人参与官员日常事务的直接体现ꎮ 除了指导或参与行政事务ꎬ学有专长的僧人有的还担当着为

官员们教授儒学的工作ꎮ 如卷二«文学»载: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ꎬ通«周易»ꎬ性若狂易ꎮ 李卫公镇浙西ꎬ以南朝旧寺多名僧ꎬ求知

«易»者ꎬ因帖下诸寺ꎬ令择送至府ꎮ 瓦官寺众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ꎬ汝常时好说

«易»ꎬ可往否?”守亮请行ꎮ 众戒曰:“大夫英俊严重ꎬ非造次可至ꎬ汝当慎之ꎮ”守亮既至ꎬ卫
公初见ꎬ未之敬ꎮ 及与言论ꎬ分条析理ꎬ出没幽赜ꎬ公凡欲质疑ꎬ亮已演其意ꎬ公大惊ꎬ不觉前

席ꎮ 命于甘露寺设官舍ꎬ自于府中设讲席ꎬ命从事已下ꎬ皆横经听之ꎬ逾年方毕ꎮ③

这段记载中的李卫公即李德裕ꎬ他是中晚唐政坛上的著名人物ꎬ曾任浙西观察使ꎮ 李德裕在

浙西任时ꎬ“锐于布政ꎬ凡旧俗之害民者ꎬ悉革其弊”ꎮ 江南民间巫祝之风盛行ꎬ“德裕欲变其风ꎬ
择乡人之有识者ꎬ谕之以言ꎬ绳之以法ꎬ数年之间ꎬ弊风顿革”④ꎮ 李德裕在江浙一带访求通晓«周
易»的僧人ꎬ足以说明ꎬ当时僧人这一群体中ꎬ有不少人对儒学有相当高的融通造诣ꎮ 最后ꎬ僧人

守亮以其对儒家经典«周易»精妙深透的演绎ꎬ赢得李德裕的赞赏ꎮ 因此ꎬ李德裕在官府中为僧

人守亮开设讲席ꎬ并命令其从事已下的僚属ꎬ都要横经听之ꎬ时间竟然超过一年之久ꎮ 身为僧人ꎬ
却长期在官府中为众多官僚们讲授儒家经典ꎬ这样的案例愈发显现了僧人与官员之间身份边界

的模糊ꎮ
此外ꎬ僧人干预左右官员擢拔铨选的事情也不鲜见ꎮ 如卷七记载韦昭度借助僧人力量登上

高位:
　 　 太尉韦昭度ꎬ旧族名人ꎬ位非忝窃ꎬ而沙门僧澈潜荐之中禁ꎬ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ꎮ 
后韦掌武伐成都ꎬ田军容致书曰:“伏以太尉相公:顷因和尚ꎬ方始登庸ꎮ 在中书则开铺卖

官ꎬ居翰林则倩人把笔ꎮ”盖谓此也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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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唐语林›校证»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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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唐语林›校证»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５２ 页ꎮ
«旧唐书»卷一七四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５ 年ꎬ第 ４５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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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出自«北梦琐言»卷六ꎬ原作为“沙门僧澈承恩ꎬ为人潜结中禁ꎬ京兆与一二时相皆

因之大拜”①ꎮ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也记述了此事:“初ꎬ昭度因供奉僧澈结宦官ꎬ得为相ꎮ”②田

军容即僖宗宠信的宦官田令孜ꎬ曾任观军容使ꎬ故称ꎮ 可见ꎬ对于僧人干预铨选之事ꎬ把持朝政的

田令孜深谙其中因由ꎬ才会如此讽刺韦昭度ꎮ 当时朝廷中宰相的人选尚且可以通过僧人的干预

而确定ꎬ其他层级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ꎮ
僧人群体与官员的混融还表现于文化生活的趋同ꎮ 唐朝是诗歌崇盛的时代ꎬ僧人中爱好诗

歌的大有人在ꎮ “楚僧灵一ꎬ律行高洁而能为诗ꎮ 吴僧皎然ꎬ一名昼一ꎬ工篇什ꎬ著«诗评»三卷ꎮ
及卒ꎬ德宗遣使取其遗文ꎮ 中世文僧ꎬ二人首出ꎮ”③楚僧灵一与诗人皇甫冉兄弟、刘长卿、严维等

皆有交集ꎮ④ 吴僧皎然更是与多位诗人相往还ꎬ如韦应物、顾况、孟郊等ꎮ «唐语林»卷三«识鉴»
还记载了一则他谒见诗人韦应物ꎬ专门投其所好献诗的故事:

　 　 吴兴僧昼一ꎬ字皎然ꎬ工律诗ꎮ 尝谒韦苏州ꎬ恐诗体不合ꎬ乃于舟抒思ꎬ作古体十数篇为

献ꎮ 韦皆不称赏ꎬ昼一极失望ꎻ明日写其旧制献之ꎬ韦吟讽ꎬ大加叹赏ꎮ 因语昼一云: “几致

失声名ꎮ 何不但以所工见投ꎬ而猥希老夫之意? 人各有所得ꎬ非卒能致ꎮ”昼一服其能鉴ꎮ⑤

«唐才子传»卷四«皎然上人传»载:“时韦应物以古淡矫俗ꎬ公尝拟其格得数解为贽ꎮ 韦心疑

之ꎮ 明日又录旧制以见ꎬ始被领略ꎮ”⑥赵昌平在«唐才子传校笺»此段文字的按语中ꎬ推断皎然为

韦应物的前辈ꎬ并从两人的赠诗断定皎然不可能贽见韦应物ꎬ认为«唐语林»的这段记载“其为小

说家杜撰无疑”⑦ꎮ 诚如赵昌平所按断ꎬ皎然与韦应物的这段交谊不足信ꎬ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

其中传达出的僧人与诗人两个群体共同的文化趣尚这一信息ꎮ «唐才子传»所录释家诗人有传

记的共 ８ 人ꎬ分别是灵一、灵澈、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ꎬ同时又列出了 ４５ 位“名既隐

僻”的“方外工文者”ꎮ 他们是“惟审、护国、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广宣、无本、修睦、无闷、太易、
景云、法振、栖白、隐峦、处默、卿云、栖一、澹交、良乂、若虚、云表、昙域、子兰、僧鸾、怀楚、惠标、可
朋、怀浦、慕幽、善生、亚齐、尚颜、栖蟾、理莹、归仁、玄宝、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尚、智暹、沧
浩、不特”⑧ꎮ 合计共 ５３ 位僧者诗人ꎮ 根据傅璇琮的统计ꎬ“«唐才子传»共十卷ꎬ书内立专传者二

百七十八人ꎬ附见者一百二十人ꎬ共三百九十八家”⑨ꎮ 从这两组数据看ꎬ在唐代才子中ꎬ僧者诗

人占比为 １３.３％ꎬ可见ꎬ僧人群体里爱好诗歌的比例是很可观的ꎮ

二

«唐语林»中僧侣生活的民众化表现ꎬ是指僧侣阶层在日常生活上与民众的混融ꎮ 作为僧

侣ꎬ不杀、不盗、不淫、不饮酒等ꎬ是他们在生活中应该终身恪守的基本戒律ꎮ 然而ꎬ在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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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翠:从«唐语林»看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中ꎬ却有不少僧侣并没有谨守这些律条ꎮ 玄宗朝曾颁布«禁僧道不守戒律诏»ꎬ这一诏令就从反

面印证了当时僧侣有不守戒律的事实ꎮ 此诏曰:“缁黄二法ꎬ殊途一致ꎬ道存仁济ꎬ业尚清虚ꎮ 迩

闻道僧ꎬ不守戒律ꎮ 或公讼私竞ꎬ或饮酒食肉ꎬ非处行宿ꎬ出入市廛ꎬ罔避嫌疑ꎬ莫遵本教ꎮ 有一尘

累ꎬ深坏法门ꎮ 宜令州县官严加捉搦禁止ꎮ”①诏书中列举了僧道种种不守戒律的表现ꎬ其中“饮
酒食肉”大概是僧人生活中破戒最普通也是最普及的现象ꎮ «唐语林»中记载的僧人嗜酒就给我

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宣州当涂隐居山岩ꎬ即陶贞白炼丹所也ꎬ炉迹犹在ꎮ 后为佛舍ꎮ 有僧名彦范ꎬ俗姓刘ꎬ虽
为沙门ꎬ而通儒学ꎬ邑人呼为刘九经ꎮ 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ꎬ
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ꎮ 年八十ꎬ犹强精神ꎬ僧律不亏ꎮ 唯颇嗜饮酒ꎬ亦不乱ꎮ 学者有携壶至

者ꎬ欣然受之ꎬ每饮三数杯ꎬ则讲说方锐薄于滋味ꎬ深于酒德ꎬ所食仅同婴儿ꎬ所饮或如少

壮ꎮ②

这位刘姓僧人ꎬ虽然能够遵守其他僧律ꎬ但是却嗜酒好饮ꎮ 他与当时名士如颜真卿、韩滉、刘
晏、穆宁、独孤及等交谊密切ꎬ对于那些执经受业者贽献的酒品ꎬ来者不拒ꎬ一律欣然接受ꎮ 甚至

对那些经常献酒的受业者还格外青睐:他有一个茶圃ꎬ为防止茶叶被鹿破坏ꎬ诸名士合力为其运

石筑墙ꎮ 其中ꎬ“穆兵部贽事之最谨ꎮ 尝得美酒ꎬ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ꎬ累石之际ꎬ白师曰:‘有少

好酒ꎬ和尚饮否?’ 彦范笑而满引ꎬ徐谓穆曰:‘不用搬石ꎬ且来听书ꎮ’ 遂与剖析奥旨ꎬ至多不

倦”③ꎮ 穆兵部之所以既能避免了为彦范搬运石头垒墙的劳累ꎬ还能享受到不受时限地听其讲授

的优待ꎬ就是因为贽事谨慎ꎬ并以美酒贽敬彦范的缘故ꎬ由此可见这位僧人的俗世情怀ꎮ
有破酒戒的僧人ꎬ也有破盗戒的僧人ꎬ«唐语林»还记载了一则盗僧的故事:
　 　 唐建中初ꎬ士人韦生移家汝州ꎬ中路逢一僧ꎬ因与连镳ꎬ言论颇洽ꎮ 日将夕ꎬ僧指路歧曰:
“此数里是贫道兰若ꎬ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ꎬ因令家口先行ꎬ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ꎮ
行十余里ꎬ不至ꎬ韦生问之ꎬ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ꎮ”及至ꎬ又前进ꎮ 日已昏夜ꎬ韦生疑

之ꎮ 素善弹ꎬ乃密于靴中取张卸弹ꎬ怀铜丸十余ꎬ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ꎬ适偶贪上人清论ꎬ
勉副相邀ꎮ 今已行二十里ꎬ不至ꎬ何也?”僧但言且行是ꎮ 僧前行百余步ꎬ韦生知其盗也ꎬ乃

弹之僧ꎬ正中其脑ꎮ 僧初若不觉ꎬ凡五发中之ꎬ僧始扪中处ꎬ徐曰:“郎君莫恶作剧ꎮ”韦生知

无可奈何ꎬ亦不复弹ꎮ 良久ꎬ至一庄墅ꎮ 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ꎬ盗也ꎮ 本无好意ꎮ 不

知郎君艺若此ꎬ非贫道亦不支也ꎮ 今日固无他ꎬ幸不疑耳ꎮ 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ꎮ”乃

举手搦脑后ꎬ五丸坠焉ꎮ④

这段记载中士人韦生遇到的就是一个行盗多年的僧人ꎮ 他依仗有些行盗技艺ꎬ本打算对旅

行中的韦生不怀好意ꎬ却未料到反遭韦生袭击ꎬ因此向韦生道出实情:“贫道久为此业ꎬ今向迟

暮ꎬ欲改前非ꎮ”⑤值得注意的是ꎬ这位僧人的打劫盗行不限于他个人所为ꎬ他还培养了义弟数人ꎮ
由此可见ꎬ借着僧人的身份掩护进而行盗ꎬ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人们的信任ꎻ以山林中兰若作为

休憩场所的诱饵ꎬ更容易使行旅中的人们上当受骗ꎮ 这大概是盗僧产生的普遍社会心理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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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和非僧侣两个群体融合的第二个维度ꎬ就是官僚与民众生活的僧侣化ꎮ 这里所谓的

“生活僧侣化”ꎬ包括非僧侣群体在生老病死过程中与佛教的密切关联ꎬ以及日常参禅诵经ꎬ恪守

佛教饮食禁忌等活动ꎮ
唐代佛教的兴盛ꎬ是自上而下的全社会风气ꎮ “唐代历朝皇帝中ꎬ如唐高祖、太宗、高宗、中

宗、睿宗、武后、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懿宗等都不同程度地崇佛或利用佛教进行统治ꎮ”①在文

人学士群体中ꎬ不仅有“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②ꎬ就连反佛最激烈的韩

愈也与僧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③ꎮ «唐语林»卷三«方正»载:“韩愈病将卒ꎬ召群僧曰:‘吾不

药ꎬ今将病死矣ꎮ 汝详视吾手足支体ꎬ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ꎮ’”④韩愈病死之前留言ꎬ请群僧

为他作证ꎬ此事的真实性虽无法考究ꎬ但说明僧人对人们的老死过程是有参与的ꎮ 病老之死是如

此ꎬ对于新生命的出生ꎬ僧侣们甚至也能够左右其中ꎮ 卷三«夙慧»记载宰相崔胤的出生就颇具

代表性:
　 　 崔相慎由豪爽ꎬ廉察浙西ꎬ有瓦官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ꎮ 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

有贵子”ꎬ问其妊娠之所在ꎬ夫人洎媵妾间皆无所见ꎮ 相国徐思之ꎬ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ꎬ
术士曰:“果在此也ꎮ”及载诞日ꎬ腋下有文ꎬ相次分明ꎬ即瓦官僧名ꎬ因命小字缁郎ꎮ 年七岁ꎬ
尚不食肉ꎮ 一日ꎬ有僧请见ꎬ乃掌其颊ꎬ谓曰:“既爱官爵ꎬ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ꎬ即相国

垂休也ꎮ⑤

崔慎由及其儿子崔胤ꎬ新旧«唐书»皆有传ꎮ «旧唐书崔胤传»载:“慎由子胤ꎮ 胤字昌

遐”ꎬ“长于阴计ꎬ巧于附丽ꎻ外示凝重而心险躁”ꎮ “胤倾险乐祸ꎬ外示宽宏ꎮ 初拜平章事ꎬ其季父

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树立门户ꎬ一旦终当为缁郎所坏ꎮ’果如其言ꎮ”⑥«新唐书»将崔胤列

在«奸臣下»ꎬ并记述其父亲崔慎由借助浮屠之术求子的事情:“崔胤ꎬ字垂休ꎬ宰相慎由子也ꎮ”
“世言慎由晚无子ꎬ遇异浮屠ꎬ以术求ꎬ乃生胤ꎬ字缁郎ꎮ”⑦崔胤在昭宗时权重位崇ꎬ人品奸劣ꎬ关
于他的出生过程记载ꎬ不排除有异己诬陷的可能ꎮ

佛教以其能够满足人们生老病死等现实的心理需求ꎬ赢得了广大的民众ꎬ使不少俗家人成为

在寺庙之外的居家佛教信徒ꎬ即所谓的居士ꎮ 如晚年笃诚于佛教的白居易ꎬ自称“白衣居士”“香
山居士”ꎬ其«香山居士写真诗序»曰:“元和五年ꎬ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ꎬ奉诏写真于集贤殿御书

院ꎬ时年三十七ꎮ 会昌二年ꎬ罢太子少傅ꎬ为白衣居士ꎬ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ꎬ时年七十一ꎮ 前

后相望ꎬ殆将三纪ꎬ观今照昔ꎬ慨然自叹者久之ꎮ 形容非一ꎬ世事几变ꎬ因题六十字ꎬ以写所怀ꎮ”⑧

白居易可谓是唐代士人群体中奉佛的典型ꎬ尤其到了晚年ꎬ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ꎬ更加虔心向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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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翠:从«唐语林»看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他与僧人的交往雅事以至于成为当时士人向慕的榜样ꎮ «唐语林»卷四«栖逸»中就记载了尚书

卢简辞看到白居易与僧人佛光在伊水泛舟时心生的羡慕:
　 　 白居易少傅分司东都ꎬ以诗酒自娱ꎬ著«醉吟先生传»以自叙ꎮ 卢尚书简辞有别墅ꎬ近伊

水ꎬ亭榭清峻ꎮ 方冬ꎬ与群从子侄同登眺嵩洛逡巡ꎬ忽有二人ꎬ衣蓑笠ꎬ循岸而来ꎬ牵引篷

艇ꎮ 船头覆青幕ꎬ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ꎻ船后有小灶ꎬ安铜甑而炊ꎬ卯角仆烹鱼煮茗ꎬ溯流

过于槛前ꎮ 闻舟中吟笑方甚ꎮ 卢叹其高逸ꎬ不知何人ꎮ 从而问之ꎬ乃告居易与僧佛光ꎬ自建

春门往香山精舍ꎮ①

卢简辞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之子ꎬ官至检校工部尚书ꎬ其昆仲子侄ꎬ“云抟水击ꎬ郁为鼎

门”②ꎬ在当时颇有影响ꎮ 他眼中白居易的高逸风致ꎬ主要源于白居易与僧人交游的生活方式ꎮ
因此ꎬ士人阶层受佛教的影响ꎬ在日常生活中参禅诵经ꎬ甚至恪守佛教饮食禁忌ꎬ更显现出佛教向

广大非僧侣群体渗透的世俗化倾向ꎮ 如僖宗朝侍郎崔安潜一向严格食素:
　 　 崔侍郎安潜崇奉释氏ꎬ鲜茹荤血ꎬ唯于刑辟常自躬亲ꎬ僧人犯罪ꎬ未尝屈法ꎮ 于厅前虑

囚ꎬ必恤恻以尽其情ꎻ有大辟者ꎬ俾先示以判语ꎬ赐以酒食而付法ꎮ 镇西川三年ꎬ唯多蔬食ꎮ
宴诸司ꎬ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ꎬ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ꎬ皆逼真也ꎮ 时人比于梁武ꎮ③

检校侍中崔安潜崇奉佛教ꎬ不仅自己在日常饮食上不茹荤血ꎬ只吃蔬素ꎬ即使在宴请僚友时ꎬ
也能变换花样ꎬ用素食做出类似豚肩、羊臑这样的荤食菜肴ꎬ既让客人享受到了脍炙的美食感觉ꎬ
又不突破自己奉佛的戒律ꎬ可谓用心良苦ꎬ更可谓奉佛虔诚之至ꎮ

四

官僚与民众生活的僧侣化ꎬ还表现在人们信任并借助僧人的术数以获得某些期冀的心理需

求ꎮ «唐语林»中记载人们求助术僧的事例不在少数ꎮ 如天气大旱ꎬ唐玄宗请僧致雨:
　 　 玄宗尝幸东都ꎬ天大旱ꎬ且暑ꎮ 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ꎬ号曰三藏ꎬ善召龙致雨之术ꎮ 上

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ꎬ无畏奏曰:“今旱ꎬ数当然尔ꎮ 召龙兴烈风雷雨ꎬ适足暴物ꎬ不可为

也ꎮ”上使强之ꎬ曰:“人苦暑久矣! 虽暴风疾雷ꎬ亦足快意ꎮ”无畏辞不获已ꎬ遂奉诏ꎮ 有司为

陈请雨具ꎬ而幡幢像设甚备ꎮ 无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ꎮ”悉令撤之ꎮ 独盛一钵水ꎬ无畏以

小刀于水钵中搅旋之ꎬ梵言数百咒水ꎮ 须臾之间ꎬ有龙ꎬ其状如指ꎬ赤色ꎬ首瞰水上ꎮ 俄顷ꎬ没
于水钵中ꎮ 无畏复以刀搅水ꎬ咒者三ꎮ 有顷ꎬ白气自钵中兴ꎬ如炉烟ꎬ径上数尺ꎬ稍引去讲堂

外ꎮ 无畏谓力士曰:“亟去ꎬ雨至矣!”力士驰马ꎬ去而四顾ꎬ见白气疾旋ꎬ自讲堂而西ꎬ若尺素

腾上ꎮ 既而昏霾ꎬ大风震雷ꎬ暴雨如泻ꎮ 力士驰及天津之南ꎬ风雨亦随马而至矣ꎮ 街中大树

多拔ꎮ 力士复奏ꎬ衣尽沾湿ꎮ 孟温礼为河南尹ꎬ目见其事ꎮ 温礼子尝言于李栖筠ꎬ与力士同

在先朝吏部员外郎李华撰«无畏碑»ꎬ亦云前后奉诏ꎬ禳旱致雨ꎬ灭火回风ꎬ昭昭然遍诸耳目

也ꎮ④

来自天竺国的僧人无畏ꎬ深得唐玄宗的重视ꎮ 李华在«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中记叙无畏

“前后奉诏ꎬ禳旱致雨ꎬ灭火返风ꎬ昭昭然遍诸耳目矣”⑤ꎬ可与«唐语林»的这段记载相印证ꎮ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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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唐语林»的记载更加关注无畏致雨的细节场面ꎬ因此ꎬ自“有司为陈请雨具”至“暴雨如泻”
一段ꎬ用重笔对其作了细致形象的描绘ꎮ 这种具有小说色彩的摹写ꎬ较之李华的客观叙述ꎬ自然

会增加读者身临其境的现场感ꎮ 关于高僧无畏的神异之术ꎬ裴度在其«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记»
中还有一些描述:

　 　 大唐开元二十三年ꎬ三藏无畏卒ꎬ春秋九十有九ꎮ 诏鸿胪丞李现监护丧事ꎬ塔于龙门之

西山广化寺ꎬ藏其全身ꎮ 畏本释种ꎬ甘露饭王之后ꎬ以让国出家ꎬ道德名称ꎬ为天竺之冠ꎬ所至

讲法ꎬ必有异相ꎮ 初在乌茶国演«遮那经»ꎬ须臾众会ꎬ咸见空中有毗卢遮那四金字ꎬ各寻丈

排列ꎬ久之而没ꎮ 又尝过龙河ꎬ一托驼负经没水ꎬ畏惧失经ꎬ遽随之入水ꎮ 于是龙王邀之入宫

讲法ꎬ不许ꎮ 彼请坚至ꎬ为留三宿而出ꎬ所载梵夹不湿一字ꎮ 其神异多类此ꎮ①

僧侣的这些所谓神异功能ꎬ会在普通民众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地产生放大效应ꎬ进而提高并扩

大其社会知名度与信誉度ꎮ 人们较为普遍地向僧侣讨问前途休咎ꎬ就体现了这一点ꎮ «唐语林»
中此类记载最多ꎬ如刘禹锡在做屯田员外郎时曾向一术僧问仕途前程:

　 　 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ꎬ旦夕有腾超之势ꎮ 知一僧有术数ꎬ寓直日邀至省ꎮ 方欲问命ꎬ报
韦秀才在门外ꎬ不得已见之ꎬ令僧坐帘下ꎮ 韦献卷已ꎬ略省之ꎬ意色颇倦ꎮ 韦觉告去ꎮ 僧吁叹

良久ꎬ曰:“某欲言ꎬ员外心不惬ꎬ如何? 员外后迁ꎬ乃本曹郎中也ꎬ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

置ꎮ”禹锡大怒ꎬ揖出之ꎮ 不旬日ꎬ贬官ꎮ 韦乃处厚相ꎮ 二十余年ꎬ在中书ꎬ禹锡转为屯田郎

中ꎮ②

颜真卿在准备制科考试前向范氏尼询问自己的运道:
　 　 天宝初ꎬ有范氏尼者ꎬ知人休咎ꎮ 颜鲁公妻党之亲也ꎮ 鲁公尉醴泉日ꎬ诣范问曰:“某欲

就制科试ꎬ乞师姨一言ꎮ”范尼曰:“颜郎事必成ꎮ 自后一两月朝拜ꎬ但半月内慎勿与国外人

争兢ꎬ恐有谴谪ꎮ”③

唐玄宗向一行僧问甲子患福:
　 　 明皇幸东都ꎮ 秋宵ꎬ与一行师登天宫寺阁ꎬ临眺久之ꎮ 上四顾ꎬ凄然叹息ꎬ谓一行曰:
“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万里ꎬ圣祚无疆ꎮ”及西巡至成都ꎬ前望大桥ꎬ上乃

举鞭问左右曰:“是何桥也?”节度使崔圆跃马进曰:“万里桥ꎮ”上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ꎬ
吾无忧矣ꎮ”④

趋利避害是人们普遍的现实追求ꎬ人的一生充满了诸多未知因素ꎮ 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ꎬ不
管是帝王还是士人ꎬ都免不了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ꎬ来了解对未来的预见ꎮ 佛教正是利用了

人们对个体生命以及仕途前程的关切心理ꎬ通过异术体现其现实价值ꎬ进而使百姓生活事事处处

都与佛教产生关联ꎮ
对于僧侣以术数影响人们生活的行为ꎬ有人相信ꎬ自然就会有人排斥ꎮ 如果说ꎬ以上这些事

例可以直接显现唐代非僧侣群体对佛教的心理依赖的话ꎬ那么ꎬ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明智之士对术

数僧的反对与抵制行为中ꎬ间接地了解当时佛教普遍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一社会现象ꎮ
事实上ꎬ伴随着佛教在非僧侣群体中的广泛普及ꎬ唐代反对佛教渗透的声浪也一直未曾停息ꎮ 其

中ꎬ抵制僧侣的术数就是最现实的作为ꎮ 如太宗时反佛斗士傅奕就不相信僧侣的各种术数ꎬ«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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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翠:从«唐语林»看唐代佛教的世俗化

语林»卷三先后记载了他的两则故事:
　 　 贞观中ꎬ西域献胡僧ꎬ咒术能生死人ꎮ 太宗令于飞骑中选卒之壮勇者试之ꎬ如言而死ꎬ如
言而苏ꎮ 帝以告宗正卿傅奕ꎬ奕曰:“此邪法也ꎮ 臣闻邪不干正ꎬ若使咒臣ꎬ必不能行ꎮ”帝召

僧咒奕ꎬ奕对之ꎬ初无所觉ꎮ 须臾ꎬ胡僧忽然自倒ꎬ若为物所击者ꎬ更不复苏ꎮ①

贞观中ꎬ有婆罗门僧言“佛齿所击ꎬ前无坚物”ꎬ于是士女奔凑ꎬ其处如市ꎮ 时傅奕方病

卧ꎬ闻之ꎬ谓子曰:“非是佛齿也ꎮ 吾闻金刚石至坚ꎬ物莫能敌ꎬ唯羚羊角破之ꎮ 汝但取试

焉ꎮ”胡僧监护甚严ꎮ 固求ꎬ良久乃得见ꎮ 出角叩之ꎬ应手而碎ꎬ观者乃止ꎮ②

傅奕ꎬ唐高祖时迁为太史令ꎬ他“尤晓天文历数”ꎬ“生平遇患ꎬ未尝请医服药ꎬ虽究阴阳数术

之书ꎬ而并不之信ꎮ”太宗曾临朝对傅奕曰:“佛道玄妙ꎬ圣迹可师ꎬ且报应显然ꎬ屡有征验ꎬ卿独不

悟其理ꎬ何也?”傅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ꎬ欺诳夷狄ꎬ初止西域ꎬ渐流中国ꎮ 遵尚其教ꎬ皆是邪僻

小人ꎬ模写庄、老玄言ꎬ文饰妖幻之教耳ꎮ 于百姓无补ꎬ于国家有害ꎮ”③他曾先后三次上书请求朝

廷去释教废佛事④ꎬ终其一生ꎬ都在坚定地反对佛教ꎬ临终时还谆谆告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

篇ꎬ周、孔«六经»之说ꎬ是为名教ꎬ汝宜习之ꎮ 妖胡乱华ꎬ举时皆惑ꎬ唯独窃叹ꎬ众不我从ꎬ悲夫!
汝等勿学也ꎮ”⑤傅奕以自己的学识和正气屡屡揭穿僧人的术数手段ꎬ虽然他临终感慨“举时皆

惑”ꎬ“众不我从”ꎬ但他并不是在孤军奋战ꎬ宪宗时的宰臣韦贯之也不相信术僧之言ꎮ
韦贯之严于律己ꎬ他“自布衣至贵位ꎬ居室无改易ꎮ 历重位二十年ꎬ苞苴宝玉ꎬ不敢到门ꎮ 性

沉厚寡言ꎬ与人交ꎬ终岁无款曲ꎬ未曾伪词以悦人ꎮ 身殁之后ꎬ家无羡财”⑥ꎮ «唐语林»卷三«方
正»记载他对预言其将要拜相的僧人予以斥责:“韦相贯之为右丞ꎬ僧广宣造门曰:‘窃知阁下不

久拜相ꎮ’贯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ꎬ僧惶恐而出ꎮ”⑦«新唐书韦贯之传»记载此事稍有出

入ꎬ称为“内僧造门”:“为右丞时ꎬ内僧造门曰:‘君且相ꎮ’贯之命左右引出ꎬ曰:‘此妄人也ꎮ’”⑧

由此看来ꎬ这位主动造访的僧人预言ꎬ不管是来自于宫廷内幕消息还是靠自己的术数预见ꎬ韦贯

之都不予理睬ꎮ
尽管不乏有识之士对僧侣术能的反对ꎬ但当时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僧侣的此类行为ꎬ以至于朝

廷也不得不下令禁止ꎬ如代宗时常衮的«禁僧道卜筮制»:
　 　 敕:左道疑众ꎬ王制无舍ꎬ妖言蠹时ꎬ国朝尤禁ꎮ 且缁黄之教ꎬ本以少思寡欲也ꎻ阴阳者

流ꎬ所以敬授人时也ꎮ 而有学非而辨ꎬ性挟于邪ꎬ辄窥天道之远ꎬ妄验国家之事ꎮ 仍又托于卜

筮ꎬ假说灾祥ꎬ岂直闾阎之内ꎬ恣其诳惑ꎻ兼亦衣冠之家ꎬ多有厌胜ꎮ 将恐寝成其俗ꎬ以生祸乱

之萌ꎬ明艰已来ꎬ禁纲疏阔ꎬ至令此辈ꎬ尚有矫诬ꎬ害政之深ꎬ莫过于此ꎮ 将归正道ꎬ必绝奸源ꎬ
宜令所司举旧条处分ꎮ⑨

«新唐书常衮传»载:代宗朝ꎬ“天子诞日ꎬ诸道争以侈丽奉献ꎬ不则为老子、浮屠解祷事”ꎬ
常衮上言ꎬ请求朝廷禁止僧道解祷事:“‘今军旅未宁ꎬ王畿户口十不一在ꎬ而诸祠寺写经造像ꎬ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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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埋玉ꎬ所以赏赉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ꎬ岁巨万计ꎮ 陛下若以易刍粟ꎬ减贫民之赋ꎬ天下之福岂

有量哉!’代宗嘉纳ꎮ 迁礼部侍郎ꎮ”①据此ꎬ可推断常衮的这道制诏大约写于此时ꎮ 以朝廷的名

义在全社会禁止僧道的卜筮行为ꎬ可见当时社会闾阎百姓与衣冠士族对卜筮活动的普遍认同ꎮ
要之ꎬ«唐语林»记载的佛教个案故事ꎬ虽然有些不免富有小说家的叙述色彩ꎬ但是正如周勋

初«‹唐语林›校证»前言所说:“至于一些记载典章制度或社会风习的文字ꎬ则可提供许多解剖唐

代社会组织的实际知识ꎬ认识唐代社会的许多不同侧面ꎬ扩展后人的眼界ꎮ”②我们从«唐语林»所
载的僧侣群体和官僚、民众生活混融的具体事件中ꎬ依然可以透视唐代佛教在当时的普及与世俗

化的倾向ꎮ 这些故事ꎬ恰恰可以从世俗的视野呈现唐代佛教的存在状况ꎬ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的

发展提供了更加鲜活的生活化依据ꎬ从而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唐代佛教普及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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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ａ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ｈｉ 士)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ｂｒｏｋ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ｃｅ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ｄ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ｓｕ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ｂｉｒｔｈꎬ ｄｅａｔｈꎬ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ｌｄ ａｇｅ. Ｔｈｅ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ａｎ 禅)ꎬ ｒｅｃｉｔ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ꎬ ａｎｄ ｏｂｅｙ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ｔａｂｏｏ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ｏｆｓ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ａｎｇ Ｙｕ Ｌｉｎꎻ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ꎻ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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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
———以西晋诗人刘琨为例∗①

张爱波
( 山东交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３５７ )

　 　 摘要:　 西晋是一个速盛骤衰、战乱频仍、思想动荡的时代ꎮ 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ꎬ西晋诗坛却群星闪耀ꎬ形
成了“太康中兴”的局面ꎮ 特别是刘琨ꎬ以其诗歌“悲壮”之风ꎬ迥别于当时诗坛“轻绮”之气ꎮ 刘琨一生以永嘉之

乱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为风流名士跻身“二十四友”ꎻ后期作为民族英雄驰骋疆场ꎮ 虽然由于时代和自身原

因ꎬ刘琨最终失败被杀ꎬ但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使得刘琨诗风巨变ꎬ在现实锤炼中形成“悲壮”风
格ꎬ成为西晋诗坛上的一面旗帜ꎬ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ꎮ

关键词:　 西晋ꎻ刘琨ꎻ人生遭际ꎻ诗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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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爱波(１９７５—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交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魏晋‘徙戎论’与民族融合趋势研究” (０９ＣＬＳＺ０６)的
阶段性成果ꎮ

　 　 在历史上ꎬ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ꎬ处于内战纷争、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之际ꎬ本是一件很不

幸的事ꎬ然而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的反抗反思中ꎬ往往最能产生极其伟大的作品ꎬ唤起人们的共

鸣和神圣感ꎬ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国家不幸诗家幸ꎬ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文学史现象ꎮ 如屈原放

逐在外而创作的«离骚»、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ꎬ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陆游的

“王师北定中原日ꎬ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等等ꎬ都是诗人在家国蒙难时所创作出的千古绝

唱ꎮ 其中ꎬ西晋著名爱国诗人刘琨及其诗作也是典型代表之一ꎮ 刘琨前期是文坛风流名士ꎬ作品

注重艺术创作技法完善和个人情感抒发ꎬ后期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ꎬ融入社会生活ꎬ深刻体

验到民族荣辱和家国兴衰ꎬ从而超越名士风流的“个人化体验”ꎬ进入末世英雄的“社会化体验”ꎮ
这种地位和生活的巨变ꎬ使刘琨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侮辱和难以言状的痛楚ꎮ 他后期的诗作ꎬ或
感叹身世ꎬ或眷恋往昔ꎬ或托物言情ꎬ或直抒胸臆ꎬ把一个末路英雄的民族情、亡国恨表现得凄戾

悲壮而极具感染力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一、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

刘琨早年颇具名士风流ꎬ根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所载ꎬ刘琨生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公
元 ２７１ 年)ꎬ卒于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公元 ３１８ 年)ꎮ «晋书刘琨传»:

　 　 琨少得俊朗之目ꎬ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ꎮ 年二十六ꎬ为司隶从事ꎮ 时征虏将军石崇

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ꎬ冠绝时辈ꎬ引致宾客ꎬ日以赋诗ꎮ 琨预其间ꎬ文咏颇为当时所许ꎮ
西晋时期士族制度确立ꎬ西晋初期颁布的户调式包括按官品荫族、荫客和占田ꎬ其中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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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族特权ꎬ确定了士之为族ꎬ士族的名称也在此时开始出现ꎮ① 同时ꎬ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士族

的世袭特权ꎬ从而促使士族制度在西晋初中期形成、发展起来ꎬ并对这个时期的清谈任诞的士风

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年轻的刘琨正是这个时代的宠儿ꎬ他善于交游且富有文采ꎬ参与权戚贾谧为首

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ꎬ与当时石崇、陆机、潘岳等士族名士交游唱和ꎬ“少得俊朗之目”ꎬ以“雄
豪著名”ꎬ“文咏颇为当时所许”ꎬ传有“洛中奕奕ꎬ庆孙越石”②的美誉ꎬ这些都使刘琨名声大增ꎬ
仕途也屡屡升迁ꎮ

刘琨交游名士ꎬ但与石崇等人热衷于清谈任诞不尽相同ꎬ他胸怀大志ꎬ豪侠气盛ꎬ更重志士ꎮ
刘琨 ２６ 岁初任司隶从事ꎬ与祖逖结识ꎬ史称祖逖“性豁荡ꎬ不修仪检”ꎬ为人慷慨任侠ꎬ与刘琨意

气相投ꎬ二人“情好绸缪ꎬ共被同寝”ꎬ闻鸡起舞ꎬ相约报国ꎬ“若四海鼎沸ꎬ豪杰并起ꎬ吾与足下当

相避于中原”③ꎮ 不久ꎬ“二十四友”文人集团溃散ꎬ“八王之乱”开始ꎬ刘琨分别征战效力于赵王

伦、齐王冏、范阳王虓、东海王越等人帐下ꎬ备受诸王的赏识任用ꎮ 永嘉元年(公元 ３０７ 年)ꎬ年仅

３５ 岁的刘琨封广武侯ꎬ拜并州刺史ꎬ加振威将军ꎬ领匈奴中郎将ꎬ可谓权高位重ꎬ显赫一时ꎮ 也就

是说ꎬ在刘琨 ３５ 岁以前ꎬ他的生活是游历权贵之间颇得盛誉ꎬ周旋征战于诸王之间而获得高官ꎬ
因此ꎬ刘琨的前半生是风流名士和政坛明星ꎮ

从永嘉元年往后ꎬ刘琨奉命独保晋阳ꎬ开始了抵御异族入侵的战斗ꎮ 这一年ꎬ既是西晋王朝

在异族入侵下风雨飘摇的开始ꎬ也是刘琨由一个风流名士真正转变为民族英雄的的转折点ꎮ 这

个战乱的时代赋予了刘琨辉煌腾达的前半生ꎬ也把悲壮与责任留给了他的后半生ꎮ
刘琨的后半生是充满坎坷和悲剧性的ꎮ 这种悲剧性产生的一个原因来自于无可挽回的晋末

乱世ꎮ 西晋王朝经过长达 １６ 年之久的“八王之乱”ꎬ诸王混战ꎬ内耗严重ꎬ民生凋敝ꎬ整个国家实

力已经完全无法抵御匈奴的进军了ꎮ 这在刘琨前后上的表章中可以看出:
　 　 臣自涉州疆ꎬ目睹困乏ꎬ流移四散ꎬ十不存二ꎬ携老扶弱ꎬ不绝于路ꎮ 及其在者ꎬ鬻卖妻

子ꎬ生相捐弃ꎬ死亡委危ꎬ白骨横野ꎬ哀呼之声ꎬ感伤和气ꎮ ④

在赴并州上任的路上ꎬ刘琨目睹战争惨状ꎮ 到达壶口关一带ꎬ他看到因为战争人民流离失

所ꎬ十不存二ꎬ更有灾民鬻妻卖子ꎬ生离死别ꎬ白骨横野ꎬ惨不忍睹ꎮ 虽然西晋朝廷接受了刘琨的

请求ꎬ拨予粮物ꎬ但是这相对于当时民生凋敝、僵尸蔽地的残酷现实来说ꎬ无疑于杯水车薪ꎮ 从京

城享乐的环境中走出ꎬ刘琨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ꎬ同时也非常清楚这种极端不利的战争

形势ꎮ
刘琨怀着以死报国的决心坚持孤军奋战ꎮ 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 ３１４ 年)ꎬ刘琨上请求北伐

之表曰:
　 　 自东北八州ꎬ勒灭其七ꎬ先朝所授ꎬ存者唯臣ꎮ 臣与二虏ꎬ势不并立ꎬ聪、勒不枭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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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于士族的形成时间ꎬ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认为ꎬ在西汉末叶ꎬ士人已不再是无

根的“游士”ꎬ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ꎮ 这种社会基础ꎬ具体地说ꎬ便是宗族ꎮ 换言之ꎬ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

个的宗族ꎮ 士与宗族的结合ꎬ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ꎮ 但是我们认为:对于这个称谓ꎬ在两汉史中无明载ꎬ士与宗

族的结合比较符合本文中所谓的“世族”ꎬ因为余英时文中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势族世族的概念而通用之ꎬ所以这种观点本文没

有采用ꎮ 本文观点参考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ꎬ«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６７ 页ꎮ 文中还举了

史例加以佐证ꎬ较为符合客观史实ꎮ
司马光:«资治通鉴»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６ 年ꎬ第 ５２９ 页ꎮ
房玄龄等:«晋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６９４ 页ꎮ
房玄龄等:«晋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６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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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归志ꎬ庶凭陛下威灵ꎬ使微意获展ꎬ然后陨首谢国ꎬ没而无恨ꎮ①

西晋东北八州ꎬ石勒已经占领七个ꎬ只剩并州城ꎮ 这时的并州ꎬ经历了战乱、饥馑ꎬ人户不到

两万ꎬ荆棘成林ꎬ豺狼满道ꎬ仅为一座空城ꎮ 刘琨任并州刺史后ꎬ一边要与并州的匈奴等少数民族

展开激烈的争夺ꎬ一边又要与东部的王浚进行较量ꎮ 在这种条件下ꎬ刘琨一面安抚百姓ꎬ招徕流

民ꎬ一面加强军事防御ꎬ抗击流寇ꎮ 但其内心ꎬ却已经作出了“陨首谢国”的准备ꎮ 张溥在«汉魏

六朝百三家集题词刘中山集»中云:“夫汉贼不灭ꎬ诸葛出师ꎬ二圣未还ꎬ武穆鞠旅ꎬ二臣忠

贞ꎬ表悬天壤ꎮ 上下其间ꎬ中有越石”②他将刘琨与三国诸葛亮、宋代岳飞相比ꎬ三人所处时

代不同ꎬ但是为家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是一脉贯通、异代相承的ꎮ
刘琨的人生悲剧性还源于其个性的原因ꎮ 史称“琨少负志气ꎬ有纵横之才ꎬ善交胜己ꎬ而颇

浮夸”③ꎬ这种“颇浮夸”在西晋承平时代对他早年的辉煌有过很大帮助ꎬ但在充斥着刀光剑影的

战场上ꎬ却是为害非浅的ꎮ 刘琨有两次重大失败都与其个性浮夸有关ꎮ «晋书刘琨传»记载其

中一次曰:
　 　 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ꎮ 琨善于怀抚ꎬ而短于控御ꎬ一日之中ꎬ虽归者数千ꎬ去者亦以相

继ꎮ 河南徐润者ꎬ以音律自通ꎬ游于贵势ꎬ琨甚爱之ꎬ署为晋阳令ꎮ 润恃宠骄恣ꎬ干预琨

政④

刘琨善于怀抚ꎬ但是短于控御ꎬ名士意气ꎬ只能一时聚友ꎬ却不适合并肩为战ꎬ因此其部队

“一日之中ꎬ虽归者数千ꎬ去者亦以相继”ꎮ 刘琨不善用人ꎬ还表现在他不纳良谏ꎬ难辨忠奸ꎮ 河

南人徐润因精通音律ꎬ刘琨非常喜欢他ꎬ就任命他为晋阳县令ꎮ 但“润恃宠骄恣ꎬ干预琨政”ꎬ奋
威将军令狐盛数次进谏罢免徐润ꎬ刘琨不听忠言ꎬ反而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杀掉令狐盛ꎬ致使令狐

盛子令狐泥叛归刘聪ꎮ 上党、太原二郡郡守叛归刘聪ꎬ刘琨实力大损ꎬ不得不放弃晋阳根据地ꎮ
后来刘琨又因为不听良谏ꎬ一意孤行深入乐平ꎬ中了石勒的埋伏ꎬ只好归依鲜卑段匹磾ꎬ最终为段

所害ꎬ身死异域ꎮ
纵观刘琨的时代和他的一生ꎬ异族入侵ꎬ国难当头之际ꎬ刘琨挺身而出ꎬ一脱风流名士的超然

洒脱ꎬ举起抗击外虏的大旗ꎬ无奈生不逢时ꎬ他所处的晋朝风雨飘摇ꎬ无力相济ꎬ他所坚守的晋阳ꎬ
三面受敌ꎬ孤城难支ꎻ他投奔段匹石单ꎬ段却听信谗言ꎬ反手相残ꎬ这一切都使刘琨壮志难酬ꎬ他只

