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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

张梦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ꎬ北京ꎬ１００７３２ )

　 　 摘要:　 ２０ 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ꎬ就是 ８０ 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ꎬ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

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ꎬ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
道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ꎬ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ꎬ对
鲁迅作理性分析ꎬ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ꎬ取得了与 ２０ 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

成果ꎮ 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ꎬ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ꎬ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ꎬ
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ꎮ 简而言之ꎬ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逐步从

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ꎬ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ꎬ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

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ꎮ 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ꎬ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

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ꎮ
关键词:　 鲁迅学ꎻ王富仁ꎻ东亚鲁迅ꎻ李冬木ꎻ«鲁迅全集»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０１－３７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３０
作者简介:张梦阳(１９４５—　 )ꎬ男ꎬ山东临清人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ꎮ

　 　 经过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９９ 整整 ８０ 年的曲折历程ꎬ中国鲁迅学终于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ꎬ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就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ꎬ很多人认为中国鲁迅学已经到头ꎬ无法再有进展了ꎮ 相对 ２０
世纪来说ꎬ这门学科也显得沉寂ꎬ再没有以前那样的喧哗和热闹ꎮ 而我认为学问就是在寂静中缓

慢行进的ꎬ没有了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运动”式的喧闹和八九十年代那样热火的场面ꎬ正说

明中国鲁迅学开始成熟ꎬ更加深入ꎬ进入了真正研究学问的寂静期———“后鲁迅时代”ꎮ
２０ 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ꎬ就是 ８０ 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ꎬ政治化、概念化、

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ꎬ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

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ꎮ ２１ 世纪ꎬ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ꎬ回到鲁

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ꎬ对鲁迅作理性分析ꎬ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

道路ꎬ取得了与 ２０ 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ꎮ
中国鲁迅学学者不会再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研究热时那样ꎬ为已经摆好

的结论再一次补充上一份例证ꎻ为鲁迅世界观是什么时候转变的ꎬ而拘泥一些词句进行无谓的争

论ꎻ不会再走这种“经学”之道了ꎮ 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ꎬ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

回失去的自我ꎬ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ꎬ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ꎮ 简而言

之ꎬ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人间化”ꎬ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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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这一目标ꎬ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ꎮ 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

取得的最大成绩ꎬ也是新世纪“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ꎮ

一、从“神”到“人”———“‘鲁迅接受’的再次翻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人类的精神史ꎬ就是一个“悟”即逐步觉悟的过程ꎮ 从“神”的时代ꎬ到
“王”的时代ꎬ历尽曲折和艰辛ꎬ付出了不知多少生命与鲜血ꎬ才终于走到“人”的时代ꎮ 鲁迅不信

“神”ꎬ也不信“王”ꎬ只相信“人”自己ꎮ 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或“王”ꎬ连所谓“导师”也
不当ꎬ只把自己看成普通人中的一员ꎬ当作“进化的链子”上的“中间物”ꎬ和大家特别是青年一起

求索人生之路ꎮ 而鲁迅最大的贡献ꎬ也正是在中国从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里ꎬ启悟人

们从“神”和“王”的桎梏下挣脱出来ꎬ悟己为奴ꎬ从而觉醒为“人”———从奴隶成为“真的人”ꎮ
由于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ꎬ鲁迅作为一个人的本体价值回归了ꎬ鲁迅重新回到

了人间ꎬ实现了“‘鲁迅接受’的再次翻转”ꎮ 鲁迅的“人间化”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进展

与特点ꎮ
开风气之先的是周令飞主编、葛涛编选的«鲁迅零距离»ꎮ 这本书的编选原则如周令飞在序

言中所说:“一、正如书名所示ꎬ必然选择和鲁迅先生有过直接接触和交往的人士撰写或发表的

回忆鲁迅的文章ꎬ以亲历者对鲁迅的亲身感触为重点选择文章ꎻ二、鉴于一些文章在建国后有所

改动ꎬ一些建国后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或多或少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ꎬ所以本书只编选民国时期

撰写或发表的回忆鲁迅文章ꎬ由编者对入选文字参照原发表报刊进行校勘ꎬ保留文章历史原貌ꎬ
使读者通过这些回忆文章可以回到历史的现场ꎬ感受历史上存在过的鲁迅的真正的风采ꎻ三、文
章编排以时间为线索ꎬ尽量呈现民国不同时期鲁迅的面貌ꎮ 另外ꎬ要选择不同类型的作者ꎬ特别

选择一些普通人撰写的鲁迅回忆ꎬ从而展现不同年代、不同人笔下鲁迅形象的异同和变化ꎬ恢复

鲁迅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ꎮ”①

“以亲历者对鲁迅的亲身感触为重点选择文章”ꎬ“只编选民国时期撰写或发表的回忆鲁迅

文章”以避免“时代因素的影响”ꎬ“使读者通过这些回忆文章可以回到历史的现场ꎬ感受历史上

存在过的鲁迅的真正的风采”———这是恢复历史现场的“原鲁迅”的基本原则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那些亲身接触过鲁迅的人大多故去了ꎬ不管真实与否ꎬ都不可能写什么回

忆文章了ꎮ 但是ꎬ有一位跟鲁迅最为亲密的人却出版了一部最为贴近“原鲁迅”的回忆录ꎮ 这就

是鲁迅的独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②ꎮ 这部回忆录向人们真切地展现出作为父亲的鲁迅

极其慈爱、生动的一面:亲自配制药粉为儿子膝盖部位的疮口敷药ꎬ夏季不顾自己“满身痱子”ꎬ
用“兜安氏”痱子药水浸湿的海绵轻轻涂在儿子胸上或背上字里行间无一不透露出“为人

父”的鲁迅慈父的一面ꎮ 回忆录还以铁的历史事实戳穿了“文革”时期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制造的

“神话”ꎮ 例如所谓“鲁迅读书屋”ꎬ不过是鲁迅一间藏书室ꎬ很暗ꎬ很冷ꎬ根本不可能读书ꎬ更不可

能夜间在里面灯下读书ꎮ
努力贴近原鲁迅的著作还有阎晶明的«鲁迅还在»ꎮ 如正在盛年的鲁迅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郜元宝所说ꎬ这部书的意义在于作出“对中国的‘鲁迅接受’再次进行翻转”③ꎬ是新世纪鲁迅“人

２

①
②
③

周令飞主编ꎬ葛涛编选:«鲁迅零距离»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序言ꎮ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ꎬ海口:南海出版公司ꎬ２００１ 年ꎮ
郜元宝:«“鲁迅接受”的再次翻转»ꎬ«书城»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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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化”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这种评价ꎬ不是就书论书ꎬ而是以中国鲁迅学史的历史眼光去看该书在

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以充满激情的诗人的笔触启动

了“中国‘鲁迅接受’”的首次“翻转”ꎬ让鲁迅开始走向人间ꎮ 而这次ꎬ阎晶明是以前所未有的视

角和笔致ꎬ从烟、酒、病与生活的城市、资助的青年作家甚至于鸟兽昆虫等细微处ꎬ还给读者一位

活生生的“烟火气”的“人间鲁迅”ꎮ 该书的笔调是亲和、散文化的ꎬ但随意却绝不随便ꎬ而是经过

了作者非常严格的史实考证与极其细致的生活体味ꎮ 例如其中的代表作«起然烟卷觉新凉———
鲁迅的吸烟史»ꎬ几乎将鲁迅著作和有关回忆录中与吸烟相联的事实与细节全部囊括:鲁迅各个

时期吸什么牌子的香烟ꎬ吸烟的姿势、情状、环境、言谈ꎬ等等ꎮ 鲁迅自己嗜烟ꎬ但却体贴别人ꎮ 去

探视患肺结核的韦素园时ꎬ谈了几个钟头后ꎬ素园几次请他吸烟ꎮ 鲁迅为避免病室有烟味ꎬ影响

病人健康ꎬ都摇头说不吸了ꎬ实在忍不住了ꎬ才走出病室ꎬ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一支烟回来ꎮ 这件

小事充分表现了鲁迅对别人的体贴ꎮ 吸烟有助于思考ꎬ也有利于更好地战斗ꎮ 鲁迅在«藤野先

生»中写道:“每当夜间疲倦ꎬ正想偷懒时ꎬ仰面在灯光中看见他黑瘦的面貌ꎬ似乎正要说出抑扬

顿挫的话来ꎬ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ꎬ而且增加勇气了ꎬ于是点上一支烟ꎬ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

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ꎮ”女师大风潮中ꎬ章士钊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一职ꎬ鲁迅反倒要请

朋友抽价格贵的海军牌好烟ꎮ 如文章最后所言:“鲁迅是个真真实实的人ꎬ从他对香烟这一件事

情上看ꎬ他自有常人共有的脆弱甚至‘自制力’的薄弱ꎮ 唯其如此ꎬ我们更会理解鲁迅是一个生

活于人间的战士而并非是超然于‘人间烟火’之外的神明ꎮ”①

至于酒ꎬ则在«把酒论当世 先生小酒人———鲁迅与酒»中被“诗意化”了:“«两地书»的‘酒’
字含义颇值得玩味”ꎬ既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成了一个故意不去实指、不去捅破的虚拟之辞、游
戏之说”ꎬ又是“两人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保持传递关心、关注以及积极回应的姿态ꎬ双方宁愿就

此虚拟地讨论下去”ꎮ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ꎬ又发出了文人性情与酒、文章与

酒的绝妙之论ꎮ 在小说里ꎬ使魏连殳、吕纬甫等人物因酒而袒露内心ꎬ«阿 Ｑ 正传»里ꎬ酒则起着

点化情绪等作用ꎮ 因此ꎬ“谈谈鲁迅与酒ꎬ并非是小题大做的刻意为文ꎬ实在是一扇值得推开的

窗户ꎬ可以看到一个复杂的微妙的世界”ꎮ 至于病ꎬ鲁迅是多病的ꎮ 鲁迅的生命史ꎬ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他的疾病史:“自幼的‘牙痛党’ꎬ长期的胃病患者ꎬ青年时就累积下肺病隐患的清瘦之人ꎬ
在自己搭建的‘老虎尾巴’里和阁楼上写作的作家ꎬ生活没有规律、烟酒常伴随其日夜的写作者ꎬ
必须以超负荷的劳作去换取众多家庭支出的承担者ꎬ一个无私帮助青年、文友的热心人ꎬ一个绝

不与敌手讨论‘宽恕’问题的不屈者ꎬ突然间放下了一切ꎬ包括放下了缠绕他一生的病痛ꎮ”从烟、
酒、病等人生苦痛纠缠的鲁迅生活画面中ꎬ我们看到了鲜活的质感ꎬ生动的印象和“一颗热烈的

心ꎬ感受到一个时代里流淌着的人间真情”ꎮ 最近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阎晶明的“鲁迅

研究系列”中的一本全新版«鲁迅与陈西滢»ꎬ再度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ꎮ 作家邱华栋在评论该

书时说:“阎晶明对鲁迅的研究ꎬ从方法论上极具价值ꎬ以微观研究的方法ꎬ放大当时的文学论

战ꎬ条分缕析ꎬ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作为民族魂、中国新文学旗手的思想发展的行程ꎬ和他经久不衰

的魅力所在ꎮ 正因为有了阎晶明的微观、放大、显微的研究ꎬ鲁迅的魅力才不断地缓释出来ꎬ在时

间和当今新时代的背景下ꎬ继续放射着灿烂的光芒ꎮ”②这样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ꎬ于细微处见

精神ꎬ才是真正令人敬服的伟人ꎬ使读者打心眼儿里接受ꎮ

３

①
②

阎晶明:«鲁迅还在»ꎬ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２６ 页ꎮ
邱华栋:«显微镜下的鲁迅研究———读阎晶明‹鲁迅与陈西滢›»ꎬ«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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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促使“‘鲁迅接受’的再次翻转”的并不只是一人一书ꎬ而是早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就开始

酝酿ꎬ新世纪渐成气候的一种潮流ꎮ 孙郁就是这种潮流的重要推动者ꎮ 他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就

以温润、亲切、动人的散文笔触写了一系列研究和宣传鲁迅的书:«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鲁迅书影录»(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鲁迅与陈独秀»(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鲁迅忧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鲁迅与俄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版)ꎬ«鲁迅藏画录»(花城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鲁迅遗风录»(江苏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ꎮ 其中ꎬ
«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乃孙郁心血所注ꎬ主要是在周氏兄弟互为参照中ꎬ描述两种精神的坐标的内在

意义ꎮ 这本书留下了孙郁自己对生命的理解ꎬ借鲁迅以纾解自己的思想困顿ꎮ 他深知自己的周作

人气较浓ꎬ想借鲁迅稀释自己ꎬ然而最终还在徘徊之中ꎮ ２０００ 年出版的«鲁迅与胡适»是自由主义

思潮兴起时的一种反思ꎬ把鲁迅与胡适放在大的背景下讨论ꎬ旨在强调他们互有价值ꎬ不可偏废ꎮ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鲁迅与陈独秀»则从政党政治视角探讨知识分子的问题ꎬ其实是想把鲁迅与政党文

化的区别呈现出来ꎬ从而体现鲁迅与同代人的差异ꎮ 这三部曲属于鲁迅与周围关系的讨论ꎬ涉及一

些棘手问题ꎬ所思皆为心语ꎬ无学院派的气息ꎬ面对问题进行思考ꎬ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新颖的思

路ꎬ论点也时见亮度ꎮ 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鲁迅忧思录»ꎬ试图探讨鲁迅的内在世界ꎬ其中«鲁迅的话语

维度»«鲁迅眼里的美»有属于自己的独到心得ꎬ思考问题比较深入ꎮ ２０１４ 年出版的«鲁迅与俄国»ꎬ
探讨了鲁迅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交叉之处ꎬ在文本对读方面有别样

的阐释ꎮ 而«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则系统研究了鲁迅与政党文化的区别ꎬ还原鲁迅左翼化

的逻辑起点ꎬ强调不要以列宁主义来套鲁迅的思想ꎬ鲁迅的接受马克思主义ꎬ其实政党意识很少ꎬ属
于草根的左翼ꎮ 这些观点ꎬ受到学界的关注ꎮ ２０１６ 年ꎬ纪念鲁迅逝世 ８０ 周年ꎬ其推出了«鲁迅遗风

录»ꎮ 书中对鲁迅传统有诸多描述ꎬ主要思考鲁迅逝世后弟子们与友人对其思想的继承与传播ꎻ对
于鲁迅的丰富性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人那里何以得到延伸的问题ꎬ有自己的考量ꎻ也写到日本、韩国

学者的鲁迅遗风问题ꎬ注意不同时期域外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态度ꎬ在对鲁迅遗产不断阐释过程

中ꎬ文化的变迁之迹也得以关注ꎮ
近年来ꎬ孙郁还注意到鲁迅的知识结构问题ꎬ一些论文较过去更见系统ꎮ «鲁迅的暗功夫»①

还原了鲁迅的知识谱系ꎬ而«鲁迅对庄子的另类叙述»②«鲁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③的写

作ꎬ试图寻找其思想隐形的因子ꎬ绝不是泛泛之比附ꎬ而是属于自己的独思ꎮ
总之ꎬ孙郁的文章从鲁迅心理世界的探寻ꎬ逐渐走向鲁迅周围的同时代人群世界ꎬ将其放在

那个时代氛围和文人世界中考察并呈现鲁迅作为独特的异数的存在ꎮ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ꎬ从鲁

迅的知识结构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与自我有限性克服与表达中ꎬ一步步地呈现出鲁迅世界的复杂

性和丰富性ꎮ 孙郁的文章不仅仅持论客观ꎬ还在于其文章结构的散而有序、表达方式的丰富圆

润、用词的古雅等ꎬ也就是说孙郁文章的辞章学特点更加突出ꎬ自成一体ꎮ 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

灵活自如的“串珠式”结构、丰富多变的句式使用、多种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ꎬ而且非常讲究史实

考据ꎬ从文章中随处可见史料的引用和精密的注释ꎬ主要观点都有确凿的材料支撑ꎬ从未离事而

言理ꎮ 具有飞扬的神思、严谨的学术ꎬ还有真情的感兴和美妙的诗境ꎬ思想价值和文体价值兼备ꎮ

４

①
②
③

孙郁:«鲁迅的暗功夫»ꎬ«文艺争鸣»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孙郁:«鲁迅对庄子的另类叙述»ꎬ«文艺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孙郁:«鲁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ꎬ«文学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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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之如啜陈窖茅台ꎬ甘醇绵长ꎮ
努力恢复历史现场中“原鲁迅”的突出成果还有董炳月的«鲁迅形影»ꎮ 著者在“后记”中

说:“这个‘形’可以置换为‘本体’ꎬ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ꎬ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名家伊藤虎

丸的‘原鲁迅’概念ꎮ 我所谓的‘影’ꎬ即‘形’(鲁迅之‘形’)的投影ꎮ 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

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ꎬ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ꎬ即鲁迅之‘影’ꎮ”①这与笔者在«中
国鲁迅学通史»“绪论”中所说的“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是相通的:“鲁迅本体只有一个ꎬ在人们

心中映射出的鲁迅形象ꎬ我们简称之为‘鲁迅映象’ꎬ却是无限多样的ꎮ 的确是一千个鲁迅读者

心中可能有一千个鲁迅映象ꎮ 鲁迅本体的惟一性与鲁迅映像的多样性之间ꎬ存在着复杂、微妙的

内在联系ꎮ”“一部中国鲁迅学史ꎬ其实就是一部‘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之间不断悖离又不断

契合的历史ꎮ”②鲁迅学家努力的方向就是致力于“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的契合ꎬ拨开使二者

悖离的迷雾ꎮ 董著的意义恰恰在这里ꎬ是还鲁迅、尤其是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的历史原貌ꎮ 其

中ꎬ该书第一章«“仙台神话”的背面»最为别开生面ꎮ 仙台时期是“鲁迅之诞生”的重要时期ꎬ著
者认为鲁迅是为逃避清朝留学生而去仙台ꎬ但施霖的出现、藤野先生的疑问、幻灯片上的画面ꎬ都
使鲁迅意识到逃避的不可能ꎮ 文章根据众多史料还原鲁迅作为普通留学生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

界ꎬ首次挖掘出施霖这个和周树人一起在仙台医专学习的中国留学生ꎬ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

“仙台神话”背后被压抑的孤独的青年鲁迅形象ꎮ 在著者那里ꎬ鲁迅没有被当作“神”ꎬ而是作为

“普通人”和“人间”鲁迅来研究ꎬ显现出符合历史原貌的“原鲁迅”ꎮ 诚如学者赵京华所言:“追
随鲁迅的脚步ꎬ董炳月在新时期到日本留学ꎬ他的著作在复原明治日本的思想场域、为作家鲁迅

的诞生提供背景方面贡献诸多ꎮ”可以说在述说仙台鲁迅方面ꎬ之前无一人可比董炳月ꎮ 董炳月

此书引人注目的就是同去仙台医专的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出现ꎮ 这是鲁迅本人没有说过ꎬ有关研

究论著也从未提及的ꎬ这对于了解青年鲁迅在仙台的思想、心理的本来状况有重要的启发ꎮ 其宽

广的学术视野、细腻的文本释读以及深刻的鲁迅认同ꎬ使这本著作呈现出新的研究特质ꎮ
新世纪还出版了 ４ 部新的鲁迅传: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ꎻ吴中杰的«鲁迅传»«鲁迅后传»ꎻ

陈漱渝的«搏击暗夜»ꎻ张梦阳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ꎮ 这些传著也对鲁迅的“人间化”起
到了推动作用ꎮ

二、鲁迅各个时期的住所、身份、交游

鲁迅一生居住过的地方主要是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ꎬ在这些地方有不同的身份与交

游ꎮ 过去对这些史实进行过研究ꎬ例如薛绥之主编的 ６ 大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就是做的这项

工作ꎬ但是缺乏对某一点的专门性的深入研究ꎮ 新世纪以来ꎬ鲁迅研究开始在这方面有所弥补ꎮ
下面按地点逐一评述:

(一)绍兴

鲁迅在绍兴研究的权威专家ꎬ无疑是裘士雄ꎮ 他的专著«鲁海拾贝»③ꎬ计 １６.５ 万言ꎬ分探

微、钩沉和走笔 ３ 类ꎬ对鲁迅在绍兴的行迹作了极为细致的勾勒ꎮ 该书出版后ꎬ北京«鲁迅研究

月刊»«绍兴日报»和日本«中国近代文学»等都有书评、读后感发表ꎮ 林非致信作者给予鼓励:

５

①
②
③

董炳月:«鲁迅形影»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４９ 页ꎮ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ꎬ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４、９ 页ꎮ
裘士雄:«鲁海拾贝»ꎬ大连:大连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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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鲁海中畅游多年ꎬ也捡拾了许多宝贝ꎬ希望能继续拾贝下去ꎮ”日本松冈俊裕教授说该书

“有特色ꎬ我喜欢看”ꎮ 绍兴市政协主席戴本妥特地致信说“初读该书ꎬ就感到很有绍兴的特点”ꎬ
鼓励作者“发扬光大鲁迅精神的内涵ꎬ挖掘深埋的宝藏ꎬ写出更多的华章ꎬ为绍兴历史文化

名城增光添色”ꎮ 日本丸尾常喜教授在其«鬼与人»中亦多次引用ꎮ
裘士雄继续努力ꎬ近年接连出版了«鲁迅与他的乡人» (西泠印社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版)ꎬ

«鲁迅与他的乡人二集»(西泠印社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版)ꎬ«鲁迅与他的乡人三集»(西泠印社出

版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版)ꎮ 鲁迅在故乡生活、工作了近 ２０ 年ꎮ 裘士雄生于斯长于斯ꎬ在绍兴鲁迅纪

念馆长期担任馆长ꎮ 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责任ꎬ也有条件将鲁迅与有关的绍兴人、事、地、物等

史料抓紧搜集并及时加以整理ꎬ力争以图书出版形式贡献给鲁学界和全社会ꎮ 几十年来ꎬ他克服

困难ꎬ一直在努力着ꎮ «鲁迅与他的乡人»分三集ꎬ连续 ３ 年出书ꎬ分别写有 １２３ 位、１３４ 位和 １８９
位乡人ꎬ共 ４４６ 人ꎬ与鲁迅有关的乡人 ９０％已编入这套书里ꎮ 裘士雄在书中说道:“凡是鲁迅作

品谈及的古今绍兴人固然要写ꎬ且不论大小人物ꎬ那些与鲁迅有过往还、有史料依据、亦能为读者

认可的绍兴人ꎬ即使在鲁迅作品中未曾提及ꎬ笔者亦拟尽量发掘采写(如鲁迅的岳母朱俞氏、二
姨夫郦拜卿等)ꎬ希冀在鲁迅史料收集及其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突破ꎮ 同时ꎬ考虑到现今已是读

图时代ꎬ亦应注重史料、文献的完整性ꎬ故配发较多的相应图照ꎮ”对此ꎬ许多海内外鲁迅研究专

家、学者和“乡人”子孙后裔也很关心、很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日本学者中岛长文来信说:
“«鲁迅与科普»和«鲁迅与他的乡人»这两部书都是非先生不可做的ꎮ 现在的中国在各方面

变化得很厉害ꎮ 风俗习惯越来越变ꎬ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的话ꎬ中国人自己也会很快地忘掉了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先生的工作是无比可贵ꎮ 两部书可以说是宝书ꎮ” «鲁迅与他的乡人»这套书与

«鲁迅在绍兴踪迹掇拾»«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鲁迅在绍兴»«乡友忆鲁迅»«故乡人士论鲁迅»
等图书ꎬ可让广大鲁迅研究者了解鲁迅与故乡有关的人、事、地、物ꎬ以及掌握故乡研究鲁迅等情

况ꎬ对鲁迅研究大有益处ꎮ 有读者来信说:(这些图书)“太有史料价值ꎬ对时代、人物的认识

更加形象化、细节化了ꎮ 裘老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ꎮ”
(二)南京

南京是鲁迅离开故乡绍兴前往求新学的第一站ꎬ在他一生精神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徐昭武编著出版了«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①ꎬ对鲁迅在南京的经历、行迹、
心情作了空前详细、生动的描述ꎮ 尤其是«江南水师学堂文献史料»和«江南路矿学堂文献史料»
甚为珍贵ꎬ使读者联想到鲁迅这一代人“走异路ꎬ逃异地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复杂心情ꎬ既要受

众人异样眼光的鄙薄ꎬ又开始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科举道路决裂ꎬ感受“新学堂”异样的新风ꎮ 正

是从这里出发ꎬ才会有后来的鲁迅ꎮ 正如钱理群在该书的序中所说:“我们今天在近七八十年后

重读这些文章ꎬ仍然深受启示ꎬ这就是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生命力所在ꎮ”
(三)北京

写鲁迅在北京的书不少ꎬ但新出的一本书却不同凡响ꎮ 这就是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②ꎮ
这本书以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在北京的寓所———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 １１ 号为空间线索ꎬ以将近

１ 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经ꎬ将周氏兄弟的私人生活轨迹和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变迁的重大事件

融为一体ꎬ从新的角度呈现了对“二周”两位文化巨人的深刻认识ꎮ 作者是国内鲁迅学的知名学

６

①
②

徐昭武编著:«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ꎬ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ꎮ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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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专家ꎬ围绕八道湾 １１ 号相关史料、人物、细节ꎬ作了详细的考证ꎮ 对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
以及周作人投靠日本人等重大事件ꎬ都作了详细的回瞻和分析ꎬ既无文过饰非ꎬ也无过度批判ꎮ
著作史料丰赡ꎬ精细严谨ꎬ涉及周氏兄弟的亲情、家庭、子女、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活动ꎮ 对周作人

将鲁迅逼出家门、抗战之后投靠日本附逆、在建国后的遭遇、靠翻译和提供鲁迅史料赚取稿费和

社会名声为生、凄凉终老等史实ꎬ作者娓娓道来ꎬ笔力深厚ꎬ炉火纯青ꎬ文字经得起咀嚼和回味ꎬ常
使读者在幽微之处有骊珠之获ꎬ唏嘘感慨不已ꎮ

作者黄乔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ꎬ«鲁迅研究月刊»主编ꎬ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ꎬ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ꎮ 长期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ꎬ与孙郁合作编

辑出版了«回望鲁迅»(２２ 卷)ꎬ«回望周作人»(８ 卷)等史料丛书ꎬ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
«自然与人生的盛宴———莎士比亚戏剧»«鲁迅与胡风»«鲁迅图传»«鲁迅像传»«鲁迅:战士与文

人»等ꎮ 另有译作多种ꎮ
不管鲁迅居住在哪里ꎬ他不可能始终一人独处ꎬ总要与外界有所交游ꎮ 陈洁的«鲁迅与教育

部同僚交游考论»①ꎬ就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次对鲁迅的交游作系统研究的文章ꎮ 从选题本身

和论述来说都具有开拓和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ꎬ对鲁迅研究有较大突破ꎮ 在北京城(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这一时空中ꎬ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论述了北京空间的政治性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影响ꎬ将鲁迅

在北京城与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各种交游相互关联起来ꎬ形成网络结构ꎬ产生对鲁迅文学与思想的

新认识ꎮ 社会空间的逻辑之一是隐喻性ꎬ鲁迅把对空间的认识写入了文本ꎬ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

都与空间相关ꎮ «野草»是鲁迅对北京城市空间思考的一个高峰ꎬ首篇«秋夜»就是描写社会空间

的杰作ꎮ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ꎬ该书以历史研究的方法为基础ꎬ在史料的收集上“集腋

成裘”ꎬ发掘并考证了大量沉睡于鲁迅博物馆的新史料ꎬ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理论的提升ꎮ
任职教育部ꎬ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基本社会身份ꎮ 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往密切的时期主要

集中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７ 年ꎬ主要僚友有两类:浙籍同僚和留学归国的同僚ꎮ 这两类僚友又存在交集ꎮ
在其浙籍同僚中ꎬ蔡元培、董恂士先后担任过教育总、次长职位ꎬ因为受到他们的器重ꎬ鲁迅一度

受到重用ꎬ接手并完成了一批重要工作ꎮ 鲁迅在与僚友的合作中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ꎮ 书中对鲁

迅在绍兴会馆时期钞古碑及其在教育部的工作给予正面论述ꎬ揭示出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职务

与鲁迅在业余时间钞古碑及其文学和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ꎮ
鲁迅和浙籍同僚夏曾佑在思想上的矛盾ꎬ对鲁迅升职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社会教育司司长夏

曾佑离职时ꎬ鲁迅本是升任司长的最佳人选ꎬ而接任司长的却是高步瀛ꎮ 蔡元培辞职ꎬ董恂士辞

世后ꎬ１９１７ 年ꎬ鲁迅的僚友们受到范源濂外放的打压ꎮ 此后ꎬ教育部的工作和同僚交游在鲁迅日

记中的记载逐渐减少ꎮ
鲁迅、朱希祖等章门弟子ꎬ在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中顺利通过议案ꎬ带动了章门弟子进

入北京大学ꎬ其中包括钱玄同ꎮ 鲁迅与新文化人的交往始于这批章门弟子ꎮ «域外小说集»得到

«新青年»同人欣赏并得以重印ꎬ使鲁迅因东京时期文学活动的挫折而冷却的热情再度被点燃ꎮ
应钱玄同的约稿ꎬ他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ꎬ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ꎬ继
而与«新青年»同人有了进一步的交往ꎮ

因小说而成名后ꎬ鲁迅相继被北京大学等高校、中学聘请为教师ꎮ 他开设的«中国小说史

略»等课程具创举性质ꎮ 鲁迅通过授课进行学术传承、文学和思想的启蒙ꎻ通过文学课堂和指导

７
①陈洁:«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游考论»ꎬ«现代中文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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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学社团ꎬ培养青年作家ꎮ
为了培养新的青年战士ꎬ鲁迅在北京创办了«莽原»ꎬ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ꎬ主要将它们作

为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的阵地ꎬ培养新的青年批评主体ꎬ并明确地提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

评的文学观ꎬ文体选择以杂文为主ꎮ
«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游考论»不仅具有开创性ꎬ而且史料扎实ꎬ文笔严谨ꎬ是研究鲁迅北京

时期活动不可不读的好文章ꎮ
除了鲁迅在北京时期的交游ꎬ他在这一时期的身份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ꎮ 吴海勇著的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①是第一部、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一部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专著ꎮ 诚如著

名鲁迅研究专家李新宇所说:“如果不了解教育部‘佥事’鲁迅ꎬ就无法读懂真实的他ꎮ”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去南京ꎬ到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离开北京南下ꎬ除特殊时间段之外ꎬ长达 １４ 年的时间里ꎬ鲁迅都在

民国教育部任职ꎮ 鲁迅是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在南京进入教育部的ꎬ开始只是部员ꎬ无官职ꎮ 至 １９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ꎮ 在这个位置上ꎬ鲁迅干了 １４
年ꎬ既未降职ꎬ也未升职ꎬ只是工资提了两次ꎬ佥事升到了最高等ꎬ虽然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他在«新青

年»发表«狂人日记»后ꎬ进行文学创作ꎬ也进行学术研究ꎬ并兼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的讲师或教授ꎬ但本职工作还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行政事务ꎬ身份是

公务员ꎮ 过去的研究对鲁迅的文学活动关注甚多ꎬ而对他的官场生涯和本职工作关注甚少ꎮ 要

全面地认识鲁迅ꎬ有必要对他的官场生涯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ꎮ «时为公务员的鲁迅»一书ꎬ对
此全方位地展开评述ꎬ从薪俸到业绩ꎬ从与上司的周旋到与同事的关系以及怎样利用公余时间从

事创作、研究和教学等ꎬ无不详细、周严ꎮ 与画家、老友、同事陈师曾的交往与悼念尤其感人ꎻ支持

女师大学潮、与顶头上司章士钊斗争ꎬ被免“佥事”职务后依法打官司并取得胜利ꎬ显示了鲁迅的

正义感与老练的方略ꎬ使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富于感情的“原鲁迅”ꎮ 加上文笔细腻、
生动ꎬ款款而谈ꎬ引人入胜ꎬ都使这本书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永存的意义ꎮ

(四)西安

１９２４ 年暑期ꎬ鲁迅曾与孙伏园等一起到西安讲学、游览ꎮ 单演义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写过

一本«鲁迅在西安»ꎬ新世纪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经过修订、扩充再版ꎮ 该书对当时

陕西社会面貌和鲁迅讲演的特色等作了详尽、具体的描述ꎬ并附有日本学者竹内实«谈鲁迅‹中
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译文ꎮ 了解鲁迅到西安的史实ꎬ这部书应该是最权威的了ꎮ

(五)厦门

厦门是鲁迅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携许广平离开北京ꎬ经上海分别ꎬ许广平去广州ꎬ鲁迅应林语堂邀请

到厦门大学任教ꎬ独处数月的重要地点ꎮ 这也应是鲁迅生平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ꎬ但向来研究不

多ꎮ 朱水涌、王烨著的«鲁迅:厦门与世界»②ꎬ弥补了这一薄弱环节ꎮ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个篇

章ꎮ 上篇写厦门时期的鲁迅ꎮ 作为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驿站ꎬ鲁迅在厦门大学度过了一生中最纯

粹的一段学院生活ꎮ 后来ꎬ他的儿子也将其收藏的一些父亲的遗物放到厦门大学的纪念馆展示ꎬ
成为中国惟一一座高校的鲁迅纪念馆ꎮ 中篇写鲁迅与中国文化省思ꎬ无论称鲁迅为“伟大的文

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ꎬ还是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无物之阵”中

“绝望的反抗者”ꎬ还是理性地将鲁迅的创作当作中国现代文学“至今一座无人逾越的高峰”ꎬ都

８

①
②

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ꎮ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张梦阳: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表明了鲁迅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是一笔庞大的文化财富ꎮ 下篇写中外鲁迅研究今昔ꎮ 鲁迅是中

国的ꎬ也是世界的ꎮ 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也是相通的ꎬ外国文人对于鲁迅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理

解ꎮ 这本书开拓了鲁迅在厦门的研究ꎬ但以后的研究者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挖掘ꎬ写出

更为专门化的学术专著ꎮ
(六)广州

广州是鲁迅生涯重要的转折点ꎮ 过去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章ꎬ但最近出版的朱崇科的

«广州鲁迅»①ꎬ则是最为系统、透彻、有分量的一部ꎮ 诚如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在该书的序

中所说:“朱崇科这部学术著作是坚实的ꎬ而不是虚浮的ꎮ”所谓坚实ꎬ亦如王富仁所说:“作者是

在‘研究’ꎬ是努力从表面已经干枯了的历史事实中吮吸出内部的思想汁水来ꎬ而没有炫奇弄巧

之心、之意ꎮ”王富仁的这一评语非常有意义ꎬ因为当下这个时代ꎬ“炫奇弄巧之心、之意”太盛了ꎮ
现在的学术界很大一部分人不是在研究ꎬ而是热衷于“炫奇弄巧”ꎬ并以此获得名利ꎮ 一些印得

十分堂皇、吹得很神的大书ꎬ看来很是“奇”“巧”ꎬ但是究其实质却不过是锦绣其外、败絮其中ꎬ不
但对学术没有丝毫推动ꎬ还带坏了风气ꎬ使有些年轻人鄙视艰苦的史料工作ꎬ而一心效法“炫奇

弄巧”的种种手法ꎬ使学术界充斥着“华丽”的垃圾ꎮ 王富仁的序和朱崇科的这部书的意义和价

值ꎬ远远超过了一本书的范围ꎬ而是对目前整个学术界敲响了警钟ꎮ
朱著的“坚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立足在坚硬的史实基地上ꎬ不畏劳苦地进行坚韧的掘挖ꎮ 鲁迅在广州的史料很多ꎬ出版

的著作也不少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挖的了ꎮ 其实ꎬ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仍然埋在地下ꎬ不为人

知ꎮ 朱崇科如一位在硬地上锄地的农夫ꎬ不管别人说什么ꎬ埋头深掘ꎬ挖出了过去未有人过问的

史实ꎮ 例如“爱或革命的偏至———鲁迅 １９２７ 年来穗动因考”一节ꎬ以事实驳倒了一向流行的“为
了革命来广州”说ꎬ明确指出:“许广平对鲁迅的召唤力和吸引力相当之强ꎬ甚至让他们感受到自

己的必要工作约定令人惆怅ꎮ”主要是与许广平的爱情促发鲁迅去了广州ꎮ 而爱与革命对他们

来说ꎬ也另有自己的含义ꎬ并不像既神化又僵化鲁迅者说的那样单一而苍白ꎮ 再如«鲁迅全集»
第四卷«三闲集»序言所提到的“廖君”ꎬ历来人们都鄙视他对鲁迅的忘恩负义与无理要求ꎬ却对

这个人没有详细了解ꎬ朱崇科则深入调查了他ꎮ 原来“廖君”即廖立峨ꎬ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时的

学生ꎬ后来跟随鲁迅到广州ꎬ一直关系密切ꎮ 他到上海找鲁迅的一系列错误做法ꎬ是出于广东人

的“蛮气”与不通世故ꎮ 这在中国鲁迅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讲清“廖君”一事的来龙去脉ꎮ
二是坚持对文本的精细解读ꎮ 该书第一章就是“在广州的写作”ꎮ 通过文本细读ꎬ朱崇科敏

锐地感觉到“鲁迅广州时期的作品呈现出相当耐人寻味的转型性:在宏观上ꎬ他甚至呈现出相当

典型的文体转换ꎬ也即ꎬ其书写中的混杂性(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或杂性日益凸显ꎻ而在微观上ꎬ他又在不少

篇章中呈现出所谓文学性的离散ꎬ而非像以前作品那么极度凝炼ꎬ在此基础之上ꎬ他在上海十年

的杂文同样可以呈现出令人折服却容易忽略的两重性:诗学和政治性的有机融合ꎮ”随后ꎬ作者

采取微观、宏观结合的方式ꎬ具体考察广州鲁迅的文体转换ꎮ 这种细读与融合的方式ꎬ是朱崇科

这部书以及整个鲁迅研究的一大特点ꎮ
三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度”ꎮ 王富仁在该书序中说过:“在鲁迅广州时期各个活动侧面的

分析上ꎬ朱崇科都比较精确地把握住了它们的‘度’ꎬ并且以其‘度’呈现了它们的‘质’ꎬ以其

‘度’的精确性将鲁迅各个活动侧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ꎬ还原了一个具体的活的鲁迅ꎮ”无论

９
①朱崇科:«广州鲁迅»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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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体转换到怎样的程度ꎬ都不失鲁迅的“质”ꎮ 这一点ꎬ王富仁讲得确实非常精辟ꎮ 从哲

学上看ꎬ把握一切事物的关键之点就在于“度”ꎬ也就是“分寸感”ꎬ过了或欠了都不行ꎮ 这往往是

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ꎮ 朱崇科的“分寸感”很好ꎬ例如前文提到的廖立峨ꎬ既说了他为人处世

的弱点ꎬ又没有说得很坏ꎬ就是一个例证ꎮ 对鲁迅文体转型的艺术感觉也很合“度”ꎬ既谈了与以

往的不同ꎬ又注意了一贯的“质”ꎮ
(七)上海

鲁迅在上海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年ꎬ这是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间段ꎮ 新世纪出版了这一时

期的一些有关书籍ꎬ其中图文并茂的是缪君奇编著的«旧影寻踪———鲁迅在上海»①ꎮ 在书中ꎬ作
者通过寻访鲁迅在上海工作、生活及活动的足迹ꎬ钩沉史料ꎬ去伪存真ꎬ辑有一帧帧鲁迅和家人在

上海的旧影ꎬ并有一幅幅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街市、商店、黄浦江的老照片ꎬ展示了当时上海

的历史画卷ꎬ为研究鲁迅的上海文化、思想诸层面提供了丰富、全面、翔实的图文史料ꎬ不愧为一

部好书ꎮ 但是ꎬ从充分展现鲁迅在上海十年的辉煌业绩来看ꎬ似乎需要出现一些更有分量和深度

的学术专著ꎮ 其实ꎬ无论是鲁迅初到上海居住的景云里ꎬ后来移居的拉莫斯公寓ꎬ还是最后的大

陆新村九号ꎬ都可以写成厚重有趣的书ꎮ 据说ꎬ上海鲁迅纪念馆连鲁迅当年的食谱都掌握ꎬ岂不

可以写得更为周详!
继 Ｍ福柯之后ꎬ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承继前人的研究ꎬ提

出了场域理论ꎮ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ꎬ或一个构型ꎮ
进一步说ꎬ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ꎬ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ꎬ
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ꎮ 综合其他理论家的成果来说ꎬ场域分为行为环境和生活空间ꎬ都
是由心理和环境两种因素构成的主－客混合环境ꎮ 从其强调主体作用的角度看ꎬ把社会生活环

境描述成富有活力的社会空间ꎬ揭示了人类行为的进取性ꎬ他们的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ꎮ 但他们

都忽视或否定了客观环境对心理的决定作用ꎬ因此ꎬ他们的环境论带有随意性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ꎬ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ꎬ他们的理论逐渐暴露出明显的不足ꎮ 如果将主体心理作用与客观环

境对心理的决定作用结合起来ꎬ就比较完整了ꎮ 朱崇科在«广州鲁迅»中明确了这一点ꎬ以实践

检验ꎬ这个理论用于鲁迅研究是有效的ꎮ 近年出现的陈光中的«走读鲁迅»②和李伶伶的«鲁迅地

图»③ꎬ对鲁迅所处的所有“场域”都作了生动的描述ꎬ收到很好的效果ꎮ 如果我们像黄乔生的

«八道湾十一号»和朱崇科«广州鲁迅»那样ꎬ集中研究一下北京的绍兴会馆、砖塔胡同ꎬ尤其是宫

门口西三条胡同的寓所ꎬ以及前文提到的上海景云里、拉莫斯公寓ꎬ特别是最后的大陆新村九号ꎬ
将会是非常有价值的ꎮ

三、禁区的突破

既然尊鲁迅为“神”ꎬ就不能像人那样随便谈论ꎬ要划定许多禁区ꎬ禁止涉及ꎮ 新世纪以来ꎬ
这些禁区逐步被打破ꎬ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ꎮ

(一)乔丽华的«朱安传»
鲁迅有一个原配妻子朱安ꎮ 但是ꎬ１９８１ 年之前的鲁迅传以及有关鲁迅的文章都没有提及ꎬ

０１

①
②
③

缪君奇编著:«旧影寻踪———鲁迅在上海»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陈光中:«走读鲁迅»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李伶伶:«鲁迅地图»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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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鲁迅只有一个爱人许广平ꎮ 到了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出版ꎬ才首次提及

朱安ꎮ 这里说一点闲话ꎬ关于朱安的史料ꎬ是我 １９８０ 年冬天到北京鲁迅博物馆走王得后的“后
门”见到的ꎬ并抄录了一些ꎬ交给刘再复ꎮ 他看后喜出望外ꎬ立即写进了书稿ꎮ 但由于史料简单ꎬ
时代还有所限制ꎬ没有多说ꎮ

新世纪ꎬ不仅有鲁迅传述及朱安ꎬ而且还出版了朱安的专门传记ꎬ这就是乔丽华的«我也是

鲁迅的遗物:朱安传»①ꎮ 该书系鲁迅原配妻子朱安的传记ꎬ作者通过走访有关朱氏后人ꎬ实地勘

查采访ꎬ钩沉有关朱安的史料ꎬ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等ꎬ追溯了朱安 ６９ 年的人生轨迹ꎬ重现了

一位旧女性的苦闷之声ꎮ 从这本传记ꎬ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对于鲁迅一生的深远影响ꎮ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ꎬ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ꎬ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ꎬ但句句都令人震撼ꎬ

耐人寻味ꎮ 她凄风苦雨的一生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ꎮ 杨绛读了此书ꎬ对女性的命运表示了深

深的同情ꎬ在给作者的信中说:“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ꎬ实在动人怜悯ꎮ 常言‘一双小脚三

升泪’ꎬ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董炳月在«鲁迅的朱安 朱安的鲁迅»中指出:“在
该书中ꎬ鲁迅元配夫人朱安完整地展示了自己寂寞、悲惨、荒诞的人生ꎬ而其人生与鲁迅密切相

关ꎮ 该书表明:在朱安被认识之前ꎬ鲁迅不可能得到深入、全面的理解ꎮ 朱安ꎬ这位身材瘦小、相
貌平凡、不识字、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ꎬ和老子、尼采、拜伦、夏目漱石、果戈理等中外文化名人一

样ꎬ深刻地影响着鲁迅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创作ꎬ而且这种影响更为直接ꎮ «朱安传»提供了

一个重新认识鲁迅的视角ꎬ具有‘重构鲁迅’的功能ꎮ”②

乔丽华还拟于 ２０１９ 年编辑出版论文集«抗世者的书写———鲁迅与左翼文坛»一书ꎮ
(二)张恩和的«鲁迅的初恋»
２００７ 年«鲁迅研究月刊»第 ８ 期首篇发表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张恩和的文章«鲁迅的初

恋»③ꎮ 文中提出ꎬ鲁迅少年时代曾与表妹琴姑有过初恋ꎮ 张恩和还对鲁迅著名的«自题小像»
诗ꎬ作了自己的解释ꎬ认为这首诗主要是写鲁迅的爱情和婚姻ꎬ写鲁迅中了爱神的箭ꎬ爱上了一个

人ꎬ心中一直把她(琴姑)挂牵ꎮ 张恩和还把这个意思写进了«鲁迅与许广平»一书ꎬ认为这样理

解、这样阐释更接近事实ꎬ更切合鲁迅写这首诗的心情ꎮ④

其实ꎬ鲁迅与琴表妹的关系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就有鲁迅研究学者提及:１９９０ 年ꎬ李允经

在«鲁迅的婚姻与家庭»⑤叙述得很详细ꎮ １９９５ 年ꎬ马蹄疾在«鲁迅———我可以爱»⑥第一章“琴表

妹饮恨死去”中更为详细地述及了此事ꎮ １９９６ 年ꎬ马蹄疾又在«鲁迅生活中的女性»一书“至死

苦恋着鲁迅的琴姑”一节中描述了此事ꎬ并对报刊和书籍中出现的一些记述鲁迅和琴姑爱情故

事的文章作出这样的批评:“杜撰了琴姑到火车站为表哥鲁迅去南京送行ꎬ又送了一支钢笔给鲁

迅ꎬ这些描写ꎬ都是使人难以置信的ꎬ因为 １８９９ 年绍兴根本没有通火车ꎬ当时也没有钢笔ꎬ因此编

得神乎其神ꎬ不值一驳ꎬ但笔者以为ꎬ如果去掉这些常识性的错误的编造外ꎬ说鲁迅的母亲要琴姑

送一送鲁迅ꎬ或琴姑在鲁迅去南京前ꎬ的确从安桥头赶来送一送表哥远行ꎬ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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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初版ꎻ北京:九州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修订版ꎮ
董炳月:«鲁迅的朱安 朱安的鲁迅»ꎬ«群言»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张恩和:«鲁迅的初恋»ꎬ«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ꎮ
张恩和:«鲁迅与许广平»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李允经:«鲁迅的婚姻与家庭»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ꎮ
马蹄疾:«鲁迅———我可以爱»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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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ꎬ如作为故事来写ꎬ也无可厚非的ꎮ 但细节必须真实ꎮ”①以后ꎬ鲁迅与琴姑的故事少有人提

起了ꎮ 但经过一段沉寂ꎬ到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张恩和的«鲁迅的初恋»一文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ꎮ 张

恩和在«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中ꎬ除了重申李允经、马蹄疾的观点外ꎬ推出了自己的新看法ꎬ认为

鲁迅对自家与琴姑家的议婚毫不知情的说法很难说得过去ꎮ 但鲁迅既然知道此次议婚ꎬ后来为

什么只字不提呢? 这是因为“无法言于口舌ꎬ形诸笔墨ꎬ那就不如让它永远尘封在无言的记忆

中”ꎮ 有人说:“沉默的人ꎬ爱得最深ꎻ沉默的心ꎬ伤得最重ꎮ”对琴姑的感情的确影响了鲁迅的一

生ꎮ 李允经在为此书写的书评«可喜的突破———张恩和著‹鲁迅与许广平›读后»中ꎬ对张恩和在

鲁迅与琴姑相恋一事中的新发现和新突破予以高度的评价ꎮ
对鲁迅与琴姑相恋一事ꎬ也有不同意见ꎮ 我以为ꎬ鲁迅与琴姑的初恋是存在的ꎬ有其史实根

据ꎮ 琴姑对鲁迅的爱慕ꎬ由她临终前对贴身妈妈说的话可以看出:“我有一桩心事ꎬ在我死前非

说出来不可ꎬ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ꎬ后来忽然不提了ꎬ这一件事ꎬ是我的终身恨事ꎬ我到死都忘

不了ꎮ”该书当页还记述了鲁瑞听到这话时的表情:“后来这位妈妈把琴表姊临终的话讲给我母

亲听ꎬ我母亲听了ꎬ低下头来ꎬ半天没有作声ꎮ”②该书又回忆道:“我母亲有她的难处ꎬ自从她知道

我的琴表姊那遗恨终身的话ꎬ心里非常内疚ꎮ 我母亲也爱琴表姊的ꎮ 我觉得小舅父因琴表姊的

死ꎬ似乎对我母亲也颇有意见ꎬ我亲耳听他对母亲气恼哄哄地说:‘难道周家的门槛那么高吗?
我的女儿就进不了周家的门吗?’我母亲只能低头听着ꎬ她要设法补偿ꎬ这时ꎬ小舅父的二女意姑

已结婚了ꎬ三女林姑也许配了曹娥陈家ꎬ只有四女昭官还待字闺中ꎬ而且年龄和我相仿ꎬ虽然没有

下聘礼ꎬ但两家似乎默契了ꎮ”③最后因为昭官于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早逝ꎬ未能成为事实ꎮ 但周家是承

认这桩婚事的ꎬ周作人在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日记中记道:“饭后乔峰往安桥头送昭官葬ꎮ” “乔
峰”就是周建人ꎮ １１ 月 ９ 日周作人又记:“下午乔峰往安桥ꎬ因明日为昭官作六七也ꎮ”④

可见ꎬ鲁迅与琴姑之事是有史实根据的ꎮ 白纸黑字ꎬ无法否认ꎬ倘若说是杜撰ꎬ周建人、周作

人就成了首发的杜撰者ꎮ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ꎮ 但鉴于时代久远ꎬ缺乏实证ꎬ又不可说得过实ꎮ 无

论怎样ꎬ琴姑的死对鲁迅的情感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ꎬ这当是没有疑义的ꎮ 张恩和等人的

文章应算是对鲁迅研究禁区的一次突破ꎮ 因为在尊鲁迅为“神”的时代ꎬ是绝对不能谈他的感情

生活ꎬ尤其是少年时代的初恋的ꎮ

四、衡人评事标准的端正———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

既然鲁迅是人不是神ꎬ那么他就绝不是衡量是非的惟一标准ꎬ而且他本人的言行文章也必须

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ꎮ 我们不应该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ꎬ以鲁迅的好恶为好恶ꎬ不应该武断地认

为鲁迅说的和做的全是对的ꎬ他的反对者都是错的ꎬ而必须以客观事实的科学分析为根据进行

评判ꎮ
新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已经克服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错误倾向ꎬ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

据进行科学的分析ꎬ对就是对ꎬ错就是错ꎬ绝不含糊其辞ꎬ或者一边倒ꎮ 例如施晓燕的«顾颉刚与

鲁迅交恶始末»ꎬ并没有如以前一样竭力褒鲁贬顾ꎬ而是细致地探索了顾颉刚认为鲁迅的«中国

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缘由ꎮ １９２１ 年ꎬ顾颉刚的中学同学郭绍虞把盐谷温«支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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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论讲话»第六章小说部分编译为«中国小说史略»ꎮ 因为书名相同ꎬ顾颉刚误以为是鲁迅的

著作ꎬ从而推导出鲁迅抄袭盐谷温的结论ꎮ 当时ꎬ这种误导在陈源挑明之前ꎬ已经在北大沸沸扬

扬了ꎬ甚至鲁迅本人也有所耳闻ꎮ 顾颉刚是否为源头ꎬ并不能确定ꎮ 这时ꎬ顾颉刚还曾经访问鲁

迅并互赠书籍ꎬ只是两人先后选择南下厦大后才导致矛盾激化ꎮ 文章对顾颉刚“不擅长跟人相

处”等性格弱点提出了批评ꎬ但也没有附合鲁迅的“遍身谋略”的说法ꎮ①

克服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错误倾向ꎬ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进行科学的分析ꎬ并没有贬

损鲁迅ꎬ反倒使人们感到鲁迅离自己更近了ꎮ 正如张福贵在«鲁迅离我们有多远»一文中所说:
“鲁迅不仅属于过去ꎬ更属于现在与未来”②ꎬ就在我们中间ꎮ

朱寿桐的«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认为:“作为其改革乃至革命思想基础

的ꎬ是以‘立人’为核心的英哲文化观ꎮ”“鲁迅的这种既不符合旧传统也有悖于新传统主流话语

的英哲文化观ꎬ使得他在现代文化史上取得了一种‘前不见古人ꎬ后不见来者’、缺少对话者及缺

少承传的孤绝地位ꎮ”③因为他不是神ꎬ而是人中之一员ꎬ又是无人可比的ꎬ所以更使人们崇敬ꎬ景
仰ꎬ把鲁迅看作是“孤绝的旗帜”ꎬ也更加体悟到他“灵魂深处的孤独和悲哀”ꎮ

宋剑华的«围城中的巨人:理解鲁迅的“寂寞”与“悲哀”»是一本应该重视的书ꎮ 该书明确

提出了“鲁迅言说”与“言说鲁迅”两个概念ꎮ 所谓“鲁迅言说”ꎬ就是我在绪论中说的“鲁迅本

体”ꎬ也就是鲁迅的作品文本与自身行迹ꎮ 这只有一个ꎬ不可能有另外的ꎮ 所谓“言说鲁迅”ꎬ就
是“鲁迅映象”ꎬ在人们心中映射出的鲁迅形象ꎬ是“他者阐释”ꎮ 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各种各样的

“言说”ꎬ却是无限多样的ꎮ 宋剑华在该书中指出:“千篇一律的空洞说教ꎬ不仅严重偏离了鲁迅

思想的自身轨迹ꎬ更是形成了一种启蒙文化的造神运动ꎬ自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情绪ꎮ”因而ꎬ
“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ꎬ也就是“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之间ꎬ存在着巨大的反差ꎮ 该书认

为:“只有彻底打破‘言说鲁迅’的人造神话ꎬ让每一个热爱和敬仰鲁迅的中国人ꎬ自己从‘鲁迅言

说’中去体验和认知鲁迅思想的深刻性ꎬ而不是被‘言说鲁迅’者的主观意志绑架ꎬ我们才能真正

同鲁迅展开直接对话ꎮ”④这充分说明了使鲁迅从“神”到“人”ꎬ实现中国“鲁迅接受”再次翻转的

历史必要性ꎮ

五、文本整理与史实考证、文本解读

作家是生活在他的文本和史实中的ꎮ 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ꎬ必须从他的文本入手兼及文本

产生的历史背景ꎮ 所以ꎬ文本整理、史实考证和文本解读是研究一个作家最基础的工作ꎮ 中国鲁

迅学在这方面是作家研究中做得最好的ꎬ新世纪又有所进展ꎮ
(一)文本整理

文本是研究一位作家的基础ꎮ 我们先谈鲁迅文本的整理与编校ꎮ 新世纪出现了以下版本的

«鲁迅全集»:
１.２００５ 年版«鲁迅全集»
继 １９８１ 年版«鲁迅全集»之后ꎬ这套 ２００５ 年新版«鲁迅全集»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ꎮ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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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体现了鲁迅研究界最新学术成果ꎬ是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下ꎬ组成了以刘玉山为

总负责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和由林非为主任的«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ꎬ具体主持

实施的国家重点文化建设工程ꎮ 该书采用浅咖啡色流行开本ꎬ布面精装ꎬ外加带有鲁迅浮雕头像

的铜版纸封套ꎬ朴素典雅ꎮ 共 １８ 卷ꎬ总字数达 ７００ 万ꎮ 增收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２４ 篇、佚信 １８
封ꎬ以及鲁迅致许广平«两地书»原信 ６８ 封ꎬ«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 １０ 万字ꎮ 对 １９８１ 年版的

«鲁迅全集»进行了 １０００ 余处的校勘改动ꎬ修改增补 ２０００ 条注释ꎬ总字数增加了 ２０ 万ꎮ 除校勘

外ꎬ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次«鲁迅全集»的注释ꎬ弱化了政治批判色彩ꎮ １９８１ 年版«鲁迅全集»
的某些注释ꎬ因当时时代的氛围和局限所致ꎬ一定程度带有过度的政治性和批判色彩ꎮ 新版«鲁
迅全集»中对原注中带有评价说明性内容ꎬ酌情修改和删节了带有政治性和批判色彩的部分注

释ꎮ 比如对尼采、叔本华、康德等哲学家从现在的研究视角介绍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代表作ꎬ修改

了原来一概归为唯心主义哲学加以否定的观点ꎮ 虽然后来学者们发现 ２００５ 年版«鲁迅全集»在
校勘和注释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误ꎬ但就目前来说ꎬ已经是最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了ꎮ 相信以

后如有再次编校的机会ꎬ会出现更为完善的版本ꎮ
２.王世家、止庵编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止庵编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ꎬ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ꎬ２０１１ 年再版精装 １０００

套ꎮ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收录迄今所发现的鲁迅全部作品ꎬ含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ꎮ 鲁迅生前

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ꎬ列为附录ꎮ 其余他人之作ꎬ包括鲁迅编集时文后所

附“备考”ꎬ概不收入ꎮ 这套编年全集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ꎮ
３.李新宇、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李新宇、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ꎮ 这套«鲁迅大全集»

的特点主要在于:一是编入了鲁迅的创作、翻译、学术、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ꎬ比前几代

全集都完整ꎮ 虽然可能仍有遗漏ꎬ但不再有结构性的残缺ꎮ 二是在编排方式上采用了分类编年体ꎮ
三是注释力求简练、客观、公正ꎬ注释不再繁多ꎬ不再承担一般工具书的职能ꎮ 同时ꎬ注释也不再致

力于索隐ꎬ“Ｌ 女士”不再考证是“李女士”还是“刘女士”ꎻ“正人君子”“叭儿”也不再一定指出“此处

指胡适”或“此处指陈西滢”ꎮ 而对历史上各派人物的评价ꎬ则力求客观公正ꎮ
除此之外ꎬ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两类内容:一是鲁迅的一些演讲记录稿ꎻ二是同代人回忆

中转述的鲁迅的话ꎮ 一些演讲记录ꎬ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ꎬ因为未经鲁迅审定ꎬ过去全集都未收ꎬ
有的是经过鲁迅审定的ꎬ也没有收ꎮ 未经本人审定ꎬ可能不可靠ꎬ但对于了解鲁迅ꎬ也是一份参

考ꎮ «论语»是孔子弟子的笔记ꎬ未经孔子审定ꎬ我们不同样作为经典吗? 不过ꎬ毕竟未经审定ꎬ
可能与鲁迅的原意有出入ꎬ所以作为附录编入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ꎬ周海婴生前将鲁迅当年赠送给许广平的手迹文物 ２０ 多件ꎬ一并交给

«鲁迅大全集»编委会辑录出版ꎮ 这些赠书扉页上题赠的内容有很多是首次披露ꎮ 虽然很简短ꎬ
却可以看到鲁迅的幽默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许广平的深情ꎮ 比如在一些题字中ꎬ鲁迅使用的是

“广平兄”ꎬ有时则戏称“害马”ꎬ因为在女师大事件中校长杨荫榆曾把许广平等称作“害群之

马”ꎻ有时不是“赠”或“送”ꎬ而是“颁给”ꎮ 但在有的扉页上ꎬ也端端正正地写着这样的话:“给我

的爱人:广平ꎮ”这些话大多是首次发表ꎮ
当然ꎬ与所有的书出版后都会出现不同意见一样ꎬ«鲁迅大全集»问世时ꎬ也有学者提出异

议ꎬ但这并不妨碍这一版本自有其独到的价值ꎮ
４.刘运峰编的«鲁迅佚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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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刘运峰编的 ５８ 万字«鲁迅佚文全集»分上下册ꎬ由群言出版社出版ꎮ 编者刘运

峰是由业余的鲁迅著作爱好者ꎬ逐步成长起来的鲁迅研究专家ꎮ 他研究鲁迅的重点主要集中于

鲁迅佚文的搜集和考证、鲁迅作品的校勘、鲁迅著作版本的比较等ꎮ 在 １０ 余年的时间里ꎬ先后完

成了«‹鲁迅译文集›的编辑与出版»«再谈新版‹鲁迅全集›的“得”与“失”»«鲁迅‹集外集›编辑

出版始末»«关于鲁迅佚文的辑录与辨伪»«１９３８ 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述略» «‹鲁迅诗稿›
的版本变迁»«鲁迅和易培基交往考»«‹北平笺谱›和‹北京笺谱›区别何在» «‹救亡情报›对鲁

迅的报道»«意在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鲁迅对外国版画的编辑与出版»«浅谈鲁迅作品的汇

校»等ꎮ 此外ꎬ他对鲁迅著作出版中的乱象进行了揭露和批评ꎬ发表了«残缺与凌乱:“光明版”
‹鲁迅全集›»ꎮ 还对鲁迅生平史料进行研究ꎬ发表了«鲁迅和白莽初次相见的日期» «鲁迅到天

津考察现代戏剧»«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探微»«鲁迅与马裕藻、马衡兄弟交往考»ꎬ等等ꎮ
(二)史实考证

中国鲁迅学的史实学派是鲁迅学史上最为坚实、可靠的群体ꎮ 新世纪里继续活跃在研究第

一线ꎮ 这里重点评述 ５ 位学者的突出贡献ꎮ
１.王景山

王景山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就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和编辑工作ꎬ主攻鲁迅书信考释ꎬ
出版过有关书籍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书信考释»增订本ꎮ 该书是鲁

迅研究领域的一部考释性研究专著ꎬ２０ 万字ꎬ分为上、下两卷ꎮ 上卷对鲁迅早期书信中的部分疑

难问题进行考证与阐释ꎻ下卷对鲁迅书信研究提供一些史料与辨析ꎮ 鲁迅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向:
一是对鲁迅作品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不断阐发ꎻ二是对鲁迅生平和作品包括书信、日记在内的具体

史实的考释ꎮ 后者往往会推动或制约前者乃至整个鲁迅研究的拓展深入ꎮ 该书对鲁迅书信中提

及的人、事、相关重要细节等加以注释解读ꎬ具有方法论的意义ꎮ 它对鲁迅研究者大有裨益ꎬ是专

业读者的重要参考书ꎮ
２.阎愈新

阎愈新是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创办和主编«鲁迅研究年刊»著称于世的ꎮ 此外ꎬ他数十年如

一日致力于鲁迅致贺红军长征胜利信的考证与研究ꎬ终于发现了刊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
第 ９５ 期(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鲁迅、茅盾致红军东渡黄河对日作战胜利贺信的片断ꎮ 这一发现

得到鲁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ꎬ收入 ２００５ 年版«鲁迅全集»第 １４ 卷第 ５５４ 页书信附录三ꎮ 尽管至

今仍有不同意见ꎬ但不可否认ꎬ阎愈新的数十年心血和艰辛努力终归有所收获ꎮ
３.李伟江

李伟江的工作是在 ２０ 世纪进行的ꎬ但他积数十年心血而成的遗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

述»ꎬ却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才由上海书店正式出版ꎮ 这部被现代文学史料学大家丁景唐赞誉为“史
料翔实、考订细密”的著作ꎬ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是一部垦拓泉源、填补空白的力作ꎮ 曾几何时ꎬ现
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大量涌现奇形怪状的所谓“学术论文”ꎬ口气大ꎬ调子高ꎬ文辞诡异ꎬ或空

谈理论ꎬ或曲解史料ꎮ 这样的文章很让人怀疑它们究竟能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ꎬ开
创一派扎实的理论ꎮ 还有些文章ꎬ甚至让人怀疑它们究竟有没有交流的功能ꎮ 李伟江生前对这

些怪现状就曾表示过严重的不理解ꎮ 反观«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一书ꎬ丰富的史料令人赞叹

这位苦行僧学者的刚毅和审慎ꎮ 例如讨论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的原因ꎬ他罗列旧说ꎬ辨析史料ꎬ
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ꎬ既不为尊者鲁迅讳ꎬ同时也大胆指陈“权威著作”«鲁迅全集»有关注释的

问题ꎮ 这样的推理论证ꎬ的确让读者感到“一鞭一条痕ꎬ一掴一掌血”的严密和坚实ꎮ 李伟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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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让人们认识到了一种学术传统ꎬ这就是自清中叶以来影响甚大的“乾嘉学派”注重实证的传

统的继承和发扬ꎮ 梁启超称这一传统是“正统派”的学风ꎮ 毫不夸张地说ꎬ李伟江就是这种“正
统派”学风在中国鲁迅学领域里的一位优秀代表ꎮ

４.王锡荣

王锡荣于 １９７６ 年参加«鲁迅全集日记»注释、编辑和«鲁迅全集»出版工作ꎮ １９８１ 年底进

入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ꎬ担任馆刊«纪念与研究»编辑ꎬ１９８７ 年改版创刊«上海鲁迅研究»ꎮ １９９５
年后ꎬ任副馆长、馆长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退休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特聘教授ꎬ创建中

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ꎮ
他的主要贡献是:１９７６ 年起ꎬ参加«鲁迅日记»注释ꎬ通过调查走访掌握大量口述史材料ꎬ曾

发现鲁迅演讲«离骚与反离骚»记录稿ꎮ １９８４ 年起ꎬ开始手稿学研究ꎬ先后整理了巴人手稿«关于

鲁迅研究之考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神盖记»手稿ꎬ并全文呈现了后者的修改过程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鲁迅学发微»ꎬ收录写作和发表的鲁迅研究论文 ４０ 篇ꎬ３２ 万字ꎬ内容着重

于鲁迅生平与思想研究ꎬ而以史料见长ꎮ １９９９ 年ꎬ所编选的«鲁迅诗摭»ꎬ收集鲁迅诗作 ３３ 题ꎬ以
中、日、英三种文字对照ꎬ便于传播ꎮ ２００１ 年ꎬ撰著«鲁迅画传»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是

与画家罗希贤合作的连环画作品ꎬ共约 １０ 余万字ꎬ以史料准确、讲述平实、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为

特色ꎬ曾在«新民晚报»部分连载ꎮ ２０１１ 年再版ꎬ２０１４ 年由韩国绿蜂出版社译成韩文出版ꎮ ２００２
年专著«鲁迅生平疑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 ３８ 万字ꎬ着重考察鲁迅生平中 １７ 个重大

史实的争议问题ꎬ逐个进行深入考察稽核ꎬ梳理来龙去脉ꎬ详加分析ꎬ或纠正误说ꎬ或澄清史实ꎬ或
给出答案ꎬ或继续存疑ꎮ 此书不以“破案”为指归ꎬ主要讲述相关研究历史ꎬ但因作者掌握的史料

较丰富ꎬ故能对相关争议加以系统梳理ꎬ补充、纠正、厘清各种说法ꎬ对有的争议予以澄清ꎬ有的无

法作结论ꎬ则予以存疑ꎮ 此书在鲁迅生平史实研究方面较为可靠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修订增补版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专著«周作人生平疑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ꎬ共计 ３８ 万

字ꎮ 此书选择周作人生平的 ２０ 个史实争议问题ꎬ逐个展开梳理与考订ꎬ体例与«鲁迅生平疑案»
相同ꎮ 书中挖掘出不少以往学术界未曾提及的史料ꎬ纠正了不少误说ꎮ 例如周作人所任伪职ꎬ以
往周作人研究界一般列出数量均为个位数ꎬ而本书梳理出其所任伪职多达 ３０ 个ꎮ 再如ꎬ在以往

所有的周作人传记和研究中ꎬ均称周作人被公审 ３ 次ꎬ而此书以确凿史料证明共公审 ４ 次且有详

细公审记录ꎮ 此书被认为态度冷静ꎬ立论公允ꎬ史料过硬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ꎬ选编鲁迅的画作集«画
者鲁迅»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钩稽汇集鲁迅画作 １１２ 件ꎬ角度新颖ꎬ展现了一个不为

人知的善画者鲁迅ꎮ 其中有些虽只是随手所画示意图ꎬ但却显示了鲁迅的美术天赋与功力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与乔丽华合作编选«藏家鲁迅»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汇集鲁迅收藏品 １５ 大类

２１３ 件ꎬ对于以往鲁迅在收藏方面的概貌作了大致的勾勒ꎬ也被认为独具眼光ꎮ ２００９ 年ꎬ所编选

«鲁迅的艺术世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ꎮ 此书将鲁迅的艺术创作、设计与收藏三大部类汇集

成书ꎬ集中展现了鲁迅在艺术上的造诣和成就ꎮ ２０１１ 年ꎬ所编大型画册«印象鲁迅»由浙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ꎮ ２０１４ 年ꎬ所著«认识中国的一扇窗»由漓江出版社出版ꎬ收鲁迅研究论文 １９ 篇ꎬ均
为近年来作者在鲁迅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专著«“左联”与左翼文学运

动»４０ 万字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全面梳理“左联”史实ꎬ讨论“左联”的历史贡献与地

位ꎬ对历来“左联”重大史实问题重新审视ꎬ有很多重要发现:包括终止“革命文学论争”的是中共

中央及其主要负责人李立三ꎬ由此推断出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发端及发展ꎬ是由左翼文艺运动

开始ꎮ 对于“左联”的成立过程ꎬ“左联”的发展历程及其潮起潮落ꎬ“左联”的解散ꎬ鲁迅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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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关系ꎬ“左联”的创作成果ꎬ以及“左联”的历史经验与教训ꎬ都进行了充分的挖掘与新的阐

