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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考辨
∗①

张　 炜１　 祁　 山２

( １.山东省作家协会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０２ꎻ２.鲁东大学 胶东文化研究院ꎬ山东 烟台ꎬ２６４０２５ )

　 　 摘要:　 秦代方士徐福率大批人员东渡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文化交流ꎮ 徐福的船队从琅琊

出发ꎬ沿山东半岛海岸线行至芝罘岛后ꎬ经庙岛群岛至辽东半岛ꎬ再沿海岸线驶向朝鲜半岛ꎬ目的地为朝鲜半岛

南部和日本列岛ꎮ 徐福集团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建立了辰韩ꎬ对日本弥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徐福东渡不仅使

韩日社会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ꎬ也拓展和繁荣了中韩日海上丝绸之路ꎮ
关键词:　 徐福ꎻ海上丝绸之路ꎻ徐福东渡ꎻ“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０１－１６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８
作者简介:张炜(１９５６—　 )ꎬ男ꎬ山东龙口人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ꎬ一级作家ꎻ祁山(１９４９—　 )ꎬ男ꎬ山东莱州人ꎬ鲁东大

学胶东文化研究院研究员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７ 年度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委托课题”(１７－ＪＳ－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司马迁:«史记»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４２－２４７ 页ꎮ

　 　 秦代方士徐福(徐巿)东渡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文化交流ꎮ 徐福率领着包括

各种工匠在内的大批人员ꎬ给处于原始生活状态的朝鲜和日本列岛带去了造船航海、铜铁冶炼、
丝绸织染等先进技术ꎬ以及先进的耕作方式与文明的生活习俗等ꎮ 徐福东渡不仅使朝鲜半岛南

部和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ꎬ推动了当地各方面的文化进步ꎬ也拓展和繁荣了中

韩日海上丝绸之路ꎮ
开展徐福东渡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ꎬ不仅可以还原«史记»记载的徐福两次大规模东渡的

历史真相ꎬ也会进一步确立徐福东渡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影响ꎬ促进中日韩文化交流ꎬ
增进中日韩民间的传统友谊ꎮ

一、徐福东渡航线考辨

徐福东渡起航的地点及开始的一段航程ꎬ«史记»记载甚详ꎬ但后一段航程和目的地ꎬ因«史
记»未予交待ꎬ给后世史学留下一宗悬案ꎮ

(一)«史记»关于徐福东渡的记载

有关“徐福东渡”的原始史料ꎬ主要来自«史记»ꎮ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十八年ꎬ始皇东行郡县ꎬ南登琅琊ꎬ大乐之ꎬ留三月ꎮ 齐人徐巿等上书ꎬ言海

中有三神山ꎬ名曰蓬莱、方丈、瀛洲ꎬ仙人居之ꎮ 请得斋戒ꎬ与童男女求之ꎮ 于是遣徐巿发童

男女数千人ꎬ入海求仙人ꎮ②

秦始皇二十八年ꎬ即公元前 ２１９ 年ꎬ秦始皇东巡山东半岛ꎬ从峄山来到“琅琊”ꎬ即今青岛市所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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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区琅琊镇沿海一带ꎮ 秦始皇在此羁留三月ꎬ筑琅琊台ꎬ并命李斯刻石铭文ꎮ 齐地方士徐福上

书秦始皇ꎬ称海中有三座神山ꎬ山上住着仙人ꎬ特请命到海里寻仙ꎮ 秦始皇遂令徐福带领“童男

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ꎮ 徐福究竟是确信海上有仙山、仙人ꎬ还是以此欺骗秦始皇ꎬ«史记»没
有明示ꎮ 但徐福作为一名方士ꎬ又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齐人ꎬ应该非常熟悉当地沿海一带关于仙

山、仙人的传说ꎬ所以能够利用自己掌握的方术道行说服秦始皇ꎬ令其信以为真ꎮ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ꎬ可以肯定徐福首次东渡的起航地为青岛琅琊ꎮ 但这次起航后

究竟驶向何方ꎬ却未明其详ꎮ 不过再次叙及徐福第二次东渡时ꎬ则交代了自琅琊起航后的走向: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ꎬ始皇出游ꎮ 并海上ꎬ北至琅琊ꎮ 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ꎬ数岁

不得ꎬ费多ꎬ恐谴ꎬ乃诈曰:“蓬莱药可得ꎬ然常为大鲛鱼所苦ꎬ故不得至ꎬ愿请善射与俱ꎬ见则

以连驽射之ꎮ”始皇梦与海神战ꎬ如人状ꎮ 问占梦ꎬ博士曰:“水神不可见ꎬ以大鱼蛟龙为候ꎮ
今上祷祠备谨ꎬ而有此恶神ꎬ当除去ꎬ而善神可致ꎮ”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ꎬ而自以连弩候

大鱼出射之ꎮ 自琅琊北至荣成山ꎬ弗见ꎮ 至之罘ꎬ见巨鱼ꎬ射杀一鱼ꎮ 遂并海西ꎮ①

徐福首次“入海求仙人”九年之后ꎬ即秦始皇三十七年ꎬ公元前 ２１０ 年ꎬ秦始皇再次东巡来到琅

琊ꎮ 徐福到海中寻找仙山、仙人和仙药ꎬ多年无果ꎬ且耗费大量钱财ꎮ 因害怕秦始皇追责ꎬ徐福便

谎称海里有蓬莱仙药ꎬ但有大鲛鱼阻挡ꎬ无法到达海中仙山ꎮ 恰巧秦始皇梦与海神交战ꎬ占梦博

士也建议除掉化作大鱼的恶神ꎮ 于是ꎬ秦始皇就命人携带捕捉大鱼的器具ꎬ亲自率领弓弩手去射

杀大鱼ꎮ 一行人从琅琊出发ꎬ向北到达荣成山ꎬ即今威海市所辖荣成市成山头沿海一带ꎬ未见大

鱼踪影ꎮ 又从荣成山西行至“之罘”ꎬ即今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沿海一带ꎬ则真的遇到“巨鱼”ꎬ并
射死了一条ꎮ 接着秦始皇和徐福一行又沿海岸西行ꎮ

关于徐福第二次东渡“入海求仙人”ꎬ«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另有记载: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ꎬ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ꎬ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
‘然ꎮ’‘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ꎮ’神曰:‘汝秦王之礼薄ꎬ得观而不得取ꎮ’即从臣东

南至蓬莱山ꎬ见芝成宫阙ꎬ有使者铜色而龙形ꎬ光上照天ꎮ 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
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ꎬ即得之矣ꎮ’”秦皇帝大说ꎬ遣振男女三千人ꎬ资之

五谷种种百工而行ꎮ 徐福得平原广泽ꎬ止王不来ꎮ②

这里徐福用来搪塞秦始皇的“伪辞”ꎬ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所不同ꎬ也没有交代其东渡路线ꎬ却
透露了第二次东渡的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徐福带走了三千童男女和各类工匠ꎬ还有五谷杂粮的种

子ꎻ二是徐福在海外找到一片“平原广泽”ꎬ在那里称王ꎬ再也没有回来ꎮ 虽然没有说明徐福找到的

“平原广泽”在什么地方ꎬ但可以确定的是ꎬ徐福一行到了海外ꎬ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ꎮ
太史公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ꎮ 既然他多次提到徐福“入海求仙人”ꎬ我们就应当重视«史

记»里的相关记载ꎬ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ꎮ
关于徐福两次东渡共带走多少人ꎬ学界没有定论ꎮ 从«史记»可知ꎬ第一次带走“童男童女数

千人”ꎬ第二次带走“男女三千人”和“种种百工”ꎮ 有学者据此认为:“«史记»中记载徐福的两次

出海ꎬ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ꎮ 古代出海ꎬ船的动力靠人工摇橹ꎬ远航需要的水手还会更多ꎬ
从日本遣唐使船我们可以了解到ꎬ水手和勤杂人员能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多ꎬ除水手和勤杂人

员外ꎬ管理和看护数千童男童女的官员和随从人员也不会是小数目ꎮ 徐福东渡远航ꎬ沿途要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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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ꎬ保卫数千人安全所需的士兵数量也不会太少ꎮ” ①

徐福东渡ꎬ“每次出海的人数应有上万人”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ꎮ 徐福一行远航朝鲜半岛

南部和日本ꎮ 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较长ꎬ随船带的粮食等补给也要充分ꎮ 补给越多需要的船只就

越多ꎬ所需水手和勤杂人员也要随之增加ꎮ 徐福第二次东渡ꎬ明确记载了童男童女“三千人”ꎬ还
有各种工匠ꎮ 虽说“种种百工”ꎬ不一定是百种工匠ꎬ但工匠的种类肯定应有尽有ꎮ 下面将会提

到ꎬ徐福东渡将铁器制造、高档丝绸织造、印染等先进技术带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ꎬ在那个年

代ꎬ仅一件铁器的完成ꎬ从采矿、冶炼到成品的制造ꎬ都需要多道工序、很多人手来实现ꎮ 徐福集

团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建成了铁器制造基地ꎬ出产的铁器销往周边地区ꎬ包括越海销往日本ꎬ这都

不是少量人员能够完成的ꎮ
(二)芝罘以西航线的考辨

徐福东渡ꎬ从今青岛琅琊沿海一带出发ꎬ沿海岸线北上ꎬ到了今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市成

山头沿海一带ꎬ再绕过成山头西行至今烟台市芝罘岛沿海一带ꎮ 这一段航线ꎬ«史记»记载得很

清楚ꎮ 但其后“遂并海西”ꎬ沿海岸线继续向西到哪里ꎬ则没有记载ꎮ
徐福的船队ꎬ肯定是要离开海岸线进入大洋的ꎮ 这是因为他要向秦始皇履行诺言ꎬ就必须驶

向经常出现仙山的大海ꎮ 芝罘岛以西的大海之中ꎬ哪里经常出现仙山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名曰蓬莱、方丈、瀛洲”的“三神山”ꎬ在«史记封禅书»中另

有这样的描述: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ꎮ 此三神山者ꎬ其传在勃海中ꎬ去人不远ꎻ患
且至ꎬ则船风引而去ꎮ 盖尝有至者ꎬ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ꎮ 其物禽兽尽白ꎬ而黄金银为

宫阙ꎮ 未至ꎬ望之如云ꎻ及到ꎬ三神山反居水下ꎮ 临之ꎬ风辄引去ꎬ终莫能至云ꎮ②

这说明ꎬ在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期ꎬ就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说ꎬ他们还曾派人到

勃(渤)海去寻找过三座神山ꎮ 但海中的“三神仙”看似不远ꎬ然而当船只快要靠近时ꎬ神山却被

大风吹到远处ꎮ 远远望去ꎬ“三神山”就像在一片云雾之中ꎬ可是一到跟前ꎬ就马上消失了ꎮ 这一

景象ꎬ显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市蜃景ꎮ 而芝罘岛以西的渤海中出现海市蜃景最多的地方ꎬ就
是现今烟台市所辖蓬莱市以北ꎬ庙岛群岛周边海面ꎮ 这也是当年汉武帝派人寻找仙山的海域ꎬ蓬
莱县(今蓬莱市)、蓬莱阁等名字由来ꎬ就是因当年汉孝武帝东巡此地ꎬ“至海上望ꎬ冀遇蓬莱

焉”③ꎬ在此瞭望“蓬莱”仙山而得名ꎮ
既然徐福奉命到海中去“求神异物”ꎬ他率领的船队就必然朝着“三神山”的隐现之地ꎬ即海市

蜃景多发的海域驶去ꎮ 更何况徐福第二次东渡ꎬ还有秦始皇率领的弓弩手和大批船队也一并来到

今蓬莱市沿海一带ꎬ徐福要自圆其说ꎬ不在秦始皇面前露出破绽ꎬ只能假戏真做ꎬ向子虚乌有的海中

仙山进发ꎮ 秦始皇应是在蓬莱一带海域与徐福告别ꎬ并且目送其船队向庙岛群岛海域驶去ꎮ
那么ꎬ徐福的船队进入茫茫大海之后ꎬ会再驶向何方呢?
显然ꎬ徐福第二次东渡时ꎬ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找到仙山、仙药了ꎮ 第一次“入海求仙人”ꎬ有

可能真的相信海里有仙山、仙药ꎬ但寻找了多年ꎬ并未如愿以偿ꎮ 第二次见秦始皇时ꎬ只好用谎言

瞒天过海ꎬ所以再一次“入海求仙人”ꎬ显然明知没办法回来交差ꎬ只能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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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ꎬ摆脱秦皇帝的统治ꎮ 可见ꎬ徐福第二次东渡既是为了逃避罪责ꎬ也是为了去海外拓殖ꎬ否则ꎬ
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带领那么多的童男童女、各类工匠和五谷种子等ꎬ甚至连善射的兵员都准

备得非常充分ꎬ这一切ꎬ正是开拓新的疆土所必需的ꎮ
徐福的船队进入庙岛群岛海域后ꎬ最近的登陆地是辽东半岛ꎬ但徐福一行不可能在辽东半岛

登陆ꎬ因当时这里已在秦的统治之下ꎮ 秦朝辽东郡的辖区ꎬ东至今朝鲜半岛以西朝鲜湾沿海一

带ꎮ 也就是说ꎬ徐福的船队至辽东半岛近海后ꎬ只能“循海岸水行”①ꎬ行驶至朝鲜半岛北部沿海

一带也不敢停下来ꎬ只有继续沿海岸线南下ꎮ
下面我们会提到ꎬ徐福的船队到达朝鲜半岛南部ꎬ包括济州岛ꎬ后来有部分人员又从朝鲜半岛

南部辗转到达日本九州岛ꎬ再进入日本本州岛等ꎮ 这样一条航线ꎬ就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

东夷传»记载的“循海岸水行”航线:沿朝鲜半岛北部西海岸南下ꎬ“历韩国”ꎬ即现在的韩国西部地

区ꎮ 再“乍南乍东”到达朝鲜半岛南部ꎬ沿海岸线向东ꎬ“始渡一海”ꎬ过“对马国”ꎬ即今日本对马岛ꎮ
再过“一大国”ꎬ即今日本的壹岐岛ꎮ “又渡一海”ꎬ登陆“末卢国”ꎬ今日本九州岛佐贺一带ꎮ 从末卢

国到“伊都国”ꎬ今日本九州岛福冈一带ꎮ 再经过几个小国后ꎬ进入日本本州岛ꎬ到达倭国“女王之所

都”ꎮ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还记载说:“汉时有朝见者ꎬ今使译所通三十国ꎮ”②说明自

汉代以来ꎬ这样一条“循海岸水行”的航线ꎬ就是当时中韩日官方往来的主要通道ꎮ
虽然«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只记载了从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这一段航程ꎬ没有

提到从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这一段的航路ꎬ但«新唐书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非常具体地

记载了这一段路线ꎬ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东北海行ꎬ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

岛三百里ꎮ 北渡乌湖海ꎬ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ꎮ 东傍海壖ꎬ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
人汪、橐驼湾、 乌骨江八百里ꎮ 乃南傍海壖ꎬ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ꎬ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ꎮ”③

“登州”ꎬ指当时的登州驻地ꎬ今烟台市所辖蓬莱市ꎮ “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ꎬ分别是今

长岛县所辖的长山岛、大钦岛、小钦岛、南隍城岛、北隍城岛ꎬ均属庙岛群岛中的岛屿ꎮ “乌湖

海”ꎬ指今大连老铁山海峡ꎮ “都里镇”ꎬ在今大连旅顺一带ꎮ “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
橐驼湾”ꎬ均系辽东沿海一代的港湾ꎮ “乌骨江”ꎬ指今鸭绿江入海口ꎮ “乌牧岛”ꎬ今朝鲜身弥岛ꎮ
“贝江口”ꎬ今朝鲜大同江口ꎮ «旧唐书志第十八地理一»记载的这一段航线ꎬ即从登州出发ꎬ
沿庙岛群岛的岛屿北上至辽东半岛今大连附近的海岸ꎬ然后仍是“循海岸水行”至朝鲜半岛ꎮ 这

说明ꎬ即使到了唐代ꎬ中韩间海上往来仍然要经庙岛群岛ꎬ然后“循海岸水行”ꎮ
这条航线是否由徐福船队开辟ꎬ我们不得而知ꎬ但至少可以肯定ꎬ徐福船队走的也是这条航

线ꎮ 当时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目视ꎬ船的动力也只能靠海风吹送或人力摇橹ꎮ 秦

代的航海条件ꎬ只能是“循海岸水行”ꎮ 沿海岸线航行不仅可以及时补充淡水和给养ꎬ而且一旦

遇上风浪和恶劣天气还可以及时靠岸躲避ꎬ船只受损也可以及时靠岸维修ꎮ 不用说秦代ꎬ即使到

了唐初ꎬ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ꎬ中韩日之间的海上官方往来也仍然

要经庙岛群岛ꎮ 日本的遣隋使和唐初的遣唐使走的就是这条航道ꎬ后期的日本遣唐使开始横渡

黄海直通扬州ꎬ是因为当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ꎬ不得不走南路直通扬州ꎬ但这是

“一条最危险ꎬ遇难率极高的航路”④ꎮ 所以ꎬ后期的遣唐使有时也走“循海岸水行”的古航道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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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次遣唐使即从“登州登陆”ꎬ第 １８ 次遣唐使“曾在今乳山、文登、荣成海岸停泊数日”①ꎮ 所

以说ꎬ徐福东渡的航线只能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的“循海岸水行”的航路ꎮ
实际上这条海上航线ꎬ即使到了明代ꎬ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后ꎬ中朝(韩)官
方海上往来走的也是经庙岛群岛然后“循海岸水行”的航路ꎮ 这在中韩史料中都有具体记载ꎮ
因为这是一条最安全的航道ꎬ更何况秦代徐福东渡ꎬ以当时的航海条件ꎬ又带领着大批人员和辎

重ꎬ包括“五谷种种百工”设施等ꎬ必须选择一条在当时认为最安全的航道ꎬ这就是«旧唐书志

第十八地理一»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的中韩日海上航线ꎮ
由上得出结论ꎬ徐福一行在芝罘岛射杀大鱼之后ꎬ“遂并海西”ꎬ到了今蓬莱市一带海域后ꎬ

便向北行驶ꎬ沿庙岛群岛诸岛屿ꎬ到达辽东半岛今大连一带海域ꎬ然后ꎬ沿海岸线向东北驶向朝鲜

半岛ꎬ到达鸭绿江口海域后ꎬ再沿海岸线南下至朝鲜半岛南部ꎬ又从朝鲜半岛东南部借助巨济岛、
对马岛、壹岐岛等岛屿ꎬ渡过朝鲜海峡进入日本ꎮ

二、徐福东渡目的地考辨

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是哪里? «史记»没有记载ꎬ但从后来的史书ꎬ包括其他一些相关记载和

考古成果分析ꎬ徐福东渡的目的地首先是朝鲜半岛东南部ꎬ即今韩国东部一带ꎬ并有大批人员在

此定居下来ꎮ 然后ꎬ徐福集团的部分人ꎬ或是第二次东渡的部分人员ꎬ进入了日本的九州岛ꎬ并在

那里定居下来ꎮ 之后ꎬ又有部分人员进入了日本本州岛、四国岛ꎮ
(一)徐福东渡目的地的史料记载

记载徐福东渡目的地的最早史料是«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吴书孙权传»ꎬ因
«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１００ 多年ꎬ两书的相关记载又基本相同ꎬ故这里仅引用«三国志吴

书吴主传»的记载:
　 　 (黄龙)二年(２３０)春正月ꎬ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ꎬ浮海求夷洲及亶洲ꎮ
亶洲在海中ꎬ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ꎬ求蓬莱神山及仙药ꎬ止
此洲不还ꎮ 世相承有数万家ꎬ其上人民ꎬ时有至会稽货布ꎬ会稽东县人海行ꎬ亦有遭风流移至

亶洲者ꎮ 所在绝远ꎬ卒不可得至ꎬ但得夷洲数千人还ꎮ②

以上记载可说明:徐福一行到了“亶洲”ꎻ“亶洲”是一个较大的岛屿ꎬ上有“数万家”居住ꎻ“亶洲”
的人曾到东吴的“会稽货布”ꎬ会稽东县的人也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ꎮ “会稽”指会稽郡ꎬ郡治

在今浙江绍兴城区ꎻ“亶洲”离东吴“所在绝远ꎬ卒不可得至”ꎬ东吴的航船和人员去不了亶洲ꎮ 当

时东吴辖今长江口及以南沿海地区ꎬ包括今福建、广东沿海一带ꎮ 吴主孙权派万人出海都没找

到ꎬ或到不了“亶洲”ꎬ但“亶洲”的人却到了东吴会稽郡ꎬ今杭州湾一带ꎬ这说明“亶洲”来东吴做

生意的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ꎮ “夷洲”指的是今台湾岛ꎬ东吴的船队有“数千人”到了“夷洲”ꎮ
比台湾岛更远且比较大的岛屿ꎬ有菲律宾的吕宋岛和日本的九州岛ꎮ 菲律宾的吕宋岛ꎬ三国时期

东吴的船队都无法到达ꎬ更何况 ４００ 多年以前从山东半岛起航的徐福船队呢ꎮ 日本的九州岛ꎬ东
吴的船队也不可得至ꎬ但徐福的船队从山东半岛起航ꎬ“循海岸水行”则能到达ꎮ 三国时期来东

吴做生意的“亶洲”人走的也应是徐福一行“循海岸水行”的航线ꎮ 所以说ꎬ“亶洲”指的应是日

本九州岛ꎮ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一诗中写道:“云涛万里最东头ꎬ射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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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玉署秋ꎮ 无限属城为裸国ꎬ几多分界是亶州ꎮ”①这里的“射马台” “裸国” “亶州”ꎬ均指日本ꎮ
“射马台”应为“邪马台”ꎬ«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ꎬ“裸国”是“倭种”
之一ꎮ 这说明唐代人也认为ꎬ“亶洲”就是日本ꎮ 从日本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ꎬ如果走徐福东渡

的“循海岸水行”的航线ꎬ以当时的船只和航行条件足可通达ꎬ但如果从东南沿海横渡大海直达

日本九州岛ꎬ其结果只能是“不可得至”ꎮ
五代后周时期ꎬ济州开元寺高僧义楚在«义楚六贴» (又名«释氏六贴»)中也明确提到徐福

到了日本:
　 　 日本国ꎬ亦名倭国ꎬ东海中ꎮ 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ꎮ 今人物一如长

安ꎮ 又显德五年ꎬ岁在戊午ꎬ有日本国传瑜伽大教弘顺大师赐紫宽辅ꎮ 又东北千余里有

山ꎬ名富士ꎬ亦名蓬莱ꎮ 其山峻ꎬ三面是海ꎬ一朵上耸ꎬ顶有火烟ꎮ 日中上有诸宝流下ꎬ夜即却

上ꎬ常闻音乐ꎮ 徐福止此ꎬ谓蓬莱ꎮ 至今子孙皆曰秦氏ꎮ②

显然ꎬ高僧义楚关于徐福到了日本富士山一带ꎬ其“子孙皆曰秦氏”的记载ꎬ其信息是来自日

本来华高僧弘顺大师ꎮ 这说明ꎬ当时的日本ꎬ或者更早时期就有了徐福到了日本的说法ꎮ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长诗«日本刀歌»中提到ꎬ因徐福东渡ꎬ日本“百工五种与之居ꎬ至今器

玩皆精巧ꎮ 前朝贡献屡往来ꎬ士人往往工词藻ꎮ 徐福行时书未焚ꎬ逸书百篇今尚存ꎮ 令严不许传

中国ꎬ举世无人识古文” ③ꎮ 这说明徐福东渡日本带去了“百工五种”ꎬ使日本的“器玩皆精巧”ꎬ
也使中日官方之间“屡往来”ꎬ日本“士人”还“工词藻”ꎬ善于做中国传统的诗文ꎮ 欧阳修还第一

次提到ꎬ因徐福东渡带走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ꎬ这些著作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国内已

经失佚了ꎬ而在日本得以保存下来ꎮ
中国元朝时期ꎬ日本官方编纂的«神皇正统记»记载:“(秦)始皇好神仙ꎬ求长生不死之药于

日本ꎬ日本欲求彼国之五帝三王遗书ꎬ始皇乃悉送之ꎮ 其后三十五年ꎬ彼国因焚书坑儒ꎬ孔子之全

经遂存于日本ꎮ” ④«神皇正统记»不仅肯定了徐福东渡“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ꎬ而且提到ꎬ由
于秦始皇焚书坑儒ꎬ“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ꎬ这也与欧阳修«日本刀歌»相符ꎮ 明朝中期 １４７１
年ꎬ朝鲜王室编纂刊印的«海东诸国纪日本国纪»也记载:“孝灵天皇七十二年壬午(秦始皇二

十九年)ꎬ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ꎮ 福遂至纪伊州居焉ꎬ在位七十六年ꎬ寿百十五ꎮ” “崇神天皇

是时熊野权现神始现ꎬ徐福死而为神ꎬ国人至今祭之ꎮ” ⑤主持编纂«海东诸国纪»的ꎬ系朝鲜

领议政(首相)的申叔舟(１４１７－１４７５)ꎮ 申叔舟曾于 １４４３ 年奉朝鲜国王之命ꎬ以日本通信使书状

官身份出使过日本ꎬ«海东诸国纪»中关于«日本国纪»的记载ꎬ显然来自日本的官方资料ꎮ 徐福

东渡到达日本的事件进入日本和朝鲜李朝的正史ꎬ得到了当时两国官方的认可ꎬ应与日本当时广

泛流行的徐福传说及许多与徐福有关的遗址和纪念设施有关ꎮ
徐福东渡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情况ꎬ韩国史料也多有记载ꎮ
明朝万历年间朝鲜著名理学家李睟光(１５６３－１６２３)在他的«芝峰类说»中提到:“世谓三山ꎬ

乃在我国ꎮ 以金刚为蓬莱ꎬ智异为方丈ꎬ汉挐为瀛洲ꎮ 以杜(甫)诗‘方丈三韩外’证之ꎮ 余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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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炜ꎬ祁　 山: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考辨

神山之说ꎬ出于徐福ꎮ 而徐福入日本ꎬ死而为神ꎮ 则三山应在东海之东矣ꎮ 老杜不曰方丈在三

韩ꎮ 而曰‘方丈三韩外’ꎮ 其言宜可信也ꎮ”①文中“金刚”指金刚山ꎬ位于今朝鲜东南部ꎬ临近韩

国ꎻ“智异”指智异山ꎬ在今韩国南部ꎻ“汉拿”指汉拿山ꎬ在今韩国济州岛ꎻ“老杜”指中国唐代诗

人杜甫ꎮ 李睟光在这里提到ꎬ朝鲜李朝时期ꎬ或在这之前ꎬ朝鲜人认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

山就在朝鲜半岛ꎬ还用杜甫的诗句来论证这一观点ꎮ 李睟光不同意这样的提法ꎬ他认为徐福东渡

寻找的三神山在日本ꎬ杜甫的诗“方丈三韩外”ꎬ恰恰说明了三神山在“三韩”之外ꎬ即朝鲜半岛之

外的日本ꎮ
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还提到:“«后汉书»曰:徐福入海ꎬ止夷、澶洲ꎮ 韩文所谓海外夷、亶

之州是也ꎮ 按夷、亶二州名ꎬ今倭国南海道ꎬ有纪伊州、淡州ꎮ 淡与亶音相近ꎬ疑即夷、澶洲也ꎮ”②

李睟光用语音相近来说明«后汉书»记载的夷、亶之州指的是日本的“纪伊州、淡州”ꎬ再用日本

“纪伊州ꎬ今有徐福祠”ꎬ“熊野山守神者ꎬ徐福之神也”及“日本京都ꎬ见有徐福祠”ꎬ来佐证自己

的观点ꎮ 这说明ꎬ徐福东渡到朝鲜半岛或日本ꎬ已为朝鲜许多名家及普通百姓所深信不疑ꎮ
朝鲜李朝时期著名哲学家、学术大师李瀷(１６８１－１７６３)也曾说过:“济州ꎬ古耽罗国ꎬ距陆九

百七十余里ꎬ周围四百余里ꎮ 山顶必凹陷ꎬ峰峰皆然ꎮ 新晴登望申方ꎬ天际有山ꎬ浙商云:松江府

之金山也ꎮ 徐福、韩终之入海ꎬ虽曰诬辞ꎬ其言曰:登之罘山望神山ꎮ 之罘在东海边ꎬ始皇之

登览者也ꎮ 登此而望见者ꎬ疑若指此而云尔ꎮ 松江金山在坤申方ꎬ则自彼而望此ꎬ必在东北矣ꎮ
岛中亦有瀛洲之名ꎬ可异ꎮ”③韩终亦为秦代方士ꎬ秦始皇也曾派他到海上“求仙人不死之药”ꎮ 李

瀷认为ꎬ济州岛可能就是当年秦始皇登临之罘山远望的神山“瀛洲”ꎬ而济州岛也称过“瀛洲”ꎮ
李瀷还提到:“通典云:百济海中有三岛ꎬ出黄漆树ꎬ六月取汁ꎬ漆器物若黄金ꎮ 此乃今之黄漆ꎬ而
惟济州产此物ꎬ则三岛者即济州之称ꎮ 又或岛中有三座山而云尔也ꎮ 既避秦入海ꎬ必不舍朝

鲜而投倭也ꎮ 其所谓三山仙药ꎬ特讆言瞒人也ꎮ”④李瀷肯定了徐福一行到过朝鲜半岛南部和济

州岛一带ꎬ并在这里定居下来ꎮ 当然ꎬ他提到徐福一行“必不舍朝鲜而投倭也”ꎬ并不是否认徐福

一行去过日本ꎬ而是强调他们先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和济州岛一带ꎮ 此外ꎬ李瀷还认为ꎬ当时朝鲜

半岛南部的辰韩就是徐福一行建立的ꎮ
今韩国境内还曾发现过多处与徐福东渡有关的石刻ꎬ如济州岛西归浦市东烘洞正房瀑布的

峭壁上就曾有过“徐巿过之”石刻ꎮ “１９１０ 年ꎬ日本学者冢原熹先生在正房瀑布拍摄的‘徐巿过

之’照片与撰写的«济州岛秦徐福遗迹考»一起被收入«朝鲜志»ꎬ现存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遗址便湮没了ꎮ 现只保存下来摩崖石刻的拓片ꎮ”⑤虽然这些石刻的年代还需要进

一步考证ꎬ但至少说明当地人相信徐福东渡应该到过朝鲜半岛南部ꎬ包括今韩国济州岛一带ꎮ 历

史上曾称“瀛洲”的济州岛ꎬ总面积 １８２６ 平方公里ꎬ在古代容纳“数万家”居民生活是没有问题

的ꎮ 济州岛自古以来就广泛流传着许多徐福寻仙求药的传说ꎮ 济州岛的汉拿山ꎬ也称瀛洲山ꎬ海
拔 １９５０ 米ꎬ为韩国最高峰ꎬ是传说中徐福寻找的三神山之一ꎮ 济州岛的西归浦(今西归浦市)ꎬ
相传是徐福第一次东渡到达济州岛寻找长生不老药ꎬ后从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海岸西行回国ꎬ这里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睟光:«芝峯类说»卷二«地理部山»ꎬ朝鲜刊本ꎬ１６３３ 年ꎮ
李睟光:«芝峯类说»卷二«诸国部外国日本»ꎬ朝鲜刊本ꎬ１６３３ 年ꎮ
李瀷:«星湖先生僿说»卷之一«天地门济州»ꎬ朝鲜刊本ꎬ１７６０ 年ꎮ
李瀷:«星湖先生僿说»卷二十«经史门徐巿»ꎬ朝鲜刊本ꎬ１７６０ 年ꎮ
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徐福志»第十五章«韩国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ꎬ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６０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因此而得名西归浦ꎮ 这一传说应是由来已久ꎬ朝鲜李朝官员任征夏(１６８７－１７３０)在他的«济州杂

诗二十首»中就写道:“徐巿求仙去ꎬ应从此岛回ꎮ 老人南极在ꎬ童女玉凾来ꎮ 碧海几回变ꎬ蟠桃

犹未开ꎮ 乙那亦尘土ꎬ遗庙至今哀ꎮ”①这说明在当时不仅有徐福从济州岛回国的传闻ꎬ而且济州

岛很早就有供奉徐福的庙宇等ꎬ今西归浦市还建有徐福公园ꎬ西归浦市每年都在徐福公园举行徐

福祭礼活动ꎮ
除济州岛外ꎬ今韩国的南海郡南海岛商洲里锦山海滨的大岩石半山腰ꎬ有大型刻石ꎬ内容为

“徐巿起拜日出”ꎮ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中叶ꎬ在与此岩刻仅隔一山的一个石洞里ꎬ发现了一幅壁

面ꎬ上画动物、船只及人物ꎬ洞外还刻有脚印传说与徐福到此有关ꎮ”②清末朝鲜李朝官员姜

献奎也撰文提到:“以芒鞋竹杖ꎬ作南海之游ꎮ”“入闲山ꎬ泛龟船凌阳侯ꎬ望徐巿题石处ꎮ”③

“闲山”指闲山岛ꎬ在韩国巨济岛西ꎬ也是徐福一行东去日本的必经之地ꎬ今属韩国庆尚南道统营

市ꎮ “阳侯”是传说中的水神、波涛之神ꎬ这里代指波涛ꎮ “泛龟船凌阳侯”即指乘船在海上畅游ꎮ
这说明ꎬ韩国闲山岛一代ꎬ也遗有与徐福东渡相关的刻石ꎮ 这些刻石和壁画ꎬ无论是徐福当年所

留ꎬ还是后人所为ꎬ至少可以说明徐福一行ꎬ或他们的后人到过这里ꎮ
(二)明清时期赴日朝鲜官员的相关记载

明清时期ꎬ有不少朝鲜李朝的官员因各种原因到过日本ꎬ记载了日本有关徐福的一些纪念设

施和传说ꎮ
明朝万历年间ꎬ朝鲜官员姜沆(１５６７－１６１８ꎬ字太初ꎬ号睡隐)在日军侵略朝鲜时被俘掠往日

本ꎮ 在日 ３ 年期间ꎬ他将日本的国情、国土特征及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ꎬ结集为«姜睡隐看羊

录»ꎮ 其中«倭国八道六十六州图»提到:“秦始皇时ꎬ徐福载童男女入海ꎬ至倭纪伊州熊野山ꎬ止
焉ꎮ 熊野山尚有徐福祠ꎮ 其子孙今为秦氏ꎬ世称徐福之后ꎮ 今为倭皇则非也ꎮ 洪武中ꎬ倭僧津绝

海ꎬ入贡中原ꎮ 太祖命赋诗ꎬ诗曰:‘熊野山前徐福祠ꎬ满山药草雨余肥ꎮ 至今海上波涛稳ꎬ直待

好风须早归ꎮ’太祖赐和章曰:‘熊野峯高血食祠ꎬ松根琥珀亦应肥ꎮ 昔时徐福浮舟去ꎬ直至于今

犹未归ꎮ’”④文中“太祖”ꎬ指明太祖朱元璋ꎮ 这里提到的日本僧人“津绝海”ꎬ也称绝海中津ꎬ于
明初洪武元年(１３６８)来到中国ꎬ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春觐见明太祖朱元璋ꎮ 这说明ꎬ日本熊野山前

的“徐福祠”ꎬ至少在元代或之前就有了ꎮ 朝鲜李朝晚期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安鼎福因此也深

信徐福到了日本:“姜沆«看羊录»云:徐福入倭伊纪州熊野山止焉ꎬ今有祠ꎬ子孙为秦氏ꎮ 据此则

(徐)福之入日本信矣ꎮ 其称秦氏ꎬ犹辰韩之称秦韩ꎬ盖以自秦而来也ꎮ” ⑤

和姜沆有着相同经历的朝鲜官员鲁认(１５６６－１６２２ꎬ字公识ꎬ号锦溪)ꎬ在 １５９７ 年日军再次大

规模入侵朝鲜时ꎬ被俘押送到日本ꎮ 后来在明朝官员的协助下ꎬ于 １５９９ 年 ３ 月逃到福建闽南ꎬ年
底回到朝鲜ꎮ 鲁认有«锦溪集»传世ꎬ记载了他在日本的一些经历ꎬ其中卷之六«倭俗录»提到了

在日本的一些见闻ꎬ有关徐福的内容同前面姜沆记载的完全一样ꎬ也提到了日本僧人与明太祖朱

元璋诗歌唱和之事ꎮ⑥ 这说明ꎬ二人的信息来源是一致的ꎬ同时也进一步说明ꎬ日本熊野山的“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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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祠”ꎬ应是在元代或之前就有了ꎬ明万历年间仍有日本人自称是徐福的后人ꎮ
前文提到的朝鲜李朝著名理学家李睟光在其文集中记载:“赵生完璧者ꎬ晋州士人也ꎮ 弱

冠ꎬ值丁酉倭变ꎬ被掳入日本京都ꎮ 在日本时ꎬ见京都有徐福祠ꎬ徐福之裔主之ꎮ”①“丁酉倭

变”ꎬ指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ꎬ日军大规模地入侵朝鲜ꎮ 可见ꎬ明代万历年间的日本京都也有“徐
福祠”ꎮ

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ꎬ出使日本的朝鲜官员庆暹(１５６２－１６２０)也记载:“秦始皇遣徐福ꎬ入海

求仙药ꎮ 徐福至纪伊州ꎬ居一百八十九年而死ꎮ 国人为之立祠ꎬ至今祭之云ꎮ” ②虽然徐福在日

本活了 １８９ 年的说法过于夸张ꎬ但他被日本人“为之立祠ꎬ至今祭之”ꎬ应为可靠记载ꎮ
明末天启甲子年(１６２４)ꎬ朝鲜赴日本回答使副使姜弘重(１５７７－?)在日本期间ꎬ曾向负责接

待的日本官员询问:“徐福祠在何处?”日本官员回答说:“在南海道纪伊州熊野山下ꎬ居人至今崇

奉ꎬ不绝香火ꎮ 其子孙亦在其地ꎬ皆称秦氏云ꎮ 熊野山一名金峰山云ꎮ”③

朝鲜孝宗大王六年乙未(清顺治十二年ꎬ１６５５ 年)出使日本的朝鲜官员南龙翼(１６２８－１６９２)
在«扶桑日录»中记载:“熊野在(大坂)南四十里ꎬ即纪伊州之地ꎮ 而徐福到此山居焉ꎬ山下有墓ꎬ
子孙皆姓秦氏ꎮ”④这说明居住在熊野山一带的日本人皆以秦为姓ꎬ自称是徐福的后裔ꎬ祖祖辈辈

都供奉徐福ꎮ 我们虽然不足以考证他们与徐福是否有血缘关系ꎬ但这样的风俗信仰代代相传ꎬ也
不可否定他们与徐福的关系ꎮ

除日本九州岛、本州岛等地外ꎬ徐福东渡路经的日本对马岛也有徐福的传说ꎬ这在赴日的朝

鲜官员笔下也有反映ꎮ
明代万历申丙年(１５９６)秋ꎬ朝鲜通信使一行出使日本ꎬ正使黄慎(１５６０－１６１９)在«日本往还

日记»中写道:“八月初八日ꎬ夕抵对马岛之西浦ꎮ 浦中人居不甚多ꎬ泊船处稍平阔ꎮ 正

使昏乘轿登徐福寺而宿ꎮ 同寺俯临大洋ꎬ累石为磴ꎬ以板为屋ꎬ居僧仅数十人ꎮ”⑤可见ꎬ当时的对

马岛有“徐福寺”ꎬ黄慎说庙里“居僧仅数十人”ꎬ显然太少了ꎮ 在他看来ꎬ作为徐福东渡日本必经

之路的对马岛ꎬ“徐福寺”的僧人理应更多些ꎮ
明代崇祯癸未年(１６４３)春ꎬ朝鲜通信使一行出使日本ꎬ五月初路经对马岛时ꎬ朝鲜官员赵絅

(１５８６－１６６９)在«东槎录»中记载对马岛地方风俗时提到:“采药称徐福ꎬ描鹰说宋宗ꎮ”⑥亦可证

明徐福在对马岛采仙药的故事曾在当地广为流传ꎮ
清初ꎬ朝鲜官员、著名学者、世子师鱼有凤(１６７２－１７４４)在送友人出使日本时赠诗曰:“送君

天外去ꎬ极目海茫茫ꎮ 国是秦徐福ꎬ舟同汉博望ꎮ”⑦鱼有凤认为ꎬ秦代的徐福东渡不仅到了日本ꎬ
而且日本国也是徐福建立起来的ꎮ 朝鲜官员、著名学者李德懋(１７４１－１７９３)ꎬ未去过日本ꎬ他依

据其他朝鲜官员从日本带回的史料及其他资料ꎬ撰写了«蜻蛉国志»ꎬ即«日本国志»ꎮ 其中«神
佛»一节有这样的记载:“纪伊州ꎬ有高野山ꎬ一名熊野山ꎮ 传言孝灵时ꎬ秦人徐巿ꎬ与其子福ꎬ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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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ꎬ至纪伊州止焉ꎮ 国人尊敬之ꎮ 巿ꎬ寻死ꎮ 福年一百八十而死ꎬ多灵异ꎮ 国人立祠于高野山中ꎬ
为权现守神ꎮ 或称福ꎬ即巿之改名ꎮ 或称巿之字ꎬ又称福之孙ꎮ”①李德懋记载的日本传言ꎬ把“徐
巿”“徐福”混为父子二人ꎬ或是不了解“徐巿”与“徐福”只是写法不同而已ꎮ 不过由此足以证

实ꎬ直至清朝乾隆年间ꎬ日本仍将“徐福”作为神灵供奉ꎬ“立祠于高野山中”ꎬ也说明徐福东渡的

影响ꎬ至少是有史料记载以来ꎬ上千年一直不曾断绝ꎮ
中国清朝时期ꎬ还有许多出使日本的朝鲜官员有过关于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记载ꎬ兹不一一

引述ꎮ
实际上ꎬ日本至今有许多关于徐福的传说ꎬ“不但有登陆的地点ꎬ还有登陆之后教导土著人

民耕种、捕鲸的事ꎮ 在传说他们一行登陆地的纪伊熊野浦(现和歌山县新宫市)ꎬ还有徐福和他

亲信的墓ꎬ旁边更立有徐福祠ꎬ专门祭祀他们ꎬ完全象若有其事一般”②ꎮ 虽然这些纪念设施和传

说都难以直接证明徐福到了日本ꎬ但日本对徐福的信仰及相关风俗确乎长期传承ꎬ历一两千年而

经久不衰ꎬ甚至不少日本人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家族来自于徐福或徐福的部属ꎬ如日本前首相羽田

孜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移民的后裔ꎬ并多次到中国来寻根问祖ꎮ 羽田孜曾说过:“我的祖上是

姓秦的ꎮ 我们的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ꎬ在我的老家还有‘秦阳馆’ꎬ作为徐福的后代ꎬ我们感到

骄傲ꎮ”他还说过:“凡是与中国沾边的事ꎬ我都高兴去做ꎮ 有关徐福的活动ꎬ我都要争取参加ꎮ”③

这至少可以说明ꎬ徐福集团的一部分人到达了日本ꎬ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日本

民众纪念徐福的活动ꎬ也反映出他们渴望继续保持中日友好传统的强烈愿望ꎮ

三、徐福东渡与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

徐福东渡ꎬ虽说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到海上寻找仙山、仙药ꎬ但徐福的第二次东渡ꎬ带领“男女

三千人ꎬ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ꎬ实际上是假借“入海求仙人”到海外拓殖ꎬ开创新的疆域ꎮ 综

合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福东渡ꎬ是中国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向海

外的一次大传播ꎬ是中日韩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交流ꎮ 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还处

于原始社会时期ꎬ秦人徐福带领的庞大船队ꎬ沿途传播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ꎬ
这无疑繁荣了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ꎬ也为汉代更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拓宽了航路ꎮ

(一)辰韩应是徐福集团创立的

中国秦朝时期ꎬ朝鲜半岛南部———今韩国所辖区域———分属三韩:马韩、弁韩、辰韩ꎮ 马韩居

住在今韩国西部ꎬ属当地土著ꎮ 辰韩ꎬ居住在今韩国东部ꎬ由“避秦役”的秦人组成ꎬ因而也称“秦
韩”④ꎮ 弁韩在马韩、辰韩之间ꎬ由土著人、辰韩人混合而成ꎮ 有关朝鲜半岛三韩的史料记载ꎬ主
要来自«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ꎬ二者所述基本相同ꎮ 这里仅

引述成书较早的«三国志»ꎮ
当时的马韩还处在原始生活状态ꎬ如:“其俗少纲纪居处作草屋土室ꎬ形如冢ꎬ其户在上ꎬ举

家共在中ꎬ无长幼男女之别ꎮ 其葬有椁无棺ꎬ不知乘牛马ꎬ牛马尽于送死ꎮ 以璎珠为财宝ꎬ或以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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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饰ꎬ或以县(悬)颈垂耳ꎬ不以金银锦绣为珍ꎮ”①马韩人居住在半地下房屋里ꎬ不会使用牛、马ꎬ牛、
马只能宰杀食用ꎬ不知道金银珠宝和丝绸的珍贵ꎬ也没有中国人所尊奉的“长幼男女之别”等礼仪习

俗ꎮ 这说明ꎬ马韩土著无论是生产力水平ꎬ还是社会关系ꎬ都与中国的原始社会相似ꎮ
而由“避秦役”的秦人组成的辰韩ꎬ其生产力水平和生活习俗则与秦汉时期的山东半岛无

异ꎮ 辰韩“宜种五谷及稻ꎬ晓蚕桑ꎬ作缣布ꎬ乘驾牛马ꎮ 嫁娶礼俗ꎬ男女有别ꎮ 国出铁ꎬ韩、
濊、倭皆从取之ꎮ 诸市买皆用铁ꎬ如中国用钱ꎬ又以供给二郡ꎮ 俗喜歌舞饮酒ꎮ 有瑟ꎬ其形似筑ꎬ
弹之亦有音曲ꎮ 其俗ꎬ行者相逢ꎬ皆住让路ꎮ”②

辰韩(秦韩)应是形成于中国的秦朝时期ꎬ辰韩“名国为邦”③就是有力证据ꎮ 汉朝的开国皇

帝是汉高祖刘邦ꎬ为了避讳ꎬ汉代人是绝不能讲“邦”的ꎬ这说明辰韩至晚在秦末就已经形成了ꎮ
辰韩“始有六国ꎬ稍分为十二国”④ꎬ说明辰韩扩充为“十二国”ꎬ或十二个部落ꎬ是在辰韩创立不

久就完成了ꎬ也应是由“避秦役”的秦人组成的ꎮ 韩国的考古成果已经证实ꎬ三韩时期朝鲜半岛

南部“避秦役”的秦人主要是来自山东半岛的原齐国人ꎮ 北京大学教授、中韩古代关系史学家杨

通方在«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也写道:“三韩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ꎬ与中国山东省形制

相同的、棋盘式的支石墓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遗物ꎮ”⑤秦国于公元前 ２２１ 年灭齐ꎬ到公元前

２０７ 年秦就灭亡了ꎬ也就是说ꎬ秦朝在山东半岛统治时间只有十多年ꎬ辰韩“十二国”的形成ꎬ也应

是在这一时间段完成的ꎮ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ꎬ能迅速扩张ꎬ应是徐福第二次东渡的结果ꎮ 徐福

“得平原广泽ꎬ止王不来”ꎬ也说明徐福找到了可以落脚和发展的居留之地ꎮ 虽说辰韩居民不一

定都是徐福东渡时带去的人员ꎬ但以徐福随员为核心ꎬ再团结聚集其他“避秦役”的散兵流民ꎬ建
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是完全可能的ꎮ

徐福集团建立辰韩这一观点ꎬ朝鲜李朝时期著名哲学家、文人李瀷曾有论述:“按东史辰韩

者ꎬ秦之避乱者ꎮ 齐民流移之徒ꎬ岂有越万里度夷貊得至东国之理ꎬ又岂有过辽沈四郡之墟

而穷到我东南之一角耶ꎬ想其势非浮海则不能达也ꎮ 关中之于东海ꎬ既东西厓角ꎬ秦人而浮海非

流民所办ꎬ必将頼国之资送者也ꎮ 当其时徐巿(福)浮海而东邦ꎬ果有自秦来泊者ꎬ辰韩之为徐巿

(福)国可知ꎮ”⑥“夷貊”ꎬ指北方的少数民族ꎬ这里指中国北方地区ꎮ “东国”ꎬ本指当时的朝鲜ꎬ
这里指朝鲜半岛南部地区ꎮ 李瀷认为ꎬ由“秦之避乱者”建立的辰韩ꎬ是“齐民流移之徒”越海到

这里建立起来的ꎬ“非浮海则不能达也”ꎮ 具体说ꎬ辰韩是徐福一行东渡到这里建立的ꎬ而非秦人

中浮海的“流民所办”ꎮ 当时秦人中的“流民”是没有能力建立辰韩的ꎬ建立辰韩必须是“赖国之

资送者也”ꎬ则唯有徐福一行能够做到这一点ꎮ
清初ꎬ朝鲜王室重臣权相一(１６７９－１７５９)也提到:“我国(指朝鲜)名山ꎬ以金刚为第一ꎬ则蓬

莱之称ꎬ舍此山不可得也ꎮ 徐巿为避秦计ꎬ以神山采药之说ꎬ欺弄始皇ꎬ其所止泊处ꎬ不可详知ꎮ
秦人之为辰韩似分明ꎬ秦时有浮宅之民ꎬ若青齐等地ꎬ不堪役烦ꎮ 浮海而来ꎬ接于我国东南ꎬ
势或有之也ꎮ” ⑦“浮宅”ꎬ浮在水面的房屋ꎬ指船ꎮ “青齐”ꎬ指山东半岛ꎮ 山东半岛ꎬ夏代属青州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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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属齐国ꎮ 权相一也认为ꎬ徐福一行应是乘船来到了朝鲜的东南部ꎬ当年的辰韩应是徐

福一行建立的ꎮ
１９０５ 年ꎬ日本学者浅见伦太郎来到朝鲜半岛ꎬ考察了徐福东渡至朝鲜半岛南部的遗迹ꎬ在谈

到当年辰韩作为“秦国亡命人”建立的国家时也提到:“徐福带领童男童女渡海ꎬ数千童男童

女流亡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ꎮ”①他也认为辰韩是由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建立的ꎮ
在朝鲜李朝之前的高丽时期ꎬ身居高丽王室要职的李谷(１２９８－１３５１)ꎬ在谈到朝鲜半岛东南部

东莱府时提到ꎬ这里是“徐福寻仙处ꎬ新罗入贡余”②ꎮ “新罗”ꎬ其前身就是辰韩ꎮ 唐高宗时ꎬ新罗在

唐军的支援下统一了朝鲜半岛ꎮ 李谷认为ꎬ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就是徐福当年寻仙落脚的地方ꎬ
后来新罗人之所以频繁地向唐王朝进贡ꎬ即因辰韩乃中国人徐福所建ꎮ 从西汉至唐高宗时期ꎬ山东

半岛东部一直属东莱郡管辖ꎬ包括传说是徐福故乡的徐乡县都在东莱郡管辖之下ꎮ 朝鲜半岛的东

莱府显然与山东半岛的东莱郡有着某种渊源ꎬ至于是否与徐福东渡有关ꎬ尚待考究ꎮ
辰韩不仅熟练掌握冶铁和铁器制造等先进技术ꎬ而且能够大量生产ꎮ 周边的国家ꎬ包括西边

的马韩、弁韩ꎬ朝鲜半岛北部的濊貉ꎬ甚至汉初汉朝管辖的乐浪郡、带方郡ꎬ及与辰韩隔海相望的

日本ꎬ对铁的需求皆有赖于辰韩ꎮ 辰韩人还能生产高档丝绸“缣布”ꎮ “缣布”ꎬ东汉刘熙的«释
名»解释说:“缣ꎬ兼也ꎬ其丝细致ꎬ数兼于绢ꎬ染兼五色ꎬ细致ꎬ不漏水也ꎮ”③中国的汉代、魏晋时

期ꎬ缣布一直是作为贵重物品甚至以之取代货币ꎮ 晋建国之初ꎬ“泰治中ꎬ河西荒废ꎬ遂不用钱ꎬ
裂匹以为段数ꎮ 缣布既壊ꎬ市易又难”④ꎮ 辰韩“嫁娶礼俗ꎬ男女有别”ꎬ“行者相逢ꎬ皆住让路”⑤ꎬ
也都是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习俗ꎮ 显然ꎬ辰韩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ꎬ不仅影响了朝鲜半

岛南部ꎬ对秦末汉初的朝鲜半岛北部以及日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齐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ꎬ«史记货殖列传»记载ꎬ“齐冠带衣履天下”ꎮ 当时

各国贵族及上层人士头上戴的ꎬ身上穿的ꎬ包括脚上的鞋子ꎬ所用的高档丝绸都来自山东半岛的

齐国ꎮ 齐国的丝绸也是当时出口周边诸侯国ꎬ包括海外国家的主要货源之一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齐国冶炼业和铜、铁器生产同样非常发达ꎮ «管子海王篇»说ꎬ“今铁官之

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ꎬ若其事立ꎮ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ꎬ若其事立’”⑥ꎮ 说明当时铜、铁
器具已在齐国得到广泛使用ꎮ 解放后出土的齐叔夷钟有铭文曰:“余命汝司予莱ꎬ陶铁徒四

千ꎮ”⑦因叔夷灭莱国有功ꎬ齐灵公命叔夷管理莱国并赏给叔夷四千冶铁工人ꎮ 齐灵公赏给叔夷

“陶铁徒四千”ꎬ可见当时齐国冶铁规模很大ꎮ
徐福乃齐人ꎬ必然熟悉家乡的铁器制造、高档丝绸织造等情况ꎬ东渡时除了带领掌握铁器制

造、高档丝绸制造的“百工”ꎬ也少不了要带上相关的生产工具ꎬ甚至部分原材料等ꎮ
辰韩能组织起大规模的冶铁生产ꎬ出产高档丝绸ꎬ如果没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先进的生产工

具、生产工艺是不可能的ꎮ 仅靠“避秦役”的散兵流民ꎬ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的生产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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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福东渡带领大批人员及“五谷种种百工”ꎬ不仅有擅长各种工艺的工匠ꎬ还有各种生产设施ꎬ
凭借雄厚的人力物力ꎬ即可在较短的时间里组织起有效的冶铁、丝绸生产ꎮ 同时辰韩的生活习俗

也并非本土原生ꎬ而是徐福治下的民众ꎬ遵循沿袭了母国传统的结果ꎮ
辰韩所在地域本来属于马韩ꎬ“避秦役”的秦人来到朝鲜半岛南部ꎬ“适韩国ꎬ马韩割其东界

地与之”①ꎮ 这可说明两点:其一ꎬ来到朝鲜半岛南部“避秦役”的秦人ꎬ不会是零散的溃兵流民ꎬ
而是比较集中的有组织有首领的大批人员ꎬ否则ꎬ马韩不会割让那样一大片土地让他们居住ꎬ使
其成为独立的国家ꎮ 而见于史料记载的ꎬ秦代唯有徐福一行大规模东渡ꎬ这也可以旁证ꎬ由“避
秦役”的秦人形成的辰韩ꎬ就是徐福集团建立的ꎮ 而其他零散的“避秦役”的秦人ꎬ应主要居住在

弁韩ꎬ这里原来就有当地土著人居住ꎬ故而形成土著人和秦人杂居的地区ꎮ 其二ꎬ徐福一行在朝

鲜半岛东南部ꎬ今韩国东部一带建立自己的国家或部落ꎬ其土地不是靠侵略得来的ꎬ而是和当地

土著人友好相处的结果ꎮ 虽然ꎬ徐福东渡也有较强大的兵力相随ꎬ建立的辰韩一开始就有着先进

的文化和生产力ꎬ但自始至终尊重马韩当地土著人ꎬ并拥戴马韩人做自己的领袖ꎬ“辰王常用马

韩人作之ꎬ世世相继ꎮ 辰王不得自立为王”②ꎮ “辰王不得自立为王”ꎬ也有可能是马韩当时让秦

人大规模居住在自己地盘的条件ꎬ但“世世相继”ꎬ则说明即使辰韩的生产力远远超出了当地土

著人马韩ꎬ也没有取而代之的行动ꎮ 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ꎬ四五百年间ꎬ辰韩都是马韩附

属国ꎬ这在朝鲜半岛高丽时期成书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就有记载ꎮ③ 辰韩人“行者相逢ꎬ
皆住让路”ꎬ展现的也是一种尊重对方、和谐相处的丝路文化精神ꎬ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

化ꎬ才使得马韩能够接受辰韩ꎬ辰韩人能在异国他乡长期存在ꎬ并与当地人融为一体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认为ꎬ辰韩应是徐福集团建立的ꎮ 徐福东渡把秦王朝高度发达的造船、航海

技术ꎬ冶铁及制造铁器、高档丝绸等技艺ꎬ还有“宜种五谷及稻”“乘驾牛马”等先进的生产方式ꎬ
以及相互尊重、和谐文明的生活习俗带到朝鲜半岛南部ꎬ也大幅度地推动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发展

进步ꎬ使得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的马韩综合国力和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高ꎮ
(二)对日本弥生文化贡献最大的应是徐福集团

日本历史上有过一段刀耕火种的蒙昧阶段ꎬ后来由原始的绳文文化迅速进入了更先进的弥

生文化ꎮ 弥生文化因最早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弥生式陶器而得名ꎮ 考古发掘证明ꎬ日本

人民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农业生产ꎬ尤其是水稻种植ꎬ同时也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制生产工具以及

丝织品等ꎬ而且出现了文字ꎮ 所有这些ꎬ都与此前的绳文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ꎮ 这一文化上的

质变时期ꎬ即日本的弥生时代ꎮ 这种文化上的质变ꎬ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ꎬ不可能凭空而生ꎬ日本

学界尤其是考古界认为: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ꎮ 对此贡献最大的ꎬ应是东渡到日本的

徐福集团ꎬ因为只有像徐福带去的先进生产力ꎬ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发生这种质的突变ꎮ
日本的弥生时代ꎬ起止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２００ 年到公元 ３００ 年ꎬ持续了约 ５００ 年ꎬ相当于中

国的秦汉时期ꎮ 也就是说ꎬ日本的弥生文化开始于中国的秦朝时期ꎮ 弥生文化最大的遗址ꎬ位于

九州岛北部的佐贺县吉野里丘陵ꎬ这一带也应是徐福集团东渡经由对马岛、壹岐岛ꎬ越过朝鲜海

峡后登陆日本九州岛的登陆地ꎮ 弥生文化有一显著特点:在日本仍处于原始生活状态的绳文文

化时期便开始了农业生产ꎬ并种植了水稻ꎬ生产中使用青铜器和铁制工具ꎮ 中国社科院著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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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安志敏曾撰文指出:“古代日本没有经过真正的青铜器时代ꎬ而是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

铁器时代ꎬ但弥生的铁器时代还没有完全排挤掉石器ꎮ”①也就是说ꎬ日本的社会进步发生了跨越

式的发展ꎮ 研究古代日中文化交流的专家ꎬ日本学者羽田武荣博士指出:从日本出土的文物考察

看ꎬ“这些东西起源于中国沿海东夷人”ꎬ“弥生文化并不是绳文文化的继续和发展ꎬ而是外来文

化ꎮ 而传播这些文化的人则是包括徐福东渡集团在内的中国人”②ꎮ 羽田武荣博士在«与徐福相

关的古印章»的报告中ꎬ还详细介绍过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在日本“富士山下挖得一枚狮形印章的

情况ꎬ该印高 ３１.３ｍｍꎬ印长 ２２ｍｍꎬ重 ４７.４ 克ꎮ 印面为大篆‘秦’字样ꎬ印质似为青铜合金ꎮ 
该印造型为秦、汉时代流行的狮形印ꎬ可确定系中国大陆遗物”③ꎮ 日本弥生时代没有自己的文

字ꎬ而是借用的中国汉字ꎮ 日本吉野里遗址“环壕聚落及其防御措施的严密ꎬ农耕和手工业的分

工ꎬ商业性贸易的出现ꎬ坟丘墓所象征的阶级分化ꎬ都标志着城市的萌芽”④ꎮ 这都说明ꎬ日本弥

生时代ꎬ即中国的秦汉时期ꎬ与中国大陆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ꎬ并受到中国先进文化的深

刻影响ꎬ而徐福东渡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日本弥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水稻的种植ꎬ这也标志着日本农耕时代的正式开

启ꎮ 日本原先没有野生水稻ꎬ其水稻种植学者们大都主张是中国大陆传过去的ꎬ至于怎么传到日

本去的ꎬ专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ꎮ 安志敏就曾提到:“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主张日本的稻作农耕来

自中国ꎬ但传入的通道却有华北、华中和华南三种说法ꎮ 过去以华北说占优势ꎬ即由陆路(河北、
辽宁)或海路(山东)经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ꎮ 由于华北缺乏早期稻作的实证ꎬ作为传播的起点

是不大可能的ꎮ 最近一般倾向于华中说ꎬ即由长江下游经东海而传入朝鲜和日本ꎬ绳文晚期

稻作农耕的出现以及弥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ꎬ当是由于海上交通而输入的ꎮ”⑤安志敏之所以否

定了华北说ꎬ是因为“华北缺乏早期稻作的实证”ꎬ但随着新的考古成果的问世ꎬ华北说又占了上

风ꎬ这也为徐福东渡将稻作农耕带入日本提供了证据ꎮ
２０ 世纪末ꎬ山东和苏北地区多处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和稻田遗址ꎬ如山东烟台

市辖区的栖霞杨家圈二期文化遗址ꎬ山东日照市辖区的尧王城遗址、两城镇遗址、五莲丹土遗址ꎬ
山东淄博市辖区的临淄田旺遗址ꎻ与山东邻近的苏北连云港市辖区藤花落遗址、赣榆县盐仓城遗

址、赣榆县后大堂遗址ꎬ等等ꎮ⑥ 这些地区稻谷遗存和稻田遗址的发现ꎬ既说明早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半岛及周边地区就开始种植水稻ꎬ也使得水稻种植传入朝鲜半岛和

日本的路线越来越明朗化ꎮ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在 １９９７ 年就撰文指出:“由于有

(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稻谷遗存)这一发现ꎬ稻谷农业最初传入日本的路线开始明朗化了ꎮ 过去

有所谓北路说、中路说和南路说ꎬ后两种说法事实上不大可能ꎬ而前一说又缺乏证据ꎮ 杨家圈的

发现证明北路说是有道理的ꎮ 如前所述ꎬ从大汶口文化直到岳石文化的长时期中ꎬ山东半岛的史

前文化是单方面向辽东半岛传播的ꎬ而辽东半岛史前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是明显的ꎮ 因此

我提出了一个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九州岛ꎬ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说

法ꎬ简称‘北路接力棒说’ꎬ此说后来因为在大连大嘴遗址和朝鲜平壤附近的南京遗址都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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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徐福研究评述»ꎬ«日本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ꎮ
安志敏:«日本吉野ケ里和中国江南文化»ꎬ«东南文化»１９９０ 年第 ５ 期ꎮ
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ꎬ«考古»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ꎮ
靳桂云、栾丰实:«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稻作农业研究的进展与问题»ꎬ«农业考古»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张　 炜ꎬ祁　 山: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考辨

稻谷遗存而得到了相当的证实ꎮ”①

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稻种植是由山东半岛传入的这一论断ꎬ得到了中、日、韩三国专家的广

泛认同ꎬ有的日本专家还把日本弥生时代出现的稻作农耕与徐福东渡联系到了一起ꎮ 由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韩国汉城农业大学的中韩两国专家共同完成的论文«也论中国

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一文中提到:１９９１ 年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约 ８０００ 年的人工

栽培的稻谷ꎬ说明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样ꎬ也是栽培稻的发源地ꎮ 根据这一考古发现ꎬ两国专

家共同认为:“山东沿海的稻作文化有可能直接向东传播至朝鲜半岛中部的汉江下游ꎬ然后再由

此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开来ꎬ向北至朝鲜半岛北部ꎬ向南直至日本列岛ꎮ”②日本东亚文化交流史

研究会事务局长内藤大典在«弥生旗手———徐福»一文中讲道:“以相传为徐福登陆地的佐贺市

诸富町北部七公里处发现的吉野里遗迹出土的文物为证ꎬ并比照中国的仰韶文化遗址、半坡遗

址、淹城遗址ꎬ认为徐福东渡集团是日本稻作文化的开创者ꎬ是弥生文化旗手ꎮ”③

专家学者们之所以更倾向于北路说ꎬ正如严文明教授所说ꎬ中路说和南路说“事实上不大可

能”ꎮ 这里说的“不大可能”ꎬ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航海条件从江浙闽沿海一带直通日本是不现实

的ꎮ 三国时期东吴以一国之力ꎬ派出大批兵力乘船寻找徐福登陆的“亶洲”ꎬ也只能到达“夷洲”ꎬ今
我国台湾岛ꎬ却到不了徐福登陆的“亶洲”ꎬ今日本九州岛ꎮ 三国时期尚且如此ꎬ更不用说秦汉时

期了ꎮ
日本弥生文化的另一表现ꎬ就是这一时期“大陆上大批的移民到了日本列岛ꎮ 这批移民的

数量相当庞大ꎬ由于这批移民的到达(主要在北九州和本州的西部)并与当地土著居民通婚ꎬ一
段时间内甚至改变了当地人的体质状况ꎬ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人身高突然间增高了近三个

厘米”④ꎮ 短时间内中国大陆大批移民能够到达日本ꎬ同样不是分散的一家一户移民可以达到

的ꎬ也只有像徐福东渡集团这样成千上万的人才能做到ꎬ更何况徐福带来了大批的童男童女ꎬ这
些童男童女长大成人后ꎬ与当地人结婚生子ꎬ后代子女自然也具有了异族融合的遗传优势ꎮ

日本弥生文化的最大遗址———九州岛岛吉野里遗址的发现ꎬ为秦汉时期的中国人东渡日本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ꎮ 尽管将徐福东渡与日本九州岛吉野里遗址中的先进文化要素联系到一起

还需进一步研究考证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ꎬ除了史料记载的徐福东渡之外ꎬ再也找不到其他要素

能够如此大规格全方位地促进日本生产力的发展ꎮ 所以ꎬ日本弥生文化与徐福东渡的联系是密

不可分的ꎮ
徐福东渡先到朝鲜半岛南部ꎬ再由朝鲜半岛南下至日本列岛ꎬ已成为现当代许多中、日、韩学

者的共识ꎮ 但徐福集团把日本作为登陆地ꎬ还是把朝鲜半岛南部作为登陆地ꎬ看法并不一致ꎮ 有

专家认为“朝鲜半岛的南部有大块平原”ꎬ指的就是徐福找到的“平原广泽”⑤ꎮ 但包括日本学者

在内的许多专家认为ꎬ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是日本九州岛ꎬ朝鲜半岛不过是路过而已ꎮ 前面提到的

明清时期的朝鲜李朝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ꎮ 我们认为ꎬ徐福两次东渡ꎬ因受航海能力和对日本了

解的限制ꎬ第一次东渡应是停留在了朝鲜半岛东南部ꎬ辰韩的建立应与徐福集团有关ꎮ 在开发朝

鲜半岛时ꎬ由于技术人员和生产资料的短缺ꎬ才有了徐福携“五谷种种百工而行”的第二次东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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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中、王象坤、崔宗钧、许文会:«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ꎬ«农业考古»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ꎮ
刘毅:«徐福研究评述»ꎬ«日本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ꎮ
蔡凤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溯源»ꎬ«考古»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朱亚非:«古代山东与海外交往史»ꎬ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３６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朝鲜半岛东南部临近日本ꎬ随着对朝鲜海峡和日本的了解ꎬ徐福集团又有大批人员从朝鲜半岛移

居日本九州岛ꎬ也就有了九州岛吉野里遗址出现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景象ꎮ
徐福东渡ꎬ是一次打着“入海求仙人”旗号ꎬ准备了丰厚的海外生存必需品ꎬ有组织、有目的

的海外拓殖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ꎻ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丝绸之

路活动ꎮ 它不仅比汉武帝时期在陆路开辟的西域丝绸之路早了 ８０ 多年ꎬ更比同样是大规模海上

丝绸之路活动的明代郑和下西洋早了 １６００ 多年ꎮ 徐福东渡不仅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华

文明ꎬ为当时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ꎬ也在东渡沿线洒下

了友谊的种子ꎬ为汉代更大规模的中韩日海上丝绸之路拓宽了航道ꎮ 到达彼岸的童男童女们繁

衍生息ꎬ更是演绎着一代代中韩、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ꎬ韩国和日本今天之所以仍在祭祀和纪念

徐福ꎬ这应是主要原因ꎮ 徐福率领的庞大船队东渡远航ꎬ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ꎬ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探索和海外开发活动ꎬ也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

１７００ 多年ꎮ 所以ꎬ我们可以无愧地说ꎬ徐福不仅是中国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航船上的伟大舵手ꎬ也
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开拓者ꎮ

(山东省作家协会赵月斌、山东教育出版社王慧对此文亦有贡献ꎮ)

Ｘｕ Ｆ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１ꎬＱｉ Ｓｈａ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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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色经典”的崇高美
∗①

李茂民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ꎬ 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红色经典”区别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ꎬ在于它的崇高美ꎮ 从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观点来看ꎬ崇高源于人类的历史实践ꎮ 主体在历史实践中获得的崇高的思想情感ꎬ通过文学艺术表现出来ꎬ
就呈现为文学艺术的独特的崇高美ꎮ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本身具有崇高性ꎬ革命主体在

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崇高的思想情感ꎬ通过文学艺术表现出来ꎬ就成为具有崇高美的“红色经典”ꎮ “红色经典”的
崇高美表现为崇高的思想情感、崇高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崇高的文体风格ꎮ 这是“红色经典”区别于其他文学

艺术经典的独特的东西ꎬ也是“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和艺术史的贡献ꎮ “红色经典”的价值意义还在于它把革

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得以传承下来ꎬ用于激发人民群众的道德情感ꎬ使他们成为一个审美共同体、道德共同体和实

践共同体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起历史的重任ꎮ
关键词:　 “红色经典”ꎻ崇高美ꎻ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ꎻ英雄人物形象ꎻ审美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７－１３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２
作者简介:李茂民(１９６９—　 )ꎬ男ꎬ山东金乡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红色经典’的跨文本研究”( １６ＡＺＷ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戏剧

报»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ꎮ

　 　 从 ２０ 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来看ꎬ反映和表现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红色经

典”完全称得上独树一帜、成就辉煌、影响深远ꎮ 然而ꎬ它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却一直没有得

到公允的评价和深入的研究ꎮ “这种文艺描绘了广阔的人民的世界ꎬ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斗

争ꎬ反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兴盛ꎬ反映了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和成长ꎮ”“革命的文学、戏剧、电
影和其他各种艺术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的心灵ꎮ”②周扬在此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特色和影响的评

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ꎬ然而ꎬ在当时文艺从属和服务于政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ꎬ这些现在被称

为“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ꎮ 尤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话语中ꎬ“红色经典”本身成为被否定和

质疑的对象ꎬ其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自然也就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ꎮ 新世纪以来兴起的“红
色经典”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致力于揭示文本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性因素ꎻ二是

从文本的叙事和语言等方面阐明“红色经典”的审美价值ꎮ 可是ꎬ前者摒弃了对“红色经典”的价

值评判ꎬ导致了对“红色经典”价值的解构ꎻ后者虽然从叙事和语言等方面阐明了“红色经典”具
有不容低估的审美价值ꎬ但是这种审美价值并不是“红色经典”自身所特有的ꎬ而是“红色经典”
和其他文学艺术经典共同具有的ꎮ “红色经典”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ꎬ之所以能够感染一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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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和观众ꎬ肯定有其独特的东西ꎮ 这种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把“红色经典”和其他文学

艺术经典区别开来? 是“红色经典”的崇高美ꎮ 崇高美就是“红色经典”自身特有的艺术成就和

美学贡献ꎮ 然而ꎬ究竟什么是崇高美ꎬ“红色经典”的崇高美来自于哪里? “红色经典”的崇高美

表现在哪些方面? 其价值意义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ꎮ

一、什么是崇高美

在美学风格或审美类型理论中ꎬ崇高是与优美、悲剧、滑稽等范畴并列的一种审美类型ꎮ 人

们通常把那种能够给主体带来崇高的思想情感的审美对象称为崇高的对象ꎬ把这种对象所呈现

的美ꎬ称为崇高美ꎮ 这样来看ꎬ崇高美和崇高通常是一个意思ꎬ当我们说某个对象是崇高的对象

的时候ꎬ就意味着它具有崇高美ꎮ 那么ꎬ什么是崇高美或崇高?
崇高这一范畴来自于西方学界ꎮ 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就曾专文论述过崇高问题ꎬ不过他所理

解的崇高只是一个文章风格概念ꎬ包括“庄严伟大的思想” “慷慨激昂的热情” “构想辞格的藻

饰”“高雅的措辞”“尊严和高雅的结构”等ꎮ① 其中ꎬ崇高作为“伟大心灵的回声”ꎬ思想的“庄严

伟大”至关重要ꎮ “一个崇高的思想ꎬ在恰到好处时出现ꎬ便宛若电光一闪ꎬ照彻长空ꎬ显出雄辩

家的全部威力ꎮ”②但是ꎬ什么是崇高的思想和伟大的心灵ꎬ朗吉弩斯并未作出进一步说明ꎮ １８ 世

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柏克则探讨了崇高的对象的特点以及崇高感形成的心理机制ꎮ 他认为ꎬ
崇高的对象包括体积巨大的对象、充满力量的对象、晦暗或模糊的对象、无限的对象等ꎬ这些对象

给人带来的是恐怖和痛感ꎬ“但是如果处在某种距离以外ꎬ或是受到了某些缓和ꎬ危险和苦痛也

可以变成愉快的”③ꎮ 崇高感就是这样一种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愉快感ꎮ 柏克的崇高理论无疑是

深刻的ꎬ但他尚未进一步探讨主体在崇高感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崇高的哲学和美学意

义ꎬ这一任务是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完成的ꎮ
康德批判地继承了柏克的崇高理论ꎬ并在他的批判哲学体系中完善了崇高的理论内涵ꎮ 崇

高由此成为近代美学中与美同等重要的一个美学范畴ꎮ
康德崇高理论的贡献在于ꎬ他在崇高与美的联系与区别中阐明了崇高的理论内涵ꎮ 就崇高

与美的联系来看ꎬ其一ꎬ崇高的对象与美的对象一样ꎬ都是令人喜欢的ꎬ都能够给人带来愉快的情

感ꎻ其二ꎬ对崇高对象的判断和对美的对象的判断一样ꎬ都属于反思性判断ꎬ这种判断虽然是个体

性的ꎬ却是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ꎮ 就崇高与美的区别来看ꎬ其一ꎬ美的对象具有合目的性之形

式ꎬ崇高却可以在一个无形式的对象上看到ꎻ其二ꎬ美的对象带给主体的是直接的积极的愉快ꎬ崇
高的对象带给主体的是间接的消极的愉快ꎬ这种愉快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

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④ꎬ是一种更强烈的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愉快感ꎻ其三ꎬ
由于美的对象具有合目的性之形式ꎬ它自身就构成一个愉悦的对象ꎬ美感就更多地依赖于对象ꎻ
真正的崇高只能来自于主体的理念ꎬ崇高感依赖于主体ꎬ“因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

的形式中ꎬ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ꎬ却正是通过这

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⑤ꎮ 正是因为康德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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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崇高与美在愉快的情感和反思性判断方面的内在联系ꎬ崇高才不再仅是一个文章风格概念ꎬ
而是成为一个可以涵盖自然、社会和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范畴ꎮ 正是因为康德阐明了崇高与美

在对象的形式、愉快的性质以及主体在崇高感形成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区别ꎬ崇高的判断才在康德

哲学体系中起到了沟通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桥梁作用ꎬ从而实现了对柏克崇高理论的超

越ꎬ使崇高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美学范畴ꎮ
康德在美和崇高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不是连续的ꎬ而是一个跳跃ꎮ 或者说ꎬ在康德那里ꎬ从美

