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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堂吉诃德:吴宓的文言执拗及白话书写
∗①

王本朝
( 西南大学 文学院ꎬ重庆ꎬ４００７１５ )

　 　 摘要:　 吴宓反对用白话取代文言ꎬ长期坚持文言文书写及教学ꎬ对文言情有独钟ꎬ有着近乎执拗的文言情

结ꎮ 他将语言文字等同于文化符号ꎬ与文化意义并存ꎬ主张白话与文言各有短长ꎬ应各司其职ꎮ 吴宓并非不能书

写白话文ꎬ他的文言坚守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维护与崇奉ꎮ 但是ꎬ由于处在一个白话文世界ꎬ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以后ꎬ汉字简化及拼音化已成为社会变化之大趋势ꎬ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特征ꎬ吴宓的文言坚守也就不无喜剧性

和荒诞意味ꎮ
关键词:　 吴宓ꎻ文言执拗ꎻ白话语境ꎻ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０１－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６
作者简介:王本朝(１９６５—　 )ꎬ男ꎬ重庆人ꎬ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ꎬ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１１ＡＺＤ０６４)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基金创新团队项目“思想启蒙、社会改造与审美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论”(ＳＷＵ１７０９１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吴宓:«劝世人多读正经书»ꎬ«国风»１９３６ 年第 ６ 期ꎮ

　 　 汉语之于现代中国ꎬ经历了意义表达的雅俗更替和书写的繁简转化ꎮ 它不仅仅是交流的工

具ꎬ也是文化的意义符号ꎬ并紧紧联系着社会现实ꎮ 语言书写更有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想象ꎬ不同

个体则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思考ꎮ 在吴宓看来ꎬ从文言到白话则是文化价值的流转与坚守ꎮ 他一

生信奉人文主义ꎬ坚守传统道德ꎬ反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ꎬ反对汉字简化ꎬ但身处一个文言及传统

文化日益式微的时代ꎬ文言文及其书写虽有其历史合理性ꎬ却因其与社会现实的疏离而趋于精致

和典雅ꎮ 文言与白话都是汉语的表达方式ꎬ在语言的叙事、抒情和说理上各具特色ꎬ各有所长ꎮ
事实上ꎬ白话的世俗化与大众化不应是它自我崇拜的誓言ꎬ文言的雅致与精炼也不该成为放不下

身段的资本ꎮ 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ꎬ传统士农工商结构的解体ꎬ社会的语言方式自然会出现

变化ꎬ由此而满足社会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表达的需求ꎮ 白话文之取代文言文ꎬ并不完全是胡适、
陈独秀和鲁迅等五四一代思想者人为设计的产物ꎬ而拥有社会情势的推动和助力ꎬ自然也不是林

纾和吴宓等固守者所能阻挠的ꎮ 因此ꎬ吴宓的坚守和愤激固然值得尊敬ꎬ但也不无喜剧性和荒诞

意味ꎮ

一、意在言外:传统文化的坚守

吴宓并不完全排斥白话文ꎬ只是希望文言能与白话相伴而行ꎬ不要人为地区分语言的死活和

古今ꎬ并且认为白话要以文言为基础ꎬ“即使自己专写白话ꎬ亦必兼通文言ꎮ 即使认为文言已死ꎬ
亦必学读文言书籍ꎬ方是中国人ꎬ方感觉中国之可爱ꎬ方知如何爱中国之法”②ꎮ 在吴宓看来ꎬ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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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白话的支撑ꎬ更为重要的是ꎬ没有文言ꎬ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了载体ꎬ其传承也就会有困难ꎮ 这

也是吴宓反对白话文的重要理由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ꎬ吴宓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白话文ꎬ认为:
“至若文字之体制ꎬ乃由多年之习惯ꎬ全国人之行用ꎬ逐渐积累发达而成ꎮ 文字之变迁ꎬ率由自

然ꎮ 其事极缓而众不察ꎬ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ꎬ强全国之人以必从ꎮ”他认为ꎬ行用已久的

文字ꎬ“一废之后ꎬ则错淆涣散ꎬ分崩离析ꎬ永无统一之一日”ꎬ“文字破灭ꎬ则全国之人ꎬ不能喻

意”ꎬ也会带来人们交流的困难ꎮ “文章之格调可变ꎬ且易变ꎻ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ꎬ亦不能强变

也ꎮ”①语言体制乃为多年之习惯ꎬ普遍之行用ꎬ长期积累而成ꎮ 就语法规则而言ꎬ这是有道理的

说法ꎬ但即使有语言习惯ꎬ也不等于不能变化ꎬ变化了自然也会形成新的语言体制ꎬ人们在运用中

也会逐渐熟悉起来ꎮ 吴宓反对白话文ꎬ自然也就批评起新文学ꎬ认为“察其外形则莫不用诘屈聱

牙、散漫冗沓之白话文ꎬ新造而国人之大多数皆不能识之奇字ꎬ英文之标点符号ꎮ 更察其内质ꎬ则
无非提倡男女社交公开ꎬ婚姻自决ꎬ自由恋爱ꎬ纵欲寻乐ꎬ活动交际ꎬ社会服务诸大义ꎮ 再不然ꎬ则
马克思学说ꎬ过激派主张ꎬ及劳动神圣等标帜ꎮ 其所攻击者ꎬ则彼万恶之礼教ꎬ万恶之圣贤ꎬ万恶

之家庭ꎬ万恶之婚姻ꎬ万恶之资本ꎬ万恶之种种学术典章制度ꎬ而鲜有逾越此范围也ꎮ 其中非无一

二佳制ꎬ然皆瑜不掩瑕”②ꎮ 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让吴宓不满意ꎬ其语言也“诘屈聱牙、散漫冗

沓”ꎬ没有文言文的紧凑和凝练ꎮ 在留美期间ꎬ吴宓读到«新潮»杂志ꎬ就感到新文学和白话文是

“无知狂徒ꎬ妖言煽惑ꎬ耸动听闻ꎬ淆乱人心ꎬ贻害邦家ꎬ日滋月盛ꎬ殊可惊扰ꎮ 又其妄言‘白话文

学’ꎬ少年学子ꎬ纷纷向风ꎮ 于是文学益将堕落ꎬ黑白颠倒ꎬ良莠不别ꎮ 弃珠玉而美粪土ꎬ流潮所

趋ꎬ莫或能挽”③ꎮ
应该说ꎬ现代中国在语言应用的广泛性上还是以文言为主导ꎮ 公文、书信、日记、序跋等应用

文ꎬ以及大中小学课文和学术著述都取文言文ꎬ它主要还是一个“文言文时代”④ꎬ吴宓的文言文

主张及实践并没有遭遇到多大的排挤和压力ꎬ而拥有自己的生活与话语空间ꎮ １９４９ 年后ꎬ吴宓

依然坚守文言ꎬ反对汉字改革ꎬ反对推行简体字和汉字拼音化ꎬ但他所面临的社会语境却有了大

变化ꎮ 语言变革不仅仅是语言问题ꎬ而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ꎬ因而他的文言文立场就被赋

予了思想错误的政治立场ꎮ 尽管他曾表示“今若以宓不赞成文字改革ꎬ将宓枪毙ꎬ宓欣愿受刑就

死”⑤ꎬ这只能算是他个人的赌气行为ꎬ如同走夜路吹口哨ꎬ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ꎬ属于人生的底

线思维ꎮ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ꎬ他在新华书店第一次见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汉字报告时ꎬ就
感到“索然气尽ꎬ惟祈宓速死ꎬ勿及见此事”⑥ꎮ 他感到简体字方案ꎬ“怪字益多ꎬ使宓愤苦”⑦ꎮ 他

自己虽订阅了«人民日报»ꎬ但却非常反感简体字ꎮ⑧ 他宣称:“近世文字改革ꎬ已至极端ꎮ 其始则

由胡适等之白话运动ꎬ故凡主张白话ꎬ而以白话破灭中国文字之人ꎬ宓皆深恨之ꎬ而欲尽杀之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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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语言的堂吉诃德:吴宓的文言执拗及白话书写

每当与同事谈起文字改革ꎬ就“言颇激昂”①ꎬ期盼赶快死掉ꎬ以“免见中国德教学术文化尤其汉字

之破灭无余也”②ꎮ
吴宓之所以有这样的极端化态度ꎬ也出自于他将文字与文化相等同的看法ꎮ 他认为语言是

一种文化符号ꎬ汉字简化会导致汉字的灭亡ꎬ直致中国文化的消亡ꎬ“文字改革ꎬ废文言ꎬ行简字ꎬ
割断中国文化之历史根苗ꎬ于是学术教育徒成虚说ꎬ文艺创作亦不能出自人心而发扬民志”③ꎮ
这样ꎬ汉字改革了也就如同革了他的命ꎬ使他痛苦而激愤ꎮ 在吴宓看来ꎬ中西文字有别ꎬ汉字形意

独特ꎬ意味深长ꎬ“中文重形西文重声ꎮ 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ꎬ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ꎮ 中文近图

画ꎬ西文近音乐ꎮ 古希腊先有演说(雄辩)ꎬ后乃成为修辞(文章)学ꎮ 中国则诏令奏疏檄文露布ꎬ
一切皆笔写之文章ꎬ更以文字本质之不同ꎬ养成中西人数千年不同之习性ꎮ 故在中国ꎬ凡百学术

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ꎮ 而中国人运用文字表达自己之能力ꎬ实远在其用言辞之上ꎮ 昔人谓

‘中国以文字立国’ꎬ诚非虚语ꎮ 而文言废ꎬ汉字灭ꎬ今之中国乃真亡矣”④ꎮ 汉字重形ꎬ如图画ꎬ西
方重音ꎬ似音乐ꎬ各有特点ꎮ 中国以文字立国ꎬ汉字的绵延也就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ꎬ汉字

改革的简化也就会导致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断绝ꎬ会让以后的中国人不再认识汉字ꎬ不能诵读文

言ꎬ也就理解不了传统文化ꎮ 所以ꎬ吴宓批评简体字ꎬ也就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ꎬ汉字和道德成为

他坚守传统文化最后的堡垒ꎮ 实际上ꎬ汉字有文化性ꎬ但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本身ꎮ 传统文化的

内涵及特征既在文言之中ꎬ也在文言之外ꎮ
１９４９ 年以后ꎬ吴宓依然坚持文言教学、阅读及写作ꎬ并“以素不习白话文”⑤相标榜ꎮ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ꎬ与同事谈到国家的“文字改良ꎬ欲改‘法国’为‘乏国’”ꎬ吴宓有了莫名究里的“愤
怒”⑥ꎮ 在解放之初ꎬ方敬希望他能积极参与思想“改造”ꎬ而他却以“沉默”待之ꎬ不发表文章ꎬ且
“各种报告、记录、自白书柬亦一律用文言ꎬ未尝作白话”⑦ꎮ 采用文言、而拒用白话就成了吴宓与

社会现实不合作的态度和方法ꎮ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学校要求吴宓撰写文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ꎬ
以抵抗美帝之细菌战ꎮ 他不得不撰文一篇ꎬ“长三百余字ꎬ仍用文言” ⑧ꎬ但其题目«以每一个人

之清洁卫生对抗细菌战术»ꎬ却有白话味道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工作组命令吴宓采用白话撰写

“自我检讨”ꎬ“缴呈学习会”ꎬ吴宓深感“世变至于此极也”⑨ꎮ 的确ꎬ社会时势发生了变化ꎬ胳膊

拗不过大腿ꎬ汉字改革成了必然趋势ꎮ 吴宓虽认为“中国文字之优卓ꎬ胜过西文之处”ꎬ但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宣布试行简化字ꎬ并以拉丁化为最后之目标ꎬ于是他感到“今后更无挽救之机会ꎬ
曷胜痛心”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他从«重庆日报»上读到文字改革方案ꎬ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ꎬ
预先公布 ８００ 个简体字ꎬ甚感“大愤苦”ꎬ而为汉字作辩护:“汉字乃象形ꎬ其与拼音ꎬ至少各有短

长ꎮ 如鸟飞兽走ꎬ又如图画之与音乐ꎬ目耳以达于心ꎮ 此为至公平之论ꎮ 至于汉字与文言之佳妙

处ꎬ西儒如高本汉等已畅言之ꎮ 中国人以数千年之历史习俗ꎬ吾侪以数十年之心濡目睹手写ꎬ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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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窥其价值与便利处ꎮ”①相比汉字简化方案ꎬ他又为胡适和赵元任们作辩护:“吾侪今方受命

批判胡适、攻诋胡适ꎬ宁思今政府所主持公布之方案ꎬ厉行之办法ꎬ乃为胡适所未曾为、所不敢为、
所不忍为者耶! 亦为赵元任、黎锦熙所未能企及者耶!”②他依然将汉字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ꎬ
汉字简化或拼音化也就废除了传统文化ꎮ 显然ꎬ吴宓对汉字及传统文化拥有深厚感情ꎬ不免有些

情绪化ꎬ甚至有些杞人忧天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他在日记里说ꎬ自己“所最恨者ꎬ白话已盛行久ꎬ
今又有汉字之改革ꎬ简体俗字之大量采用ꎬ将见所谓中国人者ꎬ皆不识正体楷书之汉字ꎬ皆不能读

通浅近之文言ꎬ如宓此日记之文ꎬ况四书五经ꎬ韩文杜诗乎? 如此ꎬ则五千年华夏之文明统绪全

绝”③ꎮ 学校要求教师教学须使用已颁布的简体字ꎬ须用北京话讲课ꎬ他发出“呜呼ꎬ宓惟祈速

死”④的感叹ꎮ １２ 月 ５ 日ꎬ吴宓又与同事谈及文字改革ꎬ其结论依然是“汉字汉语ꎬ终当废灭”ꎬ
“呜呼ꎬ五千年中国文化ꎬ仓颉等先民所造之字ꎬ«尔雅» «说文»以下之书ꎬ至我身而亡ꎬ宁不痛

哉”ꎮ 他看到市面上的牌匾和书报上的简体字ꎬ都“感觉头痛”ꎬ“如吞食沙粒之磨损齿牙”般的

“难受”⑤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他还作诗:“汉字形声美ꎬ儒风道德长ꎮ 笃行能化世ꎬ深造自通

方ꎮ”⑥汉字的确有形声之美ꎬ更有道德之风ꎬ至于是否可实现“笃行能化世ꎬ深造自通方”的效果ꎬ
那就是另当别论的事了ꎮ ３ 月 １０ 日的日记ꎬ记有“今文字改革行ꎬ宓极愤恨ꎬ几欲造反或自

杀”⑦ꎬ但最终结果并没有出现ꎮ ６ 月 ７ 日ꎬ吴宓再与同事谈及旧事ꎬ自然也表达了“汉字文言破

灭之痛愤”ꎬ同事劝他“不可有所主张ꎬ以免祸全身”⑧ꎮ 但他对文言有执拗心结ꎬ同事也是劝不住

的ꎮ ７ 月 １８ 日ꎬ他读罗马史ꎬ“痛惜中国文字与道德文化之全亡于今日也”⑨ꎮ 以罗马文化的衰

亡自比ꎬ其想法也就有些冒险了ꎮ
在如何评价和采用简体字的问题上ꎬ吴宓一直是“痛心疾首”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他与朋友

为汉语翻译发生不快ꎬ表示“凡主张白话ꎬ而以白话破灭中国文字之人ꎬ宓皆深恨之ꎬ而欲尽杀

之”ꎮ “欲尽杀之”ꎬ在愤慨背后很有些复仇意气ꎮ 吴宓的思想和行为偏于情绪化ꎬ特别是为人

处事ꎬ多为古典头脑与现代心理的混合ꎮ 在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年间ꎬ吴宓一见到熟人和同事ꎬ就“述文

字改革所给我之悲痛”ꎬ为中国文化之“不能传”而“呜呼痛哉”ꎮ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又与朋友

讨论文字改革ꎬ“深信中国文字之崇高价值”ꎮ １ 月 ３１ 日ꎬ还在朋友面前申述“中国文字之本

质ꎬ斥简字之谬”ꎮ ２ 月 ２６ 日ꎬ为学生修改习作ꎬ亲自以文言日记作示范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参
加全系交心会ꎬ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ꎬ吴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是“坚决反对简字ꎬ宁甘以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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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投嘉陵江而死ꎬ惟恐疑宓为政治犯畏罪自杀耳”①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参加教学活动ꎬ吴宓又担忧起

“白话行ꎬ简字行ꎬ数十年后全中国之人ꎬ岂特«史记» «书经»ꎬ并今日(１９５８)留存之文言文及繁

体字书籍文件ꎬ皆不能读矣”②ꎮ 于是ꎬ他主张教学如«历史要籍»不宜以文言白话对立ꎬ应采翻译

法只教若干篇章ꎬ教学生学通文言ꎬ随处可以运用ꎬ达到能通一切史书之目的ꎮ③ 他讲授文言文ꎬ
“自负有一套特异而有效之教授法”ꎬ“以文言与白话结合ꎬ以文言纳入一般学生之日常现实生活

中”ꎬ“收效更速ꎬ而事半功倍”④ꎮ ７ 月 ３１ 日ꎬ在教研组讨论会上ꎬ有人质问他为何不入党ꎮ 吴宓

内心里“入党的条件”ꎬ是“罢免吴玉章ꎬ解散文字改革委员会ꎬ通令全国恢复繁体字”⑤ꎬ但他没

敢说出来ꎮ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２ 日ꎬ吴宓收到西南联大学生关懿娴的来信ꎬ批评他“只凭个人好恶之

私ꎬ斤斤计较汉字简化、文字改革等问题ꎬ且即文字改革ꎬ亦为普及全民教育之良法美意ꎬ宓何可

反对ꎬ殊为不恕”ꎮ 接到此函ꎬ他有“大痛苦”ꎬ并悲伤“最后惟一赞同宓中国文化之主张ꎬ并实行

写用文言、繁体字之友生”ꎮ 他原希望死后将自己的“诗文稿、日记”托付于学生ꎬ此时却感到“既
弃我而去ꎬ知音难遇ꎬ付托无人ꎮ 宓虽不恋生ꎬ死时仍无所安排布置ꎬ此恨如何”⑥ꎮ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他在给另一位学生李赋宁的信里说ꎬ觉得天命将近ꎬ但“惟一系心之事ꎬ即极知中国文字之

美ꎬ文化之深厚ꎬ尤其儒家孔孟之教ꎬ乃救国救世之最良之药ꎮ 惜乎ꎬ今人不知重视ꎬ不知利用ꎬ为
至极可痛可惜者也”⑦ꎮ 该年 １２ 月ꎬ吴宓上«文言文导读»课ꎬ讲文言句式ꎬ举例“每餐三两粮犹不

足ꎬ而况二两乎”ꎬ因违反国家政策而被停课ꎬ失去了做教师的资格ꎮ 文言的“之乎者也”让吴宓

掉进国家意识形态的泥淖里ꎬ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ꎮ 语言并不仅仅是单纯

的语言问题ꎬ而与谁的语言和谁在使用有关联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有学生请教旧体诗ꎬ认为他

的诗“少壮阔奔放之气势ꎬ又不关心世界国家民族之大事、大问题ꎬ而只作个人写真”ꎬ吴宓自述

其才力及志节ꎬ表明“生宓之世”ꎬ所“笃信力行”之“保守主义”ꎬ包括反对文字改革ꎬ是“需要绝

大之勇气与绝大之牺牲者ꎬ固非庸凡势利之人所能为、所敢为者也”⑧ꎮ 这就说出了他的主张及

行为的价值ꎬ也将其理想化和英雄化了ꎮ 应该说ꎬ吴宓是非常清醒的ꎬ他的主张和行为既有堂吉

诃德的喜剧性ꎬ也不无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荒诞意味ꎮ

二、横岭侧峰:吴宓的文言书写

吴宓喜爱文言文ꎬ维护文言文ꎬ那么ꎬ他的文言文书写情形如何呢? 是得心应手ꎬ还是局促逼

仄? 在理论上ꎬ吴宓认为:“作文之法ꎬ宜借径于古文ꎬ无论己所作之文为何类何题何事何意ꎬ均
须熟读古文而摹仿之ꎮ 盖凡文以简洁、明显、精妙为尚ꎬ而古文者固吾国文章之最简洁、最明显、
最精妙者”ꎬ“惟精于古文者ꎬ始能作佳美之时文与清通之白话”ꎮ⑨ 古文是白话之母ꎬ先说说他的

文言论说文ꎮ 其实ꎬ吴宓行文并不长于说理ꎬ他在说理时偶有自我重复ꎬ缺乏逻辑层次ꎬ时不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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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其他符号、公式和图表ꎬ如同作数学题ꎮ 到目前为止ꎬ他出版的惟一专著«文学与人生»里面

就有各种图表公式ꎬ其他文章也不乏图表ꎬ给人以不连贯、不顺畅印象ꎬ近似科技文章或草稿笔

记ꎮ 他多采用文言行文ꎬ但并不十分顺畅ꎬ跳跃性大ꎬ甚至有以偏概全、辞不达意的现象ꎮ «论新

文化运动»是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代表作ꎬ先刊于«留美学生季报»(１９２０ 年第 ８ 卷第 １ 号)ꎬ后
转载于«学衡»(１９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其说理情形如何ꎬ可以第一段为例来作分析ꎮ 文章开篇这样

写道: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ꎬ其持论ꎬ则务为诡激ꎬ专图破坏ꎮ 然粗浅谬误ꎬ与古今

东西圣贤之所教导ꎬ通人哲士之所述作ꎬ历史之实迹ꎬ典章制度之精神ꎬ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

识ꎬ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ꎮ 其取材ꎬ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ꎮ 在西洋已视为

糟粕ꎬ为毒鸩者ꎬ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ꎮ 其行文ꎬ则妄事更张ꎬ自立体裁ꎬ非马非牛ꎬ不中

不西ꎬ使读者不能领悟ꎮ 其初为此主张者ꎬ本系极少数人ꎬ惟以政客之手段ꎬ到处鼓吹宣布ꎻ
又握教育之权柄ꎬ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ꎬ群情激扰ꎬ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

地、传授之人ꎬ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ꎬ为惟一之泰山北斗ꎬ不暇审辨ꎬ无从抉择ꎬ尽成盲从ꎬ实
大可哀矣ꎮ 惟若吾国上下果能认真研究西洋学问ꎬ则西学大成之日ꎬ此一派人之谬误偏浅ꎬ
不攻而自破ꎬ不析而自明ꎮ 但所虑者ꎬ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ꎬ忧患危疑之际ꎬ苟一国之

人ꎬ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ꎬ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ꎬ沉溺于淫污之小说ꎬ弃德慧智术于不顾ꎬ又
国粹丧失ꎬ则异世之后ꎬ不能还复ꎮ 文字破灭ꎬ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ꎮ 长此以往ꎬ国将不国ꎮ
凡百改革建设ꎬ皆不能收效ꎮ 譬犹久病之人ꎬ专信庸医ꎬ日服砒霜ꎬ不知世中更有菽粟ꎬ更有

参饵ꎮ 父母兄弟ꎬ苟爱此人ꎬ焉能坐视不救? 呜呼! 此其关系甚大ꎬ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

空谈ꎮ 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ꎬ以求改良补救之方ꎮ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ꎮ”①

这段话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先对新文化运动作一个总判断ꎬ说它“务为诡激ꎬ专图破坏”ꎬ
“粗浅谬误”ꎬ既不符名家先贤之论ꎬ也不合历史典章精神ꎬ还与普通人的常识相“悖逆”ꎬ相“抵
触”ꎮ 接着ꎬ再指出新文化运动之失误ꎬ在于选择了西洋某一家之糟粕思想学说作为西方文化的

全体ꎬ还以政客手段方法ꎬ到处鼓吹传布ꎬ让国内青少年受之影响而盲从ꎬ失去辨别和选择力ꎮ 最

后表达他个人的顾虑和担心ꎬ今之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ꎬ忧患危疑之际ꎬ假若一个国家和人民

都醉心于大同幻梦ꎬ沉溺于淫污小说ꎬ不顾德慧智术ꎬ导致国粹丧失ꎬ一遇社会变迁ꎬ再也不能还

原恢复ꎬ特别是语言文字ꎬ一旦破灭ꎬ人们不能明其喻意ꎬ“长此以往ꎬ国将不国”ꎮ 吴宓以庸医和

砒霜指代新文化运动介绍的西方学说ꎬ人们服用之后不知还有菽粟和人参ꎮ 事实上ꎬ吴宓持有后

果推断论ꎬ他所说的各种后果并不与新文化运动构成直接关系ꎬ与醉心幻梦、沉溺小说、弃绝德慧

智术实不相干ꎮ 至于国粹丧失ꎬ文字破灭ꎬ虽有吴宓的担心ꎬ但并非是由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结

果ꎮ 吴宓的思维是跳跃的ꎬ发散性的ꎬ有些言不由衷ꎬ他没有集中目标ꎬ以剥笋之法ꎬ直捣黄龙ꎬ或
逐一批驳ꎬ层层推进ꎬ其说理之效也就难以达到ꎮ 就其语言表达而言ꎬ吴宓的文章多为模式化表

达ꎬ如“传授之人ꎬ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ꎬ为惟一之泰山北斗”ꎬ这样的比喻在古文里也是随处可

见的句式ꎮ 又如“其行文ꎬ则妄事更张ꎬ自立体裁ꎬ非马非牛ꎬ不中不西ꎬ使读者不能领悟”ꎬ也是

习惯性语句ꎬ空洞而模糊ꎮ 再如“其持论ꎬ则务为诡激ꎬ专图破坏ꎮ 然粗浅谬误ꎬ与古今东西圣贤

之所教导ꎬ通人哲士之所述作ꎬ历史之实迹ꎬ典章制度之精神ꎬ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ꎬ悉悖逆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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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而不相合”ꎬ说的都是宏观判断ꎬ没有落到实处ꎮ 问题和例证如不具体ꎬ所说道理自然也就不

明晰ꎮ 就是他所采用的一些词汇ꎬ如“一派之宗师”“泰山北斗”“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也缺乏

特定对象和意图限制ꎬ自然也就少了些新意ꎮ 说理文ꎬ重在概念精确、思维连贯、事实具体、表达

明晰ꎬ最为忌讳的是材料缺乏、道理空洞、思维混乱ꎮ 吴宓以文言说理ꎬ就有些局促、简单和重复ꎬ
缺乏严谨的逻辑性、透彻的分析力以及从容自如的文字表达ꎮ 他的文章表面上洋洋洒洒ꎬ骨子里

却前后重复ꎻ语言表达多判断少分析ꎬ多比譬少事实ꎮ 语句与语句、段落与段落之间ꎬ横看成岭侧

成峰ꎬ单独看还是连贯的ꎬ通篇读起来却有些颠倒或重复ꎮ
再看吴宓的文言叙事ꎮ 文言记事和白描是吴宓最为精彩的文字ꎬ简洁而干净ꎬ生动而有趣ꎮ

如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的日记:“林君玉堂偕其夫人ꎬ自中国来ꎬ亦专习文学ꎮ 昨晚抵此ꎮ 其夫人略

患微恙ꎬ故是日仅见林君ꎮ 林君人极聪敏ꎬ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ꎬ未能为同志也ꎮ”①短短的一

段文字ꎬ就将林语堂及夫人之行踪、现状及志业介绍得清清楚楚ꎬ明明白白ꎬ干净利落ꎮ 再看一段

吴宓日记所记录的访友归途经历ꎮ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ꎬ吴宓渡嘉陵江访友ꎬ午餐后乘船返回ꎮ
“水涨ꎬ又轮舟过ꎬ致宓所乘渡舟为江流冲下ꎬ将近白庙子矣ꎮ 舟达南岸峡边而止ꎮ 诸客上崖边

小路分途各去ꎮ 宓从一妇人、一男挑夫(空担ꎬ售物者)ꎬ沿岸边小路右行(即上溯江)以赴北碚ꎮ
崖石纵横ꎬ路忽上忽下ꎬ中间一段路窄而峡壁石坡甚滑而峻削ꎬ虽有足迹ꎬ宓竟惧怯不敢走过(恐
失足坠入江中)ꎬ乃呼挑夫救援ꎮ 挑夫走回ꎬ宓置笠于其筐中ꎬ挑夫以右手握宓左手而平举之ꎬ宓
右手拄杖前行ꎬ挑夫紧随ꎬ得过险处ꎬ宓欲酬挑夫ꎬ不受ꎬ径去ꎮ”②吴宓用语之简ꎬ非同一般ꎮ 在语

言修辞上ꎬ完全不输桐城派方苞、姚鼐的游记ꎬ它们也最能体现吴宓的文言特点ꎬ用词简洁、精确

而贴切ꎬ特别是其动词和形容词ꎬ语句也很简短ꎬ“不受ꎬ径去”就是例证ꎮ
吴宓曾在一次教研活动中讨论姚鼐的«登泰山记»ꎮ 他认为学习作文之写景状物、叙事、抒

情和说理ꎬ惟有写景状物“最难”ꎬ并以自己所作诗文为例ꎬ多用“翻译法”ꎬ“旨在真确明显地、要
言不繁地描写出现有之题材ꎬ而不为格律、宗派、风气、辞藻所转移”③ꎮ “真确”和“要言不繁”恰
恰是文言文的特点ꎬ“吴宓日记”就体现了这样的语言特点ꎬ特别是他对天气变化和自然风景的

描绘足见出其文言功力ꎮ 如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日记:“夜中雨ꎬ落屋瓦有声ꎮ”④３ 月 ９ 日日记:“坐
南开小池畔ꎬ看‘桃花照水’ꎮ 湖面平碧ꎬ春云漾霞ꎬ一带青山ꎬ几丛松树ꎬ鸟啼枝上ꎬ儿戏水滨ꎬ静
美之境ꎬ殊可乐也ꎮ”⑤３ 月 １８ 日日记:“晚ꎬ大风ꎬ甚寒ꎮ 夜中风大ꎬ树摇ꎬ枝戳窗破多处”⑥ꎮ ４ 月

１０ 日日记:“大风几于倾屋拔木ꎬ月光黯隐ꎬ继以雷电ꎬ暴雨随至ꎬ击屋瓦ꎬ倾檐溜ꎬ震响闪烁ꎮ 逾

夜半ꎬ风渐小而雨益盛ꎮ 觉甚寒”⑦ꎮ １２ 月 ４ 日日记:“晨戴月衔雾至雪宅ꎬ欲送昨柬歀ꎬ远望雪

宅无灯ꎬ疑未起ꎬ或已迁去ꎬ乃返ꎮ”⑧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日记:“晚ꎬ更大风ꎬ雷电ꎬ暴雨ꎬ电灯齐灭ꎬ
逾时乃止ꎮ 终夜小雨ꎬ顿觉凉爽ꎮ”⑨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４ 日日记:“晨 ５ ∶ ００ 起ꎬ出立院外ꎬ阴ꎬ已而有零

星小雨ꎬ渐密ꎬ湿阶础ꎬ甚凉ꎮ 及宓回舍盥沐ꎬ至晨 ６ ∶ ００ 雨乃全止ꎬ晨 ７ ∶ ００ 又盛晴矣ꎮ 月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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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ꎬ众皆焦盼ꎬ得此小雨亦良佳”①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吴宓由长江一路直下ꎬ乘船过武汉ꎬ到广

州看望陈寅恪ꎬ过三峡后ꎬ“所行江面极宽ꎬ望之如湖ꎬ四围陆地ꎬ草青一线ꎬ岸几与江面平ꎬ远处

隐隐偶见小山而已ꎬ仍佩杜诗出峡后描写之真确”②ꎮ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 ５ 晚上ꎬ“觉闷热ꎬ蚊大侵扰ꎬ乃
起ꎬ去帐ꎬ开窗ꎬ以扇驱蚊ꎬ而蚊益盛ꎬ最后只得关窗撤帐而寝”③ꎮ 无论是对天气的记录ꎬ还是对

自然的白描ꎬ简单的几笔就能达到外形尽显、感受逼真的效果ꎮ
实际上ꎬ白话文在取得正宗地位之后ꎬ文言文并没有完全消失ꎬ而是依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

生活之中ꎬ特别是在一些书信、日记、碑记、铭文、方志、典籍整理等场合及文体都盛行文言文ꎮ 胡

适的«先母行述»就以文言撰写ꎬ其原因是“在乡间用活字排印”④ꎬ此类文体在乡间都是采用文

言文ꎬ是约定俗成而已ꎮ 文言文有其特定的语境和场合ꎬ也有其特定的文章义法ꎮ 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ꎬ文言文的社会环境也就会逐渐变得逼仄起来ꎬ其文化意蕴和文章义法也会被消融于白话

的表达之中ꎮ 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穿插自如ꎬ体用无间ꎬ无论是如梁启超“新民体”那样实现文白

杂糅ꎬ通俗而古雅ꎬ还是像鲁迅那样借用文言词汇ꎬ转接白话句法ꎬ灵活而巧妙地使用关联词ꎬ形
成简捷又繁复ꎬ生动而干净的话语方式ꎬ他们在文白之间实现了有效的转换、融合与创造ꎮ 辜鸿

铭曾描述了汉语表达的一个理想状态:“语言要高雅ꎬ表达要自由ꎬ用字要简练ꎬ意义要完满ꎮ”⑤

“高雅”“自由”“简练”和“完满”都是非常高远而美好的语言效果ꎬ涉及语言的词汇、语法和修

辞ꎬ语言的形式和意义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要求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了ꎮ 吴宓日记坚持文言写

作ꎬ既延续了文言的简约、精确传统ꎬ也彰显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ꎮ 相对而言ꎬ个人日记毕竟还

是比较私人化的文体ꎬ它主要不是为了公开而进行的创作ꎮ 如果作为更广泛而自由的表达文体ꎬ
文言方式就显出它的弱点来了ꎬ特别是在说理的透彻明晰以及接受的大众性上ꎬ文言方式就有其

不充分、不自由ꎬ有限制的地方ꎮ

三、情势所迫:吴宓的白话写作

因历史经验和现实原因ꎬ吴宓也给白话文留了位置ꎮ 他认为:“小说戏剧等有当白话者ꎬ即
用简炼修洁之白话ꎬ此外文体之精粗浅深ꎬ宜酌照所适ꎬ随时变化ꎬ而皆须用文言ꎮ”⑥虽然ꎬ他多