述ꎮ 该书纠正了历来对于“左联”重大史实的多种误说ꎬ并澄清了大量史料的混乱与错误ꎬ特别

是通过严密的考证ꎬ指出了大量当事人回忆文字的失实、误差与偏颇ꎬ被认为将引导文学史撰写

中对“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基本史实进行重新认定之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日记中的鲁迅»ꎮ 鲁迅的日记ꎬ在现代文人中堪称一绝ꎬ字体沉稳大气而不失飘逸灵动ꎬ字迹清

朗明净ꎬ所存 ２４ 年日记ꎬ几无一字改动ꎮ 文字虽极简练ꎬ内容却甚丰富ꎮ 作者通过细读慢品ꎬ探
索鲁迅日记背后的故事ꎬ觇见行间的隐逸ꎬ爰就其中有故事者 ５０ 题ꎬ爬梳剔抉ꎬ钩沉索隐ꎬ详为解

说ꎬ从内容到写法ꎬ从生活琐事到时代风云ꎬ巨细不捐ꎬ或可解颐ꎬ或可憬悟ꎬ从中窥见一代文化巨

匠的日常生活一斑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王锡荣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

首席专家ꎬ组织课题组对鲁迅创作手稿进行了全面汇校ꎬ查清鲁迅现存手稿的状况ꎬ并编制鲁迅

手稿收藏索引和出版索引ꎬ为每篇手稿撰写题注ꎬ并编排研究资料索引ꎬ从手稿学的角度ꎬ为鲁迅

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ꎮ
５.陈福康

陈福康认为鲁迅研究与其他一切人文社科研究一样ꎬ研究方法必须实事求是ꎬ反对假大空

玄ꎮ 针对有的人极为鄙夷考证ꎬ史实常常弄错的情形ꎬ他坚持认为实证是鲁迅研究的基础ꎬ即使

写理论文章也少不了考证ꎮ 他甚至大胆提出ꎬ惟考证乃真学问ꎮ 他还认为鲁迅研究与其他一切

人文社科研究一样ꎬ必须百家争鸣ꎬ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ꎮ 针对有的人伪造有关鲁迅的史实和文

献ꎬ编造和散布谣言ꎬ或发表莫名其妙的奇谈怪论的情形ꎬ他常常毫不畏惧地加以驳斥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福康的鲁迅研究专著«鲁研存渖»ꎮ 该书名中的

“鲁研”ꎬ当然就是鲁迅研究ꎬ但在古文中“研”又通“砚”ꎻ“渖”就是墨汁ꎬ“存渖”就是作者自己留

存的辛苦文字的意思ꎮ 全书大体分专论、杂考、商榷、批驳四部分ꎮ 该书鲜明地体现了陈福康的

治学风格和特点ꎮ 首先是喜欢考证辨伪ꎮ 即使有些文章内容不宏大ꎬ文字较短小ꎬ也均言之有

物ꎮ 著者擅长实证考据ꎬ博古通今ꎬ视野宽阔ꎬ纵横驰骋ꎬ益人心智ꎮ 该书的另一个风格和特点是

勇于批评ꎮ 书中内容有的揭露对鲁迅制造的谣言ꎬ有的揭露伪造的鲁迅题词ꎬ有的批评不懂装

懂、胡说八道、不讲道理、肆意攻击的做法ꎮ 这些批评均实事求是ꎬ充分说理ꎬ努力捍卫鲁迅ꎬ善于

独立思考ꎬ绝不盲从跟风ꎬ痛快淋漓ꎬ令人神往ꎮ
(三)文本解读

有了更为完善的文本与更加严密的史实考证ꎬ新世纪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更加细致、深入ꎬ
把握更加精确ꎬ尤其是采取的总体态度更加科学ꎮ 要做到这一点ꎬ首先就要对经典进行“祛魅”ꎮ

李林荣著«经典的祛魅:鲁迅文学世界及其历史情境新探»①正是论述这一问题ꎮ 该书认为:
借用“祛魅”一词的用意ꎬ主要是针对以往关于鲁迅作品的种种阐释过于紧密地依附了有关鲁迅

思想地位和文化价值的宏大论述ꎬ而未能细致全面地触及文本这一现象ꎮ 这种现象首先特别体

现在鲁迅作品中最有名、经典化程度最高的那些篇目ꎬ如«狂人日记»«阿 Ｑ 正传»ꎬ其次在长期存

有歧义或一直被贬低的部分鲁迅作品中也体现得很突出ꎬ比如小说中的«孤独者»等和几乎全部

的杂文(尤其是被广泛认为是写得最尖刻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女师大风潮期间的那些主要收

在«华盖集»里的杂文)ꎮ 基于这种考虑ꎬ«经典的祛魅»特地选取鲁迅的这些作品来作细读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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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和目的都是为了绕开宏大论述之蔽、求证思想光环之魅ꎬ让鲁迅小说和杂文里的这些问题

最大的样本ꎬ显现出它们本来的面目和完整的脉络ꎮ 具体到解读、分析的操作过程ꎬ主要依托的

是对这些作品的文体特征的深入把握和严密论证ꎬ这样做的根据是:鲁迅在进行小说和杂文写作

时ꎬ始终都是带着充分自觉而且极其独特的创造性的文体意识ꎬ一路开创ꎬ一路省思ꎬ并不像一些

庸常的作家那样只是在无意识或下意识冲动的刺激下进行写作的ꎮ 在鲁迅的认识和写作习惯

里ꎬ小说一直被看成一种创造性劳动ꎮ 他写杂文ꎬ在«新青年»初期是随大流ꎮ 女师大风潮前后ꎬ
他的杂文惹来笔墨官司ꎬ引起非议ꎬ反而使他开始对杂文产生了类似对小说那样郑重其事的态度

和日益深刻的认识ꎮ 循着这样一条线索追寻和挖掘ꎬ鲁迅在他独特的文学世界里步步为营的认

识和实践线索ꎬ也就是文体创造的思想和实践路线ꎮ 因而ꎬ«经典的祛魅»全书的选材和理路形

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ꎬ总算跟宏大论述的战车和摩天轮拉开了距离ꎬ确立起了贴在鲁迅作品

实际形态和内在脉络上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ꎮ
对鲁迅小说经典文本进行细读研究ꎬ而不是被其魅力所迷ꎬ一味仰慕叹赏ꎬ不知科学分

析———这正是祛魅的总体态度ꎬ是新世纪学人对待鲁迅等经典文本的根本性进展ꎬ值得我们特别

重视ꎮ 所以ꎬ我们在这里只从总体上谈对鲁迅文本的综合研究ꎮ 新世纪鲁迅小说综合研究的突

出成果是曹禧修著«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①ꎮ 该书认为:启蒙是难题却不是最大的难题ꎬ在
“铁屋子”中启蒙才是人世间最大的难题ꎻ自有文字以来ꎬ作家想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是难事

却不是最难的难事ꎬ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内心有“毒气”和“鬼气”且深怕“毒气”和“鬼气”传染

给读者时ꎬ再想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内心ꎬ才是人世间最大的难事ꎮ 鲁迅曾长期陷于“不可言说”
却“不得不说”的“两难”困境中不可自拔ꎬ最后的突围是因为找到了“结构”这个关键词ꎮ 因为

结构并不只是一个沉默容器ꎬ默默无言地承载着文本中人物、故事、情节、话语等叙事元素ꎬ它亦

可以在不动声色中与话语并肩而立承担着表达的重任ꎮ 结构言说的独特功能终于破解了鲁迅式

的独特难题ꎮ 该著着力探讨鲁迅小说中多种类型的结构ꎬ每一类型结构不仅分别从鲁迅的启蒙

理想、言说困境、读者意识等多维角度分析阐释ꎬ并且结合«狂人日记» «阿 Ｑ 正传» «伤逝» «示
众»«端午节»«铸剑»等经典文本予以阐述论证ꎮ 该书出版后获得许多专家的好评ꎮ 王富仁、陆
耀东、黄修己等学者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评价ꎮ

总之ꎬ曹禧修著«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将鲁迅小说综合研究引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ꎮ 全

书逻辑严谨ꎬ论述周密ꎬ环环相扣ꎬ具有鲜明的思辨特色和较强的理论穿透力ꎮ 从叙述角度进入

“解释”ꎬ进而将鲁迅小说的“结构”作为全文的研究路径ꎬ体现了作者把握鲁迅小说的新学术意

识和新方法的理论整合ꎬ是近年来形式批评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ꎮ 这些年来ꎬ不仅是鲁迅学

界ꎬ整个文学理论界都有一种浮浅的倾向:只满足于表面化的赞美或贬斥ꎬ懒于深入到本质中去ꎬ
探讨鲁迅小说以及文学整体的内部的艺术规律ꎮ 曹禧修著«鲁迅小说诗学结构引论»则反其道

而为之ꎬ不图浮名ꎬ埋头实际ꎬ透发出一种踏实的学风与文风ꎮ

六、向文化视野的纵横拓展

自 １９８６ 年纪念鲁迅逝世 ５０ 周年的“鲁迅与世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ꎬ鲁迅学研究就

开始逐步摆脱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模式的束缚ꎬ朝着文化的层面转化ꎮ 鲁迅学研究学者逐步强化

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纵向研究和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平行研究ꎮ 到 １９９６ 年纪念鲁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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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周年时ꎬ这种转化已相当深入ꎬ出现了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等厚重、成熟之作ꎮ 进入新世

纪以后ꎬ鲁迅学的文化走向就更加强劲ꎬ并预兆出鲁迅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既纵向研究鲁迅与传

统文化的联系ꎬ又平行比较鲁迅与现代作家的关系ꎬ还将眼光拓展到了世界视野ꎮ
(一)田刚与廖诗忠的两部专著

新世纪出现了两部十分厚重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著作ꎬ这就是田刚博士的«鲁
迅与中国士人传统»①与廖诗忠博士的«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②ꎮ 这两部专著

逻辑严谨ꎬ内容扎实、厚重ꎬ丰富了学术界关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ꎮ 两部著作的用力之

处都在于此———要以学术实绩冲决那些顽固的习惯性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模式ꎬ推动鲁迅学的

突破和鲁迅观的更新ꎬ进而力图转换中国人的思维惯性ꎬ调整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航向ꎬ摆正思想

解放运动的风帆ꎮ 所有这些ꎬ对于当代中国来说ꎬ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ꎮ
(二)鲍国华的专著«鲁迅小说史学研究»③

该书旨在研究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ꎬ围绕«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相关著作ꎬ考察了鲁迅从

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资料准备、研究过程、学术贡献和价值、历史影响以及相关著作的版本流变

等方方面面ꎬ力图开掘“学者鲁迅”的意义及其在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史发展历程中

的界碑地位ꎬ探索中国学术史上的鲁迅传统和资源价值ꎮ
通过长期的研究ꎬ鲍国华对鲁迅产生这样的认识:鲁迅是那种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连接起整个

中国现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化的人ꎮ 以鲁迅为研究对象ꎬ可以观照并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方面

面ꎮ 从鲁迅出发ꎬ较之其他研究对象确实更具普遍性与穿透力ꎬ更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高

度、深度和广度ꎮ 作为相对年轻的鲁迅研究者ꎬ由于自身和鲁迅、以及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之间

的明显距离ꎬ作者既体现出相对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趋向ꎬ因而找到自身的学术立场ꎬ又明显

感受到对鲁迅不易把握、难以穷尽的隐忧ꎬ感受到来自前辈学人的“影响的焦虑”ꎬ陷入精神上、
视野上、甚至表达上难以超越前辈的困境ꎮ 就其个人而言ꎬ如果没有前辈学人的积累和指引ꎬ他
也许不会选择鲁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ꎮ 像其同辈中的多数人ꎬ自从进入学院体制后就不曾脱

离ꎮ 这是一种幸运ꎬ可以在相对平稳(也可能是平庸)的环境中阅读和思考ꎬ获得相对扎实系统

的学术训练ꎮ 但也可能成为一种“不幸”ꎬ至少是短板———缺乏生命的历练与沉淀ꎬ仅仅把鲁迅

作为纯粹的学术对象ꎮ 这或许能够避免主观的肆意妄言ꎬ但也可能抽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生命

力ꎮ 作为喜爱鲁迅的人与文、有志于从事鲁迅研究的学人ꎬ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学术史上获

得显要的地位ꎬ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ꎬ而作为“历史中间物”ꎬ连接前辈与后辈的学术血脉ꎬ使鲁

迅研究薪火相传ꎬ并借此凸显时代的精神价值ꎬ实现对自己的生命承担ꎬ才是一个鲁迅研究者最

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ꎮ
(三)石祥对鲁迅辑校古籍的研究

近年出现的新人石祥对鲁迅辑校古籍的研究ꎬ明显地超越了前人ꎮ
赵英的«籍海探珍———鲁迅整理祖国文化遗产撷华»是迄今仅有的探讨鲁迅与传统典籍文

化关系的专著ꎬ由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ꎬ受限于古典文献学知识结构上的欠缺ꎬ未能予以

充分讨论ꎬ尤其是鲁迅辑校古籍的具体操作细节更是未能深入ꎮ 石祥以“鲁迅辑校古籍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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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邀请鲍国华为合作者ꎬ申报并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ꎮ
他们二人的共识是:辑校古籍是“学者鲁迅”的重要业绩之一ꎬ而已有研究比较薄弱ꎬ应该凭

借石祥始终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优势进一步突破ꎮ 他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是:以细读«鲁
迅辑校古籍手稿»为基础ꎬ结合其他史料ꎬ从严格的文献学视角ꎬ逐一探究鲁迅辑校的各部古籍ꎬ
复原历史现场ꎮ 在达成上述事实层面目标后ꎬ再从文献学角度切入ꎬ深入探讨辑校古籍与鲁迅的

学术研究之间(特别是小说史研究)的关系ꎬ将鲁迅置于文学－文献学、学术史－文学研究、古代文

学－现代文学等多个跨领域视角下审视通观ꎬ以期构建全面而清晰的“学者鲁迅”的形象ꎮ
在研究过程中ꎬ石祥发表了«鲁迅辑录‹众家文章记录›考» («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会稽郡故书杂集›诸稿本的文献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文士传›
鲁迅辑本研究»(«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ꎬ«有关‹姚辑本«谢氏后汉书补逸»抄录说

明›———２００５ 年版‹鲁迅全集›误收文一则»(«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鲁迅辑校‹嵇康

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等多篇论文ꎮ 他还在继续撰写此方面的论文ꎬ并以

本人的论文为基础ꎬ集为专著«鲁迅辑校古籍的文献学研究»ꎬ由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出版ꎮ
(四)李继凯的«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①

该书对中国现代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茅盾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ꎮ 作者认为ꎬ面
对像鲁迅与茅盾这样的中国文化名人ꎬ尽管“酷评”也会产生一些“去蔽”作用ꎬ却极易导致“误
读”ꎬ不如稳健的“慎评”来得可靠可信ꎬ因此笔者在全人视境中观照鲁迅与茅盾或进行全人比较

研究时ꎬ认同和选择的是后者ꎮ 作者以慎评的学术眼光ꎬ对鲁迅与茅盾进行了相当全面深入的考

察、比较和评估ꎬ认为鲁迅与茅盾都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新文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ꎮ 就其总体特色而

言ꎬ鲁迅主要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相当完美的结合ꎬ是新型文化的开路派、前卫派ꎻ茅
盾则主要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ꎬ是新型文化的建构派、稳健派ꎮ 尽管

两人存在着差异ꎬ人格和文格有明显的不同ꎬ但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具有创造力的文学大

师ꎬ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和后续性影响ꎮ 即使他们自身存在着矛盾或不足ꎬ也足可引为今人与

后人的镜鉴ꎮ 他们还都是那种再生力很强的“资源性”的文化名人ꎬ从他们这里可以引发出许多

富于生命活力的话题ꎮ 对于关心“全人比较研究”和“全人健康发展”的人们以及认定“文学是人

学”的信仰者来说ꎬ关心鲁迅与茅盾的“全人”存在ꎬ也可以由此获得许多有益的当代启示ꎮ 将鲁

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ꎬ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ꎬ在一定意义

上讲是成立的ꎻ作为思想文化的资源ꎬ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ꎬ“鲁迅文化”和
“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ꎮ 该书采取纵横交织的“全人比较研究”方法ꎬ突出了

鲁迅与茅盾比较研究的全面性和人生味等ꎬ批评了当今流行文化对鲁迅与茅盾的“围剿”或消

解ꎬ揭示了鲁迅与茅盾“沉重型”的人生样态和当代意义ꎮ
该书所采用的“全人视境”式的研究角度和方法ꎬ这种多维型、整合性的研究思路对于进一

步拓展鲁迅、茅盾研究的新局面ꎬ生发研究的新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ꎮ 因此ꎬ该
书出版后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ꎮ

(五)张铁荣的«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
张铁荣一直致力鲁迅与同代人比较文化研究ꎬ著有«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②ꎬ书中包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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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凯:«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ꎮ
张铁荣:«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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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ꎬ鲁迅与叶圣陶、许钦文、王鲁彦的小说比较ꎬ鲁迅与俄罗斯作家阿

尔志跋绥夫小说比较ꎬ鲁迅的编辑学阐释等内容ꎮ 还有论文集«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

中的鲁迅研究新视野»①ꎬ收录了 ４０ 余篇有关鲁迅与中外作家、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的文章ꎬ共
分为“南开视野”“比较研究”“宏观散论”“鲁学探微”“史料梳理” “文坛述往” “读书偶得”等 ７
个板块ꎬ反映了作者学术生涯的起点和进程ꎬ有一定的理论性、资料性和新观点ꎮ 作者从比较文

学的角度研究鲁迅及其作品ꎬ资料翔实、论述精辟ꎬ资料性、可读性强ꎬ如鲁迅与现代作家小说比

较研究、周氏兄弟失和原因、答徐懋庸公开信背后的故事、鲁迅在天津的考察、鲁迅与顾琅等ꎬ均
曾被各种书籍选录或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收录ꎮ

(六)«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②

进入新世纪的第 １５ 个年头ꎬ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１５ 日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师范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和中国鲁迅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

术研讨会ꎮ 来自国内外 ４０ 多所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６０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ꎬ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ꎮ 会后ꎬ吕周聚、赵京华、黄乔生主编ꎬ厚重、谨严、深入ꎬ长达

７５.６ 万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正式出版ꎬ推向图书

市场ꎬ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ꎮ 这充分证明“世界视野中的鲁迅”这一课题ꎬ已然是中国鲁迅学发

展的必然趋向ꎬ也是学界注目的重要热点之一ꎮ
该论文集值得特别注意的论文有:李冬木的«留学生周树人 “个人” 语境中的 “斯契纳

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ꎮ③ 该文肯定中国学者汪卫东在«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
鲁迅思想和文学新论»④一书中的观点:通过日文文本翻译、解读和与鲁迅文本的比较ꎬ确证鲁迅

«文化偏至论»中有关施蒂纳(“斯契纳尔”的另一译名)的材源ꎬ来自日本明治时期杂志«日本

人»上署名“蚊学士”的长文«论无政府主义»ꎬ并进一步深入辨析了鲁迅对“蚊学士”文本的处理

问题ꎬ考证出«日本人»杂志上“蚊学士”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异端”和独立学者———文学士烟山

专太郎ꎮ “蚊学士”是“文学士”的谐音ꎬ带有诙谐、自谑的性质ꎮ 鲁迅«文化偏至论»中无政府主

义因素的材源ꎬ正来自于此ꎮ 从中可以看到:李、汪两人“所做工作完全处在一个方向上ꎬ那就是

证实着人们通常所说的‘早期鲁迅’所面对的‘西方’ꎬ其实就是环绕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日本明

治版的‘西方’”ꎮ “这个新的发现将促使研究者重返并面对当年周树人所置身的那个历史现场

及他在那个现场的所思所想”ꎬ也充分显现了新世纪鲁迅学研究较前大为深入、细致了ꎮ 中、日
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确是极有益的ꎮ

学术的进展往往是从细微处静悄悄地产生的ꎬ那些大轰大嗡式的狂话与妄言不仅不会推动

学术的进步ꎬ反而会刮进恶劣的学风ꎮ 就“蚊学士”这一点来说ꎬ汪卫东的提出与李冬木的考释

才真正是新世纪鲁迅学进展的明证ꎮ 我认为这是新世纪鲁迅学非常重要的发现ꎬ对于正确认识

青年鲁迅的早期思想和后来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更可喜的是ꎬ刚进入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 １ 期就刊出了宋声泉的«‹科学史

教篇›蓝本考略»ꎮ «科学史教篇»历来被鲁学界视为鲁迅的早期文言论文之一ꎬ是考察鲁迅早期

思想的重要依据ꎬ但其材源一直未有明确的定论ꎮ 宋声泉多方访求ꎬ细密考证ꎬ得出«科学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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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铁荣:«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研究新视野»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ꎮ
吕周聚、赵京华、黄乔生主编:«世界视野中的鲁迅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ꎮ
[日本]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ꎬ«东岳论丛»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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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是鲁迅对日本学者木村骏吉 １８９０ 年出版的«科学之原理»绪言“科学历史之大观”的编译的

结论ꎮ 作者详细考察了鲁迅编译过程中的改动以及鲁迅接触木村骏吉著作的契机ꎬ不仅澄清了

有关«科学史教篇»的诸多误解ꎬ同时也为重新探讨鲁迅早年思想提供了新的坚实的文献基础ꎮ
同时肯定青年鲁迅在文章里渗入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尽管«科学史教篇»五分之四以上是据蓝

本译出ꎬ但鲁迅改译为作的努力十分显豁ꎮ 首先是将日本明治经验直接替换为中国本土意识ꎬ这
从鲁迅所增论的‘震旦死抱国粹之士’‘震旦谋新之士’等话语标记可以明显地体察到ꎮ 其次是

调整文章脉络结构ꎬ在原文‘科学历史之大观’的基础上格外凸显‘教训’的意涵ꎬ以符‘教篇’之
名ꎮ”①我认为ꎬ宋文不仅是鲁迅早期论文材源考领域重要的新发现ꎬ而且清晰地表明新世纪鲁迅

学学者新的科学的研究路径:不事喧哗ꎬ埋头实做ꎬ从细微处做文章ꎬ以实证做结论ꎬ使鲁迅更加

脱离“神坛”ꎬ走向人间ꎮ 正如对日本情况也很熟悉的鲁迅学学者陈福康所称:“这样从源头上考

释鲁迅早期编著所据材料ꎬ基本都是日本学者在做ꎬ现有中国年轻学者发现新材料属实难得ꎮ”
同时ꎬ陈福康在中国鲁迅学会理事微信群上重发他在 １９８３ 年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

版)»的«对“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提法的商榷»一文ꎬ以重申自己的观点ꎮ 也如刘春勇所言ꎬ“宋
文对于过去一部分过于神化或者过度阐释鲁迅早期思想的做法是一剂清醒剂”ꎮ

谭桂林的«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及其对当下鲁迅研究的启示意义»认为ꎬ伊藤虎丸是日本鲁迅

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ꎬ他认为鲁迅“无论是什么都不重要ꎬ重要的是鲁迅以什么方式ꎬ或者说

鲁迅以什么方式成为他所成为的ꎮ 这对习惯了阐释经典和构架体系的传统的鲁迅研究ꎬ也许具

有颠覆的意义”ꎮ “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基础上ꎬ伊藤虎丸的鲁迅论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鲁迅

的思维方式ꎮ”“从东京时期开始ꎬ鲁迅就一直具有并保持一种观察事物的整体意识”ꎬ“对欧洲近

代有着极为本源性的理解”ꎬ“凭借一个青年鲜活的感受性ꎬ感受到了它们根底当中的那种共通

的‘自由精神’及其能量ꎬ并且以进化论者和‘尼采’的个人主义这一形态ꎬ把它们化作自己的东

西”ꎮ 谭文指出:“伊藤虎丸对鲁迅整体性思维方式的推崇ꎬ无疑是富有创见性的思考ꎬ对新时期

以来国内鲁迅研究也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启示ꎮ”鲁迅之所以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作家ꎬ“就在于他

突破了枝枝蔓蔓的重围ꎬ抓住了宗法礼教制度的核心罪恶ꎬ以一种整体否定的叙事策略将一个巨

大的秘密展现在人们面前ꎬ强烈地刺激国人麻木的神经”ꎮ 特别可贵的是ꎬ谭文指出伊藤虎丸另

一个重要观点ꎬ即鲁迅对于外来文化的“抵抗性接受”的思维方式:一是鲁迅从来不接受既成的

理论、信念和教条ꎻ二是“在自身内部寻求”逆转的思维方式ꎬ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是思想的本土

化ꎬ从个体的角度看ꎬ则是观念的血肉化ꎻ三是鲁迅的“回心”特征ꎬ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

自觉或清醒ꎬ在自身内部寻求逆转ꎮ “这三点都决定了鲁迅不可能以一个既成的名目如‘尼采’
主义者、进化论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来定义他ꎬ鲁迅只能是他自己ꎮ”另外ꎬ谭文还指出伊藤虎丸

强调对鲁迅思想的“反体系特征”ꎬ而他核心观念的形成直接来自于“对于现实情景与文化再生

等切身问题的追寻与思考”ꎮ 谭桂林的这篇论文理论性很强ꎬ真正抓住了伊藤虎丸鲁迅论的核

心ꎬ对中国当下鲁迅学的健康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ꎮ
张梦阳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阿 Ｑ»一文从世界视野审视阿 Ｑꎮ 作者经过 ５０ 余年的积累、提

炼ꎬ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阿 Ｑ 正传»实质是一位思想家型、具有“精神诗性”的文学家创作的哲

学小说ꎮ 阿 Ｑ 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

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ꎬ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ꎮ 以这种典型人物为镜子ꎬ

２２
①宋声泉:«‹科学史教篇›蓝本考略»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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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ꎬ“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ꎮ 阿 Ｑ 是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学

典型画廊的惟一一个出色的典型形象ꎮ «阿 Ｑ 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ꎬ也是第一部传

播到世界并受到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称赞的现代文学作品ꎮ
张梦阳的«世界视野中的鲁迅杂文»ꎬ是作者读了大量的英国随笔ꎬ耗费半年时间写出的一

篇 ２.５ 万字的长篇论文ꎮ 作者认为ꎬ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

与杂糅形式ꎬ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

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ꎮ 这种随意性的自由文体

属于文学中的亚类ꎬ其文学属性主要表现为理趣ꎬ其文体特征是:闲、随、杂、散、曲ꎮ 从鲁迅最突

出的才能特质来看ꎬ与其说是小说作家ꎬ毋宁说是随笔作家更为恰当ꎮ 称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的

第一大家ꎬ当是没有疑义的ꎮ 只有从这种世界文化视野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ꎬ由随笔、杂文这类

文体产生的渊源上阐释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ꎬ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鲁迅杂文文学性这一长期存

在的争议ꎬ也才能使国外学界服气ꎮ
(七)吕周聚的«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因素»①

该书从异质的角度切入来研究鲁迅的文学创作ꎬ强调其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与中国传

统文学不同的因素ꎬ探讨其给新文学发展所确立的新传统ꎬ探究其对新文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

献ꎮ 从思维学的角度来分析鲁迅的创新思维ꎬ探讨鲁迅文学创作之所以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ꎻ从
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鲁迅的文学创作ꎬ揭示其创作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

之间的复杂关系ꎬ分析鲁迅与一般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差异ꎻ剖析鲁迅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

异端思想ꎬ思考这种异端思想在当下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ꎻ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ꎬ展现鲁迅文学

作品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和动人的艺术魅力ꎮ
(八)刘青汉的«跨文化鲁迅论略»②

刘青汉是已故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在兰州大学的博士生ꎮ 他的«跨文化鲁迅论略»一书提

出要走向鲁迅背后的全人类健全的资源背景ꎬ特别是与中国文化资源稍有出入的全人类的精神

资源、灵魂资源、思想资源、生命资源ꎬ进入和占有全人类多样的、有差异的、全备的足够资源ꎬ从
而打破狭隘的眼界ꎬ从全球视野去审视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ꎮ 并以基督教文化关联中的鲁迅研

究为主要视点ꎬ对鲁迅与爱、与忏悔、与非暴力呐喊、与终极关怀、与心灵史、文明史等的关系ꎬ作
了独到而深入的论述ꎮ

七、中日韩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

跨文化对话ꎬ就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撞击与交流ꎮ 这种撞击与交流是十分重要的ꎮ 如果一种

文化始终没有与异质文化发生对话ꎬ只是进行同质繁衍ꎬ就会如近亲繁殖那样ꎬ停滞不前ꎬ倒退萎

缩ꎬ以至于产生弱智的怪胎ꎬ发生畸型异变ꎮ
就鲁迅研究来说ꎬ进行跨文化对话ꎬ最方便也最直接的就是开展中、日、韩三国鲁迅研究学者

之间的对话ꎬ亦即东亚的学术研讨ꎮ 因为中、日、韩紧密相邻ꎬ承认鲁迅是东亚地区最有代表性的

作家已成为三国学界的共识ꎮ 这三国都有很长的鲁迅研究历史和很强的鲁迅研究队伍ꎬ而三国

的研究背景、环境、氛围却又有很大差异ꎬ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异质性ꎮ 这种鲁迅研究领域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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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吕周聚:«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因素»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刘青汉:«跨文化鲁迅论略»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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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ꎬ恰恰是撞击与交流的最佳条件ꎬ通过不同性质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之间的切磋交流ꎬ可能升华、熔铸出新的更高境界的认知成果ꎮ 事实上ꎬ经过近 ２０ 年的不懈努

力ꎬ中、日、韩三国已经形成了“东亚鲁迅”这一崭新的鲁迅映像ꎮ 因此ꎬ探讨“东亚鲁迅”的形成

过程及其成因ꎬ并进一步对“东亚鲁迅”的内涵与外延及实质性特征作出富有逻辑性的科学界定

以使之更为成熟ꎬ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ꎮ 中、日、韩三国鲁迅研究学者合作下推出的“东亚鲁迅”
概念是新世纪的一个重要收获ꎮ

怎样认识“东亚鲁迅”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实质呢? 首先ꎬ中、日、韩三国鲁迅学界所构成的“东
亚鲁迅”ꎬ是以冷静、深刻、理性的“抗拒为奴”的抵抗为根基的ꎮ 这种抵抗既是针对身处的具体社会

历史环境中的奴役现象的ꎬ又是对自身奴性的抗拒ꎮ 这是鲁迅本身的精髓ꎬ是多少年来鲁迅学家们

从人类整体发展进程出发所作出的共性认知ꎬ也是从“人学”的视角认识鲁迅所获得的真知ꎮ 其次ꎬ
“抗拒为奴”的精髓之形成ꎬ是以“个”的思想、“个的自觉”为前提的ꎮ 再次ꎬ“个的自觉”是在自我的

反省与反思中产生的ꎮ 没有内省也就没有自觉ꎬ本能的处于奴隶或奴隶主状态的奴性的人ꎬ就不可

能上升为自觉的“真的人”ꎮ 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经之路ꎬ也是打破奴隶成为奴隶主、弱者上升为强者

的历史重复的惟一途径ꎮ “东亚鲁迅”正是东亚地区人性发展的标尺和楷模ꎬ其所蕴含的“个的自

觉”“抗拒为奴”的精髓在人类精神解放历程中发挥着深刻影响与巨大作用ꎮ
作为“东亚鲁迅”核心的“人学”思想ꎬ很大部分是鲁迅留日时期从日本汲取的ꎬ而日本又是

从西方欧美译介来的ꎮ 那么ꎬ如今以西方欧美的眼光来看“东亚鲁迅”ꎬ又会是怎样的呢? 世界

视野中的“东亚鲁迅”ꎬ将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ꎮ 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化源流的角度重

新审视鲁迅和他的思想、著作以及他所处的时代ꎬ将会是未来鲁迅学发展的总趋势ꎮ
在这个商品大潮冲击社会ꎬ趋时媚世、造伪饰诈之风甚嚣尘上ꎬ人们日益被金钱、威仪、职称、

物欲等所奴役ꎬ成为新的奴隶的时刻ꎬ“东亚鲁迅”显得格外可贵ꎮ 这正是鲁迅 ２０ 世纪初所呼唤

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当代体现ꎬ是中、日、韩三国思想界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动力ꎮ
随着“东亚鲁迅”的形成ꎬ中、日、韩鲁迅学界的交流、互动ꎬ日、韩鲁迅学论著陆续在中国翻

译、出版ꎬ对鲁迅与日、韩文化关系的研究著作也日渐增多ꎮ 下面择要评介:
竹内好著«近代的超克»①遴选了竹内好写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至 ６０ 年代的数篇代表作品(包括名

文«鲁迅»«近代的超克»等)ꎬ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ꎬ竹内好的思想方式与知识立场

的形成与发展ꎬ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资源ꎮ “近代的超克”ꎬ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反思”或
者“现代化的反思”之意ꎮ 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ꎬ竹内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和

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力ꎬ也对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和深远的影响ꎮ 他追求“在状态之

中”的思想方式ꎬ与对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质疑和抗拒ꎬ使他的知识立场彻底地非体制

化ꎬ亦使他如斯终生敬仰的鲁迅一样成为了一位思想斗士ꎬ而不只是“学者”ꎮ 他对鲁迅的研究、
对中国鲁迅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ꎮ

除竹内好之外ꎬ中国鲁迅学者还对鲁迅、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较详实的研究———
赵京华的«周氏兄弟与日本»②ꎬ以鲁迅、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为论述主题ꎬ探讨周氏兄弟思

想文学精神原乡之一的日本的人文地理思想文化给周氏兄弟后来的发展以长久的影响和启发ꎬ
以及鲁迅作为同属于东亚的思想家文学家在日本被理解并发生深远影响的过程ꎮ 作者在日本留

４２

①
②

[日本]竹内好:«近代的超克»ꎬ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ꎮ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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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多年ꎬ获得博士学位ꎬ对周氏兄弟在日本的过程和情况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ꎮ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何谓“现代的超克”»①一书不同意中国盲目崇拜竹内好的倾向ꎬ对竹

内好出现的历史背景作了详细的分析ꎬ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ꎮ
随着日本鲁迅学论著和«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选»在中国的翻译、出版ꎬ中国鲁迅研究论著也

向日、韩输入ꎮ «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②１０ 卷本丛书请林非先生作总序ꎬ包括孙玉石、钱理

群、王富仁等 １０ 位中国当代著名鲁迅研究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精选集ꎬ２０１３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ꎮ 出版后ꎬ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ꎬ２０１４ 年得到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ꎬ被翻译成韩文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来自中韩两

国 ３０ 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及各界人士汇聚在韩国外国语大学ꎬ共同庆祝«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

集»韩文版由韩国著名出版社昭明出版社正式出版ꎬ并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ꎮ 此时恰逢中

韩建交 ２５ 周年ꎬ这套“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韩文版的出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这套丛书之所以能在韩国首先出版ꎬ与韩国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朴宰雨

教授的地位与努力是分不开的ꎮ 朴教授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暨中国语言文化学部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杂志韩方主编、世界汉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国际鲁迅研究会会

长ꎬ译介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ꎬ对韩中文学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ꎮ
还值得提到的是中方策划并主编葛涛博士ꎮ 他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国际鲁迅研究

会常务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ꎮ 已出版«网络时代的鲁迅»«鲁迅文化史»«“网络鲁迅”研
究»«被遮蔽的鲁迅:鲁迅生平史实研究» «互联网上的“作家迷”虚拟社区研究» «图本鲁迅传»
(合著)等 ６ 本专著ꎮ 他除策划并主编«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外ꎬ还策划并主编了“世界各

语种鲁迅研究精选集”丛书ꎬ已出«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ꎮ

八、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学

从单向视角扩展为多维视野ꎬ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一个重要特点ꎬ并且出现了直接以此为

题的书籍———
(一)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
作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ꎬ鲁迅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ꎮ 以前的鲁迅研

究成果大多从单向切入ꎬ只给读者提供了认识鲁迅的单个窗口ꎬ而这部书则视野宏大ꎬ有 １００ 多万

字ꎬ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 ２０ 余个维度观察鲁迅ꎮ 经过诸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的

解读ꎬ更加走近了鲁迅ꎬ呈现出鲁迅的复杂性:“鲁迅文学创作的主题学阐释”“美术视野中的鲁迅艺

术趣味”“鲁迅主编书刊的编辑学阐释”“文体史中的鲁迅评估”“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评估”“翻译

史中的鲁迅评估”“汉语史中的鲁迅评估”“学术史中的鲁迅评估”ꎬ等等ꎮ 当然ꎬ不可能每一维度都

是全新的ꎬ书中的不少专题面对的都是老问题ꎮ 在论说老问题时ꎬ编著者采取了一种十分诚实同时

也很有价值的做法ꎬ充分重视了已有的研究成果ꎬ一一注明出处ꎮ 对此ꎬ该书导论有明确的说明:
“本书作为世纪之交编撰的学术专著ꎬ应该自觉而认真地进行历史反思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

研究所经历的历史道路ꎬ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所出现的主要缺失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际上ꎬ
本书的总体视角的确立ꎬ体系框架的建构ꎬ观点方法的阐释ꎬ都是在认真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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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ꎬ董炳月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８ 年ꎮ
葛涛主编:«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ꎬ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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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在具体章节的操作中ꎬ或单设一个专门题目ꎬ评介过去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曾经出现过的一些

重大研究偏向ꎬ尤其是那些当前仍未真正解决、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ꎬ以便帮助读者(特别是

不大知晓往昔研究历史的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经验教训ꎬ增强思想的识别力ꎬ把握今后的发展趋向ꎻ
或不单设题目ꎬ而穿插在我们的有关论析中ꎬ结合进行简要的评介ꎬ画龙点睛ꎬ起到上述的作用ꎮ 同

时ꎬ从编著者的角度说ꎬ通过历史的反思ꎬ头脑可以更加清醒ꎬ立论可以更加心中有数ꎬ学术的起点ꎬ
突破的重心ꎬ补正的指向ꎬ整合的依据ꎬ确实显得更为明晰了ꎮ”①

(二)«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②

鲁迅之所以看问题比别人深刻ꎬ与他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ꎮ 新世纪有

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ꎬ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

究»ꎮ 该书是一部以鲁迅为媒介思考中国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文化时如何寻找自己“道路”的专

著ꎬ这既是一部扎实的鲁迅研究著作ꎬ同时又超出了一般的鲁迅研究ꎬ以“鲁迅为方法”思考着更

为广阔的问题ꎮ 其核心论点在于ꎬ现代性“我思”主体的建立固然带来了人的觉醒ꎬ但也同时将

现代人推向了虚无主义的深渊ꎬ而鲁迅的多疑正是克服这虚无主义的结果与方法ꎮ 因之ꎬ该书对

鲁迅多疑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大多数研究者将鲁迅的多疑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的范式ꎬ而在继承

了钱理群和尾崎文昭的“多疑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ꎬ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以鲁

迅的多疑为媒介而思索着中国以及东洋的“现代”ꎮ 该书认为ꎬ鲁迅的多疑不是别的ꎬ而是鲁迅

在“现代”进程中意识到“人的有限性”而对现代性“我思”主体的绝对性的怀疑ꎬ以及对这种怀

疑的怀疑ꎮ 而鲁迅此在当下的行动力的根源就隐藏在这样一种“多疑”之中ꎮ 由此所产生的行

动力同根源于现代性“我思”主体的行动力的根本区别在于ꎬ后者有一往无前和一劳永逸的属

性ꎬ并且极易将人推向虚无主义的深渊ꎬ而前者则在犹疑彷徨中有着持久的坚韧和源源不断的动

力ꎬ并且似乎能够提供某种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法ꎮ 该书最后认为ꎬ鲁迅的这种坚韧的行动力ꎬ其
根源或许在中国古老的“道”与“易”的思想传统中ꎮ

(三)张梦阳的«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③

该书由作者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学分析»发展而来ꎬ
主要精华在对鲁迅所提出的“悬想”进行了独到的哲学阐释ꎮ

(四)杨义的«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④

汉唐石刻是鲁迅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ꎬ但多年来少有人深入研究ꎮ 早已硕果丰盛的杨义在

新世纪对此进行了前人未及的开拓ꎮ 该文认为ꎬ民初鲁迅ꎬ以沉默排遣痛苦ꎬ也以沉默磨炼内功ꎮ
他开始搜集汉代石画像拓片ꎬ认为美术功能可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ꎬ故亦即国魂之现象”ꎬ
这种历史的和审美的体认延续到其晚年ꎮ “五四”以后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ꎬ因其金石

学、考据学、画像学根底精深ꎬ变得风骨独具、元气充沛ꎮ 汉画像展示着汉代经济、礼仪、娱乐的繁

茂ꎬ折射着楚风、齐风、鲁风和谶纬之学的民俗风情ꎬ牵涉着西域文明、南亚文明的内传ꎬ彰显着汉

人对世界一等大国的国力的自豪感ꎮ “惟汉人石刻ꎬ气魄深沉雄大”ꎬ鲁迅以此思考如何激活东

方美的力量ꎬ接通血脉ꎬ参证中西ꎬ融合创新ꎮ 通过对其中许多器具、名物、众技百戏的辨析ꎬ以及

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解读ꎬ进入只有升仙、不见地狱的汉人仙界—历史—人间的“宇宙三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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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ꎬ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导论ꎮ
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ꎬ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张梦阳:«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ꎬ桂林:漓江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ꎻ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１４ 年ꎮ
杨义:«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ꎬ«学术月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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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进入汉人的生活史、精神史ꎮ
新世纪对鲁迅藏汉画像的研究ꎬ大有方兴未艾之势ꎮ 西泠印社 ２０１４ 年影印出版了厚重的

«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①ꎬ并附有«鲁迅金石杂件抄(汉画像部分)»和«鲁迅汉画像年

表»ꎮ 黄乔生在前言«鲁迅收藏汉画像拓本略述»中详述了鲁迅收藏、研究汉画像的过程和价值ꎮ

九、新世纪中国鲁迅学新人与群落

新世纪ꎬ出现了一批中国鲁迅学新人ꎬ除在各专题中已经评述的之外ꎬ还有些没列入专题的

学人须另予以评述ꎮ
(一)高远东

高远东的著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②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ꎬ而我

最看好他在新世纪未来发展的却是他的思想ꎮ 他在新近发表的«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

意义»一文中说:“我觉得对鲁迅思想最切实的表达ꎬ是 １９８１ 年王得后概括提炼的‘立人’思想:
它是鲁迅思想的正面表述ꎬ可纠正长期以来单凭鲁迅的文学作品所形成的否定性思想者的印象ꎮ
而‘立人’思想和‘相互主体性’意识正好构成鲁迅思想的两面:‘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原点

和正题ꎬ其‘立人’问题实乃人如何确立或人的主体性如何确立问题的回答ꎻ而‘相互主体性’意
识则把‘立人’命题扩展到相互关系领域ꎬ使单向度的‘立人’问题社会化ꎬ使其从‘立人’到‘立
国’的建构完成了最关键一环ꎮ”③高远东不愧中国鲁迅学界继王得后之后的思想家ꎮ 从“立人”
到“相互主体性”意识为建立更高形态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启示ꎬ是鲁迅留给今人的珍贵遗产ꎬ也
是新世纪鲁学界努力研究的方向ꎮ

(二)郜元宝

郜元宝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六讲(增订本)»④ꎬ以后陆续出版的«反抗“被描写”———郜元宝

鲁迅研究自选集»«郜元宝讲鲁迅»«鲁迅精读»«鲁迅一百句»⑤ꎬ一共 ４ 部书ꎮ 他强调要向大学

本科生及社会大众普及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常识ꎮ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他以«鲁迅精读»为
教材ꎬ在复旦大学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鲁迅精读»专业课ꎬ为大一学生开设通识教育基础课«鲁
迅与中国现代文化»ꎬ十几年如一日ꎬ未尝懈怠ꎮ

在鲁迅学方面ꎬ郜元宝在«鲁迅六讲»的基础上ꎬ提出其总体研究思路ꎬ即“打通鲁迅研究的

内外篇”ꎮ 内篇ꎬ就是研究鲁迅本人的生平、思想与创作ꎮ 他在«文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发表论

文«打通鲁迅研究的内外篇»ꎬ是他致力鲁迅学研究的纲领ꎮ 该文既以史实考证为根基ꎬ又汲取

最新的理论为指导ꎬ是他致力鲁迅学的指针ꎮ 这样的学者理应成为楷模ꎮ 他最近发表的«鲁博

藏周氏兄弟留日时期中文剪报校改考释»ꎬ绕开鲁博藏“周氏兄弟”留日时期中日文剪报所收作

品之具体内容ꎬ聚焦于其中鲁迅文章之校改与初版本«坟»、通行本«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

论»相同与不同之例、未当或未善之例、校而不完之例ꎬ旁及剪报内其他作者诗文的校改情况ꎬ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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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高远东:«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ꎮ
郜元宝:«反抗“被描写”———郜元宝鲁迅研究自选集»ꎬ桂林:漓江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ꎻ郜元宝:«郜元宝讲鲁迅»ꎬ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ꎻ郜元宝:«鲁迅精读»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ꎻ郜元宝:«鲁迅一百句»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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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周作人所译«庄中»«寂寞»编入剪报的原因、时间及校改细节ꎬ由此进一步推测中文剪报的

校改者、校改时间与校改目的ꎬ以揭示“周氏兄弟”(尤其鲁迅)“提倡文艺运动”的东京时代和参

与“文学革命”的北京时期之间更加具体而鲜活的内在联系ꎮ① 可以说ꎬ该文就是理论研究与史

实考证相结合的典范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商务印书馆出版郜元宝的«鲁迅六讲» (二集)ꎬ收录«鲁迅

六讲»之后的论文ꎬ是中国鲁迅学的新成果ꎮ
(三)袁盛勇

袁盛勇的鲁迅研究著作主要有两部:«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当代鲁迅现象研究»②ꎮ
«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是袁盛勇的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ꎮ 河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

所长张永泉研究员曾发表«发现:学术研究的重要品格———评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一文ꎬ认为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是“袁盛勇第一次挖掘出鲁迅早期复古倾向的内涵ꎬ是他第一次把

鲁迅早期看似矛盾的复古倾向与立人主张有机地统一了起来”③ꎮ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是更高水平的成果ꎮ 该书认为ꎬ“鲁迅现象”是一种历史现象ꎬ一种精

神文化现象ꎬ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ꎮ 所以ꎬ力图从精神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时代“鲁迅现

象”的形成及其所蕴含的本来ꎬ就成了该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侧重点ꎮ 于是ꎬ作者对

这一问题ꎬ发挥自己所长ꎬ逐章进行了剥茧抽丝式的深入分析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鲁迅现

象”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ꎬ对它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ꎮ
要回到一个完整而复杂的鲁迅ꎬ就需要我们呈现鲁迅思想的全体:不仅要揄扬鲁迅思想中的积极

因素ꎬ而且要呈现鲁迅思想中的消极因素ꎮ 只有这样ꎬ未来中国文化才会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宏大

包容性和创造性的文化ꎮ 袁盛勇的这部书ꎬ其意义不限于鲁迅学范围ꎬ而是进入高境界的科学思

维的结晶ꎮ 不仅对鲁迅ꎬ对其他历史人物也极需要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ꎬ不绝对肯

定ꎬ也不一味否定ꎬ而是把人物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科学的分析ꎬ
从中抽出正确的结论ꎮ 目前ꎬ提倡和推广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ꎬ比对个别人物的评价

还要迫切和重要ꎮ
(四)朱德发和山师学派

以朱德发为首的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团队ꎬ兢兢业业几十年ꎬ已经形成令人注

目的中国鲁迅学的“山师学派”ꎮ
这个学派ꎬ在文学史研究方面ꎬ成绩最为显著ꎮ 最早可以追溯到田仲济ꎬ他写的«中国抗战

文艺史»ꎬ最初于 １９４７ 年出版ꎬ后由朱德发充实增订ꎬ予以再版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这个团队

出版了包括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等关于“五四”的三本书在内的一系列文学史著作ꎮ 最

近这些年ꎬ朱德发、魏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④ꎬ１００ 多万字的皇皇巨著ꎬ影响很大、极具

特色ꎮ 从世界化视野看中国文学史ꎬ是这个团队由此发展出来的一大特点ꎮ 朱德发的«世界化

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⑤在其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ꎮ 前文评述的“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

术研讨会和成书ꎬ应该是朱德发引领的结果ꎮ
这个团队是非常齐整的ꎬ从田仲济开始ꎬ有薛绥之、冯光廉、蒋心焕、查国华、宋遂良、韩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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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校改考释»ꎬ«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６ 年ꎻ袁盛勇:«当代鲁迅现象研究»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ꎮ
张永泉:«发现:学术研究的重要品格———评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ꎬ«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ꎮ
朱德发、魏建主编:«现代中国文学通鉴»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朱德发:«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ꎬ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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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等———他们都是跟朱德发同一辈ꎬ或者长一辈的ꎮ 年轻的生力军也涌现出一大批ꎬ一个个

都是响亮的名字ꎬ如吴义勤、魏建、张清华、吕周聚、李宗刚、贾振勇等ꎮ 他们脱颖而出ꎬ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领域相当活跃ꎮ 吴义勤、张清华等先后调出ꎬ目前仍然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鲁迅学领域

承担重任的有———
１.吕周聚

除了前文评述过的«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因素»之外ꎬ吕周聚还参编了«多维视野中的鲁

迅»ꎬ撰写了«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①«论鲁迅的现代思维品质»②«走向整合转型的鲁迅研

究»③«论鲁迅文学作品的艺术张力»④«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⑤等论文 ２０ 余篇ꎮ
２.李宗刚

李宗刚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便开始关注鲁迅研究ꎮ 进入新世纪后ꎬ他的鲁迅研究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ꎬ那就是注重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鲁迅的现代小说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发表的«论中

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⑥一文中ꎬ他便从发生学的角度对鲁迅的“立人”思想进行了阐释ꎮ
随着其学术研究的深入ꎬ他把研究视角逐渐地聚焦于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ꎮ 与

新式教育关系相对应ꎬ李宗刚又对父权缺失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阐释ꎬ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父权

缺失与五四文学发生之间关系的论文ꎬ其中包括一系列鲁迅作品解读的论文ꎬ这些论文为我们从

父权缺失的维度来理解鲁迅其人其文提供了新路径ꎮ ２０１０ 年ꎬ李宗刚的“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

现代文学”这一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ꎬ他的鲁迅研究从民国教育体制的维度来重新阐

释鲁迅及其文学作品ꎮ 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⑦和«民
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⑧ꎮ 这些成果不仅对鲁迅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

意义ꎬ而且还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ꎮ
３.贾振勇

在鲁迅研究方面ꎬ贾振勇先后出版«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郭沫若的最后

２９ 年»⑨等专著 １０ 余部ꎮ 其鲁迅研究的特色主要是从创伤到创造:从“内部”走入鲁迅的心灵世

界ꎬ以创伤与独创性为支点ꎬ着重分析鲁迅的创伤体验与其文学创造力之间的复杂关联ꎬ以及他

在不同阶段的情感状态、价值选择、精神构成、思想内蕴等ꎮ
(五)郑心伶为首的广东鲁迅研究会

广东的鲁迅研究ꎬ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就出现过

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和一声、王任叔关于鲁迅杂文和小说集«彷徨»的重要论文ꎮ １９３８ 年ꎬ
广州出版的杂志«黄花岗»又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鲁迅与尼采的论文———张震欧的«鲁迅与尼采»ꎮ
而真正的辉煌期是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ꎬ广东鲁迅研究小组和广东鲁迅研究会成立ꎬ«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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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周聚:«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ꎬ«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７ 期ꎮ
吕周聚:«论鲁迅的现代思维品质»ꎬ«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姜振昌、吕周聚:«走向整合转型的鲁迅研究»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吕周聚:«论鲁迅文学作品的艺术张力»ꎬ«华中学术»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吕周聚:«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ꎬ«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李宗刚:«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ꎮ
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ꎬ«文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李宗刚:«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ꎬ«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贾振勇:«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ꎻ«郭沫若的最后 ２９ 年»ꎬ北京:中国文史出

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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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期刊创办ꎬ把鲁迅研究搞得轰轰烈烈ꎬ在全国鲁迅研究界独树一帜ꎮ 跨入新世纪ꎬ广
东的鲁迅研究更加红火ꎬ成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南国景观ꎮ 而这一耀眼的景观最为

明显的标志就是———«鲁迅世界»和«民族魂»杂志ꎮ
(六)四川大学的李怡

李怡著有«阅读现代———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①ꎬ该著是作者 １９９０ 年代陆续所写中国现

代文学论文的汇编ꎬ而关于鲁迅的论文占到一半篇幅ꎬ涉及鲁迅小说、鲁迅新旧体诗歌的解读和

研究ꎮ 其中包括作者在大学本科期间撰写的第一篇解读鲁迅小说的论文«‹伤逝›与现代世界的

悲哀»ꎮ 这篇论文提出了对当时影响很大的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不一致的观点ꎬ曾得到

被商榷者王富仁本人的肯定和支持ꎬ由王富仁亲自推荐到«名作欣赏»发表ꎬ可谓 １９８０ 年代的一

段学坛佳话ꎮ 论集中相当部分是关于«故事新编»的解读和分析ꎬ论者力求从“人生体验”这一视

角剖析鲁迅的创作ꎬ在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的“反封建”与“反抗绝望”的阐释路径之外ꎬ别有一种贴近

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人生反馈的真切性ꎮ
(七)福建的鲁迅学传统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是中国散文研究的重镇ꎬ而鲁迅散文研究则是其散文研究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ꎮ 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奠基者之一ꎬ俞元桂在鲁迅散文研究方面有着诸多的论述ꎮ
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一书中ꎬ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兴盛”认
为ꎬ鲁迅是“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杂文的最杰出代表ꎬ是战斗杂文传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ꎻ第二编

第三章第三节“杂文艺术的发展”ꎬ专门评价了鲁迅的杂文ꎬ认为鲁迅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战斗杂

文的旗手ꎻ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鲁迅杂文战斗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指出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ꎬ“鲁迅的方向”成了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ꎬ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人所

继承和发扬光大ꎮ② 该院散文研究的第二代学人姚春树教授著有«２０ 世纪中国杂文史»③ꎮ 该书

第十一章“杂文大师鲁迅的杂文”ꎬ全面考察、总结了鲁迅杂文的创作历程、创作内容、审美特质

以及鲁迅杂文在世界上的地位ꎬ对于推动鲁迅杂文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该院第三代学

人汪文顶教授的鲁迅散文研究多散见于其散文研究论著中ꎬ其论文«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概观»
«“五四”散文抒情体式的变革与创新»④ꎬ将鲁迅的散文诗«自言自语»、记叙抒情散文集«朝花夕

拾»等散文体式置于历史的流动视野中ꎬ并重估其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ꎻ论文«现代散文“个性

说”的传统资源»⑤认为ꎬ鲁迅更深入地发掘传统文学中的特立独行、发愤著书的精神遗产ꎬ为现

代散文个性说的古今会通贯注了一股阳刚气骨ꎮ 该院第四代学人郑家建、黄科安等也对鲁迅散

文进行了富有卓见的研究ꎮ 郑家建论文«若有所思———‹朝花夕拾›的审智意义»«‹朝花夕拾›:
“回忆”的叙述学分析»⑥二文集中研究了«朝花夕拾»文本结构的深沉意涵及叙述艺术ꎮ 黄科安

的专著«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⑦ꎬ第三章“周氏兄弟与中国现代随笔”专
门探究了鲁迅的随笔观念及其随笔创作的思想立场、修辞艺术等方面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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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阅读现代———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ꎮ
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ꎮ
姚春树、袁勇麟:«２０ 世纪中国杂文史»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汪文顶:«无声的河流:现代散文论集»ꎬ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３ 年ꎮ
王炳中、汪文顶:«现代散文“个性说”的传统资源»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郑家建:«若有所思———‹朝花夕拾›的审智意义»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ꎻ郑家建:«‹朝花夕拾›:“回

忆”的叙述学分析»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ꎮ
黄科安:«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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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郑家建还有更突出的成就ꎮ 他出版了«故事新编»研究集大成之作———«被照亮的世

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①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更名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
诗学研究»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增订本ꎮ 该书 ３０ 万字ꎬ以“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为主

旨ꎬ从戏拟、隐喻、文体、古代传统、现代技巧诸方面对«故事新编»作了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

的综合考察ꎬ既有视野宽广的宏观论述ꎬ又在行文中有机地对各篇小说作了相当细致而富有独创

性的阐释ꎬ令读者顿时产生一种“被照亮”的豁然贯通的感觉ꎮ
(八)黄健

浙江大学的黄健主要侧重于文化转型中的鲁迅思想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ꎮ 他认为鲁迅

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ꎬ是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人物ꎬ同时也指

出鲁迅在这种转型中率先完成了自身的观念、思想、意识和人格的现代转变ꎬ进而能够以一个独

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思想观念ꎬ成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最具思想性的批判者和

建设者ꎮ 因此ꎬ要真正认识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独特性ꎬ就必须正视他内心的紧张、矛盾和复杂性ꎬ
认识他的多疑、忧郁和孤独的心理气质与性格特征ꎬ以及他的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ꎬ并将其置

于 ２０ 世纪中国多变、动荡和转型的时代语境之中加以审视ꎮ 惟有如此ꎬ方能发现他的思想的深

邃、独异和心灵世界的博大、幽远ꎮ 围绕鲁迅文化观和思想的这一特点ꎬ黄健发表鲁迅研究方面

的学术论文 １００ 余篇ꎬ受到学界的关注ꎬ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此外ꎬ他出版了«反省与选择———鲁

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②等书ꎮ

十、老学者的新贡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已做出成绩的学者ꎬ新世纪又做出不凡的新贡献ꎬ有必要择要评述ꎮ
(一)林非的新世纪工作

林非虽然由于年迈和患病ꎬ不能像过去那样夜以继日地写作ꎬ但在新世纪里还是付出了他珍

贵的努力———他为«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写了总序ꎻ为«文艺报»２０１３ 年起的四期纪念鲁

迅专刊写了头条文章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采访时ꎬ作了题为“鲁迅

也有历史局限性ꎬ但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鲁迅”的回答ꎮ 林非对鲁迅痴迷一生ꎬ写出了许多具有里

程碑性质的论著ꎬ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地崇拜鲁迅ꎬ而是一贯坚持理性的科学研究ꎬ主张

“将鲁迅与同时代的人物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各种反封建思想的人物进行比较以历史主义

观点指出鲁迅的局限性ꎬ使鲁迅具有了更为科学的历史定位”ꎮ «鲁迅和中国文化»最耐人咀嚼、
发人深省的是从深邃、丰厚的文化内蕴中发出对“人”的呼唤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阐发ꎮ “立
人”是鲁迅自己独立思想的核心ꎬ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阐释与发挥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最重要的

收获ꎮ 同时ꎬ林非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次科学与理性地指出了鲁迅的历史局限性ꎮ 他在«鲁
迅和中国文化»中指出ꎬ鲁迅早期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唯意志论思潮的影响ꎬ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

的基地ꎬ对明中叶及黄宗羲以后的民主思想缺乏研究ꎬ等等ꎮ 像这样实事求是地为鲁迅定位ꎬ不
回避他的矛盾和局限ꎬ反而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达到深度契合ꎮ

林非在鲁迅研究上之所以硕果累累ꎬ与他独到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ꎮ 学界认为ꎬ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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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ꎮ
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ꎬ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ꎻ黄健:«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

结构的多维透视»ꎬ北京:作家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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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代初期研究鲁迅小说时ꎬ林非就开始运用比较研究方法ꎬ他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更是运

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杰出范例ꎮ 在«鲁迅思想研究随笔»一文中ꎬ他主张“应该把鲁迅的思想ꎬ
放在他所处的广阔的时代背景前面来进行观察”ꎬ“还应该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长河中来进行

观察ꎬ要研究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ꎬ“并且跟思想史上各种反封建的思

想观点进行比较ꎬ从而阐明它历史和现实的意义ꎬ阐明它在思想史上的作用和价值”ꎮ① 这样才

能更有助于对鲁迅的思想进行合理而准确的评价和定位ꎮ 与许多学者的认识不同ꎬ林非一直强

调鲁迅研究不是个人的事情ꎬ它是涉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事ꎮ 在他看来ꎬ鲁迅研究的意义绝非

停留在学术层面ꎬ其思想启蒙的意义更值得重视ꎮ
(二)王富仁的“新国学”及«鲁迅与顾颉刚»
王富仁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体系性地区分了中国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ꎬ以过人的洞察力和

胆识整体性地离开了长久以来以“政治革命”视角研究鲁迅的框架ꎬ把鲁迅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思

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ꎬ重塑鲁迅作品作为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意识本质”ꎬ提出«呐喊» «彷
徨»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一论断ꎬ将鲁迅从不乏庸俗的政治框架内拉回

思想和文学的场域ꎮ 今天看来ꎬ王富仁是把鲁迅置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研究”的视野

中ꎬ不仅仅建构了这一视野下鲁迅的一种整体性形象ꎬ更切实地以“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时代鼓

点ꎬ反复敲响着一个时代的警钟ꎮ
仅这一点ꎬ王富仁就足以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成为划时代的人物ꎮ 而他并未止步ꎬ新世纪作出更

大贡献ꎬ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ꎬ«社会科学战线»连续三期刊载了王富仁的论文

«“新国学”论纲»ꎮ «新国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第一辑登载了«“新国学”论纲»全文ꎮ
“新国学”与原有“国学”相对举ꎬ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

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ꎮ “新国学”理念体现出宏阔、长远的历史意识、当代意识ꎬ其
实质是在提升近代以来近 ２００ 年的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的历史感ꎬ试图召唤中国学术研

究者的文化创造意识及其使命感ꎬ使中国学术在其整体性的历史构图上实现改变ꎮ
王富仁的«鲁迅与顾颉刚»②ꎬ正是“新国学”旗帜下的一项成功的实践ꎮ 该著是科学论析历史

人物的典范:既批评顾颉刚的缺点和不足ꎬ又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有理由、有资格

轻视顾颉刚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ꎮ 该著思路严密、博通精微、卓有见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ꎮ
其意义是巨大的ꎬ不仅对顾颉刚这一个人物的历史疑案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分析ꎬ关键是对所有

历史人物、特别是更为重要、伟大的历史人物提出了科学评价的准则和示范ꎮ 不限于此ꎬ该著还从

中国以至于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背景上ꎬ探微知著、高瞻远瞩地重新审视了“整理国故”和古史

研究、胡适和“胡适派”、“现代评论派”和英美派学院精英与鲁迅的分歧等众多复杂问题ꎬ分析论

列ꎬ直抒己见ꎬ深入反思了 ２０ 世纪中国的学人、学术和文化的本质和“疑案”ꎮ 敢于正视ꎬ绝不回避ꎻ
有理有据ꎬ绝不虚浮ꎻ不仅有益于解决历史问题ꎬ而且对未来的前进道路提出了带有根本性、启发性

的思考ꎮ 其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鲁迅学史和现代思想文化史ꎬ充分显示了整

个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体性与全局性ꎮ 可以看出ꎬ王富仁是有其更为宏大的设想与格局的ꎮ 由此也

更加深憾他的不幸早逝ꎬ使他未能进一步完成胸中的全局谋略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２ 日ꎬ王富仁任终身教授的汕头大学文学院举办了“‘王富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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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３３０－３３１ 页ꎮ
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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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与 １９８０ 年代”学术讨论会ꎮ 王富仁的弟子和景仰的学者纷纷到会ꎬ从对“新国学”的理解到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元素”的复杂况味———兼及“王富仁鲁迅”的可能

内涵»等重大课题进行了热烈、严肃的讨论ꎬ说明王富仁“鲁学”的精神遗产已经深深植于年轻学

子心中ꎬ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ꎮ
(三)把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结合一体的钱理群

把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ꎬ无疑首推钱理群ꎮ 钱理群主要致力知识分子研

究ꎬ有“知识分子三部曲”的巨著问世ꎬ而他同时还竭尽全力向全国大陆、台湾、各行各业、各个阶

层的人们ꎬ尤其是年青人宣传鲁迅ꎬ推广鲁迅ꎮ 他的鲁迅研究著作已有 １０ 本之多:«心灵的探

寻»«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代表作十五讲»«远行以后———鲁迅

接受史的一种描述»«鲁迅九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活着的鲁迅»«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

品解析»ꎮ 关于鲁迅的演讲、序言等ꎬ都集中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出版的«鲁迅与当代

中国»里ꎬ从中可以看到钱理群鲁迅研究的概貌ꎮ 我们以这部书为基础概括出钱理群鲁迅研究

的三大特点:
其一ꎬ把鲁迅专属的“立人”思想与现代中国融合在一起ꎬ指出鲁迅是一位没有“导师” “国

师”情结、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特异的人ꎬ使现代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张力ꎮ 这正是 ２０ 世纪

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其二ꎬ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是最“接地气”的ꎮ 他的研究不仅与专业人士———他的同行、学生

心心相印ꎬ而且与企业家、工人休戚相通ꎮ 钱理群在给宝钢党委书记刘国胜的著作写的序中写

道:“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ꎬ敢于正视现实中国的问题ꎬ对中国的改革富有历史责任

感ꎬ而且勤于思考ꎬ勇于实践的人ꎬ他是迟早要和鲁迅相遇的ꎬ他对鲁迅的体认ꎬ是那些把鲁迅当

作老古董、敲门砖的所谓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ꎮ 因此ꎬ刘国胜先生提出‘中国现在需要鲁迅’的
命题ꎬ完全是自己的独立见解ꎬ有自己的独立发现ꎬ并且有自己的三大理由ꎮ”一是“鲁迅的‘立
人’思想是‘现代中国人的发展之道’”ꎻ二是“‘立人’成功ꎬ企业才能做强做优”ꎻ三是“热爱鲁

迅ꎬ需要从鲁迅作品中汲取智慧和力量”ꎬ是我们“自身的内在需要”ꎮ① 这都是使鲁迅研究“接
地气”的最好范例ꎮ

其三ꎬ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深入到青少年以至儿童中去ꎮ 他充分发挥自己是北京大学最受欢

迎教师的优势ꎬ对大学生与鲁迅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调查ꎬ又到中学生中去亲自讲鲁迅ꎬ不厌其烦

地评议学生的答卷ꎬ提出引导中学生“读点鲁迅”“让鲁迅回到儿童中间”的设想ꎬ甚至到台湾去

宣传鲁迅ꎮ 可谓是精诚所至ꎬ感人至深ꎮ
可以说ꎬ钱理群不仅是学院里讲授、研究鲁迅的大家ꎬ而且是冲出学院派的樊篱到群众中去

宣传鲁迅的最积极的实践者ꎮ
(四)朱正的新著

朱正应该说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经历最长、尽力最大、成果最多的老学者了ꎮ 朱正的第一本书

«鲁迅传略»于 １９５６ 年出版ꎬ当时他才 ２５ 岁ꎬ书刚出就被错划为右派ꎬ经历了 ２０ 多年的磨难ꎮ 后

来ꎬ他的鲁迅传又不断地修订、重出ꎬ水准次次递进ꎬ越来越好ꎮ ２０ 世纪重新出山后ꎬ朱正自己最

看重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出版ꎬ此书也在不断修订、再版ꎮ 新世纪ꎬ朱正出版的最重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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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理群:«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鲁迅思想的独特价值»ꎬ刘国胜:«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ꎬ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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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①ꎬ这也是他对之前的«鲁迅的人脉»一书

的修订和增补ꎬ原书 ２００ 多页ꎬ现在这本书已经是 ５００ 多页了ꎮ 朱正指出: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
他(鲁迅)交往的是些什么人ꎬ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ꎬ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鲁迅的形

象、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ꎮ 朱正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来解读鲁迅的人际关系ꎬ这些文字可以看作

其治史的结晶ꎮ 读者喜欢的是用材料说话ꎬ不会喜欢强作解人ꎬ朱正始终如一地做到了有一分证

据说一分话ꎮ
朱正与邵燕祥合著的«重读鲁迅»②ꎬ也是用鲁迅的批判精神“重读鲁迅”ꎬ审视那些“必将保

留的和不必保留的”ꎬ同样是对鲁迅精神的阐扬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湖北人民出版社选择朱正比较重要的鲁迅研究文章ꎬ出版了论文集«鲁迅的

一世纪———朱正谈鲁迅»③ꎬ同样发扬了鲁迅的批判精神ꎮ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鲁迅研究中的资

料问题»ꎬ体现了谨严的科学态度ꎻ«新版‹鲁迅全集›的得与失»ꎬ谈出了一位老鲁迅研究学者的

真知灼见ꎻ«“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分 １９４６ 年和 １９５７ 年两个不同历史语境ꎬ对这个世纪

疑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ꎮ
朱正一辈子研究鲁迅ꎬ其毫不留情的以事实为根据的批判精神是从鲁迅那里继承下来的ꎮ

他以“不和众嚣ꎬ独具我见”的史家风骨来研究鲁迅ꎬ其文忠实于历史ꎬ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

德ꎮ 中国鲁迅学史上必有朱正的重要位置ꎮ
(五)陈漱渝的新论

陈漱渝愈是年长ꎬ笔力愈是老到ꎮ 他继 ２０ 世纪的几种鲁迅传之后ꎬ新世纪又写出新的鲁迅

传———«搏击暗夜———鲁迅传»④ꎮ 这里ꎬ只略谈他在新世纪里的鲁迅研究文章和主编的丛书等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陈漱渝的«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⑤出版ꎮ 该书系陈漱渝有关

鲁迅演讲词的首次结集ꎬ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犀利ꎮ 其中ꎬ有些史料和发现是作者多年发掘