能长叹“何意百炼钢ꎬ化为绕指柔”ꎮ 这不仅是报国无望的痛惜ꎬ更是其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

的人生遭际的真实写照ꎮ

二、悲壮诗风的思想艺术感染力

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使刘琨诗歌体现出一种与当时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特

征ꎮ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历数西晋著名诗人ꎬ刘琨没有被列入“张潘左陆”之中ꎬ这当然不是刘

勰的疏漏ꎬ而是刘勰已经完全意识到其创作风格与西晋诗坛“采缛于正始ꎬ力柔于建安”的风格

不同ꎮ 在«才略篇»中ꎬ刘勰指出:“刘琨雅壮而多风ꎬ卢谌情发而理昭ꎬ亦遇之于时势也ꎮ”⑤关于

刘琨特殊人生遭际之下形成的诗歌风格ꎬ钟嵘«诗品»、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章太炎«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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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辨诗»、陈延杰«诗品注»、刘熙载«艺概»等都对此有专门评论ꎬ其中以刘熙载«艺概»评论

最为贴切:
　 　 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ꎬ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ꎬ兼悲壮者ꎬ其惟刘越石乎①ꎮ
刘琨诗歌具有壮美的特点ꎬ但在其“壮”中更多的是夹杂着一种“悲”的情绪ꎬ这种“悲”正来

自于他从风流名士历经家国之恨而成为末路英雄的悯世悲情ꎮ
统观刘琨诗作ꎬ其前期较少而且大多散失ꎬ后期仅存数篇ꎬ«隋书经籍志»有«刘琨集» ９

卷ꎬ别集 １２ 卷ꎮ «旧唐书经籍志»及«宋史艺文志»只存集 １０ 卷ꎮ 而清«四库全书»已不见著

录ꎮ 今所传者ꎬ只有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辑的«刘中山集»ꎮ 其«题辞»云:“晋刘司

空集十卷ꎬ在宋时已多缺误ꎬ今日欲睹全书ꎬ未可得也ꎮ”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
录刘琨诗 ４ 首:«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扶风歌»“南山石嵬嵬”、«答卢谌诗» «重赠卢谌诗»ꎮ
其中«扶风歌»“南山石嵬嵬”借南山松树之口抒发被砍伐雕琢之苦ꎬ并无多大深意ꎮ 因此ꎬ能体

现刘琨悲壮诗风的主要有«扶风歌»“朝发广莫门”、«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３ 篇诗作ꎬ这些作

品体现着刘琨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末路的人生际遇ꎮ
(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真正能代表刘琨悲壮诗风、体现忧国忧民爱国情怀的当属«扶风歌»“朝发广莫门”ꎬ此诗作

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 ３０７ 年)刘琨从洛阳出发到并州上任刺史的路上ꎮ 西晋后期外戚专政ꎬ引
发“八王之乱”ꎬ司马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中ꎮ 永安元年(公元 ３０４ 年)ꎬ匈奴刘渊首先起兵造

反ꎬ西北各族也纷纷起兵ꎬ中国北方进入“五胡乱华”时期ꎮ 连年战争ꎬ使原本安居乐业的人民国

破家亡ꎬ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ꎮ 刘琨目睹此景ꎬ毅然放弃了早期风流名士的清谈任

诞ꎬ从黄老与世无争ꎬ走上儒家济世救民、立志报国的道路ꎮ «扶风歌»就创作于此时:“朝发广莫

门ꎮ 暮宿丹水山ꎮ 左手弯繁弱ꎮ 右手挥龙渊ꎮ 顾瞻望宫阙ꎮ 俯仰御飞轩ꎮ 据鞍长叹息ꎮ 泪下如

流泉ꎮ 系马长松下ꎮ 废鞍高岳头ꎮ 烈烈悲风起ꎮ 泠泠涧水流ꎮ 挥手长相谢ꎮ 哽咽不能言ꎮ 浮云

为我结ꎮ 归鸟为我旋ꎮ 去家日已远ꎮ 安知存与亡ꎮ ”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四«杂歌谣辞»一题中作«扶风歌»９ 首ꎬ实际上是四句一解ꎬ凡九解ꎬ

当为一篇ꎬ关于此歌的写作背景ꎬ陈沆论述较为详细:
　 　 集中扶风歌九首ꎮ 盖以两韵为一首ꎬ即乐府四句一解之例也ꎮ 考永嘉元年ꎮ 以琨

为并州刺史ꎬ即此诗所咏也ꎮ③

这首诗集中描述行军途中所见山河破碎的悲惨景象ꎬ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ꎮ 这

些是通过景物描写、抒情和议论等各种手法体现出来的ꎬ如诗中“烈烈悲风起ꎬ泠泠涧水流”“浮
云为我结ꎬ归鸟为我旋”“麋鹿游我前ꎬ猿猴戏我侧”等一系列景物描写ꎬ生动地体现了行军途中

人迹全无、鸟兽横行的凄惨情景ꎬ为全诗笼罩了一片悲郁的气氛ꎮ 而满怀离别之苦的诗人面对如

此惨状ꎬ心中更是无限悲愤ꎬ“据鞍长叹息ꎬ泪下如流泉” “挥手长相谢ꎬ哽咽不能言” “揽辔命徒

侣ꎬ吟啸绝岩中”ꎬ此种直接抒发情感的诗句不断地来回咏唱ꎬ反复出现ꎬ不断把诗歌推向悲伤的

氛围之中ꎮ 在诗歌的结尾ꎬ他直接议论ꎬ以李陵自况ꎬ表达出对将来前途的无限忧虑ꎮ 整首诗歌

始终笼罩在“悲”的氛围中ꎬ但却“悲”而不“哀”ꎬ在其以大开大合的手笔描述山岳宫阙中ꎬ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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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波:人生遭际与诗风转变

慷慨激昂、拍案长啸的自我形象刻画中ꎬ我们都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股悲壮之气纵横诗间ꎮ 王钟

陵曾经这样评价此诗:“«扶风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小而言之ꎬ它是刘琨在新的生活经历中

诗风转变的结晶ꎬ因了这种转变ꎬ刘琨方才获得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ꎻ大而言之ꎬ这是历史

开始进入‘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之际ꎬ中国诗歌所发出的第一声沉重凄戾的哀音!”①这个评价

从个人人生遭际到历史战乱纷争的角度出发ꎬ充分肯定了刘琨«扶风歌»的文学意义和文学史意

义ꎬ可谓千古会意、历史认同之语ꎬ也揭示出刘琨及其诗歌不泯众俗、流传后世的原因所在ꎮ
(二)英雄末路的人生遭际

建兴三年(公元 ３１６ 年)十一月ꎬ刘曜围攻长安ꎬ愍帝开城纳降ꎮ 因攻打石勒失败ꎬ刘琨穷蹙

难守ꎬ不得不率领残众ꎬ前往幽州投奔段匹石单ꎮ 段是鲜卑族首领ꎬ起初很推崇刘琨ꎮ 二人曾结为

婚姻ꎬ并歃血同盟ꎬ约为兄弟ꎬ以图后举ꎮ 但后来段匹磾听信其弟谗言ꎬ囚禁刘琨ꎬ最后矫旨将其

杀害ꎮ “出师未捷身先死”ꎬ一代英雄末路于此ꎬ让人不胜唏嘘ꎮ 卢谌为琨姨甥ꎬ曾是他的故僚ꎬ
当时任段匹磾别驾ꎬ据«晋书卢谌传»云:

　 　 琨为司空ꎬ以谌为主簿ꎬ转从事中郎ꎮ 琨妻即谌之从母ꎬ既加亲爱ꎬ又重其才地ꎮ 建兴

末ꎬ随琨投段匹磾ꎮ 匹磾自领幽州ꎬ取谌为别驾ꎮ②

刘琨、卢谌二人相契ꎬ又同依附段匹磾ꎬ此时的刘琨将人生遭际融入诗歌ꎬ与卢谌往来赠答ꎬ
抒发英雄末路的悲壮之情ꎬ«答卢谌诗»和«重赠卢谌»即是此时之作ꎮ

«答卢谌诗»为四言八章ꎬ诗歌的一、二章首先以“火燎神州ꎬ洪流华域”之句展示了天翻地覆

的乱世之景ꎬ笔力恢弘ꎬ纵横开合ꎮ 第三、四章以沉痛的笔触叙述了自己和卢谌在战乱中父母被

害、家族覆亡的惨痛ꎮ 其后的五、六、七、八章表达了卢谌之去己而为段匹磾的别驾的不舍和欣

慰ꎬ其中“茂彼春林ꎬ瘁此秋棘”一句既表达了自己对于卢谌之去的不舍ꎬ同时也为卢谌托身得所

而欣慰ꎬ并鼓励卢谌戮力王室、“竭心公朝”ꎮ 整首诗从时代的大处着笔ꎬ落实到个人的英雄末路

的人生遭际ꎬ而在宣泄时代个人之痛后ꎬ又能重整心情ꎬ荡开眼光ꎬ在激励卢谌的过程中也不断激

励自己ꎬ整首诗贯穿着一股悲而复壮的情绪ꎮ 王夫之盛赞此诗“结构奇绝ꎬ神龙得云”③ꎬ正得越

石运神笔抒悲壮情怀之妙ꎮ
«重赠卢谌»是刘琨的绝笔之作ꎬ也是最能代表刘琨诗歌风格的作品ꎮ «晋书刘琨传»记载

刘琨为段匹磾所拘杀害之前ꎬ自知必死ꎬ但神色怡如ꎬ写了«重赠卢谌»一诗:“握中有悬璧ꎬ本自

荆山璆ꎮ 惟彼太公望ꎬ昔在渭滨叟ꎮ 邓生何感激ꎬ千里来相求ꎮ 白登幸曲逆ꎬ鸿门赖留侯ꎮ 重耳

任五贤ꎬ小白相射钩ꎮ 茍能隆二伯ꎬ安问党与雠? 中夜抚枕叹ꎬ想与数子游ꎮ 吾衰久矣夫ꎬ何其不

梦周? 谁云圣达节ꎬ知命故不忧? 宣尼悲获麟ꎬ西狩涕孔丘ꎮ 功业未及建ꎬ夕阳忽西流ꎮ 时哉不

我与ꎬ去乎若云浮ꎮ 朱实陨劲风ꎬ繁英落素秋ꎮ 狭路倾华盖ꎬ骇驷摧双辀ꎮ 何意百炼刚ꎬ化为绕指

柔ꎮ”刘琨少年得志ꎬ半生戎马ꎬ期望如太公望、邓禹、陈平、张良、狐偃、管仲等人ꎬ得遇明主ꎬ建立

永世功业ꎮ 然而ꎬ时运多舛ꎬ内有八王乱政ꎬ外有五胡乱华ꎬ中原帝国大势已去ꎬ倏忽之间“功业

未及建ꎬ夕阳忽西流”ꎬ使命尚未实现ꎬ杀戮已到眼前ꎮ “西狩” “获麟”ꎬ指鲁哀公西狩猎获麟之

事ꎬ诗人借用此典ꎬ既感慨自己功败垂成ꎬ更抒发了一片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ꎮ 诗歌结尾以秋风

摧落花实、狭路翻车架、马惊折木辕等一连串的比喻ꎬ表达了人生终有一死ꎬ但功业未成却身陷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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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家国难报的悲愤苍凉ꎮ 最后一句“何意百炼刚ꎬ化为绕指柔”可谓“诗眼”ꎬ千回百转之后ꎬ诗
人只能面对今日英雄末路的悲愤遭际ꎬ将一生豪情壮志消磨其中ꎬ化为绕指之坚刚ꎮ 明代王世贞

曰:“余每览刘司空‘何意百炼刚ꎬ化为绕指柔’ꎬ未尝不掩卷酸鼻也ꎮ”①这种阅读感受正揭示了

历代读者对刘琨诗歌英雄末路的同情共感ꎬ而刘琨在感怀自己功业未成时依然不忘鼓励卢谌继

续报效国家ꎬ于英雄末路之中却不泯爱国情怀ꎬ这也正是他的诗歌最感人之悲壮风格所在!

三、刘琨诗风转变所体现的普遍意义

刘琨诗歌悲壮诗风的转变与成功流传ꎬ主要源于他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的人生遭际ꎮ 风

流名士的学习交游是其作为个体的文学艺术积累ꎬ后期的战乱则激发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

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ꎬ促生了其悲壮诗风的转变形成ꎬ在诗歌艺术上把个人文学体验升华为社

会精神共鸣ꎬ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文学史意义ꎮ
(一)从个体角度来看ꎬ诗人只有深入社会民生才能保持不竭的创作源泉

诗人只有走向社会底层ꎬ切身体验民生疾苦ꎬ才能有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ꎬ此正所谓国家不

幸诗家幸ꎮ 刘琨在«答卢谌诗并书»中明确地表达了在面对现实时自己思想的转变:
　 　 昔在少壮ꎬ未尝检括ꎮ 远慕老庄之齐物ꎬ近嘉阮生之放旷ꎮ 怪厚薄何从而生ꎮ 哀乐何由

而至ꎮ 国破家亡ꎮ 亲友凋残ꎮ 负杖行吟ꎮ 则百忧俱至ꎮ 塊然独坐ꎮ 则哀愤两集ꎮ②

刘琨少年时崇尚老庄ꎬ爱慕阮籍ꎬ不问人事ꎬ尽情潇洒ꎮ 这时的刘琨ꎬ不过是一个名士子弟ꎬ
毫无文学建树ꎬ空有清誉之名ꎮ 历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兵荒马乱之后ꎬ他目睹身受了人

民的苦难、家国的衰亡ꎬ这种体验使他倍感痛苦ꎬ坐行之间一刻难忘ꎮ 他完全脱离了为文造文的

矫情造作ꎬ悲愤的心情可能未及讲究遣词造句ꎬ但却句句深沉ꎬ汩汩而出ꎬ正面现实ꎬ直指人心ꎬ进
入了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境界ꎮ «扶风歌»«答卢谌诗并书»«重赠卢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在

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ꎮ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云:
　 　 刘琨其气可以抗浮云ꎬ其诚可以比金石ꎬ终之上念国政ꎬ下悲小己ꎬ与十五«国风»
同流ꎮ③

章太炎明确指出刘琨诗歌之气“抗浮云”“比金石”的悲壮之风ꎬ正来源于他把自己的痛苦与

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一起ꎬ与«诗经国风»中对人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可以相提并论ꎬ都充

分体现了诗人从社会现实中汲取不竭创作源泉的艺术规律ꎬ这个解读是很深刻的ꎮ
(二)从社会角度来看ꎬ只有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作品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ꎬ是对现实的艺术化再现ꎬ诗歌创作只有走出小我的感受ꎬ
拥抱社会大我才能完成艺术创作的升华ꎬ也只有与时代相关的作品才更具有普遍意义ꎮ 在西晋

一代ꎬ诗坛群星闪耀ꎬ涌现了张载、陆机、潘岳、左思、刘琨等“太康群英”ꎬ更有“二十四友”交游唱

和ꎬ但是随着历史发展ꎬ这些人的作品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ꎬ脍炙人口的更是少之又少ꎮ
刘琨和与他时代相近的左思、郭璞的诗歌之所以广泛流传ꎬ其原因就在于其充满对社会现实的关

注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愿望ꎮ 左思一生报国无门ꎬ虽然没有为国征战ꎬ但其«咏史诗»系列塑造了

一位国有战事则驰骋疆场ꎬ以绝世之才能谈笑定乾坤ꎬ而功成以后长揖归田庐的理想人物ꎬ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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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２３ 页ꎮ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８５１ 页ꎮ
章太炎:«国故论衡»ꎬ长沙:岳麓书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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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况自励ꎮ 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而论现实ꎬ通过飘渺的仙境构筑宏大的诗境ꎬ将对家国的

忧虑和自身处境的悲慨融入其中ꎬ凝聚成极具张力的时代诗歌艺术特色ꎮ 他们的诗歌内容具有

时代普遍意义ꎬ诗歌艺术风格或清壮、或悲壮ꎬ都与刘琨有异曲同工之妙ꎬ从而得到社会认可接受

而广为流传ꎮ
(三)从文学史角度来看ꎬ伟大的作品无不具有传承发展的文学史意义

抒发个人情感之作和庙堂之作虽然也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ꎬ但是真正伟大的诗歌作品大多

具有承上启下传承发展的文学史意义ꎮ 钟嵘«诗品»云:
　 　 永嘉时ꎬ贵黄老ꎬ稍尚虚谈ꎮ 于时篇什ꎬ理过其辞ꎬ淡乎寡味ꎮ 建安风力尽矣ꎮ①

从文学史来看ꎬ西晋诗歌上承建安风骨的气韵和力量ꎬ下接东晋玄言诗谈玄论理ꎬ在唐前诗

歌史上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ꎮ 但是随着士族制度的确立ꎬ清淡任诞风气的形成ꎬ西晋诗风逐渐脱

离了建安风骨ꎬ更倾向于华丽辞藻和铺张对偶ꎬ形成了轻绮华靡的诗风ꎬ内容主要是交游唱和拟

古乐府诗ꎬ更有四言诗ꎬ追求庙堂气ꎬ缺乏深沉的个人感情和博大的家国情怀ꎮ 青年刘琨混迹

“二十四友”ꎬ沉迷“金谷”交游ꎬ诗歌创作毫无建树ꎮ 经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后ꎬ刘琨有

了与建安诗人和后代的边塞诗人共同的战场经历ꎬ他的思想在战争中得到历练和升华ꎬ诗风巨变

而为悲壮之风ꎬ一跃当时轻绮之气ꎬ直追建安风骨ꎮ 其«扶风歌»悲风、涧水、浮云、归鸟所共同构

建的战场惨状与曹操«蒿里»«七哀诗»异代相通ꎮ 无论是曹操的“生民百遗一ꎬ念之断人肠”ꎬ还
是刘琨的“去家日已远ꎬ安知存与亡”ꎬ读之皆令人涕下ꎮ 而英雄末路的刘琨ꎬ对时不我待、功业

难酬的感慨ꎬ不正是暮年曹操“对酒当歌ꎬ人生几何”拔槊独舞的场景再现? 可以说ꎬ刘琨以其忧

国忧民的情怀和悲壮的诗风继承了建安风骨ꎬ成为转移时代风气的诗人ꎮ 刘琨“左手弯繁弱弓ꎬ
右手挥龙泉剑”的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还对后世盛唐边塞诗产生了启迪影响ꎬ唐代诗人如高适

«蓟门行»、王昌龄«塞下曲»、刘弯«出塞曲»等名作中ꎬ无不饱含家国情怀ꎬ感情真挚ꎬ激昂悲壮ꎬ
直抒胸臆ꎮ 陆游在«夜中偶怀故人孤独景略»中云:“刘琨死后无奇士ꎬ独听荒鸡泪满衣”ꎬ正是对

刘琨及其诗歌所具有的时代传承与感召力的极高评价ꎮ
总之ꎬ刘琨诗歌风格是悲壮的ꎮ 从风流名士到末路英雄ꎬ他的人生遭际导致了其诗风巨变ꎮ

他在并州孤独战斗十数年ꎬ血与火的考验涤荡了他的浮华任性ꎬ生与死的博弈强大了他的内心ꎮ
从一个士族子弟成长为一个真正能够驰骋疆场的英雄人物ꎬ刘琨对于西晋中后期这个战乱悲怆

的时代有着最为深刻的感受ꎬ他的诗歌所抒发的那种源于现实的爱国情怀和悲壮气概ꎬ体现出一

种英雄的末路之悲ꎮ 这种悽戾之词与悲壮之风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ꎬ更对后世盛唐边塞诗风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ꎬ其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为历代所敬仰ꎬ体现了艺术创作根植于现实的普遍意

义ꎮ 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社会ꎬ中国的文士多缺少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ꎮ 鲁迅说过ꎬ中国

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ꎬ少有韧性的反抗ꎬ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ꎬ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ꎮ 这正

是历代尤其爱重刘琨其人其诗的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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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身体、权力与“风景” ∗

汪汉利
( 浙江海洋大学 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ꎬ浙江 舟山ꎬ３１６０２２ )

　 　 摘要:　 在«使女的故事»中ꎬ阿特伍德描述政权、神权和父权关系下女性的空间境遇ꎬ以及使女身体客体

化、自然化和风景化现象ꎬ目的是要表达作者对美国历史、文化问题的反思ꎮ 风景化的使女身体影射海湾殖民地

时期非教徒的命运ꎬ基列寥寥无几的“自然风景”则讽喻 １９ 世纪美国文学中“自然”“风景”书写ꎮ 阿特伍德通过

基列国家生态恶化及皮艾索托教授发言表明ꎬ１９ 世纪美国作家笔下的“自然”“风景”是浪漫想象和民族意识的

综合体ꎬ本质上与美国学者所谓“自然民族”一样ꎬ都是为了打造文化认同而采取的民族主义修辞ꎮ
关键词:　 «使女的故事»ꎻ阿特伍德ꎻ女性写作ꎻ反乌托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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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ＲａｏꎬＢｏｄｙ ｉ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Ｌｉｆ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ꎬ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ｓ Ｔａｌｅꎬ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Ｂｒｏｏｋｓ ＢｏｕｓｏｎꎬＳａｌｅｍ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９ꎬｐｐ.２４６－２４７.

②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Ｈａｍ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ａｔ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２ (Ｓｐｒｉｎｇ)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３９.

③Ａｎｎｅ Ｋａｌｅｒꎬ“‘Ａ Ｓｉｓｔｅｒꎬ Ｄｉｐｐｅｄ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Ｓａｔｉｒｉｃ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ｓ Ｎｏｖｅｌ ‘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ｓ Ｔａｌｅ’ ”ꎬ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２ (Ｗｉｎｔｅｒ)ꎬ １９８９ꎬｐｐ. ４３－４４.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 的虚构小说 «使女的故事» (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ｓ Ｔａｌｅ)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畅销北美ꎬ被誉为女性写作史上不可多得的“反乌托邦

小说”ꎮ 一些学者甚至将它与«简爱»«红字»等经典文本相提并论ꎬ认为它以零散、重复的结构

突破了现实主义文学描写事物的连续性叙事传统①ꎬ代表少数女性作家在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

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和社会认可②ꎮ 作品叙述在 ２１ 世纪的国家基列(未来美国)ꎬ生态污染、疾
病和环境恶化导致人的生殖能力受损ꎬ育龄妇女(使女)被集中管理并由主教定期“授精”ꎬ从而

沦为生殖的“容器”或“行走的子宫”ꎮ 尽管阿特伍德在作品中描述女主人公奥芙雷德与卢克、尼
克和主教弗雷德等人的情感纠葛ꎬ在小说结尾照搬“王子拯救公主”的童话模式ꎬ但她关注的焦

点却是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ꎮ 某种意义上ꎬ«使女的故事»堪称颇具自我反省精神的叙事作品ꎬ
也是植根于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经典之作ꎮ 作品以想象和道德相结合的方式揭示 ２１ 世纪美

国社会状况ꎬ“颠覆了一切誓言、价值观、实践、系统、技术、性甚至日记本身”③ꎬ是对男性主导的

乌托邦社会的强烈讽刺ꎮ 本文从身体与空间视角探讨基列国家的权力运作ꎬ分析使女身体风景

化、自然化现象及女性的空间境遇ꎬ进而从风景政治学角度考察“风景”“自然”的意识形态内涵ꎬ
发掘阿特伍德创作虚构小说«使女的故事»的深层动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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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体与国家利益

小说«使女的故事»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情节ꎬ但一直围绕女性身体与命运展开叙述ꎮ 女主

人公奥芙雷德在政变之前拥有身体主导权ꎬ政变后其身体由于承担“育种”任务而被国家纳入生

产计划ꎬ随即失去自然人资格而沦为物化命运:“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身体视作一件寻求欢乐的

工具ꎬ或是一种交通手段ꎬ一件实现我愿望的用具ꎮ 我可以用它来跑步ꎬ按各种键钮ꎬ干各种事情

如今我的肉体为它自己做了不同的安排ꎮ 我成了一朵云ꎬ凝聚在一个中心物体的周围ꎮ 这

个物体比我本人更多几分真实ꎮ”①奥芙雷德为了保养这个“中心物体”———子宫ꎬ不得不放

弃喝咖啡、喝茶、饮酒等官能享乐:“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ꎬ除此之外ꎬ别无他用我们身上不

能有丝毫娱乐成分ꎬ决不容许任何隐秘的欲望之花有盛开之机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

的子宫:圣洁的容器ꎬ能行走的圣餐杯ꎮ”②对奥芙雷德而言ꎬ子宫生出健康孩子才算实现人生价

值ꎬ子宫不孕或孩子畸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ꎮ 基列政权只关注使女子宫能否生产“利益”而不

在乎其他价值ꎬ由此奥芙雷德与其子宫形成一种悖论关系:子宫原是身体附属器官ꎬ现在却凌驾

于肉体、精神、思想、人格乃至生命之上ꎬ成为占据“中心”位置、压迫人存在的异己力量ꎮ 在一夫

多妻制的基列ꎬ子宫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和承载父性权力的容器ꎬ成为国家“公共资源”而被灌

输了政治功能ꎮ 有学者指出ꎬ奥芙雷德身体以契约怀孕形式从一个家庭转到另一个家庭ꎬ成为一

件任由基列统治者支配与交易的公共财产ꎬ她向国家出让自己生育权利而成为“经济共同体”③ꎮ
如果说子宫体现使女奥芙雷德所有人生价值的话ꎬ那么其脚踝上纹身则打上国家意志的烙

印ꎮ 这块“小小的刺青花纹”由数字和图案两部分构成:“四个数字和一只眼睛ꎬ通行证上是倒过

来的ꎬ一只眼睛和四个数字ꎮ 据说这能保证我永葆青春ꎬ永远不会枯萎凋零ꎬ化作大地上另一道

风景ꎮ”④其中数字是奥芙雷德被国家纳入统治秩序的身份编码ꎬ是标注她在基列社会网络中所

处位置的序列号ꎻ红色“眼睛”则具有警示功能ꎬ提醒她不要抱有任何改变自己身份或外逃的幻

想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这个纹身与奴隶市场上奴隶身上的烙印并无本质区别ꎮ 纹身作为“一道风

景”ꎬ成为基列政权控制、干预、标志、规训和压迫使女的手段ꎬ表明使女身体像书籍及其他印刷

品一样ꎬ是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男性权力书写的对象ꎮ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ꎬ脚踝上纹身表明使

女具有特定的功能而被国家标识ꎬ纹身由此成为一种象征性镣铐ꎬ在基列的指称空间中成为她被

锁在一个特定地方(弗雷德主教家)的转喻ꎮ 通过读者对小说中纹身的关注ꎬ阿特伍德强调奥芙

雷德身体在基列风景中处于从属地位ꎮ⑤

在国家意志下ꎬ主教对使女的“授精仪式”成为一场献祭活动ꎮ 奥芙雷德像心不在焉的局外

人ꎬ与弗雷德主教没有任何感情互动和精神交流:“他干的是我的下半身ꎮ 我不说做爱ꎬ因为那

不是他正在做的ꎮ 说性交也不合适ꎬ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ꎬ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ꎮ”⑥

但这种性爱活动又与传统意义的“强奸”不同ꎬ因为“授精”活动是根据奥芙雷德签订的协议进行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７８ 页ꎮ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４１ 页ꎮ
Ｌｉｎｄａ Ｍｙｒｓｉａｄｅｓꎬ Ｌａｗ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ｘ Ｓｌａｖｅ 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 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ꎬ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ｏｉｎｔｓꎬ Ｖｏｌ. １２１ꎬ Ｕｎ－

ｄｉｓｃｒｉｐｌｉｎｎ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Ｌａｗ ＆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２０.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６８ 页ꎮ
Ｌａｕｒｅｎ Ｒｕｌｅꎬ “Ｎｏｔ Ｆ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４ (Ｗｉｎｔｅｒ )ꎬ２００８ꎬ ｐ. ６２８.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９９ 页ꎮ



汪汉利:«使女的故事»:身体、权力与“风景”

的ꎬ是她自己作出的无法选择的“选择”ꎮ 由此ꎬ奥芙雷德在性爱活动中无法避免性、爱分裂的尴

尬ꎬ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祭坛上“待罪的羔羊”ꎮ 滑稽的是ꎬ弗雷德主教在“授精仪式”中并未享受

到性爱乐趣ꎬ同样是一副公事公办、应付差事的做派:主教“专心致志地行进在我的体内ꎬ正匆忙

赶往某地ꎬ而那个地方却离他越来越远ꎬ就像他在梦中以同样速度靠近某物时的情景一样”①ꎮ
可以看出ꎬ使女和主教俨然成为基列统治机器上的一对螺母与螺栓ꎬ只是机械地履行自己的角色

职能ꎮ 他们作为“万物的灵长”已经失去神圣光环ꎬ在专制权力的驱使与异化下沦为丧失人格的

“非人”ꎮ 一些学者这样概括基列使女的命运:当基列社会鼓励使女进行合法化卖淫时ꎬ妇女被

降级为性对象和“行走的子宫”ꎬ被剥夺了个性和身份ꎮ 她在基列社会的“自我毁灭被视为无私

奉献ꎬ其姓名、衣着和生活方式失去了个性ꎮ 她们不得不遵守贫穷、贞洁和顺从的誓言ꎬ肉体纪律

否定了肉体的存在”②ꎮ
与国家利益相比ꎬ使女的权利、思想和情绪显得微不足道ꎬ即使交媾、受精和分娩等私人行为

也不再具有隐秘性ꎮ 弗雷德主教向使女奥芙雷德“授精”时有多人在场ꎬ不仅主教夫人塞丽娜
乔伊参与了行动———攥紧奥芙雷德双手并让她枕在自己腹部ꎬ卡拉、丽塔等经济太太、马大及男

仆尼克也在边上伺候ꎮ 如此一来ꎬ“授精”行为便不再是男女当事双方的私事ꎬ而是备受关注、多
人参与的颇具祭祀色彩的集体事件ꎮ 正如子宫对使女身体的重要价值一样ꎬ“授精”成为基列帝

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大事ꎮ 主教身边所有人员都无条件服从、服务于“授精”活动ꎮ 奥芙雷德在此

过程中被一群人围观与“服务”ꎬ其思想、激情与身体一起遭到国家权力的碾压ꎬ由此产生“单薄

无力”的疲惫感与绝望感ꎬ“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透明人ꎮ 一眼就能被他们看穿”③ꎮ 与之相似ꎬ珍
妮的“分娩”同样是集体参与的盛大活动ꎮ 主教夫人、奥芙格伦、奥芙雷德、伊莉莎白嬷嬷等人在

边上协助ꎬ确保基列帝国的继承者得以顺利降生ꎮ 在众人围观中ꎬ交媾、授精和生殖等行为向外

界全程公开ꎬ已经退出私人空间而进入公共领域ꎬ由此奥芙雷德或珍妮等使女便不再作为有限的

个体存在ꎬ而是与众多围观者达成一种默契的公共关系:使女通过自己身体为国家生产“利益”ꎬ
围观群众则遵从国家意志、确保“产品”顺利下线ꎬ所有女性都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与绑架ꎬ成为

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受害者与牺牲品ꎮ 正如斯蒂尔曼(Ｓｔｉｌｌｍａｎ)和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所言ꎬ使女

生活在极度有限、备受压抑的环境中ꎬ没有隐私和自己意志ꎬ除生产器官而外没有社会目的
处处受到监控与伤害ꎬ生活在社会边缘却无能为力ꎮ④

二、空间与权力运作

与福柯“权力无处不在”、空间充斥权力等说法相似ꎬ阿特伍德对环境与权力的关系也有深

刻洞察ꎮ 作家宣称ꎬ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摆脱权力的影响ꎮ 尽管权力像空气一样看不清、听不

见ꎬ但始终充斥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ꎮ 阿特伍德曾明确表示ꎬ小说«使女的故事»主要内容“是
研究权力及其运作模式ꎬ探讨权力是如何对基列政权内部的人进行扭曲和塑造的”⑤ꎮ 为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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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列女性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关系ꎬ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了使女房间、主教起居室、妓院、教堂和广场

等空间场所ꎮ 不同空间在造成女性命运方面有着不同的政治功能ꎮ
奥芙雷德住所是一个设施简陋的封闭单间ꎬ仅有桌子、椅子、床和灯几样家具ꎮ 基列当局为

防止使女采取自杀、自残等过激行为ꎬ对刀叉、绳索之类生活物品进行严格管控ꎮ 奥芙雷德不能

随意到其他使女房间走动ꎬ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严格监视ꎮ 尽管丽迪亚嬷嬷宣称使女在此生活是

“享受特殊待遇”ꎬ但她们的实际处境却与坐牢并无差别ꎮ 房间通往外面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关

卡ꎬ使女进出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和盘问ꎬ偶尔外出购物也要结伴而行以便相互监督ꎮ 基列政权

切断使女与外界可能存在的一切联系ꎬ从而将她们变成枯井中与世隔绝的“青蛙”ꎮ 福柯在«规
驯与惩罚»一书中指出ꎬ对人进行空间分配是规训经常采用的一套方法ꎬ规训最主要途径是通过

封闭空间进行ꎬ该空间对他人而言是个具有异质属性的自我封闭空间ꎮ 以此看来ꎬ狭小、简陋的

使女房间显然是上层统治者有意为之ꎬ因为它更容易让使女服从纪律约束、走向自我封闭ꎮ 基列

国家通过对使女房间的设置与分配确立纪律的边界ꎬ以保护、安全等名义将使女身体束缚于特定

空间ꎬ并借助一套纪律规范、管理技术和惩戒措施进行控制与规化ꎬ从而将使女变成机械运转的

机器或麻木无知的空心人ꎮ
起居室(ｓｉｔ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是主教弗雷德向使女奥芙雷德“授精”场所ꎮ 这里等级秩序森严、纪律

严明ꎬ女性功能化、机械化的生存状态更为明显ꎮ 弗雷德进入房间、准备“授精”时ꎬ“环顾我们的

眼光仿佛在清点货物ꎮ 一个跪着的红衣女人、一个坐着的蓝衣女人ꎬ两个站着的绿衣女人ꎬ背景

中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瘦脸男人”①ꎮ 红衣女人是等待“授精”的使女奥芙雷德ꎬ蓝衣女人是无法生

育的主教夫人塞丽娜乔伊ꎬ绿衣女人是负责家务劳动的马大ꎮ 她们根据自己在基列国家的角

色定位ꎬ围绕“授精”仪式履行自己职能ꎮ 这些女性分工明确、各司其职ꎬ不能有任何越位和闪

失ꎮ 正如福柯所言ꎬ等级空间体系中纪律不仅具有建筑学意义ꎬ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权力

职能ꎮ 主教则在起居室处于绝对“中心”位置ꎬ堂而皇之地享受不同层级女性的服务ꎮ 主教在

“授精”前拿出一把象征权力的钥匙ꎬ表明他是代表国家意志对使女实施“授精”行为ꎮ 与此同

时ꎬ主教还从包铜皮箱拿出一本黑色«圣经»ꎬ“一如既往、千篇一律”地宣讲圣经故事:“多多生

养、大量繁殖、遍布整个世界”②ꎬ以此强调“授精”行为符合上帝旨意ꎬ是获得基列国家和宗教授

权的神圣行为ꎬ从而为“授精”行为的强奸本质披上合法化、神圣化外衣ꎮ “授精仪式”结束后ꎬ主
教在餐桌上大声朗读“八福词”———“虚心的人有福了ꎬ因为天国是他们的ꎮ 怜悯的人有福了ꎮ
温顺的人有福了”③ꎮ 这种朗读同样是基列统治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ꎮ 如果说“授精仪式”是
男性权力、国家意志对广大使女的生理压抑ꎬ那么“八福词”朗读则以宗教名义对女性进行精神

洗脑ꎬ告诫她们要顺从“神意”、放弃逃跑、抗争等企图ꎬ其实“温顺”一句为弗雷德杜撰之词而非

«圣经»中原文ꎮ
“感化中心”和“挽救仪式”的空间职能比较相似ꎬ都是在精神 /肉体上对“犯错”女性进行惩

戒ꎬ从而达到杀鸡骇猴、以儆效尤的目的ꎮ 此类空间的公共属性更为明显ꎬ比使女房间及主教起

居室更为宽敞ꎬ惟其如此ꎬ才能保证主教夫人、马大、经济太太和使女等广大女性参与其中ꎮ 所谓

“感化”ꎬ其实就是让“犯错”使女当众无条件忏悔ꎬ从精神、意识和心理等方面进行自我否定ꎮ

４７

①
②
③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９２ 页ꎮ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９３ 页ꎮ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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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中心”的游戏规则是ꎬ被感化者越是将自己贬损得一文不值ꎬ越会受到基列政权的褒扬与

肯定ꎮ 珍妮因为 １４ 岁时被人轮奸并流产ꎬ不得不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忏悔ꎮ 丽迪亚嬷嬷代表基

列政权指责她用身体诱惑男人ꎬ让所有在场女性鄙视、谴责并唾弃其“罪行”ꎮ 丽迪亚嬷嬷对珍

妮痛哭流涕的忏悔表示满意ꎬ认为她“为大家做出了榜样”ꎮ 显然ꎬ这种“感化”仪式的目的就是

要敲打广大使女ꎬ让她们不敢产生接触其他异性的念想ꎬ从而保证基列国家生出“品种”纯正的

后代ꎮ “挽救仪式”则在图书馆外面草坪上进行ꎬ主要针对那些胆大包天、罪大恶极的“罪犯”ꎬ如
犯下逃跑及杀婴罪行的夫人或使女等ꎮ 基列统治者担心其他女性效仿她们“犯罪”ꎬ在没有审判

及公布罪名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挽救”程序———处死她们ꎮ 客观上ꎬ“挽救仪式”不仅是对“犯
罪”女性的惩罚ꎬ更是对在场其他女性的警告和恐吓ꎮ 更可怕的是ꎬ所有使女都要观看并参与

“挽救仪式”———亲手吊死“叛逆者”ꎮ 福柯的权力理论指出ꎬ公共空间中的大众是同质的、意见

统一的ꎬ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可以将“私人”排除在外ꎮ 从此角度看ꎬ使女参与“挽救行动”便成为

基列政权的同谋与帮凶ꎬ如果她们试图质疑“挽救”的正义性或否定“挽救行动”ꎬ也即意味着她

们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ꎬ因为她们自己也是“挽救”行动的参与者ꎮ “感化”和“挽救”仪式通常

由老年嬷嬷主持ꎮ 丽迪亚嬷嬷、伊丽莎白嬷嬷代表基列政权管理使女ꎬ千方百计要将她们“训练

成材”ꎬ一方面她们对所谓“传统价值”的说辞坚信不疑ꎬ对违背价值的叛逆者坚决予以打击ꎬ另
一方面她们由此可以分得国家权力一杯羹ꎬ因为“当权力稀罕的时候ꎬ只要一丁点儿便可令人趋

之若鹜”①ꎮ 这些未婚不育的老年妇女乐于充当反动统治的鹰犬ꎬ以此表明她们在基列国家还有

那么一丁点价值ꎮ 惟有如此ꎬ她们才能逃避被装船、送往隔离营的命运ꎮ 由此看来ꎬ这些嬷嬷既

是父权帝国男性统治的受害者ꎬ也是基列国家专制权力的受益者ꎮ 在政权、神权和父权织成的权

力关系网上ꎬ她们扮演着权力执行者和承受者的双重角色ꎮ
上述空间中ꎬ基列政权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对女性进行管理与约束:一是根据主教姓名为女

性重新命名ꎬ如奥芙格伦(英文名 Ｏｆｇｌｅｍ)和奥芙雷德(英文名 Ｏｆｆｒｅｄ)名字中都有 Ｏｆꎬ表明她们

同属一个大主教弗雷德(Ｆｒｅｄ)ꎬ而她们原来名字则被取消或遗忘ꎮ 使女在一个主教家完成一次

生育后被送往下一家ꎬ一个主教家只有一名使女ꎬ以确保她一直处于陌生环境和孤立无援状态ꎮ
二是基列政权对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监控和管理ꎬ严禁书籍、报纸和杂志在社会上流通ꎬ只有当

局精心挑选的读物和录音材料可以传播ꎬ这就导致使女无法从外界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ꎬ只
能根据流言和基列政权的虚假宣传形成自己的认知ꎬ一直处在对世界、对自己愚昧无知的状

态ꎮ② 三是让女性根据不同角色功能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ꎮ 这些制服不仅禁锢女性身体、思想

和个性ꎬ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她们的生活和行为格式化ꎬ导致她们内心“秘密欲望”无法绽放而被

抽象为一类人ꎮ 红色制服象征“女性的脆弱和罪恶的激情”ꎬ代表使女丧失身体自由而沦为育种

工具ꎮ③由此可见ꎬ基列国家俨如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监狱ꎬ所有女性都处在被监视、被统治的

环境中ꎮ 当然这个监狱并非传统意义上封闭孤绝的高墙大院ꎬ而是所有空间都有隔离、控制和驯

化的职能ꎬ一起对基列女性的精神与身体造成压抑和束缚ꎮ

５７

①
②

③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ꎬ陈小慰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１７ 页ꎮ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ꎬＵｔｏｐ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１９９４ꎬ ｐｐ.７２－７３.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Ｊａｎｔｓｃｈ ｄｅ Ｓｏｕｚａꎬ“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ꎬ 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ｅ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 ｎｅｌｉｃꎬ

Ｆｌｏｒｉａｎóｐｏｌｉｓ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Ｎｏ. ２４ꎬ ２０１５ꎬｐ.１０２.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三、风景与“自然民族”

与使女脚踝纹身这“一道风景”相对的ꎬ是由于化学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荡然无存的自然风

景ꎮ 偌大基列国家ꎬ仅主教夫人塞丽娜乔伊的花园生长着郁金香、蝴蝶花、石竹和康乃馨等数

种植物ꎬ还是主教夫人精心打理、用剪刀修剪的结果:“郁金香花期已过ꎬ花瓣如同牙齿一般一片

片脱落ꎮ 一天我见到塞丽娜乔伊ꎬ她正跪在花园中间的垫子上专心致志地用剪子剪去花

的心皮只见她把剪刀对准要剪的部位ꎬ摆好ꎬ然后双手握紧剪子抽搐般地猛剪下去ꎮ”①像使

女脚踝纹身一样ꎬ这些“风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对象ꎬ而是被权力塑造、反映权力运作的文

化符号ꎮ 著名学者米切尔指出ꎬ风景“是一种历史、 政治及美学的警惕性的核心ꎬ对书写在土地

表面上的暴力和邪恶保持的警惕性ꎬ那是通过凝视的眼神投射上去的这只邪恶之眼的暴力

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密不可分通过这一媒介ꎬ这种邪恶被隐藏并自然化了”②ꎮ 换言之ꎬ
“风景”作为权力实践对象和意识形态产物ꎬ常与“凝视者”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联系在一

起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阿特伍德描写使女奥芙雷德身上纹身及主教夫人花园的“风景”ꎬ在“女权批

评”之外似乎另有玄机ꎮ
自然和风景在美国文化中一直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美国学者鲁尔(Ｒｕｌｅ)指出ꎬ１９ 世纪美

国作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ꎬ美国是一个植根于土壤、比单纯的意志更为深刻的国

家ꎮ③ 库柏、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都在作品中描写大自然ꎬ赋予自然和风景以崇高的

地位和价值ꎮ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道ꎬ“今天早上我看到的迷人风景ꎬ实际上是由二三十个农

场构成的ꎮ 米勒拥有这边的土地ꎬ洛克拥有那边的ꎬ而远处的林地属于曼宁”④ꎮ 爱默生宣称这

片“迷人的风景”不属于任何人ꎬ赋予“自然”“风景”以超验主义内涵ꎬ但与 １８ 世纪末、１９ 世纪初

其他美国作家相似ꎬ他描写自然、风景也是出于建构“美国神话”的需要ꎬ意在通过自然和风景提

炼“美国精神”并打造文化认同ꎮ 由于北美大陆具有“应许之地”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原始性特

征ꎬ清教徒在此建立“山巅之城”似乎顺应了上帝意志ꎬ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ꎬ美国由

此从自然观念而非传统习俗中获得文化和政治的合法性ꎬ进入绿色空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美国因此获得佩里米勒(Ｐｅｒ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所谓“自然民族”文化身份ꎮ⑤ 在佩里米勒等学者看

来ꎬ美国的身份认同本质上基于自然和文明的对立ꎬ美国在荒野中创造了“伟大文明”ꎬ因此他们

对美国“壮丽荒野”的热烈讴歌达到高潮ꎬ对自然的赞美成为歌颂一个制度的美学纲领ꎮ⑥ 事实

上ꎬ美国作家描绘“自然”与“风景”与美国学者宣扬的“自然民族”可谓异曲同工ꎬ都是从民族主

义立场建构“美国神话”ꎮ 然而在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ꎬ基列帝国(未来美国)的生态环境

遭到极大破坏ꎬ“自然”“风景”在现实生活中已属稀有资源ꎮ 更糟糕的是ꎬ生态、化学污染给人的

生育能力造成极大损害ꎬ人类已经来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ꎮ 阿特伍德通过基列国家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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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污染和种族危机表明:美国作家描述的“迷人的风景”和自然风光并不存在ꎬ佩里米勒

等学者所谓“自然民族”说辞缺少“自然”根基ꎮ “自然”“风景”与“自然民族”说辞不过是浪漫想

象与民族意识的综合体ꎮ
作品扉页ꎬ阿特伍德宣称小说是献给佩里米勒(Ｐｅｒ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和玛丽韦伯斯特(Ｍａｒｙ

Ｗｅｂｓｔｅｒ)的ꎬ在一定程度上为解读小说«使女的故事»提供了契机ꎮ 佩里米勒是美国著名的文

化史研究权威ꎬ曾提出上述所谓“自然民族”一说ꎬ其主要学术领域是 １７ 世纪美国历史和清教文

化ꎮ 阿特伍德通过佩里米勒暗示小说与 １７ 世纪美国历史存在联系:作品中使女身体具有边疆

领土“包容”“生殖”等特点ꎬ主教则是“凝视”“占有”和“耕种”的主体ꎬ使女、主教与清教徒、边疆

领土由此存在对应关系ꎮ 历史上ꎬ英国清教徒被北美大陆的自然和风景激发出占有冲动ꎬ土著居

民印第安人因为生活环境、身体肤色及民族性格等原因被自然化、风景化ꎬ最终在殖民者的驱赶

和屠杀下从北美版图上消失ꎮ 阿特伍德特别强调ꎬ作品中基列社会是“对早期清教徒生活的追

忆”:“早期清教徒来到美国是为了建立一个由宗教领袖统治的神权政体统一的单一社会ꎬ
也就是一个不能容忍内部异议的社会ꎮ 他们在英国因为清教徒身份而受到迫害ꎬ但他们后来来

到美国ꎬ随即开始迫害不是清教徒的人”①ꎮ 由此可知ꎬ阿特伍德是以未来比照历史方式检讨殖

民地时期清教历史ꎬ反思清教徒对待印第安人等非教徒的野蛮行径ꎮ 在另一部小说«死于风景

之畔»中ꎬ阿特伍德通过主人公露易丝和少年密友露茜的故事ꎬ也曲折地表达过她对印第安人不

幸命运的同情ꎮ 露茜跟随露易丝到大自然中野营ꎬ却在外出小解时莫名其妙地失踪ꎮ 多年以后ꎬ
露易丝发现露茜竟然出现在自己房间墙上的风景画中ꎬ成为墙上优美“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有学者指出ꎬ阿特伍德在两部小说中表明ꎬ随着美国和加拿大民族国家的建立ꎬ北美最早居民陷

于流离失所、失踪和被消灭的境地ꎮ 他们已经象征性地在地图上消失ꎬ他们被描绘的方式暗示他

们不配在那里ꎮ②

韦伯斯特是 １７ 世纪美国“猎巫”事件的受害者与幸存者ꎮ 她因生活贫困、脾气火爆且身上

有疤而被邻居视为“巫女”ꎬ遭到法庭关押、调查和审判ꎮ 尽管波士顿法院于 １６８３ 年 ６ 月将其无

罪释放ꎬ她回来以后仍然受到周围居民的敌视与迫害ꎮ 当地重要人物菲利普史密斯(Ｐｈｉｌｉｐ
Ｓｍｉｔｈ)因为精神疾病死亡ꎬ而此前他与玛丽韦伯斯特有过近距离接触ꎬ这更加坐实她的“巫女”
罪名ꎮ 韦伯斯特被吊一夜后竟奇迹般活了过来ꎬ周围邻居对其“巫女”身份更是深信不疑ꎮ 从这

个角度看ꎬ«使女的故事»中奥芙雷德被囚禁、被伤害的遭遇ꎬ其实是在影射历史上“玛丽韦伯

斯特”事件ꎮ 阿特伍德在诗歌«半吊着的玛丽» (Ｈａｌｆ－Ｈａｎｇｅｄ Ｍａｒｙ)中模拟韦伯斯特口吻ꎬ叙述

她被吊死以后惨遭分尸的命运: “当他们来收割我的尸体(张开你的嘴ꎬ闭上你的眼) /从绳上割

下我的身体 /惊讶ꎬ惊讶:我还活着以前ꎬ我不是巫女ꎮ 但现在我是ꎮ”③阿特伍德不仅表达她

对韦伯斯特感同身受的“疼痛”ꎬ还揭示了她“被女巫”及“不得不女巫”的命运ꎮ 韦伯斯特事件

堪称美国系列“猎巫”案的序幕ꎮ ９ 年后ꎬ马萨诸塞的塞勒姆村迎来 １７ 世纪美国“猎巫”运动高

潮ꎮ 一群妇女被视为“巫女”而受到治疗、审问和监控ꎬ布里奇特毕晓普(Ｂｒｉｄｇｅｔ Ｂｉｓｈｏｐ)等多

７７

①

②

③

Ｌａｕｒｅｎ Ｒｕｌｅꎬ “Ｎｏｔ Ｆ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ꎬ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４ (Ｗｉｎｔｅｒ) ꎬ２００８ꎬ ｐ. ６３１.