次批评白话文倡导者和新文学作者胡适、傅斯年、沈从文、闻一多和朱自清等人ꎬ认为新文学家皆

“冷酷无情、重利自私”⑦ꎬ但他个人却比较赞赏新文学作品«玉君»和«子夜»ꎮ １９２５ 年ꎬ他评价杨

振声的小说«玉君»说:“白话文用之小说ꎬ当属正常ꎬ然亦须用简炼修整之白话文”ꎬ应“为中国之

白话文”ꎬ而非“欧化式白话文”ꎮ 中国之白话文标准就是«石头记»ꎬ在吴宓看来ꎬ“玉君一书之

词句文体ꎬ亦深得熟读石头记之益ꎬ而有圆融流畅之致”⑧ꎮ 他对茅盾小说«子夜»的白话语言和

艺术结构也极为赞许ꎬ认为:“尤可爱者ꎬ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ꎮ 近顷

作者所著之书名为语体ꎬ实则既非吾华之语亦非外国语ꎬ惟有不通之翻译文字差可与之相近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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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事难于精美之一大根本问题吾人始终主张近于口语而有组织有锤炼之文字为新中国文

艺之工具ꎮ 国语之进步于兹亦有赖焉ꎮ 茅盾君此书文体已视«三部曲»为更近于口语ꎬ而其锤炼

之处亦更显著ꎮ 殆所谓渐进自然者ꎬ吾人尤钦茅盾君于文字修养之努力也ꎮ”①吴宓反对白话文ꎬ
主要是反对白话取代文言ꎬ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是这样ꎬ１９４９ 年后依然如此ꎬ可以说是至死不渝ꎬ
乃至有着舍我其谁的臆想ꎮ 有学生回忆ꎬ １９４２ 年的吴宓曾在一次讲座上讨论“中国近代小说发

展史”ꎬ谈及文言和白话ꎬ就认为:“有人说文言文即将废除了ꎬ我说不然ꎬ只要我吴宓在ꎬ文言文

就废除不了ꎮ”②这看起来虽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勇气ꎬ但也有堂吉诃德的意味ꎮ 事实上ꎬ吴宓挽

救不了文言文ꎬ白话文之所以能够取代文言文ꎬ也并非仅仅是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

的理念设计和文学实践ꎬ而是有着强大的社会诉求和不可逆转的社会情势ꎮ
吴宓主要采用文言文写作ꎬ但他并不是不能写作白话文ꎮ 受社会情势的驱使ꎬ他与白话文时

有纠葛ꎬ也试了身手ꎮ 他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ꎬ就采用白话文为«大公报»“国闻周报”
作校改ꎮ 他一直构思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ꎬ“文体拟用中国式之白话ꎬ采取西文之情味神

理ꎬ而不直效其句法ꎬ亦不强纳其词字ꎬ总之ꎬ力求圆融通适ꎬ而避烦琐生硬”③ꎮ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ꎬ他
以王志雄之名发表了«新旧因缘»第一回ꎬ名为“溯渊源明稗官要旨ꎬ寓理想撰新旧因缘”ꎬ虽仅此

一回ꎬ再无续作ꎬ但却采用了白话文体ꎮ 它实是一个小说楔子ꎬ没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容ꎬ而以叙

述者口吻介绍自己喜欢小说ꎬ“贪恋小说”④ꎬ也曾创作过小说ꎬ构思“盘算数年”⑤ꎬ想写作«新旧

因缘»ꎮ 接着ꎬ叙述者就小说之“理想”“新旧”“因缘”等含义分别作介绍ꎬ最后提及小说应有高

尚正确的人生观ꎬ但又感人生难以预料ꎬ不可琢磨ꎬ思来想去没有结果ꎬ不得不上床就寝ꎬ辗转反

侧ꎬ进入了梦境ꎬ却梦见自己骑马飞入云端ꎬ又跌入大地ꎬ与众多旅行者一起ꎬ手持灯笼行走在一

丈见方的直路上ꎬ左边插天峭壁ꎬ右边是万丈深沟ꎮ 在一石壁上有一小孔ꎬ透过小孔ꎬ他却看到了

这样的景象:“原来石壁内方ꎬ却是一个美丽光明、庄严无上的世界ꎮ 我当时目定舌呆ꎬ要描画却

描画不出ꎬ但觉得千年花果、七宝楼台、霞光缭绕、瑞气氤氲等词句ꎬ还不能形容出这个世界的万

分之一ꎮ 其间正中最高之处ꎬ垂拱端坐着一位天帝尊神ꎮ 虽已高入云端ꎬ还令人肃然不敢仰视ꎮ
周围列坐着几位神仙ꎮ 衣冠状貌ꎬ各各不同ꎮ 仿佛像平常雕刻图画中所见的孔子、释迦、耶稣、苏
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ꎮ 还有诸多神仙ꎬ皆不知姓名ꎮ 个个都是衣冠整洁ꎬ态度庄肃ꎬ
容色和善ꎬ心地欢乐ꎮ 其他景致人物ꎬ形形色色ꎬ不及备睹ꎮ 我那时但觉得如饮醇酒ꎬ说不出的身

体清畅ꎬ心性恬适ꎮ 正欲逗留ꎬ细观究竟ꎬ却被那路上同行的人走过来向前一推ꎬ便把我挤开一

边ꎮ 我当下恍然若失ꎬ再去找那小孔ꎬ却死也找不着了ꎮ”⑥他不慎被同行者推入悬崖深渊ꎬ掉进

了一个凶猛的动物世界ꎮ 当他爬上一棵枯树后才得以幸免ꎬ吓醒后方知是一场梦ꎮ 小说以“欲
知书中本事ꎬ且听下回分解”结束ꎮ 小说语言也带有古白话特点ꎬ如“原来石壁内方ꎬ却是一个美

丽光明、庄严无上的世界”ꎮ 古白话源远流长ꎬ始自汉魏ꎬ历经唐宋半文半白和元明清的此起彼

伏ꎬ渐至成熟ꎮ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所叙述的就是传统白话文学的历史ꎮ 古白话既有文言的简

洁ꎬ也有口语的俗白ꎬ对新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ꎮ 吴宓的«新旧因缘»是对传统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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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继承与发展ꎬ有其阅读古代小说的语言经验积淀ꎮ 相对于新文学的白话文ꎬ显然它就缺乏表

达的个人性和创造性了ꎮ
据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的日记ꎬ吴宓曾用白话为«每周妇女»写了一篇文章ꎬ“上午 ８－１１ 在旅

社撰«文学与女性»一文ꎬ白话ꎬ约 ２４００ 字”①ꎮ １９３６ 年ꎬ他还发表了白话评论«徐志摩与雪莱»ꎮ
文章写道:“在«宇宙风»第八期中ꎬ读了郁达夫先生«怀四十岁的志摩»一文ꎬ使我十分感动ꎮ 郁

达夫本着‘惺惺惜惺惺’的意思ꎬ说:‘情热的人ꎬ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ꎬ周旋于家室ꎬ更或至于

不善用这热情的’ꎬ所以ꎬ‘悼伤志摩ꎬ或者也就是变相的自悼罢!’其实ꎬ古今东西的文人诗人ꎬ凡
是哀悼之作ꎬ无非指出那人(惨死的)与我(作者)中间性情行事遭遇的一二共同之点ꎬ既主观而

又客观ꎬ虽自悼亦是悼人ꎮ 如此方是真诚的哀悼ꎬ不是应酬敷衍趋附声光ꎻ如此方是自己说自己

心中的话ꎬ不是强文就题堆砌词句ꎮ”②我们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文字ꎬ是为了表明吴宓可以写

作白话说理文ꎬ并且写得也是非常自然而口语化的ꎮ 这一段文字的逻辑也连贯而顺畅ꎬ行文水到

渠成ꎬ先说明文章写作缘起ꎬ再陈述“感动”因由ꎬ最后表明悼念之作有悼人和自悼之意ꎬ有客观

和主观的两面性ꎮ 将引文融入文章叙述ꎬ但没有给人生涩、陡峭之感ꎬ所得结论也是自然而然ꎬ毫
不牵强附会ꎮ 由此可见ꎬ吴宓的白话说理文的水准不在一般新文学评论者之下ꎮ

吴宓也曾采用白话文翻译了雪莱的长诗:“你温和的言辞ꎬ是芳香的膏油 /滴入我生命的苦

碗ꎻ /我别无忧愁ꎬ只有曾经享受过这些幸福ꎬ只因 /为这些美事奇缘ꎬ /便是我痛苦的源泉ꎮ”③这

些诗句与五四新诗并没有多大区别ꎬ还有温婉雅致、凝炼押韵的汉语特点ꎮ 更让人惊讶的是ꎬ吴
宓曾用白话文写过情书ꎮ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他用白话给张尔琼写了一封情书ꎬ没有写完ꎬ也没

有发出去ꎮ 这封情书值得认真分析ꎮ 他在信中直接告白:“我现在痛苦已极ꎬ不能忍耐ꎮ 要写信

与 Ｂｅｌｌａꎬ又不知如何写法ꎬ方能投合 Ｂｅｌｌａ 之意ꎬ要见 ＢｅｌｌａꎬＢｅｌｌａ 又拒不肯见ꎮ 我病过三天了ꎮ
我失眠ꎮ 我勉强上课ꎮ 我饮食无心ꎮ 我不能工作ꎬ不能写信ꎬ不能办公ꎮ 我不愿见任何人ꎮ 我恨

一切人ꎬ不肯帮助我ꎬ替我疏通ꎬ反而不负责的讥讽破坏ꎮ”他向张尔琼述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ꎬ
还责怪了朋友ꎬ并以询问方式反问对方:“你最近一个月以来ꎬ心中到底感觉如何? ———尤其是ꎬ
你五月十八日写长信对我绝交以后ꎬ你究竟心中感觉着快乐ꎬ还是痛苦? 感觉着清静安适ꎬ还是

烦闷空虚? 你虽然各方面的交际繁多ꎬ消遣有术(«翠堤春晓»即看过三遍)ꎮ 或者别人给你介绍

的恋爱婚姻的对象层出不穷ꎮ 究竟你是否有一完全满意之人ꎬ究竟你心中是否还想到雨老(爱?
恨?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呢? ———Ｂｅｌｌａꎬ你生气不肯对雨老说ꎮ 请你对上帝说出你的心事ꎮ”使用一连串

的反问句ꎬ在关心背后也有责怪ꎮ 他请求 Ｂｅｌｌａ 阅读这封信ꎬ并希望能给他一个见面机会ꎮ “我
只请求你ꎬ约定日、时、地ꎬ让我和你ꎬ痛快的、从容的ꎬ长谈一次”ꎬ“我今求你可怜我爱你的一片

真情ꎬ赐给我这次‘最后的会谈’”ꎮ 虽以“请求”口吻ꎬ但却有命令语气ꎮ 他进而解剖自己:“我
的性情ꎬ是热烈而真诚ꎮ 其缺点是急躁而笨拙ꎮ 但对一切人都是凭好心ꎬ做好事”ꎬ“我一生最倾

心的是爱情与宗教”ꎬ“我的文学ꎬ我的生活ꎬ皆不外爱情、宗教二者之表现ꎮ 此外一切ꎬ都不深系

我心” ④ꎮ 这里很有点自我炫耀的意思了ꎮ 当恋爱双方正在发生矛盾时ꎬ采取这样的自我炫耀

方式恰恰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满ꎮ 事实上ꎬ这封似道歉又不像道歉的情书ꎬ对消除吴宓与张

尔琼之间的误解并没有多大的作用ꎬ反而使相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ꎬ但却自由而贴切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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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吴宓日记»(第 ４ 册)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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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语言的堂吉诃德:吴宓的文言执拗及白话书写

了吴宓的情感心理ꎮ 我们确能看到吴宓那份急迫的心情ꎬ那份掏心掏肺ꎬ那份言不由衷ꎮ
吴宓与张尔琼的情感纠葛是这样的ꎮ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ꎬ在一次躲警报时ꎬ吴宓认识了西南联大

助教张尔琼ꎬ他们聊到了文学、哲学和佛学ꎬ张尔琼被吴宓渊博的学识所折服ꎮ 他们开始谈恋爱ꎬ
并且感情很快就升温了ꎬ几个月时间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ꎮ 后来ꎬ吴宓将自己写给毛彦文和高

棣华的情书也给张尔琼看ꎬ本来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的坦诚和真挚ꎬ让对方由此知晓自己的用情之

深ꎬ还告诉张尔琼有关卢葆华向他求婚的事ꎮ 张尔琼无法理解吴宓所谓的坦诚ꎬ认为他情感不专

一ꎬ而断然与吴宓绝交ꎮ 这件事ꎬ吴宓有些弄巧成拙ꎬ为了挽回这段感情ꎬ他便用白话写了这封情

书ꎮ 也许在吴宓看来ꎬ只有白话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ꎬ文言过于简洁含蓄ꎬ难以充分而

自由地表现个人情感ꎬ抒情还需要借助物象比拟ꎬ这给人们的理解增设了转化和想象障碍ꎬ不如

用白话文来得直接、干脆和坦诚ꎮ 所以ꎬ吴宓用白话文写情书ꎬ或许有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地

方ꎬ更有其个人情感心理的投射和语言选择ꎮ
总之一句话ꎬ吴宓是文言的坚守者ꎮ 文言是一座城堡ꎬ他是现代的守门人ꎮ 但不能简单地

说ꎬ吴宓读不懂白话文ꎬ瞧不起新文学ꎮ 他能写白话文ꎬ只是受了古白话潜移默化的影响ꎬ也受到

个人情绪和外在情势的诱导ꎬ还受到一些过于因袭白话传统的影响ꎬ或者过于放任自流ꎮ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ｕ Ｍｉ’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Ｗａｎｇ Ｂｅｎｃｈ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４００７１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ｕ Ｍｉ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ｙ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ꎬ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ｏｖｅ ｆｏｒ ａｎｄ ａ ｎ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 ｈｉｍ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ｅｑｕ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Ｂｏｔｈ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Ｗｕ Ｍ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ꎬ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ｈｉ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ｈｅ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ａ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４９ꎬ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ｈｉｓ ｌａ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ｅｄ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ｕｒｄ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ｕ Ｍｉꎻ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ꎻ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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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①

秦林芳
(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１１７１ )

　 　 摘要: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ꎬ是在大生产运动和英模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ꎮ 在书写对象的

选择上ꎬ相关作品既涵盖了英模中的各种典型ꎬ又突出了其中的重点人物ꎬ在整体上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ꎮ 这

一时期对英模的具体书写从“对己”“对公”和“对人”三个层面展开ꎬ分别展现出英模的“实绩”“灵魂”和“影
响”ꎮ “英模书写”使作家在“走向工农兵”的过程中“受了很好的教育”ꎬ同时也承载起了“教育群众”的重要使

命ꎬ并以此积极参与了现实生活ꎮ 作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ꎬ它所包孕的这双重意蕴是作家们追

求文学之“用”的表现和结果ꎬ显现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阶级功利性特征ꎮ
关键词:　 “英模书写”ꎻ解放区后期文学ꎻ«田保霖»ꎻ陕甘宁边区ꎻ«解放日报»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２－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０３
作者简介:秦林芳(１９６１—　 )ꎬ男ꎬ江苏海门人ꎬ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研究” (１８ＡＺＷ０１９)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赵超构:«延安一月»ꎬ上海:上海书店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２９ 页ꎮ
③«延安作家纷纷下乡实行党的文艺政策»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ꎮ

　 　 自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开始ꎬ解放区作家就展开了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简称“英模”)的书写ꎮ 而后ꎬ陕甘宁边区两次英模大会———“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

会”(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的召开ꎬ更是直

接引发了解放区“英模书写”的高潮ꎮ 在两次大会中间ꎬ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作为“中外记

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于 １９４４ 年六七月间访问延安ꎮ 他发现:在延安ꎬ“小说虽然荒凉ꎬ报告与

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ꎮ 过去写小说的作家ꎬ现在多在这一方面写作ꎮ 这些报告文学的内

容ꎬ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ꎬ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②ꎮ 赵超构所提到的这些

“歌颂”“褒扬”的报告与速写之大量出现ꎬ是解放区作家积极追求、有意为之的结果ꎮ 此前一年

多ꎬ原以小说创作见长的丁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如果有作家连续写二十篇边区农村

的通讯ꎬ我们要选他做文艺界的劳动英雄ꎮ”③在这里ꎬ丁玲所表露出的以“通讯”形式去书写农村

新人新貌之审美崇尚ꎬ实际代表了解放区许多作家的共同倾向ꎮ “报告与速写” (或曰“通讯”
“特写”“报告文学”等)是解放区后期文学作“英模书写”时最常用的文体ꎮ 除此之外ꎬ用来书写

英模的文体还有与“报告与速写”一样具有非虚构写作性质的秧歌剧、诗歌、歌曲、鼓词、电影剧

本等ꎮ “英模书写”是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ꎮ 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ꎬ有
其历史的必然ꎻ同时ꎬ它也较为全面深入地揭示了英模的特质ꎬ并表现出了相当丰富的意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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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林芳: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一

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ꎬ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是在解放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运动”(简称“英模运动”)的背景下形成的ꎬ是对英模运动的直接反映ꎮ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对

生产模范较早就进行了奖励与宣传ꎬ但是ꎬ英模运动作为一个运动ꎬ则是在大生产运动掀起后才

得以蓬勃开展的ꎮ １９４１ 年前后ꎬ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陕北、华北等地严

重自然灾害的发生ꎬ解放区财政经济发生巨大困难ꎮ 为了战胜困难ꎬ毛泽东在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所作

的一个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认真地精细地组织经济建设ꎬ以达到“自给自足”和“长期支持根据

地”①的目的ꎻ两年后ꎬ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ꎬ他代表中共中央更是明确提出了“发展经

济ꎬ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②ꎮ 在中共中央号召下ꎬ以陕甘宁边区为中

心ꎬ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ꎮ 生产的发展ꎬ促进了劳动英雄的涌现ꎻ而发挥好劳

动英雄的示范作用ꎬ则又能够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ꎮ 因此ꎬ英模运动在解放区得到了广泛的开

展ꎮ 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做法是:政府把劳动英雄当作典型“在群众里宣传推广”ꎬ以此来“组织群

众生产运动”ꎻ这样ꎬ英模运动就成了“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

法”ꎬ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及其他各项工作的进步”③ꎮ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英模书写”的对象ꎬ主要就是英模运动中发现的“典型”ꎮ 英模运动是一

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ꎮ 在陕甘宁边区ꎬ从边区到县、乡、村以及机关ꎬ在这不同层级和序列中

“发现”了众多的英模ꎮ 在最高的“边区”层级上ꎬ就产生了许多英模ꎮ 单是到延安来参加两次英

模大会的英模代表ꎬ就各有 １８０ 位和 ４７６ 位ꎮ 再看机关ꎬ在第一次英模大会以后的一年中ꎬ“一万

二千人的中直各单位ꎬ共选举了特等、甲等与乙等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一千一百人ꎬ差不多达

到了百分之十”④ꎮ 由于英模辈出、数量甚巨ꎬ解放区作家自然无法对其一一作出书写ꎬ但从写成

的作品来看ꎬ他们仍然顾及到了英模的涵盖面ꎮ 他们发表的数以百计的“英模书写”作品ꎬ几乎

涉及了英模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典型ꎬ因而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ꎮ 例如ꎬ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报

告和速写中ꎬ刘漠冰的«罗专员和打盐队»(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是写打盐英雄的ꎬ纪叶的«模范炊

事员周良臣»(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是写模范炊事员的ꎬ萧三的«警卫英雄李树槐»(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是写警卫英雄的ꎮ 到 １９４５ 年ꎬ«解放日报»又陆续刊出了冯牧写部队拥政爱民模范的«徐
怀义改造丑家川»(１ 月 ６ 日)、吴伯箫写植树英雄的«“火焰山”上种树»(１ 月 ９ 日)、陈学昭写模

范护士的«记模范护士黄义生» (１ 月 １３ 日)、鲍侃写模范保姆的«模范保姆郭如平» (１ 月 １４
日)、艾青写烧水工人的«金炉不断千年火» (１ 月 １５ 日)、杨朔写烧炭英雄的«张德胜» (１ 月 １６
日)、张铁夫等写自卫英雄的«自卫英雄任喜招»(１ 月 １７ 日)和何薇写模范医生的«安泽模范中

医李克让»(２ 月 １１ 日)ꎬ等等ꎮ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在广泛涵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英模的同时ꎬ还突出重点ꎬ以

更多的篇章对英模运动中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英模———工业英雄赵占魁、农业英雄吴满有和部

队英雄张治国作出了极其详尽的、互文式的叙写ꎮ 在英模运动的星河中ꎬ他们 ３ 人是最为夺目的

明星ꎮ 在 １９４３ 年第一次英模大会上ꎬ他们均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ꎮ 在 １９４４ 年第二次英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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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政策»ꎬ«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７６８ 页ꎮ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ꎬ«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８９１ 页ꎮ
刘景范:«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李富春:«关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问题»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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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ꎬ在林伯渠、朱德等领导讲话以后ꎬ共有 ４ 人作为“劳动英雄代表”发言ꎬ“表示衷心地接受各

负责同志抑制自满的号召”①ꎬ他们 ３ 人均在其中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ꎬ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口

头政治报告中ꎬ特别提到他们 ３ 人是边区“工农兵”的代表ꎬ对“文化人”来说ꎬ他们分别是“工人

的韩荆州”“农人的韩荆州”和“军人的韩荆州”②ꎮ 所有这些ꎬ都可以看出他们在英模运动中无

人可以取代的地位和影响ꎮ
作为在英模运动中出现的工业、农业和军队系统最负盛名的英雄ꎬ这些各行业的英模成了许

多作家的聚焦点ꎬ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书写ꎮ 这里以对农业英模吴满有的书写为例略作说明ꎮ
对于吴满有ꎬ解放区后期文学在前期文学书写的基础上③仍然以多种形式作了反复的书写ꎮ 其

中ꎬ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作品以特写与诗歌(及歌词)为多ꎮ 前者主要有柯蓝的«吴满有的故

事»(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吴满有和他的庄里人»(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莫艾的«劳动的果实———
吴满有的秋庄稼»(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孔厥的«吴满有故事»(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１７ 日)、«南
泥湾好风光»(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赵文节(闻捷)的«吴满有在乡备荒大会上»(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等ꎮ 后者主要有艾青的«吴满有»(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９ 日)、«欢迎三位劳动英雄»(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安之平的«我想吴满有»(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贺敬之的«吴满有挑战»«生产大竞赛»(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ꎮ 此外ꎬ于光远自编自导了秧歌剧«吴满有»ꎬ陈波儿、伊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

«吴满有翻身»ꎬ并由延安电影摄影厂开始筹拍(«解放日报»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还刊发过«吴满有

将上银幕»的消息)ꎬ在陕甘宁边区之外的其他解放区还有关于吴满有的鼓词问世ꎮ
总之ꎬ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ꎬ作为此时出现的一种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ꎬ其发生发

展有其历史的必然ꎮ 可以这样说ꎬ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需要引发了大规模的英模运动ꎻ而英模运

动作为一种现实生活又进而促进了作为现实生活之反映的“英模书写”的出现ꎮ 纵览解放区后

期文学的“英模书写”ꎬ既涵盖了英模中的各种典型ꎬ又突出了其中的重点人物ꎬ从点面结合上对

英模的特质作出了较为全面也较为深入的揭示ꎮ

二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蓬勃发展起来的英模运动及其所发现和推出的英模ꎬ为解放区

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提供了背景和对象ꎮ 而解放区后期文学通过对英模的书写ꎬ也为英模运

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助力ꎮ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对英模特质的揭示ꎬ主要是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ꎬ英模们辛勤劳作ꎬ取得突出业绩ꎮ 这是英模之所以成为英模的基本条件ꎬ也是“英模

书写”的基础和起点ꎮ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ꎬ张铁夫、穆青发表特写ꎬ较早地对后来被视为“中国式的

斯达汉诺夫”的工人劳动英雄赵占魁作出了书写ꎮ 在他们的笔下ꎬ边区农具厂的赵占魁是“中国

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天下数第一的好人”ꎬ其突出特点是他的苦干和巧干ꎮ 他“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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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群英大会开幕ꎬ林主席致开幕词号召抑制自满力求进步»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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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的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和会中的 ５ 月 ５ 日ꎬ莫艾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

发现的»和«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等作品ꎬ并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最后一次会议的发言中ꎬ盛赞莫艾对于吴满有的宣传报道之社会价值不下于 ２０ 万担救国公粮ꎬ相当于 １９４１ 年陕甘宁边区征收

公粮的总数ꎮ 见齐志文:«记者莫艾»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９８ 页ꎮ



秦林芳: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看成第一”ꎬ在来到边区的 ３ 年多时间里ꎬ他做到了“一贯的不懈怠”ꎮ 每天ꎬ他天不明就起床ꎬ晚
上最后一个回家ꎮ 作为翻砂股股长ꎬ他承担了最艰苦也是最难干的工作———在酷热中ꎬ他是“唯
一的穿着棉衣”“站在离炉子顶近”“工作最忙而出汗最多”的人ꎮ 在“实干”的同时ꎬ他还积极革

新技术ꎬ通过“巧干”提高了生产的质量ꎮ 在他的领导下ꎬ翻砂股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才一

开始时ꎬ每次只能倒成八分之四ꎬ由于他的努力ꎬ现在每次可倒成八分之七了”①ꎬ效率几乎比从

前提高了一倍ꎮ
在第一次英模大会上与赵占魁同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的中央党校生产科副科长黄立德是中

直管理局推举的第一个“机关生产英雄”ꎮ 他以自己过硬的种菜技术ꎬ领导种菜队种菜ꎬ满足了

师生的吃菜需要ꎬ他也因此获得了“种菜的圣人”之美誉ꎮ 为了歌颂他的贡献ꎬ贺敬之、张鲁合作

创作了一首歌曲ꎮ 歌词首先对“老黄”种菜的辛劳和不易作了如此状写:“选好地哟下好种ꎬ除去

那野草好扎根ꎬ /翻地呵ꎬ灌水呵 /老实干哟肯吃苦ꎬ不为个人享幸福ꎬ /节省呵ꎬ努力呵ꎬ他更

把工作放前头ꎻ”接着ꎬ又以“洋芋肥哟白菜鲜ꎬ葫芦南瓜一大片ꎬ /萝卜呵ꎬ茄子呵ꎬ一眼望不到

边”②等词句铺陈了菜园丰收的情景ꎬ以此显现“老黄”的不凡业绩ꎮ 马杏儿是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受到

陕甘宁边区政府嘉奖的“边区妇女劳动英雄”ꎬ是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妹”的原型ꎮ 这年秋

天ꎬ陈学昭写了一篇访问记ꎬ对马杏儿的辛勤劳作与突出成绩作出了记述:她“整个春夏都是十

分忙碌的ꎬ挖地ꎬ播种ꎬ铲草ꎬ披星戴月地上地去劳动ꎬ黑夜了才回来”ꎮ 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

的成果ꎮ 当年ꎬ她和家人一起不但比上年多种了 ２０ 垧地ꎬ而且糜子、谷子、包谷等长势喜人、丰收

在望ꎮ③

其次ꎬ英模们忠诚担当ꎬ拥护党和政府ꎮ «解放日报»社论在号召开展“吴满有运动”时曾经

指出:“吴满有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ꎬ并且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ꎮ”④其实ꎬ吴满有所表现出的双重

“模范”性ꎬ不仅属于他个人ꎬ也属于整个英模群体ꎮ 在第二次英模大会上ꎬ廖鲁言在代表“机关

学校组”作“典型综合报告”时就强调:“对革命无限忠诚ꎬ不计较个人利益”ꎬ是英模们共同具有

的最重要的“品质”⑤ꎮ 这也就是说ꎬ英模之为英模ꎬ不仅仅在于他们在“对己”的层面上能够精

通业务、积极工作并取得突出业绩ꎬ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在“对公”的层面上能够积极响应党和

政府的号召ꎬ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ꎬ忠实履行好“公民”职责ꎬ为抗战、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ꎮ
“英模书写”的作者们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ꎬ在写出英模们作为“劳动的模范”一面的同时ꎬ还
突出地呈现了他们作为“模范的公民”的一面ꎮ 申长林与赵占魁、黄立德等一样ꎬ也是在第一次

英模大会上评出的特等劳动英雄ꎮ 陈荒煤曾以他为主人公创作了长篇特写«模范党员申长林»ꎮ
该文共有八个部分ꎬ其中第六部分的标题ꎬ即为“他和‘公家’血肉相关的分不开来”ꎮ 它以主人

公与“公家”的关系为核心ꎬ详细地记述了从 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２ 年他所承担的这“四年的负担”ꎮ 他

个人负担的公粮和公盐分别占到全村的 ５７％和 ４７％ꎮ 对此ꎬ他从没埋怨过“什么重咧ꎬ多咧”ꎻ相
反ꎬ他倒是表示:“不怕公家要的多ꎬ只要咱生产多ꎬ能把公家、革命维持住了ꎬ也就把咱维持住

了ꎮ”申长林将“咱”与“公家、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二者看作是一种“血肉相关”的、“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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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夫、穆青:«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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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昭:«访马杏儿»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ꎮ
«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ꎮ
«群英会机关学校组报告机关劳动英雄品质»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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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分不开”的关系ꎬ“处处为革命ꎬ为公家着想”①ꎮ 这是他“对党忠诚”的最突出的表现ꎬ同时

也代表了英模们的共同品格ꎮ
与申长林一样ꎬ吴满有和在第一次英模大会上被评为“甲等劳动英雄”的郭凤英ꎬ在处理个

人与“公家”的关系时同样表现出了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ꎮ 柯蓝在«吴满有的故事»一文中

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吴满有作为“模范的公民”的一面ꎮ 在认识上ꎬ吴满有明白了这样一个道

理:他自己能够发家致富、挣了“这份家当”、做到吃穿不愁ꎬ这一切“都是革命给我的”ꎮ 在行动

上ꎬ他秉持着“我有我就多交些”的信念ꎬ对于秋收后缴十四石公粮ꎬ他说“不重”ꎻ“给公家缴救国

款子ꎬ他出的最多”ꎮ 尤为感人的是他还表现出了克己奉公的品格ꎮ 一次ꎬ他和指导员到十几里

路外买完粮食后已过了午饭时间ꎬ他提出赶回去吃米饭ꎬ而指导员却买了蒸馍硬塞给他ꎮ 为此ꎬ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导员“手里一有钱就糟蹋”ꎬ说:“这年头要节省呀! 老百姓省下钱来给公

家!”郭凤英是柳青长篇特写«一个女英雄»中的主人公ꎮ 在寡居的 １１ 年时间里ꎬ她放脚下地ꎬ以
自己的辛勤劳动创业养家ꎬ拉扯大两个孩子ꎮ 她不仅做到自给自足ꎬ还卖了余粮ꎮ 尽管她还没有

像吴满有那样富有ꎬ但这位“历年的劳动使她的背脊弯曲着”的女英雄对“公家”仍然表现出了同

样可贵甚至更加感人的担当奉献精神ꎮ 她自以为上一年度她应出一斗四升公粮ꎬ但“村人和公

家无论如何拒绝接受”ꎻ无奈之下ꎬ她硬是“自动出了四十五斤公草”②ꎮ
再次ꎬ英模们以身作则ꎬ发挥示范作用ꎮ 英模们既然是“劳动的模范”或“公民的模范”ꎬ自然

具有其模范带头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在“对人”的层面上ꎬ他们还做到了激励和推动别人前进ꎮ 例

如ꎬ在地方上ꎬ吴满有和马丕恩就分别在积极生产和移民运动方面起到了这样的作用ꎮ 吴满有号

召“大家多生产”ꎬ希望 １９４３ 年“劳动英雄愈来愈多”③ꎮ 他有个愿景:“全边区的老百姓都是劳

动英雄ꎬ全边区的老百姓都丰衣足食ꎬ公家也不困难”ꎻ至于在“我吴满有劳动英雄的庄里”ꎬ他的

“计划”则是:要带领大家积极生产ꎬ要做到“一个二流子也没有咧”④ꎮ 如果说在这里柯蓝只是

书写了吴满有如何带领“庄里人”劳动致富这一“心里的计划”的话ꎬ那么ꎬ一个多月后ꎬ田方同样

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一篇特写则写出了刚刚被边区政府嘉奖为“边区劳动英雄”的马丕恩(马
杏儿的父亲)在现实中产生的巨大影响ꎮ 马丕恩原是米脂县人ꎬ１９４１ 年带着马杏儿等移民到延

安三十里铺边区农场种地ꎮ 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ꎬ他们“由赤贫之难民ꎬ一跃而为自耕农ꎬ皆称

为努力生产改善生活之模范”⑤ꎮ 文章写道ꎬ在和风吹拂、杨柳着绿之时ꎬ马丕恩回到米脂故里ꎬ
在短暂的三天时间里ꎬ他马不停蹄、广泛发动ꎬ“和乡亲们谈下南路到延安的好事情”ꎬ给他们“播
下了一颗心灵上的种籽”:“到延安去过好日子!”响应他的“召唤”ꎬ村里有 ４ 人立即随他去了延

安ꎻ而他走后当地政府也“在他的画像前”举行移民运动大会ꎬ他的巨幅画像还在继续召唤乡亲

们“到延安、到南路去过好日子”⑥ꎮ
在军队系统ꎬ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ꎬ李位、张治国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ꎮ

他们不但在大生产运动中创造了不凡的业绩、自己做了“劳动英雄”“模范军人”ꎬ而且以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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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作用带动了他们所在的集体ꎮ 佃农出身的李位是“三营全营的模范班长”ꎮ 在某团开展的

开荒大竞赛中ꎬ李位曾以一天开荒 ３.６７ 亩的“伟绩”夺冠ꎮ 不但如此ꎬ他还“积极努力ꎬ以身作

则”ꎬ在他的带领下ꎬ全班开荒取得了“平均总在一亩以上”的成绩ꎬ该班也因此“成了全连的模范

班”①ꎮ 张治国是“挖甘草的模范”ꎬ他第一次就挖了 ３０ 斤ꎬ以后每天挖 １０８ 斤ꎮ 在他的带领下ꎬ
挖甘草 ２０ 万斤的任务只用了十几天就完成过半ꎮ 他自己是这样盘算的:“用自己的模范来影响

别人ꎬ推动别人”ꎻ而结果也是他“不单自己做模范ꎬ还推动别人做模范ꎬ在生产中ꎬ他创造了一个

模范班ꎬ一个模范排ꎻ到了一班ꎬ他又号召大家争取模范班”ꎮ②

由上述分析可见ꎬ解放区后期文学从“对己” “对公”和“对人”三个层面展开了对英模们的

书写ꎬ显示了他们的英模特质ꎮ 其中ꎬ“对己”层面上的“辛勤劳作、取得突出业绩”ꎬ写的是他们

的实绩ꎻ“对人”层面上的“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作用”ꎬ写的是他们的影响ꎻ而“对公”层面上的