和研究的成果ꎬ第一次披露ꎻ有些演讲内容和观点ꎬ结合大量的事例、数据和社会现实ꎬ很有现实

意义ꎬ发人深省ꎻ有的演讲词还曾引起比较大且尖锐的论争风波ꎮ 可以说ꎬ本书既有较高的史料、
学理价值ꎬ也较为客观、通俗、具有可读性ꎬ是人们走近、认识真实的鲁迅ꎬ以及了解鲁研界发展演

变和各种最新动态的生动读物ꎮ
陈漱渝还主编了很多鲁迅研究丛书ꎬ例如«民国那些人———鲁迅的同时代人(上)»«民国那

些事———鲁迅的同时代人(下)» «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 «鲁迅语录四卷

本»«鲁迅的风月闲谈»ꎮ 与人合编书籍有:«编年体鲁迅译文集(插图本)»«许寿裳遗稿»«鲁迅

画传»«鲁迅与世界»«当代作家谈鲁迅»等ꎮ 其中ꎬ陈漱渝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新

前沿丛书»⑥影响较大ꎮ 丛书包括陈漱渝自己的«鲁迅的红色、灰色与本色»、张梦阳的«鲁迅的

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王锡荣的«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李林荣的«犁与剑ꎬ鲁迅文体与思

想再认识»、肖振鸣的«鲁迅的书法艺术»ꎬ等等ꎮ
(六)王得后的«鲁迅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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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ꎬ北京:东方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陈漱渝:«鲁迅研究新前沿丛书»ꎬ桂林:漓江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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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是中国鲁迅学界的一位“思想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他提出鲁迅的“立人”思想ꎬ
成为新时期鲁迅学的纲领ꎮ 新世纪面对不可回避的鲁迅与孔子的关系问题ꎬ他又沥尽心血写作

了«鲁迅与孔子»①ꎮ 该书通过近乎实证性的比较研究ꎬ敞亮给读者完全无遗的自己的比较材料ꎬ
使读者既能看到鲁迅的一面ꎬ也能看到孔子的一面ꎮ 从中ꎬ我们能明确地感受王得后的学术理

路:在某个问题上ꎬ孔子是什么观点ꎬ鲁迅是什么观点ꎻ然后比较出他们的异同ꎬ再作出作者自己

的判断ꎮ 在对孔子观点的列举中ꎬ难免有些文言文上的生僻字词ꎬ他都一一以“王按”的方式予

以排除ꎮ 许多地方ꎬ还有统计数字来说明ꎬ如某个问题鲁迅总共说过多少次ꎬ孔子说过多少次?
王得后的研究在起始中不惜花大力气把需要的材料搜罗殆尽ꎮ 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老实态度ꎬ近
乎清代考据研究方法ꎬ实在有别于如今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海阔天空自话自说的浮躁学风ꎮ 这是

负责任的态度和研究ꎬ不但表明了作者的学术理路ꎬ也给读者的再思考提供了绝大的方便ꎮ

十一、鲁迅学史的拓展与进一步反思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鲁迅研究学术史的研究开始兴起ꎬ出版了一些学术史著作ꎬ例如袁良骏的

«当代鲁迅研究史»②ꎮ 该书实际是«鲁迅研究史»的下卷ꎬ与已出的上卷相合ꎬ鲁迅研究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ꎬ有了一部完整的学术史ꎬ形成了学术的自觉ꎮ
２０ 世纪末ꎬ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③出版ꎮ 该书是站在时代理论思维的高

峰上对 ２０ 世纪中国鲁迅研究进行鸟瞰的思想型学术史ꎬ给人以高屋建瓴、深刻透辟之感ꎬ其中有

些论述的意义似乎已超出了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范畴ꎬ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ꎮ
刚进入新世纪ꎬ杜一白的«鲁迅研究史稿»④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把鲁迅研究史分

作五个时期:以沈雁冰、冯雪峰、瞿秋白等为主要研究者的早期ꎻ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及

胡风、周扬等为主要研究者的深入发展时期ꎻ建国后以冯雪峰、唐弢、陈涌等为主要代表的“十七

年”时期ꎻ大曲折、大倒退的十年动乱时期ꎻ飞跃发展的新时期ꎮ 作者对每个时期总的特点ꎬ代表

人物的主要论著、观点ꎬ以及每一时期鲁迅研究的成败得失ꎬ都进行了概括、列举和分析ꎮ 总体来

看ꎬ该书脉络清晰ꎬ详略得当ꎬ评骘准确ꎬ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ꎮ 但是以严格标准要求ꎬ该书所

据资料尚欠丰富ꎬ理论概括也欠有力ꎬ特别是对于精神文化背景的分析更是欠缺ꎬ因而影响了全

书的学术广度与思想深度ꎮ
新世纪以来ꎬ学术史的研究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ꎬ学界对学术史予以更大的重视ꎮ 张梦阳著

的三卷本«中国鲁迅学通史»⑤获得国家图书奖ꎮ 该书在资料的全面、系统和理性反思等方面ꎬ超
越了以前的学术史著作ꎮ 王家平的«民国视域中的鲁迅研究»⑥ꎬ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属于李怡教授主编的“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第二编的第 １５ 册ꎮ 徐妍的«新时期以来

鲁迅形象的重构»⑦ꎬ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ꎮ 王家平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１９０９—２００８»⑧ꎬ
是作者主持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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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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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王得后:«鲁迅与孔子»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ꎬ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ꎮ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ꎮ
杜一白:«鲁迅研究史稿»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ꎮ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ꎬ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ꎮ
王家平:«民国视域中的鲁迅研究»ꎬ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徐妍:«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ꎮ
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１９０９—２００８»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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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恩的«经典“鲁迅”:历史的镜像»①ꎬ是陈国恩的“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项目成果ꎬ
以专著形式面世ꎮ 陈国恩的鲁迅研究ꎬ受到同行的好评ꎬ袁盛勇教授称赞其“对现当代文学的前

沿问题表现了一种持续的追踪和关注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进去ꎬ从而在积极方面推动了现当

代文学研究和相关文学史的撰写”②ꎮ 其实ꎬ这也是学术史的一种类型ꎮ 此外ꎬ针对已经出版的

鲁迅研究学术史著作ꎬ邱焕星在«“鲁迅学术史”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４ 年 ４ 期)
中ꎬ对如何写学术史也作了自己的思考ꎮ

除了国内学者写的鲁迅研究学术史外ꎬ国外学者写的学术史也被翻译进来ꎮ 例如日本学者

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③ꎬ考察了«故乡»１９２１ 年发表之后被阅读、评论的变迁情况ꎬ以
此来展示鲁迅文学在民族国家建设中起到的重要工具功能ꎬ梳理了中外读者不同历史时期对

«故乡»的接受与变化ꎬ不失为学术史写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ꎮ
鲁迅研究学术史的兴起ꎬ标志着鲁迅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学术自觉ꎮ 在这一点上ꎬ其他任何一

种人物研究都是无法企及的ꎮ

十二、新世纪鲁迅学的特点与不足

新世纪鲁迅学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ꎬ新世纪鲁迅学的新人新作已经摆脱了我们这一代和我们前几代鲁迅研究学者所长期

背负的沉重的思想包袱ꎬ不再满足于诠释政治人物的政治观点ꎬ而是进一步从存在主义、精神分

析理论、文化心理学、叙事学等多种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出发ꎬ努力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对鲁迅及

其思想、作品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进行多重的文化解读ꎮ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更为

深入、系统的开掘ꎬ鲁迅与外国文化的联系也有了更为广阔的拓展ꎮ
其二ꎬ鲁迅已经走下“神坛” “圣坛”ꎬ逐步还其真人的原貌ꎬ实现了“人间化”ꎮ 学者们已经

不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ꎬ鲁迅的好恶为好恶ꎬ而是把鲁迅及其思想和作品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ꎬ从而打破了鲁学界两个“凡是”的思维模式ꎬ既认识到鲁迅的

历史的局限性ꎬ又倍感他的恒久的价值ꎮ 这种恒久的价值ꎬ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与美学的价值ꎬ也
含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ꎮ

其三ꎬ对以前的鲁迅学史ꎬ开始以新一代的眼光进行审视ꎬ看到了鲁迅形象重构的时代因素

与内在逻辑ꎬ为下一步的学术进展作了理性的准备ꎮ 这将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觉醒史的一个

令人耳目一新的侧影ꎮ 高远东在«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一文中ꎬ提出了“相互主

体性”④的概念ꎮ 这是继王得后提出的“立人”思想的新发展ꎬ将会从总体观念上提高鲁迅学的境

界ꎬ对今后鲁迅学的研究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严格要求来看ꎬ新世纪鲁迅学还存在以下的不足:
其一ꎬ虽然努力从多重的文化视角和多种的现代理论审视与解读鲁迅ꎬ但由于对鲁迅原作和

当时的历史语境尚“吃”得不透、结合不紧ꎬ没有完全融化在鲁迅本体中ꎬ因而有时给人以食“古”
不消、食“洋”不化的油水分离的感觉ꎮ 因此ꎬ鲁迅学尚未实现整体性的突破ꎮ 尤其是热衷于现

代主义名词、求新求奇的人多ꎬ而埋头于鲁迅生平史实的挖掘、考证、辨析、鲁迅原著的校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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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国恩:«经典“鲁迅”:历史的镜像»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９ 年ꎮ
袁盛勇:«读陈国恩‹学科观念与文学史建构›»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日本]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ꎬ董炳月译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ꎮ
高远东:«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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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解读的人少ꎮ 这是不利于推进鲁迅学进一步发展的ꎮ
其二ꎬ对鲁迅进行多重的文化解读是有必要的ꎬ但不能完全脱离政治ꎬ把鲁迅描述成一个脱

离政治的单纯的文化人ꎮ 这样做ꎬ同样是不符合鲁迅本体的ꎬ甚至于会离真相更为遥远ꎮ 因为鲁

迅毕其一生都是与国家、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ꎮ 这里所说的“政
治”ꎬ并不是某些政治家或政治集团的“政治”ꎬ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命运的

政治ꎮ 人只要活在世上ꎬ就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政治ꎮ 特别是鲁迅ꎬ还有和他同时代的革命家、
文化人都是与这种政治血肉相联的ꎬ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和著述都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与人类的前

途ꎮ 现在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点ꎬ这是很有必要的ꎮ
其三ꎬ虽然新世纪出现了一些鲁迅学新人ꎬ但多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时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而

做ꎮ 博士学位一拿到ꎬ就改行从事其他了ꎮ 极少有专门致力于鲁迅学这门学问的学人出现ꎬ因而

从整体来看ꎬ不能不说中国鲁迅学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ꎮ 不仅是鲁迅学ꎬ就是整个人文科学都很

令人担忧ꎬ这与大的时代环境有关ꎬ不是任何个人所能扭转的ꎮ 但是ꎬ我们能不能尽其微薄之力

尽量予以弥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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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老舍的启蒙思想
∗

傅光明　 杨丽霞
( 河北大学 文学院ꎬ河北 保定ꎬ０７１００２ )

　 　 摘要:　 探讨抗战时期老舍启蒙思想ꎬ关键在于他的启蒙立场ꎮ 老舍以突显“国家至上”为宗旨的国民性改

造ꎬ逸出“五四”时期以“个人”为基点的启蒙框架ꎬ由个体启蒙转向群体觉醒ꎮ 这一转变ꎬ既是时代对作家的要求ꎬ
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自觉行动ꎮ 民众群体觉醒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成为这一时期老舍启蒙思想的重心ꎮ

关键词:　 老舍ꎻ启蒙思想ꎻ文化批判ꎻ国民性ꎻ抗战时期ꎻ国家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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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光明(１９６５—　 )ꎬ男ꎬ北京人ꎬ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ꎬ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ꎻ杨丽霞(１９８０—　 )ꎬ

女ꎬ河北邢台人ꎬ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ꎬ北京工业大学讲师ꎮ
①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ꎬ北京: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 页ꎮ
②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ꎬ北京: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０６ 页ꎮ
③王本朝:«老舍研究»ꎬ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４４ 页ꎮ
④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００ 页ꎮ
⑤关纪新:«老舍抗战观扼要»ꎬ«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启蒙”是 ２０ 世纪前半叶乃至整个 ２０ 世纪都在研究的宏大课题ꎮ 它既是“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核心理念ꎬ又是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延续ꎮ 在中国ꎬ“启蒙”这一概

念从引进到发展都带有明显的社会革命的痕迹ꎮ 自清末维新运动到抗日战争结束ꎬ在近半个世

纪的历史中ꎬ启蒙思想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ꎮ 启蒙方式的转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规约ꎬ不
仅关涉文学现象认知ꎬ更影响对作家的思想阐释ꎮ 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作家ꎬ
对其启蒙思想的探讨ꎬ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ꎮ

学界关于老舍启蒙思想的研究文章已有多篇ꎮ 总体而言ꎬ研究者普遍认为老舍“继承了鲁

迅的传统”①ꎬ在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方面延续了“五四”启蒙精神ꎮ 这些文章或是从建构现代

新国民人格入手探讨“现代知识者精神突围”②ꎬ或是限于文化反思层面对“普通市民的生存境遇

和文化心态进行揭露和审视”③ꎬ或认为在抗战中老舍试图接通中断已久的“灰色的市民社

会”④ꎬ却回而不归ꎮ 无论哪种观点ꎬ几乎都是在 “五四”时期以“个人”为基点的启蒙框架下阐

释ꎮ 从“五四”到抗战ꎬ老舍的启蒙思想不曾中断ꎬ“救亡与启蒙这两束现代思想的强光ꎬ常常紧

密地交织一处”⑤ꎮ 但在抗战时期老舍不再单纯地停留于个体启蒙的层面ꎬ而是延伸到群体觉醒

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ꎮ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与唤起民众群体觉醒ꎬ成为此时期老舍启蒙思想的重

心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抗战时期老舍的启蒙思想进行再梳理ꎮ

一、“五四”语境与差异化启蒙立场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ꎮ 受“打倒孔家店”、否定“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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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孔夫子、彰扬以“个人”为基点的解放、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等思想影响ꎬ从“不敢对老人

老事有任何批判”的老舍ꎬ开始自称“敢于怀疑孔圣人了”①ꎮ 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ꎬ“老舍不

是启蒙者ꎬ而是启蒙对象”②ꎮ
在这一历史语境下ꎬ老舍积极吸吮“异质文化信息”③ꎬ尽管他身上仍保持着诸多传统文化质

素ꎬ但思想已悄然发生变化ꎮ 他受洗加入基督教、拒绝母命婚姻、去国外讲学等诸多行为ꎬ无一不

是对传统文化的大胆反叛ꎮ 从«老张的哲学»到«骆驼祥子»ꎬ这些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文本ꎬ
都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ꎮ 他以言行肯定“五四”启蒙思想ꎬ并由启蒙

接受者成为民众启蒙者ꎮ
事实上ꎬ老舍的启蒙思想并不被“五四”一些启蒙知识分子所接受ꎮ 老舍以幽默方式开启文

学创作ꎬ无论他的幽默源于自身心性ꎬ还是受益于英国传统ꎬ抑或满族风俗ꎬ都无法改变同时代启

蒙者对他的认知ꎮ 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ꎬ批评林语堂小品文文风时称:“如此下去ꎬ恐将与老

舍半农ꎬ归于一丘ꎮ”④他认为老舍的作品属于闲适幽默一类ꎬ跟“五四”一代唤起民众抗争的启蒙

文学相去甚远ꎮ 茅盾也指出经历革命生活的作家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少距离的”⑤ꎮ
启蒙先锋们认为ꎬ在急剧变革的时代ꎬ新文学作家理应擎起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大旗ꎬ忧国忧民、
胸怀伟略、长歌当哭ꎮ 与“忧愤”时代情绪相较ꎬ老舍以幽默方式诠释生活ꎬ难免会被诟病ꎮ

除艺术手法外ꎬ老舍对启蒙的价值判断也与同时代知识分子存在差异ꎮ 陈思和认为ꎬ“五
四”知识分子多秉持西方价值标准ꎬ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新世界ꎬ并且用这个世界作

为参照ꎬ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ꎬ也包括批判民间文化ꎮ”启蒙知识分子以俯视的姿态看待民间、关
注民众ꎬ很难“切中要害”⑥ꎬ民间总是处于被遮蔽的地位ꎮ

与之相反ꎬ老舍不仅是写民间的高手ꎬ更是民间一员ꎮ 他出身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社会ꎬ
凭借一些善良人帮助才成为知识分子ꎮ 老舍思想自然保有同阶层人的思维和期待ꎮ 在他心中ꎬ
学问和才能不是最重要的ꎬ爱、理解和同情才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ꎮ 对弱者同情、对平庸者理解、
对普通人关爱ꎬ这就是老舍的平民意识ꎮ

平民意识极为突出的新文学作家老舍ꎬ深知社会动荡对底层百姓的生活影响及战乱带给人

们的精神创伤ꎮ 所以ꎬ老舍极看重国家秩序ꎮ 他很清楚:在市民眼里ꎬ稳定的生活比短期利益更

现实、更重要ꎻ只有社会安定太平ꎬ他们才能过上顺心的好日子ꎮ
身为城市贫民ꎬ老舍始终保持与市民阶层一致的爱恨ꎮ 在情感上ꎬ他天然地亲近底层民众ꎻ

在心理上ꎬ他对弱小群体报以深切同情ꎮ 老舍曾称:“我自幼便是个穷人ꎮ”⑦“我的趣味是小市民

的”“我的思想和他们的思想距离不大”ꎬ甚至还“气味相投”⑧ꎮ “穷人”身份、“小市民立场”决定

了老舍所属群体类别ꎬ也规定了他思想的倾向性ꎮ 孔范今认为ꎬ老舍创作之所以不能为部分作家

接受ꎬ特别是不被学院精英接受ꎬ真正的原因“还得到老舍与众不同的文化立场、态度和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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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选择中去寻找”①ꎮ 这种认识不无道理ꎮ
毫无疑问ꎬ思想会受所处阶层制约ꎬ但老舍启蒙思想的形成并非如此单纯ꎮ 老舍是中国少数

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ꎬ在某种程度上ꎬ老舍思想可视为满族民众自身精神的折射与外化ꎮ 清

末民初ꎬ满族社会大动荡、大变局ꎬ对老舍思想的形成和塑造必然产生某种决定性影响ꎮ
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ꎬ其意义自不待言ꎮ 抛开结果从头回视ꎬ辛亥革命是一次不

彻底的革命ꎬ它借用种族革命的捷径来完成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ꎮ “拙劣”的革命缘起ꎬ深深伤

害了旗人老舍引以为傲的满民族自尊ꎮ 满族被排除在中华民族主流族群之外ꎬ更是由清代统治

阶级ꎬ一步跌落到民国时期被驱逐的“鞑虏”ꎮ 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ꎬ让绝大多数满族同胞选择

远离政治ꎮ 老舍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ꎬ也是历史的记忆者ꎮ 悲惨的族群命运、自尊的民族节操ꎬ
使他对政治只能保持缄默ꎮ “在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上ꎬ他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地选择了与本民族

民众同呼吸、共进退的思维和行为路线ꎮ”②因此ꎬ老舍潜意识里排斥革命ꎮ 古世仓、吴小美在«老
舍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论断:“救亡是革命ꎬ启蒙也是革命的派生ꎮ”③根据这一说法ꎬ老舍对启蒙

并非全盘接受ꎬ他吸收启蒙精神ꎬ但摒弃启蒙过程的“暴力”革命ꎬ在老舍早期作品中ꎬ可窥见他

对革命的态度ꎮ 比起革命ꎬ老舍更倾向以改良的方式变革社会ꎬ以温和的规劝启蒙民众ꎮ
“五四”作家大多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否定和猛烈批判ꎮ 他们认为老舍的创作远离启

蒙主流思潮ꎮ 换言之ꎬ老舍被排除在启蒙作家之外ꎮ 面对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现实ꎬ老舍无法

再“幽默”ꎬ为向“五四”新文学作家靠拢ꎬ他由幽默转而讽刺ꎮ 尽管老舍接受“五四”新文学的启

蒙精神与批判思维ꎬ但他的平民立场未曾改变ꎬ这就形成老舍在政治主张和创作观念上的冲突和

犹疑ꎮ 作为新文学作家ꎬ老舍理应彰扬自由、独立、民主、科学之精神ꎬ倡导个性解放ꎬ批判中国传

统文化ꎬ建构新文化体系ꎻ而作为平民出身的作家ꎬ他无法割舍对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现实期

待ꎮ 特别是ꎬ新文学战士以与旧传统“决裂”的姿态ꎬ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气魄ꎬ批判以儒家学说为

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ꎮ 而老舍深受儒家学说影响ꎬ认同个人对国家、集体及家庭的顺服ꎬ追
求中庸ꎬ反对极端ꎮ 相较之下ꎬ老舍的启蒙方式因太过“平淡”而失去“决绝”色彩ꎮ 老舍颇具“封
建”色彩的意识ꎬ在新文化战士眼中ꎬ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延续ꎬ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一种“反
拨”ꎬ当然也不会为新文学作家所接受ꎮ

二、从“个体”启蒙到“群”的回归

如果没有抗战ꎬ老舍也许会沿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道路继续“温和”地走下去ꎮ 抗战

改变了一切ꎮ 虽然此时老舍承继“五四”文化启蒙的初衷大致没有变化ꎬ但其启蒙的社会实践方

式却发生重大转向:抗战前ꎬ他对暴力革命并不热衷ꎻ抗战后ꎬ却表现为对暴力革命的认同与追

随ꎮ 抗战前ꎬ他坚持以个体为基点的启蒙思想来改造国民性ꎻ抗战后ꎬ他把个体启蒙转向群体觉

醒ꎬ希望以战争和革命来完成对国民性格的改造和重塑ꎮ 这充分说明ꎬ老舍启蒙观并非单一、直
线型的ꎬ而是“主体复杂的精神心理与社会环境共同影响作用的产物”④ꎮ

在中国ꎬ国民性探讨始于晚清ꎮ “国民性”一词并非一个清晰而严谨的概念ꎬ它包含国民精

神、国民性格、国民素质、国民品格、民族性、民族魂等诸多语义内涵ꎮ 晚清以来ꎬ在探求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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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ꎬ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强调改造“国民性”的根本原因无外乎两点:一
是落后民族可通过学习发达民族的文化ꎬ培养发达民族所具有的优良生活习惯或民族特性ꎬ以改

善本民族成员素质ꎬ推动本民族文化进步ꎻ二是摒除阻碍本民族发展的消极因素ꎬ从经济、政治、
宗教及其他专制体制下解放国民ꎮ① 他们以西方为参照ꎬ用“国民性”理论来观照固有传统文化

印刻在中国民众心理、熔铸于性格中与时代发展不相宜的糟粕ꎬ并期望通过“批判国民性”的方

式达到改良目的ꎮ
事实上ꎬ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ꎬ在接受“国民性”理论之初ꎬ他们便以启蒙者的身份呼唤文化

更新与民族觉醒ꎬ谋求民族独立与复兴ꎮ 梁启超可视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ꎬ他超越物质与政治

层面ꎬ将“国民性”思考纳入民族复兴范畴ꎮ 他认为ꎬ“‘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ꎬ目的在于个人之

国家观念的养育”②ꎬ并把中国落后的根源集中于“不知群之物为何物ꎬ群之义为何义”③ꎮ 梁启

超启蒙思想的重心显然在“群”ꎮ
在近代中国ꎬ时代中心内容是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④ꎮ 遗憾之处在于ꎬ近代知识分子

倡导的一系列政治变革ꎬ并没有完成民主任务ꎮ 民族、国家依旧落后衰败ꎬ民众仍然因循守旧未

曾改变ꎮ 在这样沉闷的黑暗世界ꎬ陈独秀喊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⑤的最强音ꎮ 而

实现国人伦理之觉悟ꎬ首在摧毁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ꎬ把个体从数千年封建思想重负下

解放出来ꎮ 因此ꎬ“五四”新文化运动ꎬ矛头对准禁锢民众灵魂的旧道德旧伦理ꎬ掀起旨在以“立
人”为目的的文化革命热潮ꎮ

“五四”时期ꎬ新一代知识分子秉持“个人”信仰ꎬ从根本上超越了晚清“新民”理念中以“群”
为目的、以“人”为手段的思想ꎮ “五四”知识者的“个人”观念首先是建立在对个人与国家、社会

之间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的ꎮ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力主个人自由、宣传个性、解放思想ꎮ 李大钊抨

击专制思想对人权的摧残ꎬ陈独秀则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探讨民族国家问题ꎬ但均未超越梁启超等

人的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国家至上”的思想ꎮ
陈独秀对国家本质作了具体阐释ꎬ并把政府与国家区分开来ꎬ“国家”是民众自己的国家ꎬ是

没有外来势力压迫的自由实体ꎻ而政府则成为国家的对立面ꎬ是国家压迫的工具ꎮ 因此ꎬ国家和

政府可以分离ꎮ
抗战前ꎬ老舍的思想与陈独秀较为相似ꎬ主张把国家与政府分割开来ꎮ 抗战使得国家、政府

与个人紧密纽结ꎬ国家是全中国人的国家ꎬ政府是代表中国主体的组织ꎮ 在“国家至上”信念引

领下ꎬ老舍对政治的态度ꎬ在这一时期重新调整并完成转向———由“个体”重新到“群”的回归ꎮ
他意识到个人独立的前提必须是民族独立、国家独立ꎻ若非此前提ꎬ一切个人启蒙都是空谈ꎮ
“在国人的文化觉悟方面ꎬ他更为看重的不是冲决一切网罗的‘个性’解放ꎬ而是由群体的自觉所

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和自尊自信的民族意识”⑥ꎮ
老舍的启蒙方式由个体独立与解放转变为以依靠组织的群体觉醒ꎮ 他希望个人以“国家至

上”为准则突破思想樊篱ꎬ达到人人可为“卒”(指战士)的境界ꎬ全民族抗战即为全民“卒”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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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ꎮ 老舍试图建构将传统“士”的精神与“卒”的战斗精神合一的“刚性”文化观念ꎮ
在创作«小坡的生日»时ꎬ老舍就立志写“中国人的伟大”①ꎮ 这“中国人”是“群”ꎬ也是“卒”ꎮ

由个体到“群”的转变ꎬ既是大时代环境裹挟ꎬ更是“士”的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责任使然ꎮ 老

舍希望以国民性改造增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忧患意识的自觉ꎮ 他将生命感悟、个人气节、理
性精神等融入大时代的悲欢变换中ꎬ以对祖国和民族的无比热爱进行文化创作ꎮ 这就决定了老舍

抗战文艺创作的两大主旨:一是热情歌颂英勇的士兵和民众ꎬ揭露日寇残暴的本质ꎬ唤起全民族的

觉醒ꎬ以此实践思想启蒙的创作初衷ꎻ二是关注传统文化更新ꎬ对传统文化精华给予充分彰扬ꎮ
老舍的启蒙思想主要通过文艺作品表现ꎮ 宣传抗战是抗战文艺首要任务ꎮ 对此ꎬ老舍毫无

怨言ꎬ从他接受各类话剧创作任务可见一斑ꎮ 任务确定ꎬ换言之ꎬ“道”已固定ꎬ而创作主体是独

立的ꎬ老舍努力在“载道”与“启蒙”两个原本相左的思想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平衡ꎮ 形式被固定在

“旧套子”中ꎬ若试图在“启蒙”现代性方面有所建树ꎬ内容成为唯一突破口ꎮ 因此ꎬ老舍创作话剧

时ꎬ其思想的现代意识表现得极为突出ꎮ
老舍曾坚决反对文学传统的“载道”观念ꎬ却不讳言文学的社会作用ꎮ 他认为ꎬ文学首先是

个人的表现ꎮ 在回答人们为什么创作时ꎬ他提出 “为满足个人”②的观点ꎮ 创作是个人化行为ꎬ
意在把作者思想和情感抒发出来ꎬ并没有功利性目的ꎮ 创作满足个人自我表现后ꎬ才有可能“以
个人的表现代作那千千万万人所要表现的”③普遍人性ꎮ

老舍由文学个人化推及到文学的社会性ꎬ“人是社会的动物ꎬ艺术家也不能离开社会”④ꎮ 任

何时代ꎬ政治都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这样ꎬ老舍为文学服务政治留下了可行的通道ꎬ也使得

他的文学创作存在两种相反路径:极度彰扬的自我表现和极端热烈的政治表达ꎮ
在寻求人生价值、探索社会正义方面ꎬ艺术家有超越一般人的关切度和敏锐度ꎮ 抗战时期ꎬ

老舍极力主张文学为抗战服务ꎮ 他抛弃自由主义文学观ꎬ选择靠拢政治以尽到宣传抗战的职责ꎮ
他感慨:“从新文艺的进展上看ꎬ我当前进ꎻ从抗战宣传上看ꎬ我当后退ꎮ”⑤在“前进”和“后退”的
牵扯中ꎬ老舍深刻地认识到二者的矛盾ꎬ依旧“把出力与实用放在最前面”⑥ꎮ 老舍的行为代表同

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共同选择ꎮ 他既没有放弃新文学的责任ꎬ也未曾忘记文学本质ꎬ只是秉持艺

术家为救国“可以牺牲艺术”的理念ꎮ
拨开看似“功利主义”的面纱ꎬ我们看到老舍一双饱含期待民众觉醒的眼睛ꎮ 老舍创作目的

在于抗战宣传ꎬ宣传之用在“觉醒”ꎬ进而达到民族解放ꎬ完成国家民族想象建构ꎮ 此逻辑与老舍

前期的启蒙现代性思想一脉相承ꎮ 换言之ꎬ老舍制作通俗文艺ꎬ仅是启蒙手段和受众群体发生了

目的性变化ꎬ启蒙思想不曾中断ꎮ

三、启蒙的艺术表现与知识分子再启蒙

除思想上延续“五四”启蒙精神外ꎬ在艺术形式上ꎬ特别是从话剧创作中ꎬ我们也可以洞察到老

舍为“群”的觉醒所做的努力ꎮ 他生命的热力、情感的勃发、想象的展开ꎬ都是新文学的特质呈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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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剧作角度而言ꎬ老舍常被学界拿来与曹禺比较ꎮ 王俊虎认为ꎬ曹禺执着于生活表象背后的

人生困境探寻ꎬ努力张扬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原力与人文精神”ꎻ而老舍创作则是革命狂欢

背景下革命激情涌动的结果ꎮ 无论“革命激情”属于褒扬还是贬抑ꎬ毫无疑问ꎬ“革命激情”是老

舍生命力的表现ꎬ更是作为文学特质之“感情”的一种彰显ꎮ
遗憾在于ꎬ老舍的“革命激情”往往被学界视为功利性言说ꎮ 这也是他话剧成就评价不高的

主要原因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提起话剧ꎬ人们经常想到的是田汉、曹禺、夏衍等人ꎬ却忽略了

老舍在话剧界(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话剧)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戏剧现代化的突出推动作用ꎮ
当然ꎬ我们不能否认老舍话剧存在个性消融和功利性的缺憾ꎮ 因为艺术不能脱离时代ꎬ一时

代必有一时代的文艺ꎬ老舍所处的“大时代”就必然要求“大时代的文艺”与之相适应ꎬ任何人不

能超越生存时空ꎬ老舍亦然ꎮ 当学者把目光聚焦于老舍话剧的政治“功利性”时ꎬ却容易无视其

在“革命激情”遮蔽下的生命体验ꎮ
老舍话剧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ꎬ对国事关注ꎬ对战争胜利的迫切希望ꎬ对抗战中黑暗现象的

批判ꎬ对文化立人的思考ꎬ无不渗透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ꎮ 诚如有学者对生命的论述那样:
“只要生命能够经受考验ꎬ激发出生命的热力ꎬ就能够展现出生命的伟大ꎮ”①由此说来ꎬ老舍的创

作便触摸到了文学的“真谛和本质”ꎮ
除通过艺术“激情”传达自己对群体觉醒的启蒙期待外ꎬ老舍还把启蒙的目光回视到知识分

子身上ꎮ
抗战时期ꎬ知识分子的生命选择备受瞩目ꎮ 自古至今ꎬ“知识分子”内涵已被规定ꎬ随着社会

进步其范畴或略有差异ꎬ而“社会良知”与“历史担当”的定位没有改变ꎮ 抗日战争警醒兼具“传
统”与“现代”意识的老舍ꎬ迫使他在民族危亡之际ꎬ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ꎮ 在西方

文明的侵略性与民族文化自尊的选择中ꎬ老舍的思想天平自然亲近孕育自己的东方文明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了多个知识分子形象ꎮ 其中钱默吟这一传统

知识分子形象颇具代表性ꎮ 战前ꎬ钱默吟“不很关心国家大事” “谨遵圣人教诲”ꎬ是真正的“文
士”ꎻ抗战后ꎬ敌人的禽兽之行让人们备受战争戕害ꎬ钱默吟“无论怎样热爱和平也只能反击”②ꎮ
钱默吟是“独立的人”ꎬ具有知识分子特别是“士”之自由精神ꎬ但必要时“使用自己的脑子思

想”ꎬ组“群”而战ꎮ 钱默吟是一位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有毅力的“士”之典型ꎬ完全可视为近

代以来寻求救国救亡道路的知识分子缩影ꎮ 他的«忏悔书»就是老舍思想的有力佐证:战前ꎬ老
舍疏离政治ꎬ反对革命ꎬ隐于书斋ꎬ倾情文字ꎻ抗战后ꎬ他的民族国家意识急剧升腾ꎬ抛妻别子追随

抗战步伐ꎬ由“士”而为“卒”ꎬ即使内心有诸多纠结矛盾ꎬ他依然为民族大义奋勇前行ꎮ 他希望以

自我的呐喊呼号唤起民众“群”的觉醒进而为“卒”的抗争ꎬ最终完成全民“卒”的抗战ꎮ
如果视钱默吟为老舍的理想人格建构ꎬ那么ꎬ在某种意义上ꎬ瑞宣可堪称老舍自我批判与自我

救赎的存在ꎮ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ꎬ瑞宣有“天下兴亡ꎬ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ꎮ 他崇拜文天祥、史
可法等民族英雄ꎬ也不忘诗文书画的“士人”雅趣ꎻ作为现代知识分子ꎬ他对西方文艺颇有研究ꎬ也接

受新文化洗礼ꎬ懂得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ꎮ 瑞宣为人ꎬ总是保持“温雅自然”③的状态ꎬ不露剑拔弩

张的凶相ꎬ没有狂风暴雨的猛烈ꎻ与人交往ꎬ始终维持相当距离ꎬ应酬“适可而止”④ꎮ 战争来临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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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一方面认为作为公民理应“去给国家做点什么”①ꎻ另一方面ꎬ一家老小全都仰仗他ꎬ他无法绝决

离开ꎮ “走”与“留”、“家”与“国”ꎬ不得不承认这两难抉择是抗战前老舍自身处境的再现ꎮ
历史上“家”“国”两难事例比比皆是ꎬ但在“家”“国”矛盾中ꎬ把人的复杂心理表现如此充分

的并不多见ꎮ 瑞宣深知民族国家大义ꎮ 国难当头ꎬ他必须冲上前去ꎬ勇于牺牲ꎮ 而他又因袭传统

伦理道德给“长孙”角色的规定性ꎬ很清楚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ꎮ 上有老ꎬ下有小ꎬ需要他尽力支

撑ꎮ 尽管满腹委屈ꎬ瑞宣依然勉强笑着对弟弟说:“你去尽忠ꎬ我来尽孝ꎮ”瑞宣的痛苦是双重的:
身为有知识的现代公民ꎬ国难当头不能担当历史责任ꎬ令他羞愧、自责以至寝食难安ꎻ在战乱期

间ꎬ无法为家人提供安全与生存保障ꎬ尚需屈膝忍辱做“亡国奴”愧为家庭成员ꎮ 因此ꎬ他要保留

仅有的气节———不与日本人合作ꎬ他必须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能因做孝子而向敌人屈膝”②ꎮ
为救赎灵魂ꎬ老舍塑造了“瑞全式”的新青年ꎮ 瑞全冲破家庭牵绊ꎬ以“国家至上”的姿态投

身抗战ꎮ 他的觉醒不是受传统民族英雄激励ꎬ更多源于“五四”启蒙精神影响ꎮ “他们要从家庭

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ꎬ成个自由的人”③ꎮ “五四”让现代知识分子卸下沉重的家庭负累ꎬ成为

独立的个体ꎮ 当国家需要时ꎬ每个国民都应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ꎮ 虽然瑞全临走前也有短暂犹

豫ꎬ但他很快果断地抛弃自己的软弱ꎬ勇敢战斗ꎮ 他为自己鞋上的灰土、指甲缝里的黑泥、身上的

虱子而自豪ꎬ他跟乡下青年学会摔跤瑞全的生活方式可视为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走向民间的

一种形式ꎬ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范式ꎮ
老舍对知识分子改造关涉 １９４０ 年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ꎮ １９４２ 年ꎬ延安开展“整风”运动ꎮ

该运动的目的之一ꎬ就是改造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ꎮ 作家要深入到农民

当中ꎬ探索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ꎮ 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

下ꎬ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及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受解放区文艺思潮影响ꎬ１９４５ 年在国统区也

发生相关论争ꎮ 其中以胡风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说最为突出ꎮ 胡风认为ꎬ文学应该继承

“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主题ꎬ知识分子在正视人民群众“奴役创伤”的同时要改造自己ꎮ 而

早在胡风提出 “主观战斗精神”理论 ３ 年前ꎬ也就是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ꎬ老舍已开始写作«四世同堂»ꎮ
老舍以敏锐的触感写出“奴役的创伤”ꎬ并在正视知识分子内心怯懦、犹疑的同时进行精神世界

改造ꎬ使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ꎬ自觉居于“群”中ꎬ成为抗战“卒”之一员ꎬ从而实现新文

学与大众文艺的结合ꎮ
总之ꎬ抗战中ꎬ老舍的启蒙思想未曾中断ꎮ 他试图突破个人到“卒”的思想壁垒ꎬ从疏离政治

到靠拢政治ꎬ坚守“国家至上”的信仰ꎬ努力完成由个体启蒙到群体觉醒的历史重任ꎬ并在唤起群

体觉醒的同时ꎬ对知识分子开展了再启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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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月刊与抗战文学多元共生空间的建构
∗①

佘爱春
( 南京大学 文学院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００９３ )

　 　 摘要:　 作为抗战中后期大后方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ꎬ«文学创作»以其开放的姿态和对文学共生理想的执

着追求ꎬ为抗战文学建构起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ꎮ 这一多元共生文学空间的建构ꎬ不仅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作家提供了自由而开放的文学园地ꎬ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因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文艺运动低潮的颓势ꎬ把
大后方尤其是桂林的抗战文艺运动推向了又一次高潮ꎬ而且以其对文学的现实性和艺术性的追求ꎬ提升了抗战

文艺的质量ꎬ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多元化发展ꎮ
关键词:　 «文学创作»ꎻ抗战文学ꎻ熊佛西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４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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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５
作者简介:佘爱春(１９７２—　 )ꎬ男ꎬ湖南会同人ꎬ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ꎬ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

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传媒视野下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研究”(１７ＦＺＷ０４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４１ 页ꎮ
③ «本刊扩充篇幅征求基本定户启事(一)»ꎬ«文学创作»１９４３ 年第 ６ 期ꎮ

　 　 洪子诚在谈到“文学共生”的想像时指出:“如果按一种理想主义的对文学状态的想像ꎬ也可

以说 ４０ 年代前期是一个文学共生的时期ꎮ 不仅‘纯文学’ꎬ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ꎬ张恨水等的

处境ꎬ他们和新文学作家的关系ꎬ得到了调整ꎮ 新文学内部的各种追求ꎬ各种派别的关系ꎬ也发生

了变化ꎮ”②可以说ꎬ这一论断是比较客观准确的ꎬ对我们考察抗战前期的文学生态有着重要的指

导意义ꎮ 但事实上ꎬ具体到国统区大后方文学ꎬ我们发现ꎬ不仅是抗战前期甚至整个抗战时期都

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景观ꎬ尽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这一多元共生现象表现程度不

同ꎮ 这一方面得益于在民族救亡、抗战建国的旗帜下文化人和文艺家们抛弃前嫌、抛弃政治倾向

和文学偏见ꎬ形成文化抗战共同体ꎬ使得新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民间文学等各种文学类型ꎬ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论等各种文学文体样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ꎻ另一方面ꎬ作为文学生产

与传播载体的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也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ꎮ 而自称为“国内惟一之巨

型文艺刊物”③的«文学创作»月刊以其对文学的多元共生理想的执着追求ꎬ以其广博而实力雄厚

的作者阵营和坚实而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建构了一个文学多元共生的想象空间ꎬ有力地推进了

大后方抗战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ꎮ

一

«文学创作»是抗战中后期以文学创作为主兼顾评论的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ꎮ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创刊于桂林ꎬ１６ 开本ꎬ月刊ꎬ熊佛西主编ꎬ文学创作社发行ꎬ先后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和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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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人出版社总经销ꎻ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出版至第 ３ 卷第 ２ 期ꎬ因桂林开始疏散而停刊ꎬ前后历时

一年又九个月ꎬ共出版 ３ 卷 １４ 期ꎻ是“抗战中流行于西南地区的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①ꎮ
«文学创作»的诞生得益于文化人“第二次赴桂潮”所带来的桂林文化城文化生态环境的好

转与复苏ꎮ １９４１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ꎬ香港随即沦陷ꎬ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

境便成为香港进步作家和文化人的庇护所ꎮ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到 ７ 月ꎬ大批因躲避战火或因皖南事变

而流亡香港的文化人ꎬ纷纷选择撤港入桂ꎬ形成了国内文化名人第二次赴桂热潮ꎮ 随着何香凝、
柳亚子、茅盾、胡风、端木蕻良、骆宾基、胡仲持、叶以群、于伶、周钢鸣、杨刚、凤子等著名作家、戏
剧家、文化人陆续辗转抵达桂林ꎬ因皖南事变一度低落的桂林文化城迅速热闹起来ꎬ文艺活动、文
艺创作和出版业也随之兴盛ꎬ掀起了桂林文化城抗战文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ꎮ

众多知名作家和文化人的到来ꎬ一方面给桂林文化城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ꎬ另一方面也对

桂林文化城提出新的需求ꎬ需要有更多更自由的文化空间和文学园地来表达他们的文化诉求和

抗战体验ꎮ 为了满足文化人士的表达需求ꎬ大批文学刊物纷纷创办ꎮ 据统计ꎬ仅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

两年里ꎬ桂林新出版的文艺刊物就有«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新文学»«创作月刊»«青年文艺»
等 １７ 种之多ꎬ其中仅 １９４２ 年就创刊了 ９ 种ꎬ以致被人称为“文艺年”②ꎮ 而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

«文学创作»的创刊ꎬ正是 １９４２ 年“文艺年”中最为突出的成果ꎮ
关于«文学创作»创刊的缘由ꎬ主编熊佛西并没有专门撰文作明确交代ꎮ 但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２４

日熊佛西举家从重庆来到桂林ꎬ而直到一年后的 ９ 月 １５ 日才创办«文学创作»ꎬ其中并非毫无缘由ꎬ
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其一ꎬ因为刚到桂林ꎬ虽然有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界的老朋友在桂林ꎬ但对

桂林文艺界并不熟悉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加强自己与文艺界的联系ꎬ所以熊佛西来桂林后没有忙于

办刊之事ꎬ而是把精力转向小说创作ꎬ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铁苗»ꎬ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

表ꎮ 其二ꎬ“皖南事变”之后ꎬ虽然桂林的文化舆论环境不像重庆那么严酷ꎬ但抗战文艺活动也受到

国民党当局的多番打压ꎬ许多进步文化人离开了桂林ꎻ从安全角度考虑ꎬ这种政治文化环境并不适

宜创办文艺刊物和开展抗战文艺活动ꎮ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抗战局势发生了变化ꎬ特别是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之后ꎬ随着越来越多的文艺界朋友来到桂林ꎬ桂林文艺运动逐渐活跃起来ꎬ这就为刊物的创

刊带来了机缘和创造了条件ꎮ 正如茅盾在«桂林春秋»中回忆时所说:“然而到了八月份ꎬ熊佛西突

然雄心勃勃地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ꎮ 他找柳亚子、田汉和我商量ꎬ认为桂林的文艺刊物虽多ꎬ
但缺少大型的能长期坚持下去的有权威性的文学期刊ꎬ他要求我们支持他组织一个文学创作社ꎬ出
版«文学创作»月刊ꎬ以充实西南的文化生活ꎮ 他自任总编辑ꎬ要求我们每人每期至少提供一篇稿

子ꎮ”③其三ꎬ作为一个知名戏剧家和文化人ꎬ熊佛西也想通过创办刊物ꎬ加强与桂林文艺界的联系ꎬ
扩大自己在桂林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力ꎬ进而实现其推进抗战建国文艺的文化理想ꎮ 他在«发刊

词»中说:“我们战斗ꎬ为的是要开辟一个更光明更自由的天地ꎮ 中国与其他弱小民族或民主国家现

在都联合起来了ꎮ 高举正义的旗帜ꎬ参加这个创造新历史的伟大战斗! 我们对于这战斗有坚贞的

信念:纳粹强盗与日本军阀必倒ꎬ被压迫的民族与民主国家必胜! 我们以无限高度的热情ꎬ憧憬着

未来的新世界与新文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ꎬ当然会发生许多可歌可泣ꎬ幸与不幸的事迹ꎮ 这

是创造这个新历史的艰苦过程中必有的现象ꎮ 这ꎬ在文艺创作上ꎬ我们认为是弥可珍惜的题材ꎮ 我

们想藉着这个小小刊物ꎬ邀约全国作家ꎬ替这个伟大的战斗时代留下光辉的一页ꎬ以尽同人服务国

７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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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桂林春秋———回忆录(二十九)»ꎬ«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ꎮ
司马文森:«闲话一九四二年的文艺»ꎬ桂林«大公报文艺»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ꎮ
茅盾:«桂林春秋———回忆录(二十九)»ꎬ«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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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群的绵薄之力ꎮ”①的确ꎬ«文学创作»的创刊ꎬ有效地促进了熊佛西与桂林文艺界的联系ꎬ使全

国许多知名作家和文化人聚集在刊物周围ꎬ以独特的风格和坚实严整的文学创作ꎬ推进了大后方抗

战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ꎮ

二

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文学刊物是“同人刊物”不同ꎬ«文学创作»是一个汇聚“全国作

家”的公共园地ꎮ 熊佛西在«发刊词»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抱负和“野心”———在某种程度上ꎬ他要把

«文学创作»打造成一个涵盖自由主义作家、民主主义作家、左翼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等全国作家的

一个公共空间ꎮ 这既是作为自由民主主义作家熊佛西的文化理想ꎬ也是他来到桂林后政治思想文

化观念转变的体现ꎮ 有论者就认为ꎬ桂林时期是熊佛西“一生思想上获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时

期”ꎬ他“逐步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②ꎮ 熊佛西这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ꎬ使他

赢得了广大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好感和认同ꎬ并得到了他们对刊物的大力支持ꎮ 茅盾曾高度肯定

熊佛西思想观念的转变ꎬ并对«文学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我很早就认识熊佛西ꎬ后来他去美

国专门研究话剧ꎬ三十年代回国后就成了有名的戏剧家ꎬ并在北京大学当教授ꎬ在国民党那里颇受

尊重ꎮ 那时我们已没有来往ꎬ他在我眼里是个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学者ꎮ 然而我们在桂林的会晤

和多次恳谈ꎬ使我改变了看法ꎮ 他虽谈不上信奉共产主义ꎬ却是个相当彻底的民主主义者ꎬ在坚持

抗日ꎬ要求民主和社会进步ꎬ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等问题上ꎬ都和我们的观点一致ꎻ他对苏联ꎬ对中

共的斗争ꎬ亦抱赞赏和支持的态度ꎮ”“我认为ꎬ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ꎬ比我们自己挺枪上阵

更为有利也更为有效ꎬ它有可能在西南站住脚跟ꎮ 于是我与柳亚子、田汉共同商定ꎬ大力支持熊佛

西创办«文学创作»ꎬ并答应每人每期至少写一篇文章ꎮ 以后我们三个都没有食言ꎮ”③

要想实现“全国作家”公共园地这一办刊理想ꎬ广博强大的作者阵营是其根本保证ꎮ 对此ꎬ
作为资深编辑的熊佛西有着清醒的认识ꎮ 在«文学创作»筹备阶段ꎬ熊佛西便充分利用自己在文

化界的资历与影响力ꎬ以及在抗战爆发前已累积起来的人脉资源等有利条件ꎬ与柳亚子、茅盾、田
汉等在桂文化名人频繁接触与交流ꎬ并多次向他们约稿、催稿ꎮ 著名诗人柳亚子曾多次谈到熊佛

西“高明的拉稿手段”ꎬ在«榕斋读诗记»一文“后记”中这样写道:“佛西先生编纂«文学创作»ꎬ索
稿甚殷ꎬ愧无以报ꎮ 他出了几次题目给我ꎬ第一次是«从香港到桂林»ꎬ题目很好ꎬ但我却交不上

卷ꎬ因为香港脱险记之类ꎬ写的人太多ꎬ不免雷同之憾ꎮ 第二次呢ꎬ是要我写些感想之类的杂

文ꎮ 感想ꎬ当然是有的ꎬ不过ꎬ感想要联成片段ꎬ已不容易ꎬ要见诸文字ꎬ自然更加困难了ꎮ
第三次题目ꎬ是要我写自传ꎮ «自传»我倒老早想写的ꎻ去年在香港战事以前ꎬ胡仲持兄就也

要我写过ꎬ书名都拟好了ꎬ是«五十五年»ꎬ因为照中国的习惯算起来ꎬ我去年恰恰是五十五岁呢ꎮ
想把个人生活做‘经’ꎬ世界大事做‘纬’ꎬ也许可以好好的写成一部书ꎮ”④正是在熊佛西“高明的

拉稿手段”和多次约稿催稿下ꎬ«文学创作»聚集起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庞大创作团队ꎮ 据不完全

统计ꎬ在刊物刊行近两年时间里ꎬ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１２０ 多位作家的作品在刊物发表ꎮ
与之前熊佛西在重庆主编的大型戏剧刊物«戏剧岗位»的作者阵营主要局限于重庆、成都等

地的自由主义文化人不同ꎬ«文学创作»打破了地域和作者身份的限制ꎬ撰稿人来自全国各地ꎬ最

８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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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ꎬ«文学创作»１９４２ 年第 １ 期ꎮ
魏华龄、李建平:«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ꎬ桂林:漓江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２４９ 页ꎮ
茅盾:«桂林春秋———回忆录(二十九)»ꎬ«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ꎮ
柳亚子:«榕斋读诗记»ꎬ«文学创作»１９４２ 年第 １ 期ꎮ



佘爱春:«文学创作»月刊与抗战文学多元共生空间的建构

明显的是有许多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加盟ꎮ 从作者生活区域上看ꎬ主要是国统区大后方

的作家ꎬ也有少量解放区的作家ꎻ其中以桂林为主ꎬ还有来自昆明、成都、重庆、贵州、湖南、晋绥边

区等全国各地的作家ꎬ如昆明的沈从文、李广田、王了一、朱自清等ꎬ贵州的蹇先艾ꎬ重庆的郭沫

若、臧克家等ꎬ湖南的蒋牧良、张天翼等ꎬ晋绥边区的周文ꎬ等等ꎮ 从作者年龄和知名度看ꎬ既有柳

亚子、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老舍、熊佛西、田汉、欧阳予倩、苏雪林、凌叔华、朱自清、洪深、王鲁

彦、蹇先艾等文坛老将ꎬ也有邵荃麟、臧克家、张天翼、李广田、胡风、沙汀、艾芜、端木蕻良、周钢

鸣、陈白尘、朱光潜、司马文森等青壮实力派ꎬ同时还集结了一批文学新锐ꎬ如路翎、碧野、骆宾基、
刘北汜、徐盈等ꎻ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刚从事文学写作的文学新人ꎬ如程远、冰波、蓝璧金等ꎮ
从作者身份及政治倾向看ꎬ左、中、右汇聚在一起:既有郭沫若、茅盾、田汉、张天翼、胡风、艾芜、沙
汀、邵荃麟、端木蕻良、司马文森、黄药眠、任均、周文等左翼作家ꎬ又有老舍、沈从文、朱自清、洪
深、欧阳予倩、王鲁彦、臧克家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作家ꎬ还有凌叔华、苏雪林、钱歌川、谢冰莹、
顾一樵等与国民党较为亲近的作家ꎮ 正是在这些老中青、左中右作家们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

下ꎬ«文学创作»创刊不久就声誉日隆ꎬ“销行逾万ꎬ遍及各地”ꎬ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作

家”进行文化抗战的公共园地ꎮ

三

作为一个“文学多元共生”的公共空间ꎬ«文学创作»在栏目设置上将小说、论文、散文、诗歌、
剧本等常规性栏目均纳入其中ꎬ对小说、论文、散文、随笔、诗歌、剧本等各种文体都给予了高度重

视ꎮ 据统计ꎬ在 ３ 卷 １４ 期中共发表小说 ７８ 篇(共 ７１ 部ꎬ有几部连载)、戏剧 １０ 部(有几部连

载)、散文随笔 ６４ 篇(有几篇连载)、诗歌 ２６ 首、论文 １７ 篇(不包括卷首语和简评)ꎮ 其代表性的

作品ꎬ小说有茅盾的«耶稣之死»«列那和吉地»«虚惊»、艾芜的«邻居»«回家»«生命»、端木蕻良

的«初吻»«早春»、骆宾基的«一九四四年的事件»«北望园的春天»ꎬ以及司马文森的«鸽»、沙汀

的«北斗镇»等ꎻ剧本有郭沫若的«孔雀胆»、田汉的«黄金时代»、熊佛西的«袁世凯»ꎻ散文随笔有

沈从文的«水云»、谢冰莹的«南归散记»、柳亚子的«五十七年»、欧阳予倩的«后台人语»等ꎻ诗歌

有臧克家的«石滚河»«战地上的风沙»、任钧的«街头九歌»«捷音中的山城»、王亚平的«江边小

歌»等ꎻ文艺理论有老舍的«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端木蕻良的«论艾青»、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

家»、周钢鸣的«搏斗与追求»和胡风的«创作现势一席谈»等ꎮ 可以说ꎬ«文学创作»很好地体现

了“以创作为主兼及评论”的刊物定位ꎬ满足了各类读者的阅读需求ꎻ虽然有所侧重ꎬ各类文体文

章刊登的数量不等ꎬ但毫无疑问ꎬ«文学创作»俨然成为各类文体汇聚一场、竞相展示的公共平台

和文学空间ꎮ
«文学创作»刊发的作品在题材选择、创作取向和作品风格上ꎬ多姿多彩ꎬ异彩纷呈ꎮ 其«发

刊词»即开宗明义指出:“我们以无限高度的热情ꎬ憧憬着未来的新世界与新文明!”«为文学创作

月刊征求定户启事»则进一步表明:“本社创设文学创作月刊ꎬ为的是要把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

底一切斗争ꎬ一切进步ꎬ留下光辉的一页ꎮ”①正是本着“为伟大的时代留下光辉的一页”的办刊宗

旨和建设“未来的新世界与新文明”的文化理想ꎬ«文学创作»以丰富多样的文学题材、高昂沉郁

的文学品格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呈现了抗战中后期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人的精神状态ꎮ
从文学题材和主题上看ꎬ«文学创作»以反映抗战现实为主兼及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ꎮ 有对抗

战前线艰苦紧张战斗生活的生动描摹ꎬ如黄药眠的«克复»、冰波的«不成功的战斗»、蓝璧金的«海

９４
①«为文学创作月刊征求定户启事»ꎬ«文学创作»１９４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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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从军记»等ꎮ 其中黄药眠的小说«克复»以沦陷后的萧村为背景ꎬ讲述抗日游击队领导村民与敌

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ꎬ最后取得胜利的动人故事ꎻ而臧克家的诗歌«战地上的风沙»则是描写一群

在寒冬腊月、风沙肆虐的战地上挖战壕的战士们ꎬ歌颂了战士们坚韧顽强的毅力和战斗精神ꎮ 有对

战火中惊险逃难经历的形象叙写ꎬ如徐訏的散文«从上海归来»、茅盾的小说«虚惊»和«船上»等ꎮ
其中«虚惊»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ꎬ从微观着笔ꎬ细致描写了几位逃出香港的爱国人士在东江游击

区的一段惊心动魄的逃难经历ꎮ 有对人民群众反抗战斗精神的歌颂和赞美ꎬ如张煌的小说«苍鹰»
通过一个爱憎分明、不屈不挠的爱国文学青年仓英的反抗和奋斗ꎬ歌颂了“苍鹰”般的反抗斗争精

神ꎻ而任钧的诗歌«捷音中的山城»则是一首歌颂人民群众抗战激情ꎬ相信抗战必胜的诗作ꎮ 有对大

后方黑暗现实的揭露与嘲讽ꎬ如沙汀的小说«北斗镇»对大后方地方政府与当地恶霸相互勾结、大发

国难财的丑恶现实的揭露与控诉ꎻ王西彦的小说«鱼鬼»叙述了有着高超捕鱼技巧的农民“鱼鬼”一
家的悲惨遭遇ꎬ谴责地方政权的黑暗无道ꎻ而茅盾的小说«过年»则描写了大后方的一个小公务员的

凄楚辛酸生活ꎮ 有对延安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描写ꎬ如周文的小说«生产日记»以日记体的形式ꎬ
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延安边区军民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ꎮ 有对童年的追忆和故乡的思念ꎬ如端木

蕻良的小说«初吻»对美好童年生活的寻找和追忆ꎬ而«早春»则细腻地描摹了少年对异性感情萌动

的朦胧美丽画面ꎮ 有对人性的审视与反思ꎬ如凌叔华的小说«中国儿女»对日本兵广田弘人性化叙

写和人性苏醒的召唤ꎻ王鲁彦的小说«樱花时节»通过对一个被俘日本士兵的情感变化和悲剧结局

的叙写ꎬ对普通日本士兵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同情ꎮ 还有对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和

精神状态的描摹ꎬ对劳动人民和普通大众悲惨生活、劳动生活和美好爱情的叙写ꎬ借宗教故事、民间

故事及历史人物对黑暗现实的讽喻ꎬ等等ꎮ
«文学创作»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传记类文学的重视ꎬ发表了大量的传记类文学作品ꎮ 从这些

作品的内容看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讲述自己经历的自传ꎻ二是为他人作的传记ꎬ即他传ꎮ 自传类作

品主要有柳亚子的«五十七年»、欧阳予倩的«后台人语»、徐訏的«从上海归来»、蹇先艾的«六天的

旅行»、柳无忌的«南岳日记»、周凯华的«桂黔滇纪程»、(苏)伊林的«伊凡诺夫自述»等ꎮ 柳亚子的

«五十七年»和欧阳予倩的«后台人语»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ꎮ 长篇自传«五十七年»是柳亚子所

有传记类文字中对家庭出身、早期革命和社会文化活动记叙得最为详细和最为丰富的一部ꎬ被称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于革命意义和史料价值的珍贵的传记文学作品之一”①ꎮ 从“开场白”可
知ꎬ这篇传记是在主编熊佛西“非常高明”的拉稿手段下多次“进攻”“逼迫”下产生的ꎬ并在第 ２ 卷

第 ２ 期头条刊登ꎬ之后又在第 ２ 卷第 ３、４、５ 期和第 ３ 卷第 １、２ 期连载ꎬ可见熊佛西对此文的重视程

度ꎮ 全文包括“开场白”“从甲申到甲午”“从甲午到戊戌”“从戊戌到癸卯”“从癸卯到丙午”五个部

分ꎬ以年代为顺序ꎬ从 １８８４ 年写到 １９０６ 年ꎬ讲述柳亚子先生 ２０ 岁以前丰富多姿的成长历程ꎮ 在写

法上ꎬ作者不拘泥于个人成长经历的叙述ꎬ而是把自己经历与时代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起来ꎬ以“自
己的生活做经ꎬ拿中国政治和国际局势做纬”②ꎬ在讲述自己家世和个人经历的同时ꎬ详细地记录那

一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剧变ꎬ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ꎮ 与此同时ꎬ该自传文笔风趣

幽默ꎬ读来很有感染力和趣味性ꎬ充分体现了柳亚子“大神经”式的独特文风ꎬ不愧为文学与历史高

度融合的传记佳作ꎮ 而«后台人语»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在桂林写的

回忆录ꎬ共四部分内容ꎬ连载于第 １ 卷第 １、４、６ 期和第 ２ 卷第 ５ 期ꎬ生动翔实地记载了 １９３７ 年“八
一三”至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间欧阳予倩在上海、桂林、香港、衡阳等地参加抗战救亡戏剧运动和从事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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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爱春:«文学创作»月刊与抗战文学多元共生空间的建构

改革实验的经历ꎮ «后台人语»“之一”记载了在湖南衡阳的演剧经历ꎬ着重探讨了戏剧演出中的演

出理论问题ꎻ“之二”讲述了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参加救亡演剧活动的过程与劳绩和逃离上海的惊险

经历ꎻ“之三”写在桂林从事桂剧改革的经过与成绩ꎻ“之四”讲述了在香港的生活情况、参加戏剧活

动的经历和重返桂林的情景ꎮ 该文把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起来ꎬ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具体示范ꎬ内
容丰富ꎬ翔实生动ꎬ是中国现代戏剧珍贵的史料ꎮ

与自传类作品侧重于对抗战时期生活经历记载不同ꎬ他传类作品主要是历史人物的传记ꎮ
这些历史人物大都生活在国家危难时期ꎬ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和高贵品格有着强烈

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ꎮ 柳亚子的«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任中敏的«夏完淳第十三传»
和王在民的«晚明澹归和尚事考»是对明末清初时期民族英雄吴日生、夏完淳、澹归和尚悲壮人

生的叙写ꎬ而田曲的«大爱国诗人陆放翁»则是对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事迹的叙

述ꎮ 这些作品通过对历史人物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歌颂ꎬ起到了鼓舞抗战军民的爱

国热情和斗争精神的积极作用ꎮ 释巨赞的«弘一法师»和熊佛西的«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是两

篇纪念悼亡之作ꎬ讲述弘一法师和梁启超的一些感人事迹ꎬ对他们的伟大人格与高洁品质给予了

深情的赞颂ꎮ 而顾一樵的«慰慧»是一篇很特别的传记作品ꎬ既记载了自己抗战爆发以来在北

平、武汉、重庆等地逃亡经历ꎬ也记载了小女儿慰慧从出生到夭折的短暂一生ꎬ对爱女浓浓爱意充

满字里行间ꎬ感情深切而无奈ꎬ是一篇自传和他传融合的深情之作ꎮ 这些传记类作品ꎬ无论是对

自己生活历程和斗争经历的叙述ꎬ还是对他人伟大人格和爱国事迹的记载ꎬ都情真意切ꎬ感人肺

腑ꎬ意义深远ꎮ 而«文学创作»以大量篇幅郑重推介这些文章ꎬ其目的就是想借这些知名作家和

历史伟人的真人真事来鼓励和教育人们ꎬ提升广大军民的抗战精神和斗争意志ꎮ
积极推进抗战戏剧运动是«文学创作»的又一大特色ꎮ 该刊不仅发表了许多戏剧理论和戏

剧作品ꎬ而且还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１ 日第 １ 卷第 ６ 期推出了一个“戏剧专号”ꎬ是抗战时期最早推出

“戏剧专号”的大型纯文艺刊物ꎮ 这既是主编熊佛西借戏剧家身份与国内戏剧界广泛的人脉资

源和多方拉稿催稿的结果ꎬ更是他对戏剧的偏爱和倚重的体现ꎮ 正因如此ꎬ许多剧作家和戏剧爱

好者纷纷应邀聚集到«文学创作»中来ꎬ创作了不少颇具分量的戏剧佳作ꎮ
这些戏剧作品题材比较丰富ꎬ历史题材剧作主要有郭沫若的«孔雀胆»(四幕史剧)ꎬ熊佛西

的«袁世凯»(三幕史剧)ꎻ现实题材剧作有田汉的«黄金时代»(四幕剧)ꎬ老舍、赵清阁、萧亦五共

同创作的«王老虎»(四幕剧)ꎬ丁伯骝的«择邻记»(独幕剧)ꎬ徐昌霖的«回锅肉先生»(独幕剧)ꎻ
以小说«红楼梦»为题材的剧作有端木蕻良的«林黛玉»(独幕剧)和«晴雯»(独幕剧)ꎻ还有田汉

的改良湘剧«新会桥缘»和翻译剧作英国米伦的«春到人间»(三幕剧ꎬ钱歌川、琼凤译)ꎮ 其中影

响较大的有郭沫若的«孔雀胆»、熊佛西的«袁世凯»和田汉的«黄金时代»和«新会桥缘»等剧作ꎮ
四幕史剧«孔雀胆»是郭沫若“抗战六剧”之一ꎬ是郭沫若继«高渐离»之后ꎬ在桂林发表的又

一部历史剧ꎬ全剧四幕六场ꎬ在第 １ 卷第 ６ 期“戏剧专号”头条发表ꎮ 该剧以“善与恶———公与

私———分与合”两条对立冲突线索ꎬ讲述了元朝末年云南统治者梁王听信车丞相谗言伏杀女婿

段功ꎬ致使女儿阿盖服毒殉情的悲剧故事ꎬ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民族爱情之歌ꎮ 剧本运用大段散文

化独白和独特的悲剧艺术鞭挞了统治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ꎬ提出了在抗战时期“怎样去团结

国内各民族”①的重大问题ꎬ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ꎮ 三幕史剧«袁世凯»是熊佛西抗战时期影响最

大的剧作ꎬ被称为 １９４２ 年“剧坛之一大收获”②ꎮ 全剧三幕四场ꎬ在第 １ 卷第 １ 期至第 ３ 期连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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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作为“文学创作丛书”之一出版ꎮ 该剧把北洋军阀的卖国求荣与全民抗战的现实斗争结

合起来ꎬ运用对比和虚实结合的手法ꎬ通过对袁世凯窃位称帝和复辟倒退的阴险毒辣嘴脸的刻

画ꎬ揭露了大军阀袁世凯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ꎬ鞭挞了抗战时期的封建势力ꎬ表达了“铲除袁世

凯的作风与扫荡当前的封建势力”①的思想主题ꎬ具有积极的意义和进步的作用ꎮ
«黄金时代»是田汉在桂林创作的描写知识分子的一部力作ꎬ全剧四幕ꎬ连载于第 １ 卷第 ３

期至第 ６ 期ꎮ 该剧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ꎬ通过对青年战地服务团队长梁士英的积

极抗战和副队长余世祯的消极抗战的对比ꎬ热情讴歌了青年战地服务团以“自己的黄金时代去

换取民族的黄金时代”、全心全意投身到抗战救亡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精神ꎬ批判了那些贪生怕

死、消极抗日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丑恶行径ꎮ 而改良湘剧«新会桥缘»是田汉抗战时期戏剧改革实

践的一大成果ꎬ是他为中兴湘剧量身定做的一个剧本ꎮ 该剧以湘剧高腔折子戏«老汉驮妻»为蓝

本ꎬ进行重新构思和改编ꎬ根据抗战现实斗争的需要ꎬ抛弃了原剧中一些落后的封建因素ꎬ加入全

家男女老少共同战斗、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内容ꎬ赋予了剧本全新的意义ꎮ
总的来说ꎬ作为抗战中后期大后方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ꎬ«文学创作»以其开放的姿态和对文学

共生理想的执着追求ꎬ为抗战文学建构起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ꎮ 这一多元共生文学空

间的建构ꎬ不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提供了自由而开放的文学园地ꎬ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因政治因

素所导致的文艺运动低潮的颓势ꎬ把大后方尤其是桂林的抗战文艺运动推向了又一次高潮ꎬ而且以

其对文学的现实性和艺术性的追求ꎬ提升了抗战文艺的质量ꎬ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多元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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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作家、传媒、大众共同制造的
经典作家与文化偶像

∗①

于冬云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当代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一ꎬ也是一位广受大众欢迎的美国文化偶

像ꎮ 从其作品的文本生产、接受与传播过程来看ꎬ海明威实际上是一个由他本人的自我建构、作家与图书传媒的

商业合谋经营、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复制活动共同制造而产生的经典作家和美国文化偶像ꎮ 审视和反思海明威从

文学青年到经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塑造过程ꎬ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和大众文化消费行

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ꎮ
关键词:　 海明威ꎻ文学生产ꎻ 图书传媒ꎻ文化偶像ꎻ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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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者ꎬ海明威位列第四ꎮ

　 　 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美国经典作家之一ꎮ 作为 １９５４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ꎬ
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动态发布的前十位最受欢迎的文学奖获得者排行榜中ꎬ海明威的名字一直

在第二、第三、第四的位次上变换ꎮ②而早在 １９５４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前ꎬ２ 月 ２３ 日的美

国双周刊«看客»以“看图猜名人”为题发表了 １５ 张特写照片ꎬ每一张都是某个政界或娱乐界明

星的个性标识物特写ꎬ要求读者猜出它是哪一位名人的标识ꎮ 这 １５ 位被«看客»选中的明星人

物包括政界的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ꎬ娱乐圈的查理卓别林、马龙白兰度等ꎬ身份是作家的

海明威也位列其中ꎬ他的标志性特写形象是白色卷曲的络腮胡子ꎮ 这表明ꎬ海明威在美国大众心

目中的声誉是双重的ꎬ既是文学成就杰出的作家ꎬ又是拥有众多追捧者的文化偶像ꎮ 前者的声誉

是由其作品的读者和批评家认可的ꎬ而海明威的崇拜者并不一定读过他的文学作品ꎬ或者也不关

心他写过什么ꎮ 从 １９２１ 年前往巴黎追求文学梦想ꎬ到 １９５４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跻身美国大众

崇拜的文化偶像之列ꎬ并成为全世界读者最欢迎的作家之一ꎬ海明威本人的自我建构、他与图书

传媒的商业合谋经营、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复制都同样功不可没ꎮ 放眼当下的文学图书市场ꎬ文学