Ｌａｕｒｅｎ Ｒｕｌｅꎬ “Ｎｏｔ Ｆ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ꎬ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４ (Ｗｉｎｔｅｒ) ꎬ２００８ꎬ ｐ. ６３３.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Ｍ.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Ｗ.Ｏｇｉｌｖｉｅꎬ“Ｔｈｅｒｅ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ｎ ｈａｄｌｅｙ!”———Ｍａｒｙ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ｓ “Ｈｉｄｅｏｕｓ Ｗｉｔｃｈｃｒｅｆｔ”ꎬ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ａｓｔ: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ａｄｌｅｙꎬ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ꎬ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ｌａ Ｍｉｌｌｅｒ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９ꎬ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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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判死刑ꎮ 有学者指出ꎬ萨勒姆村的“集体恐慌”事件刷新了新英格兰的“猎巫”记录ꎬ在事件

结束时竟有 ２００ 人受到“巫师”罪名指控ꎬ其中 １９ 人被判死刑ꎮ① 大规模的“猎巫”事件反映了早

期殖民者面对印第安人进攻产生的生存焦虑ꎬ但“莫须有”的罪名构陷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教会

团结和思想统一ꎮ 在«使女的故事»中ꎬ基列政权通过“挽救”等仪式清除了异己的“他者”ꎬ想象

的共同体“我们”才变得“单纯”和“整一”ꎬ与之相似ꎬ美国作为植根于土地和自然的“自然民

族”ꎬ其实是以“巫女”及印第安人等非清教徒的消失为代价的ꎮ
在作品结尾«史料»部分ꎬ阿特伍德特意设置几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 ２１９５ 年召开的“第十

二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上ꎬ大会发言人皮艾索托教授宣称参会学者前天晚上欣赏了红点鲑ꎬ
此刻正在欣赏“来自北极地区的会议主席”ꎬ强调这里的“欣赏”并非早已过时的“另一层意

思”———暗示“欣赏”为古英语中“性交”之意ꎮ 皮艾索托教授还将缅因州“妇女地下交通网”称
作“不贞女子地下交通网”ꎬ引起与会学者哄堂大笑ꎮ 阿特伍德通过皮艾索托教授在严肃的学术

会议上所开的色情玩笑ꎬ暗示一些美国作家、学者对历史缺乏应有的尊重ꎬ故意将沉重的历史话

题转换成荒诞不经的笑谈ꎮ 他们所谓“风景” “自然”和“自然民族”作为一种别有用心的修辞ꎬ
正如皮艾索托教授的色情笑话一样ꎬ是对美国海湾殖民地时期清教历史的粉饰与改写ꎮ 针对这

一点ꎬ美国学者鲁尔(Ｒｕｌｅ)非常敏锐地指出ꎬ阿特伍德对美国作为一个宗教、自由国家的浪漫

化、理想化说辞提出了挑战ꎬ揭开早期美国社会的神秘面纱ꎮ 早期美国虽然是英帝国一部分ꎬ但
美国人认为自己通过统治创造出一个“整体”阿特伍德断言ꎬ这些历史认同感根深蒂固ꎬ产
生类似于基列社会的帝国思想构成了当前美国文化景观的基础ꎮ②

综上所述ꎬ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是一部颇具寓言色彩的虚构作品ꎬ在近乎荒诞的故事背

后隐伏着丰富的象征性内涵ꎮ 作品描述基列女性处在被监视、被囚禁和被伤害的境地ꎬ使女身体

被刺青、编码成“一道风景”ꎬ但阿特伍德的创作动机并非为了考察权力运作机制和“女权主义宣

传”ꎬ而是由此检讨海湾殖民地时期清教徒对待印第安人等非教徒的暴力行径ꎬ揭示 １９ 世纪美

国作家笔下“风景”“自然”的意识形态属性ꎮ 阿特伍德通过基列国家的生态污染及«史料»细节

表明ꎬ１９ 世纪美国文学中“风景”“自然”书写是浪漫想象和民族意识的产物ꎬ本质上与佩里米

勒所谓“自然民族”一样ꎬ都是为了打造文化认同而采取的民族主义修辞ꎮ

８７

①
②

张孟媛:«佩里米勒的清教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８３ 页ꎮ
Ｌａｕｒｅｎ Ｒｕｌｅꎬ “Ｓｐｅ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Ｕ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ｔｗｏｏｄ’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ꎬ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ｐ.５８.



汪汉利:«使女的故事»:身体、权力与“风景”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ｓ Ｔａｌｅ:Ｂｏｄｙ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Ｗａｎｇ Ｈａｎ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３１６０２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ꎬ Ａｔｗｏｏ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ｔｈｅ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ｂｏｄ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ｄ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ｓ ｂｏｄｙ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ｉｎ Ｇｉｌｅａ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ａｎ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 ｏｆ “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Ｇｉｌｅａｄ’ ｓ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ｉｅｉｘｏｔｏ’ ｓ ｓｐｅｅｃｈꎬ Ａｔｗｏｏ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ꎬ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ꎬ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ｍａｉｄ’ ｓ Ｔａｌｅꎻ Ａｔｗｏｏｄꎻｆｅｍａ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ꎻ ａｎｔｉ－Ｕｔｏｐｉａｎ ｎｏ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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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关系考论
∗①

唐百成
(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中国满学研究院ꎬ河北 秦皇岛ꎬ０６６０００ꎻ

巴基斯坦国立旁遮普大学 艺术与人文学院ꎬ巴基斯坦 拉合尔 ５４５９０ )

　 　 摘要:　 明代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ꎮ “登抚”分割了“东抚”在登莱青地区的军事职权ꎬ
但也分担了“东抚”的军事压力ꎮ “登抚”的设立并没有改变“东抚”的辖区ꎬ而是形成了二抚彼此交织的“主管”
与“兼管”局面ꎮ 在涉及重大问题时ꎬ登莱、山东二抚时常相互合作ꎬ甚至共同担责ꎬ但有时也会因事权不一带来

消极影响ꎮ 有明一代ꎬ巡抚始终为中央的派遣官ꎬ其职权不如地方官制度化ꎬ充满了因事合宜的灵活性ꎮ
关键词:　 明代ꎻ登莱巡抚ꎻ山东巡抚ꎻ职权分割ꎻ主管与兼管ꎻ合作与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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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２
作者简介:唐百成(１９９２—　 )ꎬ男ꎬ陕西商洛人ꎬ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中国满学研究院与巴基斯坦国立旁遮普大学艺术

与人文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落实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教外[２０１６]４６ 号)而实施的中巴联合学位高层次

人才培养项目的成果之一ꎮ
②此处“山东省”是指明代“山东布政使司”(不包括辽东都司)所辖区域范围ꎬ下文皆为此范围ꎮ
③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ꎻ赵红:«明代登莱巡抚考论»ꎬ«济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ꎻ蔡志书:«浅议登莱巡抚在抗击后金和维护山东海防安全中的作用»ꎬ«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ꎬ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ꎻ孙智坤:«康熙时期山东巡抚与地方社会治理»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湘潭大学ꎬ２００８ 年ꎻ刘秋增、王耀生:«明
清时期山东巡抚群体研究»ꎬ«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ꎮ

　 　 明代ꎬ山东是一个完整的布政司(俗称“省”)行政单元ꎮ 在天启、崇祯年间ꎬ“山东省”②同时

驻有两位巡抚ꎬ即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以下简称东抚和登抚)ꎮ 类似这种“一省多抚”的设置在

明代较为常见ꎬ如江西巡抚和南赣巡抚ꎬ山西巡抚和大同巡抚ꎬ陕西巡抚和延绥巡抚ꎬ等等ꎮ 前者

多为一“省”之巡抚ꎬ后者多为“省”域内专门巡抚ꎮ 有关明代两类巡抚在同一省域内的关系问

题ꎬ尚未见专门、系统的探讨ꎮ 本文以登莱、山东巡抚为研究对象ꎬ尝试从较为宏观的角度ꎬ初步

考察二抚在同一套地方制度体系中的角色扮演或彼此关系ꎬ进而有助于理解明代“省域”和“区
域”巡抚的关系问题ꎮ 学界对山东巡抚与登莱巡抚的研究ꎬ多在考察其职掌权限、地方治理、海
防建设、群体构成等方面ꎬ特别是对“登抚”的研究多与辽东战事相关ꎬ如登抚与东江镇的互动关

系等ꎮ③因此ꎬ考察山东、登莱二抚在同一省域内的彼此关系ꎬ仍有可探讨的空间ꎮ

一、登莱巡抚对山东巡抚的分割与分担

从行政角度看ꎬ明代山东布政司下辖六府ꎬ即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登州府、莱州府和青州

府ꎮ “济、兖、东”三府称“西三府”ꎬ“登、莱、青”三府又称“东三府”ꎮ 明代山东巡抚一般全称为

“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ꎮ 该职约设于正统时期ꎬ成化、正德年间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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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短暂罢黜ꎬ此后一直沿设至明末ꎮ
万历«大明会典»简要叙述了山东巡抚的职权及变化情况:“正统五年ꎬ遣大理寺少卿巡抚山

东地方ꎮ 十三年ꎬ始定设都御史ꎮ 嘉靖四十二年ꎬ加督理营田ꎮ 万历七年ꎬ加兼管河道ꎮ 八年ꎬ加
提督军务ꎮ”①万历十年(１５８２)陆树德被任命为山东巡抚ꎬ朝廷在给他的敕书中非常明确地规定

了山东巡抚的职权:“今特命尔前去巡抚山东地方ꎬ提督军务ꎬ操练军马ꎬ修理城池ꎬ抚安人民ꎬ督
理海防ꎬ及提督一应税粮、边粮、屯粮ꎬ并预备仓粮ꎬ关防达子ꎬ务在宣布德意ꎬ扶植良善ꎬ生伏强

暴ꎬ使以时耕敛ꎬ各安生业ꎮ”②由敕书可见ꎬ山东巡抚的职权已非常广泛ꎬ涉及民政、军政ꎬ包括边

防与海防等ꎮ 另外ꎬ有关山东巡抚的辖区范围ꎬ吴廷燮«明督抚年表»称:“统领武定兵备、济宁兵

备、曹濮兵备、沂州兵备、临清兵备、青州兵备、登州分巡七道ꎬ山东布政司之济南六府ꎬ山东都司

之济南、兖州护卫等十八卫ꎬ诸城等十八所ꎮ”③兵备道属按察司系统ꎬ实际上山东巡抚已成为节

制“三司”和统辖山东境内各州县与卫所的最高军政首长ꎮ 山东巡抚的发展演变与明中叶以来

全国范围内“省域巡抚”的职权扩张与地方化基本一致ꎬ万历«大明会典»称:“凡徭役、里甲、钱
粮、驿传、仓廪、城池、堡隘、兵马、军饷ꎬ及审编大户粮长、民壮快手等项ꎬ地方之事ꎬ俱听巡抚处

置ꎮ”④

天启元年(１６２１)ꎬ因辽东战事需要ꎬ朝廷在山东地区增设登莱巡抚ꎬ又称“登抚”ꎬ驻登州ꎬ有
时也驻莱州ꎮ 此次增设登莱巡抚源于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⑤ꎬ即以广宁陆兵吸引和牵制后

金主力ꎬ以天津、登莱水师为策应ꎬ趁机收复辽南ꎬ迫使后金军队回顾ꎬ广宁一路再复辽阳ꎮ 此议

使登莱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ꎬ为此在登莱地区增设巡抚一员ꎬ作为“三方”中的一方ꎬ并由熊廷弼

“经略辽东军务ꎬ节制三方ꎬ一事权”⑥ꎮ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三月ꎬ王在晋“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
莱等处”⑦ꎬ登莱地区已被纳入整个辽东战略体系中ꎮ

登莱地区原属山东巡抚辖区ꎬ故而登莱巡抚的设置自然对山东巡抚的职权有一定分割ꎮ 职

权分割一般可分两大方面:
其一是对职权所涉地域范围的分割ꎮ 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六月ꎬ“陶朗先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ꎬ

巡抚登、莱等处地方”⑧ꎮ 这表明此时登抚的辖区主要在登州与莱州ꎮ 靳润成通过考察认为ꎬ天
启七年(１６２７)“山东巡抚所辖青州府来属”⑨ꎬ除其所列依据外ꎬ还可据明末档案«登莱巡抚孙国

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ꎬ登抚孙国桢在题本中称“天启七年登莱青三府额

运”ꎮ 在设登莱巡抚前ꎬ山东巡抚已是节制“三司”和统辖山东境内各府县与卫所的最高军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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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ꎮ 因此ꎬ从职权所涉地域来看ꎬ登莱巡抚主要分割了山东巡抚所辖的登莱青地区ꎮ①

其二是对职权本身的分割ꎮ «明史»称:“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军务一员”②ꎬ明制ꎬ巡抚有总兵

地方者加赞理ꎮ 雍正«山东通志»称:“天启中ꎬ设登莱巡抚ꎬ以都御史任ꎬ主调兵御寇ꎮ”③天启元

年(１６２１)八月ꎬ朝廷即“命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ꎬ总兵沈有容主之或直抵镇江ꎬ或直

抵三岔河”④ꎮ 天启三年(１６２３)三月ꎬ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ꎬ诸凡操练将

士ꎬ修验船只ꎬ合并营伍ꎬ简汰官兵ꎬ稍有次第ꎮ”⑤可见ꎬ为辽东战事而设的登莱巡抚更多是军务

管理、整顿和军队统帅的角色ꎬ为收复辽南做准备ꎮ 登莱青地区有着漫长的海岸线ꎬ原本即承担

海防任务ꎮ 泰昌元年(１６２０)ꎬ东抚王在晋奏乞“加兵以固海防ꎬ存海运”⑥ꎮ 天启元年(１６２１)五
月ꎬ兵部复东抚赵彦疏“请于登莱、皇城岛、德州等处增兵置将”⑦ꎮ 这表明在增设登莱巡抚前夕ꎬ
登莱海防还为山东巡抚职掌ꎮ 又据光绪«增修登州府志»ꎬ登莱巡抚“赞理军务ꎬ专辖沿海屯

卫”⑧ꎬ说明登莱巡抚分割了山东巡抚的军事海防职权ꎮ
与此同时ꎬ登莱巡抚的设立又为山东巡抚分担了军事压力ꎮ 若无登抚一职ꎬ“调兵御寇”之

责则由东抚承担ꎬ如此ꎬ山东巡抚很可能会频繁往移于济南与登莱之间而疲于奔命ꎬ造成顾此失

彼之后果ꎮ 诚如天启朝吏部尚书李宗延所言:“裁登抚势必禀成于东抚ꎬ东省去登遥远ꎬ机事变

在呼吸ꎬ而文移动经旬时ꎬ即移镇近地ꎬ顾此失彼ꎬ鞭长不及马腹ꎮ”⑨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三月ꎬ兵部

复登抚武之望疏言:“登莱巡抚之设ꎬ扼奴酋之潜渡ꎬ成津关之犄角ꎬ联属国之声气ꎬ防内地之奸

徒ꎬ任綦重而法宜严ꎮ”正所谓“牵制奴酋者ꎬ朝鲜也ꎻ联属朝鲜者ꎬ毛镇也ꎻ驾驭毛镇者ꎬ登抚

也”ꎮ 此时因登莱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ꎬ登抚扮演了东抚难以替代的角色ꎮ 当登莱巡抚面临裁

撤争议时ꎬ山东巡抚吕纯如选择了出面维护登抚的权威ꎬ并反对裁撤ꎮ 他上疏言:“登镇者ꎬ以节

制海帅ꎬ非受海帅节制者也ꎮ 若以同事睚眦ꎬ遽撤之去ꎬ则目前之纪纲倒置ꎬ而日后之钤束更难

矣! 此所谓纪纲也ꎮ 然则宜如何? 曰安毛帅以重封疆ꎬ优登抚以存纪纲而已ꎮ”崇祯初年ꎬ登莱

巡抚一度被裁ꎬ山东巡抚需承担辽东战局下的海防压力及军事任务ꎮ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七月ꎬ山
东巡抚王从义疏言:“毛文龙既诛ꎬ岛中所聚亡命必有望风趋登州者ꎬ登州安插辽民不下数十万ꎬ
况文龙给礼加衘者甚众变生意外可虞ꎮ 臣请严饬防御ꎬ但有海上西进舟帆ꎬ即架炮攻打ꎬ以
为未雨之谋ꎮ”可见东江镇及辽东战事的变局会对登莱地区造成潜在影响ꎬ而山东巡抚在登莱

巡抚缺失的情况下ꎬ则需对海域局势投入更多的精力ꎮ 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六月ꎬ在重设登莱巡抚

前夕ꎬ山东巡抚沈珣还因东江事件而疲于奔命ꎮ “沈珣初奉命驻师德州ꎬ联络声势ꎮ 兹以刘兴治

倡乱东江ꎬ肆行仇杀ꎬ诸岛尽从ꎬ警报狎至ꎬ登州距德千里而遥ꎬ文移往来军机恐有漏泄ꎬ须驰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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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亲为料理ꎮ”①据«崇祯长编»计算ꎬ５ 日后朝廷便重新设立了登莱巡抚②ꎬ显然登抚的重新设立

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东抚的军事压力ꎮ
登莱巡抚职权所涉地域不仅限于登莱青ꎬ还包括东江镇、海域诸岛及辽南部分地区ꎮ 明代

“以文制武”ꎬ毛文龙所开创的东江镇受登莱巡抚节制ꎬ“一应兵马钱粮将领ꎬ俱应听登抚统

辖”③ꎮ 辽南旅顺也是登莱巡抚的职权范围ꎮ 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四月ꎬ兵部认为“今已设游击一员

专守旅顺ꎬ当专属登抚节制ꎬ其分岛各官听登抚择人分布ꎬ资题授职”ꎬ“上是之”④ꎮ 天启七年

(１６２７)三月ꎬ朝廷“与旅顺增设二营ꎬ统以登莱总镇其调遣并隶登镇”⑤ꎮ 如果说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旅顺的防务只是受登莱巡抚节制ꎬ那么至天启七年(１６２７)ꎬ旅顺已被划归为登镇ꎬ成为登

莱巡抚的直接辖区ꎮ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七月ꎬ“陈应元巡抚登莱、东江ꎬ备兵援辽ꎬ恢复金、复、海、
盖ꎬ赞理军务”⑥ꎮ

我们注意到ꎬ明代辽东与山东具有密切的行政联系ꎬ丛佩远指出:“明代辽东隶属于山东行

省ꎬ而非独立设治”ꎬ“有明一代ꎬ辽东始终为山东行省之一部”⑦ꎮ 明代辽东隶属山东ꎬ这种看法

比较普遍ꎮ 那么ꎬ登莱巡抚对辽南部分地区的节制ꎬ是否涉及对山东巡抚职权的分割呢? 换言

之ꎬ在登抚设立前夕ꎬ东抚对辽南是否存在权力干预呢? 这就涉及到明代辽东与山东的关系问

题ꎮ 张士尊对此作了系统考察ꎬ认为“洪武永乐时期ꎬ山东布按二司对辽东都司的干预应该是存

在的”ꎬ宣德末年到嘉靖中期ꎬ只是寄职于山东布按二司ꎬ“嘉靖以后ꎬ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在体

制上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了”ꎬ辽东兵备体制只是“寄衔”于山东罢了ꎮ⑧ 杜洪涛深化了

“辽东都司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并不隶属于山东布政司”⑨的结论ꎮ 何况ꎬ辽东地区早已设了辽

东巡抚一职ꎬ山东巡抚应该不存在对辽南的权力干预ꎮ 崇祯三年(１６３０)七月ꎬ“孙元化以病废辞

巡抚登莱即以登莱海防仍归东抚ꎬ以四卫恢复仍归辽抚”ꎮ 此处“四卫”是指辽南地区的金

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ꎮ 由此可见ꎬ登莱巡抚对辽南部分地区的节制是对辽东巡抚的职权分

割ꎮ

二、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的“主管”与“兼管”

登莱巡抚的职权范围涉及登莱青地区ꎬ那么是否也意味着改变了山东巡抚的辖区呢? 对此ꎬ
靳润成在叙述山东巡抚辖区的变动时说道:“天启元年因析置登莱巡抚ꎬ登州、莱州二府别属之ꎬ
七年青州府亦别属登莱巡抚ꎮ 崇祯二年因登莱巡抚罢ꎬ登州、青州、莱州三府当还属ꎮ 三年因复

置登莱巡抚ꎬ登州、青州、莱州三府别属之ꎮ”总之ꎬ登莱巡抚改变了山东巡抚的辖区ꎬ山东巡抚

的辖区随登莱巡抚的设罢而不断变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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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登莱巡抚的设置不同于山东巡抚ꎬ登抚属于“应事临时型”巡抚ꎬ东抚则是“行省管

理型”①ꎮ 登抚主要为辽东战事而设ꎬ其主要职权在军事方面ꎮ 严格意义上讲ꎬ登莱巡抚的“辖
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言的“巡抚辖区”ꎬ因辽东战事的实际需要ꎬ登莱巡抚的职权所及范围均可

视为其辖区ꎬ这就决定了其辖区的流动性ꎮ 我们通常把与布政司同名的巡抚称“省域巡抚”ꎬ由
府、卫组成的巡抚称为“区域巡抚”或“专门巡抚”ꎬ东抚即“省域巡抚”ꎬ登抚则为“区域巡抚”ꎮ
有关“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关系ꎬ傅林祥指出:“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

叠ꎬ而不是此盈彼缩ꎮ”同时ꎬ傅林祥还提到了登莱青三府的“两属”性质ꎬ即此三府既属登莱巡抚

管辖ꎬ又属山东巡抚管辖ꎮ 傅林祥在论述登莱青三府的“两属”性质时ꎬ是以山东巡抚上奏要求

为分守海右道兼管粮饷道补发敕书一事为例证ꎬ认为该道“分守青莱登兼管莱州沿海军务”ꎬ与
登莱巡抚辖区完全重叠ꎬ按理说本该由登抚上奏ꎬ但事实却是东抚上奏ꎬ从而得出登莱青三府为

“两属”性质ꎮ② 实际上ꎬ分守道属布政司系统ꎬ治民事ꎬ山东巡抚的这一行为不过是在行使其行

政职权罢了ꎮ 因为登莱巡抚只是分割了山东巡抚在登莱青的军事权ꎬ并未否定其行政权ꎮ 如天

启七年(１６２７)八月ꎬ山东巡抚李精白报“蓬莱、宁海、文登、栖霞、即墨诸州县六月以来淫雨漂没

田禾ꎬ汤流庐舍ꎬ淹死人畜无算”③ꎬ这些州县均在登莱巡抚所辖的登莱青境内ꎬ但民政事务仍由

山东巡抚负责上报ꎮ 因此ꎬ傅林祥所言登莱青三府的“两属”更多是指在行政上属山东巡抚ꎬ而
在军事上属登莱巡抚ꎮ

其实ꎬ“两属”的含义也不止于此ꎮ 笔者注意到ꎬ登莱青地区虽在军事上隶属于登莱巡抚ꎬ但
山东巡抚对登莱青的海防军务仍有少量参与权ꎮ 在陶朗先担任登莱巡抚后ꎬ朝廷起用原任“山
东巡抚标下蔡同春为登州水营游击都司从山东巡抚赵彦之请也”④ꎮ 天启三年(１６２３)闰十

月ꎬ山东巡抚赵彦劾“德州营参将栾维城、登莱水营游击蔡同春ꎬ各革任回卫”⑤ꎮ 可见ꎬ山东巡抚

对登莱地区的海防军务仍有发言权ꎮ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ꎬ兵部在一次调兵计划中酌定应援兵数:
“保定马兵六千ꎬ步兵二万河南、山东各步兵二千ꎬ延绥马兵四千ꎮ” “独山东巡抚吕纯如疏

称ꎬ该省共兵一万六千四百有奇ꎬ无可抽添ꎬ特请量免特免ꎮ”⑥山东巡抚吕纯如代表山东省ꎬ对兵

部的调兵计划提出异议ꎬ这说明东抚并未失去对登莱青的军事代表权ꎮ
在改设山东总兵一职后ꎬ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军事职权都有了一定变化ꎮ 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ꎬ改登莱副总兵为山东总兵ꎬ仍驻登州ꎮ 朝廷在给新任山东总兵的敕书中说:“今特命尔

充防海总兵官ꎬ镇守山东全省地方ꎬ在于登州驻扎ꎬ尔须查照该省额设卫所ꎬ沿海水陆主客兵马、
船只ꎬ并京班操军ꎬ平时加以训练ꎬ充实营伍ꎬ是该省所属卫所世职、班营官军俱当祗奉一切

地方军务盗情ꎬ俱会同该省并登莱巡抚计议停当ꎬ不得偏执误事ꎮ”⑦“该省”指山东巡抚ꎬ即山东

总兵受山东巡抚与登莱巡抚双重领导ꎬ因山东总兵统辖山东全省军事力量ꎬ山东巡抚与登莱巡抚

的军事职权在理论上也随之扩大至全省范围ꎮ 这是因为此时辽东战场以陆战为主ꎬ海防的重要

性有所降低ꎬ而农民军却发展迅速ꎬ及清军多次破长城南掠华北ꎬ朝廷极需重新整合山东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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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体系ꎮ 为加强山东内地防守力量ꎬ山东总兵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自登州移驻临清ꎮ① 崇祯

十三年(１６４０)ꎬ总兵杨御蕃获取清军拟从海道进攻登莱的情报ꎬ请求前往登州镇守ꎬ但朝廷批示

道:“臣部增兵开镇ꎬ控扼南北之冲ꎬ非特以财赋重区且登镇有抚臣ꎬ有水陆营兵九千余焉ꎮ
御蕃但当再发鸟枪手一千二百ꎬ统以能将赴登ꎬ以听抚臣调度ꎮ 该镇仍当驻练临镇ꎬ料理战

守ꎮ”②在军事重心西移后ꎬ山东总兵驻地与登莱巡抚分离ꎬ但登抚仍作为山东半岛军事统帅的角

色镇守登莱ꎬ而山东巡抚则更多地被纳入剿灭农民军的战略布局中ꎮ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ꎬ杨嗣昌

出任兵部尚书ꎬ提出“四正六隅ꎬ十面张网”之策ꎬ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ꎬ四巡抚分

剿而专防ꎻ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ꎬ为六隅ꎬ六巡抚分防而协剿ꎻ是谓十面之网ꎮ 而总

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ꎬ专征讨”③ꎮ 山东巡抚作为“六隅”之一ꎬ即被纳入战略体系中ꎮ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ꎬ在山东总兵设立之前ꎬ登莱青地区虽在军事上属登莱巡抚ꎬ但山东巡抚

对其海防军务仍有少量参与权ꎮ 改设山东总兵后ꎬ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军事职权在理论上都

扩大到了全省范围ꎬ当然就登莱青地区来说ꎬ登莱巡抚应仍为军务方面的主管ꎬ而山东巡抚也取

得了兼管职权ꎮ 总之ꎬ登莱青地区的海防军务并未因增设登抚一职就使得东抚对其完全丧失发

言权ꎮ
登莱青地区就行政来说属山东巡抚ꎬ那么登莱巡抚是否有权染指呢? 首任登抚陶朗先曾上

奏说:“诚令登、辽两地不为禁限ꎬ则商贾往来络绎不绝ꎮ 不惟登辽边腹之间征贵征贱ꎬ人可使

富ꎬ即青、莱、淮、泗皆可与登、辽转相贸易ꎮ”④陶朗先积极主张开放海禁ꎬ发展海上贸易ꎬ也许贸

易的背后仍与军务息息相关ꎬ但至少表明登莱巡抚有权就地方经济问题向朝廷建言献策ꎮ 明末

大臣王家彦曾在«议开胶河养鱼池始末»中提及:“登抚曾樱毕竟以石坚难凿ꎬ而东省复以风水攸

关ꎬ建议不便ꎬ于是胶河之行称画饼矣!”⑤胶河ꎬ即胶莱河ꎬ位于莱州府境内ꎬ南北贯穿山东半岛ꎮ
登抚和东抚都对开河一事表达了意见ꎬ可见登莱巡抚对辖区内的民政也有发言权ꎮ 当然ꎬ疏通胶

莱河也有海运粮饷方面的考虑ꎮ 再如崇祯十年(１６３７)ꎬ朝廷令“有矿州县给照商民开采输纳ꎮ
登莱巡抚杨文岳疏争ꎬ上切责之”⑥ꎮ 明末开矿政策被重新恢复ꎬ登抚杨文岳上书请罢而遭训斥ꎮ
按理说ꎬ反对开矿的争疏由东抚上奏合宜ꎬ登抚作为专门性的军事巡抚上奏此事稍显不妥ꎬ但事

实证明上此争疏也并非一定在其权限之外ꎮ 再据«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

员事题本»ꎬ登莱巡抚孙国祯向朝廷举荐了一批官员ꎬ是登莱青三府的“劳事诸臣”ꎬ涉及分巡道、
海防道、府、县等职官ꎬ且民政系统占多数ꎬ请求朝廷“分别纪录优升”⑦ꎮ 可以说ꎬ登莱巡抚对辖

区内的人事任免具有较大影响力ꎮ 天启四年(１６２４)ꎬ“张尔心案”爆发ꎬ朝廷在作出相关处理后ꎬ
同时移咨山东、登莱二抚ꎮ 兵部在«为山东擒获张尔心等请旨处分事行稿»中说道:“一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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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莱各巡抚ꎬ各咨前去ꎬ烦为查照施行ꎮ”①这多少体现了登莱巡抚对山东境内重大案情的参与处

理权ꎮ 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六月ꎬ朝廷颁严禁«水浒»令:“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ꎬ严禁«水浒»
一、咨东抚、登抚ꎬ合咨贵院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ꎬ希严饬道府有司ꎬ实实清察ꎮ”②

查禁书籍本系民政ꎬ但朝廷在此对山东、登莱二抚并行发文ꎮ 由上可见ꎬ登莱巡抚在登莱青地区

并不只有纯粹的军务管理和军事指挥等职权ꎬ而是以海防军务为中心ꎬ对其所涉相关经济、民生、
人事、治安等问题均有一定参与权和管理权ꎬ这就不同于仅属武职序列的登莱总兵ꎮ

为了更好地理清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的职权关系ꎬ我们以“主管”与“兼管”的概念来说明问

题ꎮ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ꎬ山东巡抚主管山东全省之政务与济兖东之军务ꎬ并兼管登莱青之军务ꎬ
登莱巡抚主管登莱青地区之军务ꎬ并兼管该地区政务ꎮ

三、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的合作与共责

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在涉及朝廷重大问题时ꎬ时常相互合作ꎬ甚至共同担责ꎮ 首先是在辽东

战事方面的合作ꎬ登莱巡抚自身因“辽事”而设ꎬ主要节制登州镇与东江镇ꎬ收复辽南与阻止后金

南渡是其主要职责ꎮ 山东自明初以来就被视为辽东大后方ꎬ随着辽东战事的兴起ꎬ山东更加成为

辽东前线的后方基地ꎮ 雍正«山东通志»称:“天启中ꎬ设登莱巡抚ꎬ以都御史任ꎬ主调兵御寇ꎮ 济

南巡抚则筹饷以济之ꎮ”③在辽事上ꎬ山东巡抚主要负责筹集粮饷ꎬ以配合登莱巡抚的作战行动ꎬ
如天启元年(１６２０)八月ꎬ“仍行山东抚臣将新增兵五万存九十名余发登莱ꎬ并题留新饷四十万、
帑银十万、马五百匹ꎬ皆给登莱军饷之用”④ꎮ 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四月ꎬ登莱巡抚袁可立疏:“总兵沈

有容统率精锐于三月十二日出海ꎬ舳舻相接ꎬ奴酋胆寒ꎬ但恐精糈匮之ꎬ兵难用命ꎬ乞敕该部及山

东布政司将应用钱粮速行给发ꎮ”⑤东江镇受登莱巡抚节制ꎬ山东方面为其供济粮饷ꎬ但东江账目

隐蔽、混乱ꎬ山东常需核查ꎮ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九月ꎬ兵科给事中王梦尹上疏称:折色每年“山东发

二十六万六千ꎬ历年所发ꎬ臣据文龙所开揭帖与臣部旧案相对ꎬ多寡互异宜行文登、津、山东

布政司及总兵毛文龙ꎬ各查实解、实收、兑支数目ꎬ尽数报部”⑥ꎮ 再据«山东布政司右参议黄中色

为查核海岛兵数事奏本»ꎬ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山东布政司右参议黄中色为“钦差专理东江饷务”ꎬ核
查海岛兵员数额ꎮ⑦ 崇祯年间ꎬ户部尚书毕自严曾称:“东省正杂新饷八十余万ꎬ俱留供登岛ꎮ”⑧

筹集粮饷由山东各府州县分其责ꎬ山东巡抚和布政司总其责ꎮ 其实早在万历壬辰战争期间ꎬ朝臣

就有增设登莱巡抚的声音ꎬ对其与山东巡抚的关系也有过类似设想ꎮ 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九

月ꎬ沈一贯上疏主张“于天津、登莱沿海居中处所设立一巡抚ꎬ率总兵、兵备、参游ꎬ总辖海道ꎬ北
接辽东ꎬ南接淮安”⑨ꎮ 次年ꎬ沈一贯再上疏说:“皇上俯采与言ꎬ创设天津登莱巡抚以图战守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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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内地巡抚计处兵食器械ꎬ以资接济ꎮ”①此处“内地巡抚”与“天津登莱巡抚”相对ꎬ当为保定巡

抚和山东巡抚ꎮ 因此ꎬ登莱巡抚“战守”ꎬ山东巡抚“接济”的设想早已存在ꎮ
其次ꎬ在镇压山东内乱上ꎬ往往由登莱巡抚和山东巡抚共同担责ꎮ 崇祯四年(１６３１)ꎬ孔有德

在山东叛明ꎬ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共同参与镇压ꎮ 有关东抚余大成和登抚孙元化对叛乱之初的

态度ꎬ同治«黄县志»认为余大成主剿ꎬ而孙元化主抚ꎮ “时巡抚余大成驻济南ꎬ移书元化ꎬ欲发兵

剿ꎬ元化止之云:‘一块土之兵不宜作邹鲁之哄’ꎬ持令箭诏安ꎮ”②实际上ꎬ县志将余大成对山东巡

按王道纯的复信误记为孙元化对余大成的答复ꎮ «平叛记»载:“道纯初闻变ꎬ即移书大成发兵剿

捕ꎬ大成不信ꎬ复书云:‘一块土之兵不宜作邹鲁之哄’ꎮ 道纯再趣之ꎬ逐托病请告ꎮ”③«崇祯长

编»亦载:“大成驻济南ꎬ初闻登兵之变不信ꎬ巡按王道纯时在平原ꎬ贻书促其捕贼ꎬ大成复之曰:
‘一块土之兵不宜作邹鲁之哄’ꎮ”④之后ꎬ余大成还曾“差官乙邦才招安贼”⑤ꎬ可见其态度主抚ꎬ
亦可证同治«黄县志»之误ꎮ 由于未及时发兵ꎬ事态越发严重ꎬ其后“东抚余大成移镇追贼ꎬ登抚

孙元化亦率兵会之”ꎮ 然孙元化亦主张招抚ꎬ“屡遣人谕令归命ꎬ有德等佯应之ꎬ元化师次黄山馆

而返ꎬ遂移檄郡县不许截杀ꎬ有德等乃得安意长驱”⑥ꎮ 次年一月ꎬ登州失陷ꎬ孙元化被俘ꎬ余大成

遭革职ꎮ 朝廷“以徐从治为山东巡抚ꎬ谢琏为登莱巡抚ꎬ又令兵部主事张国臣往谕解散ꎬ一面议

抚ꎬ一面进兵”⑦ꎮ
崇祯五年(１６３２)二月ꎬ“东抚徐从治、登抚谢琏并于是日至莱州莅任ꎬ遂要总兵杨御蕃入城ꎬ

共为拒守之计”⑧ꎮ 孔有德部围莱州ꎬ徐从治与谢琏共同率军抵抗ꎮ 朝廷又派刘宇烈督理山东军

务ꎬ统一指挥ꎬ但不久败于沙河ꎬ最终徐从治战死ꎬ谢琏被俘ꎬ后被杀ꎮ 为统一事权ꎬ“乃罢总督及

登莱巡抚不设ꎬ专任大典督主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ꎬ合剿之”⑨ꎮ 八月ꎬ山东巡抚朱

大典在昌邑誓师ꎬ统兵两万余进军莱州ꎬ叛军大败ꎬ长达 ６ 个月的莱州之围遂解ꎮ 九月ꎬ各路明军

汇集登州ꎬ至次年二月收复登州ꎬ叛乱基本平定ꎮ 自谢琏被杀至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七月陈应元出

任登莱巡抚期间ꎬ登莱巡抚一职空缺ꎬ平叛事宜由山东巡抚全权负责ꎮ 可见ꎬ有时会因山东、登莱

二抚事权不一ꎬ而造成消极后果ꎮ 崇祯朝兵部尚书杨嗣昌认为ꎬ山东存在“左掣右牵”问题ꎬ主张

并归省抚ꎬ东西分驻ꎬ统一事权ꎮ “山东一省仅仅六府ꎬ沿海州县约居其半ꎬ防备之事专在夏秋ꎬ
若冬若春ꎬ竟可高枕ꎮ 假使巡抚得人ꎬ冬春驻西ꎬ夏秋驻东ꎬ一手提掇ꎬ六郡通灵ꎬ何必更建节钺左

掣右牵、十羊九牧而后为得乎? 所以臣言抚、镇并撤ꎬ非是疏防ꎬ节钺往来ꎬ责成专一于是乎

在ꎮ”

崇祯年间ꎬ山东腹地还面临着清军南寇的威胁ꎬ为加强内地防御ꎬ山东、登莱二抚在朝廷的整

体布局下ꎬ协同作战ꎮ 如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九月ꎬ清军突破长城要塞ꎬ兵分多路南掠华北腹地ꎮ
兵部尚书杨嗣昌立即拟定了作战方案:“所有剿贼之兵ꎬ如刘泽清、孔希贵俱当撤回ꎬ并孙传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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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速进外ꎬ其山东巡抚颜继祖应自德州进河间ꎬ登、莱巡抚杨文岳应移济东为接济ꎬ山西巡抚宋贤

应出井陉趋真定”①在此方案中ꎬ杨嗣昌提出登莱巡抚杨文岳移兵济东ꎬ以接济山东巡抚颜

继祖ꎮ 登莱巡抚虽驻山东东部ꎬ但仍被纳入山东腹地的军事行动中ꎮ 十一月ꎬ杨嗣昌在«摘集廷

议疏»中提及:“而以东抚、登抚各提其兵ꎬ同心协力ꎬ协剿其间ꎬ再趋倪宠之兵为之后劲ꎮ”②在随

后的«再酌廷议疏»中又拟定作战计划:“喜峰又传大举ꎬ两顾照应ꎬ兵力甚难故拟拨辽兵五

千ꎬ增益劲旅ꎬ合东登抚、镇努力齐驱ꎬ而调回总监以备后来ꎮ”③无论是山东巡抚还是登莱巡抚ꎬ
都被纳入到防御清军的布局中ꎬ互相协调ꎬ配合作战ꎬ共同承担山东腹地的军事防御与剿杀ꎮ 但