“忠诚担当、拥护党和政府”则揭示了他们的灵魂ꎮ 在三者的关系上ꎬ揭示他们的灵魂是书写的

核心和重点ꎬ状写他们的实绩和影响是为揭示其灵魂服务的ꎮ 这种书写关系的形成ꎬ隐含着作家

们对政治功利性的考量ꎬ由此使“英模书写”本身具有了比较丰富的意蕴ꎮ

三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对于书写者自己、对于现实生活均具有其重要的意义ꎮ 首

先ꎬ从“向内”维度(对于作家自己所具意义方面)来看ꎬ为了书写英模ꎬ作家们开始“走向工农

兵”ꎻ在英模书写的过程中ꎬ作家们自己也“受了很好的教育”ꎮ 较早从这个维度来肯定“英模书

写”之意义的是毛泽东ꎮ 对于丁玲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发表的书写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田保霖组织群众发

展经济的特写«田保霖»ꎬ毛泽东以不同方式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ꎬ其着眼点就在于他从作家的

创作中看到丁玲“到工农兵当中去了”③ꎮ 在第二次英模大会结束后不久ꎬ萧三指出:作家当时采

访、书写英模的行为ꎬ使作家自己“真正受了很好的教育ꎬ首先是接近了群众ꎬ工农兵群众中的英

雄、代表ꎬ了解了他们的工作、事迹、生活”④ꎮ 两年多后ꎬ周扬在评述包括“英模会上文艺工作者

写的英雄传”在内的“真人真事”创作时ꎬ也特别指出这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创作上的一

个新现象ꎬ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ꎬ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⑤ꎮ 对于政治领袖和评论界

的这些意见ꎬ作“英模书写”的解放区作家们也是非常认可的ꎮ 以«解放日报»记者的身份在第二

次英模大会上采访过多位英模并发表过多篇作品的陈学昭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ꎬ以抑制不住的兴

奋这样谈及自己在“英模书写”过程中的收获:“这是第一次———座谈会以后———我去和劳动人

民的代表接触ꎬ听着他们谈他们英勇的事迹ꎬ给我兴奋ꎬ也给我教育ꎬ并且使我觉得还能拿起笔

来ꎬ为他们写ꎬ为他们记录ꎬ是多么光荣的事情!”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ꎬ丁玲确认在写过«田保霖»
等几篇“短文”(特写)后ꎬ由于走向了工农兵ꎬ她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到了改造ꎬ她“对人物对生活

都有了浓厚的感情”⑦ꎮ 陈学昭和丁玲所表现出来对“英模书写”意义的如此认知ꎬ在作“英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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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作家中间是很有其代表性的ꎮ
确实ꎬ在“英模书写”的过程中ꎬ作家们在行动上“走向工农兵”ꎬ在结果上也“受了很好的教

育”ꎬ并且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ꎮ 这是因为如果不“走向工农兵”ꎬ他们对“工农兵”中的

杰出代表(英模)便无以作出书写ꎻ而一旦“走向工农兵”ꎬ必然会使他们加深对英模们卓绝才干

和高尚品格的了解ꎬ也必然会使他们的内心受到触动、并进而发生某些变化ꎮ 这样ꎬ对于作家们

来说ꎬ“英模书写”的过程事实上就成了一种具有鲜明阶级功利色彩的“自我教育” “自我改造”
的过程ꎮ 这是解放区后期文学“英模书写”意蕴的一个方面ꎮ 但是ꎬ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其中

的一个方面ꎬ而不是唯一的方面ꎮ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向

度ꎬ这就是“向外”维度上(对于现实生活所具意义方面)的“教育群众”ꎮ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毛
泽东在第二次英模大会上发表讲话ꎬ指出英模有“三个作用”ꎬ其第一个作用便是“带头作用”ꎬ也
就是“引起了大家向你们(指英模———引者)学习”①ꎬ其中隐含的意思即为:“你们”对“大家”(群
众)是具有教育引导作用的ꎮ 不但如此ꎬ毛泽东在此之前还多次阐述了“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②

的重要任务ꎬ强调要“给人民以东西”ꎬ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③ꎮ 解放区后期文

学的“英模书写”在热烈歌颂英模的同时ꎬ客观上也承载起了“教育群众”这一具有显著政治功利

性的重要使命ꎬ并以此积极参与了现实生活ꎮ 对于这一价值维度ꎬ我们通过对相关历史背景的梳

理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认知ꎮ
客观地说ꎬ大生产运动与“英模运动”的掀起ꎬ是为了生产自救自足、战胜外部封锁ꎬ但就其

实际效能而言ꎬ运动的掀起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解决内部矛盾的迫切需要有关ꎮ １９４１ 年前后ꎬ为
了缓解财政困难ꎬ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ꎬ但同时也使边区农民、工人的负担有所增

加ꎮ 在农村ꎬ边区征收“救国公粮”ꎬ１９４０ 年为 ９ 万石ꎬ１９４１ 年为 ２０ 万石ꎬ与 １９３７ 年的 １ 万石相

比ꎬ增幅巨大ꎮ④ 在农民的公粮负担迅猛增加之时ꎬ边区政府还于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发行了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的建设救国公债ꎮ 虽然政府明确了“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带有强迫命令的任何方式”ꎬ
但因数额很大ꎬ为了完成任务ꎬ许多地区大都采用了摊派的方法ꎻ而在一些“民众”看来ꎬ“公债是

派款”“不相信会还”⑤ꎮ 负担的增加ꎬ使一些农民产生了抱怨的情绪ꎮ 对此ꎬ毛泽东在党的“七
大”上所作口头政治报告中也用“有些老百姓不高兴” “哇哇地叫”来形容ꎬ承认“那时确实征公

粮太多”“负担很重”⑥ꎮ 与农村情况相似ꎬ边区公营工厂在有关工时和工资标准估价方式上作了

一些调整ꎬ也引起了一些工人的不满ꎮ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ꎬ边区总工会对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通过的«陕甘宁

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作出修订ꎬ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

则»ꎮ 其修改的内容有:工人每天劳动时间ꎬ从 ８ 小时延长至 １０ 小时ꎻ在工人工资标准的估价上ꎬ
将原来的“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的“估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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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定改为由厂方直接决定ꎮ① 新政策的出台ꎬ使一些工人和工会领导人产生了抵触情绪ꎮ
边区政府为调节供需关系、缓解财政困难在农村和工厂实行的相关政策ꎬ引发了内部矛盾ꎮ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ꎬ原本紧张的供需关系得到了调整、已有的内部矛盾也得到了缓解ꎮ 但

是ꎬ要使内部矛盾得到彻底解决ꎬ还必须以有效的手段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ꎮ 而当时

最有效的手段之一ꎬ就是发现英模、宣传英模ꎬ以英模的模范事迹(尤其是英模“对公”的态度)来
引导和教育群众ꎮ 在现实层面上ꎬ以某个英模为榜样、开展以其冠名的运动ꎬ均有其“教育群众”
的意义指向ꎮ 例如ꎬ军队系统开展了多个“运动”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治国运动”ꎮ 这一运动

的内容虽然发生过由最初的“挖甘草”到后来的“练兵” “开荒”之演变ꎬ但其过程和方法一般都

是“最先响应上级的号召ꎬ以身作则突破困难”ꎬ创造新的记录ꎬ并“不断的培养新的英雄ꎬ争取落

后分子ꎬ带领着群众前进”②ꎮ 与军队系统开展的这类运动相比ꎬ以“赵占魁运动”和“吴满有运

动”为代表的在工厂、农村中开展的各类“运动”有其相似之处ꎬ这表现在它们也均有一般意义上

的以“先进”教育“落后”、带动“落后”之意ꎮ 但是ꎬ由于边区内部矛盾主要集中在工厂、农村ꎬ因
而ꎬ后者与前者相比在“教育群众”问题上则附着了更为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ꎮ 以“赵占魁运动”
为例ꎬ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ꎬ边区总工会在一

个通知中说得明白:这一运动以“学习赵占魁之勤苦劳作始终如一的精神ꎬ及其新的劳动态度”
相号召ꎬ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ꎬ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

现象ꎬ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之“目的”③ꎮ 次年 ４ 月ꎬ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号召“继续开展

赵占魁运动”ꎬ再次强调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ꎬ使工人认识到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

应该有正确的劳动态度ꎬ反对经济主义、行会主义的思想ꎮ④

在审美层面上ꎬ与“英模运动”相伴随的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ꎬ以非虚构写作的方

式对现实生活中“英模运动”作出了真实反映ꎬ这就同样鲜明地表现出了“教育群众”的意义指

向ꎻ特别是在对工厂、农村中英模人物的书写中ꎬ更突出地表达出其政治功利性的诉求ꎮ 如前所

述ꎬ解放区后期文学是从“对己”“对公”和“对人”三个层面展开对英模们的书写ꎮ 其中ꎬ在“对
公”层面上的“忠诚担当、拥护党和政府”是他们的灵魂ꎬ也是英模书写的核心和重点ꎮ 为什么

“英模书写”要置重于此ꎬ就是因为要在这一方面更加充分地发挥英模的示范作用ꎬ引导群众向

英模学习、克服落后思想ꎬ以收到“教育群众”之效ꎮ 在农村ꎬ作家对申长林、吴满有、郭凤英等英

模“不忘革命好处”、积极缴纳公粮公盐公草和救国款子等事迹的书写ꎬ在意义指向上ꎬ既是对英

模奉献精神的礼赞ꎬ也未尝不是对抱怨负担过重的农民的批评和教育———当然批评和教育中又

饱含着期望ꎬ就是期望他们以英模为榜样、提高觉悟、乐于承担“公家”的负担ꎮ
在工厂ꎬ英模代表人物赵占魁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主人翁劳动态度ꎬ在«解放日报»记者张

铁夫、穆青所作长篇特写中也得到了深入的揭示ꎮ 赵占魁说过:“工厂是党办的ꎬ我是个党员ꎬ工
厂也就是我的!”在他眼里ꎬ“整天为自己的事跟别人发生问题ꎬ那是耻辱”ꎮ 他把自己的一切献

给了“党”、献给了“革命”ꎬ时时刻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积极工作着ꎬ而从不“为自己的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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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①ꎮ 他在工作中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劳动态度ꎬ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我们新民主主义地

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②ꎬ对那些有“经济主义和行会思想”的工人起到了警醒

和教育的作用ꎮ 与赵占魁一样ꎬ丁玲笔下的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难民纺织厂的袁光华也具有这种

“新的劳动态度”ꎮ 作为“厂内最忠实最正确的同志”ꎬ他是在边区开展的赵占魁运动中才“被全

部人所了解ꎬ所肯定”的ꎮ 在本质上ꎬ他与赵占魁一样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和“党”的事业的无限

忠诚ꎮ 在管理难民纺织厂时ꎬ他始终能够从“工厂是革命的ꎬ是咱们党的ꎬ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一

观念出发ꎬ能够做到“党叫我做什么ꎬ我就做什么”ꎮ 而在表现方式上ꎬ与赵占魁相比ꎬ袁光华则

更显现出了其斗争的主动性ꎮ “在保卫工厂的意念坚持下”ꎬ他敢于与工人中的“只肯工作八小

时ꎬ学习、开会、娱乐都要估工时”等落后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忍的斗争”③ꎮ 可以说ꎬ在现实生

活中ꎬ袁光华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教育群众”的职责ꎮ 丁玲通过对袁光华“新的劳动态

度”和“坚忍的斗争”精神的双重书写ꎬ强烈地表现出了“教育群众”的政治功利性诉求ꎮ
综上所述ꎬ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ꎬ是在大生产运动和英模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ꎮ 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ꎬ相关作品既广泛涵盖了英模中的各种典型ꎬ又突出了其中的重点人

物ꎬ因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ꎮ 它们对英模们的具体书写从“对己” “对公”和“对
人”三个层面展开ꎬ分别呈现出了他们的“实绩”“灵魂”和“影响”ꎮ 其意义在于:一方面ꎬ在“向
内”的维度上ꎬ“英模书写”既促使作家在行动上“走向工农兵”ꎬ又在结果上使作家自己“受了很

好的教育”、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感情ꎻ另一方面ꎬ在“向外”的维度上ꎬ它客观上也承载起了“教育

群众”的重要使命ꎬ并以此对现实生活作出了积极的参与ꎮ 它以对英模灵魂的揭示为核心ꎬ其意

就在于凸显英模在“对公”层面上的示范作用ꎬ引导群众更多地在这一方面向英模学习、克服落

后思想、忠实履行好自己的“公民”之责ꎮ 作为此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ꎬ它所包孕的“自我

教育”与“教育群众”这双重意蕴是作家们追求文学之“用”的表现和结果ꎬ显现出了解放区后期

文学的功利性特征ꎮ 解放区前后期文学价值观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ꎬ它们均是以追求“功利

主义”为目的的ꎮ 解放区后期文学“英模书写”中所蕴含的功利性ꎬ从一个方面显现出了解放区

后期文学与前期文学的关联ꎮ 当然ꎬ这一时期“英模书写”所包孕的双重意蕴均具有很鲜明的阶

级和政治之色彩ꎬ因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是一种“阶级的功利主义”ꎮ 这也从一个方面

显现出了解放区后期文学的“功利主义”置重于“为阶级”的一般特点ꎮ

０２

①
②
③

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３、１４ 日ꎮ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社论)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ꎮ
丁玲:«袁光华———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ꎬ«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ꎮ



秦林芳: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Ｏｎ “Ｈ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Ｑｉｎ Ｌｉｎｆ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１１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 ｈ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ｋ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 ｔｏ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ꎬ “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 ｓｏｕｌ” ａｎｄ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Ｈ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ꎬ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ꎻ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ｉｔ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ｔ ｔｈｅ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ｔ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ｐｕｒｓｕｅｄ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ｈ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ꎻ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ꎻ Ｔｉａｎ Ｂａｏｌｉｎꎻ
Ｓｈａａｎｘｉ－Ｇａｎｓｕ－Ｎｉｎｇｘｉ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ꎻ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ｉｌｙ

责任编辑:李宗刚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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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４ 卷 第 ４ 期 (总第 ２８５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５)

“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
———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①

陈夫龙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在老舍的武侠题材、类武侠题材作品以及不少纯文学作品中ꎬ都活跃着侠客的身影ꎬ张扬着侠文化

精神ꎮ 但老舍并没有大肆铺展武功描写ꎬ更未沉湎于“武”的自我陶醉ꎬ而是对“武”的历史命运进行了理性反

思ꎬ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积极探寻ꎮ 老舍以侠文化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精神资源ꎬ其作品的侠义书写以

提振民气和启蒙救亡为鲜明特征ꎬ在主题内蕴和艺术精神上已大大超越雅俗的范畴ꎬ彰显出他对侠文化进行改

造的现代意义ꎮ 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离不开其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ꎬ他对待侠文化的理性

反思态度和建构型改造思路ꎬ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ꎬ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老舍ꎻ侠文化ꎻ侠文化改造ꎻ提振民气ꎻ启蒙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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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夫龙(１９７５—　 )ꎬ男ꎬ山东枣庄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抗战文学与侠文化研究”(１９ＹＪＡ７５１０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陈夫龙:«激情与反叛———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资料辑»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今ꎬ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ꎬ而侠文化作

为一种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在不断彰显且倍受重视ꎮ②这至少告诉我们ꎬ用本土理论方

法阐释本土文学现象进而建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话语系统存在着一种可能ꎬ因而ꎬ以侠文化视角

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其人其文ꎬ也就成为描述现代文学经验、重视其自身主体精神建构过程的

一种重要方式ꎮ 在这一研究领域ꎬ一生酷爱武术、曾拜师学艺且浑身侠肝义胆的老舍自然会进入

研究者的视野ꎬ他在现代中国的生存经验、精神体验和主观感受成为研究者考察其创作的重要维

度ꎮ 已有成果从老舍个性与侠文化、老舍小说侠义情结的形成、老舍侠义精神与国民性的改造、
老舍侠义精神的价值意义等多个层面阐发了老舍与侠文化的关系ꎬ丰富了老舍与侠文化研究的

内容ꎬ深化了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的意义ꎮ 但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仍然很多ꎬ存
在着不断增值的空间ꎮ 比如“武”和“侠”作为传统侠文化的两大元素如何在老舍作品中得以艺

术地呈现? 老舍对侠文化进行了怎样的改造和运用? 他对待侠文化的态度与其人生历程中的生

存感受、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机的关联? 他对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及其侠义

书写于现代中国语境下的生存和文化转型发展究竟有何意义? 这些问题既构成了本文即将展开

的逻辑理路ꎬ也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ꎮ

一

梁羽生指出:“在武侠小说中ꎬ‘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ꎬ‘侠’是灵魂ꎬ‘武’是躯壳ꎮ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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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的ꎬ‘武’是达成‘侠’的手段ꎮ 与其有‘武’无‘侠’ꎬ毋宁有‘侠’无‘武’ꎮ”①这深刻揭示了

“侠”与“武”之间的辩证关系ꎮ 具体到武侠小说中ꎬ无论孰重孰轻ꎬ二者都是一个人成为侠客必

不可少重要因素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侠”要扬名立万ꎬ驰名江湖ꎬ必须靠“武”来成就和锻造ꎬ所
谓仗剑行侠、以武行侠是也ꎮ 行侠要靠剑靠武ꎬ更要靠侠义精神ꎮ 当然ꎬ这里的剑可指武器、武
功ꎬ也可指某种资本或势力ꎮ 要做旷世大侠ꎬ“武”和“侠”这两大元素均不可或缺ꎮ 行侠须仗剑ꎬ
无剑(武器、武功、资本或势力)则无法替天行道、除暴安良ꎮ 试想ꎬ一个侠客如果连自身性命都

不能保全ꎬ陷入安全危机ꎬ何谈扶危济困ꎬ拯救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ꎬ任何拯世济民的抱负都将成

为空谈ꎮ 从本质上说ꎬ侠文化的价值魅力ꎬ不仅在于“侠”的精神ꎬ而且在于作为一种优雅的暴力

手段和绚烂的审美形式的“武”的施展ꎮ 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ꎬ“武”和“侠”都将接受严酷现

实的考验ꎬ面临命运的挑战和出路的选择ꎮ 老舍爱好武术ꎬ深谙武功精髓ꎬ自己也练武ꎬ以他对武

学的理解和掌握ꎬ从事武侠文学创作ꎬ展现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武功技击ꎬ可以说是手到擒来ꎬ
绝非难事ꎮ 但他并未这样做ꎬ即使在他创作的武侠题材、类武侠题材作品中ꎬ也没有大肆铺展武

功描写ꎬ更未沉湎于“武”的自我陶醉ꎬ而是对“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命运进行了理性反思ꎬ对
“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合理有效的探寻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在新文学阵营基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需要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普遍

持轻视、批判甚至否定态度的时代氛围中ꎬ老舍曾应允上海«小说半月刊»为其创作一部长篇武

侠小说«洋泾浜奇侠传»ꎬ还曾向赵家璧透口话说自己要写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ꎮ 但由于

各种原因ꎬ这两部武侠小说并没有完成ꎮ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ꎬ«断魂枪»在天津«大公报»发表ꎬ这是老

舍从计划要写的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短篇ꎮ 在«断魂枪»中ꎬ老舍不仅结合

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反思了“武”的历史命运ꎬ而且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了

积极的探寻ꎮ 同样ꎬ这些反思和探寻在他的话剧«五虎断魂枪»和小说«八太爷»中也都有体现ꎮ
在谈到«断魂枪»时ꎬ老舍说:“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 中的一小块ꎮ ‘二拳师’ 是

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ꎮ 我久想写它ꎬ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②«断魂枪»
写的是武侠ꎬ真实地写出了一代镖客大侠沙子龙在时代大潮冲击下价值失落的悲壮而苍凉的境

遇ꎮ 小说中那股刚烈而又悲凉的审美氛围和老镖师神枪沙子龙的大义凛然之气ꎬ让人十分感动ꎬ
并肃然起敬ꎮ

在近代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ꎬ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和新式武器的发明ꎬ镖客行当和刀

枪剑戟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价值ꎬ镖师沙子龙空有一身神枪本领却无用武之地ꎬ他的存在感陷入虚

无ꎬ他的生命价值因无所寄托而走向失落ꎬ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局ꎮ 沙子龙不同于重义轻生的先

秦两汉游侠ꎬ亦非权贵豢养的“私剑”ꎬ更不同于武侠小说中除暴安良的侠客ꎬ他只是一个为商贾所

雇佣的镖局镖客ꎮ 他生不逢时ꎬ处在一个武侠文化衰落、刀枪剑戟无法施展威力的近代社会ꎬ无法

像历史上或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侠客、绿林好汉那样扬名立万ꎬ靠着一世英名威望安享晚年ꎮ 武侠和

武侠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ꎬ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ꎬ一切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

都将面临惨遭淘汰的厄运ꎮ 时至近代ꎬ武侠文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千年ꎬ孕育过无数江湖

侠客和英雄豪杰ꎬ也制作出无数惊天动地且撼人心魄的武侠传奇故事ꎬ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

下ꎬ作为武侠的生存土壤和生活形态将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无情抛弃ꎮ 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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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元素潜滋暗长并日益盛行ꎬ使得大刀、长矛、毒弩、厚盾、武功、义气等传统文化元素陷入价值失

落或一无是处的尴尬彷徨困境ꎮ “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 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ꎬ
有了火车呀ꎬ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ꎮ 枣红色多穗的镳旗ꎬ绿鲨皮鞘的钢刀ꎬ响着串铃的口马ꎬ江湖上

的智慧与黑话ꎬ义气与声名ꎬ连沙子龙ꎬ他的武艺、事业ꎬ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ꎮ”①老舍在小说一开始

就把急遽变迁的社会镜像陈列于读者面前ꎮ 沙子龙所处的时代ꎬ是走镖已没有饭吃ꎬ而国术和侠文

化尚未被革命党和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ꎮ 尽管近代掀起了尚武任侠思潮ꎬ但武侠文化在现实生

活中的衰落、镖师走镖的行当已走向衰败却是不争的事实ꎮ 沙子龙的镖局也被迫改成了客栈ꎮ 改

行做生意讨生活ꎬ使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失去了存在的根基ꎮ
沙子龙曾凭着“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ꎬ用 ２０ 年的工夫ꎬ在西北一带ꎬ创下了“神

枪沙子龙”的名号和声誉ꎬ从未遇见过敌手ꎮ 然而ꎬ时代的变迁给沙子龙带来了基于生存危机和

声誉危机而生的内心悲痛ꎬ更重要的是因侠文化没落而心生的无尽的莫名的悲哀ꎮ 面对惨淡的

生存现状ꎬ他留恋的昔日光景已不复存在ꎬ英雄无用武之地ꎬ他犹如牢笼里的雄狮不得不作困兽

之斗ꎬ陷入无地彷徨的尴尬处境ꎮ 作为传统文明象征的神枪和枪法不会再给沙子龙增光显胜了ꎬ
他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的时候ꎬ才能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ꎬ才会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ꎮ
在白天的时候ꎬ沙子龙不再谈武艺和往事ꎬ因为他知道昔日的好景不再回来了ꎬ于是陷入了绝望ꎮ
他拒不承认王三胜是他的徒弟ꎬ也不愿意再传授给他们武技ꎬ因为他不愿让其心中居于崇高显赫

地位的武功堕落到王三胜练武卖艺的地步ꎻ他更不愿再与别人切磋武技以武会友了ꎬ面对孙老者

再三诚恳的讨教甚至执迷不悟ꎬ始终坚持“不传”ꎬ因为他想让“断魂枪”与他“一齐下棺材”ꎬ有
一个和他的内心世界相应相和的悲壮的结局ꎮ 当然ꎬ沙子龙的反常行为别人无法理解ꎬ纵使他的

大徒弟王三胜ꎬ还有那个探究武学的孙老者ꎬ也难解个中三昧ꎮ 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ꎬ武侠文

化已经走向没落ꎬ而镖师侠客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ꎬ尽管沙子龙陷入了最绝望的深渊ꎬ但他对现

实的认识是最清醒的ꎬ那就是侠文化已经无力回天ꎬ当年野店荒林的威风和昔日的辉煌光景也无

法再现了ꎮ 面对徒弟的请教ꎬ沙子龙有时敷衍过去ꎬ有时直接赶人ꎻ面对孙老者的讨教ꎬ他真诚坦

言:“孙老者ꎬ说真的吧ꎻ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ꎬ一齐入棺材!”②可谓掷地有声ꎬ铿锵有

力ꎮ 在现代武器长足发展而武侠文化日趋没落的时代ꎬ一个侠客纵使武功高强ꎬ面对洋枪洋炮ꎬ
即使“传”了ꎬ又能怎样呢? 在日趋功利化和商品化的时代ꎬ与其传武技神功于不肖子孙和别有

用心之人ꎬ倒不如将其带入地下ꎬ拥抱那份真纯ꎮ 这体现了沙子龙对“武”的尊严的捍卫和对

“侠”的名誉的维护ꎮ 由此可见ꎬ沙子龙对于“不传”的抉择ꎬ特别是对孙老者的坦言ꎬ引人深思ꎬ
韵味无穷ꎮ 在小说文本中ꎬ“老舍剥夺了对武侠题材的伪饰ꎬ却又赋予了沙子龙最为丰富的精神

生活内容ꎬ让他超出了武侠的行当意义ꎬ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切悲壮地离开历史舞台的英雄们的一

个象征”③ꎮ “不传”ꎬ乃时代形势使然ꎬ更是沙子龙这个昔日镖师侠客独特的个体生命的生活经

验和思想情感逻辑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ꎮ
在老舍的武侠题材作品中ꎬ话剧«五虎断魂枪»堪称小说«断魂枪»的姊妹篇ꎬ写的也是现代

工业文明发展时代手枪和火车的出现带给走镖拳师的生存挤压及其出路探寻ꎮ 主人公王大成ꎬ
精通武术ꎬ内心孤傲ꎬ含而不露ꎬ颇负盛名ꎬ自立镖局ꎮ 在中国还没有铁路的情况下ꎬ珍贵物品均

４２

①
②
③

老舍:«蛤藻集断魂枪»ꎬ«老舍全集»(第 ７ 卷)(修订本)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２０ 页ꎮ
老舍:«蛤藻集断魂枪»ꎬ«老舍全集»(第 ７ 卷)(修订本)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２６ 页ꎮ
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２７６ 页ꎮ



陈夫龙:“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

由镖局的拳师护送ꎮ 但时至清末ꎬ随着手枪和铁路出现ꎬ镖局和拳师镖客陷入生存危机ꎮ 一方

面ꎬ王大成在押镖途中遭持枪的小康和四狗子拦路抢劫ꎬ纵使一身武功ꎬ也无可奈何ꎬ反倒是宋民

良持枪挺身而出ꎬ为他解了围ꎻ另一方面ꎬ清末铁路开通ꎬ火车出现ꎬ镖局的运输意义和拳师的生

存价值遭到无情解构ꎮ 此时的王大成恨手枪使他威名扫地ꎬ恨火车抢了他的生意ꎬ这意味着拳师

时代业已过去ꎬ英雄无用武之地ꎬ同沙子龙一样ꎬ“神枪王”的辉煌光景也已不复存在ꎮ 尽管宋民

良劝慰他:“王师傅ꎬ世界变啦ꎬ拳头不如手枪顶用ꎬ这并不是您的错ꎮ”①尽管王大成也看到手枪

的威力ꎬ但他没法相信这种既定的现实ꎬ而不得不尴尬地生存于这个使他颜面尽失的时代ꎮ 失业

前后的王大成非常珍视他的“五虎断魂枪”ꎬ视之为最后一招绝活ꎬ连两个徒弟都不传ꎬ要传给自

己的独女王石梅ꎮ 面对查拳门的陈向伍独行千里拜门请教枪法ꎬ王大成只是真诚待客ꎬ却坚决不

传ꎮ 这与沙子龙的“不传”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但随着现实的发展ꎬ王大成的思想有了变化ꎮ 而这

种变化ꎬ是在同剧中人物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ꎮ 失业后ꎬ大徒弟丁德胜改行在火车站做搬运工ꎬ
曾建议师傅也去ꎬ但王大成出于痛恨火车抢了他的饭碗ꎬ坚决不做ꎮ 二徒弟李昌元进了常王爷的

巡警队ꎬ而主教官恰恰就是陈向伍ꎬ二徒弟建议师傅跟陈向伍竞争月俸六十两银子的主教官职

位ꎬ王大成坚持做拳师的规矩ꎬ宁愿到场子上卖艺ꎬ也不抢人家的饭碗ꎮ 当王大成从李昌元口中

得知巡警的任务就是抓反叛朝廷的人ꎬ且知道了宋民良就是革命党的时候ꎬ他坚持改朝换代拳师

从来一直都帮助叛军的正义立场ꎬ并为了保护宋民良ꎬ多次警告利欲熏心的李昌元ꎬ甚至无情翻

脸ꎮ 作为一代拳师ꎬ王大成尽管家境贫苦ꎬ但仍不失侠肝义胆、铁骨铮铮、仗义执言的侠者风范ꎮ
陈向伍痴迷武术ꎬ为学武而遍访名师求教取经ꎬ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ꎮ 王大成最终深为感动ꎬ答
应教他枪法ꎬ但条件是不许伤害宋民良ꎮ 而陈向伍虽在清末官府的巡警队做主教官ꎬ但只管教打

拳ꎬ不问别的事ꎮ 在革命党人宋民良濒临生命危急之际ꎬ他挺身而出ꎬ为保护宋民良倒在了侦缉

队员小康的枪下ꎮ 王大成义愤填膺ꎬ打死了小康为陈向伍报了仇ꎬ最终选择和宋民良一起走ꎬ连
女儿王石梅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ꎮ 按照王大成的性格发展逻辑和话剧的情节推进脉络ꎬ这预示

着王大成们将走上反清革命道路ꎮ 宋民良认为:“只有正气和荣誉感能把人变得永远有用ꎮ”②拳

师王大成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正义和荣誉感”的人ꎮ 至此ꎬ赋闲在家的王大成终于找到了用武之

地ꎮ 这体现了作者对“武”的理性反思和对“侠”的现代性转化ꎮ 话剧«五虎断魂枪»和小说«断
魂枪»可以形成互文性关系ꎬ王大成的性格逻辑可以说是沙子龙性格的向前发展和深化ꎬ从“不
传”到“传”、再到与革命党一起出走的情节发展来看ꎬ这体现了作者对侠文化的改造理路与侠义

拳师出路探寻的轨迹ꎮ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无情冲击下ꎬ中国社会不断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的阵痛ꎬ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法则都要发生转变或蜕变、创新与进步ꎮ 时代向前发展了ꎬ走向

没落的侠文化和侠义拳师ꎬ有必要作出转型的选择ꎬ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ꎮ
老舍在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的创作构思上曾这样设想过:“内中的主角儿是两位镖客ꎬ行

侠作义ꎬ替天行道ꎬ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ꎬ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ꎮ 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ꎬ
单刀赴会ꎬ杀人放火ꎬ手持板斧把梁山上ꎬ都已不时兴ꎻ二大刀必须让给手枪ꎬ而飞机轰炸城池ꎬ炮
舰封锁海口ꎬ才够得上摩登味儿ꎮ 这篇小说ꎬ假如能写成了的话ꎬ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一

齐埋在坟里ꎬ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ꎬ所谓鸟枪换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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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ꎬ只显出人类的愚蠢ꎮ”①通过对小说«断魂枪»和话剧«五虎断魂枪»的文本分析ꎬ再结合老

舍的这段话ꎬ不难看出他明确的创作意图ꎬ那就是一方面展现武侠文化随着时代变迁而趋于没落

命运ꎻ一方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理性批判ꎮ
如果说小说«断魂枪»不仅叙写了沙子龙这类过时的侠客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的无奈和悲哀ꎬ

也表达了作者本人对武侠文化已日趋没落境况的遗憾与惋惜ꎬ那么到了话剧«五虎断魂枪»ꎬ则
写出了王大成这一过时拳师侠客无奈中的惊醒、悲哀中的奋起、绝望中的希冀ꎬ体现了作者对侠

文化转型的思考和对拳师侠客出路的积极探寻ꎮ 如果说小说«断魂枪»是一曲唱给没落武侠文

化的深情挽歌ꎬ那么话剧«五虎断魂枪»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曲挽歌中回荡着激进昂扬的音

符ꎮ 统观这两部武侠题材的作品ꎬ在它们的深层结构确实蕴藉着过时侠客———沙子龙和王大成

们的悲伤与绝望ꎬ但正是在这种无奈而不失独立思考的情绪中ꎬ我们却能隐隐感到这些真正侠者

对侠文化和侠文化精神的忠诚坚守与永恒守望ꎮ 文本深层涌动着浓浓的怀旧情绪ꎬ这源于对

“不传”的枪法———侠文化的眷恋和坚守ꎬ表达了老舍对侠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尴尬命运的反

思ꎬ同时彰显了他对侠文化精神的尊崇与张扬ꎮ
类武侠题材小说«八太爷»ꎬ同样体现了老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武”的命运和对“侠”的

出路的现代性反思ꎮ 不过ꎬ行侠者手中的武器由刀枪剑戟变成了手枪ꎬ行侠者的活动背景由绿林

江湖挪到了现代大都市北平ꎮ 小说主人公王二铁是北平城边大柳庄的一个庄稼汉ꎬ上过几天私

塾ꎬ认识几个字ꎬ羡慕英雄好汉ꎬ他主要从野台戏评书和乡里的小曲、传说中受到教育ꎬ可见民间

的侠文化对他影响至深ꎮ 在他知道的英雄中ꎬ有张飞、李逵、武松、黄天霸等ꎬ但他最佩服的是康

小八———这个西太后当政时令京城内外军民官吏一概闻名丧胆ꎬ使各州府县都感到兴奋与恐怖

的使双枪的侠盗ꎮ 在王二铁眼中ꎬ这个跟他一样又矮又黑的康小八才是真正的好汉ꎬ黄天霸和窦

尔敦都不如这个惨遭凌迟仍面不改色的八太爷ꎮ 他自视为康小八转世ꎬ幻想着有一天能够率众

揭竿而起ꎬ替天行道ꎬ扶贫救弱ꎬ仗义行侠ꎮ 但王二铁的仇人们憎恶他ꎬ加上他长得矮ꎬ送他外

号———东洋鬼ꎮ 于是ꎬ他离开家乡到北平大城里作八太爷ꎬ以实现他的英雄梦ꎮ 当时七七事变爆

发ꎬ他还梦想着用他的手枪去劫一辆汽车ꎬ作惊天动地之举ꎮ 他的壮举没有完成ꎬ反被在城里结

拜的盟兄弟出卖给侦缉队ꎮ 幸免于难后ꎬ他去找出卖者报仇ꎬ却被他们“有本事打日本人去”②的

话所激ꎬ在城外打了日本兵的埋伏ꎬ射杀了 ６ 个日本兵ꎬ最后ꎬ稀里糊涂地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ꎮ
这是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ꎬ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武侠文化没落时代仍沉浸于侠客梦中的堂吉