到崇高的过渡只是一种机械的跨越ꎬ而不是辩证的发展ꎮ 这使他的崇高理论出现了自相矛盾ꎮ
康德为了把崇高与美联系起来ꎬ把崇高的对象分为数学的崇高和自然界的力学的崇高ꎬ强调崇高

与客体和对象的联系ꎻ但是ꎬ他为了把崇高与理性和道德联系起来ꎬ又说“真正的崇高必须只在

判断者的内心中ꎬ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求”①ꎮ 既然这样ꎬ那么具有感性形式的数学的崇高

和自然界的力学的崇高是不是真正的崇高呢? 那种来自于理性的理念的真正的崇高是不是就与

客体彻底无关呢?
　 　 什么东西甚至对于野蛮人也是一个最大赞赏的对象呢? 是一个不惊慌ꎬ不畏惧ꎬ因而不

逃避危险ꎬ但同时又以周密的深思熟虑干练地采取行动的人ꎮ 即使在最文明的状态中仍保

留着这种对战士的高度的崇敬ꎻ只是人们还要求他同时表现出一切和平的德行ꎬ温柔ꎬ悲悯ꎬ
乃至于对他自己的人格相当小心谨慎:这正是因为在这上面看出了他的内心是不会被危险

所征服的ꎮ 甚至于战争ꎬ如果它是借助于秩序和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进行的ꎬ本身

也就具有某种崇高性ꎬ同时也使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民众越是遭受过许多危险ꎬ并能在其

中勇敢地坚持下来ꎬ其思想境界也就越是崇高ꎮ②

在康德看来ꎬ主体为了和平与神圣权利而采取的斗争行动使自己获得了崇高ꎬ这种崇高来自

于理性的理念ꎬ是真正的崇高ꎮ 事实上这种崇高也与客体和对象有关ꎬ当主体在勇敢的斗争行动

中获得了崇高感时ꎬ这种崇高感正是来自于主体的斗争行动ꎬ这种斗争行动正是主体的崇高感的

客体和对象ꎮ 所以ꎬ崇高的对象不仅包括数学的崇高和自然界的力学的崇高ꎬ也包括主体为和平

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进行的社会斗争ꎮ 崇高就是在主体与各种敌对力量的抗争中体现出来

的ꎮ 这些敌对力量既包括来自于自然的敌对力量ꎬ也包括来自于社会的敌对力量ꎮ 正是在与自

然的敌对力量和社会的敌对力量抗争的过程中ꎬ主体显现出自己的本质力量并提升了自己的本

质力量ꎬ最后ꎬ能够战胜敌对力量ꎬ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ꎬ从而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崇

敬和确信ꎬ产生崇高感ꎮ 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ꎮ 由于康德的崇高理论受到其哲学

体系的局限ꎬ把来自于自然的敌对力量和来自于社会的敌对力量割裂开来ꎬ所以他无法看到人类

的社会实践在崇高形成中的革命性意义ꎬ也无法看到崇高在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的革命

性意义ꎮ 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出发ꎬ才能把崇高的革命性意义阐释出来ꎮ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ꎬ对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进行了科学的概括ꎬ为我们理解崇

高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ꎮ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ꎮ 凡是把理论

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ꎮ”③对

于崇高的理解来说也是如此ꎮ 实践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④ꎬ它是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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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ꎬ因此ꎬ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合目的性

与合规律性的统一ꎮ 正是通过实践活动ꎬ人类征服和改造了自然ꎬ创造了人类历史ꎬ提升了人的

本质力量ꎮ 人的本质力量ꎬ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ꎬ也体现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中ꎮ 阻

碍人走向自由王国的不仅有狂暴的自然ꎬ也有社会中的各种黑暗落后的敌对力量ꎮ 在与狂暴的

自然进行抗争的过程中ꎬ人类获得并提升着自己的本质力量ꎬ主体会体验到对自身力量的崇敬和

确信ꎬ获得崇高的情感ꎻ在阶级社会中ꎬ进步阶级通过与黑暗落后势力的斗争获得并提升了自己

的本质力量ꎬ不断推动着历史的进步ꎬ在这个过程中ꎬ主体会体验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强烈的对自

身力量的崇敬和确信ꎬ会获得更强烈的崇高情感ꎮ 这样看来ꎬ尽管崇高来自于主体ꎬ但它并非与

对象无关ꎮ 正是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ꎬ更准确地说ꎬ是在主体与自然对象和社会敌对力量进行

斗争的实践过程中ꎬ主体获得了自身力量的成长ꎬ对象不仅无法对主体构成威胁ꎬ而且主体有可

能最终战而胜之ꎬ从而使主体产生对自身力量的崇敬和确信ꎬ体验到一种发自肺腑的崇高之情ꎮ
因此ꎬ崇高不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纯粹来自于主观情感ꎬ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历史实践ꎮ 这是从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出发所得出的必然结论ꎮ
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来看ꎬ崇高的理论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其一ꎬ崇高是一个与美

并列的审美范畴ꎮ 美的对象具有合目的性形式ꎬ给主体带来的是直接的愉快ꎬ与主体构成和谐统

一关系ꎻ崇高的对象不具有合目的性形式ꎬ给主体带来的是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愉快感ꎬ与主体构

成对立统一关系ꎮ 其二ꎬ崇高的对象不仅有狂暴的自然ꎬ也有社会的以及人内心的各种黑暗落后

的敌对力量ꎬ这些对象与主体构成对立关系ꎬ正是通过人的历史实践ꎬ这种对立关系才转化为统

一关系ꎮ 其三ꎬ从对美的对象的欣赏到对崇高的对象的欣赏是人的历史实践发展的结果ꎬ也是人

的本质力量不断增强的结果ꎮ 只有在历史实践中ꎬ人的本质力量达到一定高度ꎬ主体与对象的对

立关系才能转化为统一关系ꎬ主体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崇高ꎬ并欣赏自己的崇高ꎮ 其四ꎬ对这一历

史实践过程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表现ꎬ就是主体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观照和再次确证ꎬ这种文

学艺术所呈现出的就是崇高美ꎮ 也就是说ꎬ主体在历史实践过程中ꎬ提高了自己的本质力量ꎬ获
得了崇高的思想情感ꎬ这种思想情感通过文学艺术表现出来ꎬ就呈现为文学艺术的独特的崇高

美ꎮ 这样ꎬ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论就超越了其他崇高理论的局限性和矛盾性ꎬ成为一种富有阐释

力的理论ꎮ 它不仅充分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归根结底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ꎬ而
且表明文学艺术归根结底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反映ꎮ

二、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崇高性

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ꎬ而且提供了人类获得解放的实

践方案ꎮ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ꎬ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ꎬ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ꎬ当
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ꎬ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就会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

生产关系的变革ꎬ推动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ꎮ “以往的全部历史ꎬ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ꎮ”①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了革命的理论ꎬ而且用革命的理论指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ꎮ 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ꎬ各国工人阶级一方面不断掀起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ꎬ一方面

团结联合起来ꎬ成立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同盟组织ꎬ为推翻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斗争ꎮ 不过ꎬ由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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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力量的强大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成功ꎬ但在资本

主义力量相对薄弱的俄国和中国ꎬ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ꎬ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ꎮ 社会

主义制度的确立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ꎬ因为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之

后ꎬ就会通往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ꎬ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福祉就会实现ꎮ “从异化劳动对私有

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ꎬ从奴役制解放出来ꎬ是
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ꎬ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ꎬ而是因为工

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ꎮ”①从这个意义上说ꎬ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ꎬ创造了人类历史ꎮ 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来看ꎬ这一历史实践过程

本身就具有崇高性ꎬ无产阶级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崇高ꎮ
具体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ꎬ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更具有崇高性ꎮ 自 １８４０ 年鸦片

战争以来ꎬ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ꎮ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强大ꎬ中国人民的斗争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ꎮ 不过ꎬ正是在

一次次勇敢的斗争中ꎬ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获得了思想的觉醒和斗争的勇气ꎬ逐步认识到了革命

的真理ꎬ积累了斗争的经验ꎬ提高了斗争的能力ꎬ总之ꎬ增强了自己的本质力量ꎮ 鸦片战争的失败

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技术的重要性ꎬ于是有了洋务运动ꎻ洋务运动的失败

使中国人民认识到ꎬ如果不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ꎬ富国强兵的愿望不可能得到成功ꎬ于是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实行维新变法ꎻ维新变法的失败证

明ꎬ只有推翻封建帝制ꎬ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真正变革ꎬ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发

动了辛亥革命ꎻ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ꎬ只有以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建设新文化ꎬ实现广大中国人

民的思想文化变革ꎬ使他们成长为一代新人ꎬ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及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

目标才能真正实现ꎬ于是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ꎮ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过程中ꎬ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ꎬ并在各种汹涌而入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中显示出科学性

和进步性ꎬ逐渐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信仰ꎮ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ꎬ使中国共产党

人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ꎬ那就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启蒙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

的广大人民群众ꎬ使他们获得思想的觉醒和斗争的勇气ꎬ同一切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ꎬ夺取全国

政权ꎬ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和富强的新中国ꎮ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ꎬ这是一个

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ꎮ 正是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ꎬ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大众显示出自

己的崇高力量和崇高精神ꎮ 在北伐战争中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所向披靡ꎻ在南昌起义中ꎬ
中国共产党人向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勇敢地打响了第一枪ꎬ建立了人民的军队ꎻ在反围剿的战争

中ꎬ工农红军总是能够出奇制胜、以弱胜强ꎻ在万里长征过程中ꎬ工农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ꎬ
强渡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天险和强大的敌人ꎬ胜利到达陕北ꎻ
在抗日战争中ꎬ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敌后战场ꎬ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ꎬ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ꎬ直至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ꎻ在解放战争中ꎬ人民解放军面对的

国民党反动派ꎬ勇于斗争ꎬ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ꎬ经过三大战役ꎬ解放了全中国ꎮ 可

以说ꎬ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ꎬ革命的主体面对的敌对势力都非常强大ꎬ远远超出自己的

力量ꎬ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敌人的强大而屈服ꎬ而是坚持不断斗争ꎬ在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

１２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６７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力量的壮大和思想的成长ꎬ历经艰难险阻和流血牺牲ꎬ直到最后战胜敌人ꎬ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ꎮ
这种面对强大敌人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斗争过程以及在斗争中获得的胜利ꎬ使中国人民为民

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斗争具有了崇高性ꎮ “三年以来ꎬ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

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ꎬ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

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ꎬ从那时起ꎬ为了反对内外敌人ꎬ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

福ꎬ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①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辞ꎬ是对为民

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人民英雄的敬意ꎻ人民英雄纪念碑ꎬ是中国革命斗争

崇高性的直接证明和直观显现ꎮ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ꎬ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民族独立ꎬ但是国家富强的目标并未实

现ꎮ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ꎬ这是一个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ꎮ 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ꎬ但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ꎬ工作更伟大ꎬ更艰苦ꎮ”②国际上ꎬ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之

中ꎻ国内ꎬ中国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ꎮ 中国人民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ꎬ实现国

富民强的目标ꎬ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ꎬ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来自于大自然的

灾害进行斗争ꎮ 正是在与各种敌对力量的斗争中ꎬ中国人民显现出大无畏的勇气ꎬ增强了自己的

本质力量ꎬ在工业、农业、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国防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

成就ꎮ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ꎬ也涌现出无数的英雄ꎬ正是这些英雄人物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默

默付出ꎬ才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光辉成就ꎮ 这些光辉成就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崇高性的证明ꎮ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崇高性ꎬ正是来自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和历史实践ꎮ 中

国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ꎬ因自己勇于斗争的决心和勇气而感到自己的崇高ꎬ因战胜了自然的和社

会的敌对力量而感到加倍的崇高ꎮ 敌对力量越是强大ꎬ越能够证明主体力量的强大ꎬ越能够显示

出主体的崇高ꎮ 放眼世界ꎬ没有哪一个民族自近代以来承受了这么多的苦难ꎬ遭遇到这么强大的

敌对力量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进行过如此长时间的艰苦卓绝的斗

争ꎮ 当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那一刻ꎬ中国人民自然会产生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ꎬ这种

发自肺腑的对自身力量的崇敬和确信就是不折不扣的崇高情感ꎮ 当中国人民以同样的斗争精神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像“两弹一星”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时候ꎬ自然也会爆发出同样的

崇高情感ꎮ 这种崇高情感是独特的ꎬ是只属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ꎮ

三、“红色经典”的崇高美

在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与各种敌对力量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的时候ꎬ当这一个又一个胜利积聚起来实现最终胜利的时候ꎬ那种对斗争过程的追忆

和缅怀、对自身力量的崇敬和确信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希望等崇高情感就洋溢出来、喷发出来ꎬ
成为“红色经典”ꎮ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崇高的事业ꎬ表现这一崇高事业的“红色经典”呈
现为崇高美ꎮ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崇高是因为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

主体力量ꎬ使自己的主体力量得到提升ꎻ“红色经典”的崇高美是因为它用艺术形象把社会进步

的历史必然规律呈现出来ꎮ 历史必然规律本身是无形的ꎬ但在“红色经典”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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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可以说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崇高性决定了“红色经典”的崇高美ꎮ 没有中国革

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ꎬ就没有“红色经典”ꎬ当然也就没有“红色经典”的崇高美ꎮ
“红色经典”的崇高美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的历史实践ꎮ 所以ꎬ“红色经典”不像其他作品

那样是艺术家纯粹个人生活经验和人生感悟的表现ꎬ而是中国人民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中的呐

喊和胜利后的宣言ꎬ是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赞歌ꎮ 几乎所有“红色经典”艺术家都有着相同的人

生经历ꎬ他们是战士ꎬ亲身参加过残酷的革命斗争和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ꎬ经历过生与死的

考验ꎬ当他们拿起笔来的时候ꎬ那些与作家曾经生死与共的人物就会扑面而来ꎮ 他们所表现的是

他们的亲身经历ꎬ更是社会的斗争和历史的规律ꎮ 正是这种社会斗争和历史规律的崇高性ꎬ决定

着“红色经典”在思想情感、人物形象、叙事以及语言上的一致性和趋同性ꎬ决定着“红色经典”独
特的崇高美ꎮ

首先ꎬ从思想情感上来看ꎬ“红色经典”洋溢着一种为了革命胜利而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为
了革命胜利而勇于牺牲的献身情怀、一种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一种指向美好未来

的坚定信念ꎮ 这种崇高的思想情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过程以及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取

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ꎬ来自于他们对于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的确信ꎬ并通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性

作品的叙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ꎬ通过诗歌、音乐等抒情性作品的情感抒发直接表现出来ꎮ
“红色经典”作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述ꎬ所讲述的不仅是革命英雄人物同各种敌对势力进

行斗争的过程ꎬ而且呈现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规律ꎮ 在“红色经典”写作的年代ꎬ这种

历史必然规律已经不再是需要摸索的东西ꎬ而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及其胜利的过程中显现

出来的东西ꎮ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ꎬ而是经过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战线的

艰苦斗争ꎬ每一次斗争都不过是革命斗争洪流中的一朵浪花ꎮ 所有的斗争及其胜利融汇起来就

构成了革命浪潮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ꎮ 作为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艺术呈现ꎬ每一部“红色经典”
所讲述的革命斗争故事都不过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局部、一个片段ꎬ所撷取的是革命洪流中

的一朵浪花ꎮ 不过ꎬ每一部“红色经典”都成为整个中国革命历史胜利的象征ꎮ 它虽然所讲述的

只是革命历史的某个局部和片段ꎬ但所呈现的是整个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及其必然规律ꎮ “红
色经典”作家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ꎬ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联系起

来ꎬ通过对自己所熟悉的革命斗争的局部和片段的描写呈现出中国革命的整体面貌和历史必然

规律ꎮ
　 　 党所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斗争ꎬ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连根拔掉了ꎬ这是多么伟大的斗争ꎻ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ꎬ从无到有ꎬ从小

到大ꎬ我们这支党和人民的斗争工具———人民解放军ꎬ斗争于山区ꎬ斗争于平原ꎬ斗争于交通

线ꎬ也斗争于海滨湖畔ꎬ同时也斗争于林海雪原ꎮ 在林海雪原这个特殊的斗争环境里ꎬ有着

特殊的艰苦与困难ꎬ但在党的领导下ꎬ它们终于被我们一一战胜和征服了ꎬ并终至歼灭了最

狡猾毒辣的敌人ꎬ保护了土改ꎬ巩固了后方ꎬ发动了群众ꎬ得以大力支援前线ꎬ成为当时解放

战争全局中一个小小的但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ꎮ 在这场斗争中ꎬ有不少党和祖国的好儿

女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ꎬ创造了光辉的业绩ꎬ我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更广泛地公之于世呢?
是的! 应当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ꎬ传给劳动人民ꎬ传给子孙万代ꎮ①

“中美合作所”里革命先烈的对敌斗争ꎬ只是中国无数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ꎮ 写“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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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所”必须从全局出发ꎬ才能站得高ꎬ看得远ꎮ 看一看全党全国几十年来无数先烈的

斗争事迹ꎬ使我们打开了眼界ꎬ开阔了胸襟ꎬ并且认识了所有无产阶级战士的一个鲜明的共

同特点:他们都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ꎬ都有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与必胜信念ꎬ所以他们能把

个人生死置诸度外ꎬ敢于斗争ꎬ敢于胜利ꎬ乐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而献身ꎮ①

像«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 «红旗谱»等作品所表

现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条战线、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片段的革命斗争及其所

取得的胜利ꎬ像«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所表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某一个

阶段、某一个领域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所取得的成就ꎮ 就某一部作品来看ꎬ它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社

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象征ꎻ把这些作品联系起来看ꎬ它们就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整体

画卷和艺术表达ꎮ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一座崇高的纪念碑

的话ꎬ那么“红色经典”就是这座崇高的纪念碑上的碑文ꎮ
纪念碑是崇高的ꎬ 碑文因纪念碑而崇高ꎮ “红色经典”作为纪念碑上的碑文ꎬ既有对那些为

革命胜利而献身的革命英雄的追忆和缅怀ꎬ也有对沐浴过革命斗争洗礼而获得新生的革命英雄

的赞美和敬仰ꎻ既有对过去历史的总结ꎬ也有对当下和未来的昭示ꎻ既是个人情感记忆的抒发ꎬ也
是社会和时代的思想表达ꎮ 这就是“红色经典”的崇高的思想情感ꎮ

其次ꎬ“红色经典”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革命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ꎬ这种崇高形象是“红
色经典”崇高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按照巴赫金对于成长小说的分类ꎬ“红色经典”属于现实主义

型的成长小说ꎮ
　 　 这类小说中ꎬ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ꎮ 这已不是他的私事ꎮ 他与世界一同成长ꎬ他自

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ꎮ 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ꎬ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ꎬ处在

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ꎮ 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ꎬ通过他完成的ꎮ 他不得不成为

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ꎮ 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ꎮ 所以ꎬ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

用是十分巨大的ꎬ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中的未来ꎬ而是历史的未来ꎮ 发生变化的

恰恰是世界的基石ꎬ于是人就不能不跟着一起变化ꎮ 显然ꎬ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ꎬ会尖锐地

提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ꎬ自由和必然问题ꎬ首创精神问题ꎮ 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

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ꎬ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

领域ꎮ
人在历史中成长这种成分几乎存在于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ꎻ因而ꎬ凡是出色地把

握了真实的历史时间的地方ꎬ都存在着这种成分ꎮ②

我们可以发现ꎬ“红色经典”都是以主人公的成长为主题或线索的ꎮ «青春之歌»所表现的是

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在共产党员卢嘉川、江华和林红的帮助和引导下ꎬ成长为坚强

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历程ꎻ«红旗谱»所表现的是具有自发反抗精神的农民朱老忠在共产党员

贾湘农的帮助和引导下成长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历程ꎻ«红色娘子军»所表现的是女佣吴琼花在共

产党员洪常青的帮助和引导下成长为革命队伍领导人的历程ꎻ«林海雪原» «铁道游击队» «红
日»等作品表现了革命军人在战争中的成长ꎬ«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作品表现了农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成长ꎬ«百炼成钢»表现了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成长ꎮ 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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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ꎬ«中国青年报»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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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够得到成长ꎬ是因为进步力量的帮助、引导和感召ꎬ使他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觉醒ꎬ使他们认

识到自己的阶级处境和获得解放的现实途径ꎬ从而走上了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抗争的历史道

路ꎬ真正融入到革命历史的洪流中ꎬ在与敌对势力的抗争中从犹豫怯懦到坚强勇敢、从弱小到强

大ꎬ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对势力ꎬ展现出自己的力量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共产党员、主人公和其他正

面人物都具有成长性ꎬ他们共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ꎮ 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ꎬ
他们随时代一起ꎬ转变成为一代新人ꎬ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ꎮ 正是在革命英雄人物思

想和能力不断成长的过程中ꎬ他们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ꎬ他们的崇高形象逐渐树立起来ꎮ
再次ꎬ“红色经典”崇高的思想情感和崇高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通过叙事结构和情节、语言

符号和修辞塑造出来ꎬ这种叙事性因素和语言性因素共同构成了“红色经典”崇高的文体风格ꎮ
在朗吉弩斯那里ꎬ崇高的文章风格不仅包括“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ꎬ还包括“构想

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尊严高雅的结构”ꎮ 如果说前两者属于文章的思想内容层面ꎬ那么

后三者则属于文章的形式技巧层面ꎬ即文章的文体风格ꎮ 既然“红色经典”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

艺术经典的崇高的思想情感ꎬ那么这种崇高的思想情感就需要相应的叙事和语言去表现ꎬ这种表

现就使“红色经典”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的崇高的文体风格ꎮ
从叙事结构来看ꎬ“红色经典”所讲述的是革命力量和敌对势力之间的二元对立斗争以及革

命最终胜利的故事ꎮ 像«青春之歌»«红旗谱»«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等作品讲述的是革命力

量由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的故事ꎮ 像«林海雪原»«红日»«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

斗古城»«红岩»等作品讲述的是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向胜利的故事ꎮ 在故事的开端ꎬ
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ꎬ强大的敌对力量气势汹汹、不可一世ꎻ在故事的发展阶段ꎬ革命力量与敌对

力量不断展开各种斗争ꎬ不断瓦解和消灭敌对力量ꎮ 当然ꎬ这中间会有由于敌人的狡猾和革命力

量的轻敌等造成的挫折和失败ꎬ但这些挫折和失败都是暂时的ꎬ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ꎬ革命力量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ꎮ 在故事的高潮阶段ꎬ迎来了革命力量和敌对力量的决战ꎮ 故事的结局

就是革命力量战胜了敌对力量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ꎬ或者预示出革命力量的新生和最终胜利的希

望ꎮ 显然ꎬ从故事的整体结构而言ꎬ“红色经典”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结构ꎮ
叙事结构是由一系列的情节组成的ꎮ 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ꎬ在革命力量与敌对力量的斗

争过程中ꎬ总有一些关键性情节起到重要作用ꎬ这些情节就是“红色经典”的崇高场景ꎮ «青春之

歌»中林红在就义前与林道静的对话ꎬ林道静最后在“一二九”运动中勇敢地走上街头、高呼口

号、临危不惧ꎻ«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与座山雕的斗智斗勇ꎻ«红日»中解放军在全歼了张灵甫七

十四师站在孟良崮上的欢呼ꎻ«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用报话机高呼“向我开炮”ꎬ等等ꎮ 可以说ꎬ
每一部“红色经典”都由一系列的崇高场景构成ꎬ这些崇高场景就是作品的骨骼ꎬ共同组成了“红
色经典”的螺旋式上升的骨架结构ꎮ 这种骨架结构具有庄严的崇高美ꎮ

如果说叙事结构和叙事情节是作品的骨架结构的话ꎬ那么语言符号和修辞就是作品的肌肤ꎮ
“红色经典”的肌肤在用词的选择、象喻的辞采和声喻的辞采方面同样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艺术

经典的特点ꎮ “红色经典”作家总是选择那些自然质朴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和词汇进行叙事、
表达人物的思想情感ꎬ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素养差ꎬ而是因为这是叙事和塑造人物的需要ꎮ
“红色经典”所塑造的人物多数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和革命战士ꎬ构成他们活动场景的是荒

野、土地、窑洞、椰林、高山、大河ꎻ他们的敌人粗俗不堪、粗鄙无文ꎬ那种华美的语言在这里没有用

武之地ꎮ 像朱老忠挂在口头上的“出水才看两腿泥”ꎬ正是这种语言才符合人物的身份ꎬ才能塑

造出真实的革命英雄形象ꎮ 如果说在叙事性作品中这种语言和词汇具有朴实的崇高美的话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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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叙事的高潮阶段ꎬ当需要呈现“庄严伟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热情”的时候ꎬ“红色经典”
作家也能够恰当地运用富有辞采的象喻和声喻去表达ꎮ 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红色

娘子军连连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英雄赞歌»«红梅赞»«我的自白书»这样的抒情性作品ꎬ所选

择的词汇简洁、明快ꎬ充满动作性和形象性ꎬ意象对比鲜明ꎮ 其中既有奴隶觉醒后的吼声ꎬ也有战

鼓的轰鸣ꎻ既有前赴后继的英勇杀敌ꎬ也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ꎻ既有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之情ꎬ也
有对革命胜利后美好生活的向往ꎮ 再加上激昂的旋律ꎬ合唱、重唱与复沓ꎬ总是会令人激情澎湃、
热血沸腾ꎮ 正是这种语言形式和意象组合使“红色经典”作品的“庄严伟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

的热情”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和爆发ꎬ也正是这种语言形式和意象组合使“红色经典”呈现出文体

风格的崇高美ꎮ

四、“红色经典”崇高美的价值意义

“红色经典”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ꎬ“是一个基本上不会写小说的人写的小说”ꎬ“每一页都

是虚假和拙劣的”ꎬ“这至今仍被称作是‘精品’、‘经典’的东西ꎬ 确实是极其拙劣、不堪卒读

的”①ꎮ 这种“酷评”无法解释“红色经典”在其产生的年代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力ꎬ也无法

解释“红色经典”在当下的艺术生命力ꎮ “红色经典”也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ꎬ“这个概念本身对

‘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ꎬ如果说“‘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代表着人类文化传统的根

本的文本”②ꎬ那么毫无疑问“红色经典”就是这样的“经典”ꎮ 人类文化传统是在遥远的历史中

形成的ꎬ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ꎬ而是不断生成、不断丰富的ꎻ同样ꎬ经典也不是现成的、固定不变

的ꎬ而是不断生成、不断丰富的ꎮ 每一个民族在新的时代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经典ꎬ在人

类历史发展中作出自己的文化贡献ꎮ “红色经典”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代创造出的经典ꎬ是革命的人民群众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做出的文化贡献ꎮ 因为“红色经典”
不是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感悟和情感抒发ꎬ而是革命的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具有崇高美

的乐章ꎮ 正是有了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崇高斗争ꎬ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ꎬ才有了“红色经典”ꎮ
也许有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是粗糙的ꎬ但是由这些小说文本改编的电影、样板戏、电视剧经过

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打磨之后ꎬ在艺术形式上确实已经非常“经典”ꎮ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

成为经典ꎬ是因为它的崇高美ꎮ 这种崇高美不是“红色经典”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共有的品格ꎬ
而是“红色经典”区别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所独有的东西ꎮ

首先ꎬ“红色经典”的崇高的思想情感不同于此前中国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茫

然、孤独、悲凉的思想情感ꎬ也不同于西方艺术家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战争所作出的批

判和反思ꎮ 对于生活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中国现代作家来说ꎬ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还是隐而未显

的ꎬ他们没有机会看到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那些愚昧麻木的国民逐渐成为敢于团结起来进

行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ꎬ这些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主体ꎬ爆发出惊人的力量ꎮ 在这种力量面前ꎬ
强大的敌对力量并非不可战胜ꎮ 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敌对力量的强大和国民的愚昧与麻木ꎬ鲁迅

的铁屋子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国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处境ꎬ所以在他们这一时

期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只能是茫然、孤独、悲凉的思想情感ꎮ 在西方现代派艺术中ꎬ不乏对战

争罪恶的批判ꎬ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达利的«内战的寓言»等作品ꎬ以反艺术的形式直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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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ꎬ«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ꎬ«南方周末»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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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争的荒诞和对人的戕害ꎻ也不乏对在战争灾难中闪现的美好人性的颂扬ꎬ像«辛德勒名单»
«拯救大兵瑞恩»等作品ꎬ通过对战争灾难的反思挖掘人性深处的道义和善良ꎮ 但是ꎬ由于这些

艺术家缺乏对历史进步规律的把握ꎬ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ꎬ所以在他们的反思和批判中缺乏未

来指向ꎬ在他们的人性拯救中缺乏大多数人获得拯救的希望ꎬ在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也只能是荒

诞、孤独和悲凉ꎮ 与此相比ꎬ“红色经典”书写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为了正义的事业和历史的

进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ꎬ呈现出历史进步的规律ꎬ洋溢出一种崇高的思想情感ꎮ 这种崇高的思想

情感就是“红色经典”区别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所特有的东西ꎮ
其次ꎬ“红色经典”所塑造的崇高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其他文学艺术经典所缺乏的ꎬ这是“红色

经典”的重要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ꎮ 在中国古典叙事作品中ꎬ“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是主要

的表现对象ꎬ人民群众从来没有成为作品表现的主体ꎻ虽然写到了绿林好汉的抗争ꎬ但他们的抗

争并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ꎬ而是为了个人的快意恩仇ꎮ 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ꎬ鲁迅、郭沫若、茅
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作家虽然也表现了主人公的抗争ꎬ但是这些主人公纯粹为个人爱情、
自由、前途和理想生活的单枪匹马的孤独抗争ꎬ注定只能以失败的悲剧告终ꎮ 在西方文学史上ꎬ
同样不乏具有抗争精神和抗争行动的人物形象ꎬ但是他们同样只是为个人的爱情、自由向命运和

社会进行抗争ꎬ这种抗争的结局也只能注定是悲剧ꎮ “红色经典”与这些经典的最大不同就是ꎬ
它第一次把人民群众作为作品表现的对象ꎬ表现了人民群众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进

行的抗争及其胜利ꎬ表现了他们在思想和力量上的成长ꎬ显示出了革命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

革命首创精神ꎮ 正是从“红色经典”所塑造的这些崇高的英雄人物身上ꎬ我们体验到了崇高的思

想情感ꎮ
最后ꎬ“红色经典”的崇高的文体风格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相比是独特的ꎮ 中国古典叙事作

品受“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ꎬ主要呈现为循环式叙事结构ꎮ 像«西游记»
«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作品都是如此ꎮ 中国现代叙事作品和西方叙事作品一样ꎬ主要呈现为悲

剧性的下降式叙事结构ꎮ “红色经典”则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叙事结构ꎮ 这种叙事结构与叙事

情节以及叙事语言和修辞一起ꎬ构成了“红色经典”崇高的文体风格ꎮ 这种崇高的文体风格与其

他作品的悲剧、荒诞的文体风格相比ꎬ具有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ꎮ
总之ꎬ“红色经典”区别于其他文学艺术经典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贡献就是其崇高美ꎬ这种崇

高美体现在“红色经典”崇高的思想情感、崇高的英雄人物形象、崇高的文体风格上ꎮ “红色经

典”的价值意义就在于这种独具特色的崇高美ꎬ这种崇高美就是“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和艺术

史的贡献ꎮ
令人遗憾的是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中ꎬ那种茫然、荒诞、孤独和悲凉的思想情感

被看作是文学应当有的审美价值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因为在这方面与世界文学具有相通性而获

得肯定ꎬ“红色经典”则因为与此格调不同而遭到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贬斥ꎮ 事实上ꎬ这种判断

正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这一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ꎮ 那些刚刚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

对“文革”进行批判和反思ꎬ然而他们又找不到批判和反思的有效而合法的武器ꎬ找不到未来的

正确道路和方向ꎬ于是就表现为一种躁动的激情、孤独的抗争、悲愤的批判ꎮ 这种思想情感与现

代作家颇为相像ꎬ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同道和共鸣ꎬ于是以世界文学的名义ꎬ把西方文学艺术中的

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等价值标准作为绝对标准对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评判ꎬ要求重写文

学史ꎮ 事实上ꎬ重写文学史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ꎬ他们的目的是反思和批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历史ꎮ 如果站在更高的高度和更长的时段来看ꎬ不能不说这一思想是偏颇的ꎮ 正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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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老一代学者所批评的:“你们为什么回避社会主义? 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ꎬ社
会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ꎬ绕不过去的ꎮ 无论是当年的思潮ꎬ还是今天的实践ꎬ你们都必须认真

面对ꎮ”①

中国革命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ꎬ革命

的人民群众是这一历史规律的承担者和推动者ꎮ 他们也曾像«家»中的觉新和«骆驼祥子»中的

祥子那样抗争过ꎬ也曾有过茫然和孤独ꎬ但是一旦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深受阶级压迫的现实处境ꎬ
认识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ꎬ就自觉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ꎬ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ꎮ 当他们汇入到历

史的洪流之后ꎬ就不再是茫然和孤独的ꎮ 当把个人的生命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

在一起的时候ꎬ他们就感到了自己的崇高ꎮ “红色经典”就表现了这一历史过程ꎬ表现了这种崇

高ꎬ因而呈现为崇高美的形态ꎮ 从失败的悲剧到胜利的崇高ꎬ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结果ꎮ 当

然ꎬ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ꎬ而是历史实践中的人民群众ꎮ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ꎬ悲剧有

其艺术价值ꎬ崇高更有其艺术价值ꎮ 悲剧可以让人反思过去ꎬ教人走出过去的茫然、孤独和悲凉ꎬ
崇高却可以直接给人以自信和开创未来的勇气ꎮ

正是通过“红色经典”ꎬ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ꎬ融入到中

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ꎬ就像«诗经»«楚辞»«史记»和李白、杜甫、鲁迅的作品一样ꎬ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血脉的一部分ꎬ成为未来中国人民群众开创新的历史的思想文化资源ꎮ “红色经典”之所

以能够产生这种作用ꎬ就在于“红色经典”能够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情感ꎬ使他们成为一

个审美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ꎬ进而成为一个实践共同体ꎮ
对美的鉴赏需要建立在共通感的基础上ꎬ对崇高的鉴赏不仅需要建立在共通感的基础上ꎬ而

且需要建立在共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ꎮ 共通感是经由人类历史实践而来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结

构ꎮ 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往往具有相同的心理结构ꎬ具有共通感ꎬ因而会具有共同的审美趣味ꎮ
所以ꎬ对于具有合目的性之形式的自然对象和艺术对象ꎬ欣赏者往往都能够欣赏ꎬ并作出审美判

断ꎮ 但是对于不具有合目的性之形式的崇高的对象ꎬ欣赏者需要具有共同的生活遭遇和是非善

恶的标准才能够欣赏ꎬ进而作出审美判断ꎮ 所以ꎬ在崇高中ꎬ主体需要具有共同的道德情感ꎮ 就

“红色经典”的崇高美而言ꎬ近年来各种分歧的判断反映了判断者并不具有同样的道德情感ꎬ大
家并不分享同一种感性形式、同一种观点ꎮ 相反ꎬ对“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英雄人物的革命

斗争故事ꎬ如果欣赏者对革命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感同身受ꎬ激发起同样的崇高情感ꎬ那么就说

明他和英雄人物具有同样的道德情感ꎬ他们能够分享同样的故事、同样的观点ꎮ “红色经典”的
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培育这种审美共同体ꎬ或者说ꎬ培育这种审美共同体ꎬ需要“红色经典”ꎮ 通过

“红色经典”的传播ꎬ那些能够欣赏“红色经典”崇高美的欣赏者共同组成一个审美共同体ꎬ在共

同的道德情感的激发下ꎬ成为一代新人ꎬ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ꎮ 因为虽然中国革命胜利

了ꎬ民族独立的目标实现了ꎬ但是国家富强的目标并未完成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然任重道远ꎬ更
需要一代新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ꎮ

８２
①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３１－１３２ 页ꎮ



李茂民:论“红色经典”的崇高美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Ｌｉ Ｍａｏｍ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ꎬ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ꎬ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ꎬ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ｓｔｙｌ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ｏ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ꎻ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ꎻ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ｐｈｙꎻ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ｅｒｏｅｓꎻ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责任编辑:孙昕光

９２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３ 卷 第 ３ 期 (总第 ２７８ 期)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８)

“鬼派”小说平议
∗

林保淳
(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ꎬ台湾 台北 )

　 　 摘要:　 台湾的“鬼派”小说ꎬ约盛行于 １９６２－１９７１ 年间ꎬ是台湾武侠小说“四大流派”之一ꎮ “鬼派”之说ꎬ由
叶洪生首先提出ꎬ并予之较低的评价ꎬ其影响极大ꎬ故论者向来皆持贬抑之心看待“鬼派”ꎮ 实则ꎬ“鬼派”虽取法

还珠楼主中的“邪魔外道”之恐怖、血腥ꎬ但并非叶洪生所谓之始于诸葛青云的«夺魂旗»ꎮ 从创作时间来看ꎬ田
歌乃是最早的“鬼派”创始者ꎬ陈青云继之ꎬ在当时与武侠漫画共生下ꎬ带动一时风潮ꎮ 从其成就而言ꎬ陈青云则

允称为“鬼派大当家”ꎮ “鬼派”从用字上即可看出其“非鬼即魔”的特色ꎬ其“恨意”充盈ꎬ喜用阴森鬼魅之场景、
血腥残酷之场面营造气氛ꎬ而以“隐情”“偏激的人物性格”“迅急快速”的节奏ꎬ带动故事发展ꎬ以曲折离奇取胜ꎮ
因而较乏人性深刻的摹写ꎮ “鬼派”曾吸引过相当多的读者ꎬ而以阴森恐怖的气氛创作小说ꎬ未尝不能发展成一

别具特色的武侠体式ꎬ“鬼派”小说也就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ꎮ
关键词:　 台湾武侠小说ꎻ“鬼派”小说ꎻ诸葛青云ꎻ陈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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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洪生:«叶洪生论剑»ꎬ台北:联经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８５—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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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派”是台湾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中很有特色而评价甚低的一派ꎮ 此派作品的风格ꎬ概要而

言阴森恐怖、血腥残酷ꎮ “鬼派”是由叶洪生最早提出的ꎮ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叶洪生«论剑:中国武侠

小说史论»ꎬ认为诸葛青云(１９２９－１９９６)的«夺魂旗» “开场之尸骨堆山、血腥满地ꎬ竟使销路激

增ꎻ乃予稍后闻风而起、一哄齐上的‘鬼派’武侠小说起了恶劣的催化作用ꎬ殆非其始料所及”①ꎮ
其后ꎬ叶洪生在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中ꎬ讨论«夺魂旗»对“鬼派”的影响时ꎬ更
进一步强调:“所谓鬼派武侠小说是指这类作品水平低劣ꎬ内容嗜血嗜杀ꎬ非鬼即魔ꎮ 彼等通常

以尸山骨海、断肢残躯开场ꎬ阴风惨惨、鬼哭神号ꎬ令人不忍卒睹ꎻ而其所练武功则必邪门怪异ꎬ荒
谬绝伦! 如陈青云«残肢令»«血魔劫»ꎬ田歌«血河魔灯»«武林末日记»等ꎬ皆属此类滥恶之作ꎻ
对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戕害至巨ꎬ固不待言ꎮ”②

叶洪生对“鬼派”评价甚低ꎬ甚至忧心忡忡ꎬ深恐其对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戕害甚巨”ꎮ 在他

看来ꎬ“鬼派”不但是台湾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反面教材”“滥恶有如毒草”ꎬ“必须大力批判ꎬ
以警世人”③ꎬ而且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排挤效应ꎻ对于台湾武侠小说的整体发展ꎬ有一定的

破坏力”④ꎮ
叶洪生尽管对“鬼派”甚是批判ꎬ却也不得不承认ꎬ“鬼派”在台湾武侠小说史上ꎬ还是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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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视的存在”ꎮ 所以ꎬ他在将台湾武侠小说粗分为“四大流派”(超技击侠情派、奇幻仙侠派、新
派、鬼派)①时ꎬ亦将“鬼派”列为四派之一ꎬ并对此派作出如下的分说:“拾还珠«蜀山»之余唾(采
其中之下乘邪魔外道)ꎬ书名、内容非鬼即魔ꎬ且嗜血嗜杀ꎬ迹近变态ꎮ 代表者如陈青云«血魔

劫»、田歌«血河魔灯»、江南柳«血雨腥风»、孤独生«血海残魂»等ꎮ 台湾武侠小说‘滥恶’者流ꎬ
概属此类ꎮ 彼等也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ꎬ为中下阶层读者所欢迎ꎮ”②在论及“八大书系”中的

“新台――清华书系”作家时ꎬ以陈青云(１９２８－１９９９)为“鬼派大当家”ꎬ更补充了陈青云、田歌的

多种书目ꎬ并对田歌有如下的评价:“其笔法、意构与陈青云如出一辙ꎬ无不以武林狂人或屠夫

‘血洗’江湖为故事主题ꎮ 其特点是:荒山、古墓、死亡、尸体、浩劫、仇恨格调极低ꎬ俗不可

耐ꎬ为‘鬼派天下第二人’ꎮ”③除此而外ꎬ叶洪生也将江南柳、孤独生、陈文清、若明一并圈入了此

派之中ꎮ 据此而论ꎬ在叶洪生的台湾武侠小说谱系中ꎬ“鬼派”可远绍于还珠楼主ꎬ发源于诸葛青

云ꎬ而在陈青云及田歌手上蔚然成风ꎬ影响及于江南柳、孤独生、陈文清、若明等作家ꎮ 扼要而言ꎬ
叶洪生认为“鬼派”武侠小说ꎬ从书名及内容的遣词用字、小说场景的设计、人物性格的偏激ꎬ以
及通篇血腥无度的杀戮中ꎬ即可大体窥出其“鬼气”ꎮ 尽管亦承认其拥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ꎬ
却殊不以为然ꎬ故以其“格调极低ꎬ俗不可耐”归于“滥恶”一流ꎬ评价颇低ꎮ

叶洪生对“鬼派”的评断ꎬ有相当大的影响力ꎬ凡是论及台湾武侠小说有关“鬼派”的文字ꎬ几
乎都囿于他的概括ꎬ甚至连文句都颇有几分因袭ꎮ④ 评论者对小说的评价ꎬ通常都不免见仁见

智ꎬ但类似对“鬼派”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价ꎬ倒也不是常见ꎮ 尽管对作者或是其后人来说ꎬ面对如

此直截、辛辣评论ꎬ在难堪之下ꎬ肯定会有所异议⑤ꎬ但只要是稍多涉猎于“鬼派”的读者ꎬ都不得

不承认ꎬ叶洪生对“鬼派”风格的概括ꎬ尽管不无可商榷的部分ꎬ但还是掌握到了部分的重点ꎮ 不

过ꎬ由于叶洪生的论评太过“贬抑”ꎬ且言简意赅ꎬ只粗略明其源流、叙其风格、标其翘楚而已ꎬ未
曾有更深一层的举证与论述ꎬ且主观的评断意味稍浓ꎬ反而未能真正阐发其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题ꎬ是以本人不揣冒昧ꎬ针对“鬼派”小说作相关的分析及探讨ꎮ

一、从还珠到«夺魂旗»

叶洪生将“鬼派”推始于诸葛青云的«夺魂旗»ꎬ认为“鬼派”乃拾“还珠之余唾”ꎮ 换句话说ꎬ
“鬼派”可以更往前推ꎬ溯源至还珠楼主ꎮ

台湾早期武侠作家ꎬ几乎都是 １９４９ 年后来台的大陆人士ꎬ受“旧派”影响相当深ꎮ 诸葛青云无

疑是其中最显著的ꎮ 在武侠说部中ꎬ他最钟情于还珠楼主ꎬ尝自谓能将«蜀山剑侠传»回目倒背如

流ꎬ故其初入武坛ꎬ即步趋还珠ꎮ １９５８ 年的处女作«墨剑双英»ꎬ即以老读者耳熟能详之至宝“紫青

双剑”为引子ꎬ祖述峨眉派第三代传人李英琼等剑侠飞升成道、封存仙剑之遗事ꎬ缅怀«蜀山»之情ꎬ
溢于言表ꎮ 其后诸作ꎬ如«紫电青霜»(１９５９)、«天心七剑»(１９６０)、«一剑光寒十四州»(１９６０)而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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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４—１６５ 页ꎮ
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５ 页ꎮ
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０３ 页ꎮ 叶洪生谓田歌本名陈中ꎬ有误ꎬ

田歌本名沈幸雄(１９４１－　 )ꎬ台湾宜兰人ꎮ
有关学者对“鬼派”的讨论极少ꎬ多数见之于网络流传ꎬ颇沿袭叶洪生之说ꎬ另如曹正文的«侠客行:纵谈中国武侠» (台

北:云龙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９８ 页)、陈韵琦的«出版社营销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以八大书系与远流出版社为例»(彰云嘉

大学校院联盟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ꎬ２０１２ 年)ꎬ也不离叶洪生之见ꎬ唯陈韵琦较审慎地认为“鬼派”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影响如何ꎬ
“仍应商榷”ꎮ

如陈青云的遗孀、田歌及其家人ꎬ都对此评论相当不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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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取径还珠ꎬ化为己用ꎮ 台湾武侠说部ꎬ源自于旧派五大家ꎮ 还珠一系ꎬ沾溉者多ꎬ然亦步亦趋ꎬ
较少变化ꎮ 唯诸葛青云最为当行ꎬ本色既在ꎬ又能加以变化ꎬ可谓还珠以后的第一人ꎮ

«夺魂旗»于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连载于«征信新闻报»ꎬ其后春秋出版社

集结成书ꎮ 此书模仿金庸“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设计ꎬ改换成“东僧西道南笔北剑中夺

魂”ꎬ名之为“乾坤五绝”ꎮ 书中的“东西南北”４ 人ꎬ虽各有特色ꎬ但较诸金庸ꎬ未免仍多有逊色ꎮ
诸葛青云的小说向来不擅长人物性格的刻画ꎬ却倾全力营造曲折离奇的情节ꎮ 此书借“夺魂旗”
中的真真假假(总共有 ５ 个夺魂旗)ꎬ刻意营造悬疑诡谲气氛ꎬ而夺魂旗的旗艺ꎬ完全来自于«幽
冥十三经»ꎮ 既以“幽冥”为名ꎬ自然鬼气森森、魔影幢幢ꎬ一开场ꎬ«夺魂旗»便以 １２ 具死尸揭开

序幕ꎮ 叶洪生谓此书“乃予稍后闻风而起、变本加厉的‘鬼派’武侠小说起了恶劣的催化作用”ꎬ
但其开场的文字ꎬ并不如叶洪生所说的“尸骨堆山ꎬ血流满地”ꎬ反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天上没有飘着一朵云ꎬ却飞着许多鸟!
地上没有长着一根草ꎬ却躺着许多人!①

书中对那 １２ 具尸体的描绘ꎬ至多也不过有“那些尸体ꎬ粗看上去ꎬ好似随地乱躺ꎬ杂乱无章”
“死尸口中ꎬ满含紫黑血块ꎬ但未及喷出ꎬ人已死去”的文字ꎬ虽然有死尸、鲜血的场面ꎬ但未必就

可直称之为“恐怖”ꎮ 倒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ꎬ其中运用了许多的“惊叹号”ꎬ这却是“鬼派”武侠

擅用的惯技ꎮ
实际上ꎬ«夺魂旗»的“鬼”ꎬ不在于开场ꎬ而在于情节的诡奇与场景的阴森恐怖ꎮ 在«夺魂

旗»中ꎬ“幽冥神君”“勾魂使者”“白骨玄功”等人名、功法名称ꎬ本就鬼气森森ꎬ而书中最重要的

线索“夺魂旗”ꎬ其形制是一面红底、一颗骷髅头、两根交叉的白骨ꎬ画面极其惨酷诡异ꎬ而其中最

重要的场景ꎬ如“万姓公坟”及其下的“九幽地阙”ꎬ光是地名ꎬ就袭来一阵惨惨阴风ꎬ令人宛如置

身鬼域之中ꎬ至于其实际的摹写ꎬ诸葛青云是如是描绘的:
　 　 这片“万姓公坟”ꎬ果然占地极广ꎬ高高低低ꎬ一眼看不尽的ꎬ全是坟头!

眼前果然是高低上下的一片荒坟ꎬ绿火磷磷ꎬ秋萤点点ꎬ荒烟蔓草ꎬ断碣残碑ꎬ再加上月

夜凄迷ꎬ以及周围的鬼哭狼嗥、虫鸣枭啸ꎬ简直构成一种令人触目伤心ꎬ把雄心壮志ꎬ一例消

沉的无比凄凉画面!②

至于“万姓公坟”之下ꎬ用以“白骨迎宾ꎬ青磷迓客”③的“九幽地阙”则是:
　 　 原来来路是口绝大棺木ꎬ材头有扇暗门ꎬ自然适才就是从那暗门中走出ꎬ怪不得会略感

气闷!
这条甬道长约十丈有余ꎬ在隐约微光之下ꎬ看出两旁土质色呈暗灰ꎬ并时常有些嶙峋白

骨ꎬ杂在其内ꎬ越发增加了阴森之感!
原来甬道以外ꎬ是一座占地不小的奇形宫殿ꎬ宫殿所有梁椽窗棂、全雕作一根根的白骨模样ꎬ

殿门口悬着八具骷髅头骨ꎬ用代油灯ꎬ那种绿荧荧的惨淡光辉ꎬ就是从骷髅的七窍之中透出!
殿门上端ꎬ以白骨为框的一块匾上ꎬ横题着四个大字:“九幽地阙”ꎮ④

由此看来ꎬ叶洪生将诸葛青云刻意点染恐怖氛围的技巧ꎬ认为是脱胎于还珠楼主ꎬ但偏向于

“邪魔外道”一派ꎬ就其阴森恐怖的描写而言ꎬ倒是不妨与«蜀山剑侠传»相互参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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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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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诸葛青云:«夺魂旗»ꎬ台北:春秋出版社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１ 章ꎮ
诸葛青云:«夺魂旗»ꎬ台北:春秋出版社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６ 章ꎮ
诸葛青云:«夺魂旗»ꎬ台北:春秋出版社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１２ 章ꎮ
诸葛青云:«夺魂旗»ꎬ台北:春秋出版社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６ 章ꎮ



林保淳:“鬼派”小说平议

在«蜀山剑侠评传»一书中ꎬ叶洪生枚举出数十位代表性人物ꎬ而以绿袍老祖及鸠盘婆为邪

魔中的佼佼者ꎬ甚至谓绿袍老祖为“集恐怖之大成者”①ꎮ 综括叶洪生所举的“恐怖”摹写ꎬ约可

细分为四类:一是人物形貌之丑怪奇突ꎬ见之疑为鬼物ꎻ二是其性格之偏狭乖戾ꎬ几无人性之可

言ꎻ三是其功法、手段之残厉狠烈ꎬ非常人之所忍睹ꎻ四是其场景布设之阴森诡怖ꎬ宛如修罗地狱ꎮ
以绿袍老祖为例ꎬ出场时是由陷坑中ꎬ“先现出一个栲栳大的人头ꎻ头发胡须绞做一团ꎬ好似乱草

窝一样ꎬ碧眼一闪ꎬ四周乱闪”ꎬ继之ꎬ“一会现出全身ꎬ那般大头ꎬ躯体却又瘦又矮ꎬ穿了一件绿

袍ꎬ不满三尺”②ꎬ还珠楼主直接用了“丑怪异常”四字来形容此一头大身小、须发蓬乱、碧眼如磷

的老怪物ꎮ 绿袍老祖不仅形貌丑怪ꎬ且性格乖戾ꎬ性喜食人之心ꎬ竟然连同邪道中人也不肯放过ꎬ
书中写其在慈云寺中生啖恶僧了缘时ꎬ“众人但听一声惨呼ꎬ再看了缘已被绿袍老祖一手将胁骨

抓断两根ꎻ张开血盆大口ꎬ就着了缘胁下一吸一呼ꎮ 先将一颗心吸在嘴里ꎬ咀嚼了两下ꎻ随后把嘴

咬了了缘胸前ꎬ把满肚鲜血肝肠肚肺ꎬ吃了个净尽”③ꎮ 这段文字画面ꎬ鲜血与肚肠横流ꎬ果真令

人“惊魂慑魄ꎬ惨不忍睹”④ꎮ 至于功法、手段方面ꎬ绿袍老祖最恶辣的“锁骨穿心小修罗法”ꎬ是
用阴火灌钻入被害人七窍中去烧炙ꎬ更善放“百毒金蚕蛊”ꎬ在黄烟迷雾中ꎬ飞出啃食ꎬ刹那间ꎬ
“两颗怪头已被金蚕咬成骷髅一般ꎬ白骨嶙峋ꎬ惨不忍睹”⑤ꎮ 绿袍老祖所居洞府ꎬ为百蛮山的阴

风洞ꎬ在入洞之前ꎬ需经过一段“黑霜玄冰”的归谷罡风侵袭ꎬ“顶上轰隆轰隆几十声大震ꎬ宛如山

崩海啸ꎬ夹着极尖锐的嘘嘘之音ꎬ刺耳欲聋ꎬ震脑欲眩ꎬ无数的黑影似小丘一般ꎬ当头压下”ꎬ已极

其险恶ꎬ而入洞之后ꎬ所见绿袍老祖的寝宫情景ꎬ则是:
　 　 一个四方玉石床上ꎬ坐着那穷凶极恶、亘古无匹的妖孽绿袍老祖ꎬ大头细颈ꎬ乱发如茅ꎬ
白牙外露ꎬ眼射绿光ꎬ半睁半闭ꎮ 上半身披着一件绿袍ꎬ胸前肋骨根根外露ꎬ肚腹凹陷ꎬ满生

绿毛ꎮ 下半截赤着身子ꎬ倒还和人一样ꎮ 右脚斜搁石上ꎬ左脚踏在一个女子股际ꎮ 一条鸟爪

般的长臂ꎬ长垂至地ꎬ抓在那女子胸前ꎮ 另一只手拿着一个下半截人尸ꎬ懒洋洋地搭在石床

上面ꎮ 断体残肢ꎬ散了一地ꎮ 莹白如土的白地ꎬ斑斑点点ꎬ尽是血迹ꎮ⑥

这段文字画面感极强ꎬ令人毛骨悚然ꎬ绿袍老祖之残酷狠毒ꎬ展现得淋漓尽致ꎮ «蜀山»一

书ꎬ除少部分之外(如尸毗老人)ꎬ大抵都是正邪分明的ꎬ正道诸仙ꎬ无论在形貌、性格、功法、洞府

中ꎬ皆呈现出一派霭霭瑞气ꎬ禀性纯正ꎬ而相对的“邪魔外道”ꎬ则几乎无一不是肢残体缺ꎬ面貌丑

怪ꎬ而淫恶狠毒ꎬ鬼气十足者ꎬ正可以反衬正道诸仙之祥和慈悲ꎮ 叶洪生以“烘云托月”称许还珠

楼主对绿袍老祖人物刻划之成功ꎬ正可以作如是观ꎮ⑦

不过ꎬ透过叶洪生的说解ꎬ我们固然可以发现诸葛青云的«夺魂旗»的确是不无在恐怖氛围

上受还珠楼主影响之处ꎬ但也不难发现其同中有异的部分ꎮ «夺魂旗»基本上并未对人物的形貌

有如何丑怪的描写ꎬ人物性格皆有脉络可循ꎬ不至于偏激狭仄ꎬ而功法、手段ꎬ虽云狠厉ꎬ亦不过于

残酷ꎬ唯独擅以阴森诡异的氛围ꎬ酿造全书的神秘离奇的气息ꎬ颇取法于还珠ꎬ而又自有其变化之

妙ꎮ 盖还珠楼主是在写“邪魔”ꎬ为与正道诸仙对衬ꎬ故极力夸张邪魔之穷凶极恶ꎻ而«夺魂旗»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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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洪生:«蜀山剑侠评传»ꎬ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３ 页ꎮ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二集 １２ 回ꎮ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二集 １４ 回ꎮ
叶洪生:«蜀山剑侠评传»ꎬ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３７ 页ꎮ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十集 ９ 回ꎮ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十集 ９ 回ꎮ
叶洪生:«蜀山剑侠评传»ꎬ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４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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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人物有善有恶ꎬ却还是在写“人”ꎬ即便恶人行事ꎬ不免残忍凶暴ꎬ也还遵循若干“人性”的原则ꎬ
依其性格ꎬ作合理的开展ꎮ «夺魂旗»的“鬼”ꎬ主要是借“夺魂旗”变化而来ꎬ一幅面纱ꎬ一面风磨

铜的旗帜ꎬ任何人都可以假扮成“夺魂旗”ꎮ 此处分明模仿金庸的«射雕英雄传»ꎬ借五个真假好

坏不一的“夺魂旗”ꎬ不但突破了金庸的牢笼ꎬ而且也为«夺魂旗»一书营造出神秘诡谲的情节ꎮ
尽管此一诡变ꎬ完全仰赖书中«幽冥真经»的零散ꎬ分别为五位不同的人物所得ꎬ未免过于巧合ꎬ
但也不能不谓别出心裁ꎮ 以此可见ꎬ«夺魂旗»的阴森恐怖ꎬ还是与一味沿袭者不同ꎮ

二、“鬼派”代表:田歌与陈青云

在叶洪生的“鬼派”谱系中ꎬ陈青云为“鬼派大当家”ꎬ而田歌则为“天下第二人”ꎮ 如果这是就

其武侠的成就而言ꎬ应可视为定论ꎻ但如就其创作的先后来说ꎬ恐怕就值得斟酌ꎮ 盖田歌虽在 １９６２
年底发表了其第一部作品«天下第二人»ꎬ但在此之前ꎬ已用晨钟的笔名ꎬ完成了«阴阳剑»«怒剑红

颜»«剑海飘花梦»«血龙传»«魔窟情锁»等五部作品ꎮ① 其中的«阴阳剑»ꎬ由南祺②出版社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刊行ꎬ共 １４ 册ꎻ«魔窟情锁»２４ 册ꎬ出版于 １９６３ 年ꎻ其他三部无疑亦在 １９６３ 年之前完成ꎮ③ 自

田歌以«天下第二人»成名后ꎬ晨钟笔名便不再援用ꎮ 不过ꎬ«阴阳剑»一书ꎬ以“阴阳剑客”徒弟赵亦

秋为师复仇为线索ꎬ夹杂错综复杂的儿女情仇ꎬ主角人物虽高傲冷漠ꎬ恨意深浓ꎬ但全书并未显现出

“鬼派”的特色ꎬ倒是在稍后的«魔窟情锁»中ꎬ才逐渐步入“鬼派”ꎮ 而至«天下第二人»ꎬ才正式体现

了“鬼派”的风格ꎬ始终未曾变化过ꎮ 迄 １９７１ 年最后一部作品«天下第一剑»问世ꎬ共完成 ２５ 部作

品ꎮ 其后ꎬ田歌转行入影视界发展ꎬ所以电视剧剧本为多ꎬ遂无新作发表ꎮ④

陈青云的作品ꎬ据«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ꎬ最早是 １９６２ 年的«铁笛震武林»ꎮ⑤ 其创作时间

稍晚于田歌ꎬ几乎一开始就走“鬼派”的路线ꎬ但在 １９７０ 年«石剑春秋»以后ꎬ其后的«索血令»
«残红零蜨记»«复仇者»ꎬ开始有转变的迹象ꎬ皆颇借重于古龙的笔法ꎬ斗智又斗力ꎬ以悬疑取胜ꎬ
明朗俊爽中又略有几分滑稽ꎮ 可惜此时武侠已渐入日薄西山之境ꎬ故未引起太大瞩目ꎮ 陈青云

作品极多ꎬ１９８３ 年后ꎬ更辞职专事小说创作ꎬ作品号称有百部之多⑥ꎬ无论是质或量ꎬ都明显较田

歌为优胜ꎬ故以他为“鬼派大当家”ꎬ亦是顺理成章ꎮ
以此而论ꎬ所谓“鬼派”盛行的期间ꎬ约在 １９６１ 年到 １９７１ 年之间ꎬ但“鬼派”是否因«夺魂旗»

而受启发鼓舞ꎬ则恐未必尽然ꎮ 盖«夺魂旗»完成于 １９６２ 年底ꎬ尽管当时颇负盛名ꎬ香港影业公

司在 １９６３ 年即以此改编ꎬ拍成电影«夺魂旗»(上下)ꎬ但全书的出版当在 １９６３ 年以后ꎮ 而此时ꎬ
田歌、陈青云都已有“鬼派”风格的«魔窟情锁»«铁笛震武林»出版ꎬ其风格之建立ꎬ未必是受«夺
魂旗»的影响ꎮ 至于被叶洪生列入“鬼派”其他作家的作品ꎬ如江南柳的«血雨腥风»ꎬ出版于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ꎬ孤独生的«千面阎罗»则是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ꎬ出版时间都可能比«夺魂旗»早ꎬ未必可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据田歌自己所论定者ꎬ坊间另有«狂涛»«铸情»«凯旋路»三书ꎬ亦署名晨钟ꎬ但田歌并未认可此三书ꎮ
此一“祺”字ꎬ与后来作“琪”不同ꎬ推测如非误排ꎬ则是原先就用“南祺”ꎬ后来才改为“南琪”ꎮ
据«田歌官网»所载ꎬ«怒剑红颜»列在«阴阳剑»之前ꎬ为革心出版社于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出版ꎬ但据现有书籍ꎬ«阴阳剑»为南祺出

版社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到 ８ 月间出齐ꎬ时间在«怒剑红颜»之前ꎬ且田歌于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７ 日ꎬ将«阴阳剑»第 １ 集题赠与当时女友(现在

的夫人)陈吉子女士ꎮ 因此ꎬ田歌第一部作品应为«阴阳剑»ꎬ出版时还请了卧龙生题字ꎮ 此外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ꎬ«剑海飘花梦»
完成于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见众利书店 ２００１ 年新版的«剑海飘花梦»第三册末的题记ꎮ

南琪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有部«血劫»ꎬ题为“田歌故事ꎬ金鼎著”ꎬ«田歌官网»未提及ꎬ详情如何ꎬ待考ꎮ
«铁笛震武林»现存有 １９７９ 年新星书店版本ꎬ从封面设计看ꎬ已属中期制作ꎬ未必是初版ꎬ另有«音容劫»«残肢令»二书ꎬ

与«铁笛震武林»约莫同时ꎬ究竟何书为陈青云处女作ꎬ犹待考证ꎮ 不过ꎬ此三书风格极为类似ꎬ皆足以窥出陈青云的小说风格ꎮ
实际上ꎬ约在 ５０ 部上下ꎬ盖坊间更改书名、误挂作者ꎬ甚至冒名伪作者极多ꎬ纷淆混乱ꎬ莫可究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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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受诸葛青云所影响者ꎮ 大抵当时创作蜂涌ꎬ各逞其能ꎬ在众声喧哗之中ꎬ作者取径或英雄所

见略同ꎬ但是否受谁人影响ꎬ未必能有确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从现存书目来看ꎬ当时出版“鬼派”
的出版社ꎬ主要有三家:新台、新星和南琪ꎮ 尤其是前两家ꎬ本是同一书系分化开来的(清华书

系)ꎮ 我们可以论断ꎬ“鬼派”的流行ꎬ必然与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有关ꎮ 新台书店在 ６０ 年代初期ꎬ
即以高达 １２ 万的奖金ꎬ择优征稿ꎬ挖掘新秀ꎮ 若明的«血谷幽魂»、陈中平的«天星神剑»就是首

期得奖的 １４ 部作品中的两部ꎮ 但除了若明和陈中平外ꎬ其他作家多如昙花一现ꎬ后继无力ꎬ反而

是“鬼派”作家大获青睐ꎮ 除上述作家外ꎬ如金鼎、依人、晓风、幻龙等ꎬ都可归为“鬼派”ꎮ 新台书

店俨然成为“鬼派”的大本营ꎬ遂成一时风气ꎮ 同时ꎬ从这些“鬼派作品”的出版时间来看ꎬ最早是

１９６１ 年ꎬ晚不过 １９７２ 年①ꎬ这十年ꎬ正是所谓“鬼派”盛行的期间ꎮ 但这些作家ꎬ无论是作品的数

量还是知名度ꎬ都远远不及田歌及陈青云二人ꎬ故未引起广泛瞩目ꎮ 因此ꎬ以田歌、陈青云作为

“鬼派”的代表作家ꎬ无疑是允当的ꎮ
叶洪生从«夺魂旗»的开场来说明其影响ꎬ但诸葛青云虽以兀鹰回绕 １２ 具尸体开场ꎬ却是很

有节制的ꎮ 相较于“鬼派”的开场ꎬ如陈青云的«鬼堡»ꎬ在开场未久ꎬ就是:
　 　 那是一具白骨骷髅ꎮ

接着草丛中、屋角、廊沿
两具———
三具———
四具———
全是森森白骨ꎮ
少年人止住脚步ꎬ浑身颤抖ꎬ牙齿打战ꎮ
暗夜!
荒庄!
白骨!
加以东飘西荡的阴磷鬼火ꎬ构成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ꎮ②

再如田歌的«武林末日记»开场:
　 　 不是行人如鲫的夜街:

———而是荒山大泽!
不是美丽的春夏黄昏:
———而是恐怖的深夜!
黑
见不到任何物景ꎬ荒山一切ꎬ沉欲在黑夜之中ꎬ所能见到的是一片漆黑!
鬼火秋萤ꎬ点破了这漆黑的恐怖深夜ꎬ使这荒山ꎬ平添一份怕人的恐怖气氛!③

从二书的开场来说ꎬ“鬼派”实则未有如叶洪生所说的以“尸山骨海、断肢残躯开场”那么夸

张ꎬ但此二书皆刻意强调“恐怖”二字ꎬ很显然ꎬ就是企图塑造出一幅鬼魅阴森的氛围ꎮ 相较之

下ꎬ«夺魂旗»开场的“小巫”ꎬ与“鬼派”的“大巫”ꎬ还是有明显差距的ꎮ 事实上ꎬ诸葛青云的«夺

５３

①

②
③

参见【附录】之«“鬼派”武侠作品知见书目»ꎮ 由于所见原版有限ꎬ部分作品未能确认其出版年代ꎬ但明显的是ꎬ１９７２ 年

以后ꎬ仅寥寥数部ꎬ以此可窥见其大要ꎮ
陈青云:«鬼堡»ꎬ台北:新星出版社ꎬ１９６４ 年ꎬ第 １ 章ꎮ
田歌:«武林末日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１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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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旗»固然脱胎于还珠楼主ꎬ初期还刻意避免让过多的女侠出现ꎬ但经转化后ꎬ反而多承袭自王

度庐ꎬ走上“才子佳人”一派ꎻ而“鬼派”作家ꎬ其实也是直接从还珠衍生ꎬ只是变本加厉ꎬ畦径未化

而已ꎮ 田歌生于 １９４１ 年ꎬ成长期间ꎬ还有机缘获睹北派作家的武侠ꎬ固有可能直接从还珠楼主汲

取养分ꎻ而陈青云生于 １９２８ 年ꎬ本身即是大陆云南人士ꎬ更不可能未读过«蜀山剑侠传»ꎬ“鬼派”
从还珠衍生而出ꎬ也应是合理的推论ꎮ

三、“鬼派”小说的用字

叶洪生论“鬼派”的风格ꎬ云其“书名、内容非鬼即魔ꎬ且嗜血嗜杀ꎬ迹近变态”ꎬ且在论及田歌

时ꎬ又谓“无不以武林狂人或屠夫‘血洗’江湖为故事主题ꎮ 其特点是:荒山、古墓、死亡、尸体、浩
劫、仇恨格调极低ꎬ俗不可耐”ꎮ 姑且不论其评价的是与非ꎬ单就“鬼派”作品的取名而言ꎬ的
确是有其特殊喜用的字眼的ꎮ 我们从田歌(晨钟)及陈青云 １００ 多部小说的命名中可以发现ꎬ
鬼、魔、黑、断、魂、残、血、死、毒等字ꎬ运用得特别多ꎮ 其中ꎬ田歌最喜用“血”字ꎬ如«血路»«血龙

传»«血河魔灯»«血屋记»ꎬ以“魔”为名的则有«魔窟情锁» «魔影琴声» «血河魔灯» «魔船» «鬼
歌»«鬼宫十三日»ꎬ陈青云则特别喜用“残”“血”和“魔”字ꎬ有«残人传»«残肢令»«残红零蜨记»
«残中之忏情记»«孤剑泣残红»«血榜» «血剑留痕» «索血令» «血魔劫» «血剑魔花» «血帖亡魂

记»«铁血奇妞»«毒血浣剑»«血书»«血魔神»等ꎬ以“魔”为名者ꎬ则有«怒剑飞魔»«血魔劫»«魔
恋»«血剑魔人»«血魔神»«血剑魔花»ꎮ 这些字眼ꎬ皆非常容易与“鬼”的形象、特性及氛围相联ꎮ
至于小说的场景(景物)ꎬ荒山、古坟、废墟、凶宅、幽洞、深谷、寒潭、危崖ꎬ以及青磷鬼火、白骨骷

髅、青冢黑棺、残肢断臂ꎬ层出叠见ꎬ更无一不是鬼魂魔物出现的特殊光景ꎬ使人惊心骇目、毛骨悚

然ꎮ 事实上ꎬ如果我们采取统计学的方法去分析“鬼派”小说的内文ꎬ可发现这些字眼及场景的

出现比例是相当高的ꎮ 在此ꎬ笔者挑出“鬼”“魔”“残”“血”“魂”“死”等与“鬼”极易产生联想的

七个字ꎬ以及标点符号惊叹号(!)ꎬ共八个字眼ꎬ以«古龙武侠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ｌｏｎｇｂｂｓ.ｃｏｍ)中
所刊载的内容为据ꎬ作约略统计ꎬ其结果见表 １:

表 １:“鬼派”小说用字表

书名 字数 鬼 魔 残 血 魂 死 恐怖 !

天下第二人① ８０ 万 ６１３ ２８５８ ４０ ５７６ １３６２ １４７２ １２１ ４４６５

鬼宫十三日 ３０ 万 ９３５ １１９３ ２３ ７６５ ４３９ ７６６ ３０ ３２７２

武林末日记 ３０ 万 ２７１ １０６７ １１ １８９ １６５ ６６６ １３６ １８２４

魔影琴声 ３０ 万 ３９１ １０１２ ４０ ６２０ ６１ １１５４ ２５ ４４９９

残肢令 ３５ 万 ２８６ ８９６ ９５３ ６４７ ５５２ ７４２ ７１ ４４２０

鬼堡 ４５ 万 ９０６ ９２２ １１２ １０５３ ５７５ １０４０ ８８ ５８１１

血帖亡魂记 ３５ 万 １３２ ５１６ ９７ ６２７ ６９ １３６４ ７３ ４７０３

铁笛震武林 ４０ 万 ５５０ １０８７ １１９ ５０９ ２３５ ８６１ ６５ ３９３０

夺魂旗 ６５ 万 ５７２ ３２１ ５１ ３１７ ２９１５ ６３６ ９ ７９８３

渡心指 ４０ 万 ９５ ４３ ２４１ ３３５ ４１ ２６３ １７ ２４７５

６３
①«古龙武侠网»此书实际上已将«阴魔传»接续于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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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鬼派”小说用字比例(个字 /万字)

书名 字数 鬼 魔 残 血 魂 死 恐怖 !

天下第二人 ８０ 万 ７.７ ３５.７ ０.５ ７.２ １７.０ １８.４ １.５ ５５.８

鬼宫十三日 ３０ 万 ３１.２ ３９.８ ０.８ ２５.５ １４.６ ２５.５ １.０ １０９.１

武林末日记 ３０ 万 ９.０ ３５.６ ０.４ ６.３ ５.５ ２２.２ ４.５ ６０.８

魔影琴声 ３０ 万 １３.０ ３３.７ １.３ ２０.７ ２.０ ３８.５ ０.８ １５０.０

残肢令 ３５ 万 ８.２ ２５.６ ２７.２ １８.５ １５.８ ２１.２ ２.０ １２６.３

鬼堡 ４５ 万 ２０.１ ２０.５ ２.５ ２３.４ １２.８ ２３.１ ２.０ １２９.１

血帖亡魂记 ３５ 万 ３.８ １４.７ ２.８ １７.９ ２.０ ３９.０ ２.１ １３４.４

铁笛震武林 ４０ 万 １３.８ ２７.２ ３.０ １２.７ ５.９ ２１.５ １.６ ９８.３

夺魂旗 ６５ 万 ８.８ ４.９ ０.８ ４.９ ４４.８ ９.８ ０.１ １２２.８

渡心指 ４０ 万 ２.４ １.１ ６.０ ８.４ １.０ ６.６ ０.４ ６１.９

从表 １、表 ２ 中我们可以发现ꎬ“魔” “鬼” “魂” “血” “死”等字ꎬ出现频率都相当高ꎬ尤其是

“魔”和“血”ꎬ是田歌与陈青云最常用的字眼ꎬ而陈青云又格外钟情于“残”字ꎮ 诸葛青云的“魂”
字用得极多ꎬ但因为这是书名即有“魂”字ꎬ而“夺魂旗”又是书中最重要的标帜所致ꎬ如果扣除

“夺魂旗”连用的 ２１６３ 次ꎬ则仅剩 ７５２ 次ꎬ与“鬼派”小说颇相当ꎬ“鬼”“死”二字也不少ꎬ可见诸

葛青云和“鬼派”是有同样用字趋向ꎬ应是分别从还珠楼主继承而下的ꎻ而向来有暴力血腥之称

的柳残阳«渡心指»用字ꎬ“鬼”“魔”“魂”三字都只有几十次ꎬ与“鬼派”小说几乎不能相提并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鬼派”直接用“恐怖”二字的比例相当高ꎬ而«夺魂旗»«渡心指»则相对少得多ꎬ
可见“恐怖”可以视为“鬼派”风格的重要标签ꎮ

不仅如此ꎬ“鬼派”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ꎬ特别爱用惊叹号ꎬ用以强调其恐怖与惊悚的力道ꎬ
如陈青云的«残肢令»ꎬ在短短几行中就连用了五个惊叹号:

　 　 这古怪的兵刃ꎬ却有一个恐怖的名称:“残肢令!”
“残肢令!”
代表着

恐怖!
残酷!
血腥!①

而田歌的«武林末日记»用得更是夸张ꎬ居然在短短 ３１ 个字的段落中ꎬ连用了 ８ 次惊叹号:
　 　 空气在岑寂之中ꎬ带着一份袭人的恐怖!

沉寂!
死亡!
阴风!
白骨!
血腥!
鬼火!