随着明王朝的最终覆灭ꎬ“山东巡抚丘祖德、巡按李日新、登莱巡抚曾化龙、总兵黄蜚等俱南

奔”④ꎮ
此外ꎬ涉及某些朝廷事务ꎬ山东、登莱二抚往往会共同代表山东进行表态ꎮ 天启末年ꎬ魏忠贤

权势到达顶峰ꎬ各省督抚纷纷表达依附ꎬ请求为其建祠ꎬ山东也不能避免ꎮ 据实录ꎬ“巡抚登莱李

嵩会同巡抚山东李精白共言魏忠贤纯忠体国、伟略匡时请于府城、水城各建一祠ꎮ 从之”⑤ꎮ
«先拨志始»亦载:“登莱巡抚李嵩请为厂臣建祠ꎬ有旨准于府城、水城各建生祠山东巡抚李

精白疏同ꎮ”⑥可见ꎬ山东、登莱二抚上疏相同ꎬ同代表山东进行表态ꎮ

四、结语

至明末ꎬ山东巡抚已成为事实上的山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ꎮ 登莱巡抚的设立ꎬ主要分割了山

东巡抚在登莱青地区的军事职权ꎬ但同时也为东抚分担了军事压力ꎮ 登莱巡抚的“辖区”并非严

格意义上的巡抚辖区ꎬ它的设立也并未改变山东巡抚的原有辖区ꎬ而是形成了二抚彼此交织的主

管与兼管局面ꎬ即山东巡抚主管山东全省之政务与济兖东之军务ꎬ并兼管登莱青之海防军务ꎬ登
莱巡抚主管登莱青地区之海防军务ꎬ并兼管该地区政务ꎮ 登莱、山东二抚在涉及朝廷重大问题

时ꎬ往往互相合作ꎮ 在“辽事”上ꎬ东抚充当登抚的后勤助手ꎬ镇压内乱及防御腹地也往往由二抚

共同担责ꎬ互相配合ꎬ协同作战ꎬ但有时会因事权不一ꎬ而造成消极后果ꎮ 明代后期ꎬ巡抚一职在

很大程度上虽已实现了“身份地方化”及“职权稳定化”ꎬ但终究在典章制度上仍为中央向地方的

派遣官ꎬ这一性质决定了巡抚的职权不可能如同地方正式机构或官员那般“制度化”ꎬ往往依据

现实中的实际需要被赋予职权ꎬ履行职责ꎬ充满了因事合宜的灵活性ꎮ 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两套

抚台系统同处一省ꎬ在实际的军政事务运作中ꎬ地方机构也很难严格区分并固守朝廷所赋予的职

权范围ꎬ进而造成错综复杂的主管与兼管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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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中的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
∗

张茂聪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问题研究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ꎬ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和“双一

流”建设之后ꎬ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教育内涵、质量提升、学术治理等问题的关注越来越高ꎬ相关研究为“双
一流”建设背景下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ꎮ “双一流”建设为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

度提供了新的契机ꎬ抓住“双一流”建设的契机ꎬ推进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ꎬ有助于规范学校成员的行为ꎬ促进

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ꎬ使大学各项工作有章可循ꎬ进而实现内涵式发展ꎮ 同时“双一流”建设为构建现代大学内

部管理制度指出了新方向ꎮ
关键词:　 大学管理制度ꎻ“双一流”建设ꎻ学术权力ꎻ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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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茂聪(１９６８—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纵观不同时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ꎬ不论是英国大学在 １８ 世纪的崛起、德国大学在 １９ 世纪

的超越ꎬ还是美国大学在 ２０ 世纪的引领ꎬ其根本原因在于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ꎬ明确提出加快建

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经国务院同意ꎬ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

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ꎮ 同年 ６ 月ꎬ教育部办公厅向

有关高校下发«关于编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的通知»ꎬ至此“双一流”建设全面启

动ꎮ ２０１８ 年ꎬ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指导意

见»ꎮ “双一流”建设为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ꎬ本文在对现代大学内部管理

制度进行理论探析的基础上ꎬ结合“双一流”建设ꎬ分析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的意义ꎬ并结合我

国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对策ꎮ

一、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持续推进ꎬ研究者对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ꎮ
整体而言ꎬ大致是围绕着以下几个维度展开的ꎮ

(一)大学内部权力制衡机制

大学内部权力制衡是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决策过程的体现ꎬ主要通过大学校内机构的

设置与其权力配置形成ꎬ大学内部权力制衡的有效性与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息息相关ꎮ 国外关

于大学内部权力制衡的研究起步较早ꎬ也涌现出关于本领域研究的一大批学者ꎬ如伯恩鲍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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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森、莱恩、米希尔哈瑞森等ꎮ 其中ꎬ伯恩鲍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ꎬ他提出了学会组织

模式、控制模式、无政府组织模式等多种高校权力制约机制的模式ꎮ 此外ꎬ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进行的研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分支ꎬ并逐渐构建大学权力制衡的“共同治理”模式ꎬ如鲍德

里奇曾对美国 ２ 万名教师进行调研ꎬ研究发现教师在学校治理中的参与度日渐走低ꎬ提出“以权

利制约权力”的理念ꎮ 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较晚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此问题ꎬ其
研究主要停留在观念解放层面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国内关于高校权力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开

始ꎮ 许晓东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大学与国家关系的组织分析»一文中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

力的关系进行审视ꎮ① 刘献君从治理理论的视角集中探讨我国大学权力运行的机制特征ꎬ提出

了当前我国高校所呈现的“集权结构特征”ꎬ对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非行政权力的边缘化趋势

表示担忧ꎮ 别敦荣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大学的权力运行特征后ꎬ提出了“集权双轨运行制”、弱化

甚至取消高校领导行政级别、取消行政任命制、代之以聘任制等观点ꎮ 整体观之ꎬ学术界关于大

学内部权力的研究多依托政治学、法学、组织理论、治理理论等相关学科和理论ꎮ②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运行

关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研究围绕理念方面的研究较多ꎬ如基层学术组织的职能研究、基层

学术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方向等ꎮ 周清明提出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

的诸多原则ꎬ如教学与科研兼顾的原则、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的原则、资源配置责权对等的

原则等ꎮ③ 在关于基层学术组织变革方向上ꎬ研究者提出建立教学科研二元矩阵模式ꎬ建设跨学

科组织ꎬ实施学科组织多元化职能等ꎮ 何其芳、陈彬提出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职能为工作

技术的高度专业性、组织结构的松散联合性、学术权力的单一控制性、学术组织成员角色的冲突

性ꎮ④ 此外ꎬ宣勇、张金福等学者以学科逻辑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根本性逻辑ꎬ提出学

科制是以学术为本质属性的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根本出路ꎬ主张从学科的概念出发进行学术组

织运行模式的构建ꎬ强调不同学科间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差异ꎬ要按照学科制整合现有的大学基

层学术组织ꎬ形成学校－学院－学科二级机构三级管理的模式ꎮ⑤

(三)大学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

在国外ꎬ哈佛大学马龙托马斯博士的«废除或建立终身教授制:教师聘任政策的四个案例

研究»、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阿特巴赫的«失落的精神家园———发展中与中等收入国家大学教授

职业透视»以及著作«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比较的视角»等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大学教师聘

任制度中的微观视角切入ꎬ对大学教师聘任制展开研究ꎮ 关于大学教师聘任与评价制度研究起

步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起步与推进ꎬ与教师相关的人事制度变革也逐渐

在政策驱动下进入了理论研究的视野ꎮ 在研究的主题分布方面ꎬ主要侧重大学教师聘任的基本

理论研究、教师聘任与评价的改革实践研究、教师聘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大学教师的绩效评价、大
学教师制度的中外比较和国际经验等ꎮ 朱德全在回顾我国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时提到大学教师聘

任制度走出了一条“在反思中崛起、在比较中发展、在交互中独立”的道路ꎮ⑥

(四)大学章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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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在推进依法治校ꎬ实现善治ꎬ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因

此ꎬ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学章程也作了大量的研究ꎮ 首先是大学章程的本体研究ꎮ 在这一方面ꎬ学
界更多的是着眼于对大学章程质的规定性和章程内涵研究ꎮ 如周光礼认为ꎬ“大学章程是政府

与公办高校签署的一份行政契约”①ꎬ其目的在于实现对相关权力主体的约束ꎬ达到共同治理的

“善治”目的ꎮ 柯文进等学者认为ꎬ“大学章程的产生并非完全依靠人类的理性建构ꎬ而是将理性

建立在社会组织体自然演进的基础上”②ꎬ是人类对大学精神及其内在规律的“再现”ꎬ是对大学

客观规律的揭示ꎮ 别敦荣则从政策本位对大学章程属性进行了新的界定ꎬ认为大学章程是基于

发展的现实需要ꎬ是高校为了解决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带来的内外部管理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性

文件ꎮ “政策性是我国大学章程的特殊属性ꎮ”③其次是大学章程建设与实施的问题研究ꎮ 由于

近年来政策的强力推动ꎬ国内大学掀起了大学章程制定和修订的热潮ꎬ我国大学章程仍存在缺乏

理性全面的认识、大学章程建设的程序不规范、千校一面的过度雷同化ꎬ在章程实施过程中的章

程效力发挥不够ꎬ缺乏有效监督ꎬ甚至被“架空”等问题ꎮ 再就是大学章程的国际比较研究ꎮ 尽

管各国大学的办学体制、管理机制等不尽相同ꎬ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和学术组织所追求的良好

治理目标都是相通的ꎮ 因此ꎬ从国际范围内进行大学章程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ꎬ围绕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ꎬ还是在研

究成果的水准上ꎬ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ꎮ 这一方面源于近 １０ 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发展ꎬ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对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的实践进

程的及时关注ꎮ 内部制度管理的研究者既保持了对问题的持续关注ꎬ又实现了对制度现实的深

刻反思ꎬ更是在与高等教育的互动中努力进行着制度的变革和创新ꎬ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ꎬ现
代大学内部管理及其制度改革带来一定的借鉴与启示ꎮ

二、“双一流”建设为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提供良好发展契机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具有迫切而深刻的现实诉求ꎬ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诉

求ꎬ是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ꎬ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保障ꎬ是实现大学可持续发

展的根本动力ꎮ④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作用就是使大学管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ꎬ并通过优化配

置学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ꎬ确保各种活动有规则推进ꎬ根据大学发展的基本目标ꎬ引
导学生以社会需求为导向ꎬ规范自己的职业选择与行为定向ꎮ 抓住“双一流”建设的契机ꎬ推进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ꎬ有助于规范学校成员的行为ꎬ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功能ꎬ有利于促进决

策科学化与民主化ꎬ使大学各项工作有章可循ꎬ促进大学水平的提高ꎬ实现内涵式发展ꎮ
(一)提升大学的内涵与高质量发展的契机ꎬ深化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

“双一流”建设加快了高等教育全方位、多领域的深化改革ꎬ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系统性、耦
合性等特征ꎮ 就改革内容而言ꎬ涉及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高校评价机制改革等诸多领域ꎬ既有大学内部的改革ꎬ也涉及大学

与政府、社会关系的调整ꎮ 因此ꎬ需要积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ꎬ落实和扩大大

学办学自主权ꎬ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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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ꎬ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ꎬ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ꎬ着力提高教育质量ꎬ大力促进教育公平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ꎮ”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４
日ꎬ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视察时强调指出:“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ꎬ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ꎬ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ꎬ
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ꎮ”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

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优化学科结构ꎬ凝练学科发展方向ꎬ突出学科建设重

点ꎬ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ꎮ”同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ꎬ«方案»是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迈向高

水平的重要指导方针ꎬ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ꎬ为推动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指明了方向ꎬ也为大学综合改革提供了动力ꎮ «方案»总体目标是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ꎬ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ꎬ提高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水平ꎮ 因此ꎬ加快研究大学内部管

理制度及其建设意义深远ꎮ
(二)规范学校成员的行为契机ꎬ发挥制度的约束功能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对于学校的每个成员都具有约束力ꎮ 一个大学的正常运行需要制定各种

规则和程序ꎬ而这些规则和程序ꎬ就构成了大学内部管理制度ꎮ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作用ꎬ是通

过将大学管理理念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标准化而实现的ꎮ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要充分发挥效

用ꎬ就要做到:第一ꎬ全员参与性ꎮ 学校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学校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ꎮ 学校领

导和教职员工、学生ꎬ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ꎬ不可懈怠ꎬ每个岗位的人都要明确自己的职责ꎬ相
互扶助ꎬ共同前进ꎬ强调全员参与和团队配合ꎮ 第二ꎬ体系完整性ꎮ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能够充分

发挥效用的前提ꎬ就是管理体系的全面完整性和协调性ꎬ强调每一环节都要完备ꎮ 要详细规划行

政、学术、后勤等工作的每一道流程ꎬ并且明确规定各个流程的负责人ꎮ 还要制定详细的规划方

案ꎬ说明执行的步骤ꎬ并形成规范的、对学校各方面都有强大约束力的规章制度ꎮ 第三ꎬ具备全程

性ꎮ 以完成学校教育质量为目标ꎬ分阶段ꎬ分环节ꎬ以阶段性任务的完成ꎬ来实现学校的工作任

务ꎮ 要具备全程性值得注意的一点是ꎬ要对工作的各个方面加以了解和控制ꎬ保证工作全程性的

实现ꎮ 第四ꎬ具备工作高效性ꎮ 要求工作高效性就是要求学校的管理高效率且各项工作高质量

完成ꎮ
(三)促进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契机ꎬ提升大学建设高水平

一流的大学大都具有一套一流的内部管理制度ꎮ 一套系统规范的管理制度体系能够为教师

工作热情的激发及学生学习动力的增强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ꎮ 世界一流大学都致力于促进大学

水平的提高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ꎮ «经济学家»的一篇调查报告认为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并

不是因为其经费充足ꎬ而是因为大学的相对独立以及完整的大学管理规章制度ꎮ 大学具有很强

的灵活性和自主性ꎬ因此能够迅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ꎮ 我国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考

虑如何变革其内部管理制度ꎮ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愈完善ꎬ学校人才培养才会水到渠成ꎬ才能够最

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为大学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ꎮ 但是ꎬ目前不少

大学的决策不够严谨ꎬ存在较为严重的随意性ꎬ导致学校决策的失误ꎮ 科学的大学内部管理制度

的建立ꎬ有利于促进学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ꎮ 就大学的质量发展而言ꎬ高水平的制度建设必

然带来极富效能的管理举措ꎬ高目标管理举措也势必相应地推动制度建设上台阶、上水平ꎮ 大学

的规章制度建设会强化乃至倒逼管理者“与时俱进、正向调试”的管理思维ꎬ以更高标准、更大作

为和更严要求切实完善和提升学校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ꎮ 大学作为制度建设的主体ꎬ通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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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创新促进制度建设和精细化管理ꎬ优化大学资源配置方式ꎬ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益ꎬ真正实现以

制度建设为“纲”ꎬ以高效能管理为“目”ꎬ通过纲举目张最终指向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水平的日

臻完善ꎮ

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构建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路径

为了加快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力度ꎬ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ꎬ必须改革和创新大学内部管理

制度ꎬ使其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ꎬ为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管理制度保障ꎮ
(一)秉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精神ꎬ转变管理方式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ꎬ担负着教书育人、科研创新、服务社会等职能ꎬ大学内部的各

组织紧密而又灵活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其职能ꎮ 针对当前大学内部治理中存在行

政权力泛化与学术权力虚化的实际现象ꎬ应厘清两者的关系ꎬ坚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ꎮ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不仅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ꎬ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应然价

值追求ꎮ 首先ꎬ需要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ꎬ推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对

话ꎮ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割裂与压制只会造成大学组织精神涣散ꎬ只有推动两者之间的交

流ꎬ才能实现真正的包容和理解ꎮ 学术与行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有着各自的性质与张力ꎬ应切

实遏制行政权力在学术权力范围内泛化的现象ꎬ避免权力越位ꎬ以保障大学回归学术的本质属性ꎮ
牢固树立价值中立的原则ꎬ价值中立原则是学术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ꎬ它要求学术界的专家尽力避

免外界政治因素的影响ꎮ 价值中立也可以被理解成大学的纯公立性ꎬ即大学不会着眼于自己独立

的利益ꎬ只会致力于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ꎬ而且这种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服从知识公有的原则ꎬ是
超越国界、为全人类服务的ꎮ 作为行政管理者ꎬ应切实推进“放管服”改革ꎬ增强自身的服务意识ꎬ将
学术事务权力交还给学术组织ꎮ 作为学术组织者ꎬ应树立“学术本位”的思想ꎬ建立健全学术组织与

规章制度ꎬ积极参与到大学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中ꎮ 其次ꎬ实现大学内部管理模式ꎬ由管理学术型向

学术管理型转变ꎮ 以往我国大学内部管理权力主要在校内行政部门和管理人员手中ꎬ学术机构与

教师作为辅助参与ꎬ这种管理的基本范式叫作管理学术型ꎮ 其基本特点表现在组织原理、组织机

制、权力分配、人员构成及运转模式等方面ꎮ 在组织原理上ꎬ以往大学内部管理的基础是行政管理

模式ꎬ大学在内部管理机构的组织原理上效仿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ꎮ 在组织机制上ꎬ由于对政府管

理模式的效仿ꎬ大学内部管理呈现出行政机关化的特点ꎮ 在权力分配上ꎬ管理权力大多集中在行政

部门及人员手中ꎬ学术人员往往无法参与到管理环节之中ꎮ 在人员构成上ꎬ与权力分配特点相一

致ꎬ学术职能部门也往往由行政人员组成ꎬ而将学术人员隔离在核心地位之外ꎮ 在运转模式上ꎬ管
理学术型模式通常会在学术领域采用行政化的操作流程ꎮ 学术管理型则与管理学术型相反ꎬ是一

种由学术人员主导、行政人员积极参与决策的新范式ꎮ 这种新型管理模式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大学

内部管理的传统模式ꎬ更加符合大学内部管理活动的基本特点与规律ꎬ能够促进行政与学术人员之

间良好关系的确立ꎬ从而保障学术职能部门的权力ꎬ也促使大学内部管理的运作更加切合学术自

由、政校分开的特点ꎮ① 学术本位的管理模式倡导行政权力由过去的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ꎬ呼吁

“有限行政、学术至上”ꎬ改变以往行政权力为主导并侵犯学术权力的局面ꎬ为学术人员权力的回归

奠定基础ꎮ
(二)强化依法治校的认识ꎬ完善承载学校文化的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是由大学的权力机构制定的管理学校的规范性文件ꎬ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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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校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ꎬ并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ꎬ以文本的形式对大学的性质、办学宗旨、主
要任务和内部管理体制等重大、基本问题作出详细规定的治校总纲ꎮ

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实施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ꎮ 要推动“双一流”建设ꎬ高校的注意力恐怕

不能仅局限于学科建制、规章制度的小修小补ꎬ而根本在于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鲜明特色ꎬ
形成独树一帜的办学风格ꎬ最终以“一校一章程”的形式得以呈现ꎮ①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指出:“引导和支持具备较强实力的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
别化发展ꎮ”学校章程是学校文化的承载者ꎬ是实现特色办学的规程ꎮ 为避免大学章程制定中的

趋同性ꎬ增强章程的适用性和可行性ꎬ各高校在制定大学章程时应尽可能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事项的基础之上注重考虑本校的特殊情况ꎬ反映本校特色ꎮ 需要改变国家

要求制定“国家大学章程”的错误观念ꎬ而是要树立根据国家法律规章制定“校本的大学章程”的
全新意识ꎮ 大学章程的制定权力是否在大学自身ꎬ则是大学获取自治权的一项核心内容ꎬ章程的

制定权一般由大学举办者或其代理人代表及相关利益主体代表来行使ꎮ 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不仅

包括举办者ꎬ还包括大学成立前就存在的利益主体ꎮ 因此ꎬ大学章程的制定一方面要鼓励全校教

师参与章程的制定与修订ꎬ形成一种新的治校文化ꎮ 由于章程的内容涉及学校的方方面面ꎬ因此

它的制定和修订必然体现各方面的利益ꎮ 师生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ꎬ有权参与学校的发

展和重大事项的决策ꎬ只有师生真正从大学章程中受益ꎬ才能真正体现章程的效益ꎮ 因此ꎬ不论

是从学校主体应具备的权力角度ꎬ还是从维护师生权益的角度看ꎬ章程的制定和修订都要鼓励师

生参与ꎬ形成全体成员的凝聚力ꎮ② 同时ꎬ制定大学章程时ꎬ需对社会力量参与大学问责的机制

进行科学设计ꎬ确定社会参与大学问责的主体资格标准及其结构组成、参与形式和方式、问责领

域等ꎮ 应设计公民和社会组织科学的、有效的、有序的大学问责参与机制ꎬ否则社会问责事项容

易出现随意性和表面化的问题ꎮ③

(三)明确“双一流”建设的制度安排ꎬ完善基本制度体系

为了加大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力度ꎬ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ꎬ必须改革和创新大学内部管理

制度ꎬ使其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ꎬ为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管理制度保障ꎮ
首先ꎬ加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整合ꎮ 一方面ꎬ加大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资源与利益整合ꎮ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加强交流和互动ꎬ共享优质资源ꎬ推进学术组织之间利益共生、协同发展ꎬ
整合不同的基层学术组织制度与规范ꎮ 在不同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实现了资源与利益整合之后ꎬ
通过显性或隐性的制度和规范对其进行固定化和制度化ꎬ为柔性的资源共享、利益一体化提供组

织和制度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整合不同的基层学术组织之间的价值ꎮ 在知识专门化和学科分化的

情况下ꎬ学科、组织边界林立ꎬ不同学科和不同基层学术组织各有其内在的话语体系、学术规范以

及特有的学科文化和组织文化ꎮ 通过组织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基层学术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合

作ꎬ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ꎬ并通过制度的制定和刚性组织的建立使这种交流与合作固

定化、规范化ꎬ从而为不同组织成员的价值认同奠定基础ꎮ
其次ꎬ完善教学和科研评价机制ꎮ 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对于提升教学、科研效率ꎬ促进教学、

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现阶段我国大学科研评估存在重量轻质的弊端ꎬ偏
重科研、轻视教学ꎬ只追求数量而不问质量的现象比比皆是ꎮ 这种评价方式滋长了学术界的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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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芳:«“一校一章程”如何撬动“双一流”»ꎬ«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ꎮ
刘秋菊:«大学章程的价值诉求之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苏州大学ꎬ２０１１ 年ꎮ
张茂聪:«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３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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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和不端行为ꎬ使教师们将注意力停留在发表论文与出版著作的数量和级别等表面层次ꎬ从而

催生了学术界华而不实的“累累硕果”以及对权威期刊的盲目崇拜等现象ꎮ 因此ꎬ要改变这种虚

假的学术繁荣现象ꎬ大学应当不断完善科研评价方式ꎬ督促教师和科研人员潜下心来认真做教学

与研究ꎬ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导向ꎬ破除“重数量、轻质量”的积弊ꎮ
再次ꎬ构建完善的大学内部监督制度体系ꎮ 高质量的内部监督在于明晰和培育内部监督的

多元主义ꎬ通过制度设计营造各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能力、责任ꎬ激发参与治理的意愿ꎬ将大学内

部监督资源有效地整合到监督体系中ꎬ构建起彼此关联、环环相扣的内部监督问责网络ꎮ 目前ꎬ
我国大学设置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工会等组织机构ꎬ但是其功能发挥往往不尽如人

意ꎮ 其中ꎬ很大一个原因在于ꎬ缺乏清晰的责任界定ꎬ尚未构成一个行之有效、运行有力的内部监

督网ꎬ即使有一些监督功能的发挥ꎬ也因监督力量过于松散而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ꎮ 因此ꎬ要
真正实现内部监督效果ꎬ就要着力构建有力的监督主体ꎬ杜绝大学组织治理权力集中的弊病ꎬ使
得大学监督的责任主体更加多元化ꎬ内部监督运行机制更加民主有效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ａｏｃｏ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ｈａｖｅ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 －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ꎻ “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 －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ꎻ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ꎻ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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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４)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领域与脉络演进
∗①

毕华林　 叶剑强
( 山东师范大学 科学教育与科技创新研究中心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借助当前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点关键词ꎬ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探析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点方向ꎬ
结果显示:高等教育领域职业核心素养研究是当前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焦点ꎬ同时ꎬ大学生通用核心素养及其评

价研究也受到了积极关注ꎮ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核心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

和启示ꎮ
关键词:　 核心素养ꎻ国际研究ꎻ主题领域ꎻ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７－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０１
作者简介:毕华林(１９６５—　 )ꎬ男ꎬ山东荣成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与科技创新研究中心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ꎻ叶

剑强(１９９１—　 )ꎬ男ꎬ浙江温州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与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社会发展视域下中学理科课程的适切性研究”

(ＢＨＡ１４００８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林崇德:«２１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ꎬ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为了应对 ２１ 世纪生活与学习中日益复杂的各类情景和问题ꎬ个体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ꎬ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在瑞士联邦统计局(ＳＦＳＯ)和美国教育部国家

教育统计中心(ＮＣＥＳ)的资助下开展了核心素养的理论和概念基础研究ꎬ旨在通过一个跨学科

的方法与其正在进行的评估项目(ＰＩＳＡ)展开合作ꎬ构建核心素养的理论基础ꎬ为实证研究结果

的解读以及评价指标的开发提供一个参考节点ꎮ 核心素养的研究由此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热点ꎬ
并得到了许多国家或地区、各类国际组织以及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ꎮ 其中ꎬ欧盟委员会颁布的

«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ＯＥＣＤ 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以及美国的«２１ 世纪学习体

系»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ꎮ 对于核心素养的界定ꎬ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有各自习惯

使用的专业术语ꎬ欧盟委员会、ＯＥＣＤ 和澳大利亚均称为“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ꎬ苏格兰和英格兰分

别使 用 “ ｋｅｙ ｓｋｉｌｌｓ ” 和 “ ｃｏ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 ”ꎬ 韩 国 则 较 多 地 使 用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 和 “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ꎬ美国称为“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和“ｃｏ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ꎬ实际上ꎬ许多学者普遍存在交互使用

核心素养术语ꎮ②

本文使用可视化的文献计量方法对 ２０００ 年以来国际核心素养研究领域的重要外文文献进

行梳理和挖掘ꎬ并借助文献计量内容分析软件ꎬ具体通过对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关键词社会网

络、领域聚类以及主题脉络的演化分析来探究国际核心素养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历程ꎬ以
期为国内核心素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和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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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汤森路透旗下数据库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选择核心数据集刊 “ Ｃｏ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输入检索语句 ＴＳ ＝ (“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ｏｒ “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ｏｒ “ ｋｅ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ｒ
“ｃｏ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ꎮ 将检索年限定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ꎬ主
题领域选择为“教育”ꎬ共查阅得到 ４６７ 篇英文文献ꎮ 将所得关键词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统一处

理ꎬ如把“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ｋｅｙ 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以
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统一为“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ꎮ

研究工具为 ＢＩＣＯＭＢ ２.０(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ｔｅｍ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Ｂｕｉｌｄｅｒ)、ＵＣＩＮＥＴ ６.２１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ｔ Ｉｒｖｉｎｅ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Ⅲ以及 ＳＰＳＳ ２２.０ꎮ

首先ꎬ基于 ＷｏＳ 数据库提取所需要的文献原始数据ꎮ 其次ꎬ通过 ＢＩＣＯＭＢ ２.０ 构建关键词共

现矩阵和词篇矩阵ꎮ 然后ꎬ分别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２１２ 和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热点关键词社会网络和聚

类分析ꎮ 最后ꎬ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Ⅲ分析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核心素养研究主题脉络的演变ꎮ

二、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热点关键词社会网络

为了直观得到国际核心素养研究领域关键词之间的内部关联程度ꎬ本文首先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进行了可视化的分析和统计ꎬ具体结果见图 １ꎮ 图 １ 中的圆圈代表的是某一关键词的节点ꎬ
圆圈越大表明对应的关键词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越大ꎬ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代表关键词

之间的相互关系越强ꎮ

图 １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热点关键词社会网络

图 １ 展示了“核心素养”“胜任力”“高等教育”“评价”“课程”以及“技术”等核心关键词构

成的社会网络ꎮ 从节点的大小来看ꎬ“核心素养”最大ꎬ它对其他关键词的控制能力最强ꎬ说明它

控制着本领域其他热门节点的研究方向ꎮ 此外ꎬ“胜任力” “高等教育”和“教育”的节点也比较

大ꎬ表明国际核心素养研究关注高等教育ꎬ即他们对核心素养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个体未来职业发

展所需基本能力为出发点ꎮ 因此ꎬ“受聘能力”“迁移能力”以及“信息通讯技术(ＩＣＴ)”等关键词

是他们关注的热点方向ꎮ
以 ＩＣＴ 为例ꎬ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ꎬＩＣＴ 在教育教学领域逐渐得到了普

及ꎮ ＩＣＴ 不仅仅丰富了课堂的学习环境ꎬ还对教师整合教育技术与教学实践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能

力诉求ꎮ “受聘能力”和“迁移能力”表明西方高等教育ꎬ尤其是科学工程领域更注重职业通用核心

素养的发展ꎬ以化学学科为例ꎬ国外主修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学期间就被教导迁移能力比化学学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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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能“更有用”的理念ꎬ迁移能力、受聘能力等通用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使得美国和英国的相关

组织机构(如 ＲＳＣꎬＡＣＳ 和 ＡＢＥＴ 等)将其编纂进了大学本科学位认证要求之中ꎮ① 可以说ꎬ当前国

际核心素养研究更加重视个体迁移能力和受聘能力等通用职业素质的培养和评估研究ꎮ
从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来看ꎬ除了“核心素养” “胜任力” “高等教育”这些大节点之间的联

系比较紧密之外ꎬ其他节点如“评价”“课程”以及“技术”的连线数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也十分

抢眼ꎮ 这表明国外研究已覆盖核心素养的评价、课程发展、可持续性以及职业发展素养等多方

面ꎮ 热点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为后续基于关键词多维尺度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基础ꎮ

三、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热点领域

基于社会网络和热点关键词的分析ꎬ初步清晰了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以及关键

词的社会网络ꎮ 我们继续将 ＢＩＣＯＭＢ 生成的词篇矩阵通过 ＳＰＳＳ 内含的 Ｏｃｈｉａｉ 参数进行分析ꎬ
最终转化得到一个相似矩阵ꎬ然后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ꎬ以获得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类别ꎮ
图 ２ 展示了当前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四个热点领域ꎬ这四个领域与聚类的结果基本一致ꎮ

图 ２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热点领域

分析图 ２ 可以看出ꎬ领域一分布于第一和第四象限ꎬ主要是基于核心素养的可持续性职业素

养研究以及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研究ꎮ 本领域既是当前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中心领域ꎬ又是未来

值得继续关注的热点方向ꎮ 本领域所指代的职业素养既有基于不同学科背景需求的专业素养ꎬ
如教师教育核心素养、医学核心素养、工程核心素养以及农学核心素养等ꎻ也有面向就业市场的

通用核心素养ꎬ如受聘能力、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等ꎮ 以学科专业素养来看ꎬ医学领域核心素养

的研究占了绝大比例ꎬ教师教育领域核心素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ꎬ并且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

育ꎬ国外高校重视和关注毕业生应具备可持续性的通用核心素养ꎮ
Ｗｉｅｋ 等人在整合可持续性研究和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指出ꎬ可持续性核心素养包含

９９

①Ｄ. Ａ. Ｃａｎｅｌａｓꎬ Ｊ. Ｌ. Ｈｉｌｌꎬ ａｎｄ Ａ. Ｎｏｖｉｃｋｉ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ｋｅ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ｓｋｉｌｌｓ”ꎬ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４１－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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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五个关键要素:系统思考能力、预测能力、规范能力①、策略性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ꎮ②

Ｒｉｅｃｋｍａｎｎ 指出:当前国际上就哪一类核心素养最重要尚在争辩之中ꎬ学者的研究更需关注哪些

核心素养对个体理解全球化社会挑战和促进个体可持续发展最重要ꎬ大学就应重点培养个体这

些核心素养ꎮ③ Ｒｉｅｃｋｍａｎｎ 通过德尔菲研究共提取了 １２ 类促进个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素养ꎬ并
指出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系统性思维、预测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ꎮ

核心素养是课程发展的 ＤＮＡꎬ而课程则是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理念的载体ꎬ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程设计应该通过明晰学科核心素养、规划课程、评估学生核心素养以及协助学生学习来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ꎮ④ Ｋｗａｋ 认为:学校和教师在解读核心素养含义以及整合课程设计的途

径上ꎬ应该享有一定的自主权ꎻ核心素养应该通过学科教学加以实现ꎻ核心素养的教学内容必须

是学生想学的ꎻ应该减少纳入到核心素养课程中的知识ꎻ开发的课程和教材在发展核心素养上要

更具备灵活性ꎮ⑤

领域二为核心素养的评估研究ꎮ 国际上最早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系统性评价是 ＯＥＣＤ 开发

的 ＰＩＳＡ(包括对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的评价)ꎬ这主要得益于 ＯＥＣＤ 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年

实施的大规模跨国研究项目———“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框架与概念基础”(ＤｅＳｅＣｏ)ꎮ 对学生

核心素养的评价ꎬ为后续学生的学习指导提供了必要的信息ꎬ为学校、家长以及教师提供相应的

反馈和指导ꎮ 而为了保证评价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公平性ꎬ国外通常采用整合形成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两种模式ꎬ前者主要有电子档案、问卷调查以及自我评价等方式ꎻ后者更偏重于统一的标

准化测试ꎬ这是当前国内的主流评价方式ꎮ
核心素养评价的最大挑战在于评价的设计和开发成本ꎬ虽然高阶技能诸如批判性思维是可

以通过选择题进行测评ꎬ但是核心素养的测评工具不应仅限于多项选择测试ꎬ还应可以用来评估

创造力、展示学生是如何得出答案甚至可以用合作性学习来完成评估ꎮ⑥ 然而ꎬ这样的测试需要

花更多的经费ꎬ并且改变传统的评价模式还会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利益ꎬ因此ꎬ开发并实施更系统

化的评价体系的困难可想而知ꎮ
领域三为数字化素养的研究ꎮ 数字化素养的概念早在 ２０ 世纪末就已经提出来ꎬ当时仅指理

解和使用一系列数字化设备中所蕴含的信息的能力ꎮ⑦ 步入 ２１ 世纪后ꎬ随着互联网的普及ꎬ信
息通讯技术(ＩＣＴ)得到了快速的发展ꎬ数字化素养也已不仅仅指使用数字资源的能力ꎬ它包含了

在数字化环境下执行任务和解决问题过程中涉及的认知技能和社会情感技能ꎮ ＩＣＴ 在工作、生
活以及学习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ꎬ以其在教育中的作用为例ꎬＩＣＴ 得到了诸多国家和相关

组织机构的重视ꎬ如法国和英国直接将 ＩＣＴ 作为一级目标列入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中ꎬ美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里的规范能力(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指的是对当前现状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规划所展开的适切的可持续性评估能力ꎮ
Ａ. Ｗｉｅｋꎬ Ｌ. Ｗｉｔｈｙｃｏｍｂｅꎬ ａｎｄ Ｃ. Ｌ. Ｒｅｄｍａｎꎬ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２０３－２１８.
Ｍ. Ｒｉｅｃｋｍａｎｎꎬ “Ｆｕｔｕ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ｓｔｅ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Ｆｕｔｕｒｅｓꎬ Ｎｏ.２ꎬ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２７－１３５.
崔允漷:«追问“核心素养”»ꎬ «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Ｙ. Ｓ. Ｋｗａｋ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６２－１６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Ｋａｍｅｈａｍｅｈａ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
Ｅ.Ｖａｎ Ｌａａｒꎬ Ａ. Ｊ. Ａ. Ｍ. Ｖａｎ Ｄｅｕｒｓｅｎꎬ Ｊ. Ａ. Ｇ. Ｍ. Ｖａｎ Ｄｉｊｋꎬ ａｎｄ Ｈ. Ｊｏｓ Ｄ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Ｎｏ.７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５７７－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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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欧盟等国家或相关组织结构将 ＩＣＴ 作为二级目标列入到一级目标数字化素养中ꎮ
此外ꎬ值得注意的是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于 ２００８ 年颁布了基于教师的 ＩＣＴ 核心

素养框架(Ｉ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简称 ＩＣＴ－ＣＦＴ)ꎬ并于 ２０１１ 年颁布了第二版

ＩＣＴ－ＣＦＴꎬ框架的颁布旨在帮助各个国家开发全国性层面的教师 ＩＣＴ 素养的培养策略和标准ꎮ①

框架指出ꎬ一个全面性 ＩＣＴ 教育总体规划不应该缺少 ＩＣＴ－ＣＦＴꎬ并且ꎬ教师仅仅拥有 ＩＣＴ 素养并

将其传授给学生是远远不够的ꎬ他们还需要通过使用 ＩＣＴ 帮助学生成为能够合作、能解决问题以

及充满创造性的学习者ꎮ ＩＣＴ－ＣＦＴ 共包括了以下 ６ 个方面:理解教育中的 ＩＣＴꎻ课程与评价ꎻ
ＩＣＴꎻ教育学ꎻ组织与管理ꎻ教师职业进修ꎮ

领域四为关注合作学习ꎬ重视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能ꎮ 当前的学校课程承载了太多概念和

知识ꎬ而且学生往往被告知只需不断重复地、机械地记忆这些概念ꎬ这容易造成学生只能浅层次

地了解这些概念ꎮ 合作学习强调学生个体的社交性互动过程ꎬ互动的过程是师生、生生之间的多

向深度交流过程ꎬ是一种高度关注社交性互动对学业成就影响的学习方式ꎮ 批判性思维和沟通

技能作为 ２１ 世纪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ꎬ得到了诸多国家、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机构的重视ꎮ 基于

合作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能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ꎬ且效果显著ꎮ 合作学

习的类型比较丰富ꎬ有基于项目的合作学习、任务驱动式合作学习以及线上合作式学习等ꎮ
传统的合作学习方式是以面对面的社交性互动形式展开的ꎬ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ꎬ

ＩＣＴ 为促进合作学习以及个体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能的发展提供了新途径ꎮ 基于网络的合作学

习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方向ꎮ 数字化合作学习给教育带来诸多便利(如低成本、高效性、便捷性

等)ꎬ并且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以及全息技术的不断普及ꎬ基于互联网的合作式学

习为个体带来了更生动和更直观的体验ꎮ 但是ꎬ数字化合作学习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的面对面

的互动式合作学习ꎮ 因为人与人面对面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

影响是网络科技所不能代替的ꎮ 英国 Ｇｕｉｌｌｅｒ 教授 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生生合作与批判性思维:面对

面还是线上讨论?»其被引频次至今已经超过 １００ 次ꎬＧｕｉｌｌｅｒ 指出:不存在面对面或线上讨论谁更

优的问题ꎬ不同类型的合作学习模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ꎬ具体教学实践应

该积极吸收并整合两者的优点ꎮ②

四、国际核心素养研究主题脉络演化

为梳理 ２０００ 年以来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脉络ꎬ我们借助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绘制了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热点的时区图(Ｔｉｍｅｚｏｎｅ)ꎮ 根据热点时区图并结合社会网络和热点领域的分

析ꎬ我们发现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间ꎬ高等教育领域职业通用核心素养(如胜任力、迁移能力、受
聘能力、沟通技能等)的研究一直是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点话题ꎬ这表明国际核心素养的研究

始终是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和出发点ꎮ 具体来看ꎬ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期间ꎬ“学校”“课程”“学生”作为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点得到了大量关注ꎮ 此后ꎬ随着核心素养研究的不断深入ꎬ“评价” “学
习”以及“物理学”等学科教育领域核心素养及其评价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ꎮ ２０１４ 年ꎬ“教师

教育”开始凸显ꎬ表明国际核心素养的研究开始关注教师核心素养研究ꎮ 综括而言ꎬ２０００ 年以来

１０１

①

②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ＣＴꎬ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

Ｊ. Ｇｕｉｌｌｅｒꎬ Ａ. Ｄｕｒｎｄｅｌｌꎬ Ａ. Ｒｏｓｓꎬ “Ｐｅ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ꎬ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１８７－２００.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的统整研究ꎻ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证研

究ꎻ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ꎮ
(一)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的统整研究

步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各国政府机构和世界教育组织对核心素养的内涵、定义以及地位的逐渐

清晰与界定ꎬ核心素养视域下课程的角色定位及其发展路径开始得到系统化的关注和重视ꎮ 核

心素养作为课程设计和发展的关键 ＤＮＡꎬ要统整不同学段的语言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
程技术、体育以及心理健康等学校课程ꎬ要建立实质关联、垂直连贯的课程体系ꎬ以保证每一门课

程都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ꎮ 所谓实质关联是指不同学科课程(科学和人文等学科课程)之
间、课程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间的实质性联系ꎻ而垂直连贯则指不同学段(幼儿园到高中的学

校课程)之间的连贯性ꎮ①

新西兰 ２００７ 年颁布的面向 １—１３ 年级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课程体系«新西兰课程»就是一

个例子ꎮ 从整体结构来看ꎬ该课程体系分别从 ８ 项价值观(卓越ꎬ创新、探究和好奇心ꎬ多样性ꎬ
平等ꎬ尊重等)、５ 类关键能力(思考ꎬ使用语言、符号和文字ꎬ自我管理ꎬ人际交往等)以及 ８ 个学

习领域(英语ꎬ艺术ꎬ健康与体育ꎬ数学与统计ꎬ科学等)这三大维度进行了统整和关联ꎮ 其中ꎬ８
个领域的学习除了需要遵循这些学习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ꎬ还要将其与价值观、关键能力进行关

联ꎮ 同时期发布的«新西兰课程:按水平呈现的成就目标»对 ８ 个学习领域分别从内容和标准上

规定了所有学生通过学校学习所能达到的 ８ 种水平ꎮ 并且ꎬ每个学习领域在各自 ８ 种水平上又

有与之相对应的 ２ 级主题、３ 级主题以及具体的内容标准ꎮ 各学习领域 ８ 个水平的划分依据了

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ꎬ并按照 １—６ 年级、７—１０ 年级、１１—１３ 年级 ３ 个阶段连贯地呈现ꎮ 可以看

出ꎬ新西兰课程体系中所提出的不同水平下不同学科的成就目标ꎬ着力体现核心素养与具体学科

内容的融合ꎮ
西班牙的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课程体系是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ꎮ 西班牙课程将语言沟通能

力、数学能力、个人主动性等 ８ 类核心素养要求整合到了个体 ２ 个连贯性学习阶段(小学知识领

域和中学各类学科)之中ꎮ 该课程体系还为每个知识领域和学科建立了相应的目标、内容、方法

和评价标准ꎮ 并且ꎬ核心素养与知识领域、学科之间存在多重交叉联系ꎬ如某些核心素养是所有

领域发展的共同目标ꎮ 为了保证学生获得相应的核心素养ꎬ该课程体系指出必须要实现课程的

有效统整ꎬ因此ꎬ需要重视以下五个水平的工作:水平一ꎬ通过对每类核心素养的界定来整合课程

设计中的各个元素ꎻ水平二ꎬ基于各类共享任务的结构(如实践活动)来生成课程ꎻ水平三ꎬ整合

那些能够管理学校课程的各类教学模式和方法ꎻ水平四ꎬ整合用以评估核心素养学习的标准和工

具ꎻ水平五ꎬ整合不同领域和学科中正式( ｆｏｒｍａｌ)、非正规(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ｌ)和非正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学习

的课程形式ꎮ②

(二)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

在基础教育领域ꎬ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相继发布了系统、完善的核心素养框架ꎬ并
将其与学校知识领域和学科课程进行了统整和关联ꎮ 在此基础上ꎬ学科核心素养研究开始受到

