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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几点体会∗①

马永庆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道德建设以新的历史使命ꎮ 道德建设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也是其思想基础和道义支撑ꎮ 新时期道德建设需要建构与新时代现实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ꎬ强
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ꎬ推进集体主义教育ꎮ 在实践的层面上ꎬ要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

相结合ꎬ发挥不同道德主体的作用ꎬ在道德建设的真抓实干上下功夫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道德建设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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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马永庆(１９５７—　 )ꎬ男ꎬ山东胶州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１３ＢＫＳ０１１)、山东省研究生

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ＳＤＹＹ１３００８)、山东省高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高
师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专业的整合与创新建设研究”(２０１２３９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ꎬ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③陈戍国:«礼记校注»ꎬ长沙:岳麓书院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５４ 页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ꎮ 从伦理视角解读新的

历史方位的伟大使命ꎬ关注道德在其中的地位、价值、承担的责任和未来展望是十分必要的ꎮ 本

文力求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ꎬ探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ꎮ

一、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地位和价值

新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ꎮ 在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ꎬ道德建设作为社

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ꎬ对于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道德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素之一ꎮ 全面小康具体需要包括哪些内容ꎬ道德能否小

康ꎬ或道德在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对此ꎬ十九大报告中已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ꎬ而且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ꎮ”②可以说ꎬ全面小康包括着向上向

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ꎬ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ꎬ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增强等道

德要素ꎮ
小康ꎬ在社会的层面上既可以指社会的一种态势ꎬ或达到的一种水平ꎬ也可以指社会生活的

一种景象ꎮ 如«诗经»的«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ꎬ汔可小康”的句子ꎮ «礼记»中说:“以著

其义ꎬ以考其信ꎬ著有过ꎬ刑仁讲让ꎬ示民有常ꎮ 如有不由此者ꎬ在势者去ꎬ众以为殃ꎮ 是谓小

康ꎮ”③这种小康在社会治理、道德层面的寓意更多一些ꎬ某种意义上为我们了解全面小康中的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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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要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ꎬ全面小康已经被提到战略的高度ꎮ
社会层面上的小康有一个总体的衡量标准ꎬ这里既有着道德的评价也有着社会实际运转的要求ꎮ
小康寓意的多样性ꎬ给人们认识小康中的道德要素提供了一定的发挥和想象空间ꎮ 但是ꎬ由于道

德的性质以及小康的特定要求ꎬ人们对道德要素的把握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从道德思维的视角进行把握ꎮ 这主要在于道德有其内在的特殊性ꎮ 在

中国的古籍中ꎬ德就是得道ꎬ德化ꎮ 道德就是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人伦之理ꎬ把握做人的基本

标准ꎬ使外在的道德要求成为居于心中的道德法则ꎬ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ꎬ达到较高的精神境

界ꎮ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ꎬ它是通过舆论、习俗及个人信念对特定社会关系ꎬ更确切一点说ꎬ是
对一定伦理关系的反映ꎮ 相较于其他意识形式ꎬ道德在反映的性质、力度及范围等方面有着自己的

特殊性ꎬ其深藏于人们的德性之中ꎬ体现于人们的言行ꎬ实际上最终落脚于人们的内在良心ꎮ 道德

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导向标ꎮ 道德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ꎬ其作用在于扬善抑恶ꎬ为人们提供做人

的标准和行为的方向ꎮ 道德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ꎬ显示了人们在利益关系处理方面达到的水平ꎬ
以及社会风尚的好坏ꎮ 道德代表了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ꎬ作为一种规范或实践精神ꎬ对社会生

活和人们的精神境界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ꎮ 道德的性质、作用充分彰显了其社会价值ꎬ它是社会生

活中的精神力量ꎮ 因而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包含道德建设ꎮ
从全面小康的视角看ꎬ道德要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这是由道德在“五位一体”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或在“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中的作用所决定

的ꎮ 道德是小康社会实现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ꎬ保证并规定着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ꎮ
习近平在近期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了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凝聚有力道德支撑的重要性ꎮ 他强调指

出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ꎬ需要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ꎬ“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从思想道德抓起”①ꎮ 如果说没有道德建设ꎬ全面小康就只是一种可见的外在的小康ꎬ而
缺乏一种内在的或是软实力的小康ꎬ那么小康的维持就没有强大的内在动力ꎬ也会后劲乏力ꎬ没
有可持续性ꎬ自然ꎬ有缺失的小康社会就会失去发展活力ꎮ 由此可见ꎬ小康社会中的道德建设不

是有没有的问题ꎬ而是如何认识和建设的问题ꎮ
道德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特殊的作用ꎮ «管子»曾把礼、义、廉、耻

称为国之“四维”ꎬ认为“四维张则君令行”ꎬ“四维不张ꎬ国乃灭亡”②ꎮ 道德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

规范要求ꎬ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ꎬ道德与其他规范制度相互作用ꎬ保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ꎮ 道

德作为规范具有柔性的特点ꎬ其产生是非制度性的ꎬ只是依靠一定的舆论、宣传教育和信念等形

式ꎬ潜移默化地完成使命ꎮ 道德的特点决定了在当下治国理政中不可能起到主导性作用ꎬ在一定

意义上只是一种辅助的力量ꎮ 尤其是当前面临着“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ꎬ全面依法治国任

务依然繁重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③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情况下ꎬ更要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ꎬ充分发挥法治的力量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ꎮ 这并不是否定道德的作用ꎮ 实际

上ꎬ其他管理形式作用的发挥ꎬ社会规范的实现还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得以最终完成ꎮ 实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ꎬ需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ꎬ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其一ꎬ由社会共同意识向个体内在信念的转化ꎮ 无论是法律、政治规范ꎬ还是道德规范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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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对其认知和把握ꎬ总会有一个由个别人或少数人了解到多数人明白、再由多数人的共同意识

到个体人的意识ꎬ直至形成社会统一的价值理念的过程ꎮ 代表社会共同意志的法律和道德规范ꎬ
是不同社会主体在不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ꎬ把握各种社会矛盾ꎬ以及了解人们认知水平和实践能

力的基础形成的ꎮ 但是要真正落实到位ꎬ还要经过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认识到

认同的发展阶段ꎮ 只有人们自觉把自己作为规范主体时ꎬ把守法、遵德当成自己的责任ꎬ或者是

当成一种自我需求ꎬ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才能真正达到目的ꎮ
其二ꎬ从法律政治规范到道德要求的转化ꎮ 法律政治规范具有强制性ꎬ也是一种刚性要求ꎬ

对于社会成员具有较强的威慑力ꎬ有着必须之意ꎮ 但要完全发挥这种刚性要求的作用ꎬ成为人们

的一种行为习惯ꎬ则需要使刚性规范逐步转化为柔性要求ꎬ潜移默化ꎬ浸润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ꎬ
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中ꎮ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ꎬ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ꎮ”①当然ꎬ这里不是要道德取

代法律政治力量ꎬ失去法律应有的规范力度ꎬ而应使法律政治规范在达到刚性约制的同时ꎬ转化

为一种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且能够成为其个人行为习惯的生活方式ꎮ 人们的良好习惯“是在日常

生活交往中形成的ꎬ这种生活交往不是作为规定的教导手段ꎬ而是作为社会需要进行的”ꎮ②

其三ꎬ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化ꎬ即由外在要求转化成个人的内在品质ꎮ 对个体来讲ꎬ道德首先

是处于他律阶段ꎬ它是作为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出现在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ꎬ是一种外在的约制

力ꎮ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按照道德规范行事ꎬ还只是遵循对规范的服从ꎬ有时甚至是迫不得

已、违背意愿对义务的履行ꎮ 当然ꎬ“对权威表示尊敬和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正确的行

为”③ꎮ 但是ꎬ道德规范还是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等方式缓慢地渗透ꎬ以引发个体的情感

认同ꎮ 人们发自内心地把道德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ꎬ而自觉自愿地选择并加以认同、接受ꎬ纳入

自己道德信念结构中ꎬ成为制控自己的内在道德力量ꎮ 道德的真正实现在于完全成为人们的一

种自觉行为ꎮ “自律性就是任何人和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的根据ꎮ”④

二、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全方位的ꎮ 面对新的历史使命ꎬ道德建设的主要

任务是什么ꎬ道德建设在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中担负起哪些职责? 这是当下道德建设必须正视

的问题ꎮ
首先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道德文化体系ꎬ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ꎬ“使全体

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ꎮ⑤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需要万众

一心ꎬ同心同德ꎬ齐心协力ꎬ“找到最大公约数ꎬ画出最大同心圆”ꎮ⑥ 就此ꎬ需要围绕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确立起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ꎬ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ꎬ用社会主义道

德标准衡量人们行为的善恶价值ꎬ提升全社会的正能量ꎬ提高人民道德水准、文明素养ꎬ努力弘扬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ꎬ凝结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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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ꎮ”①当下ꎬ既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断地完善道德体

系ꎬ形成新的规范要求ꎬ又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核心

价值观ꎬ其实就是一种德ꎬ既是个人的德ꎬ也是一种大德ꎬ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ꎮ”②每个社会

成员应该懂得ꎬ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财富多少ꎬ要有一个做人的基本方向和道德尺度ꎬ明确

我们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基本条件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ꎬ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的道德要求ꎬ
并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ꎮ

道德文化体系的重构需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相适应ꎮ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

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ꎬ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ꎮ③ 在今天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④ꎮ 新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体系建

构的出发点ꎮ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ꎮ 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ꎬ诸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与社会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人民整体主体的利益需求与个体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
不同利益主体间需求满足程度的关系等ꎮ 这些利益关系的处理ꎬ既涉及到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及满足ꎬ更关系到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满足利益的实现问题ꎮ 当前社会生活中ꎬ人们还尚未树

立起一种道德精神ꎬ缺少做人的道德底线ꎬ对人际和谐的人伦之理搞不清楚ꎮ 有些人甚至做出了

有失国格、人格的事情ꎬ不以为耻ꎬ反以为荣ꎮ 社会生活中价值观混乱ꎬ道德失范现象严重ꎬ直接

影响到社会的安宁ꎬ现代化建设的发展ꎬ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ꎮ 因而ꎬ按照现实需要建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ꎬ就显得极为重要ꎮ
其次ꎬ在全社会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ꎮ ２００１ 年ꎬ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ꎬ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努力ꎬ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ꎮ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又面临着

新的挑战、新的任务ꎮ 公民道德建设不仅要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ꎬ
而且还要从公民总体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提升和创建ꎮ 一是要培育公民意识ꎮ 公民不只是一个

人ꎬ公民是享有国家给予的权利和义务的人ꎮ 作为公民个体是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ꎮ
“公民也是共同体的一员”ꎬ“整个共同体的公民安全则是所有公民合力谋求的目标”⑤ꎮ 在这种

意义上ꎬ公民不同于一般人ꎬ作为社会公民ꎬ要认识到自己的公民主体地位ꎬ自觉地把握公民应尽

的义务和责任ꎮ 社会赋予人们以公民的头衔ꎬ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称谓ꎬ而是一副沉甸甸的担

子ꎬ也是一种荣誉ꎮ 公民ꎬ要符合社会对公民的要求ꎬ在其位要谋其政ꎬ积极履行公民的职责ꎮ 公

民要有担当意识ꎬ主动地为国家的发展ꎬ民族的复兴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ꎮ 在道德的视阈下ꎬ
每一个公民需要从国家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出发、遵守社会公共生活准则、职业道德要求和家庭

行为规范ꎬ进行个体道德修身ꎬ强化自身的公民素质和品格ꎮ 以公民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ꎬ审
视自己的行为ꎬ厘清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ꎬ使公民个体融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潮流中ꎮ

二是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ꎮ “作为确定的人ꎬ现实的人ꎬ你就有规定ꎬ就有使命ꎬ就有任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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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ꎬ那都是无所谓的ꎮ”①在社会生活中ꎬ公民承担着多方面的责任ꎬ既有

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使命ꎬ也有着对职业对社会中其他人的规定ꎬ更有着对家人对自己不可或缺的

义务要求ꎮ 作为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炎黄子孙ꎬ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注国家的发展ꎬ有义务

为民族复兴做出努力ꎬ要倡导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奉献意识ꎻ作为社会人ꎬ公民需要参与管

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共事务ꎬ遵守社会公共秩序ꎬ敬业乐业ꎬ关爱他人ꎬ团结友善ꎬ服务社会ꎻ作为家

庭人ꎬ要尊老爱幼ꎬ忠诚婚姻ꎬ互爱互谅ꎬ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ꎻ对自己ꎬ要保证身心健康ꎬ使自己

的言行“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ꎬ不致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和疏于其职守”②ꎮ
三是培育规则意识ꎮ 新的时代必然要有新要求ꎮ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方式ꎬ依据一定

的条件ꎬ在某种法则支配下存在的ꎮ”③在道德领域ꎬ实际上就是旗帜鲜明地宣告社会主义社会必须

坚守的道德底线ꎬ要求人们应该确立正确的善恶观、是非观、荣辱观ꎬ在全社会弘扬什么、倡导什么、
反对什么、贬斥什么的问题上ꎬ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ꎮ 不能让非社会主义文化混淆我们

的视线ꎬ更不能让腐朽没落文化占领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ꎮ 对个人来说ꎬ要始终把自己的言行规范

在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内ꎬ不能主观随性ꎬ各行其是ꎮ 对社会规则的不尊重和破坏ꎬ就是蔑视社

会秩序ꎬ而且也是对他人、对自己的不尊重ꎮ “因为所有道德纪律都是为个体制定的规则ꎬ个体必须

循此而行ꎬ不得损害集体利益ꎬ只有这样ꎬ才不会破坏他本人也参与构成的社会ꎮ”④

再次ꎬ弘扬主旋律ꎬ加强集体主义教育ꎮ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ꎬ贯穿于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始终ꎮ 当前ꎬ集体主义教育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集体主义价值

的科学认识ꎮ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ꎬ利益最大化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ꎬ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

只要能实现利益的满足就不必在乎实施的手段ꎻ也有的观点提出集体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ꎬ市
场经济已经不需要了ꎬ由此产生了否定集体主义的虚无思想倾向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

时代需要不需要集体主义原则ꎬ这一点已无需确认ꎮ 集体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ꎬ新时代道德建构同样需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ꎮ 从历史使命、历史坐标、历史变革

来看ꎬ新时代坚持集体主义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ꎮ 在今天ꎬ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ꎬ从一

定意义上说ꎬ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ꎬ也就是集体主义所要维护的集体利益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ꎬ就是要在保障集体利益的前提下ꎬ满足各种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ꎬ进
而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ꎮ 在此意义上ꎬ集体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

原则ꎮ 当然ꎬ集体主义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得以完善的ꎮ
二是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ꎮ 在新时代ꎬ集体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集体利

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ꎮ 当前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ꎬ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发生了

诸多的变化ꎮ 其中重要的方面是个人与国家、与民族荣辱与共的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ꎮ
民族的繁荣ꎬ不仅涉及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ꎬ而且关乎着每一个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

足ꎮ 因而ꎬ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ꎬ是新时代道德建构的重要任务ꎮ 集体利益和个人

利益的关系是一对矛盾体ꎮ 二者有区别ꎬ又有联系ꎮ 既不能把二者相等同ꎬ甚至相互取代ꎬ也不

能将其截然分开ꎮ 集体和个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辅相成的ꎮ 要看到集体和个人、集体利

益和个人利益的平等性ꎬ更要分清二者在其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ꎮ “我们不是独自生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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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能力只能在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形式中得到实现”ꎮ① 在这方面ꎬ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

益ꎬ必要时甚至要做出自我牺牲ꎮ 同时ꎬ我们也必须时刻把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放在心上ꎬ让每

一个人的需求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ꎮ
三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认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本质区别ꎮ 个人主义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

的范畴ꎮ 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行为指南和归宿的一种伦理思潮ꎮ 个人主义不

能从和谐、友善的视角ꎬ对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ꎻ往往以个人为中心ꎬ把个人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ꎬ甚至不惜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ꎮ 个人主义的危害是极大的ꎮ 新时代道德建设必

须认识到个人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ꎮ 它或以维护个人权利为由ꎬ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ꎬ在现

实生活中力图使私利最大化ꎬ对自己有利的就做ꎬ无利或利小就不做ꎬ抱着贪欲获利的心态待人

对事ꎻ他们或以满足美好生活需求为前提ꎬ只考虑个人的得失ꎬ而没有顾及到社会、他人需求的实

现ꎮ 甚至为了个人的点滴利益ꎬ患得患失ꎬ向党向人民索要回报ꎻ也有人利用手中权力ꎬ搞权权交

易、钱权交易ꎬ不惜以危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代价ꎮ 个人主义混淆了是非界限ꎬ国家利益、多
数人的个人利益无法满足ꎬ仅仅是实现了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利益ꎮ 实际上ꎬ“好生活并不属于个

体ꎬ而是属于紧密依靠国家的人”ꎮ② 个人主义冲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ꎬ割裂了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的辩证关系ꎮ
最后ꎬ新时代道德建设是全方位的ꎬ需要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ꎬ融汇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ꎬ推进到社会变革的深层次ꎮ
其中ꎬ既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ꎬ又要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ꎬ打造生态伦理体系ꎬ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建设

提供道德保障ꎮ 针对不同的道德主体ꎬ实施不同层面的道德要求ꎬ把道德的先进性与共同性有机

地结合起来ꎮ
在道德建设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ꎮ 一是把道德泛化ꎬ一切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ꎮ 道德有

着自己的适用范围ꎬ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ꎬ不能要求道德建设把一切任务都担当起来ꎮ 二是把道

德边缘化ꎬ认为道德是“软”的东西ꎬ不能对社会产生有效的价值ꎮ 道德不是刚性规范ꎬ但是道德

可以通过自己的作用力ꎬ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ꎮ

三、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几点对策

新时代道德建设是多种社会因素的有机结合ꎬ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ꎮ 这涉及到历史与现实

的结合、社会制度的维护、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与人们个体的相互协调等一系列问题ꎮ
首先ꎬ新时代道德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ꎬ立足当代中国现实”③ꎬ

因而ꎬ需要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ꎮ 中华文化绵延亘古五千年ꎬ给中华民族的发展留下了

值得传承和弘扬的优秀道德思想ꎮ 如仁爱贵和、自强不息、廉洁奉公、尊老敬贤、克己慎独、贵义

尚志、谦敬礼让、笃实宽恕、持节知耻等道德品质ꎬ充满着中国力量ꎬ经过历史的荡涤至今仍然熠

熠闪光ꎬ成为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道德智慧ꎮ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ꎬ典籍浩繁ꎬ只有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ꎬ认真地梳理道德传统ꎬ取其精华ꎬ弃其糟粕ꎬ才能较好地使传统美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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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相结合ꎮ “当我们进行一切变革时ꎬ我们绝不全然守旧ꎬ也不全然图新———要有足够的

旧东西以保存先人的原则和政策”ꎬ“不致传统的链条因之断裂”ꎮ① 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自

身文化的支撑与润泽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ꎬ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ꎬ培育了中国人民

的崇高价值追求ꎮ”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ꎬ如何对待传统文

化ꎬ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ꎬ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ꎮ
在新时代道德建设过程中ꎬ需要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的转化ꎬ创新性的发展ꎮ 创造性

转化ꎬ就是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ꎬ认真地分析丰富的中华思想道德资源ꎬ对其历史影响作一

定性和定量的甄别ꎬ以新时代的标准对传统道德文化加以衡量ꎬ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式ꎬ实现其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ꎬ把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加以改造并纳入到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ꎮ 创新性发

展ꎬ就是要使传统道德文化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生命延续和发展ꎮ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目的ꎬ
弘扬是为了更好的发展ꎮ 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道德中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ꎬ即便是一些

在历史上有过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ꎬ在现实中难免也会有些过时的东西ꎮ 因而需要在改造的基

础上提升传统道德文化的品质ꎬ使其有新的时代内涵ꎬ让具有永恒性质的道德文化得以流传、发
扬ꎮ 对待传统道德文化采取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ꎮ

其次ꎬ新时代道德建设中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需要兼行并进ꎬ相互支撑ꎬ相辅相成ꎮ 从主

体的角度来说ꎬ道德分为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ꎮ 个人与社会ꎬ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着密切联系但又

是不同质的两个实体ꎮ 作为不同层面的道德主体ꎬ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ꎮ 社会道德是在

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ꎬ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ꎬ当然在其

产生的过程中与个人的道德认识又是联系在一起的ꎮ 同时从道德的实现来说ꎬ社会道德需要转

化为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ꎬ外显于人们的道德行为ꎮ 人只有把道德作为自己的内在需要ꎬ自觉地

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ꎬ当道德达到自律阶段时其作用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落实ꎮ
在此意义上来说ꎬ个体道德是对社会道德的内化ꎮ 只有达到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双方的和谐才

能使道德得以实现ꎬ而且双方的和谐需要他们的共同付出和维护ꎮ
就社会主体而言ꎬ社会或国家需要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大环境ꎮ 道德的实现有一个

较长的过程ꎬ其中要增强社会对个人的道德影响力ꎮ 这既是道德发展的要求ꎬ也是道德实现必不可

少的途径和环节ꎮ 道德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舆论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其他人文环境等ꎮ 其中包括

社会道德制度的完善程度ꎬ社会道德关系的和谐如何ꎬ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高度ꎬ道德典范的

树立等ꎻ在具体的道德操作中ꎬ有社会道德运行机制的良好状况ꎬ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程度以及

道德规范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等ꎻ还有社会舆论的导向等要素ꎬ道德建设需要舆论的宣传和引导ꎬ
形成良好的道德培育环境ꎬ使人们接受到道德的正能量ꎬ并形成扬善抑恶的社会风尚ꎮ 国家、社会

也需要为个人履行道德责任铺路搭桥ꎬ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ꎮ 对个人主体而言ꎬ人们需要提高道德

认知水平、道德判断能力、接受能力、驾驭能力和道德转化能力、发展能力ꎬ使道德实现由自发到自

觉、再到自由的发展过程ꎮ 可以说ꎬ道德建设是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共同责任ꎬ不仅仅是国家、社会组

织或某些人的事情ꎬ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ꎮ 在道德建设的实践操作中需要尊重每一

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ꎬ关心其道德需要ꎬ充分发挥其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ꎮ
最后ꎬ新时代道德建设重在实践ꎬ重在实实在在地奋发努力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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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ꎮ”①新时代道德建设同样需要不断地拼搏进取ꎬ扫清障碍ꎬ开拓

创新ꎮ 新时代道德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上ꎬ而且还要内化于行动中ꎬ要让人们在行动中

自觉地践行它ꎬ要建立道德实践平台ꎮ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ꎬ新时代道德建设需要经常开展讲文

明、知荣辱的群众性的实践活动ꎬ在社会性的实践平台上ꎬ让更多的人实现向上向善的理想追求ꎮ
在特定的区域中ꎬ有针对性地建立道德讲坛等活动平台ꎬ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常

态化、规范化ꎮ 新时代的道德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ꎬ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国情、从社

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出发ꎬ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ꎮ 真正把新时代道德

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连接ꎬ从人民群众的现实道德水平出发ꎬ提高人民群众的道

德水平ꎮ
道德建设要树标立杆ꎮ 任何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及强化ꎬ都需要通过树立

典范人物ꎬ对社会产生“标杆”和“榜样”作用ꎬ进而引领社会风尚ꎮ 要充分地发现和挖掘在广大

人民群众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德守礼的先进典型ꎮ 典范人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具体体现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榜样ꎮ 开展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就是要彰显社会主义道德

的生命力ꎬ使人们在认识和学习典范人物的活动中ꎬ在先进榜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下ꎬ感受到

社会主义道德的真实存在ꎬ享受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果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满

足ꎬ从而不断形成道德共识ꎮ 总之ꎬ社会主义道德的实现关键在于真抓实干ꎬ必须使先进的价值

观念能够真正地融化在我们的思想中ꎬ落实在行动上ꎬ任何形式主义的做法都是需要避免的ꎮ 同

时ꎬ实践平台的建构要注意形式多样ꎬ增加实用性、趣味性ꎬ使活动既严肃认真ꎬ又能吸引人ꎮ 让

人民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明荣辨辱ꎬ弃恶扬善ꎬ彰显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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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问历史:«死水微澜»为什么会被漠视?∗

宋剑华
( 暨南大学 中文系ꎬ广东 广州ꎬ５１０６３２ )

　 　 摘要: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的代表作ꎬ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区域文化品格的长篇小说ꎮ 但是长期以来ꎬ«死
水微澜»一直被学界所冷落ꎻ而冷落它的主要原因ꎬ又无非是环境、人物和事件都不够“典型”ꎮ 由于现实主义的

“典型论”ꎬ过于强调文学审美的共性原则ꎬ如果我们不彻底打破这种僵化思维模式ꎬ重新去正视文学审美的特

殊性ꎬ像«死水微澜»之类的优秀作品ꎬ是很难进入到文学经典之列的ꎮ
关键词:　 «死水微澜»ꎻ典型化ꎻ地域性ꎻ批评标准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０９－１２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０５
作者简介:宋剑华(１９５５—　 )ꎬ男ꎬ山东招远人ꎬ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ꎬ«中国文艺»１９３７ 年第 ２ 期ꎮ
②谢扬青:«巴金同志的一封信»ꎬ«成都晚报»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③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ꎬ«北京文学»１９９９ 年第 ８ 期ꎮ
④许雯:«刘心武:李劼人的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了»ꎬ中国社会科学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ꎮ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中写得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ꎮ 作者以其巴蜀人的独特

视角ꎬ讲述了一个又麻又辣的成都故事ꎬ惹得那些远离故乡的川籍作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大呼过

瘾ꎮ 郭沫若不仅称之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ꎬ更认为«死水微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

“伟大的作品”ꎮ①巴金也赞叹不已地说ꎬ“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ꎬ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

下”ꎬ历史绝无理由ꎬ去忽略“这样一位大作家”ꎮ②

按理说ꎬ有郭沫若、巴金等文坛巨匠的鼎力推荐ꎬ«死水微澜»早就应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

史ꎬ成为研究者所热烈追捧的经典文本ꎻ然而ꎬ事实却恰恰相反ꎬ人们对于这部优秀作品ꎬ一直都

视而不见、置若罔闻ꎮ 从 １９３６ 年«死水微澜»问世一直到 １９８１ 年ꎬ总共就出现过两篇评论文章ꎬ
一篇是郭沫若的«中国左拉之待望»ꎬ另一篇则是羊路由的«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ꎮ 对此ꎬ许
多人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ꎮ 新时期以来ꎬ有识之士从文学自身的审美角度ꎬ发现了«死水微澜»
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ꎬ以及李劼人书写川西风俗民情的文化意义ꎻ所以ꎬ力主恢复«死水微澜»的
经典地位ꎬ重估李劼人文学史地位的社会呼声ꎬ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ꎮ 比如ꎬ刘再复便曾忿忿不

平地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ꎬ如果说«阿 Ｑ 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

篇的话ꎬ那么ꎬ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ꎮ 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ꎬ
«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ꎮ”③而刘心武更是仗义执言道:
“李劼人的文学成就ꎬ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ꎬ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ꎮ 是时候捡起

来了ꎬ他不能再被埋没了!”④但主流学术界却无视这种社会呼声ꎬ他们对«死水微澜»仍旧是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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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热、漠不关心ꎮ 这绝不是我在哗众取宠、危言耸听ꎬ仅以中国知网所统计的数字为例ꎬ研究李劼

人作品的全部文章ꎬ迄今为止只有 ４００ 篇左右ꎮ 这个数字ꎬ不仅与郭沫若、巴金研究有着天壤之

别ꎬ即使是同沙汀和艾芜研究相比较ꎬ也不过是研究他们文章的一个零头(研究沙汀的文章有

１３４５ 篇ꎬ研究艾芜的文章有 １３００ 余篇)ꎮ 如此看来ꎬ李劼人及其作品的被忽视ꎬ一定有其十分复

杂的历史原因ꎬ只不过是学界不愿道破罢了ꎮ

一、«死水微澜»空间叙事的典型性问题

«死水微澜»的空间叙事是描写成都ꎬ而巴金«家»的空间叙事也是成都ꎬ可为什么«家»能够

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ꎬ«死水微澜»却一直都被研究者所漠视了呢? 若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

题ꎬ如何看待环境背景的典型化问题ꎬ是我们无法绕开的第一个障碍ꎮ
长期以来ꎬ空间叙事作为一种背景场域ꎬ始终都是我们评价一部作品优劣好坏的前提条件ꎻ

因为评论家们坚信ꎬ空间叙事的场景设计ꎬ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景物描写ꎬ而是一个事关“典型环

境”的重大命题ꎮ 众所周知ꎬ２０ 世纪的中国文学ꎬ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ꎬ一直都在遵循现实主义

的创作原则ꎻ而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ꎬ又被集中概括为“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这两大要素ꎬ没
有“典型环境”就不可能塑造出“典型人物”ꎮ 所以ꎬ运用“启蒙”或“革命”的话语标准ꎬ去衡量

«死水微澜»的空间叙事ꎬ它显然缺乏宏大叙事的“典型环境”ꎬ故这部优秀作品备受冷落也就不

足为奇了ꎮ
那么ꎬ«死水微澜»的故事叙事ꎬ究竟是要展示一种什么样的空间环境呢? 我觉得巴金的评

价还是非常准确的ꎬ他说李劼人是一个“成都的历史家”ꎬ而«死水微澜»也是一部“成都的风俗

志”ꎮ① 凡是读过«死水微澜»的人ꎬ几乎都认同巴金的这种说法ꎮ 小说情节的空间叙事ꎬ是从天

回镇到成都府ꎬ即通过一个“大成都”的文化写意ꎬ去表现巴蜀人那种真实而自然的人生态度ꎮ
作品正文的开端曾交待说:“在成都与新都之间ꎬ刚好二十里处ꎬ在锦田绣错的广野中ꎬ位置了一

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镇市”②———天回镇ꎮ 我们注意到ꎬ作者特别强调天回镇是“在成都与新都

之间”ꎬ且先去描写天回镇ꎬ然后再去描写成都府ꎬ这恰是李劼人的过人之处ꎮ 因为作者于无意

之中ꎬ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现代中国的历史演变ꎬ无疑是从城市化开始的ꎻ而中国城市化

的渐变过程ꎬ又与小城镇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ꎮ 因此ꎬ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ꎬ小城

镇既是大都市的最初原型ꎬ又是连接城乡文化的重要纽带ꎬ它集中记载着中国现代社会的都市化

进程ꎬ始终都保持着异常鲜明的乡土特色ꎮ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那样ꎬ研究中国现代

社会的历史变迁ꎬ小城镇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ꎮ 他认为:“‘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

农村中心的社区ꎬ从字义上看ꎬ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ꎬ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ꎮ 为了避免这种

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ꎬ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ꎮ ———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

一边ꎮ”③费孝通先生主张将“城镇”的文化属性“归到乡的一边”ꎬ那是因为他非常清楚ꎬ２０ 世纪

中国社会由“镇”到“城”的演进脉络ꎬ虽然具有西方经验的外来因素ꎬ但其本质上仍保留着农耕

文明的历史痕迹ꎮ 李劼人只是一个作家ꎬ他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去阐述中国小城镇的文化意义ꎬ但
却在«死水微澜»中ꎬ以生动形象的故事叙事ꎬ表达了同费孝通完全一致的思想看法ꎮ 比如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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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章ꎬ作者对于天回镇的外景勾勒ꎬ就是大有深意的ꎮ 他不露声色地信笔写道:
　 　 镇上的街ꎬ自然是石板铺的ꎬ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ꎬ以显示交通频繁

的成绩ꎬ更无论乎驼畜的粪ꎬ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ꎮ 镇的两头ꎬ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

穷人草房ꎬ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ꎬ狗矢人便ꎮ 而臭气必然扑鼻ꎬ而褴褛的孩子

们必然在这里嬉戏ꎬ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ꎬ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ꎬ自家便安坐在

摊后ꎬ共邻居们谈天做活ꎮ①

这段描写的绝妙之处就在于ꎬ你说天回镇是“城”吧ꎬ可是它却保留着“乡”的原始状态:满街

的“驼畜的粪”ꎬ以及“秽草猪粪ꎬ狗矢人便”ꎬ其“脏、乱、差”的程度ꎬ与中国农村社会的自然场景

并无二样ꎮ 如果你说天回镇是“乡”吧ꎬ可是它又有着“城”的繁荣和热闹:“外国来的竹布ꎬ洋
布”应有尽有ꎬ“男子戴的瓜皮帽ꎬ女子戴的苏缎帽条”也一样不缺ꎬ成都市场上流行的“香肥皂ꎬ
白胰子ꎬ桃圆粉ꎬ朱红头绳ꎬ胭脂片”更是一应俱全ꎬ大老表罗歪嘴的鼻梁上ꎬ甚至于还架着一副

颇为时髦的“大墨晶眼镜”ꎻ成百上千的农民ꎬ从四面八方涌到镇上赶场ꎬ“货物的流动ꎬ钱的流

动ꎬ人的流动ꎬ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ꎮ 声音ꎬ完全是人的ꎬ虽然家禽家畜ꎬ也会发声ꎬ但在赶场时ꎬ
你们却一点听不见ꎬ所能到耳的ꎬ全是人声”ꎮ

然而ꎬ与天回镇相比较ꎬ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府ꎬ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从蔡大嫂和招弟

进城后的视角去观察ꎬ成都府无非是比天回镇的街面更大、人口更多而已:青羊宫的赶庙会ꎬ“四
乡的人ꎬ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ꎬ买他们要用的东西ꎮ”乡下人买“农具”和“竹器”等实用之物ꎬ城里

人买“字画”或“玉器”等小玩意儿ꎬ“三清殿上ꎬ黑压压全是人”ꎬ摩肩接踵ꎬ熙熙攘攘ꎬ与天回镇

上的“赶场”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ꎮ 大街上也是石板铺路ꎬ人们出行也是靠“轿子”和“鸡公车”ꎻ
马匹穿城而过ꎬ一路上尘土飞扬ꎻ“活猪市”设在城里面ꎬ同样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ꎮ 房屋建筑

古老而压抑ꎬ丝毫没有现代感ꎬ比如赫赫有名的郝公馆ꎬ里面不过“到处都是房子ꎬ四面全是几丈

高的砖墙ꎻ算来只有从二门到轿厅一个天井ꎬ有两株不大的玉兰花树ꎻ从轿厅进来到堂屋ꎬ有一个

大院坝ꎬ地下全铺的大方石板ꎬ———从堂屋的倒坐厅到后面围房ꎬ也只有一个光天井ꎬ没有草而有

青苔ꎮ”在招弟看来ꎬ郝公馆虽然很大ꎬ但却不如天回镇上的“云集栈”气派ꎬ“门口是一片连三开

间的饭铺ꎬ进去是一片空坝ꎬ全铺的大石板ꎬ两边是很大的马房ꎮ 再进去ꎬ一片广大的轿厅ꎬ可以

架上十几乘大轿ꎮ 穿过轿厅ꎬ东厢六大间客房ꎬ西厢六大间客房ꎬ上面是五开间的上官房ꎮ”成都

府唯一比天回镇“现代”或“洋气”的地方ꎬ就是那些有钱人ꎬ已经用上了“一般人尚少用的牙刷、
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等日常小东西”ꎬ以及钟表、八音琴等洋玩意儿ꎮ 曾经受韩二奶奶

的深刻影响ꎬ“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的蔡大嫂ꎬ去了一趟成都之后ꎬ也没有觉得成都有多么

好ꎻ而招弟更是认为成都不如天回镇ꎬ“乡下的天多宽ꎬ地多大ꎬ树木多茂ꎬ草多长ꎬ气息多清”ꎮ
李劼人之所以如此去描写成都的城市面貌ꎬ绝不是旨在建构“成都想象”ꎬ更不是为了要去表现

“‘成都’作为‘都市’空间和乡村、小镇所构成的空间分割”ꎬ或者“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分

配”ꎮ② 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ꎬ无非是在告诉读者ꎬ天回镇其实就是成都的前世缩影ꎬ而成都也只

不过是放大版的天回镇ꎬ中国近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足迹ꎬ都摆脱不了由“乡”到“镇”再到

“城”的基本模式ꎮ 在这种发展模式中ꎬ中国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建设ꎬ必然会呈现出“城乡一体

化”的明显特征ꎬ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也就在所难免了ꎮ 比如ꎬ«死水微澜»所描写的“城乡一体

１１

①
②

李劼人:«死水微澜»ꎬ北京:华夏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吴雪丽:«“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ꎬ«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化”ꎬ除了天回镇与成都府房屋街道的外形相似性ꎬ还有“乡民”同“市民”身份的自由转换ꎬ即
“乡民”可以转变成现代“市民”ꎬ“市民”也可以转变成现代“乡民”ꎮ 社会人群如此频繁的流动

和迁徙ꎬ又直接造成了 ２０ 世纪中国城乡文化的错综复杂性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作者在«死水

微澜»中ꎬ正是通过招弟和韩二奶奶的身份互换ꎬ深刻地揭示了“乡”与“城”之间的微妙关系ꎮ 因

逛庙会而“走失”的招弟ꎬ无论多么不喜欢成都这个地方ꎬ她都必须尽快地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ꎬ
成为一个未来的成都人ꎻ韩二奶奶虽然曾是成都府上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ꎬ即便她嫁到天回镇四

年仍“过不惯乡下生活”ꎬ可是她心里却十分明白ꎬ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ꎮ
通过天回镇与成都府这两个空间背景的反复切换ꎬ李劼人隐喻性地表达了«死水微澜»的创作主

题:“死水”即是指由“城乡一体化”所导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结构ꎬ而“微澜”则是指这

种文化超稳定性结构对于一切不稳定性因素的消解能量ꎮ 这无疑是一种大胆而又睿智的艺术

构图ꎮ
从纯粹文学审美的切入角度去阅读«死水微澜»ꎬ其空间叙事应该是极具艺术欣赏价值的ꎮ

李劼人凭借着他“几十年来所生活过ꎬ所切感过ꎬ所体验过” («死水微澜前记»)的情绪记忆ꎬ
把一个古老的成都描写得活灵活现ꎬ所以沙汀才会无比感叹地说ꎬ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将永远

为他的读者津津乐道”①ꎮ 但从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原则出发ꎬ«死水微澜»中的天回镇与成都

府ꎬ确又明显背离了宏大叙事的“典型环境”ꎬ人们对其冷眼相观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五四新文学

的启蒙话语ꎬ是要求作家“必须是‘为人生’ꎬ而且要改良这人生”ꎬ其“意思是在揭出病苦ꎬ引起疗

救的注意”②ꎮ “尤其在我们这时代ꎬ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

任ꎮ”③如果我们按照“揭出病苦”与“唤醒民众”的评价标准ꎬ去比较«死水微澜»和巴金的«家»ꎬ
两者的空间叙事虽然都是描写成都ꎬ但«家»中的环境背景ꎬ明显要比«死水微澜»更具有现实主

义的“典型”意义ꎮ 阅读小说«家»我们不难发现ꎬ尽管巴金将“高公馆”置放于成都这一空间背

景ꎬ但他着力描写的是“高家”而不是“成都”ꎬ故“成都”这一区域性文化符号ꎬ其实并没有空间

叙事的实际意义ꎻ而“高家”的亭台楼阁、高墙深院ꎬ在江南一带比比皆是ꎬ你就是把它放在苏州

或杭州ꎬ读者都会认可与接受ꎮ 正是由于封建大家庭在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ꎬ故«家»也因其“放
之四海而皆准”ꎬ被启蒙精英赋予了反封建的神圣使命ꎮ «死水微澜»则完全不同ꎬ无论是天回镇

还是“郝公馆”ꎬ李劼人的创作宗旨ꎬ是要去描写大成都的文化氛围:“袍哥”人家与四川“辣女”ꎬ
增添了天回镇故事的无穷魅力ꎻ青羊宫和科甲巷的全力衬托ꎬ更突显着巴蜀人“逛庙会”时的幽

默感ꎮ “郝公馆”并非是«死水微澜»的叙事中心ꎬ如果去除了从人到物的浓浓川味ꎬ它将成为另

一个“高公馆”ꎬ同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ꎮ 以张扬区域文化而不是批判封建家庭为重心ꎬ这
与启蒙精英对于新文学的思想预期相去甚远ꎬ故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视«家»而轻视«死水微澜»ꎬ
也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和自己的说法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革命话语ꎬ要求新文学从思想启蒙ꎬ转变

为以阶级斗争为纲ꎬ“描写地主资本家的形成和没落ꎬ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ꎬ描写广大的

失业ꎬ描写广大的贫民社会ꎬ等等”ꎬ并敢于对旧世界敲响丧钟ꎬ为中国人指明“人类新社会的实

现即在目前”④ꎮ 如果我们以昭示“人类新社会的实现”为评价标准ꎬ去比较«死水微澜»和茅盾

的«子夜»ꎬ«子夜»的政治社会学意义ꎬ更是远大于«死水微澜»的文化民俗学意义ꎮ «子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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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大都市上海作为空间叙事的环境背景ꎬ且从全视角去艺术化地再现了它的畸形繁荣ꎬ然而茅

盾本人的主观用意ꎬ却不是赞美大上海的现代与时髦ꎬ而是要“以大都市做中心”ꎬ去辐射“中国

的全社会”ꎬ进而通过揭示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矛盾ꎬ去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将取

得彻底胜利的历史必然性ꎮ① «死水微澜»则完全不同ꎬ李劼人笔下的成都ꎬ无非是老街道、古建

筑、杀猪巷、鸡公车ꎬ除了一种厚重历史的沧桑感之外ꎬ城市建设没有丝毫的现代气息ꎬ更不要说

什么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新观念了ꎮ 对此ꎬ郭沫若曾认为李劼人的笔调“稍嫌旧式”ꎬ似乎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社会相脱节ꎮ② 也许被郭沫若不幸而言中ꎬ正是因为笔调的“稍嫌旧式”ꎬ
«死水微澜»的成都叙事才不被革命话语所待见ꎮ

对于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理论ꎬ我个人始终存有一个疑问:文学作品的经典性ꎬ是否就一定要

具有典型性? 恐怕没有人能够精确地回答这一问题ꎮ 就拿学界所无限敬仰的鲁迅来说ꎬ他早年

曾赞同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普遍性意义ꎬ但是到了晚年ꎬ他却更加推崇文学创作个性化原则的

特殊性意义ꎮ 比如他在写给陈烟桥的信中就明确地说过ꎬ文学创作“有地方色彩的ꎬ倒容易成为

世界的”ꎬ只可惜中国年轻的文学艺术家们ꎬ却对此“大抵不以为然”ꎮ 他还进一步指出ꎬ这个“地
方色彩”就是“各地的风俗ꎬ街头风景”③ꎬ即空间叙事的基本范畴ꎮ 如果我们以此去推论ꎬ«死水

微澜»的“地方色彩”ꎬ虽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ꎬ没有使其“成为世界的”ꎬ然而将它视为文学经

典ꎬ并问鼎中国现代文坛ꎬ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ꎮ

二、«死水微澜»人物叙事的典型性问题

罗歪嘴和蔡大嫂是«死水微澜»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ꎬ他们一个是放荡不羁的“袍哥”人家ꎬ
一个是随意任性的四川“辣女”ꎮ 如果没有他们在天回镇上演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

事ꎬ恐怕«死水微澜»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学看点和艺术魅力了ꎮ 李劼人之所以要塑造罗歪嘴和蔡

大嫂这两个人物形象ꎬ其用意并不是要表现巴蜀人因“地处僻陋不遵礼法”所养成的叛逆精神④ꎬ
更不是“借天回镇的芸芸众生”去“竭力描绘‘东亚病夫’的整体形象”⑤ꎬ而只不过是以他对巴蜀

人习性的透彻理解ꎬ去表现他们那种豁然达观的人生态度ꎮ 故正确评价«死水微澜»的经典意

义ꎬ如何看待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问题ꎬ是我们无法绕开的第二个障碍ꎮ
若要准确地解析罗歪嘴和蔡大嫂这两个人物ꎬ我们首先必须去打破这样一种传统而教条的

思想偏见ꎬ即“‘成都’因地处中国西南而交通不便ꎬ且因距离政治中心遥远而信息闭塞ꎬ生活在

这里的也是一群‘老中国’的儿女们”⑥ꎮ 成都虽然居于中国西南腹地且远离政治中心ꎬ但它却既

不封闭也不保守ꎬ相反巴蜀文化又因其多元性的构成因素ꎬ表现出了包容与开明的内在特征ꎮ 许

多研究者由于并不真正了解近代成都历史ꎬ往往把成都人看作是世代相传的“川蛮子”ꎮ 清人傅

崇短在其«成都通览»一书中ꎬ早已对此谬误作出过纠正ꎮ 他说:“现在之成都人ꎬ皆非原有之成

都人ꎬ明末张献忠入川ꎬ已屠戮殆尽ꎮ 国初乱定ꎬ各省客民相率入川ꎬ插站地土ꎬ故现今之成都人ꎬ
原籍皆外省也ꎮ 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ꎬ陕西人次之ꎬ余皆从军入川ꎬ及游幕、游宦入川ꎬ置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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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土著者ꎮ”①而在«死水微澜»的第 ５ 章第 １１ 节ꎬ李劼人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至于成都府属十六县的人民ꎬ顶早都是康熙雍正时代ꎬ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处ꎬ招
募而来ꎮ 其后凡到四川来做官的ꎬ行商的ꎬ日子一久ꎬ有了钱ꎬ陆行有褒斜之险ꎬ水行有三峡

之阻ꎬ既打断了衣锦还乡之念ꎬ而又因成都平原ꎬ寒燠适中ꎬ风物清华ꎬ彼此都是外籍ꎬ又无聚

族而居的积习ꎬ自然不会发生嫉视异乡人的心理ꎬ加之ꎬ锦城荣乐ꎬ且住为佳ꎬ只要你买有田

地ꎬ建有居宅ꎬ坟墓再一封树于此ꎬ自然就算你是某一县的本籍ꎮ②

李劼人说得十分清楚ꎬ由于成都人“彼此都是外籍”ꎬ他们相互不问“家世出身”ꎬ所以也就不

存在“嫉视异乡”的社会现象ꎬ故形成于康熙雍正以后的巴蜀文化ꎬ呈现出了为中国其他地域所

没有的巨大包容性ꎮ 四川所特有的“袍哥”文化ꎬ也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帮派组织ꎮ 虽然它最

早源于“啯噜”ꎬ但到了清代道光咸丰年间ꎬ因川江航运迅速发展ꎬ上水船用人多而下水船用人

少ꎬ两湖等地大量纤夫和水手滞留川地ꎬ“以十日总计ꎬ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三四千人ꎬ月积万余

员”ꎮ 其生计匮乏时ꎬ“弱则为乞丐ꎬ强则入啯匪伙党”ꎮ “袍哥”将自己的地盘称之为“码头”ꎬ正
是由此而得名ꎮ③ 外地游民的大量加入ꎬ使“袍哥”组织呈现出了两大特色:一是它的文化包容

性ꎬ即“普天下皆兄弟也”ꎬ只要加入“袍哥”组织信奉江湖道义ꎬ无论你是哪里人都会得到他者的

帮助与照应ꎻ二是它的文化特殊性ꎬ正是由于“袍哥”成员来自全国各地ꎬ他们必须要形成一种为

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文化秩序ꎬ去替代成员间各自不同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ꎮ 包容性使巴蜀之

人相敬如宾ꎬ特殊性则又使“袍哥”人家独立不群ꎬ只有了解了巴蜀文化的这一特性ꎬ我们才能读

懂罗歪嘴、蔡大嫂这两人的川人秉性ꎮ
对于罗歪嘴这一人物形象ꎬ研究者的评价几近一致:“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匪气和霸气ꎬ又有

着江湖人特有的义气、豪侠”④ꎬ虽然身染帮派社会的各种恶习ꎬ但“他毕竟是一个不受现存秩序

拘束的人ꎬ不认为洋人、皇帝和官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ꎬ也就是带着民主因素的人”⑤ꎮ 其实ꎬ这
些堂而皇之的学术话语ꎬ都过于形而上学、微言大义ꎮ 李劼人笔下的罗歪嘴ꎬ既“匪气”又“邪
性”ꎬ用四川方言来讲ꎬ他就是一个“歪人”ꎮ 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地描写成一个“袍哥”人家ꎬ而
是将他与巴蜀文化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ꎬ进而真实地反映了地处大西南、追求自由惬意的人生

价值观的四川人ꎮ 罗歪嘴是“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ꎬ“纵横四五十里ꎬ只要罗五爷一张

名片ꎬ尽可吃通ꎻ至于本码头天回镇ꎬ更勿庸说了”ꎮ «死水微澜»开篇对于罗歪嘴身份的这一交

待ꎬ客观上揭示了晚清与民初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乡镇一级并不设官府机构ꎬ“袍哥”顺势填补

了权力真空ꎬ他们不仅直接干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ꎬ同时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天回镇的社会风

气ꎮ 由于四川“袍哥”的势力异常强大ꎬ甚至渗透到了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的军政部门ꎬ因此“川
人”习性与“袍哥”文化之间ꎬ也便具有了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ꎮ 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所要

告诉读者的ꎬ无非就是近现代巴蜀文化的这一特征ꎮ 罗歪嘴虽然是一个“袍哥”人家ꎬ但却又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ꎬ他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外在约束ꎬ更不把“袍哥”帮规当回事儿ꎮ 比如

“帮规”规定ꎬ“同人学得修身法”ꎬ“宣淫好色要捱刀”⑥ꎬ罗歪嘴却对此视而不见ꎮ 他包养妓女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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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ꎬ除了供自己去宣淫泄欲外ꎬ还非常大度地对她说ꎬ“你仍可以做零碎生意的ꎬ只是夜里不准

离开我”ꎮ 罗歪嘴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大气”ꎬ很有点“兄弟如手足ꎬ女人如衣服”的豪爽气概ꎬ
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切身体验ꎬ人们是很难去理解这一奇特现象的ꎮ 又如“帮规”规定ꎬ“若逢弟

媳与兄嫂ꎬ俯首潜身莫乱瞧”①ꎬ罗歪嘴也全然不去理会ꎮ 他公开与表弟媳蔡大嫂私通ꎬ“不再作

假ꎬ有人问着ꎬ他竟老实承认他爱蔡大嫂ꎻ并且甚为得意的说ꎬ枉自嫖了二十年ꎬ到如今ꎬ才真正尝

着了妇人的情爱”ꎮ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ꎬ蔡傻子知趣地躲开之后ꎬ罗歪嘴又感到有些愧疚:“你
放心ꎬ她还是你的人ꎬ我断不把她抢走的!”像如此荒唐之事ꎬ除了李劼人笔下的巴蜀之地ꎬ读者

恐怕从新文学作品中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范本来ꎮ 再如“帮规”规定ꎬ“暗箭伤人斩为要ꎬ丢人卖

客罪不饶”②ꎬ就是要求“袍哥”人家应诚实守信ꎬ可罗歪嘴更是背道而驰ꎮ 经营赌场是“袍哥”组
织的生财之道ꎬ尽管罗歪嘴“平日自持ꎬ都很谨饬”ꎬ但一见到土财主顾天成那装满银子的“鞘
马”ꎬ便完全忘记了江湖道义———他同张占魁和刘三金联手作弊ꎬ耍奸使诈把顾天成搞得倾家荡

产ꎬ结果迫使他去“入教”复仇ꎬ罗歪嘴本人也被官府通缉外逃他乡ꎮ 实际上ꎬ«死水微澜»中的主

要人物ꎬ都同罗歪嘴一样自我放纵ꎮ 不是“袍哥”的顾天成ꎬ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ꎬ却与罗歪嘴的

看法一致ꎬ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人伦道德或贞操观念ꎮ 蔡大嫂更是一个“奇葩”ꎬ为了救蔡傻子出

狱ꎬ虽然她既有丈夫又有情人ꎬ但还是爽快地答应带着儿子嫁给顾天成ꎮ 问题是面对因“入教”
而得势的顾天成ꎬ她竟敢开出这样的苛刻条件:“仍然要六礼三聘ꎬ花红酒果ꎬ像娶黄花闺女一

样ꎬ坐花轿ꎬ拜堂ꎬ撒帐ꎬ吃交杯ꎬ一句话说完ꎬ要办得热热闹闹的!”也许ꎬ只有四川的“辣女”ꎬ才
能如此地放肆ꎻ也只有四川的耙耳朵男人ꎬ才会如此地顺从ꎮ 一部«死水微澜»ꎬ把川人描写得活

灵活现ꎬ却又丝毫没有贬斥之意ꎬ读罢真是令人拍案叫绝ꎮ 因为在李劼人看来ꎬ四川人在骨子里

就具有一种叛逆性ꎻ而这种叛逆天性ꎬ又于无意识之中ꎬ解脱了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对他们的思想

束缚ꎮ
«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ꎬ无疑是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ꎮ 人们对于她那种敢想敢做的鲜

明个性ꎬ也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去加以解读ꎮ 有学者说她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先

驱者ꎬ比如“蔡大嫂同蔡兴顺的婚事ꎬ无须多说是封建秩序造成的悲剧”ꎬ那么她与罗歪嘴的婚外

恋情ꎬ也应被视为对儒家礼教的一种“特殊反抗形式”ꎮ③ 还有学者说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

智信”的完美化身ꎬ“当她为拯救遭遇危难的丈夫和情人ꎬ不惜再嫁为他人妇成为顾太太( 顾天

成之妻) 时ꎬ侠义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得她的形象伟岸光辉起来”④ꎮ 从反封建的现代性和传

统文化的侠义精神ꎬ似乎都不能准确解读这一人物形象的美学意义ꎬ故又有学者认为蔡大嫂对于

婚姻爱情的向往与追求ꎬ“并不源于个性解放的自觉意识ꎬ这种自觉意识在她身上还是不曾有

的ꎬ 这种追求只是源于‘川辣子’气质的遗传因子———巴蜀古风”⑤ꎮ 后一种见解表面观之不无

道理ꎬ但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常识性错误:«死水微澜»描写的是近代成都ꎬ即重新组合而成的

社会文化ꎬ与移民以前的“巴蜀古风”ꎬ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ꎮ 蔡大嫂作为近代巴蜀文化包容性

与开放性的象征符号ꎬ她和罗歪嘴一道共同负载着李劼人川人写意的创作意图ꎮ 除了性别差异

之外ꎬ蔡大嫂的“野性”与罗歪嘴的“邪性”气质同构ꎬ他们都是以自己张扬而强悍的独立人格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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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人诉说着近代巴蜀人的我行我素、卓尔不群ꎮ 如何从蔡大嫂这一艺术形象ꎬ去看待川人思想

的开放性特征呢? 我个人以为ꎬ有以下三点:首先ꎬ是蔡大嫂绝不安于现状的躁动心态ꎮ 蔡大嫂

出嫁之前叫邓幺姑ꎬ“母亲自然是爱的ꎬ后父也爱如己出”ꎮ 她从小就听韩二奶奶讲成都ꎬ“尤其

令邓幺姑神往的ꎬ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ꎬ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ꎬ“所以邓幺

姑对于成都的想象ꎬ始终被韩二奶奶支配着ꎮ 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ꎬ并在大户人家去住ꎬ尝一

尝韩二奶奶所描画的滋味ꎬ也算不枉生一世ꎮ”后来韩二奶奶死了ꎬ邓幺姑成了天回镇上的蔡大

嫂ꎬ可她从未放弃进城之梦ꎬ不仅跟着罗歪嘴去了一回成都府ꎬ最终还嫁给了顾天成ꎬ住进了“大
户人家”ꎮ 其次ꎬ是蔡大嫂绝不恪守传统的人生态度ꎮ 嫁给蔡傻子ꎬ她始终都不甘心ꎮ 遇到大老

表罗歪嘴之后ꎬ她更是心猿意马ꎬ魂不守舍ꎮ 与蔡傻子相比较ꎬ她觉得罗歪嘴走南闯北ꎬ见多识

广ꎬ“到底是个男子汉ꎬ有出息的人”ꎮ 所以ꎬ当罗歪嘴表达爱意时ꎬ“她不但不躲闪”ꎬ并且还主动

地去投怀送抱ꎬ甚至发誓要“带起金娃子ꎬ同罗歪嘴一起逃走ꎬ逃到外州府县恩恩爱爱的去过

活”ꎮ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ꎬ就是“人生一辈子ꎬ这样狂荡欢喜下子ꎬ死了也值得”ꎮ 再者ꎬ是蔡大嫂

绝不委屈自己的务实性格ꎮ 蔡傻子被抓、罗歪嘴逃走ꎬ她没有像中国传统的女性那样ꎬ去苦苦等

待着自己的男人回来ꎬ而是选择了再嫁他人、另谋生存ꎮ 面对父母的埋怨和质疑ꎬ她语出惊人地

回答道:“你两位老人家真老糊涂了! ———难道愿意你们的女儿受穷受困ꎬ拖衣落薄吗? 难道愿

意你们的外孙儿一辈子当放牛娃儿ꎬ当长年吗? 放着一个大粮户ꎬ又是吃教的ꎬ有钱有势的人ꎬ为
啥子不嫁?”我相信蔡大嫂的“再嫁”ꎬ有为了救蔡傻子的因素ꎬ然而后面那几句话ꎬ才应是她的真

实心声ꎮ 蔡大嫂与罗歪嘴一道ꎬ尽情演绎着四川人的自我个性:他们率性而为、蔑视一切ꎬ他们敢

爱敢恨、逍遥快活ꎮ 近代巴蜀文化这种未经启蒙便具有的“现代性”ꎬ足以令那些大谈启蒙的知

识精英们大跌眼镜、唏嘘不已了ꎮ
读者喜欢罗歪嘴和蔡大嫂这两个人物ꎬ但批评家却未见得喜欢这两个人物ꎻ因为无论是启蒙

话语还是革命话语ꎬ都会觉得他们缺乏理论意义上的“典型”性ꎮ 启蒙话语中的“典型人物”ꎬ应
是“阿 Ｑ”或“华老栓”式的愚民形象ꎬ只有让他们表现得麻木不仁、昏庸不堪ꎬ“启蒙”才会具有现

代性的社会价值ꎮ 可是罗歪嘴与蔡大嫂ꎬ他们既不愚昧也不守旧ꎬ相反都个性鲜明、活得自在ꎻ
“启蒙”所推崇的独立人格ꎬ在他们身上失去了用武之地ꎬ所以也只能是将其视而不见了ꎮ 革命

话语中的“典型人物”ꎬ应是“多多头”或“立秋” 式的贫苦农民ꎬ只有让他们一贫如洗、苦大仇深ꎬ
“革命”才能找到反抗社会的客观理由ꎮ 可是罗歪嘴和蔡大嫂都不是贫苦出身ꎬ一个是奸诈刁滑

的流氓恶霸ꎬ另一个是不守妇道的妖冶浪女ꎻ“革命”所推崇的阶级觉悟ꎬ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

生ꎬ他们不被视为革命的对象就已经很不错了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ꎬ革命话语固然已经不再时

髦ꎬ可是维护思想启蒙的合法地位ꎬ却仍旧是学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ꎮ 如果这一理论思维不发

生彻底的转变ꎬ我个人总觉得ꎬ恢复«死水微澜»的经典地位ꎬ恐怕仍旧没有那么乐观ꎮ

三、«死水微澜»历史叙事的典型性问题

新时期以来ꎬ学界为了给«死水微澜»正名ꎬ纷纷以宏大叙事的理论思维ꎬ重新去阐释其反映

真实“历史”的艺术价值ꎮ 比如ꎬ有研究者便认为ꎬ«死水微澜»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ꎻ①还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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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ꎬ«死水微澜»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完全一致的ꎮ① 学界之所以突然间强调«死水微澜»
的“历史”真实性ꎬ其目的无非就是想把这部作品纳入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ꎬ赋予其中的环境、
人物和事件以“典型论”的合法性ꎬ进而实现大幅度提升«死水微澜»经典意义的主观目的ꎮ 这种

矫枉过正的偏激做法ꎬ其实完全是徒劳无益的ꎮ 我很赞同郜元宝的看法:“许多文学史教科书提

到«死水微澜»ꎬ 一般都说是反映义和团运动前后四川社会‘袍哥’和‘教民’的摩擦ꎬ 其实那只

是故事的外部结构ꎬ 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ꎮ”而«死水微澜»的最大看点ꎬ并不是它对重大历史事

件的复述或再现ꎬ“乃是义和团运动前后成都地区完整的社会各阶层众生相ꎬ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沉溺在各自尘俗生活与欲望中ꎬ 没有一点宗教超越的因素”ꎮ② 故«死水微澜»能否成为现代文

学经典ꎬ如何看待历史叙事的真实性问题ꎬ是我们无法绕开的第三个障碍ꎮ
不可否认ꎬ«死水微澜»中有历史大事件的影子存在ꎮ 李劼人也的确曾经说过ꎬ«死水微澜»

所要表现的ꎬ是“１８９４ 年到 １９０１ 年ꎬ即甲午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ꎬ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

一段时间ꎮ 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ꎬ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 教

民与袍哥) 的相激相荡ꎮ 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ꎬ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ꎬ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

是那样厉害”③ꎮ 但这是李劼人在 １９５０ 年代的说法ꎬ而不见得是他在 １９３０ 年代的想法ꎮ １９３０ 年

代ꎬ他说当时只想去写自己记忆中的一个世界ꎬ即他生长于此的天回镇和成都府ꎬ而并没有什么

其他的非分之想ꎮ 这就决定了«死水微澜»的历史叙事ꎬ带有明显的生活化特征ꎬ即通过顾天成

与罗歪嘴两人的矛盾冲突ꎬ以及顾天成同自己家族的内部结怨ꎬ间接性地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

社会影响ꎮ
土财主顾天成的“入教”ꎬ在“死水”一般的天回镇ꎬ引起了一波小小的“微澜”ꎬ但却与四川

的“教案”无关ꎮ 曾有学者这样认为ꎬ“在«死水微澜»中ꎬ顾天成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人物

形象ꎬ他反动已极ꎬ集封建地主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凶悍于一身ꎬ突出反映了这两者相互勾结、危
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大罪极恶”④ꎮ 言下之意ꎬ顾天成“入教”的目的ꎬ是为了去给洋人当帮

凶ꎬ这种说法简直是荒谬之极ꎮ 顾天成既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ꎬ同时也不相信有什么上帝ꎬ比如

他经常质疑“耶稣几时才能显灵”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ꎮ 顾天成的“入教”ꎬ完全是出于一种功

利目的ꎬ即想借助洋人的力量ꎬ去向罗歪嘴复仇罢了ꎮ 因为在“云集栈”他被刘三金色诱ꎬ总共输

掉了一千多两银子ꎬ还被罗歪嘴痛扁了一顿ꎬ于是两人便结下了梁子ꎮ 在成都府看花灯时ꎬ顾天

成约了“一个不知利害的四浑小伙子”ꎬ当着罗歪嘴的面去“臊皮”蔡大嫂ꎬ未曾想被罗歪嘴“劈脸

一个耳光ꎬ又结实ꎬ又响ꎬ顾天成半边脸都红了”ꎮ 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ꎬ自己光顾着撒野打架ꎬ
把小女儿招弟也给走丢了ꎬ故两人的梁子也越结越深ꎮ 钟幺嫂给顾天成出主意ꎬ告诉他“入教”
有诸多好处ꎬ曾师母不但可以帮他报仇雪恨ꎬ还不用去还那几百两银子的欠账ꎮ 梳理一下故事所

提供的线索ꎬ我们发现顾天成在天回镇ꎬ也是一个招摇过市的“歪人”ꎻ他向罗歪嘴去复仇ꎬ完全

是两个“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ꎬ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有何干系呢?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ꎬ李
劼人对于基督教ꎬ“恐怕更多还是持否定态度”⑤ꎬ我看未必是如此ꎮ 曾师母这一人物的“教会”
背景ꎬ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琢磨ꎮ 她原本是个“孤女”ꎬ被一个洋婆子买了下来ꎬ收养在教堂里ꎮ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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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人之后ꎬ她与一个姓史的洋人偷情ꎬ被史夫人发现并大闹了一场ꎬ史先生没办法只好把她嫁

给了曾先生ꎮ 就算«死水微澜»把曾师母和史先生写得都很烂ꎬ那也只能说明他们个人的修养有

问题ꎬ没能够严格遵守«圣经»教义的道德戒律ꎬ根本谈不上李劼人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ꎮ 我

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ꎬ顾天成与罗歪嘴之间的矛盾冲突ꎬ更是与“教案”事件没有瓜葛ꎮ 顾天成

“入教”以后ꎬ罗歪嘴果然遭到了报应ꎬ“制台派了一营巡防兵”ꎬ来捉拿他和张占魁等九人ꎬ害得

他们仓皇出逃去躲避风头ꎮ 官府派兵抓捕罗歪嘴等人ꎬ究竟是不是洋人史先生出的主意ꎬ作者没

有交待ꎬ我们也无从得知ꎻ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ꎬ那就是罗歪嘴本人ꎬ并没有参加任何反洋

教的实际活动ꎮ 在官兵到达之前ꎬ罗歪嘴同蔡大嫂两人正“酽”得很:
　 　 他们如此的酽! 酽到彼此都发了狂! 本不是甚么正经夫妇ꎬ而竟能毫无顾忌的在人跟

前亲热ꎮ 有时高兴起来ꎬ公然不管蔡兴顺是否在房间里ꎬ也不管他看见了作何寻思ꎬ难不难

过ꎬ而相搂到没有一点缝隙ꎻ还要风魔了ꎬ好像洪醉以后ꎬ全然没有理智的相扑ꎬ相打ꎬ狂咬ꎬ
狂笑ꎬ狂喊!①

罗歪嘴本来就不关心社会政治ꎬ如今又有蔡大嫂整日缠身ꎬ他哪里有时间去反洋教呢? 成都

府也是一样ꎬ人们也不关心“义和团”的造反ꎬ比如“说到红灯照ꎬ郝达三有点弄不大清楚”ꎬ而姑

太太更是满腹牢骚ꎬ“又是北京城的事! 听厌了ꎬ听厌了”ꎮ 由此不难看出ꎬ«死水微澜»中零碎散

乱的历史叙事ꎬ完全不具有展现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实质性内容ꎬ而只是一种揭示社会众生相的辅

助手段ꎮ
顾天成因“入教”而同家族发生冲突ꎬ同样与历史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ꎻ其故事情节倒是

与«阿 Ｑ 正传»颇有几分相似ꎬ两者都是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为己任ꎮ 首先ꎬ顾天成奉“洋教”与
假洋鬼子剪辫子ꎬ都遭到了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强大阻力ꎮ 对于顾天成的奉“洋教”ꎬ幺伯父幺伯

母很是想不通:“第一个理由ꎬ他不是吃不起饭的ꎬ俗话说的ꎬ饿不得了才奉教ꎬ他是饿不得的人

吗? 第二个理由ꎬ奉了洋教ꎬ就没有祖宗———他能忍心当一个没祖宗的人吗? 第三个理由ꎬ奉了

洋教ꎬ只能供洋人的神———‘连菩萨都不要了ꎬ还活得成吗?’”所以ꎬ他们才会去拼命反对ꎮ 阿 Ｑ
也认为ꎬ假洋鬼子剪了辫子ꎬ就是违背祖制、里通外国ꎬ“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ꎬ他的老婆不跳

第四回井ꎬ也不是好女人”ꎮ 其次ꎬ曾师母与阿 Ｑ 都渴望依靠他者的力量ꎬ去满足自己不可能实

现的人生欲望ꎮ 八国联军就要打到北京了ꎬ曾师母异常兴奋地对顾天成说:“等到洋人把西太后

与光绪捉住———史先生就是四川制台了ꎬ很大的官ꎬ是不是呢? 如果史先生做了制台ꎬ我们全是

他的人ꎬ不再是清朝的百姓ꎬ是不是呢? 我们教会里的人ꎬ全是官ꎬ做了官ꎬ要甚么有甚么ꎬ要怎样

便怎样ꎬ是不是呢?”而阿 Ｑ“革命”的全部理想ꎬ也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ꎬ我喜欢谁就是谁”ꎮ 至

于未庄那些“鸟男女”ꎬ全部杀头ꎬ一个不留ꎮ 再者ꎬ人们对待顾天成和阿 Ｑ 前后不同的态度转

变ꎬ更是反映出了某些国人无节操的人格特征ꎮ 顾天成刚“入教”时ꎬ其处境是十分凄惨的:“葬
在祖坟埂子外的老婆的棺材ꎬ也着幺伯父叫人破土取出ꎬ抛在水沟旁边ꎬ说是有碍风水ꎮ 并且四

处向人说ꎬ天成是不肖子孙ꎬ辱没了祖宗的子孙ꎬ撵出祠堂ꎬ把田屋充公ꎮ”阿 Ｑ 因调戏吴妈被赵

家父子打了一顿ꎬ他从此也被未庄人逼上了生存的绝境:“其一ꎬ酒店不肯赊欠了ꎻ其二ꎬ管土谷

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ꎬ似乎叫他走ꎻ其三ꎬ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ꎬ但确乎有许多日ꎬ没有一个人来

叫他做短工ꎮ”然而ꎬ顾天成与阿 Ｑ“发迹”之后ꎬ人们的嘴脸立刻就变了———听说洋人要来ꎬ幺伯

父幺伯娘大惊失色ꎬ不但马上把顾天成的田屋奉还给了他ꎬ“幺伯母又格外捧出一张红契ꎬ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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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亩ꎬ又是与他连界的ꎬ说是送给他老婆做祭田ꎮ 他老婆的棺材哩ꎬ已端端正正葬在祖坟埂子

内ꎬ垒得很大ꎬ只是没有树碑ꎮ 说不敢自专ꎬ要等他自己拿主意ꎮ”听说革命党要来ꎬ阿 Ｑ 在未庄

也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敬重ꎬ赵太爷喊他“老 Ｑ”ꎬ老尼姑哭丧着一张脸ꎬ“人见他也客气ꎬ店铺也

不说要现钱”ꎬ“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ꎬ“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ꎮ 无论是巴蜀

人还是浙东人ꎬ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ꎬ故表现出相同的国民性特征ꎬ并不是一件值得称奇的事情ꎮ
但是细细比较一下ꎬ我们发现李劼人笔下的巴蜀之人ꎬ却更为狡黠善变且工于心计ꎮ 比如说ꎬ天
回镇人之“愚”ꎬ同未庄人之“愚”ꎬ并不完全一样———阿 Ｑ 看不惯假洋鬼子剪辫子ꎬ那是因为他观

念陈旧ꎬ而表现出来的真“愚”ꎻ幺伯父反对顾天成“入教”虽然也有传统的因素ꎬ但其真正目的却

是要去吞并顾天成的家产ꎬ这说明他是假“愚”而真“阴”ꎮ 阿 Ｑ 幻想以“造反”去获取他人的不

义之财ꎬ到头来却落得个杀头的罪名ꎬ他是真傻而不是装傻ꎻ曾师母虽然也不着边际地为教民封

官许愿ꎬ但她却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ꎬ去吸引和诱惑更多的人“入教”ꎬ这说明她骨子里面透着

