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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与方法:整理国故与新国学的几个问题
∗①

周海波
( 青岛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０７１ )

　 　 摘要:　 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寻找到的与“五四”新文化相关的另一链条ꎬ其一端连接着新文

化运动ꎬ另一端连接着科学的方法和精神ꎮ 整理国故成为新国学产生的坚实的基础ꎬ新国学是在整理国故过程

中提出并形成的ꎬ因而ꎬ新国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存在某些关联ꎬ而又是不同特质的两种文化体系ꎮ 惟其

如此ꎬ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几场文化论战ꎬ往往是错位的ꎬ各自从不同角度对新国学的建立阐述自

己的理解ꎮ 各种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相互交锋ꎬ整理国故与反整理国故、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等问题ꎬ概念与方

法、范畴与认识等问题ꎬ使本来就容易混淆的问题ꎬ在反思与转向、辨析与论争中逐渐失去整理国故讨论的意义ꎬ
国学失去了应有的逻辑ꎬ新国学也在各种声音中被湮没ꎮ

关键词:　 整理国故ꎻ新国学ꎻ科学方法ꎻ“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０１－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５
作者简介:周海波(１９５８—　 )ꎬ男ꎬ山东昌乐人ꎬ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１９０２—１９４９)”
(１７ＺＤＡ２７５)、山东省 ２０１５ 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研究项目“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其价值辨析研究”
(１５ＢＺＢＪ０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１９２６ 年ꎬ整理国故的讨论已近尾声ꎬ各种观点和言论都已渐渐平息的时候ꎬ«现代评论»第 ４
卷第 １０６ 期突然发表了浩徐的«主客答问»ꎬ提出在这辞旧迎新的时节ꎬ“希望大家别忙着整顿国

故”ꎬ认为“整顿国故的工作ꎬ真是白费劲儿”ꎬ“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有为的光阴ꎬ去认真输入

西洋的各种科学艺术ꎬ那是多么有益”ꎬ而把功夫都用在了整理国故上面ꎬ“想起来真是可惜”ꎮ
这篇文章发表后ꎬ作为整理国故学术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胡适ꎬ马上给浩徐写信ꎬ并由陈西

滢作“跋语”后发表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 ５ 卷第 １１９ 期ꎬ这就是作为具有总

结意义的«整理国故与打鬼»ꎮ 从浩徐、胡适和陈西滢三人对整理国故的讨论来看ꎬ主要围绕着

“应该不应该整理国故”和中国文化是向着传统文化复归还是向西洋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

术两个问题ꎬ在并没有充分展开的讨论中ꎬ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简单的观点ꎮ
这场讨论并没有引起后世足够的重视ꎮ 原因很简单ꎬ浩徐和陈西滢所关注的问题ꎬ几乎在此

之前的有关整理国故的讨论中ꎬ都已经有所涉及ꎬ这就是晚清民初以来知识界一直关心的“国
学”或是“西学”的问题ꎬ而胡适在他的通信中ꎬ认为“‘整理国故’的事业还在刚开始ꎬ决不能说

已到了‘最后一刀’”ꎬ同时主要提出:“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ꎬ然而‘打鬼’更是要紧”ꎬ
“据款结案ꎬ即是‘打鬼’ꎬ打出有形ꎬ即是‘捉妖’”ꎮ 在胡适看来ꎬ“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ꎮ
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ꎮ 胡适所阐述的“打鬼”显然与陈西滢、浩徐所说的输入西洋文明有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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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差别ꎬ或者说在对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的理解上ꎬ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ꎬ而
这也恰恰是对整理国故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学术理解关键ꎮ

一、国故与整理国故

人们一般都会注意到ꎬ毛子水于 １９１９ 年提出整理国故的时候ꎬ已经意识到近世以来的新文

化运动出现了问题ꎬ并以整理国故作为一种补充与扭转方向的努力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

突起ꎬ西方思潮铺天盖地ꎬ激进者难免对传统文化有些偏激之词ꎬ甚至在语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

色彩ꎬ一时间大有横扫国故之概”ꎬ在这一背景下ꎬ整理国故作为“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

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ꎬ有“其历史必然性”①ꎮ 也就是说ꎬ整理国故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

动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修复与调整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整理国故被视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与深化ꎮ② 发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ꎬ
这一观点至少说明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是从一个新的层面上推动新文化的发展ꎬ在积极引入

新潮的同时ꎬ又努力向传统文化寻找思想资源ꎬ看到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ꎬ看到

了传统文化在新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ꎮ
不过ꎬ这里存在着一个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评价的问题ꎮ 当我们提出整理国故是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补正与调整的观点时ꎬ实际上从某个方面认同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反

叛ꎬ补正是对偏向西洋文明的补正ꎬ调整是对“五四”式反传统的方向性调整ꎮ 这一思想认识显

然带上了海外汉学家学术思想的影响ꎬ把整理国故视为向传统的回归ꎬ以国故整理的方式寻找传

统文化的精神ꎬ回归中国传统的光华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以林毓生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ꎬ
展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ꎬ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批判思潮ꎮ 林毓生在有关著作

中ꎬ直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与中国意识的危机ꎮ 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中ꎬ一个显

著而奇特的事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态度之出现与持续ꎮ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ꎬ整体

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在五四时代占有极大的优势是一项明显的事实ꎮ”③他进一步认为ꎬ“陈
独秀的反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简单而确定的ꎬ而且是众所周知的”ꎬ“他反礼教迫使他不仅攻击

礼教本身ꎬ而且也要攻击礼教的泉源———即:孔子的原始思想”ꎬ因此ꎬ陈独秀对以儒家为代表的

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否定ꎮ 林毓生同样认为胡适也是一位反传统文化者ꎬ胡适“一方面致力于

对中国传统的渐进改革ꎬ一方面却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性的反抗”ꎬ他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

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ꎬ“他所计划做的是以杜威的科学方法为模范ꎬ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科学

方法ꎮ 胡适相信如此不但未舍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ꎬ而且使它成为现代特质的一部分”④ꎮ 尽

管林毓生的学术思想有些水土不服ꎬ并且受到严家炎等国内学者的抵抗ꎬ但不可否认的是ꎬ相当

长一个时期内ꎬ林毓生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ꎬ并在某些方面制约了人们对“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基本认识ꎮ

当我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位于反传统时ꎬ也就认可了整理国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纠

正与补正的观点ꎮ 如此以来ꎬ虽然认同了整理国故的意义ꎬ但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识整理国故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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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弓:«整理国故的动因、视野与方法»ꎬ«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卢毅:«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ꎮ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１８１－１８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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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于 １９１９ 年发表«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时ꎬ显然受到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倡导者的

影响ꎬ传达了«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的基本思想ꎮ 从这个角度说ꎬ整理国故是对«新青

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与深化ꎬ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ꎮ «青年杂志»
创刊号就发表«社告»ꎬ明确表达过发扬学术、济世救国的思想:

　 　 一　 国势陵夷ꎬ道衰学弊ꎬ后来责任端在青年ꎮ 本志之作ꎬ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

以修身治国之道ꎮ
二　 今后时会ꎬ一举一措ꎬ皆有世界关系ꎮ 我国青年ꎬ虽处蛰伏研求之时ꎬ然不可不放眼

以观世界ꎮ 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ꎬ可备攻错ꎮ
三　 本志以平易之文ꎬ说高尚之理ꎮ 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ꎬ竭力阐述ꎬ冀青

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ꎬ得精神上之援助ꎮ①

从«青年杂志»创刊后所发表的文章来看ꎬ显露出向西方文化倾斜的趋向ꎬ第 １ 卷第 １ 号到

第 ６ 号ꎬ几乎清一色的是有关欧西文化的输入ꎬ向中国青年介绍法兰西、德意志、美国等西方国家

的思想学术ꎮ 因为在主办者陈独秀看来ꎬ要想真正地改变青年人的人生观ꎬ启发国人“最后之觉

悟”ꎬ只有输入欧洲文化这一条路:“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ꎬ而日趋觉悟之途者ꎬ其欧化之输

入乎? 欧洲输入之文化ꎬ与吾华固有之文化ꎬ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ꎮ 数百年来ꎬ吾国扰攘不安之

象ꎬ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ꎬ盖十居八九ꎮ 心经一次冲突ꎬ国民即受一次觉悟ꎮ”②这种

思想认识几乎贯穿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全部过程ꎮ 不过ꎬ在铺天盖地的西洋文明占据了«青年

杂志»版面的同时ꎬ也不时出现不同的声音ꎬ尽管这种声音微乎其微ꎬ甚至有些羞涩ꎬ但还是冲破

主流话语而显露出一丝微弱呼叫ꎮ «青年杂志»第 １ 卷第 ２ 号就刊载了易白沙的«述墨»ꎬ第 １ 卷

第 ４ 号发表了“读者”张永言的来信ꎬ针对陈独秀对欧洲文艺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国数

千年文学娄有变迁ꎮ 不知于此四主义中已居其几ꎮ 而今后之自然主义ꎮ 当以何法提倡之ꎮ 贵杂

志亦有意提倡此种否?”随后出版的第 １ 卷第 ６ 号和第 ２ 卷第 １ 号连续两期发表易白沙的«孔子

平议»ꎬ表明«青年杂志»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综合性刊物的编辑思路有所变化ꎮ 此后ꎬ«新青年»不
时刊载相关传统文化的论文ꎬ这些文章对传统文化无论肯定还是批判ꎬ大多仍坚持学术立场ꎬ在
分析辨识中“竭力阐述”ꎬ以寻求新文化的发展之路ꎮ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ꎬ作为«新青年»的战略合作伙

伴的北京大学同人刊物«新潮»创刊ꎬ该刊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③为旨趣ꎬ介绍

西洋文明与介绍国故或国故研究并重ꎬ不断推出研究国学的论著ꎮ 从这些现象来看ꎬ“五四”新
文化运动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ꎬ也在努力研究传统文化ꎮ 人们往往以«新青年»«新潮»发表研

究国学的论著ꎬ或者诸如胡适、鲁迅等作家从事古代文学的整理与研究ꎬ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

及其倡导者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ꎮ 这种以此证彼的方法ꎬ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ꎮ 胡适、鲁迅等

人的具体工作ꎬ虽然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的态度ꎬ但却不能从宏观上完全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ꎮ 无论胡适还是鲁迅ꎬ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和考证ꎬ大多

局限在小说等通俗文体ꎬ与人们所说的“国学”还有一定距离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五四”新文化

运动在反对甚至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ꎬ同样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ꎬ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发掘与整

理ꎬ只不过他们否定了一种文化传统ꎬ同时也发掘并发扬了另一种文化传统ꎮ 因此ꎬ整理国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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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告»ꎬ«青年杂志»１９１５ 年第 １ 卷第 ２ 期ꎮ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ꎬ«青年杂志»１９１６ 年第 １ 卷第 ６ 期ꎮ
新潮社:«新潮发刊旨趣书»ꎬ«新潮»１９１９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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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简单地提出是否整理国故和如何整理国故的问题ꎬ也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ꎬ而是在更具

文化建设意义的层面上超越了«新青年»«新潮»的文化诉求ꎬ在发现其问题的同时ꎬ提出了具有

文化战略意义的建设措施ꎮ
也可以说ꎬ整理国故是胡适等人寻找到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另一链条ꎬ这就是整

理国故中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ꎮ 整理国故这一端连接着新文化运动ꎬ另一端连接着科学的方

法和科学的精神ꎮ 在这一方面ꎬ邱焕星触摸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将‘整理国故’纳入新文化

运动的‘再造文明’的文艺复兴计划ꎬ反映了‘国故’由‘思想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转化ꎬ所以

‘整理国故’并非简单的重新肯定传统ꎮ”①虽然不能完全将整理国故作为“学术资源”而否定其

“思想资源”的价值ꎬ但是整理国故的确在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进行战略转移ꎬ使之再次回归

到«新青年»及其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命题ꎮ
毛子水在其«国故和科学精神»中ꎬ特别强调了国故的性质:“研究国故的人又有应该知道

的ꎬ就是国故的性质ꎮ”因此ꎬ他批评研究国故的学者“说他们的目的是‘发扬国光’ꎮ 这个意思ꎬ
最是误谬ꎮ 要知道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ꎬ亦能够‘发扬国丑’”ꎮ 这种鲜明的态度表明整理

国故作为一项文化战略ꎬ其落脚点并非在传统方面ꎬ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地把整理国故回归传统ꎮ
在胡适、毛子水看来ꎬ“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ꎬ因此ꎬ“国故的一

部分是已死的过去的学术思想”②ꎬ这也就是胡适反复强调古文是已经“死去的”语言的道理ꎮ 既

然国故是已死的ꎬ新与旧是不能并存的ꎬ也就不存在对传统的发扬与否的问题ꎮ 但死去的东西不

是不能研究ꎬ也不是没有研究的价值ꎬ而是仍然可以当作标本进行必要的整理与研究ꎮ 毛子水以

一个形象的事例对此作出说明:“譬如一个得了奇病而死的人ꎬ是很没有用处的一个东西ꎬ却是

经一个学问高深的医生ꎬ把他解剖起来ꎬ就可以得了病理学上的好材料ꎬ就有很大的用处ꎮ 我们

中国的国故ꎬ亦同这个死人一样ꎮ”可以看到ꎬ新文化运动与国学倡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国

学是否可以研究ꎬ而在于对国学价值的重估ꎮ 在新文化内部ꎬ经过几年的提倡与实践ꎬ内部的纷

争、目的的不同、认识上的不尽一致ꎬ已经显露出某些不可避免的问题ꎮ 在胡适、毛子水看来ꎬ无
论是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引入ꎬ还是对国学的发掘研究ꎬ都背离了«新青年»初期就提出的科学精

神ꎮ 毛子水在他的文章中和胡适在阐释新思潮的意义时ꎬ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提出的“新思潮的

两大罪案ꎬ———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ꎬ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ꎮ 当然ꎬ胡
适认为ꎬ这两个口号过于笼统ꎬ不能落到实处ꎮ 更主要的是ꎬ新文化运动以来ꎬ提出了诸多口号ꎬ
而缺少实际的研究工作支撑ꎬ不如他所提出的“评判的态度”更能代表新思潮的精神ꎬ更具有科

学的精神ꎮ 而要使这种“评判的态度”落到实处ꎬ需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作为具体的手段ꎮ 毛

子水和胡适所阐述的不是国故能不能研究ꎬ而是如何研究、怎样研究的问题ꎮ 在毛子水看来ꎬ
“倘若要研究国故ꎬ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ꎬ才能和上等医生解剖尸体一样ꎬ得了病理学

上的好材料ꎮ 不然ꎬ非特没有益处ꎬ自己恐怕还要受着传染病而死”ꎮ 也就是说ꎬ毛子水、胡适试

图通过提倡整理国故ꎬ使新文化运动回到学术的道路上来ꎬ通过学术的途径实现新文化的超越ꎮ
这样ꎬ可以一方面解决新文化空洞、空泛的问题ꎬ另一方面为新文化运动增添科学的精神ꎬ建立起

新文化以科学的精神为主导的价值体系ꎮ
以科学的方法和精神研究学问ꎬ是“五四”学人在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现其问题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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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焕星:«错位的批判: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ꎬ«文学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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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时补正ꎮ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ꎬ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ꎬ就曾在为«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

词中说:“研究也者ꎬ非徒输入欧化ꎬ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ꎻ非徒保存国粹ꎬ而必以科学

方法ꎬ揭国粹之真相ꎮ”蔡元培在这篇发刊词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输入欧化”为«新青年»诸公的

所作所为ꎬ但他暗示“输入欧化”存在的问题ꎬ恰恰是«新青年»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以科学的方法

研究国故ꎬ“揭国粹之真相”ꎬ这正是新文化倡导者需要努力的ꎮ 蔡元培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了

«哲学与科学»ꎬ从哲学的层面上阐述科学方法ꎮ 在第 １ 卷第 ３ 号«北京大学月刊»上ꎬ朱希祖发

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ꎬ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研究学问的相关问题:“我们现在讲学

问ꎬ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ꎬ也不是古非今ꎬ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ꎬ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ꎮ
换一句话讲ꎬ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ꎮ 譬如治生物学ꎬ对于最下等生物之细菌ꎬ与最高等生

物之猿ꎬ一样的重要看待ꎻ又如治社会学ꎬ对于极下等社会之原人ꎬ与最高等社会之文明人ꎬ亦一

样的重要看待ꎮ”朱希祖指出ꎬ对于治中国最古书籍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ꎬ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

理ꎬ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ꎮ 朱希祖的文章从某些方面是对蔡元培发刊词的响应ꎬ他从治

中国最古书籍的方面论述了“以科学方法”揭示国学真相的问题ꎮ 作为对整理国故的积极倡导

与实践ꎬ胡适于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开始在«北京大学月刊»、随后又在«科学»连载他的«清代汉学家的

科学方法»ꎬ这是早期提倡整理国故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ꎮ 在这篇文章中ꎬ胡适指出:“中国旧有

的学术ꎬ只有清代的汉学可以当得起‘科学’的名称ꎮ”①胡适所言ꎬ不仅抬高了清代汉学家的历史

地位ꎬ而且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作出了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探索ꎬ进一步明确了要在对国故的解

剖中寻找到现代文化的科学精神ꎬ为建立新文化的科学精神奠定基础ꎮ 从提倡“民主”与“科学”
到整理国故与科学精神ꎬ这里既有精神的延续ꎬ也有超越与实现ꎬ至此ꎬ“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科学精神才有了具体的实践层面的工作ꎮ

二、整理国故与新国学

１９２５ 年ꎬ刘复在为«敦煌掇琐»所写的“叙”中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ꎬ认为整理国故与此前

的国学运动相比ꎬ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ꎬ超越国学并形成了新国学:“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

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作ꎬ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ꎬ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ꎬ即使一时

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ꎬ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ꎮ 总而言之ꎬ
我们‘新国学’的目的ꎬ乃是要依据了事实ꎬ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ꎬ而分出

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ꎮ”②很明显ꎬ刘复以“新国学”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学ꎬ首
先是在概念使用上明确其文化地位ꎬ为国学作一个总结ꎬ为“新国学”的体系构建打下一个基础ꎮ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ꎬ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时ꎬ胡适在为其所作的«发刊宣言»中说:
　 　 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ꎻ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迫语体文字的

提倡与传播ꎮ 至于那些静坐扶乩ꎬ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ꎬ更不用说了ꎮ
在我们看起来ꎬ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ꎻ这些行为ꎬ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

忧虑的国学之沦亡ꎬ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蔑视ꎮ 我们深信ꎬ国学的将来ꎬ
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ꎻ过去成绩虽然未可厚非ꎬ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ꎮ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以下的内容:“作«‹国学季刊›序言»ꎬ约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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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精神»ꎬ«北京大学月刊»１９１９ 年第 １ 卷第 ５ 期ꎮ
刘复:«‹敦煌掇琐叙目›叙»ꎬ«北大国学门周刊»１９２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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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字ꎬ颇费周折ꎻ这是代表全体的ꎬ不由我自由说话ꎬ故笔下颇费商量ꎮ 我做的文章之中ꎬ要算

这篇最慢了ꎮ”多年后ꎬ胡适曾称这篇文章“便是我们新国学的研究大纲ꎻ也就是我们北大同人在

各方面努力和试验的目标”①ꎮ 在这篇文章中ꎬ胡适已经宣布了旧式国学的破产ꎬ也预告了未来

的国学更有前途ꎮ 他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新国学”的概念ꎬ但已经在行文中透露出“新国学”的存

在ꎬ未来的国学也就是新的国学ꎬ就是新国学ꎮ 人们一般认为«‹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整理国

故的宣言ꎬ同时也是“新国学”诞生的宣言ꎮ 如果说提倡白话文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贡

献ꎬ由此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走向的话ꎬ那么ꎬ新国学的提出则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又一

贡献ꎮ 这是由整理国故而逐渐升华超越的新的国学ꎬ它既丰富了“五四”新文化的内涵ꎬ也彰显

了现代文化的神韵和魅力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整理国故开始之时就是新国学诞生之日ꎮ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纲领性文件ꎬ不仅宣布了旧国学的破产ꎬ而且为新国

学规划了发展前景ꎮ 尽管胡适宣布国学已经破产ꎬ但在新国学出现的初期ꎬ国学仍有强劲的实力

甚至主导着近代中国的学术发展ꎮ 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学概念的提出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文化

语境ꎮ 鸦片战争以来ꎬ随着封建帝国的被轰毁ꎬ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重新估定ꎬ民族意识受到

空前冲击ꎬ国家危机成为知识分子的心结ꎮ 尤其随着洋务运动遭受到挫折ꎬ人们不得不思考外来

科技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ꎬ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ꎬ西学为用”ꎬ将思路

引向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ꎬ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ꎮ 但是ꎬ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ꎬ再一次签

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现实ꎬ在宣布“体”“用”失败的同时ꎬ让部分知识分子感受到民族危机ꎮ 在这

种形势下ꎬ人们的现实需求和精神需要ꎬ再一次回到民族文化上来ꎬ试图在建立一种以传统文化

为根基的学术思想ꎬ寻找到能够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ꎬ“国学”就是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

一个重要选择ꎮ 当“国学”被定义为“一国所自有之学也”②“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③的时候ꎬ
国学与救亡发生了密切的关系ꎬ它已经逸出学术的范畴而成为特定时代表达民族思想情感的一

种方式ꎮ 因此ꎬ在晚清的国粹家看来ꎬ“君子生是国ꎬ则通是学ꎮ 知爱其国ꎬ无不知爱其学”④ꎬ“民
族独立ꎬ先以研求国粹为主ꎬ国粹以历史为主”⑤ꎬ爱国就要爱国学ꎬ国学不仅仅是学术的事情ꎬ而
是与国家命运、民族的存亡密切联系在一起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国学”无论是作为学术命题还是

具有民族情结的文化呈现ꎬ都带有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徘徊的无奈特点ꎮ 因此ꎬ国学家在政治上的

激进与在文化上的保守ꎬ形成了对立矛盾中的协调ꎬ成为晚清民初中国知识界的一道奇观ꎮ
当启蒙压倒救亡时ꎬ国学在铺天盖地的文化讨论中被边缘化ꎬ文化问题被提到一个相对的高

度ꎬ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合流ꎮ 有意思的是ꎬ“五四”时期提倡或参与新文化运动者ꎬ大多为当年

倡导国学的第一代国学大师的门生ꎬ如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黄侃等ꎮ
这些学人旧学功底深厚ꎬ而又受到欧风西雨的浸润ꎮ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钱玄同、周作人、黄侃、刘
文典等ꎬ在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后ꎬ很快成为北京大学的中坚力量ꎮ 恰如钱基博所言:“既而民

国兴ꎬ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ꎻ又能识别古书真伪ꎬ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 于是章氏之

学兴ꎬ而林纾之学熸! 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ꎻ而章氏之徒代之ꎮ”⑥章氏门生在“五四”时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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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ꎬ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３７６ 页ꎮ
邓实:«国学讲求习记»ꎬ«国粹学报»１９０６ 年第 １９ 期ꎮ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ꎬ«民报»１９０５ 年第 ７ 期ꎮ
邓实:«国学讲习记»ꎬ«国粹学报»１９０６ 年第 １９ 期ꎮ
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ꎬ«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３８３ 页ꎮ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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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股不同的力量:一是以提倡和参与新文化运动为主的ꎬ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ꎬ尽管他

们或多或少从事国学研究ꎬ出版过一定的国学著作ꎬ但他们总的来说走向了创作之路ꎬ成为影响

后世的文学家ꎻ一是沿着章太炎的国学之路ꎬ以潜心于学问为主ꎬ如黄侃、朱希祖、刘文典等ꎬ尽管

他们也从某些方面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ꎬ但总体上来说ꎬ他们与新文化有一定的隔膜ꎬ主要

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ꎬ其主要成就也在国学研究的著述ꎮ 而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另

一部分知识分子如胡适等ꎬ则在经历国内的启蒙教育后ꎬ完全接受了欧美式的现代大学教育ꎬ其
知识结构和文化情怀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ꎮ 但在中国ꎬ恰恰是胡适这批人后来成为提倡整

理国故、颠覆传统国学建立新国学的主要力量ꎮ 由此可以看到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ꎬ尽管仍

然有一批国学研究者ꎬ但由于新文化的强大声势ꎬ反而是胡适、鲁迅等人成为社会名流ꎬ影响着中

国现代文化的走向ꎮ 而正是国学在这时期的式微ꎬ给予新国学以滋生的空间ꎬ让学贯中西的这批

知识分子成为超越国学的新国学的提倡者ꎮ
新国学是在整理国故过程中提出并形成的ꎬ因而ꎬ新国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存在着某

些关联ꎬ又是不同特质的两种文化体系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ꎬ胡适在«新潮»杂志发表了答毛子水的

信ꎮ 这封信附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ꎬ后来胡适收入«胡适文

存»时加了«论国故学»作为正题ꎮ 这封信中ꎬ胡适一方面指出张煊的“大病是不解‘国故学’的
性质”ꎬ一方面也指出毛子水的主张“也有一点太偏了的地方”ꎬ以为“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

的功利观”ꎬ“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ꎬ拣选所要做的学问ꎬ拣定之后ꎬ当存一个‘为真理而

求真理’的态度”ꎬ因为“学问是平等的ꎮ 发明一个字的古义ꎬ与发现一颗恒星ꎬ都是一大功绩”ꎮ
人们向来认为胡适这层意思是过分夸大了整理国故的作用ꎬ夸大了发明一个字的古义的意义ꎮ
其实ꎬ胡适是以这个事例说明“学问是平等的”这层意思ꎬ并侧面批评了毛子水所说的“我们把国

故整理起来ꎬ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ꎬ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的观点ꎬ告诉做学问的

人ꎬ既不可妄自尊大ꎬ也不可妄自菲薄ꎮ 在这方面ꎬ胡适与国学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ꎮ
他认为新国学所要做的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学的研究ꎬ不当先存一

个‘有用无用’的成见”①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新青年»第 ７ 卷第 １ 号发表了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ꎬ这篇文章作为毛

水子«国故与科学精神»的补充与新的阐释ꎬ具有整理国故的纲领性意义ꎮ 胡适在文章中梳理了

数年来新文化运动的历程ꎬ认为“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ꎬ这就是“研究问题”
和“输入学理”ꎬ其最终目的则是“再造文明”ꎮ 或者说ꎬ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研究问题和输

入学理的途径ꎬ对社会、政治、宗教、文学等领域种种问题研究解决ꎬ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

价值ꎬ有针对地输入西洋的种种学理ꎮ 在此基础上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新的文明ꎮ 在

胡适那里ꎬ整理国故是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处于同一逻辑层面的ꎬ都被纳入到“新思潮”之中ꎬ
都是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的“评判的态度”ꎮ 但整理国故又包含在研究问题这一具体的手段

中ꎬ国故既是种种问题中的一种ꎬ也是特殊的一个问题ꎮ 它是与“旧有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问题ꎬ而这个问题又是连接“评判的态度”的各个问题的一个问题ꎬ同时又是研究问题和输

入学理引向再造文明的方法与策略ꎮ 这也就是胡适特别强调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关系的主要

目的ꎮ
不过ꎬ也正如胡适所说ꎬ“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ꎬ是一点一滴造成的”ꎬ整理国故不是空喊口

７
①胡适:«答毛子水»ꎬ«新潮»１９１９ 年第 ２ 卷第 １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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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ꎬ空谈主义ꎬ而是需要一步一步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整理ꎬ“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

理脉络来ꎻ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ꎻ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ꎻ从武断迷

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ꎬ以科学的方法和精神研究问题ꎬ以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指导整理国

故ꎬ从而建立新思潮的科学精神ꎮ 从这种逻辑关系来看ꎬ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ꎬ作为再

造文明的手段ꎬ都是科学方法的积累ꎬ体现出现代科学精神ꎮ 这种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ꎬ是
区别国学与新国学的重要标志ꎮ 章太炎、邓实等提出的传统国学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学术概念ꎬ
以国学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ꎬ所以ꎬ保存国粹成为传统国学的精神之所在ꎮ 而胡适在这里提出的

新国学ꎬ则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进行整理国故ꎬ既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ꎬ又要“打鬼”ꎻ既
要承继民族文化传统ꎬ在整理国故中完成新国学的建立ꎬ又要输入学理ꎬ以西洋新思潮冲击国学

的陈腐观念ꎮ 也就是说ꎬ在整理国故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国学ꎬ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方法、学术思

想ꎬ而是一套知识系统ꎬ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观念ꎮ 对此ꎬ有人称之为“科学的国学”②ꎬ有人则认

为“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③ꎬ以科学精神作为区别新国学与传统国学的价值标准ꎮ
在新国学的建设过程中ꎬ学衡派是一支独特的力量ꎮ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文化发展中ꎬ学衡

派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ꎮ 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ꎬ同时又留学海外ꎬ深
受西洋现代文明的浸泡ꎬ但他们又是在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登上现代文坛的ꎮ 他们明确表示反对

新文化运动时ꎬ新文化运动已经逐渐偃旗息鼓或者已经开始转向整理国故与社会革命的分化ꎻ学
衡派创办«学衡»杂志“论究学术ꎬ阐求真理”时ꎬ胡适早就提出了“研究问题ꎬ输入学理ꎬ整理国

故ꎬ再造文明”ꎮ 学衡派似乎每迈出一步都赶不上步点ꎮ 但总的来说ꎬ学衡派的文化努力仍可纳

入新国学的范畴ꎮ «学衡»杂志创刊后就表达了对待国学与西学的态度ꎬ“昌明国粹ꎬ融化新知”
作为学衡的宗旨ꎬ已经具有新国学的基本特征ꎮ «学衡»杂志的“衡”带有胡适所说的“重新估定

一切价值”的意思ꎬ在«学衡杂志简章»所列的“体裁与办法”中ꎬ也表达了几乎与整理国故的倡导

者们大致相似的意思:“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ꎮ 为精确之研究ꎮ 然后整理而条析之ꎮ
明其源流ꎮ 著其旨要ꎮ 以见吾国文化ꎮ 有可与日月争辉之价值”ꎬ“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

书ꎮ 深窥底奥ꎮ 然后明白辨析ꎮ 审慎取择ꎮ 庶使吾国学子ꎮ 潜心研究ꎮ 兼收并览ꎮ 不至道听途

说ꎮ 呼号标榜ꎮ 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ꎮ 这种文化态度虽带有某种偏狭和早期国学家的政治

取向ꎬ在他们的论著甚至有意识地使用文言及其句点ꎬ但其中西合璧的文化理念ꎬ“既达且雅”的
学术风格ꎬ已经毫无疑问地融入到新国学的体系之中ꎮ «学衡»杂志发表的一系列论文ꎬ主要有

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作品的批评、各门种类的国学研究以及西洋文化的介绍与研究ꎬ在东西文

化的研究方面做到了“平衡”ꎮ 这些论著除了批评新文化的几篇文章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些

情绪化的因素外ꎬ其研究著作诸如国学方面ꎬ马承堃的«国学摭谭»、张文澍的«论艺文部署»、柳
诒徵的«汉官议史»、钟歆的«老子旧说»ꎬ西学方面如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景极昌

的«苏格拉底自辩文»、刘伯明的«杜威论中国思想»等ꎬ所取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研究手段ꎬ基
本能够反映出学衡派的“以中正之眼光ꎬ行批评之职事”的宗旨ꎮ

三、错位的论争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文化建设»月刊第 １ 卷第 ８ 期曾为“五四”１７ 年而出版纪念专刊ꎬ并发表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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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麦的«论“五四”整理国故运动之意义»ꎬ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必要的总结ꎬ认为在“五四”时
期既有德先生和赛先生ꎬ也有另一位国故先生ꎬ“正因为有了这位国故先生ꎬ才把整个五四运动ꎬ
化为‘介绍新潮ꎬ整理国故’的运动”ꎮ 李麦麦在文章中否认了整理国故运动是复古的反动的运

动的观点ꎬ他引述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复古的文化运动ꎬ却是“近代一切进步运动之母”ꎬ认为

“五四”整理国故也同样是一场文艺复古而又进步的运动ꎮ 不过ꎬ作者却批评了胡适整理国故的

立场和方法:“胡适等整理国故ꎬ不是用东方文化派的精神ꎬ不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ꎬ而
是用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精神ꎮ 至于他所用的方法ꎬ虽有时不免犯形而上学错误ꎬ但一般的说ꎬ仍
然是唯物的ꎮ”①李麦麦的文章虽然在概念使用上存在模糊不清以及教条机械式理解胡适整理国

故具体内容的现象ꎬ但文章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及评价基本到位ꎬ尤其指出整理国故复古而不反

动ꎬ说出了整理国故作为一场文化的学术运动的价值所在ꎮ
李麦麦文章发表的时候ꎬ已经距离提倡整理国故 １５ 年ꎮ 作者已经可以摆脱当时论争的语

境ꎬ以超越的眼光看待这场运动ꎮ 而处在论争中的参与者们ꎬ却往往会受到种种局限ꎬ人们可能

更多纠缠于应该不应该整理国故、如何整理国故等问题ꎮ 毛子水的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论ꎬ从
一个方面说明“五四”以后中国学界的复杂性ꎬ也说明“科学的精神”之于中国学术和现代文化建

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ꎮ 毛子水在«国故和科学精神»中ꎬ特别对“近来研究国故的人”提出批

评ꎬ认为他们“不知道国故的性质ꎮ 亦没有科学的精神ꎮ 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ꎮ
«新潮»杂志的主编傅斯年在为毛子水的文章所作的“附识”中ꎬ同样批评了国粹家的“抱残守

缺”ꎮ 傅斯年在“附识”中总结了研究国故的两种手段ꎬ指出“整理国故”和“追摹国故”体现了两

种不同的价值取向ꎬ整理国故作为科学研究的手段ꎬ“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ꎬ政治ꎬ社会ꎬ等等ꎬ做
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ꎬ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ꎬ或有补于‘世界的’科学”ꎬ而“追摹国故”
则往往流于“保存国粹”的“抱残守缺”的狭隘范围ꎬ所谓“追慕国故真所谓‘其遇不可及’
了”ꎮ 傅斯年的“附识”短小但却点中了整理国故的要害ꎮ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ꎬ«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的家中成立ꎮ 创刊于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的«国故»是作为«新
青年»和«新潮»对立面出现的ꎬ它“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ꎬ在追摹国故中对新文化运动

及其整理国故表示严重质疑ꎮ 当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精神»在«新潮»发表后ꎬ«国故»月刊的

编辑张煊也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ꎬ对毛子水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ꎮ 针

对毛子水所说的国故是过去的已死亡的东西ꎬ张煊认为ꎬ“毛君乃谓国故为已死ꎬ夫生也死也ꎬ果
何所准?”在张煊看来ꎬ既然现在仍然有众多的研究国故的学者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国故已死ꎬ虽
然现在治国故者“以抱残守缺为已足者固偶有之ꎬ而肯精益求精不敢自封固步者ꎬ亦未尝无其

人”ꎬ这能说国故是已死的么? 因此ꎬ研究国故不是如毛子水所说的解剖尸体那样ꎬ而恰恰可以

明白过去中国“所以不很发达的缘故”ꎬ“知道用什么法子救济他”ꎮ 毛子水在反驳张煊的«‹驳
‹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正»一文中ꎬ认为张煊的文章“说来说去ꎬ不过要把‘国’和

‘故’争一个地位”ꎮ 这“争一个地位”式的论争几乎涉及到如何对待国故的问题ꎮ 实际上ꎬ在毛

子水和胡适那里ꎬ并非一定要对国故的长短是非有一个定评ꎬ他们更多地强调了要知道什么是国

故的性质ꎬ胡适在声援毛子水的信中ꎬ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煊文章的“大病是不解‘国故学’的性

质”ꎮ 有意思的是ꎬ提倡整理国故的毛子水却在与张煊的辩论中ꎬ认为当前的最迫切的工作是

“欧化”即输入学理:“就世界所有的学术看起来ꎬ比国故有用的有许多ꎬ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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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们的青年学者ꎬ自然应以拼命研究现代的科学为最要紧的事情ꎮ”在«国故和科学的精

神»中ꎬ毛子水也认为国故“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来ꎬ简直是‘九牛一毛’”ꎮ 毛子水

和傅斯年都不认为有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必要ꎬ而应当更多地介绍西洋文明ꎮ 对此ꎬ胡适在给毛

子水的信中提出了不同意见ꎬ可以看作整理国故的一种新思路:整理国故有许多必要ꎬ“我们应

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ꎮ 胡适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整理国故的

必要性ꎬ但他鼓励整理国故的意思非常明确ꎬ他在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论述ꎮ
当论者主要纠结于国故是否可以整理研究ꎬ是否需要发起一场整理国故的运动的时候ꎬ胡适

的眼光已经瞄向了从中国的“文艺复兴”到新国学实施的学术进程ꎮ 毛子水、傅斯年、胡适等人

的文章发表后ꎬ尽管有«国故»社张煊的反对声音ꎬ但随着«国故»很快停刊ꎬ«新潮»的对立势力

随之消失ꎮ 此后ꎬ尽管毛子水与张煊的争论被“青年必读书”“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国学

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取代ꎬ但作为文化论争却一直持续不断ꎮ 鲁迅对国粹派的批评中夹杂

着对整理国故的批评ꎬ文学研究会在整理国故的大讨论中修正了整理国故的意义ꎬ创造社在辩驳

整理国故中表现出他们本来的逆反心理ꎬ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观点相互交锋ꎮ 整理国故与反整

理国故、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等问题ꎬ概念与方法、范畴与认识等问题ꎬ使本来就容易混淆不清的

问题ꎬ在反思与转向、辨析与论争中逐渐失去整理国故讨论的意义ꎬ国学失去了应有的逻辑ꎬ不同

的概念、不同的论辩方法ꎬ修正着整理国故的意义ꎬ新国学也在各种声音的湮没中不了了之ꎮ
至此ꎬ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的论述ꎮ 胡适在回答浩徐关于

“国故整理的运动总算有功劳ꎬ因为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可以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

去寻求新知识与新道德”的观点时ꎬ这样表述了他对整理国故的基本评价:“我披肝沥胆地奉告

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ꎬ能吃人ꎬ能迷人ꎬ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

德(Ｐａｓｔｅｕｒ)发见的种种病菌ꎮ 只为了我自己自信ꎬ虽然不能杀菌ꎬ却颇能‘捉妖’ ‘打鬼’ꎮ” “这
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ꎮ 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ꎮ”①胡适的论述已经回答了整理国故讨论中

出现的某些误解与错位ꎬ整理国故既要跑到“烂纸堆里”ꎬ因为在这里可以寻找做学问的材料ꎬ又
不能拘泥于“烂纸堆”ꎮ 陷在“烂纸堆”里则不仅失去做学问的方向ꎬ被妖魔迷住、吃掉ꎬ而且容易

迷恋于国学的所谓荣光ꎬ从而使整理国故与国粹派混为一谈ꎬ成为保存国粹、宣扬国粹的力量ꎮ
所以ꎬ胡适对社会上将整理国故理解为回到古代、回到传统、回到所谓种种国学书目之中的做法

表示不满ꎬ并劝告青年不要跟着国粹家们钻进古纸堆里:“所以我们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学问的青

年及早回头想想ꎮ 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ꎻ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ꎮ 现在一班少年人

跟着我们向古纸堆里乱钻ꎬ这是最可悲的现状ꎮ 我们希望他们及时回头ꎬ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

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ꎬ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ꎮ 三百年的第一流聪明才智销磨在这故纸堆里ꎬ还
没有什么好成绩ꎮ 我们应该换条路走了ꎮ 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ꎬ然后拿出你的余

力ꎬ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ꎬ那时候ꎬ一拳打倒顾亭林ꎬ两脚踢翻钱竹汀ꎬ有何难哉!”②可见ꎬ胡适对

种种国学书目让青年人回到四书五经、读线装书的泥古中的做法甚为不满ꎬ这种泥古做法歪曲了

整理国故的目的ꎬ当然更不消说妨碍新国学的建立ꎬ甚至连国学也根本谈不上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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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ꎬ«现代评论»１９２７ 年第 ５ 卷第 １１９ 期ꎮ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ꎬ«新月»１９２８ 年第 １ 卷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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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综论
∗①

李宗刚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ꎬ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ꎮ 诸多学校对文学教育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ꎬ促成了一批批学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ꎮ 与浙江作家群相比ꎬ山东并没有涌现出一大批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核心位置的作家ꎬ这与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ꎮ 一是深受政治的钳制ꎬ许多

学校的文学教育未能得到有效的展开与推进ꎻ二是从文化传统来看ꎬ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的

“合谋”ꎬ使得人们“学而优则仕”的情结深重ꎬ文学创作未成为学生的重要人生诉求ꎻ三是没有获得自身存在的

独立价值和意义ꎬ国文教育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ꎮ 尽管如此ꎬ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依然在培育中国现代文学

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ꎮ
关键词:　 民国教育体制ꎻ山东文学教育ꎻ齐鲁大学ꎻ山东大学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１２－２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作者简介:李宗刚(１９６３—　 )ꎬ男ꎬ山东惠民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研究”(１６ＢＺＷＪ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民国时期的山东教育与晚清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ꎮ 这一变化的实质来源于中国的政

治变革ꎮ 中华民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推翻了晚清专制政体ꎬ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ꎮ 一方面ꎬ民
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ꎬ袁世凯称帝遭到各方反对ꎻ另一方面ꎬ中华民国建立之后ꎬ政局处于

混乱之中ꎬ现代政体的确立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ꎮ 但不管怎样ꎬ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而

言ꎬ民国政体的进步性不言而喻ꎮ 政体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教育体制的根本性变革ꎮ 正是在这种

情形下ꎬ民国教育开始走上变革之路ꎬ教育部对教育宗旨、教育性质、学校管理及教科书的内容等

重新作了规定ꎮ 这使当时的教育有了较大发展ꎬ山东教育也取得了长足进步ꎮ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ꎬ新式教育得以逐步确立ꎬ国文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得到了确认ꎮ 在民

国教育体制内ꎬ国文课程像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一样ꎬ拥有了合法的地位ꎮ 国文课程的

一个重要目标ꎬ就是培养学生的国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ꎮ 这样一来ꎬ国文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就

承担了文学教育的使命ꎬ使得国文教育与文学教育有了更多的切合点ꎮ 借助民国教育体制内的

国文课程ꎬ五四以来的诸多优秀文学作品进入学校课堂ꎬ使学生直接地接触到新文学ꎮ 民国时期

的国文教育以及由此展开的文学教育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民国时期各个省份的具体情况差异甚大ꎬ其文学教育开展的具体情形自然有较大的区别ꎮ

总体来说ꎬ文学教育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开展得比较好ꎬ而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开展得要相对弱一些ꎬ在偏远的云南、贵州、新疆、西藏乃至东北三省就更弱ꎮ 山东的文学教育水

平在全国属于中等ꎬ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ꎮ 因此ꎬ窥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的一斑ꎬ可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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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概貌ꎮ

一、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的历史进程

从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１９４９ 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这一历史阶段ꎬ是本文中界定的民国

时期ꎮ 这一时期山东文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ꎮ 这种分期方法可以有效地反映这一历史时

期山东文学教育发生、发展的独特规律ꎮ
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１２－１９２２ 年ꎬ这是山东文学教育的奠基期ꎮ
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与民国新政体的建立ꎬ民国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改变ꎮ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ꎬ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ꎻ同年 ７ 月ꎬ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家举行全国临时教

育会议ꎬ围绕教育宗旨和学校系统展开了讨论ꎮ 会议由蔡元培主持ꎮ ９ 月ꎬ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

国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ꎬ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ꎬ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ꎮ”这次

会议的重要成果«学校系统令»于 １９１２ 年(农历壬子年)９ 月 ３ 日颁布实行ꎬ史称«壬子学制»ꎮ
１９１３ 年(农历癸丑年)８ 月ꎬ教育部将«壬子学制»公布一年来所陆续颁布的法令、规程综合成较

为完整的«壬子癸丑学制»ꎬ１９２２ 年该学制被废止ꎮ 这一阶段ꎬ对文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

件大事:其一是国文课正式改为国语课ꎻ其二是新学制颁布ꎮ 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

地位ꎬ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拓展了广阔的道路ꎮ
１９１６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ꎬ社会逐步关注国语问题ꎮ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ꎬ在蔡元培的主持下ꎬ

国语研究会由各省赞成国语统一的人士组织起来ꎮ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ꎬ蔡元培利用其北京大学

校长的特殊身份ꎬ大力倡导或推行白话文ꎬ对“国文”课向“国语”课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ꎮ
１９１８ 年ꎬ蔡元培发表«国文之将来»ꎬ倡导语文教学的革新ꎻ１９１９ 年ꎬ以蔡元培为首的国语统一筹

备会又主张把国文读本改为国语读本ꎮ 正是在一大批具有影响力人物的推动下ꎬ１９２０ 年 １ 月ꎬ
教育部下令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改为国语课ꎮ 这一改革把国语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ꎬ为
“言文一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对此ꎬ黎锦熙说:“照部章办事的乡村小学校ꎬ现在也知道了ꎬ也
要改国文为语体文了ꎮ 所以我从前说这道命令ꎬ实在是中国历史一大改革ꎮ”①胡适则从历史的

角度确认了这一改革的意义:“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ꎮ 他的影响和结果ꎬ我们现在很

难预先计算ꎮ 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ꎬ至少提早了二十年ꎮ”②

这一改革对文学教育的促进作用怎样估计都不过分ꎮ 文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育学生的文学

素养ꎬ使其能够欣赏与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和深厚情感的文学作品ꎮ 而语言作为人们思维活动

的重要工具ꎬ自然对学生欣赏与创作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毕竟ꎬ随着中国由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ꎬ文言文已经越来越难以更好地反映与解读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ꎮ 正像叶

圣陶在«初中国语课程纲要»中指出的那样ꎬ国语课的目的与国文课不同ꎬ它首先是为了“使学生

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③ꎮ 客观情形也的确如此ꎬ“白话在五四文化运动中ꎬ随着其逐渐地为人

们所接纳ꎬ最后终于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ꎬ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ꎬ这主要体现在教育部宣

布废止小学文言教科书ꎬ取而代之的是以白话文作为教育的主要工具” ④ꎮ
自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始ꎬ山东初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ꎮ 到 １９１７ 年ꎬ全省初等教育学校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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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３２ 所(其中高小 ３０４ 所、两等小学 ６３ 所、女子小学 ２８７ 所、初小 １６５７８ 所)ꎬ入学儿童达

６０３１２６ 人(其中入国民学校 ３３８９４７ 人ꎬ入代国民学校 ２６４１７９ 人)ꎮ 而 １９２２ 年统计时ꎬ山东设立

的小学已达 ２３２５２ 所ꎬ在校学生 ７７７７７１ 人ꎬ仅次于山西ꎬ位居全国第二ꎮ①

相对于山东快速发展的基础教育而言ꎬ这个时期的文学教育整体上发展缓慢ꎬ各级各类学校

继续实施传统教育ꎮ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的形势ꎬ山东依然处在军阀割据

的特殊历史时期ꎬ再加上列强依然在山东窃占了部分地区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青岛ꎮ 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ꎬ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青岛的治权ꎬ但西方却硬把青岛割

让给日本ꎬ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ꎮ 民国政府未能在山东确立起有效的治理

体系ꎬ致使山东的教育体制总体上有所滞后ꎬ由此也导致了山东教育的不平衡性ꎮ 尽管如此ꎬ山
东主要地区的教育体制依照民国的要求获得了基本的确立ꎮ 与此相对应ꎬ山东文学教育也处于

奠基期ꎮ
第二个阶段是 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ꎬ这是山东文学教育的曲折探索期ꎮ
随着人们对西方教育理解的加深ꎬ再加上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ꎬ１９２２ 年 ９ 月ꎬ“北洋政府”召

开学制会议ꎬ就全国教育联合会整理的草案作了修订ꎬ再交同年 １０ 月在济南召开的联合会第八

次代表大会讨论ꎬ最后以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ꎮ 该方案主要以在美国实行的“六三

三制”为参考ꎬ并根据中国教育实际制定ꎬ对学制系统进行了具体规定ꎬ史称“六三三学制”ꎬ即
“壬戌学制”ꎬ又称新学制ꎬ以区别于壬子癸丑学制ꎮ 新学制强化了七条教育标准:适应社会进化

之需要ꎻ发挥平民教育精神ꎻ谋个性之发展ꎻ注意国民经济力ꎻ注意生活教育ꎻ使教育易于普及ꎻ多
留各地方伸缩余地ꎮ

如果说 １９２０ 年教育部将国文课改为国语课为文学教育打开了更大空间的话ꎬ那么ꎬ１９２２ 年

新学制的颁布则从根本上确立了五四新文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地位ꎬ为文学教育的推进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ꎮ 总的来说ꎬ这一系列改革最终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愿景落到了实处ꎮ
１９２３ 年ꎬ全国教育联合会复订并刊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ꎮ 该纲要规定小学课程为国语

等学科ꎮ 初级中学课程分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等ꎮ 高级中学分普通

科和职业科(有师范、商业、工业、农业 、家事等科)ꎮ 普通科以升学为目的ꎬ分为两组:第一组注

重文学和社会科学ꎻ第二组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ꎮ 两组课程均分公共必修、分科专修、纯粹选修

三部分ꎮ 各科课程以学分计ꎬ学生修满 １５０ 学分毕业ꎮ 这样的新学制ꎬ从根本上确立了国语在民

国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地位ꎮ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ꎬ新学制在国语教育方面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划分ꎬ
把国语分为语言、读文、作文、写字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四个方面ꎮ 语言课是落实国语课的基点所

在ꎬ强化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育ꎻ读文课强化了对学生语体文汲取能力的培养ꎻ作文课注重对

学生写作语体文能力的培养ꎻ写字课注重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ꎬ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修身养

性的涵养ꎬ又接续了科举考试注重提升学生写字能力这一优良传统ꎮ 不过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这一时期正处于相对混乱的历史时期ꎮ 民国的“北京政府”尽管从名义上执掌了包括教育权在

内的国家权力ꎬ但是这个权力并未能深入中国的所有角落ꎬ新学制的落实自然也就大打折扣ꎮ 总

的来看ꎬ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文学教育的开展还是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这一时期山东的文学教育处于曲折发展阶段ꎮ 一方面ꎬ政府主导的山东教育继续推行复古

主义教育ꎬ文学教育受此影响ꎬ在诸多学校中受到抑制ꎻ另一方面ꎬ民间驱动的山东教育受五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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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影响ꎬ文学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ꎮ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２８ 年ꎬ奉系军阀张宗昌割据山

东ꎮ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ꎬ他下令将民国初年建立的工、矿、农、医、法、商 ６ 所专科学校合并为省立山东

大学ꎮ 在文化政策上ꎬ他逆时代潮流而动ꎬ完全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ꎬ推行“尊孔复

古”政策ꎬ命令各大学、中学一律读四书五经ꎮ 这在客观上延宕了山东现代文学教育的发展ꎮ
１９２８ 年ꎬ北伐战争取得胜利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ꎮ 山东的文学教育受此

影响ꎬ依然处于历史的建构与探索时期ꎮ 新学制课程标准加快了教科书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的进

程ꎬ使山东文学教育得以循着五四新文学拓展的方向前行ꎮ
第三个阶段是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ꎬ这是山东文学教育的发展期ꎮ
１９２８ 年ꎬ日本出兵占领了济南和胶济铁路ꎮ 到 １９２９ 年底ꎬ济南和胶东一带的大、中等学校

都被迫停办ꎮ １９３０ 年ꎬ韩复榘进入济南ꎬ统治山东ꎮ 军阀混战的局面暂告结束ꎬ教育事业有所恢

复发展ꎮ 到 １９３６ 年ꎬ全省设有国立山东大学、私立齐鲁大学和省立医专 ３ 所高等学校ꎬ在校学生

９５６ 人ꎻ设有中等学校 １６２ 所ꎬ其中普通中学 ７９ 所ꎬ师范学校 ７２ 所ꎬ职业学校 １１ 所ꎬ在校学生

２７５５１ 人ꎻ设有小学 ４２５５５ 所ꎬ在校学生 １９６８２０８ 人ꎮ① 山东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其教育有所滞后ꎬ
文学教育自然也难以得到较好的发展ꎮ

１９２８ 年ꎬ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于南京召开ꎮ 会议调整学制ꎬ规范了学校设

立的原则ꎬ并通令全国各地遵照推行ꎮ② １９２９ 年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

方针»提出:“师范教育ꎬ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ꎬ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

之身心训练ꎬ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为主要之任务ꎮ 于可能范围内ꎬ使其独

立设置ꎬ并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ꎮ” １９３２ 年ꎬ国民政府公布«师范学校法»ꎮ １９３３ 年ꎬ教育部制

定«师范学校规程»ꎬ并于 １９３４ 年加以修正ꎮ «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学校以独立设置为原则ꎬ
公立中学仅得附设特别师范专科及简易师范科ꎮ 师范教育作为体制内最普及的教育形式ꎬ在文

学教育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ꎬ对推进文学教育的深入、发现与培育文学新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从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的历史来看ꎬ像吴伯箫、李广田、臧克家等人走上文学创作道路ꎬ便均与

其师范教育背景有关ꎮ
１９２８ 年ꎬ国民政府在南京取代了北京政府ꎬ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也从此改变ꎮ 以蒋介石为

代表的国民党视中国共产党为 “革命”的对象ꎬ大肆屠杀共产党人ꎬ迫使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

的道路ꎬ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ꎮ 如此一来ꎬ中国的教育实际上被分解成了两大体制:其一是

国民党主导下的教育体制ꎻ其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体制ꎮ
这一阶段ꎬ国民党从其政党需要出发ꎬ提出“党化教育”的教育思想与宗旨ꎮ １９２９ 年ꎬ国民政

府正式公布“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ꎬ根据三民主义ꎬ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

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ꎻ务期民族独立ꎬ民权普遍ꎬ民生发展ꎬ以促进世界大

同ꎮ③ 这样一来ꎬ在民国教育体制内ꎬ“三民主义”便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各级学校的国文教科书也

都在编写过程中把这种思想灌注其中ꎮ 显然ꎬ这种教育宗旨与共产党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大相

径庭ꎮ 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以及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ꎬ甚至受到国民政府的残酷围剿ꎮ
这导致学生在接受不同区域的教育之后ꎬ对“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形ꎮ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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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遣词造句、表情达意自然会受到其教育的影响ꎬ其写作出来的文章自然也就打上了“主义”的
烙印ꎮ

山东省政府在这一阶段推行的教育体制主要是在何思源的主持下进行的ꎮ １９２７ 年ꎬ何思源

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ꎻ１９２８ 年ꎬ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

员兼教育厅厅长ꎮ 何思源作为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山东学生ꎬ后来又留学美国与欧洲ꎬ服膺

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精神ꎬ且深谙教育的规律ꎮ 因而在主政山东教育期间ꎬ他起用了一大批具

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有留美经历的新式学生ꎬ致力于山东的乡村建设ꎬ保护具有革命色

彩的青年教师和学生ꎬ对扭转山东教育保守传统的格局、促进山东文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ꎮ 在此情形下ꎬ山东的文学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ꎬ甚至在选拔人才上不拘一格ꎬ破格

录取臧克家等人ꎬ但从总体来说山东的文学教育并未真正地进入大发展时代ꎮ 国立青岛大学的

一批作家教授最终还是离开了山东ꎬ到北京等地的高校任教ꎮ 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山东文

学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ꎮ
民国时期山东的教育体制基本上秉承了国民政府的旨意ꎬ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ꎬ突出

“礼、义、廉、耻”在教育中的作用ꎮ 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激起了学生的反感ꎬ甚至还引发

了学生运动ꎬ如山东大学的学生运动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ꎮ
第四个阶段是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ꎬ这是山东文学教育的徘徊期ꎮ
１９３７ 年ꎬ七七事变发生ꎬ日军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ꎬ国民党统领下的军队节节败退ꎬ国民政

府在各省的行政机构被迫迁移ꎬ大片国土沦陷ꎮ 山东省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ꎬ日
军向山东进攻ꎮ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ꎬ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ꎬ以致山东大部分地区沦

陷ꎮ 日军成立了伪政权山东省公署ꎬ在其推行“教育”的过程中ꎬ打出两块招牌ꎬ即“东亚共存共

荣”和“恢复传统道德”ꎬ核心在于推行奴化教育ꎮ①

面对国土的大片沦陷ꎬ中国共产党发动和带领人民群众举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武装起义ꎮ 据

统计ꎬ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ꎬ山东先后有十几个地区爆发武装起义ꎬ建立人民武装ꎬ开
展游击战争ꎬ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鲁南等抗日根据地ꎮ 在胶东地区ꎬ起义队伍从

敌伪手中收复蓬莱、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后ꎬ用民主的方式推选县长ꎬ由此建立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ꎮ １９３９ 年ꎬ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鲁西ꎬ配合

山东纵队开辟、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ꎮ 这样一来ꎬ山东的整个政治格局实际上形成了三个相对

独立的单元:一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ꎻ二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ꎻ三是日

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ꎮ 不同政权对教育的要求是不同的ꎮ 国民党坚持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ꎻ
共产党突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ꎻ日军扶植的伪政权则强化奴化主义的教育ꎮ 这三个相对独

立的“政权”各自占据一定的地区ꎬ山东教育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徘徊期ꎮ
在山东沦陷之际ꎬ国民政府为了保持国民教育的连续性ꎬ开始把一些学校南迁到大后方ꎮ 国

立山东大学南迁ꎬ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办ꎬ抗战胜利后复办ꎮ 齐鲁大学作为教会学校ꎬ也不得不

南迁ꎬ抗战胜利后复办ꎮ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山东南迁的几个中学合并为“国立第六中学”ꎮ “国立

中学”始建于 １９３８ 年ꎬ结束于 １９４６ 年ꎬ期间共创办了 ５０ 余所“国立中学”ꎮ “国立第一中学”主
要是河北省公立中等学校南迁组成的国立中学ꎻ“国立第三中学”是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
徽、湖北等省的流亡学生组成的国立中学ꎬ１９３８ 年改名“国立贵州中学”ꎻ“国立第六中学”是以

６１
①赵承福:«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３３２ 页ꎮ



李宗刚: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综论

山东籍流亡师生组成的国立中学ꎮ 当时的国立六中师资力量雄厚ꎬ许多教师自选自编教材ꎮ 鲁

迅的«狂人日记»«呐喊»«彷徨»ꎬ高尔基的«海燕»«我的大学»ꎬ唐诗、宋词、元曲等ꎬ都进入了课

堂ꎮ 学生在课外也经常阅读艾青、田间、臧克家的诗ꎬ姚雪垠、肖军、巴金的小说ꎬ曹禺、老舍的剧

本等ꎮ① 这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赓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ꎬ像诗人贺敬之等便就读于“国立中学”ꎮ
１９４０ 年ꎬ山东省政府开始在其控制区恢复各级学校ꎮ 在中学教育方面ꎬ先后设立昌乐、济

南、桓台、益都 ４ 处省立中学ꎬ并创立联合中学 ２２ 所ꎮ
山东省政府这一举措ꎬ对促成山东的初等教育以及文学教育的发展ꎬ其历史作用是不容置疑

的ꎮ “国家不幸诗家幸”ꎬ在民族危亡之秋ꎬ大批的山东儿女或走上战场ꎬ以身殉国ꎻ或拿起手中

的笔ꎬ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ꎮ 对此情形ꎬ曾在齐鲁大学执教的老舍记录下了学生流亡和自

己走上抗日道路的精神历程:“当学校初一停课ꎬ学生们来告别的时候ꎬ我的泪几乎终日在眼圈

里转ꎮ 先生ꎬ我们去流亡! 出自那些年轻的朋友之口ꎬ多么痛心啊! 有家ꎬ归去不得ꎮ 学校ꎬ难以

存身ꎮ 家在北ꎬ而身向南ꎮ 前途茫茫ꎬ确实可靠的事只有沿途都有敌人的轰炸与扫射! 啊ꎬ不久

便轮到了我”几个月后ꎬ济南的情况已经是危在旦夕了ꎮ 齐鲁大学的学生全部离校ꎬ教师也

走了大半ꎬ偌大的一个校园空空荡荡只剩下几家人ꎮ 走ꎬ还是不走? “死亡事小ꎬ假若我被他们

捉去而逼着做汉奸ꎬ怎么办呢? 这点恐惧ꎬ日夜在我心中盘旋ꎮ”况且ꎬ济南的报纸和刊物上常有

他抨击日寇汉奸的文章ꎬ学生和文化界的集会他也时常参加ꎬ一旦济南陷入敌手ꎬ日寇和汉奸是

不会放过他的ꎮ 走! 必须走! “我没法不狠心ꎮ 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亡城里ꎮ” “我的抗战武器只

是一管笔ꎮ”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ꎬ学校南迁和学生流亡的背后ꎬ隐含了人世间多少人的精神痛楚

与悲欢离合ꎮ 正是这场国难逼迫青年一代走向成熟ꎬ逼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走上抗

争之路ꎮ 在此精神的感召下ꎬ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ꎬ就不再是风花雪月的悠然吟唱ꎬ而是凄

风苦雨的艰难抗争ꎬ是一代人抗战的民族精神史诗ꎮ
在山东沦陷之际ꎬ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大众教育普及运动ꎮ 这

种教育形式尽管并不像民国体制内的教育那样正规ꎬ却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ꎬ在启发

民众民族觉悟、激励其积极参与抗战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共产党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政策

是:１.改订学制ꎬ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ꎬ改变管理制度ꎬ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挥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ꎻ２.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ꎬ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ꎻ３.广泛发展民众教

育ꎬ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ꎬ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

纸ꎬ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ꎻ４.办理义务小学教育ꎬ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ꎮ③ 在山东革

命根据地ꎬ具有代表性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中小学以及带有扫盲与组织功

能的识字班ꎮ 如成长为革命作家的黎汝清ꎬ便在日本占领家乡后辍学ꎮ １９４４ 年初ꎬ他考入抗日

民主政府创办的“耀南中学”ꎬ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当誊写员ꎮ④ 而带有扫盲与组织

功能的识字班ꎬ则以教学员识字为主ꎬ兼及组织学员学习时事政治ꎮ 识字班不仅对女性走向自我

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ꎬ而且对培育革命作家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ꎮ 在女性解放方面ꎬ
“共产党从其发展的现实斗争需要出发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ꎬ女性便从社会的边缘被纳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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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的中心ꎬ为此ꎬ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ꎬ从‘放手发动群众ꎬ壮大人民武装’的目标出发ꎬ在
民间发动群众ꎬ这表现为除了发展以男性为主的‘武装力量’之外ꎬ还组织了以妇女为主的‘识字

班’、‘妇救会’等组织ꎬ以调动女性参与抗战的积极性”①ꎮ 在革命作家培育方面ꎬ一大批后来参

加革命队伍的作家像苗得雨、峻青、曲波等ꎬ大都在类似“识字班”性质的“革命大熔炉”中完成了

其原初的文学教育ꎮ
固然ꎬ南迁或者身居抗日民主根据地继续读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ꎬ大部分学生则滞留在本

地ꎮ 这些深陷日军盘踞区的学生ꎬ尽管被迫接受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主义的教

育ꎬ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并未泯灭ꎮ 对此ꎬ有学生曾经回忆道:“１９４３ 年ꎬ我随

父前往济南ꎬ先入济南中学ꎬ后入正谊中学读高中ꎮ 那正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时期ꎬ美丽的泉城

笼罩着阴霾ꎬ但济南的戏剧活动并不沉寂ꎮ 我记得当时有三个演话剧的地方ꎬ一个是山东民众教

育馆ꎬ位于大明湖畔ꎻ一个是山东剧社ꎻ一个是中国青年剧社ꎮ”②这说明ꎬ身居沦陷区的学生依然

通过不同的形式续写文学的篇章、民族的精神ꎮ
第五个阶段是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ꎬ这是山东文学教育的二元对峙期ꎮ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ꎬ抗日战争终于迎来胜利的时光ꎮ 中国社会进入了百废待兴

的历史时期ꎬ许多南迁的学校和学生纷纷复归ꎮ 其中ꎬ山东大学复归到青岛ꎬ齐鲁大学复归到济

南ꎬ“国立第六中学”也复归到山东各地ꎮ 山东的教育开始向抗日战争之前的教育状态回归ꎮ 但

是ꎬ经过抗日战争洗礼之后的山东教育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抗日战争之前的教育形态了ꎮ 这

样一来ꎬ这个时期的山东文学教育便呈现出与民国教育体制截然对峙的意识形态特性ꎬ两者的教

育体制及其教育内容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乃至对峙性ꎮ
抗日战争的胜利固然为山东教育复苏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ꎬ但不容忽视的是ꎬ在抗日战争的

苦难岁月中ꎬ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ꎬ壮大人民武装ꎬ开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ꎬ这在客观上便建立

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于民国政府之外的人民民主政府ꎮ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国民政府虽然接收

了济南、青岛、烟台等大城市的管理权ꎬ并由此开始恢复民国教育体制ꎬ但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

主政府那里ꎬ民国教育体制已是无法抵达的彼岸ꎮ 如此一来ꎬ这就客观地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教育体制ꎬ据此展开的文学教育自然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特点ꎮ
抗战胜利后ꎬ国民党政府在接收日伪文化教育机构时ꎬ规定了对被接收人员进行“甄审”的

政策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进入济南ꎻ９ 月ꎬ国民党政府进驻并接收青岛ꎮ
这一时期ꎬ国民党控制区的山东中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仍在师范教育方面ꎬ３９ 所学校培养着 ８０００
多名师范生ꎬ与抗战前全省师范教育的整体水平相比ꎬ其增幅是很大的ꎮ③ 但在文学教育方面并

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ꎬ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方面也没有产生影响重大的文学作品ꎮ
与此同时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已然壮大ꎬ建立了许多的革命根据地ꎮ 这种情形便在

客观上决定了山东的教育不再是国民党一统天下的教育体制ꎮ 尽管在民国体制内从教育体制到

教科书的使用ꎬ再到教师队伍的选拔ꎬ的确掌握在国民党的手中ꎻ但在不少学校内部ꎬ共产党已建

立了地下党组织ꎬ形成了一条隐形战线ꎮ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ꎬ共产党全面掌握了教

育ꎬ根据地的学校承担了向革命队伍输送大量人才的任务ꎮ 如华中建设大学、山东教育学院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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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中有些优秀人才逐渐成长为革命作家ꎬ创作出了一系列的革命文学作品ꎮ 当然ꎬ受战争

影响ꎬ 教育基本上围绕着如何成为革命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中心点展开ꎬ具有强烈的时代性ꎬ学校