重视ꎮ 以化学学科为例ꎬ澳大利亚的 Ｏｖｅｒｔｏｎ 教授总结了国际化学教育领域共同关注的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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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水平划分与干预实例»ꎬ«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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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ꎬ如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科学思维、自我效能感、ＩＣＴ 等ꎮ①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的 Ｓｈｗａｒｔｚ 教授将中学化学素养分为学科知识(基本观念与核心概念)、高阶学习技能(决策、推
理能力等)、情感态度(学习化学的兴趣)以及化学情景(解释日常情景、参与和化学相关的社会

议题)ꎮ② 后来ꎬＳｈｗａｒｔｚ 教授又依据学生能力水平将中学化学素养分为:名义性素养(识别化学

学科中的概念)ꎻ功能性素养(定义某些化学核心概念)ꎻ观念性素养(个体基于对化学概念的理

解来解释化学现象)以及多维性素养(运用化学知识帮助理解科普小短文、各类商业广告和网络

资源中涉及到的相关化学信息ꎬ又称“高阶化学素养”)ꎬ并指出化学素养的培养需要重视以下教

学策略:借助具体情景呈现概念ꎻ重视核心概念的教学ꎻ更好地组织学生已有的知识ꎻ侧重发展高

阶学习技能ꎻ使所有学生保持学习化学的兴趣和需求ꎮ③

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的是ꎬ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科不仅种类繁多ꎬ且更加专业化、职业化ꎮ 大

学生由于面临着来自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ꎬ他们在校期间所需发展的职业核心素养得到了诸多

研究者的关注ꎮ Ｓｕｔｅｒ 等人通过访谈提取了一线卫生职业人员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协作式实践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所需具备的两大核心素养:角色理解和沟通技能ꎬ并指出当前高校卫生职

业课程亟需把角色理解和沟通技能融合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ꎬ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传统卫生领

域知识和技能的习得ꎮ④ Ｋｉｍ 等人通过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收集了高校旅游和酒店专业学生所需

要具备的核心素养ꎬ主要有体贴的态度、沟通能力、系统性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目标导向型 ５ 个

维度ꎮ⑤ Ｇｅｒａｅｉ 收集了图书馆和信息科学(ＬＩＳ)专业领域的 １２ 类核心素养ꎬ如信息技术、计算机

素养、英语语言、批判性思维、职业道德、沟通技能等ꎮ⑥ 可以看出ꎬ国际高等教育领域职业核心

素养体系除了含有符合各学科特征的核心素养(如角色理解、体贴的态度以及计算机素养等)之
外ꎬ沟通技能、系统性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等通用核心素养也是相应职业核心素养框架中不可或

缺的要素ꎮ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的深入统整以及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的不断完善促使研究者开始思考教

师核心素养(通用教师能力)的问题ꎮ 由此ꎬ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教育及其专业发展(培训)开始

得到关注ꎮ
以美国为例ꎬ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落实核心素养理念ꎬ美国 ２１ 世纪学习联盟发布了«２１ 世纪

职业发展»«职前教师 ２１ 世纪知识与技能»和«专业发展: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实施指南»ꎮ ３ 份文件

分别从教育工作者、教师专业发展以及核心素养的实施三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介绍ꎮ 对于教育

工作者而言ꎬ文件指出他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适切的准备:领导能力、项目设计(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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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评价)、学习环境、合作关系以及持续进步ꎮ 而一线教师有效的专业发展则需要包含以

下几个方面:理解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并能够将它们整合到常规性教学中ꎻ带动学生积极开展合作

学习ꎻ构建学习共同体ꎻ利用专业知识在学校或学区开展指导、辅导以及团队教学ꎻ作为学习促进

者的角色ꎻ能够使用 ２１ 世纪工具ꎮ 此外ꎬ为了让各州、各地区以及各类学校保证一线教师能够将

核心素养理念有效地整合到教学之中ꎬ文件还给出了以下指导意见:开发指向核心素养发展教学

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ꎻ将核心素养整合到教师教育以及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中ꎻ构建教师领导力模

型ꎻ保证教师数字化素养得到训练ꎻ构建围绕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ＰＬＣ)ꎻ将核心素

养整合到教学大纲之中ꎮ
欧盟于 ２０１３ 年颁布了«支持教师教育者:为了更好的学习结果»和«支持教师胜任力发展:

为了更好的学习结果»ꎮ 两份文件详细阐述了教师素质的定义、内涵ꎬ回答了为什么需要进行教

师素质框架的开发及其价值ꎬ最后给出了教师素质的基本框架:反思教学中使用的文化和情景ꎻ
能动性ꎻ以文化信任为基础ꎻ专业化发展ꎻ详细的教学目的ꎻ与时俱进ꎻ适切的语言表达ꎮ 两份文

件的主要内容和框架依托欧盟 ２０１３ 年对 １９ 个成员国开展的国际教与学调查(ＴＡＬＩＳ)ꎬＴＡＬＩＳ 分

析了这些国家教师短缺现状、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教学工作的吸引力、新手教师教育、持续的职

业发展、教学实践、教师评价与反馈、学校领导等 ７ 个维度的基本情况ꎮ 显然ꎬ欧盟教师素质框架

是综合分析了欧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经济水平等多元背景之后所提出的ꎬ社会

性因素成为该教师素质框架制定的关键节点ꎮ 当然ꎬ该教师素质框架是在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

价值观等核心素养的基础之上构建的ꎬ诸如 ＰＣＫ、学科知识、合作与沟通技能、迁移能力等核心

素养为构建教师素质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ꎬ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门关键词主要有“胜任力”“高等教育”“评价”“课程”“可
持续性”“迁移能力”“受聘能力”“批判性思维”“ ＩＣＴ”等ꎮ 围绕这些热点关键词ꎬ借助知识图谱

技术探析了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热点方向ꎬ结果显示:高等教育领域职业核心素养研究是当前国

际核心素养研究的焦点ꎬ此外ꎬ大学生通用核心素养及其评价研究也受到了积极关注ꎮ 时区视图

的结果表明ꎬ２０００ 年以来国际核心素养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与学校课程的统整阶段、学科

核心素养的实证阶段以及教师核心素养建构阶段ꎬ其中ꎬ高等教育领域的职业(学科)核心素养

研究是国际核心素养研究领域一直关注的热点ꎮ 国际核心素养的研究发展对当前我国核心素养

研究有以下启示:
第一ꎬ构建高等教育职业发展核心素养框架ꎮ 国际核心素养研究存在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

育并行发展的情形ꎬ且更重视高等教育领域不同专业职业核心素养和通用核心素养发展研究ꎮ
如医学教育、护理教育以及图书管理员等职业发展核心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ꎮ 又如ꎬ大
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了大量有关受聘能力、迁移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通用核心素养的培训ꎬ这为他

们未来就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当前我国核心素养研究比较注重理论的顶层设计ꎬ且重点关注

基础教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ꎬ而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ꎮ 近两年创新创业教育正在全

国高校如火如荼地展开ꎬ许多高校增设了创新创业教育学院ꎬ旨在为社会培养并输出一批具有创

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ꎮ 如何构建基于创新创业的核心素养框架ꎬ应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核心素养研究的重要内容ꎮ
第二ꎬ构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素养框架ꎮ 随着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的不断深入ꎬ教

４０１



毕华林　 叶剑强:国际核心素养研究的主题领域与脉络演进

师应该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ꎮ 教师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者ꎬ教师

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思维方式(如批判性思维)、学习方式(如沟通与合作)以及学习工具(如信息

通讯技术)等ꎮ 欧盟 ２０１３ 年颁布的教师素养文件汇总了教师核心素养的各个要素ꎬ包括知识

(学科知识、ＰＣＫ、课程知识、教育科学知识、教育政策等)、技能(教学材料与技术的使用、管理、
评估教学、谈判技巧、反思性思维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论信念、自我效能感、自身教学的

批判性态度等)ꎮ 这一核心素养框架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ꎬ应充分吸收借鉴并转化为我国教师

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ꎮ
第三ꎬ构建可持续性的课程和评价体系ꎮ 为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ꎬ当前亟需构建基

于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垂直连贯和实质关联的学科课程体系ꎮ 要明确核心素养与已有学科课

程之间的对应与关联ꎬ从各学段、多学科指向同一项或同样的几项素养ꎬ从而实现核心素养与已

有课程体系的融合ꎮ 为了应对 ２１ 世纪信息化时代所面临的诸多挑战ꎬ教育评价也需指向 ２１ 世

纪核心素养ꎮ 当前ꎬ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ꎬ学生学习的痕迹大

量存在信息环境之中ꎮ 因此ꎬ在评价手段上ꎬ除了需要丰富和扩展总结性评价以及重视形成性评

价之外ꎬ还需要注重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ꎮ 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评价体系相比ꎬ
我国核心素养评价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ꎮ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Ｂｉ Ｈｕａｌｉｎꎬ Ｙｅ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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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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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ＫＣＲ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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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４)

国家规划布局下省域高等教育的
战略转型与改革发展
———以山东省高等教育为例∗①

韩　 萌
(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ꎬ省域高等教育在国家规划布局下进行了战略转型ꎬ从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竞争力

等方面经历了以“破冰修正”“规模扩张”和“共享创新”为主的三次战略性调整ꎬ呈现出整体性、区域性与特色性

相结合的特征ꎮ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表明ꎬ以“共享创新”为理念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是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

平、建设中国特色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根基和方向ꎮ
关键词:　 省域高等教育ꎻ跨越式发展ꎻ战略转型ꎻ共享创新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６－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作者简介:韩萌(１９８４—　 )ꎬ女ꎬ山东肥城人ꎬ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２０１８Ｔ１１０６７３)、面上资助项目 “竞争与共生:一流大学联盟机制研究” ( ２０１７Ｍ６１２２４３) 和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

(２０１８ＷＬＪＨ１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国家总体规划»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ｆｚｇｇｇｚ / ｆｚｇｈ / ｇｈｗｂ / ｇｊｊｈ.

　 　 省域高等教育发展ꎬ是指在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下ꎬ以实现区域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为宗旨的全局性决策与谋划ꎬ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战略措施ꎮ 本文以山东

省为例ꎬ探讨改革开放以来ꎬ省域高等教育如何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ꎬ实现“精英教育”—“大
众教育”—“内涵教育”的历史性跨越ꎬ以及省域高等教育在支持经济发展、科学研究、文化传承、
社会服务、办学体制改革、教育资源整合、教学质量提升、教育国际化等方面的战略转型ꎮ

一、国家“五年规划”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

国家高等教育规划中的改革路向、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ꎬ既是省域高等教育进行调整与转型

提升的重要依据ꎬ也决定着其发展特色和基本面貌ꎮ 为进一步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ꎬ我国自 １９８１ 年“第六个五年”规划起ꎬ迄今已制订了 ８ 个

“五年规划”②ꎮ 这些规划是省域高等教育战略调整与转型的总指导ꎮ
在国家 ８ 个“五年规划”方针、路线和政策中ꎬ“规模”“人才”和“创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国家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目标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词ꎬ呈现出三个较为突出的战略倾向ꎮ
其一ꎬ高等教育规模扩张ꎬ稳步走向“中国模式”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专科、本科、研究

生招生规模急速扩张ꎬ到 ９０ 年代初“使规模有较大发展ꎬ结构更合理ꎬ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ꎬ９０
年代末调整为“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ꎮ 经过近 ４０ 年发展ꎬ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底ꎬ我国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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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学率达到 ４５.７％ꎬ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ꎬ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ꎮ①

其规模化扩张经历了一个“扩大、合理、再扩大”的调整过程ꎬ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ꎮ
表 １　 国家“五年规划”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

五年规划 国家战略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方略

１
“六五”规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

首次提出

教育是科技生产力

专、本、研招生规模扩张ꎬ扩大学生受教育机会是这一时期的重点

任务ꎮ 高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ꎬ但仍处于计划经济时

代ꎮ

２
“七五”规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是

“七五”时期的重点项目

通过高校和成人高等教育ꎬ在五年内培养近 ５００ 万高级专门人

才ꎬ比“六五”期间增长一倍ꎬ并赋予高校部分办学自主权ꎮ

３
“八五”规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提升质量

把握政治方向

首次将质量置于数量之前ꎬ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ꎬ在国

际化趋势推动下ꎬ开始完善出国留学政策ꎮ

４
“九五”规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首次提出

“科教兴国战略”

开始实施高校“２１１ 工程”ꎬ提出高等教育发展要形式多样化ꎬ包

括对在职学历、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拓展ꎮ

５
“十五”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提出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

强力推进“２１１ 工程”ꎬ深化教育体制改革ꎻ大力发展大众化、社会

化、终身化教育体系ꎮ

６
“十一五”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优先发展教育

优化体制结构

关于教育事业计划的章节目录为«优先发展教育»ꎬ要求全党全

国、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ꎬ扩大高校自主权ꎮ

７
“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强调

“创新驱动”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ꎬ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ꎬ提倡高校与企业联

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ꎬ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ꎮ

８
“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提升全面教育及

教育科技化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ꎻ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

育振兴计划ꎬ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ꎮ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八个“五年规划”文本内容整理而成

其二ꎬ确立“人才优先”战略ꎬ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世界发展的一个

鲜明特征ꎬ就是人才资源优先开发和人力资本优先积累ꎮ 将人才规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标志着我国首次将人才战略与经济、文化等共同确立为国家战略ꎮ 在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１４ 项重大战略中ꎬ“人才”属于优先发展战略ꎬ也是“人才强国”战略的

细化与延伸ꎮ 我国把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开发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ꎬ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

制和政策创新ꎬ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ꎬ充分体现出我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必将从

“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ꎮ
其三ꎬ服务国家战略ꎬ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ꎮ 我国从“七五”规划提出“重点大

学建设”ꎬ到启动“２１１ 工程”“９８５ 计划”“２０１１ 协同创新计划”ꎬ以及 ２０１５ 年部署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ꎬ均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ꎬ对部分顶尖大学重点布局ꎬ培养一流人才ꎬ强
化一流学科ꎮ 当然ꎬ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也存在身份固化、财政资源配置不均、“马太效应”等

７０１
①教育部:«２０１７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 / ｊｙｂ＿ｓｊｚｌ / 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 /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问题ꎬ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ꎬ搭建信息平台ꎬ形成多元文化共享以及多学科跨界合作ꎬ积极参与

全球范围的文化竞争ꎬ以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ꎮ

二、国家规划布局下山东高等教育的战略转型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ꎬ
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ꎮ”改革开放以来ꎬ山东省根据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部署ꎬ对教育制度、教育结构、运行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调

整ꎬ并取得辉煌成就ꎮ 纵观山东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程ꎬ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性跨越阶段ꎮ
(一)以“破冰修正”为主的调整式转型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
这一阶段是“改革试水”阶段ꎮ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ꎬ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ꎬ作

出恢复高考的战略决策ꎮ 山东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和教学改革方面逐步修正“文革”时期遗留

的历史问题ꎬ标志着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肇始ꎬ也是发展期的来临ꎮ
与“文革”时期相比ꎬ山东省制定的新高考招生有三个重大变化:一是恢复统一的文化考试ꎬ

采取自愿报名、学校录取、招办批准的流程择优录取ꎻ二是恢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ꎻ三是山东农

业院校除了普通班ꎬ继续举办“社来社去”班ꎮ①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重点高校建设”ꎮ 由于“文
革”期间学校下放ꎬ一些基础雄厚的大学失去重点发展优势ꎬ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ꎮ １９７８
年ꎬ国务院提出:“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校是一项战略措施”ꎮ 经教育部批准ꎬ山东大学、山东

海洋学院、华东石油学院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ꎮ② １９８３ 年ꎬ在新中国第一批自主培

养的 １８ 名博士生中ꎬ就有山东大学潘承洞院士的博士生于秀源ꎬ这说明当时山东省重点大学的

人才培养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ꎮ③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１ 年是省域高等教育的推进改革期ꎮ １９８５ 年ꎬ党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ꎬ吹响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号角ꎮ 为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ꎬ山东省

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方面ꎬ除大力发展专科教育ꎬ正常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外ꎬ还采取研究生班、在
职研究生、委托培养等形式ꎻ在专业调整方面ꎬ重视优势专业、长线专业ꎬ发展短线专业、应用专

业ꎬ强化薄弱专业及新兴专业ꎻ在管理体制方面ꎬ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ꎬ加大学校对教育经费和基

建投资的使用权ꎮ
以恢复高考为标志的调整期是省域乃至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ꎮ 其中ꎬ成效最大的

是省级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ꎬ保障了高等教育经费的固定来源(见图 １)ꎮ 同时ꎬ扩大了高校自主

办学权ꎬ调动了高校和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ꎮ 此次改革ꎬ冲破了以往诸

多政策上的藩篱和羁绊ꎬ使山东高等教育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齐全的完整体系ꎬ拉开

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ꎬ为其后高校的合并扩张奠定了基础ꎮ
(二)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１１ 年)
这一阶段是“资源重组”阶段ꎬ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ꎬ我国高等教育在反思中逐步由原苏

联模式向欧美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转变ꎮ 按照国家“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ꎬ高校合

并、资源重组、强强联合、升格更名ꎬ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潮流ꎮ

８０１

①

②
③

“社来社去”班是指:推行教育、生产、实践相结合ꎬ农学院搞开门办学ꎬ在农村招收学生ꎬ培养实用技术人才ꎬ学生完成学

业再回到农村去为生产服务ꎬ为贫下中农服务ꎮ
刘继荣、池临封:«重点大学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示范作用»ꎬ«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４ 期ꎮ
栾开政主编:«山东高等教育史(１８４０－２０００)»ꎬ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４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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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东省教育事业费投入变化趋势(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年)

山东省政府在 １９９２ 年印发了«关于高等教育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ꎬ
提出对高校进行合并、扩建ꎬ增加走读生ꎻ实行自主择业ꎬ逐渐退出国家分配的制度ꎻ按照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结构ꎬ发展短缺和新兴学科ꎬ扩大专科和研究生的比例等改革举措ꎮ 为进

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ꎬ山东省通过合并组建新的青岛大学ꎬ对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进行国

家与地方共建ꎮ １９９８ 年ꎬ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实现自 １９５２ 年院系调整以来最大规模的“院校合

并”ꎬ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应运而生ꎬ备受国内外瞩目ꎮ 随后在山东省政府推动下ꎬ教育部将山

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山东大学ꎮ 自此ꎬ山东省域高等教育形成“强
强联合”的战略新布局ꎬ从适度发展的路径ꎬ转入加速发展的轨道ꎮ

图 ２　 山东省高校数量和招生数量变化趋势(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

经过近 ２０ 年的规模扩张(见图 ２)ꎬ山东省内高校由 ５１ 所增加到 １２８ 所ꎻ招生数由 ５.８ 万人

增加到 ５０.１ 万人ꎻ在校学生从 １３.１ 万人猛增到 １５９.３ 万人ꎻ教职工人数从 ４.８ 万人增加到 １３.７
万人ꎬ其中专任教师由 １.８ 万人增加到近 ８.９ 万人ꎬ逐步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ꎮ 从地域空间分布

上看ꎬ山东各地级市均通过合并、升格、优化资源等方式设置了高校ꎬ其中 １４ 个地级市设立了独

立建制的应用型本科院校ꎮ
这种“超常规发展”也开始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一ꎬ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未实现统一协调ꎬ

如“十五”期间ꎬ高校的土地、校舍、仪器、图书等办学设施ꎬ多为自筹经费购置和兴建ꎻ其二ꎬ尚未

满足经济结构转型对人才的实际需求ꎮ 例如ꎬ很多有市场需求的专业并没有人才培养计划ꎬ导致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短缺ꎬ而部分专业人才过剩ꎬ远超市场吸纳能力ꎮ 同时ꎬ多数高校课程设置过

于强调通用人才ꎬ实践环节不受重视ꎬ学生技能薄弱ꎬ难以满足用人单位需要ꎬ山东高等教育发展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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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瓶颈期”ꎮ
(三)以“共享创新”为主的内涵式提升阶段(２０１１ 年至今)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ꎬ尤为强调教育的全面发展、教育科技化和教育现代化ꎮ ２０１１ 年以

来ꎬ省域高等教育逐渐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提升转变ꎬ以“共享创新”带动省内各高校之间的

协同发展ꎬ是省域高等教育未来改革的战略支点ꎮ
１.战略初期: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ꎬ人才培养规模“理性调整”
高等教育实践需要突出改革的治理性品质ꎮ 如 １９７８ 年山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０.７８％ꎬ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７％ꎮ 经过近 ４０ 年发展ꎬ２０１６ 年超过 ５０％ꎬ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５１.３５％ꎬ实现高

等教育普及化ꎬ且近几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 ３)ꎮ 从世界范围内看ꎬ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 ４０％ꎬ这意味着山东高等教育在为适龄人口提供入学机会方面实现了历史跨越ꎮ

图 ３　 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和山东省毛入学率的比较

图 ４　 山东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研究生教育变化趋势①

根据国家“内涵式提升”的战略要求ꎬ省内高校开始适度压缩本、专科教育规模ꎬ扩大研究生

层次的招生ꎮ 如 ２０１７ 年全省研究生招生３.５６万人(其中博士生 ２３１２ 人)ꎬ比上年增加０.７万人ꎻ
在校研究生９.１９万人(其中博士生１.０１万人)ꎬ比上年增加０.９９万人(见图 ４)ꎮ② 这种以规模调控

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内涵式提升”ꎬ主要通过“理性调整”ꎬ即增加研究生、降低本专科生的数量

０１１

①
②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 / / ｅｄ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 ｃｏｌ / ｃｏｌ１２０５９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山东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７ 年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８ / ７ / ４ / ａｒｔ＿１０５０７＿１６９４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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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升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ꎬ而非一味追求规模效益ꎮ
２. 战略中期:实施“名校建设”ꎬ注重特色发展

为解决省内高校普遍存在“同质化”倾向明显、“独特性”偏弱的问题ꎬ２０１１ 年山东省政府对

一批应用基础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进行重点建设ꎬ实施共享发展下的“名校建设”工程:一是

重点建设 ３—５ 所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名校ꎻ二是重点建设 １０—１５ 所应用型人才培养特

色名校ꎻ三是重点建设 ２０ 所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省级示范高职高专院校ꎮ 其中ꎬ“名校建设”工程

同时聚焦于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省部共建工作ꎬ首次形成了层次类

别清晰、具有山东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ꎮ①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ꎬ高校通过“特色互补、抱团发展”的方式为学生创造了自主选

择、跨界学习的机会ꎬ不但促进了大学联盟和谐共生、富有活力的学科生态体系ꎬ还因地制宜、优
化学科布局ꎬ完善了以人才需求、区域战略和系统质量为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ꎮ 长清、章丘大学

城的建设和“长青联盟”的成立ꎬ使山东高等教育以“高校群发展”的形式进入一个新时代高校联

盟共生的阶段ꎮ
３.战略后期:以大学科技园促“双创”ꎬ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创新驱动发展处于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地位ꎮ 以大学科技园促“双创”ꎬ是山东省“共享创

新”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目前已拥有 ５ 所国家级科技园:山东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市

五校联合、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ꎻ３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ꎻ８ 个部级工程技术中心以

及 １００ 余个省级重点实验室ꎮ
以此为依托ꎬ“十二五”期间ꎬ省内高校获得重要科技成果数量超过 １ 万项ꎬ其中国际领先技

术 ３６００ 多项ꎬ获得国家级奖励 １４７ 项ꎬ省级以上奖励 １６００ 多项ꎬ发明专利超过 ３０ 万项ꎮ 大学科

技园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实验的能力ꎬ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参与到国家项目中来ꎮ 这种定位

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型校企共建ꎬ有助于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ꎮ

三、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下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省域高等教育在制订和实施中ꎬ有三方面需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一是教育管理体制变

革后ꎬ省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连续性ꎻ二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后ꎬ省域教育发展规划所面临的新挑战ꎻ三是如何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教育理

念ꎬ推进省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山东省高等教育基本完成以共建、划
转、合并、合作为标志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ꎬ“硬指标”成倍增长ꎬ“软实力”显著增强ꎮ
但仍存在区域发展失衡、一流大学建设缓慢、经济支撑不足、教育国际化程度较低等问题ꎮ

(一)山东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痛点”与“滞涨点”
１.布局因素:高校区域分布失衡ꎬ一流大学建设滞后

据表 ２ 所示ꎬ２０１９ 年山东省 １６ 地市(莱芜市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并入济南)共 ５６ 所本科高校(不
含独立学院)ꎬ其中济南 ２１ 所ꎬ青岛 １０ 所ꎬ占本科高校总数量的 ５５.３％ꎬ威海、东营、日照市无独

立本科院校(部分城市有分校)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大学综合排名榜ꎬ山东省内前 １０ 名除山东农

业大学属泰安市ꎬ曲阜师范大学属济宁市ꎬ其余 ８ 所均属济南、青岛市ꎬ区域分布失衡严重ꎮ
一方面ꎬ在区域布局上ꎬ山东省中部高等教育发展较好ꎬ属于“中心地带”ꎬ如济南、泰安、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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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特色名校工程简介»ꎬ«管理观察»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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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ꎬ人口相对密集、学校多且层次较高ꎻ其次是环渤海发展地区ꎬ如青岛、烟台ꎬ人口相对较少ꎬ但
经济收入高ꎬ学校密集ꎮ 除公办本科院校外ꎬ民办本科院校也主要集中于济南、青岛ꎬ这充分说明

两地在省内高等教育的主导地位ꎬ也反映出其他地市高校建设的薄弱ꎮ 如菏泽、枣庄等地ꎬ经济

条件相对较差ꎬ毕业大学生返回本地人数较少ꎬ多数在中心城市工作ꎬ造成人才大量外流ꎬ沦为

“边缘地带”ꎮ
表 ２　 山东省本科高校各区域分布(５６ 所ꎬ不含独立学院)

区域 济南 青岛 泰安 烟台 济宁 潍坊 淄博 德州

院校数 ２１(１ 所 ９８５) １０(２ 所 ９８５) ４ ４ ４ ３ ２ ２

区域 滨州 临沂 聊城 菏泽 枣庄 日照 东营 威海

院校数 ２ １ １ １ １ 有分校 有分校 有分校

另一方面ꎬ２０１８ 年全省共有 １４５ 所普通高校ꎬ①在全国仅次于江苏(１６７ 所)和广东(１５１
所)ꎬ但从“２１１”高校数量看ꎬ江苏 １５ 所ꎬ广东 ５ 所ꎬ山东仅有 ３ 所ꎮ 在 ２０１７ 年教育部公布的“双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ꎬ一流学科仅入选 ６ 个ꎬ可谓“有山无峰”ꎬ与山东省经济地位、人口规模和

发展目标极不相称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 ＥＳＩ 中国大学综合能力排行榜 Ｔｏｐ１００ 中ꎬ山东省只有 ５
所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济南大学、青岛大学)入选ꎬ除山东大学位于第

１１ 位ꎬ其余大学均在 ５０ 名之后ꎬ反映出与其他省份高水平大学建设和人才培养存在较大差距ꎮ
２.经济因素: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大而不足”ꎬ生均增长呈“疲软”态势

充足的经费投入是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ꎮ 由于省内各地域经济发展

水平不均衡ꎬ使得不同地区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能力极不平衡ꎬ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

的主要原因ꎮ
生均比例是衡量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指标之一ꎮ 在过去十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间ꎬ山东省生

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用的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１２.１７％ꎬ与全国平均的 １２.４％基本保持一致ꎮ 但据

国家统计年鉴显示ꎬ与江苏、浙江、广东等和山东省 ＧＤＰ 经济总量相持平的省份相比ꎬ增长速度

仍然过慢ꎬ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 ５)ꎮ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是ꎬ山东对高等教育财政的投入力度“大而不足”ꎮ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ꎬ山

东省普通高校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 １８２３.１８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８.０８％ꎬ占总公共财政支出的

２０.８２％ꎬ排名全国首位ꎬ但人均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仅有 １８５１.４８ 元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９１１.６７
元ꎬ在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 １８ 位ꎮ 显然ꎬ生均经费拨付不能满足高等教育质量的快速需

求ꎮ 加之 ２０１５ 年后国家“二胎政策”的实施ꎬ对各省而言ꎬ在未来 ２０ 年高等教育需求压力将持

续维持在较高水平ꎬ与提高人口素质总体提升的需求相比ꎬ财政投入还需进一步增强ꎮ
３.结构因素: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ꎬ高层次人才培养不足

高层次人才的规模和质量ꎬ是高等教育提升的重要标志ꎮ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ꎬ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５０００ 美元阶段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应逐渐提升为:研究生教育占 １５％—２０％ꎬ本科教

育约占 ４５％ꎬ专科教育约占 ３５％—４０％ꎬ这是国际认可的比较合理的比例ꎮ
据统计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山东省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７.２９ 万元(１０７６６ 美元)ꎬ远超 ５０００ 美元ꎬ研究生

教育应保持在 １５％以上较为合理ꎮ 然而ꎬ由表 ３ 可知ꎬ２０１７ 年全省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 ３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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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７ 年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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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山东省与其他省份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用对比(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高校 ３０ 所ꎬ科研机构 ３ 所)ꎬ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在校生和毕业生比例仅为 ５.４９％、 ４.３６％和

４.１５％ꎬ距国际研究生比例的 １５％—２０％差距甚远ꎮ 此外ꎬ山东省属院校的建校时间通常都比较

短ꎬ研究生培养的历史也相对较短ꎮ
表 ３　 ２０１７ 年山东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在校生和毕业生情况(万人)

合 计 研究生 本 科 专 科

招生数 ６４.８２(１００％) ３.５６(５.４９％) ２７.９４(４３.１０％) ３３.３３(５１.４２％)

在校生 ２１０.７３(１００％) ９.１９(４.３６％) １０３.６８(４９.２０％) ９７.８５(４６.４４％)

毕业生 ５９.６０(１００％) ２.４８(４.１５％) ２４.５５(４.１５％) ３２.５７(５４.６５％)

　 数据来源:２０１７ 年山东省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知识经济时代ꎬ博士研究生教育被视为一所大学科研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ꎬ代表着一

个地区高等教育的发达程度ꎮ 目前ꎬ山东省博士生培养程度明显较弱ꎬ２０１７ 年博士生招生数、毕
业和在校数分别为 ２３１２ 人、１５２９ 人和 １.０１ 万人ꎬ仅占全省高等教育总人数的 ０.３６％、０.２６％和

０.４７％ꎬ专科比例过高(超过 ５０％)ꎬ高层次人才培养不足的问题十分明显ꎬ严重影响山东建设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水平ꎬ同时也影响山东地区的人才支撑、科技创新和学术创新能

力的提升ꎮ
４.全球因素:国际合作交流偏少ꎬ“被动国际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ꎬ教育国际化成为全球发展的新趋势ꎮ ２００１ 年我国加入

“世贸组织”之后ꎬ高等教育迈入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国际服务市场ꎮ 随着山东经济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ꎬ对外交流日益增多ꎬ加之人民生活水平愈益提升ꎬ对获得世界一流大学教育资源的期望

越来越高ꎮ
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参与者情况来看ꎬ近 ５ 年海外留学生数量一直保持在全国前 １０ 位ꎬ但与

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比较(图 ６)ꎬ仍存在 ２０％左右的差距ꎬ这与山东省推行学生国际化政策较

晚、“被动国际化”有关ꎮ 山东高校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中外合作办学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全省接收留学生高

校 １０３ 所ꎬ但地域分布极不均衡ꎬ多集中于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地ꎬ且国际性流动分布失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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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山东与其他省份留学生数量对比(２０１３ 年数据缺失)

主要来自韩国、日本、非洲等国家和地区ꎬ美、英、德、澳等国留学生数量较少ꎮ① 尤其是来自世界

一流大学的优质生源ꎬ攻读研究生比例不高ꎬ多限于语言生或获得政府资助的发展中国家学生ꎬ
主动性和持续性难以保障ꎮ

从国际合作程度来看ꎬ山东高校开设了 ５ 个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卓越合作办学项目ꎬ７６ 个本

科层次和 ７５ 个专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ꎮ 但一流高校合作项目很少ꎬ特别是高、精、
尖的核心专业课程并没有进入合作办学模式ꎬ更没有相应的教学安排ꎮ 多数外籍教师仅作为英

语教师引入ꎬ而非专业教师ꎬ对其资质也没有具体标准ꎬ造成国际教师水平不高、同类专业重复办

学等问题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山东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发展步伐ꎮ
(二)“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教育部门的“独角戏”ꎬ不是教育行业的“独奏曲”ꎬ而应是与社会改革

同向同行、相互支持的“协同性改革”ꎮ②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ꎬ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全

方位的社会变革ꎮ 新旧动能转换并非单纯的经济结构升级ꎬ而是同时对发展理念转变和社会结

构转型形成助推效应ꎮ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之后ꎬ山东省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统领经济发展

的重大工程ꎬ努力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ꎬ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ꎮ 在此背景下ꎬ省域高

等教育体制就需要在结构、人才、经费、政策和法律保障等方面有所变革或突破ꎬ与国家战略保持

同步发展ꎮ
１.平衡资源配置ꎬ对不同区域高校明确分层、定位

山东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由来已久ꎬ客观上受到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制

约和引导ꎮ 多年来ꎬ省内中部、环渤海地区、南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存在梯度ꎬ使得高等教育资源

各要素的经济属性明显ꎬ优质资源配置差异悬殊ꎮ 因此ꎬ平衡省内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ꎬ主
要是调整各地区高校数量及其人才培养层次等各种关系ꎮ

首先ꎬ根据各地区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与各层次教育资源的相关程度ꎬ对高校进行分层定位ꎮ
重点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ꎬ大力培养实用型人才ꎬ逐步缩小与中部、环渤海地区梯度差的问题ꎮ
制定并出台区域间高校合作方案ꎬ实现高校之间资源优势互补ꎬ共同发展ꎮ 鼓励高校学生进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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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艳芳:«山东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山东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郝德永:«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法论探析»ꎬ«教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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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跨专业选修ꎬ尤其是山东省高水平大学的重点学科ꎬ由学校提供在线学习平台ꎬ由学生选择课

程修习学分ꎬ达到课程标准获取电子化证书ꎬ全省认可ꎮ 譬如ꎬ借鉴美国“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

总体规划”的制定及其实施经验ꎮ
其次ꎬ从国家战略发展趋势和新兴产业规划布局方面看ꎬ要培养关系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

展领域的紧缺人才ꎮ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及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ꎬ历来是全国重点建设的

新能源、海洋、交通、材料等领域ꎬ特别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发展产业ꎬ信息技术、生物、材
料、海洋、绿色低碳、数字化建设以及生物科学等 ７ 个产业ꎬ加快相关学科建设ꎬ对高校人才培养

专业和课程进行动态调整ꎬ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科区域发展不足的问题ꎮ
２.改革人才政策ꎬ聚焦高端人才培养

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ꎬ人才是第一资源ꎬ创新是第一动力ꎮ 中国如果不走创

新驱动发展道路ꎬ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ꎬ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ꎮ 强起来要靠创新ꎬ创新要靠人

才ꎮ”因此ꎬ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ꎬ重点是改革人才政策ꎮ
一方面ꎬ引进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科领军人物ꎬ并构建具有国家重大项目攻关能力和水平

的科技创新团队ꎮ 对高端紧缺人才ꎬ探索并完善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绿色通道ꎬ如畅通人才在高

校、机关、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合理流动ꎬ制定相应的人才支持计划和科研攻关要求ꎬ既能真正

引进高层次领军人物及其团队ꎬ又能切实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ꎮ 特别是对于“高、精、尖、缺”
的青年人才ꎬ不但要打通束缚人才流动的“堵点”ꎬ还要帮助其组建团队ꎬ例如通过项目资助、创
业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让人才创新队伍迸发新的活力ꎮ①

另一方面ꎬ聚焦高端人才培养并实现“留住人才”的良性循环ꎮ 增加高层次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和授权点数量ꎬ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ꎬ以弹性学制打通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ꎬ使研究生参

与国际会议、海外访学、联合培养的比例与层次逐步提高ꎬ提高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的研究

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ꎮ 此外ꎬ要构筑一个保障人才的优惠环境ꎮ 例如ꎬ在薪酬、住房、家属

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倾斜ꎬ使优秀人才无后顾之忧ꎬ全心全意投入创新创造之

中ꎮ 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ꎬ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话语权、影响力和竞争力ꎮ
３.推进“学科群聚”ꎬ以“创新驱动”服务国家建设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ꎬ关键是科技创新ꎬ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和战略选

择ꎮ ２０１７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ꎬ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ꎬ并提出“双
创”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ꎮ 此后ꎬ山东省围绕地区发展需要ꎬ设立了

一批新兴战略性专业与科技园ꎬ在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前沿形成“学科群聚”ꎬ如新能源开发、海洋

产业、绿色产业、低碳产业、园林规划产业等ꎬ采用多种驱动模式服务国家建设ꎮ
一是创新产学研结合模式ꎮ 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ꎬ大力实施产学研

合作推进计划ꎮ② 二是积极开展高等学校与企业联合办学ꎮ 围绕山东省建设制造强省ꎬ推进智

能制造的目标ꎬ同时根据企业需要开设专业课程ꎬ共同厘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ꎬ定向、定量、定
能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ꎮ 三是鼓励高校与企业实施人才互换、互助和互动ꎮ 教师到企业兼职、参
与研发ꎬ企业技术人员到高校任教、提高学生操作能力ꎬ促进企业研发与人才培养互动ꎬ培养“双
师型”教师ꎮ 四是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ꎮ 通过建设产学研基地ꎬ吸纳社会资源ꎬ搭建合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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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茂聪:«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２４９ 页ꎮ
黄丽群:«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经济导向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西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４ 年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台ꎬ充分发挥高校在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中应有的重要作用ꎮ 这些科技研究中心ꎬ极大地提高了

山东高校科学实验的能力ꎬ同时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

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ꎮ
４.以国际化牵引一流大学建设ꎬ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ꎬ推行双语教学ꎬ引进国外优质课程是与国际化接轨的渠道之一ꎮ 目

前ꎬ在一流学科发展团队中ꎬ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开始采用开放式、多功能的双语教学模式ꎮ 这种

教学模式不单是在 ＰＰＴ 和部分阅读文章中使用英语ꎬ而是在课堂上完全使用原版英文教材进行

英文授课ꎮ 这对于积极推进高校建设国家级、省部级的教学示范课程、精品课程等ꎬ创造了条件ꎬ
也满足了学生需求ꎮ 山东省是孔孟之乡ꎬ也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ꎮ 在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

影响下ꎬ要充分利用齐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ꎬ吸引国外留学生来山东学习中国传统文化ꎬ并将其

作为省内特色专业与国外一流大学进行合作ꎮ 鼓励为来华留学生在与国际问题直接相关的课程

中以英语授课ꎬ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获得国际学习经验和实习服务机会ꎮ① 同时ꎬ借助侨务渠

道和海外华教机构ꎬ以学历教育、联合培养、访学、游学、网络公开课等方式发掘多元齐鲁文化ꎬ推
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交流ꎮ 加大与国外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的力度ꎬ讲好中国故事ꎬ贡
献中国智慧ꎬ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ꎮ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Ｈａｎ Ｍ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ꎬ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ｙｏｕｔ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ꎬ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ｌｅａｐ －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ꎻ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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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革命”与五四“辩证反传统”的传统
———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①

陈志华
( 山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ꎬ山西 临汾ꎬ０４１００４ )

　 　 摘要:　 近 ４０ 年来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问题不断引发争论ꎬ其焦点之一是传统以一元论为表征的“社会－文
化－政治”整体观能否构成五四文化思想的核心ꎮ 围绕«新青年»发起的“文字革命”展开讨论ꎬ以其“文字－语
言－思想”思维过程类比传统一元论整体观ꎬ由此可以看出激进派反传统思路的演变过程ꎮ 民族语言统一、文化

断裂等现实原因使五四一代改变了直线思维和混沌整体观ꎬ代之以辩证的分析方法ꎮ 内容与形式、思想与现实

的二元论逐渐瓦解了“社会－文化－政治”整体观ꎬ进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辩证反传统”的总体特征ꎮ
关键词:　 «新青年»ꎻ文字革命ꎻ“社会－文化－政治”整体观ꎻ“辩证反传统”ꎻ五四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０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７－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陈志华(１９７５—　 )ꎬ男ꎬ山东武城人ꎬ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批判性思维在初中生信息类文本阅读中的培养研究”(ＧＨ
－１７２８９)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严家炎:«“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ꎬ«文艺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③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ꎮ
④朱德发:«重探 ６０ 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ꎬ«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⑤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被翻译到国内后ꎬ其中有关五四“全盘性

反传统”的观点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影响ꎬ它引起的争议至今不断ꎮ 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

方面:一是对其论据的质疑ꎬ如严家炎认为所谓“全盘性”定义不够周延ꎬ儒家并非传统文化的全

盘ꎬ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更不是儒家学说的全盘ꎻ②二是在论证思路上ꎬ“全盘性反传统”
论以己意决定取舍ꎬ放大了五四敌视、妖魔化传统的方面却有意忽略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另

一面ꎻ③三是对五四知识分子个体的分析ꎬ认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不但肯定了传统文学(文
化)符合新价值标准的方面④ꎬ而且其历史评估更多缘于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境遇ꎬ“以思想文化

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欧洲文艺复兴精神而不是中国传统联系更加紧密ꎮ⑤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

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试图借“反传统”问题批评甚至否定五四的倾向ꎬ为更客观地认识

历史评价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但不容忽视的是ꎬ以上反驳者大多离开了“全盘性反传统论”预设的基本前提ꎬ即五四对传

统的批判导源于中国传统内部ꎬ这是一种以一元论唯智论为中心的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ꎮ 本

杰明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早已意识到这一点ꎬ他为«中国意识的危机»作序时说ꎬ若想证

明五四知识分子总体持“全盘性反传统”的立场必须提供两个证据ꎬ即他们把中国过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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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ꎬ且对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予以整体性否定ꎮ 他写道:“无
论 ２０ 世纪中国反传统的冲动是多么真实而有力ꎬ也无论过去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实际整合

是多么真实ꎬ把那个与整体性传统整个决裂的整齐而辩证的图象ꎬ当做中国现代史的全面描述ꎬ
是很不正确的ꎮ”①这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将一元论整体观当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哲学基础的深

刻疑虑ꎮ
如果在更长的时距上审视反传统思想最为集中的“文字革命”ꎬ这种由前设造成的悖论和不

确定性在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断隐现ꎬ如三四十年代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争夺ꎬ新中国成立前有关汉字能否改为拼音文字的讨论ꎬ以及当下有人借保存民族文

化之名提议全面恢复使用繁体字ꎬ等等ꎮ 因此ꎬ本文将讨论集中于«新青年»所发起的“文字革

命”ꎬ试图借此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社会－文化－政治”整体观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一元论唯智

论ꎬ是否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决定性根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ꎬ如何解释因世界语讨

论逐渐清晰的“文字－语言－思想”整体观认识路线ꎬ反使曾经的激进派(如吴稚晖、胡适等)在新

文化运动之初变得犹豫不决? 如果不是ꎬ这种“社会－文化－政治”整体观是如何瓦解的? 它转化

成了什么ꎬ又如何在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机制中发挥作用?