生产、传播与大众的文化消费活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ꎬ审视海明威从文学青年到经典作家和

文化偶像的制造过程ꎬ反思其作为文化精英和大众偶像的双重身份ꎬ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

地理解作家身份和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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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明威的生活方式与写作策略

总览海明威的一生ꎬ自从 １９２１ 年告别美国赴巴黎追求文学梦起ꎬ他始终选择与现代化的美

国都市保持距离ꎬ在边缘或异域空间中生活和写作ꎮ 海明威游历或旅居过的国家有意大利、加拿

大、法国、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德国、肯尼亚、中国、古巴、英国等ꎬ亲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

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ꎬ喜欢钓鱼、打猎、拳击、斗牛、旅游等现代休闲生活方式ꎬ并将自己在边

缘异域空间中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ꎮ
１９１８ 年ꎬ海明威加入美国红十字会的战地医院服务团ꎬ在意大利战场因救助伤员受伤ꎬ身中

２３７ 块弹片ꎬ因此获得意大利政府颁发的银十字勋章ꎮ 他在米兰养伤期间ꎬ与女护士阿格纽斯相爱ꎮ
很显然ꎬ他的这一经历渗透在小说«永别了ꎬ武器»(１９２９)中ꎬ腿部受伤的美国军人亨利的生活原型

就是海明威本人ꎬ女护士凯瑟琳的原型则是海明威的初恋阿格纽斯ꎮ １９２０ 年代ꎬ海明威与第一任妻

子哈德莉旅居法国的岁月里ꎬ多次去西班牙看斗牛ꎬ并于 １９２６ 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

起»ꎮ 这部小说的叙事空间设定在法国和西班牙ꎬ小说人物出入于海明威本人熟悉的巴黎街道、工
作间、咖啡馆ꎬ去西班牙过圣福明节、看斗牛、钓鱼ꎬ这种休闲生活与美国本土正在兴盛的消费文化

遥相呼应ꎮ 因此ꎬ这部以英美青年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工作、休闲生活为叙述内容的小说ꎬ折射出

美国爵士时代主流社会传统的清教伦理与时兴的消费生活方式既抵牾又合流的实况ꎮ １９３２ 年ꎬ海
明威又出版了一部关于西班牙斗牛的非虚构类作品«死在午后»ꎮ 他声称ꎬ在写作«死在午后»之前

观看过 ３００ 多场斗牛ꎬ目睹过几千头公牛被刺杀ꎮ 在这本书中ꎬ海明威对西班牙斗牛过程中的每一

个细节、每一个术语、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各地不同的斗牛风格都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ꎬ书后还附

有 ５８５ 条斗牛术语释义汇编ꎮ 这部斗牛专著受到斗牛迷的欢迎ꎬ他们把它看作是一部了解斗牛文

化的«圣经»ꎮ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ꎬ海明威与北美报业联盟签订合同ꎬ于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前往

西班牙报道战事ꎮ １９４０ 年ꎬ他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题材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ꎬ小说中的主人公是

为共和国理想而战的美国志愿者乔丹ꎮ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ꎬ海明威前往肯尼亚打猎ꎬ历时

７２ 天ꎮ １９３５ 年ꎬ他出版叙述非洲狩猎的非虚构作品«非洲的青山»ꎮ 海明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都曾经亲历欧洲战场ꎬ１９５０ 年ꎬ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ꎬ叙述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的美国人坎特威尔上校重访意大利会友、打猎的故事ꎮ 海明威自幼喜欢钓鱼ꎬ１９３４ 年购买了自己的

游艇ꎬ命名为“比拉尔号”ꎮ 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哈瓦那瞭望农场定居期间ꎬ经常驾

驶“比拉尔号”出海钓大鱼ꎮ 据海明威传记记载ꎬ他曾经捕到一条重达 ７８５ 磅的鲨鱼ꎬ距当时的世界

纪录只差 １２ 磅ꎮ １９５２ 年ꎬ«老人与海»在«生活»杂志发表ꎮ 小说叙述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在墨西

哥湾流钓鱼的故事ꎬ其中ꎬ关于老人和大马林鱼相持、较量的诸多细节描写ꎬ皆来自海明威本人钓大

鱼的经验ꎮ 作为集战争冒险、旅游渔猎的生活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作家ꎬ海明威的文学劳动为他赢

得了 １９５３ 年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１９５４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ꎮ 综上所述ꎬ海明威是一位将美国主流

社会传统的职业劳动美德与现代的休闲生活方式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作家ꎬ而这也是他的小说人物

塑造方面的突出特点ꎮ
很多读者认为ꎬ海明威的小说以塑造硬汉形象见长ꎮ 笔者更倾向于美国学者艾德蒙威尔

逊和菲利普扬的观点ꎮ 威尔逊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指出ꎬ海明威的小说人物在一战后的残暴世

界中通过坚守“准则”(ｃｏｄｅ)ꎬ留住人性的尊严ꎮ 到了 ５０ 年代ꎬ菲利普扬发展了威尔逊提出的

“准则”一说ꎬ将海明威笔下的男主人公界定为“准则英雄” (ｃｏｄｅ ｈｅｒｏ)ꎮ 扬指出ꎬ«太阳照常升

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和斗牛士罗梅罗“是有准则的人ꎮ 他们懂得有些事情要遵循既有的准则ꎬ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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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事情的准则还没有固定下来ꎮ 是否懂得这个道理ꎬ是区分小说人物类属的依据”①ꎮ 小

说中的杰克和罗梅罗都是既有个性、又有准则的人物ꎬ而犹太人科恩则是一个不懂准则的人ꎬ遭
到英美青年小团体的一致排斥ꎮ 菲利普扬所说的准则ꎬ与马克斯韦伯阐述的现代职业概念

是一致的ꎮ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路德的“职业”概念时指出ꎬ“在英语的

ｃａｌｌｉｎｇ(职业、神召)一词中ꎬ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ꎬ“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

方式ꎬ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ꎬ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所赋予

他的任务和义务ꎮ 这是他的天职”②ꎮ 以韦伯讨论的“天职”观念和扬提出的“准则”一说为依

据ꎬ仔细审视海明威在异国空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ꎬ就会发现ꎬ他们对自己必须担当的职业角色

责任的理解ꎬ与美国前现代社会中恪守的新教劳动伦理有内在的一致性ꎮ 比如ꎬ在«太阳照常升

起»中ꎬ杰克在每一次以休闲为目的的出行之前ꎬ总是要首先完成自己的记者撰稿任务ꎮ 西班牙

斗牛士罗梅罗将斗牛看作是生命的意义所在ꎬ身受重伤仍从容不迫地走上斗牛场ꎬ凭借自己出色

的斗牛技艺和绝不退缩的信念ꎬ捍卫了斗牛士的职业尊严和荣誉ꎻ«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美国志

愿者乔丹ꎬ在接受了到敌后去炸桥的任务后ꎬ面对共和国内部分裂致使行动计划泄密的混乱局

面ꎬ大雪封山的困难ꎬ与之合作的游击队军事素质的匮乏ꎬ他依然选择兑现自己的责任ꎬ最终炸毁

了阻击敌人援兵的桥梁ꎬ并坦然地迎接死亡的到来ꎻ«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更是把钓

鱼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ꎮ 过去ꎬ他曾经在渔夫钓鱼技艺中得了“冠军”ꎬ现在ꎬ他连续 ８４ 天钓

不到一条鱼ꎬ跟随他的小男孩也离他而去ꎬ继而钓到的大马林鱼又被鲨鱼吞吃得只剩了一条巨大

的骨架ꎬ但是ꎬ桑提亚哥却能坦然面对孤独和失败ꎬ日复一日地尽打鱼人的天职ꎮ 概而言之ꎬ杰克

巴恩斯之于记者的撰稿职责、罗梅罗之于斗牛士的荣誉、乔丹之于战士的炸桥任务、桑提亚哥

之于渔夫的钓鱼活动ꎬ他们对职业角色责任的理解ꎬ与新教徒应神召尽“天职”的劳动美德是一

致的ꎮ 也就是说ꎬ海明威在文学文本中构建的硬汉特质ꎬ实则是开疆拓土时代新教徒信奉的职业

劳动伦理这一“美国性”特质在异国空间中的伸延ꎮ
海明威之所以对异国空间里职业技艺了得的男性主人公情有独钟ꎬ与他对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现代化、都市化了的美国社会现实的认识有密切关系ꎮ 海明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美国中

西部的橡树园度过的ꎮ 橡树园位于密执安湖畔ꎬ紧邻现代化大都市芝加哥ꎬ是一个以中产阶级白

人新教徒为主的小城镇ꎮ 橡树园镇上的男人大都是信奉传统新教劳动美德的专业人员ꎬ推崇强

健的身体ꎬ热爱亲近大自然的户外运动ꎮ 海明威的父亲就是一位热爱钓鱼、打猎、种地等户外运

动的医生ꎮ 受父亲的影响ꎬ海明威自幼热爱大自然ꎬ热爱钓鱼、打猎等户外运动ꎮ 因此ꎬ当他从欧

洲战场归来ꎬ面对现代化了的美国社会现实:工厂生产流水线上劳动的机械化ꎬ都市生活方式与

大自然的疏离ꎬ海明威感受到传统失落的伤痛ꎮ 在现代化大机器操控的工业生产流水线上ꎬ劳动

异化为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主导的机械性重复活动ꎬ个体在劳动过程中自主的愉悦感被机器带来的

压抑感所取代ꎮ 在全面现代化、都市化了的美国本土ꎬ前现代社会中以男人的身体强健程度和个

人技艺(ｓｋｉｌｌ)多寡为评价依据的劳动传统一去不复返ꎬ只有到战场上ꎬ或者是到不被现代文明侵

染的边缘异国空间中ꎬ才能找回被现代化淹没的自主劳动愉悦和个体生命自由ꎮ 因此ꎬ海明威在

文学写作中自觉地选择与现代化了的美国都市生活保持距离ꎬ在边缘异域空间中ꎬ通过战争、斗
牛、打猎、钓鱼等活动去打造一个个专业技艺出众的男性形象ꎮ 而在文本之外ꎬ他本人也人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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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ꎬ是个在边缘异域空间中行走、书写的勇敢战士、优秀猎人、钓鱼高手、拳击英雄、斗牛爱好者、
文学冠军ꎮ 有意味的是ꎬ海明威和他的男子汉们在异国空间中借以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斗牛、打
猎、钓鱼等活动ꎬ在伸延传统的新教劳动伦理的同时ꎬ却又契合了现代社会宣扬的休闲消费生活

方式ꎮ 正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海明威对男性气概的崇拜ꎬ正是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巨

大工业变革相妥协的那种企图:它满足了新教的劳动伦理ꎬ同时又颂扬了闲暇ꎮ”①

如上所述ꎬ海明威和他的小说人物一起ꎬ一生游走在不同的空间中ꎬ并在不同的竞技场上ꎬ以
钓鱼、打猎、斗牛、参战、写作等活动中超凡的个人技艺ꎬ打造出一个个阳刚魅力十足的个人英雄

神话ꎮ 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ꎬ老一辈开疆拓土的前现代生活已远去ꎬ工业文明、都市生活时代

到来ꎬ海明威及其男主人公在边缘异域空间中展示不同技艺的个人神话ꎬ满足了大众失落在现代

都市中的怀旧情感ꎮ 在海明威有过度张扬之嫌的男性英雄气概中ꎬ美国大众抵制工业文明所带

来的标准化、均质化操控ꎬ实现个体自由和感性解放的需求得到了象征性满足ꎮ 甚至包括海明威

的个人生活方式ꎬ也成为大众崇尚的个性化消费娱乐姿态ꎬ助推大众读者把他当作文化英雄和偶

像来追捧崇拜ꎮ

二、海明威与图书传媒

结构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歇雷认为ꎬ文学写作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创作ꎬ而是一

个生产过程ꎮ 他反对把作者看作是创造者ꎬ认为作家实质上是生产者ꎬ没有理由将文学生产看得

比别的生产更神秘ꎮ 在此意义上ꎬ将作家放入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机制中来看ꎬ一个人成长为著

名作家的过程ꎬ也就是他本人与图书传媒业相互选择、合谋制造文学产品的过程ꎮ 就海明威而

言ꎬ他之所以能够在 １９２６ 年因«太阳照样升起»的出版而一举成名ꎬ与他选择出版社时的精明是

分不开的ꎮ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ꎬ经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ꎬ海明威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

的时代里»由博内－利夫莱特公司出版ꎮ 该公司是 １９１４ 年涉足出版业的新秀ꎬ安德森是他们十

分器重的走红作家ꎮ «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后ꎬ文学界认为海明威的文笔清新而独成一格ꎮ 因

此ꎬ博内－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与海明威约定ꎬ他此后写作的三本小说将交由该公司出版ꎬ并请他

邀请其他作家加入ꎮ 与此同时ꎬ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当红作家菲兹杰拉德也在为主编帕金斯

做利夫莱特要求海明威做的事情ꎬ邀请海明威与斯克里布纳合作ꎮ
安德森是利夫莱特公司最为重要的作家ꎬ他新出版的小说«黑色的笑声» (Ｄａｒｋ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ꎬ

１９２５)表明ꎬ他的文学事业已经在走下坡路ꎮ 年底ꎬ海明威在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后ꎬ
于 １１ 月 ２０－２６ 日ꎬ一口气写作了一部戏仿小说«春潮»ꎬ刻意嘲讽安德森的文风和原始主义倾

向ꎮ 海明威把«春潮»寄给了博内－利夫莱特出版公司ꎮ 老板之一霍勒斯利夫莱特看后很吃

惊ꎬ在给海明威的回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刊行ꎬ那会显得庸俗不堪ꎬ更不用说是狠心之

至了ꎮ”②海明威之所以这么做ꎬ其主要意图有二:第一ꎬ他可以借此与文名渐衰的安德森脱开干

系ꎮ «在我们的时代里»问世后ꎬ很多评论者都将海明威的文风归之于安德森的影响ꎬ决心要自

成一家的海明威却死不承认ꎬ因此ꎬ出版一部戏仿安德森的小说ꎬ就可以避免评论界再拿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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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与安德森相提并论ꎮ 第二ꎬ海明威借助蓄意戏仿安德森的«春潮»ꎬ与有约在先的博内－利夫莱

特出版公司解除了合约ꎬ并与更成功的大牌出版社斯克里布纳公司签约ꎮ 斯克里布纳公司创建

于 １８４２ 年ꎬ是美国出版界的佼佼者ꎬ曾经与众多著名作家合作ꎬ如伊迪丝沃顿、亨利詹姆斯、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菲兹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ꎮ 美国图书传媒业界著名的文学天才猎

手马克斯韦尔帕金斯是该出版公司的主编ꎮ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ꎬ帕金斯答应预支给海明威 １５００ 美

元ꎬ并且给«春潮»和即将完工的«太阳照样升起»付高达 １５％的版税ꎮ 此外ꎬ海明威还可以在

«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源源不断地发表短篇小说ꎮ 总之ꎬ刚刚出道的文学新秀海明威决不单纯

是一个只关注巴黎的文学朝圣事业的文学天才ꎬ在借力图书传媒经营文学功名和经济利益方面

也颇有一些商业头脑和运营手腕ꎮ 对此ꎬ致力于 ２０ 世纪美国作家传记写作的斯科特唐纳森在

«意志力:海明威传»中作出如下评价:“确切地来说并不算是不道德ꎬ但是海明威在从利沃莱特

换到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行为ꎬ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他与出版商、编辑和经纪人打交道时的算计杠

杠ꎮ 他在处理他的商业事务的时候ꎬ总是睁大一只眼睛紧盯着重要的机会ꎬ而另一只眼睛则警惕

那些可能试图欺骗他的人ꎮ”①此后ꎬ海明威与斯克里布纳公司合作 ３５ 年ꎮ 海明威与影响重大的

出版社和著名编辑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ꎬ为他在图书市场上的著名作家声誉持续不断地增

光添彩ꎮ
如果说 １９２６ 年在出版问题上的精明选择奠定了海明威在美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地位ꎬ那么ꎬ

到了 ５０ 年代ꎬ海明威再次与图书传媒合谋经营ꎬ更为成功地打造出了空前畅销的杰出产品«老
人与海»ꎮ

«老人与海»在图书市场上获得的巨大成功ꎬ首先应归功于好莱坞和百老汇的著名经纪人利

兰海沃德(Ｌｅｌａｎｄ Ｈａｙｗａｄꎬ１９０２—１９７１)出色的商业策划ꎮ １９５０ 年圣诞节假期结束后ꎬ海明威

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瞭望农场开始写作老渔夫桑提亚哥的故事ꎬ次年 ２ 月 １７ 日完成初稿ꎮ 海明

威原本打算将书稿交给长期合作的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ꎬ后因他的朋友海沃德的介入而改变计

划ꎮ 海沃德监制的百老汇舞台剧«南太平洋»«音乐之声»等剧作都获得了巨大成功ꎬ他在阅读了

«老人与海»的打印稿之后ꎬ为海明威提供了一份能使该书的市场收益最大化的出版方案:«老人

与海»先交由«生活»杂志刊载ꎬ然后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ꎬ再后由纽约每月一书读书会(Ｂｏｏｋ－
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ｔｈ Ｃｌｕｂꎬ创建于 １９２６ 年)向会员发布ꎮ 起初ꎬ海明威还担心小说在«生活»刊载后会影

响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发行量ꎬ海沃德和斯克里布纳公司的编辑华莱士梅耶(Ｗａｌｌａｃｅ Ｍｅｙｅｒ)却
坚信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老人与海»将为斯克里布纳版的«老人与海»提供数百万份免费广

告ꎮ 最后ꎬ经由海沃德多方斡旋ꎬ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生活»杂志社、斯克里布纳公司、每月一书读

书会达成如下出版发行协议: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 日«生活»杂志全文刊载«老人与海»ꎻ９ 月 ８ 日斯克

里布纳公司发行«老人与海»的图书版ꎬ并且必须在图书护封和所有的广告词中注明该书是每月

一书读书会的主推小说ꎬ同时ꎬ不得在任何广告或推销资料中提到该小说将在«生活»杂志上发

表ꎻ９ 月 ９ 日读书会开始为会员发送«老人与海»ꎮ② 此后ꎬ«生活»杂志社和斯克里布纳公司和每

月一书读书会即按照约定的发布日期开始为«老人与海»造势ꎮ
«生活»杂志是 １９３６ 年创刊的一份图片周刊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美国ꎬ除了«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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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ꎬ«生活»是最畅销的杂志之一ꎮ 在决定刊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前ꎬ«生活»杂志还从未

用一整期的版面全文刊载一部小说ꎮ 因此ꎬ对于«生活»杂志来说ꎬ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商业冒

险ꎮ 但是ꎬ正因为这是一次商业冒险ꎬ«生活»杂志为«老人与海»的整期刊载做了极为周密的推

销策划ꎮ 詹姆斯艾米切纳当年曾经应邀为即将刊载的«老人与海»写了一份新书报导ꎮ
１９８４ 年ꎬ他在为斯克里布纳公司整理出版的海明威遗作«危险的夏天»写作的引言中ꎬ透露了

１９５２ 年«生活»杂志为刊载«老人与海»而进行的大规模商业运营活动细节ꎮ 这年夏天ꎬ«生活»
杂志社驻东京办事处派一名信使找到了正在朝鲜战场参战的詹姆斯ꎮ 来人告诉詹姆斯ꎬ«生活»
杂志准备实施一项空前的计划ꎬ用整期杂志刊载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ꎬ还说ꎬ杂志社为实施

这个计划投入了大量的金钱ꎬ也包括杂志社的声誉ꎬ因此他们想以可能的最好的形式发表这篇故

事ꎮ 所谓“可能的最好的形式”ꎬ实则是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最有效的商业促销手段ꎬ来保证

«生活»杂志从这次商业冒险投资中获得最大的市场回报ꎮ 于是ꎬ他们找到了刚刚开始从事文学

创作、将海明威当作偶像的詹姆斯ꎮ 为了充分挖掘利用詹姆斯为海明威写作新书报导时的虔敬

之情ꎬ并确保不泄漏商业秘密ꎬ«生活»杂志的信使告诫他说:“这是纽约以外唯一的一份稿子ꎮ
倘使您决定发表一篇文章ꎬ请尽快交给我们ꎮ”①接下来ꎬ詹姆斯在南朝鲜偏远山区的小屋里ꎬ读
完了«老人与海»的校样ꎬ为自己能有机会称颂一位大师的杰作而激动不已ꎮ 在«生活»杂志刊载

«老人与海»之前ꎬ由詹姆斯撰写的赞美性报导在美国各地以整版的广告刊出ꎮ 詹姆斯后来得

知ꎬ在«生活»杂志的信使将那份绝密的校样交给他的同时ꎬ该杂志还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另外分

发了 ６００ 份给制造民意的人ꎬ每一份都是绝密的、独一无二的ꎮ 结果是ꎬ当刊载«老人与海»的那

一期«生活»杂志在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的第一周出版时ꎬ事先在世界各地发布的赞美性报导已经为海

明威的这部新作打造出一个人人翘首以盼的接受氛围ꎮ
«生活»杂志不仅倾全力为«老人与海»的问世炒作接受氛围ꎬ还为沉寂 １０ 年后重出江湖的海

明威做了一番精妙的促销形象设计ꎮ 编辑部在序言中写道:“故事中的桑提亚哥就是上了年纪的作

者海明威ꎬ马林鱼就是他高贵又漂亮的作品ꎬ鲨鱼则是那些攻击成性地损毁他的作品和荣誉的批评

家ꎮ”②编辑部的意图很明确ꎬ意在提醒读者此时的海明威与此前评论界一片倒彩声的«过河入林»
作者已经大不一样ꎮ 海明威自从 １９４０ 年出版«丧钟为谁而鸣»后连续 １０ 年没有发表作品ꎮ １９５０ 年

«过河入林»出版ꎬ该小说叙述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上校坎特韦尔重访意大利ꎬ在威尼斯猎野

鸭ꎬ对年轻美貌的干女儿伯爵小姐雷娜塔追忆自己在战争中的英勇经历ꎮ 海明威借用美国内战时

期著名的将军托马斯杰克逊临死前说的一句话“让我们蹚水过河ꎬ到树荫下休息”③ꎬ给小说取名

为«过河入林»ꎬ试图表达一种男子汉坦然接受死亡ꎬ视死亡如树荫下休息的无畏精神ꎮ 但是ꎬ在小

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中ꎬ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位廉颇老矣的硬汉吃着该死的救心药丸ꎬ品味着如干女儿

身体一样丰满可爱的葡萄酒ꎬ酒后躺在床上ꎬ如情人般将干女儿年轻美丽的身体拥在怀中ꎬ梦呓般

地述说着如今不再的昔日勇猛ꎮ 因此ꎬ当坎特韦尔上校心脏病突然发作ꎬ在死亡来临前仍奋力背诵

杰克逊的名言“让我们蹚水过河ꎬ到树荫下休息”时ꎬ读者意识到ꎬ对于海明威来说ꎬ与男子汉的勇气

同在的叙事艺术已经蜕变成一种老硬僵化的龟壳了ꎮ 美国文学界对海明威十年磨一剑锤炼出的

«过河入林»大失所望ꎬ评论家更是频频摇头ꎮ 在这样一种无人喝彩、著名作家艺术才能江河日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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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中ꎬ海明威又打出了最漂亮的一拳———«老人与海»ꎮ 海明威ꎬ这头十年昏睡后一声怒吼的老狮

子ꎬ成为«生活»杂志编辑部为«老人与海»设计的最佳促销代言形象ꎮ 至此ꎬ«生活»杂志为海明威

沉寂十年以后的重新出场做出了最精妙的市场策划和形象设计ꎮ
除了«生活»杂志精明周密的商业策划和促销手段以外ꎬ斯克里布纳公司为«老人与海»先后投

入了 ２１５５１.８８ 美元广告费ꎮ① 海明威本人也积极寻求权威评论家的支持ꎮ ２０ 多年前ꎬ海明威为了

登上美国文坛ꎬ曾经写信请求艾德蒙威尔逊为他说一些溢美之词ꎮ 这一次ꎬ海明威想到的是德高

望重、年纪已是 ８０ 多岁的美国著名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ꎮ 海明威在致贝瑞孙的信中写道:“我
请问您想不想、愿不愿意或者高不高兴为这本书写二三句或一句话作为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介

绍之用ꎬ这个要求是否恰当? 您是我所尊重的惟一批评家ꎬ如果您真的喜欢这本书ꎬ这将打击一下

某些我所不尊重的人ꎮ 如果您觉得我这个要求并不光彩ꎬ那请您不必写ꎬ忘掉这件事算了ꎮ 我提出

这个要求觉得不太光彩ꎮ 不管如何ꎬ您知道我寄书给您ꎬ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ꎮ”②

海明威在信中还自我表白说ꎬ在«老人与海»中ꎬ“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ꎮ 大海就是大

海ꎮ 老人就是老人ꎮ 孩子就是孩子ꎬ鱼是鱼ꎮ 鲨鱼全是鲨鱼ꎬ不比别的鲨鱼好ꎬ也不比别的鲨鱼

坏ꎮ 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ꎬ全是胡说ꎮ 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ꎮ 一个作家应当

懂得许许多多东西”③ꎮ 海明威的自我表白一方面回应了«生活»杂志的编辑序言中关于鲨鱼是

批评家的说法ꎬ淡化自己对批评界的不满ꎬ另一方面又暗示«老人与海»是一部意蕴丰富的伟大

作品ꎮ 贝瑞孙收到海明威的信后ꎬ写了下面几句话给他:“«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ꎬ大海就

是大海ꎬ不是拜伦式的ꎬ不是麦尔维尔式的ꎬ好比荷马的手笔ꎻ行文又沉着又激动人心ꎬ犹如荷马

的诗ꎮ 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ꎬ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

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ꎮ 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ꎮ” ④贝

瑞孙将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作家区别开来ꎬ与今人无法企及的荷马相提并论ꎮ 海明威看后

十分满意ꎬ立即将这段话推荐给出版社ꎬ作为宣传«老人与海»的简介ꎮ
经过图书传媒与海明威本人的合谋经营打造ꎬ«老人与海»在图书市场和文学评论界都取得

了巨大成功ꎮ 刊载«老人与海»的那期«生活»杂志售出了 ５４４９８３３ 份ꎮ 将这个发行数字与«生
活»杂志停刊前的发行量作一个对比ꎬ就可以了解这次精明的市场策划带给«生活»杂志的是一

种何等巨大的商业成功ꎮ １９７０ 年ꎬ它的全年发行量是 ８５０ 万份ꎮ １９７２ 年全年的发行量是 ５５０ 万

份ꎬ收入不足以维持发行ꎬ导致«生活»停刊ꎮ 在«生活»杂志收获了丰厚的市场回报的同时ꎬ海明

威本人更是名利双收ꎮ 海明威从«生活»杂志获得的稿酬是 ４ 万美元ꎮ 若以千字计算ꎬ大约相当

于每千字 １５００ 美元ꎮ 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的«老人与海»一年内印刷 １１ 次ꎬ总计 １３３６５０ 册ꎬ均
售出ꎮ 出版社付给海明威 ７６４４０ 美元稿酬ꎮ 每月一书读书会付给海明威 ２.１ 万美元稿酬ꎮ «老
人与海»在该读书会畅销书排行榜上保留达半年之久ꎮ 海明威从«老人与海»的三方接续发售中

收到的稿酬总计 １３６５８８.１２ 美元ꎬ这笔稿酬相当于 ２００５ 年时的 ９５０６５４.０４ 美元ꎮ⑤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Ｔｒｏｇｄ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ｏｕｓｙ Ｒａｃｋｅｔ: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ꎬ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Ｋ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２６０.

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４６ 页ꎮ
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４５ 页ꎮ
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３８－１３９ 页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Ｔｒｏｇｄ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ｏｕｓｙ Ｒａｃｋｅｔ: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ꎬ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Ｋ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２５３.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从上述可见ꎬ«老人与海»的畅销神话背后ꎬ是作家和图书传媒面向图书市场的合作共赢关

系ꎬ他们引导着读者在市场上的购书选择取向ꎮ 巧合的是ꎬ１９２６ 年ꎬ海明威与斯克里布纳公司合

作出版第一部畅销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时ꎬ正是这年成立的每月一书读书会将该书选为畅销

书ꎬ助推海明威一夜成为美国著名作家ꎮ 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曾经指出:“文
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ꎬ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ꎬ一种世界观ꎻ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ꎮ 书籍不止

是有意义的结构ꎬ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ꎮ” ①塞缪尔约翰逊也曾经指出ꎬ“每一

次出版发行ꎬ都是添加或削减作家声名的一次评估ꎮ 对于勇士来说ꎬ一场又一场战役决定着他一

生的功名等级ꎬ而一位作家的声名则是由一本又一本书来决定的ꎮ”②由此可见ꎬ一方面ꎬ在作家

与图书传媒业合谋经营的图书产品生产过程中ꎬ出版商以预期的市场利润回报来评估作家的价

值ꎬ并有倾向性地引导读者的图书选择口味ꎬ在作家的大众化、经典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ꎻ另一方面ꎬ作家对出版商的选择行为ꎬ也是其社会角色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海明

威以不乏商业精明的市场前瞻眼光选择出版社、杂志社ꎬ并与之签订出版或刊载合同时ꎬ他不仅

仅是一位怀揣文学拯救理想的精英作家ꎬ同时也是一位与书商合谋经营文化商品———文学文本

以获取市场回报的生产者ꎬ尤其是他与斯克里布纳公司长达 ３５ 年的合作关系ꎬ对于成就他的名

作家身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ꎮ

三、大众文化偶像海明威

传记作家斯科特唐纳森在为海明威写作的传记开篇就指出ꎬ“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去世时是

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之一ꎬ他的名望跨越了政治和地理的边界”ꎬ“在他 ６０ 年多一点的生命的后半程ꎬ
一直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名人” ③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ꎬ仅在我国出版的不同作者的海明威传记就有 ９７
部之多ꎮ １９５８ 年ꎬ根据«永别了ꎬ武器»改编的同名电影由 ２０ 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ꎬ制片人大卫.Ｏ.
塞尔兹尼克(Ｄａｖｉｄ Ｏ.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 ꎬ１９０２.５.１０—１９６５.６.２２)在影片发布会上声称ꎬ“海明威自己就是明

星ꎬ他拥有票房”ꎬ他是“美国男子气概的某种半人半神的形象”④ꎮ 上述资料表明ꎬ与同时代的美

国作家刘易斯、多斯帕索斯、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著名作家相比较ꎬ海明威在大众文化领域被

偶像化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ꎮ 在海明威的作家形象被偶像化的过程中ꎬ美国的报刊媒体、影视公

司、大众都参与其中ꎬ导致其作家形象在流行文化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被神化ꎬ而海明威真正的文

学性价值和魅力却逐渐被他的公众声望盖过ꎬ甚至被大众制造的偶像光晕所遮蔽ꎮ
１９９９ 年ꎬ海明威诞辰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时任海明威研究会主席迈克尔

雷诺兹教授的纪念文章ꎬ文章标题是«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ꎮ 雷诺兹教授的文章标题一题多关:
第一ꎬ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纽约时报»首次发表匿名文章评论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

里»ꎻ⑤第二ꎬ屡述 １９２５ 至 １９９９ 年«纽约时报»对海明威作品的重要评论ꎻ第三ꎬ概括海明威在我们的

时代里从风格清新的年轻作家到美国偶像的形象嬗变过程ꎮ 雷诺兹特别提到«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ꎬ文宝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６５ 页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Ｔｒｏｇｄ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ｏｕｓｙ Ｒａｃｋｅｔ: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ꎬ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Ｋ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２５７.
[美]斯科特唐纳森:«意志力:海明威传»ꎬ董璐译ꎬ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 页ꎮ
Ｆｒａｎｋ Ｍ.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ꎬ “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７２ꎬ ｐ.２１.
１９２４ 年ꎬ海明威将 １８ 篇无题速写结集为«在我们的时代里»( ｉｎ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ｉｒｄ 在巴黎出版ꎮ １９２５ 年ꎬ海明威将 １５

篇小说结集为«在我们的时代里»(Ｉｎ Ｏｕｒ Ｔｉｍｅ)ꎬ由美国的利夫莱特公司出版ꎮ 同年ꎬ纽约时报发表了匿名书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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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评论海明威短篇小说时使用的一系列词语ꎬ像精炼、愉悦、坚韧、肌理紧致、强健有力、清
新、坚硬、干净ꎬ称这更像是在评论一位运动健将ꎬ而不是一本书ꎮ① 接下来ꎬ他历数 １９２５ 至 １９６１ 年

间«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海明威的文字ꎬ指出报纸为了追求新闻价值ꎬ迎合大众读者ꎬ更关注作

家的个人生活经历ꎬ诸如战争、旅行、钓鱼、打猎、看斗牛等ꎮ 即使是评论他的文学作品时ꎬ重点也是

小说人物那些海明威式的男性特质ꎬ而不是作品的文学性价值ꎮ 如此一来«纽约时报»在连续 ３６ 年

对海明威的追踪评论中ꎬ把他打造成一个强壮的、挥动着双拳的男子汉形象ꎬ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充

满冒险色彩的传奇ꎮ 事实上ꎬ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大众传媒日渐兴盛繁荣的美国ꎬ不断地为海明威的

硬汉传奇故事增光添彩的又何止是«纽约时报»一家媒体ꎮ 如果说ꎬ２０ 世纪之前的作家们是从一场

又一场正式的公共演讲获得其大众声誉ꎻ海明威则无需亲临公众聚会的现场ꎬ他的个人生活就被追

求新闻时效性的媒体及时发布到报刊上ꎮ 在此过程中ꎬ一方面报刊传媒将海明威的个人生活当作

可供利用的新闻资源ꎬ以此满足大众读者对名人生活的好奇心或窥视欲ꎬ并为海明威赢得更广泛的

大众声誉ꎻ另一方面ꎬ也有越来越多的大众追捧者不了解海明威的文学作品ꎬ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

么ꎬ但却熟知他的男子汉个性特质ꎬ他的个人传奇经历ꎬ知道他做了什么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ꎬ海明威生活富足ꎬ到处打猎、钓鱼、冒险ꎬ文学创作却

跌入低谷ꎬ因此遭到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和左派的一致批评ꎮ 但是ꎬ批评界的责难并没有影响大众

对海明威的迷恋ꎮ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间ꎬ海明威先后在一本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发表过 ２３ 篇描

写打猎、捕鱼的文章②ꎬ并出版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死在午后»和记述非洲打猎的«非洲的青

山»两部非虚构类作品ꎮ 上述非文学性著述ꎬ进一步强化了海明威在大众心目中的传奇色彩ꎮ
因此ꎬ在报刊媒体的传播和大众的想象中ꎬ文学才能跌入低谷的作家海明威被替换成了与钓鱼、
打猎、斗牛、旅游冒险联系在一起的硬汉海明威、大众偶像海明威ꎮ ３０ 年代ꎬ在海明威居住的基

韦斯特岛上ꎬ不断地有崇拜者到岛上来参观旅游ꎮ
在海明威的作家形象被偶像化的过程中ꎬ好莱坞也功不可没ꎮ 根据弗兰克Ｍ劳伦斯

１９８１ 年的统计ꎬ海明威作品的电影改编情况如下:«永别了ꎬ武器»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３２ 年

由派拉蒙公司出品ꎻ«丧钟为谁而鸣»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４３ 由派拉蒙出品ꎻ«有的和没有

的»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４４ 年由华纳兄弟出品ꎻ«杀人者»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４６ 年由环球

电影出品ꎻ«麦康伯的家事»ꎬ根据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改编ꎬ１９４７ 年

由联美电影出品ꎻ«在我的兽皮下»ꎬ根据短篇小说«我的老人»改编ꎬ１９５０ 年由 ２０ 世纪福克斯出

品ꎻ«破裂点»ꎬ根据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改编ꎬ１９５０ 年由华纳兄弟出品ꎻ«乞力马扎罗山的

雪»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５２ 由 ２０ 世纪福克斯出品ꎻ«太阳照常升起»ꎬ１９５７ 年由 ２０ 世纪福克

斯出品ꎻ«永别了ꎬ武器»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５８ 年由塞尔兹尼克工作室与 ２０ 世纪福克斯联合

出品ꎻ«操纵武器者»ꎬ根据«有的和没有的»改编ꎬ１９５８ 年由七艺和联美电影联合出品ꎻ«老人与

海»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５８ 年由华纳兄弟出品ꎻ«青年海明威的冒险经历»ꎬ根据«尼克亚当

斯的故事»改编ꎬ１９６２ 年由 ２０ 世纪福克斯出品ꎻ«杀人者»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６４ 年由环球电

影出品ꎻ«岛在湾流中»ꎬ根据同名小说改编ꎬ１９７７ 年由派拉蒙出品ꎮ③ 从上述统计资料来看ꎬ由
海明威作品改编的电影皆由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公司拍摄ꎬ并由大众崇拜的明星派克(在«乞力马

１６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ꎬ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 ｉｎ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１ꎬ １９９９.
«时尚先生»(Ｅｓｑｕｉｒｅ)ꎬ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第 １ 期在芝加哥发行ꎬ后总部迁至纽约ꎮ １９８７ 年ꎬ该杂志在德国、日本发行ꎮ １９９９ 年发

行中文版«时尚先生»ꎮ 至今ꎬ该杂志已经在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墨西哥、新加坡、新西兰等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ꎮ
Ｆｒａｎｋ Ｍ.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ꎬ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ａ Ｃａｐ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２９７－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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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罗山的雪»中饰作家哈利)、库珀(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饰乔丹)、苏珊海华(在«乞力马扎罗

山的雪»中饰妻子)、英格丽褒曼(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饰玛丽亚)等饰演男女主人公ꎬ结果不

仅是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ꎬ也为海明威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大众声誉ꎮ 问题是ꎬ电影观众的观影

口味和文学作品读者的阅读趣味是有显著差异的ꎬ电影公司当然洞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ꎮ 制片

方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ꎬ刻意迎合观众的观影口味期待ꎬ将文学作品的叙事内容和复杂寓意稀薄

化ꎬ将电影中的故事与作者本人的冒险经历联系在一起ꎬ着力表现个人冒险、两性爱情、暴力等主

题ꎮ 特别是在影片发布环节ꎬ宣传方有意将海明威的公众形象打造成伟大的恋人、异域旅行者、
冒险者ꎬ并且根据小说叙事空间的不同ꎬ相应地将“海明威的意大利”“海明威的西班牙”“海明威

的巴黎”“海明威的非洲”等宣传词印在海报上ꎮ 追随海明威去经历一场异域冒险和爱情ꎬ这是

不同的电影公司拍摄的海明威作品改编电影共同的票房卖点ꎮ 比如ꎬ１９３２ 年派拉蒙公司为电影

«永别了ꎬ武器»设计的宣传海报是这样写的:“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世界名著故事ꎬ两人的爱情

始于不顾一切的激情ꎬ在爱中沉溺ꎬ直至超越羞耻、危险和死亡ꎮ”“迄今为止ꎬ这是在文学作品中

或银幕上呈现的最轰动、最激情的浪漫故事! 两个灵魂为爱而疯狂ꎬ最终在一个陷入疯狂的世界

中为爱而迷惘ꎮ”“今夜ꎬ让我们相爱ꎮ 明天ꎬ或许不再来!”①最后一句广告词出现在所有的电影

发行海报上ꎬ也被不同的报纸文章所引用ꎮ 派拉蒙公司的发行广告为学者所诟病ꎬ美国学者劳伦

斯称发行方将电影«永别了ꎬ武器»包装成了最粗俗的性骚扰之作ꎮ 可见ꎬ电影公司在把作家海

明威普及成为大众明星的同时ꎬ那些将海明威追捧为偶像的观众却不能真正理解作家海明威和

他的作品ꎬ甚至很少有观众关注他写了什么ꎮ
大众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曾经指出ꎬ在现代社会中ꎬ大众的文本辨识力与学院派的审美判断

是截然不同的ꎮ 学院派以中产阶级的审美判断标准为依据对文学文本的特质作出评价ꎬ“大众

的辨识力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ꎬ而不是文本的特质ꎬ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

使用潜力”ꎻ“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文本内部的特质层面上ꎬ而是旨在筛选文本

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切入点” ②ꎮ 在消费文化时代的美国社会中ꎬ对于享有文化消费自主选择权

的大众来说ꎬ他们不关心海明威文本的审美特质、文本张力和终极意义召唤ꎬ而更关注海明威的

个人传奇及其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ꎮ 也就是说ꎬ在大众文化视阈中的海明威ꎬ并不是一

个生产文学文本的文学精英ꎬ而是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常消费生活中选择利用的文化资源库存ꎮ
如前文所述ꎬ海明威本人虽然选择在美国都市社会的边缘或异域空间中生活、写作ꎬ事实上ꎬ他的

个人生活却与现代消费活动息息相关ꎮ 作为一个伟大的旅行者、优秀猎人、钓鱼高手、拳击英雄、
豪饮男儿、斗牛爱好者ꎬ海明威为大众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性化的现代消费生活方式ꎬ而在这种

现代消费生活中ꎬ感性生命的丰富多样性尽收其中ꎮ 因此ꎬ对于美国大众来说ꎬ海明威本人就是

他们崇拜的个性化消费偶像ꎮ 在此意义上ꎬ大众把海明威当作生活体验丰富多样的效仿对象ꎬ依
照自己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情感需求和审美需求ꎬ将不同层面的海明威神话内容整合到日常文化

消费实践活动中ꎬ并不断地模仿、复制、拼贴ꎬ进而制造出更多富有时代特色、丰富多样的海明威

大众神话文本ꎬ像各种捕风捉影的海明威传奇故事ꎬ根据海明威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ꎬ旅游

公司、酒店、餐饮业制作的与海明威有关的广告ꎬ海明威迷们发起的海明威模仿秀ꎬ等等ꎮ １９９９
年ꎬ在海明威诞辰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美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ꎬ其内容包括:海明威基金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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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云:海明威:作家、传媒、大众共同制造的经典作家与文化偶像

织的学术研讨会议和以海明威的名义举办的写作班ꎻ大名鼎鼎的史密斯学会博物馆举办的题为

«海明威:其人、作家与神话»的巡回展览ꎻ海明威狂欢节ꎬ其间有公牛赛、西班牙式食品、酒水和

文艺演出活动ꎻ在基韦斯特海明威生前最喜欢的酒吧里举办的“海明威模仿秀”ꎻ在海明威故乡

的各大饭店举办的以“流动的宴席”为名的食品品尝活动ꎬ等等ꎮ 在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著名作

家纪念活动中ꎬ对海明威的接受已经成了一个由学院精英、不同身份的公民个体汇成的大众、商
业经营者共同参与制造的琳琅满目的文化大拼盘ꎮ 紧接着 １９９９ 年热热闹闹的海明威纪念活动ꎬ
由海明威研究会主办的 ２０００ 年海明威国际研讨会也选择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比米尼岛上召开ꎬ
中心会场就设在海明威于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间出海钓鱼时住过的安格勒酒店 ２ 楼 １ 号ꎮ 对海明威

的接受情况表明ꎬ在大众文化的视阈中ꎬ文学接受活动已经成为一场由所有享有主体权力的公民

共同参与的文本形式多元化、意义和快感多元化的流动的文化盛宴ꎮ 而在流动的大众文化宴席

上ꎬ不断被强化的海明威偶像魅惑力又在不断地消解甚至遮蔽着海明威真正的文学性价值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ꎬ有一位拥有西班牙语哲学博士学位的石油大亨是海明威的崇拜者ꎬ他

留着海明威式的大胡子ꎬ来到了西班牙ꎬ时不时地接受那些把他误当成作家海明威的崇拜者的殷

勤款待ꎬ为粉丝们签名ꎮ 甚至在海明威去世后ꎬ这位假冒者依旧给人们签名ꎬ写下诸如此类的话:
“认为我已经走进天堂ꎬ不再能够签名的人欧内斯特海明威ꎮ”①海明威本人在天堂对此作

何感想ꎬ我们无法了解ꎮ 但比他更早些成名的女作家斯泰因说过这样的话:“当公众卷进来之

后ꎬ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你了ꎮ”②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疆界越来越模糊的当下语境中ꎬ
作家与自我、与大众传媒、与包括读者在内的文化消费者之间的关系ꎬ是每一位文学写作者和文

学批评从业者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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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
政治逻辑与价值追求

∗①

李新廷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３５８ )

　 　 摘要: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理论与

话语体系ꎮ 从理论进路上看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治理理论的“国家中心主

义”治理结构ꎮ 从政治逻辑上看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心主义”
的政治逻辑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表明了其“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ꎮ
诸主义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不同逻辑的解释而形成的观察视角ꎬ处于不同层次ꎬ并从系统性角度揭示了新

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国家治理ꎻ社会中心主义ꎻ国家中心主义ꎻ政党中心主义ꎻ人民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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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创新研究”(１８ＶＳＪ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话语体系不断

形成并走向成熟ꎬ并被纳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之中ꎬ这反映了党治国理政的

新思维和开拓创新的新面貌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命题的提出有着自身的实践特性和国

情特色ꎮ 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其内涵、逻辑、发展指向有何独特性? 能否成为中国本土化的

理论体系? 能否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这些问题是目前学术界需要深入探究、扎实论证的

重大理论问题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命题提出的时代与理论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我国绘制了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ꎬ这对整个

国家的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ꎬ使其既面临着机遇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近现代以来转型时期的治理危机往往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相伴ꎬ并有着形式上的一致原因ꎬ即市

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结构乃至国家结构的冲击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的西方治理理论ꎮ
但是ꎬ由于结构性的差异ꎬ各国的治理方式各不相同ꎬ所以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治理模式可供借

鉴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ꎬ我国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变迁ꎬ在
对西方治理理论的反思中ꎬ奏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崭新乐章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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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治理变迁来看ꎬ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无一不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石之上ꎮ 正是市场经

济的缘起及其全球扩展改变了经济结构ꎬ冲击了社会结构ꎬ带来了整体性的国家治理问题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ꎬ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与生态等问题开始呈现出来ꎬ其具

体的表现就是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ꎬ分配结构的不平衡ꎬ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等ꎮ 这些都

带来了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所谓的“反方向社会保护运动”①ꎬ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农村与城市出现的各类群体性事件、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媒体报道的社会问题取向②等转型

危机问题ꎮ 这些问题对我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顺应这一形势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比较彻底的行政改革ꎬ进行了比较

有效的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ꎬ提高了政府运转的法治化程度ꎬ限制权力对经济社会领域的过度干

预ꎮ 针对社会自主领域的扩大和各种利益个体、组织的兴起ꎬ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ꎬ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结构吸纳优秀分子ꎬ并通过“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
思想调整国家治理结构与方式ꎬ着手解决各类社会问题ꎬ告别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社会政策的

问题ꎬ致力于健全和完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ꎮ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ꎬ立足国情ꎬ放眼世界ꎬ把握

问题ꎬ总结经验ꎬ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ꎬ并从制度化、
现代化的角度指明了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ꎬ进而在党的十九大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方位明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ꎮ 这皆表明中国国家治理这一概念

的原创性ꎬ它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ꎬ坚持党的领导与国家主导ꎬ并注重吸纳社会诉求

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ꎬ有着自身的逻辑和价

值诉求ꎬ不同于西方治理理论ꎮ
(二)西方治理的社会中心主义逻辑及其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命题提出的理论

背景

作为现代意义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概念及其理论的兴起是西方的产物ꎮ 罗西瑙等学者与

全球治理委员会等组织最早对治理、治理理论作了界定ꎮ④ 概括而言ꎬ治理理论的特点在于:治
理更加强调的是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与个体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ꎬ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

问题ꎻ多元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的是合作、协商式的平面互动网络ꎬ而不是传统政府权威主导的

等级式网络ꎮ
１.西方治理理论的社会中心主义逻辑

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ꎮ 西方最先实现现代化转型ꎬ但随着制度运转ꎬ政
府与市场失灵现象开始出现:“等级式国家协调的优势已经失去市场协调的优势也已失

去”⑤ꎬ福利国家政策与官僚机构的膨胀产生了低效的困境ꎮ 对此反思与调整的结果就是治理理

论的兴起与实践ꎬ其核心即“去国家化”和“自由化”ꎮ 首先ꎬ治理理论反思传统的国家统治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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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ꎬ冯钢、刘阳译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１２ 页ꎮ
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ꎬ«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中国公共政策格局的历史性转变»ꎬ«中国公共政策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ꎮ
Ｆ.Ｗ.Ｓｃｈａｒｐｆꎬ “Ｇａｍｅｓ Ｒｅ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ｌａ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４ꎬ 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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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制的发展模式ꎬ认为庞大臃肿且官僚化的政府缺乏管理能力与效率ꎬ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

促进国家与社会发展ꎬ因而要求“去国家化”ꎻ其次ꎬ治理理论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ꎬ倡导个人

权利和权力限制ꎬ对大政府持怀疑态度ꎬ要求小国家与政府分权ꎬ由社会组织等多元中心参与治

理ꎬ寻求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之道”ꎮ 这二者背后凸显的是对社会力量的强调ꎬ形成了以社

会解释政治的“社会中心主义”逻辑ꎮ 治理理论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对国家与政府权力

的怀疑以及对多元社会力量的重视无一不表明其“社会中心主义”的取向ꎮ
然而ꎬ随着现实世界治理难题的增多ꎬ不可治理性危机开始出现ꎬ治理理论本身也面临着

“治理失灵”的危险ꎬ这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会中心主义”的逻辑紧密相关ꎮ 多中心治理主体之间

的冲突ꎬ将国家视为治理的对立面ꎬ缺乏强有力的国家的平衡等因素引发的治理失灵的危机带来

了对治理理论的双重反思ꎮ
２.治理理论的学理反思:内部的视角

治理理论首先面临着理论上对国家在治理中地位与作用的内部质疑ꎮ 治理理论主张去国家

化ꎬ认为治理与国家难以结合ꎬ“‘国家治理’一词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存在”①ꎮ 这是因为国家建

构强调要以国家为中心ꎬ致力于打造强而有力的国家ꎻ而治理则主张多中心的多元主体ꎬ尤其是

要限制国家权力②ꎬ二者不可能结合起来ꎮ 强调国家则无治理可言ꎬ主张治理则又会去国家化ꎮ
治理理论的“社会中心主义”取向使其与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与冲突ꎮ

面对上述难题ꎬ强调国家在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元治理”理论由此产生ꎮ “元治理”的代表

人物杰索普(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主张国家担任元治理的角色ꎬ来建立宏观组织架构ꎬ协调、修正与平衡

原有治理格局ꎬ重新整合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合作ꎬ以作出前瞻性的规划与管理ꎮ③ 因而ꎬ国
家不是治理的对立面ꎬ而是治理成功的保障ꎮ “元治理”中的国家并不是要取代其他多元治理主

体ꎬ相反是为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提供制度合作与协商的环境ꎻ它不是取代多元治理主体的最高

权威ꎬ相反是与多元主体平行的治理成员之一ꎬ或者顶多是多元治理主体中的居首位者ꎮ④ 概言

之ꎬ“元治理”理论通过重新界定国家的地位与作用ꎬ既不否定国家ꎬ也不绝对推崇国家ꎬ这在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治理理论的“社会中心主义”取向ꎮ
３.治理理论的实践反思:外部的视角

治理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经验的总结ꎬ而是应对危机与挑战的改革方案与理论设计ꎮ 这一理

论设计本身就被质疑ꎬ实践中的表现也不佳ꎮ 追根溯源ꎬ由于治理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逻辑

导致国家缺席治理实践ꎬ带来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的治理恶化或失败ꎮ 环顾近年

来全球范围内的治理绩效ꎬ就会发现现实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ꎮ 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

福山认为其根源在于“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软弱、无能或者

无政府的状态”ꎮ⑤

西方治理有着自身的独特道路ꎬ即社会力量的成熟推动了国家的建设ꎮ 当国家治理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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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家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一个组织现实主义的视角»ꎬ«管理世界»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郁建兴:«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Ｎｏ.１５５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４３.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２４２－２４３.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ꎬ黄胜强、许铭原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序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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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问题或者国家失败ꎬ西方就会诉诸回归社会来解决治理难题ꎮ 这种典型的“社会中心主

义”逻辑被运用到后发展国家时ꎬ就意味着后发展国家的治理也必须是去国家化或者最小化国

家式的ꎬ但这忽略了后发展国家的国情ꎬ其结果不仅是治理失效ꎬ而且还会产生社会危机与政治

动荡ꎮ 现实中ꎬ后发展国家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多元治理与取代国家ꎬ而是国家建构ꎮ

二、国家中心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

西方治理理论的“社会中心主义”逻辑在对外扩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实现了“祛魅”ꎮ 国

内学者在引介西方治理理论时着重强调治理的“权力”内核ꎮ 徐勇解释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一词时就指

出:“在治理的逻辑结构中ꎬ公共权力是最为核心的概念ꎮ”①追根溯源ꎬ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

治理”这一概念是中国本土化话语体系的创造ꎬ强调的是党领导下的国家主导ꎮ 徐湘林对“国家

治理”作了最为准确的界定:“从学术理论的渊源来看ꎬ治理理论是从社会中心论出发ꎬ从社会的

诉求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和作为ꎮ 国家治理概念则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

要性ꎬ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ꎬ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ꎮ”②

这一界定可以说是把握了国家治理根本的理论进路ꎬ即“国家中心主义”的取向ꎬ借鉴一定的理

论资源并立足中国本土治理实践从国家的理论视角来实现治理ꎮ
(一)强制组织与“回归国家”:国家治理理论中的国家传统

国家治理的提出是与治理、社会治理理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ꎮ 国家治理理论是把国家作

为治理的最重要主体ꎬ以区别于治理、社会治理对“多中心”“多元主体”的强调ꎮ 这意味着“去社

会中心主义”之后的国家传统的复兴ꎮ 这一传统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ꎮ 韦伯对现代国家作了

界定ꎬ认为国家即特定疆域内的人类共同体ꎬ这个共同体在本疆域内成功地垄断合法的暴力机

器ꎬ国家拥有专断性权力ꎮ 而专断性权力和国家的暴力潜能又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

法律基础之上的ꎮ③ 他认为只有拥有强大的行政官僚体制ꎬ国家才是一个垄断合法暴力的强制

组织ꎮ 这是探讨国家问题的出发点ꎮ
行为主义政治学及其相关流派等将国家视为服务于社会利益的工具或者是利益集团相互竞

技的平台ꎬ形成了典型的“社会中心主义”的范式ꎬ重点关注作为因变量的社会因素ꎬ忽略了作为

自变量的国家ꎬ去国家化的治理理论的形成水到渠成ꎮ 而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在

解释法国、俄国与中国的社会革命中ꎬ首先确立了结构性的视角ꎬ将国家视为结构性组织ꎬ并关注

与国家相关的制度ꎬ在比较历史的分析中讨论国家的重要性ꎮ 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概念继承自

韦伯ꎮ 斯考切波就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地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战斗的一

个场所ꎮ 勿宁说ꎬ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ꎬ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
策和军事组织ꎮ 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ꎬ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

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ꎮ”④所以ꎬ强制性行政组织是国家权力的基础ꎮ 国家理论为国家治理所需

要的国家权力及其强制行政组织体系奠定了基础ꎬ并不断将国家置于解释政治、社会与治理的中

心ꎬ将政治学中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不断发扬光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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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治理的阐释»ꎬ«政治学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ꎮ
徐湘林:«“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ꎬ«人民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ꎬ林荣远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７３０－７３１ 页ꎮ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ꎬ何俊志、王学东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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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威性与自主性: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国家解释

其实早在韦伯之前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的本质就有深入的研究ꎮ 马克思就指出: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ꎬ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充

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ꎮ”①这指明了国家的强制性与权威性ꎬ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基本上将国家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制力ꎮ 列宁也认为:“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

的主要工具ꎬ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了国家强制性、权威性的一面ꎬ同时又将国家看成是解决社会冲突

的平台ꎬ即国家是源于市民社会和生产关系及其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ꎮ 按照这种解释ꎬ
建立在集中的强制性手段基础之上的国家ꎬ被看成是一种工具性和客观性的统治形式和解决冲

突的方式ꎬ而没有被视为一套自为的组织ꎮ 因此ꎬ这并未全面解释国家治理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问题ꎮ 斯考切波从结构性的视角和组织的角度推进了对国家的认识与解释ꎬ认为国家具有

自身的逻辑与利益ꎬ在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对自主性问题”基础

上ꎬ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国家自主性”概念ꎮ 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ꎬ“斯考切波把国

家自主性置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野的大前提下进行分析ꎬ更加突出了国家自主行为主体的重要

性ꎮ 正因为如此ꎬ国家才成为解释现实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视角”③ꎮ
基于国家是强制性权威组织这一认识而形成的“国家自主性概念”ꎬ对国家治理理论具有重

要的意义ꎮ 这是因为国家自主性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ꎬ强调国家中心主义并不是排除社会

力量ꎮ 恰恰是国家在与社会、市场互动过程中才突出出来成为主导性的因素ꎮ 因而ꎬ考察国家治

理也必须探究“国家自主性”概念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ꎮ 这是中国国家治

理理论内涵与现实实践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ꎮ
(三)国家中心与吸纳社会: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本土实践及其理论取向

当下所提出的中国国家治理概念借鉴了西方的国家理论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权

威性与自主性的内涵ꎮ 因而ꎬ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ꎮ 这不仅有国家理论上的

支撑ꎬ更建立于中国转型与治理实践经验之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韦伯式现代国家的建立ꎬ即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

行政官僚组织体系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器ꎮ 革命动员与群众路线的传统、完整的行政官僚体

系以及执政党的危机意识和战略领导塑造了国家强有力的汲取、动员与组织能力ꎬ使国家能够在

复杂的国情、社情中深入社会与基层进行广泛的政策执行和组织动员ꎮ 同时ꎬ强有力的国家能力

所促进的国家自主性也使党领导下的国家不断实现公共利益ꎬ在国家主导下促进了社会领域的

扩展ꎬ形成的多元治理主体又不断被吸纳进国家治理体系中来ꎮ
不论是改革开放前 ４０ 年的国家建构、转型摸索还是改革开放后 ４０ 年的经济导向的政治发

展ꎬ都是在国家的主导之下ꎮ 改革之前的 ４０ 年ꎬ在“国家本位”的观念主导下ꎬ国家采取强有力

的计划经济体制ꎬ但一定程度上却侵蚀了国家自主性ꎬ禁锢了社会活力ꎬ不利于国家治理ꎮ 因而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在加强国家能力、保持国家权威的同时ꎬ国家权力规范化与职能范围缩小使

社会自主性开始出现ꎬ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动态调整:一方面ꎬ不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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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层达成共识作出理性决策ꎬ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统一ꎻ另一方面ꎬ中央在保持权威

的同时放权促进地方发展ꎬ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①ꎮ 在地方自主发展的同时ꎬ中央通过控

制人事权与财权保证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与整体自主性ꎮ 而人事权和财权正是国家中心主义及国

家能力的典型体现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ꎬ社会不公正等问题开始出现ꎬ中国国家自主性开始调整并走向均衡ꎬ

即“一是国家权力的改造ꎻ二是公民社会的塑造”ꎮ 国家权力的调整并不是让国家退出治理体

系ꎬ而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市场之间不平衡的关系ꎬ“建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治理式互赖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关系”②ꎮ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最终形成的格局并不是西方社

会中心主义式的社会与市场主导ꎬ而是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ꎬ是国家中心主义下的

吸纳社会与市场ꎮ 在这方面ꎬ不论是社区自治还是基层民主ꎬ都无不表现出国家主导的中国特

色ꎮ 所以ꎬ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国家治理的路径就是“将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两个治理

单元———社会和市场有机地纳入国家主导的治理框架之中”③ꎮ
因而ꎬ中国国家治理是建构国家体系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的产物ꎮ 习近平同志对国

家治理的界定典型地体现了“国家中心、吸纳社会”的中国特色ꎬ即国家治理首先是国家整体性

的制度体系ꎮ 总体而言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治理过程中国家

的退出ꎬ而是国家能力的增强ꎬ是由国家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形成治理制度结构与体系ꎮ

三、政党中心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政治逻辑

从理论进路来看ꎬ中国国家治理概念建立在对国家强调的国家中心主义之上ꎻ从现实的政治

发展来看ꎬ这一理论还表现出了后发展国家独有的政治逻辑ꎬ即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党创建国家的

政治发展道路ꎮ 因而ꎬ国家治理背后反映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ꎮ 中国国家治理这一概念

是中国共产党 ６０ 多年来治国理政经验与发展道路的本土化话语总结ꎮ 何增科曾考察了执政党

逐渐接受“治理”“善治”“社会治理”等概念并将其融入政策制定的过程ꎬ认为中国共产党善于

学习与适应来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ꎬ同时在吸收借鉴外部成果的同时ꎬ坚持自己的领导地

位ꎮ④所以ꎬ“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内涵的政治逻辑的重要核心与

体现ꎮ “党政军民学ꎬ东西南北中ꎬ党是领导一切的”⑤的提法也明确体现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

逻辑ꎮ 这一政治逻辑有着理论与现实上的支撑ꎮ
(一)政党治理与政党领导模式:来自西方与列宁主义的理论及经验启示

西方治理强调社会中心主义ꎬ政党是“社会中的政党”ꎮ 西方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党争与轮流

执政并没有造就一个长久稳定和持续有效的领导核心ꎬ从而使社会力量尤其是利益集团成为了

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ꎮ 这并不是说政党在国家治理中不重要ꎬ相反ꎬ西方政党理论家也揭示了政

党的重要作用ꎬ只是西方社会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党的发展道路隐没了政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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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地位ꎮ 因为ꎬ“政党必然反映政治的逻辑而非效率的逻辑”①ꎬ所以西方现代化早期的主流

是诋毁和反对政党ꎮ 但政党越来越重要ꎬ因为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ꎮ
西方社会中心主义的倾向及其社会创建国家的道路不利于认识政党在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

领导地位ꎮ 列宁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认识基础上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ꎬ将政党提

升到国家创设和政治制度之上ꎮ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自己来获得阶级意识ꎬ必须由知

识分子来灌输ꎬ而革命运动又必须依赖革命组织ꎮ 所以ꎬ列宁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ꎬ
即“列宁主义式的政党”ꎬ“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

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②ꎮ 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高度评价ꎬ认为先锋队式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ꎬ强调政治优先性与制度化ꎬ
形成了一个在“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起的“强大的革命组织”ꎬ从而为国家建构奠定了基

础ꎮ③ 列宁主义表明了国家创建必须有赖于政党ꎬ而国家治理也必须由政党来完成ꎮ 这影响了

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发展ꎮ
列宁主义为后发展国家的国家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ꎬ无论是俄国的革命道路ꎬ还是中国的国

家建构皆证明了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有效性ꎮ 后发展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来动员社会力量ꎬ
领导国家建构ꎬ消除社会动乱ꎬ实现民族整合ꎮ 政党主导国家建设是后发展国家进行国家建构的

重要途径ꎮ④ 而这条道路背后揭示的就是政党领导的模式ꎮ 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国家建设时

期ꎬ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核心ꎮ
(二)政党中心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本土政治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背后隐含着更深、更高的“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ꎮ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ꎬ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建构并运转着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ꎬ并通

过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ꎮ
首先ꎬ“政治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

前提ꎻ不仅如此ꎬ中国共产党还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价值的引领者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

治地位不是先天的ꎬ而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历史形成的ꎮ 一方面ꎬ传统

国家的崩溃与社会的失序ꎬ新国家创建只能寄托于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基础广泛、价值明确的列

宁主义式的政党———中国共产党ꎮ 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和组织严密的政党动

员网络ꎬ依靠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ꎬ实现了国家建构ꎬ走出了一条政党创建国家的道路ꎬ形成了

党领导国家的政治体制ꎻ另一方面ꎬ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新中国ꎬ而且还运转着国家建设ꎬ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ꎬ促进了经济增长ꎬ提高

了人民生活水平ꎬ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体系ꎬ因而党的领导又具有现实中的治理绩效合法

性ꎮ 中国共产党还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崇高的使命和政治关怀ꎬ“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基础不是某种阶层或者团体的特殊利益ꎬ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⑤ꎮ “两个一百年”与
“中国梦”的愿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凝聚治理价值目标ꎬ实现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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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包容性与灵活性的举措ꎬ也指明了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目标ꎮ
其次ꎬ“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治理的领导者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全过程ꎬ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度体系建构与制度完善的能力ꎮ 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ꎬ在主要和正式的意义上

是指创建了国家体制ꎬ并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改进与完善制度体系来提升国家治理绩效ꎮ 所以ꎬ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整体ꎮ 不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行政制度、民主制度等政治

制度ꎬ还是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ꎬ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领导、组织网络和人

事管理等实现了制度的设立、运转与完善ꎮ
二是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能力ꎮ 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仅需要国家政权机关的参

与ꎬ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ꎮ 在党领导国家体制下ꎬ执政党的决策是当代中国整个决策体制的核

心ꎮ 这主要是通过党领导制定国家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路线、方针、政策ꎬ并以其来指导国家机

关的各方面工作来实现的ꎮ 在决策中ꎬ依靠民主集中制ꎬ党在广泛的民主参与过程中能够做到汇

集不同阶层的意见ꎬ协调不同层次的分歧ꎬ保证决策民主化的同时ꎬ又能做到决策的科学化ꎮ
三是干部人事组织网络的管理与支配ꎮ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实现了对整个国家人

事的选拔录用、培训管理和升迁考核ꎬ“任用干部———无论是高层、中层还是基层干部———或许

就是党最为明显的政治功能”①ꎮ 党管干部保证了行政管理体系的灵活与稳定ꎬ同时也保证了国

家政策的执行ꎮ
四是社会动员体系组织与动员能力ꎮ 党建构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体系ꎬ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

能力ꎮ 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合作、协商决策形成的社会体系也使党能够整合社

会力量ꎬ进行广泛的动员ꎮ 除此之外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机制的群众路线ꎬ起着资源汲

取、资源聚集、政策动员与落实的功能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党的组织体制与国家治理体制的韧

性ꎬ拓展了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社会空间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关键在党ꎮ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ꎬ不管人们对共产党

的看法如何ꎬ它无疑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和执政主体ꎮ 国家所有方面的成败ꎬ都取决于执政党这个

政治主体的建设ꎮ”②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等表述都表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政党中心主义

的取向ꎬ这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所在ꎮ

四、人民中心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

国家中心主义反映了国家治理形成的理论进路之逻辑ꎬ而政党中心主义表明了国家治理体

系中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ꎮ 除此之外ꎬ国家治理最终还要回答的是治理为了谁、最终成果由谁享

有的问题ꎮ 因而ꎬ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之后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彰显了国家治理之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ꎮ
(一)从人民观到“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价值的传承与中国实践经验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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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说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的解放ꎬ并致力于追求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ꎬ使每一个

人摆脱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价值立场与追求ꎬ从根本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ꎮ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就是为了实现人

民大众的利益和自由ꎬ“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ꎬ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①ꎮ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价值取向立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ꎮ 唯

物史观明确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创造者和发展的动力ꎬ指明“历史的活动和思想

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②ꎮ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坚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立场和追求ꎬ依靠人民群众ꎬ将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和幸福追求放在首位ꎮ 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

同时ꎬ又适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ꎬ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命

题ꎬ从而深化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无自身的特殊利益ꎬ而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ꎮ 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ꎮ 为实践、坚持和发展这一人民

观ꎬ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形成了“从群众中来ꎬ到群众中去ꎬ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

群众”的工作方法和路线ꎬ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ꎮ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

人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ꎻ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ꎬ再次明确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ꎻ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思想ꎻ习近平同志在上述思想基础上明确

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ꎬ并进一步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ꎮ 这一

实践发展与理论总结表明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③ꎬ并“充分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④ꎬ并实现了进一步的价值升华ꎮ
(二)人民中心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ꎬ深刻回答了国家治理“源于

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ꎬ反映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根本价值取向ꎬ即人民中心主义ꎮ 人民中

心主义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奋斗的价值目标ꎮ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

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ꎬ即分阶段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ꎮ
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向往之上的ꎬ需要具体的制度体系与国家能力来保障

实现ꎮ 因而ꎬ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就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ꎮ 具

体而言ꎬ国家治理需要立足人民立场ꎬ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ꎬ
使人民过上安全稳定、富裕繁荣、健康文明、公平正义、和谐美满的生活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一定意义上是进行时ꎬ是动态发展的过程ꎬ是国家治理实践永远追求的价值目标ꎮ
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人民ꎮ 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其目标实现立

足于人民、依靠人民ꎮ 习近平同志就指出ꎬ“老百姓是天ꎬ老百姓是地ꎮ 忘记了人民ꎬ脱离了人

民ꎬ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ꎬ就会一事无成”ꎬ“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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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１１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８６ 页ꎮ
孙余余:«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探析»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董振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逻辑和政治价值»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李新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政治逻辑与价值追求

力量ꎬ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ꎮ① 因而ꎬ国家治理之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其实现必须

依靠人民ꎮ 进而言之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根植于人民ꎬ必
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ꎬ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ꎬ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ꎬ总结人民群众的探

索经验ꎬ进而上升为理论与政策再进一步指导新的实践ꎬ不断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ꎮ 除此之

外ꎬ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达成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评判ꎮ 人民的满意尤其是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的实现与否ꎬ是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标准ꎮ
三是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治理需要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迈

进ꎮ 人民中心主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达至共同富裕ꎬ这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特征ꎮ 习近平同志对此作了明确总结:“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ꎬ我们追

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ꎮ”②对此ꎬ党的十九大专门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两步走战略安排ꎬ其中共同富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ꎮ 这

又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评判是否实现现代化、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标准ꎮ
四是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必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贯彻与实践党的群众路线ꎮ 习