７３
①陈青云:«残肢令引子»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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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萤!①

这显然是有意为之ꎬ以营造恐怖氛围为目的的ꎮ 叶洪生谓“鬼派”“非鬼即魔”ꎬ其实也是有

根据的ꎮ 我们试看田歌在«魔影琴声»中的人物绰号:鬼琴书生、地狱魔花、血海浪子、吸血妖花、
鬼谷神女、魔鬼剑手、死亡魔姬、血海骑客、飞魔帮银罗刹、玫瑰血神、慑魂剑客、魔环手、黑魔影、
魔海四霸、东海魔王、阴魂教、闪电魔君、魔鬼圣剑、幽灵老人(北极神魔)、血魔手ꎬ２０ 多个出场人

物ꎬ都非鬼即魔ꎬ要不就是“血”ꎬ这自然容易让读者疑入鬼境、步步惊魂了ꎮ 从其字眼运用如此

频繁来说ꎬ显然不能说是偶然或巧合ꎬ而是有意营造恐怖、残酷与血腥的鬼魅气氛的ꎮ 当初“鬼
派”小说在初版时ꎬ出版社也刻意以此为号召ꎬ喜以鲜血、骷髅、魔爪、坟墓等为封面构图的主要

元素ꎬ如田歌的«鬼歌»«血屋记»ꎬ陈青云的«剑冢痴魂»«血剑魔花»ꎬ皆一派鬼气ꎬ幢幢魔影ꎮ 事

实上ꎬ“鬼派”小说的风格ꎬ也正可以“恐怖”“残酷”“血腥”三者为代表ꎬ叶洪生谓其“嗜血嗜杀”ꎬ
当非厚诬ꎬ但未必就可归于“变态”ꎮ

«鬼歌»«血屋论»«剑冢痴魂»«血剑魔花»封面

四、“鬼派”小说的风格

在“鬼派”小说中ꎬ“恐怖”是借由人物的丑怪面貌及场景的阴森鬼气营造出来的ꎮ 丑怪的面

貌ꎬ多数集中在一些邪道魔头的形象上ꎮ 如田歌«天下第二人»中的“扁头老怪”ꎬ生得“骨瘦嶙

峋ꎬ脸若锅底ꎬ黑得发亮ꎬ发如白雪ꎬ须长盖膝ꎬ而奇怪的是ꎬ他一颗头颅却扁得可怕”②ꎻ而陈青云

«残人传»中的黑堡护法“绿判官”则是“那巨大身影ꎬ月光下看来有如山魈鬼魅ꎬ绿冠绿袍ꎬ白衬

皂靴ꎬ手中持着一方两尺来长的铁笏ꎬ凸眼塌鼻、阔嘴匏牙、颔下无须ꎬ说多难看有多难看ꎬ不折不

扣像城隍庙中的绿判官显灵”③ꎮ 有时候ꎬ也偶尔会将受到仇家折磨、陷害ꎬ而导致毁容残肢的正

邪人物(或主角)作这般光景的描绘ꎮ 如陈青云的«冷星寒月仇»ꎬ被仇家所害的“玉金刚”陈其

骥ꎬ陈霖一眼见到的是:
　 　 他虽然不知道鬼是什么形状ꎬ但眼前的这怪物ꎬ确实恐怖狰狞至极ꎮ 

只见他五官不辨ꎬ头顶上一边是灰白如乱草的头发ꎬ另一边却是白森森的头骨ꎬ半边脸

８３

①
②
③

田歌:«武林末日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１ 章ꎮ
田歌:«天下第二人»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２ 章ꎮ
陈青云:«残人传»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８ 年ꎬ第 ２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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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削去ꎬ只有一只眼算是完整的ꎬ其余眼鼻之处ꎬ露出三个黑洞ꎬ半边无腮ꎬ半排牙齿和牙

床ꎬ全暴露在外ꎮ①

邪道魔头在“鬼派”小说中出现频繁ꎬ故类此的描写ꎬ虽详略不一、轻重有别ꎬ却很少不是属

于残忍狠毒、滥杀无辜之辈ꎬ故所到之处ꎬ血腥、暴力的景象俯拾即是ꎬ形成小说中的常态ꎮ 如田

歌«天下第二人»写正邪双方争夺装有“七彩铁券”的银色铁盒ꎬ四周是如山的白骨堆积ꎬ十几个

武林高手在狂风暴雨中围攻“狂笑一君”ꎬ展开“血战”ꎻ陈青云的«残肢令»ꎬ在«腥风血雨七里

坪»之战ꎬ数百人搏杀的结果是:
　 　 凄清的月色ꎬ衬映着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

残肢

断体

鲜血②

而手段之凶毒ꎬ往往令人感到恐怖ꎬ类似“被活生生撕成了两半ꎬ肝肠五肚ꎬ和着血洒了一地”③

“地上蜿蜒蠕动的血水ꎬ顺着地势ꎬ积成滩ꎬ汇成渠”④“白骨累累ꎬ尸横遍野”⑤的场面ꎬ屡见不鲜ꎮ
武侠小说以“武”领衔ꎬ好勇斗狠、血腥杀戮ꎬ自是在所难免ꎮ 号称“暴力美学”的柳残阳ꎬ在他的

小说中ꎬ有时更是渲染得厉害ꎬ“血洒在地面上ꎬ斑斑点点ꎬ成滩成团ꎮ 一块萎缩的人肉变了色散

置四周ꎬ一颗颗脸部表情狰狞骇异的人头歪斜各处ꎻ还有残肢断骨、疾病的脏腑ꎻ充斥着的全是

血、血、血”⑥ꎮ 平心而论ꎬ柳残阳“崇尚”暴力、渲染血腥的程度ꎬ无疑较之“鬼派”小说更令人触

目惊心ꎮ 柳残阳往往以细腻的文字ꎬ描摹鲜血迸流、肢体横飞的惨烈杀戮情状ꎬ更喜欢写血战之

后ꎬ一片凄厉残断的肃杀景象ꎮ 但是ꎬ何以“钟情”暴力与血腥的柳残阳ꎬ从未见有人将之归于

“鬼派”? 其实非常简单ꎬ柳残阳的血腥ꎬ自成一格ꎬ而殊少与“鬼”“魔”气氛联结ꎬ是以尽管杀戮

气十足ꎬ却未能以“鬼”形成特色ꎮ “恐怖”ꎬ从来就不是柳残阳想营造的氛围ꎮ 在这方面ꎬ田歌与

陈青云也有些许不同ꎮ 田歌不会直接作血腥画面的描写ꎬ而只是以动作代替ꎬ如«魔影琴声»ꎬ心
怀怨愤的王文青ꎬ曾经有两次“戮尸”的残酷手段(邵惠雯与周丽丽)ꎬ但也不过用了“劈得血肉模

糊”⑦“身躯劈成两段”⑧简单带过ꎬ而未就杀戮后的惨酷画面细加描摹ꎻ但陈青云渲染得就相当

厉害ꎬ“血洗”的场面ꎬ如«寒星冷月仇»ꎬ几乎可以说是连篇累牍ꎬ类似“脑袋被劈为两半ꎬ红白之

物流了一地”的描写极多ꎬ无疑较田歌更为血腥ꎮ
“鬼派”小说的恐怖气氛ꎬ往往是借特殊营造的场景构筑而成的ꎮ 前文所举的若干常见场

景ꎬ虽非部部皆有ꎬ但其实也不在少数ꎬ而其场景之形容ꎬ则皆以“恐怖”为核心ꎮ 如田歌的«魔影

琴声»ꎬ写王文青登上无情崖ꎬ入殿所见ꎬ“殿上殿下ꎬ弥漫着一片白雾ꎬ王文青突感到ꎬ他好像置

身在阎罗地府之中他打了数个无名恐惧的冷战ꎮ 静悄悄地ꎬ看不出有一点气息ꎬ那像死亡之

殿ꎬ充满一片恐怖而骇人的死亡的气氛”⑨ꎮ 而«心灯劫»中重要的场景“心灯潭”ꎬ则是: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青云:«血魔劫»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９ 章ꎮ
陈青云:«残肢令»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９ 章ꎮ
陈青云:«残人传»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８ 年ꎬ第 ６ 章ꎮ
陈青云:«残人传»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８ 年ꎬ第 ９ 章ꎮ
田歌:«天下第二人»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３ 章ꎮ
柳残阳:«渡心指»ꎬ台北:春秋出版社ꎬ１９７０ 年ꎬ第 ６７ 章ꎮ
田歌:«魔影琴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６ 年ꎬ第 ８ 章ꎮ
田歌:«魔影琴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６ 年ꎬ第 １７ 章ꎮ
田歌:«魔影琴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６ 年ꎬ第 １３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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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灯潭畔ꎬ果是白骨累累ꎬ腐臭四溢ꎬ令人作恶ꎮ 夜静如死! 除了夜枭哀鸣ꎬ秋萤点

点之外ꎬ“心潭”之畔ꎬ再也听不到有另外的声音ꎮ 可怖的气氛ꎬ笼罩了四周ꎮ 潭畔有白

骨ꎬ有腐尸ꎬ也有刚死之人尸体ꎬ
这些人的脑袋均不翼而飞ꎮ①

陈青云的«残肢令»摹写荒山场景ꎬ亦不遑多让:
　 　 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ꎬ血迹淋漓ꎬ头碎脑破ꎬ腹膛大开ꎬ肝肠内腑ꎬ狼藉一地ꎬ另外草丛之

内ꎬ赫然又是几具白骨骷髅ꎬ毛发犹存ꎬ显见死的时间并不太久ꎮ
荒山!
静夜!
新尸!
白骨!②

这情景够阴森ꎬ够恐怖ꎬ令人不寒而栗!
在«鬼堡»中ꎬ韩尚志跟随师叔所到的“废庄”ꎬ四处白骨、鬼火ꎬ“暗夜! 荒庄! 白骨! 加以东

飘西荡的阴磷鬼火ꎬ构成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③ꎬ都是同一机杼ꎮ 这些可怖的场景ꎬ如果再加上

“鬼派”最喜欢的“狂风! 猛雨! 骇电! 轰雷!”④ꎬ其中所可能发生的事ꎬ将会有何等震慑人心的

力量? 更何况是总免不了有浓厚的残酷血腥味道ꎬ当然更是惊悚畏怕了ꎮ
在“鬼派”小说中ꎬ“嗜杀”者ꎬ不仅仅只有若干穷凶极恶的邪恶魔头ꎬ就是书中主角也往往不

留余地、大开杀戒ꎬ动辄以“血洗”的手段ꎬ发泄他内心的忿懑与仇恨ꎮ 从性格上说ꎬ“鬼派”小说

的男、女主角大抵都是冷漠、孤傲而偏激的ꎬ鲜见有生性忠厚的人ꎬ而杀戮的目的ꎬ也少有为武林

正义之举ꎬ反而都是为了仇与恨ꎮ 因此ꎬ在“鬼派”小说中ꎬ“仇恨”是其中的主旋律ꎬ主角通常是

幼遭家难、际遇坎坷ꎬ不是家破人亡ꎬ就是师门宿仇ꎬ或者是情人变心ꎬ有时更索性三者皆备ꎬ因此

心怀怨愤ꎬ恨仇人、恨敌人、恨男人、恨女人、恨对他不公的人ꎬ甚至恨所有的人ꎮ 田歌«武林末日

记»中的钟振文ꎬ“有一段凄凉的身世ꎬ和血淋淋的一段往事无数的心灵痛苦的煎熬ꎬ使他开

始对茫茫的社会人生ꎬ发生憎恨ꎬ然而他憎恨的人却更是无数的人”⑤ꎬ固然如此ꎻ«吊人树»中的

张美琪ꎬ因为失身给所爱而不爱她的男子ꎬ在男子死后ꎬ“变成一个毫无人性的人ꎬ尤其她恨男

人ꎬ恨天下所有的男人”⑥ꎬ亦宛然同辙ꎮ 陈青云的小说亦不遑多让ꎬ极力鼓吹“仇恨”ꎬ认为:
　 　 世间有两种最大的力量ꎬ“爱”与“恨”ꎮ

爱ꎬ可以成全一个人ꎬ产生超人的力量ꎬ创造出奇迹ꎬ但也可以毁灭一个人ꎮ 恨ꎬ是爱的

另一极端ꎬ同样可使一个人创造奇迹ꎬ但那奇迹是破坏性的ꎬ可怖的ꎬ对象不限于本身ꎬ可以

扩及很大的范围ꎬ而恨的最大特征ꎬ是促使一个人打破一切的规范与有形无形的枷锁ꎮ⑦

在陈青云的«铁笛震武林»中ꎬ司徒文一出场就遭到一庄二谷三堡的邪道魔头无情的追杀ꎬ
这使得“他越想越不是味ꎬ他恨自己的命运不济ꎬ他恨那些使他亡命江湖的人ꎬ他气无所出ꎬ掣出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田歌:«心灯劫»ꎬ台北:新星出版社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２６ 回ꎮ
陈青云:«残肢令»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１４ 章ꎮ
陈青云:«鬼堡»ꎬ台北:新星出版社ꎬ１９６４ 年ꎬ第 １ 章ꎮ
陈青云:«死城»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５ 年ꎬ«楔子»ꎮ
田歌:«武林末日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１ 章ꎮ
田歌:«吊人树»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８ 年ꎬ第 ５３ 回ꎮ
陈青云:«孤剑泣残红»ꎬ台北:新星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ꎬ第 ２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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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笛向路旁的山石林木ꎬ猛挥狂扫ꎬ夺魄褫魂的怪啸声中ꎬ树折石崩ꎬ碎石如雨ꎬ夹着点点火

星”①ꎮ “鬼派”小说中许多人物都具有类似“反社会”的人格特质ꎬ怨恨旁人、社会乃至命运对他

的不公ꎬ一旦身经百般磨难而拥有了权势或武力的时候ꎬ就“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ꎬ变本加厉地

索回ꎬ甚至认为这才是正义与公道ꎮ 暴力、血腥的杀戮ꎬ无疑是最痛快而直截的ꎬ故田歌«魔影琴

声»中的王文青ꎬ在全书中造了重重杀孽ꎬ“屠杀ꎬ可怖的屠杀ꎬ一个心目中充满了恨意的少年ꎬ为
发泄他的恨意ꎬ而造下了屠杀”②ꎮ 而陈青云«残肢令»中的杨志宗ꎬ为报甘露帮灭门之仇ꎬ在七里

坪则“屠杀”了上百人ꎬ作者有如下的描写:
　 　 于是

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屠杀开始了!
只见———
肢体横飞!
血雨飞洒!
腥风四布!
惨嗥声!
掌风激撞声!
金刃破风声!
惨绝人寰的画面ꎬ层层迭出ꎬ触目惊心ꎬ惨不忍睹!
人慢慢地减少!
尸体逐渐地增多!
“残肢令主”浑身浴血ꎬ变成了一个血人ꎬ似乎他的神志已被杀气淹没ꎬ只一味地杀ꎬ疯

狂地屠杀、一掌拍出ꎬ必有两人以上倒下ꎮ
天昏地暗!
星月无光!
这真是武林中前所未见的大杀劫!③

叶洪生谓“鬼派”“无不以武林狂人或屠夫‘血洗’江湖为故事主题”ꎬ“血洗”未必是故事主

题ꎬ武林狂人、屠夫ꎬ则所在皆有ꎬ且犯下屠杀罪孽最多的ꎬ反而不是邪道中人ꎬ而是故事中一开始

就备受冤屈、恨意盈胸的主角ꎮ

五、“鬼派”小说的情节架构

“鬼派”小说的“鬼”ꎬ固然可以直接由其“用字”之喜用与“鬼”容易联系的字眼、刻意营造的

恐怖鬼魅场景ꎬ以及由此场景导生出的恐怖、残酷、血腥气息ꎬ窥出其风格ꎬ但真正的“鬼”ꎬ还是

在“鬼派”的整个情节架构ꎮ
“鬼派”小说除了文字风格阴森鬼魅、血腥惨酷外ꎬ基本上完全仰仗着三个主要的元素展开

布局:隐情、偏激矫怪的人物性格、迅急快速的节奏ꎮ
(一)以“隐情”带动故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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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青云:«铁笛震武林»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２ 章ꎮ
田歌:«魔影琴声»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６ 年ꎬ第 １ 章ꎮ
陈青云:«残肢令»ꎬ台北:新台书店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９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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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隐情”ꎬ是指不为人所知、暗藏的人物关系ꎮ 凡是事件的真相、人物间的关系ꎬ都必然

不是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单纯ꎬ其间不是有惊人的诡谋密计ꎬ就是难以言说的误会或苦衷ꎮ 就

小说创作而言ꎬ“隐情”是制造小说悬疑的最大助力ꎬ通常都会采取“藏之又藏”的方式ꎬ不到最后

关头ꎬ绝不戳破ꎬ而且也绝不轻易让读者一眼就看透ꎮ 如果用心经营ꎬ未必就不能开展出可观的

小说内容ꎮ
“鬼派”小说ꎬ最擅长运用的“隐情”ꎬ集中在主要角色的“身世”之谜及“仇恨”的真相上ꎮ
“身世”之谜是武侠小说制造悬疑相当重要的手法ꎬ许多作家都乐于为之ꎮ 如金庸«侠客行»

中的石破天ꎬ古龙«边城浪子»中的傅红雪ꎬ作家往往借此带出一大段的“隐情”ꎬ在后续的故事中

慢慢加以揭露ꎬ其真相如何成为全书最具震撼性的关窍ꎮ “鬼派”小说充分利用了主角的身世ꎬ
带出扑朔迷离的情节ꎬ在造成悬疑的效果上ꎬ是相当有帮助的ꎮ 但多数优秀的作品ꎬ对此如谜的

身世ꎬ通常不会一开始就点破ꎬ甚至藏之又藏ꎬ直到结局ꎬ才欲破不破地予以揭露ꎬ从而扭转了整

个故事的发展方向ꎮ 但“鬼派”作家则往往在开篇未久ꎬ就直言其有一段不为人所知ꎬ且关涉甚

大的秘密ꎮ 于是ꎬ全书主要的结构布局之一就是如何查探出主角的身世ꎬ但处理手法相对粗糙ꎮ
如田歌«魔影琴声»中的王文青ꎬ出场时原用王世烈的名字ꎬ但开篇未久ꎬ作者就立刻揭露出其师

“鬼琴书生”之所以将之以其父之名命名ꎬ是别有隐情的ꎬ其本名叫王文青ꎻ然后是一连串的追查

动作ꎬ带出王文青一段自己懵然未知ꎬ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ꎬ却又不肯明言的家仇家恨ꎮ 陈青云

«鬼堡»中的韩尚志ꎬ原受师叔“毒龙手”抚养长大ꎬ一直视之如父ꎬ但小说一开篇ꎬ就由“毒龙手”
明言其身世坎坷ꎬ却对此又不肯多说ꎬ其后则是韩尚志逐步追查ꎬ浮现出家破人亡之恨及书中最

神秘的“鬼堡”之谜ꎮ 主角的身世ꎬ必然牵涉到江湖中的大事ꎬ也必然与相当多的人物产生纠葛ꎮ
以主角探查秘密为核心ꎬ许多人物、事件就如众星拱月般环绕着主角而衍生ꎬ这是“鬼派”小说最

常用的手法ꎬ而最终则必然导向主角悲惨身世背后的“血仇”及后续的“复仇”ꎮ
“复仇”在武侠小说中是出现最频繁的模式之一ꎬ不知有多少武侠小说都曾描写过此一主

题ꎬ但除了寻觅仇踪、报仇雪恨之外ꎬ优秀的作品通常会引导读者对“复仇”的意义ꎬ作更进一步

的省思ꎮ 如古龙的«边城浪子»ꎬ透过“真受害者”叶开的宽容与“假受害者”傅红雪的嫉恨ꎬ对
“复仇”的荒谬作了深刻的揭示ꎮ 但“鬼派”小说却从未对此作更深的阐释ꎮ 在他们的小说中ꎬ
“复仇”永远是“天经地义”的ꎬ牙眼相还ꎬ无止无休ꎬ而且可以极尽惨酷报复之能事ꎬ导生了“鬼
派”小说血腥、残酷的风格ꎮ 在“复仇”模式中ꎬ“鬼派”小说也喜择用“隐情”手法ꎬ同时更乐此不

疲ꎮ
在“鬼派”小说中ꎬ一桩桩鲜血淋漓的家仇家恨ꎬ通常绝对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ꎬ其中

必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秘密ꎬ不是已死的未死ꎬ就是凶手背后还有凶手ꎮ 尤其是田歌ꎬ最擅用“案
中有案”的手法ꎬ制造扑朔迷离的效果ꎬ但运用既多且缺乏“探索”的手法ꎬ反而极易令读者看穿ꎮ
以«天下第二人»为例ꎬ书中的骨干情节是主角宋青山的杀父之仇ꎮ 宋青山原以为其父“铁面神

龙”宋文狱与结义兄弟“穿天一剑”黄伦、“五指酒丐”董某ꎬ同遭杀戮ꎬ未料此一牵涉到许多武林

高手及九大门派的惨剧ꎬ真相却是五指酒丐、穿天一剑皆未死ꎬ而遭致仇杀ꎬ却是穿天一剑垂涎宋

文狱之妻“玄天龙女”美色所致ꎻ而玄天龙女红杏出墙ꎬ喜欢上当时名剑客“丑剑客” (甲)ꎬ趁乱

与之私奔ꎻ然而ꎬ此一“丑剑客”(乙)并不是真的“丑剑客”(甲)ꎬ而是穿天一剑化妆的ꎻ但“丑剑

客”(甲)也不是真的“丑剑客”(丙)ꎬ如此扑朔迷离、稀奇古怪的人物关系ꎬ居然在全书不到三分

之一时就完全揭露ꎬ丝毫没有任何探察、索解的过程ꎮ 再如«琴声魔影»中的王文青ꎬ原“不知其

身世”ꎬ由“鬼琴书生”教养成人ꎬ后突然发现其不但有父亲王世烈ꎬ更因“鬼琴书生”与其庶母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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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雯通奸ꎬ故设计杀了其父ꎻ但邵惠雯其实并不爱“鬼琴书生”ꎬ另有一情人雷天仇ꎬ实为借刀杀

人之计ꎬ故“鬼琴书生”临时发觉ꎬ救走了王文青ꎮ 但雷天仇其实对邵惠雯也完全没有真情ꎬ而是

倾心于“欲海娇娃”周丽丽ꎬ但周丽丽也只不过是利用雷天仇而已ꎮ «心灯劫»则是充分以阴谋诡

计为“隐情”铺设的故事ꎬ“情海魔子”之父“血影神君”一直被误认为是好色如命、残忍凶毒的大

恶人ꎬ一生中不知造了多少情孽与杀孽ꎮ “情海魔子”原本身世不明ꎬ得知之后ꎬ自然对这狠心杀

戮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父亲”痛恨不已ꎬ欲杀之而后快ꎬ但最后的“真相”却是原来真正的“血海

神君”早就于 １９ 年前被调包了ꎬ一切的罪孽ꎬ都是“百变书生”造成的ꎬ峰回路转ꎬ前尘若梦ꎬ顿如

虚设ꎮ 相对之下ꎬ陈青云倒是较循常规的ꎬ身世固然隐密ꎬ但仇家却是非常分明的ꎬ至多在“致
仇”的原因上有若干转折ꎮ 如«孤剑泣残红»中ꎬ“天下第一堡”的遗孤吴刚ꎬ因其兄吴雄突然心性

大变ꎬ滥杀无辜ꎬ故导致“武盟”与八大门派联手ꎬ灭了第一堡全堡 ５００ 人ꎮ 吴刚以“索血一剑”为
名ꎬ展开复仇之路ꎬ对象非常鲜明ꎬ杀戮也非常惨烈ꎮ 其中的转折点ꎬ唯在吴雄是因受到药物及武

功的禁制ꎬ方才变得如此ꎬ而其中的罪魁祸首“武盟”ꎬ实际上则是由“七灵”暗中操控ꎬ如此而已ꎮ
故全书并没有太多的离奇变化ꎬ情节集中在如何复仇、如何追查出“七灵”的阴谋诡计ꎬ以及正邪

双方的斗智斗力ꎮ 全书不枝不蔓ꎬ一气贯串ꎬ平心而论ꎬ是略胜田歌几筹的ꎮ
田歌的小说之所以“鬼”ꎬ原因在于其故事情节变化诡谲ꎬ处处离奇ꎬ层出叠见的事件总是令

人错愕地发生ꎬ突如其来的变故(隐情)往往就可铺陈出一大段的故事ꎮ 如此的结构方式ꎬ人物

可以鱼贯而出ꎬ情节可以转折变化ꎬ看似离奇复杂ꎬ其实却非常简单ꎮ 如此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

人物ꎬ完全不必有任何伏线交代ꎬ作者说了就算ꎬ人物和故事如走马灯般出现ꎬ有时就难免偏离全

书架构ꎮ 以«魔影琴声»最后两章的故事为例ꎬ王文青、程英率“神剑门”中人与幽灵老人拼搏ꎬ身
中毒针ꎬ又一次坠入山谷ꎬ然后为一对姐妹花吕燕及吕凤所救ꎮ 又因为看见了吕燕在涧中洗澡ꎬ
故不得不娶她们为妻ꎬ却又因吕家姐妹不欲放他们离开ꎬ于是又生出脱逃之举ꎮ 一逃一追之际ꎬ
最后则是“地狱魔姬”劝服吕氏姐妹随同离去ꎬ方才圆满解决ꎮ “坠谷 /受伤———获救”的模式ꎬ田
歌在此书中已运用多次ꎬ每次都带动新的事件ꎬ但至少人物都还能非常“巧合”地与整体故事相

关(总是为某人的亲友或师门)ꎬ而吕家姐妹完全是平空蹦跳出的人物ꎬ最大的作用在于解除“金
剑门”副门主陈绿的“反心丹”之毒ꎬ终于使“幽灵老人”授首ꎮ 但“逼婚”与“捉放”的情节ꎬ显然

是蛇足ꎬ从中可以看出田歌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ꎬ完全缺乏通盘考虑ꎮ 但也正因如此ꎬ田歌的

小说ꎬ得以将许多不同武侠小说元素“杂烩”在一起ꎬ事件多而热闹ꎬ能够吸引所好不同的读者ꎮ
(二)偏激矫怪的人物性格

“鬼派”小说的“鬼”与人物性格的超乎常情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ꎮ “鬼派”小说的基调就是一

个“恨”字ꎮ 恨意盈胸的人ꎬ往往性格偏激矫怪ꎬ孤傲冷漠ꎬ这几乎是所有“鬼派”小说男主角的共同

特点ꎮ 这些人物ꎬ在作家笔下都被描摹成“直觉式”的人物ꎬ大喜大悲ꎬ大恨大怒ꎬ缺乏理性的思维ꎬ
往往因一时情绪的波动ꎬ就直接付诸荒诞可怪的行动ꎮ 如陈青云«铁笛震武林»中的司徒文ꎬ原为雪

山魔女所救ꎬ在一间茅屋中享受到温馨的待遇ꎬ心中对雪山魔女充满了情意ꎬ但是因为不察ꎬ误饮了

催情的“千年合和露”ꎬ欲火陡生ꎬ就与雪山魔女发生了关系ꎮ 事后ꎬ居然认定这是雪山魔女有意勾

引他的“可耻的阴谋”ꎬ完全不顾念雪山魔女舍身相救之情ꎬ更忽略了雪山魔女本来还是清白的女儿

之身ꎬ立刻翻脸相向ꎬ无情地加以斥骂后ꎬ竟扬长而去ꎮ 其性格之偏激矫怪ꎬ实非常理可以推测ꎮ 这

种人物ꎬ充斥于许多“鬼派”小说之中ꎮ 又如依人«惊魂帖»中的余梦秋ꎬ幼遭家难ꎬ欲投身至清心寺

修习武功ꎬ在跪了四天四夜后ꎬ犹未被接纳ꎬ因此就怀恨在心ꎬ在向“三面人魔”习成武功之后ꎬ第一

时间赶至清心寺ꎬ大开杀戒ꎬ以泄愤懑ꎬ以微末之嫌隙ꎬ而闹成血洗佛门的惨剧ꎮ 此在田歌笔下ꎬ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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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多ꎮ
田歌小说中的人物ꎬ也多半是“直觉”式的人物ꎬ鲜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ꎬ往往只因某一个人

的某一句话ꎬ就直接触发他强烈的波动情绪ꎬ进而作出盲目而非理性的行为ꎮ 如«魔影琴声»中
的王文青ꎬ只因听了“血海浪子”说“地狱魔花”生性淫荡ꎬ且与他有过肌肤之亲ꎬ就深信不疑ꎬ完
全不去查证ꎬ更不去探求其前因后果(就是为了救王文青)ꎬ认定“地狱魔花”是个淫乱无耻的女

人ꎻ在“二母争子”的情节中ꎬ因邵惠雯说她才是他的母亲ꎬ就立刻怀疑生母蔡淑娥以谎言欺骗

他ꎬ也不去思索其中可能的隐情ꎬ更匪夷所思的是ꎬ当面对二母互斗ꎬ而又无法辨识真伪的时候ꎬ
居然以“全杀你们俩”的方式喝止ꎬ且无情而猛烈地攻击生母蔡淑娥ꎬ身为人子ꎬ在未明究底之

下ꎬ岂能有如此荒谬错乱的行为? 此外ꎬ在«吊人树»中ꎬ章菁菁因为单剑南说单仇是玩弄女人的

恶魔ꎬ不分青红皂白ꎬ只看见发了疯的白蓉ꎬ就深信不疑ꎬ欲杀之而后快ꎻ更离谱的是ꎬ«心灯劫»
中的“情海魔子”ꎬ原已认定其父“血影神君”因受“百劫情花”蛊惑ꎬ狠心杀害了包括其母亲在内

的 ３６ 名嫔妃ꎬ故万里追踪ꎬ欲报此仇ꎬ可见了面之后ꎬ却因“血影神君”简单而荒谬的“反控”
———“万圣手”“不但与我母亲有染ꎬ还把东、西二宫宫主ꎬ３６ 名宫女ꎬ全部玩尽”①ꎬ就反脸相向ꎬ
欲杀与其相处了 １８ 年的养父ꎬ完全没去思考这分明就是诬蔑、造谣的手段ꎮ② 大抵上ꎬ“鬼派”小
说中的人物ꎬ无论“智商”或“情商”都相当低ꎮ 田歌在«人间阎王»一书中颇刻意强调主角朱怀

宇的“忠厚”ꎬ这本来是可以脱卸旧有蹊径的尝试ꎬ但却相当失败ꎬ尤其是其中武林人物“智商”之
低ꎬ简直难以想象ꎮ 书中写朱怀宇因误食“万毒阴阳果”及毒潭恶水ꎬ故全身皮肤皆有巨毒ꎬ触之

者死ꎬ故被称为“人间阎王”ꎮ 但尽管他是“毒人”ꎬ却心怀“忠厚”ꎬ实无意杀人害人ꎮ 可是他误

信“三英会”女少主之言ꎬ以解毒为饵ꎬ赴少林、武当、昆仑三派强夺派令ꎬ遂令近百位三派子弟死

于他的手上ꎮ 他既明知任何人一触及或攻击他ꎬ就会遭到毒死的命运ꎬ居然为求一己保命ꎬ遂教

百名无辜丧身ꎬ谓此为“忠厚”ꎬ其谁能信? 且本书情节太不合理ꎬ枉死诸人ꎬ既明知触之者死ꎬ竟
仍如飞蛾扑火般送死ꎬ莫非都是痴傻呆子? 朱怀宇没有武功ꎬ近攻不成ꎬ难道不能用弓箭、暗器、
火药等远攻或埋伏吗? 上述这三种“暗器”ꎬ可皆是“鬼派”小说作家最拿手的惯技ꎮ

不仅如此ꎬ“鬼派”小说中人物处理感情的方式ꎬ也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ꎬ“情商”极低ꎮ 其

中田歌«天下第二人»表现得最为漓淋尽致ꎮ 此书的男主角是身遭母亲背夫弃子、父亲惨被杀害

之痛ꎬ又因未婚妻“移情别恋”(实则没有)ꎬ故心怀愤恨ꎬ誓言“杀尽天下爱上他的女子”ꎻ无独有

偶ꎬ女主角“天仙魔女”则因幼时遭男人强暴ꎬ故痛恨男子ꎬ要“杀尽全天下爱上她的年轻男子”ꎮ
此二人身遭“心灵创伤后遗症”之害ꎬ故偏激矫怪ꎬ未必不能解说得通ꎬ但夸张至专杀“爱上他

(她)的人”ꎬ就实在于理未通ꎮ 而更荒谬的是ꎬ口口声声“此恨绵绵无绝期”的二人ꎬ却一遇到对

方ꎬ就爱得死去活来ꎬ丝毫不见冲突转折ꎮ 此外ꎬ“索魂嫦娥”周兰ꎬ对宋青山一见钟情ꎬ向他示

爱ꎬ宋青山一时未能立即回应ꎬ就立刻反颜相向ꎬ由爱转恨ꎬ甚至明珠暗投ꎬ转嫁了顾柏苍和海王

子ꎬ最后更因此而发疯ꎻ毒龙潭苦女子邵玲ꎬ援助过宋青山ꎬ原本为一可人ꎬ两人相许ꎬ约了后会之

期ꎬ宋青山因故失约未至ꎬ立即转为偏激狠戾、嫉妒善变ꎮ 全书恨意充盈ꎬ翻脸比翻书还快ꎬ全凭

直觉行事ꎬ爱恨交织ꎬ一触即发ꎬ虽不能说就是“变态”ꎬ但肯定也是“病态”ꎮ
不过ꎬ这种“病态”式的人物ꎬ却可以引发出许多因一时冲动而导生的事件ꎬ越是冲动ꎬ越是

能引发出一个接一个的事件ꎬ造成小说中迅急快速的节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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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田歌:«心灯劫»ꎬ台北:新星出版社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７５ 回ꎮ
后来真相揭露ꎬ原来此一“血影神君”是“百面书生”假扮的ꎬ一切的恶事都是他造的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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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迅急快速的节奏

所谓“节奏”(Ｒｈｙｔｈｍ)ꎬ本是音乐的术语ꎬ指在同一时间中ꎬ速度的快慢与音调的高低所组合

成的旋律ꎻ此处则是指在同样的时间中ꎬ因字数或事件的多寡所营造出的不同“步速” (ｓｐａｃｅ)ꎮ
结构主义学者杰聂(Ｇｅ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曾经将作品中的事件延续时间与敷衍时间(叙述时间)的比

率关系ꎬ称为“步速”(ｐａｃｅ)ꎬ事件延续时间的久暂与文章长短(字数、页数)的反比越大ꎬ则“步
速”越快(亦即ꎬ事件时间长ꎬ文章短)ꎮ① “步速”实际上决定了作品情节推展速度的快慢(此处

我以“节奏”名之)ꎮ “鬼派”小说最得力的节奏营造手法是大量的压缩时间ꎮ
“时间”的压缩ꎬ是“鬼派”小说的惯技ꎮ 一般武侠小说中ꎬ高强的武艺往往是借“武林秘籍”

缔造的ꎮ② “鬼派”小说中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武林秘籍”ꎬ简直是俯拾皆是ꎬ不胜枚举ꎮ 仅以

田歌«阴魔传»来说ꎬ«七彩铁券»是«天下第二人»中武林群雄众家争夺之物ꎬ已经够让江湖人士

为之疯狂了ꎻ而续此的«阴魔传»更变本加厉ꎬ居然同时有«阎罗神书» «三魂绝谱» «剑术精录»
«宇宙武学秘籍»«武学归元经»«阴魔经»«华陀神术»等秘籍出土ꎬ出现之频繁ꎬ令人叹为观止ꎬ
且无一不是足以让人物武功“速成”的宝典ꎮ 不过ꎬ在一般武侠小说中ꎬ主角即便是有高明的师

父教导传授ꎬ或是因缘巧获武林秘籍ꎬ都必须借由较长时间的习练ꎬ才能获致ꎮ 为了缩短时限ꎬ则
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增速:一是巧食灵药ꎻ一是转输功力ꎮ 田歌最懂得充分利用灵药和转输的方

式ꎬ迅速增强主角的武功ꎬ往往在几天ꎬ甚至短短的几个时辰中ꎬ即让主角获得一甲子、二甲子ꎬ甚
至三甲子的功力ꎮ 他的每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模式成长的ꎮ 于是ꎬ不断的遭难ꎬ
不断的奇遇ꎬ就成为田歌小说中的主要结构模式之一ꎮ

时间的压缩ꎬ也运用在身体创伤的疗愈上ꎬ田歌小说中有无歇无止的打斗场面ꎬ重要人物也

不断受创ꎬ但也有许多名目不一的灵药ꎬ再严重的伤势ꎬ都可以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复原ꎮ 如

在«阴魔传»中ꎬ宋青山双腿、左手被火药炸断ꎬ奄奄一息ꎬ居然巧得«华陀神术»ꎬ可以在五天内接

续死人的手腿ꎬ完全恢复如常ꎬ较之«蜀山剑侠传»中的绿袍老祖还来得神奇ꎮ
时间的压缩ꎬ有时是借忽略空间的方式处理的ꎮ 在田歌的小说中ꎬ地名几乎都是虚设的ꎬ人

物的行迹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ꎬ天南地北ꎬ一跃即至ꎬ如«心灯劫»中有一段:
　 　 天亮时分ꎬ“情海魔子”已赶到了这名山古剎———少林寺! 跃下了少室峰ꎬ向右侧的禅

院梵宇落去ꎮ③

“情海魔子”本来人在开封ꎬ一夜之间ꎬ就可以赶到登封ꎬ且上了嵩山少室峰ꎬ并一跃而下ꎬ就
到了少林寺ꎬ然后ꎬ第二天又到了终南山ꎮ 此三处的距离数百里ꎬ不知是如何可以如此迅捷即达

的ꎮ 更有甚者ꎬ在«阴魔传»中ꎬ杨世川在湖北的大洪山奉命去河南的伏牛山取“百禽胆”ꎬ为宋青

山重续断肢时ꎬ天仙魔女与王方黛正在激烈拼斗中ꎬ而在去的过程中ꎬ他先救了宋美珍ꎬ将之安顿

好ꎬ然后在伏牛山发现邵玲杀害了纪石生的父母ꎬ赶去相救ꎬ又与阴魔展开一场恶斗ꎬ最后终于取

得灵药ꎬ再赶回大洪山ꎬ带了宋美珍回到原地ꎮ 如此千里迢遥的往返路程ꎬ发生如此多的事故ꎬ而
天仙魔女与王芳黛的拼斗ꎬ居然还在进行中———即便大洪山与伏牛山就在隔壁ꎬ也不可能吧?!
平心而论ꎬ田歌对大陆的山川、城市的运用ꎬ就宛如相邻的摄影棚ꎬ人物可以自由穿梭ꎬ然后展演

出一幕幕的故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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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高辛勇:«形名学与叙事理论»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５８－１６２ 页ꎮ
林保淳:«武林秘籍———武侠小说“情节模式”论之一»ꎬ«纵横今古说武侠»ꎬ台北:五南出版公司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５１－２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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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纠葛ꎬ是田歌武侠小说中的一大症结ꎮ 其小说中ꎬ几乎所有的仇恨背后都有几段不为

人所知的情感恩怨ꎻ言情小说擅用的“多角恋爱”ꎬ被田歌运用得淋漓尽致ꎬ而“爱情”的缘起ꎬ都
是“一见钟情”ꎮ 田歌小说中的男主角ꎬ在情场上得天独厚ꎬ几乎是书中所有的年轻貌美女子都

会对他一见钟情ꎬ生死以之ꎮ «人间阎王»中的朱怀宇ꎬ一开场就有数名女子因对他一见钟情ꎬ而
无辜丧身在其体内的阴毒上ꎬ但犹有多位女子无畏无惧ꎬ飞蛾扑火式地倾心于他ꎮ 男主角之所以

如此具有磁性ꎬ田歌殊少交代ꎬ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合情理ꎮ 又如«心灯劫»中ꎬ淫毒狠辣ꎬ
害死不知多少男子的“摄魂花”ꎬ只因“情海魔子”能抗拒她的色身诱惑ꎬ就突然间爱上他ꎬ宁可背

叛“森罗殿”而丧生ꎮ 爱情来得既迅猛而又多元ꎬ其间难免有冲突ꎬ一有参差ꎬ爱情也去得快速无

比ꎬ立刻转爱为恨ꎬ中间鲜少有转圜余地ꎮ 在«天下第二人»中ꎬ宋青山周旋于天仙魔女、索魂嫦

娥、桂秋香、邱雯、邵玲五个女子之间ꎬ几乎全都是女子对男子一见钟情ꎬ然后就开始“爱”了ꎬ而
一旦男子稍有迟疑或不愿接受ꎬ于是就开始“恨”ꎬ然后就自暴自弃ꎬ转而报复其他男子ꎻ但可能

没过多久ꎬ又重新爱一次ꎬ再重新恨一次ꎬ一幕一幕的波折ꎬ也就在这爱恨之间翻腾而出ꎬ其中完

全没有转变的缓冲ꎬ只看到作者心满意足地以相当多的篇幅畅论肤浅的“男女情爱论”ꎬ当真令

人惊诧ꎮ 瞬息变化的情感ꎬ时间快速的压缩ꎬ自然带动了小说事件的发展ꎬ营造出迅急快速的节

奏ꎬ而在这些事件中ꎬ作者可以自由挥洒ꎬ将武侠小说中的诸多元素融汇其中ꎬ遂造成“鬼派”小
说曲折离奇的整个故事架构ꎮ

相对来说ꎬ陈青云在这方面的表现ꎬ显然较有节制ꎮ 在其小说中ꎬ尽管每位成长中的男主角

都有机缘获取“武林秘籍”ꎬ但总给对方较长时间的习练ꎻ尽管也是恨意充盈ꎬ但不会翻脸翻得如

是之快ꎻ且陈青云毕竟腹笥、阅历均较田歌来得广阔ꎬ对作为武侠小说背景(大陆)的山川史地也

较为稔熟ꎬ故虽云仍有诸多“鬼派”小说所难以避免的风格ꎬ但如果要与田歌相比ꎬ其“鬼”真的还

是要略为逊色ꎮ 因此ꎬ从“鬼派”小说特色之显著来说ꎬ田歌应可“当仁不让”ꎬ稳居第一ꎮ 但是ꎬ
如果从作品的文学水平来说ꎬ田歌恐怕还是只能屈居“天下第二人”ꎮ

六、“鬼派”小说平议

在中文的语汇系统中ꎬ“鬼”字所联结的意象、氛围ꎬ通常是令人不快的ꎮ 这点ꎬ我们从许慎

«说文解字»对“丑”字的解说中可以窥出:“丑ꎬ可恶也ꎬ从鬼ꎬ酉声ꎮ”何以“从鬼”就“可恶”呢?
段玉裁说:“非真鬼也ꎬ以可恶故从鬼ꎮ”换句话说ꎬ因为鬼是可恶的ꎬ所以丑字要从鬼ꎮ 这基本上

规范了中文“鬼”字的语境ꎬ可以视为中国人自汉代以后对“鬼”的一般观念ꎮ “鬼”是幽缈难知

的异类ꎬ“鬼境”自然也超脱了人所共知的普遍性规律ꎮ 因此ꎬ在大量的与鬼相联系的负面词汇

中ꎬ也会偶然出现若干未必纯属令人不快、厌恶的词组ꎬ如“鬼斧神工”“鬼灵精”“鬼点子”“鬼聪

明”等ꎬ而在文学创作上ꎬ反而有“鬼仙”“鬼才”等属称颂的名衔ꎮ
在中国文学史中ꎬ唐代诗人李贺(约公元 ７９１－８１７ 年)ꎬ向来被目为“鬼才”或“鬼仙”ꎬ盖其

诗穿幽入仄、诡怪恍惚ꎬ出神入鬼ꎬ似非人间所有ꎬ故有斯名ꎮ 据近代学者李晓峰用统计学分析ꎬ
李贺之所以被称为“鬼才”ꎬ是与其喜用“鬼”等具有衰老、死亡意象的字词有莫大的关系:

　 　 翻开长吉诗集ꎬ这类意象触目皆是ꎬ到处是老、死、衰等字眼ꎮ 其他像残、断、堕、瘦、古、
鬼、枯、颓、病、败、朽、暮、敝、破、哭、愁、幽、折、荒、血、寒、泣、悲、凄、苦等字眼也随处可见ꎮ①

李贺的诗ꎬ向来与杜甫、李白并称ꎬ评价颇高ꎬ以“鬼”来形容其诗体的幽奥诡仄ꎬ未尝会损及

６４
①李晓峰:«试析李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ꎬ«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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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价ꎮ 在武侠小说中ꎬ台湾的古龙ꎬ亦有“鬼才”之誉ꎬ用以夸许其作品之别出心裁、创作力之

迸射ꎬ与武侠宗师金庸ꎬ一正一奇ꎬ双峰并峙ꎬ始终为人所津津乐道ꎮ 以此而言ꎬ将田歌、陈青云等

作家归类为“鬼派”ꎬ就未必纯为贬义ꎬ而是有意明确地点出其小说的“风格”ꎮ 甚至ꎬ由“鬼派”
二字出发ꎬ也未尝不能如李贺、古龙般ꎬ达到某种程度的艺术高峰或异军突起ꎬ形成与众不同、别
具一格之特色ꎮ 问题在于ꎬ这几位作家的作品ꎬ可以达到怎样高度?

由于“鬼”字在中国人观念中的负面形象ꎬ使得“鬼派”也往往成为“恶滥”作品的代称ꎬ这不

但完全抹煞了“鬼派”在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ꎬ也让诸多喜欢“与鬼为邻”的读者不

惬于怀ꎬ更让被纳入“鬼派”的作家及其后嗣视为一种贬抑与屈辱ꎮ 深究其因ꎬ一方面是因“鬼”
极易引起人们负面的联想ꎬ一方面也因论者从未深入讨论“鬼派”特色所致ꎮ

“鬼派”的特色ꎬ在其鬼魅阴森、残酷血腥的氛围及画面ꎬ足以导生读者恐怖(ｈｏｒｒｏｒ)或恐惧

(ｆｅａｒ)的情绪ꎬ尽管在学理上可将此两种情绪分别归诸于“超自然”与“非超自然”两方面的不同

影响ꎬ但其关键则在是否足以构成“生命的威胁”ꎮ 在中文的语汇中ꎬ最恰当的理解ꎬ应当是“恐
怖”属于外在的情境ꎬ而“恐惧”则属内在的情绪ꎬ通常是因为外在有“恐怖”的情境ꎬ引发观者或

身处当下情境者内在心理的“恐惧”ꎬ而恐惧所伴随的ꎬ则多是属厌恶、恶心、不快等负面情绪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人们会对可能造成生命威胁的无论是“超自然”或“非超自然”力量ꎬ予以回避ꎬ但
观赏文学作品或是电影ꎬ由于所观看的对象是虚构的ꎬ因此ꎬ都不会有威胁到个体生命的危险ꎬ除
非文学作品或画面足以让观者宛如置身其境ꎬ否则不易引发上述所说的负面情绪ꎮ 这就正如听

讲鬼故事一样ꎬ在白天和深夜、光亮的厅堂和漆黑的坟场讲述ꎬ同样的故事ꎬ显然就会产生不同的

感受ꎮ 因此ꎬ恐怖的作品ꎬ必得有浓厚的阴森鬼魅气息ꎬ方才足以让观者身历其境ꎮ 在这点上ꎬ
“鬼派”作家基本上做到了ꎬ而“鬼派”小说的读者也正可以从此虚拟的恐怖情境中获得阅读的快

感ꎮ
此一快感的来源ꎬ在于人类本身的情绪ꎬ虽有如 Ｅｋｍａｎ 所细分的快乐(ｈａｐｐｙ)、惊讶(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恐惧(ｆｅａｒ)、悲伤(ｓａｄｎｅｓｓ)、生气(ａｎｇｅｒ)、恶心(ｄｉｓｇｕｓｔ)等六种“基本情绪”(ｂａｓｉｃ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但这六

种情绪其实并不是孤立的ꎬ而是具有“共生”特质的ꎮ 研究者发现ꎬ在观看恐怖电影时ꎬ“不是只有产

生负面情绪ꎬ而是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情绪ꎬ因此在观看完恐怖电影后会进一步引发享乐感”ꎮ 也

就是说ꎬ尽管电影非常恐怖ꎬ观众却是一面观看ꎬ体验到恐惧的负面情绪ꎬ另一方面也由此恐惧ꎬ产
生一种兴奋的快感ꎬ尤其是“场景符合的情境ꎬ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皆显着较高ꎬ导致情绪共生的程

度也高”①ꎬ越是恐怖逼真的电影ꎬ所能享受到的快感也越强烈ꎮ 这一点ꎬ我们可以从 １９８０ 年美国推

出的低成本恐怖片«十三号星期五»(Ｆｒｉｄａｙ ｔｈｅ １３ｔｈ)普遍受到欢迎中理解到ꎮ 一般民众对恐怖片

的刺激之满足ꎬ还是相当强烈的ꎮ 实际上ꎬ«十三号星期五»的故事结构相当简单:尸沉水晶湖底的

“面具杀人魔杰森”②复活ꎬ对来水晶湖游玩的旅客ꎬ展开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杀戮ꎮ 片中运用了十足

惊悚的手法ꎬ去展现杰森如何在各种诡异、阴森的氛围中ꎬ以各种可怕的手段ꎬ让游客一一死于非

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电影中的死者ꎬ大多都喜欢用青春亮丽、活泼奔放的年轻人充当ꎬ这无疑更可以

激起人们内心中的“嗜血欲望”ꎮ 此片发行至今已近 ４０ 年ꎬ共有 １１ 部系列作品ꎬ更衍生许多小说、
漫画及游戏ꎬ影响之大ꎬ是耐人寻味的ꎮ

台湾的“鬼派”小说实际上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予以评价的ꎮ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年的十年之间ꎬ

７４

①
②

林姿君:«以情绪共生检视恐怖电影的享乐感»ꎬ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传播研究所ꎬ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４ 年ꎮ
作者按:实际上ꎬ１９８０ 年的«十三号星期五»ꎬ杀人的是杰森的母亲ꎬ杰森在第二集才开始出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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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派”小学拥有相当多的读者ꎬ专门出版“鬼派”小说的“清华―新台”书店ꎬ也成为武侠小说的

“八大书系”之一ꎮ １９６０ 年代ꎬ台湾武侠漫画风行一时ꎬ“鬼派”武侠作品ꎬ纷纷为漫画家改编成

漫画出版ꎮ 田歌、陈青云的小说ꎬ被大量改编(未曾授权)ꎬ田歌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被改编过ꎬ
单是洪义男一人ꎬ就画了«天下第二人» «天地牌» «阴魔传» «人间阎王» «车马炮»五部ꎮ １９６６
年ꎬ台湾地区出台了«编印连环图画辅导办法»ꎬ尽管严审严查ꎬ但在 １９７０ 年之前ꎬ犹有 ４０００ 多部

送审ꎬ但 １９７０ 后仅剩 ２００ 多部送审ꎬ此一被洪德麟目为“焚书坑儒”的“漫画大劫”①ꎬ对“鬼派”
作家而言ꎬ无疑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ꎮ② 如果没有“编译馆”的严格审查制度扼杀了台湾武侠漫

画的发展ꎬ或许“鬼派”小说的影响力还远不止于此ꎮ

洪义男«天地牌»、蔡志忠«魔船»、泪秋«剑冢痴魂»封面

当然ꎬ从读者需求的层面来说ꎬ“鬼派”小说可以投某些“闻诡而惊心”的读者之所好ꎬ正所谓

“天地间亦不可少此一等笔墨”ꎮ 它的存在ꎬ本身就是一种价值ꎬ更何况台湾地区的武侠盛况ꎬ是
集众力而完成的ꎬ“鬼派”的贡献ꎬ无论如何不能不予正视ꎮ

不过ꎬ平心而论ꎬ从文学的角度而言ꎬ“鬼派”小说的确有许多不足之处ꎬ虽说极力以渲染氛

围的方式ꎬ凸显出鬼魅阴森的恐怖ꎬ但由于“鬼派”小说无疑是摹写“非超自然力”的恐怖ꎬ欲使其

所营造的情境能导引读者进入宛然若真的场景中ꎬ则自然不得不于“人性”中合于常情常理的情

节上更加用心ꎬ以求其逼真ꎮ 可惜的是ꎬ“鬼派”作家一味以脱却常理方式经营ꎬ反而削弱了其可

能应有的力道ꎮ
中国文学向来有“写鬼”的小说传统ꎬ从魏晋六朝以来ꎬ以鬼魅取胜的恐怖鬼故事ꎬ不胜枚

举ꎬ而如«聊斋志异»更是其中备受称道的巨著ꎮ 即以武侠小说而论ꎬ古龙«血鹦鹉»的鬼魅阴森ꎬ
亦能让读者从惊悚中体会到步步惊心的阅读快感ꎮ 若如此ꎬ同样以恐怖为特色的“鬼派”小说ꎬ
也未必不能以此大放异彩ꎮ 陈青云已矣ꎬ田歌老矣ꎬ就看当代的年轻写手ꎬ如何继承、发挥了ꎮ

８４

①
②

洪德麟:«台湾漫画 ４０ 年初探»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１２５ 页ꎮ
尽管当初漫画家改编武侠漫画并未经得作者授权ꎬ故作者实际上并未能因改编漫画而有实质进帐ꎬ但读者阅读漫画之

后ꎬ常会去翻阅原书ꎬ小说与漫画的“共生现象”是非常明显的ꎬ故严审严查的漫画审查制度ꎬ无疑重挫了“鬼派”武侠的创作ꎬ
１９７０ 年之后“鬼派”小说亦逐渐步入窘境ꎮ



林保淳:“鬼派”小说平议

　 　 附录:
“鬼派”武侠作品知见书目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册数 出版年月 备注

田歌 阴阳剑 南祺 １４ １９６１ / ４ 笔名“晨钟”ꎬ当为作者第一部作品ꎬ据自述ꎬ完稿于 ９ 月ꎮ
怒剑红颜 革心 ９ １９６１ / １０ 笔名“晨钟”ꎮ 据«田歌官网»ꎬ此为首部作品ꎬ但出版时间晚于上书ꎮ

剑海飘花梦 南琪 １６ １９６２ 笔名“晨钟”ꎮ
血龙传 南琪 ２５ １９６２ 笔名“晨钟”ꎮ

魔窟情锁 南琪 ２４ １９６３ 笔名“晨钟”ꎮ
天下第二人 新台 ２７ １９６２

阴魔传 新台 １９ １９６２ “天下第二人”续集ꎮ
人间阎王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３ / ３
血河魔灯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３ / １０

武林末日记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３ / １０
车马炮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４
黑书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４ / ３

南北门 新星 ２０ １９６５ / １
鬼歌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５ / ３
魔船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５ / ９

天地牌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５ / １１
心灯劫 新星 ２０ １９６５ / １１

鬼宫十三日 新星 ２０ １９６６
血路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６ / １

水晶球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６ / １
魔影琴声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６ / １
血屋记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６ / ６

断天烈火剑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７ / １
吊人树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８ / １

天下第一剑 先锋 ２０ １９７０ / １
陈青云 血魔劫 新台 ２４ １９６３

残肢令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３
音容劫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３ / １０

血剑魔花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４
鬼堡 新星 ２６ １９６４ / ７

丑剑客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４ / ７
死城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５ / ８

剑冢痴魂 新星 ２２ １９６６
毒手佛心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６ / １

孤剑泣残红 新星 ２４ １９６７ / ６
残人传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８ / ５

剑影侠魂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８ / １１
黑儒传 四维 ３０ １９６９ / １０
血榜 新台 ２４ １９６９ / １１

血剑留痕 四维 ３０ １９７０ / ６
石剑春秋 武侠春秋 １９７０ / ８－１０ 期

索血令 四维 ２４ １９７１ / ２
残虹零蜨记 四维 ３２ １９７１ / １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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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册数 出版年月 备注

复仇者 四维 ３０ １９７２ / ６
怒剑飞魔 四维 ２５ １９７３ / ２

孤星零雁记 四维 ２５ １９７２ / １２
孤剑吟 四维 ３６ １９７４ / ９

劫火鸳鸯 四维 ２８ １９７４ / １２
残中之忏情记 四维 ３２ １９７５ / ４
血帖亡魂记 新星 ２２ １９７７ / ３
铁笛震武林 新台 ２０ １９７９ 未见较早版本

狂龙傲凤 武侠春秋 １９７９
罗刹门 武侠春秋 １９８０

陈文清 无极狂魔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３ / ８
万劫魔宫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４ / １
血盟令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４ / ７

魔血侠心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４ / １２
骷髅血旗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５ / ３
阴阳界 先锋 ２０ １９６５ / １０ 一题陈中平著

九重天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６ / ８ 一题若明著

铁血飞虹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６ / １１
金蛇令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７ / １

碎玉青锋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７ / ７ 一题曹若冰著

神枭鬼侠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８ / ９
剑王鞭后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９ / ２

青灯红泪孤剑寒 新台 ２０ 一题若明著

若明 盲侠醉客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４ / １ 一题陈文清著

血谷幽魂 新星 ２０ １９６４ / ９
人中龙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４ / １２
金魔镜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５ / ４

钟鼓雷鸣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５ / ９
地狱客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８ / ５
火龙谷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８ / ７ 一题陈文清著

追魂宝剑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９ / ３
青灯红泪孤剑寒 新星 ２０ １９７９ / ７ 一题陈文清著

神灯崖 １６
金鼎 血劫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２ 一题田歌故事ꎬ金鼎著

魔剑 华源 ２０ １９６２ / ６
阎罗宴 南琪 １４ １９６３ / ３

碎玉夺魂 南琪 １３ １９６６ / ２
雌雄榜 南琪 １２

孤独生 千面阎罗 四维 １６ １９６２ / １２
血光魔影 新星 １８ １９６３ / ７
血海残魂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４ / ８

血神 新星 ２２ １９７７ / ６
依人 五步追魂 南琪 ２２ １９６３ / ９

惊魂帖 南琪 ２２ １９７７
孔七刀 南琪

江南柳 血雨腥风 新台 １２ １９６１ / １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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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册数 出版年月 备注

凤笛龙符 新星 １８ １９６３
五龙旗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４ / ３
天魔剑 新星 １８ １９６４ / ２
铁人 新台 １４ １９６７ / ７

狂侠传 新台 １９６７ / ８
金骷髅 新台 ２０ １９７７ / ２

晓风 屠龙惊凤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３ / １
魔影香车 新台 ２２ １９６３ / ８
黑谷神魔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４ / ３
牛鬼蛇神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５ / ７
银河古鼎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５ / １０
草莽龙蛇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５ / １１
雨横风狂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６ / ８
黑名单 新台 １６ １９６７ / ６

挑灯看剑录 新星 ２１ １９７７ / １２
古堡蛟龙 新星 １８ １９７９ / ６
大漠惊魂 新台 １８ １９７９ / ６

陈中平 独剑荡江湖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４ / １２
碎心剑 新台 １８ １９６４ / １２

金剑飞龙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５ / ９
阴阳界 新台 ２０ １９６５ / １０

天星神剑 新台 ２４ １９７７ / ３
幻龙 傲视江湖 华源 １６ １９６２ / １２

闪电惊魂 华源 ２６ １９６３ / ４
孤天星月 南琪 １８ １９６３ / ９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完稿

煞星末日 南琪 ２４ １９６３ / １１
飞虹铁衣 南琪 １６ １９６４ / ４
杀人指 新生 １４ １９６４ / １１

落日屠龙 新生 ２６ １９６５ / ３
金蛇梭 新生 １８ １９６６ / ２
虬龙传 新生 ２０ １９６６ / ８

狼剑邪铃 先锋 ２２ １９６９ / ６
苍穹血影 南琪 ２１ １９６９ / ７
残缺书生 新生 ２６ １９７１ / ５
冷虹剑 南琪 １６ １９７７ / １２

伏魔飞龙 新生 ２０ １９７９ / １２
玉狸长虹

摘星剑客

九阴血魔

九幽夺魂剑

落日屠龙续

无字天书

神行无影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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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ｗｏｒｄｓꎬ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ｉｔｈｅｒ ｇｈｏ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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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ｏ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 ｓｔｙｌ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ｈｏｓｔ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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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 ｎｏｖｅｌｓꎻ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ｈｏｓｔｓ”ꎻ Ｚｈｕｇｅ Ｑｉｎｇｙｕｎꎻ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ｎ

责任编辑:李宗刚

２５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３ 卷 第 ３ 期 (总第 ２７８ 期)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８)

论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范式与主题
∗①

李　 辉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在西方的消费社会阶段ꎬ文化消费日趋繁荣ꎮ 西方学术界对于文化消费理论的研究有四种成熟的

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将文化消费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ꎬ消费异化让人失去了批判和反

省的能力ꎻ社会学研究者将文化消费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ꎬ探讨影响文化消费的复杂外在与内在因素ꎬ以及文

化消费与社会阶层的区分ꎻ经济学家的文化消费理论着眼于研究文化经济与文化消费运行的内在规律以及运行

机制等问题ꎻ生态学研究者则注重研究文化消费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营造生态文明和建设新

型社会的促进作用ꎮ 要对文化消费进行深入的探索ꎬ我们必须整合多学科的、跨学科的研究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形

成相对完整的文化消费研究体系ꎮ
关键词:　 文化消费ꎻ消费社会ꎻ消费异化ꎻ西方文化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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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１５ＢＺＷ０１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李辉:«幻象的饕餮盛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３ 页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人类社会进入了鲍德里亚所称的“消费社会”时期ꎮ 在消费社会ꎬ生
产力水平快速提高ꎬ物质生产极大繁荣ꎬ文化消费得以迅猛增长ꎮ 社会的重心由生产转向了消

费ꎮ 广泛深入地研究文化消费ꎬ把握文化消费的特点、规律以及运作机理ꎬ已经是迫在眉睫的

事情ꎮ
文化消费是以符号性、精神性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消费ꎬ是相对于物质消费而言的ꎮ 当然ꎬ人

类在进行物质消费时ꎬ也体现出一定的认知、价值、情感等精神活动和价值意义的编码、传递和解

读的过程ꎮ 因而ꎬ在物质消费中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现象ꎬ这就是消费文化ꎮ 而消费主义则出现

在后工业社会(也有人称之为消费社会)ꎬ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崇尚消费至上ꎬ偏爱时尚和奢侈

品ꎬ注重品牌ꎬ以消费作为生活终极目标的一种生活方式ꎮ 文化消费、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既有

相互联系的一面ꎬ也有一定的区别ꎮ②

由于西方较早地进入到了消费社会ꎬ他们早已将文化消费作为研究的热点予以关注ꎮ 西方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学者分别从自己所擅长的角度、方法入手对文化消

费问题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ꎬ从而形成了四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

看ꎬ文化消费充当了社会情绪的减压阀门ꎬ是社会凝聚的胶合剂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ꎬ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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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自我彰显的有效途径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ꎬ文化消费是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业率、
促进社会创新的新动力ꎻ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ꎬ文化消费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营
造生态文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建设新型社会的新路径之一ꎮ

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统地梳理这四种不同的文化消费研究范式ꎬ寻找其研究的语境、关注的问

题、使用的范畴和方法ꎬ并以代表性人物为例ꎬ对西方学术界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把握ꎬ
以期待为中国的文化消费健康发展寻找足够的动力ꎬ为中国居民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提供有

益的借鉴ꎬ并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持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

从文化消费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ꎬ对文化消费进行系统探索的是 ２０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随后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

学派ꎮ
德国法西斯对于宣传机器的熟稔运用ꎬ美国商业逻辑对于大众文化的侵蚀ꎬ以及理论上继承

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ꎬ构成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产生的语境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

识形态和异化理论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ꎮ 首先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巧

妙地借用了青年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形态的看法ꎬ并融合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观念ꎮ 青

年马克思认为ꎬ意识形态是否定性的ꎬ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编织出的一种虚假意

识ꎮ 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续深化ꎮ 葛兰西所说的意识形态

成了中性的名词ꎬ不再具有否定性的含义ꎮ 葛兰西认为ꎬ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是长期的ꎬ激烈的ꎬ是
革命斗争胜利的关键所在ꎮ 其次ꎬ异化和物化理论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扩展到文化消费的领域

之中ꎮ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ꎬ异化劳动是造成人的本性被扭曲的关键ꎮ 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

和私有制ꎬ人的劳动对象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对象ꎬ而是变成了控制人的异己力量ꎮ 马克

思对异化的理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出发ꎬ从劳动的基本形态和资本社会的发展演变来

讨论的”①ꎬ因而仅把异化限制在生产领域ꎮ 卢卡奇则认为ꎬ物化是广泛存在的ꎬ是现代社会人的

普通命运和生活状态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立场和方法ꎬ重点关注在消费社会的条

件下ꎬ资本主义是如何让异化超越生产领域ꎬ进入消费领域ꎬ借助于文化消费来施展权力ꎬ控制文

化消费者ꎬ让消费者异化ꎬ变成了被动的、单向度的人ꎮ 他们使用的范畴是文化工业、异化消费、
意识形态、单向度的社会、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ꎬ等等ꎮ

其中ꎬ阿多诺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②的概念ꎮ 后

来ꎬ阿多诺又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详尽地阐释了“文化工业”命名的来龙去脉ꎮ③ 阿多诺认

为ꎬ社会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被引入到文化的生产领域ꎬ艺术品以虚假的个性化形式掩盖着其

标准化和类型化的实质ꎮ 商品的逻辑支配着文化的逻辑ꎬ文化艺术品被祛魅ꎬ变成了文化商品ꎮ
意识形态被融合进文化工业ꎬ使得文化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巩固其统治的新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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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明确地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ꎮ① 马尔库塞宣称ꎬ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全新的社

会时期———消费社会ꎮ 在消费社会ꎬ技术进步导致了整个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ꎬ生活水平都有了

极大的提高ꎮ 在消费社会所构筑的温柔之乡里ꎬ消费选择的自由并没有减轻人们受奴役的程度ꎮ
科学技术融入到文化商品中ꎬ成为控制整个社会的新手段ꎮ 文化消费中的幸福是安抚心灵创伤

的幻象ꎮ 文化消费以貌似机会平等的方式掩盖着实质性的社会差异ꎮ 文化消费产生了极为严重

的社会后果ꎮ 消费社会失去了多维性ꎬ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ꎮ 消费社会中的人ꎬ真实需求被遮

蔽ꎬ虚假需求被激发ꎬ文化消费者失去了反思和反抗的能力ꎬ成为单向度的人ꎮ
弗洛姆则提出了“异化消费”的说法ꎮ 在弗洛姆看来ꎬ“我们创造的产品比过去越发地联合

在一起ꎬ形成一种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客观力量ꎬ这种力量为我们所无法控制ꎬ它打破了我们的期

望ꎬ摧毁了我们的设想ꎬ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②ꎮ 人类创造了商品的世界ꎬ但没有成为

商品世界的掌控者ꎬ反而匍匐在商品世界的魔掌中ꎮ 本来是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商品ꎬ已经变为

衡量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高低的计量器ꎮ 有的艺术家为了获得不菲的收入ꎬ甚至不惜出卖自己

的人格ꎮ 在消费社会ꎬ赤裸裸的商品交易关系导致了人情淡薄和冷漠ꎮ 无休止的消费追求和商

品的无尽头升级换代ꎬ浪费了大量的资源ꎬ产生了严重的污染ꎮ 在异化的消费中ꎬ人没有得到幸

福和满足ꎬ而是显得日益孤独ꎮ 消费成为人新的无形枷锁ꎮ
本雅明看到了机械技术所导致的艺术灵韵的消失ꎮ 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区

分了艺术品和复制品ꎮ 在本雅明看来ꎬ艺术品具有独特性和即时即地性ꎬ产生了膜拜价值ꎮ 欣赏

者以敬畏的心情去欣赏艺术品ꎮ 而机械复制品导致了灵韵的丧失ꎬ“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

撬出来ꎬ摧毁它的光韵ꎬ是这种感知的标志所在ꎮ 它那‘视万物皆同’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ꎬ
以至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相同物”③ꎮ 艺术品只剩下展览价值ꎮ 本雅

明恋恋不舍地哀叹艺术灵韵的消失ꎬ又希望复制技术能成为艺术发展的新动力ꎮ
法兰克福学派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ꎬ对资本主义社会猛烈开火ꎮ 他们是强烈的人本

主义者ꎬ看到了异化已经扩散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ꎬ因而力图为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解放寻找

新的途径ꎮ 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ꎬ 与文化

消费有机融为一体ꎬ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ꎮ 文化消费者失去了清醒的意识ꎬ沉迷于其中ꎬ难以自

拔ꎮ 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可贵之处ꎮ 然而ꎬ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具有浓重的精英主义倾向ꎻ过分

突出意识形态的强大ꎬ低估了文化消费者的抵抗ꎻ他们总是把文化消费者当作是原子化的个体ꎬ
而忽视他们的主动性ꎻ他们把文化文本当作是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产品ꎬ而忽视了文本的复杂性ꎻ
他们所提出的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也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ꎮ

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有力地纠正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消费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英国经济全面复苏ꎬ社会进入繁荣期ꎬ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ꎬ工人阶级

的文化教育程度得到大幅提高ꎬ美国文化大肆入侵英国ꎬ政治上新左派运动崛起ꎬ这构成了伯明

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宏观环境ꎮ 他们在广泛吸收和借鉴阿诺德精英主义、利维斯精英主义、阿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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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ꎬ任立编译:«工业社会和新左派»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１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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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①的基础上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研究思想ꎮ 与法兰克

福学派相似ꎬ他们也将关注点放在了文化消费中的权力问题上ꎮ 但他们运用民族志的方法ꎬ更加

关注文化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权力抵抗ꎮ 理查德霍加特研究了工人阶级受到的美国通俗文

化侵蚀以及可能存在的自主选择、产生抵抗的力量ꎻ斯图亚特霍尔运用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了英

国青少年文化消费者中的亚文化现象ꎬ以及文化消费者在对待电视节目时存在的偏好阅读、协商

阅读和对立阅读等三种方式ꎻ菲斯克更进一步ꎬ将观众视为自主创造能力的生产性观众ꎬ将电视

剧视为具有开放式的生产性文本ꎬ将通俗文化视为文化消费者进行抵抗高雅文化和商业文化的

符号游击战ꎮ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消费理论突出了微观领域中的文化消费者的主动性和力量ꎬ强调了消费

中的权力反抗ꎬ但在某种程度上ꎬ他们放弃了应有的批判性ꎬ导致了对文化消费中的抵抗过度

乐观ꎮ

二、社会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

文化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在西方崛起ꎬ这与消费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ꎬ文
化消费需求日益旺盛ꎬ文化消费在人类生活中地位日益提高ꎬ人们需要消费社会学来引导消费者

进行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ꎬ也与社会学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文化消费的社会学研究将变化的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ꎬ将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过程和消

费行为规律作为研究对象ꎬ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收集资料ꎬ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ꎬ重点研

究影响文化消费者的外在环境因素ꎻ研究文化消费的内在运行机制ꎬ也就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购买决策、消费习惯、消费技能以及购后行为ꎻ研究文化消费者家庭的决策、生命周期、家庭结构

变化与消费行为的关系ꎻ研究文化消费的参考群体ꎻ研究消费者的社会阶层、性别问题ꎻ研究文化

消费的权益等ꎮ 社会学的研究更加注意到了文化消费者的复杂性ꎬ而非原子化的、被动的大众ꎮ
他们认为ꎬ审美水平、教育程度、性别差异、收入差距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行

为ꎬ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大众媒介、参考群体等均会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ꎮ 社会学

中的代表性人物对于文化消费与社会阶层的区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ꎮ 消费社会、炫耀式消费、
符号消费、趣味、习性、文化资本、区分和时尚成为社会学家分析文化消费时经常使用的范畴ꎮ

在古典社会学中ꎬ对文化消费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凡勃伦与西美尔ꎮ 凡勃伦在其名著«有闲

阶级论»中提出:“财富本身已经内在地具有荣誉性ꎬ而且能给予它的保有者以荣誉ꎮ”②有闲阶级

并非是藏富不外露ꎬ而是通过休闲、代理消费、炫耀式消费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财富ꎬ体现自己的

社会分层ꎮ 休闲并非无所事事ꎬ而是通过忙于非实用性的活动展示自己的闲情逸致ꎮ 在有闲阶

级那里ꎬ礼仪的熟稔与否、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多寡、财富支付的丰盈程度ꎬ莫名地与个人的社会荣

耀联系在一起ꎮ 炫耀式的消费需要对所消费物品明察秋毫ꎬ能辨别、体味其中的微妙差别ꎮ 而这

种对物的感受和体味是需要以雄厚的财力、优雅的趣味、坚韧的毅力为基础的ꎮ 有闲阶级不但凭

自己消费来实现这种财富的炫耀ꎬ而且还借助于亲朋好友的代理性消费和代理性休闲来实现自

己的目的ꎮ 夸富宴、厚礼馈赠、资助子弟从事古典学术研究等都是实现代理消费的有效途径ꎮ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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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理论ꎬ有时也译为“文化霸权”理论ꎮ 在中文语境下ꎬ两者含义侧重点有所不

同ꎮ “文化领导权”一般适用于某个国家或民族内ꎬ词义为中性ꎮ “文化霸权”一般适用于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与民族之间ꎬ词义

为贬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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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伦认为ꎬ社会地位流动的竞争是促成炫耀式消费存在的外在客观原因ꎬ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归

属感是其内在原因ꎮ 炫耀式消费所达到的程度ꎬ成为社会阶级归属的重要标志ꎮ
西美尔是时尚研究的开山鼻祖ꎬ他分析了时尚产生的社会机制ꎮ 其«时尚的哲学»和«时尚

心理的社会学研究»便仔细分析了时尚的社会运作机制与表现特征ꎮ 西美尔认为ꎬ时尚的产生

与社会地位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他在«时尚的哲学»中提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ꎬ它满

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ꎻ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ꎬ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

普遍性规则ꎮ 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ꎮ”①人是社会性的ꎬ既追求群体

性ꎬ又细化个性化ꎮ 正是这种矛盾的社会心态导致了时尚的流行ꎮ 个性化造成了时尚的差异化ꎬ
而心理的认同又造成了人们争相模仿ꎬ造成了时尚的趋同ꎮ

西美尔认为ꎬ时尚传播的方式是单向度的上行下效ꎮ 从传播的速度上来说ꎬ社会越是激荡变

化ꎬ传播时尚的群体越是渴望流动到上一个社会阶层ꎬ对于外在的文化刺激越是敏感ꎬ时尚就越

是容易变化ꎮ 从社会心态上来说ꎬ羡慕和嫉妒是时尚发生的心理机制ꎮ 时尚的前卫者希望得到

别人羡慕的目光、啧啧的称赞ꎬ以表现出自己对于时尚的掌舵能力ꎬ体现出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ꎮ
而那些追随者以羡慕和嫉妒的心态去刻意模仿ꎬ试图获得同样的羡慕和嫉妒ꎮ 从社会补偿机制

上来说ꎬ时尚还是那些无法真正改变自己地位和命运的社会阶层的一种想象式的社会补偿ꎮ 他

们以时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性ꎬ完成自我表达ꎬ弥补别的领域中无法完成的遗憾ꎮ 时尚以社

会面具的方式ꎬ以外在的一致掩盖着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孤独ꎮ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ꎬ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同新教所提倡

的勤奋、节欲、庄重自制、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等伦理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ꎮ 马克斯韦伯说: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ꎻ它约束着消费ꎬ尤其是奢侈品的消

费ꎮ 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ꎮ 它不仅使获利

冲动合法化ꎬ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ꎮ”②在新教伦理中ꎬ工作被当作是一种美德ꎬ是在展

示上帝的恩惠ꎬ是对预定罪恶完成救赎ꎬ回报上帝ꎬ进入天堂的手段和途径ꎮ 人们应该对能获得

工作而对上帝存感恩之心ꎮ 新教奉行节欲主义生活方式ꎬ懒惰、挥霍、浪费、享乐等与消费有关的

活动ꎬ是诱惑灵魂堕落的因子ꎬ是一种罪恶ꎮ 人作为上帝的子民ꎬ应该时刻压制自己的欲望ꎬ压制

消费的冲动ꎬ努力工作ꎮ 新教为个人的辛勤工作寻找到了终极目的ꎬ为节欲和减少消费提供了文

化上的动因ꎮ
鲍德里亚是消费社会研究的集大成者ꎮ 鲍德里亚提出ꎬ消费社会中的区分是通过符号化的

区分来完成的ꎮ 他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物体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释了

“消费社会”ꎮ 他提出ꎬ在消费社会中ꎬ奉行勤俭节约的新教伦理被彻底抛弃ꎮ 经济增长被视为

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ꎮ 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理念ꎬ与商品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异化的消费制造了迷人的幻象ꎬ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以及生活中的幸福全部指向了商品ꎮ
消费社会的出现不仅让消费者身处琳琅满目的商品海洋之中ꎬ而且让消费者生活在商品所形成

的符号世界里ꎮ “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

他们ꎻ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ꎬ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ꎮ”③在创新的蛊惑之下ꎬ符号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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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以系列化的方式出现ꎬ不断自我演化ꎬ形成了自我演进的符号体系ꎬ构成了一个无边的牢

笼ꎬ消费者无限接近商品所形成的理想模范ꎬ却永远得不到其真谛ꎮ
布尔迪厄将现代的文化消费视为社会差异化的产物ꎮ 他系统地提出“习性”“场域”“资本”

和“区分”理论ꎮ 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艺术的法则»等著作中ꎬ布尔迪厄对社会等级差

异所造成的文化消费审美趣味差异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ꎮ 他认为ꎬ习性是外在的社会条件强

制与内在的可能性相互结合ꎬ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相对稳定的性情体系ꎬ在无意识层面影响着消

费者的行动ꎮ 布尔迪厄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ꎬ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