的一般教育包括文学教育都未能纳入教育的中心位置ꎮ

二、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展开的重要学校

晚清以来新式教育的崛起改写了中国传统的书院格局ꎬ取而代之的是引进了具有现代意义

的教育模式ꎬ这便是现代学校的兴办ꎮ 现代学校的兴办ꎬ促成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领域的形

成ꎬ对思想解放和文学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ꎮ 对此ꎬ笔者曾指出:“新式教育促成了公共领域的

确立ꎮ 公共领域的确立使知识分子找寻到了表达自己意见并进行交流的场所ꎮ 特别是新式教育

下的大学ꎬ公共领域的功能就更具有显著的效力ꎬ这成为知识分子在报刊媒介之外进行对话的又

一重要的公共领域ꎬ使五四文学的发生找寻到了自我实现的独特方式ꎮ”①实际上ꎬ新式教育以及

民国时期现代教育模式的确立ꎬ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社会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ꎮ 在民国

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的发展历史上ꎬ起到这种公共领域作用的学校很多ꎮ 许多青年学生正是借助

学校这一公共领域ꎬ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之路ꎮ 具体来说ꎬ以下几所学校在山东文学教育方

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ꎮ
其一ꎬ山东大学ꎮ １９０１ 年ꎬ山东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ꎻ１９０４ 年ꎬ改为山东高等学堂ꎻ

１９１１ 年ꎬ改称山东高等学校ꎻ１９１２ 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设立大学区ꎬ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ꎬ各省设

专门学校ꎬ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京ꎬ按章山东大学堂应予裁撤ꎬ１９１４ 年停办ꎮ １９２６ 年ꎬ６ 个山东

公立专门学校合并ꎬ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ꎬ设文、法、工、农、医五个学院ꎬ计有中国哲学、国文等

１３ 个系ꎻ１９２８ 年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ꎬ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ꎬ下令在

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ꎮ １９２９ 年ꎬ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

岛大学筹备委员会ꎬ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ꎬ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ꎬ筹备国立青岛大学ꎻ１９３０
年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ꎬ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ꎮ 学校初设文、理、教育三个学院ꎬ分为

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 ８ 个系ꎮ
这一时期ꎬ山东大学延揽了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一大批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方面

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担任教师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诞生于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被誉为“预报

暴风雨的海鸥”ꎬ它不仅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ꎬ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具有

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ꎮ
１９３２ 年ꎬ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ꎮ 同时ꎬ山东大学增聘老舍、洪深等一批作家ꎬ还

创办了«刁斗»等文学刊物ꎮ １９３４ 年ꎬ洪深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期间ꎬ授课之余仍从事戏剧

研究和有关活动ꎮ 他带领师生演出话剧«寄生草»ꎬ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ꎬ对山东的

话剧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总的来看ꎬ这些作家型教师在引领山东大学的文学风气、培养

文学新人、提升山东大学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力等方面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由此成为山东大

学历史上辉煌的文学黄金时代ꎮ
１９３７ 年ꎬ抗日战争爆发ꎮ 国立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安徽安庆ꎬ不久再迁至四川万县ꎻ１９３８ 年

春ꎬ学校在万县复课ꎬ不久教育部下令“暂行停办”ꎬ师生分别转入国立中央大学ꎻ１９４６ 年春ꎬ经国

民政府教育部批准ꎬ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ꎬ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刘泮溪等作家学者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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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学任教ꎬ然而ꎬ山东大学文学教育昔日黄金时代的气象已不复存在ꎮ 在文学教育中ꎬ培养的

作家也不像昔日那样备受推崇ꎮ 客观地说ꎬ这种情形不仅在山东大学存在ꎬ国内其他大学也大致

如此ꎮ 如冯沅君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ꎬ但在山东大学期间ꎬ她则转向了学

术研究ꎮ 再如刘泮溪ꎬ１９４０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ꎬ其大学毕业论文«从“诗界革命”
到新诗»便是在朱自清的指导下完成的ꎬ该文把现代新诗与晚清诗歌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加以

透视ꎬ具有一定的学理性ꎮ 抗战胜利后ꎬ他应聘到山东大学任教ꎬ其文学教育依然延续着既有的

文学研究路径ꎬ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文艺理论建设ꎮ 这表明ꎬ山东大学的文学教育更多

地循着学术研究的路径往前拓展ꎬ而文学教育之一翼的作家培养已经被学者培育所取代ꎮ
其二ꎬ齐鲁大学ꎮ 齐鲁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举办ꎬ是中

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ꎮ １９１７ 年ꎬ正式启用齐鲁大学作为中文校名ꎬ设文理科、医科、神科ꎮ 此

后的十几年间ꎬ齐鲁大学校内宗教气氛十分浓郁ꎬ校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里ꎮ 五四运

动爆发后ꎬ国内青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ꎬ反基督教运动愈演愈烈ꎮ １９２９ 年ꎬ国民政

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ꎬ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ꎬ齐鲁大学据此进行调整:
一方面淡化了宗教色彩ꎬ将神学分离出学校独立建院ꎻ另一方面则调整办学目标ꎬ突出了满足社

会需要ꎮ １９３０ 年ꎬ又创办了国学研究所ꎮ 老舍、顾颉刚、钱穆、严耕望、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
范迪瑞等作家和学者加盟齐鲁大学ꎮ 齐鲁大学还编辑出版了校刊«齐大季刊»及«国学汇编»ꎬ在
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ꎮ 在此期间ꎬ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在齐鲁大学的文学教育ꎮ 一方面ꎬ老舍作为

文学院院长积极推进文学教育在齐鲁大学的普及ꎮ 老舍讲授的«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

著研究»等课程ꎬ除文学院国文系本班学生外ꎬ其他院系的学生也前来旁听ꎻ另一方面ꎬ老舍作为

齐鲁大学“新文学教授”又从事文学创作ꎬ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ꎬ如«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
«大明湖»«牛天赐传»等ꎬ业余时间还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ꎮ 这一时期ꎬ老舍用实际行动为齐

鲁大学的文学教育拓展了一片新天地ꎮ
齐鲁大学对文学教育比较重视ꎬ在聘任教师时重视其文学创作背景ꎮ １９３４ 年夏ꎬ青年剧作

家马彦祥来到齐鲁大学ꎬ对该校的文学教育ꎬ尤其是话剧教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ꎮ 在马彦祥的努

力下ꎬ齐鲁大学成立的话剧社对文理两院的学生都有很大的吸引力ꎮ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ꎬ齐鲁大学宣

布停课ꎬ除部分员工留守外ꎬ大部分师生迁往四川成都ꎮ １９４５ 年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ꎬ齐鲁大

学回迁ꎻ１９４８ 年ꎬ齐鲁大学再次迁校至浙江ꎮ 总的来看ꎬ齐鲁大学对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有着

重要影响ꎬ其文学教育在文学生产上占有一席之地ꎮ 然而ꎬ从文学教育的代际传承来看ꎬ齐鲁大

学未能像其他学校那样培养出一批现代作家ꎬ这从侧面说明ꎬ具有教会背景的学校对文学创作这

种旨在“人学”的文学形式并不是特别热心ꎻ相反ꎬ“国学”却得到了推崇ꎮ
其三ꎬ山东“四大师范学校”ꎮ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

三师范学校和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ꎬ在山东的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ꎮ １９１４ 年ꎬ全
国各地师范学校进行了一次大调整ꎮ 在这次大调整中ꎬ“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普通的省

立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ꎻ“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改称“山东省立第二师范

学校”ꎻ“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改称“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ꎻ“山东省立青州师范学校”改
称“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ꎮ 这四大师范学校①为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师

资方面的基础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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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ꎬ山东“八大乡村师范学校”ꎮ 根据民国政府有关政策ꎬ１９２９－１９３２ 年ꎬ山东相继设立了

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济南)、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莱阳)、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

范学校(临沂)、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滋阳)、山东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平原)、山东

省立第六乡村师范学校(惠民)、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文登)、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

校(寿张)ꎬ其主要任务是为乡村培养小学教师ꎮ 乡村教育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便得到了有

识之士的关注ꎬ人们认为:“教育的发源地是师范学校ꎬ教育的根本是师范教育”ꎬ“师范教育不改

良ꎬ乡村教育将无从改进” ①ꎬ主张乡村教育运动的方向是创设乡村师范学校ꎮ 陶行知认为新的

乡村师范学校应“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ꎬ并提出乡村教师必须具备农夫的身

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ꎮ 这对缓解乡村教师匮乏的局面ꎬ普及乡村教育ꎬ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ꎮ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ꎬ教育部公布了«师范学校法»和«师范学校规程»ꎬ规定省立各师范学校以所

在地名命名ꎮ １９３４ 年起ꎬ在山东各地的省立师范学校更名为以地区名命名的省立师范学校和省

立简易师范学校ꎮ 这一时期ꎬ有些青年作家大学毕业后来到山东的乡村师范学校任教ꎬ推动了新

文学在山东的传播ꎮ 如何其芳 １９３５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ꎬ便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

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ꎮ 遗憾的是ꎬ何其芳的短暂教学生活未能使新文学的火种在莱阳形成燎原

之势ꎬ这恐怕与乡村师范教育更重视基本知识的传授有关ꎬ而文学教育与文学传承则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由于乡村师范学校建立的地区大都属于偏远县区ꎬ再加上是国民党统治

的薄弱地带ꎬ所以ꎬ共产党在许多学校积极发动学生ꎬ并设立学生党支部ꎬ由此使学生群体成为共

产党领导革命的坚强堡垒ꎮ 如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山东省立滋阳简易乡村师

范学校)便是共产党人发动学生的重要场所ꎮ “１９３０ 年前后ꎬ一些从事革命活动较早的北大、北
师等校毕业的进步学生ꎬ先后来滋阳乡师ꎮ 谷静默、孙铁夫、段雪笙等党员教师注重从学生中秘

密发展党员ꎮ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ꎬ建立了学生党支部ꎬ由乔海秋任党支部书记ꎬ单绍曾任组织委员ꎬ李
又顿任宣传委员ꎮ 后党组织不断发展ꎬ１９３６ 年后ꎬ中共党员已发展到近 ３０ 人ꎮ 党组织利用合法

的公开形式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及我党的纲领ꎬ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及
‘消费合作社’ꎬ并提供大量的进步书刊供学生借阅和购买ꎮ 其中有«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

言»、«资本论»等马列著作ꎬ还有鲁迅、田汉、邹韬奋等编著的文艺著作ꎬ如鲁迅的«呐喊»、«阿 Ｑ
正传»ꎬ田汉的‘三部曲’ꎬ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ꎮ”②这说明ꎬ在乡村师范学校这样介于城市

之外的重要场所ꎬ其学生大都来自农村ꎬ家庭生活比较困难ꎬ怀有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ꎬ这便使革

命找寻到了最佳的土壤ꎬ新文学也找寻到了传承的主体ꎮ 同时ꎬ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山
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等均为革命输送了不少人才ꎬ有些甚至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ꎮ 如谷

牧曾经任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文登)党支部书记ꎬ１９３４ 年ꎬ他到北平投身左翼文化运动

并成为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ꎮ
其五ꎬ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ꎮ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系山东大学附中的延续ꎬ

１９２９ 年ꎬ教育厅令其改名为山东省立高级中学ꎻ此后ꎬ山东各地相继成立了公立中学ꎬ招生人数

１２

①
②

余家菊:«乡村教育运动底涵义和方向»ꎬ«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ꎬ台北:台北慧炬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４１８ 页ꎮ
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难忘的历程(国统区篇)»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２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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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加ꎬ这对山东文学教育的开展具有积极作用ꎮ
１９３７ 年ꎬ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迁至四川绵阳ꎬ与山东其他流亡中学合并为“国立第六中学”ꎮ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ꎬ１９３４ 年更名山东省立济南初级中学ꎬ１９３７ 年流亡到四川后更名为“国立

六中四分校”ꎮ 抗战胜利后曾建“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复校筹备委员会”ꎬ１９４６ 年ꎬ山东省教育

厅令在“济南高中”校址建立“山东省立济南第四临时中学”ꎮ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许多教师都是来自北京大学等名牌学校的优秀毕

业生ꎬ像季羡林的国文老师董秋芳ꎬ便毕业于北京大学ꎮ 这种特殊的教育背景对学生现代意识的

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ꎮ 毕业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胡也频、李广田、卞之琳等新文学作家也在

此任教ꎬ为新文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ꎮ 对此ꎬ季羡林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指胡也

频ꎬ引者注)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ꎮ 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ꎬ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

讲ꎮ 每次上课ꎬ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ꎬ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ꎬ直
讲得眉飞色舞”ꎬ“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ꎮ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

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ꎬ“我们当然不能全懂ꎬ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ꎬ硬着头

皮读下去ꎮ 生吞活剥ꎬ在所难免ꎮ 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ꎬ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

角落ꎬ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①ꎮ 然而ꎬ山东的政治环境却未能容许从这样带有

左翼色彩的文学启蒙自由发展ꎬ胡也频出师未捷ꎬ最终也离开了山东ꎮ 李广田于 １９３５ 年北京大

学毕业后便回到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任教ꎬ先后出版散文«画廊集»«银狐集»等ꎮ 卞之琳 １９３５ 年

从日本回国ꎬ应好友李广田之约ꎬ受聘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ꎮ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与山东省立第一

中学相邻ꎬ卞之琳与李广田两位好友过从甚密ꎮ 在此期间ꎬ卞之琳创作了«断章»«寂寞»«航海»
«音尘»等诗ꎮ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ꎬ卞之琳、何其芳与李广田合著的诗作«汉园集»及译作«西窗集»(文
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刊”之一)同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ꎬ在文坛产生较大反响ꎮ 除了

一些优秀的教师担任教职之外ꎬ这些学校的一些学生也深受其文学教育的影响ꎬ并走上了文学道

路ꎬ如季羡林、贺敬之等人便在此接受过文学教育ꎮ
在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历史上ꎬ还有一些学校也是不容忽视的ꎬ诸城相州王氏私立小学

(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王意坚等在此读过书)、潍坊的教会学校广文中学(沉樱、田仲济等在

此读过书)等ꎬ都曾经对山东的文学教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ꎮ

三、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作家

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到底培养出了哪些作家? 搞清楚这个基本的“家底”ꎬ无疑对深入研

究山东文学教育这个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为了便于考察ꎬ我们把山东作家分为三代作家

群:第一代作家是参与五四新文学建构的作家ꎬ以杨振声、王统照为代表ꎻ第二代作家是五四新文

学确立之后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ꎬ以李广田、臧克家等为代表ꎻ第三代作家是 ２０ 世纪三四

十年代接受教育ꎬ在五六十年代才开始显示出文学创作实绩的作家ꎬ以冯德英等作家为代表ꎮ②

２２

①
②

季羡林:«忆念胡也频先生»ꎬ«季羡林精选文集:故人情深»ꎬ北京:金城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８ 页ꎮ
关于山东作家的代际划分ꎬ丁尔纲在其主编的«山东当代作家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中有过专门论述ꎮ 但笔

者并没有采用其代际划分方法ꎬ而是继续延续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的划分标准ꎮ 笔者在该

书中曾经把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学生视为第一代学生ꎬ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学生视为第二代学生ꎬ把巴金等为代表

的、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熏染的学生视为第三代学生ꎮ 如果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来审视山东作家所隶属的代际ꎬ我们可以发

现ꎬ山东作家的处境相对尴尬ꎮ 杨振声、王统照这样的山东现代文学的开山者依然居于第三代学生的序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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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在外省成长的作家ꎬ考虑到他们主要在外省接受教育ꎬ本文不再单独对其加以论述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真正能够占据显赫位置、引领文学风尚的山东作家并不多ꎮ 山东现代

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这种情形ꎬ既无法与两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盛况相提并论ꎬ也无法与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长期主导中国文化的情形同日而语ꎮ 即便单从文学影响力来说ꎬ这个时期的

山东作家与李清照、辛弃疾、王渔阳、蒲松龄等人也几无比肩之可能ꎮ 从山东文学教育的视角透

视ꎬ山东现代作家群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也仅有王统照、杨振声、李广田等寥寥数人ꎬ可谓寥若

晨星ꎮ
审视山东现代作家群ꎬ从地域性来看ꎬ山东现代作家群主要成长于四大地域ꎬ可概括为诸城

作家群(王统照、陶钝、孟超、臧克家、王意坚、刘泮溪、王希坚、王愿坚等)、潍县作家群(耶林、沉
樱、田仲济等)、胶东作家群(杨振声、杜宇、杨朔、于黑丁、峻青、曲波、高玉宝等)和山东其他地区

作家群(李广田、吴伯箫、李长之、贺敬之、苗得雨等)ꎮ 从党派来看ꎬ山东现代作家群可以分为两

大党派作家群:中国共产党培育起来的作家群和中国国民党主导下的作家群ꎮ 从学校来看ꎬ山东

现代作家群的崛起离不开现代学校文学教育的熏染ꎬ但传统的私塾或者带有浓郁的传统色彩的

农村学校难以自然而然地孕育出现代作家ꎮ 许多作家在接受了传统教育之后ꎬ又跨进了现代学

校ꎬ接受了来自北京大学等现代大学毕业生的教育ꎬ最终走上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道路ꎮ 当然ꎬ客
观地说ꎬ我们把这些作家置于这样的平台上加以审视仅仅是出于便利和直观ꎮ 从山东作家接受

文学教育的学校来看ꎬ大体上可以分为五大学校:一是北京大学ꎻ二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ꎻ三
是国立青岛 /山东大学ꎻ四是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ꎻ五是齐鲁大学ꎮ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人
们尽管可以把山东现代作家划分到不同的作家群中ꎬ但这种划分并非泾渭分明ꎬ而是相对的ꎮ 实

际上ꎬ许多作家在不同的求学阶段分属于不同的学校ꎮ 例如:王统照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中国

大学读过书ꎻ李广田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学校读过书ꎻ臧克家在山东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国立青岛大学读过书ꎻ吴伯箫在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ꎻ李长

之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山东聊城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预科、清华大

学读过书)ꎮ 山东现代作家固然很多ꎬ我们在此主要介绍王统照、杨振声、李广田等人的文学教

育与文学创作概况ꎮ
在山东现代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教育中ꎬ王统照的影响最大ꎮ 王统照早年潜心习读四书五经ꎬ

后接受新式教育ꎬ接触了«新体地理»«历史教科书» «笔算数学»等课本ꎮ 这便使他的知识结构

较之传统教育下的知识结构有了根本的不同ꎮ １９１３ 年ꎬ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ꎬ由此开始了

他的文学创作历程ꎮ
如果没有新文化的熏染ꎬ王统照也许难以走上新文学创作的道路ꎮ 在济南读书的王统照阅

读到了«新青年»(«青年杂志»)杂志ꎬ并寄给«新青年»杂志一封信ꎮ «新青年»编者收到这封信

函后ꎬ即刻将之发表ꎬ这可以说是山东文学界对新文化运动较早的回应ꎮ １９１８ 年ꎬ王统照考入中

国大学英国文学系ꎮ 在此期间ꎬ他广泛地接触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学名著ꎬ从西方文学中吸

收了大量的营养ꎬ萌发创作新文学的想法ꎬ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纪念»ꎮ １９２０ 年冬ꎬ王统

照与郭绍虞、郑振铎、耿济之等 １２ 人ꎬ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ꎮ １９２１ 年ꎬ他参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

会ꎬ并参与杂志的编辑等工作ꎮ １９２２ 年ꎬ王统照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ꎬ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叶»
被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ꎮ １９２５ 年ꎬ他出版第一部诗集«童心»ꎮ １９３３ 年ꎬ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山
雨»出版ꎮ 王统照是真正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家之林的山东现代

作家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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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与山东文学教育的关系ꎬ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早年在山东接受文学教

育的时期ꎻ二是在 １９２６ 年返回山东从事文学教育的时期ꎮ 王统照先在青岛铁路中学、市立中学

任教ꎬ后到东北等地教书ꎮ 在青岛市立中学时ꎬ他重点培养过杜宇、于黑丁等文学青年ꎮ① １９３４
年初ꎬ王统照又自费旅欧ꎬ这对开阔他的世界文学视野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ꎮ １９３５ 年春ꎬ王统照

旅欧回国ꎬ在青岛与老舍、洪深、吴伯箫、孟超、臧克家等一起创办«避暑录话»周刊ꎬ这在山东文

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ꎮ １９３８ 年ꎬ王统照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ꎬ后分别被聘任为国立暨

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明书店上海编辑部编辑ꎮ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ꎬ王统照举家返回青岛ꎬ担任

«民言报»的副刊主编ꎮ １９４６ 年ꎬ他任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ꎮ 王统照在山东大学当

系主任时ꎬ讲授«大学语文»课程ꎬ他侧重讲解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的作品ꎮ 这对新文

学在山东大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在山东现代文学及其文学教育中ꎬ杨振声是一个重要的存在ꎬ但经常为人们忽视ꎮ 杨振声是

山东最早进入新文学园地进行耕耘并有所收获的现代作家ꎮ 他早在 １９１５ 年便考入北京大学国

文系ꎮ １９１８ 年ꎬ他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筹备成立“新潮社”ꎮ １９１９ 年ꎬ创作现代小说«渔家»«一
个兵的家»等作品ꎬ这是山东作家最早的现代小说之一ꎮ １９２４ 年ꎬ创作中篇小说«玉君»ꎮ «玉
君»这部中篇小说奠定了杨振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ꎬ也奠定了他在山东现代文学

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ꎮ 杨振声不仅积极从事文学创作ꎬ而且还积极从事文学教育ꎬ对山东的文学

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ꎮ 在他的主导下ꎬ国立青岛 /山东大学的文学教育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欣

欣向荣态势ꎮ 他不仅积极延揽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新文学作家担任教师ꎬ而且还积极培育新文学

的传承人ꎬ对山东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ꎮ②

如果说王统照、杨振声是山东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ꎬ那么李广田则是山东现代文学的

继承者和发展者ꎮ 李广田尽管出生于农村ꎬ但在民国教育体制的制导下ꎬ依然获得了接受现代教

育的机缘ꎬ并于 １９２３ 年考入山东第一师范学校ꎬ由此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学ꎮ １９２９
年ꎬ他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ꎬ得以亲炙五四新文学ꎮ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ꎬ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

和哲学系的何其芳ꎬ并由此与其一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ꎮ １９３５ 年ꎬ李广田大学毕业后到济

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ꎬ先后发表散文«画廊集»«银狐集»等ꎮ 这一时期ꎬ他还邀请北京大学同学

卞之琳一起来到济南ꎬ其同学何其芳则到山东莱阳乡村简易师范学校任教ꎮ １９３６ 年ꎬ李广田与

卞之琳、何其芳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ꎮ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ꎬ李广田离开山东ꎬ辗转于西南各地ꎬ先后在一些中学和大学任教﹐ １９４１

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ꎮ 李广田出版了散文集«回声» «欢喜图» «灌木集»ꎬ文学论著«诗的艺

术»和长篇小说«引力» 等ꎮ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ꎬ李广田极为重视文学教育ꎬ他还专门就文学教

育展开论述ꎬ出版了«论文学教育»等著作ꎮ 总的来说ꎬ在离开山东进入西南联大之后这段时间

里ꎬ李广田的文学教育尽管得到了较好发展ꎬ但相对于山东的文学教育来说则未能产生更直接的

影响ꎮ
总的来看ꎬ山东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ꎮ 甚至ꎬ山东现代作

家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还没有前期那样辉煌ꎮ 为了能够更好地深入分析这一现象ꎬ我们有必要对

４２

①

②

王统照极为重视文学教育ꎬ他除了在学校从事教学时注重文学教育之外ꎬ还把文学教育延伸到文学编辑工作中ꎬ注重挖

掘和培育青年作家ꎮ 李健吾在通向文学创作之路的过程中便得到过王统照的关照ꎮ
关于杨振声在文学教育中的作用ꎬ请参见拙作«杨振声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ꎻ«杨振声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的代际传承»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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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现代文学没有大家、缺少名作的具体情况作一说明ꎮ 山东现代作家与国内优势省份相比

到底有多大差距呢? 我们不妨与浙江现代作家进行一番对比ꎮ １９８８ 年ꎬ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由浙江文学学会编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ꎮ 该书“收集了‘五四’以后至建国以前浙江籍的现代

知名作家、理论家、翻译家以及文艺编辑 １２９ 人ꎬ介绍了他们的生平、文学活动和主要成就”ꎮ 当

然ꎬ单纯地罗列人数ꎬ并不能说明实质问题ꎮ 毕竟ꎬ我们如果把大大小小的山东现代作家、理论

家、翻译家以及文艺编辑也都罗列出来的话ꎬ恐怕找 １００ 人也不会困难ꎬ但是ꎬ如果我们把入选的

标准确定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标准ꎬ就并非易事了ꎮ 也就是说ꎬ“从文艺作品的影响来

说ꎬ优秀的作家及其创作是属于全中国的ꎬ甚至属于全世界的”①ꎬ浙江文学学会正是拿着这样一

把尺子来裁定浙江现代文学百家的ꎮ 山东的现代作家且不说有多少是“全世界”的ꎬ单就多少是

“全中国”的ꎬ恐怕也不多见ꎮ 在此ꎬ我们不妨结合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山
东当代作家论»略加说明ꎮ 该书尽管号称«山东当代作家论»ꎬ但其所划分的时间起点为五四新

文化运动ꎬ并把山东当代作家划分为三个代际:“老一代作家ꎬ当是指‘五四’以来二、三十年代次

第登上文坛的、建国后部分人仍继续其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一代山东作家ꎻ中年作家是指«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和建国初期陆续登上文坛的第二代山东作家ꎻ青年作家则是指

‘文革’后新时期崛起的‘山东青年作家群’ꎬ即第三代山东作家ꎮ”②按照这一标准ꎬ该书收录的

第一代山东作家共有 ５ 人ꎬ分别是王统照、李广田、吴伯箫、臧克家和孟超ꎻ第二代山东作家共有

２１ 人ꎬ分别是杨朔、刘知侠、峻青、王愿坚、曲波、冯德英、萧平、李心田、邱勋、王希坚、王安友、于
良志、姜树茂、贺敬之、苗得雨、孔林、宋协周、孔孚、耿林莽、张岐和翟剑萍ꎮ 然而ꎬ在中国现代文

学的坐标上ꎬ除了能够真正进入历史叙事的王统照、李广田、吴伯箫、臧克家等人之外ꎬ其他大多

数作家并没有进入文学史的叙述序列中ꎮ 这种情形说明ꎬ山东现代作家的确与浙江等省份的作

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ꎮ

四、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状况的内在成因分析

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未能培养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彪炳史册的文学大家ꎬ其中的原因

到底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ꎬ学术界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探讨ꎬ认为“与古代齐鲁儿女的文学辉煌相

比ꎬ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山东文坛ꎬ可以说没有大家ꎬ缺少名作ꎬ在激荡、喧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

相对寂寞的”ꎮ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代山东作家受到了多方面的文化和文学制约ꎬ其中

之一来自与故土文化关系的复杂纠结”ꎮ 具体来说ꎬ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ꎬ“身体离乡与精神返

乡”ꎮ 也就是说ꎬ“由于反传统的矛头首先指向产生于齐鲁大地的孔孟思想ꎬ所以文化‘断裂’的
痛苦在山东人那里可能尤为突出”ꎮ 其二ꎬ“故乡是对文学空虚的填充”ꎮ 也就是说ꎬ“五四以后

的现代山东作家纷纷转向对故土文化资源的寻觅ꎬ他们在对故土的眷恋中重新找到创作的源泉、
心灵的慰藉和言说中国的方式ꎬ他们的创作个性也正是在这种寻觅中凸现出来的”ꎻ其三ꎬ“亦得

亦失的守成”ꎬ也就是说ꎬ“齐鲁大地是很容易滋生文化保守倾向的土壤”ꎮ③ 无疑ꎬ从文化的维度

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学理性ꎮ 但是ꎬ我们还需要对一些具体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

细致的分析:既然山东的现代作家与“故土文化关系的复杂纠结”的程度如此之甚ꎬ那么这种现

５２

①
②
③

黄源:«浙江现代文学百家前言»ꎬ浙江文学学会:«浙江现代文学百家»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前言ꎮ
丁尔刚:«山东当代作家论»ꎬ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１６ 页ꎮ
魏建:«来自故土文化的得与失———以现代山东作家为例»ꎬ«理论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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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背后的动因又有哪些呢? 我们认为ꎬ对山东未能产生出影响深远的大家、名家内在缘由的探

讨ꎬ还需要到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文学教育层面寻找ꎮ
第一ꎬ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深受政治的钳制ꎬ许多学校的文学教育未能得到很好的展开与

推进ꎬ新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ꎮ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ꎬ山东距离当时的两个政治中心———北京和南京都不算太远ꎬ且处于南北

交通的枢纽地带ꎮ 这在客观上使得执政者极为重视对山东的统治ꎬ由此限制了文学教育的顺利

开展ꎮ 在民国特定的政治气氛下ꎬ政治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ꎬ又限制了带有异端的政治思想

及活动ꎬ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人们思想的僵化与保守ꎮ 如胡也频在 １９３０ 年到济南省立高级中学任

国文教员ꎬ曾对学生接受新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ꎬ很多学生感到胡也频讲授的国文课为自己打开

了一片新天地ꎮ 对此ꎬ丁玲曾经产生过这样的困惑:“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拥

戴着ꎮ 天一亮ꎬ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ꎬ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ꎮ 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

物ꎬ他整天宣传马克思主义ꎬ宣传唯物史观ꎬ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ꎬ宣传普罗文

学ꎮ”①然而ꎬ国民党与共产党水火不容ꎬ自然难以容忍宣传革命文艺的教师ꎬ胡也频最后被迫离

开了济南ꎮ 这说明ꎬ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学校中ꎬ新文学运动即便能在济南萌动ꎬ国民党山东省

党部、省政府也不会任其自由发展ꎬ尤其是不允许左翼文学自由发展ꎮ 这种情形在国民政府成为

中华民国的执政府后就变得更为严重ꎮ
当然ꎬ民国时期山东的教育体制以及身在体制中掌握着中心话语权的个体也是有差异的ꎬ其

中便不乏一些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洗礼的开明之士ꎮ 杨振声、何思源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性

人物ꎬ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ꎬ最大限度地鼓励并容纳新文学作家进入学校ꎬ这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山东文学教育的发展ꎬ扩大了新文学发展的空间ꎮ 然而ꎬ遗憾的是ꎬ他们个人的力量毕竟

是有限的ꎮ 当新文学作家被视为革命作家时ꎬ其保护作用便微乎其微了ꎮ 对此ꎬ何思源曾有过这

样的回忆:“有一天ꎬ韩复榘在开会后对我说:‘你们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吗? 中央要他ꎬ据
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负责人ꎮ’我回去立即把张默生找来ꎬ叫他转告胡也频赶快离开

济南ꎬ并交给他二百元钱ꎬ给胡做路费ꎮ 胡当天下午就搭火车去青岛转赴上海ꎮ”②实际上ꎬ“早在

１９２６ 年前后ꎬ随着奉系军阀掌握了北京的权力之后ꎬ北京的政治生态便开始恶化ꎬ知识分子自由

争鸣的春秋时代开始逐步地终结ꎬ取而代之的ꎬ是纷繁复杂的思想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之

中ꎬ并被加以整合ꎮ 一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视为正常的思想ꎬ在这一时期甚至被视为异

端ꎬ开始受到排斥乃至打压ꎮ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共

产党ꎬ被中华民国的当权者所排斥ꎮ 到了 １９２７ 年ꎬ这种打压甚至演变为杀戮”③ꎮ 这种情形在山

东同样如此ꎮ 像胡也频在济南宣传 “普罗文学”遭受迫害ꎬ而他们能够为胡也频提供的帮助就是

让其“逃遁”ꎮ 山东的这种特定的政治对新文学带来的挤压ꎬ使得新文学难以获得自由萌发与发

展的土壤ꎮ 山东与作为租界的上海差异甚大ꎬ可谓有着天壤之别ꎮ 毕竟ꎬ上海租界还是为新文学

的发展余留了足够的空隙ꎮ
山东的政治对文学的挤压ꎬ不仅体现为进步作家难以获得自由的发展空间ꎬ而且还体现在难

以为那些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开明人士提供用武之地ꎮ 杨振声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ꎬ本来可

６２

①
②
③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ꎬ«人民文学»１９５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李向东:«“探秘”与历史叙述———也谈胡也频的“济南之行”并与袁洪权商榷»ꎬ«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李宗刚:«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ꎬ«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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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青岛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新文学创作推到新的高度ꎬ但遗憾的是ꎬ即便是像杨振声这样身在体

制内的人ꎬ在民国政治体制的钳制下也难以大施身手ꎮ 他最终不得不带着几个同仁北上去编写

教材ꎮ 由此一来ꎬ那些奔着杨振声而来的新文学作家自然也就离开了青岛大学ꎬ青岛大学的文学

教育与新文学运动最终落得个昙花一现ꎬ也未能真正地支撑起山东新文学创作的一方自由天地ꎮ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看ꎬ民国时期的山东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革命的重镇ꎬ这种

情形从共产党在许多学校设立了党的组织可略见一斑ꎮ 山东的文学教育除了深受国民党主导下

的国民政府这一重要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ꎬ还深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这一政治因素的影响ꎮ
这两种政治因素叠加在一起ꎬ就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显得比较尖锐ꎬ如王尽美、邓恩铭、王翔

千等人领导的有关革命活动便遭到了国民党的强力打压ꎮ 如此一来ꎬ山东的学校便成为两股政

治势力对峙的场所ꎬ即国民党主导下的政治力量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对峙ꎮ 在此情形下ꎬ
山东的教育自然就夹杂了较多的政治因素ꎬ其文学教育自然也不例外ꎮ 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ꎬ
使得山东的文学教育难以循着“纯文学”的路径发展ꎬ相反ꎬ文学倒是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

印ꎬ甚至成为政治的承载工具ꎮ
文学打上政治的烙印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文学的萎缩ꎬ但是ꎬ文学一旦成为政治的战斗武

器ꎬ文学自身的属性便退到次要的位置ꎬ而文学的工具功能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ꎮ 客观情形也的

确如此ꎬ像臧克家这样深受闻一多影响的作家ꎬ他在从事新诗创作时应该更多地打上闻一多新诗

的痕迹ꎬ但臧克家在走上诗坛时所显示出来的风格ꎬ却充满了鲜明的革命色彩ꎬ诗集«烙印»甚至

可以视为鼓动革命的“号角”ꎮ 臧克家如此ꎬ山东的其他作家也大抵如此ꎮ 当然ꎬ他们的政治立

场分属于国共两党这两大对峙的政治阵营ꎬ比如是诸城相州镇走上文坛的王氏兄弟ꎬ既有走上革

命道路的王愿坚、王希坚ꎬ也有跟随国民党的姜贵(王意坚)ꎮ①

第二ꎬ从文化传统来看ꎬ山东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ꎬ再加上历代封建王朝对儒家文化的

推崇ꎬ以至于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深处“学而优则仕”的情结深重ꎬ而文学创作则没有成为学生的

重要人生诉求ꎮ
在山东人这种思想深处ꎬ儒家文化轻视文学的观念潜在地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与钟情ꎮ

那么ꎬ积淀于山东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内核是什么呢? 这就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学而

优则仕”观念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学而优则仕”本身就是儒家推崇的“修身齐家平天下”人文情

怀的具体体现ꎮ 读书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读书仅仅是为了获得个人社会地位和荣耀的

跳板ꎬ而没有家国情怀ꎬ那么这样的读书显然是不可取的ꎮ 而从事小说创作往往会被视为君子所

不为的末技小道ꎬ被人们所鄙夷ꎮ 在这种观念的制导下ꎬ文学创作便难以成为人们推崇的职业ꎬ
有些学生即便喜欢文学创作ꎬ也仅仅是业余为之ꎬ并没有上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加以对待ꎮ 由

此ꎬ文学教育也就难以获得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ꎮ
民国时期山东作家大都分布在属于齐文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和鲁中地区ꎬ尤其是山东诸城一

带ꎮ 而属于儒家文化的鲁南地区则相对要少多了ꎮ 这也从侧面说明ꎬ儒家文化对山东现代文学

创作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影响ꎮ 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鲁文化地区ꎬ文学的地位远没有“经
学”的地位高ꎬ文学既不是读书人晋级的通衢ꎬ也不是读书人进入体制内的捷径ꎮ 相反ꎬ文学还

７２

①王意坚ꎬ曾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中学ꎬ１９２８ 年ꎬ完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迷网»ꎮ 这是一部书写“一个畸形恋爱的悲剧故

事”的小说ꎬ于次年由现代书局出版ꎮ 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突围»ꎮ 到台湾后ꎬ他先后完成了«旋风»和«重阳»的创作ꎮ 把

王氏兄弟的创作置于国共两党的政治对峙背景加以解读ꎬ我们就会发现山东现代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政治根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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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学”带有某种颠覆性ꎬ这就使得文学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ꎮ 齐文化地区则不然ꎬ尽管也奉

“经学”为正宗ꎬ但民间对非理性精神依然保持着敬畏的态度ꎬ甚至在某些地区对神秘主义的鬼

怪保持着敬畏之心ꎮ 这正是作为小说家的蒲松龄为什么会诞生在鲁中地区、而不是鲁文化占据

统治地位的鲁南的缘由之所在ꎮ 民国时期ꎬ新文化运动业已完成摧城拔寨、开疆拓域的历史使

命ꎬ并在民国体制内的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ꎬ但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依然深受儒家文化传承者

的干扰ꎬ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子见南子»话剧风波ꎮ 试想ꎬ这样的话剧如果不是在孔孟之乡、
而是在鲁中乃至青岛这些的地区演出的话ꎬ也许不会发生那么激烈的矛盾冲突ꎮ 这说明ꎬ五四新

文化运动尽管已经从理论上获得了某种合法性ꎬ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ꎬ传统依然具

有强大的制衡力ꎬ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ꎮ
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ꎬ“礼”占据着统治地位ꎬ而情感则被抑制了ꎬ这使得山东人的情感往往

带有粗线条的特征ꎬ这种情形在男性作家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ꎬ事实上没有情感灌注的文学自然

难以真正获得文学的本质属性ꎮ 客观地说ꎬ男性对自我的性别塑造具有明确的指向ꎬ其要旨是情

感的退场与理性的在场ꎮ 像现代作家朱自清那种细腻的情感通常是难于产生于山东作家特别是

鲁文化地区的作家的ꎮ
在儒家文化制约下ꎬ山东的文学教育即便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ꎬ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

是有限的ꎮ 山东处于交通要冲ꎬ不少现代作家曾经到访过山东的诸多学校ꎬ但遗憾的是ꎬ并没有

带动这些学校学生的文学创作ꎬ哪怕是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到来也没有形成文学波澜ꎮ １９２４ 年ꎬ
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济南ꎬ陪同访问的人有徐志摩、林徽因等人ꎬ泰戈尔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大礼堂作演讲ꎬ徐志摩任翻译ꎮ 泰戈尔的演讲即便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关注ꎬ也没有促成山东

现代文学创作显现出多少现代性特征ꎮ
民国时期山东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与赓续ꎬ与本土作家的缺乏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ꎬ尤其是在自在状态下自然延续的文化传统ꎬ之所以能够继续获得生存和发

展ꎬ主要得力于这种文化所显示出来的价值为人们所看重ꎬ事实上ꎬ正是在乡土中国文化的推崇

下ꎬ传统文化获得了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某些机缘和动因ꎮ 一个地域的文化或文学获得发展固然

有多方面的原因ꎬ但更直接的原因在于该地域得具有催生和培育文化或文学传承者的土壤ꎮ 这

就是说ꎬ生活于某一地域的人们对某一文化或文学具有浓郁的兴趣ꎬ由此培养了一种传统ꎬ而这

种传统又反过来促成了某一文化或文学的赓续ꎬ使得这种传统继续找寻到传承人ꎮ 从新文学的

传统来看ꎬ山东远没有像江浙那样形成浓郁的新文学氛围ꎬ也没有树立起人们争相效法的文学楷

模ꎬ这极大地限制了新文学在山东的发展ꎮ
山东的文学教育尽管没有在现代文学创作上结出得丰硕的果实ꎬ但值得肯定的是ꎬ山东的许

多学生在接受了新文学的熏染后ꎬ通过文学道路进而走上了革命道路ꎬ如孟超、吴伯箫、贺敬之等

作家就是这样ꎮ
第三ꎬ山东文学教育并没有获得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ꎬ国文教育未能得到很好的推

行ꎬ即便在国文教育获得实现的学校ꎬ其文学教育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推行ꎬ再加上文学社团未能

得到健康的发展ꎬ致使山东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缺少了深厚的土壤ꎮ
民国时期山东的国文课程设置未能把国文教育中的白话文置于重要位置ꎬ许多学校的国文

课程依然是古文占据主导地位ꎬ这就在客观上限制了新文学的传播与发展ꎬ也是山东的现代文学

作家未能大量出现、山东的现代文学未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因之一ꎮ
尽管民国从根本上颠覆了既有的文言文的合法性ꎬ但文言文并没有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ꎬ而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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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然在学校教育中广泛地存在着ꎮ 教育部尽管已经明确了白话文在国文课程中的合法地位ꎬ
但山东并未全面地落到实处ꎬ许多学校依然以古文教学为主ꎮ 许多学校大都从晚清的学堂演变

而来ꎬ接受新式教育的教师偏少ꎮ 既然教师对新文化不很熟悉ꎬ其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新文化自然

就隔膜ꎮ 这种情形到了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所改观ꎮ 随着北京、上海等地高校培养的学生逐

渐增多ꎬ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之后投身于教育事业ꎬ这些接受了新文化的学生给山东教育带来了新

的气象ꎮ 但遗憾的是ꎬ这在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校ꎬ仅仅是星星之火ꎮ 山东省立济南中学

在 １９３０ 年聘任胡也频担任国文教师之前ꎬ其国文课程讲授的基本内容还是«诗经»«书经»和«古
文观止»一类的内容ꎬ这些课程的教员主要由晚清获得翰林、进士称号的人担任ꎮ 这种情形不仅

在山东很普遍ꎬ在全国也很普遍ꎮ 有人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文言文与白话文杂糅在一起的现象:
“吴县地区各高等小学中ꎬ每个星期用于国语会话教育的时间仅有一二小时ꎬ其余仍旧是‘之乎

者也’的闹个不轻ꎮ 这个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小学中ꎮ”对此ꎬ作者感叹道:“据我的朋友说ꎬ方
才知道不单是我们吴县高等小学是这样的ꎬ各处差不多都是这样ꎮ”①这说明ꎬ文言文在学校中依

然拥有着极其广泛的基础ꎬ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林纾等人之所以敢于站出来为文言文辩护ꎬ并非没

有一点群众基础ꎮ 这种文学教育的现状便极大地限制了新文学的传播与发展ꎮ
当然ꎬ也有不少的新文学作家来到山东从事国文教学时ꎬ突出了文学教育ꎬ并且在山东文学

教育相对平静的湖泊中吹起了一些波澜ꎬ但缘于山东并没有雄厚的新文学教育基础ꎬ这些新文学

作家的努力也大都没有形成气候ꎬ更没有如他们所愿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山东新文学运动”ꎮ
胡也频将到济南任教之前ꎬ当学生听说将要担任国文课程的教师是一名新文学作家时ꎬ他们便充

满了特别的期待ꎮ 胡也频讲课授课方式也的确很特别ꎬ完全区别于以前那些满口“之乎者也”的
教师ꎮ 胡也频在国文课堂上大讲特讲“什么是现代文艺”ꎬ这对学生来说属于全新的内容ꎬ许多

学生在胡也频的引领下ꎬ购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ꎮ 但是ꎬ这种旨在传授

新文学的文学教育最终还是因为其左翼色彩而被迫放弃ꎬ而国文课程中的“之乎者也”等文言文

却有了存在的空间ꎮ
山东的文学教育未能承担起应有的使命ꎬ山东的文学社团自然就缺少了群众基础ꎬ尤其是文

学社团未能纳入学校的文学教育系列中ꎬ也就限制了山东现代文学的发展ꎮ 文学社团本来是文

学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社团组织ꎬ这种自发性社团并没有纳入学校教育体制中ꎬ而是由志

趣相投的人自发地走到一起ꎬ互相研读ꎬ互相鼓励ꎮ 相比之下ꎬ江浙等省的文学社团较之山东而

言则要发达得多ꎬ这反过来也说明ꎬ山东的文学社团偏少也是山东现代文学相对薄弱的一个重要

因素ꎮ
在江浙的文学教育发展中ꎬ曾经出现过白马湖作家群ꎮ 这种群星璀璨的文学教育盛况ꎬ在民

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的历史上却寥若晨星ꎬ即便有些外省作家因为教学等缘由进入了山东文学

教育体制之内ꎬ如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来到青岛大学担任教职ꎬ但他们的文学活动大都仅

限于教授群体内部ꎬ并没有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社会文学群体ꎮ 在闻一多任教于青岛大学之际ꎬ
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体认到闻一多文学家的价值和意义ꎬ更没有把闻一多当作追摹的对象ꎮ 除了

有文学天赋的臧克家、陈梦家等少数学生视闻一多为学习的楷模之外ꎬ很多学生竟然在学潮中还

打出了“驱逐不学无术文人闻一多”的旗号ꎮ 这除了给闻一多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之外ꎬ还说

明了青岛大学的学生依然停留在崇拜“学问”的追求上ꎮ 山东最高学府国立青岛大学都没有生

９２
①王家鳌:«高等小学的国文应该快改国语»ꎬ«国语月刊»１９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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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文学发展的深厚土壤ꎬ其他学校也就可想而知ꎮ 值得欣慰的是ꎬ由于国立青岛大学毕竟是民

国时期的最高学府之一ꎬ再加上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加盟ꎬ的确催生出一些新文学萌芽ꎬ培育出了

臧克家、陈梦家等诗人ꎮ 然而ꎬ从总体上看ꎬ国立青岛大学的文学教育并没有蔚然成风ꎬ更没有结

出丰硕的文学果实ꎮ
齐鲁大学、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济南中学、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等都曾经接纳过新文学作

家担任国文教师ꎬ但是ꎬ这些作家型的教师并没有引领学生走上新文学的道路ꎬ而他们也大都在

孤独寂寞中离开了校园ꎮ 如何其芳到莱阳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ꎬ但是ꎬ他的到来并没有在学校造

成怎样的文学影响ꎮ 对何其芳的教学情况ꎬ有学生这样回忆道:“他中等个儿ꎬ穿长衫ꎬ戴一副眼

镜ꎬ书生气很足ꎮ 讲课时ꎬ声音不大ꎬ话里带着明显的四川味儿ꎬ很清晰ꎬ人人都听得懂ꎻ他自选讲

义ꎬ石印出来ꎬ发给学生们ꎬ记得的ꎬ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的作品ꎻ他指导学生写作ꎬ批改学

生作文都很认真ꎮ”①从学生的回忆来看ꎬ何其芳在国文教学中特别突出了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

现代作家作品ꎮ 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新文学ꎬ何其芳还高度重视作文教学ꎬ除了指导学生写作之

外ꎬ还认真地批改作文ꎮ 但令人遗憾的是ꎬ何其芳尽管在国文教育中注重文学教育ꎬ尤其是新文

学教育ꎬ但就学生接受情况来看ꎬ他们并没有跟随何其芳走进新文学的天地ꎬ更没有跟随何其芳

从事新文学创作ꎮ 这说明民国时期的山东文学教育缺乏良好的基础ꎬ即便是任课的教师是优秀

的作家ꎬ学生也难以从精神上对接老师的现代精神ꎬ致使老师深感寂寞ꎮ １９４０ 年ꎬ已经走出了莱

阳乡村师范学校来到延安的何其芳ꎬ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时还专门提及在莱阳乡村师范

的教学经历对其的影响:“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ꎬ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

像果子一样成熟ꎬ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ꎬ
走向人群ꎬ走向斗争ꎮ”②透过何其芳的这段话ꎬ我们既可以看到“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对其成

长的价值和意义ꎬ也可以看到他的情感与思想走出孤独和冷漠的历程ꎮ 当然ꎬ何其芳强调这段经

历之于自我的价值和意义ꎬ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学教育有了多少收获ꎬ相反ꎬ这一时期的何其芳还

是非常孤独和寂寞的ꎮ 我们从其学生的回忆中可以印证这一点:“学生们都知道新来的老师是

一位作家ꎬ但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县城里ꎬ他的作品还没有传过来ꎬ也从没有见他在课堂上提起过

自己的著作ꎮ 听说他在继续写作ꎬ但不见他披露新作的内容ꎮ”“闲下来的时候ꎬ他不大参加体育

运动ꎬ他爱在校园里踱来踱去ꎬ傍晚和清晨ꎬ又常见他步出校门ꎬ立在小石桥头ꎬ望着无尽的大路ꎬ
好像在等待什么人ꎬ久久地ꎬ一动不动” ③可见ꎬ学生尽管对何其芳的新文学作家身份有所

耳闻ꎬ但他并没有给学生提供自己的文学作品ꎬ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文学作品ꎮ 何其芳与莱阳乡村

师范学校的学生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ꎮ 换言之ꎬ这一时期的何其芳还有着无限的孤独

感ꎬ以至于他“闲下来的时候”ꎬ或在校园里徘徊ꎬ或在“无尽的大路”上眺望这正是何其芳在

情感与思想上找不到倾诉对象的真实写照ꎬ也是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未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

文学家、未能培育出一大批能够对接新文学拥趸的真实写照ꎮ
总的来说ꎬ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与全国走在前列的文学教育相比ꎬ尤其是与江浙等省份相

比ꎬ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ꎮ 客观地说ꎬ山东的教育体制不但没有为文学教育的展开提供足够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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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相反ꎬ其教育体制本身还钳制了文学教育的发展ꎻ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极大地限制了青年学生

成长为现代作家所需要的自由空间ꎮ 尽管如此ꎬ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依然在培育中国现代文

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ꎮ 从根本上说ꎬ没有教育体制的支撑ꎬ没有思想

观念的转变ꎬ单纯地依靠教师驱动或学生爱好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文学教育的被动局面ꎬ更无法

形成文学教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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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ｉｏ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ｅｄ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ｑｕｉｔ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ｌａｔｅｒ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ｗｒｉｔｅｒ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ｈｏ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ｉｒｓｔꎬ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ｍｕｚｚｌ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ｍａｄｅ ｍｕｃｈ ｄｅｅｐ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ｆ “ｈｅ ｗｈｏ ｅｘｃｅｌ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ｒｄꎬ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ｂ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ａ ｆ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Ｃｈｅｅｌｏ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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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山性别山艺术山
———论尚吉诗剧«献给黑人女孩»中的男性暴力隐喻∗①

王　 卓
(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３５８ )

　 　 摘要:　 美国女诗人、戏剧家恩托扎克尚吉的配舞诗剧«献给黑人女孩»融戏剧表演、诗歌、音乐、舞蹈于

一体ꎬ是公认的黑人女性戏剧的一次重大突破ꎮ 除了形式之外ꎬ一直以来该剧还有一个关注点ꎬ那就是黑人男性

暴力形象ꎬ并出现了冰火两级的评论ꎮ 有必要把黑人男性形象和黑人两性关系放置到黑人历史ꎬ尤其是黑人解

放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独特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品读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ꎬ尚吉的黑人男

性暴力形象书写呈现出独特的多维含义ꎮ 尚吉借用黑人男性的暴力形象思考的是和半个世纪前的兰斯顿休

斯同样的问题:“黑人艺术家”和“种族山”的问题ꎮ 而作为黑人女性作家ꎬ尚吉显然更进一步ꎬ思考并反思了黑

人女性和“性别山”、黑人女性和“艺术山”等多层面多维度的问题ꎮ 在这一视角审视下ꎬ黑人男性的暴力形象则

成为一种文化隐喻ꎬ曲折表达的是尚吉对受害者 / 施暴者、种族陷阱、性别陷阱、“他”的黑人艺术运动 / “她”的黑

人艺术运动等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思考ꎮ
关键词:　 恩托扎克尚吉ꎻ«献给黑人女孩»ꎻ黑人男性暴力ꎻ种族山ꎻ性别山ꎻ艺术山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３２－１５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王卓(１９６９—　 )ꎬ女ꎬ辽宁铁岭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１３＆ＺＤ１２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王卓:«论尚吉“配舞诗剧”‹献给黑人女孩›中舞蹈的多重文化功能»ꎬ«外语教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③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Ｔｒｅｓｃｏｔｔꎬ Ｎｔｏｚａｋｅ Ｓｈａｎｇ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２９ Ｊｕｎｅꎬ １９７６ꎬ Ｂ５.
④Ｓａｄｒａ Ｈｏｌｌｉｎ Ｆｌｏｗｅｒｓꎬ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ｉｒｌ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ｉｅｓꎬ Ｂｌａｃ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ｕｍꎬ Ｖｏｌ.１５ꎬＮｏ. ２ꎬ１９８１ꎬｐ.５１.
⑤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ａｐｌｅｓꎬ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ｃｈｏ: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ｎｇｒｙ Ｂｌａｃｋ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ꎬＢｌａｃ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ꎬ Ｍａｒｃｈ /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９ꎬ ｐ.２６.
⑥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ＭａｔｉｎꎬＩｓｈｍａｅｌ 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ｌａｃｋ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ｓ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ｉａｎꎬ １９８８ ꎬｐ.３４.

　 　 美国黑人女诗人、戏剧家恩托扎克尚吉(Ｎｔｏｚａｋｅ Ｓｈａｎｇｅꎬ１９４８—　 )的代表剧作«献给想要自

杀的黑人女孩 /当彩虹红透半边天»(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ｉｒｌ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ｉｓ Ｅｎｕｆ)(以下简称«献给黑人女孩»)融戏剧表演、诗歌、音乐和舞蹈于一体②ꎬ在美国戏剧界引起了

巨大反响ꎮ 这部戏剧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首演至今ꎬ美国观众对这部形式独特的戏剧热度不减ꎬ其艺

术魅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ꎮ 然而ꎬ这部戏剧却也招致了颇多火药味十足的抨击ꎮ 而一个值得注

意的现象是ꎬ对这部戏剧的批评几乎都集中于一点ꎬ即该剧所呈现的黑人男性暴力形象ꎮ 这种批评

当然首先来自黑人男性评论家ꎮ 他们指责尚吉把黑人男性塑造成了“狡黠、说谎、幼稚ꎬ残忍地戕害

儿童的杀手”③ꎬ并不失时机地提醒黑人男性观众ꎬ他们在这部诗剧中被描写成“凶残的赌棍和色迷

迷的玩弄者”④ꎮ １９７９ 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史泰博(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ａｐｌｅｓ)的一番话则成为引用率颇

高的论断:观看«献给黑人女孩»就是“对黑人男性鲜血的集体饕餮”⑤ꎻ黑人艺术运动领袖阿米里
巴拉卡(Ａｍｉｒｉ Ｂａｒａｋａ)更是借此指责尚吉关注的是“影响而不是事业”⑥ꎮ 不仅男性评论家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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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尚吉的口诛笔伐ꎬ某些女性评论家和剧作家也出于各自目的ꎬ对尚吉的男性暴力书写提出了质

疑ꎮ 比如黑人女剧作家安吉拉杰克森(Ａｎｇｅｌａ Ｊａｃｋｓｏｎ)在她的戏剧«流散的尚戈»中指出ꎬ«献给

黑人女孩»“不是想要在两性之间创造一种健康的对话ꎬ而是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呈现出来ꎬ目的是强

化仇恨并分裂黑人家庭”①ꎮ
不仅如此ꎬ尚吉在«献给黑人女孩»中的男性暴力呈现还一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ꎬ引起了美国学

界关于美国黑人男性形象和黑人两性关系问题的大讨论ꎮ 颇具影响力的杂志«黑人学者»在 １９７９
年出版了特刊———“关于黑人男性 /女性关系的读者论坛”ꎮ 在该论坛上ꎬ诗人雪莉威廉姆斯

(Ｓｈｅｒｌｅｙ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宣称ꎬ«献给黑人女孩»“不是女性解放的赞歌而是一首失败的挽歌”ꎬ因为尚

吉在“对男性沙文主义明火执仗地攻击”②的同时ꎬ也犯了与她控诉的黑人男性相同的性别沙文主

义的错误ꎮ 黑人男性作家不仅有批判的声音ꎬ还有批判的行动ꎮ 作为对尚吉和她的«献给黑人女

孩»的抗议ꎬ某男性作家俱乐部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ꎬ也写了一部“配舞诗剧”ꎬ名字是«献
给摆脱了自杀却没看到彩虹的黑人男孩»ꎮ 从“黑人女孩”到“黑人男孩”ꎬ从“想要自杀”到“摆脱自

杀”ꎬ从追逐彩虹到没有看到彩虹ꎬ这一系列“戏仿”带着一种毫不遮掩的“嘲弄”的味道③:模仿了尚

吉的腔调ꎬ偷换了她的概念ꎬ却充溢着“厌女症”的情绪ꎬ还在字里行间不失时机地为黑人男性为何

要暴揍黑人女性寻找借口ꎬ进行开脱ꎮ④

这些铺天盖地的批评大多出于愤怒ꎬ因而缺乏冷静的、学理的、学术意义上的探索ꎮ 不过ꎬ这些

众口一词的批评之声也的确吸引了不少研究者审视的目光ꎬ试图解读尚吉的黑人男性暴力形象并

尝试挖掘出这些形象背后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动因ꎮ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尼尔Ａ.李斯特(Ｎｅａｌ Ａ. Ｌｅｓｔｅｒ)的论文«尚吉的男人们»ꎮ 他在分析了尚吉作品中黑人男

性负面形象以及学界对其种种批评之后ꎬ指出这些研究的弊端在于他们试图否认男性暴力的存在

或者为男性的暴力行为寻找理由ꎬ而不是思考尚吉呈现的“男性—女性”关系的完整图景ꎮ⑤ 客观

地说ꎬ李斯特的见解还是公允的ꎬ然而拘泥于两性关系研究的思维除了让他对黑人男性再次投去同

情的一瞥ꎬ并没有让他有更多发现ꎮ 同样试图为尚吉辩护的还有戏剧研究家詹姆斯费希尔

(Ｊａｍｅｓ Ｆｉｓｈｅｒ)ꎮ 他在联合主编的«当代美国非裔女戏剧家»中ꎬ特意收录了一篇他本人撰写的关于

尚吉的论文ꎬ其中特别谈到了尚吉的黑人男性暴力形象ꎮ 然而ꎬ费希尔在列举了学界对尚吉暴力男

性形象的种种批判后ꎬ只轻描淡写地说ꎬ过分强调这部戏剧中尚吉对男性的描写会“忽略她在几个

层面真正的成就”⑥ꎬ而这部诗剧中的“男性故事”“根本就不是尚吉关注的焦点”⑦ꎮ 费希尔看似为

尚吉辩护ꎬ实则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尚吉的黑人男性形象着实太过暴力ꎬ令人无法直面ꎬ所以只能

选择无视ꎮ 显然这些避重就轻地试图为尚吉正名的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尚吉诗剧中黑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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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象的特点以及尚吉对黑人男性暴力形象描写背后的真正动因ꎮ 这样做导致的情况可能更糟ꎬ
回避问题只会使人们更有理由相信ꎬ尚吉无可救药地“妖魔化”了黑人男性ꎮ 这一指责颇为致命ꎬ原
因在于黑人男性暴力形象本身就是主流文化对黑人男性刻板形象生产的结果ꎮ ２０ 世纪初期出现

的“凶残的黑鬼色狼”就是这种暴力黑人男性刻板形象的代表ꎮ① 如果真是如此ꎬ尚吉恐怕要背上

黑人男性刻板形象生产的帮凶的恶名了ꎮ 更为致命的是ꎬ即便是那些盛赞这部戏剧的评论在某种

程度上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这种印象推波助澜ꎬ因为那些褒扬的文字常常与批判黑人男性的文

字一起出现ꎬ而这就不免给人一种错觉ꎬ那就是对黑人男性的贬低是这部诗剧唯一可圈可点的价

值ꎮ 比如ꎬ有研究者盛赞这是一部典型的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宣言②ꎻ还有研究者认为ꎬ这部戏剧

是一个让“男人走开”的、艾丽斯沃克理想中的“妇女主义”的女儿国等ꎮ③ 然而ꎬ无论是“女权主

义”还是“妇女主义”ꎬ都把这部戏剧中的两性关系置于了对立的境地ꎮ
既然对这部诗剧冰火两级的评论都与其中的黑人男性形象相关ꎬ那么黑人男性形象就无疑是

理解、定位、评价这部戏剧的关键所在ꎮ 需要思考的是ꎬ为何会围绕黑人男性形象出现冰、火两极的

评论呢? 答案就是双方批评的视角都是性别中心主义的ꎮ 前者采用的男性中心主义ꎻ而后者采用

的是女性中心主义ꎮ 这种性别中心主义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该作品更加深入和动态的解

读ꎬ并导致了人们对尚吉的黑人男性态度的误读ꎮ 而事实上ꎬ这部戏剧所反映的两性关系远比人们

的解读要复杂ꎬ作家对黑人两性关系的定位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性别ꎮ 那么ꎬ这部由七位追逐彩虹的

黑人女性“跳出来”的诗剧到底以怎样的方式书写了两性关系ꎬ而尚吉男性暴力书写背后又隐藏着

怎样的动因呢? 本文尝试把黑人男性形象和黑人两性关系放置到黑人历史ꎬ尤其是黑人解放运动

和黑人艺术运动独特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品读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ꎬ尚吉的

黑人男性暴力形象书写呈现出独特的多维含义ꎮ 可以说ꎬ尚吉借用黑人男性的暴力形象思考的是

和半个世纪前的兰斯顿休斯同样的问题:“黑人艺术家”和“种族山”的问题ꎮ④ 而作为黑人女性

作家ꎬ尚吉显然更进一步ꎬ思考并反思了黑人女性和“性别山”ꎬ黑人女性和“艺术山”等多层面、
多维度的问题ꎮ 在这一视角审视下ꎬ黑人男性的暴力形象则成为一种文化隐喻ꎬ曲折表达的是尚

吉对受害者 /施暴者、种族陷阱 /性别陷阱、“他”的黑人艺术运动 / “她”的黑人艺术运动等问题辩

证的、历史的思考ꎮ

一、黑人男性暴力投射的“种族山”

前文提到的对尚吉黑人男性暴力形象批判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只关注了黑人两性关系ꎬ而
忽略了种族关系ꎮ 然而ꎬ对于有着特殊历史遭际的美国黑人而言ꎬ任何试图无视或者回避种族问

题的批评都注定是片面的、苍白的ꎮ 事实上ꎬ«献给黑人女孩»是一部有着鲜明种族维度的作品ꎮ
这一维度从诗剧题目独特的表达方式就可见一斑:在尚吉创作这部诗剧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ｂｌａｃｋ”作为一个被黑人和白人都普遍接受的指代美国黑人的表达方式早已深深扎根在美国文

化意识之中ꎮ 然而尚吉却偏偏刻意疏离了这一普遍接受的指称ꎬ用了“ｃｏｌｏｒｅｄ”一词ꎮ 作为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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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的用语ꎬ“ｃｏｌｏｒｅｄ”是“曾经的语言”①ꎮ 这一表达比“ｎｅｇｒｏ”更早地被黑人权力运动和黑

人艺术运动摒弃ꎬ因为这个表达涂抹掉了美国黑人的非洲之根ꎬ因此是种族主义色彩最鲜明的符

号ꎮ 李斯特曾这样评论:“[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ｉｒｌｓ]立即让人想到美国历史上耻辱的杰姆克劳时

代ꎮ”②可以说ꎬ这三个字无声地再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种族主义时刻ꎮ 可见ꎬ尚吉为了凸显

这部戏剧蕴藏的种族问题是煞费苦心的ꎮ 而当我们把黑人男性暴力形象放置到这个种族主义的

历史背景之下ꎬ便不难发现ꎬ这部戏剧首先是写给黑人男性的ꎬ而且是一首来自黑人女性的同情

和理解之歌ꎮ 细读诗剧ꎬ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暴力的黑人男性几乎都有一部血泪史ꎮ
在«献给黑人女孩»中ꎬ被称为“棕衣女人”“黄衣女人”“紫衣女人”“红衣女人”“绿衣女人”

“蓝衣女人”“橙衣女人”的七位黑人女性就是以这种眼光审视黑人男性、理解黑人男性暴力倾向

的ꎮ 我们以这部诗剧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与博威利布朗在一起的夜晚”为例ꎬ看看这个曾

经招致很多评论家ꎬ尤其是黑人女权主义评论家猛烈抨击的黑人男性人物到底经历了怎样非人

的生活境遇ꎮ 这一场景被评论家肖恩－玛丽盖瑞特(Ｓｈａｗｎ－Ｍａｒｉｅ Ｇａｒｒｅｔｔ)称为“在暴力中达到

高潮”的部分③ꎬ是带有尚吉“签名特点”的对黑人男性的描写ꎮ④ 博暴力、欺骗、不负责任ꎬ“除了

毁灭”ꎬ什么也给不了他爱的女人ꎮ⑤ 的确如此ꎬ博以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毁灭了爱人克里斯塔

和他们的孩子们ꎮ 为了迫使克里斯塔嫁给自己ꎬ “博汗流浃背 /狠打克里斯塔 /用桌子和椅子不

解恨 /于是他伸手抄起高椅子把克里斯塔打的半死”(２７０)ꎮ⑥ 当他发现即便打死克里斯塔

也无法让她回心转意ꎬ嫁给自己时ꎬ他脆弱的神经变得更为疯狂ꎮ 他孤注一掷地以孩子为人质ꎬ
让克里斯塔在嫁给他或者孩子的死之间做出选择:“他把纱窗踢出了窗子 / ＆ 提着孩子伸出窗

台 /你得嫁给我”(２７１)ꎮ 尽管克里斯塔一再苦苦哀求他放了孩子ꎬ并答应嫁给他ꎬ已经进入癫狂

状态的博却无法控制自己:“他把他们扔了下去”(２７１)ꎮ 从五楼被扔下去的孩子的命运可想而

知ꎬ而失去了孩子的克里斯塔的命运更是令人心碎ꎮ
然而ꎬ尚吉并没有简单化、刻板化地处理这个人物ꎮ 尚吉在诗剧有限的空间中还是深入探究

了这个悲剧性人物暴力人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由于贫穷ꎬ他很早就从学校辍学ꎻ２０ 岁出头就

被迫远赴越南ꎬ为“想要解放越南人的战争而战”(２６８)ꎻ尽管从战场上死里逃生ꎬ返回美国ꎬ却发

现根本找不到可以让他养家糊口并让他感到尊严的工作ꎬ而警察又不断地找他的麻烦(２６８)ꎮ
可以说ꎬ博是“他生活于其中的系统的产物ꎻ他被这个系统社会地、政治地、经济地剥夺了”⑦ꎮ 绝