诃德式的人物ꎮ 虽然王二铁最终没能做成康八太爷ꎬ虽然他杀日本人也缺乏明确的民族意识和

反抗意志ꎬ但他这种作英雄好汉的执着精神及抗战背景下射杀日本兵的壮举ꎬ却最终成全了他做

康八太爷的夙愿ꎬ圆了他的侠客英雄之梦ꎮ 尽管他死得懵懵懂懂ꎬ远没有仁人志士抗日殉国悲

壮ꎬ但比晚清康八太爷要死得其所ꎬ这是他超越京城侠盗康小八的价值所在ꎮ 康小八之所以受到

王二铁的崇拜ꎬ除了武功高强之外ꎬ还有手枪ꎮ 手枪在清末那是新奇的洋玩意儿ꎬ所以他能横行

霸道ꎬ大闹北京城ꎮ 对于手枪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ꎬ作者在小说中写道:“手枪ꎬ这是多么亲切ꎬ
新颖ꎬ使人口中垂涎的东西呀! 有了会打手枪的好汉在眼前ꎬ谁还去羡慕那手使板斧ꎬ或会打甩

头一子的人物呢ꎮ”③侠客有枪ꎬ如虎添翼ꎮ 康小八时代确实如此ꎬ但到了王二铁时代ꎬ枪不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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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稀罕物了ꎮ 特别是在抗战语境下ꎬ个人行走江湖持枪做侠客已不可能ꎬ王二铁连慷慨赴死的

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也无法实现了ꎮ 王二铁这样的民间草莽于抗战时代倘若遇到共产党ꎬ接受

了革命思想教育及其改造ꎬ在革命尚武精神的鼓舞下ꎬ应该会走上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道路ꎮ 老

舍在小说中没有给他指明这条道路ꎬ只是在武侠文化已然没落的境遇下宣告个人主义英雄梦想

的失败ꎮ 当然ꎬ这样的民族革命时代的侠义英雄在萧军、端木蕻良等抗战作家笔下和十七年革命

英雄传奇小说中也有不少ꎮ 这就是说ꎬ散居于民间的侠义之士在革命思想的教育和改造之下ꎬ有
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性ꎬ可以成为一种有机的革命力量ꎮ

老舍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侠小说作家ꎬ他不会津津乐道于仗义行侠的武侠叙事ꎬ他关注的是在

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武”的命运和“侠”的出路的现代性反思与探寻ꎬ这蕴藉着更为深

刻的内涵ꎮ 晚清以降ꎬ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ꎬ中国被拉进世界化的语境之

中ꎬ“中国中心”的思维模式和“天朝大国”的千年梦幻受到无情地冲击与解构ꎬ中国向何处去ꎬ中
国文化如何发展ꎬ中国的国民性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ꎬ作为严峻的命题摆在中国人的面

前ꎮ 老舍的父亲牺牲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下ꎬ他在情感上痛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西方

侵略者ꎬ但在理智上非常清楚只有现代化才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唯一道路ꎮ 因此ꎬ老舍的现代

理性认知使他能够以更加清醒的意识来对待传统文化的转型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ꎮ 正如有学者

评价:“«断魂枪»等文本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承载了深厚的人生底蕴与文化内涵ꎬ其表层文本叙述

的是挑战———受辱———拒绝应战之类的武林故事ꎬ潜在文本则是对东方古老而神秘的生存方式

消逝的哀悼ꎬ沙子龙们江湖生涯的中断ꎬ不仅是老舍对新的历史环境下‘武’的命运的清醒认识ꎬ
而且也隐喻了古老民族文化精神的式微和现代化的阵痛ꎬ寄寓了对现代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批

判ꎮ”①同时ꎬ老舍在深刻洞悉和反思“武”的历史命运的前提下ꎬ对“侠”的现代出路作出的积极

探寻ꎬ特别是对侠文化精神的坚守和张扬ꎬ更为他的侠文化改造思路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ꎮ

二

除了逆时代潮流创作武侠题材和类武侠题材作品之外ꎬ老舍的许多纯文学作品中也始终活

跃着侠客的身影ꎬ渗透着侠义思想ꎬ张扬着侠文化精神ꎮ «老张的哲学»中的孙守备、王德、李应、
赵四等ꎬ路见不平ꎬ拔刀相助ꎻ«离婚»中的丁二爷和«浴奴»中的胖妇人ꎬ手刃悍顽ꎬ伸张正义ꎻ«黑
白李»中的黑李、白李ꎬ舍己为人ꎬ义薄云天ꎻ«二马»中的小马血气方刚ꎬ不甘受辱ꎻ«牛天赐传»中
的四虎子、王宝斋ꎬ知恩图报ꎬ不负于人ꎻ«骆驼祥子»中的曹先生和«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ꎬ扶
危济困ꎬ拯救他人ꎻ«杀狗»中的杜老拳师ꎬ铁骨铮铮ꎬ宁折不弯ꎻ«赵子曰»中的李景纯ꎬ«猫城记»
中的大鹰ꎬ«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钱仲石、祁瑞全、尤桐芳ꎬ«正红旗下»中的王十成ꎬ«鼓书艺

人»中的孟良ꎬ«火葬»中的石队长ꎬ话剧«国家至上»中的“回教三杰”———张老师、马振雄、黄子

清ꎬ话剧«茶馆»中的常四爷ꎬ他们舍生取义ꎬ为国为民ꎮ 所有这些侠义之士及其侠行义举ꎬ在老

舍笔下构成了一个现代侠客谱系ꎮ 这些人物身上都存在着侠客的影子ꎬ即使那些深处底层民间

的最普通的人群中ꎬ往往也有侠义人物ꎬ如«月牙儿»中的暗娼“我”ꎬ«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虎
妞和刘四爷ꎬ«四世同堂»中的金三爷等ꎬ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点侠义之气ꎮ 对于侠义人物ꎬ
老舍曾写道:“在祥子眼里ꎬ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ꎮ 虽然厉害ꎬ可是讲面子ꎬ叫字号ꎬ决不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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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黑ꎮ 他心中的体面人物ꎬ除了黄天霸ꎬ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ꎮ”①显而易见ꎬ在祥子这个普通底

层人物的心目中ꎬ刘四爷就是古典侠义小说中金镖黄天霸的化身ꎬ他们都是同等重要的“体面人

物”ꎬ甚至盖过了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的光辉ꎮ 黄天霸是侠义人物ꎬ孔夫子是大成至圣先师ꎬ
通过小说人物祥子眼中的比较ꎬ可以证明侠的意识观念早就深入民间ꎬ已经内化为民族性或国民

性中的宝贵质素ꎬ同时也暗示着侠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儒家正统文化ꎮ 正是基于这

样的理性认识ꎬ老舍笔下的人物充满侠义之风实属必然ꎮ 他对社会的黑暗腐败、道义不存、混乱

失序有着深刻的感受、体验和理性思考ꎮ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ꎬ他一直向往一个自由和谐的没有欺

压的美好世界ꎬ于是他崇尚善ꎬ推崇正义和公道ꎬ想除尽人间不平事ꎮ 而现实中的存在ꎬ使得他无

法实现这种理想和抱负ꎬ只能借助于文学创作的方式ꎬ以一种积极探寻的精神姿态ꎬ通过诗学正

义书写ꎬ塑造富有侠义精神的理想人物ꎬ来表达他的人生愿望和社会理想ꎮ
在«老张的哲学»中ꎬ孙守备面对老张蛮横无理、逼良为娼的恶行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ꎮ 当李

静跪地央求他拯救的时候ꎬ他声言不要老命也要跟老张干干ꎮ② 孙守备慷慨解囊ꎬ赎回了李静ꎬ
从恶霸老张手上拯救了一个无辜的弱女子ꎮ 李老人死后ꎬ孙守备帮助李静料理丧事ꎬ并且安慰她

说:“姑娘! 我就当你的叔父ꎬ你将来的事有我负责ꎬ只不要哭坏你的身体! ”③可谓急人之

难ꎬ见义勇为ꎬ一派长者兼侠士风范ꎮ 李静虽身陷囹圄ꎬ仍不忘拯救他人ꎮ 她的叔父李老人由于

欠债ꎬ被老张逼迫ꎬ要么把侄女抵债给老张ꎬ要么死掉ꎮ 而弱女子李静为了拯救病弱的叔父ꎬ甘愿

牺牲自己ꎬ选择嫁给老张ꎬ这种以身饲虎、舍生取义的精神ꎬ不失为女侠风范ꎮ 李应和王德也是小

说中的侠义英雄ꎬ他们侠肝义胆ꎬ仗义勇为ꎬ充满了侠气ꎮ 在老张踢翻妻子张师母ꎬ不停地往她身

上踢的时候ꎬ围观的学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ꎮ 王德看不下去ꎬ想和老张宣战ꎬ却又无可奈何ꎬ突
然ꎬ“只听拍的一声ꎬ好似从空中落下来的一个红枫叶ꎬ在老张向来往上扬着的左脸上ꎬ印了五条

半紫的花纹”④ꎮ 那是李应在打抱不平ꎮ 于是ꎬ王德也抡着拳头扑过来ꎮ 李应和王德都是老张主

管的学堂的学生ꎬ面对老张的飞扬跋扈ꎬ面对权势毫不畏惧ꎬ同情弱小ꎬ为着心中的正义挺身而

出ꎮ 更可贵的是ꎬ李应一边打一边嚷ꎬ两个打一个不公道ꎬ为了公平起见ꎬ他让王德等他倒下了ꎬ
再和老张干ꎮ 最后ꎬ面对老张的威胁ꎬ李应放话:“拆你学堂的是我ꎬ要你命的也是我ꎬ咱们走着

看!”王德也说“拆房不如放火热闹”⑤ꎮ 经过这针锋相对的斗争ꎬ连老张这个无耻邪恶之徒也不

得不承认李应有胆气ꎬ而这种胆气正是令他有所畏惧的侠性气概ꎮ 还有洋车夫赵四ꎬ虽出身卑

微ꎬ却仗义行侠ꎮ 在变成洋车夫之前ꎬ他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ꎮ 少年时候体面洒脱ꎬ仗义疏财ꎬ曾
买活鲤鱼送给他的邻居们ꎬ还曾跳进西直门外的小河里去救一个自尽的大姑娘ꎮ 总之ꎬ“常人好

的事ꎬ他不好ꎻ常人不好的事ꎬ他好ꎮ 常人为自己打算的事ꎬ他不打算ꎻ常人为别人不打算的事ꎬ他
都张罗着”⑥ꎮ 他为了拯救李静和龙凤姑娘ꎬ不计较个人得失ꎬ特别是为了保护李静ꎬ曾拳打流氓

蓝小山ꎬ活脱脱一位急公好义的侠义之士ꎮ
«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是老舍奉献给新文学的一位侠义理想人物ꎮ 他正直善良ꎬ推崇正义和

公道ꎬ嫉恶如仇ꎬ胸怀大义ꎮ 李景纯曾奉劝赵子曰和武端打起精神干些正经的事ꎬ他说:“我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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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女交际ꎬ我不反对提倡恋爱自由ꎬ可是我看国家衰弱到这步天地ꎬ设若国已不国ꎬ就是有情人

成了眷属ꎬ也不过是一对会恋爱的亡国奴ꎻ难道因为我们明白恋爱ꎬ外国人ꎬ军阀们ꎬ就高抬贵手

不残害我们了吗? 老赵! 老武! 打起精神干些正经的ꎬ先别把这些小事故放在心里!”①在李景

纯看来ꎬ交朋友要重情义ꎬ不能虚与委蛇ꎮ 面对欧阳天风这个年少无知流氓的挑衅和刁难ꎬ他仗

义直言:“他欺侮我ꎬ没关系ꎬ我不理他就完了ꎻ他要真是作大恶事ꎬ我也许一声不言语杀了他ꎬ不
是为私仇ꎬ是为社会除个害虫!”②由此可见ꎬ李景纯是一个怀有远大社会理想的人物ꎬ这也充分

说明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考ꎬ与其沉溺于卿卿我我ꎬ不如于乱世中奋然

崛起ꎬ为国为民学得一身本领ꎮ 这是李景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ꎮ 正因为如此ꎬ他显出与众不同的

风采ꎬ不仅善于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ꎬ以身作则向周围人传递正能量ꎬ而且积极探寻现实社会的

出路和理想前景ꎮ 李景纯认为:“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ꎬ念完书去到

民间作一些事ꎬ慢慢的培养民气ꎬ一条是破命杀坏人ꎮ 我是主张和平的ꎬ我也知道青年们轻于丧

命是不经济的ꎻ可是遇到这种时代还不能不这样作!”③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要寻求社会的解放

和出路ꎬ必须走革命杀人的道路ꎮ 这才有了李景纯在永定门外刺杀人民的公敌———军阀贺占元

的一幕ꎬ也成就了他为民除害、舍生取义的大侠形象ꎮ
在«黑白李»中ꎬ白李为王五等洋车夫打抱不平ꎬ因为电车一开通ꎬ人力车夫就要失业ꎬ他仗

义勇为ꎬ率众砸电车ꎮ 黑李为了保护白李挺身而出ꎬ慷慨赴死ꎮ 后来活下来的白李仍在上海从事

砸地狱之门的反抗斗争ꎮ «猫城记»中的大鹰为了唤醒国民奋起抗争ꎬ毅然让人割下自己的头颅

悬挂起来ꎬ以告诫和警示国人要以死捍卫国家利益ꎬ可谓杀身成仁的侠之大者ꎮ 在«四世同堂»
中ꎬ钱默吟曾两度下狱ꎬ但始终不屈不挠ꎬ捍卫了民族的尊严ꎬ保持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

气节ꎬ最终走上侠义救国之路ꎮ
«骆驼祥子»中的人和车厂老板刘四爷土混混出身ꎬ一副虎相ꎬ自居老虎ꎮ 前清时候当过库

兵ꎬ设过赌场ꎬ买卖过人口ꎬ放过阎王账ꎬ打过群架ꎬ抢过良家妇女ꎬ跪过铁索ꎬ入过狱ꎮ 出狱后ꎬ到
了民国ꎬ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ꎬ“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ꎬ即使李逵武松再

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④ꎬ于是他改行开了个洋车厂子ꎬ当起了老板ꎮ 就是这样一个老混混ꎬ也
还讲究江湖规矩和道义ꎮ 他为在人和车厂拉车的光棍儿免费提供住宿ꎬ但前提是必须交上车份

儿ꎬ否则他就会扣下铺盖ꎬ逐出门外ꎮ 但“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ꎬ只须告诉他一声ꎬ他不含忽ꎬ
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ꎬ这叫作‘字号’”⑤ꎮ 可见ꎬ刘四爷也是个地道的民间侠义草莽ꎮ «四
世同堂»中的钱默吟的亲家、钱孟石的岳父金三爷练过形意拳ꎬ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义的立

场ꎬ着实教训了汉奸冠晓荷与大赤包这对狗男女一顿ꎬ伸张正义ꎬ大快人心ꎮ 刘四爷和金三爷是

沉潜于民间的侠义人物ꎬ如能规训得当ꎬ就可以成为改造社会的有生力量ꎻ如任其自由发展ꎬ则可

能变成阻碍社会前进的破坏性势力ꎮ
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理想人物ꎬ大都有一种悲悯与拯救情怀ꎬ他们同情弱小ꎬ除暴安良ꎬ扶危济

困ꎬ抱打不平ꎬ慷慨赴难ꎬ大义凛然ꎮ 这些人物满怀对自由、平等、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的朴素愿

望ꎬ敢于铤而走险ꎬ急人之难ꎬ或具有传统的道义精神ꎬ或彰显一派儒侠风范ꎬ或坚守民族气节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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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道德底线ꎮ 尽管他们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ꎬ无法真正彻底地改变周围人物的悲剧命

运ꎬ更不能从根本上祛除社会痹症ꎬ但他们面对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ꎬ能够勇于挺身而出ꎬ敢于担

当ꎬ以有限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道ꎬ追求世间的自由与平等ꎮ 在其作品中ꎬ老舍不仅将

侠义精神作为一种传统美德进行大力张扬ꎬ更将其作为国民性改造和社会理想建构的精神资源

来发掘其中蕴含的价值意义ꎮ 在这些侠义理想人物身上ꎬ寄寓了老舍真诚的社会理想ꎬ他们的侠

义行为和侠义精神为老舍构筑的底层社会增添了一定的温度和亮色ꎬ体现了老舍对传统文化积

极因子的认同和赞许、汲取与借鉴ꎬ意味着他对社会发展、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充满了期许与

希冀ꎮ
１９４０ 年ꎬ老舍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ꎬ与宋之的合作ꎬ创作了四幕抗战话剧«国家至上»ꎬ剧

中塑造了一个主要人物回族老拳师———张老师ꎮ 老舍坦言:“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

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ꎮ”①剧作的主题内涵非常明确ꎬ那就是大敌当前全民族必须团结起

来ꎬ以抗战第一、国家至上作为最高的思想指南和行为准则ꎮ 剧中的回教老拳师张老师ꎬ“壮年

时ꎬ曾独力灭巨盗ꎬ名驰冀鲁ꎬ识与不识咸师称之”②ꎮ 他与马振雄、黄子清结拜为盟兄弟ꎬ人称

“回教三杰”ꎮ 三人曾行走江湖ꎬ仗义行侠ꎮ 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中ꎬ张老师勇敢自信ꎬ侠肝义

胆ꎬ爱憎分明ꎬ嫉恶如仇ꎬ视名誉重于生命ꎬ面对日寇压境绝不含糊ꎬ身先士卒ꎬ英勇杀敌ꎬ最终识

破敌人的阴谋后ꎬ手刃汉奸金四把ꎬ为民除害ꎬ慷慨殉国ꎻ马振雄勇武不屈ꎬ仗着一身武艺ꎬ带领村

民和日本兵拼命ꎬ血洒疆场ꎻ黄子清古道热肠ꎬ扶危济困ꎬ办清真小学数所ꎬ收教内外失学儿童而

育之ꎬ在被奸人挑拨离间他与张老师的过程中ꎬ能够忍辱负重ꎬ顾全大局ꎬ坚定抗日ꎬ同仇敌忾ꎮ
三人可谓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ꎮ

在«四世同堂»中ꎬ老舍从历史文化层面对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进行了深刻的

剖析与揭示ꎬ客观辩证地发掘出传统文化积极和消极的两个面相ꎮ 一方面ꎬ他揭示了国民性中的

逆来顺受、怯懦屈从、苟且偷生是亡城之根源ꎬ小羊圈胡同里人们的惶惑与偷生ꎬ正是他们深受封

建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所导致的结果ꎻ另一方面ꎬ他清醒地认识到ꎬ要想团结御侮ꎬ重整山河ꎬ必
须使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在抗战中浴火重生ꎬ以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ꎬ使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不可战胜的积极力量ꎮ
为了体现这种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ꎬ老舍为我们塑造了许多胸怀民族大义的人物形象ꎮ 四

世同堂、含饴弄孙的祁老人ꎬ最初只知道作揖鞠躬ꎬ与世无争ꎬ在日寇的咄咄逼人之下ꎬ毅然挺身

而出ꎬ敢于对着敌人的枪口讲话ꎬ抱着饿死的重孙女向日本人抗议ꎮ 作为长子长孙的瑞宣ꎬ最初

拘囿于在家尽孝的封建伦理而难以作出为国尽忠的决定ꎬ经过血淋淋的严酷现实的历练ꎬ他终于

走出惶惑ꎬ在钱默吟和瑞全的影响下走上了决绝的抗敌之路ꎮ 在民族危亡之际ꎬ弱女子韵梅忍受

着女儿饿死的悲痛ꎬ大胆支持丈夫的爱国行为ꎬ崇高的妇德和民族气节熔铸为一体ꎬ使这个北国

的雪中之梅傲然挺立ꎬ坚强不屈ꎬ彰显出现代巾帼风范ꎮ 安分守己的祁天佑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

而自杀ꎬ体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侠义精神ꎮ 在小说中ꎬ最值得称道的是诗人钱默吟一家的

抗争ꎮ 钱家是北平城小羊圈胡同里一户普通的诗书人家ꎬ虽然穷ꎬ但穷得硬气ꎮ 钱默吟向来洁身

自好ꎬ深居简出ꎬ不问国家大事ꎬ但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ꎬ却能够挺身而出ꎬ勇赴国难ꎮ 最初ꎬ在
得知小儿子钱仲石离家抗日的志向后ꎬ他对瑞全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ꎬ我的儿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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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 我丢了一个儿子ꎬ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

雄!”①他以儿子的人生抉择为骄傲ꎬ恪守着诗书传家、精忠报国的传统文化之精义ꎮ 钱仲石在南

口附近ꎬ将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ꎬ与车上的 ３０ 多名日本兵同归于尽ꎬ以鲜血和生命凸现了报国

之志ꎮ 钱仲石的侠义爱国之举虽然让钱家遭受了劫难ꎬ但更使钱默吟这个安贫乐道的儒者发生

了重要的价值抉择ꎮ 他救过宁肯自杀也不投降的抗日勇士王排长ꎬ冒着杀头危险将其留在家中

多日ꎬ后与瑞宣商议ꎬ并在李四爷的筹划帮助下ꎬ由瑞全护送王排长出城ꎬ为抗战保存了反抗的火

种ꎮ 在生死面前ꎬ这些普通人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大义精神ꎮ 钱默吟是以“儒侠”形象出现在

小说中的理想人物ꎬ他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理想、审美情趣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类

型ꎬ在他身上ꎬ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境界ꎮ 他深明大义ꎬ一身正气ꎬ
不畏强权ꎬ敢于反抗ꎮ 他曾两次下狱ꎬ但都经受住了生死考验和人生磨难ꎬ保持了高贵的民族气

节ꎬ家庭遭难和民族危亡的残酷现实使他于悲愤之中毅然决然地走上抗战救国之路ꎬ作出了轰轰

烈烈的戏楼刺杀壮举ꎬ演出了郊外惩治汉奸的现代民间英雄传奇ꎮ 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

表ꎬ钱默吟以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浴火重生ꎬ揭示出“儒—侠”这两种文化传统在救亡语境下

融汇沟通的可能性ꎮ
为了彰显这些侠义爱国之士的优秀品质ꎬ老舍还塑造了一些汉奸形象ꎬ如为了病妻幼子沦为

汉奸的陈野求ꎬ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的冠晓荷夫妇和蓝东阳ꎮ 通过与这些人物的鲜明对比ꎬ
钱默吟、祁老人、祁天佑、瑞宣、韵梅、瑞全、钱仲石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权、敢于反抗、誓
死捍卫生命尊严和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就显得更加可贵ꎬ充分显示了中

华民族心态中坚贞不屈、勇武刚毅的一面和民族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珍贵基因ꎮ
在老舍作品所构筑的侠客世界中ꎬ所有的侠客并非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ꎬ而是世

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物甚至底层人物ꎬ作者表现的是他们世俗化的人间生活ꎬ并不是英雄非凡的一

面ꎮ 他们虽然有侠义心肠和正义观念ꎬ也有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行为ꎬ但他们所处的时代却缺

乏以武行侠的现实依据ꎬ他们盲动的“武”行也不再被寄予拯救世界的希望ꎬ这就造成了他们徒

有济世之心却无拯救希望的心理落差ꎬ从而陷入尴尬无奈的境地ꎮ «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和

«赵子曰»中的李景纯ꎬ都曾铤而走险ꎬ走上暗杀之路ꎮ 但王德没有实现刺杀老张的任务反而害

得自己生了一场大病ꎻ李景纯并不擅长武功ꎬ为了国家和人民去刺杀军阀ꎬ反被作为恐怖分子捕

杀ꎮ 他们不爱其躯勇气可嘉ꎬ但恐怖暗杀毕竟是侠义观念的扭曲异化ꎬ在救世乏术、拯救无望的

困顿中固然可以作为雪恨复仇的救急之“药”ꎬ但这种盲动的“药”并不能真正救治久病积弱的中

国ꎮ 这种暗杀恐怖行为除了造成无谓的牺牲之外ꎬ并不能给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带来救赎的希望

之光ꎮ 同时ꎬ盲目的暗杀必然会殃及无辜ꎬ嗜血的暴力也会造成另一种严重的后果ꎬ即暗杀者会

堕落为另一种恶人ꎮ 由此可见ꎬ这种暗杀暴力行为不仅显示了侠客们的鲁莽ꎬ而且也反映出他们

现实中的穷途末路ꎬ这是现代侠客生存困境的现实表征ꎮ 赵四在«老张的哲学»中侠肝义胆、见
义勇为ꎬ但缺乏行侠的力量和资本ꎬ这就使他在现实中没有适当的行动能力ꎬ而只得借助孙守备

的势力去拯救李静ꎮ 但赵四的侠义行为并没有实现成全他人的目的ꎬ其现实中的侠行义举往往

也显得力不从心ꎮ «茶馆»中的常四爷是正义的代表ꎬ平常看不惯那些为虎作伥的败类ꎬ在八国

联军入侵时ꎬ曾奔赴战场杀敌卫国ꎬ但幸存下来的常四爷并没有过上好日子ꎬ反而在黑暗统治下

始终看不到生活的希望ꎮ 他本该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ꎬ但在付出了心血、承担了责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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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空留生存的困惑与悲哀的感叹ꎬ根本无人在意他的存在和付出ꎮ
其实ꎬ老舍的早期作品ꎬ无论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和«牛天赐传»中对现实的讽

喻ꎬ还是«二马»中对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对比ꎬ以及«猫城记»中象征隐喻的良苦用心ꎬ其笔

锋均指向中国的民族劣根性ꎮ 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ꎬ虽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非

前期作品可比ꎬ但丝毫没有放松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民族文化前途的思考ꎮ 一切的怯懦猥

琐、自私保守、麻木健忘、逆来顺受ꎬ一切的不思进取、欺软怕硬、贪婪世故、苟且偷生ꎬ所有这些国

民劣根性都在老舍的作品中得以现形ꎮ 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基因造就了国人得过且过的

苟安心态ꎬ生产出民族的一批批“出窝儿老”ꎮ 这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危害ꎬ正如老

舍在«二马»中指出:“民族要是老了ꎬ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ꎮ 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

痰喘咳嗽的! 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ꎬ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ꎬ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ꎬ便一

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①

由此可见ꎬ老舍将国民劣根性的危害提到了亡国灭族的程度ꎬ体现了他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鲜

明的文化危机ꎮ 但老舍并没有一味地揭丑ꎬ他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ꎬ也在积极探索国民性改

造的有效途径ꎬ为民族文化的全新建构寻求精神资源ꎮ
侠文化就是老舍探求国民性改造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ꎮ 他试图通过对侠文化

的转化与再造ꎬ将其内化为民族文化肌体中医治病灶、焕发生机的基因ꎬ以此激活衰老民族的精

神ꎬ使它亢奋起来ꎬ振作起来ꎬ以一种健康的姿态和傲世寰宇的气度屹立于 ２０ 世纪世界竞争的舞

台ꎬ从而达成对现代民族精神的重铸与张扬ꎮ 这一方面揭示了老舍深受侠文化影响之深ꎬ另一方

面彰显出老舍创作的良苦用心ꎬ那就是通过发掘侠文化的积极因子以激活日趋慵懒怠惰的民族

精神ꎬ力图改变中庸、怯懦、忍辱屈从、苟且偷生等国民劣根性ꎬ再通过对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将

侠文化精神引导到为国为民的思想轨道上来ꎮ 于是ꎬ作为侠文化重要内涵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

情则彰显出来ꎬ并被赋予了现代性特征ꎬ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主题和感时忧国情怀被逐层推向深

入ꎮ 与此相应ꎬ老舍对“武”的历史命运和“侠”的现代出路所进行的理性反思与积极探寻ꎬ在侠

文化本体论上也走向了纵深开掘的维度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ꎬ老舍对待侠文化钟爱而不沉迷ꎬ既充分正视和真诚面对近代以来侠文化

与侠的历史命运已发生重大转折的现实ꎬ又将侠文化的积极合理内核经过现代性改造化为新民

强国和民族振兴的精神资源与思想引擎ꎬ致力于现代国民独立人格的建构、民族精神的重铸和民

族文化的建设ꎮ 这就赋予他的创作以提振民气和启蒙救亡的鲜明特征ꎬ使他游走于雅俗之间ꎬ并
在主题内蕴和艺术精神上大大超越雅俗的范畴ꎬ充分彰显了他对侠文化进行改造的现代意义ꎮ
这既体现了老舍对近代尚武任侠思潮的积极回应和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传承ꎬ也表明了他对待

侠文化的基本态度ꎮ 这种态度是比较成熟的、辩证的ꎬ充满了理性的反思ꎮ 这正是他超越一般武

侠小说作家的地方ꎬ也是他独异于其他新文学作家之处ꎮ

三

早在清末民初ꎬ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便开启了尚武任侠思潮ꎮ 他们纷纷撰文探求中国的病根

所在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愚弱的国民性ꎬ一方面充分肯定和大力倡导尚武任侠精神ꎬ以实现新民

强国之梦ꎮ 这种改造国民性和侠义救国的思想被老舍所继承ꎬ并加以深化发展ꎮ 他以侠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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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精神资源ꎬ并与启蒙主义相结合ꎬ将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纳入启蒙救亡的时代

旋律中ꎮ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ꎬ老舍不仅接受了侠的精神价值ꎬ而且以侠的性格行为来否定世人

的愚弱ꎬ哀其不幸ꎬ怒其不争ꎬ因此他的侠义书写具有倡导血性正义、号召奋起抗争的意义ꎬ这是

改造国民性的一种努力和重要体现ꎮ 毋庸置疑ꎬ尚武崇侠的个性气质ꎬ对老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

重要影响ꎮ 在一个民族需要战斗精神和血性良知的时代ꎬ“侠”的性格精神必然被加以正面的表

现ꎬ而其“武”的盲动和虚妄等负面效应必然会受到批判性反思ꎮ 老舍正是用侠的精神的正面价

值满足了时代要求ꎬ完成了一个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ꎮ 当然ꎬ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绝非一朝一

夕形成的ꎬ这不仅与他的气质禀赋有关ꎬ而且离不开他的人生历程中深刻的生存感受、生命体验

和理性思考ꎮ
老舍出生于清末民初尚武任侠思潮兴起之际ꎬ成长于这股思潮方兴未艾之时ꎬ深受侠文化影

响和侠文化精神浸润ꎮ 同时ꎬ他出身社会底层ꎬ极易接触到流布传播于市井闾里的民间说唱艺术

和民间文化ꎮ 在读小学期间ꎬ他经常在下午放学后ꎬ和小伙伴们“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

义»或«施公案»”①ꎬ深受当时流行的侠义公案小说、街头茶肆中说唱文学的影响ꎬ他对侠的见义

勇为和主持公道由衷敬佩ꎬ心向往之ꎮ 在老舍的人生历程中ꎬ任侠倾向和崇侠情结构成了其人格

心理中永恒的价值期待和精神支柱ꎬ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得以转化和再造ꎬ形成了其独特的现代

性体验ꎮ
老舍出身寒苦ꎬ对底层民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和怜悯ꎬ他的个性气质的形成和处世做人

的准则深受底层人民的影响ꎮ 老舍小时候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ꎬ在刘大叔主动帮助下进入一

家改良私塾读书ꎬ刘大叔后来出家当了和尚ꎬ就是宗月大师ꎮ 在老舍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时ꎬ又
是刘大叔慷慨相助ꎮ 刘大叔乐善好施ꎬ仗义勇为ꎮ 尽管他的儿女受着饥寒ꎬ尽管他受尽折磨ꎬ刘
大叔还是执着于办贫儿学校、粥厂等慈善事业ꎮ 出家后ꎬ他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ꎬ不惜变卖庙产

救济穷人ꎬ因为他要做一个救苦救难的真和尚ꎮ 被赶出寺庙之后ꎬ刘大叔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

寺庙做方丈ꎮ 他自己没有钱ꎬ还必须为僧众们的生存奔忙ꎬ同时还举办粥厂等慈善事业ꎬ带领僧

众给人家念真经却不要报酬ꎮ 刘大叔坐化火葬后ꎬ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许多舍利ꎮ 在老舍的

回忆性描述中ꎬ从刘大叔到宗月大师的身份的转换ꎬ恰恰构成了一个市井凡人由民间大侠成为佛

家之侠的演变轨迹ꎮ 宗月大师在老舍的心目中是伟大的ꎬ他感慨道:“没有他ꎬ我也许一辈子也

不会入学读书ꎮ 没有他ꎬ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ꎮ 我在精神上物质

上都受过他的好处ꎬ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ꎬ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ꎬ正象在三十

五年前ꎬ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②由此可知ꎬ刘大叔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和慈悲为怀的佛侠风

范ꎬ对老舍的人格塑型与个性养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ꎮ
对幼年老舍影响颇深的人中ꎬ除了刘大叔外ꎬ母亲———这位普通的满族劳动妇女ꎬ在老舍心

目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ꎮ 老舍的母亲坚强、豪爽、硬朗ꎬ乐于助人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ꎬ在敌人

的刺刀下ꎬ在饥荒的威胁中ꎬ她能够挺身而出ꎬ为保护自己的儿女甘愿承受一切的悲苦灾难ꎮ 谁

家有事需要帮忙ꎬ她总是有求必应ꎬ跑在最前头ꎮ 宁肯有泪往肚里流ꎬ也不愿跟别人吵架ꎮ “她
曾把自己的正直、善良、热心、勤劳、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老舍ꎬ使他长成为一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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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一个宁折勿弯的不可辱之士ꎮ”①母亲虽然没有文化ꎬ但其勤劳、善良、义气等优秀品质ꎬ早已

内化为幼年老舍人格心理中的积极因子而受益终生ꎮ 在老舍看来ꎬ“从私塾到小学ꎬ到中学ꎬ我
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教师吧ꎬ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ꎬ也有毫无影响的ꎬ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ꎬ把
性格传给我的ꎬ是我的母亲ꎮ 母亲并不识字ꎬ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②ꎮ 正是这种“生命的教

育”ꎬ铸造了老舍好客、豪爽、仗义、待人真诚、有求必应等侠义品格ꎮ
童年记忆和童年经验对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及其思想与创作影响深远、意义重大ꎬ不仅作为

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融进了他的作品深处ꎬ而且奠定了他一生对侠文化的情感眷恋和对侠文化

精神的执着坚守ꎮ
幼年时代的老舍非常崇拜侠客ꎬ侠客义士的传奇故事激发了他对侠的悠然神往:“记得小的

时候ꎬ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ꎮ 每逢四顾无人ꎬ便掏出瓦块或碎砖ꎬ回头轻喊:看镖! 有一天ꎬ
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ꎬ几乎挨了顿打ꎮ 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ꎮ”③这说明他从小就形成了根