“精”ꎮ 另外ꎬ赵太爷与幺伯父都“做贼心虚”ꎬ但赵太爷只是改称“老 Ｑ”却没有一点实惠ꎬ幺伯父

则陪送了顾天成五十亩良田ꎬ做人谁更圆滑也就一目了然了ꎮ 清人傅崇短曾用“人情狡诈ꎬ千变

万化”ꎬ去形容近代社会的巴蜀民风ꎻ而«死水微澜»的创作意图ꎬ则正是对这种民风的艺术诠释ꎮ
否则的话ꎬ«死水微澜»充其量就是放大版的«阿 Ｑ 正传»ꎬ不仅不会令读者着迷ꎬ更会失去它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存在价值ꎮ
«死水微澜»在其碎片化的历史叙事中ꎬ把巴蜀文化描写得鬼马精灵、风趣幽默ꎬ比起其他川

籍作家的小说创作ꎬ毫无疑问它才是真正具有区域文化意味的文学经典ꎮ 但为什么人们却把它

给遗忘了呢? 我个人认为ꎬ这其中既有学术成见ꎬ更有历史的原因ꎮ 我们先来说说学术成见:启
蒙话语强调历史事件的本身价值ꎬ直接决定着历史叙事的典型性与真实性ꎬ如果一个作家不能立

体化地去表现社会生活ꎬ不能从人物与历史的联系中把握住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ꎬ那么他的作品

也就失去了干预生活的现实意义ꎮ 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

镜子”ꎬ就在于它紧紧地扣住了重大历史事件ꎬ“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关系中ꎬ从思想革命对

政治革命的制约作用上ꎬ独特地、创造性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ꎮ① 无论我们怎样去人

为地提升ꎬ«死水微澜»都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ꎬ因为它的主体结构ꎬ人物不是为历史服务的ꎬ
而是历史为人物服务的ꎬ不以历史叙事为重点ꎬ当然也就不可能去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了ꎮ 革

命话语强调历史叙事的“当下”价值ꎬ即文学应服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ꎬ“题材”必须与“历
史”具有一致性ꎬ是否“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阶级”ꎬ也便成为了衡量文学反映历史真

实性的唯一标准ꎮ② «死水微澜»既没有描写辛亥革命ꎬ又没有描写五四新文化运动ꎬ更没有描写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ꎬ缺乏“历史”的现代感无疑就是脱离“历史”的当下性ꎬ这就直接决定

了«死水微澜»遭受排斥的悲剧命运ꎮ 我们再来说说历史原因:«死水微澜»写于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ꎬ次
年 ７ 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ꎮ 众所周知ꎬ１９３５ 年是个多事之秋ꎬ中日矛盾已开始激化ꎬ尤其

是“一二九运动”的爆发ꎬ全民族上下都群情激昂ꎮ 借用当年«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里的一句话ꎬ“华北之大ꎬ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ꎮ 实际上何止是华北ꎬ整个中国都是

如此ꎮ 人们哪里还有心情ꎬ去研读什么小说呢? «死水微澜»的生不逢时ꎬ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ꎮ
曹禺的«原野»和老舍的«骆驼祥子»ꎬ都是写于同一时期ꎮ 这两部作品在当时ꎬ也曾受到过冷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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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由于它们的作者早已是名家ꎬ故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ꎬ才对其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和

解读ꎬ它们的经典地位也是由学界后来所追加确认的ꎮ 李劼人却没有那么幸运ꎬ写«死水微澜»
时ꎬ他还没有在文坛出名ꎻ再加上这部作品诞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ꎬ那么它只能是静静地躺在尘

封的历史中ꎬ等待着有识之士去发现它的文学价值了ꎮ
我们不必为«死水微澜»去叫屈ꎬ历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经典ꎬ还不知道有多少呢ꎻ但是我们

必须明白ꎬ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ꎬ而“审美”的前提就是“好看”ꎮ 早在 １９０２ 年ꎬ梁启超就明确

地指出ꎬ“熏”、“浸”、“刺”、“提”是文学审美的四大要素ꎻ若要充分发挥好这四大要素ꎬ文学作品

当然首先要做到“好看”ꎬ即“以赏心乐事为目的”ꎮ① 我个人认为ꎬ梁启超之本意ꎬ是在强调文学

“好看”的基础上ꎬ去负载一定的社会功能ꎮ 然而五四以后ꎬ文学的“好看”性逐渐被“实用”性所

代替ꎬ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ꎬ也逐渐回到了对传统“文章”的概念认同ꎮ 像«死水微澜»这样

的优秀作品ꎬ并不缺乏“熏”、“浸”、“刺”、“提”的感人力量ꎬ无非是不符合研究者的条条框框ꎬ所
以它的经典性才会受到质疑ꎮ 我很想问一句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ꎬ既没有“经国之大业”ꎬ又没

有“不朽之盛事”ꎬ可是大家为什么都异口同声地说ꎬ它就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呢? 关键就在

于读者认为它“好看”且“感人”ꎮ 所以ꎬ“好看”又“感人”的«死水微澜»ꎬ究竟是不是一部经典之

作ꎬ不应该由那些“玩文学”的批评家们来决定ꎬ而应该由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来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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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
∗

董　 燕　 郑家建
(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福建 福州ꎬ３５００００ )

　 　 摘要:　 先锋小说创作潮流虽然仅经历了短短几年的辉煌就逐渐式微ꎬ但其对小说“叙事”本质的不倦探

索、对小说语言的极端实验以及对生命体验的深入挖掘ꎬ无疑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进化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ꎮ
先锋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是中国小说观念的一次重大革新ꎬ其对小说的本体实质、价值功能等方面的探索无

疑更新了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识ꎬ尤其是对小说“叙事”和形式创新方面的实验ꎬ更是有力推动了汉语小说追赶

世界的步伐ꎬ拓宽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审美空间ꎮ
关键词:　 先锋小说ꎻ小说观念ꎻ价值功能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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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自先锋小说蔚成潮流的那一刻起ꎬ甚至说在它尚未被命名为一种潮流或类型之前ꎬ相关的研

究就已经开始了ꎮ 到如今学界对其的关注已呈逐渐弱化之势ꎬ特别是随着先锋小说家的逐渐转

型以及整体社会语境的急剧变迁ꎬ好像再去关注这个“昨日黄花”已没多少学理意义和价值ꎮ 回

眸那一段历史ꎬ重新阅读那些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本ꎬ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ꎬ我们会发现

这一课题仍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ꎮ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ꎬ关于先锋小说特征、先锋小说与西方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类的研究相当深入ꎬ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ꎬ对先锋小说家个体

的研究也相当精到ꎮ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ꎬ以先锋小说家有关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方面的讲稿或

论著为理论依托ꎬ并兼及其小说文本ꎬ对先锋小说如何突破和革新传统“小说观念”的研究还十

分零散ꎮ 实际上ꎬ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总结和探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理价值ꎬ这不仅能深

化作为重要文学史现象的先锋小说的研究ꎬ不仅有助于更为精确地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小说观念

的再度嬗变ꎬ而且对当下的小说创作也能提供某些理论观念的参考与镜鉴ꎮ

一

自梁启超把“小说”从仅能提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小技末道”的位置一跃而提升到能“新道

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乃至能“新一国之民”的“大说”地位以来ꎬ小说就开始承担了越

来越多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ꎮ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十七年”ꎬ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时期ꎬ小说更是成为了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附庸ꎬ甚至还一度丧失了其应有的本质规定

性ꎮ １９８０ 年代之后ꎬ广大作家痛定思痛ꎬ开始对沿袭多年的一些文学观念产生怀疑并进行深刻

的反思ꎬ加之此时西方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及理论相继被引进ꎬ于是关于小说本质和本体性

１２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问题才受到普遍的关注ꎮ 而其中探索力度最大、走得最远的ꎬ正是当时正值青年且被命名为“先
锋派”的小说家群体ꎮ

在传统观念中ꎬ小说基本上被看作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某种工具性载体ꎬ其关注的重心一

直在小说本体之外ꎮ 而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表达ꎬ首先要做

的就是扭转和颠覆这一传统观念ꎮ 他们逐渐把小说文体从传统的主题、题材、人物、故事内容等

窠臼中解脱出来ꎬ力争完成小说的去政治意识形态化、去文化化和去历史真实化ꎮ 与观念更新相

呼应ꎬ他们极力在小说文本中凸显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生存表达ꎬ在极具挑战意味的个人化言

说、在无限逼近纯粹个体的内心真实的同时ꎬ完成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和解构ꎬ从而抵达小说本质

的审美属性ꎮ 这种极具先锋性的探索可以称得上中国小说美学和小说观念的一次极为重大的历

史嬗变ꎬ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彻底颠覆ꎬ而且是对把小说作为新民工具

的小说界革命的再度反叛ꎬ这标志着在理念上从以往强调小说的主题、典型等意识形态命题回归

到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内在的生命意识本身ꎬ小说开始回归艺术自身ꎬ而不再是图解意识形态、
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外在工具ꎮ 就先锋小说的实验创新而言ꎬ这种探索主要表现在对小说“真
实性”的深入思考ꎬ以及对“元叙事”理论的中国化阐释和实践两个方面ꎮ

在漫长的中国小说发展进程中ꎬ是否“真实”一直被看作小说的内在生命和成功与否的关

键ꎻ而判断真实性的最主要标准ꎬ则是看其与社会历史和外在现实是否吻合ꎬ或者说ꎬ是否与文字

记载的历史“事实”相一致ꎬ要义是求“真”ꎬ体现的是“历史理性”ꎬ即“通过对全局性、稳定性、秩
序性、宏大性的维护ꎬ来倡导关于普遍性、真理性和理性的美好设想”①ꎮ 而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

思想影响的先锋作家群体ꎬ则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传统的真实观表达了深深的怀疑ꎮ 他们认为ꎬ这
种所谓的真实其实不过是宏大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亦步亦趋ꎬ是图解宏大意识形态的僵硬的真实ꎮ
所以ꎬ小说变革的当务之急是祛除附着在小说(文学)上的庞大意识形态ꎬ从而还小说以艺术的

“真”面目ꎮ 以余华为例ꎬ“西方文学对余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上ꎬ比如对于‘小说’、
‘真实’、‘现实’、‘学习’和‘继承’等ꎬ余华的观念都和当时流行的观念有很大的区别ꎬ这可以说

是深层的改变”②ꎮ 的确如此ꎬ在那篇被称为“先锋派宣言”的文章«虚伪的作品»的开头ꎬ余华就

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ꎮ”但他这里所说的“真实”已不是通常

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实践ꎮ 在余华看来ꎬ日常生活的真实只是“表面的真实”ꎮ 他说:“当我发现以

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ꎬ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ꎮ 寻找的

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述的事物的形态ꎬ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ꎮ 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

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ꎬ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生活对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

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ꎬ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ꎮ”③在余华眼中ꎬ“真实”不再是一个与

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虚假”绝对对立的概念ꎬ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觉及其艺术的传达就是一

种包裹着“虚伪的形式”的精神的真实ꎮ 这种真实ꎬ不再仅仅是事实的真实、现象的真实ꎬ而是更

高层面的“理真”、“情真”ꎬ它遵循的是事理的、性格的乃至情感的逻辑ꎮ
余华对“想象”这一原本被认为与“真实”相对立的因素不仅不排斥ꎬ反而还特别提倡:“(日

常生活)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ꎬ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

２２

①

②
③

王源:«小说叙事: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突破———略论新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小说中的叙事»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ꎮ

高玉:«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余华评价»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余华:«虚伪的作品»ꎬ«上海文论»１９８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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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真实ꎬ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ꎬ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ꎬ真实

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ꎮ 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像的茅屋里度日如年ꎮ”①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ꎬ他对“想象”之于作家的重要意义推崇有加ꎬ认为传统奉为圭臬的“生活是创

作的唯一源泉”的说法歧义重重、谬误丛生ꎮ 因为文学中的“生活”并非铁板一块ꎬ永无变化ꎬ恰
恰相反ꎬ它有着直接的和间接的、日常现实的和预想可能的、体验性的和知识性的、实际发生的和

想象中的等各种充满张力的对立ꎬ而文学的魅力就产生于这些生活间的张力之上ꎮ 不仅如此ꎬ余
华还进一步提出阅读本身也是一种生活ꎬ因为它不仅提供了许多生活经验ꎬ而且也提供了关于生

活的诸多想象ꎮ 由此ꎬ他和其他先锋作家一道ꎬ为了向朋友和读者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而

走上了寻找新语言的道路ꎮ 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放弃探求所谓本质生活、逻辑必然的努力ꎬ转而对

“生活”中的边缘化的、偶然的甚至是充满神秘的部分倾注热情ꎮ 在先锋小说家的笔下ꎬ“真实”
的生活已不再是那些客观的、原始的现实生活ꎬ而是存在于他们精神世界里的、根据主观意图和

内心规则重新组合过的生活ꎮ 他们通过创作ꎬ解构了传统的“真实”观ꎬ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真

实”ꎬ即带有作家鲜明主体感觉、印象、记忆和情感表达的真实ꎮ 像«十八岁出门远行» «现实一

种»«褐色鸟群»«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ꎬ不断颠覆着人们对道德秩序和理性逻辑的固有经验ꎬ拆
解建立在客观经验之上的传统真实观ꎬ探寻存在于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种种真相ꎬ进而引发人们对

小说艺术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ꎮ
先锋小说既然认定文学的“真实”并非传统的反映观意义上的真实ꎬ所以它也就不必再想方

设法让读者相信自己叙述的即是社会和生活的真实ꎮ 相反ꎬ先锋小说家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有

意暴露叙述行为、故意揭穿小说的虚构性本质的“元叙事”手法ꎮ 在以往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

模式中ꎬ小说的虚构性常常隐藏在小说意义的背后ꎬ甚至被忽略ꎮ 即便作者想在小说中表达自己

的观点ꎬ一般也要处心积虑地把自己隐蔽起来ꎬ以避免破坏小说给人的真实感ꎮ 而在先锋小说

中ꎬ叙述者却故意向潜在读者揭露、或者与他们讨论小说的虚构过程ꎬ有的甚至干脆把“如何叙

述和虚构”的过程本身当作小说的一种“题材”ꎮ 先锋小说家无疑是在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无

它ꎬ就是这么一种“虚构”ꎮ 这样ꎬ“虚构”在文本中就从潜在转向显在ꎬ堂而皇之地被他们标举为

小说的本质ꎮ
这种中国式的“元小说”手法ꎬ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马原的«虚构»ꎮ 这一小说开头的叙说已在

各种文章和著作中被广泛征引:“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ꎬ我写小说ꎮ 我喜欢天马行空ꎬ我的

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ꎮ ”②这种写法与传统小说最大的不同ꎬ是它一点也不

隐瞒地告诉读者ꎬ“我”既是作者ꎬ还是小说的叙述者以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ꎬ小说中发生的一切

或许是真实的情景ꎬ或许是作者根据想象编撰出来的故事ꎮ 不惟马原ꎬ可以说几乎每一位代表性

的先锋小说家都尝试过这种详细展示小说创作流程的小说手法ꎬ像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

«迷舟»、叶兆言«枣树的故事»等ꎬ无一例外ꎮ 这些小说ꎬ都有意向读者显示和暴露“叙述过程”
本身ꎬ彰显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ꎬ从而对读者以传统的“直观”的方式理解故事内容的习惯形

成冲击ꎬ将他们对“故事”的理解导引向另一层面ꎮ 这种元小说的手法ꎬ当然有模仿法国新小说

的明显痕迹ꎬ而且一旦滥用就非但不能起到预期效果ꎬ反而会弄巧成拙ꎬ但不可否认ꎬ这种叙事策

略的普遍运用ꎬ无疑表明了先锋作家对传统小说观念的自觉反叛与颠覆ꎮ

３２

①
②

余华:«虚伪的作品»ꎬ«上海文论»１９８９ 年第 ５ 期ꎮ
马原:«虚构»ꎬ«收获»１９８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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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锋小说家对传统小说观念的革新ꎬ除了表现在极力张扬小说“虚构”本质之外ꎬ还直接挑

战传统小说关于价值和功能的一些稳固理念ꎮ 众所周知ꎬ从近代的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到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兴起ꎬ小说一直承担着“新民”、“启蒙”、“救亡”的社会功能ꎻ而 １９４９ 年之后到“文化

大革命”ꎬ小说更是被定位为政治的工具ꎬ其自身独有的文学价值与功能几乎丧失殆尽ꎮ １９８０ 年

代之后ꎬ随着“解放思想”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ꎬ小说的价值功能观念也随之产生明显变化ꎮ 从

认为小说是外界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到主张文学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具有明显的主

观性ꎬ从片面追求文艺的教化作用到全面审视文艺的多种功能ꎬ小说不再是教育功能的载体ꎬ转
而成为审美的客体得以存在ꎮ 作家们不再仅仅看重小说的功利价值ꎬ而是开始尝试祛除一直附

加在小说身上的宏大的社会功利观念ꎬ进而发掘其富有审美性的新的价值内涵和充满各种可能

性的价值意义ꎮ
在此方面ꎬ还是先锋派小说家走得最远ꎬ转换得最彻底ꎮ 历经“文化寻根”热潮和中国式“现

代派”小说的叙事操练ꎬ先锋小说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向西方现代派甚至后现代派小说学习模仿

的过程ꎬ充分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ꎮ 其在中国小说从发展演变史上的最大意义ꎬ在于它以前卫而

极端的叙事实验ꎬ终于使中国的当代小说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以及文化

理念等各种宏大话语的制约、羁绊和形塑ꎬ从而获得了叙事文本操作的绝对自由ꎮ 先锋小说家们

关注的重点ꎬ已不再是外在的社会现实或某种抽象的理念ꎬ而是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ꎮ 而且这种

生命体验也不再是传统的作家个体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体悟和感知ꎬ而是一种内心精神世界的复

杂呈现ꎬ是作家对自身存在的种种难题和精神困境的深入思索ꎬ具有鲜明的形而上的哲思意味ꎮ
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褐色鸟群»«青黄»、余华的«世

事如烟»«河边的错误»等小说ꎬ在尽情展示“叙事”所能达到的边界的同时ꎬ也对传统小说反映现

实、还原历史、启蒙民众、教化人心等宏大话语进行了无情消解ꎮ 在先锋小说家看来ꎬ世界与其说

是“现实”的ꎬ不如说是“存在”的ꎬ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是一种群体经验的抽象ꎬ是共性的、
概括的ꎬ而作家则更应该“通过个体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的

存在”ꎬ尽可能去“记述常人尚未来得及思考的真实ꎬ论述尚未渗入人们意识的现实本质和现实

关系”ꎮ① 所以ꎬ与传统情节小说的线性逻辑叙事不同ꎬ先锋小说大多不关注时间的统一延续性

和泾渭分明的因果关系ꎬ而是着意于构成文本的各种“故事”可能的随意排列ꎮ 就像«冈底斯的

诱惑»所展示的ꎬ文本中陆高和姚亮的故事、猎人穷布的故事、观看“天葬”的故事以及传说中的

顿珠顿月的故事完全没有传统小说的线性因果关系ꎬ它们可以随意排列、平行并置ꎬ形成了如戈

特弗里德本所说的“桔形结构”:“这部小说是像一个桔子来建构的ꎮ 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

的瓣ꎬ水果的单个片断组成ꎬ它们都彼此相互紧挨着ꎬ具有同等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

趋向于空间ꎬ而是趋向于中间ꎬ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这个坚韧的茎是表象ꎬ是存在———除此

之外别无他物ꎬ各部分之间是没有关系的ꎮ”②这也就是说ꎬ先锋小说是很难从传统的“主题”层面

上去把握的ꎬ有论者在论述世界范围内的先锋小说———法国“新小说”时认为:“有意识地淡化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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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包括‘新小说’在内的所有后现代文学一个大致的特征ꎮ 这是针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自觉的

反叛ꎬ一种关于文学自身的解构与重构ꎬ是一场从理念到手段的文学革命ꎮ”①而中国的先锋小说

之于传统小说而言ꎬ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认同“形式即内容”的论断ꎬ那么从小说主题上来说ꎬ
中国的先锋小说有效实现了从社会学领域到人类学领域、从传统道德哲学向现代生命哲学的转

移ꎬ从而突破了社会学与阶级论观念对小说观念的长期束缚ꎮ
先锋小说还显示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崭新的“历史观”ꎮ 既然先锋小说家认定并不存

在一种完全客观的“现实”ꎬ那么对于历史这一“过往的现实”ꎬ他们同样不能接受其具有真实客

观的规定性ꎬ并且不断对其进行质疑和省思ꎬ而且在大胆的叙事实验和形式探索中彰显一种鲜明

而全新的关于“历史”的态度和看法:没有所谓确定无疑的历史ꎬ历史是多元的和不确定的ꎻ不存

在所谓本质不变的历史ꎬ历史都是文本化的ꎬ一切关于历史的“元叙述”都是值得怀疑的ꎮ 在对

“历史”进行叙事时ꎬ先锋作家不再像以往的历史叙事者那样仅仅以“客观临摹”的手法ꎬ满足于

扮演“书记员”的角色ꎬ而是更加注重书写历史本身的多义性、偶然性、复杂性ꎬ书写充满了主观

色彩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ꎮ 先锋小说家们几乎都对其西方的偶像大师、法国新小说派的杰出

代表罗伯格里耶的相关理念耳熟能详:“小说根本就不是一种工具ꎬ它不是为一个预定的工作

而设计的工具ꎬ它不是用来展示、表达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外就已经存在的事物的ꎮ 它不表达ꎬ它
只是探索ꎬ而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ꎮ”②所以ꎬ格非的一系列有着明显关注“历史”倾向的小说ꎬ
如«追忆乌攸先生»«青黄»«敌人»«迷舟»等ꎬ其写作目的显然不在于要探明历史的真相或揭示

历史的本质ꎬ而仅仅是以探究历史真相为表象的叙事虚构与想象ꎮ 同样有此倾向而走得更远的ꎬ
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历史题材”小说ꎮ 据事后追认ꎬ苏童的这批

小说除了受法国“新小说”派和同期的其他先锋作家追求极端叙事的影响外ꎬ还明显受到了西方

“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ꎬ所以他写出的完全是个人化的、虚构性的甚至是“文本化”的历史ꎬ特
别是«我的帝王生涯»ꎬ作家完全凭借想象建构了一段子虚乌有的“历史”ꎮ 苏童实际上是运用对

文本的热情来抗争和消解意识形态对小说创作的束缚ꎬ让文学成为文学ꎬ让小说拥有一套自足独

立的话语体系ꎮ
当然ꎬ先锋小说家放弃了对传统的小说价值和功能的追求ꎬ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弃文学的职

责和义务而不顾ꎮ 就像洪子诚所睿智指出的:“‘先锋小说’那些出色的作品ꎬ在它们的‘形式革命’
中ꎬ总是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ꎮ 它们对于‘内容’、‘意义’的解构ꎬ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

题的关注ꎬ归根结蒂ꎬ不能与中国现实语境ꎬ与对于‘文革’的暴力和精神创伤的记忆无涉只不

过历史和现实的有关社会、人性的体验的记忆ꎬ会以另外的方式展开ꎮ”③实际上ꎬ在极端的先锋观

念和叙事实验背后ꎬ先锋小说文本透露的仍然是强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性深度ꎬ就像有学者针对余华

的系列极端叙事形式实验所指出的ꎬ“他的作品中有更多的人性关怀ꎬ更关注人物本身的生命价值ꎬ
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融入普遍的人性描写当中ꎬ把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地融合起来”④ꎮ
可以说ꎬ先锋小说在关注“形式”的同时ꎬ仍不失对人性与自我存在的思考与追问ꎬ只是这种努力深

藏于荒诞与虚无的外在形式之下ꎬ更加隐秘、遮蔽ꎬ不易察觉而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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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为先锋小说家提供了难得的阅读西方、认知世界的有

利条件ꎬ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ꎬ逐渐地接近并接受其理论观念ꎬ暗暗把“现
代派”的大师当作模仿甚至超越的对象ꎮ 像马原的«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余华的«两个问题»、
吕新的«八位作家和二十四本书»以及格非的«十年一日»«卡夫卡的钟摆»等文章ꎬ谈到萨特、加
缪、罗伯格里耶、福克纳、博尔赫斯、萨洛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尤内斯库等西方现代、
后现代经典大师及其作品ꎬ无不耳熟能详、如数家珍ꎮ 与此同时ꎬ伴随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小说

文本一块被翻译介绍进来的ꎬ还有大量关于“叙事”的理论ꎮ 可以说ꎬ西方叙事学与中国现实主

义小说理论有着本质性的差异ꎮ 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更加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内容”ꎬ至于表

达的方式则与其感知世界的理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ꎬ并反映出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ꎮ 在传

统小说理论看来ꎬ故事内容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ꎬ它是主导性的、决定性的ꎬ而外在表现形式是从

属的、次要的ꎬ受内容的掌控和制约ꎻ虽然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ꎬ但此关

系却并非平等、均衡的ꎬ而是服务与被服务、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ꎮ 这种理念到了“文化大革命”
时期变得更为激进和极端ꎬ内容就是一切ꎬ形式完全沦为内容的附庸ꎬ其作用基本上无足轻重ꎬ只
要能完成为内容服务、能承载规定的思想意识即大功告成ꎮ 而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把形式上升到

了本体论的高度ꎬ这对先锋小说家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ꎮ 叙事学的刺激ꎬ加上现代派经典大师作

品的震撼ꎬ共同引发了先锋小说家对叙述本体论的认同ꎬ他们积极进行各种大胆、前卫的叙事实

践ꎬ冲破了传统小说中“人物”、“故事情节”、“环境”三要素的樊笼ꎬ抛弃了僵化的语言形式与技

巧ꎮ 于是ꎬ从先锋小说家的叙事实验开始ꎬ中国的小说也首次开始从注重“写什么”向关注“怎么

写”转变ꎮ
与传统的中国小说仅仅把“叙事”当作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的理念不同ꎬ先锋小说家把叙事

提升到与小说意义内涵基本同等重要的地位ꎬ并且通过大量的叙事实践形成了一套鲜明独特而

又极具创新价值的范式标准ꎮ 在先锋小说中ꎬ“叙”与“事”不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ꎬ叙事不再

仅仅作为小说文本的表征而存在ꎬ叙事就是小说文本存在本身ꎬ叙事摆布着人物ꎬ而不是人物主

宰着叙事ꎮ 先锋小说家在大量的文本实践中对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等都进行了开创性

的实验和探索ꎮ
对小说叙述视角的不断探索可谓先锋小说家进行形式创新时首先关注的方面ꎮ 传统小说大

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ꎬ叙述者像上帝一样掌控着故事的进展和小说人物的命运ꎬ而先锋小

说却多采用限知的叙事视角ꎬ叙述者一般和笔下的人物知道得一样多ꎬ有时甚至还不如人物知道

得多ꎮ 借用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的术语ꎬ先锋小说是从传统的“神话型”叙事向

“观念型”叙事的转变ꎬ叙述的功能只是“展现”ꎬ让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完成使命ꎮ 不仅如此ꎬ先
锋小说的叙事视角往往还不是单一的ꎬ而是不断交叉变换ꎮ 这种由多重视角所形成的“未定

性”ꎬ就使读者的本体地位得以彰显ꎬ他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ꎬ积极参与小说意义的建构ꎬ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青黄»等无一不是如此ꎮ 正如马原谈及自己的小说«冈底斯的

诱惑»时所说:“生活并不是个逻辑过程ꎮ 那么艺术为什么非得呈现出规矩的连续性呢?”①因此ꎬ
马原的小说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ꎬ常常是一些故事的场景和片段ꎬ对于习惯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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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来说“马原式叙事圈套”显得陌生而新奇ꎮ 叙事视角的转换和“视点”的转移ꎬ不仅仅是一

种形式上的创新ꎬ它实际上内含着作家“世界观”的转变ꎬ即通过小说叙事“视点”的不断探索ꎬ对
传统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等进行质疑和反思ꎬ进而也有效更新读者对世界秩序的

“观点”ꎮ
叙事视角的转换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叙事结构的变化ꎮ 传统的叙事是情节的线性逻辑发展ꎬ

“起因－经过－高潮－结局”层层推进、严密而理性ꎮ 先锋小说则不满于这种过于僵化的模式ꎬ他们

力求结构的新颖奇特和复杂多变ꎮ 如格非的«戒指花»ꎬ完全打破线性逻辑ꎬ而将故事的各个部

分拆卸后ꎬ按照作家“内定”的叙事逻辑和顺序重新对其拼合组装ꎬ以传达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

独到体认ꎮ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则基本没有完整和连贯的情节ꎬ小说由几个松散的、看似没

有任何逻辑关系的独立“故事”组成ꎬ而这一个个松散的“故事”本身也缺乏有机的、逻辑的联系ꎬ
大多是对人物活动梗概、随意的生活片段、人物生存场景的随意拼贴ꎮ 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则
采用“循环”的情节结构模式ꎬ“疯子”每次杀人使用的手法大体相同ꎬ许亮总是“配合”般地出现

在河边ꎬ总是时不时地会有人“变疯”这些情节的循环出现无疑使“形式”的意味更加突出ꎮ
«世事如烟»的叙事结构则更为自由ꎬ作家或顺叙或倒叙或插叙或平叙ꎬ不再有强硬的逻辑羁绊ꎬ
２、３、４、６、７、司机、灰衣女子、司机母亲、算命先生等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没有明确的先后逻辑ꎬ线索

错综复杂ꎬ甚至互为因果ꎮ 总之ꎬ在先锋小说家笔下ꎬ我们很难看到一条明确的叙事线索ꎬ时间也

不是按照自然的线性状态单向度推进的ꎬ而是可以来回穿梭ꎬ甚至更可能是断裂的或有头无尾、
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东西ꎬ随着线性时间的被打乱、因果逻辑关系的被消解ꎬ情节失去了赖以存在

的条件ꎬ“情节淡化”成为先锋小说共同而显著的特征ꎮ
叙述视角和结构的多变使得小说的叙事时空也变得多维化ꎮ 按照美国学者蒲安迪的说法ꎬ

叙事文的根本特征就是要传达时间之流中的人生经验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小说其实就是关乎

“时间”的艺术ꎮ “时间”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因素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ꎬ如何艺术化

地处理叙事时间ꎬ几乎是从小说甫一诞生就开始探讨的课题ꎮ 纵观小说叙事的发展历程ꎬ时间的

“线性叙事”模式传统悠久、源远流长ꎬ其叙述节奏往往与自然时间相匹配ꎬ在叙事时注意故事的

完整性、时间的连贯性、情节的因果性ꎬ往往将自然时间是否与社会历史时间相吻合看作评判优

劣好坏的标准ꎮ 这种叙事观反映了小说作者对稳定有序的外部世界的确信ꎬ也就是说ꎬ在这种叙

事理念中ꎬ没有因社会历史时间的流动而构成的各种事件ꎬ小说家就往往会无所措手于怎样来描

述时间ꎻ反之ꎬ倘若自然时间停滞不前ꎬ则故事情节以及叙事的节奏也都将变得不可能ꎮ 而以罗

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则在小说中探索了崭新的“时间”形式ꎬ“为了打破传

统小说的情节、故事观念ꎬ率先抽取起逻辑贯穿作用的时间要素ꎬ搬用造型艺术原则ꎬ把小说这种

主要是‘时间的艺术’变成‘空间的艺术’”①ꎬ深受其影响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也由此开始重新审

视时间的意义ꎬ他们逐渐认识到ꎬ小说家之所以是小说家ꎬ最根本的是他有凭借叙述时间来任意

编排故事时间的过人本领ꎬ因此他们都有意淡化自然时间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凸显充满主观能动

性的心理时间上ꎬ赋予“时间”以崭新的表现形式ꎬ表达对社会历史和生活世界的独特而新鲜的

感受ꎬ从而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禁锢ꎬ实现写作的高度自由和想象力的恣意飞升ꎮ “时间”从此

在先锋小说家手中开始变得摇曳多姿ꎬ它不再始终是线性、匀速的ꎬ而是根据作家主观情感的需

要成为点状的、网状的、带状的ꎬ甚至无形无状ꎻ它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穿梭ꎬ就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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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所论述的那样ꎬ客观化的物理时间完全为主观化的心理时间所取代ꎬ从而也形成对传统

意义模式的解构和颠覆ꎮ
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和«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对传统叙事所造成的冲击ꎬ无疑是颠覆性的ꎮ

两部作品虽然都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明确的时间点ꎬ但是历史背景依然是模糊一片ꎮ 明确时间点

的频繁出现和时间的任意组合、随意穿插使得读者无法清晰复原时间的正常顺序ꎬ这也就使得故

事情节显得错综复杂甚至支离破碎ꎮ 在这两部作品中“陌生人”和刑罚专家的“一九六五年三月

五日”以及“我”和“他”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ꎬ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时

间的重叠和复制ꎬ所以不会使背景和时间清晰ꎬ而只会使其更加错乱复杂ꎮ 在余华看来ꎬ“时间

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ꎬ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ꎬ都将出现

新的姿态”①ꎬ时间可以被自由拆分组合ꎬ形成不同的顺序ꎬ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ꎮ 余华把这

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时间开始变得人为可控ꎬ本该快速流逝却可以度秒如年ꎬ本应漫漫长河却

又几乎弹指一瞬ꎮ
总而言之ꎬ“时间”在先锋小说家笔下不再仅仅是装载故事和事件的容器ꎬ甚至也不再是借

以进行哲学意蕴探索的媒介ꎬ而其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的方法论活动ꎮ 在先锋小说文本中ꎬ叙事者

不断地用闪回和闪进的方式ꎬ随意出入于过去或未来的叙述时间中ꎬ从而使创造叙事的广阔地带

成为可能ꎮ

四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承认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ꎬ
一种‘形式化的内容’ꎬ那么ꎬ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ꎬ而且是社会变

迁(包括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ꎮ 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

应的小说叙事模式ꎻ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ꎬ必然有其相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

景ꎮ”②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小说潮也有着其特定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ꎮ 先锋小

说家群体基本上出生于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之后ꎬ是一群被拒绝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主潮之外

的晚生代ꎬ与亲历过“文化大革命”、有很多英雄“业绩”可以夸耀的“前辈”而言ꎬ他们注定是没

有“历史”的一代ꎮ 所以ꎬ他们无法当然也不愿再去讲述意识形态神话ꎬ他们所能够炫耀的资本

毋宁说是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主义的熟稔ꎮ 因此ꎬ借 １９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ꎬ他们顺

理成章地拿起了“形式主义”的武器ꎬ以决绝而义无反顾的姿态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以

及文化规范发起挑战ꎮ
先锋小说家深知ꎬ“矫枉必须过正”ꎬ惟有对既定的艺术秩序发动毫不留情的革命ꎬ才能真正

建构出迥异于以往的崭新艺术形式ꎬ才能改变公众传统而根深蒂固的感知方式和认知习惯ꎮ 今

天看来ꎬ虽然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和叙事革新存在着种种遗憾和不足ꎬ但其对中国小说观念的革

新和推进意义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的ꎮ 无论是马原的叙事圈套、格非的小说留白、孙甘露的

语言形式改造还是余华的零度叙事ꎬ都让读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小说并不是真实的生活ꎬ小说只是

作者的审美创造ꎮ 甚至可以说ꎬ先锋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再次唤醒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力ꎬ有力推

动了汉语小说追赶世界的步伐ꎬ拓宽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审美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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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余华:«虚伪的作品»ꎬ«上海文论»１９８９ 年第 ５ 期ꎮ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３ 页ꎮ



董燕ꎬ郑家建: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

当然ꎬ也许是过于峻急ꎬ也许是太过彰显“叛逆”的姿态ꎬ先锋小说极端的“形式”实验也确实

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局限ꎮ 这一点ꎬ几乎从先锋小说开始风行的那一刻起ꎬ便不断有论者论及ꎮ
概括来说ꎬ先锋小说的偏失或限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ꎬ其形式实验缺乏坚实的本土根基ꎮ 如所周知ꎬ先锋小说是在对传统的决裂和对西方

“他者”的崇拜中勃兴的ꎬ并非是从中国内部自然生长起来的ꎬ因而明显缺乏坚实的积淀过程和

本土经验的给养ꎮ 同时ꎬ对西方的过于倚重ꎬ又会造成思想理念和表现手法与中国现实的错位ꎮ
这一点ꎬ同样具有某种先锋特征的小说家李锐看得最为清晰ꎮ 他在论述 １９８０ 年代的“先锋小

说”为何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作家们在技巧演练的同时ꎬ在接受文化观念的冲

击上表现出明显的盲目和被动ꎬ致使文体试验迅速走向技术化”ꎬ“文体的转换是和文学与文化

观念的转变同为一体的”ꎮ① “技术”可以模仿和学习ꎬ但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观念却只能与本

土的文化相伴共生ꎮ
其次ꎬ其形式实验呈现出“当代性失语”的症候ꎮ 为决绝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成规ꎬ先锋小说

家在矫枉过正的同时也把传统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无情摒弃了ꎬ从而

局限于远离现实生活的自我世界、观念王国和形式迷宫里ꎬ其作品整体地呈现出一种“当代性失语”
的症候ꎮ 先锋小说家对抽象观念的阐发ꎬ并非扎根于坚实的现实土壤ꎬ而更多是通过想当然的形式

演绎完成的ꎮ 一旦形式实验后续乏力ꎬ观念阐释必然就成为无源之水ꎮ 与此同时ꎬ先锋小说家在炫

耀“怎么写”的技术法宝的同时ꎬ其放纵的个人想象和形式游戏往往会严重遮蔽现实内容与虚化历

史ꎮ 所以有论者曾不客气地指出ꎬ先锋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变迁缺乏回应能力ꎬ因此“最终只能用玩

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肤浅”ꎮ②

再者ꎬ其形式实验远离读者的审美阅读惯性ꎮ 先锋小说纷纭多变的形式迷宫和叙事魔方ꎬ在
挑战传统文学圭臬的同时ꎬ也挑战了读者一直以来形成的审美惯性ꎮ 先锋小说给读者的阅读带

来巨大障碍ꎬ其最终结果也因远离读者而被读者远离ꎮ
正因为如此ꎬ当文学进入 １９９０ 年代ꎬ一些代表性的先锋作家也开始与时俱进地重回“现实”

和故事ꎬ像余华、苏童、格非、吕新等作家的创作ꎬ在秉持先锋精神的同时ꎬ也越来越符合普通读者

的阅读口味ꎮ 这些当年的先锋小说家似乎不约而同地以厚重之作来向读者及批评家证明ꎬ他们

已经找到一种既包含先锋精神和先锋意识、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根基的叙事形式ꎮ 这种叙事

形式有别于之前纯粹的叙事实验之处ꎬ就在于“将传统和现代的因素真正融合在一起”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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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文体沧桑»ꎬ«网络时代的方言»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８１ 页ꎮ
罗岗等:«当代性世界性先锋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ꎬ«学术月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ꎬ«作家»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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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

李衍柱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从世界文明史的视角来看ꎬ王阳明是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ꎮ 从王阳明论著的实际出发ꎬ
吸取中外已有研究成果ꎬ重点探讨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和中国ꎬ将王阳明的思想主要概括为四方面内容:从«大
学»古本的“再生”ꎬ进入圣学之门的教典ꎻ高扬人本主义旗帜 ꎬ尊重人的个性和价值ꎻ知行合一:中华文明传统的

精华ꎬ世界哲学史的转向与创新ꎻ“阳明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这些方面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创建的心学体

系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贡献、历史局限、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王阳明ꎻ文艺复兴ꎻ世界和中国ꎻ«大学»古本ꎻ人本主义ꎻ知行合一ꎻ实践论哲学

中图分类号:　 Ｂ４２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３１－１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６
作者简介:李衍柱(１９３３－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 ４ 卷)ꎬ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８８７ 页ꎻ杜维明:«青年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０９ 行动中

的儒家思想)»ꎬ朱志方 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②[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ꎬ钱明审校ꎬ杨田 译ꎬ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 页ꎮ
③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９７ 页ꎮ

　 　 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９)ꎬ字伯安ꎬ名守仁ꎬ学者称阳明先生ꎮ １４７２ 年(明宪宗八年壬辰) ９ 月 ３０
日ꎬ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ꎮ “书圣”王羲之是王阳明的 ３３ 代先祖ꎮ①明嘉靖七年戊子十一月

二十九ꎬ即公元 １５２９ 年 １ 月 ９ 日卒于江西南安ꎬ享年 ５７ 岁ꎮ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ꎬ同时又是一位哲理诗人和美学家ꎮ 世界

著名的日本“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说:王阳明是一位“英明豪迈、文武双全ꎬ左手执卷讲学授业ꎬ
右手抚剑叱咤三军ꎬ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ꎮ②

王阳明出现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时代———文艺复兴时代ꎮ 他生活的明

朝ꎬ“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③ꎮ 王阳明是如何站在时代潮头ꎬ继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ꎬ创建起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心学体系? 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何种具有开创

性的贡献? 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文化巨人相比较ꎬ他的思想体系的价值、影响和现实意义

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思考和探讨的重点ꎮ 由于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和评价ꎬ涉及到诸

多问题ꎬ个人谈的一些看法是否正确ꎬ还要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ꎮ

文艺复兴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文艺复兴时代是中世纪转入近代文明的过渡时期ꎮ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ꎬ传播、发展、繁
盛于西欧诸国ꎬ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ꎮ 时间跨度为 １４ 世纪初至 １７ 世纪初ꎮ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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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复兴”是一场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

域的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ꎮ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ꎬ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ꎬ那是一些在思维

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ꎬ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ꎮ”①这些时代的巨人ꎬ“尤其突出的

是ꎬ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ꎬ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ꎬ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

争ꎬ有人用舌和笔ꎬ有人用剑ꎬ一些人则两者并用”②ꎮ 中国文艺复兴的出现ꎬ与明朝中后期中国

海外贸易的兴盛、航海业的发展、商业都市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ꎬ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当时

的中国已是世界的大国ꎬ“１４００ 年—１６００ 年之间中国的人口从 ６５００ 万增长到 １ 亿 ５０００ 万

多”③ꎮ 在那个时代ꎬ儒教中国似乎代表了欧洲人自认缺失的许多良好的观念ꎮ 在弗朗斯瓦魁

奈笔下ꎬ这个国度是“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国”④ꎮ
王阳明一生跨越 １５ 世纪至 １６ 世纪ꎬ处于“文艺复兴”的繁盛高潮时期ꎮ 此时ꎬ东西方都出

现了一些文化巨人ꎮ 在西方ꎬ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１４７３－１５７３)创建“日心说”ꎬ给神学体系以

致命的打击ꎻ航海家哥伦布(１４５１－１５０５)发现“新大陆”ꎻ麦哲伦(１４８０－１５２１)完成绕地球一周的

航行ꎬ证明地球是圆的ꎻ文学领域出现拉伯雷(１４９５－１５５３)、莎士比亚(１５６４－１６１６)、塞万提斯

(１５４７－１６１６)ꎻ艺术领域出现达芬奇(１４５２－１５１９)、米开朗基罗(１４７５－１５６４)、拉斐尔(１４８３－
１５２０)、提香(１４９０－１５７６)等ꎮ 在东方神州大地ꎬ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ꎬ同样出现了一些时代巨

人ꎮ 王阳明出生前 ６０ 多年间ꎬ郑和于 １４０５－１４３３ 年先后七次率庞大舰队远航亚非诸国ꎬ遍访东

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及红海沿岸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远达非洲东海岸肯尼亚和伊斯兰圣地麦

加ꎬ在世界航海史、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前无古人的崭新篇章ꎬ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

化交流ꎬ成为人类征服海洋的伟大创举ꎮ 中国明史专家吴晗曾说:郑和下西洋ꎬ“其规模之大、人
数之多、范围之广ꎬ那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ꎬ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ꎮ 这样大规模的航海ꎬ在当时世

界历史上也没有过ꎮ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ꎬ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

三年ꎬ比奥斯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九十三年ꎬ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ꎮ 可

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⑤ꎮ 郑和下西洋充分显示出当时中国

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ꎮ 在王阳明心学体系走向成熟的明朝中后期ꎬ在中华文明

史上几部影响深远的经典性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

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相继问世ꎮ 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论著ꎬ在世界医学、乐学、农学等

古代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ꎮ 文学艺术领域ꎬ“最富有生气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ꎬ明代被认为

是小说的伟大时代ꎮ”⑥ꎮ 吴承恩(约 １５００－约 １５８２)创作的«西游记»ꎬ享誉世界、具有永久性艺

术魅力ꎬ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生于同一时代而又死于同一年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
创作的«牡丹亭»ꎬ在世界各国享有盛誉ꎮ

«大学»古本的“再生”ꎬ进入圣学之门的教典

“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ｎｏｃｅ)的本义ꎬ是“再生”、“复活”之意ꎬ指希腊罗马古典文艺的再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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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衍柱: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文艺复兴”就是要让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再生、复活、发扬光大ꎮ 在西方ꎬ如恩格斯所说ꎬ“拜占

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ꎬ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

界———希腊古代ꎻ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ꎬ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ꎻ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

繁荣ꎬ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照ꎬ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ꎮ 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

生了新的文学ꎬ即最初的现代文学ꎻ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①ꎮ 西

方的文艺复兴深受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ꎮ 马可波罗(１２５４－１３２４)于 １２９８－１３０７ 年间

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最初名为«东方见闻录»)激发了哥伦布从西路航海到东方的壮志ꎬ从
而发现了新大陆ꎮ 中国的“四大发明”直接影响了西方的航海术、火药制造术、造纸印刷术的革

命ꎬ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ꎮ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ꎬ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要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进而使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恢复新的生机与活力ꎮ 中国的文艺复兴萌动于宋、明之际ꎬ其主要标志

是新儒学的复兴ꎮ
１４８２ 年ꎬ１１ 岁的王阳明向塾师提出一个关乎人生道路的哲理问题:
　 　 尝问塾师曰:“何谓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ꎮ”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

等事ꎬ或读书学圣贤耳ꎮ”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②

读书学圣贤ꎬ成为圣贤ꎬ是王阳明的人生理想和追求ꎮ 那么ꎬ什么是圣人之学? 什么是成圣

之路? 圣人之学的起点在哪里? 成圣之路的第一步从哪里迈出?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ꎬ圣人之学面对的现实和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在«答顾东桥书»中ꎬ王阳

明对他所面对的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ꎬ他说:
　 　 三代之衰ꎬ王道熄而霸术焻ꎻ孔、孟既没ꎬ圣学晦而邪说横ꎮ 教者不复以此为教ꎬ而学者

不复以此为学ꎮ 霸者之徒ꎬ窃取先王之近似者ꎬ假之于外ꎬ以内济其私己之欲ꎬ天下靡然而宗

之ꎬ圣人之道遂以芜塞ꎮ 圣学既远ꎬ霸术之传积渍已深ꎬ虽在贤知ꎬ皆不免于习染ꎬ其所

以讲明修饰ꎬ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ꎬ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ꎬ而圣学之门墙ꎬ遂不复可睹ꎮ 于是

乎有训诂之学ꎬ而传之以为名ꎻ有记诵之学ꎬ而言之以为博ꎻ有词章之学ꎬ而侈之以为丽ꎮ 若

是者纷纷籍籍ꎬ群起角立于天下ꎬ又不知其几家ꎻ万径千蹊ꎬ莫知所适ꎮ 世之学者ꎬ如入百戏

之场ꎬ欢谑跳踉ꎬ骋奇斗巧ꎬ献笑争妍者ꎬ四面而竞出ꎬ前瞻后盼ꎬ应接不遑ꎬ而耳目眩瞀ꎬ精神

恍惑ꎬ日夜遨游淹息其间ꎬ如病狂丧心之人ꎬ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ꎮ 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

于其说ꎬ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ꎬ莫自知其所谓ꎮ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ꎬ而功利之习愈

趣愈下ꎮ 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ꎬ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胜其功利之心ꎻ虽又尝折衷于群儒ꎬ而
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ꎮ 盖至于今ꎬ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ꎬ
几千年矣ꎮ 相矜以知ꎬ相轧以势ꎬ相争以利ꎬ相高以技能ꎬ相取以声誉ꎮ 呜呼! 士生斯

世ꎬ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 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③

王阳明痛惜和惊叹孔、孟死后ꎬ“圣学晦而邪说横ꎮ 教者不复以此为教ꎬ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ꎻ
圣学之门“不复可睹”ꎬ成圣之道“遂以芜塞”ꎻ圣人之学ꎬ当权者“皆昏迷颠倒于其说”ꎬ加上佛老

的瞽惑ꎬ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风行于世ꎬ致使“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ꎬ而习以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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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ꎬ几千矣”ꎮ 如何使圣人之学“宣扬光复于世”ꎬ获得再生和发展ꎬ这是历史向王阳明一代学者

提出的一个时代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ꎮ
圣人之学再生、光复于世的起点和第一步是恢复圣学所依据的经典文本的本来面貌ꎮ 王阳

明认为ꎬ圣学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是指“通人物ꎬ达四海ꎬ塞天地ꎬ亘古今ꎬ无有乎弗具ꎬ无有乎弗

同ꎬ无有乎或变者也ꎬ是常道也”的“六经”———«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ꎮ① 几千年来ꎬ
随着“圣学晦而邪说横”ꎬ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在学术界普遍存

在ꎮ “六经之学ꎬ其不明于世ꎬ非一朝一夕之故矣ꎮ 尚功利ꎬ崇邪说ꎬ是谓乱经ꎻ习训诂ꎬ传记诵ꎬ
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ꎬ是谓侮经ꎻ侈淫辞ꎬ竟诡辩ꎬ饰奸心ꎬ盗行逐世ꎬ垄断而自以为通

经ꎬ是谓贼经ꎮ 若是者ꎬ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ꎬ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②以朱熹

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儒家圣学的经典文本的整理、注释和研究很重视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ꎻ同时ꎬ
我们又看到朱熹的主观与偏颇ꎮ 他将«中庸»«大学»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篇ꎬ与«论语»
«孟子»并称“四书”ꎬ自有其贡献和价值ꎬ但是他自视甚高ꎬ肆意改变经文ꎬ将«大学»编章加字ꎮ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的过程中ꎬ“证诸«六经»、«四子»”ꎬ发现朱熹对圣学经典文本«大学»编
章加字、改变经文的错误ꎬ以极大的学术勇气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刻古本«大学»ꎬ先后写下«传
习录»上答徐爱问、«答罗整庵少宰书»«大学问»«大学古本傍释»«大学古本原序»等ꎬ明确宣布:

　 　 «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ꎮ 朱子疑其有所脱误ꎬ而改正补缉之ꎮ 在某则谓其本无

脱误ꎬ悉从其旧而已矣ꎮ 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ꎬ今读其文词ꎬ既明白又可通ꎻ论其功夫ꎬ
又易简而可人ꎮ 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ꎬ彼段之必在于此ꎬ与此之如何而缺ꎬ彼
之如何而补? 而遂改正补缉之ꎬ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③

王阳明通过察证、研究孔门相传的«大学»古本ꎬ并与当时学界奉为经典文本的钦定朱熹的«四书

集注»中的«大学章句»仔细加以比较ꎬ发现«大学»孔门流传下来的古本并无章句之分ꎬ而朱熹则

将«大学»分为十章ꎬ“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ꎬ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ꎮ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ꎬ第六

章乃诚身之本”ꎬ并认为第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ꎮ 自己杜撰填补上 １０４ 字ꎬ作为

«大学»的第五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ꎬ言欲致吾之知ꎬ在即物而穷其理也ꎮ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

知ꎬ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ꎬ惟於理有未穷ꎬ故其知有不尽也ꎮ 是以大学始教ꎬ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

物ꎬ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ꎬ以求至乎其极ꎮ 至於用力之久ꎬ而一旦豁然贯通焉ꎬ则众物之表

里精粗无不到ꎬ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ꎮ 此谓物格ꎬ此谓知之至也ꎮ”④很明显ꎬ朱熹在这里

将自己力倡的“格物穷理”的观点塞进«大学»的思想体系之中ꎮ 王阳明断然否定朱熹“我注六

经”的主观臆测ꎬ认为«大学»古本中“本无脱误”ꎬ理应恢复«大学»的原貌ꎮ 王阳明特别反对朱

熹将«大学»提出的“三纲领”之一的“亲民”改为“新民”ꎬ认为必须恢复«大学»古本中的“亲
民”ꎮ 对此王阳明专门向他的高徒徐爱作了解释ꎮ

　 　 爱问:“‘在亲民’ꎬ朱子谓当作‘新民’ꎮ 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ꎮ 先生以为宜从

旧本作‘亲民’ꎬ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ꎬ与‘在新民’之‘新’
不同ꎬ此岂足为据? ‘作’字却与‘亲’字相对ꎬ然非‘新’字义ꎮ 下面‘治国平天下’处ꎬ皆于

‘新’字无发明ꎬ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ꎬ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ꎻ‘如保赤子’ꎻ‘民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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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衍柱: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好好之ꎬ民之所恶恶之ꎬ此之谓民之父母ꎬ之类ꎬ皆是‘亲’字意ꎮ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
之谓ꎬ亲之即仁之也ꎮ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ꎬ‘修己’便是‘明明德’ꎬ‘安百姓’
便是‘亲民’ꎮ 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ꎬ说‘新民’便觉偏了ꎮ”①

“亲民”是«大学»中提出和论说的“三纲领”、“八条目”的核心范畴ꎮ 它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优

秀传统的精华ꎬ是尧、舜、孔、孟治国理政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是儒学政治哲学的灵魂ꎬ也是

“阳明学”与“朱子学”根本分界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王阳明反复阐明“政在亲民”ꎬ“亲民”与“明明

德”是一回事ꎬ二者不可分离ꎮ “人者ꎬ天地之心也ꎻ民者ꎬ对己之称也ꎻ曰民焉ꎬ则三才之道举矣ꎮ
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ꎬ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ꎻ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ꎬ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

矣ꎮ 君臣也ꎬ夫妇也ꎬ朋友也ꎬ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ꎬ而皆有以亲之ꎬ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

德也ꎮ 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ꎬ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ꎮ”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亲民之极则

也”②ꎮ «大学»深刻阐明的“三纲领”、“八条目”ꎬ高度概括地总结了中华文明关于治国理政的经

验ꎬ揭示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ꎬ集中体现了新儒学的价值观ꎮ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

在编辑王阳明«文录大学问»时特意说明:“«大学问 »者ꎬ师门之教典也ꎮ 学者初及门ꎬ必先以

此意授ꎮ 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ꎬ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ꎬ致知之功ꎬ不外乎修身治平之

内ꎮ”③学子们只要沿此“从入之路”践行ꎬ即可“直造圣域”ꎮ 王阳明本人在龙场悟道之后ꎬ也是

由此跨入了“圣人之学”的大门ꎬ走上了“成圣之路”ꎬ在弘扬中华文明传统精华的基础上ꎬ推进了

新儒学的复兴ꎬ创建起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心学体系ꎮ

高扬人本主义旗帜　 尊重人的个性和价值

文艺复兴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ꎮ 人类跨出了中世纪黑暗的

门槛ꎬ重新发现了人ꎬ冲破神学的枷锁ꎬ高扬人本主义的旗帜ꎬ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ꎬ把人视

为“宇宙的精华”ꎮ 莎士比亚在他的名剧«哈姆雷特»中ꎬ通过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口ꎬ赞颂: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

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

华! 万物的灵长!④

冈田武彦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ꎬ严格来说ꎬ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

王阳明ꎮ 王阳明创立‘良知’说ꎬ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ꎬ生而伟大ꎬ存而无异ꎬ这种强调自我的主

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ꎮ”⑤

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关学”的宗师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响亮地提出:“为天地立心ꎬ为生民立

道ꎬ为去圣继绝学ꎬ为万世开太平ꎮ”⑥现展现于陕西省关中的横渠书院里的一块碑文ꎬ于右任书

写的“横渠四句”则是:“为天地立心ꎬ为生民立命ꎬ为往圣继绝学ꎬ为万世开太平ꎮ”社会上广为流

行的是碑文上书写的“横渠四句”ꎬ其含义是一致的ꎬ学界多以后者加以阐释和引用ꎮ 张载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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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教”ꎬ体现了作者的宇宙观、历史观、本体论和价值观ꎬ可视为是新儒学复兴的宣言书ꎮ 它以中

国特色的语言ꎬ体现出“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时代精神ꎮ
王阳明高扬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旗帜ꎬ在张载提出的命题基础上ꎬ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为天

地立心”的理论ꎬ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心学体系ꎮ 王阳明以更具体明确的语言论说了人

是天地之心:
　 　 人者ꎬ天地万物之心也ꎻ心者ꎬ天地万物之主也ꎮ 心即天ꎬ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ꎬ而
又亲切简易ꎮ①

为什么人能成为宇宙间天地万物之心? 王阳明结合天地万物的声、色、味的变化ꎬ从心理学、
生理学的角度ꎬ有说服力地阐明人是天地之心的问题ꎮ 他说:

　 　 吾人与万物混处于天地之中ꎬ为天地万物之宰者ꎬ非吾身乎? 其能以宰乎天地万物者ꎬ
非吾心乎? 心何以能宰天地万物也? 天地万物有声矣ꎬ而为之辨其声者谁欤? 天地万物有

色矣ꎬ而为之辨其色者谁欤? 天地万物有味矣ꎬ而为之辨其味者谁欤? 天地万物有变化矣ꎬ
而神明其变化者谁欤? 是天地万物之声非声也ꎬ由吾心听ꎬ斯有声也ꎻ天地万物之色非色也ꎬ
由吾心视ꎬ斯有色也ꎻ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ꎬ由吾心尝ꎬ斯有味也ꎻ天地万物之变化非变化也ꎬ
由吾心神明之ꎬ斯有变化也:然则天地万物也ꎬ非吾心则弗灵矣ꎮ 吾心之灵毁ꎬ则声、色、味、
变化不得而见矣ꎮ 声、色、味、变化不可见ꎬ则天地万物亦几乎息矣ꎮ 故曰:“人者ꎬ天地之

心ꎬ万物之灵也ꎬ所以主宰乎天地万物者也ꎮ”②

在王阳明心中没有神学家鼓吹的上帝主宰天地万物的“创世说”ꎬ只有人才是天地万物的真正主

宰ꎬ只有人的心才能体察、辨明天地万物的声、色、味的千变万化ꎮ “为天地立心”的“心”ꎬ实质上

就是主宰天地万物的“人”ꎮ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人在天地之间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ꎮ
心既是天地万物的主宰ꎬ又是具体个人自身肉体的主宰ꎮ «大学»中所说的身ꎬ是指人的耳、

目、口、鼻和四肢ꎮ “心者身之主宰ꎬ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ꎬ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ꎬ口与四肢

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ꎮ”③在与黄一方的对话中ꎬ王阳明又称人的心“只是一个灵明”ꎬ进一步

说明人的心在主宰宇宙万物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人所特有的主体性:“我的灵明ꎬ便是天地鬼神的

主宰ꎮ 天没有我的灵明ꎬ谁去仰他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ꎬ谁去俯他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ꎬ谁去

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ꎬ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ꎮ 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

万物ꎬ亦没有我的灵明ꎮ④”
天地万物的“心”是人ꎬ而人与天地万物又是一体的ꎮ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是王阳明提出的

心学的哲学基础ꎮ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反复论说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ꎮ 在«答顾东桥

书»中说:“夫圣人之心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ꎬ其视天下之人ꎬ无外内远近ꎬ凡有血气ꎬ皆其昆弟赤

子之亲ꎬ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ꎬ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ꎮ”⑤在«答聂文蔚»中说:“夫人者ꎬ天地之

心ꎬ天地万物ꎬ本吾一体者也ꎮ 生民之困苦荼毒ꎬ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不知吾身之疾痛ꎬ无
是非之心者也ꎮ 是非之心ꎬ不虑而知ꎬ不学而能ꎬ所谓良知也ꎮ 良知之在人心ꎬ无间于圣愚ꎬ天下

古今之所同也ꎮ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ꎬ则自能公是非ꎬ同好恶ꎬ视人犹己ꎬ视国犹家ꎬ而以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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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为一体ꎬ求天下无治ꎬ不可得矣ꎮ”①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范畴良知ꎬ生发出了他对生民疾苦的

人文关怀和“无间于圣愚ꎬ天下古今之所同”的普遍人性ꎮ 他所具有的判断是非、美丑、善恶的能

力ꎬ他的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ꎬ都是源自“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宇宙观ꎮ 王

阳明晚年在与钱德洪的对话中ꎬ更具体生动地阐发了天地万物与人如何通过人的良知相通而融

为一体的ꎮ 他说:
　 　 人的良知ꎬ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ꎮ 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ꎬ不可以为草、木、瓦、
石矣ꎮ 岂惟草、木、瓦、石为然ꎬ天地无人的良知ꎬ亦不可为天地矣ꎮ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

体ꎬ其发窍之最精处ꎬ是人心一点灵明ꎮ 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
土、石ꎬ与人原只一体ꎮ 故五谷禽兽之类ꎬ皆可以养人ꎻ药石之类ꎬ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

气ꎬ故能相通耳ꎮ②

圣人之学ꎬ心学也ꎮ 良知是心之本体ꎮ 人心与天地一体ꎬ上下与天地同流ꎮ 人有虚灵ꎬ方有

良知ꎮ 圣人之学的心和所谈的虚无ꎬ与道、佛所谈有着本质的区别ꎮ “但仙家说虚ꎬ从养生上来ꎻ
佛氏说无ꎬ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自意思在ꎬ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ꎬ便于本

体有障碍ꎮ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ꎬ更不着些子意在ꎮ 良知之虚ꎬ便是天之太虚ꎻ良知之无ꎬ便
是太虚之无形ꎮ 日、月、风、雷、山、川、民、物ꎬ凡有貌相形色ꎬ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ꎬ未尝作得

天的障碍ꎮ 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ꎬ天地万物ꎬ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ꎬ何尝又有一物超于

良知之外ꎬ能做得障碍?”③圣人之学吸取道、佛的精华ꎬ又超越道、佛ꎮ 王阳明对佛、老十分熟悉ꎬ
青少年时期还往深山求道访仙ꎮ 他是入乎其内ꎬ超乎其外ꎮ 悟道之后ꎬ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孝

的问题上ꎬ他发现佛、道的不足和自私ꎮ 在圣人之学中ꎬ孝为百事之先ꎮ 孝也是区别儒学与佛、道
的关键所在ꎮ 佛、道把孝看作是假和空ꎮ 佛、道出家求仙ꎬ追求的是一条弃绝人伦、放弃对亲人的

恩爱和责任、舍弃对家国民生情怀的道路ꎮ 因此ꎬ王阳明认为佛、道是“自私其身”ꎬ“专于为己”ꎬ
“无意于天下国家”ꎮ １５０６ 年ꎬ他在一首批判佛道的神仙养生之道的«赠阳伯»诗中写道:“大道

即人心ꎬ万古未尝改ꎮ 长生在求仁ꎬ金丹非外待ꎮ 缪矣三十年ꎬ于今吾始悔!”④１５２７ 年过常山时

写下的«长生»诗ꎬ全面抒发了他走上排斥、批判佛、道之路的心路历程:“长生徒有慕ꎬ苦乏大药

资ꎮ 名山遍探历ꎬ悠悠鬓生丝ꎮ 微驱一系念ꎬ去道日远而ꎮ 中岁忽有觉ꎬ九还乃在兹ꎮ 非炉亦非

鼎ꎬ何坎复何离ꎻ本无终始究ꎬ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ꎬ诡辞反增疑ꎻ纷然诸老翁ꎬ自传困多歧ꎮ
乾坤由我在ꎬ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ꎬ良知乃吾师ꎮ”⑤王阳明以自己的感悟和体认扯下了佛、
道的神学的光环ꎬ为天地立心ꎬ以主宰万物的人取代了佛、道宣扬的神ꎬ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

性———良知和仁爱ꎬ取代了神性和兽性ꎬ这在当时社会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ꎮ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ꎮ 他编纂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科举考

试、选拔人才的儒学经典文本ꎮ 他建立起的庞大的“朱子学”思想体系ꎬ对新儒学的复兴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ꎻ同时ꎬ不可否认ꎬ他所建立的“这幢大厦有点像一座监狱ꎬ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费尽

艰辛才能从中逃出来ꎮ 因为这一体系的强大力量ꎬ我们不该无视它的危险ꎬ而且ꎬ这些危险非常

严重ꎮ 它把所有思考封装在一个被尼采哲学的‘永恒回归’的远景所限定的机械进化论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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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中ꎬ阻塞了任何唯心论的出口ꎬ借此ꎬ朱熹阻遏了中国思想的涌流ꎬ过早地结束了 １０、１１、１２ 世

纪的伟大的哲学复兴ꎮ 朱熹的学说ꎬ最终成了一种官方的信条ꎬ阻断了进一步思考的道路ꎬ把整

个官僚阶层投进了实利主义和例行公事中ꎬ对 １３ 至 ２０ 世纪之间中国哲学的僵化负有主要责

任ꎮ”①王阳明学习朱熹的著作ꎬ但又不迷信权威ꎮ 他顶住来自官方和朱子学派的迫害和批判ꎬ解
放思想ꎬ明确向社会宣布:

　 　 夫道ꎬ天下之公道也ꎻ学ꎬ天下之公学也ꎮ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ꎬ非孔子可得而私也ꎮ 天下

之公也ꎬ公言之而已矣ꎮ 故言之而是ꎬ虽异于己ꎬ乃益于己也ꎻ言之而非ꎬ虽同于己ꎬ适损于己

也ꎮ 益于己者ꎬ己必喜之ꎻ损于己者ꎬ己必恶之ꎮ 然则某今日之论ꎬ虽或于朱子异ꎬ未必非其

所喜也ꎮ 君子之过ꎬ如日月之食ꎬ其更也ꎬ人皆仰之ꎬ而小人之过也必文ꎮ 某虽不肖ꎬ故不敢

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ꎮ②

王阳明认为圣人不是“生而有知”的超人ꎬ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ꎬ并无全知全能的天

赋ꎮ 孔子入太庙ꎬ还要“每事问”ꎮ 金无足赤ꎬ人无完人ꎮ 圣人也并非不犯错误ꎬ“夫过者ꎬ自大贤

所不免ꎬ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ꎬ为其能改也ꎮ 故不贵于无过ꎬ而贵于能改过ꎮ”③“若尧舜之心自以

为无过ꎬ即非所以为圣人矣ꎮ”④王阳明关于“人人皆可成圣”的思想ꎬ充分说明人与人之间是平等

的ꎬ每个人生存于世就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ꎮ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ꎬ我国学术界对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ꎬ是以唯物、唯心来划线、

定性和定位ꎬ并断定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的代表人物ꎬ他的心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ꎬ不是一种

进步趋向ꎬ而是一种倒退ꎮ 这种观点ꎬ我认为是对王阳明心学的误读和误判ꎮ 王阳明所说的

“心”与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的“心”ꎬ一脉相承ꎮ 如我们前面所论ꎬ其最基本的观点是“立
人”ꎬ即:“人者ꎬ天地之心也ꎮ”人ꎬ不仅是天地万物的主宰ꎬ而且也是“鬼神”的主宰ꎮ 我们牢牢抓

住“为天地立心”这个命题ꎬ才能拿到真正打开王阳明心学宝库的钥匙ꎮ
在明朝中后期ꎬ王阳明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相呼应ꎬ把人提到天地鬼神万物的主

宰的高度ꎬ力倡人人平等、“人人皆可成圣”ꎬ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ꎬ 冲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精

神锁链ꎬ敢于对钦定的“朱子学”和 佛、道的神学提出质疑和批判ꎮ “毋庸置疑ꎬ阳明学开启了中

国真正的文艺复兴之路”⑤ꎬ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出了崭新的篇章ꎮ

知行合一:中华文明传统的精华　 世界哲学史的转向与创新

知行合一论是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ꎬ是“阳明学”中最具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理

论主张ꎮ 杜维明认为:这是王阳明在他的思想旅途中ꎬ“首次提出的划时代的哲学命题:知行合

一”⑥ꎮ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

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ꎬ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ꎬ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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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ꎮ”①１５０９ 年(明正德四年 己巳)ꎬ正值西方文艺复兴蓬勃发展ꎬ王阳明 ３８ 岁在贵阳龙场首次提

出知行合一的理论ꎮ 这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第一次提出的问题ꎬ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重大的

理论创新ꎮ 它标志着世界哲学思想由二元论向一元论、由“唯理论”哲学向“实践论”哲学的过渡

与转换ꎮ 关于知行合一论提出的缘起、理论依据与主要观点ꎬ«传习录»和«年谱一»中都有概括

的叙述ꎮ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ꎬ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ꎬ
而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ꎮ 知与行ꎬ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ꎬ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ꎮ 王阳明认为他所面对的有三种人ꎬ持三种态度:一种人是“冥行妄作”ꎬ“懵懵然任意去做ꎬ全
不解思维省察”ꎻ一种人是“茫茫然悬空去思索ꎬ全不肯着实躬行”ꎻ而在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的

一种人ꎬ则认为“必先知而后能行”ꎮ 这三种人不论是冥行妄作而不思或空思而不行ꎬ还是先知

而后行ꎬ都是割裂知与行的关系ꎮ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钦定的“朱子学”力倡的“先知后行”论ꎮ 王

阳明尖锐地指出ꎬ这种在当时广为流行的哲学思潮ꎬ“俟知得真时方去行ꎬ故遂终身不行ꎬ亦遂终

身不知”ꎮ 这种思潮有悖于圣人之学ꎬ无益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ꎮ 王阳明

贵阳龙场悟道之后ꎬ决心救治哲学机体中出现的这种“支离决裂之痛”ꎬ正式提出“知行合一”论ꎬ
并以«大学»中说的“如好好色ꎬ如恶恶臭”为经典佐证ꎬ说明自己承传和弘扬的正是圣学的优秀

传统ꎮ②

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知行合一论的丰富内涵及其主要特色ꎬ集中到一点ꎬ就是突出“论实践

之功”③ꎬ阐明“知行合一”的中心是“行”ꎮ 正因为如此ꎬ王阳明的哲学思想ꎬ在日本被认为是“行
动哲学”、“实践哲学”ꎮ “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ꎬ即如果不经世致用ꎬ不具体实

践ꎬ那么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ꎮ”④在论说知与行的关系时ꎬ王阳明通用的是“行”字ꎮ 如说:“凡
谓之行者ꎬ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ꎮ”⑤“只说一个行ꎬ已自有知在”ꎮ⑥ 在谈到人从事的活动时ꎬ则
多用“实践”二字ꎮ 如说:“世之学者ꎬ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ꎬ如拘如囚ꎬ而莫之省脱ꎮ 及闻孔子之

教ꎬ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ꎬ乃豁然脱落ꎮ 但见得此意ꎬ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ꎬ则渐有轻灭世故、
阔略伦物之病ꎮ 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ꎬ其为未得于道一也ꎮ”⑦王阳明自己明确宣布:“我今

说个‘知行合一’ꎬ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ꎬ便即是行了ꎮ 发动处有不善ꎬ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

了ꎮ 需要彻根彻底ꎬ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ꎮ 此是我立言宗旨ꎮ”⑧王阳明的爱徒在«年谱