近平同志对此也作过专门的阐述ꎬ认为“群众路线始终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ꎮ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ꎬ必须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③ꎮ 群众路线对于国家

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ꎬ这具体体现在群众路线是建构政府与公民互动机制的本土制度资源ꎬ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ꎬ其内在要求是以实质性制度渠道将干部的代表角色与

群众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ꎬ实现政治代表与群众利益聚合ꎻ另一方面ꎬ其外在要求是鼓励群众参

与和政治沟通ꎬ制度性地将群众意见引入公共政策过程ꎮ 经验研究发现ꎬ贯彻群众路线切实提升

了国家治理的绩效ꎮ④

五、诸主义之层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ꎬ为理清党的领导、国家建构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ꎬ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一重大课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考虑社会诉求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强

调国家主导的重要性ꎬ更加强调党的核心领导地位ꎬ同时拓展社会领域、吸纳多元社会力量所形

成ꎮ 它致力于在已有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基础上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ꎬ推进国家治理结构的

现代化ꎬ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ꎬ落脚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ꎮ 这分别反映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一话语体系背后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路、“政党中心主义”的政

治逻辑和“人民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ꎮ 上述三种主义皆是对新时代国家治理内涵与问题不同

侧面的回应所形成的观察和解释的视角ꎬ具有鲜明的层次性ꎬ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ꎮ
首先ꎬ国家中心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进路ꎬ是这一中国本土化概

念的逻辑起点ꎮ 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从理论进路来看ꎬ新
时代中国国家治理对西方治理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逻辑进行了反思ꎻ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来

看ꎬ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处于建构治理模式的主导地位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来看ꎬ中国走的

是国家建构在先ꎬ进而国家吸纳社会形成治理架构的治理道路ꎻ因而ꎬ国家中心主义强调的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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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度体系建构和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能力背后的“国家主导性”ꎮ
其次ꎬ政党中心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ꎬ是这一中国本土化理

论的核心ꎮ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典型代表ꎬ中国走的是政党创建国家的道路ꎮ 中国共产党把整个

国家与社会组织起来ꎬ重建了政治价值ꎬ稳定了社会秩序ꎬ推动了经济发展ꎬ并主导国家制度体系

的变迁与完善ꎬ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ꎬ形成党领导国家建构与发展的“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

结构ꎮ 因而ꎬ中国国家治理背后还隐含着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ꎬ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ꎮ
国家制度建构与国家能力提升作为国家治理的表征与结果ꎬ背后又需要自变量因素的解释ꎮ 不

同于西方的以社会解释国家的“社会中心主义”ꎬ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是以政党解释国家

的“政党中心主义”ꎮ 所以ꎬ国家中心主义是理论进路ꎬ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ꎻ而政党中

心主义则是其背后的政治逻辑ꎬ解释了中国国家治理背后的运作机理ꎮ
最后ꎬ人民中心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ꎬ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

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ꎮ 国家治理并不仅仅意味着权力架构和组织领导ꎬ也不仅仅意味着制度体

系的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形塑与加强ꎬ更意味着作为归宿的价值诉求ꎮ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ꎬ
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追求是“灵魂”层面的ꎮ 这一对人民利益、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人民共同

富裕的价值追求ꎬ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属性ꎮ 因而ꎬ人民中心主义又是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之逻辑在现实运转目标和价值追

求层面的最终归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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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构建
公信力的举措及其效果

∗①

王　 林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清末民初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初创和发展时期ꎮ 此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是一个民办慈善组织ꎬ
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募捐ꎬ如何赢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就直接关系到红十字会的生死存亡ꎮ 中国红十字会

借鉴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ꎬ建立起相互制衡的组织结构ꎬ为构建公信力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在财务公开方面ꎬ中国

红十字会既沿袭清代以来善堂的传统做法ꎬ编印«征信录»ꎬ将收支信息公布于众ꎬ利用报刊及时登载捐款信息ꎬ
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财务公开ꎮ １９１２ 年中国红十字会全国统一后ꎬ又对各地擅自设立的红十字会进行查禁ꎬ以维

护红十字会的声誉ꎮ 中国红十字会通过这些举措ꎬ募集了巨额资金ꎬ取得了显著的业绩ꎬ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ꎮ
中国红十字会构建公信力的举措ꎬ不仅使它成为近代最具公信力的慈善组织之一ꎬ对今天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

设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清末民初ꎻ中国红十字会ꎻ组织结构ꎻ财务公开ꎻ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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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林(１９６６—　 )ꎬ男ꎬ河南正阳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１５ＢＺＳ０１９)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红十字会已有较多研究ꎬ其综合性著作有池子华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张建俅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周秋光的«红十字会在中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周秋光主

编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等ꎬ但均未涉及公信力问题ꎮ 池子华等著的«红十字:文化传

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和高鹏程的«近代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比较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５ 年)对红十字会的信息公开和征信机制略有涉及ꎬ但均未展开论述ꎮ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ꎬ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公信力ꎮ 清末

民初(自 １９０４ 年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是红十字会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ꎮ 此时ꎬ红十字会基本上还

是一个民办的慈善组织ꎬ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募捐ꎬ因此ꎬ社会声誉的好坏和公信力的高低对其

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ꎮ 为此ꎬ红十字会在组织结构和财务公开方面既采用西法ꎬ又借鉴

传统ꎬ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征信体系ꎬ取得了良好效果ꎬ堪称当时慈善组织的典范ꎮ 本文拟从组织

结构 、财务公开、社会评价等方面ꎬ对清末民初红十字会构建公信力的举措及效果进行全面的研

究ꎮ②

一、建立相互制衡的组织结构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的救援组织ꎬ于 １８６４ 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ꎮ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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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 年由中外人士为救济日俄战争中的遇难同胞在上海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ꎮ １９０８ 年 ８
月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结束ꎬ中国红十字会开始筹办ꎮ １９１０ 年ꎬ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红十字会会

长ꎬ并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ꎮ １９１１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ꎬ红十会的创始人沈敦和联合在沪外国人

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ꎬ积极参与战地救援ꎮ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ꎬ临时大总统孙中

山根据黎元洪副总统的建议ꎬ命令内务部准予中国红十字会立案ꎬ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ꎬ也电允

维持保护ꎬ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ꎮ 同年 ９ 月ꎬ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ꎬ通过章程ꎬ成
立常议会ꎬ选举吕海寰、沈敦和为正副会长ꎬ并经大总统任命ꎮ １０ 月ꎬ中国红十字会又召开统一

大会ꎬ议决总会设于北京ꎬ总办事处和常议会设于上海ꎬ至此ꎬ中国红十字完成了全国统一ꎮ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均采用董事会制ꎮ 上海

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伊始ꎬ选举中西董事 ４５ 人(其中西董 ３５ 人ꎬ中董 １０ 人)ꎬ组成董事会ꎬ并从董

事中公举 ９ 人(西董 ７ 人ꎬ中董 ２ 人)为办事董事ꎮ 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ꎬ每遇大事召集全体董

事共同商议ꎬ形成决议后交由办事董事执行ꎬ“将来各项办法归办事董事酌定ꎬ并劝令捐输一切

情形ꎬ陆续报知总董”①ꎮ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实行中西合办的董事会制ꎬ公举沈敦和及英

国人苏玛利为总董(或称董事部长、议长)ꎬ负责召集会议ꎬ对重大活动实行督导ꎻ在董事会下成

立理事部ꎬ负责日常事务ꎻ同时选出理事总长ꎬ组织开展工作ꎮ②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ꎬ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ꎮ③ «章程»规定:在北京

设立总会ꎬ在上海设立总办事处ꎮ 总会归会长督率秘书长、顾问等办理会务ꎬ负责与中央政府、京
城各衙门、各省长官并外交团交涉事务ꎬ每年将全会会务汇报政府备案ꎮ 总办事处由副会长、常
议会及理事长主持一切ꎬ总办事处将所办会务报告会长ꎮ 这份«章程»基本确立了民国初年红十

字会的组织结构:一是确立了京沪二元结构ꎮ 总会设于北京ꎬ由会长负责ꎬ主要处理与中央政府、
各省及外交事务ꎻ总办事处设于上海ꎬ是红十字会的实际执行机构ꎮ 二是确立了常议会在红十字

会的核心地位ꎮ 常议会的职权包括:撰订办理会务细则ꎬ公举会计管理账目ꎬ公举查账员ꎬ管理各

项款项等ꎮ 从常议会的职权来看ꎬ它实际上是红十字会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ꎮ 由

于常议会与总办事处均设于上海ꎬ常议会实际上成为红十字会的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ꎬ而总办事

处则成为常议会决议的执行机构ꎮ
在民初红十字会的发展过程中ꎬ北京政府也一直试图控制红十字会ꎬ为此于 １９１４ 年和 １９１５

年先后颁布了«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和«中国红十字会条例施行细则»ꎮ 但红十字会则认为此«条
例»未经国会议决ꎬ“虽公布ꎮ 不适用ꎮ 暂行之ꎮ 待修正”④ꎮ 实际上并未执行ꎮ 直到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ꎬ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ꎬ才将 １９１２ 年的章程进行修订通过ꎮ «中国红十字

会修正章程»对红十字会的组织结构进行更详细的规定ꎬ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总办事处和常议

会职权ꎮ 总办事处职权包括:一、对于各分会交接事件ꎻ二、战时对于军事长官及战地司令官交接

事件ꎻ三、平时对于地方官厅交接事件ꎻ四、对于各商埠外交方面交接事件ꎻ五、对于红十字会万国

联合会交接事件ꎻ六、其他一切会务ꎮ 常议会设于总办事处所在地上海ꎮ 常议会由议员 ４８ 人组

成ꎬ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ꎬ任期三年ꎬ连选得连任ꎮ 常议会的职权为:一、审查预算、决算ꎻ二、审查

入会会员资格ꎻ三、议决会员之除名ꎻ四、订定各项规则ꎻ五、选举会长、副会长ꎻ六、公举理事长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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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推财产委员ꎻ八、议决其他重要事件ꎻ九、刊印征信录及提出成绩ꎬ报告于大会ꎮ① 从 １９２２
年«修正章程»看ꎬ红十字会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起来的ꎮ 总会代表中

国红十字会ꎬ作为其象征ꎻ常议会对红十字会的各项重要事件作出决策ꎬ行使立法权ꎻ总办事处执

行常议会的各种决议ꎬ享有几乎全部行政大权ꎻ反过来ꎬ常议会对总会和总办事处具有监督

功能ꎮ②

根据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２２ 年章程ꎬ中国红十字会的日常财务收支由会计董事负责ꎬ会计董事由常

议会公举ꎮ 早期红十字会财务收支由会计总董施子英主持ꎬ进入民国以后ꎬ朱葆三长期担任会计

董事ꎬ“收款则盖给回单ꎬ付款则悉凭支票”③ꎮ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ꎬ朱葆三声明辞去会计董事职务ꎬ经中

国红十字会常议会核议ꎬ公举施子英为会计董事ꎮ④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ꎬ施子英年老告退ꎬ常议会开会

公举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盛竹书为会计董事ꎮ⑤ 除会计董事外ꎬ常议会还公

举查账员ꎬ专门查核收支账目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红十字会在财务管理上ꎬ先由会计董事负责日常

收支ꎬ再由查账员专门查核账目ꎬ最后由常议会审议编印«征信录»ꎬ这样红十字会的账目至少要

经过会计董事、查账员、常议会三道关口ꎬ而会计董事和查账员均由常议会公举ꎬ故常议会又能对

会计董事和查账员进行监督ꎮ
中国红十字会这种独特组织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ꎬ也是京沪官绅博弈的结果ꎬ对红十字

会的早期发展和公信力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ꎮ 首先ꎬ京沪二元结构既有利于红十字会获得

官方的认可ꎬ与政府保持联系ꎬ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性ꎬ常议会与总办事处共处一地也有利

于提高工作效率ꎮ 其次ꎬ常议会作为决策和监督机构ꎬ总办事处作为执行机构ꎬ两者既有分工ꎬ又
有合作ꎬ这种分权模式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传统善堂董事擅权专断的弊端ꎬ符合现代社团组织结构

彼此分工相互制约的特征ꎮ 再次ꎬ在财务管理上ꎬ由常议会公举的会计董事和查账员ꎬ分别负责

日常财务收支和账目查核ꎬ最后要提交常议会审议通过ꎬ编印«征信录»公布于众ꎬ而红十字会的

会长、副会长、常议会议长、理事长均不插手财务事宜ꎬ只负责监督和审议ꎬ故财务管理有较大的

独立性ꎮ 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是慈善组织赢得社会信誉、构建公信力的制度保障ꎬ民初中国红十

字会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与其组织结构有密切的关系ꎮ

二、编印«征信录»

由于慈善组织主要依靠募集社会资金来从事救济活动ꎬ故社会各界对其资金的使用极为关

注ꎮ 清代以来ꎬ各类善会善堂为了公开财务ꎬ取信于民ꎬ普遍编印«征信录»ꎬ将收支账目公布于

众ꎬ久而久之ꎬ编印«征信录»就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建构公信力的最主要措施ꎮ 中国红十字会尽

管是仿照国际红十字会而成立的新型慈善组织ꎬ在组织结构上与中国传统善堂迥然不同ꎬ但它要

想在中国顺利发展ꎬ也必须适应中国国情ꎬ像中国传统善堂一样编印«征信录»ꎬ公开账目ꎬ取信

于民ꎮ
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伊始ꎬ就有编印«征信录»的计划ꎮ １９０４ 年成立于上海的东三省红十字

会普济善会被认为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ꎬ在其章程中就规定:“各省如有助款入会者ꎬ不拘多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２２８－２３１ 页ꎮ
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１９０４－１９２７)»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８９ 页ꎮ
«朱葆三告退中国红十字会银钱董事兼常议员»ꎬ«申报»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公举施子英先生为会计董事»ꎬ«申报»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公举宋汉章、盛竹书为会计董事»ꎬ«申报»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寡ꎬ请寄上海总局ꎬ刊发征信录ꎬ并随时登报ꎬ以昭核实ꎮ”①１９１２ 年«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本
会每年开会员大会一次ꎬ报告一年会务ꎬ统核上年收支账目ꎮ 常议会公举会计管理账目ꎬ届时向

大会报告ꎮ 常议会公举查账员ꎬ查核收支账目ꎬ届时向大会报告ꎮ 这其中就包括编印«征信录»ꎬ
向大会报告ꎮ １９２２ 年会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ꎬ更是明确将“刊印征信录及提

出成绩ꎬ报告于大会”列为常议会的职权之一ꎮ② 除总会章程外ꎬ红十字会的其他临时性救济机

构也都把编印«征信录»作为职责之一ꎮ 如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红十字在上海设立临时妇孺留养院ꎬ其
简章就规定“本院所收捐款均有中国红十字会临时妇孺留养院收据为凭ꎬ翌日即登报征信ꎬ他日

另刊征信录分送”③ꎮ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自 １９０８ 年始每年夏天开办ꎬ其简章也明确规定:“每日

将号簿、日记、收支大略、医愈姓氏逐日开单报告ꎬ由本会汇报常议会ꎮ 开幕后ꎬ当刊印征信录、成
绩表ꎬ分送捐户、病家ꎮ”④

编印«征信录»是近代慈善组织获得社会信任的重要举措ꎬ因此ꎬ能否按时编印«征信录»是
社会评价一个慈善组织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重要标准ꎮ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

事会ꎬ因忙于救护和筹办医院、医学堂等事宜ꎬ未能及时编印«征信录»ꎬ以致引起外界非议ꎮ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ꎬ盛宣怀致函沈敦和ꎬ催促尽快将红十字收支款项据实咨销ꎬ其函称:“慈善事业经募

款项ꎬ实用实销ꎬ本可邀免造报ꎬ惟近来捐案无不据实咨销ꎬ并刊录征信录ꎬ分送宣布ꎮ 此案内有

钦奉颁发之款ꎬ且有各省及外国捐资ꎬ倘迟迟不办ꎬ似未足征信于人ꎮ”⑤由于清廷曾资助过上海

万国红十字会ꎬ各省亦有资助ꎬ故盛宣怀才催促红十字会尽快编印«征信录»ꎬ分送清廷及社会各

界ꎬ以消除怀疑ꎮ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红十字会召开理事大会ꎮ 宁波会馆沈宏賫质问前万国红

十字会之«征信录»曾否刊布ꎮ 施子英答复道:“当前次东三省救振竣事后ꎬ早经刊有中西文征信

录及图说分送ꎬ想诸君未能遍见之耳ꎬ至所存余款在徐家汇路建医院、设学堂种种经费ꎬ甫于上月

开幕ꎬ现正缮造征信ꎬ约二月当开会遍送云云ꎮ”⑥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上海召开ꎬ来宾千余人ꎮ 会场分送各种

印刷品ꎬ如成绩表、万国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十字会收支简明册、红十字会征信录正续二本、会员题

名录等八九种ꎮ⑦ 这里提到的“征信录正续二本”ꎬ指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及第二届«征信

录»ꎬ这是红十字会第一次利用会员大会之际ꎬ向会员分送«征信录»ꎮ
１９１２ 年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后ꎬ编印«征信录»就成为常议会的日常工作ꎬ经常在常议会

上讨论ꎮ 如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召开第七次常议会ꎬ“提议本年全国会员大会

延至明年三月举行ꎬ公举查账员谢纶辉、朱五楼君稽查收支账略ꎬ逐次查核ꎬ以昭信实ꎮ 查竣后刊

印征信录ꎬ分送捐户ꎬ结束民国二年会务”⑧ꎮ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红十字召开第九次常议会ꎬ会议

决定:“上年战事以来ꎬ会中事繁人少ꎬ以致上届征信录迄未刊布ꎮ 现在复□军务赈务相继而至ꎬ
前次征信录未便久搁ꎬ应即催请前举查账员谢纶辉、朱五楼二君赶将账目查核ꎬ速刊征信录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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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户会员ꎮ”①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中国红十字第三届征信录»刊印ꎬ收录的账目收支时间正是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ꎮ
从 １９０４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至 １９２３ 年ꎬ中国红十字会在这 ２０ 年间共编印了九届«征

信录»ꎬ其各届起止时间为:第一届自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起至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止ꎻ第
二届自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至 １９１２ 年 ８ 月份止ꎻ第三届自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起至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止ꎻ
第四届自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起至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止ꎻ第五届自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起至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止ꎻ第六届自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起至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止ꎮ 第七届自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起至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止ꎮ②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ꎬ中
国红十字会常议会议决ꎬ嗣后«征信录»ꎬ一年一报告ꎬ不用连年并计ꎬ每年以 ７ 月始ꎮ 故第八届

自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起至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止ꎮ③ 第九届自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起至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止ꎮ④

中国红十字会九届«征信录»ꎬ除第一届、第二届及第九届未见外ꎬ其余各届体例相同ꎮ 兹以

第三届为例略作介绍ꎮ 第三届征信录由沈敦和作序ꎬ沈在序言中ꎬ对本届征信录的内容及编印目

的作了简要的说明:“按之会章ꎬ凡所收捐款以及振济之需ꎬ医药之费ꎬ与夫日用杂项ꎬ类须一一

编厘ꎬ岁著于录ꎬ以昭核实ꎮ 兹届起自民国纪元九月以迄三年六月ꎬ是为第三届征信录ꎬ将以供当

世君子考察焉ꎮ 传曰ꎬ虽善无征ꎬ无征不信ꎬ然则斯录之辑又乌容已耶ꎮ”⑤从内容来看ꎬ第三届征

信录用四柱清册(旧管、新收、开支、实存)的方式ꎬ将中国红十字会自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收支账目一一罗列ꎬ先列收支总报告ꎬ由会计董事慎裕号朱葆三、名誉会计正金

银行儿玉谦次报告ꎬ并附有查账员证明书:“查上开中国红十字会收支报告ꎬ业经敝人等将该会

一应收支簿据、细账、收条、发票各件ꎬ逐项稽核ꎬ又应行查询之处亦经详细考问ꎬ均无错讹ꎮ 查账

员:谢纶辉、朱五楼ꎮ 中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ꎮ”⑥收支总报告之后依次是各善士捐款花名清

数、各善士宝塔捐款清数、各善士捐助杂项票物清数ꎬ以及各善士经募捐款花名清数ꎮ 全书共

５５８ 页ꎬ其中收支总账只占 ２３ 页ꎬ其余皆为各善士捐款捐物清单ꎮ 捐款多者如袁世凯拨助洋二

万元⑦ꎬ少者如青岛怡和洋行梁让泉捐洋五元ꎬ英国人达华尔捐洋四角五分ꎮ 还有一些捐款者不

署姓名ꎬ如“不书名张”捐洋二十元ꎬ“隐名氏”捐洋五十元ꎮ⑧ 涓滴不遗ꎬ有捐必录ꎬ这正是«征信

录»能获得公众信任、达到征信目的原因ꎮ
中国红十字会除总办事处编印«征信录»外ꎬ总办事处所办各类医院也编印«征信录»ꎮ 如中

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自 １９０８ 年创办ꎬ每年夏天开诊三四个月ꎬ事后编印«征信录»ꎮ 如«中国红

十字会时疫医院民国十二年癸亥征信录»序言云:“承诸善士输捐ꎬ计收款一万一千零九十九元ꎬ
外收病费八百七十二元ꎬ而支出之款九千零七十元八角九分ꎮ 所余之数ꎬ即归总办事处他项振灾

之用ꎮ”⑨除总办事处外ꎬ红十字会各分会也编印有«征信录»ꎬ如«中国红十字会重庆分会癸亥年

第八届征信录»(１９２４ 年)、«中国红十字会许昌分会征信录»(１９２４ 年)ꎬ等等ꎮ
另外ꎬ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还编印一种«会员题名录»ꎬ将各类会员姓名、籍贯、通讯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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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列ꎬ至 １９２３ 年已编印 ８ 次ꎮ «中国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题名录»凡例:“二、本录承接第七

次ꎬ自民国十一年一月起ꎬ迄民国十二年十二月止ꎬ是为第八次会员题名录ꎮ 三、本会会员分为五

种外ꎬ以有功章尤为隆重ꎬ本录特首刊之ꎮ 次名誉会员ꎬ次特别会员ꎬ又次正会员ꎬ又次普通会员ꎬ
又次学生会员ꎮ”①按照 １９２２ 年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ꎬ独捐银元一千元以上ꎬ或募捐

银元五千元以上者为名誉会员ꎻ独捐银元二百元以上ꎬ或募捐银元一千元以上者为特别会员ꎻ每
年纳捐银元五元满六年者ꎬ或一次纳捐银元二十五元者为正会员ꎻ一次纳捐十元以上者为普通会

员ꎻ纳捐一元者为学生会员ꎮ② 因此ꎬ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会员题名录»中每名会员级别ꎬ知道每

名会员独捐或募捐了多少钱ꎬ会员也可以通过«题名录»ꎬ知道自己所交的会费是否解缴总会ꎬ实
际上起到一种宣传兼征信的作用ꎮ

通过以上分析ꎬ可以看出:第一ꎬ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伊始ꎬ就继承中国传统善堂的传统ꎬ把
编印«征信录»作为财务公开的措施之一ꎬ特别是 １９１２ 年以后ꎬ更是由常议会来负责账目的管理

和查核ꎬ编印«征信录»成为常议会的职责之一ꎮ 第二ꎬ早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因忙于救济、善后和

筹办新会ꎬ再加上京沪之间官办与绅办之争ꎬ导致«征信录»编印不及时ꎬ引发外界的猜疑和指

责ꎮ １９１２ 年以后ꎬ红十字会编印«征信录»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ꎬ１９２２ 年 ７ 月以后更规定ꎬ每一

年编制一次ꎬ日渐规范ꎮ 第三ꎬ中国红十字会除编印«征信录»外ꎬ还编印«会员题名录»ꎬ也具有

征信性质ꎬ其下属医院和分会也编印«征信录»ꎮ 如此ꎬ形成一个征信系统ꎬ共同打造和维护红十

字会的公信力ꎮ

三、登报征信

通过编印«征信录»征信ꎬ虽是中国善堂的传统ꎬ也得到社会的认可ꎬ但«征信录»只能事后编

印ꎬ且编印费时ꎬ往往数年或每年编印一本ꎬ不能及时反映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ꎮ 近代以来ꎬ随着

报刊的出现ꎬ登报征信就成了慈善组织新型的征信方式之一ꎮ 中国红十字会产生于上海ꎬ而上海

又是中国近代报纸最集中的地方ꎬ故红十字会从成立伊始ꎬ就与上海的报纸结下不解之缘ꎬ其一

举一动ꎬ均在报纸上有所记载ꎮ 早期的红十字会主要依靠募捐来开展救济ꎬ而以«申报»为代表

的在沪报纸则成为红十字会刊登捐款启事和捐款清单最主要的媒体ꎮ 为得到报界的支持ꎬ红十

字会领导人有时还专门致函各报赞助ꎮ 如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ꎬ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曾致函全国报界:
“惟收集款项必须按期登报方昭信实ꎬ现拟请贵界诸公勉尽义务ꎬ共襄善举ꎮ 凡有本会收款报告

及关于本会他项宣布文件ꎬ一经函送即为排登ꎬ俾供众览ꎬ免致隔阂ꎮ”③

中国红十字会在发起募捐时ꎬ往往会在捐款启事中承诺ꎬ收到捐款后除掣给收据外ꎬ还会在

报纸上登载捐款者姓名和数额ꎬ以资征信和表彰ꎮ 如 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红十字会谨告中

外大慈善家»称:“惠赐捐款ꎬ请送上海三马路新闻报馆楼上中国红十字会事务所ꎬ立时掣给收

条ꎬ间日登报征信ꎮ”④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红十字会筹办上海风灾贫民急赈募捐广告»称:
“如蒙惠赐捐款ꎬ请迳送上海二马路本会总办事处掣取收条ꎬ并汇登«申»«新»两报ꎬ以昭征信ꎬ而
扬仁风ꎮ”⑤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敬募急赈»称:“如蒙鼎输ꎬ请迳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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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崔龙健主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３７８ 页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２３０ 页ꎮ
«来函»ꎬ«大公报»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谨告中外大慈善家»ꎬ«申报»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筹办上海风灾贫民急赈募捐广告»ꎬ«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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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总办事处ꎬ照掣收据ꎬ并登报征信ꎮ”①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中国红十字会谨募直隶水灾急

赈»称:“如蒙慨输ꎬ请送交本会总办事处ꎬ照掣收据ꎬ登报征信ꎬ惟祈公鉴ꎮ”②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京直二次水灾急赈»称:“倘蒙乐助ꎬ不论现款棉衣ꎬ均请送至二马路本会总

办事处ꎬ立取收据ꎬ并登报征信ꎬ决不有误ꎮ”③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中国红十字会敬募广东潮梅地

震急赈»称:“如蒙慨捐ꎬ请送上海二马路本会总办事处ꎬ照掣收据ꎬ登报征信ꎬ不致有误ꎮ”④

除总办事处外ꎬ红十字会某些分会也登报征信ꎮ 如 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

会启事»称:“倘蒙诸大善士慨助捐款ꎬ请迳送城内沉香阁街红十字分会医院ꎬ当即掣奉收条ꎬ登
报征信ꎬ以扬仁风ꎮ”⑤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每年夏秋开办ꎬ经费全赖捐款ꎬ每届开办之时ꎬ便在«申
报»上刊登募捐启示ꎬ承诺登报征信ꎮ 如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时疫医院募捐启事称:“如蒙慨助ꎬ请
送该院ꎬ当掣收据为凭ꎬ并登报以征信ꎮ”⑥

当红十字会收到捐款后ꎬ就利用报纸登载捐款清单ꎬ包括捐款者姓名和数额ꎮ 若捐款数额较

大或捐款者特别要求登报公示时ꎬ也会在报纸上单独登载捐款清单ꎬ并致谢意ꎬ但更常见的是将

若干日捐款汇总后再一起登报征信ꎮ
１９０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申报»载«万国红十字会来函»称:“本会昨承安徽抚台诚中丞来函并筹

助洋二千元ꎻ江苏学台唐宗师来函并筹助洋二千元ꎻ又承大通督销局徐观察来函并捐助英洋二百

元ꎮ 除掣奉收照并另函复外ꎬ谨乞登报ꎬ伏希公鉴ꎮ”⑦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ꎬ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捐款汇总志谢»ꎬ将
上年 ９ 月 ３ 日起至 ９ 月底止的捐款清单汇总登出ꎮ １ 月 ７ 日ꎬ«申报»又登出«中国红十字会第二

届捐款汇总志谢»ꎬ在罗列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之后ꎬ特别说明:“本会所收捐款ꎬ不论多寡ꎬ随
时登报征信ꎮ 深恐有人在外冒本会名义ꎬ逢人劝募等事ꎬ特再汇总ꎬ遍登各报ꎬ以昭信实ꎬ而扬仁

风ꎮ”在附启中还提到:“再本会向无在外挨户募捐ꎬ亦未在园场演剧ꎬ车站逢人劝募ꎬ特将九月初

三至九月底所收捐款为第一届汇总ꎬ业经刊登«申»«新»«民立»«时事»各报ꎬ以备众览ꎮ 如本外

埠外洋华侨中西各善士已捐输未列此单者ꎬ即为本会并未收到之证据ꎬ望即赐函至上海三马路新

闻报馆楼上红十字会事务所查询ꎮ”⑧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ꎬ«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阳历六月上旬十天捐款志谢»ꎬ对登报征信进

行了详细说明:“四方善士踊跃输将ꎬ入会诸君热诚介绍ꎬ乐善好施ꎬ崇拜钦敬ꎮ 历年定章ꎬ先掣

四色石印收据ꎬ翌日遍刊«申报»«新闻报»ꎬ以昭征信ꎬ而扬仁风ꎮ 今查本年(戊午)阳历六月起

捐款志谢广告延不登出ꎬ至深歉仄ꎮ 兹因限于报纸篇幅ꎬ分上中下三旬逐日抄送报章登载ꎮ 俟本

年六七两月刊竣后ꎬ再将丁巳阳历八月起捐款户名汇总录登«申报»«新闻报»后幅ꎬ以昭核实而

资参考ꎮ 今将戊午阳历六月一日起至十日止善士花名捐款数目谨登于后ꎮ”⑨

中国红十字会除登中文报纸征信外ꎬ对外人捐款还需登外文报纸征信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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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敬募急赈»ꎬ«申报»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谨募直隶水灾急赈»ꎬ«申报»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京直二次水灾急赈»ꎬ«申报»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广东潮梅地震急赈»ꎬ«申报»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启事»ꎬ«申报»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时疫医院经费»ꎬ«申报»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ꎮ
«万国红十字会来函»ꎬ«申报»１９０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捐款汇总志谢»ꎬ«申报»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ꎮ
«中国红十字会阳历六月上旬十天捐款志谢»ꎬ«申报»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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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载«中国红十字会敬谢»称:“募捐之启ꎬ志谢之文ꎬ悉赖报章宣布ꎬ而欧西善士捐助振款又

非登西报不足征信ꎬ乃承英文«字林报»«泰晤士报»«大陆报»及日本所开之华文«亚洲日报»ꎬ均
以本会所办振务能省节经费一文ꎬ即可多得一文振款ꎬ悉数送登募捐告白ꎬ而«亚洲日报»并志谢

告白亦不取费ꎮ 屈指核计ꎬ为数不资ꎬ东西友邦报馆好善若渴ꎬ合亟登报志谢ꎬ以扬仁风ꎮ”①

登报征信的优势是及时ꎬ红十字会承诺收到捐款后第二日即登报征信ꎬ这其实很难做到ꎬ但
即便推迟数日登报ꎬ也比每年一届甚至数年一届编印的«征信录»要快得多ꎮ 登报征信除及时

外ꎬ还有宣传和表彰的作用ꎬ即“以昭征信ꎬ而扬仁风”ꎮ 善心具有感召力ꎬ在报纸上看到别人捐

款得到表彰ꎬ会激发自己的捐款欲望ꎬ由此形成捐款热潮ꎬ这也正是慈善组织登报征信的目的之

一ꎮ 但登报征信也有不足ꎬ因为报纸登载的捐款信息均为某一时段的捐款总汇或个别人的大额

捐款ꎬ无法看出捐款收支的全貌ꎮ 若先登报征信ꎬ再编印«征信录»ꎬ让公众既能及时了解捐款信

息ꎬ又能看到收支全貌ꎬ就能弥补登报征信的不足ꎮ 当时上海已有不少慈善组织同时采取这两种

征信方式ꎬ中国红十字会也是这样做的ꎮ 前面提到的 １９０４ 年«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章程»
就规定 :“刊发征信录ꎬ并随时登报ꎬ以昭核实ꎮ”②１９１３ 年«中国红十字会妇孺留养院通告募捐»
称:“如蒙惠赐捐款ꎬ请交上海二马路望平街东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十六铺南首新舞

台旧址中国红十字会妇孺留养院ꎮ 当即掣给收给ꎬ翌日登报征信ꎬ他日再刊征信录ꎬ以昭核实ꎬ而
免流弊ꎮ”③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捐款志谢»称:“本会祗领之余ꎬ莫名佩谢!
除交会计董事朱葆三君核收并汇刊征信录外ꎬ特此登报ꎬ以扬仁风ꎮ”④这些还只是承诺ꎬ再看实

际施行情况ꎮ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申报»载«中国红十字会汇总志谢»ꎬ其中登录的捐款姓名和数

额有:顾子清经募顾熙俊十元ꎬ日本横滨中华会馆经募四十元三分ꎬ青岛怡和洋行梁让泉五元ꎬ梁
让泉经募何永生十五元ꎬ又募简润枝十五元ꎬ达华尔四角五分ꎮ⑤ 而这些捐款者、经募者的姓名

和捐助、经募金额ꎬ在 １９１４ 年编印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届征信录»(收支账目自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本会总办事处第三届经收各善士捐款花名清数»中均能找到ꎬ姓名和数额完全一

样ꎮ⑥ 再如ꎬ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申报»登载红十字正副会长吕海寰、沈敦和的启事:“中国红十字

会名誉总裁袁大总统特捐银二万元ꎮ”而«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届征信录»捐款项下第一项就是“收
袁大总统拨助洋二万元ꎮ”⑦以上两例足以说明ꎬ红十字会确实是对捐款者及捐助数额先登报征

信ꎬ再编印在«征信录»里ꎬ其双重征信方式为构建公信力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ꎮ

四、查禁假冒ꎬ维护信誉

１９１２ 年ꎬ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得到政府立案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ꎬ成为中国境内唯一合法

的红十字会ꎮ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ꎬ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总会ꎬ其他红十字会只能

是从属于总会的分会ꎮ 在如此背景下ꎬ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将各地红十字会收编为分会的同时ꎬ为
维护红十字会的声誉ꎬ开始查禁未经许可擅自成立的各地红十字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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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敬谢»ꎬ«申报»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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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届征信录»ꎬ１９１４ 年ꎬ第 ２３ 页ꎬ上海图书馆藏书ꎮ
«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届征信录»ꎬ１９１４ 年ꎬ第 １ 页ꎬ上海图书馆藏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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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ꎬ曹鼎钟、古勇等人ꎬ在爪哇一带以筹办南京、广东红十字会医院及高等医学校

名义ꎬ到处募捐ꎮ 同时ꎬ又有周召南以南京红十字会创办高等医学院名义在芜湖募捐ꎮ 芜湖红十

字分会致电总会称:“周召南即系曹鼎钟之妻ꎬ是其通同一气ꎬ擅借本会名义ꎬ到处骗捐ꎬ确鉴可

证ꎬ殊于本会名誉大有妨碍ꎬ自非从严究办ꎬ不足以资儆戒ꎮ”总会随即致电内务部称:“查以上函

开各节ꎬ实与本会名誉大有关碍ꎬ若不严行取缔ꎬ且恐他省闻风效尤ꎬ妨害社会ꎬ洵非浅鲜ꎮ 应请

贵部将此案始末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ꎬ转饬各属查照ꎬ以示防维ꎬ并咨江苏都督、民政长ꎬ严饬周

召南等取销红十字会名称ꎬ以惩撞骗而杜影射ꎮ”１９１３ 年 ４ 月ꎬ江苏省行政公署训令江宁县知事:
“严饬周召南等将红十字会名称取消ꎬ以杜撞骗ꎬ并将办理情形具复毋延ꎮ”①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ꎬ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吕海寰、沈敦和发布通告称:“各省设立分会及红用(用
红)十字名义、红十字会标识者ꎬ非经本会常议会核准移请总会咨请内务部、陆军部备案ꎬ方为正

式成立ꎬ并由部电饬都督、民政长、各省军队一体保护ꎬ以重红会名义而杜私立及滥用红十字纪章

旗帜者ꎬ特再登报ꎬ统希垂照ꎮ”②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ꎬ中国红十字会致函交涉使和上海县知事称ꎬ上海法租界大马路红十字会

救护团并非本会分设机关ꎬ自应遵守条约ꎬ不得滥用红十字名义标识ꎬ当经本会登报否认ꎬ数日以

来ꎬ仍未见其取消ꎬ难保无有藉名敛捐情事ꎬ“若不陈请禁阻ꎬ殊于本会名誉攸关ꎬ且恐阻碍善举

进行ꎬ应请迅赐照会法总领事暨公廨ꎬ勒令该团即日取销ꎬ并请出示通告ꎮ 嗣后如未经本会认为

附属机关者ꎬ不得滥用红十字名义标识ꎬ以杜弊端ꎬ而维善举ꎮ”③

除呈请官方查禁外ꎬ中国红十字会还悬赏缉拿冒名募捐者ꎮ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４ 日ꎬ中国红十字

会总办事处在«申报»发布通告ꎬ悬赏缉拿冒收捐款者ꎮ 通告称ꎬ本会向来无人在外挨户募捐ꎬ但
各地却发现多起假冒红十字名义募捐者ꎬ“除函请行政官缉拿惩儆外ꎬ亟应登报悬赏ꎬ如能查获

实据ꎬ鸣捕扭送警局捕房通知本会外ꎬ证明实在ꎬ赠洋一百元ꎬ备款以待”④ꎮ ８ 月 １４ 日ꎬ红十字会

又在«申报»上发布通告:“凡我绅商各界店号住宅ꎬ如有人托名红十字会募捐者ꎬ一面鸣捕拘留ꎬ
即知照本会立刻派员赴公堂审明实在ꎬ酬劳洋百元ꎮ 如不愿得洋ꎬ另有名誉之报酬ꎮ”⑤９ 月 ２８
日ꎬ总办事处又在«申报»上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悬赏百元缉拿冒收捐款»通告ꎮ

综合以上事例可以看出ꎬ中国红十字总会查禁各地擅自设立红十字会的目的是维护红十字

会名誉ꎬ防止不法之徒借红十字会名义骗捐ꎬ从而损坏其声誉ꎮ 如果说编印«征信录»和登报征

信是从正面维护红十字会信誉的话ꎬ那么ꎬ查禁非法红十字会ꎬ则是从反面消除对红十字会信誉

的不良影响ꎮ 由于红十字会分会遍及全国ꎬ若不从严查禁非法红十字会ꎬ任其泛滥ꎬ则红十字会

真假难辨ꎬ一处有不法行为ꎬ就会波及全会ꎬ红十字会的信誉就无法维护ꎬ公信力也无从谈起ꎬ故
查禁非法红十字会ꎬ与编印«征信录»和登报征信一样ꎬ都是红十字会维护本会信誉、提高公信力

的重要举措ꎮ

四、社会评价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是慈善组织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ꎬ而社会评价则是判断一个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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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公信力的最直接证据ꎮ 本文以上各节分别从组织结构、收支公开和查禁假冒等方面ꎬ论述了

中国红十字会构建公信力的举措ꎬ本节将依据国内外评价来验证上述举措的效果及红十字会公

信力的高低ꎮ
１９２３ 年ꎬ中国红十字会迎来创办 ２０ 周年ꎬ各分会撰写大量颂词ꎬ齐赞红十字会“博施爱众ꎬ

惠泽如春ꎮ 仁风远播ꎬ民物咸钦ꎮ”滨江分会在贺文中写道:“本会在国内之事业固有卓卓可考

者ꎬ即在国际间之信用名誉ꎬ亦不亚于东西各国也ꎮ”在历数红会的贡献后ꎬ又评价道:“其办理之

完善ꎬ实惠之及民ꎬ洵非浅鲜ꎬ旅华外人莫不啧啧称道ꎮ 数年以来ꎬ扩充分会二百余处之多ꎮ 虽妇

孺女子ꎬ见其旗帜ꎬ无不肃然起敬者ꎬ有由来也ꎮ”①

如果说上述红十字会会内人员的评价难免有自誉之词ꎬ那么再看看会外人员的评价ꎮ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ꎬ«申报»刊登«红会之好生之德»一文ꎬ评价道:“本埠红十字会总会成立十年ꎬ经历兵

祸三次ꎬ赈济水旱灾荒数次ꎬ集款百六十万ꎬ支持十年ꎬ备尝困难ꎮ 近来医院分会林立ꎬ多至数十

处ꎬ而一切国内善举次第进行ꎬ为泰西红十字同盟各国所称道ꎮ”②

曾在清末担任过驻外公使的孙宝琦在«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赞曰:“诸公之

维持斯会ꎬ艰难缔造ꎬ同德同心ꎬ大赉于四海ꎬ竟誉列邦ꎬ锡福群庶ꎬ是可为吾国光也ꎮ”③福建省长

萨镇冰在上书弁言中亦称赞道:“近世欧美各国关于救护群众之慈善事业为之不遗余力者ꎬ尤以

红十字会为宗ꎮ 我国红十字会之组缘始于前清光绪三十年ꎬ创办以来成绩卓著ꎬ遇有急难ꎬ不分

畛域ꎬ奔走营救ꎬ中外人士率能道之ꎮ”④上述评论中的“各国所称道”“竟誉列邦”“中外人士率能

道之”ꎬ正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外具有良好声誉的写照ꎮ
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护中的卓越表现ꎬ也引起外国人士的关注ꎮ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ꎬ日本赤十字会

社特派有贺长雄来沪商定中国红十字会章程ꎮ 有贺长雄参观上海红十字会后ꎬ深为赞美ꎬ在演讲

中说:“中国目前虽有许多赤十字会ꎬ而办理之善皆不如上海中国红十字会ꎮ 自日俄战争以来ꎬ
该会有历史经验ꎬ医院学堂之设ꎬ政府且赐金相助ꎬ该会可为中国多数赤十字会之中心ꎮ 虽中国

不如日本东京之有本部ꎬ各府县之有支部ꎮ 然自今年各省独立时战争之际ꎬ上海红十字会奔走其

间ꎬ颇着成绩ꎮ 且该会成立最早ꎬ名誉最著ꎬ故募捐亦较易ꎮ”⑤这是外国人士对上海红十字会的

评价ꎬ也是上海红十字会能统一全国红十字会的原因ꎮ
中国红十字会早期的经费主要来自各界捐款和会员会费ꎬ随着红十字会影响的扩大ꎬ入会人

数逐年增加ꎮ １９１１ 年时会员不足 ２０００ 人ꎬ１９１９ 年时会员约有 ２００００ 人ꎬ１９２１ 年时约有 ２６０００ 余

人ꎬ１９２３ 年底约有 ４００００ 人ꎮ⑥ 会员的逐年增加无疑是红十字会影响不断扩大、公信力不断提高

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会员需要交纳会费ꎬ有些会员还经常捐款ꎬ如山东黄县人丁毓刿ꎬ特别热心红

十字会ꎬ家属戚友无不加入会员ꎬ捐款多则千百ꎬ少则一元ꎬ每月常捐ꎬ至 １９２３ 年捐款已达百余

次ꎮ⑦ 真可谓乐善不倦ꎬ也足见红十字会强大的感召力ꎮ 当然ꎬ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新型慈善组

织ꎬ在初期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ꎬ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ꎬ其中有两件事直接关系到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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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论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构建公信力的举措及其效果

会的声誉ꎮ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中国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在«民立报»上发文ꎬ公开指责沈敦和“窃慈善

二字欺世盗名”ꎬ“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ꎮ 又说沈敦和“善变”ꎬ开始“以万国红

十字会名义ꎬ搜括资材”ꎬ不久ꎬ“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ꎬ武昌起事后ꎬ“又将大清红十

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ꎮ 张竹君最后警告说:“慈善事业非公所能任ꎬ且不得以巧取豪夺自鸣

得意也”ꎬ“请将八年来收支之数报告天下人”ꎬ否则难以服众ꎮ① 张竹君的这次指责相当严厉ꎬ是
对红十字会声誉的一次挑战ꎮ 为维护红十字会的声誉和自己的清白ꎬ沈敦和极力辩解ꎮ 沈在答

辩中首先叙述了红十字会的历史ꎬ认为:“中国之有红十字会ꎬ于今八年ꎬ国家承认ꎬ全球承认ꎬ而
始终不离乎绅办ꎬ本无所掩ꎬ更何所谓变乎?”其次ꎬ关于公开收支账目ꎬ沈辩解道:“鄙人办理慈

善事业ꎬ虽募捐三百余万ꎬ未尝经理银钱ꎬ红十字会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主持ꎬ逐年账目

俱在ꎬ所以不即造报销者ꎬ因辽沈救护之后ꎬ即以余款建筑会所及医院、学堂ꎬ年来缔造经营ꎬ由渐

而进ꎬ所建之割症剖解房热度光线既贵ꎬ适宜觚式椭形ꎬ尤为繁复ꎮ 新瑞和洋行承造此项房屋ꎬ完
工未久ꎬ医院甫于前月开幕ꎮ 红十字会规模于今粗具ꎬ而用款亦始有结束ꎮ 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

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ꎮ 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ꎬ女士拭目俟之可矣ꎮ”②从沈敦和的辩解来

看ꎬ张竹君的指责并无证据ꎬ多是意气用事ꎮ 张竹君的这次发难ꎬ是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遭受的

最严重的指控ꎮ 从实际情况来看ꎬ红十字会的工作尽管有需要改进之处ꎬ如收支公开不及时等ꎬ
但其显著的救济成绩有目共睹ꎬ为社会所认可ꎬ收支未能及时公开也确有客观原因ꎬ故这次争论

对红十字会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并未造成不良影响ꎮ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ꎬ美国红十字会因在华设立分会之事与中国红十字会发生矛盾ꎬ美红十字会向

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探询中国红十字会情形ꎬ实际上就是要借北京政府之力调查中国红十字会ꎮ
北京政府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各派员到沪检查ꎬ“内部委员田伏侯君检查甚严ꎬ持论亦极正

当ꎬ查阅账册及历届刊布之征信录等均颇满意ꎬ事毕即行回京ꎮ”而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副会长

沈敦和“因与各处交涉之原案信件及征信录等具在ꎬ遂电请部员只管复查ꎮ 旋闻内部以业已检

查一次ꎬ且红会系民办善团ꎬ十年中筹款百余万ꎬ政府并未补助ꎬ不愿再派员南下ꎬ于是复查之事

因而搁置”③ꎮ 尽管内务部等迫于美方压力派员检查红十字会ꎬ但红十字因账册及历届«征信录»
俱在ꎬ检查人员也表示满意ꎬ以至于不愿再查第二次ꎮ 北京政府的这次查账是有备而来ꎬ希图发

现红十字会的不法证据ꎬ但红十字会以账册和«征信录»证明了本组织的清白ꎬ也向政府和社会

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慈善组织ꎮ
总之ꎬ清末民初的中国红十字会ꎬ因历史原因和官绅博弈ꎬ最终形成了京沪二元格局和三权

分立的组织结构ꎮ 这种组织结构使红十字会既能获得政府的支持ꎬ又能保持独立性ꎬ并且最大限

度地避免了传统善堂董事擅权专断的弊端ꎮ 在财务管理方面ꎬ红十字会有相对独立的财务管理

和监督机构ꎬ并通过登报和编印«征信录»来公开财务信息ꎮ 中国红十字会在完成全国统一后ꎬ
为维护红十字会的信誉和唯一性ꎬ还通过官方力量和悬赏的方式查禁假冒ꎮ 从国内外的评价来

看ꎬ清末民初的中国红十字会确实是一个慈善业绩突出ꎬ具有较高社会声誉和公信力的慈善团

体ꎬ其构建公信力的举措对当今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亦有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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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ｎ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ｓｅｄ ｈｕｇｅ ｓｕｍｓ ｏｆ ｍｏｎｅｙꎬ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ｗ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ｓ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ꎬ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ꎻ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时晓红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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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４ 卷 第 ２ 期 (总第 ２８３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２(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３)

英国革命期间的土地流动
∗①

孙小娇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１７ 世纪英国爆发了革命ꎬ这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ꎬ王权与议会的关系发生变化ꎬ英国走向宪政之

路ꎮ 在英国革命中ꎬ大量王室地产、教会地产与王党地产被没收和出售ꎮ 在革命尚未结束之时ꎬ大部分地产又复

归原主或流向其他土地持有人手中ꎬ进一步巩固了地产主阶层的实力ꎮ 土地流动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之一ꎬ
这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关键词:　 英国革命ꎻ土地流动ꎻ乡村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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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小娇(１９８７—　 )ꎬ女ꎬ山东淄博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早期英国土地信托研究” (１８ＣＳＳ０３２)、山东省社会科学

规划研究项目“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研究”(１７ＤＳＳＪ０２)、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近代早期英国土地

继承与流转研究”(Ｊ１７ＲＡ０７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英国革命”这一术语用来描述 １７ 世纪英国发生的政治冲突ꎬ本文主要探讨 １６４０—１６６０ 年内战和共和时期(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的土地流动情况ꎮ 参见 Ｌｅｏｎ Ｔｒｏｔｓｋｙꎬ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Ｖ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Ｋａｒｌ Ｋａｕｔｓｋ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２２ꎬ ｐ. ４９.

③Ｈ. Ｅｇｅｒｔｏｎ Ｃｈｅｓｎｅｙ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１６４０－１６６０”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１９３２ꎻ Ｐ.Ｇ. Ｈｏｌｉｄａｙꎬ “Ｌａｎｄ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ꎬ １６５０－１６７０”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０ꎻ Ｐａｕｌ Ｇｌａｄｗｉｓｈꎬ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Ｒｏｙａｌｉｓｔ Ｌａｎ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ｗｏ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ꎬ Ｍｉｄ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０４ꎻ Ｈ. Ｊ. Ｈａｂａｋｋｕｋ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ｎｕｍ”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２ꎻＪｏａｎ Ｔｈｉｒｓｋꎬ “Ｔｈｅ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Ｒｏｙａｌｉｓｔ 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ｎｕｍ”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５２ꎻＪｏａｎ Ｔｈｉｒｓｋ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５４.

④Ｉａｎ Ｇｅｎｔｌｅꎬ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１６４７－ １６６０”ꎬ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２６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３０４.

　 　 英国革命(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②是英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ꎬ彼时英国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发生变化ꎬ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ꎬ英国走向宪政之路ꎬ英国革命成为历史上的转折点ꎬ也对世界

上其他国家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２０ 世纪以降ꎬ随着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ꎬ西方

学者逐渐关注英国革命时期及复辟时期的土地问题ꎬ并发表相关论文ꎬ如 Ｈ埃杰顿切斯尼分

析了英国革命时期购买土地的人员成分、Ｐ.Ｇ. 霍利戴对出售约克郡王党地产的研究、保罗格

兰德威斯对内战时期议会出售西米德兰地区王党地产的研究、Ｈ. Ｊ. 哈巴库克对大空位时期议会

出售没收地产与财政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琼瑟斯克对大空位时期王党地产出售及复辟时期

土地归属问题的探讨③等ꎬ但都没有强调这一时期土地出售与流动的社会效应ꎬ认为出售被没收

的地产并“未导致社会转型”④ꎮ 国内学者多从政治叙事视角研究英国革命ꎬ较少研究革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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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流动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ꎮ① 鉴于此ꎬ本文以英国革命期间的土地交易为考察对象ꎬ分
析土地流动对转型时期英国社会产生的作用ꎮ

一、英国革命与土地流动

１６０３ 年ꎬ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嗣ꎬ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斯图亚特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ｕａｒｔ)六世继承英国王位ꎬ同时仍兼苏格兰国王ꎬ改称詹姆斯一世ꎬ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ｕａｒｔ)在英国的统治ꎮ 詹姆斯一世追求君权至上ꎬ着力扩张对教俗的专制权力ꎮ 为了

巩固自己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地位ꎬ力促宗教统一ꎬ在苏格兰推行英国国教ꎬ要求全体教士

承认君主的至尊宗教权威ꎬ遭到苏格兰反对ꎮ 同时干涉议会选举ꎬ限制议会权力ꎮ 其子查理一世

与议会关系更为紧张ꎬ于 １６２９—１６４０ 年解散议会ꎬ挑战“王在议会中”的政治传统ꎮ 在宗教方

面ꎬ他坚守国教中残存的天主教色彩ꎬ重用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推行宗教改革ꎬ抵制对国

教做进一步改革的要求ꎬ并命令苏格兰教会接受英国国教的祈祷书ꎬ背离了苏格兰民众的宗教倾

向ꎬ引发了苏格兰的反抗ꎮ 为了保障对苏格兰战争的胜利ꎬ查理一世召开议会筹措军费镇压起

义ꎬ在 １６４０ 年 ４ 月召开新议会ꎬ但是新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代表皮姆、汉普敦等人猛烈抨击

国王暴政ꎬ拒绝讨论征税问题ꎮ 查理一世一怒之下ꎬ解散了这届议会ꎮ 这届议会一共存在了 ３ 个

星期ꎬ史称“短期议会”ꎬ预示着革命时代的到来ꎮ 议会解散后ꎬ英苏双方战争继续ꎬ但英方缺乏

军费ꎮ 同年 １１ 月ꎬ查理一世被迫再次召开议会ꎮ 这届议会一直持续到 １６５３ 年ꎬ被称为“长期议

会”ꎮ 查理一世利用议会的分裂ꎬ弹劾反对派的议员ꎬ１６４２ 年 １ 月ꎬ查理一世率兵闯入下院ꎬ企图

逮捕反对派议员ꎮ 这一举动激化了议会与国王的关系ꎬ同年 ８ 月ꎬ国王军队和议会军队正式开

战ꎬ英国内战爆发ꎮ
在内战爆发后不久ꎬ长期议会就着手没收反对派的地产并公开出售ꎮ １６４４ 年 ７ 月ꎬ议会颁

布法案公开出售没收地产ꎬ土地的最低售价是 ８ 倍年金ꎬ宅基地是 ６ 倍年金ꎮ 之后ꎬ又出台一系

列法案ꎬ以不低于 １０ 倍年金的价格出售主教地产、１２ 倍年金的价格出售牧师地产、１３ 倍年金的

价格出售王室地产ꎮ② 至于被没收的王党地产ꎬ出售价格一般不足 ２０ 倍年金ꎬ但要受到所交纳

罚金的影响:如果所交纳罚金的比率为十分之一ꎬ则以 ２０ 倍年金出售ꎻ如果所交纳罚金的比率为

六分之一ꎬ则以 １８ 倍年金出售ꎻ如果所交纳罚金比率为三分之一ꎬ则以 １５ 倍年金出售ꎮ③ １６４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ꎬ英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期ꎬ此后 １１ 年内王位空缺ꎬ
这一段时期被称为“大空位”(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ｎｕｍ)ꎮ 经过普莱德上校清洗过的“残缺议会”宣布成立共

和国ꎬ废除王位、取消上院、仅保留下院ꎬ并由下院主持各项事务ꎮ 同年ꎬ爱尔兰公开支持查理一

世的儿子查理二世ꎬ与英格兰对立ꎮ 次年ꎬ苏格兰也承认查理二世为新国王ꎬ与英格兰公开对峙ꎮ
为了筹措应对爱尔兰、苏格兰战争的军费ꎬ议会颁布了拍卖王室地产、主教地产和王党地产的法

案ꎬ出现了土地买卖的高潮ꎬ土地流动加速ꎮ 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记载ꎬ１６４０—１６６０ 年间政府获利

８８

①
②

③

例如关勋夏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土地问题»一文中以土地问题为中心探讨英国革命的特点ꎬ«史学月刊»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ꎮ
Ｈ. Ｅｇｅｒｔｏｎ Ｃｈｅｓｎｅｙ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１６４０－１６６０”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５ꎬ

１９３２ꎬ ｐｐ.１９８－２００ꎬ ｐ.２０２.
Ｈ. Ｊ. Ｈａｂａｋｋｕｋꎬ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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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ꎬ６１９ꎬ６２８英镑ꎬ包括征收的 ２２ꎬ４６７ꎬ１２７ 英镑税收和 ７ꎬ１５２ꎬ５０１ 英镑的出售没收地产的收入ꎮ①

这些土地交易是什么性质的交易? 对当时英国乡村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

入研究ꎮ

二、王室地产的流动

诺曼征服之后ꎬ国王威廉一世成为英格兰全部土地的所有者ꎬ为了获取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

的支持ꎬ他将土地层层分封ꎬ受封者为封臣ꎮ 那些没有被国王分封的土地便是王室领地ꎮ 中世纪

时ꎬ英格兰国王为了继续获得世俗贵族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ꎬ将王室领地继续分封ꎬ王室地产

的规模不断缩水ꎮ 都铎王朝历任君主主动出售王室地产②以弥补各种庞大支出ꎬ例如 １５３６—
１５５４ 年出售王室地产约价值 １ꎬ１０３ꎬ０００ 英镑ꎬ１５６１—１５６３ 年、１５８９—１６０３ 年分别为１７６ꎬ０００英镑

和 ６４１ꎬ０００ 英镑ꎮ 斯图亚特王朝时ꎬ除了拉特兰和诺森伯兰郡ꎬ王室地产几乎遍布英格兰各个

郡ꎬ主要集中在东米德兰和南部地区ꎬ其中位于萨里郡、林肯郡、北安普顿郡和米德塞斯的王室地

产约占全部地产总价值的三分之一ꎮ 面对经济困窘ꎬ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 １６０３—１６３５ 年出售

王室地产获利约 １ꎬ４２６ꎬ０００ 英镑ꎮ 随着内战中国王的战败ꎬ议会颁布法令出售王室地产③ꎬ使得

王室地产进一步减少ꎮ
１６４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ꎬ同年英国宣告建立一院制共和国ꎮ ２ 月 ２４ 日ꎬ议

会指定 ２４ 名议员来处理查理一世及王室所拥有的地产ꎮ④ １６４９ 年 ２ 月到 ６ 月ꎬ共有 ６５ 名议员

参与到处置王室地产中ꎮ⑤ 议会对王室财产的调查与评估一直持续到 １６５０ 年末ꎬ有超过 ９０％的

王室地产被细致调查、记录在案ꎬ这被称为“王室地产的末日审判书”⑥ꎮ １６４９ 年 ７ 月 ４ 日ꎬ议会

颁布了一项出售国王所拥有的动产及个人地产的法案ꎬ该法案旨在没收国王查理一世及王后、王
储所拥有的动产及部分个人地产ꎬ以偿还债务ꎮ⑦ 此后ꎬ没收范围扩大ꎮ ７ 月 １６ 日ꎬ议会再次颁

布了出售王室地产的法案ꎬ该法案旨在出售原属于国王、王后及王储的庄园、土地等财产ꎬ购买者

可享有与国王、王后及王储一样的权益ꎬ即来自地产的收益及各项附属权利ꎮ 这是大空位时期最

重要的出售土地立法之一ꎮ 根据该法案ꎬ王室地产上的直属佃户(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ｅｎａｎｔｓ)在土地出售

的 ３０ 天内享有优先购买权ꎮ 对于军官、士兵及政府行政人员这些 “原债权人”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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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４４.