深蒂固的崇侠情结ꎮ 但成年后获得的理性认知和现代性体验ꎬ使老舍不再继续单纯地沉溺于当

“黄天霸”的幻想ꎬ而是将侠义精神的灵魂内化于他的血肉之中ꎬ形成了他独特的侠骨、侠气、侠
节ꎬ从而幼年时代形成的崇侠情结因获得了理性质素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ꎮ

１９１７ 年老舍在«过居庸关»一诗中写道:“拔剑意彷徨ꎬ锋锷腾青霜ꎮ 啼猿促归客ꎬ驻马叹兴

亡ꎮ”④其诗表达了一种侠义救国之情怀ꎮ 老舍热心教育事业ꎬ为了追求把所谓天国的理想在人间

实现的愿望ꎬ积极参加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举办的社会服务工作ꎬ１９２２ 年上半年受洗加入基督

教ꎮ⑤ 这意味着他在以实际行动于现世中践履着一个侠者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责任ꎮ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正值老舍在南开中学教书ꎬ他曾在学校“国庆”纪念会上发表过这样的演说:“我愿将‘双
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ꎮ 为了民主政治ꎬ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ꎬ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
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ꎬ积蔽ꎬ与象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ꎬ我们须预备牺牲ꎬ负起

一架十字架ꎮ 同时ꎬ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ꎬ我们也须准备牺牲ꎬ再负起一架十字架ꎮ”⑥这是老

舍尚未进行文学创作之前的演讲ꎬ表明了他对民族文化心态和国民精神面貌的深切关注ꎮ 由此观

之ꎬ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民族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构想成为日后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与关注的焦

点ꎬ绝非偶然ꎮ 老舍一生都在为底层庶民写作ꎬ这里的庶民主要是指城市贫民和下层小资产阶级ꎬ
也就是城市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ꎬ比如艺人、车夫、手工业者、拳师、小商贩、暗娼等ꎬ都会进入

他的视野ꎮ 他不仅书写他们的艰难生活ꎬ而且正视他们的弱点ꎬ还善于发掘他们身上的侠性质素和

人性光辉ꎬ以提振民气ꎬ促其觉醒ꎮ 老舍发现并能够直面中国人“出窝儿老”的病态人格ꎬ通过文学

创作的方式积极探究病因ꎬ并提出疗救的方案ꎮ 他认为:“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ꎬ我倒希望有

些顶硬顶粗莾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ꎬ粗野是一种力量ꎬ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ꎮ 小脚是纤巧的美ꎬ
也是种文化病ꎬ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ꎬ而且称之为美ꎮ 文艺或者也如此ꎮ”⑦在这

里ꎬ老舍以清醒的现代理性反思了国人的病态人格和民族的病态文化ꎬ从文艺到文化ꎬ对愚弱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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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作了一次深刻的省察ꎬ并认识到粗野作为一种力量的重要性ꎮ 他主张:“哭就大哭ꎬ笑就狂笑ꎬ
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ꎬ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ꎮ”①话语之间含蕴着一种爱憎分明的人生

态度和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ꎬ率性自然ꎬ豪迈不羁ꎮ 这意味着只有输入强健勇武的血性质素ꎬ我们

的国民个性和民族文化才能得到健康发展ꎬ充满生机与活力ꎮ
老舍性格中的任侠倾向在成年后的现代性体验中更加鲜明突出ꎮ 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练拳习

武、以武会友之外ꎬ他更是以笔为剑书写侠义ꎬ对侠的正义、无畏、率真、无私等人格质素进行汲

取、借鉴和现代性改造ꎮ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ꎬ侠文化对老舍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ꎬ使他形成了崇侠好武的个性

气质ꎮ 侠客仗义行侠、锄强扶弱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武艺高强ꎬ有拯救他人的能力ꎮ 出于对拯世

济民的侠客的崇拜之情ꎬ从青年时代起ꎬ老舍就对剑术和打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ꎬ一来强身健体ꎬ
二来防身助人ꎮ 他不仅会舞剑ꎬ而且对剑术颇有心得ꎬ他的第一本专著就是武术方面的«舞剑

图»ꎮ② 除了剑术之外ꎬ老舍与打拳也结下了不解之缘ꎮ “他学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

棍、粘手等等ꎬ并购置了刀枪剑戟ꎮ 一九三四年迁居青岛ꎬ老舍在黄县路租了一套房子ꎬ房前宽敞

的院子成了他的练拳场子ꎮ 通客厅的小前厅里有一副架子ꎬ上面十八般兵器一字排开ꎬ让初次造

访的人困惑不解ꎬ以为闯进了某位武士的家ꎮ”③特别是在山东工作期间ꎬ“山东的一些拳师、艺
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ꎬ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ꎬ互相之间无所不谈ꎮ 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ꎬ
练习拳术”④ꎮ 据老舍夫人回忆ꎬ在齐鲁大学教书的时候ꎬ他“就跟着武术老师学过拳棒ꎬ作为锻

炼身体的一种方式ꎮ 到青岛后一直没有间断ꎮ 黄县路的这个空旷场地为他耍枪弄棒提供了方便

条件ꎬ甚至书房里也设着兵器架”⑤ꎮ 老舍不仅打拳舞剑ꎬ还喜欢结交江湖人物和武林高手ꎮ 他

说:“打拳的ꎬ卖唱的ꎬ洋车夫ꎬ也是我的朋友ꎮ 在我的朋友里ꎬ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ꎬ太极门

的ꎬ形意门的ꎬ查拳门的ꎬ扑虎门的ꎬ都有ꎮ”⑥可以看出ꎬ老舍不乏武侠之风范ꎮ 作为一位精通拳

术的现代作家ꎬ老舍曾深受«学生画报»记者陈逸飞钦佩ꎬ要拜他为师ꎬ老舍答应给陈逸飞一本

«拳谱»ꎬ让他照着去练ꎬ但条件是不得对外宣扬老舍会拳ꎻ老舍晚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因其真功夫

赢得日本友人的敬佩ꎬ并在日本文学界传为美谈ꎮ⑦

生活中的老舍可谓一位武学大师、现代文侠ꎬ他习武练拳固然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和防身助

人ꎬ但其中却真正体现了他尚武任侠的精神风范ꎮ 侠作为一类卓尔不群之士ꎬ“他们确有共同的

特征ꎬ诸如具有正义感、忠于朋友、勇敢无畏和感情用事ꎬ因而无愧游侠这个称号”⑧ꎮ 以此来衡

估老舍的精神特质ꎬ当无愧于侠者之誉ꎮ 他的刚正不阿、同情弱小、扶危济困、嫉恶如仇等精神特

质与传统侠文化精神一脉相承ꎬ并获得了现代性转化ꎮ 这些在他的文化人格和思想品质上都有

着鲜明的体现ꎮ “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ꎬ嫉恶如仇的愤激ꎬ正象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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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样发达ꎮ”①小到日常生活、为人处世ꎬ大到民族前途、国家命运ꎬ老舍都能表现出爱憎分明、
正义无私、为国为民的精神姿态ꎮ

在为人处世上ꎬ老舍嫉恶如仇ꎬ爱憎分明ꎬ急公好义ꎬ慷慨勇为ꎬ体现了一种侠之气度ꎮ 一方

面ꎬ“朋友有难ꎬ不问情由ꎬ四处奔走ꎬ鼎力相助”②ꎻ另一方面ꎬ“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

光明的动机ꎬ纵然善于花言巧语ꎬ他也必正言厉色ꎬ给对方一个‘下不去’”③ꎮ 赵家璧是中国现代

著名的编辑家ꎬ１９４６ 年ꎬ他为之工作了近 ２０ 年的良友图书公司被迫停业ꎮ 在面临生存危机和职

业再次抉择的紧急关头ꎬ“幸赖老舍的慷慨资助”ꎬ正是远在美国的老舍对他施以援手ꎬ才使得赵

家璧“这个从中学时代就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人ꎬ没有在旧社会里ꎬ违背初衷ꎬ改走别的谋生之

路”④ꎮ 这ꎬ就是侠骨铮铮、义以助人的老舍!
在民族和国家大事上ꎬ老舍始终胸怀民族大义ꎬ以一种忧国忧民的侠义情怀关注着民族的前途

和国家的命运ꎮ 在英国教书期间ꎬ老舍一直关注国内北伐战争的进程ꎮ 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

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ꎬ我们狂喜ꎻ退却了ꎬ懊丧ꎮ”⑤七七事变后ꎬ“老舍每天看

报ꎬ打听消息ꎬ从早到晚抱着一部«剑南诗稿»反复吟哦”⑥ꎮ 这充分体现了老舍作为一个现代文侠

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ꎬ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深沉忧患ꎮ 八一三事变后ꎬ老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

争ꎬ毅然忍痛别妻抛雏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洪流之中ꎬ开始了为民族解放而勇于献身的文化战士的生

活ꎮ 他以笔为剑ꎬ为民族救亡和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而殚精竭虑ꎬ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四处奔波ꎮ
“老舍的决定ꎬ使他由单枪匹马的状态中走出来ꎬ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ꎬ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

艺大军的勤务兵ꎬ组织成百上千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ꎬ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

页ꎮ”⑦他的诗句“莫任山河碎ꎬ男儿当请缨”⑧ꎬ令人想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ꎬ不禁油然而生敬意ꎮ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ꎬ老舍被推为理事ꎬ兼总务部主任ꎬ主持文

协的日常工作ꎮ 抗战八年中ꎬ老舍将许多爱国文艺家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ꎬ同时他以笔为剑ꎬ积极

从事抗战文艺作品的创作ꎬ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ꎬ抨击敌寇ꎮ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 日ꎬ他在写给陶亢德的

«一封信»中ꎬ希望文人们包括自己能把身体保养好ꎬ“成为铁血文人ꎬ在这到处是血腥与炮火的时

候ꎬ我们才能发出怒吼”⑨ꎮ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前夕ꎬ他又发表短文«中华在九一八»ꎬ号召国民要用

民族的血洗清国耻ꎬ“叫日本滚出去ꎬ叫世界知道中华是不可侮的”ꎮ 在另一篇短文«文武双全»中ꎬ
他则希望中国人都能够文武双全ꎬ既是能上战场的“武士”ꎬ又是有学识有头脑的“文人”ꎮ 在民族

危亡的关键时刻ꎬ老舍能够身先士卒ꎬ在精神界竖起铁血救国的旗帜ꎬ号召同胞奋起抗争ꎬ血洗国

耻ꎬ大义凛然ꎬ无所畏惧ꎬ不仅寄托了他的爱国救世理想ꎬ而且彰显了一派文侠风范ꎮ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ꎬ
老舍的话剧«面子问题»手稿被全部拿出义卖ꎬ在文协组织的义卖活动中ꎬ老舍和郭沫若的墨迹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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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夫龙:“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

最多ꎬ义卖所得全部捐赠劳军委员会ꎬ以此支援抗战事业ꎬ可谓民族大义之举ꎮ① 在整个抗战期间ꎬ
老舍号召艺术家们出来体验生活ꎬ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ꎮ 他对艺术家们发出深情的呼唤:
“出来吧ꎬ艺术家们:青年们热烈的等着你们ꎬ呼唤你们呢! 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ꎬ得杀上

前去啊!”②展现出一个侠者铁血救国、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和侠义气度ꎮ 有论者指出:“生命是渺

小与伟大的矛盾体ꎬ而生命的伟大在于生命的热力ꎬ在于生命的顽强ꎬ在于对幸福的渴望ꎬ在于对美

的爱慕和追求ꎮ”③正是这种伟大的生命热力以及对幸福和美的渴慕与追求ꎬ使老舍更加重视尚武

任侠精神的重要性ꎬ并将侠文化与铁血救国、拯世济民的时代使命相结合ꎬ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

子的血性良知和天道责任ꎮ
抗战胜利后ꎬ老舍投入到反对独裁专制、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中ꎮ 即使在旅美期间ꎬ他也始

终关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ꎮ 他继续发挥笔剑之力ꎬ创作了讽刺国统区民主虚伪性的长篇小

说«民主世界»ꎮ 我们知道ꎬ老舍在 １ 岁半的时候ꎬ他的父亲作为皇城护军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

的炮火中阵亡ꎬ家仇国恨和民族耻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创伤ꎮ 这种痛苦的童年记

忆ꎬ使他倍加向往和珍惜生活的安宁与社会的稳定ꎬ他对一切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和不义战争异常

反感甚至深恶痛绝ꎮ 正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和人民ꎬ所以才会以义无反顾的意志和精

忠报国的精神投入到民族救亡与祖国新生的伟大事业ꎮ
１９４９ 年ꎬ新中国成立后ꎬ老舍毅然回国ꎬ以拳拳爱国之心和殷殷报国之情ꎬ以生花妙笔热情

地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ꎮ “文革”初期ꎬ在惨遭毒打、倍受屈辱的情况下ꎬ老舍最终选择了

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相同的归宿ꎬ以义不受辱的高贵气节和崇高的殉道精神ꎬ表达了对祖国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ꎬ以生命践行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侠之精神ꎬ捍卫了生命的尊严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一个人早期的生存经验和成年后深刻的生命体验ꎬ往往会对其一生的发展

和人生选择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ꎬ尤其是会对他的人格心理、思维方式和生命形态的形成与发展

起着潜移默化的决定性作用ꎮ 可以说ꎬ老舍的现代性体验使他在与侠文化发生精神相遇的过程

中ꎬ已经内化为他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中的宝贵质素ꎬ形成了他尚武崇侠的个性气质ꎮ 老舍的

任侠倾向和崇侠情结在特定时代精神气候的氤氲和激励下ꎬ连同他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体验ꎬ一
起作为珍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ꎬ逐渐从潜意识层面浮出地表ꎬ从而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ꎮ

结语

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ꎬ并不是一味地肯定甚至盲目崇拜ꎮ 他既正视侠文化的正面作用和积

极意义ꎬ并深入发掘其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ꎬ也认识到了侠文化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ꎮ 他说:“倘
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ꎬ说什么口吐白光ꎬ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ꎬ便离题太远ꎬ而使我

们渐渐走入魔道了ꎮ”④在这里ꎬ老舍指出了侠文化的糟粕ꎮ 这种糟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和不良导向ꎬ使得武侠小说和侠文化遭到左翼革命作家的诟病ꎬ被视为精神鸦片和迷魂汤ꎬ这实际

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待侠文化的一种态度:无情批判乃至全盘否定ꎮ 毋庸置疑ꎬ对待任何事物ꎬ无
论是持全面肯定的态度ꎬ还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ꎬ都是不足取的ꎮ 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缺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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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辩证的思维ꎮ 老舍对待侠文化的态度ꎬ既不同于晚清梁启超和章太炎等旗帜鲜明的充分肯定ꎬ也
异于左翼革命作家态度决绝的批判否定ꎬ而呈现出一种辩证的理性反思特征ꎮ 因此ꎬ他从现实生存

和文化转型的需要出发ꎬ一方面指出侠文化的糟粕对于民众的负面影响ꎻ另一方面对侠文化的积极

精神和正面价值给予肯定与赞许ꎬ具体体现为将侠文化置于启蒙救亡的时代语境下ꎬ考虑对其进行

改造利用的可能性ꎬ通过作品文本的侠义书写ꎬ把侠文化的积极合理内核注入理想人格、社会和文

化模式的探寻与建构之中ꎬ勘探其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价值意义ꎮ
老舍在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和人格精神追求的过程中ꎬ选择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来

参与思想和艺术的建构ꎬ并在审美创造和艺术表达中立足于民间立场ꎬ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

对侠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ꎬ在雅俗之间游走ꎬ而又实现了对雅俗的审美超越ꎮ 正是这

种对雅俗的超越精神ꎬ使老舍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中一个独特的超越性存在ꎮ 从文化和文学价值重

建的角度来看ꎬ老舍对待侠文化的理性反思态度和建构型改造思路ꎬ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侠文

化的认识与理解ꎬ而且对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ꎬ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髓ꎬ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ꎮ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Ｗｕ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ｙ Ｏｕｔ ｆｏｒ Ｘｉａ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ｏ Ｓｈｅ’ｓ Ｗｏｒｋｓ

Ｃｈｅｎ Ｆｕｌ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ｏ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ｖａｌｒｏｕｓ ｍｅ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ｏ Ｓｈｅ’ｓ ｗｏ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ｗｕ ｘ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ｕ ｘｉａ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ｈｉｓ ｐ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ｕ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ｌ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ꎬ 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ｏｎ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ｙ ｏｕｔ ｆｏｒ ｘｉａ. Ｌａｏ Ｓｈ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ｅ ｘｉ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ｍｏｒａｌ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ａｏ Ｓｈｅ’ 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Ｈｉ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ｏ Ｓｈｅꎻ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ｍｏｒａｌｅꎻ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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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水陆旅行
———以«醒世姻缘传»中的描写为例∗

刘晓艺
( 山东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醒世姻缘传»中有大量涉及旅行的描写ꎮ 在西方汉学界研究明清闺秀群落及闺秀式旅行成果的

基础上ꎬ提出明清“城乡富家女眷群”的概念ꎬ并分析这一较少为人所知的女性集团的旅游诉求ꎬ对这部世情小

说的深层解读具有积极意义ꎮ 该书所描写的旅行ꎬ包括旱路和水路两种ꎬ前者以“城乡富家女眷群”为主体ꎬ后
者则以男性官员为主体ꎮ 文本从细节入手ꎬ还原、分析这些旅行发生的具体情况:交通工具ꎬ费用ꎬ旅游景点的特

色ꎬ沿途的应役ꎬ水路的障碍等等ꎬ有助于深入分析这些旅行表象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机理ꎮ
关键词:　 «醒世姻缘传»ꎻ城乡富家女眷群ꎻ闺秀ꎻ京杭大运河ꎻ旅行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９－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８
作者简介:刘晓艺(１９７０—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ꎬ博士ꎬ兼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研究员ꎮ

①本文引文所使用的版本均为西周生:«醒世姻缘传»ꎬ 翟冰点校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３ 年ꎮ 引文标注章节与页码ꎬ不再另

示出版信息ꎮ
②这方面的著作有 Ｓｕｓａｎ Ｎａｑｕ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 Ｙｕꎬｅｄｓ.ꎬ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ꎻ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 Ｙｕꎬ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ｕ－ｈ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ꎻ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 Ｙｕꎬ ｅｄｓ.ꎬ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ｈａｒｍａ: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ｉｌｇｒｉｍꎬ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

　 　 在明末清初的著名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①中ꎬ旅行是一个重要的写点ꎬ包括起旱和走水路

两种形态ꎮ 如果一位男性角色旅行ꎬ则他或是需要赴任ꎬ或是需要经商ꎬ或是需要赶考ꎻ而女性角

色的旅行ꎬ则多半是与其丈夫一起去远方赴任ꎬ或由家人和仆人陪伴前往丈夫的所在地谋家庭团

聚ꎮ 西方汉学界研究明清闺秀群落及闺秀式旅行有其创见ꎬ而本文在此基础上ꎬ提出在传统中国

的非闺秀女性中ꎬ存在着一个经济相对富裕、不需亲自耕稼及持家的“城乡富家女眷群”ꎬ«醒世

姻缘传»的女主人公薛素姐堪称其代表人物ꎮ 本文不仅探讨其旅行活动ꎬ而且关注她们追求人

身自由、突破父权社会禁囿的手段ꎮ 同时亦考察明代官员赴任的行路情景ꎬ他们的行程给地方百

姓造成的应役负担及明代的水路交通等问题ꎮ

一、有关明清闺秀群与“城乡富家女眷群”的旅游研究

近年来ꎬ由于卜正民(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韩书瑞(Ｓｕｓａｎ Ｎａｑｕｉｎ)和于君方(Ｃｈｕｎ－ｆａｎｇ Ｙｕ)等明

清史学者作品的出版ꎬ我们得以了解到:至 １６ 世纪ꎬ消闲性旅行已经成为被中国的精英士子阶级

所肯定的一项文化活动ꎮ②

“闺秀”一词ꎬ特指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享有特殊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女性精英群体ꎮ 高

彦颐(Ｄｏｒｏｔｈｙ Ｋｏ)、曼素恩(Ｓｕｓａｎ Ｍａｎｎ)和达利娅伯格(Ｄａｒｉａ Ｂｅｒｇ)等治晚帝国史的女性汉学

学者ꎬ都在她们近年来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发现并证明了明清闺秀群热爱旅行的特点ꎮ 曼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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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女性与旅行的研究ꎬ将明清闺秀旅行者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ｓｅｓ———女

性探险者ꎬ其旅行有漫游和冒险双重的性质———相提并论ꎬ指出两者都将旅行当作一种追求自由

的方式ꎬ“既突出个性又享受隐匿ꎬ既审视自我又远离自我”ꎮ 曼素恩治晚帝国妇女旅行的研究ꎬ
将女性旅行分为以下数类:(１)闺秀互访交际ꎬ其组织形式通常为诗社、茶酒会等ꎻ(２)寻求宗教

满足和性灵发展ꎻ(３)已婚妇人归宁母家省亲ꎬ通常由丈夫和儿子陪伴ꎻ(４)已婚妇人陪伴丈夫赴

任远方ꎻ(５)新寡妇人护送亡夫灵柩返回故乡埋葬ꎮ①

曼素恩认为ꎬ涉及妇女“寻求宗教满足和性灵发展”的旅行题目ꎬ目前好的研究尚不多见ꎮ
她承认“在晚帝制中国ꎬ在儒家价值系统内ꎬ旅行乃是男性的世界”ꎬ但亦指出ꎬ闺秀旅行者已经

对这个世界形成了“事实上的入侵”ꎮ 在“新寡妇人护送亡夫灵柩返回故乡埋葬”的类别中ꎬ曼素

恩使用了清代女作家张婉英的日记来分析女性之于旅行的个人感受ꎮ 此日记完成于张婉英前赴

江苏太仓葬夫的途中ꎮ 她的丈夫客死他乡ꎬ这位新寡妇人携夫灵柩而行的愁绪ꎬ她作为女儿、妻
子和母亲的责任感ꎬ都从其深具典型旧式闺秀教养的笔端流露出来ꎮ 明清闺秀群作为一个写作

群体ꎬ不仅自身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诗文和游记ꎬ而且她们的存在又被同时代的男性文人记录了

下来ꎮ 两者之间除了形成互动性质的唱和之外ꎬ还有男性文人为之收编和刊刻文集、撰写序跋、
予以揄扬ꎻ对既已亡故的才女ꎬ男性文人往往以回忆录、诔文等形式予以纪念ꎻ如袁枚这样的风雅

文人ꎬ更是留下了收闺秀琼英为女弟子的风流轶事ꎮ 明清闺秀群以此而完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

“不朽”定位ꎮ 依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所作的统计ꎬ清代女作家共有 ３６８４ 名ꎬ其中有

籍贯可考的 ３１８１ 名ꎬ远胜前代之规模ꎬ而长江下游的女作家占了 ７０％以上ꎬ苏、松、常、杭、嘉、湖
及周边各府ꎬ更是才女汇聚ꎮ②

即使明清闺秀群的人数多达千万ꎬ相较于非闺秀女性的庞大人口ꎬ她们仍在少数ꎮ 在晚帝国

时期的承平岁月里ꎬ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富裕但识字程度不足的城乡女性群体ꎬ我们不妨称之为

“城乡富家女眷群”ꎮ 她们是佛经变文和说唱文学的主要消费者ꎬ也是当时物质生活中各类新奇

昂贵之物的主要购买者ꎬ同时也是城乡节庆和宗教活动的主要参与者ꎬ更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

者ꎮ 城乡富家女眷群的主要构成者为富裕家庭的已婚妇女ꎬ一般为主妇ꎬ掌有财政权ꎬ或至少也

应是有相当经济独立性的“两头大”ꎬ很难想象举动仍处处受制于正室的小妾可以自主出外旅

行ꎮ «金瓶梅»中ꎬ除正室吴月娘在夫亡后曾赴泰山“上顶”之外ꎬ西门庆的另外数妾都没有出远

门的记录ꎮ 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以有钱孀妇的身份嫁给西门庆的ꎬ婚后仍然保持相当的经济自

主权ꎬ但即使是城内的行人情、赴宴会ꎬ或依照节庆习俗女眷可以享受外出之日———如元宵节观

灯和“走百病”、清明踏青或上坟———她们若出门ꎬ仍需获得吴月娘的许可ꎬ与她同进退ꎬ听她的

安排ꎻ地位最低的孙雪莲常常被安排“看家”ꎬ实际上就是剥夺她出外的机会ꎮ
明清文学中ꎬ有关女性旅行者的形象ꎬ不能不提的是自传体叙事散文«浮生六记»中的芸娘ꎮ

作者沈复是她的丈夫ꎬ也是一位仕途潦倒的清中叶苏州士人ꎮ 林语堂对芸娘这位清新可喜的女

性形象大为赞赏ꎬ用英文全篇还原了«浮生六记»ꎮ 在沈复原著和林氏英译的笔下ꎬ芸娘美丽、聪
明、幽默、诗情ꎬ但更难得的是她对爱情的信仰和忠诚ꎮ 沈复是否出于悼亡之情、将芸娘形象美化

拔高了? 林语堂反对这个说法ꎮ 他认为芸娘堪称“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子之一”ꎬ“她不过就

是渴望眼见和理解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而已———而这些美好的事物ꎬ并不在古代中国的良家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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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兰:«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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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触及的范围内”①ꎮ 由此可见ꎬ芸娘的形象有别于千人一面的中国古典闺秀样式ꎮ 细研芸娘

和素姐两位晚帝国时期的女性旅行者ꎬ我们认为她们的旅行诉求不得满足ꎬ主要是因为她们都不

属于闺秀群体ꎬ也就无法以风雅的诗会、茶会等名目取得社会交际权ꎬ更不能得到同阶层男性的

赞许和赞助ꎮ

二、明清“城乡富家女眷群”的陆路旅行

«醒世姻缘传»中素姐的婆婆狄婆子ꎬ虽然作为夫权代言人一再挫败素姐的旅行意图ꎬ但她自己

却不愿放弃旅游观景的机会ꎮ 狄希陈在济南贪恋着妓女孙兰姬ꎬ不肯回家ꎬ狄婆子带上狄周夫妇和

觅汉李九强ꎬ决定亲自到“府里”抓儿子回来ꎮ 她的丈夫狄员外打发她上骡子出门ꎬ又殷殷叮嘱她不

要为难了儿子:
　 　 说着ꎬ打发婆子上了骡子ꎬ给他掐上衣裳ꎬ跐上了镫ꎮ 又嘱付李九强好生牵着头口ꎮ 狄

员外说:“我赶明日后晌等你ꎮ”他婆儿道:“你后日等我! 我初到府里ꎬ我还要上上北极庙合

岳庙哩ꎮ”狄员外心里想道:“也罢ꎬ也罢ꎮ 宁可叫他上上庙去ꎮ 既是自己上庙ꎬ也不好十分

的打孩子了ꎮ”(第 ４４ 回ꎬ第 ３０７ 页)
北极庙位于大明湖北岸ꎬ始建于元代ꎬ明永乐、成化年间曾两次整修ꎮ 它背城面湖ꎬ庙基高

耸ꎬ门前有 ３０ 多级台阶ꎬ是大明湖北岸最高的地方ꎮ 正殿及其后面的启圣殿都建得富丽堂皇ꎬ供
奉着“真武大帝”ꎬ两殿多处有道家人物的壁画ꎬ惟妙惟肖ꎬ又有所谓龟蛇铁铸像供妇女触摸求

子ꎮ 每年 ７ 月 ３０ 日地藏菩萨成道之日ꎬ北极庙的道士们会身穿法衣ꎬ焚烧法船ꎬ放河灯ꎬ照得大

明湖湖面通明ꎬ轰动济南城邑ꎮ② 北极庙前可观湖ꎬ后可观山ꎬ下可荡舟ꎬ有这些热闹景观ꎬ宜为

女眷所钟爱ꎬ那狄婆子当然也向往去“上上庙”了ꎮ 狄婆子一行游了北极庙ꎬ到大明湖上游了湖ꎬ
又上了岳庙和千佛山大佛头ꎬ玩了一个心满意足ꎮ

«醒世姻缘传»中还写到另外几次素姐的长途旅行ꎬ都是出于寻夫的缘故ꎮ 第一次是因姑表

小叔相于廷家的仆人漏出狄希陈京中娶妾的口风ꎬ素姐上京去找丈夫算账ꎬ让她的幼弟再冬陪

行ꎬ“算计雇短盘头口就道”(第 ７７ 回ꎬ第 ５９０ 页)ꎮ 书中没有详细写从山东到京城是怎么走的ꎬ
但她在京中相于廷家赌气上吊ꎬ连再冬也打骂在内ꎮ 再冬气得回道:“姐姐ꎬ你倒不消哩ꎬ好便

好ꎬ不好ꎬ我消不得一两银子ꎬ雇上短盘ꎬ这们长天ꎬ消不得五日ꎬ我撩下你ꎬ我自己跑到家里!”
(第 ７７ 回ꎬ第 ５９６ 页)ꎮ 原来走旱路ꎬ沿路分段以畜力为客户作短程运输者ꎬ称为“短盘”ꎮ «警世

通言»里«苏知县罗衫再合»的故事里:“苏雨领命ꎬ收拾包裹ꎬ陆路短盘ꎬ水路搭船ꎬ不到一日ꎬ来
到兰溪 ꎮ”③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时ꎬ贫无资斧ꎬ沿途雇驴而行ꎬ北方

所谓短盘也ꎮ”④

第 ５６ 回«狄员外纳妾代疱ꎬ薛素姐殴夫生气»中写狄员外父子从京中“坐监”结束后回山东

的过程:
　 　 狄员外雇了四个长骡ꎮ 那时太平年景ꎬ北京到绣江明水镇止九百八十里路ꎬ那骡子的脚

价每头不过八钱ꎻ路上饭食ꎬ白日的饭ꎬ是照数打发ꎬ不过一分银吃的响饱ꎬ晚间至贵不过二

分ꎮ 夜住晓行ꎬ绝无阻滞ꎮ 若是短盘驴子ꎬ长天时节ꎬ多不过六日就到ꎻ因是长生口ꎬ所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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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复:«浮生六记»ꎬ 林语堂译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０－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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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日方才到家ꎮ (第 ５６ 回ꎬ第 ４２８ 页)
又ꎬ第四回«童山人胁肩谄笑ꎬ施珍哥纵欲崩胎»一节中ꎬ晁源原计划带珍哥自武城前往父母

在上海华亭的任上ꎬ后因珍哥小产而阻了行程:
　 　 晁大舍从此也就收拾行李ꎬ油轿帏ꎬ做箱架ꎬ买驮轿与养娘丫头坐ꎬ要算计将京中买与计氏

的那顶二号官轿ꎬ另做油绢帏幔与珍哥坐ꎬ从新叫匠人收拾ꎻ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ꎻ又写了

二十四个长骡ꎬ自武城到华亭ꎬ每头二两五钱银ꎬ立了文约ꎬ与三两定钱ꎮ (第 ４ 回ꎬ第 ２６ 页)
故所谓“短盘”是脚力比较快但只能走短程的驴子ꎬ按路段走ꎬ中间需要换畜力ꎬ空身一人走

划算ꎬ带大量行李则不划算ꎮ 所谓“长盘”ꎬ是脚力比较慢但适合走长路的骡子ꎮ 短盘快而赶路

紧张ꎬ驴价也稍贵ꎬ适合于夏秋天长的日子ꎻ长盘慢但不必赶路ꎬ骡价便宜ꎬ中间不必换牲口ꎬ适合

于冬春天短的日子ꎬ又方便驮运行李ꎮ 以山东明水到北京的 １０００ 里行程论ꎬ短盘需 ５—６ 天ꎬ长
盘需 １０ 天左右ꎮ 胡旦与晁家仆人带着 １０００ 两银子进京行贿那次也是雇了长骡ꎬ从上海华亭走

到北京用了 ２８ 天ꎬ计以晁源所订的从武城到华亭的骡子价格“每头二两五钱银”ꎬ我们可计算

出ꎬ骡价大致为一天八分到一钱银ꎬ驴价大致为一天一钱五分银ꎮ
骑骡起旱走长路ꎬ往往是男性旅行者的便宜方式ꎬ女性旅行者如有条件ꎬ一般还是自己乘轿ꎬ

再由男性旅行者骑骡相伴ꎮ 晁源带珍哥回武城ꎬ“携着重资ꎬ将着得意心的爱妾ꎬ乘着半间屋大

的官轿ꎬ跟随着狼虎的家人ꎬ熟鸭子般的丫头仆妇ꎬ暮春天气ꎬ融和丰岁ꎬ道途通利ꎬ一路行来ꎬ甚
是得意”(第 ８ 回ꎬ第 ５４ 页)ꎮ ———这是不着急赶路、资费又富裕的起旱情形ꎮ

素姐由京中姑表小叔相于廷家返回山东明水的一程也是乘轿ꎮ 书中明确写道:“(相家)雇
了四名夫ꎬ买了两人小轿ꎬ做了油布重围ꎬ拨了一个家人倪奇同着再冬护送ꎬ择日起身ꎮ” (第 ７８
回ꎬ第 ５９７ 页)

素姐再次出远门ꎬ是去追赶刚回明水上了坟、乘船前往成都赴任的狄希陈ꎮ 这次ꎬ她从厨子吕

祥口中明白无误地印证丈夫已在京娶妾生子了ꎮ 他们赶船的方式ꎬ按照吕祥的建议ꎬ不从水路走ꎬ
而是骑骡起旱径到济宁ꎬ因为狄希陈的官船有勘合ꎬ逢驿支领口粮廪给ꎬ他们可以询问而得知ꎮ

素姐赶船未遂ꎬ反被吕祥拐跑了两头骡ꎬ流落淮安ꎬ幸得好人韦美帮助ꎮ 韦美先安置素姐在

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ꎬ每日送柴米供她食用ꎬ后来又“买了一个被套做了一副细布铺陈ꎬ做了

棉裤、棉袄、背心、布裙之类ꎬ农隙之际ꎬ将自己的空闲头口拨了两个ꎬ差了一个觅汉宋一成ꎬ雇了

一个伴婆隋氏”(第 ８８ 回ꎬ第 ６７６ 页)ꎬ将素姐送回明水ꎮ “伴婆”为职业的女性旅游陪伴人ꎮ
由此可见ꎬ城乡富家女眷群的非香社旅行ꎬ一般都有着非观光性的目的ꎬ但在旅行过程中借