本ꎮ 在他看来ꎬ拥有资本数量的多寡决定着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ꎬ决定着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高

下和权力的大小ꎮ 文化资本的形成表面上是自然的天赋ꎬ实际上受制于社会教育水平以及家庭

出身ꎮ “没什么比某种配置、某种才能ꎬ以及更罕见地ꎬ某种能力ꎬ能更严格地区分不同的阶级

了ꎬ这种配置是合法消费合法作品客观地要求的ꎬ这种才能是对某些对象采取一种特有的美学观

点的才能ꎬ这些对象已经被审美地构造了ꎮ”①政治、经济等力量以及社会的文化规则塑造了文化

消费者的习性ꎬ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趣味ꎬ造成了文化消费者的区隔感ꎮ 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消费者

所具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数量是不一样的ꎬ这三种资本之间可以进行转化ꎬ文
化消费并非是被动的ꎬ他们在社会这个斗争的场域进行文化支配权的争夺ꎮ 不同的行动者在场

域中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关系是不一样的ꎮ 不同的场域有自己相对自主的、不同的规则和体系ꎮ
行动者在这些规则的制约下ꎬ尽可能去谋求更多的资本数量以及相应的支配权力ꎮ

社会学者的文化消费研究将文化消费置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ꎬ具有广阔的研究视域和一

定的理论深度ꎮ 他们特别重视社会阶层差异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ꎬ阐述了文化消费与不

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时尚的形成和流行、符号体系的演进和控制、审美趣味的区分和斗争之

间的关系ꎬ极大地推进了文化消费的研究ꎮ 社会学者们既没有将文化消费者视为缺乏反思和主

动性的单向度人ꎬ也没有过于强调文化消费者的能动性ꎬ忽视社会运行对于其心理和行为的制约

和影响ꎬ而是将文化消费者视为具有一定自主性行动的人ꎮ 这是其可贵之处ꎮ 然而ꎬ社会学者的

文化消费研究过于看重影响文化消费的外在条件ꎬ忽视了文化消费的内在过程以及相对独立自

主的规律ꎮ 尽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比ꎬ社会学者们的文化消费机制分析更为细致ꎬ但
是ꎬ无论是凡勃伦、西美尔ꎬ还是布尔迪厄ꎬ其思想中总有社会阶层决定论的宿命色彩ꎮ

三、经济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

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派对文化消费进行的火热研究ꎬ经济学派对于文化消费的

研究相对冷清一些ꎮ 原因如下:首先ꎬ在人类漫长的经济活动中ꎬ文化消费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ꎬ
故难以入经济学家的法眼ꎻ其次ꎬ即使在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 ２０ 世纪ꎬ由于经济活动更加复杂ꎬ
经济问题层出不穷ꎬ经济学家也更加关注自由市场与国家的关系ꎬ思考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刺激

经济、防止通货膨胀等重大问题ꎮ 所以ꎬ相对而言ꎬ经济学界关于文化消费研究的系统成果很少ꎮ
但是ꎬ即使如此ꎬ经济学家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ꎮ

经济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着眼于研究文化经济与文化消费运行的内在规律以及运行机制等问

题ꎮ 他们将文化消费者视为理性的人ꎬ宏观上着重讨论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ꎬ文化产业与

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演进的关系ꎬ文化消费的一般性与特殊性ꎻ微观上研究文化产品的供给

８５
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ꎬ刘晖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６５ 页ꎮ



李　 辉:论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范式与主题

与需求关系ꎬ文化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ꎬ文化消费者的选择行为ꎬ影响文化消费的制度性因素等ꎮ
古典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不但在«国富论»中注意到了文化产品的特殊性ꎬ认为文

化产品的生产将成为独立的行业ꎬ而且注意到ꎬ艺术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ꎮ 艺术生产活动的

开始和结束时间ꎬ就是艺术消费的开始和结束时间ꎮ 他指出服务类艺术经济的实质ꎬ并且区分了

不同的消费类型ꎬ将消费分为即时性的消费和持久性的消费ꎮ “像演员的对白ꎬ雄辩家的演说ꎬ
音乐家的歌唱ꎬ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ꎬ都是随生随灭的ꎮ”①演艺业是体验性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

程同时发生ꎬ同时结束ꎮ 演艺类的文化消费是即时性的消费ꎮ 在斯密看来ꎬ文化物品类的消费是

持久性的消费ꎮ 这种消费使得财富持续增长的时间更为持久ꎮ 斯密看到ꎬ文化消费既有利于个

人的身心健康ꎬ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以及后世ꎮ 用后来的经济学术语表述ꎬ也就是文化消费具有很

强的正外部性ꎮ 斯密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ꎬ虽然在其整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中所占的分量很小ꎬ
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ꎬ对于后世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ꎮ

边际学派的杰文斯、门格尔等人提出边际效用学说ꎬ将古典经济学极大地向前推动了一步ꎮ
边际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使用更为严谨的数学方法ꎬ强调消费欲望满足的最大化ꎬ探索了边际效用

递减的经济学规律ꎮ 杰文斯区分了边际效用和总体效用ꎮ 他认为ꎬ人生的幸福在于快乐最大化ꎬ
而衡量快乐和痛苦的尺度就是商品的总效用ꎮ 理性的消费者追求总体效用的最大化ꎮ 杰文斯运

用精确的数学方法ꎬ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ꎮ 也就是说ꎬ在消费者消费偏好既定

的情况下ꎬ在固定的时间范围内ꎬ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所得到的快乐ꎬ会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

逐步降低ꎮ 更为可贵的是ꎬ杰文斯发现ꎬ在文化消费中物质商品的效用递减规律并不适用ꎮ “我
们的需要越是高尚ꎬ越是有精神的性质ꎬ其饱和可能性便越是小ꎮ 对于艺术品、学问及古玩物的

欲望ꎬ一旦被唤起ꎬ即几无限界可言ꎮ”②文化商品是精神性的ꎬ无法分割ꎬ也不均质化ꎬ不受制于

人的生理条件ꎬ很难达到饱和状态ꎮ 这与物质化的商品消费规律明显不同ꎮ 杰文斯对于边际效

用的研究ꎬ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文化消费边际效用研究ꎮ 其他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ꎬ继续发掘

了文化消费中的边际效用递增规律ꎬ思考了影响边际效用的消费者偏好变化、时间因素以及文化

产品的特性等问题ꎮ
马歇尔是英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ꎮ 他的«经济学原理»在很长时间内被奉为经

济学的“圣经”ꎮ 马歇尔的经济思想有机地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学派的经济学ꎬ完美地阐释

了市场的均衡状态ꎮ 与杰文斯相比ꎬ马歇尔更为明晰地认识到ꎬ文化消费遵循着效用递增规律ꎬ
与物质消费的效用递减规律完全不同ꎮ 最具有价值的是ꎬ马歇尔系统地阐释了约翰穆勒在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率先提出来的需求弹性和消费者剩余等问题ꎬ探索了影响需求弹性的诸多

因素ꎮ 他指出:消费者的收入、商品的价格、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类型、商品的用途广泛性、风俗习

惯、消费者偏好等ꎬ都会影响消费的需求弹性ꎮ 马歇尔饶有兴趣地以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音乐消费

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一个具有高度音乐欣赏力的人在大城市中不会去听不好的音乐演奏ꎬ他
如住在一个小城市中也许高兴地去听了ꎬ在小城市里不会听到好的音乐演奏ꎬ因为愿意付出高价

作为音乐演奏所需的费用的人是不多的ꎮ 对第一流音乐的有效需求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弹性ꎬ
而对第二流音乐的有效需求则在大小城市里都是有弹性的ꎮ”③这意味着ꎬ不同地区的消费者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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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的需求弹性差异很大ꎮ 马歇尔同时发现ꎬ消费者补贴政策ꎬ会极大地增加消费者剩余ꎻ
文化消费品的价格弹性大于必需品ꎻ政府采取的税收政策影响消费者剩余的数量大小ꎮ 这给政

府采用管理文化企业的方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的文化经济学ꎬ基本

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为框架的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ꎮ 新古典主义所奉行的自由资本主义经

济理论既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的缘由ꎬ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ꎮ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

德凯恩斯撰写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阐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ꎮ 在凯恩斯看来ꎬ
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ꎮ 在经济危机时期ꎬ工人失业ꎬ收入下降ꎬ边际消费

倾向降低ꎬ进而资本家的投资边际收益降低ꎮ 在经济危机中ꎬ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增强ꎬ通货膨胀

率提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单靠市场的调节ꎬ根本无法刺激和恢复经济ꎮ 只有政府出手ꎬ采取积极

的财政政策ꎬ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ꎬ辅之以温和的货币扩张政策ꎬ才能逐渐恢复就业ꎬ增
加工人收入ꎬ提高边际消费倾向ꎬ进而提高边际投资回报率ꎬ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走出危机ꎮ 凯恩

斯的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以消费刺激经济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ꎬ为后来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以及文化经济的崛起ꎬ提供了理论的支撑ꎮ
凯恩斯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文化事业的经济学家ꎬ曾在多家艺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ꎮ 他在诸

多的演讲和通信中ꎬ谈及了文化艺术的管理和消费问题ꎮ 凯恩斯认为ꎬ只有降低艺术品的价格ꎬ
普通消费者才能具备文化消费的可能性ꎮ 价格高昂ꎬ只会将那些真正喜欢艺术的消费者挡在大

门之外ꎮ 在凯恩斯看来ꎬ艺术消费需要良好的沟通渠道ꎬ而艺术协会是促进艺术家和消费者之间

进行密切交流的中介ꎮ 尽管凯恩斯注重经济的短期效应ꎬ但他敏锐地认识到ꎬ文化消费者偏好的

培养和形成是长期的ꎮ 培养良好的艺术消费趣味和偏好ꎬ有利于文化经济的长期繁荣ꎮ 他对艺

术的盈利性嗤之以鼻ꎮ “公共娱乐是天赐之物ꎬ出于牟利目的滥用它造成的糟蹋和很可能带来

的破坏ꎬ是当今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之一ꎮ”①在他看来ꎬ政府应该加大力度ꎬ投资公共文化设施ꎬ
保障文化艺术的独立性ꎬ避免完全市场化ꎮ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是文化经济学的奠基人ꎬ开创了现代文化经济学ꎮ １９６６
年ꎬ他在著作«表演艺术:经济的困境»中分析了不同阶层文化消费者的特性ꎬ研究了表演经济中

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差越来越大的成本疾病问题ꎮ 之后ꎬ１９６７ 年ꎬ他又在论文«非均衡增长的宏

观经济:城市危机解析»中将经济划分为技术进步部门和技术停滞部门ꎬ以数据模型的方式进一

步探索成本疾病发生的机制ꎬ寻找相应的解决途径ꎮ 在鲍莫尔看来ꎬ以劳动力服务为主的表演艺

术ꎬ属于技术停滞部门ꎬ既无法享受通过技术创新的成果来提高生产效率ꎬ也无法享受通过规模

经济来降低边际成本带来的益处ꎮ 但是ꎬ表演者的收入水平受到其他行业工资的竞争性影响ꎬ不
断地提高ꎮ 在劳动力成本占据大部分成本开支的表演行业ꎬ成本会逐步提高ꎬ而演出场所的空间

限制又让表演行业的收入无法进一步增长ꎮ 表演行业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收入差ꎬ这就是所谓的

“成本疾病”或“成本困境”ꎮ 调整票价ꎬ降低其他成本ꎬ几乎无济于事ꎮ 可行的途径就是政府用

拨款、减税或捐赠的方式来救济表演行业ꎬ或者让私人慷慨解囊进行资助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避免

表演行业的消失ꎮ 鲍莫尔的成本疾病学说ꎬ为之后的政府资助和个人捐助文化行业提供了学理

上的依据ꎮ
在漫长的经济学研究中ꎬ文化经济学和文化消费研究一直处于边缘位置ꎮ 其中的原委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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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在以前的社会经济中ꎬ物质性的生产和消费占据绝大部分比重ꎬ文化性的生产和消费所占的

比例微不足道ꎮ 再就是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ꎬ文化经济的规律与一般的经济学规律没什么大的

不同ꎬ根本就没有单独研究的必要ꎮ 即便有些经济学家窥见到文化经济和文化消费的特殊之处ꎬ
但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ꎬ这一问题也无法得以解释ꎮ 所以ꎬ大部分经济学家故意绕开这一问

题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ꎬ文化经济增长迅速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ꎬ研究工具和方

法也更为成熟ꎮ 因此ꎬ文化经济学逐渐在经济学的大家庭中取得一席之地ꎮ 经济学家们认识到:
文化消费的边际收益递增规律与普通的经济学消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着明显的不同ꎻ文化消

费能产生明显的正外部性ꎬ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ꎻ文化消费品的价格弹性普遍较大ꎻ只有提

高收入水平ꎬ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ꎻ加大包括文化公共设施在内的基础

设施建设ꎬ刺激文化消费需求ꎬ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途径之一ꎮ

四、生态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

消费主义的流行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ꎬ生态失去平衡ꎬ发展难以持续ꎮ 文化消费的生

态派重点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ꎬ着重探索人类未来的消费模式ꎮ 他们抛弃了过度消费的消费

主义观念ꎬ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ꎬ提出人类的消费应该是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ꎬ应是一种适

度的、公平的、负责任的生态文明消费模式ꎮ 文化消费是一种能源消耗低、环境影响微弱、可持续

性强ꎬ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适度消费ꎬ是生态文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９６２ 年ꎬ美国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其«寂静的春天»中首先向人类警示:对利润的贪婪

追求导致了环境污染ꎬ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ꎬ大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平衡ꎬ人类的胡作非为损害了

自己ꎬ人类处于发展中的十字路口ꎮ 人类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避免生态危机和

人类的灭亡? 凯恩斯主义导致了以 ＧＤＰ(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在全

球的流行ꎮ 世界各国普遍推行高投资、高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来保障就业、降低通货膨

胀、促进经济增长、维系国际竞争优势ꎮ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ꎮ １９７２ 年ꎬ罗马俱

乐部公布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ꎬ探讨了世界人口、工业增长、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能源消

耗之间的关系ꎬ认为地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极限ꎬ为此ꎬ人类应该保持零增长的发展模式ꎬ以
避免人类与自然的崩溃ꎮ

美国学者约翰德格拉夫和戴维Ｋ.贝克特在«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中力图破除

经济增长的神话ꎮ 他们认为ꎬＧＤＰ 被无限神圣化了ꎮ 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疾病医治、物种多样

化消失等明显属于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ꎬ却被奇怪地计算为经济收入ꎮ 生态环境的优美、人际

关系的融洽、家务劳作的付出、个体的身心健康、教育对未成年人心智的完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等ꎬ都属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ꎬ却在 ＧＤＰ 中找不到任何位置ꎮ 约翰科布等提出了真实进步

指数(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即 ＧＰＩ)ꎮ 这个指标体系在 ＧＤＰ 的基础上ꎬ增加了家庭劳务、志
愿者服务等ꎬ扣除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成本ꎬ比 ＧＤＰ 更为完善ꎮ 希克斯提出的绿色 ＧＤＰ 与

ＧＰＩ 基本一致ꎬ在 ＧＤＰ 的基础上减去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ꎬ但是没有增加其他指标ꎮ 卡玛乌

拉提出了国内幸福总值(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ꎬ即 ＧＮＨ)ꎮ 在 ＧＮＨ 中ꎬ个体的身心健康程度、
参与社区的程度、教育水平、文化保护与多样性、生态环境的平衡程度、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以及

物质财富的拥有数量等均被纳入ꎮ① 与 ＧＤＰ 单纯的考虑经济增长和物质丰富相比ꎬＧＮＨ 的指标

１６
①Ｊｏｈｎ Ｄｅ Ｇｒａａｆꎬ Ｄａｖｉｄ Ｋ. Ｂａｔｋｅｒꎬ Ｗｈａｔ’ 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ꎬ Ａｎｙｗ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ｇ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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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更为全面和完善ꎮ
探索文化消费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ꎮ 当代

西方环境美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ꎬ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始终坚持伦理中心主义ꎬ强调以科学

知识为基础的自然鉴赏模式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ꎮ 阿诺德伯林特在«环境美学»和«环境与艺

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中将人与环境的关系视为整体ꎬ强调身体对审美的参与ꎬ认为环境美

学是一种参与美学、文化美学ꎮ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１９３０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中挖掘了生态灾难的文化根源ꎮ 他指出ꎬ正是以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方式为基础的农业所具有的

攻击性、扩张性和掠夺性的力量使得美国中部的大草原陷入到深刻的生态危机之中ꎬ让尘暴肆虐

横行ꎮ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盲目自信、极端自私、过度贪婪ꎬ对待土地缺乏应有的敬畏是生态

危机产生的根本文化原因ꎮ
以阿格尔、威廉莱斯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

然关系的思想ꎬ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异化消费的批判理论ꎬ吸收了现代生态学、系
统论以及未来学的成果基础上ꎬ全面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以及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的构

想ꎮ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满足的限度»«广告中的社会传播:媒介化市场中的消费»«在
技术的掌控之下»等著作中集中探索了人的需求、自然、科学技术、媒介等之间的复杂关系ꎬ提出

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来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ꎮ
威廉莱斯认为ꎬ人类对于自然观念的变化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ꎮ 他提出ꎬ培根对于

人类自然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社会中ꎬ人类对于自然抱有崇

敬和敬畏之心ꎮ 培根破除了人对自然的神秘之感ꎬ将自然视为控制的对象ꎮ 在莱斯看来ꎬ控制自

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一ꎮ 它把技术进步视为社会进步ꎬ把控制自然视为人类获得自由、平
等和幸福的手段ꎮ 而实际上ꎬ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巨大谎言ꎬ真正从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

程中获益的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而已ꎮ 莱斯的贡献在于ꎬ他将控制自然的做法放到具体的社会制

度语境中进行考察ꎬ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ꎬ而非简单地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自然观

念的演变ꎬ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ꎮ 这比一般的生态学研究进了一步ꎮ
在莱斯看来ꎬ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ꎮ 在膨胀的市场经济中ꎬ复杂的技术生产让消

费者对商品缺乏真正的了解ꎬ对于其产生的长期危害缺乏足够的信息ꎻ庞大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分

裂了消费者的感官和心理ꎬ造成了消费者严重的精神紊乱ꎻ匆忙的选择ꎬ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加武

断ꎬ生活的品质没有因为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变得更为美好ꎻ人类的欲望变得更加模糊ꎬ欲望的匮

乏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ꎮ② 膨胀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产生了严重的生态问

题ꎬ自然资源变得日益匮乏ꎬ生态环境逐渐恶化ꎮ 为此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生态殖民手段ꎬ
转嫁生态危机ꎬ让不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雪上加霜ꎮ

莱斯认为ꎬ资本主义的狡黠之处在于:它遮蔽了其他领域ꎬ将人所有的满足都导向了商品ꎮ
莱斯继承了马尔库塞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理论ꎬ剔除不合理成分ꎬ将之进行发展ꎬ区分了需要

(ｎｅｅｄ)和欲望(ｗａｎｔ)ꎮ 他将需求视为客观的ꎬ将欲望视为主观的ꎮ 莱斯发现ꎬ在资本主义社会ꎬ
所有的物质商品都被符号化ꎬ象征性的媒介都被商品化ꎮ 也就是说ꎬ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本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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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多种多样的ꎬ在社会的诸多领域中展开ꎬ而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将社会中所有的人变成了消

费者ꎬ将所有的商品用文化符号的方式呈现出来ꎬ文化本身也被纳入到商品的逻辑之中ꎬ力图以

商品交换的方式解决社会中所有人的需要满足ꎮ
莱斯提出ꎬ用“易于生存的社会”来取代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ꎮ 在他看来ꎬ在易于生存的社

会中ꎬ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ꎬ生产性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

共同快乐ꎻ在易于生存的社会中ꎬ集中控制的、分布失衡的财富以及聚集在大城市的高能耗、高污

染的生活方式变为分散的、地区平等的、多样化选择的、低能耗、低污染的生活方式ꎻ易于生存的

社会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ꎬ考虑到人类和生物圈的共同需求ꎻ尊重自然ꎬ追求生态平衡ꎬ并不意味

着否定科学技术ꎬ降低人的生活水平ꎬ而是利用科学技术ꎬ认识自然的秘密ꎬ注重人的生活质量ꎮ
生态学的文化消费研究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ꎬ树立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ꎮ 生态学的研究

者从人类对自然观念的变化来考虑生态危机出现的文化根源ꎬ尤其是唐纳德沃斯特和威

廉莱斯等人ꎬ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社会制度密切结合起来ꎬ发掘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出现

的必然性ꎮ 生态学的消费研究批判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ꎬ揭示了人的需要与商品之间的复杂

关系以及物质商品的符号化趋势ꎬ揭示了人类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能源短

缺ꎮ 生态主义的学者们为人类未来的社会设计了新的蓝图ꎮ 这些未来趋势的研究对于未来文化

消费的走向具有启发意义ꎮ

五、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主题

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决定着文化消费理论的复杂性ꎮ 在人类历史上ꎬ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总是处于变动之中ꎬ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界限模糊不清ꎮ 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和生态学之外ꎬ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对于文化消费也抱有浓

厚的兴趣ꎮ 哲学家们研究文化消费的形而上本质ꎬ符号学家们探索文化消费符号的区分和背后

所指的内涵ꎬ心理学家们发掘人类文化消费的隐匿动机ꎬ新闻与传播学的学者们探究文化消费的

传播机制而且ꎬ这些学科之间彼此融合ꎬ取长补短ꎬ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学融合ꎬ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辉煌一时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融合ꎬ出现

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ꎻ经济学与生态学交叉ꎬ生态经济学浮出地平线ꎻ社会学与经济学彼

此吸纳ꎬ消费社会学初露锋芒ꎻ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嫁接ꎬ消费者行为学成为市场营销科学中的分

支显学在诸多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观照下ꎬ文化消费理论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绚丽多彩ꎮ
这就意味着ꎬ文化消费的研究不是单一的学科可以胜任的ꎬ也不是上述四种研究范式可以穷尽

的ꎮ 文化消费的深入探索ꎬ是通过多学科的、跨学科的多方面努力来实现的ꎮ 消费者的内在心理

机制、文化消费的社会动力机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构成方式、文化消费的科技与媒体运行机制、
文化消费的效果与功能、文化消费的扶持与管制、文化消费的全球化趋势等是这些研究范式共同

涉及的主题ꎬ共同关注的焦点ꎮ
１.文化消费者的内在心理机制是文化消费得以发生的主体因素ꎮ 关于文化消费的内在心理

机制主要有需要层次论、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以及欲望的表达等学说ꎮ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

学家马斯洛在其影响甚广的«动机与人格»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ꎮ 他认为ꎬ人类的基本需要从下

到上可以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个匮乏

性需要层次ꎮ 此外ꎬ他还提出认知和理解的需要、审美需要等两个跨层次的需要ꎮ 尽管马斯洛的

需要层次论被不少学者批评为对人的复杂心理需要理解过于机械刻板ꎬ但是ꎬ它能有效地阐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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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文化消费动机和经济发展趋势ꎬ因而在文化消费理论领域得以广泛地运用ꎮ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在其代表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中明确地将主体的需求划分为“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ꎮ 在他看来ꎬ特殊的利益集团为了

自身的利润追求ꎬ以幸福作为承诺ꎬ以广告作为手段ꎬ通过柔性的方式ꎬ灌输给消费者的外在需求

都是虚假的需求ꎮ 而真正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ꎬ满足人类自身交往、自我实现以及自我发展的

需求ꎬ才是真正的需求ꎮ 马尔库塞认为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真正的需求被遮蔽ꎬ虚假的需求被激

发ꎬ消费者陷入到“幸福”的泡沫之中难以自拔ꎮ 艺术家只有通过他们的艺术作品ꎬ才能够唤醒

人们的新的感性形式ꎬ祛除虚假的需求ꎬ展露真实的需求ꎮ
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ꎬ人的欲望来源于永远无法满足的匮乏ꎬ而非通过具

体对象得以满足的需要ꎮ 具体的文化产品只不过是欲望的表达ꎬ是欲望呈现的符号ꎬ而非欲望本

身ꎮ 弗洛伊德所说的“愿望”是可以通过对象来满足的ꎬ而拉康所说的“欲望”却是欲壑难填ꎬ永
远无法通过具体的产品得以满足ꎮ 这就恰如其分地阐释了文化消费的个体心理机制ꎬ说明了为

何种类繁多、日新月异、不可胜数的文化产品总是永远满足不了人类的无休无止的欲望ꎬ揭露了

文化产业在全世界繁荣昌盛的内在原因ꎮ
２.文化消费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动力机制ꎮ 虽然文化消费伴随着人类社会而产生

和发展ꎬ但是ꎬ文化消费的繁荣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有着紧密的关系ꎮ 前面提到ꎬ马克斯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ꎬ新教所倡导的勤恳、节俭和禁欲是资本主义真正的精神ꎮ
人们为了完成天职ꎬ获得救赎ꎬ自觉地养成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劳动者的纪律性和进取

精神ꎮ 正是新教伦理为后来的消费社会培育了新的中产阶级ꎮ 而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

本主义»中提出与马克斯韦伯截然不同的观点ꎮ 在桑巴特看来ꎬ不是勤俭节约产生了资本主

义ꎬ而是奢侈和浪费的奢靡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ꎮ １６－１８ 世纪法国宫廷贵族女性的穷奢

极欲ꎬ以及急于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ꎬ直接促进了奢侈品制造的兴

盛、贸易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大ꎮ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将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说法

进行了完美的结合ꎮ 在托夫勒看来ꎬ与之前农业社会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方式不同ꎬ资本主义

工业社会是典型的生产和消费分裂的社会ꎮ 原本合二为一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格也相应地被分

裂ꎬ这导致双重人格的产生ꎮ “同一个人ꎬ作为生产者ꎬ他被家庭ꎬ学校和老板教育成要节欲ꎬ对
报酬要满足ꎬ要安分守己ꎬ忠诚驯服ꎬ讲纪律听指挥ꎬ做集体中的螺丝钉ꎮ 作为消费者ꎬ同一个人

又被熏陶成要多挣钱ꎬ永不满足ꎬ讲享受ꎬ不受约束ꎬ成为追求个人自由安逸的人ꎬ总之要成为与

生产者完全不同类型的人ꎮ”①这意味着ꎬ正是资本主义的人格断裂ꎬ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消费提供

了厚实的社会心理土壤ꎮ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ꎬ文化消费真正的繁荣是在 ２０ 世纪ꎮ 在丹尼尔贝尔看来ꎬ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后的福特制工业流水线、基于市场营销的市场规模扩大、金融业发行的分期付款信用机

制、交通网络的完善以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手段的发达都为大众化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基础ꎮ 而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人类社会经济大繁荣ꎬ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ꎬ托夫勒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的
“信息社会”ꎬ丹尼尔贝尔则命名为“后工业社会”ꎬ杰姆逊则认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ꎬ鲍
德里亚干脆直呼“消费社会”ꎮ 在这样的社会阶段ꎬ文化与消费彻底融为一体ꎮ 文化变为消费

品ꎬ消费品则以符号化进行区分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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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的产物ꎬ有着独特的构成方式ꎮ 在原始社会中ꎬ由于先民对于自然规

律认识的局限性ꎬ往往会产生原始的图腾崇拜ꎮ 他们相信ꎬ物之中蕴含着神秘的力量ꎬ可以控制

人类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商品崇拜ꎮ 商品交换表现

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ꎬ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ꎮ 商品仿佛具有神秘的力量ꎬ控制与支

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ꎮ 商品生产者对之迷信ꎬ对之崇拜ꎮ 马克思称这种现象为“商品拜物

教”ꎮ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ꎬ在其«商品美学

批判»中提出ꎬ商品除了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ꎬ还有审美价值ꎮ 商品的美学外观ꎬ以及

其所具有的强烈吸引力ꎬ成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承诺方式ꎬ是资本主义实现其使用价值的途径ꎮ 生

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威廉莱斯谈道ꎬ在高强度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中ꎬ商品并非简单的实物ꎬ
而是物质和符号融为一体的、“一套复杂的信息和特征的化身”①ꎮ 罗兰巴特认为ꎬ文化产品与

其说是封闭的作品ꎬ不如说是开放式的文本ꎮ 他将文本分为读者式的文本和作者式的文本ꎮ 在

他看来ꎬ读者式的文本只能让读者按照作者预想的方式进行阅读ꎬ而作者式的文本则留下了大量

的未完成空白ꎬ读者可以与文本对话ꎮ 读者在作者式的文本中获得了自己创造的意义ꎮ 继承英

国文化研究学派衣钵的约翰菲斯克受罗兰巴特的启发ꎬ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ꎮ 他

的这个概念采纳了巴特的长处ꎬ既有读者式文本所带来的意义框架限制ꎬ也有作者式文本所具有

的多种阐释可能ꎮ
对商品生产演进以及商品与符号关系的研究ꎬ最为深入的当数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ꎮ

他在其«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将商品的发展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

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ꎬ物品的制造方式是仿造ꎬ也就是模仿自然ꎻ工业时代依赖的是价值的

商品规律ꎬ物品的制造方式是系列化的生产ꎬ是无差异性的ꎬ不存在原型和仿造ꎻ消费社会依赖的

是价值的结构规律ꎬ物品的制造方式是仿真ꎬ是差异化的符号序列ꎬ强调的是超真实世界中的区

分和对立ꎮ 商品就是差异化的符号ꎮ②

法兰克福学派则以悲观的态度看待资本主义的文化商品生产机制ꎮ 阿多诺认为ꎬ标准化的

生产ꎬ导致了独特个性的丧失ꎻ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融为一体ꎬ媚俗的艺术大行其道ꎻ文化产品以

赤裸裸的盈利动机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ꎮ 本雅明则认为ꎬ文化产业的产品是复制的艺术ꎬ失去了

独特性和即时即地性ꎬ去除了灵韵ꎬ丧失了崇拜价值ꎬ徒剩展览价值ꎮ
消费社会的文化与商品ꎬ呈现出复杂的交融状态ꎮ 文化被拽上奔驰的市场化列车ꎬ按照商业

的逻辑行事ꎬ与此同时ꎬ商品越来越脱离自己的物质性ꎬ呈现出符号化ꎬ追求意义的建构、区分和

解读ꎮ
４.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媒介的壮大刺激了文化消费ꎮ 媒介是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ꎬ是文化

得以传播的渠道ꎬ是文化得以消费的介质ꎮ 美国的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甚至极端地认为ꎬ文化

产业实质上就是媒介文化ꎮ 不管学术界对他的观点认同与否ꎬ但可以肯定的是ꎬ媒介与文化产业

及其中的文化消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ꎮ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以及维系他们生

存的广告ꎬ都加速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流行ꎬ刺激了文化消费ꎮ
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情境主义者的学者们对于文化产业的批判则展现出其锐利的一面ꎮ 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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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中指出ꎬ电影制造幻象ꎬ强迫观众将其等同于

现实世界ꎮ 阿多诺直言不讳地说ꎬ标准化的、商品化的、背景化的音乐造成了听众音乐感受能力

的衰退ꎮ 马尔库塞认为ꎬ科学与技术本身演变为意识形态ꎬ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ꎮ 资本主

义社会以技术为中介ꎬ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融合为有机的统治体系ꎮ 大众传媒故意将艺术、新闻、
政治与资本主义企业所赞助的广告融为一体ꎮ 哈贝马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中否定了马尔库塞认为的科学技术充当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的旧功能ꎬ而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演进ꎬ
具有了新的合法性形式ꎬ变成了一种科学至上和科学崇拜ꎮ 本雅明则认为ꎬ机械复制技术改变了

人们感受艺术的方式ꎬ改变了大众的态度ꎮ 法国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在其«景观社会»中提

出ꎬ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实质上是媒介所塑造的“景观社会”ꎮ 媒介制造了蛊惑人心的幻象ꎬ使
人沉醉于其中难以自拔ꎮ

加拿大的传播学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享誉世界的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了一个

观点:“媒介即是讯息ꎮ”在他看来ꎬ媒介传播的内容不是关键ꎬ重要的是要理解媒介本身ꎮ 媒介

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人产生了衡量世界的新尺度ꎮ 不少学者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技术决定论者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新的媒介改变了人感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ꎬ涵养了人的思维模式ꎬ甚至改变了社

会的构成方式ꎮ 而鲍德里亚则更进了一步ꎬ他认为媒介本身就是模式ꎮ 消费品本身就是一种媒

介ꎬ一种权力关系ꎮ 消费者购买文化消费的过程就是被纳入到符号控制的系统之中ꎮ 媒介文化

所构成的消费社会是后现代社会ꎮ 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中ꎬ现实与表象、内容与形式、界限与区域、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媒介与信息之间的对立全部消失ꎬ达到了完全的内爆ꎮ 大众在媒介所制造

的符号奇观中进行娱乐、放纵、麻痹ꎬ沉醉于其中ꎮ 不过ꎬ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情景主义者

相比ꎬ鲍德里亚的学说虽然深入ꎬ但缺乏明显的政治维度ꎬ这降低了其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力度ꎮ
５.文化消费具有明显的经济功能和显著的社会效果ꎮ 文化消费既具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推动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功能ꎬ也有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社会控制、
满足人们娱乐心理需求、表达个性主张的社会功能ꎮ 文化消费的功能和效果一直是西方文化消

费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之一ꎮ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强调文化产业有效地发挥着意

识形态的控制功能ꎬ导致了人的个性的丧失ꎮ 阿多诺认为ꎬ文化产业编造了许多幸福和成功的神

话ꎬ以娱乐的方式让文化消费者逃避残酷的现实ꎬ躲藏到虚假的承诺和幸福的泡沫之中ꎮ 文化产

业成为“社会水泥”ꎬ成为稳定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有效方式ꎮ 马尔库塞则坦言ꎬ在文化产业

的强大作用下ꎬ文化消费者彻底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ꎬ社会变为“单向度的社会”ꎬ消费者成

为“单向度的人”ꎮ 弗洛姆则宣称ꎬ文化消费是一种“异化消费”ꎮ 在这种消费过程中ꎬ人创造的

商品世界反过来主宰了人ꎬ消费成为标榜社会地位的手段ꎬ消费本身从满足人们的手段变为社会

的终极目的ꎮ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认为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ꎮ

在这种社会状态中ꎬ消费取代了生产成为社会的重心ꎬ日常生活失去了整体性ꎬ变得更加碎片化ꎬ
符号与想象成为新的社会现实ꎬ时尚和流行文化控制了日常生活ꎮ 鲍德里亚更深入地指出ꎬ消费

社会构建了强大的消费符号体系ꎬ消费者被控制在其中而异化ꎮ
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ꎬ文化产业中的意识形态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说的那么强大ꎬ消

费者也不像他们说的那么毫无抵抗力ꎮ 霍尔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过程解释为符号的编码和解码

的过程ꎬ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意义的解读分为倾向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等不同情

况ꎮ 菲斯克等人借鉴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ꎬ提出文化消费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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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ꎬ统治阶层实施意识形态的过程ꎬ也是消费者进行抵抗、构建自己意义的过程ꎮ
社会学的学者们则认为ꎬ文化消费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对社会进行了区分ꎮ 凡勃伦认为ꎬ有闲

阶层的炫耀式消费和炫耀式休闲在有闲阶层和非有闲阶层之间划定了无可逾越的鸿沟ꎮ 时尚理

论的开创者西美尔认为ꎬ时尚产生的动力机制就是认同与区分ꎬ传播方式是上行下效ꎬ这体现出

了操控和被操控的运行机制ꎮ 布尔迪厄则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ꎬ认为在社会的场域之中ꎬ文
化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本ꎬ形成了个体不同的习性和趣味ꎬ养成了个体的生活方式ꎬ巧妙而不动声

色地进行社会的区分和等级的标识ꎬ以强大无边的符号体系发挥着符号暴力的功能ꎬ维系着社会

的秩序ꎮ
澳大利亚文化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认为ꎬ文化不但会影响消费者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ꎬ而且还会影响群体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技术进步速度、就业水平、结构调整速度等效率

指标和收入分配、社区福利、代际公平等公平指标ꎮ① 正是文化消费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ꎬ让身处世界经济巨大转型阶段的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ꎬ纷
纷出台各种激励政策ꎬ刺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ꎮ

６.政府部门对于文化消费ꎬ既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资助和扶持ꎬ又为了保证文化消费的秩序

而进行了综合性的管理和控制ꎮ 艺术家需要生存ꎮ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ꎬ他们大多充当门客ꎬ依附

于宗教机构、宫廷、贵族等恩主或豪门ꎮ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之后ꎬ这种依附关系逐渐被取消ꎮ
艺术家们解除了束缚的枷锁ꎬ获得了人身自由ꎬ但也失去了温暖的避风港ꎬ要经受残酷的市场暴

风雨所带来的煎熬ꎮ 有的艺术家能如鱼得水ꎬ赚得盆满钵满ꎻ有的艺术家却生活艰辛ꎬ难以果腹ꎮ
将艺术家们放逐到自由的市场中ꎬ并不能绝对保证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

学者鲍莫尔揭示了表演艺术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成本疾病”问题ꎮ 在他看来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

来缓解“成本疾病”:政府财政拨款、税收减免ꎻ个人或公司进行私人捐赠等ꎮ 因而ꎬ在很长的时

间内ꎬ文化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就是如何有效地资助文化行业ꎮ
但是ꎬ文化行业亏损不是政府、企业及个人对其进行资助和扶持的充分条件ꎮ 学者们孜孜不

倦地为资助和扶持文化机构寻找理由ꎮ 美国学者詹姆斯海伦布伦和查尔斯Ｍ格雷的观点

较为全面ꎬ富有代表性ꎮ 他们在«艺术文化经济学»中提出ꎬ政府等机构进行补贴和干预的理由

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ꎬ导致了资源配置能力的低效率ꎻ二是现有的收入分配机

制不尽如人意ꎮ 他们认为ꎬ艺术消费除了能给个人带来娱乐、鼓励和启发等益处之外ꎬ还能产生

集体性的外部收益:文化艺术是留给后代的遗产ꎻ艺术消费涉及到民族认同和威望ꎻ文化艺术活

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ꎻ有利于文科教育ꎻ参与艺术活动ꎬ能提高消费者的鉴赏力ꎬ促进社会进

步ꎻ艺术活动鼓励了艺术创新ꎮ 在他们看来ꎬ艺术是公共物品ꎬ能被联合消费且不会排他ꎻ文化艺

术产业是成本递减的行业ꎻ文化市场中通常存在信息的缺乏ꎬ消费者无法充分地了解ꎻ艺术品存

在生产力滞后ꎬ从而产生了成本疾病ꎮ 政府或其他机构进行艺术的补贴或资助ꎬ有利于实现不同

社会阶层的机会均等ꎮ② 当然ꎬ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质疑: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品都包含着民族和文

化传统ꎮ 而且ꎬ在进行艺术补贴和资助时ꎬ收益最大的往往是中产阶级ꎬ社会底层收益甚微ꎮ 补

贴还可能会扭曲艺术的正常发展ꎬ导致劣币驱良币的后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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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ꎬ王志标译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６８－６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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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文化艺术的巨大社会作用ꎬ历代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对文化艺术进行管制ꎮ 思想家们

对文化艺术的审查和控制也多有论述ꎮ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ꎬ诗歌是虚幻的ꎬ激
发了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ꎬ不利于合格公民人格的培养ꎬ因而必须进行文化审查ꎬ必要时ꎬ甚至可

以将诗人们驱逐出理想国ꎮ 中世纪的教会以残酷的刑罚惩戒那些思想的异端者ꎮ 针对这种文化

管制或专制ꎬ早在 １７ 世纪ꎬ英国的思想家弥尔顿就写了«论出版自由»ꎬ旗帜鲜明地反对书刊审

查ꎬ倡导出版自由ꎮ
卢卡奇在反思意大利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意识到ꎬ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广泛而自觉的认同ꎬ夺

取文化领导权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ꎮ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于文化产业中灌输的意识形

态痛恨不已ꎮ 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ꎬ社会中的话语会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被控制、选择、组织

和再分配ꎮ① 权力产生了真理ꎬ人是权力运作的工具ꎮ 当然ꎬ福柯认为ꎬ在权力系统中ꎬ真理也可

以被质疑和讨论ꎬ从而完成对权力实施者的挑战ꎮ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ꎬ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ꎬ权力的控制力度不是减弱了ꎬ而是强化了ꎻ控

制方式不是明显化ꎬ而是更为隐蔽化ꎮ 表面的自由遮蔽不了文化消费者一举一动背后完全被监

视和控制的残酷事实ꎮ
放任自流ꎬ任其自生自灭ꎬ许多悠久的传统文化可能会销声匿迹ꎻ加大扶持ꎬ用“看得见的

手”来扶持文化ꎬ可能会扭曲文化的正常发展路径ꎬ让原本劣质而庸俗的文化苟延残喘ꎬ甚至出

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ꎻ强化管理和控制ꎬ可能会限制文化生长的自由ꎬ导致万花凋零ꎮ 如何把握

文化生长的规律ꎬ为文化的成长锦上添花ꎬ又不能任其恣意妄为ꎬ这需要所有文化的管理部门、文
化的生产制造商以及文化创意者的高招和绝妙智慧ꎮ

７.文化消费面临着多样化和全球化的趋势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ꎬ世界局势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ꎮ １９６７ 年ꎬ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ꎮ １９９１ 年ꎬ苏联解体ꎬ冷战时代结束ꎮ 随着关税和贸易总

协定的不断谈判和推进以及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ꎬ国际贸易日趋繁荣ꎬ全球大市场逐渐形

成ꎮ 计算机以及国际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手段的发展ꎬ让全球的文化传播更加便利ꎬ文化贸易在整

个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ꎮ 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的传媒集团实力日趋壮大ꎬ形成了寡头ꎬ
垄断了全球大部分的市场ꎮ 全球的消费者可以享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ꎮ 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由发达国家蔓延到全球各地ꎮ 文化消费超越了地区和国家的界限ꎬ变
得更加多样化和全球化ꎮ 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全球化的历史分期

以及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消费等成为热门话题ꎮ
英国的学者戴维赫尔德等对于这些争议性话题进行了总结ꎬ并提出了自己富有见地的观

点ꎮ 他认为ꎬ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

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

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②ꎮ 他将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观点分为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

变革论三种ꎮ 在他看来ꎬ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

方面评价的不同ꎮ
以美国学者爱德华Ｍ.萨义德为代表的学者所主张的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极端

８６

①
②

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６－２７ 页ꎮ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ꎬ杨雪冬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李　 辉:论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范式与主题

全球主义ꎮ 萨义德借鉴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福柯的知识文化权力理论ꎬ提出了“东方

主义”ꎮ 在萨义德看来ꎬ东方主义只不过是西方基于无知和偏见而制造出来的ꎬ充满了对于异域

的浪漫想象ꎬ体现了西方对于东方的优越感ꎻ西方是主动给予的ꎬ东方是被动接受的ꎻ西方是先进

的、理性的、文明的ꎬ而东方则是落后的、怪诞的、愚昧的ꎮ 除了萨义德之外ꎬ赫伯特席勒以及赫

尔曼等人也持大致相同的论点:西方迫使非西方接受其文化ꎻ非西方的民族文化传统被破坏ꎻ全
球文化呈现出趋同性ꎮ 这种观点遭到了不少人的强烈批评ꎮ 很多学者指出ꎬ文化的接受要在具

体的语境之下选择性地进行ꎬ文化的意义被重新阐释ꎬ文化更加多样化ꎬ文化更加不平衡和不

平等ꎮ
与文化消费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软实力”ꎮ 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影

响世界学术界的“软实力”概念ꎮ 在他看来ꎬ冷战结束以后ꎬ真正能发挥国家影响力的不是军事

和经济等硬实力ꎬ而是软实力ꎮ 他认为ꎬ软实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ꎬ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

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ꎮ 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①ꎮ 软实力不是暴力

性的ꎬ而是诱惑性的ꎬ体现在外交政策、政治观念和文化等方面ꎮ 文化软实力既体现在高雅文化

中ꎬ也体现在流行文化中ꎻ既可以借助于商业渠道传播ꎬ也可以通过人际交往来体现ꎮ 软实力的

实现更多地依靠文化消费者自觉的文化解读和接受ꎮ
随着全球大型文化传媒公司的建立、通信技术手段的发达、英语的广泛普及ꎬ文化全球化的

深度得到空前的发展ꎬ速度更是即时性的ꎬ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ꎬ民族

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ꎮ 但是ꎬ文化消费者对于文化的接受存在着语境的不同ꎬ接受的能

力和水平不同ꎬ获得的效果也千差万别ꎬ文化的阶层差异更大ꎬ文化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更为

明显ꎮ

结语

文化消费的历史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ꎮ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ꎬ生产问题集中了几乎所有学

者的目光ꎮ 只有到了发达资本主义阶段ꎬ消费问题才逐渐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ꎮ 文化消费理

论的研究形成了四种主要的范式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理论和异化学说ꎬ批判了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消费者的个性丧失ꎬ而伯明翰学派则更

加关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权力抵抗ꎬ强调文化消费者的主动性ꎻ社会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

则更加注重复杂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对于文化消费的影响ꎬ更加关注文化消费和社会分层之间的

内在关联ꎻ经济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更加关注文化消费的内在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ꎻ生态

学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ꎬ探索人类未来的消费模式ꎮ 文化消

费的这四种模式并非相互孤立ꎬ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ꎮ 这四种研究范式形成了七个共同的

研究主题:文化消费者的内在心理机制ꎻ文化消费的社会动力机制ꎻ文化产品的构成方式ꎻ科技、
媒体与文化消费的关系ꎻ文化消费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效果ꎻ政府对于文化消费的管理、控制与资

助ꎻ全球化与文化消费关系ꎮ 然而ꎬ如同露丝陶斯所说:“除了鲍莫尔的成本疾病ꎬ文化经济学

迄今尚未形成新的理论ꎬ而只是将正统和非正统的经济学思想应用至其研究的对象上ꎮ”②这句

话同样适用于文化消费理论的研究状况ꎮ 文化消费理论还远未成熟ꎮ 当代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９６

①
②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ꎬ马娟娟译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前言第 ７ 页ꎮ
[英]露丝陶斯:«文化经济学»ꎬ周正兵译ꎬ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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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ꎬ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让各种文化消费数据

唾手可得ꎮ 整合不同学科的观点和方法ꎬ博采众长ꎬ形成完整的文化消费体系ꎬ对于中国这个新

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ꎬ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ꎮ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Ｈ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ｏｏｍｉｎｇ ｄａｙ ｂｙ ｄａ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ｕｒ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ｍａｎ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ｕ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ａｗ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ｏｎ ｈｏ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ꎬ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ꎻ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ꎻ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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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
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①

姜作利
( 山东大学 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ꎬ«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ＣＩＳＧ”)作为不同政治及法律

制度相互妥协的产物ꎬ其诸多缺陷日渐凸显ꎬ但又不能像国内法那样可以随时修改ꎬ致使许多国家法院经常适用

国内法来解释公约ꎬ以至于作出相互冲突的判决ꎬ有悖于 ＣＩＳＧ 关于统一解释和适用的要求ꎬ成为国际贸易发展

的障碍ꎮ 各国法院在 ＣＩＳＧ 解释中ꎬ适当参考外国判例法ꎬ发挥其补缺填漏的职能ꎬ无疑成为统一解释和适用

ＣＩＳＧ 的最重要的举措之一ꎮ 法史上ꎬ法院依照先例作出裁决早已成为通常做法ꎻ法理上ꎬ外国判例法补缺填漏

的职能ꎬ具有足够的合理性ꎻ实践上ꎬ外国判例法在许多国家法院的司法实务中ꎬ已经成为可考虑的优质资源ꎬ有
助于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和适用ꎮ 各国法院在 ＣＩＳＧ 案件审理中ꎬ应该采用慎重且灵活的策略ꎬ既要严格甄选适当

的外国判例法ꎬ充分发挥其补缺填漏作用ꎬ又要针对外国判例法的特点ꎬ结合个案及其他资源来综合考量ꎬ切实

实现 ＣＩＳＧ 的消除国际贸易障碍ꎬ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宗旨ꎮ
关键词: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ＣＩＳＧ”)ꎻ国际贸易法统一化ꎻ外国判例法ꎻ国际商事法

典ꎻ公约性法典ꎻ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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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ＩＳＧ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ꎬ ２４ Ｎｗ. Ｊ. Ｉｎｔ’ ｌ ＆ Ｂｕｓ. ３０８ꎬ (２００４).

③Ｌａｒｒｙ Ａ. Ｄｉｍａｔｔｅｏ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ＩＳＧ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ꎬ ２４ Ｎｗ.
Ｊ. Ｉｎｔ’ ｌ ＆ Ｂｕｓ. ３１５ꎬ ( ２００４)ꎻ Ｓｈａｎｉ Ｓａｌａｍａꎬ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３８ Ｕ. Ｍｉａｍｉ Ｉｎｔｅｒ－Ａｍ. Ｌ. Ｒｅｖ. ２２７ꎬ (２００６)ꎻ Ｆｒａｎｋ Ｄｉｅｄｒｉｃｈꎬ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ｖ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８ Ｐａｃｅ Ｉｎｔ’Ｌ. Ｒｅｖ. ３０４ꎬ (１９９６)ꎻ Ｅｄｉｔａ Ｕｂａｒｔａｉｔｅ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７ Ｅｕｒ. Ｊ.Ｌ.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８１ꎬ (２００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ＣＩＳＧ”)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商事法典或合

同法领域的“公约性法典”ꎬ在统一国际贸易合同法方面ꎬ取得了引入瞩目的成就ꎮ②然而ꎬ由于

ＣＩＳＧ 旨在通过自治解释来取得统一解释和适用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ꎬ法律漏洞百出ꎬ致使各国

法院在解释中无所适从ꎬ难以摆脱“恋家情结”的困扰ꎬ经常适用国内法律来解释 ＣＩＳＧꎮ③这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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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法院所作的解释自然互有不同ꎬ严重影响了 ＣＩＳＧ 的统一适用ꎬ甚至有学者指出 ＣＩＳＧ 是一

个失败ꎬ存在葬送 ＣＩＳＧ 的危险ꎮ① 面对如此困境ꎬ各国学者纷纷献计献策ꎬ致使困境更加扑朔迷

离ꎬ莫衷一是ꎮ② 由于国际公约不可能像国内法那样随时进行修订ꎬ也无可能立即设立国际最高

法院来统一管辖 ＣＩＳＧ 的解释和适用ꎬ这样一来ꎬ适当发挥各国法院的司法能动性ꎬ通过参考外

国判例法(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ｓｅ ｌａｗ)③来填补 ＣＩＳＧ 的漏洞ꎬ便成为统一解释和适用 ＣＩＳＧ 的最有效措施

之一ꎮ

一、各国法院统一解释和适用 ＣＩＳＧ 面临的主要困难

ＣＩＳＧ 的生效是国际社会为了取得统一的国际货物销售实体法所做的最终努力ꎬ其根本目的

是“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④ꎮ 为达此目的ꎬＣＩＳＧ 第 ７ 条和序言都规定

了各成员国应对 ＣＩＳＧ 进行统一的解释ꎮ⑤ 具体地说ꎬ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了 ＣＩＳＧ 解释的基本原

则:国际性质、促进 ＣＩＳＧ 适用的统一及遵守国际贸易中的诚信ꎮ 前两大因素构成了 ＣＩＳＧ 解释

应满足的根本要求ꎬ共同决定 ＣＩＳＧ 应采取自治解释的方法ꎮ⑥ 遗憾的是ꎬ各国法院解释 ＣＩＳＧ 时

面临诸多困难ꎬ作出的解释往往互有不同ꎬ严重阻碍了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和适用ꎮ
(一)ＣＩＳＧ 中存在不计其数的含义模糊的词语及法律漏洞

ＣＩＳＧ 作为多个法律制度相互妥协的产物ꎬ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社会ꎬ有意或无意留下了许

多含义模糊的概念ꎬ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ꎮ⑦ 例如ꎬ“通情达理”一词在 ＣＩＳＧ 中出现了 ３１ 次

之多ꎬ却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ꎮ⑧ 其他的概念如“营业地”“诚信”“实质性”“有权期望”“可预见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ｈｉｌｉｐ Ｈａｃｋｎｅｙꎬ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ꎬ ６１ Ｌａ. Ｌ. Ｒｅｖ.４７６ꎬ
(２００１)ꎻ Ｐａｕｌ Ｂ. Ｓｔｅｐｈ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ꎬ ３９ Ｖａ. Ｊ. Ｉｎ’ ｌ Ｌ. ７６０ꎬ
(１９９９)ꎻ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ｔꎬ Ｎｏｖｅｌ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３９ Ｖａ. Ｊ. Ｉｎ’ ｌ Ｌ. ６７２ꎬ ( １９９９)ꎻ Ａｎｅｔａ Ｓｐａｉｃꎬ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１１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 Ｉｎｔ’ ｌ Ｃｏｍ. ＆ Ａｒｂ. ３８ꎬ (２００７).

有学者认为应该坚决排除适用国内法来解释 ＣＩＳＧ(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２４ Ｇａ. Ｊ.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２００ꎬ (１９９４))ꎬ有的主张尽快成立国际最高法院统一管辖 ＣＩＳＧ 的解释(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 Ｄｉｅｄｒｉｃｈꎬ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ｖ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８ Ｐａｃｅ Ｉｎｔ’Ｌ. Ｒｅｖ.
３３７ꎬ (１９９６))ꎬ有的建议设立国际司法咨询机构等等(Ｓｅｅ Ｃｏｏｋ Ｖ. Ｓｕｓａｎｎ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５０ Ｕ. Ｐｉｔｔ. Ｌ. Ｒｅｖ. ２００ꎬ (１９９８) )ꎬ不一而足ꎮ

这里的“外国判例法”(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ｓｅ ｌａｗ)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称谓ꎬ在法学理论上并无严格的界定ꎬ主要指在 ＣＩＳＧ 解释中

可以作为资源之一的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机构裁决ꎮ 因此ꎬ外国判例法并不指具体的法律ꎬ与英美法中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先
例”(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也不完全相同ꎮ 考虑到 ＣＩＳＧ 成员国法院的判决能更直接反映 ＣＩＳＧ 成员国对公约的理解及解释ꎬ引用和参考

法院判决更符合法院的裁判习惯及目前主要几个大数据库公布的 ＣＩＳＧ 案例也以法院判决居多ꎬ本文的研究只限于法院的

判例ꎮ
参见 ＣＩＳＧ 序言ꎮ
Ａｎｅｔａ Ｓｐａｉｃꎬ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１１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 Ｉｎｔ’ ｌ Ｃｏｍ.

＆ Ａｒｂ. ２９ꎬ (２００７) .
ＣＩＳＧ 的“自治解释”要求各成员国的裁决机构在适用和解释 ＣＩＳＧ 时应考虑其国际性质ꎬ不能采用国内的解释方法、技巧

和对本国法的理解来解释公约中出现的与本国法相同或相类似的概念和制度ꎮ (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２４ Ｇａ. Ｊ.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２０２ꎬ (１９９４)ꎻ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ｅｂａｕｅｒ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５ Ｕｎｉｆ. Ｌ. Ｒｅｖ. ６８６ꎬ (２０００) .)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Ｐ.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 ＆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Ｓｃｏｔｔ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２５ Ｉｎｔ’ ｌ Ｒｅｖ Ｏｆ Ｌ. ＆ Ｅｃｏｎ. ４７４ꎬ
(２００５) .

Ｉｂｉｄ. ａｔ ４４７.



姜作利: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性”等直接涉及到合同当事方实体权利的词语多次出现ꎬ也未给出确切的定义ꎮ① 再如ꎬＣＩＳＧ 存

在诸多法律漏洞ꎬ如合同效力、时效、举证规则ꎬ等等ꎮ②

此外ꎬＣＩＳＧ 对国内法填补 ＣＩＳＧ 法律漏洞的作用没有作出具体规定ꎬ大大增加了统一解释的

难度ꎮ 作为 ＣＩＳＧ 主要渊源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ＵＬＩＳ)曾规定ꎬ应该采用本公约中的

“基本原则”来填补法律漏洞ꎻ一些学者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ＣＩＳＧ 起草小组

的专家对此表示质疑ꎬ认为相关的原则主要指“理性” “诚信”等ꎬ不能用来指导解释问题ꎬ会给

ＵＬＩＳ 的解释带来不适当的非确定性ꎬ甚至会破坏取得法律统一化的宗旨ꎬ因此ꎬ他们主张诉诸国

内法来补缺ꎮ③ 相比之下ꎬ依第 ７(２)条规定ꎬ可以推论出在 ＣＩＳＧ 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和没有一

般原则的情况下ꎬ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国内法来进行解释ꎬ但是ꎬＣＩＳＧ 没有具体规定国内

法在自治解释中的作用ꎮ 这样ꎬ通过诉诸国内法来解释 ＣＩＳＧꎬ必然涉及许多国家的语言障碍和

法律文化ꎬ势必会增加解释的难度ꎮ④

(二)ＣＩＳＧ 没有规定具体、明确的统一解释方法和应使用的资源

一般地说ꎬ国际社会中不同的国家要统一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则ꎬ绝非易事ꎮ 国际法院法官难

以彻底摆脱国内思维定式的影响ꎬ会情不自禁地适用国内法律ꎮ⑤ 为了避免这种“再国内化”现
象ꎬ促进国内法院统一适用统一的规则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设立共同法院来对所涉问题进

行统一的解释ꎬ这种方法效率最高ꎬ但由于难度太大ꎬ实践中采用的不多⑥ꎻ二是国际公约中加进

具体的统一解释规定ꎬ强调国际公约的国际性质和具体宗旨⑦ꎮ ＣＩＳＧ 起草者在不同的法律体系

采用的不同的解释原则和方法相互冲突中ꎬ出于无奈ꎬ只能采用上述第二个方法ꎬ在第 ７ 条中对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和适用作出了规定ꎬ使该条成为 ＣＩＳＧ 取得成功的标志ꎮ⑧

理论上ꎬ法律解释的方法大体上包括文义、历史、体系、目的等几种方法ꎮ 由于不同的法律解

释的方法注重的视角和采用的资源有所不同ꎬ自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职能ꎮ 这就意味着在具

体的情景下按照不同的解释方法对同一个法律规定进行解释ꎬ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ꎬ
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被用来证成不同的法律规定ꎬ自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不确定

性ꎮ 换言之ꎬ即使 ＣＩＳＧ 规定了国际性原则ꎬ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ꎬ也达不到统一解释 ＣＩＳ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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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Ｋａｒｅｎ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Ｃｒｏｓｓꎬ Ｐａｒｏ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ꎬ ６８ Ｏｈｉｏ Ｓｔ. Ｌ. Ｊ.１４０ꎬ (２００７).
Ｊａｍｅｓ Ｐ. Ｑｕｉｎ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９ Ｉｎｔ’ ｌ Ｔꎬ Ｂｕｓ Ｌ. Ｒｅｖ. ４ꎬ (２００４)ꎻ Ｒｏ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ꎬ ＭＣＣ－Ｍａｒｂｌ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Ｔｈｅ Ｐａｒｏ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１ Ｂｙｕ Ｌ. Ｒｅｖ. ３５２ꎬ (１９９９) .

Ｊｏｈｎ Ｈｏｎｎｏｌｄ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３ｒｄ. ｅｄ.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９９ꎬ ｐ.１０３ꎻ 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Ｂｅｒ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ꎬ ３０ Ｌ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Ｐｒｏｂｓ. ３６２ꎬ (１９６５) .

也有学者支持 ＣＩＳＧ 的规定ꎬ认为许多国际公约并未禁止适用国内法来进行解释或补缺(如 １９２４ 年的布鲁塞尔«关于统

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ꎬ１９２９ 年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等)ꎬ照样取得了统一化ꎮ ＣＩＳＧ 坚持统一

解释破坏了 ＣＩＳＧ 的和谐和正当性ꎮ (Ｓｅ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 Ｗｉ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ｋ’ 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１９
Ｎｗ. Ｊ. Ｉｎｔ’ ｌ Ｌ. ＆ Ｂｕｓ. ２６７ꎬ (１９９９) )

Ｒ.Ｊ.Ｃ. Ｍｕｎｄａｙ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２７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Ｑ . ４５０ꎬ (１９７８) .
欧洲共同体于 １９５２ 年设立了欧洲法院ꎬ负责解释共同体的法律和确保在各成员国间能被平等的适用ꎮ 相比之下ꎬＣＩＳＧ

成员国之间缺乏共同的制度基础ꎬ尚不存在设立共同法院的条件ꎮ
如«罗马公约»第 １８ 条ꎬ国际私法统一协会的«国际保理公约»第 ４ 条ꎬ«国际金融租赁公约»第 ６ 条及«国际商事合同通

则»第 １.６ 条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ｈｅａｆｆ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ｄ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１５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Ｊ.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４７０ꎬ (２０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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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ꎮ① 遗憾的是ꎬＣＩＳＧ 第 ７ 条仅规定了解释的三大标准ꎬ却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法律解释方

法ꎬ也没有对法院解释 ＣＩＳＧ 时应参考的资源作出具体规定ꎮ 一般地说ꎬＣＩＳＧ 的解释者解释

ＣＩＳＧ 时ꎬ除了考虑 ＣＩＳＧ 的文本之外ꎬ还应该考虑立法史、国际统一法律文件、学者著述、外国判

例法及国内法等解释资源ꎮ② 由于学者之间针对解释资源争论较大ꎬ各国法官在统一解释中存

在争议ꎬ给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带来诸多困难ꎮ③ 显然ꎬＣＩＳＧ 第 ７ 条在解释和适用 ＣＩＳＧ 中必然产

生过大的灵活性和混乱ꎬ不可能有助于促进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ꎬ甚至会成为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

障碍ꎮ④

(三)ＣＩＳＧ 解释者难以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恋家情结”
根据 ＣＩＳＧ 第 ７(２)条的规定ꎬ解释者在填补 ＣＩＳＧ 法律漏洞时ꎬ应首先按照 ＣＩＳＧ 所依据的一

般原则来解决ꎻ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ꎬ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国内法来解决ꎮ 然而ꎬ
在应否适用国内法来填补公约漏洞的问题上ꎬ存在激烈的争论ꎮ 主张动态解释的观点认为ꎬ解释

者不仅允许考虑国内法ꎬ也有义务这样做ꎮ⑤ 有学者进一步分析指出ꎬ通过解释来填补 ＣＩＳＧ 存

在的漏洞可分为三个层面:依据 ＣＩＳＧ 的规定进行推理分析ꎬ采用 ＣＩＳＧ 的一般原则和按照国际

私法寻求适当的国内法ꎮ⑥ 换言之ꎬ采用国内法是最后的手段ꎮ⑦ 还有学者考察其他国际公约后

指出ꎬ«布鲁塞尔提单公约»«华沙运输公约»等都不禁止适用国内法来解释和填补国际公约的法

律漏洞ꎮ⑧ 反对动态解释的观点认为ꎬ解释者考虑国内法会倒退到理论上的碎片化和导致实践

的不确定性ꎬ无助于 ＣＩＳＧ 旨在取得统一的宗旨ꎮ⑨ 著名 ＣＩＳＧ 学者汉诺德(Ｈｏｎｎｏｌｄ)教授面对越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２ 页ꎮ
Ｌｉｓａ Ｓｐａｇｎｏｌｏꎬ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ａｎｄｏｒａ’ｓ Ｂｏｘ: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２１ Ｔｅｍｐ.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Ｊ.

２６４ꎬ (２００７)ꎻＭｏｎｉｃａ Ｋｉｌｉａｎꎬ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 Ｌ Ｌ. ＆ Ｐｏｌ’ Ｙ. ２２７ꎬ (２００１)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ｎｅｌｌ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ＵＮＩＦ. Ｌ. Ｒｅｖ. ２６. ( １９９６ )ꎻ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 Ｋｏｍａｒｏｖ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ＳＧ: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１)ꎬ ２５ Ｊ. Ｌ. ＆ Ｃｏｍ. ８０ꎬ (２００５)ꎻ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ｉｎ ａ Ｔｒｕｌ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ｅ ｄｉ Ｖｉｇｅｖａｎｏ (Ｉｔａｌｙ)ꎬ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０ꎬ ６ Ｕｎｉｆ. Ｌ. Ｒｅｖ. ２０１ꎬ (２００１).

Ｃｏｏｋ Ｖ. Ｓｕｓａｎｎ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５０ Ｕ. Ｐｉｔｔ. Ｌ. Ｒｅｖ. １９８ꎬ (１９９８) .

Ｊａｍｅｓ Ｅ. Ｂａｉｌｅｙꎬ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ｓ ａ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ａ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ꎬ ３２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Ｉｎｔ’ ｌ Ｌ. Ｊ. ２９３ꎬ (１９９９) .

Ｍ. Ｊ. Ｂｏｎｅｌｌ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ꎬ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ｚｉｏｎｅ ｄｉ Ｖｉｅｎｎａ ｓｕｉ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ｉ ｄｉ Ｖｅｎｄｉ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ｉ Ｂｅｎｉ Ｍｏｂｉｌｉꎬ Ｃｅｓａｒｅ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Ｂｉａｎｃａ
ｅｄ.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２５ꎻ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ｅｍｅｇａ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６３ꎬ (２００１).条约的动态解释指国际司法仲裁机构依据条约的文本、目的和宗旨

及嗣后实践等因素ꎬ对条约的相关术语做出不拘泥于约文原义的解释ꎬ以解决因时间变化出现的新问题ꎮ 动态解释作为条约解

释的一般规则ꎬ虽然仍存在质疑ꎬ但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国际海洋法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及中

美洲人权法院等国际组织司法实践中ꎬ经常得当适用ꎮ (张卫彬:«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的条约动态解释悖论»ꎬ«当代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４ 期)

一般地说ꎬ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具有补充国际实证法的功能ꎬ即对于法律欠缺情况下的解释和适用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ꎬ
但是ꎬ由于一般原则的含义模糊ꎬ范围难以界定ꎬ适用于国际司法的情形非常少ꎮ 换言之ꎬ国际法的一般原则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权衡价值、排序规则及体系性的发展和进化等方面ꎮ (何志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迷失:动因与出路»ꎬ«当代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Ｌａｒｒｙ Ａ. ＤｉＭａｔｔｅｏ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ＩＳＧ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ꎬ ２４ Ｎｗ.
Ｊ. Ｉｎｔ’ ｌ ＆ Ｂｕｓ. ３１４ꎬ (２００４).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 Ｗｉ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ｋ’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１９ Ｎｗ. Ｊ. Ｉｎｔ’ ｌ Ｌ. ＆ Ｂｕｓ. ３１ꎬ (１９９９) .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ｅｍｅｇａ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６５ꎬ ( ２００１)ꎻ Ｐｈａｎｅｓｈ Ｋｏｎｅｒｕ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６ Ｍｉｎｎ.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１２３ꎬ (１９９７).



姜作利: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来越多的国内法院适用国内法解释 ＣＩＳＧ 的实践ꎬ无可奈何地称之为“恋家情结”ꎬ指出这是统一

化过程中令人遗憾而又不可避免的现象ꎬ“ＣＩＳＧ 作为退而求其次的结果ꎬ必然导致裁决机构适用

其难以割舍的国内法ꎮ 他们自然地会依据根植于其智力结构中的法律理念ꎬ来理解国内法规则ꎮ
人们的大脑只能看到其能够看到的事情”①ꎮ 也有学者综合分析了一些国家裁判机构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的实践后指出ꎬ国内法在解释 ＣＩＳＧ 中有着重要的作用ꎬ只要国内法符合公约第 ７(１)条规定

的统一性要求ꎬ同时也符合 ＣＩＳＧ 依据的一般原则ꎬ就应该适用国内法来解决相关问题ꎮ② 还有

持偏激一些观点的学者指出ꎬ适用国内法来解释 ＣＩＳＧꎬ能够提高 ＣＩＳＧ 的长期正当性ꎬ主张“恋家

情结”是必要的ꎮ③

ＣＩＳＧ 的解释实践表明ꎬ不少国家的法院经常漠视 ＣＩＳＧ 的规定ꎬ诉诸国内法来解释 ＣＩＳＧꎮ④

有学者对许多 ＣＩＳＧ 成员国法院难以摆脱“恋家情结”的主要原因作了归纳:一是 ＣＩＳＧ 中缺乏相

关的法理和具体解释方法ꎬ常常令国内法官难以适用ꎻ⑤二是难以避免的种族优越感ꎬ总是觉得

自己国家的法律优于国际公约ꎻ⑥三是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ꎬ不自觉地漠视国际公约ꎻ⑦四是对

ＣＩＳＧ 了解不多ꎬ适用中缺乏自信等ꎮ⑧

ＣＩＳＧ 存在的上述缺陷ꎬ成为各国法院歧义解释的最重要根源ꎬ严重破坏了 ＣＩＳＧ 统一适用和

解释的宗旨ꎮ⑨

二、各国法院在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和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ＵＮＣＩＴＲＡＬ”)自成立以来ꎬ一直把通过统一解释和适用来

消除国际贸易障碍作为追寻的目标之一ꎮ 与其他可利用的资源相比ꎬ运用外国判例法是统一适

用 ＣＩＳＧ 的最有效方法ꎬ具有充分的法理合理性ꎮ
(一)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第 １ 款默示规定了解释 ＣＩＳＧ 时应该参考外国判例法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了解释 ＣＩＳＧ 时必须遵循的总的原则ꎬ即考虑三个要素:国际性质、
促进统一适用及遵守诚信的需要ꎮ 其中ꎬ国际性质和统一适用共同决定了 ＣＩＳＧ 的自治解释方

法ꎮ 该条虽然并未明示 ＣＩＳＧ 解释时必须考虑外国判例法ꎬ实际上这三项要素都默示规定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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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考虑外国判例法ꎮ①

一般地说ꎬ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其国内法律文化的产物ꎬ其解释自然依赖于国内特有的法律制

度中的原则和解释方法ꎮ 相比而论ꎬＣＩＳＧ 作为不同国家法律文化及法律制度相互妥协的产物ꎬ
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相应的专门的国际法院或国际先例的情况下ꎬＣＩＳＧ 的解释自然缺乏确定

性ꎬ导致五花八门的歧义解释ꎮ 这样的结果必然破坏 ＣＩＳＧ 的统一立法ꎬ甚至危及到 ＣＩＳＧ 的生

存ꎮ② 这样一来ꎬ坚持 ＣＩＳＧ 独立于各国国内法的特殊性质(国际性质)ꎬ就成为贯穿 ＣＩＳＧ 始终的

主线ꎮ③ 这自然要求 ＣＩＳＧ 解释时ꎬ排除“恋家情结”的困扰ꎬ广泛采用相关的资源ꎬ如 ＣＩＳＧ 制定

的历史、筹备资料、学者著述及外国判例法等ꎮ 其中ꎬＣＩＳＧ 的解释者考虑别国的相同或类似的案

例ꎬ有助于统一解释方法和作出统一的判决ꎬ从而达到统一适用的目的ꎮ
ＣＩＳＧ 规定的统一适用原则也要求 ＣＩＳＧ 解释时考虑外国判例法ꎮ 统一适用主要指各国法院

应采用适当的解释方法ꎬ使得 ＣＩＳＧ 能在不同的法院中得到同样的解释ꎮ 众所周知ꎬＣＩＳＧ 解释的

最大危险莫过于采用“国内法透镜来解读国际规则的自然倾向”④ꎮ 也就是说ꎬ即使有解释 ＣＩＳＧ
的国际性原则ꎬ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ꎬ也达不到统一解释 ＣＩＳＧ 的目的ꎮ 所以ꎬＣＩＳＧ 进一步提

出要考虑公约的统一适用ꎬ运用一种共同的解释方法来统一适用 ＣＩＳＧꎮ⑤ 显然ꎬ考虑外国判例法

有助于各国裁决机构同案同判ꎬ无疑成为各国统一适用公约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ꎮ
此外ꎬ遵守国际贸易中的诚信同样要求考虑外国判例法ꎮ 一般认为ꎬ诚信最早起源于古罗马

法中的“善意”概念ꎮ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ꎬ各国民法对诚信概念及适用范围ꎬ存在歧义的解读ꎬ
但是ꎬ多数国家民法都认为ꎬ诚信要求各当事人在行驶权利和履行义务时ꎬ要诚实守信ꎬ不欺诈他

人ꎮ 虽然诚信原则在 ＣＩＳＧ 解释中的含义不够清晰ꎬ也难以达成共识ꎬ但是根据 ＣＩＳＧ 中的关于

“合理性”“公平交易”的相关规定ꎬＣＩＳＧ 解释中的诚信原则主要指ꎬ解释者在解释中应本着“合
理性”及“公平交易”的思想ꎬ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平衡ꎬ不能作出荒谬的解释ꎮ 从各国法院解释

ＣＩＳＧ 的实践来看ꎬ一些法院很重视诚信在 ＣＩＳＧ 解释中的作用ꎬ还专门提到促进诚信的重要性ꎬ
还有一些法院案例以促进国际贸易中的诚信为标准来解释 ＣＩＳＧ 的条款ꎮ⑥ 各国法院在解释

ＣＩＳＧ 中相互借鉴他国相关判例中的合理之处ꎬ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ꎬ自然是诚信的需要ꎮ 所

以ꎬＣＩＳＧ 第 ７ 条关于解释时应该考虑促进国际贸易中的诚信ꎬ理所当然要求各国裁判机构考虑

外国判例法ꎮ⑦

(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国际公约的解释应该考虑外国判例法

考虑到 ＣＩＳＧ 第 ７(１)条并未提供具体的解释理论和解释方法ꎬ我们不能从国内法中寻求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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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９.



姜作利: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能考虑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指导性原则ꎮ① 有鉴于此ꎬ许多学者主张«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维也纳公约”)第 ３１－３３ 条规定的解释方法ꎬ应该用来指导公约的解释ꎮ② 维也纳公约关

于国际条约解释的规定包含在第 ３１－３３ 三个条款中ꎮ 第 ３１ 条规定了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

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ꎬ善意地予以解释ꎮ 该条还规定了解释者在考虑上下

文时ꎬ还应一并考虑各当事国在嗣后适用国际公约的惯例ꎮ 一般地说ꎬ这里的嗣后惯例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通常指那些“协调、共同及一致”的行为ꎬ也就是说ꎬ裁判机构在审理和裁决

公约案件中形成的“协调、共同及一致”的行为ꎬ就构成了嗣后惯例ꎮ③ 显然ꎬ维也纳公约关于国

际条约解释的规定ꎬ要求解释者考虑外国判例法ꎮ
(三)«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及«ＣＩＳＧ 咨询委员

会意见»也鼓励参考外国判例法

ＣＩＳＧ 自 １９８８ 年生效以来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ꎬ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决的相关案

例也迅速增多ꎬ同时ꎬＣＩＳＧ 案件中的差异解释也大量存在ꎬ已经成为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法律障

碍ꎮ 有鉴于此ꎬ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秘书处指出ꎬ鼓励各国裁决机构参考国内和外国判例法ꎬ对于统一

ＣＩＳＧ 的解释ꎬ具有远比制定“统一解释指导意见”更重要的特殊意义ꎬ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的宗旨必然

会从将散见于各国的司法及仲裁裁决的系统和客观的汇编中获益良多ꎮ④ 因此ꎬ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依

据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解释标准ꎬ于 １９８８ 年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

法»系统(ＣＩＯＵＴ)ꎬ２００４ 年首次出版了«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

要汇编»(汇编)ꎬ供各国相关人员参阅ꎮ 该«汇编»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进行了修订ꎬ依次增补了

一些判例和其他内容ꎮ
ＵＮＣＩＴＡＬ 秘书处在«汇编»中将收集到的案例以 ＣＩＳＧ 条款为基本单位进行分类综述ꎬ写成

７７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ｌｅｎｅ Ｗｅｔｈｍａｒ－Ｌｅｍｍｅｒ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Ｌａｗ ｖｉａ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４７ Ｄｅ Ｊｕｒｅ ３０５ꎬ (２０１４) .