望的处境让博极度渴望克里斯塔的爱ꎬ渴望完整的家庭生活ꎮ 然而他还没有学会爱ꎬ暴力则是他

自认为获得爱的唯一有效的方式ꎮ 当然ꎬ如博一样杀妻灭子的男人是不可饶恕的ꎬ“尚吉没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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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们宽恕博威利ꎬ但是她的确想要告诉我们从塑形他的条件来理解和判断他”①ꎮ 从这个人

物身上ꎬ尚吉看到的是黑人男性人性缺失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ꎮ 从历史层面来看ꎬ从奴隶制的

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美国黑人是在暴力抗争中发展壮大的ꎬ因此不管人们愿意承认与否ꎬ暴力事实

上已经成为潜藏在美国非裔文化传统深层结构中的基因ꎮ 从历史到现实ꎬ从文化到人性ꎬ“暴力

的无奈”是美国黑人生存困境和人性困顿的真实写照ꎮ② 换言之ꎬ黑人男性的暴力是社会暴力的

结果ꎬ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ꎬ暴力是美国非裔作家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ꎮ 无论是黑人男性作

家ꎬ如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ꎬ还是黑人女性作家ꎬ如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宠儿»ꎬ
艾丽丝沃克的«紫色»ꎬ暴力书写都是其中最为震撼的部分ꎮ 从社会现实层面来看ꎬ尚吉创作

该剧的时代ꎬ男性暴力犯罪出现了惊人的上升趋势ꎮ 彼得卡罗尔(Ｐｅｔｅｒ Ｎ. Ｃａｒｒｏｌｌ)在对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的社会犯罪研究中特别提到了这部戏剧创作的时间:１９７５ 年是“混乱的”一年ꎬ“在这

个国家的公立学校里破坏和暴力”不时出现ꎮ③ 这股新的暴力潮造成杀人案增加 １８.５％ꎻ强奸增

加 ４０.１％ꎻ抢劫增加 ３６.７％ꎮ④ 可以说ꎬ尚吉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创作出一部表现黑人男

性暴力形象的作品ꎬ着实是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ꎬ其用意也绝不仅仅是抨击黑人男性而已ꎬ其
背后的社会动因不容忽视ꎮ

由此不难看出ꎬ尚吉的男性暴力书写背后暗藏的是强烈的种族意识ꎬ是典型的休斯倡导的

“种族主题”⑤ꎬ而她诗剧中的男性暴力形象正是她投射“种族山”的一个对象ꎮ 换言之ꎬ正是种

族压迫使得黑人男性成为人性缺失的野兽ꎮ 这种理解暴力的方式也是黑人女性特有的方式ꎮ 美

国著名的黑人女权主义团体 “煽动! 黑人妇女反抗暴力” ( ＩＮＣＩＴＥ!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就坚定地倡导把针对黑人女性的暴力等同于针对族群的暴力ꎮ⑥ 不论是在«献给黑人

女孩»还是在另一部诗剧«运动中的照片恋人»(Ａ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ｌ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中ꎬ尚吉诗剧中的男

性都是心理和行为复杂而矛盾的人物ꎬ他们一方面要对施加到黑人女性身上的暴力负责ꎬ另一方

面他们自己也在种族主义的压制中痛苦煎熬ꎮ 关于这一点ꎬ评论家李斯特的理解很有见地ꎮ 他

以“堕胎”一幕为例ꎬ说明了尚吉如何在黑人男性和女性承载的历史的重负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

的观点:“即使是关于堕胎的诗歌也不是对某些男性对女性冒犯的评论ꎮ 相反ꎬ它是对

一个禁止女性自由地欢庆她们的性的社会、一个使得女性的生理成为她耻辱的宿命的社会的控

诉ꎮ”⑦

尚吉的«献给黑人女孩»的暴力书写与其他黑人作家的暴力书写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尚吉

呈现的是一个黑人男性暴力形象的群像ꎬ因此其震撼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相同题材的作品ꎮ
阅读这一剧本或者观看这一戏剧表演时ꎬ会有一种错觉ꎬ以为美国黑人作家作品中的暴力男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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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走进了这一文本 /舞台空间ꎮ 在“毕业之夜”(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ｎｉｔｅ)中ꎬ黄衣女人讲述了她在毕业典礼

的当晚在汽车后座上失去贞操的经历ꎻ在“潜在强奸犯”(Ｌａｔｅｎｔ ｒａｐｉｓｔｓ’)中ꎬ红衣女人和蓝衣女

人讲述了被男性朋友强暴ꎬ却不敢声张的愤怒ꎻ在“堕胎周期之一”(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１)中ꎬ黑人女

孩被迫反复堕胎ꎻ在“不再是爱情诗之三”(ｎｏ ｍｏｒｅ ｌｏｖｅ ｐｏｅｍ ＃３)中ꎬ紫衣女人认识到黑人女性

活着的唯一方式就是与男人发生关系并为此付出代价ꎮ 可以说ꎬ在这部戏剧中“黑人男性”和白

人主流社会一样ꎬ“为尚吉的女人们设置了重重障碍”①ꎬ成为黑人女性生活中的噩梦ꎮ 在这一点

上ꎬ曾经猛烈抨击尚吉和«献给黑人女孩»的罗伯特史泰博倒是说得不错ꎬ“在黑人男性内心深

处有一种奇特的愤怒不断恶化”②ꎬ而暴打他们的女人成为宣泄这种“愤怒”的出口ꎮ
然而ꎬ这个黑人男性暴力群像是否就是这部戏剧备受诟病的根本原因呢? 答案还真不是那

么简单ꎮ 说到男性暴力形象ꎬ恐怕没有比赖特的«土生子»(１９４０)中的比格尔更有代表性的了ꎮ
比格尔暴力扑杀老鼠的场景令人瞠目结舌ꎻ他杀害自己老板的女儿ꎬ随后又杀害了自己的黑人女

友的暴力、冷血行为令人发指ꎮ 然而尽管这一形象也曾经受到诟病ꎬ但评论界和读者还是以极其

合作的方式逐渐接受了这一形象ꎮ 原因在于ꎬ人们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ꎬ那就是黑人男性作家对

黑人男性的暴力形象书写另有目的:“杀人乃实现自我的一种形式”③ꎮ 可以说ꎬ暴力成为黑人男

性对抗种族主义、认识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ꎮ 正如比格尔在临刑前对律师麦克斯的呼喊:“我不

想杀人! 可是我杀人才会觉得我的存在!”④换言之ꎬ黑人男性的“男子气概是通过他的力

量ꎬ也就是他的暴力来定义的”⑤ꎮ 在这一点上ꎬ黑人女权主义者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解ꎮ 例

如ꎬ黑人学者、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就认为ꎬ黑人男性暴力是美国文化环境的产物:美国的控

制文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上的ꎬ即暴力是维持现状的必需物ꎮ⑥ 胡克斯的言外之意就是黑

人男性暴力是社会的产物ꎬ是种族主义的衍生品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黑人男性也是种族主义的牺

牲者和受害者ꎮ 事实上ꎬ身为女权主义者的尚吉在这一认识上和贝尔胡克斯不谋而合ꎮ 可惜

的是ꎬ评论者尤其是黑人男性评论者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宽容和配合ꎮ
考虑到«献给黑人女孩»诞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尚吉让黑人女性眼中的男性暴力形象首先

投射“种族山”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ꎮ 阿斯凯亚图瑞(Ａｓｋｉａ Ｍ. Ｔｏｕｒｅ)在 １９７９ 年的论文«黑人

男性 /女性关系: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政治回顾»中ꎬ从黑人两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种族主义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依旧存在的问题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他在这篇以整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为研究

对象的文章开篇就提到了尚吉的«献给黑人女孩»ꎬ指出这部作品对美国黑人社区是“一则警告

的便条”ꎮ 这个“警告”就是ꎬ所有严肃意义的政治思想家都要意识到美国政府对黑人的压迫并

没有结束ꎬ情况可能恰恰相反ꎬ这一种族压迫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变本加厉ꎬ只不过以更为隐蔽的

变体方式表现出来ꎮ⑦ 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 反间谍计划” 和好莱坞 “ 黑人电影”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ｍｅｓ Ｆｉｓｈｅｒꎬ “Ｂｏｏｇｉｅ ｗｏｏｇｉ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 ｐｏｅｔｉｃ ｃｏ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Ｎｔｏｚａｋｅ Ｓｈａｎｇｅ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Ｆｉｓｈｅｒꎬ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Ｋｏｌｉｎꎬ
ｅｄｓ.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 Ａ Ｃａｓｅｂｏｏｋ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７ꎬｐ.８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ａｐｌｅｓꎬ“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ｉｒｌｓ]ꎬ ｏｎｅ ｓｅｅ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ｆｏｒ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ｌｅ ｂｌｏｏｄ”ꎬ ｐ.２６
杨昊成:«超越种族的写作:理查德赖特作品的精神实质»ꎬ«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ｒｉｇｈｔꎬ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４２９.
Ｊａｍｅｓ Ｖ. Ｈ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Ｓｈｉｎｅ Ｔｅｄꎬ ｅｄｓ. ꎬ Ｂｌａｃｋ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ＵＳＡ: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ｂ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３５－Ｔｏｄａ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３６４.
Ｂｅｌｌ ｈｏｏｋｓꎬ Ｗ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ｏｌ: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４ꎬ ｐ.４９.
王卓:«黑色维纳斯之旅———论‹黑色维纳斯之旅›中的视觉艺术与黑人女性身份建构»ꎬ«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１７ 年第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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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①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变体ꎮ 前者针对的是黑人民权运动ꎬ
带有政治目的ꎻ后者对抗的是黑人艺术运动ꎬ带有文化目的ꎮ 的确如此ꎬ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美国白人的立场ꎬ就会发现美国白人在两个阵线冲锋陷阵:一个是在国外对抗越南ꎬ另
一个就是在国内对抗黑人权利运动ꎻ在越南战场试图实现武力征服ꎬ而在国内的文化战场ꎬ则文

武并用ꎬ通过“反间谍计划”和好莱坞来粉碎黑人革命和黑人联盟ꎮ②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黑人男性的自我形象也呈现得更为外化ꎬ更为暴力ꎮ 从这一角度来看ꎬ尚吉的

黑人男性暴力形象书写其实既符合历史和政治动因ꎬ也符合黑人男性形象塑造的潮流ꎮ 而尚吉

的这一做法ꎬ也让罗伯特史泰博等人的指责不攻自破:“尚吉女士不屑于告诉我们为何那么多

黑人男性感到他们的男子气概ꎬ或者更确切地说ꎬ他们的自尊感被女性威胁的原因”(２６)ꎮ 事实

上ꎬ尚吉不仅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多元角度审慎思考了黑人男性暴力人格形成的原因ꎬ而且以

一个“局内人”的眼光对自己的男性同胞投去了同情的一瞥ꎮ

二、黑人男性暴力投射的“性别山”

黑人男性暴力形象作为“种族山”的投射表明ꎬ尚吉不是“性别分离主义者”ꎬ而这也是黑人

女权主义者一再重申要秉持的立场ꎮ③ 但是ꎬ自认为“生为女孩不那么令人愉快”④ꎬ又自我定位

为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尚吉更相信ꎬ性别政治以及种族和阶级政治是黑人女性作家作品中“关键

性地相互钩连的因素”⑤ꎬ断难截然分开ꎮ 正如有评论家所言ꎬ«献给黑人女孩»这部“配舞诗剧”
的所有因素结合起来ꎬ引起了一种情感和政治的回应ꎬ处理的“不仅仅是种族关系的复杂性ꎬ还
有种族内部的性别关系”⑥ꎮ 或者说ꎬ黑人男性暴力在黑人女性的眼中不仅投射出“种族山”ꎬ更
有“性别山”ꎮ⑦ 也正是出于此种目的ꎬ尚吉在这部戏剧中ꎬ让黑人女性成为了戏剧的绝对中心ꎮ
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黑白对立问题的关注ꎬ转而以更为严肃的目光审视那些占

据了文本和舞台中心的黑人女性ꎮ 这既是对黑人戏剧传统的继承与偏移ꎬ同时也是对休斯的

“种族山”的改写:“种族陷阱”悄然地转化成为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男性陷阱”⑧ꎮ 从前面的论述

中可以看出ꎬ尚吉书写男性暴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回应黑人男性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ꎮ 男性作

家书写男性暴力形象用意在于凸显黑人男性的男子气概ꎬ而他们愤怒的男性形象也的确起到了

对抗种族主义的作用ꎮ 而尚吉的男性形象书写则在于唤起人们对黑人男子气概的反思:所谓的

黑人男子气概是造成黑人女性不幸的根源所在ꎮ 这样ꎬ“种族陷阱”就偏移成了“性别陷阱”ꎬ而
黑人女性则不但要翻越一座“种族山”ꎬ还要翻越一座“性别山”ꎮ

这座“性别山”也是在黑人男性的性暴力中投射出来的ꎮ 这部戏剧中的 ７ 位黑人女性无一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制片方利用黑人兴趣ꎬ选用黑人演员拍摄电影ꎬ目的是招徕黑人观众ꎮ
Ａｓｋｉａ Ｍ. ＴｏｕｒｅꎬＢｌａｃｋ Ｍａｌｅ /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ꎬ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８ / ９ (Ｍａｙ /

Ｊｕｎｅ)ꎬ １９７９ꎬ ｐｐ. ４５－４８.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ꎬ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ｌａｃｋ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ｕｍꎬ Ｎｏ. １４ꎬ １９８０ꎬ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Ｅｌａｉｎｅ 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Ｗｏｍｅｎ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ꎬ １９８５ꎬ ｐ.１９６.
Ｎｔｏｚａｋｅ Ｓｈａｎｇｅꎬｉｓ ｎｏｔ ｓｏ ｇｄ ｔｏ ｂｅ ｂｏｒｎ ａ ｇｉｒｌ(１)ꎬ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８ / ９ꎬ １９７９ꎬ ｐｐ. ２８－２９.
Ｅｌａｉｎｅ 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Ｗｏｍｅｎ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ꎬ １９８５ꎬ ｐ.１７０.
Ｎａｄｉｎｅ 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ａｖｅ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ｙ Ｙｏｕｎｇ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２０７.
此说法参阅了卡尔文赫顿( Ｃ. Ｈｅｒｎｔｏｎ)在«性别山和黑人女性作家»中的提法ꎮ Ｓｅｅ Ｃａｌｖｉｎ Ｃ. Ｈｅｒｎｔｏｎꎬ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ｅｘ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ꎬ １９９０.
王卓:«安吉罗‹妈妈和我ꎬ我和妈妈›的母亲归来与故事重述»ꎬ«外国语文»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王　 卓:种族山性别山艺术山

例外地受到过黑人男性的性侵犯ꎮ 然而ꎬ值得注意的是ꎬ这部戏剧中出现的性暴力和性侵犯集中

在熟人强奸ꎮ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ꎮ 如果说黑人男性暴力形象投射“种族山”是一种

着眼于“政治”的历史思维的话ꎬ那么“性别山”的投射则是着眼于“性别”的历史思维ꎮ 从某种

意义上说ꎬ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都是特殊的历史操演ꎮ 在不同历史阶段ꎬ黑人女性面对的男性暴

力在暴力主体、暴力客体和暴力性质上均具有不同特点ꎮ 而对男性暴力的这一理解是有其现实

意义的ꎮ 比如ꎬ披着合法外衣的对黑人女奴的体制强奸与作为政治恐怖工具的对黑人女性的体

制强奸是不同的ꎬ因此“强奸本身不应该被看作是超越历史的女性压迫机制ꎬ而是作为一种要求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含义的(机制)”①ꎮ 彼得卡罗尔在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美国社会的考察中ꎬ也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阐释了强奸:“女权主义认为ꎬ强奸是一种政治声明ꎬ
一种男性控制的表达ꎬ一种不折不扣迫使女性屈从的企图ꎮ”②这一点在«献给黑人女孩»中借黑

人女孩之口ꎬ直白地表述出来:“因为事实证明强奸的性质变了 /如今我们在常去寻找伴侣的圈

子里就能遭遇他们ꎮ”(２４３)的确ꎬ这部戏剧中的黑人女性遭遇的强暴都可以被定义为“熟人强

奸”ꎬ综合考察ꎬ其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ꎬ男性和女性之间往往经历了一个从恋人到敌人或者至

少从熟人到敌人的转化过程ꎻ其次ꎬ女性对男性的态度往往是爱恨交织的ꎮ 这两个特点使得尚吉

的黑人男性形象塑造和两性关系书写颇具深意ꎮ 那么ꎬ尚吉如此书写两性关系又出于何种目

的呢?
熟人强暴使得黑人女性对自己的安全防不胜防ꎬ而心理上往往更是猝不及防ꎮ 在她们的认

知中ꎬ强奸者应该是“陌生人”ꎬ正如红衣女人所界定的那样:“强奸者总该是陌生人 /你从来没见

过的人 /明显有问题的人 /才下得了手ꎮ”(２４１)然而ꎬ在现实生活中ꎬ黑人女性们发现那些在她们

“身上跑火车的人”(２４２)却往往是她们的朋友、爱人甚至是亲人:“红衣女人: /这些男人是我们

的朋友 /笑得很和善 /有体面工作 /带我们出去晚餐 /紫衣女人: /在你身后把门锁上 /蓝衣女人: /
拳打脚踢 /发生关系 /红衣女人: /能做得一手精致的地中海晚餐 /让艺术合唱团带着所有伦理负

荷 /然而他们邀请三五朋友参加聚会 /却让你遭受了蠢蠢欲动的强暴者的冒险 /我们只剩满身伤

疤ꎮ”(２４２)
从以上几位黑人女性讲述的经历可以看出ꎬ“熟人强奸”带给黑人女性的不仅仅是“满身伤

疤”ꎬ更有心理创伤ꎮ 首先是安全感的缺失ꎮ 当女人由于“邀请 /一个朋友”ꎬ就“在我们自己的家

里被强奸”(２４３)时ꎬ何谈安全感ꎮ 其次是被欺骗的感觉ꎮ 这种特殊的强暴使得黑人女性的被

“欺骗”感甚至超过了被“伤害”感(２４２)ꎮ
事实上ꎬ尚吉并非是揭示发生在黑人女性身上的“熟人强奸”的唯一黑人女作家ꎮ 玛雅安

吉罗、托妮莫里森、安德洛罗德、艾丽斯沃克等作家都触及了这一主题ꎮ 而罗德、格温朵琳

布鲁克斯(Ｇｗｅｎｄｏｌｙｎ Ｂｒｏｏｋｓ)、索尼亚桑切斯(Ｓｏｎｉａ Ｓａｎｃｈｅｚ)、丽塔达夫(Ｒｉｔａ Ｄｏｖｅ)等美

国黑人女诗人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这一特殊现象ꎮ③ 在她们的诗歌中ꎬ黑人男性成为黑人女性

不安全心理的主要来源ꎬ而这种心理不仅源自陌生的黑人男性ꎬ还源自她们熟悉的男人ꎬ甚至是

她们的亲人:叔叔、母亲的情人、甚至是自己的父亲ꎮ 例如ꎬ在布鲁克斯诗歌中的黑人女孩汀塞尔

９３

①

②

③

Ｈａｚｅｌ Ｖ. Ｃａｒｂｙꎬ Ｗｏｍａｎ’ ｓ Ｅｒａ: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Ｅｌａｉｎｅ 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Ｗｏｍｅｎ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ꎬ １９８５ꎬ ｐ.２５３.

Ｐｅｔｅｒ Ｎ. Ｃａｒｒｏｌｌꎬ Ｉｔ Ｓｅｅｍｅｄ Ｌｉｋ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ꎬ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ꎬ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１１４.

王卓:«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６６１－６８３、７０５－７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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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Ｔｉｎｓｅｌ Ｍａｒｉｅ)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她母亲的情人:“那么一个男人将在家里ꎮ /我一定要小

心自己ꎮ /我一定不敢睡觉ꎮ”①而在诗歌“施格兰叔叔” (“Ｕｎｃｌｅ Ｓｅａｇｒａｍ”)中ꎬ只有 ５ 岁的讲述

人则被醉酒后的叔叔强暴ꎮ② 马里兰州桂冠黑人女诗人鲁西勒克利夫顿(Ｌｕｃｉｌｌｅ Ｃｌｉｆｔｏｎ)由此

得出的结论是:“当我发现没有安全 /在我父亲的家里 /我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ꎮ”③

那么ꎬ为何黑人女性作家ꎬ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进入创造高峰期的黑人女性作家对这

一题材如此关注呢?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是美国女权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ꎮ
而黑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ꎬ她们意识到ꎬ黑人男性和女性在反对种族歧视中承受的

压力是不同的ꎬ④因为黑人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源于白人男性ꎬ也来自于她们的族群兄弟———黑

人男性ꎮ 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Ｊｏｈｎ Ｈｏｐｅ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和阿尔弗瑞德莫斯(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Ｍｏｓｓ)所指出的那样ꎬ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承担起了“言说女人长久压抑的关于她们在男性同胞

的手中遭受的麻木、忽视和侮辱的情感的特殊使命”⑤ꎮ 尚吉在这部戏剧中所承担的正是这样的

使命ꎮ 她敏锐地注意到ꎬ从奴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黑人女性ꎬ经过黑人权利运动战火洗礼的黑人

女性ꎬ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受害者”的身份ꎬ除了依旧不得不面对上学、就业等问题上的种族歧

视和性别歧视之外ꎬ她们又由于性欲化刻板形象的文化生产而成为包括黑人男性在内的性暴力

的牺牲品ꎮ 这样看来ꎬ尚吉之所以把性暴力实施者锁定为黑人男性ꎬ甚至是熟人ꎬ是有其特殊的

现实考量的ꎮ
首先ꎬ这是一个黑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ꎮ 当时的美国社会ꎬ包括美国法律对于此类

犯罪行为的认定是十分模糊的ꎮ 这也是蓝衣女人一再抱怨:“要起诉朋友很困难”(２４０)的原因ꎮ
不仅如此ꎬ女性对男性亲人或者朋友的强暴进行指控需要极大的勇气ꎬ并因此要承受来自于社

会、家庭和心理的多重压力ꎮ 在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中ꎬ只有 ８ 岁的

玛桂瑞特被母亲的男友弗瑞曼强暴后ꎬ在法庭上处境尴尬ꎻ在«紫色»中ꎬ小西丽被继父强暴ꎬ并
怀孕生子后ꎬ不敢告诉母亲的内心恐惧ꎬ都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ꎮ

其次ꎬ这是一个黑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心理问题ꎮ 面对被熟人强暴ꎬ«献给黑人女孩»中的

女人们反应不一ꎮ 紫衣女士将保持沉默ꎬ因为她认为这有可能是一场“误会”(２４１)ꎻ红衣女士认

为这种行为是两厢情愿:“如果你认识他 /你就一定想过[发生关系]”(２４１)ꎻ蓝衣女士想到了起

诉ꎬ但也深知这其中的艰难:“要起诉朋友很困难”(２４０)ꎮ 三位女人的三种不同的声音反映了人

们ꎬ也包括黑人女性本身对“熟人强奸”或“约会强暴”各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看法ꎮ 可见ꎬ熟
人强奸已经成为黑人女性理智地理解两性关系的障碍ꎮ 不仅如此ꎬ熟人强奸更会成为黑人女性

自我认识的障碍ꎮ 在罗德的诗歌“链条”(“Ｃｈａｉｎ”)中ꎬ被父亲强暴的黑人女孩面对父亲、母亲以

及自己与父亲所生的孩子ꎬ自我的认知发生了障碍:“我是他的女儿还是女朋友 /我是你的孩子

还是情敌 /你希望从他的床上被赶走? /这是你的外孙女妈妈 / 在我入睡前给我你的祝福ꎮ”⑥因

此ꎬ把男性暴力呈现锁定在熟人强奸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思考了黑人女性所面对的“性别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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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Ｈｏｐｅ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ａｎｄ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Ｍｏｓｓꎬ Ｆｒｏｍ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ｇｒ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ｎｏｐｆꎬ １９８８ꎬ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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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ｄｒｅ Ｌｏｒｄｅꎬ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Ｕｎｉｃｏｒｎ:Ｐｏｅｍ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ꎬ １９７８ꎬ 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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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和严酷性ꎮ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ꎬ尚吉对两性关系的理解是多维的、动态的:以历史来观照

现实ꎬ又以现实印证历史ꎮ 同时尚吉对男性性暴力对女性的伤害的理解也是多维的、深刻的ꎬ从
身体到心理ꎬ一一洞悉ꎮ

三、黑人男性暴力投射的“艺术山”

既然黑人男性暴力形象既是历史的ꎬ也是现实的ꎬ本不该引起前文提到的各种过激的言论ꎮ
说到底ꎬ对尚吉的批判背后隐藏的还是对女性作家是否有权利书写男性的质疑ꎬ也就是肖瓦尔特

曾经探讨的“女人的男人”问题ꎮ①换言之ꎬ美国黑人女性不仅是种族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牺牲品ꎬ
还是黑人艺术运动中的男权意识的牺牲品ꎮ 尚吉在该剧中ꎬ借用剧中黑人女性之口ꎬ思考并回答

了黑人女性是否有能力“成为全面的知识分子”的问题(２４８)ꎮ 因此ꎬ可以说ꎬ除挑战了黑人男性

中心的思维之外ꎬ在黑人种族和女权主义意识的风起云涌中ꎬ这部诗剧还表达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创作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试图定义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理想ꎮ 而这一理想是在对黑人艺术运动之

父的颠覆和对抗中实现的ꎮ 从某种意义说ꎬ这是黑人女作家的一次“弑父”之举ꎮ
对于黑人艺术运动ꎬ尚吉曾经一往情深ꎬ而对于这场运动的领袖巴拉卡ꎬ尚吉也从不讳言他

对自己成长的重大影响ꎮ 在自传访谈«我的自言自语»中ꎬ尚吉说:“在 １９６６ 年前后 /大约是我去

巴纳德学院的时间ꎬ我认为勒鲁瓦琼斯(阿米里巴拉卡)是我主要的起点ꎮ 我能够从他那里

学会如何让语言歌唱并能够穿透一个人的心灵ꎬ就像在«死去的讲课者»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１９６４)、«但丁地狱的系统»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ａｎｔｅ’ ｓ ｈｅｌｌ) (１９６５)和«黑人神奇的诗歌»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ｇ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１９６９)中那样ꎮ”②除了巴拉卡ꎬ尚吉还承认伊什梅尔瑞德(Ｉｓｈｍａｅｌ Ｒｅｅｄ)、大卫
亨德森(Ｄａｖｉ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佩德罗匹特瑞(Ｐｅｄｒｏ Ｐｉｅｔｒｉ)等黑人男性作家对她的直接影响ꎮ 然

而ꎬ尚吉也深知ꎬ黑人艺术运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男性中心运动ꎬ她曾经明确表示ꎬ黑人艺术运动

“对当时的黑人和黑人知识分子是很男性、很男权、火药味十足的环境”③ꎮ １９２６ 年当兰斯顿
休斯发出“能够创作出种族艺术的、严肃的黑人艺术家之路”“最有可能是崎岖的ꎬ而这座山是高

耸的”感慨时ꎬ他心目中能够成为严肃的黑人艺术家的显然是黑人男性ꎮ④ 在巴拉卡等人的“革
命布道中”ꎬ“女性”的“复杂视角”也是“缺席的”ꎮ⑤ １９６５ 年ꎬ巴拉卡这样定义了黑人艺术家的责

任和角色:“他所了解的美国的破坏者”⑥ꎮ 显然ꎬ巴拉卡用人称代词“ｈｅ”ꎬ无意识地却相当武断

地把黑人女性排除在外ꎮ 巴拉卡更是把诗人定义为“创造者、破坏者—放火者ꎬ /投弹者和刽子

手”⑦ꎮ 而这种充满着火药味和阳刚之气的定位表明ꎬ对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的领袖们来说ꎬ“黑
人”和“男人”之间是划了等号的ꎬ“黑人性构建了男人气ꎬ而男人气又成为黑人性希望达到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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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ꎮ １９６５ 年巴拉卡发表“革命的戏剧”(“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ａｔｒｅ”)一文ꎬ呼吁一种激进的黑

人戏剧形式ꎬ敦促黑人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时ꎬ在他的黑人民族主义思维和作

品中ꎬ黑人女性的经历也常常是被忽视的ꎮ② 可以说ꎬ这种黑人男性中心的非裔美国艺术创作思

维在一次又一次的黑人运动的冲击下岿然不动ꎮ 事实上ꎬ黑人艺术运动本身就带有鲜明的男性

性别特征ꎮ 正如埃瑞克波特(Ｅｒｉｃ Ｐｏｒｔｅｒ)所言ꎬ“许多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和 ７０ 年代的种族运

动都带有男权倾向”③ꎮ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和领袖之一的唐李(Ｄｏｎ Ｌ. Ｌｅｅ)这样书写了黑人

男性:“创造男人黑人男人/走过 /世界好像你就是世界本身/是每一样美丽而有力量的

东西的延伸 /嘿黑男人看起来好像 /你被命名为大人物 /像地球、太阳 /或者山脉ꎮ /向前走

吧ꎬ宇宙 / 作它 /黑男人ꎮ”④被唐李命名为“太阳”“山脉”和“宇宙”的“黑男人”在尚吉的诗剧

中成为对女性的施暴者和罪犯ꎮ 正是这一改变ꎬ使得尚吉成为黑人艺术运动的众矢之的ꎮ 那么ꎬ
尚吉对男性暴力的书写ꎬ除了具有揭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意义之外ꎬ从黑人女性艺术的角度

考虑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这部诗剧问世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正是美国女权主义戏剧的勃兴时期ꎬ也是从黑人艺术运动

中走出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苦苦寻求黑人女性艺术定位的时期ꎮ 事实上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女权主

义戏剧已经成为一个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而所指却越来越清晰的符号ꎮ 关于这一点ꎬ海伦

娜凯塞尔(Ｈｅｌｅｎｅ Ｋｅｙｓｓａｒ)在«美国 ７０ 年代的女权主义戏剧»中有过清晰的阐释ꎮ 她说 ７０ 年

代并非历史性地强调 １９７０ 至 １９７９ 年间ꎬ而是用这一时间概念指代一个美国女性戏剧发展史上

的挑战期ꎮ 一方面ꎬ这段时期的戏剧挑战的是那种认为美国女性戏剧因为对美国现实主义男性

戏剧亦步亦趋ꎬ而获得极大成功的观念ꎻ另一方面ꎬ这段时期的美国女性戏剧挑战的是那种认为

美国女性戏剧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与二三十年代的抗议戏剧发生真正改变的观念ꎮ 概括起来

一句话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女性戏剧的确发生了本质的变化ꎬ而这种变化的根源就在于女权主

义思想的融入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凯塞尔在«美国 ７０ 年代的女权主义戏剧»中ꎬ特别关注了三位女

剧作家ꎬ其中就有尚吉ꎮ 不过遗憾的是ꎬ凯塞尔把«献给黑人女孩»作为“配舞诗剧”(ｃｈｏｒｅｐｏｅｍ)
作一简单介绍之后ꎬ并没有能够在思想和艺术层面深入挖掘ꎮ

事实上ꎬ把«献给黑人女孩»放在女权主义和黑人艺术运动的双重坐标下来审视ꎬ就会发现

这部戏剧绝不仅仅是一部黑人女权主义者对黑人男性无情鞭挞的作品ꎬ而且还是一次对黑人艺

术之父的成功超越ꎬ而男性暴力则成为一种男性艺术权威的隐喻ꎮ 尚吉的这种挑战权威的意识

其实也是黑人艺术运动遗产的一部分ꎮ 就像保罗卡特哈里森(Ｐａｕｌ Ｃａｒｔｅｒ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所言ꎬ黑
人艺术运动可能还达不到“摧枯拉朽”的“革命”气势ꎬ但在“离经叛道”“挑战权威”上绝对是空

前的ꎮ⑤ 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黑人女性作家意识到ꎬ她们的政治之父———黑人民权运动和黑

人艺术运动的领袖们在生产种族解放产品的同时ꎬ也生产出了一些副产品ꎮ 首先ꎬ在强势的黑人

男性艺术领袖主导下ꎬ黑人女性作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变得异常艰难ꎮ 尚吉借剧中人物棕衣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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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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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口ꎬ道出了黑人女性作家所处的缄默无语的状态:“她死了很久了 /她缄默了很久了 /她不知道

她自己的 /声音ꎮ”(３)另一种副产品就是黑人男性作家对他们的种族姐妹刻板形象的再生产ꎮ
罗德在«坚硬的爱石＃ＩＩ»(“Ｈａｒｄ Ｌｏｖｅ Ｒｏｃｋ ＃ＩＩ”)中ꎬ用充满讽刺的口吻对“黑色是美丽的”这一

著名的口号进行了新的解读:“黑色的不是 /美丽的宝贝 /美丽的宝贝美丽的 /让我们再做一次 /
它 /不是 /被扭曲两次 /同时从身上 /又从我的身侧ꎮ”①在罗德的诗中ꎬ“黑色是美丽的”这一充满

种族豪情的政治口号演化成为暧昧的ꎬ借此满足男性黑人领袖们性欲望的污言秽语ꎬ成为男性对

女性玩弄和愚弄的托辞和说辞ꎮ 他们的民族主义面具掩藏着的是他们的性欲望和性别歧视的女

性刻板形象生产的双重心理机制ꎮ 尚吉在这部戏剧中阐释的正是女性艺术家在这种局面下ꎬ不
得不面对的复杂的艰难选择:成为性感的女人还是艺术家(２４８)?

事实上ꎬ尚吉的艺术创作深受黑人艺术运动的影响ꎮ 她在«献给黑人女孩»中所采用的黑人

舞蹈、黑人方言、布鲁斯音乐、呼唤－应答模式等艺术手段ꎬ以及充满仪式感的表演和精神升华等

几乎都是巴拉卡戏剧的翻版ꎬ是对黑人人性的经典诠释ꎮ 这部戏剧既符合巴拉卡的黑人“革命

戏剧”的定义ꎬ也符合“仪式戏剧”的范式ꎮ 然而ꎬ尚吉与黑人艺术运动的一致性却是建立在一个

基本的偏离的基础之上的ꎬ那就是把黑人女性直接放在文本和舞台的中心ꎬ７ 位没有名字的黑人

女性成为这个舞台的主宰ꎬ而她们讲述的是自己被男性纠缠的噩梦般的故事ꎬ是自己被父亲、兄
弟或者朋友的性暴力摧残的凌乱不堪的人生ꎮ

不仅如此ꎬ尚吉似乎走得更远ꎮ 有评论家把尚吉称为“追逐彩虹的唐吉坷德”②ꎮ 此言只说

对了一半ꎮ 她的确在«献给黑人女孩»中如剧中的人物一样勇敢地追逐彩虹ꎬ的确有点唐吉坷德

式的骑士精神ꎬ但她手持的不是生锈的矛ꎬ而是一柄利刃ꎬ刺向的不是风车ꎬ而是真正的巨人ꎬ那
些被称为黑人艺术运动之父的领袖们ꎮ 这次她直击要害:揭示出黑人男性对女性刻板形象生产

的机制ꎬ并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ꎮ 借用尚吉自己的定位就是ꎬ她要纠正关于黑人女性的

“神话和谎言”③ꎮ 那么ꎬ关于黑人女性最大的谎言显然就是黑人女性的性欲化刻板形象ꎮ
如前所述ꎬ黑人女性成为性暴力对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黑人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和男权文化

生产中成为性欲化的对象ꎬ用贝尔胡克斯的话说就是ꎬ“文化市场对黑人女性性欲的再现”④ꎮ
而在黑人女性刻板形象的生产中ꎬ黑人男性作家们充当了帮凶ꎮ 对于黑人女性的性欲化刻板形

象ꎬ尚吉是有着深刻认识的ꎮ «献给黑人女孩»有一幕与其他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ꎬ那就是“塞
西塔”(Ｓｅｃｈｉｔａ)部分ꎮ 休斯敦贝克(Ｈｏｕｓｔｏｎ Ａ. Ｂａｋｅｒ)在«精神的作用:非裔美国女性的写作»
中ꎬ把该剧中的“塞西塔”部分称为“插曲”ꎬ而塞西塔则是一个“短暂的形象”⑤ꎮ 此言不虚ꎮ 首

先ꎬ这是一个神话故事ꎬ与其他部分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不同ꎬ的确是一首插入到黑人女性现实

生活中的“插曲”ꎻ其次ꎬ塞西塔这一埃及女神的形象的确与其他现实世界中的黑人女性截然不

同ꎬ是这部戏剧中一个一闪而过的精灵ꎮ 然而ꎬ这却恰恰是最耐人寻味之处ꎮ 尚吉为何要在一部

关于黑人女性现实生活的戏剧中插入一个与 ７ 位黑人女性的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故事和人

物? 用意何在?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女神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剧中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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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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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塔是传说中的“埃及 /创作女神”(２４５)和“爱的女神” (２４６)ꎬ然而这一幕开始时ꎬ这位

充满异域风情的女神却是以一种俗艳的、狂欢的舞者的形象出现的:“她眩目的红色吊袜带 /酒
渍斑斑大腿瘙痒 /黑宝石长筒袜上金丝线亮闪闪 /老旧的黄色的僵硬的塔夫绸从她的腰间密密匝

匝地垂下 /绕着一把破破烂烂的椅子ꎮ”(２４５)塞西塔的这种充满野性、性感的形象ꎬ加之她神秘

的埃及女神的身份ꎬ生动地再现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和黑人艺术运动时期ꎬ白人和黑人男性把

黑人女性作为原始情欲图腾的刻板形象ꎮ 事实上ꎬ把黑人女性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作为原始性

欲图腾是主流文化和男权文化长久以来的惯用方式ꎮ 欧洲艺术传统把黑人女性与异域、原初或

者原始联系起来ꎬ强化的就是黑人女性性欲和繁殖力ꎮ 被称为 “霍屯督维纳斯” (Ｈｏｔｔｅｎｔｏｔ
Ｖｅｎｕｓ)的萨拉巴特曼(Ｓａｒａ Ｂａａｒｔｍａ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ꎮ 贝尔胡克斯就曾经以这一刻

板形象生产为基础指出ꎬ黑人女性躯体被强制充当了一种“普遍的性欲的对象”①ꎮ 尚吉的“塞西

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ꎮ 她以各种方式试图为自己的形象“去刻板化”ꎮ “她让自己的脸像埃

及女王奈费尔提蒂”(Ｎｅｆｅｒｔｉｔｉ)ꎬ②然而事实证明ꎬ这种努力是徒劳的ꎬ因为ꎬ就连被称为“尼罗河

皇后”的奈费尔提蒂本尊也未能幸免ꎬ成为这种性欲化的刻板形象的代表ꎮ 在那部触怒了很多

女权主义者的«性欲讲述人:从奈费尔提蒂到艾米丽狄金森的艺术和衰落»中ꎬ卡米拉派克

里(Ｃａｍｉｌｌｅ Ｐａｇｌｉａ)就把奈费尔提蒂视为异教徒世界中的性欲讲述人的代表ꎮ③

不过ꎬ尚吉的“塞西塔”显然还有更为有效的方式ꎬ那就是她的“面具”ꎮ 这张“微笑着撒谎的

面具”成为她对抗狂欢的观众中醉醺醺的男人的武器④ꎬ使自己的躯体避免了成为男性虎视眈眈

的性欲的对象ꎬ并把自己置换成为正在表演神圣典仪的埃及女神ꎮ 面具可以使她看起来“面无

表情”(２４６)ꎮ 在某种程度上说ꎬ这也是贝尔胡克斯倡导的“对抗凝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ｚｅ”)
的方式ꎮ⑤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ꎬ她的“面具”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她 /过去常用 /破碎的镜子 /
装饰自己的脸 /让她的前额向后倾斜 /她的面颊看起来深深凹陷 /她漂亮的下巴大小适中让她丰

满的下唇 /与脖子距离正好”(２４６)ꎮ 这一镜子面具的意象可谓寓意深刻ꎮ 镜子是男权主义和女

权主义激烈竞争的喻指空间:它是拉康的“镜像”理论空间ꎬ也是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

(Ｈｅｌｅｎｅ Ｃｉｘｏｕｓ)把她的“美杜莎”从珀尔修斯(Ｐｅｒｓｅｕｓ)的青铜盾牌中解放出来的空间⑥ꎬ更是女

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把她从弗洛伊德的女性是“黑暗的大陆”的隐喻中解救出来的空间ꎮ⑦ 尚吉

的镜子“面具”显然比西苏等人更进一步ꎬ她让镜子成为反观黑人男性的照妖镜ꎮ 这一镜子“面
具”照出的是黑人男性自己的真实面目ꎬ照出的是黑人男性对女性的轻慢和侵害ꎮ 这个再现的

过程是历史性的ꎮ 在种族歧视的年代ꎬ黑人女性身体是商品ꎬ白人是可以购买的ꎻ而在后种族时

代ꎬ黑人女性的身体也没有得到彻底解放ꎬ它们是可以被想象和建构的ꎮ 对此ꎬ胡克斯愤怒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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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黑人妇女性欲有关的狂野女人的淫荡神话ꎬ是由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下的男人创造

的ꎮ”①然而ꎬ一向犀利、敏锐的胡克斯却忽略了一点:在黑人女性性欲的再现中ꎬ黑人男性充当了

帮凶的角色ꎮ 因此ꎬ在某种程度上ꎬ尚吉的«献给黑人女孩»丰富并补充了黑人女权主义理论ꎮ
不仅如此ꎬ塞西塔是传说中的“埃及 /创作女神”ꎬ通过这一形象ꎬ尚吉把自己纳入了创作的

女性群体之中ꎮ 通过塞西塔的故事ꎬ尚吉试图挖掘出被错置、被遗忘和 /或者被误解的女性作家

群体ꎮ 可见ꎬ尚吉在黑人女性创作之母和她自己之间勾画了一张谱系之网ꎬ宣称了一个“女人的

谱系”②ꎮ 在这一点上ꎬ尚吉和艾丽斯沃克十分相似ꎬ也寻找到了一个“母亲的花园”ꎮ 从这个

意义上说ꎬ詹姆斯费什尔把尚吉的所有作品都归结为关乎“女人和艺术家”的成长是不无道理

的ꎮ③

尚吉对黑人男性的暴力书写是作为从黑人艺术运动中走出来的黑人女性艺术家对种族、性
别和艺术综合考量的结果ꎮ 在这一点上ꎬ她和贝尔胡克斯不谋而合ꎮ④ 确切地说ꎬ暴力的男性

形象在«献给黑人女孩»中是历史ꎬ也是现实ꎬ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隐喻ꎬ揭示的是黑人两性关系

独特的历史性ꎬ黑人男性和女性刻板形象生产的政治文化机制、黑人权利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特

殊的性别排他性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ꎮ 从这一角度来说ꎬ作为隐喻的黑人男性暴力艺术地投射

出黑人女性的“种族山”“性别山”和“艺术山”ꎬ是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对休斯的反思、质疑、补充

和完善ꎮ

５４

①
②

③

④

[美]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ꎬ艾晓明等译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６５－２８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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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时代观与新时代
———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①

秦正为
(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聊城ꎬ２５２０５９ )

　 　 摘要:　 马克思的时代观是指马克思关于时代问题的系统分析和总体看法ꎬ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关于时代的

划分方面ꎮ 马克思对时代划分的表述ꎬ主要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ꎮ 其中ꎬ两阶段说、五阶

段说又有两种ꎬ三阶段说又有七种ꎮ 马克思语境中的新时代指的是其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和所预见的未来共产

主义时代ꎮ 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在于:时代的大小和新旧都是相

对的ꎬ要根据新时代分析社会主要矛盾ꎬ确定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ꎬ构建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ꎮ
关键词:　 马克思ꎻ时代观ꎻ新时代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４７－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２１
作者简介:秦正为(１９７３—　 )ꎬ男ꎬ山东阳谷人ꎬ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世界共运研究所教授ꎬ博

士ꎬ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１３ＢＫＳ０２２)、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

“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研究”(１４ＣＸＪＪ２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判断ꎬ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ꎮ 这一重大判

断ꎬ是基于中国当前的历史方位提出的ꎬ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依

据和指导的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的马克思也有着关于时代问题的系统分析和总体看

法ꎬ学界对此也已经从多个角度作了分析ꎮ 但是综观学界研究现状ꎬ尚未发现对马克思关于时代

划分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文章ꎮ 因此ꎬ对此作深入的分析和挖掘ꎬ既能丰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的理论研究ꎬ又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ꎮ

一、马克思关于时代的划分

马克思的时代观ꎬ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关于时代的划分方面ꎮ 马克思在其多部著作中有过多

种关于“时代”的表述ꎮ 其中既有明确意义上的“时代”表述ꎬ也有诸如“社会形态”“共同体”“王
国”等表述ꎮ 这些没有明确以“时代”相称的表述虽然不能等同于“时代”ꎬ但结合马克思语境亦

有时代之意ꎮ 所以ꎬ基于对马克思关于时代表述的这种认识ꎬ可以将其对时代的划分概括为两阶

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四种ꎮ 其中ꎬ两阶段说、五阶段说又分为两种ꎬ三阶段说又分

为七种ꎮ
１.两阶段说

两阶段说之一ꎬ即从必然王国时代到自由王国时代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３ 卷中指出:“自由

王国只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ꎬ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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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发挥ꎬ真正的自由王国ꎬ就开始了ꎮ”①所谓“必然王国”ꎬ是指人们没有掌握自然界和社会历

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ꎬ行为活动受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盲目力量支配和奴役的状态ꎮ 在这个阶段ꎬ人
们困囿于自身的物质生产ꎻ而“自由王国”ꎬ则是指人们认识和掌握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ꎬ使
自己成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ꎬ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盲目力量的支配和奴役下解放出来ꎬ从而能

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这样一种状态ꎮ 在这个阶段ꎬ物质生产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ꎬ而成

为生活的第一需要ꎬ是自由的、愉悦的、幸福的ꎮ 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ꎮ
两阶段说之二ꎬ即从史前史时代到人类史时代ꎮ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ꎬ马克思在分

析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几个时代”之后ꎬ接着指出:“因
此ꎬ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ꎮ”②根据马克思的分析ꎬ所谓的“史前史”ꎬ就
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仍受到动物性的制约ꎬ还没有真正进入人的发展阶段ꎮ １８４６ 年ꎬ马克思在致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随着每一代在前一代基础上的不断发展ꎬ“就形

成人类的历史ꎬ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

历史”③ꎮ 因此ꎬ所谓的“人类的历史”或简称“人类史”ꎬ指的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自由发展

的未来社会的历史ꎮ 当然ꎬ在有些地方ꎬ马克思也把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称为“史前时期”ꎮ
２.三阶段说

三阶段说之一ꎬ即从封闭时代ꎬ经过半封闭半开放时代ꎬ到开放时代ꎮ 这种划分ꎬ主要体现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中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划分作过经典表述:一开

始ꎬ各民族均处于孤立封闭状态ꎬ此时整个世界处于封闭时代ꎻ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新航路开辟ꎬ
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交往的扩大ꎬ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ꎬ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日益扩

大ꎬ人类逐渐走出了封闭时代ꎬ进入到了半封闭时代ꎻ而后ꎬ“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ꎬ使一切国家

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ꎮ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ꎬ被
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④ꎮ 整个世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自此ꎬ人类社会也就由原来的封闭时代ꎬ经过半封闭半开放时代ꎬ最终过渡到开放时代ꎮ

三阶段说之二ꎬ即从原始公有制时代ꎬ经过私有制时代ꎬ到共同所有制时代ꎮ 根据马克思的

众多论述ꎬ我们可以看到ꎬ在原始社会ꎬ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ꎬ共同劳动ꎬ平等分配ꎬ这是原

始的公有制时代ꎻ在此以后ꎬ随着家庭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ꎬ私有制得到发展ꎬ并逐渐取代了

公有制ꎬ期间经历了奴隶主私有制、封建主私有制、资本家私有制ꎬ或者说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

制阶段、“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阶段ꎬ人类社会进入到了私有制时代ꎻ最后ꎬ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ꎬ私有制终将被消灭ꎬ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为社会成员全体所共同所

有和占有ꎮ 对此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１ 卷中明确提到了此种时代划分:“资本主义私有制ꎬ是
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ꎮ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ꎬ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ꎮ 这是否定的否定ꎮ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ꎬ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

的成就的基础上ꎬ也就是说ꎬ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

上ꎬ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ꎮ”⑤由此可见ꎬ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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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立私有制”ꎬ也不是对原始公有的回归ꎬ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有ꎬ是社会共有、个人所有的

有机结合、高度统一ꎮ
三阶段说之三ꎬ即从人的本质不能充分展现的时代ꎬ经过人的本质异化的时代ꎬ到人的本质

真正回归的社会ꎮ 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ꎬ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ꎬ人的类本质

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ꎬ“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①ꎮ 在第一个

时代(前资本主义时代)ꎬ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社会关系的狭隘ꎬ个人成长的条件是不全面

的ꎬ所以人虽然能够占有自己的本质ꎬ却是不充分不完全的ꎮ 进入到第二个时代(马克思指的是

资本主义时代)ꎬ人发展了起来ꎬ人的本质也开始得到进一步地展现ꎬ但是这种展现却由于“异化

劳动”而使其发生了异化ꎮ 异化劳动ꎬ使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ꎬ把正常的关系颠倒了ꎮ 因此ꎬ
只有推翻私有制和资本主义ꎬ消除了异化劳动ꎬ人的本质才能重新真正被自己所占有ꎬ真正回归

到本质ꎮ 只有到了那个时代ꎬ“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ꎬ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

人ꎬ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ꎮ
三阶段说之四ꎬ即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时代ꎬ经历虚幻的共同体时代ꎬ到真正的共同体时代ꎮ

在«论犹太人问题»«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 年手稿)»等著作中ꎬ马克思从共同体的角度对时代作了划分ꎮ 首先ꎬ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部落共同体ꎬ即天然的共同体”③ꎬ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ꎮ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ꎬ个人完全

从属于共同体ꎬ依托共同体而存在ꎬ这是一个没有个人的时代ꎮ 其次ꎬ随着国家这种“政治共同

体”的形成ꎬ人们作为阶级成员隶属于这个共同体、作为个人隶属于市民社会ꎬ特殊利益与共同

利益相区别ꎬ“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ꎬ同时

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ꎮ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ꎬ个人有了一定的自由ꎬ但是相对于“国家”
“阶级”而言ꎬ个人仍然没有完全实现自身的自由ꎮ 相对于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言ꎬ这是一个“虚幻

的共同体时代”ꎮ 最后ꎬ人类社会迎来了真正的共同体时代ꎮ “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

同体ꎬ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ꎻ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ꎬ因此对

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ꎬ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ꎬ而且是新的桎梏ꎮ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

下ꎬ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ꎮ”⑤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革
命无产者的共同体”ꎬ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ꎬ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ꎬ也就是说ꎬ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⑥ꎮ

三阶段说之五ꎬ即从人的依赖的最初社会形态ꎬ经历物的依赖的第二大社会形态ꎬ到个人全

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ꎬ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中ꎬ马克

思通过分析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ꎬ是最初的社会形态ꎬ在这种形态下ꎬ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ꎮ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ꎬ是第二大形态ꎬ在这种形态下ꎬ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ꎬ全面的关系ꎬ多方面的需求以及

全面的能力的体系ꎮ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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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自由个性ꎬ是第三阶段ꎮ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ꎮ 因此ꎬ家长制的ꎬ古代的

(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ꎬ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

西一道发展起来ꎮ”①在人的依赖社会形态下ꎬ人不能离开他人而发展ꎬ这是一个个人没有独立性

的时代ꎻ而在物的依赖社会形态下ꎬ人们开始有了独立性ꎬ这是一个依托“物”而确立个人自身独

立性和自由、平等的时代ꎬ并且这一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准备着条件ꎮ 而“自由个性”ꎬ则是

“马克思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ꎬ也是个人的

一种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②ꎮ 这样一个“自由个性”的时代必是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全面而自由

发展的时代ꎮ
三阶段说之六ꎬ即从直接劳动关系时代ꎬ经历物与物的关系时代ꎬ到自由人联合体时代ꎮ 在

«资本论»第 １ 卷中ꎬ马克思认为:产品反映的是人的直接劳动关系ꎬ即产品是人劳动的产物ꎬ劳
动者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ꎬ劳动产品的生成和变动反映的是人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带来的直

接的社会关系ꎻ而产品成为商品之后ꎬ随着商品的流动ꎬ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转化为劳动者

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ꎮ 而劳动产品一旦变为商品ꎬ就带上了拜物教的性质ꎮ 由此ꎬ也就

使得私人劳动“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ꎬ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

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③ꎮ 为此ꎬ他“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④ꎬ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

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ꎬ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ꎬ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

候ꎬ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ꎮ 由此ꎬ人类也才能进入“自由人联合体”时代ꎮ
三阶段说之七ꎬ即从游牧时代ꎬ经历农业社会时代ꎬ到工业社会时代ꎮ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中ꎬ马克思指出:“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改变甚至在游牧中就

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ꎬ是非常短暂的ꎬ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ꎬ
甚至也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ꎮ”⑥他还指出:“在工业社会的这一基础得到充分发展的状

态和家长制状态之间ꎬ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ꎬ无数的色层ꎮ”⑦其中ꎬ最为典型的中间环节就是“农
业社会”ꎮ 为此ꎬ马克思明确说道:“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ꎬ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

进行的相应的工业战争ꎬ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ꎬ这种发展可以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

靠强制的手段达到ꎮ”⑧由此ꎬ由较为典型的较早的“游牧时代”、中间的“农业社会”时代、当时的

“工业社会”时代构成了一个新的时代划分ꎮ
３.四阶段说

四阶段说ꎬ即从石器时代ꎬ经过青铜时代、铁器时代ꎬ到机器时代ꎮ 在«资本论»第 １ 卷中ꎬ马
克思先提出了三个时代:“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ꎬ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和铁器时代ꎮ”⑨同时我们注意到ꎬ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中还提出了“机器时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 ４６ 卷上)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１０４ 页ꎮ
王盛辉:«货币权力与“自由个性”的辩证关系———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草稿)»ꎬ«理论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９０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９６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９７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４８５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４３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８８７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１１ 页ꎮ



秦正为:马克思的时代观与新时代

代”的概念:“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场合ꎬ机器被用来完成个别过程ꎬ而其他

过程(尽管和那些用机器来完成的过程也是相连接的)则形成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ꎬ它们需要人

的劳动并不是用来看管某个机械过程ꎬ而是为了实现生产本身ꎮ 在机器时代以改变了的形式重

新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ꎮ”①如果我们按照石器时代对应原始社会、青铜

时代对应奴隶社会、铁器时代对应封建社会的理解ꎬ那么ꎬ机器时代则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来

临ꎮ 由此ꎬ形成了人类社会前后相继的四个时代ꎮ
４.五阶段说

五阶段说之一ꎬ即从原始社会ꎬ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ꎬ到社会主义社会和

共产主义社会ꎮ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ꎬ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

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ꎬ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

中的一个特殊阶段ꎮ”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ꎬ马克思又指出:“大体说来ꎬ亚细亚的、古
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ꎮ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ꎬ但是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

发展的生产力ꎬ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ꎮ”③由此ꎬ资本主义也就必将为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所取代ꎮ 马克思晚年ꎬ通过«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对原始的氏族公社进行了

深入考察和研究ꎬ开始以“原始社会”取代“亚细亚的”生产方式ꎬ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

典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ꎮ
五阶段说之二ꎬ即从部落所有制时代ꎬ经过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代、封建的

或等级的所有制时代、纯粹私有制时代ꎬ到无产阶级的占有制时代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ꎬ马
克思指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ꎮ”④“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

和国家所有制ꎮ”⑤“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ꎮ”⑥在此基础上ꎬ马克思继续分析了

“现代资本”的“纯粹私有制”⑦和未来“无产阶级的占有制”ꎬ认为“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ꎬ许多生

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ꎬ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⑧ꎮ 这样ꎬ又形成了所有制关系角度

的五个时代ꎮ
综观马克思关于时代划分的这些表述中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划分时代时并没有坚持严格的

单一标准ꎬ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一种乃至多种标准来划分时代ꎮ 例如ꎬ“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时代———虚幻的共同体时代———真正的共同体时代” “直接劳动关系时代———物与物的关系时

代———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人的依赖的最初社会形态———物的依赖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个

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三种不同的时代划分表述其标准都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程度ꎮ 又

如“原始公有制时代———私有制时代———共同所有制时代”ꎬ其划分标准既可以说是所有制ꎬ也
可以说是生产关系ꎮ 马克思对时代划分的这样一种标准多元化特征实则表明了其对时代划分的

一些基本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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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时代划分的最根本标准是社会基本矛盾ꎮ 纵观马克思时代划分的标准ꎬ生产力、生产

关系、所有制、生产工具、人的发展、人的本质、人的关系、社会状态ꎬ等等都是马克思划分时代的

标准ꎮ 但是ꎬ从根本上说ꎬ马克思划分时代的最根本标准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辩证关系ꎮ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马克思对

此曾有过对此表述:“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ꎬ同样ꎬ我们判断这样一个

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ꎻ相反ꎬ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ꎬ从社会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ꎮ”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ꎬ不应当到人们的

头脑中ꎬ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ꎬ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的变更中去寻找ꎻ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ꎬ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ꎮ”②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ꎬ不在于生产什么ꎬ而在于怎样生产ꎬ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ꎮ 劳动资料不

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ꎬ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ꎮ”③所以ꎬ在马克思看

来ꎬ虽然划分时代的标准较多ꎬ但这些标准都可以归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原因上来ꎬ都可以从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得到解释ꎮ
其二ꎬ时代划分的主要依据是问题的出现和解决ꎮ 关于为什么要划分时代、怎样划分时代ꎬ

马克思认为主要在于问题ꎬ即出现了问题ꎬ如何去面对、去认识、去解决ꎮ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

代的迫切问题ꎬ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

答案ꎬ而是问题ꎮ 因此ꎬ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ꎬ而是问题ꎮ 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

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ꎮ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ꎬ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

声ꎮ”④所以ꎬ马克思对时代的划分ꎬ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寻找、解析和解决基础上的ꎮ 例如马克思

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称之为一个时代ꎬ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ꎬ他看到

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处于异化的状态ꎬ看到了无

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的事实ꎮ 这些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ꎮ 那么ꎬ对于这些问题ꎬ如
何去认识、去解决呢? 马克思认为就要从理论上、实践上、到历史长河中去寻找答案ꎮ “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ꎬ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ꎮ”⑤所以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代问题

的基础上ꎬ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实现共产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ꎮ

二、马克思的新时代

在对时代作出划分的基础上ꎬ马克思对于“何为新时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ꎮ 综合其多个语

境ꎬ马克思心目中的“新时代”较多的是指资本主义时代ꎬ或者共产主义时代ꎮ 这主要在于ꎬ马克

思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ꎬ此时还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期ꎬ相对于封建的、奴隶的乃至原始的时

代ꎬ资本主义就是“新时代”ꎻ同时ꎬ在这一时代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ꎬ资本主义的弊病

日益显现ꎬ相对而言ꎬ未来的共产主义更是“新时代”ꎮ
(一)关于资本主义新时代

马克思首先指出ꎬ资本主义新时代是在旧时代基础上产生出来的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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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明确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ꎬ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

列变革的产物ꎮ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ꎬ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ꎮ”①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ꎬ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变化的角度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新时代来临这一重大事件ꎮ
最初ꎬ分工表现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ꎮ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

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ꎬ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

同盟)ꎮ”②这一分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ꎬ“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

资本和地产的分离ꎬ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ꎬ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

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③ꎮ 其次ꎬ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ꎬ出现了“生产和交往的分离”ꎬ出现了

“工场手工业”和商人这一“特殊阶级”④ꎬ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ꎬ原来行会中帮工

和学徒的关系被工场手工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金钱关系代替了ꎮ 最后ꎬ“产生了大工业”ꎬ即“把
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ꎬ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⑤ꎮ 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ꎬ资
本主义时代来临了ꎮ

尽管马克思的所有理论都在寻求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和弊端ꎬ但是ꎬ马克思对于资本主

义的历史进步性予以充分肯定ꎮ 首先ꎬ肯定其新时代性ꎮ 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ꎬ就标志着社会

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ꎮ”⑥其次ꎬ承认其革命性ꎮ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

革命的作用ꎮ”⑦“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ꎬ从而对生产关系ꎬ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

命ꎬ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ꎮ 反之ꎬ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ꎬ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

首要条件ꎮ 生产的不断变革ꎬ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ꎬ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ꎬ这就是资产阶级时

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ꎮ”⑧最后ꎬ肯定其进步性ꎮ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ꎬ由于一切生

产工具的迅速改进ꎬ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ꎬ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ꎮ 
一句话ꎬ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ꎮ”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ꎬ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还要大ꎮ”

与此同时ꎬ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极为犀利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ꎬ对其进行了深刻的

分析和尖锐的批判ꎮ 首先ꎬ其建立具有残暴性ꎮ 在«资本论»第 １ 卷中ꎬ马克思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

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ꎬ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ꎬ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

征服和掠夺ꎬ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ꎮ
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ꎮ”因此ꎬ“资本来到世间ꎬ从头到脚ꎬ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ꎮ 其次ꎬ其固有的危机性ꎮ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危机期间ꎬ
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ꎬ即生产过剩的瘟疫ꎮ 社会突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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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ꎻ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ꎬ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

料ꎻ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ꎮ”①最后ꎬ其时代的反动性ꎮ 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ꎬ这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ꎮ 因而ꎬ生产力越发展ꎬ资本主义的阻碍性就越明显ꎮ «共产

党宣言»指出:“于是ꎬ随着大工业的发展ꎬ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

下被挖掉了ꎮ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ꎮ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

免的ꎮ”②因而ꎬ在马克思看来ꎬ资产阶级的时代也就必然会走向无产阶级的新时代ꎮ
(二)关于共产主义新时代

无产阶级新时代的来临就是共产主义新时代的来临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共产主义新时代的来

临也将表现为一个过程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ꎬ马克思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未来的“共产主

义”新时代的来临ꎮ １８４９ 年末至 １８５０ 年初ꎬ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举办的讲座中谈

到ꎬ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ꎬ将至少经历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三个阶

段ꎮ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ꎬ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ꎬ马克思明确提出可以分为“第一阶段”和
“高级阶段”ꎮ 在第一阶段ꎬ“共产主义社会ꎬ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ꎬ恰好相反ꎬ是
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ꎬ因此它在各方面ꎬ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

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③ꎬ正因如此ꎬ“这些弊病ꎬ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ꎬ是不可避免

的”④ꎮ 而到了“高级阶段”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ꎬ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

经消失ꎬ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ꎻ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ꎬ而
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ꎻ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ꎬ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ꎬ而集体财

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⑤ꎬ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ꎬ社会

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ꎬ按需分配”⑥ꎮ

三、马克思的时代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ꎬ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ꎮ
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时代观ꎬ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ꎮ

其一ꎬ时代的大小和新旧都是相对的ꎮ 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ꎬ我们可以看出ꎬ时代有大时代、
小时代、旧时代、新时代之分ꎮ 就大时代而言ꎬ如史前史时代、人类史时代ꎻ就小时代而言ꎬ如资本

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ꎬ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高级阶段ꎮ 就旧时代而言ꎬ如中世

纪ꎻ就新时代而言ꎬ如未来社会ꎮ 但是ꎬ时代的大小、新旧又都是相对的ꎬ如资本主义ꎬ相对于史前

史或人类史时代是小时代ꎬ相对于大工业时代是大时代ꎬ相对于封建社会是新时代ꎬ相对于共产

主义社会是旧时代ꎮ 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判断ꎬ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⑦ꎮ 对于这个“新时代”ꎬ我们也必须采取这样的认识态度ꎮ 这个“新时代”ꎬ“富有鲜明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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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３５－４３６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３６ 页ꎮ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秦正为:马克思的时代观与新时代

的时代性”①ꎬ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ꎬ表现为十个方面的新变化:新主题、新意味、新方位、新矛盾、
新任务、新框架、新布局、新内容、新方略、新思想ꎮ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ꎬ是相对于党的十

八大之前而言的新时代ꎻ这个“新时代”ꎬ也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没有变ꎬ即基本国情没有变、国际

地位没有变ꎬ仍然属于改革开放时代ꎬ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ꎬ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ꎮ②

如此ꎬ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新时代ꎮ
其二ꎬ根据新时代分析社会主要矛盾ꎮ 根据马克思的时代观ꎬ我们可以看出ꎬ时代划分的主要

依据之一是社会主要矛盾ꎮ 社会矛盾决定社会性质ꎬ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ꎬ因而中国历史分为民

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ꎮ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正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这一重大判断ꎮ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提出时代的转

变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的宝贵品格和优良传统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出ꎬ也
正反映了习近平同志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判断力、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定力ꎮ 根据社会主要矛

盾确定具体战略和解决方法ꎬ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的革命气魄和担当意识ꎮ 在新时

代ꎬ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ꎬ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

了许多新要求”④ꎮ 为此ꎬ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ꎮ 这个基本方略ꎬ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ꎬ是新时代的发展蓝图和具体路径ꎮ
其三ꎬ根据新时代提出新思想解决新问题ꎮ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

神的精华ꎬ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ꎬ而且从外部即就

其表现来说ꎬ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ꎮ”⑤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源于对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透彻分析ꎬ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ꎬ毛泽东思想是

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总结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ꎮ 当

前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ꎬ也必然诞生新思想ꎮ 正因为如此ꎬ党的十九大在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同时ꎬ也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此外ꎬ
划分时代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时代、解决时代问题ꎮ 马克思致力于解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

问题ꎬ列宁致力于解决帝国主义时代的问题ꎬ毛泽东致力于解决中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问题ꎬ邓
小平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问题ꎮ 进入新时代ꎬ习近平同志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后的主要矛盾ꎬ围绕着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ꎬ提出了新时代的总任务、总目标ꎬ提出了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新方略、新思想ꎬ新方案ꎬ顺应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历史转变事件ꎮ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ꎬ必须坚定学习和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新时代、走进新时代ꎬ才能献身新

时代、推进新时代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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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高继文:«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鲜明特征»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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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语言互通”贸易价值研究
与人才培养启示

∗①

杨言洪１　 王晓宇１ꎬ２

( 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ꎬ 北京ꎬ１０００２９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３５８ )

　 　 摘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ꎬ为中东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ꎮ 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作