机看景游玩ꎬ也是常事ꎮ 非香社旅行的旱路走法ꎬ有条件的多采用乘轿ꎬ无条件的则依据日程及

资费情况ꎬ可采取短盘骑驴或长盘骑骡的方式ꎬ但以长盘为更常见ꎮ 女性旅游需有人陪伴ꎬ若非

自己丈夫、家人ꎬ就是自家仆佣ꎬ如都没有ꎬ就需要雇用职业的旅游陪伴者“伴婆”来同行上路ꎮ
驴和骡可以是自家所出ꎬ也可以是雇来的ꎮ 客栈的饮食ꎬ在太平年景极为便宜ꎬ没有负担不起的

问题ꎮ 城乡富家女眷群对旅游的各种可能性都极为欢迎ꎬ不惜顶着整体男性社会的不赞成的皱

眉ꎬ自创机会ꎬ在本应赶路或办事的行程中谋求游山玩水、登寺访庙ꎮ

三、水路旅行的情况

从淮安回来后年余ꎬ素姐一来在明水家乡的经济情况支撑不下去ꎬ二来心头恨意难平ꎬ“恰
好侯、张两个道婆引诱了一班没家法、降汉子、草上跳的婆娘ꎬ也还有一班佛口蛇心、假慈悲、杀人

不迷眼的男子ꎬ结了社ꎬ攒了银钱ꎬ要朝普陀ꎬ上武当ꎬ登峨嵋ꎬ游遍天下”(第 ９４ 回ꎬ第 ７２６ 页)ꎮ
素姐就与侯张二人结伴ꎬ又一次托着香社的名目ꎬ“万里亲征”跑到四川ꎮ

２４



刘晓艺:明代的水陆旅行

这次的行程ꎬ是由薛家的小男仆小浓袋陪伴ꎬ走水路而行ꎮ 原书中的描写ꎬ如“一路遇庙就

进去烧香ꎬ遇景就必然观看” (第 ９４ 回ꎬ第 ７２８ 页)等ꎬ极易使人误会为这是一程水陆结合进发的

旅行ꎬ而他们弃陆登舟的地方在淮安ꎮ 但细读第 ９４ 回“薛素姐万里亲征ꎬ狄希陈一惊致病”的文

本ꎬ我们以为ꎬ这一程应是完全的水路ꎬ素姐所属的香社旅行团所包的船只ꎬ使用了一种类似现代

游轮旅游(ｃｒｕｉｓｅ ｔｒａｖｅｌ)的机制ꎬ不以赶路为要ꎬ却以观光为主ꎬ沿路走走停停ꎮ 船到淮安ꎬ时间

充裕到可以让素姐到她曾寄寓的尼姑庵去拜望以前熟识的老尼ꎬ再与恩人韦美宴聚ꎮ 韦美收了

素姐的礼物后ꎬ又“收拾了许多干菜、豆豉、酱瓜、盐笋、珍珠酒、六安茶之类ꎬ叫人挑着ꎬ自己送上

船去”(第 ９４ 回ꎬ第 ７２８ 页)ꎮ 在这一程水路朝圣的香社旅行里ꎬ“素姐朝过了南海菩萨ꎬ参过了

武当真武ꎬ登过峨嵋普贤ꎬ迤逦行来ꎬ走到成都境内”ꎮ 她只是在下船之后才换了轿子ꎬ“雇了一

个人挑了行李ꎬ雇了一顶两人竹兜ꎬ素姐坐里面ꎬ小浓袋挽轿随行”(第 ９４ 回ꎬ第 ７２９ 页)ꎮ 这些

都说明ꎬ侯张组织的这个水路旅行团ꎬ比起泰山香社ꎬ宗教意义更低ꎬ基本以闲适、观景为目的ꎮ
狄希陈携眷远赴成都上任ꎬ没有疑问地必须走水路ꎮ 他先是托骆校尉至张家湾“写船”:
　 　 骆有莪问狄希陈要了十两银子ꎬ叫吕祥跟随到了张家湾ꎬ投了写船的店家ꎬ连郭总兵合狄

希陈共写了两只四川回头座船ꎮ 因郭总兵带有广西总兵府自己的勘合ꎬ填写夫马ꎬ船家希图揽

带私货ꎬ支领禀给ꎬ船价不过意思而已ꎮ 每只做了五两船钱ꎮ 狄希陈先省了这百金开外的路

费ꎬ便是周景杨“开宗明义章”功劳ꎬ且路上有何等的风力好走ꎮ (第 ８５ 回ꎬ第 ６５３ 页)
狄希陈经由幕宾周景扬而结识郭总兵ꎮ 郭这次入川ꎬ虽是因失机被流放ꎬ但毕竟仍有广西总

兵府的身份ꎬ“回头座船”抵川后即会原线返回ꎬ图的就是捎揽私货ꎬ路上关卡少做盘查ꎮ 有了郭

总兵的勘合ꎬ来回的利润就抵得过这一百多金的单程船价ꎮ 此中ꎬ我们亦可窥见明末走私船运的

一点机窍ꎮ
狄希陈一行赴蜀ꎬ从张家湾开船ꎬ家人送行也是直送到通州ꎮ 几年以后ꎬ当他做完官返回的

时候ꎬ座船也是走到张家湾泊住的(第 １００ 回ꎬ第 ７６９ 页)ꎮ 当时的京师ꎬ不许罢闲官吏潜往居

住ꎬ于是他在通州赁房暂居ꎬ从此他的人生与他前生作为晁源的际遇关联了起来ꎮ
宠妾灭妻的恶少晁源舍弃妻子在老家武城、带爱妾珍哥北上ꎬ因当时他还未曾向在通州任上

的父亲晁思孝禀过娶妾之事ꎬ故从武城起旱直接上京ꎬ先将珍哥安置在北京的沙窝门———即今广

渠门———附近ꎬ此后便借口身为国子监学生必须住校ꎬ常驻北京ꎮ 晁源安顿好珍哥后:
　 　 自己还在京中住了两日ꎬ方才带了几个家人自到通州任内ꎬ说计氏小产ꎬ病只管不得好ꎬ
恐爹娘盼望ꎬ所以自己先来了ꎮ 晁夫人甚是怨帐ꎬ说道:“家门口守着河路ꎬ上了船直到衙门

口ꎬ如何不带他同来ꎬ丢他在家? 谁是他着己的人ꎬ肯用心服事? 亏你也下得狠心! 况且京

里有好太医ꎬ也好调理ꎮ”他埋怨儿子不了ꎬ又要差人回去央计亲家送女儿来ꎮ 晁大舍也暂

时支吾过了ꎮ (第 ６ 回ꎬ第 ４０ 页)
晁夫人怨帐儿子没有走水路带儿媳来ꎬ甚有道理ꎮ 武城是大运河经过之处ꎬ通州是大运河的

北终点ꎬ晁源如果不是要去北京先安置珍哥ꎬ则水路本是他最好的选择ꎬ从武城直接上船到通州

极为便利ꎮ 事实上ꎬ他后来第二次去通州ꎬ就是走水路ꎮ
　 　 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ꎬ恐旱路天气渐热ꎬ不便行走ꎬ赁了一只民座船ꎬ赁了一班

鼓手在船上吹打ꎬ通共讲了二十八两赁价ꎬ二两折犒赏ꎮ 又打点随带的行李ꎻ又包了横街上

一个娼妇小班鸠在船上作伴ꎬ住一日是五钱银子ꎬ按着日子算ꎬ衣裳在外ꎻ回来路上的空日子

也是按了日子算的ꎬ都一一商量收拾停当ꎮ (第 １４ 回ꎬ第 １０８ 页)
往河边下了船ꎬ船头上烧了纸ꎬ抛了神福ꎬ犒赏了船上人的酒饭ꎮ 送的家人们都辞别了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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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站着ꎬ看他开船ꎮ 鼓棚上吹打起来ꎬ点了鼓ꎬ放了三个大徽州吉炮ꎮ 那日却喜顺风ꎬ扯了篷ꎬ
放船前进ꎮ 晁大舍搭了小班鸠的肩膀ꎬ站在舱门外ꎬ挂了朱红竹帘ꎬ朝外看那沿河景致ꎮ 那正

是初夏时节ꎬ一片嫩柳丛中ꎬ几间茅屋ꎬ挑出一挂蓝布酒帘ꎮ 河岸下断断续续洗菜的、浣衣的、
淘米的ꎬ丑俊不一ꎬ老少不等ꎬ都是那河边住的村妇ꎬ却也有野色撩人ꎮ (第 １４ 回ꎬ第 １０９ 页)
船只开航时祭祀神祗ꎬ属于船户禁忌文化ꎮ 中原一代多信龙王ꎬ古时祭水神河伯ꎮ 祭祀的目

的ꎬ不外乎要取悦于水神ꎬ使之不为邪祟ꎬ使人旅途平安ꎮ①素姐赶船追狄希陈未遂ꎬ流落淮安ꎬ气
愤之下ꎬ对吕祥说:“你去打听那里有甚河神庙宇ꎬ我要到庙里烧纸许愿ꎬ保护他遭风遇浪ꎬ折舵

翻船ꎬ蹄子忘八一齐的喂了丈二长的鲇鱼!”主仆二人找到“东门里就是金龙四大王的行宫ꎬ今日

正有人祭赛还愿的时候ꎬ唱戏乐神ꎬ好不热闹”ꎮ 素姐买了纸马金银ꎬ在神前亲手拈香ꎬ叫吕祥宝

炉化纸ꎬ祷祝道:“河神老爷有灵有圣ꎬ百叫百应ꎬ叫这伙子强人ꎬ翻了船ꎬ落了水ꎬ做了鱼鳖蟹的

口粮ꎬ弟子专来替三位河神老爷重挂袍ꎬ杀白鸡白羊祭赛ꎮ 要是扯了谎ꎬ还不上愿心ꎬ把弟子那个

好眼滴了!”(第 ８６ 回ꎬ第 ６６２ 页)———这就是相信水神有破坏舟程的力量ꎮ
再说晁源ꎬ第二次北上走了近一个月才到ꎬ“五月十二日ꎬ晁大舍到了张家湾ꎬ将船泊住”(第 １５

回ꎬ第 １１１ 页)ꎮ 走得这样慢ꎬ自然与他携妓图消闲有关ꎮ 狄希陈赴任ꎬ自通州行船出来ꎬ不用十日到了

沧州ꎮ 通州至沧州约等于通州至武城的一半距离ꎬ以此约算ꎬ晁源若是赶路的话ꎬ大约 ２０ 日能到通州ꎮ
晁家早年的幕宾刑皋门升为兵部侍郎ꎬ从湖广上京途径山东时曾下船到前上司晁思孝坟上

致祭ꎮ 为此ꎬ武城县礼房循例迎接ꎬ特意到晁家提出要在晁思孝坟上建“一座三间的祭棚ꎬ一大

间与邢老爷更衣的棚ꎬ一间伺候大爷ꎬ一间伺候邢老爷的中军”(第 ４６ 回ꎬ第 ３５９ 页)ꎮ 晁家本要

预备起来ꎬ礼房则仍坚持让“地方催办”ꎮ 及至邢侍郎到时ꎬ“匆匆的赴了一席ꎬ连忙的上船ꎬ要往

晁乡宦坟上致祭ꎬ祭完还要连夜开船ꎮ 到了坟上ꎬ武城县官接着相见过ꎬ辞了开去ꎮ 却是姜副使

迎接入棚ꎬ更衣上祭ꎮ 祭完ꎬ让至庄上筵宴”(第 ４７ 回ꎬ第 ３６０ 页)ꎮ 明代侍郎为正三品官员ꎬ这
一段描写虽略ꎬ却使我们窥见地方政府招待沿途经过的高级官员的形式化做法ꎮ

据«大明会典»记载ꎬ明代设有水马驿 １２９５ 处ꎬ后稍裁并为 １０３６ 处ꎮ 较大的水驿站会配备驿

船 ６０ 艘ꎬ较小的也有 ５ 艘ꎮ②驿站之设ꎬ主要职能原本是公文传递ꎬ方便官员旅行不过为其附带

功能ꎬ但明中叶以后ꎬ公文传递的功用已经不再重要ꎬ而应付过往官员的夫马则是地方行政的一

件大事ꎮ 不仅其所需的役力财物是地方上的一种无形负担ꎬ迎送本身更成为地方官的债责ꎮ 仅

以水路而论ꎬ官员行经地方ꎬ不仅需要动用船只迎接ꎬ还可能需要征用到吹鼓手、炮手(发船前需

要点炮起行)、挽船的纤夫、开关水闸的闸夫等ꎬ官员上岸后的活动ꎬ则不免用到马夫、膳夫、门子

等ꎬ这些都要靠地方从民众中佥派ꎮ
说起来ꎬ当年晁思孝在华亭官场上闯的一个大祸就是未曾应付好一位辛翰林的夫马:
　 　 那辛阁下做翰林的时节钦差到江西封王ꎬ从他华亭经过ꎬ把他的勘合高阁了两日ꎬ不应

付他的夫马ꎬ连下程也不曾送他一个ꎮ 他把兵房锁了一锁ꎬ这个兵房倒纠合了许多河岸上的

光棍ꎬ撒起泼来ꎬ把他的符节都丢在河内ꎮ 那辛翰林复命的时节ꎬ要具本参他ꎬ幸而机事不

密ꎬ传闻于外ꎬ亏有一个亲戚郑伯龙闻得ꎬ随即与他垫发了八百两银子ꎬ央了那个翰林的座

师ꎬ把事弥缝住了ꎮ (第 ４ 回ꎬ第 ６８ 页)
后来辛翰林由南京礼部尚书钦取入阁ꎬ到了通州ꎮ 这一番晁思孝倒也万分承敬ꎬ但辛翰

林有了成心ꎬ一毫礼也不收ꎬ也不曾相见ꎬ不用通州一夫一马ꎬ自己雇了脚力人夫ꎬ起旱进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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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军:«船户禁忌»ꎬ«车马溜索滑竿———中国传统交通运输习俗»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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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参了贪污腐败的晁思孝一本ꎬ将他收入刑部监中ꎬ若不是有钻天本事的衙役相救ꎬ晁老

险些不保ꎮ (第 １７ 页ꎬ第 １２７－１３０ 页)
有关刑侍郎、辛翰林的水路旅行的记录ꎬ在«醒世姻缘传»中都甚简略ꎬ且也只有地方接待、

没有实际行程的描述ꎮ 但狄希陈赴川的行程却值得一记ꎬ除了上文提及的带勘合行走可以抵消

船价的现象ꎬ他的携眷而行、沿路的驻泊、购物、观光ꎬ都颇能代表晚明中下级官吏远程赴任的情

形ꎮ 他与郭总兵的两船之间通讯的情况ꎬ也是个有趣的现象ꎮ
狄希陈与郭总兵联船而行ꎮ 到了沧州ꎬ他带仆人从河间武定竟到明水ꎬ让两船到临清泊住等

他ꎮ 临清是大运河沿途八大钞关里最繁华的一座码头ꎬ在当地购物甚方便ꎮ 狄希陈从家中上完

坟回到船上ꎬ一路行来ꎬ过淮安ꎬ过扬州ꎬ过高邮ꎬ屡次经过大码头时ꎬ都欲请客ꎬ只因惧内而不敢:
　 　 只要设个小酌ꎬ请郭总兵、周景杨过船来坐坐ꎬ回他的屡次席ꎬ只因恼着了当家小老妈

官ꎬ动也不敢动ꎬ口也不敢开ꎮ 喜得顺风顺水ꎬ不觉得到了南京ꎮ 歇住了船ꎬ约了郭总兵、周
景杨ꎬ同进城去置买那一切的礼物ꎮ 住了两日ꎬ各色置买完备ꎬ然后开船起行ꎮ (第 ８７ 回ꎬ
第 ６６７ 页)
船上的日子ꎬ整整走了四个月ꎬ才到成都:
　 　 离成都不远ꎬ只有三站之地ꎬ央了便人传了信与本衙衙役ꎮ 这成都是四川省会之地ꎬ财
赋富足之乡ꎬ虽是个首领衙门ꎬ却有几分齐整ꎬ来了十二名皂隶ꎬ四个书办ꎬ四个门子ꎬ八名轿

夫ꎬ一副执事ꎬ一顶明轿ꎬ齐齐的接到江边ꎮ 望见狄希陈座船将到ꎬ各役一字排开ꎬ跪在岸上ꎬ
递了手本ꎮ 船上家人张朴茂分付起去ꎬ岸上人役齐声答应ꎮ 狄希陈在船上甚是得意初

一日ꎬ狄希陈自己进城宿庙ꎮ 到任以后ꎬ着人迎接家眷入衙ꎬ差人与郭总兵另寻公馆ꎮ 初二

日ꎬ狄希陈到过了任ꎬ向成都县借了人夫马匹ꎬ搬接家眷ꎬ又迎接郭总兵合家眷属到了公馆ꎮ
(第 ９１ 回ꎬ第 ６９９－７００ 页)
这程水路旅行至此才算结束ꎮ 狄希陈的职位是府经历ꎬ正八品ꎬ乃是知府官署的首领官ꎬ习

惯上ꎬ地方官吏犯罪等待审讯的ꎬ往往发交府经历厅看管ꎮ①狄希陈后来能盈其宦囊而归ꎬ与他以

经历而代署成都县有很大关系ꎬ而能够代署成都县ꎬ又与经历的工作性质有关ꎮ 有些讲职官制度

的书上ꎬ将府经历仅仅诠释为知府下面负责出纳文书的属官ꎬ这就忽略了府经历可以审案的默认

属性ꎮ 成都府前来迎接狄希陈的阵仗不小ꎬ这很可能是因为“风俗淳厚的地方ꎬ乡宦士民ꎬ都不

妄自尊大ꎬ一般都来拜贺ꎬ送贽见ꎬ送贺礼ꎬ倒比那冷淡州县更自不同ꎮ”(第 ９１ 回ꎬ第 ７００ 页)但
迎接的规格之高ꎬ更与府经历的实权职位有关ꎮ

京杭大运河从通州到北京城四惠有通惠河段ꎬ在不淤塞的情况下ꎬ漕粮和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运

至今西城区的积水潭ꎮ 明代最后一次疏浚通惠河的工程ꎬ由巡仓御史吴仲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主持

进行ꎮ 疏浚后的通惠河稍短了一些ꎬ但仍可通达至今朝阳区杨闸村附近ꎮ 此处距离晁源安置珍哥

的沙窝门住处ꎬ直线距离只有 １６ 公里ꎬ从经济上考虑ꎬ如果通惠河可用ꎬ则晁源第一次与珍哥上京ꎬ
从武城走水路仍是划算的———前提是如果他们不赶路的话ꎮ 从晁源、狄希陈北行都泊船于张家湾ꎬ
南行则以张家湾为起点ꎬ我们可以推知ꎬ通州的张家湾就是大运河客运的北终点ꎮ 这个推论可以从

我国著名的水利史学家姚汉源的书中得到印证:“明清通惠河只能驳运漕粮ꎬ不通商旅ꎮ”②

实际上ꎬ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一段ꎬ虽经嘉靖年间的吴仲疏浚ꎬ在京通之间ꎬ仍是水陆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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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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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鹿年:«历代官制概略»ꎬ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８ 年ꎬ 第 ４８４ 页ꎮ
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ꎬ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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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从大通桥至京城东仓一段使用的是陆运ꎮ① 而元代通惠河通航时ꎬ不光漕粮可以北运到积水

潭ꎬ就连客商出京的船ꎬ也可以从积水潭出发南行ꎮ 嘉靖八年(１５２９)距通惠河竣工时的至元三

十年(１２９３)近两个半世纪ꎬ明代的水利工程的实效反不及前代之“通”且“惠”ꎮ 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ꎬ通惠河从修筑到竣工ꎬ郭守敬只用了 １ 年ꎬ而吴仲的疏浚却也用了 １ 年ꎮ
水路旅行舒适ꎬ不必风餐露宿ꎬ但也有其明显的缺陷:速度太慢ꎮ 狄希陈入川竟然走了 ４ 个

月ꎬ同时期发生的“五月花”号渡洋旅行才不过用了一半时间ꎮ② 晁源从山东北部的武城到北京

也足足用了近一个月ꎮ 这两次“慢生活”的内河旅行ꎬ都与旅行者自身的耽搁或诉求有关ꎮ
内河旅行者可以自己掌握速度ꎬ这一特色若与明清官场的政治形势相结合ꎬ有时会产生耐人

寻味的结果ꎮ 遭贬谪或赌气辞职的官员ꎬ可以用慢行船的方式ꎬ等待朝廷的风云变化中出现新

机ꎬ或等待主上的回心转意ꎮ 刑皋门就是一例ꎬ他的情况借由武城县礼房之口表述如下:
　 　 他原是湖广巡抚ꎬ合陵上太监合气ꎬ被太监参了一本ꎮ 查的太监说谎ꎬ把太监处了ꎮ 邢

爷告病回家ꎬ没等得回籍ꎬ路上闻了报ꎬ升了北京兵部侍郎ꎬ朝廷差官守催赴任ꎬ走的好不紧

哩ꎮ (第 ４６ 回ꎬ第 ３５９ 页)
赶路的水路旅行也常常快不起来ꎬ尤其是在大运河航道内行船ꎬ这已经不是船速的问题ꎮ 明

代中叶以后ꎬ黄河屡次决口ꎬ冲击运河ꎬ导致堤岸崩溃ꎬ闸门失效ꎮ 黄河夺淮以后ꎬ黄河水倒灌入

运河ꎬ泥沙内侵ꎬ运河的河身也日趋垫高ꎮ 明政府为保漕运ꎬ只知治标ꎬ采用牺牲下游百姓的办

法ꎬ加高河堤ꎬ建平水闸ꎬ泄水东注ꎮ 而秋季水减之后ꎬ漕舟上闸ꎬ难于上天ꎬ每舟用纤夫三四百

人ꎬ犹不能过ꎬ用力急则断缆沉舟ꎮ 漕舟如此ꎬ客船可想而知ꎮ «明史河渠志»里载有长篇累牍

的朝臣议论、治河方略ꎬ但都不能于大运河每况愈下的行舟情况有所补益ꎮ③ 水闸建多了以后ꎬ
需要重复关合才能保证水位ꎬ势必羁迟旅途ꎮ 明代订有“漕河禁例”十七条ꎬ第一条就是有关启

闭闸门的规定:除了贡鲜船外ꎬ非积水满不能开闸过船ꎬ违者虽权贵豪强亦重罚ꎮ “漕河禁例”又
禁止普通船只敲锣鼓响器ꎮ④ 从«醒世姻缘传»的描写看ꎬ这一条完全失败ꎮ 所有船只ꎬ开船时无

有不“点鼓”或“点炮”者ꎮ
黄仁宇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为«明代的漕运»ꎬ他的明经济史巨著«十六世纪明代

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即由其博士论文而来ꎮ 在该论文中ꎬ黄仁宇分析了政府投入和大运河的实

际运输成效后认为ꎬ这条水道并不像某些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刺激

作用ꎮ⑤ 此一观点他亦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重复表达ꎮ⑥

明末的内河航行比之同时代的欧洲仍占先机ꎬ但渐渐失去了如马可波罗那时所见的优势ꎮ
那种“樯桅林立ꎬ遮天蔽日”的内河繁荣景象ꎬ在欧洲的重要城市、特别是阿姆斯特丹ꎬ也在渐渐

生成中ꎮ 布罗代尔一一分析过的欧洲中世纪的重要商港:威尼斯ꎬ布鲁日ꎬ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ꎬ 北京: 文津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４２ 页ꎮ
与«醒»书中所描绘的内河航行的发生时间相去不远———有可能更早ꎬ因为小说的时间不能确定给出———在 １６２０ 年秋冬

之交ꎬ“五月花”号迎着大西洋的西风带(Ｗｅｓｔｅｒｌｉｅｓ)驶往美洲ꎬ全程不过用了两个多月ꎻ１６２１ 年四五月间ꎬ它回程的时候未受风

向影响ꎬ时间缩短一半多ꎬ只用一个月就完成了ꎮ 欧洲的造船术本落后于中国ꎬ但至 １６ 世纪末 １７ 世纪初则奋起直追ꎬ出现了从

克拉克(ｃａｒｒａｃｋ)帆船到盖轮(ｇａｌｌｅｏｎ)帆船的转变ꎬ载重量也大为提高ꎮ
朱偰编:«中国运河史料选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２ 年ꎬ 第 ８３－９０ 页ꎮ
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ꎬ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１２ 页ꎮ
Ｒａｙ Ｈｕ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ｈ.Ｄ. ｄｉｓ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ꎬ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２１－３７.
[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ꎬ阿风等译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４２１ 页ꎮ



刘晓艺:明代的水陆旅行

丹ꎬ都兼具海港与河港的特征ꎮ① 欧洲中世纪的内河航行ꎬ实追随海航之后ꎬ并没有形成独立发

展的风貌ꎻ中国虽出过郑和这样的伟大旅行家ꎬ但海航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时段既少且

短ꎬ以大运河为主动脉的内河航运才真正承担着国计民生ꎬ这又意味着:大运河的任何一截一旦

失手ꎬ国家的生命粮线就中断了ꎮ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ꎬ英国人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

的镇江ꎬ封锁漕运ꎬ致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ꎬ不久就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ꎮ 晚清漕

粮北运彻底转向海漕方式ꎬ直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ꎬ间接的原因ꎬ亦与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吃过那一堑有关ꎮ

四、结论

通过对«醒世姻缘传»这部世情小说的文本细读ꎬ我们可以看到ꎬ明代的“城乡富家女眷群”ꎬ
对旅行有着不亚于闺秀群落的诉求ꎬ她们出行的方式不一ꎬ或起旱、或走水路ꎬ往往追求舒适性和

安全性ꎮ 在一般的客航中ꎬ已经有类似游轮的旅行船ꎬ旅行者多依托着香社机制ꎬ沿途朝圣游景ꎮ
«醒世姻缘传»中的旅行描写亦可印证以下史实:明代相较于元代和清代ꎬ运输更为严重依赖内

河ꎬ朝廷为严保漕粮运输ꎬ不惜牺牲客旅的行途方便ꎻ京杭大运河中的通惠河段ꎬ不通商旅ꎻ官员

携带勘合ꎬ走得既风顺ꎬ沿路有关卡补给ꎬ又可为船家带私货以减免舟资ꎻ但除此之外ꎬ低级官员

与一般商旅无异ꎬ也都是自家订船上路ꎻ高级官员在内河旅行ꎬ则排场就大得多了ꎬ常不免给地方

造成种种应役负担ꎮ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Ｘｉｎｇｓｈｉ Ｙｉｎｙｕａｎ Ｚｈｕａｎ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ｙ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Ｘｉｎｇｓｈｉ Ｙｉｎｙｕａｎ Ｚｈｕａｎ ｄｅｖｏｔ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ｄｅｐｉ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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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ꎬ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ｗｏｍｅｎｆｏｌｋ”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ｅｓｓ ｋｎｏｗｎ ｃｒｏｗ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 ｏｆ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ｖｉａ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ａ ｗａ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ｍｏｓ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ｗｏｍｅｎｆｏｌｋ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ꎬ ｍａｌ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ꎬ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ꎬ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ｉｔｅｓꎬ 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ｗｏｒｋ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ꎬ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Ｘｉｎｇｓｈｉ Ｙｉｎｙｕａｎ Ｚｈｕａｎꎻ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ｗｏｍｅｎｆｏｌｋꎻｅｌｉｔｅ ｗｏｍｅｎꎻ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ꎻｔｒａ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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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４ 卷 第 ４ 期 (总第 ２８５ 期)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５)

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在何种意义上?
———一个谱系学的考察与回应∗①

姬志闯
(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ꎬ河南 开封ꎬ４７５００４ )

　 　 摘要:　 差异和冲突构成了“古典实用主义”的形象底色和叙事特征ꎬ进而衍生了诸多谱系学的“分野”说ꎮ
这些学说尽管理论形态各异ꎬ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悖论式的“皮尔士情结”———皮尔士的“背离与回归”ꎮ
然而ꎬ对这些“分野”说的谱系学考察表明ꎬ这些“分野”判定不仅因为“背离与回归”的悖论而陷入困局ꎬ而且其

意义也会发生“反讽”式转向ꎮ 究其根源就在于ꎬ“定向回溯式”的谱系描述模式对“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法论”
内涵的隐匿及其作为谱系线索身份的放逐ꎮ 由此ꎬ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ꎬ关于古典实用主义谱系的一个“自然主

义”建构路径便应运而生了ꎮ
关键词:　 实用主义ꎻ詹姆斯皮尔士ꎻ谱系学ꎻ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８－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５
作者简介:姬志闯(１９７６—　 )ꎬ男ꎬ河南睢县人ꎬ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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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实用主义的谱系及其当代面向研究”(１４ＢＺＸ０６８)、河南省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实用主义的‘古典’逻辑及其谱系学效应研究”(２０１９－ＪＣＺＤ－００４)、河南大学哲学社

会科学重大项目培育计划项目“«纳尔逊古德曼文集»编译与研究”(２０１９ＺＤＸＭ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Ｃ. Ｓ. Ｐｅｉｒｃ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５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Ｗｅｉ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３５ꎬ ｐａｒａ. １７.
③Ａｒｔｈｕｒ Ｏ. Ｌｏｖｅｊｏｙꎬ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ｓ”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

(Ｊａｎ. ２ꎬ １９０８)ꎬ ｐｐ.５－１２.
④Ｎ. Ｒｅｓｃｈｅｒꎬ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４７.

　 　 随着威廉詹姆斯在 １８９８ 年的论文«哲学的概念和实际效果»中把“实用主义”归源于皮尔

士首创ꎬ并于 １９０３ 年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同性回应:“后来相当一窝雏鸽已经展翼ꎬ从它们的羽毛

中我可以想象ꎬ我放出的鸽子已经孵了一窝”②ꎬ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奠基者和创始人身份便得以

确立ꎬ而其 １８７８ 年对“实用主义准则”进行首次阐明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也因此被

公认为实用主义的诞生标识ꎮ 然而ꎬ实用主义的古典进程并没有沿着皮尔士的预设道路行进ꎬ进
而带来连续和融贯的叙事ꎬ相反ꎬ却因为经典作家们个性风格、思想渊源、关注主题、核心概念和

理论观点上的多样和差异ꎬ而呈现出一种极富断裂甚至冲突感的叙事特征ꎮ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

样ꎬ洛夫乔伊早在 １９０８ 年就抱怨说“存在 １３ 种实用主义”③ꎻ当代美国哲学家 Ｎ.雷谢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Ｒｅｓｃｈｅｒ)也感叹“实用主义并不祈求达到稳定统一ꎬ而更趋向于被不同哲学家给出完全不同的解

释”④ꎻ而伯恩斯坦则直接归之于“诸叙事的冲突”ꎮ 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古典实用主义谱系描述的

林林总总和莫衷一是ꎬ而且也因为连“古典实用主义”的自身融贯都难以达成而衍生了诸多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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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古典”分野学说ꎮ 然而ꎬ纵观这些“分野”学说ꎬ尽管其理论形态各异ꎬ却不约而同地指向

和呈现了一种“皮尔士情结”:皮尔士ꎬ不仅因为“实用主义准则”而被归认为实用主义的创始者ꎬ
而且也因为被“误解”和背离而成为了分野的“分水岭”ꎬ并因此在古典实用主义谱系的重构中被

寄于“回归”厚望ꎮ 表面看来ꎬ这种“皮尔士情结”似乎并无不妥ꎬ因为有了“背离”ꎬ所以“回归”
便理所当然ꎮ 但是ꎬ当我们基于“实用主义准则”这个发生学起点考察这些“分野”时却发现ꎬ不
仅“背离与回归”的谱系逻辑并不理所当然ꎬ而且还会因为“古典实用主义”的定义悖论而带来谱

系描述的更大困难ꎮ 那么ꎬ如何理解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 “皮尔士情结”的悖论根源与出路

何在? 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重构又有哪些启示? 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和回答ꎬ不仅构成了本文

的核心旨趣ꎬ也规定了其任务起点:对实用主义“古典”分野学说的考察ꎮ

一、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种种

因为经典作家们的理论差异ꎬ实用主义的“古典”叙事从诞生之日起便烙上了强烈的断裂和

冲突印迹ꎮ 从皮尔士本人最早表达的对“实用主义”一词的“非哲学”使用的不满①ꎬ到佩里和伯

恩斯坦关于古典实用主义“是一场以詹姆斯对皮尔士的误解为起点的运动”②的基本归认ꎬ不仅

夯实了这种“分野”格调ꎬ也激发了实用主义谱系叙事者的理论热情和阐述努力ꎬ并从不同的视

角和线索出发ꎬ给出了形色各异的“分野”学说ꎮ 除了对“分野”的早期或者简单判定以外ꎬ就论

证充分度、观点新近性和关注影响力而言ꎬ尤以苏珊哈克、Ｎ.雷谢尔、Ｈ.Ｏ.莫恩斯和陈亚军等的

论述为代表ꎮ 根据其叙事视角和逻辑线索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ꎮ
第一类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说ꎬ从“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基本立场出发ꎬ通过对

作为其方法体现且源旨于“意义探究”的“实用主义准则”的不同解释及其理论后果的分析ꎬ并最

终根据其导致的实用主义整体“风格”或“版本”差异作出“分野”判定ꎬ主要以苏珊哈克和 Ｎ.
雷谢尔为代表ꎮ 对于苏珊哈克和雷谢尔而言ꎬ实用主义应当是一种思考方法ꎬ而非一种学说体

系ꎮ 作为方法ꎬ它体现在寻求意义的实际效果的准则中ꎬ这个准则就是著名的“实用主义准则”ꎮ
然而ꎬ尽管实用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都把它视为实用主义的核心ꎬ但对它的解释及其后果却差异巨

大ꎬ并形成了不同的实用主义风格ꎮ 在苏珊哈克看来ꎬ成熟的皮尔士坚持一种“经院实在论”ꎬ
因为ꎬ虽然意义的探究归于“实效”ꎬ但这个实效更趋向于“语言化的经验”ꎬ而作为“可错性”探
究终点所获得的“被人们一致同意的最后意见”的真理ꎬ也是“如此这般ꎬ无论你或我或任何

人是否认为它是如此这般”ꎮ 然而ꎬ如果说“皮尔士哲学在逻辑和(在某种意义上是)实在论的风

格中趋向成熟ꎬ而詹姆斯哲学则在更为心理学和(在某种意义上是)唯名论的格调中发展演

变”③ꎬ因为ꎬ他不仅更偏爱“在实际证实过程中使之为真的具体真理”ꎬ而且也更强调信念的“兑
现价值”ꎻ而杜威尽管“把皮尔士的真理定义‘注定要被所有参与探究的人一致同意的意见’描述

为‘最佳定义’ꎮ 但是ꎬ就像詹姆斯一样ꎬ他倾向于强调特殊真理胜过强调真理本身ꎬ强调实际证

实胜过强调潜在的可证实性”④ꎮ 而且他把真理看作“一种在真理和实在之间相互调整”时所透

出的唯心主义或者建构主义元素ꎬ也与皮尔士的实在论格格不入ꎮ 因此ꎬ苏珊哈克认为ꎬ正是

因为詹姆斯、杜威对皮尔士实在论的背离ꎬ才形成了“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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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义ꎬ不仅导致了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ꎬ也为以罗蒂为代表的“庸俗实用主义者”对古典实

用主义的过度阐释打开了方便之门ꎬ并因此在其“基础融贯论” 和 “坦诚实在论”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ｓｍ )中表达了对皮尔士的感激和“回归”倡议ꎮ① 与苏珊哈克一样ꎬＮ.雷谢尔秉持了对实

用主义的方法认同ꎬ但无论是对“分野”的判定还是“回归皮尔士”的愿望ꎬ都表现得更为决绝和

强烈ꎮ 在他看来ꎬ实用主义的奠基人皮尔士所构想的实用主义ꎬ更关注一般的方法和标准ꎬ更关

注客观性的“成功”ꎬ其任务就是提供了一个客观性标准ꎬ一个测试我们实际信念的充分性的实

在原则ꎬ因为ꎬ“在皮尔士那里ꎬ实用主义当然不支持放弃原则ꎻ相反ꎬ它的任务是根据其在实践

中的应用效果为原则的经验确证和巩固提供一条康庄大道”②ꎮ 而詹姆斯则“把主观的满意而不

是决定性的客观功能效果视为实用主义的目标”ꎬ这不仅是对“把作为理性能力特征的有目的的

充分性作为关注重点的皮尔士传统的无脑背离”③ꎬ进而把皮尔士“客观的－实在论的实用主义”
演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反实在论”版本ꎬ而且也一步步在对客观性的限制中导向了罗蒂式的后

现代的“怎样都行”ꎬ甚至彻底毁灭和解构了皮尔士的方法ꎮ④ 因此ꎬＮ.雷谢尔基于为避免实用主

义的危机而寻求“一种自身充分且可接受的实用主义版本”的目的ꎬ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转向”
诉求中强烈呼吁“回归皮尔士”ꎮ

第二类古典实用主义的“分野”叙事ꎬ聚焦于对古典实用主义的历史演进、运思线索和核心

概念的考察ꎬ并根据其内涵变异和转换作出“分野”判定ꎬ以莫恩斯和陈亚军的论述为主要代表ꎮ
在详细考察了皮尔士思想的德国来源以及由符号理论所引发的从“没有超越经验的实在”到“超
越经验的世界是实在论的前提”的观点变迁之后ꎬ莫恩斯得出结论说:“皮尔士关于规律、习惯或

者倾向的实在论是其成熟哲学的最基本特征ꎮ 没有它ꎬ他的实用主义就无法理解ꎮ”⑤然而ꎬ皮尔

士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对“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却是实在论和现象学的混合体ꎬ它包

含着与皮尔士成熟思想直接冲突的唯名论ꎬ譬如强调效果就是“可感觉到的效果”ꎮ 不幸的是ꎬ
詹姆斯却强调了皮尔士本人放弃的唯名论和现象论元素ꎬ把“实用主义变成了极端经验主义的

一种形式”⑥ꎬ并最终经过杜威的自然主义加工和罗蒂的推广ꎬ呈现为皮尔士和詹姆斯都反对的

科学至上主义ꎮ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ꎬ莫恩斯作出了“分野”判定:“因为詹姆斯在一些重要的方

面误解了皮尔士ꎬ所以他改进的实用主义并不是皮尔士发展的实用主义ꎮ 事实上ꎬ存在着两种实

用主义ꎮ”⑦与莫恩斯一样ꎬ陈亚军也是从古典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入手ꎬ不同的是ꎬ他更注重从

实用主义诞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运思路径及其所导致的主题转变来论证“分野”ꎮ 陈亚军认

为ꎬ基于瓦解“心灵”的运思路径ꎬ皮尔士的“语言转向”直接促成了实用主义的问世ꎬ因为正是为

了化解推论语义学所面临的语义无穷倒退困境ꎬ他才提出了“实用主义准则”ꎬ并最终把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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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志闯:实用主义的“古典”分野:在何种意义上?