一、“文字革命”:决定力量来自内部还是外部

像很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ꎬ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字革命”最初推动力来自西方传教士ꎮ 因

为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ꎬ他们很早就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沿海地区的方言土语ꎬ以使文化水平较

低的教民能够阅读«圣经»等西方文化典籍ꎮ 但它的使用范围很小ꎬ并未在中国读书人中产生太

大影响ꎬ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象形汉字稳固的中心地位ꎮ 随着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兴起ꎬ汉字的书

写繁难及不利于精确表音的问题引起知识分子阶层的注意ꎬ以中国本土字符为主的各种注音字

母方案一度引发研究热潮ꎬ甚至得到袁世凯等政治实力派的公开支持ꎮ② 然而ꎬ支撑文字改革的

仍是以汉民族文化为本位的“体用观”ꎬ其根本原则是弥缝修补汉字的缺陷ꎬ如劳乃宣所言ꎬ“简
字仅足为粗浅之用ꎬ其精深之义ꎬ仍非用汉文不可ꎬ简字之于汉文ꎬ但能并行不悖ꎬ断不能稍有所

妨”③ꎬ制作简字以不分裂语言为最低限度ꎮ 为避免混淆ꎬ清朝政府资政院命令将“简字”改名

“音标”ꎬ“一以示为(象)形字补助正音之用ꎬ一以示拼音性质ꎬ与六书(象)形字之殊”④ꎮ 虽然拼

音文字有种种便利ꎬ但将汉字视为国粹之源泉、文物之根本ꎬ实际上阻断了以局外人眼光审视汉

字和汉语言文化根本缺陷的可能ꎮ
作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杂志»甫一出世就显示出独到的眼光ꎮ 它借报道“民国政府教

育部批准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的消息指明ꎬ汉字因象形而发生的读写困难是造成中国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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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本)ꎬ穆善培译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２－３ 页ꎮ

袁世凯批复劳乃宣«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称:“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音字母以及切合音之法ꎬ包括一切语文ꎬ与吾国古

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ꎬ初不相背ꎮ 果能通行无阻ꎬ诚如日本伊泽氏所谓简要器具者ꎮ”(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ꎬ北京:文字

改革出版社ꎬ１９５８ 年ꎬ第 ４０ 页)ꎮ 又ꎬ袁世凯饬提学司公文曰:“照得教育普及ꎬ必先统一语言ꎮ 而文字与语言相为表里ꎬ故开通

多人智识ꎬ但求简易ꎬ无取艰深ꎮ 前据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禀请试办官话字母ꎬ业经饬令保定蒙养及半日学堂试行在案ꎬ查奏定

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第二十四条内开ꎮ”(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ꎬ１９５８ 年ꎬ第 ５９ 页)ꎮ
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折»ꎬ«清末文字改革文集»ꎬ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ꎬ１９５８ 年ꎬ第 ８１ 页ꎮ
严复:«资政院特任股员会股员长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ꎬ«清末文字改革文集»ꎬ北京:文字改革出

版社ꎬ１９５８ 年ꎬ第 １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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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超低①的根本原因ꎬ需要“更为一种简易文字以代语言之用”②ꎬ如此既可借语言改造文字ꎬ又可

借文字统一语言ꎮ 这就变细枝末节地修补汉字缺陷为将语言、教育、文化等问题作通盘考虑ꎬ和
它办刊之初以文化改造社会的设计是一致的ꎮ 此后ꎬ围绕文字问题的讨论不断出现ꎬ如世界语是

否实用(２ 卷 ３ 号ꎬ６ 卷 ２ 号等)、西文译音的规范(２ 卷 ４ 号)、白话文言孰优孰劣(２ 卷 ５ 号)、文
字和文学的区别(３ 卷 ３ 号)、注音字母的讨论(４ 卷 １ 号ꎬ９ 卷 ２ 号等)、汉字索引制改进(４ 卷 ２
号)、文言合一问题(４ 卷 ２ 号)、补救中国文字的方法(５ 卷 ５ 号)、汉文横行与标点(６ 卷 １ 号ꎬ９
卷 ４ 号)、拼音文字问题(６ 卷 ４ 号)ꎬ等等ꎮ 这些论题琐细而散乱ꎬ与我们以往对五四“文字革

命”以“废灭汉文”为代表的极端激进主义的印象颇为不同ꎮ 那么ꎬ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们与整

个新文化运动传统批判间的关系?
陈独秀曾为音译西文的方舆姓氏和学术名词制定了规范的汉文用字列表ꎬ表面要得“学者

节时省力之道”ꎬ实则想用“硬译”方法保存外来词语的原始含义ꎮ 事实上ꎬ离开文化场域而割裂

文字语音ꎬ以移植到另一种性质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根本行不通ꎮ 最典型的是对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一词

的翻译ꎬ“科学”之所以战胜“赛因斯”而存活下来ꎬ是因为“科”和“学”两个词根的形和音都具有

独立价值ꎬ其再生能力使它能与“哲学”“美学”“教育学”等交织成语义网络ꎮ 有学者指出ꎬ“科
学”的传统用法是“科举之学”ꎬ近代以后才渐渐向表示物质科学的“格致”靠拢③ꎬ但这丝毫不妨

碍它成为汉语文化中的核心词汇ꎮ 高一涵详细解释“革命”一词无法传达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的词根

“ｒｅ－”所具有的“圆圈转圜”之义ꎬ也是着眼于民族语言习惯不同所造成的思维方法差异ꎮ
陶履恭论及语言、思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时说:“言语创造思想ꎬ言语未成之先ꎬ人

无思想”ꎬ“故言语初用ꎬ不过为通意之具ꎻ及其渐进ꎬ功用更增ꎬ一则集蕴社会之思想ꎬ一则以言

语传达思想ꎬ乃能增殖知识”ꎮ④ 这种基于人类文化宏观审视的“语言(文字) －思想－文化”整体

观在早期新青年同人中相当普遍ꎬ“文字之作用ꎬ外之可以代表一国文化ꎬ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

新思想ꎬ纯乎精神的科学也”⑤ꎬ因此ꎬ改革文字就不再简单地与交流工具或教育手段改良相关ꎬ
而是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命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文字－思想－文化”的整体观并未使新文化运动产生对传统的过激反应ꎬ相
反ꎬ曾经的激进派却因之显得更为温和ꎮ 吴稚晖清末时即主张废弃汉文改用万国新语(世界

语)ꎬ但他为«新青年»著文讨论“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时ꎬ在众多方案中最倾向“采用一种有力

量的欧洲文作为第二国文”ꎬ认为改用世界语“不大容易做得到”ꎬ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另造一种

新文字更是“行不通”ꎮ⑥ 同样ꎬ胡适在留美日记中称汉文“已失象形、会意、指事之特长”ꎬ“学者

不独须强记字音ꎬ又须强记字义”ꎬ因此是“半死之文字”⑦ꎬ到了«文学改良刍议»ꎬ他不仅把文学

“革命”换为“改良”ꎬ而且批判对象也变成“三千年前之死字”⑧ꎬ不再针对当下仍使用的汉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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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据各国统计ꎬ(识字人数)以德居首ꎬ英法美日次之ꎬ大都逾百分之九十ꎮ 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八而已ꎮ”参见«国内大事

记教育部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ꎬ«新青年»１９１６ 年 １ 卷 ５ 号ꎮ
记者:«国内大事记教育部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ꎬ«新青年»１９１６ 年 １ 卷 ５ 号ꎮ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５８３－５８８ 页ꎮ
陶履恭:«人类文化之起源»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２ 卷 ６ 号ꎮ
陈丹崖:«通信致陈独秀»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２ 卷 ６ 号ꎮ
吴敬恒:«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ꎬ«新青年»１９１８ 年 ５ 卷 ５ 号ꎮ
胡适判断文字的“死活”ꎬ以其是否为“日用语言之文字”为标准ꎬ汉文“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ꎬ如‘犬’字是已死之字ꎬ

‘狗’字是活字”ꎮ 参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 ２ 卷)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６０－２６１ 页ꎮ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２ 卷 ５ 号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总之ꎬ文字和思想文化的黏着使文字革命的冲击力大大减弱ꎬ价值判断趋同也无形中化解了在西

方文明刺激下产生的对传统的批判ꎮ
有学者已经指出“文字革命”的主要理论根据是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工具主义和进化论

等①ꎬ在此需特别提到ꎬ这些理论无一不是来自于西方世界ꎬ且“汉文乃死文字”“废灭汉文ꎬ改用

世界语”“改象形汉字为罗马化拼音文字”等对“文字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理论主张ꎬ也都是以西

方文明为主要参照系ꎮ 换句话说ꎬ五四新文化运动采用“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ꎬ其灵感

和动力主要来自外来文化入侵ꎬ而不是源于中国传统内部ꎮ 这对于研究五四“反传统”问题尤其

重要ꎬ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后续进路ꎮ 陈独秀最初评论世界语是“未能应

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ꎬ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②ꎬ受传统“文字－思想－文化”整体观的影

响ꎬ以“华美”或“质朴”限定文学和科学ꎬ实际笼统地指向了中国人主情感和西方主理知的思维

类型ꎮ③ 而«文学革命论»明显留有西方科学划分学科领域的痕迹ꎬ文学艺术成了和政治、宗教、
伦理道德等并列的需要“革命”的文化范畴之一ꎮ

反传统态度最激烈的钱玄同似乎走了相反的路径:从和陈独秀辩论西文译音用字ꎬ而考辨

“中国文字之构造系用六书之法ꎬ与西文用字母拼成者绝异”④ꎬ到“用世界语纂译文学ꎬ亦只须观

其内容之价值如何ꎬ而形式华美与否则全无齿及之必要”⑤ꎬ再到“世界未至大同ꎬ则各国皆未肯

牺牲其国语ꎬ中国人自亦有同情”⑥ꎬ最终演变成“欲废孔学ꎬ不可不先废汉文ꎻ欲驱除一般人之幼

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ꎬ尤不可不先废汉文”⑦的极端“文字革命论”ꎬ又回到了“文字－思想－文
化”整体观的立场ꎮ 那么ꎬ如何解释激烈反传统主义和传统一元论及“文字－思想－文化”整体观

在表面上的合流? 明显不切实际的极端反传统主张(如“废灭汉文”论等)究竟是怎样证明自身

合法性并寻找实现途径的?

二、“双线并进”:解决问题的另一途径

论者批评“全盘反传统”论往往将概念置换为“全面反传统”“彻底反传统”⑧等ꎬ但它们有本

质不同ꎬ需要仔细辨别ꎮ 林毓生习惯用“激烈的”和“全盘性”概括五四的反传统主义ꎬ其中已透

露出些许逻辑矛盾ꎬ即前者指主观态度、情感强烈程度ꎬ后者强调思维倾向和思考问题的方式ꎬ都
不直接关涉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ꎮ 换句话说ꎬ他先预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部分是一元论

和唯智论ꎬ然后以五四知识分子的激烈态度和整性体思维推导出“全盘性反传统”来自传统的结

论ꎬ而不是从他们讨论的主题和范畴出发ꎮ 林毓生提出: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ꎬ是被根基深厚的中

国传统的倾向ꎬ即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所塑造的ꎬ而且是决定性的ꎮ 当这种具有一元

论性质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ꎬ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压力下被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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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黎明:«“汉字革命”与“文化世界主义”———中国现代思想主潮的语文学观察»ꎬ«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陈独秀:«通信答 Ｔ.Ｍ.Ｃｈｅｎｇ»ꎬ«新青年»１９１６ 年 ２ 卷 ３ 号ꎮ
方孝岳认为ꎬ“中国文学主知见ꎬ欧洲文学主情感”ꎬ意见正好与此相反ꎮ 参见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３ 卷 ２ 号ꎮ
钱玄同:«通信致陈独秀»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３ 卷 ３ 号ꎮ
钱玄同:«通信致陈独秀»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３ 卷 ４ 号ꎮ
钱玄同:«通信致陈独秀»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 ３ 卷 ４ 号ꎮ
钱玄同:«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ꎬ«新青年»１９１８ 年 ４ 卷 ４ 号ꎮ
姜异新:«五四“全面反传统”思维的创造与限度»ꎬ«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陈志华:论“文字革命”与五四“辩证反传统”的传统

极端的时候ꎬ它便演变成一种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ꎮ 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者ꎬ
根据这种思想模式把中国传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予以全部否定ꎮ 既然传统的整体性被认

为是由它的根本思想有机地形成的ꎬ因此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形式ꎬ便是全盘性的思想上

的反传统主义ꎮ①

这种说法无法解释ꎬ为何 １９１５ 年后而不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压力”将反

传统思想推向高潮ꎬ更不能解释ꎬ受中国传统影响更深的晚清一代知识分子ꎬ为何没有从“社会－
文化－政治”整体观中获得“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ꎬ从而使积重难返的中国文化完成现代

转型ꎮ
从 ２ 卷 ３ 号起ꎬ«新青年»开始了长达 ４ 年的“世界语”讨论ꎬ参与其中的有陈独秀、钱玄同、

吴稚晖、陶履恭、蔡元培、鲁迅、孙国璋、区声白、凌霜等ꎮ 它之所以引起如此长久而广泛的影响ꎬ
最直接的原因是和社会政治文化相关联ꎮ 新世纪派关于世界主义的乌托邦想象重被拾起ꎬ“夫
世界进化ꎬ已至二十世纪ꎬ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ꎬ将来“世界主义大昌ꎬ此语必有长足之进

步无疑”②ꎮ 表面上ꎬ世界语词根精良、发音标准、拼写语法简单规则ꎬ可以作世界人类交流的“公
同工具”ꎬ实则要以此取代作为“历史遗形物”的民族语言ꎮ １９１８ 年结束的欧战使中国知识分子

普遍从西方崇拜中清醒过来ꎬ在他们看来ꎬ将欧洲诸种语言最大公分母的世界语当作“人造的理

想”ꎬ就可以避免选择法英德意等语言作第二国文而出现的文化认同ꎮ 费希尔指出ꎬ人造语言不

再以实用为目的ꎬ人们选择它的最初想法是“在新兴国家不断产生、殖民竞争比较激烈的时期避

免国家认同ꎮ”③对新文化运动而言ꎬ其中隐含着对世界范围内的西化大潮的警惕ꎬ以及为中国文

化寻求既不故步自封又不“全盘西化”的自新之路的挣扎ꎮ
语言和民族国家存在必然的联系ꎬ“夫一种之言语ꎬ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

具也”ꎬ各民族“言语之形式内容ꎬ各不相同ꎬ语法有异ꎬ而所函括之思想观念亦复不齐”ꎬ“故言语

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④ꎮ 如果对一种语言作人为的强行改变ꎬ势必使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产

生断裂ꎮ 特别是汉语这种有长久历史的古老语言ꎬ它的文化思想主要积淀在典籍里ꎬ“废灭汉文

改用世界语”不单牵涉文字符号改造方面ꎬ“惟仅废中国文字乎? 抑并废言语乎? 此二者关系密

切ꎬ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⑤ꎮ 因此ꎬ废弃汉文等于抛弃几千年习用的民族共同语ꎬ不仅会给社会

交往造成不便ꎬ更会使整个国家陷入集体失语状态ꎮ
以此来看ꎬ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实与中国传统以“道”为核心的一元论有

关ꎻ但问题似乎该反过来问:同样来自传统一元论ꎬ同样以中国文字和拼音文字为分析对象ꎬ激进

派和保守派为何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章太炎反对“以世界语代替汉文”ꎬ理由是能生存下来的

文字不能以类型论优劣ꎬ拼音文字“易知其音ꎬ难知其义”ꎬ象形的汉字则正好相反ꎻ语言文字“声
繁则易别而为优ꎬ声简则难别而为劣”⑥ꎬ汉语以单音词为主ꎬ汉字的形体结构复杂恰恰对应了汉

语发音的复杂多变ꎮ 因此ꎬ他认为不仅不能减少使用汉字的数量ꎬ相反要发展方言用字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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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本)ꎬ穆善培译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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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ꎬ«章太炎全集» (第 ４ 卷)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３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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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统一”和包括世界语在内的外来语言侵略ꎮ①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ꎬ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断

非新时代所适用”ꎬ“其为象形文字之末流ꎬ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ꎮ② 傅

斯年则直言ꎬ古老的汉字字音已和字形分离ꎬ“字形又弄的不成形”ꎬ这样的形状奇异应用不便ꎬ
只能称为“牛鬼蛇神的文字”ꎻ汉字书法也不具备美术价值ꎬ因为它不过是“一滩黑墨弄到白纸

上”ꎬ崇拜文字这种记载语言的器具“是天下第一糊涂人”③ꎮ 一个看重抽象的民族文化心理ꎬ另
一个凸显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ꎻ一个持文化本体观ꎬ另一个则由政治批判导向文化批判:一元论

和唯智论进入实质性话题之后的“双线分流”昭然若揭ꎮ 这就难怪章太炎为克服“汉文之深密”
开出的两剂药方是ꎬ“欲使速于疏(书)写ꎬ则人人当兼知章草”ꎬ若觉得草书难以辨认ꎬ初学者“则
当略知小篆ꎬ稍见(汉字)本原”④ꎮ 不过他忘记了ꎬ无论是易写的草书还是易认的小篆ꎬ对只接受

普通教育的社会底层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ꎮ 语言学家早已指出ꎬ一种语言能否适应历史发

展而存活下来ꎬ其语言学属性ꎬ如发音系统、基本语法规则、前缀或后缀系统等并不起决定作用ꎬ
它更多是由社会原因决定的ꎮ⑤ “识字之难ꎬ未若辨别草木”⑥不过是欺人之语ꎬ废汉文改用世界

语而“六经三史当柴火烧ꎬ尔雅说文糊窗子用”⑦更是无稽之谈ꎬ要将文字读写问题和社会思想文

化转换作通盘考虑ꎬ仍需在极端反传统和极端保守⑧之外另辟蹊径ꎮ
必须承认ꎬ２０ 世纪世界语言史乃是字母表模式称霸的时代ꎬ汉语借助“非写实性的想象图

画”建构起来的书写体系正被逐渐抛在潮流之后ꎮ 如索绪尔所言ꎬ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

号表示ꎬ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ꎬ因此ꎬ“对汉人来说ꎬ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

观念的符号ꎻ在他们看来ꎬ文字就是第二语言”⑨ꎮ 五四时期发起“文字革命”ꎬ所要做的就是把文

字和作为“第一语言”的日常言语合一ꎬ从而在社会急速转型中铸造思想文化改造的利器ꎬ唯一

能铸造这种利器的ꎬ就是汉字拼音化改革ꎬ这是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予以承认的ꎮ 关键在

于ꎬ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完成这次在中国语言文化史上影响重大而深远的革命ꎮ
在确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基础上ꎬ吴稚晖提出了“汉字保存文化ꎬ字母辅助标音”的双向并

进的文字改革路线:“中国果然要用拼音文字ꎬ决不要再将汉语制造ꎮ 当现在止(只)好用汉语的

时候ꎬ莫妙于把汉文留着ꎬ将一种拼音帮他的忙ꎮ 所谓注音字母将与汉文如何不相离ꎬ请条举如

下:(１)所谓六经三史ꎬ老古董的一部分ꎬ让汉文独立ꎬ不必与注音字母交涉ꎻ(２)青年所读古书ꎬ
其应用旧反切之处ꎬ皆以注音字母反切之ꎻ(３)通俗书报ꎬ小学读本ꎬ一律附注音字母于其旁ꎬ凡
晓示大众之文告广告同ꎻ(４)凡致‘灶婢厮养’之函牍ꎬ手写者可单用注音字母ꎬ印刷者必加汉文ꎻ
(５)‘灶婢厮养’互相通问ꎬ可单用注音字母ꎮ”这种分析的文字改革观极富创见ꎬ可以看出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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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钱玄同:«通信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ꎬ«新青年»１９１８ 年 ４ 卷 ２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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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恒:«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ꎬ«新青年»１９１８ 年 ５ 卷 ５ 号ꎮ
张福贵认为ꎬ“五四时期”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只存在激进反传统主义ꎬ还有“激进保守传统”的一端ꎮ 保守传统同样可以

激进偏执ꎬ维护传统文化的势力更容易与当下政治权力合谋ꎬ共同造成文化专制和思想暴力ꎮ 见张福贵«为“文化五四”辩护:
两个“五四”的不同境遇与价值差异»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ꎬ高名凯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５０－５１ 页ꎮ
吴敬恒:«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ꎬ«新青年»１９１８ 年 ５ 卷 ５ 号ꎮ



陈志华:论“文字革命”与五四“辩证反传统”的传统

语以汉字保留古典文化和以假名辅助标音所获得的灵感ꎮ 它的独到之处在于ꎬ将文言白话的古

今对立转换成共时性的以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切分的交流工具的分层改进ꎬ最终目标则是汉语

言文字的彻底拼音化ꎮ

三、五四“辩证反传统”的传统及其影响

有学者将汉字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性突破概括为三次危机的化解:从夏代到殷商甲骨文克

服以形表意的局限ꎬ秦汉时期为提高书写效率由古文篆体发生的隶变ꎬ及 ２０ 世纪“文字革命”之
后汉字“放弃拼音化道路ꎬ完成现代转型”ꎮ① 但笔者认为ꎬ汉字并未放弃拼音化ꎬ而是沿着吴稚

晖等五四先驱开辟的道路前进ꎬ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ꎬ汉字的字形输入法让位于拼音输入

法是其明证ꎮ 如果以文字发展的自我裂变和代际断层观之ꎬ由“文字革命”收获的拼音(注音)字
母和汉语简化字相对旧体汉字是代际突变而非自然演化ꎬ也就是说ꎬ“汉字表意ꎬ字母标音”的混

合书写符号并非繁体字的删繁就简ꎬ而是在“符号精确表音”导向下的革命性转换ꎮ
这种裂变 /断层观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在五四时期发生的剧烈转型的分析ꎮ “全盘性反传

统”论的最大缺陷是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ꎬ从而使评价五四陷入非此即彼、非新即旧的逻辑悖

论ꎮ 美国汉学家柯文认为ꎬ史学家“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ꎬ特别

是持“传统－近代”模式观的学者ꎬ会将近代中国看作“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

微小的变化ꎬ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ꎬ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

前进”②ꎮ “全盘性反传统”论必然会导向 “全盘西化”ꎬ这些都不符合五四时期鲜活的历史事实ꎮ
无论是对世界语和世界主义关系的讨论ꎬ还是为输入西方学术思想方便而用横行排版的建

议ꎬ或者改象形文字为拼音以改变汉民族重视觉直观的思维方式ꎬ莫不是先从文字改革的技术细

节讨论开始ꎬ而逐渐及于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文化层面ꎮ 林玉(语)堂创制以首笔排序的汉字索

引制ꎬ蔡元培和钱玄同作序时却不约而同地将话题引向世界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如果说这种检

字法“破坏字体不合六书”ꎬ则“今隶之形ꎬ固已取小篆而破坏之”ꎬ无法再以造字之初的体例限制

当下对汉字的使用ꎻ衍形的中国文字书写极为复杂ꎬ此种首笔检字法遵循汉字衍形的旧例仍不方

便ꎬ如果注音字母辅助汉字的方法通行而改为以注音字母为序ꎬ“师韵书之成法ꎬ仿英法日本字

典之体例”③则更为科学ꎮ
这种分析的方法使«新青年»摆脱了初期将中西文化视为异质对抗体系的思维惯性ꎬ而以辩

证观点解决实际问题ꎮ 周作人曾用“他”和小号的“女”字合为一字以作第三人称阴性代词ꎬ由于

这个字存在应用的困难ꎬ同人最终商量的意见是:“(一)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旧汉字ꎬ一面又来造

新汉字ꎬ终觉得有些不对ꎮ (二)从旧字里造出新字ꎬ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ꎬ矫揉造作得太厉

害了ꎮ (三)非添铸字模不可ꎬ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ꎮ 要免去这三层ꎬ则用‘伊’字最好ꎮ”④

仅是创造一个汉字ꎬ就充分考虑到文化上输入的西方男女平等观念ꎬ语言学上的字音字形区别ꎬ
语言改革个案与总体原则的统一ꎬ书写与读音的古今变迁以及印刷排版的实际问题等ꎬ可见五四

时期的文字改革思想已非常成熟ꎬ而不再是激于意气的简单的“全盘西化”ꎮ
认为形式与内容、物质与精神可以完全分离ꎬ文字、语音和思想并非浑然一体ꎬ而是各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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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价值ꎬ使得原本对思想文化革命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文化－政治”整体观逐渐瓦解ꎮ 傅斯年

认为ꎬ“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ꎬ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①ꎬ理论上可以人为废弃文言而改用

表达思想更方便的国语ꎻ钱玄同进一步声称ꎬ“符号这样东西里面ꎬ本来没有含着绝对的真理ꎬ只
要简单易记ꎬ制作的时候又不含特别作用在内ꎬ什么都可以用得”ꎬ甚至在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

及文化制度领域也不例外ꎮ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因此才以辩证的思维、开放的胸襟“拿来”古今中

外各种文化资源:改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和朝代纪年为公元纪年ꎬ不必在意它源于纪念耶稣诞生

的宗教含义ꎬ“其始虽出于教徒之私ꎬ然后来渐渐推广到政治上社会上”ꎬ既然世界各国约定俗成

共同使用ꎬ只将名称改为“公历纪年”就可避免“基督教徒的嫌疑”②ꎮ
只要稍作比较ꎬ我们就能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辩证反传统”思路的真正价值ꎮ ２０ 世纪三四

十年代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同样以汉字拼音化为目标ꎬ但将文言甚至五四时期

产生的白话文当作“革命”对象③ꎬ使它很快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ꎮ 此外ꎬ由于将汉字的文化

统一功能视为和普通民众对立的特权阶级的文化霸权ꎬ将汉字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看作强制性

文化灌输④ꎬ拉丁化运动和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寻求语言文化统一形成尖锐对立ꎬ最终遭到封

禁ꎬ而只能在解放区的夹缝中艰难生存ꎮ⑤ 有人总结解放区推行拉丁化拼音汉字失败的原因ꎬ认
为除了识字材料过分注重政治意识而脱离百姓日常生活之外ꎬ最主要的还是农村社会依附于城

市的文化环境ꎬ⑥以书写方言和底层群众口语为主的新文字ꎬ和它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形成了本

末倒置的关系ꎮ 离开历史语境的“全盘性反传统”一旦成为无源之水ꎬ最终必然会走向断流和枯

竭ꎬ“文字革命”如此ꎬ其他如“文学革命”“道德伦理革命”“思想革命”也概莫能外ꎮ

结语

以“废灭汉文ꎬ改用拼音文字”开始ꎬ最终走向“汉字保存文化ꎬ字母辅助标音”的五四“文字

革命”ꎬ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思路:首先ꎬ从学术研究立场

确立文字类型的评价标准ꎬ以论辩的形式探讨中国文字和文化改革的可行方案ꎮ 对世界语和罗

马化中国字的讨论使汉字彻底从以形表意的“六书”思维中解放出来ꎬ文字类型比较的宏观视野

为汉字确定了拼音化改革方向ꎬ这也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学术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ꎮ 其次ꎬ否定

了先验的汉字神圣观念ꎬ对其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实用性进行拷问ꎮ 文字符号的本质属性是表

示语言的器具ꎬ由进化论和工具主义推导出汉字可以实现“革命”的结论ꎬ使语言在自然演化之

外有了以人为力量推动其发展的可能ꎮ 再次ꎬ除了理论上的论证ꎬ对汉字改革的一系列技术问

题ꎬ如使用第二国语、创造新文字和新表音符号、使用简体字、制定文字检索和排版印刷规范等进

行实地试验ꎬ为汉语言文字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成熟经验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ꎬ以分析思维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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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字”ꎮ (参见杜子劲编:«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ꎬ北京:大众书店ꎬ１９５０ 年ꎬ第 １４２、１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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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论“文字革命”与五四“辩证反传统”的传统

思考“文字－语言－思想”的逻辑关联ꎬ以形式与内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思想瓦解了传统的“社
会－文化－政治”整体观ꎬ以社会应用和文化保存“双线并进”的创造性方法解决了汉语“言文分

离”的难题ꎮ
总之ꎬ“文字革命”具体标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路的演进过程ꎬ它之促使汉字和

汉语言文化在 ２０ 世纪发生彻底的革命性代际转型ꎬ第一推动力是源于西方文化刺激的自我怀疑

和自我否定ꎮ 传统心智一元论的“社会－文化－政治”整体观不再构成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反传

统”的哲学基础ꎬ他们在总体上改变了庸俗进化论的直线思维和混沌整体观ꎬ代之以辩证的分析

的哲学观ꎬ从而使这场针对语言形式的改革已从开始时对局部问题的讨论ꎬ逐渐演变为涉及社会

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全面革命ꎬ五四新文化运动“辩证反传统”的思路由此也变得更为清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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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碎片性微文本及其社会性别分析
∗①

孙桂荣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新媒体技术催生的短小凝练的微博文学、微信文学、手机文学等碎片性微文本迎合了现代人的快节

奏生活ꎬ以一种真诚、亲和的“吸引型叙事”方式与“女人气”话语相契合ꎬ并以源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学新质ꎬ对
写作者 / 阅读者的性别建构起了一定作用ꎬ进一步催生了碎片化时代的感性化、阴性化特质ꎮ 以弹性、柔性风格

为特征的新媒体文化是与碎片性微文本的精神浸淫分不开的ꎮ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ꎻ微文本ꎻ碎片性ꎻ“吸引型叙事”ꎻ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２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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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０
作者简介:孙桂荣(１９７２—　 )ꎬ女ꎬ山东淄博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女性主义叙事学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研究”(１７ＣＺＷＪ０７)、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ＳＤＹＫＣ１８０４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碎片性叙事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ꎮ 美国学者弗雷德克詹姆逊指出ꎬ后现代主义的一

个突出之处是碎片化ꎬ或曰非连续化ꎮ 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也指出ꎬ后现代主义打破了传统文

学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的线性秩序和逻辑性构成ꎮ 在后现代文化谱系中ꎬ新媒体技术催生的

短小凝练的碎片性微文本———那些将碎片性写作、碎片性阅读发挥到极致的微博文学、微信文

学、手机文学等———是有着某种特殊“碎片性”症候的ꎮ 因为其不仅是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潮

所带来的整体性思维付之阙如的鲜明体现ꎬ还以自身的破碎与芜杂加剧了这个时代的感性化、阴
性化特征ꎮ 如果说对微文本碎片性叙事的研究业已展开的话ꎬ对微文本与性别话语的联系至今

却仍是学界一个盲点ꎬ本文试图在此层面提供一些新的认识ꎮ

一、新媒体时代的碎片性微文本

新媒体文学通常给人的感觉是网络文学ꎮ 从篇幅上说ꎬ网络文学是巨型文本ꎬ动辄有几百万

字ꎬ有的已达到上千万字ꎬ光章节数就成百上千ꎬ像那些类型化的玄幻、仙侠、穿越、耽美文字等ꎮ
不过ꎬ这并不是新媒体文学的全部ꎬ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ꎬ碎片性阅读的技术日臻成熟ꎬ与长篇小

说碎片性结构相联系的零散化、片段化状态存在的碎片性微文本正在形成ꎬ并呈蒸蒸日上之势ꎮ
限定在 １４０ 个字符以内的微博文学就是一个例证ꎬ此外还有微信文学、短信文学等ꎬ文体形态上

除了微小说、微散文、微诗歌等传统文学类种的微型化存在ꎬ还有微笑话、微故事、微演讲、微采访

等有一定文学性ꎬ但也更为实用化的文体样式ꎮ 这些微文本不但比“超长文本”的网络文学要短

得多ꎬ而且比传统纸媒文学也更短小、凝练、简约ꎬ其开启了碎片性时代中碎片性写作、碎片性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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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新篇章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网络文学“越写越长”的叙事篇幅中隐含了相对商业化的趋向ꎬ而碎片化写

作的微文本则更加强调表达个人情怀、传达自娱自乐的个性精神ꎮ 不可否认ꎬ网络文学近年来的

超长性与其愈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ꎮ 早期的网络文学是免费阅读的ꎬ写作

者表达个人情怀是其创作的主要动因ꎮ 新世纪以来ꎬ不少文学网站逐渐推出了付费阅读模式ꎬ因
为通常是以字数为标准付费ꎬ这极大提高了写作者更新与“拉长”文本的积极性ꎮ 像起点中文网

规定ꎬ每个签约作者每天要更新 １ 万字的付费章节才能领到每月 １０００ 元的全勤奖ꎮ 在此情形

下ꎬ通过“写得长”维持和累加读者比另起炉灶、设计新的情节赢得新的读者要容易和轻松ꎬ这也

内在地决定了书写字数与商业机制的联系ꎬ更不用说为了迎合越来越只注重消遣和宣泄的网络

文学读者ꎬ甚至有些写作者会不停地在文本中“注水”ꎮ 与这种越来越商业化的网络文学运作机

制相比ꎬ微文本的生产、传播却有着更为明显的业余、自发、原创性质ꎬ也更符合个性主义、自由主

义思潮下的碎片性时代精神ꎮ 或者说ꎬ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的加剧ꎬ社会各成员间利

益、兴趣、诉求的差异化、多元化趋势鲜明ꎬ碎片性逐渐取代整合性ꎬ异质性超过了同质性ꎬ这种碎

片性精神是与个性张扬、自我表现、主体情感的表达等一系列时代特征相连的ꎮ 微文本在这一层

面上借助电子传媒的技术力量ꎬ比起目前相对商业化的网络文学与互动性较差的传统纸媒文学ꎬ
似乎有着更为鲜明的文体优势ꎮ

在各类微文本中ꎬ微博写作具有碎片性写作与即时性分享的鲜明特征ꎮ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Ｅｍａｉｌ、ｗｅｂ 等多种方式发布短消息ꎬ限 １４０ 字以内ꎬ只能进行“支言片语”的话语表达ꎮ 作家陈彤

曾说:“相对于博客的长篇大论ꎬ微博可算是短小精悍的了ꎬ绝大多数人写博客是坚持不下去的ꎬ
但微博可以通过短信和彩信发布ꎬ像发布短信一样ꎬ就简单多了ꎮ”①微博文学可以在寥寥数语中

完成记述个人行踪或重大事件(叙事)、表达自我情感或抒发时代之情(抒情)、评说公共热点或

身边事件(议论)等传统文学的一切功能ꎮ 正因为微博短小ꎬ可以与手机、ＱＱ、ＭＳＮ 等终端交互

使用ꎬ综合运用图片、声音等多媒体方式等ꎬ其简约、即时、快捷、共享的“自媒体”性质尤其突出ꎮ
在有限的篇幅内简洁明快地表达特定主题ꎬ并能够利用林林总总的方式将这种表达迅速传播出

去ꎬ微博在迎合碎片性写作与碎片性阅读风潮方面可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而短信文学

是以手机为写作、传播、阅读载体的文学类型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这种文学类型不但在数量上呈几何

式增长ꎬ而且还通过各类短信写手专栏、短信文学大赛积累了各式各样的作品ꎮ “中国第一短信

写手”戴鹏飞认为ꎬ短信文学是“运用多种文体ꎬ多种文学形式ꎬ具有短(７０ 字以内)、‘不信’(区
别传统服务信息)、幽默或言情三个特点ꎬ揭示社会现象或内心活动的一种新文学形式”②ꎮ 与微

博文学是以对博客的浓缩方式满足人们网上创作冲动稍有不同ꎬ在移动通讯已普遍智能化的今

天ꎬ短信文学在以手机相对于电脑来说更方便携带、用途更广、联系更紧密、利用频率更高这一层

面上赢得了更广泛传播的形式上的优势ꎻ而在内容层面ꎬ上述微博文学叙事、抒情、议论等各个层

面上的创作涵盖量ꎬ短信文学也都具备ꎬ还包括某些有着一定文学性的段子、随感、祝福语等ꎮ 微

信文学的兴起更晚近一些ꎬ相比较而言ꎬ其社交功能更强大ꎬ除了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的传输

外ꎬ还有“朋友圈”“公众号”等独有功能ꎬ其“熟人社交”“自媒体”的特色更鲜明一些ꎮ 按网络文

学研究者欧阳友权的说法ꎬ目前微信文学主要存在三种形态:一是新媒体创作意义上的微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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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ꎬ即“基于微信平台创作并发布的原创文学作品”ꎻ二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微信文学ꎬ即“通过微

信公众号推送和网络阅读号接收的既有文学资源”ꎻ三是创作选材意义上的微信文学ꎬ即“以微

信为创作题材的网络小说”ꎮ① 显然ꎬ在这三类微信文学形态中ꎬ第一类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形态ꎬ
第二类如同网上的作品是网络文学一样是个过于宽泛的描述性说法ꎬ而第三类又将微信文学限

定为一个过分狭窄的技术性概念ꎮ
无论如何ꎬ这些文学现象都可以称之为碎片性时代的微文本ꎬ其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１.篇

幅短小凝练ꎻ２.创作类型异常繁杂ꎻ３.可以随时随地写作、阅读ꎬ高效、快捷、即时传输ꎻ４.图片、视
频、音频、表情符号等新媒体功能可以与文字同步传输ꎻ５.借助于新媒体技术优势ꎬ创作、阅读方

式不断处于时时更新的动态过程之中ꎻ６.作为大众ꎬ尤其是年轻人异常喜爱的新媒体类型ꎬ其本

身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背景ꎬ形成基于微博、微信互动的文本构成ꎬ或曰微文本的狭义概念ꎮ

二、微文本与“吸引型叙事”策略

微文本与性别话语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其所秉承的“吸引型叙事”策略上ꎮ 女性主

义叙事学者罗宾沃霍尔认为ꎬ“吸引型叙事”干预是指叙事者与叙事接受者之间拥有更为真

诚、亲近的关系ꎬ旨在让读者更加投入故事ꎬ并认真对待叙事者的评论ꎻ与之相对的“疏离型”叙
事干预则是叙事者疏远接受者ꎬ旨在与读者保持一定距离ꎮ② 后者强调叙事的虚构性ꎬ隐含作者

对笔下人物的态度有所保留ꎬ像以反讽、暗嘲、玩世不恭类叙事旨在拉开叙述者与受述者距离ꎬ这
样的修辞技巧在先锋文学写作中体现得更明显ꎬ像 １９８０ 年代末先锋实验的叙述圈套 、“元小

说”、结构的迷宫、叙述的空缺等ꎬ可谓典型的“疏离型叙事”ꎮ 而“吸引型叙事”中的叙述人则直

接与受述者展开对话ꎬ有着真诚、亲和的叙事姿态ꎬ注重真实性氛围的营造ꎬ努力提升读者沉浸式

阅读、代入感体验ꎬ等等ꎮ
“吸引型叙事”与女性话语之间是有着某种特殊联系的ꎬ因为真诚、谦卑的言说姿态与处于

现实边缘位置的女性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ꎬ或者说只有采取相对亲和、谦卑的姿态才能为女性争

取更多的言说机会ꎮ “吸引型叙事”理论最初是由沃霍尔通过对 １９ 世纪欧美文学的研究提出

的ꎮ 她发现ꎬ在女性话语空间相对有限的年代ꎬ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演讲、集会、辩论等表达个人权

威的公共场合之外ꎮ 在写作这种公开表达自我声音的活动中ꎬ女性也受到某种无形的限制ꎬ如果

她们像男性那样无羁地表达个人观点、体现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干预ꎬ就有冒犯公众关于女性应内

敛、含蓄、温柔的传统认知ꎬ不仅不会像男性写作者那样获得尊崇ꎬ反而有可能因为“不像个女

人”而遭到拒斥ꎮ 而采取真诚、谦和、率真、迎合读者的低姿态叙述方式ꎬ强调与读者近距离直接

对话、无缝交流的“吸引型叙事”则因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叙事形式层面规避这一被指认的冒

犯ꎬ而更容易被公众所认可接受ꎬ因此“吸引型叙事干预是女性介入生活现实的策略性技巧”③ꎮ
“吸引型叙事”之所以在新媒体微文本中被广泛采用ꎬ与话语空间相对有限年代的女性策略

性技巧有关ꎬ那就是作为一种传统上不被重视的短小、琐碎、边缘、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样式ꎬ其
只有以足够真诚、亲和的叙事方式才能吸引更广大读者参与、共鸣、分享、转发ꎬ提升传播的深广

度ꎮ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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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情节单纯、细节精简、风格简约ꎬ很容易拉近叙述人与读者的距离ꎮ
　 　 外婆离开人世的那个黄昏ꎬ外公在病房里陪伴着她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ꎮ 外

婆临去前对外公说“放学了”ꎮ 一直假装平静的外公听完这句话后像个孩子似地大哭起来ꎮ
葬礼结束后我问起外公这三个字的含义ꎬ外公告诉我说这是从前他和外婆还在上小学时外

婆常说的一句话:放学了ꎬ我们一起回家吧ꎮ①

这是 ２０１０ 新浪微博大赛中获“最佳催泪奖”的作品ꎬ以第一人称叙述ꎬ从日常生活中取材ꎬ
以“放学了”这一学生们最普通不过的常用语为核心意象ꎬ书写了一对老夫妻青梅竹马、相伴一

生的感人画面ꎬ符合当下人对“执子之手ꎬ与子偕老”的爱情神话的想象与期待ꎮ 亲切质朴ꎬ率真

自然ꎬ人物鲜活ꎬ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文学修辞性上ꎬ与职业作家的长篇大论相比亦毫不逊

色ꎮ 艺术手法上ꎬ相对于有些过分张扬叙述人主体性的主流文学ꎬ或沉湎于臆想、玄幻的网络言

情小说ꎬ其以一种朴实亲切的真实感的营造、云淡风轻的白描手法的运用ꎬ鲜明体现出接地气的

“吸引型叙事”的一面ꎬ即“叙事者首先付出对叙事接受者的信任和亲切ꎬ也就是把自己和读者的

位置适中控制在面对面交流的虚拟对话模式ꎬ以此拉近一个从未谋面、不曾接触的人成为自我理

念可能的伙伴以及执行者ꎬ类似于书信的交流ꎬ彼此之间建立了共享秘密的亲密”②ꎮ 微文

本中有着太多更倾向于自我情绪的有感而发、兼具抒情与议论双重功能的作品ꎬ它们是并非刻意

进行文学性创作的随意赋形之作ꎬ可以说天生地具有这种“吸引型叙事”的倾向ꎮ
其二ꎬ第二人称“你”的有效运用ꎬ能够与普泛性的广大读者建立直接的联系与对话ꎬ有着提

升言说内容凝聚力、吸引力的作用ꎬ这在中、长篇小说等纸媒文学中运用得较少ꎬ但在新媒体微文

本中却体现得较为鲜明ꎮ 如有微信号呢称为“小语”的某网友的心情语录:
　 　 一生中必然会遇到某个人ꎬ他打破你的原则ꎬ改变你的习惯ꎬ成为你的例外ꎮ

我给不了你多少温暖ꎬ但有个词叫尽我所能ꎮ
用第二人称“你”与普泛性的广大读者直接展开对话ꎬ而不是以第三人称方式将读者视为文

本外受众或拘泥于某个特定受述者ꎬ这显然扩大了与大多数读者交流的程度ꎬ“第二人称叙事陌

生化了叙事行为ꎬ使个体读者与主人公在不同向度上产生了高度的吸引力一个吸引型叙事

者常避免命名接受者ꎬ或常使用指向大量潜在读者群的受述者”③ꎮ 如同古代话本小说中的“客
官”“诸位”“你”的直接出现能够将文本演绎成“使用现在时ꎬ从而在读者心中造成一种直接介

入感与期待感”④的书信体写作ꎮ 第二人称“你”及书信体的使用曾在五四时期被冰心«寄小读

者»、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广泛采用过ꎬ当前的主流文学中只有在铁凝«永远有多远»开头

“你在北京胡同里住过吧? 你曾经是北京胡同里一个孩子吧? 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

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等少数作品中偶尔使用过ꎮ 在大多数作品不是以第一人称“我”
叙述、就是无明确叙述人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情形下ꎬ第二人称“你”叙述的缺失是一件让人遗憾

的事情ꎬ因为“你”的有效运用是最大限度地拉近与读者距离、体现叙事的吸引型效果的一种方

式ꎮ “吸引型叙事对一个‘你’(代表实际读者)致辞时ꎬ是一个产生真正效果的交流ꎬ是一个小说

家希望能对社会产生实际效应的交流ꎮ”⑤在这个层面上ꎬ相对于主流文学对第二人称“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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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漠ꎬ大批新媒体时代的碎片性微文本重拾了这一传统ꎬ不仅拉近了写作者与阅读者的距离ꎬ
还增强了叙述对象的参与感、现场感ꎮ

其三ꎬ传统文学的伏笔、悬念、戏剧性冲突、出人意料的结尾等ꎬ这些微文本也都具备ꎬ而且因

为篇幅简短、语言凝练ꎬ其所体现的情感吸引力会更明显ꎮ 像这样一篇以“红烧肉”为核心意象

串连起来论述母子关系的微文本ꎬ人生的横断面的截取、言简意赅的对话、质朴率真情感的自然

流露ꎬ无不让读者深切动容:
　 　 ５ 岁:“妈妈ꎬ烧红烧肉吧”“行ꎬ烧”ꎮ １５ 岁:“妈妈ꎬ别烧红烧肉了ꎬ换换味道”“行ꎬ买别

的菜”ꎮ ３５ 岁:“儿子ꎬ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 妈给做红烧肉”“不行ꎬ最近忙”ꎮ ５０ 岁:“妈妈

今天路过你家ꎬ给你带红烧肉”“不行ꎬ今不在家”ꎮ ７０ 岁:“妈ꎬ我想吃红烧肉”ꎮ 那边ꎬ已经

没有了妈妈的声音ꎮ①

其四ꎬ微文本视频、音频、图片、表情符号的随意添加功能ꎬ更是以纸媒难以达到的直观化方

式快速、高效地与读者近距离交流ꎮ “朋友圈”、互粉、点赞、打赏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甚至使微文