为该地区的主要语言ꎬ被列入我国的关键外语ꎮ 基于世界语言结构地图(ＷＡＬＳ)数据测算双边语言障碍指数ꎬ
以表示双边语言的互通程度ꎻ依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中东各国的出口贸易数据ꎬ分别考察语言互通对中国向

该地区各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的贸易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中国与中东地区语言互通的提升会带动

中国对该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ꎮ 语言互通是双边开展互联互通的前提和基础ꎬ需要依靠国内高校培养复合型中

东外语人才来实现ꎮ
关键词:　 语言互通ꎻ中东语言ꎻ人才培养ꎻ关键外语ꎻ“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Ｈ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５７－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５
作者简介:杨言洪(１９５５—　 )ꎬ男ꎬ河北南宫人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ꎻ王晓宇(１９８７—　 )ꎬ女ꎬ

陕西宝鸡人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ꎬ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杨言洪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研究”

(１５ＪＪＤ８１００１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赵磊:«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ꎬ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４－５ 页ꎮ
③王辉、王亚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ꎬ«语言战略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④高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外语政策思考»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一带一路”建设举世瞩目ꎬ它不仅是促进合作共赢的经济事件ꎬ还是倡导文明互鉴的文化

事件ꎻ其中经济内涵是优先属性ꎬ文化内涵是核心属性ꎮ②“互联互通”作为其核心内涵ꎬ每一项

“联通”都需要强有力的语言交流和沟通ꎮ 可以说ꎬ语言互通是实现政治互信、文明互鉴、经济繁

荣、合作共赢的关键条件ꎮ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中
东欧、东欧等主要区域的 ６５ 个国家ꎬ涉及官方语言 ５３ 种ꎮ③语言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基础和常规

的互动工具ꎬ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经贸交往、合作乃至竞争的前提ꎻ因语言信息不对称在国际经济

活动中导致的“联而不通ꎬ通而不畅”等问题ꎬ将直接影响我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整体建设ꎮ
“关键外语”是美国 ２００６ 年作为对“９.１１ 事件”的深刻反省提出的概念ꎬ旨在通过“关键外语”

战略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ꎻ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培养国家急需的关键外语人才ꎮ ２０１２
年ꎬ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２—２０２０)»中明确提出ꎬ要“根
据国家战略需要ꎬ制定应对国家事务和突发事件的关键外语政策”ꎻ国内已有学者根据“丝绸之路”
经济带辐射的相关区域国家的官方语言提出英语、阿拉伯语等 ２４ 种符合当下国情的新关键外语ꎮ④

当前ꎬ“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开放ꎬ加强中国与主要区域关键外语的互联互通ꎬ既有助于提升国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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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和树立大国形象ꎬ也对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语言红利”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ꎮ

一、中东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ꎬ表情达意之载体ꎬ思想之舟舆ꎻ“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ꎮ①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北京外

国语大学开设外语语种将突破 １００ 种ꎬ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ꎮ② 外语作为“一带

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ꎬ与国家战略并行ꎬ为国家利益服务ꎬ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

软实力的重要体现ꎮ③ 然而ꎬ关键外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国家所需外语ꎬ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历史、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ꎬ还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布局ꎬ对国家的安全保障、经济发展、战略

利益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长远性特点ꎮ 因而ꎬ关键外语的选择要以国家急需为切入点ꎬ并随着时代

的变迁呈动态发展ꎻ关键外语人才的培养侧重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ꎮ④

(一)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中东作为世界公认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最敏感地区ꎬ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

联系ꎮ⑤ 地理上ꎬ中东地区地处三洲五海之地ꎬ是中国连接欧洲、深入非洲大陆的枢纽地带ꎬ也是

“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交汇处ꎻ它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１７ 个国家ꎬ占比超过 １ / ４ꎬ其中埃

及是沿线唯一的非洲国家ꎮ 历史上ꎬ作为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独特文化簇群ꎬ中东地区更是一个

独特的地缘政治范畴ꎬ尤其是沙特、埃及和伊朗所构成的大弧度交汇地带ꎬ与中国海陆两条古老

丝绸之路形成了时空的交叉ꎬ连接着中国与中东两大人类文明的发祥地ꎮ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我

国“一带一路”深化发展ꎬ我国与中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人文交流上ꎬ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

在丝绸之路文化圈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⑥ꎬ双边的文明互鉴也由来已久ꎻ长期以来ꎬ中国与中东

的人文外交是我国对亚非发展中国家人文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ꎬ以人文、经贸促和平已成为儒、
伊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于丝路上的最成功的经验ꎮ⑦ 经贸往来上ꎬ中国与中东各国之间贸易随

着双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深化快速发展ꎬ该地区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市场和海外利益

集中的重要区域ꎬ也是重要的能源和工程承包基地ꎻ特别是自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创建

至今ꎬ中阿贸易额一路攀升ꎬ阿拉伯国家目前已成为中国的第六大出口地区、第七大贸易伙伴ꎮ⑧

与此同时ꎬ中东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石油资源以及内部的宗教、民族之间的矛盾等

因素ꎬ引发当代世界各种冲突ꎬ成为世界热点和焦点ꎮ 该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直接影响国际

大环境ꎬ影响“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任务和愿景ꎮ 近些年ꎬ随着中东国家“向东看”趋势增强ꎬ中
国积极探寻与该地区国家开展经贸合作ꎮ

(二)中东地区语言使用情况

从中东地区语言使用情况来看ꎬ语系语族相对集中(见表 １)ꎮ 阿拉伯国家使用阿拉伯语ꎮ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赵婀娜:«培养独具特色的高端国际化人才»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ꎮ
文秋芳、苏静、监艳红:«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ꎬ«中国外语»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张天伟:«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谢伟锋:«习主席中东之行大家谈:“一带一路”让中国与中东国家携手发展»ꎬ光明网 ꎬ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ｈｔｔｐ: / /

ｇｕａｎｃｈａ.ｇｍｗ.ｃｎ / ２０１６－０１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５５８２２２.ｈｔｍꎮ
汪宁:«丝绸之路大文化背景下俄罗斯东欧中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构建»ꎬ«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马丽蓉:«“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７、５ 页ꎮ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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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使用波斯语ꎬ阿富汗使用普什图语和波斯语ꎬ塞浦路斯使用希腊语和土耳其语ꎬ土耳其使用

土耳其语ꎬ以色列使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ꎮ 其中ꎬ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属闪含语系ꎬ波斯语、普
什图语和希腊语属印欧语系ꎬ土耳其语系阿尔泰语系ꎮ 阿拉伯语因被中东大多数国家共同使用

而成为区域通用语ꎬ同时也算是西亚、北非地区的跨区域通用语(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内所有

或大多数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不同阿拉伯语国家之间存在方言差异ꎬ我们常

说的阿拉伯语ꎬ实际上是指标准阿拉伯语ꎬ也是阿拉伯世界的 “通用语”ꎬ并且是外语学习者主要

学习的对象ꎮ 除阿拉伯国家之外ꎬ其他中东国家之间也存在“通用语”ꎬ如以色列除希伯来语外

也使用阿拉伯语ꎬ阿富汗与伊朗都使用波斯语ꎬ塞浦路斯与土耳其都使用土耳其语ꎮ 因此ꎬ阿拉

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被列为我国关键外语的中东地区主要用语ꎮ 掌握这些主要用语ꎬ便可

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实现交流ꎬ在双边贸易往来中发挥巨大作用ꎮ
表 １　 中东国家语言概况

国别 地区 语言 语系

阿联酋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阿曼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埃及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巴勒斯坦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巴林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卡塔尔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科威特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黎巴嫩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沙特阿拉伯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约旦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叙利亚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也门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伊拉克 亚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以色列 亚洲 希伯来语、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北部语支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伊朗 亚洲 波斯语 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西部语支

土耳其 亚洲 土耳其语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

阿富汗 亚洲 普什图语、波斯语 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

塞浦路斯 亚洲 希腊语、土耳其语
印欧语系－希腊语族－西区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

利比亚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毛里塔尼亚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摩洛哥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阿尔及利亚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苏丹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突尼斯 非洲 阿拉伯语 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南部语支

　 注:表中前 １７ 个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ꎬ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开放ꎬ覆盖所有中东国家ꎮ

(三)中东语言何以重要与关键

张天伟(２０１５)认为ꎬ我国关键外语的确定取决于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当

前任务急需四方面要素ꎮ① “长期需求与准备”语言包括联合国工作语言、政府所需语言、学习研

究型语言ꎮ 阿拉伯语是联合国官方语言ꎬ也是我国政府部门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需的主要

９５
①张天伟:«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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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一ꎻ“学习研究型语言”主要指用于研究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语言ꎬ掌握阿拉伯语、波斯

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对研究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人类文明意义重大ꎮ “现实危机”语言指当下

我国国家安全现状所涉及的语言ꎬ如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安全和反恐形势依然严峻ꎬ阿富汗需

要普什图语ꎬ伊拉克需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ꎮ “潜在危机”语言指在潜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危

机中涉及的语言ꎬ如中东动乱涉及波斯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希伯来语等ꎻ叙利亚化武危机涉

及阿拉伯语、库尔德语和土耳其语等ꎮ “当前任务急需”语言指在国家急需的涉外活动(如国际

维和行动、海军护航及反海盗行动、国际救灾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发生突发事件时需要的语

言ꎬ如我国海军在护航及反海盗行动中ꎬ特别需要懂阿拉伯语和索马里语方言的人员ꎮ
从语言使用范围来看ꎬ阿拉伯语作为中东语言的代表ꎬ是全球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前

１０ 种语言之一①ꎬ使用领域最大的 １２ 种核心语言之一②ꎬ以及网络使用人数最多的 １０ 种语言之

一③ꎮ 仲伟合等(２０１７)和王烈琴等(２０１７)均指出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

发达国家在本国推行的外语教育计划中都将阿拉伯语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外语ꎮ④⑤ 国内

学者高健(２０１４)提出将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列入我国 ２４ 种关键外语的中长期外语教育

规划⑥ꎻ张治国(２０１１)基于国情提出 ２１ 种关键外语ꎬ认为阿拉伯语与英语同是我国一级关键外

语ꎬ波斯语是三级关键外语ꎮ⑦ 基于上述讨论ꎬ本文从区域国别视角出发ꎬ将中东地区涉及的官

方语言统称为中东语言ꎻ其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是中国的关键外语ꎮ

二、中国与中东语言互通的贸易价值实证分析

语言差异是影响语言互通的根本因素ꎬ也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ꎬ它通过增加国与

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双边的交流互动ꎬ从而影响双边贸易活动ꎮ⑧ 中东地区作为世界能源

供应的重要地带ꎬ中国与该地区的国际贸易活动以能源进口和货物出口为主ꎻ能源贸易的实现多

依赖于政府间协议ꎬ货物贸易活动对语言服务更有较大的需求ꎮ 而中国与中东地区文化交流和

经贸合作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化的障碍⑨ꎬ因而研究双边语言互通的贸易价值具有现

实和长远意义ꎮ
(一)语言互通的测度

语言障碍指数是一种测算语言相似度的定量方法ꎬ是由经济学家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的“语言距离”引申出的概念ꎮ 经济学研究对语言差异的刻画常采用“节点法”ꎬ即依据

两种语言之间是否相同用虚拟变量“０”或“１”表示ꎬ相同取 ０ꎬ不同取 １ꎮ 虽然该方法操作性强ꎬ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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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不能反映不同语言之间的真实差异而显得过于简单、笼统ꎮ 相比较而言ꎬ语言障碍指数基

于代表语言特征的客观而详尽的指标ꎬ能够深入内核ꎬ反映不同语言之间的真实差异程度ꎬ因而

成为国家相关语言政策制定的可靠依据ꎮ① 语言障碍指数根据 Ｌｏｈｍａｎｎ(２０１１)世界语言结构地

图(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ＷＡＬＳ)数据ꎬ通过对各语言特征差异加权计算表示语

言间的差异ꎮ 目前ꎬ世界语言结构地图数据库囊括了 ２６７９ 种世界语言及方言ꎬ涉及语音、形态、
名词范畴、名词句法、动词范畴、语序、简单句、复杂句、词汇、手语和其他共 １１ 类、１４４ 章、１９２ 条

语言特征(见表 ２)ꎬ并且每条语言特征均有不同级别的赋值ꎬ因而大大提高了语言差异测量的精

准度ꎮ 其中ꎬ词汇、手语和其他代表了部分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属性ꎬ其余特征代表

了世界语言的主要特征结构ꎮ
表 ２　 世界语言结构地图(ＷＡＬＳ)数据库语言特征描述

分类 章节 条目 示例

音韵 １９ ２０ 元音、辅音、音韵、声调、鼻音、摩擦音、重音等

词语形态 １０ １２ 转换、屈折、标记、重叠、合并等

名词 ２８ ２９ 阴阳性、阳性、复数、人称代词、不定代词、反身代词等

名词句法 ７ ８ 所有格、关系从句、名词化动词、名词连词、短语连词等

动词 １６ １７ 过去式、现在时、将来时、完成时、祈使形态、祈使等

词序 １９ ５６ 主动词序、动宾词序、副词表达、从属表达、名词短语等

简单句 ２４ ２６ 比较句、被动句、否定句、疑问句等

复合句 ７ ７ 目的从句、时间从句、原因从句、补语从句等

词汇 １０ １３ 身体器官词(手与臂)、颜色词(绿与蓝、红与黄)等
手语 ２ ２ 不规则否定句和疑问词

其他 ２ ２ 手写系统与副语言点击法

　 注:根据 ＷＡＬＳ 网站资料整理翻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ｌｓ.ｉｎｆｏ / ꎮ

综上分析ꎬ本文采用语言障碍指数测算汉语与中东地区 ２４ 国语言距离指数:将 ２４ 国语言分

别与汉语分组配对ꎬ依据 １９２ 条语言指标ꎬ对 ２４ 组语言对逐一对照与比较ꎬ每条指标值相同取

１ꎬ不同取 ０ꎬ最后求和再取平均ꎬ结果即为每组语言对的语言障碍指数(见表 ３)ꎮ 需要说明的

是ꎬ由于方言影响ꎬ不同阿拉伯国家使用阿拉伯语存在差异ꎬ导致不同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语言

障碍指数不同ꎮ 语言障碍指数越大ꎬ两国的语言相似度越小ꎬ双边语言互通难度越高ꎬ因而更需

要通过外因缩减语言沟通障碍以有效提升语言互通ꎮ
(二)模型构建、变量解释与描述性统计

引力模型源自于经典的万有引力定律ꎬ后被经济学家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１９６２)最早用以解释国际贸易

流量问题ꎬ他在模型中假设两国的贸易流量与双边经济体量成正比ꎬ与地理距离成反比ꎮ 在此基础

上ꎬ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展ꎬ并被当作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有效工具而被广泛采用ꎮ 经济学

研究中的经典引力模型只包含双边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两类变量ꎬ并且常采用取对数形式对模型

进行线性化处理ꎬ以降低量纲保持数据的平稳性ꎮ 然而ꎬ科技时代的不断进步发展逐渐削弱了地理

距离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作用ꎬ而以贸易国家语言、文化软实力、贸易合作等为代表的软环境越发

受到重视ꎬ引力模型也因此不断得以修正、扩展ꎮ 本文以基准的引力模型为基础ꎬ加入语言障碍指

数和对象国人口等变量ꎬ构建拓展的引力模型 １ 和模型 ２ꎮ 模型 １ 的样本对象选取所有中东国家ꎬ
模型 ２ 的样本对象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国家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ꎮ

１６
①王立非、崔璨:«基于语言障碍指数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难度评级研究»ꎬ«中国翻译»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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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与中东 ２４ 国语言障碍指数

国别 指数 国别 指数 国别 指数

巴林 ０.８０２ 摩洛哥 ０.７８６ 阿联酋 ０.６８２

利比亚 ０.７９７ 黎巴嫩 ０.７８６ 阿曼 ０.６８２

苏丹 ０.７９７ 突尼斯 ０.７７６ 卡塔尔 ０.６８２

也门 ０.７９７ 约旦 ０.７７６ 埃及 ０.５４２

巴勒斯坦 ０.７９２ 叙利亚 ０.７７６ 塞浦路斯 ０.５３６

毛里塔尼亚 ０.７９２ 伊拉克 ０.７６６ 伊朗 ０.５３６

沙特阿拉伯 ０.７９２ 科威特 ０.７２９ 土耳其 ０.５０５

阿尔及利亚 ０.７８６ 阿富汗 ０.７１９ 以色列 ０.５０５

Ｌｎ ＥＭｔ ＝ β０ ＋ β１ ＬＡＢＭ ＋ β２Ｌｎ ＧＤＰＭｔ ＋ β３Ｌｎ ＧＤＰ ｔ ＋ β４ ＰＯＰＭｔ ＋ β５ ＤＭ ＋ εＭｔ (模型 １)
Ｌｎ Ｅｍｔ ＝ β０ ＋ β１ ＬＡＢｍ ＋ β２Ｌｎ ＧＤＰｍｔ ＋ β３Ｌｎ ＧＤＰ ｔ ＋ β４ ＰＯＰｍｔ ＋ β５ Ｄｍ ＋ εｍｔ (模型 ２)
以模型 １ 为例ꎬ被解释变量 ＥＭ ｔ表示 ｔ 时期我国对西亚北非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单位:万美

元)ꎬ数据源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ꎮ 解释变量 ＬＡＢＭ表示我国与中东各国的语言障碍指数ꎬ反
映双边语言的互通难度ꎮ 主要控制变量 ＧＤＰＭ ｔ、ＧＤＰ ｔ分别表示 ｔ 时期中东国家和中国的国内生

产总值(单位:美元)ꎬ反映 ｔ 时期该国的经济规模ꎬ数据来源自世界银行世界数据库的发展指数ꎻ
ＰＯＰＭｔ表示 ｔ 时期中东国家的人口数量ꎬ数据也源于发展指数ꎬ该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使

用本国语言的人口规模ꎮ β０为常数项ꎬεＭ ｔ为随机扰动项ꎮ 不同于以往研究使用两国首都之间的

球面距离作为地理距离变量ꎬ本文考虑到中东国家连成片区ꎬ并分别在西亚北非区域聚集ꎬ已有

研究也发现地理聚集会对结果产生反作用①ꎬ因此研究采用分类变量 ＤＭ作为地理因素指标ꎬ非
洲取 １ꎬ亚洲取 ０ꎮ 模型 ２ 中所有变量的基本涵义相同和数据来源与模型 １ 相同ꎬ其结果既能考

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的语言障碍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情况ꎬ也能检验模型 １ 的结

果ꎮ 另外ꎬ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ꎬ研究中的出口额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的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２０１０＝ １００)”进行换算ꎬ国内生产总值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２０１０ 年

为基期的不变价 ＧＤＰ(２０１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ＵＳ)”ꎮ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４ꎮ
表 ４　 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ＬｎＥｔ ７.８０ １５.０５ １２.２０ １.４２ ７.８０ １５.０５ １２.３４ １.５８

ＬｎＬＡＢ －０.６８ －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１６ －０.６８ －０.２２ －０.３７ ０.１６

ＬｎＧＤＰＭ ( ｍ ) ｔ ２２.１５ ２７.７４ ２５.２１ １.２７ ２３.１８ ２７.７４ ２５.５１ １.２１

ＬｎＧＤＰｔ ２９.１６ ２９.８８ ２９.５５ ０.２３ ２９.１６ ２９.８８ ２９.５５ ０.２３

ＬｎＰＯＰＭ ( ｍ ) ｔ １３.８５ １８.３８ １６.２５ １.２８ １３.８５ １８.３８ １６.２９ １.３０

ＤＭ ０ １ ０.２９ ０.４６ ０ １ ０.０６ ０.２４

(三)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借助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 版本ꎬ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进行回归分析ꎬ汇总结果见

２６

①赵翊:«“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潜力分析»ꎬ«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ꎻ尚宇红、崔惠芳:«文化

距离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修正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ꎬ«江汉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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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ꎮ 为确保模型结果有效ꎬ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ꎬ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各变量的膨

胀因子(ＶＩＦ)均小于 １０ꎬ说明模型中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ꎻ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检验值均约

等于 ２ꎬ说明模型残差独立ꎬ不存在自相关ꎮ 回归结果表明ꎬ语言障碍指数对我国向中东地区贸

易出口呈负相关关系ꎬ结果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ꎮ 在控制经济规模(ＧＤＰ)、人口规模(ＰＯＰ)
和地区固定效应(Ｄ)等因素之后ꎬ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语言障碍指数的降低会带动中国对该地区

出口贸易的增长ꎮ 研究还发现ꎬ对象国的经济规模及人口规模、中国的经济规模都对中国对该地

区贸易出口呈显著正相关关系ꎮ 这说明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人口规模越大的中东国

家ꎬ我国对其出口越大ꎻ我国的经济实力越强ꎬ对他国的贸易出口也会越多ꎮ
表 ５　 模型共线性检验与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Ｃｏｅｆ. Ｒ Ｓｔ. Ｅｒｒ ＶＩＦ Ｃｏｅｆ. Ｒ Ｓｔ. Ｅｒｒ ＶＩＦ

ＬｎＬＡＢ －１.５３０∗∗∗ ０.４９５ １.２８ －１.６３７∗∗ ０.７９５ １.８４

ＬｎＧＤＰＭ ( ｍ ) ｔ ０.５２５∗∗∗ ０.１０１ １.７３ ０.５３４∗∗∗ ０.１３６ １.６５

ＬｎＧＤＰｔ ０.６５３∗∗ ０.２９４ １.０１ ０.７６６∗ ０.４０８ １.０２

ＬｎＰＯＰＭ ( ｍ ) ｔ ０.２６５∗∗∗ ０.０７４ １.６４ ０.２８５∗∗∗ ０.０７２ １.４９

Ｄ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７ １.３５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２ １.２７

常数项 －２５.１８９∗∗∗ ８.７２２ －２９.１１８∗∗ １１.９８８

Ｒ２ ０.５０３ ０.４５２

观测值 ２２５ １６０

ＤＷ 检验 １.９６７ ２.０２４

　 注: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ꎮ

三、中东外语人才培养建议

中东国家既是世界重要的能源产区和战略要冲ꎬ也是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敏感区域ꎮ 随着中

东地区语言与认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ꎬ单纯依靠与该地区各国进行资源与利益的置换ꎬ已不能满

足该地区与我国深入合作的期待ꎻ若要与当地民众真正实现“民心相通”ꎬ使用当地语言和尊重

当地文化才是拉近感情距离的最佳途径ꎮ① 这对中东外语人才培养既是契机ꎬ又是挑战ꎮ
第一ꎬ规避文化误解与冲突ꎬ依靠国内高校培养中东外语人才ꎮ 实现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

畅通ꎬ语言是最基础和常规的工具ꎮ 缩小语言差异ꎬ提高语言互通需要双边共同努力ꎬ但中东地

区以伊斯兰教国家居多ꎬ其对孔子学院的儒学色彩及其政府背景的语言教学还需要一个理解与

接受的过程ꎮ 因而ꎬ主动学习和使用中东地区国家语言ꎬ更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与该地

区的“通心”效果ꎮ 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具备自己的特点和长处ꎬ以阿拉伯语专业教学为例ꎬ赢得

了阿拉伯人和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ꎻ阿拉伯地区的多所高校或成立孔子学院ꎬ或开设汉语课程ꎬ
但中阿领导人的会晤无一例外都使用中方译员ꎮ② 所以ꎬ从长远来讲ꎬ提升本国与对象国的语言

互通需要依靠外语人才ꎬ并且国家外语人才还主要依靠国内高校培养ꎮ③

３６

①
②
③

张淳、田欣:«语言文化交流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助推器”»ꎬ«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蒋洪新等:«新时代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ꎬ«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张治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ꎬ«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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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理性开设中东外语专业ꎬ强化关键外语人才培养模式ꎮ 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合作

的不断拓展与深化ꎬ相关外语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ꎮ 阿拉伯语作为中东地区母语人数最多、使
用范围最广的“大语种”ꎬ以及全球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跨区域“通用语”ꎬ理所当然成为实现

与中东地区“贸易互通”的必要语言之一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我国已有 ４６ 家高校开设阿拉伯语

专业ꎬ每年招生人数从 １００ 多人增至 １５００ 多人ꎬ然而ꎬ多年来ꎬ全国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模式雷同ꎬ
普遍缺乏法律、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ꎮ① 因此ꎬ目前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可尝试将

其焦点与注意力适度转向语言战略研究方向ꎬ通过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模式从语言文化模式向区

域知识模式的转变ꎬ逐渐达到其所期待的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的目标ꎮ② 同时ꎬ从经济效益角度

出发ꎬ国内应结合各省市优势ꎬ划分区域重点开设和发展这些外语专业ꎬ如宁夏省作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支点ꎬ其回族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相近相通ꎬ成为我国面向西亚北非对外开放的桥头

堡ꎻ福建省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国家“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ꎬ目前仅

泉州市有阿拉伯后裔约 ５ 万人ꎬ获得了阿拉伯国家亲缘般的认同感ꎬ像这样的省市地区既有战略

优势ꎬ又具人文优势ꎬ应该率先开设并发展相关语种专业ꎮ
第三ꎬ借助学科交叉体系ꎬ培养“外语＋国际商务”的应用型中东外语人才ꎮ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高校培养外语人才提供了动力ꎬ相应地ꎬ外语学科也能够从应用层面为贸易畅通提供助力ꎮ 因

此ꎬ中东外语学科在人才培养上要突破单一外语的基础技能培养ꎬ把外语教学的重点转移到综合

素质和应用能力的培养上来ꎮ 这就要求外语人才既要了解对象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思维习惯及

文化风俗ꎬ还要通晓对象国国情和深入理解各项贸易规定ꎬ更要提升对他国政治、经济、历史、文
化等知识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认知ꎬ才能减少因理解偏差而引发的纷争ꎮ 国内阿拉伯语人才培

养主要集中于普通高校、民间院校和职业技术类学校③ꎬ不同单位可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开展商务

型阿拉伯语人才的培养工作ꎻ特别是有条件的高校ꎬ如经贸类院校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学科ꎬ
将商务外语办出特色与成绩④ꎬ进一步地在培养中东外语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综合开展商务应用

语言学、国际商务文化学、商务翻译学、跨文化商务交际学ꎬ以及国际商务国情学等跨学科重点知

识的学习ꎮ⑤

第四ꎬ注重外语人才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培养ꎬ因地制宜开展中东区域国别研究ꎮ 在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背景下ꎬ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出现“井喷式”发展⑥ꎬ这对外语学科教育提出

挑战ꎬ也为外语人才培养从“通才”向“专才”的转型指明方向ꎬ如从中东外语人才培养转变为“中
东学”人才培养ꎮ 因此ꎬ“外语能力＋区域国别研究能力”应该是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重要转

向ꎮ⑦ 鉴于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队伍主要集中在高校ꎬ研究力量主要为外语专业教学研究

队伍ꎬ国内开设中东外语的综合类高校或资源充沛的外语类院校ꎬ可依托或联合外语学院或相关

外语专业ꎬ结合外语教育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需求ꎬ设立区域国别研究所ꎬ下设“西亚北非”
“阿拉伯”“中东”等研究中心ꎬ还可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分研究内容ꎬ划分出中东文化、政治、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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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言洪　 王晓宇:中国与中东“语言互通”贸易价值研究与人才培养启示

军事等研究方向ꎮ 部分受学科、专业、师资等方面限制的综合类和语言类院校ꎬ可以考虑主要开

展次区域研究ꎬ甚至是具体的国别研究ꎬ但同时也要避免过犹不及而违背外语学科发展的规律ꎮ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深度交融ꎬ各行各业对于复合型应用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高涨①ꎻ国

家需要的不仅是语言翻译ꎬ更多需要的是懂外语的区域专家ꎬ其中ꎬ阿拉伯专家、阿富汗专家、土
耳其专家严重匮乏ꎮ② 重视与加强国内中东外语人才培养ꎬ其本质是强化人才培养以服务国家

需要ꎬ其功能是缩减文化差异以推进文明交融ꎬ其目标是为国家建设顺利开展提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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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的中国出口贸易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①

荆　 磊　 祝滨滨
(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ꎬ吉林 长春ꎬ１３００２２ )

　 　 摘要:　 根据要素密集行业分类标准ꎬ可将我国对外出口贸易行业划分为资源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

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ꎮ 利用 １９９６ 年第一季度至 ２０１８ 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ꎬ构建时变参

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ꎬ才能有效地研究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

显示: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ꎬ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ꎮ 从近三年的情况来看ꎬ劳动与资

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

势ꎬ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ꎮ 因此ꎬ降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比

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国内创新型人才培养并营造良好的创新型环境等政策建议更加符合时代要求ꎮ
关键词:　 出口贸易ꎻ经济增长ꎻ新常态经济ꎻ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６６－１３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荆磊(１９８７—　 )ꎬ女ꎬ吉林长春人ꎬ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ꎻ祝滨滨(１９７６—　 )ꎬ女ꎬ吉林长春人ꎬ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吉林省教育厅课题“吉林省资源型城市低碳机理与调控研究” ( ＪＪＫＨ２０１８１３１３ＳＫ)的

阶段性成果ꎮ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ꎬ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０６.４ 亿美元ꎬ增长

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１０４４.８ 亿美元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ꎮ 从具体数据看来ꎬ２０１７ 年中国

的出口贸易高于进口贸易 ２２.９５％左右ꎬ出口总额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９７.８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２６３４.９ 亿美元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近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红利对我国出口贸易在全球的竞争中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而近些年来ꎬ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新形势ꎬ即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
济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增长动力也由要素及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ꎮ 与此同时ꎬ中美贸易战的爆

发ꎬ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大量货币投放压力等都为国内通货膨胀的爆发

带来隐患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ꎬ新形势下我国出口贸易是否依旧会

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ꎬ当前的经济模式及贸易结构是否有利于发挥贸易对国家经济

的促进作用ꎬ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ꎮ 因此ꎬ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分析我国出口贸易对经

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ꎬ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贸易结构优化及应对贸易战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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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研究看来ꎬ虽然关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看法存在着分歧ꎬ不过主流观点认

为出口贸易的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ꎮ 例如:Ｂａｌａｓｓａ Ｂ(１９７８)通过对 １１ 个已有工业基础的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金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ꎬ得出了出口贸易会导致经济增

长这一结论ꎮ① Ｆｅｄｅｒ Ｇ(１９８３)运用最小二乘法对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 年间欠发达国家的实际 ＧＤＰ 与出

口占比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ꎬ认为出口占比的提高对实际 ＧＤＰ 的增长存在正向效

应ꎮ② Ｋａｖｏｕｓｓｉ(１９８４)＆ Ｒａｍ(１９８５)通过对出口贸易金额、资本积累、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经

济变量的研究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ꎬ有利于资本积累速度的提升以及技术水

平的迅速发展ꎬ从而进一步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ꎮ③ Ｄｏｌｌａｒ(１９９２)运用最小二乘法对 ９５ 个发展

中国家在 １９７６—１９８５ 年期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ꎬ也认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

向作用ꎮ④ ＭｃＮａｂ ＆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８)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存量和初始发展水平等因素ꎬ对 ４１ 个发展

中国家 １９６３—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３—１９８５ 年两个时期经济数据的研究表明:出口扩张通过反馈效应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ꎮ⑤

对于中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情况而言ꎬＪｏｒｄａｎ Ｓｈａｎ ＆ Ｆｉｏｎａ Ｓｕｎ(１９９８)通过对

１９８７－１９９６ 年间我国出口贸易与工业产量的经济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ꎬ并运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

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ꎬ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ꎬ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与实际工业产量存在双向的因

果关系ꎬ即二者相互促进ꎮ⑥ 吕惠娟、许小平(２００５)通过平稳的实际变量系统与非平稳的名义变

量系统两个角度检验了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ꎬ并认为中国经济属于多因素共同驱动

的复合型经济增长ꎬ虽然并非出口导向型增长ꎬ但出口贸易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ꎮ⑦ 范柏乃、毛晓苔等(２００５)基于 １９５２—２００３ 年我国经济统计数据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

广义差分回归等方法ꎬ对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ꎬ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关系ꎬ即出口贸易的扩张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ꎬ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

为 ２４.１％ꎮ⑧ 胡善磊、齐铸等(２０１１)根据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年统计数据构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误

差修正模型(ＶＥＣＭ)ꎬ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效应ꎮ⑨ 张兵兵(２０１３)运用

ＣＦ 滤波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检验、偏相关分析及我国经济增长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基于 １９５２－
２０１１ 年间我国经济数据对出口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 增长进行研究ꎬ得出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

的正向因素的结论ꎮ 谢锐和赵果梅(２０１４)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视角ꎬ测算我国出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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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ꎬ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ꎬ但我国传统优势

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逐步下降ꎮ①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ꎬ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出口贸易会促进经济的增长ꎮ 例如:Ｊｕｎｇ. Ｐｅｔｏｎ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８５)通过对 ４１ 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仅有 ４ 个国家的出口扩张

促进了经济的增长ꎬ而其他的 ３７ 个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ꎮ② Ｃｈｏｗ(１９８７)
对 ８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ꎬ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ꎬ但阿根廷的出口贸易

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ꎮ③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１)认为ꎬ如果一国出

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ꎬ会因为出口部门的增长使得研发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流失ꎬ从而导致国际

贸易最终阻碍经济增长ꎮ④ Ｊａｎｇ Ｃ. Ｊｉｎ ＆ Ｅｄｅｎ Ｓ. Ｈ.Ｙｕ(１９９２)通过对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ꎬ出口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ꎬ即出口贸易的增长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不显著ꎮ⑤ 刘晓鹏(２００１)利用 １９５２—１９９８ 年的 ＧＤＰ 与出口数据进行协整分析ꎬ认
为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ꎬ并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弱相关性ꎮ⑥

现有实证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ꎬ一方面在于以往的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大多拘泥于研

究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ꎬ很少有学者对出口行业进行细致的分类ꎬ因而只能从总体上

判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ꎬ忽视了不同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国

际贸易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变化ꎬ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ꎮ
因此ꎬ有一些学者尝试对出口行业进行划分ꎬ研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ꎮ 例如ꎬ樊纲等

(２００６)通过四种基于贸易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ꎬ认为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促进了

经济增长ꎮ⑦ 杜修立和王维国(２００７)通过对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划分ꎬ将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划

分为资源投入型和技术附加型ꎬ并认为资源投入型产品的出口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ꎬ而以技术

附加型为主的出口贸易量的提升有利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ꎮ⑧ 苏振东和周玮庆(２００９)构造出

口贸易结构指数ꎬ认为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效应:相比于低技

术产品ꎬ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ꎮ⑨ 邓创和李雨林(２０１６)通过将出

口贸易划分为低、中、高等技术行业ꎬ利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ꎬ得出结论:相对于高等技

术行业的进出口贸易而言ꎬ低、中等技术行业的出口贸易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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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　 磊　 祝滨滨:基于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的中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弱ꎬ而高等技术行业的出口贸易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ꎮ①

目前ꎬ国际经济形势复杂ꎬ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和对外贸易摩擦剧烈的背景之下ꎬ此时的出

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以往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但由于传统的固定系数模型无法捕捉到出口

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ꎬ因而新常态背景下二者关系的研究多拘泥于理论分析ꎮ 段铸晟

(２０１５)通过对中国与埃及经贸合作的研究认为ꎬ在金融危机后ꎬ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以出口为

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及结构性矛盾和产能过剩的压力等问题ꎬ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ꎬ对外贸易的新路径将会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ꎮ② 因为不同贸易品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可能存在差异ꎬ且固定系数模型的估计会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ꎬ所以本文试图参照 ＨＳ 分类ꎬ
对出口贸易行业按照生产要素使用的比例进一步划分ꎬ并运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捕捉不同出口贸易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时变关系ꎬ为新常态下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更有力的解释与政策启示ꎮ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介绍

由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２００５)提出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与固定系数的 ＶＡＲ 模型相比ꎬ不仅保留了将所有变量视为内生变量的优

点ꎬ还在参数估计系数和协方差矩阵上加入了时变性ꎬ因此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不

同时点下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差异性ꎮ③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的设定如下:
首先定义一个标准的 ＳＶＡＲ 模型:
Ａｙｔ ＝ Ｆ１ｙｔ －１ ＋  ＋ Ｆｓｙｔ －ｓ ＋ μｔꎬ其中 ｔ ＝ ｓ ＋ １ꎬ...ꎬｎ (１)
其中ꎬ ｙｔ 是 ｋ∗１ 维观测向量ꎬＡ 为 ｋ∗ｋ 维联立系数矩阵ꎬ Ｆ１ ...Ｆｓ 为 ｋ∗ｋ 维的滞后系数矩

阵ꎬ扰动项 μｔ 是 ｋ∗１ 维的结构性冲击ꎬ且 μｔ ~ Ｎ(０ꎬ∑) ꎮ 同时ꎬ假定结构性冲击服从递归识

别ꎬ即系数矩阵 Ａ 为下三角矩阵ꎮ 从而式(１)可以整理成如下形式:

ｙｔ ＝ Ｂ１ｙｔ －１ ＋  ＋ Ｂｓｙｔ －ｓ ＋ Ａ －１∑εｔꎬ其中 εｔ ~ Ｎ(０ꎬＩｋ)ꎬＢ ｉ ＝ Ａ －１Ｆ ｉꎬｉ ＝ ｓꎮ (２)

将矩阵 Ｂ 中的行元素进行拉直处理ꎬ改写成 ｋ２ｓ∗１ 维向量 β ꎬ定义 Ｘ ｔ ＝ Ｉｓ (ｙｔ －１ꎬꎬｙｔ －ｓ) ꎬ
其中  表示克罗内克积ꎮ 从而该模型可以化简为:

ｙｔ ＝ Ｘ ｔβ ＋ Ａ －１∑εｔꎬｔ ＝ ｓ ＋ １ꎬｎ (３)

再将该模型的参数估计引入时变特征ꎬ将模型扩展为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ꎬ具体形式如下:

ｙｔ ＝ Ｘ ｔβｔ ＋ Ａｔ
－１∑ ｔ

εｔꎬｔ ＝ ｓ ＋ １ꎬｎ (４)

其中ꎬ系数矩阵 βｔ ꎬ联立系数矩阵 Ａｔ 和随机波动的协方差矩阵 ∑ ｔ
都服从时变特征ꎮ 为了

降低模型估计过程中的复杂程度和减少待估计参数ꎬ采用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２００５)和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１１)④

９６

①

②
③

④

邓创、李雨林:«新常态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分类进出口贸易的动态计量分析»ꎬ«国际经贸

探索»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段铸晟:«“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埃及经贸合作研究»ꎬ«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 Ｇ Ｅꎬ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Ｒｅｖ. Ｅｃｏｎ. Ｓｔｕｄ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８２１－８５２.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Ｊ Ｋａｓｕｙａ Ｍ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Ｔꎬ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ｉｍｅ －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２２５－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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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式ꎬ将下三角矩阵 Ａｔ 中非 ０ 和 １ 的元素拉直成列向量ꎬ即令:

ａｔ ＝ (ａ２１ꎬａ３１ꎬａ４１ꎬꎬａｋｋ－１) ′ꎬｈｔ ＝ (ｈ１ｔꎬꎬｈｋｔ) ′ (５)

其中 ｈｉｔ ＝ ｌｏｇσ２
ｉｔꎬｉ ＝ １ꎬꎬｋꎻｋ ＝ ｓ ＋ １ꎬꎬｎ ꎮ 同时假定式(４)的参数服从如下随机游走过程:

εｔ

μβｔ

μαｔ

μｈｔ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Ｎ ０ꎬ

Ｉ Ｏ Ｏ Ｏ

Ｏ ∑ β
Ｏ Ｏ

Ｏ Ｏ ∑ α
Ｏ

Ｏ Ｏ Ｏ ∑ ｈ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ꎬ其中 ｔ ＝ ｓ ＋ １ꎬꎬｎ (６)

采用 Ｊｏｕｃｈｉ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①中贝叶斯估计下的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ＭＣＭＣ)对参

数进行估计ꎮ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 ＷＴＯꎬ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ꎬ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ꎬ再到如今我国的经

济新常态ꎬ国际贸易格局和国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ꎬ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ꎮ
不同行业的出口贸易不光在比重上发生了变化ꎬ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也存在着些许的不同ꎮ
因此ꎬ本文为了更细致地捕捉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ꎬ对 ＨＳ 分类下不同要素密集型的行业

进一步划分ꎮ 本文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划分主要借鉴杨汝岱和朱诗娥(２００７)的分类思路ꎬ
在 ＯＥＣＤ(１９９４)和 Ｌａｌｌ(２０００)的研究基础上ꎬ将 ＨＳ 分类商品进一步按照要素密集程度细分为四

大类:资源密集型行业(ＲＩ)、劳动密集型行业(ＬＩ)、资本密集型行业(ＭＩ)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ＴＩ)ꎮ 分类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②③ 资源密集型行业主要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过程的原材料以及

经过简单加工用作直接消费或工业中间品的行业ꎬ主要包括动植物及其加工品和矿产品等行业ꎮ
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指经济生产活动中劳动要素投入比重较多的生产行业ꎬ包括纺织品、服装、
鞋类产品、木制品等行业ꎮ 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化学工业、陶瓷、造纸等行业ꎬ 该类行业的技术

含量虽然不是太高ꎬ 但规模经济非常突出ꎮ 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电子电信类产品以及医疗器

械、光学仪器、航空产品等行业ꎮ
基于上述的分类标准ꎬ本文选取 ＧＤＰ 增长率、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劳动密集型

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增长率衡量

经济增长(Ｇ)、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Ｒ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ＬＩ )、资本密

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ＭＩ)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ＴＩ)ꎬ并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期对价格

水平进行调整ꎬ构建五变量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考察不同要素密集型的行业出口贸易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样本数

据范围为 １９９６ 年第一季度到 ２０１８ 年第二季度ꎮ 各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金额数据选自

Ｗｉｎｄ 数据库ꎬ中国 ＧＤＰ 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选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ꎮ
(三)参数估计

０７

①

②
③

Ｊｏｕｃｈｉ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ꎬ Ｍｉｋｅ Ｗｅｓｔꎬ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１５１－１６４.

杨汝岱、朱诗娥:«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比较»ꎬ«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Ｌａｌｌ Ｓꎬ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８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２８ꎬＮｏ.３ꎬ２０００ꎬｐｐ.３３７－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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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ꎬ我们首先做出了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金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比重来初步研究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金额的变化情况ꎬ如图 １ 所示ꎮ 由图 １ 可知ꎬ我国资

源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ꎬ其中资源密集型行业

占比一直最低ꎬ从 １０％左右下降到 ３.５％左右ꎬ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下降的趋势和幅度显著ꎬ从 ４５％
左右下降至 ２５％左右ꎬ下降幅度高达 ４４.４％ꎻ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ꎬ并在近些年

达到了稳定ꎬ由早期的 ２５％左右上涨至近些年的 ５０％左右ꎬ占总出口贸易额度的一半ꎻ资本密集

型行业总体看来比较稳定ꎬ占总出口贸易额的 ２０％左右ꎬ２００８ 年之前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ꎬ但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出现扭转ꎬ出现小幅度上升趋势ꎮ 上述分析可知ꎬ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ꎬ各要素密集

型行业的出口贸易金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不同趋势与幅度的变化ꎮ
因此ꎬ按要素密集型行业划分ꎬ并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关系显得十分必要ꎮ

表 １　 出口贸易行业分类

资源密集

型行业

劳动密集

型行业

资本密集

型行业

技术密集

型行业

第一类 活动物ꎻ动物产品

第二类 植物产品

第三类 动、植物油ꎻ蜡ꎻ精制食用油脂

第五类 矿产品

第四类 食品ꎻ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

第八类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ꎻ鞍具及挽具ꎻ旅行用品、手提包

第九类 木及制品ꎻ木炭ꎻ软木ꎻ编结品

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第十二类 鞋帽伞等ꎻ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ꎻ人造花ꎻ人发制品

第十五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第七类 塑料及其制品ꎻ橡胶及其制品

第十类 木浆等ꎻ废纸ꎻ纸、纸板及其制品

第十三类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ꎻ陶瓷产品ꎻ玻璃及其制品

第十四类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ꎻ仿首饰ꎻ硬币

第二十类 杂项制品

第二十一类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十六类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第十八类 光学、医疗等仪器ꎻ钟表ꎻ乐器

第十九类 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

　 注:由于第二十二类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分类不明且所占比例极小ꎬ故不作归类ꎮ

在进一步研究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前ꎬ为了避免伪回归的问题

以确保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关联性ꎬ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ꎬ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ꎬ各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ꎬ而一阶差分序列均平稳ꎬ满足 ＴＶＰ－ＶＡＲ 的建模要求ꎮ 并通过

基本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 ＡＩＣ 和 ＳＣ 准则ꎬ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２ 阶ꎮ
为了初步检验我国经济增长与四个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之间的关联特征ꎬ本文检验了经济

增长(Ｇ)、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Ｒ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ＬＩ)、资本密集型

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ＭＩ)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ＴＩ)五者之间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ꎬ检
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从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ꎬ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不是经济增长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的原假设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ꎬ即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均是经济增长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ꎬ表明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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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行业出口所占比重

表 ２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 值 ５％显著性水平 Ｐ 值 结论

ＲＩ －２.１２２４ －２.８７２２ ０.２３６１ 不平稳

ΔＲＩ －１６.８７２５ －２.８７２２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Ｉ －２.０５９４ －２.８７２６ ０.２６１５ 不平稳

ΔＬＩ －６.１８０４ －２.８７２６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ＭＩ －０.７６６２ －２.８７２６ ０.８２６４ 不平稳

ΔＭＩ －５.３２０９ －２.８７２６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ＴＩ －２.２６１６ －３.４２７５ ０.４５３０ 不平稳

ΔＴＩ －３.６７６５ －２.８７２７ ０.００５０ 平稳

ｇ －０.０６６３ －２.８７２７ ０.９５０５ 不平稳

Δｇ －３.２１６８ －２.８７２８ ０.０２０２ 平稳

表 ３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Ｆ 统计量 Ｐ 值

ＲＩ 不是 Ｇ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５.８４６８ ０.００３３
ＬＩ 不是 Ｇ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８.６８３１ ０.０００２
ＭＩ 不是 Ｇ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７.１１１５ ０.００１０
ＴＩ 不是 Ｇ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原因 ６.１３７０ ０.００２５

为了进一步解释经济增长与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之间的影响关系ꎬ接下来进行 ＭＣＭＣ 模

拟ꎬ次数设定为 １００００ 次ꎬ为了避免前期迭代过程中的不稳定性ꎬ初始设定为－１０００ 次ꎬ以确保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ꎮ 估计结果的收敛情况由收敛诊断统计量(ＣＤ)决定ꎬＣＤ 统计量由 Ｇｅｗｅｋｅ
(１９９２)提出ꎬ通过将前 ｎ０ 个序列和后 ｎ１ 个序列进行比较ꎬ计算的公式如下:

ＣＤ ＝ (ｘ
－

０ － ｘ
－

１) / σ
＾
２
０ / ｎ０ ＋ σ

＾
２
１ / ｎ１ ꎬｘ

－

ｊ ＝ １ / ｎ ｊ ∑
ｍｊ＋ｎｊ－１

ｍｊ

ｘ( ｉ) (７)

其中ꎬ ｘ( ｉ) 表示第 ｉ 个序列ꎬ σ
＾
２
ｊ / ｎ ｊ 是 ｘ

－

ｊ 的标准差ꎬ在贝叶斯估计下的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

(ＭＣＭＣ)算法下ꎬ如果生成的时间序列平稳ꎬ则其分布将收敛于正态分布ꎮ
无效因素是用来测试 ＭＣＭＣ 模拟效果的ꎬ表示样本均值与不相关样本均值的方差比率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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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ｂꎬ２００２)ꎬ其倒数是相对数值效率ꎬ即当无效因素为 ｍ 时ꎬ在参数估计过程中能获得 Ｍ / ｍ 个

不相关的样本ꎮ① 由 ＯｘＭｅｔｒｉｃｓ ６.０ 模拟的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其中各参数的 ＣＤ 统计量均不能拒绝

收敛于后验分布的原假设ꎬ即该模型中的估计参数均服从于后验分布ꎮ 无效因子的最大值为

１０３.８５ꎬ说明 １００００ 次 ＭＣＭＣ 可以获得 ９６.２９ 个不相关样本ꎮ 因此ꎬＭＣＭＣ 算法下该模型的估计

是有效的ꎮ
表 ４　 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均值 标准差 ５％置信区间 ＣＤ 统计量 无效因子

(Σβ) １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４４６ [０.１０７４ꎬ０.２８３８] ０.８８８ ２９.２

(Σβ) ２ ０.５７３４ ０.１８７５ [０.２８２４ꎬ１.００２７] ０.０８３ １０３.８５

(Σａ) １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４３４ꎬ０.１７６６] ０.５１３ ３８.６７

(Σａ) ２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４３３ꎬ０.１６６４] ０.５４９ ３９.８３

(Σｈ) １ ０.２４５３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９８３ꎬ０.４８０９] ０.２０７ ６５.０５

(Σｈ) ２ ０.２４３４ ０.１１３５ [０.０８４４ꎬ０.５２１４] ０.８００ ７２.２４

三、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

本部分通过对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ꎬ构建时变参数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各要素密集型行

业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ꎬ即研究经济增长率对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一个标准

差冲击下的动态响应ꎮ 图 ２—５ 给出了经济增长率对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的极

大响应值及相应的滞后期数ꎮ
由图 ２—５ 可以看出ꎬ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

定的时变特征ꎮ 由图 ２ 可知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００６ 年左右的持续下降区ꎬ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波动区和 ２０１２ 年

至样本结束期的逐步上升区ꎮ 在第一阶段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总体趋势ꎬ甚至在我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经济增长出现抑制作

用ꎬ同时从该阶段对应的滞后期数来看ꎬ加入世贸组织后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期数显著上升ꎬ即在该阶段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为持久的抑制效应ꎮ 在第二阶段

中ꎬ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调整区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

始逐渐转变为促进效应ꎬ虽然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前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ꎬ但经过短暂的调整ꎬ上
升的整体趋势没有发生变化ꎬ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期数从 ９ 个季度下降至 ２ 个季度左右ꎮ 在第

三阶段中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ꎬ但在 ２００６
年至样本结束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ꎬ滞后期数稳定维持在 ２ 个季度ꎮ

从图 ３ 看来ꎬ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整体看来为促进作用ꎬ基本也可以

划分为三个阶段:２１ 世纪之前的稳步上升阶段ꎬ２１ 世纪初至 ２００６ 年左右的调整阶段以及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至今的整体下降阶段ꎮ 在第一阶段中ꎬ我国经济增长受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

的影响显著上升ꎬ从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ꎬ影响上涨 ４ 倍左右ꎻ在第二阶段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下

滑至 １９９６ 年左右的水平ꎬ但经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３ 年的贸易扩张之后ꎬ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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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样本区间内的最大值ꎬ上涨近 ６ 倍ꎻ但在第三阶段ꎬ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开始逐步下降ꎬ时至今日ꎬ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微乎其

微ꎮ 从滞后期数来看ꎬ促进效应的持续期基本维持在 ４ 个季度左右ꎮ
图 ４ 表明ꎬ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２００５ 年之前的整体上升区ꎬ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左右的调整区和 ２０１０ 年之后的整体下降区ꎮ 在第

一阶段中ꎬ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冲击影响ꎬ短期内的波动并没有影响

长期的上升趋势ꎮ 在第二阶段中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在 ２００５ 年出现了剧烈的下降ꎬ并且在

２００６ 年转为抑制效应ꎬ但仅在 ４ 个季度之后就出现了显著的上升ꎬ并在 ２００７ 年第三季度达到了

样本区间的极大响应值ꎻ在此之后ꎬ受金融危机的影响ꎬ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ꎮ 但在第三阶段中ꎬ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

长的冲击开始稳步下降ꎬ甚至在样本末期出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ꎮ 从极大响应滞后期数看来ꎬ总
体上维持在 ５ 个季度左右ꎬ但在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７ 年和样本末期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持久ꎬ维持

在 ９ 个季度ꎮ
由图 ５ 可知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为正ꎬ但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ꎬ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２００５ 年之前的上升阶段ꎬ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１ 年左

右的调整阶段以及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下降阶段ꎮ 在第一阶段中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ꎬ虽然在 １９９９ 年出现了短暂的下滑ꎬ但整体上升的趋势没有改变ꎻ
在第二阶段中ꎬ首先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ꎬ但在

金融危机之后ꎬ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他三类要素密集型行业不同ꎬ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而出现

了上升ꎻ在第三阶段中ꎬ虽然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现了下降

的趋势ꎬ但在 ２０１６ 年之后至样本结束期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微弱的上升趋势ꎮ 从滞后期

数来看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在 ４ 个季度左右达到最大值ꎮ

图 ２　 经济增长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时变量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ꎬ考察了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

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ꎮ 综上可知ꎬ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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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经济增长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函数

图 ４　 经济增长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

图 ５　 经济增长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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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变化均可分为三个阶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００ 年ꎬ在该阶段中ꎬ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

的冲击最为显著ꎬ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导致的劳动力成本较低ꎬ从而带来的粗放型经济

增长ꎮ 同时在该阶段末期ꎬ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金额占比超过劳动密集型ꎬ成为我国按

要素分类出口贸易金额最大的行业ꎮ 这也说明在新世纪之初ꎬ我国科技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ꎬ技
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逐渐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主导行业ꎮ

２１ 世纪初至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结束ꎬ在该阶段ꎬ我国的国际贸易经历了 ２００１ 年的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的对外贸易扩张以及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等阶段ꎬ这使得我国的国际贸易

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因而在该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生了剧烈的波动ꎮ ２００１ 年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改变资源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影

响的下降趋势ꎬ甚至资源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效应ꎬ仅有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

长的正向影响出现了上升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的对外贸易扩张ꎬ导致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

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幅度上升ꎬ同时也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大幅度下降ꎮ 由此可见ꎬ该阶段的对外贸易扩张ꎬ主要是以国内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及人口

红利的压榨为代价ꎬ换来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增长ꎬ而忽视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行业出口贸易可能带来的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ꎮ ２００８ 年ꎬ在金融危机的背

景下ꎬ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正好相反ꎮ 在该阶段ꎬ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ꎬ国际贸易环境恶化ꎬ经济持续低迷ꎬ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剧烈下降ꎮ 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基本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ꎬ反而出现了大

幅度上升的情况ꎮ 这由此也说明ꎬ依赖于资源和劳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风险ꎮ
后危机时代ꎬ我国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额度占总贸易额的比重趋于稳定ꎬ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

出口贸易占 ５１％左右、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 ２６％左右ꎬ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 ２０％
左右、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 ３％左右ꎮ

金融危机之后到样本结束期间ꎬ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

现出新的状态:劳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ꎬ仅有资

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上升ꎮ 出现如此状况的原因在于ꎬ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之后ꎬ世界经济亟待复苏ꎬ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ꎬ国内逐渐失去人口红利并出现人民币

的不断升值等情况ꎬ使得部分行业出口贸易的利润空间不断下降ꎮ 通过对该阶段时变脉冲响应

图的分析ꎬ该阶段可以进一步以 ２０１６ 年为节点划分两部分ꎮ ２０１６ 年之后ꎬ由于受到新形势下我

国经济转型以及与美国贸易摩擦等影响ꎬ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出现了转变:资源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改 ２０１６ 年前的趋势ꎬ分别呈现出下

降和上升的势头ꎻ而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衰减至 ０ 附近ꎮ
虽然四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时间呈现不同的变化情况ꎬ但就近

３ 年的情况来看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环境破坏与污染所带来的出口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

不可持续ꎬ而依靠技术的相关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势头已经逐渐显现ꎬ因而继续降低

资源与劳动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比重ꎬ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比重显得极为必要ꎮ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时期以及大量的贸易顺差等原因造成的贸易伙伴间的摩擦ꎬ不同要素

密集型的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征ꎮ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ꎬ
再加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提出ꎬ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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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经济增长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结合近 ３ 年的情况来看ꎬ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

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ꎬ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已经出现下

降趋势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ꎮ
从以往研究成果来看ꎬ由于研究方法上的限制ꎬ学者大多通过对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进行研究ꎬ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因此ꎬ以往的政策建议大多围绕“出口贸易的扩张能

够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 “出口贸易可以通过要素优化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以及

“出口贸易的发展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等ꎮ 这些政策建议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

强调了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ꎬ但通常只将出口贸易作为总体进行调整ꎬ并未对出口贸

易的各个部分的优化提出相应建议ꎬ即忽视了出口贸易各行业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性和时

变性ꎮ 因此ꎬ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ꎬ本文通过对出口贸易按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合理划分ꎬ结
合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ꎬ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进行实

证研究ꎮ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ꎬ并结合现行对外贸易的发展背景ꎬ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和

调整ꎬ分别从出口贸易行业结构和非贸易因素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ꎬ对于依靠环境、资源以及人力等要素密集型的行业ꎬ由于该类型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

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逐步下降(甚至影响不显著)ꎬ因此应当逐渐降低其在出口贸

易中的比重ꎬ促进该类型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由价值链底端的简单加工组装制造型贸易向

自主创新型贸易转变ꎬ并由此提高对外贸易商品的技术含量ꎮ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ꎬ因此放弃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并不现实ꎮ 在现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基础上ꎬ政府应

该加强对该要素密集型行业的监管ꎬ严格把控行业产品质量ꎬ打造自主的民族品牌ꎬ并营造一个

有利于先进技术发展ꎬ提高自主创新积极性的良好环境ꎮ
其次ꎬ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应该着重发展ꎬ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所占比重ꎬ加快产

业转型重组ꎬ大力促进高精尖技术的发展ꎮ 从本质上来看ꎬ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

创新驱动或者创新导向的经济增长ꎬ在注重生产技术创新的同时ꎬ也应注重经济结构上的优化ꎮ
从国家内部来讲ꎬ政府可以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上的投入来达到社会创新水平提升的目的ꎬ
也就是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ꎬ这其中不仅包括创新性人才素质的提高ꎬ也包括创新性环境氛围的

营造ꎻ从国家外部来看ꎬ政府也应该加强对外部人才的引进ꎬ促进技术交流ꎬ使国家在技术上站在

一个较高的起点上ꎮ
再次ꎬ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依靠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合理规划ꎬ同时也依赖于全球贸易环境ꎮ

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来看ꎬ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ꎬ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

场ꎬ深层次的目的在于美国试图重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ꎬ其中遏制中国

复兴的主要手段即打击“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ꎮ 因此ꎬ我国可以借鉴美日贸易战的教训ꎬ对现行贸易

环境下我国出口贸易进行合理调控ꎮ 第一ꎬ做好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ꎬ并预防

升级为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的可能ꎻ第二ꎬ避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舆论导向ꎬ认清我国在科技

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核心技术以及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ꎻ第三ꎬ防止采取货

币放水以刺激内需的应对方式ꎬ避免酝酿金融泡沫ꎻ第四ꎬ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

体制ꎬ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ꎻ第五ꎬ坚持对外开放ꎬ特别是扩大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ꎬ与此同

时ꎬ还要严格控制资本项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ꎮ 通过合理的行业布局ꎬ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以及

相应的政府改革措施和制度ꎬ以达到我国出口贸易的优质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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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永乐时期赋役探究
———以山东地区赋税徭役为例∗①

张舰戈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ꎬ北京ꎬ１００７３２ )

　 　 摘要: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ꎬ各种自然灾害、起义战争连年不断ꎬ统治者没有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有效政

策ꎮ 特别是在农业灾害发生时期ꎬ对农民的赈灾救济措施不当ꎬ赋税徭役却不断增加ꎮ 山东地区因连年兵荒马

乱ꎬ自然灾害频繁发生ꎬ农民生活饥寒交迫ꎬ同时农民赋役却逐渐加重ꎬ导致山东青州爆发农民大起义ꎮ 探究明

朝初期赋税徭役状况ꎬ有助于深入研究古代赋役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ꎮ
关键词:　 明朝ꎻ洪武、永乐时期ꎻ赋税徭役ꎻ山东地区ꎻ 农民起义ꎻ赈灾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Ｓ－０９ꎻ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７９－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３０
作者简介:张舰戈(１９８９—　 )ꎬ女ꎬ山东淄博人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博士后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１４ＺＤＢ０２４)、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自我认同与价值实

现———１７ 世纪杭州一个小书坊的经营实态”(２０１８Ｍ６３１６８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田培栋:«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税负担»ꎬ«首都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ꎮ
③秦佩珩:«明代赋役制度考释»ꎬ«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ꎮ
④陈世昭:«明初赋役制度»ꎬ«江汉论坛»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ꎮ

　 　 赋税徭役是历代王朝政权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ꎮ 明朝初期ꎬ战事连绵不断ꎬ农业经济发展十

分落后ꎬ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权没有及时制定出一系列适应社会发展的有效农业经济政策ꎮ 特别

是在自然灾害时期ꎬ农民生活饥寒交迫ꎬ对农民的赈灾救济措施不利ꎬ而且赋税徭役不断增加ꎮ
最终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ꎬ席卷整个山东地区ꎮ

目前ꎬ关于明朝初期山东地区赋役制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山东通史明清卷»«明代赋役

制度史»«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清史资料»等史料ꎮ 论文方面主要有田培栋的«论北方五

省的赋役负担»②、秦佩珩的«明代赋役制度考释»③、陈世昭的«明初赋役制度»④ꎮ 现在学术界大

多把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建文涵盖在洪武时期)为明代前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ꎬ把前

期的赋役制度和农民所承受的负担与中后期做比较ꎬ一般认为明朝前期农民的赋役比明朝中后

期低一些ꎮ 其实ꎬ明朝前期农民赋役负担有一个变化的过程ꎬ即从洪武到永乐时期有所增加ꎬ而
到仁宣时期又有所减轻ꎬ从社会发展来看ꎬ农民的赋役仍然较重ꎮ

明朝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 年)ꎬ以唐赛儿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起事ꎬ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发展到

数万人ꎬ一举攻克了山东青州府、安丘、莒县、即墨等地ꎮ 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为什么会发生在明

朝建国初期呢? 而且是发生在永乐后期ꎬ而非洪武时期ꎮ 这次起义为何得到众多农民的响应?
其主要原因是永乐时期的赋税徭役ꎬ远远超出了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ꎬ最终引发了山东青州唐赛

儿农民起义运动ꎮ 现以永乐末年发生的唐赛儿农民起义时间作为明朝前期农民赋役变动的分界

点ꎬ选取洪武、永乐年间ꎬ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ꎬ从三方面对明朝初期山东地区农民赋役逐渐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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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进行论述ꎬ以探究明朝初期税赋制度的变化规律ꎮ

一、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农业发展及赋税政策之对比

赋税是田赋和其他捐税的总称ꎬ在以小农经济为支柱的中国封建社会里ꎬ统治阶级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制定有关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方针政策ꎬ以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和财政税赋收入ꎮ 国

家对于农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所制定的有效农业发展政策ꎬ对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ꎮ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对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有明显的不同ꎬ其农业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结果ꎮ

元朝末年到洪武时期ꎬ山东地区成为诸多势力争夺的焦点ꎬ齐鲁大地惨遭战火蹂躏ꎬ人口流

失严重ꎬ土地荒芜ꎬ千里萧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明朝统治者认识到过分压榨民众会引起暴动ꎮ 明

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过:居上之道ꎬ政当用宽ꎬ否则弦急则断ꎬ民急则乱ꎮ 农为国本ꎬ百需皆其所

出ꎮ① 在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下ꎬ洪武统治阶级采取了诸如鼓励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提倡

种植经济作物等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措施ꎮ② 山东由于在元末社会动乱中遭到破坏严重ꎬ且
属于新附行省ꎬ成为发展中的重点ꎮ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抚谕:“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ꎬ望治犹负

疾者之望良医ꎮ 医之为术ꎬ有攻治ꎬ有保养ꎮ 攻治者伐外邪ꎬ保养者扶元气ꎮ 今民出丧乱ꎬ是外邪

去矣ꎬ所望休养生息耳ꎮ 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ꎮ 汝等今有守令之寄ꎬ当体予意ꎬ以抚字为心ꎬ
毋重困之ꎮ”③这一谕旨对战后山东地区农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ꎬ从此揭开了明朝初期山东发展

农业的序幕ꎮ
明朝洪武年间ꎬ山东农业的发展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ꎬ对于人多地少的地方采取鼓励垦荒

的办法ꎮ 洪武元年ꎬ朱元璋大赦天下:“州郡人民ꎬ因兵乱逃避他方ꎬ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ꎬ其耕

垦成熟者ꎬ听为己业ꎻ若还乡复业者ꎬ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ꎮ 其余荒田ꎬ亦许民垦为己

业ꎬ免徭役三年ꎮ”④洪武三年ꎬ朱元璋从济南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

芜ꎮ 宜照乡民无田者垦辟ꎬ户率十五亩ꎬ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ꎬ皆免三年租

税ꎮ”⑤十三年ꎬ诏山东、北平等民间田土ꎬ诏许尽力开垦ꎬ有司勿得起科ꎮ 二十四年ꎬ令山东既管

农民务见丁着役ꎬ限定田亩着令耕种ꎬ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ꎬ全家迁化外充军ꎮ⑥ 二十八年ꎬ朱元

璋认为“方今天下太平ꎬ军国之需皆以足用”ꎬ诏曰:“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ꎬ除以入额征科ꎬ自
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ꎬ不论多寡ꎬ俱不起科ꎮ 若有司增科扰害

之ꎬ罪之ꎮ”⑦这一系列朝廷诏令给予开垦者极大的优惠ꎮ 对于人少地多的东昌府等地ꎬ则采取了

外省移民和本省自身调节的移民垦田方式ꎬ有记载的移民诏令就有 １０ 余次ꎮ
此外ꎬ为保证垦田的顺利实施ꎬ洪武时期国家还加强了对垦荒的监督ꎬ将责任具体落实ꎮ 在

洪武二十一年前ꎬ朝廷开始派人到河南、山东等地区督促当地农民耕种ꎬ但督耕并不是一个制度

性举措ꎬ后来为保证督促作用的长久性ꎬ朝廷将督查这一责任落实到各地方长官名下ꎬ并把劝课

农桑作为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ꎮ 洪武九年ꎬ山东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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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农兴学之绩ꎬ而长于督运ꎮ’吏部以闻ꎮ 上曰:‘农桑衣食之本ꎬ学校风化之原ꎬ此守令先务ꎮ 不

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ꎬ是弃本而务末也ꎮ 岂其职哉? 苟任督责以为能ꎬ非岂弟之政也ꎬ为令而务