意义诉诸于语言的实践活动及其可能导致的行为习惯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实用主义准则”不仅可

以理解为“语言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而且“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ａｘｉｍ”也应该翻译为“语用学准则”ꎮ 尽

管皮尔士完成了对经验的符号化ꎬ但只是范畴学说下的边缘概念ꎬ而在詹姆斯和杜威那里ꎬ重塑

“世界”的本体论关切ꎬ让“经验”通过现象学－生存论路径从边缘走向了中心ꎬ“‘经验’而非‘语
言’最终成为实用主义的主题”①ꎮ 或者说ꎬ“古典实用主义的核心概念并非‘语言’ꎬ而是‘经
验’ꎮ 经验虽未成为皮尔士的焦点ꎬ但詹姆斯和杜威的经验学说却取代皮尔士的语义学方法论

成为古典实用主义的理论旨趣ꎮ”②ꎬ这不仅造成了古典实用主义的“语言－经验”分野ꎬ而且也构

设了当代新实用主义争论的中心话题ꎮ

二、背离与回归:“皮尔士情结”的困局

基于不同的叙事旨趣、聚焦线索和标准考量ꎬ实用主义叙事者们给出了诸多关于古典实用主

义的“分野”描述ꎬ并因此呈现出了风格迥异的理论形态ꎮ 然而ꎬ对这些“分野”学说的分类考察

表明ꎬ尽管方式和程度不同ꎬ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和隐现了一种“皮尔士情结”ꎬ即:作为实用主

义创始人的皮尔士ꎬ因为被“误解”和“背离”而同时成为了“分野”的判定依据和“分水岭”ꎬ于
是ꎬ“回归皮尔士”也就理所当然地作为一种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重构路径而被寄于厚望ꎮ 毫无

疑问ꎬ从表面看ꎬ“背离与回归”的逻辑并无不妥ꎬ一方面ꎬ皮尔士作为创始人ꎬ其“实用主义”版本

理所应当被设定为参考标准ꎬ对其的误解和背离也一定会导致“皮尔士路线”的断裂ꎬ尽管背离

的原因和着力点不尽相同ꎬ但都必然会造成实用主义的变异ꎬ进而呈现为“分野”ꎻ另一方面ꎬ面
对古典实用主义的叙事冲突ꎬ尤其是分野之后的“实用主义版本”所遭遇的质疑和危机ꎬ基于回

应质疑和规避危机的目的ꎬ就必须在各种多元冲突的叙事中重新确认“古典实用主义”的正宗和

本真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倡导“回归创始者皮尔士”不仅合情合理ꎬ似乎也是最好的选择ꎮ 然而ꎬ当
我们从古典实用主义的发生进程或者说从实用主义何以成为“古典”的意义上去考察这种“皮尔

士的误解和背离”以及“回归的应然性”时ꎬ却发现这种“皮尔士情结”并非理所当然ꎬ甚至会陷入

更为严重的困难:不仅作为“背离与回归”对象的皮尔士实用主义版本难以确定ꎬ而且也会因为

悖论而导致“古典实用主义”身份认定的困难ꎮ
毫无疑问ꎬ把“分野”判定的出发点和标准诉诸皮尔士版本的实用主义本也无可厚非ꎬ毕竟

标识实用主义诞生的“实用主义准则”出自于皮尔士之手ꎮ 但对于作为“背离和回归”对象的皮

尔士而言ꎬ哪一个版本才是其最终的实用主义版本ꎬ却很难确定ꎮ 因为ꎬ就皮尔士对“实用主义

准则”的阐述及其所透露出的立场而言ꎬ无论是“成熟性”还是“独立性”都难以承诺这个“最终

版本”的认定ꎮ 根据上述“分野”学说ꎬ无论是苏珊哈克、Ｎ.雷谢尔还是莫恩斯ꎬ都把皮尔士对

“实用主义准则”的阐述中的“实在论”立场作为其成熟立场ꎬ并以此为据把皮尔士最终版本归之

于“实在论的实用主义”或“客观的实用主义”ꎬ进而作为判定“分野”的依据ꎮ 然而ꎬ在皮尔士对

实用主义准则的阐述中ꎬ实在论立场却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唯一的”ꎮ 在首次阐述“实用主

义准则”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ꎬ皮尔士的“效果”不但没有否认甚至指的就是“可
感觉的效果”ꎬ这不仅与其实验精神的核心“对经验效果的强调”一脉相承ꎬ而且也在他反对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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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圣餐的表述中得到了明确体现ꎮ① 正如莫恩斯总结的那样:“当他撰写 １８７８ 年的论文时ꎬ皮
尔士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没有超越经验的现实”②ꎬ也就是说ꎬ皮尔士“实用主义准则”最早

呈现的是基于现象学路径的经验主义或“唯名论”立场ꎮ 即使是到了 １９０５ 和 １９０６ 年ꎬ出于对

“实用主义准则”的滥用的不满ꎬ皮尔士因为对“理智的概念”和“行为习惯”的强调而更趋“实在

论”风格ꎬ但也没有彻底否定“效果”的感觉经验层面从而拒斥经验ꎬ而是对其进行了“符号化”改
造ꎮ 不难看出ꎬ在皮尔士那里ꎬ无论是强调经验的唯名论还是强调语言的实在论元素ꎬ都一直相

互在场ꎬ只是基于不同的问题和旨趣ꎬ在“实用主义准则”的运用和解释中呈现出了强弱的风格

区别而已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无论是把哪一种风格确定为最终或者成熟的皮尔士版本似乎都有二

元割裂之嫌ꎬ不仅无法真正呈现一个整体和本真的“皮尔士实用主义”ꎬ而且也无法作为“背离和

回归”的依据和坐标ꎮ 而这种标准确定的困难ꎬ也必将在对“背离和误解了什么?”和“向谁回

归?”的问题和回答中持续延伸ꎬ并最终放大为“分野”判定的无效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即使是能够确定最终的“皮尔士实用主义版本”ꎬ这种基于确定“本真实用主

义”坐标的“分野”判定ꎬ也会带来更大的困难:不仅把“古典实用主义”的身份确认置于一种悖论

境地ꎬ而且连詹姆斯、杜威等经典作家们的实用主义身份和谱系学地位也难以归认和描述ꎮ 毫无

疑问ꎬ古典实用主义的进程虽源于皮尔士ꎬ但按照前述“分野”理论ꎬ其发展进程却因为误解和背

离而出现了断裂ꎬ更准确地说ꎬ是对皮尔士“实在论版本”或者核心概念“语言”的“经验”背离和

转向ꎮ 然而ꎬ古典实用主义的发生史却告诉我们ꎬ“是詹姆斯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ꎮ 詹姆斯

死后ꎬ实用主义成为了主流教义ꎬ主要通过杜威和他的同学米德产生影响”③ꎬ而且取代语言的

“‘经验’是古典实用主义的核心概念ꎬ可以说ꎬ实用主义的全部秘密就隐藏在这一概念之中”④ꎮ
换句话说ꎬ正是因为这种背离和转向才肇始和产生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理论主体ꎬ并在詹姆斯、
杜威和米德那里被推向“巅峰和辉煌”ꎬ进而成就了其“古典”的身份和地位ꎮ 那么ꎬ究竟是哪一

种风格和版本才是真正的“古典实用主义”并代表其精神实质呢? 如果是创始者皮尔士的版本ꎬ
那么基于“背离和误解”的后续的主体叙事本身就是一种错误ꎬ因此也不可能成就并被归认为

“古典”ꎻ如果是詹姆斯、杜威的版本ꎬ那么作为创始者的皮尔士就会被排除在“古典”之外ꎬ当然

也就没有“回归”的必要和理由了ꎮ 在这里ꎬ悖论显而易见:承认皮尔士的“背离与回归”ꎬ就会否

认“事实上的古典实用主义”ꎻ承认“事实上的古典实用主义”ꎬ“背离与回归”就将失去意义与合

法性ꎬ并最终让以此为据的“分野”判定彻底失效ꎮ

三、分野抑或承续:基于“实用主义准则”的回应

基于“皮尔士情结”的分野学说ꎬ都因为坐标的确定困难和“背离与回归”的悖论性后果而陷

入了困境ꎮ 之所以如此ꎬ究其根源就在于ꎬ这些“分野”判定都是依据古典实用主义的叙事断裂

尤其是经典作家们的立场、线索和观点差异而作出的ꎬ譬如皮尔士的实在论与詹姆斯的唯名论、
核心概念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等ꎮ 换句话说ꎬ都是依据“作为一种哲学的实用主义”层面上的差

异而给出“分野”判定ꎬ并最终在“背离与回归”的悖论中造成了“古典实用主义”的身份认定困

难ꎮ 然而ꎬ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ꎬ尽管观点各异ꎬ但“古典实用主义”依旧被作为一个统一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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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承认ꎬ并通过这些冲突的叙事成就了其“古典辉煌”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这些观点立场的差异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分野”判定ꎬ并没有影响“古典实用主义”的自身统一性ꎮ 也就是说ꎬ必定存

在着某种导源和超越这些“哲学”差异的灵魂式线索之类的东西ꎬ正是它承诺了这种统一性ꎬ并
由此构成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本真意蕴ꎮ 显然ꎬ这个核心线索不可能是“哲学学说”意义上的充

斥着差异和冲突的立场或观点ꎬ那么ꎬ它是什么? 在这个线索及其统一性承诺视域下ꎬ又如何看

待和理解这些古典实用主义“分野”呢?
皮尔士提出的“实用主义准则”标识了实用主义的诞生ꎬ并因此构成了我们确认“古典实用

主义”本真意蕴的出发点和线索ꎮ 对于作为逻辑学家的皮尔士而言ꎬ实用主义最初被构想为一

种方法ꎬ一种“正确推理的方法和原则”ꎬ正如他表述的那样:“实用主义本身不是一种形而上学

学说ꎬ它不试图决定任何关于事物的真理ꎮ 它只不过是一种用以弄清楚一些难解的词或者抽象

概念的意义的方法ꎮ”①然而ꎬ这并不是“实用主义准则”作为方法的全部内涵ꎬ因为这个准则不仅

可以揭示艰涩词项的意义ꎬ也可以揭示某些形而上学的无意义性ꎬ并在最后的结果中通达真理ꎮ
也就是说ꎬ“实用主义准则”并不仅仅是某种应用于具体领域或问题的具体方法ꎬ而是一种可以

被普遍应用的一般方法ꎬ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探究ꎮ 它不以任何终极确定的东西为前提ꎬ可错论

是其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结果指向ꎬ真理、实在等无一例外都必须经历探究过程ꎬ因为“真理不

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ꎬ不多不少就是遵循该方法将引导我们达至的最后结果”②ꎬ“比探究的命

定结论更完善的任何真理ꎬ比探究中被认为的更绝对的任何实在ꎬ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③ꎮ 在

这种意义上ꎬ实用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具体方法ꎬ而且是一种方法论或元方法ꎬ前者是对后者应用

的具体呈现ꎮ 作为方法论或元方法ꎬ“实用主义准则”指向任何对象ꎬ但又不针对任何一种特定

对象ꎬ因此只是一种方法系统或探究理论ꎬ不会产生任何特定的立场或观点ꎬ因此也就不会产生

具体(后果)意义上的差异ꎻ而作为一种具体方法ꎬ则是把前者应用并实施于某一种特定对象或

者用于讨论和探究某种特定问题时的具体呈现ꎬ在这个过程中ꎬ基于特定对象、问题或目的ꎬ不仅

具体的、特定的立场(本体论的或认识论的)将作为前提被选择ꎬ而且当这种探究过程被落实为

行动和实践时ꎬ也会根据对象的特定领域、性质和要求ꎬ对其经验层面或理智意义进行不同的关

注和强调ꎬ并最终在探究结果中形成并呈现出特定的理论和方法风格ꎬ于是ꎬ差异甚至冲突就出

现了ꎮ 显然ꎬ差异出现在“实用主义准则”的具体应用和方法及其结果上ꎬ而在其方法论或元方

法层面ꎬ则始终保持探究(实验)精神的一致和统一ꎮ 事实上ꎬ也正是作为方法论或元方法的“实
用主义准则”ꎬ才是实用主义的灵魂ꎬ并作为线索承诺了其“古典实用主义”身份的自身统一性ꎮ

在这种方法论视域下ꎬ又如何看待和理解前述古典实用主义的“分野”呢? 如前所述ꎬ作为

“分野”判定的依据ꎬ无论是唯名论对实在论、主观对客观的背离ꎬ还是核心概念从语言到经验的

转向ꎬ都是“实用主义准则”作为具体方法被应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后果和风格的差异甚至冲突ꎬ
而在其元方法的意义上ꎬ这些差异则不可能也不会出现ꎮ 因为在皮尔士那里ꎬ“实用主义准则”
不仅是“具体方法”ꎬ也有“方法论或元方法”的内涵ꎬ而后者正是通过前者得以贯彻落实和彰显ꎮ
所以ꎬ作为具体应用和方法结果的差异和冲突ꎬ不仅不是对“实用主义准则”的背离ꎬ相反ꎬ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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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本真精神的要求和体现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詹姆斯“唯名论的实用主义”不仅不是对皮尔士

“实在论实用主义”的误解和背离ꎬ相反ꎬ是对皮尔士及其“实用主义准则”本真意蕴的承继和应

用范围的拓展ꎮ 而且ꎬ对皮尔士最终版本的判定所表现的“立场作为前提决定实用主义”的逻

辑ꎬ也同样不符合“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法论初衷ꎬ因为在皮尔士那里ꎬ本体论立场不仅不是实用

主义的前提ꎬ相反ꎬ只是“实用主义准则”这一方法论(或元方法)的具体运用过程中的立场选择

及其产生的本体论后果ꎬ如其所言:“实效主义的另一种学说是经院哲学的实在论ꎬ它作为实效

主义的本质结论包含在实效主义之中ꎮ”①于是ꎬ前述“背离和误解”和“分野”判定便具有了反讽

的意义:不是詹姆斯误解了皮尔士ꎬ而是我们误解了詹姆斯ꎬ误解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ꎬ
并最终误解了整个“古典实用主义”ꎻ而“分野”也不是“实用主义”的线索背离和谱系断裂ꎬ相
反ꎬ是对其方法论意蕴的拓展和承续ꎮ 事实上ꎬ正是因为詹姆斯、杜威等经典作家对皮尔士方法

论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准则”的具体应用和拓展ꎬ才形成了各种风格、立场和观点迥异的理论之

果ꎬ并作为主体叙事成就了实用主义的“古典”辉煌ꎮ

四、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学启示

实用主义具体方法的风格差异及其带来的冲突叙事的背后是“实用主义准则”方法论的一

脉相承ꎬ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ꎬ“实用主义准则”承诺了“古典实用主义”的自身统一ꎬ也必然成为

其谱系线索的最佳选择ꎮ 然而ꎬ上述“分野”说似乎并没有聚焦于“实用主义准则”的元方法意

义ꎬ并以此为线索构建“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ꎬ而是以其具体方法和哲学理论后果层面上的差

异和冲突为依据给出了“分野”判定ꎮ 那么ꎬ问题出在哪里呢? 究其根源ꎬ除去对皮尔士“实用主

义准则”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充分等因素外ꎬ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关于古典实用主义谱系的 “定
向回溯式”重构模式了ꎬ即:基于某种目的、预设或参考坐标ꎬ对某种学说和观点进行回溯式根源

探究ꎬ进而完成对整个古典实用主义叙事系列的谱系重构ꎮ 之所以是“定向”的ꎬ是因为它是基

于某种特定目的或预设的ꎻ说它是“回溯式”的ꎬ是因为它不是“自然主义”的描述ꎬ而是一种逆向

的逻辑重构ꎮ 正如我们在前述“分野”说中看到的那样ꎬ他们几乎都是从古典之后的“新实用主

义”及其理论之果出发ꎬ通过对其“古典”根源的追问和源返ꎬ完成和作出“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

叙事和“分野”判定的ꎮ 苏珊哈克是基于对以罗蒂为代表的“庸俗实用主义”及其相对主义的

不满②ꎬＮ.雷谢尔出于对抗罗蒂及其同行的“解构主义的实用主义”进而为实用主义辩护的目的ꎬ
而莫恩斯则以因为对“实用主义在本世纪已经变成了一种两个人(皮尔士、詹姆斯)都反对的科

学主义”③的担忧ꎻ与他们相比ꎬ尽管陈亚军的目标并不直接ꎬ但他仍然表现出了这种“回溯和逆

向”思维:“当代新实用主义的核心争论围绕‘语言’与‘经验’展开ꎬ这种‘语言’与‘经验’的
分野ꎬ早在古典实用主义那里就已呈现ꎮ”④

显然ꎬ这种“定向回溯”模式更易于实现谱系的逻辑重构ꎬ但其特定的目的和问题设定ꎬ也会

把根源分析局限于这个特定问题线索ꎮ 这不仅可能造成“源返”的不彻底ꎬ而且ꎬ也会因为线索

的单一甚至选择错误而失去谱系的整体性ꎬ进而出现“历史事实”和“谱系逻辑”的割裂甚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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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ꎮ 譬如ꎬ就前述“分野”学说而言ꎬ对罗蒂式的新实用主义ꎬ就只追溯到了詹姆斯的“具体方法”
及其作为其哲学之果的“唯名论”或者“主观主义”风格ꎬ而无法企及“实用主义准则”更深层次

的方法论或元方法意蕴ꎮ 事实上ꎬ这正是诸多“古典实用主义”的谱系描述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的

承诺其“自身统一性”的谱系线索ꎬ而不得不停留或者寄希望于对“具体方法”和“哲学结果”层
面的统一性的寻求ꎬ进而作出背离、冲突或“分野”判定的根本原因所在ꎮ 因此ꎬ要避免古典实用

主义谱系的莫衷一是和断裂ꎬ就必须从这种“定向回溯式”模式中解放出来ꎬ走向一种“自然主

义”的谱系描述模式ꎬ即:不带有任何预设和目的ꎬ从实用主义的自然发生线索“实用主义准则”
出发ꎬ在对其独特的“美国性”和世界哲学渊源进行自然阐释基础上揭示其“方法论、方法、哲学”
内涵ꎬ并在“元方法”视域下审视和检阅多元冲突的叙事ꎬ统一古典实用主义的“历史与逻辑”ꎬ最
终给出一个自身融贯的“古典实用主义”谱系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这种谱系描述不仅可以把“古典

实用主义”从莫衷一是的泥潭中解救出来ꎬ并赋予其一个相对同一的“身份和形象”ꎬ而且可以作

为参考坐标延伸至对“新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身份”的谱系学认同及其“新”特质的谱系学界

定ꎬ并最终实现对实用主义整体谱系的建构ꎮ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Ｗｈａｔ Ｓｅｎｓｅ?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Ｊｉ Ｚｈｉｃｈｕ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Ｈｅｎａｎꎬ ４７５００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ｍ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ｖｉｖｉ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ｓꎬ ｔｈｅｙ ａｌｌꎬ ａｓ ｉｆ ｂｙ ｐｒｉｏ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Ｐｉ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ｉｅｒｃｅ. Ｂｕｔ 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ａｎ “ ｉｒｏｎｉｃ” ｔｕｒｎ ｗｉｌｌ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ｈ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ｓ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ｔｏ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ꎻ Ｃ. Ｓ. Ｐｉｅｒｃｅꎻ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ꎻ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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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四重向度
∗①

郝书翠
(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ꎬ山东 威海ꎬ２６４２０９ )

　 　 摘要:　 习近平关于人生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些重要

论述强调理想信念在人生观中的至上地位ꎬ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及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ꎻ重视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ꎬ为社会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坐标和判准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情怀ꎬ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最高遵循ꎻ将人生观问题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ꎬ为实现中国梦

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ꎮ 这四重向度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升华中国人的独特精神

世界、建构广大人民群众信仰世界的时代使命ꎮ
关键词:　 习近平ꎻ人生观ꎻ理想信念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６－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郝书翠(１９７５—　 )ꎬ女ꎬ山东济宁人ꎬ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

基础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０１)及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
(１８ＣＸＳＸＪ０９)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１０５９ 页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地位ꎬ对此作出重要

论述ꎮ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人生观的具体表现ꎬ也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底色、问题导向、人民情怀以及高度的自觉自信ꎮ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在

人生观中的至上地位ꎬ赋予人生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的现实意义ꎬ以“不忘初

心ꎬ牢记使命”的人民中心观框定人生观的价值指向ꎬ以“人民有信仰ꎬ民族有希望ꎬ国家有力量”
的宣誓提振人民群众对国家和未来的自信ꎬ塑造崭新的民族精神面貌ꎮ 这些重要论述ꎬ彰显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旨归、精神面貌和时代使命ꎮ

一、理想信念在人生观中具有至上地位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首要向度就是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在人生观中的至上地

位ꎮ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ꎬ是共产党人重要的身份标识和安身立命之本ꎮ 早在 １９４５ 年ꎬ毛
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时就坚定指出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

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ꎬ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ꎬ这是确定的和毫

无疑义的ꎮ 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ꎬ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

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ꎮ”②纵观«中国共产党宣言»ꎬ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党纲、二大至五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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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的«告全体同志书»、七大至十九大报告ꎬ从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可以看出ꎬ中国共产

党人一直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问题ꎮ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ꎬ党中央尤其重视马克

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工作ꎮ 在«邓小平文选»中ꎬ“理想”一词在第一、二、三卷中分别出现 ７
次、１９ 次、５３ 次ꎮ 在«江泽民文选»中ꎬ“理想信念”一词在第一、二、三卷分别出现 ２ 次、６ 次、８
次ꎮ 在«胡锦涛文选»中ꎬ“理想信念”一词在第一、二、三卷分别出现 ２４ 次、１２ 次、３４ 次ꎮ 这样一

个统计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社会转型及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形成了较

大冲击ꎬ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调查数据也表明ꎬ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ꎬ理想信念弱化逐渐成为一

个较为严重的问题ꎮ 中央党校在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其持续 １５ 年、对 ２ 万多名高中级干部学员的调

查ꎬ显示理想信念问题是调查对象持续关注的 ９ 个问题之一ꎮ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和斗争都相当复杂的背景下ꎬ理想信念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ꎮ 理

想信念问题之所以出现ꎬ其客观原因在于当前中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贫富差距偏大、分配不公

现象ꎮ 这些现象的出现ꎬ有着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制度原因ꎬ也有着市场经济的体制

原因以及不同人群、地区先富的政策原因ꎮ 首先ꎬ公有制为主体ꎬ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ꎬ必然造成

差距ꎮ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ꎬ就会有多种不同的分配方式ꎮ 其次ꎬ允许私营经济发展ꎬ允许

雇佣大量农民工ꎬ就意味着允许企业主取得高收入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市场规律承认竞争ꎮ 企

业的竞争力不同ꎬ个人能力不同ꎬ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及相关因素的变化ꎬ都会造成企业发展状

况和程度的差异ꎬ进而导致收入差距ꎮ 最后ꎬ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本身就意味

着要拉开差距ꎮ 另外ꎬ贫富差距偏大、分配不公现象本身与思想领域的某些混乱问题的关系较为

复杂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二者还存在着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情况ꎮ 因此ꎬ解决好这一问题ꎬ仅仅靠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创新社会管理是不够的ꎬ同时还要加强道德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ꎮ 全民道德

水平、道德素质ꎬ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理想信念有着作为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最高统摄以及利害关系衡量、精神追求选择最高准则的地位ꎬ这就决定了理想信念教育乃

是道德教育的重中之重ꎮ
无论是对走向未来的道路选择、还是对现实偏差的纠正ꎬ理想信念都至关重要ꎬ这是共产党

人站稳立场、抵制诱惑的定盘星和压舱石ꎮ 习近平同志深刻把握了这一点ꎬ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在

人生观中的至上地位ꎬ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理想信念教育ꎮ 首先ꎬ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关”②ꎬ
是精神世界的支柱ꎬ缺少了这个支柱ꎬ精神世界就会坍塌ꎬ奋斗动力就会匮乏ꎮ 早在党的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ꎬ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提出:“坚定理想信念ꎬ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

求ꎬ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ꎮ”“没有理想信念ꎬ理想信念不坚定ꎬ精神上就会‘缺钙’ꎬ就
会得‘软骨病’”③ꎬ有了理想信念ꎬ就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ꎬ任尔东西南北风”ꎮ 一旦放弃或

者缺失ꎬ就没有了骨气ꎬ挺不直腰杆子ꎮ 其次ꎬ理想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ꎮ 习近平同志指

出:“信仰、信念、信心ꎬ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ꎮ 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ꎬ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ꎬ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ꎬ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ꎬ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ꎮ 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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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李景田:«践行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做好自己的事»ꎬ«求是»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ꎮ
«习近平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

能力»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北京:外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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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国梦的信心ꎬ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ꎮ”①最后ꎬ
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ꎮ 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ꎬ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

不懈的努力ꎮ 这就要求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ꎬ一步一步实现伟大理想ꎮ 正如习近平同

志指出的:“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ꎬ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ꎬ但我们不能因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ꎬ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

共产党员ꎮ 革命理想高于天ꎮ 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ꎬ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

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ꎮ”②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在人生观中具有至上地位这一向度ꎬ从战略高度定位了理想

信念ꎬ充满了豪迈情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

共产党重视理想信念的传统ꎬ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以及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ꎬ为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校准自身的精神坐标提供了标准和依据ꎬ为坚守并践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明了方向ꎮ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第二个重要向度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ꎮ 当

前ꎬ我国多种价值观相互碰撞与冲突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关键历史时期ꎬ如何做到

凝心聚力干事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ꎮ 为此ꎬ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作为一项根本任务ꎬ切实抓紧抓好ꎮ”③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继承革命文化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ꎬ被赋予“更好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ꎬ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④的意义与地位ꎮ
第一ꎬ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引导社会价值取向ꎮ 拥有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目

标ꎬ人们的行为就有自觉的导向ꎮ 一个社会ꎬ不论是对要提倡的价值ꎬ还是对要反对的价值ꎬ都必

须旗帜鲜明ꎮ 唯有如此ꎬ人们才能有所趋避ꎮ 倡导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事实上意味着宣

示一种基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ꎬ为社会的价值取向提供基本坐标和判准ꎬ为人们向善提供尺

度和目标ꎮ
市场经济的建构和发展ꎬ极为有效地调动了人们对财富的热情ꎬ获取实利逐渐成为一些人信

奉的道德原则ꎮ 当德性的约束放松之后ꎬ责任意识随即无以安放ꎮ 道德实用主义、道德虚无主义

因而登场ꎬ道德理想式微ꎮ 由于社会本身是一个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系统ꎬ当人们越来越忽视

自己的行为后果ꎬ其影响也自然并非单一或孤立ꎬ而是会出现叠加和放大ꎬ社会因而趋于无序化ꎮ
在人与他人的关系维度上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ꎬ个体的社会交往、分层流动、群体组织、利益格局、
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ꎬ市场法则盛行ꎬ一些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无视道德制约ꎬ呈现出物

化和形式化趋向ꎬ道德冷漠情形时有发生ꎬ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和提防ꎮ 在这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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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可以为社会运行以及人们的思维、言行营造自律氛围ꎬ
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提供引导ꎬ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价值支撑ꎮ 对此ꎬ习近平同志阐释得非常清

楚ꎬ“核心价值观ꎬ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①ꎬ“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ꎬ
有效整合社会意识ꎬ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②ꎮ

第二ꎬ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增强文化自信ꎮ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ꎮ”③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趋势的日益深化与拓展ꎬ当下中国文化领域中交相震荡着前

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多维话语ꎬ整个社会的文化共识度状况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历史使命要求相比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ꎮ 文化共识倘若不足ꎬ势必消解社会的凝聚力ꎮ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ꎬ同时又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和理念的先进性ꎬ有助

于凝聚当代中国文化共识ꎬ进而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ꎮ
文化自信意味着对本位文化的认同ꎬ它有助于统合民众意志、确保文化的独立与安全ꎮ 有了

文化自信这一基石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认同皆可稳固ꎬ并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ꎮ 缺

少对本位文化的认同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就是无法想象的ꎮ 习近平同志说:“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ꎬ是从哪里来的ꎬ要到哪里去ꎬ想明白了、想对了ꎬ就要坚定不移

朝着目标前进ꎮ”④而文化认同归根到底乃是一种价值认同ꎬ核心价值观就是这种价值认同的时

代精神象征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凝练地概括了当下我国人民群众价值追求的核心ꎬ提取

了人民群众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ꎬ能为重建文化认同提供基本参照、为重建文化共识提供基本

平台ꎬ为全社会价值取向提供基本坐标和判准ꎮ 把中国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ꎬ就是这种中华民

族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ꎮ
第三ꎬ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念ꎮ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

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ꎬ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

的奋斗相结合ꎬ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ꎮ 全球化时代ꎬ国家之间的意

识形态斗争愈发隐蔽和激烈ꎮ 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只是在表面上宣扬

意识形态的没落、“全人类的价值”ꎬ其实质在于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终结ꎬ为推进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普世化”推波助澜ꎮ⑤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ꎬ“对社会主义国

家的和平演变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不变追求ꎬ要警惕和平演变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式ꎬ通过

多种方式抵御西方价值观对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侵蚀”⑥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其前提性、制
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ꎬ其基本内容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观念一致ꎬ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和时代要求的主体价值选择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价值观念形态上的反映ꎮ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的现实利益ꎬ获得了广泛的认同ꎬ能驱散人们的思想迷雾ꎬ增强对中华

民族的向心力和归属感ꎬ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认ꎬ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ꎮ 正因如此ꎬ习近平同志才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ꎬ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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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ꎮ”①

第四ꎬ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ꎮ ２１ 世纪ꎬ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

国际竞争中已经并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ꎬ
同时又以扬弃的方式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ꎬ体现着民族性和时代性维度上的双重文化

优势ꎬ本身即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ꎮ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ꎬ文化的昌盛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ꎮ 在今天的世界发展

格局中ꎬ文化软实力的地位愈发重要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ꎬ是当代中国对国家文化软实

力提升的一种自觉ꎮ 现代社会ꎬ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既来自于人与自然的关系ꎬ也来自于人与人的

关系ꎮ 人不断地游离于自己的本质ꎬ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敌对性的疏离和

对立ꎬ这是现代性语境中人的生存困境的内在缘由ꎮ 中国传统价值观追求一种“合内外之道”的
德性伦理生活ꎬ为人类走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文化向度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反映社会

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国传统价值精华的同时ꎬ还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求ꎮ 它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ꎬ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ꎬ既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

精神世界ꎬ又为人类更美好的明天提供中国智慧ꎮ 对于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前景ꎬ习近平同志讲道:“全体人民一起努力ꎬ通过持之以恒的奋斗ꎬ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