然而ꎬ不少学者对“维也纳公约”能否适用于 ＣＩＳＧ 的解释争论不休ꎮ 以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前秘书长汉诺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

认为ꎬＣＩＳＧ 属于货物买卖合同公约ꎬ“维也纳公约”调整的则是成员国国家的义务ꎮ 因此ꎬ“维也纳公约”不适合解释货物买卖

合同ꎬ其相关规定与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的解释规则大不相同ꎮ 汉诺德教授还指出ꎬＣＩＳＧ 规定的自治解释不仅排除了适用国内法ꎬ同
样也排除了适用国际法ꎮ 也有一些学者表示质疑ꎬ认为只要承认 ＣＩＳＧ 是国际条约ꎬ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就当然适用于 ＣＩＳＧ 的

适用和解释ꎮ 因此ꎬ“维也纳公约”成员国的法院应该适用“维也纳公约”的规则来解释 ＣＩＳＧꎬ非“维也纳公约”成员国的法院则

应该适用习惯国际法ꎮ 理论上ꎬ可能存在“维也纳公约”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法院按照该方法解释 ＣＩＳＧ 上的冲突ꎬ但是ꎬ由于“维
也纳公约”被公认为习惯国际法ꎬ解释实践中不会出现冲突ꎮ 还有学者持一种中庸观点ꎬ认为 ＣＩＳＧ 和“维也纳公约”都应调整

ＣＩＳＧ 的解释ꎬ但应该进行分工:“维也纳公约”第 ３１－３３ 条用来解释 ＣＩＳＧ 第 ８９－１０１ 条ꎬ其他条款应适用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来解释ꎮ
国内有学者认为ꎬＣＩＳＧ 第 ７ 条与“维也纳公约”第 ３１－３３ 条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ꎬ即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有规定的ꎬ依照第 ７ 条ꎻ没
有规定的ꎬ则依照维也纳公约第 ３１－ ３３ 条ꎬ二者冲突时第 ７ 条优先ꎮ (Ｍａｇｎｕｓ ｉｎ Ｊａｎｓｓｅｎ ＆ Ｍｅｙｅｒ( ｅｄｓ)ꎬＣＩＳ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５２ꎻ Ｊｏｈｎ Ｈｏｎｎｏｌｄ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３ｒｄ. ｅｄ.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９９ꎬ ｐ.１０３ꎻ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ｐｐ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４ Ｉｎｔ’ ｌ. Ｔｒａｄｅ ＆ Ｂｕｓ. Ｌ. Ａｎｎ. ４ (１９９９)ꎻ Ｔｏｍ Ａｌｌｅｎ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８ Ｊ.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 Ｐｒａｃ. Ｉｎｔ’ ｌ Ｌ. ９４ (２０１２)ꎻ
Ｍａｒｌｅｎｅ Ｗｅｔｈｍａｒ－Ｌｅｍｍｅｒ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Ｌａｗ ｖｉａ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４７ Ｄｅ Ｊｕｒｅ ３０５ꎬ (２０１４)ꎻ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由于“维也纳公约”关于“嗣后惯例”的规定含义模糊ꎬ给解释者的适用带来了不确定性ꎮ 经过国家、国际组织及裁决机

构等的长期探索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嗣后惯例指“协调、共同及一致”的行为ꎮ 至于如何在解释实践中予以适用ꎬ仍需作

出不断的努力ꎮ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２０１６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 ｘ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ｏｒｇ / ｐｄｆ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ｌｏｕｔ / ＣＩＳＧ ＿Ｄｉｇｅｓｔ＿２０１６.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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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ꎬ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主要国家裁决机构对 ＣＩＳＧ 成案中某些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法ꎬ并
提供了有关案例的查找线索ꎮ 虽然该«汇编»对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具法律拘束力ꎬ但是ꎬ有
助于各国相关人员及时查阅重要信息ꎬ对统一解释和适用 ＣＩＳＧ 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世界知名的

ＣＩＳＧ 专家卢科夫斯基(Ｌｏｏｋｏｆｓｋｙ)教授曾形象地指出ꎬ如果我们把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比喻为一座精

心管理的花园ꎬ那么ꎬ«汇编»就是一台除草机ꎻ如果法官接受多数人的意见ꎬ«汇编»就能帮助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铲除花蕾中可恶的杂物ꎮ① 遗憾的是ꎬ«汇编»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秉承了 ＣＩＳＧ 的中

立性特点ꎬ只是对判例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归纳②ꎬ并不对裁判中的推理进行评析ꎬ也不

考虑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中存在的理论问题ꎻ二是提供的只是成案中的摘要ꎬ不是原始案例ꎻ三是更

新速度较慢ꎬ覆盖面不够广泛ꎮ
«ＣＩＳＧ 咨询委员会»(ＣＩＳＧ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是由美国佩斯(ＰＡＣＥ)大学法学院国际商法学

会和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商法学中心联合资助ꎬ于 ２００１ 年成立的一个非官方组织ꎬ由世

界知名的 ＣＩＳＧ 专家组成ꎬ旨在解决与 ＣＩＳＧ 有关的有争议或难以解决的问题ꎬ所提出的意见能

够名副其实地指导 ＣＩＳＧ 的解释实践ꎬ促进 ＣＩＳＧ 条文的国际统一解释ꎮ 该委员会通常针对各国

相关人员咨询的问题提出建议ꎬ有时也主动就 ＣＩＳＧ 解释的相关问题发布意见ꎬ供相关人员参

考ꎮ 一般地说ꎬ该委员会专家会遵循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解释标准ꎬ广泛参考各国裁决机

构的成案ꎬ经过缜密思考ꎬ才能对外发布意见ꎮ 与上述«汇编»相比ꎬ该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同样没

有法律拘束力ꎬ但是ꎬ由于该意见通常是针对各国法官或仲裁院在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遇到的具体

问题提出的ꎬ更加贴近司法和仲裁实践ꎮ 尤其是该意见通常是多位知名的 ＣＩＳＧ 专家集体智慧

的成果ꎬ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劝诫性ꎬ会对指导各国司法和仲裁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力ꎮ③

(四)法史及法理彰显了判例法突出的补缺填漏功能

１.法史表明各国法院依照先例处理案件是通常做法

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及演进都与其社会发展密不可分ꎬ都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习惯－判例法－
成文法的过程ꎬ即判例法发挥了重要的补缺填漏的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依照先例处理案件的做法ꎬ
在古代并不是例外而是通常的做法ꎮ④ 作为大陆法系的主要渊源的罗马法ꎬ自然也不例外ꎮ 早

在“十二表法”颁布至帝政时代(公元前 ４５０－公元前 ２７ 年)ꎬ裁判官告示就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

之一ꎮ⑤ 由于“十二表法”存在诸多法律漏洞和谬误ꎬ公元前 １２０ 年颁布的«爱布蒂亚法»赋予裁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ｏｏｋｏｆｓｋｙꎬ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ＣＩＳＧ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８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ꎬ (２００４) .

«汇编»对一些成案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归纳ꎬ这对各国裁决机构通过统一解释来填补 ＣＩＳＧ 的法律漏洞至关重要ꎮ 例如ꎬ
许多学者主张 ＣＩＳＧ 明示或默示的法律一般原则可以用来补缺填漏ꎬ但是ꎬ对 ＣＩＳＧ 默示了哪些具体的一般原则存在争议ꎬ法官

在司法实践中所做的解释也互有不同ꎮ «汇编»从相关成案中ꎬ归纳出了 ＣＩＳＧ 的一般原则:当事方自治、诚信、禁止反言、合同

相对性、付款地点、付款货币、举证责任、全部赔偿、形式自由、联系方式、减少损失、惯例有效、相互抵消、保留履约权和同时履

约、利息权、承担自己义务成本及情势变迁和重新谈判权等ꎮ 毫无疑问ꎬ«汇编»对各国 ＣＩＳＧ 判例中适用的一般原则的归纳ꎬ对
各国裁决机构的统一解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２０１６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 ４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ｏｒｇ / ｐｄｆ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ｌｏｕｔ / ＣＩＳＧ ＿Ｄｉｇｅｓｔ＿２０１６.ｐｄｆ. 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国内法和国际法统一的实践表明ꎬ多数学者集体的意见往往会产生比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更大的影响力ꎮ 例如ꎬ美国的合

同法重述在统一美国各州合同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中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ꎬ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制定的多部示范法也为统一国际贸易法作出了较大贡献ꎮ
高鸿钧:«英国法的主要特征»(上)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本文中的判例法源于英美法系的称谓ꎬ罗马法中含义及作用与之相近的术语为“裁判官法或裁判官告示”ꎮ 虽然二者之

间存在一定差异ꎬ为了本文研究需要ꎬ恕不在此作比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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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官诸多权力ꎬ如裁判官有权决定人民的诉讼权ꎻ如果裁判官认定市民法中有缺陷ꎬ可以补正之ꎻ
有不公正者ꎬ可以修改之ꎮ 这样ꎬ裁判官的告示虽未直接形成一种成文法律ꎬ但其中不少告示形

成了习惯法ꎮ 在罗马法的昌盛时期(公元前 ２７－２８４ 年)ꎬ虽然帝王的权威逐渐扩张ꎬ裁判官颁发

告示的特权及告示的作用并未受到影响ꎮ① 可见ꎬ罗马法中的裁判官虽然不能直接修改由城邦

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ꎬ但可以通过司法活动创造、变通或者解释法律规则ꎬ使某些适用范围有限

的或僵硬的法律规则适应于新的情况并且焕发活力ꎮ②

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ꎬ英国保留了判例法传统ꎬ成为当今世界英美法系中判例法制度

的摇篮ꎮ 在英国ꎬ虽然近年来制定了不少的成文法ꎬ但成文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修改或补充判例

法ꎬ在成文法没有涉足的诸多法律领域ꎬ判例法仍然占据政治地位并具有活力ꎮ③ 相比而言ꎬ大
陆法虽然一向以成文法而著称于世ꎬ但面对已经问世数百年的民法典所存在的诸多法律空隙和

表述笼统的条文及频繁修改法典会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现实ꎬ法官也不得不通过司法

判例及时弥补成文法的空隙ꎮ 换言之ꎬ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改变了对判例法的敌视态度ꎬ开始

承认判例法的某些独特功能和效用ꎮ 因此ꎬ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ꎬ占主导地位的大

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判例法的补缺填漏的作用ꎬ并未随着成文法的增加而衰萎ꎬ反而正在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④

２.法院遵循先例得到了法理的强有力支持

判例法的合理性得到了法理的支撑:一是判例法的基础是习惯ꎬ源自于人们的实际生活ꎬ是
人类理性(如自由和权利)的自然表达和有效保障ꎬ反映了人民的一般的意志ꎮ “除非存在明显

的荒谬或不合理ꎬ否则先例和规则必须被遵守”⑤ꎮ 二是立法机构的立法可能造成急剧突然的法

律变革ꎬ损害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ꎻ相比之下ꎬ通过司法判例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ꎬ有助于保持

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ꎮ⑥ 也就是说ꎬ法官在遇到案情与某先例类似时ꎬ原则上应当适用该先例

的法律理由ꎬ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可以背离先例ꎬ从而维持了法律的稳定性ꎻ同时ꎬ判例法是法

律规则与具体事实紧密相连的ꎬ其内容往往更加明确、具体和肯定ꎬ有助于提高法律的确定性ꎮ
三是判例法比成文法更具灵活性ꎬ更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ꎮ 成文法的形成与修改需要通

过严格而又繁琐的程序ꎬ必然滞后于社会发展ꎮ 判例法作为法官遵循先例或针对变化了的情形

作出的判决ꎬ可以有效缩短法律和社会之间的距离ꎬ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ꎮ 四是判例法的补缺

填漏功能远比其他解释资源突出ꎮ 众所周知ꎬ成文法最大的先天不足是存在诸多含义模糊的规

则和法律漏洞ꎬ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ꎮ 因此ꎬ各国法院在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注重参考外

国判例法ꎬ是弥补成文法上述缺陷的重要方法ꎮ
简言之ꎬ与成文法比较ꎬ判例法最主要的特征是可以发挥其补缺填漏的作用ꎬ及时弥补成文

法存在的不足ꎬ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ꎮ 与国内法相比ꎬ国际贸易法中存在更多的法律漏洞和

含义模糊的条文ꎬ缺乏权威的国际法院来统一进行法律解释和适用ꎬ难以解决层出不穷的经济全

球化催生的形形色色问题ꎬ自然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障碍ꎮ 因此ꎬ外国判例法与生俱来的补缺填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朝璧:«罗马法原理»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５－１７ 页ꎮ
黄凤:«罗马法导论»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高鸿钧:«英国法的主要特征»(上)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高鸿钧:«英国法的主要特征»(上)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的释义»(第 １ 卷)ꎬ游云庭、缪苗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８２ 页ꎮ
高鸿钧:«英国法的主要特征»(上)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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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法理职能ꎬ在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和适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ꎮ
(五)主要国家法院在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实践

１. 主要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开始注重参照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

英国法作为判例法的摇篮ꎬ最先创设了先例拘束力原则ꎮ① 然而ꎬ在对外国裁决机构作出

的关于国际公约的判例的态度上ꎬ尤其是对 ＣＩＳＧ 的解释中应否考虑外国判例法ꎬ一直持不情

愿的态度ꎮ② 其主要原因:一是英国至今尚未成为 ＣＩＳＧ 的成员国ꎻ二是英美法国家没有现成

的适用 ＣＩＳＧ 的先例ꎮ 虽然大陆法国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 ＣＩＳＧ 先例ꎬ但这些先例往往在英美

法系国家缺乏权威性ꎬ同时ꎬ英国的法官习惯上优先考虑英美法系国家的先例ꎬ对大陆法系国

家的 ＣＩＳＧ 案例不够重视ꎮ③ 不过ꎬ完全可以预测ꎬ英国成为 ＣＩＳＧ 成员国后ꎬ随着 ＣＩＳＧ 案件的

增多ꎬ英国法院秉承其遵循先例的传统ꎬ在处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参考外国判例法ꎬ自然是水到渠

成的结果ꎮ
美国作为主要的英美法系国家及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强国ꎬ与英国法院相比ꎬ其法院对

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的态度有其特点:一方面ꎬ美国法院一定程度上传承了英国的传统ꎬ偏爱自己

法院的判例ꎻ另一方面ꎬ美国是 ＣＩＳＧ 的创始国之一ꎬ涉及 ＣＩＳＧ 的国际贸易判例较多ꎮ 这样ꎬ
美国法院对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的态度ꎬ经历了一个特别的过程:首先ꎬ美国宪法明文规定ꎬ美国

批准通过的国际公约ꎬ是美国的最高法律ꎬ各州法官必须受其拘束ꎮ 依此规定ꎬＣＩＳＧ 应该优先

于美国的«统一商法典»和各州的合同法ꎮ 然而ꎬ美国的相关司法实践并非如此ꎮ 例如ꎬ美国

的法院直到 １９９２ 年才首次在 Ｆｉｌａｎｔｏ 案中适用 ＣＩＳＧꎬ驳回了被告关于«统一商法典»是该案的

适用法的诉求ꎮ④ 其次ꎬ美国联邦法院在裁决涉及 ＣＩＳＧ 案例中是否应该考虑外国判例法方

面ꎬ经历了一个先考虑国内法院的 ＣＩＳＧ 判例法、后考虑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的过程ꎮ 例如ꎬ美国

法院在 Ｆｉｌａｎｔｏ 案后的几年里ꎬ一直通过参照国内法院适用«统一商法典»判例来作出判决ꎬ其
主要理由是ꎬ«统一商法典»中的诸多规定与 ＣＩＳＧ 相近ꎮ 直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案ꎬ
美国法院才首次参照美国法院的 ＣＩＳＧ 判例法作出判决ꎮ 该案的意义在于ꎬ美国法院放弃了

参照国内法院依据«统一商法典»所做的判例ꎬ开始考虑美国法院适用 ＣＩＳＧ 的判例法ꎮ⑤ 美国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ｅｍｅｇａ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１１ꎬ (２００１) .

Ｍｏｎｉｃａ Ｋｉｌｉａｎꎬ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 Ｌ. ＆ Ｐｏｌ’Ｙ.２３４ꎬ (２００１) .可喜的

是ꎬ一些英国学者和法官主张参考外国判例法ꎮ 例如ꎬ英国著名的上议院大法官丹宁勋爵意识到了国际公约统一解释中考

虑外国判例的重要性ꎬ曾在评论 Ｃｏｒｏｃｒａｆｔ ｖ. Ｐａｎ Ａｍ 案中指出:“这些法院的判例有权得到最高的尊重ꎮ 我个人完全同意这

些判决ꎮ 即使我不同意ꎬ我也会在涉及国际商务事宜方面遵循他们ꎮ 因此ꎬ所有国家的法院都应该统一解释该公约(华沙公

约)ꎮ”(Ｍａｒｔｉｎ Ｇｅｂａｕｅｒ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５ Ｕｎｉｆ. Ｌ. Ｒｅｖ.６９２ꎬ ( ２０００.)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ｅｍｅｇａ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１３ꎬ (２００１)ꎻ Ｍｏｎｉｃａ Ｋｉｌｉａｎꎬ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 Ｌ. ＆ Ｐｏｌ’Ｙ.２３３ꎬ (２００１) .

Ｇａｒｙ Ｋｅｎｊｉ Ｎａｋａｔａꎬ Ｆｉｌａｎｔｏ Ｓ. ｐ. Ａ. ｖ. Ｃｈｉｌｅｗｉｃｈ Ｉｎｔ’ ｌ Ｃｏｒｐ.: Ｓ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Ｂｅｌｌｏｗ Ｆｏｒ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Ｓ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ꎬ ７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 Ｌａｗ １４１ꎬ １４２ꎬ (１９９４) .

Ｓｕｎｉｌ Ｒ. Ｈａｒｊ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ｓꎬ ２３ Ｈｏｕｓ. Ｊ. Ｉｎｔ’Ｌ .
８４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这里指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ｐａｒｅｓꎬ Ｉｎｃ. 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案ꎮ 本案中的美国卖方(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ｐａｒｅｓ)诉瑞典买方(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违约ꎮ 双方同意 ＣＩＳＧ 是合同的适用法ꎬ争论的焦点是 ＣＩＳＧ 下能否适用“口头

证据规则”ꎮ 法院参照美国国内另一法院的类似判例ꎬ作出了 ＣＩＳＧ 下可以适用口头证据规则的裁定ꎮ 尽管法院的裁定有待

商榷ꎬ但在美国法院裁定 ＣＩＳＧ 案件中ꎬ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ｐａｒｅｓꎬ Ｉｎｃ. 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ｅｒｖ. ＡＢꎬ ２３ Ｆ.
Ｓｕｐｐ.２ｄ ９１５ꎬ ９１６[Ｎ.Ｄ. ＩＩＩ.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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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于 １９９８ 年判决的另一个判例(即 Ｍｃｃ－Ｍａｒｂｌｅ 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法院认可了统一解

释 ＣＩＳＧ 的重要性ꎬ表现了法院可以考虑外国相关 ＣＩＳＧ 判例法的意愿ꎮ①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当属美国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判决的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ｍｅ 案:法院为了解决争议的问题ꎬ直接考虑了

多个国家的 ＣＩＳＧ 判例ꎬ成为美国法院截至当时参照外国判例法最多的判例ꎬ是美国法院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司法实践的伟大进步ꎮ② 美国有学者指出ꎬ从 ＣＩＳＧ１９８８ 年生效到 ２００４ 年美国法院

对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ｍｅ 的判决ꎬ是美国法院在适用 ＣＩＳＧ 过程中逐步走向统一解释和适用的婴儿时

期ꎻ自此之后ꎬ美国法院逐渐进入了成年期ꎬ即美国法院在统一解释和适用 ＣＩＳＧ 时ꎬ能够抵御

来自国内法的诱惑ꎬ开始系统参照 ＣＩＳＧ 解释的相关资源ꎬ如国内的 ＣＩＳＧ 判例法、学者著述及

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等ꎮ 随着 ＣＩＳＧ 在美国的适用日趋广泛ꎬ自然要求美国法院采用正确的解释

方法ꎬ认真考虑 ＣＩＳＧ 的国际性质和促进统一适用的需要ꎬ按照 ＣＩＳＧ 的规定作出判决ꎮ 因此ꎬ
美国法院采取积极步骤来正确解释 ＣＩＳＧ 的时机已经成熟了ꎮ③

２. 主要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参照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已经成为通常的做法

根据目前主要的关于 ＣＩＳＧ 案例的数据库ꎬ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法院判决的 ＣＩＳＧ 案例远远

１８

①

②

③

Ｓｕｎｉｌ Ｒ. Ｈａｒｊ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ｓꎬ ２３ Ｈｏｕｓ. Ｊ. Ｉｎｔ’Ｌ .
７８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ꎻ Ｍａｒｌｙｓｅ ＭｃＱｕｉｌｌｅ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ＩＳ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６１ Ｍｉａｍｉ Ｌ. Ｒｅｖ.５２２ꎬ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这里指 ＭＣＣ－Ｍａｒｂｌ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Ｃｔｒ.ꎬ Ｉｎｃ. ｖ. Ｃｅｒａｍｉｃａ Ｎｕｏｖａ Ｄ’
Ａｇｏｓｔｉｎｏ 案ꎮ 本案中的美国卖方(ＭＣＣ－Ｍａｒｂｌ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诉意大利买方(Ｃｅｒａｍｉｃａ Ｎｕｏｖａ 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没有支付货款ꎮ 买方辩

称自己没有付款义务ꎬ因为卖方在先前合同履约中曾拖延了付款ꎮ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在 ＣＩＳＧ 下适用“口头证据规则”
来确定双方的主观意旨ꎮ 法院认为ꎬ合同双方的国家都是 ＣＩＳＧ 的成员国ꎬ由于«统一商法典»和 ＣＩＳＧ 对“口头证据规则”问
题的规定差异较大ꎬ本案应适用 ＣＩＳＧꎮ 法院进一步指出ꎬＣＩＳＧ 并未像«统一商法典»那样涵盖“口头证据规则”ꎬ最后依据

ＣＩＳＧ 第 ８ 条(１)和(２)作出了有利于买方的裁定ꎮ 法院还指出ꎬ如果当事方将相关外国判例法提交到法院ꎬ法院也愿意予以

考虑ꎮ 本案的主要意义在于ꎬ法院成功地抵住了美国国内判例法的诱惑ꎬ完全依据 ＣＩＳＧ 的规则作出了裁决ꎮ (ＭＣＣ－Ｍａｒｂｌ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Ｃｔｒ.ꎬ Ｉｎｃ. ｖ. Ｃｅｒａｍｉｃａ Ｎｕｏｖａ 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ꎬ １４４ Ｆ. ３ｄ １３８４ꎬ １３８５ (１１ ｔｈ Ｃｉｒ. １９９８))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Ｔｅｉｌｉｎｇꎬ ＣＩＳＧ:Ｕ.Ｓ. Ｃｏｕｒｔ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９ Ｕｎｉｆ. Ｌ. Ｒｅｖ. ４３５ꎬ (２００４) .本案指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ｍｅ Ｐａｃｋｅｒｓ Ｉｎｃ. ｖ. Ｎｏｒｔｈａｍ Ｆｏｏ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 案. 本案中的美国卖方(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ｍｅ)诉加拿大买方(Ｎｏｒｔｈａｍ)在及时检验货

物和发出通知方面违反了 ＣＩＳＧ 规定ꎮ 法院为了确定买方是否及时检验了货物ꎬ考虑了荷兰、德国及意大利等国法院的类似

判例ꎬ作出了否定的裁定ꎮ 法院在裁定买方是否及时发出了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通知时ꎬ也考虑了德国、意大利等国法院

的其他判例ꎬ作出买方没有在发现货物不符合同规定后的合理时间内发出通知的判定ꎮ 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ꎬ当法院发现

美国没有类似的 ＣＩＳＧ 判例时ꎬ毫不犹豫地认真考虑了 ＣＩＳＧ 第 ７(１)条规定的 ＣＩＳＧ 解释的“国际性质”及“促进统一适用”
的要求ꎬ参照多个国家法院的判例ꎬ作出了合理的判定ꎮ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ｍｅ Ｐａｃｋｅｒｓ Ｉｎｃ. ｖ. Ｎｏｒｔｈａｍ Ｆｏｏ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ｍｅ Ｐａｃｋｅｒｓ ＩＩＩ]ꎬ ４０８ Ｆ. ３ｄ ８９４ [７ 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５])

Ｓｕｎｉｌ Ｒ. Ｈａｒｊ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ｓꎬ ２３ Ｈｏｕｓ. Ｊ. Ｉｎｔ’Ｌ .
８９ꎬ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ꎻ Ａｎｎｏ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Ｏｌａｚａｂａｌ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Ｅｍｅｒｓｏｎꎬ Ｋａｒｅｎ Ｄ. Ｔｕ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ｎｅ Ｓａｃａｓａ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ＩＳＧ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Ｕ. Ｓ. Ｃｏｕｒｔｓꎬ ６７(４) Ｓａｃａｓａｓ Ｒｅｎｅ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ｙｅｒ １３８２ꎬ ( ２０１２) .美国法院 ２００４ 年后的

ＣＩＳＧ 司法实践表明ꎬ美国法院对 ＣＩＳＧ 案件的审理的确更认真了ꎮ 在参照判例方面ꎬ他们通常首先考虑美国法院的 ＣＩＳＧ 判

例法ꎬ如果没有类似的案例ꎬ就会考虑外国 ＣＩＳＧ 的判例法ꎮ 例如ꎬ美国法院 ２００４ 年判决的 Ａｍｃｏ Ｕｋ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 Ａｍ. Ｍｅｔｅｒ
Ｃｏ.ꎬ ３１２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６８１ꎬ６８６ ( Ｅ. Ｄ. Ｐａ. ２００４)中ꎬ参照了 ２ 个德国的判例ꎻ２００６ 年判决的 Ｍｕｌｔｉ － Ｊｕｉｃｅꎬ Ｓ. Ａ. ｖ. Ｓｎａｐｐｌｅ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ｒｐ.ꎬ ０２ Ｃｉｖ. ４６３５ (ＲＰＰ)ꎬ ２００６ Ｕ.Ｓ. Ｄｉｓｔ. ＬＥＸＩＳ ３５９２８ꎬ ａｔ ２１－２２ (Ｓ.Ｄ.Ｎ.Ｙ.) Ｊｕｎｅ １. ２００６ 中ꎬ考虑了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汇编中的判例和建议ꎮ 最近几年美国法院考虑外国判例法的也不少ꎬ如 ２０１０ 年判决的 Ｂｏｄｕｍ ＵＳＡꎬ Ｉｎｃ.ꎬ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ꎬ ｖ. Ｌａ Ｃａｆｅｔｉｅｒｅꎬ Ｉｎｃ.ꎬ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Ａｐｐｅｌｌｅｅ 案(ｈｔｔｐ: / / ｃｉｓｇｗ３.ｌａｗ.ｐａｃｅ.ｅｄｕ / ｃａｓｅｓ / １００９０２ｕ１.ｈｔｍｌ)和 Ｆｏｒｅｓｔ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ｉ Ｓ.
Ａ.ꎬ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ꎬ ｖ. Ｄａｒ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Ｉｎｃ.ꎬ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 Ａｐｐｅｌｌｅｅ 案 ( ｈｔｔｐ: / / ｃｉｓｇｗ３. ｌａｗ. ｐａｃｅ. ｅｄｕ / ｃａｓｅｓ / １００７２１ ｕ１.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１ 年判决的 ＥＣＥ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Ｂ.Ｖ.ꎬ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 ｖ. Ｔｈｅ Ｐｕｒｏｌｉ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ｈｔｔｐ: / / ｃｉｓｇｗ３. ｌａｗ. ｐａｃｅ.
ｅｄｕ / ｃａｓｅｓ / １１１１０９ ｕ１.ｈｔｍｌ)ꎬ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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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主要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ꎮ① 原因当然很多ꎬ其中主要的是:其一ꎬＣＩＳＧ 自最早的提议到生

效ꎬ一直继承了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习惯ꎮ 早在罗马国

际统一私法协会(ＵＮＩＤＲＯＩＴ)成立之前ꎬ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主要是法国、德国、意大利、
斯堪的纳维亚及英国学者)就提出了制定统一的国际销售法的构想ꎬ经过多年的努力ꎬ１９６４ 年在

海牙召开的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 会议通过了“海牙公约”ꎮ 该公约基本成为大陆法传统的产物ꎬ对英美法

及其他法律传统重视不够ꎮ② 现行 ＣＩＳＧ 承继了“海牙公约”的基本框架和法律传统ꎬ不可避免地

存在漠视英美法传统的缺陷ꎬ如摈弃了判例法传统ꎬ没有接受一些富有英美法系特征的法律概念

及规定ꎬ如对价、口头证据规则及狭义法律解释方法等ꎮ③

相比之下ꎬ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较早参照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来作出判决ꎮ 当然ꎬ这些国家在

具体引用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的司法实践中ꎬ存在一定差异ꎮ 总的来说ꎬ引用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的

国家主要是意大利、德国、瑞士、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ꎬ其中以意大利法院的表

现最为突出ꎮ④ 意大利法院早在 １９９６ 年的一个 ＣＩＳＧ 判决中ꎬ就开始引用外国法院的相关判决ꎬ
并且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国内法院明示引用外国法院 ＣＩＳＧ 判例来确证自己判决的案例ꎮ⑤ 自此

以后ꎬ意大利法院不断参照外国判例法来作出判决ꎮ⑥ 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 ２０００
年作出的一个 ＣＩＳＧ 判决:法院为了解决自治权、不符合同规定的通知及举证责任等问题ꎬ参照

了多达 ４０ 个外国法院的 ＣＩＳＧ 判例和仲裁裁决ꎮ⑦ 紧随其后的是里米尼法院 ２００２ 年和帕多瓦

法院 ２００４ 年作的判决ꎬ前者引用了 ３５ 个外国法院的判例和仲裁裁决ꎬ后者则引用了 ４０ 个ꎮ 这

说明ꎬ意大利法院已经普遍接受了通过参照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ꎬ来帮助解释 ＣＩＳＧ 的做法ꎮ 更重

要的是ꎬ意大利引用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ꎬ有时引用外国判例法确证自己的推

理ꎬ有时对不同的外国裁判解释观点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ꎬ还有时将外国判例法中的观点作为

反例ꎬ通过指出前者推理中的问题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ꎮ 可见ꎬ意大利法院在引用外国判例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佩斯大学法学院 ＣＩＳＧ 数据库 ２００４ 年的检索表明ꎬ在 １２６５ 案例中ꎬ美国裁决的案例为 ５６ 件ꎬ新西兰为 ９ 件ꎬ澳大利亚为

８ 件及加拿大为 ８ 件ꎮ 相比而言ꎬ德国为 ３５０ 件ꎬ荷兰为 １０２ 件ꎬ瑞士为 １０１ 件ꎬ比利时为 ９６ 件及奥地利为 ９０ 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ｓｇ.ｌａｗ.ｐａｃｅ.ｅｄｕ / ｃｉｓｇ / 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ｅ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０９])这个检索结果与意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和罗马国际统

一私法学会共同建设的数据库(ＵＮＩＬＥＸ)２００４ 年检索的结果一致:总共 ５４１ 件法院判决案例中ꎬ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及荷

兰为 ３７４ 件ꎬ英美法国家共为 ４１ 件ꎬ其中美国为 ３４ 件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 ３ 件ꎬ新西兰为 １ 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ｉｌｅｘ. ｉｎｆｏ. 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出席 １９６４ 年海牙会议的代表仅仅来自于 ２９ 个国家ꎬ其中 １９ 个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ꎮ 英国是唯一批准海牙公约的英美

法系国家ꎬ美国既没有参加海牙公约的起草ꎬ也未予以批准ꎮ
与大陆法系国家宽泛的法律解释方法相比ꎬ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ꎬ如偏重判例的拘束力ꎬ不情愿

考虑法律的立法史ꎬ不重视学者著述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ꎮ 显然ꎬ英美法的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ꎬ与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的规定存在冲

突ꎮ (Ｓｅｅ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Ｌｕｔｚꎬ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３５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Ｕ.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Ｌ. Ｒｅｖ. ７１５ꎬ
[２００４]ꎻ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２４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Ｊ. Ｉｎｔ’ 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 Ｌ. １８３ꎬ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主要原因是ꎬ其一ꎬ意大利作为罗马法的发源地ꎬ意大利法院对继承了罗马法成文法特点的公约ꎬ自然情有独钟ꎻ其二ꎬ作
为公约主要渊源的“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ＵＬＩＳ)及“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ＵＬＦ)系位于意大利罗马的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的精品力作ꎬ意大利法院自然有难以割舍的情结ꎻ其三ꎬ意大利的学者利用其法律传统和地缘优势ꎬ对 ＣＩＳＧ 开展了

广泛系统的研究(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中“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起草小组组长波奈尔(Ｂｏｎｅｌｌ)教授一直是研究公约的著名学

者)ꎬ对意大利法院解释公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ｅｍｅｇａ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８６ꎬ (２００１).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７２ 页ꎮ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Ｔｈｅ ＣＩＳＧ’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ｕｒｔｓ –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ꎬ ９ ＶＪ ２３３ꎬ (２００５) .法院引用了奥地利、法国、德

国、荷兰、瑞士、美国都法院的判决及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裁决ꎮ 其中不少判决和裁决并未在任何刊物上公开ꎬ法院接受了学者的

建议ꎬ从 ＵＮＩＬＥＸ 及 ＣＬＯＵＴ(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判例法系统)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的ꎮ



姜作利: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法解释 ＣＩＳＧ 上是走在前列的ꎮ①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中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ꎬ其法律传统对 ＣＩＳＧ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② 不

过ꎬ德国法院在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考虑外国判例法方面ꎬ起步较晚ꎮ 但是ꎬ德国法院近年来这方

面的案件逐年增多ꎮ 除了参照外国法院判决外ꎬ德国法院还注重考虑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ꎮ 另

一个特点是ꎬ德国法院往往继承了德国法注重理性的特点ꎬ在考虑外国判例法中ꎬ一般会对外国

的判决进行深入分析ꎬ经常作出相反的判决ꎮ③

三、各国法院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考虑外国判例法的对策建议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ꎬ外国判例法在 ＣＩＳＧ 解释中的作用ꎬ是不容置疑的ꎮ 然而ꎬ由于

ＣＩＳＧ 缺乏相关的详细规定ꎬ各国法院在 ＣＩＳＧ 解释中又难以彻底摆脱“恋家情结”的干扰ꎬ在参

考外国判例法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各国法院对解释 ＣＩＳＧ 时是否有法定义务考虑外国判

例法及外国判例法是否具有拘束力ꎬ难以达成共识ꎻ④二是不少国家法院在参照外国判例法中ꎬ
常常作出不同的裁决ꎻ⑤三是众多的外国判例法之间存在不少冲突ꎬ使各国法院难以取舍ꎬ等
等ꎮ⑥ 可见ꎬ各国法院在考虑外国判例法时如何扬长避短ꎬ作出符合 ＣＩＳＧ 关于统一解释的要求ꎬ
绝非易事ꎬ需要作出理性的艰苦努力ꎮ

(一)各国法院在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中应把参考外国判例法作为自己的强制性法定义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ꎬ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了外国判例法在解释 ＣＩＳＧ 中的重要性ꎬ
但在各国法院是否应该把参考外国判例法作为强制性法定义务方面ꎬ仍存在争议:反对者的主要

理由是ꎬＣＩＳＧ 并未创设类似于国内司法体制的国际法院体系ꎬ因此ꎬ缺乏相应的法院制度来确定

哪些外国判例可以成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先例ꎻ大陆法国家的法院难以认可英美法国家司法体

系中先例拘束力传统ꎻＣＩＳＧ 第 ７ 条第 １ 款仅仅规定的考虑(ｒｅｇａｒｄ)一词ꎬ并不构成法定义务ꎻ各
国裁决机构的判例互有不同ꎬ难以统一ꎻ外国判例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解释问题ꎬ还会导致新问

题ꎬ等等ꎮ⑦ 我们赞同支持者的理由:ＣＩＳＧ 起草者早就意识到“ＣＩＳＧ 自治解释”能够促进国际贸

易法的统一化ꎬ因此ꎬＣＩＳＧ 解释者必须考虑外国判例法的观点符合起草者的原意ꎻＣＩＳＧ 第 ７ 条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７３ 页ꎮ
德国法一向以严格及系统著称ꎬ对 ＣＩＳＧ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ꎬ如对买方检验货物和发出通知进行严格的解释(ＣＩＳＧ 第 ３８ꎬ

３９ 条)ꎬ严格限制 ＣＩＳＧ 纳入格式条款ꎬ买方的标准补救措施(公约 ４５－４８ 及 ７４－７８ 条)ꎬ根本性违约ꎬ等等ꎮ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ｂｅｒꎬ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Ｇｅｒｍａｎ? –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ＳＧ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Ｆａｃ. Ｌ.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Ｉｎｔ’ ｌ Ｅｄ. １５４ꎬ[２０１１])

例如ꎬ德国法院 ２００５ 年审理的一个 ＣＩＳＧ 案件ꎬ考虑了俄罗斯商会仲裁院的一个判例ꎬ却作出了与该裁决相反的判决ꎮ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７６ 页ꎮ

Ｊｏｈｎ Ｈｏｎｎｏｌｄꎬ Ｔｈｅ Ｓａｌ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８ Ｊ. Ｌ. ＆ Ｃｏｍ. ２１１ꎬ
(１９８８)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ｈｅａｆｆ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ｄ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１５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Ｊ.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４９０ꎬ (２００７) .

Ｋｉｎａ Ｇｒｂｉｃꎬ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ｄｅꎬ ２９ Ｔｏｕｒｏ Ｌ. Ｒｅｖ. １９７ꎬ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ꎻ
Ｃａｍｉｌｌａ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９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ｏｂｌｅ Ｍｏｎｔｈ” ｆｏｒ Ｎｏｔｉｃｅ－Ｇｉｖｉｎｇꎻ Ａ (Ｇｒａｃｅｆｕｌｌｙ) Ａｇｅｉｎｇ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３０ Ｊ. Ｌ. ＆ Ｃｏｍ.
１９７ꎬ (２０１２) .

Ｍｏｎｉｃａ Ｋｉｌｉａｎꎬ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 Ｌ. ＆ Ｐｏｌ’Ｙ.２４０ꎬ (２００１) .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ＣＩＳＧ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５８ꎬ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ꎻ Ｈａｒｒｙ

Ｍ.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ꎬ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 Ｆｅｅｓ ａｓ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 Ｓａｌ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ＩＳ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Ｚａｐａｔａ Ｈｅｒｍａｎｏｓ ｖ.Ｈｅａｒｔｈｓｉｄｅ Ｂａｋｉｎｇꎬ ２２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４１ꎬ (２００２)ꎻ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ｏｏｋｏｆｓｋｙꎬ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ＣＩＳＧ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８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０ꎬ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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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款中的“ｉｓ ｔｏ ｂｅ ｈａｄ”约文清晰地表明其含义与“ｙｏｕ ｓｈａｌｌ ｈａｖｅ”词语相同①ꎬ即命令各 ＣＩＳＧ
成员国和法院在解释时必须考虑 ＣＩＳＧ 的国际性质和促进统一适用的需要ꎮ 换言之ꎬＣＩＳＧ 解释

者考虑外国判例法应该成为强制性的法定义务ꎮ② 此外ꎬ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３１ 条的规定ꎬ外
国判例法属于国际条约适用的“嗣后惯例”ꎬ理应予以考虑ꎮ 第 ３３ 条还规定ꎬ国际条约的解释不

得违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ꎬ再次确认了解释者在适用公约第 ７ 条时ꎬ应该依据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

和统一适用考虑外国判例法ꎬ尽早摆脱“恋家情结”的困扰ꎮ③

我们认为ꎬ各国 ＣＩＳＧ 解释者必须将考虑外国判例法视为自己的强制性的法定义务ꎬ也就是

说ꎬ不管外国判例法是否构成有拘束力的先例ꎬ各国法院都必须在解释 ＣＩＳＧ 时考虑外国判例

法ꎮ④ 换言之ꎬ各国法院不能因为整体上外国判例法不构成先例或某些具体外国判例不合理ꎬ就
规避自己考虑外国判例法的法定义务ꎮ 至于应该依据哪个具体的外国判例作出裁决ꎬ各国法院

应该视个案情形进行具体分析ꎬ对外国判例进行慎重的甄选ꎬ从而作出理性的决定ꎮ
(二)各国法院应理性、客观地把握外国判例法的特征

１.各国法院应客观地确认外国判例法的劝诫性

外国判例法是否具有先例拘束力问题ꎬ也是人们争论了多年的焦点之一ꎮ 以世界知名的

ＣＩＳＧ 学者波耐尔(Ｂｏｎｅｌｌ)教授为代表的少数学者主张外国判例法具有先例拘束力ꎬ有学者甚至

声称属于“超国家先例”ꎬ呼吁英美法和大陆法国家法官尽早修正其解释方法ꎬ遵循外国判例法ꎮ
同时ꎬ多数学者予以反对ꎬ指出外国判例法本身不能保证实体公正性ꎬ国际社会缺乏类似国内的

司法体系ꎬ也不可能创设国际先例拘束力体系ꎮ 因此ꎬ他们主张外国判例法只具有劝诫性ꎬ没有

法律拘束力ꎮ⑤

我们原则上赞同多数学者关于外国判例法只具有劝诫性的观点ꎬ但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将

所有的外国判例法一律视为没有法律拘束力ꎬ漠视外国判例法在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和适用中的重

要作用的观点ꎮ 实际上ꎬ一些外国判例法是多数学者和法官集体智慧的结果ꎬ经得起历史的考

验ꎬ当然应该具有法律拘束力ꎮ 因此ꎬ各国法院应根据个案进行具体分析ꎬ才是理性和正确参考

外国判例法的唯一路径ꎮ
２.各国法院应准确把握外国判例法的实践性和合理性

外国判例法突出的实践性对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和适用具有最直接的影响ꎮ 外国判例法是外

国法院针对具体的客观事实ꎬ采用一定的方法ꎬ依据 ＣＩＳＧ 的相关规定ꎬ经过缜密的思考ꎬ作出的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ｈａｌｌ”一词在法律文件中表示强制性的法律义务ꎬ应译为“必须”较贴切ꎮ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ｓ Ｎｉｎｔｈ Ｎｅｗ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Ｉｎｃ. １９８３ꎬ ｐ. １０８１ꎻ «新英汉词典»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ꎬ第 １２５２ 页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ｏｏｋｏｆｓｋｙꎬ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ＣＩＳＧ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８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ꎬ ( ２００４)ꎻ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ｅ ｄｉ Ｒｉｍｉｎｉꎬ 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６９ꎬ (２００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ｈｅａｆｆ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ｄ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ꎬ １５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Ｊ. Ｉｎｔ’ ｌ ＆ Ｃｏｍｐ. Ｌ. ４７７ꎬ (２００７)ꎻ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ｐｐ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４ Ｉｎｔ’ ｌ. Ｔｒａｄｅ ＆ Ｂｕｓ. Ｌ. Ａｎｎ. １０ꎬ (１９９９) .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Ｔｈｅ ＣＩＳＧ’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ｕｒｔｓ—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ꎬ ９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１ꎬ (２００５) .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ＣＩＳＧ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１７ Ｊ. Ｌ. ＆ Ｃｏｍ. ２５９ꎬ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ꎻ 刘瑛:«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７４ 页ꎻＰｈｉｌｉｐ Ｈａｃｋｎｅｙꎬ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ꎬ ６１ Ｌａ. Ｌ. Ｒｅｖ.４７９ꎬ (２００１)ꎻ Ｃｌａｕｄｅ Ｗｉｔｚꎬ ＣＩＳ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Ｉ. Ｂ. Ｌ. Ｊ. ２５８ꎬ (２００１) .



姜作利: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司法判决ꎮ 虽然外国判例法可能产生误判ꎬ但作为外国法官智慧的结果ꎬ最贴近其他法院的判决

工作ꎬ自然对其判决具有最直接的参考作用ꎮ 尤其是理性考虑外国判例法ꎬ有助于法院了解外国

法院对 ＣＩＳＧ 纠纷的判决ꎬ摆脱“恋家情结”的困扰ꎬ从而促进 ＣＩＳＧ 的统一解释和适用ꎮ①

外国判例法是外国法官对 ＣＩＳＧ 解释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ꎬ具有较强的公正性ꎮ 一般地说ꎬ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ꎬ尤其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时ꎬ会采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ꎬ力求弄清法律规

定的真实含义ꎬ作出相应的判决ꎮ 由于 ＣＩＳＧ 中存在诸多含义模糊的规定和法律漏洞ꎬ又缺乏类

似国内法的修订机制ꎬ法官判决时会更认真谨慎ꎬ结合使用其他解释资源ꎬ作出最终的判决ꎮ 可

见ꎬ相对于其他单一的解释资源ꎬ外国判例法作为外国法官综合运用 ＣＩＳＧ 解释方法的结果ꎬ自
然属于优质的解释资源ꎮ②

３.各国法院也不应该漠视外国判例法的缺陷

外国判例法最大的缺陷是在质量上存在良莠不齐问题ꎬ各国法院不应忽视ꎮ 由于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缺乏权威的 ＣＩＳＧ 解释机构和具体的规定ꎬＣＩＳＧ 的解释只能靠主权国家的法院和仲

裁机构来进行ꎮ 这样ꎬ来自不同法律背景的法官和仲裁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本国法的思维方式、
知识体系及解释技巧的影响ꎬ从而有可能对同样的 ＣＩＳＧ 条文作出不同的解释ꎬ以至于在同样或

类似的案件事实下ꎬ作出不同的判决ꎮ③ 显而易见ꎬ各国法院作出的这种相互不同的判决ꎬ在质

量上无疑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ꎬ会对其他国家法院的判决产生负面影响ꎬ自然有碍于实现 ＣＩＳＧ
规定的统一解释和统一适用的目的ꎮ 这也是外国判例法区别于其他可利用的解释资源的重要特

征之一ꎬ各国法院应慎重、理性地对待ꎮ
(三)各国法院应该慎重做好外国判例法的甄选工作

各国法院在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ꎬ一方面ꎬ应该勇于摈弃国内法律解释理念、解释技巧的诱惑ꎬ
大胆考虑外国判例法ꎬ充分挖掘其有利于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和适用的潜在优势ꎮ 另一方面ꎬ应该精

挑细选外国判例法ꎬ尽量避免外国判例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ꎮ
首先ꎬ各国法院应始终铭记 ＣＩＳＧ 第 ７ 条规定的国际性质、促进统一适用及遵守诚信的解释

指导原则及 ＣＩＳＧ 前言中关于消除国际贸易障碍和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规定ꎮ④ 其次ꎬ采用正

确、严格的甄选方法ꎮ 著名的 ＣＩＳＧ 学者弗莱特尼(Ｆｌｅｃｈｔｎｅｒ)教授提出的方法ꎬ可以作为参考:法
院应该将 ＣＩＳＧ 判例分成强制性和劝诫性两类ꎮ 具体地说ꎬ法院在 ＣＩＳＧ 判例分类中ꎬ应该考虑

多项因素ꎬ从而确定相关判例的重要性ꎬ切实解决个案中的相关问题ꎮ 他进一步指出ꎬ法院应该

考虑的因素很多ꎬ其中最重要的ꎬ一是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的权威性ꎬ即该法院的权威性越高ꎬ所
作的判例越重要ꎻ二是其他法院和仲裁院对相关问题的认同度ꎬ如果大多数法院对同一 ＣＩＳＧ 问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 Ｋｏｍａｒｏｖ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ＳＧ: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１)ꎬ ２５ Ｊ. Ｌ. ＆ Ｃｏｍ. ８０ꎬ (２００５)ꎻ Ｆｒａｎｃ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ꎬ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ｉｎ ａ Ｔｒｕｌｙ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ｅ ｄｉ
Ｖｉｇｅｖａｎｏ (Ｉｔａｌｙ)Ｃꎬ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０ꎬ ６ Ｕｎｉｆ. Ｌ. Ｒｅｖ. ２０６ꎬ (２００１)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ｔ Ｅｌｉａꎬ ＣＩＳＧ: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ꎬ １４ Ｐａｃｅ
Ｉｎｔ’ ｌ Ｌ. Ｒｅｖ. １８６ꎬ (２００２).

刘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问题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５１ 页ꎮ
Ｍｏｎｉｃａ ＫｉｌｉａｎꎬＣＩＳ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 Ｊ.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 Ｌ. ＆ Ｐｏｌ’Ｙ.２２７ꎬ (２００１) .
需要强调指出ꎬ公约规定了这三项解释原则ꎬ各国法院应该综合遵守ꎬ不得偏颇ꎮ 否则ꎬ就可能导致法院最终使用质量差

的判例ꎬ有悖于公约的规定ꎮ ( Ｓｅｅ Ｈａｒｒｙ Ｍ. Ｆｌｅｃｈｔ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ｉｎ 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Ｐｒｎｉ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１)ꎬ １７ Ｊ. Ｌ. ＆ Ｃｏｍ. ２１４ꎬ (１９９８)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ｉｌｌｍａｎꎬ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ｌｕｓｉｖ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Ｒｅｖ.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 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２１ꎬ (１９９５)ꎻ Ｐｈｉｌｉｐ Ｈａｃｋｎｅｙꎬ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ꎬ ６１ Ｌａ. Ｌ. Ｒｅｖ.４７５ꎬ (２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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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解释ꎬ外国法院应该将其视为国际贸易法中的惯例ꎬ予以采用ꎻ三是该法

院所在辖区从事国际贸易的数量ꎬ一般地说ꎬ国际贸易量较大地区的法院ꎬ会审理较多的案件ꎬ积
累较丰富的经验ꎻ四是依照 ＣＩＳＧ 的指导原则(如国际性、统一性及诚信等)进行解释的忠诚度ꎮ
弗莱特尼教授强调指出ꎬ其中第四条标准最重要ꎬ因为符合 ＣＩＳＧ 规定的三大原则的判例ꎬ会最

大程度地反映出 ＣＩＳＧ 的国际视角ꎮ① 换言之ꎬＣＩＳＧ 解释者在选择外国判例法时ꎬ不可盲目照

搬ꎬ应该依据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一致倡导的现代性、灵活性、清晰及公正等精神ꎬ采用上述方法ꎬ优先参

照更合理的外国判例法ꎮ② 再次ꎬ外国判例之间没有等级高下、权威高低之分ꎬ所有审理 ＣＩＳＧ 案

件的法院都是平等的 ＣＩＳＧ 解释主体ꎮ 这就要求法院对各国法院作出形形色色的判例进行认真

仔细的分析ꎬ在充分比较论证的前提下ꎬ去粗取精ꎬ作出理性的判决ꎮ 这样ꎬ各国法院在甄选外国

ＣＩＳＧ 判例法时ꎬ应该积极主动地将相互冲突的案例分开ꎬ并力求将外国法院的解释统一起来ꎮ③

为此ꎬ建议法官在判决中ꎬ详述参照特定的外国判例法的法理依据及推理过程ꎬ既指出相关判例

之间的差别ꎬ又要归纳出判例之间的共性ꎬ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ꎮ 也就是说ꎬ由于 ＣＩＳＧ 没有规

定如何来确定外国判例法的重要性ꎬ法院在参考上述标准时ꎬ还应注重自己的理性推理能力和判

决结果的公正性ꎮ④ 只有这样的判决ꎬ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ꎬ成为供其他国家法院使用的外国

判例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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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ｒｙ Ｍ. Ｆｌｅｃｈｎｅｒꎬ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 Ｆｅｅｓ ａｓ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 Ｎ. Ｓａｌ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ｉｎ ＣＩＳＧ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ꎬ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Ｚａｐａｔａ Ｈｅｒｍａｎｏｓ Ｓｕｃｅｓｏｒｅｓꎬ Ｓ.
Ａ. ｖ. Ｈｅａｒｔｈｓｉｄｅ Ｂａｋｉｎｇ Ｃｏ.ꎬ ２２ Ｎｗ. Ｊ. Ｉｎｔ’ ｌ Ｌ. ＆ Ｂｕｓ. １４６ꎬ (２００２)ꎻ Ｅｄｉｔａ Ｕｂａｒｔａｉｔｅ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７
Ｅｕｒ. Ｊ.Ｌ.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９４ꎬ (２００５) .我们基本赞同弗莱特尼教授提出的四项标准ꎮ 虽然外国判例法并无普遍的先例拘束力ꎬ但是ꎬ如
果某外国判例是由世界知名的法院作出ꎬ并得到了大多数法院较高的认同度ꎬ就可能超越一般判例的劝诫性ꎬ构成了国际贸易

惯例和权威的 ＣＩＳＧ 解释ꎬ在其他国家的司法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力ꎬ进而成为他们愿意使用的外国判例法ꎮ 当然ꎬ弗莱特尼教授

提出的四项标准并非无懈可击:第一条和第二条忽视了层级较低的法院也可能作出质量高的判决的可能性ꎬ第三条漠视了国际

贸易量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法院在审理 ＣＩＳＧ 案件中的重要性ꎬ不利于鼓励他们开展审理工作ꎮ 可见ꎬ各国法院在参考上述标准

时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ꎬ尽力避免该标准可能导致的副作用ꎮ
Ｃａｍｉｌｌａ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ｒｉ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ｏｒ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Ｓ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１３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６１ꎬ (２００９) .
Ｌａｒｒｙ Ａ. ＤｉＭａｔｔｅｏ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ｌｕ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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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统一的奋斗:民国时期小学国语
教育实际效果评价

∗①

朱季康
(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ꎬ江苏 扬州ꎬ２２５００２ )

　 　 摘要:　 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推行ꎬ本质上是中国语言界对于推广标准语言奋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实际效果评价上ꎬ无论是对汉族小学校ꎬ还是对少数民族小学校ꎬ其结果都不尽如人

意ꎬ其中原因很多ꎮ 但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实施ꎬ为中国语言统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ꎬ亦有其价值ꎮ
关键词:　 民国时期ꎻ小学国语教育ꎻ语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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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民国教育学术史研究”(１３ＪＹＡ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李启元:«论小学国语教授宜特别注意»ꎬ«京师教育报»１９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③黎劭西:«国语教育底三步»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④«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三件»ꎬ«北京大学月刊»１９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实施前ꎬ无论是全国语言通达方面ꎬ还是全国小学语言教育方面ꎬ很
少有亮点ꎮ 在少数民族地区ꎬ汉族与少数民族语言隔阂的情况十分严重ꎮ 而在一些将宗教教育

作为启蒙教育主要方式与内涵的少数民族地区ꎬ如实施伊斯兰经学启蒙教育的新疆地区ꎬ各民族

之间语言的障碍更加严重ꎮ 这是民国小学国语教学实施前的现实ꎮ

一、汉族区域小学校的情况

对于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学的效果评估ꎬ从整体上看是呈上升态势的ꎮ １９１４ 年ꎬ李启元曾

评价当时的小学国文教学不但费力费时ꎬ而且效果不佳ꎬ他认为“取近来小学毕业之国文成绩观

察之ꎬ几至一年不如一年”②ꎮ 黎劭西认为ꎬ潮流虽然轰轰烈烈ꎬ但影响还未达于乡村ꎮ 在 １９１６
年的广大乡村中ꎬ仍有很多小学未知晓国文教学的意义并进行实践ꎮ 到 １９２０ 年ꎬ这种情况还是

很明显ꎮ “在民国九年一月以前ꎬ只有江苏几个特别的小学校教语体文ꎬ以外的ꎬ把语体文都认

为奇怪的东西ꎬ乡村的小学ꎬ连听都没有听到ꎮ”③

对于小学国语教育的推行ꎬ民国学者们也有一些理想ꎮ 如 １９１９ 年ꎬ在«国语统一筹备会议

案»中ꎬ有人推想:“二十年以后ꎬ国音普及全国ꎻ穷乡僻壤里种田的男子ꎬ养蚕的女人ꎬ因为附近

的小学校里用国音教授国语ꎬ以致他们也能讲国语、读国音ꎻ到那时候ꎬ就是他们看的浅俗书报ꎬ
也可以用国语国音编撰ꎬ无须更用方言方音了ꎮ”④这份推想不但描绘了小学国语教育对全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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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语普及的贡献ꎬ还提到了国语推广普及后ꎬ各地方言的存续情况ꎬ字里行间满是自信ꎮ “但
国语国音ꎬ可以用人力强迫全国早日普及ꎬ而国语国音普及以后ꎬ方言方音必无即日灭亡之理ꎬ并
且也不能用人力强迫他定期灭亡ꎮ”①黎巾卉认为ꎬ自 １９１８ 年起ꎬ不是官话区域的东南各省中ꎬ很
多热心国语的人士都在努力ꎬ安庆、芜湖、南京、上海、宝山、南通、杭州、松江、宁波、镇海、福州、厦
门、广州、琼州等地皆是如此ꎮ “并且«小学用国语读本»的销行ꎬ差不多东南各省占有全国二分

之一ꎬ所以我敢说ꎬ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宣传ꎬ比官话区域要上紧些ꎬ成绩也多些ꎬ当真的ꎬ并非谬

奖!”②

有人对于国语教育的未来并不那么乐观ꎮ １９２０ 年ꎬ有人评价:“这件事ꎬ单靠着教育部慢慢

儿做去ꎮ 不知何年何月方才普及ꎬ全靠各省高级的行政机关和公共团体ꎬ大家筹办ꎬ才有些希望

呀ꎮ”③范祥善就对国语教育推行的难度有清楚的认识ꎮ 他说:“不过从前有句话:‘言之匪艰ꎬ行
之惟艰’ꎮ 现在学校里的教师ꎬ正是犯了这个毛病ꎮ 你想教授国语一句话ꎬ说来很便ꎬ试问如何

实行呢? 据我所知道的:著名的各学校ꎬ正在那里研究教授顺序ꎬ教授案等种种细功夫ꎻ次一

些ꎬ虽是也在摇旗擂鼓ꎬ闹得惊天动地ꎬ待到角色出场ꎬ怕要被看客喝倒采呢? 再次一些ꎬ就是形

式上用了一本国语教科书ꎬ实际上依旧是挨腔挨板的朗读ꎬ这真所谓‘换汤不换药’的一句俗话

了ꎮ 然而这种学校ꎬ倒占一个大多数ꎬ至于顽固派的反对国语ꎬ我也不屑和他辩论了ꎮ”④即使是

在强力坚持国语教育推广的这些学者心里ꎬ这种感觉ꎬ也常萦绕他们的心头ꎮ 在现实中ꎬ他们既

自慰于大家做了一些事情ꎬ但同时又深刻地感受到民初社会对于国语教育的排斥ꎬ以至于有的学

校为了教授国语ꎬ竟被家庭反对ꎬ社会唾弃ꎮ 实际上ꎬ他们自己也常常陷入使用国语的纠结ꎮ
“自己做的这些文章ꎬ都还脱不了绅士的架子ꎬ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ꎬ而‘的么哪呢’究竟

不是我们用的ꎬ而是他们———高小以下的学生们和粗实文字的平民用的ꎬ充其量也不过是我们对

他们于必要时用的ꎬ而不是我们自己用的ꎮ”⑤有人还建议在推广国语教育的同时ꎬ不能减少方言

方音的演讲、方言方音的书报ꎮ 虽然这些建议有其理由ꎬ但也可见社会对于国语推广的障碍ꎮ
“我国自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ꎬ决以北平语为标准语以来ꎬ各小学并不注意实行ꎬ仍以

方言教育ꎮ”⑥直至 １９３５ 年ꎬ民国政府一项统计表明ꎬ全国识字的人不超过 ２０％ꎮ⑦ 而在国语普及

上ꎬ各地极大多数的人还是用着各地的方言ꎮ 有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有一个乡下孩子ꎬ
到北京去学买卖ꎮ 整学了三年ꎬ才功行圆满ꎬ回家省亲ꎮ 他一进家门ꎬ首先看见自己的父亲ꎮ 他

急忙走向前ꎬ施了一礼ꎬ说一声“爸爸您好!”谁知“您好”二字ꎬ尚未脱口ꎬ“拍!”的一下ꎬ他父亲

给了他个大嘴巴ꎬ他正在莫名其妙ꎬ就听得他父亲说:“你居然叫我‘爸爸’! 好小子! 跟你‘爹’
都撇起京腔来了!”他这才恍然大悟ꎬ原来是“爸爸”得罪了“爹”ꎮ 他赶紧谢过ꎬ说:“你老人家不

必生气ꎮ 我在北京待了三年之久ꎬ叫‘爸爸’ꎬ叫惯了ꎮ”他父亲一听ꎬ更是“怒不可遏”ꎬ高声叫骂:
“你在北京都是管谁叫‘爸爸’ꎬ叫惯了?”⑧由这个故事ꎬ作者提出在亲戚称呼上ꎬ教科书没有必

要改变学生的习惯ꎮ 一些人以为ꎬ国语普及并不是方言的结束ꎬ所谓“目的并不是在反对国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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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三件»ꎬ«北京大学月刊»１９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黎巾卉:«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发展»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１９２３ 年第 ２３ 期ꎮ
我一:«提倡国语的难关怎样过渡呢?»ꎬ«教育杂志»１９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范祥善:«怎样教授国语»ꎬ«教育杂志»１９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１３４ 页ꎮ
«教育部厉行国语教育»ꎬ«时事月报»１９３０ 年第 ２ 期ꎮ
途友:«拉丁化与方言统一»ꎬ«大同月刊»１９３５ 年第 ３ 期ꎮ
老向:«论小学国语中的爸爸妈妈等»ꎬ«众志月刊»１９３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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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而是在说明用一个方言来削平群雄定于一尊以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这种方法是行不通

的”①ꎮ 这也是一种观点ꎮ
到了小学国语教学的实质性推广阶段ꎬ尤其是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小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后ꎬ

全国各地小学校终于开始都要学习国语了ꎮ 黎劭西说:“好了ꎬ照章办事的乡村小学校ꎬ现在也

知道了ꎬ也要改国文为语体文了ꎮ 所以ꎬ我从前说这道命令ꎬ实在是中国历史一大改革ꎮ”②

这段时期ꎬ民国教育界除了积极推行国语教学外ꎬ也开始对教学效果开展了一些评价工作ꎮ
如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７ 日ꎬ民国教育部下发指令 ３８０ 号给予了客观评价:“前国语统一筹备会前后办理

国语讲习所四次ꎬ也并传授注音字母ꎮ 十年以后ꎬ中小学校大都能利用注音字母作语音字音的标

准ꎬ不可谓非此等传习之功ꎮ”有人说ꎬ推行国语ꎬ“学校方面ꎬ不过阅读几本国语教科书ꎬ模仿几

句四不像的蓝青官话ꎬ一般先生们学生们ꎬ已觉得心满意足了”③ꎮ 这是对国语教育推行不力学

校的评价ꎮ 各地也有一些相关的汇报ꎮ 如上海崇明朱有成报告说崇明本地人将国民学校国音练

习视为外国书ꎬ“他们对于外国有一种天然憎恶心ꎬ所以他们看了像外国书似的书ꎬ极端的不赞

成”ꎻ而“国语的语音和声调ꎬ大都根据北京话ꎬ语调不同ꎬ还没有多大的关系ꎬ语音不同ꎬ是个极

大的难题ꎬ这是乡人脑筋中最反对的”④ꎮ 欧阳润说湖南隆中在国语推行方面遭受到民间的

巨大阻力ꎮ “而对于国语一科ꎬ不惟不甚发展ꎬ且或加以诽谤哪! 我们当表白意思的时候ꎬ若去

掉方言ꎬ他们必笑我们是‘敲竹脑壳’ꎮ”⑤综合来看ꎬ很多地区的小学校虽然改了国语教学ꎬ但文

字障碍仍旧存在ꎮ 在很多少数民聚居区ꎬ这样的情况更加普遍ꎮ “其能应用现代学校教育方式

传授民族语言者ꎬ只有新疆之突厥系各族ꎬ其历史亦不过十年ꎬ教材缺乏ꎬ字母使用及拼音标准尚

多不能一致ꎮ”⑥

一些观察从宏观上指出ꎬ小学国语教育还需要时间的积淀以及强有力的监督制度才能有实

效ꎮ “国语教育ꎬ亦一重大问题ꎬ近来各县小学ꎬ各师范ꎬ各中等学校ꎬ改授国语科者ꎬ类多有名无

实ꎻ设非省有专员ꎬ随时视察ꎬ周历指导ꎬ分别奖惩ꎬ恐十年二十年ꎬ国语空气ꎬ不得浓密ꎮ”⑦有人

说民国虽然有种种小学国语教育推行的措施ꎬ但在实施上ꎬ却并不如人意ꎮ “除却城市小学以

外ꎬ在一个县份是很少有实施的ꎬ至于谈到乡村小学中的语言统一训练ꎬ那更是不足道了ꎮ”⑧

在很多较为闭塞的地区ꎬ即使学生在小学中学习了国语ꎬ回到家中后ꎬ他们所学习的国音也

无使用之地ꎬ因为在家庭里ꎬ一家人谈话间是不会用国语的ꎬ而是习惯地用方言ꎮ 家长们往往以

为国音难懂ꎬ而依旧逼迫孩子讲习方言ꎮ “做父母的不肯改ꎮ 要做子弟的先改ꎮ 一家的人不全

改ꎮ 要一部份人先改ꎮ 这就是难事ꎮ”⑨从学生自身来说ꎬ对于从小就说习惯了的方言ꎬ很不容易

改口ꎮ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ꎬ学生的国语学习效果很难得到巩固ꎮ “今使一出校门ꎮ 而入于耳

者ꎬ仍尽是娓娓之乡谈ꎮ 则每周数小时之教课ꎮ 果能奏若干之效果也耶ꎮ”赵廷为就坦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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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企:«略论国语与方言»ꎬ«中国语文»(上海)１９４１ 年第 ３－４ 期ꎮ
黎劭西:«国语教育底三步»ꎬ«国语周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云六:«教育评坛推行国语教育的我见»ꎬ«教育杂志»１９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朱有成:«乡村地方推行国语的难处和救济的方法»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欧阳润:«湖南宝庆隆中团的国语状况»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８ 期ꎮ
芮逸夫:«中国边疆民族之语言文字及其传授方法»ꎬ«中国边疆»１９４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议案全文»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９ 期ꎮ
叶霖:«国语教学上的语言统一训练问题的研讨»ꎬ«安徽教育辅导旬刊»１９３６ 年第 ２８ 期ꎮ
我一:«提倡国语的难关怎样过渡呢?»ꎬ«教育杂志»１９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罗重民:«国民之统一与国语之统一»ꎬ«学艺»１９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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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然儿童在校内和校外的实际生活中仍然应用土语而不应用国语ꎬ那末ꎬ儿童虽读熟了一百部

汉字注音的教科书ꎬ也是不中用的ꎮ”①所以ꎬ也有时人评价ꎬ要完成中国的语言统一绝不是一个

短期的工作ꎮ “这工作至少也得经过三个世纪以上的时期才能收效ꎮ 而且ꎬ照这样ꎬ这一件统一

工作还是发展得很不自然ꎮ”②而如果没有其他条件ꎬ尤其是交通条件的配合ꎬ这样的工作则更加

艰难ꎮ 首先要建设好全国的基础交通设施ꎬ然后才能使各地语言得到充分的接触ꎮ 如果没有这

样的交通基础设施ꎬ没有达到全国各个语言、方言间的民众的自然接触ꎬ仍旧是割裂、封闭的状

态ꎬ是不可能实现国语的通行的ꎮ
也有一些评价具有现实与指导意义ꎮ 如 １９２２ 年ꎬ北京国语总会就对全市的小学国音字母的

教学效果进行了测试ꎮ 其结果如下表③:
学校 得奖人数 加奖人数 学校 得奖人数 加奖人数

公立第十九小学 １８ ０ 女高师附属小学 ２２ ２
公立第八小学 ４ ０ 第二女子小学 １９ ０
公立第三十四小学 １２ ０ 公立第十小学 ５８ ６
第一女子小学 １２ ０ 公立第三十五小学 １２ ０
高师附属小学 １０９ ２ 公立第四小学 １０４ １５
公立第二十三小学 ３０ ０ 公立第十三小学 ５１ ８
公立第二十四高小 １７ ０ 公立第十五小学 ３０ ０
公立第二十六高小 ８ ０ 公立第二十二小学 ５１ ４
公立第三十一高小 ３ ０ 公立第二十七小学 ３０ ０
公立第四十高小 ３ ０ 平民补习学校 １６ １
普励小学 １４ ０ 师范一部分 １９ ６
第二十四国民学校 ９ ０ 公立第十八小学 ４８ ２
公立第一两等学校 ３ ０ 第一国民学校 ８ ０
公立第三小学 ３ ０ 公立第十一小学 ６８ ２
公立第五小学 ７ ０ 公立第十二小学 ７ ０
公立第六小学 ６ ０ 公立第十七小学 ８０ ６
公立第二十五小学 ９ ０ 公立第三十六小学 ７ ０
公立第三十八小学 ９ ０ 第三女子小学 ２ ０
东郊第一小学 １７ １ 平民第三小学 １８ ０
平民第一小学 ７ １ 共计 ９４９ ５６

从上表可见ꎬ尽管同是北京市的学校ꎬ其在小学国语教学方面的效果差异还是很大的ꎬ并不

均衡ꎮ 再如吴县地区各高等小学中ꎬ每个星期用于国语会话教育的时间仅有一二小时ꎬ其余仍旧

是“之乎者也”地闹个不轻ꎮ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小学中ꎬ王家鳌称:“据我的朋友说ꎬ方
才知道不单是我们吴县高等小学是这样的ꎬ各处差不多都是这样ꎮ”④范祥善就评判各地小学的

国语教育很难达到教育部的基本要求ꎬ指出:“就是毕业最低限度内所定的初级小学识普通的文

字二千个左右ꎬ高级小学识字累计三千五百个左右ꎬ也是一种虚构之谈ꎬ并没有经过甚么调查统

计的工夫ꎬ严格说起来ꎬ那里可以信得过?”⑤何仲英说:“有人说得好:‘为什么一个人进学校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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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廷为:«小学国语教学问题»ꎬ«国立中央大学教育丛刊»１９３５ 年第 ２ 期ꎮ
希行:«也来谈谈关于方言剧»ꎬ«中国语文»(上海)１９４１ 年第 ３、４ 期ꎮ
«国语界消息»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王家鳌:«高等小学的国文应该快改国语»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范祥善:«小学国语教学法的将来»ꎬ«新教育»１９２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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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要学苏白ꎻ在北京要学京腔’”①ꎮ
师资问题是很多学者所关注到的因素ꎬ他们认为小学国语教学推行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合格的国语教师的缺乏ꎮ 赵廷为就直述:“与其努力于汉字注音的运动ꎬ还不如先努力来解决

这更根本的师资问题ꎮ”②而师资是否合格ꎬ对于国语注音的教学效果又有极大的影响ꎮ 没有合

格的小学国语教师ꎬ不可能娴熟地教授汉字注音的教科书ꎬ其教学效果难以保障ꎮ 有些乡村小学

教师自己还不懂注音符号ꎬ如何去从事国语教学呢? “然而可惜的是:领导这个运动的人们没有

注意语言同化的自然规律ꎬ不知道从各地方言的交互影响ꎬ因势利导ꎬ而只是机械的片面的推行

法定的国语ꎬ即那已经失去全国中心都市地位的北平的方言ꎮ 于是注音符号除了在小学教科书

的生字旁边和国音字典上注国音以外ꎬ便没有别的用处了ꎮ 就小学的国语正音教育来说ꎬ因
为缺乏说北平话的师资ꎬ也就大半不能实施ꎮ”③

注音教学与实际国语教学效果也紧密相关ꎮ 小学国语教育中常使用每字注音的方式ꎬ以简

化、熟练学生学习的过程ꎬ促进学生的学习ꎮ 在课堂教学中ꎬ这种做法有其有利之处ꎬ但亦存在不

利之处ꎬ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所阅读的材料ꎬ绝不会是每个字都标有注音的ꎮ 由于在课堂教学时每

个字都注音ꎬ导致学生产生了依赖ꎮ 在小学国语教学中ꎬ因为教者难以达到统一的标准国音教授

的水准ꎬ学生也得不到标准国音的受教ꎮ 尤其是在与国音标准差异较大的南方方言区内ꎬ这种情

况更加明显ꎮ 恰如黄德安所说:“现在各地短期小学对于注音教学ꎬ有的拘守课本上的注音ꎬ厉
行国音平调ꎬ有的变更课本的注音ꎬ仍用方音乡调ꎮ 有的对于国音与方音ꎬ平调与乡调ꎬ踌躇不

定ꎬ无所适从ꎮ 有的根本上不知道注音ꎬ或不注意注音ꎬ对于注音符号ꎬ视同赘疣ꎬ不加理会ꎮ”④

以上这些情况ꎬ为民国小学国语教学评估带来了动力ꎮ 很多学校还自发组织参与与国语教

学有关的比赛ꎮ １９２１ 年ꎬ山车辋坂小学每周都组织小型的演讲会、辩论会ꎬ“起先的时候ꎬ大家觉

得很不高兴ꎬ后来也惯常了”⑤ꎮ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晚上 ７ 点ꎬ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会馆里ꎬ上海

很多学校联合组织了国语运动学艺大会ꎮ 加入表演的ꎬ有坤范女中学、民生女学、国民公学、北区

公学、万竹女校、国语专修学校、奉贤女校、开智小学、紫金小学、养正小学、养性女学、飞虹小学等

众多学校ꎮ⑥ 演讲是最能直接反映学生国语综合素质的项目ꎬ所以演讲比赛在很多学校都有开

展ꎮ 如 １９３１ 年ꎬ集美男小学为了鼓励学生练习口才及国语ꎬ进行了国语演讲比赛ꎬ由高年级每班

推出 ３ 名选手参加ꎮ 比赛开始前 ３０ 分钟ꎬ由校长亲自揭示演讲题目«集小学生应否学习英语»ꎮ
“各演员接到题目后ꎬ均聚精会神ꎬ预抒发表意见ꎮ 届时即相继登台发挥ꎬ态度声音ꎬ俱颇自然清

晰ꎮ”⑦各地小学国语教育的比赛活动此起彼伏ꎬ精彩不断ꎬ也启发了全国性的相关活动ꎮ 如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ꎬ教育部就向全国各地的教育厅发布了«全国小学国语文竞赛会办法»ꎬ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国语文竞赛活动ꎬ其宗旨是“竞赛国语文ꎬ促进国语普及”ꎬ其参与者“以全国公私立小学校学

生为限”⑧ꎮ 这些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小学国语教学的发展ꎮ
１９４７ 年ꎬ有人曾对台湾省国语教育运动的效果进行评价ꎬ指出有了长足的进步ꎬ而其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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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就是小学生ꎮ “台湾的国语运动ꎬ自光复以来ꎬ总算有了长足的进步ꎮ 说得最好的是小学

生ꎬ其次是中学生ꎬ再次恐怕就要算商人了ꎮ”①台湾省由于长期遭受日本语言殖民政策的影响ꎬ
日语成为台湾光复前当地民众的主流语言ꎮ 但在台湾光复后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国语的措

施ꎬ使得台湾省国语通行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ꎬ尤其是小学国语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二、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母语教育的评价

(一)区域性差异

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推行ꎬ使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国语教育亦有一定的进步ꎮ 根据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的统计ꎬ民国教育部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８ 年间ꎬ设立了 ２３７５ 所边疆小学ꎬ具体分布为:甘肃省

５５ 所ꎬ青海省 １４３ 所ꎬ宁夏省 １４ 所ꎬ西康省 ５ 所ꎬ云南省 ３５ 所ꎬ贵州省 １２ 所ꎬ四川省 １５ 所ꎬ湖南

省 １００ 所ꎬ新疆省 １４１２ 所ꎬ绥远省 ２９ 所ꎬ察哈尔省 １３ 所ꎬ广西省 ５４１ 所ꎬ西藏 １ 所ꎮ 其中ꎬ新疆

建设的最多ꎬ占了一半以上ꎬ而西藏则仅有 １ 所ꎬ可见边疆小学在建设数量上存在着区域差异ꎮ
在这些边疆小学中ꎬ基本都设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与国语课程ꎬ承担着小学国语教育的任务ꎮ 到

了 １９４９ 年ꎬ梁素人评价:“十八年来为少数民族而设的国营边疆学校仅有四二校ꎬ三〇五班ꎬ九、
六一一(原文如此ꎬ引者注)学生ꎬ却散布在面积辽阔的十五省区ꎬ二千万人口里ꎬ真是凤毛麟角ꎬ
渺小可怜的数字ꎮ”②