一»中ꎬ特加说明:“先生立教皆经实践”ꎮ⑨ 钱穆将王阳明重“行”与重“实践”看作是一回事ꎬ说:
　 　 他那主张一元论倾向ꎬ和那折衷融会的精神ꎬ及其确切明显的宗旨ꎬ都可以代表阳明学

的一般ꎻ而尤其是在他重“行”的一点上ꎬ不徒是他为学精神全部所关注ꎬ即其学说理论之全

部组织上ꎬ也集中在这一面ꎮ 所以阳明说:
尽天下之学ꎬ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ꎮ

　 　 我们此刻也可以套他的话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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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不行而可以知阳明之所谓良知ꎬ与其一切所说者ꎮ
所以朱子言格物穷理ꎬ未免偏重“知”上说ꎬ而阳明言格物穷理ꎬ则根本脱离不了一“行”字ꎮ
天理在实践中ꎬ良知亦在实践中ꎮ 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亦在实践中ꎮ 不实践ꎬ空言说ꎬ则到底

无是处ꎮ①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ꎬ而良知则是心之本体ꎻ行ꎬ即是实践ꎮ 知与行合一ꎬ
则将实践上升到本体的地位ꎮ “圣贤教人知行ꎬ正是要人复本体ꎮ”“知行合一”是一个过程ꎮ 它

是动态地、循环往复螺旋式地向前发展ꎬ贯穿在阳明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环节之中ꎬ从而使阳明学

成为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ꎮ “知行合一”论的提出ꎬ使王阳明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ꎬ实现了本体

论、认识论、价值论与逻辑学的统一ꎬ为他正式走上成圣之路指明了方向和道路ꎮ
王阳明提出和倡导“知行合一”学说的时间ꎬ正是中西方唯理论哲学大行其道、成为世界哲

学思潮主流的时代ꎮ 在中国ꎬ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ꎮ 他把宇宙区分为形而上的世界和形

而下的世界ꎮ 形而上世界是超时空的潜存者ꎬ无形象可见ꎻ形而下世界是有时空的存在者ꎮ “故
凡可能有之物ꎬ无论其是天然的或人为的ꎬ在形而上之理世界中ꎬ本已具有其理ꎮ 故形而上之理

世界ꎬ实已极完全之世界也ꎮ”②朱熹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先ꎬ已经先有此“理”ꎮ 它是超时空的ꎬ先
于、高于和主宰着现象界的一切ꎻ同时ꎬ它又是统帅人伦道德的“绝对命令”ꎮ 在他的哲学思想

里ꎬ有明显的“心理二分”与“知行二分”的二元论倾向ꎮ 王阳明正是瞄准了朱熹的这一软肋ꎬ适
应时代的发展ꎬ提出和大力倡导他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知行合一”论ꎮ 在西方ꎬ英国文艺复兴时

期的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是唯物主义和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ꎬ是归纳法的

创始人ꎮ 他以自然科学为榜样ꎬ极力反对中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诡辩的、迷信的神学哲学体系ꎬ
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ꎬ集中表达出工具理性的力量ꎮ 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勒内笛

卡尔(１５９６－１６５０)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ꎬ又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ꎮ 在社会急遽变革的时代ꎬ他从

哲学方法论上摧毁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ꎮ 他的«谈方法» «形而上学的沉思»等著作ꎬ与培根的

«新工具»«伟大的复兴»等著作相呼应ꎬ为唯理论哲学提出了新的原理和“游戏规则”ꎮ 笛卡尔

提出的著名口号是“我思故我在”ꎮ 他说:“我是一个实体ꎬ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

想ꎬ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ꎬ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ꎬ亦即我赖以成

为我的那个心灵ꎬ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ꎬ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ꎬ纵然身体并不存在ꎬ心灵也仍然

不失其为心灵ꎮ”③“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是笛卡尔哲学的一大特色ꎮ 他与儒家经典文本所显示

出的“即此即彼”和“既此又彼”的思路不同ꎬ“把身心、灵肉、心物、主客、精神 /物质、凡俗 /神圣等

判定为对立、冲突、抗争和矛盾的范畴ꎬ从儒家心学的立场来观察ꎬ既不合情又不合理ꎬ而且也不

符合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④ꎮ 在二元对立思维盛行的时代ꎬ王阳明在被政治迫害、处于生命危

机、十分险恶的生活环境中ꎬ龙场悟道ꎬ以思想家的理论勇气ꎬ创立心学体系ꎬ提出良知、致良知、
知行合一等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ꎬ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由二元论向一元论、由唯理论哲学向实践

论哲学转向的大门ꎬ为“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ꎬ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做出了理论贡献ꎮ
王阳明反对将身与心、灵与肉、心与物、心与理、知与行、道心与人心二分的二元论观点ꎬ以良

知作为他心学体系的逻辑起点ꎮ 良知是照亮他的心学体系的总光源ꎻ良知是天ꎬ是渊ꎬ与天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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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ꎬ是宇宙的本体ꎬ心的本体ꎻ良知是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最高标准ꎻ致良知是人人皆可成

圣、人人具有良知之心的根本途径ꎻ致良知的过程是一个知行合一、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ꎻ
知行合一架起了一座由天理良知通向至善的理想境界的桥梁ꎬ为成圣之路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ꎮ

知行合一的主体是人ꎬ是活生生地出现在宇宙万物中间的人ꎮ 人的身与心、灵与肉、心与理、知
与行怎么能分为二呢ꎮ “耳、目、口、鼻、四肢ꎬ身也ꎬ非心安能视、听、言、动? 心欲视、听、言、动ꎬ无耳

目、口、鼻、四肢亦不能ꎬ故无心则无身ꎬ无身则无心ꎮ 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ꎬ指其主宰处言之谓

之心ꎬ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ꎬ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ꎬ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ꎮ 意未有悬空

的ꎬ必着事物ꎬ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ꎬ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ꎬ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

致矣ꎮ 此便是诚意的功夫ꎮ”①文中说的“致”即是行ꎬ指的就是“致良知”ꎮ “致良知”和“诚意的功

夫”贯穿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ꎮ 没有“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彻上彻下功夫”ꎬ就无法完整理解

王阳明的“四句教”宗旨ꎮ 王阳明谆谆告诫弟子们:“已后与朋友讲学ꎬ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

恶是心之体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ꎬ知善知恶是良知ꎬ为善去恶是格物ꎬ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ꎬ自没

病痛ꎮ 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ꎮ 利根之人ꎬ世亦难遇ꎬ本体功夫ꎬ一悟尽透ꎮ 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

当ꎬ岂可轻易望人! 人有习心ꎬ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ꎬ只去悬空想个本体ꎬ一切事为俱

不着实ꎬ不过养成一个虚寂ꎮ 此个病痛不是小小ꎬ不可不早说破ꎮ”②

圣人之学与知行合一是不可分的ꎮ 学、问、思、辨、行ꎬ圣人之学的每个阶段ꎬ都离不开行ꎬ都
要经历知行合一、循环往复的不断深化过程ꎮ “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ꎬ则学之始固

已即是行矣ꎮ 笃者ꎬ敦实笃厚之意ꎬ已行矣ꎬ而敦笃其行ꎬ不息其功之谓尔ꎮ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ꎬ
则有问ꎬ问即学也ꎬ即行也ꎻ又不能无疑ꎬ则有思ꎬ思即学也ꎬ即行也ꎻ又不能无疑ꎬ则有辨ꎬ辨即学

也ꎬ即行也ꎻ辨既明矣ꎬ思既慎矣ꎬ问既审矣ꎬ学既能矣ꎬ又从而不息其功焉ꎬ斯之谓笃行ꎬ非谓学、
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ꎮ 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之为学ꎬ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ꎬ以求通其

说而言谓之思ꎬ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ꎬ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ꎮ 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ꎬ合其事

而言则一而已ꎮ 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ꎬ知行并进之功ꎬ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ꎬ正在于是ꎮ”③王阳

明针对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将知行分为“两节事”ꎬ专以学、问、思、辨为知ꎬ而谓穷理为无行的观

点ꎬ辩证而又层层递进地论说了学、问、思、辨是如何与行之不可分离ꎬ知行合一是如何贯穿于

“圣人之学”的全过程ꎬ学、问、思、辨、笃行之功与“致良知”是如何通向“至善”的理想境界ꎮ 这

一切ꎬ可以看作是王阳明对如何走上读书成圣之路的经验之谈ꎻ同时ꎬ也是王阳明以哲学家的视

角对“圣人之学”的特点、规律和途径的探索与回答ꎮ 知行合一论的问世ꎬ赋予王阳明心学以强

大的生命力ꎬ从而找到了一条“朱子学”想解决而未解决心与理、理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矛

盾与统一问题ꎮ 这是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ꎮ
在世界哲学史上ꎬ唯理论的思想家ꎬ不论是笛卡尔还是朱熹ꎬ都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

看待心与理、理与情的关系的ꎮ 在笛卡尔看来ꎬ“理”等于“天赋概念”ꎬ人的理性“是由一个真正

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来的ꎬ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ꎬ就
是说ꎬ简单一句话ꎬ他就是上帝”④ꎮ 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洛(１６３６－１７１１)用诗体写成的

«诗的艺术»ꎬ其哲学基础就是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ꎬ他要求作家艺术家: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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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爱理性ꎬ让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从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①

在布瓦洛看来ꎬ理与情二分ꎬ二者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ꎮ 他要求作家应牢牢树立理性本位

的创作理念ꎬ并以此去判断艺术作品的成败得失ꎮ 在中国朱熹的理学体系中ꎬ“理”必在现象界

的人与具体事物之先ꎬ“人得于理而后有其性ꎬ得于气而后有其形ꎮ 性为天理ꎬ即所谓‘道心’也ꎮ
因人之有气禀之形而起之情ꎬ其‘流至于滥’者ꎬ则皆人欲ꎬ即所谓‘人心’也ꎮ 人欲亦称私欲ꎮ 就

其为因人之为具体的人而起之情之流而至于滥者而言ꎬ则谓之人欲ꎻ就其为因人之为个体而起之

情之流而至于滥者而言ꎬ则为之私欲”②ꎮ 冯友兰先生指出“理之离心而独存” 与“无心即无理”ꎬ
是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的根本不同之点ꎬ这也是二人关于“道心与人心”理解不同的主要

理论依据ꎮ 朱熹解决道心与人心二分的途径ꎬ主要是通过“格物穷理”去实现ꎮ 王阳明对朱熹提

出的“格物穷理”的理论和途径坚决予以批判和否定ꎮ
对“格物”的理解的不同ꎬ是区分心与理为二还是心与理为一的关键ꎮ 王阳明以生理学对人

的身与心为一体的观点为依据ꎬ从而得出“合心与理而为一”的结论ꎮ 他认为“无心则无身ꎬ无身

则无心”ꎬ身与心本来就是一体的ꎮ 在活生生的人群中ꎬ没有心的身与没有身的心的人是不存在

的ꎬ除非他是一具已死的僵尸ꎮ 无心则无理ꎬ心与理怎么能二分呢! 王阳明曾生动地论说了人的

“驱壳”与“真己”、耳目口鼻四肢的听视言动与情与理与生的关系ꎮ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有“为
己之心”ꎬ“人须有为己之心ꎬ方能克己ꎻ能克己ꎬ方能成己ꎮ 若无汝心ꎬ便无耳目口鼻ꎮ 所谓

汝心ꎬ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ꎮ 若是那一团血肉ꎬ如今已死的人ꎬ那一团血肉还在ꎬ缘何不能视听言

动? 这心之本体ꎬ原只是个天理ꎬ原无非礼ꎬ这个便是汝之真己ꎮ 这个真己ꎬ是驱壳的主宰ꎮ
若无真己ꎬ便无驱壳ꎬ真是有之即生ꎬ无之即死”③ꎮ

在唯理论哲学盛行的时代ꎬ王阳明在反对身与心、心与理二分的同时ꎬ充分肯定情和欲的存

在ꎮ 他的弟子钱德洪问他:“欲”是不是“人心合有的”? 王阳明答曰:“喜、怒、哀、惧、爱、恶、欲ꎬ
谓之七情ꎮ 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ꎮ 但要认得良知明白ꎮ 不可以云能蔽日ꎬ教天不要生云ꎮ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ꎬ皆是良知之用”ꎮ④ “欲”是七情之一ꎬ是情感不可或缺的因子ꎮ 在社会生

活中ꎬ“欲”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ꎮ 它既可向善的方向发展ꎬ也会泛滥成灾、
走向恶的深渊ꎮ 王阳明特引出«老子»第 １２ 章中关于“美色令人目盲ꎬ美声令人耳聋ꎬ美味令人

口爽ꎬ驰骋田猎令人发狂”的教诲ꎬ谆谆告诫弟子们ꎬ应认真思量耳如何听ꎬ目如何视ꎬ口如何言ꎬ
四肢如何动ꎬ要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分清和把握好善与恶的界限ꎮ “善恶皆天理ꎮ 谓之恶

者非本恶ꎬ但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ꎮ”⑤

钱穆指出:“我积年来ꎬ总是主张人类一切理论ꎬ其关涉人文社会者ꎬ其最后来源出发点在

心ꎮ 而我所指述之人心ꎬ则并不专限于理智一方面ꎮ 我毋宁将取近代旧心理学之三分说ꎬ把情

感、意志与理智同认为是人心中重要之部分ꎮ 尽管有人主张ꎬ人心发展之最高阶层在理智ꎬ但人

心之最先基础ꎬ则必建立在情感上ꎮ 情感的重要性决不能抹杀ꎮ 若人心无真情感ꎬ情感无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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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衍柱: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值ꎬ则理智与意志ꎬ均将无从运使ꎬ也将不见理智所发现与意志所达到之一切真价值所在ꎮ” ①钱

穆关于“人心之最先基础ꎬ则必建立在情感上”的观点ꎬ我们从 １９９３ 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的

«性自命出»的文字中ꎬ可以得到新的佐证ꎮ “性自命出”文中说:“眚(性)自命出ꎬ命自天降ꎮ
(道)司(始)於青(情)ꎬ青(情)生於眚(性)ꎮ 司(始)者近青(情)ꎬ终者近義ꎮ”②

道始于情ꎬ情生于性ꎮ 人的心与理的基础是情感ꎮ 没有情感的生命ꎬ只会是一具僵尸或是庙

堂上的泥菩萨ꎮ “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
界观、宇宙观的基石ꎮ 它强调ꎬ‘仁ꎬ天心也’ꎬ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

际的和谐关系之中ꎮ 这是‘人道’ꎬ也就是‘天道’ꎮ 体用不二ꎬ天人合一ꎬ情理交融ꎬ主客同

构ꎬ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ꎬ它即是所谓中国的智慧ꎮ”③王阳明承继和弘扬了儒学以“仁”为核心

的情感原则ꎬ进一步提出“乐是心之本体”、“良知是乐的本体”的理论ꎬ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新儒家

追求的最高层次的“真乐”与“天乐”的至善、至美的“天地境界”ꎮ 但王阳明不是一个乌托邦主

义者ꎬ他的心学体系始终贯穿着一个“行”字ꎬ“知是行之始ꎬ行是知之成”ꎮ 对于如何达到“真
乐”的天地境界ꎬ他在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的同时ꎬ强调“仁人之心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ꎬ诉合和

畅ꎬ原无间隔”ꎮ 因此ꎬ必须知行合一ꎬ不间断地“时习”和“致良知”ꎬ才能克服来自社会的种种可

能引起“不乐”因素ꎬ以“求复此心之本体也ꎮ 悦则本体渐复矣”ꎮ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创立ꎬ“乐是心之本体”与“良知是乐之本体”的提出ꎬ标志着理性本位向

情感本位的转换ꎬ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正在涌动的浪漫主义思潮发出了绿色信号ꎬ提供了理论的

依据ꎮ 如李泽厚所说:“尽管王阳明个人主观上是为‘破心中贼’以巩固封建秩序ꎬ但客观事实

上ꎬ王学在历史上却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走道ꎮ 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

思潮(例如表现在文艺领域内)的哲学基础ꎮ”④

“阳明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１５２９ 年ꎬ王阳明病逝ꎮ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ꎬ一颗明亮的星陨落了ꎮ 斯人已逝ꎬ精神犹存ꎮ
他用心血创建的哲学心学体系ꎬ却永存于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ꎮ 他留下的理论遗产中那些属于

未来的因子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发展的需要ꎬ日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ꎮ
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ꎬ他的学术贡献ꎬ总是与他能否提出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提

出或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ꎬ他对这些重大问题回答的深广度与创新性ꎬ则决定着

他的学术地位ꎮ
王阳明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ꎬ突出的首先需要明确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中心是神还是人? 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ꎮ 在西方ꎬ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并主宰着宇宙万物ꎻ在中国

明朝ꎬ虽然笃信天神存在的佛、道还有一定的影响ꎬ但禁锢思想界头脑的精神枷锁则是那个脱离

了现象界的“天理”ꎮ 这个“天理”相当于笛卡尔的理性ꎬ是天赋的ꎬ上天将它安放到人的心中ꎮ
它将心与理、理与情、知与行二分ꎬ在宋明理学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口号就是“存天理ꎬ灭人欲”ꎮ
王阳明接过张载的“横渠四句”提出的时代哲学的重大命题ꎬ吸取中华文明传统的精华和已有的

研究成果ꎬ创建出一个具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和范畴概念的心学体系ꎬ以当时学术发展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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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ꎬ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做出了承前启后的新贡献:他弘扬圣

人之学的优秀传统ꎬ使«大学»古本“再生”ꎬ“宣扬光复于世”ꎬ赋予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亲民”
以新的生命ꎬ摈弃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ꎻ他
高扬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旗帜ꎬ以生理学、心理学的视角ꎬ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人者ꎬ天地万物之

心”的理论ꎬ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ꎬ突显人的价值和尊严ꎬ摈弃了上帝创世说和上帝主

宰天地万物的观点ꎬ并与佛、道弃绝人伦、舍弃对家国民生情怀的“虚”与“无”划清界限ꎻ强调“无
心则无身ꎬ无身则无心”ꎬ批判中西唯理论哲学家关于身与心、心与理、灵与肉二分对立的观点ꎻ
他原创性地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论ꎬ他“讲知行是从本体上讲的ꎬ阳明虽讲‘知行合一’ꎬ但
因其针对着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ꎬ所以事实上特重在‘行’字ꎮ 始于‘行’ꎬ终于‘行’ꎬ而‘知’
只是‘行’的一种过程”①ꎮ 他强调“行是知之成”的实践功能ꎬ并将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ꎬ以
“致良知”———“知行合一”ꎬ架起了从纯粹理性(天理)到实践理性(至善)的桥梁ꎬ实现了本体

论、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的统一ꎻ他富有独创性地提出“乐是心之本体”、“良知是乐之本体”的
理论ꎬ展现出新儒家追求的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真乐”与“天乐”的至善、至美的“天地境界”ꎬ标
志着理性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转换ꎬ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正在涌动的浪漫主义思潮ꎬ发出了绿色信

号ꎬ提供了理论的依据ꎮ
秦家懿先生说:“王阳明的思想伟大处ꎬ即是以二化一的‘辩证’法所树立的有机体性的哲学ꎮ

这哲学内的每一概念ꎬ都与其他概念相通ꎬ但是又不并吞其他概念ꎮ”②王阳明心学体系的这一特

点ꎬ同时也暴露出他提出的范畴概念体系所潜存的二重性和矛盾性ꎮ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

核心概念ꎬ其他概念“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以此为前提、为本源ꎬ由“良知”这一同心圆扩充生

发直至“至善”的天地境界ꎮ 这种一元的、辩证有机整体性的心学体系ꎬ对于克服二元论哲学将身与

心、心与理、理与情、知与行二分的弊端ꎬ自有其理论的贡献ꎮ 但若我们进一步追问ꎬ“良知”从何而

来? 它与“致”、与“行”是何种关系? 我们就会发现“良知”概念的先验性与神秘性ꎮ 王阳明说:“良
知是造化的精灵ꎮ 这些精灵ꎬ生天生地ꎬ成鬼成帝ꎬ皆从此出ꎬ真是与物无对ꎮ”③“故良知即是天理ꎮ
思是良知之发用ꎮ 若是良知发用之思ꎬ则所思莫非天理矣ꎮ 良知发用之思ꎬ自然明白简易ꎬ良知亦

自能知得ꎮ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ꎬ自是纷纭劳扰ꎬ良知亦自会分别得ꎮ”④这里说得很明白ꎬ良知就是

天理ꎮ 它是先天的ꎬ支配着、制约着人的思维全过程ꎮ “王氏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注意到了主体的省

思活动总是在双重意义上处于普遍之理(思维规律)的支配之下(循乎理则明ꎬ反之则扰)ꎬ这种支

配作用往往具有必然的、强制的性质:不管主体是否自觉地意识到ꎬ他的一切思维活动都永远不可

能摆脱这种制约ꎮ 但是ꎬ王阳明把作为正确思维之必要前提的必然之理(思维规律)归结为天赋良

知中包含的心之条理ꎬ则是一种先验论的偏见ꎮ”⑤良知的先验性ꎬ必然具有神秘性ꎮ “此‘致知’二
字ꎬ真是千古圣贤之秘知来本无知ꎬ觉来本无觉ꎬ然不知则遂沦埋ꎮ”⑥王阳明的初衷是不满朱

熹的心与理二分、先知后行而提出良知概念作为自己心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ꎬ由于其先验性、神秘

性ꎬ虽然他一再辩证地说明知行合一不可分ꎬ但又不得不说“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ꎬ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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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又不自觉地重新陷入朱熹的先知后行的怪圈ꎮ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ꎮ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ꎬ都

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ꎮ”①提出知行合一、强调实践的功能ꎬ
这是王阳明在哲学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ꎻ由于他对知(良知)的理解存有先验的神秘主义倾向ꎬ
这就使他不可能科学地阐明知与行的丰富内涵及其辩证关系ꎮ

自王阳明创立心学ꎬ提出“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范畴概念体系 ５００ 多年来ꎬ对
“阳明学”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看法ꎬ不仅哲学界、学术界关注“阳明学”ꎬ而且一些著

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也十分重视“阳明学”ꎬ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论ꎮ “从 １６ 世纪到 １７ 世纪后

期ꎬ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ꎬ主导着中国知识界ꎮ 阳明思想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和日本仍然有

着清澈的回响ꎮ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的行动学说、熊十力(１８８５－１９６８)的心灵哲学、毛泽东的实

践论ꎬ更不用说 １９７０ 年震撼文学界的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的事件ꎬ都多少受了阳明思想方式的

影响ꎮ”②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ꎬ就称:“孟轲之义内ꎬ王守仁之心即理ꎬ似均为直觉

论ꎮ”③在«讲堂录»笔记中记载ꎬ当年毛泽东很重视“阳明格物ꎬ思笋生之理”④的体悟ꎬ并说:“陆
象山曰:激励奋进ꎬ冲决罗网ꎬ焚烧荆棘ꎬ荡夷污泽ꎬ(无非使心底光明)”ꎮ⑤ 王阳明去世前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即是“此心光明ꎬ亦复何言”ꎮ 青年毛泽东的课堂笔记ꎬ显然是赞扬陆、王解放思想、
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的心学传统ꎮ

写于 １９３７ 年的«实践论»ꎬ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辨析了中外哲人的不同观

点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ꎬ辩证地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

系ꎮ «实践论»的副标题即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ꎮ”⑥在«实践论»中ꎬ毛泽

东批判地吸取了王阳明哲学中的合理成分ꎬ肯定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ꎬ说:“我
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ꎮ”⑦毛泽东赞成王阳明关于人

的认识是以五官感觉的直观体认为前提的观点ꎬ王阳明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ꎬ岂有

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⑧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ꎬ你就得变革梨子ꎬ亲口

吃一吃ꎮ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ꎮ”⑨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存在着二重性和矛盾

性ꎬ由于王阳明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性去观察认识问题ꎬ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知对于

行的依赖关系ꎬ未能揭示出知与行的科学内涵ꎬ结果必然错误地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理论

与实践的关系ꎮ 对于如何实现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和实践及其特点、
规律又是什么ꎬ王阳明没有解决ꎬ而这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要回答的问题ꎮ

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ꎬ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ꎬ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

品格ꎮ”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ꎮ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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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ꎬ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ꎬ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
和自然的关系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ꎬ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

系ꎮ”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不限于生产实践ꎬ还包括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文学艺术等社会的人所参

加的一切领域的活动ꎮ 王阳明所谈的“行”(实践)ꎬ主要是道德活动ꎬ而又大于道德伦理范围ꎮ “所
谓‘父子有亲ꎬ君臣有义ꎬ夫妇有别ꎬ长幼有序ꎬ朋友有信’五者而已ꎮ 唐、虞、三代之世ꎬ教者惟以此

为教ꎬ而学者惟以此为学ꎮ 当时之时ꎬ人无异见ꎬ家无异习ꎬ安此者为之圣ꎬ勉此者谓之贤ꎬ而背此者

虽其启明如朱ꎬ亦为之不肖ꎮ 下至闾井、田野ꎬ农、工、商、贾之贱ꎬ莫不皆有是学ꎬ而惟以成其德行为

务ꎮ 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ꎬ长于政教ꎬ长于水土播植者ꎬ则就成其德ꎮ”②

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ꎬ理论的来源、理论的基础是实践ꎬ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丰富和发

展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ꎮ 王阳明说“行是知之成”ꎬ这话具有一定的真理性ꎬ含有“行”
(实践)是检验“知”是否正确、是否达到和完成了“知”所预设的计划的意思ꎻ但说“知是行之

始”ꎬ则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ꎮ 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ꎬ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

的认识ꎬ还须再回到实践去ꎮ 认识的能动作用ꎬ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

飞跃ꎬ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ꎮ”③中西唯理论哲学家ꎬ不懂

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能动的相互转换的辩证法ꎬ因此ꎬ虽然他们各有某种片面的真理性ꎬ“但在认

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④ꎮ 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和掌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ꎬ这
种形式ꎬ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⑤的知行统一的基本规律ꎮ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ꎬ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ꎮ”⑥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ꎬ当今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信息时代ꎮ 具有 ５０００ 余年优秀

传统文化的中国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ꎬ我们“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ꎬ从延续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进ꎬ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

业”⑦ꎮ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ꎬ我们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同时ꎬ需要借鉴外国的

先进经验ꎬ更要重视承继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ꎬ找回它的“根”和“魂”ꎮ ５００ 多年前在

文艺复兴时代ꎬ王阳明创建的心学哲学体系中那些属于未来的因子ꎬ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行

合一论ꎬ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它的生机与活力ꎮ
第一ꎬ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ꎮ 他说:“风、雨、露、雷、日、

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ꎬ与人原只一体ꎮ 故五谷禽兽之类ꎬ皆可以养人ꎻ药石之类ꎬ
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ꎬ故能相通耳ꎮ”⑧王阳明关于天地万物与人一体的思想ꎬ对我们观察

世界经济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ꎬ有着重要的启迪ꎮ 习近平同志在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ꎬ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ꎬ人的命脉在田ꎬ田的命脉在水ꎬ水的命脉在山ꎬ山的命脉在土ꎬ土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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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在树ꎮ 用途管理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ꎬ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

的单纯护田ꎬ很容易顾此失彼ꎬ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ꎮ 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ꎬ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ꎮ”①保护人类赖以生

存的美丽家园———地球的生态美ꎬ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现实问题ꎮ 习近平同志这段关于地

球家园的山水林田湖与人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说ꎬ承继和超越了包括了王阳明在内的

中国古代先贤们的生态观ꎬ科学地总结了中外生态保护的历史经验教训ꎬ辩证地揭示了山水林田

湖与人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ꎬ并且提出了整体性系统的治理保护对策ꎮ 习近平同志

的这一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术性和实践性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的新发

展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ꎬ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和阐发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ꎬ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ꎬ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里ꎬ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ꎬ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ꎮ”②这一理论的提出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ꎬ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观察当代世

界风云的变幻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现代化的望远镜与显微镜ꎬ是我们提出

和制定内政、外交的治国方略与政策、处理国际间的矛盾和危机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ꎮ
第二ꎬ在文艺复兴时代ꎬ王阳明使«大学»古本的复活与再生ꎬ突显“亲民”的优秀传统ꎬ并对«大

学»中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给予新的阐释ꎬ这对于我们继承中华文明政治哲学的精华、确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王阳明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巨人相

呼应ꎬ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旗帜ꎬ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ꎬ力倡“人人可以成圣”ꎬ
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ꎬ体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时代精神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４ 日ꎬ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ꎬ特别引出经王阳明校正恢复的«大学»古本开头的三句话:“大学之道ꎬ在明

明德ꎬ在亲民ꎬ在止于至善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ꎬ而“亲民”则是实现

“明明德”、“止于至善”的具体途径和集中体现ꎮ “亲民”ꎬ就是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ꎻ
就是“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ꎮ③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

遍的概念ꎬ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ꎮ”④它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

的一个关系范畴和目的范畴ꎮ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ꎬ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ꎬ最持久、最
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ꎮ 核心价值观ꎬ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

求ꎬ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ꎮ”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提出

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传承着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ꎬ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有益

成果ꎬ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探索追求和理想信念ꎬ是对«大学»中所阐明的“三纲领”、“八条目”的价值

观的继承、发展和升华ꎮ
第三ꎬ王阳明提出和阐发的“知行合一”论ꎬ在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ꎬ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ꎮ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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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ꎮ”①我们对于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论ꎬ不是囫囵吞枣、照抄照搬ꎬ而是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给予新的解释ꎬ赋予它新的内涵ꎮ 我们所说的“知行合一”的

“知”ꎬ剔除了王阳明那种先验的神秘主义的成分ꎬ是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ꎮ 它

是在实践中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而获得的一种真知ꎮ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ꎬ又
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ꎮ 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ꎬ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

地指导革命实践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ꎮ”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ꎬ我们要切记:“道不可坐论ꎬ德不能空谈ꎮ 于实处用力ꎬ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ꎬ核心

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ꎬ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初稿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修订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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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

季桂起
( 德州学院 文学院ꎬ山东 德州ꎬ２５３０２３ )

　 　 摘要: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ꎬ由此影响了汉武帝的执政理

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ꎮ 班固在«汉书»中使用重要篇幅ꎬ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ꎮ 后世

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ꎮ 其原因主要在于他

对汉武帝的政治成见ꎬ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把武帝当作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形象来塑造ꎮ 这导致了«史记»对汉武

帝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的缺失ꎮ
关键词:　 董仲舒ꎻ贤良对策ꎻ司马迁ꎻ汉武帝ꎻ«史记»ꎻ史实回避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４９－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３０
作者简介:季桂起(１９５７—　 )ꎬ男ꎬ河北南皮人ꎬ德州学院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ꎬ由此影响了汉武帝的

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ꎬ对结束汉初实行的汉承秦制与以刑名、黄老之学治理国家的政

策ꎬ转而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ꎬ以至于后人将其总结为“罢黜百

家ꎬ独尊儒术”ꎮ 所以ꎬ班固在«汉书»中使用了重要篇幅ꎬ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

对策”ꎮ 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但是ꎬ对这样一件深刻影响到汉帝国

治国方略及政策的历史大事ꎬ奇怪的是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几乎只字未提ꎬ似乎这件事在当

时根本不存在一样ꎮ 由于«史记»在中国历史著作中具有显赫地位ꎬ这就引起了后人对这一现象

的很多猜测ꎮ 如有人认为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并没有对汉武帝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ꎬ只是由于

«汉书»的夸大ꎬ才显得重要起来ꎮ 还有人认为ꎬ董仲舒当时在儒家各学者中的地位很普通ꎬ并无

特别显著之处ꎬ所以司马迁只是把他纳入«儒林列传»ꎬ与申公、王臧、辕固生、韩生、孔安国、伏
生、胡毋生等一并叙述ꎮ

那么ꎬ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司马迁心

中董仲舒到底有没有特殊地位? 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 这种

思想状态对他在史实的选择与表述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都是研究董仲舒上书汉武

帝“贤良对策”一案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ꎮ
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ꎬ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亲自执政ꎬ确实采纳了当时有儒学背景大臣的

意见ꎬ曾下诏让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ꎬ收集并听取他们对朝廷治国理政的意见ꎮ 而董仲舒也确

实参与了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活动ꎮ 这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记载ꎮ «汉书»在«武帝纪»
与«董仲舒传»中都提到了董仲舒的参与ꎮ 元光元年五月ꎬ汉武帝下诏召贤良之士垂询ꎬ让他们

针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上书对策ꎮ 诏曰:“今朕获奉祖庙ꎬ夙兴以求ꎬ夜寐以思ꎬ若涉渊水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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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济ꎮ 猗与伟与!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ꎬ上参尧舜ꎬ下配三王! 朕之不敏ꎬ不能远德ꎬ
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ꎮ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ꎬ受策察问ꎬ咸以书对ꎬ著之于篇ꎬ朕亲览焉ꎮ”“于
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ꎮ”①“武帝即位ꎬ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ꎬ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ꎮ”②这次

汉武帝下诏“举贤良之士”对策ꎬ应该是他预定的长期施政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ꎮ 在此之前的建

元元年冬十月ꎬ汉武帝也曾下诏令各级官员与诸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ꎬ但那次丞相卫

绾认为“所举贤良ꎬ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ꎬ乱国政ꎬ请皆罢”③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

的ꎮ 而这一次所举的贤良之士ꎬ大多为儒学的饱学之士ꎬ满足了他的愿望ꎬ成为他改弦更张、以儒

学治国的一次重要活动ꎮ 董仲舒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因建言献策而崭露头角ꎮ
司马迁并没有回避这件事ꎬ但他的记载极为简略ꎬ对武帝垂询的过程及所了解的问题ꎬ对贤

良文学之士的参与情况及对策内容ꎬ都没有详细叙述ꎮ 只是在«儒林列传»中用极为概括的一段

话一带而过ꎬ也没有特别提到董仲舒的突出表现:“及今上即位ꎬ越绾、王臧之属明儒学ꎬ而上亦

向之ꎬ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ꎮ 自是之后ꎬ言«诗»于鲁则申培公ꎬ于齐则辕固生ꎬ于燕则韩太

傅ꎮ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ꎮ 言«礼»自鲁高堂生ꎮ 言«易»自菑川田生ꎮ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

生ꎬ于赵自董仲舒ꎮ”④在这里ꎬ司马迁在说到“上亦向之ꎬ于是招方正贤良之士”后ꎬ并没有按常规

接着叙述汉武帝为什么要招集天下的贤良文学之士ꎬ汉武帝招来这些人是要干什么ꎬ这些人又都

为汉武帝做了什么ꎬ而是用一句“自是之后”轻轻带过ꎮ 给人的印象是ꎬ似乎汉武帝招来这些天

下的“贤良文学之士”只是为了让他们传承已经濒危的儒家学说ꎬ而没有更为直接的政治目的和

现实诉求ꎮ 这是颇为值得玩味的ꎮ 作为一个朝廷史官ꎬ又是一个对朝廷大事不可能不了解的人ꎬ
司马迁对汉武帝“举贤良对策”的目的、内容应是知悉的ꎬ即便当时他没有直接参与ꎬ但事后对宫

廷档案的了解也足以让他知道事实的真相ꎬ然而«史记»的记述却如此简单草率ꎬ这似乎不太符

合正常的记史逻辑ꎮ 这说明司马迁从本心上对汉武帝的这一举措有故意回避之嫌ꎬ在«史记»撰
写时并没有把这一活动作为一件非着重强调不可的历史大事来记载ꎬ也并不认为董仲舒在“举
贤良对策”的活动中有什么特别之处ꎮ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ꎬ是汉武帝“举贤良对策”这件事真

的不是一件大事ꎬ董仲舒真的没有突出表现ꎬ还是司马迁对此有他个人的特殊想法?
从司马迁与董仲舒的个人关系看ꎬ两人之间并无思想对立相悖之处ꎬ亦无是非恩怨或私人芥

蒂ꎬ且相互之间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ꎮ 在«儒林列传»中ꎬ司马迁曾这样评价董仲舒:“以治«春
秋»ꎬ孝景时为博士ꎮ 下帷讲诵ꎬ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ꎬ或莫见其面ꎬ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ꎬ
其精如此ꎮ 进退容止ꎬ非礼不行ꎬ学士皆师尊之ꎮ 董仲舒为人廉直ꎮ 是时方外攘四夷ꎬ公孙

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ꎬ而弘希世用事ꎬ位至公卿ꎮ 董仲舒以弘为从谀ꎮ 弘疾之ꎬ乃言上曰:‘独
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ꎮ’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ꎬ亦善待之ꎮ 董仲舒恐久获罪ꎬ疾免居家ꎮ 至卒ꎬ
终不治产业ꎬ以修学著书为事ꎮ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ꎬ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ꎬ其传公羊氏

也ꎮ”⑤司马迁自述他还曾向董仲舒求教ꎬ以了解«春秋»之道ꎬ这就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提

到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ꎬ孔子为鲁司寇ꎬ诸侯害之ꎬ大夫雍之ꎮ 孔子知言之不用ꎬ道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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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桂起: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行也ꎬ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ꎬ以为天下仪表ꎬ贬天子ꎬ退诸侯ꎬ讨大夫ꎬ以达王事而已矣ꎮ’”①对

董仲舒给他的辅导ꎬ司马迁也给予了正面回应:“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ꎬ前有谗而弗见ꎬ后有

贼而不知ꎮ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ꎬ守经事而不知其宜ꎬ遭变事而不知其权ꎮ 为人君父而不通

于春秋之义者ꎬ必蒙首恶之名ꎮ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ꎬ必陷篡弑之诛ꎬ死罪之名ꎮ 其实

皆以为善ꎬ为之不知其义ꎬ被之空言而不敢辞ꎮ 夫不通礼义之旨ꎬ至于君不君ꎬ臣不臣ꎬ父不父ꎬ子
不子ꎮ 夫君不君则犯ꎬ臣不臣则诛ꎬ父不父则无道ꎬ子不子则不孝ꎮ 此四行者ꎬ天下之大过也ꎮ 以

天下之大过予之ꎬ则受而弗敢辞ꎮ 故春秋者ꎬ礼义之大宗也ꎮ”②可见司马迁对董仲舒辅导的体会

之深ꎮ 有人据此还将他们定义为一种“师生关系”ꎮ 尤其在«平津侯主父列传» «儒林列传»中ꎬ
司马迁对公孙弘、主父偃因嫉贤妒能而陷害董仲舒的行径ꎬ给予了贬责ꎬ表示了对董仲舒的同情ꎮ
这些都说明ꎬ司马迁对董仲舒素有尊重之情ꎬ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董仲舒的人品、学问、声誉ꎬ其记

载与评价都是正面的ꎬ但唯独没有明言他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ꎮ 可见ꎬ司马迁回避记载董

仲舒的“贤良对策”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问题ꎮ
当然ꎬ也有人说ꎬ因司马迁对公羊春秋学的历史观点不甚赞同ꎬ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灾

异之说持怀疑与批判态度ꎬ故对其上武帝之策不予记载ꎬ这似乎也说不通ꎮ 司马迁在«自序»中
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ꎬ下辨人事之际ꎬ别嫌疑ꎬ明是非ꎬ定犹豫ꎬ善善恶恶ꎬ贤贤贱不肖ꎬ存亡

国ꎬ继绝世ꎬ补弊起废ꎬ王道之大者也ꎮ 拨乱世反之正ꎬ莫近于«春秋»ꎮ «春秋»文成数万ꎬ其
指数千ꎮ 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ꎮ”③这样的说法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所阐

发的公羊学观点并无二致ꎬ有的几乎就是董仲舒书中之原话的变相引用ꎮ④ 另外ꎬ司马迁在«滑
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中对那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神秘幽闻及荒诞不经之事也没有拒

绝ꎬ而是同样给予了一定的记载ꎬ有些地方还表现出了津津乐道的笔墨ꎮ «高祖本纪»则记载了

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陂ꎬ梦与神遇ꎮ 是时雷电晦明ꎬ太公往视ꎬ则见蛟龙于其上ꎮ
已而有身ꎬ遂产高祖”⑤这样的天人感应现象ꎬ并没有认为其为荒诞、杜撰之虚言ꎮ 况且ꎬ基于司

马迁对汉武帝政治才能与治国成效的否定性认识ꎬ他如引用董仲舒的“灾异之说”ꎬ在批判汉武

帝弊政上还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表述视角ꎮ 对司马迁来说ꎬ这应该是不会轻易错过的机会ꎮ
至于董仲舒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中所起到的作用ꎬ虽然«史记»不予记载ꎬ但作为历史事

实ꎬ应是不容怀疑的ꎮ 其理由如下:一是班固著«汉书»不会凭空杜撰ꎮ «汉书»作于东汉ꎬ这期间

虽然经过了两汉之间的政权交替ꎬ但东汉仍然奉西汉为正朔ꎬ对西汉王朝保持了应有的继承与尊

重ꎮ 这不像其他异姓王朝的皇权更替ꎬ后朝修史往往有所篡改、伪饰ꎮ 东汉距西汉时间不长ꎬ官
方档案文件应有相当程度的保存ꎬ班固修«汉书»肯定参考了这些档案文件ꎮ 班固在«董仲舒传»
中说:“及仲舒对策ꎬ推明孔氏ꎬ抑黜百家ꎮ 立学校之官ꎬ州郡举茂材孝廉ꎬ皆自仲舒发之ꎮ”⑥应该

不是妄言ꎮ 二是两汉在武帝之后的官方政策受董仲舒影响很大ꎮ 西汉昭帝朝专论经济问题的

“盐铁”会议所形成的官方文件«盐铁论»ꎬ其代表贤良文学一方的意见主要阐述的便是董仲舒对

策中的观点ꎬ在辩论中他们有时还直接引用董仲舒的原话作为支持己方主张的权威依据ꎮ 此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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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著«说苑»ꎬ多方面引用董仲舒对策及其著作中的思想ꎬ对董仲舒有很高的评价ꎮ 刘向之子

刘歆则称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ꎬ六经离析ꎬ下帷发愤ꎬ潜心大业ꎬ令后学者有所统一ꎬ为群

儒首”①ꎮ 东汉官方的白虎观会议所形成的制度化文件«白虎通义»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董仲

舒对策中的思想ꎬ尤其是用“三纲六纪”专门表述了董氏“三纲五常”的观点ꎮ 自汉代之后ꎬ历代

学者也都基本认可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影响汉帝国政治政策的重要事件ꎮ
由此可见ꎬ司马迁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ꎬ既非两人之间的个人问题ꎬ亦非这件事情

本不存在或不重要ꎬ而是另有原因ꎮ 我认为ꎬ司马迁回避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的根本原因在

于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恩怨以及他对汉武帝政治形象的个人评价ꎮ
众所周知ꎬ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触怒武帝ꎬ因而受到腐刑的惩处ꎬ这对司马迁可谓人生的奇耻

大辱ꎮ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大发怨言ꎬ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ꎬ幽于缧绁ꎬ乃喟然而叹:
‘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②虽然此一耻辱刺激了司马迁专注于«史记»撰述ꎬ写出了一

部彪炳千古的伟大历史著作ꎬ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的个人情绪ꎬ这些情绪进入到«史记»
的撰述过程ꎬ对他的记史选择和历史判断产生了特定影响ꎬ尤其是对汉武帝本人的政治评价ꎮ 比

较«史记»和«汉书»对汉武帝的记载ꎬ其内容与评价相距之大可谓令人惊奇ꎮ 一个是专注于追求

长生不老ꎬ迷恋于神仙方士之术ꎬ不断以封禅祈求上天护佑ꎬ治国理政上无所作为的昏君ꎻ一个是

具有雄才大略ꎬ能够选拔重用贤才能吏ꎬ治国理政屡有建树ꎬ在汉帝国的崛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有为君主ꎮ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部分也写到了武帝一朝的政治业绩ꎬ但他对此都做了基

于个人选择的独特处理ꎮ 他把这些业绩的帐分别记到了那些大臣、将军身上ꎬ而丝毫不正面给予

汉武帝本人ꎮ 连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ꎬ重用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这样的重大政治、军事决

策ꎬ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也避而不谈ꎬ可见他对汉武帝的个人成见之深ꎮ 有人曾称赞司马迁

这样做ꎬ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风骨ꎬ但我认为ꎬ从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公共责

任而言ꎬ这也有失客观、公允ꎮ 当然ꎬ对汉武帝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批判ꎬ但批判的前

提是不能有意回避他的这些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活动ꎬ而应该是在正面表述这些活动的基础上ꎬ
运用个人的历史眼光从正反两方面辨析其高下优劣、成败得失ꎮ 在这一点上ꎬ«汉书»对司马迁

有关武帝记述的纠正ꎬ是有特定史学价值的ꎮ
从«汉书»所载汉武帝向贤良文学之士垂询的问题看ꎬ武帝应该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和

敏慧政治头脑的政治家ꎮ 武帝所垂询的问题集中于四点:第一ꎬ怎样才能保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以及刘姓皇室之皇权地位的不断传续ꎬ这需要奉行什么样的主导思想ꎬ并以此来制定什么样的政

治政策ꎻ第二ꎬ对于汉代之前流传下来的政治遗产ꎬ在治国理政时应该如何进行选择ꎬ才能在实际

的政治操作中起到应有的作用ꎬ这其中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ꎻ第三ꎬ汉代之前诸朝代逐渐衰微

的原因是什么ꎬ怎样才能从它们的失误中吸取历史教训ꎬ避免治国理政的弊端ꎻ第四ꎬ在治国理政

时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获得较好的行政效果ꎬ如何做到保持官僚系统的有效运转ꎬ使得国家

强大、民生安稳ꎮ 如果司马迁像班固一样来如实记载汉武帝的这些垂询ꎬ那么出现在«史记»中
的武帝就会是另外一种形象ꎬ这显然是司马迁在恩怨情感与历史认知上所不愿看到的ꎮ

再从董仲舒上汉武帝«贤良对策»的内容看ꎬ董仲舒的思想纯粹是处处在为成就一个伟大帝

王出主意、献计策ꎬ属于政治上典型的“武帝帮”ꎮ 第一ꎬ他推出德法(刑)并用ꎬ以德为主而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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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的治理体系ꎬ纠正秦帝国酷法暴政的弊端ꎬ解决汉初以来奉行刑名、黄老之学所带来的社会混

乱现象、中央政权政令难以统一的问题ꎻ第二ꎬ他提出以“正”为本ꎬ“君权天授”ꎬ主张综名核实ꎬ
定皇权为一尊ꎬ巩固汉帝国皇权统治的合法性ꎻ第三ꎬ他主张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应以统一思想为

基础ꎬ提出以儒学为思想之宗ꎬ对民众实施教化ꎬ以聚合民心ꎬ达到思想与政治的一体化治理ꎻ第
四ꎬ他重视教育对政治的作用ꎬ倡导设立国家管理的学校ꎬ为政权培养合适的支持者与从业者ꎬ同
时制定通过选贤任能ꎬ有效推举官吏、使用官吏及考核官吏的制度ꎬ强化帝国的行政运转ꎻ第五ꎬ
他提出适时“更化”的观点ꎬ认为虽然以行仁义、尊德性为根本的治国理政之大道不可变动ꎬ但具

体的政治政策、典章制度还应该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进行改革ꎬ以达到“善治”的目的ꎻ第六ꎬ他
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ꎬ提出“大一统”的思想ꎬ主张以皇权专制为核心ꎬ以儒家学说为主导ꎬ建
立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ꎬ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ꎮ 董仲舒的这些建议ꎬ表现了他对文、
景之后国家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ꎬ以及他从公羊学的思想出发对如何巩固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

序ꎬ使民众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入思考ꎮ 至于上策之后ꎬ董仲舒并未得到汉武帝重用ꎬ只
是被授予了一个小小的江都相ꎬ原因应该是汉武帝对其上策中过度提及以“天人感应”与“灾异

之说”限制皇权有关ꎮ
曾经有人以董仲舒未能得到汉武帝重用为由ꎬ认为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没有那么重要ꎬ因

而司马迁没有予以详细记载ꎮ 在我来看ꎬ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ꎮ 我认为ꎬ恰恰是因为董仲舒

的“贤良对策”十分重要ꎬ汉武帝才只是采纳了其治国理政的方略ꎬ而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ꎮ 应

该说ꎬ这一点与汉武帝的性格有很大关系ꎮ 汉武帝固然有雄才大略ꎬ但也是一个猜忌与防范之心

很重的皇帝ꎬ这从他听信江充之言酿成“巫蛊之祸”与对待卫青的处置方式即可看出ꎮ 以汉武帝

之聪敏ꎬ不可能看不出董仲舒的才能ꎬ也不可能看不出董仲舒所上“贤良对策”中的深层含义ꎮ
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一方面以“君权天授”为由ꎬ强调了皇权的合法性ꎬ对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

地位具有重要作用ꎻ另一方面ꎬ它又用“天人感应”与“灾异之说”为皇权制造了一个理论的笼子ꎬ
让皇权的运行时时受到董氏学说的制约ꎮ 这意味着如重用董仲舒那就要全面接受他的这套理

论ꎬ这对汉武帝来说从内心深处是不情愿的ꎮ “举贤良对策”后ꎬ汉武帝重用了公孙弘而没有重

用董仲舒ꎬ是因为汉武帝深知二人的差别ꎮ 公孙弘与董仲舒皆是当时以治公羊春秋学而著名的

儒生ꎬ但二人无论是在学问还是在为人上都有很大不同ꎮ 在学问上ꎬ公孙弘远逊于董仲舒ꎬ其声

望也远远不及董仲舒ꎬ故«史记» «汉书»皆用“嫉之”来表述他与董仲舒的关系ꎻ在为人上ꎬ«史
记»«汉书»皆以“希世用事”“从谀”形容他的性格ꎬ而以“廉直”来评价董仲舒ꎮ 汉武帝对这两个

人的取舍显然与他对二人的了解有关ꎮ 把董仲舒这样一个学问、声望很高ꎬ又以“廉直”性格著

称的当世大儒重用在朝廷ꎬ无疑等于在身边埋下一颗定时炸弹ꎮ 与其等到君臣之间因某些政见

不同而产生矛盾ꎬ而自己又很难处理ꎬ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ꎬ不如打发他到江都去做江都王之

相ꎬ让他用自己的学问感化那位性格暴戾的哥哥ꎮ 这对汉武帝与董仲舒都是一个两全的选择ꎮ
对汉武帝而言ꎬ他是宁可容忍东方朔式的谏言ꎬ而不愿听从董仲舒式的诤语ꎬ当然他更喜欢的还

是公孙弘式的顺从与阿谀ꎮ 对此ꎬ«史记»中有一段话似乎可以让我们窥探到汉武帝当时“举贤

良对策”后做出选择的一点真相:“元光五年ꎬ有诏征文学ꎬ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ꎬ百余人ꎬ
弘第居下ꎮ 策奏ꎬ天子擢弘对第一ꎮ”①在最初的对策中ꎬ公孙弘位居下游ꎬ是汉武帝将其擢拔为

第一ꎮ 公孙弘对策的内容«汉书»略有记载ꎬ这些内容与董仲舒对策相比多是老生常谈ꎬ缺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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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真知灼见ꎬ只是契合了汉武帝的口味ꎬ大唱歌舞升平的赞歌ꎬ没有实际的政治改革的价值ꎬ
其中所含有的儒家思想并无个人创见ꎬ否则他的对策不会让太常令不入法眼而拟定在下游ꎮ 对

公孙弘被汉武帝赏识的原因ꎬ司马迁是这样表述的:“上察其行敦厚ꎬ辩论有余ꎬ习文法吏事ꎬ而
又缘饰以儒术ꎮ”①这句“缘饰以儒术”的评价可谓道出了公孙弘只是一个平庸官僚而非儒学大师

的真实身份ꎮ 在这里ꎬ司马迁依然没有提到董仲舒ꎬ但却留下了一个疑问ꎬ那就是太常令最初拟

定的对策位居第一位的是谁呢? 从«史记»所留下的蛛丝马迹看ꎬ这个位居第一的人应该是董仲

舒ꎮ 董仲舒后来屡屡受到公孙弘、主父偃嫉妒并陷害ꎬ这应该是主要原因ꎮ 因为受到二人陷害时

的董仲舒ꎬ在朝廷上并没有重要地位ꎬ如果不是“对策”的因素ꎬ他对公孙弘、主父偃构不成实质

性的政治威胁ꎮ 公孙弘、主父偃所怕的还是董仲舒“贤良对策”对汉武帝的影响ꎬ在他们看来ꎬ这
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危险ꎮ 事实证明ꎬ汉武帝在这次“举贤良对策”后对公孙弘的选择一点没有

错:“(公孙弘)每朝会议ꎬ开陈其端ꎬ令人主自择ꎬ不肯面折廷争ꎮ” “弘奏事ꎬ有不可ꎬ不廷辩

之ꎮ”②而这种圆滑的处事方式ꎬ就汉武帝私心而言自然是比较欣赏的ꎬ也是他认为以“廉直”著称

的董仲舒所难以做到的ꎮ
然而ꎬ董仲舒的“贤良对策”ꎬ包括汉武帝垂询的问题与董仲舒所提出的治国理政方略ꎬ在司

马迁看来都应是为汉武帝脸上贴金之事ꎬ其与司马迁所要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格格不入ꎮ 事实上ꎬ
«汉书孝帝纪»所载汉武帝的很多执政措施ꎬ董仲舒的对策起到了很大作用ꎮ 如元朔元年冬十

一月ꎬ武帝下诏要求各级官吏要“广教化ꎬ美风俗”ꎬ“本仁祖义ꎬ褒德禄贤ꎬ劝善刑暴”ꎬ“旅耆老ꎬ
复孝敬ꎬ选豪俊ꎬ讲文学ꎬ稽参政事ꎬ祈进民心ꎬ深诏执事ꎬ兴廉举孝”③ꎮ 元朔五年夏六月ꎬ下诏要

求“导民以礼ꎬ风之以乐”ꎬ“详延天下方闻之士ꎬ咸举诸朝ꎮ 其令礼官劝学ꎬ讲议洽闻ꎬ举遗兴礼ꎬ
以为天下先”④ꎮ 元狩元年夏四月ꎬ赦天下ꎬ下诏曰:“嘉孝弟力田ꎬ哀老眊寡鳏独或匮于衣食ꎮ 甚

怜悯焉ꎮ 其遣谒者巡行天下ꎬ存问致赐ꎮ” “赐县三老、孝者帛ꎬ人五匹ꎻ乡三老、弟者、力田帛ꎬ人
三匹ꎻ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ꎬ人二匹ꎬ絮三斤ꎻ八十以上米ꎬ人三石ꎮ 有冤失职ꎬ使者以闻ꎮ”⑤

元狩六年六月ꎬ因整顿市场ꎬ纠正“币轻多奸ꎬ农伤而末众”ꎬ富者凌贫ꎬ豪强兼并的现象ꎬ下诏“改
币以约之”ꎬ为贫困者下发救济ꎬ“遣博士大(褚大ꎬ董仲舒之弟子)等六人分行天下ꎬ存问鳏寡废

疾ꎬ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⑥ꎮ 这些措施可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互为对应ꎬ但在«史记»中均未

见记载ꎮ 司马迁选择性回避汉武帝这些政绩的原因ꎬ我想没有别的ꎬ大概就是出于他对汉武帝政

治品格与政治形象的个人看法ꎮ 相反ꎬ对汉武帝因董仲舒著«灾异之记»而给予他的不公正待

遇ꎬ司马迁却在«儒林列传»的有限篇幅中进行了大肆渲染ꎬ其中既有为董仲舒的不平之鸣ꎬ亦暗

含着对汉武帝的微言讥刺ꎮ 仔细品味ꎬ似乎还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的味道:“(董仲舒)
中废为中大夫ꎬ居舍ꎬ著«灾异之记»ꎮ 是时辽东高庙灾ꎬ主父偃疾之ꎬ取其书奏之天子ꎮ 天子召

诸生示其书ꎬ有讥刺ꎮ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ꎬ以为下愚ꎮ 于是下董仲舒吏ꎬ当死ꎬ诏赦

之ꎮ 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ꎮ”⑦一代大儒ꎬ又是曾为汉武帝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ꎬ竟落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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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步ꎬ岂不悲哉! 在这里ꎬ司马迁运用其高超的文字功夫ꎬ旁敲侧击ꎬ从一个侧面影射了汉武帝

喜用谗佞小人、薄情寡义的形象ꎮ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ꎬ司马迁在涉及有关董仲舒记载时的选

择ꎬ受着他对汉武帝个人态度的明显影响ꎮ 当然ꎬ司马迁在这里不经意间还透露了一丝信息ꎬ即
汉武帝终在«灾异之记»事件中赦免了董仲舒的死罪ꎬ以汉武帝杀伐决断的性格ꎬ这好像有点不

好理解ꎮ 以“灾异”之言触动高庙失火这一皇家的顶级忌讳ꎬ如无特殊功劳ꎬ怎能逃脱一死? 恐

怕还是汉武帝感念董仲舒当年“贤良对策”的旧情以及赏识他的学问才能ꎬ对其网开一面吧ꎮ
综上之述ꎬ司马迁在«史记»中回避董仲舒的“贤良对策”ꎬ主要原因在于他对汉武帝的政治成

见ꎬ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意把武帝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形象来塑造ꎮ «史记»是一部忍辱发奋之作ꎬ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ꎬ演«周易»ꎻ孔子厄陈、蔡ꎬ作«春秋»ꎻ屈原放逐ꎬ著«离
骚»ꎻ左丘失明ꎬ厥有«国语»ꎻ孙子膑脚ꎬ而论兵法ꎻ不韦迁蜀ꎬ世传«吕览»ꎻ韩非囚秦ꎬ«说难»、«孤
愤»ꎻ«诗»三百篇ꎬ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ꎮ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ꎬ不得通其道也ꎬ故述往事ꎬ思来

者ꎮ”①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得更为露骨:“乃如左丘无目ꎬ孙子断足ꎬ终不可用ꎬ退而论策以舒其愤ꎬ
思垂空文以自见ꎮ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ꎬ通古今之变ꎬ成一家之言ꎮ 草创未就ꎬ会遭此祸ꎬ惜其未

成ꎬ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ꎮ 仆诚以著此书ꎬ藏之名山ꎬ传之其人ꎬ通邑大都ꎬ则仆偿前辱之责ꎬ虽万被

戮ꎬ岂有悔哉!”②也就是说ꎬ尽管司马迁有史官之职ꎬ但«史记»并不是官方的史书ꎬ而是一部个人著

述ꎬ其对历史的记述有意与官方正史拉开一定的距离ꎬ尤其是不回避自己与当朝皇权的恩怨情仇ꎮ
鲁迅曾称«史记»为“虽背«春秋»之义ꎬ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ꎬ无韵之离骚矣”③ꎬ不是没有道理的ꎮ
«史记»从总体上虽说是理性的历史著作ꎬ但内里充溢着一种孤愤的感情激流ꎬ这与«离骚»颇为相

像ꎮ 这造就了«史记»很强的文学性ꎬ但在史学上也留下了些为后人质疑之处ꎮ 鲁迅认为«史记»有
“背«春秋»之义”凸现的便是它作为史学著作的缺陷ꎮ

«史记»的伟大之处不容置疑ꎬ但作为个人著述也确有作者一定的随意性ꎮ 如«史记»列有

«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ꎬ记载了一些与国家政治生活关系不大的民间

和宫廷的传闻逸事ꎬ这当然也不无意义ꎬ对了解西汉时期的民间和宫廷的细微社会生活有所补

益ꎬ但毕竟与官修正史有很大区别ꎮ 后者更强调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之关键大事

的记载ꎮ «史记»对武帝一朝一些大事的有意回避ꎬ显然表现出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记史追求ꎮ 像

其记载董仲舒这样一位当世大儒ꎬ仅在«儒林列传»有很小的篇幅ꎬ不如作为宫廷弄臣的东方朔ꎬ
甚至不如司马迁自己评价不高的公孙弘④ꎬ这如从官修正史之记史要求的角度来看ꎬ无论如何是

说不过去的ꎮ 我想ꎬ个中原因即在于«史记»如给予董仲舒一定的记史地位ꎬ必然要涉及其上书

汉武帝的«贤良对策»ꎬ而涉及“举贤良对策”这一影响武帝一朝的大事ꎬ则必然涉及对汉武帝政

治才能与政治形象的历史评价ꎬ这对司马迁来说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ꎬ也是他不情愿去做的一

件事情ꎮ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ꎬ他在撰写这段历史时便有意采取了“史实回避”的方式ꎬ使“举贤良

对策”事件成为了一个书写的空缺ꎮ 因此ꎬ«史记»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也便保持了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样子ꎮ 应该说ꎬ这是«史记»的一个缺失ꎬ也是历史的一个遗憾ꎮ 如果没有受辱一事对司

马迁造成的个人伤害ꎬ他能够作为一个普通史官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一事ꎬ相信其内容及细

节一定会比«汉书»更为丰富ꎬ当然后人所看到的«史记»也会是另外一副面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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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列侯爵溯源考
∗①

秦铁柱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列侯爵作为汉代第二等贵族爵ꎬ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极为显赫的地位ꎬ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ꎬ从一定程度上说列侯对两汉王朝的影响无处不在ꎮ 汉代列侯爵与周代的

五等爵制有一定的历史联系ꎬ起源于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ꎬ脱胎于秦二十等爵制ꎬ是楚封君制与秦彻侯制糅合的

产物ꎮ 在汉代ꎬ列侯爵制日趋完备ꎬ步入了鼎盛时期ꎮ 魏晋以降ꎬ五等爵制兴起ꎬ列侯爵衰落ꎬ作为奖功酬劳的重

要手段ꎬ逐步与五等爵制融合ꎬ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ꎮ
关键词:　 汉代ꎻ列侯爵ꎻ溯源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５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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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作者简介:秦铁柱(１９８５—　 )ꎬ男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汉代封国‘诸子’与齐鲁文化研究”(１５ＤＬＳＪ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彻侯金印紫绶ꎬ避武帝讳ꎬ曰通侯ꎬ或曰列侯ꎮ”———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７３９ 页ꎮ 在汉代ꎬ“列侯”本称“彻侯”ꎬ因避武帝讳而改称ꎬ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列侯”共出现了

２０１ 次ꎬ“通侯”共出现了 ２５ 次ꎬ“彻侯”共出现了 ９ 次ꎮ 为了与秦彻侯相区分ꎬ故本文将汉初之彻侯亦称为列侯ꎮ
③ (东汉)应劭撰ꎬ王利器注:«风俗通义校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６１６ 页ꎮ
④(唐)欧阳询撰ꎬ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９１６ 页ꎮ
⑤(东汉)董仲舒撰ꎬ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２８６ 页ꎮ
⑥ (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８５５ 页ꎮ

　 　 列侯②之列ꎬ功德之大ꎬ列显于世ꎬ至于享有高爵ꎬ“列者ꎬ言其功德列箸ꎬ乃飨爵也”③ꎮ 列侯

之侯ꎬ有替天子守御四方之义ꎬ“«谥法»曰:执应八方曰侯ꎮ «孝经援神契»曰:侯ꎬ候也ꎬ所以守

蕃也”④ꎮ 亦有问候侍奉天子之义ꎬ“受命之君ꎬ天意之所予也ꎮ 故号为天子者ꎬ宜视天如父ꎬ事天

以孝道也ꎮ 号为诸侯者ꎬ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ꎮ 号为大夫者ꎬ宜厚其忠信ꎬ敦其礼义ꎬ使善大于

匹夫之义ꎬ足以化也ꎮ 士者ꎬ事也ꎻ民者ꎬ瞑也ꎮ 士不及化ꎬ可使守事从上而已”⑤ꎮ
“汉兴ꎬ设爵二等ꎬ曰王ꎬ曰侯ꎮ”⑥列侯爵作为汉代的第二等高爵ꎬ在汉代统治阶层中占据极

为显赫的地位ꎬ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ꎮ 关于汉代列侯爵

的起源ꎬ学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周代的五等爵制ꎬ萌芽于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ꎬ直接继承于秦

二十等爵制中的彻侯爵ꎮ 笔者在分析周五等爵制、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以秦、楚爵制为代表)、
秦彻侯爵的基础上ꎬ力证汉列侯爵并非直接继承于秦制ꎬ而是秦楚爵制糅合之产物ꎮ

一、周代的五等爵制

汉列侯爵在本质、内容上都与西周分封制不同ꎬ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ꎮ 柳春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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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秦汉时期的封国食邑赐爵制在本质上、内容上都与西周的裂土分封制和采邑制不同ꎬ但
二者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ꎬ这主要是秦汉时期的封国食邑制是渊源于西周的裂土分封制

和采邑制ꎮ”①刘芮方认为:“周王室名存实亡ꎬ规范诸侯之间秩序的‘五等爵制’不复存在ꎬ但其

中一些爵称ꎬ如‘侯’被吸收进各国新爵制之中ꎮ”②

西周社会是一个等级极其森严的宗法社会ꎬ不仅平民与贵族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ꎬ甚
至贵族内部亦有种种等级ꎮ 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ꎬ公、侯、伯、子、男ꎬ“爵有五等ꎬ以法五行也”③ꎮ
«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ꎬ规方千里以为甸服ꎮ 其余以均分公侯

伯子男ꎬ使各有宁宇ꎮ”④各级诸侯拥有不同里数的封地ꎮ «春秋繁露»曰:“天子邦圻千里ꎬ公侯

百里ꎬ伯七十里ꎬ子男五十里ꎬ附庸字者方三十里ꎬ名者方二十里ꎬ人氏者方十五里ꎮ”⑤«汉书地

理志»:“周爵五等ꎬ而土三等:公、侯百里ꎬ伯七十里ꎬ子、男五十里ꎮ 不满为附庸ꎬ盖千八百国ꎮ”⑥

五等爵制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ꎬ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准则ꎬ在奴隶主内部分配权力与

财富的一项制度ꎬ“授民授疆土”ꎬ同时规定各级诸侯对于周天子的义务ꎬ是西周分封制的重要内

容ꎬ“居于高位的封臣(‘诸侯’)全都是从古代统治者的子孙里拔举出来的”⑦ꎮ 至春秋时期ꎬ伴随

着诸侯的强大与天子的势衰ꎬ实力成为财富与权力分配的重要标准ꎬ五等爵制遭到严重的破坏ꎬ
丧失了它原有的政治功能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交性的准则ꎮ «左传桓公十年»:“初ꎬ北戎病

齐ꎬ诸侯救之ꎬ郑公子忽有功焉ꎮ 齐人饩诸侯ꎬ使鲁次之ꎮ 鲁以周班后郑ꎮ 郑人怒ꎬ请师于齐ꎮ 齐

人以卫师助之ꎬ故不称侵伐ꎮ 先书齐、卫ꎬ王爵也ꎮ”⑧鲁国根据周五等爵制的班次向诸侯分发粮

饷ꎬ郑国是伯爵ꎬ故虽战功卓著却被列于最后ꎮ 郑国不满ꎬ遂联合齐、卫进攻鲁国ꎮ 三国进攻ꎬ郑
国虽为主力ꎬ因齐、卫为王爵ꎬ«春秋»将郑列于齐、卫之后ꎮ 到了战国时期ꎬ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以及封建官僚政治的初步建立ꎬ分封制被郡县制所代替ꎬ五等爵制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ꎮ
但是ꎬ以它作为母体孕育出的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却成为了汉列侯爵的滥觞ꎮ

二、战国时代的封君食邑赐爵制

春秋战国时代ꎬ大国争霸ꎬ兼并小国ꎬ战争极为频繁ꎮ 战国初期ꎬ各国推行变法改革ꎬ“社会

制度由宗法封建君主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模式”⑨ꎮ 各国国君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
军事力量ꎬ削弱宗法贵族势力ꎬ推广郡县制ꎬ以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封君食邑

赐爵制作为一种军功刺激奖励机制产生于各国ꎬ上至贵族ꎬ下至奴隶、刑徒、庶人ꎬ只要立有军功ꎬ
均被赐以爵位ꎬ继而获得官位、食邑、田宅ꎮ 封君食邑赐爵制是在战国时期新的经济、政治、军事

形势下建立起来的充满活力的封建等级制度ꎮ
各国封君食邑赐爵制中的爵名与爵秩不尽相同ꎮ 赵国有君、侯、上卿、客卿、五大夫、公大夫、

上大夫、国大夫、长大夫、大夫、五乘将军、公乘ꎻ齐国有君、侯、上卿、卿、客卿、上大夫ꎻ楚国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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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执圭、上执圭、五大夫、上官大夫、大夫ꎻ秦国有君、侯、关内侯、公、上卿、客卿、显大夫、大夫及

其他军功爵位(后文详叙)ꎮ 君、侯爵为战国诸国之显爵ꎬ 侯与君可以通用ꎬ封君亦侯ꎬ侯亦封君ꎮ
“封君包括有‘君’和‘侯’称号的人ꎮ 如范雎封应地ꎬ号应侯ꎬ也称应君ꎮ 封君的大量出现是

在战国中期各国君主称王之后ꎮ”①

此时ꎬ汉代列侯爵的雏形产生了ꎬ秦有三蜀侯ꎬ穰侯魏冉食陶、刚、寿三邑ꎬ文信侯吕不韦食河

南洛阳十万户ꎬ长信侯嫪毐领山阳郡ꎬ家僮宾客数千ꎮ 赵国有万户侯ꎬ“夫虞卿一见赵王ꎬ赐白璧

一双ꎬ黄金百斤ꎬ再见拜为上卿ꎬ三见卒受相印ꎬ万户侯ꎮ 当是之时ꎬ天下争知之”②ꎮ 楚国有通

侯、州侯ꎬ«战国策楚»曰:“楚尝与秦构难ꎬ战于汉中ꎮ 楚人不胜ꎬ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ꎮ”③

“州侯相楚ꎬ甚贵矣ꎮ”④“庄辛谏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ꎬ右夏侯ꎬ从新安君与寿陵君同轩ꎬ淫衍

侈靡ꎬ而忘国政ꎬ郢其危矣ꎮ’”⑤齐国亦有侯ꎬ齐封邹忌于下邳ꎬ号曰成侯ꎮ⑥柳春藩认为:“据统

计ꎬ终战国之世(公元前 ４７５ 年至前 ２２１ 年)ꎬ共封列侯封君九十五人ꎬ其中魏国十七人ꎬ赵国二

十五人ꎬ韩国七人ꎬ齐国五人ꎬ楚国十四人ꎬ燕国五人ꎬ秦国二十二人ꎮ”⑦

总的来说ꎬ在战国时代获得封君的标准主要有二:一则因功ꎻ一则因亲ꎮ 这就产生了关东与

关中两类封爵体系ꎬ关东以“亲”而封的体系ꎻ关中以“功”而封的体系ꎮ 关东六国受周代宗法制

影响深远ꎬ血缘宗法色彩浓厚ꎬ宗室势力较强ꎬ侯爵封君一般授予宗室贵族ꎮ 苏秦“贵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⑧一语道破关东封爵的传统ꎮ 通览«战国策»ꎬ在齐国ꎬ靖郭君田婴ꎬ孟尝君田文ꎬ安
平君田单等封君均是田齐的宗室贵族ꎮ 赵豹、平原君赵胜、马服君赵奢、春平侯、长安君等封君均