宗教改革期间ꎬ国王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地产归为己有ꎬ并在出售前进行清查ꎮ 首先ꎬ由国王增收法院颁发授权证ꎻ其
次ꎬ审计员对待售王室地产进行评估ꎬ包括土地的性质、价值、购买价格以及对出售的任何限制ꎮ 例如 １５４４ 年ꎬ威廉格雷提出

购买伯克郡雷丁附近的布尔默舍(Ｂｕｌｍｅｒｓｈｅ)庄园的请求ꎬ该庄园以前属于雷丁修道院ꎬ现在归亨利八世所有ꎮ 他还申请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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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ꎬ如果想购买该法案涉及的地产ꎬ在直属佃户的 ３０ 天优先购买权之后的 １０ 天内享有优

先购买上述地产的权利ꎮ① 他们凭借手持的政府债券ꎬ能以优惠的价格获得王室地产ꎮ 为了换

取现金ꎬ他们还可以将债券转售给有意愿购买土地的第三方②ꎬ实际上加速了土地流动ꎮ 例如萨

缪希德利购买了王室位于北安普敦郡格林斯诺顿庄园的土地ꎬ很快便将土地分成小块转售给

佃农ꎮ③ ４０ 天之后ꎬ王室土地才面向大众出售ꎮ 普通民众如果想购买一块特定的地产ꎬ可以提起

申请ꎬ希望购买土地的民众及之后交易的合同将会被记录在案ꎮ④

就购买者的类型来看ꎬ以初次购买者为例(不包括转手交易)ꎬ有 ３０３ 人购买了王室地产ꎬ共
支付 ２５０ꎬ０９２ 英镑ꎬ约占王室地产总价值的 １８％ꎮ 其中ꎬ乡绅购买王室地产的价格及比例最高ꎬ
为 １４７ꎬ３５８ 英镑ꎬ占总购买地产价值的 ５８.５％ꎮ 其中来自伦敦和米德塞斯的乡绅有 ５４ 人ꎬ购买

了价值 ５７ꎬ９６７ 英镑的地产ꎻ来自地方上的乡绅有 ９４ 人ꎬ购买了价值 ８６ꎬ８５４ 英镑的地产ꎮ 仅有 ６
名商人购买了王室地产ꎬ所占比例不高ꎬ即不足 ７％ꎮ 乡村富裕农民中也有不少人购买了王室地

产ꎬ人数约有乡绅的四分之一ꎬ但购买力却为乡绅购买地产价值的十分之一ꎮ 此外ꎬ议员和政府

职员也是王室地产的主要购买人ꎮ 议员科尼利厄斯霍兰德是白金汉郡克莱斯诺某庄园的直属

佃户ꎬ他有优先购买庄园的权利ꎬ最终以 ４ꎬ７９６ 英镑 ２ 先令 ４ 便士的价格购买了该庄园ꎮ 同时ꎬ
他还以３ꎬ４５２英镑 １０ 先令 ７.５ 便士的价格购买了国王在威尔士拉德诺郡(Ｒａｄｎｏｒｓｈｉｒｅ)的 ５ 个庄

园ꎮ 其他议员ꎬ如亨利范恩爵士、爱德华普利多、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约翰特伦查德等

人都购买了王室地产ꎮ 也有不少政府职员ꎬ如乔治诺顿爵士、亨利罗宾逊等人购买了原属于

王室的土地ꎮ⑤

除了直接出售王室地产ꎬ议会还委托信托机构调查和处置国王以永久租佃地产权( ｆｅｅ
ｆａｒｍ)⑥出租的地产ꎮ 根据一份威尔士卡马森郡(Ｃａｒｍａｒｔｈｅｎｓｈｉｒｅ)、特雷恩马奇(Ｔｒａｙｎｅ Ｍａｒｃｈ)
和特雷恩摩根(Ｔｒａｙｎｅ Ｍｏｒｇａｎ)庄园的租佃清册记载ꎬ１６５０ 年 ７ 月ꎬ共收入理查菲利普等人 ４
英镑 ５ 先令的租金⑦ꎬ出售价格为不低于 ８ 倍年金⑧ꎮ 英国历来有尊重习俗与契约的传统ꎬ对于

土地承租者ꎬ原有的租约合法有效ꎬ不会被任意侵夺土地ꎬ其实际占有权不容忽视ꎮ 议会清查的

目的是在保留原有租佃关系的基础上将这些租佃权转售ꎬ即为永久租佃地更换“拥有者”而非承

租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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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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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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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娇:英国革命期间的土地流动

三、主教地产的流动

在宗教改革期间ꎬ都铎王朝君主侵占并出售了不少大主教、主教的地产①ꎬ他们在议会中的

作用不断被削弱②ꎮ 英国革命时期ꎬ主教们不但被排挤出议会权力之外ꎬ其土地还被进一步没收

并出售ꎮ １６４０ 年 １１ 月长期议会召开以后ꎬ除了通过一系列不利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世俗领

域的决议ꎬ还将关注点放在宗教领域ꎬ希望通过废除主教制度、进一步限制王权ꎬ并扩大议会权

力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由 １５０００ 名伦敦市民签名、呈交给长期议会的一份请愿书ꎬ即«根枝请愿

书»(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呼吁议会“连根带枝”地废除主教制度ꎮ 议会在讨论该问题时产

生分歧ꎬ出现了以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Ｌｕｃｉｕｓ Ｃａｒｙ)、约翰斯特兰韦斯(Ｊｏｈｎ Ｓｔｒａｎｇｗａｙｓ)、
爱德华海德(Ｅｄｗａｒｄ Ｈｙｄｅ)等人为首的王党③和被称为“圆颅党”的议会党ꎮ 议会党人谴责主

教制的堕落ꎬ强烈要求改革英国教会ꎮ １６４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以«根枝请愿书»为基础的«根枝法案»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Ｂｉｌｌ)再次被引入议会ꎬ提出驱逐主教、废除主教制度④ꎬ目的是为了控制教会的

政策、管理与财富ꎬ“连根带枝”地清除天主教色彩⑤ꎮ 之后ꎬ上院先后通过了两部«主教排除法»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ｉｓｈｏｐ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ｉｌｌ)ꎬ主教势力因此被清除出议会ꎮ⑥

１６４６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议会通过了废除英格兰和威尔士大主教及主教的条例ꎬ并将其土地和财

产出售ꎮ 该法案规定ꎬ没收并出售大主教及主教以索克保有制(Ｓｏｃａｇｅ)从国王处保有的地产、以
货币或劳役地租的形式从其他领主处保有的土地ꎮ⑦ 但此时购买主教地产仍有一定限制ꎮ １６４９
年ꎬ议会就开始设计解除购买主教、牧师地产的限制ꎮ⑧ 在 １６４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议会颁布一项关于

鼓励购买主教地产的法案ꎮ⑨ 虽然教会地产上的直属佃户也拥有 ３０ 天的优先购买权ꎬ但由于经

济实力有限ꎬ他们并不是教会地产的主要购买人ꎮ 以坎特伯雷、达勒姆、格罗斯特、伦敦、伍斯特、
约克等六大主教区的地产购买情况来看ꎬ这六大主教区共有 ２ꎬ９５７ 名直属佃户ꎬ购买主教区土地

的直属佃户仅有 ３４ 人ꎬ约占总数的 １.１％ꎬ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价值不超过六大主教区出售土地总

价值的 ５％ꎮ 非主教区佃户有 ２１９ 人购买了这六大主教区的土地ꎬ所占土地价值远远高于直属佃

户ꎮ 总体来看ꎬ在英国革命期间ꎬ价值超过 ５００ 万英镑的土地被没收和出售ꎬ约 １ / ３ 的土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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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教会ꎬ①其中出售主教土地的所得收益帮助政府减少了 ６６０ꎬ０００ 英镑的债务ꎮ② 因为除了王

室地产ꎬ教会地产也是原债务人———军官们、士兵们及政府职员的购地选择ꎮ
就地区分布而言ꎬ购买主教地产的人主要来自伦敦、东南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ꎻ就购买人数

而言ꎬ以来自伦敦和北部诸郡的人最多ꎬ来自米德兰、南部、东部诸郡和威尔士的人数次之ꎮ 其

中ꎬ来自伦敦的人共购买了价值 ３３２ꎬ８４５ 英镑 １７ 便士 ３ 先令的土地ꎬ约占全部购买土地总价值

的 ４８％ꎬ居于首位ꎮ 就购买主教地产的构成成分来看ꎬ乡绅无论是购买人数还是购买土地的总

价值都是最高的ꎬ约占总购地价值的 ３９％ꎮ 紧随其后的便是伦敦商人ꎬ虽然人数不足乡绅的一

半ꎬ但购买能力更强ꎬ他们购买的土地约占总购地价值的 ３０％ꎮ 再次分别是律师、男爵、骑士、地
方商人及手工业者、其他职业者、贵族和约曼ꎮ③

大空位时期ꎬ英国国内局势并不稳定ꎬ议会与军队的斗争一直存在着ꎬ克伦威尔死后ꎬ军队本

身也不再团结ꎮ １６６０ 年ꎬ查理二世回到伦敦ꎬ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ꎮ 如何处理之前被没收的王

室地产及教会地产非常棘手ꎬ这是因为土地的新主人有很多办法可以留住土地ꎮ 从理论上说ꎬ被
没收的王室、教会和王党地产应该归还ꎬ查理二世建议对购买者给予一定补偿ꎬ希望令购买人和

原地产持有人双方都能满意ꎮ④ １６６０ 年 １０ 月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处理王室地产及教会地

产的归属问题ꎬ他们收集了所有购买地产者的基本情况ꎬ了解购买地产所支付的款项ꎬ包括有多

少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的ꎬ有多少是以债券的形式来支付的ꎬ有哪些债券是伪造的ꎬ并弄清

他们所购地产后的租金收入及转售交易ꎮ 该委员会还被授权传唤购买者提交土地交易的相关证

明ꎮ⑤ 对于购买者的补偿问题ꎬ１６６０ 年之后ꎬ部分之前购买王室地产的人被转换为租赁持有人

(ｌｅａｓｅｈｏｌｄｅｒ)ꎬ承租王室地产ꎮ⑥ 至于教会地产ꎬ原购买人及原佃户有优先承租教会地产的权利ꎬ
从此之后除非原购买人或原佃户不再租赁ꎬ不得与他人缔结新租约ꎮ⑦

四、王党地产的流动

早在内战期间ꎬ议会便成立扣押委员会(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用以处理没收议会党对立

者的财物ꎮ 例如萨莫塞特郡的爱德华伯克利爵士(Ｅｄｗａｒｄ Ｂｅｒｋｌｅｙ)在内战中参加反对议会的

军队ꎬ在 １６４６ 年 １２ 月被没收了价值年收益 ３００ 英镑的地产以及 ６８０ 英镑的罚金ꎮ⑧ 扣押委员会

于 １６４３ 年末没收了国王支持者德比郡第七任伯爵詹姆斯斯坦利(Ｊａｍｅｓ Ｓｔａｎｌｅｙ)的地产ꎬ并于

１６４９ 年出售ꎮ⑨ 大空位时期ꎬ议会再次颁布出售王党地产的法案ꎬ王党地产被正式出售ꎮ １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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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议会颁布了一项因犯叛国罪而没收地产的法案(即第一出售法案)ꎬ该法案罗列了

７１ 人ꎬ根据该法案的相关条款来出售或转让地产ꎮ① 该法案一经生效ꎬ就要出售罪犯的土地、宅
院及附属物ꎮ② 例如纳沃斯(Ｎａｗｏｒｔｈ)的弗朗西斯霍华德爵士(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ｏｗｒｄ)就名列其中ꎬ次
年 ３ 月 ３ 日ꎬ位于达勒姆郡康斯克里夫(Ｃｏｎｉｓｃｌｉｆｆｅ)、尼舍姆(Ｎｅａｓｈａｍ)、布里亚顿(Ｂｒｉａｒｔｏｎ)、奥
克兰德(Ａｕｃｋｌａｎｄ)等地的庄园及土地被出售给托马斯克顿爵士(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ｏｔｔｏｎ)ꎮ 弗朗西

斯霍华德之妻玛丽因此抱怨ꎬ正是依第一出售法案导致家产被卖ꎬ除非能将位于康斯克里夫、
尼舍姆、布里亚顿的田产免于出售ꎬ境况才能好转ꎮ③ １６５２ 年 ８ 月 ４ 日ꎬ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因犯

叛国罪而没收地产的法案ꎬ罗列了 ２９ 人及其所拥有的地产情况ꎬ拍卖的程序等④ꎬ表明这批被共

和国没收的地产要用于军队的建设⑤ꎮ １６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议会颁布因犯叛国罪而没收地产的

附加法案ꎬ再次增添了一批罪犯ꎬ多达 ６８０ 名ꎬ详细规定了政府拍卖的权利、拍卖的时效ꎬ如何出

售这批人的土地、庄园等财产ꎬ如何处理这些地产的未来性权益ꎬ即包括归复地产权和剩余地产

权等一系列问题ꎮ⑥ 总体来看ꎬ三个出售法案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共 ７８０ 名王党的土地ꎮ 每个

出售法案各具特点ꎬ第一出售法案针对 ７１ 名显赫王党成员ꎻ第二出售法案则针对 ２９ 名地位稍逊

者ꎻ第三出售法案数量剧增ꎬ牵扯范围更广ꎬ包括一些约曼农ꎮ 该法案还给他们提供了 ３０ 天的时

间来赎回土地ꎬ可见第三出售法案的动机没有前两个出售法案那样具有惩罚性ꎬ主要是用于筹集

资金ꎮ⑦

议会设置专门机构来处理犯叛国罪的王党的地产ꎬ由专门的调查员负责评估被没收的地产

的规模和价值ꎬ调查报告绘制成册并被公开ꎮ⑧ 直属佃农的 ３０ 天优先购买权一到期ꎬ就以不低

于 １０ 倍年金的价格公开出售ꎬ价高者得土地ꎮ⑨ 例如ꎬ１３ 个兰开夏王党乡绅依据优先购买权重

新获得了原属于自己的 ２ 座庄园和 １３ 块土地ꎮ 拍卖王党地产共盈利约 １ꎬ２５０ꎬ０００ 英镑ꎬ收取

赎金 １ꎬ３００ꎬ０００ 英镑ꎮ 优先购买权对大多数的佃户来说意义不大ꎬ一是因为大多采用整块出

售王党地产的方式ꎬ即将整个庄园出售ꎬ一般佃农的购买力不足ꎬ难以在初次拍卖中大量购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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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ꎮ 他们大多是在地产分割后的二次或三次转卖时购入土地ꎮ① 第二是因为完成购买还需要雇

佣地产代理来处理土地流转的相关手续ꎬ这对不谙土地法及交易规则的人来说不啻于是一种阻

碍ꎮ②

在拍卖王党地产的过程中ꎬ议会也遇到不少问题ꎬ这是由原有的土地性质和复杂的土地关系

造成的ꎮ 从土地保有制的角度看ꎬ只有自由继承地产( ｆｅｅ ｓｉｍｐｌｅ)才能够直接出售ꎬ是一种永久

性的地产让渡ꎬ复辟时期可以不必归还ꎮ 公簿持有地的出售须遵循一定的条件ꎬ而租赁持有地要

等待租期结束后ꎬ购买人才能享有土地上的权益ꎮ 例如普拉普顿家族的地产全部由债权人和独

立购买者所得ꎬ但由于某些地产早已出租ꎬ所以该叛国者的孙女在 １６５２ 年仍然持有还剩 ７ 年的

租约ꎬ即只有到 １６５９ 年租期终止时ꎬ那些购买人才能实际获得地产上的收益ꎮ③

王党成员多为各类土地持有人ꎬ其中不少人为了防止地产被没收ꎬ在内战之前便对持有的地

产进行了分配和处置ꎬ提前规定了土地占有人现世和未来的土地权益ꎬ如果出售这样的地产ꎬ相
当于仅仅出售地产当世的收益ꎬ也即终身地产权益ꎬ这样的地产不能继承也不能任意处置ꎬ外来

人如果想购买这类地产ꎬ只能享有终身的权益ꎬ等到去世时就要将地产归还给王党成员的继承

人ꎮ 故对购买者来说吸引力不大ꎮ④ 以林肯郡为例ꎬ有 ２９ 名王党成员的地产被没收ꎬ人数约占

该郡王党数量的一半ꎮ 其中 １５ 人的地产已经设置限嗣继承ꎬ７ 人的地产已经设置了夫妻共同持

有财产权益ꎬ５ 人的地产负有债务或已经被抵押出去ꎬ仅有 ２ 人的地产是自由继承地产、可以直

接出售ꎮ 即便在 １８５ 份被标记可以出售的地产中ꎬ也有 ６８ 份地产上存有归复地产权益ꎬ这是一

种未来性地产权益ꎬ持地人只能享有当世的权益ꎬ去世时要返还给原持有人的继承人ꎬ无权让渡

土地和继承土地ꎮ 这种方式无疑降低了外来者购买的欲望ꎬ减少了对王党家族核心地产的损害ꎮ
判断革命时期王党地产交易的性质ꎬ可以将土地购买人的身份作为衡量标准ꎮ 第一ꎬ王党本

人购买ꎮ 在埃塞克斯、赫特福德郡、肯特郡和萨里郡ꎬ有 ２５％的地产被王党赎回ꎻ在汉普郡有

５３％的地产被王党赎回ꎬ约有 ３４％的地产被永久性出售ꎻ在伯克郡、汉普郡、牛津郡和苏塞克斯郡

共有约 ３９％的地产被王党赎回ꎮ 在英格兰东南部ꎬ有 ５０ 名被没收地产的王党ꎬ有贵族身份的王

党分子大都将自己被没收的地产买回ꎮ 阿伦德尔勋爵赎回了他在牛津郡的 ２ 所庄园ꎬ莫利勋爵

赎回了在苏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赫特福德郡的 ６ 所庄园ꎮ⑤ 埃文顿的弗朗西斯绰克在伯克郡

拥有一些动产及不动产ꎬ他对这些不动产拥有自由继承权ꎮ 为了赎回被没收的地产ꎬ不得不缴纳

大笔罚金ꎮ⑥

第二ꎬ由原地产主的代理人或受托人购买土地ꎮ 不少王党分子在 １６６０ 年之前就通过代理或

亲朋赎回了地产ꎬ在兰开夏ꎬ大约 ７２.７％的没收地产由王党亲属、代理购买ꎮ⑦ 赫特福德郡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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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博登翰爵士的地产年收益约为 ３０００ 英镑ꎬ为了赎回地产ꎬ他雇佣了职业代理人约翰维尔

德曼帮他赎回地产ꎮ① 大多数的代理人可以购买单块土地或庄园ꎬ少数代理人有实力大笔购入ꎬ
例如诺森伯兰人约翰鲁什沃思在约克郡、林肯郡和诺森伯兰郡购置了 ２１ 处地产ꎬ出身北方的

吉尔伯特克劳奇购置了 ３８ 处地产ꎬ其中位于约克郡和东北地区的有 ３１ 份ꎮ 事后ꎬ这些代理人

或受托人将土地转移给王党成员ꎬ使其恢复了自己持有的地产ꎮ②

第三ꎬ以承租的方式再次占有原地产ꎮ 被没收地产者本人直接或通过亲朋从扣押财产者那

里以较低的价格承租原属于自己的地产ꎮ 例如 １６５２ 年ꎬ威廉安德顿承租了原属于他的位于安

德顿和阿德灵顿的自营地ꎮ 这些人基本都通过不同方式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地产ꎮ③

从赎回被没收地产的时间来看ꎬ以兰开夏为例ꎬ大约 ４８％的地产在复辟之前便被赎回ꎬ５％的

地产在复辟之后被赎回ꎬ只有 １４％的地产一经出售没有被赎回ꎬ另有 ２８％的地产赎回日期不

详ꎮ④ 在约克郡的 １５６ 份地产中ꎬ约有 ６７％的地产在被议会出售后随即就被王党赎回ꎬ约 １２％的

地产由原债权人获得ꎬ３％的地产被议会封赏出去ꎬ只有 ８％的地产被当地人购买ꎬ还有另外 １０％
的地产由外地人购买ꎮ⑤ 总体来看ꎬ王党地产赎回的程度与每个郡中的地产主是支持国王还是

支持议会有关ꎮ 从地理分布来的角度来看ꎬ议会的力量主要在东部和南部ꎬ在这些地方ꎬ王党人

数相对少且被没收的地产也少ꎬ所以赎回地产的数量也相对较少ꎮ
通过上述可知ꎬ革命期间王党地产交易大多不是投机性质的ꎬ许多王党地产的交易不是永久

性的ꎬ原地产持有人早在革命期间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购买、赎回、甚至承租自己被没收的地产ꎮ
有些王党分子被没收地产后已经出现债务危机⑥ꎬ复辟时期即便有机会赎回土地ꎬ却因为经济原

因而放弃ꎬ例如克利夫兰伯爵没有收回霍克尼庄园和斯坦普尼庄园ꎬ后者一直由最后一位购买者

威廉霍布森持有ꎮ⑦ 罗伯特多尔曼雇请约翰鲁什沃思购买其被没收的地产ꎬ结果发现自

己无力赎回ꎬ不得不放弃部分地产ꎮ⑧ 兰开夏只有 ３ 名王党完全失去地产ꎬ他们在内战之前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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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国革命期间土地流转的社会影响

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ꎬ１７ 世纪英国革命期间的土地交易达到顶峰ꎬ其规模可比肩 １６ 世纪

解散修道院地产ꎮ① １７ 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土地流转是否像 １６ 世纪宗教改革期间的土地流转

那样对英国乡村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呢? 从英国革命的参与者成分及政治取向来看ꎬ革命期间ꎬ
交战的王党和议会军双方基本由不同财产状况的土地所有者构成ꎬ有贵族、乡绅、富裕农民约曼

及小土地持有农ꎬ也有一些商人及手工工匠参与ꎬ就组成成分来看并未有太大区别ꎮ 再以乡绅的

政治取向为例ꎬ很多富裕的乡绅是积极的议会党人ꎻ在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部分乡绅构成了王党

军队的支柱ꎬ在后革命时代成为最狂热的拥护教会和国王的人ꎮ② 从土地流动的走向来看ꎬ表面

上王党成员的地产大多被赎回ꎬ土地利益( 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阶层并未遭受多少损失ꎬ在当时英格兰

这个农业社会中ꎬ革命产生动荡、却未动摇根基ꎬ掌权者仍是土地利益阶层ꎬ似乎革命期间的土地

流转对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影响并不鲜明ꎬ土地仍然掌握在有产阶层手中ꎬ所以对乡村社会结构冲

击不大ꎮ
但应该考虑到土地流动的总量ꎬ除去在市场上流动的王党地产ꎬ王室与教会地产进一步缩

水ꎬ在 １４３６ 年尚占有英格兰土地面积的 ２５％—３５％ꎬ到 １６８８ 年则减少到 ５％—１０％ꎬ其中王室拥

有的庄园数量也从 １６ 世纪中叶的 ９.８％左右减少到 １７ 世纪中叶的 ２.１％ꎮ 革命期间购买王室、
教会地产的人员以乡绅为主ꎬ乡绅的占地规模大幅增加ꎮ 在 １４３６ 年ꎬ中下层乡绅占有英格兰土

地面积的 ２５％ꎬ到 １６８８ 年约占英格兰土地面积的 ４５％—５０％ꎮ 约曼农及一些小土地持有者持有

土地的规模从 ２０％上升到 ２５％—３３％左右ꎬ贵族持有土地的规模一直维持在 １５％—２０％左右ꎮ③

可见ꎬ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在缓慢发生变化ꎮ 与土地占有财富结构缓慢变化同步的是ꎬ乡村社会结

构在缓慢重构ꎮ 早在宗教改革时期ꎬ以乡绅和约曼为代表的乡村中间阶层就是购置教会地产的

主体ꎬ成为最大受益方ꎮ 他们接手土地既可以转卖获得交易差额、也可以从事农业经营获得利

润ꎬ形成了新的、稳固的地产家族ꎮ④ １７ 世纪英国革命时期ꎬ土地在不同阶层中流动着ꎬ主要流向

以乡绅及约曼为代表的中间阶层ꎮ 如果说 １６ 世纪的大规模土地流动促进了英国中间阶层的崛

起ꎬ那么 １７ 世纪革命时期的土地流动进一步巩固了中间阶层的实力ꎮ 这些中间阶层的政治影响

力不容小觑ꎬ到 １８ 世纪ꎬ大约 ２０ 万个有产家庭的成年男性不仅参选议员ꎬ还为议会提供了可以

执行议会法律的地方官ꎬ以及成为服从地方官进行管理的公职人员ꎮ⑤

革命期间家产处置方式的革新也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自中世纪开始ꎬ在英格兰打

算结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会签订一份契约ꎬ为未来的丈夫、妻子及子女的利益对动产及不动产进

行安排ꎬ即婚姻授产协定(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ꎮ 到 １７ 世纪初ꎬ这种授产方式并不能有效保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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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完整ꎮ① 革命期间ꎬ为了防止地产被没收后难以收回ꎬ越来越多的王党选择更为严格的授产

方式ꎬ即明确规定家族地产由固定的男性直系亲属继承ꎬ特别是 １６４５ 年后ꎬ严格授产制( ｓｔｒｉｃ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得到推广ꎮ② 严格授产制的要素在于分割土地权益ꎬ长子作为终身佃户( ｌｉｆｅ ｔｅｎａｎｔ)具
有有限的处置地产的权利并仅限于终身ꎬ即便家产被拍卖ꎬ购买者也只能买到终身的权利ꎬ是一

种“活买”ꎬ而不是“买断”ꎮ 长子权益终止后ꎬ地产由待定继承人(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ｍｉｎｄｅｒｓ)也就是孙

子获得ꎬ还可以保障孙辈的权益ꎮ③ 这种建立在长子继承制的基础之上ꎬ并由严格授产制来保障

的制度ꎬ有效地阻止了家产的分散ꎬ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地产的形成ꎬ也成为塑造近代英国土

地制度的重要因素ꎮ 到 １９ 世纪大地产成为普遍的土地组织形式ꎬ大地产以租佃制为主要经营方

式ꎬ租佃制高度发展ꎮ 租佃制促使土地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功能相分离ꎬ降低了农场主投资、
经营农场的门槛ꎬ加速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对英国乡村社会结构产生

影响ꎬ逐步形成了以地主—农场主—农业工人为类型的三级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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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自然法的沟通
———从洛克«政府论»对亲权的阐释导入∗①

荆月新
(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约翰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儒家的礼法哲学ꎬ均将亲权置于上帝或者神意的支配之下ꎬ宣示自然伦

理的合法性ꎬ并以此为基础ꎬ建立起家族和社会伦理ꎮ 与之并行的另外一条发展线索则是:以神权法或者神法为

逻辑起点ꎬ主张国家法或制定法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投射ꎮ 近代以来的法治文化变革ꎬ可能片

面夸大了中西法律哲学之间的异质性ꎬ对两者共性的认知则略嫌不足ꎮ
关键词:　 礼ꎻ自然法ꎻ亲权ꎻ约翰洛克ꎻ«政府论»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９８－０７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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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荆月新(１９６９—　 )ꎬ男ꎬ山东东营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乡里制度转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１６ＢＦＸ０１７)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ꎮ

　 　 “礼”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ꎬ“礼法合一”的法律哲学成为传统中国法的重要特征ꎮ 在近代

以降的文化革命尤其是“西法东渐”运动中ꎬ“礼法合一”受到批判和指摘ꎬ其理论依据便是欧洲

启蒙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以及围绕其所建立起来的法哲学体系ꎮ “礼”与“自然法”被置于完全对

立的两面ꎬ相互间的隔阂似乎天然存在、不可弥合ꎬ中西法律文化的异质性成为常见的论题ꎮ 本

文以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的代表作«政府论»为例ꎬ从他对“亲权”的
讨论入手ꎬ结合中国“礼法”观念下的“亲权”观念ꎬ予以比较分析ꎬ借此来揭示“礼”与“自然法”
两个法哲学范畴在立论前提、起源与理论归宿以及法治文化塑造功能等方面的诸多相似ꎬ以此探

讨其沟通和对话的基础ꎮ

一、立论前提———在经验理性上寻求超越

在古希腊ꎬ自然法或指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ꎬ或指国家与政治社会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
下即已存在并通行的规则及规则体系ꎮ 人们通常认为ꎬ自然法是人类在上帝引导之下通过理性

来感知、发现和适用的ꎬ是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基本准则ꎮ 至十七八世纪ꎬ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

法观念出发ꎬ展开论述一系列命题ꎬ形成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的哲学基础ꎬ如“天赋人权”、社
会契约以及权力分立理论等ꎮ 作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的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

然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读ꎬ许多论述即是以“亲权”为例证展开的ꎮ
所谓“亲权”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缘和生育关系产生的、以父母为权利主体、对子女

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拥有的支配性资格ꎮ 就内容而言ꎬ亲权包括监护权、抚养权以及尊礼权三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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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权能ꎮ 在洛克看来ꎬ监护权是父母对儿女的管理与控制权ꎻ就儿女而言ꎬ父母监护权的存在

是基于培养未成年儿女心智的需要ꎻ至于监护的期限ꎬ“直到理性取而代之并解除他们的辛苦为

止”①ꎮ 可见ꎬ洛克的“监护权”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监督并保证子女行为的正当合法性ꎬ并对处于

监护之下的子女的行为代位承担法律责任ꎻ二是代子女(也即以子女的名义)行使某种权利ꎬ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ꎮ 抚养权ꎬ常被视为亲权当中的财产权利ꎬ是指父母从物质上对子女的扶助

与养育ꎮ 对于抚养权ꎬ洛克是这样表述的:“教养儿女是父母为了他们儿女的好处而不容推卸的

职责ꎬ以至任何事情都不能解除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ꎮ”②所谓尊礼权ꎬ是指以父母为主体ꎬ所受

到的来自子女的尊重与礼敬ꎮ 尊礼权存续于儿女一生的各个时期和一切情况下ꎬ不似监护权那

样局限于子女未成年时期或者精神疾病发作期间ꎮ 洛克认为:“尊礼和赡养ꎬ作为儿女应该报答

他们所得的好处的感恩表示ꎬ是儿女的必要责任和父母应享的特殊待遇ꎮ”③

与古代希腊的自然学派一样ꎬ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并不否认先验理性的存在ꎬ洛克也不例

外ꎮ 在阐释了“亲权”及相关概念以后ꎬ洛克以先验理性作为理论前提展开论述ꎮ 洛克对先验理

性的认识建立在对上帝意志的超验特征之上ꎬ即他在认同上帝意志超验属性的基础上ꎬ又有将自

然法赋予上帝意志的色彩ꎮ 从这一角度讲ꎬ洛克的政治哲学并未完全摆脱中世纪教会法学的影

响ꎬ他坚持“上帝意志”的决定性意义ꎮ 对亲权的来源ꎬ与大多数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样ꎬ洛克在

承认“上帝造人”的前提下ꎬ强调人的第一本性是“自我保存”ꎮ 他指出ꎬ为了实现自我保存的目

的ꎬ人类需要繁衍和接续自己的后代ꎮ 为了保证子女的成长的健康与安全ꎬ他说:“上帝使父母

怀有对儿女的天生慈爱ꎮ”④这种“天生慈爱”便成为亲权的最初来源ꎮ 可以发现ꎬ在洛克对于

“亲权”来源的论述中ꎬ“上帝意志”成为逻辑的始点和直接的依据ꎮ
在自然法与上帝的关系上ꎬ洛克认为ꎬ自然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包括立法者本人及其他

人)的“永恒的规范”ꎬ正所谓:“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ꎮ”⑤据此ꎬ他断定:自然法

是天然合理的ꎬ教导着遵从理性的人类ꎮ 人类通过自身的理性认识自然规律、自然秩序ꎬ发现自

然法ꎬ并以其作为最根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ꎮ 事实上ꎬ启蒙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学家们在坚持

自然法的先验属性方面是一致的ꎮ 孟德斯鸠曾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ꎮ”⑥

这种关系从本质上是事物的规律ꎮ 而“自然法”乃是“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所以称

为自然法ꎬ是因为它单纯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ꎮ”他又说:“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

的头脑里ꎬ诱导我们归向他ꎮ”⑦这一观念之核心在于:自然法代表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内在规

律ꎬ其在位阶上高于人类社会的世俗法律ꎬ统治者只能发现它ꎬ而不能根据主观意志和需要创造

它ꎬ这一思想在当代也得到了继受ꎮ 詹姆士塔利在«为‹政府论›定位»一文中写到:“在自然状

态中ꎬ人民通过自治的形式直接运用政治力量ꎮ 所有人都有权利和公民的责任在非正式裁判所

(ａｄ ｈｏｃ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中对被指控违反了自然法的人作出判决ꎬ并且执行根据其犯罪程度所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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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和征收定额补偿款ꎮ”①

与洛克对自然法的解读一样ꎬ儒家对“礼”的解读ꎬ同样以先验理性为前提ꎮ «礼记礼器»
中说:“礼也者ꎬ合于天时ꎬ设于地财ꎬ顺于鬼神ꎬ合于人心ꎬ理万物者也ꎮ”②在这里ꎬ将“礼”与神

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ꎬ使其具有了先验属性和自然理性基础ꎮ 当儒家思想成为中国

政治哲学的正统之后ꎬ“礼”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话语系统当中ꎬ代表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永恒规律和宇宙法则ꎬ并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无所不在且又颠扑不破的行为准则ꎮ 人们赋予

了“礼”以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ꎬ是规训民心民情的普世规则ꎮ 对于先验原理的承认恰恰也是

儒家哲学的特点ꎬ牟宗三曾将先验原理的存在视为哲学讨论的前提ꎮ 他说:“一哲学系统之完

成ꎬ须将人性全部领域内各种‘先验原理’予以系统地陈述ꎮ”③就儒家而言ꎬ礼ꎬ上接天理ꎬ下应民

情ꎬ沟通天与人ꎮ 既代天立法ꎬ又代天治民ꎮ 同时又因为“民之所欲ꎬ天必从之”ꎮ 天理在某种程

度上亦是民意的现实反映ꎮ 因此ꎬ“国法”必须“应天理”ꎬ“应天理”就是“顺民情”“从民心”ꎬ而
“礼”则是“天理”与“人情”之间的沟通桥梁ꎬ其地位类似于联结上帝意志与人定法的自然法ꎬ是
带有先验特质的概念和范畴ꎮ

“天”与“天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ꎮ 张岱年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所

谓天ꎬ在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涵义ꎮ 大致说来ꎬ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ꎬ二指广大

自然ꎬ三指最高原理ꎮ”④在这里ꎬ“天”与“天道”扮演了西方哲学中“上帝”与“神意”的角色ꎮ 儒

家以积极和入世的态度ꎬ用人道来重释乃至塑造天道ꎬ使天道符合自己所追求的人道理想ꎬ又以

伦理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道ꎬ以此来达到沟通“天道”与“法”的目的ꎬ“礼”在这里即是沟通的桥

梁ꎮ 可见ꎬ“礼”的存在ꎬ解释了“天道”这一超自然力量对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的支配过程ꎬ实现

了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治理之间的连接ꎮ

二、渊源与归宿:自然法则与自然秩序

“礼”和自然法均源起于早期人类文明ꎬ并与自然崇拜有着密切关联ꎬ被视为自然规律和自

然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规则再现ꎬ并成为此后人们论证社会和国家治理问题的出发点乃至归宿ꎮ
在古代希腊ꎬ受低下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局限ꎬ人类难以揭示蕴藏于自然现象背后的科

学规律ꎬ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自然崇拜ꎬ这也成为早期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ꎮ “几乎所有的早

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ꎬ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

社会生活ꎮ”⑤与之类似ꎬ“礼”起源于先秦的农耕社会ꎬ所谓“三代之礼”指的即是礼的萌芽时期ꎮ
彼时的人们对自然界、对天等一切自己无法准确认识的世界和现象ꎬ都充满了神秘与敬畏之感ꎬ
并从主观上赋予其超自然的力量ꎬ各种山川神灵的崇拜以及超血缘的部落内祖先神的权威崇拜ꎬ
也随之产生ꎮ 以此为基础ꎬ出现了富有自然主义特质的原始自然宗教和哲学ꎮ 经年累月ꎬ人们将

这些具有多神崇拜意义的原始宗教信条以及氏族、部落的习俗继承下来ꎬ成为先民行事做人的规

范与准则ꎬ并构成礼的最初来源ꎮ 今世学者对此评价说:“在原始社会末期ꎬ生产力水平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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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月新:“礼”与自然法的沟通

文化极端低下的条件下ꎬ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生老病死都充满了敬畏与神秘感ꎬ因此最

早的礼与天地鬼神相通是很自然的ꎮ”①

仍以“亲权”为例ꎮ 洛克认为亲权源于自然法则的安排:“如果有人问ꎬ父亲支配他的儿子的

权利是根据什么法律的ꎬ我可以答道ꎬ那无疑是根据‘自然’的法则ꎮ”②在洛克的论证体系当中ꎬ
他认为初生的孩童因其幼弱而无法自我供养ꎬ父母便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养育与扶持的责任ꎮ 在

洛克看来ꎬ父母生养和抚育子女ꎬ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ꎬ亦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ꎬ因为连普通的动

物都会选择繁衍和养育后代ꎮ 为了证明这种生育过程是自然秩序的安排ꎬ他强调了父母在生育

子女行为过程中的无意识状态ꎬ并以此证明自然法和自然理性对人的这一行为过程的支配ꎮ 他

说:“上帝以他的无限智慧ꎬ把强烈的性交欲望安置到人类的体质之中ꎬ以此来绵延人的族类ꎬ而
人类这样做时却大都并没有这项意图ꎬ而且生育儿女还往往是与生育者的愿望相违反的ꎮ”③除

了繁衍后代是自然规则和自然法则的规定ꎬ洛克以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来阐发人类监护子女的

必要性:遗弃子女ꎬ“连狮子洞里和豺狼窝中都没有这样残忍的事难道唯独人类有特权比最

犷野不驯的动物还要反乎自然地从事活动吗”④? 同理ꎬ尊礼和赡养也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ꎬ像
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之间的亲子关系一样ꎬ父母由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这一自然过程ꎬ使
他们有权支配未成年子女的财产ꎬ并获得子女的尊礼ꎬ以至于在子女成年、父母年迈以后ꎬ父母有

权获得来自子女的赡养ꎮ
传统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制带有浓厚的伦理法色彩ꎬ因此ꎬ常被称为“家庭伦理法”ꎬ“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的和睦家庭氛围常被称为“天伦之乐”ꎬ被赋予“天理”之下的“人伦”色彩ꎮ 与自

然法学派一样ꎬ儒家也将生育子女看作是自然的安排ꎬ«周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

生ꎮ”⑤人与世间万物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ꎬ天地自然化生、养育万物与人ꎬ是天地生生之理

的体现ꎮ 所有生命同出一源ꎬ万物皆生于同一根本ꎮ “礼”源于早期人类祭祀祖先神的仪式ꎬ是
家族内部的行为规范ꎬ它规定了祭祀典礼所使用的器物、所穿着的服装以及所行的仪式等ꎮ
“礼”最早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从事宗教活动所遵循的仪式和规范ꎬ其中融合了早期人们对于强

大的自然界和人类先祖的敬畏ꎮ 从卜辞来看ꎬ商代的祭祀对象很多ꎬ大凡山川河岳、日月星辰、风
雨雷电、高祖先公、先王先妣ꎬ都在祭祀之列ꎬ祭名和祭仪近 ２００ 余种ꎮ 后来ꎬ伴随人类社会的发

展ꎬ“礼”的内容逐步扩大化、系统化ꎬ人类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礼节仪式逐步被纳入“礼”的指导

范畴ꎮ “礼”的意义也随之扩大ꎬ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法律、社会伦理等领域ꎮ
“礼”从一开始即与由血缘构成的“家庭” “宗族”存在密切的联系ꎬ家庭和宗族都是由血缘

这一自然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ꎬ血缘关系的亲疏、高低也就决定了所采仪礼的不同ꎮ 生育

与繁衍后代是人类扩大再生产的自然法则ꎬ而血缘关系则是因此形成的自然秩序ꎬ礼的内容和方

式即由此决定ꎮ 父母生育子女这一自然过程ꎬ就使得作为“尊亲属”的父母对作为“卑亲属”的子

女享有“亲权”ꎮ 融合了“礼”的传统中国婚姻家庭法带有浓厚的伦理法色彩ꎬ因此ꎬ通常被称为

“家庭伦理法”ꎮ 又因为家长、族长在家庭与宗族中的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ꎬ而将“亲权”称为“家
长权”ꎮ “家长权”制度包含如下内容: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决定权和财产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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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权、对子女的惩罚权ꎮ 与洛克的“亲权”观念类似ꎬ“礼”主导下的“亲权”或者“家长权”体
系ꎬ作为权利主体一方的父母处于优势地位ꎬ代为处置子女的财产ꎬ在承担教育抚养子女义务的

同时ꎬ有权决定子女的婚配对象ꎬ对于子女不尽尊礼的行为ꎬ父母可以对其施以重罚ꎮ 并且ꎬ当这

一问题上升至国家刑法层面的时候ꎬ为体现“亲权”的优势地位ꎬ国家不仅可对子女采取刑事处

分ꎬ还可加重处罚ꎮ “礼”从自然血缘的角度ꎬ论证了子女对于父母的“孝”与“服从”的合理性ꎬ
传统中国的立法者采纳了这一观念ꎬ并从此出发论证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所存在的等级差异ꎮ
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与尊敬ꎬ以及父母对子女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享有的决定与支配权利ꎬ均由此

延伸而来ꎮ 人们从“礼”出发ꎬ论证了“家长权”的合理性ꎬ同时ꎬ凡是违“礼”的行为都要受到责

罚ꎮ “礼”既是家庭内部伦理秩序的理论原点ꎬ也是归宿ꎮ 恰恰是由于两者在起源上的相似性ꎬ
也就决定了“礼”与“自然法”这两个东西方法律哲学的基本范畴ꎬ在内容以及在差序性的社会规

范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极强的相似性ꎮ

三、功能有限性:解读法文化和法制度建构要素的多元化

从制度设计角度而言ꎬ儒家“礼法”框架下的“家长权”与洛克自然法基础上的“亲权”有若

干相通之处ꎬ如:在内容设计上ꎬ作为尊长的父母在与子女的关系互动中处于优位ꎻ基于监护的理

由ꎬ对子女的人身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支配权ꎬ并享有来自子女的尊礼ꎬ等等ꎮ 但是ꎬ也有区

别ꎬ如:“礼法”特征下的“亲权”具有绝对性———亲权处于永久性的支配性地位ꎮ 以父母对子女

财产的支配权为例ꎬ儒家的礼法哲学认为“父母在ꎬ不私财”ꎬ它所强调的是:只要父母尚在ꎬ即便

是成年子女ꎬ亦不能别籍异财ꎬ显示了亲权的支配地位具有绝对性的特征ꎮ 而在洛克的“亲权”
体系中ꎬ除“尊礼权”之外ꎬ其他内容的亲权仅具相对性ꎬ当子女成年并具有了“完整的理性”以
后ꎬ具有支配性特征的亲权就会从相关领域退出ꎮ 又比如ꎬ与“礼法”体制下对“父权”的特殊强

调不同ꎬ基于母亲在生育子女当中所承担角色的特殊重要性ꎬ洛克的自然法理论主张父母享有平

等的“亲权”ꎮ
正因为如此ꎬ近代以降ꎬ受西方学术体系熏染的人们多将“礼”“礼治”“礼法”与“等级制度”

联系起来ꎬ在政治与法律领域则由此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传统中国法律中的政治独裁、文
化专制以及贱视人权等法文化和法制度的形成ꎬ源自“礼”或者“礼制”的塑造ꎬ甚至将“礼治”等
同于专制ꎮ 事实上ꎬ就“礼”而言ꎬ它仅是影响法治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法律制度设计的众多要

素之一ꎮ 法治文化以及制度设计的最终内容及其现实样态是若干要素综合影响、共同作用的结

果ꎮ 有当代学者将具有家庭伦理特征的法文化和法制度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占统

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是其得以产生的经济原因ꎻ二是中国的宗法制度由来已久ꎻ三是儒家的

“礼法”思想是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伦理法体系的理论凭据ꎻ四是封建统治者从其长期的统

治经验中ꎬ总结出父权、族权在社会稳定与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ꎮ①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中ꎬ只有一个方面与“礼”相关ꎬ且其作用仅限于为伦理法思想提供了“理论凭据”而已ꎬ伦理法思

想的产生ꎬ还有其特定且必要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原因ꎬ恰恰是由于上述诸种要素的综合影响ꎬ
乃至于在法文化产生过程中的竞争与博弈ꎬ才最终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法文化打上了“伦理法”
的印记ꎬ并被赋予了“伦理法”的特征ꎮ 除此之外ꎬ也有当代学者将“家长权”绝对性的产生归因

为中国的自然经济形态ꎬ“在中国古代ꎬ父系家族首长对土地财产的支配是终生的ꎬ因此父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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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支配也是终生的”①ꎮ 因此ꎬ“在自然经济的支配下ꎬ以父系特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被

加工成神圣永恒的法律”②ꎮ 可见ꎬ“礼”在传统法治文明塑造当中的功能是相当有限的ꎬ将传统

中国法治文明中的“问题”或曰“弊端”完全归结为是“礼”的原因ꎬ失于偏颇ꎮ
同理亦然ꎬ“自然法”也并非塑造近代西方法律精神和法律制度的唯一要素ꎮ 在以自然法为

主要思想脉络的法治发展进程中ꎬ也曾出现具有绝对支配意义的“父权”内容ꎬ如作为西方法制

文明发源地的古代罗马ꎬ父权的内容与传统中国儒家法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ꎮ 有学者将

其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根据中国的礼制制度ꎬ父子之间是不能诉讼的ꎬ即“父子无狱”ꎻ而根据

古代罗马时期的“家父权”制度ꎬ父以及在父权下之子相互之间ꎬ亦不能提起诉讼ꎮ 二是根据中

国古代儒家化的法律制度ꎬ父家长对于所属卑亲属或家庭奴隶的伤害行为ꎬ被认为是与国家公共

秩序无关的“非公室告”ꎻ无独有偶ꎬ在古代罗马ꎬ则有“家父权不涉及公法”的古老法谚ꎮ 三是根

据中国古代的礼制和法律ꎬ禁止“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ꎻ古代罗马法则禁止在父权下之子和

父分开持有财产ꎮ 四是根据中国古代法律ꎬ父家长有权将其卑亲属送交官府并要求给予刑罚ꎻ罗
马的帝政时期家内惩罚的无限制的权利已变成为把家庭犯罪移归民事高级官吏审判的权利ꎮ 五

是在中国古代与古代的罗马ꎬ父家长都曾有过对子女的无限支配权ꎬ其中包括生死之权、肉体惩

罚之权、婚姻决定权ꎬ等等ꎮ③ 罗马时期也曾盛行自然法的思潮ꎬ西塞罗是罗马时期自然法学的

创始人ꎬ作为执政官的他ꎬ既接续了源自古代希腊的自然法传统ꎬ又开创了自然法的罗马时代ꎬ对
罗马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后世学者认为他“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ꎬ即变哲学的自

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ꎬ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成为法学世界观”④ꎮ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曾言及父

权的特权性质:“我们在合法婚姻中生育的子女处于我们的支配权下ꎮ 这是罗马市民特有的

法ꎮ”⑤即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背景之下ꎬ古罗马的“亲权”仍然具有绝对性ꎬ这一点同样是由

当时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诸要素所共同决定的ꎮ 同理ꎬ也不能将欧洲启蒙时期法律革命的

平权精神和契约理论仅仅归因于自然法观念的影响ꎮ 当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传统的封建经济和

自然经济被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取代ꎬ市民社会逐步形成以后ꎬ近代法律文化所需要的经

济、政治以及社会基础同时具备的时候ꎬ蕴含于自然法中的平权精神和契约理论ꎬ才为人们接受

并得以形成法治实践ꎮ
综上所述ꎬ无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ꎬ还是在传统中国社会ꎬ法治文明的形成都是多个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ꎬ而非作为法律哲学范畴的“自然法”或者“礼”的一因之果ꎮ 将近代以来东西方法文

化和法制度的相向发展ꎬ完全归因于诸如“礼”或者“自然法”之间的差异ꎬ既不客观ꎬ也有失公允ꎮ

结论:沟通是法治文化“和而不同”的基础

就以“礼”为核心范畴的传统中国法治文化与以“自然法”为核心范畴的近代西方法治文化

而言ꎬ差异性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某种法律文化是强势的ꎬ或者是相对于另外一种文化而言是更为

优秀的ꎮ 差异性既是文化多元的表征ꎬ也是文化多元的根由ꎬ更是不同法治文化进行沟通的必要

性前提和基础ꎮ 近年来ꎬ我们在社会文明的构建中ꎬ提出中西文化“和而不同”的命题ꎬ所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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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ꎬ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理解:一是从静态角度ꎬ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范畴的客观描述ꎻ
二是从动态角度ꎬ对不同文化之间变化与发展过程的对比观察ꎮ “不同”所反映的是不同文化之

间的隔阂ꎬ这既是客观事实ꎬ也将长期存在ꎮ 所谓“和”ꎬ既是目的ꎬ也是前提ꎮ 所谓“目的”ꎬ它强

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ꎻ所谓“前提”ꎬ是指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基础ꎮ 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ꎬ“和而不同”的要义在于:不同文化之间只有友好沟通ꎬ方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ꎮ
沟通ꎬ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实现“和而不同”的基础ꎮ

在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体系当中ꎬ“礼”是规范社会运转以及人生安排的典章制度和行为模

式ꎮ «礼记曲礼上»曾对“礼”的功能作如此概括:“道德仁义ꎬ非礼不成ꎮ 教训正俗ꎬ非礼不备ꎮ
分争辨讼ꎬ非礼不决ꎮ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ꎬ非礼不定ꎮ 宦学事师ꎬ非礼不亲ꎮ 班朝治军ꎬ莅官

行法ꎬ非礼威严不行ꎮ 祷祠祭祀ꎬ供给鬼神ꎬ非礼不诚不庄ꎮ”①“礼”的功能范畴及于道德、宗教、
世俗、司法事务ꎬ牵涉至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生活及制度安排ꎮ 与之相类ꎬ自然法是近代欧洲政

治与法律哲学的逻辑起点ꎮ 在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史上ꎬ每当人类开始自我反省既有制度设计的

合理性或者探索未来法制发展的可行性时ꎬ自然法从来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主题ꎮ 对于自然法

的这一特殊地位ꎬ亨利梅因指出:“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

的历史ꎬ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ꎮ”②

当然ꎬ我们不能仅凭“礼”与“自然法”这一对法律哲学范畴之间的可沟通性ꎬ来断言东西方

法治文化之间的趋同ꎮ 但是ꎬ当影响法文化与法制度的其他要素如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诸条件

齐备的时候ꎬ法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在所难免ꎮ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法

律移植的正当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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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①

余芝云　 连　 榕
(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ꎬ福建 福州ꎬ３５０１１７ )

　 　 摘要:　 基于个体对属性可塑性的不同假设ꎬ内隐理论可归结为实体论与渐变论这两大主题ꎮ 实体论与渐

变论对个体的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具有不同的影响ꎮ 实体论与渐变论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ꎬ还通过

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概念、归因方式、控制信念等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健康ꎻ个体因素和情景因素在二者关系中

具有调节作用ꎮ 建构的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整合机制模型提示ꎬ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具有一定复

杂性ꎬ未来应从不同内容、不同视角来拓展二者关系的研究ꎬ以进一步验证与完善整合的作用机制模型ꎮ
关键词:　 内隐理论ꎻ心理健康ꎻ实体论ꎻ渐变论ꎻ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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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９５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２５６－２７３.
③Ｊｅｓｓｉｃａ Ｌ. Ｓｃｈｌｅ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ｎ Ｓ. Ｓｃｈｒｏｄｅｒꎬ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ｐｉｎｇ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５２－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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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９５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２５６－２７３.

　 　 如何增强心理健康问题预防与干预的效果ꎬ是提升国民心理健康水平必须要考虑的问题ꎮ
心理学家认为ꎬ识别心理问题的易感因素并了解其作用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ꎮ 认知易

感—应激模型ꎬ如贝克的抑郁的认知模型 Ｂｅｃｋ(１９６７)主张ꎬ人们对消极事件的错误认知是心理

问题的易感因素ꎬ易导致个体产生无助的应对方式ꎬ继而引发系列心理与行为问题ꎮ 而这一系列

心理过程可能始于内隐理论(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即个体对人的属性可塑性的朴素解释ꎮ②虽然个体

通常对其所持有的内隐理论缺乏明确的意识和严谨的验证ꎬ也不明正误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基于

外行人视角建构的“科学理论”ꎬ构成了个体解释、预测和判断其内部世界相关事件的意义框架ꎬ
影响着个体对世界的感知与应对ꎮ③基于个体对属性可塑性的不同假设ꎬ内隐理论可归结为两大

主题:实体论(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与渐变论(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ꎮ 实体论主张ꎬ人或事物的属性是固定

不变的ꎬ基本不受个人努力、动机或情境的影响ꎻ渐变论则认为ꎬ属性是动态可塑的ꎬ可经个人努

力或随情境而改变ꎮ④整体而言ꎬ渐变论是个体应对外界风险的保护性因素ꎬ与幸福感、亲社会行

为及生理平衡恢复积极相关ꎻ而实体论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危险性因素ꎬ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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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拖延等问题行为及生理失调等密切相关ꎮ① 虽然近年来内隐理论作为心理健康研究的新

视角日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②ꎬ但目前国内还未有研究者从心理健康视角来全面梳理内隐理

论的价值ꎮ 本文对内隐理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梳理ꎬ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

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整合作用机制模型ꎬ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ꎮ

１　 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内隐理论影响了个体对信息ꎬ特别是对逆境或不利环境中的信息的理解与判断ꎬ进而影响其

后续的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ꎬ以至其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ꎮ
１.１　 情绪反应

整体而言ꎬ在同一情境下ꎬ相较于实体论者ꎬ渐变论者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

情绪ꎮ 现有研究主要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临床情绪障碍三个层面探讨内隐理论对情绪反应

的影响ꎮ 现有研究比较一致地发现ꎬ在同一情境下ꎬ相较于实体论ꎬ对智力或人格持有渐变论的

个体体验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ꎮ③ 在消极情绪调节方面ꎬ系列实验研究证实ꎬ渐变论有助于

缓解个体在压力情景中的消极情绪ꎬ而实体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个体的消极情绪ꎮ 因为实体论

者主张特质(包括特质缺陷)是天生的难以改变的ꎬ所以在社会交往中经历了拒绝ꎬ在工作中得

到了负面评价ꎬ在学业过渡期遇到挫折之后ꎬ易产生羞耻、惭愧等系列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及更为

强烈和持久的焦虑和抑郁感ꎮ④ 与此同时ꎬ内隐理论还能影响外在情绪调节ꎮ 相较于持智力渐

变论的家长ꎬ持智力实体论的家长ꎬ倾向于只表扬孩子的成功ꎬ并对孩子的失败进行批评ꎬ致使其

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沮丧、焦虑、抑郁、恐慌、社交焦虑等消极情绪ꎮ⑤ 基于内隐理论

对个体情绪反应的影响ꎬ一些研究者进而探讨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ꎮ 结果发现ꎬ对(曾)患有内

化问题的青少年进行人格渐变论干预ꎬ可有效缓解其随后 ９ 个月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ꎮ⑥

１.２　 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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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ꎬ实体论与成瘾、暴力、拖延等系列问题行为关系密切ꎬ而渐变论不仅有助于改善个

体的问题行为还能促进个体产生健康行为ꎮ 例如ꎬ在成瘾行为的系列研究中发现ꎬ人格实体论显

著增强了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游戏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ꎮ① 在暴力行为的系列研究中发现ꎬ人
格实体论加剧了受排斥的经历与其攻击报复行为间的关联性②ꎬ移情能力实体论增强了低移情

能力对暴力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ꎮ③ 在拖延行为的系列研究中发现ꎬ相较于渐变论ꎬ能力实体论

预测了更多的学业拖延行为ꎮ④ 与实体论进一步加剧个体的问题行为不同ꎬ渐变论类似于一个

保护性因素ꎬ有效地缓解不利情景与个体问题行为的关联ꎮ 如移情能力渐变论促进个体付出更

多改变自身移情水平的努力ꎬ并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⑤ꎻ道德渐变论则与更多的志愿服务相

关联ꎮ⑥

１.３　 生理反应

在探究内隐理论对生理影响的现有研究中ꎬ研究者主要基于生物心理社会(ＢＰＳ)的挑战和

威胁模型来考察实体论与渐变论对同一社会性压力源的评估差异ꎬ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差异ꎮ
整体而言ꎬ渐变论者更倾向于对压力源进行挑战性评估ꎬ并产生更具适应性的生理反应和更快速

的生理平衡恢复ꎬ而实体论者更倾向于将压力源视为威胁ꎬ从而导致神经内分泌和自主反应失

调ꎬ并可能就此累积成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ꎮ Ｙｅａｇｅｒ 等人⑦研究发现ꎬ持人格渐变论的美国青少

年ꎬ相较于实体论者ꎬ不论是对日常生活压力事件还是实验室诱发的社会性压力源都进行了更多

的挑战性评估ꎬ即认为有资源满足待评估的社会情境的需求ꎬ并由此产生了更为适应的神经内分

泌和自主反应ꎬ如ꎬ唾液皮质醇分泌以及血管阻力降低、心搏量更高、神经内分泌和交感神经系统

恢复更快ꎮ 研究者在具有内化问题的美国青少年被试中ꎬ进一步证实ꎬ当撤离实验室诱导的社会

性压力源ꎬ接受人格渐变论干预的被试其交感神经系统恢复的速度是未接受干预组的 ３ 倍ꎮ⑧

此后ꎬ研究进一步发现ꎬ在自然情景下ꎬ智力实体论与渐变论对学业压力的应对产生了与人格渐

变论和实体论对社会性压力源的应对相似的评估差异和生理差异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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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

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在理论与实证上均得到可靠的支持ꎬ但由于内隐理论属于

内隐性信念与框架ꎬ同时具有上位属性与模糊性的特点ꎬ因此ꎬ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比单纯的线

性关系更为复杂ꎮ 从现有研究来看ꎬ内隐理论可能通过动机、认知的中介作用ꎬ以及个体因素和

情景因素的调节作用ꎬ形成影响心理健康的复杂机制ꎮ
２.１　 中介因素

内隐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ꎬ还通过成就目标定向、归因方式、自我概念、控
制信念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健康ꎮ

２.１.１　 成就目标定向ꎮ 成就目标定向是个体心理动力系统的核心要素ꎬ它是个体在困难面

前出现掌握导向或无助导向反应的动力因素ꎮ①ꎮ 而内隐理论是个体成就目标的重要来源ꎬ内隐

理论可通过影响成就目标定向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ꎮ② 主张个体的特质水平是固定

的、难以改变的实体论者ꎬ更倾向于设置表现目标来验证自己的特质水平ꎻ认为个体的特质水平

是可塑的渐变论者ꎬ更倾向于建立学习目标来发展特质ꎮ③ 实体论者由于注重成就目标的结果

导向ꎬ易将挫折与失败归因于自己无法改变的特质缺陷ꎬ进而产生更多的无助感、羞耻感ꎬ及焦

虑、抑郁等消极情绪ꎬ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ꎮ 渐变论者由于注重过程性目标导向ꎬ善于

将过程中的挫折与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ꎬ进而产生更为积极的心理与行为反应ꎮ Ｌｏｕ④ 等考察了

语言能力内隐理论、成就目标定向及失败后的情感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不论

语言水平的高低ꎬ语言能力渐变论者都更倾向于设立掌握目标ꎬ这些目标有利于指导个体在语言

学习受挫后产生更多的掌握导向反应ꎬ更低的绝望和焦虑水平ꎻ在语言能力渐变论与掌握导向反

应的关系中ꎬ掌握目标定向具有中介作用ꎮ 而语言能力实体论者则更倾向于设置表现目标ꎬ这种

目标导向使得个体在语言学习受挫后易产生更多的无助导向反应ꎬ更多的焦虑感和对失败的恐

惧感ꎻ在语言能力实体论与无助导向反应中ꎬ表现目标定向发挥着中介作用ꎮ
２.１.２　 自我概念ꎮ 自我概念即个体对自己的知觉与评价ꎬ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

联ꎮ⑤ 消极的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水平负相关ꎬ而积极的自我概念有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ꎮ 一方面ꎬ研究发现ꎬ内隐理论通过影响消极反馈信息与个体的联结来影响其自我概念的判

定ꎮ⑥ 实体论者认为特质难以改变ꎬ倾向于将行为和结果看作是个人潜在特质的体现ꎬ所以更易

将消极反馈信息及经历与自我概念联结起来ꎬ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ꎻ渐变论者则将特质视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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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的ꎬ所以易将反馈信息及经历视为发展特质的线索ꎬ而不是自我价值的体现ꎮ① 另一方面ꎬ
研究发现ꎬ即使给予实体论者积极反馈也难以增强其积极的自我概念ꎬ对此研究者认为ꎬ实体论

者对消极信息更为敏感ꎬ且个人价值感非常脆弱ꎬ以致难以将积极评价整合进自我概念中ꎬ所以

即使得到积极反馈仍觉得需要更多的自我验证ꎮ② 德韦克(Ｄｗｅｃｋ)及其同事研究发现ꎬ相较于人

格渐变论者ꎬ实体论者在回溯所经历过的人际拒绝或假想新的拒绝情景时都导致了自我概念的

消极改变ꎬ从而阻碍了其从经历人际拒绝后的心理恢复ꎬ导致更强烈更持久的消极情绪ꎬ并更担

忧拒绝的再次发生ꎮ③ 由此可知ꎬ消极的自我概念中介了社会拒绝情景下实体论与心理健康水

平的负向关联ꎬ而诱导个体产生渐变论ꎬ有助于避免经历拒绝后的一系列负面影响ꎬ也有助于解

除被拒绝的经历与消极自我概念之间的联结ꎮ
２.１.３　 归因方式ꎮ 归因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结果进行的因果推论ꎮ 个体关于特质是否

可塑的内隐性观点ꎬ为归因提供了“理论性”框架ꎬ影响着个体的归因风格与归因偏向ꎬ进而影响

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ꎮ
一项为期 ４ 年的追踪研究显示ꎬ智力实体论者对挫折进行了更多的无助性归因ꎬ即将挫折归

因于不可控的因素ꎬ如固有的能力缺陷、运气和任务的难度水平ꎬ进而产生更低的自尊及更多的

羞耻和痛苦等消极情绪ꎻ相反ꎬ渐变论者倾向于可控性归因ꎬ即将挫折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可
控的因素ꎬ这促使其在面对挫折时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应对模式和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ꎮ④ 嘉德

纳(Ｇａｒｄｎｅｒ)⑤等人检验了能力内隐理论、焦虑与内在性、稳定性、整体性和可控性这 ４ 种归因方

式的关联ꎮ 结果发现ꎬ内隐理论通过可控性及整体性这两种归因方式影响个体的焦虑水平ꎮ 具

体而言ꎬ将挫折归因于整体的和不可控的因素中介了能力实体论与焦虑之间的积极关系ꎬ而将挫

折归因于具体的和可控的因素中介了能力渐变论与焦虑之间的消极关系ꎮ
敌意归因偏向ꎬ即个体将模棱两可的情景或他人的行为意图作敌意性解释的偏向ꎮ 这种归

因偏向导致个体在应对挑衅时易升级自己的攻击性行为ꎬ并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系列攻击性行为

问题ꎮ⑥ 研究显示ꎬ内隐理论这种看似不怀敌意的观念是敌意归因偏向的来源ꎮ 元分析结果显

示ꎬ在 １３—１６ 岁的青少年中ꎬ人格实体论预测了更大的敌意归因偏向ꎬ继而导致个体产生更强烈

的攻击欲望ꎮ 实验研究结果显示ꎬ对被试进行人格渐变论干预ꎬ显著减少了其敌对归因偏向及随

后 ８ 个月内的攻击报复欲望ꎮ⑦ 由此ꎬ内隐理论通过归因风格与归因偏向影响了个体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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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控制信念ꎮ 控制信念即个人对于情境因素和事件的控制程度的信念ꎬ积极的控制信

念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ꎬ而消极的控制信念是系列内外化问题的重要风险因子ꎮ① 研究发现ꎬ内
隐理论是个体控制信念的重要来源ꎮ 相信特质不变的实体论者ꎬ更易将情景视为难以控制和改

变的ꎻ而相信特质可经努力而改变的渐变论者ꎬ易形成积极的预期和控制信念ꎮ 研究者以(曾)
经历内化问题的美国青少年为被试ꎬ在实验室诱导的社会压力情境下探讨内隐人格理论、控制信

念、及焦虑、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个体积极的控制信念与其抑郁和焦虑水平负

相关ꎬ实体论与较高的抑郁及消极的初级控制信念正相关ꎻ对被试进行渐变人格论干预后ꎬ显著

增强了其积极的控制信念ꎬ并预测了 ９ 个月后青少年抑郁症状及行为控制方面的显著改善ꎮ 因

此ꎬ不同的控制信念ꎬ在实体论与心理健康ꎬ以及渐变论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不同的中介作用ꎮ②

２.２　 调节因素

内隐理论不仅通过上述中介因素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ꎬ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还受

个体和情景等因素的调节ꎮ
２.２.１　 个体因素ꎮ 性别与年龄是两个重要的人口学变量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在不同性别、不

同年龄群体中ꎬ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不同ꎬ性别和年龄在内隐理论与心理健康关系之间

具有调节作用ꎬ约束着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边界条件ꎮ
对实体论与内化问题关系研究发现ꎬ实体论与内化问题的关系在男女生之间存在差异ꎬ即女

生实体论与内化问题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男生ꎮ③ 由此可知ꎬ性别是实体论与内化问题关系中

的一个调节变量ꎮ 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还在个体发展阶段存在差异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相
较于成年而言ꎬ青少年的智力和人格内隐理论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更为明显ꎮ④

２.２.２　 情景因素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具体情景的影响ꎬ状态性

情景对内隐理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ꎮ 例如ꎬ在面对威胁性场景时ꎬ实体论者

与渐变论者行为反应存在差异ꎮ 相较于实体论者ꎬ渐变论者表现出更适应的自我调节ꎬ并对未来

持有更积极的预期ꎮ⑤ 同时ꎬ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ꎬ还受个体对威胁性场景熟悉性的影响ꎮ 已

有研究表明ꎬ随着个体在威胁性场景中学习时间的增加ꎬ实体论者表现出更多的焦虑ꎬ而渐变论

者的焦虑情绪则更少ꎮ⑥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ꎬ对待他人的初次失误ꎬ渐变论者表现出比实体论者

更多的包容ꎬ但是当面对他人持续犯错时ꎬ人格渐变论者却表现出比实体论者更多的苛责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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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芝云　 连榕: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图 １　 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整合的作用机制模型

３　 一个整合的作用机制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ꎬ我们尝试建构了一个内隐理论影响心理健康的整合机制模型(图 １)ꎮ 在该

模型中ꎬ持特质可塑性不同观点的个体ꎬ其心理健康水平不同ꎮ 实体论者认为特质固定不变ꎬ更
易产生消极的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ꎻ而渐变论者则认为特质具有可塑性ꎬ可以不断变化和发展ꎬ
因而更易产生积极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ꎮ 实体论与渐变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行为

和生理反应ꎬ而且还通过成就目标定向和自我概念的人格与动机机制、归因方式和控制信念的认

知机制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健康ꎻ实体论与渐变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性别与年龄、状态性情

景等因素的调节作用ꎮ 该模型提示我们ꎬ内隐理论的作用机制具有多样性ꎬ也具有复杂性ꎮ 上述

中介机制之间本身既相互独立ꎬ又相互渗透ꎮ 如ꎬ成就目标不仅可以解释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

作用机制ꎬ还可以解释归因方式的个体差异ꎮ① 同样ꎬ我们认为个体因素也不是单独的作用机

制ꎬ而是会受到情景相关因素的调节ꎮ

４　 未来研究取向

内隐理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个复杂、整合的作用机制ꎮ 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两个层

面ꎬ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向来进一步验证与完善整合的作用机制模型ꎮ
４.１　 深化对边界条件的研究

现阶段研究普遍支持渐变论具有更积极的心理意义ꎮ 然而ꎬＤｗｅｃｋ 等②曾指出ꎬ渐变论和实

体论各有利弊ꎮ 实体论将事物的特质视为固定不变的ꎬ这给个体展现了一个高度可测的世界ꎬ使
之能在纷杂或有限的信息中快速地做出判断ꎬ获得确定感和安全感ꎮ 所以ꎬ未来要加强对内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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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抗、杨文登:«从归因疗法到内隐理念: 德韦克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及影响»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Ｃａｒｏｌ Ｓ. ＤｗｅｃｋꎬＣｈｉｙｕｅ Ｃｈｉｕꎬａｎｄ Ｙｉｎｇｙｉ Ｈｏｎｇꎬ “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 Ｗ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ꎬ Ｖｏｌ.６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２６７－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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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调节因素特别是情景因素的研究ꎬ及情景因素和个体因素交互作用的研究ꎬ以进一步厘清影响

渐变论和实体论优势发挥的边界条件ꎮ
４.２　 拓展临床研究

虽然系列实证研究揭示内隐理论与个体的内外化问题存在关联ꎬ但以非临床研究居多ꎬ仅有

的几例临床研究也主要关注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ꎬ较少涉及其他临床症状ꎬ如人格障碍、睡眠障

碍、厌食障碍等ꎮ 除了探索内隐理论与更为广泛的心理障碍的关联ꎬ将其整合进心理障碍的病因

学研究中ꎬ补充和扩展相关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社交焦虑症)的概念ꎬ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ꎮ
４.３　 从毕生发展的视角来探索内隐理论与心理健康的动态关联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理论ꎬ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存在特定的发展任务和心理危机ꎬ并由此

衍生出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应对模式ꎮ 然而ꎬ现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少年人群中ꎬ对成年人特

别是中老年人的研究十分匮乏ꎬ且缺乏对不同年龄阶段被试者的对比研究ꎮ 虽然系列研究证实ꎬ
内隐理论与儿童、青少年和成年早期被试的适应不良的社会压力反应相关ꎬ然而我们并不知道:
两者的关联强度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 内隐理论是否也会影响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内隐

理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同等的可塑性? 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发展阶段ꎬ而在这个阶

段中进行内隐理论干预最有效? 由此ꎬ未来需进一步拓宽被试群体ꎬ 比较不同成长阶段群体的

差异 ꎬ将内隐理论与每一成长阶段的危机应对联系起来ꎬ以探究内隐理论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在

整个生命历程中如何发展变化ꎮ
４.４　 从文化视角来探索整合作用机制模型的跨文化适应性

当前研究样本多来自西方文化背景ꎬ中国本土化研究应值得关注ꎮ 进一步探究中西文化差

异是否会导致内隐理论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具体的作用机制ꎬ如何应用内隐理论的研究成果ꎬ来改

善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等ꎬ都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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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线上活动时间
与青年群体线下社会交往

∗

李华香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际合作中心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４５ )

　 　 摘要:　 在社会结构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社会交往理论的基础上ꎬ使用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ＣＧＳＳ)ꎬ借助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ꎬ实证研究“８０ 后”“９０ 后”青年群体线下社会交往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其结

果表明:青年群体 ７.５％从来不进行线下社会交往ꎬ３１％很少进行线下社会交往ꎮ 计量模型分析显示ꎬ社会经济

地位是影响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显著因素ꎬ务农人员、教育程度较低人员、收入较低人员参与社会交往的概率显

著降低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ꎬ频繁的线上活动(如上网、看电视等)明显地减少了青年群体线下的社会交往ꎮ
关键词:　 社会交往ꎻ社会经济地位ꎻ线上时间ꎻ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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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用社会交往概念ꎬ是指传统的线下社会交往ꎻ线上社会交往不包括在社会交往的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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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０８ 页ꎮ

　 　 对于人类生活来说ꎬ社会交往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人性、自我和社会都是在社会交往中

形成的ꎮ②库利认为ꎬ如果没有亲密的人际交往ꎬ人性就无法形成ꎬ在孤立中人性将会消失ꎮ③米德

曾指出ꎬ自我的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ꎬ自我必须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得到解释ꎮ④马克思说: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ꎮ”⑤因此ꎬ社会交往也是青年

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ꎬ对青年心理发展有着重要作用ꎮ 青年时期的社会交往以及由此而习得

的交往技能ꎬ对青年的社会化和情感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ꎮ 但是ꎬ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

的来临ꎬ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线下交往”到“线上交

往”ꎬ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媒介的崛起ꎬ“低头族”“手机控”“触屏控”盛行ꎬ许多社会学家和心

理学家确信ꎬ青年群体之间的隔绝状态正在加剧ꎮ 面临经济社会大变革和信息化时代的强烈冲

击ꎬ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他们的社会交往受到哪些社会经济因

素的影响? “娱乐至死”的线上活动是否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线下交往? 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

的问题ꎮ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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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社会交往理论

社会交往(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现象ꎬ是我们每个人最直接体验到的

社会现实ꎮ 纵览过往ꎬ社会交往一直都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所关注的

核心问题ꎻ社会交往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和现代西方社会研究的交汇点ꎮ 对于西方社会学

界来说ꎬ社会交往的正式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于 １９０８ 年在«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提出ꎮ
之后ꎬ社会交往概念被西方社会学家广泛接受并重点研究ꎬ建构了很多不同层次的理论体系ꎬ提
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观点ꎮ 米德、布鲁默、库恩等人从符号视角研究了社会交往的过程ꎻ戈
夫曼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解释了人类的交往行为ꎻ霍曼斯、布劳、埃默森等人用宏观和微观社会交

换的观点来阐述人们之间的交往与互动ꎮ 社会交往也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ꎮ①②

研究表明ꎬ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可以减少各种各样的压力性事件对青年群体带来的不良后果③④ꎬ
有助于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ꎮ

２.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交往的理论关系

社会交往属于现实的社会行为范畴ꎬ人的行为是其结构属性和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产物ꎮ 自

帕森斯 １９３７ 年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以来ꎬ人们就力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社会行为ꎮ
这种社会结构观使人们认识到ꎬ人都具有某些经济社会属性ꎬ人是按其特定的属性而分类、集聚

的ꎬ人的社会行为就是按其社会属性的不同而分成了差异性的模式ꎮ⑤ 帕克曾指出ꎬ社会地位决

定社会交往ꎬ人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根据他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中确定的地位予以分类

和交往ꎮ⑥ 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ꎬ地位代表着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典型的生活命运ꎬ处于相同

社会地位的人群有同质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ꎻ相同地位群体之间交往多ꎬ而不同地位群体之间

交往少ꎮ⑦ 布劳指出ꎬ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如权力、声望、财富、收入、教育等社会资源方面ꎬ拥有

社会资源多的处于社会上层ꎬ反之则处于下层ꎬ上下层之间便形成了社会交往的隔离ꎮ⑧ 依据布

劳的理论为基础ꎬ社会经济地位(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ＳＥＳ)成为衡量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核

心变量ꎬ它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ꎮ 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一般包括职业

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三大内容ꎮ⑨

３.线上活动与线下交往的理论关系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迅速发展ꎬ互联网、手机、电视等现代、传统

媒介继续统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ꎬ得心应手地表达着人们用语词难以表达的丰富信息ꎮ 卡斯

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到ꎬ网络建构了信息社会的新形态ꎬ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

变了生产、生活、权力与文化的全过程ꎮ 传统线下社会是在特定的时空地点中存在的、人们的身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ｏｗｌｂｙ Ｊ.ꎬ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Ｖｏｌ.１)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６９ꎬｐｐ.７.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Ｅꎬ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５１ꎬｐｐ.２０.
Ｃｏｂｂ Ｓꎬ“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５ꎬ １９７６ꎬ ｐｐ.３００－３１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Ｒ.Ｅ.ꎬＢｉｌｌｉｎｇｓ Ａ.Ｇ.ꎬ ａｎｄ ＭｏｏｓꎬＲ.Ｈ.ꎬ“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３ꎬＮｏ.２ꎬ１９８２ꎬｐｐ.７７－９８.
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ꎬ«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ꎮ
[美]罗伯特帕克:«种族与文化»ꎬ纽约:自由出版社ꎬ１９５０ 年ꎬ第 ２３２ 页ꎮ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ꎬ林荣远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美]彼得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ꎬ王春光、谢圣赞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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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活动于其中的在场社会ꎬ而卡斯特所言的线上社会则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身体不在场的缺

场社会ꎮ① 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的互动发展ꎬ使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ꎮ 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互斥的ꎬ而是形成了十分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ꎮ 线上社会虚拟的环

境为人们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空间ꎬ这意味着现实社会人们交往环境与空间的变

化———既“扩大”又“缩小”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线上社会频繁、多样、高效、互动的交往“扩大”了人

们线下交往的意愿和行动ꎬ使得更多使用线上交往的青年群体相比其他群体有更强烈的社会交

往欲望ꎮ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ꎬ过度沉迷于线上交往和娱乐ꎬ挤占了现代高强度社会原本就不

富裕的休闲时间ꎬ使青年群体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面对面的线下交往ꎮ 这两种理论观点

哪一种更符合现实情况ꎬ还有待于实践数据的检验ꎮ
(二)理论框架与理论假设

１.理论框架

综合现有的理论研究基础ꎬ参考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ꎬ基于分析数据的可及性和可行

性ꎬ本文构建了一个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状况的多元量化分析模式ꎮ (见图 １)

图 １　 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理论分析框架

２.理论假设

理论框架是指导实证研究的基础和前提ꎬ本文在文献研究和理论基础的指导下ꎬ提出有关社

会经济地位、线上活动时间等因素影响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状况的理论假设ꎮ
第一ꎬ社会地位对社会交往的影响ꎮ 社会地位通常是用职业、教育和主观阶层感来测量ꎮ 职

业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ꎬ是经济社会地位的根本体现ꎮ 正如前文社会结构理论所述ꎬ职业类型

决定着一个人社会交往的对象、频度等ꎮ 受教育水平是社会经济地位取得的重要决定因素ꎬ也是

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根本指标ꎮ 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ꎬ可能决定了社会交往状况的差异ꎮ 自评

阶层状况是客观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反映ꎬ自评阶层不同ꎬ可能决定了与朋友、邻居不同的社会

交往状况ꎮ 社会地位的高低对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到底是哪个方向的影响? 是社会地位越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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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意愿越弱ꎻ还是社会地位越低ꎬ更需要社会交往ꎬ交往意愿更强? 本文暂作如下假设:
假设 １ａ:职业声望越高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好ꎮ
假设 １ｂ:教育程度越高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好ꎮ
假设 １ｃ:自评阶层越高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好ꎮ
第二ꎬ经济条件对社会交往的影响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ꎬ家庭人均收入是影响青年群体

社会交往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有了较高收入ꎬ才有物质支撑进行社会交往ꎻ而没有稳定收入ꎬ
每天要为生活压力而负重前行ꎬ就没有时间精力进行更多的社会交往ꎮ 在住房市场化的背景下ꎬ
房产数量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ꎬ有没有住房对一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可以产生根本

性的影响ꎮ 人均住房面积决定着一家的宽敞与否ꎬ住房宽敞了ꎬ很多休闲娱乐活动都在室内开

展ꎬ就缺少外出与朋友、邻居互动的动力ꎮ 而住房狭小了ꎬ一些活动在家里施展不开ꎬ就自然而然

地会外出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串门交往ꎮ 是经济条件越好ꎬ社会交往越多ꎬ还是经济条件越好ꎬ
社会交往越少呢? 本文首先作如下假设:

假设 ２ａ:家庭收入越高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好ꎮ
假设 ２ｂ:住房数量越多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好ꎮ
假设 ２ｃ:人均住房面积越大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好ꎮ
第三ꎬ线上活动与线下交往的关系ꎮ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ꎬ我国网民规

模达 ７.７ 亿ꎬ人均周上网时长为 ２７ 小时ꎬ互联网已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但电