在少数民族小学国语教育推广评价上ꎬ区域性差异非常明显ꎮ 如 １９３８ 年设立的国立拉萨小

学ꎬ有藏文班、回文(即阿拉伯文)班、国(汉)藏文班ꎬ设有藏文、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公民、常
识、音乐、图画、体育、习字和阿拉伯文等课程ꎮ 该校初期仅有不足百人的学生规模ꎬ除了少数藏

族学生外ꎬ大部分是维吾尔族、汉族及外商、尼泊尔官员的子弟ꎮ 该校于 １９４９ 年停办ꎬ但全部高

小毕业生仅有 １２ 人ꎮ 从小学国语教育的推广效果上看ꎬ这所学校几乎没有建树ꎮ 在新疆地区ꎬ
则有相对更多的努力ꎮ 在教育部令的要求下ꎬ凡是有办学条件的县城学校都在努力贯彻相关命

令ꎬ疏勒、莎车、泽普、麦盖提、巴楚、伽师、阿图什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先后建立起了学校ꎮ １９３２
年ꎬ新疆的各个县仅有一两所小学ꎬ短短 ４ 年后ꎬ仅莎车一地ꎬ学校数目即达 １９９ 所ꎬ学生 ２２０００
多人ꎮ 这些学校基本都有汉语课程ꎻ如柯坪县学校内设有国文(汉语)、修身、算术、维吾尔文等

语言课程ꎻ塔尔迪吐然学校(后改为伊犁区立巩乃斯学校)开设了哈萨克文、汉语等课程ꎮ １９３４
年起ꎬ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民族文化促进会陆续建立并创办了不少小学ꎬ在这些会立小学中ꎬ基本

上都有汉语课程ꎮ 仅 １９３７ 年哈萨克文化会即创办了学校 ２７５ 所ꎬ学生规模达到 １４３２２ 人ꎬ开设

有语文课程ꎬ小学高年级则有汉语课程ꎮ 至 １９４０ 年ꎬ新疆公立与会立小学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已

经达到 ２１００１９ 名ꎬ含维吾尔族学生 １６２３７８ 名ꎬ哈萨克、柯尔克族学生 ３４４１２ 名ꎬ回族学生 ４７２３
名ꎬ蒙古族学生 １８６８ 名ꎬ塔塔尔族学生 １１５１ 名ꎬ乌孜别克族学生 ７２１ 名ꎬ俄罗斯族学生 ２４５８ 名ꎬ
满族学生 １８２ 名ꎬ塔吉克族学生 ４６ 名ꎮ 许景灏在«新疆志略»中称ꎬ１９４２ 年ꎬ新疆仅会立学校即

达 １８８３ 所ꎬ学生 １８００３５ 人ꎮ 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的开办数量也对小学国语教育的推广有直接影

响ꎮ 如 １９３６ 年ꎬ经过努力ꎬ云南省已设立省立小学 ３４ 所ꎬ虽然这些小学的国语教育还存在着课

本选择的困惑ꎬ但是其规模及效果已有客观呈现ꎮ １９３８ 年ꎬ宁夏全省已有小学 ２００ 余所ꎮ 同年ꎬ
青海全省也有回民小学 １５ 所ꎬ学生有 ２０００ 人左右ꎬ初级小学 ７６ 所ꎬ学生有 ４０００ 人左右ꎮ 这些

３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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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小学数量与密度虽然不能与内地或汉族地区相比ꎬ但纵向比较ꎬ进步十分

明显ꎮ
(二)有利于少数民族小学国语教育开展的原因

首先是这些地区普遍实行了有利于小学国语教育推广的教育政策ꎮ
早在清末ꎬ新疆就在推广汉语教育ꎮ 到了民国时期ꎬ在杨增新执政新疆时ꎬ他虽然认同强迫

维吾尔族儿童直接接受汉语授课ꎬ给开发维吾尔族儿童早期的智慧带来了一定的损失ꎬ但也坚持

认为这种政策有利于民族的交流与理解ꎮ 民国政府还在宁夏、贵州、西康、西藏等地设立了实验

中心学校ꎬ“以迎合其特殊环境与实际需要”ꎬ“其语言文字教学方法ꎬ均与内地小学不同”①ꎮ
１９４６ 年ꎬ新疆伊犁就根据«和平条款»ꎬ实行了维文与汉文并行的行文政策ꎮ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ꎬ新疆

省政府再次发文ꎬ通令各单位公文国文通用ꎮ②

新疆与西藏地区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ꎬ除了两地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环境、习惯之

外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语师资的培养ꎮ
１９３５ 年ꎬ新疆省立师范即开设了维吾尔族师范班ꎬ三年制ꎮ １９３９ 年又开始开设哈萨克族 ３

年制师范班ꎮ 新疆学院以语文系国语专修科(两年制)招生ꎬ培养维吾尔、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

语ꎬ毕业生大都作为双语师资而进入各级学校ꎮ
外国传教士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传道教育虽然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质ꎬ但在客观

上也推动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国语教育ꎮ 他们所创办的学校ꎬ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学校教育ꎬ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汉语教育有很大的帮助ꎮ 如在西南地区ꎬ无论是云南的澜沧、车里ꎬ还是

汉越铁路沿线ꎬ都有英法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ꎮ 如在卡瓦山一带有学校 １７ 所ꎬ福音宣讲所 ９０
处ꎻ在罗黑山一带有学校 １４ 所ꎬ福音宣讲所 １３６ 处ꎮ

(三)不利于少数民族小学国语教育开展的原因

首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教育基础较内地薄弱ꎮ 单薄的基础教育事业无论在体量规模

上ꎬ还是质量上ꎬ都难以担当小学国语教育推广的重任ꎮ 如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份ꎬ是回

族聚居区域ꎬ但回民教育仍较内地各省落后ꎬ小学校数量也很少ꎮ 在一些地区ꎬ因为经费紧张ꎬ也
经常挪用小学教育经费ꎮ

其次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流行着漠视教育的风气ꎬ尤其是不愿意接受汉族所主导的教育

模式ꎮ 曾在西北藏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俞湘文就明显地感受到当地藏民在为子女选择教育内

容时ꎬ对于接受汉族文字教育有受压迫的感觉ꎮ 其最大原因在于心理层面ꎬ因为一个民族有他们

固有的文字ꎬ若是外界强迫他们去学另一民族的文字ꎬ会使他们思想上意识到压迫而产生反感ꎮ
他举例说ꎬ１９４３ 年初ꎬ当地的康根小学成立时ꎬ受到了当地藏民的反对ꎬ民众反对设立学校的原

因有三:一是孩子是家庭中的一份生产力ꎬ孩子去当学生ꎬ如同抽去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劳动力ꎻ二
是该地区文化落后ꎬ生活简单ꎬ大部分民众觉得接受教育没有必要ꎻ三是藏族民众以为学习另一

民族的文字会丧失他们民族的自尊心ꎮ 可见ꎬ除了对于汉语教育的排斥ꎬ这些民众由于生活环

境、家庭情况以及教育回报期待等原因ꎬ也对子女教育本身缺少兴趣和动力ꎮ 回族学者艾沙曾对

新疆教育有一定了解ꎬ他总结回民不愿意接受汉族语言教育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回民们的宗教信

仰浓厚ꎬ认为接受了汉族语言教育及汉族文化教育ꎬ就会不知不觉中失去对宗教的信心ꎮ 这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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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阿訇中十分流行ꎬ也成为他们积极反对汉语语言教育的借口ꎮ 所以ꎬ在社会上无形中形成一

种风气ꎬ以读汉书为耻ꎮ 二是回民们普遍对汉族文化存在着鄙视的姿态ꎬ以为汉族文化中没有什

么学问ꎬ所以不愿意去了解与学习ꎮ 三是回民从清末开始ꎬ即对汉族怀有戒心ꎬ总以为汉族语言

教育与文化教育带有民族同化的阴谋ꎮ 而越是汉族教育官员催逼回民子弟学习汉语ꎬ越造成回

民的抵触情绪ꎬ两种极相反的心理交互作用ꎬ遂使回民不学汉语的问题更为复杂化ꎮ 四是他们认

为学习了汉族语言的回民大多会与汉族官员相联系ꎬ“学者愈多ꎬ民族基础ꎬ愈趋动摇”①ꎮ 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强征少数民族学生来学习ꎬ而非他们自愿求学的情况ꎮ 这些地区小学的学

生多数是接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子弟ꎬ而不是少数民族子弟ꎮ 而其中来入学的少数民族子

弟ꎬ大都是以强制手段征来的ꎮ 一些地区甚至以官位与俸禄相引诱ꎬ乃至采取强迫摊派的手段ꎬ
但自愿入学者依旧是凤毛麟角ꎮ

即使是一些所谓的“教育”ꎬ其实质却是宗教教育ꎬ与世俗教育有很大区别ꎮ 如在新疆地区ꎬ
很多家庭在其孩子实行割礼以后ꎬ就送到宗教场所进行学习ꎮ 但在这些场所进行的教育ꎬ完全是

为培养孩子的宗教信仰而服务的ꎮ 在这些宗教场所进行的学习内容ꎬ主要是将一些阿拉伯语的

宗教经典进行背诵ꎬ方法十分机械ꎮ 很多孩子经过几年学习ꎬ即使能够背诵得很熟练ꎬ对于阿拉

伯语的字母拼音、意义等也仍很不明白ꎮ 而在西藏地区ꎬ实际上缺乏宗教内容以外的藏文书籍ꎮ
如果要将藏文教育作为普及教育的途径ꎬ其成本是浩大的ꎬ因为需要将宗教之外讲述新知识的书

籍翻译为藏文ꎬ这不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ꎬ而且因为这种翻译工作的人才不易寻求ꎬ很难完成ꎮ
此外ꎬ因为当时藏族的平民几乎都是文盲ꎬ即使翻译成功这些藏文书籍ꎬ对于藏民来说ꎬ仍是无济

于事ꎮ 还是要从基本的识字阶段开始ꎬ所以要用边民自己的文字来推广教育ꎬ并不是短时间可能

实现的事情ꎮ 而藏文也大多只有宗教界人士才能掌握ꎬ平民中掌握藏文的也不多ꎮ
即使一些少数民族小学生接受了学校教育ꎬ学习了汉语ꎬ但在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环境的限制

下ꎬ也很难在生活中使用汉语ꎮ 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正常、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聚

居区域中ꎬ汉语的使用空间十分狭小ꎮ 王一影就评价道:“除土司土目阶级外ꎬ民族民间是很少

能讲说汉语的ꎮ 然而各地的边民学校ꎬ大部份是用国语或土语教授汉字ꎬ在整个国家教育方针上

说ꎬ固然不错ꎬ不过在教学的方法上说ꎬ来入学的夷族青年子弟既不易听懂ꎬ而不科学的方块汉

字ꎬ更使夷族学生感觉得记忆是非常的困难ꎬ所以夷族青年子弟ꎬ视读书为畏途ꎮ 就是夷族

青年子弟ꎬ在学校中努力记得几个汉字ꎬ学会几句汉话ꎬ回到家中ꎬ无处应用ꎬ一顷刻也都忘

了ꎮ”②长此以往ꎬ这些学生觉得学习汉语没有用处ꎬ也对学习产生了抗拒的情感ꎮ 往往少数民族

学生觉得学习是可怕的事情ꎮ 汉语没有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ꎬ自然失去了对

少数民族子弟的吸引力ꎮ １９４４ 年ꎬ新疆警务处曾经做过一个调查ꎬ称新疆人口占前三位的维吾

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共有人口 ４００ 万左右ꎬ其中绝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语言ꎮ 而使用汉语的主

要是汉族、回族、满族等ꎬ其总人口不过 ３３ 万ꎮ 从民族分布情况来看ꎬ汉语的使用范围也是有限

的ꎬ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ꎮ

在小学国语教育实施的同时ꎬ对于国语标准的争论依然在持续ꎬ这些争论也影响到了民国时

期小学国语教育的进行ꎮ “由方言的分化到民族共同语的形成ꎬ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ꎬ这里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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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沙作、矫如述:«新疆回民教育之回顾与瞻望»ꎬ«边铎»１９３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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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古老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混合ꎬ同时政治与经济的集中ꎬ使语言形成一种向心的运动ꎬ同离心的

运动(方言不断分化)作斗争ꎬ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才会形成与稳定下来ꎮ”①方言区的一些小学

教师对方言怀有感情ꎬ在教学过程中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方言的情况十分普遍ꎮ “在提倡统一国

语的声浪之下ꎬ每一个学生不得不对于每一个汉字ꎬ兼学一个土音和一个国音ꎮ”②有人说:“文字

在方言变成普通话的过程中不是不曾起过作用ꎬ但主要的不是那种国音字典和注了国音的小学

教本ꎬ而是用北方口头话写的小说、剧本和杂志文等ꎮ”③而更加复杂的是ꎬ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

育的推行ꎬ还引起了民众语言心理上的变化ꎮ “受不同方言习惯的影响ꎬ推行国语亦引起民众方

言观念上的文化冲突ꎬ这一集体群像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复杂的社会面相ꎮ”④

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推行ꎬ本质上是中国语言界对于推广标准语言奋斗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ꎮ 在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实际效果评价上ꎬ无论是对汉族小学校ꎬ还是对少数民族小

学校ꎬ其结果都不尽如人意ꎬ其中原因很多ꎮ 但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的实施ꎬ为中国语言统一

进行了有益的尝试ꎬ亦有其价值ꎮ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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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英雄神话的德育价值探微
∗①

于洪波　 郭　 玲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古希腊神话是人类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叙述ꎬ更是人类早期对自然的认知、对人类文明社会初期的描

述ꎮ 历经数千年的时光洗礼ꎬ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典故依旧对现代社会生活及道德教育的诸多领域产生着重要

且深远的影响ꎮ 一方面ꎬ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皆为世俗凡人中的豪杰ꎬ他们多是彼时社会部落首领的化身ꎬ是社

会道德价值的主要表征之一ꎻ另一方面ꎬ神话中的英雄更是部落集体力量与智慧的化身ꎬ典故集中反映出人类征

服自然与社会的艰难历程ꎮ 探析古希腊神话中英雄的道德品质之基本要素ꎬ可为当代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

镜鉴ꎮ
关键词:　 古希腊ꎻ英雄神话ꎻ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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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５
作者简介:于洪波(１９６２—　 )ꎬ男ꎬ山东烟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ꎻ郭玲(１９８０—　 )ꎬ女ꎬ山

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ꎬ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古希腊神话的教育价值观隐喻研究”(１３ＣＪＹＪ０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英] 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ꎬ胡亚豳译ꎬ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 页ꎮ

　 　 英国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认为:“凡有人类的地方ꎬ必有神话ꎮ”②发轫于迈锡尼文明

末期的古希腊口述神话ꎬ讲述了古希腊先民对自然进程以及人类发展历史的早期认知ꎮ 现代考

古学的发现业已证明ꎬ«荷马史诗»讲述的特洛伊战争正是古希腊英雄时代海外军事远征的史

实ꎮ 古希腊英雄神话多是以彼时人物或事件为素材加工而成ꎬ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史实密码与道

德诉求ꎮ

一、古希腊英雄神话的道德诉求

“史诗”一词ꎬ古希腊语意为“吟唱出的歌谣”ꎮ 与现代意义的歌曲不同ꎬ格式化的口传叙事

诗即史诗ꎬ通过叙述故事向大众传播某种人生启示ꎮ 史诗是人类无文字社会中传播文化与颂扬

英雄的主要载体ꎮ 古希腊神话史诗主要包含神谱神话与英雄神话两部分ꎮ 本文探究的英雄神话

史诗文本主要依据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以及诗人赫西俄德的«劳动与时

日»与«神谱»中叙述的英雄传说ꎮ
«荷马史诗»依据民间流传的、歌唱英雄业绩的众多短歌编写而成ꎮ «伊利亚特»描绘了历时

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中众多古希腊英雄的战斗传说ꎮ 特洛伊战争时代被史学家称为“英雄世

代”ꎮ «奥德赛»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结束后ꎬ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历经千辛万苦誓要抵达故乡伊萨

卡岛的传说ꎮ «工作与时日»是一部以史诗为体裁的道德格言集和农业历书ꎬ主要讲述古希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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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宗教祭日与农事节令ꎮ 赫西俄德认为:“在不朽的众神面前ꎬ聪明人的工作是无可指责的ꎬ
因为他懂得吉兆ꎬ所以能够避免犯罪ꎮ”①«神谱»主要讲述了宇宙、诸神以及人类五代的诞生历

程ꎬ英雄世代正是人类五代的第四代人类ꎬ他们多是神与人结合的后代ꎬ是介于神灵与凡人之间

的种族ꎮ 史诗中提及的著名神话英雄人物主要包括:阿基里斯、奥德修斯、赫拉克勒斯、忒修斯、
珀修斯、伊阿宋、阿伽门农、俄底浦斯、普罗米修斯、赫克托耳等ꎮ 神话史诗中的古希腊英雄多是

希腊贵族的祖先ꎬ后代视之为奥林波斯诸神的后裔ꎬ在«荷马史诗»中被称为 “半神”ꎮ “永生”的
诸神和英雄世代必死的凡人不同ꎬ他们是具有高于凡人伦理道德意识的“半神”ꎮ 英雄世代是必

死的凡人ꎬ但他们更是具备神性的“超人”ꎮ 作为普通凡人的道德楷模ꎬ“荣誉”、“勇敢”与“正
义”成为英雄世代的核心价值品质ꎮ

荣誉是希腊史诗神话英雄最珍视的品质ꎬ也是英雄世代最本质的规定性ꎮ 古希腊神话中的

英雄世代是参与战争、参与历史建构并建立了丰功伟业的人中豪杰ꎮ 对于凡人属性的英雄世代

而言ꎬ凡人终有一死ꎬ但碌碌无为的平淡生活是一种屈辱的选择ꎬ战死疆场才是英雄们的至高荣

誉ꎮ 神话史诗中大英雄阿基里斯ꎬ可谓这一价值观的最佳代表ꎮ 阿基里斯的母亲曾对他预言ꎬ要
么去参加特洛伊战争ꎬ注定失去生命但将获得荣耀ꎻ要么留在家中ꎬ籍籍无名但将颐养天年ꎮ 在

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ꎬ阿基里斯毅然选择了加入战争ꎬ选择了死亡ꎬ最终意味着选择了荣耀ꎬ选择

了献身美德ꎮ 对于英雄世代而言ꎬ荣誉的价值等同于生命的价值ꎮ 英雄世代对荣誉的追求ꎬ远远

胜于对生命的珍爱ꎮ 当英雄的荣誉受到侵犯ꎬ就等同于英雄的生命被剥脱ꎬ抑或是破坏了伦理规

范的基础ꎮ 在战争中ꎬ交战双方的英雄们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ꎬ甚至触犯众怒与正义的底线ꎬ只
要获胜ꎬ双方的英雄都由此赢得了荣誉ꎬ甚或可以分享敌人成功的荣耀ꎮ 正如 Ｄ.Ｌ.凯恩斯所说ꎬ
荣誉已然成为希腊的一种社会现象ꎬ一种自我观念ꎬ一种相互认同的观念ꎬ“人们热切希望能得

到他人认可的宝贵的自我意象”②ꎮ “对英雄来说ꎬ活着就是为了名望ꎬ要用满腔热情去追寻它ꎮ
他必须用高超的品质去赢得掌声和赞许ꎬ因为这是对其人生的奖赏和证明ꎮ”③因此ꎬ在荷马社会

中ꎬ英雄世代对个人荣誉的维护就是其人格与名誉的体现ꎬ英雄已然成为一个象征着荣誉和表达

称呼者敬意的用词ꎮ
勇敢一词的意蕴在古希腊文化体系中具有多种表达方式ꎮ 例如ꎬ英雄一词可以视为“勇士”

“壮士”的同义词ꎮ 不同于中国传统神话中“德性”楷模的神话叙述ꎬ古希腊英雄神话史诗弘扬的

往往是英雄展现出的“力量”美感ꎮ 英雄世代充满勇力ꎬ虽不及神明一样神勇ꎬ但较之一般凡人ꎬ
已是超凡脱群的勇士了ꎮ 英雄世代的道德价值体系中ꎬ勇敢的道德品质是社会评价其身份的重

要标尺ꎬ同时也是一项同友谊、命运、死亡等密切相关的品质ꎮ 战场是英雄世代的舞台ꎬ也是验证

自身价值的最佳场所ꎮ 英勇战斗成为古希腊英雄世代的高贵品质ꎮ “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不重视

在战斗中的功劳ꎮ”④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耳常常自诩“一向习惯于勇敢杀敌”⑤ꎮ 现代考古学

的发现业已证明ꎬ特洛伊战争是古希腊人在迈锡尼文明末期发动的一场海外战争ꎮ 迈锡尼晚期

是一个部落士族纷争混战的时代ꎬ英雄世代的勇敢品质与其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ꎮ «奥德

赛»中的大英雄奥德修斯认为ꎬ“勇敢的战士在任何险境都坚定不移ꎬ无论是进攻敌人ꎬ还是被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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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攻击”①ꎮ «伊利亚特»中的大英雄阿基里斯为了表明自己对朋友的忠诚ꎬ为了友谊ꎬ即使知道

必死的命运ꎬ仍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ꎬ最终战死沙场ꎮ 坚守忠诚与友谊成为大英雄阿基里斯勇敢

的道德品质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这一品质称为“信念”ꎮ “勇敢的人无论处于苦恼还是快乐

中ꎬ或处于欲望还是害怕中ꎬ都永远保持这种信念而不抛弃它ꎮ”②因此ꎬ勇敢的品质不仅事关英

雄世代的名誉ꎬ更为重要的是构建起荷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的关系ꎮ
正义是古希腊英雄世代的必要道德品质ꎮ 古希腊的正义观经历了“神性”的自然正义到人

道正义的转变ꎮ «荷马史诗»及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中论述的“正义”主题印证了这一转变历

程ꎮ «伊利亚特»在矛盾与冲突的情节发展中讲述了“正义”惨遭破坏又得以恢复的历程:习俗被

打破—习俗调整—习俗重建ꎻ«奥德赛»中描述了残暴之人与公正正义之人的对立ꎬ两者在特定

的危险境遇中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道德选择:秩序被打乱—冲突爆发—规则重建ꎻ«劳作与时日»
是将«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中两种对正义的描述系统地结合起来:人类判断自然法则—获取正

当利益—宇宙正义构建ꎬ即«理想国»中柏拉图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与神共存”ꎮ 因此ꎬ古希

腊正义观的发展与秩序、判断、规则密切相关ꎮ “有一种非人世的、超奥林匹克的法则在惩罚着

放肆ꎬ并且不断地在恢复着侵犯者所想要破坏的那种永恒的秩序ꎮ”③在自然正义与人道正义的

构建与转变的过程中ꎬ英雄世代成为正义的维护者ꎮ 英雄世代具有神性ꎬ是神的维护者ꎻ正义是

神性的ꎬ英雄世代同时成为正义的维护者ꎮ 古希腊人将正义作为英雄世代的必要的道德品质ꎮ
英雄世代是凡人ꎬ凡人社会具备相应的社会准则ꎬ英雄世代亦当遵循凡人社会的道德准则ꎮ 古希

腊正义观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准则ꎮ 英雄维护正义ꎬ正义是法律的灵魂ꎬ人应当

服从法律与正义ꎬ而不是相反ꎮ

二、古希腊神话英雄道德品质的历史渊源

古希腊英雄神话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ꎬ无本之木ꎮ 英雄史诗神话的素材均是以古希腊历史中

的史实为蓝本ꎬ荷马英雄史诗神话咏颂的即是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史实ꎬ同时也反映了荷马时期的基

本社会状况ꎻ不仅叙述了战争中的英雄个人ꎬ更蕴含着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历史景象ꎮ 在希腊

城邦早期ꎬ希腊哲学、文化及艺术等形式尚未完全形成ꎬ古希腊人是在对神祇、神话及宗教怀有一种

非常虔敬的心理之下开始他们早期的文化启蒙教育的ꎮ 古希腊人完全相信奥林波斯神祇的存在ꎮ
诸神生活在现实古希腊人的周围ꎬ希腊人的父辈与祖先就是奥林波斯神祇的后代ꎮ 因此ꎬ英雄史诗

神话即反映了早期人类征服自然与社会的斗争ꎬ更是部落集体力量与智慧的化身ꎮ
考古资料表明ꎬ早期生活在爱琴海地区的“前希腊人”———西亚或埃及移民———使用的语言和

青铜器具等促进了希腊经济与文化的捷径式发展ꎮ 大约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ꎬ一支印欧语系的“阿卡

亚人”进入希腊ꎬ创造了“迈锡尼文明”ꎮ 公元前 １４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１２００ 年ꎬ迈锡尼文明达到鼎盛期ꎮ
迈锡尼文明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ꎬ是一片孕育英雄故事的土壤ꎮ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ꎬ英雄

世代的希腊处于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迈锡尼文明晚期ꎬ众多原始部落或氏

族部落群体逐渐融合为一个个独立的生活共同体ꎬ而共同体的首领正是古希腊英雄神话的原型ꎮ
１９ 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发现的迈锡尼文明以及 ２０ 世纪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

斯爵士发现的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ꎬ都为诸多关涉众神和英雄神话的细节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史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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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荷马:«奥德赛»ꎬ陈中梅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ꎬ郭斌和、张竹明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４２９ 页ꎮ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ꎬ李约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１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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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据ꎮ 迈锡尼文明是一个尚武的贵族时代ꎬ雄伟的城堡与宫殿、精美的壁画与工艺品、以及战争

狩猎等是各种艺术造型中最热衷表达的题材ꎮ 迈锡尼时代是一个海外扩张的时代ꎬ特洛伊战争就

是一场典型的海外军事冒险ꎮ “迈锡尼时期的主要功绩ꎬ在于英雄时代以及种种丰功伟绩的构想之

形成ꎮ”①考古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的、贵族的、扩张的武士阶层ꎬ及由其统治的军事民主制高

级阶段的社会景象ꎮ 在这样一个扩张的、粗朴豪放的、极具冒险精神的社会中ꎬ追求荣耀、崇尚武

力、追求勇敢、构建秩序与正义等ꎬ必然成为英雄统治阶层共同的道德诉求ꎮ 故而ꎬ颂扬统治阶层的

英雄史诗神话随之应运而生并成为彼时社会道德品质的范本ꎮ
公元前 １１９０ 年左右ꎬ迈锡尼及其城市因特洛伊战争遭到严重的破坏ꎮ 大约在公元前 １１００

年ꎬ希腊历史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ꎬ也被称为“荷马社会”(大约在公元前 １１００－公元前 ９００)ꎮ
这一时期ꎬ铁器开始使用ꎬ土地公有ꎬ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初步发展ꎬ氏族贵族与奴隶阶层出现ꎬ
失地农民常沦为雇工ꎬ由氏族或大氏族结合成部落ꎬ进而结成部落联盟ꎬ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是

军事首长、议事会和由成年男子组成的人民大会ꎮ 公元前 ８００ 年左右ꎬ希腊步入阶级社会ꎬ逐渐

建立起希腊诸城市国家(城邦)ꎬ荷马时代亦随之终结ꎮ 古希腊民族是一个由多族群融合而成的

复合民族ꎮ 古希腊社会正是在数次的外族入侵过程中ꎬ逐渐完成王政统治—贵族统治—民主政

治的转变历程ꎮ 每一次外族入侵、每一步政权转变、每一段和平阶段ꎬ皆浸润着古希腊人或古希

腊社会的习俗制度、道德规范、思想传播及其对世人的教诲ꎮ
史诗神话中的英雄角色是以共同体军事首领为原型的文学角色及其教育楷模ꎮ 奴隶时代的

特征之一———阶级固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表现ꎮ 每一名希腊人的出生都具有与其身份相对应

的社会位置ꎬ既定的社会位置规范了个人的相应权利与义务ꎮ 正如芬莱所说:“社会的基本价值

是既定的、先定的ꎬ一个人的社会中的位置以及随其地位而来的特权与义务也是既定的、先定

的ꎮ”②英雄世代是希腊文明时代的初期ꎬ即迈锡尼文明晚期ꎬ此时的希腊社会已初具奴隶时代的

特征ꎮ 在这一时期ꎬ军事首领获得权力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靠血缘关系的继承以获得共

同体的权利ꎻ另一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获得共同体的领导权ꎮ 这在当时得到希腊社会的普遍认

可ꎮ 不可否认ꎬ无论哪一种手段ꎬ英雄首领的个人能力与品质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道德准

则ꎮ 统治阶层主要包括部落首领与辅助阶层ꎮ 部落的英雄首领不仅是统治阶层ꎬ更是英勇的战

士ꎬ他们以攻城略地与角逐猛兽为乐趣ꎬ以获取战利品为目的ꎬ以财富、门第与勇气为荣耀ꎻ辅助

阶层多是文士乐手ꎬ他们识文断字ꎬ通晓祭祀仪式与乐理ꎮ 就历史的记载与传播而言ꎬ辅助阶层

才是迈锡尼英雄世代真正的缔造者ꎮ 部落首领极其信任辅助阶层ꎬ其地位仅次于英雄首领ꎬ拥有

丰厚的土地资产ꎮ 借由辅助阶层的地位与能力ꎬ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史诗神话中的英雄主题

故事ꎬ如部落之争、外交、联姻、结盟ꎬ等等ꎮ 英雄主题故事的素材ꎬ主要来源于文士乐手们对统治

阶层日常生活、统治管理及战斗纷争的描绘ꎬ英雄的勇敢、荣誉是军事民主制统治阶层道德诉求

在文学艺术中的折射ꎮ 英雄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英雄应该履行何种道德标准ꎮ 希腊史诗神话的英

雄故事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创造ꎬ更是古希腊社会结构、道德体系及文化精神的象征ꎮ 史诗英雄神

话将人类孜孜以求的英雄气概用文学语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ꎮ 古希腊英雄在力量、荣誉、正义

的道德召唤之下ꎬ一次次凸显着人类生命的绚丽光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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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赛诺克雷默:«世界古代神话»ꎬ魏庆征译ꎬ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２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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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希腊英雄神话的道德教育价值

英雄世代造就的是希腊历史中出类拔萃的楷模式的人物ꎮ 英雄不是虚无的神祇ꎬ他们是真

实的、完整的、自由的个体象征ꎮ 英雄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ꎬ都曾历经艰辛而后成就一番伟大事

业ꎮ 伴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ꎬ人类对神祇的敬畏与信仰日趋理性ꎬ对英雄世代及其代表

的英雄精神价值的推崇却从未消弱ꎬ英雄世代的道德价值观成为人类历史中历久弥新的道德教

育素材ꎮ
首先ꎬ古希腊史诗神话英雄是生动鲜活的道德范本ꎮ 一方面ꎬ史诗神话英雄非常贴近现实的

日常生活ꎮ 社会教化中ꎬ人们经常选取某种道德理想的集中体现者作为教育的范本ꎮ 史诗神话

英雄世代的道德诉求ꎬ并非简单的非善即恶的二元道德判断ꎬ更非毫无道德瑕疵的圣人ꎻ相反ꎬ英
雄世代是一群有血有肉的、生动的、具有某种人性缺陷的凡夫俗子ꎮ 他们或为攻城ꎬ或为复仇ꎬ或
为美色ꎬ或为财富ꎬ但皆出于荣誉而无憾地战死沙场ꎮ 可以说ꎬ英雄世代的不完满ꎬ与“成王败

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ꎬ作为史前史的古希腊史诗神话并不是以抽象辩证

的方式进行教化ꎬ而是借助于世俗智慧的形式对宇宙演变或人类生活做出回应ꎮ 以历史史实为

基础ꎬ荷马刻画出了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鲜活的英雄人物形象ꎬ社会道德教化不再是纸上枯燥

无味的说教ꎮ 古希腊史诗神话英雄形象更多地体现出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ꎬ他们具有人类的七

情六欲和生活方式ꎬ他们神性有余ꎬ人性十足ꎮ 可以说ꎬ自古希腊史诗神话形成之时ꎬ便对其民族

的风俗生活习惯、社会道德规范等产生着潜移默化的长久的影响ꎬ并在此后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

变迁中浸润、渗透到民族的灵魂深处ꎮ 如«荷马史诗»中两部史诗都叙述英雄完成任务主要以勇

敢、荣誉及正义作为其道德的准则ꎬ这也成为古希腊城邦对公民进行教育重要的道德准则ꎮ 另一

方面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ꎬ古希腊神话是日常用语中默默无闻的、隐喻的发源地ꎮ 诸如“金羊

毛”“特洛伊木马”“普罗米修斯式的伟业”等众多的日常用语均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典故ꎮ 当代

人将悠久的古希腊史诗神话归结于奇闻异事或宗教迷信的范畴ꎬ事实上ꎬ这些古老的神话不应该

仅局限于语言学或文学范畴之下ꎬ对古希腊神话的“老生常谈”ꎬ有助于人类更自由地认识自己ꎬ
有着更加深刻而现实的教育价值ꎮ

其次ꎬ古希腊史诗英雄是奥林匹克式的英雄楷模ꎮ 在古希腊神话中孕育的诸神与英雄ꎬ都非常

关注个体的外形与力量ꎮ 永生的诸神与人间的英雄ꎬ均是古希腊社会健美有力的形象典范ꎮ 在古

希腊ꎬ传统的体育竞技都是为了祭祀英雄而举行的ꎮ 为了表达对英雄的纪念或者说为了安抚英雄

的灵魂ꎬ古希腊人通常在英雄墓前举办一些竞技活动ꎬ以此来祈求能够得到英雄的庇护和保佑ꎮ 如

希腊大英雄阿基里斯在好友帕特洛克罗斯葬礼上举行了包含七项比赛的竞技会ꎮ 在«伊利亚特»第
２ 卷与第 ２３ 卷、«奥德赛»第 ４ 卷与第 ８ 卷中ꎬ对体育竞技的开展进行过详实地描述ꎬ并充分地肯定

了强健有力的身体不仅是古希腊人日常基础生活的重要基础ꎬ更是英雄们在战场杀敌的有力保障ꎮ
«伊利亚特»描写英雄埃内阿斯惧怕应战大英雄阿基里斯ꎬ原因是阿基里斯“每块肌肉如同青铜铸

成”ꎬ因此他情愿直接认输ꎬ也不愿意挑战一位英雄勇士ꎮ 正如希腊现代医学家塞莫斯古里奥尼

斯在«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为美德而战»中所言:“在漫长的岁月里ꎬ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

仅是四年一次展示体育能力的盛会ꎬ更是古希腊所有年轻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它并不求于

身体ꎬ而是以一种特别的修德之道ꎬ使用身体来雕刻人类的灵魂ꎮ”①每一次新的体育成绩的诞生既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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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人类身体的进步ꎬ更是人类自我认知的全新开端ꎮ 希腊人将体育理解为战胜衰败的神谕ꎬ
是美德的体现ꎬ是道德的化身ꎬ是秩序的建立ꎬ是文明的内在形式ꎮ

再次ꎬ教育是生命与价值观延续的保障ꎮ 在希腊历史中ꎬ英雄世代多是后世城邦的缔造者ꎬ
英雄的个人价值与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邦的价值与意志ꎮ “史诗中描述的英雄社会的结构

是:国王及其同盟者处于最高层基本上都是英雄ꎻ使者、预言家及医生处于中间阶层ꎻ士兵、自由

民和奴隶处于最低层ꎮ”①在英雄社会ꎬ约定正义与法律尚未形成ꎬ英雄世代的个人意志或价值选

择就是个人的法律和道德的准则ꎮ 由此可见ꎬ社会统治阶层具备的道德价值必将逐渐成为社会

主流价值并渗透入城邦的其他各阶层ꎮ 古希腊人认为ꎬ教育可以培养后代ꎬ可以为后代带来幸

福ꎮ 在对后代进行教育的过程中ꎬ传递的所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都已超越了人类自身的局限性ꎮ
教育所传递的内容是个体生命的延续ꎬ它不会伴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失ꎬ而是具有“永恒”的价

值ꎮ 正是通过对英雄世代的书写ꎬ成就了英雄“永生”的存在ꎮ 英雄被神话讲述者或者历史学家

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ꎬ这一事实表明英雄已然超越了普通的凡人ꎮ 英雄的荣誉业已成为希腊文

化中的重要信念ꎮ 然而ꎬ成为被历史铭记的英雄并非易事ꎬ他们需要惊天泣地的丰功伟绩且大多

战死疆场ꎮ 例如ꎬ最勇敢的希腊人———阿基里斯ꎬ勇敢、聪明、智慧的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
奥德修斯ꎬ等等ꎮ 英雄不会随死亡而被遗忘ꎬ他们的壮举和精神会被历史永远铭记ꎮ 阿基里斯、
奥德修斯、伊阿宋等诸多英雄坚持不懈地完成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伟大壮举ꎬ并由此获得了传世

的荣耀ꎮ 英雄及其荣耀成为人类集体记忆中的核心内容ꎬ对后来的西方文化和教育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ꎮ

Ｍｏ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Ｈｅｒｏ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Ｙｕ ＨｏｎｇｂｏꎬＧｕｏ Ｌ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ｎ’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ｓ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ａｎ’ 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ｉｃ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ａｒ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ｈｅｒｏ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ａｎ’ ｓ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ꎻｈｅｒｏ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ꎻｍｏ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时晓红

２０１
①郭琰:«荣誉与德行:希腊英雄社会的伦理意蕴»ꎬ«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８ 年第 ６３ 卷 第 ３ 期 (总第 ２７８ 期)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８)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需正确处理六大关系

∗①

王增福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既是延续中华文脉和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需要ꎬ也是助推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ꎮ 有效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ꎬ必须正确处理传统与

现代的关系ꎬ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互融共进ꎻ科学认知传统文化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的辩证统一ꎬ坚持在继

承中发展ꎻ着力阐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ꎬ在转化再造中丰富内容和更新形式ꎻ科学把握中华传统文

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ꎬ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ꎻ统筹协调传统文化和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ꎬ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飞跃ꎻ坚持中华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

一ꎬ在交流互鉴中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ꎮ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ꎻ革命文化ꎻ传统与现代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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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王增福(１９８２—　 )ꎬ男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５ＹＺＤ１７)和山东省社

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１６ＡＬＪＪ０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ꎮ 文化兴国运

兴ꎬ文化强民族强ꎮ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ꎬ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ꎬ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之根ꎬ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精神之源ꎻ现代化发展需要民族文化的深层涵养与有力支

撑ꎬ同样ꎬ民族文化只有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征程中才能延展其生命力和影响力ꎮ 在各种思想

文化交流交融的世界大变革时期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条件ꎬ
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ꎬ为此ꎬ我们必须科学辨析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与糟粕ꎬ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ꎬ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崭新内涵和现代形式ꎬ
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力和感召力ꎬ以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ꎬ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与传播力ꎮ 在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辩证统一的基础上ꎬ我们必须正确处

理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ꎮ

一、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范畴ꎮ 传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时”概念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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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与现在相关、汇入当下并对现实产生意义和价值的“有生命的”过去ꎬ在历史中死去或沉睡

的东西如果不在现在与未来的投射下复活ꎬ就只能成为一堆冰冷的材料ꎬ构不成“传统”ꎮ 唯有

延绵至今并活化于当世的文化才能获得“传统”所应有的本质规定性ꎬ进而发挥现实社会功能ꎮ
现代虽意味着时代性和当下性ꎬ但任何时代与当下都继承了传统的内容ꎬ而且随着时代发展ꎬ现
代也终将成为传统ꎮ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ꎬ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中开拓前进ꎬ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ꎮ”①这一论断要求我们充分阐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ꎬ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正确把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

统一性ꎮ
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异质性根源于迥然相异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ꎮ 起源于农业生产实践中

的农业文明ꎬ培育发展了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禀赋的传统文化体系ꎬ主要包括灿烂辉煌的物质文

化、特色鲜明的制度文化、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ꎮ 现代文明开启于以科

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工业化大生产ꎬ不仅使人摆脱了对自然的过分依赖ꎬ也打破了传

统社会以血统和出身为划分依据的等级秩序ꎬ形成了在形式上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政治结构ꎬ促
进了不同职业和阶层之间的流动ꎬ加快了社会的发展节奏ꎮ

虽然传统属于价值理性ꎬ根植于人性的内在要求ꎻ现代化要素更多属于工具理性ꎬ但“科技

与物质生活素质的改善又何尝不是植根于人性的需求ꎬ更何况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性

的要素岂能简单归结为工具理性或非人性”②ꎮ 所以说ꎬ传统与现代并非截然对立ꎬ二者统一于

历史发展和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ꎮ 以现代性为文化旗帜的现代社会ꎬ不仅表现为高度发达

的科技水平、厚重且充满活力的经济基础和以民主为纲的政治架构ꎬ同样也表现在进步性价值观

与启蒙文化的盛行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ꎬ与传承发展几千年的中华悠久文

明和灿烂文化密不可分ꎮ 某些传统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固然具有时代局限性和历史

“惰性”ꎬ但其核心要素却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ꎬ会因现代化需要而“重返”当下并发挥出崭新的

时代作用ꎮ
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互融共进ꎬ适应当代世界的新形势新要求并服务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新战略ꎬ在现代语境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点:
第一ꎬ加强甄别ꎬ去粗取精ꎮ 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产物ꎬ精华与糟粕并存ꎮ 我们既

不能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其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ꎬ从而困于“文化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

义”编织的文化囚笼ꎻ也不能以“全盘否定”的眼光对其毫无保留地弃如敝屣ꎬ从而裹进“文化虚

无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搅起的文化旋涡ꎮ 我们应以“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基本原则ꎬ以“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与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相适应”“与科学

性与人文性的辩证和谐相统一”③为具体要求ꎬ将优秀文化成果和价值理念从传统文化中甄别遴

选出来ꎬ并根据社会发展需求ꎬ使之转化提升为适应新时代的新内容与新形式ꎮ 第二ꎬ搜集整理ꎬ
加强保护ꎮ 传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物质、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多层次统一体ꎬ在社会中既

以物质或有形的方式存在ꎬ也以非物质或无形的方式存在ꎬ具体包括以仪式形态存在的节庆风

俗ꎬ以知识形态存在的各类典籍ꎬ以艺术形态存在的音乐书画和以文物遗址形态存在的场所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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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千百年来ꎬ不同形态的传统兴衰流变ꎬ一些体现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富于民族特色的文

化瑰宝和历史遗产ꎬ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冷遇、遗落或破坏ꎬ这要求我们在浩瀚的历史

遗产中仔细甄别、认真挖掘、搜集整理、加强保护、传承发展ꎬ以延续我们的文化血脉ꎬ留住我们的

美好记忆ꎬ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ꎮ 第三ꎬ开阔视野ꎬ充分利用ꎮ 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的功能与价值ꎬ就必须让传统“活”起来ꎬ让它焕发新的生机ꎬ这需要创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视野、载体和方式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ꎬ传统文化不但要面向时代ꎬ也要面向世界ꎮ 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ꎬ还意味着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和利用ꎮ 发

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ꎬ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ꎬ实现载体的现代转型ꎬ“主动借助新

媒体传播优势ꎬ完善运用体制机制”①ꎬ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ꎬ加快推进传统文化储存传播

的数字化与信息化ꎬ拓宽文化传承的渠道与途径ꎬ扩大文化创新的领域和范围ꎮ

二、科学认知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以来ꎬ我国历经多次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ꎬ直至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以凝聚民族精神的政治抉择ꎬ我们才真正开始以理性的态度辩证对待中华传统文化ꎬ既
承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ꎬ又审思其包含的糟粕成分ꎬ更注重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新转化在

现代社会中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ꎮ②

首先ꎬ客观评价中华传统文化中富含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对规范传统社会秩

序、维系家庭孝亲和谐以及培育个体价值取向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ꎮ 一是传统文化助力于维

护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物质形式的文明成果中ꎬ更传承到我们的思想中积淀

为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ꎬ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其修齐治平、尊时守

位等核心理念和革故鼎新、安民富民等国家治理愿景奠定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基

础ꎬ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二是传统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

价值观ꎮ 古代家庭是以血亲关系为中心的生产生活组织ꎬ家族归属意识引导形成了“以孝为本”
的家庭关系模式ꎮ 个体在生活实践中依赖于家庭ꎬ产生了诸如“安土重迁”“慎终追远”等行为观

念ꎮ 此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既巩固了保守落后的君父同伦、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ꎬ也有

力规范着社会整体的道德秩序ꎮ 三是传统文化培育了以“德”为中心的个体价值追求ꎮ 儒家思

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ꎬ一直以道德践履为第一要义ꎮ 无论是“五常之道”ꎬ还是“三纲八目”ꎬ
都体现了个体自我的道德约束ꎮ 可以说ꎬ传统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ꎬ其形成的一整套道德标

准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其次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ꎬ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ꎬ充分发挥优秀文

化的时代价值ꎬ以增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底色”和“中国特色”ꎮ 一是筑牢传统文化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基础ꎮ 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ꎬ却无固定模式可寻ꎬ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

摆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ꎬ“人类历史上ꎬ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
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③ꎮ 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下才具有

自主性和可持续性ꎬ传统文化的转化改造也只能由现代化来实现与推进ꎮ 二是夯实民族精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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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纽带ꎮ 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智慧、气
韵和神采ꎬ它能激发各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意识ꎬ是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黏合剂ꎮ 传统

文化在历久弥新中培育了团结奋斗、勤劳勇敢、热爱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ꎬ这是中华民族发

展壮大的精神支柱ꎬ也是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寻求社会和谐的最大价值共识ꎮ 三是传

统文化为化解现代化危机提供思维借鉴ꎮ 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极大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ꎬ
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治理难度增大、道德伦理每况愈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众

多难题ꎮ 解决这些问题ꎬ既要运用当今智慧ꎬ也要借鉴历史力量ꎮ 传统文化聚焦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谐ꎬ追求修齐治平的社会愿景ꎬ可以涵养德性、慰藉心灵、启迪治

国理政ꎬ为解决当代人的生存意义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ꎮ
再次ꎬ我们既要承认传统文化在历史上释放的正面效应ꎬ也要客观审思其所包含的诸如政治

集权、文化专制、重义轻利、迷信意识、因循守旧等落后的东西ꎬ更要明晰新时代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要有新视野ꎮ 一是经济社会深刻变革要求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必须彰显现代化视野ꎮ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变革ꎬ必然要求优秀传统文化“因时而变”“因势而新”ꎮ 优秀传统文化如

何在“守”中实现对文化基因的传承ꎬ如何在“变”中实现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 这要求我们在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ꎬ必须以“变”为动力ꎬ纳入时代特点、地域特色与异域元素ꎬ实现

因时、因势、因事而变ꎬ以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适应性、协调性与共生性ꎮ 二是重塑文明大国形象

要求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必须具有国际化视野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ꎬ
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ꎮ”①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弘扬ꎬ必须彰显时代价值ꎬ树立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ꎻ必须拓宽国际化视野ꎬ通过重建话语

体系、强化话语传播能力等多种路径ꎬ壮大文化话语权ꎬ提升国际影响力、辐射力与认同感ꎮ 三是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要求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必须创新方式手段ꎮ 纵向的代际传播、情境性的言

传身授这一传统传播方式已无法解决传统文化资源遭遇到的零落佚失的危机ꎬ也无法解决传统

工艺陷入失传断代困境的问题ꎮ 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具有交互性、即时性与叠加性特征ꎬ大大拓

展了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ꎮ 我们需要借助新技术ꎬ更为即时、形象、全面地绽放传统文化的魅

力ꎻ需要借助“大数据”等新手段进行控制管理ꎬ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度弘扬ꎮ

三、着力阐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中华文脉并从历史传统中汲取精神养料ꎬ唯一正确的态度和选择ꎬ是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ꎬ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ꎬ使传统文化的原

始基因和核心理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ꎬ与现代性要求和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ꎬ这
既是数千年传统文化传承延续内在规律的现代彰显ꎬ也是民族复兴伟业呼应传统文化功能的现

实需要ꎬ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传统文化赓续之责的主动担当ꎮ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各有所指、各有侧重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创造性

转化ꎬ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ꎬ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

造ꎬ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ꎬ激活其生命力ꎮ 创新性发展ꎬ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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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新进展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ꎬ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ꎮ”①可见ꎬ
创造性转化是以服务现实为旨归ꎬ按照时代需要、当代标准改造传统文化的功能、价值和目标ꎬ与
现代社会接轨、与人民需求合拍ꎬ实现传统文化在核心理念、实质内容和表达形式等方面的现代

转型ꎬ达到为今天所用、为今人所用、为现实所用ꎮ 创新性发展则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ꎬ以现

代化和现实需要为原则ꎬ提炼出融入现代社会形态的新内涵、新内容ꎬ在现实条件下致力于文化

提升和思想超越ꎬ并在充分尊重传统特长和思维优势的基础上求解当今时代问题的文化方案ꎮ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机关联ꎮ 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ꎬ只有结合时代变化和现实需求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要义、核心理念、道德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ꎬ
对传统文化的社会性质、文化主体、目标旨归进行现代性重构ꎬ才能做到内容翻新、思想创新和价

值更新ꎮ 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目的和指向ꎬ“创新性”正是在创造性转化基础上新的发

现、发明与创造ꎬ创新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ꎬ并通过理论成果和文化产品的传播ꎬ以文化人ꎬ进而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文化体系ꎮ 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ꎬ可分为保存保真、整理挖掘、传
承弘扬、转化再造、创新发展等几个从基础到高端、依次递进的阶段ꎮ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大致对应于最后两个阶段ꎮ 这也表明ꎬ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种由此及

彼、相互衔接的关系ꎬ是前后相继、互为支撑的两个层次ꎬ各有意义、各有作为而又密切相关、不可

割裂ꎮ②

我们要把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继承弘扬起来ꎬ实现优秀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ꎬ使其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充分尊重传统文化ꎬ自觉礼敬民族历史ꎬ实事求是地整理挖掘ꎮ 应正确、深入、全面了解

传统文化ꎬ弄清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系统相比较的特点、优势ꎬ弄清中华传统文化具有

的历史局限性、与时代潮流相抵触和不利于民族复兴的东西ꎮ 科学辨析精华糟粕ꎬ区别优劣得

失ꎬ既要看历史作用又要从当下需要分析ꎬ以明晰哪些应当继承发展ꎬ哪些必须调整甚至摈弃ꎮ
二是转化再造丰富发展ꎬ把精神传递与形式改造有机结合起来ꎮ 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时代

精神、当代价值和生命活力ꎬ既要整合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ꎬ又要引进或培育新的文化要素与文

化精神ꎬ更要赋予其深层价值理念ꎬ丰富其科学内容ꎮ 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ꎬ我
们须注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和传播渠道的更新ꎬ使其形象丰富多彩、形式鲜活生动、让群

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ꎮ 没有好的表现形式ꎬ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也有湮没无闻的危险ꎮ
三是以实践需要为导向ꎬ服务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ꎮ 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

与创新并非某些范畴或精神的抽象归纳ꎬ也不是传统典籍的引用言说ꎬ而是将其思想精华融入生

活和社会实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ꎬ“文化不能与实践隔离开来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只

有与日常生活世界相结合才能迸发活力”③ꎮ 无论是创造性转化或是创新性发展ꎬ都要着眼文化

现代化ꎬ突出实践标准ꎮ 惟有通过实践方式ꎬ付诸行动ꎬ方能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ꎬ
使之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培育时代精神和时代新人的文化ꎮ

四是坚决抵制并严肃批驳极端思潮和错误做法ꎮ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ꎬ转化发展既不能忽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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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唯我独尊、自我封闭、盲目排外ꎬ更不能热衷于“去历史化” “去中国化” “去政治化”ꎮ 在

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ꎬ我们坚决反对无视历史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唯传统至尊的复

古主义ꎬ还要注意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ꎬ防止转化创新中的形式主

义和实用主义ꎮ

四、科学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历史既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和解放史ꎬ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ꎮ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证明ꎬ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中方能彰显其理论本身的

力量ꎻ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ꎬ转化为本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ꎬ
才能有效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ꎮ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ꎬ必须本土化才

能真正起到作用ꎮ 马克思主义也好ꎬ社会主义也好ꎬ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ꎬ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

进其中国化ꎬ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ꎮ”①所以ꎬ深刻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

系ꎬ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课题ꎬ也是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迫切要

求ꎬ更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ꎮ
正确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ꎬ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态度ꎬ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加深认识ꎮ
首先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坚决抵制“以儒代马”“以儒

化马”等错误观点ꎮ 一方面ꎬ正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时空视域和理论特质之间的差异ꎮ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斗争的理论ꎬ是现代工业

文明的产物ꎬ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是它关注的焦点ꎮ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漫长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以“天
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自然主义和偏重人伦实践的伦理文化形态ꎬ注重人伦关系的维护和个人品格

的修养ꎮ 另一方面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ꎬ为人们洞察世界和分析问题提供了思想

武器ꎬ为实现人类解放和谋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ꎮ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确立起

指导地位ꎬ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历程产生的必然结果ꎬ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反复比较并经实践检

验作出的历史选择ꎮ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ꎬ在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才能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

要素ꎬ中国共产党也才能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ꎮ 但是ꎬ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ꎬ绝不意味着“以儒代马”ꎬ更不能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ꎮ
其次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并非截然对立、相互割裂ꎬ而是具有融通性与契合性ꎮ 这

种融通与契合既体现在社会功能和思维方式的相互补充ꎬ也体现为思想内容和观念形态的视阈

融合ꎮ 其主要表现:一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本体论基础ꎮ 马克思主义承认并尊重自然与

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逻辑ꎬ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解决为目标ꎬ它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

所作的宏阔理解ꎬ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具有一致性ꎮ 二是主张社会生活与个体认

知的实践性ꎮ 马克思强调实践的首要地位ꎬ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ꎬ并将自己的哲

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ꎮ 传统文化坚持“知行合一”ꎬ讲究“经世致用”ꎬ注重实践在个体认知

及品格素养中的重要性ꎮ 三是注重人的自身意义与价值的人本立场ꎮ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

历史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ꎬ坚持人民主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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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特征ꎮ 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展开对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以及社会治理的阐述ꎬ对人的关怀始终

是立足点ꎮ 四是秉持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ꎮ 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ꎬ它既揭示了事物普

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永恒发展的内在动力ꎬ又为人们提供了矛盾分析法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根本方法ꎮ 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辩证思维ꎬ“一物两体”“物生有两ꎬ相反相成”“和而不同ꎬ
执两用中”等思想体现出古人运用矛盾分析法来看待世界与分析事物的思维范式ꎮ

再次ꎬ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有机结合ꎬ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

需要和应有之义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ꎮ 当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的困境时ꎬ改朝换代、尊孔读经的旧路已经无法拯救人民于水火ꎬ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

归于失败ꎬ最终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ꎬ建立新政权ꎬ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ꎮ
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等影响甚深ꎬ其蕴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

辩证思维等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开花结果提供了适宜的文化生态ꎮ 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在思想和情感上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接受ꎬ就是因为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ꎬ
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或水土不服ꎮ 另外ꎬ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走出了一条中国化道路ꎬ在汲取

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中创新发展ꎬ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严密的思想体系ꎬ不仅可以在革命时期指

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出绝境ꎬ更能够在新时期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ꎬ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科学指南和道义遵循ꎮ

五、统筹协调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党对自身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ꎮ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ꎬ既是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文化表达ꎬ又是对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文化提升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ꎬ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ꎮ”①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革命文化的淬火锤炼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时代熏陶ꎮ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需要合理说明传统文化对革命文化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浸润与滋养ꎬ科学阐释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ꎬ这既是创

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学理要求ꎬ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现实需要ꎮ
中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各有其丰厚内涵与历史逻辑ꎮ 传统文化是立

基于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ꎬ形成的彰显中国人民精神品格、体现中华民族

思维方式的文化体系ꎮ 它包括表达人类崇高理想和科学精神的核心理念ꎬ反映荣辱观念和责任

担当的传统美德ꎬ呈现人格理想与美学高度的人文精神ꎮ 正是这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ꎬ折射出中

华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执着的精神追求ꎮ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捍卫国

家主权、追求民族独立、缔造人民幸福的斗争实践中ꎬ形成的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为任务、以实现

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的红色文化ꎬ它突出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共产主义为

奋斗目标的崇高理想ꎬ闪耀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光辉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ꎬ形成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ꎬ
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ꎬ体现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开放性有机统一的现代文化体系ꎮ 先

进文化是对先进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标识ꎬ为当

代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ꎬ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重大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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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ꎮ①

中华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交融和辩证统一ꎮ 传统文化富含“精忠报

国、振兴中华”的家国情怀ꎬ“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等ꎬ这些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浸润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骨髓ꎬ培育了诸如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等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ꎮ 革命文化植根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ꎬ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ꎬ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

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ꎬ因此ꎬ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ꎬ决不能割断历史ꎮ”②同时ꎬ革命文

化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活水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支撑ꎮ
先进文化既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治国理念、改革精神、处世之道和伦理规范ꎬ又传承了蕴含

崇高境界、坚韧毅力和高尚情操的革命文化ꎮ 革命文化与改革的时代要求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区精

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奥运精神等ꎬ使先进文化体现出更为鲜明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ꎮ 优

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先进文化在新时期不断地彼此滋养、交融互通ꎬ既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

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基础ꎬ又在建构中华民族文明新样态的进程中协力共进ꎮ
中华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ꎮ

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层依据ꎬ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

展的内生动力ꎮ 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之根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与形成具有基础作用ꎮ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礼法合治的治国理念、内
圣外王的价值追求、孝悌忠信的荣辱观念ꎬ既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走向ꎬ也成

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引领与价值遵循ꎮ 坚韧不拔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之源ꎬ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拥有支撑作用ꎮ 革命文化蕴含的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决捍卫和对

永恒真理的不懈追求ꎬ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道路的品质保证ꎬ又是当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精神动力ꎮ 改革创新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的精神之魂ꎬ为坚定不移

走中国道路提供了价值共识ꎮ 先进文化重塑的忠于党和国家的精神品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美好愿景ꎬ正成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ꎬ加快

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引ꎮ
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立足中国大地、承

续中华历史而形成的彼此关联、相互滋养的文化样式ꎬ并非相互独立、彼此分离的三种文化样态ꎮ
其中ꎬ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的优良基因ꎻ革命文化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ꎬ
又是先进文化发展壮大的基础ꎻ先进文化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升华ꎬ同时也是革命

文化的当代彰显ꎮ 我们应在弘扬、创新、发展已有文化样态的基础上ꎬ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基本遵循ꎬ以服务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为总体目标ꎬ以传承中华文脉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为

价值旨归ꎬ建构思想内容科学、表现形式新颖、民族精神突显、时代特征鲜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ꎬ
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的精神纽带ꎬ成为引领时代风向的道德旗帜ꎬ成为推动世界文明

的思想航帆ꎬ进而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飞跃ꎮ

六、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民族性ꎬ也具有世界性ꎮ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ꎬ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ꎬ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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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并继承其中超越时代与国别、具有永恒魅力与价值的精华ꎬ又要剔除其落后于时代的糟粕ꎬ
还要增进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ꎮ 同时ꎬ我们又坚决反对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毫无

原则地厚今薄古、闭门自守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以致沦为外来文化附庸的思想倾向ꎮ 中华传

统文化生于中国大地ꎬ却不限于中国本土ꎻ当代中国需要中华传统文化ꎬ当代世界同样需要中华

传统文化ꎮ 我们应摆正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ꎬ既坚持中国精神ꎬ保持中华文

化的自信与定力ꎻ又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ꎬ实现中西合璧与融会贯通ꎮ
首先ꎬ不忘本来ꎬ始终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体性ꎮ 传统文化首先是中华民族的ꎬ具有

民族性ꎬ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ꎮ 自轴心时代奠基以来ꎬ传统文化便作为中华民族生产方式、
行为方式的客观反映与独特标识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景ꎬ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ꎮ 它

的核心与精髓是体现中国创造、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魅力的思想理念、价值规范和治理智

慧ꎮ 长期以来ꎬ中华传统文化正是以与生俱来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ꎬ以独一无二的理念、气度

和神韵ꎬ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ꎬ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辉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

年ꎬ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ꎬ植根在中国人内心ꎬ潜
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ꎮ”①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中ꎬ我们必须坚

定文化自信ꎬ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ꎬ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ꎬ保持中华民族自身的价

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ꎬ使中国精神和中华气派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生生不息ꎮ
其次ꎬ吸收外来ꎬ广泛借鉴世界多元优秀文化成果ꎮ 世界各国各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条件和

生活实践ꎬ孕育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明形式和文化样态ꎮ 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历史正当性ꎬ每一种

文化都有其价值合理性ꎬ“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ꎬ平等相待ꎬ互学互鉴ꎬ兼收并蓄ꎬ推动人类文明

实现创造性发展”②ꎮ 文化是多元的ꎬ亦是包容的ꎬ文化在包容中交流互鉴ꎬ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多

彩ꎮ 中华文化在“西渐”中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ꎬ如四大发明加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和宗教改革进程ꎬ引领了欧洲航海业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开拓ꎮ 独具特色的西方文化ꎬ高扬科学

与理性的旗帜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为我们带来了科学思维和技术文化ꎮ 从郑和下西洋与东南

亚各国友好往来ꎬ到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ꎻ从佛教传入与儒道交融形成中国特色佛

教文化ꎬ到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方油画交汇形成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③大量的文化史事

实充分说明ꎬ中华文化正是在不断吸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精髓中走向繁荣兴盛的ꎬ由此铸就了中

华文明“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与宽厚品格ꎮ 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ꎬ当今

世界也是开放的世界ꎬ中外文化交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着ꎮ 我们要敞开胸襟、放
眼世界ꎬ广泛借鉴吸收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中的瑰宝和营养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

世界多元文化的活力因子ꎮ
再次ꎬ面向未来ꎬ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为世界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

国方案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ꎬ“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

的文化意义”④ꎬ这些思想家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ꎬ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ꎬ思想

价值跨越时空ꎬ历久弥新ꎬ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ꎬ绽放出更为耀眼的时代价值ꎬ在国际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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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发挥其积极作用和潜在影响ꎮ 今天ꎬ我国的综合实力持续发展ꎬ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ꎬ在世界

舞台上的角色定位清晰且日显重要ꎬ在全球治理中的贡献突出且令人瞩目ꎬ“我们的发展道路、价值

理念、制度模式影响日益增强ꎬ国际社会对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华文化兴趣与日俱增”①ꎮ 我们应

该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ꎬ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ꎬ不断提高文化对外开放水平ꎬ把握国外受众

对中华文化的兴趣聚焦点、情感共鸣点、思想认同点ꎬ着力传播中国价值观ꎬ打造中华文化品牌ꎬ以
更加有力的举措扩大中华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在此过程中ꎬ我们要着重围绕破解人类社会共

同难题和开创人类世界美好未来这两大主线ꎬ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思想资

源挖掘出来、传播出去ꎬ为全球治理发出更有磁力的中国声音、贡献更高水平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切

实际的中国方案ꎬ与其他文化一道携手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ꎮ

结 语

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视域中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需要立足中国大地ꎬ承续中华历史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和

精神支撑ꎮ 只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延续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华

民族底色ꎬ获得充沛的文化滋养和思想动能ꎬ沿着民族与世界相统一的方向发展ꎮ 而服务于并助

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正是传承、弘扬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旨趣和使命所在ꎬ优秀传统

文化惟有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才能从历史深处走向现代社会ꎬ充分发挥当代价值和现实作用ꎬ融
汇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伟蓝图中ꎮ 所以ꎬ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既是

维系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民族基因的应有之义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坚定文化自信的

内在要求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ꎬ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ꎬ不仅

不可能发展起来ꎬ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ꎮ”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就是要让全体中

华儿女铭记自己的精神之根ꎬ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拥有思想之魂ꎮ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ꎬ使之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使其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一要正确认知传统与现代的

异质性与统一性ꎬ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的原则ꎬ立足时代要求保护传承优良传

统ꎻ二要客观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ꎬ充分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ꎬ在新视野

中把握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ꎻ三要延展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内容ꎬ
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形式ꎬ以时代需求和实践需要为导向ꎬ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ꎻ四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ꎬ在合理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通性契合性基础上实现二者在当代的有机结合ꎻ五要深刻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逻辑和内涵特质ꎬ推进三者的互动交融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ꎻ
六是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ꎬ在坚守中华文化民族主体性基础

上汲取各种文明养分ꎬ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只有正确理解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转化

与发展的辩证关系ꎬ科学诠释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世界多元文化之

间的逻辑关联ꎬ才能真正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与思想内涵ꎬ辨析其时代价值与社会功

能ꎬ使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实现创新转型ꎬ彰显生机活力ꎬ展示风采神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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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
———以鲁国大司徒为例∗①

张　 磊
(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春秋时期ꎬ随着民众、土地、军队成为各个诸侯国生存乃至变革图强的重要条件ꎬ司徒掌管民众并兼

管军队、土地、赋税ꎬ地位较之西周更加重要ꎮ 战国时期ꎬ在国家官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ꎬ司徒的职掌逐渐弱化ꎬ
地位渐趋下降ꎮ 春秋诸国司徒中以鲁国大司徒最为典型ꎮ 鲁国大司徒担任冢卿ꎬ决策国家大事ꎬ掌控内政ꎬ主导

邦交、军务ꎬ在某种意义上是战国时期将和相的滥觞ꎮ 春秋战国之际ꎬ鲁国大司徒季氏衰微并逐渐淡出政治舞

台ꎬ此后鲁国社会最终实现转型ꎮ 鲁国大司徒职掌变化和地位沉浮集中反映了鲁国乃至春秋战国社会巨大、深
刻的变动ꎮ

关键词:　 司徒ꎻ春秋战国ꎻ社会变动ꎻ鲁国大司徒ꎻ鲁国冢卿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１４－２２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张磊(１９７９—　 )ꎬ男ꎬ山东梁山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十三五”规划“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转

化创新”重大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大戴礼记»研究”(１４ＣＺＸＪ１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ꎬ“周代的礼乐文化确已集中到鲁国ꎬ鲁成为周礼文化的代表及重心所在”ꎮ

可见ꎬ在春秋诸侯国中ꎬ掌管礼乐文化的鲁国司徒成为典型亦非偶然ꎮ 参见王志民:«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

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③“至春秋时期ꎬ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ꎬ原有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ꎬ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ꎮ”由此可

以理解春秋时期社会变动的大致情况ꎮ 参见丁鼎:«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ꎬ各诸侯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运动推动

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转型ꎮ 春秋时期ꎬ各诸侯国多设有司徒之官ꎮ 司徒掌管民众ꎬ兼
管军队、土地、赋税ꎬ因而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联ꎮ 战国时期ꎬ随着国家官僚制度的转型ꎬ司徒的

职掌逐渐弱化ꎬ地位渐趋下降ꎮ 与东周王室司徒和各诸侯国司徒相比ꎬ鲁国大司徒最为典型②ꎬ
有关史料也最为丰富ꎮ 鲁国大司徒是集中反映鲁国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一面清晰明亮

的镜子ꎬ值得深入探讨ꎮ

一、司徒与春秋战国社会的变革

春秋社会与战国社会虽然同处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期ꎬ但是两个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差

异ꎬ仍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ꎮ 故而作为因应社会需要而设置的司徒一官ꎬ除其共同特点外ꎬ也具

有不同的特色ꎮ 下面拟分春秋、战国两阶段阐述王室和诸侯国司徒与社会变动的关系ꎮ
(一)司徒与春秋社会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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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ꎬ周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动ꎮ③王室衰微ꎬ天子失政ꎬ诸侯称霸ꎬ政在大夫ꎮ 司徒之

官的职掌、地位ꎬ与春秋社会的变动紧密相联ꎮ
１. 春秋时期王室和各诸侯国司徒的概况

东周王朝设有司徒ꎮ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云:
　 　 栾盈过于周ꎬ周西鄙掠之ꎮ 王使司徒禁掠栾氏者ꎬ归所取焉ꎮ
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５５２ 年)ꎬ栾盈经过周ꎬ周朝西部边境的人劫掠他的财物ꎮ 周王让

司徒制止那些劫掠栾氏的人ꎬ并归还所掠取的东西ꎮ 此司徒是王室司徒ꎮ
在一些诸侯国ꎬ司徒位列执政卿之中ꎮ 如郑国ꎬ«左传»襄公十年云:“于是子驷当国ꎬ子国为

司马ꎬ子耳为司空ꎬ子孔为司徒ꎮ”郑国国君之下ꎬ设有执政卿ꎮ 司徒仅在当国之下ꎬ和司马、司空

并列执掌国政ꎬ可见其地位相当高ꎮ 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司徒致民ꎬ司马致节ꎬ司
空致地ꎬ乃还ꎮ”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５４８ 年)ꎬ郑国攻入陈国国内ꎬ陈国战败并表示投降ꎮ 郑

国则由司徒向陈国归还俘虏的民众ꎬ由司马向陈国归还符节ꎬ由司空向陈国归还土地ꎬ表示不加

侵夺ꎮ 在这次战争中ꎬ“司徒致民”表明司徒主管民众ꎬ并且带兵打仗ꎮ
卫国也设置有司徒ꎮ «左传»哀公十五年云:
　 　 孔悝立庄公ꎮ 庄公害故政ꎬ欲尽去之ꎬ先谓司徒瞒成曰:“寡人离病于外久矣ꎬ子请亦尝

之ꎮ”归告褚师比ꎬ欲与之伐公ꎬ不果ꎮ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 ４８０ 年)孔悝立了卫庄公ꎮ 卫庄公认为原来的大臣都靠不住ꎬ想要全

部清除他们ꎬ将司徒瞒成作为首先考虑除掉的对象ꎬ这说明卫国司徒处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ꎮ
又据«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卫侯夫人的弟弟期是“大叔疾之从孙甥也ꎬ少畜于公ꎬ以为司

徒”ꎮ 期是大叔疾的外孙ꎬ小时候养在卫侯那里而受重视ꎬ卫侯让他做司徒ꎮ 由此可见ꎬ卫国司

徒地位确实比较重要ꎬ否则卫侯不会让期去任此官ꎮ
宋国设有司徒ꎬ如«左传»成公十五年记宋共公卒后:
　 　 于是华元为右师ꎬ鱼石为左师ꎬ荡泽为司马ꎬ华喜为司徒ꎬ公孙师为司城ꎬ向为人为大司

寇ꎬ鳞朱为少司寇ꎬ向带为大宰ꎬ鱼府为少宰ꎮ
这表明ꎬ在宋国执政卿中ꎬ司徒与右师、左师、司马、司城、大司寇、少司寇、大宰和少宰共同管

理国事ꎬ地位也相当高ꎮ 又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云:
　 　 于是皇缓为右师ꎬ皇非我为大司马ꎬ皇怀为司徒ꎬ灵不缓为左师ꎬ乐茷为司城ꎬ乐朱鉏为

大司寇ꎮ
这是宋景公时的事情ꎮ 此处以皇、灵、乐三族为序排列ꎬ并非以官序排列ꎮ 其实ꎬ司徒在其中

的地位并不低ꎮ
陈国的司徒甚至可以置废国君ꎮ «左传»昭公八年云:
　 　 陈哀公元妃郑姬ꎬ生悼大子偃师ꎬ二妃生公子留ꎬ下妃生公子胜ꎮ 二妃嬖ꎬ留有宠ꎬ属诸

司徒招与公子过ꎮ① 哀公有废疾ꎮ 三月甲申ꎬ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ꎬ而立公子留ꎮ
夏四月辛亥ꎬ哀公缢ꎮ

杜注曰:“招及过皆哀公弟也ꎮ”②陈哀公之弟招担任陈国的司徒ꎬ并且深得陈哀公的信任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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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照顾哀公的宠子留ꎮ 司徒招最后能做到杀嫡立庶弑君ꎬ可以说与他作为司徒手握陈国重权有

密切关系ꎮ
当时尚被视为处于偏远之地的楚国亦设有司徒之职ꎬ如«左传»宣公十一年云:“令尹蒍艾猎

城沂ꎬ使封人虑事ꎬ以授司徒ꎮ”令尹蒍艾猎在沂地筑城ꎬ派遣封人考虑工程计划ꎬ报告给司徒ꎮ
可见ꎬ楚国亦设有司徒之官ꎮ

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也设有司徒ꎬ但由于种种原因ꎬ名称发生了改变ꎬ如晋国ꎮ «史记晋世

家»云:“十八年ꎬ靖侯卒ꎬ子釐侯司徒立ꎮ”晋釐(僖)侯名司徒ꎮ 结果如«左传»桓公六年所云:
“晋以僖侯废司徒ꎮ”晋国为避晋釐(僖)侯名之讳ꎬ将司徒之名取消ꎬ改为中军ꎮ

有的诸侯国军队中也设有司徒ꎬ如齐国军队中设有“锐司徒”“辟司徒”ꎮ 鲁成公二年(公元

前 ５８９ 年)鞌之战齐侯免于被俘以后ꎬ从徐关进入齐国临淄ꎬ遇到一位女子ꎮ «左传»成公二

年云:
　 　 遂自徐关入ꎮ 齐侯见保者ꎬ曰:“勉之! 齐师败矣ꎮ”辟女子ꎬ女子曰:“君免乎?”曰:“免

矣ꎮ”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ꎮ”曰:“苟君与吾父免矣ꎬ可若何?”乃奔ꎮ 齐侯以为有礼ꎬ
既而问之ꎬ辟司徒之妻也ꎮ 予之石窌ꎮ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ꎬ从中可以看到齐国军队中设置司徒的情况ꎮ 齐侯在鞌之战中战

败脱逃ꎬ从徐关进入齐国临淄ꎮ 齐侯所坐车的前卫驱使一名女子躲开ꎮ 女子问锐司徒免于祸难

了吗? 回答说免了ꎮ 原来她是齐军中锐司徒的女儿、辟司徒的妻子ꎮ 杨伯峻指出:“锐是古代矛

类兵器ꎬ«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锐ꎮ’‘锐司徒’或是主管此种兵器之官ꎮ”①又指出:“辟司徒ꎬ
杜注以为‘辟’乃‘壁’之借字ꎬ因谓其为‘主垒壁者’ꎮ”②“锐司徒”和“辟司徒”为齐军所置ꎮ 春

秋司徒出现变名和异名的现象ꎬ当与春秋时期社会发生的复杂变化有关ꎮ 随着春秋时期战争的

频繁和战事的需要ꎬ齐国军队即有“锐司徒”和“辟司徒”的设置ꎮ
２.春秋时期司徒职掌的扩大、地位的升高与社会变动

春秋时期鲁、郑等一些国家的司徒地位显著ꎮ 童书业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说明:“春秋官制之

变ꎬ一言以蔽之ꎬ乃由王宫大臣及臣仆式之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官吏之转变ꎮ 最突出之表现为

司徒、司马、司空‘三司’之官之被逐渐重视ꎮ”③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宰的地位下降ꎮ 西周时

期ꎬ宰具有很高的地位ꎬ辅相周王ꎮ 春秋时期ꎬ宰除了在吴、宋等国家还具有一定的权力外ꎬ在其

他诸侯国一般已经不太重要ꎬ远离政治权力的核心ꎮ 那么ꎬ春秋时期司徒地位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呢? 这和社会发生变动带来的司徒职掌的扩大密切相关ꎮ
第一ꎬ在春秋时期国野差别渐趋缩小和社会结构变动的情况下ꎬ司徒通过掌管更为广大的民

众征发徒役和兵役以掌控国家的民政和兵源ꎮ 例如根据«国语齐语»的记载ꎬ管仲在回答齐桓

公“伍鄙若何”时谈到“相地而衰征”ꎮ 韦注:“相ꎬ视也ꎮ 衰ꎬ差也ꎮ 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ꎬ以差

征赋之轻重也ꎮ”④有学者指出ꎬ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后ꎬ“西周的籍田剥削从此废止ꎬ实物地

租取代了劳役地租ꎬ国人和野人的经济权力的差别开始泯灭ꎬ国野对立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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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诸侯国实行的类似政策推动了国野差别渐趋缩小ꎬ进而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ꎮ 鲁国成公元