为赵国宗室贵族ꎮ 信陵君魏无忌、山阳君为魏国宗室贵族ꎮ 至于楚国ꎬ贵族封君势力则更为强

大ꎬ春申君黄歇、昭阳、昭奚恤、昭雎、昭鼠、景鲤、景舍、鄢陵君、寿陵君、夏侯均为宗室贵族ꎮ 楚悼

王任命吴起为相ꎬ主持变法ꎬ针对楚国宗室“封君太众”的局面ꎬ“明法审令ꎬ捐不急之官ꎬ废公族

疏远者ꎬ以抚养战斗之士”⑨ꎬ 剪除了大量的封君ꎬ招致了宗室封君的怨恨ꎬ“故楚之贵戚尽欲害

吴起ꎮ 及悼王死ꎬ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ꎮ 吴起的新法尽数被废ꎬ反映了楚国贵族封君势力

的强大ꎮ “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ꎬ骨肉之亲ꎬ处尊位ꎬ受厚禄ꎬ一国之众ꎬ见君莫不

敛衽而拜ꎬ抚委而服ꎬ何以也?”在楚国ꎬ“骨肉之亲”是成为封君显贵的最重要条件ꎬ浓厚的宗法

血缘色彩是楚国爵制的一个本质特征ꎬ楚爵制成为关东封爵体系的典型代表ꎮ
秦在战国前期仍僻处西陲ꎬ与戎狄杂居ꎬ不与中原诸侯会盟ꎬ受周制影响较小ꎬ宗法血缘色彩

较淡ꎬ功利色彩浓厚ꎮ 尽管在昭王时期ꎬ出现了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等煊赫一时的宗法

贵族ꎬ但总的来看ꎬ宗法贵族阶层始终未成气候ꎬ“秦国没有能够和东周时期普遍存在的强宗大

族相提并论的异姓宗族ꎮ 不要说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韩、赵、魏等一流大族ꎬ就像齐国的崔、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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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鲍等二、三流宗族ꎬ秦国也没有”①ꎮ 商鞅变法ꎬ创建军功爵制ꎬ“有军功者ꎬ各以率受上爵”②ꎬ
“明尊卑爵秩等级ꎬ各以差次名田宅ꎬ臣妾衣服以家次ꎮ 有功者显荣ꎬ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③ꎮ
以军功获得爵位ꎬ凭爵位获得相应的田、宅、 奴隶ꎬ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要以有无军功来决

定ꎬ打破了“贵者恒为贵ꎬ富者恒为富”的格局ꎮ “宗室非有军功论ꎬ不得为属籍ꎮ”④凡是没有立

过军功的旧贵族ꎬ不能得到封爵ꎬ甚至开除他们的贵族籍ꎬ进一步削弱了宗室的力量ꎮ 显赫的军

功与事功成为封侯的重要标准ꎬ魏冉虽是宣太后异父同母的长弟ꎬ但受封穰侯则是因为他为秦国

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ꎮ 连司马迁都说:“穰侯ꎬ昭王之亲舅也ꎮ 而秦所以东益地ꎬ弱诸侯ꎬ
尝称帝于天下ꎬ天下皆西乡稽首者ꎬ穰侯之功也ꎮ”⑤

三、秦二十等爵制之彻侯爵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爵:一级曰公士ꎬ二上造ꎬ三簪袅ꎬ四不更ꎬ五大夫ꎬ六官大夫ꎬ七公大夫ꎬ八公乘ꎬ九五大

夫ꎬ十左庶长ꎬ十一右庶长ꎬ十二左更ꎬ十三中更ꎬ十四右更ꎬ十五少上造ꎬ十六大上造ꎬ十七驷

车庶长ꎬ十八大庶长ꎬ十九关内侯ꎬ二十彻侯ꎮ 皆秦制ꎬ以赏功劳ꎮ 彻侯金印紫绶ꎬ避武帝讳ꎬ
曰通侯ꎬ或曰列侯ꎮ⑥

以上是史籍中有关秦二十等爵制的最为完整的记载ꎮ 二十等爵制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

程ꎬ至秦统一前后最终形成ꎮ 公元前 ３６１ 年ꎬ秦孝公即位ꎬ痛感“诸侯卑秦ꎬ丑莫大焉”⑦ꎬ下令求

贤ꎬ此时商鞅入秦ꎬ以“强国之术”得到孝公赏识ꎬ主持变法ꎮ 商鞅从公元前 ３５６ 年至公元前 ３５０
年ꎬ推行过两次变法ꎮ 建立军功爵制成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据«商君书境内篇»载ꎬ
商鞅建立的军功爵制共有十八级ꎬ最高爵为大良造ꎬ一级公士之下还有小夫爵ꎬ另外还有正卿和

客卿爵ꎬ缺少后期爵制中彻侯、关内侯等数个爵名ꎮ 此后ꎬ该爵制逐渐发展成为二十等爵制ꎮ 至

于彻侯爵何时完善于秦军功爵之中ꎬ史家有不同的观点ꎬ董平均推测侯爵在商鞅变法以前就存在

了ꎬ“商鞅、白起、王纥等ꎬ多从左庶长爵位授起ꎬ依次升迁ꎬ商鞅、白起由大良造而为封君ꎬ这说

明ꎬ‘军爵’、‘公爵’之上ꎬ还应该有一个大的爵等ꎬ授予对秦王朝之强盛有特殊功劳之人”⑧ꎮ 杜

正胜认为彻侯爵于商鞅变法时所创ꎬ“唯按军功授爵以定平民身份的二十等爵制ꎬ却出现于商鞅

的创意”⑨ꎮ 守屋美都雄从“列侯”的内涵出发ꎬ认为在商鞅变法前就已经存在列侯爵ꎬ但此爵位

须授予有杰出贡献之人ꎬ但此爵位并不属于诸侯范畴ꎮ 伴随着国君称王ꎬ列侯爵就具有了诸侯之

意义了ꎮ 守屋美都雄依据司马迁“封鞅为列侯ꎬ号商君”的记载进而推测出秦国于变法之前就

已经存在列侯爵ꎬ不过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ꎬ军功爵制日趋轻滥ꎬ仅列侯能够拥有食邑ꎮ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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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制ꎬ五大夫ꎬ“则税邑三百家”①ꎬ五大夫以上便能食邑ꎮ 孝公把商、於作为商

鞅的封邑ꎬ未知当时商鞅所获之真正爵称ꎬ司马迁遂以汉列侯爵来比附商鞅所获之爵位ꎬ且“列
侯”这一爵称始于武帝时期ꎬ为避汉武帝刘彻讳ꎬ才改彻侯为列侯或通侯ꎬ故«史记»的记载明显

有附会之嫌ꎮ
笔者认为周王室东迁后ꎬ虽然周天子权威坠地ꎬ无力维系分封秩序ꎬ诸侯力政ꎬ但周天子依然

是天下共主ꎬ天子与诸侯还维持着名义上的君臣关系ꎬ故诸侯尚不能称王ꎮ 商鞅变法时ꎬ秦国的

国君尚且称公ꎬ公与侯均为诸侯ꎬ故商鞅建立的军功爵制不可能设立侯爵ꎬ哪怕是非“诸侯”意义

上的侯爵ꎬ只有在秦公称王后ꎬ才可能设置侯爵ꎮ 等爵制完善于二十等爵制之中ꎮ 汉列侯爵即脱

胎于秦二十等爵之彻侯爵ꎮ
至于秦彻侯有无食邑ꎬ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ꎬ认为秦的彻侯爵有其特殊性ꎬ它只是一种虚

爵ꎬ既无封地ꎬ又无封户ꎮ 安作璋认为秦之彻侯在统一前后均存在食邑ꎬ“秦统一中国之后ꎬ对有

食邑而无治民之权的列侯ꎬ皆‘以公赋税重赏赐之’ꎬ即封建国家将封邑内的赋税赏赐给封君”②ꎮ
董平均认为:“战国时期ꎬ秦不仅分封了一大批封君ꎬ而且允许封君享受食邑ꎮ 统一之后ꎬ封君食

邑与郡县制度并行不悖ꎬ并没有完全废除ꎮ”③笔者以为秦彻侯有无食邑在统一前后是大有不同

的ꎬ秦统一之前彻侯享有封邑ꎬ“(秦昭王)收穰侯之印使归陶”④ꎬ魏冉归于食邑陶ꎻ文信侯吕不

韦食河南洛阳十万户ꎻ长信侯嫪毐食山阳郡ꎮ 秦统一后ꎬ彻侯则不立封邑ꎬ只能食“公赋税”了ꎮ
在沙丘之谋中ꎬ赵高以“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⑤之语威胁李斯ꎬ足见秦统一之后ꎬ彻侯

已无封邑ꎬ失势后ꎬ只能怀揣侯印归于乡里了ꎮ

四、汉列侯爵之形成———秦彻侯爵与楚封君制的糅合

“一级曰公士二十彻侯ꎮ 皆秦制ꎬ以赏功劳ꎮ 彻侯金印紫绶ꎬ避武帝讳ꎬ曰通侯ꎬ或曰列

侯ꎮ”⑥“承秦爵二十等ꎬ为彻侯ꎬ金印紫绶ꎬ以赏有功ꎮ”⑦学界多依据«汉书»«后汉书»中的这两段

材料认为ꎬ汉列侯爵完全承袭了秦二十等爵制中的彻侯爵ꎮ 笔者以为汉列侯爵虽脱胎于秦二十

等爵制ꎬ但并非完全承袭ꎬ而是秦彻侯爵与楚封君制糅合的产物ꎮ
战国时期楚国之封君ꎬ就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ꎬ楚惠王时有鲁阳文君、庸夜君、阳城君、

养君、析君、徐君ꎻ楚悼王时有鄀君、阳城君ꎻ楚宣王时有江君、彭城君、州侯、安陵君、邸阳君、庸夜

君、鄂君子析ꎻ楚怀王时有鄂君启、应君ꎻ楚顷襄王时有襄成君、州侯、夏侯、寿陵君、鄢陵君、阳文

君、阳陵君ꎻ楚考烈王时有春申君、中君、临武君、向君ꎮ “楚国封君ꎬ占战国时期七国封君已知总

数的四分之一以上ꎬ为各国之冠ꎮ”⑧楚国的封君ꎬ大体上是在君号之前冠以封地名称ꎬ从而直观

地展现其封地之所在ꎮ 以封地为号ꎬ是楚国封君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ꎬ这与汉列侯的名号方式如

出一辙ꎮ
楚国封君直接统治所属的封邑ꎮ 封君直接任免封邑内的官吏ꎬ官吏们只对封君负责ꎮ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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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春秋上德篇»载:“墨者巨子孟胜ꎬ善荆之阳城君ꎮ 阳城君令守于国ꎬ毁璜以为符ꎬ约曰:‘符
合听之ꎮ’”①封君直接统领封邑内的臣民ꎬ对臣民拥有奖惩生杀的权力ꎬ«墨子鲁问篇»载:“鲁
阳文君将攻郑ꎬ子墨子闻而止之ꎬ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ꎬ大都攻其小都ꎬ大家伐其小家ꎬ
杀其人民ꎬ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ꎬ则若何?’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ꎬ皆寡人之臣也ꎮ 今

大都攻其小都ꎬ大家伐其小家ꎬ夺之货财ꎬ则寡人必将厚罚之ꎮ”②

楚国封君拥有经济特权ꎮ 封君拥有“府”以经营各项经济活动ꎬ并掌管封君的各项收入与支

出ꎮ 封君除了征收封邑内的赋税ꎬ还进行远程贩运贸易ꎮ 安徽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

启节»揭示了楚国封君所享有的经济特权ꎬ展现了他雄厚的经济实力ꎬ“屯三舟为一舸ꎬ五十舸”ꎬ
“车五十乘”③ꎬ鄂君拥有配备 ５０ 辆货车的陆路商队ꎬ配备 １５０ 艘商船的水路商队ꎬ运输范围远及

楚国四境ꎮ 关卡税官“见其金节则毋征”④ꎬ凭借政治特权而获得的免税特权使其获得了高额利

润ꎬ从而累积起巨额的财富ꎮ 封君还自营手工业ꎬ从一些楚墓中出土的器物来看ꎬ封君拥有自己

的冶铸作坊ꎬ木、竹制作作坊ꎬ用以制作兵器、车辆、礼器、奢侈品及其他生活用品ꎮ 封君在封地内

又拥有自己的粮仓系统ꎬ春申君在吴造“两仓ꎬ西仓名曰‘均输’ꎬ东仓周一里八步”⑤ꎮ
楚国封君在封邑内征发大量的劳役ꎬ开渠、修路、垦荒、筑城、建屋ꎮ 申浦、无锡湖为当年春申

君征发民力所开ꎬ用以灌溉封邑内的良田ꎮ «七国考»卷二所引的«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

江阴县西三十里ꎮ 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ꎬ自大江南导ꎬ分而为二:东入无锡ꎬ西入武进、戚墅ꎬ
俱达于运河ꎮ”⑥«越绝书»载:“无锡湖者ꎬ春申君治以为陂ꎬ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ꎮ 田名胥卑ꎮ
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ꎬ以写(泻)西野ꎮ”⑦

楚国封君在封邑内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ꎮ 白公胜为楚平王太子建之子ꎬ后与伍子胥流亡于

吴ꎬ楚惠王感念其父被冤杀ꎬ“遂召胜ꎬ使居楚之边邑鄢ꎬ号为白公”⑧ꎮ 而后白公胜为报父仇ꎬ率
领封邑之兵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ꎬ并欲劫持惠王ꎬ最终叶公率领本邑兵马击败白公胜的军

队ꎮ⑨ 在曾侯乙墓葬中ꎬ出土了一支析君所造的戟ꎬ应为析君的賵赠之物ꎬ可见封君可以自制兵

器ꎮ 楚国封君的这些特点与汉初的列侯颇为相似ꎮ
而秦分封彻侯爵首重军功ꎬ分封的彻侯屈指可数ꎬ史有明载的仅 １５ 人ꎮ 在秦国时期ꎬ彻侯虽

有食邑ꎬ但是彻侯在封邑内的权力较小ꎬ对封邑的控制较弱ꎬ封邑统治权掌控在由秦王所委派的

官吏手中ꎬ封君只是获得封邑的赋税收入ꎮ 秦统一后ꎬ彻侯更无食邑ꎬ仅“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而已ꎮ
汉初列侯拥有极大的权利外延ꎬ“自致吏ꎬ得赋敛”ꎬ掌握除侯国令长外的所有侯国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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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铁柱:汉代列侯爵溯源考

任免权ꎮ 在封国内征收赋税、市租、“私奉养”ꎬ经营工商业ꎮ 拥有侯国武装力量ꎬ拥有“擅征捕”
的权力ꎮ 这些特点与楚国封君极为相似ꎮ 但是在精神内涵上ꎬ汉初列侯爵却吸纳了秦二十等爵

制中的军功至上原则ꎬ摒弃了楚爵制中的宗法血缘色彩ꎮ 可以说ꎬ汉初列侯爵是秦爵制与楚爵制

糅和的结果ꎮ
汉列侯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ꎮ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２０９ 年)七月ꎬ陈胜振臂

一呼ꎬ发动了大泽乡起义ꎬ揭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帷幕ꎮ 义军所到之处ꎬ农民踊跃参加ꎬ起义队伍

迅速扩大ꎮ 攻克陈县之后ꎬ陈胜自立为王ꎬ国号“张楚”ꎬ即有张大楚国之意ꎬ以楚国继承人自居ꎬ
实行楚制ꎬ如他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即是明证ꎮ 对此ꎬ晋灼作了专门的解释:“(陈)涉始

号楚ꎬ因楚有柱国之官ꎬ故以官蔡赐ꎮ”①陈胜兵败被杀后ꎬ其将秦嘉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ꎬ继续

反秦ꎮ 而后ꎬ项梁派兵击杀秦嘉、景驹ꎬ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ꎬ领导反秦事业ꎮ 项梁死后ꎬ其侄

项羽成为反秦领袖ꎬ期间楚制成了唯一合法的国体制度ꎬ楚爵制亦成为唯一合法的军功爵制ꎮ 项

羽于钜鹿大败章邯ꎬ消灭秦军主力ꎬ而后又率兵进入关中ꎬ“项羽引兵西屠咸阳ꎬ杀秦降王子婴ꎬ
烧秦宫室ꎬ火三月不灭”②ꎮ 然后封王ꎬ宰割天下ꎬ“故立沛公为汉王ꎬ王巴、蜀、汉中ꎬ都南郑ꎮ 而

三分关中ꎬ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ꎮ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ꎬ王咸阳以西ꎬ都废丘ꎮ 长史欣者ꎬ故为栎

阳狱掾ꎬ尝有德于项梁ꎻ都尉董翳者ꎬ本劝章邯降楚ꎮ 故立司马欣为塞王ꎬ王咸阳以东至河ꎬ都栎

阳ꎻ立董翳为翟王ꎬ王上郡ꎬ都高奴ꎮ 徙魏王豹为西魏王ꎬ王河东ꎬ都平阳ꎮ 瑕丘申阳者ꎬ张耳嬖臣

也ꎬ先下河南ꎬ迎楚河上ꎬ故立申阳为河南王ꎬ都雒阳ꎮ 韩王成因故都ꎬ都阳翟ꎮ 赵将司马卬定河

内ꎬ数有功ꎬ故立卬为殷王ꎬ王河内ꎬ都朝歌ꎮ 徙赵王歇为代王ꎮ 赵相张耳素贤ꎬ又从入关ꎬ故立耳

为常山王ꎬ王赵地ꎬ都襄国ꎮ 当阳君黥布为楚将ꎬ常冠军ꎬ故立布为九江王ꎬ都六ꎮ 鄱君吴芮率百

越佐诸侯ꎬ又从入关ꎬ故立芮为衡山王ꎬ都邾ꎮ 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ꎬ功多ꎬ因立敖为临江王ꎬ
都江陵ꎮ 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ꎮ 燕将臧荼从楚救赵ꎬ因从入关ꎬ故立荼为燕王ꎬ都蓟ꎮ 徙齐王田

巿为胶东王ꎮ 齐将田都从共救赵ꎬ因从入关ꎬ故立都为齐王ꎬ都临菑ꎮ 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ꎬ项
羽方渡河救赵ꎬ田安下济北数城ꎬ引其兵降项羽ꎬ故立安为济北王ꎬ都博阳”③ꎮ 项羽分封的 １８ 位

国王多为旧贵族后裔及亲友故旧ꎮ 这一点ꎬ韩信看得很清楚ꎮ 他认为项羽对于有功之人吝啬封

爵ꎬ所封授的都是其宗族亲友故旧ꎬ“项王见人恭谨ꎬ言语姁姁ꎬ人有病疾ꎬ涕泣分食饮ꎬ至使人有

功ꎬ当封爵ꎬ刻印刓ꎬ忍不能予ꎬ此所谓妇人之仁也ꎮ 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ꎬ不居关中而都彭城ꎻ
又背义帝约ꎬ而以亲爱王ꎬ诸侯不平”④ꎮ 项羽所遵奉的依然是宗法血缘色彩较浓的楚爵制ꎮ

“诸郡县苦秦吏者ꎬ皆刑其长吏ꎬ杀之以应陈涉ꎮ”⑤刘邦起义于家乡沛县ꎬ以陈胜部下自居ꎮ
沛县又属于楚地ꎬ当然也要推行楚国旧制ꎬ所以刘邦攻占沛县后ꎬ称沛公而不称沛令ꎮ «汉书音

义»:“旧楚僭称王ꎬ其县宰为公ꎮ 陈胜为楚王ꎬ沛公起应涉ꎬ故从楚制称曰公ꎮ”⑥陈涉死后ꎬ楚将

秦嘉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ꎬ都留ꎮ 刘邦之留见景驹而请兵ꎬ又一次确认了其与楚政权的归属

关系ꎮ 同年四月ꎬ楚将项梁杀景驹ꎬ驻军于薛ꎮ 刘邦之薛见项梁ꎬ归属项梁ꎬ仍为楚臣ꎮ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ꎬ刘邦从沛县起兵到楚汉战争ꎬ为了鼓舞士气ꎬ奖励军功ꎬ在每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１９５４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３１５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３１６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第四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８６４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１９５３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３５１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次战斗结束后ꎬ都要颁授军功爵位ꎬ赐给他的部下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上间爵、五大夫、卿、执
帛、侯等爵位ꎮ 从这一时期的爵名上看ꎬ刘邦遵循楚爵制无疑ꎮ 王先谦«补注»引«汉书疏证»曰:
“高祖初起ꎬ官爵皆从楚制ꎮ”在施行楚爵制的过程中ꎬ刘邦看到楚爵制重血缘而轻军功ꎬ在战争

中不能够很好地激励将士奋勇杀敌ꎬ无法使战争机器高效运转ꎬ所以他试图对楚爵制进行变革ꎬ
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ꎮ 其实早在汉中就国之前ꎬ刘邦就已经开始变革楚爵制ꎮ 他率兵攻入咸

阳ꎬ灭亡秦王朝ꎬ虽然约法三章ꎬ“杀人者死ꎬ伤人及盗抵罪”①ꎬ“余悉除去秦法”②ꎬ但也深刻体会

到秦二十等爵制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ꎮ 正是二十等爵制才使秦国这台庞

大的战争机器风卷残云般地统一六国ꎬ而且二十等爵制早已为关中民心所向ꎮ 刘邦受封汉王之

后ꎬ独立建国ꎬ成为与楚国并立的王国政权ꎬ终于可以不再受楚制的羁绊ꎬ遂参照秦二十等爵制分

封了第一批列侯ꎬ成为汉中爵制改革的先声ꎮ “明日ꎬ项羽入屠咸阳ꎬ立沛公为汉王ꎮ 汉王赐

(樊)哙为列侯ꎬ号临武侯ꎮ”③“项羽至ꎬ灭秦ꎬ立沛公为汉王ꎮ 汉王赐(夏侯)婴爵列侯ꎬ号昭平

侯ꎬ复为太仆ꎬ从入蜀、汉ꎮ”④“沛公立为汉王ꎬ赐(靳)歙爵建武侯ꎬ迁为骑都尉ꎮ”⑤“项羽至ꎬ以沛

公为汉王ꎮ 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ꎮ 从至汉中ꎬ迁为将军ꎮ”⑥“项羽至ꎬ以沛公为汉王ꎮ 汉王赐

(周)勃爵为威武侯ꎮ 从入汉中ꎬ拜为将军ꎮ”⑦

汉元年(公元前 ２０６ 年)四月ꎬ汉王刘邦就国于汉中ꎮ 刘邦在汉中厉兵秣马ꎬ拜韩信为大将ꎮ
韩信在此时成为汉军的最高军事长官ꎮ “命萧何次律令ꎬ韩信申军法ꎬ张苍定章程ꎮ”⑧刘邦命韩

信重申军法ꎬ对楚爵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ꎬ积极推广秦二十等爵制ꎬ彻底摒弃了楚爵制中的宗

法血缘色彩ꎮ
伴随着二十等爵制的初步确立ꎬ全军将士士气极为高涨ꎬ为最终消灭项羽集团ꎬ统一天下提

供了制度上的保证ꎮ 而项羽封人惟亲ꎬ将士多不用命ꎬ致使大量的人才流入了刘邦集团ꎬ如陈平、
韩信、英布ꎬ上下离心ꎬ最终败亡ꎮ 高起与王陵对此作出总结:“陛下嫚而侮人ꎬ项羽仁而敬人ꎮ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ꎬ所降下者ꎬ因以与之ꎬ与天下同利也ꎮ 项羽妒贤嫉能ꎬ有功者害之ꎬ贤者疑

之ꎬ战胜而不与人功ꎬ得地而不与人利ꎬ此其所以失天下也ꎮ”⑨但在楚汉战争中ꎬ战火遍及各地ꎬ
楚汉双方激烈争夺ꎬ所封列侯根本没有条件真正享有食邑ꎬ所封之食邑只不过是刘邦对诸将开出

的空头支票ꎮ 颜师古云:“楚汉之际ꎬ权设宠荣ꎬ假其位号ꎬ或得邑地ꎬ或受空爵ꎬ此例多矣ꎮ”

高祖五年(公元前 ２０２ 年)十二月ꎬ刘邦消灭项羽ꎮ 春正月ꎬ刘邦接受了诸侯王们的拥戴ꎬ于
定陶即皇帝位ꎬ“刘邦政权ꎬ也由汉王国政权转化为汉王朝政权”ꎮ 夏五月ꎬ“兵皆罢归家”ꎬ遣
散军队ꎬ发布诏书ꎬ处理汉帝国建立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ꎬ将国家由战时轨道转入和平发展轨道ꎮ
高帝五年诏之全文如下: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３６２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３６２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樊哙列传»第三十五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６５５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灌婴列传»第三十五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６６５ 页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八«傅歙列传»第三十八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７０９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第九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０１５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周勃传»第十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０５１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８１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５６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一«樊哙传»第十一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０６９ 页ꎮ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２４ 页ꎮ
(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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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ꎬ复之十二岁ꎬ其归者半之ꎮ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ꎬ不书名数ꎬ今

天下已定ꎬ令各归其县ꎬ复故爵田宅ꎬ吏以文法教训辨告ꎬ勿笞辱ꎮ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

者ꎬ皆免为庶人ꎮ 军吏卒会赦ꎬ其亡罪而亡爵不满大夫者ꎬ皆赐爵为大夫ꎮ 故大夫以上赐爵

各一级ꎬ其七大夫以上ꎬ皆令食邑ꎬ非七大夫以下ꎬ皆复其身及户ꎬ勿事ꎮ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ꎬ皆高爵也ꎮ 诸侯子及从军归者ꎬ甚多高爵ꎬ吾数诏吏先与田

宅ꎬ及所当求于吏者ꎬ亟与ꎮ 爵或人君ꎬ上所尊礼ꎬ久立吏前ꎬ曾不为决ꎬ甚亡谓也ꎮ 异日秦民

爵公大夫以上ꎬ令丞与亢礼ꎮ 今吾于爵非轻也ꎬ吏独安取此! 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ꎬ今小吏

未尝从军者多满ꎬ而有功者顾不得ꎬ背公立私ꎬ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ꎮ 其令诸吏善遇高爵ꎬ称
吾意ꎮ 且廉问ꎬ有不如吾诏者ꎬ以重论之ꎮ①

最终从制度上废除了楚爵制ꎬ至此秦二十等爵制完全取代了楚爵制ꎬ成为官方的军功爵制ꎮ
当然ꎬ还存在一些楚爵的遗留问题ꎮ

汉帝国建立后ꎬ战国时代所遗留的文化对立格局依然存在ꎬ关东关中文化尚未融合ꎬ地域文

化之间依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对立与冲突ꎮ 刘邦为了避免重蹈秦二世灭亡的覆辙ꎬ更为有效地

镇抚关东ꎬ稳固统治ꎬ在“承秦”的同时ꎬ尊重关东各国的社会文化习俗ꎬ在地方行政体制上推行

郡国并行制ꎬ将秦郡县制与楚分封制结合起来ꎬ“汉制杂用秦楚ꎬ和秦立郡县、楚复分封一样ꎬ也
是当时形势使然”②ꎮ 当然ꎬ汉列侯爵制同样是秦楚糅和的结果ꎮ 汉帝国建立后ꎬ战争期间所开

的“空头支票”终于能够兑现了ꎬ此类功臣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ꎬ沛县起义、入关灭

秦、楚汉战争、剿灭异姓诸侯王ꎬ“其相从甘冒白刃、捨死忘生之徒ꎬ无非日夜望咫尺之封ꎬ自不能

不悬殊爵以励功臣”③ꎮ 这些功臣全盘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ꎬ皇权相对薄弱ꎬ若是照

搬秦彻侯爵ꎬ则过于苛刻ꎬ不能满足功臣们对于富贵利禄的追求ꎬ反而会激化由于诛除异姓诸侯

王所造成的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ꎮ 而享有丰富特权内涵的楚封君制再一次引起了刘邦的

重视ꎬ遂将此制纳入秦彻侯爵制中ꎬ功臣们可以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权力ꎬ拥有广阔

的权力空间ꎬ满足了他们对于富贵利禄的追求ꎬ且诸功臣大多为关东人ꎬ这也充分考虑到了他们

的关东文化背景ꎮ 高祖刘邦将秦彻侯爵制与楚封君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皇帝任命侯国令长作

为侯国的行政长官ꎬ又以汉法加以约束ꎻ同时ꎬ列侯在封国内又拥有广泛的权力ꎬ享有巨大的利

益ꎮ 这足见高祖刘邦为政之高明ꎮ
汉列侯爵于高帝六年(公元前 ２０１ 年)最终形成:
　 　 汉六年正月ꎬ封功臣ꎮ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ꎬ其余日夜争功不决ꎬ未得行封ꎮ 上

在洛阳南宫ꎬ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ꎮ 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
此谋反耳ꎮ”上曰:“天下属安定ꎬ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ꎬ以此属取天下ꎬ今陛下为

天子ꎬ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ꎬ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ꎮ 今军吏计功ꎬ以天下不足遍封ꎬ
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ꎬ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ꎬ故即相聚谋反耳ꎮ”上乃忧曰:“为之奈何?”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ꎬ群臣所共知ꎬ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ꎬ数尝窘辱我ꎮ 我欲杀

之ꎬ为其功多ꎬ故不忍ꎮ”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ꎬ群臣见雍齿封ꎬ则人人自坚矣ꎮ”
于是上乃置酒ꎬ封雍齿为什方侯ꎬ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ꎮ 群臣罢酒ꎬ皆喜曰:“雍齿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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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侯ꎬ我属无患矣ꎮ”①

高祖先封雍齿以安群臣之心ꎬ在这一年内共分封了 ６６ 位列侯ꎬ而后又陆续分封了 １４３ 位列

侯ꎬ完成了由秦彻侯爵向汉列侯爵的转变ꎮ 在刘邦去世前ꎬ为了获取功臣侯集团对于刘氏皇族的

支持ꎬ加强皇权ꎬ巩固统治ꎬ遂举行“白马之盟”ꎬ“于是申以丹书之信ꎬ重以白马之盟” ②ꎬ“高皇帝

约‘非刘氏不得王ꎬ非有功不得侯ꎮ 不如约ꎬ天下共击之’” ③ꎮ 使得功臣侯们的各项特权与政治

地位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确认ꎮ
总之ꎬ高祖刘邦通过汉列侯爵的创设ꎬ迅速消除了功臣侯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疑忌与恐惧ꎬ稳

定了当时的政治局面ꎬ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ꎮ 但是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ꎬ这些

享有广泛特权的列侯们不自觉地成为了离心皇权的势力集团ꎬ而如何削弱、限制、打击列侯阶层

的势力ꎬ则成为后来文帝、景帝、武帝所面临的历史任务ꎮ

五、余论

汉列侯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ꎮ 在西汉ꎬ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ꎬ以吴楚七国之乱为

分水岭ꎬ列侯在封国内的治民权、置吏权、赋敛权、统兵权等各种权利逐步被剥夺ꎬ最后仅仅保留

“衣食租税”而已ꎮ 王莽篡汉后进行爵制改革ꎬ恢复五等爵制ꎬ废除列侯爵制ꎮ 东汉承袭了西汉

的列侯爵制ꎬ为了更好地明辨功勋等次、奖功赏能ꎬ列侯爵制被进一步规范化ꎬ由西汉的一等县侯

变为东汉的县侯、乡侯、亭侯三等ꎬ仅县立侯国ꎬ乡亭则不立侯国ꎬ列侯的封授也趋于轻滥ꎮ
至汉末三国时ꎬ曹操为了解决相对稀少的民户、狭小的疆域与尽封功臣、激励军功之间的矛

盾ꎬ增设名号侯等爵ꎮ “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ꎬ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ꎬ以赏军功ꎮ”④注引«魏
书»曰:

　 　 “置名号侯爵十八级ꎬ关中侯爵十七级ꎬ皆金印紫绶ꎻ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ꎬ铜印龟纽墨

绶ꎻ五大夫十五级ꎬ铜印环纽ꎬ亦墨绶ꎬ皆不食租ꎬ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ꎮ”臣松之以为今之

虚封盖自此始ꎮ⑤

魏晋之际ꎬ司马氏在功臣武将与名士大族的支持下掌权ꎬ在禄位名秩上奖功励劳成为司马氏

所面临的当务之急ꎮ 而此时相对简单的县、乡、亭侯爵是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ꎮ 于是ꎬ层次

复杂的五等爵制便被司马氏采用ꎬ列侯爵与五等爵制并存ꎬ列侯的秩位下降ꎮ «艺文类聚»卷五

十一«封爵部»注引晋«百官表»:“县侯ꎬ汉官也ꎮ 自县侯而下ꎬ通号列侯ꎮ 金章紫绶ꎬ朝服ꎬ进贤

三梁冠ꎬ官品第三ꎮ”⑥«通典»卷三十七«职官典»十九记载ꎬ乡侯为第四品ꎻ亭侯为第五品ꎻ关内

侯、名号侯为第六品ꎻ关外侯为第七品ꎮ⑦ 五等爵制大盛于两晋南北朝ꎬ但是作为奖功酬劳的重

要手段ꎬ作为分配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ꎬ列侯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ꎬ只是

它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ꎮ 列侯中的县侯逐渐与五等爵制中的侯融合ꎬ乡侯、亭侯等则逐步消

亡ꎮ 列侯爵依附于五等爵制存在下来ꎬ一直延续到清代ꎮ 施琅率大军于澎湖消灭郑军主力ꎬ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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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ꎬ功封靖海侯ꎮ 曾国藩屡败屡战ꎬ最终攻克天京ꎬ剿灭太平天国ꎬ功封一等勇毅侯ꎮ 左宗棠率

军消灭阿古柏政权ꎬ收复新疆ꎬ功封二等恪靖侯ꎮ 甚至袁世凯称帝后依然以侯爵奖励功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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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ａ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ｉｖｅ－ｒａｎｋ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ꎻ ｔｈｅ ｍａｒｑｕｉｓꎻ ｏｒｉ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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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日本的应对
∗

中村宗悦著１　 李光贞译２

( １.大东文化大学 经济学院ꎬ日本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中国经济发展迅速ꎬ日本经济却停滞不前ꎬ原因何在? 从全球化时代的视角来

看ꎬ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未制定出有效的经济政策ꎬ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ꎻ 而中国经济的稳步发

展则正是基于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发展模式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ꎬ切实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做出很

大贡献ꎮ 就宏观经济管理而言ꎬ中国在 １９９７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雷曼兄弟金融危机发生时ꎬ能迅速采

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克服危机ꎮ 作为中日两国今后重要的课题ꎬ在全球化形势下都应该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管理

和结构改革ꎮ
关键词:　 中国ꎻ日本ꎻ全球化ꎻ通货紧缩经济萧条ꎻ 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１４.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６８－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作者简介:中村宗悦(１９６１—　 )ꎬ男ꎬ日本大阪人ꎬ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ꎬ日本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ꎻ李光贞

(１９６２—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前言:何谓全球化时代?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的 ＧＤＰ 首超日本ꎬ２０１５ 年达到日本的两倍 (以美元换算)ꎮ １７ 年前ꎬ即 ２０００
年ꎬ日本经济规模还是中国经济规模的四倍ꎬ如今却被中国一举超越ꎬ这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日本经济的巨大停滞带来的结果ꎮ 当然ꎬ如果换算为人均值ꎬ两国之间还有差

距ꎮ 中国经济的飞跃与日本经济的停滞是如何发生的? 今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会如何发

展? 本文拟以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视角对该问题展开探讨ꎮ

图 １　 ａｂ 均引自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ꎮ

一般来说ꎬ“全球化”一词指的不仅是跨越国界的各种商品及服务ꎬ还包括人力流动、资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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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内的全球一体化现象ꎮ 从历史上来看ꎬ可以举出很多国际化的例子ꎬ例如蒙古帝国曾起到将

欧亚大陆东西地域联系在一起推动全球化的作用ꎻ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阿拉伯半岛ꎬ
而是扩大到西至伊比利亚半岛、东至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ꎮ 从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初ꎬ大英帝国

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ꎬ其势力范围也几乎扩张至世界的每个角落ꎬ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全球

化ꎮ ２０ 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ꎬ将这种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下ꎬ几乎所

有东西都被 “商品化” 的现象ꎬ称为 “恶魔的推磨”ꎬ将这样的社会称作 “市场社会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①ꎮ 对此现象ꎬ马克思、恩格斯也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在英国工厂中制造的“商品

的低廉价格ꎬ是它用来摧毁中国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②③ꎮ
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常强大ꎬ 但由于其自身暴露出的问题而屡次陷入崩溃的危机ꎬ也

即是常说的“萧条”ꎮ 萧条现象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重ꎬ１９２９ 年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可谓达

到顶峰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世界之所以分为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两个阵营ꎬ正是因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脆弱性造成的ꎮ 即ꎬ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ꎬ是为了克服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本的脆弱性ꎻ而在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ꎬ政府积极参与控制市场

的“改良资本主义”则较为普遍ꎮ 然而ꎬ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控制市场运行的公有化、国有

化生产手段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变革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府失灵”的同时ꎬ也在资本主

义阵营中死灰复燃ꎮ １９８９ 年欧洲的“天鹅绒革命”以及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的历史事件ꎬ给许多人

留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胜利的深刻印象④ꎬ世界也再次卷入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全球

化漩涡中ꎮ 但问题是ꎬ人类是否有可能真正地控制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ꎮ 首先ꎬ将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全

球化的应对历史进行追溯ꎬ之所以将追溯的时间范围划定得如此宽泛ꎬ是因为本文拟结合当时以

美国为中心的战后西方经济体系(ＩＭＦ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崩溃的历史来进行分析ꎻ其次ꎬ对
苏联解体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应对进行论述ꎻ最后ꎬ对 ２０００ 年后中日两国全球化应对做一个比

较分析ꎮ

一、高速增长期以来的日本经济走势⑤

曾被称为“奇迹”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ꎬ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半期ꎬ发展到 １９６８ 年ꎬ日本

ＧＤＰ 在西方国家中达到第二位ꎮ 然而ꎬ这种快速增长在进入 ７０ 年代后开始放缓ꎮ 造成增长速

度放缓的主要原因ꎬ是大都市圈和太平洋沿岸工业区内取得的红利被人为地分配到地方城市ꎬ然
而ꎬ对地方的投资却未见经济效益ꎮ 长期以来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采取很多措施来促进投资地方

城市以获得利润ꎬ田中角荣任首相期间甚至将促进政策上升到国家层面ꎬ以“日本列岛改造论”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⑥的形式推出ꎬ并迅速加以实施ꎮ 该政策被称为是给投资地方城市公共工程的投

资者带来利润的返还型政治ꎬ各方对田中的列岛改造充满期待ꎬ认为各地地价会升高ꎬ所以纷纷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匈牙利]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新译)大转换———市场社会的形成与崩溃»ꎬ[日本]野口健彦、栖原学译ꎬ东
京:东洋经济新报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ꎬ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译ꎬ大月文库ꎬ１９５２ 年ꎬ第 ３２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６ 年ꎬ第 ２４３ 页ꎮ
[美]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历史的终结(新装版)»上下ꎬ东京:三笠书房ꎬ２００５ 年ꎮ
以下第 １ 章的论述ꎬ参照中村宗悦«日本经济的历程———从开国开港到安倍经济学»ꎮ 见渡部茂、中村宗悦:«教材 日

本经济»(第 １ 版)ꎬ冈山:学文社ꎬ２０１６ 年ꎮ
[日本]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ꎬ东京:日刊工业新闻社ꎬ１９７２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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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城市购买土地ꎬ结果使得土地价格暴涨ꎬ这是由于在高速增长期内没有看到资源分配的扭

曲造成的ꎮ①

１９７１ 年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声明 (尼克松冲击) 结束了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下的布雷顿森林

体系ꎬ各国的美元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ꎬ日本也从此前相对便宜的 １ 美元 ＝ ３６０ 日元ꎬ
转变为固定的 ３０８ 日元汇率后ꎬ于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转向浮动汇率体系ꎮ 一般来说ꎬ日元升值会降低

进口商品的价格ꎬ起到物价回落的作用ꎬ但在当时ꎬ日本央行为防止日元走强而采取宽松政策ꎬ反
而引起物价上升ꎮ

１９７３ 年秋天ꎬ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ꎬ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ＡＰＥＣ)原油价格上涨ꎮ 很长

一段时间以来ꎬ中东的石油资源被以美英为中心的大石油资本垄断ꎬ因此石油价格相对稳定ꎮ 但

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宗教对立ꎬ围绕资源的利益冲突再三发生ꎬ第四次中东战

争之际 ＯＡＰＥＣ 对支持以色列的诸国实行了经济制裁ꎮ
当时的日本ꎬ受到石油危机的严重影响ꎬ出于对石油进口停滞所产生的危机感ꎬ人们开始对

各种大宗商品进行防御性购买ꎬ由此引发 １９７４ 年日本“物价暴涨”ꎮ 事实上ꎬ日本政府早就支持

中东产油国ꎬ石油进口不会停滞ꎬ此次“物价暴涨”ꎬ可以理解为过剩的资金大量流入使得短期内

物价迅速上涨ꎮ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没有调整宏观政策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实例ꎮ
经济高速增长为何会结束? 其根本原因是失去了支持高速增长的因素ꎮ 首先ꎬ大量廉价劳

动力丧失ꎬ这是肯定的ꎮ 因为从农村、山村、渔村到城市打工的人数有限ꎬ如果不限制外国劳动力

的供应ꎬ经济增长还有可能继续ꎬ但日本一直采取限制外国劳动力的政策ꎮ 这样ꎬ国内的制造工

厂最终为了谋求国外廉价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而到海外发展ꎬ而国内的产业结构将不得不转向

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专门产业结构ꎮ 而转向高附加值产业结构ꎬ花费时间长ꎬ也会与现有的行业利

益发生冲突ꎮ 特别是在日本ꎬ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证券等服务行业以及采用通讯技术的新产

业部门的竞争力不强ꎬ为此ꎬ必须真正地放松管制ꎮ 否则ꎬ产业结构转型将难以进行ꎮ
赶上欧美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后ꎬ伴随着技术革新的投资也钝化了ꎮ 特别是追求规模经济

的大型产业中ꎬ日本过剩的供给成为增长的绊脚石ꎬ在其后新兴国家的追赶中败下阵来ꎮ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汽车等机械产业、微电子(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电子工程技术:ＭＥ)等成为主

导领域产业ꎬ尤其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汽车、录像机、照相机等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也带动了日本

经济的增长ꎮ 此外ꎬ作为 ＭＥ 技术基础的半导体领域出口也成效明显ꎬ包括 ＮＥＣ 在内的许多大

公司开始进入到半导体产业领域ꎬ并建立起新型的材料工业ꎮ 然而ꎬ同一时期的美国却领先一

步ꎬ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ꎬＩＢＭ 等大型制造商已经将计算机生产全面铺开ꎬ在硅谷诞

生了英特尔(１９６８ 年)、微软(１９７５ 年)、苹果 (１９７６ 年)等公司ꎮ 虽然 ＭＥ 行业定位于现有晶体

管技术的延伸ꎬ但计算机产业的核心却是软件控制技术ꎮ ＩＢＭ 基本上是一个制造公司ꎬ英特尔则

是一个称之为计算机心脏的 ＣＰＵ 开发的垄断公司ꎬ他们在使计算机成为大众化电子消费品方

面ꎬ成效卓著ꎮ 这样到 ７０ 年代ꎬ一方面ꎬ日本产业技术在当时的制造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

平ꎻ 而另一方面ꎬ在创新领域却被大幅拉开距离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９０ 年代初ꎬ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ꎬ虽然因为原油价格突然上

升而饱受滞胀之苦ꎬ但那时日本的经济表现还是相当不错ꎮ １９７９ 年爆发的伊朗革命和第二年开

始的两伊战争ꎬ造成第二次石油危机ꎬ全球经济受到严重打击ꎬ而日本将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积累

０７
①[日本]原田泰:«１９７０ 年体制的终焉»ꎬ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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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活学活用ꎬ在减少能源使用等节约政策下ꎬ将损失降到最低ꎬ加之 ＭＥ 产品及汽车的强劲

出口ꎬ给日本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ꎮ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傅高义(ＥＺＲＡＦ. ＶＯＧＥＬ)的著作«日本第一:
对美国的启示»(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中认为ꎬ日本良好的经济得益于日本

式经营的成功ꎬ或者说应该称之为公私一体的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政策的功劳ꎮ① 傅高义的

分析ꎬ诚然有不妥和极端的地方ꎬ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有效地在石油危机中全身而退、引
起全世界的关注也是事实ꎮ

那时ꎬ因进口日本产品而致使国内产业受到冲击的国家ꎬ特别是美国ꎬ与日本间的贸易摩擦

开始成为一个大问题ꎮ 美日贸易摩擦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纤维摩擦开始ꎬ经历了漫长的历史ꎬ到
８０ 年代ꎬ在汽车、半导体、农产品(大米、牛肉、橘子)等产业领域的贸易摩擦剧烈增长ꎮ 当时的美

国ꎬ正苦恼于国际贸易收入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赤字”ꎬ在加强对日本贸易施加压力的同时ꎬ改
变美元对日元升值现状的声音高涨ꎮ 而在日本ꎬ随着国内财政收支平衡的恶化ꎬ不得不增加赤字

债券的发行以应对形势ꎻ同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臃肿的财政问题ꎬ对以前高增长时期的

高福利(社会保障) 政策进行调整ꎬ等等ꎮ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ꎬ美国和英国的“小政府”改革呼声

很高ꎬ美国提出“里根经济政策”、英国来自保守党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新自由经济政策”ꎬ
而 １９８２ 年就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ꎬ则举起“战后政治总清算”的大旗ꎬ开始财政改革ꎮ

中曾根内阁的改革路线ꎬ主要是根据第四届经济团体联合会长土光敏夫在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次临时

行政调查会上的具体政策提议归纳而成ꎬ内容包括诸如“不增税财政重建”、“三部门(国家铁路、垄
断公司、ＮＴＴ 公司)民营化”等改革计划ꎮ 其中“不增税财政重建”计划非常成功ꎬ使得从 １９７５ 年开

始每年持续发行的赤字国债ꎬ到 １９８９ 年降为零ꎬ且一直保持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 １９９３ 年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里根政府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以遏制高通胀ꎬ利率达到两位数ꎬ世

界上的热钱涌入美国ꎬ导致美元升值ꎬ出口减少ꎬ进口扩大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如上所提到的日美间

的贸易摩擦问题ꎬ就这样成为反映美国贸易失衡的替罪羊ꎮ 此外ꎬ因为抑制通胀的高利率政策压

制了民间投资ꎬ导致税收减少ꎬ财政赤字累积ꎮ 在通货膨胀平息之后ꎬ货币政策放松ꎬ经济复苏贸

易赤字不断增大ꎮ 在此背景下ꎬ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

美国纽约广场酒店召开国际经济合作会议(Ｇ５)ꎬ旨在纠正美元汇率过高问题ꎬ最后在各国协调

干预日元升值、马克升值＝美元贬值方面达成一致意见ꎬ这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ꎮ 这个“广场

协议”导致日元急速升值ꎬ１ 美元的价值大约一年间从 ２３０ 日元降到 １５０ 日元ꎬ美元的迅速贬值

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ꎮ 因为未必能消除美国的“孪生赤字”ꎬ故 １９８７ 年的 Ｇ７ 会

议ꎬ是在卢布协定的指导下进行协调干预ꎮ 然而ꎬ在同年的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美国纽约市场的股票价

格暴跌ꎬ同时全球股市暴跌(“黑色星期一”)ꎮ
在这样的股票价格走势背景下ꎬ大家推测美国因经常性收入赤字的扩大以及广场协议后低

利率推行的美联储(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利率可能会走高ꎬ金融工程的发展使得高度使用数学

的金融商品销售增加ꎬ这会进一步成为螺旋性交易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然而ꎬ接手保罗沃尔

克继任美联储新任主席的格林斯潘发表声明说ꎬ他已经准备好提供流动性供应ꎬ并成功地阻止了

股价下跌ꎮ
日本经济因“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曾出现过短暂的被称为“日元升值萧条”的经济衰退

期ꎬ但从 １９８６ 年底开始ꎬ进口价格下跌而企业业绩好转ꎬ直至 １９９１ 年经济形势一直保持良好势

１７
①傅高义:«日本第一:给美国的启示»ꎬ[日本]广中和歌子、木本显子译ꎬ东京:阪急文化交流会ꎬ１９７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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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战后第二个长期扩张局面)ꎮ 这一时期经济增速的特点ꎬ是因为金融宽松而资产价格如土

地、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升高ꎬ而资产价格上升又是和消费、投资相结合的ꎮ 土地和股票的升值

带来进一步的预期ꎬ也催生出以后称之为“泡沫”的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资产价格上涨ꎮ
为了解决日本和美国间的经济摩擦ꎬ１９８５ 年ꎬ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经济结构调

整研究会(前川春雄组长)ꎬ提出题为“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的建议报告(通称“前川报告”) ꎮ
该报告成为日本日后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路线的起点ꎮ 一方面ꎬ为了促进汽车行业的出口自主

限制ꎬ日本的主力汽车制造商被迫将其制造基地迁往美国国内ꎮ 另一方面ꎬ与迅速增长的亚洲市

场的关系得到加强ꎬ日本在全球经济中ꎬ也通过产品、服务、资本进出口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

各国加强合作ꎬ影响力增加ꎮ 与中国的关系ꎬ随着 １９７８ 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不断加强ꎮ
在中国对外开放最早开始的沿海地区ꎬ不断出现日本企业的身影ꎬ颇为引人注目ꎮ

１９８７ 年ꎬ中曾根内阁在实施“销售税”失败后ꎬ继任的竹下登首相首开日本历史上附加值消

费税(税率 ３％)之先河ꎬ同时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悬而未决的牛肉、橘子等问题ꎬ根据日美间的协

议ꎬ达成进口自由化的一致意见ꎮ 但是ꎬ竹下内阁因为利库路特贿赂事件不得不辞职ꎮ
１９８９ 年ꎬ海部俊树政权开始执政时ꎬ日本经济仍处于泡沫经济之中ꎬ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都

在蓬勃发展ꎮ 特别是消费中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ꎬ如豪华轿车、度假村、名牌产品的销售

不断扩大ꎬ学生的就业也非常强劲ꎬ并形成“卖方市场”ꎮ 然而ꎬ城市中土地价格的上涨开始成为

新的社会问题ꎬ特别是 １９８９ 年就任日本银行行长的三重野康ꎬ连续提高官方贴现率ꎬ其结果是股

价在 １９８９ 年底的最高值 (日经平均 ３８９１５.８７ 日元)的顶峰开始下跌ꎬ在海湾战争和原油高涨以

及官方贴现率进一步上调后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一时跌至 ２ 万日元ꎬ暴跌至九个月当中一半的

价格水平ꎮ 为了抑制地价的上涨ꎬ财政部在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推出“抑制与土地有关的贷款”(总量管

制)机制ꎬ地价暴跌开始ꎬ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ꎮ
何谓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过量的资金以投机目的流入股票和土地ꎬ引起与实体经济相

背离的股票、土地价格的上涨(因此可以说ꎬ泡沫破灭是由急剧收紧金融、监管土地交易等引

起)ꎮ 是什么原因使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错觉: 股票和土地的价格会一直上升? 一个重要原因

是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ꎬ与美国经济比肩抗衡的苏联经济崩溃ꎮ 苏联的改

革、东欧的民主化革命ꎬ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宏大实验已经告终ꎻ而在中国ꎬ自 １９９２ 年在改

革开放路线指引下ꎬ也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ꎮ 这些变化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全球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灭ꎬ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ꎮ 特别是资产价格的下跌ꎬ产生

了不良债权问题ꎬ银行的贷款功能和各公司的财务状况严重受损ꎬ企业投资停滞ꎬ经济增长率下

降ꎬ到 ２００２ 年ꎬ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 １％以下水平ꎮ
经济停滞ꎬ政治也会偏离ꎮ 在经济泡沫破灭后ꎬ长期单独执政的自民党政权以 １９９３ 年宫泽

内阁总辞职而宣告终结ꎮ 从 １９９３ 年到 １９９６ 年ꎬ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相继建立非自民党

为第一党的联合内阁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３ 月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ꎬ战后日本

的“安全神话”开始瓦解ꎮ
１９９６ 年村山内阁总辞职后ꎬ在随后的自民党、社民党和先驱党的联合政府中当选为总理的

桥本龙太郎ꎬ率领自民党在同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ꎬ再次单独执掌政权的桥本内阁正式走马上

任ꎮ 桥本首相提出进行 ６ 大改革(行政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

保障体制改革、教育改革)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ꎬ消费税从 ３％提高到 ５％ꎬ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山一证券、
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相继破产ꎬ经济大幅下滑ꎬ桥本内阁于 １９９８ 年被迫辞职ꎮ 桥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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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经济失败ꎬ使得该年度 ＧＤＰ 与上一年度相比负 ２％ꎬ在 ５０３ 兆日元中约减少 １０ 兆日元ꎻＧＤＰ
平均物价指数下跌至负 ０.５％ꎬ导致通缩持续衰退ꎮ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ꎬ日本的金融宽松政策仍

然停留在零星小规模水平ꎮ 总之ꎬ日本央行出于对泡沫经济可能死灰复燃的担忧ꎬ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ꎬ没有出现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执政的小渕惠三首相实施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ꎮ 翌日ꎬ日本央行(速水优行

长)将汇率下调至 ０.１５％ꎬ开始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零利率政策) ꎮ 之后ꎬ以美国 ＩＴ 行业的繁荣

为契机ꎬ日本经济也景气起来ꎬ但 ２００１ 年 ＩＴ 泡沫破灭ꎬ９１１ 恐怖袭击又加剧衰退ꎮ 小渕惠三首

相因病去世后ꎬ森喜朗内阁开始执政ꎬ但仅一年很快就结束ꎮ
２００１ 年ꎬ小泉纯一郎举着“没有被豁免的结构改革”大旗当选总理ꎮ 当时ꎬ他虽然多次提出

“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从国有到民营”的口号ꎬ但事实上他在首相任期内ꎬ在“邮政民营化”
以及与道路有关的 ４ 个公团民营化、政策金融机构重组、独立行政法人重组和民营化、派遣劳动

者法案修正等方面ꎬ实施放松管制政策ꎬ起用庆应义墅大学教授竹中平藏为经济财政担当大臣ꎬ
同时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他还任命竹中平臧兼任金融担当大臣ꎬ通过“金融振兴方案”对不良债券问题

实施最终解决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为了图谋金融系统稳定ꎬ小泉政府向即将破产的里索那银行注入公共

资金ꎬ使之成功地从通货紧缩的衰退中摆脱出来ꎮ 然而ꎬ２００７ 年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导致经济衰

退ꎮ ２００８ 年ꎬ当雷曼兄弟破产时ꎬ日本经济再次迅速陷入萧条ꎮ
２００９ 年ꎬ民主党高举“政权更迭”的大旗赢得选举胜利ꎮ 之后到 ２０１２ 年底野田内阁下台ꎬ民

主党执政时间约 ３ 年 ３ 个月ꎮ 民主党执政下的日本ꎬ从经济萧条中摆脱出来也并非易事ꎮ 当然ꎬ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均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ꎬ
但最大的原因还是桥本政权时代修正的日本银行法下扩大了独立性的日本银行金融政策ꎮ 在雷

曼兄弟危机后ꎬ各国中央银行急于扩大其货币储备ꎬ而日本中央银行则对金融宽松政策采取谨慎

的立场ꎬ也没有下决心做出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民主党在众议院换届选举中遭遇惨败ꎬ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诞生ꎬ形势随之

发生变化ꎮ 首先ꎬ安倍晋三首相基于振兴经济就要摆脱通货紧缩的重要认识ꎬ实施了以通货膨胀

为目标的政策ꎬ对日本央行行长、副行长实行人事改革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推出了以黑田东彥为行长

的日本银行新体制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ꎬ新体制下的日本央行在政策决定会议上ꎬ明确表示在 ２
年内将通货膨胀率提高 ２％ꎬ资金供给规模提高到 ２ 倍ꎮ

图 ２　 主要国家基础货币余额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引自:山本幸三«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报告»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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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发展及其对全球化的应对

１９７８ 年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路线的节点ꎬ１９９２ 年这一路线进一步得到推动和明确ꎮ 另外ꎬ
如前所述ꎬ曾发生过苏联解体事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ꎮ 以下论述的是 １９９２ 年后中国经济的

发展和对全球化的应对ꎮ
１９９２ 年ꎬ邓小平在广东省经济特区发表“加速改革与开放”的“南巡讲话”ꎮ 在此精神下ꎬ各

省纷纷表示加快改革开放ꎮ 同年 ６ 月ꎬ“党中央四号文件”下达ꎬ表示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ꎬ
意欲对中国投资的外资反应积极ꎻ１０ 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作出决定ꎬ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确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ꎮ “这个决定是和计划经济诀别的宣言ꎬ在理论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

意义ꎮ 从那时起ꎬ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崛起是相互作用的关系ꎮ”①

１９９２ 年之后ꎬ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经济增长的推动ꎬ在地方实施生产责任制和生产承包制ꎮ
这是一个以生产为导向的改革政策ꎬ生产承包制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ꎬ这一经济增长政策实际上

极大地刺激了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飞速增长ꎮ 此外ꎬ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ꎬ
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ꎮ 对中国的直接投资ꎬ不仅是资金ꎬ而且也能通

过引进外国技术提高生产效率ꎬ促进经济增长ꎮ 然而ꎬ日本在高速增长期所发生的问题ꎬ同样也

发生在高速增长期的中国:乱开发问题、金融机构泛滥以及由于银行强制融资政策ꎬ导致金融秩

序的混乱和通货膨胀等ꎮ 虽然人们对增长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充满担心ꎬ但这种财政导向型改

革在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得到肯定ꎮ

图 ３　 名义 ＧＤＰ(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亿元)
(引自:日中经济协会«中国经济数据手册»２０１６ 年版)

这一时期ꎬ外交稳定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ꎮ 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全球环境有很大的

依赖性ꎬ特别是在贸易和外资引进部分ꎬ与美国的关系最为重要ꎮ 当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将中国

的人权问题与贸易关系绑在一起考虑ꎬ是否给中国最优惠待遇悬而未解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中国

需要解决国内诸问题成为发展全球业务的关键ꎮ 但在 １９９４ 年ꎬ克林顿政府应美国国内商界的强

烈要求ꎬ做出政策转变ꎬ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剥离ꎮ １９９６ 年ꎬ访问中国的布朗商务部

长阐述说ꎬ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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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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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美国一样ꎬ同中国有重要的关系ꎮ １９９０ 年底ꎬ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日本ꎬ签署了“为和平与发展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的日中联合声明”ꎬ在国际合作领域ꎬ就年度领导人互访、开设政府间热线、朝鲜半岛问题、多边

贸易体制、东亚经济问题等达成系列协议ꎮ 中国对与日本合作振兴亚洲、在东亚框架内与日本合

作的加强充满期待ꎮ 但在 ２００１ 年ꎬ日本对来自中国的香菇、大葱和灯心草等采取紧急限制措施ꎬ
中国则采取报复性关税令日本企业受到损失ꎬ由此产生贸易摩擦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ꎬ７ 月发生亚洲金融危机ꎮ 一方面ꎬ中国

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上陷入困境ꎬ业绩下滑ꎻ另一方面ꎬ围绕着财政是继续紧缩还是宽松的政策展

开了激烈争论ꎮ 与日本一样ꎬ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雷曼兄弟危机后的中国ꎮ 这关乎中国这一大

国如何应对全球化中经济出现的问题ꎮ 对亚洲诸国的货币已经升值的人民币是否贬值ꎬ成为这

个时期的主要问题ꎮ 如果人民币保持不动ꎬ则在金融危机下对经济衰退的东亚各国的出口减少ꎬ
中国经济可能会因对东亚国家出口的下降而遭受重大损害ꎮ

然而ꎬ中国这时并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措施ꎮ 其理由ꎬ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条:贸易顺差持

续坚挺、短期资金引进慎重、对资本交易进行严格管理ꎬ即使人民币不贬值也降低了资金急速外

流的可能性ꎮ 当然人民币贬值是有风险的ꎮ 如果人民币贬值ꎬ引进的外资会随着外国债务本金

偿还风险的增加出现进口通货膨胀ꎬ因此人民币贬值也未必会扩大出口ꎬ而且还会引起亚洲各国

陷入货币竞相贬值的危险ꎮ 最终结果是ꎬ１９９８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强劲ꎬ达到 ７.８％ꎮ 这

件事情得到来自世界各方的高度评价ꎬ中国给人以“负责任的大国”印象ꎬ而另一方面ꎬ日本则因

日元贬值遭到批评ꎮ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夕ꎬ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回归ꎮ 香港回归在政

治、外交方面的意义当然重大ꎬ然而ꎬ在经济上ꎬ香港从 １０ 月开始受到对冲基金的投机性攻击ꎮ
中国采取买入港元和高利率诱导政策ꎬ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ꎮ 从此例来看ꎬ中国政府必须要

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保障”意识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朱镕基出任总理ꎬ中国开始政府机构改革ꎬ实行政企分离ꎮ 政府意欲控制与强

化经济规律ꎬ此时ꎬ“党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ꎬ“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矛盾在现代中

国的扬弃”①ꎮ 对亚洲金融危机ꎬ中国也采取了宏观刺激方案ꎬ越发积极地采取措施来扩大内需ꎮ
在 １９９７ 年ꎬ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ꎬ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今后中国发展的基

本路线方针ꎬ中国共产党对经济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法ꎮ ２００１ 年ꎬ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

十周年纪念讲话中谈到ꎬ欢迎私营企业主入党ꎻ２００２ 年ꎬ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

决议: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ꎬ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ꎮ 这个决议极为重

要ꎮ 虽然在“改革开放“旗帜下ꎬ中国一直在追求经济增长ꎬ但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道路颇为

曲折ꎮ 世纪之交ꎬ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ꎬ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做出很大转变ꎬ作为这种转变

颇具代表性的事情是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成功加入 ＷＴＯꎮ 中国政府从 ＧＡＴＴ 时代就开始积极努

力ꎬ现在终于如愿以偿ꎮ 以此为契机ꎬ中国扩大贸易、引进外资ꎬ加速了经济增长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中国遭遇非典ꎬ同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６.７％ꎮ 这一时期ꎬ随着经济增长

的加速ꎬ中国在钢铁、家电、电子信息设备等领域牢固树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ꎬ人们的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ꎬ但同时ꎬ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表面化ꎮ ２００３ 年ꎬ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５７
①[日本]高原明生、前田宏子:«系列中国近现代史⑤走向开放主义时代 １９７２－２０１４»ꎬ东京:岩波书店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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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图 ４ ａｂ 同图 ３

中ꎬ特别凸现了五个问题亟待解决: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经济和社会、人类和生态、国内发展

和对外出口等问题ꎬ强调了各方面的均衡发展ꎬ这一方针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ꎬ平衡发展ꎬ
即倡导实现“和谐社会”ꎮ ２００６ 年底ꎬ中国将发展模式从注重速度转向平衡ꎬ政策目标从“速度快

且(效率)好”ꎬ转向“(效率)好且速度快”ꎮ
而在日本ꎬ２００６ 年安倍晋三接替小泉纯一郎成为首相后ꎬ出访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在北京会谈ꎬ约定建立战略互惠关系ꎮ① 日本在 ２００３ 年实际上已经制定政策ꎬ例如将里索那

银行国有化等ꎬ经济因此而振作起来ꎻ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扩大ꎮ 实际上

到 ２００７ 年ꎬ不包括香港ꎬ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在全球化时代ꎬ如果不发生

别的事情ꎬ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ꎬ出现了(日本)对中国好感度自然上升的现象”ꎮ②

２００８ 年ꎬ美国雷曼兄弟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ꎬ日本股市暴跌ꎬ通货紧缩再次严重化ꎻ在
中国ꎬ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要求国务院对金融紧缩政策进行重新评估ꎬ开始从紧缩财政转向大规

模的经济刺激政策ꎬ结果ꎬ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９.２％ꎬ成功地率先从危机中摆脱出

来ꎮ 当然ꎬ靠财政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并不总是永远奏效ꎬ虽然中国从雷曼兄弟危机中恢

复迅速ꎬ但不可能总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密集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来无限期地持续促进增长ꎮ
为了可持续增长ꎬ应该不断提高生产率ꎬ而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相比ꎬ具有与政治改革

关系紧密结合的特点ꎮ 保持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ꎮ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发生四川大地震ꎻ２０１１ 年ꎬ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ꎮ 共同经历过地震灾难的中

日两国在灾难面前合作日益深化ꎬ但另一方面ꎬ外交政策立场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也悬而未决ꎮ
２０１２ 年ꎬ习近平开始担任国家领导人ꎻ 第二届安倍晋三政府也于同年年底诞生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政府进入第二个时期ꎻ日本的自民党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大选ꎬ获得

执政党胜利ꎮ 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有舵手作用ꎬ在稳定内部事务、对外合作协调中变得越来越不

可或缺ꎮ

６７

①
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ꎬ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发表“包括有关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包的日中共同声明”ꎮ
[日本]高原明生、前田宏子:«系列中国近现代史⑤ 走向开放主义时代 １９７２－２０１４»ꎬ东京:岩波书店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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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日本

深受全球化时代货币变动影响的日本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重建中落后于世界ꎬ并陷入

长期的通货紧缩ꎮ 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尽管是社会稳定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必不可少之要因ꎬ但
不得不说ꎬ因为一直轻视通货紧缩ꎬ没有强硬的通货再膨胀政策ꎬ为此日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ꎮ
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ꎬ在于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时机、错误的政策ꎬ以及在所有方面都受到高速经

济增长时期成功经验的束缚ꎮ 提出“日本再生”口号的第二届安倍晋三政府已经诞生五年ꎬ这一

期间ꎬ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再生计划ꎬ采取了诸如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增长战略等措施ꎬ
截至到 ２０１７ 年ꎬ日本经济发展已超过战后最高水平ꎬ但这种经济发展并未在国民生活中体现出

来ꎬ其结果是政府的稳定也受到损害ꎮ
在本文撰写之际ꎬ安倍晋三首相解散了众议院ꎮ 他在继续保持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ꎬ意

欲将提高消费税后的增收部分用于充实全面社会保障的做法ꎬ在争取着国民的信任ꎮ 然而ꎬ有人

认为中途解散内阁进行选举本身就是失去大义ꎬ对此做法加以批评ꎮ 这样ꎬ即便是在选举中获

胜ꎬ也很难保证政局的稳定ꎮ 政局不稳定ꎬ经济政策的信任也会丧失ꎬ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再次放

缓ꎮ 而日本经济的稳步发展ꎬ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经济稳步发展ꎮ 这种发展即使是由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发展模

式所形成ꎬ也很难否认中国的高速增长对国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ꎮ 就宏观经济

运行而言ꎬ如在 １９９７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的雷曼兄弟危机中ꎬ中国反应迅速ꎬ快速实施

刺激方案克服了危机ꎮ 可以说ꎬ由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经济发展价值模型ꎬ虽然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包含着诸多矛盾ꎬ但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果ꎮ
当然ꎬ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很多问题ꎮ 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口号很有意义ꎬ但同时要说的

是目前中国要实现“和谐社会”还任重道远ꎮ 这并不单是中国的问题ꎬ在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差

距ꎬ而这个差距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６ 年ꎬ皮奎特的新作«２１ 世纪的资

本»①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ꎮ 在该书中ꎬ他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差距在扩大ꎬ这与之前增长论中

所说的经济发展会缩小差距的理论截然相反ꎬ其实证性的结论与之前的理论背道而驰ꎮ 到底哪

一方说的是事实ꎬ今后应进一步展开研究ꎮ 可以确定的是ꎬ皮奎特的观点令许多人有真实感ꎬ与
很多人的感觉吻合ꎮ

在中国ꎬ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家会更加稳定ꎮ 然而ꎬ即便在稳定的形势下ꎬ进一步推动

中国经济的改革仍还面临着很多困难ꎮ 究其原因ꎬ是因为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ꎬ需要进行大胆的

改革ꎬ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两难的境地ꎮ 最近ꎬ习近平再次当选为总书记ꎬ中国政府稳定ꎬ中日关系

将会变得更加重要ꎮ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４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ꎬ日本也积极参与ꎮ 我对这种构

想下全球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充满期待ꎬ因为这不仅与中国和日本有关ꎬ而且与“世界梦”有关ꎮ

７７
①[法]皮奎特:«２１ 世纪的资本»ꎬ[日本]山形浩生、守冈樱、森本正史译ꎬみすず書房ꎬ２０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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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事新报»初期社论
看福泽谕吉的中国贸易观

∗

堀　 和孝著１　 孙守峰译２

( １.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ꎬ日本ꎻ ２.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在江户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把西方文明介绍到日本ꎬ是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的主要功绩ꎮ 福泽

谕吉并非从人生一开始就学习西洋学ꎬ也不认为明治维新后一边倒地学习西方正确ꎮ 福泽谕吉虽然在他本人主

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的社论ꎬ但在同一报纸上他主张加强与亚洲交流与合作的社论也不少ꎮ 从

«论中国贸易之可能»«英语和中国语»等社论中ꎬ可以了解福泽谕吉关于加强与中国贸易的相关言论及主张ꎮ
关键词:　 福泽谕吉ꎻ时事新报ꎻ中国贸易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１４.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７９－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堀　 和孝(１９７４—　 )ꎬ男ꎬ日本东京人ꎬ庆应塾福泽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ꎻ孙守峰(１９７５—　 )ꎬ男ꎬ山东郯城

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 ３ 卷ꎬ东京:岩波书店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２９ 页ꎮ «劝学篇»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２ 页ꎮ
②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 ７ 卷ꎬ东京:岩波书店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福泽谕吉自传»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７ 页ꎮ
③众所周知ꎬ福泽被其弟子竹越与三郎用“政治恋爱”来评价其和朝鲜的关系ꎬ关于这一点研究颇多ꎬ本文采用的是月脚达

彦«福泽谕吉与朝鲜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ꎬ２０１４ 年)ꎮ

前言

提起福泽谕吉(１８３５－１９０１)在日本历史上的功绩ꎬ估计一般的回答都是ꎬ他在江户幕府末期

到明治维新时期把西方文明介绍到了日本ꎮ 福泽在明治维新之前共计三次去美国和欧洲ꎬ这在

当时是极为少见的ꎮ 他发挥其高超的语言技能ꎬ把欧美的学问及思想介绍到日本来ꎮ １８７２ 年ꎬ
«劝学篇»一书得以出版ꎬ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最畅销的一本书ꎮ 书中开首ꎬ福泽就写下了“天
不生人上之人ꎬ也不生人下之人”①的句子ꎬ把源于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观念融合到文章里ꎬ至今

在日本都被广为传颂ꎮ
在«福泽谕吉自传»中ꎬ福泽回忆年少时ꎬ“长到十四五岁才上学ꎬ因此很感害羞ꎮ 别人都在

读«诗经»或«书经»ꎬ而我却刚开始读«孟子»”②ꎮ 从此也可以看出ꎬ福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习西