岂弟之心ꎬ民受其患者多矣ꎮ 宜黜降之ꎬ使有所惩ꎮ’”①这就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将主要精力放置

于督促民众垦田之上ꎬ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ꎮ
由此看出ꎬ朱元璋对于恢复农业发展是极为重视ꎬ也制定了众多发展农业的政策ꎮ “经过洪

武 ３０ 余年的努力后ꎬ山东地区土旷人稀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ꎮ”②全国各地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

恢复和发展ꎬ农民安居乐业ꎮ
永乐时期ꎬ建文元年ꎬ朱棣为夺取帝位ꎬ发动了历经 ３ 年之久的靖难之役ꎬ致使元末动乱之况

重现于山东ꎮ 靖难之役围绕北平ꎬ德州、济南、兖州等淮河以北地区展开ꎬ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造

成严重破坏ꎬ«明史食货志»记载“靖难起ꎬ淮北鞠为茂草”ꎬ山东亦成为主要灾区之地ꎮ 济南、
东昌二府是主要战场所在地ꎬ兖州府也被卷入战争之中ꎬ伤亡惨重ꎬ州境尽成战场ꎬ百里之内ꎬ几
无人烟ꎬ类似于洪武初年的情况ꎮ 朱棣篡夺皇位后ꎬ为巩固政权继续削藩ꎬ设立内阁ꎬ重用宦官ꎬ
修会通河ꎬ迁都北京ꎮ③ 但是ꎬ这些措施中没有一项涉及农业的恢复和发展ꎮ 永乐一朝发生的五

征蒙古、郑和远航等朱棣建立的重大功业也与农业毫无关系ꎬ因为急于建功立业而忽视了农业的

发展ꎮ 有关发展农业的措施在明实录中仅记载了几次ꎮ “靖难之役后ꎬ朱棣称帝ꎬ鉴于山东等地

连年兵乱ꎬ耕牛缺乏ꎬ特命工部从凤阳、淮安等处买耕牛给之ꎮ 永乐元年ꎬ命宝源局铸农器发给农

民ꎮ”④永乐九年ꎬ山东给事中王铎言:“青、登、莱三府ꎬ地临山海ꎬ土瘠民贫ꎬ一遇水旱ꎬ衣食不给ꎬ
多逃徙于东昌、兖州等府ꎬ受雇苟活ꎮ 今东昌等府多闲田ꎬ新开河两岸亦有空地ꎬ若籍青州等三府

逃民ꎬ官给牛具种子ꎬ命就彼耕种ꎬ俟三年后科征税粮ꎮ 其原籍田地ꎬ听从有力之家耕种ꎮ 如此则

田无荒芜ꎬ民得安业ꎮ”⑤另外ꎬ移民规模也远不及洪武时期ꎮ
虽然洪武、永乐年间有关发展农业的措施都以劝课农桑、移民垦田为主ꎬ但两位皇帝制定的

国策和对待农业发展的态度却有明显的不同ꎮ 朱元璋以休养生息、恢复发展农业为主ꎬ而朱棣却

以扩张帝国为其毕生的追求ꎮ “一个地区农业发展的水平ꎬ与政府参与的程度息息相关ꎮ 因为

政府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促进或者是限制其发展ꎮ 所以ꎬ各级政

府若能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农业开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ꎬ明确自身的职能ꎬ且尽力予以履行ꎬ则必

将推动农业的发展ꎻ反之ꎬ则不仅不会起到推动作用ꎬ如政策措施失当ꎬ还会阻碍其发展ꎮ”⑥可以

肯定ꎬ政府有关农业发展的积极行动和不作为两种态度ꎬ对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ꎮ 那么在这

两种政府态度影响下ꎬ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的赋税负担是否相符呢?
洪武年间ꎬ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与发展ꎬ其赋税较低ꎬ税以征收实物为主ꎬ粮仓充实ꎮ

实施仁政避免卷入对外用兵ꎬ通过军屯生产部分自用的粮食ꎬ朝廷提倡节约减少支付费用ꎮ 朱元

璋在“善政在于养民ꎬ养民在于宽赋”的思想下ꎬ对于农民赋税税额的制定并不高ꎮ 但是ꎬ成祖朱

棣的思想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ꎮ 他夺取皇位后ꎬ修改朱元璋税赋政策ꎮ 这主要是因为 ５ 次征

战蒙古ꎬ修建运河和北京宫殿ꎬ再加上郑和多次远航等ꎬ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资ꎬ洪武帝的预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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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无法满足要求ꎮ 经粗略估算ꎬ他的支出是洪武皇帝的两到三倍ꎬ而且成祖皇帝印发了更多的钱

币ꎮ 朱棣“不得不采用强敛的办法ꎬ以集中全国的财赋ꎬ实现诸多惊人之举”①ꎬ使永乐时期朝廷

征收赋税为明代之最ꎮ
从以上农业发展政策和赋税政策两方面对比可看出ꎬ太祖、太宗对于农业恢复发展持有相当

不同的态度ꎮ 太祖认为ꎬ善政在于养民ꎬ养民在于宽赋ꎮ 这表现了朱元璋养民的思想ꎮ 保持政权

稳定应有正确的政策作为支撑ꎬ而在朝代初期最正确的政策即为发展经济ꎬ轻徭薄赋ꎬ使民众逐

渐恢复元气ꎬ这样才能做到政权稳固ꎬ统治有序而不被推翻ꎮ 但是ꎬ成祖却有自己远大的政治理

想和抱负ꎬ他需要以规模宏大的战事和工程来展示自己的权威ꎬ维护统治的稳定性ꎬ为了满足朝

廷庞大的开支ꎬ必须加大税赋收入作为主要财政来源ꎬ以各种名义增加对农民的掠夺ꎬ因而农民

的赋税负担在永乐时期较洪武时期有所加重ꎮ

二、洪武、永乐年间免税赈灾政策之对比

如果说向国家缴纳赋税是封建社会农民应该承担的义务ꎬ那么在歉收的灾害时期ꎬ国家政权

对于农民的免税赈灾则是统治阶级必须承担的责任ꎮ 现对洪武、永乐年间的赈灾救助政策进行

简要对比分析ꎬ说明两朝农民赋税负担的变化情况ꎮ
明朝初期所采取的赈灾救助政策主要有蠲免、赈济、折色三种ꎮ 蠲免即减少农民向政府输纳

赋税的数量ꎻ赈济指由政府发放粮食或钱钞以缓解灾民的困境ꎻ折色亦称折输ꎬ指政府允许一些

灾民将灾伤田地亏损的粮食折输成布帛、钱钞或其他粮食作物以便其输纳ꎮ② 折色的价格和数

量一般要低于实际市场价格ꎬ所以也属于一种优惠政策ꎮ 三种政策中以免税和赈济两策应用最

为频繁ꎬ这两种政策各有侧重ꎬ作用也各不相同ꎮ 毫无疑问ꎬ从荒年减轻农民赋税负担这一方面

来说ꎬ免赋税应该是排在首位的ꎮ
蠲免:古人所谓“(灾年)减岁租之额以苏民困ꎮ 岁荒年饥ꎬ以里户十分论ꎬ计足支岁用者不过

一二分ꎬ储微粟而不足用者计当十五六ꎬ一无侍赖者亦当三四分ꎮ 民方颙颙望赈于官家ꎬ而吏且捶

楚而额征之ꎮ 空室者唯有逃亡ꎬ储微粟者势且不暇ꎬ顾冬春之寒饿ꎬ罄所有以输公ꎬ而其究也ꎬ且与

室本空者同归流亡耳ꎬ故«周礼»荒政十二ꎬ以薄征为第一也”③ꎬ由此可以看出免赋税对于灾荒之地

农民生计的重要性ꎮ 免赋税即可以留一部分余粮给灾区自我救治ꎬ又减轻了农民负担ꎬ所以免赋税

应该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减轻农民荒年负担的一项政策ꎬ尤其是对于有土地的农户来讲ꎮ
赈济:赈济相对于免赋税来讲ꎬ虽然对灾区有最直接的影响ꎬ但赈济的数量毕竟有限ꎮ 另外ꎬ

在中国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ꎬ农民是靠天吃饭ꎬ每遇自然灾害ꎬ作物几乎是颗粒无收ꎮ 所以ꎬ
在荒年歉收ꎬ甚至是绝收的情况下ꎬ接受政府有限的赈济粮食后ꎬ还需在每年二月和八月缴纳两

税④ꎬ但民将缺食ꎬ租税从何出? 所以ꎬ在这样的情况下ꎬ其赋税负担并没有实质上的减轻ꎬ只能

缓解一时之急ꎮ 正如王守仁所讲:“今不免租税ꎬ不息诛求ꎬ而徒曰养恤赈济ꎬ是夺其口中之食ꎬ
而曰疗汝之饥ꎮ”⑤

折色:折色或折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ꎬ但是效果和作用自然不能与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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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ꎬ有效程度比赈济也要大打折扣ꎮ
在灾荒之年ꎬ对于农民赋税的蠲免比实际的赈济可能更大ꎬ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ꎮ 那

么ꎬ洪武、永乐时期对于自然灾害的蠲赈状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将«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
中记载山东自然灾害与救灾措施的有关条目综合辑录出来做成表格ꎬ据此可以明了太祖、成祖时

期的救灾政策ꎮ
通过以下 ３ 个表中的数据清晰可知ꎬ有关记载山东自然灾害与救灾措施统计:从洪武元年至

三十一年ꎬ山东地区发生有记录较大自然灾害 ３２ 起ꎬ包括旱涝、水灾、大风、雨雹、蝗灾、欠收、民
饥等ꎬ朝廷采取免税赋 １９ 次ꎬ赈济 １３ 次ꎬ折色 ３ 次ꎮ 另外ꎬ从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ꎬ山东地区发

生有记录各种较大自然灾害 ３４ 起ꎬ朝廷采取免税赋 ９ 次ꎬ赈济 １０ 次ꎬ折色 ５ 次ꎮ
表 １　 明朝洪武时期自然灾害与赈灾方式

时间 灾种 赈灾方式 时间 灾种 赈灾方式

元年四月 诏免山东郡县租税 二十一年三月 民饥 赈钞一百三十七万余锭

二年一月 诏免山东等处税粮 二十一年六月 以钞易粮

三年三月 诏免山东三省税粮 二十二年四月 民饥 赈钞二十六万九千余锭

三年七月 蝗灾 二十三年一月 地震

五年三月 旱涝 运粟往赈之 二十三年四月 发廪以贷之ꎬ侯秋成还

风雨雹 二十三年七月 水灾 赈给贫民钞七十万

五年六月 民饥 发仓粟以赈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 水灾 诏免田租

旱灾 勿征夏麦ꎬ其递年逋租及一切徭役悉蠲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 水灾 赈钞十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五锭

蝗灾 又赈米六万六千余石 二十四年一月 水灾 赈之免山东五府民秋粮

七年一月 蝗灾 诏免田租 二十四年八月 水灾 以预备仓粮贷给贫民

七年三月 蝗灾 命捕之 二十五年二月 饥歉 免征今年鱼课

七年六月 蝗灾 诏免征其租 户部买牛分给山东贫民

七年八月 淫雨 二十六年十月 水灾 免青州府田租

八年五月 大水 折收绵布

十年一月 蝗灾 二十七年三月 水灾 蠲其田租赋

十八年十月 水灾 诏免今年田租 二十八年六月 旱涝 以预备粮储贷之

十九年五月 旱灾 赈之 二十八年九月 免山东税粮

二十年十一月 民饥 诏户部赈钞ꎬ遣刑部运钞百余万锭赈之 三十一年四月 海潮泛滥 免租

二十一年一月 民饥 诏免贫民夏税 三十五年十月 蝗灾 赈钞

令本年秋粮以绵布代输 并免其徭役

赈钞五百三十六万锭 三十五年十二月 免山东民岁办丝革等课

二十一年二月 蠲免夏税 蠲山东夏税丝绵

折收秋粮 蠲山东盐运司所亏盐课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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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明朝永乐时期自然灾害与赈灾方式

时间 灾种 赈灾方式 时间 灾种 赈灾方式

元年三月 民饥 赈粟 十三年六月 淫雨 赈之

元年五月 蝗灾 命捕之 十三年八月 民饥 赈粟三万八千余石

二年五月 请减旧额ꎬ户部以闻 十三年九月 免被水灾民徭役一年

三年六月 免逋赋 十四年一月 民饥 赈粮

四年八月 蝗灾 赈粟 免永乐十二年逋租

六年三月 免永乐五年前田赋等 悉停官买不急之物

六年五月 蝗灾 命捕之 十四年七月 暴雨

八年七月 瘟疫 十四年九月 免被水灾田租

八年十月 民饥 折输钞还贷 十七年二月 水涝 租税折输钞帛

十年四月 民饥 赈粟五十八万三千余石 十八年十一月 民饥 赈粟四十七万九千石

十一年二月 民饥 赈米 二十年二月 淫雨 免山东被水灾粮

十一年五月 水灾 赈米麦一万九千余石 二十年十月 蠲免逃民复归欠粮物

十一年九月 蝗灾 命捕之 二十年十二月 水旱 赈贷储粮

十二年一月 民饥 该输盐粮折收钞帛 二十一年一月 水灾 以前两年逋租折收

十二年三月 民饥 赈谷九万一千六百余石 二十一年五月 水旱 蠲山东郡县水旱处粮

十二年五月 雨雹 二十二年十二月 水灾 免二十年逋赋

表 ３　 洪武、永乐时期赈灾方式量化表

百分比 蠲免 赈济 折色 总计一 未有赈济 其他措施 总计二

洪武(次数) １９ １３ ３ ３５ ８ ７ ５０
第一百分比 ３８％ ２６％ ６％ ７０％ １６％ １４％ １００％
第二百分比 ５４.３％ ３７.１％ ７.６％
永乐(次数) ９ １０ ５ ２４ ３ ４ ３１
第一百分比 ２９.０％ ３２.３％ １６.１％ ７７.４％ ９.６％ １３.１％ １００％
第二百分比 ３７.５％ ４１.７％ ２０.８％

　 说明:１.表 １、表 ２、表 ３ 根据«明实录类纂山东史料卷»汇总而成 ꎮ

２.表 １、表 ２ 中“时间”一栏的数字ꎬ代表发生灾荒的年份(纪年号)和月份ꎮ

３.对表 １、表 ２ 的“赈灾方式”一栏进行整合量化得到表 ３ꎬ可以根据表 ３ 对洪武、永乐时期荒政有更为清晰的认知ꎮ

４.表中“总计一”栏指每朝前三项赈灾政策(即蠲免、赈济、折色)的次数总和ꎮ “总计二”栏指每朝所有措施(包括未有赈济)

的次数总和ꎮ 另外ꎬ“总计二”中如果一次灾害ꎬ政府同时运用了两项及其以上性质不同的措施ꎬ则按措施次数计算ꎮ 如洪武二十

一年一月ꎬ青州民饥一事ꎬ先是“诏免贫民夏税麦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余石ꎬ又令本年秋粮许以绵布代输ꎬ亟遣人驰驿往赈之ꎮ

于是所赈人户凡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为钞五百三十六万有奇”ꎮ («明实录类纂»山东史料卷)此次赈灾按三次计算ꎮ

５.“第一百分比”栏目数据ꎬ是由各个赈灾方式次数除以总计二次数得出ꎬ即为每种赈灾方式(包括未有赈济)占总方式的百分

比ꎮ “第二百分比”栏目数据ꎬ是由赈灾方式次数除以总计一次数得出ꎬ即为三种赈灾方式施行次数各占总赈灾次数的百分比ꎮ

由以上对比可以看出ꎬ虽然洪武、永乐时期主体赈灾方式都是免赋税和赈济两种ꎬ但其侧重点

有明显不同ꎮ 洪武时期侧重于对农民赋税的免除ꎬ其比例占三种方式的一半左右ꎮ 而永乐时期对

于免税赋政策的使用降低ꎬ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ꎬ作为免赋税减少的弥补ꎬ永乐时期对于折

色这一政策使用较多ꎮ 尽管如此ꎬ永乐时期的免赋税与折色之和也远不及洪武时期ꎬ而永乐时期赈

济的比例却大为上升ꎮ 封建社会赈济的根本目的是恢复国民经济ꎬ最终以达到恢复农民纳税能力

为目的ꎮ 而在永乐时期ꎬ这一目的表现得更加明显ꎬ因为永乐时期需要雄厚的物质财力以保障朱棣

个人的宏伟政治抱负:征服安南、五征蒙古、营建北京宫殿、修凿大运河道、郑和六下西洋(郑和最后

一次于宣德六年下西洋ꎬ在此不计算)等ꎬ这些都需要向农民征收财物ꎬ所以永乐时期极少免除赋

税ꎮ 另外ꎬ洪武时期规定的“大口六斗ꎬ小口三斗ꎬ五岁以下不予”的赈米之法ꎬ永乐以后使用较少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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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在遭受自然灾害时期ꎬ山东地区农民赋税在永乐时期所承担的数额要大于洪武时期ꎬ农业发

展水平十分落后ꎬ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劣ꎬ这是造成农民起义的一个主要原因ꎮ

三、洪武、永乐时期征发徭役之对比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ꎬ农民必须向国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缴纳相当的田赋ꎬ还要定期或不定期

地承担一定的徭役ꎮ 国家对徭役征发频度和力度直接关系到农民负担的轻重ꎮ
明朝初期的徭役有正役和杂役两种ꎮ 所谓“正役”即指赋役黄册为准ꎬ按户定期征的徭役ꎻ

“杂役”指国家不定期征发的ꎬ临时应官府差遣的徭役ꎮ 正役是有一定律令可循的、定期的ꎬ这里

不将其作为衡量农民徭役负担是否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ꎬ着重考虑不定期的“杂役”对农民负担

的影响ꎮ
元末社会动乱ꎬ依靠农民起义军的力量荣登皇帝宝座的朱元璋ꎬ十分清楚农民的力量和这一

群体的重要性ꎬ必须安抚农民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国家政权的稳定ꎬ所以明初洪武时期对

于“轻徭薄赋”这一政策十分重视ꎮ 洪武时期ꎬ农民的徭役负担除正役外ꎬ并没有太多的杂役任

务ꎮ 除此之外ꎬ明太祖还特别强调要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ꎬ并不时派中央官员到地方巡查以保证

政策的实施ꎮ 在明实录记载中ꎬ洪武时期山东地区大约有 ６ 次免役或减轻民役的记载ꎮ① 从中

可以看出ꎬ洪武时期农民的徭役负担在整个明朝还是比较轻的ꎮ
明朝永乐时期山东农民徭役逐渐加重ꎬ田培栋指出:“明代北方的沉重赋役负担ꎬ远在永乐

时就已经开始了ꎬ北方各地以山东的徭役繁重比较突出ꎮ”②如修建北京宫殿ꎬ五次北征蒙古

及漕运工程等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ꎬ这些工程都曾在山东征发大规模的力役ꎮ
永乐四年修建北京宫殿:在山东人民还未从“靖难之役”的疮痍中恢复元气时ꎬ永乐皇帝决

定修建北京宫殿ꎬ为迁都北京做好准备ꎮ 于是ꎬ“征天下诸色匠作ꎬ在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

政司选民丁ꎬ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③ꎬ并派遣官员赴各省征物ꎬ其中奉命征物山东最多ꎮ 明

代北京营建宫殿所需的工匠和夫役基本上无偿征用ꎮ 自营建以来ꎬ工匠被“驱迫移徙ꎬ号令方

施ꎬ庐舍以坏ꎬ孤儿寡妇ꎬ哭泣叫号ꎬ仓皇暴露ꎬ莫知所适”④ꎮ 可见当时民众生活之苦ꎮ
五次北征蒙古:成祖夺位后ꎬ对外武力发动了五次对北部蒙古的征讨ꎬ每次都亲历出征ꎬ人力

物力耗费巨大ꎮ 据记载ꎬ北征中仅山东兖州供车达千余辆ꎮ 人力馈送军粮ꎬ规模最大的一次ꎬ共
运粮近 ４０ 万石ꎮ 永乐十二年ꎬ攻瓦剌役山东 １５ 万人ꎬ转饷宣府以后ꎬ被征发转饷的百姓因道远

劳苦多死亡ꎬ因征服蒙古诸部山东地区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ꎮ
漕运:朱棣做皇帝后长期在北京ꎬ为了保障宫廷及官僚的给养ꎬ必须源源不断地把江南产物

运送到北方ꎬ山东在整个漕运中承担的任务也是极为繁重ꎮ 永乐初年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

丁 １６ 万人之多ꎮ “国朝永乐九年ꎬ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同长等发山东济、兖、东、青四府丁夫十

五万ꎬ登、莱二府愿趋事赴工之人一万五千ꎬ疏浚元会通河ꎮ”⑤永乐十二年ꎬ«明太宗实录»记载

“发山东民丁十五万运粮赴宣府”ꎮ 虽然会通河完工以后对于山东及整个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

到了一定作用ꎬ但在开凿期间山东地区农民的徭役负担十分沉重ꎮ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山东史料卷»ꎬ武汉:武汉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７３２－７３３ 页ꎮ
田培栋:«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税负担»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ꎮ
«明太宗实录»卷五七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 页ꎮ
张廷玉:«明史»卷一六四(二十四史简体字本)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２９４９ 页ꎮ
嘉靖«山东通志»卷«漕河海运附»ꎬ«天一阁地方志选刊续编»ꎬ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ꎬ１９９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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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一朝ꎬ战事不断ꎬ工役浩繁ꎬ财政支出很大ꎬ国力民力大受损耗ꎮ”①“民用的劳役义务范

围大为扩大ꎮ 律令规定ꎬ劳动者正常地被要求无偿服劳役 ３０ 天ꎬ但他们被迫大大地延长其

劳役期ꎬ有时超过一年ꎮ 更有甚者ꎬ在明初ꎬ政府粮仓中的剩余商品粮不在市场销售ꎬ被用来分给

民众ꎬ以支付他们超过规定额度送缴的物资和所服的劳役ꎮ 这种做法称就地采办(坐办)ꎮ 在成

祖时期ꎬ这种做法被普遍采用ꎮ 赔偿使这类物资和劳力只值实际市场价格的一部分ꎮ”②所以ꎬ永
乐时期山东农民的徭役负担较洪武时期大为加重ꎮ

结语

“观明(太)祖之全科农桑ꎬ作养廉俭ꎬ已足藏富于民矣ꎮ 虽洪武中叶ꎬ兵事粗定ꎬ而需费浩

繁ꎬ取于民者似不容缓ꎮ”③明太祖接受元末农民战争的教训ꎬ在建国初年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

赋的政策ꎬ积极发展农业ꎬ大量免税赈济农业灾害ꎬ使得明朝在稳定与发展中安然走过了 ３１ 年ꎮ
在此期间ꎬ山东地区农民的赋役负担较轻ꎬ农民安居乐业ꎮ 但朱棣掌权后ꎬ为保证其野心的实现ꎬ
对洪武时期的政策加以调整ꎬ把帝国重心由发展经济转向对外扩张ꎮ 而对外扩张又必须有充盈

的国库和力役作为后盾ꎬ这些来源便是普通的农民ꎮ 永乐时期ꎬ从国家施政重心的转移、田赋的

变相增加到徭役的大规模征发ꎬ使得山东地区农民赋税徭役负担有了明显的增加ꎮ 所以ꎬ在永乐

十八年间ꎬ山东人民在受朝廷税赋徭役加重压迫和自然灾害的双重作用下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唐

赛儿农民起义运动ꎬ为明代王朝统治敲响了警钟ꎮ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ｖｅｅ ｉｎ Ｈｏｎｇｗｕ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７３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Ｈｏｎｇｗｕ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ｙｅａｒ.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ａｙ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ｉ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ꎬ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ｐｅｒ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ｖｅｅ ｋｅｐ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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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禁政策变迁中的博弈:
从双边分歧到多边促成

∗①

韩　 毅　 潘洪岩
(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ꎬ辽宁 沈阳ꎬ１１００００ )

　 　 摘要:　 明代海禁政策的变迁始于明初ꎬ终于明末ꎮ 官商、外商和国内私人海商力量ꎬ围绕着海禁政策变迁

展开博弈ꎬ影响了海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启动和实施ꎮ 明代海禁政策变迁ꎬ经历了从最初的相关利益群体尖锐

对立ꎬ到相关利益集团经过多边协调ꎬ海禁政策变迁最后得以实现ꎮ 这个复杂的政策变迁过程体现了相关利益

集团利益诉求的不断转变ꎮ 基于利益集团理论ꎬ使用博弈论分析方法ꎬ可以假设海禁政策变迁中仅仅存在禁海

方和开海方两个利益联盟ꎬ通过建立模型ꎬ分析明代海禁政策变迁过程中ꎬ利益主体是如何从最初的直接对立ꎬ
经过博弈和妥协ꎬ最后达成多边认同ꎮ 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和博弈论分析明代海禁政策变迁是一种新的尝试ꎮ

关键词:　 明代海禁ꎻ利益集团ꎻ政策变迁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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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明代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ꎬ形成了三股势力较强的贸易主体ꎬ分别是官商集团、外商集团和

国内私人海商集团ꎮ 在此消彼长的海外贸易体系中ꎬ官商集团、外商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集团作

为三大贸易参与集团ꎬ形成鼎足之势ꎮ 官商集团在中国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ꎬ伴随朝贡贸易的

发展ꎬ遍布沿海各个城市ꎬ成为近代海外贸易中体系最为完善的贸易组织ꎬ组织严密而完备ꎻ外商

集团是明代中期以后ꎬ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中国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贸易集团ꎬ他们以本国政

府为后盾ꎬ主要分布在中国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ꎬ为了追寻高额海外贸易的利润ꎬ跃跃欲

试ꎬ铤而走险ꎻ国内私人海商集团是明代海禁政策下中国沿海商人在从事海外贸易走私活动过程

中自发形成的商人团体ꎬ代表着近代中国新兴的海商力量ꎬ主要集中在各个沿海贸易城市ꎮ 学者

晁中辰曾指出ꎬ明代海外贸易领域中的官商、私人海商以及海外商人ꎬ三种势力ꎬ鼎足而立ꎮ 可以

说ꎬ把官商集团、外商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作为明代海外贸易领域中形成鼎足之势的三大贸易力

量ꎬ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ꎮ 官商集团、外商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集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ꎬ为
了维护各自的贸易利益ꎬ成立行业组织ꎬ在海外贸易领域中形成了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竞争的三股

利益集团ꎮ 在明代中期ꎬ经常出现地方官员与海商和外国贡使勾结在一起进行走私贸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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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ꎮ②明代中期ꎬ国内开海方官员和有识之士呼吁政府在沿海地区实现开海ꎬ改变明初海禁政策

导致的海外贸易领域混乱的局面ꎮ １５６７ 年ꎬ隆庆登基ꎬ开海贸易呼声四起ꎬ浙江巡抚涂泽民上疏

力陈“海禁”政策种种弊端和开海贸易的好处ꎬ请求开放私人出海贸易ꎮ① “开海”的核心是废除

海禁政策ꎬ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ꎬ但是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会触动不同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ꎬ
相关利益集团也必将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社会变迁的进程ꎮ “开海制度”要废除主导明代数百年

的贸易体系ꎬ从根本上触犯了官商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是朝贡贸易体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ꎬ面
对变迁必然加以阻挠ꎻ但是ꎬ维持海禁政策下的混乱海外贸易现状ꎬ将会严重束缚国内海商利益

集团和外商利益集团的发展ꎬ因此ꎬ废除海禁的呼声也日渐高涨ꎮ 三大利益集团和开海制度变迁

有着紧密的利益联系ꎬ他们凭借着自己在海外贸易领域中的不同优势ꎬ极大地影响了开海制度的

推动和实施ꎮ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利益集团理论进

行了发展ꎮ 诺斯认为制度是规则ꎬ利益集团是规则的玩家ꎮ 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社会演化

方式ꎬ因而是理解社会历史变迁的关键②ꎮ 制度变迁的实质是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的制

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ꎬ也是社会公共选择的过程ꎮ 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主体作用ꎬ制
度变迁能够创造潜在的利益ꎮ 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ꎬ希望制度向有利于自己的

方向发展ꎮ 由于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利益结构、偏好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差异ꎬ产生了利益集团

之间相互冲突和相互制衡ꎬ最后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ꎮ 明代的海禁政策制度变迁就是在明

代海外贸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下ꎬ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ꎮ
对于海禁政策变迁的各方面研究ꎬ在以往的时候一直强调要基于历史学的视角ꎬ开展相关史

料的分析ꎬ很少站在相关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ꎮ 基于这样的情况ꎬ本文尝试运用利益集

团的相关理论对明代海禁政策变迁进行系统分析ꎬ主要研究三大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制度变迁

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力量的变化ꎬ及其影响政策变迁的过程ꎮ 运用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分析明

代海禁政策变迁ꎬ是对原有的海禁政策历史学分析的一个新的突破和尝试ꎮ 明代海禁政策的变

迁作为中国在海外贸易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次变迁ꎬ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和启发ꎮ

二、明代海禁政策变迁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一)明代海禁政策变迁的利益关系分析

海禁政策变迁的核心就是废除朝贡贸易在明代海外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ꎬ这种改变必然

要影响海外贸易领域中官商利益集团、外商利益集团和国内私人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ꎮ
１.官商利益集团与海禁政策变迁的利益关系

海禁政策变迁的核心任务是改变朝贡贸易在海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ꎬ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

易ꎮ 明代官商利益集团建立初期的发家业务就是服务于朝贡贸易ꎬ伴随朝贡贸易不断发展变化ꎮ
官方背景深厚的官商利益集团在明代海外贸易领域中发展了近百年ꎬ是明代海外贸易体系中生

命力最为顽强的传统贸易组织ꎬ其业务领域从起家的中介业务ꎬ到代理税收业务ꎬ最后发展到涵

盖整个海外贸易体系的“十三行”ꎮ 长期以来ꎬ官商利益集团牢牢把握海外贸易中的政府赎买和

贡品拍卖等环节ꎬ独得其利ꎬ成为了朝贡贸易体系中实力最为庞大的利益集团ꎮ 朝贡贸易是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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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一部分ꎬ海禁政策的变迁必将动摇官商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ꎮ
第一ꎬ废除朝贡贸易将会使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中的收益减少ꎮ 因为最初的官商主要

是从事朝贡贸易中的中间商等行业ꎬ为外国贡使在谋取商品交易中提供最大便利并且从中获利ꎮ
明代中期ꎬ官商行业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贸易领域ꎬ并且从中获得巨大利润ꎮ 特别是明代中期实

行的新的抽分税收制度ꎬ有官商参与的海外贸易ꎬ从中会节省下大量的税收ꎬ官商将本应该上缴

国家的税收变成了合理的手续费用ꎬ获利肥厚ꎮ 海禁政策变迁之后ꎬ朝贡贸易萎缩ꎬ来华朝贡并

且进行私下贸易的商人大为减少ꎬ官商行业的收益必将减少ꎮ
第二ꎬ海禁政策变迁将动摇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领域中的垄断优势地位ꎮ 官商以大量

隐形官员为背景ꎬ在当时大宗商品交易、海关税收以及对外贸易各项业务中处于垄断地位ꎮ 这种

垄断地位是在排除私人海商参与海外贸易的前提下完成的ꎮ 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和内地贸

易中都发挥重要作用ꎬ主要在于官商具有很强的特权性ꎬ海禁政策不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ꎮ 无

形中为官商垄断地位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ꎮ 但是在明代中后期海禁政策变迁时期ꎬ大量私人

海商从事海外贸易ꎮ 凭借着更加灵活的贸易交易方式和手段ꎬ私人海商集团日益取代以前官商

的地位和作用ꎬ不断发展壮大ꎬ官商利益集团的在海外贸易交易体系中的优势将会不复存在ꎮ
第三ꎬ海禁政策变迁将削弱官商在海外贸易领域中的业务优势ꎮ 官商利益集团形成的基础

就是信息优势ꎬ在海禁政策下的朝贡体系中ꎬ官商利益集团就是信息交换的中心和枢纽ꎬ不仅仅

是海外商人ꎬ国内私人海商也经常从官商中获得大量的交易信息ꎬ从而决定自己的贸易交易方式

和数量ꎮ 可以说ꎬ在朝贡贸易占据海外贸易主导地位的时候ꎬ离开了官商的信息供给ꎬ无论是外

商还是国内私人海商ꎬ都无法开展持续的贸易交易ꎬ官商的地位可想而知ꎮ 但是ꎬ海禁政策的变

迁ꎬ使得私人海商得以出海ꎬ直接获取更多的交易信息ꎬ无形中官商利益集团的业务优势不复

存续ꎮ
第四ꎬ海禁政策变迁将打破官商行业对海外贸易的垄断ꎮ 在海禁政策下ꎬ官商利益集团借助

背后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ꎬ可以更彻底地实现海外贸易的垄断ꎮ 明政府通过法令禁止渔民近海

渔业、禁止海洋货物交易ꎬ同时严格户口管理ꎬ限制人口流动ꎬ鼓励举报私通外国ꎮ 政府在漫长的

海岸线上设置检查兵站ꎬ进行严格的检查ꎬ这些措施导致在海禁政策下官商几乎垄断了海外贸

易ꎮ 海禁政策变迁后ꎬ官商集团仍然拥有海上贸易名义上的垄断权ꎬ但由于北方战乱ꎬ财政吃紧ꎬ
海防松懈ꎬ官商集团力量急剧减弱ꎬ私人海商力量快速壮大ꎮ 很多大型海商集团联合起来ꎬ或通

过贿赂当地政府官员公开走私ꎬ或组织武力保护走私ꎮ 官商利益集团已经失去了对海外贸易的

垄断权ꎮ
２.外商利益集团与海禁政策变迁的利益关系

海禁政策变迁的核心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改革朝贡贸易ꎻ二是允许私人出海贸易ꎮ 从利益

角度来看ꎬ改变的两个部分对外商各有利弊ꎮ 有利的方面表现在:长久以来ꎬ明代的海禁制度下

实行朝贡贸易ꎬ能够有资格与明政府进行贸易的对象集中在少数被“勘和”过的国家以及这些国

家的朝贡使臣中ꎮ 对于诸如海外贸易中的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而言ꎬ这是极为

不利的ꎬ特别是在葡萄牙要强行与明政府进行通商的时候ꎬ发生了屯门海战和西草湾海战ꎬ先不

论战争结果ꎬ仅仅发生冲突的过程就大大违背了海外商人企图通过贸易获利的初衷ꎮ 因此ꎬ外商

只能通过一些寻租手段ꎬ与官商利益集团私下沟通ꎬ进而获得利益ꎮ 而海禁政策变迁ꎬ是明政府

主动打破官商长期垄断中国海外贸易的现状ꎬ适当放开贸易对象ꎬ这对于一直以来希望与明政府

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流的外商利益集团而言是有利的ꎮ 不利的方面表现在:在明代海禁政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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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ꎬ外商利益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集团是相互合作的关系ꎬ基于共同的海外贸易利益的追求ꎬ
两者在浙江、福建、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建立了诸多商业据点ꎬ共同致力于海外贸易ꎮ 而海禁政

策的变迁ꎬ带来的影响是国内沿海私人海商取得合法的出海资格ꎬ再也不用拘泥于一个或者几个

沿海据点进行海外贸易ꎬ与之相替代的是ꎬ实力逐渐壮大的国内私人海商集团可以直接建立远洋

船队ꎬ出海贸易ꎬ渐渐成为可以与外商集团在海上一决雌雄的竞争对手ꎮ
海禁政策变迁与外商的利益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ꎬ海禁政策变迁后外商增加了更多贸易交易的机会ꎮ 官商集团长期垄断着中国海外贸

易业务ꎬ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ꎬ管理机构是市舶司等地方机构ꎮ 这些地方机构的官员ꎬ将大量

的海外贸易机会ꎬ赋予有官方背景的中间商人ꎬ同时也赋予他们贸易参与权力和相关许可ꎬ这些

中间商人拥有大量海外贸易的交易的权力ꎬ能否讨好他们直接决定着海外商人能够获得多少贸

易机会ꎮ 海禁政策变迁ꎬ导致朝贡贸易的萎缩ꎬ更多的贸易机会被海外商人获得ꎮ 海外商人甚至

可以绕过官商ꎬ直接与地方官员进行沟通ꎬ寻求贸易机会ꎬ这对外商利益集团极为有利ꎮ
第二ꎬ海禁政策变迁也减少了外商进行贸易的成本ꎬ为更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交易提供可能ꎮ

外商不远万里到中国来从事海外贸易ꎬ目标是追求巨额利润ꎮ 以本国政府为后盾ꎬ采用最经济化

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海外贸易交易是外商得以成功的基础ꎮ 减少成本ꎬ就能获得更多收益ꎮ 海

禁政策变迁ꎬ带来宽松的海外贸易环境ꎬ使外商可以将以前用于大规模寻租或者武力对抗的成本

转化为投资ꎬ从而为更大规模的贸易交易提供可能ꎮ
３.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与海禁政策变迁的利益关系

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ꎬ起步较晚ꎬ初期力量较弱ꎬ在官商利益集团占据垄断地位的海外贸

易体系下ꎬ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只能偷偷发展ꎮ 只有在海禁政策变迁之后ꎬ私人海商利益集团

才能突破官商利益集团和外商利益集团的束缚ꎬ走向壮大ꎮ 所以ꎬ私人海商利益集团是海禁政策

变迁的最为坚定的支持者ꎬ也是海禁政策变迁的最大受益者ꎮ
第一ꎬ海禁政策变迁有助于国内私人海商集团摆脱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领域的长期束

缚ꎮ 长久以来ꎬ官商利益集团凭借着对朝贡贸易的垄断ꎬ使新兴的私人海商集团在海外贸易业务

上处处受制ꎮ 在海禁制度下的朝贡贸易体系中ꎬ谁具有官方的许可和授权ꎬ谁就能在贸易体系中

占据优势ꎮ 海禁制度的变革ꎬ将改变私人海商集团被官商集团层层盘剥的局面ꎮ
第二ꎬ海禁政策变迁也有利于提升私人海商利益集团自身实力ꎬ给予国内海商一个发展机

遇ꎬ增强其与外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业务上的竞争力ꎮ 长期以来ꎬ海禁政策禁止外商出海贸

易ꎬ为了获利和安全考虑ꎬ私人海商只能与外商利益集团合作ꎬ将沿海的商品运送到特定的贸易

据点ꎬ交付给外商ꎬ进而获得利润ꎮ 海禁政策的变革ꎬ允许私人海商出海贸易ꎬ大大便利了私人海

商出海贸易ꎮ 私人海商完全可以突破特定贸易据点的束缚ꎬ到更广阔的贸易市场去进行海外贸

易ꎬ将中国海商的海外贸易版图大大扩大ꎮ 私人海商集团不缺少资金、人力和技术ꎬ缺少的仅仅

是政策上的贸易许可ꎮ 当海禁政策变迁之后ꎬ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从事海外贸易的热情更加高涨ꎬ
形成了能够与老牌外商相互竞争的新的海外贸易格局ꎮ

(二)利益集团对海禁政策变迁的影响

海禁政策变迁与海外贸易领域中的三大利益集团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ꎬ而三大利益集团在

海外贸易领域中都拥有着强大的力量ꎬ通过自己的方式对海禁政策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ꎮ
１.官商利益集团

第一ꎬ官商利益集团通过经营朝贡贸易影响着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进ꎮ 海禁政策严禁下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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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贸易ꎬ使得朝贡贸易成为海禁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ꎮ 明代的官商利益集团可以说是朝贡

贸易催生的ꎬ反之ꎬ官商利益集团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朝贡贸易的进行和发展ꎮ 朝贡贸易能够

得以顺利进行ꎬ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商集团操纵和把持ꎮ 官商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把持朝贡贸易ꎬ
是与官商利益集团背后强大的官方背景分不开的ꎮ 官商利益集团在朝贡贸易上的垄断地位ꎬ深
刻影响着海外贸易的发展ꎮ 海禁政策变迁要推进ꎬ就必须打破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商的垄

断地位ꎬ如果缺乏官商利益集团的有效合作ꎬ海禁政策变迁是难以顺利推行的ꎮ
第二ꎬ有官方背景的官商利益集团的行为影响着海禁政策变迁过程中海外贸易市场的稳定ꎮ

官商利益集团作为海外贸易的内外市场的连接者ꎬ其潜在的力量和经营能力是外商和国内私人

海商无法具备的ꎮ 拥有强大的官方力量作为支撑ꎬ内陆广大的市场作为腹地ꎬ同时与国内外的商

人都建立着紧密的联系ꎬ这种扎根于中国特殊的海外贸易环境的利益集团ꎬ对维持中国海外贸易

的稳定和发展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ꎮ 如果没有官商利益集团的配合和支持ꎬ海禁政策变迁难

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ꎬ由此说来ꎬ官商利益集团对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行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２.外商利益集团

第一ꎬ外商利益集团通过背后的政府武装力量ꎬ屡次与明政府对抗ꎬ他们经常通过武装力量

胁迫和贿赂地方官员等方式ꎬ影响着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行ꎮ 外商利益集团是以背后强大的政府

力量为后盾进行海外贸易的ꎬ在外商集团与明王朝接触初期ꎬ就发生了屯门海战和西草湾海战ꎮ
虽然规模不大ꎬ但是外商利益集团为了开海贸易ꎬ不惜以发动战争为代价的处事方式对传统的明

代政府海禁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ꎮ 同时ꎬ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ꎬ外商也贿赂中国地方官员ꎬ以寻

求为贸易提供便利条件ꎮ 澳门就是在中国地方官员被贿赂之后成为外商开展贸易的一个据点ꎮ
外商用自己的大棒和金钱ꎬ影响着明代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行ꎮ

第二ꎬ外国商人通过占据中国周边沿海的贸易据点ꎬ垄断国际航线ꎬ掌控着中国的进出口贸

易ꎬ进而影响海禁政策的变迁ꎮ 葡萄牙商人最先来到中国沿海ꎬ他们占领了印度的果阿、摩鹿加

岛(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和满剌加(马六甲)ꎬ西班牙商人占领了吕宋ꎬ荷兰商人占领了爪

哇ꎮ 外国商人凭借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航海技术ꎬ利用占领的商业基地ꎬ长期垄断着中国海外贸

易的产品输出ꎬ对当时中国的国际贸易产生着巨大影响ꎬ这成为中国海禁政策变迁的一大动因ꎮ
３.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

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影响最大的还是沿海各省的私人海商ꎮ 南部沿海各省地理条件原本恶

劣ꎬ人们多以海为生ꎬ有从海洋中捕鱼为生的渔民ꎬ更有大量从事海商贸易的商人ꎬ海禁使得他们

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源头ꎬ不满与反抗情绪不断酝酿ꎬ与欧洲海商东方扩展的不期而遇ꎬ使得沿海

商人和欧洲海商联合起来ꎬ在东南沿海和南海掀起了走私浪潮ꎮ
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从事走私可以获取更多的财富ꎬ最大化的追求海外贸易中的高额财

富成为海商利益集团的最终追求ꎮ 而在明代海外贸易中ꎬ公共领域的租金成为最大化的海外贸

易财富ꎮ 海商利益集团付出的成本是官府和海盗带来的双重人身威胁ꎮ 在走私过程中轻则伤

财ꎬ重则丢掉性命ꎮ 最著名的海商代表就是明朝中期的王直海商集团和明朝末期的郑氏海商集

团ꎬ夹杂着正当贸易和暴力抢劫ꎬ海商利益集团强烈地冲击明朝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体系ꎮ
第一ꎬ沿海商人利益集团利用寻租的方式为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进提供支持ꎮ 官商利益集团

虽然希望通过垄断海外贸易获利ꎬ但是地方的官员是务实理性的ꎬ他们不会钟情于垄断贸易ꎬ而
是积极参与走私并攫取公共租金或者收受贿赂ꎬ进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ꎮ 大量史料都记载

着明代沿海地方官员接受贿赂甚至参与走私的例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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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中ꎬ中央政府的日常管理和税收等行政行为都依赖于地方官员来完成ꎮ 随着寻租导

致了官僚机构管理成本的上升ꎮ 当然ꎬ地方官员的腐败活动ꎬ不局限于垄断的存在ꎬ还包括所有

国家管理事务ꎬ比如合法贸易活动下的征税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１５７６—１５７８ 年间ꎬ明政府从每艘商

船上征收税额一般在 ２００—４００ 两ꎬ实际上ꎬ每船负担税额都在 ６００ 两以上ꎮ 地方官员所得已经

接近或者超出国家税收所得ꎮ 官员们无疑希望留下大量空间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帐目中进行非正

规的征收①ꎮ
第二ꎬ国内私人海商也通过投资暴力的方式ꎬ主张海禁政策变迁ꎬ推进开海的实现ꎮ 明朝早

期中央政府通过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ꎬ垄断海外贸易ꎮ 明代中期ꎬ由于战乱ꎬ中央政府无力阻止

东南沿海大量海商迅速成长ꎮ 明代初期ꎬ从事走私贸易者ꎬ主要是大量单独的沿海海商ꎮ 有限的

市场和机会ꎬ导致贸易竞争激烈ꎬ外有巡逻的官兵ꎬ内有欺凌弱者的霸王ꎬ多数海商需要结成小团

体以求自保ꎬ当其实力达到一定力量后就可以公然对抗中央政府ꎮ 如嘉靖三十一年四月ꎬ王直等

“驾船千余ꎬ有众万余ꎬ寇温破黄岩县ꎬ流劫余姚ꎬ山阴诸处”②ꎮ 明天启年间ꎬ郑氏集团就在实力

强大之后ꎬ逐渐兼并了其他海商集团ꎬ最后成为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首领ꎬ垄断了海路ꎬ完全

控制了福建沿海的海外贸易ꎮ
由于不同的海商个体对暴力供应有不同的需求ꎬ导致拥有个体暴力比较优势者ꎬ也就是大海

商利用他们的暴力优势地位为比他们弱的海商提供保护ꎬ收取费用ꎬ免受其他暴力团伙抢劫等ꎮ
这导致那些具有个体暴力比较优势的海商组织具有了类国家性质ꎬ形成了超级海商利益集团ꎮ
如郑芝龙海商集团便基本控制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ꎬ每年郑氏集团的收入可达千万计ꎬ他
的船只最多时约三千艘ꎬ往来于日本和东南亚等地③ꎬ成为影响海禁政策的巨大力量ꎮ

三、海禁政策变迁从双边分歧到多边促成的博弈分析

(一)海禁政策变迁启动和阻滞阶段双边分歧的博弈

外商利益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作为有共同诉求的利益集团ꎬ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采取直接和强烈的行动ꎬ共同提出开海的倡议ꎬ并通过朝廷中的利益代表官员陈诉海禁政策的

种种弊端ꎬ为海禁政策变迁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ꎮ 外商利益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出于

实际需要ꎬ更加渴望快速实现海禁政策变迁ꎬ他们是海禁政策变迁的坚定倡导者和拥护者ꎻ官商

利益集团因为地位特殊、对朝贡贸易依赖程度高等原因ꎬ坚决反对海禁政策发生改变ꎬ因此ꎬ官商

利益集团是海禁政策变迁的反对者和阻止者ꎮ
明中央政府作为当时统一的中国的执政主体ꎬ不但是政策制定方和颁布方ꎬ更是一个特殊的

利益集团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ꎬ在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中ꎬ明政府都会以自身利益为先ꎮ 首先ꎬ
这里假设政府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不参与博弈ꎬ只是以中立的政策决策者的身份出现ꎬ政府的立

场取决于利益集团的不同力量对比ꎬ受到利益集团的极大影响ꎮ 所以ꎬ我们在这里将它视为外生

变量ꎮ 因为外商利益集团和国内海商利益集团在开海的利益诉求上基本是一致的ꎬ而官商利益

集团一直要求禁海ꎬ所以在分析中ꎬ主要假设海禁政策变迁中的三方利益集团存在开海方和禁海

方两个利益联盟ꎮ 在这两个利益联盟中ꎬ开海方主要就是外商利益集团和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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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ꎬ而禁海方就是指官商利益集团ꎮ 在海禁政策变迁初始阶段ꎬ开海方和禁海方都具有鲜明的利

益诉求ꎬ两者对开海通商因为有不同的立场ꎬ所以表现为直接的对立ꎮ
１.博弈假设

(１)开海方和禁海方两个参与主体符合理性人假设ꎬ假设开海方和禁海方两个参与主体都

按照集团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ꎮ
(２)在对明中央政府推出开海禁政策变迁的策略上ꎬ具有支持与不支持两种策略ꎮ 支持表

示愿意与明政府合作ꎬ推进海禁政策变迁ꎻ不支持在这里体现在不愿或不积极实现海禁政策

变迁ꎮ
(３)参与博弈的两方利益集团联盟ꎬ有自己明确的开海和禁海利益诉求ꎮ 在其他要素不变

的情况下ꎬ开海方和禁海方都积极参与博弈ꎬ均通过各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ꎮ 在这样的分

析中ꎬ参与博弈的禁海方和开海方对明代海禁政策变迁立场是明显和清晰的ꎬ这些假设完全符合

静态博弈分析的各种条件设定ꎮ
(４)关于对开海方和禁海方收益集合的假设ꎮ 开海方和禁海方都支持海禁政策变迁时ꎬ获

得收益组合为(ａ１１ꎬｂ１１)ꎻ开海方支持ꎬ禁海方不支持时ꎬ收益组合为(ａ１２ꎬｂ１２)ꎻ禁海方不支持ꎬ禁
海方支持时ꎬ收益组合为(ａ２１ꎬｂ２１)ꎻ双方都不支持时ꎬ即对双方而言维持现状ꎬ并没有实现海禁政

策变迁ꎬ收益组合为(ａ２２ꎬｂ２２)ꎮ 因此ꎬ可得如下博弈分析的收益矩阵(见图 １):

图 １　 完全信息下双方博弈收益矩阵

２.策略分析

根据以上的假设以及收益矩阵ꎬ可以得出开海方和禁海方的行动组合为(支持ꎬ支持)、(支
持ꎬ不支持)、(不支持ꎬ支持)和(不支持ꎬ不支持)ꎮ

假设利益集团采取支持的概率为 ＰＡꎬ且 ＰＡ ＝ θꎬ则采取不支持策略的概率为 ＰＡ２
＝ １－θꎮ 假设

开海方采取支持策略的概率为 ＰＢ１
ꎬ且 ＰＢ１

＝γꎬ则采取不支持策略的概率为 ＰＢ２
＝ １－γꎮ 进一步ꎬ可

以得到双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以及均衡混合策略ꎮ
(１)利益集团的均衡等混合策略ꎮ 首先ꎬ开海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ＶＡ(ＰＡꎬＰＢ)＝ ＰＡ１[ＰＢ１

ＵＡ１
＋ＰＢ１

Ｕ′Ａ１]＋ＰＡ２[ＰＢ１
ＵＡ２

＋ＰＢ２
Ｕ′Ａ２] (８.１)

＝ θ[ａ１１γ＋(１－γ)ａ１２]＋(１－θ)[γａ２１＋(１－γ)ａ１２] (８.２)
对上式一阶求导ꎬ得一阶条件:
ƏＶＡ

Əθ
＝γ(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２)＋ａ１２－ａ２２ ＝ ０ (８.３)

解之得:γ∗ ＝
ａ２２－ａ１２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
(８.４)

Ｖ∗
Ｂ ＝

ａ１１－ａ１２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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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开海方以
ａ１１－ａ１２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
的概率支持海禁政策变迁ꎬ以

ａ１１－ａ１２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
的概率不支持海禁

政策变迁ꎮ
(２)禁海方的均衡等混合策略ꎮ 首先ꎬ禁海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ＶＢ(ＰＡꎬＰＢ)＝ ＰＢ１

[ＰＡ１ＵＢ１
＋ＰＡ２Ｕ′Ｂ１

]＋ＰＢ２
[ＰＡＵＢ２

＋ＰＡ２Ｕ′Ｂ２
] (８.６)

　 　 　 　 ＝γ[ｂ１１θ＋(１－θ)ｂ１２]＋(１－γ)[θｂ２１＋(１－θ)ｂ２２] (８.７)
对上式一阶求导ꎬ得一阶条件:
ƏＶＢ

Əθ
＝ θ(ｂ１１－ｂ１２－ｂ２１＋ｂ２２)＋ｂ１２－ｂ２２ ＝ ０ (８.８)

解之得:θ∗ ＝
ｂ２２－ｂ１２

ｂ１１－ｂ１２－ｂ２１＋ｂ２２
(８.９)

Ｖ∗
Ａ ＝

ｂ１１－ｂ１２

ｂ１１－ｂ１２－ｂ２１＋ｂ２２
(８.１０)

即禁海方以
ｂ２２－ｂ１２

ｂ１１－ｂ１２－ｂ２１＋ｂ２２
的概率支持海禁政策变迁ꎬ以 Ｖ∗

Ａ ＝
ｂ１１－ｂ１２

ｂ１１－ｂ１２－ｂ２１＋ｂ２２
的概率不支持

海禁政策变迁ꎮ
３.案例分析

根据前面对开海方与禁海方具体情况的分析ꎬ可以得出ꎬ禁海方由于把持朝贡贸易市场ꎬ拥
有垄断的特殊市场地位ꎬ在不实现海禁政策变迁的情况下ꎬ拥有稳定的收益集合ꎮ 如果实现海禁

政策变迁ꎬ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ꎬ收益集合减少ꎮ 显而易见ꎬ禁海方在支持和不支持海禁政策

变迁中选择不支持的策略是最好的选择ꎮ 与此相反ꎬ开海方则在支持政策变迁中获得更多收益ꎬ
但是在禁海方采取支持策略ꎬ而开海方采取不支持策略时ꎬ获得更多收益ꎮ 根据以上的分析ꎬ对
收益矩阵做出如图 ２ 的赋值分析ꎮ

图 ２　 赋值后的博弈分析

根据图 １－２ 赋值后的收益矩阵ꎬ可以得出ꎬ均衡混合策略下开海方与禁海方选择支持海禁

政策变迁的概率ꎮ 在利益集团均衡混合策略下ꎬ根据公式 ４ 得出禁海方采取支持策略的概率为

γ∗ ＝
ａ１１－ａ１２

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２
＝ １－３
４＋１－９－３

＝ ２
７
ꎬ愿意选择支持策略的概率仅达到 ２８.８％ꎻ在其他条件不变情

况下ꎬ禁海方愿意选择不支持策略的概率则达到 ８１.４％ꎮ
以此例推ꎬ我们经过分析得出开海方和禁海方在选择均衡混合策略的情况下ꎬ开海方选择支

持策略的概率达到 ５０％ꎬ比禁海方选择支持策略的概率要高得多ꎮ
所以ꎬ依据这些进行完全信息下双方静态博弈分析ꎬ且使用赋值的方法ꎬ得出均衡混合策略

效果ꎬ能够看到ꎬ支持概率的显著不同ꎬ体现了在对海禁政策变迁上策略选择的不相同ꎬ开海方与

禁海方行动上的不一致ꎮ 可以这样说ꎬ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ꎬ开海方与禁海方相比ꎬ在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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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更高概率选择支持策略ꎻ而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ꎬ禁海方在政策选择上ꎬ更高概率选

择不支持策略ꎬ反对海禁政策的变迁ꎮ
(二)海禁政策变迁僵局突破阶段的博弈分析

通过对开海方和禁海方的静态博弈分析ꎬ可以看出一次性的双边博弈往往容易陷入对立的

僵局ꎬ即双边分歧、互不合作的局面之下ꎬ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合作策略均衡解ꎮ 根据博弈论理

论ꎬ将一次性博弈变为重复博弈ꎬ有助于实现博弈合作解ꎬ化解彼此对立分歧ꎮ
１.从一次博弈到反复博弈的转变

明朝进入中期后ꎬ国内战争不断ꎬ财政状况急剧恶化ꎬ入不敷出成为经常性现象ꎬ沿海各地方

政府都极力想从海外贸易中获利ꎬ以供地方政府和军事开支ꎮ 荷兰人等外商集团都希望和明政

府通商ꎬ其目的都是追求财富ꎮ 传统的朝贡贸易国虽然继续与明朝继续维持朝贡关系ꎬ目标也是

为了更多的贸易利益ꎮ 为了平衡财政混乱状况ꎬ开海通商成为实现海外自由贸易的变迁方案ꎮ
明政府朝贡贸易萎缩ꎬ严重削弱了官商对朝贡贸易的经营基础ꎮ 如果官商利益集团没有意识到

固步自封会导致危机来临的话ꎬ就难以从骨子里面改变其对海禁政策变迁的抵制ꎮ 对开海方和

禁海方来说ꎬ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ꎬ两方都能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有更深刻的理解ꎬ依据时

势采取行动ꎬ才能促使双方在推进海禁政策变迁上态度逐渐趋于一致ꎮ 海禁政策变迁ꎬ如果从中

央和地方政府考虑ꎬ排除政治上的积极意义ꎬ主要体现在经济上收益颇大ꎮ 海禁政策的变迁ꎬ使
得从事海外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ꎬ更多的国内海商会从事海外贸易ꎬ仅从税收方面而言ꎬ就完全

有助于明中央和地方政府摆脱财政上的窘况ꎮ 对各个利益集团而言ꎬ支持海禁政策变迁的ꎬ在政

策变迁后的未来收益可以预期ꎬ而反对者ꎬ后果无法确定ꎮ

图 ３　 考虑未来支持收益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

图 ３ 是考虑未来支持收益的完全信息博弈矩阵ꎬ其中 ａꎬｂ 分别代表了开海方和禁海方ꎬ支持

海禁政策变迁ꎬ预期收益在当期的效益ꎬ就是包括了未来 ｎ 期的支持策略的状况下ꎬ获得的收益

数额ꎬ很显然都远大于 ａ１１与 ａ１２ꎮ 如果两方都选择不赞同海禁政策变迁的策略ꎬ假设中央政府强

行推进政策实施ꎬ在得不到现有利益集团支持的情况下ꎬ政府的行为也许会造就新的利益群体的

产生ꎻ如果开海方和禁海方都不支持政府的政策ꎬ新的利益群体将从中获得大量收益ꎬ可能最终

替换或者取代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潜在利益集团ꎬ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ꎬ博弈双方将同时受到损

失ꎮ 在博弈中ꎬ当一方对政策表示赞同另一方对政策表示反对的时候ꎬ赞同政府政策的一方明显

要获得比不赞同政府政策一方更大的利益ꎮ 由此ꎬ对于博弈中的有理性的博弈参与者来说ꎬ反复

博弈的最终均衡解为(支持ꎬ支持)ꎬ并且参与博弈的各方对政策的赞同的概率一定比一次博弈

的时候要高ꎮ
在此ꎬ为充分印证史实并说明开海方和禁海方作为对立博弈双方的观点和行动ꎬ可以尝试对

未来赞同收益的完全信息博弈各方进行赋值ꎬ得到图 ４ 赋值后的完全信息博弈分析ꎮ 从分析的

过程中明显可以得到ꎬ与图 ２ 相比ꎬ无论开海方还是禁海方ꎬ其赞同收益的贴现值总和ꎬ(支持ꎬ
支持)策略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收益都将增加ꎬ分别由(４ꎬ４)ꎬ提高到了(８ꎬ８)ꎮ 而在博弈的参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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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采取不赞同策略的情况下ꎬ得到的收益矩阵为(０ꎬ０)ꎮ
分析表明了明中央政府如果采取强行实施海禁政策变迁后ꎬ对开海方和禁海方弃之不用ꎬ后

两者蒙受损失ꎮ 据此收益矩阵ꎬ从博弈策略上看ꎬ对开海方而言ꎬ如果禁海方选择赞同策略ꎬ结果

也将选择赞同策略ꎬ可以从 ８>２ 中得到ꎻ如果禁海方选择不赞同策略ꎬ结果同样选择赞同策略ꎬ
仍将采取支持策略ꎬ可以从 ５>０ 中得到ꎮ 同样的道理ꎬ无论参与博弈的禁海方选择赞同或者不

赞同ꎬ采取支持或不支持策略ꎬ开海方都会选择赞同策略ꎮ 这样ꎬ我们得到的参与博弈双方的占

优均衡策略结果仍旧为(支持ꎬ支持)ꎮ

图 ４　 赋值后的博弈分析

２.官商利益集团反对态度缓和的贸易环境约束

以上从博弈论角度ꎬ对开海方与禁海方在海禁政策变迁过程中ꎬ改变互相对立导致僵局的局

面进行了分析ꎬ在博弈论方法上检验了博弈参与方的禁海方从坚决不赞同到倾向于赞同政策变

迁的演变情形ꎮ 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ꎬ督促禁海方(官商利益集团)实现观点转变的原

因有多方面ꎬ也就是说ꎬ影响因素有多方面ꎬ可是不论哪方面的原因ꎬ最终的祈求目标都是官商利

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ꎮ 在明代 １５２２ 年到 １５６６ 年这段时间ꎬ国内外海外环境发生剧变ꎬ尤
其是国内海商利益集团和官商利益集团在国内外海外贸易领域中实力和影响力的对比变化ꎬ造
成了官商利益集团由原有的政策反对者向政策支持者的角色转变ꎮ 可以说ꎬ利益集团实力的此

消彼长是反复博弈中禁海方转变观念的重要约束因素ꎮ 诚然ꎬ官商垄断利益集团在历史上垄断

朝贡贸易经营ꎬ有着厚重的积淀ꎬ加上优势突出ꎬ比如地位特殊ꎬ拥有较低的经营成本ꎬ再加上明

早期在沿海各个省份ꎬ都占据广阔的市场份额等ꎮ 不过ꎬ成败皆来源于此ꎮ 当朝贡贸易繁荣发展

的时候ꎬ官商利益集团趁着东风大发其财ꎬ借助于特殊的地位ꎬ和内地中小工商业者建立了紧密

的商品买卖关系ꎬ成为内地海外贸易体系的核心力量ꎮ 然而ꎬ随着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ꎬ国内私

人海商这些更为灵活的组织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市场资源ꎮ 进入 １６ 世纪以后ꎬ欧洲商人逐渐垄断

亚洲市场的海外贸易交易ꎬ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需求也越来越大ꎬ仅仅依靠官商组织原有的规

模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量日益增加的商品需求ꎮ 国内私人海商应时而起ꎬ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ꎬ不
论是资本数量还是从业人数ꎬ都大大超过以往ꎮ 因此ꎬ吃朝贡贸易老本的官商行业越来越难以承

受朝贡贸易萎缩的压力ꎬ官商利益集团面临整体力量的逐渐弱化ꎬ急需通过政策变迁来对自己行

业进行转型ꎮ 于是ꎬ其对海禁政策变迁的态度主张ꎬ也逐渐从强烈抵制转变为消极抵制ꎬ甚至默

许支持ꎮ
(三)海禁政策变迁多边促成阶段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ꎬ明代海禁政策变迁ꎬ体现了参与博弈的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过程中ꎬ结合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约束ꎬ在衡量自身实力变化的前提下ꎬ选择赞同策略或

不赞同策略变化ꎮ 海禁政策的变迁ꎬ本质上也是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自身影响力变化在一定形

式上的反映ꎮ
１.海禁政策变迁中各方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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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在 １５０８ 年之后面对现实的巨大变化ꎬ特别是国内外海外贸易领域的巨大变化ꎬ不
但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外商利益集团力促海禁政策变迁ꎬ而且来自社会开明人士的影响ꎬ也
在不断增长ꎮ 各个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ꎬ对待海禁政策变迁ꎬ自身的态度不断变化ꎬ有的利益集

团从前期的明确反对ꎬ到后期的赞同ꎻ有的利益集团从前期的赞同海禁政策变迁到进一步赞同海

禁政策变迁ꎮ 无论是海外贸易领域中的官商、国内私人海商还是外商利益集团ꎬ都参与到博弈

中ꎬ对海禁政策变迁产生了影响ꎬ最后是多方因素促成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进和实施ꎮ 首先ꎬ最重

要的推力来自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坚决拥护ꎬ其次ꎬ其推力是明中央政府力求摆脱经

济困境ꎬ进行政策变迁的决心ꎬ除此之外ꎬ官商利益集团阻力的逐步减弱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

海禁政策变迁的推行ꎮ
２.海禁政策变迁中各方力量变化

在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间ꎬ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ꎬ对国内旧有的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产生了冲击ꎬ
参与海外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实力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因国内战争及朝贡贸易的萎缩ꎬ
整个外贸行业不景气ꎬ大批官商倒闭、转行ꎬ官商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不断衰弱ꎻ国
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ꎬ因不断增强的自身经济实力ꎬ以及与海外商人直接进行沟通交易的便利条

件ꎬ不但壮大了自身的力量ꎬ也获得了强有力的资金资助ꎬ自身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ꎻ外商利益

集团ꎬ凭借各自背后国内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明显的资本、技术优势ꎬ主导了世界范围内很多地区

的国际贸易业务ꎬ尤其是亚洲的白银进出口贸易ꎮ 外商利益集团通过进口和出口的巨大差价赚

取了无数财富ꎬ很多海商因此一夜暴富ꎮ 外商利益集团在海禁政策变迁之初ꎬ资金实力远超国内

私人海商利益集团ꎬ但到了 １６ 世纪以后ꎬ外商利益集团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ꎬ欧洲国家特别是葡

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外商数量增加ꎬ但由于内部的战争和竞争ꎬ总体实力在不断下降ꎮ 总之ꎬ官
商、外商以及国内私人海商在海禁政策上观点的变化ꎬ以及多方博弈主体自身实力对比的转变ꎬ
都对明中央政府最后成功实施开海起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ꎮ

首先ꎬ明中央政府实力衰弱ꎮ 明代正统十四年七月ꎬ瓦剌也先率众扰边ꎬ明英宗在太监王振

怂恿下率军 ５０ 万出征ꎬ兵至大同而回ꎮ 八月十三日ꎬ也先追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ꎬ四面围

攻ꎬ明军几乎全军覆没ꎬ英宗被俘ꎬ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土木之变”ꎮ 明代积聚百年的国力遭受重

创ꎬ此后宦官汪直、刘瑾等相继弄权ꎬ朝政腐败ꎬ政局不稳ꎬ土地兼并ꎬ贫富分化ꎬ人口流亡ꎬ严重破

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ꎬ全国各地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流民起义ꎮ 明政府陷

入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ꎮ 财政困难困扰当朝者ꎮ 这个时期ꎬ明政府既要面对国内人民起义ꎬ又要

防范国外入侵ꎬ国库支出巨大ꎮ 明中央财政背负着沉重负担ꎬ国家力量已经无法有效对全国进行

控制ꎮ 实质上ꎬ国内财政趋于破产ꎬ政令不畅ꎬ地方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ꎬ不得不各行其