年“作丘甲”①ꎬ陈恩林认为是向野人征赋ꎬ征召野人当兵②ꎮ 司徒掌管赋税和兵源ꎬ因此ꎬ类似

“作丘甲”的措施实际上使野人直接进入了司徒的管理范围而使司徒管理的民众更为广泛ꎮ 春

秋时期ꎬ战争使许多诸侯国需要大规模地征发民众服徒役和兵役ꎮ 如«左传»桓公十六年云:
“冬ꎬ城向ꎮ”«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冬ꎬ城防ꎮ”而诸侯国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ꎮ 司徒通过掌管

最广大的民众以征发徒役和兵役ꎬ也就是掌控国家的民政和兵源ꎬ在战争不断的春秋时代ꎬ可谓

十分重要ꎮ
第二ꎬ在春秋社会国野差别渐趋缩小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背景下ꎬ司徒掌管更为广大的土地ꎬ

按土地征收赋税ꎬ掌控国家的财政ꎮ 西周时期ꎬ祭祀、消费和军需等主要源于王室和公室籍田的

收入ꎬ而司徒掌管籍田ꎮ «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初ꎬ辕颇为司徒ꎬ赋封田以嫁公女ꎮ”杜注:“封内

之田ꎬ悉赋税之ꎮ”③辕颇为陈国司徒ꎬ对国内所有土田征收赋税用来作为出嫁国君女儿的费用ꎮ
不仅陈国ꎬ其他诸侯国也有类似的举措ꎮ 根据«左传»的记载ꎬ这一过程在鲁国是大司徒通过“用
田赋”等改革来完成的ꎮ④ 春秋时期ꎬ司徒征收赋税的范围从籍田扩大到了所有土田ꎬ不再局限

于国野之分ꎬ促进了国、野差别的缩小和社会结构的变动ꎬ使籍田之外的野人的土地也由司徒管

理ꎬ扩大了司徒管理土地的范围ꎮ 这些都表明ꎬ司徒通过掌管最广大的土地以征收赋税ꎬ也就掌

控了国家的财政和国家的经济命脉ꎮ
春秋时期ꎬ各个国家需要充足的人力、兵源和财源以求存图强和满足频繁的战争需要ꎮ 随着

国野差别渐趋缩小、社会结构变动和土地、赋税、兵役制度的变化ꎬ司徒职掌范围扩大ꎬ包括国家

民政、财政和兵源ꎻ司徒地位升高ꎬ在职官中显得尤为重要ꎮ
３.春秋时期司徒的属官与社会事务

春秋时期有里人一职ꎮ «国语鲁语上»记鲁文公打算扩建宫室ꎬ想占用孟文子、郈敬子的

住宅ꎬ孟文子则以守护先王建政之制和有利于政务为由ꎬ婉拒了鲁文公的想法ꎮ 其中孟文子提

到:“若罪也ꎬ则请纳禄与车服而违署ꎬ唯里人所命次ꎮ”韦昭注曰:“里人ꎬ里宰也ꎮ 有罪去位ꎬ则
当受舍于里宰ꎮ”⑤此句意谓ꎬ国君如果以为臣有罪ꎬ就请求免去爵禄和交还车舆服饰而离开官

署ꎬ让里人来安排臣的住宅吧ꎮ 里人(里宰)负责治理本里的政令ꎮ 同篇记郈敬子云:“先臣惠伯

以命于司里ꎬ请从司徒以班徙次ꎮ”韦昭注曰:“司徒ꎬ掌里宰之政ꎬ比夫家众寡之官也ꎮ 敬子

自以有罪ꎬ君欲黜之ꎬ故请从司徒徙里舍也ꎮ”⑥此句意谓ꎬ先臣惠伯接受司里的命令住在这所房

子里ꎬ而君王如果以臣有罪而黜退的话ꎬ请司徒按照班次安排臣的住宅ꎮ 这表明ꎬ里人(里宰)、
司里皆为一里之负责官员ꎬ负责具体安排官员的住宅事宜ꎬ是司徒的属官ꎮ⑦

从西周时期司徒就有的下属虞官一职到了春秋时期仍然存在ꎮ «国语周语中»云:“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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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材ꎮ”韦昭注曰:“虞人ꎬ掌山泽之官ꎮ 祭祀、宾客ꎬ供其材也ꎮ”①«左传»昭公四年说献冰ꎬ云“山
人取之ꎬ县人传之”ꎬ杜注云:“山人ꎬ虞官ꎮ 县人ꎬ遂属ꎮ”②孔颖达疏曰:“«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

令ꎮ 知山人ꎬ虞官也ꎮ «周礼»五县为遂ꎬ是县为遂之属也ꎮ”③可知此处山人当为山虞ꎬ亦为虞官

的一种ꎮ 顺便提及ꎬ里人、里君、县人等的存在ꎬ也间接证明«周礼地官»“五家为邻ꎬ五邻为里ꎬ
四里为酂ꎬ五酂为鄙ꎬ五鄙为县ꎬ五县为遂”的记载基本可信ꎮ

春秋时期ꎬ司徒有属官贾正(贾师)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臧会离开臧氏ꎬ“奔郈ꎮ 郈鲂假

使为贾正焉ꎮ 计于季氏”ꎮ 郈鲂假让臧会任贾正之职ꎬ给季氏送账本ꎮ 杜注云:“贾正ꎬ掌货物使

有常价ꎬ若市吏ꎮ”④孔疏云:“贾正如«周礼»之贾师也ꎮ 云‘各掌其次之货物贿之治ꎬ辨其物

而均平之’ꎬ‘禁贵儥者ꎬ使有恒贾ꎮ’此郈邑大夫使为贾正ꎬ使为郈市之贾正也ꎮ 郈在后为叔孙私

邑ꎬ此时尚为公邑ꎬ故使贾正通计簿于季氏ꎮ”⑤杨伯峻亦指出:“贾正为司徒属官ꎬ据昭四年传ꎬ季
武子为司徒ꎬ季氏当世袭此职ꎬ故臧会送其账本于季氏ꎮ”⑥据此可知ꎬ贾正为司徒属官ꎮ

春秋时期司徒有属官封人ꎮ «左传»宣公十一年云:“令尹蒍艾猎城沂ꎬ使封人虑事ꎬ以授司

徒ꎮ”杨伯峻注解说:“«左传»隐元年有颍谷封人ꎬ桓十一年有祭封人ꎬ文十四年有萧封人ꎬ诸

封人皆是典守封疆之官ꎮ 此封人不与彼同ꎮ «周礼地官»有封人:‘凡封国ꎬ设其社稷之壝ꎬ封
其四疆ꎻ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ꎮ’则是并掌建筑城郭ꎮ 虑事ꎬ此为筹度工事ꎬ估计工程

工需之类ꎮ”⑦“封人为司徒之属官ꎬ故其虑事毕ꎬ上于所司也ꎮ”⑧令尹蒍艾猎在沂地筑城ꎬ派遣封

人考虑工程计划ꎬ报告给掌管徒役的司徒ꎮ 此处的封人为司徒的属官ꎮ
可以看出ꎬ春秋时期司徒的属官较之西周增多ꎬ可考者有里人(里宰、司里、里君)、山人(山

虞)、贾师(贾正)、封人等ꎬ管理社会、山林、经济、工程ꎬ意味着司徒管理的社会事务增多ꎮ
４. 春秋战国之际卿大夫家的司徒与社会变动

春秋中后期ꎬ许多诸侯国君权力也开始式微ꎬ而卿大夫的实力增强ꎬ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

夫出”(«论语季氏»)ꎮ 的现象ꎮ 诸侯国公室的衰微ꎬ导致了如«左传»昭公三年所说的“政在

家门”⑨ꎮ 关于“家”的含义ꎬ朱凤瀚认为“指包含大宗、小宗家族在内的诸卿大夫宗族整体”ꎮ
卿大夫的“家”包括采邑上的土地民众在内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经济实体ꎬ主要是由以家宰

或邑宰为首的家臣来治理ꎮ 家臣制度“消除了宗法制度之下同一人既是‘臣’又是‘君’的矛盾现

象”ꎬ这是战国封建官僚制度的萌芽ꎮ 春秋战国之际ꎬ卿大夫的“家”的实力更加壮大ꎬ其内部结

构更加成熟和完善ꎮ
春秋时期ꎬ随着卿大夫的实力超过国君ꎬ卿大夫的“家”开始走向“国”ꎮ 赵伯雄认为ꎬ“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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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际ꎬ卿大夫取代了国君ꎬ大夫之‘家’扩充而为‘国’ꎬ家宰之制遂演化而为宰相之制”①ꎮ
邵维国亦指出ꎬ“卿大夫的家与春秋中前期以前比ꎬ在性质上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ꎮ 这样一

来ꎬ其内部的家臣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ꎬ实质上已成为国家政权的官吏”②ꎮ 可以这样说ꎬ春秋战

国之际管理卿大夫“家”的家臣所代表的官僚组织正处于向封建国家官僚体制过渡的阶段ꎮ 春

秋时期ꎬ随着卿大夫采邑的扩大ꎬ作为管理土地民众的家臣司徒的职责也必然随之增强ꎮ 在这样

的情况下ꎬ属于以家宰或邑宰为首的家臣系统中的司徒在春秋社会变动中也扮演了相应的角色ꎮ
限于资料的缺乏ꎬ这里以鲁国季孙氏和孟孙氏家臣中的司徒为例进行探讨ꎮ

季孙氏费邑家臣中有司徒ꎮ «左传»昭公十四年云:
　 　 南蒯之将叛也ꎬ盟费人ꎮ 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ꎬ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ꎬ若

以君灵不死ꎬ请待间而盟ꎮ”许之ꎮ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ꎬ请朝众而盟ꎮ 遂劫南蒯曰:“群臣不

忘其君ꎬ畏子以及今ꎬ三年听命矣ꎮ 子若弗图ꎬ费人不忍其君ꎬ将不能畏子矣ꎮ 子何所不逞

欲? 请送子ꎮ”请期五日ꎮ 遂奔齐ꎮ
季孙氏费邑之宰南蒯③将要叛变ꎬ反被司徒老祁、虑癸盟费众而挫败ꎮ 杨伯峻对此有说明:
　 　 孔«疏»引«世族谱»谓司徒老祁为一人ꎮ 司徒ꎬ服虔以为姓ꎬ马宗琏«补注»则云ꎬ“此司

徒盖即小司徒ꎬ季氏家臣为之”ꎬ亦有据ꎮ 虑癸为又一人ꎮ 马宗琏又云:“盖老祁、虑癸二人

皆为司徒也ꎮ”二人服虔以为季氏家臣ꎬ杜注以为“南蒯家臣”ꎬ当从服说ꎮ 杜预据下文二人

于南蒯称臣ꎬ故云“南蒯家臣”ꎮ 顾炎武«补正»云:“其请于南蒯亦称臣者ꎬ古人之谦辞尔ꎬ
«史记高祖纪»‘注’张晏曰:‘古人相与言自称臣ꎮ’”此说是ꎮ④

杜注云二人为“南蒯家臣”ꎬ不确ꎮ 杨伯峻同意马宗琏的老祁、虑癸为季氏家臣司徒的看法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氏之司马鬷戾当众明讲:“我ꎬ家臣也ꎬ不敢知国ꎮ”叔孙氏有家臣司马ꎬ
季孙氏、叔孙氏家臣设置情况当基本类似ꎬ则季孙氏有家臣司徒亦合乎情理ꎮ 所以ꎬ老祁、虑癸为

季氏家臣司徒的看法是正确的ꎮ 另外ꎬ从司徒老祁、虑癸“请于南蒯”ꎬ二人虽身份低于邑宰ꎬ但
从能“朝众而盟”来看ꎬ二人也是季氏在费地的家臣ꎬ而决非南蒯的家臣ꎬ并且职掌与民众有关ꎮ
所以ꎬ老祁、虑癸皆为季氏费邑以邑宰为首的家臣系统中的司徒ꎬ并且有比较高的地位和比较强

的实力ꎬ才能挫败邑宰南蒯ꎮ
孟孙氏家臣也有司徒ꎮ «礼记檀弓上»云:“孟献子之丧ꎬ司徒旅归四布ꎮ”孔疏云:“孟献子

之丧ꎬ送终既具ꎬ赙布有余ꎬ其家臣司徒敬子禀承主人之意ꎬ使旅下士归还四方赙主人之泉布

也ꎮ”⑤孔氏认为司徒敬子是家臣司徒ꎮ 司徒为孟献子的丧事奔波ꎬ则该司徒当是孟献子的家臣

司徒ꎮ
随着卿大夫家臣系统管理事务的逐渐繁多ꎬ其结构亦不断完善ꎬ家臣司徒亦有属官ꎮ 可考者

有虞人等ꎮ «左传»定公八年记阳虎欲去三桓ꎬ“阳虎前驱ꎬ林楚御桓子ꎬ虞人以铍、盾夹之ꎬ阳越

殿”ꎮ 阳虎驱车走在前边ꎬ林楚为桓子驾车ꎬ虞人手持铍、盾在两边夹护ꎬ阳越走在最后ꎮ 则此虞

人为季氏家臣之列ꎮ 前文论及ꎬ虞人为司徒属官ꎮ 可知此虞人为季氏家臣司徒的属官ꎬ其能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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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铍、盾ꎬ或与其看护山林泽牧所用的武器有关ꎮ
(二)司徒与战国社会的改革

战国时期ꎬ一些诸侯国仍然设置有司徒之官ꎮ 这一时期ꎬ诸侯国君称王ꎬ设置将、相之官ꎬ积
极推行变法ꎮ 随着战国社会的改革ꎬ司徒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和职掌也相应发生变化ꎮ

１. 战国诸国司徒的概况

战国时期ꎬ许多诸侯国仍然设有司徒ꎮ
魏国在相之下设置司徒ꎮ «战国策赵策四»记载了魏国的司徒:“魏王许诺ꎬ使司徒执范

座ꎬ而未杀也ꎮ”此司徒可能也负责刑罚之事ꎮ «吕氏春秋应言»也提到魏国司徒:“魏令孟卯割

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ꎮ 王喜ꎬ令起贾为孟卯求司徒于魏王ꎮ”秦王命令起贾为孟卯向魏王求

做司徒ꎮ 以上两则材料均说明魏国设有司徒之职ꎮ «战国策魏策三»云:
　 　 芒卯(孟卯)谓秦王曰:“王之士未有为之中者也ꎮ 臣闻明王不背中而行ꎮ 王之所欲于

魏者长羊、王福、洛林之地也ꎮ 王能使臣为魏之司徒ꎬ则臣能使魏献之ꎮ”秦王曰:“善ꎮ”因任

之以为魏司徒ꎮ
芒卯(孟卯)如果做了魏的司徒ꎬ就能让魏献长羊、王福、洛林之地ꎮ 这可能与魏国司徒掌管

土地有关ꎮ
魏国设置有虞人之官ꎮ «战国策魏策一»云:
　 　 文侯与虞人期猎ꎮ 是日ꎬ饮酒乐ꎬ天雨ꎮ 文侯将出ꎬ左右曰:“今日饮酒乐ꎬ天又雨ꎬ公将

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ꎬ虽乐ꎬ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ꎬ身自罢之ꎮ 魏于是乎始强ꎮ
此记魏文侯和虞人打猎之事ꎬ而打猎多在山林川泽ꎮ 此处虞人当为掌山泽之官ꎮ 西周时期

虞官包括山虞、泽虞等皆为司徒的属官ꎬ春秋时亦有虞人之称ꎬ则魏国的虞人很有可能是司徒的

属官ꎮ
韩国在相之下设置了司徒ꎮ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ꎬ以韩

申徒下韩国ꎮ”张良在韩国做过申徒ꎮ 申、司ꎬ古音相通ꎬ申徒即司徒ꎮ 韩国司徒为相之下负责民

事的职官ꎮ
韩国设置有廪吏、封人等官ꎮ «韩非子内储说下»云:“韩昭侯之时ꎬ黍种尝贵尠有ꎮ 昭侯

令人覆廪ꎬ廪吏果窃黍种而粜之甚多ꎮ”①韩昭侯之时ꎬ黍种藏在廪中ꎬ则当有廪吏负责看管ꎮ «吕
氏春秋开春论»云:“韩氏城新城ꎬ期十五日而成ꎮ 段乔为司空ꎮ 有一县后二日ꎬ段乔执其吏而

囚之ꎮ 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ꎬ愿委之先生ꎮ’封人子高曰:‘诺ꎮ’”这
里还提到了封人ꎮ 高诱注:“子高ꎬ贤者也ꎮ 封人ꎬ田大夫ꎬ职在封疆ꎬ故谓之封人ꎮ”②高氏所云正

确ꎮ 西周、春秋时期的司徒属官即有廪人ꎮ 因此ꎬ韩国的廪吏和封人很有可能是司(申)徒的

属官ꎮ
另外ꎬ三晋还有都司徒ꎮ 李学勤指出ꎬ三晋都官印有“夏虚都司徒”③ꎮ 这说明在战国社会进

一步发展的背景下ꎬ司徒有新的类别出现ꎮ
赵国有司徒类职官田部吏ꎮ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云:“赵奢者ꎬ赵之田部吏也ꎮ 收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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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ꎬ奢以法治之ꎬ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ꎮ 平原君怒ꎬ将杀奢ꎮ 奢因说曰:‘君于

赵为贵公子ꎬ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ꎬ法削则国弱ꎬ国弱则诸侯加兵ꎬ诸侯加兵是无赵也ꎬ君安

得有此富乎? 以君之贵ꎬ奉公如法则上下平ꎬ上下平则国强ꎬ国强则赵固ꎬ而君为贵戚ꎬ岂轻于天

下邪?’平原君以为贤ꎬ言之于王ꎮ 王用之治国赋ꎬ国赋大平ꎬ民富而府库实ꎮ”赵奢为田部吏ꎬ掌
管“收租税”ꎬ后被赵王“用之治国赋”ꎮ 职掌与司徒相近ꎬ亦为相之下的管理田地、赋税的职官ꎮ

齐国设置有右司徒ꎮ 李学勤指出ꎬ齐国印玺有“右司徒之玺”①ꎮ 右司徒为相之下管理

民事的职官ꎮ
楚国设置有司徒及其属官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为楚怀王左徒ꎮ”«史记楚

世家»云:“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ꎬ封以吴ꎬ号春申君ꎮ”晁福林指出:“从战国中期开始ꎬ楚国中央

官府里面ꎬ却出现了相当重要的左徒之职ꎮ 依照左、右尹为令尹辅佐助手之例ꎬ可以推测左徒起

初可能是司徒的辅佐ꎬ后来才变为地位甚高的职官ꎮ”②

２. 司徒与战国官僚体制的改革

春秋战国之际ꎬ相逐渐成为辅佐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君的“百官之长”ꎬ也就是官僚机构的首

脑ꎮ 东周王室设置了相ꎮ «战国策东周»云:“昭献在阳翟ꎬ周君将令相国往ꎬ相国将不欲ꎮ”又
云:“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ꎮ”周天子以相国(相)辅佐治国ꎬ是官僚制度的重要变革ꎮ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ꎬ“解狐荐其仇于简主以为相”ꎮ 晋国解狐推荐仇人给赵简子为

相ꎮ “到春秋晚期ꎬ当晋国进步的卿大夫开始使用官僚管理政务的时候ꎬ‘相’就成为官僚机构的

首脑ꎮ”③“将军原是春秋时代晋卿的称号ꎬ因为春秋时代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力ꎬ而且有宗族和

‘私属’的军队亲自统率着ꎮ 到战国时代ꎬ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官僚机构的庞大复杂ꎬ由于常备

兵的建立和征兵制度的推行、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ꎬ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

家ꎬ产生了文官的首长———相ꎬ和武官的首长———将ꎮ”④公元前 ４０３ 年ꎬ晋国分为魏、赵、韩三国ꎮ
魏、赵、韩三国的官僚制度在晋国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变革ꎮ

魏国变革较早ꎮ «史记魏世家»记魏文侯向李克询问置相的事情ꎮ «汉书艺文志»载«李
克»七篇ꎬ注云:“子夏弟子ꎬ为魏文侯相ꎮ” ⑤这些都说明魏国自魏文侯时就开始设相ꎮ «史记
魏世家»云:“武侯卒ꎬ子罃立ꎬ是为惠王ꎮ”魏武侯后ꎬ魏君称王ꎮ 魏国也设置将ꎮ «战国策赵策

三»云:“秦围赵之邯郸ꎬ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ꎮ”总之ꎬ魏王之下设置了将、相ꎮ 与魏国相同ꎬ
赵国、韩国也有了王的称号和将、相的设置ꎮ

战国时期的齐国ꎬ加强了君主集权ꎮ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威王时ꎬ“齐最强于诸侯ꎬ
自称为王ꎬ以令天下”ꎮ «战国策齐策一»云:“成侯邹忌为齐相ꎬ田忌为将ꎬ不相说(悦)ꎮ”齐威

王任命邹忌为齐相ꎬ田忌为将ꎮ 齐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ꎮ
燕国和卫国也是如此ꎮ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燕国ꎬ“文公卒ꎬ太子立十年ꎬ燕君为

王”ꎮ 燕君称王ꎬ并设置相、将ꎮ «史记乐毅列传»云:“燕昭王悉起兵ꎬ使乐毅为上将军ꎮ”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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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赵世家»还提到燕相子之ꎮ 与燕国相似ꎬ春秋战国之际ꎬ卫国也有相的设置ꎮ① 楚国稍有差

别ꎬ辅佐楚王的最高执政为令尹ꎬ并设有将军ꎮ
秦国实行改革ꎬ效果明显ꎮ «史记秦本纪»云:“昭襄王元年ꎬ严君疾为相ꎮ 八年ꎬ使将

军芈戎攻楚ꎬ取新市ꎮ”到秦昭襄王时代ꎬ将相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备ꎮ
综上所述ꎬ“战国时代各大诸侯国先后形成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ꎬ出现了以相、将为首的

官僚机构ꎬ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现象”②ꎮ 在君主集权的新的政治体制下ꎬ司徒

掌管民政、影响朝政的地位被相取代ꎻ带兵打仗、掌控兵役的职掌被将代替ꎮ 司徒的政治地位由

此下降ꎬ最终成为相下的一个属官ꎮ
３. 司徒与战国社会土地制度的改革

战国时期ꎬ随着各国的改革ꎬ井田制逐渐废除ꎬ出现了授田制ꎬ如魏国ꎮ «汉书食货志»云: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ꎬ今一夫挟五口ꎬ治田百亩ꎬ岁收亩一石半ꎬ为粟百五十

石ꎬ除十一之税十五石ꎬ余百三十五石ꎮ 行之魏国ꎬ国以富强ꎮ
魏国按人口划分田亩ꎬ相对应的是按田亩收税ꎮ
秦国也进行改革ꎮ «汉书食货志上»云:“及秦孝公用商君ꎬ坏井田ꎬ开阡陌ꎬ急耕战之赏

”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ꎬ废除井田ꎮ «史记商君列传»云:“于是以鞅为大良造ꎮ 为田

开阡陌封疆ꎬ而赋税平ꎮ”其关键是变革土地制度ꎬ突破和瓦解井田制度ꎬ实现新的土地制度ꎬ也
就是授田制ꎬ并按田亩收税ꎮ

«荀子王霸»云:匹夫“百亩一守”ꎬ“农分田而耕”ꎬ成为“天下莫不平均”的一个前提条件ꎮ
“国家的授田制在战国时期成为影响很大的土地分配方式ꎬ并且直接影响到赋税制度的变化ꎮ”③

“战国时期虽然多种土地占有方式并存ꎬ但在各个诸侯国却以国家的授田制占主导地位ꎮ”④井田

制度下ꎬ人与土地紧密结合ꎬ以劳役地租为主ꎬ因此以管理民众为主要职掌的司徒对人与土地严

密控制ꎬ兼管土地、赋税ꎻ授田制下ꎬ土地与人的关系分离ꎬ实行按亩收税ꎬ因此以管理民众为主要

职掌的司徒逐渐不再兼管土地、赋税ꎮ 司徒掌管国家财政的职掌也相应消弱ꎬ直至消失ꎮ
总之ꎬ随着战国社会的改革ꎬ在君主集权的新的政治体制下ꎬ司徒的地位明显下降、职掌大为

消弱ꎬ最终成为相之下的属官ꎮ

二、世为冢卿:春秋时期大司徒季氏与鲁国社会的变动

在春秋诸侯国中ꎬ尤其以鲁国的司徒为典型ꎮ «左传»昭公四年云:
　 　 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ꎬ葬焉用之? 且冢卿无路ꎬ介卿以葬ꎬ不亦左乎?”
杜注:“冢卿为季孙ꎮ 介ꎬ次也ꎮ”⑤季孙氏为鲁国的冢卿ꎬ居于首位ꎬ孟孙氏和叔孙氏都是介

卿ꎬ居于次位ꎮ 叔孙豹死ꎬ杜泄以路(王所赐叔孙车)陪葬ꎬ南遗便向季孙氏诬陷杜泄ꎮ 季孙氏使

杜泄舍路ꎬ杜泄不答应ꎬ对季孙氏说:
　 　 吾子为司徒ꎬ实书名ꎮ 夫子为司马ꎬ与工正书服ꎮ 孟孙为司空ꎬ以书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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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

“吾子为司徒”ꎬ杜注云:“谓季孙也ꎮ 书名ꎬ定位号ꎮ”①季孙氏做司徒ꎬ记载名号ꎻ叔孙氏作

司马ꎬ让工正记载车服ꎻ孟孙氏做司空ꎬ记载功勋ꎮ
季孙氏以大司徒之职任鲁国冢卿ꎬ于诸卿中地位最高ꎬ在春秋中后期执掌鲁国国政ꎬ是列国

司徒的典型代表ꎮ 顺便提及ꎬ鲁国冢卿制是春秋执政卿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ꎬ是非常有特色

的制度ꎮ 下面试对春秋时期大司徒季氏与鲁国社会的变动进行探讨ꎮ
(一)大司徒季氏的改革与其世为鲁国冢卿

大司徒季氏何以能世为鲁国冢卿呢? 此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ꎮ 除与季友在鲁国的政治斗

争中奠定的基础有关外ꎬ还与担任大司徒的季氏世代采取的政策有关ꎬ尤其是掌管鲁国民众和土

地、军队ꎬ以致在春秋中期鲁国贵族中逐渐拥有最强的实力ꎬ形成世袭冢卿的局面ꎮ 鲁国大司徒

季氏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扩大、强化其职掌:
第一ꎬ推进改革ꎬ掌控民众ꎮ «左传»襄公十一年云:
　 　 十一年春ꎬ季武子将作三军

正月ꎬ作三军ꎬ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ꎮ 三子各毁其乘ꎮ 季氏使其乘之人ꎬ以其役邑入者ꎬ
无征ꎻ不入者ꎬ倍征ꎮ 孟氏使半为臣ꎬ若子若弟ꎮ 叔孙氏使尽为臣ꎬ不然ꎬ不舍ꎮ
可以看出ꎬ大司徒季氏的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ꎮ “季氏使其乘之人ꎬ以其役邑入者ꎬ无征ꎮ”

杨伯峻注云:“此以下仅就各毁其乘言ꎮ 鲁公室本二军ꎬ改编为三ꎬ三氏各有其一ꎬ其兵乘之来

源ꎬ仍自鲁之郊遂ꎮ 不足之数ꎬ三氏各以原有之私乘补充ꎮ 私乘之来源ꎬ则各自其私邑ꎮ 季氏于

其属邑奴隶尽释为自由民ꎮ 为季氏服军服役ꎬ则免其家之税收ꎮ 其不入于季氏者ꎬ则倍征其

税ꎬ以补充其豁免之数ꎬ且以奖励从军者ꎬ惩罚不从军者ꎮ”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野人的人身

关系ꎬ推动了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ꎬ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变革ꎬ使季氏获得民众的支持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又记鲁国子家懿伯说:
　 　 君其许之! 政自之出久矣ꎬ隐民多取食焉④ꎬ为之徒者众矣ꎮ 日入慝作ꎬ弗可知也ꎮ 众

怒不可蓄也ꎬ蓄而弗治ꎬ将蕰ꎮ 蕰畜ꎬ民将生心ꎮ 生心ꎬ同求将合ꎮ 君必悔之!
鲁国的政令出自季氏已经很久ꎮ 贫民多投靠大司徒季氏而吃饭生活ꎬ因此跟从、支持大司徒

的民众很多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鲁昭公被逐之后ꎬ晋国范献子评论说:
　 　 季孙未知其罪ꎬ而君伐之ꎬ请囚、请亡ꎬ于是乎不获ꎮ 君又弗克ꎬ而自出也ꎮ 夫岂无备而

能出君乎? 季氏之复ꎬ天救之也ꎮ 休公徒之怒ꎬ而启叔孙氏之心ꎮ 不然ꎬ岂其伐人而说甲执

冰以游? 叔孙氏惧祸之滥ꎬ而自同于季氏ꎬ天之道也ꎮ 鲁君守齐ꎬ三年而无成ꎮ 季氏甚得其

民ꎬ淮夷与之ꎬ有十年之备ꎬ有齐、楚之援ꎬ有天之赞ꎬ有民之助ꎬ有坚守之心ꎬ有列国之权ꎬ而
弗敢宣也ꎬ事君如在国ꎮ
大司徒季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ꎬ“甚得其民”ꎬ“有民之助”ꎬ即牢牢掌管民众ꎬ深获民众支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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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之道”ꎬ“有天之赞”ꎬ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ꎮ
第二ꎬ削弱公室ꎬ掌控军队ꎮ «左传»襄公十一年云:
　 　 十一年春ꎬ季武子将作三军

正月ꎬ作三军ꎬ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ꎮ 三子各毁其乘ꎮ 季氏使其乘之人ꎬ以其役邑入者ꎬ
无征ꎻ不入者ꎬ倍征ꎮ 孟氏使半为臣ꎬ若子若弟ꎮ 叔孙氏使尽为臣ꎬ不然ꎬ不舍ꎮ
«左传»昭公五年云:
　 　 五年春ꎬ王正月ꎬ舍中军ꎬ卑公室也ꎮ 毁中军于施氏ꎬ成诸臧氏ꎮ 及其舍之也ꎬ四分

公室ꎬ季氏择二ꎬ二子各一ꎮ 皆尽征之ꎬ而贡于公ꎮ
季氏通过“作三军”ꎬ掌握了鲁国三分之一的军队ꎻ通过“舍中军”ꎬ掌握了鲁国二分之一的军

队ꎮ 不仅在三桓ꎬ而且在鲁国众卿之中ꎬ大司徒季氏由此掌控了具有绝对优势的强大军队ꎬ在实

力上能长期领先ꎮ
第三ꎬ扩占土地ꎬ征收田赋ꎮ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
　 　 公还ꎬ及方城ꎮ 季武子取卞ꎬ使公冶问ꎬ玺书追而与之ꎬ曰:“闻守卞者将叛ꎬ臣帅徒以讨

之ꎬ既得之矣ꎬ敢告ꎮ”公冶致使而退ꎬ及舍ꎬ而后闻取卞ꎮ 公曰:“欲之而言叛ꎬ只见疏也ꎮ”公

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ꎬ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ꎮ 固辞ꎬ强之而后受ꎮ
公欲无入ꎬ荣成伯赋«式微»ꎬ乃归ꎮ 五月ꎬ公至自楚ꎮ 公冶致其邑于季氏ꎬ而终不入焉ꎮ 曰:
“欺其君ꎬ何必使余?”季孙见之ꎬ则言季氏如他日ꎻ不见ꎬ则终不言季氏ꎮ 及疾ꎬ聚其臣ꎬ曰:
“我死ꎬ必无以冕服敛ꎬ非德赏也ꎮ 且无使季氏葬我ꎮ”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５４４ 年)ꎬ大司徒季武子趁鲁襄公外出的时机强取卞地ꎬ据为己有ꎬ

但是欺骗鲁襄公说是由于卞人想要叛变ꎬ不得已才攻取ꎮ 季武子通过这样的办法不断占有更多

的土地ꎬ拥有更多的财富ꎮ
大司徒季氏在扩占土地的同时ꎬ大力推进鲁国土地赋税改革ꎮ «国语鲁语下»云:
　 　 季康子欲以田赋ꎬ使冉有访诸仲尼ꎮ 仲尼不对ꎬ私于冉有曰:“求来! 女不闻乎? 先王

制土ꎬ籍田以力ꎬ而砥其远迩ꎻ赋里以入ꎬ而量其有无ꎻ任力以夫ꎬ而议其老幼ꎮ 于是乎有鳏、
寡、孤、疾ꎬ有军旅之出则征之ꎬ无则已ꎮ 其岁收ꎬ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ꎬ不是过也ꎮ 先王

以为足ꎮ 若子季孙欲其法也ꎬ则有周公之籍矣ꎻ若欲犯法ꎬ则苟而赋ꎬ又何访焉!”
韦昭注云:“田赋ꎬ以田出赋也ꎮ”①季康子打算征收田赋ꎬ派冉有向孔子询问这件事ꎮ 从孔子

对冉有的讲话可以看出ꎬ周代借助民力来耕种籍田以之为税ꎬ按人口收取军赋、征发力役ꎮ 晁福

林说:“需要指出的是ꎬ鲁国‘用田赋’的时候ꎬ国家还不能直接从普通劳动者那里征取赋税ꎮ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农村公社性质的井田组织一般是隶属于各级贵族的ꎮ 尽管田赋归根还是落在

普通劳动者肩上ꎬ但是在形式上ꎬ却是主要由贵族向国家交纳田赋ꎮ”②«左传»哀公十二年云:
“十二年春ꎬ用田赋ꎮ”晁福林指出:“细绎孔子之语的意思ꎬ当是‘用田赋’指以田亩数量为依

据来加重赋税ꎮ”③季康子将按人口征收赋税改革为按田亩数量征收赋税ꎬ实际上是“户籍编制和

土地制度分离了”④ꎮ 这瓦解了鲁国籍田制ꎬ征收赋税的范围从籍田扩大到了所有土田ꎬ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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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野差别的缩小和社会结构的变动ꎬ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ꎬ是重大的历史突破ꎮ 鲁国大司徒通

过掌管鲁国最广大的土地以征收赋税ꎬ也就掌控了鲁国的财政和经济ꎮ
大司徒季氏通过上述措施ꎬ掌管鲁国大多数民众、军队主力、大量土地和财政赋税ꎬ从而掌控

鲁国ꎬ所以能成为冢卿ꎮ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ꎬ其根本原因在于鲁国大司徒季氏推进生产关系

的改变ꎬ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ꎮ
(二)大司徒季氏掌控鲁国内政

鲁国大司徒身为冢卿ꎬ处于执政地位ꎬ“政自之出久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ꎬ“有列国之

权”(«左传»昭公二十七年)ꎬ逐渐削弱了国君的权力ꎬ并实际上成为鲁国诸卿大夫之首ꎮ
１.鲁国大司徒与国君的关系

鲁国大司徒掌握国家大事的决定权乃至拥立国君的权力ꎮ 例如ꎬ鲁襄公去世后ꎬ大司徒季氏

在立国君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权ꎮ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
　 　 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ꎬ穆叔不欲ꎬ曰:“大子死ꎬ有母弟则立之ꎻ无ꎬ则立长ꎮ 年钧

择贤ꎬ义钧则卜ꎬ古之道也ꎮ 非适嗣ꎬ何必娣之子? 且是人也ꎬ居丧而不哀ꎬ在戚而有嘉容ꎬ是
谓不度ꎮ 不度之人ꎬ鲜不为患ꎮ 若果立之ꎬ必为季氏忧ꎮ”武子不听ꎬ卒立之ꎮ 比及葬ꎬ三易

衰ꎬ衰衽如故衰ꎮ 于是昭公十九年矣ꎬ犹有童心ꎬ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ꎮ
季武子立公子裯ꎬ遭到叔孙穆子的强烈反对ꎮ 虽然叔孙穆子讲了许多有说服力的道理ꎬ但是

季武子还是坚持己见ꎬ立公子裯为国君ꎮ 这说明ꎬ大司徒在拥立国君这样的国家大事上具有决定

权ꎮ
此后ꎬ大司徒季氏对君权的削弱集中表现则是两次驱逐国君ꎮ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５１７

年)季平子驱逐了鲁昭公ꎮ 下面比较详细地叙述此事ꎮ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５１７ 年)ꎬ有人动员鲁昭公驱逐三桓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鲁国

子家懿伯劝阻鲁昭公说:
　 　 谗人以君侥幸ꎬ事若不克ꎬ君受其名ꎬ不可为也ꎮ 舍民数世①ꎬ以求克事ꎬ不可必也ꎮ 且

政在焉ꎬ其难图也ꎮ
子家懿伯指出鲁君“舍民数世”ꎬ失去民众支持ꎬ难以成事ꎮ
鲁国师己看出这一趋势ꎬ«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有鸲鹆来巢”ꎬ书所无也ꎮ 师己曰:“异哉! 吾闻文、武之世ꎬ童谣有之ꎬ曰:‘鸲之鹆之ꎬ
公出辱之ꎮ 鸲鹆之羽ꎬ公在外野ꎬ往馈之马ꎮ 鸲鹆跦跦ꎬ公在干侯ꎬ征褰与襦ꎮ 鸲鹆之巢ꎬ远
哉遥遥ꎬ稠父丧劳ꎬ宋父以骄ꎮ 鸲鹆鸲鹆ꎬ往歌来哭ꎮ’童谣有是ꎬ今鸲鹆来巢ꎬ其将及乎?”
师己根据童谣指出ꎬ“公出辱之”ꎮ 童谣来自民间ꎬ反映出鲁君不得民心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乐祁曰:“鲁君必出ꎮ 政在季氏三世矣ꎬ鲁君丧政四公矣ꎮ 无民而能逞其志者ꎬ未

之有也ꎮ 国君是以镇抚其民ꎮ «诗»曰:‘人之云亡ꎬ心之忧矣ꎮ’鲁君失民矣ꎬ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犹可ꎬ动必忧ꎮ”
宋国乐祁指出ꎬ“政在季氏三世矣ꎬ鲁君丧政四公矣”ꎬ甚至“鲁君失民”ꎬ以致“鲁君必出”ꎮ

那么可以看出ꎬ失民是鲁君被逐的主要原因ꎬ也说明列国已知鲁君失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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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子犹云:
　 　 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ꎬ非不能事君也ꎮ 然据有异焉ꎮ 宋元公为鲁君如晋ꎬ卒于曲棘ꎻ叔
孙昭子求纳其君ꎬ无疾而死ꎮ 不知天之弃鲁耶ꎬ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
子犹认为ꎬ“天之弃鲁耶ꎬ抑鲁君有罪于鬼神”ꎬ其实乃民心弃鲁君ꎮ
在大司徒季氏得民、鲁君失民的情况下ꎬ季平子千方百计成功阻挠了鲁昭公回国ꎮ 鲁昭公三

十二年(公元前 ５１０ 年)ꎬ鲁昭公凄凉地“薨于干侯”ꎮ
当时的人们曾总结鲁君失国、大司徒季氏执政的原因ꎮ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ꎬ而民服焉ꎬ诸侯与之ꎬ君死于外ꎬ而莫之或罪也ꎮ”对

曰:“物生有两ꎬ有三ꎬ有五ꎬ有陪贰ꎮ 故天有三辰ꎬ地有五行ꎬ体有左右ꎬ各有妃耦ꎮ 王有公ꎬ
诸侯有卿ꎬ皆有贰也ꎮ 天生季氏ꎬ以贰鲁侯ꎬ为日久矣ꎮ 民之服焉ꎬ不亦宜乎? 鲁君世从其

失ꎬ季氏世修其勤ꎬ民忘君矣ꎮ 虽死于外ꎬ其谁矜之? 社稷无常奉ꎬ君臣无常位ꎬ自古以然ꎮ
故«诗»曰:‘高岸为谷ꎬ深谷为陵ꎮ’三后之姓ꎬ于今为庶ꎬ王所知也ꎮ 在«易»卦ꎬ雷乘«干»曰

«大壮»䷡ꎬ天之道也ꎮ 昔成季友ꎬ桓之季也ꎬ文姜之爱子也ꎬ始震而卜ꎮ 卜人谒之ꎬ曰:‘生有

嘉闻ꎬ其名曰友ꎬ为公室辅ꎮ’及生ꎬ如卜人之言ꎬ有文在其手曰‘友’ꎬ遂以名之ꎮ 既而有大功

于鲁ꎬ受费以为上卿ꎮ 至于文子、武子ꎬ世增其业ꎬ不废旧绩ꎮ 鲁文公薨ꎬ而东门遂杀适立庶ꎬ
鲁君于是乎失国ꎬ政在季氏ꎬ于此君也ꎬ四公矣ꎮ 民不知君ꎬ何以得国? 是以为君ꎬ慎器与名ꎬ
不可以假人ꎮ”
季平子驱逐昭公这件事ꎬ引起诸国震动ꎮ 赵简子向史墨询问此事ꎬ史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ꎬ

认为鲁君失政、季氏得政的根本原因在于鲁君失民、季氏得民ꎮ 鲁国国君从鲁文公开始ꎬ世代放

弃民众ꎮ 季氏从季友开始勤于国政ꎬ努力招徕民众ꎬ导致民众忘记国君ꎮ 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了

解大司徒季氏掌管民众得以执政的原因ꎮ
鲁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４７０ 年)ꎬ鲁哀公指责季康子食言而肥ꎬ于是君臣产生嫌隙ꎮ 季康

子虽然去世ꎬ但是以季康子的继承人为首的三桓依然驱逐了鲁哀公ꎮ 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４６８ 年)ꎬ鲁哀公远走越国ꎮ
２.鲁国大司徒为诸卿之首

«史记孔子世家» “集解”引孔安国曰:“鲁三卿ꎬ季氏为上卿ꎬ最贵ꎻ孟氏为下卿ꎬ不用

事ꎮ”①其意应该是ꎬ大司徒季氏执掌国政ꎬ大司马叔孙氏、大司空孟孙氏不具有决策的地位ꎮ 应

该说ꎬ这大体上概括了鲁国大司徒和大司马、大司空的关系ꎮ 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ꎮ
第一ꎬ鲁国以大司徒执政为主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共同管理国事ꎮ
表 １ 中列举了鲁国执政卿的继承顺序ꎮ②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ꎬ自大司徒季文子开始ꎬ鲁国以季氏执政为主ꎬ其间有叔孙豹、叔孙婼、阳
虎等执政ꎮ 但季氏以外的人执政时间都不长ꎬ不能与世代掌权的大司徒季氏相比ꎮ

«左传»襄公十一年云:
　 　 十一年春ꎬ季武子将作三军ꎬ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ꎬ各征其军ꎮ”穆子曰:“政将及

子ꎬ子必不能ꎮ”武子固请之ꎬ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ꎬ诅诸五父之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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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鲁国执政卿的继承顺序

执政者 执政时间

成季(公子友) 僖公元年(前 ６５９ 年)至僖公十八年(前 ６４２ 年)

公子遂(东门襄仲) 僖公十九年(前 ６４１ 年)至宣公八年(前 ６０１ 年)

公孙归父 宣公九年(前 ６００ 年)至宣公十八年(前 ５９１ 年)

季孙行父(季文子) 成公元年(前 ５９０ 年)至襄公五年(前 ５６８ 年)

叔孙豹(叔孙穆子) 襄公六年(前 ５６７ 年)至襄公十一年(前 ５６２ 年)

季孙宿(季武子) 襄公十一年(前 ５６２ 年)至昭公七年(前 ５３５ 年)

叔孙婼(叔孙昭子) 昭公八年(前 ５３４ 年)至昭公二十五年(前 ５１７ 年)

季孙意如(季平子) 昭公二十六年(前 ５１６ 年)至定公五年(前 ５０５ 年)

阳虎 定公五年(前 ５０５ 年)至定公八年(前 ５０２ 年)

季孙斯(季桓子) 定公九年(前 ５０１ 年)至哀公三年(前 ４９２ 年)

季孙肥(季康子) 哀公三年(前 ４９２ 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前 ４６８ 年)

杨伯峻指出:“此时季武子尚少ꎬ叔孙豹穆子为政ꎬ叔孙意谓不久政权将及与尔ꎮ 盖季文子

以五年死ꎬ死且六年ꎬ叔孙亦老矣ꎮ 季氏世为鲁之上卿ꎬ叔孙不能不让位于季氏ꎮ 子必不能ꎬ叔孙

恐季孙一人专政权、军权ꎬ不能团结三家ꎮ”①从季武子和叔孙穆子的对话可以看出ꎬ在鲁襄公十

一年(公元前 ５６２ 年)的时候ꎬ叔孙穆子任执政ꎻ但是ꎬ叔孙穆子又明言“政将及子”ꎬ意谓不久将

由季武子执政ꎮ 季武子当时年轻ꎬ待具备一定政治、社会经验后就会执政ꎮ 这似乎说明ꎬ季氏执

政是理所当然ꎮ 正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冉求云:“政在季氏ꎮ”清代学者顾栋高指出ꎬ“鲁之旧

例ꎬ执政以次更代矣ꎬ其人已卒ꎬ然后递掌国政”②ꎮ 可谓有理ꎮ 从前引«左传»昭公四年所云可以

看出ꎬ鲁国的卿分为冢卿、介卿等ꎮ 这些卿都是固定世袭的ꎮ 朱凤瀚指出ꎬ“鲁制不仅世卿ꎬ且卿

之位次亦世袭ꎬ故季孙世为上卿(正卿、冢卿)ꎬ叔孙世为亚卿(介卿)”③ꎮ 这一制度保证了鲁国

卿权的长期稳定ꎮ
大司徒季孙氏、大司马叔孙氏和大司空孟孙氏在国事上多采取合作的方式ꎮ 如«左传»哀公

二十七年云:“二月ꎬ盟于平阳ꎬ三子皆从ꎮ”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４６８ 年)二月ꎬ鲁、越在平阳

结盟ꎬ鲁国三位主要的卿即大司徒季康子、大司空孟武伯、大司马叔孙文子都参加了ꎬ共同决策和

管理国事ꎮ
第二ꎬ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司马执行大司徒的命令ꎮ
一般来讲ꎬ大司马叔孙氏涉及鲁国军事、邦交事务的时候多ꎮ 但是ꎬ这些军事、外交事务也多

受季孙氏主导ꎮ 例如ꎬ«左传»昭公元年云:
　 　 季武子伐莒ꎬ取郓ꎬ莒人告于会ꎮ 楚告于晋曰:“寻盟未退ꎬ而鲁伐莒ꎬ渎齐盟ꎬ请戮其

使ꎮ”乐桓子相赵文子ꎬ欲求货于叔孙ꎬ而为之请ꎬ使请带焉ꎬ弗与ꎮ 梁其 曰:“货以藩身ꎬ子
何爱焉?”叔孙曰:“诸侯之会ꎬ卫社稷也ꎮ 我以货免ꎬ鲁必受师ꎮ 是祸之也ꎬ何卫之为? 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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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墙ꎬ以蔽恶也ꎮ 墙之隙坏ꎬ谁之咎也? 卫而恶之ꎬ吾又甚焉ꎮ 虽怨季孙ꎬ鲁国何罪? 叔出季

处ꎬ有自来矣ꎬ吾又谁怨? 然鲋也贿ꎬ弗与ꎬ不已ꎮ”召使者ꎬ裂裳帛而与之ꎬ曰:“带其褊矣ꎮ”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 ５４１ 年)ꎬ季武子攻打莒国ꎬ占取了郓地ꎬ莒国人向在虢举行的盟会告

状ꎮ 楚国告诉晋国准备将鲁国参加盟会的使者叔孙豹杀戮ꎮ 乐桓子想要向叔孙豹索取财货而为

他向赵文子说情ꎮ 叔孙豹不愿意这样做ꎬ并讲了出使盟会的目的和国家、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ꎮ
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叔出季处ꎬ由来久矣”ꎮ 这说明ꎬ大司徒季氏主内政ꎬ大司马掌外务ꎬ已
经是鲁国的一个传统ꎮ

再如«左传»定公元年云:
　 　 夏ꎬ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干侯ꎮ 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ꎬ未尝不中吾志也ꎮ 吾欲与

之从政ꎬ子必止之ꎬ且听命焉ꎮ”子家子不见叔孙ꎬ易几而哭ꎮ 叔孙请见子家子ꎬ子家子辞ꎬ
曰:“羁未得见ꎬ而从君以出ꎮ 君不命而薨ꎬ羁不敢见ꎮ”叔孙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

不得事君ꎮ 若公子宋主社稷ꎬ则群臣之愿也ꎮ 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ꎬ将唯子是听ꎮ 子家氏未

有后ꎬ季孙愿与子从政ꎬ此皆季孙之愿也ꎬ使不敢以告ꎮ”对曰:“若立君ꎬ则有卿士、大夫与守

龟在ꎬ羁弗敢知ꎮ 若从君者ꎬ则貌而出者ꎬ入可也ꎻ寇而出者ꎬ行可也ꎮ 若羁也ꎬ则君知其出

也ꎬ而未知其入也ꎬ羁将逃也ꎮ”
丧及坏隤ꎬ公子宋先入ꎬ从公者皆自坏隤反ꎮ

鲁定公元年(公元前 ５０９ 年)ꎬ叔孙成子到干侯迎接鲁昭公之丧ꎮ 季平子想让子家子回国ꎬ
让叔孙氏代为表达此意ꎮ 叔孙成子到干侯后ꎬ原原本本将季平子的话转告给子家子ꎮ 可以看出ꎬ
大司马叔孙氏对大司徒季氏的命令相当遵奉ꎮ

又如«春秋»经哀公二年云:“二年春王二月ꎬ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ꎬ取漷东

田及沂西田ꎮ”鲁哀公二年(公元前 ４９３ 年)ꎬ大司徒季孙斯、大司马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率领军

队攻伐邾国ꎬ可以看出鲁国的这次军事行动以大司徒季孙斯为首ꎬ听从大司徒的命令ꎮ
总的来看ꎬ大司马叔孙氏处理事务ꎬ对季氏的命令相当遵奉ꎬ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ꎮ «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云: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ꎬ曰:“视邾、滕ꎮ”既而齐人请邾ꎬ宋人请滕ꎬ皆不与盟ꎮ 叔孙曰:
“邾、滕ꎬ人之私也ꎻ我ꎬ列国也ꎬ何故视之? 宋、卫ꎬ吾匹也ꎮ”乃盟ꎮ 故不书其族ꎬ言违命也ꎮ
向戌弥兵之会ꎬ季武子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对叔孙豹说ꎬ以鲁国类比于邾国、滕国ꎮ 邾、滕小

国ꎬ其赋轻ꎮ 季武子恐既属晋又属楚ꎬ贡赋于两国ꎬ非国力所胜ꎮ 叔孙豹最后没有听从这个命令ꎬ
是考虑到按照这个命令做会对鲁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产生消极影响ꎮ

这种大司马反对大司徒命令的情形ꎬ就对大司徒的权力形成制约ꎮ 如«左传»昭公九年云:
　 　 冬ꎬ筑郎囿ꎬ书ꎬ时也ꎮ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ꎬ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ꎬ庶民子

来ꎮ’焉用速成ꎬ其以剿民也? 无囿犹可ꎬ无民其可乎?”
公元前 ５３３ 年ꎬ季平子筑郎囿ꎬ希望能尽快建好ꎮ 但是ꎬ叔孙昭子却引用«诗经»的话对大司

徒季平子加以劝告ꎬ要求爱护民众ꎮ
这尤其体现在叔孙昭子反对季平子逐鲁昭公这件事上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昭子自阚归ꎬ见平子ꎮ 平子稽颡ꎬ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 子以逐君成名ꎬ
子孙不忘ꎬ不亦伤乎! 将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ꎬ所谓生死而肉骨也ꎮ”昭子

从公于齐ꎬ与公言ꎮ 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ꎮ 公与昭子言于幄内ꎬ曰将安众而纳公ꎮ 公徒将

杀昭子ꎬ伏诸道ꎮ 左师展告公ꎬ公使昭子自铸归ꎮ 平子有异志ꎮ 冬十月辛酉ꎬ昭子齐于其寝ꎬ
８２１



张磊: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

使祝宗祈死ꎮ 戊辰ꎬ卒ꎮ
季平子逐昭公ꎬ遭至叔孙昭子的强烈反对ꎮ 他甚至打算到齐国去见鲁昭公ꎬ商量鲁昭公如何

回国的事ꎮ 此事到最后没有成功ꎬ叔孙昭子让祝宗为其祈死ꎮ
第三ꎬ大司徒季孙氏和大司空孟孙氏在国政上多有合作ꎮ
大司徒季孙氏和大司空孟孙氏合作较多ꎮ 叔孙侨如对此有很好的概括ꎮ «左传»成公十六

年云: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之有季、孟ꎬ犹晋之有栾、范也ꎬ政令于是乎成ꎮ ”
叔孙侨如派人告诉郄犨说ꎬ鲁国有季氏、孟氏ꎬ就好像晋国有栾氏、范氏ꎬ鲁国的政令就是他

们制定的ꎮ 叔孙侨如此语虽然另有目的ꎬ但反映了大司徒季孙氏和大司空孟孙氏共同合作处理

国政的事实ꎮ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云:“六月ꎬ公至自越ꎮ 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ꎮ”
鲁哀公二十五年(前 ４７０ 年)六月ꎬ鲁哀公从越国返回ꎮ 大司徒季康子、大司马孟武伯在五

梧迎接ꎮ 大司徒季康子、大司马孟武伯在处理国事上合作ꎮ
第四ꎬ大司徒季孙氏可以命令大司寇臧孙氏ꎮ
刑罚之事也是国家重要事务ꎮ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云:“季孙曰:‘子为司寇ꎬ将盗是务

去’”鲁国多盗ꎬ季武子要求作为司寇的臧武仲逮捕盗贼ꎮ 这是因为大司徒是管民之官ꎬ刑
罚之事也会有所涉及ꎮ

(三)大司徒季氏主导鲁国邦交、军事等事务

鲁国大司徒主导鲁国邦交和军事等事务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说明:
１.邦交方面

第一ꎬ大司徒季氏决定鲁国对外政策ꎮ «左传»成公四年云:
　 　 夏ꎬ公如晋ꎮ 晋侯见公ꎬ不敬ꎮ 

秋ꎬ公至自晋ꎬ欲求成于楚而叛晋ꎮ 季文子曰:“不可ꎮ 晋虽无道ꎬ未可叛也ꎮ 国大、臣

睦ꎬ而迩于我ꎬ诸侯听焉ꎬ未可以贰ꎮ 史佚之«志»有之ꎬ曰:‘非我族类ꎬ其心必异ꎮ’楚虽大ꎬ
非吾族也ꎬ其肯字我乎?”公乃止ꎮ
鲁成公见晋侯而不受礼遇ꎮ 鲁成公想要向楚国示好ꎬ而背叛晋国ꎮ 季文子认为不可以这样

做ꎬ因为晋国君臣和睦ꎬ国力强大ꎬ诸侯咸服ꎬ所以背叛晋国会带来灾难ꎻ而鲁国与楚国不是同族ꎬ
其心必异ꎬ所以楚国不会同鲁国真正友好ꎮ 鲁成公只能按照季文子的看法去做ꎮ

«左传»成公十八年云:
　 　 晋士鲂来乞师ꎮ 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ꎬ对曰:“伐郑之役ꎬ知伯实来ꎬ下军之佐也ꎮ 今

彘季亦佐下军ꎬ如伐郑可也ꎮ 事大国ꎬ无失班爵而加敬焉ꎬ礼也ꎮ”从之ꎮ
公元前 ５７３ 年ꎬ晋士鲂请求鲁国出兵ꎮ 季文子向臧文仲问出兵的数量ꎬ不过仅是询问ꎬ最后

决策者仍然是大司徒季文子ꎮ
即便是季氏历代中最弱势的大司徒季桓子ꎬ在平定阳虎之乱后ꎬ仍然能重新掌控鲁政ꎮ «左

传»哀公三年云:
　 　 夏五月辛卯ꎬ司铎火ꎮ 火逾公宫ꎬ桓、僖灾ꎮ 救火者皆曰:“顾府ꎮ”南宫敬叔至ꎬ命周人

出御书ꎬ俟于宫ꎬ曰:“庀女而不在ꎬ死ꎮ”子服景伯至ꎬ命宰人出礼书ꎬ以待命:“命不共ꎬ有常

刑ꎮ”校人乘马ꎬ巾车脂辖ꎮ 百官官备ꎬ府库慎守ꎬ官人肃给ꎮ 济濡帷幕ꎬ郁攸从之ꎬ蒙葺公

屋ꎮ 自大庙始ꎬ外内以悛ꎬ助所不给ꎮ 有不用命ꎬ则有常刑ꎬ无赦ꎮ 公父文伯至ꎬ命校人驾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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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ꎮ 季桓子至ꎬ御公立于象魏之外ꎬ命救火者伤人则止ꎬ财可为也ꎮ 命藏«象魏»ꎬ曰:“旧章

不可亡也ꎮ”富父槐至ꎬ曰:“无备而官办者ꎬ犹拾渖也ꎮ”于是乎去表之槁ꎬ道还公宫ꎮ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 ４９２ 年)夏天ꎬ鲁国司铎官署发生火灾ꎮ 在救火灾的过程中ꎬ季桓子为

鲁哀公架车到现场指挥ꎬ并发布命令ꎬ依稀表现出仍然是鲁国的决策者ꎮ
第二ꎬ出使列国ꎮ 鲁国大司徒季氏特别重视加强与晋等国的关系ꎮ «左传»成公六年云:

“冬ꎬ季文子如晋ꎬ贺迁也ꎮ”公元前 ５８５ 年ꎬ季文子作为特使ꎬ贺晋迁都ꎮ «左传»襄公九年云:
“夏ꎬ季武子如晋ꎬ报宣子之聘也ꎮ”公元前 ５６４ 年ꎬ季武子访问晋国ꎬ回报范宣子对鲁国的聘问ꎮ

«左传»襄公十九年云:
　 　 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ꎮ 季武子如晋拜师ꎬ晋侯享之ꎮ 范宣子为政ꎬ赋«黍苗»ꎮ
季武子兴ꎬ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ꎬ如百谷之仰膏雨焉! 若常膏之ꎬ其天下辑睦ꎬ岂

唯敝邑?”赋«六月»ꎮ
公元前 ５５４ 年ꎬ季武子引用«诗经六月»的话表达对加强与晋国关系的迫切愿望ꎮ
«左传»昭公六年云:
　 　 夏ꎬ季孙宿如晋ꎬ拜莒田也ꎮ 晋侯享之ꎬ有加笾ꎮ 武子退ꎬ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

也ꎬ苟免于讨ꎬ不敢求贶ꎮ 得贶不过三献ꎮ 今豆有加ꎬ下臣弗堪ꎬ无乃戾也ꎮ”韩宣子曰:“寡

君以为欢也ꎮ”对曰:“寡君犹未敢ꎬ况下臣ꎬ君之隶也ꎬ敢闻加贶?”固请彻加而后卒事ꎮ 晋人

以为知礼ꎬ重其好货ꎮ
公元前 ５３６ 年ꎬ季武子到晋ꎬ拜谢晋国不讨伐占取莒田的鲁国ꎮ
«左传»成公九年云:“夏ꎬ季文子如宋致女ꎬ复命ꎬ公享之ꎮ”公元前 ５８２ 年ꎬ季文子完美完成

了到宋国看望鲁女伯姬的使命ꎬ以至于鲁成公和穆姜都很感动ꎮ
«左传»襄公二十年云:
　 　 冬ꎬ季武子如宋ꎬ报向戌之聘也ꎮ 褚师段逆之以受享ꎬ赋«常棣»之七章以卒ꎮ 宋人重贿

之ꎮ 归ꎬ复命ꎬ公享之ꎮ 赋«鱼丽»之卒章ꎮ 公赋«南山有台»ꎮ 武子去所ꎬ曰:“臣不堪也ꎮ”
公元前 ５５３ 年ꎬ季武子到宋国访问ꎬ回谢向戌的聘问ꎮ
第三ꎬ接见列国来使ꎮ «左传»襄公八年云:
　 　 晋范宣子来聘ꎬ且拜公之辱ꎬ告将用师于郑ꎮ 公享之ꎬ宣子赋«摽有梅»ꎮ 季武子曰:“谁

敢哉! 今譬于草木ꎬ寡君在君ꎬ君之臭味也ꎮ 欢以承命ꎬ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ꎮ 宾将

出ꎬ武子赋«彤弓»ꎮ 宣子曰:“城濮之役ꎬ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ꎬ受彤弓于襄王ꎬ以为子孙

藏ꎮ 匄也ꎬ先君守官之嗣也ꎬ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ꎮ
鲁襄公八年(公元前 ５６５ 年)ꎬ大司徒季武子接见晋国来使范宣子ꎬ并热情招待ꎬ互以«诗经»

对答ꎮ
«左传»昭公二年云:
　 　 二年春ꎬ晋侯使韩宣子来聘ꎬ且告为政而来见ꎬ礼也ꎮ 观书于大史氏ꎬ见«易»、«象»与

«鲁春秋»ꎬ曰:“周礼尽在鲁矣ꎮ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ꎬ与周之所以王也ꎮ”公享之ꎮ 季武子赋

«绵»之卒章ꎮ 韩子赋«角弓»ꎮ 季武子拜ꎬ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ꎬ寡君有望矣ꎮ”武子赋

«节»之卒章ꎮ 既享ꎬ宴于季氏ꎬ有嘉树焉ꎬ宣子誉之ꎮ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ꎬ以无忘«角

弓»ꎮ”遂赋«甘棠»ꎮ 宣子曰:“起不堪也ꎬ无以及召公ꎮ”
鲁昭公二年(公元前 ５４０ 年)ꎬ季武子对晋国来使韩宣子热情招待ꎬ互以«诗经»对答ꎮ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十七年春ꎬ小邾穆公来朝ꎬ公与之燕ꎮ 季平子赋«采叔»ꎬ穆公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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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者莪»ꎮ 昭子曰:“不有以国ꎬ其能久乎?”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 ５２５ 年)ꎬ鲁昭公会见来访的小

邾穆公ꎬ大司徒季平子作为重要的角色参加ꎬ并与小邾穆公赋诗对答ꎮ
第四ꎬ大司徒季氏代表鲁国会盟ꎮ «左传»成公十一年云:“夏ꎬ季文子如晋报聘ꎬ且莅盟也ꎮ”

公元前 ５８０ 年ꎬ大司徒季文子担任鲁国的代表参加盟会ꎮ
«左传»成公十六年云: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之有季、孟ꎬ犹晋之有栾、范也ꎬ政令于是乎成ꎮ 今其谋曰:‘晋政

多门ꎬ不可从也ꎮ 宁事齐、楚ꎬ有亡而已ꎬ蔑从晋矣ꎮ’若欲得志于鲁ꎬ请止行父而杀之ꎬ我毙

蔑也而事晋ꎬ蔑有贰矣ꎮ 鲁不贰ꎬ小国必睦ꎮ 不然ꎬ归必叛矣ꎮ”
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 ５７５ 年)ꎬ大司徒季文子陪鲁成公参加晋国主持的沙随之会ꎮ 叔孙侨

如派人到晋国见郤犨ꎬ指出鲁国政出季孟二氏ꎬ并指出季、孟将使鲁国背叛晋国ꎮ 其后ꎬ晋人执季

文子ꎮ 鲁成公派子叔声伯请求释放季文子ꎬ其中提到:季孟是“鲁国社稷之臣也ꎮ 若朝亡之ꎬ鲁
必夕亡ꎮ 以鲁之密迩仇雠ꎬ亡而为仇ꎬ治之何及?”这样齐国获利ꎬ对晋国造成危害ꎻ而且“季孙于

鲁ꎬ相二君矣ꎮ 妾不衣帛ꎬ马不食粟ꎬ可不谓忠乎?”在得到郤犨的理解后ꎬ季文子才得以被释放

回国ꎮ 季文子用很大精力处理与晋国的关系ꎬ甚至差点丢了性命ꎮ 季文子回国后放逐了叔孙侨

如ꎬ与郤犨盟于扈ꎬ立叔孙豹为叔孙氏继承人ꎮ
２.军事方面

第一ꎬ大司徒季氏多数时候拥有军事决定权ꎮ
«左传»成公八年云:
　 　 晋士燮来聘ꎬ言伐郯也ꎬ以其事吴故ꎮ 公赂之ꎬ请缓师ꎬ文子不可ꎬ曰:“君命无贰ꎬ失信

不立ꎮ 礼无加货ꎬ事无二成ꎮ 君后诸侯ꎬ是寡君不得事君也ꎮ 燮将复之ꎮ”季孙惧ꎬ使宣伯帅

师会伐郯ꎮ
公元前 ５８３ 年ꎬ晋国的士燮来访ꎬ通知要求攻打郯国的事情ꎮ 鲁成公希望推迟出兵的时间ꎬ

遭到士燮的拒绝和威胁施压ꎮ 季文子害怕而派叔孙宣伯出兵ꎮ 季文子掌握鲁国对外出兵权ꎮ
公元前 ４８１ 年ꎬ当齐陈恒弑其君壬ꎬ孔子要求鲁国伐陈恒时ꎬ«左传»哀公十四年云记鲁哀公

说“子告季孙”ꎮ 可以看出ꎬ孔子请示鲁哀公征伐齐陈恒弑其君壬时ꎬ鲁哀公无法做主ꎬ需要听命

季氏的意见ꎬ因为季氏在鲁国外交中拥有决定权ꎮ
第二ꎬ率兵打仗ꎮ «春秋»经成公二年云:
　 　 二年春ꎬ齐侯伐我北鄙ꎮ 夏四月丙戌ꎬ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ꎬ卫师败绩ꎮ 六月

癸酉ꎬ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郄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

鞍ꎬ齐师败绩ꎮ
鲁成公二年(前 ５８９ 年)ꎬ季文子率鲁军和晋等国军队与齐国战于鞍ꎬ并取得胜利ꎮ
«春秋»经昭公十年云:“秋七月ꎬ季孙意如、叔弓、仲孙玃帅师伐莒ꎮ” 公元前 ５３２ 年ꎬ季平子

带领军队对莒国发动战争ꎮ
«春秋»经哀公二年云:“二年春王二月ꎬ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ꎬ取漷东田及

沂西田ꎮ”鲁哀公二年(公元前 ４９３ 年)ꎬ大司徒季孙斯、大司马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

伐邾国ꎮ
(四)春秋鲁国大司徒的特色

春秋鲁国大司徒为冢卿ꎬ在春秋诸国中非常典型ꎬ包含有战国时期将、相职能的某些萌芽ꎮ
首先ꎬ春秋鲁国大司徒有相的特点ꎮ 大司徒季文子从宣公八年参与鲁政ꎬ从成公元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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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５９０ 年)执掌鲁政ꎬ直至襄公五年(公元前 ５６８ 年)去世ꎮ «左传»襄公五年云:
　 　 季文子卒ꎮ 大夫入敛ꎬ公在位ꎮ 宰庀家器为葬备ꎬ无衣帛之妾ꎬ无食粟之马ꎬ无藏金玉ꎬ
无重器备ꎮ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ꎮ 相三君矣ꎬ而无私积ꎬ可不谓忠乎?
季文子相三君ꎬ历宣、成、襄三公ꎬ管理国政ꎮ
其次ꎬ春秋鲁国大司徒有将的色彩ꎮ 季文子率兵打仗ꎮ «左传»成公二年记齐伐鲁ꎬ卫救鲁

失败ꎬ晋出兵救鲁、卫:
　 　 郤克将中军ꎬ士燮佐上军ꎬ栾书将下军ꎬ韩厥为司马ꎬ以救鲁、卫ꎮ 臧宣叔逆晋师ꎬ且道

之ꎮ 季文子帅师会之ꎮ
鲁成公二年(公元前 ５８９ 年)ꎬ臧宣叔迎接晋军ꎬ同时引导开路ꎮ 季文子率领军队和他们会

合ꎮ 又如«左传»昭公元年云:“季武子伐莒ꎬ取郓”鲁昭公元年(公元前 ５４１ 年)ꎬ季武子率军

队攻打莒国ꎮ
春秋鲁国大司徒担任冢卿ꎬ在某种意义上是战国时期将和相的滥觞ꎮ 朱凤瀚指出ꎬ春秋晚期

“执政兼有后世的相权与将权两种权力ꎮ 鲁国亦是如此”①ꎮ 春秋鲁国冢卿即执政卿是

大司徒ꎬ其职掌初步具备战国时期将、相职掌的某些特征ꎮ

三、春秋战国之际大司徒季氏的衰微和鲁国社会的巨大转折

进入战国时期ꎬ以大司徒季氏为首的三桓仍然非常强大ꎬ而鲁国国君弱如小侯ꎬ实际地位和

权力比以大司徒季氏为首的三桓小多了ꎮ «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悼公之时ꎬ三桓胜ꎬ鲁如小

侯ꎬ卑于三桓之家ꎮ”但是此后ꎬ大司徒司徒季氏迅速走向衰微ꎮ
(一)春秋战国之际大司徒季氏家族的继承人

季康子之后的继承人ꎬ有季昭子ꎮ «礼记檀弓下»云:
　 　 悼公之丧ꎮ 季昭子问于孟敬子曰:“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ꎬ天下之达礼也ꎮ 吾三臣

者之不能居公室也ꎬ四方莫不闻矣ꎮ 勉而为瘠ꎬ则吾能ꎬ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我则食食ꎮ”
孟敬子说“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ꎬ四方莫不闻矣”ꎬ意即季氏等三桓不能敬国君而专国

政ꎬ天下人都知道ꎬ也证明«史记鲁周公世家»“悼公之时ꎬ三桓胜ꎬ鲁如小侯ꎬ卑于三桓之家”的
情形ꎮ 季昭子为鲁悼公守丧ꎬ说明生活在鲁悼公时代ꎮ «史记鲁周公世家» “三十七年ꎬ悼公

卒”ꎮ 鲁悼公为鲁哀公之子ꎮ 季康子生活在鲁哀公年代ꎮ «礼记檀弓»云“悼公之丧ꎬ季昭子问

于孟敬子”ꎬ郑注云:“昭子ꎬ康子之曾孙ꎬ名强ꎮ 敬子ꎬ武伯之子ꎬ名捷ꎮ”②从时间来说ꎬ这一说法

并非完全准确ꎬ季昭子是季康子之子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ꎮ
此后有季孙绍ꎮ «墨子耕柱»云:
　 　 子墨子曰:“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③ꎬ不能相信ꎬ而祝于丛社曰:‘苟使我和ꎮ’是犹

弇其目而祝于丛(丛)社也ꎬ曰:‘苟使我皆视ꎮ’岂不缪哉!”
季孙绍和孟伯常共同治理鲁国国政ꎬ不能互相信任ꎬ为此还到丛社去祷告ꎮ 墨子(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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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 年—公元前 ３７６ 年)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人ꎬ时代略晚于孔子ꎮ 而孔子与季康子同时ꎮ 季孙绍

和孟伯常到丛社去祷告的事情发生在墨子之前或者同时ꎮ 这说明到季孙绍当晚于季康子ꎬ而季

康子之后是季昭子ꎮ 季孙绍应晚于季昭子ꎬ是季昭子的子或孙辈ꎮ 同时ꎬ季孙绍与孟伯常“不能

相信”ꎬ说明这时三桓矛盾重重ꎬ不像前辈那样相对团结和稳定ꎮ 力量的分裂严重消弱了三桓的

实力ꎬ导致三桓走下坡路ꎮ
此后大司徒季氏愈加衰微ꎮ «史记鲁周公世家»云:
　 　 (悼公)十三年ꎬ三晋灭智伯ꎬ分其地有之ꎮ

三十七年ꎬ悼公卒ꎬ子嘉立ꎬ是为元公ꎮ 元公二十一年卒ꎬ子显立ꎬ是为穆公ꎮ 穆公三十

三年卒ꎬ子奋立ꎬ是为共公ꎮ 共公二十二年卒ꎬ子屯立ꎬ是为康公ꎮ 康公九年卒ꎬ子匽立ꎬ是为

景公ꎮ 景公二十九年卒ꎬ子叔立ꎬ是为平公ꎮ 是时六国皆称王ꎮ
平公十二年ꎬ秦惠王卒ꎮ 二十年ꎬ平公卒ꎬ子贾立ꎬ是为文公ꎮ 文公年ꎬ楚怀王死于秦ꎮ

二十三年ꎬ文公卒ꎬ子雠立ꎬ是为顷公ꎮ
顷公二年ꎬ秦拔楚之郢ꎬ楚顷王东徙于陈ꎮ 十九年ꎬ楚伐我ꎬ取徐州ꎮ 二十四年ꎬ楚考烈

王伐灭鲁ꎮ 顷公亡ꎬ迁于下邑ꎬ为家人ꎬ鲁绝祀ꎮ 顷公卒于柯ꎮ
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ꎬ鲁悼公之后ꎬ原本以大司徒季氏为代表的强盛的三桓再看不见

踪影ꎮ «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云:“幽公十三年ꎬ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ꎮ”晋幽公十三

年ꎬ即鲁元公八年(公元前 ４２１ 年)ꎬ表明鲁元公前期ꎬ季氏还是鲁国之臣ꎬ并代表鲁国参与会盟ꎮ
那么ꎬ季氏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除上述三桓内部争斗导致内耗以外ꎬ还有以下

原因:
第一ꎬ鲁国公室与季氏家族争斗ꎬ季氏家族元气大伤ꎮ 季孙氏退居其封邑费ꎮ «孟子万章

下»的话可以证明:
　 　 虽小国之君亦有之ꎮ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ꎬ则师之矣ꎻ吾于颜般ꎬ则友之矣ꎻ王顺、长息

则事我者也ꎮ”
小国之君费惠公师于子思ꎮ 南宋王应麟云:“«孟子»引费惠公之言ꎬ谓‘小国之君也’ꎮ 春秋

时费为季孙氏邑ꎮ «史记楚世家»有‘邹、费、郯、邳’ꎬ盖战国时以邑为国ꎮ 意者鲁季孙氏之僭

欤?”①此费惠公或是季孙氏所建费国后的一代国君ꎮ 如果此说成立ꎬ意味着鲁国卿权演变为

君权ꎮ
鲁国公室不甘于季氏家族拥费坐大ꎬ对费镇压ꎮ «说苑尊贤»云:
　 　 鲁人攻鄪ꎬ曾子辞于鄪君曰:“请出ꎬ寇罢而后复来ꎬ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ꎮ”鄪君曰:“寡

人之于先生也ꎬ人无不闻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ꎬ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而数之罪

十ꎬ而曾子之所争者九ꎮ 鲁师罢ꎬ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ꎮ
鲁人攻鄪ꎬ即鲁公室进攻费国ꎮ 这可能是季氏灭亡的原因之一ꎮ
第二ꎬ鲁国之外的力量对季氏家族的打击ꎮ 鲁元公十八年(公元前 ４１２ 年)ꎬ齐田白伐鲁ꎬ

“取一都”(«史记六国年表»)ꎮ 齐国消弱了鲁国力量ꎮ 鲁穆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３８５ 年)ꎬ齐
军曾经攻破鲁都ꎬ孟孙氏封邑也被攻破ꎮ 估计齐国两次进攻鲁国对季孙氏也有很大的打击ꎮ

第三ꎬ季氏家族内部出了严重问题ꎮ «韩非子说林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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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季孙新弑其君ꎬ吴起仕焉ꎮ 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ꎬ已血而衄ꎬ已衄而灰ꎬ已灰

而土ꎮ 及其土也ꎬ无可为者矣ꎮ 今季孙乃始血ꎬ其毋乃未可知也ꎮ”吴起因去之晋ꎮ
“今季孙乃始血ꎬ其毋乃未可知也”ꎬ说明季氏家族经历内部争斗甚至流血事件ꎬ前景不妙ꎮ
(二)大司徒季氏淡出政治舞台与战国时期鲁国社会实现转型

战国中前期ꎬ鲁国通过选拨产生执政之官ꎮ «孟子告子下»云:“鲁缪公之时ꎬ公仪子为政ꎬ
子柳、子思为臣ꎮ”公仪子即公仪休ꎬ鲁国博士ꎮ «史记循吏列传»云:

　 　 公仪休者ꎬ鲁博士也ꎮ 以高弟为鲁相ꎮ 奉法循理ꎬ无所变更ꎬ百官自正ꎮ 使食禄者不得

与下民争利ꎬ受大者不得取小ꎮ
客有遗相鱼者ꎬ相不受ꎮ 客曰:“闻君嗜鱼ꎬ遗君鱼ꎬ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ꎬ故不