洋学ꎬ而且在明治维新后ꎬ也不认为一边倒地学习欧美就是好的ꎮ 诚然ꎬ福泽在 １８８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他本人主编的«时事新报»中曾经发表过“脱亚论”(脱离亚洲)的社论ꎻ但是ꎬ另一方面ꎬ在«时
事新报»里也不乏要加强和亚洲合作与交流的社论③ꎮ 本文依据 １８８３ 年至 １８８７ 年在«时事新

报»中刊载与中国贸易相关的社论ꎬ探讨福泽主张加强与亚洲交流的观点ꎮ
本文所介绍的«时事新报»社论ꎬ出自青木功一著«福泽谕吉的亚洲»(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ꎬ

２００１ 年)所收录的«‹时事新报›论说的对中论调(一)(二)»(均由福泽谕吉协会发行的«福泽谕

吉年鉴»第 ６ 号(１９７９ 年)和第 ７ 号(１９８０ 年)重新收录)ꎮ 因此ꎬ本文既是对该书内容摘要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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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部分的补充完善ꎬ同时也添加了和社论所处同年代的考察(«英语和中国语»收录)①ꎮ 另外ꎬ
在«时事新报»中尚有大量匿名社论未被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全 ２１ 卷(岩波书店ꎬ１９５８－
１９６４ 年)收录②ꎬ因此ꎬ本文所选取的社论不受«福泽谕吉全集»收录所限ꎬ只要是主张扩大对中

国贸易、需要派日本人赴中国调查了解该国情况的内容ꎬ均会被本文采用③ꎮ

一

«时事新报»刊载的社论中ꎬ最早记载主张日本人去中国的ꎬ应该是福泽谕吉所写«鼓励中国

之行»(«福泽谕吉全集»第 ９ 卷收录)ꎮ 关于这篇社论ꎬ福泽这样写道:“仗交通世界变小ꎬ虽人

少ꎬ仍有开疆拓土创文明之局面ꎬ此为世人皆知ꎮ 然徒知之不足亦ꎮ 唯有破局进取ꎬ用交通之便ꎬ
才无愧文明之人ꎮ 西洋人士既知交通之便利又能用之ꎮ”福泽在阐述完上述观点后ꎬ提出了今后

日本人应该和邻国中国“促进往来ꎬ激励邦人留在本地ꎬ与当地人接触交往”的观点ꎮ 之所以这

么说ꎬ是因为对于日本而言ꎬ“今后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争先机定输赢ꎬ唇齿之关系的竞争

对手”ꎬ除了中国别无其他ꎮ
但是很遗憾ꎬ当时去中国的日本人极为稀少ꎮ 从“统计年鉴”上来看ꎬ１８７６ 年到 １８８０ 年间ꎬ

为去中国而申领护照者ꎬ男女合计共 １５５０ 人ꎬ归国后上交护照者有 ９２６ 人ꎮ 因此ꎬ１８８０ 年留在

中国的日本人数量是 ６２４ 人ꎬ即用申领护照人数减去归国后上交护照人数ꎬ算上 １８７６ 年以前滞

留在中国的人数ꎬ加起来应该是 ７００ 人左右(归国后不主动上交护照者比较多ꎬ所以实际留在中

国的人数远没有那么多ꎮ 关于此ꎬ福泽加了备注)ꎮ 与此相比较ꎬ１８８０ 年在日本的外国人数为:
中国人 ３７３９ 人、英国人 ９３３ 人ꎮ 由于中国人本身基数比较大ꎬ如果这个人数算作“例外”的话ꎬ
那么ꎬ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和留在日本的英国人相比较ꎬ“谁在关心参与国外之事、谁在利用交通

之便”一目了然ꎮ
当然ꎬ福泽也知道ꎬ当时的中国政局不稳ꎬ带有风险ꎮ 尽管如此ꎬ福泽还是大力推行鼓励措

施ꎬ鼓励日本人去中国ꎮ 在他看来ꎬ“我邦之有为青年”要么“忙于谈论政事”ꎬ要么“斤斤计较局

部之利害”ꎬ如果他们能够打开视野去“天赋之富国”中国的话ꎬ“对内可以减少兄弟阋于墙的争

论ꎬ上下朝野ꎬ均为自由而运动ꎻ对外ꎬ可以扩大市场密切邻国之关系”ꎮ
«鼓励中国之行»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后的翌年ꎬ即 １８８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福泽谕吉再次以«扩

大与中国之贸易甚为紧要»为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福泽谕吉全集»未收录)ꎮ 其内容

如下:
　 　 中国作为世界之大国ꎬ地广人多ꎬ古今万国能与其媲美者甚少ꎮ 尤其是我日本与其一衣

带水ꎬ在蒸汽时代之今日往来交通甚为便利ꎮ 于社会、政治、商业ꎬ日中两国关系愈加紧密是

不争之事实ꎮ
那么ꎬ时下日本人是否在努力了解、认识关于中国的事情? 答案是否定的ꎬ甚至可以说ꎬ

“我们日本人对中国之事无视之态度过甚ꎬ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商业上ꎬ对现在的中华帝

０８

①

②

③

关于福泽的贸易论相关文献ꎬ有千种义人«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 (东京:同文馆出版ꎬ１９９３ 年)、藤原昭夫«福泽谕吉的

日本经济论»(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ꎬ１９９８ 年)等ꎮ
«时事新报»的社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ꎮ ①福泽独自执笔撰写全文ꎻ②福泽口述由社论记者整理ꎬ最后福泽修改ꎻ③

记者独自起草ꎬ最后福泽校正(福泽谕吉事典编辑委员会编«福泽谕吉事典»ꎬ东京:庆应义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９５ 页)ꎮ 福泽生前所

发表的«时事新报»社论和相关漫谈论题一栏均收自同一事典ꎮ
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 ９ 卷)ꎬ东京:岩波书店ꎬ１９６０ 年ꎬ第 ９１~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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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试图了解认识从而为我国所用之心甚为淡薄”ꎮ 从当年的“外国贸易表”可以看出ꎬ当时

日本的进出口总额每年达到 ６６００ 万日元ꎬ其中出口中国为 ５３０ 万日元ꎬ从中国进口为 ６３０
万日元ꎬ进出口合计为 １１６０ 万日元ꎬ与中国的贸易占到日本国外贸易总额的近五分之一ꎮ
但是ꎬ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日本商人状况是ꎬ“除去上海一港外ꎬ约 ４００ 余州不见其影是不争

之事实”ꎮ
当时日本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干鱿鱼、海带、鲍鱼、干海参、琼脂、干鱼等海产品ꎮ

社论认为ꎬ应该将其贩卖渠道扩大到长江中游区域城市ꎬ以求改变现状ꎮ 为何要选择长江流

域ꎬ原因在于ꎬ“长江是当时通往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ꎬ其两岸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等地ꎬ这些地方被称为中国一等富庶之地ꎬ是贸易重心之所在”ꎮ 社论认为ꎬ特别是“像汉

口人口六十万之大都市ꎬ乃长江流域一流之中心市场ꎬ是最重要之地ꎮ 日本海产品如能经销

到此地ꎬ市场之扩大成果甚丰则是毋庸置疑”①ꎮ
１８８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和 ２３ 日ꎬ福泽谕吉连续两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论中国贸易之可

能»ꎬ主张采取措施扩大对中国海产品的出口(«福泽谕吉全集»第 １０ 卷收录)ꎮ 他在社论卷首

说ꎬ“日本应以贸易立国ꎮ 兴物产而促制造ꎬ扩大与欧美诸国之贸易为强国之本ꎬ此乃为我辈之

所见”ꎬ“商业获利渠道甚为复杂ꎬ不能依赖单一区域ꎬ与西洋之远洋贸易固然重要ꎬ然与东洋之

贸易亦不能忽视之ꎬ此乃利之所在”ꎮ 除此以外ꎬ福泽还说道ꎬ“日本对中国之贸易ꎬ未来如能有

扩大之势ꎬ必能使贸易大增ꎬ实乃国力增强之幸”ꎮ 根据福泽的观点ꎬ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四点预

测与中国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可能ꎮ
第一ꎬ“距离近往来便利自由”ꎮ 一般来说ꎬ客户距离越远ꎬ越对对方不了解ꎬ越容易产生各

种分歧和损失ꎬ“日中两国一衣带水”ꎬ与欧美贸易相比ꎬ与中国贸易“省时省力省钱ꎬ商业损失风

险小”ꎮ 原本日中贸易多是水产、铜和煤炭等ꎬ福泽在将来的可预测商品利润中也没有提及日本

与欧美诸国间的主打贸易产品生丝和茶叶ꎬ尽管如此ꎬ他仍然认为“从距离近ꎬ往来便利自由这

一点来看ꎬ和中国间的贸易毫无疑问有利可图”ꎮ
第二ꎬ“港口多市场广阔”ꎮ 比如说ꎬ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海产品在运到上海后ꎬ可以进一步

分散到中国各地的市场ꎮ 根据某项调查ꎬ鲍鱼会销往福建、浙江、直隶、江苏、四川、江西、湖北、河
南、山东、广东、云南等十一省ꎬ干鱿鱼销往广东、云南、江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四川、河南、
陕西十省ꎬ合计贸易额达到 ８０ 万日元ꎮ 这个金额与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 ５３０ 万日元相比

不能说是小数目ꎬ但是如果被中国十省平均的话ꎬ一个省只有区区 ８ 万日元ꎮ 不仅如此ꎬ中国一

个省的平均人口要达到 ２ 千万人到 ３ 千万人ꎬ几乎相当于一个国家ꎮ “如此人口众多之国ꎬ来自

日本的水产鲍鱼销量只有区区八万日元ꎬ以后绝无供大于求之忧”ꎬ福泽还表示ꎬ与中国的贸易

“大有前途、大有余地、大有希望”ꎮ
第三ꎬ“货物非一时流行之品”ꎮ 当时ꎬ日本出口到欧美的商品除了生丝和茶叶外ꎬ还有陶瓷

和手工艺品等杂货ꎮ 这些商品ꎬ不是“欧美人的必需品”ꎬ“作为时尚ꎬ只是供当时的绅士室内装

饰点缀之用ꎬ物以稀为贵ꎬ把玩所需”ꎮ 且这些商品“随着贩卖量之增加ꎬ商品稀缺性渐失ꎬ价格

随之而降ꎮ 当其他竞争者进入ꎬ市场扩大ꎬ商品数量增加之时ꎬ即是市场萎缩之时ꎮ 日本商人艰

难开辟之市场会再度缩小”ꎮ 这都是当时不得不面临的“困难”ꎮ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扇子ꎮ 当

时在美国ꎬ日本的扇子是紧俏商品ꎬ美誉度极高ꎬ１８８０ 年出口额一度达到 １７ 万日元ꎬ当时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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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都看中这个市场ꎮ 随着供给增加ꎬ扇子“不再流行”ꎬ加之法国也开始出现扇子的仿制品ꎬ日
本的扇子出口额从 １８８１ 年的 １０ 万日元到 １８８２ 年的 ８ 万日元ꎬ再到 １８８３ 年的 ４ 万日元ꎬ每年都

急剧下降ꎮ 与此相反ꎬ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海产品ꎬ它们是“日常消费之所在”ꎬ“若诚实交

易ꎬ待五年乃至七年ꎬ随渠道之明确ꎬ日本出口之常用销售渠道可期也”ꎮ
第四ꎬ“货物生产容易”ꎮ “日本四面环海ꎬ所到之处均是河海港湾ꎬ水产之物比比皆是ꎮ 日

本固有饮食习惯ꎬ食物之十之八九为水产鱼类”ꎬ水产品的“生产加工之便利”实非难事ꎮ 对于中

国而言ꎬ“总体来讲是内陆国ꎬ尤其其内地远离海岸千里乃至两千里ꎬ水产之美味自出生起就无

从品尝之民众”众多ꎬ因此ꎬ“唤起水产美味之欲望ꎬ让其卧床思念其味而不得入睡”ꎬ让这些民众

达到这种程度的话ꎬ“东洋日本之贸易ꎬ必定开创新局面ꎬ获取之利润古今不能比拟亦未必不可

期也”ꎮ
基于以上理由ꎬ福泽主张应该加大气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ꎬ他还认为同中国的贸易不仅仅在

于获得商业上的利益ꎮ 也就是说ꎬ“日中间商业利益之关系ꎬ在今日国交之冷淡之际ꎬ和政治军

事关系一样均能成为决定因素”ꎬ他期待ꎬ贸易会给因朝鲜问题而日渐冷却下来的日中关系带来

转机ꎮ①

在«论中国贸易之可能»刊载三个月之后ꎬ«时事新报»又刊登了以«英语和中国语»为题的

社论ꎮ 在社论开首ꎬ福泽这样说:“日本人富必致国力强ꎮ 国权之伸缩ꎬ国力之强弱ꎬ唯在财富之

多少ꎮ 日本国欲在今之世界与西洋诸国平等交往ꎬ必先发展繁荣工商业ꎬ扩大产业发展开拓海外

贸易ꎮ”为了繁荣海外贸易必先通国外语言ꎬ那么首先学习哪国语言ꎬ“毫无疑问是英语ꎮ”这是因

为在海外贸易市场中ꎬ不仅“找不到不说英语的地方”ꎬ而且“现在日本国的开放港口中ꎬ即便仅

有五处ꎬ如果不使用英语”就基本不可能做成业务ꎮ
那么ꎬ日本人除了需要学习英语外还要学习哪门语言? 福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汉语ꎮ 之所

以如此ꎬ那是因为“现在日本与诸国之贸易ꎬ年约七千万日元ꎬ与中国之贸易约一千二百万日元ꎬ
即占据日本贸易总额之六分之一ꎮ 日本通商国有二十余ꎬ除去英吉利与美利坚两国ꎬ唯有中国最

为重要”ꎮ 不仅如此ꎬ“中国的年度国外贸易总额高达二亿乃至二亿五千万之多”ꎬ日本要把现在

的贸易额提高三倍、五倍不是难事ꎮ 但目前的情况是ꎬ日本从中国进口砂糖和棉花ꎬ却未见为此

而赴中国去采购的日本商人ꎬ出口到中国的海产品ꎬ也是“全权交给中国商人”ꎬ今后ꎬ“日本人欲

赴中国内地开展贸易ꎬ必学中国语ꎬ而且要精通善说”ꎮ
当然ꎬ中国人中也不乏“英语熟练者”ꎮ 但是ꎬ那仅限于“该国开放港口或在日人员”ꎬ“欲知

内地情景ꎬ抑或贸易之需要ꎬ必与中国人交往ꎬ与中国人交流ꎬ循环往复于中国ꎬ无他”ꎮ 福泽认

为ꎬ学习汉语不仅是对中国贸易所需ꎬ与西洋开展贸易ꎬ汉语学习也是“不容忽视之急务”ꎮ 为什

么这么说? “日本国产引以为傲之产品ꎬ眼下唯有生丝、茶二品”ꎬ“此二品在中国对西洋贸易中

数额巨大”ꎬ“中国具有可以左右国外市场之力量ꎬ此力量强于日本数倍ꎬ中国内地本年度茶叶生

产情况如何ꎬ生丝收成如何”ꎬ所有这些都必须掌握了解ꎮ 换言之ꎬ“中国不仅是日本之合作伙伴

有依靠之谊ꎬ还是竞争对手必存畏惧之心”ꎬ因此ꎬ日本商人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还必须学好

汉语ꎮ②

在«英语和中国语»发表在«时事新报»的前一年ꎬ即 １８８３ 年ꎬ象征井上馨外务卿西化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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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馆在东京落成ꎮ 在鹿鸣馆ꎬ接待过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而邀请来的外国贵宾和上流社会人士ꎬ
甚至为他们举办过社交舞会ꎬ在那种西化政策推行的时代背景下ꎬ福泽仍然提出有必要扩大对中

国贸易ꎬ并学习该国语言的观点ꎬ实在令人惊叹ꎮ 关于«英语和中国语»的主张ꎬ我们可以推测ꎬ
福泽实际上是在影射ꎬ他认为ꎬ一个国家的“文明”不在于政府当局建造像鹿鸣馆那样的豪华场

所ꎬ而在于民间从事商业的人群中蕴藏多少财富ꎮ
附带介绍一下ꎬ早在 １８８０ 年 １ 月ꎬ福泽在庆应义塾就开设了教授汉语的会话和时事文章的

“中国语科”ꎮ 成立之初聘请的中国人教师名为龚思録ꎬ还把庆应义塾毕业、当时在北京公使馆

做翻译见习的金子弥平也聘请过来ꎮ 最初学生有 ４０ 名左右ꎬ龚思録和金子弥平两人约一年后辞

职ꎬ后由张泚肪和鉅鹿赫太郎继任ꎮ 但是ꎬ张泚肪半年后也回国ꎬ出生于浙江省的郭宗仪继任ꎮ
龚思録和张泚肪教的是北京官话ꎬ而郭宗仪操着一口南方口音ꎬ学生发音方面出现混乱ꎬ１８８１ 年

该专业被迫关闭ꎮ 虽然短暂ꎬ但是“中国语科”是庆应义塾早期所设置的专业ꎬ通过这件事也能

看出福泽很早就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了ꎮ①

二

１８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和 １４ 日ꎬ以«中国贸易»为题的社论连续两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福
泽谕吉全集»未收录)ꎮ 在社论开首ꎬ记载了以下之事:近来ꎬ大阪商人为了日中间进出口贸易ꎬ
组织成立了“东亚贸易商会”ꎬ该商会在天津开了分店ꎮ 德国的克虏伯商会和英国的“某商会”互
相竞争互相牵制ꎬ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开平(今唐山市)到天津间铺设铁路的订单ꎬ铺设铁路所

需枕木由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来供货ꎮ 社论认为获得这样扩大商机的机会“值得可喜可贺”ꎬ同时

又提出勿忘之前数次“在南中国的贸易中每次失败的案例”ꎮ
为什么之前日本人在和中国人的贸易中没有大获成功? 该社论认为主要原因是ꎬ“在从事

贸易的商人中没有合适人选”ꎮ 也就是说ꎬ在此之前ꎬ日本人在和中国人做贸易时还是采取和欧

美人做贸易一样的方式ꎬ依靠“书生气人物”ꎬ他们熟练掌握“英语”ꎬ知道“万国形势”ꎮ 他们到

上海或香港后ꎬ直接学习当地的英国商人做法ꎬ“做大门面ꎬ装修豪华ꎬ尽享美食ꎬ注重交际ꎬ所谓

儒商绅士气十足”ꎮ 但是ꎬ反观中国人ꎬ“不在意粗茶淡饭衣着简朴”ꎬ更擅长“卖之时耐心周旋买

之时巧砍价格”ꎮ 能和中国人“抗衡”的要算德国人了ꎬ英国人也要被中国人“压制”ꎬ日本人很像

英国人ꎮ 社论又说:“今后在和中国做贸易时ꎬ不要选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书生气人物ꎬ必须

选用能节俭、能忍耐粗衣淡饭ꎬ不在意豪华门面外表ꎬ深谙世事、具有生意经的人ꎮ”
在谈到选用“合适人才”从事中国贸易时ꎬ该社论在关于“商业上的安排”方面提出三点要

求:第一ꎬ要慎重考虑出口“商品”和“销售区域”的“比例”ꎮ 这一点在前面«论中国贸易之可能»
一文中已有说明ꎮ 当时的日本商人ꎬ缺乏“团结一致高瞻远瞩共同牟利之习惯”ꎬ“在海外贸易中

一旦有利可图就都去争抢出口”ꎬ从而导致价格战ꎬ“出现粗制滥造之品ꎬ致声誉尽失最终同归于

尽之例”不在少数ꎮ 在«论中国贸易之可能»社论中举出的是出口到美国市场的日本扇子例子ꎬ
而在«中国贸易»中是关于火柴的例子ꎮ 当时ꎬ中国对日本生产的火柴需求不断ꎬ新燧社生产的

火柴质量仅次于德国造ꎬ虽然价格高(德国造一捆 ２８.９ 美元ꎬ新燧社造一捆 ２４ 美元左右ꎬ其他欧

洲造一捆 １７.８ 美元)ꎬ但是口碑很好ꎮ 结果ꎬ日本商人听到火柴出口能赚大钱后ꎬ都去生产火柴

出口到中国ꎬ造成供给过剩ꎬ出口火柴里面还有部分“劣质品”ꎬ因此ꎬ造成的后果是ꎬ“日本火柴

３８
①庆应义塾史事典编辑委员会:«庆应义塾史事典»ꎬ东京:庆应义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质量不好ꎬ最终被排斥淘汰”ꎮ 该社论在介绍这个事例的同时ꎬ对此表示惋惜:“若我国出口商品

无粗制滥造之品且出口额度有限制的话ꎬ那将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顶级商品ꎮ”同时ꎬ在和中国贸

易中ꎬ还提出了一个建议ꎬ那就是“根据不同商品种类ꎬ可以先摆放样品ꎬ待有顾客需求后再调

货”ꎮ
第二ꎬ“大额商品出口时要做好转换市场的准备”ꎮ 日本人大概是尚未适应“海外地理及市

场情况”ꎬ向国外出口商品在当地销售不好时经常会“含泪大甩卖”ꎮ 例如ꎬ１８８４ 年ꎬ由于国内经

济不景气ꎬ大阪商人把在国内卖不动的“甩卖品”伊万里和九谷的陶器出口到香港ꎬ在当地也是

销售不佳ꎬ“一对几百日元”的花瓶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迫降价ꎮ 然后ꎬ一直在等待降价的外

国商人把商品一扫而空ꎮ 外国商人完全是为了转卖而购买ꎬ购买之后他们再把商品转卖到上海、
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乃至墨尔本、悉尼等地ꎮ 该社论对日本商人提出了同样要求ꎬ如果在

香港卖不动ꎬ要寻找到其他市场转卖的“时机”ꎮ
第三ꎬ“商品设计要符合消费者需求”ꎮ 由于中国人“比较保守ꎬ墨守固有传统”ꎬ所以作为卖

方的日本人需要考虑“买方”需求ꎬ在“投其所好”上下功夫ꎮ 举的具体例子是ꎬ日本出口的扇子

由于比较小ꎬ不适合中国男性使用ꎮ 扇子由日本的“寻常卖书画家”作画ꎬ即使运用“芋山罗列ꎬ
蚯蚓并行”之手法ꎬ也只不过是“徒增笑话”ꎮ 从北海道出口的罐头ꎬ外包装贴着白底黑字的商

标ꎬ这种配色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ꎮ 与此相反ꎬ用红纸包着的挂面ꎬ火柴外边包着的五色纸却极

受欢迎ꎮ 以上所举事例只不过是关于中国贸易需要注意的“管中窥豹”ꎬ“中国幅员辽阔ꎬ南北方

人民风俗习惯各异ꎬ作为商人应该更加详细探索其商业之道”①ꎮ
１８８７ 年 ８ 月 ５ 日«时事新报»刊登了«日本桑蚕家不应忘记与中国之竞争» («福泽谕吉全

集»第 １１ 卷收录)一文ꎬ文中呼吁大家要对中国这个竞争对手引起注意ꎮ 在该文开头部分介绍

了流传在坊间的一些论调:近年来由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诸国“大力鼓励桑蚕业”ꎬ所以ꎬ“西洋

生丝产业会更加发展繁荣ꎬ从而会抑制东洋的供给ꎬ东洋生丝要迎来低谷期”ꎮ 但是ꎬ福泽对此

却并不悲观ꎬ他认为“日本的桑蚕绝不应担忧在西洋的未来”ꎮ 因为ꎬ“日本百货皆廉ꎬ西洋实乃

难以竞争”ꎬ不仅如此ꎬ单凭“光泽和韧性二点”ꎬ日本产的生丝就远超西洋ꎮ
然而ꎬ福泽认为ꎬ日本的“养蚕制丝家”不要忘记ꎬ“最恐怖的竞争对手在邻国中国”ꎮ 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ꎬ“东洋有适合蚕业发展之气候土壤ꎬ然中国与日本共享此优势”ꎬ“其国土更宽广

其生产更具无限可能”ꎬ而且ꎬ“其工钱低且民众有不厌劳动之风气”ꎬ这些都是优于日本的条件ꎮ
前些年ꎬ富冈制丝场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去上海制丝场做了试验ꎬ发现ꎬ“无论是光泽还是韧性ꎬ
日本丝几乎完败给中国”ꎮ 十年前ꎬ在美国市场ꎬ中国生丝出口量为八九千俵(计量单位ꎬ１ 俵约

６０ 公斤)ꎬ日本生丝出口量约为八九十俵ꎬ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ꎮ 在仅不到十年时间就增加到了

一万七八千俵ꎬ那完全是“率先进行技术改良之结果”ꎮ 但是ꎬ近年来ꎬ中国的“机器缫丝”量逐年

增加ꎬ又逐渐解决了“狡猾的商人”在生丝里掺杂假货之现象ꎬ因此ꎬ中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

手”ꎮ 因此ꎬ福泽说ꎬ“日本应抢占先机尽最大之力扩大市场ꎬ巩固己方之优势ꎬ实乃当下之急

务”②ꎮ
同月末ꎬ刊登的题目为“中国新设立银行对日中贸易之影响”(１８８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福泽谕吉

全集»未收录)的社论ꎮ 该社论指出ꎬ清政府筹划和美国实业家合作ꎬ大规模开设银行ꎮ 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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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ꎬ银行初期资本金为一千万两白银ꎬ四分之三股份为美国和中国商人持有ꎬ剩下的二百五十

万两为清政府持有ꎬ清政府持有的资金是由“美国富商米建威氏”(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以低利息提供的ꎮ
银行“总经理”自然为李鸿章担任ꎬ“米建威氏”派人参与监督管理ꎮ 根据«最近之报»消息ꎬ这个

计划由前驻英大使曾纪泽在伦敦和美国人以整顿“内约”而开始ꎬ业务涉及到“陆军海军铁路电

信疏水运河造币造船乃至国库及各省现金管理”ꎮ
在日本ꎬ关于中国设立银行ꎬ各方议论纷纭ꎮ 有人认为“西洋诸国欲干涉中国之内政ꎬ恐在

东洋重蹈土耳其、埃及之覆辙ꎬ实乃大祸”ꎬ也有人认为ꎬ“财政税法紊乱”之清朝国家ꎬ导入“秩序

井然制度严明西洋流之银行”岂不是“更加混乱”ꎮ 但是ꎬ该社论却认为ꎬ“作为局外人的日本人

应该祝愿新开设的银行能够按照预期达成目的ꎬ同时日本人亦可共享其便利”ꎮ 之所以有如此

主张ꎬ那是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国家意义上的银行”ꎬ都是“各自为战各为己利之私立银号”
来开展银行业务ꎬ外国商人一般不会享受此便利ꎮ 此次设立之银行可以方便在中国内地广泛开

展业务ꎬ从而获取“特许自由”ꎬ“内通外联之银行”很有可能就此诞生ꎮ 社论还期望通过银行来

改革中国币制ꎮ 目前ꎬ“现行的货币银两由于是天然银块ꎬ买卖皆不便”ꎬ除此之外ꎬ还“真假伪造

同在”ꎬ同时中国商人在交易时还要把银两重新铸造再交给银号ꎬ为此还要鉴定ꎮ 如果新设立的

银行能够渐进改良中国货币制度ꎬ则会给“一衣带水之我日本商人之商业利益”带来重大利好ꎮ
不仅如此ꎬ社论还认为ꎬ再加上“铁路电信之便利”ꎬ会对中国内地的贸易“理所当然带来非常进

步之势”ꎬ日本人也应该做好准备ꎬ“不落后于西洋人逐利中国中原”①ꎮ
次月月末ꎬ«时事新报»上刊载«日本中国之贸易»文章(１８８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福泽谕吉全集»

未收录)ꎮ 该文论及到中国独有的“厘金税”ꎮ 在文章开头ꎬ列出了从 １８７７ 年到 １８８６ 年间的日

中贸易统计ꎬ从中可以看出ꎬ在这期间贸易额基本翻了一倍:
日本出口到中国　 ４ꎬ１８５ꎬ９４２ 日元(１８７７ 年)　 　 ９ꎬ０７９ꎬ２１３ 日元(１８８６ 年)
中国从日本进口　 ４ꎬ５７６ꎬ２０３ 日元(１８７７ 年)　 　 ７ꎬ１０６ꎬ５６４ 日元(１８８６ 年)
合计　 　 　 　 　 　 ８ꎬ７６２ꎬ１４５ 日元(１８７７ 年)　 １６ꎬ１８５ꎬ７７７ 日元(１８８６ 年)
在公开这些数据后ꎬ社论认为ꎬ“中国国土广大其海岸少ꎬ故水产渔业货物匮乏”ꎬ为此ꎬ“让

该帝国四亿人口对海产物之需求达到厌倦程度尚需数年或更久远ꎬ日本国扬此优势销售国产之

物其利大焉”ꎮ 但是ꎬ其中一个阻碍是“被称为厘金税的一种变相课税”ꎮ 在中国各省均以厘金

税之名征收税赋的极端情况下ꎬ国外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时已被征税十余次ꎮ 而且由于厘金税

“在税率和可征收次数方面变化不定”ꎬ西洋商人苦不堪言ꎮ 前年ꎬ英国借在云南传教士被杀之

机ꎬ发起改革厘金税的谈判ꎬ与中国签订了“半口税”的税则协议ꎮ 主要内容是ꎬ在增加海关税率

五成的前提下ꎬ取消厘金税ꎬ如此ꎬ进口商人就能看到进口商品之未来ꎬ贸易额也随之增加ꎮ 社论

认为ꎬ“日本和中国的条约虽和西洋诸国在中国利益有不同ꎬ通商自由对日中双方皆有利之前提

下ꎬ早晚日本人亦可免受厘金税之束缚ꎬ从而获得内地通商之自由”ꎮ
该社论还对从事中国贸易的日本商人提出以下希望ꎬ“查探彼国商务之事情ꎬ再行以实地之

考察”ꎮ 之所以这么说ꎬ是因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存在变通之则”ꎬ即便推行“文明之商规则”ꎬ然
“他们变通之则包罗万象ꎬ进退自由”ꎬ被套牢其中之事不在少数ꎮ 虽说日中贸易总额在十年间

由 ８７６ 万日元倍增到 １ꎬ６１８ 万日元ꎬ但生意失败之日本商人颇多ꎮ 其失败原因大都是因为ꎬ“对
彼国人之商务习俗知之甚少ꎬ带些许资本宁信文明之信用”ꎮ “从函馆到横滨ꎬ在日本开放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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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日本物品后将其出口之人ꎬ十之八九为中国人ꎮ 日本人对于近在眼前之对手毫无防范ꎬ抓住机

会还是要走出国门”ꎬ虽然有此建议ꎬ但是ꎬ“我辈即使听闻此说亦无意去留中国”ꎮ 中国人在日

本购买日本物品ꎬ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去中国销售物品的话ꎬ“日中贸易之盛大可期也”ꎮ 所以ꎬ日
本人去中国ꎬ加深认识其“国情”就显得非常有必要①ꎮ

结语

福泽谕吉认为ꎬ国家富强必须要繁荣贸易ꎬ中国与日本地缘接近ꎬ国土辽阔人口众多ꎬ是不可

多得的市场ꎮ １８８０ 年代ꎬ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干鱿鱼和鲍鱼之类的海产品ꎬ福泽认

为ꎬ海产品出口不能完全依靠中国商人ꎬ建议日本人应去中国内陆直接销售(«论中国贸易之可

能»)ꎮ 自打出生以来从未吃过海鲜的中国内陆民众ꎬ吃上日本的鱿鱼和鲍鱼后是否觉得这是

“美味”呢? 福泽谕吉是否说过此话ꎬ不得而知ꎬ他的确说过ꎬ日本人为了扩大销路ꎬ需要学会说

汉语ꎬ而且很有必要ꎮ 在当时政府完全推行西化政策时ꎬ这个主张可以说是对政府的一种隐形批

判ꎮ 另一方面ꎬ围绕向欧美出口的生丝和茶叶ꎬ福泽认识到ꎬ日本和中国是竞争与合作关系ꎬ但在

能够左右国外市场的力量方面ꎬ中国要强于日本数倍(«英语和中国语»)ꎮ 另外ꎬ他同时指出ꎬ为
了更加认识了解中国内地情况ꎬ汉语知识不可或缺ꎮ

顺便提一下ꎬ笔者 １９９２ 年进入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学习时ꎬ选择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ꎬ当
时ꎬ绝大多数学生还是选择德语或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的ꎮ 然而ꎬ２５ 年后的今天ꎬ听说欲选择汉语

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是最多的ꎮ 可以说ꎬ福泽谕吉的主张经历百年洗礼后终于在今天结出硕果ꎮ

Ｈｏｗ Ｆｕｋｕｚａｗａ Ｙｕｋｉｃｈｉ ａｒｇｕ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Ｊｉｊｉｓｈｉｎｐｏｕ

Ｈｏｒｉꎬ Ｋａｚｕｔａｋａ１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Ｓｕｎ Ｓｈｏｕｆｅｎｇ２

(１.Ｆｕｋｕｚａｗ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Ｋｅ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ｕｋｕｚａｗａ Ｙｕｋｉｃｈｉ’ 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ｏ ｅｒａ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ｉｊｉ ｅｒａ. Ｂｕｔ ｈ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ｈｉｓ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ｎｏ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ｂｅ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ｉｊｉ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ｈｉ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ａｔｓｕ －Ａ Ｒｏ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ｉｎ ｈｉｓ
Ｊｉｊｉｓｈｉｎｐｏｕꎬ ｗｅ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ｆｉｎｄ ｌｏ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 Ｈｉ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ｉｎａ ｎｏ Ｂｏｕｅｋｉ ｎｉ Ｎｏｚｏｍｉ Ｎａｋｉｎｉａｒａｚｕ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ｉｇｏ ｔｏ Ｓｈｉｎａｇ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ｈｉ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ｕｋｕｚａｗａ ＹｕｋｉｃｈｉꎻＪｉｊｉｓｈｉｎｐｏｕꎻ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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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关系:
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

∗①

张　 莉１　 赵景欣２　 张文新２

( １.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以 ４５６ 名服刑青少年为被试ꎬ采用问卷法ꎬ探讨了青少年服刑后的积极情绪、人际协助与其心理症

状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ꎮ 研究结果表明:(１)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比较突出ꎬ其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敌对、偏执因子上检出为阳性ꎻ(２)服刑后的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症状ꎻ(３)人际协

助在积极情绪和心理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ꎮ 这表明ꎬ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既可以直接降低其服刑期间

的心理症状ꎬ又可以通过提升其人际协助来改善心理症状ꎮ
关键词:　 服刑青少年ꎻ积极情绪ꎻ人际协助ꎻ心理症状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８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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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５
作者简介:张莉(１９８２—　 )ꎬ女ꎬ山东聊城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ꎬ博士ꎻ赵景欣(１９８０—　 )ꎬ女ꎬ山东青州人ꎬ山

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ꎬ博士ꎻ张文新(１９６２—　 )ꎬ男ꎬ山东青州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
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ＺＲ２０１３ＣＱ０１０)ꎻ山东省“十二五”特色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

助ꎻ山东省应用基础型特色名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项目ꎮ
②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ꎬ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０６ 页ꎮ
③Ｒｅｉｃｈꎬ Ｗ. Ａ.: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ｙｏｕｔｈ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４ꎬ ５３(３)ꎬ ２１１－２３０.
④Ｄｉａｎｎａꎬ Ｔ.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ꎬ Ｊ.ꎬ ＆ Ｐａｕｌꎬ Ｗ.: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４５(１－２)ꎬ １２３－１４８.
⑤赵美玉:«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心理健康现状及犯罪原因的对比研究»ꎬ«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ꎮ

一、引言

服刑青少年指已满 １４ 周岁至未满 ２５ 周岁的个体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触犯刑律的行为ꎬ依法

受到处罚ꎬ并在押服刑的青少年犯群体ꎮ②由于经历司法判决负性事件ꎬ再加上监狱特殊的生活

环境ꎬ服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巨大冲击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与普通青少年群体相比ꎬ较高

比例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ＳＣＬ－９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ꎬ并且在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等因子上

表现出阳性ꎮ③④⑤较高的心理症状水平不仅影响服刑青少年的狱内适应和改造ꎬ而且不利于他们

出狱以后的社会适应和良好发展ꎮ 因此ꎬ探讨降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水平的保护因素及其作

用机制对于改善服刑青少年在服刑期间的心理适应与生活状况ꎬ促进其刑满释放后的积极社会

适应具有重要意义ꎮ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ꎬ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ꎮ 所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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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一种暂时的愉悦ꎬ是个体对自己感兴趣事情的一种独特即时的反应ꎬ积极情绪与个体的身

心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ꎮ① 个体积极情绪体验的增加ꎬ消极情绪体验的减少均会降低个体的焦

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症状ꎮ 研究表明ꎬ在普通被试群体中ꎬ积极情绪体验的短时和长时变化均与

个体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焦虑和抑郁显著相关ꎬ积极情绪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的心理症

状ꎬ提升其幸福感水平ꎮ② 那么ꎬ对于生活在监狱环境中的服刑青少年来说ꎬ积极情绪是否在降

低其心理症状中发挥保护作用呢? 本研究拟对该问题进行探讨ꎮ
人际协助是指个体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获取帮助或进行情绪宣泄ꎬ代表着个体所获

的家庭以外支持力的高低ꎮ③ 在监狱这一限定自由的环境中ꎬ服刑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自

由地接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ꎮ 他们日常的人际互动对象主要是共同服刑的学员以及管教所的教

官ꎬ这也构成了他们获得人际协助的主要来源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个体所获取的人际协助水平与心

理症状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ꎮ④ 对于服刑青少年ꎬ教官和一起服刑的学员给予的人际协助可以

给他们带来安全感ꎬ甚至莫大的安慰ꎮ 这种安全感或者安慰对于降低乃至避免他们在服刑期间

的心理症状均有积极作用:一方面ꎬ它有助于服刑青少年更加客观地认清现状ꎬ以乐观心态面对

自己的狱中生活ꎬ并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憧憬ꎻ另一方面ꎬ它能够在服刑青少年遭遇压力时ꎬ帮助其

缓解甚至摆脱焦虑、抑郁、乃至恐惧等心理症状的困扰ꎮ 可以预期ꎬ服刑青少年入狱后获得的人

际协助是降低其心理症状的重要保护因素ꎮ
根据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扩大与构建理论”ꎬ积极的情绪体验ꎬ例如高兴、感兴

趣、满足、自豪和热爱等ꎬ能够扩大个体即时的思维－行动技能ꎬ其中不仅包括身体、智力等个体

内资源ꎬ也包括友谊、社会支持网络等人际资源ꎮ⑤ 这些人际资源的获得能够较好地缓解个体因

不能良好地应对压力而产生的心理症状ꎮ 研究表明ꎬ积极情绪和个体所获得的人际协助显著正

相关⑥ꎬ说明个体的积极情绪越多ꎬ越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人际资源ꎮ 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ꎬ限
制自由的监狱环境与单调枯燥的劳动改造等不利条件ꎬ虽然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情绪体验ꎬ但
是他们也有体验积极情绪的可能ꎮ 那么ꎬ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是否有助于服刑青少年获得来自

于教官和服刑学员更多的人际协助ꎬ进而降低其心理症状水平呢? 本研究拟对该问题进行探讨ꎮ
综上ꎬ本研究拟以心理症状作为服刑青少年监狱适应的指标ꎬ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作为其发

展资源的指标ꎬ主要探讨积极情绪降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机制ꎮ 具体研究问题如下:(１)服
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的基本状况ꎻ(２)积极情绪对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

的直接预测作用ꎻ(３)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中的中介作用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ꎬ Ｂ. 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ꎬ２００１ꎬ ５６(３)ꎬ ２１８－２２６.

Ｇｌｏｒｉａꎬ Ｃ. Ｔ.ꎬ ＆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ꎬ Ｍ.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ｐｉｎｇ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 ３２(２)ꎬ １４５－１５６.

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ꎬ«心理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ꎮ
李义安、张金秀:«高中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ꎬ«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ꎮ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ꎬ Ｂ. Ｌ.ꎬ ＆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ꎬ Ｃ.: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 Ｊ Ｍａｙｎｅꎬ Ｇ Ａ Ｂｏｎｎａｎｏ (Ｅｄｓ.)ꎬ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ＮＹ: Ｔｈｅ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
Ｓｔｅｐｔｏｅ ꎬ Ａ.ꎬ Ｄｏｃｋｒａｙꎬ Ｓ.ꎬ ＆ Ｗａｒｄｌｅꎬ Ｊ.: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２００９ꎬ ７７(６)ꎬ １７４７－１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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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ＸＸ 省 ＸＸ 监狱选取 ４５６ 名服刑青少年作为被试ꎬ其犯罪类型包括绑架、抢劫、故意伤害、
故意杀人、强奸和聚众斗殴等ꎮ 由于服刑青少年中女性数量较少ꎬ无法满足取样要求ꎬ因此本研

究中的研究对象全部为男性服刑青少年ꎮ 服刑青少年的年龄分布在 １５－２１ 岁之间ꎬ平均年龄为

１８.４４±１.２６ 岁ꎮ 服刑青少年的服刑时间分布为 ３－６９ 个月ꎬ平均为 ２１.８６±１１.７２ 个月ꎮ
(二)研究工具

１.积极情绪

采用陈文锋和张建新修订的积极情绪量表(中文版)①来测查青少年在服刑期间的积极情绪

状况ꎮ 该量表共包括 ８ 个题目ꎬ如“事事顺心”ꎮ 本量表采用 ４ 点计分ꎬ其中“１”代表“没有”、
“２”代表“很少有”、“３”代表“有时有”、“４”代表“经常有”ꎬ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

项条目进行评定ꎬ最后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均分ꎬ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情绪体验越积极ꎮ 本研究

中ꎬ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２ꎮ
２.人际协助

采用胡月琴等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②中的人际协助因子来测查青少年在服刑期间所

获得的人际协助情况ꎮ 该因子包括 ６ 个题目ꎬ如“我有困难的时候会主动找别人倾诉”ꎮ 本量表

采用 ５ 点计分ꎬ其中“１”代表“完全不符合”、“２”代表“比较不符合”、“３”代表“我说不清”、“４”
代表“比较符合”、“５”代表“完全符合”ꎬ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项条目进行评定ꎬ计
算所有项目的总均分ꎬ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服刑期间获得人际协助越多ꎮ 本研究中ꎬ该问卷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９ꎮ
３.心理症状

采用 ＳＣＬ－９０ 症状自评量表ꎬ测评个体的心理症状水平ꎮ 该量表包含 ９ 个维度:躯体化、强
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ꎬ共 ９０ 个项目ꎬ如“容易烦恼和激动”ꎮ 本量

表采用 ５ 点计分ꎬ其中“１”代表“没有”、“２”代表“轻度”、“３”代表“中等”、“４”代表“偏重”、“５”
代表“严重”ꎮ 计算项目得分的总和ꎬ得分越高ꎬ表示个体心理症状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７ꎮ
４.研究程序与处理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男性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ꎮ 由于服刑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ꎬ在具体施

测时ꎬ采用狱警组织ꎬ分管区进行的施测方式ꎮ 考虑服刑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偏低ꎬ施测时由主试

读题ꎬ被试统一作答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及 ＡＭＯＳ１７.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ꎮ

三、研究结果

(一)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心理症状和人际协助的特点及相关分析

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心理症状及其各因子上的均分和标准差见表 １ꎮ 在心理症

状上ꎬ服刑青少年的平均分为 １.９８ꎬ接近筛选阳性分 ２ 分ꎻ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总分为 １７８.１５
分ꎬ高于全国常模 １６０ 分ꎬ说明服刑青少年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心理症状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得
分高于 １６０ 分的被试 ２６２ 人ꎬ阳性检出率为 ５７.９６％ꎬ其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 ５
个因子上均分高于 ２ 分ꎬ表现出阳性ꎮ 在积极情绪上ꎬ服刑青少年的平均分 ２.８６ 分ꎬ最高分为 ４

９８

①
②

陈文峰、张建新:«积极 / 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的结构和效度»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ꎬ«心理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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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ꎬ最低分为 １ 分ꎬ这表明尽管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总体水平一般ꎬ但是仍有一些服刑青少年

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情绪ꎮ 在人际协助上ꎬ服刑青少年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ꎮ
表 １　 各变量的平均分和标准差

Ｍ ＳＤ
积极情绪 ２.８６ ０.５４
人际协助 ３.０７ ０.８０
躯体化 ２.０１ ０.７８
强迫 ２.２８ ０.７５

人际关系 ２.０５ ０.７６
抑郁 １.８９ ０.７２
焦虑 １.８９ ０.７４
敌对 ２.２１ ０.８８
恐怖 １.４８ ０.５５
偏执 ２.１１ ０.８１

精神病 １.９３ ０.６３
ＳＣＬ－９０ １.９８ ０.６２

服刑人员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和心理症状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２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服刑人

员的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显著正相关ꎬ与心理症状总分显著负相关ꎬ与心理症状各个因素均呈显

著负相关ꎻ人际协助和心理症状总成显著负相关ꎬ与心理症状各个因子也均呈显著负相关ꎮ
表 ２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积极情绪 １
２ 人际协助 ０.２５∗∗ １
３ 躯体化 －０.１５∗∗ －０.１２∗∗ １
４ 强迫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６８∗∗ １
５ 人际关系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６０∗∗ ０.７６∗∗ １
６ 抑郁 －０.２８∗∗ －０.１６∗∗ ０.６４∗∗ ０.７８∗∗ ０.８１∗∗ １
７ 焦虑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７１∗∗ ０.７８∗∗ ０.７７∗∗ ０.８２∗∗ １
８ 敌对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５９∗∗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６８∗∗ ０.７０∗∗ １
９ 恐怖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５６∗∗ ０.６４∗∗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６０∗∗ １
１０ 偏执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６９∗∗ ０.７４∗∗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６４∗∗ １
１１ 精神病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７５∗∗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７９∗∗ ０.６７∗∗ ０.６９∗∗ ０.７８∗∗ １
１２ ＳＣＬ－９０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８１∗∗ ０.８９∗∗ ０.７８∗∗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８５∗∗ ０.８８∗∗

　 　 注:∗ｐ < ０.０５ꎻ∗∗ｐ < ０.０１ꎻ∗∗∗ｐ < ０.００１ꎬ下同ꎮ

(二)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中的中介作用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

法进行检验ꎮ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ꎬ先检验积极情绪对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直接效应ꎬ然
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变化的显著程度ꎮ① 为了提高结构方程模

型估计的稳定性、指标数据质量和模型拟合程度ꎬ对于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两个单维变量采用随

机打包策略进入结构方程模型②ꎬ其中积极情绪变量打包后有两个指标ꎬ分别为 ｐ１ 和 ｐ２ꎻ人际协

助变量打包后形成 ｒ１ 和 ｒ２ 两个指标ꎻ心理症状的九个观测变量分别为躯体化(ｈ１)、人际关系敏

感(ｈ２)、强迫(ｈ３)、抑郁(ｈ４)、焦虑(ｈ５)、敌对(ｈ６)、恐怖(ｈ７)、偏执(ｈ８)和精神病(ｈ９)ꎮ

０９

①
②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ꎬ«心理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吴艳、温忠麟:«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题目打包策略»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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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积极情绪直接影响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模型(简称:直接作用模型)
和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影响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中介作用模型(简称:中介作用模型)分别进

行数据拟合ꎮ 模型拟合指标和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分别见表 ３ 和图 １ꎮ
表 ３　 结构方程的模型拟合指数表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ＣＦＩ Ｎ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直接作用模型 ３.４４ ０.９４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０７
中介作用模型 ２.５９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０６

从表 ３ 看ꎬ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理想ꎮ 从直接作用模型的结果来看ꎬ积极情绪可以显著负向预

测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β ＝ －０.２３ꎬ ｐ < ０.０１)ꎮ 从中介作用模型的结果看ꎬ加入人际协助以

后ꎬ积极情绪与心理症状之间的路径系数仍显著(β ＝ －０.１８ꎬ ｐ < ０.０１)ꎬ积极情绪对人际协助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 β ＝ ０.３５ꎬｐ < ０.０１)ꎬ人际协助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β ＝
－０.１３ꎬｐ < ０.０５)ꎮ 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ꎬ结果发现ꎬ在积极情绪→人际

协助→心理症状路径中ꎬ其 ９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置信区间为 [－０.１１ꎬ －０.０１]ꎬ置信区间不包括 ０ꎬ说明

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量为 ０. ３５ ×
(－０.１３)＝ －０.０５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２１.７４％ꎮ

图 １　 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中的中介作用

　 　 (注:括号中的值为积极情绪影响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直接作用系数ꎮ)

四、讨论

(一)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和心理症状的特点

研究发现ꎬ服刑青少年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上的得分较高ꎬ其中半数以上服刑青少年

的得分高于全国普通群体常模参照水平ꎬ尤其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几个因子上

表现为阳性ꎮ 这说明ꎬ服刑青少年的心理适应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ꎮ 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比

较突出可能是其在入狱前就存在某些心理问题ꎬ而心理问题恰是引发他们犯罪的原因ꎻ也可能是

犯罪行为作为负性刺激ꎬ导致他们表现出了某些心理症状ꎮ 无论上述哪种情况ꎬ处于限制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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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环境ꎬ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干预ꎬ会使他们的心理症状更为严重ꎮ 因此ꎬ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服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ꎬ定期组织专业人员评价和评估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水平ꎬ及时为

需要帮助的服刑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或辅导ꎬ并建立长期的、可追踪的心理健康档案ꎮ
本研究还探讨了服刑青少年在积极情绪上的特点ꎮ 研究发现ꎬ服刑青少年在入狱后ꎬ获得的

积极情绪体验偏少ꎮ 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ꎬ入狱服刑是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ꎻ与入狱前相比ꎬ入
狱后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许多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ꎬ甚至这些变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

间ꎮ 有研究表明ꎬ适度生活改变会激励人们付诸行动适应新环境ꎬ但过快、过大或过于持久的改

变容易超过机体自身的调控能力ꎬ造成适应困难ꎬ引起一系列生理与心理功能的紊乱ꎬ进而会使

个体产生较多的消极情绪体验ꎬ较少的积极情绪体验ꎮ①

在本研究中ꎬ服刑青少年的人际协助处于中等水平ꎮ 这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ꎬ已有研究显

示ꎬ服刑青少年入狱后ꎬ父母给予较高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ꎮ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处

境不利中的个体面对自己的环境容易产生自我诋毁ꎮ③ 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ꎬ监狱内限制自由

的处境不利环境带来的自我诋毁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自我接纳水平ꎬ而较低的自我接纳进一步影

响服刑青少年人际交往中的自信ꎬ使他们在困难面前不愿意主动向别人寻求帮助ꎮ 同时ꎬ社会对

于弱势群体的“污名”现象也会导致服刑青少年与亲人、朋友之间的隔离和疏远ꎮ 此外ꎬ监狱对

于服刑人员与外界沟通进行严格管制ꎬ并且沟通渠道不畅通ꎮ 上述因素都会对服刑青少年的人

际协助产生不利影响ꎮ
(二)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和心理症状的关系及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ꎬ积极情绪是降低个体心理症状的重要内部资源ꎮ④ 这一结果也在本研究中

得到了支持ꎮ 在本研究中ꎬ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心理症状ꎬ即服刑青少年

的积极情绪水平越高ꎬ其心理症状就越不明显ꎮ 这显示ꎬ尽管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在整体上偏

低ꎬ但是积极情绪在降低个体心理症状上的保护作用仍然适用于该群体ꎮ 因此ꎬ在实际工作中可

以通过发挥积极情绪的保护作用减少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ꎬ比如监狱管理部门尽可能丰富服

刑青少年的生活ꎬ鼓励服刑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ꎬ以增进服刑青少

年彼此的相互了解ꎬ帮助服刑青少年认识欣赏自我ꎬ悦纳自我ꎬ从而让其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不仅能够直接降低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ꎬ还可以通过

人际协助对降低其心理症状发挥作用ꎮ 该结果为积极情绪的扩展与建设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

持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积极情绪能增加个体对熟悉人的信任感⑤ꎬ还有益于友谊的发展⑥ꎮ 对于服刑

青少年来讲ꎬ入狱前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了严重挑战ꎬ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服刑青

少年维持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ꎬ保护他们已有的社会支持系统ꎮ 同时ꎬ积极情绪还能够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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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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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怡、姚本先:«生活应激研究现状与展望»ꎬ«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张莉、李静雅、赵景欣:«父母支持与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ꎬ«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ꎮ
Ｂｕｌｍａｎꎬ Ｒꎬ Ｊ.ꎬ ＆ Ｗｏｒｔｍａｎꎬ Ｃꎬ Ｂ.: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ꎬ ｓｅｖｅ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ｒｅａ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７７ꎬ ３５(５)ꎬ ３５１－３６３.
Ｚａｕｔｒａꎬ Ａ. Ｊ.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Ｌ. Ｍ.ꎬ ＆ Ｄａｖｉｓꎬ Ｍ. Ｃ.: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 ７３(２)ꎬ ２１２－２２０.
Ｄｕｎｎꎬ Ｊ. Ｒ.ꎬ ＆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ꎬ Ｍ. 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 ８８ꎬ ７３６－７４８.
Ｈａｒｋｅｒꎬ Ｌ.ꎬ ＆ Ｋｅｌｔｎｅｒꎬ 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１ꎬ ８０(１)ꎬ １１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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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帮助服刑青少年在监狱内与学员、警官进行良好互动ꎬ建立新的人际关系ꎬ从而帮助他们获取更

多的社会资源和支持ꎮ 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ꎬ已有社会支持网络的维护和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

立ꎬ均是他们在困难时获取支持、宣泄不良情绪的重要支持系统ꎬ这些人际资源能够增强服刑青少

年的狱内适应ꎬ进而降低其产生心理症状的可能ꎮ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ꎬ经历司法判决和监禁ꎬ尽管

服刑青少年的人际协助水平受到不良影响ꎬ但是在积极情绪状态下ꎬ他们仍然可以获取丰富的人际

协助资源ꎬ这种人际协助则能够成为降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重要保护资源ꎮ

五、结论

本研究关于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心理症状、人际协助基本状况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得

出如下结论:(１)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比较突出ꎬ尤其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上存

在较为明显的问题ꎻ服刑青少年获得的积极情绪体验偏少ꎬ而人际协助处于中等水平ꎻ(２)积极

情绪和人际协助能够负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ꎻ(３)积极情绪不仅能够直接降低服刑青

少年的心理症状ꎬ而且可以通过增强其人际协助来降低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ꎮ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Ｌｉ１ꎬ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ｘｉｎ２ꎬ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ｘｉｎ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ꎬ ４５６ ｍａｌｅ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１)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ｈａ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ｏｏｒ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ꎬ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 ２) Ｆｏｒ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ꎬ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ｏｔ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３)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ꎻ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ꎻ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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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依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基本框架»编制调查问卷ꎬ抽样调查山东省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

段共计 １６１８０６ 名中小学生ꎬ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发现:我国当前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总体不

高ꎬ中小学生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不均衡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５ 大核心素养随

学段的增长不断提升ꎬ而健康生活核心素养随着学段增长反而降低ꎻ男女生在各核心素养的发展表现各有优势

项ꎬ男生在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两大核心素养表现有明显优势ꎬ女生在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类核

心素养的表现有显著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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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ꎬ山东临沂人ꎬ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ꎻ毕华林(１９６５—　 )ꎬ男ꎬ山东威海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

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ꎻ卢姗姗(１９８６—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

科学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核心素养研制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ꎬｈｔｔｐ: / / ｅｄｕ.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９１４ / ｃ１０５３－２８７１４２３１.ｈｔｍｌ
②姜宇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实践途径与策略»ꎬ«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③辛涛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ꎬ«人民教育»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ꎮ
④左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际趋势:走向核心素养为本»ꎬ«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⑤辛涛等:«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特征及框架定位»ꎬ«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１　 研究背景

教育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正式颁布了«中国学生发生核心素养»(简称“文件”)ꎮ 文件指出ꎬ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ꎬ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３ 个方面ꎬ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
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 ６ 大素养ꎬ其中每个核心素养包括 ３ 个基本要点ꎬ共 １８ 个基本要

点ꎮ①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有关文件的颁布ꎬ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以“核心素养”发展为本的基础教

育改革阶段ꎮ②③以核心素养发展为本ꎬ也是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趋势ꎮ④⑤亚太经贸合作

组织(ＡＰＥＣ)、美国、加拿大、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
均明确提出了关于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ꎮ 尽管核心素养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首次提出ꎬ但并不

意味着之前的教育对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没有任何贡献ꎮ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之前的基础教育ꎬ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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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认为当前我国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起点水平为零ꎮ 事实上ꎬ核心素养旨在勾勒新时代新型

人才的形象①ꎬ文件的颁布进一步规定和明晰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ꎮ 因此ꎬ我
们需要深入了解当前我国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现状ꎬ分析我国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短板和

问题ꎬ从而找到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ꎬ探寻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有效

途径和方法ꎬ以保障教育改革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ꎮ

２　 研究的设计和过程

２.１　 研究目的和任务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ꎬ本研究的目的是调研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现状ꎮ 主要任务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
(１)开发测查工具ꎮ 由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刚刚提出ꎬ查找相关资料并没有发现现成的测

查工具可以应用ꎮ 因此ꎬ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ꎬ基于研究设计ꎬ开发中小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调查问卷ꎬ测查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ꎻ同时设计学生和教师访谈提纲ꎬ主要辅助分析

问卷调查ꎬ深入了解学生在各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情况ꎮ
(２)分析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水平ꎮ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面向我国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各个学段学生的ꎬ不同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水平不尽相同ꎬ培养策略

也有一定差异ꎮ 因此ꎬ充分了解各个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水平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学段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现状和规律ꎮ 本次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ꎬ了解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

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ꎬ并通过在三个学段分别选择学生代表进行访谈ꎬ深入了解其核心素

养发展的特点和规律ꎮ
２.２　 研究工具的设计

２.２.１　 工具开发过程

本研究所用工具的开发ꎬ具体步骤如下:
(１)明确核心素养的内涵ꎮ 在开发工具之前ꎬ首先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文件ꎬ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 ３ 个方面ꎬ对 ６ 个核心素养以及 １８ 条基本要点进行

解读ꎬ以理解和明确 １８ 条基本要点的主要表现描述ꎮ
(２)进行结构性访谈ꎮ 选择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共 ３７ 位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结构性

访谈ꎮ 访谈对象来自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小学ꎬ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
理、政治、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品德与社会等 １５ 个学科ꎮ 访谈的目的是了解不同学段、不
同学科老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情况ꎬ各学段学生在各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典型表现行为ꎬ以及他

们对学生各项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的初步估计和评价ꎮ 访谈结果主要是为调查问卷的编制提供支

撑素材ꎮ
(３)设计问卷项目ꎮ 结合对核心素养各基本要点的理解ꎬ将教师的访谈进行转录、梳理ꎬ联

系不同学段、不同学科教师描述的学生在各核心素养上的具体表现ꎬ针对每个核心素养的基本要

点开发相应的项目ꎮ 例如ꎬ “信息意识”这一基本要点主要表现描述包括ꎬ“能自觉、有效地获

取、评估、鉴别、使用信息”ꎬ直接将该描述列为问卷项目ꎬ势必会有不少学生特别是中低年级学

生难以对自己的实际表现准确评价ꎮ 访谈中有位老师提到ꎬ在“信息意识”方面ꎬ“学生通常会查

５９
①钟启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 挑战与课题»ꎬ«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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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所需要的信息ꎬ也就是说ꎬ查信息还是难不倒学生的ꎬ但是对于网络病毒没有防备意识ꎬ也不会

分辨垃圾信息”ꎮ 我们据此在“信息意识”测查部分编写了如下项目:“我会熟练地利用手机或电

脑搜索信息”ꎻ“在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时ꎬ我非常警惕网络病毒和垃圾信息ꎬ不随意登录一些陌

生网站”ꎮ 项目设计时尽量保证每条基本要点有 ３ 个以上的项目ꎬ并尽可能覆盖各要点的主要

表现描述ꎮ 问卷采用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五点量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ꎬ分
别计为 １ 分、２ 分、３ 分、４ 分和 ５ 分ꎬ反向题则反向计分ꎮ

(４)问卷效度的初步检验ꎮ 问卷初步编成后ꎬ请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学生各 １２ 名进

行试读ꎬ并根据试读情况适当修改一些语句表达ꎮ 请学科教学论的专家、中学各学科教研员、中
学高级教师等对开发的项目所测评的核心素养、项目的表述方式等方面进行检验ꎬ确保问卷设计

的内容效度和专家效度ꎮ
(５)进行试测ꎬ修订调查问卷ꎮ 将初步形成的测试问卷ꎬ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试测ꎮ 回

收到有效学生问卷 １８７０ 份ꎬ并对这些问卷的结果进行初步分析ꎮ 根据学生和教师的作答情况ꎬ
进一步修正问卷ꎮ 并再次交付专家讨论ꎬ最终修订确定正式测查工具ꎮ

２.２.２　 测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首先通过专家效度和分维度科隆巴赫 α 信度分析对各变量测查项目进行初步筛选ꎬ继而对

筛选出的项目进行因素分析ꎬ因素分析可以确定测查工具能够测量到的理论构念或特质的程度ꎬ
同时是对测查工具建构效度的较为严格的检验(王保进ꎬ２００２)①ꎬ即通过因素分析ꎬ我们可以明

确研究中所列题项是否能够测量出研究者想要测量的变量ꎮ 本研究基于试测对各观察变量进行

因素分析后ꎬ确定最终进入实际测查及结果分析的题项ꎮ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进行因素分析ꎬ以“科学精神”这一核心素养为例ꎬ

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科学精神”核心素养因素分析结果

题项 内容 因子负荷

Ｑ１１ 我会联系应用一些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生活现象和问题 ０.８０５

Ｑ１３ 在学习和研究中ꎬ我喜欢用事实和证据来说话 ０.７９９

Ｑ１４ 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时ꎬ我会类比运用所学内容寻找解决方法 ０.８４７

Ｑ１５ 我在学习和生活中ꎬ经常进行逻辑推理解决问题 ０.８４３

Ｑ１６ 我会对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疑问 ０.５７９

Ｑ１７ 在和他人讨论问题时ꎬ我一般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 ０.８００

Ｑ１８ 我解决问题时会多角度思考、选择最佳方案 ０.８４６

Ｑ１９ 对一些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我有好奇心ꎬ想去探究 ０.８０３

Ｑ２０ 遇到问题时ꎬ我能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 ０.８３３

特征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５.７４４

累积解释变量(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６３.８２７

６９
①王保进:«窗口版 ＳＰＳＳ 与行为科学研究»ꎬ台北:心理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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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试测修订ꎬ学生核心素养问卷总体信度为 ０.９４８ꎬ信度很高ꎮ 各因素变量具体的测查题

项分布及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问卷各核心素养变量测查工具的总体情况

核心素养 项目 因子负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值

人文底蕴 Ｑ１ꎻＱ２ꎻＱ３ꎻＱ４ꎻＱ５ꎻＱ６ꎻＱ７ꎻＱ８ꎻＱ９ ０.７０７－０.８５３ ０.８８６

科学精神 Ｑ１１ꎻ Ｑ１３ꎻＱ１４ꎻＱ１５ꎻＱ１６ꎻＱ１７ꎻＱ １８ꎻＱ１９ꎻＱ２０ ０.５７９－０.８４７ ０.８７４

学会学习 Ｑ２２ꎻＱ２３ꎻＱ２４ꎻＱ２５ꎻＱ２６ꎻＱ２７ꎻＱ２８ꎻＱ２９ꎻＱ３０ꎻＱ３１ꎻＱ３２ ０.４３３－０.８５１ ０.８５５

健康生活 Ｑ３３ꎻＱ３４ꎻＱ３５ꎻＱ３６ꎻＱ３７ꎻＱ３８ꎻＱ３９ꎻＱ４０ꎻＱ４１ ０.４５５－０.８６３ ０.８５７

责任担当
Ｑ４３ꎻＱ４４ꎻＱ４６ꎻＱ４７ꎻＱ４８ꎻＱ４９ꎻＱ５０ꎻＱ５１ꎻＱ５２ꎻＱ５３ꎻＱ５４ꎻＱ５５ꎻＱ５６ꎻ

Ｑ５７ꎻＱ５８ꎻＱ５９ꎻＱ６０
０.５２４－０.７７０ ０.８９０

实践创新 Ｑ６１ꎻＱ６２ꎻＱ６３ꎻＱ６５ꎻＱ６６ꎻＱ６７ꎻＱ６８ꎻＱ６９ ０.６８１－０.８６１ ０.９１０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ꎬ本研究中自行开发的 ６ 个核心素养变量的分量表信度介于 ０.８５５ 到

０.９１０之间ꎮ 根据 Ｄｅ Ｖｅｌｌｉｓ(１９９１)的观点ꎬ分量表的信度介于 ０.７ 到 ０.８ 之间表示具有良好的信

度ꎬ介于 ０.８ 到 ０.９ 之间表示信度非常好(吴明隆ꎬ２００９)ꎮ① 因此ꎬ本研究中开发的测查工具内部

一致性信度良好ꎮ 另外因素分析表明ꎬ学生问卷关于 ６ 个核心素养表现的大部分测查项目的因

子负荷较高ꎬ表明各个测查题项能有效测查学生的 ６ 个核心素养表现ꎮ 由此说明ꎬ本研究开发的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ꎬ可以用于进行调研测查ꎮ
２.２.３　 访谈提纲

学生访谈对象从参加问卷测查的学生中选择ꎮ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１)请学生对自己各核

心素养的表现进行评分ꎻ(２)针对给自己核心素养表现的评分ꎬ说出一些具体(典型)表现ꎬ包括

优势和不足ꎮ
２.３　 研究样本信息

本次调查样本来自山东省 ７ 个地市ꎬ尽可能全面覆盖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ꎬ以保证样本对中

小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ꎮ 抽样方式采用整群抽样ꎮ 学生样本涉及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ꎬ包
括 １－１２ 年级ꎮ 由于 １－３ 年级学生年龄较小ꎬ可能对问卷表述内容理解有一定困难ꎬ因此问卷填

答过程中ꎬ请家长和老师共同帮助其完成问卷调查ꎮ 施测后ꎬ根据作答情况ꎬ首先剔除空答、规律

作答等明显的无效问卷ꎬ然后根据测谎题ꎬ进一步剔除无效问卷ꎮ 学生核心素养测查有效样本统

计情况如表 ３ 所示ꎮ 由于山东省内包括五四学制和六三学制ꎬ因此 ６ 年级样本分为小学和初中

两部分ꎮ
２.４　 研究实施过程

根据研究目的选定抽取的样本后ꎬ利用“问卷网”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ꎬ将测查问卷网

址转发给受测者ꎬ请受测者选择合适的时间完成网络问卷ꎮ
随后从烟台和日照两个地市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ꎬ从每个学校中抽取各

学科教师 ２０ 名ꎬ各年级学生共 ２０ 名ꎬ进行深度访谈ꎬ共访谈 ６０ 名教师和 ６０ 名学生ꎮ

７９
①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ＳＰＳＳ 操作与应用»ꎬ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４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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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学生核心素养测查有效样本分布情况表

学段 年级 男生 女生 合计

小学

１ 年级 １０７２９ ９６９７ ２０４２６
２ 年级 ９３１６ ８３２１ １７６３７
３ 年级 １００６９ ９００１ １９０７０
４ 年级 ９１３７ ８３１７ １７４５４
５ 年级 ７４４８ ７６５０ １５０９８
６ 年级 ９０４ ８７７ １７８１
合计 ４７６０３ ４３８６３ ９１４６６

初中

６ 年级 ６８２４ ６９８２ １３８０６
７ 年级 ７４０４ ８１６１ １５５６５
８ 年级 １５５６５ ７０９２ １３５４４
９ 年级 ４８２２ ５４６９ １０２９１
合计 ２５５０２ ２７７０４ ５３２０６

高中

１０ 年级 ３１１９ ３７１３ ６８３２
１１ 年级 ３５８５ ４３５２ ７９３７
１２ 年级 １０６７ １２９８ ２３６５
合计 ７７７１ ９３６３ １７１３４

总计 ８０８７６ ８０９３０ １６１８０６

３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现状分析

本研究从网上下载全部调查数据后ꎬ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 为了使数据结果

更易于理解ꎬ我们将计算的各个分数乘以 ２０ꎬ转化成百分制ꎮ
３.１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总体表现分析

对于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总体情况ꎬ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析学生问卷测查数据获得ꎬ即基

于学生作答问卷的反馈信息ꎬ推断其各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ꎮ 对所测查的有效学生样本在人文

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６ 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ꎬ分
析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学生核心素养的总体表现

根据图 １ 数据可以看出ꎬ中小学生在 ６ 大核心

素养的表现方面ꎬ责任担当表现最好ꎬ平均分为

７９.９５分ꎬ而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的表现最低ꎬ
平均分为 ７１.０４ 分ꎬ另外ꎬ科学精神的表现也比较

低ꎬ平均分为 ７２.８６ 分ꎮ 其他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

分别为:人文底蕴为 ７４. ９８ 分ꎬ学会学习为 ７３. ４７
分ꎬ实践创新为 ７５.０４ 分ꎮ

进一步分析学生在 １８ 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

表现情况ꎬ如图 ２ 所示ꎮ
根据图 ２ 可以看出ꎬ学生在 １８ 个基本要点的

表现情况也有较大差异ꎬ其中“国家认同”、“社会责任”、“珍爱生命”的表现水平均高于 ８０ 分ꎬ说
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ꎮ 而“健全人格”、“自我管理”、“信息

意识”的表现水平均低于 ７０ 分ꎬ其中“健全人格”的表现水平最低ꎬ为 ５９.８７ 分ꎬ这与当前独生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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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学生在 １８ 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表现

女的高比例及其典型的教育问题有高度的一致性ꎮ①

３.２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性别差异分析

对全体男、女学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６ 个

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ꎬ并进一步对男、女学生样本在 ６ 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差异

的显著性检验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不同性别学生核心素养表现的差异检验

核心素养 男生 女生 均值差 显著性

人文底蕴 ７４.３０ ７５.６６ －１.３６ ０.００
科学精神 ７２.９９ ７２.７４ .２５ ０.００
学会学习 ７７.７８ ７８.３７ －.５９ ０.００
健康生活 ７１.０８ ７１.００ .０８ ０.１０
责任担当 ７９.６３ ８０.２７ －.６３ ０.００
实践创新 ７５.１１ ７４.９７ .１４ ０.１１

根据表 ４ 数据可以看出ꎬ中小学生中男生和女生 ６ 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并不相同ꎮ 男生

在科学精神、健康生活和实践创新这三类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比女生高ꎬ其中在科学精神和实践

创新两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显著高于女生ꎬ在健康生活核心素养方面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ꎻ而
女生在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比男生高ꎬ且均达到统计学意