是ꎬ需求破解良方ꎮ
其次ꎬ利益集团影响力增强ꎮ 一是人数增加、规模扩大ꎮ 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从明初几十

人的小规模出海ꎬ到正德年间的成群结伙ꎬ数万人纵横海上ꎬ人数大增ꎮ 国内私人海商出海的船

队也从以前的几只小舟发展到成百上千条大船ꎬ人数增加ꎬ规模扩大ꎬ都表明了其实力和影响力

在不断增强ꎮ 二是舆论引导ꎮ 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ꎬ是海禁政策变迁的主要赞同者和积极参

与者ꎮ 在海禁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中ꎬ不论从最初的开海政策的提出ꎬ到进入僵持ꎬ无法迈进ꎬ还
是最终克服重重困难ꎬ成功施行ꎬ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ꎬ国内私人海商集团同中央和地方官员关

系不断密切ꎮ 而且ꎬ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积极沟通、联合地方开明人士和中央支持开海的官

员ꎬ从内到外ꎬ从中央到地方ꎬ在各种场合都营造了适合开海通商的社会舆论氛围ꎮ 特别是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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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ꎬ开海代表新任广东巡抚林富上疏要求重开市舶ꎬ并提出通商的四大好处ꎬ宣传开海是时代

所需ꎬ呼吁社会各界配合中央政府实施开海政策ꎮ 随后ꎬ国内舆论要求开海通商的氛围日益浓

厚ꎮ 三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私人海商发展ꎮ 明代中叶广东对外贸易率先实现制度转型ꎬ既与广

东地方政府为了开拓财源ꎬ解决财政问题ꎬ适应国际贸易形势进行的政策调整有关ꎬ也与中央政

府“关照”广东有关ꎬ广东的政策调整得到了明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ꎮ 但与此同时ꎬ浙江和福

建两省长期海禁ꎬ关闭对外贸易ꎬ为此两省官员和海商都感到不平ꎬ认为宽于广而严于浙、闽ꎮ 福

建地方官员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ꎬ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像对待广东那样允许部分放开贸

易ꎬ疏通沿海商民迫切要求对外通商的要求ꎬ解决民间生计ꎮ 从居民生活方面而言ꎬ福建山多田

少ꎬ沿海商民“以海为田”“一旦禁海ꎬ民众生计萧条”ꎻ从地方政府方面而言ꎬ开海可以为地方政

府带来大笔贸易税收ꎬ增加财政收入ꎬ填补因海防紧张、连年征战造成的财政缺乏ꎮ 这些都在嘉

靖四十三年(１５８４ 年)福建巡抚谭纶«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有详细的阐

述ꎮ 地方官员邓钟的«论海市»也注意到福建开海虽然与广东有所不同ꎬ但是都利大于弊ꎬ有利

于国计民生ꎮ 隆庆元年ꎬ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内阁:解除“贩夷之律”ꎬ准贩东西二洋ꎮ 得到准

许ꎬ明代中央政府遂在漳州海澄县月港开设督饷馆ꎬ允许商民出海贸易ꎬ最终为福建开辟了一个

对外的贸易渠道ꎮ
３.内外多因素对官商利益集团的重创

战争导致财政紧缩ꎮ 发生在明朝南疆的十数年的抗倭战争ꎬ造成了沿海各省的财政近乎崩

溃ꎮ 除了经济ꎬ战争也需要大量兵员和后勤补给ꎬ这使得经济基础原本脆弱的沿海各省负担更为

沉重ꎮ 地方政府对官商行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ꎬ使得官商利益集团资金短缺ꎬ无以为继ꎬ普遍歇

业停业转行ꎬ总体力量大减ꎮ
朝贡贸易萎缩ꎮ 明代统治集团致力于建立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四夷来王”“万国朝宗”的

贸易体系ꎬ主要依靠朝贡贸易维持ꎮ 朝贡贸易事实上成为了明朝“怀柔远人”“固藩人心”的一种

工具ꎬ传统的官方海外贸易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ꎮ 洪武初年ꎬ明政府先后设置太

仓黄渡、浙江、福建、广东等市舶司ꎬ主管朝贡贸易ꎮ 明成祖以藩王的身份篡夺皇位ꎬ在对外贸易

政策上ꎬ调整了洪武时期的“守备为上”政策ꎬ主动出击ꎬ亲征漠北ꎬ出击鞑靼和瓦剌ꎬ经营东北和

西南ꎬ派遣郑和等出使西洋ꎮ 郑和下西洋以江苏为基地ꎬ大多从福建启航ꎬ驰向海外ꎮ 郑和船队

规模巨大ꎬ第一次下西洋ꎬ军士和水手多达 ２.７ 万余人ꎬ分乘宝船 ６０ 余艘ꎮ① 船队使用罗盘ꎬ所至

以瓷器、丝绸、金银等交易海外珍物ꎻ航程远达东南亚、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各国ꎬ充分

展示了明朝雄厚的国力ꎮ 但是到了宣德二年ꎬ朝贡贸易就回落到永乐以前的水平ꎮ 据统计 ꎬ洪
熙、宣德来朝贡的国家仅剩下了 １８ 个ꎬ共 ４９ 次ꎻ只有占城、暹罗、苏门答腊、琉球等国比较频繁来

朝进行贸易ꎮ②

四、 结论

(一)通过对官商、外商和国内私人海商三大利益集团在海禁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变

化进行分析ꎬ可以看到ꎬ正是因为国内私人海商力量的不断兴起ꎬ由弱小变强大ꎬ才导致三大利益

集团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ꎬ使得有利于国内私人海商发展的政策变迁得以顺利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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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繁荣的朝贡贸易到了明代中期已经开始衰弱ꎬ缺乏大量贸易国的到来ꎬ沿海各省的官商

行业收入锐减ꎮ 此时ꎬ当明代欧洲海商带来的冲击还未散去ꎬ官商尚未意识到自由贸易的大潮已

经来临ꎬ还在顽固反对海禁政策变迁ꎮ 直到大量私人海商崛起ꎬ力量强大到足以表达自己的欲望

和诉求ꎬ官商利益集团才真正重视私人海商利益集团利益要求ꎬ在真正意义上开始接受海禁政策

的变迁ꎮ
(二)明代海禁政策的变迁ꎬ不单单是中央政府强制推行就能够顺利实现ꎬ而是政策利益相

关方通过多方反复博弈ꎬ通过自身实力的对比变化ꎬ改变自身的观点和态度ꎬ最后达成的一种各

博弈参与方都能接受的最优博弈均衡解ꎮ 正是参与博弈的利益各方的不断协调和妥协ꎬ海禁政

策变迁才能够被多方参与者所共同接受ꎮ 在明代海禁政策变迁初期ꎬ开海方和禁海方无法得到

均衡解ꎬ也就是以上双方很难在策略选择上达成一致ꎮ 利用赋值的方法发现ꎬ开海方和禁海方在

赞同海禁政策的策略选择上数值差距很大ꎬ其中禁海方的赞同策略选择概率为 ２８.８％ꎬ而开海方

赞同海禁政策变迁的策略选择概率为 ５０％ꎮ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到ꎬ海禁政策变迁的策略选择

是海禁政策各方更明智的选择ꎮ
(三)明代的海禁政策变迁最后能够成功实现ꎬ不仅仅是单纯两方博弈的结果ꎬ其最终实现

由多方原因共同促成ꎬ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ꎮ 明代中期ꎬ在国内外大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下ꎬ开海方和禁海方的博弈策略发生了微妙变化ꎮ 从反复博弈过程中可以看出ꎬ禁海方在博弈策

略选择上ꎬ开始向支持的方向倾斜ꎮ １５２２ 年到 １５６６ 年ꎬ特别是明代中期ꎬ国内官商利益集团受

到抗倭战争和朝贡贸易衰弱等因素影响ꎬ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局面ꎻ同时ꎬ外商利益集团受到内部

战争和内部竞争的影响ꎬ在华贸易业务不断收缩、贸易影响力不断衰减ꎻ而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

团则在乱世中不断发展壮大ꎻ最终ꎬ造成官商、外商以及国内私人海商利益集团ꎬ实力对比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ꎬ共同促成了海禁政策变迁的最后实现ꎮ 在明代海禁政策下ꎬ各利益方围绕着开海与

否展开激烈博弈ꎬ在简单博弈到反复博弈的过程中ꎬ博弈参与主体自身实力发生了显著变化ꎬ从
而对博弈参与主体对海禁制度变迁的观点和态度产生影响ꎬ并结合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共同促成了

明代海禁政策的变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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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影响
———兼论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史∗①

范晓婷１　 张茂聪２

( １.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伴随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爆发及制度改革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先后历经了“萌芽发端—崭露头

角—遭遇挫折—寄人篱下—绝处逢生—重整旗鼓—百废俱兴—曲折前进—遭受重创—恢复整顿—转型发展”等
发展阶段ꎮ 在这一演进过程中ꎬ山东师范大学的发展历史成为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典型和缩影ꎮ 通过研

究厘清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与山东师范大学间的关系可以看出ꎬ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和山东省

立第四师范学校存在一定历史渊源ꎮ 齐鲁大学部分系科的并入使山东师范大学与登州文会馆结下不解之缘ꎮ
关键词:　 山东高等师范教育ꎻ历史沿革ꎻ山东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０１－１５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范晓婷(１９８９—　 )ꎬ女ꎬ山东新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ꎬ博士ꎻ张茂聪(１９６８—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校管理干部科研项目”(２０１６ＧＬＧＢ１９)的阶段性成果ꎬ撰写过程中得到该课题负责人

山东师范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张玉平副教授的大力支持ꎬ并为研究提供了众多宝贵史料ꎬ在此表示诚挚感谢ꎮ

　 　 １８９７ 年南洋公学师范院的成立开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ꎬ１９０２ 年山东大学堂师范馆的

创立拉开了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帷幕ꎮ 伴随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爆发及制度改革ꎬ全
国师范教育发展起起落落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随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ꎬ山东师范大学作为山

东省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主力军ꎬ与省内其他大学共同肩负着培养、输送师资队伍的重任ꎮ 本文

旨在系统梳理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ꎬ并对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史存

在的几处疑点进行考证研究ꎮ 一是山东师范大学与历史上著名的登州文会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

关联? 二是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史是否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２ 年山东大学堂附设的师范馆? 三是山东

师范大学与山东六所省立师范学校有何关系? 四是山东师范大学与抗战时成立的山东省立临时

政治学院是否存在一定渊源? 五是现有校史记载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一度独立为山东师范学院ꎬ
后又经历撤销、合并等过程ꎬ华东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间究竟经历了何种曲折历程? 为此ꎬ本文

将山东省置于全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之下ꎬ围绕山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建设尤其是山东师

范大学发展历程展开研究ꎬ辅之以师范教育体制改革为横向脉络ꎬ政权更替、时间变化为纵向脉

络ꎬ梳理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百年史略ꎮ

一、晚清政府统治时期:体制内外新式教育的萌芽与发端(１８６２—１９１２)

自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大门以后ꎬ社会的历史进程由此发生转

变ꎮ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与西方文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ꎬ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开始瓦解ꎬ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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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逐渐形成ꎮ
(一)教育体制内: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帷幕拉开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促使新式教育在清末传统的教育体制内逐渐萌芽ꎮ 在救亡

图存的时代背景下ꎬ仿照西方教育制度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ꎬ师资的普遍缺乏呼唤

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发端ꎮ １８９７ 年ꎬ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师范院创立ꎬ标志着中国

师范教育的开始ꎮ 然而ꎬ这种新式教育在 １９００ 年前的山东发展得并不理想ꎮ 洋务运动后期兴办

的威海水师等学堂的教育内容仅限于军事领域ꎬ且与省内的教会学校相比较为落后ꎬ导致山东落

后于同时期国内许多地区ꎬ在师范教育发展方面更是止步不前ꎮ
庚子国难后ꎬ亡国灭种的危机形势迫使清王朝不得不进行变法ꎮ 清政府于 １９０１ 年推行新

政ꎬ同年 ９ 月ꎬ颁布«兴学诏书»ꎬ下令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作大中小学堂ꎮ １９０４ 年ꎬ清政府以

日本学制为参考ꎬ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修订颁行“癸卯学制”ꎮ 次年ꎬ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

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ꎬ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ꎮ 癸卯学制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层级设置师

范教育部分ꎬ在普通教育之外设置了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ꎮ 其中ꎬ初级师范属于中等师范教育性

质ꎬ而优级师范则属高等师范教育性质ꎮ 从此ꎬ师范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立起来ꎮ 据

统计ꎬ１９０７ 年全国共有 ５４１ 所师范学校ꎬ远远高于当时的普通中学堂、实业学堂数量ꎮ 在此背景

之下ꎬ山东教育进入重大变革时期ꎬ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帷幕也从此拉开ꎮ
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ꎬ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山东大学堂”ꎬ这既是

山东第一所省立大学堂ꎬ也是全国各省最早兴办的大学堂ꎬ山东教育新政由此走在全国前列ꎮ 首

任总办为唐绍仪ꎬ首任总教习为美国人赫士ꎬ学堂中聘用的西学华人教习由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刘

永锡等人担任ꎮ 那么ꎬ袁世凯缘何能够带领当时的山东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实际上ꎬ这与我国近

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登州文会馆”有着重要关系ꎮ 早在 １８７０ 年至 １８８０ 年间ꎬ袁世

凯在登州做军头时便与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狄考文有些交谊ꎬ满清军队修械所的技工就是由狄

考文训练并介绍的ꎬ袁世凯还曾经参观过狄考文的一切设备ꎮ 可想而知ꎬ袁世凯必然对狄考文所

创建的登州文会馆倍加关注ꎬ当他发现清廷有意建立新式学校时ꎬ便马上召集当时的文会馆馆长

赫士率领文会馆的 ４ 名美籍教习、９ 名早期毕业教习、８ 名新毕业生和 ２ 名汉文教习ꎬ在参考文会

馆管理条规的基础上制定了学堂章程ꎬ按照文会馆的模式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创办了山东

大学堂ꎮ 山东教育创建者认识到“目前师资未善ꎬ课程不免分歧ꎬ必以先办师范学堂为第一关

键”①ꎬ１９０２ 年 ８ 月ꎬ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在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ꎬ从各地的廪生、增生和附生

中考选ꎬ共招 １０４ 人ꎬ由方燕年主持馆务ꎬ拨库银 １ 万两作为开办经费ꎬ校址设在济南旧城中心贡

院ꎬ成为山东兴办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ꎬ也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ꎮ 经过一年培训后ꎬ学生

中有 １０ 人被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ꎬ４４ 人被选送保定速成师范学堂学习ꎬ另有 ５０ 人被选

送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ꎬ成为山东最早一批留学生ꎮ １９０３ 年ꎬ山东大学堂迁至杆石桥附近ꎬ并
于 １９０６ 年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ꎮ １９０３ 年 ９ 月ꎬ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并改名为“山东

师范学堂”ꎬ次年ꎬ迁入泺源书院旧址ꎬ周馥增拨白银 ２ 万两扩建学校ꎮ １９０７ 年ꎬ山东师范学堂开

始举办优级预科ꎬ毕业生奖以师范科贡生ꎬ赐予训导职衔ꎮ １９０９ 年ꎬ按照«优级师范章程»ꎬ于完

全科中挑选 １３６ 名优级师范生ꎬ设优级文、理科各一班ꎻ１９０９ 年续招优级文、理科ꎻ１９１０ 年添招 ５
年制优级师范生ꎬ同时增设优级四类一班ꎮ １９１１ 年ꎬ正式更名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ꎮ 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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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立为山东新式教育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师资ꎮ １９１１ 年春起ꎬ第一届优级师范生毕业ꎬ按照

学堂章程规定ꎬ考试合格后授予举人头衔ꎬ选拔最优者授予国子监博士ꎬ并加五品衔ꎬ优者授予国

子监助教ꎬ次优者授予国子监学正ꎮ 该校学生毕业后任教于山东各类中等或初等学堂ꎬ对于推动

山东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ꎬ其中包括“被称为‘齐鲁四大教育家’的范明枢、鞠思敏、王祝晨、
于明信”①ꎮ

除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外ꎬ山东还创设了“优级师范选科学堂”ꎮ １９０６ 年ꎬ学部对«奏定学堂章

程»中优级师范设立选科一项进行补充ꎬ并颁布«优级师范选科简章»ꎬ规定“选科以培养初级师

范学堂、中学堂教员为宗旨ꎬ每省设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一所”②ꎮ 据此简章ꎬ山东提学使在济南趵

突泉街创设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ꎮ １９１１ 年ꎬ学部认为学堂学生不胜任中学堂教习ꎬ命令各省

一律停办ꎮ 适逢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学生毕业ꎬ遂裁撤ꎮ
据统计ꎬ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１１ 年间ꎬ山东省共设立师范学堂 ２４ 所ꎬ至 １９１１ 年仅有 １ 所高等师范学

校ꎮ 从学堂简章中不难发现ꎬ清末师范学堂具有浓厚的官学特色ꎬ正如丛小平所言ꎬ“师范学堂

在新学制中的地位非常类似科举制下的官学体系ꎬ从招生到毕业以及学衔授予和职位分派都与

官学类似ꎬ受到政府控制ꎮ １９０４ 年ꎬ师范学校取代了科举制下的官学体系ꎬ为诸生和教官们提供

了一条出路教育体系仍然是国家实现对地方进行控制的渠道”③ꎮ 由于官方力量不足ꎬ１９０６
年ꎬ学部奏准在各省省会设立教育会ꎬ以期“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④ꎬ“辅助教育行政ꎬ图教育

之普及”⑤ꎮ 教育会虽属私人团体ꎬ却因工作不得不具有半官方性质ꎮ 概而论之ꎬ清末的山东高

等师范教育取得了从无到有的重要突破ꎬ并成为清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手段之一ꎮ 教育会的批准

设立推动了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ꎬ同时又为民国时期师范教育的改革埋下了伏笔ꎮ
(二)教育体制外:登州文会馆承担起高等师范教育工作

«天津条约»签订后ꎬ山东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ꎬ加之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发祥

地ꎬ成为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首选之地ꎮ 他们妄图利用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切断儒家思想的源头

进而实现对中国的统治ꎬ而创办教会学校便成为其传教布道的主要渠道ꎮ 尽管教会学校的创办

夹杂着宗教目的ꎬ但其发展的确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ꎬ在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史上留下了深

深的印迹ꎮ
登州作为新开放口岸ꎬ吸引众多外国人前来游历、通商、传教ꎮ １８６２ 年ꎬ美国北长老会传教

士倪维斯及其夫人在登州观音堂创办了一所女童寄宿学校ꎬ并免费提供食宿和衣物ꎬ成为山东第

一所教会学校ꎬ也是近代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ꎮ 随后ꎬ进入山东的美、英、德等国家的新教差会纷

纷办学ꎮ 其中ꎬ对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ꎬ当属 １８６４ 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

及其夫人在登州开设的 ６ 年制教会小学“蒙养学堂”ꎮ １８７１ 年ꎬ狄考文将“蒙养学堂”升为 ９ 年制

中学ꎬ并于 １８７６ 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ꎮ 学制分为备、正两斋ꎬ备斋 ３ 年ꎬ正斋 ６ 年ꎮ “正斋视

高等学堂之程度ꎬ即隐括中学于内ꎻ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ꎬ而隐括蒙学于内ꎮ”⑥１８８１ 年ꎬ狄考

文向美国国内差会纽约总部提出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并办成“山东学院”的建议ꎮ 次年ꎬ差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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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同意升格为大学ꎬ但将学校定名为“登州学院”(Ｔｅｎｇｃｈｏｗ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中文名仍为文会馆ꎮ 至此ꎬ
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产生ꎮ 是年ꎬ赫士被美国北长老会派到登州文会馆工作ꎬ“首充本馆教

习ꎬ富有思力ꎬ足于智谋ꎬ博学强识ꎬ狄公依之如左右手”①ꎬ他从美国携带来的大批物力、化学仪

器设备极大推进了文会馆的教育工作ꎬ在许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之先河ꎮ 然而义和

团运动的爆发导致教会势力深受打击ꎬ登州文会馆被毁ꎮ 为消除中国社会对洋教的反感ꎬ保持教

会教育的办学吸引力ꎬ１９０２ 年ꎬ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代表在青州举行会议ꎬ通过了合办

“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决议ꎬ该所大学分为文理科、神科和医科ꎮ １９０４ 年ꎬ登州文会馆迁到潍

县ꎬ与 １８８４ 年浸礼会所建青州广德书院大学班联合组成文理科ꎬ改称“广文学堂”ꎬ后于民国年

间改称齐鲁大学ꎮ
清末ꎬ西方教会学校作为传统旧体制外的教育与体制内的教育变革共同发展ꎮ 山东教会学

校教育对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狄考文和赫士在文会馆为当时初

创的众多新式学堂培养并输送了大批师资力量ꎮ 除赫士带领刘永锡等文会馆毕业生到济南协助

创办山东大学堂外ꎬ全国许多著名的国立学校ꎬ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学堂等

均有文会馆的毕业生任教习ꎮ 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ꎬ纷纷被聘为新式学堂教师ꎬ踪迹所

至ꎬ遍布全国“十六余省ꎬ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ꎬ可谓壮观”②ꎮ １９０４ 年ꎬ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

等多方调查毕业生从事职业ꎬ发现从事教育行业的毕业生比重高达 ５９％ꎬ并称:“当庚子之难ꎬ国
家受绝大创痛ꎬ乃遍设学校ꎬ谆谆以培养人才为急务ꎬ而教授科学却无甚人选ꎮ 则东明(狄考文

之字者)高足ꎬ脱颖而出ꎬ咸应聘于各高等学校ꎬ以分司教铎ꎬ执牛耳焉ꎮ”③二是文会馆后更名为

齐鲁大学ꎬ并在 １９５２ 年院系调整时将部分系调入山东师范学院ꎬ奠定了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重

要基础ꎮ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崭露头角却又每况愈下(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ꎬ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ꎬ中华民国于

１９１２ 年初宣告成立ꎮ 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ꎬ中国步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ꎮ “壬
子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及“壬戌学制”的颁布促使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生剧烈变化ꎬ山东高等

师范教育转向急剧衰退ꎮ
(一)学区制的推行遏制“小荷才露尖尖角”(１９１２—１９１９)
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成立在民国初期继续推动新教育制度的建设ꎮ 自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ꎬ教育部在“壬子学制”的基础上补充修改为更加完善的“壬子癸丑学制”ꎬ这是中国教育史上

的近代资产阶级学制ꎬ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ꎮ «师范教育令»«师范教育规程»明确规定将清末

建立的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ꎬ经费全部由国库开支ꎻ府立初级师范学堂改为

省立师范学校ꎬ经费由各省提供ꎻ县因特别情况也可经许可后设立师范学校ꎻ允许设立私立师范

学校ꎬ即将教会学校归入私立学校一类ꎮ １９１２ 年ꎬ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

校”ꎬ徐鸿策任校长ꎬ鞠思敏任教务长ꎮ 山东高等师范学校与当时北京、南京、武汉三地的高师并

称全国四大高等师范学校ꎬ此时的山东依旧走在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前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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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婷　 张茂聪: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影响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ꎬ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对全国师范教育进行统一规划ꎬ推行师范区制ꎬ将全国

划分为六大高等师范区:直隶区、东三省区、湖北区、四川区、广东区、江苏区ꎬ每区仅保留一所国

立高等师范学校ꎮ 其中ꎬ山东被划入直隶区内ꎬ仅保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ꎮ 是年ꎬ刚刚改为国立

的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因此被撤销ꎬ并在其校址续办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ꎬ属中等师范学校ꎮ 由

此开始ꎬ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出现断层ꎬ持续时间长达 ２７ 年之久ꎮ １９１４ 年ꎬ山东就地方行政

区划设岱北、岱南、济西、胶东四个师范学区ꎬ要求每区仅设一所省立师范学校ꎮ 因此ꎬ山东只能

将原有的 １４ 所师范学校按地区整合为第一、二、三、四师范学校ꎬ并设省立第一、第二女子师范学

校ꎮ 其中ꎬ１９１４ 年 ８ 月ꎬ合并济南、泰安、武定三所省立师范成立一师ꎬ校址位于济南泺源书院旧

址ꎬ校长鞠思敏ꎻ曲阜县立四氏初级师范学堂与省立兖州、沂州、济宁、曹州四处师范合并ꎬ改称二

师ꎬ校址位于曲阜ꎻ东昌府立初级师范学堂与临清师范合并ꎬ改称三师ꎬ校址位于聊城ꎻ青州府师

范学堂与省立登州、莱州、胶州师范合并ꎬ改称四师ꎬ校址位于青州ꎻ山东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第一

女师ꎻ山东保姆养成所师范班改为第二女师ꎮ １９１７ 年ꎬ省立一师在双桥寺村设置北园分校并招

生ꎻ省立第一、第二女师合并ꎬ改称“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ꎮ 另外ꎬ清末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

馆在此期间有所发展ꎮ １９１７ 年ꎬ潍县的文理科“广文学堂”、青州的神科“青州神道学堂”迁入济

南ꎬ与医科“共和医道学堂”和英国浸礼会所设的社会教育科“广智院”一同组建为“齐鲁大学”ꎮ
总之ꎬ１９１２ 年的«师范教育令»«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的先后公布ꎬ推动着民初全国及山东高

等师范教育的发展ꎮ 尽管 １９１３ 年高等师范学区制的推行使得国家能够集中有限资源提升全国

高等师范教育质量ꎬ为各省中等学校输送了一批合格师资并促进了中等教育改革ꎬ却导致全国师

范学校规模锐减ꎬ加剧了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矛盾ꎬ影响了师范教育的整体发展ꎮ 对于山

东省而言ꎬ学区制的推行毫无疑问遏制了刚刚崭露头角的山东高等师范教育ꎬ大大抑制了地方兴

办师范教育的积极性ꎮ 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在此期间转向急剧衰退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出现断层ꎬ
客观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ꎮ 同时ꎬ由于山东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ꎬ政局的动荡不安导致山

东高等教育日渐式微ꎬ不断萎缩ꎮ 袁世凯政府试图像晚清政府一样通过师范教育集权来促进国

家权力的统一ꎬ然而统一的师范教育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来监督执行ꎬ民初的军阀分治

导致中央政权在 １９１６ 年后再无力推行统一的教育政策ꎬ地方教育会便在此时以分散性的地方势

力帮助教育厅替代瘫痪的中央政权支配教育资源ꎮ
(二)壬戌学制的推行拓宽师资培养途径(１９１９—１９２７)
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ꎬ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积

极追赶世界教育的新浪潮ꎬ为引进欧美教育思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ꎮ 袁世凯政府所建立的学制

体系开始受到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批评ꎬ“壬子癸丑学制”的弊端逐渐显现ꎬ学制过分集中统一、抑
制地方办学积极性、学校远离农村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ꎬ新一轮的学制改革开始自下

而上酝酿起来ꎮ 在各省推动下ꎬ１９２１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学制改革为讨论中

心ꎬ以广州提交的学制改革方案为主形成«学制系统草案»ꎮ 次年 ９ 月ꎬ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

草案进行修订后ꎬ提交同年在济南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ꎬ并于 １１ 月公布«学校系统改革

案»ꎬ即“壬戌学制”ꎮ 以美国学制为蓝本的新学制ꎬ其教育宗旨之一为“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ꎬ
强调地方办学灵活性ꎬ改变旧学制的集中划一ꎬ但不再将师范教育作为学制中的独立体系ꎬ许多

省份纷纷展开“师中合并”运动ꎬ这种分散式的教育体系逐渐消解着师范体系ꎬ师范学区制更是

不废而废ꎮ
依据新学制ꎬ山东省立师范学校改为初高两级ꎬ前后各三年ꎮ １９２０ 年ꎬ原“南华女塾”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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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南华女子师范”ꎬ１９２４ 年定名为山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ꎻ省立三师于 １９２３ 年增设女子

师范部ꎻ省立一师于 １９２４ 年招收农村师范班ꎮ 一些教会学校也设有师范班ꎬ但缺乏相关统计ꎮ
学制改革还引发出一场关系到师范教育存亡的大争论ꎬ经亨颐、俞大同、常乃德等人主张高师应

当独立设置ꎬ而蔡元培、陈独秀、许崇清等人则主张高师应归于综合大学培养ꎮ 总之ꎬ“壬戌学

制”的实施拓宽了教师培养的渠道ꎬ由以往师范教育独立培养转变为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共同

培养ꎬ师范教育体系由独立化走向开放化ꎮ 实际上ꎬ这对于师范教育自身而言是个沉重打击ꎬ新
学制中的师范教育毫无独立地位可言ꎬ忽视了师范教育的特点ꎬ模糊了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

限ꎮ 据统计ꎬ１９１２ 年底山东有师范学校 １２５ 处ꎬ１９２７ 年则仅有 ４０ 处ꎮ① 山东师范教育不进反退ꎬ
高等师范教育继续处于空空如也的状态ꎬ高等教育不进反退、日渐式微ꎮ

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寄人篱下—绝处逢生—重整旗鼓(１９２７—１９４８)

国民革命运动之后ꎬ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ꎬ通过一系列政策使国家权

力逐渐渗入地方社会ꎬ全国师范教育进入恢复期ꎻ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我国师范教育

造成极大破坏ꎬ政治力量的此起彼伏直接影响着新旧教育的转换ꎻ抗日战争胜利后ꎬ随着国共两

党冲突的不断升级ꎬ师范教育转而进入曲折发展期ꎮ 对于山东而言ꎬ高等师范学校建设未见起

色ꎬ高等师范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中逐渐展开ꎮ
(一)抗日战争前:高师教育寄人篱下(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山东省政府在泰安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山东统治的开始ꎬ山东省教育达到近代以来的

最好水平ꎬ乡村师范学校的大规模设立成为抗战前山东师范教育的最大成就ꎮ
“壬戌学制”下“放任主义”和办学过“滥”之弊端②逐渐显现ꎬ独立师范教育体系的取消并未

提高预期师资培养质量ꎬ师范学校的萎缩与师资力量的匮乏使人们渐渐认识到“美国模式”并不

适合中国的师资需求ꎬ屡屡遭到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ꎬ纷纷要求独立发展师范教育ꎮ 对

“壬戌学制”的抨击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师范教育独立必要性的争论ꎮ 在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ꎬ“陶行知、孟宪承、李相勖、黄琬、李宗武等都据理力主师范学校应该独

立设置”ꎬ而胡适等人则认为“师范大学同普通大学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③ꎮ 会议最终讨论通

过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ꎬ即“戊辰学制”ꎬ该学制首次提出增设乡村师范学校ꎬ规定农、工、
商、师范等科须单独设立为高级职业中学校ꎬ二年制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教育学院ꎬ招收高级

中学及师范学校毕业生ꎮ 是年ꎬ实行大学区制ꎬ将全国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

学区ꎬ每区仅设一所大学ꎬ师范大学无须单独设立ꎬ须并入区内大学ꎮ 师范教育未能在“戊辰学

制”中取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ꎮ 在复校运动和教育界的一片反对声中ꎬ１９２９ 年 ６ 月ꎬ大学区制试

行失败ꎮ 是年ꎬ«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规定大学设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ꎬ在教育界舆论的

强烈反对下ꎬ«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育制度案»于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出台ꎬ规定师范教育应脱离普

通教育而单独设立ꎻ教育部择全国适宜地点设师范大学两三所ꎬ各国立大学之教育学院或教育系

概行并入等ꎮ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ꎬ«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教育行政纲要»出台ꎬ要求大力发展师范教育ꎮ
此时的山东仍未设有独立师范大学ꎬ高等师范教育仅在普通大学内稍有起色ꎬ中等师范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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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突出ꎮ
首先ꎬ由于“戊辰学制”允许大学内设师范教育ꎬ１９３０ 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ꎬ在文学院下设教

育学系ꎬ并由闻一多任院长ꎻ１９３１ 年秋ꎬ教育系扩充为教育学院ꎬ下设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学

系ꎬ由黄敬思任院长ꎻ１９３２ 年 ９ 月ꎬ国立青岛大学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ꎬ«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

育制度案»出台后ꎬ教育学院停办ꎬ所招一年级新生调入其他院系ꎬ二年级学生并入中央教育学

院ꎮ 其次ꎬ在省立师范学校建设方面ꎬ山东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ꎮ １９３０ 年ꎬ将位于菏泽的省立第

二女师改为“省立第五师范学校”ꎬ填补了鲁南师范教育的空白ꎮ 至此ꎬ山东共建有 ６ 所省立师

范学校ꎮ １９３３ 年起ꎬ全省师范学校废除以数字顺序命名的办法ꎬ改为以所在地命名ꎮ 次年ꎬ省立

一师至五师及第一女师分别更名为山东省立济南、曲阜、聊城、益都、菏泽、济南女子师范学校ꎮ
再次ꎬ山东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展乡村师范教育并取得显著成效ꎮ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ꎬ省教育厅令

鞠思敏在济南北园创办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ꎮ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ꎬ先后在莱阳、临沂、
滋阳、平原、惠民、文登、寿张设立省立第二至第八乡村师范学校ꎮ

随着教会学校的迅猛发展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ꎬ这种独立于国家教育行政之外的独

特教育体系引起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警惕和关注ꎬ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

来ꎮ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３ 年ꎬ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若干有关私立学校的政策规定ꎬ如«私立学校条例»
«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等ꎬ要求通过立案的方式将教会学校改造为中国私立学校ꎬ从而将其纳入

中国教育体系之中ꎬ并加强对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限制ꎮ 齐鲁大学因此不得不向国民政府申请

立案注册ꎬ并设文理、医学、神学、社会教育四科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ꎬ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ꎬ神科

和社会教育科被分出独立ꎬ学校设文、理、医三学院ꎮ
总之ꎬ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侧重于将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社会ꎬ推行国家地方政权建设工程ꎬ其

中包括重建乡村教育体系ꎬ而扩大由各级政府管理和监督的地方师范学校成为重建重心ꎬ中等师

范教育也因此得到大规模发展ꎬ并迅速扩展至乡村地区ꎮ １９３２ 年ꎬ«师范学校规程»规定ꎬ将全省

划分为若干师范区ꎬ每区内设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各一所ꎮ 该政策虽与民初的师范区划分

有所类似ꎬ但据教育家边理庭描述ꎬ“各省对师范区的划分并不热衷”ꎮ 对此ꎬ丛小平认为ꎬ相较

于民初师范区而言ꎬ此时的师范区已沦为形式ꎮ① 之所以出现如此差距ꎬ原因在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的地方教育力量已大不如民国初年ꎬ国家在完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时ꎬ将原地方教育精英收编

至国家权力机构ꎬ原本强大的地方教育会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属ꎬ其积极性与灵活性相较民国

初年而言大打折扣ꎮ
(二)抗日战争时期:高师教育绝处逢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七七事变爆发后ꎬ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ꎬ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ꎬ中国共产党开

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ꎬ中国由此划分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及沦陷区ꎮ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

下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韩复榘的主导下不战而退ꎬ致使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ꎮ 山东境内三个政

权并存ꎬ教育体系随政治脱轨而迅速瓦解ꎬ师范学校遭到严重破坏ꎬ高师教育在此时伴随省立临

时政治学院的成立开始恢复ꎮ
１.国统区:临时政治学院的成立昭示高师教育复兴

山东国统区的高等师范教育经历南迁与恢复两个历史阶段ꎮ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ꎬ教育部颁布«师
范学院规程»ꎬ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立ꎬ正式确定师范学院制度ꎮ 受抗日战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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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散落于普通大学内的高师教育遭受沉重打击ꎬ或关闭ꎬ或内迁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ꎬ省立临

时政治学院的成立昭示着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复兴ꎮ
１９３７ 年底ꎬ山东省教育厅组织各地中学师生分头离开山东ꎬ次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成

立“山东联合中学”ꎬ分设中学部和师范部ꎮ 起初ꎬ中学部设在河南邓县ꎬ师范部设在老河口ꎻ随
着日军侵略战火向西蔓延ꎬ学校西迁至湖北郧阳、均县ꎬ更名为“国立湖北中学”ꎻ武汉失守后ꎬ西
迁至四川绵阳ꎬ先后更名为“国立山东中学” “国立第六中学”ꎬ并设绵阳校本部(高中)和梓潼

(师范)、德阳(初中)、辛店子(初中)、罗江(初中)４ 个分校ꎬ学生共计 ５０００ 余人ꎮ 其中ꎬ各内迁

师范学校编入山东联合中学师范部ꎬ后编入国立六中梓潼分校ꎮ １９４２ 年ꎬ国立六中梓潼分校独

立为国立梓潼师范学校ꎬ１９４５ 年抗战结束后开始回迁ꎮ
齐鲁大学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被迫停课ꎬ部分师生南迁成都ꎬ并于次年秋借用华西协和大学复

课ꎬ其余师生或留在济南或借读外地其他学校ꎮ 迁入内地的学生仅相当于 １９３２ 年山东中等学校

学生总数的 １５％ꎬ留在山东沦陷区的其他所有中等学校“全部停滞”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ꎬ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教育政策方针ꎬ山东省政

府开始整顿恢复各级各类教育ꎮ 在师范教育方面ꎬ有省立师范及简易师范 ５ 所ꎬ分设寿光、莱阳、
邹平、曹县等地ꎬ县立简易乡村师范 ３ 所ꎬ省立第二、三、八、十、十二、十六等中学附设有师范或简

易师范部共 １９ 处ꎬ县立中学附设师范 ８ 所ꎬ学生 ５３０８ 人ꎮ 另外ꎬ１９４０ 年 ８ 月ꎬ为收容战区失学高

中毕业生ꎬ省教育厅在安丘贾孟店子村成立“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ꎬ由原省立第四师范校长

徐轶千任院长ꎮ 据记载ꎬ当时临时政治学院“院长徐家驹ꎬ教务主任潘洁民ꎬ训育主任佟秀廷ꎬ总
务主任王兆楼ꎬ教员多半是战前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教师及社会名儒ꎮ 第一季文科、法科各两

班ꎬ学生 １５０ 人(安丘籍 ２９ 人)ꎬ大都是来自鲁南、鲁中的高中和师范的失学青年ꎮ 简师学生由

校方月补生活费 ５ 元ꎮ 省立临时政治学院的学生由县政府拨给养ꎬ生活水平略高于简师学

生”①ꎮ “这个学院ꎬ无论从教师组成ꎬ课程设置、学生流向来看ꎬ名义上是政治学院ꎬ实际属于师

范学校的性质ꎮ”②１９４２ 年春ꎬ学院校舍被日军焚毁ꎬ文科迁昌乐县下皂户村ꎬ法科迁李家村ꎮ 是

年 ９ 月ꎬ因日军大肆“扫荡”ꎬ学院被迫暂时停办ꎮ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ꎬ学院随山东省政府南迁至安徽阜

阳ꎬ省教育厅在阜阳设立第一、二临时中学、临时师范学校、临时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国立第 ２２ 中

学(内设师范部)ꎻ恢复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ꎬ并于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呈请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ꎬ在
政治学院附设三年制师范专修科ꎬ招收鲁籍流亡学生ꎬ以培养山东省中等学校师资ꎮ ９ 月ꎬ教育

部批复照准ꎻ１０ 月ꎬ在阜阳招收鲁籍流亡学生ꎬ成立文史、数理师范专修科两科ꎬ并正式复课ꎮ 此

时的学校ꎬ停办短期干部培训班ꎬ实际上是一个师范专科学校ꎮ 曾担任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副教授

工作的许炳离在自传中写道ꎬ政治学院“已不是‘政院’的性质了”ꎬ应称“师范专修科”ꎮ③

２.抗日根据地:战时大学承担高师教育工作

抗战胜利前ꎬ山东大部分地区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ꎬ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推进

教育事业建设ꎬ逐渐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ꎮ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ꎬ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ꎮ 同月ꎬ«山东省战时施

政纲领»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大法出台ꎬ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方针政策ꎻ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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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公布ꎬ规定公学设普通、师范、职业科ꎮ 山东抗日根据地虽

未建立独立的高等师范学校ꎬ但此时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及胶东支校等高等学校实际上承

担着部分培养、培训中等教育师资的工作ꎮ 在中等师范教育方面ꎬ山东抗日根据地除在公学、中
学中设有师范部、师范科外ꎬ还专门成立了文登、荣城、掖县、招远、清河、筑先等师范学校ꎮ

３.沦陷区:日伪奴化教育注重语言师范教育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ꎬ日军侵占山东后在济南成立伪山东省公署、伪省教育厅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成立伪

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ꎬ并在正觉寺街成立伪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ꎻ１９３９ 年秋ꎬ增开曲

阜、泰安、烟台、平原、潍县师范ꎮ 在高等师范教育方面注重语言教育ꎬ１９３８ 年 ２ 月ꎬ济南治安维

持会成立第一至第四日语学校ꎬ８ 月合并为伪省立日语专科学校后内设师范部ꎬ属日伪区奴化高

等师范教育ꎬ旨在强化殖民国家语言教育ꎮ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ꎬ山东日伪教育迅速走

向衰退ꎮ
(三)解放战争时期:高师教育重整旗鼓(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国民党政府对山东沦陷区展开全面接收ꎬ恢复并重建了山东教育体系ꎮ 内

战爆发后ꎬ国民党攻占大片解放区ꎬ使得国统区教育体系与规模迅速扩展ꎮ 随着国民党政权由盛

转衰ꎬ国统区教育体系随之瓦解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ꎬ在山东解放区全面建

立起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ꎮ
１.国统区:赓续高师教育血脉

１９４５ 年ꎬ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召开ꎬ对抗战期间所建立的国立师范学校进行复员ꎮ 国民

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迁回济南后ꎬ对沦陷区学校进行接收、整顿ꎬ同时组织开展战时内迁学校的

回迁与复校工作ꎮ 国立梓潼师范学校等中等学校陆续迁回山东ꎬ１９４７ 年已恢复 ７ 所省立师范学

校ꎬ包括曲阜、滋阳、济南、益都、潍县、菏泽和济南女子师范ꎮ 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于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开始回迁济南ꎬ至次年回迁完毕ꎮ 因学校招收学生均为师范专科生ꎬ省教育厅于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报请教育部ꎬ将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ꎬ校址迁往胜利大街ꎬ成为山东省唯一一

所完整的高等师范学校ꎮ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ꎬ国民党教育部批准省教育厅将师专更名为“山东省立师

范学院”ꎬ并于次月正式更名ꎮ 齐鲁大学于 １９４７ 年秋回迁完毕ꎬ经调整后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医
学院ꎻ国立山东大学于 １９４６ 年在青岛复校ꎮ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ꎬ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ꎬ国民党政府在山东的统治结束ꎬ为维系其在山东的教

育ꎬ国民党政府组织部分学校、师生南迁ꎮ 其中ꎬ鲁南第一、二临时师范在常州ꎻ山东师范学院在

浙江宁海ꎻ齐鲁大学校长带领文学院、理学院和大多数教职员迁往杭州ꎬ医学院师生随后迁往福

州ꎬ一大批师生决意留在济南ꎬ重新招收各院系新生ꎮ 随着江南地区的迅速解放ꎬ南迁的大部分

师生陆续脱离国民党的控制返回山东ꎬ或进入华东大学ꎬ或回到原来的学校ꎮ 至此ꎬ国民党政府

在山东建立的教育体系彻底瓦解ꎮ
总之ꎬ国统区教育的恢复ꎬ尤其是临时政治学院复校ꎬ为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重建与发展赓

续了部分血脉ꎬ也与山东师范大学产生了不解的渊源ꎮ
２.解放区:高师教育东山再起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烟台、威海并建立民主政权ꎮ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ꎬ
华中建设大学与临沂山东大学合并ꎬ５ 月设立本科部ꎬ下设教育系ꎬ有学生 １０４ 人ꎮ 是年 ４ 月ꎬ冀
鲁豫建国学院在菏泽成立ꎬ设有师训部ꎬ有师范班和中学班ꎮ ６ 月ꎬ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全面军

事进攻ꎬ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全面萎缩ꎮ ９ 月ꎬ解放区的山东省政府制定«山东省当前教育工作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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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ꎬ要求大量开办师范学校以保障师资培养ꎮ 据此ꎬ全省各解放区或新建师范学校ꎬ或将中学、
公学设置的师范班、师范科、师范部改建或扩建为师范学校ꎮ 全省师范学校有胶东、曲阜、费县、
聊阳、文登工读等 １６ 处师范学校ꎬ但到 １９４７ 年后全部停办ꎮ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ꎬ山东解放区面积迅猛扩大ꎮ 自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起ꎬ中共中央华

东局与解放区的山东省政府共同开始着手整顿恢复教育ꎬ在恢复重建老解放区教育的同时ꎬ开始

接收整顿国统区教育ꎮ 第一ꎬ创建华东大学教育学院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潍县解放后改建为潍坊特

别市ꎬ为满足知识人才和管理人才需要ꎬ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部分留

守人员为基础ꎬ集中原来部分教师ꎬ合并华中建设大学部分干部教师ꎬ在潍坊特别市组建“华东

大学”ꎮ 学校自 ５ 月开始筹建ꎬ６ 月宣告正式成立①并开始招生ꎬ首批录取学生 ５００ 余人ꎮ ９ 月ꎬ
济南解放ꎬ华东局指示学校迁校ꎬ于 １１ 月下旬全部迁至济南ꎬ在原研究班的基础上成立社会科学

院、文学院、教育学院ꎮ 其中ꎬ教育学院的组建抽调了华东大学部分干部、师生ꎬ同时吸收了原国

统区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的部分师生ꎮ 第二ꎬ接管原国统区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ꎮ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ꎬ原国统区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因被纵火ꎬ导致校舍、档案、资料、设备荡然无存ꎬ该校因此夭

殇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ꎬ济南市军管会文教组接管该校ꎬ留济师生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学

习ꎮ １１ 月ꎬ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将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易名为“山东省立师范学院”ꎮ 第三ꎬ１９４８
年底ꎬ接管、建立 ９ 所师范学校ꎬ分别为济南师范、济南女师、东海师范、曲阜师范、胶东师范、渤海

后师、济南乡师、潍坊师范、徐州师范ꎬ至次年 ６ 月ꎬ解放区师范学校达 ２０ 余处ꎮ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ꎬ济
南师范与济南女师合并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校”ꎬ学校迁至济南金牛山南济南市立中学

旧址ꎮ 第四ꎬ创建山东教育学院ꎮ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ꎬ中共中央华东局暨山东省教育厅联合召开的第

三次教育会议决定在山东益都建立一所培训中学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的学校ꎬ起初将学校命名

为“山东教育学院”ꎮ 次年 １ 月迁至济南ꎬ更名为“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ꎬ校址位于杆石桥

附近ꎮ 第五ꎬ齐鲁大学复课ꎮ 济南解放前夕ꎬ齐鲁大学部分师生南迁后ꎬ留下的师生在总务长杨

德斋的带领下ꎬ重新招收各院系新生ꎬ并于济南解放后正式复课ꎮ 山东作为全国率先解放地区ꎬ
为其他解放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ꎬ高等师范教育进入复兴发展期ꎮ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跌宕起伏(１９４９ 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ꎬ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反省与混乱、大滑坡、重建与发展、
改革与探索、混合开放型体制形成与发展六个历史阶段ꎮ 山东师范教育随国家政策规划不断作

出调整ꎬ高等师范教育发展成就显著ꎮ
(一)初创时期:百废俱兴(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ꎬ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进行改造重建ꎬ提出借鉴

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ꎬ教育领域由此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ꎬ«政
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ꎬ将我国学校教育系统分为幼儿园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

高等教育四个阶段ꎬ师范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部分ꎬ分为中等师范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两大层次ꎬ
其中高等师范教育包括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ꎬ表明新中国首次以法令的形式规定

师范院校的独立性ꎮ 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进入初创时期ꎬ截至 １９５６ 年底ꎬ山东省共建有山东师

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两所高等师范学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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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ꎬ华东工商业干部学校、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直属干

校等合并ꎬ成立“山东省行政学院”ꎬ以培养中级行政干部为目标ꎬ下设教育系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①ꎬ
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山东省立师范学院”ꎬ交归省政府办理ꎬ省文教厅管辖ꎮ 次年 ４ 月ꎬ执行

全国整编方案ꎬ又被撤销ꎬ其中一部分人员仍归华东大学ꎬ一部分人员并入山东省行政学院ꎮ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ꎬ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ꎬ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的人员与

山东省行政学院调出的部分人员在济南城南营盘街原济南蚕桑学校旧址筹建“山东师范学院”ꎮ
建校初期ꎬ全校教职工 ８１ 人ꎬ其中教师 ３４ 人ꎬ当时原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教师转入新建山东师范

学院的有廉立之、赵毅生、李长楫、王峻岑、严薇青、崔维领、李锦章、许炳离、闫味辛、赵元贵、汪柏

岩、国培之、翟麟阁等ꎮ② 其中ꎬ李锦章曾于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８ 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堂正斋ꎬ是其首届毕

业生ꎮ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ꎬ山东师范学院从苏州华东革命大学和天津华北革命大学聘调 ２０ 余名教师

来校任教ꎬ其中包括著名心理学家章益和教育学家傅统先ꎬ并在千佛山下确定新校址开始动工

兴建ꎮ
１９５２ 年起ꎬ教育部参照苏联高校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ꎬ取消大学

院一级ꎬ将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调整出来建立独立学院ꎬ或将其合并到原有的同类

学院中ꎻ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师范学院ꎬ各省和大城市原则上设立一所师范专科学校ꎮ 据

此ꎬ１９５２ 年ꎬ齐鲁大学理学院下的物理、化学、生物三系(留医学院所需师资外③)的师生、图书资

料及仪器设备ꎬ天算系和文科部分教师ꎬ青岛美术专科学校的 ３２ 名学生ꎬ上海高校的部分理科器

材ꎬ调入山东师范学院ꎬ下设 １０ 个系ꎮ 院部和文、史、教、地、数等系在准备调整时由营盘街和千

佛山迁至济南商埠经五路纬九路ꎬ物、化、生三系也迁至经五路纬九路ꎬ艺、体两系驻在十二马路

道德街ꎬ千佛山下校舍调给山东财经学院ꎮ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ꎬ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ꎮ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ꎬ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

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改进与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ꎬ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高等师范学校

的发展ꎬ主要是扩充现有学校ꎬ其次才是有准备地建设新校”ꎮ 同年ꎬ山东省人民政府撤销山东

财经学院ꎬ并将校舍和部分人员并入山东师范学院ꎮ １９５４ 年ꎬ国家投资 ２３０ 亿用于学院基本建

设ꎮ １９５５ 年暑期ꎬ学校全部由商埠迁至千佛山下ꎬ实现了集中办学ꎮ 为解决初中师资培养问题ꎬ
山东省于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设立山东师范专科学校ꎬ次年 ５ 月更名为曲阜师范学院ꎬ并于 ９ 月迁至曲

阜新建校舍ꎬ成为当时我国第一所设学于农村的高等学校ꎮ
(二)反思时期:曲折前进(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１９５６ 年ꎬ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ꎬ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ꎮ 经过

前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后ꎬ独立师范教育体制的封闭僵硬、单一狭窄等弊端逐渐显现ꎬ人们开始

对其进行反思与调整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在探索中曲折前进ꎮ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２ 年ꎬ国家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ꎬ对教育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和“教育大

革命”ꎬ强调师范院校要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ꎮ 从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ꎬ全国高等师范院校

数量急剧膨胀ꎬ不适当地扩大办学规模ꎬ因片面强调生产劳动搁置原有教学计划和大纲ꎬ导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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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质量大幅下降ꎮ 据统计ꎬ山东高等院校由 １９５８ 年的 ７ 所迅速增加至 １９６０ 年的 ６３ 所ꎮ 山东师

范学院于 １９５８ 年扩大招生规模ꎬ组织各系师生下乡大办农业中学ꎬ在校内大办工厂ꎬ同意体育系

独立为“山东体育学院”ꎬ艺术系与山东艺校合并成立“山东艺术专科学校”ꎮ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３ 年全国教育发展计划ꎬ提出应当调

整放缓步调ꎬ后又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教育事业调整事宜ꎮ 据此ꎬ山东省对全省教育事业进行

反思ꎬ连续三年展开学校调整工作ꎮ 高等学校由 １９６０ 年的 ６３ 所减至 １９６３ 年的 １８ 所ꎬ中等师范

学校由 ２５４ 所减至 ３４ 所ꎮ 山东师范学院招生数量开始减少ꎬ１９６２ 年恢复体育系ꎬ停办教育系ꎬ
将生物、地理两系部分学生转入山东财经学院ꎮ １９６４ 年ꎬ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撤销ꎬ音乐、美术两

专业调回山东师范学院ꎬ重建艺术系ꎮ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ꎬ济南英语专科学校并入山东师范学院ꎬ成立

英语系ꎮ １０ 月下旬ꎬ在北郊五柳闸建立实习农场作为师生学农基地ꎮ 另外ꎬ山东省曾在“大跃

进”期间突击设立了 ３７ 所师范专科学校ꎬ但很快被裁撤或停办ꎬ唯有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得以

保留ꎮ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重创(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ꎬ“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出台ꎮ 在“砸烂师范院校”“取消师范教育”的口号下ꎬ绝大部分高等师范院校被迫停办、撤销、合
并或搬迁ꎬ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遭到破坏ꎬ教师队伍被迫拆散ꎬ师范教育受到严重破坏ꎮ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ꎬ山东省革委会提出高校撤、并、迁改革ꎬ次月«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

案»出台ꎬ高校立即开始大规模撤并、搬迁ꎮ 例如ꎬ山东大学文科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

大学ꎬ校址位于曲阜ꎮ 山东师范学院于 ８ 月迁到聊城办学ꎬ除物理、化学两系和半导体厂、教学仪

器厂、化工厂等留学校办学外ꎬ其他全部迁到聊城办学ꎮ １９７１ 年ꎬ对部分系科作出调整ꎬ３ 月开始

招收工农兵学员ꎮ １９７３ 年ꎬ地理、体育两系恢复招生ꎮ
因高校调整中问题重重ꎬ且干部、师生思想波动较大ꎬ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ꎬ１９７４

年恢复了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等校建制ꎬ省委同意将山东师范学院总校设在济南ꎬ把大部分

师生员工及家属户口迁回济南ꎬ保留三分之一的教职工和图书仪器设备等筹办聊城分院ꎮ 同年

１１ 月ꎬ省委正式批准创办“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ꎮ 次年ꎬ抽调 １７７ 名教职工到聊城分院工作ꎬ
按三分之一比例拨给分院图书、仪器设备等ꎮ １９７６ 年ꎬ重建艺术系ꎮ 总之ꎬ“文化大革命”十年

间ꎬ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被彻底消解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受到重创ꎬ教育质量

明显下降ꎬ教学科研工作遭受严重损失ꎮ
(四)重建时期:恢复整顿(１９７６—１９９３)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ꎬ师范教育步入恢复发展阶段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ꎬ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发展

师范教育的意见»ꎬ提出恢复建立三级师范教育体系ꎬ恢复独立封闭型的师范教育制度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ꎬ山东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师范教育工作会议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进入恢复整顿时期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被确定为山东省属重点高校ꎮ ８ 月ꎬ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山东师范学院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ꎮ ９ 月ꎬ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独立为“聊城师范学院”ꎬ
并与山东师范学院完全脱离关系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ꎬ曲阜师范学院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ꎮ 在此

后的发展过程中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稳步前进、不断提高ꎬ在办学规模、办学质量、教学科研、学科

水平、教师队伍、后勤保障、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ꎮ
(五)改革时期:转型发展(１９９３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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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教育界关于高等师范教育独立性问题再次展开争论ꎬ薛天祥、谢安邦等

学者认为应改单一、独立型为多样、开放型高等师范教育体制ꎬ而陈光旨等人则认为综合化尚不

符合中国国情ꎮ １９９３ 年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国家鼓励非师范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中小

学或者职业学校任教ꎬ非师范院校应当承担培养和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发展规划»等文件的印发及教师资格

制度的实行ꎬ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制由独立、单一转向综合、开放ꎮ 山东省积极调整

高等教育结构ꎬ进行管理体制与教学工作改革ꎬ给高等学校提供大量经费支持ꎮ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ꎬ原
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立新的青岛大学ꎮ １９９８
年ꎬ山东师范大学成为山东省首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师范院校ꎮ ２００１ 年ꎬ山东省化工学校

并入山东师范大学ꎮ ２００２ 年ꎬ曲阜师范大学建设日照校区ꎬ并于次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ꎬ«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ꎬ提出鼓励和支持社会力

量以多种形式办学ꎬ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ꎬ独立院校相继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起来ꎮ ２００５
年ꎬ山东成立“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和“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ꎬ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前者迁至青

州ꎬ后者则转设为“齐鲁理工学院”ꎮ 随着综合开放型高等师范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ꎬ许多普

通院校相继开设师范类专业或教育学院ꎬ而师范类院校也争先创办非师范类专业ꎬ在师范类院校

和普通院校开始携手推进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同时ꎬ我国师范院校出现综合化及转型发展的新

趋势ꎮ 尤其对于地方类师范院校而言ꎬ许多高校纷纷转型为综合类大学ꎬ甚至出现“去师范化”
的热潮ꎬ成为当前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亟待反思的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ꎬ要求创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ꎬ高
等师范教育必须把握发展契机并快速适应技术变革新时代ꎬ推进教师教育现代化ꎮ

五、小结

伴随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爆发及制度改革ꎬ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先后历经了“萌芽发

端—崭露头角—每况愈下—寄人篱下—绝处逢生—重整旗鼓—百废俱兴—曲折前进—遭受重

创—拨乱反正—转型发展”等 １１ 个发展阶段ꎮ 山东高师教育虽离不开全国高师教育发展的大

环境ꎬ但与其演进阶段与发展步调并不一致ꎬ且呈现出相当大的地区特殊性ꎮ 山东师范大学作为

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历史的典型与缩影ꎬ表现出与山东高师教育发展历程的高度吻合ꎮ 针

对文初提出的五个研究问题ꎬ通过上文对山东高师教育发展历程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沿革过程

的梳理ꎬ得出以下几点考证结论ꎮ
第一ꎬ山东师范大学因齐鲁大学部分系科的并入而与登州文会馆结下不解之缘ꎮ 首先ꎬ文会

馆与山东大学堂渊源深厚ꎮ １９０１ 年ꎬ文会馆馆长赫士率领文会馆教习与毕业生协助创办山东大

学堂ꎬ并任总教习一职ꎮ 据已掌握资料显示ꎬ在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历史上ꎬ仅有前文提到的李锦

章一人与山东大学堂有关ꎮ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８ 年ꎬ李锦章就读于山东大学堂正斋ꎬ是其首届毕业生ꎬ
１９４６ 至 １９４８ 年任教于山东省立师范学院ꎬ１９４８ 年后先后在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山东省立师范学

院、山东工业专科学院、山东师范学院任教ꎮ 仅就此而言ꎬ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大学堂和文会馆

并无直接关联ꎮ 其次ꎬ文会馆是私立齐鲁大学的前身ꎬ齐鲁大学理学院下的物、化、生三系师生、
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ꎬ天算系及文科部分教师于 １９５２ 年调入山东师范学院ꎮ 因此ꎬ山东师范大

学与登州文会馆、山东大学堂实际上并无直接关联ꎬ但因 １９５２ 年齐鲁大学部分系科的并入方与

文会馆结下不解之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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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山东师范大学发端于 １９０２ 年设立的山东大学堂师范馆ꎮ 那么ꎬ
１９０３ 年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的师范馆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１９１１ 年ꎬ师范馆正式更名为“山东

优级师范学堂”ꎬ次年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ꎬ１９１３ 年因学区制推行而被撤销ꎮ １９１４ 年ꎬ
在其校址续办“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ꎬ１９３４ 年更名为“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ꎮ 抗战爆发

后ꎬ该校与省内各地中学西迁ꎮ １９３８ 年秋ꎬ日伪政府在原校址设立伪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ꎮ
是年ꎬ西迁的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编入“山东联合中学”师范部ꎬ先后迁至湖北更名为“国立湖

北中学”ꎬ迁至四川编入“国立第六中学梓潼分校”ꎮ １９４２ 年ꎬ梓潼分校独立更名为“国立梓潼师

范学校”ꎬ抗战胜利后迁回山东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ꎬ伪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奉令被接收甄审ꎬ山东

省立济南师范学校正式复校ꎮ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ꎬ该校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山东省立济南第

一师范学校”ꎮ 次年ꎬ与济南第二师范学校合并为“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该校

与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济南广播电视大学合并为“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ꎬ重新回到高等

师范教育行列ꎮ 由此可见ꎬ山东大学堂师范馆的发展脉络独立清晰ꎬ且无法证明与山东师范大学

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ꎮ
第三ꎬ山东师范大学与抗战前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存在一定师资关联ꎬ尚无资料证明山东师

范大学与其余省立师范学校间的密切关系ꎮ 山东师范大学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间的渊源关系因

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而产生ꎮ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ꎬ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初建时ꎬ由原省立第四师

范校长徐轶千任院长ꎬ教员多半为省立四师教师及社会名儒ꎮ 例如ꎬ许炳离、赵毅生均曾担任过

省立四师教师ꎬ并继续任教于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和山东师范学院ꎮ 因此ꎬ省立四师为临时政治学

院提供了重要的师资力量ꎬ山东师范大学也因此与省立四师产生师资关联ꎮ
第四ꎬ山东师范大学与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ꎮ

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是国民政府为培养抗战干部所成立的专门学院ꎬ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山东省唯一一所高等学校ꎬ它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力量ꎬ是中华民族抗战史和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ꎬ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在安丘成立ꎬ１９４２
年春迁至昌乐ꎬ同年 ９ 月被迫停办ꎬ次年 ９ 月迁往安徽阜阳ꎻ１９４４ 年 １ 月附设师范专修科ꎬ同年

１０ 月正式复课ꎻ１９４６ 年 ８ 月开始回迁济南ꎬ至次年回迁完毕ꎻ１９４７ 年 ４ 月ꎬ学校更名为“山东省

立师范专科学校”ꎻ１９４８ 年 ２ 月ꎬ正式更名为“山东省立师范学院”ꎮ 虽然该校发展过程和办学地

点因战局形势而时有变化ꎬ持续历史时间也不长ꎬ但却一直保存着师范专科的功能ꎬ填补了 １９１３
年学区制推行后山东高等师范学校的空白ꎬ培养出的 ８００ 多名青年学生在新中国革命与建设过

程中竭诚尽智、鞠躬尽瘁ꎬ为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ꎮ 其历史发展与

山东师范学院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学缘关系ꎬ其教职工人员也是新山东师范学院初始建制构成

的重要师资力量ꎮ
第五ꎬ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后ꎬ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与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山东省教育行政干校

之间经历曲折变迁ꎮ １９４８ 年秋ꎬ华东大学吸收山东省立师范学院部分师生组建华东大学教育学

院ꎬ次年 １１ 月ꎬ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山东师范学院”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学院被撤销ꎬ一部分人员

仍归华东大学ꎬ其他则并入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ꎮ 是年 ９ 月ꎬ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的人员与

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调出的部分人员重新组建“山东师范学院”ꎮ 后于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更名为

“山东师范大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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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校长
对学术角色的卫护

———以民国大学校长为中心的考察∗①

李欣然
( 济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２２ )

　 　 摘要:　 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ꎬ大学校长需要具备精深的学术造诣并引领学术的发展ꎬ这是促进大学发

展的必要条件ꎮ 纵观民国大学发展ꎬ大学校长作为大学之理的体现者以及大学之事的承载者ꎬ成就了其对学术

角色的卫护ꎮ 大学校长以独立的姿态立身于社会、政府之间ꎬ他们始终坚守着大学真谛: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

教授治校ꎬ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ꎬ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ꎬ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

意义ꎮ
关键词:　 高等教育现代化ꎻ民国时期ꎻ大学校长ꎻ教授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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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欣然(１９８８—　 )ꎬ女ꎬ山东临沂人ꎬ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重点资助课题“‘双一流’建设中大学

校长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研究”(ＺＺ２０１７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回望历史ꎬ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进程中ꎬ民国时期大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其在致力于

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ꎮ 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ꎬ时代赋予了高等教育

现代化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ꎬ也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但是在任何时代ꎬ人的现

代化都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条件ꎬ更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与重要标志ꎮ 而民国时

期的众多大学校长承担着从“学术思想”层面唤醒沉睡之青年乃至芸芸众生的任务ꎬ以达成“立
人”之目的ꎮ 因此ꎬ他们在执掌一所所大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对学术角色的卫护ꎬ既是本职工

作的具体展现ꎬ同时也是超越本职工作的特殊使命ꎮ 大学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

索ꎬ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ꎬ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ꎮ

一、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角色之内涵及卫护之责

自大学产生之日起ꎬ以学术为己任就成为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标志ꎮ 大学的使

命是不断追求学术的高深化以及致力于培养学术人才ꎮ 因此ꎬ大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自然

源自于大学的学术属性ꎮ 既然大学以学术为基本属性ꎬ那么大学发展必然要遵循学术发展的逻

辑要求ꎬ而这些通常掌握在大学知识人手中ꎬ毕竟ꎬ他们以高深学问的拥有者和传播者身份立足

于世ꎮ 纵观民国大学发展ꎬ民国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知识人中的代表性人物ꎬ作为大学的掌舵者ꎬ
学术角色的卫护就成为其立身之本ꎮ 首先ꎬ要求民国大学校长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ꎬ成为大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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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群体的代表者ꎬ这是大学的本质属性所赋予大学校长的基本要求ꎮ 换言之ꎬ民国大学校长是

学术上的象征者ꎮ 其次ꎬ民国大学校长是学术上的推动者ꎮ 民国大学校长需要依靠理性的精神

引领学术的发展ꎬ需要以学术价值取向作为考量客观事物的标准:他需要贯彻实施学术自由、独
立的理念ꎬ需要为大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ꎬ需要满足大学师生对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
换言之ꎬ民国大学校长需要围绕大学的学术、教育发展为职志ꎬ通过各种教育理念的倡导、教育实