受也ꎮ 今为相ꎬ能自给鱼ꎻ今受鱼而免ꎬ谁复给我鱼者? 吾故不受也ꎮ”
公仪休以才能出众被选任为鲁相ꎬ并非因世袭而担任ꎮ 他“奉法循理ꎬ无所变更ꎬ百官自

正”ꎬ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ꎮ
鲁国之相的职位不是终身制ꎮ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ꎬ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ꎬ公仪子不受ꎮ 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

者ꎬ何也?”对曰:“夫唯嗜鱼ꎬ故不受也ꎮ 夫即受鱼ꎬ必有下人之色ꎻ有下人之色ꎬ将枉于法ꎻ
枉于法ꎬ则免于相ꎮ 虽嗜鱼ꎬ此不必致我鱼ꎬ我又不能自给鱼ꎮ 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ꎬ虽嗜

鱼ꎬ我能长自给鱼ꎮ”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ꎬ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ꎮ
公仪休担任鲁相而爱吃鱼ꎬ鲁国人都争相买鱼进献ꎬ但是公仪休不收ꎮ 他弟弟问他喜好吃鱼

却不接受别人献鱼的原因ꎮ 公仪休回答:“如果收鱼ꎬ就会对送鱼的人迁就ꎬ然后徇私枉法ꎬ就会

被免去相位ꎮ”这说明鲁国之相可以任免ꎮ
公仪休担任鲁相不是孤例ꎮ «孟子告子下»云:“鲁欲使乐正子为政ꎮ” 鲁国使乐正子为政

担任相ꎮ 世袭大司徒之官并任鲁国冢卿的季氏ꎬ失去执政之位逐渐退出政治舞台ꎬ极具象征意

义ꎬ意味着鲁国世卿世禄制度的结束ꎬ实现国家和社会转型ꎮ
春秋时期ꎬ鲁国大司徒掌管民众、土地ꎬ兼管军队、赋税ꎬ位居冢卿之位ꎮ 战国时期鲁国废除

世卿世禄制度ꎬ结束了季氏世袭大司徒而任冢卿的惯例ꎬ而由国君任命相为百官之首ꎬ实现了政

治体制的根本变革ꎬ表明鲁国国家和社会实现了转型ꎬ顺应了春秋战国之际列国发展的历史潮

流ꎮ 鲁国大司徒的职掌变化和地位沉浮ꎬ集中反映了鲁国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巨大而深刻的社会

变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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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Ｓｉｔｕ’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Ｄａ Ｓｉｔｕ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 Ｈ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ꎬ ｈ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ａ Ｓｉｔｕ Ｊｉ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ａｄ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Ｌａ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ａ Ｓｉｔ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ｉｔｕꎻ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ꎻ Ｄａ Ｓｉｔｕ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ꎻ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ｏｆ Ｌｕ Ｓｔ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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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艺术传播行为法哲学考察
∗①

马立新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艺术传播权利是艺术传播主体在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天然享有的从事艺术交流传播行为的一种

自由或资格ꎮ 同其他权利一样ꎬ艺术传播权利也是人类主体性、自身利益和自由意志的彰显ꎬ具有明显的历史

性、社会性、文化性特征ꎬ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ꎬ并受到政治权力、社会舆论和法律权利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ꎮ 艺术传播权利不仅是艺术传播主体的权利ꎬ在很多情况下也由艺术生产主体和艺术接受主体所分享ꎬ
它在艺术传播客体和艺术传播媒介中表征为权力ꎬ标志着人类感官的延伸ꎮ 阐明艺术传播权利的内涵与边界ꎬ
是建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当代艺术秩序的必要环节ꎮ

关键词:　 人类艺术传播ꎻ艺术传播ꎻ法哲学ꎻ数字艺术

中图分类号:　 Ｊ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３６－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９
作者简介:马立新(１９６６—　 )ꎬ男ꎬ山东章丘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数字艺术权利与义务研究”(１８ＢＷＹＪ０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高碳”“低碳”这两个概念早已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从最初的能指“大气中较高、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引申出一

个更普遍、更通识化的所指“不健康、污染、有害”和“健康、绿色、环保” 等涵义ꎮ 实际上ꎬ频繁见之于当代传媒的“低碳生活”
“高碳生活”等称谓正是借用了它们的引申语义ꎮ 下文的“高碳艺术”“ 低碳艺术”两个概念也是借用了它们的引申语义ꎮ

③马立新、李攀:«从原子到比特:数字艺术生产权利的量变与质变»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数字艺术的滥觞及其迅猛发展ꎬ当代艺术秩序发生了剧烈而重大

的嬗变ꎮ 新的艺术秩序一方面呈现出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无与伦比的自由化、民主化、多样化、多
向度化和平等化ꎬ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日趋严重的致瘾化、低俗化、虚假化和功利化等“高碳”②特

征ꎬ这些艺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逾越了艺术伦理ꎬ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各类艺术主体的健康

权、财产权或知识产权ꎬ因此对其进行法哲学关照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前沿课题ꎮ 鉴于此前我

们已经对艺术生产权利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探究③ꎬ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艺术传播权利

的渊源、本体特征及其影响因素ꎮ

一

拉斯科岩洞壁画是 １９４０ 年发现的距今 ２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ꎬ深藏在法国西南部

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地区的石洞内ꎮ 在岩洞内壁上绘有马、羊、牛等各种动物ꎬ形态生动ꎬ色调明

快ꎬ甚至出现了原始人狩猎生活的情景ꎬ画中的犀牛、受伤的男子、被开膛的野牛等画面似乎在向

人们生动地讲述遥远的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一切ꎮ 除了拉斯科地区ꎬ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地区

也存在相似的壁画ꎬ野牛、驯鹿、猛犸等动物形象被认为是原始人类“狩猎前举行巫术仪式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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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狩猎活动之用”①ꎮ 而按照著名传播学研究者施拉姆的观点:“洞穴艺术更可能的解释是为了

教育:这些画作或许是成年礼中ꎬ部落将神话、图腾及意识传递给年轻族人的媒介ꎮ 几乎所有的

初民文化中都有成年礼的仪式ꎬ部落内的青少年通过学习神话和忍受肉体痛苦和疲乏的过程ꎬ证
明自己有能力担负疲乏之责ꎮ”②之后ꎬ施拉姆继续将洞穴艺术的思考引向我们感兴趣的方向:
“旧石器时代的长者在设计洞穴时ꎬ还有更重要的一项目的:即教导年轻人一些事情ꎬ并使其永

不或忘ꎮ 旧石器时代的学生没有课本和教室ꎬ但他们必须迅速习毕许多重要课程:包括部落的历

史和信仰、获取食物以维持部落生存的工具和方法、自然世界的各种迹象等等ꎮ 这些课程的教导

务求深切地铭刻在年轻成人的记忆中ꎬ那么ꎬ还有什么是比以黑暗的洞穴为背景ꎬ使学习情境绝

对崭新、无法预期并使人印象深刻更好的方法呢? 在洞穴中ꎬ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到达某一位置ꎬ
使他们能在某种角度或火光的照明下看见壁画而印象深刻ꎻ长者可以要求学生爬行过深坑与狭

窄通道ꎬ然后遽然看见栩栩如生的巨大兽类图而铭记在心ꎮ 使年轻人牢牢记住这段经验ꎬ正是先

人选择洞穴作为教学场所的真正目的ꎮ”③

通过以上详尽的文字描述ꎬ我们仿佛也跟随原始初民一起爬过那黑暗幽深的洞穴ꎬ在火光的

照耀下欣赏这最早的人类艺术神迹ꎮ 同时ꎬ我们也发现了在最早的艺术创制中ꎬ信息的传播是作

为一种重要的目标来存在的ꎬ它甚至关系到整个部族的存续ꎬ故而在此传播带有一种崇高且神秘

的光环ꎮ 事实上ꎬ传播不仅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ꎬ即使在动物界传播也是无处不

在且异常重要的ꎮ 如蜜蜂ꎬ它会以空中飞行的轨迹来告诉同伴蜜源的距离ꎮ 这在群体生活的蜜

蜂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ꎬ这种通过信息的传达来维持个体与群体的生存与原始初民的洞中壁

画的作用何其相似ꎮ 当然ꎬ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本质的区别ꎬ那就是语言的产生ꎮ “语言的产生

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ꎮ”④即使在人类的前语言传播时代ꎬ语言

传播与动物本能式的信息传播也有本质的区别ꎮ “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

号系统最根本的特征ꎮ 人类的语言活动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能动改造这一总体活动

的有机组成部分ꎬ而且它还在不断创造和发展着自身ꎬ不断开创着崭新的语义世界ꎮ”⑤与动物界

的信息传播行为不同的是ꎬ“人类能够将对自然和环境的认识作为经验、知识和文化ꎬ利用以文

字为代表的各种体外化媒介加以记录、保存和累积ꎬ并通过教育和学习传授给后代ꎬ这是一种效

率极高的信息传播方式”⑥ꎮ 由此可见ꎬ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是一种不同于动物界传播行为的更

高级的传播类型ꎮ
在初步认识了人类传播行为的源头后ꎬ还有必要对传播这一概念本身进行界定与梳理ꎬ因为

它决定着我们的研究脉络与格局ꎮ 传播一词最早见于«北史突厥传»:“宜传播中外ꎬ咸使知

闻ꎮ”«唐才子传高适»曾载:“每一篇已ꎬ好事者辄为传播吟玩ꎮ”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四十

六回“宫人颇闻其语ꎬ传播于外ꎮ 商臣犹豫未信ꎬ以告于太傅潘崇”等也曾有过相关记述ꎮ 可见ꎬ
在汉语中“传播”一词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ꎬ其中“播”多半是指“传播”ꎬ而“传”是具有“递、送、
交、运、给、表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ꎮ 这就指明了“传播”是一种动态的行为ꎬ在汉语中常作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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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使用ꎮ 如传播信息、传播谣言、传播疾病、传播花粉等ꎮ 在英语中与传播一词相对应的词汇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意为“通信、传达、交流、传染”等ꎬ但汉语中的传播并不含有交通、交流的意

思ꎮ① 而传播学研究更是一种“舶来品”ꎬ它直接受惠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

论以及马克思主义②ꎬ而进入中国是晚近的事ꎮ 国内外学者对“传播”的定义不一而足ꎬ库利、皮
尔士、施拉姆、霍夫兰、郭庆光、张国良等都从各自的理解上对传播的定义作过论述ꎮ 而且以上研

究是从人类信息传播的整体过程上展开的ꎬ各种信息的传播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ꎮ 在

纷繁复杂的传播定义中ꎬ我们发现传播学研究者在本质上都将传播看作是一个过程ꎬ是一种“社
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③ꎮ 故而在此我们也将传播认定是一个系统的运行ꎬ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ꎬ是一个所涉深广的社会实践ꎮ
在粗略考察了人类传播的源头与传播的概念之后ꎬ我们再来审视艺术传播问题ꎮ 这不仅是

因为专门就艺术传播进行的论述还较为少见④ꎬ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数字艺术时代的到来ꎬ数字

艺术的传播范式相比于原子艺术时期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ꎬ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对艺术传播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ꎮ 事实上ꎬ正如我们在论述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等史前壁画一样ꎬ艺术生产本身就

带有一种传播取向ꎮ 它使“人类能够以艺术的方式打量、照看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ꎬ使自然世界

和生活世界被赋予艺术的意义、情感和价值ꎬ进而在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建构一个艺术世

界ꎮ 可以说ꎬ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是在艺术传播中成长和发展的ꎮ 在艺术传播的实践活动中ꎬ艺术

使人成为人ꎬ使人超越自我”⑤ꎮ 由此可见ꎬ从原子艺术时期以来ꎬ传播就成为艺术生产无法绕过

的一个命题ꎬ艺术传播随着艺术生产的发展ꎬ也推动了艺术生产实践的不断前进ꎮ 纵观世界艺术

发展脉络ꎬ艺术生产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ꎮ
一是技艺时期ꎬ一个艺术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创作型的劳动时期ꎮ 在这个时期ꎬ所谓的艺术更

像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技术ꎬ这种技艺观“将艺术创造与手工劳作混淆起来的同时ꎬ更倾向于把雕

塑、建筑等造型艺术活动看成是特定技艺的制作性劳动”⑥ꎬ甚至艺术家也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

存在ꎬ艺术家甚至羞于在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上署名或以假名代替⑦ꎮ 无独有偶的是ꎬ在中国先秦

时期ꎬ中国古人也将艺术泛指各种技艺ꎮ “在中国古人看来ꎬ艺术是实用型的技能活动ꎬ不仅涉

及书写、算术的知识ꎬ而且还包括射击或驾驭马车的技能、祛除疾病的医术ꎬ以及超验性的占卜和

巫术ꎮ”⑧其后ꎬ艺术发展进入了“美的艺术时期”ꎬ人类逐渐认识到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有的精神生

产活动ꎬ文艺复兴带来的艺术复兴ꎬ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ꎻ对于艺术家而言更是其社会地位的

赋予ꎬ于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记住了文艺复兴的“美术三杰”、记住了那些令人激动不已的皇皇巨

著ꎮ １７５０ 年德国学者鲍姆嘉通正式创建了一门美的艺术的科学ꎬ并赋予其“美学”的称谓ꎬ将人

类的艺术观念向前继续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ꎬ即艺术设计时期ꎮ 这一时期ꎬ艺术的观念进一步扩

展到了工业设计领域ꎬ传统艺术观念中所忽视的设计艺术被纳入进来ꎬ进一步扩宽了艺术的疆

土ꎬ艺术更具备了一种实用价值ꎮ 当 １８５７ 年法国印象主义代表作«日出印象»横空出世后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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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艺术出现了“丑的艺术时期”ꎬ各种艺术形式向传统的、古典的艺术创制规则发起挑战ꎮ 于是ꎬ
一只夜壶都可以被认为艺术品ꎬ在«蒙娜丽莎»脸上出现的胡须也不再是对艺术的亵渎ꎬ贝克特

的«等待戈多»更成为荒诞派戏剧的表征ꎮ 这一时期ꎬ艺术的接受者第一次被赋予了主体性地

位ꎬ接受美学的创立让人们意识到在艺术的传播中艺术再生产的存在ꎬ艺术接受者不再是一个简

单的被动者ꎬ而转变为一个能够赋予艺术文本以另一种生命的创作者ꎮ 也是在这个时期ꎬ艺术传

播成为一种显学ꎮ 而起源于照相术的仿像艺术ꎬ“人类艺术的生产模式正在向仿真信息编码的

可技术复制技术和传媒化的转型过程中ꎬ制造出一系列仿像艺术作品ꎬ而大众传媒机构的崛起及

其在公共领域内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ꎬ在人类艺术活动中建构起一个面向公共空间的传递环

节”①ꎮ 这一时期也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数字艺术时期ꎬ数字艺术在此时期因其特殊的传播机制一

举超越了以往艺术产品的影响力ꎬ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数字王国ꎬ与社会生活公共空间保持了几

乎相当的范围ꎮ
伴随着以上五个主要的艺术发展阶段ꎬ艺术传播也经历了相应的过程ꎮ 事实上ꎬ艺术的发展

演变与艺术的传播是息息相关的ꎮ 可以说ꎬ没有艺术的传播行为ꎬ人类的艺术生产只能是个人行

为ꎮ 即使是在技艺时期ꎬ艺术生产也只能是以孤立的形态存在的ꎮ 正是艺术的传播活动使人类

历史中的艺术版图乃至文明版图得以拼接成为一个整体ꎮ 而我们对于艺术传播权利的研究也在

此拉开帷幕ꎮ

二

我们所谓的艺术传播是之前所说的最广义范畴上的传播ꎬ即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ꎬ而非通俗

观念上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接受三个过程的一环ꎮ 按照拉斯韦尔的观点ꎬ传播过程分为五

大基本要素 ꎬ即所谓的“５Ｗ”模式:Ｗｈｏ(谁) －Ｓａｙｓ Ｗｈａｔ(说什么)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通过什么

渠道)－Ｔｏ Ｗｈｏｍ(向谁说)－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有什么效果)ꎮ② 虽然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ꎬ如有

缺少信息反馈、忽略与社会的联系等问题ꎬ但这一模式基本上为传播研究搭建了一个“脚手架”ꎬ
而我们也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避免拉斯韦尔的模式缺陷ꎬ对之进行合理的扬弃ꎬ进而去探究

艺术传播权利领域中的问题ꎮ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ꎮ 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ꎬ也是社会文

明演化进取中不可少的力量ꎮ”③不论是“天赋权利”还是“人赋权利”ꎬ二者在理性逻辑上都承认

权利应该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的目标而产生的正当需求ꎮ 卢梭认为权利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主

要手段ꎬ而且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ꎬ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点ꎮ④ 在这一点

上ꎬ英国牛津唯心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格林认为权利的形式不是根源于国家

权力ꎬ而是根源于人的个性和社会的道德性ꎮ 其中需要指出的是ꎬ格林点明了权利是出于人的自

然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两大源头ꎬ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价值法学与实证法学曾争论不休的权利来

源问题ꎮ 而根据我们在艺术生产权利部分的研究ꎬ艺术生产刚开始是从绝对实用的角度发展而

来的ꎬ曾经的巫术、壁画、舞蹈都带有实用的目的ꎬ只是在后来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艺术生产

才真正成为一种精神生产ꎬ但它依旧与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宗教、家庭、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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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科学、艺术等等ꎬ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ꎬ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ꎮ”①同

样ꎬ与艺术生产紧密联系的艺术传播问题也是遵循着这一逻辑ꎬ即艺术传播从诞生之初也是由于

决然的实用目的而出现的ꎮ 这一点在我们刚开始的讨论中就已经证明ꎬ拉斯科地区的岩画并非

原始初民一时兴起的艺术生产ꎬ而是为维护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教育下一代而进行的信息的存储

行为ꎬ它们之所以绘制在岩壁上ꎬ无非是因为在幽深的洞穴中更容易将这种信息长久地保存ꎬ免
受风雨侵袭ꎮ 这一点也就印证了我们之前所提出的生产的目的在于传播的观点ꎮ

在明确艺术传播的权利基本源于人类的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这两大源头之后ꎬ我们还有必

要对这两大源头的具体内涵进行解读ꎮ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ꎬ人类的正常需求构成了人类

权利的来源ꎬ什么是正常的需求ꎬ我们已经在艺术生产权利部分讨论过ꎮ 但是ꎬ对于正常需求的

更为具体的类型还有待阐述ꎬ因为毕竟对于不同的个体其需求也是不同的ꎬ正如作为整体的人类

也存在多种正当需求一样ꎮ 探究艺术传播权利问题ꎬ毫无疑问要考虑的是艺术传播主体问题ꎬ因
为权利必然是人的权利ꎬ艺术传播权利也必然是艺术传播主体的权利ꎮ 而“艺术传播主体是指

创造、传递和接受艺术传播客体的行动者”②ꎮ 故而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某

一艺术传递环节ꎬ同样传播也并非简单的信息的传递ꎬ还涉及到传播过程中艺术的再生产问题ꎬ
所以艺术传播远非通俗意义上所认为的那样简单ꎮ 根据这一定义ꎬ我们可以发现ꎬ在艺术传播过

程中ꎬ传播主体可以分为艺术生产者、艺术传送者和艺术接受者ꎮ 同样ꎬ艺术传播的权利也存在

于这三个主体之间ꎮ 对于艺术生产者来说ꎬ他们是艺术生产环节的主体ꎬ毫无疑问有着艺术生产

的权利ꎬ这一点我们已经阐明ꎬ无需赘言ꎮ 而对于艺术生产主体而言ꎬ他们的传播权利从何而来

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ꎮ
恐怕我们还有必要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艺术生产的问题ꎬ因为“艺术的传播取向是艺术的

本质特征”③ꎮ 其原因在于ꎬ艺术生产在本质上并非艺术家个人的孤立性行为ꎬ即使原始社会时

期的艺术生产也带有一种固有的传播意图ꎬ或者更为准确地说ꎬ其本身就是为传播的意图而被创

制出来的ꎮ 就典型的艺术生产模式来看ꎬ艺术家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创作各种感性的艺术形象的

过程ꎬ就是在生活中寻找灵感并进行加工的过程ꎮ 而艺术家将之具体化为可见可感的艺术形象

并非是为了孤芳自赏ꎬ因为如果艺术家创作艺术品只是为了自我欣赏ꎬ那么无需将之创作出来而

只需要在内心进行自我体味即可ꎮ 艺术家在普遍吸收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理想中的艺

术形象ꎬ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向世界呈现自我艺术认知ꎮ 如梵高穷其一生都希望其画作名扬四

海ꎮ 同样ꎬ对于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而言ꎬ同样有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ꎬ即使逍遥如诗仙李白ꎬ也曾

在获得帝王赏识之后ꎬ兴奋地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ꎬ我辈岂是蓬蒿人”ꎮ 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生

产的开放性更是这样ꎬ那一幅幅生动的壁画ꎬ奇特的威伦道夫的维纳斯都力图与现实生活发生联

系ꎬ具有鲜明的实用价值ꎮ 这一切都说明了ꎬ对于艺术生产主体而言ꎬ其艺术生产行为是一种与

世界交流的方式ꎬ在本质上是一种说话的权利ꎬ是一种融入社会体系的正当欲望ꎬ是一种自然的

权利ꎬ它根源于人的社会性ꎬ社会性的人的实践行为必然从根本上是对社会群体的投入ꎮ 正如匈

牙利学者豪泽尔所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表达ꎬ而是且传播ꎻ艺术家在表达自己感受

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传播ꎬ总是有着某个无名的受者ꎮ”④也就是说ꎬ“艺术创造是艺术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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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向他者的一种艺术传播行动”①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了“隐
含读者”的概念ꎬ这正是对于艺术生产主体在艺术生产中同时蕴涵着传播欲望的证明ꎮ

对于艺术传递者来说ꎬ他们是艺术传播的主体ꎬ他们的传递行为可以分为职业艺术传播与自

由艺术传播ꎮ② 不论是原子艺术时期的艺术传播ꎬ还是数字艺术时期的艺术传播ꎬ都是由艺术的

传递者作为艺术传播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存在的ꎮ 原子艺术时期ꎬ艺术的商业性质尚未彰显ꎬ艺术

传播更多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ꎮ 正如艺术生产者所期望的一样ꎬ艺术传播者在深受艺术品感

染后意识到有必要进行信息的共享ꎬ将优秀的艺术品传递给社会中的其他个体ꎮ 这种信息的共

享行为在本质上是出于对群体的依赖与融合欲望ꎮ 事实上ꎬ对于人类而言ꎬ群体生活是保障其安

全性的必要条件ꎬ甚至法律惩罚手段也多表现为群体对于个体的疏远和放逐ꎮ 如果说法律惩罚

作用的存在使人有所顾忌并被迫服从基本的社会规范并进而能够不被群体所抛弃的话ꎬ那么这

种信息的共享行为就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群体融合行为ꎮ 这一点我们会毫不费力地在现实生

活中找到现实的例证ꎮ 我们往往以某种喜好来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ꎬ比如手机微信朋友圈ꎬ在
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的传播圈ꎮ 在朋友圈中常见的是一种转发行为ꎬ这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与分

享ꎮ 通过分享与传播ꎬ我们能够与朋友圈中的其他个体产生一种互动ꎬ围绕这一信息形成一个短

暂的、小型的话语场域ꎮ 在充分而热烈的话语交流中ꎬ我们感到的是一种与他人保持一种共同喜

好的安全感与满足感ꎬ或者更为准确地说ꎬ是一种群体感ꎮ 尤其是在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常态ꎬ
现实个体在数字网格中被分割与孤立之后(这种孤立行为与更为便利的交通、通信方式相伴随ꎮ
在便捷的沟通方式前我们更少面对面去交流ꎬ更多是以冰冷的数字符码表达我们的情感)ꎬ数字

表情代替了我们的喜怒哀乐ꎬ点赞代表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关注ꎬ千篇一律的群发信息代替了真

诚的问候ꎬ这种信息传播与共享行为代替了原子艺术时期的面对面交流ꎬ维系并想象出了当下的

人际关系ꎮ 而对于专业艺术传播者来说ꎬ他们是出版社、报社、杂志、网站以及工作其间的个体ꎮ
传播信息的行为对于这些机构与个体来说不仅是出于社会关系维系的必要ꎬ而且还涉及更为直

接的生存问题ꎮ 传播信息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权利ꎬ这种权利既是命定的又是自主的ꎮ 试

想ꎬ如果出版社不能够出版书籍ꎬ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之为出版社ꎬ同样ꎬ如果网站不能供人浏览并

随意点击链接的话也必然不符合逻辑ꎮ 同样ꎬ对于就职于这些传播机构的个体ꎬ维持其运转是其

必然的责任也是其维持生存的权利ꎮ 由此可见ꎬ对于艺术传递者来说ꎬ不论是职业的艺术传播还

是个人的艺术传播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ꎬ他们的传播行为是其德性的具体规定又是其不可

剥夺的权利体现ꎮ 艺术生产者也是遵循这一逻辑ꎮ
艺术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容否认的被动性ꎮ 因为艺术接受者在根本上是艺术产品的

欣赏者和消费者ꎬ即使在数字艺术中ꎬ互动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ꎬ在遵循这一基

本的艺术生产范式的情况下ꎬ我们也不能真正期望大众成为艺术生产的主体ꎮ “大众既不应该

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③ꎬ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民主ꎮ 在艺术接受过

程中ꎬ“艺术鉴赏者和艺术消费者总是表现出自由选择、个人偏好、自发反馈等特点ꎮ 进入大众

传播时代以后ꎬ艺术公共传播领域的形成ꎬ使艺术接受者的艺术鉴赏和艺术消费行为呈现出某种

明星热、时尚化和身份感等特征”④ꎮ 对于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ꎬ在当前流行文化领域中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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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是比比皆是ꎬ即利用某一文化现象而产生的身份认同与区分ꎮ 青少年往往是这种行为的拥

趸ꎬ他们会狂热地喜欢上一个明星ꎬ并成立一个粉丝群体ꎬ喜爱该明星ꎬ能够说出该明星的代表作

品、个人喜好、生活习惯等相互体认的标志ꎮ 这成为一种时尚ꎬ“是阶级分野的产物”①ꎬ这种艺术

欣赏与消费行为在当下满足了一种个性与特殊性的需求ꎮ 对于艺术接受者而言ꎬ他们并非简单

的接受者ꎬ他们以一种主动传播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对于艺术品的接受ꎬ毕竟ꎬ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艺术欣赏与消费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ꎮ 他们需要通过将之传播来寻求一种独特性带来的

中心感与共鸣性所激起的归属感ꎮ

三

如果说艺术传播主体毫无疑问具有传播的权利ꎬ那么艺术传播客体以及艺术传播媒介作为

一种客观实体并不具备作为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ꎬ是否就不具备传播特征? 这同样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ꎮ 作为艺术传播的客体ꎬ艺术品是由具体感性的艺术符号所组成的一种综合体ꎮ
按照符号学的理解ꎬ艺术品是以具体可感的能指来表征形而上的所指ꎬ“能指与被意指的事物的

关系是任意性的”②ꎬ这种关系是通过人的理解来建构的ꎮ 艺术品在本质上存在一种外向的召

唤ꎬ使人能够积极参与到艺术作品的理解中ꎬ为此伊瑟尔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来指称这种

“文本具有的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③ꎮ 艺术文本是由艺术符号组成的ꎬ而实际上这种

文本的召唤就存在于艺术符号中ꎬ艺术符号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源向外传输其所指ꎬ这种符号本身

就是为他者而表征和存在的ꎮ 绘画作为一种视觉信号总是吸引我们驻足ꎬ这其中既有我们的主

动选择ꎬ也同样不能忽略这种主动选择的前提是绘画作品的吸引ꎮ 试想ꎬ我们更多时间是在画廊

中流连往返ꎬ发现打动自己的作品ꎬ我们很少能够为自己认定某一种作品并去发现它ꎬ在审美接

受的过程中ꎬ审美效果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品肇其端ꎮ 与此类似的如音乐作品的音符的

主动进入ꎬ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听到了一首首优美的旋律ꎬ影视更是以光的投射来向我们呈现它

的样态ꎬ这必然也适用于所有可视性艺术品的传播机制ꎬ即通过光信号向我们传递信息ꎮ 从这一

点上来看ꎬ艺术作品的符号本身就是处在无言的传输中ꎬ人只是作为一个较为主动的接受者而存

在ꎮ 除了这种能指的传播特性 ꎬ艺术作品的所指也存在一种传播特性ꎬ“英伽登认为作品是一个

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示化纲要结构ꎬ作品的现实化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的确定和空

白的填补”④ꎮ 艺术的内涵与审美价值在本质上是在艺术品与欣赏者内心精神的往还交流中产

生的ꎮ 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ꎬ这不仅表征读者的个性化与特殊化的欣赏特点ꎬ
同时表征出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作品也在与读者进行信息的传播与交流ꎬ共同完成艺术作品的

形象的构建和意蕴的传递ꎮ
对于艺术的传播媒介而言ꎬ其本身既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动存在ꎬ更不是单纯的信息的传递

者ꎬ而是更为积极地参与到了艺术作品的传递中ꎮ 正如英尼斯将传播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型”和
“空间偏向型”一样ꎬ前者指称笨重不易移动的如石头、金字塔、甲骨文等传播媒介ꎬ后者指称如

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ꎮ 不同的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ꎬ以及人们对于艺

术作品的感知形式ꎮ “不同类型的媒介发生碰撞和更替ꎬ必然攸关权力的稳定ꎬ甚至可能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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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帝国或者一种文明的兴衰ꎮ”①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解ꎬ媒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ꎬ是人的延

伸ꎮ 这种观点强烈地驳斥了传统观念所认定的媒介技术本身无所谓好与坏、而在于使用者的使

用方法的观点ꎬ麦克卢汉认为其“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ꎬ以及由此而进入

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②ꎮ 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热媒介”与“冷媒介”ꎬ其依据就在于不同的

参与度与清晰度ꎬ这直接证明了媒介并非是一种客观存在ꎬ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传播载体ꎬ对于

信息的传递乃至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正如口语媒介更能维持社会结构与文化系

统的稳定ꎬ因为在原生口语社会中ꎬ任何信息只有在反复的口耳相传中才能得到保存ꎬ故而先祖

的遗训就是一种不变的至上真理ꎮ 而数字媒介则呈现出一种相反的特性ꎬ它打破了这种口耳相

传的传播垄断ꎬ是一种梅罗维茨所讲的“场景融合型媒介”ꎬ“容易打破表演者神秘完美的形

象”③ꎮ 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ꎬ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所接触的信息能够成倍增加ꎬ甚至威胁到成年

人在其心中的地位ꎬ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数字媒介也威胁到了社会所存在的父权地位ꎬ在现实层出

不穷的对于革命历史的质疑声中ꎬ也同样会听到这种声音ꎮ 所以ꎬ对于传播媒介来讲ꎬ其本身就

是人的延伸ꎬ带有人的传播特性或者生就的权利ꎮ
通过以上分析ꎬ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传播权利事实上是根源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常需求ꎬ是

通过信息的传播来维持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ꎬ它不同于艺术生产权利的是

艺术传播超出了个人范畴而成为一种外向化的传播权利ꎮ 它是艺术生产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

体甚至是艺术文本、传播媒介所固有的一种先验特性ꎮ 它如人的生存权利一样ꎬ都是固有的且不

可剥夺的ꎮ 从法哲学的角度上来讲ꎬ艺术传播权利与人的生命权利一样都是不可剥夺且必需的

一种权利ꎬ故而从实证法学的角度上来看ꎬ应该将之纳入到专门的艺术法律中加以保证在孟德斯

鸠提出的自然法中第四条便是“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愿望”④ꎬ故而更印证了传播权利之于人类

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与作用ꎮ 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ꎬ“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

活的新方式”⑤ꎮ 虽然传播在根本上保证了信息的传递ꎬ但是这种对于传播功能的理解未免太过

笼统ꎬ尤其是在数字艺术传播过程中ꎬ传播的作用与意义远非信息的传递那么简单ꎬ信息互动环

节的出现让我们在受到信息的影响的同时ꎬ又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构建信息的传递内容与方式ꎮ
信息的传播行为大体分为职业传播与个人传播ꎮ 他们主要具有以下功能:(１)群体维系ꎻ

(２)调节身心ꎻ(３)认知世界ꎻ(４)权力授予ꎻ(５)规范行为ꎻ(６)麻醉精神ꎮ⑥ 其中群体的维系功

能我们已经有了颇多论述ꎬ质言之ꎬ信息的传播让我们能够与他人产生联系ꎬ形成一种群体ꎬ这一

作用甚至存续至今ꎬ以一种“想象的共同体”⑦为表征ꎮ 而艺术的传播能够让艺术接受者感受到

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ꎬ“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ꎬ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⑧ꎮ 艺术虽然是对现实生

活的某种加工ꎬ甚至加入了一定的虚构成分ꎬ但是优秀的艺术品向来是艺术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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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创造出来的ꎬ必然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ꎮ “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①ꎬ同样在艺术品的传

播中必然有着“认识世界”的功能ꎮ 至于艺术传播能够授予权力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ꎬ而且这种

权力不太类似于强制性权力ꎮ 而是一种无形中的话语权力ꎬ正如本雅明所言ꎬ“在机械复制时

代ꎬ艺术作品被触及的ꎬ就是它的灵光”②ꎮ 这种灵光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ꎬ是黑格尔

所谓的“这一个”ꎬ艺术在传播中会赋予围绕艺术展开的各个环节一种艺术的圣光ꎬ从而使艺术

品、创作者、传播者、欣赏者都能沐浴在这种圣光的照耀中ꎬ感受到艺术带来的权力ꎮ 同时ꎬ艺术

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ꎬ会赋予某种意识形态以权力ꎮ “无论个人、组织、事件ꎬ一旦上

‘报’或登台ꎬ即名扬天下ꎮ”③我们细数流行文化所孕育的难以计数的娱乐明星ꎬ就会对这种权力

赋予功能有所了解ꎮ 而艺术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规范行为的作用ꎬ事实上是与其认知世界的

功能分不开的ꎮ 只有在认知世界基础上才能对世界中的新闻及规范有所了解ꎬ同样ꎬ世界中共存

的行为规范也正是在传播中得到一遍遍强化ꎮ 在苏格拉底看来ꎬ艺术中的美与善是不能分割的ꎬ
“美必定是有用的ꎬ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ꎬ有用就美ꎬ有害就丑”④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在艺术作品

的传播中ꎬ接受者会对艺术作品中的信息有所选择ꎬ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与艺术品中的形象在社

会行为上保持某种一致性ꎮ 正如美国“垮掉的一代”效仿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中的

出走行为ꎮ 凯鲁亚克用“狂乱的散文体和没有情节的漫谈描绘垮掉一代‘充满强烈感情’的生活

和狂热的旅行«在路上»为公路文化奠定了基础ꎬ凯鲁亚克一直被视为是那些又酷又深沉的

颓废派的模板———朋克(ｐｕｎｋ)、独立音乐人ꎬ以及自此之后出现的所有‘酷艺术’的教父”⑤ꎮ 这

证明了艺术品在传播过程中对于受众有着行为规范的暗示作用ꎬ同样ꎬ如果接受者并不认同艺术

作品所传达的行为ꎬ那么也将在反向度上为他们的行为划定疆界ꎮ 至于艺术的传播是否会麻醉

人的精神这一问题则是毫无疑问的ꎬ因为艺术本身就有高下之分ꎬ尤其是在数字艺术时期ꎬ各种

艺术品层出不穷ꎬ同时也产生了诸如黄色淫秽艺术、致瘾艺术、盗版艺术等高碳艺术ꎬ甚至艺术作

品中呈现出的低俗化、虚假化倾向都是对于人的精神的一种麻醉ꎮ 正如波斯曼在讨论电视文化

时所言:“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ꎬ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ꎬ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

得到满足ꎮ”⑥书中描绘了一种可怕但又直接的典型场景: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ꎬ电视机屏幕闪

着幽光ꎬ但是面前的观众却没有脑袋!
艺术传播的作用是多样的ꎬ它会在原有作用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而不断嬗变ꎮ 以

上几种艺术传播的功能自然不能完全涵盖艺术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全部功能与社会影响ꎬ况
且在数字艺术面前一切瞬息万变ꎬ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ꎬ对于艺术传播的社会功能与影像的研究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ꎮ

四

我们再来讨论关于艺术传播权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ꎬ即艺术传播权利按照我们的理解是艺

术系统中固有的一种特性ꎬ不可剥夺的权利ꎬ那么是否这种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就畅通无阻高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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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３６ 页ꎮ
李彬:«公路电影:现代性、类型与文化价值观»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６１ 页ꎮ
[美]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ꎬ章艳译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０５ 页ꎮ



马立新: 人类艺术传播行为法哲学考察

忧了呢? 是否我们就能够任意传播我们手中的艺术品而无所顾忌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ꎮ 那

么ꎬ到底是什么影响着我们艺术传播权利的行使? 根据研究我们知道ꎬ艺术传播过程中ꎬ艺术传

播主体才是权利的所有者ꎬ艺术品、传播媒介虽然都有传播特性ꎬ但是物的特性不能被称为一种

权利ꎮ 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人类ꎮ 自然ꎬ也应该从这三类主体中去考察艺术权利传播的影响因素ꎮ
对于艺术生产者而言ꎬ其艺术生产行为与艺术传播行为是难以割舍的ꎮ 艺术家在从事艺术

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在内心有了一个“隐含读者”的概念ꎬ这其中就包含了传播的雏形ꎮ 所以影响

艺术家在艺术生产中的传播权利的因素首先来自于艺术家本人内在的艺术生产准则、创作喜好、
道德标准、创作手段、知识储备等内在价值标准ꎮ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产生的时代与生命周期ꎬ
«荷马史诗»只能诞生在人类对于世界一知半解的状态中ꎬ但丁的«神曲»也只能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权向神权提出挑战的年代才具有意义ꎬ鲁迅的杂文只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才会显示出令人

振奋的战斗精神ꎮ 虽然对艺术家而言其创作与传播的权利是相对自由的ꎬ但是人所处的时代局

限性以及人自身的局限性在根本上影响了艺术家艺术生产以及艺术传播权利的行使ꎮ 我们不能

期望但丁能够理解数字艺术ꎬ正如量子力学超出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理解范畴一样ꎮ 在凡艾克

兄弟发明油彩之前ꎬ绘画只能以蛋清做颜料一样ꎬ数字艺术时期的绘画更超出了现实的物质载

体———画布与画框的限制ꎮ 总之ꎬ对于艺术生产者来讲ꎬ艺术生产与传播权利是一致的ꎬ都受制

于其自身的规定性ꎮ
对于艺术传播者而言ꎬ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传播什么以及怎么传播的问题ꎬ他们的传播权利也

体现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上ꎮ 职业传播是以传播信息为生存方式的传播行为ꎬ其传播权利的行

使首先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的考虑ꎬ传播能够获得更高关注度与经济价值的艺术品ꎬ这一规定性

也是其传播权利行使的首要因素ꎮ 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ꎬ传播主体甚至能出现传播权利的僭越

与失范行为ꎮ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法律法规的规定性ꎬ面向传播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构成了

传播行为实践的硬性规定ꎬ其明确地规定了传播权利的行使原则、行使范围、僭越惩罚等ꎮ 它为

任何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划定了显性红线ꎮ 而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的隐性红线则是社会所共存

的道德标准ꎬ即信息的传播与传播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ꎬ伦理道德以善与恶的

评判形式衡量传播行为的合理性ꎬ正如法律法规衡量传播行为的合法性一样ꎮ 当前虚假艺术的

横行ꎬ其责任不仅在于这种虚假艺术的生产方ꎬ传播方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ꎮ 舆论在谴责这种

高碳艺术的创作者时往往容易忽略传播者的责任ꎬ须知传播者不是一个被动的渠道或媒介ꎬ其作

为信息的“把关人”①也体现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ꎮ 对于自由传播主体而言ꎬ其传播行为借助各

种传播媒介已经在传播效果上类似于大众传播媒介ꎮ 个人传播行为在事实上是一种非营利性的

大众传播行为ꎬ也要遵循大众传播的相关法律规范ꎮ 因为不存在经济性因素的考虑ꎬ自由传播行

为主要出于自己的审美喜好ꎬ故而在此影响其传播权利行使的是其对于艺术品的感知程度ꎮ 当

然自由传播行为与艺术生产主体的传播行为在本质上是近乎一致的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传

播者更少考虑经济性因素ꎬ这一点是艺术生产主体的传播不能比拟的ꎮ 我们曾多次见到某些明

星的拥趸不计报酬地将他们偶像的作品传播给周围的每一个人ꎬ而作为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却

在自身的传播中掺杂着或明或隐的功利性ꎮ 这种自由传播在实际既是传播者又是艺术传播的对

象ꎬ故而对于艺术接受者的传播权利来讲ꎬ其影响因素是与自由传播的影响因素一致的ꎮ

５４１
①“把关人”(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ꎬ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库尔特卢因于 １９４７ 年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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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构与网络转型
———中国影视剧“家国叙事”传统研究∗①

李金秋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中国影视剧中的“家国叙事”传统ꎬ承袭了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家国叙事手法ꎮ 这一极具民族传统特

性的叙事模式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国同构”式文化秩序的影响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影视剧“家国叙事”
模式在创作中不断丰富、日趋成熟ꎬ逐渐形成了以“宏大史诗风格”“复杂‘家族树’状结构”“群像式圆形人物塑

造”以及“跨地域性文化景观呈现”为主的艺术风格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影像“家国叙事”历经网络新媒体语境的冲

击ꎬ开始迈入网络转型期ꎮ 当下影视剧创作中的“家国叙事”传统ꎬ正逐步更新其原有的美学风格与具象叙事手

法ꎮ
关键词:　 中国影视剧ꎻ家国叙事ꎻ叙事模式ꎻ家显国隐ꎻ国显家隐ꎻ网络新媒体ꎻ叙事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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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６
作者简介:李金秋(１９８１—　 )ꎬ女ꎬ山东临沂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研究”(１７ＺＤ０２) 的

阶段性成果ꎮ
②方勇译注:«孟子»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７９ 页ꎮ
③许纪霖:«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ꎬ«复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④王治心:«孟子研究»ꎬ上海:上海群学社ꎬ１９３３ 年ꎬ第 ８５ 页ꎮ

　 　 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ꎬ影响和制约着一个时代的叙事艺术ꎮ 中国影视剧自诞生以来ꎬ其
叙事模式就深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ꎮ 中国影视剧创作中的“家国叙事”传统是在不断汲

取传统叙事艺术手法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完善的ꎮ “家国叙事”原本就是中国本土民族传统叙事

的一种ꎬ在中国长篇小说、戏剧以及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ꎮ 传统“家国叙事”艺术肇始于中国儒

家“家国同构”式社会文化格局ꎮ 历经儒家上千年“三纲五常”“家国天下”的思想熏染ꎬ“家国一

体”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ꎬ“以家喻国”也成为中国家国题材作品的常见叙事手法ꎮ 中

国影视剧中的“家国叙事”传统ꎬ亦肇始于这一社会文化潜意识ꎮ

一、“家国一体”意识与“家国叙事”源起

“普天之下ꎬ莫非王土ꎬ率土之滨ꎬ莫非王臣ꎮ”②古代中国其实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
念ꎬ“家国一体”注重的是家族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ꎮ 古代中国的“国家”更接近于中国儒家

“家国天下”思想中的“天下”ꎬ“古代中国人只有王朝的观念ꎬ没有国家的观念”③ꎮ 这一认知根

源于古代人对伦理血缘家族的切身感和认同性ꎬ儒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④是中国“家国一体”文化思想的正式表达ꎮ “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ꎬ近则身家ꎬ远则天下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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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多半轻忽了ꎮ”①古代中国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以政治法律为主的文化伦理共同体ꎬ而是

围绕家庭、家族血缘关系自然而然形成的扩大化了的权威性社会伦理共同体ꎮ 古代中国的“国
家”(王朝)是在家族血缘的神秘性和家族管理秩序性基础上产生的交织着神秘、天赋、权威与暴

力等的君权神授王朝ꎮ 家族内部调节家族秩序的伦理道德秩序被扩展为国家礼法秩序ꎮ 国君为

父、生民为子的君父思想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义廉耻信”等以董仲

舒为代表的儒家“三纲五常”思想成为延绵统御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核心意识形态ꎮ 在这一文化

宰制之下ꎬ古代生民所认知的国是一个扩大了的家ꎬ家是一个缩小了的国ꎮ 对此ꎬ黑格尔也曾撰

文称:“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家庭的ꎬ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ꎬ他们

不是人格在国家之内ꎬ他们缺少一种人格皇帝犹如严父ꎬ为政府的基础ꎬ治理一切部

分ꎮ”②因此ꎬ“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是古代中国家国思想的核心ꎬ也是中国人对家国秩序的

基本认知ꎮ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ꎬ中国家国题材作品的叙事者才自觉建构了“家国叙事”这一民族

叙事传统ꎮ
虽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已经淡化了古代“宗法家族社会”的家国文化秩序格局ꎬ但“家国

一体”的思想仍旧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深层文化潜意识ꎮ 正如梁启超所言:“周代宗法之制ꎬ在今

日形式虽废ꎬ但精神犹存也ꎮ”③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ꎬ艺术创作尤其是长篇叙事艺术作品的创

作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将“以家喻国”的家国叙事作为其常规化的本土叙事传统ꎮ 专门研究家

国叙事的学者彭文祥指出:“在审美的维度ꎬ‘家－国一体化’叙事往往通过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

寓民族 /国家的盛衰变迁ꎬ进而使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过程中接受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

态ꎮ”④家国叙事作为一种既为受众熟悉又深受创作者青睐的叙事模式ꎬ一直以来佳作不断ꎮ

二、文化迁衍与“家国叙事”建构

诞生于“家国一体”文化的“家国叙事”一直存续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叙事传统中ꎮ 这些

作品既有诗歌、散文、笔记等片段式表现家国文化某一侧面的作品ꎬ也有以家庭、家族、宗族命运

指涉国家、民族命运的长篇叙事作品ꎮ 其中ꎬ史实类长篇叙事是“家国叙事”早期的实践者ꎬ这些

作品以历朝历代的官方与民间史书为主ꎬ记载的多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国家、家族的命运史ꎮ
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记载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王家族史ꎬ其叙事方式以帝王家族的繁衍

与传承的纪录为主ꎮ 其“三十世家”中记载的则是黄帝至汉武帝时期 ３０ 个世代传承的诸侯与世

家的历史ꎮ 这种以帝王家族、诸侯世家的绵延发展作为叙事对象的历史叙事ꎬ是古代中国“家国

叙事”的雏形ꎬ也是后世各类“家国叙事”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ꎮ
(一)模式初具:“家显国隐”式文学叙事

在中国文学史中ꎬ“家国叙事”进入成熟期较晚ꎬ一方面是历史资料的局限ꎬ另一方面是因为

小说在一直“尚礼”的中国被视为“杂家”而难登大雅之堂ꎮ 直到历史发展至元明时期ꎬ才开始逐

步出现长篇家族题材的戏曲或小说ꎬ“家国叙事”从这一时期才得以在虚构故事类作品中开始发

展ꎮ 这一时期的家国叙事作品以聚焦家族故事ꎬ表现家族命运为主ꎮ 叙事者通常会通过巨细无

遗的现实主义手法ꎬ描摹表现某个或某几个家族的命运ꎬ在家族史的叙述中映照特定时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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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或王朝秘闻ꎮ 因为家族故事在文化上的切近性ꎬ这种叙事策略很好地激起了观赏者的情感

共鸣ꎮ 明清时期的长篇家族小说«金瓶梅»«红楼梦»ꎬ现代长篇白话小说«金粉世家»«激流三部

曲»«京华烟云»«金锁记»«财主底儿女们»«四世同堂»等ꎬ都是通过家族史映照社会、国家、民族

历史的家国叙事作品ꎮ 这是中国传统叙事者在旧式“家国一体”文化下的自发性叙事选择ꎬ诞生

了众多艺术精品ꎮ 凸显家族叙事的“家显国隐”式的叙事模式雏形初具ꎬ这种叙事模式深刻影响

了后续的家国题材艺术创作ꎮ 影视剧中的家族剧就是受这些经典家族小说“家显国隐”式叙事

巨大影响的作品类型ꎮ
(二)深化发展: “国显家隐”式家国叙事

“五四”时期与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间ꎬ中国文化政治上的“家国一体”格局遭受了巨大冲击ꎮ 旧式

中国以家族为主的文化制度被否定乃至批判ꎮ 古代家族、家国文化被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之渊薮ꎬ
束缚制约着自由之人性ꎬ民主之发展ꎮ 摧毁宗法家族及背后的家族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试图建

立西式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前提与手段之一ꎬ也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国家领导层力图建设社会主义

共同体的试验手段之一ꎮ① 消灭旧式家族为主的“家国一体”秩序ꎬ其目标是建立当代政治法律

基础为主的“国家”秩序与国家意识ꎮ 与这一新式历史文化语境相适应ꎬ“家国叙事”模式也开始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ꎬ具体表现就是家国叙事作品中的国家、集体、民族等内容开始得到凸显ꎮ 新

中国之初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是较早运用“国显家隐”式新型家国叙事策略

的作品ꎮ 这一时期中国(尤其是大陆地区)的家国题材作品ꎬ以聚焦国家、民族故事的宏大历史

叙事为主ꎮ 如果说早期家国叙事还是在无意识地通过描述家族历史折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的

话ꎬ那么建国后的叙事者则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国显家隐”式叙事凸显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史ꎮ 家

族在这些作品中被作为一种搭建故事线索、设置人物角色的手段ꎮ
改革开放时期ꎬ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通过追忆、反思旧时代大家族故事表现叙事者对特定

时期国家、民族历史进行思考的作品ꎮ 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
船»、阿城的«棋王»«树王»、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朱晓平的

«桑树坪纪事»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等ꎬ都再一次强化了家国叙事中“国显家隐”式的叙事策

略ꎮ 自此ꎬ“家国叙事”这一民族叙事传统的基本艺术形式和叙事风格开始在家、国故事的处理

中逐步成熟ꎮ
(三)承继与发展:影像“家国叙事”崛起

在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流行的当代ꎬ视觉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ꎮ 影像叙事的影响力

开始逐步超越文学叙事ꎬ在当代叙事艺术中占据主流ꎮ 电影、电视剧(包括网络剧)在各类受众

尤其是普通受众中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文学叙事ꎮ 创作者运用视听语言系统创作的影像类家国

叙事作品ꎬ在社会上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现象级”热度ꎬ很多作品甚至反向推动了文学艺术的

创作与传播ꎮ 这些影像家国叙事首先承袭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家国叙事手法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影视剧初兴之时ꎬ改编经典名著曾经是影视编剧的主要创作方式之

一ꎮ 经典家族小说改编的家族剧在社会上不断掀起收视狂潮ꎬ«红楼梦» «四世同堂» «京华烟

云»等的电视剧改编ꎬ不但汇聚了文艺界的各类顶级专家ꎬ更以国家名义倾力制作ꎮ 这些经典文

学中的“家显国隐”式家族小说ꎬ在改编为电视剧时首先延续了文学家国叙事传统中的“家显国

隐”式叙事策略ꎬ只是在改编时将家族故事中复杂的故事线索、众多的人物角色和极具历史气息

９４１
①姜义华:«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下)ꎬ«河北学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的舞美造型根据影视艺术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的提炼与赋形ꎮ 伴随着影视产业的迅速发展ꎬ以原

创剧本为核心的影视剧创作开始与文学改编并驾齐驱ꎮ 在这类创作中ꎬ当代作家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作家往往在文学写作之余同时参与影视剧本的创作ꎬ这使得文学与影视这两类创

作群体多有交叉ꎮ 当代家国题材文学作品中的“国显家隐”式叙事手法自然深刻影响了影像家

国叙事的创作ꎮ
影像家国叙事在承继传统文学叙事的艺术手法之外ꎬ还在原创与改编两个维度上不断调整ꎬ

顺应着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ꎬ进而丰富着这一民族叙事传统的具象手法ꎮ 现代都市文明下

的业缘关系逐步代替了血缘、地域为主的家族关系ꎬ法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逐步替代人

治为基础的儒家人情式管理之后ꎬ旧式家族组织形态在当代中国开始逐步衰减ꎮ 相应的ꎬ影像家

国叙事作品也开始不断简化旧式家族组织结构ꎬ同时凸显当代三五口为主的小家庭结构ꎮ 改革

开放以来的家族小说及其改编电视剧«平凡的世界»ꎬ电视剧与剧本、小说同步的«金婚»«父母爱

情»«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等就是利用当代小家庭的组织结构ꎬ表现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

影像家国叙事作品ꎮ 不论是描摹小家庭的故事还是追忆反思旧式的大家族命运ꎬ不论是凸显家

族史还是彰显国家、民族的命运史诗ꎬ家国题材的影视剧都在各个维度潜移默化地承继和丰富着

文学“家国叙事”的策略与手法ꎮ
(四)影像“家国叙事”的具象策略

与文学家国叙事在明清和民国小说中聚焦“家显国隐”ꎬ在当代小说中强调“国显家隐”不
同ꎬ影像“家国叙事”对二者的承继和丰富是同时进行的ꎮ 依据“家” “国”叙事内容在不同影视

剧中的地位和各自所占叙事比例的不同ꎬ“家显国隐”与“国显家隐”也是影像家国叙事中最典型

的叙事策略ꎮ 但是ꎬ影视剧中的这两大叙事策略是同时并行ꎬ共同发展的ꎮ 在家国题材的影视剧

中ꎬ影像家国叙事策略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
１.家显国隐

“家显国隐”是指作品叙事的重点在家不在国ꎬ国家层面的内容需要通过家族故事的表达被

受众感知ꎬ而不是在故事叙述中直接表达ꎮ 作品中所有的叙事内容都要以家族为中心ꎬ家族命运

兴衰史是叙事的核心ꎮ 即使作品最终的叙事目的是为了呈现国家层面的历史风云ꎬ其叙事的显

性层面也以家族、家庭的故事为主ꎮ 同时ꎬ与文学中巨细无遗的家族故事描摹不同ꎬ影像叙事在

家族组织结构和人物角色与叙事情节发展上表现得更为凝练ꎬ更注重故事悬念设计和叙事节奏

安排ꎮ 经典家族小说改编的家族剧«红楼梦»«金粉世家»«财主家的女儿们»等就是此类聚焦家

族叙事的改编作品ꎮ 而«大宅门»«乔家大院»«白银谷»«新安家族»«范府大院»等则是原创型聚

焦家族故事的类型电视剧ꎮ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作品ꎬ在叙事上表现比较一致的都是:故事的核

心与显性内容在家而不在国ꎮ 国家层面的叙事是隐性的ꎬ需要观众在看完表层家族故事之后进

行细心体会思考才能感知得到ꎮ 这一叙事策略大量出现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的影

视剧中ꎮ 由于这些作品大多数聚焦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旧式家族故事ꎬ百年家族命运史自然成为

叙事的重点ꎬ“家显国隐”式叙事策略自然成为其显性的叙事特征ꎮ
２.国显家隐

“国显家隐”是指民族、国家层面的叙事在作品中被作为重点与核心ꎬ家族或者家庭的存在

只是为了民族、国家叙事的开展而特意运用的手段ꎮ 这类作品中的家族故事多是依据叙事需要ꎬ
将特定时期的国家、民族历史集合、提炼到家族组织结构中ꎬ再经过叙事者的专门设计和编排完

成的ꎮ 叙事目的是表现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风云ꎬ因而这些作品的题目一般也直接以国族、民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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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维度的词汇进行命名ꎮ 如长篇小说改编电视剧«京华烟云» «尘埃落定» «白鹿原»ꎬ以及影视

剧«闯关东»«中国往事»«走西口»«下南洋»«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老农民»«父母爱情»
«伪装者»«北平无战事»等ꎬ都是比较典型的“国显家隐”式影视剧作品ꎮ “国显家隐”是中国家

国题材影视剧在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之后最为常见的叙事形式ꎮ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长篇

影视作品ꎬ“国显家隐”式的叙事策略在家族剧、历史剧、军旅剧、商战剧、谍战剧中都大量存在ꎮ
这些影视剧或用家族、家庭结构作为故事叙事的基本结构线索演绎某特殊历史事件的前因

后果ꎬ或用异于大众认知的小家庭的微观视角作为宏大历史的横切面ꎬ或在作品叙事的前半段和

后半段分别采用“家显国隐”和“国显家隐”式叙事ꎬ既展现民族历史风貌又讴歌民族英雄的丰功

伟绩、爱国情怀与个人气节(有学者将最后一种作品界定为“家国交融”ꎬ但笔者认为以叙事目的

为标准考察ꎬ这类作品的叙事指向在国而不在家ꎬ仍旧可以归之于“国显家隐”式的叙事)ꎮ 在这

些作品中ꎬ家庭、家族成员的设计是根据民族、国家叙事的基本要求专门架构的ꎮ 如将两种不同

党派里的主要人物设计成某一家族中的姊妹、兄弟ꎬ通过姊妹、兄弟的矛盾展示党派矛盾ꎮ 又如

将不同社会阶层、党派的矛盾设计成家族与家族之间的矛盾ꎬ通过家族之间的斗争表现民族、国
家特定历史时期的斗争等ꎮ 影视剧«闯关东»«花红花火»«海上孟府»«大宅门»(第二部)、«温州

一家人»«温州两家人»«大秧歌»«勇敢的心»等都是此类将民族、国家层面的叙事架构在家族结

构中的作品ꎮ
综上ꎬ影视剧中的“家国叙事”模式与文学中的“家国叙事”一样ꎬ也肇始于中国“家国一体”

的文化格局ꎬ但它承继了文学类家国叙事作品的艺术手法ꎮ 它以“家显国隐”和“国显家隐”为具

象而显性的叙事艺术表征ꎬ两种叙事策略在影视剧创作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ꎮ 其中ꎬ“家显国

隐”多存在于家族剧之中ꎬ“国显家隐”则分布在当代中国各类家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中ꎮ

三、影像“家国叙事”的艺术特征

不论家国题材影视剧表现的重点是家族故事还是国家、社会、历史故事ꎬ在艺术风格上都会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即宏大的叙事主题与史诗风格ꎬ复杂的叙事线索与群像式的圆形人物塑造以

及跨地域性的空间建构与集成式民族想象ꎮ
(一)宏大主题与史诗风格

影视剧“家国叙事”传统的艺术特征首先表现为作品的宏大叙事格局与史诗化叙事风格ꎮ
所谓宏大叙事指的是作品叙事主题的厚重、博大与复杂ꎮ 家国叙事作品多见国家、民族、家族命

运等立意深远、内容丰厚、指涉广泛的宏大叙事主题ꎬ表达的是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

等各类宏大叙事的描摹与思考ꎬ并且在表层主题之外往往隐含着复杂的深层主题ꎮ 因而家国叙

事作品的主题有时候很难简单概括ꎬ需要通过复杂的阐述才能将其系统地梳理清楚ꎮ 这种深沉

厚重而又内容复杂的宏大叙事是文学与影像家国叙事作品最为典型的艺术特色ꎮ
家国叙事作品的史诗风格主要体现在叙事时间的长跨度上ꎮ 作品中的故事一般动辄长达百

年甚或几百年ꎬ各类作品在实际创作中多会以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命运和家族几代人的经历去演

绎跨越百年的家国故事ꎮ 如小说«京华烟云»及同名电视剧ꎬ就是以晚清及民国时期北京城三个

具有代表性的上层姻亲家族互相勾连的家族命运史演绎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ꎮ ２０１７ 年被改编

为同名电视剧的«白鹿原»也是通过虚构的白、鹿两家族的历史演绎了跨越晚清、民国、建国初期

的陕西地区的民族史ꎮ 此外ꎬ«大宅门»«闯关东»«新安家族»«中国往事»«老农民»«父母爱情»
等 ２１ 世纪初期的影视剧都是以家族组织架构国家、民族故事的方式呈现跨越百年的家国历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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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以宏大的叙事格局与史诗性的艺术风格演绎着百年家族、民族、社会中波谲云诡的历史

风云ꎮ
(二)“家族树”结构与群像式圆形人物

影视剧“家国叙事”模式的艺术风格还表现在以中国家族、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树”状结构搭

建与群像式圆形人物塑造ꎮ 由于家国叙事类作品的主题一般较为宏大厚重深刻ꎬ相应故事内容

的表达就会比较丰富深刻ꎬ那么故事线索的设计与搭建也会相对复杂ꎮ “家族树”结构是为大众

所熟悉并能有效被其感知与接受的叙事结构ꎮ 将复杂的家国故事线索和群像式的人物角色架构

于“家族树”状结构之中ꎬ用大众熟悉的家族关系设计复杂的家国故事ꎬ是各类家国题材作品的

常见手法ꎮ 有效承载国家历史宏大叙事的家族组织ꎬ要么是人口繁盛的世家大族ꎬ要么是通过各

种家族姻亲、血缘、族亲等关系勾连的宗族、家族ꎬ要么是现代复杂关系网勾连出的大型家庭关

系ꎬ因为只有这种大型家族结构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复杂的家国叙事ꎮ «大宅门»就是通过白氏

家族的内部组织和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才架构起了晚清民国时期从皇室到贫民ꎬ从旧式家族到

早期维新派ꎬ从御用商人到小商贩ꎬ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地下党抗日ꎬ从清政府灭亡到新中国建

立的宏大史实性家国历史ꎮ 这类作品中的“家族树”式复杂结构与群像式圆形人物塑造的特征

都十分明显ꎮ 即使“国显家隐”式的«闯关东»«白银谷»«新安家族»«温州一家人» «白鹿原»等
作品ꎬ也基本上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家庭或家族的人物关系去设计家国叙事中群像式的人物ꎮ

剧作家莱辛认为:“只有性格是神圣的ꎬ加强性格ꎬ鲜明的表现性格ꎬ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的过

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ꎮ”①除了故事结构的复杂和人物的群像式设置ꎬ家国叙事的宏大格局和

史诗风格还为作品人物丰满圆润的性格塑造提供了足够的时间长度与空间容积ꎮ 在具有各种家

族身份的群体角色塑造中ꎬ家国叙事中的人物并非单一的扁平性格ꎬ而是丰富复杂的圆形性

格ꎮ② 家国叙事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塑造一般以群像式的圆形性格的人物为主ꎮ «红楼梦»塑造了

群像式的具有丰富复杂圆形性格的上至达官贵人、公子小姐ꎬ下至丫鬟小厮、婆子乃至管家、贩夫

走卒等各类大家族中的人物角色ꎻ«大宅门»«白鹿原»也塑造了从上层统治者到民间无产者ꎬ从
旧式学者到新时期革命者等多样而复杂的圆形家族人物群像ꎮ 这都是影像家国叙事作品在叙事

结构与人物塑造上的典型艺术表现ꎮ
(三)地域跨越与民族想象

家国叙事作品的宏大主题、复杂结构与史诗风格ꎬ还为作品空间地理的跨越与民族想象的集

成建构提供了足够的空间ꎮ 尽管当代文学与影像家国叙事作品多集中在明清民国时期的家族

史、抗战史、商战史ꎬ但横跨南北东西、风光绮丽旖旎的地域涵盖和勾连现代与历史、大陆与海外、
少数与主流的民族想象都是这类作品最具魅力的艺术内蕴ꎮ 除少数聚焦家族内部故事的作品如

«红楼梦»«京华烟云»«金粉世家»等作品之外ꎬ大多数家国叙事作品尤其是以知名家族故事表

现传统中上层社会史的«大宅门»«乔家大院»«大染坊»«新安家族»等都对中国广袤的地域空间

进行了跨越式的扫描ꎬ也对斑斓多彩的民族群像进行了多维度的集成展示ꎮ «大宅门»从北京百

年老宅、老号经营ꎬ到河北安国进药、陕西西安逃难ꎬ再到山东济南创业与东北进药ꎬ横跨北方地

区的几大核心地域ꎮ «大染坊»«乔家大院» «新安家族»这种凸显商战、彰显家国命运的叙事作

品ꎬ更是以商人擅长流动的方式扫描了中国大江南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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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人口迁徙的家国叙事作品跨越的地域空间就更为广阔ꎮ «闯关东»表现了山东底层人

民背井离乡“闯关东”的生存奋斗史ꎬ«走西口»«下南洋»表现了中国人民为了生存不断拓展自

己生存空间的民族开拓史ꎬ«温州一家人»更是将足迹伸展到了欧洲ꎮ 这种跨越地域的空间表达

和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族群的描摹与演绎ꎬ从物理、想象、虚构等空间角度建构了中华民族

的族群形象ꎮ 大范围的地域空间跨度ꎬ不但为作品搭建故事线索、塑造群像式的人物角色提供了

多样的空间素材和丰富的艺术来源ꎬ更对中华民族多样化的民族、生活、文化特点进行了系统表

达ꎮ 多彩的民族、多样的人群与族群、差异化的生活方式、迥异不同但又殊途同归的民族精神ꎬ都
通过跨地域性的空间建构表现了叙事者对中华民族的集成式想象与建构ꎮ

四、网络冲击与模式转型

２１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ꎬ受众对叙事作品的接受与认知具有逐渐图像化、影像化、娱乐化、
狂欢化与消费化的特征ꎬ图像与影像日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大千世界的主要方式ꎮ 伴随着经济、
技术持续发展下的新媒体语境扩张与弥散ꎬ传统家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中进一步与大

众个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认同相“脱嵌”ꎬ家国一体的意识不再是中国人认知个人与宇宙、自然、
社会关系的哲学基础ꎮ① 在被喻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互联网技术与文化的发展中ꎬ当代中国

大众意识形态中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建构不可避免地带有权利与契约、现实与虚拟等后现代文化

语境下的新时代烙印ꎮ 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ꎬ带动着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影像叙事经历着技术

的飞跃和艺术手法的快速嬗变与更替ꎮ 当代中国影像叙事ꎬ从传统电影、电视为主流的电子媒体

时代转向以互联网视频为主的网络新媒体时代ꎮ 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网
络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的流行和更迭中ꎬ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影像“家国叙事”的发展ꎮ

(一)网络冲击与影像“家国叙事”阶段性式微

影像家国叙事作品的原创发力ꎬ集中于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ꎮ 这一时期的家国题材影视剧

在社会上不断产生“现象级”②的收视与话题性作品ꎮ «大宅门» «闯关东» «新安家族» «木府风

云»«尘埃落定»«中国地»«中国往事»«老农民»等以家喻国式的影视剧ꎬ通过家庭、家族表现民

族、国族历史的形式与风格ꎬ形成了这一时期宏大家国题材影视剧叙事的洪流ꎮ 很多知名编剧如

高满堂、刘和平等人更是将“家国叙事”提升为一种极具作者风格的创作手法ꎮ 这些以家庭、家
族表现家国宏大历史的影像叙事ꎬ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以一年一部年度热播电视剧的频率ꎬ
制造了多次影像家国叙事的热潮ꎮ

影像家国叙事虽然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十分繁荣ꎬ但进入 ２０１０ 年之后却步履艰难ꎮ 在第

二个十年间ꎬ网络新媒体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越来越大ꎬ宏大家国叙事尤其是影像家国叙事深

受网络新媒体文化语境的冲击ꎮ 对此ꎬ有学者认为:“除了题材、风格、类型ꎬ电视剧的价值观也

在发生变化ꎮ 与个体的自由发展相关ꎬ跟这个时代青年人成长有关的自我实现、个体尊严、公平

发展相关的价值观被重点表达ꎬ而且ꎬ与传统的厚重、宏大、深沉不同ꎬ新一代观众更倾向轻松、幽
默、活泼等新的美学观念”③ꎮ 网络时代的受众偏爱“小时代”风格的题材内容ꎬ关注个人、自我ꎬ
喜好调侃和吐槽式的网络幽默ꎬ并倾向于颠覆、解构、恶搞那些严肃、宏大的经典叙事作品ꎬ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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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严肃宏大家国叙事的创作逐渐止步于老一辈创作者ꎮ 带有严肃现实主义和宏大家国情怀的叙

事作品ꎬ经常被年轻一代网民冠以“正剧”的帽子ꎬ这由此使之在网络认知与接受中逐步被小众

化、边缘化ꎮ 在网络文化影响下的新一代年轻受众对家国题材作品的美学要求和审美接受有了

迥异于 ２１ 世纪之初的标准ꎮ
以“９０ 后”年轻人为主的网络受众ꎬ不但对传统宏大叙事或基于现实主义的民间传奇式家族

叙事兴趣缺失ꎬ而且对流行于 ２０１０ 年左右的以华丽偶像为主的混搭型“家国＋商战＋偶像＋爱情”
等的亚类型家国叙事也在新奇之后产生审美疲劳ꎮ ２０１０ 年后以家国历史作为叙事噱头的青春

偶像剧«国色天香»«抓住彩虹的男人»等在收视率狂飙之外ꎬ一些对其质量的质疑与批评反而制

造了热闹一时的网络话题ꎮ 宏大的影像家国叙事创作没能再掀起社会热潮ꎬ不论是 ２０１３ 年聚集

几大国际影后、影帝联袂出演的«海上孟府»ꎬ还是 ２０１５ 年借助“ＩＰ”热度卖力宣传的改编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ꎬ甚至是 ２０１７ 年口碑爆棚的大制作«白鹿原»ꎬ都没能真正地吸引年轻观众ꎮ 尽管

这些作品在影像拍摄和后期特技制作上都有了电影化的升级ꎬ但由于制作与播出持续时间较长ꎬ
播出时的作品在人物造型、空间舞美、叙事主题上延续的依旧是传统严肃、宏大、厚重型的史诗性

家国叙事风格ꎬ这使得上述作品对网络时代年轻受众的吸引力十分有限ꎮ 通过考察第二个十年

的家国叙事可知ꎬ影像家国叙事从创作层面到接受层面都面临着阶段性的式微与萧瑟ꎮ
(二)“家退国隐”:影视剧“家国叙事”转型

伴随着网络 ２.０ 时代互联网视频的崛起ꎬ宏大家国叙事在年轻受众中进一步被边缘化ꎮ 网

络玄幻、奇幻、魔幻题材的叙事构成了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制作的红海ꎬ“小鲜肉” “流量明星”
“大 ＩＰ”开发频频成为 ＢＡＴ(百度、阿里、腾讯)资本大鳄入局影视产业的投资首选ꎮ 影像家国叙

事在互联网语境的频繁冲击之下ꎬ不得不开始了叙事模式上的新探索ꎮ 影像家国叙事从厚重、严
肃、史诗性的宏大美学追求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转向以娱乐、消费为指向的“传奇”“奇观”式美学

风格ꎮ 不论是宏大的家国命运主题还是“家族树”状结构ꎬ不论是长时间的跨度还是严肃、厚重

的史诗性影像风格ꎬ都在网络时代的影像家国叙事中被淡化ꎬ“家退国隐”式的叙事模式开始凸

显ꎮ
所谓“家退国隐”式叙事模式主要表现在影像家国叙事作品在叙事主题上开始倾向对流行

性“轻主题”的聚焦ꎬ家族式的群像人物和复杂的“家族树”状结构被进一步简化ꎬ造型空间上开

始注重对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认可与追随等ꎮ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ꎬ传统电视剧制作人丁黑导演创

作的家族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原名«大义秦商»)就是影像家国叙事在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新

尝试ꎮ 这部作品的叙事在网络受众归拢上所取得的些许进展ꎬ似乎颇能代表当下家国题材影视

剧在叙事艺术上的探索方向ꎮ «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家国叙事正处于新旧转换之时ꎬ从早期剧名

«大义秦商»的命名可知ꎬ原本丁黑导演计划创作的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严肃、厚重的宏大史诗

性长篇历史电视剧ꎮ 但在作品播出时ꎬ制作团队却不惜将严肃正剧风格的剧名«大义秦商»修改

为网络感十足的«那年花开月正圆»ꎬ故事的显性叙事主题也由秦商大义转为网络小说式的流行

性“爱情轻主题”ꎮ 把“家国大义”包装在“大女人”的爱情与事业传奇之下ꎬ以凸显“女性爱情”
的方式将网络流行文化中的“暖男”“玛丽苏”“大女主”“商业传奇”等流行符号植入作品之中ꎬ
成功实现了作品对网络时代年轻受众的兜售ꎮ 虽然这一修改遭到了批评界的嘲讽与指摘ꎬ却挽

救了家国题材影视剧江河日下的窘态ꎮ 在成功俘获网民之后ꎬ“秦商大义”这一被隐藏的严肃家

国主题ꎬ反而在流行叙事之下被网民挖掘出来展开了热烈讨论ꎮ 陕西地域空间里的民族文化、饮
食文化、风俗文化ꎬ也被包装在绚丽精美的服饰、造型、舞美和讲究的电影化镜头之下ꎬ成功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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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生代”的年轻观众ꎮ 虽然«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剧情发展和主题指向在播出的后半段受到

批评ꎬ但从叙事角度考察ꎬ它仍旧称得上是家国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者在网络媒体时代主动进行家

国叙事转型与探索的一次有益尝试ꎮ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ꎬ影视剧的这种网络化转型首先表现出的特点就是严肃“家国”内容的进

一步退隐和网络流行美学风格的置换ꎮ 用网络流行文化吸引年轻受众ꎬ用后现代的流行美学与

时尚化的影像话语演绎被抽象化、符号化的家族、民族故事ꎬ用具有网络共鸣的人物“个性”与造

型去引发观众讨论ꎬ让观众首先关注到作品ꎬ然后再进一步接受、热爱、追捧作品ꎬ最后引导粉丝

深挖家国文化细节ꎮ 这种迎合网络时代的文化与审美趋向ꎬ将严肃家国题材包装在网络美学的

风格下进行兜售的叙事手法ꎬ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为大部分创作者尤其是新一代年轻创作者的共

识ꎮ 这种家族故事和国家、社会历史故事双双隐退ꎬ个人命运与个人性格、思想、感情同步凸显的

“家退国隐”式新型家国叙事ꎬ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家国题材影视剧在创作中不断试验的新方向ꎮ
但网络文化语境的多元化与多变性使得影视剧中的“家退国隐”式家国叙事仍旧面临着网络文

化语境快速变迁的挑战ꎬ叙事模式的转型仍旧处在变动之中ꎮ

结语

总的来看ꎬ影视剧“家国叙事”源自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潜意识ꎬ在承继经典文学“家国叙

事”的传统中建构ꎬ历经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民族叙事的经典模式之一ꎮ 在网络新媒体

时代ꎬ这种叙事传统和其他传统叙事艺术一样也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新技术与新型文化思潮的冲

击ꎮ 影像家国叙事如何能再出精品ꎬ再次赢得年轻受众ꎬ仍旧是叙事者所面临的棘手问题ꎮ 但中

国影像家国叙事作品的阶段性式微并不代表着未来优秀作品的缺失ꎮ 放眼全球ꎬ网络时代的优

秀家国影视剧并没有衰减反而成喷涌之势ꎮ 美国 ＨＢＯ(Ｈｏｍｅ Ｂｏｘ Ｏｆｆｉｃｅ)的«权利的游戏»«黑帮

家族»ꎬ英国 ＩＴＶ(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的«唐顿庄园»ꎬＢＢＣ(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的
«楼上楼下»等ꎬ不论是演员的选择、表演还是叙事空间中各类家族空间的建构与拍摄制作ꎬ无一

不以精美的故事、华丽的造型、精湛的表演、酷炫的场面以及精益求精的文化细节ꎬ在收获口碑与

收视率之余ꎬ坐拥大批网络拥趸ꎮ 中国的影像家国叙事ꎬ在新的技术与文化语境下需要尽快探寻

出契合当代受众叙事接受的手段与风格ꎬ才能再次吸引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年轻受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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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Ｖ Ｐｌａｙｓ

Ｌｉ Ｊｉｎｑｉ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Ｖ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 ｈａ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ｉ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Ｖ ｐｌａｙ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ꎬ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ｇｒａｎｄ ｅｐｉｃ ｓｔｙｌｅ”ꎬ ｔｈｅ “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ｅｅ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ꎬ ｔｈｅ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 － ｉｍ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Ｖ ｐｌａｙｓ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Ｖ ｐｌａｙｓꎻ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ꎻ ｍｏｄ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ꎻ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ꎻ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ꎻ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ｅｄｉａꎻ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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