义上的显著性ꎮ
３.３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学段差异分析

对不同学段学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６ 个

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分析ꎬ如图 ３ 所示ꎮ 进一步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样本在 ６ 个核心素养的

表现情况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根据以上图表数据可以看出ꎬ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在 ６ 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并不相

同ꎮ 其中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这 ５ 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ꎬ随着

学段的增长而逐渐升高ꎬ即高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ꎬ初中生的表现水平又好于小学生ꎮ 但

是ꎬ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方面ꎬ却出现了反向变化趋势ꎬ即小学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ꎬ初
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高中生ꎮ 进一步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ꎬ可以发现ꎬ三个学段在 ６ 大核心素

养的表现差异均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ꎬ即差异显著ꎮ

９９
①郝克明、汪明:«独生子女群体与教育改革———我国独生子女状况研究报告»ꎬ«教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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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

表 ５　 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表现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Ｉ)学段 (Ｊ)学段 均值差 (Ｉ－Ｊ) 标准误 显著性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人文底蕴

小学 初中 －１.８８∗ .０８ .００ －２.０３ －１.７３
小学 高中 －２.２９∗ .１２ .００ －２.５１ －２.０６
高中 初中 .４０∗ .１２ .００ .１７ .６４

科学精神

小学 初中 －３.００∗ .０８ .００ －３.１５ －２.８５
小学 高中 －３.６４∗ .１２ .００ －３.８７ －３.４１
高中 初中 .６４∗ .１２ .００ .４０ .８８

学会学习

小学 初中 －１.６０∗ .０６５ .００ －１.７３ －１.４７
小学 高中 －１.９１∗ .１０ .００ －２.１１ －１.７２
高中 初中 .３１∗ .１１ .００ .１１ .５２

健康生活

小学 初中 .５３∗ .０５ .００ .４３ .６３
小学 高中 .９５∗ .０８ .００ .７９ １.１１
高中 初中 －.４２∗ .０８ .００ －.５９ －.２６

责任担当

小学 初中 －.４３∗ .０７ .００ －.５６ －.３０
小学 高中 －.８７∗ .１０ .００ －１.０７ －.６７
高中 初中 .４４∗ .１１ .００ .２３ .６５

实践创新

小学 初中 －２.４２∗ .０９ .００ －２.６０ －２.２４
小学 高中 －３.９０∗ .１４ .００ －４.１８ －３.６２
高中 初中 １.４８∗ .１５ .００ １.１９ １.７７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５ꎮ 比较方法为:ＬＳＤꎮ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４.１　 当前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总体水平不高

根据问卷数据分析可以看出ꎬ中小学生在 ６ 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方面ꎬ总体发展水平并不高ꎮ
其中“责任担当”的表现水平最好ꎬ平均分为 ７９.９５ 分ꎻ而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的表现最

低ꎬ平均分为 ７１.０４ 分ꎮ
事实上ꎬ根据访谈分析ꎬ我们发现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可能比这些数字还低ꎮ 进行访谈

时ꎬ学生往往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学校保护而将自己或学校的表现情况进行夸大说明ꎻ当我们要求

其举例说明时ꎬ学生却无法举出一个具体的实例ꎮ 如我们问:“你会质疑一些权威的认识或观点

吗?”学生回答:“会ꎮ”我们继续提问:“那你在学习和生活中会批判质疑一些权威或专家的观点ꎬ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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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吗?”学生回答:“是的ꎬ我会批判质疑ꎮ”“那你通常在学习和生活中会批判质疑什么或者哪些

方面呢?”学生此时表现很茫然ꎮ 我们进一步追问:“比如ꎬ你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ꎬ你曾经根

据自己的思考和分析ꎬ对所学内容或者老师讲解的某些内容提出批判或质疑吗?”学生仍然无法

列举一个具体的实例ꎬ只好说:“我觉得不能迷信权威或专家的观点ꎬ但是我想不起来我曾经质

疑过什么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学生对核心素养的表现尚处在认识水平ꎬ即知道该怎样做才是对的、好的ꎬ但

实际却并没有达到自觉的行为水平ꎬ即在没有外力监督或督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其所

认为“对的”相关行为ꎮ 这说明ꎬ经过十几年新课程改革的努力ꎬ山东省中小学生在核心素养的

发展方面有了较大进步ꎬ但距离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ꎬ这需要结合中国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的基本要求ꎬ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范围和力度ꎬ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ꎬ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全面发展ꎮ
４.２　 中小学生各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基于前面数据分析可以看出ꎬ中小学生 ６ 大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并非齐头并进ꎬ而是存在着比较

明显的差异ꎮ 根据图 ４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雷达图ꎬ可以看出学生的“责任担当”核心素养发展

水平相对最高ꎬ而“健康生活”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相对最低ꎬ二者平均水平相差约 ９ 分ꎮ “人文底

蕴”和“实践创新”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基本相当ꎬ略高于“科学精神”和“学会学习”核心素养ꎮ

图 ４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雷达图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学生各核心素养

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也不均衡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学生在“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三

个基本要点的发展情况差异最大ꎬ其中

健全人格发展水平最低ꎬ为 ５９.８７ 分ꎬ珍
爱生命发展水平最高ꎬ为 ８１.８１ 分ꎬ二者

相差 ２１.９４ 分ꎻ“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

三个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差异最小ꎬ最
高的为问题解决 ７６.８８ 分ꎬ最低的为劳动

意识 ７４.１２ 分ꎬ二者相差 ２.７６ 分ꎮ 其余 ４

　 图 ５　 学生在 １８ 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雷达图

个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发展水平之间的

差异均为 １０ 分左右ꎮ “人文底蕴”核心

素养三个基本要点中ꎬ人文情怀的发展

水平最高为 ７８.８０ 分ꎬ而审美情趣的发展

水平最低为 ７１.６２ 分ꎬ二者相差近 ８ 分ꎻ
“科学精神”核心素养三个基本要点中ꎬ
勇于探究的发展水平最高为 ７７.２５ꎬ而理

性思维和批判质疑的发展水平基本相

当ꎬ分别为 ７１.８２ 分和 ７１.６９ 分ꎬ比勇于

探究的发展水平低约 ６ 分ꎻ“学会学习”
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中ꎬ乐学善学

的发展水平最高 ７８.０ 分ꎬ信息意识的发展水平最低ꎬ为 ６８.００ 分ꎬ二者相差 １０ 分ꎻ“责任担当”核
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中ꎬ国家认同发展水平最高ꎬ为 ８３.０９ 分ꎬ国际理解的发展水平最低ꎬ为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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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４７ 分ꎬ二者相差 １２.６２ 分ꎮ
这说明当前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ꎬ优势素养项和劣势素养项并存ꎬ其中“责任担当”属

于学生核心素养的优势素养项ꎬ而“健康生活”、“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等属于劣势素养ꎮ 而

各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中也有优势基本要点项和劣势基本要点项ꎬ比如“健全人格”和“自我管

理”属于“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劣势基本要点项ꎬ而“珍爱生命”属于“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优

势基本要点项ꎮ
在总体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ꎬ又存在优势素养项和劣势素养项并存、优势基本要

点项和劣势基本要点项并存的情况ꎬ即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不均衡ꎬ各基本要点发展水平不均

衡ꎮ 这已然是当前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现实问题ꎮ 要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整体协同发展ꎬ
就必须全面系统考虑ꎬ既要推动暂时优势素养项和优势基本要点项的进一步发展ꎬ更要关注和强

化劣势素养项和劣势基本要点项的更大程度的发展ꎬ最终实现学生核心素养和各基本要点的协

同共进和全面提升ꎮ
４.３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整体随学段的增长不断提升

对不同学段学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６ 个

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分析显示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这 ５ 大核心

素养的表现水平ꎬ随着学段的增长而逐渐提升ꎬ即高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ꎬ初中生的表现

水平又好于小学生ꎬ并且各学段之间皆存在显著差异ꎮ 这说明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是有结构、有层

次、可培养的素养体系ꎬ通过适当的课程、教育、教学是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不断发展的ꎮ
进一步对不同学段学生各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发展进行分析ꎬ发现大部分核心素养基本要

点的发展水平均随着学段的增长而显著升高ꎬ包括:“人文底蕴”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人文

积淀和审美情趣)、“科学精神”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学
会学习”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勤于反思和信息意识)、“责任担当”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

点(国际理解和国家认同)、“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劳动意识、问题解决、技术运

用)ꎮ 这说明ꎬ当前的中小学教学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及其基本要点的发展方面是有一定效果

的ꎬ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ꎮ
但是分析也显示ꎬ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方面ꎬ却出现了反向变化趋势ꎬ即小学生的表

现水平好于初中生ꎬ初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高中生ꎬ并且各学段之间皆存在显著差异ꎮ 这一结果

在其他学者的相近研究中也得到印证ꎮ① 而对核心要素基本要点的分析也显示有部分基本要点

的发展水平随着学段的增长而降低ꎬ包括:“学会学习”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要点(乐学善学)、
“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珍爱生命和自我管理)、“责任担当”核心素养的一个基

本要点(社会责任)ꎮ 另外ꎬ“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要点(健全人格)随着年级的增长

变化不大ꎮ
这说明当前中小学教学在发展学生这些核心素养和基本要点方面效果不好ꎬ甚至有一定的

反作用ꎮ 联系实际分析ꎬ这可能与学生进入初中和高中阶段后ꎬ学习压力逐渐增大有关ꎮ 健康生

活本应是学生学习的基础ꎬ但是在当前学习时间紧张ꎬ竞争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ꎬ学生很难每

天“早睡早起ꎬ作息规律”ꎬ也很少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锻炼身体”ꎮ 在各科教师各

类有力的强化和训练中ꎬ学生自己似乎也没有时间反思“自己的优势和缺点”ꎬ他们要变成各个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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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小超人”ꎮ 相比之下ꎬ小学生似乎要轻松一些ꎮ 这从访谈中也可以看出ꎮ 当我们问一名

高中生“平时是否会自主进行体育锻炼”时ꎬ该学生回答道:“哪有时间自己去锻炼? 平时都是学

校安排跟着跑个早操”当我们问及学生的作息时间能否注意早睡早起时ꎬ小学生大都回答

基本上可以做到ꎬ而初中生和高中生更多的回答:“早起是肯定的ꎬ早睡绝对不行!”
分析发现ꎬ学生在“健全人格”方面的表现水平是 １８ 个基本要点中最低的ꎬ仅为 ５９.８７ 分ꎬ是

唯一不足 ６０ 分的基本要点ꎬ且随着学段的增长几乎没有发展ꎮ 这说明ꎬ学生在“具有积极的心

理品质ꎬ自信自爱ꎬ坚韧乐观ꎻ有自制力ꎬ能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ꎬ具有抗挫折能力等”方面表

现不容乐观ꎮ① 这一点在教师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ꎬ教师在评价学生表现比较弱的核心素养基

本要点时ꎬ有不少老师提出学生在“健全人格”这一基本要点的表现相对更弱一些:“现在的孩子

抗挫折能力非常低ꎬ都不敢批评几句!”“很多孩子没有自制力ꎬ很难抵制住各种诱惑ꎬ比如老控

制不住玩手机”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健全人格”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ꎬ人格上的小缺

陷很容易引发一系列大事故ꎬ比如因为一件小事想不开就自杀等ꎮ 诚然ꎬ家庭也有对孩子进行健

全人格教育的责任ꎬ但是学校教育在学生健康心理方面亦有重要影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ꎮ② 因

此在后续教学中ꎬ我们必须在各个学段采取恰当的措施ꎬ改变心理健康教育方式ꎬ建设学校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③ꎬ加强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和锻炼ꎮ
４.４　 男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表现各有优势项

根据前面数据分析可以看出ꎬ中小学男生和女生在 ６ 大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各有优势ꎮ 男

生在“科学精神”、“健康生活”和“实践创新”这三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比女生高ꎬ其中“科学

精神”和“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显著高于女生ꎬ进一步分析男生在“科学精神”核心素

养的三个基本要点———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表现水平均高于女生ꎬ其中在批判质疑

和勇于探究两个基本要点的表现显著高于女生ꎮ 另外ꎬ男生在“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

要点———技术运用的表现显著好于女生ꎮ 同时ꎬ男生在“健康生活”核心要素的一个基本要

点———健全人格的表现也显著好于女生ꎮ
男生相对女生发展的这些优势项ꎬ是可以理解的ꎮ 从各核心素养及其基本要点的内涵来看ꎬ

科学精神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三个基本要点ꎬ其中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的主要表

现描述包括:“具有问题意识ꎻ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ꎻ思维缜密ꎬ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ꎬ做
出选择和决定ꎻ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ꎻ能不畏困难ꎬ有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ꎻ能大胆尝试ꎬ积极寻

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ꎮ”这些确实更适合男生的个性发展特点ꎮ 男生通常也比女生热爱和更

多地参加体育运动ꎬ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各类运动ꎬ“掌握适合自身的运动方法和技能”ꎻ
另外ꎬ男生相对来说更宽容、乐观、积极ꎬ能够“自信自爱ꎬ坚韧乐观”ꎬ并且比女生具有更强的“抗
挫折能力”ꎮ 另外ꎬ男生比女生更“具有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ꎬ其“工程思维”和聚合思维

也较强④ꎬ更擅长“将创意和方案转化为有形物品或对已有物品进行改进与优化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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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ｅｒｎｓ ＆ Ｓ. Ｅ.Ｕ.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ｓ ｉｎ Ｏｕｔ－
ｏｆ－ｈｏｍｅ Ｃ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４ꎬ(４６).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Ｐ. ＆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ｉｄ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ＰＢ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２００８ꎬ(２３) .

俞国良、侯瑞鹤:«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及其体系建设»ꎬ«教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沈汪兵等:«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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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分析结果还显示女生在核心素养的发展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项ꎮ 女生在“人文底蕴”、
“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类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显著比男生高ꎮ 另外ꎬ女生在劳动意识这

一基本要点的表现水平显著好于男生ꎮ 这些方面也确实更适合女生的个性发展特点ꎮ 如女生的

阅读和语言表达能力一般相对男生较高ꎬ并且女生比男生更安静ꎬ更愿意坐下来阅读和仔细体会

阅读内容的“人文思想”ꎬ因此其对“古今中外人文领域基本知识和成果的积累”比男生要多一

些ꎮ 女生比男生情感更加敏锐和细腻ꎬ她们在“顾及同学或老师的面子”等方面比男生做得更好

一些ꎮ 同时ꎬ在劳动方面ꎬ女生比男生具有更加积极的“劳动态度和良好的劳动习惯”ꎬ大都愿意

“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ꎬ“主动参加家务劳动”等ꎮ
这种情况出现在有针对性的培养之前ꎬ说明科学精神、健康生活和实践创新这三类核心素养

属于男生的优势素养项ꎬ而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类核心素养属于女生的优势素养

项ꎮ 在教学中ꎬ我们应该考虑性别差异ꎬ充分认识、了解和尊重男生和女生各自的优势项和发展

潜质ꎬ进一步推动男生和女生各自优势项的发展ꎬ同时更应该加大力度ꎬ选择合适的方法和策略ꎬ
推动男生和女生各自劣势项的发展ꎬ从而有针对性地促进男女学生各类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ꎮ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ｘｉａ１ꎬＬｕ Ｗｅｉ２ꎬＢｉ Ｈｕａｌｉｎ１ꎬＬｕ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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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ｈｉｇｈꎻ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ꎻ ｔｈｅ ｃ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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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 ｂｏｔｈ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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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①

兰希秀
(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４８ )

　 　 摘要:　 结合其具体诗词作品来看ꎬ方东美的诗学本质论可以概括为:诗(艺术)是生命的表现ꎮ “表现”既
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与方法ꎬ又指向诗(艺术)审美境界的创构ꎬ具有本体意义ꎮ “生命”并不是指物质的生命肉

体ꎬ而指向一种生命精神ꎬ方东美称之为“普遍生命”ꎮ “普遍生命”的实质是一种以实现生命理想价值为旨归ꎬ
绵延不息于宇宙中的生命创造力和生命精神ꎻ“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ꎬ即是它在时间进程中显示出的“创生”、
“广生”、“继生”、“新生”、“恒生”五种功能ꎮ

关键词:　 诗学ꎻ表现ꎻ生命ꎻ普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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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０５
作者简介:兰希秀(１９７７—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美学精神

与 ２０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２０１６ 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２０ 世纪皖籍美学家研究” (ＳＫ２０１６Ａ０８１５)的
阶段性成果ꎮ

②本文对“诗学”作广义上的理解与使用ꎬ涵括文学、艺术等文化范围ꎮ
③方东美去世后ꎬ钱钟书说:“中国古典诗人ꎬ如方先生者ꎬ今后绝矣!”参见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３２ 页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随着国内学界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展开ꎬ被方克立等人列为现代

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方东美的思想逐渐为人所关注ꎮ 然而长期以来ꎬ学界对方东美思想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哲学领域ꎬ论域涉及他的比较文化哲学、儒释道观、哲学体系与架构、哲学本体与功

能、学术身份定位等问题ꎬ而对他的美学思想特别是文艺美学思想却鲜有关注ꎮ 我们知道ꎬ方东

美被海内外思想界誉为“诗哲”ꎮ 这种称号的获得ꎬ不仅仅是因为方东美在哲学叙述上的诗化表

达方式以及近千首诗词作品的创作实践ꎬ更因为方东美哲学与文学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诗学②

美学思想ꎮ 但这一点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ꎬ实为遗憾ꎮ 本文不避浅陋ꎬ在综研方东美诗

学美学思想与具体诗词作品的基础上ꎬ提出方东美的诗学本质论:诗(艺术)是生命的表现ꎮ

一

从思维方式上看ꎬ一般认为ꎬ西方重理性逻辑ꎬ中国重直觉感悟ꎬ这早已成为学界共识ꎮ 这种

思维模式的差异折射于文学艺术领域ꎬ则产生了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的创作方式的差

异ꎬ其最终导致了西方在史诗、戏剧、小说、以写实为特征的油画等叙事文学艺术方面强大ꎬ而中

国在诗、词、以写意为主的水墨画等抒情(言志)文学艺术方面发达ꎮ 方东美ꎬ这个被钱钟书称为

最后的“中国古典诗人”③ꎬ显然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倾向于“表现”的理念ꎬ他在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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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实践中对这一理念贯彻始终ꎬ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一理念给予肯定并将之升华ꎮ
在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收录的近千首诗词作品中ꎬ无论抒情还是叙事、写景还是说理ꎬ其

中无不传达出诗人强烈的“表现”欲ꎮ 抒情诗«思京»:“独夜风兼雨ꎬ江声咽苦辛ꎮ 频年万里客ꎬ
肠断金陵春ꎮ”诗中黑夜、风、雨、江声、万里客(异客)五个意象ꎬ勾画出一幅动感的画面:在一个

风雨飘摇的夜晚ꎬ伴随着呜咽的江声ꎬ身寄异乡的诗人静坐室中ꎬ感叹世事艰辛ꎬ思念家乡的美

好ꎮ 这种寂寥而又悲凉的意境ꎬ完美地表现出了抗战时期方东美寄居巴渝、远离家所(南京)的
真实生活与情感状态ꎮ 其中首联“独夜”二字ꎬ作为“诗眼”ꎬ甫一出现便为整首诗的意境定下了

寂寞、苦恼、伤悲与凄凉的基调ꎬ神似于杜甫«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ꎬ危樯独夜舟”中“独夜”
所传达出的旅人在外漂泊无依的孤寂之境ꎮ 但是ꎬ艰苦的物质生存环境却没有阻挡方东美精神

上的洒脱与超然ꎮ 同一时期ꎬ在描写巴渝自然景观的一系列诗词中ꎬ方东美为我们展现了“用艺

术的眼光看世界”的理想价值观念以及艺术化生活态度ꎮ 请看«嘉陵夜色»:“岸镫流影人垂泪ꎬ
山月回光客沦心ꎮ 寂历寒江东逝水ꎬ盈盈输梦不言深ꎮ”复看« 歌乐山观云»:“云叠旧山川ꎬ巍峨

纷在眼ꎮ 恶风吹不坏ꎬ时作红蕤显ꎮ”再看«石门侵晓»:“云衣雾褧旧时妆ꎬ翠羽明珠倚绿杨ꎮ 吐

纳春词身口意ꎬ晓风残月梦中香ꎮ”诗中ꎬ岸灯、倒影、月光、逝水、翠羽(小鸟)、露珠、山云、绿杨、
晓风、残月等自然景色无不濡染人的情彩ꎬ与人的泪、心、梦、身、意直接关联一起ꎬ景摄含情ꎬ情契

入景ꎬ情景交融ꎬ人与自然在生命层次上交感呼应、圆融无碍、合和一体ꎮ 这正是方东美所要建立

的自由艺术境界ꎮ 在这种“天人一体”的大境界中ꎬ整个世界艺术化、生命化了ꎬ自然与人在生命

层面上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ꎬ真正地实现了平等自由的交流ꎬ其所表征的是方东美在精神

气质上对庄子式的逍遥与自由的无限追求ꎮ 这也恰恰印证了方东美说的“在性情契合上我是道

家”①的身份定位ꎮ
抒情、写景都是为了“表现”主体ꎬ说理、叙事也是如此ꎮ 说理诗«美感»:“长对花魂滋美感ꎬ

更将美艳当花看ꎮ 缊天地饶芳思ꎬ词境诗心著处宽ꎮ”诗的前两句打破主客二分的隔阂ꎬ将主

观(美艳)与客观(花)融通ꎻ后两句进一步升华至天人关系上ꎬ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在文学艺术

境界中的理想和谐关系ꎮ 突破二元对立ꎬ实现主客合一ꎬ是方东美哲学努力的基本倾向ꎮ 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ꎬ“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是方东美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②ꎮ 而对这一难题的

解决ꎬ方东美正是通过上述在艺术上创造的理想审美境界来实现的ꎮ 可见ꎬ说理诗也是为了“表
现”诗人之“志”(思想)的ꎮ 继之看叙事诗«空军征倭不掷弹»:“千翼抟空蹑太清ꎬ苍茫云海肆长

征ꎮ 香风曳引霓裳舞ꎬ壮气砰訇窫寙惊ꎮ 龙虎将军虚按剑ꎬ猦貍丑虏乱如蝱ꎮ 翱翔耻啄天狼肉ꎬ
暂作蓬莱顶上行ꎮ”全诗对空军虚行事件本身轻描淡写ꎬ重在彰显空军鹰击长空、睥睨八荒的气

势ꎬ渲染一种壮志凌云、行气如虹的劲健气氛ꎬ透现着诗人对空军霸气豪情的不吝赞美之情ꎮ
«行营禁乘汽车往歌舞场»:“国破家屯夷乱华ꎬ千官犹自拥香车ꎮ 凭君啼尽伤心泪ꎬ争敌后庭一

曲花ꎮ”通过暗引“商女不知亡国恨ꎬ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千古名句ꎬ生动地描绘出抗战时期达

官显贵们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状态ꎬ表达了诗人对黎民悲苦生活的关心ꎬ对达官贵人们的憎恶与

愤恨ꎬ表露出诗人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ꎮ 所以ꎬ方东美的叙事

诗明为叙事ꎬ实为达情(志)ꎬ在叙述过程中往往蕴含着诗人对事件的评价(情与理)ꎮ 可见ꎬ方东

美的各类诗词均凸显了诗人的主体存在感ꎮ 如何使主体在诗中立体地呈现出来ꎬ“表现”主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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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４８ 页ꎮ
李安泽:«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方东美哲学的阐释与批评»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７６ 页ꎮ



兰希秀:诗是生命的表现

命的情、意、理于读者ꎬ是方东美在诗词创作中的重要考量ꎮ
具体经验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产生普遍意义ꎮ 到了中晚年ꎬ结合中国传统诗学创作理论ꎬ方

东美将青年时期的创作方式(方东美百分之八十的诗词作品完成于抗战前及抗战时期①)升华为

“表现论”ꎮ 在 １９５６ 年完成的«中国人的人生观»一书中ꎬ当谈到中国人的艺术理想时ꎬ方东美明

确指出ꎬ“中国的艺术方法是真正的表现”②ꎬ将“表现”看作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典型方式ꎮ
但是ꎬ方东美眼中的“表现”仅仅是与我们常说的“再现”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或修辞方式吗? 当

然不是ꎮ “‘表现’乃是活泼泼的勾画出一切美感对象ꎬ它把握了生命的黄金时刻ꎬ最擅于捕捉自

然天真的态度与浑然天成的机趣ꎮ”③显然ꎬ方东美将“表现”看作是一个“美感对象”———艺术本

体的构建过程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艺术家把握住了最能彰显艺术对象生命气象与盎然生意的时刻ꎬ
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ꎬ构造出种种毫无凿痕、浑然天成的艺术意象ꎬ完美地弥合了艺术世界与现

实世界的缝隙ꎮ 所以ꎬ在方东美看来ꎬ“表现”是一个艺术创构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ꎬ其
所呈现出的主客体生命之间水乳交融、相互蕴涵的交互状态ꎬ以及营构出的虚实不分、圆融和谐

的审美境界ꎬ直接关联到艺术本体的构成ꎬ是艺术本体的内在构成因素ꎮ
综上可见ꎬ方东美的“表现”论ꎬ有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的意义ꎮ 在艺术方法论层次上ꎬ

“表现”就是一种表达方式ꎬ对此毋庸置疑亦无须赘言ꎮ 但是ꎬ方东美所说的“表现”ꎬ并非仅仅是

“诗言志”、“诗缘情”等传统诗论中所谓的情感宣泄ꎬ其更加着力于情感的最终蕲向———审美境

界的营构ꎮ 对此ꎬ方东美指出ꎬ“表现”有似于中国艺术中的“传神”ꎬ其特点不重写实ꎬ而在造境ꎮ
一方面ꎬ创作主体要化除滞碍ꎬ对物质性进行否定、超升ꎻ另一方面ꎬ则以直觉来把握物象ꎬ捕捉美

的本质ꎬ透过“超越常情ꎬ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幻想”④之“思”ꎬ创造出艺术审美境界ꎮ 简言之ꎬ“表
现”就是透过“艺术性的直观”⑤ꎬ以审美的态度ꎬ驰情入幻ꎬ融理想于作品ꎬ美化现实苦难ꎬ表现出

生生活意ꎬ幻化出纯美的艺术境界ꎮ 正是在此意义上ꎬ方东美所谓的“表现”ꎬ显示出艺术本体创

构的价值ꎬ即“表现”不仅仅是一种与“再现”相对的艺术表达方式ꎬ而成为艺术创造审美境界的

一个实践过程ꎬ直指艺术本质ꎮ 可见ꎬ“表现”即艺术ꎬ是方东美“表现”理论的内含之义ꎮ 这表面

上貌似于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观念ꎬ实则不同ꎮ 克罗齐的“表现论”过于强调艺术创作

的意识过程ꎬ而完全忽略了艺术创作的物态化阶段ꎻ方东美则深深地认识到ꎬ艺术的价值不只表

现于艺术家神奇的构思与幻化境界的构想ꎬ更在于艺术家如何以艺术技巧将其示之于众ꎮ 所以ꎬ
方东美一方面强调艺术自然是想象和神思的产物ꎬ要在创造能够“点化万物ꎬ激励人心ꎬ促使大

家高尚其志ꎬ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的“诗艺化境”ꎻ⑥另一方面ꎬ方东美不忘艺术神思只有

物化成真实的艺术品才能实现其最终价值ꎬ“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宣畅ꎬ就能浃化一切

自然人类受此感召ꎬ更能奋然有兴ꎬ振作生命劲气ꎬ激发生命狂澜ꎬ一旦化为外在形式ꎬ即成

艺术珍品”⑦ꎮ 总而言之ꎬ方东美的“表现”论ꎬ贯穿了艺术创作从“形之于心”的构思状态到“形
之于手”的物化状态整个过程ꎬ成为了文艺生产活动的重要枢机ꎬ具有了艺术本体层面的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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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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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统计ꎬ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共录存诗词 ９５４ 首ꎬ其中作于抗战前有 ５６ 首ꎬ抗战期间有 ７１５ 首ꎬ抗战后 １８３ 首ꎮ
具体请参阅拙文«方东美与坚白精舍诗集»ꎬ«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７ 页ꎮ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９ 页ꎮ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２８ 页ꎮ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８ 页ꎮ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８ 页ꎮ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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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据上文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命题:诗(文学、艺术)是一种“表现”ꎮ 但是ꎬ“表现”总有某

种意向性ꎬ即它归根结底要指向表现的对象(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ꎮ 那么ꎬ诗的对象是什

么ꎬ或者说诗表现什么ꎬ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对此ꎬ方东美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ꎮ 让我

们先看几首方东美的诗:
　 　 款款频相语ꎬ飘飘会列仙ꎮ 碧添春浒涨ꎬ圆撱甲文钱ꎮ 密荫莺声滑ꎬ清含旭泽妍ꎮ 幽情

舒缱绻ꎬ为舞绮窗前ꎮ («风叶»)
青松老更狂ꎬ劲节一身藏ꎮ 雪澡龙筋瘦ꎬ风培鹤骨昂ꎮ 贞心常傲古ꎬ耿性自凝香ꎮ 春色

来天地ꎬ掀髥看世妆ꎮ («松»)
冰雪神仙骨ꎬ芬氲梦寐姿ꎮ 欢心披点点ꎬ妙相啓时时ꎮ 旭泽催微笑ꎬ和风衍静思ꎮ 虚斋

天地阔ꎬ缦窖养新诗ꎮ («瓶梅»)
朝雾同心者ꎬ披诚卫山川ꎮ 山川欣所遇ꎬ含笑发真妍ꎮ («晓»)

以上四首诗向我们呈现出了不同的自然风景:或有风中婆娑之树叶ꎬ身姿绰约ꎬ如深情之恋

人ꎬ时而窃窃私语ꎬ时而翩翩起舞ꎻ或有直入云霄之老松ꎬ那傲岸挺拔的身姿ꎬ耿介贞心的品性ꎬ长
髥飘飘的逸态ꎬ如青年活力无限ꎬ老而弥坚ꎻ或有香气弥漫之瓶梅ꎬ以不屈的风骨、乐观的心态迎

接寒冬的来临ꎬ倾说时序的交替变更ꎻ或有破晓前之朝雾ꎬ如朋友知己ꎬ同心无异ꎬ“诚”卫山川ꎬ
宛若君子ꎬ破晓后之山川ꎬ如旧友再遇ꎬ欣喜相逢ꎮ 通过这些诗ꎬ我们看到ꎬ整个自然界在诗人眼

中是活跃的、积极的ꎬ生机盎然的ꎮ 在这里ꎬ自然人格化、生命化了ꎬ万物都是生命的载体ꎬ一切都

透出一种永恒不息的生命精神ꎮ 在方东美看来ꎬ诗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流衍创进的生命精神ꎮ
方东美认为ꎬ在以美为追求的艺术创造活动中ꎬ充分地展露生命机趣ꎬ表现生命的盎然生意ꎬ

是艺术的主要内容与目的ꎮ “中国艺术所关切的ꎬ主要是生命之美ꎬ及其气韵生动的充沛活

力ꎮ”①在艺术的世界里ꎬ生命的美好与活力得以完美展现ꎬ人生可以达所欲生ꎬ畅所欲为ꎬ苦难化

为幸福ꎬ丑恶化为美好ꎬ生命亦变得丰富而理想ꎮ 在此意义上ꎬ方东美说ꎬ“生命正是艺术ꎬ艺术

富有生命ꎮ 美的创造为人生根本意义之所在ꎬ离却艺术ꎬ人生即无以耀露它的自由ꎮ 美感是生命

的节奏ꎬ诗人是生命的明灯ꎬ艺术有起死回生之伟力”②ꎮ 这是方东美对生命与艺术关系的最直

接表达ꎮ 不难看出ꎬ方东美所谓“生命即艺术”也即生命与艺术的同一性ꎬ是建立在两者对美的

价值共同追求的基础之上ꎬ美是生命对真善美价值世界的内在追求ꎬ艺术则是对生命在创造活动

中所展现出的生命机趣与生香活意的外在形式表现ꎮ 在这里ꎬ美、艺术、生命三位一体ꎬ构成了一

个理想的价值境界ꎮ 此境界虽然指向精神ꎬ但却是真实的ꎬ是每个生命可以亲身体会领悟的ꎬ
“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③ꎮ 换言之ꎬ唯有亲身体验生命历程ꎬ才能获得艺术

的、审美的感受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这种艺术与审美感受ꎬ并不是瞬间审美体验式的心理活动ꎬ而是

一个长期的生命创进活动ꎮ 因为在方东美看来ꎬ美与艺术的根源在于生命的流行变化与创造过

程中ꎬ“宇宙之美寄予生命ꎬ生命之美形于创造”④ꎮ
但是ꎬ用艺术表现生命ꎬ并不是对具体生命现象进行刻板地描绘ꎬ而是“以精神染色相ꎬ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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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才情ꎬ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①ꎮ “大生机”指的是个体与宇宙普遍生命之间的水乳交

融、交光相网的宏大生命气象ꎬ表现在艺术上是“天地大美”的最胜意境ꎮ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ꎬ
最早提到“天地大美”的应是管子ꎮ 管子在«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ꎬ然后天地之美

生ꎮ”这是管子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ꎬ构建的一种天人和谐的美好境界ꎮ 但真正使“天地大美”
境界广为人知并作为最高人生境界来追求的则是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ꎬ四时有明法而不

议ꎬ万物有成理而不说ꎮ 圣人者ꎬ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ꎬ是故至人无为ꎬ大圣不作ꎬ观于天地

之谓也ꎮ”(«庄子知北游»)基于天人关系与人格修养两个方面ꎬ庄子认为ꎬ圣人是通过“无
为”、“不作”顺其自然的默观审美方式ꎬ洞察并欣赏到天地万物“不言”、“不议”、“不说”的无言

之理与无言大美ꎮ 历史上ꎬ从原始儒家到宋明新儒家ꎬ也都提出过相似于“天地大美”的人生境

界ꎬ如“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无间”等表达的天人一体关系ꎬ实际上都是

“天地大美”理想境界的不同表达ꎮ 那么ꎬ“天地大美”的根源又源自哪里呢? 显然ꎬ管子与庄子

认为是建立在天与人的和谐关系(尽管两者在构成和谐关系的方式认知上并不相同)上ꎬ儒家则

认为是建立在天人之间的先验一体关系上ꎮ 而方东美在内化儒道等诸家思想的基础上ꎬ给出了

不同的答案:“天地之美寄于生命ꎬ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ꎬ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ꎬ在于浩然生

气与酣然创意ꎮ”②在这里ꎬ方东美表达了两层意思:“天地之美”的载体是生命ꎬ并布濩于生命的

普遍流行当中ꎻ“生命之美”的本质在于“创造”ꎬ并呈现在生生不息、创进不已的生命历程之中ꎮ
很明显ꎬ方东美把生命的创进奔流看作是生命的本质精神ꎬ而这种生命精神的终极指向是完美的

生命境界即“天地大美”的境界ꎬ因为“生命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创造奔进ꎬ直指完美”③ꎮ 可见ꎬ
在方东美看来ꎬ美不是外在于生命的ꎬ而是生命的内在本质ꎬ这就是所谓的“寄于生命”的意思ꎮ
作为以美为追求的诗和艺术ꎬ其价值正在于对生命盎然生意的呈现ꎬ对宇宙生命精神的全面颂

扬ꎮ 这是中国艺术的通性ꎬ也是中国艺术的价值理想ꎮ
进一步追问ꎬ艺术追求的“天地大美”源于生命的不断创进ꎬ这种观念是方东美的杜撰吗?

答案是否定的ꎮ 中国诗学穷究“天地大美”的原因深深地埋藏于中国传统哲学当中ꎮ 方东美认

为ꎬ中国艺术家们深通生命与宇宙的直透之法ꎬ深体天人合一之道ꎬ能够协和宇宙ꎬ参赞化育ꎬ人
与自然浃而俱化ꎬ所以ꎬ他们的艺术才能表现宇宙生命的宣泄、生命机趣的表露以及大化流行的

描绘ꎮ 在原始儒道家哲学中ꎬ方东美发现了宏大的生命气象ꎬ发掘出浓浓的生命趣味:老子将生

蓄、长育、亭毒与养覆ꎬ当作“妙道”与“玄德”的表现ꎬ将“虚而不屈ꎬ动而愈出”作为道的特性ꎬ无
不表现出创造性和生生不息之理ꎻ“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ꎬ
“道”与“一”作为万物本原有生育万物之能ꎻ“天得一以清ꎬ地得一以宁ꎬ神得一以灵ꎬ谷得一以

盈ꎬ万物得一以生ꎬ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ꎬ万物依恃“道”与“一”才具生生

不已之势ꎮ 孔子在«周易»中所谓的“万物资始ꎬ乃统天”ꎬ“万物资生ꎬ乃顺承天”ꎬ视天有大生之

德ꎬ地有广生之德ꎬ承天地之德ꎬ万物才得化育ꎬ流衍不息ꎮ 这些都是宇宙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之

道ꎮ 方东美指出ꎬ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具形ꎬ化为外在形式ꎬ即成为艺术珍品ꎮ 特别是

儒家ꎬ其将宇宙人生视为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ꎬ并将“善”、“美”作为人生的高级价值追求ꎬ最终

形构成“美善并举”的诗学(艺术)理论ꎮ 在方东美看来ꎬ儒家生命与艺术的同气相求ꎬ是双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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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关系的表征ꎮ 这一点在«礼记乐记»中得到印证:“天高地下ꎬ万物散殊ꎬ而礼制行矣ꎻ流而不

息ꎬ合同而化ꎬ而乐兴焉ꎮ”“阴阳相摩ꎬ天地相荡ꎬ鼓之以雷霆ꎬ奋之以风雨ꎬ动之以四时ꎬ暖之以

明月ꎬ而百化兴焉ꎮ 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ꎮ”这些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表明ꎬ艺术的兴起源于

天地万物的流衍与同化ꎬ其中无不透现出宇宙生命的创进不息与生动气韵ꎮ 据此ꎬ方东美认为ꎬ
儒家对音乐和诗的重视ꎬ都是因为“其审美的主要意向都是直透宇宙中创进的生命ꎬ而与之合流

同化ꎬ据以饮其太和ꎬ寄其同情”①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诗与生命是同一的ꎬ是“生命之诗”ꎬ也是“诗
之生命”ꎮ②

三

从“诗是生命的表现”这个命题中ꎬ我们看到了诗的表达对象(内容)ꎬ但是这个对象———生

命ꎬ究竟是什么? 这个貌似多此一举的问题ꎬ实际却是理解方东美生命诗学的关键ꎮ
通常ꎬ我们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理解生命ꎮ 从物质层面言ꎬ生命是宇宙中能够自我生

长、繁衍、进化的一种自然现象ꎬ在生化本质上是能够自我复制的氨基酸结构ꎬ范围包括细菌、真
菌、植物、动物和人类ꎻ从精神层面言ꎬ生命是生命体所具有的情感、理性等心理意识ꎮ 前者关乎

物质世界ꎬ倾向于生命的物质性ꎬ而后者关乎意识世界ꎬ倾向于生命的精神性ꎮ 在哲学、文学、艺
术等人文领域ꎬ在共同认可(或明确或暗合)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的前提下ꎬ虽然

不同人对生命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ꎬ例如在现代新儒学家阵营中ꎬ牟宗三注重生命的“道德的

主体性”ꎬ唐君毅关注生命的“道德理性”ꎬ徐复观则侧重生命的艺术精神ꎬ但是ꎬ他们在生命的精

神性倾向上是相同的ꎮ 方东美也是如此ꎮ
方东美对生命的精神性蕲向首先从他的哲学观缘起ꎮ 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ꎬ

方东美认为哲学是对“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ꎬ“境”是生命生存之环境(世界、宇宙)ꎬ“情”是
生命之情感、欲望与冲动ꎬ“就境的认识言ꎬ哲学须是穷物之理”ꎬ“就情的蕴发言ꎬ哲学须是尽人

之性”ꎮ③ 可以看出ꎬ方东美的哲学定义包含了宇宙论和人生论两个方面ꎬ“穷物之理”是对外在

宇宙的追询ꎬ“尽人之性”是对内在人生的要求ꎮ 方东美不仅把宇宙与人生结纳入同一个学科体

系ꎬ而且还为它们构建了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建设哲学时ꎬ每提到生命之创进ꎬ便须连类及

于世界ꎻ每一论及世界之色法ꎬ亦须归根于生命ꎮ”④显然ꎬ在方东美看来ꎬ宇宙与人生是一体的ꎬ
他称之为“情理的连续体”、“情理的集团”ꎮ⑤ 那么ꎬ宇宙与生命如何能为一体? 方东美给的答

案是“情因色有”、“色为情生”ꎮ “情因色有”的根据ꎬ在于人的生存总要寄身于客观的环境ꎬ没
有外在物质环境ꎬ恰如无皮之毛ꎬ无处安附ꎻ“色为情生”的根据ꎬ在于世界的价值正在于为人生ꎬ
没有人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ꎬ“人生ꎬ假使没有你ꎬ知识(笔者按:知识是宇宙之理)又值得什

么”⑥? “情因色有”是铁的事实ꎬ“色为情生”则是方东美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审视生命对世界的

意义ꎮ 从这两方面我们看到ꎬ宇宙与人生、宇宙与生命是一体的ꎬ不可分的ꎬ也可以说ꎬ宇宙是有

生命的ꎮ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００ 页ꎮ
方东美:«生生之德»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２８ 页ꎮ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兰希秀:诗是生命的表现

在哲学上将“生命”推广至整个宇宙ꎬ已经透显出早期方东美在“生命”范畴上的精神性蕲

向ꎮ 到了中晚期ꎬ方东美立于“万物有生论”的观念ꎬ将生命的精神化倾向更加明确化ꎬ“世界上

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ꎬ一切现象里边都藏着生命”①ꎮ 在这里ꎬ方东美不是在物质实体层面

来指称现象中藏着的生命ꎬ而是就宇宙中到处都充塞的生命气息或者生命精神而言“生命”ꎮ 方

东美将这种非实指的普泛生命精神名之为“普遍生命”:“中国人的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的活动

场合ꎬ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ꎮ”②在内容上ꎬ“普遍生命”涵盖宇宙有机界与无机界ꎬ是物质界

与精神界的合一ꎻ“‘宇宙’ꎬ从我们看来ꎬ根本就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ꎬ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

象融会贯通ꎬ毫无隔绝”③ꎮ 在实质上ꎬ“普遍生命”是宇宙万物机体所展现出的一种创进不息、生
生不已的盎然生机与活意ꎬ“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大生机ꎬ是一个普遍弥漫的生命活力ꎬ无
一刻不在发育创造ꎬ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④ꎮ

以上方东美对“普遍生命”概念的直接使用ꎬ使我们在感性层次上对其有了初步的认知ꎮ 真

正让我们对“普遍生命”有深刻理解的ꎬ是方东美基于原始儒道“生生”哲学与“大道”哲学基础

上对“普遍生命”的进一步阐发ꎮ 在 １９３７ 年«哲学三慧»一文中ꎬ方东美用简洁至极的语言点出

中国哲学的六大原理ꎬ其中“生之理”即“普遍生命”的主旨与五点“要义”:“生命包容万类ꎬ绵络

大道ꎬ变通化裁ꎬ原始要终ꎬ敦仁存爱ꎬ继善成性ꎬ无方无体ꎬ亦刚亦柔ꎬ趣时显用ꎬ亦动亦静ꎮ 生含

五义:一、育种成性义ꎻ二、开物成务义ꎻ三、创进不息义ꎻ四、变化通几义ꎻ五、绵延长存义ꎮ”⑤这一

原理在方东美晚期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深化ꎮ
第一ꎬ育种成性义ꎮ “育种成性”是指“普遍生命”具有创造生命的功能ꎬ可简称为“创生”

义ꎮ 具体而言ꎬ普遍生命虽然“无方无体”ꎬ但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机”⑥ꎬ却与“大道”共同一体

流衍化行ꎬ具有本体功能ꎬ成为生命的源泉ꎮ 自微观方面ꎬ一草一木ꎬ一物一人ꎬ从种子、胚胎到出

生、长成ꎬ从如日中天到夕阳暮年ꎬ生命由微及著ꎬ由小到大ꎬ赓续连绵ꎬ其中时时蕴含着盎然生

意ꎬ勃勃生机ꎬ这是“普遍生命”的功能ꎻ自宏观方面ꎬ动物、植物、人类整个族类生命的繁衍生息ꎬ
及至各种生命的演变进化ꎬ再推至整个宇宙的形成ꎬ这是“普遍生命”的流行ꎮ 所以ꎬ无论大小与

种态ꎬ在普遍生命精神的贯注中ꎬ各类生命都显示出一种本源式的生命创造力ꎬ并使宇宙万物都

充满生气与生机ꎬ宋代大儒程颢所谓“天地生物气象”即是ꎮ
第二ꎬ开物成务义ꎮ 所谓“开物成务”ꎬ指“普遍生命”把化育万物作为自己的使命与事业ꎬ孜

孜不已ꎬ亹亹不穷ꎮ 这可称为“普遍生命”的“广生”义ꎮ 详言之ꎬ乾元坤元同属“大道”ꎬ乾元“资
始”ꎬ主创造ꎬ坤元“资生”ꎬ主涵养ꎬ两者合之ꎬ则意味着生命的生成开展ꎮ 生命浃化“大道”ꎬ从
“大道”中汲取营养ꎬ获取永不枯竭之创造力与周济万物之化育力ꎬ不断拓展生命宽度ꎬ提升生命

价值ꎮ 即使生命在发展中遇到羁绊与阻碍ꎬ也可“返初复始ꎬ会归大道”⑦ꎬ寻找到解决的办法ꎬ终
归实现自我价值与意义ꎮ 这是方东美所谓的“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ꎮ

第三ꎬ创进不息义ꎮ “创进不息”ꎬ突出生命在时间之流中向前进展、一往无遏的绵延状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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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为“普遍生命”的“继生”义(“继”意为持续不断ꎬ«周易离卦»有“大人以继明ꎬ照于四

方”)ꎮ 普遍生命弥漫于整个宇宙系统ꎬ一方面横向空间拓展ꎬ扩大生命种类ꎬ增加生命数量ꎻ另
一方面纵向时间延伸ꎬ增益生命价值ꎬ提升生命质量ꎮ 就时间向度而言ꎬ生命创造不息ꎬ前后相

续ꎬ从不间断ꎬ构成无穷持续的时间序列ꎮ 生命之流ꎬ原其始ꎬ可追根溯源到无穷的过去ꎬ要其终ꎬ
则延展趋向无尽的未来ꎻ而终始之间ꎬ正是生命绵延不断的创造过程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生命从原

始萌芽到成长壮大ꎬ从不完善趋于完善ꎬ“如是而新新不已ꎬ以迄一切摄归性海”①ꎮ
第四ꎬ变化通几义ꎮ “变化通几”ꎬ意为在生命变化过程中不断萌发出新生命ꎬ强调生命流行

的创新性ꎬ可简称为“普遍生命”的“新生”义ꎮ 生命之流与时间之流合而为一ꎬ绵延无穷ꎬ不存在

停滞的空间化瞬间即“影像化的时间”(柏格森)ꎬ亦不存在暂停片刻的活的生命ꎬ一切存在都在

持续的绵延中潜移默化ꎬ变变不停ꎬ恰如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言“变”的名言: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ꎮ 同时ꎬ与时间合体的生命之流并不只是简单量的积累ꎬ而总是

去芜存菁ꎬ推陈出新ꎬ在扬弃旧时自我的同时ꎬ拥获质变后的新生ꎮ 如方东美所说:“盖万物后先

递承ꎬ绵延不断ꎬ先往者、刹刹现于前ꎬ旋成历史之陈迹ꎻ后继者ꎬ亹亹出于后ꎬ不啻时间之新蕾ꎮ
其营育成化ꎬ先后交奏ꎬ而生生不已ꎻ其进退得丧ꎬ更迭相酬ꎬ而新新不停ꎮ”②但是ꎬ与时间系于一

体的“普遍生命”ꎬ其变化呈现出多样性或不确定性ꎬ并非是一种线性或平面单维的流动ꎬ而是弥

贯万物、充塞天地的立体式蔓延ꎬ所以方东美才说普遍生命“无方无体”ꎮ 同时ꎬ也正是因此ꎬ生
命的创造才层出不穷ꎬ无限拓展ꎬ体现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ꎬ曲成万物而不遗”的伟大ꎮ

第五ꎬ绵延不朽义ꎮ “绵延不朽”ꎬ强调生命非静而动、生生不已的永恒情态ꎬ这是“普遍生

命”的“恒生”义ꎮ 首先ꎬ宇宙包罗万象、生机无限ꎬ无时不发育创造ꎬ无处不流动贯通ꎬ其中蕴藏

的生命创造活力一往无前ꎬ除旧立新ꎬ总呈现出一种“未济”的动态ꎮ 这是“不朽”的第一义ꎮ 其

次ꎬ生命的创进过程是现实可见的ꎬ存在于此世的生生创造之中ꎬ是“当下可成的”③ꎬ并不在于彼

岸世界的神性永恒ꎮ “当下可成”显示出了生命创进的现世性与现实性ꎮ 这是“不朽”的第二义ꎮ
再次ꎬ生命“不朽”的第三义ꎬ表现于生命价值的永恒ꎬ“生命之不朽ꎬ即价值之不朽”④ꎮ 这种“不
朽”价值ꎬ来源于生命潜能被激发后喷薄而出的创造力ꎬ而“不是指神的恩典所赐”⑤ꎮ 一方面ꎬ人
类激发生命潜能ꎬ刚毅坚卓ꎬ发愤图强ꎬ实现生命价值ꎮ 另一方面ꎬ人生而具有神性ꎬ因为神性才

成就了人性的伟大ꎬ方东美常说“ ｔｏ ｂ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ｖｉｎｅ”⑥(译文:要做人ꎬ就要成就他的神

性)ꎮ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ꎬ方东美所谓的神性并不是位格神ꎬ而是源自于“大道”的创生力量ꎮ
“在中国哲学里ꎬ人源于神性ꎬ而此神性乃是无穷的创造力ꎬ它范围天地ꎬ而且是生生不息的ꎮ”⑦

可见ꎬ造物者通过生命表现其创造力ꎬ并在创造活动中完成不朽的价值ꎬ正是生命价值的最高实

现以及“通往精神价值宝地的智慧之门”⑧ꎮ
“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ꎬ即其在时间进程中显示出的“创生”、“广生”、“继生”、“新生”、“恒

生”五种功能ꎬ将“普遍生命”范畴的主要特征呈现了出来:本源性ꎬ创造性ꎬ创进性ꎬ价值性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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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希秀:诗是生命的表现

性ꎬ不朽性ꎮ 据此ꎬ我们可以断定ꎬ普遍生命是一种以实现生命理想价值为旨归ꎬ绵延不息于宇宙

中的生命创造力和生命精神ꎮ
要之ꎬ方东美的“生命”范畴ꎬ在内容上ꎬ涵括了整个有机界和无机界ꎻ在实质上ꎬ“生命”更多

是由“普遍生命”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与“生意”ꎬ是一种生命精神ꎬ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性的生

命ꎮ 把实体生命精神化、虚指化ꎬ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ꎬ成为方东美生命哲学的重要特征ꎮ
这一特征的形成ꎬ是与方东美用“艺术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观念不可分的ꎮ 在构建中国人的艺

术理想时ꎬ方东美指出:“中国人在成为思想家之前必先是艺术家ꎬ我们对事情的观察ꎬ往往是直

透美的本质ꎮ”①因此ꎬ用审美、艺术的方式来透视宇宙与生命ꎬ在方东美看来是中国人认识宇宙

与人生最重要的方式ꎮ 据此ꎬ生命(普遍生命)精神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ꎮ 对此ꎬ同样主张

“生命美学”的宗白华有着类似的诗学理论观点:“我以为文学底实际ꎬ本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流露

喷射出的一种艺术工具ꎬ用以反映人类精神生命中真实的活动状态ꎮ 简单言之ꎬ文学自体就是人

类精神生命中一段的实现ꎬ用以表写世界人生全部的精神生命ꎮ 所以诗人底文艺ꎬ当以诗人个性

中真实的精神生命为出发点ꎬ以宇宙全部的精神生命为总对象ꎮ 文学的实现ꎬ就是一个精神生活

的实现ꎮ 文学的内容ꎬ就是以一种精神生活为内容ꎮ”②

“诗(艺术)是生命(精神)的表现”这一命题的意义在于ꎬ把诗的表现内容(对象)从传统的

情感(诗言情、诗缘情)推广到更具普遍性的“含情”且能“契理”的生命(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ꎬ
大大拓宽了诗的表现域ꎬ使诗在精神内涵上与哲学、宗教具有了共通性ꎬ并使整个文化在生命的

基础上构成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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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山东疫苗案”为例∗①

张　 贝
(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２４ )

　 　 摘要:　 我国传统媒体时代一元化的舆论引导模式ꎬ已逐步被多元化、全方位、多层级的舆论引导格局所取

代ꎬ各舆论引导主体联系更为紧密ꎬ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格局ꎮ 这一方面为新时期舆论引导工

作提供了全新路径ꎻ另一方面ꎬ主体间互动博弈升级给凝聚舆论引导合力带来新的挑战ꎮ 因而ꎬ有必要对其深入

研究ꎬ提出破解舆论引导主体要素结构协同阻滞的对策ꎬ以期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ꎮ
关键词:　 突发事件ꎻ 舆论引导主体ꎻ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１４－０７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张贝(１９８６—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７ 年度广播影视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提升广播电视新闻宣传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研究”
(ＧＤ１７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王贵友:«从混沌到有序———协同论简介»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１－１５ 页ꎮ

　 　 当前ꎬ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激发了受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潜力ꎬ让数以亿计的“沉默的大多

数”成为表达者ꎬ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民间舆论场ꎬ建构了公共舆论监督中心ꎬ客观上推动了舆论引导

方式的转变和舆论引导格局的变革ꎮ 这一方面为党和政府执政理念、施政方针的向下传输与民意

民情、热点焦点事件的向上传递提供了全新路径和渠道ꎻ另一方面ꎬ由于舆论引导主体对新格局的

不适应和对差异化角色定位的模糊认识ꎬ各主体未能在实践层面实现层级化、多元化、系统性的有

效引导ꎬ主体间协同不力带来的协同失序问题在客观上加深了舆论冲突的强度和广度ꎬ造成了舆论

引导工作难以开展ꎬ给新时期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ꎮ

一、构建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的协同论视角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涉及要素复杂多元ꎬ其“效”的达成根植于诸要素的互动博弈和动态制

衡ꎮ 舆论引导主体作为系统动力机制的重要推动力ꎬ是构建和谐共生的舆论引导协同机制的核

心力量ꎬ主体间要素和结构的协同程度是关系协同效能发挥的关键ꎮ 协同论认为ꎬ在系统的动态

发展过程中ꎬ子系统通过协作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ꎬ通过序参数的引导机制

推动系统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新的有序的转变②ꎬ这为破解当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

协同失序问题提供了理论遵循ꎮ 协同论的核心问题是秩序ꎬ即研究秩序是如何通过系统各组成

部分之间的协作而建立的ꎮ 而构建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ꎬ正是研究优化子系统间的协同以实

现系统效能最大化的问题ꎮ
作为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度量ꎬ序参数主宰着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ꎮ 对于舆论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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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参数ꎬ哈肯作了如下立论:“流行的舆论起着序参数的作用ꎬ它支配着个人的意见ꎬ强制形成

一种大体上是一致的舆论ꎬ借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ꎮ”①通过演绎分析ꎬ他将舆论形成过程即意见

改变过程中的序参数定义为“占主导地位的舆论”②ꎬ并认为个人意见受到大众传播媒介和政府

“子系统”的支配ꎮ 对于媒体和舆论序参数的相互关系ꎬ哈肯强调指出ꎬ媒体起着序参数的作用ꎬ
通过所表达的意见影响读者意见ꎮ

当前ꎬ我国多元化、层级化舆论引导格局已逐步形成ꎮ 横向层面ꎬ覆盖党和政府等意识形态

主管部门和权力机关、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ꎻ纵向层面ꎬ涵盖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格局初步确立ꎮ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大众传播媒介与序参

数(占主导地位的舆论)之间的博弈演化为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四者与序参数的博

弈ꎬ主体间存在竞合和制衡关系ꎬ四大主体与序参数也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

系ꎬ作用关系更为复杂ꎬ动力机制更为多元ꎮ 按照哈肯对于序参数的定义ꎬ舆论引导格局下序参

数的产生和演化机制遵循如下路径: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主体中ꎬ子系统内部通过

竞合产生“占主导地位的舆论”ꎬ随后各序参数通过互动博弈ꎬ最终产生整个舆论引导主体系统

的序参数ꎮ 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ꎬ系统之“序”呈现出不同图景ꎬ表征为舆论引导主体差异化的

演化机制和协同路径ꎮ

二、研究方法

突发事件中ꎬ各主体的报道框架是凝聚了集体智慧的选择ꎮ 作为新闻文本的中心内容ꎬ框架

通过选择、突出、重构、添加细节元素ꎬ彰显了鲜明的主体特色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

态倾向ꎮ 本文基于框架理论ꎬ采用文本分析方法ꎬ研究各舆论引导主体在议题分布、关键词符号

呈现以及信息源交叉引用情况ꎬ深入分析各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演化过程ꎬ研究“占主导地位

的舆论”这一序参数在各主体间的互动作用下产生意见的特定分布情况ꎮ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山东疫苗案”为例ꎬ借助知微数据平台对“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 １８ 省份”事件下

的数据库进行提取分析ꎮ③ 由于数据中的微博数据库基于用户注册信息已对用户类别和性质进

行了初步分类ꎬ为事件的主体划分提供了一定基础ꎬ因此本文提取微博数据库作为研究对象ꎮ 该

数据库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４ 月 １ 日(如图 １)ꎬ其中ꎬ微博传播趋势和传播趋势(包
括网媒、微信、微博数据)舆情走势基本吻合ꎬ对研究事件的整个舆情演变发展具有典型性意义ꎮ

通过数据提取ꎬ共获取微博数据样本数共计 ７８７３ 条ꎮ④ 首先ꎬ在数据现有博主分类(政府、
媒体、名人、达人、企业、团体、普通用户等)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合并、删减、分组、调整ꎬ剔除其

余无关博主ꎬ将博主类型归纳为政府、媒体、意见领袖、社会组织四类ꎬ确定样本数为 ６８８７ 的基础

数据库ꎬ四类主体的样本数分别为 ７８０、３４８１、４２５、２１７４ꎮ 随后ꎬ分别对其按照时间发布顺序进行

编码分类ꎬ按照 １０％的抽样比例对数据进行抽样ꎬ获得包含 ６８８ 个样本的数据库ꎬ四类主体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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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赫尔曼哈肯:«协同论:大自然构成的奥秘»ꎬ凌复华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３０ 页ꎮ
[德]赫尔曼哈肯:«协同论:大自然构成的奥秘»ꎬ凌复华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３７ 页ꎮ
知微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 数 亿 元 疫 苗 未 冷 藏 流 入 １８ 省 份 »ꎬ [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ｅｆ. ｚｈｉｗｅｉｄａｔａ. ｃｏｍ / ＃! / ｅｖｅｎｔ /

５６ｅｂｄｂｂｂｅ４ｂ０ｆ７２８６２ｃｃｃｆ５７ / ｔｒｅｎｄ.
知微数据提供的微博数据来源并非微博平台全部样本ꎬ是知微平台通过粉丝数、能带来二次转发量等一系列指标定义后

确定的“高影响力账号”发布内容的集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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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东疫苗案”舆情趋势图

本数分别为 ７８、３４８、４５、２１７ꎮ 根据突发事

件演化周期中各个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以

及各阶段涌现的标志性事件ꎬ本文将突发

事件划分为潜伏期、引爆期、高涨期、消散

期四个阶段ꎬ并依据各阶段舆论引导主体

协同关系的变化ꎬ将事件划分为四个周期:
协同识别期(２ 月 ２ 日－３ 月 １８ 日)、协同触

发期(３ 月 １８－２２ 日)、协同深化期(３ 月 ２２
－２８ 日)、协同调整期:(３ 月 ２８ 日－４ 月 １ 日)ꎮ

(二)议题划分

对各主体在参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过程中的报道轨迹作框架分析ꎬ是探究各主体协同机制

的重要途径ꎬ也是指示序参数生成、演化的有效方式ꎮ 恩特曼认为ꎬ框架存在于传播过程的传者、
文本、受者、文化四个环节之中ꎬ框架牵涉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ꎬ即将事件中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

挑选出来ꎬ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ꎬ以提供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解决万案ꎮ① 塞米科

和法尔肯堡通过对政治传播进行梳理ꎬ总结了欧美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五类框架ꎬ即冲突框架、
情感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和经济影响框架ꎮ 为明确勾勒出新闻文本的框架ꎬ坦卡特等研究

者提出了涵盖新闻标题、图片、图片说明、导语、信源、引语的选择、引语的强调、所属系列标识、数
据图表和结论共 １１ 个指标的“框架列表” ( ｌｉｓｔ ｏｆ ｆｒａｍｅｓ)ꎮ② 结合“山东疫苗案”的发展演变过

程ꎬ本文在认真梳理阅读的基础上ꎬ将各主体新闻报道呈现的议题框架划分为案情进展、责任归

因、情绪宣泄、医学科普、谣言澄清五类ꎻ通过数据统计ꎬ审视各主体在议题分布中的契合度和差

异性ꎮ

图 ２　 媒体驱动型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模型图

三、媒体驱动型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通过对各舆论引导主体动态演化分析

可知ꎬ媒体在主体协同的关键环节扮演了

序参数的角色ꎬ推进了政府、社会组织、意
见领袖对于事件的被动和主动参与ꎬ在协

同演化的不同阶段通过序参数作用机制ꎬ
有效弥合了主体间的分歧ꎬ形成了媒体驱

动型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如图 ２)ꎮ 具

体来看ꎬ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在议题和关

键词分布中ꎬ与媒体呈现较为密切的相关
性ꎮ 而政府面对媒体强势的真相挖掘机制ꎬ密集出台相关政策ꎬ及时公开相关信息ꎬ推动了线下

问题的快速处理ꎮ 通过对各主体在协同各个阶段消息来源的样本交叉统计可知ꎬ媒体自协同触

发期ꎬ就成为第一消息来源ꎬ对其他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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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ｎｔｍａｎꎬ Ｒ. Ｍ.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３ꎬ４３(４):５１－５８.
Ｔａｎｋａｒｄꎬ Ｊｒ.ꎬ Ｊ.Ｗ..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Ｆｒａｍｉｎｇꎬ ｉｎ Ｒｅｅｓｅꎬ Ｓ. Ｄ.ꎬ Ｇｒａｎｄｙꎬ Ｏ.ꎬ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ꎬ Ｊｒ. Ａ. Ｅ.

(ｅｄｓ.) .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ｈｗａｈꎬ ＮＪꎻ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２００１:９５－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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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山东疫苗案”消息来源交叉制表(计数)

消息来源

政府 媒体 社会组织 意见领袖 其他
合计

主体分类

政府 ４５ ３０ ３ ０ ０ ７８
媒体 ２７ ３１２ １ ２ ６ ３４８

社会组织 １ ５ ２９ ４ ６ ４５
意见领袖 ５ ７５ ３ １２１ １３ ２１７

合计 ７８ ４２２ ３６ １２７ ２５ ６８８

　 　 (一)协同识别期(２ 月 ２ 日—３ 月 １８ 日):传统媒体报道提供协同线索

“山东疫苗案”是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由山东省济南市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药品犯罪案件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ꎬ济南警方向媒体通报此案后ꎬ央广网以«济南查获大宗失效人用二类疫苗案ꎬ涉国内 ２４
省市有疾控人员参与»①为题最早进行报道ꎮ 新闻发布后ꎬ新华网、环球网、中国青年网、凤凰网、
搜狐、四川在线、大众网等上百家媒体予以关注ꎬ以原文转载方式进行报道ꎮ 此外ꎬ３１５ 晚会曝光

的多起食药监领域安全事件因涉及儿童弱势群体ꎬ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ꎬ对舆情的迅速发酵起

到一定的驱动作用ꎮ②

(二)协同触发期(３ 月 １８－２２ 日):主流媒体报道引发热议ꎬ序参数作用显现

在央广网发布报道后数日内ꎬ舆论经历了较为平静的协同识别期ꎮ ３ 月 １８ 日ꎬ澎湃新闻网

刊发题为«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 １８ 省份:或影响人命ꎬ山东广发协查函»(现已删除)的报道ꎬ
将这一案件再次推送至公众视野ꎮ 在语境重构的过程中ꎬ澎湃通过删除、添加、替换和重置要素

顺序 ③ꎬ实现了与原报道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ꎮ 具体而言ꎬ在报道题材上ꎬ选取曝光监督类批评

性报道ꎻ在核心要素上ꎬ将专家引语“或影响人命”置入新闻标题ꎻ对涉案主体、疫苗存运、涉案地

区、危害影响等核心要素通过“胆子很大”“这是在杀人”“超温存放ꎬ违规配送”等关键词予以串

联叙述ꎻ对案件破获时间和处置情况弱化处理ꎬ赋予静态的典型案情通报类报道以动态性和感染

力ꎮ 澎湃新闻报道刊发后ꎬ旋即引发各大媒体、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的广泛转发ꎮ 随后ꎬ澎湃新

闻于 １２ 时、１３ 时、２１ 时三个时间点ꎬ连续发布系列报道ꎬ聚焦犯罪分子庞某ꎬ问责食药监和卫生

防疫部门监管缺失问题ꎬ进一步助推了舆情的高涨ꎮ 当日 ２０ 时之前ꎬ对于事件的传播以“跟随

式”转载为主ꎬ包括＠ 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 头条新闻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对该报道转

发、推送ꎬ多数为原文直接转发ꎮ 对于信息未加甄别和评论的“跟随式”转发ꎬ使这一有失客观公

允的报道ꎬ通过媒体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遍在效果ꎬ深刻影响公众对意见气候的感知ꎮ 政府主

体层面ꎬ山东各相关部门陆续公开案件信息ꎬ为媒体报道提供第一手信源ꎻ省级层面的上海卫计

委、江苏食药监局、浙江疾控中心ꎬ市级层面的深圳市疾控中心等通过地方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微

先后予以回应ꎬ但由于预警机制不健全ꎬ缺乏区域联动和受众互动意识ꎬ单向度、自上而下告知式

的“自我言说”舆论引导效果甚微ꎮ
据知微平台抽取的各主体微博数据在协同触发期的议题统计情况(如图 ３)显示ꎬ在协同触

发期ꎬ媒体声量远大于其他主体ꎬ其议题分布主要集中于案情进展这一框架ꎬ启动了对于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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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央广网:«济南查获大宗失效人用二类疫苗案 涉国内 ２４ 省市有疾控人员参与»ꎬ[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ｃｉｔｙ /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０２＿５２１３０６２６６.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 ２０１７－１０－２２.