本阅读达到了“见字如见人”的程度ꎬ这些无疑又更加强化了其“吸引型叙事”风格ꎮ 可以说ꎬ这
些多由业余作者原创、自发性创作的微文本在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上ꎬ更倾向于传统观念与大众

喜闻乐见的主流样式ꎬ而与相对先锋的“疏离型叙事”拉开了一定距离ꎮ

三、微文本与“女人气”

“女人气”(ｅｆｆｅｍｉｎａｃｙ)并非一个表征女性气质的概念ꎬ而是要将女性气质与生理意义上的

女性相区分ꎮ 沃霍尔曾言ꎬ这是“一个新的对性别化的肯定性指涉的敬称:其并不一定是或者说

仅是性征化的———那些不符合文化决定的标准的‘男子气概’的人的特征”均可纳入“女人气”
中ꎬ“‘女人气’包括同性恋者、雌雄同体的男人们、相像的女人们” ②ꎮ 也可以说ꎬ“女人气”是从

行为举止而非生理差异角度来界定的女性气质ꎬ“女人气”提出的初衷是为其正名ꎬ改变男权文

化中对“女人气”的贬抑性指称ꎬ提升“女人气”的文化价值ꎬ体现新的性别权力关系ꎮ
“女人气”问题的提出本身可以被视为新媒体时代性别话语向前发展、跨越的一个表征ꎮ 在

这其中ꎬ碎片性微文本通过上文所述“吸引型叙事”策略的有效运用是建构“女人气”的重要一

环ꎬ其有效加剧了碎片性潮流中的阴性化与感性化特质ꎮ 比如ꎬ微文本所具有的“自恋化情感倾

诉”“个性化书写塑造自我镜像”“与粉丝互动完成情感倾诉”③等特征ꎬ使其与传统上以严厉、权
威、不苟言笑为特征的男性气质拉开了相当的距离ꎬ而更切近“不符合文化决定的标准的‘男子

气概’”的“女人气”ꎮ 而微文本细小、简短、直接ꎬ长句化为短句或关键词ꎬ长篇大论化为随时随

地零星成文、即时发布的碎片性方式ꎬ也与女性(相比男性)因为经常要做家务劳动等造成的时

间琐碎化状态更相契合ꎮ 至于微文本在文字中时常插入更直观、感性的图片、表情符号、自拍照

等多项附加功能ꎬ也与传统上女性爱玩过家家、感情丰富、倾诉欲强ꎬ喜欢自拍、晒照等生活方式

联系更为紧密一些ꎮ 可以说ꎬ互粉、转发、即时发布等微文本源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学新质ꎬ在很

大程度上加深了其碎片性叙事的感性化、阴性化特性ꎻ而新媒体时代微文本的流行ꎬ又反过来增

进、强化了这种碎片性叙事的感性化、阴性化特质ꎬ建构了这个时代的“女人气”风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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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霍尔曾指出ꎬ２０ 世纪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所体现的推崇元叙事ꎬ贬低、忽略真诚的“吸引

性叙事”干预的倾向ꎬ实际代表着文学理论界对女性气质的偏见ꎬ“这样的忽略本是代表对‘女人

气’的焦虑ꎬ现在被错误地替换为对叙事策略自身价值的评价”①ꎮ 这种说法尽管是针对西方理

论界的ꎬ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同样适用于男权文化仍或隐或显的中国当代文学界ꎬ比如对碎片性微

文本、微文学的研究目前尚相对薄弱ꎬ而且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微文学与“微时代”、微文学与传

媒技术、微文学与微传播等有限领域的分析ꎬ从性别角度细致分析微文学的基本寥寥无几ꎮ 由于

“吸引型叙事”以真诚、亲和、谦恭之态拉近与读者距离为特征ꎬ在文化研究中往往被视为大众文

化取悦读者以提高阅读、销售量、点击率的“不齿”行为ꎬ是文艺作品商品化的标志ꎬ被视为不值

得深究的“好看”“快感”ꎬ至于其内中所隐含的包括性别特质在内的具体美学元素似乎从来没有

被严肃对待过ꎮ 有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ꎬ认为“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

形态所忽略的范畴ꎮ 在它的话语中ꎬ快感似乎是不存在的ꎮ 反之它将责任感、批评距离或审美纯

粹性一类东西放在中心”②ꎮ 在笔者看来ꎬ对流行于传媒时代的微文本内在美学原则的忽略、贬
抑与回避ꎬ不但是一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典型体现ꎬ而且是对其隐含的“女人气”文化的熟

视无睹、对“吸引型叙事”的内在机理视而不见的表征ꎮ

四、微文本与传媒时代的性别建构

自波伏娃以来ꎬ“女人不是天生的ꎬ而是后天形成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建构理论逐渐

为学界接受ꎬ而后朱迪斯巴特勒解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性别表演”观念也开始

深入人心ꎮ 同“自我”“主体”等观念一样ꎬ性别也是被社会文化建构、意识形态“询唤”的建构性

范畴ꎮ 当然ꎬ个人并非在这种性别建构中无所作为ꎮ 玛丽塔尔博特曾言:“尽管自我决定是一

种幻觉ꎬ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我构成是被动的ꎮ 人不仅仅受各种影响ꎬ而且也主动地建构自我ꎮ
人们同样积极地从事着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ꎬ尤其是每个人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ꎮ”③碎片

性微文本便是写作者 /阅读者性别建构中的重要一环ꎮ 像某些玄幻、仙侠类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当

下引发阅读 /观影热潮ꎬ是与其碎片性制作迎合了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分不开的ꎮ 而这又进

一步催生了碎片性语境中的感性化、阴性化情感ꎬ因为“文化充斥甚至意味着性别的技术ꎬ形式

和结构对渗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性别起决定作用”④ꎮ
以前段时间被热议的仙侠之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ꎬ其之所以掀起人们阅读与观影热

潮的原因或有很多ꎬ像典雅唯美的场景、俊逸的人物与造型、前世今生的执着感情、敢爱敢恨的率

真个性等ꎮ 但是ꎬ真正让这部相对单薄苍白ꎬ并未涉及多少深刻复杂的社会问题ꎬ并有抄袭之嫌

的作品ꎬ在诸多大众文化制品中脱颖而出的其实并不是内容本身ꎬ而是其符合当下快节奏环境中

碎片性阅读 /观影的叙事形式ꎮ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情节简单松散ꎬ除去夜华和白浅这对男

女主角的爱情线外ꎬ还有三对其他人、神 /仙的爱情ꎬ这些故事之间并未有太多交叉与纠葛ꎬ这种

非连贯性的结构设置为碎片性阅读 /观影提供了条件ꎮ 与传统文本需要购买一整本书ꎬ电视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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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需要等待电视台播放ꎬ包括被动接受其插播广告、片头、片尾等有所不同的是ꎬ网络阅读与收看

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口味ꎬ“随时、随地、随意选择片段网络播放打破了电视连续剧线

性和完整的叙述模式ꎬ观众完全可以通过挑选剧集、拖动进度条ꎬ进行跳跃式的、碎片化的ꎬ甚至

倒叙观看”①ꎮ 这不仅节省了时间ꎬ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取舍剧情ꎬ只观看自己欣赏的情节

或演员ꎬ不喜欢的可以统统去掉ꎮ
可以说ꎬ碎片性观影与阅读模式是符合约翰费斯克所说的大众文化的相关性原则的ꎬ即

“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者文本内部的文本特质层面上ꎬ而是旨在识别和筛选文

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ꎬ“相关性的标准和审美标准不同ꎬ它着眼于读者的社会情境

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ꎮ② 碎片性叙事与文化相关性原则激发了读者 /观众对讲求个人

化、趣味化、差异化的碎片性时代氛围的参与精神ꎮ 具体到性别话语层面ꎬ“当读者阅读叙事文

本ꎬ他 /她就经历了对自己性别表述进行修正的可能ꎬ这是对其阅读行为的反观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
性别不仅影响了叙事ꎬ阅读叙事作品也影响了读者本人的性别”③ꎮ 考虑到目前尽管男权依旧ꎬ
但有关男性 /女性、阳刚 /阴柔、刚毅 /温和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规约ꎬ比之以前的确有一定松动

之势ꎬ这与碎片性写作与阅读 /观影模式在当下的流行是分不开的ꎮ 比如男性偏离以刚毅、冷峻、
威严、不苟言笑为特征的传统男子汉特质、所呈现出来的“女人气”问题ꎬ是与男人对碎片性微文

本及其传播方式的喜爱(像在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中进行自我情绪的感悟式抒发、摆拍、自
拍、晒美照等行为)分不开的ꎬ这些以往更多同女性相联系的自恋行为已为越来越多青年男性所

认可、效仿ꎬ势必会影响到传媒时代的性别建构ꎮ 像“暖男”“花样美男”“小鲜肉”等对有着一定

女性气质的男性的称谓ꎬ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不再像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基本是有着负面性

指涉的“奶油小生”“娘娘腔”的代名词ꎬ而是为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接受ꎮ 他们往往注重细节、爱
美、擅做家务、心思细腻、开口温润委婉ꎬ与琐碎、飘忽、散漫、碎言絮语的“女人话”有着某种内在

的联系ꎬ这与身处这样一个“微时代”ꎬ在微文本的“微叙事”浸染下形成的“微思维”分不开ꎬ其
愈往感性、细腻、敏感处发展ꎬ便愈呈现出中性化(乃至女性化、“女人气”)特征ꎮ 而在另一个层

面上ꎬ以往更多以权威面孔出现的主流机构或主流人物在民主自由的时代洪流下更多呈现出了

谦顺、随和、亲民的一面ꎬ也体现了与女性话语相联系的“吸引型叙事”的内在影响ꎮ 像我国各级

政府也有不少开通微博ꎬ用幽默、时尚的方式与民众互动ꎬ甚至基于领导人的亲民称谓、动漫形

象、网络歌曲等也出现了ꎬ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时代宽松下的感性化特征ꎮ 可以说ꎬ一种

以弹性、柔性风格为特征的文化正在新世纪的中国逐步形成ꎬ并有时尚化趋向ꎬ这与现代人在碎

片性语境下的精神浸淫分不开ꎬ阴柔审美是其中之一ꎮ 可以说ꎬ这体现了一种以感性化为特征的

女性文化之社会认同度有所提高的性别新症候ꎮ
当然ꎬ如同碎片性叙事无论如何尚不能在文学形式技巧中占到主流(戏剧性情节、有头有尾

的故事仍是虚构类文学的主要表述方式)ꎬ与阴柔审美相联系的中性化趋势在性别格局中亦仍

是一种边缘的存在ꎮ 但只要社会在进步ꎬ个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必然会对铁板一块的男权文化

有所冲击ꎮ 所谓传媒时代的性别多元建构ꎬ也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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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公共舆论的情感表达
∗①

张　 贝
(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８７２ )

　 　 摘要:　 “后真相”为理解和分析公共舆论中的潜在情感提供了全新语境ꎬ为认知社交媒体时代的情感演化

和真相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ꎬ揭示了情感在形塑群体认同和价值共识中的重要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后真相”引发

的公共理性的消解ꎬ群体认同的迷惘和话语结构的变迁加深了公共舆论场域的诸多隐忧ꎮ 专业媒体从业者应发

挥其主导作用ꎬ在积极构建多元对话沟通的基础上ꎬ整合网络空间的话语力量ꎬ探索接近客观真相的标准框架ꎬ
构建由情感驱动到共识驱动的“情感共同体”ꎮ

关键词:　 “后真相” ꎻ公共舆论ꎻ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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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时代ꎬ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ꎬ网络空间传受双方的边界逐渐消融ꎬ虚拟化、流动

化、去中心化的技术逻辑改变了信息的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ꎬ塑造着公共舆论的全新形态ꎮ 近年

来ꎬ由媒介形态演进、算法技术革新等多重力量共同催生的“后真相”现象ꎬ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

广泛关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牛津英语词典»公布年度词汇ꎬ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和个人

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情形ꎬ突出强调了情感和信念在形塑公共舆论中的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以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政治领域“黑天鹅”事件为标志的“后真相”ꎬ揭示了西方政治选

举中情感、价值和立场先于事实的逻辑ꎬ以及对新闻进行选择性报道甚至刻意欺瞒的政治文化现

象ꎬ描摹了社交媒体时代客观事实被人的主观情感所裹挟的情景ꎮ “后真相”为理解和分析公共

舆论中的情感演化和共识形塑提供了新的视角ꎬ与此同时ꎬ由事实与情感的逻辑之辩引发的社会

政治层面的相关问题也加深了公共场域的舆论隐忧ꎮ

一、“后真相”时代的情感逻辑

“后真相”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ꎮ 西方舆论场中ꎬ与“后真相”相关的问题已有诸多学者进

行研究ꎮ ２００４ 年ꎬ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Ｒａｌｐｈ Ｋｅｙｅｓ)在其«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

骗»一书中指出ꎬ欺骗和谎言在当下媒体驱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普遍ꎬ政治环境中出现了通过网

络舆论操控或影响民意的新动向ꎬ谎言在某些情况下逐渐开始被接受ꎮ②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一定

程度上标志着“后真相”时代的开始ꎬ也将谎言背后的情感归因和行为逻辑等问题推入了公众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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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ꎮ ２０１６ 年ꎬ就“后真相”在政治领域的蔓延ꎬ«经济学人»撰文表示ꎬ美国总统特朗普引领了一

场依赖于感觉真实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运动ꎬ处于政治谎言中的舆论场形成了错综交互的情

感环境ꎬ加深了选民的偏见ꎬ使他们罔顾事实ꎬ以情感和立场为依据作出判断和选择ꎮ 这进一步

指出了情感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强大驱动力ꎮ
１.真相认知中的情感立场

从英文词源来看ꎬ“后(ｐｏｓｔ)”作为前缀附加于原概念之上ꎬ指示着原有体系的消融和新的逻

辑秩序的生发ꎬ关联着两个时代在观念上的革新发展和时间上的接续过渡阶段ꎬ而非强调与旧有

时代的断裂和分离ꎮ “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ꎬ并不完全否认真相的存在或意欲摒弃真

相ꎬ而是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ꎬ由于遵从了“事实让位于情感ꎬ服从于价值判断”的反向逻辑ꎬ呈
现出情感消解事实、情绪操纵舆论和影响行为的倾向ꎮ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主体ꎬ不否定追求

和挖掘真相的意义ꎬ亦不崇尚对真相的颠覆ꎬ只是对于接近真相的方式产生了曲解和迷茫ꎮ 社交

媒体时代ꎬ公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是碎片化、零散化的ꎬ远离现场感知的“真相”是情感驱动下

生成的主观化的“事实”ꎬ是客观事实被主观情感所干扰的作用结果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公众的情

感、意见深入影响和形塑着公共舆论ꎮ
２.真相建构中的情感轨迹

一直以来ꎬ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客观真实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ꎬ而主观层面的情

感则是制约新闻客观性的梗阻ꎮ 然而ꎬ在实践层面ꎬ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ꎬ新闻媒体报

道的景象并非客观世界的完整镜像ꎬ而是经过信息的选择加工后呈现的“被结构化”的话语ꎬ潜
藏着新闻媒体与其他社会组织、利益群体的互动博弈以及差异化价值导向的复杂关系ꎮ 正如美

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所说ꎬ真相不是先在的客体ꎬ而是基于一定的建构过程产生的ꎮ① 在这一

过程中ꎬ新闻价值、工作惯例、甚至刻板成见都在建构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ꎮ 由此观之ꎬ新闻专业

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价值偏向ꎮ 无论处于何种情景下ꎬ源于特定组织和个

人情感、立场的价值观念都无法被忽视和排除在外ꎬ新闻工作者也并非存在于意识形态的真空状

态ꎬ完全客观、理性、中立的新闻作品是不存在的ꎮ 所谓的“真相”ꎬ实际上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真

相ꎬ是对事实进行筛选之后被再现的真相ꎬ是带有报道者情感“温度”的真相ꎬ并不能等同于绝对

的客观现实ꎮ 真相的生产源于信息流和情感流的合流和共生ꎬ在“后真相”到来之前ꎬ情感业已

根植于真相的建构过程之中ꎮ
３.信息交互中的情感认同

新闻真实是由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这一“双重主体”共同实现的ꎬ是由真实报道和理解真

实、相信真实的过程共同建构的ꎮ 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包含着传播者及其利益群体的主观态度和

价值取向ꎬ新闻的接收过程是传受双方基于信息交互的精神对话和文化交流ꎮ② 社交媒体时代ꎬ
公众用情感进行社会认同和社会角色的认知和判定ꎬ其主观性成为判定新闻真实的重要标准ꎬ新
闻是否被视为真实ꎬ取决于它是否得到了受众的情感认同ꎮ 若传受双方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信任

机制ꎬ受众就会认为接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ꎻ反之ꎬ则不认同新闻的真实ꎮ 受众追寻的新闻的真

实或真相ꎬ其本质是对于报道真相的人员、机构和体制的信任ꎬ在更为宏观的层面ꎬ是对社会基本

价值和秩序结构的共识ꎮ 失去了这一根基ꎬ真相的生产、传播和认同就会失效ꎬ受众则会依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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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价值观、立场和情绪感知ꎬ拒绝真相或者接受“另类真相”ꎮ

二、“后真相”时代的情感演化动力

“后真相”时代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交互方式和“强—弱”连接交织的网络

格局为公共意见的生发提供了多重路径ꎬ使得每一位用户都有机会参与到网络空间的“互动仪

式”中来ꎮ 在这一仪式中ꎬ不同的舆论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ꎬ传递着差异化的情感诉求ꎬ代表

着多元化的价值立场ꎬ情感的演化动力呈现出“后真相”特点ꎮ
１.社会结构的固化催生情感表达

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关系关涉着特定阶层和群体能够表达的情感ꎮ 近年来ꎬ社会结构深

刻变动ꎬ社会阶层加速分化ꎬ专业流程细分在公共领域的推行ꎬ一方面提高了各领域的工作效率ꎬ
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社会圈层和公共机构的固化倾向ꎮ 由于目前我国有些政治活动参与渠道的畅

通性不足ꎬ制度性对话空间有限ꎬ部分在现实社会未能得到有效疏导、引导和规范的公众意见ꎬ经
由网络平台形成了情感和利益诉求的集中表达ꎬ呈现出对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的迷惘和困惑ꎬ夹
带着消极负面情绪ꎬ最终演化为对社会结构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的“后真相力量” ①ꎮ 与此同

时ꎬ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犬儒主义、反智主义等思潮的抬头以及贫富悬殊、利益分化等诸多

因素挑战ꎬ加深了网络舆论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ꎮ 在固化的社会阶层和秩序下ꎬ公众以网络空间

的“情绪”为支点ꎬ撬动了利益诉求的全新话语空间ꎬ公共舆论呈现出深刻的流动性、易变性ꎬ情
感生成演化的动力机制更为复杂ꎮ 从这一层面看ꎬ“后真相”时代的公众情感表达并非简单的心

智反应ꎬ也是社会的结构性产物ꎮ②

２.媒介形式演化重构交往方式

公众的情感表达和对外在环境的认知需要通过媒介这一中介ꎬ媒介的形态决定了情感表达

的途径和方式ꎬ建构了交往的社会场景ꎮ 正如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指出的ꎬ新媒介的广泛应用创造

了新的社会环境ꎬ而社会环境重塑行为方式的意义也超越了传播内容本身ꎮ③ 媒介作为制造者ꎬ
其自身具有述行性的功能效用ꎬ传播的内容和主体会受到特定媒介的影响ꎻ此外ꎬ媒介作为一种

传播工具和客观存在ꎬ主动地形塑内容ꎬ发挥着推进事件发展的重要作用ꎮ④ 媒介形式的演变使

新闻的生产过程得以重构ꎬ随着传播过程及其基本构成要素的变化ꎬ “真相”建构的过程、方式、
场景、机制深刻变革ꎬ深入影响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ꎬ形成了基于情感的交往关系ꎮ 在这一意义

上ꎬ作为“制造者”的媒介ꎬ加速了以情感为主导的“后真相”时代的到来ꎮ
３.推荐算法技术驱动情感共振

媒体技术的革新使基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网络在虚拟空间得以延续ꎬ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

更为广泛的群落ꎮ 社交平台采用全新的信息分发机制ꎬ基于用户浏览轨迹、点击行为和相似偏

好ꎬ通过“算法”自动推送个性化、定制化内容ꎮ 以智能算法作为主导、辅以人工编辑和筛选的分

发机制ꎬ虽然能让用户享受到“私人订制”的阅读服务ꎬ也加速了传统主流媒体“把关”功能的消

解ꎬ造成了信息传播的窄化和用户认知的偏差ꎬ弱化了用户自主选择信源、筛选新闻和完整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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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认知和能力ꎬ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不同圈群之间的视角分化和价值偏差ꎮ 算法推荐使受众

陷于“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的传播效应之中ꎬ更易被情绪化的符号所驱使ꎬ从而对特定议题

和现象作出非理性的认知和判断ꎬ“真相”在网络空间的传播难度进一步加大ꎮ

三、“后真相”时代情感驱动下的舆论隐忧

从舆论学的角度来看ꎬ知觉而又不易确切捕捉到的公众情绪ꎬ是公共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是潜舆论的表现形式ꎮ① 这一阐述表明了情感在公共舆论生成中的结构性意义ꎮ 在中国漫长的

历史中ꎬ情感一度被赋予道德力量ꎬ成为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力量ꎮ② 情感的准确、及时表达能够

有效补充法律等社会规范的不足ꎬ对良好有序社会风尚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ꎮ 然而ꎬ随着“后真

相”时代网络空间情感演化过程的骤然缩短ꎬ情感作用机制更为多元ꎬ舆论场中的意见气候瞬息

万变ꎬ被推向前台的情感引发了公共舆论秩序的诸多隐忧ꎮ
１.公共理性的消弭

“后真相”代表着一种认知与情绪的存在ꎬ一种在特定舆论场域、媒介平台和技术条件下能够演

化为集体行动的共同情感和群体认同ꎮ 与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掌握信息源和报道渠道不同ꎬ网
络时代传受双方的边界被打破ꎬ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实现了随意切换ꎬ“真相”浸没于无限延伸的话

语之中ꎮ 由于从过剩和冗余的信息中辨识“真相”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ꎬ用户对于真相的接触

和选择多是基于个人情感以及对外界环境的“刻板印象”ꎬ而非理性、充分的讨论ꎮ 这一依据价值和

情感的“筛选”过程催生了网络空间“弱信息、强情绪”③特征的形成ꎬ侵蚀着公共理性生成的土壤ꎮ
在情感扩散的传播网络中ꎬ能量较大的用户节点基于“吸附”效应不断增强群体中的情感同质性ꎬ既
而通过圈群感染、循环共振凝聚群体的情感认同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网络用户更倾向于跟自己观点和

态度相近的人建立联系ꎮ④ 用户节点之间的情感关系越亲近、近邻数越大ꎬ情绪传递和涌现所需的

时间越短ꎬ群体情绪的强度也越大ꎮ⑤ 网络空间个体情感与群体意见极化存在着密切关系ꎬ在特定

情形下会驱动群体情绪的极端化发展ꎮ⑥ 情感符号的凸显和群体情感的极化ꎬ削弱了公共舆论的理

性与价值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性的培育和共识的形成ꎮ
２.群体认同的迷惘

在社交媒体的圈群文化中ꎬ个体通过功能目标和情感归属对所在群体产生认同ꎬ生成内群体

偏好和外群体偏见ꎬ并基于内、外群体的差异化比较完善自我认知ꎬ获得群体内部的认同ꎮ⑦ 不

同于西方国家契约式的治理模式ꎬ我国社会治理遵循“情本体”的理念ꎬ群体的认同基于“熟人关

系”的情感交往逻辑ꎮ 分布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情绪感召和情感治理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ꎬ其
治理根基是国家、社会与公众之间稳固的情感联结ꎮ 这一缘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机制发挥着

重要的约束作用ꎬ影响着公众的个人情感、认知方式和价值信念ꎮ 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康沃斯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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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雁君、唐卫清、李蔚清: «基于社会网络的群体情绪模型»ꎬ«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Ｆｏｒｇａｓꎬ Ｊｏｓｅｐｈ Ｐꎬ“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Ｈａｐｐｙ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Ｍ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７５ꎬＮｏ.２ꎬ１９９８ꎬｐｐ.３１８－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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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ꎬ意识形态将公众的政治态度整合到统一的信念体系之中ꎬ深刻影响公众认知政治信息、参
与政治实践的过程ꎬ使其实现逻辑上的一致性ꎮ①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和城市化的发展ꎬ虽缩短了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ꎬ建构了精神和情感的

归属ꎬ但网络社会的群体组织结构与传统社会相去甚远ꎬ日益复杂交织的情绪关联导致了群体认

同的困境ꎮ 网络空间中ꎬ基于特定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导向ꎬ各个圈群呈现着社会关系和群体共识

的交互共生ꎬ也孕育着新的关系结构和群体共性的生发ꎮ 在这一动态演进的系统中ꎬ群体结构的

建立和消解是流动、瞬时的过程ꎬ用户及其与圈群的关系不断裂变、重组ꎬ情感的关联处于不断变

化之中ꎮ 在差异化圈群的形成过程中ꎬ个体的情感在群体网络的交织和扩散中裂变、转场、重组ꎬ
用户与用户、主体与主体之间也经历着解构和建构ꎬ旧有群体的离散和新生群体的形成表现出深

刻的互嵌性、叠加性ꎮ 部分弥散在公共舆论中的情绪随着网络共同体的消解不复存在ꎬ部分离散

在不同圈群的意见则通过情感纽带逐步汇聚成强大的群体共识ꎮ 公共事件的结束、情感和信息

的中断ꎬ即意味着基于情感建构的群体消散ꎬ这使对于特定群体的认同变得更为困难ꎬ群体的归

属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遗失ꎮ
３.话语结构的变迁

话语是组织团体基于特定的渠道规训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ꎬ以此确立其地位ꎬ并为其他组织

团体所认知的过程ꎮ② “后真相”的出现改变了传统话语的结构格局ꎬ消解了传统媒体对于真相

的“封闭”建构过程ꎬ开启了舆论场多重力量共同博弈的“话语竞赛”ꎬ从而为接近真相提供了多

元化的场域、机制和路径ꎮ
“后真相”时代话语结构的变迁ꎬ首先表现在中心话语的消解ꎮ 传统媒体时代ꎬ报纸、广播、

电视由于垄断了版面资源、频道资源ꎬ成为控制话语权的重要渠道ꎬ主导着大众传播的全过程ꎮ
在当前以技术为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ꎬ自上而下的中心式传播模式逐渐被平面化、网络化的圈层

式扩散模式取代ꎬ网络空间中的用户在信息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ꎬ以个体为基点ꎬ以情感为纽带ꎬ
基于价值立场、情感趣缘ꎬ通过溢散生成串联路径与其他用户建立链接ꎬ形成了群体情感的结构

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秩序ꎮ 同时ꎬ话语结构的变迁还表现在“去情感”话语的陷落ꎮ 公共舆论的

归宿是通过多元声音、利益诉求和价值观点的呈现和讨论ꎬ寻求利益协调ꎬ促进共识形成ꎮ 在

“后真相”时代情感导向的驱使下ꎬ部分传统媒体由于其相对客观的报道叙事方式缺乏情感的

“温度”和感染力ꎬ往往难以引发舆论共鸣ꎮ 诸多偏向理性客观的话题虽颇具新闻价值ꎬ但由于

远离情感中心ꎬ在话语秩序中处于弱势地位ꎻ与之相反ꎬ民间舆论场诉诸情感的话题往往更易形

成舆论漩涡ꎬ强势进入话语格局的中心ꎮ 这种基于情感依赖和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话语结构性失

衡ꎬ使网络空间的意见交流和关系交往趋于感性化、片面化、离散化ꎬ对既有话语秩序和利益格局

的挑战进一步加剧ꎮ

四、情感的归属和共识的凝聚

“后真相”时代ꎬ塑造和传播公众情感的渠道日渐多元ꎬ在网络空间的互动狂欢“仪式”中ꎬ个
体的情感被逐渐公共化ꎬ更趋关注彼此的共同行动、情绪变化以及思想意识ꎬ沉浸于共享情感的

体验中ꎬ如同这种认知和情感已经开始主导他们的意识ꎮ③ 可以说ꎬ情感在网络空间的社会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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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贝:“后真相”时代公共舆论的情感表达

散过程ꎬ也是影响意见环境、建构公共舆论的过程ꎮ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中提到:“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ꎬ远比考虑它们的

真正形状更重要ꎬ因为只有它们ꎬ是我们能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ꎮ” ①在某些情境下ꎬ虚幻的不

真实的事物反倒蕴含着更多真理ꎮ 这一阐述对于探究“后真相”时代下事实与情感逻辑表征背

后的深层次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启发ꎮ “后真相”时代ꎬ网络空间秩序的演进改变了真相的生成

环境ꎬ公共舆论和情绪生成的动力机制、演化方式也相应发生着变化ꎬ基于情感的意识形态诉求

的表征更加鲜明ꎮ “后真相”通过唤醒被隐藏的情感ꎬ为分析和认知公共舆论中的潜在情感提供

了新的语境ꎬ揭示了尚未得到有效认识和规范的共同情感需要和公共利益诉求ꎮ
正如前文所述ꎬ“后真相”并不是对“真相”的摒弃和否定ꎬ而是对于既有的滞后于媒介技术

发展的真相生产方式的改革倒逼ꎮ 网络空间公共舆论的情感表达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变化趋

势ꎬ应基于新的时间和空间意义之上ꎬ推进各种话语、议题、意见等在竞合博弈中由分散、分歧、对
立走向交融、趋同、共生ꎬ在信息的交互中弥合观点分歧ꎬ在意见的融合中彰显主流价值ꎬ在利益

的博弈中寻求群体认同ꎬ彰显公共舆论中的理性力量ꎮ 与此同时ꎬ具备专业能力和水平的媒体从

业人员ꎬ应一如既往地肩负起探寻真相和核查事实的中坚任务ꎬ在积极构建多元对话沟通的基础

上ꎬ整合网络空间的话语力量ꎬ探索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相的标准框架ꎬ实现代表公众利益和

话语“最大公约数”之“共识”的有效凝聚ꎬ构建由情感驱动到共识驱动的“情感共同体”ꎮ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 Ｅｒａ

Ｚｈａｎｇ Ｂ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ｓｔ － ｔｒｕ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ꎬ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 ｐｏｓｔ － ｔｒｕｔｈ” ｅｒａꎬ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ｆｒｏｍ ｅｍｏｔｉｏｎ － ｄｒｉｖ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 ｄｒｉｖ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ꎻ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ꎻ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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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山东美术艺术品格的重塑
∗

岳海涛
(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齐鲁文化是山东美术发展中的精神基因ꎬ孕育了山东美术特有的绘画品格ꎮ 由于没有处理好与齐

鲁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ꎬ当代山东美术在深刻性、开放性和反思性上都有所欠缺ꎮ 在新时代ꎬ要使山东美术有

一个长足的发展ꎬ需要将齐鲁文化以艺术的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重新塑造新时代山东美术的艺

术品格ꎮ 这就是:增强文化自觉ꎬ形成围绕重大文化选题创作的倾向ꎻ增强文化自信ꎬ在传承与发展中形成鲜明

的齐鲁风格ꎻ增强文化自强ꎬ培育新时代的美术英才ꎮ
关键词:　 山东美术ꎻ艺术品格ꎻ齐鲁文化ꎻ绘画风格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４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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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８
作者简介:岳海涛(１９５９—　 )ꎬ男ꎬ山东烟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构建起来的地域文化ꎮ 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ꎬ齐鲁就成为中华文明的重心ꎬ孔孟之学似喷涌不息的源泉注入到华夏文化的长

河ꎬ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宝库ꎮ 深受齐鲁文化濡染的山东美术ꎬ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

术品格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ꎬ山东美术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ꎬ也出现了新的

问题ꎮ 然而ꎬ学术界对这些新的挑战和问题缺少应有的理论分析ꎬ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ꎮ 因

此ꎬ山东美术界正视这些挑战和问题ꎬ正确处理好齐鲁文化与山东美术的关系ꎬ在新时代重塑山

东美术的艺术品格ꎬ便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ꎮ

一、齐鲁文化孕育了山东美术特有的绘画风格

“地域风貌之别ꎬ决定绘画风格ꎮ”作为历史上文人墨客汇集之所ꎬ齐鲁大地孕育了不胜枚举

的学人大家、艺术大师ꎮ 他们或生长于此ꎬ或宦游于此ꎬ或隐居于此ꎬ与齐鲁之地有着千丝万缕、
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浸淫于齐鲁文化之中ꎬ受齐鲁文化精神的陶冶ꎬ这些文人墨客也逐渐形成了具

有齐鲁风情的特殊精神品格ꎬ并将之融入文艺创作中ꎮ
自古至今ꎬ齐鲁画坛名家辈出ꎬ这些画家秉承千年齐鲁文化传统ꎬ外师造化ꎬ创造出大批主题

鲜明且具有齐鲁文化特色、意境深远的艺术佳作ꎮ 如北魏时期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蒋少游

即以“性机巧ꎬ颇能画刻”著称ꎮ 南朝著名山水画理论家王微是琅琊临沂人ꎬ所著«叙画»对后世

山水画发展影响深远ꎮ 青绿山水画派鼻祖隋代展子虔(山东阳信人)ꎬ其所绘«游春图»开启了山

水画工整细巧的新阶段ꎻ被誉为中国山水画之父的北宋山水画家李成ꎬ长期隐居山东营丘( 今山

东青州) ꎬ人称李营丘ꎬ引领一个时代的山水画风格ꎬ所谓“齐鲁之士ꎬ唯摹营丘”ꎮ 宋青州人燕

肃、元代曹县人商硕、莒人赵原山水画也仿效李成ꎬ并被画界所认可ꎮ 元代营丘人阎信道ꎬ在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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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成就ꎬ为画史所称道ꎮ 诸城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彪炳史册ꎬ是研究北宋城市生活

绝无仅有的形象资料ꎮ 东平人梁楷的减笔画ꎬ名作«泼墨仙人土»的写意精髓ꎬ名垂千古ꎮ 元代

赵孟兆页所画«鹊华秋色图»ꎬ描绘济南郊外鹊山和华不注山景色ꎬ开元人简率之风ꎮ “元四家”之
一的王蒙ꎬ曾长期任泰安知州ꎬ清代时期郑板桥、李鲜、李方膺亦有山东为官的经历ꎻ 明代画家崔

子忠(山东莱阳人) ꎬ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ꎬ在画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ꎮ 清代济宁人焦秉

贞、潍坊人刘炯、胶州人法若真、冷枚、高凤翰等亦画名远扬ꎮ 及至近代ꎬ高唐人李苦禅、潍坊人郭

味蕖、崔子范、孙奇峰等人则成为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画家ꎮ① 以赵孟兆页为例ꎬ赵孟兆页曾任同知济

南路总管府事ꎬ他深切感受到泉城济南的文化风气ꎬ在城北的洗砚泉边远眺鹊山和华山ꎬ完成了

旷世之作«鹊华秋色图»ꎮ 作品描绘的是济南城北的秋景ꎬ画境清旷恬淡ꎬ表现出恬静而悠闲的

田园风味ꎮ 作品采用平远构图ꎬ再以多种色彩调合渲染ꎬ虚实相生ꎬ笔法潇洒ꎬ富有节奏感ꎮ 在

«鹊华秋色图»中ꎬ作者以深湛的笔墨功力诠释了旷达放逸的山水意境ꎬ不仅丰富了文人山水画

的表现手段和内涵ꎬ更初步确立了元代山水画坛清远自然的整体风格和蕴藉典雅的审美格调ꎬ为
后世的中国山水画奠定了基础ꎮ 而这一切都来源于齐鲁文化的精神和泉城济南的灵气ꎬ赵孟兆页

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熏陶和感染中才能将喷涌而出的感情与其画风完美地融为一体ꎬ最终创造出

画坛奇迹ꎮ 到了近代ꎬ山东民间更是广泛流传着“关黑弭岳”( 关友声、黑伯龙、弭菊田、岳祥书)
或“关黑弭陈( 陈维信) ”四老的说法ꎮ 此外ꎬ在山东美术界取得瞩目成就的书画家还有曹庚生、
吴天墀、张茆才、金棻、王献唐、姜守迁、柳子谷、黄立荪、赫保真、山之南、任小麓、徐培基、冯凭、张
伏山、傅星伯、毕颖之、马龙青、王大中、王企华、于希宁、张立潮、宗惟成、王天池、王小古、王凤年、
蒋维崧、陈寿荣、张彦青、刘鲁生、张朋、陈左黄、高小岩、修德、魏启后、乍启典、张鹤云、段谷风、皮
之先、邹振亚、崔辉、王炳龙、闫学曾等人ꎮ②

综观上述美术家的画作ꎬ其画风中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齐鲁文化精神———坚守传统、继
往开来的传承精神ꎻ重义、爱民的民本精神ꎻ海纳百川、多元并蓄的兼容精神ꎻ勇于担当的责任精

神ꎻ仁民、厚德的人道精神ꎻ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ꎻ辛勤睿智的创造精神ꎬ等等ꎮ 这些齐鲁文

化精神如细雨般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山东美术的血脉ꎬ成为山东美术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精

神基因ꎮ 如展子虔的绘画题材广泛ꎬ手法多变ꎬ善画人物、车马、山水、台阁ꎬ而且大都臻于精妙ꎬ
体现出其海纳百川、多元并蓄的兼容精神ꎮ 张择端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ꎬ用现实主义手

法、全景式构图ꎬ 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舟船往复、飞虹卧波、店铺林立、人烟稠密的繁

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ꎬ表现出坚守传统、继往开来的传承精神ꎮ 李成擅画山水ꎬ师承荆

浩、关仝ꎬ后师造化ꎬ自成一家ꎬ也表现出传承和创造精神ꎮ 郑板桥任山东潍县知县时ꎬ曾作过一

幅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ꎬ画中的竹子不再是自然竹子的“再现”ꎬ诗题也不再是

无感而发ꎮ 透过画和诗ꎬ人们可以联想到郑板桥的人品ꎮ 他身为知县ꎬ从衙斋萧萧的竹声联想到

百姓困苦疾声ꎬ说明他心中装着百姓ꎬ充分体现出重义、爱民的民本精神ꎮ 郑板桥被贬官后离开

潍县ꎬ三头毛驴一车书ꎬ两袖清风而去ꎬ临行前作«竹石图»ꎬ画幅上三两枝瘦劲的竹子在石缝中

挺立ꎬ坚韧不拔ꎬ遇风不倒ꎬ郑板桥借竹抒发了自己洒脱、豁达的胸臆ꎬ表达了勇敢面对现实、绝不

屈服于挫折的人品ꎬ表现出仁民、厚德的人道精神此外ꎬ在山东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墓室壁

画、画像石、碑刻ꎬ还有富有民间特色的剪纸、皮影、年画ꎬ等等ꎬ也无不体现着齐鲁文化崇尚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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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和改革创新的元素ꎮ

二、当下山东美术发展中的艺术风格缺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ꎬ在全球文化的视阈下ꎬ艺术家要取得长足

发展ꎬ必须不断充实文化素养ꎬ更需要关注当下ꎬ不断更新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ꎬ在表现个性的创

作中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时代特征ꎮ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ꎬ积极推动传承以齐鲁文化和齐鲁品格

为主要特征的山东美术ꎬ就成为时代的要求ꎮ 在山东国画家群体中ꎬ有些画家传承笔墨之道ꎬ在
画面中挥洒自如ꎬ充分展现出中国文化的意韵ꎻ有些画家以自然的眼光去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ꎬ
用坦诚、淳朴的情感表达自己对齐鲁大地的热爱ꎻ有些画家选择时尚典雅的都市题材ꎬ烘托时代

氛围ꎬ并赋予作品强烈的象征意义ꎮ 此外ꎬ还有些画家在民间艺术的范畴中深入探索和思考ꎬ用
民族符号诠释艺术生命ꎻ另一些画家则主要吸取西方艺术的精髓ꎬ用抽象和综合材料手法在语言

形式方面进行探索ꎬ文化多元和意识创新成为新的自觉追求ꎮ 此外ꎬ山东油画的发展也呈现出喜

人局面ꎮ 山东籍油画家在全国各项大展中入围人数和次数都屡创新高ꎬ为山东油画事业的发展

开拓了更具时代色彩的新空间ꎮ 山东油画发展的成绩与路径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齐鲁文化艺术

的现代化进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山东油画试图走出本土化局限ꎬ由单一的再现生活向多元的艺术

观念、材料、空间和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深度发展ꎬ深入体会油画作品承载的审美内涵ꎬ推动产生

具有开放性特征、能与世界对话的艺术作品ꎬ使山东美术呈现百花齐放的时代特征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ꎬ山东美术发展迅速ꎬ涌现出许多有影响力的美术家ꎬ如张洪祥、闫平、梁文博、宋丰光等ꎮ
尽管他们的美学观点和艺术风格不同ꎬ但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艺术观念、艺术理想ꎬ融合齐鲁文化

精神和当代审美观念ꎬ描绘时代面貌ꎬ抒写时代情怀ꎬ展示时代变化ꎮ 他们能够自觉地深入生活、
深入社会ꎬ挖掘齐鲁文化深厚的资源ꎬ他们的作品风格多样ꎬ题材丰富ꎬ技法新颖ꎬ精神饱满ꎬ体现

出近年来山东美术创作的新气象ꎮ 他们为推动山东美术创作事业持续发展与繁荣ꎬ为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可见ꎬ近年来山东美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ꎮ 但是ꎬ客观地说ꎬ山东美术仍然存在很多

不足ꎮ 早在 ２０１３ 年ꎬ«山东美术»杂志编辑部就提出了一个“山东美术缺什么”的问题ꎬ得到了来

自于业内外诸多人士的回答ꎮ 这些回答集中到一个焦点问题就是ꎬ由于没有处理好与齐鲁文化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ꎬ山东美术缺乏一种艺术的深刻性、开放性和反思性ꎬ从而陷入了发展进

程中艺术风格缺失的困境ꎮ
其一ꎬ当今山东美术缺乏一种艺术的深刻性ꎮ 梁文博一针见血地指出:“表面看山东美术什

么都不缺ꎬ如果严肃地往深层思考就会发现ꎬ主要还是文化积淀不厚ꎬ带来的是艺术品格的缺失ꎮ
最可悲的是儒家文化里的‘仁义’精神没有很好地继承ꎬ而‘官本位’的副产品却常领风骚ꎮ 在这

种氛围里自然就无法产生具有文化自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人与作品ꎮ 当然山东不缺优秀的

画家ꎬ在时下全国各类画展中获奖的不在少数ꎮ 在各类笔会活动中练就一套‘笔墨纵横’或‘聪
明乖巧’的绝活者也大有人在ꎮ 只是在这种看似繁荣热闹的背后ꎬ隐含着快餐文化的浅薄ꎮ 大

众式的快餐文化ꎬ体现在美术(中国画)上则是泛滥于各种画展的‘展览行画’和流行艺术市场的

‘市场行画’ꎮ”①这可以说是点明了当代山东美术发展的症结所在ꎬ即由于山东美术既没有处理

好与传统的关系ꎬ也没有处理好与现代的关系ꎬ从而造成了山东美术表现艺术风格中传统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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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脱节ꎮ 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ꎬ有相当一批当代山东美术画家缺乏对齐鲁文化的辩证分析

态度ꎬ导致良莠不齐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揽子被部分画家全盘接受ꎬ从而导致山东美术界良莠不

齐ꎮ 一方面ꎬ齐鲁文化的主体文化是儒家文化ꎬ儒家文化讲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

固然影响了一大批的学士文人ꎬ但是其中蕴含的诸如“三纲五常”“官本位”等思想也有着广泛的

土壤ꎬ严重制约着山东画家的画风塑形ꎮ 这似乎是部分山东画家存在的一种状态ꎬ其虽然表面上

追求一种超脱自然的生活ꎬ实际上内心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文化旧习的影响ꎬ作画时顾虑太

多ꎬ官本位、上本位思想仍然很严重ꎬ也就很自然不可能产生那种有文化自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

格的作品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相当一部分画家面对着市场下的灯红酒

绿和各种诱惑ꎬ失去了“为画”的那份初心ꎬ“作画”成了谋求经济利益和博得名利的工具ꎬ画家的

作品沦为了市场经济下“快餐文化”的衍生品ꎬ“在快餐文化的大背景下ꎬ山东的山水画、花鸟画

领域生成了大量毫无画面意境和艺术情趣的‘画谱画家’”①ꎮ
其二ꎬ当今山东美术缺乏一种艺术的开放性ꎮ 艺术要有丰富而繁荣的发展ꎬ决不能故步自

封ꎬ必须要走出去ꎬ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成长和进步ꎮ 而反观山东美术在当今的发展ꎬ相当长

一段时期都缺乏与外界的交流ꎮ 从文化上追溯的话ꎬ这或许源于齐鲁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开放与

保守并存的两面性ꎮ 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ꎮ 齐国临近海滨ꎬ大力发展渔业、
盐业ꎬ在政治上是尊贤崇功ꎬ倾向于开放和改革ꎮ 而鲁国则由于是周公姬旦的封地ꎬ推崇礼治ꎬ这
就形成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内向型、保守型的鲁文化ꎮ 两种文化一旦融合ꎬ便形成了山东

人的风骨:既传统ꎬ又务实ꎻ既开放发展、兼收并蓄ꎬ又克己复礼、隐忍大度ꎮ 尽管如此ꎬ从历史上

看ꎬ真正影响山东人性格的却是鲁文化ꎮ 可以说ꎬ正是鲁文化及孔子儒学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

基本模式ꎬ也奠定了山东人传统性格的基本内容ꎮ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拉开齐、鲁文化融合的序幕

起ꎬ“到隋代ꎬ齐人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ꎬ从‘功利型’转向‘道德型’ꎬ由追逐功利变成了重农

抑商ꎬ齐地和鲁地风俗逐渐趋于一致ꎬ也就是都认同了鲁人的性格模式ꎬ故有‘易青齐为邹鲁’之
说”②ꎮ 在这一随风化俗的过程中ꎬ鲁文化的保守性和内敛性也就融化于艺术家的血液和作品创

作中ꎮ 当前ꎬ山东的美术还是缺少与外界的交流ꎬ特别是大型的、能产生全国影响力的交流活动ꎮ
其三ꎬ当今山东美术缺乏一种艺术的反思性ꎮ 一个伟大艺术作品的诞生ꎬ应当是作者在深刻

的人生感悟和反思基础上创作而成的ꎮ 如前所述ꎬ山东美术缺乏一种深刻性ꎬ而深刻性的缺失从

根本上来说正是缘于作者缺乏一种反思的精神ꎮ 一方面ꎬ由于齐鲁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使山东画

家多倾向于内敛ꎬ而市场经济的浪潮又使作家不能沉下心来静心体悟ꎮ 绘画的动力不是来自于

内心深处对艺术的真正追求ꎬ而是为着获奖、经济利益的目的ꎮ 这样一种为着现实的目的而创作

出来的作品自然是没有灵魂的作品ꎬ是缺乏反思性的作品ꎮ 特别是一些获奖的作品ꎬ从某个角度

来说有它可取的一面ꎬ但是就作品本身的深刻性而言ꎬ由于缺乏一种对现实的反思精神ꎬ往往随

波逐流ꎬ昙花一现ꎬ成不了真正伟大的作品ꎮ 另一方面ꎬ山东美术界这种艺术反思性的缺失ꎬ还表

现在业内普遍缺乏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ꎮ 唐家路说:“山东的美术批评ꎬ不只对山东美术

现状的概括认识ꎬ也不只是对美术家的赞扬和宣传ꎬ还包含了对山东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作

品、美术展览的批评ꎬ当然也有对山东美术历史的梳理、分析、阐释和评价ꎮ 我们的美术批评应该

是科学的、理性的、学术化、健康的、互相鼓励的ꎬ而非盲目吹捧ꎬ更不应该是以市场行情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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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哄抬垄断ꎬ否则易使年轻人亦步亦趋、盲目追随ꎮ 以学术理性作支撑的科学的美术批评ꎬ有
助于山东美术理论和美术创作的协调发展ꎮ”①从文化根源上讲ꎬ山东美术之所以缺乏这种艺术

反思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齐鲁文化中长期以来那种传统人情关系和

等级观念ꎮ 这种观念无形中被带到了美术艺术鉴赏中(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山东ꎬ在全国其他

省份也大量存在着)ꎬ人们在品鉴一幅画作的优劣时ꎬ作家的身份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起了重要的

影响ꎮ 出自某某协会官员称号之手、某某名人之手的画作与一幅普通画家的画作ꎬ在人们的心中

产生的影响力是大不一样的ꎮ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术界的发展ꎮ 没有批评ꎬ哪里来的进

步?!