视仍然是我们社会的文化宣传中心ꎬ收看电视是每个家庭日常生活的必备节目ꎮ 不可否认ꎬ在某

些无法上网、看电视的时刻ꎬ收听广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线上活动方式ꎮ 正如前文理论阐述所表

明ꎬ线上活动时间与线下社会交往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ꎬ两者既可能是“互斥模式”ꎬ一方上

升ꎬ一方下降ꎻ也可能是“互动模式”模式ꎬ一方增加ꎬ另一方也增加ꎮ 由此可作如下假设:
假设 ３ａ:上网时间越长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差ꎮ
假设 ３ｂ:看电视时间越长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差ꎮ
假设 ３ｃ:收听广播时间越长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越差ꎮ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ＣＧＳＳ)研究青年群

体的社会交往问题ꎮ ＣＧＳＳ 调查覆盖全国 ２８ 个省 /市 /自治区的 ４７８ 个村居ꎬ共完成有效问卷

１０９６８ 份ꎮ 其中ꎬ“８０ 后”“９０ 后”青年群体规模大、数量多、代表性好ꎬ能够很好地反映总体样本

情况ꎮ 同时ꎬ２０１５ 年的调查数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线上活动时间、年龄、性别、婚姻等多方面变

量ꎬ为详细分析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提供了数据保障ꎮ
(二)变量

１.因变量

对于社会交往这样一个宽泛且抽象的理论概念ꎬ在研究中须将其转化为可测量和操作的具

体变量ꎮ 本文使用“社会交往”“邻居交往”“朋友交往”三个变量多角度衡量青年群体的线下社

会交往状况ꎮ “社会交往”变量衡量青年群体总体社会交往状况ꎬ使用 ＣＧＳＳ 调查数据中的问题

“在过去一年中ꎬ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社交 /串门?”来衡量ꎬ回答包括“１ 经常与频繁、２ 有

时、３ 很少与从不”三个选项ꎮ “邻居交往”变量衡量青年群体与左邻右舍的交往状况ꎬ使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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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的问题“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怎样的?”来测量ꎬ调整后的答案

包括“１ 频繁、２ 经常、３ 较少、４ 从不”四个选项ꎮ “朋友交往”变量衡量青年群体与亲朋好友的交

往状况ꎬ使用调查数据中的问题“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怎样的?”
来衡量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 频繁、２ 经常、３ 较少、４ 从不”四个选项ꎮ

２.主要自变量

青年群体的线下交往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ꎬ受到经济社会地位、线上活动时间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ꎮ 其中ꎬ经济社会因素主要包括职业类型、教育程度、自评阶层、人均收入、房产数量、住
房面积等变量ꎮ “职业类型”变量使用调查数据中“单位类型” “所有制行政”两个问题合并衡

量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ꎬ２ 国有、集体、外资企业ꎬ３ 私有、民营

企业ꎬ４ 无单位 /自雇(包括个体户)ꎬ５ 务农ꎬ６ 目前没有工作ꎬ７ 从未工作过”等多个选项ꎮ “教育

程度”包括“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４ 大学专科、５ 大学本科及以上”五个选项ꎮ “自评阶

层”使用调查问题“您认为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来衡量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 很低、２ 较低、
３ 中等、４ 较高、５ 很高”五个选项ꎮ “家庭人均收入”使用调查数据中的两个问题“您家 ２０１４ 年全

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您家目前住在一起的通常有几个人?”综合计算而得ꎬ调整后的答案包

括“１ 万元及以下、１—３ 万元、３—５ 万元、５ 万元以上”几个选项ꎮ “房产数量”使用调查问题“您
家现拥有几处房产?”来测算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０ 套、１ 套、２ 套、３ 套及以上”几个选项ꎮ “现住

房人均面积”使用调查数据中的两个问题“您现在住的这座住房的套内建筑面积是”“您家目前

住在一起的通常有几个人?”综合计算而得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０ 平方米及以下、１０—２０ 平方

米、２０—３０ 平方米、３０—４０ 平方米、４０—５０ 平方米、５０ 以上平方米”多个选项ꎮ
线上活动因素主要包括互联网使用、电视收看、广播收听等变量ꎮ “上网”变量使用调查问

题“过去一年ꎬ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来测算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 从不、２ 很少、３
有时、４ 经常、５ 非常频繁”五个选项ꎮ “电视收看”使用调查数据中的问题“过去一年ꎬ您对电视

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来测算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 从不、２ 很少、３ 有时、４ 经常、５ 非常频繁”
五个选项ꎮ “广播收听”使用调查数据中的问题“过去一年ꎬ您对广播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来衡

量ꎬ调整后的答案包括“１ 从不、２ 很少、３ 有时、４ 经常与非常频繁”四个选项ꎮ
３.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或干扰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因素:一是代际差异ꎬ包括

“８０ 后”“９０ 后”两个分类ꎻ二是性别差异ꎬ包括男性和女性ꎻ三是婚姻状况ꎬ包括未婚、已婚两个

选项ꎮ
(三)模型方法

依前文所述ꎬ本文所用“社会交往”“邻居交往”“朋友交往”三个因变量都为序次变量ꎬ针对

序次因变量ꎬ最为常用的是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ꎮ 但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条件———平

行线假定①ꎬ即变量每个跨度之间的难易程度是相等的ꎮ 举例来说ꎬ考试成绩从及格到良好ꎬ和
从良好到优秀之间难易程度要相等ꎮ 现实中这一假设往往很难得到满足ꎬ有效的应对方法是广

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ꎬｇｏｌｏｇｉｔ)ꎮ 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规避了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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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Ｗｏｌｆｅ Ｒ ａｎｄ Ｇｏｕｌｄ Ｗꎬ“Ａｎ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ꎬＳｔ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Ｖｏｌ.７ꎬ
Ｎｏ.４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２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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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ꎬ使得回归结果更加符合现实情况ꎮ① 其基本的公式如下:

Ｐ(Ｙｉ>ｊ)＝ ｇ(Ｘβ ｊ)＝
ｅｘｐ(α ｊ＋Ｘ ｊβ ｊ)

１＋{ｅｘｐ(α ｊ＋Ｘ ｉβ ｊ)}
ꎬ　 ｊ＝ １ꎬ２ꎬꎬＭ－１

其中ꎬＭ 是序次因变量的类别数量ꎬＹ 的每个取值 １ꎬ ꎬＭ 的概率等于:
Ｐ(Ｙｉ ＝ １)＝ １－ｇ(Ｘ ｉβ１)
Ｐ(Ｙｉ ＝ ｊ)＝ ｇ(Ｘ ｉβ ｊ－１)－ｇ(Ｘ ｉβ ｊ)　 ｊ＝ ２ꎬꎬＭ－１
Ｐ(Ｙｉ ＝Ｍ)＝ ｇ(Ｘ ｉβＭ－１)
当 Ｍ＝２ 时ꎬ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等价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ꎮ 当 Ｍ >２ 时ꎬ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

等价于一系列的二元逻辑回归ꎬ其中因变量的类别被组合在一起ꎻ如 Ｍ＝ ４ꎬ当 Ｊ ＝ １ 时ꎬ是第 １ 类

与第 ２、３、４ 类形成对比ꎻ当 Ｊ＝ ２ 时ꎬ是在 １ 和 ２ 与 ３ 和 ４ 之间形成对比ꎻ对于 Ｊ＝ ３ꎬ它是第 １、２、３
类和第 ４ 类之间形成对比ꎮ

同时ꎬ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平行线假设也是一种特殊的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ꎮ 平行线模型可以

写成:

Ｐ(Ｙｉ>ｊ)＝ ｇ(Ｘβ)＝
ｅｘｐ(α ｊ＋Ｘ ｉβ)

１＋{ｅｘｐ(α ｊ＋Ｘ ｊβ)}
ꎬ　 ｊ＝ １ꎬ２ꎬꎬＭ－１

平行线模型和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公式是相同的ꎬ除了在平行线模型中 β(但不是 α)对于

所有 ｊ 的值是相同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６)ꎮ

三、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在本文涉及 ２４１１ 个青年样本中ꎬ“８０ 后”青年 １４７０ 位ꎬ“９０ 后”青年 ９４１ 位ꎻ男性 １１４２ 个ꎬ女
性 １２６９ 个ꎻ未婚 ９６８ 位ꎬ已婚 １４４３ 位ꎮ 从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总体状况来看ꎬ７.５％从不参加社

会交往ꎬ３１％很少参加社会交往ꎮ 从邻居交往的比例来看ꎬ１９.５％的青年从不与邻居交往ꎬ２５％很

少与邻居交往ꎮ 从朋友交往的状况来看ꎬ３.５％的青年从不与朋友交往ꎬ２１.５％的青年很少与朋友

交往ꎮ
(二)模型分析结果

表 １ 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状况的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ꎬ职业类型能够影响社会交

往状况ꎬ务农人员参与社会交往的频次明显低于参照组ꎬ前文假设 １ａ 得到验证ꎮ 在控制了其他

因素以后ꎬ教育程度并不影响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ꎮ 数据分析显示ꎬ自评阶层能够影响总体

社会交往状况ꎬ自评得分较高的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状况更差一些ꎬ假设 １ｃ 得到相反的验证ꎮ 家

庭人均收入并不影响青年的社会交往ꎬ但房产数量却是显著因素ꎬ与没有住房的青年相比ꎬ一套

住房的青年群体很少、从不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上升 ４１％ꎬ两套住房的概率上升一倍还多ꎬ
假设 ２ｂ 也得到相反的结果ꎮ 从线上活动时间来看ꎬ互联网的使用频次能够影响到青年群体的总

体社会交往状况ꎬ上网非常频繁的青年ꎬ其很少、从不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增加 ７８％ꎮ 电视

也是影响青年群体线下社会交往的显著因素ꎬ与参照组从不看电视相比ꎬ有时、经常、非常频繁看

电视的青年群体很少、从不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上升 ９６％、１２９％、１３７％ꎮ 广播收听时间的

８１１

①熊彬、马世杰:«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企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广义定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ꎬ«国际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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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ꎬ也会降低青年参与社会交往的比例ꎮ 假设 ３ａ、３ｂ、３ｃ 都得到模型结果的验证ꎮ
表 １　 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状况的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结果(参照组:经常、频繁)

很少、从不 有时

系数 系数

社会经济地位

职业类型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参照组)
国有、集体、外资企业 －０.０７１ ０.２６０
私有、民营企业 ０.２４９ ０.１３７
无单位 / 自雇(包括个体户 )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务农 ０.７００ ∗∗ ０.７２５ ∗∗
目前没有工作 ０.２７８ ０.３７６
从未工作过 －０.１２４ －０.２２８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４
高中 / 中专 / 技校 －０.３１１ －０.３０７
大学专科 －０.０９６ －０.１５２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０.０９１ －０.２３６

自评阶层

很低(参照组)
较低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８
中等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３
较高 ０.３８１ ∗ ０.３７７
很高 ０.１７５ ０.０２８

家庭人均收入

１ 万元及以下(参照组)
１—３ 万元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２
３—５ 万元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２
５ 万元以上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６

房产数量

０ 套(参照组)
１ 套 ０.３４３ ∗ ０.３６９
２ 套 ０.７０８ ∗∗∗ １.０５０ ∗∗∗
３ 套及以上 ０.５６７ ∗ ０.８１８ ∗∗

现住房人均面积

１０ 平方米及以下(参照组)
１０—２０ 平方米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４
２０—３０ 平方米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８
３０—４０ 平方米 ０.００６ ０.１３５
４０—５０ 平方米 ０.１５３ ０.３０６
５０ 以上平方米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４

线上活动时间

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０９５ －０.２０９
有时 ０.２０２ －０.４５９
经常 ０.３５３ ０.０４９
非常频繁 ０.５７７ ∗ ０.１５８

电视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０４０ －０.２３６
有时 ０.６７１ ∗∗ ０.３２９
经常 ０.８２７ ∗∗ ０.２１７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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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频繁 ０.８６１ ∗∗ ０.４５３
广播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２７３ ∗ ０.０２８
有时 ０.２９１ ０.１６４
经常与非常频繁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７

　 注:∗ｐ< ０.０５ꎻ∗∗ｐ< ０.０１ꎻ∗∗∗ｐ< ０.００１ꎮ

表 ２ 青年群体邻居交往状况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ꎬ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ꎬ职业类型与青年

群体的邻居交往状况并没有显著关系ꎮ 与参照组(小学及以下)相比ꎬ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选择

较少、从不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降低 ５７％ꎬ大学专科降低 ６６％ꎬ大学本科及以上降低

６８％ꎬ假设 １ｂ 得到验证ꎮ 自评阶层状况是影响青年群体邻居交往的显著因素ꎬ与参照组(自评很

低阶层)相比ꎬ自评中等阶层和自评较高阶层从不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上升ꎬ假设 １ｃ
仍然得到相反的验证结果ꎮ 数据分析显示ꎬ家庭人均收入越高ꎬ与邻居交往的比例越高ꎻ而家庭

收入越低ꎬ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比例越低ꎮ 例如ꎬ与参照组(１ 万元及以下)相比ꎬ家庭人均收

入在 １－３ 万元的从不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下降 ３９％ꎬ３—５ 万元的下降 ６６％ꎬ５ 万元及以

上的下降 ７３％ꎬ假设 ２ａ 得到部分验证ꎮ 房产数量是影响邻居交往状况的显著因素ꎬ与参照组(０
套)相比ꎬ１ 套群体从不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上升 １.１２ 倍ꎬ２ 套群体上升 １.０６ 倍ꎬ假设 ２ｂ
得到相反的实证结果ꎮ 与参照组(人均住房面积在 １０ 平方米及以下)相比ꎬ人均住房面积为

１０—２０ 平方米的青年群体选择从不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下降 ４８％ꎬ假设 ２ｃ 得到部

分验证ꎮ 从线上变量来看ꎬ与从不上网的参照组相比ꎬ上网非常频繁的青年群体与邻居的社会交

往水平更高一些ꎬ假设 ３ａ 出现相反的例证ꎮ 但看电视的结果恰恰相反ꎬ与从不看电视的参照组

相比ꎬ经常看电视的青年群体从不与邻居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上升 １.２８ 倍ꎬ频繁看电视的青年

群体从不与邻居交往的概率上升 １.５６ 倍ꎬ假设 ３ｂ 进一步得到验证ꎮ 广播收听时间的增加ꎬ也会

降低青年群体邻居交往的比例ꎬ假设 ３ｃ 得到验证ꎮ
表 ２　 青年群体邻居交往状况的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结果(参照组:频繁)

从不 较少 经常

系数 系数 系数

社会经济地位

职业类型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参照组)
国有、集体、外资企业 －０.２５２ －０.４５６ ∗ －０.３５７
私有、民营企业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３ －０.０６９
无单位 / 自雇(包括个体户 )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２ ０.０５８
务农 ０.２２９ ０.３３８ ０.４４５
目前没有工作 －０.２６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１
从未工作过 ０.２７９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７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０.１７２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８
高中 / 中专 / 技校 －０.７０６ －０.８５４ ∗∗ －０.６６１ ∗∗
大学专科 －０.７５２ －１.０７６ ∗∗∗ －０.８６０ ∗∗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０.８５５ －１.１４３ ∗∗∗ －０.９６９ ∗∗∗

自评阶层

很低(参照组)
较低 ０.０９５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９
中等 ０.４３６ ∗ ０.３１３ ０.１９６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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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０.５６５ ∗ ０.４１５ ∗ ０.３９１
很高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１ ０.４７４

家庭人均收入

１ 万元及以下(参照组)
１—３ 万元 －０.４９８ ∗ －０.１６２ －０.２９６ ∗
３—５ 万元 －１.０７７ ∗∗∗ －０.５６５ ∗∗ －０.５７０ ∗∗
５ 万元以上 －１.３０２ ∗∗∗ －０.４８９ ∗ －０.４７４ ∗

房产数量

０ 套(参照组)
１ 套 ０.７５３ ∗∗∗ ０.４３１ ∗ ０.６６７ ∗∗
２ 套 ０.７２４ ∗∗ ０.６８８ ∗∗ １.０３５ ∗∗∗
３ 套及以上 ０.４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８４０ ∗

现住房人均面积

１０ 平方米及以下(参照组)
１０—２０ 平方米 －０.６５０ ∗ －０.２１８ －０.０９９
２０—３０ 平方米 －０.５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３５４
３０—４０ 平方米 －０.３９８ －０.２６０ ０.０６２
４０—５０ 平方米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８ ０.２５０
５０ 以上平方米 ０.１２６ ０.３４３ ０.３３２

线上活动时间

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０９６ ０.５２４ －０.１１６
有时 －０.６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３
经常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９ ０.１６０
非常频繁 －１.０３２ ∗ －０.０８１ －０.２１８

电视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７７８ ∗ ０.０５２ －０.３７５
有时 ０.４１６ －０.２０１ －０.３２５
经常 ０.８２６ ∗∗ ０.４５２ －０.０１０
非常频繁 ０.９３９ ∗∗ ０.３５４ ０.２７８

广播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３２８ ∗ ０.１２５ ０.０４２
有时 ０.２０２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７
经常与非常频繁 －０.１９１ －０.２６２ －０.４９０

　 注:∗ｐ< ０.０５ꎻ∗∗ｐ< ０.０１ꎻ∗∗∗ｐ< ０.００１ꎮ

表 ３ 数据分析显示ꎬ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ꎬ职业类型与青年群体的朋友交往之间并没有显

著关系ꎮ 从教育程度来看ꎬ与参照组小学及以下相比ꎬ初中文化程度青年从不与朋友进行社会交

往的概率明显升高ꎬ假设 １ｂ 出现相反的例证ꎮ 自评阶层状况是影响朋友交往的显著因素ꎬ与参

照组(自评很低阶层)相比ꎬ自评较低阶层、自评中等阶层、自评较高阶层较少、从不与朋友交往

的概率显著上升 ７０％、８３％、８４％ꎬ假设 １ｃ 进一步得到相反的验证结果ꎮ 模型分析显示ꎬ家庭收

入水平与青年群体朋友交往之间没有显著关系ꎮ 而房产数量是影响朋友交往状况的显著因素ꎬ
与参照组(０ 套)相比ꎬ３ 套及以上群体从不与朋友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下降 ８９％ꎬ假设 ２ｂ
得到了正向的验证ꎮ 与参照组(人均住房面积在 １０ 平方米及以下)相比ꎬ人均住房面积在 １０—
２０ 平方米的青年群体选择较少、从不与朋友进行社会交往的概率显著上升 ６０％ꎬ２０—３０ 平方米

的概率增加 １.０４ 倍ꎬ４０—５０ 平方米的增加 １.２３ 倍ꎬ假设 ２ｃ 得到相反的验证结果ꎮ 与从不上网

的参照组相比ꎬ经常上网和上网非常频繁的青年群体较少、从不与朋友交往的概率显著上升

８０％、７３％ꎬ假设 ３ａ 进一步得到验证ꎮ 与邻居交往不一致的地方是ꎬ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互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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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频次等因素以后ꎬ看电视的频率与青年群体的朋友交往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ꎮ 广播收

听时间的增加ꎬ也会降低青年群体朋友交往的比例ꎬ假设 ３ｃ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ꎮ
表 ３　 青年群体朋友交往状况的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结果(参照组:频繁)

从不 较少 经常

系数 系数 系数

社会经济地位

职业类型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参照组)
国有、集体、外资企业 ２.０４８ －０.０４４ －０.３７５
私有、民营企业 －０.０４２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４
无单位 / 自雇(包括个体户 )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９
务农 －０.４４６ ０.０２６ ０.２８８
目前没有工作 －０.２１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４
从未工作过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８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０.８４０ ∗ －０.１９７ ０.０２３
高中 / 中专 / 技校 ０.５０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１
大学专科 ０.１０７ ０.３３９ －０.１０２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０.８７５ －０.１６９ －０.２７０

自评阶层

很低(参照组)
较低 ０.７４６ ０.５３１ ∗∗ ０.３４８
中等 ０.８４３ ∗ ０.６０６ ∗∗∗ ０.５５１ ∗∗
较高 ０.７９８ ０.６１１ ∗∗ ０.６３１ ∗∗
很高 ０.２４１ ０.４８５ ０.２７７

家庭人均收入

１ 万元及以下(参照组)
１—３ 万元 ０.５０７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３
３—５ 万元 ０.１２７ ０.２６６ －０.１３７
５ 万元以上 ０.１９４ ０.２７３ ０.３６５

房产数量

０ 套(参照组)
１ 套 －０.４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３３９
２ 套 －０.８９３ ０.２９８ ０.６９９ ∗∗
３ 套及以上 －２.２３５ ∗∗∗ －０.００５ ０.６８７ ∗

现住房人均面积

１０ 平方米及以下(参照组)
１０—２０ 平方米 ０.０８７ ０.４６７ －０.０４９
２０—３０ 平方米 ０.１２０ ０.７１３ ∗∗ ０.２３２
３０—４０ 平方米 －０.０８６ ０.５４５ ∗ ０.２２４
４０—５０ 平方米 ０.７４９ ０.８０４ ∗∗ ０.２０４
５０ 以上平方米 ０.１８５ ０.６０２ ∗ ０.０９０

线上活动时间

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２８１ ０.２９９ ０.１５３
有时 －０.６６９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８
经常 ０.５４１ ０.５８７ ∗ ０.３７５
非常频繁 ０.３１８ ０.５４８ ∗ ０.２８０

电视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９６４ ０.２３３ －０.０２９

２２１



李华香:社会经济地位、线上活动时间与青年群体线下社会交往

有时 ０.３３２ ０.４４３ ０.２３８
经常 ０.６００ ０.２９４ ０.１０９
非常频繁 ０.７７７ ０.２７８ ０.０９５

广播

从不(参照组)
很少 ０.８１６ ∗ ０.２７５ ∗ ０.０９１
有时 ０.６７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８
经常与非常频繁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４

　 注:∗ｐ< ０.０５ꎻ∗∗ｐ< ０.０１ꎻ∗∗∗ｐ< ０.００１ꎮ

四、总结与讨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ꎬ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ꎮ 而朝气蓬勃

的青年人员要成功实现他们的出彩人生ꎬ社会交往是其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一堂课ꎮ 本文在社

会结构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社会交往理论的基础上ꎬ使用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ＣＧＳＳ)ꎬ借助广义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ꎬ实证研究“８０ 后”“９０ 后”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ꎮ 其结果有如下发现:
(一)高度重视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ꎬ青年群体 ７.５％从来不进行社会

交往ꎬ３１％很少进行社会交往ꎮ 人类属于群居动物ꎬ无法离开他人而独自生活ꎻ人不是生而为人

类的ꎬ而是通过社会交往才成为人类的ꎮ 亚当斯密认为ꎬ社会是一个庞大的人际交往的网络ꎬ
其中每个人都被它的褒贬、毁誉、是非评价所控制ꎮ 正因如此ꎬ积极参与社会交往ꎬ积极与朋友、
邻居互动ꎬ是青年个体体力、智力等能力逐步增强的必要条件ꎬ是青年人群应对现代社会庞大而

复杂环境的必备素质ꎮ 当然ꎬ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也是促进社会协作、社会团结的良好渠道ꎮ 因

此ꎬ针对当前青年群体社会交往意愿较低、能力不足的现实情况ꎬ我们亟需进一步采取对策与措

施ꎬ提高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水平ꎬ增加青年群体的社会互动频率ꎮ
(二)广泛开展邻里复兴运动ꎮ 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ꎬ青年务农人员参与社会交往的频次

明显较低ꎻ教育程度越低ꎬ青年群体与邻居交往的概率越低ꎻ家庭人均收入越少ꎬ与邻居交往的概

率越低ꎮ 换言之ꎬ社会经济地位越低ꎬ与邻居交往的频率越低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ꎬ与邻居交往的

频率越高ꎮ 我们一方面应关注青年群体的社会结构与阶层差异ꎬ进一步提高青年群体的经济社

会地位ꎮ 特别是对于务农人员、教育程度较低人员等ꎬ要大力实施职业教育、专业培训等能力提

升手段ꎬ促进青年群体焕发激情热情ꎬ积极创新、创业ꎬ为他们打通向上流动、人生出彩的渠道ꎮ
另一方面ꎬ要采取更多措施ꎬ推进青年人员与街坊四邻的社会交往ꎮ 在社区内举行各种交往活

动ꎬ如定期相互拜访ꎬ交换节日礼品、周末街坊聚会等ꎬ加强邻里之间的互动ꎬ增强邻里的沟通和

了解ꎬ培育邻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三)积极促进“朋友圈”的线下交往ꎮ 实证数据表明ꎬ自评阶层中等的青年群体朋友交往状

况最差ꎻ人均住房面积较大的群体ꎬ其朋友交往的概率相对较小ꎮ 换言之ꎬ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

群体ꎬ如中产阶级ꎬ其朋友交往的状况相对较差ꎮ 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其一ꎬ增强与朋友线

下交往的意识ꎮ 线上交往再多ꎬ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在场交往ꎮ 尤其是中等阶层ꎬ平日忙于劳动

工作与家庭照料ꎬ往往疏忽了与亲朋好友的聚会与互动ꎮ 青年人员要特别注重与朋友的线下交

往ꎬ增加见面交流的机会ꎬ这样既愉悦了朋友ꎬ又安慰了自己ꎮ 其二ꎬ丰富“朋友圈”线下交往的

形式ꎮ 朋友之间多组织读书会、体育锻炼、娱乐休闲、户外聚餐等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活动ꎬ既陶

冶了情操ꎬ又扩展了交往范围ꎬ缓解了工作生活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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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安排线上活动时间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ꎬ本文研究发现ꎬ频繁的线上活动(如上

网、电视等)显著减少了青年群体的线下社会交往ꎮ 随着传播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ꎬ微博、微信、
网络等个体传媒和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日新月异和多样化使青年人员花费在线上的时间不

断增多ꎬ“网瘾症”“低头族”“手机控”数量也在不断上升ꎬ网络隔绝了自我与外部世界ꎬ触屏时

代正在快速降低人们的社交能力ꎬ青少年花费在串门走户的时间越来越少ꎮ 因此ꎬ凡事预则立ꎬ
不预则废ꎬ青少年需要合理规划自己的日常安排ꎬ优先安排工作、学习等时间ꎬ闲暇进行读书、锻
炼等ꎬ减少网络、手机、电视等的使用频次ꎮ 特别是要矫正网络拖延症、手机依赖症等ꎬ以健康积

极的心态ꎬ迎接每天的充实生活ꎮ
(五)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的互相促进ꎮ 其一ꎬ线上交往对象与线下交往对象的互补ꎮ 线上

交往多为“陌生人社会”ꎬ通过线上频繁的交流互动ꎬ可以发展成为线下的见面与深交ꎬ进化成为

“熟人社会”ꎮ 其二ꎬ线上、线下交往的时空互补ꎮ 线下交往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ꎬ人们的社会

交往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内发生的ꎬ而线上交往相当于吉登斯论述的脱域空间ꎬ时
间、空间受到的限制较少ꎬ甚至是不受限制ꎮ 线上与线下时空的不同特点正好决定了两者之间可

以很好地互补ꎬ共同促进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ꎮ 其三ꎬ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形式的互补ꎮ 传统线

下交往是人们在各种实际空间内通过自己的语言表情、身体行动进行的直接的、具体的活动ꎬ而
当今线下交往是人们在虚拟空间内通过信息、符号、词句进行的匿名的、隐藏的活动ꎮ 组织表达

形式的差异有利于线上交往和线下交往更好地、共同地辐射和深入ꎮ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Ｌｉ Ｈｕａｘｉ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１０００４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ＣＧＳ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９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７.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ｌｅ ３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ｈａ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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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构建
∗①

杜　 颖　 李桂花
(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吉林 长春ꎬ１３００１２ )

　 　 摘要:　 休闲消费不仅是经济行为ꎬ也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和体现其生命价值的文化行为ꎮ 目前ꎬ我国的休闲

消费存在着休闲消费结构不合理、休闲产品供求失衡、休闲消费环境不容乐观等问题ꎮ 其原因主要是对休闲消费

认知的偏差、社会在休闲发展上没有形成合力以及对休闲发展缺乏政府的有效引导等ꎮ 这不仅影响休闲消费价值

目标的实现ꎬ也影响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ꎮ 从休闲教育体系的建立、休闲发展合力的统筹和政府调控作用

的发挥来探寻实现理性休闲消费的现实路径ꎬ才能彰显当代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时代价值ꎮ
关键词:　 休闲消费ꎻ理性休闲消费ꎻ休闲教育体系ꎻ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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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ꎬ它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ꎬ并改变着人的存在状态ꎮ 至

于消费在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地位和作用ꎬ马克思早就指出:“消费直接是生产”ꎬ“没有消费ꎬ
也就没有生产”ꎮ②随着当今社会休闲时代的到来ꎬ休闲消费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方

面ꎮ 所谓休闲消费ꎬ是指休闲主体在休闲时间里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耗ꎬ它注重消费过程

的精神体验和生命价值ꎮ 然而ꎬ从我国现阶段来看ꎬ休闲消费还存在着诸如休闲消费结构不合

理、休闲产品供求失衡、休闲消费环境不容乐观等问题ꎮ 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ꎬ积极探

寻其解决路径ꎬ即实现理性休闲消费ꎬ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ꎮ

一、当代中国休闲消费存在的问题

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ꎬ休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与此同时ꎬ休闲消费占人们

生活消费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ꎮ 不过ꎬ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ꎮ 就目前而言ꎬ
我国休闲消费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ꎬ休闲消费结构不合理ꎮ 休闲消费结构是指在休闲活动中ꎬ人们在休闲时间内所消耗的不

同类型的休闲服务产品和劳务的比例及构成关系ꎮ 休闲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休闲消费的质量变化

状况以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ꎮ③我国休闲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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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偏重娱乐性休闲消费ꎬ轻视知识性休闲消费ꎮ 娱乐性休闲消费一般不需要休闲主体掌握操作

技能ꎬ且消费支出低廉ꎬ足不出户也可以进行ꎬ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ꎮ 相反ꎬ知识性休闲消费包

括读书、插花、绘画、编织、参观博物馆等ꎮ 它要求休闲主体具备一定的操作技能、相关的知识背景

等ꎬ这就导致人们的参与度较低ꎮ 二是休闲物质产品消费的奢侈化ꎬ休闲劳务消费的趋同化ꎮ 休闲

物质产品消费通常是指对具有物质实体的休闲产品的消费ꎮ 我国高端艺术品消费市场呈蓬勃发展

态势ꎬ但一些高端艺术品消费者并不能欣赏其应有的艺术价值ꎬ只是作为向人炫耀自己财力的手

段ꎬ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ꎮ 休闲劳务消费是指休闲消费过程中没有物质实体ꎬ生产与消费在同一

时间发生ꎮ 休闲劳务消费的方式应是多元的、自由的ꎬ亦即富有鲜明个性的活动ꎬ不应千人一面ꎮ
但是ꎬ在我国休闲劳务消费中ꎬ人们更多偏重于以旅游度假为主的单一休闲消费ꎮ

其次ꎬ休闲产品供求失衡ꎮ 人们在休闲消费中ꎬ休闲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

休闲消费的水平和质量ꎮ 现阶段ꎬ我国休闲产品还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状况ꎬ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休闲产品单一ꎬ缺乏具有特色的休闲产品ꎮ 目前ꎬ我国休闲产品以一般性、大众化

产品为主ꎬ缺少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地域特色的休闲产品ꎮ 尽管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

和多民族文化的国家ꎬ休闲活动丰富而多姿多彩ꎬ但休闲产品没有被合理地开发ꎬ不能满足现如

今人们多元化的休闲需求ꎮ 二是商业性的休闲产品较多ꎬ公益性的休闲产品较少ꎮ 从我国已建

成的休闲项目和休闲设施来看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休闲产品较多ꎮ ２０１７ 年我国共有公共图

书馆 ３１６６ 个、博物馆 ４７２１ 个ꎮ 按照目前的人口计算ꎬ我国每 ４４ 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ꎬ每 ２９ 万

人拥有一个博物馆ꎮ 而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ꎬ在城市化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ꎬ一般

会达到平均每 １０—２０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ꎮ 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欧洲小国比如丹麦、比利

时等已达到 １—２ 万人一个博物馆ꎮ① 可见ꎬ与发达国家相比ꎬ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ꎮ
最后ꎬ休闲消费环境不容乐观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休闲消费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ꎮ 休闲消费

环境是指对休闲消费产生影响的所有外界事物ꎬ也就是休闲消费者周围的情况和条件ꎮ 它也存

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与措施不完善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国务院

发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ꎬ但是ꎬ我国年休假制度落实率仅有 ５０％左右ꎬ落实率较低成为制

约休闲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二是休闲消费的直接环境不佳ꎮ 这里的直接环境是指休闲活动中

的具体环境ꎬ即狭义上的休闲消费环境ꎬ包括休闲消费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ꎮ 如在旅游景区

环境中ꎬ一些景区在开发时就破坏生态环境ꎻ旅游人数超过了景区所能承载的规模ꎬ导致景区垃

圾遍地ꎬ造成环境污染ꎮ 在文化娱乐环境中ꎬ网上娱乐已经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但网络上也充斥着各种低俗的信息、网络色情、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ꎮ 在体育健身环境中ꎬ随着

健身人数的增加ꎬ因健身而导致的事故频发ꎮ 由于对健身器材的不当使用ꎬ锻炼空间的狭小ꎬ都
容易造成安全事故ꎮ

二、当代中国休闲消费问题的成因

我国休闲消费中存在着休闲消费结构不合理、休闲产品供求失衡、休闲消费环境不容乐观等

问题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是对休闲消费认知的偏差、社会在休闲发展上没有形成合力以及对休闲发

展缺乏政府的有效引导等ꎮ 只有深入剖析这些成因ꎬ才能更好地探寻理性休闲消费的实现路径ꎮ
首先ꎬ对休闲消费认知的偏差ꎮ 休闲消费认知是指在休闲消费过程中ꎬ主体对休闲消费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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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特征、价值整体地、系统地把握ꎮ 休闲消费认知是休闲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ꎮ 其一ꎬ对休

闲与劳动关系的认知偏差ꎮ 劳动与休闲的二元对立观由来已久ꎬ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休闲就是对

劳动的补偿ꎬ而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休闲与劳动都是人的必然存在状态ꎮ 因此ꎬ人们就会带着“休
闲以补偿劳动”的心理ꎬ为了满足感官的刺激和肉体的欢愉ꎬ更多地进行娱乐性休闲消费ꎮ 还有

一些人认为休闲消费必然是高消费ꎬ只有高消费才能实现人的高层次的休闲需要ꎬ于是便逐渐沉

沦在高消费的物欲世界里ꎮ 其二ꎬ对休闲消费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认知偏差ꎮ 马克思曾指出:
“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ꎬ这样ꎬ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

必需的空间ꎬ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ꎮ”①这就是说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牺

牲工人的精神发展为基础的ꎬ但休闲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ꎮ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ꎬ休闲消

费旨在服务于休闲ꎬ亦是以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ꎮ 然而ꎬ在实际的休闲消费

过程中ꎬ人们忽略了对人的社会关系、能力和自由个性发展的满足ꎬ造成人的休闲消费活动的趋

同化、标准化ꎬ休闲消费演变成外在的捆绑和束缚ꎮ
其次ꎬ社会在休闲发展上没有形成合力ꎮ 是否具有高质量的休闲体验是休闲消费中能否实

现休闲价值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我国休闲消费环境中存在的问题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在

休闲发展上没有形成合力ꎮ 一方面ꎬ休闲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居
民休闲需求的旺盛ꎬ我国显现出休闲产业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ꎮ 另外ꎬ休闲产业的投资

人往往忽视对休闲产品的深度开发ꎬ以致出现资源使用效率不高、质量良莠不齐、个性化产品缺

乏等问题ꎬ因而不能满足人们对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居民收

入对休闲消费也有着重要影响ꎮ 休闲消费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ꎬ社会经济的发展水

平提高ꎬ居民收入就会相应增加ꎬ从而促进休闲消费水平的提升ꎮ
最后ꎬ对休闲发展缺乏政府的有效引导ꎮ 从我国休闲消费存在的问题来看ꎬ政府对休闲发展

并没有进行整体而全面的指导ꎮ 政府在休闲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休闲管理等方面还处在比较分

散甚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部状态ꎬ这就导致相关的休闲政策落实不到位、休闲管理不科学、
休闲消费环境不容乐观等问题ꎮ 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政府对休闲政策和法规的颁布并不是

直接以发展休闲为目的ꎮ 目前ꎬ政府颁布的相关休闲政策和法规并没有清晰地冠以“休闲”之
名ꎬ而是立足于单个部门的某一特定产业ꎬ缺乏整体的有利于休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政策等ꎮ
二是我国政府设置的休闲管理部门比较分散、间接ꎬ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ꎮ 各部门在管理

时往往只针对本部门所管辖的休闲活动ꎬ从而忽略了休闲发展的整体性ꎮ 另外ꎬ各部门管理分

散ꎬ彼此之间的配合度、相关度不高ꎬ无法形成合力ꎮ

三、当代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路径选择

针对目前中国休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成因ꎬ确立理性休闲消费势在必行ꎮ 事实上ꎬ构建当代

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过程ꎬ就是改变现有休闲消费中不合乎理性或者说非理性的过程ꎬ也是使人

的休闲价值目标得以生成的过程ꎮ 具体而言ꎬ当代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实现路径ꎬ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入手ꎮ
(一)建立休闲教育体系ꎬ倡导理性休闲消费观念

休闲教育是理性休闲消费构建的主要途径ꎮ 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共同构建“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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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休闲教育体系ꎬ帮助休闲主体理解休闲本质ꎬ合理规划休闲生活ꎬ形成理性休闲消费观念ꎮ
首先ꎬ注重家庭休闲教育ꎮ 父母在家庭中应起到榜样引领的作用ꎬ摒除自身不良生活娱乐习

惯、消费习惯ꎬ用实际行动在家庭生活中引导孩子ꎬ提升孩子对休闲活动的认知ꎬ树立积极健康的

休闲观念ꎬ从而能够更加明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和休闲活动ꎮ
其次ꎬ开展学校休闲教育ꎮ “从人的成长规律来看ꎬ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ꎬ是一个通过教育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ꎮ”①学校作为青少年活动的主要场所ꎬ要注重课

堂教学中对学生休闲价值观的引导ꎬ阐明休闲教育的意义ꎬ扩展可以促进学生休闲意识和休闲技

能提高的教学方式和活动ꎮ 休闲教育的实践应突破校园ꎬ让学生自主寻求感兴趣的休闲实践活

动ꎬ老师在活动中给予相关指导ꎬ必要时给予一定帮助ꎮ 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各项能力ꎬ也让

学生将时间投入到他们感兴趣和热爱的活动中ꎬ感受到愉悦和放松ꎬ逐渐形成健康的休闲观念ꎬ
真正达成休闲教育的目的ꎮ

最后ꎬ发展社区休闲教育ꎮ 社区休闲教育可以采取多样化方式进行ꎬ可以用互联网技术建立

社区专门网站ꎬ通过网络视频、图片文字进行休闲教育ꎻ聘请休闲领域专家前往社区进行专题讲

座ꎬ普及健康休闲的理念ꎻ或利用宣传展板开展理性休闲消费展ꎬ也可以通过举办健康休闲知识

竞赛的方式ꎬ激发社区居民的兴趣ꎬ引导居民健康休闲ꎮ
(二)统筹休闲发展合力ꎬ完善理性休闲消费结构

为了构建理性休闲消费ꎬ必须统筹休闲发展合力ꎬ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休闲消费环境、
优化休闲产业发展结构入手ꎬ完善理性休闲消费结构ꎮ

首先ꎬ提高居民收入水平ꎮ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格局ꎬ要解决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ꎮ 在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中ꎬ平衡好居民、企业、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ꎬ完善收入分配的顶层

设计ꎬ通过对税收制度的改革ꎬ体现其合理性和公平性ꎮ 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ꎮ 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大的原因在于城乡发展不平衡ꎬ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ꎮ 东西部地区收

入差距大的原因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ꎬ通过形成东部帮西部的帮扶机制ꎬ把东部的人才、资金、
技术输入到西部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ꎬ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ꎮ 要通过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

差距ꎬ其中个人所得税是关键ꎮ 建议增加二胎生育的专项扣除项目ꎬ提高二胎子女教育扣除额

度ꎮ 另外ꎬ建立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额度的调整机制ꎬ使专项扣除额度随着物价和收入的增长而

逐年进行调整ꎬ从而引导居民把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理性休闲消费ꎮ
其次ꎬ改善休闲消费环境ꎮ 对休闲性商业消费来说ꎬ受到时间、地域、需求等因素的影响ꎬ容

易造成休闲产品或休闲服务的价格与价值偏离的情况ꎮ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严查休闲产品质量、
对有关的涉事人员进行严肃处理ꎬ尤其是在黄金周和小长假等人们出行休闲旺季ꎬ保障休闲消费

的良好商业环境ꎮ 同时ꎬ倡导进行健康有益的休闲消费活动ꎮ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理性休闲消费

观念的引导ꎬ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限制消极休闲消费的影响ꎬ提高人们的休闲生活质量ꎬ营造理

性休闲消费氛围ꎮ 另外ꎬ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ꎮ 发挥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

作用ꎬ加大农村休闲场所的建设力度ꎬ可以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模式ꎬ采用村民集资、社会捐助、互
联网融资等多种形式ꎬ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紧张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可以开发休闲农业ꎬ通过休

闲农业带动农村居民增收ꎬ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ꎮ
最后ꎬ优化休闲产业发展结构ꎮ 休闲产业的兴旺是理性休闲消费结构完善的基础ꎬ应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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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观调控下ꎬ合理布局休闲产业结构ꎬ在提高休闲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ꎬ满足大众

多元化的休闲消费需求ꎮ 在对休闲产品的开发上ꎬ既要面向大众需求ꎬ使全社会的休闲资源配置

向大多数人的休闲需求倾斜ꎬ也要照顾到少部分休闲主体的个性化需求ꎻ在休闲产品设计中要以

大众需求为主ꎬ兼顾小众的个性化需求ꎮ 另外ꎬ休闲产品的开发应立足于民族特色ꎬ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走进大众文化生活ꎬ这必将为休闲文化市场注入新的活力ꎮ
(三)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ꎬ提供理性休闲消费发展保障

在解决我国休闲消费存在的问题时ꎬ应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ꎬ从设立独立的国家休闲机构、
完善并落实我国休假制度、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入手ꎬ为理性休闲消费提供发展保障ꎮ

首先ꎬ设立独立的国家休闲机构ꎬ包括独立的国家休闲管理机构和独立的国家休闲研究机

构ꎮ 一方面ꎬ设立独立的国家休闲管理机构ꎮ 政府应理顺与休闲发展相关的部门职能ꎬ整合现有

休闲资源ꎬ设立独立的国家休闲管理机构ꎮ 第一步ꎬ在现有机构基础上突出休闲的职能ꎬ为民众

提供更高效的休闲服务ꎻ第二步ꎬ把各部门中具有休闲职能的机构合并在一起ꎬ成为国务院直属

机构ꎻ第三步ꎬ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ꎬ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ꎬ可考虑组建“国家休闲

管理部”ꎬ使之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ꎮ 另一方面ꎬ设立独立的国家休闲研究机构ꎮ 第一步ꎬ增加

高校休闲研究机构的数量ꎮ 在高校相关专业开设休闲课程ꎬ培养休闲学人才ꎬ为开展休闲科研工

作奠定基础ꎮ 依托高校成立休闲研究中心ꎬ结合本地区的休闲产业特色ꎬ服务于地方休闲发展ꎮ
第二步ꎬ待时机成熟时ꎬ可成立“中国休闲研究院”ꎬ使之成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ꎬ进而为我国

休闲经济的发展、休闲服务的提升、休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其次ꎬ完善并落实我国带薪年休假制度ꎮ 针对我国带薪年休假落实率较低的情况ꎬ要通过建

立惩罚机制来为之保驾护航ꎬ对于不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惩罚ꎮ 另外ꎬ与发达

国家相比ꎬ我国的带薪年休假天数偏少ꎬ带薪年休假最多为 １５ 天ꎬ而欧盟国家最少的带薪年休假

为 ２０ 天ꎮ 在条件成熟时ꎬ可以适当延长我国带薪年休假天数ꎮ
最后ꎬ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发展ꎮ 志愿服务是一个自愿的不计报酬的非政府性行为ꎮ 我国志

愿服务发展要注重三个方面:第一ꎬ全面培育志愿服务文化ꎮ 深化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培养ꎬ
使志愿者深刻认识到在奉献、帮助他人的同时ꎬ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ꎮ 第二ꎬ完善志愿者奖励机

制ꎮ 要明确奖励的具体细则ꎬ保障奖励措施的落实ꎬ推动志愿者奖励机制立法ꎬ保障志愿者的权

利ꎬ促进我国志愿服务稳步前进ꎮ 第三ꎬ提升志愿者志愿服务能力ꎮ 专业技能的提升不仅有利于

志愿服务的开展ꎬ同时志愿者自身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ꎮ 社会中的相关机构和高校应承担起志

愿者的培训责任ꎬ不仅要有专业技能的培训还要关注志愿者心理健康的发展ꎮ 培训的开展可以

通过课堂讲授、专题讲座和现场实践等多种形式进行ꎮ

四、当代中国理性休闲消费的时代价值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休闲消费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日趋突出ꎬ成为我国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环节ꎬ在推动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一)理性休闲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经济建设离不开理性休闲消费ꎮ 经济建设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ꎬ而且是“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第一项内容ꎬ它的根本宗旨是提升人民福祉ꎮ 经济建设能否取得成效ꎬ不仅在于国家

的经济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发展ꎬ而且还在于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要ꎮ 因此ꎬ在实践中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ꎬ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ꎬ不仅要依靠政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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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而且要依靠居民消费的增加ꎬ唯有如此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ꎬ理性休闲消费本质呈现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特征ꎬ这与

经济建设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ꎮ 在新的历史方位中ꎬ理性休闲消费对于当代消费经济的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ꎮ 理性休闲消费要以促进当地休闲消费、提高人民休闲消费品质为主要目标ꎬ积极开

拓休闲消费经济的表现形式ꎬ通过发展休闲消费产业促进农业、工业、商业融合发展ꎬ使休闲产业

朝着创新、个性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ꎮ 此外ꎬ休闲消费主体在休闲消费活动中的自主自由选择ꎬ
促使休闲产业多样化发展ꎬ满足人们日趋多样的消费需求ꎬ为地方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提供

助推力ꎬ使休闲经济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点ꎮ
(二)理性休闲消费促进我国政治建设顺利发展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ꎬ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发展人民民主ꎬ始终不渝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ꎮ 真实而广泛的人民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特征ꎮ 加快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ꎬ不仅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安定的环境ꎬ而且能够

提升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ꎮ 理论与实践充分表明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激发

人民创造活力ꎮ 理性休闲消费的自主性本质ꎬ表现为对消费者主体性的确认ꎬ也表现为消费者创

造力的发展ꎮ 民主政治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诉求ꎬ通过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ꎬ关注每一

个个体的休闲消费需求ꎬ回应民众的休闲消费期待ꎬ使休闲产业成为联络公民利益诉求与社会发

展的桥梁ꎬ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ꎮ 另外ꎬ休闲主体到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进行休闲活动ꎬ有助

于休闲主体公民意识的养成ꎬ将公民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ꎬ激发公民的政治

参与热情ꎬ监督政府的执政情况ꎬ从而创新民主政治建设的手段ꎮ
(三)理性休闲消费促进我国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无源之水ꎬ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ꎮ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始终与时俱进ꎬ始终在继承与创新中焕发活

力ꎮ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ꎬ休闲文化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ꎮ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

思想ꎬ要深入开发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资源ꎬ助力我国文化建设ꎬ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ꎬ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ꎮ 在挖掘我国休闲文化的同时ꎬ还要敢于借鉴国外优秀

休闲文化ꎬ丰富我国休闲文化内容ꎬ创新我国休闲文化发展ꎮ
理性休闲消费是对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高度关注ꎬ体现了休闲所具有的深厚的人文

关怀ꎮ 因此ꎬ要依托休闲文化积极创新和发展我国文化事业ꎬ使之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

新中产生牵引力ꎬ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第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ꎮ
(四)理性休闲消费促进我国社会建设大力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ꎬ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ꎬ保障群众基本生活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不断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ꎬ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ꎬ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ꎮ”①新时代、新起点ꎬ民生问题仍然是我党执政工作的重点ꎮ 为了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ꎬ就要站在人民的角度ꎬ多为人民谋福利ꎬ为民之忧而忧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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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在对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ꎬ有了更高层次的对精神需要满足的追求ꎮ 理性休闲消费更

多地关注人的精神需要ꎬ恰好契合了人们对高层次需要的需求ꎮ 在休闲活动中ꎬ通过增加公益性

休闲产品ꎬ完善休闲基础设施建设ꎬ使不同年龄、身份、地位的消费者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休闲活

动中来ꎬ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ꎬ使休闲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ꎮ
(五)理性休闲消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ꎬ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ꎬ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ꎮ”①理性休闲

消费的重要本质特征是生态性ꎮ 它是对奢侈性休闲消费、炫耀性休闲消费、过度性休闲消费的扬

弃ꎬ是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的基础上ꎬ对生态环境最大限度的保护ꎮ 在理性休闲消费中ꎬ休闲主

体意识到人不是要征服自然ꎬ而是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ꎬ深刻认识到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离不开

大自然ꎬ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ꎬ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ꎬ合理开发休闲产业ꎬ在休闲消费活动

中积极主动保护自然资源ꎬ为后代留下更多绿水青山、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ꎮ 理性休闲消费的观

念一旦形成ꎬ就会内化为行为准则ꎬ指导人们的休闲消费实践ꎬ使人的休闲需要与自然的可持续

发展之间达成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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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 年代海派传媒机制与左翼文学生产
———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为中心的考察∗①

余　 琼
(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００２３ )

　 　 摘要: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是典型的海派传媒机构ꎬ有着独具特色的商业运营策略和世俗趣味的文化趋向ꎮ
而在 １９３０ 年代ꎬ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同时也成为左翼文学的宣传阵地ꎮ 特别是“左联”成员郑伯奇加入良友后ꎬ该
公司一度成为左翼作家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园地ꎮ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对左翼文学的接受ꎬ把握住了民国社会

文学生态的文化资本规律ꎬ带有明显的商业意图ꎻ左翼作家利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的传媒机制ꎬ扩大了左翼

文学作为文化商品的生产线和消费场域ꎬ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ꎮ 两者实现了“民国”文化场域中不同性质的主

体的特殊合作关系ꎮ
关键词:　 左翼文学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ꎻ郑伯奇ꎻ海派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２－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６
作者简介:余琼(１９８８—　 )ꎬ女ꎬ山西长治人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重庆市社科规划博士项目“１９３０ 年代中共白区工作经验与左翼文学运动关系研究”
(２０１８ＢＳ３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谢力哲:«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 １９３０ 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ꎬ«重庆交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公司)是典型的海派传媒机构ꎬ在 １９３０ 年代它同时也成

为左翼文学的宣传阵地ꎮ 已有学者关注到左翼文学与作为海派传媒机构的良友公司的密切关

系ꎬ并试图探讨左翼文学在民国时期的生产机制问题ꎮ②然而ꎬ这一问题由于长期受到忽视而尚

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ꎮ 以商业利益为主要追求的海派传媒机构ꎬ为何在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出

版左翼文学时ꎬ依然向左翼文学敞开大门? 左翼文学是否本身就具有吸引商业出版的“商业性”
与“流行性”? 左翼文学与海派传媒机制的内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通过良友公司的文学运营

来探讨这些问题ꎬ显然会加深我们对作为“文化商品”的左翼文学的生产—消费规律的认识ꎬ同
时ꎬ也会为我们考察“民国”复杂社会—文化场域中不同文化主体的互动关系规则提供新的研究

思路ꎮ

一、良友公司对“左翼文学”的接受

良友公司是广东人伍联德于 １９２６ 年在上海创办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ꎬ１９２９ 年改组为良友

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ꎮ 这是一家较早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出版机构ꎬ有着独具特色的商

业运营策略和世俗趣味的文化倾向ꎬ是一个典型的海派文化传媒机构ꎮ 然而ꎬ１９３０ 年代的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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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同时也成为左翼文学的宣传阵地ꎮ
首先走进良友公司的是左联党团成员郑伯奇ꎮ 在 １９３２ 年“一二八”事变之后ꎬ郑伯奇通

过国民党左派甘乃光的介绍ꎬ化名郑君平成为«良友»画报中的一员ꎮ 他以“虚舟”为笔名ꎬ负责

«良友»画报中的国际时事评论板块ꎬ向读者提供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和战争局势的平台ꎮ 在民族

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形下ꎬ读者对世界形势和时事动态的关注远超过对世俗百态的关心ꎮ 因此ꎬ郑
伯奇的时事评论得到读者的欢迎ꎬ同时也影响了良友公司的两位年轻编辑的编辑思路ꎮ

从 １９３３ 年第 ７３ 期起ꎬ«良友»画报实际由马国亮负责ꎬ左翼作家的作品明显增加ꎮ 从这一

期开始ꎬ«良友»画报刊出了杜衡的«寒夜»、郑伯奇的«冬»、穆木天的«东北的回忆»３ 篇可以称作

左翼文学的作品ꎮ 如此集中地推出具有左翼色彩的作品ꎬ在充满海派气息的«良友»画报中极为

罕见ꎬ也极为危险ꎮ 因而ꎬ马国亮在编辑这些作品时是讲究策略的ꎬ如«东北的回忆»配图是一位

身穿长裙的都市女性和顽皮的孩童ꎬ这些配图有效地遮蔽了文字的左翼色彩ꎮ 此后ꎬ«良友»画
报不仅在新闻板块介绍苏联和苏区的情况ꎬ还在文学板块登出袁殊(７５ 期«春曦之诞»)、何家槐

(第 ７５ 期«追»、第 ８３ 期«娱乐»)、郁达夫(第 ７７ 期«半日的游程»)、丁玲(第 ７９ 期«杨妈的日

记»)、楼适夷(第 ８０ 期«纺车的轰声»)、张天翼(第 ８６ 期«朋友俩»)等左翼作家的作品ꎮ
马国亮同时也是一位作家ꎬ后人常常给他冠以海派作家的身份①ꎬ然而他也创作了一些明显

具有左翼色彩的作品ꎮ 这些作品主要是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关注无产者的不幸与悲哀ꎬ并将造成

他们不幸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的黑暗和阶级的压迫ꎮ 如«债主»(第 ７４ 期)和«雨»(第 ７６ 期)等ꎮ
以阶级的眼光打量社会ꎬ看到社会的不公与阴暗ꎬ关注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与剥削ꎬ是马国亮作

品左翼色彩的主要内容ꎬ但他并不仅仅指出病苦ꎬ而是常常在结尾处给人以光明与希望ꎮ 如«街
头之什»(第 ７５ 期)中的«迷惘的眼睛»一篇这样结尾:“除非太阳永不再到人间来ꎬ否则浓雾必有

消散的一天ꎬ眼睛也终有张大了ꎬ清楚地去决定他自己的前途之一日ꎮ”②马国亮用一种朦胧隐晦

的方式ꎬ指出社会变革指日可待ꎬ这里的“太阳”或许带有某种象征色彩ꎮ
与此同时ꎬ这一时期的良友公司日渐左倾ꎬ除«良友»画报刊发了许多左翼作家作品外ꎬ赵家

璧策划的诸多丛书也可见到左翼作家的身影ꎮ 从“一角丛书”到“良友文学丛书” “良友文库”
“中国新文学大系”ꎬ左翼作家的份额逐渐增多ꎬ而且丛书中的左翼作家队伍也从知名作家扩大

到青年作家ꎬ甚至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特意推出了由清一色的左翼青年作家创作的丛书“中篇创作

集”ꎮ 虽然不能说赵家璧在接纳左翼时完全秉持着追求商业利益的态度ꎬ但是对商业利益的追

求却是赵家璧接纳左翼作家的最初动机ꎮ
１９３１ 年ꎬ赵家璧受到西方«蓝皮小丛书»(Ｌｉｔｔｌｅ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的启发ꎬ勾勒了“一角丛书”的大

致蓝图:每本 ６４ 开ꎬ６４ 页ꎬ能容纳 １.５ 万字左右ꎬ内容包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种门类ꎬ力
求给读者普及知识之一角ꎮ 第一批先推出的是 ５ 种ꎮ 然而新书刚刚面世ꎬ就爆发了“九一八”
事变ꎮ 在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状况下ꎬ这些百科知识式的小册子自然不能提起读者的兴趣ꎮ 赵

家璧凭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ꎬ迅速抓住了读者的阅读需求而调整策略ꎬ邀请罗隆基写了«沈阳事

件»作为“一角丛书”的第六种ꎮ 该书一经推出ꎬ在 １０ 天内销售数量即突破 ９０００ 册ꎬ还带动了其

他 ５ 本书的销路ꎮ 这给赵家璧极大的信心ꎬ他开始意识到把握时代脉搏和读者兴趣对于图书出

版的重要性ꎬ开始有意识地出版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ꎮ
在郑伯奇的介绍下ꎬ赵家璧逐渐与左翼作家取得了联系ꎬ“一角丛书”的面目大有改观ꎮ 左

３３１

①
②

王爱松:«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５７ 页ꎮ
马国亮:«街头之什»ꎬ«良友»１９３３ 年第 ７５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翼作家的加入大大影响了“一角丛书”的销售情况ꎬ“一九三二年下半年ꎬ续出三十种ꎬ总数销到

五十万册ꎻ一九三三年续出三十种ꎬ到年底出满八十种时停刊”①ꎮ
初出茅庐的赵家璧以“一角丛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ꎬ向伍联德传递了一个信息ꎬ即进步作家会

给良友公司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ꎮ 这也是此后伍联德接纳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赵家璧的图书出版事业就此起步ꎮ 出于对文学的偏爱ꎬ他开始投入文学丛书的策划ꎮ 从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ꎬ“良友文学丛书”共出版 ３９ 种ꎬ其中左翼作家作品就有 １４ 种ꎮ 而丁

玲«母亲»的出版ꎬ更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ꎮ
１９３２ 年秋ꎬ赵家璧在策划“良友文学丛书”时向丁玲约稿ꎬ丁玲同意将«母亲»交由良友公司

出版ꎮ 然而ꎬ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ꎮ 赵家璧回忆ꎬ他得知丁玲被绑架的消息

后ꎬ认为只能等作者被释放后继续完稿才能出版ꎮ 但在丁玲被捕三天后ꎬ郑伯奇对赵家璧说:
“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ꎬ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ꎮ 书出得越快

越好ꎮ 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ꎬ大事宣传ꎬ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ꎮ”②丁

玲原本就是文化名人ꎬ在此之前ꎬ有关丁玲的生活、创作、感情等消息时常见于报刊ꎮ 丁玲被捕

后ꎬ全国各报刊又纷纷刊出消息ꎬ将丁玲被捕发酵成为一个热门事件ꎮ 良友公司在此时推出丁玲

“未完稿”«母亲»ꎬ除了同情丁玲及左翼作家的原因之外ꎬ无疑也带有商业动机ꎮ
日渐左倾的良友公司终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ꎮ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良友公司的门市部遭

到突然袭击ꎬ良友公司负责人伍联德和余汉生收到了“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油印信ꎮ 不久ꎬ时任国民

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要求良友公司开除赵家璧和马国亮ꎮ 然而ꎬ伍联德和余汉生作为良

友公司的老板ꎬ不仅没有听命于潘公展ꎬ而且为赵家璧和马国亮撑腰ꎮ③ 无论是暴力袭击还是政治

压迫ꎬ此时的良友公司一副无所畏惧、正义凛然的姿态ꎮ 良友公司从一家以画报为主要业务的小型

出版机构ꎬ一跃成为上海新书业中的“新军”ꎬ“一角丛书”销售 ５０ 万册ꎬ“良友文学丛书”只丁玲的

«母亲»便售出近万册ꎮ 良友公司能够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ꎬ左翼作家功不可没ꎮ
在商业利益的激励下ꎬ在意识形态中寻找生存空间成为良友公司出版左翼作家书籍的一种主

要策略ꎮ 如赵家璧在策划«中国新文学大系»时ꎬ对编选作家的选择就是在与意识形态的斡旋中完

成的ꎮ 赵家璧起初担心ꎬ“这样一套规模大、投资多的«大系»ꎬ完全找左翼作家编ꎬ不来一点平衡ꎬ肯
定无法出版”ꎮ 在郑振铎的帮助下ꎬ胡适终于成为«建设理论集»的编选者ꎮ 但是ꎬ«中国新文学大

系»中的其他负责人的左翼色彩依然突出ꎮ 在伍联德的授意下ꎬ赵家璧不得不通过曾是光华同学的

穆时英ꎬ到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进行提前预审ꎮ 当时ꎬ项德言任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秘书ꎬ主
管图书审查工作ꎮ 据赵家璧回忆ꎬ项德言指出ꎬ１０ 位编委中郭沫若和鲁迅两人要撤换ꎬ其余都没有

问题ꎮ 但是又说:“鲁迅的名字ꎬ根据具体情况ꎬ可以商量ꎬ但郭沫若的名字绝对不行ꎮ”④当然ꎬ“商
量”是要付出代价的ꎬ项德言要求将自己的小说«三百八十个»编入“良友文学丛书”ꎬ并索价 ５００ 元ꎮ

可见ꎬ良友公司作为海派传媒机构ꎬ并不具有撼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ꎬ也没有这样的野心ꎮ
它对左翼作家的接受ꎬ是在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许可范围内的一种活动ꎮ 尽管良友公司出版的图

书ꎬ如丁玲的«法网»和«母亲»、郑伯奇的«宽城子大将»、钱杏邨的«创作与生活»、鲁迅的«一天

的工作»等书籍都遭到国民党的查禁ꎬ却又通过种种方法尽可能地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ꎮ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赵家璧:«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ꎬ«编辑忆旧»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３８ 页ꎮ
赵家璧:«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ꎬ«编辑忆旧»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４年ꎬ第 ８４页ꎮ
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ꎬ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赵家璧文集»(第 ２ 卷)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６－２７ 页ꎮ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ꎬ«编辑忆旧»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１７３、１９２ 页ꎮ



余　 琼:１９３０ 年代海派传媒机制与左翼文学生产

良友公司的图书出版工作在总体上并没有逸出意识形态的管辖ꎮ

二、“左翼文学”在良友公司的得与失

海派传媒机构接纳左翼文学ꎬ并将左翼文学通过商业运营推向市场ꎬ使其成为具有商业价值

的文化潮流ꎮ 而左翼文学作为一种组织性很强的文学类型ꎬ它对海派传媒机构的选择ꎬ主要目的

是配合革命事业(文化)的发展ꎮ
从 １９３２ 年第 ６５ 期到 １９３４ 年第 ８５ 期ꎬ郑伯奇以“虚舟”为笔名在«良友»画报中发表国际时

事述评ꎻ１９３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以郑君平的名义负责«电影画报»ꎻ１９３５ 年 ２ 月至 ７ 月负责

编辑«新小说»ꎮ 几乎同时ꎬ他以郑伯奇、华尚文、乐游等署名在«良友»画报中发表随笔散文、出
版小说和政论书籍ꎬ等等ꎮ 在郑伯奇的直接影响下ꎬ一大批左翼作家进入良友ꎬ使良友公司面目

为之一新ꎬ对左翼文学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其最为鲜明的作用ꎬ就是左翼作家

利用良友的平台和经营模式ꎬ扩大了读者面和影响力ꎮ 一批当时脍炙人口的左翼文学作品通过

良友生产出来ꎬ获得了大量读者的喜爱ꎮ 除此之外ꎬ在一些较为直接的方面ꎬ左翼文学也利用良

友的平台有了诸多收获:
首先ꎬ诸多左翼作家从良友公司获得较为可观的稿费ꎬ成为他们从事左翼文学运动的物质保

障ꎮ 丁玲很具有代表性ꎮ 丁玲 １９３６ 年逃离南京ꎬ秘密回到上海后ꎬ将被国民党特务关押期间写

就的 ５ 个短篇以及此前未曾发表的 ３ 个短篇结集ꎬ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 ３３ 种出版ꎮ 据丁玲事

后回忆:“当时我回到上海ꎬ正在筹划到陕北去ꎬ我的母亲在湖南ꎬ非常需要钱ꎮ 周文就帮我把几

篇东西凑成一个集子ꎬ还叫我写了篇序ꎬ送给‘良友’出版了ꎮ”①称这部小说集为«意外集»ꎬ并在

序言中说:“我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ꎮ 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

书ꎬ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ꎮ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收获ꎬ却无疑的只是一点

意外的渣滓”②在 １９３３ 年被捕后ꎬ丁玲是逐渐获得写作权利的ꎬ所以写作的心境是阴郁、杂
乱的ꎬ这严重地影响到其才华的施展ꎮ 在秘密回到上海后ꎬ经济的压力迫使丁玲将这些不满意的

作品交出版社印行以便获得稿酬ꎬ保障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ꎮ
其次ꎬ良友公司曾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的秘密交通站ꎮ 良友公司除郑伯奇外ꎬ还有一名

左联成员汪汉雯ꎬ他为左翼事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ꎬ却一直被忽视ꎮ １９３０ 年汪汉雯于大学预科

毕业后在安徽通志馆工作ꎬ与张天翼成为同事ꎬ二人志同道合ꎬ十分投机ꎮ③ 他曾与左联成员周文一

同参加“文委”安徽分会ꎬ１９３２ 年一同来到上海正式加入左联ꎬ奠定了二人友谊的基础ꎮ １９３２ 年ꎬ汪
汉雯经张天翼介绍进入良友公司负责图书的美术装帧设计ꎮ④ 从此ꎬ汪汉雯便拥有两个身份:一是

作为良友职员ꎬ负责良友图书公司画册、图书出版的封面装帧ꎻ二是作为左联成员ꎬ在左联秘书处负

责刻印、传递左联内部文件ꎮ⑤ １９３４ 年ꎬ周文负责左联的组织工作ꎮ 他通过汪汉雯在良友的关系ꎬ
将良友公司作为党的秘密交通站ꎬ如鲁迅寄给左联的信件ꎬ一般先寄给郑育之在洋行工作的二姐郑

玉颜或四姐郑玉雯ꎬ再转交给良友公司的汪汉雯ꎬ由汪汉雯负责信息传递工作ꎮ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ꎬ冯雪

峰受党中央委派由瓦窑堡到上海ꎬ鲁迅要将这个十分机密的消息通知周文ꎬ并约周文与冯雪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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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这一消息就是“通过郑玉颜收后再由郑玉雯送良友公司转给周文的”①ꎮ 良友公司的海派面目

为左联的地下活动的展开充当了保护伞ꎮ 左联成员在白色恐怖中ꎬ特别是在左联失去与中央的联

系后ꎬ充分利用海派传媒机构的便利条件ꎬ推动左翼文学运动的艰难发展ꎮ
再次ꎬ良友公司主导«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ꎬ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对“尊孔复

古”的倡议ꎮ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起ꎬ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ꎻ同年 ６ 月ꎬ国民政府决议通过将 ８ 月

２７ 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ꎬ并定为国定纪念日ꎮ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国内尊孔读经之风兴起ꎬ引起

了当时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不满ꎬ又一次发起大规模的“文白之争”ꎬ进而发展为“大众语运动”ꎮ
当时来看ꎬ左翼作家积极参与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ꎬ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对国民党主

导下的“尊孔读经”的反抗ꎮ 阿英认为ꎬ在祀孔读经、开历史倒车的背景下ꎬ“把过去的革命运动

视为多此一举ꎮ 因而对编辑«大系»之举ꎬ认为非常及时ꎬ极有意义”③ꎮ 也就是说ꎬ海派传媒机构

良友公司与左翼作家在共同的价值诉求下合力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ꎬ展示五四以来的文学实

绩ꎬ给了尊孔复古派有力的一击ꎮ
由上观之ꎬ左翼作家与良友公司在开初较长时期的结合ꎬ使良友公司一度成为左翼作家实践

“文艺大众化”的园地ꎮ 然而ꎬ在“大众化”的诉求上ꎬ左翼作家和良友公司存在着某些不可调和

的矛盾ꎮ
虽然左联作家和良友公司都提倡“大众化”“通俗化”ꎬ但左联大众化的对象是无产阶级ꎬ而

良友公司大众化的对象是小市民ꎬ表面上是对象不同ꎬ其实质上则是目的诉求不同ꎮ “文艺大众

化”是左联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主要任务ꎬ左联成立后下设“文艺大众化研究会”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ꎬ左联执委会在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文学大众化是当下最为

迫切的任务ꎬ同时规定了进行“大众化”运动的两项具体工作:一是“组织工农兵贫民通信员运

动ꎬ壁报运动ꎬ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ꎻ二是“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ꎬ以
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ꎮ④ “左联”的文学大众化的对象明显地指向无产阶级ꎮ

良友公司作为海派传媒机构ꎬ它也以大众化、通俗化为追求ꎬ而其对象却明显地指向市民阶层ꎮ
１９３３ 年ꎬ伍联德决定推出“通俗的”“大众的”小市民文艺刊物«新小说»ꎮ 郑伯奇成为这份“大众”
刊物的主编ꎬ他在编辑«新小说»时不仅想将文学的艺术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ꎬ而且想将之作为左联

大众化工作的实践园地ꎮ⑤ 郑伯奇努力在«新小说»中实践左联的“大众化”主张ꎬ但其实践效果却

常常受到质疑ꎬ如王浩祥来信指出«新小说»中“有几篇作品仍不脱考据性质或名士气ꎬ刊名新小说

应当多登有故事的作品ꎬ以求成为大众的普遍读物”⑥ꎮ 徐志麟来信说:“随笔要写得通俗ꎬ比小说

更难ꎮ 过去«新小说»上所刊随笔ꎬ实在没有一篇说得上是通俗的ꎮ”李汉辉指出张天翼«一九二

四———一九三四»这部小说的不通俗ꎬ里面“小布尔乔亚”“布尔乔亚”一类的名词是“做工的工人”
不能读懂的ꎮ⑦ 不仅如此ꎬ就连郁达夫也表达了对创作通俗小说的无力感:“我自以为通俗小说ꎬ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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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所能写的东西ꎮ 实在要把小说写得通俗ꎬ真不容易ꎮ”①张天翼也认为自己的«一九二