杨长春、袁敏在«基于交互关系的突发事件热度预测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ꎬ山东非法疫苗案与 ２０１０ 年的“山西疫

苗事件”、２０１３ 年“乙肝疫苗致人死亡事件”以及 ３１５ 晚会曝光的义齿事件存在舆情交互现象ꎮ
ＷｏｄａｋꎬＲ.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ＥＵ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 ｌＬｉｆｅ. Ｈａｒｌｏｗ: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１８５－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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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真相挖掘机制ꎮ

图 ３　 协同触发期各主体议题分布情况

作为议题框架的具象体现ꎬ关键词的

分布体现了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三方

关注焦点的契合度(表 ２)ꎮ 对比可知ꎬ政
府主体中出现的与“疾控”“警方”等词相关

联的既有经验报道和疾控中心处置动态在

媒体等主体中较少涉及ꎻ而媒体中占比较

高的“死亡”“儿童”等关键词在政府主体中

较少被提及ꎬ相反ꎬ在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

主体中位于相对靠前的位置ꎮ
表 ２　 协同触发期各主体关键词分布及词频统计①

政府 媒体 社会组织 意见领袖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疫苗 ４１０ ０.９５３ 疫苗 ６８５ ０.５６３ 疫苗 ３１ ０.９７３ 疫苗 １０４０ ０.９４３
非法 ８１ ０.４３３ 冷链 ２２７ ０.１８７ 冷链 ８ ０.６０２ 流入 ２０７ ０.３６４
流入 ８０ ０.４２８ 流入 ２２０ ０.１８１ 非法 ７ ０.５４１ 死亡 １１７ ０.２０６
疾控 ６１ ０.３２６ 非法 ２１１ ０.１７４ 调查组 ７ ０.３５７ 接种 １１１ ０.１９５
问题 ６１ ０.３２６ 省市 ２１０ ０.１７３ 案件 ６ ０.３３７ 问题 １０７ ０.１８８
接种 ３７ ０.１９８ 死亡 ２０９ ０.１７２ 事件 ５ ０.３０６ 涉及 ９７ ０.１７０
警方 ３４ ０.１８２ 成人 １９０ ０.１５６ 成立 ３ ０.３０６ 线索 ８５ ０.１４９
涉案 ３３ ０.１７６ 涉案 １８９ ０.１５５ 卫生局 ３ ０.２９６ 儿童 ８０ ０.１４１
线索 ３３ ０.１７６ 儿童 １８３ ０.１５０ 流入 ３ ０.２６５ 疾控 ６１ ０.１０７
冷链 ２４ ０.１２８ 母女 １７０ ０.１４０ 骗子 ３ ０.２６５ 冷链 ５７ ０.１００

　 　 (三)协同深化期(３ 月 ２２－２８ 日):理性声音卷入“沉默的螺旋”ꎬ序参数驱动力进一步增强

在疫苗事件的第二阶段ꎬ社会争论主要围绕“疫苗之殇”展开ꎮ ３ 月 ２２ 日ꎬ一篇名为«疫苗之

殇:你沉默ꎬ你就是帮凶»的文章在新媒体平台广泛转发ꎬ引发舆论的全面高涨ꎬ推进各主体进入

协同深化期ꎮ 报道将记者郭现中 ２０１３ 年撰写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②的部分文字、图片“嫁接”
到“山东疫苗案”中ꎬ通过镜头特写大量展示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的悲惨境况ꎬ结合煽情化的表达

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自危意识ꎮ 在“点击即权力”的逻辑下ꎬ一系列类似“标题党”文章在微信

平台大规模转发ꎻ与此同时ꎬ部分意见领袖从理性角度出发ꎬ澄清“疫苗之殇”与疫苗案之间的不

当关联ꎬ从而引发了第二轮社会争论ꎮ
一方面ꎬ政府主体在序参数真相挖掘机制的作用下ꎬ逐步摆脱被动协同ꎬ以 ３ 月 ２２ 日为转折

点ꎬ国务院、最高检、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卫计委、公安部和山东省委、省政府ꎬ省高检等中央和

省级部门先后作出回应ꎬ与媒体积极联动开展主动议程设置ꎮ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公共卫生领域

权威机构ꎬ于 ３ 月 ２２、２４、２５ 日三次就疫苗安全问题公开信息ꎬ回应公众质疑和诉求ꎬ形成了对于

疫苗不实报道的对冲ꎬ发挥了舆论纠偏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部分专业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激浊扬清ꎬ有效疏导非理性情绪ꎮ 由于«疫苗之

殇»涉及诸多儿童注射疫苗致残的案例ꎬ引发了受众对于疫苗接种的深度恐慌ꎮ 部分明星大 Ｖꎬ
如＠ 贾乃亮、＠ 李冰冰也针对疫苗事件发声ꎬ但都为情绪化的呼吁ꎬ呼吁严惩倒卖疫苗者ꎬ认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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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键词的统计运用“词频统计工具 Ｖ２.８”对知微的微博全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统计ꎮ
郭现中:«疫苗之殇»ꎬ«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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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分子“该死一百回不足惜”ꎮ 极端的表达、激烈的言辞ꎬ进一步助推了恐慌、愤怒情绪和负面舆

论的高涨ꎮ 与此同时ꎬ部分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知识的意见领袖积极发声ꎬ对冲舆论场中的非理性

声音ꎬ为消除公众尤其是家长的迷茫恐慌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图 ４　 协同深化期各主体议题分布情况

根据知微平台抽取的各主体微博数据

在协同触发期的议题(如图 ４)和关键词分

布情况(如表 ３)显示ꎬ在协同深化期ꎬ媒体

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

现ꎬ其议题分布除涉及案情进展之外ꎬ更多

转向责任归因深层次问题ꎬ同时积极发布

医学科普相关文章ꎬ对冲网络空间的各类

谣言ꎮ 在意见领袖这一群体ꎬ情绪宣泄、责
任归因成为主要议题ꎬ抵消了非理性情绪下对舆论的误导ꎮ

表 ３　 协同深化期各主体关键词分布及词频统计

政府 媒体 社会组织 意见领袖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疫苗 １３７５ ０.９７５ 疫苗 ４４１７ ０.９８３ 疫苗 ９５０ ０.９５５ 疫苗 １８７２ ０.９１５
问题 ５０７ ０.８７６ 非法 １４９１ ０.６８６ 问题 ２３２ ０.６２２ 问题 ４００ ０.２５７
非法 ３６８ ０.６３６ 问题 １２７８ ０.５８８ 非法 ２２７ ０.６０９ 非法 ３３５ ０.２１６
接种 ２２６ ０.３９０ 涉案 ８７８ ０.４０４ 孩子 １１１ ０.２９８ 严惩 ２７２ ０.１７５
回应 １８４ ０.３１８ 药品 ６７６ ０.３１１ 接种 ９９ ０.２６５ 事件 ２４７ ０.１５９
关心 １６９ ０.２９２ 接种 ５５５ ０.２５５ 事件 ９７ ０.２６０ 孩子 ２４０ ０.１５４
总局 １４８ ０.２５６ 流入 ５４４ ０.２５０ 关注 ８２ ０.２２０ 接种 １４８ ０.０９５
涉案 １１７ ０.２０２ 总局 ４８３ ０.２２２ 流入 ８０ ０.２１４ 药品 １２６ ０.０８１
流入 １１４ ０.１９７ 嫌疑人 ３７８ ０.１７４ 涉案 ６２ ０.１６６ 流入 ９１ ０.０５９
人员 １０２ ０.１７６ 人员 ３５９ ０.１６５ 人员 ４７ ０.１２６ 涉案 ９０ ０.０５８

结合协同深化期关键词的分布可以发现ꎬ在这一时期ꎬ由于政府对案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跟

进ꎬ政府、媒体两大主体的议题关注和关键词分布趋向一致ꎮ 在意见领袖主体中ꎬ由于“情绪宣泄”
议题框架占比较高ꎬ相关关键词如“严惩”、“孩子”等反映了其对疫苗犯罪行为的愤怒和不满ꎮ

(四)协同调整期(３ 月 ２８ 日－４ 月 １ 日):政府媒体权威释疑推动舆论趋稳

３ 月 ２８ 日ꎬ国务院成立“山东疫苗案”联合调查组和工作督查组ꎬ对调查工作进行全程督查

指导ꎬ确保调查及督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ꎮ 在心理疏导方面ꎬ业内专家学者就疫苗安全性问题

持续回答记者提问ꎻ＠ 世界卫生组织自协同触发期发布 ４８ 条疫苗信息ꎬ从鉴定到判断、从谣言到

事实ꎬ逐一澄清ꎻ而对于网络谣言和不法分子ꎬ政府则给予严厉打击和警示ꎮ 纵观整个事件相关

部门的权威发声和中央媒体的权威释疑ꎬ对“疫苗之殇”的争论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协同调整期各

主体的议题和关键词分布显示ꎬ随着舆论声量逐步走低ꎬ各主体关注焦点转向对问题的全面反思

和对政策制度创新的期盼ꎬ舆论场交锋逐步平息ꎮ

四、反思及建议

在“山东疫苗案”中ꎬ媒体报道将“山东疫苗案”推入公众视野ꎬ曝光了我国二类疫苗流通中

的监管漏洞ꎮ 公众对于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引发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和跟进ꎬ媒体驱动下的舆

论合力作用于公共政策领域ꎬ仅历时 ２６ 天就催生了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ꎬ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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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疫苗行业未来的规划产生深远影响ꎮ 在这一层面ꎬ媒体序参数驱动下的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

制推动了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的有效互动ꎮ 具体来看ꎬ一方面ꎬ受制于媒体真相挖掘机制的驱动

作用ꎬ政府密集发声ꎬ高层行动不断跟进ꎬ推进了问题的有效处理ꎬ缩短了这一公共卫生领域典型

案件舆论引导的进程ꎻ另一方面ꎬ反观各舆论引导主体ꎬ由于主体差异化作用发挥受限ꎬ客观上阻

滞了舆论引导合力的形成ꎮ
一件药品非法经营案逐步演化为国际性的疫苗安全事件ꎬ值得处于舆论引导格局中的各主

体深思ꎮ 而处理事件的经验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训ꎬ也为完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提

供了有益启示ꎮ 首先ꎬ转变思维模式ꎬ提升协同效能ꎮ 以政府为首的舆论引导主体ꎬ应突破以

“规范思维”为主导的静态固化理念ꎬ运用“关联思维”构建动态协同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ꎬ
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发声ꎬ激发舆论引导主体的活力ꎬ全面提升主体间协同效能ꎮ 其次ꎬ科学设置

议题ꎬ畅通协同路径ꎮ 突发事件背景下的舆论引导协同机制ꎬ是各主体围绕序参数形成的动态竞

合机制ꎬ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ꎬ抢占舆论引导主阵地ꎬ需在主体协同各时期ꎬ针对舆论发展的不

同特点ꎬ科学合理设置差异化议题ꎬ深化全方位多角度报道ꎬ构建公众对于议题的深层次价值认

知ꎮ 再次ꎬ加强资源共享ꎬ拓展协同空间ꎮ 提高舆论引导主体的交互意识ꎬ通过建立线上线下联

动、跨行业跨部门互动、跨层级跨地区统筹ꎬ推进信息交互和资源共享ꎮ 提升以政府为主导的舆

论引导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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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合就 ＸＹ”从语法构式到
修辞构式的演变

∗①

孟祥英
(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３ )

　 　 摘要:　 根据嵌入“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的成分的特点ꎬ可以把“一言不合就动手”类的称为语法构式ꎬ把
２０１６ 年新兴的“一言不合就任性”类的称为修辞构式ꎮ “一言不合就 ＸＹ”在由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发展的过程

中表现出以下特点:嵌入成分扩大ꎬ“一言不合”的语义泛化ꎬ事件参与主体由双向性到单向性转变、由指人名词

拓展到指物名词ꎮ 在具体运用中ꎬ修辞构式还采用连续使用、构式仿拟(仿出“二言不合就 ＸＹ”、“二话不说就

ＸＹ”)、嵌入项重叠(ＶＶＶ 形式)等手段ꎬ来表达言说者的主观态度、主观情感ꎮ 修辞构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爆

炸方式扩散开来ꎬ与这一构式自身的表义特点密切相关ꎬ也与网民追求语言时尚和表达主观化的心理有关ꎮ
关键词:　 “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ꎻ语法构式ꎻ修辞构式ꎻ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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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一言不合就 ＸＹ”是 ２０１６ 年的十大流行语之一ꎮ 如:
　 　 (１) 一言不合就任性! 美国男子推 ５ 独轮车装 ３０ 万枚硬币缴税 (中国日报网ꎬ
２０１７０１１４)

(２)跳槽ꎬ在今天的职场中已是司空见惯ꎮ 而作为职场生力军的 ９０ 后ꎬ似乎更给人留

下了一言不合就跳槽的印象ꎮ (中国经济网ꎬ２０１６０９０２)
(３)返乡过大年:亲戚聊天 一言不合就催二孩(半岛都市报ꎬ２０１７０２０３)
(４) 老婆这样的脾气我真是醉了ꎬ一言不合就要出去逛街买东西ꎮ (腾讯视频ꎬ

２０１７０３０３)
(５)一言不合就时尚:ＳＵＧＡＲ 糖果时尚手机(凤凰资讯ꎬ２０１６０６２９)
(６)今夏最后一天:惊天一声雷ꎬ济南一言不合就大雨(凤凰资讯ꎬ２０１６０８０６)

从形式上来看ꎬ这一构式由固定项“一言不合就”和嵌入项“ＸＹ”构成ꎬ属于后嵌式构式ꎮ 作

为流行性框填的一种ꎬ它具有短时性、高频性和能产性等特点ꎮ 通过搜索百度网、搜狐网、凤凰

网、中国知网等ꎬ得到 ２１８ 个具体示例ꎮ 我们发现ꎬ无论是搭配对象还是构式义ꎬ新兴构式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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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式(如“一言不合就动手、一言不合就打架、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等)都有明显不同ꎮ 本文

将对这一构式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过程、修辞构式表达主观性的手段以及修辞构式的

流行动因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ꎮ

二、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

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１９９５)的构式语法理论ꎬ构式指的是语言中固定的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ꎮ①

刘大为(２０１０)将构式分为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具有可推导性的是语法构式ꎬ当新的表达动因

作为构式义加在语法构式上时破坏了构式的推导性而形成的具有不可推导性的是修辞构式ꎮ”②

基于以上定义ꎬ我们把“一言不合就动手”类的构式称之为语法构式ꎬ将新兴的“一言不合就任

性”类的称为修辞构式ꎮ
(一)作为语法构式的“一言不合就 ＸＹ”
传统的“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是一个语法构式ꎬ因为“一言不合”和“就 ＸＹ”之间语义明晰ꎬ结

构关系松散ꎬ具有可推导性ꎬ其中嵌入的多是表示冲突性事件(尤其是暴力性事件)的词语ꎮ 如:
　 　 (７)为什么土耳其一言不合就搞“军事政变”? (网易财经ꎬ２０１６０７１６)

(８)一言不合就被砍? 我们的差评权谁来保障? (央视新闻ꎬ２０１７０７１７)
通过检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ＣＣＬ)语料库我们发现ꎬ这一构式在古代汉语中初

见雏形ꎮ 在得到的 ４８ 条语料中:“一言不合”以逗号的形式与后接小句间隔开来的居多ꎬ有 ４０
条ꎬ而“一言不合就(便)ＸＹ”仅 ８ 条ꎮ “一言不合”最早出现在唐代李颀的诗歌———«别梁锽 »
中:“抗辞请刃诛部曲ꎬ作色论兵犯二帅ꎮ 一言不合龙頟侯ꎬ击剑拂衣从此弃ꎮ”含有“一言不合”
的语法构式在古代汉语部分的具体分布如下:唐代 １ 条ꎬ宋代 ３ 条ꎬ明代 ３ 条ꎬ其余的 ４１ 条出现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ꎮ 如:
　 　 (９)王珙为政苛暴ꎬ多猜忌ꎬ残忍好杀ꎬ不以生命为意ꎬ内至妻孥宗属ꎬ外则宾幕将

吏ꎬ一言不合ꎬ则五毒将施ꎬ鞭笞刳斮ꎬ无日无之ꎮ (宋«旧五代史»)
(１０)时八郡骚扰ꎬ陈参政方事兴复ꎬ光总藩幕ꎬ独謇謇持正ꎬ一言不合ꎬ遂拂衣而退ꎬ曰:

“吾岂贪禄者哉!”(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１１)杨仁先自不语ꎬ后来便说:“要我依顺ꎬ也须好好相劝ꎬ怎么一言不合就把我打成这

个样子?”(清无垢道人«八仙得道»)
现代汉语继承了古代汉语的用法ꎬ在 ３１ 条语料中ꎬ有 ２９ 条描写的是冲突性事件ꎮ 如:
　 　 (１２)好莱坞明星们的婚姻十分随便ꎬ兴之所至就可以结为夫妇ꎬ恩恩爱爱ꎻ一言不合就

立即分手ꎬ形同陌路ꎮ («人民政协报»)
(１３)萧军身上有种绿林好汉的“血气之勇”ꎬ有时一言不合便可能拍案而怒ꎬ不畏惧什

么权威ꎮ (邢富君«毛泽东与文坛名流»)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现代汉语中有 ２ 例ꎬ与新兴用法相关ꎮ 如:
(１４)那个姓陶的ꎬ不看风使舵ꎬ白有他的理想ꎬ一言不合就拍拍屁股辞职ꎬ结果呢? (梁

凤仪«金融大风暴»)
(１５)偏偏这个小家伙ꎬ天生一副贱骨头! 没常性ꎬ三天两头ꎬ一言不合ꎬ大摇大摆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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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差ꎮ 他自己不爱好ꎬ我当师傅的ꎬ拿他也无可奈何ꎮ (白先勇«孽子»)
例(１４)中ꎬ“一言不合就拍拍屁股辞职”ꎬ描写的不是冲突性事件ꎬ其主语不涉及事件参与双

方ꎬ仅涉及一个主体(“那个姓陶的”)ꎻ例(１５)亦如此ꎮ 在此ꎬ新兴构式初见端倪ꎬ但嵌入的成分

具有单一性ꎬ只有动词性成分ꎬ而无其他ꎮ
在语法构式中ꎬ固定项“一言不合”的意义比较实在ꎮ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ꎬ语言是对客

观世界的折射ꎮ 依据惯常思维ꎬ“一言不合就”后多跟的是“动手、打架、拔刀相向”等词语ꎬ这些

词语在语义上具有[＋冲突性]、[＋短时性]等特征ꎮ 既然是冲突ꎬ就必然有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参

与者ꎻ而一个事件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几个环节ꎮ 因此ꎬ这一事件基本的框架模式是:双方

(或多方)交谈———话不投机———大打出手ꎮ 事件爆发的突然性、动作性突出ꎬ“一言不合”和其

后的嵌入项具有先后性ꎬ在时间上紧密相接ꎬ语义关系清晰ꎬ多为条件复句、假设复句或因果复

句ꎬ“只要一言不合就 ＸＹ”、“如果一言不合就 ＸＹ”或者“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 ＸＹ”ꎮ
作为语法构式的“一言不合就 ＸＹ”与传统的“一 Ｘ 就 Ｙ”构式存在着语义上的继承性ꎬ王弘

宇(２００１)指出ꎬ“一就”格式内部两项之间具有紧随关系和倚变关系ꎮ① 如:
　 　 (１６)她一进门就哭了起来ꎮ (引自王弘宇)

(１７)绿色的丛林底下ꎬ仙人掌疯狂地生长ꎬ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荆棘的陷阱ꎮ (同上)
例(１６)中“进门”和“哭了起来”两个动作是紧接着发生的ꎬ两个动作只有先后关系ꎬ没有其

他关系ꎻ例(１７)中ꎬ只要“不小心”ꎬ就必然会紧随着出现“掉进荆棘的陷阱”的结果ꎬ两项之间是

倚变关系ꎮ 我们认为ꎬ语法构式“一言不合就 ＸＹ”是对“一 Ｘ 就 Ｙ”倚变关系的一种继承ꎮ 如:
　 　 (１８)关于他的汇报几乎就像新闻联播一般:必有更新ꎬ且内容充实ꎮ 比如:和同学一言

不合就大打出手ꎻ一生气就把凳子砸烂ꎮ (廖美华 «区分观察与评论ꎬ走好沟通第一步»ꎬ
«中小学德育»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期)

(１９)枣庄:“一言不合”就放火烧房 滕州这俩少妇火气真大(凤凰资讯ꎬ２０１６０９０９)
在例(１８)中ꎬ“一言不合”和“大打出手”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和逻辑上的倚变性ꎬ“只要一

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或者“如果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ꎬ前为条件复句ꎬ后为假设复句ꎬ表示事情

还未发生ꎻ在例(１９)中ꎬ因为“一言不合”导致“放火烧房”ꎬ事情已经发生ꎬ是因果复句ꎬ具有评

价义ꎬ具体地说明“俩少妇火气真大”ꎮ
综上所述ꎬ语法构式“一言不合就 ＸＹ”具备如下特性:第一ꎬ句子的主语是施事性强的指人

名词ꎻ第二ꎬＸＹ 是具有强动作性的自主动词ꎬ在语义上具有冲突性、短时性ꎻ第三ꎬ构式有一种强

结果义ꎬ即在具体事件中ꎬ“一言不合”后必然地会产生一个结果 ＸＹꎮ 因此ꎬ这一构式只有肯定

形式ꎬ而没有否定形式ꎬ这一特点也被新兴的修辞构式所继承ꎮ 如:
　 　 一言不合就动手　 　 ＊一言不合就不动手

一言不合就跳舞　 　 ＊一言不合就不跳舞

一言不合就下雨　 　 ＊一言不合就没下雨

很显然ꎬ加＊的短语是不成立的ꎮ
(二)作为修辞构式的“一言不合就 ＸＹ”
在当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言不合就 ＸＹ”是一类修辞构式ꎬ其构式义无法从其构成成分“一

言不合”和“ＸＹ”自身的意义上推知ꎬ因此它具有不可推导性ꎮ 陈文博(２０１６)指出:“语法构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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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修辞构式是一种句式的语法化ꎬ是一种因语义结构或语义关系的衍生而由实(表具体、实在语

义的句子)到虚(表抽象概括义的句子)的过程ꎬ是由表示指称客观事物与逻辑关系的句子变为

表达某种特定语用效果和特定语义关系的句子ꎮ”①作为修辞构式的“一言不合就 ＸＹ”ꎬ与语法构

式比较ꎬ呈现出以下特点:
１.嵌入成分扩大

通过比较ꎬ我们发现ꎬ修辞构式的嵌入成分更加多样ꎬ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ꎬ体现出言说者思

维的灵活性和言语的创新性ꎮ
第一ꎬ从词性来看ꎬ语法构式中嵌入的仅是动词性成分ꎬ结构上都较为简单ꎻ而修辞构式除了

能嵌动词性成分ꎬ还可以嵌入形容词和名词等其他成分ꎮ
Ａ.一言不合就＋动词性成分ꎮ 其中ꎬ动词以双音节动词为主ꎻ动词性短语的形式比较多样ꎬ

既有主谓短语、动宾短语、状中短语、联合短语等一般短语ꎬ也有结构上更为复杂的连谓短语、兼
语短语等ꎮ 如:

　 　 (２０)盛夏到了大家都是一言不合就健身ꎬ恨不得马上把脂肪摄入量减到零ꎮ (中

国质量新闻网ꎬ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２１)父母为孩子主动做出积极的榜样示范ꎬ供他观察和学习ꎮ 坏家庭一言不合就怒气

弥漫ꎬ父母通常霸道强势ꎬ说一不二ꎬ把孩子逼进死胡同ꎬ教育效果事倍功半ꎮ (全球加盟

网ꎬ２０１７０３０９)
(２２)张继科ꎬ一个一言不合就写诗的美男子 (华西都市报ꎬ２０１６０８２１)
(２３)一言不合就摆 ＰＯＳＥꎬ白浅和夜华要气死导演了! (橘子娱乐ꎬ２０１７０２１９)
(２４)来伊贝诗保湿节 网红一言不合就和闺蜜拼了(新浪时尚ꎬ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２５)由于拥有最多的群众基础ꎬ她有时跟其他演出者会一言不合就走下舞台取消演

出ꎬ有时高音唱不上去竟然挥手要乐ꎮ (汪燕«永恒的歌剧女神»ꎬ«书城»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期)
(２６)素有“中国打女”之称的青年演员魏璐在片中饰演性感女杀手“莎莎”ꎬ一言不合

就令郭德纲“神秘失踪”ꎮ (腾讯新闻ꎬ２０１７０４０７)
以上例句的嵌入项中ꎬ“健身”是动词ꎬ“怒气弥漫”是主谓短语ꎬ“写诗、摆 ＰＯＳＥ”是动宾短

语ꎬ“和闺蜜拼了”是状中短语ꎬ“走下舞台取消演出”是连谓短语ꎬ“令郭德纲‘神秘失踪’”是兼

语短语ꎮ 其他的例子再如:“一言不合就卖萌、一言不合就创业、一言不合就 ＫＩＳＳ”ꎬ“一言不合就

送 ＭＯＮＥＹ、一言不合就亲子疏离、一言不合就唱起歌跳起舞、一言不合就回 １８ 岁、一言不合就给

员工买房、一言不合就请客吃饭”ꎬ等等ꎮ
Ｂ.一言不合就＋形容词

　 　 (２７)公开骂渣男ꎬ一言不合就耿直的李小冉很美! (凤凰时尚ꎬ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２８)高考毕业生:说好的致青春旅行ꎬ一言不合就黄了(青年人网ꎬ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２９)一言不合就蓝、蓝、蓝ꎬ威海上半年霸屏的就是 ＴＡ 啦! (未来网ꎬ２０１６０７２２)

其他再如“一言不合就任性、一言不合就时尚、一言不合就白了”等ꎮ
Ｃ.一言不合就＋名词

　 　 (３０) 一言不合就素颜! 周冬雨眯眼拍照自黑成瘾(凤凰资讯ꎬ２０１６０６２２)
(３１)一言不合就地王! 南昌今现 ２ 地王 朝阳楼面价 ９２００(传媒狐ꎬ２０１７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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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再如“一言不合就套路、一言不合就国产、一言不合就毒舌、一言不合就汪峰、一言不合

就雾霾、一言不合就高温、一言不合就 ＲＡＰ、一言不合就 ＣＰ”等ꎮ
按照常规认知ꎬ“一言不合”是一个动词性短语ꎬ其后经常性搭配的对象也是动词性的ꎮ 而

在当代的新兴构式中ꎬ形容词、名词等成分也试图进入构式充当了 ＸＹꎬ形容词和名词与原型构

式中的动词在句法意义上不相匹配ꎬ与整个构式的意义不协调ꎬ这就涉及到构式对词项的压制作

用ꎮ 进入新构式的形容词、名词等被整个构式动词化了ꎮ 如“高考毕业生:说好的致青春旅行ꎬ
一言不合就黄了”中ꎬ“黄”是形容词ꎬ其后加上动态助词“了”ꎬ表示动作已经实现ꎻ在“一言不合

就地王”中ꎬ“地王”前可以添加上存现动词“出现”ꎮ
第二ꎬ从语义上来看ꎬ语法构式的嵌入项在语义上具有冲突性ꎬ而新兴的修辞构式则突破了

这一限制ꎮ
Ａ.语义上具有不如意性的事件ꎮ 如:
　 　 (３２)小孩子一言不合就闹出国ꎬ家长是答应还是不答应ꎮ (网易财经ꎬ２０１６０８２７)

(３３)艺术留学的语言关:“一言不合就挂科”的讲座ꎬ数十名观众入场参与ꎮ (凤凰资

讯ꎬ２０１６０８０６)
(３４)航班一言不合就晚点? 其实也有“套路”ꎮ (新浪新闻ꎬ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闹出国、挂科、晚点”等事件ꎬ对于言者来说ꎬ均为不如意的或者不期待发生的事件ꎮ
Ｂ.语义上具有日常性的事件ꎮ 如:
　 　 (３５)一言不合就吃火锅 这个冬天怎能少了它(男人窝ꎬ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３６)贾乃亮遇甜馨变迷弟网友:一言不合就晒娃(华东在线ꎬ２０１６１２０１)
(３７)美少女涛也是一言不合就扎起半丸子头ꎬ搭配那一抹羞涩的笑容ꎬ以及耳边缓缓

垂下的碎发ꎬ少女感爆棚! (新浪时尚ꎬ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吃火锅、晒娃、扎起半丸子头”等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紧密相关的事情ꎮ
Ｃ.语义上具有如意性的事件ꎮ 如:
　 　 (３８)一言不合就发红包! 见者有份ꎬ就等你来! (南阳事网ꎬ２０１６０７０７)

(３９)一言不合就秀录取通知书ꎮ (中国青年网ꎬ２０１６０８０４)
(４０)“任性!”是近期沈阳楼市的主基调ꎬ一言不合就降价ꎬ一言不合就送礼ꎬ一言不合

就发钱! (沈阳房天下ꎬ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
“发红包、秀录取通知书、降价、发钱”等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事情ꎬ具有如意性特点ꎮ
２.“一言不合”的意义虚化

在语法构式中ꎬ“一言不合”的意义是实实在在的ꎻ而在修辞构式中ꎬ“一言不合”的意义发生了

虚化ꎬ“ＸＹ”的出现或发生与“言”、“不合”没有任何关系ꎮ 我们认为ꎬ固定项意义的虚化与嵌入项

的语义是紧密关联的ꎮ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发展过程中ꎬ“ＸＹ”的[＋冲突性]语义特征经历了

一个“强———弱———消失”的过程ꎬ冲突义逐渐减弱ꎬ而调侃性、自娱性逐步增强ꎮ “一言不合”和后

面的“ＸＹ”失去了语义上的逻辑联系ꎬ整个构式表示“突然”“动不动”的意义ꎮ 试比较:
　 　 (４１)一言不合就拔刀 男子街头借火点烟聊天被刺死(四川新闻网ꎬ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４２) 一言不合就体罚的“教育”该管管了(长城网ꎬ２０１７１０１７)
(４３)帕托自己的心情看上去也完全没受影响ꎬ短暂的假期里他在北京、天津转了转ꎬ看

什么都新鲜ꎬ一言不合就发微博ꎬ坐回电动车要配图配说明“这是我的新车”ꎮ (新浪体育ꎬ
２０１７０３１８)

(４４)一言不合就中奖 石柱彩民揽双色球大奖 ７７６ 万ꎮ (网易新闻ꎬ２０１６０９２９)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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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４１)中“一言不合就拔刀” ꎬ事件的冲突性是最强的ꎬ描写的是暴力流血性事件ꎻ例 (４２)
中ꎬ老师动不动就体罚学生ꎬ这是师生之间发生的一般的冲突性事件ꎻ而在后两例中ꎬ“一言不合

就发微博”、“一言不合就中奖”ꎬ冲突义完全消失ꎬ调侃的、幽默风趣的意义浮现出来ꎮ
３.事件参与主体由双向性到单向性转变ꎬ由指人名词拓展到指物名词

成向阳(２０１６)认为ꎬ“‘一言不合’关涉的必须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ꎬ也即某人与某人或

某些人言语意见不合ꎬ而这种不合引发的结果也必须是重大且具有破坏力的后果ꎮ 而在网络流

行中‘一言不合’背后那颗本该炸响的地雷在流行中竟像被拔掉了撞针ꎬ一股烟雾之后落地

的尽是鸡毛蒜皮ꎬ无论吃麻辣烫还是买本书ꎬ其实都是自己单个的行为ꎬ与其他人根本没有关

联”①ꎮ 可见ꎬ在语法构式中ꎬ事件参与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ꎬ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ꎻ而在

修辞构式中ꎬ事件参与者是单一的主体ꎮ 而且这单一的主体既可以是指人名词ꎬ多是第一人称或

第三人称的ꎬ还可以是具有客观性和低意志性的“非生命体”ꎮ 如:
　 　 (４５)当下社会ꎬ作为独生子女的 ９０ 后们ꎬ自主意识强ꎬ个性十分鲜明ꎬ一言不合就懒得

理你ꎬ用沉默来代替抗议ꎮ (王慧娟«你得过“失语症”吗»)
(４６)大学生 “一言不合” 就退出学生社团ꎬ不能简单归咎于新生不够ꎮ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６１１０２)
(４７)网红是我国当今社会的“高能群体”ꎬ“一言不合”就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洪荒之

力”ꎮ (沈霄«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网红的现状、问题及其治理»ꎬ«电子政务»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以上几句中的主语均为指人的名词性成分ꎬ“作为独生子女的 ９０ 后们”、“大学生”和“网

红”ꎬ它们在语义上具有主观性和强施事性ꎮ
　 　 (４８)济南:一言不合就来个蓝天加白云迷醉你! (网易财经ꎬ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４９)最近上海的商场都怎么了? 一言不合就炫酷卖萌(新华网ꎬ２０１７０２２２)
(５０)法国有条公路一天只出现两次 一言不合就消失(腾讯网ꎬ２０１６０９２３)

以上句子中的主语“济南”、“上海的商场”、“公路”都是非人名词ꎬ无施事性ꎮ 基于隐喻思

维ꎬ这些主语被具体语境赋予了生命性ꎬ言说者“以无生作有生看”、“以非人作人看”②(钱钟书

１９８６)ꎬ将其拟人化ꎬ表达上具有生动性、新颖性和娱乐性等修辞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修辞构式“一言不合就 ＸＹ”具备如下特性:第一ꎬ搭配对象扩大ꎬ嵌入项可以是具

有强动作性的动词ꎬ还可以是弱动作性的形容词和名词ꎻ与语法构式只能嵌入描写冲突性事件的

词语不同ꎬ修辞构式扩大到可以嵌入一般性事件ꎬ还可以嵌入如意性事件ꎻ第二ꎬ“一言不合”的
意义虚化ꎬ与 ＸＹ 之间无内在的逻辑关系ꎻ第三ꎬ修辞构式的主语可以是具有主观性和高意志性

的指人名词ꎬ还可以是具有客观性和低意志性的指物名词ꎮ

三、修辞构式的主观增量手段

“主观性”和“主观化”是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ꎮ 主观性指的是“在话语中多多

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ꎮ 就是说ꎬ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

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ꎬ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ꎻ而“主观化”指的是“语言为表现这种主

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③(沈家煊 ２００１)ꎮ 应该说ꎬ新兴修辞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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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向阳:«网络流行语的滥用与汉语的命运»ꎬ«语文教学通讯»２０１６ 第 １０ 期ꎮ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ꎬ«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孟祥英:“一言不合就 ＸＹ”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

“一言不合就 ＸＹ”本身就含有一定的主观性ꎬ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ꎬ在具体的语用中ꎬ言说者还

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ꎬ比如构式连用、构式仿用、嵌入项重叠等来传达更为强烈的情感ꎬ使得表达

具有了更为突出的主观增量义ꎮ 具体来说:
(一)构式连用

就是由这一构式组构出的几个短语以排比的方式在句子中连续使用或间隔使用ꎬ起到列举

解释、增强语势的作用ꎬ让人印象深刻ꎮ 如:
　 　 (５１)继上一次戴尔旗舰型 ＸＰＳ 系列与吴亦凡的合作大获成功后ꎬ更加深谙粉丝之道

的戴尔ꎬ时隔不到三个月ꎬ在新推出的二合一变形本家族系列传播中ꎬ继续牵手吴亦凡ꎬ并将

粉丝营销推上了一个新高度ꎮ 一言不合就向粉丝扔了一张电影票ꎬ一言不合就给粉丝包场

看电影ꎬ一言不合就把爱豆双手奉上(搜狐财经ꎬ２０１６０８２９)
(５２)一言不合就告白ꎬ一言不合就飙车ꎬ一言不合就分手ꎬ在这个一言不合就爆发的年

代ꎬ你的生活也可以一言不合很任性ꎮ 比如住进【伟星公园大道壹号】ꎬ３ 大公园之间ꎬ一言

不合就能邂逅最健康的清新生活ꎮ (行业新闻ꎬ２０１６０８０７)
例(５１)是一个句群ꎬ前后两个句子之间是解说关系ꎮ 第二个句子中ꎬ三个“一言不合就＋状

中短语”构式连续使用ꎬ形式整齐ꎬ对第一句中“将粉丝营销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进行了细节列

举ꎬ将营销手段花样翻新的方式密集地展示出来ꎬ具体形象ꎮ 例(５２)中ꎬ构式是连续使用和间隔

使用并存ꎮ
(二)构式仿用

在“一言不合就 ＸＹ”的基础上ꎬ言说者对这一构式进行仿造使用ꎬ这种仿用具有新鲜活泼、
幽默风趣的修辞效果ꎮ 具体有两种情形:

１.“一言不合”和“二话不说”对举使用ꎬ形成“一言不合就 ＸＹ”和“二话不说就 ＸＹ”这一扩

展构式ꎬ追求对称的表达效果ꎬ描写性特征突出ꎮ 如:
　 　 (５３)原来宝莱坞是这么拍动作戏的ꎬ印度人是这般撩妹的ꎬ一言不合就跳舞ꎬ二话不说

就开挂ꎬ风吹秀发耍耍酷ꎮ (凤凰资讯ꎬ２０１６０７２９)
(５４)一言不合就开学ꎬ二话不说就报到(经典网ꎬ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以上句子中ꎬ嵌入的成分之间是联合关系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某一个事件进行说明ꎮ 有

时ꎬ嵌入的成分之间还可以是顺承关系的ꎮ 如:
　 　 (５５) 一言不合就下雨ꎬ二话不说就看海(经典网ꎬ２０１６０７１９)
“下雨”之后“看海”ꎬ两个动作先后出现ꎬ属顺承复句ꎮ
有时ꎬ“一言不合”和“二话不说”连用ꎬ或者用逗号隔开ꎬ然后共同接后续成分“就 ＸＹ”ꎮ
　 　 (５６)一言不合二话不说就翻跟头　 看着都头晕 (资讯社会ꎬ２０１６０７０７)

(５７)一言不合ꎬ二话不说ꎬ就要唱歌! (赛客说ꎬ２０１６１０３０)
２.在“一言不合就 ＸＹ”的基础上ꎬ仿造出“二言不合就 ＸＹ”、“三言不合就 ＸＹ”等ꎮ
　 　 (５８)现在的年轻人呐ꎬ太不像话! 真是一言不合就发广告ꎬ二言不合就秀恩爱ꎬ满满的

都是套路! (今日头条ꎬ２０１６０７１１)
(５９)一言不合就减价ꎬ二言不合送墨镜ꎬ三言不合就包邮ꎬ就是这么任性ꎮ (网络论坛ꎬ

２０１６０７２７)
(３)嵌入项重叠

这里指的是嵌入的单音节动词进行三次重叠ꎬ形成“一言不合就 ＶＶＶ”构式ꎮ 如:
　 　 (６０)一言不合就送送送! 陆地港各种网红进口商品满减乱卖啦! (龙岩网ꎬ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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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爱喝酒的人ꎬ做梦都想交一个李白这样的朋友ꎬ一言不合喝喝喝ꎬ酒楼里面喝喝

喝ꎬ自己家里喝喝喝ꎬ宫廷里面喝喝喝ꎬ妓院里面喝喝喝ꎮ (杭州网ꎬ２０１６０８１２)
(６２)最近广州的天气ꎬ真是一言不合就晒晒晒ꎬ烤烤烤ꎬ热热热啊! (广州日报大洋网ꎬ

２０１６０６２１)
一般来说ꎬ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多是“ＶＶ”形式ꎬ如“说说、看看、想想”ꎬ仅限于表示具有持续

性的动作动词ꎬ在语义上表示“时量短或动量小”①(朱德熙 １９８２)ꎬ第二个音节读为轻声ꎮ 而在

“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中ꎬ嵌入项是单音节动词的三次重叠ꎮ 我们认为ꎬ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语

音的和谐ꎬ“一言不合”、“就 ＶＶＶ”ꎬ前后形成“４＋４”的韵律模式ꎬ满足了大众“以偶为佳”的审美

需求ꎻ另一方面ꎬ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ꎬ“ＶＶ”形式表示量小或量减ꎬ而在该构式中ꎬ“一言不合

就”后面跟的是具有强结果义的成分ꎬ该构式要求嵌入的是具有量大或量增的成分ꎬ而“ＶＶＶ”形
式是有主观增量义的ꎬ而且重叠后的每一个音节都是重音ꎮ 因此ꎬ可以说“一言不合就喝喝喝”ꎬ
而不能说“一言不合就喝喝”ꎬ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就 ＸＹ”与“喝喝”这类表示量小的动词重叠式

在语义上是不相容的ꎮ

四、修辞构式的流行动因

基于以上分析ꎬ我们认为ꎬ新兴“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爆炸方式扩

散开来ꎬ与这一构式自身的表义特点密切相关ꎬ也与网民追求语言时尚和表达主观化的心理相关ꎮ
(一)“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适宜于描写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包孕性顷刻”ꎮ 在绘画、摄影、

雕塑等造型艺术中ꎬ艺术家会选取高潮前那个“次高潮”的时刻ꎬ而极力避免选择高潮(或顶点)
时刻ꎬ因为一达到顶点ꎬ事情的发展就到了尽头ꎬ不能再“生发”了ꎬ这是钱钟书(１９６２)在«读‹拉
奥孔›»里所指出的“莱辛讲的富于包孕的时刻”②ꎬ这一时刻包含着从前又蕴蓄着以后ꎬ是最能

激起人的期待、启发人的想象的ꎮ
从语义上来说ꎬ“一言不合就 ＸＹ”就是描写了这样一个“包孕性顷刻”ꎮ 对一个事件过程的

描述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ꎬ“一言不合就 ＸＹ”构式截取了一个事件过程中的关

键部分ꎬ即“发展”和“高潮”部分ꎮ 这两个部分是构成一个冲突事件的最显著的要素ꎬ“一言不

合”是发展部分ꎬ是起因ꎬ是一个触发点ꎬ是矛盾产生和积聚的那一刻ꎬ是要爆发而尚未爆发、即
将爆发的顷刻ꎬ而当矛盾和冲突达到饱合ꎬ达到顶点ꎬ就会产生后面的“ＸＹ”ꎬ即高潮ꎮ “一言不

合就 ＸＹ”描写了一个事件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ꎬ而这一事件是怎样开始的ꎬ又是如何结束的ꎬ
则是留白ꎬ期待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联想来填补这一事件框架ꎮ “语言表达往往‘以点带面’ꎬ
一个词、一个句子往往触发的是一个或多个概念框架或系统ꎮ”③(束定芳 ２００８)可以说ꎬ这一构

式的流行ꎬ与其所提供的富有张力的想象空间是紧密相关的ꎮ
语法构式“一言不合就 ＸＹ”描写的是冲突性事件ꎮ 依据 Ｈｏｐｐｅ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０)对动词及

物性的研究④ꎬ“一言不合”和“ＸＹ”前后两个动词性成分均具有较强的及物性ꎮ 如在“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中ꎬ动作的参与者至少在两个以上ꎬ参与者个性突出ꎬ有“易冲动、脾气暴躁、非理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朱德熙:«语法讲义»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６７ 页ꎮ
钱钟书:«读‹拉奥孔›»ꎬ«文学评论»１９６２ 第 ５ 期ꎮ
束定芳:«认知语义学»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１７、７５ 页ꎮ
Ｈｏｐｐｅ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认为动词的及物性强度由以下的特征束来定义:(１)动作的参与者在两个以上ꎻ(２)动词表示动作(过

程)而不是状态ꎻ(３)动作是瞬间完成而不是持续的ꎻ(４)动作是人为的、有意愿的ꎻ(５)动作是现实的而非虚拟的ꎻ(６)施事对受

事有很强的支配力ꎻ(７)参与者有很强的个体性ꎮ



孟祥英:“一言不合就 ＸＹ”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

性”等联想义ꎬ“一言不合”和“大打出手”这两个动作是相互发生的ꎬ具有倚变关系ꎬ而且它们不

具有持续性ꎬ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词短语及物性很强ꎮ 因此说ꎬ这个构式是组合性的ꎬ具有强烈的

现实感ꎬ是对某个具体事件的描述ꎬ这就使得嵌入成分受到很大限制ꎬ整个构式能产性较弱ꎮ
而新兴的修辞构式大大地拓展了语法构式的使用范围ꎬ扩大到可以描写一般的冲突性事件、

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如意性事件ꎬ其暴力性、冲突性大大减弱甚至削弱为无ꎬ整个构式具有了[＋动
不动]、[＋任性]等构式义ꎬ表示很容易产生某种行动或情况ꎬ“调侃性、戏谑性”的主观义也随之

浮现出来ꎬ如“一言不合就跳舞”、“一言不合就中奖”ꎮ 在人们的惯性认知中ꎬ“一言不合”之后

必然是一场矛盾冲突达到顶点的剑拔弩张的冲突性事件ꎬ而在新兴构式中ꎬ吸引人眼球的冲突性

事件没有发生ꎬ取而代之的是与大众的吃穿住行等紧密相关的日常生活事件或者如意性事件ꎬ前
后两个行为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ꎬ听说者原有期待落空ꎬ这种“雷声大”而“雨点小”的表达方

式营造出幽默、风趣的语用效果ꎮ 如束定芳(２００８)所言“各种不同的幽默最通常的一个成分就

是突然的框架替换”①ꎮ
(二)满足了网民们追求语言时尚和表达主观情绪的需要ꎮ 在这个“一言不合就飙流行语”的

时代ꎬ修辞构式满足了言说者反崇高、反严肃的心理ꎬ如徐默凡(２０１２)所言:“现代人试图消解崇高、
庄重、高雅这些沉重的东西ꎬ而代之以‘藐视一切’的世俗娱乐态度ꎮ”②３６０ 度百科是这样介绍这一

新兴构式的来源的:“２０１５ 年末举行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ꎬ由于大赛主办方的态度极其粗疏ꎬ引起观

众的强烈不满ꎮ 一些网民在百度贴吧中贴出低俗内容以示愤怒ꎬ导致贴吧被封ꎮ”在这一事件中出

现了“一言不合就开车”的表达ꎮ 这里的“开车”非“驾驶车辆”的短语义ꎬ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指

“在网络上传播低俗内容的行为”ꎮ 这一新闻事件引发了网友热议ꎬ作为最早实例的“一言不合就

开车”ꎬ在短时间内被网友大量仿用ꎬ类似的表达迅速积聚ꎬ由量变而质变ꎬ从而被提炼出“一言不合

就 ＸＹ”这一框架结构ꎮ 由于这一热点新闻事件的触发ꎬ“一言不合就 ＸＹ”在搭配上突破了原来保

守的、中规中矩的组合方式ꎬ新兴构式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新颖性的超常规搭配方式一下子

点燃了网民的仿用热情ꎬ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ꎮ 辛仪烨(２０１０)认为:“网民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使用它ꎬ一旦发现适合它的场景ꎬ就会迫不及待地用上去ꎮ”③这种语言狂欢一发而不可收ꎬ使得该

构式爆发出前有未有的活力和强劲的生命力ꎮ 新兴构式的大量使用满足了广大网民追求语言时

尚、追求个性的需要ꎬ也满足了彰显自我、宣泄情绪的心理需要ꎮ
１.抱怨心理ꎮ 如:
　 　 (６３)上班开会下班做事ꎬ永远是上班时间开会ꎬ开到下班然后把一天的工作压在下班

时间里ꎮ 一言不合就要开个会碰一下ꎮ (大不六文章网ꎬ２０１７０１２７)
(６４)房屋产权都不是永久的ꎬ还要征收房地产税ꎬ老百姓还房贷已经很辛苦了ꎬ这是要

闹哪样儿? 真是的ꎬ一言不合就收税! (中国网ꎬ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在以上语境中ꎬ“开会”、“收税”ꎬ对言说者来说是比较闹心的不如意事件ꎬ然而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ꎬ通过这一构式表达对“动不动就开会”、“动不动就收税”的不满情绪ꎬ抒发一下无奈的、
抱怨的心理ꎮ

２.赞美心理ꎮ 如:
　 　 (６５)北京大妈讲网银:一言不合就飙英文(乐视视频ꎬ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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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束定芳:«认知语义学»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１７、７５ 页ꎮ
徐默凡:«流行语的游戏心态和游戏成分———以无关指称为例»ꎬ«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辛仪烨:«流行语的扩散:从泛化到框填»ꎬ«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６６)一言不合就变文艺范儿的购物中心ꎬ你不可不来(经典网ꎬ２０１６０７２２)
例(６５)中ꎬ在我们的认知中ꎬ“飙英文”是特有文化、特别精英的一个行为ꎬ在此句中这一行

为的主体是“北京大妈”ꎬ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ꎬ与“北京大妈”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买菜、跳广场

舞等日常行为ꎬ因此ꎬ“北京大妈一言不合就飙英文”ꎬ含有极度褒奖的、夸赞的主观情感ꎻ例(６６)
是表达对购物中心“特别文艺”的一种喜爱和赞美ꎮ

３.戏谑心理ꎮ 如:
　 　 (６７) 霸道总裁一言不合就发钱ꎬ郭台铭拿出 ２２ 亿股票分红奖励员工 (艾瑞网ꎬ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６８)一言不合就吃吃吃ꎬ二言不合就拍拍拍(微博)
当代汉语中ꎬ很多新词语具有明显的戏谑色彩ꎬ这满足了网民追求轻松闲适的审美需求ꎮ 例

(６７)中ꎬ“一言不合就发钱”以开玩笑的方式凸显了“总裁”的有钱和任性ꎻ例(６８)中ꎬ“一言不合

就吃吃吃”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吃货的自我调侃ꎬ显示出生活的轻松和随意ꎮ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ＸＹ”: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Ｑｉｌ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２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ＸＹ”ꎬ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ｙ ｆｉｇｈｔ”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ｌｉｋｅ “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ｉｔ ｉｓ ｓｅｌｆ － ｗｉｌｌｅｄ”ꎬ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Ｘ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ꎻ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ꎻ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ｗａｙ ｔｏ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ｕ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ｏ ａ ｎｏｕ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ＸＹ”ꎬ“Ｘ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ｍｕｒ”ꎬ
ｅｔｃ.)ꎬ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ｐａｒｔ (ＶＶＶ 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ｓｈｏｒｔ ｔｉｍ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ｔｉｚｅ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ａｓ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ＸＹ”ꎻ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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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６(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５)

颜光敏年谱与诗文系年
∗

孙书平
(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颜光敏为清初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ꎬ是清初曲阜颜氏家族勃兴的代表人物ꎮ 由于文献稀见等原

因ꎬ其生平与诗文考证还很不充分ꎮ 现以其子颜肇维所撰«颜修来先生年谱»为基础ꎬ结合颜光敏个人日记四种

及其诗文具体内容ꎬ兼与涉及到的相关历史人物文献互证ꎬ对颜光敏生平作一较为详尽的考证ꎬ同时对其所作诗

文进行系年笺证ꎮ 对于史料不足以支撑考证的文章暂付阙如ꎬ以俟后考ꎮ
关键词:　 颜光敏ꎻ年谱ꎻ诗文ꎻ系年ꎻ笺证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２－６４、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３１－２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孙书平(１９７６—　 )ꎬ男ꎬ山东肥城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ꎬ«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

辑部副编审ꎮ
①«颜修来先生年谱»载于颜光敏孙颜懋侨辑«霞城日记»ꎬ今人赵传仁等据以整理ꎬ附录于«颜修来诗文笺注»ꎬ间有讹误ꎬ

引用时一并改正ꎮ
②颜光敏传世日记有四种ꎬ即«德园日历»«南游日历»«历下纪游»«京师日历»ꎬ皆稿本ꎬ楷法工整ꎬ现存南开大学图书馆ꎮ
③主要是指«颜氏家藏尺牍»ꎮ 该文献由颜光敏曾孙颜崇椝收辑、桂馥装池ꎬ主要收录了亲友写给颜光敏及其家人的书信ꎬ

计 ２８４ 人ꎬ７９０ 函ꎮ

　 　 清初山东曲阜颜氏家族崛起ꎮ 该家族中颜光敏、颜光猷、颜光敩兄弟先后中进士ꎬ“一母三

进士”一时传为美谈ꎻ其祖父亦进士及第ꎬ明末以身殉国ꎬ父颜伯璟守节不仕ꎬ父忠子孝ꎬ舆论归

之ꎮ 其后代虽无显官名宦ꎬ但也能诗文传家ꎬ前后绵延十余世ꎮ 而该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则是颜光

敏ꎮ 颜光敏(１６４０－１６８６)ꎬ字逊甫ꎬ号德园ꎬ一字修来ꎬ颜回 ６６ 代孙ꎬ于康熙六年中进士ꎬ官至吏

部考功司郎中ꎮ 历礼、吏二部ꎬ立朝侃侃不阿ꎻ暇则游山览水ꎬ诗文纪之ꎮ 好交游ꎬ善接纳ꎬ一生友

朋遍天下ꎬ有«颜氏家藏尺牍»近八百封信函可征ꎮ 善书ꎬ郑簠谓之“知书”ꎮ 诗文俱擅ꎬ位列“燕
台十子”之冠ꎬ誉为雅音ꎬ有«乐圃集»传世ꎮ 时时称述祖训ꎬ陈忠孝以勉后学ꎬ著«颜氏家诫»四
卷ꎬ世比黄门«家训»ꎮ 其他著作还有«旧雨堂诗» «未信稿» «未信堂时艺» «德园日历» «京师日

历»«南游日历»«历下纪游»«音正»«音变»«文释»诸种ꎮ
由于诸种原因ꎬ现在对于颜光敏的研究极不充分ꎮ 诗文整理仅有赵传仁等人的«颜光敏诗

文集笺注»ꎬ所收诗文颇不完备ꎬ笺注部分亦有讹误ꎮ 其人其诗研究仅有两篇硕士论文和数篇单

篇论文ꎬ其中所引文献都未涉及«颜氏家藏尺牍»与颜光敏的四种日记ꎬ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ꎮ
现以颜光敏子颜肇维所撰«颜修来先生年谱»①(以下简称«年谱»)为基础ꎬ结合作者诗文作

品和四种稿本日记②、家藏尺牍③等稀见文献资料ꎬ兼与涉及到的相关历史人物文献相互印证ꎬ对
颜光敏的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ꎬ对其作品作出系年考证ꎮ 囿于史料不完备ꎬ部分诗文创作时

间无法具体确证ꎬ只得暂付阙如ꎬ以俟后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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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三年庚辰ꎬ清崇德五年ꎬ公元 １６４０ 年　 １ 岁
历史大事:
明北方地区爆发大面积灾荒ꎬ山东尤甚ꎮ «明史五行志三»卷 ３５ 载:“北畿、山东、河南、山

西、陕西、浙江、三吴皆饥ꎮ 自淮而北至畿南ꎬ树皮食尽ꎬ发瘗胔以食ꎮ” «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

编庶徵典»卷 １１１ 载:“崇祯十三年ꎬ(山东)自六月不雨ꎬ至八月蝗ꎬ大饥ꎬ群盗蜂起ꎬ人相食ꎬ草
根木皮俱尽ꎮ 益都、沂水、临淄、昌乐、蒙阴斗粟二千文ꎬ奇荒连岁ꎬ斗米万钱ꎮ 土寇蜂起ꎬ路无行

人ꎬ男女不生育ꎬ尤为奇变ꎬ泗水县全属大饥ꎬ赤地千里ꎬ土寇四起ꎮ”
本事 /家事:
正月初七日寅时ꎬ颜光敏生ꎮ
是年ꎬ祖父颜胤绍任邯郸令ꎬ御敌救荒有方ꎬ名震畿辅ꎮ 却为督师太监所劾ꎬ被逮下狱ꎮ
明崇祯十四年辛巳ꎬ清崇德六年ꎬ公元 １６４１ 年　 ２ 岁
历史大事:
正月ꎬ李自成攻克洛阳ꎬ杀福王ꎻ九月ꎬ于项城歼明军数万人ꎬ杀陕西总督傅宗龙ꎮ
二月ꎬ张献忠部出川ꎬ克襄阳ꎬ杀襄王ꎮ
春ꎬ清军对锦州实行包围ꎻ八月ꎬ明清两军决战松锦ꎬ明军大败ꎬ主力部队大部被歼ꎮ
家事 /本事:
直隶抚军屡奏邯郸冤抑状ꎬ祖父颜胤绍得从薄谴ꎮ 旋以真定司马讨西山巨盗ꎬ降其众ꎬ遂知

河间府ꎮ 父颜伯璟预感不祥ꎬ寓书亟谏ꎬ恳请祖父颜胤绍不要奉诏ꎮ 颜胤绍不听ꎬ毅然赴任ꎮ
明崇祯十五年壬午ꎬ清崇德七年ꎬ公元 １６４２　 ３ 岁

历史大事:
二月ꎬ清兵下松山ꎬ蓟辽总督洪承畴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降清ꎮ 清军第 ５ 次入关ꎬ破河间、兖

州ꎮ «崇祯实录»载:崇祯十五年十月至次年五月ꎬ 阿巴泰率清军从黄崖口出击ꎬ进犯蓟州、河间、
景州、临清、兖州、莱州、登州、青州府、莒州、沂州、德州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ꎬ共八十

八城ꎬ降城六ꎮ
家事 /本事:
十月ꎬ清军攻河间ꎬ祖父颜胤绍力战ꎻ城破ꎬ集家人六口俱自焚ꎮ 十二月ꎬ清军破兖州ꎮ 是时ꎬ父

颜伯璟伤足被掳ꎬ义不受辱ꎬ获释后回曲阜ꎻ母朱氏虽受刃ꎬ数日后苏醒ꎬ亦脱兵燹ꎬ归曲阜ꎻ颜光敏

与兄颜光猷为仲父救护ꎬ并为两乳母护持返回曲阜———一家幸得完聚ꎮ 兖州城破时ꎬ仲父死于乱军

中ꎮ 季父颜伯珣得仆人吕有年救护免死ꎬ流落当地民间ꎮ 事详载于«颜氏家诫»①“承家”篇ꎮ
明崇祯十六年癸未ꎬ清崇德八年ꎬ公元 １６４３ 年　 ４ 岁
历史大事:
二月起ꎬ京师瘟疫流行ꎮ
三月ꎬ李自成自称“新顺王”ꎬ在襄阳建立政权ꎮ
五月ꎬ清军出塞去ꎮ 五月ꎬ张献忠部克武昌ꎬ杀楚王ꎬ建立“大西”政权ꎮ
八月ꎬ清太宗皇太极病故ꎬ幼子福临继位ꎮ
家事 /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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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ꎬ颜光敏患疡ꎮ 父颜伯璟赴河间求祖父颜胤绍及家人骸骨ꎬ并上书请恤ꎮ 祖父颜胤绍被

追赠为光禄寺卿ꎮ 颜伯璟又于当地民间求得季弟颜伯珣ꎬ扶河间公榇与俱归ꎮ 事详载于«颜氏

家诫»“承家”篇ꎮ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ꎬ清顺治元年ꎬ公元 １６４４ 年　 ５ 岁
历史大事:
一月ꎬ李自成在西安建国ꎬ国号“大顺”ꎮ
三月ꎬ大顺军攻入北京ꎬ明崇祯帝自杀ꎻ是月二十九日ꎬ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ꎮ
四月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ꎮ 五月ꎬ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ꎻ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ꎮ
十月ꎬ清朝定都北京ꎬ改年号为顺治ꎬ是年为顺治元年ꎮ
十一月ꎬ张献忠在成都称帝ꎬ国号“大西”ꎮ
家事 /本事:
与伯兄颜光猷及季父颜伯珣共食寝ꎬ无稚气ꎬ能诵诗ꎬ对客琅琅数百言无难色ꎮ
孙在丰生ꎮ 孙在丰(１６４４－１６８９)ꎬ字屹瞻ꎬ浙江德清人ꎬ康熙九年进士第ꎬ殿试第二名ꎮ 颜光

敏为其座师ꎬ故二人有师生之谊ꎬ交往密切ꎮ 授编修ꎬ值起居注ꎬ充日讲官ꎬ累迁工部侍郎ꎬ兼翰林

院学士ꎮ
顺治二年乙酉ꎬ公元 １６４５ 年　 ６ 岁
历史大事:
二月ꎬ清朝定孔子尊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ꎬ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ꎬ立文庙ꎬ于大成殿奉

祀孔子ꎮ
四月ꎬ清兵破扬州ꎬ督师史可法殉难ꎮ
五月ꎬ清兵进攻南京ꎮ 礼部尚书钱谦益等迎降ꎮ 南明福王政权倾覆ꎮ
六月ꎬ清军下苏杭ꎮ 闰六月ꎬ鲁王在绍兴监国ꎬ唐王在福州建立政权ꎮ 夏ꎬ李自成被害ꎮ 清军

占领南京后ꎬ下令各省十日内剃发ꎬ违抗者被视为“逆命之寇”ꎬ以“留头不留发ꎬ留发不留头”相
威胁ꎻ江南抗清义军纷起ꎮ

家事 /本事:
父颜伯璟延师李奉禄于家塾教育子弟ꎮ 颜光敏尚年幼ꎬ却请求与兄长叔父同入学ꎮ «家谱»

载:颜光敏对父言:“叔父仅长三岁ꎬ伯兄长二岁ꎬ儿独何耶?”颜伯璟喜ꎬ使入学ꎬ日有考记ꎬ不好

弄ꎮ
是年ꎬ洪升生ꎮ 洪升(１６４５－１７０１)ꎬ字昉思ꎬ号稗畦ꎬ又号稗村、南屏樵者ꎬ浙江钱塘人ꎬ有«稗畦

集»«稗畦续集»等ꎬ以«长生殿»名世ꎬ与孔尚任齐名ꎬ有“南洪北孔”之称ꎮ 颜光敏与之交往密切ꎮ
顺治三年丙戌ꎬ公元 １６４６ 年　 ７ 岁
历史大事:
三月ꎬ清廷变通明朝进士授官制度:新进士除一甲外ꎬ二甲前五十名选部属ꎬ后二十名选评博中

行ꎻ三甲前十名选评博中行ꎬ十一名至二十名选知州ꎬ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选推官ꎬ其余尽选为知县ꎮ
四月ꎬ清廷举行开国后第一次殿试ꎬ傅以渐被取为首科状元ꎮ
家事 /本事:
在家塾习«四书»«孝经»«毛诗»«周易»ꎬ俱成诵ꎬ一字不忘ꎮ 父颜伯璟又教以步履进退ꎬ使

无诳语ꎬ与人共食必让匙箸ꎮ
潘耒(１６４６－１７０８)生ꎬ耒有«遂初堂集»ꎮ 颜光敏与之交往颇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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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丁亥公元ꎬ１６４７ 年　 ８ 岁
历史大事:
三月ꎬ赐吕宫等进士及第有差ꎮ 是年ꎬ在京畿大规模圈地ꎮ
家事 /本事:
颜光敏强记善问ꎬ塾师李奉禄不能难ꎬ告颜伯璟曰:“此子业已胜我ꎮ”辞去ꎮ
顺治五年戊子ꎬ公元 １６４８ 年　 ９ 岁
历史大事:
七月ꎬ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ꎮ
八月ꎬ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ꎮ
家事 /本事:
从孔秀岩先生读于龙湾ꎬ学为举业ꎬ不苟同于人ꎮ 尝侍父寝ꎬ颜伯璟梦中讲“天命之谓性

章”ꎬ多前人之所未发ꎬ颜光敏时已默识心通ꎮ
孔尚任(１６４８－１７１８)生ꎮ 孔尚任有«湖海集»«桃花扇»传世ꎮ 颜光敏与孔尚任相交甚契ꎬ共

同切磋学问ꎬ整理文献ꎮ 颜光敏亡故后ꎬ为作«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颜公墓表»ꎮ
顺治六年己丑ꎬ公元 １６４９　 １０ 岁
历史大事:
正月ꎬ河北蔚州饥民啸聚起事ꎮ
家事 /本事:
父颜伯璟命省耘ꎬ与二西瓜ꎬ颜光敏自去其蒂ꎮ 母朱氏问:“何为去其蒂?”颜光敏答曰:“儿

道远ꎬ持其蒂必脱ꎬ瓜且裂矣ꎮ”
施闰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中进士ꎬ有«学余堂集»ꎬ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称ꎮ 顺治十三年秋ꎬ施

闰章任山东学政ꎬ奉使督学山东ꎬ院试拔颜光敏第一ꎮ 后与颜光敏交往密切ꎬ并主持颜光敏首倡

的“十子”诗略出版事宜ꎮ
顺治七年庚寅ꎬ公元 １６５０ 年　 １１ 岁
历史大事:
冬ꎬ摄政王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ꎮ
家事 /本事:
学书ꎮ
顺治八年辛卯ꎬ公元 １６５１ 年　 １２ 岁
历史大事:
正月十二日ꎬ顺治帝亲政ꎮ
四月ꎬ遣官祭祀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ꎮ
家事 /本事:
应郡邑童子试ꎬ皆冠其偶ꎮ 祖姑母值丧乱后依赠公以居ꎬ仆婢事之小不谨ꎬ颜光敏必呵责之ꎬ

饮食起居必问焉ꎮ 祖姑母叹曰:“是儿加人数等矣ꎮ”
顺治九年壬辰ꎬ公元 １６５２ 年　 １３ 岁
历史大事:
三月ꎬ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ꎬ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ꎮ
九月ꎬ顺治帝幸太学释奠ꎮ
家事 /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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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草书ꎮ
诗文系年:
作«仲秋泗河泛舟赋»ꎮ «家谱»载:是年作«仲秋泗河泛舟赋»ꎬ未传世ꎮ
顺治十年癸巳ꎬ公元 １６５３ 年　 １４ 岁
家事 /本事:
颜光敏与叔父、伯兄唱和ꎬ得诗文各百余首ꎮ 有醉吏啸于门ꎬ父颜伯璟启颜光敏说:“汝亦闻

山有猛虎ꎬ藜藿为之不采乎?”颜光敏对曰:“窃谓猛虎不如麒麟ꎮ”颜伯璟曰:“此吾志也ꎮ”事载

«年谱»中ꎮ
顺治十一年甲午ꎬ公元 １６５４ 年　 １５ 岁
历史大事:
三月ꎬ皇三子玄烨生ꎮ
家事 /本事:
应童子试ꎬ学使戴京曾激赏之ꎬ拔置第一ꎬ入四氏学ꎮ
顺治十二年乙未ꎬ公元 １６５５ 年　 １６ 岁
家事 /本事:
是年ꎬ曲阜有均田之役ꎬ邑人多不解勾股法ꎮ 颜光敏夜见陈征君惺存ꎬ学之ꎬ一夕而精ꎮ 越陌

度阡ꎬ十月竣役ꎮ 县令叹以为神ꎮ
十二月ꎬ娶孔氏ꎮ
诗文系年:
是年ꎬ作«月蚀歌»«玉蝶词»一卷ꎮ 事载«年谱»ꎬ未传世ꎮ
顺治十三年丙申ꎬ公元 １６５６ 年　 １７ 岁
历史大事:
十月 施闰章出任山东学政ꎬ督学山东ꎮ
家事 /本事:
参加童生院试ꎬ学使施闰章拔置第一ꎬ食馁ꎮ «年谱»载:颜光敏参加童生院试与食馁在上一

年ꎬ然«施尚白年谱»记载施闰章视学山东在是年ꎬ姑将本事系于是年ꎮ
顺治十四年丁酉ꎬ公元 １６５７ 年　 １８ 岁
家事 /本事:
从邑先达孔方训学ꎮ 诸生五十余人ꎬ颜光敏七试皆第一ꎮ
是秋ꎬ参加乡试ꎬ中试六十九名ꎬ主考官为户部给事严沆、兵部郎中李世治ꎬ房考官为泰安知

州张知怿ꎮ 放榜日ꎬ以非孔氏ꎬ改置副车第四名ꎮ 按明天启元年经台臣议ꎬ初定宗生圣裔中式名

额ꎬ四氏始有“耳”字号ꎮ 但凭文优取中ꎬ原未定一人ꎬ亦不拘定孔氏ꎮ 故崇祯庚午科ꎬ祖父颜胤

绍与颜伯鞉叔侄同榜ꎮ 嗣后宗生圣裔ꎬ不副其选ꎬ仅能中氏一名ꎮ 至清顺治二年ꎬ礼部尚书郎丘

条陈科场事宜ꎬ不知四氏旧额原系不拘一人、不拘何姓ꎬ但凭文艺取中之例ꎮ 遽称山东孔裔ꎬ旧用

“耳”字编号ꎬ中式一人ꎬ则当如旧遵行ꎬ冒昧题请ꎮ 以致嗣后历科中式仅孔氏一人ꎬ而颜、曾、孟
三氏编号虽同ꎬ不得与焉ꎮ 是科颜光敏得而复失ꎬ亦无愠容ꎬ人服其雅量ꎮ 场后ꎬ巡按缪正心具

题ꎬ请复旧额ꎮ 部议四氏子孙不拘何姓ꎬ以文高者取中二名ꎬ自此始ꎮ 其后遂有颜光敏、颜光酋攵、
颜光敩先后进士及第、“一母三进士”的故事ꎮ

十月初六日ꎬ长女颜小来生ꎮ
诗文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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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望岳»ꎮ 是诗«颜光敏诗文笺注»系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ꎬ依据是«历下纪游»“三月初二

日过南义望徂徕、泰山ꎬ顶皆积雪”ꎮ 然«历下纪游»初十日还记载:“至朝阳洞ꎬ忆丁酉岁八月侍

先大人憩此ꎬ过尚翠峰先生ꎬ叙世讲订交ꎮ 距今二十有五年矣ꎮ”但该诗最早见于“十子诗略”本
«乐圃集»ꎮ 而«南游日历»则明确记载康熙二十年庚申«乐圃集»已刻成ꎮ 故将该诗系于康熙二

十一年当非ꎮ 最大可能是顺治十四年丁酉颜光敏陪父亲颜伯璟登泰山而未果时所作ꎮ 诗中末句

“何时陟峻峨ꎬ目尽扶桑东”亦可证诗人未登临泰山ꎮ 而«历下纪游»则完整地记录了颜光敏登泰

山的全过程ꎮ
顺治十五年戊戌ꎬ公元 １６５８ 年　 １９ 岁
家事 /本事:
赴太学ꎬ暇时倡谈棋弈ꎬ时无与敌者ꎮ 旋戒之ꎬ还曲阜龙湾ꎬ键户读书ꎮ
王曰高中进士ꎮ 王曰高(? －１６７８)ꎬ字兹鉴ꎬ号北山ꎬ山东茌平人ꎮ 是年成进士ꎬ改庶吉士ꎮ

历官礼科都给事中ꎬ有«槐轩集»ꎮ 颜光敏有«王北山邀同升六子纶饮西郊花下»纪之ꎮ
顺治十六年己亥ꎬ公元 １６５９ 年　 ２０ 岁
家事 /本事:
读书园中ꎬ亲自种菊ꎮ 早晚桔橰浇畦蔬ꎬ园官止之ꎬ颜光敏答曰:“吾欲习劳耳ꎮ”
诗文系年:
作«菊叹»ꎮ «年谱»记载:“十五年游太学ꎬ十六年ꎬ读书家园中ꎬ亲自种菊ꎬ慨叹与菊同命运ꎬ

故有‘主人与尔同风霜 ’之句ꎮ”«颜修来诗文笺注»认为该诗作于顺治十四年ꎬ当非ꎮ 因«年谱»
明言“十六年ꎬ读书家园中ꎬ亲自种菊”ꎮ

顺治十七年庚子ꎬ公元 １６６０ 年　 ２１ 岁
家事 /本事:
再次参加乡试ꎬ下第ꎮ 从父颜伯璟学琴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己未年十一月二十二日ꎬ“先

大人(颜伯璟)学琴于都门儒士赵天玉ꎬ天玉学琴于扬州曹杏田ꎮ”
诗文系年:
作«旧雨堂诗»ꎮ «年谱»载:是年“与云间吴六益和ꎬ著«旧雨堂诗»一卷”ꎮ 未传世ꎮ
顺治十八年辛丑ꎬ公元 １６６１ 年　 ２２ 岁ꎬ
历史大事:
正月ꎬ顺治帝卒ꎬ子玄烨嗣位ꎮ
十月ꎬ郑成功驱逐荷兰人ꎬ收复台湾ꎮ
家事 /本事:
与顾炎武定交ꎮ 后顾氏以事系狱ꎬ颜光敏已宦京师ꎬ全力救助ꎮ 其在«送朱锡鬯之济南三首

(在抚军署)»(«年谱»题名为‹送朱竹垞入东抚幕›»)有“讼庭尚有南冠客(时亭林以诏狱在济南)ꎬ莫向

燕台思故人”之句ꎮ
三月ꎬ生女曰丙ꎮ
诗文系年:
作«喜荆璞伯父归里»ꎮ 颜伯瓒ꎬ字荆璞ꎬ颜光敏堂伯父ꎮ 岁贡生ꎬ顺治十四年任鱼台教谕ꎬ

十八年辞官归里(事载«鱼台县志»与«颜氏家谱»)ꎮ 诗中云:“三年浮海嗟为吏ꎬ五十还家还弄

孙ꎮ”亦可证之ꎮ
赋«行路难»９ 篇ꎮ «年谱»载:“江南顾炎武宁人ꎬ耳府君名ꎬ过访ꎬ定交ꎮ 同赋«行路难»九

篇ꎮ”未传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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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壬寅ꎬ公元 １６６２ 年　 ２３ 岁
历史大事:
改年号为康熙ꎬ是年为康熙元年ꎮ
四月ꎬ吴三桂弑永历帝ꎬ明永历王朝告终ꎮ
五月 郑成功卒ꎬ子郑经嗣主台湾ꎮ
康熙二年癸卯ꎬ公元 １６６３ 年　 ２４ 岁
历史大事:
五月ꎬ«明史»狱兴ꎮ
八月ꎬ礼部遵旨议复乡会试ꎬ停八股文ꎬ以次年甲辰科为始ꎮ
家事 /本事:
秋ꎬ第三次参加乡试ꎬ中第二十六名ꎮ 受知礼部郎中张应瑞、刑部给事张维赤ꎬ郯城县令金煜

为其座师ꎬ同门五人ꎮ 孔族诸无赖ꎬ闻颜光敏中式ꎬ哗于门ꎬ扯去报帖ꎬ盖忿其妨孔氏中式额也ꎮ
颜光敏不与较ꎬ其人至暮惭而归ꎮ

冬游邹、郯、沂间ꎮ
诗文系年:
作«游邹峄山八首»ꎮ 据相关资料知ꎬ是年前颜光敏出游仅两次ꎬ一是顺治十三年陪父亲颜

伯璟登泰山ꎬ二是是年冬天游邹、郯、沂ꎮ 其后游历主要为京师、河北、河南、关中与江南诸地ꎮ 故

该诗当作于是年ꎮ
作«过郯城赋呈会稽子藏金夫子八韵»ꎮ 金煜(１６４１－１６９４)ꎬ字子藏ꎬ浙江会稽人ꎮ 顺治十五

年戊戌进士ꎬ康熙二年至七年任山东郯城县知县ꎬ康熙庚戌年罢官ꎮ 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山东乡试ꎬ
金煜为同考官ꎬ荐颜光敏卷得中式ꎮ 金煜与颜光敏有师生之谊ꎬ故颜光敏称其郡望、尊之为夫子ꎮ
«年谱»载:康熙二年“冬游邹、郯、沂间”ꎮ 此诗当应作于是年ꎮ