践的贯彻增进大学的相关学术事业ꎮ 对于个人来讲ꎬ民国大学校长应具有相对高的学术权威ꎬ成
为“博学首领”ꎬ引领大学向学术优良的方向发展ꎮ

大学校长学术角色的扮演可以通过大学之理与大学之事两个维度展开ꎬ而大学校长作为承

载大学之理的化身ꎬ通过各种实践行为将大学之理转化为大学之事ꎬ即理在事中ꎻ同时ꎬ大学之事

充分彰显大学之理ꎬ大学之事在大学之理的光照之下ꎬ即事在理中ꎮ 在理的层面ꎬ大学校长积极

追寻大学存在之意义ꎬ以哲学的姿态来面对大学之形而上的世界ꎻ在事的层面ꎬ大学校长需要抓

住大学发展的各项战略性事物ꎬ从容面对现实形态中的大学实践ꎮ 民国大学校长将自身浸润在

大学之事与大学之理中ꎬ让自身成为承载大学事理的平台ꎮ
(一)理念先行:大学校长作为大学之理的体现者

大学之理对于大学之事具有优先性ꎬ指的是大学校长对大学之理的思考与追寻作为一种逻

辑意义上的地位优先ꎬ使大学校长的管理事务中渗透着对大学之理的遵循ꎮ 唯有大学校长将心

灵的触角伸向大学形而上的世界ꎬ探索大学理念ꎬ触摸大学真义ꎬ才能为大学校长的教育实践提

供内在的大学精神依据ꎮ 大学之理作为一种逻辑起点ꎬ为即将展开的大学之事提供理论与现实

的指导ꎮ
当我们思考一个大学校长的角色时ꎬ考虑更多的应该是“适当性”ꎬ这反而是一个更加模糊

的概念ꎮ 但是归根究底ꎬ问题在于:大学之理念何在? 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ꎬ大学固然可以如古

代的书院一样ꎬ是一个“道德的社区”ꎻ也可以如许多近代威权国家中的各级学校一样ꎬ是一个

“政治的领域”ꎬ大学沦为实践国家意志的工具ꎻ也可以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学校一样ꎬ大
学成为一个经济领域中的重要部门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后备部队的训练工厂ꎮ 但是ꎬ从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而言ꎬ大学基本上是一个“知识的社群”ꎮ 在大学知识社群里ꎬ大学校

长是知识领袖ꎬ是大学的首席学术和管理领袖ꎬ是与做学问相关的ꎬ而学问是真实的ꎻ大学校长是

大学精神资源的开发者与维护者ꎬ大学精神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ꎻ大学校长应该锐意改革ꎬ用自

己的先进理念来推动改革ꎮ
大学理念之于大学校长的重要意义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加以考察ꎮ 其一ꎬ从哲学角度进

行考察ꎬ大学理念的形成是哲学思维的成果ꎬ在一定意义上归属于哲学的范畴ꎮ 而“哲学的任务

在于它必须先于行动”①ꎮ 大学校长需要面对、处理从师资配备到组织机构ꎬ从学术章程到学生

管理都极其复杂的专业行为ꎬ如果他不具备哲学思辨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学理念ꎬ那
么他就很难对大学的发展进行长远的分析与规划ꎬ进行审时度势的考量ꎬ也不可能有大胆创新、
改革的胆识ꎮ 其二ꎬ从教育学的角度考察ꎬ大学校长在探寻大学理念的过程中ꎬ以“教育事实”为
基础ꎬ积极探寻和解释高等教育的活动规律ꎬ为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指导ꎮ 然而ꎬ这种指导并不是

单纯提供规律性知识ꎬ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制定出符合理性思维的大学规范体系ꎮ 大学理

念为大学提供一个什么是“好”的大学的概念框架ꎬ在大学校长的带领下向这个“好”大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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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努力ꎮ
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改革取得成功ꎬ颇为重视大学理念的引领ꎮ “客观地看问题ꎬ蔡元培的

北大改革ꎬ其影响并非只是针对大学的教育教学、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术作为ꎮ 其改革的实质是

在塑造一种大学精神ꎬ一种学术自由ꎬ一种思想独立ꎬ一种拥有社会担当的大学精神ꎮ”①因此ꎬ才
有对大学是 “研究高深学问机关”的继承ꎬ才有对包含民主、自由氛围的“囊括大典ꎬ网罗众家”
之学府的推崇ꎬ也对大学以“养成硕学闳才ꎬ应国家需要为宗旨”ꎬ培养“健全人格”的学生的大力

发扬ꎮ 正是在这种大学理念的引导之下ꎬ蔡元培将北大带入一个无法企及的发展高度ꎮ 早在胡

适留学美国之时ꎬ出于对当时国内盲目出国留学的现状和大学发展落后的状况ꎬ胡适便写下«非
留学篇»ꎬ希望能够建立“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的大学ꎬ因此他的大学理念着重强调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ꎬ以提高学术研究为着力点ꎬ采取兼容并包的理念ꎬ并形成“学术独立”思想ꎬ如此方能

建设中国的新社会与新文明ꎮ 作为为梅贻琦铺下康庄大道的罗家伦ꎬ一直以“建设柏林大学、巴
黎大学等国立大学中的一流大学作为他大学建设的目标”ꎬ为“建设一完善学府ꎬ以培养建设人

才之宗旨而长清华”②ꎬ以学术发展推动民族振兴为己任ꎬ“不但对于中国学术有种贡献ꎬ而且可

以学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③ꎮ 罗家伦用他的大师典范和大学理念让世人看到ꎬ即使在民族

处于最绝望的时候ꎬ真正的大学能够支撑起整个民族以及文化的无限希望ꎮ 竺可桢视大学为养

成公忠坚毅、转移风气、培养国运领袖人才之所ꎬ秉承“务实求真ꎬ存是去非”的理念ꎬ造就“东方

剑桥”ꎮ
大学的理念或许很难有统一、明确的答案ꎬ它包含一股流动的精神ꎬ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

产生变化ꎻ但是从根本上讲ꎬ它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ꎬ它以学术研究为内核ꎬ以大学的独立为前

提ꎬ以育人为根本理由ꎮ 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ꎬ需要通过学术研究为人类创造知识、传
授知识ꎬ传承人类文明的精华ꎬ这也是民国大学校长上下求索的大学之道ꎮ 同时ꎬ民国大学校长

坚持大学独立的基本理念ꎮ 在民国大学校长们看来ꎬ大学的“独立之精神”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的前提ꎬ它与“自由之思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ꎮ 所以ꎬ这批大学校长经常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左冲右突来捍卫大学的独立精神ꎮ 而且ꎬ这批大学校长所固守的现代大学理念ꎬ点中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命门ꎮ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唯政治马首是瞻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ꎬ中国传统文化

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影子ꎬ也找不出“独立”和“自由”的因子ꎻ更为缺乏的ꎬ还有高屋建瓴的

哲学思辨ꎬ以及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气质ꎮ 正是对这种学术缺陷的反思与改正ꎬ在中国文化的土壤

上萌生出现代意义的大学ꎮ 另外ꎬ大学存在的根本目标是育人ꎬ究竟应当培养怎样的人ꎬ成为民

国大学校长颇为重视的大学理念之中心问题之一ꎮ 民国大学校长们根据时代需要以及结合高等

教育的基本使命ꎬ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答复ꎮ 例如ꎬ蔡元培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完全之人格ꎬ并具体

提出要培养“应国家需要”“五育并举”的“硕学闳才”ꎻ而竺可桢认为大学要成为“养成一国领袖

人才的地方”ꎬ培养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转变国家命运ꎬ以及创造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之人才ꎮ 大学的中心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意义上的学生ꎬ这不仅要求围绕“人”的目的而

培养的学生活在大学空间之中ꎬ而且要活在社会秩序之中ꎮ 这样ꎬ大学能够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意

义结构ꎬ而大学校长提出理念的意义就是让大学作为意义空间尽可能显现ꎮ 事实上ꎬ从民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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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走出来的众多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就是上述理念的具体体现ꎮ
(二)瞄准大学战略性事物:大学校长作为大学之事的承载者

大学校长怎样才能进入大学事务之中ꎬ同时又执着于对大学理念的追寻? 大学校长对大学

事物的管理显然不会事无巨细ꎬ毕竟大学校长需要对大学发展进行宏观把握ꎬ因此大学校长需要

用战略性眼光和技巧对大学进行管理ꎮ 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ꎬ考虑大学发展的历史情况ꎬ
立足大学发展的现状ꎬ扬长避短ꎬ争取实现大学累积性螺旋上升发展ꎬ而不是完全否定过去、颠覆

式的平面发展ꎻ其二ꎬ展望大学发展的未来ꎬ综合把握大学发展的态势ꎬ制定出符合大学发展的短

期与长期目标ꎮ 所谓成功的大学校长ꎬ并不是只会提出理念的人ꎬ还应该具有善于将观念、理念

转化为管理、执行的能力ꎮ 尽管先进的大学理念犹如一盏明灯ꎬ能够在黑暗中点亮光明ꎬ但是这

并不能够保证有效的前行ꎮ 积极、有效的策略不仅是必须的ꎬ而且作为先进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存在ꎮ 卓越的大学校长是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提出大学理念的层面上的ꎬ他们通常会花费多年

的时间将大学理念真正渗透进教育实践ꎬ将理念变为大学实际的生活ꎮ 结合民国时期大学校长

们的教育实践可以发现ꎬ他们将大学理念深深地植根其中ꎬ通过对大学事物进行整体把握ꎬ审时

度势ꎬ谋划全局ꎬ恰当利用各种力量积极推进改革以及创新ꎬ使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稳步前进ꎮ
民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他们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件事情:首先ꎬ近代中国充满了矛盾冲突ꎬ

战争不断ꎬ政局混乱ꎬ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办学颇为艰难ꎬ大学发展应该进行长远考虑ꎮ 在借

鉴吸收西方一流大学管理经验的基础之上ꎬ创造性结合国内大学情况制定规章制度ꎬ形成学校内

部立法、行政、监督分权ꎬ行政与学术分工、整体与部分结合的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ꎮ 其次ꎬ中国

传统学校管理专制性极强ꎬ即有少数人决定学校发展状况ꎻ同时ꎬ传统大学生自认为是天之骄子ꎬ
具有极强的自负感ꎮ 而民国大学校长提倡教授治校与学术自治制度ꎬ转变学校风气ꎬ发展民主作

风ꎬ同时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开拓学校发展的新局面ꎮ 再次ꎬ民国大学校长深知ꎬ没有高

质量的学生ꎬ便不可能真正实现大学的使命ꎬ因此ꎬ人才的培养需要放在大学校长处理大学事务

的突出位置ꎮ 然后ꎬ大学之“大”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兼容并蓄ꎬ各种人才能够聚集

于此ꎬ彼此在竞争中求进步ꎻ各种学科、专业能汇聚于此ꎬ使学生文理兼通ꎮ 另外ꎬ在这个过程中ꎬ
大学校长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如何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问题ꎬ还有如何根据自己的办学理念在平

衡大学综合发展的基础之上办出自己的特色ꎮ 最后ꎬ全力积厚大学优秀的隐性文化ꎬ树立起学术

至上、真理至上的旗帜ꎬ并以学术公正、学术自由确保学术的日益繁荣ꎬ同样是将大学理念真正渗

入大学实践的不可回避的重要事务ꎮ

二、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角色卫护之法

(一)承担大学事理:大学校长作为独立的知识人

大学校长能够完全投入到大学理念的实现和大学事务的管理之中ꎬ首先要求他们具有足够

的独立性ꎬ既不随波逐流ꎬ更不同流合污ꎬ能够一边坚守自己的大学理想ꎬ同时又一边把握大学发

展的核心事物ꎮ 如果大学校长不具备独立的人格ꎬ那么教育活动中就没有独立、自由而言ꎬ他们

只会作为“他者”的代言或者工具ꎮ 此时ꎬ大学校长虽然以个体身份出来发言ꎬ但是话语中并不

包含自己独立的意志ꎮ 他们要代言真理ꎬ就需要独立自由的精神加以检验和证明ꎬ然后通过理性

的方式进行表达ꎮ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知识人群体的代表ꎬ若不看重真理而看重其他ꎬ也就无所谓

真正体现大学精神的大学之理与大学之事了ꎮ
审视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特征可以发现ꎬ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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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体系已然消失ꎬ教育权力场成为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校长们成就自身价

值的方式ꎮ 同时ꎬ大学校长群体成为“非依附性的一个相对不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被太牢固地安

排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①ꎬ能够达到“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ꎬ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社

会中起了专业性质的作用ꎬ促进了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②的结果ꎮ “学而优则仕”
的传统在民国大学校长群体的身上已经失去其作用ꎬ教育权力场超越于国家政治权力场成为大

学校长群体的主要栖身之地ꎬ大学校长群体对教育权力的追逐逐渐替代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追逐ꎮ
因此ꎬ大学校长群体不再通过依附于国家权力而获得生存保障ꎬ大学校长的独立性地位得以彰

显ꎬ进而推动独立的教育与优秀的大学校长的出现ꎮ
民国时期的大学理念尽管产生于混乱、无序之社会ꎬ但是从其试图推动大学改革、发展的路

径来看ꎬ它与当时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理念在本质上是共通的ꎮ 这种大学理念既是驱动中国教

育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流动的思想资源ꎬ同时又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ꎮ 产生于历史

巨变之时ꎬ民国时期的大学理念成长于一种“非统一性的政治框架”之中ꎬ它摆脱王朝国家封建

教条下的束缚ꎬ故其反思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独立与自主的大学教育属性ꎮ 因此ꎬ它蕴含着独立

与自主的韵味ꎬ而且这种韵味不仅仅是“理念性” “精神性”的ꎬ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转化成为“实
践”的ꎬ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为“实践”而生的ꎬ而这就是以大学校长群体为首的ꎬ力图通过大学理

念的力量来改善和引领的大学发展方向ꎮ 因此ꎬ大学校长们要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之下ꎬ通过理念

本身的逻辑展现一种巨大的精神张力ꎬ突破繁琐的控制体系ꎬ通过艰难处理大学事务展现出大学

独立的教育诉求ꎮ
(二)承担大学事理:维护大学的真谛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经过吸收西方先进的大学思想ꎬ以及通过自身的不断摸索ꎬ已基本形成

一种共识的大学真谛: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ꎮ 这是大学之为大的最基本的精神ꎬ也是

民国大学校长切实将大学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而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ꎮ
１.教育独立

蔡元培对于教育独立的坚持由来已久ꎮ 早在 １９１１ 年ꎬ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
文ꎬ在阐述确立符合共和政体的新教育方针时就提出ꎬ将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然于政治

者ꎬ而共和教育应该以“人类终极关怀”为追求ꎬ实现超然政治ꎮ １９２２ 年ꎬ蔡元培在做了 ５ 年北京

大学校长并到欧美考察各项教育措施之后ꎬ提出较为详细的«教育独立议»ꎬ自此民国教育界开

始出现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ꎮ 对此ꎬ胡适不仅赞同这一意见ꎬ而且深受其影响ꎬ后来也持

之甚笃ꎮ 胡适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参加“庐山谈话”之时ꎬ提出“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ꎬ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ꎬ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ꎻ其二ꎬ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ꎻ其
三ꎬ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ꎮ③ 胡适的教育独立主张既是他担任中国公学校

长的一番体会与总结ꎬ也为他执掌北京大学作了基础与铺垫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ꎬ胡适以北大校长身

份出席开学典礼之时ꎬ称自己是“无党无派的人”ꎬ也“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ꎮ 此时的高等教

育界ꎬ政治色彩颇为浓厚ꎬ胡适校长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ꎬ足以表明其对教育独立梦想的执着ꎮ
而罗家伦校长在客观上的确积极维护彼时政治体制ꎬ但是他并没有为了依附权力而完全放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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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的执着追求ꎮ 罗家伦在清华大学的功绩之一就是实现清华基金独立和“改隶废董”ꎬ
这样的成就是他用多次辞职争取来的ꎬ有强烈的维护教育独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ꎮ 这就扫清清

华大学发展道理上的障碍ꎬ为清华大学独立、自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ꎮ 另外ꎬ竺可桢留学国外ꎬ深
受教育自治和自由思想的熏陶ꎬ在其执掌浙江大学期间所表达的教育独立理念和具体的教育实

践均体现出他坚决捍卫教育主权、为浙江大学争取每一项权利的不懈努力ꎮ
这批大学校长追求教育独立之梦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 崇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他们

共同的思想根基ꎮ “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可以说是作为内在基本价值的核心而贯穿于这批大学

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始终ꎮ 他们所倡导的“教育独立”主张值得后人重视ꎮ 然而ꎬ他们

所倡导的“教育独立”主张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ꎮ 教育属于国家内政ꎬ欲独立于政治不免天方

夜谭ꎮ 如此浅显的道理ꎬ这批大学校长怎么会不懂得? 他们所苦苦坚持的ꎬ是强调教育本身对于

人类(或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恒定功能ꎬ强调教育固有的运行规则应充分被尊重ꎬ为此应建立一

个保障系统①ꎬ使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种种牵绊ꎬ基于人类智能传承与发展、完善身心的高度ꎬ最
终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的状态ꎮ 因此ꎬ这些大学校长们倡导的教育独立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ꎬ相
反ꎬ他们不仅没有忽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ꎬ而且很清楚教育不能摆脱社会的支持ꎬ只是反对将教

育看作社会的附庸性产物ꎮ
２.学术自由

西方大学理念将学术自由视为大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ꎮ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

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ꎮ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ꎮ 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

要塞ꎬ永远不能放弃ꎮ”②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对学术自由论进行了继承与发扬ꎮ 例如ꎬ蔡元培作为

倡导并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位大学校长ꎬ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不仅仅成就了当时

的北京大学ꎬ而且深刻影响了与其同时期乃至之后的众多大学校长ꎮ １９４７ 年ꎬ胡适在北大校友

会纪念五四运动的联合会上表示ꎬ旧式北大转变成新式北大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蔡元培先生真

正提倡的“学术自由”ꎬ这不仅是胡适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总结ꎬ也表明胡适对“学术自由”的推

崇ꎬ更是他追求学术自由的自我写照ꎮ 竺可桢作为浙江大学校长ꎬ是学术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与践

行者ꎮ 而作为拥有科学家身份的大学校长ꎬ更懂得学术自由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他在浙江大学一再

强调教师有学术自由、学生有学习和信仰的自由ꎮ 总之ꎬ学术自由的氛围在浙江大学颇为浓厚ꎮ
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ꎬ主张学术自由ꎬ倡导兼容并包、网罗众家是这批大学校长的普遍共

识ꎮ 总体来讲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ꎬ研究自由ꎬ这是学者教授区别于其他人之基础ꎬ也是大

学生命力的关键所在ꎮ 其二ꎬ教学自由ꎬ包括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ꎮ 教育为立国之本ꎬ同时又能

带动国家强盛和民族崛起ꎬ因而必须重视教育发展和学术研究ꎬ欲发展教育和学术就必须尊重其

内在规律ꎬ就不能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ꎬ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地位ꎮ 正是对这种理念的坚

持ꎬ才成就了多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大学ꎮ
３.教授治校

民国大学校长无不重视教授治校的作用ꎬ他们对教授治校理念的接受并付诸治校实践的最

好体现ꎬ就是对教授的权力———学术权力的认可、尊重及自觉地建构和发挥其作用ꎮ③ 蔡元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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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校长独断专行ꎬ主张民主治校ꎬ倡导分权模式ꎮ 他曾向北大师生谈过他分权的构想:“第
一步组织评议会ꎬ给多数教授的代表ꎬ议决立法方面的事ꎻ恢复学长权限ꎬ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

事ꎮ 但校长与学长ꎬ仍是少数ꎮ 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ꎬ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ꎬ
分任教务ꎮ 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ꎬ把教务以外的事务ꎬ均取合议制ꎮ”①不难看出ꎬ蔡元培时期

的北大ꎬ教授治校制度就已初步形成ꎮ 尽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ꎬ教授治校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ꎬ
就大学内部体制而言ꎬ这种制度无疑是最有利于民主决策的制度ꎮ 因此ꎬ我们便不难理解民国大

学校长基本都将教授治校制度作为大学内部不可或缺的管理制度之一ꎮ 罗家伦认为ꎬ“要大学

好ꎬ必先要师资好”ꎬ他知道ꎬ要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ꎬ就需要提高教授地位ꎬ健全“教授治校的管

理体制”ꎬ由此ꎬ他促使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深入发展并走向完善ꎻ竺可桢对教授治校给

予极大的尊重和信赖ꎬ在他看来ꎬ“教授是大学的灵魂ꎬ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ꎬ全视教授人选为转

移”ꎬ他不仅提高教授的地位ꎬ而且增加教授对学校的责任感ꎬ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教授才能ꎬ
使教授真正做到“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ꎬ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②ꎻ而胡适是对蔡元培在北大

贯彻“教授治校”理念时提出中肯建议的人ꎬ自然在其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将“教授治校”制度给予

充分的肯定与实施ꎮ
民国倡导的“教授治校”制度ꎬ在蔡元培校长执掌下的北大开一代风气之先ꎬ继而由梅贻琦、

蒋梦麟、罗家伦、胡适、竺可桢等人在各自校长任期中加以发展、完善ꎮ 不同大学内部“教授治

校”的形式是不一样的ꎬ有的大学校长深受德国大学民主管理模式的影响ꎬ自然承袭德国大学模

式ꎻ而有的大学校长则认为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模式更加适合中国ꎬ因此将其视为学习的标

准ꎮ 即使是仿效同一国家大学管理体制的学校ꎬ其侧重点也并不相同ꎮ 由此看来ꎬ校长、教授可

以根据学校具体情况自主探索适合学校发展的具体模式ꎬ充分发挥自主权ꎮ
“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ꎬ既对大学学术自由给予一定程度的保障ꎬ又使得教授群体所拥有

的学术权力得以很好发挥ꎮ 在当时ꎬ教授会、评议会等制度为教授发挥民主决策提供制度上的保

证ꎬ教授群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ꎬ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师资聘任、财务预算等方面都具有决策

权ꎬ将大学“内行”治理发挥得淋漓尽致ꎮ 同时ꎬ民主、自由、独立的大学氛围造就出一批学术大

师ꎬ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ꎮ
民国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ꎬ尽管在实践中因历史条件的限制ꎬ很多主张未能实

现ꎬ然而他们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却不能忽视ꎮ 自蔡元培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所作的改革努力

开始ꎬ民国众多大学校长走上了对教育领域的专制主义的批判之路ꎮ 自此ꎬ教育独立、学术自由、
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与实践作为现代高等教育转型的必然要求ꎬ为中国教育摆脱文化专制主义ꎬ
逐渐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现代化之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ꎮ 民国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与

教育理念ꎬ或在实践中得以推行ꎬ或形成一种精神激励教育界人士ꎬ或成为一种理想被追求之ꎮ
不管以何种形式ꎬ他们都在寻求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ꎬ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思想的宝贵遗产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思想资源ꎮ

三、结语

总起来看ꎬ民国大学校长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对学术角色的卫护是具有特殊的历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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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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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ꎬ«中国伦理学史»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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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然: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校长对学术角色的卫护

景的ꎬ那就是民国时期政治秩序相对紊乱ꎬ现代学术建构处于草创阶段ꎬ尤其是现代大学制度还

没有完全确立起来ꎬ在此情景下ꎬ大学校长对学术角色的卫护便显得特别重要ꎮ 从这样的意义上

说ꎬ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艰难的过程ꎬ民国众多大学校长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种种

抗争与突围ꎬ虽说获得很大的进步ꎬ但未能完成教育体制的转型ꎮ 之所以说艰难ꎬ是因为近代中

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曲折ꎬ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加之特殊时代孕育

出的大学校长的主观性缺陷ꎬ致使某些成果前功尽弃ꎮ 之所以说获得很大进步ꎬ是因为民国大学

校长对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更新ꎬ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ꎬ对学生知识技能的

培育ꎬ对道德品德修养的提高ꎬ以及对教育平等、教育民主等的大力倡导ꎬ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前

导特质ꎬ即使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仍具有借鉴作用ꎮ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Ｘｉｎｒ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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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ꎬ ａｓ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ｏ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ꎻ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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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决策中的情绪作用
∗①

胡艺馨１　 何英为２　 王大伟１

( １.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ꎬ 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２.暨南大学 心理学系ꎬ广东 广州ꎬ５１０６３２ )

　 　 摘要:　 情绪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重视ꎬ随着新兴研究范式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ꎬ
研究者得以对道德决策的情绪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ꎮ 情绪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的理论成果主要有:包含

情绪成分的道德决策模型ꎬ情绪分类对道德决策的影响ꎬ新兴的情绪观ꎬ如具身情绪观、事件－特征－情感复杂系

统等ꎮ 在道德决策测量和情绪诱发技术等方面进行归纳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与建议ꎮ
关键词:　 道德决策ꎻ情绪ꎻ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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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艺馨(１９８３—　 )ꎬ女ꎬ山东烟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ꎬ博士ꎻ何英为(１９９４—　 )ꎬ女ꎬ山东淄博人ꎬ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ꎻ王大伟(１９７８—　 )ꎬ男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ꎬ博士生

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受众个体危机决策过程:来自行为与眼动的证据”(ＺＲ２０１４ＣＭ０３３)、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强迫症患者决策功能:来自行为实验与 ＥＲＰ 的证据”(１５ＹＪＣ１９０００６)、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

突发事件受众个体危机决策模型研究”(２０１５ＧＳＦ１２００１５)、山东省名校质量工程应用心理学建设项目、山东师范大学实验教学

改革项目(ＳＹＪＧ３０２１１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Ｃａｎｄｅｅꎬ Ｄ.ꎬ ＆ Ｋｏｈｌｂｅｒｇꎬ Ｌ.(１９８７) .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ａｎꎬ Ｓｍｉｔｈꎬ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ｓ(１９６８) ｆｒｅ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５２(３)ꎬ ５５４－５６４.
③Ｎｅｌｓｏｎꎬ Ｇ.ꎬ ＆ Ｇｉｌｂｅｒｔｓｏｎꎬ Ｄ.(１９９１) .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ｉｓｍ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 Ｅｔｈｉｃｓꎬ １０(８)ꎬ６３３－６３９ꎻＧｅｉｓꎬ Ｆ.ꎬ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ꎬ Ｒ.(１９７０)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ｘｖ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ｉｓｍꎬ ２８５－３１３.
④Ａｍｂｒｏｓｅꎬ Ｍ. Ｌ.ꎬ ＆ Ｓｃｈｍｉｎｋｅꎬ Ｍ. ( １９９９) .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１１(４)ꎬ ４５４－４７４.ꎻＭｃｃａｂｅꎬ Ａ. Ｃ.ꎬ Ｉｎｇｒａｍꎬ Ｒ.ꎬ ＆ Ｄａｔｏｏｎꎬ Ｍ. Ｃ.(２００６) . ‘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ꎬ ６４(２)ꎬ １０１－１１６.

⑤Ｇｉｎｏꎬ Ｆ.ꎬ ＆ Ｇａｌｉｎｓｋｙꎬ Ａ. Ｄ. (２０１２) . 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ｙ: ｗｈ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ｓ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１１９(１)ꎬ １５－２６.

⑥Ｂｒｏｗｎꎬ Ｍ. Ｅ.ꎬ Ｔｒｅｖｉｎｏꎬ Ｌ. Ｋ.ꎬ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ꎬ Ｄ. Ａ.(２００５)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９７(２)ꎬ １１７－１３４.ꎻＫｈｕｎｔｉａꎬ Ｒ.ꎬ ＆ Ｓｕａｒꎬ Ｄ.(２００４) . Ａ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ꎬ４９(１)ꎬ １３－２６.

　 　 １　 引言

早期以 Ｋｏｈｌｂｅｒｇ 和 Ｒｅｓｔ 等人为代表提出的道德发展理论强调了认知因素在道德决策中的

重要作用ꎬ认为道德推理是道德决策最重要的因素ꎮ②然而在日常生活中ꎬ人们并不总是遵循理

性的引导作出决策或判断ꎮ 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ꎬ研究者从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道德强度方

面归纳了诸多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如人格因素③、性别因素④、心理资本⑤、伦理型领导⑥ꎮ
随着社会直觉模型及双加工模型的建立ꎬ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情绪因素同样可能会对道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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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结果产生影响ꎮ 通过一系列的假设与实证研究ꎬ研究者证实了道德决策中的情绪作用ꎬ并且

发现情绪对道德决策的作用往往更为直接而迅速ꎮ 随着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技术的发展ꎬ情绪

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心理学乃至决策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ꎮ 除了对情绪的诱发和测量、诱发方

式进行了更合理的界定和处理ꎬ研究者也提出了更为完善和系统的情绪观ꎬ使研究者对道德决策

的情绪作用的检验有了更精准的操纵并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ꎮ
　 　 ２　 道德决策的内涵

自道德决策领域建立以来ꎬ关于道德的定义以及道德判断的标准从未得出过一致的定论ꎬ这
也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的主观性以及道德决策的模糊性ꎮ Ｒｏｓｔａｎｋｏｗｓｋｉ 初步界定了道德决策的范

围:“道德行为是由个体的主观意识左右ꎬ涉及到利他或伤害的行为ꎬ道德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

就是道德决策ꎮ”①Ｊｏｎｅｓ 从理性主义视角对道德决策进行考量ꎬ将道德决策定义为在社会道德规

范的制约下ꎬ决策者识别和判断道德问题ꎬ并实施行动的过程ꎮ② 在这一时期的决策领域ꎬ以理

性分析为主导思路ꎬ道德决策过程中的情绪等均被视为干扰因素ꎮ 但自 Ｓｉｍｏｎ 提出决策是“有限

理性”之后③ꎬ研究者开始用更加综合的视角去阐述道德决策ꎮ Ｈａｄｉｔ 将道德决策定义为对道德

信息进行认知推理且包含快速判断的启发式加工决策过程ꎬ人们不仅进行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ꎬ
还受到情绪等无意识因素的影响ꎮ Ｈａｄｉｔ 通过对道德两难情境的系列研究ꎬ从诸多视角发现了道

德决策领域的一系列有限理性现象ꎮ④ 至此ꎬ研究者肯定了情绪在决策等心理活动中的位置ꎬ不
再将情绪看作非理性的、无意识冲动的活动ꎬ或是认知过程产生某种冲突的结果ꎬ道德决策中的

情绪作用也逐渐得到证实ꎮ 随着新兴研究范式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进展ꎬ情绪成为这几年来的一

个研究热点ꎬ研究者得以对道德决策中的情绪神经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ꎮ
３　 包含情绪成分的道德决策模型

３.１　 社会直觉模型

以往的道德发展模型忽视了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ꎮ Ｈａｉｄｔ 在其研究中发现了“道德失

声”ꎬ即被试常常无法解释所作出的决策是基于何种原因ꎮ⑤ 因此ꎬＨａｄｉｔ 针对传统的道德决策理

性模型忽略对心理过程的内隐直觉加工ꎬ以及无法解释快速的直觉判断结果的缺陷ꎬ提出了社会

直觉模型ꎬ补充了道德决策中的情绪成分ꎮ⑥ 该模型认为个体的道德决策是由情绪和理性加工

共同驱动的结果ꎮ 这是在道德决策模型中首次考虑了无意识层面的因素ꎬ同时社会直觉模型不

再仅仅将情绪视为一个影响因素ꎬ而认为情绪是道德决策的一个重要成分ꎮ 社会直觉模型包含

６ 个过程:直觉判断ꎻ事后推理ꎻ理性劝服ꎻ社会劝服ꎻ 理性判断ꎻ自我反应ꎮ⑦ 其中ꎬ第一个过程

便是直觉加工ꎬ这一过程快速而直接ꎬ不需要认知资源的加工ꎬ进行并列分布加工ꎬ多受情绪和体

验性经验的影响ꎮ 因此ꎬ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往往是由情绪直接而快速启动的ꎬ这也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人们能够快速对道德事件做出评判的原因ꎮ 如果需要的话ꎬ模型中的理性成分依据当前

决策的复杂形势会给出较为缓慢的逻辑分析和理性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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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直觉模型中ꎬ情绪是道德决策的核心ꎬ直觉加工是道德判断的基本过程ꎬ但是仅考虑

了情绪或认知因素单方面的作用ꎬ而并未将两者整合并深入探究两者的相互作用ꎮ
３.２　 双加工模型

Ｇｒｅｅｎｅ 基于社会直觉模型已有的理论ꎬ提出了双加工理论ꎮ 该理论认为道德决策是个体的

情绪和认知系统相互竞争作用的结果ꎬ情绪系统是不需占用认知资源的自动化加工系统ꎬ而认知

系统需要个体有意识的调控和加工ꎬ两个系统互为补充ꎬ情绪不与认知分离ꎬ独立作用于道德决

策过程ꎮ
个体进行道德决策时ꎬ情绪系统率先启动ꎬ但是理性系统也会对决策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ꎬ

双加工模型将传统道德决策模型与社会直觉模型进行了整合ꎬ将原本对立的两个因素融合在一

起ꎬ并且从认知神经角度对情绪双加工模型进行了验证ꎮ
个体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道德决策时ꎬ与认知推理相关的脑区如背外侧额叶活动更强ꎻ诱发

情绪的个体感性处理道德问题时ꎬ当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如腹内侧前额叶及边缘系统等活动更强ꎮ
而在 Ｇｒｅｅｎｅ 的道德两难研究中ꎬ也发现被试在引发强烈情绪时比不引发情绪时的非个人情境腹

内侧前额叶的激活水平更高ꎮ① 这也再一次验证了腹内侧前额叶对有关情绪的道德事件的敏感

性ꎮ
双加工模型从认知神经机制角度对道德决策中的情绪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ꎬ并通过

实证研究得到了数据支持ꎬ但是情绪和认知因素的具体作用并未得到证明ꎮ
３.３　 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

在对道德决策的情绪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时ꎬ并不能仅仅将主观的心理过程及外显行为

作为解释的依据ꎬ只有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ꎬ才能够完整探索情绪的作用机制ꎮ Ｍｏｌｌ 提出的

事件－特征－情感复杂模型从脑神经科学角度进一步阐述了道德决策的结构ꎬ该模型的中枢动机

和情绪状态维度具体阐释了情绪的作用机制ꎮ② 其中ꎬ边缘回和边缘旁回负责监控基本的情绪

与动机状态ꎻ前额叶系统是对情绪刺激的理解和解释的高级机构ꎬ帮助个体识别触发情绪的情境

因素ꎬ并产生不同程度的情绪卷入水平ꎻ中枢系统对边缘系统和前额叶的信息进行整合ꎬ负责对

情绪进行初步的分类ꎬ产生相应的情绪ꎮ 这个模型认为基本的情绪来自于社会知觉和经历或依

赖于当前的情境ꎬ影响道德决策的道德情绪是基本情绪与社会价值观、规范相互作用的产物ꎬ情
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情绪的卷入程度ꎮ

３.４　 决策神经机制模型

目前最为综合的决策神经生理机制是由 ＬｉｔｔꎬＥｌｉａｓｍｉｔｈ 和 Ｔｈａｇａｒｄ③ 以神经情感决策理论为

基础提出的决策神经机制模型ꎬ其对决策中预期情绪、先前情绪的神经生理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ꎮ 同样ꎬ该理论认为道德决策是由多个脑区(包括部分前额叶皮层和主要的皮层下系统)间的

协同作用实现的ꎬ其中对道德决策情境潜在行为选项的情绪性评估是至关重要的ꎬ多巴胺和 ５－
羟色胺(５－ＨＴ)两种神经递质分别促成了对积极和消极结果的不同编码机制ꎬ是产生不同效价

６２１

①

②

③

Ｇｒｅｅｎｅꎬ Ｊ. Ｄ.ꎬ Ｓｏｍｍｅｒｖｉｌｌｅꎬ Ｒ. Ｂ.ꎬ Ｎｙｓｔｒｏｍꎬ Ｌ. Ｅ.ꎬ Ｄａｒｌｅｙꎬ Ｊ. Ｍ.ꎬ ＆ Ｃｏｈｅｎꎬ Ｊ. Ｄ.(２００１) . Ａｎ ｆｍｒｉ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９３(５５３７)ꎬ ２１０５－２１０８.

Ｍｏｌｌꎬ Ｊ.ꎬ Ｚａｈｎꎬ Ｒ.ꎬ Ｄｅꎬ Ｏ. Ｒ.ꎬ Ｋｒｕｅｇｅｒꎬ Ｆ.ꎬ ＆ Ｇｒａｆｍａｎꎬ Ｊ. (２００５)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６(１０)ꎬ ７９９－８０９.

Ｌｉｔｔꎬ Ａ.ꎬ Ｅｌｉａｓｍｉｔｈꎬ Ｃ.ꎬ ＆ Ｔｈａｇａｒｄꎬ Ｐ. ( ２００８) . Ｎｅｕｒａｌ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ꎬ ｂｒａｉｎｓꎬ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９(４)ꎬ ２５２－２７３.



胡艺馨　 何英为　 王大伟:道德决策中的情绪作用

的情绪的潜在促发剂ꎬ通过道德判断对潜在的行为意向产生影响ꎬ最终导致道德决策的差异ꎮ①②

基本情绪的产生是脑内神经系统环路工作的结果ꎬ同时也受到多种神经递质这些化学物质

广泛分布的效应的影响ꎬ这些神经递质释放到脑脊液中ꎬ并广泛扩散作用于脑内组织ꎬ对输入信

息提供特定状态的编码方式ꎬ在脑活动的不同层面产生相互作用ꎬ从而产生具体的、各不相同的

情绪形式ꎬ使人主观上感受性地认识信息的意义ꎮ
大量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了神经情感决策理论及其模型:决策者的后悔与前额皮层和杏仁核

的活动直接相关③ꎻ血清素水平降低会提高个体对不公平事件的拒绝率④ꎮ
４　 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一般来说ꎬ不同分类的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是不同的ꎬ情绪对道德决策的

影响也并不全是非理性加工ꎮ 随着研究的精细化发展以及相关情绪观的提出ꎬ情绪对道德决策

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多变ꎬ对情绪精细的分类有利于系统阐述情绪对道德决策的特异性影响ꎮ
４.１　 即时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即时情绪共包含两种情绪:一种是整合情绪(如愤怒ꎬ恐惧等)ꎬ对道德决策过程有直接的影

响ꎻ一种是偶然情绪ꎮ
人们在对道德情境进行加工时ꎬ会激活特定的情绪状态ꎬ对道德判断形成情绪效价(喜欢 /

不喜欢ꎬ好 /不好)ꎬ即个体在了解道德情境的过程中就已形成了对事件或任务的特定态度ꎬ从而

对道德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ꎮ
早期研究主要根据情绪的效价探讨先前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ꎮ 一般认为ꎬ积极情绪的个

体常根据已有的经验或知识ꎬ采取启发式加工解决问题ꎬ对道德事件的细节往往容易忽略ꎻ而消

极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系列加工进行审慎的分析后ꎬ再作出道德决策ꎮ 这说明情绪的正性

或负性特征会影响信息的选择性加工ꎮ 情绪的产生和持续会占用注意资源ꎬ对个人从外界环境

提出知觉线索的过程产生影响ꎬ导致加工范围受到局限ꎬ从而降低或增强信息加工的质量ꎮ 总体

上认为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决策的作用机制是存在差异的ꎬ但两者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继

续探讨ꎮ
偶然情绪是指由决策任务之外的因素诱发的情绪ꎬ通常是在个体进行决策任务前ꎬ由研究者

使用一定的操纵方式诱发个体某一特定情绪体验ꎮ 偶然情绪在实验研究中易于操纵ꎬ研究者得

以探讨多种情绪体验对道德决策的影响ꎬ是探究情绪对道德决策影响研究中常见的研究形式ꎮ
以往的研究表明ꎬ情绪本身越突出、对目标主体的代表性越强、和当前情境的关系越大ꎬ个体越倾

向于采取启发式加工策略ꎬ而影响整个道德决策过程ꎮ⑤

４.２　 预期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道德情绪除了在道德行为之后产生ꎬ也有可能产生于行为结果之前ꎬ内化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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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１１(６)ꎬ ２５８－２６５.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ꎬ Ｍ. Ｊ.ꎬ Ｃｌａｒｋꎬ Ｌ.ꎬ ＆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ꎬ Ｍ. Ｄ.(２０１０) .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ａｎｄ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１０(６)ꎬ ８５５－８６２.
Ｇｒｅｉｆｅｎｅｄｅｒꎬ Ｒ.ꎬ Ｂｌｅｓｓꎬ Ｈ.ꎬ ＆ Ｐｈａｍꎬ Ｍ. Ｔ.(２０１１) . Ｗｈｅｎ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ｌｙ 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ｅｒｓ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ｖꎬ １５(１５)ꎬ １０７－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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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表征而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①ꎬ这就是预期情绪ꎮ 决策者依赖于道德情境与过去的知识经

验的联系ꎬ通过认知评估来判断某种道德决策的结果可能产生的情绪ꎬ而不是其当前体验到的情

绪ꎬ往往会就此而作出特定的决策而避免产生相应的情绪ꎬ这一过程即情绪预期对道德决策的间

接影响ꎮ 预期情绪虽然是在主观预期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来ꎬ补充了该理论排除的情绪因素ꎬ但
本质上还是强调了认知对道德决策的理性影响ꎮ 后悔理论、失望理论均是对这一理论的变式ꎮ

Ｋｅｖｉｎ ＣｅｌｕｃｈꎬＣａｒｌ Ｓａｘｂｙ 和 ｉｌｌ Ｏｅｄｉｎｇ 的实证研究表明ꎬ后悔会显著作用于行为意向ꎬ其中道

德判断起中介作用ꎮ② Ｓａｅｌｅｎ 和 Ｍａｒｋｏｖｉｔｓ 也曾探讨了道德情绪预期与道德决策的关系ꎬ被试在

预期到遵守道德规则而体验到积极情绪时更倾向于做出道德行为ꎬ而在预期到由于遵守道德规

则而体验到消极情绪时更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ꎮ③ 李占星等对青少年的研究也证明了道德决策

确实会受到不同情绪预期的影响ꎮ④

预期情绪理论开拓了道德决策中情绪的理性调节作用的研究ꎬ如预期情绪通过强调情绪对

动机趋避性的影响ꎬ力求使个体更好地行使决策功能ꎮ 但是在此理论中ꎬ并未探讨情绪系统与理

性系统如何相互作用ꎬ还需要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进一步的探讨ꎮ
４.３　 具体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Ｌａｚａｒｕｓ 指出ꎬ情绪是一种来自对环境信息的持续评价产生的身心反应的组织ꎮ⑤ 每种情绪

均由评价、活动倾向、生理变化三者组合而成ꎮ 情绪的认知评估理论提出评估特异性与情绪特异

性ꎬ使研究者逐渐将重点延伸到具体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条件、作用机制等ꎮ
认知评估理论打破了从情绪效价出发研究的惯例ꎬ从个体差异性和评估倾向角度ꎬ对情绪的

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ꎬ认为情绪是个体根据自身目标、价值等标准进行情境评估的结果ꎬ具体情

绪会激发个体对道德事件不同的评价维度ꎮ Ｓｍｉｔｈ 的认知评价理论包含 ６ 个认知评价维度:确定

性、愉快度、注意行为、预期努力、自我控制和环境控制ꎬ这些评价维度体现了不同的评价主题ꎮ⑥

由于个体对事件的评价倾向不同ꎬ因而ꎬ不同的人对同一道德情境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反

应ꎮ 本质上个体对道德情境的认知内容的变化是判定情绪各维度的指标ꎬ并且调节着具体情绪

的影响力ꎬ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动机过程ꎬ因而会对决策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目前ꎬ研究者已经较为完善地建构了愤怒、嫉妒、悲伤等具体情绪的认知评估维度ꎮ⑦ 一系

列的研究表明ꎬ即使情绪效价一致ꎬ维度不同的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不一定相同ꎮ Ｌｅｒｎｅｒ 和

Ｔｉｅｄｅｎｓ 认为ꎬ确定性的情绪会引发个体浅层的启发式加工ꎬ而不确定的情绪会引发复杂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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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ꎮ① 当前研究除了探讨具体情绪状态对道德决策的影响ꎬ还从情境变量如决策任务类型和

框架等角度ꎬ对两者的关系重新进行探讨ꎬ并发展出了“情绪一致性”的概念ꎬ认为人们倾向于加

工符合其情绪状态的信息、做出与情绪状态相适应的道德决策行为ꎮ②

Ｔｅａｓｄａｌｅ 和 Ｒｕｓｓｅｌｌ 的研究表明ꎬ愉悦被试对正性词汇的判断比悲伤被试对正性词汇的判断

更快ꎬ悲伤被试对负性词汇的判断比愉悦被试的判断更快③ꎻ Ｓｅｏ 和他的同事的研究表明情绪状

态效价和任务不一致时更能引发相应的道德决策ꎮ 以往的研究也发现ꎬ这可能是在情绪与任务

一致的情况下增加了个体联想的可能性ꎮ④ 情绪状态包括编码和接收大脑的相似记忆ꎬ并影响

对一个积极或消极的事件的可能性的判断ꎬ产生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受ꎮ 因此ꎬ当这些感受和当

前后果的框架一致时会处于某一特定情绪下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加工与当前情绪状态一致的信

息表征ꎬ即联想加工ꎬ从而起到情绪启动式的作用ꎬ对道德决策产生一定影响ꎮ
从综合情绪的效价观和认知评估观来看ꎬ在决策过程中ꎬ情绪不仅会影响决策过程ꎬ还会影

响决策问题的表征性⑤ꎬ即情绪不仅会影响决策的信息搜索和加工过程ꎬ还会通过影响决策任务

的表征、选项的吸引性等决策问题的结构而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ꎮ 这表明道德决策问题本身也

会诱发情绪反作用于决策本身的决策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情绪并非直接影响道德判断ꎬ而是受到情

绪背后的情绪认知以及道德准则等认知因素的影响ꎬ诱发了某种自动化情绪ꎬ从而对道德决策产

生影响ꎮ
４.４　 具身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近年来ꎬ有研究指出道德是建立在与身体经验有关的隐喻上的ꎬ并由此提出了具身隐喻机

制ꎬ后又发展出了情绪具身观ꎮ 该理论认为ꎬ对他人以及自身情绪的知觉信息被个体察觉后ꎬ会
以相同的加工方式作用于和情绪相关的中枢以及运动系统ꎬ使个体表现出相似的反应ꎮ 研究发

现ꎬ在人的大脑布洛卡区、顶下小叶、额下回、颞上沟以及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均发现了具有镜像属

性的神经元系统ꎬ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激活相应的运动、中枢系统“设身处地”地体验到所观察他

人的行为、意图和情绪ꎮ 因此ꎬ不仅决策者自身的情绪ꎬ知觉到决策问题情境中的人物的情绪甚

至情节内容均会引发特定的道德图式ꎬ进行道德直觉的情绪加工ꎮ
情绪具身观同时还强调与情绪有关的身体信号对道德判断的影响ꎮ 大量研究发现ꎬ身体洁

净感、厌恶感 、疼痛感、恐惧感等身体感知觉以及物理变量与道德间的联系ꎮ⑥ 根据具身隐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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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ｌｔｅｒ ｔｈｅꎻ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ｅｋｉｎｇꎻ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３７(２)ꎬ ３０８－３２２.

方平、李英武:«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机制及实验范式的研究进展»ꎬ«心理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８ 期ꎮ
Ｓｃｈｎａｌｌꎬ Ｓ.ꎬ Ｈａｉｄｔꎬ Ｊ.ꎬ Ｃｌｏｒｅꎬ Ｇ. Ｌ.ꎬ ＆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Ａ. Ｈ.(２００８) . Ｄｉｓｇｕｓｔ ａ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ｕｌｌꎬ ３４

(８)ꎬ １０９６－１１０９. ꎻ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ꎬ Ｒ.ꎬ ＆ Ｇｉｎｅｒｓｏｒｏｌｌａꎬ Ｒ.(２００７) . Ａｎｇｅｒꎬ ｄｉｓｇｕｓｔ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ｍ ａ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ａｂｏｏ－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７(４)ꎬ ８５３.ꎻＢａｓｔｉａｎꎬ Ｂ.ꎬ Ｊｅｔｔｅｎꎬ Ｊ.ꎬ ＆ Ｆａｓｏｌｉꎬ Ｆ. (２０１１) .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ｂｙ ｈｕ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 ｔｈｅ ｇｕｉｌｔ －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２(３)ꎬ ３３４.ꎻ彭凯平、喻丰:«道德的心理物理学:现象、机制与意义»ꎬ«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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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ꎬ道德图式的形成过程是将具体感觉运动图式结构(如身体洁净图式)映射到抽象的道德图

式(如道德纯洁图式)上来得以表达和理解的过程①ꎮ
和以往的情绪认知理论不同ꎬ情绪具身观不再将情绪反应简化为认知评价加工的结果ꎬ而是

从身体机制上对情绪的个人与他人效应进行了整合ꎬ从社会知觉、身体信号ꎬ人际关系和情绪的

动态相互作用阐述了决策中的情绪作用机制ꎮ 因此ꎬ认知加工对信息的评价通过神经激活而诱

导情绪ꎬ同时情绪可使个体做出适应情境环境的行为ꎮ 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ꎬ认知是以外界情境

事件本身的意义而起作用ꎻ而情绪则是以赋予情境对有机体的意义ꎬ产生不同的主观体验而起

作用ꎮ
５　 道德决策研究中对情绪的操纵与测量

５.１　 情绪诱发技术

当前研究者主要通过一定的诱发技术让个体加工内外刺激后ꎬ使得后继加工任务也蒙上相

应的情绪色彩ꎬ从而观察情绪对后续任务的影响ꎮ 根据诱发刺激的感觉通道的不同ꎬ可以将诱发

情绪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５.１.１　 内部诱发

内部诱发是通过让被试想象或回忆情绪事件而诱发被试当前情绪的一种方式ꎮ 通过实验情

境ꎬ使被试“亲历”情境而诱发特定的情绪ꎮ 例如ꎬＹｉｐ 和 Ｃôｔé 使用情景模拟法来激发个体的焦

虑情绪ꎮ② 被试首先需用 ６０ 秒准备时长 ３ 分钟的一个主题为“成为优秀求职者的原因”的演讲ꎬ
让被试产生相应的焦虑情绪ꎮ 此外ꎬ催眠和想象也是常见的内部诱发情绪的方式ꎮ 情绪激活程

度和个人经历及个体特质关系密切ꎮ
５.１.２　 外部诱发

目前ꎬ通过视觉刺激诱发情绪是最为常见的方式ꎬ以带有情绪色彩的文字或图片作为诱发材

料ꎮ 目前已建立起的标准刺激材料库包括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ＮＩＭＨ)建立的文字情绪刺

激材料库、国际情绪图片系统ꎮ 国内的材料库多是根据国外版本本土化修订和补充建立的ꎮ
ＮＩＭＨ 还采集了一系列的声音作为情绪诱发的听觉材料ꎬ建立了国际情感数码声音系统ꎮ

音乐情绪诱发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ꎬ音乐能够诱发一系列不同的情绪ꎬ而且情绪体验更为深

入、持久ꎬ此外音乐诱发技术具有很好的跨文化一致性ꎮ③

此外ꎬ还有研究者让被试闻某种气味ꎬ形成特定的嗅觉刺激ꎬ从而诱发联结的情绪体验ꎮ 例

如ꎬＤｉ Ｍｕｒｏ 和 Ｍｕｒｒａｙ 使用气味来诱发不同激活度的情绪ꎬ 并且通过气味的浓度来操纵愉悦

度ꎮ④ Ｈｅｒｚ 的研究发现ꎬ气味可以诱发情绪以及对过去情绪事件的回忆ꎮ⑤ 但是ꎬ嗅觉刺激的准

备和储藏难度较大ꎬ且往往难以精准地诱发某一特定的情绪ꎬ嗅觉诱发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ꎮ
视频材料诱发是一种多通道诱发方式ꎬ其组合了视觉、听觉等诱发材料ꎮ Ｇｒｏｓｓ 指出ꎬ视频由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Ｌ. Ｅ.ꎬ Ｈｕａｎｇꎬ Ｊ. Ｙ.ꎬ ＆ Ｂａｒｇｈꎬ Ｊ. Ａ.(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ｅｄ ｍｉ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３９(７)ꎬ １２５７－１２６７.

Ｙｉｐꎬ Ｊ. Ａ.ꎬ ＆ Ｃôｔéꎬ Ｓ.(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ｎ ｒｉｓｋ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４(１)ꎬ ４８.

Ｆｒｉｔｚꎬ Ｔ.(２００９) .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ｖａｌｅｎｃｅ.Ｔｅｘｔ.ｔｈｅｓｉｓ.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Ｍｕｒｏꎬ Ｆ. Ｄ.ꎬ ＆ Ｍｕｒｒａｙꎬ Ｋ. Ｂ.(２０１２) . Ａｒｏｕｓ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３９(３)ꎬ ５７４－５８４.
Ｈｅｒｚꎬ Ｒ. Ｓ.ꎬ Ｓｃｈａｎｋｌｅｒꎬ Ｃ.ꎬ ＆ Ｂｅｌａｎｄꎬ Ｓ.(２００４) . Ｏｌｆａｃｔｉｏｎꎬ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２８(４)ꎬ ３６３－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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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具有立体、动画、文字、配乐等要素ꎬ可以在生态效度较高的情境下进行ꎬ诱发效果最显著ꎮ 而

且与实验室情境诱发相比ꎬ更加简单易行ꎮ①

此外ꎬ根据情绪具身观的观点ꎬ肌肉、内脏等系统的运动或反应可以引起和情绪相关神经系

统的激活ꎬ最终使个体感受到该情绪ꎮ 面部反馈技术便是采用这一原理ꎬ通过让被试做出相应的

表情诱发出实验所需情绪ꎮ
５.２　 测量方法

５.２.１　 量表法

包括情绪自我报告、任务执行程度报告等ꎬ是传统的主观自评量表ꎬ让被试对自身的情绪状

况进行报告ꎬ受到被试的自我意识水平等差异的影响ꎬ导致测量结果出现诸多误差ꎮ
５.２.２　 面部表情分析法

按照面部反馈假说ꎬ通过对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习惯活动的客观测量以及对面部肌肉血管

活动的客观评定ꎬ艾克曼的“面部活动编码系统”、伊扎德的“最大极限识别面部肌肉运动编码系

统”和“表情辨别整体判断系统”等测量程序保证了面部表情判断的准确性ꎮ②③ 其中 ＦＡＣＳ 和

Ｍａｘ 系统是以一个面部肌肉运动为记录单位ꎬ测量面部各区域的肌肉运动的精确图式ꎬ又把这些

活动单位组合起来说明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ꎮ 而 Ａｆｆｅｘ 系统测量的是面部表情的整体图式ꎮ
电生理记录法ꎬ对被试的心跳频率变化、脉搏频率变化、皮肤传导性、皮肤温度以及肌肉运动

进行测量ꎬ更为精确的是神经生理技术ꎬ包括脑电图(ＥＥＧ)、事件相关电位技术(ＥＲＰ)、正电子

发射断层技术(ＰＥＴ)、功能磁共振(ＦＭＲＩ)ꎬ等等ꎮ
５.２.３　 情绪的神经生理研究技术

新兴的神经生理技术为情绪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细的工具ꎬ可以促使我们从行为到生理水平

理解情绪和道德决策的内隐关系ꎬ深入揭示情绪的脑机制的相关研究ꎮ
脑电图(ＥＥＧ)作为一种呈现大脑信息加工活动的无创伤性方法ꎬ能够对不同情绪状态下个

体的脑电活动、激活时序进行精确的分析ꎬ是当前探讨情绪脑机制的重要技术手段ꎮ ＥＥＧ 作为

二维的神经激活技术ꎬ在空间定位方面不够精确ꎬ但是其在时间分辨率方面存在优势ꎬ可以清晰

地记录大脑活动的时间先后ꎮ 但是ꎬ由于头皮记录的电信号除了大脑神经细胞的电活动还包括

例如眨眼等与实验无关的活动产生的干扰信号ꎬ从而对真实信息进行了掩盖ꎮ
“事件相关电位(ＥＲＰ)是通过有意地赋予刺激特殊的心理意义ꎬ利用各个或多样的刺激所

引起的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ꎮ”④ＥＰ３００ 成分反映了与感知觉和刺激分类相关的加工ꎬ而 Ｎ４００
成分是研究语言加工常用的 ＥＲＰ 成分ꎮ 罗跃嘉等人发现ꎬ负性情绪刺激诱发的 Ｐ２００ 幅值大于

正性和中性的情绪刺激诱发的ꎬ而无论是正性还是负性的情绪都会引发 Ｐ３００ 幅值的变化ꎻ词汇

的情绪意义以及被试的情绪状态会导致 Ｎ４００ 幅值的变化ꎮ⑤ 它的优势是具有较高的事件分辨

率ꎬ可以达到毫秒级ꎬ并且和 ＦＭＲＩ 等技术相比成本较低ꎬ但是由于头层表面的电信号刺激的空

间分辨率低ꎬ一般通过反馈大脑分区的活动来探究认知、情绪等方面的研究ꎮ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ｍｅｓ Ｊ. Ｇｒｏｓｓꎬ ＆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７) .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ｌｍ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９(１)ꎬ ９－２８.
Ｅｋｍａｎꎬ Ｐ.(１９７８) . Ｆａ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ｚａｒｄꎬ Ｃ. Ｅ.ꎬ 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ꎬ Ｌ. Ｍ.ꎬ ＆ Ｈｅｍｂｒｅｅꎬ Ｅ. Ａ.(１９８３) .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ｆｆｅｘ) .
王艳:«道德两难决策权衡的认知行为与 ＥＲＰ 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大连理工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谢熹瑶、罗跃嘉:«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探讨»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７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５.３　 评价标准

情绪诱发主要通过被试的主观感受报告、面部表情和生理反应作为诱发情绪效果的指标ꎮ
在最常见的情绪主观报告中ꎬ研究者主要按照两个维度进行情绪分类:一是效价ꎬ可分为积极和

消极ꎻ二是唤醒度或激活度ꎬ可分为高、低两个水平ꎮ
６　 展望与启示

６.１　 道德决策中情绪作用的理论研究展望

新兴的情绪观为道德决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关于先前、预期和即时情绪等不同阶段的

情绪研究ꎬ为道德决策的多元化提供了突破口ꎮ 但是ꎬ相关情绪理论与道德决策的实证研究的进

一步融合还有待加强ꎮ 例如整合情绪具有较强的情境性ꎬ在实验情境中难以通过现有的情绪启

发式诱导道德情绪ꎬ所以整合情绪的实证研究仍有较大的阻碍ꎮ
情绪具身观的出现打破了认知评估理论的垄断ꎬ其强调情绪对身体及其经验的回归ꎮ① 以

往的情绪理论均是从个人角度分析了情绪的影响ꎬ但是情绪具身观阐释了对自身和他人情绪的

知觉及情绪信息的加工过程的统一ꎮ 这对说明个体的社会知觉(如记忆、共情、理解等)意义重

大ꎬ以情绪具身观为切入点可以考察道德决策中情绪、社会知觉及人际关系多变量交互作用的影

响ꎬ从而多层次多角度对类型复杂、情境多元的道德决策进行系统的阐释ꎮ
从当前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ꎬ研究者往往通过情绪诱发技术诱发被试的特定情绪后ꎬ

再让被试完成道德决策任务ꎬ而已有实证研究发现了情绪的持续时间对道德决策影响的差异性ꎬ
不同的情绪其持续时间以及这一变量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又是各不相同的ꎮ 如何通过对情绪诱发

技术进行改进ꎬ从而科学地控制不同情绪的持续时间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ꎮ
另外ꎬ情绪诱发后ꎬ研究者还需对情绪诱发效果进行操纵检验ꎮ 目前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主观

报告法等主观测量方法ꎬ也有研究开始尝试一些更为客观的测量ꎬ如面部表情分析法和电生理记

录法ꎬ其中电生理记录法已经可以较为准确地检测情绪的激活水平等重要指标ꎬ这也意味着对情

绪变量的控制越来越精确ꎮ 但是大多数的实证研究过于重视对情绪的操纵和对道德决策结果影

响的探讨ꎬ而忽视了探讨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ꎬ未来研究应该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对决策的动态

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ꎮ
道德判断认知神经的研究在近几年迅速发展ꎬ但是研究范式过于单一ꎬ并且生态化效度较

低ꎬ在研究技术和设计上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ꎮ 包括本文提到的几种模型ꎬ关于道德判断的神经

机制理论还比较零散ꎬ每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ꎬ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相关研究整合ꎮ 今

后的研究应将认知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整合起来ꎬ对道德决策的情绪神经

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ꎮ
６.２　 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对研究的启示

最初ꎬ研究者在道德决策的研究中引入情绪ꎬ是将其视为非理性因素进行探讨的ꎮ 然而随着

新兴情绪观和道德模型的建立ꎬ我们不难发现ꎬ某些情况下的情绪并不是直接作用于道德决策

的ꎬ而是情绪背后的信念、社会规范性认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使我们意

识到ꎬ在有些情况下ꎬ情绪不是对理性决策的威胁ꎬ也可能是对道德评估的重要的规范力量ꎮ 因

此ꎬ通过指导个体学会利用预期情绪的前瞻性ꎬ学会辩证分析道德决策的后果ꎬ经过合理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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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而作出恰当的道德决策ꎬ训练个体在决策时能够意识到ꎬ即使与当前决策无关的偶然情绪也

会对我们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ꎮ 相应地ꎬ在思考自己或预测他人的决策时ꎬ也应充分考虑到

情绪的重要作用以降低决策中的非理性偏差ꎬ避免做出不道德行为ꎮ
目前ꎬ关于道德教育是否可行的问题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ꎮ 而当前的神经认知模型表

明ꎬ道德教育是可行的ꎮ 道德决策可因道德规则的丰富得以提高ꎬ对道德原型的外在塑造和训练

势必也是道德决策提升的有效方式ꎮ
(肖奕琳同学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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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
∗①

张智华
(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８７５ )

　 　 摘要:　 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较快ꎮ 网络剧以其低成本、自制、易互动、持续播出等特点ꎬ成为能够吸引话题

以及观众群体的产品ꎮ 网络公司积极拓展网络剧产业链ꎬ发展中国网络剧衍生产品且网络剧成功地植入广告ꎮ
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ꎬ只有不断增强精品意识ꎬ注重做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ꎬ才能有效地促

进网络剧产业发展ꎮ
关键词:　 中国网络剧产业ꎻ“粉丝”ꎻ植入广告ꎻ产业链ꎻ衍生产品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３４－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作者简介:张智华(１９６３—　 )ꎬ男ꎬ安徽合肥人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研究” (１７ＺＤ０２)的
阶段性成果ꎮ

②数据来自 ２０１８ 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４２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１８－

０８ / ２０ / ｃ＿１１２３２９６８８２.ｈｔｍꎮ
③张智华:«中国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初探:兼论中国网络文化建设»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６７ 页ꎮ
④曹慎慎:«“网络自制剧”观念与实践探析»ꎬ«现代传播»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网络剧是文化产业与创意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网络剧现有观众与潜在观众数量很

大ꎮ 据 ２０１８ 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４２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ꎬ截
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网民 ８.０２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为 ５７.７％②ꎮ

中国网络剧每年递增ꎬ数量、质量均有所提高ꎬ出现了一些市场与口碑双赢的现象级网络

剧ꎮ③美国网络剧«纸牌屋»等在全球传播ꎬ影响很大ꎮ 中国网络剧«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逐

步在全球传播ꎬ影响较大ꎮ «白夜追凶»«无证之罪»与美国 Ｎｅｔｆｌｉｘ 公司签约ꎬ豆瓣上评分 ９.０ꎬ在
全球 １８０ 多个国家播放ꎬ中国网络剧逐步进入全球主流市场ꎮ

一、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迅速

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较快ꎮ 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网络自制剧”ꎮ “网络自制剧ꎬ顾名思义

就是由网络媒体自己投资拍摄ꎬ专门针对网络平台制作并播放的影视剧ꎮ”④网络自制剧可以界

定为由视频网站策划、参与题材选择、剧本构思、组织拍摄、后期制作等环节ꎬ且在网络上播出的

网络剧ꎮ
互联网时代视频网站的竞争经营形势ꎬ主要是靠流量与版权ꎮ 在视频购置内容饱和、移动互

联网跨屏时代ꎬ以爱奇艺、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土豆优酷、乐视五大视频网站为先锋ꎬ网络剧进入

自制阶段ꎮ ２０１５ 年爱奇艺举办的网络视频营销会上ꎬ其创始人兼 ＣＥＯ 龚宇宣布加大原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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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制作ꎬ至今ꎬ爱奇艺通过创建自家影视制作公司、加大工作室投资、吸引 ＩＰ、成立专业客户研

究组等方式ꎬ支持其原创内容的发展ꎮ 在原创内容中ꎬ网络自制剧逐渐成为爱奇艺的主要产品ꎮ
«屌丝男士»与«极品女士»均是由搜狐视频出品的网络剧ꎬ在口碑与市场上取得了初步成

功ꎮ ２０１５ 年ꎬ«无心法师»«盗墓笔记»«他来了ꎬ请闭眼»等现象级的网络剧走红ꎬ带动市场出现

井喷之势ꎮ ２０１６ 年ꎬ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凭借新鲜题材、密集笑点、高颜值演员引发全民热

议ꎬ播放量突破 ２６ 亿ꎬ再次掀起一股网络剧热ꎮ 可以说ꎬ网络剧是面向年轻人的新娱乐ꎮ 网络剧

拥有更加年轻的受众ꎬ呈现出与传统电视剧有所不同的受众群体ꎮ 另外ꎬ网络剧的题材大都比较

新颖ꎬ比如 ２０１５ 年ꎬ点击量比较高的搜狐视频自制剧«无心法师»ꎬ其不同寻常的情节设置ꎬ使得

«无心法师»成为 ２０１５ 年很受观众喜爱的网剧之一ꎮ 网剧创作者要脑洞大开ꎬ不被传统电视剧

限制思路ꎬ只要剧情逻辑足够合理就可以吸引人ꎮ 网络剧为年轻人快节奏的碎片化观影方式提

供了消费主体ꎬ其轻松、搞笑的风格、以及脑洞大开的情节给年轻一代受众带来欢乐的同时ꎬ缓解

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压力ꎮ 网络剧有些台词其实就是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投射和反映ꎮ 语言的当下

性与剧情的互动性是网络剧制作播出的重要优势ꎬ它比传统影视剧更能契合青年观众的心理ꎮ
网络自制剧以其庞大的观众群体、丰富的内容资源等优势ꎬ成为各大视频网站的香饽饽ꎮ 根

据骨朵传媒评选出的 “２０１５ 年度十大网络剧”(２０１５ 年播出的 ３５５ 部网络剧总播放成绩)ꎬ其中

«盗墓笔记»以 ２７.５ 亿的超高播放量独占网剧之巅ꎬ开辟了网剧的新纪元ꎮ 此外ꎬ爱奇艺平台将

差异化排播模式首次应用到«盗墓笔记»中ꎬ开辟会员新模式ꎬ也为该剧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ꎬ成
为当之无愧的超级网剧ꎮ 此外ꎬ«花千骨 ２０１５»充分延续了电视剧«花千骨»的品牌价值ꎬ获得