四———一九三四»不适合大众阅读ꎬ“这种文字只有读书人能看ꎬ未能通俗”②ꎮ 同时还有读者认为

刊物太薄ꎬ定价太昂ꎬ不适于大众阅读③ꎮ 与此同时ꎬ编者郑伯奇仿佛也认识到了实践大众化的困

难ꎬ诚恳地说:“本刊现在还不能做到我们所希望那样的通俗化ꎬ是很抱歉的ꎮ 以后要更向这方面努

力ꎮ”④也就是说ꎬ无论在读者来信中ꎬ还是在作者来信中ꎬ亦或是在编者答信中ꎬ“大众”与“通俗”是
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ꎬ并都指向了工人等无产阶级劳动者ꎮ

“大众”与“通俗”作为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显示了“大众”与“通俗”的模糊性ꎬ即大众文学运动

的实践者郑伯奇们对“大众”的理解的矛盾:他们一方面要使无产阶级读者接受ꎬ另一方面又要与伍

联德所提出的“通俗”ꎬ即面向市民的要求进行调和ꎮ ———这种实践大众化的难度可想而知ꎮ 其实ꎬ
郑伯奇主编«新小说»失败的主要原因ꎬ不止他本人所认识到的对“大众化”“缺乏明确的概念”这么

简单ꎮ 造成«新小说»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小说»未能与商业化结合ꎮ 无论是«良友»画报

还是赵家璧所策划的丛书ꎬ都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征ꎮ 赵家璧在策划丛书之前ꎬ会先从投入与收益

上作出详细预算ꎮ 如在策划“一角丛书”时ꎬ赵家璧“同专管出版印刷和成本会计的同事商量ꎬ经过

反复核计ꎬ拟订了一个初步规划ꎮ 用半张白报纸六十四开ꎬ可得六十四页ꎬ能排一万五、六千字ꎬ售
价一角ꎬ销三千册可保本”⑤ꎮ 而郑伯奇在编辑«新小说»时ꎬ因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ꎬ而忽略了商业

运营ꎬ也违背了伍联德创刊«新小说»的初衷ꎮ 所以ꎬ左翼文学与海派传媒机制的“联姻”ꎬ使左翼文

学获得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ꎬ同时ꎬ不得不承认ꎬ左翼文学与海派传媒机制的“联姻”又具有其自身

的局限ꎮ

三、从共赢到离散:左翼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合谋的有机性探讨

表面上看ꎬ左翼作家与良友公司的关系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合谋关系ꎮ
一方面ꎬ左翼作家利用良友公司十分现代的传媒机制ꎬ扩大了左翼文学作为文化商品的生产

线和消费场域ꎮ 布尔迪厄认为ꎬ现代社会的“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和社会资本ꎮ 左翼文学通过良友公司这一资本机器的运作ꎬ使其作为文化商品的价值符号得

到更为广泛的承认ꎬ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言ꎬ文化资本迅速转化为社会资本ꎮ 这个转化是隐蔽

的ꎬ“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的社会条件ꎬ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伪装ꎬ因此文化资本预先

就作为象征资本而起作用ꎬ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ꎬ而只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

力ꎬ只认为它是一种能得到社会承认(也许是误认)的权威”⑥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左翼文学的符号

价值由于经过了良友公司的生产而实现了增值ꎬ使它具有某种合法性和社会性ꎮ 所以ꎬ不仅仅良

友公司ꎬ当时上海乃至南京的诸多商业性质的文化传媒公司乃至国民党政要的书报传媒机构、左
联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及上级的指示下ꎬ通过积极主动的多方面运作ꎬ占领这些文化阵

地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这样总结道:“其中最奇怪的ꎬ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

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ꎬ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 这还不可以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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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吗?”①是的ꎬ固然是当权的国民党对左翼文学实施了文化“围剿”ꎬ但左翼文学并不总是处于

“毫无抵抗力的地位”ꎬ有时候ꎬ左翼文学就直接参与到国民党所忽视的商业文化机构乃至于国

民党文化机构之中ꎬ以一种类似“寄生”的方式秘密地发展壮大ꎮ 左翼文学对良友公司的这种合

作关系ꎬ显示了革命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策略性和灵活性ꎮ
另一方面ꎬ良友公司对左翼文学的利用ꎬ把握住了民国社会文学生态的文化资本规律ꎮ 实事

求是地说ꎬ良友公司并不看重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良友公司

不偏向左翼ꎻ另一层是良友公司也不忌惮国民党意识形态对左翼文学的钳制ꎮ 良友公司作为现

代传媒运作的私人文化企业ꎬ始终将“资本”作为首要追逐的对象ꎮ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

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ꎬ资本就胆大起来ꎮ”②即使“左翼文学”在国民党的宣传中作为“异端”存
在ꎬ诸多商业传媒公司也不惜铤而走险ꎬ因为在民国社会场域中ꎬ左翼文学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

具有优势地位的文化商品ꎬ在良友公司较为现代的“资本炼金术”中ꎬ它能转化为经济资本ꎮ 在

良友公司的实际运作中ꎬ左翼作品只不过是资本生产线上的一种商品而已ꎬ当它能够带来适量资

本回报时ꎬ左翼作品就被视为良性文化商品ꎻ而当它被视为劣性商品时ꎬ就会被迅速驱逐出资本

市场ꎮ 所以ꎬ左翼作家与良友公司的离合ꎬ其背后隐含的是现代资本社会的规律ꎮ
在更深的层次上ꎬ左翼文学与海派现代传媒机制的聚散关系ꎬ也反映了革命初创期左翼文化

作为上层建筑与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耦合关系ꎮ
左翼文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和诉求的上层建筑样式ꎬ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以工农等无产

者为生产主体ꎬ并以夺取大机器和土地等生产资料为生产关系ꎮ 换句话说ꎬ左翼作家积极主动拓

展关系打入良友公司内部ꎬ尽可能地接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ꎬ并不是为了个人财富的积累ꎬ而是

为粉碎这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作准备ꎮ 在 １９３０ 年代前半期ꎬ在当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左
倾”和“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基本路线下ꎬ这些左翼作家如此接近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往往意味着“右倾”的危险ꎬ所以他们一开始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犹疑的ꎮ 左翼文学ꎬ带有

天生的无产阶级属性ꎮ 然而ꎬ在马列主义理论框架中ꎬ作家的阶级属性往往被视为小资产阶级ꎮ
在 １９３０ 年代ꎬ“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等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无差别的革命对象ꎮ 由此说来ꎬ
这些左翼作家将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ꎬ即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身份转换的问题ꎮ

如此接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ꎬ又要在这种语境中完成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身份转换ꎬ这
就将这些左翼作家置于一种悖论性境地ꎮ 中国左翼文学建设的根本前提ꎬ就是左翼文学必须饱

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ꎮ 因此ꎬ这套身份转换的逻辑ꎬ在本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的

“意识改造”问题ꎮ 对此ꎬ鲁迅曾认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ꎬ倘是的ꎬ则
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ꎬ用的是什么材料ꎬ即都是‘革命文学’ꎮ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ꎬ从血管里

出来的都是血ꎮ”③在鲁迅看来ꎬ只有真正的“革命家”的笔下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文学”ꎬ“血管

里出来的都是血”ꎮ 真正的左翼文学只能诞生于无产阶级作家手中ꎮ 所以ꎬ“阶级改造”是小资

产阶级的左翼作家或早或晚要必然面对的问题ꎮ
然而ꎬ左翼作家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身份转换又注定充满了历史性的困难ꎮ 卢卡

奇认为ꎬ“阶级改造”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获取问题ꎬ其本身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操作ꎮ 卢卡

奇在讨论“阶级意识”时ꎬ肯定了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观点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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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琼:１９３０ 年代海派传媒机制与左翼文学生产

人通过超越“物化”(即资本论意义上的物化)ꎬ通过文化锻炼ꎬ能够真正获得“无产阶级意识”ꎮ①

从“小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ꎬ首要的步骤ꎬ就是超越“物化”的经济学操作:小资产阶级

的彻底无产化ꎮ 这就要求小资产阶级作家ꎬ如果真心参与左翼文学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ꎬ就
必须将自己无产化ꎮ 这意味着左翼作家在物质上不能再扩大占有生产资料ꎬ而应该努力将自己

变成无产者ꎬ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无产阶级意识ꎮ
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这些左翼作家借助良友公司所进行的左翼文学生产ꎬ并不具备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和有机性ꎮ 他们与良友公司寻求合作ꎬ只是反映了在早期无产阶级革

命过程中ꎬ左翼文学作为特殊的无产阶级力量主体的灵光一现的开放性、机动性和策略性ꎮ 很显

然ꎬ这种危险的合作关系注定不具备可持续性ꎮ 然而ꎬ历史的悖论恰好在于ꎬ左翼文学借助 １９３０
年代海派传媒机制ꎬ又极大地促进了左翼文学生产ꎬ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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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玩家»的伦理维度解读
∗①

苏月奂
( 青岛大学 美术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０７１ )

　 　 摘要:　 «头号玩家»囊括 ３Ｄ 电影、虚拟现实和网络游戏三种当下发展如火如荼却伦理失范的致瘾性媒介ꎬ
用 ３Ｄ 影像承载和探索媒介致瘾的伦理问题ꎬ达成电影故事伦理与媒介伦理的高度洽和ꎮ 电影德性的实现奠基

于导演对媒介伦理本质的深刻洞见ꎬ及据此对未来媒介社会科学合理的艺术想象ꎬ并饱含着他深切的伦理关怀

和巧妙的艺术构思ꎮ 该电影借致瘾性媒介解开了媒介致瘾问题ꎬ并消弭了自身的致瘾性ꎬ是 ３Ｄ 电影艺术群落中

一个伦理完善的独特存在ꎮ
关键词:　 «头号玩家»ꎻ３Ｄ 电影ꎻ媒介致瘾ꎻ伦理ꎻ艺术真实ꎻ虚拟现实ꎻ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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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月奂(１９８６—　 )ꎬ女ꎬ山东莱西人ꎬ青岛大学美术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感性、德性与法性:三维电影艺术三大元问题研究”
(１９ＹＪＣＺＨ１４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头号玩家»在 ３Ｄ 电影艺术群落里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ꎮ 该片用 ３Ｄ 影像构建起一个虚

拟现实游戏当道的未来社会图景ꎬ为当下这个被 ３Ｄ 电影、虚拟现实和网络游戏三种致瘾性媒介

威胁和危害的现实社会提供了伦理的把脉ꎬ同时完成了电影本身的伦理自洽ꎮ 该片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上映之后即引起国内外学界热议ꎬ然而这些评论大多从游戏、技术或美学角度展开ꎬ其研究视

野并未跳出传统 ３Ｄ 电影理论范畴ꎬ也并未触及该片真正的价值场域ꎮ 因此ꎬ本文拟以此为切入

点对其进行重新解读ꎬ以期发掘其独特的价值意义ꎮ

一、电影的故事伦理

«头号玩家»在故事层面上探讨了一个媒介致瘾的社会伦理问题ꎮ 这个问题的提出、展开、
推进和作结虽然被完好地隐藏在跌宕起伏的感性故事下ꎬ但其学术一般的严密逻辑在游戏沉迷

者、游戏创造者、游戏商、游戏觉悟者、智者这五组典型人物的设置中一目了然ꎮ 电影按照这个严

密逻辑为当下社会人与致瘾性媒介的伦理困境作出了开创性的艺术探索ꎮ
游戏沉迷者是电影中被虚拟现实游戏俘虏和奴役了的社会大众ꎬ他们身上集结着与致瘾性

媒介的激烈冲突ꎬ«头号玩家»首先用这组人物提出了媒介社会严峻的伦理问题ꎮ
«头号玩家»开始ꎬ镜头跟随着主人公韦德的行动路线交代了一个如同废墟的现实世界ꎬ串

联起社会中不同家庭、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角色的游戏沉迷者ꎬ描绘了他们沉迷于游戏的种

种荒唐举动ꎮ 他们爱游戏如生命ꎬ视现实如敝屣ꎮ 韦德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ꎮ 电影通过开启韦

德争夺 ３ 把钥匙的游戏ꎬ逐步深入ꎬ揭示致瘾性媒介对大众身心的严重戕害ꎮ 在韦德争夺第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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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的游戏阶段ꎬ电影中的一位母亲忙于游戏而无暇顾及幼子ꎬ姨妈因男友将换房子的钱用于游

戏豪赌而与之争吵ꎮ 这说明ꎬ游戏已危及人们现实生活的秩序和质量ꎮ 在韦德争夺第二把钥匙

的游戏阶段ꎬ电影中的 ＩＯＩ 公司契约中心及其契约工出现ꎮ 这些游戏沉迷者因游戏负债而卖身

为奴ꎬ最终丧失自由甚至生命ꎬ女主人公萨曼莎的父亲就是受害者ꎮ 在这里ꎬ游戏对人的侵害进

一步加剧ꎮ 在韦德争夺第三把钥匙的游戏阶段ꎬ电影中的契约工的处境更加悲惨ꎬ大街上带着游

戏装备“冲锋陷阵”的人疯狂至极ꎮ 此时ꎬ游戏沉迷者群体身心全面沦陷ꎬ社会瘫痪ꎮ 如此ꎬ«头
号玩家»这部电影由表及里、淋漓尽致地铺展开了致瘾性媒介所构成的社会问题ꎮ

既然致瘾性媒介可以引发这么重大的社会混乱ꎬ那么ꎬ谁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面对这种

责难ꎬ首当其冲的就是媒介艺术创造者ꎮ 那么ꎬ游戏创造者是始作俑者吗?
在«头号玩家»这部电影中ꎬ发明这款魔力十足的“绿洲”游戏的人叫哈利迪ꎮ 随着韦德等人

争夺钥匙、破解谜团行动的深入ꎬ电影展现了档案馆影像资料中的哈利迪本人及其发明动机ꎮ 哈

利迪像其他游戏沉迷者一样ꎬ是一个有着糟糕现实体验的人ꎮ 他习惯于躲在游戏中逃避现实问

题ꎬ在其中寻找生命体验的满足ꎮ 他发明这款游戏仅仅是为了游戏本身ꎬ为了满足人的体验需

求ꎮ 但是ꎬ从受众对这款游戏的接受效果来看ꎬ他的发明行为不仅是伦理失范的ꎬ更是毁灭社会

的ꎮ 尽管单纯的哈利迪无意伤害ꎬ他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别人的损失ꎮ 在影像资料中ꎬ莫罗告诉哈

利迪ꎬ人们活在他的游戏中ꎬ他应当承担责任ꎮ 这一段点明了媒介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背

负的责任与义务ꎮ 作品传播愈广ꎬ创造者责任愈大ꎮ 哈利迪最后意识到了这一点ꎬ在弥留之际将

游戏控制权留给能够解开这个问题的人ꎮ
尽管创造者对其媒介艺术作品产生的危害难辞其咎ꎬ但传播者作为作品推广扩大的重要节

点也应受到审视ꎮ 在«头号玩家»这部电影中ꎬ游戏商利用游戏的致瘾性为自己牟取暴利ꎬ罔顾

人命ꎬ他们才是罪魁祸首ꎮ
在«头号玩家»这部电影中为这场伦理冲突推波助澜的是制售虚拟现实触觉设备的 ＩＯＩ 公

司ꎮ 他们掌握权力却不顾伦理ꎬ从中牟利且贪得无厌ꎬ直到将游戏推向罪恶的深渊ꎮ 对于唯利是

图这件事情来说ꎬＩＯＩ 公司不论在游戏还是现实中都全力经营ꎮ 他们不仅使人在游戏中负债成

奴ꎬ更在现实中觊觎哈利迪留下的代表巨额财富的游戏控制权ꎬ如遇抵抗则在游戏和现实中围追

堵截ꎬ打击报复ꎮ 在第二把钥匙的争夺中ꎬ诺兰为获取韦德的信息ꎬ先是在现实和游戏中对其威

逼利诱ꎬ未果后又炸毁韦德姨妈家所住的贫民楼ꎮ 在第三把钥匙的争夺中ꎬＩＯＩ 公司在游戏中使

用超大威力的“宝球”阻止帕西法尔拿到钥匙ꎬ在现实中用撞车来辅助破坏ꎬ并追杀萨曼莎ꎮ 诺

兰最终因挑战社会伦理底线而遭到反噬ꎬ成为人民公敌ꎬ并与杀手弗娜莱一起被绳之以法ꎮ ＩＯＩ
公司的行为不仅是伦理失范的ꎬ也触犯了法律ꎮ 在这里ꎬ法律辅助伦理一起匡扶了正义ꎮ

媒介艺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伦理问题ꎬ以后还会不断刷新问题的阈值ꎮ 面对这些ꎬ
伦理和法律作为外在的律令永远都是滞后的ꎮ 那么ꎬ应该如何处理接受者与媒介艺术的关系?
电影用以回应这个问题所设置的人物是游戏觉悟者ꎮ

韦德及其同伴从被游戏控制到控制游戏ꎬ既不丢失游戏之乐ꎬ又找回了现实的温暖ꎬ他们就

是游戏觉悟者ꎮ 他们曾经都是游戏沉迷者中的一员ꎬ有着满地狼藉的现实生活ꎮ 韦德父母早亡ꎬ
寄居在贫民窟的姨妈家中ꎬ被姨妈男友虐待ꎮ 他孤僻ꎬ害羞ꎬ缺少爱和存在感ꎮ 在第一把钥匙的

争夺中ꎬ哈利迪“全速后退”的提示使他退一步海阔天空ꎮ 萨曼莎因脸上长有胎记而自卑ꎬ因父

亲死于游戏负债而痛苦ꎮ 在第二把钥匙的争夺中ꎬ她破解了“如何逃离不堪过往”的谜题ꎬ勇敢

地跨出了拥抱爱情的一步ꎮ 韦德的其他同伴也各有各的伤心现实ꎮ 在第三把钥匙的争夺中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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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历经考验ꎬ揭开了哈利迪对于游戏和现实的终极感悟:现实是真实的ꎬ即使令人恐惧ꎮ 在整个

争夺钥匙的过程中ꎬ他们从迷失自我ꎬ到发现自我ꎬ再到寻回自我ꎬ按照哈利迪伦理觉悟后留下的

“解药”一步步解开了自身游戏之瘾ꎮ 至此ꎬ«头号玩家»这部电影的主旨获得了自然呈现:网络

游戏的接受者在与媒介的交往中应当保持自我ꎬ立足现实ꎬ掌握主动权ꎮ
«头号玩家»这部电影用游戏沉迷者这组人物提出了一个媒介致瘾的社会伦理问题ꎬ用游戏

创造者和游戏商这两组人物追溯了问题的责任归属ꎬ并认为仅从伦理和法律层面去约束是不够

的ꎬ由此又用游戏觉悟者来说明还应该加强网络游戏的接受者自身对待媒介艺术的理性意识ꎮ
但觉悟对于身处迷途中的人来说是不可自得的ꎬ除非有外力干预ꎮ «头号玩家»这部电影正塑造

了这样一个智者来实施推动游戏沉迷者的觉悟ꎮ
智者莫罗在«头号玩家»这部电影中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ꎬ他站在伦理的至高点ꎬ能够勘破

迷局ꎬ指引大众ꎮ 莫罗是现实中哈利迪的朋友ꎬ游戏中的“馆长”ꎮ 像游戏商一样ꎬ他也悠游于游

戏内外ꎬ但不同于游戏商的制造事端ꎬ他致力于缝合人与游戏的伦理裂痕ꎬ将势态推向一个健康

的方向ꎮ 他知道ꎬ游戏引人入胜固然重要ꎬ而无害于大众身心健康才是关键所在ꎮ 他启迪哈利迪

担起伦理责任ꎬ使“绿洲”游戏埋下能让玩家回归现实的彩蛋ꎮ 他又化身游戏中的“馆长”ꎬ为韦

德等人找到彩蛋、走上觉悟之路指点迷津ꎮ 影片最后ꎬ莫罗亲手将游戏所有权转交给了游戏觉悟

者ꎮ 这意味着他的教化成功ꎬ他为媒介致瘾的社会伦理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ꎮ 莫罗这

个角色就是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直接代言人ꎬ代其彰显对媒介社会的忧虑、关怀与见解ꎬ代其实现

对媒介社会未来的温暖期许ꎮ
从游戏沉迷者、游戏创造者、游戏商、游戏觉悟者到智者ꎬ«头号玩家»这部电影不仅讲完了

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ꎬ也完成了一个媒介致瘾的社会伦理问题的论证ꎮ 游戏创造者、游戏商、游
戏觉悟者也分别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媒介社会秩序构建需要伦理的约束、法律的辅助和人的自

律ꎮ

二、电影«头号玩家»的媒介伦理

电影«头号玩家»的故事伦理极具现实意义ꎬ这固然是其值得到肯定的地方ꎬ但其更为高明

之处在于它对媒介伦理本质的深刻洞见和精准把握ꎮ 电影«头号玩家»故事伦理价值的生成正

是奠基于创作背后导演对网络游戏、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游戏的致瘾、危害及防控机制的准确、科
学认识之上ꎮ

电影«头号玩家»中的“绿洲”游戏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现实网络游戏ꎬ它由当下尚各自独立的

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两种媒介组合而成ꎮ 其中ꎬ网络游戏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致瘾性最强的数

字媒介艺术ꎬ电影«头号玩家»对其进行再现和表现的基础就是其由浅入深三个层次的精神吸引

设置ꎮ
电影«头号玩家»最先呈现的是乌托邦式的游戏虚拟世界ꎬ这是网络游戏最浅层次的精神吸

引设置ꎬ它使玩家喜欢ꎮ 影片«头号玩家»开始就着重交代了现实世界的灰暗不堪ꎬ为游戏虚拟

世界的出场作了反衬式铺垫ꎮ 现实世界不论在未来还是现在都是如此ꎬ资源缺乏ꎬ混乱拥挤ꎬ等
级森严ꎬ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不安、焦虑和失衡中ꎮ 游戏虚拟世界则是针对现实世界的不足而设计

的理想化图景ꎮ 这个世界人人平等ꎬ没有美丑的差别ꎬ没有老幼的区分ꎬ没有健全与残疾的歧视ꎬ
没有贫穷与富有的次第ꎮ “绿洲”游戏中的角色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相貌、生活方式和朋友ꎬ可
以纵情驰骋ꎬ几乎随心所欲ꎮ 一边是严肃冷峻、平淡无聊、艰难浊重的现实世界ꎬ一边是畅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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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惊险刺激、风景如画的虚拟桃源ꎬ游戏世界的优越性不言自明ꎮ 游戏虚拟世界自然是令人喜

欢的ꎬ这与戏剧、小说和电影中的虚拟世界相似ꎬ并没有特别的副作用ꎮ
电影«头号玩家»其次展示的是虚拟世界中模拟现实的游戏规则ꎬ这是网络游戏更深层次的

精神吸引设置ꎬ它使玩家迷恋ꎮ 现实为人们欲望的满足和理想的实现竖起厚重的障碍ꎬ将人们困

在生如牛马、平淡无趣、喜乐寥寥的围城中ꎮ 不仅普通人不如意常伴ꎬ富贵上层人也难逃忧苦纠

缠ꎮ 叔本华说ꎬ人生总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ꎬ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ꎬ欲望得到满足不久就

陷入无聊ꎬ痛苦和无聊就是人生最后的两种成分ꎮ① 太难得到和太易成功都使人痛苦或无聊ꎬ现
实规则又恰恰不合乎中道ꎮ 游戏规则模仿现实却超越现实ꎬ既令玩家在闯关之中感受到阻力ꎬ又
使这个阻力在努力之下可被克服ꎻ既令玩家能够达到目标而获得成就感ꎬ又使他们不会因轻易成

功而懈怠和无聊ꎮ 电影中的“绿洲”游戏以诸如“绝地求生”的众多当下流行网络游戏为蓝本ꎬ设
定了适当的阻拒和陌生化ꎬ使玩家在其中得到了虚拟的真实感ꎮ 在电影中ꎬ玩家十分投入地耕耘

于游戏虚拟世界ꎬ这个世界似乎比现实更加真实可靠ꎮ 模拟现实的游戏规则令人流连忘返ꎬ虽然

其精神吸引力更进了一步ꎬ但副作用也不大ꎮ
电影«头号玩家»最后捧出的是游戏近在眼前、远无止境的角色升级ꎬ这是网络游戏最深层

次的精神吸引设置ꎬ它使观众上瘾ꎮ 如果说游戏虚拟世界舒缓了人在现实中的欲望压力ꎬ模仿现

实的游戏规则能够满足人的欲望ꎬ那么游戏角色升级则拓展了人的欲望ꎬ更高更美的诱惑激起玩

家更大的追逐激情ꎮ 欲望与升级互相裹挟ꎬ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ꎬ玩家由此深陷其中ꎬ无法自

拔ꎮ 作为电影之外的观众ꎬ我们依然能够对玩家在“绿洲”游戏闯关升级中的欲罢不能产生强烈

的共鸣ꎮ 虚拟世界中的无极追求使玩家把大量时间奉献给游戏ꎬ从而脱离现实ꎮ 电影中“绿洲”
游戏让人颠倒昼夜ꎬ荒废学业ꎬ无心工作ꎬ背离家庭ꎬ人生破落ꎬ这些情节都取材于当下网络游戏

造成的真实悲剧ꎮ 不仅如此ꎬ精神的上瘾也引发了身体的疾患ꎮ 很多人因为痴迷于游戏而长时

间保持一个姿势ꎬ导致骨骼、肌肉及内脏损伤ꎬ “低头族” “弯腰族” “鼠标手”也随处可见ꎮ “绿
洲”游戏中的角色艾洛克就承担了这样的意指ꎬ他的脖子由于重复性劳损而变形、疼痛ꎮ 网络游

戏的致瘾性给人带来身心的双重伤害ꎬ能够摧毁人的现实生活ꎬ是严重的伦理失范ꎮ
电影«头号玩家»中“绿洲”游戏从三个层次代现实中的网络游戏言说其精神致瘾机制ꎬ虚拟

现实技术的加盟使其又带有身体致瘾性ꎮ 影片中ꎬ玩家只须戴上专门头盔就可进入别有洞天的

虚拟世界ꎬ栩栩如生的虚拟万物就在眼前、脚下、手边ꎮ 它的视觉真实性使人不知“庄周梦蝶ꎬ还
是蝶梦庄周”ꎬ它的超真实性又使它比现实世界更加富有想象力和吸引力ꎮ 不仅如此ꎬ“绿洲”游
戏也为虚拟现实的触觉发展勾画了蓝图ꎮ 影片中ꎬ玩家只要穿上专业触觉设备就能获得高拟真

性的触感ꎬ其中的打斗和抚摸都可触可感ꎮ 此外ꎬ虚拟现实中的声音早已完美ꎬ气味也不难模拟ꎮ
形、声、闻、味、触几乎俱全且真实、美丽ꎬ虚拟现实没有理由不征服人的感官ꎬ俘虏人的身体ꎮ 梅

洛－庞蒂说:“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ꎬ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ꎮ”②虚拟现

实通过伺服人的感官而激起人强烈的沉浸感ꎬ使人身体上瘾ꎮ
电影«头号玩家»中“绿洲”游戏逻辑严谨地预言ꎬ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两种致瘾性媒介的结

合将对人产生身心双重致瘾性ꎬ使人全面沦陷ꎬ破坏游戏和人的生存根本ꎮ 在这个超现实、超真

实的虚拟世界中ꎬ玩家的身心满足无法言说ꎬ现实世界被厌弃理所当然ꎮ 但是ꎬ抛开这些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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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ꎬ石冲白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４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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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感受ꎬ玩家的真实身体仍然存活于现实世界ꎬ虚拟现实游戏也植根于现实技术ꎮ 没有现实世

界中物质和技术的涵养ꎬ玩家的身体难以为继ꎬ虚拟现实游戏的乌托邦也难逃其枯萎命运ꎮ 影片

结尾ꎬ哈利迪说:在现实中才能吃顿好饭ꎮ 这是对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依存关系最朴素的阐述ꎮ
因此ꎬ为了更好地享受游戏之乐ꎬ人必须克服其致瘾性ꎬ兼顾现实世界ꎮ

电影«头号玩家»对虚拟现实网络游戏致瘾机制和危害的再现和表现紧扣当下网络游戏和

虚拟现实的致瘾特性ꎬ其构架、情节和人物因而都高度符合艺术真实原则ꎮ 正是在这个基础之

上ꎬ媒介致瘾性的防控方法在片尾被水到渠成地推出ꎬ一切都合情合理ꎮ 由于网络游戏的致瘾性

主要来源于它的第三个层次的精神吸引设置ꎬ虚拟现实的致瘾性主要产生于它愉悦人的感官的

身体吸引设置ꎬ所以控制虚拟现实游戏致瘾性的突破口就在于限制玩家的过度自由和监控虚拟

现实技术对人的身体的过度引诱ꎮ 除了玩家自控ꎬ电影还借角色之口提出两点措施:一是周二、
周四关闭服务器ꎻ二是拒绝 ＩＯＩ 公司访问ꎮ 前者在网络游戏玩耍时间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和

强制性的规定ꎻ后者对通过诱使身体上瘾而牟取暴利的游戏商发出了拒斥ꎮ 片尾警察、警车等法

律元素的介入也暗示了法律在构建媒介伦理秩序上的不可或缺ꎮ 对此ꎬ有学者指出ꎬ对青少年上

网时间实施更严格的规定ꎬ并获得相应的法律支持ꎮ① 电影导演与学术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ꎬ电
影中的媒介致瘾防控对策是不乏现实指导意义的ꎮ

总之ꎬ电影故事伦理价值的生成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媒介伦理原理根基ꎬ电影在艺术性和现实

性上都是意义饱满的ꎮ 至此ꎬ本文与范倍在«电影艺术»上对该电影的重头评论“失败的‘未来预

言’”②分道扬镳ꎬ斩获迥异的标的ꎮ

三、电影的伦理自洽

如果«头号玩家»是一部 ２Ｄ 电影ꎬ上述解读已经完成了对其伦理意义的纵横阐释ꎮ 但是ꎬ导
演用以承载以上伦理内涵的是另一种致瘾性媒介———３Ｄ 电影ꎮ 用致瘾性的 ３Ｄ 电影来探讨解

决虚拟现实网络游戏的致瘾性问题ꎬ并除却了电影自身的致瘾性ꎬ这使得该电影又衍生出了新的

伦理价值空间ꎮ
«头号玩家»的内容载体 ３Ｄ 电影本身具有致瘾性ꎬ其致瘾性来源于立体影像ꎮ 立体影像与

虚拟现实相似ꎬ其呈现的虚拟世界也是无限逼近现实又超越现实的ꎮ ３Ｄ 电影也因为能够让人沉

浸其中、真幻难分而内含致瘾性ꎮ 叙事老套的«阿凡达»一鸣惊人几乎全仰仗其美轮美奂的立体

影像ꎮ 自«阿凡达»之后ꎬ人们一面抱怨 ３Ｄ 电影内涵缺失ꎬ一面为其捧起超高票房ꎬ事实印证了

立体影像的极大魅力ꎮ «头号玩家»自上映以来一路飙升的票房盛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

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虚拟现实游戏之美的立体影像ꎬ观众在其中几乎可以获得游戏的真实体验ꎮ
而在人与虚拟世界的距离方面和人与虚拟世界的互动方面ꎬ立体影像尚不如虚拟现实ꎬ因此其致

瘾性也低于虚拟现实ꎮ 但是ꎬ３Ｄ 电影未来在数字技术的强化下未必不能实现更高的沉浸性和互

动性ꎬ届时其致瘾性也将更强ꎮ 目前ꎬ３Ｄ 电影的致瘾性由于观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及影像观感

的瑕疵而未爆发出大规模危害ꎮ③

«头号玩家»的内容载体 ３Ｄ 电影还具有陶冶性ꎬ其陶冶性产生于叙事中ꎮ 高质量的电影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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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新:«数字艺术德性研究»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９７－１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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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对观众可以起到激发情感、净化心灵、启迪思想的陶冶作用ꎮ 与德性失范的致瘾性不同ꎬ陶冶

性是一种正面的审美效应ꎬ它使人认识本真人性和人生真谛ꎬ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ꎮ 当下很多

３Ｄ 电影如«雷神»系列、«西游记»系列、«复仇者联盟»系列、«摩天营救»等并不着力于讲好故

事ꎬ只是利用立体影像的沉浸性和致瘾性来撩拨观众的感官以求得一时的票房收入ꎬ其陶冶性并

没有发挥出来ꎮ 在致瘾性和陶冶性之间ꎬ创作的天平偏向了前者ꎬ因而 ３Ｄ 电影口碑大跌ꎮ① 斯

皮尔伯格本人在戛纳电影节接受采访时ꎬ也表达过对 ３Ｄ 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会过度关注技术体

验的忧虑ꎮ 如他所言ꎬ３Ｄ 电影形式至上ꎬ陶冶性作品除了哲思悠长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铁
门»等几部外ꎬ很难找出更多ꎮ

３Ｄ 电影的致瘾性和陶冶性实际上是其自身的“病”和“药”ꎬ其陶冶性在理论上能够对治其

致瘾性ꎮ 立体影像的致瘾性令人的身心沉迷于虚拟世界ꎬ从而疏远现实生活ꎬ厌弃现实世界ꎬ最
后也被现实抛弃ꎬ沦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ꎮ 陶冶的审美效应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ꎬ使人摆脱低

俗和庸俗ꎬ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疮痍ꎬ从容地应对生活的挫折ꎬ进而能够投入现实、改造现实ꎬ成为

对社会有益的人ꎮ ３Ｄ 电影的致瘾性和陶冶性一个致人脱离现实ꎬ一个促人拥抱现实ꎮ 如果观众

能从后者当中汲取力量来对抗和战胜前者ꎬ那么 ３Ｄ 电影之“病”就因“药”而愈了ꎬ其致瘾性危机

也将宣布解除ꎮ
当下ꎬ虽然大多数 ３Ｄ 电影的致瘾性并不强ꎬ但其陶冶性更弱ꎬ电影«头号玩家»却不然ꎮ 斯

皮尔伯格在«头号玩家»中实现了用 ３Ｄ 电影的陶冶性对治其致瘾性ꎮ 该电影以众多流行文化元

素唤起观众的共鸣ꎬ以游戏沉迷者、游戏创造者、游戏商、游戏觉悟者、智者五组人物揭示游戏的

致瘾、危害和防控机制ꎬ在故事承载的事理的循循善诱下让人认识到生活的意义ꎬ重拾生活的信

心ꎮ 立体影像让观众犹如身处电影中的未来世界ꎬ亲身感受到未来现实的苍凉和虚拟现实游戏

的绚烂ꎬ感知人物对现实的厌弃和对游戏的痴迷ꎬ以近乎电影人物的视角跟进故事的叙述ꎬ从而

更近距离地体认电影的伦理蕴含ꎮ 电影«头号玩家»让观众入乎其中、出乎其外ꎬ在大呼过瘾中

获得更真切的反省和感悟ꎬ使反媒介致瘾的主题深入人心ꎮ 电影«头号玩家»的致瘾性被其陶冶

性消弭于无形ꎬ达成了电影的伦理自洽ꎮ 对于这一点ꎬ«阿凡达»等电影重形式、轻内容ꎬ则不值

得称颂ꎮ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铁门»虽然形式与内容并重ꎬ但其陶冶性与致瘾性并存ꎬ未得

消弭之妙ꎮ
以高度的艺术真实关注媒介伦理困境ꎬ用致瘾性媒介承载媒介致瘾的社会问题ꎬ反之又消弭

了媒介载体的致瘾性ꎬ不仅使电影«头号玩家»的故事伦理得以生发ꎬ而且使其自身获得伦理自

洽ꎬ这样深切的伦理关怀和流转的叙述构思赋予电影以独特的价值和意义ꎮ 电影«头号玩家»的
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至少在 ３Ｄ 电影中是绝无仅有的ꎬ它打破了“３Ｄ 是来源于狂欢传统的

垃圾ꎬ是不具有创造性的花招”②的断言ꎮ 从伦理维度来讲ꎬ电影«头号玩家»堪称 ３Ｄ 电影创作

史上的一座里程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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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ｉｓ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ｖｉｅ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 ａｄｄｉ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ｒｅｍｏｖｅｓｔｈｅｉｒ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ꎻ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３Ｄ ｍｏｖ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ａｄｙ Ｐｌａｙｅｒ Ｏｎｅꎻ ３Ｄ ｍｏｖｉｅｓꎻ ｍｅｄｉａ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ꎻ ｅｔｈｉｃｓꎻ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ｔｒｕｔｈꎻ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ꎻ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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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４ 卷 第 ２ 期 (总第 ２８３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２(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３)

延边朝鲜族学生普通话声调感知研究
∗①

陆尧１　 李英浩２　 孔江平３

( １.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ꎻ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ꎻ２.延边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吉林 延吉 １３３００２ꎻ
３.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ꎻ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

　 　 摘要:　 通过范畴感知的识别和区分实验发现ꎬ延边朝鲜族大学生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接近或达到了汉语

普通话母语者的水平ꎮ 除了 Ｔ２－Ｔ３ 声调对立组以外ꎬ其他各组声调对立的感知范畴化程度和母语者差异不大ꎮ
延边朝鲜语中的词汇重音经验和长时学习经历ꎬ可能共同对朝鲜语被试感知普通话声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ꎮ Ｔ２
－Ｔ３ 声调对立组的低范畴化感知水平与前人对不同母语背景普通话学习者的研究结果一致ꎬ说明阳平和上声是

以普通话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感知普通话声调中的难点ꎬ即使是高级阶段的学习者也无法成功建立接近母语

者的感知模式ꎮ
关键词:　 普通话声调ꎻ范畴感知ꎻ延边朝鲜语ꎻ语言经验

中图分类号:　 Ｈ２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４７－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９
作者简介:陆尧(１９８７—　 )ꎬ女ꎬ河南信阳人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员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ꎻ李英浩

(１９７３—　 )ꎬ男ꎬ吉林延吉人ꎬ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博士ꎻ孔江平(１９５７—　 )ꎬ男ꎬ山东齐河人ꎬ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孔江平主持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语言多模态的语言本体研究”(１７ＪＪＤ７４０００１)、李英浩主持的

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１８ＹＬＦＣ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Ｙ. Ｗａｎｇ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２８０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７６ꎬ ｐｐ.６１－７２.
③Ｙｉｓｈｅｎｇ Ｘｕꎬ Ｇａｎｄｏｕｒ Ｊ 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 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Ｖｏｌ. １２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１０６３－ １０７４ꎻＧ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６１６－６２４ꎻ
荣蓉:«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听感格局»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南开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④杨若晓:«基于发声的汉语普通话四声的范畴知觉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北京大学ꎬ２００９ 年ꎻ王韫佳、李美京:«调型和调

阶对阳平和上声知觉的作用»ꎬ«心理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ꎻＡｏ Ｃｈｅ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ｔｏ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ꎬ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３ꎻ于谦:«方言背景与普通话声调范畴感知研究»ꎬ博士学位论

文ꎬ北京大学ꎬ２０１７ 年ꎮ

引言

普通话声调感知的研究最早是由 Ｗａｎｇ(１９７６)提出的ꎬ他通过实验发现ꎬ母语者对阴平和阳

平的感知是范畴感知(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ꎬ即连续的语音变化被知觉为离散的、数量有限的范

畴ꎬ两个声调之间存在明确的识别边界ꎮ②随后ꎬ更多研究表明ꎬ母语者对普通话阴平和阳平、阴
平和去声、阴平和上声、阳平和去声之间的声调感知是范畴感知(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ꎻ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ꎻ
荣蓉 ２０１３)③ꎻ对普通话阳平和上声、上声和去声之间的感知模式是否是范畴感知则存在争议

(杨若晓 ２００９ꎻ王韫佳等 ２０１０ꎻＣｈｅｎ Ａ ２０１３ꎻ于谦 ２０１７)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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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对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感知普通话声调的研究逐渐增多ꎬ普通话声调

也是学习者较难掌握的语音特征ꎮ 根据知觉同化模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ＰＡＭ)
(Ｂｅｓｔꎬ Ｃ. Ｔ. １９９５)和言语学习模型(Ｓｐｅｅｃ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ꎬＳＬＭ)(Ｆｌｅｇｅꎬ Ｊ. Ｅ.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ꎬ学习

者的母语背景、学习时长和语言环境都影响他们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ꎮ① 如果学习者的母语中

不存在声调系统ꎬ他们就很难感知普通话的声调ꎮ 如英语、法语等非声调语言母语者不能够建立

起跟母语者相同的声调范畴感知 (Ｗａｎｇ １９７６ꎻＨａｌｌé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ꎻ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ꎻ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ꎮ② 声调语言背景的学习者感知普通话声调则存在差异化的表现ꎮ 如于谦(２０１７)发现ꎬ汉
语方言母语者感知普通话声调时能够建立起类似母语者的范畴感知ꎬ但受到方言的影响也呈现

出一些特点ꎮ③ Ｈａｏ(２０１２)发现ꎬ粤语母语学习者很难区分普通话阴平和去声ꎮ④ Ｓｏ(２００５)发现

日语母语学习者识别普通话阳平和去声要比阴平和上声容易ꎮ⑤ 然而ꎬ张林军(２０１０)认为日语

的音高模式对零起点的日本学习者感知普通话声调的范畴没有本质影响ꎮ⑥

Ｍｉｎａｇａｗａ－Ｋａｗａｉ(２００５)认为第二语言语音范畴感知能力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ꎬ某些音

段特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ꎬ可以建立起与母语者类似的范畴感知ꎮ⑦ 学习经历对提高普

通话声调范畴感知程度的重要性也为以往的研究所证实ꎮ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发现学习训练能够提高

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日语、英语和赫蒙语)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ꎮ⑧ 张林军(２０１０)认为ꎬ较高水

平的日本学习者普通话声调的范畴感知程度可能接近母语者的水平ꎬ但精细化程度(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仍有待提高ꎮ 王韫佳(２０１１)等发现ꎬ以韩国语为母语的普通话长时学习

者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模式与母语者较为接近ꎬ但在一些方面仍然与后者存在差异ꎬ主要表现在

未能在感知中成功地建立起普通话上声的音系模式ꎮ⑨

本文讨论中国延边朝鲜族学生的汉语普通话声调的范畴感知ꎮ 以延边朝鲜族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有特殊的意义ꎮ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ｅｓｔ Ｃ Ｔꎬ“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Ｗ.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ｅｄ.ꎬＳｐｅｅｃ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Ｔｉｍｏｎｉｕｍ.ＭＤ: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５ꎬ ｐｐ.１７１－２０４ꎻＦｌｅｇｅꎬ Ｊ. Ｅ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ꎬ Ｖｏｌ.１５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４７－ ６５ꎻＦｌｅｇｅꎬ Ｊ. Ｅꎬ “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ｉｎ Ｗ.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 ｅｄ.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Ｔｉｍｏｎｉｕｍ.ＭＤ: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５ꎬ ｐｐ.２３３－２７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Ｙ. Ｗａｎｇꎬ“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２８０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７６ꎬ ｐｐ.６１－７２ꎻＨａｌｌé Ｐ
Ａ ｅｔ ａｌ.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ｎｅｓ ｂｙ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９５－４２１ꎻＹｉｓｈｅｎｇ Ｘｕꎬ Ｇａｎｄｏｕｒ Ｊ 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 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Ｖｏｌ.１２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１０６３－１０７４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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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延边朝鲜语存在音调特征(ｔｏｎｅ)ꎬ实质上属于音高重音类型的语言ꎮ 在词汇层面存在

高调(Ｈｉｇｈ)和低调(Ｌｏｗ)的组合ꎬ每条词汇存在至多一个音高重音(ａｃｃｅｎｔ)ꎬ在声学上表现为基

频高点(ｐｉｔｃｈ ｐｅａｋ)ꎬ重音音节外的其他音节全部为低调ꎮ 在双 /多音节词语中ꎬ重音音节位于词

语右侧两个音节中的一个ꎬ朝鲜语本土词汇多为尾重音类型( ｆｉｎａｌ ａｃｃ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ꎮ 音节重量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影响重音位置ꎬ如果倒数第二个音节是重音节(ｈｅａｖｙ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ꎬ则可以产生倒数

第二音节重音类型(ｐｅ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ｃｃ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Ｉｔｏ 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ꎮ① 延边朝鲜语的音调特征与韩

国标准语存在较大差异ꎬ前者的音调是词汇的固有音系特征ꎬ而韩国标准语词汇的音调则受到韵

律短语(即音高重音短语ꎬａｃｃｅｎｔｕ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的制约(Ｊｕｎ Ｓ－Ａ ２００５)ꎮ②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选
取有词汇重音和无词汇重音的两种韩语方言母语者为被试ꎬ采用 ＡＸＢ 区分实验测试被试对泰语

五个声调的感知ꎬ发现无论是正确率还是反应时间ꎬ有词汇重音的韩语方言被试表现均优于无词

汇重音的韩语方言被试ꎮ③

其次ꎬ延边朝鲜族学生具有较高的朝、汉双语能力ꎮ 延边当地完善的双语教学模式和充分的

双语使用社会文化环境对朝鲜族学生双语能力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ꎮ 大多数朝鲜族学生都表现

为接近于平衡的朝、汉双语者ꎬ在两种语言之间可以进行自由的语码转换ꎮ 因此ꎬ延边朝鲜族学

生对汉语声调的感知有可能接近普通话母语者ꎮ 对延边朝鲜族学生产出的汉语声调的声学分析

结果表明ꎬ朝鲜族学生能够产出汉语的四个声调ꎬ但是声调调值不稳定ꎬ且存在较大的个体差

异ꎮ④ 但对朝鲜族学生的普通话声调感知特征目前没有相关报告ꎮ
本文采用感知实验的识别(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区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任务进行研究ꎮ 大多数前

人研究认为ꎬ范畴感知最重要的两项判定标准是“识别曲线存在陡峭边界ꎬ同时区分曲线在识别

边界处存在区分波峰”ꎮ 范畴化程度比较的量化指标是“识别宽度(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与

“区分峰度”(ｐｅａｋ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ＤＰ)ꎮ⑤ 本文将综合使用上述研究范式以及量化指标

体系来分析延边朝鲜语母语者对汉语普通话四个声调的感知特点ꎮ 最后与普通话母语者的感知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ꎬ从而探讨高级阶段二语习得者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机制及其母语经验的

影响ꎮ

一、实验方法

(一)实验被试

实验被试为 ３４ 名延边朝鲜语母语者(１５ 男ꎬ１９ 女)ꎬ均为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到三

年级本科生ꎬ年龄和所受教育程度相当ꎮ 所有被试听力正常ꎬ从小在朝鲜族学校接受汉语、朝鲜

语双语教育ꎬ高考时用朝鲜语答卷ꎻ在大学公共课听课和考试时主要使用汉语ꎮ 平时与家人、朋
友交流时说朝鲜语为主ꎮ 普通话对照组共 ２５ 人(１０ 男ꎬ１５ 女)ꎬ从小在北京长大ꎬ普通话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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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乙等以上ꎮ
(二)实验刺激

实验中所采用的刺激样本由 ４ 个真实的普通话单字调音节合成:“搭”“达”“打”“大”ꎬ这四

个音节声韵母相同ꎬ声调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下文称为“ Ｔ１、 Ｔ２、Ｔ３、Ｔ４”)ꎬ由一位女

性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发声ꎮ 为了排除时长对声调感知的影响ꎬ通过反复录音使每个音节平均

时长在 ５００ｍｓ 左右ꎮ 录音在安静的室内进行ꎬ具体录音设备包括:录音软件(Ｃｏｏｌ Ｅｄｉｔ ２.１)、麦克

风(Ｓｏｎｙ ＥＣＭ－４４Ｂ)、笔记本电脑(ＴｈｉｎｋＰａｄ Ｘ１)、外置声卡(ＳＢＸ)和调音台(ＸＥＮＹＸ ３０２ ＵＳＢ)ꎮ
录音时的采样频率为 ２２０５０ 赫兹ꎬ采样精度为 １６ 位ꎮ

４ 个声调对立形式共 ６ 种: Ｔ１－Ｔ２、 Ｔ１－Ｔ３、 Ｔ１－Ｔ４、Ｔ２－Ｔ３、 Ｔ２－Ｔ４、 Ｔ３－Ｔ４ꎮ 使用 Ｐｒａａｔ 软
件ꎬ通过基音同步叠加方法(ｐｉｔｃｈ－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ｄ ａｄｄꎬＰＳＯＬＡ)对这 ６ 种对立分别合成

实验刺激ꎮ 以 Ｔ１－Ｔ２ 声调对立组为例ꎬ首先用 Ｐｒａａｔ 脚本程序等距离提取出 Ｔ１ 和 Ｔ２ 的基频数

据ꎬ接着以 Ｔ１ 为母本均匀改变基频至 Ｔ２ 合成一组刺激ꎬ再以 Ｔ２ 为母本均匀改变基频至 Ｔ１ 合成

一组刺激ꎬ两组合成刺激所用的基频数据完全相同ꎬ但各自保留不同母本的发声类型ꎮ 最终合成

了 １２ 组刺激样本连续体ꎬ每组 １１ 个ꎬ共计 １３２ 个刺激样本ꎮ

图 １　 Ｔ１－Ｔ２、Ｔ１－Ｔ３、Ｔ１－Ｔ４ 刺激样本连续体

图 １ 左图为 Ｔ１－Ｔ２ 的刺激样本连续体ꎬ基频最低为 １７２.７２Ｈｚꎬ最高为 ２９７.５８ Ｈｚꎻ中图为 Ｔ１－
Ｔ３ 的刺激样本连续体ꎬ基频最低为 １２６.６５ Ｈｚꎬ最高为 ２９４.９１ Ｈｚꎻ右图为 Ｔ１－Ｔ４ 的刺激样本连续

体ꎬ基频最低为 １０２.５８ Ｈｚꎬ最高为 ３１６.９２ Ｈｚꎮ

图 ２　 Ｔ２－Ｔ３、Ｔ２－Ｔ４、Ｔ３－Ｔ４ 刺激样本连续体

图 ２ 左图为 Ｔ２－Ｔ３ 的刺激样本连续体ꎬ基频最低为 １１１.９９ Ｈｚꎬ最高为 ２９７.５８ Ｈｚꎻ中图为 Ｔ２
－Ｔ４ 的刺激样本连续体ꎬ基频最低为 １２２.０８ Ｈｚꎬ最高为 ３０２.５ Ｈｚꎻ右图为 Ｔ３－Ｔ４ 的合刺激样本连

续体ꎬ基频最低为 １１３.４９ Ｈｚꎬ最高为 ３０３.８９ Ｈｚꎮ
(三)实验过程

每个被试都参与了感知实验中的识别和区分任务ꎮ 所有的刺激由 ＳＯＮＹ ＭＤＲ－７５０６ 耳机播

放出来ꎮ 实验和数据采集使用心理学实验设计软件 Ｅ－ＰＲＩＭＥ ２.０ 进行ꎮ
１.识别实验

在识别实验中ꎬ１２ 组刺激随机播放ꎬ每组 １１ 个刺激各随机出现 ２ 次(２ ´１１＝ ２２)ꎬ每次每个刺

激连续播放 ２ 遍ꎮ 声音播放的同时ꎬ屏幕上会出现“搭”“达”“打”“大”中的任意两个字ꎮ 播放完毕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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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被试必须在 ５ 秒的时间内通过键盘上的“←”和“→”按键判断听到的语音是屏幕上哪个字ꎮ
２.区分实验

采用区分实验的 ＡＸ 范式ꎬ即两个刺激样本配对随机播放ꎬ由被试判断是否相同ꎬ样本对由

“相同样本对”和“不同样本对”组成ꎮ 本实验中“不同样本对”由 １－３、２－４、３－５、４－６、５－７、６－８、
７－９、８－１０、９－１１ 和 ３－１、４－２、５－３、６－４、７－５、８－６、９－７、１０－８、１１－９ 这些刺激样本构成ꎬ共 １８ 对ꎬ
每对 ２ 个刺激样本之间间隔 ２ 个步长ꎻ“相同样本对”由 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６、７－７、８－８、９－９、
１０－１０ 这些刺激样本构成ꎬ共 ９ 对ꎮ １２ 组刺激共组成了 １８ ´１２＋９ ´１２ ＝ ３２４ 个样本对ꎬ每个样本

对在实验中播放 ２ 次ꎮ 每对 ２ 个刺激样本播放间隔 ５００ 毫秒(Ｐｉｓｏｎｉ １９７３)①ꎻ被试有 ５ 秒的时间

判断这对刺激样本是“相同”还是“不同”ꎮ
(四)数据分析

本文统计了被试的“识别边界、识别宽度、区分率及区分峰度”ꎬ并对母语被试和朝鲜语被试

的范畴化程度进行了对比ꎮ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ＳＰＳＳ 及 Ｒ 语言ꎮ
１.识别实验结果

每个刺激的识别结果是被试将其识别为“←”和“→”的百分比ꎮ 根据识别结果构造二分变

量逻辑回归模型:ｌｏｇ(Ｐ１ / (１－Ｐ１))＝ ｂ０＋ｂ１ｘꎬ其中 Ｐ１ 为每个刺激的识别结果ꎬｘ 为声音连续体的

步长个数ꎬｂ０和 ｂ１是回归模型函数中自变量 ｘ 的回归系数和常数ꎬ识别率为 ０.５ 时所对应的 ｘ 值

即为识别边界(下文简称 Ｘｃｂ):Ｘｃｂ＝ －ｂ０ / ｂ１ꎬ边界宽度(下文简称 Ｗｃｂ)则为识别率为 ２５％和

７５％之间的线性距离ꎮ Ｗｃｂ 越窄ꎬ范畴化程度越高(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ꎮ②

２.区分实验结果

区分率采用公式 Ｐ ＝Ｐ(“Ｓ” ｜ Ｓ) ´Ｐ(Ｓ)＋Ｐ(“Ｄ” ｜ Ｄ) ´Ｐ(Ｄ) 计算(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ꎮ③ 其中ꎬＰ
(“Ｓ” ｜ Ｓ)为相同样本对被判断为相同的概率ꎬＰ(“Ｄ” ｜ Ｄ)为不同样本对被判断为不同的概率ꎬＰ
(Ｓ)和 Ｐ(Ｄ)是相同样本对和不同样本对在整个区分实验中的比例ꎬ本次实验中 Ｐ(Ｓ)和 Ｐ(Ｄ)
分别为 １ / ３ 和 ２ / ３ꎮ 范畴间区分率(下文简称 Ｐｂｃ)为跨过该识别边界位置的一对或两对样本对

的区分率平均值ꎬ范畴内区分率(下文简称 Ｐｗｃ)为其余各样本对的区分率平均值ꎮ 区分峰度

(下文简称 Ｐｐｋ)由范畴间和范畴内区分率的差值决定ꎮ 峰度越大ꎬ被试对范畴间(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的语音差异比对范畴内(ｗｉｔｈ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的语音差异的感知越敏感ꎬ范畴化程度越高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ꎮ④

二、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识别曲线与区分曲线

图 ３ 为 Ｔ１－Ｔ２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结果ꎮ 两组被试的识别曲线在识别边界附近均呈现相对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Ｐｉｓｏｎｉꎬ Ｄ. Ｂꎬ “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ｏｗｅｌｓ ”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１３ꎬ Ｎｏ.２ꎬ１９７３ꎬ ｐｐ.２５３－２６０.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Ｘｕꎬ Ｇａｎｄｏｕｒ Ｊ 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 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Ｖｏｌ.１２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１０６３－１０７４.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Ｘｕꎬ Ｇａｎｄｏｕｒ Ｊ 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 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Ｖｏｌ.１２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１０６３－１０７４.

Ｃｕｎｍ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ａｍｕｓｉｃｓ”ꎬ Ｍｅｍｏｒｙ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０ꎬ Ｎｏ.７ꎬ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１０９－１１２１ꎻＦｅｉ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ｔｏ 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Ｖｏｌ.４４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１４１３－１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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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峭的上升或下降ꎬ区分曲线在边界位置附近有明显凸起的区分波峰ꎮ

图 ３　 Ｔ１－Ｔ２ 声调对立组感知结果

图 ４ 为 Ｔ１－Ｔ３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结果ꎮ 两组被试的识别曲线在识别边界附近均呈现相对

陡峭的上升或下降ꎬ区分曲线在边界位置附近有一个凸起的区分波峰ꎬ但是波峰较为平缓ꎬ朝鲜

语被试的区分波峰较母语被试更为明显ꎮ

图 ４　 Ｔ１－Ｔ３ 声调对立组感知结果

图 ５ 为 Ｔ１－Ｔ４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结果ꎮ 两组被试的识别曲线在识别边界附近均呈现相对

陡峭的上升或下降ꎬ区分曲线在边界位置附近有明显凸起的区分波峰ꎮ

图 ５　 Ｔ１－Ｔ４ 声调对立组感知结果

图 ６ 为 Ｔ２－Ｔ３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结果ꎮ 两组被试的识别曲线在识别边界附近均呈现相对

陡峭的上升或下降ꎬ母语被试的区分曲线的波峰不太明显ꎬ而朝鲜语被试的区分曲线观测不到波

峰ꎬ几乎为 ４０％左右的一条直线ꎮ

图 ６　 Ｔ２－Ｔ３ 声调对立组感知结果

图 ７ 为 Ｔ２－Ｔ４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结果ꎮ 两组被试的识别曲线在识别边界附近均呈现相对

陡峭的上升或下降ꎬ两组被试的区分曲线都呈现一个典型的平台状波峰ꎮ
图 ８ 为 Ｔ３－Ｔ４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结果ꎮ 两组被试的识别曲线在识别边界附近均呈现相对

陡峭的上升或下降ꎬ母本为 Ｔ３ 时ꎬ区分曲线有一个明显的波峰ꎬ母本为 Ｔ４ 时ꎬ虽然可以观察到波

峰ꎬ但是波峰稍显平缓ꎬ并且略偏离识别边界ꎮ
(二)识别边界与边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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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Ｔ２－Ｔ４ 声调对立组感知结果

图 ８　 Ｔ３－Ｔ４ 声调对立组感知结果

通过回归统计得到的两组被试的识别边界和边界宽度ꎬ如表 １ 所示ꎮ 对于每组声调对立ꎬ合
成母本不同ꎬ母语被试、朝鲜语被试的 Ｘｃｂ、Ｗｃｂ 都略有差异ꎬ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ꎬ仅有

Ｔ３－Ｔ４组ꎬ母语被试和朝鲜语被试对不同母本合成的刺激连续体识别结果差异显著[Ｆ(１ꎬ１０９４)
＝ ２３.１２７ꎬｐ<０.００５ꎻＦ(１ꎬ７４２)＝ ３８.２５ꎬｐ<０.００５)]ꎬ其他各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０５)ꎮ 近期有研

究指出ꎬ发声类型对声调的感知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张锐锋、孔江平ꎬ２０１４)①ꎬ不过这不是本文

的研究问题ꎬ因此在这里不作讨论ꎬ暂将各组内部的两套数据平均计算ꎮ
从 Ｘｃｂ 来看ꎬ朝鲜语被试感知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 组的 Ｘｃｂ 比母语被试略为后移ꎬ感知其他各组

声调对立组的 Ｘｃｂ 比母语被试略为前移ꎬ但单因素方差分析均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５)ꎮ 假

设当 Ｔ１－Ｔ２ 的 Ｘｃｂ 为 ４ 时ꎬ我们即定义 Ｔ１ 的 Ｘｃｂ 为 ４ꎬＴ２ 为 ７ꎬ如此计算得出ꎬ朝鲜语被试四声

范畴均值分别为:４.０４ 、６.４０ 、５.３４ 、６.２２ꎮ 母语被试分别为:４.０４ 、６.５８ 、５.０９ 、６.２１ꎮ 朝鲜语被试

与母语被试的四声范畴均值极为接近ꎮ
从 Ｗｃｂ 来看ꎬ朝鲜语被试感知 Ｔ２－Ｔ３ 组的 Ｗｃｂ 最宽ꎬ感知 Ｔ２－Ｔ４ 组的 Ｗｃｂ 最窄ꎮ 母语被

试感知 Ｔ２－Ｔ３ 组的 Ｗｃｂ 最宽ꎬ感知 Ｔ１－Ｔ４ 组的 Ｗｃｂ 最窄ꎮ 与母语被试对比ꎬ朝鲜语被试感知

Ｔ１－Ｔ３ 和 Ｔ３－Ｔ４ 组的 Ｗｃｂ 略小于母语被试ꎬ感知其他各组声调对立组的 Ｗｃｂ 略大于母语被试ꎮ
不过ꎬ朝鲜语被试与母语被试 Ｗｃｂ 的差值ꎬ除了 Ｔ２－Ｔ３ 组之外ꎬ均未超过 ０.５ꎮ Ｔ２－Ｔ３ 组中ꎬ朝鲜

语被试的 Ｗｃｂ 与母语被试的差值将近为 １ꎬ显著大于母语被试ꎮ
(三)区分率与区分峰度

两组被试的范畴间、范畴内区分率以及区分峰度如图 ９ 所示ꎮ 从两组被试各自的情况来看ꎬ
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ꎬ母语被试感知各组声调对立的 Ｐｂｃ 均显著大于 Ｐｗｃ(ｐ < ０.００５)ꎬＴ１－Ｔ２ 组

的 Ｐｐｋ 最高(４０.００％、３３.４８％)ꎮ 朝鲜语被试感知 Ｔ２－Ｔ３ 组的 Ｐｂｃ(３８.４８％、４１.９１％)和 Ｐｗｃ(３７.
０４％、３７.４６％)差异不显著(ｐ ＝ ０.１７ꎻｐ ＝ ０.００６)ꎬ感知其他各组声调对立的 Ｐｂｃ 均显著高于 Ｐｗｃ
(ｐ<０.００５)ꎬＴ１－Ｔ２ 组的 Ｐｐｋ 最高(３５.９２％、３０.７４％)ꎮ 两组被试对比来看ꎬ朝鲜语被试的 Ｐｂｃ、
Ｐｗｃ 均小于母语被试ꎬ不过这种差异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不显著(ｐ>０.００５)ꎮ 朝鲜语被试感知 Ｔ１－
Ｔ３ 组的 Ｐｐｋ 略大于母语被试ꎬ感知其他各组声调对立的 Ｐｐｋ 略小于母语被试ꎬ不过经单因素方

差分析差异同样不显著(ｐ>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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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锐锋、孔江平:«河南禹州方言声调的声学及感知研究»ꎬ«方言»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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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朝鲜语被试、普通话被试识别边界、识别宽度

声调对立 合成母本
Ｘｃｂ Ｘｃｂ Ｗｃｂ Ｗｃｂ

普通话被试 朝鲜语被试 普通话被试 朝鲜语被试

Ｔ１－Ｔ２
Ｔ１ ３.６６

Ｔ２ ４.２４
３.９５

３.９２

４.３１
４.１１

０.８９

１.３９
１.１４

１.５４

１.３８
１.４６

Ｔ１－Ｔ３
Ｔ１ ５.１２

Ｔ３ ５.０４
５.０８

４.６６

４.５６
４.６１

１.８３

１.４８
１.６６

１.４３

１.３８
１.４０

Ｔ１－Ｔ４
Ｔ１ ３.６

Ｔ４ ３.５４
３.５７

３.２３

３.５８
３.４１

０.８５

０.９１
０.８８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１

Ｔ２－Ｔ３
Ｔ２ ７.３８

Ｔ３ ７.２１
７.３０

６.８０

６.７４
６.７７

１.６１

２.１５
１.８８

２.７４

２.７８
２.７６

Ｔ２－Ｔ４
Ｔ２ ５.７４

Ｔ４ ５.６
５.６７

５.４９

５.５７
５.５３

１.１２

０.７８
０.９５

１.３３

１.０３
１.１８

Ｔ３－Ｔ４
Ｔ３ ４.６４

Ｔ４ ５.６１
５.１３

４.８８

５.９１
５.４０

１.０８

２.５７
１.８３

１.５２

１.２２
１.３７

图 ９　 朝鲜语被试、普通话被试范畴间区分率、范畴内区分率、区分峰度

三、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ꎬ对比“Ｘｃｂ、Ｗｃｂ 和 Ｐｐｋ”这 ３ 个指标ꎬ朝鲜族学生整体上已经建立起了接近

或达到母语者的普通话声调范畴感知模式ꎮ 各组声调对立的 Ｘｃｂ 及整体四声范畴均值都与母

语者接近ꎬ除了 Ｔ２－Ｔ３ 组ꎬ被试感知其他各组声调对立的 Ｗｃｂ 和 Ｐｐｋ 与母语者差异都不显著ꎮ
虽然朝鲜语被试的 Ｐｂｃ 和 Ｐｗｃ 均小于母语被试ꎬ但其差异并不显著ꎬＰｂｃ 的降低意味着范畴间区

分能力的弱化ꎬ而 Ｐｗｃ 的降低意味着范畴内刺激敏感程度的提高———因为这些刺激属于同一范

畴ꎬ所以不需要过多注意细节(张林军 ２０１０)ꎮ① 这一结果说明ꎬ某些刺激尽管被归入同一声调

范畴ꎬ但朝鲜语母语者已经可以像母语者一样很容易去忽略它们之间物理属性的差异ꎬ也就是

说ꎬ在声调范畴化的精细化能力上ꎬ朝鲜语被试也几乎能够达到母语者的水平ꎮ
朝鲜语被试对 Ｔ２－Ｔ３ 声调对立组的感知范畴化程度显著低于母语被试ꎬ虽然识别曲线较为

陡峭ꎬ但 Ｗｃｂ 显著大于母语被试ꎬＰｂｃ 和 Ｐｗｃ 差异不显著ꎬＰｐｋ 几乎不存在ꎬ区分曲线几乎是一

条直线ꎮ 阳平和上声在基频曲线上有一定的相似性ꎬ都有“升”的特征ꎬ在引言中提到ꎬ母语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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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尧　 李英浩　 孔江平:延边朝鲜族学生普通话声调感知研究

Ｔ２－Ｔ３ 是否是范畴感知仍存在争议(杨若晓 ２００９ꎻ王韫佳 ２０１０ꎻ于谦 ２０１７)ꎮ① 王韫佳等(２０１１)
还认为ꎬ不仅普通话母语者在听感中很容易混淆 Ｔ２ 和 Ｔ３ꎬ而且以汉语普通话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者感知与习得的难点也是 Ｔ２ 和 Ｔ３ꎬ如以韩国语为母语的普通话高级学习者对 Ｔ２ 和 Ｔ３ 调的感

知便未能建立起接近母语者的感知模式ꎮ② 金哲俊(２０１４)进行的朝鲜族学生汉语单音字声调发

音的统计ꎬ可以明显看出学生发音的 Ｔ２ 和 Ｔ３ 调型非常相似ꎬ均为先降后升ꎮ③ 本文的数据进一

步证明ꎬＴ２ 和 Ｔ３ 是以普通话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声调感知中的难点ꎬ高级阶段学习者即使能

对普通话其他各组声调对立建立起接近母语者的范畴感知模式ꎬ对 Ｔ２－Ｔ３ 的感知范畴化程度仍

然较低ꎮ
朝鲜族学生对普通话其他声调对立组较高的感知范畴化水平可能是由于延边朝鲜语的母语

经验与语言环境共同导致的ꎮ 引言中提到ꎬ延边朝鲜语在词汇层面存在音高重音ꎮ 音高信息在

不同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不同母语者对音高信息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Ｌｕｏ ２００７)ꎮ④ 比

如ꎬ有研究发现汉语等声调语言中拥有“绝对音高”(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ｉｔｃｈ)能力的人要高于非声调语言ꎬ
因为声调语言的经验提高了对音高信息的感知能力(Ｄｅｕｔｓ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ꎮ⑤ 前人研究中母语为

英语、法语等语言的人没有任何声调和音高重音的经验ꎬ因此对声调的感知只能是基于声调之间

物理属性的差异ꎬ很难建立起与普通话母语者相同的声调感知模式ꎮ 张林军(２０１０)认为ꎬ日语

的音高模式对普通话声调的范畴化知觉没有本质影响ꎮ 不过ꎬ由于他采用的被试是“零起点”的
汉语学习者ꎬ所以这种音高模式有可能在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够产生作用ꎮ⑥

于谦(２０１７)的研究发现ꎬ声调语言母语者的语言经验及其从小学习普通话的语言环境ꎬ对于他

们感知普通话声调是有帮助的ꎮ⑦ 本文实验结果也证明ꎬ延边朝鲜语中的词汇重音经验和长时

学习经历ꎬ可能共同对朝鲜语被试感知普通话声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ꎮ

四、结论

本文的感知实验分析结果表明ꎬ具有较高朝汉双语能力的延边朝鲜族大学生对普通话声调

的感知接近或达到了母语者的水平ꎮ 除了 Ｔ２－Ｔ３ 组以外ꎬ其他各组声调对立的感知范畴化程度

和汉语普通话母语者差异不大ꎮ 延边朝鲜语中的词汇重音经验和长时学习经历ꎬ可能共同对朝

鲜语被试感知普通话声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ꎮ 朝鲜语被试对 Ｔ２－Ｔ３ 组的低范畴化感知水平与

前人对不同母语背景普通话学习者的研究结果一致ꎬ说明阳平和上声是以普通话为第二语言的

学习者在感知普通话声调中的难点问题ꎬ即使是高级阶段的学习者也无法成功建立接近母语者

的感知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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