康熙三年甲辰ꎬ公元 １６６４ 年　 ２５ 岁
家事 /本事:
二月ꎬ参加会试ꎬ下第ꎮ
冬ꎬ母朱氏病ꎬ侍母疾ꎬ衣不解带ꎮ 女丙殇ꎬ不以告ꎬ亦无戚容ꎮ
是年ꎬ曹贞吉、田雯、曹禾成进士ꎮ 曹贞吉(１６３４－１６９８)ꎬ字升六ꎬ山东安丘人ꎬ历官礼部郎

中ꎬ清初著名诗人、词人ꎮ 田雯(１６３５－１７０４)ꎬ字子纶ꎬ山东德州人ꎬ累官至户部侍郎ꎬ有«古欢堂

集»ꎮ 曹禾(１６３７—１６９９)ꎬ字颂嘉ꎬ号峨嵋ꎬ一号未庵ꎬ江苏江阴人ꎮ 康熙三年进士ꎬ授内阁中书ꎮ
十八年举博学鸿词ꎬ授翰林院编修ꎬ官至国子监祭酒ꎮ 以事罢归ꎮ 诗文皆有名ꎬ有«未庵诗文集»
«峨嵋集»等ꎮ 三人与颜光敏俱列“金台十子”ꎮ 颜光敏有«王北山邀同升六子纶饮西郊花下»
«同曹升六郊行二首»«送曹颂嘉假归»等纪之ꎮ

诗文系年:
作«吕律集说»ꎮ 事载«年谱»ꎬ未传世ꎮ
作«同黄子厚途中作»ꎮ 黄垍ꎬ字子厚ꎬ山东即墨人ꎬ明进士黄宗祥子ꎮ 康熙二年举人ꎬ与颜

光敏为举人同年ꎮ 此诗为二人是年赴京参加会试下第后返途的唱和之作ꎮ 诗中云:“二月长安

柳色新ꎬ故乡相忆泪沾巾ꎮ 遥怜蓟北莺花少ꎬ不道春光闹杀人ꎮ”可证也ꎮ
康熙四年乙巳ꎬ公元 １６６５ 年　 ２６ 岁
家事 /本事:
夏五月ꎬ次女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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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书法宿原ꎮ 尝曰:“学行楷书ꎬ当取资于商周秦汉ꎻ而以晋为法ꎬ唐则矩矱森然ꎮ 初学者

宜于此求其笔径ꎬ宋以后勿寓目可也ꎮ”或曰:“晋、唐则然矣ꎬ汉以前所传何书?”曰:“篆、隶、行、
楷ꎬ本同一源ꎬ所贵能书者敛精神ꎬ姿态变化无方ꎬ而不失其天然位置ꎬ是谓得之ꎮ”

康熙五年丙午ꎬ公元 １６６６ 年　 ２７ 岁
家事 /本事:
是年西游ꎬ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ꎮ 与关中名士游ꎮ «年谱»载:(是年)“之秦ꎮ 代大宗世

翰募修祖庙ꎮ 偕邑人孔君次宽ꎬ止临洺关ꎬ访河间公缚虎、去碓处ꎮ 陕西方伯与府君同姓名ꎬ
相见甚欢ꎮ 凡所遗ꎬ比归ꎬ悉以奉父母ꎬ分诸兄弟ꎬ囊无私蓄ꎮ 十二月偕计吏北上ꎬ赠公及叔及伯

兄送于沙河别业ꎬ同为联句ꎬ有‘咸京五月寒ꎬ腊日向长安’之句记其事ꎮ”
诗文系年:
是年作«过邯郸作(先祖自邯郸令历守河间ꎬ敏生三年ꎬ竟未获见)»«邯郸行» «次卫辉» «苏季子故里»

«张桓侯祠»«广平城外»«渡漳河»«铜雀台» «邺城» «次卫辉» «覃怀» «渡河» «望汴城» «洛阳»
«张茅»«登灵宝阁»«吊韩淮阴» «潼关» «潼关道中» «望华山» «骊山» «杂感三首» «再望华山»
«洺关»«登太华山九首»«游伊阙二首»«山荪亭»«峪口»«桃林坪»«毛女峰»«希夷峡»«莎萝坪»
«送客»«已发洺关却寄房梅嵎»«丙午三月出游历邯郸洛阳入秦中十月乃还十二月十三日以计偕

北上府君季父伯兄同行至韩马河联句为别»诸诗ꎮ
从颜光敏西游的目的来看ꎬ是代颜氏大宗户世袭翰林院博士募捐修颜子庙ꎮ 由«丙午三月

出游历邯郸洛阳入秦中十月乃还十二月十三日以计偕北上府君季父伯兄同行至韩马河联句为

别»诗题即可知其西游的具体路线:先赴河北河间ꎬ凭吊祖父颜胤绍事迹和遗迹ꎬ后南下ꎬ取道河

南西行ꎬ入关中ꎮ 游历中凭吊历史人物、观览山河ꎬ并以诗文纪之ꎮ «年谱»亦记载:“康熙丙午

(１６６６)ꎬ府君年二十七ꎬ之秦ꎬ登华山ꎬ与秦中名士李天生、王无异游ꎬ有诗数十篇ꎮ”亦可证之ꎮ
在河北ꎬ作«过邯郸作(先祖自邯郸令历守河间ꎬ敏生三年ꎬ竟未获见)» «邯郸行» «广平城外» «张桓侯

祠»诸诗ꎮ 在河南作«次卫辉»«苏季子故里» «渡漳河» «铜雀台» «邺城» «覃怀» «渡河» «望汴

城»«洛阳»«张茅»«登灵宝阁» «吊韩淮阴»诸诗ꎮ 在陕西作«潼关» «潼关道中» «望华山» «骊
山»«再望华山»«洺关»«登太华山九首»«游伊阙二首»«山荪亭»«峪口»«桃林坪»«毛女峰»«希
夷峡»«莎萝坪»诸诗ꎮ 颜光敏毕生出山东游历地区仅三个ꎬ一是宦游京师时的京畿地区ꎬ一是是

年游历中原与关陕地区ꎬ三是丁父忧服除后游历江南地区ꎮ 上述诸诗由诗题即可知作于是年ꎮ
«丙午三月出游历邯郸洛阳入秦中十月乃还十二月十三日以计偕北上府君季父伯兄同行至

韩马河联句为别»ꎮ 从诗题即可知是诗作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ꎮ
作«西征日记»ꎬ事载«年谱»ꎮ 未传世ꎮ
康熙六年丁未ꎬ公元 １６６７ 年　 ２８ 岁
历史大事:
七月ꎬ康熙帝玄烨亲政ꎮ
家事 /本事:
二月ꎬ参加礼部会试ꎬ中第七十四名ꎬ总裁官为太子太保户部尚书王弘祚、礼部尚书梁清标、

内秘书院学士刘芳躅、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冯溥ꎬ同考官兵部职方司主事蔡兆丰ꎮ
三月ꎬ参加殿试ꎬ中谬彤榜二甲第十三名ꎮ
五月ꎬ有旨许进士考授中书ꎬ赴考ꎬ名列第六ꎬ授国史院中书舍人ꎬ偕沈胤范、张鹏、张鸿猷、张

衡、田雯、申穟、朱射斗、李回、梁联馨、纪愈、孙百藩十二入署办事ꎮ
诗文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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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丁未八月支俸米寄里中因题长句»ꎮ 丁未ꎬ即康熙六年ꎮ 颜光敏于康熙丁未年中进士ꎬ
同年五月官中书舍人ꎮ

作«奉送大宗伯真定公归里»ꎮ 梁清标(１６２０－１６９１)ꎬ字玉立ꎬ号苍岩ꎬ河北真定(正定)人ꎬ
明崇祯十六年进士ꎬ入清历官户部、礼部、吏部尚书ꎬ保和殿大学士ꎮ 康熙六年以礼部尚书(古称

礼部尚书为大宗伯)为会试正主考官ꎬ是年光敏中进士ꎬ梁颜有师生之谊ꎬ故称其职官郡望而不

称名ꎮ 康熙六年ꎬ鳌拜专权ꎬ梁被革职归里ꎮ «康熙实录»载:康熙五年ꎬ“九月丁亥ꎬ转兵部尚书

梁清标为礼部尚书”ꎮ 六年“二月辛亥ꎬ以户部尚书王弘祚、兵部尚书梁清标为会试正考官ꎮ 吏

部侍郎冯溥、内院学士刘芳躅为副考官”ꎮ “三月辛巳ꎬ京察各部院自陈官员ꎮ 吏部尚书明安达

礼、礼部尚书祁彻白俱原品解任ꎻ礼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左侍郎石申俱革职ꎮ”八年八月ꎬ“辛巳ꎬ
吏部遵谕查覆原任礼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左侍郎石申均系京察无故被革ꎮ 应复还原职ꎮ 从之ꎮ”
此后ꎬ梁清标历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大学士ꎬ未再任礼部ꎮ 故该诗当作于是年梁清

标被鳌拜革职后返里之时ꎮ 诗中“皇躬迟黻冕(时上未亲政)ꎬ臣分合樵渔”的小注“时上未亲政”亦
可佐证之ꎮ

作«荷兰贡马恭纪»ꎮ «康熙实录»载:康熙六年ꎬ“五月庚申ꎬ荷兰国噶喽吧王油烦吗绥极差

陪臣进贡方物:刀剑八枚ꎬ皆可屈伸ꎬ萦绕如带ꎻ马四匹ꎬ凤膺鹤胫ꎬ日行千里ꎮ 宴赉如例ꎮ”
康熙七年戊申ꎬ公元 １６６８ 年　 ２９ 岁
家事 /本事:
薇省多暇日ꎬ益稽古学ꎬ与同志数人ꎬ细论得失ꎬ皆一时名流ꎮ 彼置身清要ꎬ声名赫奕ꎬ思附片

席以自文其陋ꎬ竟不可得ꎮ 相传田雯酒间漫骂ꎬ张鹏典试(典试山东)见侮ꎬ一时内翰词林俨若冰

炭ꎮ 故申穟吟曰:“书生薄命还同妾ꎬ丞相怜才不论官ꎮ”田雯答云:“失路嗟何益ꎬ痴怀老渐平ꎮ”
盖是科同甲辰科一样ꎬ废八股ꎬ考策论ꎮ 故应试者少ꎬ所取进士不被士人看重ꎮ 事载«年谱»ꎮ

诗文系年:
作«戊申六月十七日齐鲁地大地震歌以纪之» ꎮ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山东郯城地震ꎬ震级八级ꎮ
康熙八年己酉ꎬ公元 １６６９ 年　 ３０ 岁
历史大事:
四月ꎬ玄烨赴国子监祭拜孔子ꎮ «年谱»载:“四月ꎬ上幸国子监ꎮ 加恩孔、孟、颜、曾四氏子孙

之仕于朝者ꎬ以示尊孔崇儒ꎮ”
八月ꎬ康熙剪除鳌拜集团ꎬ亲政ꎮ
家事 /本事:
二月二十六日ꎬ长子颜肇维生于京邸ꎮ 因三月康熙临雍ꎬ故名之“雍”ꎬ后改名“维”ꎬ以示思

亲ꎮ 是年ꎬ加恩圣贤子孙之陪祀观礼者ꎮ
九月ꎬ升礼部仪制司主事ꎮ 伯兄颜光猷乡试中举ꎮ
冬ꎬ上«籍田秉耒议»ꎮ
诗文系年:
作«躬侍临雍有作»ꎮ «清史稿圣祖本纪一»载:“康熙八年四月丁丑ꎬ上幸太学ꎬ祭拜先世

孔子ꎬ讲«周易»«尚书»ꎮ”
康熙九年庚戌ꎬ公元 １６７０ 年　 ３１ 岁
家事 /本事:
二月ꎬ充会试同考官ꎬ分校«易经»ꎬ得士十八人:白梦鼐、张烈、张为焕、孙在丰、崔瀛、李次莲、梁

楠、黄承箕、万嵩、冯遵祖、李超、屠又良、余雪祚、辛乐舜、李谊、吴瑾、王元臣、郭昂ꎬ皆一时名士ꎮ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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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ꎬ出监龙江关税ꎮ
五月ꎬ以覃恩授承德郎ꎮ
有族人绍灼ꎬ改革时失其母ꎮ 后知为旗人所掠ꎬ灼贫ꎬ其主人索价甚高ꎬ已无可奈何ꎮ 颜光敏

闻之ꎬ为捐百金赎回ꎬ俾得完聚ꎮ
诗文系年:
作«益都公晋大司寇喜赋»ꎮ «康熙实录»载:康熙九年ꎬ“三月辛酉ꎬ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溥

为刑部尚书ꎮ”冯溥(１６０９－１６９１)ꎬ字孔博ꎬ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ꎮ 顺治四年(１６４７)进士ꎬ康熙

六年为会试副主考官ꎬ是年颜光敏成进士ꎬ二人有师生之谊ꎬ故颜光敏称其郡望ꎮ 大司寇为刑部

尚书敬称ꎮ
作«奉使将及里门作»ꎮ «年谱»载:康熙九年(１６７０)三月ꎬ颜光敏奉旨出监龙关税ꎬ是年“五

月过鲁省亲”ꎬ作此诗ꎮ
作«题龙江楼»ꎮ 龙江ꎬ此指龙江关ꎬ在江苏省江宁城仪凤门外ꎮ 明清时设户部钞关于此ꎬ专

理粟帛杂用之税ꎮ 据«年谱»知是年颜光敏以礼部仪制司主事出监龙江关税ꎮ
康熙十年辛亥ꎬ公元 １６７１ 年　 ３２ 岁
家事 /本事:
榷关一载ꎬ爬搜诸蠹ꎬ务从宽大ꎬ商旅德之ꎮ 役毕ꎬ至假金为途资以还ꎮ 季冬ꎬ奉母朱氏入都ꎮ

覆命后ꎬ上书宗伯ꎬ更定衣服等威仪ꎬ格不行ꎮ
诗文系年:
作«蹋鞠行»ꎮ «年谱»载:“康熙十年(１６７１)榷关一载ꎬ役毕ꎬ过鲁省亲ꎬ时时与亲串话ꎬ言畴

昔ꎮ 蹋鞠较射ꎬ道傍观者ꎬ殊不知为仕宦也ꎮ”此诗当作于是年ꎮ
作«卖船行为宣城先生作»ꎮ 施闰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ꎬ字尚白ꎬ号虞山ꎬ安徽宣城人ꎮ 顺治六年

进士ꎬ授刑部主事ꎬ十三年为山东提学使ꎮ «年谱»载:是年“科考ꎬ置第一ꎬ食饩”ꎮ 施闰章与颜因

此有师生之谊ꎬ故颜光敏称其为先生ꎮ 有学者考证:施闰章官江西湖西道ꎬ有政声ꎬ康熙六年因湖

西道裁并ꎬ罢归返宣城ꎮ 御史赠以船ꎬ过鄱阳湖ꎬ乏食ꎬ卖船以归ꎬ有«卖船行»诗记其事ꎮ 后居家

十年ꎬ期间出游广陵、金陵、徐州苏门山、嵩山、黄山、惠山、虎丘、雁荡、瓯江孤屿江心寺等处ꎮ①

施闰章序«颜修来诗集»云:“岁之辛亥(康熙十年)ꎬ颜子修来相值于金陵ꎬ是时修来以仪部郎榷

关龙江ꎮ”②由此可知ꎬ颜光敏虽与施闰章相识于顺治十三年ꎬ密切交往当始于康熙十年ꎬ故«卖船

行为宣城先生作»最早可能作于是年ꎬ故暂系于此ꎮ
作«将去金陵漫成七首»ꎮ «家谱»载:康熙九年三月至十年三月ꎬ颜光敏榷龙江关税一年ꎮ

役毕ꎬ将去金陵ꎬ作此诗以纪之ꎮ 其中第七首首联云:“近有西湖信ꎬ兼怀越水谣(时家叔游武林)ꎮ”
施闰章序«乐圃集»时云:“岁之辛亥ꎬ颜子修来相值于金陵偕从季父ꎮ”可知颜光敏榷龙江时

与季父颜伯珣偕游ꎮ 颜光敏共两次集中游历金陵ꎬ其一为是年ꎬ其一为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江

南游历ꎮ «南游日历»中并无颜伯珣从游的记录ꎮ 据此可知ꎬ该组诗系作于是年ꎮ
作«送王考功西樵归里»ꎮ 王士禄(１６２６－１６７３)ꎬ字子底ꎬ号西樵ꎬ山东新城人ꎬ王士祯兄ꎮ 顺

治九年进士ꎬ官吏部考功员外郎ꎬ有«西樵集»«十笏山房集»等ꎮ «王士祯年谱王考功年谱»记
载:康熙九年九月ꎬ王士禄时年四十五岁ꎬ居家八载ꎬ始得以母命还官ꎬ补吏部考功司员外郎ꎮ 十

０４１

①
②

冒怀辛:«施闰章的生平与学术思想»ꎬ«江淮论坛»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ꎮ
赵传仁等:«颜光敏诗文笺注»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３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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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一月ꎬ以遵旨一并详察议奏事都察院议ꎬ王士禄竟降二级ꎮ 后王士禄返里ꎬ很快病故ꎮ① 康

熙九年ꎬ颜光敏赴龙江关榷关税ꎬ十年五月离任返京ꎮ 二人交集当在此年ꎬ此诗亦为颜光敏送王

士禄返乡所作ꎮ 诗中云:“忽晚苍生肺肝热ꎬ银瓶欲上丝绳断ꎮ 古来贤达皆转蓬ꎬ尼山片席何曾

暖ꎮ 绞人泪迸明月珠ꎬ可怜弃掷沉泥涂ꎮ 海水直下深万里ꎬ谁施铁网求珊瑚ꎮ”对王士禄因无私

荐贤及因言获罪被罢官深表同情ꎮ
康熙十一年壬子ꎬ公元 １６７２ 年　 ３３ 岁
家事 /本事:
康熙命学臣选拔诸生以实成均ꎬ县学例一人ꎬ府学二人ꎮ 力言于当事ꎬ故至今四氏学贡额得

比于府ꎮ 又请复录科以收人才ꎬ制曰“可”ꎮ 科闱北场多蜚语ꎬ磨勘日ꎬ诸公瞻徇不前ꎬ读韩菼卷ꎬ
皆摇首咋舌ꎬ不解何语ꎮ 独击节叹赏曰:“主持风气ꎬ赖有斯人ꎮ”谤始止ꎮ

张贞拔贡ꎮ 张贞(１６３６－１７１２)ꎬ字起元ꎬ号杞园ꎬ山东安丘人ꎮ 是年拔贡ꎬ官翰林院孔目ꎮ 有

«杞纪»«潜州集»等ꎮ 颜光敏有«赠张杞园»纪之ꎮ
诗文系年:
作«躬侍籍田有作»ꎮ «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康熙十一年二月丙辰ꎬ上亲耕籍田ꎮ”
作«南苑扈从八首»«南苑»ꎮ «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十一年八月ꎬ“壬子ꎬ上幸南苑

行围ꎮ”颜光敏于上一年结束龙关任返京ꎬ当于是年扈从康熙进行登基后的首次大规模围猎ꎮ 施

闰章对该组诗评价甚高:“«南苑扈从八首»ꎬ则粹然古人ꎬ功悉到ꎮ 难在应制体ꎬ不寒俭ꎬ又字字

新警ꎮ 颂美之中曲寓讽谏ꎬ油然忠孝之意盘郁言外ꎬ于此道三折肱矣ꎮ”
作«送宋观察荔裳之蜀»ꎮ 宋琬(１６１４－１６７３)ꎬ字玉叔ꎬ号荔裳ꎬ山东莱阳人ꎬ顺治四年进士ꎮ

其诗明丽如花ꎬ温润如玉ꎬ同施闰章有“南施北宋”之称ꎮ 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ꎬ授四川按察使ꎮ 该

诗当作于是年ꎮ
作«十二砚歌赠汪蛟门» ꎮ 汪懋麟«十二砚斋记»:“壬子(康熙十一年)秋九月ꎬ余清羸卧疾ꎬ

梦入广廷ꎬ四面列大几ꎬ几上古砚多不可以数计ꎮ 墨光滢滢ꎬ爱取其十二出ꎮ 觉ꎬ于枕上赋诗

纪梦ꎬ喜而名其斋ꎮ 噫! 亦幻且怪矣ꎮ 而四方贤士之与余友者ꎬ不以为幻且怪ꎬ多乐为传道ꎬ兼为

作记与诗ꎬ遂若真有是砚与斋者ꎮ”
作«送高少司寇念东予假归»ꎮ 高珩(１６１２－１６９７)ꎬ字葱佩ꎬ号念东ꎬ山东淄川人ꎬ明崇祯十六

年进士ꎮ 入清授检讨ꎬ官至刑部左侍郎ꎮ 少司寇即刑部侍郎的别称ꎮ 高珩于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正月病告归里ꎬ并言“不作出山矣”ꎮ 其后ꎬ于康熙十八年短暂起复后ꎬ即于第二年致仕ꎮ② 而康

熙十八年颜光敏居家守制ꎬ第二年秋即告假南游ꎮ 故该诗当作于是年ꎮ
康熙十二年癸丑ꎬ公元 １６７３ 年　 ３４ 岁
历史大事:
十一月ꎬ吴三桂于云南举兵反清ꎬ三藩之乱始ꎮ
家事 /本事:
买宅西城宣武坊ꎮ
二月ꎬ伯兄颜光猷试礼闱ꎬ引疾避之ꎬ不与闱事ꎮ 三月ꎬ颜光猷进士及第ꎻ八月ꎬ选庶吉士ꎮ
八月ꎬ母朱氏东归ꎬ扳舆送至芦沟桥ꎬ涕泗交颐ꎬ都人见者ꎬ俱为感动ꎮ
九月ꎬ奉命考试善书画者ꎬ充两殿书办官ꎮ 应募者二百余人ꎬ录何湛、周京等九十人ꎬ后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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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轶:«清初诗人王士禄研究»ꎬ山东大学硕士论文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王秀文:«高珩与‹栖云阁诗›研究»ꎬ山东大学硕士论文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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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ꎮ 旧例ꎬ江南赍表监司每岁二人ꎬ自分两藩后ꎬ遂需四员ꎬ驰驱无宁日ꎬ职务多旷ꎮ 请兼赍ꎬ许
之ꎮ 又奏礼部官专用进士ꎬ更定试卷磨勘例ꎮ 议烈妇余氏旌表ꎬ氏遇强暴自缢ꎬ佥欲不准ꎬ力争始

定ꎮ 贞烈并旌ꎬ自此始ꎮ
冬ꎬ闻滇警ꎬ常蹋鞠骑射以习劳ꎮ
是年京察考语:“明、敏、勤、练ꎬ称职ꎮ”
诗文系年:
作«送程周量之桂林»ꎮ 程可则(? －１６７３)ꎬ字周量ꎬ广东南海人ꎬ顺治九年会元ꎬ以磨勘停殿

试ꎮ 十七年始应阁试ꎬ授中书舍人ꎬ升兵部郎中ꎬ出知桂林府ꎮ 清初著名剧作家ꎬ诗文亦有名ꎬ为
“岭南七子”之一ꎮ 著有«海日楼诗文集»«遥集楼诗草»«萍花草»等ꎮ «清史稿»有传ꎮ «国朝诗

人征略»载:“１６７３ 年ꎬ以兵部职方郎中出知桂林府寻卒于官ꎮ”①

是年两次作诗赠徐乾学ꎮ «德国日历»载:康熙癸丑年ꎬ“九月二十二日ꎬ为诗送原一ꎮ”“十月

初十日ꎬ和送原一诗韵二首ꎮ”惜未传世ꎮ
康熙十三年甲寅ꎬ公元 １６７４ 年　 ３５ 岁
家事 /本事:
下值多弹琴ꎮ 编辑会典ꎬ及颁诏仪注ꎬ定朝仪ꎮ
秋ꎬ以长女适曲阜孔兴火阜ꎮ
诗文系年:
辑«礼制新书»ꎮ «年谱»记载:是年ꎬ“编辑会典ꎬ检前朝实录ꎬ集«礼制新书»ꎬ删改礼律繁重

蒙累之处ꎮ”未传世ꎮ
作«送井丹文之任洛阳»ꎮ 井洛如ꎬ字丹文ꎬ山东东平人ꎬ康熙六年与颜光敏为同榜进士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三年甲寅ꎬ“四月二十七日余招饮井丹文———洛阳令ꎮ”“六月十一日为诗

送丹文ꎮ”
作«秦以御应武科不第歌以送之»ꎮ 秦定远ꎬ字以御ꎬ江苏泰州人ꎮ 康熙二年武科举人ꎬ会试

屡不第ꎬ后绝意仕途ꎮ 奉母孝ꎮ 事载«泰州志孝义传»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三年甲寅ꎬ“四
月二十五日ꎬ至慈仁寺晤秦定远ꎮ”“九月二十六日ꎬ邀秦以御饮ꎮ”

康熙十四年乙卯ꎬ公元 １６７５ 年　 ３６ 岁
家事 /本事:
退食之暇ꎬ从宣城施闰章、新城王士祯论诗ꎮ 同游者有田雯、曹禾、王又旦、曹贞吉、汪懋麟、

谢重辉、宋荦、林尧英、叶封ꎬ世传都门十子ꎮ 倡刻«十子诗略»ꎮ
八月ꎬ改吏部稽勋司主事ꎮ
十二月ꎬ以建储ꎬ诰封奉政大夫ꎮ 四女生ꎮ
诗文系年:
作«送赵玉藻典试广东» ꎮ 赵文煚ꎬ字玉藻ꎬ号铁源ꎬ山东胶州人ꎬ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进士ꎬ改

庶吉士ꎬ授编修ꎬ历官侍讲ꎬ有«粤游草»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ꎬ“五月二十九日ꎬ传广

东考官宣旨(赵文煚、卫远扬)ꎮ”“闰五月初三日ꎬ为诗送铁源ꎮ”
作«送刘价人»ꎮ 刘始恢ꎬ字价人ꎬ江苏山阳(今淮安)人ꎬ刘昌言次子ꎬ康熙九年进士ꎮ 历官

大理寺右评事ꎬ吏部考功司郎中、文选司郎中等ꎬ致仕归ꎮ 诗中首联云:“五年魂梦逐江云ꎬ却忆

骊歌手易分ꎮ”末联云:“此去争传山吏部ꎬ闭关休拟醉参军ꎮ”联系«送赵玉藻典试广东»ꎬ可推测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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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为地方乡试年ꎬ该诗为康熙十四年刘始恢以吏部官员出任江南某考职时颜光敏的临行赠作ꎮ
作«王隐臣至都赋赠(王善琴ꎬ尤工«耕歌»«关雎»二曲)» ꎮ 王隐臣:苏州人ꎬ著名琴师ꎬ与颜光敏、光

酋攵、孔尚任等有交往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ꎬ“十月二十日ꎬ苏州王隐臣忽来ꎬ促膝鸣

弦ꎬ宛如畴昔ꎬ计别十七年矣ꎮ”
作«送屠尹和任扶沟»ꎮ 屠又良ꎬ字尹和ꎬ浙江仁和(今杭州)人ꎮ 康熙二年解元ꎬ九年进士ꎬ

颜光敏为其座师ꎬ二人有师生之谊ꎮ 十四年任河南扶沟知县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ꎬ
“四月二十五日ꎬ尹和除扶沟令ꎮ”“五月十八日饯尹和ꎮ”

作«献岁三日同年集饮和沈康臣韵二首» ꎮ 沈胤范(? －１６７５)ꎬ字康臣ꎬ浙江山阴人ꎬ康熙六

年进士ꎬ与颜光敏为同榜进士ꎬ故诗题中称“同年”ꎮ 历官刑部郎中ꎬ有«采山堂集»ꎮ «德园日

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ꎬ“正月初三日至会馆团拜ꎬ至者三十四人ꎮ 十七日和康臣韵二律ꎮ”
«乐圃集»另有«沈康臣见过同作»五言律诗一首ꎬ不知作于何年ꎬ但从内容看二人关系密切ꎬ交往

频繁ꎮ
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公元 １６７６ 年　 ３７ 岁
家事 /本事:
在万柳塘同冯溥等二十余人为放生会ꎮ
冬ꎬ迎养母朱氏于邸第ꎮ 子颜肇维同来京师ꎬ令就学ꎬ口授«同蒙»«急就»诸篇ꎬ不令出门嬉戏ꎮ
十二月二十一日ꎬ父颜伯璟逝世ꎮ 二十三日ꎬ顾炎武来夜宿ꎮ 事载«年谱»ꎮ
诗文系年:
作«送曹颂嘉假归»ꎮ 曹禾ꎬ字颂嘉ꎬ号峨眉山人ꎬ江苏江阴人ꎬ康熙三年进士ꎬ十八年召试

“博学宏词”科ꎬ授检讨ꎬ官至国子监祭酒ꎬ罢归ꎮ 工诗ꎬ与颜光敏俱列“金台十子”ꎮ 有«峨眉集»
行于世ꎮ «德园日历»记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六月十日ꎬ为诗送峨眉ꎮ”

作 «送孙杞瞻假归»ꎮ 孙在丰(１６４４－１６８９)ꎬ字杞瞻ꎬ浙江德清人ꎬ康熙九年进士ꎬ授编修ꎬ直
起居住ꎬ充日讲官ꎬ进讲屡称旨ꎮ 累迁工部侍郎ꎬ仍兼翰林院学士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

丙辰ꎬ“七月初七日ꎬ孙杞瞻辞行ꎮ 初十日ꎬ往送孙杞瞻ꎬ未遇ꎮ”
作«为梁予培题嘉庄农隐图(方吉偶画)»ꎮ 梁予培:事迹不详ꎮ 方吉偶:即方亨咸ꎬ字吉偶ꎬ

小字姐哥ꎬ号邵村ꎬ安徽桐城人ꎮ 顺治四年进士ꎬ官御史ꎬ能文善画ꎬ精于小楷ꎮ 画作«深林垂纶

图»现存日本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十月初一日ꎬ题梁予培嘉庄农隐图ꎮ”
作«放鲤行»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八月初八日ꎬ至万柳堂ꎬ同冯益都、姚司寇

等二十人为放生会ꎮ”
作«送魏子相庶常归养»ꎮ 魏子相:即魏希徵ꎬ字子相ꎬ山东郓城人ꎮ 康熙五年解元ꎬ十五年

(１６７６)进士ꎬ改翰林院庶吉士ꎬ历任编修、仕讲、东宫日讲官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十
月十五日ꎬ王北山、田子纶同往饯魏子相ꎮ”

作«陪李少司马望石花下饮戏赠»ꎮ 李赞元(１６２３－１６７８)ꎬ字望石ꎬ山东海阳人ꎮ 顺治十二年

进士ꎬ十三年授山东道御史ꎬ后奉命巡视京师ꎬ巡按湖北ꎬ巡视两淮盐政ꎮ 康熙元年以镇压于七起

义深受康熙帝重视ꎬ康熙八年授兵部督捕理事ꎮ 十二年擢督察院左副都御史ꎬ故称少司马ꎮ «京
师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四月初八日ꎬ同李望石丰台观芍药ꎬ过祖氏园亭藤花下豪饮ꎮ”

作«喜李天生至都赋赠»ꎮ 李因笃(１６３２－１６９２)ꎬ字天生ꎬ陕西富平人ꎬ明庠生ꎬ博学强记ꎬ精
通经术ꎮ 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ꎬ授检讨ꎬ母病归养ꎬ不再出仕ꎮ 著«诗说»ꎬ顾炎武称之ꎮ «德
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六月二十二日ꎬ闻李天生至ꎬ访之未遇ꎮ”“七月初六日ꎬ邀天生饮ꎬ
夜大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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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九月十日子纶邀同人泛舟东河醉歌»ꎮ 田雯(１６３５－１７０４)ꎬ字子纶ꎬ亦作紫纶ꎬ山东德州

人ꎬ康熙三年进士ꎬ由内阁中书历官户部侍郎ꎮ 善诗ꎬ为“金台十子”之一ꎮ 有«古欢堂集»ꎮ «德
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九月十日 ꎬ晴ꎮ 子纶邀至东便门泛舟ꎬ过庆丰闸ꎬ登土城眺ꎬ抵暮

归ꎮ”«田雯行状»载:是年ꎬ(田雯)奉旨监督大通桥漕运ꎬ作五言古诗一篇ꎬ勒石官廨ꎬ召集同人ꎬ
泛舟通济河ꎬ绘图题七言歌行一篇ꎬ和者众多ꎮ 此诗当作于此时ꎮ

作«送谢方山赍诏江西»ꎮ 谢重辉(１６４４－１７１１)ꎬ字千仞ꎬ号方山ꎬ山东德州人ꎮ 吏部尚书谢

升子ꎬ以父荫起家ꎬ历任刑部郎中ꎮ 博雅好古ꎬ工诗ꎬ为王士祯所推重ꎬ与颜光敏俱列“金台十

子”ꎮ 有«杏村诗集»七卷ꎮ «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ꎬ“二月朔日ꎬ为诗送谢方山颁诏江

西”ꎮ
康熙十六年丁巳ꎬ公元 １６７７ 年　 ３８ 岁
家事 /本事:
正月ꎬ父亡故讣告至ꎬ京师故旧及四方挟策之士ꎬ咸来观礼ꎮ
成服后行ꎬ二月抵里ꎬ与邑人孔尚任酌议丧仪ꎬ殡虞卒哭ꎬ一如古礼ꎮ
十一月ꎬ葬父颜伯璟于城东侍郎之林ꎮ
是年ꎬ王士祯选宋琬、王又旦、颜光敏、叶封、曹贞吉、谢重辉、于炜、曹禾、汪懋麟、田雯之诗为

«十子诗略»ꎬ编定刻之ꎬ世称“金台十子”ꎮ
康熙十七年戊午ꎬ公元 １６７８ 年　 ３９ 岁
家事 /本事:
析产ꎬ以母在不敢从ꎮ 母朱氏曰:“汝与兄俱宦京师ꎬ余暮年老妇ꎬ就养之日方多ꎮ 诸弟不习

稼樯艰难ꎬ他日何以自立? 其勉应命ꎮ”始取瘠土敝器ꎬ曰:“存此以养旧德耳ꎮ”良田广宅悉让诸

兄弟ꎮ 时时称述祖训ꎬ陈忠孝以勉后学ꎬ著«家诫»四卷ꎬ世比黄门«家训»ꎮ
康熙十八年己未ꎬ公元 １６７９ 年　 ４０ 岁
历史大事:
七月ꎬ北京发生大地震ꎮ
家事 /本事:
辑父颜伯璟手书ꎬ凡片牍只字ꎬ俱装成帧ꎮ 四月服除ꎮ
九月ꎬ出游吴、越ꎮ 历泉林、蒙山之境ꎬ遵郯、沂而南ꎮ 小史挟褚墨后从ꎬ日有记ꎬ是为«南游

日历»ꎮ
诗文系年:
作«蒙山»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乙未ꎬ“九月二十八日ꎬ(蒙山)巨石欹滑ꎬ从者皆股

栗ꎬ乃造绝巅日已曛黑ꎬ遂宿僧寮ꎮ”
作«郯城»ꎮ «年谱»载: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始南游ꎬ(十月) “初三日ꎬ行六十里至倾盖亭ꎬ

为夫子过程子处ꎮ 亭北有祠ꎬ北为白马河ꎮ 六十里至郯城县ꎬ余尝两至其地ꎬ故交尚多ꎮ”该谱还

前面记载:“(九月)二十七日ꎬ出东郭有仲子庙ꎮ 四十五里至卞桥ꎬ为卞庄子旧邑ꎮ 又五里为泗

水源ꎬ乱泉潆洄可数十亩ꎮ 余于癸卯岁两至其地ꎬ竟不能悉其支脉也ꎮ”则可知最早游郯城

则在康熙二年癸卯ꎬ是年乡试中举ꎬ座师为郯城令金煜ꎮ 中举后拜访座师时进行的游历则见于

«过郯城赋呈会稽子藏金夫子八韵»ꎬ欣喜、感激之情冲溢其中ꎮ 而该诗中首联即云:“去国今何

许ꎬ乡关泪眼中ꎮ”尾联为:“相看饶笑乐ꎬ不敢怨途穷ꎮ”诗中去国怀乡、日暮途穷的悲凉心的情感

力透纸背ꎬ与中举后欣喜拜师的氛围不相符ꎮ 从友人与颜光敏的信函可知ꎬ康熙十五年颜光敏兄

因父亲颜伯璟去世而回乡丁忧守制ꎬ服除后起补暂时无望ꎬ故决计南游ꎮ 诗中末联“途穷”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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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证也ꎮ
作«别徐原一赞善»ꎮ «康熙实录»载:‘康熙乙卯ꎬ升徐乾学在春坊左赞善ꎮ «德国日历»载:

康熙丙辰ꎬ“十二月初四日ꎬ晤顾宁人ꎬ吊原一、公肃ꎮ”“十一日ꎬ为原一兄弟知客ꎮ”盖徐乾学母于

康熙丙辰年去世ꎮ 颜光敏父亦于同年腊日去世ꎬ二人先后回乡守制ꎮ «南海日历»载:康熙己未ꎬ
“十月初八日ꎬ缘堤行ꎮ 遇徐健菴舟行ꎬ登舟与语良久ꎮ”是年二人先后服徐ꎬ一还京起复ꎬ一
告假南游ꎮ 诗中首联云:“芜城南望旅魂惊ꎬ太史邮签促水程ꎮ”末联云:“两地登临余感慨ꎬ含凄

不独故乡情ꎮ”生动体现二人不一样的境遇与心情ꎮ 故该诗当作于是在是时ꎮ
作«将至扬州怀王阮亭»ꎮ 王士祯(１６３４－１７１１)ꎬ字子真ꎬ号阮亭ꎬ晚号渔洋山人ꎬ山东新城

人ꎬ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进士ꎮ 次年任扬州推官ꎬ历官至刑部尚书ꎮ 有«阮亭诗抄»«渔洋山人精华

录»等传世ꎮ 由前文知ꎬ颜光敏与王士祯相识于康熙十五年ꎬ并从其论诗ꎮ 后颜光敏倡刻«十子

诗略»ꎬ为王士祯激赏ꎮ 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时ꎬ主持江南文场ꎬ为士子雅望ꎬ一时蓊然从之ꎮ 颜光

敏释服请假南游ꎬ当得到王士祯的支持ꎬ故有此诗ꎮ 颜光敏初到扬州ꎬ即受到当地文人雅士的欢

迎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己未ꎬ“初九日ꎬ至扬州”ꎮ “二十日ꎬ寒ꎮ 穆倩、吴棱香苑、汪
扶晨徵远微、程山尊谦、江颖上湘右、李□□世栋、程象六之韺、黄自光元治来ꎮ 至秋岳寓ꎬ同园次、穆倩

辈ꎬ步至问花期酒亭ꎬ醵金欢饮ꎮ 凡四十三人:嘉兴曹秋岳溶、赣州鲁青藜燦、辽东席允叔居中、河
南崔兔床干城、山西高森万肈奎、湖州茅天石麐、闵湘人南仲、吴江吴闻伟锵、吴小修之纪、顾樵水樵、顾
起东正阳、休宁查二瞻士标、王叔定耀麟、蒋前民易ꎬ系瓜州人、太仓邹乾一震谦、涂子山酉ꎬ系江西人、山阴

金远水灏、江宁宗鹤问观、山阳黄大宗之翰、黟县黄自先元治、江都萧灵曦晨、宗定九元鼎、凌又蕙畹、
吴园次绮、程穆倩邃、程未能必大、江梁雪溰、曹子石云、吴鹿园苑、吴石叶参成、孙汲山继登、王仔园宾、
毕右万三复、闵宾连麟嗣、闵义行弈仕、江郢上湘、程葛川洪、汪上诺若、江右李□□世栋、吴叔子度、汪
肃然起敬ꎮ 补诗未到席ꎬ凡八人:吴县邓孝威汉仪、四川余生生嘉、番禹屈翁山大均、金坛周东会而衍、
于方曼倩、竟陵黄大木楚樟、陕西孙豹人枝蔚、晋江林天一贞ꎮ”此前在扬州十余日ꎬ亦是招饮不断ꎮ
足可证也ꎮ

作«集席允叔斋得江字»ꎮ «南游日历»载: 康熙十八年己未ꎬ“十一月十三日ꎬ席允叔招饮ꎮ”
席居中ꎬ字允叔ꎬ辽东人ꎬ辑有«昭代诗存»十四卷(康熙十八年刻本)ꎮ

作«己未除夕寓学山园八首»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乙未ꎬ“十二月二十日ꎬ寓学山

园ꎮ”“十二月二十九日ꎬ至夜为五言诗八首ꎮ”«颜修来诗文笺注»题为«庚申寓学山园八首»ꎬ当
误ꎮ “十子诗略本”«乐圃集»亦题作«己未除夕寓学山园八首»ꎮ 另据«南游日历»载ꎬ颜光敏庚

申除夕是在田雯句容署中度过的ꎬ时田雯任江南通省学政按察使司剑佥事ꎮ 其中第二首首联云:
“连夜于岑岑ꎬ溪山一倍深ꎮ”涔涔:久雨不止貌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二月二十七

日雨竟日ꎬ二十八日晚雨ꎮ 二十九日稍晴旋雨”ꎮ
作«伏读上谕因地震修省成十四韵»ꎮ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三河、平谷大地震ꎮ

«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壬戌ꎬ召廷臣谕曰:‘朕躬不德ꎬ政治不协ꎬ致兹地震示警ꎮ’”时颜光敏正

值南游ꎬ得谕而作ꎬ当在是年ꎮ 诗中云:“三载辞京辇ꎬ层霄望独悲ꎮ”从颜光敏康熙十五年离返里丁

父忧ꎬ至是已满三年之制ꎬ故云“三载辞京辇”ꎮ
康熙十九年庚申ꎬ公元 １６８０ 年　 ４１ 岁
历史大事:
是年ꎬ三藩之乱基本平定ꎮ
家事 /本事:
«年谱»载:是年ꎬ“客南中逾年ꎬ以山水朋友为性命ꎬ甘置一官ꎬ不思莅任ꎮ 春游峰泖ꎬ下松陵

５４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禾中ꎬ居武林半载ꎬ无日不与山色湖光相往复ꎮ 观潮钱塘ꎬ溯桐江三衢ꎮ 东访禹陵ꎬ遍历云门、显
圣诸寺ꎬ与高僧数辈作方外游ꎮ 登临所惬ꎬ辄呼好手ꎬ泼墨为图ꎮ”

诗文系年:
作«元夕松江竹枝词»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ꎬ“正月初十日ꎬ抵松江府”ꎬ“十五

日甚暖作«竹枝词»ꎮ”
作«张梅岩斋燕集得岑字»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ꎬ“正月十六日ꎬ诸公集张梅岩

家ꎬ招饮凡二十人ꎬ剧饮分韵得岑字ꎮ”
作«游小昆山天晚归棹不及登陈徵君眉公读书台»ꎮ 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ꎬ明华亭(今上海

松江)人ꎬ字仲醇ꎬ号眉公ꎮ 绝意仕途ꎬ隐居小昆山ꎬ屡征不出ꎬ专心著述ꎮ 工诗善文ꎬ短翰小词ꎬ
皆极有风致ꎮ 工书ꎬ法苏、米ꎬ亦间画山水梅竹ꎮ 著有«眉公全集»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

庚申ꎬ“正月二十七日ꎬ游小昆山ꎮ”二月十九日再游ꎬ“往游婉娈草堂ꎬ中有眉公木榻ꎬ其东石壁镌

‘读书台’三大字ꎬ眉公书ꎬ二陆(晋陆机、陆云)读书处也ꎮ”
作«同鲁太守谦庵超再游横云山»ꎮ 鲁超ꎬ字文远ꎬ号谦庵ꎬ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ꎮ 顺治十

七年副贡生ꎬ历官松江知府ꎬ广东惠潮道ꎬ广东布政使ꎬ所至皆有惠政ꎮ «浙江通志»有传ꎮ 据«南
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ꎬ“正月二十七日ꎬ游横云山ꎮ”“二月十九日ꎬ再游恒云山ꎮ”

作«集张带三斋得浓字»ꎮ 张若羲ꎬ字带三ꎬ青浦(今上海市)人ꎬ崇祯十六年进士ꎮ «南游日

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ꎬ“二月初三日ꎬ张带三招同屈翁山饮”ꎬ“初四日ꎬ同翁山分韵为诗”ꎮ
作«小昆山宝奎阁观世祖皇帝御书恭赋»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ꎬ“二月十九日ꎬ

和尚邀登御书楼ꎬ楼藏世祖章皇帝御笔大小字十余幅ꎮ”
作«徐方虎邀同黄伯和吴赤一孙杞瞻泛舟西湖得莼字二首»ꎮ 徐倬(１６２４－１７１３)ꎬ字方虎ꎬ浙

江德清人ꎬ康熙十二年进士ꎬ授编修ꎬ擢礼部侍郎ꎮ 著有«道贵堂类稿» «苹林集»等ꎬ缉«全唐诗

录»ꎮ 黄士埙ꎬ字伯和ꎬ浙江石门人ꎬ康熙十二年进士ꎮ 吴瓒ꎬ字赤一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

年庚申ꎬ“三月二十七日ꎬ徐方虎邀同孙杞瞻、黄伯和、吴赤一泛舟西湖ꎬ回舟见鬻莼菜ꎬ芼之为

羹ꎬ味清脆ꎮ 因以‘莼’字限韵为诗ꎮ”
作«李毅可王印周邀泛西湖»ꎮ 李士桢ꎬ字毅可ꎬ山东都昌(今青州市)人ꎬ官至广东巡抚ꎮ 王

日藻ꎬ字印周ꎬ松江(今属上海市)人ꎬ顺治十二年进士ꎬ历官户部尚书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

年庚申ꎬ“四月初四日ꎬ李毅可、王印周邀登湖舫ꎬ至湖心亭饭毕ꎬ放舟湖中ꎮ” “初六日ꎬ作泛湖

诗ꎮ”
作«赠张杞园»ꎮ 张贞(１６３６－１７１２)ꎬ字起元ꎬ号杞园ꎬ山东安丘人ꎬ康熙十一年拔贡生ꎬ官翰

林院孔目ꎮ 尝游施闰章之门ꎬ与王士祯交往密切ꎮ 事母孝ꎮ 间岁出游吴越ꎬ与高士名僧邂逅山水

间ꎬ觞咏为乐ꎬ购书千百卷以归ꎮ 晚居杞城故园ꎬ故号杞园ꎮ 著有«杞纪»«潜州集»等ꎮ «南游日

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ꎬ“三月二十八日ꎬ至杭州ꎮ” “四月二十六日ꎬ张杞园贞自青州至ꎬ谈竟

日ꎮ”此诗应是此时作ꎮ
作«御制诗颂(代李制台邺园)»«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记(代李制台邺园)»ꎮ 李之芳(１６２２

－１６９４)ꎬ字邺园ꎬ山东武定人ꎬ顺治四年进士ꎬ授金华府推官ꎮ 历官至吏部尚书ꎬ文华殿大学士ꎮ
«康熙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六月庚子ꎬ以吏部右侍郎李之芳为浙江总督ꎮ”制台ꎬ是明清时期对

总督的敬称ꎮ «御制诗颂(代李制台邺园)»云:“臣某向叨侍从ꎬ今管理织造内刑部郎中臣遇知ꎬ
恭奉上赐御制诗及御书‘敬慎’ꎬ又唐诗一首ꎮ”«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记(代李制台邺园)»
中云:“余奉命督吴越军ꎬ移镇于衢ꎬ于今七年矣ꎮ”«南游日历»载:“庚申六月十二日ꎬ晴ꎬ泗柯来ꎮ
邺园招饮ꎮ 十五日ꎬ邺园招饮ꎬ深谈ꎬ嘱作«御制颂诗»ꎮ 十七日ꎬ邺园招饮ꎬ夜归ꎮ 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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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ꎬ«康亲王凯旋诗»«仙霞关关侯庙天雨庵记»ꎮ 十八日ꎬ邺园、泗柯来舟中别ꎮ 复往晤邺

园ꎬ话别ꎮ 七月二九日ꎬ李邺园先生书至ꎮ 八月初四日ꎬ复邺园书ꎮ 初八日ꎬ遣人之

衡州荐吴庆百、林鹿庵、徐大文ꎮ 二十七日ꎬ李邺园先生遣人致书ꎮ”«颜氏家藏尺牍»收藏李之芳

给颜光敏信札四封ꎮ 其一云:“日承枉顾柯阳ꎬ得领謦颏台旌东指ꎬ当在何时? 率此奉候ꎮ
所烦大作及物色诸名人ꎬ想荷留神ꎬ统祈即示ꎮ”其二云:“鞅掌戎旃ꎬ屡逢虚度ꎬ 然疲役ꎬ自叹劳

生承示大诗文ꎬ典赡风华ꎬ俾弟攘美ꎬ感何如之! 诸友皆属名下ꎬ弟愿见有怀ꎬ亦非朝夕ꎬ希老

年翁代为道意ꎮ 湖上胜事如何便中容再致之ꎮ 别教当俟酌夺另报ꎮ”其四云:“前承翰教ꎬ匆
次附复ꎮ 前所云林生ꎬ恐江干舟楫维艰ꎬ今特专人奉迓ꎬ烦老年翁转致ꎬ幸即偳发ꎮ 日有碑版

文字数首ꎬ欲藉图商ꎬ久已悬榻待之矣ꎮ 淳安留代ꎬ已即批行ꎮ”其三云:“班师北旋顷接翰

教ꎬ得谂近履ꎮ 承谕当为留意ꎮ 必须来谒而后酌定也ꎮ 林生抵衢ꎬ自是端谨之士ꎮ 余俱悉

之ꎮ”颜光敏在«李制台邺园寿序»中云:“方公长西台时ꎬ凛凛如泰山乔岳ꎮ 及功高望崇ꎬ乃益觉

冲穆谦退ꎬ恂恂如不欲出诸口者ꎮ 余尝屡叩平乱始末ꎬ言之甚觉平易ꎬ无一激词ꎮ 其功若彼ꎬ其德

若此ꎬ何一非遐龄之验载ꎮ 余于公为同里ꎬ又素荷推爱ꎬ谊不可以谀辞进ꎬ止纪所闻如止ꎮ”
作«寿李制台启»«李制台邺园寿序»ꎮ «李制台邺园寿序»云:“岁在庚申ꎬ今上龙飞之十有

九载ꎬ天子以闽浙既平ꎬ始行庆赉ꎬ是时ꎬ总督尚书李公坐镇三衢ꎬ绝口不言劳者七年矣ꎮ 八

月ꎬ余在武林ꎬ见其士民童叟爇香于衢ꎬ诣佛寺神丛再拜祝颂ꎮ”«康熙实录»载:“康熙十六年七月

甲午ꎬ加浙江总督李之芳兵部尚书衔ꎮ”康熙于 １６６１ 年即位ꎬ至是年在位 １９ 年ꎮ 故«寿序»称“今
上龙飞 １９ 年”ꎮ

作«赠浙闽总制李邺园二首»ꎮ 第二首诗颈联云:“早聆南国歌廉叔ꎬ得近中台御李君ꎮ”
康熙二十年辛酉ꎬ公元 １６８１ 年　 ４２ 岁
家事 /本事:
«年谱»记载:是年再过金陵ꎬ追念旧游ꎬ遍牛首、栖霞、九华、三茅诸胜ꎮ 入皖舒ꎬ复下邗江ꎬ

乱京口ꎬ还吴下ꎮ 倦游思归ꎬ渡江ꎬ途经凤阳ꎬ询祖父颜胤绍宰凤阳政绩及家泰屏太守骂贼时事ꎮ
十月ꎬ返里ꎮ 于宅西边买石筑山ꎬ穿池引水ꎮ 慕姑苏清嘉坊朱氏之乐圃ꎬ即以名其园ꎬ更号乐

圃主人ꎬ吟啸其中ꎮ 与孔尚任考订礼乐ꎬ阐天命之微ꎬ欣然有得ꎮ 时督诸弟读书ꎬ追述先德ꎬ悲不

自胜ꎬ诸弟咸感泣力学ꎮ
是年ꎬ田雯届期考核ꎬ取两江大小衙门印结ꎬ给人下石之机(田需«田雯行状»)ꎮ 颜光敏与江

宁巡抚余国柱友善ꎬ从中斡旋ꎮ 据«南游日历»载ꎬ田雯与颜光敏往复交流ꎬ并多次彻夜长谈ꎮ
«日历»中提及田雯者 ５８ 次ꎬ为«日历»最ꎮ «尺牍»中藏有田雯与颜光敏信札 ２８ 通ꎬ数量仅次于

王世祯(３１ 通)、顾炎武(２９ 通)ꎬ其中多封信札请颜光敏倾力救助ꎮ
诗文系年:
作«京口»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ꎬ“八月十二日ꎬ登北固山西见楼观参差为

金山ꎻ东望烟树迷离ꎬ为焦山ꎮ”诗中首联即云:“十里荒烟接岸青ꎬ金焦疑对两浮萍ꎮ”可证也ꎮ
作«游燕子矶»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ꎬ“八月初十日ꎬ回舟登燕子矶ꎬ登石道ꎬ造

绝巅ꎬ有亭ꎮ 青山四望ꎬ夕霏转深ꎮ 北下如鹿颈ꎬ尽处怪石巉岩ꎬ江水吞啮其根ꎮ”
作«重登牛首山»ꎮ 牛首山:在南京西南ꎮ «年谱»载:“康熙辛酉ꎬ府君年四十岁ꎬ再过金陵ꎬ

追念旧游ꎬ遍牛首、栖霞、九华、三茅诸胜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ꎬ“正月二十七日ꎬ暮
抵牛首ꎬ入弘觉寺ꎮ”

作«江阁»ꎮ «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ꎬ“八月十日登观音阁ꎬ架木数丈ꎬ下临江渚ꎬ以
铁索系石壁ꎬ岌岌动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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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湖上»ꎮ 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二十六日ꎬ光敏游历江南已二年ꎬ将返ꎬ自昆山至苏州ꎬ经阳

澄湖而作此诗ꎮ
作«送徐方虎假旋兼寄孙杞瞻»ꎮ «徐倬‹全唐诗录›研究»载:“康熙二十二年ꎬ(徐倬)服阙

赴京ꎬ转司业ꎮ”①康熙十九年颜光敏与徐倬、孙在丰同游西湖ꎮ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ꎬ公元 １６８２ 年ꎬ４３ 岁
家事 /本事:
三月ꎬ登岱ꎬ游历下湖山ꎮ 事载«历下纪游»ꎮ
四月ꎬ制府于成龙与江宁巡抚余国柱合奏“公明尤著”考语ꎬ田雯得归ꎮ 颜光敏与有力焉ꎮ
七月ꎬ假旋ꎬ赴京ꎮ
九月ꎬ补吏部验封司主事ꎮ
冬ꎬ迎养母朱氏于京邸ꎮ
诗文系年:
作«张夏道中» ꎮ «历下纪游»载:康熙二十一年壬戌ꎬ“三月初七日宿张夏ꎮ”张夏在泰山北

麓ꎬ今属济南长清县ꎮ
作«送汪舟次使琉球»ꎮ 汪楫ꎬ字舟次ꎬ号悔斋ꎬ安徽休宁人ꎬ侨居扬州ꎬ为王士祯门人ꎮ 举康

熙十八年“博学宏词”科ꎬ授检讨ꎬ充册封琉球正使ꎬ官至福州布政使ꎮ 著有«悔斋集»ꎮ 康熙二十

一年ꎬ琉球国王请求封爵ꎬ汪奉使前往聘问ꎮ
作«未信编»一卷ꎮ 事载«年谱»ꎬ未传世ꎮ
作«与张进士论格致书»«再与张进士书»ꎮ «年谱»载:康熙二十一年壬戌ꎬ“七月至都ꎬ与及

门张烈论«大学»‘格致’ꎬ反复辩论累数千言ꎮ”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ꎬ公元 １６８３ 年　 ４４ 岁
历史大事:
家事 /本事:
正月ꎬ迁吏部验封司员外郎ꎬ署考功司事ꎮ 见子颜肇维羸质ꎬ教以守身之道:“为人子者ꎬ居

则慎疾ꎬ出则慎交ꎬ君子无犯刑ꎬ胜于五鼎之养也ꎮ”时当计吏ꎬ门馆肃清ꎮ 俸钱所入ꎬ结蕴阁于邸

第之南ꎬ读书其中ꎮ
六月ꎬ侧室徐氏殁ꎮ
冬十月ꎬ为子颜肇维娶黄氏妇ꎮ
诗文系年:
作«送孙予立使安南»ꎮ 孙卓ꎬ字予立ꎬ号如斋ꎬ安徽宣城人ꎬ官翰林编修ꎮ «大清会典»载:康

熙二十二年复遣翰林官二员册封黎维正为安南王ꎬ给以镀金银印ꎬ并御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ꎮ
«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ꎬ“四月初一日ꎬ孙予立辞行使安南ꎮ”

作«送周星公使安南»ꎮ 周灿ꎬ字绀林ꎬ号星公ꎬ陕西临潼人ꎬ顺治十六年进士ꎬ历官礼部郎

中ꎬ四川提学使ꎮ 有«愿学堂集»ꎮ 安南:旧国名ꎬ今称越南ꎬ其自秦汉以后ꎬ即为我国藩属ꎬ唐置

安南都护府ꎬ治交州(今河内)ꎮ «大清会典»载:康熙十三年ꎬ安南王黎维禧卒ꎬ嗣王黎维正具疏

告丧ꎬ二十一年遣使朝贡ꎮ 二十二年命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使安南赐恤、致祭安南故

王ꎮ
作«奠侧室徐氏文» ꎮ «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ꎬ“五月三十日ꎬ徐氏妾病笃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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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五日酉时ꎬ徐氏妾殁ꎮ”“二十九送徐氏妾柩于育婴堂之东ꎮ”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ꎬ公元 １６８４ 年　 ４５ 岁
历史大事:
十一月十七日ꎬ康熙至曲阜ꎬ亲书“万世师表”四大字ꎮ
家事 /本事:
三月ꎬ升吏部验封司郎中ꎮ 是月以次女嫁李昭ꎮ
五月ꎬ次女亡ꎬ为文以祭ꎬ哭之痛ꎮ
初ꎬ康熙甲辰会试废八股时文ꎬ改为二场ꎬ初场策五ꎬ次场经书论各一、表一、判五ꎮ 丙午、丁

未亦如之ꎮ 乙酉复三场旧制ꎬ时有曰颜光敏射策成进士者ꎮ 乃日课时文一篇ꎬ庄雅钜丽ꎬ出入六

籍ꎬ在制义中自成一家之言ꎮ
秋八月ꎬ季弟颜光敩参加乡试ꎬ中举ꎮ
时康熙欲东巡ꎬ命议典礼ꎮ 谓宜仿古巡守礼ꎬ经泰山用祀五岳礼ꎬ经阙里用本处丁祭礼ꎬ用之ꎮ
九月ꎬ以覃恩诰授奉政大夫ꎮ
诗文系年:
作«思悲翁»ꎮ «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三年ꎬ颜光敏次女丧ꎬ哭之恸ꎬ详见«祭二女文»ꎮ 故

该诗当作于是年ꎮ
作«祭广西方伯乃来宗丈文»ꎮ 颜敏(１６１７－１６８４)ꎬ字乃来ꎬ别号澹叟ꎬ河北宛平(今北京市)

人ꎮ 顺治二年(１６４５)举人ꎬ六年进士ꎬ授刑部主事ꎬ迁郎中ꎮ 十五年郑成功大举反攻ꎬ大江南北

各县纷纷响应ꎬ但不久败走ꎮ 清兴大狱ꎬ敏典江南司ꎬ多所平反ꎮ 事已ꎬ出为安徽池州知府ꎬ为官

三年ꎬ政绩第一ꎬ遂迁湖北按察司副使守上荆南道ꎬ不久迁布政司参政ꎬ分守下荆南道ꎮ 补贵州按

察使摄布政使ꎬ不久迁广西右布政使ꎬ改陕西左布政使ꎮ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为广西布政使ꎬ二十

三年卒于官ꎮ 生平见毛奇龄«颜君墓志铭»ꎮ 颜敏是光敏之父辈ꎬ故称宗丈ꎮ «京师日历»载:康
熙二十三年甲子ꎬ“六月十四日ꎬ广西方伯卒于四月二十四日”ꎮ 二十四年乙丑ꎬ“五月二十五日

至西直门迎方伯丧ꎮ 六月十六日至净土庵祭方伯ꎮ”二十五年丙寅ꎬ“正月初五日送方伯宗丈于

净土庵傍ꎮ”
作«祭二女文»ꎮ «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三年ꎬ“五月二十四日ꎬ第二女病笃ꎮ”“二十七日ꎬ

申时亡ꎬ亥时殓”ꎮ “六月初三日ꎬ为文祭亡女ꎮ”“二十七日ꎬ出永定门送亡女殡于张氏庄ꎮ”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ꎬ公元 １６８５ 年　 ４６ 岁
历史大事:
是年ꎬ康熙命将所书“万世师表”四字刻石ꎬ颁至全国府州县学悬挂ꎮ
家事 /本事:
弟光敩试礼部不中ꎬ督责严切ꎮ 比归ꎬ限以家居日课ꎬ故光敩卒成进士ꎮ
衍圣公«幸鲁谢恩疏»牵引葛某ꎬ黜其名ꎮ 又疏内只称孔族ꎬ驳改为“孔氏等族”ꎬ一时清议快之ꎮ
先是ꎬ颜氏之居曲阜者ꎬ其田租较他姓独重ꎬ谓之寄户ꎮ 白之抚军张鹏ꎬ奏请减租ꎬ例比孔氏ꎬ

宗党至今感恩不衰ꎮ
下值ꎬ日读书不辍学ꎮ 子颜肇维以节劳请ꎮ 答曰:“吾自乐之ꎬ殊不苦也ꎮ”
诗文系年:
作«祭编修张武承文»ꎮ «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四年乙丑ꎬ“十一月十三日ꎬ武承殁ꎮ” “十

四日ꎬ奠武承ꎮ”“十九日ꎬ为文奠武承ꎮ”
作«祭广西方伯乃来宗丈文»ꎮ «京师日历»载:二十四年乙丑ꎬ“五月二十五日ꎬ至西直门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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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丧ꎮ”“六月十六日ꎬ至净土庵祭方伯ꎮ”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ꎬ公元 １６８６ 年　 ４７ 岁
家事 /本事:
四月ꎬ充«一统志»篡修官ꎮ 刊«未信堂制义»八十篇ꎬ皆比年自公之暇所成者ꎮ 徐乾学目为

体大思深ꎬ方之前辈唐襄公文ꎮ 韩菼读之ꎬ谓为知本之儒ꎮ
五月ꎬ母朱氏年七十ꎬ与兄光猷宦京师ꎬ叔父诸弟咸在ꎬ为之寿ꎮ 内而名公巨卿ꎬ外而岩穴知名

之士ꎬ莫不仰朱氏之节ꎬ重颜光敏之品ꎬ制为诗歌ꎬ跻堂拜母ꎬ于时宾客称极盛ꎮ 朱氏顾而色喜曰:
“昔兖州城破之时ꎬ岂料家口得相聚ꎮ 汝与兄今托先人福庇ꎬ得从翰铨之末ꎬ回想四十年前ꎬ何如景

象? 今门庭若此ꎬ尔辈俱当勉之!”家庆之后ꎬ留季弟光敩读书邸第ꎬ每陈经共治为乐ꎮ
八月ꎬ寝疾ꎮ
九月晦日ꎬ卒于京师宣武门私第ꎮ 田雯曰:“已矣! 吾山东又失一才人矣ꎮ”哭之逾时而悲ꎮ

次年丁卯ꎬ子颜肇维扶榇归里ꎬ腊月十七日葬于曲阜城东侍郎之林ꎮ
卒后ꎬ相交廿年的好友朱彝尊为写«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颜君墓志铭»ꎬ多名言ꎬ世多不

易见ꎮ 葬后二十三年ꎬ桑梓至交孔尚任为写«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颜公墓表»ꎬ以生与同

时为幸ꎮ
诗文系年:
作«祭广西方伯乃来宗丈文»ꎮ «京师日历»载:二十五年丙寅ꎬ“正月初五日ꎬ送方伯宗丈于

净土庵傍ꎮ”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Ｙａ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ｕｎ Ｓｈｕ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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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Ｑｕｆｕ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ｏｅｍｓ ｉ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Ｙａｎ
Ｘｉｕｌａｉ’ｓ Ｌｉｆ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ｈｉｓ ｓｏｎ Ｙａｎ Ｚｈａｏｗｅｉ ａｎｄ ｈｉｓ ｆｏｕ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Ｙａ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ｓ ｌｉｆｅꎬ ａｎｄꎬ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ｍａｋ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ｌａｃｋ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ｗｅ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ｏｕ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ａ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ꎻ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ｌｉｆｅꎻ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ꎻ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ｐｅｏｍ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ꎻ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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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下去”与“上去”
———“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 张先飞(１)

体制认同与前期«诗刊»的发展 蒋登科(１４)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 姜智芹(２４)
□　 美学研究

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思路 周　 波(３７)
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与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的形成 陈宗花(５０)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罗　 静(６１)
□　 马克思主义研究

科学利用文化资源　 推进中华文明发展

———研读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思考 周向军(６９)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光辉永存

———列宁最后口授文献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高继文　 赵纪梅(７６)
□　 哲学研究

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

———兼论其“身—心同一”理论 崔若椈　 崔永杰(８７)
□　 教育学研究

服务功能视角下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研究 范晓婷　 张茂聪(９７)
发展性学生评价:内涵、范式与参照标准 王焕霞(１０５)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闲暇时间研究 田　 甜　 王友国(１１１)
□　 历史学研究

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的理论基础与转折事件 陈敏学(１２２)
□　 经济学研究

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与启示 王　 昶　 章锦河(１３１)
文化差异视角下的经济管理绩效研究 车　 瑞　 余祖伟(１４０)
□　 影视学研究

论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大片战略的风险 邱章红(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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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舍下论学:关于文学 孔范今(１)

论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意义建构与文学性表征 王寰鹏(１５)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述评与反思 陈夫龙(３１)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钱基博的古典文学研究 周远斌(４６)

□　 中共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 刘　 斌(５４)

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的思考 乔仁桂　 张荣华(６８)

□　 历史学研究

墨子的丧祭思想

———基于«墨子»一书的考察 何　 丹(８０)

荀子的“孔子问题”初论 李福建(９０)

□　 教育学研究

教育何以是一项现代化事业

———基于启蒙现代性视角的阐释 陈　 仁　 杨兆山(９８)

回顾与反思:我国幼儿阅读研究三十年 苏　 敏　 魏　 薇(１０７)

□　 影视学研究

论近几年国产电视剧的自然主义症候 和　 磊(１１９)

□　 语言学研究

日本明治时代«玉篇»类字典的版本与价值 王　 平　 李　 凡(１２６)

略论«聊斋俚曲»语言的形式美 刘太杰(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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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杂文的视野与深度 张中良(１)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

———以“山师学派”为例 魏　 建(１３)

抗战时期老舍对传统“忠”观念的改造利用

———以京剧为媒介 刘亚美(２２)

□　 马克思主义研究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历史合力论的逻辑关系探析 高兴成(３９)

□　 社会学研究

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研究 葛书林(４８)

论大学生创业教育长效机制构建 赵　 健(５７)

□　 历史学研究

回顾、反思与前瞻

———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纲要 高　 旭(６５)

“伊斯兰国”兴起的多因性探析 赵文亮　 贾龙阳(８７)

□　 教育学研究

国内学生沉默研究的元分析

———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的文献 时广军(９８)

山东省地区高等教育产学研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　 涛(１０６)

□　 心理学研究

结果与过程:时间折扣模型与随机动态模型之比较

王大伟　 郝垒垒　 胡艺馨　 时　 勘(１１７)

□　 影视学研究

新世纪性别意识下文学的电影化传播 魏李梅(１２７)

□　 法学研究

行政诉讼证据失权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完善 李　 傲　 上官腾飞(１３６)

□　 语言学研究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郑炜明(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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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朱德发(１)

吴伯箫年谱

———家世、早年求学与东北办学 张　 欣(１４)

□　 外国文学研究

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 李光贞(３８)

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韩　 琛(５２)

□　 经济学研究

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王亚平　 任建兰　 程　 钰(６８)

土地资源配置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评述 吕玉霞(７７)

□　 文化研究

道安所创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谭　 洁(８８)

□　 哲学研究

尊道而贵德

———老子德之思想论析 韩云忠(９６)

□　 美学研究

书法艺术之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初探 蔺　 若　 李天道(１０５)

□　 心理学研究

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 董会芹(１１５)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刊载文章的分析

刘桂荣　 张景焕(１２３)

□　 教育学研究

中小学特色办学:内涵、误区与路径 李　 鹰(１３３)

“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学校管理策略研究 张　 亮(１３９)

□　 影视学研究

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叙事时空 杨　 舒(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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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 王卫平(１)

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孙俊杰　 张学军(１１)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研究 张琴凤(２１)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俞武松(３１)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及启示 孙天蕾(４６)

□　 政治理想教育研究

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调查研究

———基于山东部分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调研 神彦飞(５６)

□　 新闻学研究

试论媒介偏见的经济效益转化

———以半岛电视台为例 常　 庆(６７)

□　 经济学研究

山东省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研究 包玉香(７３)

□　 历史学研究

论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 田海林　 王　 芳(８６)

□　 教育学研究

优良品格的形成及德育镜鉴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视角 李国祥　 于洪波(９６)

老子“道知”性质探微

———兼论其对学科教学的启示 王康宁(１０４)

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曹珺玮(１１３)

□　 编辑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建设述略 翟德耀(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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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特稿:十九大精神阐释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几点体会 马永庆(１)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诘问历史:«死水微澜»为什么会被漠视? 宋剑华(９)

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 董　 燕　 郑家建(２１)

□　 文艺学研究

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李衍柱(３１)

□　 历史学研究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季桂起(４９)

汉代列侯爵溯源考 秦铁柱(５７)

□　 经济学研究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日本的应对 中村宗悦著　 李光贞译(６８)

基于«时事新报»初期社论看福泽谕吉的中国贸易观 堀　 和孝著　 孙守峰译(７９)

□　 心理学研究

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关系: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

张　 莉　 赵景欣　 张文新(８７)

中小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现状调查研究 姜言霞　 卢　 巍　 毕华林　 卢姗姗(９４)

□　 美学研究

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 兰希秀(１０５)

□　 传播学研究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山东疫苗案”为例 张　 贝(１１４)

□　 语言学研究

“一言不合就 ＸＹ”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 孟祥英(１２１)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颜光敏年谱与诗文系年 孙书平(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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