三、在传承与创新齐鲁文化中重塑新时代山东美术的艺术品格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ꎬ山东美术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ꎬ其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ꎮ 通过上

述分析可以看到ꎬ当今山东美术界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与齐鲁文化的

关系ꎮ 要使山东美术有一个长足的发展ꎬ就需要充分立足于山东省情ꎬ充分挖掘齐鲁文化资源ꎬ
将齐鲁文化精神特征以艺术的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塑新时代

山东美术的艺术品格ꎮ
(一)增强新时代的文化自觉ꎬ形成围绕重大文化选题创作的倾向

进入新时代ꎬ山东美术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增强文化自觉ꎬ主动转变原先相对保

守、内向的观念ꎬ着眼于齐鲁文化中的重大选题ꎬ去创造能反映齐鲁文化精神、反映新时代山东大

发展大繁荣的优秀作品ꎮ 在未来的发展中ꎬ山东美术家应摆脱狭隘的自我视角ꎬ主动关注新时代

的变化ꎬ关心社会的发展ꎬ深入思考新时代山东美术的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体现时代价值ꎬ丰富

精神需求ꎬ创新艺术品格ꎬ为齐鲁文化服务? 如何更好地营造学术氛围ꎬ保持昂扬向上的创作姿

态ꎬ体现山东美术关注学术前沿的文化自觉? 如何更好地立足本土ꎬ培养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画家ꎬ进一步建设文艺队伍ꎬ创作出优秀作品? 这些已经成为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艺术课题ꎬ
是山东美术家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只有有了这样的深度思考和问题意识ꎬ山东艺术家才可能

提高其艺术站位和格调ꎬ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时代精神和灵魂的伟大作品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对于

当代山东美术工作者来说ꎬ应当利用好齐鲁文化这个丰富的文化资源ꎬ根植于齐鲁文化ꎬ努力挖

掘齐鲁文化精神内涵ꎬ寻找重大文化选题ꎬ并借此创作出反映新时代山东发展的优秀作品ꎮ
(二)增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ꎬ在传承与发展中形成鲜明的齐鲁风格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觉ꎮ 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ꎬ对于推动中华

文明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只有立足传统ꎬ对应时代ꎬ开拓创新ꎬ强化齐鲁文化意识、强化

国家意识ꎬ提升责任意识ꎬ才能引领中国美术繁荣发展ꎮ 与北京、上海、江浙等地区的美术相比ꎬ
山东美术继承了传统绘画的艺术元素和创作方式ꎬ用美术元素塑造山东人形象ꎬ用艺术符号记录

山东的文化发展历程ꎬ形成了齐鲁画坛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精神面貌ꎮ 所以ꎬ山东美术应当有

这种自信ꎬ“齐鲁画派”的提出不仅是立得住脚的ꎬ而且应该广而告之ꎮ 对此ꎬ山东美术工作者应

该充分利用齐鲁文化这一既有资源ꎬ在继续传承和发展齐鲁文化的同时ꎬ关注中国当前的社会发

展ꎬ有鉴别、有区分地对待传统文化资源ꎬ实现齐鲁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ꎮ 对于每一

个山东美术工作者而言ꎬ应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ꎬ着力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ꎬ将艺术作品中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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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化精神与现代观念并存ꎬ推出更多具有齐鲁文化特色且艺术性、思想性更加纯粹的作品ꎬ充
分体现出山东美术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ꎬ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ꎮ

(三)提升新时代的文化自强ꎬ培育新时代的文化英才

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ꎬ山东美术要做到文化自强ꎮ 事业发展的根本是人才ꎮ 因此ꎬ应加快山

东美术人才队伍建设ꎬ选拔推介青年美术人才ꎬ努力培养全国性美术学科带头人ꎬ如“四个一批

人才”“国家万人计划”等ꎬ培养出更多本土人才ꎬ建立并培育山东美术人才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生

态环境ꎮ 要建立优秀艺术人才培养机制ꎬ探索建立扶持青年人才成长新模式ꎬ为山东美术事业的

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发展力量ꎮ 要充分利用山东省大、中、小艺术院校ꎬ做到艺术培养从“娃娃”抓
起ꎮ 要改进和加强文艺评论ꎬ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ꎬ打造健康

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ꎬ让美术家们真正能够言其所实ꎬ成为年轻画家的榜样ꎮ 要加强理论人才队

伍建设ꎬ推动文艺理论创新ꎬ充分发挥理论的引导和推动作用ꎬ为美术创作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ꎬ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ꎮ
(四)加强新时代的文化交流ꎬ开拓山东美术发展新天地

加大对外交流ꎬ建设更高层次艺术活动平台和学术交流平台ꎮ 鼓励山东美术工作者到国外

举办美术作品展ꎮ 近年来ꎬ山东美术家陆续在国外举办美术作品展ꎬ并引起一定反响ꎮ 山东美术

家应进一步推动出国交流活动ꎬ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ꎬ深入挖掘齐鲁文化内涵ꎬ促进齐鲁

文化的全面、多元、更高层次发展ꎮ 另外ꎬ国外艺术作品也出现了许多吸收中国文化元素创造的

西方优秀艺术作品ꎬ表现了西方人所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特色ꎮ 这些作品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

化的认知、观察和了解ꎬ也是他们自身情感欲望的投射ꎮ 在这种环境下ꎬ山东美术家们更应该举

起弘扬齐鲁文化的大旗ꎬ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ꎬ深入挖掘齐鲁文化ꎬ促进齐鲁文化的全面、
多元、更高层次的发展ꎮ 只有经过这样的深度挖掘和自觉对话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齐

鲁文化才能真正被激活ꎬ焕发出生机与活力ꎬ这样的文化资源在推动山东美术的发展中才能发挥

重要作用ꎮ
总之ꎬ美术是一个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特有表达方式ꎬ时代和地域也为美术提供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ꎮ 历史上ꎬ山东美术在齐鲁文化的浸染之下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ꎮ 在新

时代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和撞击中ꎬ山东美术应该有新的担当ꎬ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新挑战ꎬ把握

住新时代的新机遇ꎬ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悟ꎬ用美术形式表达出山东人民的独特审美情趣与精神

风貌ꎬ以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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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知识谱系
∗①

董龙昌
( 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从学科建设的视点观照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发展ꎬ批评原理建构、批评方法建构、批评史建

构和批评教材建构是中国美术批评取得成绩的集中体现ꎮ 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美术批评的知识谱系ꎬ并分别呈

现出从草创到拓展、从自发到自觉、从拓荒到深入、从基础到前沿的发展态势ꎮ 同时也应认识到ꎬ中国美术批评

在学科建设方面依然有较多问题ꎬ而如何从总体上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ꎬ将中国美术批评的优良传统有效融入

当代美术批评的学科建设ꎬ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美术批评体系ꎬ尚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ꎮ
关键词:　 新时期ꎻ学科建设ꎻ中国美术批评ꎻ知识谱系

中图分类号:　 Ｊ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４７－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０６
作者简介:董龙昌(１９８５—　 )ꎬ男ꎬ山东滕州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与中国艺术人类

学发展研究”(１５ＹＪＣ７６００１９)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美术批评的译介工作同样是美术批评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ꎬ它在美术批评学科建设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ꎮ 新时期以

来中国美术批评原理、美术批评方法、美术批评史和美术批评教材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与国内学者对国外美术批评经典的大力译

介密不可分ꎮ 范景中、曹意强、沈语冰、常宁生、邵宏等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ꎮ 关于这一问题ꎬ我们将另外撰文加以专

门探讨ꎮ

　 　 作为学科存在的美术批评有两个层次ꎬ就狭义而言ꎬ指的是美术批评的本体建构ꎬ即美术批

评学ꎻ就广义而言ꎬ以美术学的学科分类方式(美术理论、美术史、美术批评)为参照ꎬ美术批评可

以细化为美术批评原理(即美术批评学)、美术批评方法和美术批评史三个分支ꎬ这三个分支在

高等艺术教育序列中又凝练、典型化为美术批评教材ꎮ 因此ꎬ作为学科存在的美术批评从广义上

看大致包括美术批评原理、美术批评方法、美术批评史和美术批评教材四个分支ꎮ 新时期以来中

国美术批评的知识谱系主要指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系

谱ꎮ 按照上述我们对美术批评的层次划分ꎬ从学科建设视点观照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知

识谱系ꎬ它至少应该包括美术批评的原理建构、方法建构、批评史建构和教材建构四个方面ꎮ②本

文主要围绕这四个方面探讨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学科建设问题ꎮ

一、从草创到拓展的美术批评原理建构

美术批评的基本原理建构问题既是美术批评学科自身得以成立的合法性原点ꎬ也是美术批

评实践从盲目到自觉、从散漫到科学的前提ꎮ 新时期以来ꎬ美术批评在原理建构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绩ꎬ代表性成果有孙津的«美术批评学»(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李倍雷、赫云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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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等ꎮ① 黄丹麾、陈池瑜、马钦忠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也表

达了对美术批评原理建构的关切ꎮ
孙津的«美术批评学»系国内第一本关于美术批评的原理建构之作ꎮ 在他看来ꎬ美术批评学

不在于告诉人们批评的“原理”或“规则”ꎬ而在于揭示出美术批评的对象、方法、标准、性质、内容

和价值等知识之间某些稳定的联系ꎮ 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ꎬ作者从美术批评的前提、批评的自

为、标准的生成及批评的实现等方面对美术批评初步进行了学理建构②ꎬ对诸多传统美术批评类

型进行了批判性反思ꎬ贡献了自己在这一新兴领域的一家之言ꎬ逻辑严密ꎬ富有新意ꎮ 该书出版

后ꎬ曾有学者进行了大力推介:“«美术批评学»填补了国内美术批评的空白ꎬ是迄今为止的第一

部中国美术批评学专著ꎬ亦是美术批评走向自觉的‘宣言’ꎮ”③但该书也存在一些问题ꎬ从全书论

述来看ꎬ作者主要是站在哲学、美学的高度对美术批评进行一种元理论的观照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人们对其著作的有效阅读与接受ꎮ 基于此ꎬ有学者对孙津的«美术批评学»提出了批评ꎮ
在批评者看来ꎬ尽管«美术批评学»不乏精彩之处ꎬ但是却存在叙述概念不清、逻辑混乱、故作高

深、结构不当等问题ꎮ④ 这一判断大致符合作为草创之作的«美术批评学»之实际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黄丹麾在反思 ９０ 年代的美术批评时亦曾提到美术批评的学科化建构问

题ꎬ并提出:“美术批评走向学科化应该说是大势所趋ꎮ”⑤他认为ꎬ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之一ꎬ
美术批评学以研究美术批评的原则、标准为主ꎬ这是美术批评所遵循的总纲ꎮ 在此基础上ꎬ他进

而又从美术批评学的存在理由、特殊个性、实现标准、价值意义等方面对美术批评学的学科建构

进行了深入思考ꎮ⑥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陈池瑜在反思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批评成就与问题的基础上ꎬ提出了建立中

国美术批评学的主张ꎮ 在他看来ꎬ２０ 世纪的中国美术批评尽管涌现出了蔡元培、鲁迅、林文铮、
傅雷、刘海粟、王朝闻等一大批优秀的美术批评家ꎬ但突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ꎬ批评实践中所使

用的概念和标准大多源于西方美术理论ꎻ第二ꎬ和批评实践的活跃相较ꎬ对批评理论的系统研究

相对滞后ꎮ 基于上述考虑ꎬ陈池瑜在其美术批评学的建构设想中ꎬ特别强调学科建构的中国根基

和中国立场ꎮ 他认为处于建构过程中的中国美术批评学在借鉴西方美术批评理论的同时ꎬ更应

该着重加强对中国古代美术批评观念、范畴、方法、标准等的研究和发掘ꎬ以弘扬中国美术批评的

伟大传统ꎮ⑦

马钦忠在«建立当代中国美术批评学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认为ꎬ虽然我们认识到美术批评之

于公众、市场、传媒等的重要性ꎬ但是没有在美术批评的基础理论建设上加以进一步深化ꎮ 就美

术批评本身而言ꎬ它长期处于一种陪衬地位ꎬ要么是其他学科理论的陪衬ꎬ要么是美术作品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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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倍雷、赫云的«艺术批评原理»一书ꎬ尽管如作者所述ꎬ该书的写作初衷是以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上位概念

为逻辑前提ꎬ以“原理”作为话语基点ꎬ力图以一种总体、宏观和综合的学术视野探讨关于艺术批评理论的一些共性问题ꎮ 但从

全书在论述及例证过程中对造型艺术及批评的倚重来看ꎬ该书实际上是美术批评原理的升级版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将

«艺术批评原理»一书纳入美术批评基本原理建构的考评视野ꎮ
孙津:«美术批评学»ꎬ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ꎮ
黄丹麾:«美术批评走向自觉的宣言———解读‹美术批评学›»ꎬ«美术之友»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ꎮ
马钦忠:«中国当代美术的六个问题»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７９ 页ꎮ
黄丹麾:«关于建构美术批评学的几点思考»ꎬ«美术观察»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ꎮ
黄丹麾:«关于建构美术批评学的几点思考»ꎬ«美术观察»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陈池瑜的«中国美术批评学研究提纲»(«美术观察»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文艺研究»２００３ 年

第 ５ 期)、«探求中国美术批评学»(«美术之友»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等系列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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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ꎮ 这种局面的存在不仅不能适应美术创作现状ꎬ而且造成美术批评理论概念的混乱不堪ꎬ“究
其原因ꎬ便在于我们缺少一部批评活动的元学科———美术批评学的统筹和规范”ꎮ 在他看来ꎬ美
术批评学是一门重在探讨和规范美术批评实施过程的专门学科ꎬ其过程包括批评对象视点的取

舍、批评方法的选择和批评结论解释、预见作用的发挥等ꎮ 作为一门“元学科”ꎬ美术批评学的基

本特征在于“提供理论模式、具有可操作的过程分解ꎬ以使其理论思维的结果具有‘主体间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ꎮ①

李倍雷和赫云的«艺术批评原理»一书围绕批评机制、批评指向、批评类型、批评视野与方

法、艺术与艺术家、批评的向导性、批评的原则等 ７ 个方面详细探讨了美术批评的性质、原理和规

律ꎮ 随着 ２１ 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及综合国力的增强ꎬ学术建构领域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

识逐渐增强ꎬ按照作者的说法ꎬ«艺术批评原理»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要立足于中国文化艺术的

基础ꎬ力图用中国的批评话语、观念、表达方式和批评模式ꎬ构建中国艺术批评理论模式ꎬ“意在

世界艺术批评理论文化格局中有中国的艺术批评理论的学术话语ꎬ完成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

的国际建构ꎬ并由此树立 ２１ 世纪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世界中心的地位”②ꎮ 与孙津«美术批评学»
的草创之作相较ꎬ«艺术批评原理»一书可视为美术批评原理建构方面的拓展之作ꎬ它标志着美

术批评的基本理论建构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ꎮ

二、从自发到自觉的美术批评方法建构

从哲学上讲ꎬ方法指的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ꎻ方法论则是关

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方法的理论ꎬ是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系统总结和归纳ꎮ 方法的明确及方法

论的自觉对既定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ꎮ 黑格尔讲:“在生活中我们有了目的ꎮ 于是我们便

反复思索达到这个目的的种种方法ꎮ 按照目的ꎬ我们便决定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或工具ꎮ”③

就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术批评而言ꎬ人们对美术批评的倚重与不满注定了美术批评之方法缺失

及方法论之学科建构问题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议题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易英认为:“当前ꎬ中国批

评家大多没有明确的方法意识ꎮ”④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马钦忠谈道:“方法论问题的建构和深化ꎬ是
我国当代美术批评的一个迫切的课题ꎮ”⑤步入 ２１ 世纪ꎬ何桂彦明确指出:“当代美术批评的重建

须从批评的方法论入手ꎮ 唯其如此ꎬ美术批评才能解决批评本体论上存在的问题ꎮ”⑥

众所周知ꎬ从世界范围来看ꎬ２０ 世纪被理论家称为“批评的世纪”ꎬ各种关于批评的理论和方

法层出不穷ꎮ 如社会历史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读
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图像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西方批评理论的出

现ꎬ不仅见证了人类思想之深刻、伟大ꎬ而且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ꎬ更新了人们的学术观念ꎬ促
进了批评的繁荣与兴盛ꎮ 与西方相较ꎬ由于特殊时代背景使然ꎬ中国的批评事业显得封闭而落

后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ꎬ学界对西方美术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了解几乎处在一片空白状态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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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钦忠:«中国当代美术的六个问题»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５３ 页ꎮ
李倍雷、赫云:«艺术批评原理»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９ 页ꎮ
[德]黑格尔:«小逻辑»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７４ 页ꎮ
易英:«方法的困惑»ꎬ«美术»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马钦忠:«论当代美术批评的方法论问题»ꎬ«美苑»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ꎮ
何桂彦:«失语与重建———对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几点思考»ꎬ杜大恺主编:«清华美术»(卷 ７)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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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后ꎬ批评家顺应时代的需要匆促上阵ꎬ并无足够的理论准备ꎮ 面对许多新的问题ꎬ还难

以做出系统的理论阐释ꎬ所沿用的方法也是陈旧的、被庸俗化了的社会批评方法ꎮ”①就此而言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易英生发的关于美术批评方法的困惑、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一些批评家关于批评

方法应树立本体意识与科学性的呼吁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ꎮ② 方法的缺失或单一成为改革开放

初期中国美术批评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批评理论的持续引进和介绍ꎬ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开

始对这些理论进行消化吸收ꎬ并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尝试ꎬ如易英的“文化－形式批评”、徐虹的

女性主义批评、朱其对视觉症候的精神分析批评等ꎮ 这一时期美术批评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ꎬ但
就总体而言依然难逃失语的尴尬境地ꎬ这既与时代文化语境的变迁有关ꎬ更与美术批评方法在学

科建构体系上的不完善相联ꎮ 诚如有论者所言ꎬ对于 ９０ 年代的美术批评来说ꎬ“最为重要的是

方法论问题的自觉ꎬ而不是某某特定方法的应用和移借ꎮ”③美术批评所面临的转捩点依然是美

术批评方法的自觉与转换ꎮ④

步入 ２１ 世纪ꎬ学界关于美术批评方法的自觉建构意识显著增强ꎮ 代表性成果有段炼的«跨
文化美术批评»、王林的«美术批评方法论»等ꎮ

段炼的«跨文化美术批评»倡导美术批评的跨文化研究方法ꎬ他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讨美术

批评的策略、方法及语言问题ꎮ⑤ 全书分为视角理论的实践、批评策略与环节、艺术语言的升华

三部分ꎮ 在第一部分ꎬ作者在对西方美术批评之哲学批评、语言学批评、心理学批评、文化学批

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ꎬ提出当代美术

批评中的文化视角问题ꎮ 在第二部分ꎬ作者结合具体案例将文化视角理论运用于具体批评实践ꎬ
在实践过程中艺术语言问题是其关注的重点ꎮ 在第三部分ꎬ作者将艺术语言分为形式语言、修辞

语言、审美语言和观念语言四个层次ꎬ认为它们既是艺术的存在形态ꎬ也是认识艺术对其进行批

评实践的切入点ꎬ美术批评的过程既是艺术语言的升华过程ꎬ也是跨文化视角的融合过程ꎮ 对跨

文化美术批评方法的具体演示及对艺术语言的四层次区分是本书的独特之处ꎮ
王林的«美术批评方法论»主要围绕美术批评的基本概念、美术批评的阐释学基础、美术批

评的理论思路、美术批评的写作方法、美术批评与运转机制等具体展开ꎬ重点介绍了人文－社会

论批评、精神－心理论批评、形式－结构论批评、文化－身份论批评等美术批评方法ꎮ⑥ 该书最大的

特色在于作者自觉的方法论意识ꎬ其对美术批评方法的介绍注重结合个人及中外经典美术批评

个案ꎬ既有理论阐发又能结合具体案例验证理论的效用ꎬ极大增强了美术批评方法运用的现实针

对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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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方舟:«批评的力量———中国当代美术演进中的批评视角与批评家角色»ꎬ«文艺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ꎮ
详见易英:«方法的困惑»ꎬ«美术» 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０ 期ꎻ易英、范迪安、王明贤、殷双喜、高名潞:«批评的本体意识和科学

性———批评五人谈»ꎬ«美术»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马钦忠:«论当代美术批评的方法论问题»ꎬ«美苑»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ꎮ
皮道坚先生在谈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美术批评的语言学取向时亦曾谈及批评方法的转换问题ꎮ 皮道坚:«当代美术与

文化选择»ꎬ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１２－２１５ 页ꎮ
段炼:«跨文化美术批评»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王林:«美术批评方法论»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ꎮ



董龙昌: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知识谱系

三、从拓荒到深入的美术批评史建构

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史写作相较ꎬ国内对美术批评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ꎮ① 新时期以来ꎬ
美术批评史领域有代表性的相关成果不是太多ꎬ主要有李一的«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郭文

芳的硕士论文«民国美术批评论纲»、王建玉的博士论文«多向化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１９７８—
１９８９)»②、朱平的«浙江美术批评史»等ꎮ

李一的«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ꎬ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系统

梳理了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美术批评的发展轨迹ꎬ对每一阶段美术批评的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进

行了概括ꎬ同时立足于中西比较视野对中国美术批评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ꎬ是学科建设上

的拓荒、补白之作ꎬ具有重要价值ꎮ③ 在他看来ꎬ中国美术批评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先秦两汉为

孕育萌芽期ꎬ这一时期的美术批评尽管简单、零散、不成体系ꎬ却奠定了后世批评的基础ꎻ魏晋南

北朝为正式确立期ꎬ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美术理论和批评著作ꎬ美术批评的范式、体例和标准

等得以确立ꎻ隋唐五代为成熟期ꎬ这一时期的理论形态多样、批评视野开阔、史学批评意识浓厚、
创作法则探讨深入ꎬ显示出中国美术批评的成熟ꎻ宋元为转捩期ꎬ这一时期山水画理论成熟、文人

画理论成型ꎬ对美术创作主体的强调由群体转向个体ꎬ对美术功能的强调由外在教化转向内在愉

悦ꎬ对美术境界的强调由故事性、情节性转向内在意蕴性ꎬ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美术批评由隋唐

到宋元发展的转捩ꎻ明清为鼎盛期ꎬ这一时期美术批评著述之多、探讨问题之深之广、门类批评发

展之全ꎬ充分显示出集前人之大成的特点ꎮ 在对中国古代美术批评进行宏观勾勒的基础上ꎬ作者

认为ꎬ与西方美术批评相较ꎬ中国美术批评在总体上具有思想成熟早、发展过程兼容并包、批评方

法重“品味”、批评标准重综合、理论体系灵活等特点ꎮ
郭文芳的«民国美术批评论纲»将民国美术批评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前为第

一阶段ꎬ政治家、教育家的美术批评活动在这一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ꎮ 通过引进西方美术变革

传统美术ꎬ提倡普及美术教育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美术批评的突出特征ꎻ
“五四”以后至抗战爆发前为第二阶段ꎬ美术批评主体由政治家、教育家转为艺术家ꎬ他们更加关

注美术自身的发展状况ꎬ围绕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进行积极探索ꎬ希望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开掘

出合理的美术批评观点以作为其理论支撑ꎬ形成美术批评多元发展的局面ꎻ抗战爆发至 １９４９ 年

为第三阶段ꎬ国家、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得对美术民族性、政治性的重视得到空前强化ꎬ美术服务于

政治成为这一时期美术批评的突出特点ꎮ 在对民国美术批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进行宏观勾勒

的基础上ꎬ作者认为ꎬ民国美术批评的最大特征在于:一是积极吸取西方科学与文化ꎬ并与中国美

术批评传统相互发明ꎻ二是由于时代精神使然ꎬ加之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ꎬ美术的社

会性批评压倒本体性批评ꎮ 民国美术批评的价值核心在于对民族与科学现代性的追求ꎬ内在动

力在于对中国传统美术复兴的期盼ꎬ而努力寻求中西美术的融合之路则构成民国美术批评的途

１５１

①

②

③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ꎬ中国美术批评既可以指“在中国”的美术批评ꎬ又可以指“关于中国”的美术批评ꎮ 由于研究兴趣

使然ꎬ中国美术批评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主要指“关于中国”的美术批评ꎮ 就此而言ꎬ我们此处对新时期以来国内美术批评史

研究的考评主要基于“中国”美术批评史的研究现状ꎬ关于“西方”美术批评史的研究情况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ꎮ
王建玉的博士论文 ２０１７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中国美术批评:１９７８－１９８９»为名出版ꎬ后面所用相关引文以正式

出版物为准ꎮ
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ꎬ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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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形式ꎮ①

王建玉的«多向化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对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 年中国美术批评的历

史演进和问题变迁进行了重点探讨ꎬ梳理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国美术批评的六大主题ꎬ即现实主义

问题、中国画问题、形式美与抽象美问题、自我表现问题、美术的功能问题、新潮美术问题ꎬ并将这

六大主题最终归结为更为内在的艺术本体之争问题、中西之争问题和新旧之争问题ꎮ 在此基础

上ꎬ通过借鉴批评语言学的方法ꎬ作者将这些主题与其时的意识形态观念相对照展开互文性研

究ꎬ最终得出结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美术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ꎬ是中国社

会思想变迁在美术领域的投影ꎬ内在地具有思想运动或观念变迁的社会学特征ꎮ②

与前面几位学者重点关注美术批评史的通史或断代史不同ꎬ朱平将研究视角转向地域美术

批评史ꎬ写出了国内第一本地域美术批评史方面的著作———«浙江美术批评史»ꎬ进一步拓展了

美术批评史的研究路径ꎮ③ 在这本书中ꎬ朱平基于文艺美学与艺术社会学相交叉的研究视点ꎬ通
过系统发掘散见于各种文献资料中的浙江美术批评资源ꎬ对浙江美术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初

步勾勒ꎮ 作者将浙江美术批评史的演变轨迹细分为先秦至汉代的肇始开源期、魏晋南北朝的探

索建构期、隋唐五代的成熟发展期、两宋的转捩创构期、元明的繁荣勃兴期和有清一代的多元集

成期 ６ 个时期ꎬ同时围绕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及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ꎮ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

的ꎬ不仅意在拓宽美术批评视野、延伸美术批评疆域、填补浙江美术史研究的空白ꎬ具有鲜明的学

科自觉意识ꎬ而且期望通过区域美术批评史的研究激活浙地文化资源ꎬ“并祈望能够对当代浙江

文化软实力与创意产业价值的提升有所启迪”④ꎬ现实观照意义殊为明显ꎮ
除此之外ꎬ凌继尧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⑤和叶朗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七卷

本)⑥中对美术批评史多有谈及ꎬ尤其是«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的现代卷部分设专章对 ２０ 世纪中

国美术批评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论析ꎬ值得重视ꎮ⑦

四、从基础到前沿的美术批评教材建构

从学科建设的视点观照美术批评ꎬ无论批评原理、批评方法还是批评史ꎬ其学术理念、方法、
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均离不开美术批评教材对它们的普及与推广ꎮ 就一部美术批评教材而言ꎬ其
内容设置多少都会涉及对批评原理、批评方法和批评史的说明介绍ꎬ甚至可以说上述三个方面已

然成为美术批评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ꎬ美术批评教材建设逐渐受到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文芳:«民国美术批评论纲»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浙江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０ 年ꎮ
王建玉:«中国美术批评:１９７８－１９８９»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２２８ 页ꎮ
在地域美术批评史研究方面ꎬ台湾地区学者起步较早并作出了一定贡献ꎬ代表性成果有谢东山:«台湾美术批评史»ꎬ台

北:红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ꎬ２００５ 年ꎮ
朱平:«浙江美术批评史»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０３ 页ꎮ
凌继尧:«中国艺术批评史»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叶朗:«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七卷本)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新时期以来ꎬ国内有关美术批评史研究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少但却总体质量不高ꎬ代表性论文不多ꎮ 大致可分两类:第一ꎬ

着眼于对美术批评的历时性梳理及各时段特征的概括ꎬ代表成果有贾方舟:«批评本体意识的觉醒———美术批评二十年回顾»ꎬ
«美术»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１ 期ꎻ翁剑青:«走向自觉与开放的美术批评———近三十年中国美术批评之回眸»ꎬ«美术观察»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ꎬ等等ꎮ 第二ꎬ针对美术批评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所展开的论析ꎬ代表成果有梁江:«论明清美术批评的理论特色与

审美规范»ꎬ«美术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ꎻ李福顺:«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优良传统»ꎬ«美术观察»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ꎻ陈旭光:«论“五
四”前后中国美术批评中“写实”观念的崛起»ꎬ«美育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ꎻ陈旭光:«中国美术批评的现代主义“初潮”»ꎬ«艺术

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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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ꎬ这既与社会对提高公民审美素养的强烈吁求息息相关———通过美术教育提高公民的审美

素养ꎬ美术批评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也与艺术学、美术学等相关专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

的自我完善紧密相连ꎬ普通高等艺术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院校普遍将美术批评纳入相关

专业学生培养的课程体系之中ꎬ部分高校甚至将美术批评作为本科专业加以建设ꎮ
新时期以来ꎬ美术批评教材主要以两种面貌呈现:一是以“艺术批评学”的名义侧重谈论美

术批评问题的教材①ꎻ二是以“美术鉴赏与批评”的名义重点谈论美术批评问题的教材ꎮ②

第一种类型的代表性美术批评教材有王美艳主编的«艺术批评学»、王洪义的«艺术批评原

理与写作»等ꎮ③ 王美艳主编的«艺术批评学»围绕批评的概念与意义、批评的职能、批评的思维

与意识、批评的视野与类型、批评的标准与原则、批评的方法、批评的主体构成与媒介、开展独立

的批评等方面展开系统阐释ꎬ既注重理论阐释ꎬ又特意增加部分实践案例ꎬ意在为美术批评的具

体操作提供示范ꎬ从而增强美术批评的审美性与科学性ꎮ④ 王洪义的«艺术批评原理与写作»围
绕批评的基本概念、批评的社会作用、批评的基础、批评的核心、批评的目的、批评的方法、批评的

文体类型、批评的写作等方面展开具体论析ꎬ尤其结合丰富的美术批评案例对批评的写作方法、
流程及要领进行了详尽解读ꎬ意在有效提高研习者的批评实践能力ꎮ⑤

第二种类型的代表性美术批评教材有娄宇、王祖龙主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程»、易建芳

编著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梁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孔新苗主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等ꎮ⑥

娄宇、王祖龙主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程»以美术的门类划分为依据ꎬ在对美术批评的原

理、方法等进行一般描述的基础上着重围绕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现代艺术和新媒体

艺术等美术门类的语言特点、审美特征、批评方法等展开详细探讨ꎮ 教材编写以教案形式呈现ꎬ
每一章设教学要点、正文、作业题、思考题、参考书目和学习网站等模块ꎬ体例规范、结构清晰ꎮ⑦

易建芳编著的«美术鉴赏与批评»首先回答了什么是美术、如何谈论美术、如何描述和阐释

美术等问题ꎬ然后围绕美术批评的定义、特点、发展历程、中西差异等展开论析ꎬ最终结合经典范

例着重从美术本体语言角度、心理分析角度和文化与社会角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形式主义、心理

分析、图像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美术批评方法ꎬ并对其发展历史、代表

人物及学术观点进行了重点介绍ꎮ⑧

梁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ꎬ它以实施美术批评的“学术教育”为目标ꎬ
以理解美术、理解专业教学、理解专业学习作为全书主线ꎬ从教学、学习和拓展三个视点出发ꎬ围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中ꎬ艺术批评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ꎮ 广义的艺术批评涵盖诸多艺术门类ꎬ如美术批评、音乐批评、舞
蹈批评、戏剧批评、影视批评等ꎻ狭义的艺术批评主要指的是美术批评ꎮ 与此相应ꎬ艺术批评学的相关教材也呈现出两种面貌ꎮ
第一种从广义上宏观谈论艺术批评ꎮ 代表性成果有黄宗贤、彭肜:«艺术批评学»ꎬ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ꎻ田川流主

编:«艺术批评学»ꎬ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第二种从狭义上谈论艺术批评ꎬ即美术批评ꎮ 这是本文的考察重点ꎮ
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ꎬ美术批评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ꎬ它与普通所谓美术鉴赏有着本质区别ꎬ因此专门谈论美术鉴

赏的相关普及性教材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ꎮ
台湾地区学者谢东山、王秀雄等人所撰写的相关艺术批评教材也主要侧重于谈论美术批评问题ꎮ 相关成果有谢东山:

«艺术批评学»ꎬ台北:艺术家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ꎻ王秀雄:«艺术批评的视野»ꎬ北京:新星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王美艳主编:«艺术批评学»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王洪义:«艺术批评原理与写作»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孔新苗主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材系 ２０１２ 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鉴赏与批评»初版教材的修订升级版ꎬ本文

对该教材内容的相关论述主要结合其最新版本展开ꎮ
娄宇、王祖龙主编:«美术鉴赏与批评教程»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易建芳:«美术鉴赏与批评»ꎬ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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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理解美术、对美术意义的不同理解、面对不同美术主体的理解、美术批评教学论、美术接受者感

受力的变迁与挑战等方面展开系统探讨ꎬ意在让研习者学会美术批评的方法ꎬ提升美术批评教学

能力ꎮ①

孔新苗主编的«美术鉴赏与批评»以美术批评与当代文化、中西方美术批评关键词和学校美

术批评教学活动全书主线ꎬ围绕批评的视角与实践、批评的视觉文化语境、中西方美术批评传统

及核心范畴、现代美术批评新视角、核心素养与美术批评课程、美术批评教学与活动设计展开系

统论述ꎮ 该书在三编八章的内容设置中ꎬ既注重以关键词的形式观照中西方不同的美术批评传

统ꎬ又将美术批评同当代的视觉文化语境及国内外批评的最近进展紧密相连ꎬ更注重运用比较研

究的方法将美术批评的落脚点落实到中学美术批评与教学活动中ꎮ 基础性、前沿性和实践性构

成了该书的突出特色ꎮ②

五、结语

综上可见ꎬ从学科建设的视点观照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发展ꎬ批评原理建构、批评方

法建构、批评史建构和批评教材建构是中国美术批评取得成绩的集中体现ꎬ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

美术批评的知识谱系ꎬ并分别呈现出从草创到拓展、从自发到自觉、从拓荒到深入、从基础到前沿

的发展态势ꎬ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ꎬ中国美术批评在学科建设方面依然存有较多问

题ꎬ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ꎮ
第一ꎬ美术批评原理建构方面ꎬ多数研究者虽然意识到美术批评原理之于美术批评学学科及

美术批评实践的重要意义ꎬ呼唤一种“元学科”的建构、“走向学科化”ꎬ也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ꎬ
但是纵览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ꎬ尽管已经出现«美术批评学» (孙津)、«艺术批评原理»
(李倍雷、赫云)等学术专著ꎬ但是原理建构依然不完备ꎬ甚至大多数成果仅仅停留在或“呼吁”或
“思考”或“构想”阶段ꎬ如何将美术批评的原理建构真正落地、坐实ꎬ通过具体的研究成果来展现

该领域的实绩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当务之急ꎮ
第二ꎬ美术批评方法建构方面ꎬ虽然学者们的自觉意识显著增强并在其研究成果中有着较为

明晰的体现ꎬ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谈论美术批评方法论的论文和著作ꎬ但是这些成果普遍存在的问

题是过于倚重西方美术批评方法ꎬ缺乏对中国传统美术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ꎮ 无须讳

言ꎬ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镜鉴ꎬ西方美术批评方法在美术批评方法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ꎬ“给本土美术批评提供了多样手段和工具ꎬ除此ꎬ在今日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ꎬ它还快

速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ꎬ基本保持着与 ２０ 世纪这个‘批评的时代’的同步ꎬ较好促成本土美术批

评的现代转化ꎮ”③但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方法建构如果漠视本土的美术批评传统ꎬ一味成为西方

话语的“跑马场”ꎬ难免会陷入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地ꎮ
第三ꎬ美术批评史建构方面ꎬ目前的研究还相当薄弱ꎮ 论文方面虽然数量不少ꎬ但总体质量

不高ꎮ 专著方面ꎬ在美术批评史的断代研究和地域研究上ꎬ虽然已出现部分断代美术批评史和地

域美术批评史成果ꎬ但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史研究相较ꎬ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

加强ꎮ 同时ꎬ在美术批评史的通史研究上ꎬ关于中国美术批评的通史写作尚未出现ꎮ 这不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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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玖:«美术鉴赏与批评»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孔新苗主编:«美术鉴赏与批评»ꎬ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ꎮ
李昌菊:«本土美术批评古今之变与承继»ꎬ«中国文艺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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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遗憾ꎮ
第四ꎬ美术批评教材建构方面ꎬ尽管出现为数不少的«美术鉴赏与批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

程»«艺术批评原理与写作»等教材ꎬ但也存在编写理念陈旧、逻辑混乱、体例混杂及方法杂糅等

突出问题ꎬ很难将美术批评原理、美术批评方法及美术批评史的精髓有机融入其中ꎬ这妨碍了高

校学生、艺术爱好者及相关领域人士对美术批评的合理认知和有效接受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显著增强ꎬ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也由新时期向新世

纪以至新时代高歌猛进ꎮ 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下ꎬ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显著增强ꎮ 这

一变化反映到学术领域则是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强调学术研究的中国根基、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

本位ꎮ 就中国美术批评的学科建构而言ꎬ “我们认为一方面借鉴西方批评理论是必要的ꎬ但更重

要的是应该加强对中国批评理论的研究与挖掘工作ꎬ建立中国的批评理论ꎬ包括批评观念、批评

范畴、批评方法等ꎬ并用以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基础之一ꎬ推动当代中国的艺术批评与

艺术创作实践活动ꎮ”①部分学者对此做了有益尝试ꎮ 陈池瑜深入挖掘了中国美术批评的儒家传

统(兴成教化)、中国美术批评的山水精神(身与物化)、中国美术批评的主要范畴(象、意、形、
神)、中国美术批评的审美标准(气韵生动)、中国美术批评的拟喻方法(风、骨、筋、肉)、中国美术

批评的风格品类(神、妙、能、逸)和中国美术批评的整一形态(品、评、史、论)ꎮ 在他看来ꎬ无论就

精神观念、批评范畴ꎬ还是就品评标准、理论形态而言ꎬ中国的美术批评都迥异于西方ꎬ“建立中

国美术批评学体系ꎬ对中国美术批评理论进行系统探讨和研究ꎬ既是对中国优良的批评传统的总

结和发扬ꎬ也是对当代中国美术批评理论的深化和提高”ꎮ② 孔新苗对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美

术批评文化在西方学科思维逻辑的胁迫下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有着清醒的认知:“传统批评文化

几乎成为一个主要是用来做学术研究的古典学问而在知识谱系中存在ꎬ至今没有完成在现代学

科范式中的学理定位ꎮ”③他从价值关怀与批评实践的角度呼吁重新认识中国美术批评的文化传

统ꎬ尤其应当加强对中国传统批评之“分品批评”的关注ꎮ 李昌菊力图从中国传统画论的诗性表

达和评价标准两方面寻求建构中国美术批评理论体系的文化资源ꎬ认为通过合理转换与创新ꎬ前
者可以为美术批评的理性言说开启新的美学维度ꎬ后者可以为美术批评提供具有本土文化价值

的评价参照ꎮ④

尽管上述学者在中国美术批评的本土化建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方案和智慧ꎬ但就中国美

术批评学科建构的整体而言ꎬ依然显得杯水车薪ꎮ 如何从总体上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ꎬ将中国美

术批评的优良传统有效融入美术批评的学科建构ꎬ从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美术批评体系尚

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ꎮ 就此而言ꎬ中国美术批评的学科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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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池瑜:«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的意义»ꎬ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秀成果

选编(第二辑)下»ꎬ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３７ 页ꎮ
陈池瑜:«中国美术批评学研究提纲»ꎬ«美术观察»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ꎮ
孔新苗:«中国美术批评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ꎬ«创作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 期ꎮ
李昌菊:«本土美术批评古今之变与承继»ꎬ«中国文艺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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