１５.３８ 亿的播放量ꎬ位列“２０１５ 年度十大网络剧”ꎮ «校花的贴身高手»与«灵魂摆渡 ２»也分别凭

借强 ＩＰ 及互联网基因以 ９.７５ 亿、９.４６ 亿的播放成绩入围“２０１５ 年度十大网络剧”ꎮ
除自身强 ＩＰ、品牌价值及互联网基因等元素外ꎬ爱奇艺雄厚的受众基础以及创新的排播模

式也是以«盗墓笔记»«花千骨 ２０１５»等为代表的网络剧获得不俗成绩的重要因素ꎮ 正是基于爱

奇艺差异化排播的创新模式ꎬ在给众多用户带来多样观剧选择的同时ꎬ也促进了网络剧播放量的

持续走高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各大视频网站对网络剧的优质内容高度重视ꎬ纷纷推出众多高品质内

容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以来ꎬ爱奇艺持续加码网络剧内容ꎬ并广泛推广差异化排播模式ꎬ先后推出«盗
墓笔记»«心理罪»«校花的贴身高手»«灵魂摆渡 ２»等网络剧ꎬ在获得播放量与口碑双丰收的同

时ꎬ也得到行业认可ꎮ 爱奇艺创始人、ＣＥＯ 龚宇表示ꎬ视频行业的差异化已经形成ꎬ２０１６ 年爱奇

艺继续专注用户付费业务ꎬ不断推出用户喜爱的网络剧内容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首部职场情

景网络剧«废柴兄弟 ３»采取差异化排播模式上线爱奇艺ꎮ
通过爱奇艺 ２０１５ 年网络自制剧论坛、“网剧进行时”———网络自制剧峰会的信息ꎬ以及视频

网站访问人数、访问时长、网络自制剧产量及其影响力的分析ꎬ归纳出爱奇艺网络自制剧运营模

式和特点ꎮ 爱奇艺网络剧采用“微平模式”ꎬ指的是主题微型自制剧＋平台战略ꎮ 也就是说ꎬ视频

网站联合广告赞助商ꎬ推出自制剧系列ꎬ为制作团队提供一定资助ꎬ进行品牌推广ꎬ如优酷网和腾

讯视频ꎮ 以优酷网为例ꎬ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尝试推出网剧作品«嘻哈四重奏»到 ２０１０ 年优酷正式推

出“优酷出品”ꎮ

二、中国网络剧产业与“粉丝”经济

网络剧以其低成本、自制、易互动、持续播出的特点ꎬ成为能够吸引话题以及粉丝群体的产

品ꎮ 粉丝可以自由转换为用户ꎬ从而产生经济效应ꎮ 爱奇艺作为目前国内移动客户端用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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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较快的视频网站ꎬ正得益于其网络自制剧的数量与质量ꎮ 其悦享品质、轻奢新主义等概念的

提出ꎬ无疑是在打造一种 ＶＩＰ 理念ꎮ 爱奇艺视频网站内容具有较高的精准定位ꎬ同样体现在网

络自制剧的内容主题上ꎮ ２０１５ 年爱奇艺网络自制剧观众调查显示ꎬ其主要观众集中在 ２０ 岁至

２９ 岁青年群体ꎬ青年群体同样是粉丝集中的群体ꎮ
互联网粉丝经济的时代ꎬ粉丝意味着话语权、商业价值ꎬ网络自制内容的多元化、制作低成

本、互联网内容限制宽松的特点使网络自制剧有充分空间迎合粉丝:让粉丝成为用户ꎬ用户成为

内容的粉丝ꎬ对视频平台产生依赖ꎬ进而转化为真正意义上平台的粉丝ꎬ即成为 ＶＩＰ 会员ꎮ
虽然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心理与行为都是以个体作为出发点的ꎬ但作为个体的粉丝ꎬ尽管有心

却仍然无力ꎬ力量是很渺小的ꎬ所以很少以单一的面貌出现ꎮ 当个体投身于有着同样心理状态的

群体中时ꎬ其狂热感、参与感与互动性都是单独的自我个体所无法提供的ꎮ 约翰费斯克在«粉
都的文化经济»一文中第一句话就使用了“粉都”而不是简单的“粉丝”这个概念ꎮ 这里的“粉
都”指的是所有粉丝ꎬ即粉丝群的一个概念ꎬ指作为粉丝的状态和态度ꎮ 这个概念可以表达出粉

丝其实只有通过群体或者社群这样的组织方式才会发挥其最大的影响力ꎬ以及相互之间信息的

互通有无ꎮ “粉丝社群与社群之外的世界之间的界限非常分明”ꎬ当粉丝不再仅仅是进行个人崇

拜的行为ꎬ而是投入到粉丝群的一种对粉丝客体的态度上休戚与共的状态时ꎬ“粉丝会作出严格

的分辨:哪些属于粉都ꎬ哪些不属于粉都”ꎮ 因此ꎬ这里的粉丝族群并非吸收任何的社会成员ꎬ而
只有达到粉丝状态的人才会自动聚集为粉都ꎬ并自觉为处于话题中心地带的粉丝客体进行讨论

与宣传ꎮ “粉都(ｆａｎｄｏｍ)”是工业社会中的通俗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ꎮ
粉丝群体与追星族有共同点ꎬ也有不同点ꎮ 粉丝群体建立虚拟社群ꎬ这是网络环境中的“粉

丝”与之前的媒体环境中的“粉丝”最不同的地方ꎮ “粉丝”社群不同于“追星族”ꎬ他们之间有两

点不同:一是个体与群体的不同ꎮ “追星族”多以单个个体或无组织性的团体形式存在ꎬ“粉丝”
群体则是一个群体组织ꎬ它有相当大的规模和组织纪律性ꎬ并且有自己独特的传播模式和群体行

为特征ꎮ 以往“追星族”多以青少年为主ꎬ“粉丝”群体则不同ꎬ不缺乏成年人加入ꎮ 当然ꎬ“追星

族”与单个的“粉丝”没有太大不同ꎬ但与“粉丝”群体比较起来ꎬ力量不可同日而语ꎮ 第一ꎬ“粉
丝”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文化领域ꎮ 如今ꎬ“粉丝”的对象已经从明星到新星ꎬ从台上到台下ꎬ从剧

情到生活ꎬ从古代到现代ꎬ从现实到虚拟ꎬ从美到丑ꎮ 第二ꎬ虚拟社群是由 ＢＢＳ 和新闻组发起的ꎮ
经过 ＢＢＳ 和新闻组ꎬ网民可以实现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交流ꎮ 在中国ꎬ成规模的应用意义上的虚

拟社群的问世ꎬ是以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大型个人社区网站“西祠胡同”的创办和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创办

于美国的“全球华人虚拟社区” ＣｈｉｎａＲｅｎ 的登录为标志的ꎮ 其中ꎬ“西祠胡同”成功地发展了以

讨论版组群为主导的社区模式ꎬ而 ＣｈｉｎａＲｅｎ 则第一次以聊天室为核心开发了游戏、邮件、主页等

一系列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内容ꎮ 目前ꎬ人气较高的虚拟社群论坛有百度贴吧、搜狐社区、新浪论

坛、天涯社区、金融论坛、猫扑等ꎬ其中 Ｆ１ 访问量在数十万以上ꎬ而用户则大多是以千百万计算ꎬ
在这些虚拟社群随处可见“粉丝”的身影ꎮ

在互联网视频时代ꎬ不同的粉丝群体对网络剧产生的作用存在差异性ꎮ 通过 ２０１５ 年爱奇艺

网络自制剧主要作品列表可以发现ꎬ其作品主要分类集中于都市言情、古装玄幻ꎬ这使爱奇艺的

观众群体范围更加全面ꎮ 根据爱奇艺官方指数调查ꎬ观众群体定位差异大ꎬ兴趣方向不同ꎬ观众

中的明星粉丝、网友粉丝、原著粉丝等不同指向的兴趣特点被充分利用ꎬ使他们将网络剧看作该

社群文化的一部分ꎬ成为该自制剧粉丝即爱奇艺的会员用户ꎬ是制作方的目的所在ꎮ
与传统影视作品分类受众不同的是ꎬ在爱奇艺这样网剧独播数超过 １２ 亿的视频网站ꎬ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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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这一虚拟社群的多元化性质被放大ꎬ不同粉丝群体对于网络剧审美、传播方面也会造成不同

影响ꎮ
２０１５ 年爱奇艺“超级网剧”计划实施至今ꎬ以«校花的贴身高手»«青春朋友圈»等作品为代

表的爱奇艺都市言情类网络剧获得粉丝数量很多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第八届«综艺»年度节目

评选盛典上ꎬ爱奇艺以其都市类型自制剧一举包揽年度网络自制剧、年度网络自制节目、年度制

作人、年度潜力主持人 ４ 项大奖ꎮ 其中ꎬ爱奇艺自制网络剧«废柴兄弟»点击播放率突破 ４ 亿ꎬ且
仍在持续增长ꎮ

在庞大的观众群体中ꎬ长期活跃并具备爱奇艺 ＶＩＰ 会员身份的观众可以成为该自制剧粉丝

群体中的一员ꎬ因为他们具有主动长期参与、消费等“粉丝”身份特点ꎮ 通过爱奇艺官方指数调

查ꎬ“超级网剧”计划实施后该平台都市言情类网络自制剧的剧迷群体呈现以下特点:观众集中

于 １８~２４ 岁、２５~３０ 岁这两个年龄段ꎬ女性粉丝数量与男性粉丝数量呈 ６７:３３ꎬ女性数量超过男

性一倍ꎮ 同时ꎬ通过官方指数对于用户兴趣的调查ꎬ可以得到都市言情题材剧迷的其他兴趣方

向ꎮ 追星族、网购达人、商务人士、时尚达人、家庭主妇是都市言情网络剧的主要观众群体ꎮ 爱奇

艺自制剧如«校花的贴身高手»«老师晚上好»等有大量明星参演ꎬ受到粉丝群体欢迎ꎮ 当然这与

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关ꎮ 这些自制剧对于爱情的幻想式描写以及校园职场生活中

女性角色的描述比传统电视剧更加脱离现实ꎬ突出女性话语权ꎬ通常以女主人翁的梦想、感情世

界作为线索ꎬ这符合粉丝群体对于归属感和崇拜感的要求ꎮ
爱奇艺古装玄幻类网络自制剧同都市言情类的共同点是受众集中于 １８ 岁至 ２４ 岁观众群

体ꎬ与费朗斯通«迷文化»«互联网粉丝群体研究报告»等研究中粉丝集中年龄段吻合ꎮ 这两种题

材容易通过明星阵容、网络小说改编等方式吸引已经存在的大量粉丝群体ꎬ依靠其“自制”的属

性、庞大的用户数据基础和粉丝群体的归属感特性ꎬ使他们成为该自制剧的忠实拥护者ꎬ即成立

一个新的“粉都”ꎮ
根据“爱奇艺大脑”官方指数调查ꎬ古装玄幻类网络自制剧粉丝群体中男性用户数量与女性

用户数量之比为 ７２:２８ꎬ青少年用户相较其他类型自制剧数量更多ꎮ 该类型网络自制剧受众中

粉丝群体集中于追星族、游戏达人、时尚达人、玩车一族ꎮ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ꎬ该类型网剧迷有较

高的参与性ꎮ 这种参与性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该类型受众粉丝群体高达 ６９％ꎬ仅有 ３１％表示无

所谓或不参与ꎻ二是在互联网平台的转发推荐率高ꎮ
爱奇艺创始人、ＣＥＯ 龚宇在 ２０１４ 年调整视频平台战略后ꎬ将爱奇艺发展目标锁定“成为一

个高品质、不断创新的年轻化平台”ꎬ并提出“粉丝圈地”这个观点ꎬ认为粉丝效应是粉丝群体所

体现的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商业价值、经济效应ꎬ将年轻用户群体当作“粉丝”社群中的个体ꎬ可
以帮助原创视频产品的内容定位ꎮ 为了使粉丝效应在原创内容中有效发挥ꎬ爱奇艺让粉丝成为

用户ꎬ用户成为内容的粉丝ꎬ对视频平台产生依赖ꎬ进而转化为真正意义上平台的粉丝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数字 １００”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ꎬ“年轻”“个性”形象是爱奇艺视频网站在“超

级网剧”计划实施后带给用户的感知ꎬ新增于之前“简洁” “白领” “高品质”的形象定位基础之

上ꎮ 这正是爱奇艺网络自制剧带给平台的形象变化ꎬ也可以看出网络自制内容的目标定位正是

以年轻、个性为特点粉丝社群ꎮ
网络自制剧在创作阶段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获取手段启发式调查ꎬ爱奇艺的原有客户数

量ꎬ使这些调查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ꎬ基于先前对于在该平台播放过的电视剧数据进行粉丝群

体行为的研究ꎮ 爱奇艺大脑就是这样一个原创内容背后的启发团队ꎮ 基于对于粉丝群体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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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爱奇艺大脑为原创内容创作过程提供重要信息:第一ꎬ热点话题提炼ꎬ通过独特新颖的视角挖

掘独特的评论观点甚至槽点ꎬ为粉丝话题作铺垫ꎻ第二ꎬ迎合粉丝的极致要求ꎬ避开草根定位ꎮ 粉

丝文化是一种带有极端主义的消费文化ꎬ粉丝群体是带有排他性的社群ꎬ这决定了其对于接触崇

拜对象平台的高端极致要求ꎬ而优酷土豆所推崇的草根文化定位针对个体观众有效ꎬ而针对粉丝

群体无效ꎬ因为无法满足其幻想和诉求ꎮ 第三ꎬ吸收创意和新文化理念ꎮ 粉丝文化是一种以青年

群体为代表的大众文化ꎬ不同的粉丝社区内都在进行次文化生产ꎮ 从“二次元文化”对于日本社

会的发展可以看出ꎬ这些次生新兴文化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等多方面ꎬ是互联网社会的生产动力ꎮ
因此ꎬ创意理念意味着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模式的接受采纳程度ꎮ 爱奇艺自制剧«不可思议

的夏天»吸收曾形成巨大粉丝效应的日本«世界奇妙物语»系列作品元素ꎬ在播出两周后便为爱

奇艺悬疑剧粉丝群体注入 １０ 万新血液ꎮ
粉丝本身是重要消费者ꎬ是互联网消费主力军ꎬ粉丝效应意味着商业价值和经济效应ꎮ 基于

对于粉丝群体的了解ꎬ爱奇艺原创内容产业链调整了广告－平台－观众的接触模式:利用门户、手
机应用、关键词搜索等方式实现广告与受众的直接互动式接触ꎮ 这是由于粉丝群体对于互动性

的强烈需求ꎮ 广告与平台联手通过网络剧打造粉丝群体的梦境ꎬ并做到可以及时沟通、消费这种

梦境ꎮ
«灵魂摆渡»是爱奇艺 ２０１５ 年推出的自制剧优秀代表之一ꎬ主打灵异悬疑风格ꎮ 该剧一改

过去网络自制剧低成本、小制作的格局ꎬ上线即引发热播狂潮ꎬ创下一周内播放量破亿、总播放量

超 ５ 亿的好成绩ꎮ 该剧讲述主人公“灵魂摆渡人”在都市中寻找被束缚住的“鬼”ꎬ揭开他们身上

谜团的故事ꎮ 通过“鬼”被束缚最终走向自由幸福的彼岸ꎬ表现了真正束缚我们的是我们虚伪的

心与那永无止境的欲望这一主题ꎮ 该剧依托爱奇艺、百度两大数据平台用户分析结果ꎬ引入高端

制作团队悉心打造ꎮ 其制作形式平板化、碎片化ꎬ让观众有了一个高频率的互动机会ꎬ同时可以

最大化“粉都”的出现频率ꎬ满足粉丝群体ꎮ 该剧在互联网平台掀起广泛的粉丝效应ꎬ在微博、微
信的话题量过万ꎬ并带动相关动漫、周边产品的消费ꎮ 然而从美学角度来看ꎬ该剧创作价值在于

这个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的积极参与ꎮ 首先ꎬ«灵魂摆渡»选题新颖大胆ꎬ这直接决定了其内容

风格相较于其他选题会给观众更多新鲜刺激ꎮ 该剧改编自网络热门漫画«摆渡人»ꎬ拥有基础粉

丝群体ꎬ漫画粉丝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例如“碎片化”单元式的叙事结构ꎬ以及受日式动漫影响的

人物风格、独白风格ꎮ 作为带有灵异元素、都市背景的悬疑剧ꎬ它的每一个故事主题脉络展开都

是矛盾点ꎬ因此悬疑元素出现紧凑、悬疑气氛渲染到位ꎬ使作品的黏着度增强ꎬ久而久之将观众和

原著粉丝都吸收为剧迷ꎮ 爱奇艺网络自制剧在提高其对粉丝群体黏着度的同时ꎬ不回避作品审

美上的多元化ꎬ因此网络剧类型杂糅、元素多元化成为爱奇艺出品的常态ꎮ 例如ꎬ在«灵魂摆渡»
中ꎬ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元素、灵异作品需要的恐怖元素、娱乐性质需要的搞笑与幽默元素穿

插在一起ꎬ满足多元化审美情趣ꎬ对制作团队在后期制作的节奏把控有高要求ꎮ 同时ꎬ«灵魂摆

渡»的分集选题皆围绕热门话题:“师生恋”“整蛊”“离异家庭”ꎬ而话题制造正是引起粉丝效应

的重要环节ꎬ这直接影响到内容情节走向和该剧最终的艺术审美效果ꎬ使情节立意都为当下热门

的话题点服务ꎮ 同时ꎬ两位主人翁的形象塑造直接满足大众需求:刘志扬所饰演的摆渡人时尚、
神秘、帅气ꎬ满足粉丝群体对于人物的“梦境”需求ꎻ而另一位主人公则是典型的“平民”形象ꎬ以
他为原点的事件和场景满足大众对于“草根文化”的需求ꎮ

从«灵魂摆渡»的结构与节奏来看ꎬ受到粉丝群体对于“粉都”出现频率的高要求ꎬ以及青少

年群体“快餐”式消费观的影响ꎬ该剧的整体框架呈现碎片化ꎮ 爱奇艺自制剧通过这种方式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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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观众的自主支配欲望ꎮ 实际上ꎬ这与动漫粉丝群体的文化影响有一定关系ꎮ 该剧是由网络小

说－漫画改编－电视剧改编的模式诞生ꎬ其主要粉丝群体中悬疑漫画、游戏粉丝占有一定数量ꎬ悬
疑漫画从传统上就是采用并集模式ꎮ «灵魂摆渡»为了延续悬疑灵异的漫画风格ꎬ吸取日本灵异

动漫传统优势ꎬ迎合观众群体的观赏习惯ꎮ 为了迎合粉丝群体对于紧凑节奏的要求ꎬ该剧每集

４０ 分钟ꎬ由 ２２ 集组成一季ꎬ单集有固定并完整的故事框架结构ꎮ

三、中国网络剧植入广告发展迅猛

从消费主义角度分析网络剧尤其是爱奇艺出品的都市言情类自制剧ꎬ可以看到在这些网络

剧中植入广告恰到好处ꎮ 它们最大化向观众呈现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ꎬ煽动人们的消费激

情、刺激人们的购物欲望ꎬ而粉丝群体正是这种效应受众的主力军ꎮ 都市言情题材网络剧贴近粉

丝群体生活环境ꎬ“自制网络剧”使作品可以最大程度为粉丝群体营造梦境ꎬ使他们浸入目标崇

拜者一种虚构的生活方式、职场境遇中淡忘真实ꎬ获得逃离现实的想象ꎮ 而广告商会与视频网站

平台一起引导粉丝群体将想象在购物中实现ꎮ
爱奇艺在网络剧方面硕果累累ꎬ有关代表作见表 １ꎮ

表 １　 爱奇艺部分网络剧

名称 时间 类型 集数 时长 导演 编剧 原创 / 改编

灵魂摆渡 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科幻惊悚 ２０ ２０ 巨兴茂、
郭世民

小吉祥天 原创

名侦探狄仁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喜剧悬疑 １５ 至尊玉 伍子豪 影视

我的美女老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科幻喜剧 ３５ ２１ 姬智 赵宇飞 小说

爱情公寓番外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爱情喜剧 ３ １０ 韦正 汪远 影视

废柴兄弟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爱情喜剧 ２０ ２２ 尹琪
尹琪、佟亮、东东枪、
魏宏博等

原创

精神大爆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都市喜剧 １５ １０ 广智 广智 原创

白衣校花与大长腿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青春喜剧 ２３ １９ 郑军 胭脂 原创

同居损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青春喜剧 ２０ ２４ 徐雷、王皓 李圣杰 原创

来自星星的继承者
们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穿越都市喜
剧

１０ １３ 管晓杰、林
小鑫

张淼 原创

不可思议的夏天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奇幻言情惊
悚

１５ ２５ 久 保 田 哲
史、桂言

宫脇卓也、女里山桃
花、政池洋佑、坂野
祐子、正岡謙一郎

原创

高科技少女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科幻喜剧 １３ １０ 子墨 柯达 原创

你好外星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青春校园科
幻剧

２０ ３０ 张加贝、邱
晓军

拉风创作小组王鑫、
张子明、宋玉媛、方
美人、张文澜

原创

人生需要揭穿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当代都市治
愈系揭穿剧

２０ １０ 王岳伦、高
飞

高飞、丁丁张 小说

奇异家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奇幻言情 ３０ ２４ 吕小品 束焕、丁丁、邢玉森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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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间 类型 集数 时长 导演 编剧 原创 / 改编

在线爱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言情励志 ２６ ２０ 杜童 陈萧含、孙健 原创

非常宅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言情喜剧 １３ ２４ 谢宜 罗轩 原创

后宫那些事儿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破案言情 ２０ ２２
董润年、杨
震欧、
邓佳、张弛

董润年、邓佳、周英
程、聂晶晶、蛇从革、
杨震欧、阳韵琳、刘
紫薇、史颖、卫泓宇、
鱼江、吴雪晴

原创

优酷土豆在网络剧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功ꎬ有关代表作见表 ２ꎮ
表 ２　 优酷土豆部分网络剧

名称 时间 类型 集数 分钟 导演 编剧 原创 / 改编

联盒圀 １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真人＋动画结合魔幻 ８ ８ 李嘉
李嘉、 魏钰钰、
李海玮、羊先生

原创

小时代之折纸
时代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偶像言情 ３５ ４５ 瞿友宁 林纯华 小说、影视

分手大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魔幻言情喜剧 ８ １０ 栾元晖 不详 影视衍生

午夜计程车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０１ 言情正剧 １０ ２５ 萩生田宏治、洪

泠、杜晓雨
不详 影视衍生

霸气女销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职场喜剧 １３ １５ 赛冷丝 不详 原创

球爱酒吧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言情喜剧 ２０ １５ 尤明宇
甘世佳工作室、
郭博雅、尤明宇

原创

头号绯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 日

言情喜剧 １２ １２ 高聿廷 朱婧、谢晓雯 原创

嘻哈四重奏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言情喜剧 ８ ５ 卢正雨 卢正雨 原创

嘻哈四重奏 ２ ２００９ 年 言情喜剧 １２ ８ 卢正雨 卢正雨 原创

嘻哈四重奏 ３ ２０１０ 年 言情喜剧 １０ ８ 卢正雨 卢正雨 原创

嘻哈四重奏 ４ ２０１２ 年 言情喜剧 １０ ８ 卢正雨 卢正雨 原创

嘻哈四重奏 ５ ２０１３ 年 言情喜剧 ２０ ８ 卢正雨 卢正雨 原创

万万没想到 １ ２０１３ 年 幽默喜剧 １５ １３ 叫兽易小星 至尊玉、柯达 原创

万万没想到 ２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幽默喜剧 １６ １３ 叫兽易小星 至尊玉、柯达 原创

江湖学院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武侠幽默喜剧 ８ ２５ 吴昱翰、杨沅瀚 吴昱翰、杨沅翰 原创

冷宫传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古装幽默 ２３ ２０ 黄松 杜昆阳、张潘 原创

天才 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科幻悬疑 １０ ２０ 曾庆杰 马远、曾庆杰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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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间 类型 集数 分钟 导演 编剧 原创 / 改编

奇妙世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奇幻惊悚 ８ ２４ 程亮、林博
林博、胡婷、李
众伦、李茜茜

原创

报告老板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喜剧幽默 １０ １０ 刘循子墨 柯达 原创

毛骗 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幽默悬疑 ２０ ２３ 李洪绸、 志微、
于哲

李洪绸、 志微、
刘爱银、王秀月

原创

毛骗 ２ ２０１１ 年 幽默悬疑 １４ ９０ 李洪绸、 志微、
于哲

李洪绸、 志微、
刘爱银、王秀月

原创

泡芙小姐 １ ２０１１ 年 偶像言情 １３ ２２ 皮三
徐 燕 妮、 齐 小
智、皮三

原创

泡芙小姐 ２ ２０１１ 年 偶像言情 １２ ２２ 皮三 司徒志岚 原创

泡芙小姐 ３ ２０１２ 年 偶像言情 １２ ２２ 皮三
徐 燕 妮、 齐 小
智、皮三

原创

泡芙小姐 ４ ２０１２ 年 偶像言情 １２ ２２ 皮三
徐 燕 妮、 齐 小
智、皮三

原创

泡芙小姐 ５ ２０１４ 年 偶像言情 １３ ２２ 皮三
徐 燕 妮、 齐 小
智、皮三

原创

泡芙小姐花漾
季

２０１３ 年 偶像言情 ２８ ２２ 皮三
徐 燕 妮、 齐 小
智、皮三

原创

大部分网络剧恰当地运用植入广告ꎬ取得了良好效果ꎬ但也有一些网络剧植入广告比较生

硬ꎬ受到网民批评ꎮ

四、拓展中国网络剧产业链ꎬ发展中国网络剧衍生产品

中国有关网络公司积极拓展网络剧产业链ꎬ发展中国网络剧衍生产品ꎬ如优酷、爱奇艺等ꎮ
爱奇艺文学版权库的成立ꎬ意味着爱奇艺在网络剧编剧模式上迎合粉丝效应与植入广告所

带来的商业需求ꎬ占据 ＩＰ 与平台两大内容生产传播的关键环节ꎮ 同时众多优质热门 ＩＰ 实现资

源整合ꎬ形成强有力的内容源头ꎬ 贯穿内容生产上游ꎮ 爱奇艺文学版权库采取 ＩＰ 开放、投资以

及联合出品的共赢合作方式ꎬ与业内优秀的制作人、导演展开合作ꎮ 爱奇艺围绕优质 ＩＰꎬ在广告

服务、会员服务、衍生品销售、游戏、电商、内容营销等多个环节展开全产业链开发ꎬ实现 ＩＰ 价值

最大化ꎮ 伴随着爱奇艺网剧«盗墓笔记»的热播ꎬ该剧相关 ＩＰ 开启了 １０ 年大片计划ꎬ包括电影、
超级季播剧、系列游戏等内容ꎬ预计系列票房、版权销售、广告、游戏收入、衍生产品等市场价值超

２００ 亿元ꎬ自称为“中国的哈利波特”ꎮ
在爱奇艺网络自制剧运营模式的末端ꎬ龚宇把延伸产品比喻成“一棵树”ꎮ 他说ꎬ技术产品

构成这棵树的树干与主要的树枝ꎬ来支撑住一个体系一个系统ꎮ 这个系统上面是什么? 是树叶ꎮ
枝繁叶茂ꎬ技术产品撑住了这些树叶、树枝ꎬ这些树叶、树枝就是视频ꎮ 同时ꎬ在视频这颗大树上ꎬ
也出现了新的果实ꎮ 龚宇认为ꎬ这“果子”是可以吸引粉丝群体进行消费的阅读、电影票、秀场、
应用、游戏、电商ꎬ等等ꎮ 显然ꎬ这些“果实”能够让爱奇艺获得更大的收益ꎮ 龚宇认为ꎬ爱奇艺一

直在尝试改变当前相对单一的视频服务模式ꎬ探索以大 ＩＰ 为核心串连多种形态的娱乐生活服务

和商业模式ꎬ激发视频用户中多种潜在粉丝群体需求ꎮ 爱奇艺移动首页更名改版是一个开始ꎬ他
们正扎扎实实地一步步朝着这个设想迈行ꎮ 应该说ꎬ娱乐与消费粉丝效应的核心ꎬ也是爱奇艺的

核心ꎬ由此产生的爱奇艺自制和众多版权内容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元的视频内容形态ꎮ 爱奇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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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推广运营等整个流程都有着强大的整合力量ꎮ 自制剧、纯网综艺、ＰＧＣ 内容开发ꎬ以及电视

剧、电影、动漫、综艺等内容ꎬ经由 ＩＰ 串联ꎬ形成不同作品形态ꎬ构成不同收入方式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为了迎合粉丝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粉丝圈地”目标ꎬ爱奇艺通过创建影

视制作工作组、调整广告－平台－观众的接触模式、将 ＩＰ 引入产业链、成立专业客户研究组等方

式ꎬ支持其原创内容贴合粉丝需求进行生产和发展ꎮ
有关网络公司积极发展网络剧衍生产品ꎬ中国网络剧衍生产品应运而生ꎮ 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ꎬ粉丝文化促成 ＩＰ 经济ꎬＩＰ 带来的强大经济效应不如说是粉丝带来的系列票房、版权销售、游
戏收入、衍生产品等都成为网络剧的吸金利器ꎮ 在游戏收入方面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欢瑞世纪旗下的

欢瑞游戏发布了«盗墓笔记 Ｓ»的手机游戏消息ꎮ 该项目由欢瑞游戏的“起灵”工作室重点研发ꎬ
游戏以小说为蓝本ꎬ将七星鲁王、怒海潜沙、秦岭神树、云顶天宫、蛇沼鬼城等设为关卡ꎬ通过对小

说剧情及同期电视剧情的全面改编深度植入ꎮ 在电影票房方面ꎬ光线传媒作为«盗墓笔记»电影

的牵头者和最大投资方ꎬ已公布了«盗墓笔记»将拍摄 ９ 部的计划ꎮ 该电影将聚集国内强大的演

出阵容和优秀的专业创作团队ꎬ同名电影已在 ２０１６ 年开拍ꎮ
由中国网络剧改编的电影发展较好ꎮ 以搜狐出品的自制剧«屌丝男士»为背景ꎬ由原班人马

拍摄的电影«煎饼侠»在 ２０１５ 年夏天收获了丰厚的票房ꎮ 以«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为例ꎬ“筷子兄

弟”首先以自己的影响力作文章ꎬ再加上一首非常“洗脑”的“神曲”«小苹果»作为他们营销的一

个重要手段ꎮ «小苹果»的迅速传播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ꎬ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小
苹果»的舞蹈ꎬ最后ꎬ电影收获了 ２.１ 亿票房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大量的网络公司和后期宣传公司在

宣传时开始注重这种营销手段ꎬ不断地在微博上更新拍摄进度或者发一些有趣的图片来引起一

些有趣的讨论ꎬ通过在微博上持续的曝光量来获得观众的关注度ꎮ 无疑ꎬ这样给票房带来很高预

期与保障ꎮ «万万没想到:西游篇»由于网络上积累的人气ꎬ利用原有观众在微博上吸引的关注

度ꎬ可以说是做到了一播就火ꎮ 这些现象可以说ꎬ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媒体的发展ꎬ一部分原因

是虽然现在还没有系统的社交平台营销的方法ꎬ但其核心依然是电影营销公司通过网络电影本

身的传播方式和特点进行营销ꎬ如“意见领袖”“从众心理”ꎬ等等ꎮ
粉丝文化的交互性、粉丝群体的情感投射特点是促成网络剧产业链变化与衍生品发展的重

要原因ꎮ 例如ꎬ粉丝群体促使爱奇艺网络编剧模式变革ꎬ引起相关产业链变化与衍生品发展ꎮ 通

过«盗墓笔记»开播至今主要观众群体的统计可以发现ꎬ爱奇艺的确成功垄断了«盗墓笔记»小说

粉丝群体ꎮ 游戏玩家、购物狂、影视粉丝是模糊大众化的定位ꎬ几乎所有网络剧作品都会包含ꎮ
因此ꎬ汽车粉丝、音乐粉丝、小说粉丝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信息ꎮ 网络自制剧主打对象就是“粉
丝”ꎬ重点消费粉丝的购买力ꎮ «盗墓笔记»制作成本较低ꎬ但是视频点播率较高ꎬ原因就在于此ꎮ
“粉丝”对于原 ＩＰ 的情感投射到偶像拍摄的网络剧、电影、电视剧上ꎬ引导编剧模式发生衍变ꎬ其
中有关粉丝参与其中ꎬ从而促进了网络剧产业链变化与衍生品发展ꎮ

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ꎮ 中国网络剧数量发展较快ꎬ质量好的所占比例不高ꎬ影
响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ꎮ 中国网络剧原创所占比例较小ꎬ改编所占比例较大ꎬ同质化、庸俗化倾

向比较严重ꎬ从而阻碍了网络剧产业发展ꎮ 爱奇艺平台自制古装玄幻类网剧«花千骨 ２０１５»«蜀
山战纪»等几乎全部来自网络小说、热播电视剧改编ꎬ在新浪微博上被很多粉丝称作“衍生剧大

全”ꎮ 网络小说本身便是基于网络粉丝群体趣味导向的文学作品ꎬ读者的文本参与性极强ꎬ娱乐

趣味性内容是引发粉丝效应的根本要素ꎮ 因此ꎬ建构于娱乐性导向的文学作品、娱乐性需求的观

众群体之上的古装玄幻题材自制剧越来越滑向同质化、庸俗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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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网络剧制作团队粗制滥造ꎬ不够敬业ꎬ不利于网络剧产业发展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投
资 ６０００ 万的«盗墓笔记»在爱奇艺隆重出场ꎬ“先导片”播出后ꎬ迅速被原著粉丝责难:每集 ５００
万的制作被吐槽为“５ 毛钱特效”ꎻ剧情跑偏严重ꎬ原著粉丝群体纷纷表示“无法剧透”ꎻ为规避审

查而设计的台词“把牛头上交给国家”ꎬ被网友引用为“把编剧上交给国家”ꎮ 就连原著作者南派

三叔自己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把我看傻了ꎮ”那个要被粉丝群体上交给国家的编剧ꎬ就是白一

骢ꎮ 事实上ꎬ他看到“先导集”的反应和原著作者南派三叔一样:“完全看傻了ꎮ”①

我们应该不断增强精品意识ꎬ做好中国网络剧产业链的各个环节ꎬ积极促进中国网络剧产业

发展ꎮ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８７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ｃｏｓｔꎬ ｓｅｌｆ－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ꎬ ｅａｓ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ａｎ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ｓ ｉｓ ｗｅ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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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ｍ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ꎻ ｆａｎｓꎻ ｉｍ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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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乌托邦的中西比较
∗①

邹　 强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无论东方中国抑或西方世界ꎬ审美乌托邦思想都不约而同地存在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中ꎬ几乎成为一

个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ꎮ 因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差异ꎬ中西审美乌托邦在乌托邦基本属性和

特点之外ꎬ呈现出“体系”与“片段”的不同建构模式、“宗教”与“世俗”的不同精神气质、“写意”与“细描”的不同

建构风格、“进城”与“下乡”的不同探寻路径、“向前”与“回望”的不同期待视野ꎮ
关键词:　 审美乌托邦ꎻ审美方式ꎻ乌托邦文学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４４－０７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邹强(１９７７—　 )ꎬ男ꎬ瑶族ꎬ广西钟山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审美乌托邦研究”(０９ＢＺＷ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周黎燕:«“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无论东方中国抑或西方世界ꎬ审美乌托邦思想都不约而同地存在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中ꎬ几乎

成为一个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ꎮ 但是ꎬ因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审美方式等的差异ꎬ中西方的审

美乌托邦在乌托邦基本属性和特点之外ꎬ更多地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与形态ꎮ 概括比较并分析研

究这些区别ꎬ对于全面认知审美乌托邦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ꎮ

一、“体系”与“片段”的不同建构模式

在西方的文学史中ꎬ乌托邦文学尤其是乌托邦小说早已形成丰富而系统化的叙事传统ꎮ 尽

管学界对于西方乌托邦思想的源头有单一源头和多样源头的争论ꎬ却共同认为至少在柏拉图的

«理想国»中就已经有了成型的乌托邦思想ꎮ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ꎬ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广泛地见

之于神话、宗教、哲学ꎬ更集中体现在文学的发展中ꎮ «理想国»之后ꎬ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莫
尔的«乌托邦»、培根的«大西洋岛»(亦译为«新亚特兰蒂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笛福的«鲁
滨逊漂流记»、贝拉米的«回顾»、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ꎬ乃至扎米亚京的«我们»«美妙的新世

界»«１９８４»等以反乌托邦形式出现的乌托邦小说ꎬ都有力地证明了一点:乌托邦文学在西方世界

中已经“依据自身发展的序列成为具有一种完整而独特形态的叙事文类”②ꎮ 这些作品虽然出现

的时代各不相同ꎬ所代表的政治理想各异、叙事建构模式迥然ꎬ但往往互为基础ꎬ互相激发ꎬ前者

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成长基因ꎬ而后者又在前者基础上产生异变ꎮ 因此ꎬ整个西方的乌托邦文学

史或反乌托邦文学史其实都能够找到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与形象历程ꎮ 故而ꎬ有学者指出:“纵
观近三千年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史ꎬ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层面ꎬ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存在着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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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演变、互文关系ꎮ 比如ꎬ１６ 世纪的莫尔由于杜撰出的‘乌托邦’一词ꎬ使西方乌托邦文学从

此有了恰当的名称ꎮ 但是ꎬ新瓶装旧酒ꎬ莫尔的作品依然以航海故事为叙事框架ꎬ透过内容也不

难找到柏拉图、卢齐安等人的影子ꎮ”①正因如此ꎬ人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希腊化时期已经有了

«太阳岛»ꎬ而 １７ 世纪的康帕内拉又写出了一本«太阳城»ꎻ也正因如此ꎬ我们才不会因为在后世

一本又一本的乌托邦作品中一遍遍看到«理想国»的影子而觉得突兀ꎮ
相较于西方的延续体系ꎬ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审美乌托邦建构则显得零散、片段化得多ꎮ 事实

上ꎬ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文学理论、艺术理论都具有相似的零散化、片段化特

征ꎮ 这与中华文化形象化思维方式和寰形思维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ꎬ亦与国人们自说

自话的自我言说习惯息息相关ꎮ 缺乏了逻各斯的影响ꎬ没有分析哲学的加持ꎬ中华传统文化以自

己特有的东方模式发展ꎬ在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上自然也就呈现出这一特点ꎮ 可以说ꎬ在中华文化

传统中较有代表性的审美乌托邦思想和形象ꎬ彼此之间虽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ꎬ却诚然各表一

脉ꎬ并无过多逻辑关联ꎮ 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大同”和老子极力推崇的“小国寡民”、再到庄子心

仪的“至德之世”ꎬ虽堪称中国古代乌托邦思想和审美乌托邦的典型性代表ꎬ但在延续性、体系性

上确实无法与西方的审美乌托邦相类比ꎮ 也正因如此ꎬ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乌托邦以一种较

零散、不甚连贯的叙事形式而呈现”②ꎬ是很有道理的ꎮ

二、“宗教”与“世俗”的不同精神气质

千百年来ꎬ西方的乌托邦建构自始至终离不开宗教精神ꎮ 赫茨勒在他的«乌托邦思想史»
中ꎬ一开始就花大量篇幅探讨了伦理—宗教性的乌托邦思想家和他们的乌托邦思想ꎮ 他认为ꎬ从
公元前 ２１０ 年到公元 １３００ 年间的大批启示录作者的著述“在谈到未来世界时非常矫揉造作ꎬ极
不寻常ꎬ纯属道听途说ꎬ但却具有象征性并富于想象力”③ꎮ 这些启示录作者的著述ꎬ给人们带去

了关于救世主、救世主王国、复活等诸多观点ꎮ 这些元素贯穿的历史时期非常漫长ꎬ不仅贯穿了

乌托邦思想史ꎬ也与审美乌托邦的历史相伴相生ꎬ对它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以
耶稣为代表的复兴社会理论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思想的纲领”④ꎮ 再加上

“伊甸园”“千禧年”“重生”等要素的浸淫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西方的乌托邦发展史ꎬ尤其

是审美乌托邦的发展史几乎是宗教文学的发展史了ꎮ
宗教的来世、天国以及原罪观念使得西方的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总是难以摆脱现世与来世

的轮回ꎮ 在浓烈宗教氛围的影响下ꎬ西方文化中的审美乌托邦自然“只是在不同民族或社会中

这种乌托邦意识或精神在表达方式及理论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已”⑤ꎮ 这种不同ꎬ当然可以理解

为建立怎样的理想城邦的差异ꎮ 但是ꎬ不管怎么建造、差异是否明显ꎬ这些城邦通常都会有着上

帝之城的影子ꎮ
卡琳内斯库结合现代性、上帝之死和乌托邦的关系ꎬ更系统地论析了乌托邦与宗教的密切联

系ꎮ 他说:“就整体而言ꎬ即使现代性试图抑制人的宗教需要和宗教想像ꎬ它也没有成功地做ꎻ通
过使宗教需要与宗教想像偏离传统的道路ꎬ它甚至在异端学说大量滋生(在宗教、道德、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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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思想和美学中)的表面现象下强化了它们ꎮ 同基督教传统地位衰退直接相联系的是乌托邦主

义的强力登场ꎬ这也许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事件ꎮ 事后看来ꎬ尽管很久之前人

就肯定是乌托邦梦想者ꎬ乌托邦却显然是十八世纪留给为革命神话与革命观念所困扰的我们现

代的最重要遗产ꎮ 实际上对乌托邦的狂热———或是直接的、正面的ꎬ或是通过反动与论辩的方

式———弥漫于现代的全部知识领域ꎬ从政治哲学到诗歌与艺术ꎮ”①

中国的乌托邦则往往更具有世俗化的色彩ꎮ 从历史看ꎬ中国没有经历类似西方那样的严格

一神教的传统ꎬ宗教在中国在社会生活中也没有取得过像西方那样的重要地位ꎬ中国在社会发展

进程中更没有一个漫长的神学统治时期ꎮ 更重要的是ꎬ中国的宗教通常还会受到儒家学说和道

家观点或浓或淡的影响ꎬ因之更具有当下性、世俗性、功利性ꎮ 加之受到儒家“仁爱”和道家“自
然”的影响ꎬ中国的审美乌托邦营建就不得不表现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熏染以及对人的心灵

自由的强调ꎮ 这些人伦的博爱和心灵的自由ꎬ靠的不是城邦的律令ꎬ也不是国家官衙的行政组织

或宗教允诺来世的灵魂苦修ꎮ 说到底ꎬ这是一种心底的自由ꎬ是靠自己协调与他人、社会、自然之

间的关系获得的精神自由ꎬ从而企望实现最高的幸福ꎮ 要获得这种世俗化的恬淡洒脱ꎬ上帝之城

的严格律令和近乎刻板的管理模式显然是不现实的ꎮ 因此ꎬ“古典中国社会总的氛围ꎬ不是像西

方那样把个人与集体相对立ꎬ而是更倾向于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ꎮ 个人总是其家庭、行业、家
族和邻里的一部分”②ꎬ故而ꎬ那些富含人情伦理ꎬ依靠道德自律而怡然自足的世外桃源ꎬ自然而

然地成为中国审美乌托邦形象建构当中的重中之重ꎮ 远离城邦、远离中心ꎬ也就成为中国审美乌

托邦形象的又一突出特色ꎮ

三、“写意”与“细描”的不同建构风格

在中西方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中ꎬ还有一个区别很有意思ꎮ 受不同文化风格的影响ꎬ东方的审

美乌托邦往往表现出写意的色彩ꎬ需要靠人们的妙悟方能尽解其中滋味ꎻ西方的审美乌托邦构建

者们则宛若达芬奇镜子说的学徒一般ꎬ极尽所能地为自己描绘的审美乌托邦勾勒蓝图细节ꎮ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ꎬ东方的审美乌托邦更具有艺术的率性与高妙ꎬ而西方的审美乌托邦建构则或多

或少地带有工程师绘制图纸般的严谨与细致ꎮ
«老子»第八十章描述的老子心目中小国寡民的理想ꎬ也是中国早期审美乌托邦的代表之

一:“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ꎬ使民重死而不远徙ꎻ虽有舟舆ꎬ无所乘之ꎻ虽有甲兵ꎬ无所陈之ꎻ使民

复结绳而用之ꎮ 甘其食ꎬ美其服ꎬ安其居ꎬ乐其俗ꎮ 邻国相望ꎬ鸡犬之声相闻ꎬ民至老死不相往

来ꎮ”③这段文字ꎬ如同写意山水ꎬ注重写形而舍弃细节ꎬ只是粗线条勾勒出那个美好社会的大致

轮廓ꎮ
在西方世界的审美乌托邦中ꎬ细节往往是它们最关注的问题ꎮ 光说衣服ꎬ在莫尔的“乌托

邦”里ꎬ“他们在工作时间穿可以经用七年的粗皮服ꎬ这是朴素的衣着ꎮ 他们出外到公共场所时ꎬ
披上外套ꎬ不露出较粗的工作装ꎮ 外套颜色全岛一律ꎬ乃是羊毛的本色”④ꎻ到了“基督城”则“各
人只有两套衣服ꎬ一套是工作用的ꎬ一套是节日穿的ꎬ衣料是用亚麻或者毛织的ꎬ分别适用于夏天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ꎬ顾爱彬 、李瑞华译ꎬ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７０－７１ 页ꎮ
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ꎬ«中西文化研究十论»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４４ 页ꎮ
李存山注译:«老子»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０４ 页ꎮ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ꎬ戴镏龄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５９－６０ 页ꎮ



邹强:审美乌托邦的中西比较

和冬天ꎬ颜色一律只有白的或者灰的”①ꎮ 他们连衣服的质地、颜色、穿着年限都进行了事无巨细

的界定ꎬ这与中国古代的审美乌托邦建构者大而化之、举重若轻的建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品格ꎬ还在于东西方审美乌托邦建

构的不同目的ꎮ 东方的审美乌托邦更关注的是心灵的美好ꎮ 道家自不必言ꎬ就连儒家ꎬ他们所无

比艳羡的三代之治ꎬ也是在各种社会元素各归其位之后获得的其乐融融的精神乐土ꎮ 西方的审

美乌托邦则往往无暇顾及心灵的问题ꎬ它们更关注的是建城筑邦ꎬ以及建筑过程中的种种要求与

细节ꎬ从而虚拟地建成心中的理想圣域ꎬ否则审美乌托邦的光芒将丧失了照耀的对象ꎮ

四、“进城”与“下乡”的不同探寻路径

在审美乌托邦的形象类型中ꎬ邦国型的审美乌托邦形象建构虽然在中西方的文化里都有代

表性的存在(比如西方的«理想国»、中国的“华胥国”)ꎬ但存在的密度与分量却不甚相同ꎮ
因为宗教的影响ꎬ西方的乌托邦建构一直执着于建造一个新的完美之城ꎮ “古希伯莱相信

一个上帝创造的、与世界同生但不与世界同终的一个历史长存的天堂ꎬ古希腊神话讲述一个由人

创造、为人创造、与神的创造媲美的理想的、完美的城市ꎬ这两种古老的信仰ꎬ根植于欧洲人的观

念中ꎬ构成并滋养着乌托邦想像ꎮ”②造成西方乌托邦更偏向于进城、建城的原因ꎬ还与西方的社

会形态和经济形态息息相关ꎮ 古希腊的城邦制和原始议会制是整个西方文明发源的社会体制和

政治体制ꎬ这不能不对西方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ꎮ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乌托邦思想ꎬ难免会

对那个黄金时代产生美好的回忆ꎮ 这有些类似文学发展上的复古仿古ꎬ每一次新的复古运动都

只是对上一个辉煌时期的再次强调ꎬ而被复的那个“古”ꎬ本身往往就是吸收前人养料的结果ꎮ
当古希腊与雅典城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楷模与标杆的时候ꎬ这种以城邦为基础的体制肯定会成为

下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型要素ꎮ
同时ꎬ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航海大发现以及现代政治民主理想的逐渐成熟ꎬ西方社会

迫切需要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ꎬ而新建的社会制度又得保护新型阶级的利益ꎬ打破旧势力的固有

特权ꎮ 因此ꎬ西方的审美乌托邦建构往往又特别重视商业城市的规划(替代旧有的封建城邦)ꎬ
格外重视法律的修订(颠覆贵族统治的需要)ꎬ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用了一个新的“城”替代了原

有的“邦”ꎮ
对理想城市在西方乌托邦历史上的发展、地位和作用ꎬ库玛曾作过系统深入研究ꎮ 库玛认

为ꎬ如果天主教对理想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千禧年ꎬ那么对于古代异教徒而言ꎬ则是理想城市ꎮ 美

好生活或完美共和国的古老观点与城市形态息息相关ꎮ 美国著名规划学家路易斯芒福德曾

说ꎬ第一个乌托邦就是城市本身ꎮ 希腊人认为古城市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ꎬ而且经常被奉为神的

居所ꎬ由神指定的国王掌管ꎬ其功能不仅是日常物质生活的简单再现ꎮ 因为神圣国度的教化而将

人与宇宙联系在一起ꎮ 在这个观念上ꎬ这些理想城市变身为理想形式—永恒秩序的代表ꎬ即乌

托邦ꎮ
理想城市是哲学家对乌托邦的贡献ꎮ 他们发明理想城市作为宇宙秩序在人间的体现ꎬ从某

种意义上说ꎬ理想城市是宏观宇宙秩序的微观体现ꎬ在其建筑、法律与社会制度方面ꎬ它试图重建

天堂和谐ꎮ 所有理想城市都想成为太阳之城ꎬ如康帕内拉称呼他的乌托邦ꎻ或者如奥古斯丁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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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所说ꎬ理想的人间城市应该是上帝之城的拟像ꎮ
作为宇宙的代表ꎬ城市是“自然的”ꎮ 亚里士多德说ꎬ至少对于人类而言ꎬ它是自然的ꎻ是唯

一通向美好生活的地方ꎬ残暴的人与上帝看到的宇宙秩序的视野不同ꎬ但更重要的是ꎬ城市是人

工的ꎬ是建筑ꎬ是人为的ꎬ它是理智的产物ꎻ虽然理智是人类的自然天赋与本质ꎬ这种属性———自

由、自发地表达人类本质ꎬ如同错误的修正一样必须ꎬ城市属于神圣秩序ꎬ需遵守原则ꎻ但这些原

则的发现和运用是人类思考与行动的结果ꎬ城市ꎬ只有城市ꎬ为美好生活提供机会ꎬ但这机会总被

错过ꎬ城市是美好生活的地点ꎬ理智才进入概念与建造ꎻ同时防止腐败与堕落ꎬ理智的规划、理智

的规则和理智的管理是城市良好秩序的基石ꎬ不论哲学家是否真正统治ꎬ哲学的理念在建造与维

护理想城市的过程中很重要ꎮ
理想城市的特征ꎬ首先要认清城市建造者的主要角色以及建造的框架ꎮ 由职业划分的劳动

功能分工伴随理想城市在地表上划分为特殊的区域ꎬ这是所有文艺复兴乌托邦的标志性特色ꎮ
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进一步说明了理想城市的进一步特征ꎮ 情景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城市乌托

邦ꎬ可以衡量理想城市自古希腊以来在概念上的发展ꎬ它反映出城市角色的变幻ꎮ 文艺复兴时期

的思想家ꎬ本身是全身心投入的城市主义者ꎬ再次重申城市立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农村的首要地

位ꎬ他们的乌托邦用理性刻画混沌的自然ꎮ 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城市ꎬ具有辐射化的规划和集

中的形式ꎬ如希腊理想城市一样是一个微观世界ꎬ不仅是人类社会的ꎬ也是整个宇宙秩序的ꎮ 近

代以后ꎬ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随后的工业化ꎬ将城市弱化为更大规模的、更加复杂的社会有

机体的一部分ꎮ 城市不再是整个人类或宇宙秩序的集中体现ꎮ 在这个新模式下ꎬ理想城市也有

空间改变其形式ꎬ旧的形式维持不变ꎬ 花园城市运动将城镇引入城市ꎬ使世外桃源与中世纪模式

的小集镇相平衡ꎬ城市已变为乡镇ꎮ 与此同时ꎬ城市生活的重心也在新视野中发生改变ꎬ近代的

理想城市关注消费与生产、休闲与工作、家庭生活与政治ꎬ他们接受私人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基本

区别ꎬ城市是休闲、自发性与乐趣的场所ꎮ 这最终的表达就是理想城市ꎬ如迪士尼乐园———华特

迪士尼在其设计的主题乐园(Ｅｐｃｏｔ)乌托邦城市确立了它的正式地位ꎮ 从柏拉图到华特迪

士尼其实是一个飞跃ꎬ表明了理想城市传统的多样性ꎮ①

显而易见ꎬ西方审美乌托邦的产生发展、历史嬗变、主要特点ꎬ都与城市息息相关ꎬ离开了城

市ꎬ就很难全面真正地把握西方审美乌托邦的奥秘ꎮ
相较于西方审美乌托邦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的“邦” “城” “国”的形象来说ꎬ中国的审美乌

托邦却以一个小小的“桃花源”击败乌托邦发展史中各种“邦国”形象ꎬ成为中国审美乌托邦发展

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典型ꎮ 究其根源ꎬ这是因为“当西方文学将‘乌托邦’寄寓于由哲学王统帅

的王国或一个神秘不知所在的岛国时ꎬ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乌托邦精神多注重此岸世界人间乐土

的社会形态建构”②ꎮ 这既是中国审美乌托邦世俗化倾向的必然结果ꎬ也是中国庞大而严格的宗

法制度和悠久漫长的农耕文明对审美乌托邦形象的深层影响ꎮ
在“溥天之下ꎬ莫非王土”的漫长的古代社会中ꎬ人们要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往往只能指望

出现一个圣明的君主ꎮ 因此ꎬ在儒家的审美乌托邦观念中ꎬ由“大道”笼罩、“贤能”治理的“大
同”社会成为一个最高的理想形态ꎮ 但是ꎬ这种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实行德治的社会制度在中央

集权的国度里却罕有可操作性ꎮ 所以ꎬ以道家为主导的“桃花源”式的乡野民居就成为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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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中央集权不可抗拒的制度下一种精神的自我满足与修复ꎮ 既然城市是难以撼动的中央集权

的典型统治ꎬ那就出城去ꎬ到郊野去ꎬ到乡下去ꎮ 依靠亲情伦理建立一个与城邦相对立的乐土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儒道合一的重要表现ꎮ

当古代士子们仕途顺畅之时ꎬ往往是追求治国平天下的ꎬ这时候自然视野宏阔ꎬ干劲十足ꎬ儒
家的入世精神引领着他们开足了马力去奋斗、去建构ꎮ 此时的他们ꎬ往往沉浸于伟大帝国的宏大

叙事中ꎬ是无暇顾及乌托邦思辨的ꎮ 不过ꎬ士人虽能够“进则为官”ꎬ但却更易“退则为民”ꎮ 当皇

帝的恩宠不再ꎬ他们也只能利用道家的洒脱率性建立一个精神上的审美乌托邦ꎮ 这个乌托邦ꎬ不
能跟中央集权对抗ꎬ否则与他们骨子里的臣性、奴性相左ꎻ但又必须表达出自己虽被驱逐ꎬ但依然

能够怡然自得的傲气ꎮ 所以ꎬ远离中央集权、远离城市的好山好水ꎬ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们进行

自我调节的最佳去处ꎮ 在此意义上ꎬ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审美乌托邦形象更多的是逃

离城邦、远遁乡间了ꎮ

五、“向前”与“回望”的不同期待视野

对现实的批判否定与对未来完美社会的渴望是乌托邦与生俱来的品格ꎬ审美乌托邦虽然不

像乌托邦般具有那么强烈的批判性ꎬ也无乌托邦般政治纲领性的行动鼓动ꎬ但却一直用自己的特

殊方式表达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渴望ꎮ 如从这一点而言ꎬ所有的审美乌托邦都是寄希望于未来的ꎮ
雅各比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对于乌托邦未来指向性的肯定:“乌托邦精神ꎬ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

现在的这种观念ꎮ”他所使用的乌托邦一词“指的是其最宽泛、最少威胁性的意义:即认为未来可

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①ꎮ
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ꎮ 但是ꎬ在对于未来指向的应有状态上ꎬ东西方的

审美乌托邦却表现出风貌迥异的建构类型ꎮ 同样是期冀未来优于现状ꎬ同样是祈祷美好替代不

足ꎬ在标的的选择上ꎬ东方更多地回归到远古传说中的盛世ꎬ西方则更习惯于把目光投向未知ꎮ
在西方世界中ꎬ“乌托邦是一种完美的理想ꎬ它是一个企图全面取代现存体制的政治计划ꎬ

是一种‘替代社会’的模式”②ꎮ 这种替代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ꎬ是一种对虚无缥缈的美好未来的

执著向往与对遥远虚幻世界的全面肯定与接受ꎮ 对于西方的审美乌托邦而言ꎬ那个全新的“新
世界”就等同于完美ꎬ它们对于未来的拥抱与渴望是发自心底深处的ꎮ 因此ꎬ也有些学者把具有

这种风格的审美乌托邦称之为“优托邦”ꎮ 其实ꎬ“优托邦”抑或“恶托邦”ꎬ都是后人对这些审美

乌托邦在性质取向上的判断:如若觉得其真正美好ꎬ那就划入“优托邦”ꎻ如若觉得还不如现实ꎬ
则毫不犹豫地归入“恶托邦”ꎬ且“恶托邦”还有另一个翻译———“反乌托邦”ꎮ 而优托邦、恶托邦

抑或反乌托邦ꎬ对它们的命名只是关涉到今人对其道德属性的判断ꎬ与它们本身的时间“朝向”
无关ꎮ 但是ꎬ不管这些不同形态的乌托邦被如何命名ꎬ它们都是异于其时的一个假设性存在ꎬ虽
然无法从客观事实去判断其道德属性的好坏ꎬ但至少在时间逻辑上是晚于其现实的ꎮ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ꎬ西方的审美乌托邦更多是向前看的ꎬ寻觅那未曾有过的美好———如果它真如想象般

美好ꎮ
与西方不同ꎬ中国的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建构者们尽管也祈盼在未来建立一个比当下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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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世代的政治与文化»ꎬ姚建彬译ꎬ北京:新星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法]让－克里斯蒂安珀蒂菲斯:«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ꎬ梁志斐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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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世界ꎬ但是ꎬ存在于未来中的这个完美世界却不一定是指向未来的ꎮ 甚至ꎬ这个被人们寄希

望在未来时间坐标能够替代当时的社会ꎬ其存在形态却往往可能是传说中的某个完美世界ꎮ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ꎬ中国古代的审美乌托邦建构更多带有鲜明的“回望”色彩ꎮ
孔子直言“吾从周”(«论语八佾»)ꎬ表达了他对周朝道德礼乐的无比推崇ꎮ “儒家从创立

时起ꎬ直承上古德治与三代尤其是周朝礼乐制度ꎬ试图构建一个由具有尧舜之德的帝王治理、全
社会都能自觉遵循周礼的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ꎮ”①这一基调ꎬ在儒家占据统治地位的

中国古代文化中已然定性ꎬ亦成为中国古代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的最高理想ꎮ 所以ꎬ对于儒家的

审美乌托邦建设者而言ꎬ回到古代ꎬ回到三代ꎬ回到周公ꎬ是他们穷尽一生对于未来的希冀ꎮ
作为儒家的论敌ꎬ道家在这一点上却跟儒家达成一致ꎮ «老子»中对于“小国寡民”的描绘其

实是“逃向原始的乐园ꎮ 所谓甘食美服、安居乐俗、结绳而记、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社会就是这

种原始乐园的形象化、具体化和理想化”②ꎮ 而«庄子»中所描绘的“至德之世”“建德之国”ꎬ更多

的是一个心灵的自由王国、一个摆脱世俗羁绊和烦忧的精神圣地ꎮ 只能回归、追溯到那遥远逝去

不可及的时代ꎬ才有可能获得那种未被污染的安宁ꎮ
至此ꎬ儒道两家在审美乌托邦建构标的的选择上ꎬ总算取得了统一:回望! 回溯历史ꎬ以臻

和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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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　 五四百年论坛

蔡元培与青年毛泽东

———纪念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 １００ 周年 韩延明(１)

□　 马克思主义研究

习近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方法论意蕴 蒋翠婷　 石书臣(２８)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

———再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 杜传坤(３６)

张爱玲的服饰体验和服饰书写研究 陈夫龙(４４)

□　 法律学研究

中国对网络反恐国际法的参与 黄德明　 杨　 凯(５５)

论作为损害赔偿原则与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

———以侵权法为中心 王智嵬　 赵继伦(６５)

□　 文化学研究

论“姨服”重于“舅服”所蕴含的上古婚姻遗俗 丁　 鼎(７５)

文化自信视阈下“三俗”文化的应对策略 王　 会　 夏从亚(８３)

□　 历史学研究

英国新工党提升制造业水平的举措 毛　 锐(９３)

□　 心理学研究

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 陈光辉　 张文新(１００)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马晓羽　 葛鲁嘉(１１０)

□　 经济学研究

中国旅游业绿色增长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田　 磊　 张宗斌(１１６)

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行业差异与门槛估计 李建萍　 辛大楞(１２６)

□　 管理学研究

从供求关系角度看科举的出路拥堵问题及近代废科举的意外后果 苗永泉(１３７)

□　 传播学研究

新时代“互联网＋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及应对逻辑转向 祁小平(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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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重探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人类性审美特征 朱德发(１)

女性视阈中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以«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为例 刘　 艳(１６)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关于«西湖二集»的几个问题 杜贵晨(２６)

□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判定及其当代启示 王清涛(３４)

□　 法学研究

债权让与中原合同解除权行使规则探析 王　 宏(４４)

再论英国普通法的理性特质

———以学术史上的两次争议为考察对象 刘吉涛(５６)

□　 文化学研究

“画报”中的“港市想象”

———以 １９３０ 年代的«青岛画报»为中心 国家玮(７１)

论地方戏曲的“同质化”倾向及其应对之策 周爱华(８６)

□　 教育学研究

基于首要教学原理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探索 亓玉慧　 高盼望(９３)

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的代际差异研究 王　 飞　 徐继存(１００)

□　 历史学研究

汉唐时期“五经”学系统的内部调整与发展 王培峰(１０９)

稿本«雷州记»考述 王恒柱(１２４)

□　 语言学研究

电视访谈语篇中话语标记的功能分析 刘静敏(１３６)

桂馥«札朴»标点琐议 张金霞(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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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历史研究

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考辨 张　 炜　 祁　 山(１)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红色经典”的崇高美 李茂民(１７)

“鬼派”小说平议 林保淳(３０)

□　 文艺学研究

论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范式与主题 李　 辉(５３)

□　 法学研究

论 ＣＩＳＧ 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姜作利(７１)

□　 教育学研究

语言统一的奋斗:民国时期小学国语教育实际效果评价 朱季康(８８)

古希腊英雄神话的德育价值探微 于洪波　 郭　 玲 (９７)

□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正确处理六大关系 王增福(１０３)

司徒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考论

———以鲁国大司徒为例 张　 磊(１１４)

□　 艺术学研究

人类艺术传播行为法哲学考察 马立新(１３６)

模式建构与网络转型

———中国影视剧“家国叙事”传统研究 李金秋(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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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近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 魏　 建(１)

中国当代成长题材小说中“父”与“子”关系的变奏 郑利萍(１１)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民国学者的七绝体式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

———以冯振、胡小石为中心 李江峰(２３)

梅尧臣题画诗考论 吴瑞侠　 吴怀东(３９)

□　 马克思主义研究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品格探析 孙余余(５０)

□　 文化学研究

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季桂起(６２)

□　 历史学研究

论中国近代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及其演变 王　 林(８４)

论西蒙玻利瓦尔的外交思想 孙若彦(９４)

□　 教育学研究

ＡＲ 测试在英美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争论及启示 刘伟红(１０４)

从“全知”到“聚焦”:法律英语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 朱文雁(１１３)

□　 经济学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的趋势及其对策 高　 祥　 刘道纪(１２１)

□　 法学研究

由“双轨制”到“三位制”:我国土地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李祥金　 吴小帅(１３１)

□　 语言学研究

汉语被动标记发展演变的路径考察 王嘉天　 彭　 爽(１４１)

宋版十一行本«玉篇»考辨 吕　 浩(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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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鲜明特征 高继文(１)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美学路向 任者春(１２)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社会革命潮流中行进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 石兴泽　 石小寒(２３)

“本色的呈现和坚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山东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郭晓平　 魏　 建(４２)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晋前丝绸之路引入异域水果考

———以魏晋赋为中心 丁　 涵(５６)

□　 教育学研究

近十五年我国德育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探微

———基于文献计量学和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冯永刚　 彭兰香(７０)

□　 心理学研究

父母教养与听障青少年疏离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徐夫真(８３)

□　 历史学研究

汉代“长寿”侯国研究 秦铁柱(９２)

□　 美学研究

实用主义美学的发明:对一个术语和命名的谱系学考察

理查德舒斯特曼著　 胡莹译(１０２)

“立德树人”与新时代中国美育话语的现代性营构 陈　 剑(１１４)

□　 新闻学研究

“中国创办通信社之元始”

———王荫藩与日华通信社 陈玉申(１２５)

□　 语言学研究

国别化汉语中介语动态语料库建设理念、实践与前瞻 胡晓清(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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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策略与方法:整理国故与新国学的几个问题 周海波(１)

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综论 李宗刚(１２)

□　 外国文学研究

种族山性别山艺术山

———论尚吉诗剧«献给黑人女孩»中的男性暴力隐喻 王　 卓(３２)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马克思的时代观与新时代

———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 秦正为(４７)

□　 经济学研究

中国与中东“语言互通”贸易价值研究与人才培养启示 杨言洪　 王晓宇(５７)

基于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的中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荆　 磊　 祝滨滨(６６)

□　 历史学研究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赋役探究

———以山东地区赋税徭役为例 张舰戈(７９)

明代海禁政策变迁中的博弈:从双边分歧到多边促成 韩　 毅　 潘洪岩(８７)

□　 教育学研究

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影响

———兼论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史 范晓婷　 张茂聪(１０１)

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校长对学术角色的卫护

———以民国大学校长为中心的考察 李欣然(１１６)

□　 心理学研究

道德决策中的情绪作用 胡艺馨　 何英为　 王大伟(１２４)

□　 影视学研究

论中国网络剧产业发展 张智华(１３４)

□　 美学研究

审美乌托邦的中西比较 邹　 强(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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