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ꎬ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ꎮ”②

总之ꎬ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着力塑造中国精神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既立

足中国ꎬ又回应人类关切ꎻ既具有深厚历史底蕴ꎬ又反映现实需要ꎻ既适应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精

神需求ꎬ又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滋养与借鉴ꎮ 这样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工程的构建完

成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心聚力ꎬ为人类更好的明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情怀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第三个重要向度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ꎬ
体现出一种浓浓的人民情怀ꎮ 人民立场ꎬ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最高遵循ꎬ是其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ꎮ 习近平同志严肃指出:“全党必须牢

记ꎬ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ꎬ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ꎮ”③可以说ꎬ习近平同

志关于人生观的重要论述蕴涵着丰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旨趣与价值追求ꎮ
第一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ꎬ表现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对人民群众要有真挚感情ꎬ这

表明了其人生观的情感指向ꎮ 习近平同志说:“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对人民ꎬ要爱得真

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ꎬ拆除‘心’的围墙ꎬ不
仅要‘身入’ꎬ更要‘心入’、‘情入’ꎮ”④他本人不仅是这样说的ꎬ也是这样做的ꎮ 习近平同志早在

青年时代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做事的人生价值选择ꎮ 他当年插队时的梁家河群众曾

经这样评价:“他(习近平———引者注)的远大理想ꎬ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ꎬ不是走到多高的位置ꎬ
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好事’ꎮ 他 ２０１５ 年回梁家河来ꎬ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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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引者注)ꎬ我就说ꎬ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ꎬ我要从政ꎬ做一些为

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ꎮ”①这种情感指向是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ꎬ它源于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

旨的清晰、准确的理解和把握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撰文指出: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ꎬ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宗旨ꎬ公仆意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的体现ꎮ 它代表了共产党人的本色ꎮ”②可以说ꎬ正是这样一种认识ꎬ为习近平同志

的人民情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第二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ꎬ表现为对将人民群众视为力量源泉的唯物史观的坚守与运

用ꎮ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ꎬ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ꎬ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ꎮ”③习

近平同志深知这一点ꎮ 他说ꎬ“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命运ꎬ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ꎬ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

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ꎬ使具有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

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④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人民的作用ꎬ更从现实实践角度强调

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ꎮ 他多次强调:“我们党

只有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ꎬ同时又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ꎬ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ꎬ才
能实现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使命”⑤ꎬ“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ꎬ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⑥ꎬ“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ꎬ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⑦ꎮ 可以说ꎬ
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将人民视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ꎮ 这就决定

了他对人生观的理解和论述突显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

伟业的向度ꎮ
第三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ꎬ还突出表现为将人民群众视为价值评价主体ꎮ 在任浙江省

委书记时ꎬ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ꎬ这是

发展的终极目标ꎮ”⑧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同志更是多次强调这一将人民群众视为价值评价

主体的原则和立场ꎬ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社会责任ꎬ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
是谁’这个根本问题”⑨ꎬ“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ꎬ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

夫”ꎮ 为此ꎬ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党员领导干部:“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ꎬ忠诚于人民ꎬ以人

民忧乐为忧乐ꎬ以人民甘苦为甘苦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ꎮ”“有人说要‘爱惜羽毛’ꎬ也就是所

谓‘声誉’ꎬ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ꎬ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

的‘声誉’ꎬ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 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ꎮ 一心想着要前

一种‘声誉’ꎬ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在具体工作中ꎬ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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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工作导向”①ꎬ“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ꎬ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②ꎬ要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认识所从事工作的地位和作

用ꎬ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ꎮ 这些重要论述ꎬ彰显了习近平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旨趣ꎮ

四、为中国梦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第四个重要向度是它着力于对崭新民族精神面貌的塑造

与建构ꎬ这大大有助于提振人民群众对国家和未来的自信ꎬ为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ꎮ 习

近平同志重视人生观问题ꎬ是因为人生观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ꎬ而且是关涉整个中华民族的

大事ꎮ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人民有信仰ꎬ民族有希望ꎬ国家有力量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ꎬ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ꎬ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ꎮ 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

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

量、丰润的道德滋养ꎮ”③“人民有信仰ꎬ民族有希望ꎬ国家有力量”的提出ꎬ彰显了对理想与现实的

双重关照ꎬ既体现出对本民族的高度自信ꎬ也为民族精神面貌进一步提升树立了旗帜ꎬ指明了

方向ꎮ
第一ꎬ高度重视全民信仰教育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ꎮ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是真正的英雄ꎬ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ꎮ “人民”永远是国家存在的基

础和依托ꎮ 但是ꎬ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觉悟程度天然就处于较高层次ꎮ 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

提高需要引导、教育ꎮ 毛泽东曾经指出:“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ꎬ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

全可能的ꎮ”“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ꎬ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ꎬ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

的工作ꎮ 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ꎬ我们要去扫除ꎬ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ꎮ 从来没

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ꎮ 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ꎬ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ꎬ使人民认

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ꎮ④ １９８２ 年ꎬ习近平同志任正定县委书记时ꎬ也曾倡导“通过学习ꎬ
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ꎬ恢复和建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ꎬ正确

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ꎬ自觉克服和纠正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不正之风ꎬ
使共产主义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增长ꎮ”⑤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

是通过采取多种方式来加强人们的信仰教育工作ꎮ
第二ꎬ高度重视弘扬英雄精神ꎬ从英雄身上汲取奋发的力量ꎮ 英雄精神一直是习近平同志推

崇和倡导的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ꎬ雷锋、郭明义、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ꎬ正是我

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ꎬ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ꎮ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ꎬ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ꎬ一个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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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ꎮ”①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在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ꎬ习近平同志指出:“中
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ꎬ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ꎮ”②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再次强调:“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ꎮ”③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如此重视英雄精神ꎬ除了其具有内在的感召力、感染力之外ꎬ更重要的是ꎬ“今
天ꎬ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ꎬ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ꎮ 实现我们的目标ꎬ需要英雄ꎬ需要英雄精神”④ꎮ 崇尚英雄精神ꎬ就是要从中汲取优秀的品

质和精神ꎬ充分发挥其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ꎬ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

的良好氛围ꎬ使之成为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磅礴力量ꎬ使全社会共同为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ꎮ
第三ꎬ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德性ꎬ一再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做人民的好干部ꎮ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ꎬ这一历史使命必然落实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知与行中ꎮ 在党

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ꎬ习近平同志严肃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

对不是小事ꎬ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ꎬ任其发展下去ꎬ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

众隔开ꎬ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ꎮ”⑤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ꎬ习近平同志强调ꎬ领导干部要讲政德ꎮ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

标ꎮ 立政德ꎬ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ꎮ 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ꎬ切实把人民

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ꎮ⑥ 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ꎬ习近平同志深知ꎬ党的干部的德性关乎党

的形象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ꎮ 他将党员干部的德性提升到政治建设、党性锤炼、宗旨意识、道
德建设的高度来认识ꎬ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严格约束自我ꎬ提高道德境界ꎬ追求高尚情操ꎬ远离低级

趣味ꎬ自觉抵制歪风邪气ꎬ永远保持人民公仆本色ꎮ
综上所述ꎬ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生观的重要论述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ꎬ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ꎬ标志着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的中国共产党ꎬ在新时代又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升华中

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建构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世界的时代使命ꎮ 一代人的人生观彰显着一代

人的精神境界ꎬ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道路选择、价值坚守、事业成败ꎮ 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ꎬ
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ꎬ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ꎬ汇聚起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之力ꎮ 因此ꎬ可以说ꎬ深刻理解并践行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生观

的重要论述ꎬ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ꎬ亦是这一辉煌历史进程的道德支撑与强大

助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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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
理论溯源和形成探析

∗①

神彦飞
( 山东大学 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与思政培训中心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对共产党人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论述ꎬ为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起到

了奠基作用ꎮ 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实践中ꎬ对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作了进一步探索ꎬ为中国

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ꎮ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ꎬ形成了中

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思想ꎬ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形成ꎮ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ꎻ共产党ꎻ干部思想理论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６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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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神彦飞(１９６５—　 )ꎬ男ꎬ山东兰陵人ꎬ山东大学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与思政培训中心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及实践进路研究”
(ＳＺ２０１９Ｂ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３８ 页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ꎬ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ꎬ特别

是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工作ꎮ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的优良传统ꎮ 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列宁和斯大林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

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程中逐渐形成的ꎮ 深入追溯其理论发展历程ꎬ能够使我们

清晰地把握其理论脉络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抓好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重要论述ꎮ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奠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很重视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ꎮ 在新

唯物主义的萌芽性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ꎬ马克思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ꎬ而教

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ꎮ”②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环境和人的关系ꎬ指明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

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ꎮ 这里的“改变环境”ꎬ不仅指改变自然环境ꎬ更是指改变社会环境ꎬ并通过

环境的改变而改造人ꎮ 由此引申ꎬ共产党人要实现改造社会环境的目的ꎬ首先必须自身要接受教

育ꎮ 而干部在绝大多数时刻都肩负着发动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角色ꎮ 教育者本身首先应当是

受教育的ꎮ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思考ꎬ早在创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

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ꎬ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其纲领«共产党宣言»中指出ꎬ要重视对广大

无产阶级进行思想理论教育ꎬ特别是要对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理论教育ꎮ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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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是鼓舞共产党员投入革命运动的一篇檄文ꎬ也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鲜活

教材ꎮ
第一ꎬ思想理论教育与阶级斗争和政权紧密相关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

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ꎮ”①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ꎬ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ꎮ 这一

理论出发点深深地影响了包括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思想理论教育———在共

产党内部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ꎬ就是思想理论教育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ꎮ
第二ꎬ思想理论教育的目标是要将斗争的理论传达到整个无产阶级ꎮ 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判断和把握ꎮ 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发挥的作用ꎬ马克思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ꎬ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

级ꎮ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ꎬ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ꎮ”②

对于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

级ꎬ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ꎬ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ꎮ 但是ꎬ这种组织总是重

新产生ꎬ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ꎬ更坚固ꎬ更有力ꎮ”③

第三ꎬ思想理论教育突出了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的重要作用ꎮ 这里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指

无产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的领导作用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中间等级ꎬ即小工业家、小商人、
手工业者、农民ꎬ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ꎬ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ꎬ以免于灭亡ꎮ
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ꎬ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ꎬ这样ꎬ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

的利益ꎬ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ꎬ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ꎬ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来ꎮ”④唯有无产阶级才是具有伟大历史前途的阶级ꎮ
第四ꎬ思想理论教育着重突出了共产党人作为斗争的“骨干”在完成历史使命中的作用ꎮ 通

过将无产阶级与当时存在的其他阶级进行对比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比与转换的角度指出ꎬ共产

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一方面ꎬ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ꎬ共产党人强调和坚

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ꎻ另一方面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

发展阶段上ꎬ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ꎮ “因此ꎬ在实践方面ꎬ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

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ꎻ在理论方面ꎬ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

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ꎮ”⑤

此后ꎬ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对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ꎬ并在革命实践中

切实加强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虽然没有以“干部”一
词命名的相关论述ꎬ但这是由于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初期ꎬ革命实践的具体形式还不够丰富ꎬ政党

内单个的组成人员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细化ꎮ 可以说ꎬ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对共产党人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起到了奠基作用ꎮ

二、列宁和斯大林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探索

在俄国的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ꎬ列宁和斯大林继续总结和探索干部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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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ꎬ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理论内涵ꎮ 他们的探索对于中国共产

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ꎮ
(一)列宁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初步探索

列宁认为ꎬ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是理想信念ꎬ即教育广大干部具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

念ꎮ １８９４ 年春夏ꎬ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ꎬ旨在批驳

自由主义民粹派、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ꎮ 该文指出了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ꎮ 当工人阶级的

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ꎬ俄国工人
∙∙

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ꎬ
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

∙∙∙∙∙∙
(和全世界

∙∙∙
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

∙∙∙∙∙∙
义革命
∙∙∙

ꎮ”①在这里ꎬ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干部”一词ꎬ但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已经表示

了干部的含义ꎬ强调先进代表要做的是掌握、领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ꎬ进而组织和领导工人进行

自觉的阶级斗争ꎬ最终取得胜利ꎮ 列宁在这一时期已经从理论上发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在

革命中的重要性ꎮ 这种重要性表现在思想上ꎬ就是这些先进代表必须掌握并传播革命的思想和

理论ꎻ表现在行动上ꎬ就是强调先进代表必须身体力行地与普通工人一起战斗ꎬ并不脱离工人队

伍、领导工人队伍ꎮ 列宁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发展ꎬ他认为干部也和

工人一样ꎬ不会天然地具备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ꎬ必须通过教育让他们具备这种思想ꎮ
列宁认为ꎬ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途径是“灌输”ꎮ 在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上ꎬ列宁的“灌输

论”影响巨大ꎬ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ꎬ也是“灌输论”的适用范

围ꎮ １９００ 年ꎬ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

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ꎬ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ꎮ”“没有革命

的理论ꎬ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ꎮ”“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ꎬ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ꎮ”“我
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ꎬ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ꎮ”②这

一时期ꎬ列宁提出了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的口号ꎮ 但是ꎬ由谁灌输、怎么灌输? 列宁

认为ꎬ要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ꎬ率先掌握了先进的理论、革命的

理论ꎬ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严密的分工”来进行ꎮ 可以看出ꎬ列宁的“灌输”由两层内容组成:第
一个层次是由革命理论的掌握者和研究者也就是革命导师灌输到广大干部中间ꎻ第二个层次是

由广大干部把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灌输给整个阶级ꎮ 通过对“灌输”理论的详细描绘ꎬ列宁再一

次指出了“先进代表”的存在对组织政党和灌输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ꎮ
列宁的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有了明显的发展ꎮ 其相同之处在于其目标

指向性都是指向“斗争”ꎬ即通过斗争夺取政权ꎬ也保留了不能脱离群众等基本原则ꎮ 明显的不

同点在于ꎬ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详细说明教育的具体方法ꎬ而列宁不但提出了对干部思想理

论教育的具体方法———“灌输”ꎬ而且指明了灌输的步骤和目标ꎮ 列宁的这一发展对于整个共产

主义革命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ꎬ他把革命领袖从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的繁重

劳动中解脱了出来ꎬ领导人不用天天写小册子和论战来阐述自己的思想ꎮ 干部起到了媒介的作

用ꎮ 整个革命组织不但是联合体ꎬ而且是有分工的有机体ꎬ这样才能实现有组织、有目标地宣传

共产主义信念ꎬ继而影响整个革命活动ꎮ 列宁的这一理论发展ꎬ让广大革命领导人能够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做革命全局的统筹和指挥工作ꎬ极大地提升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ꎬ深远地影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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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ꎮ
(二)斯大林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和列宁时期有了很大的区别ꎮ 列宁时期的干部队伍并不完善ꎬ干部队

伍与整个工人阶级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ꎬ而斯大林时期干部队伍已经颇具规模ꎬ而且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所以ꎬ斯大林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干部决定一切”ꎬ
这表明斯大林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视ꎮ

斯大林认为ꎬ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要与干部的业务工作相结合ꎮ 在 １９２３ 年俄共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ꎬ斯大林指出: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只是事情的一半”ꎬ还必须挑选并配置干部ꎬ“否
则ꎬ政策就会失去意义ꎬ就会变成空谈”①ꎮ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ꎬ斯大林认为干部是党的政策的

执行者和组织者ꎬ如果没有干部队伍ꎬ党的政治路线和相关政策就难以实现ꎮ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斯大

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人才ꎬ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

定意义的资本ꎮ”②在此次讲话中ꎬ斯大林根据苏联当时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基本完成、
迫切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的情况ꎬ强调必须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培养能够精

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各种技术的干部ꎮ 斯大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非政治

斗争的干部标准ꎬ这是由苏联的历史决定的ꎮ 斯大林时期ꎬ苏联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阶

段ꎬ虽然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ꎬ但战争是有组织的全民战争ꎬ与阶级对抗的革命战争有很大的区

别ꎮ 所以ꎬ斯大林对干部的关注角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比ꎬ有了很大的不同ꎮ 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时期ꎬ对干部的教育是和革命组织的组建同期进行ꎬ采取边教育边斗争边建立组织ꎬ而
斯大林时期干部队伍是完整的、稳定的ꎬ可以通过组织体系保持干部队伍的结构和功能ꎮ 因此ꎬ
斯大林的关注点明显超越了单纯革命时期的“斗争”视角ꎮ

斯大林认为ꎬ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必须与干部的选拔配备相结合ꎮ 关于挑选干部的标准问题ꎬ
斯大林在 １９３７ 年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两点:一是政治标准ꎬ政治上要能够可靠ꎻ二是业务标准ꎬ要适

合做某一项工作ꎮ 这两项标准对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提出了要求ꎮ 在斯大林之前ꎬ由
于斗争的需要ꎬ革命导师们往往强调阶级的统一性和阶级的意志ꎬ没有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

别ꎮ 在谈到革命队伍中的精英分子时ꎬ更多地使用“承担任务”这样的词汇ꎬ意思是每一个阶级成员

承担了革命任务都可以完成ꎬ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ꎮ 而斯大林打破了这一传统ꎬ他强调了革命

队伍中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ꎬ提出了“培养”和“选拔”的概念ꎬ并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标准ꎮ 他突

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都是可靠革命者的传统ꎬ提出了“更可靠”的概念ꎬ说明了工人阶

级队伍和革命干部之间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差异ꎮ 他用选拔与教育并重的措施强化了共产党干部

组织的统一性ꎬ构建了干部队伍的金字塔和蓄水池ꎬ极大地强化和维护了中央的权威ꎮ
斯大林实践并发展了列宁的灌输理论ꎬ同时对干部思想理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斯大林

的干部理论教育思想从斗争的色彩中走了出来ꎬ带有明显的“建设”与“斗争”并重的意味ꎮ 但斯

大林片面强调“干部”的重要作用ꎬ又让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偏离了马克思“不能脱离群众”的保障

路线ꎬ干部队伍逐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独立出来ꎬ成为脱离工人阶级的特殊集团ꎬ为苏联以后的

历史变迁投下了重重的阴影ꎮ

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生成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传统ꎬ并结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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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实践对其作了新的发展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对不同时期党的干部思想理

论教育作出过贡献ꎬ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ꎮ 毛泽东关于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思想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生成ꎮ
(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斗争实践相结合ꎬ确立中国特色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基本原则

毛泽东是我党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之一ꎬ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ꎬ同时也是农民运

动的创始人ꎮ 毛泽东早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ꎬ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说:“为了做好我们

的工作ꎬ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ꎬ使之群众化ꎬ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

所掌握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ꎬ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ꎮ”①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后ꎬ针对党内存在的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ꎬ毛泽东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ꎬ提高高级干部对理论的正确把握水平ꎮ 抗

日战争时期ꎬ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ꎬ如
果没有革命理论ꎬ没有历史知识ꎬ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ꎬ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ꎮ”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忙于事务性工作、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ꎬ中共中

央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ꎬ必须极大地

加强起来ꎮ 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ꎮ”③需要指出的是ꎬ在干部思想理论教育中ꎬ毛
泽东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ꎮ 毛泽东认为ꎬ“哲学就是认识论”④ꎮ 对于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

中不得要领、频繁犯错的情况ꎬ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之一ꎬ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ꎮ 因此ꎬ
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ꎬ是非常必要的ꎮ”⑤

毛泽东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理论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干部实际情况相结

合、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ꎮ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学习?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ꎬ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ꎬ但是必

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ꎮ”⑥联系实际学习理论的思想ꎬ是对理论的升华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ꎬ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问题ꎬ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ꎬ如果不结合ꎬ那就不行ꎮ 这就是说ꎬ理论与实践要统一ꎬ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ꎮ”⑦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

则ꎬ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内“左”和右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过程中最终被证明正确的原则ꎬ也是党

员干部在进行理论学习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ꎮ
(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产劳动实际相结合ꎬ创新了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形式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ꎬ本人就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一员ꎮ 除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丰
富的理论著述ꎬ他对干部队伍建设还有一套系统的教育培训方法ꎮ 毛泽东不仅创办了各种形式

的教导队ꎬ还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ꎮ 关于干部培养的重要性ꎬ毛泽东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ꎬ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ꎮ 因此ꎬ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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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ꎬ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ꎮ”①对于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ꎬ毛泽东强

调干部应当是这样的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ꎬ有政治远见ꎬ有个人能力ꎬ富于

牺牲精神ꎬ能独立解决问题ꎬ在困难中不动摇ꎬ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ꎮ”②不同

历史时期ꎬ干部思想理论教育培养的内容和重点不同ꎮ １９２９ 年ꎬ党在古田会议上决定成立干部

培训班ꎬ“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ꎬ使能领导群众ꎬ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

部”③ꎬ并规定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和业务教育ꎮ 高级干

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重点ꎬ“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和思想教育ꎬ在各种干

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④ꎮ 针对青年干部缺乏经验的特点ꎬ毛泽东指出除了加强理论学

习ꎬ青年干部更“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⑤ꎮ
树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ꎮ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血肉关

系ꎬ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ꎮ 干部来源于人民ꎬ干部服务于人民ꎮ 毛泽东从革命战争时

期就深刻懂得只有从群众中来ꎬ到群众中去ꎬ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ꎮ １９３８ 年ꎬ毛泽东指

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ꎬ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

群众的利益ꎮ”⑥１９４５ 年党的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ꎬ将这一宗旨继

续发扬光大ꎬ明确党员干部要贯彻群众路线ꎮ
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是毛泽东干部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认识到干部参

加劳动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ꎮ 在大革命时期ꎬ毛泽东参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ꎬ主张干部带头和

农民一起参加劳动ꎬ带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ꎮ 干部参加劳动最初是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ꎮ
参加劳动ꎬ可以增加物质财富ꎬ改善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ꎻ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ꎬ可以最快

地拉近与群众的距离ꎬ提高党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干部参加劳动成为党内克

服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我国在总结苏联的发展经验教训时ꎬ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参加劳

动的ꎬ他们的子女也不参加劳动ꎬ干部作为一个整体脱离群众ꎬ高高在上ꎮ 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了

这一问题ꎬ并提出要避免这种现象重演ꎮ
(三)以整风运动为载体ꎬ探索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

整风是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ꎮ 延安整风运动是自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

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ꎮ 针对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

股三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作风ꎬ彻底纠正王明的路线错误ꎬ在总体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ꎬ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ꎬ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ꎬ达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

致ꎬ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整风这一有效的思想理论教育方式ꎮ 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基本内容

是从思想理论教育入手ꎬ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ꎬ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ꎮ １９４５ 年ꎬ毛泽东

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ꎬ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ꎮ 如

果这个任务不解决ꎬ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ꎮ”⑦为配合理论学习ꎬ毛泽东作了«改造我

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ꎬ为整风提供了中国化的理论支持ꎮ 延安整风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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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贡献是方法上的创新———“惩前毖后ꎬ治病救人”ꎬ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ꎮ 延安

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ꎬ与采取这一方针有很大关系ꎬ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ꎬ使绝大多数

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思想认识和世界观问题上的缺点和不足ꎬ通过思想上的自省改正行为

上的错误ꎬ成为正确处理和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ꎮ
(四)以健全干部监督机制为抓手ꎬ总结干部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路径

没有监督的权力只会产生腐败ꎮ 干部监督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毛泽东干部

监督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ꎬ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ꎮ １９３８ 年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区

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ꎬ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ꎬ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ꎬ其职权主

要是: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ꎬ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ꎬ使党员干

部严格地遵守党纪、执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ꎬ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ꎮ 专门的纪检机构的成

立ꎬ使干部监督有了组织保障ꎮ 其次ꎬ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ꎮ 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监督ꎬ把这

种监督看成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ꎮ 毛泽东提出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思想ꎮ 新中国成

立后ꎬ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等制度的建立ꎬ使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

有了保障ꎮ 第三ꎬ欢迎党外人士监督ꎮ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ꎬ荣辱与共ꎮ 中国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ꎬ认真倾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建议和意见ꎬ接受来自党外的监督ꎬ这是我党

一贯坚持的原则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ꎮ 在新时代ꎬ我们要继续保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这一优良传

统ꎬ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ꎬ增强“四种意识”ꎬ坚定“四个自信”ꎬ
做到“两个维护”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精准解决“学不深”“悟不透”“难落实”“不扎实”等问题ꎬ提出

易落实、可操作、实效好的解决措施ꎬ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学深、弄懂、悟透、做实党的理论政策方

针ꎬ真正意义上发挥思想武装的作用ꎮ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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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ａｄ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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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①

晋　 文
(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００９７ )

　 　 摘要: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ꎬ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ꎬ«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ꎮ 汉

初继承秦代ꎬ推行 ２４０ 平方步的大亩ꎬ目的是鼓励垦荒ꎬ扩大耕地ꎬ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ꎮ 秦汉亩制有粗略计

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ꎬ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ꎬ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

积ꎮ 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ꎬ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ꎮ 汉初的土地

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ꎮ 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ꎬ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

荒ꎬ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ꎬ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ꎬ允许继

承、转让、买卖和赠送ꎮ 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ꎬ而不是土地国有ꎮ
关键词:　 汉代ꎻ张家山汉简ꎻ«二年律令»ꎻ汉二年ꎻ亩制ꎻ名田宅ꎻ土地私有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７２－２３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０８
作者简介:晋文ꎬ本名张进(１９５８— 　 )ꎬ男ꎬ江苏徐州人ꎬ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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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秦汉简牍史料中的土地制度研究” (１３ＡＺＳ００４)的阶段性成

果ꎬ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社会编)和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项目

的资助ꎮ
②蔡万进、张小锋:«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张家山汉简研究综述»ꎬ«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③主要成果可以朱绍侯、高敏、杨振红、臧知非、王彦辉、于振波、李恒全、朱红林、张金光等研究为代表ꎬ参见顾丽华:«张家

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述评»ꎬ«南都学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ꎻ闫桂梅:«近五十年来秦汉土地制度研究综述»ꎬ«中国史研究动态»
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ꎮ

④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ꎬ«史学月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ꎮ
⑤刘欢:«关于‹二年律令›颁行年代的探析»ꎬ«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张家山汉简公布后ꎬ学界即热烈讨论ꎬ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ꎮ②特别是«二年律令»中的田制

问题ꎬ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③ꎬ虽达成了一些共识ꎬ但仍然存在不少争议和疏漏ꎬ值得进一步研

究和商榷ꎮ

一、年代问题

涉及田制的年代问题ꎬ是研究汉初土地制度的关键和前提ꎮ 与此相关的汉简主要有«二年

律令»和«算数书»ꎮ 其中争议最大的ꎬ就是«二年律令»的颁行时间问题ꎮ 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

探讨ꎬ学界已逐渐形成共识———«二年律令»的内容应从高祖到吕后二年不断修订而成ꎬ如高敏

考辨说:“«二年律令»中诸律令ꎬ是吕后二年总结在此之前诸帝所先后制定的汉律的汇抄ꎮ”④刘

欢、张忠炜、王彦辉等学者也认为:“将«二年律令»视作是汉初在秦律基础上制定ꎬ到吕后二年再

次增补修定颁行的较妥ꎮ”⑤“«二年律令»应该说是汉初以来施行律令的汇抄ꎬ主体为萧何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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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律令ꎮ”①“«二年律令»的内容并非制定或修订于某一特定年代ꎬ其中既有高祖五年、高祖十

一年至惠帝初年以及吕后时期的条款ꎬ也有这几个时间点之外颁行的律令ꎬ甚至还有汉二年萧何

‘为法令约束’的内容ꎮ”②但“二年”究竟是指吕后二年(公元前 １８６ 年)ꎬ还是惠帝二年(公元前

１９３ 年)ꎬ抑或汉王二年(公元前 ２０５ 年)ꎬ目前还存在争议ꎮ 一般来说ꎬ学界多主张其“二年”是
指吕后二年ꎬ如“简文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规定ꎬ吕宣王是吕后之父的谥号ꎬ始用于吕后

元年ꎬ故‘二年律令’的‘二年’应是吕后二年”③ꎮ 其实不然ꎮ
«汉书惠帝纪»:“(七年)秋八月戊寅ꎬ帝崩于未央宫ꎮ 九月辛丑ꎬ葬安陵ꎮ”④«汉书外戚

传»:“乃立孝惠后宫子为帝ꎬ太后临朝称制ꎮ 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ꎬ兄周吕侯为悼武王ꎮ”⑤

«异姓诸侯王表»:孝惠帝七年(公元前 １８８ 年)ꎬ“初置吕国”⑥ꎮ 据此可知ꎬ吕后将父亲追尊为吕

宣王ꎬ实际是在惠帝去世后的九月ꎮ 也就是说ꎬ从追尊吕公为吕宣王ꎬ到吕后二年宣布优待他的

后裔———“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ꎬ诸侯王子、内孙耳孙ꎬ彻侯子、内孙有罪ꎬ如上造、上造

妻以上”(８５)⑦ꎬ在时间上至少超过了一年ꎮ 按理说ꎬ在吕公被追尊为吕宣王的同时ꎬ他的后裔就

应该享受王孙的优待ꎬ但法律规定却要等到一年多后公布ꎬ这显然违背了常理ꎮ 从优待内容看ꎬ
简(８５)的律文除了增列其“外孙”外ꎬ也没有多大意义ꎮ 因为惠帝即位后已明确规定:“上造以上

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ꎬ皆耐为鬼薪白粲ꎮ”且“内外公孙”ꎬ即“国家宗室及外

戚之孙也”⑧ꎮ 此律亦见于«二年律令具律»:“上造、上造妻以上ꎬ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

孙有罪ꎬ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ꎬ耐以为鬼薪白粲ꎮ”(８２)⑨所以对尊崇吕氏来说ꎬ简(８５)的律文

制定更多的应是象征意义ꎮ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ꎬ此律当在吕公被追尊为吕宣王时颁布ꎮ 诚然ꎬ
律令可以先予颁布ꎬ然后再统称为“二年律令”ꎬ但这就意味所有律令都在吕后二年汇编和颁布ꎬ
落入了归谬陷阱ꎮ

从现有资料来看ꎬ对«二年律令»的制订还不能排除在汉王二年的可能ꎮ «左传»昭公六年

称:“夏有乱政ꎬ而作«禹刑»ꎻ商有乱政ꎬ而作«汤刑»ꎻ周有乱政ꎬ而作«九刑»ꎮ”若仅就«汤刑»
而言ꎬ今本«竹书纪年»便提到其律令在祖甲时被重新修订———“二十四年ꎬ重作汤刑”ꎬ但其法

律的名称仍沿用了“汤刑”ꎮ 因此ꎬ«二年律令»的制订也很有可能始于汉王二年ꎬ尽管在高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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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炜:«‹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研究»ꎬ«历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王彦辉:«关于‹二年律令›年代及性质的几个问题»ꎬ«古代文明»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订本)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７ 页ꎮ
«汉书»卷二«惠帝纪»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９２ 页ꎮ
«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３９３９ 页ꎮ 按«史记吕太后本纪»:元年“十一月ꎬ太

后迺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４００ 页)ꎮ 可证吕公被追尊为吕宣王

肯定要早于此时ꎬ最晚也应该是在吕后元年十月之前ꎮ
«汉书»卷十三«异姓诸侯王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３８０ 页ꎮ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１

页(括号内的数字为汉简序号ꎬ下同)ꎮ
«汉书»卷二«惠帝纪»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８５、８７ 页ꎮ 按:同上 ８７ 页引应劭曰:“内外公孙谓王侯内外孙也ꎮ”若

以此理解ꎬ则“外孙”亦已包括ꎬ更加说明简(８５)的规定没有多少实质内容ꎮ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根据里耶秦简 ８－７７５＋８－８０５＋８－８８４＋９－６１５＋９－２３０２ꎬ此条律文亦源自秦律———“上造、上造妻以上有罪ꎬ其当刑及当城旦

舂ꎬ耐以为鬼薪白粲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１６４ 页ꎮ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４ 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２７５ 页ꎮ
«竹书纪年»(卷上)“祖甲二十四年”条ꎬ王国维撰ꎬ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ꎬ沈阳:辽宁

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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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惠帝、吕后时期都曾作过修订和增补ꎮ 从这个方面来说ꎬ我们赞同张建国的推断:
　 　 如果以“吕宣王”的字样来确定该墓年代的上限是没错的ꎬ但要由此断定出“二年律令”
就是“吕后二年律令”尚需要斟酌ꎬ除非“二年律令”和那些与吕宣王有关的法律内容同在一

支简上ꎮ
肖何在汉二年为治理关中制定了一系列法令ꎬ这些法令必然大量借鉴了秦制ꎮ 近年出

土的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在制定时间上可能与肖何的法令有密切的关系ꎬ这些法律

奠定了汉代法律的基础ꎮ①

从汉初«田律»规定“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２４１)看②ꎬ这显然就继承了秦代«田律»“顷入刍三

石、稾二石”的规定ꎮ③ 根据秦«金布律» “十月户出刍一石十五斤不入刍而入钱者ꎬ入十六

钱”(１１８—１２０)④ꎬ以及“稾一石六钱” (７３)的换算关系⑤ꎬ可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合计钱

数大约为 ５５ 钱(１４.２２×３＋６×２≈５５)ꎬ说明汉初«田律»的制定当在币值还相对稳定的汉王时期ꎮ
曹旅宁的分析也有些道理:“我们新近发现张家山 ２４７ 号汉墓汉律竹简中共有二十九条有‘盈’
字ꎬ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ꎮ 由此可以初步断定ꎬ张家山 ２４７ 号汉墓汉律竹简的年代应不早于

汉惠帝元年ꎮ”⑥«汉书»亦明确记载:
　 　 高祖初入关ꎬ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ꎬ伤人及盗抵罪ꎮ”蠲削烦苛ꎬ兆民大说ꎮ 其后四夷

未附ꎬ兵革未息ꎬ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ꎬ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ꎬ取其宜于时者ꎬ作律九章ꎮ⑦

此外ꎬ汉王二年的封王侯、令民垦荒、赐民爵措施ꎬ也与«二年律令»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ꎮ 如«史记

高祖本纪»载:十一月ꎬ“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ꎮ 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ꎬ封万户ꎮ 诸故秦

苑囿园池ꎬ皆令人得田之”⑧ꎮ «汉书高帝纪上»载:冬十月ꎬ“张良自韩间行归汉ꎬ汉王以为成信

侯”ꎻ二月ꎬ“赐民爵”ꎮ⑨ 从内容来说ꎬ这些措施均可视为«二年律令»名田制或授田制的雏形ꎮ 因

此ꎬ若比较«二年律令»究竟是在哪个“二年”制订与颁布ꎬ我们更倾向于在汉王二年ꎬ并由此而得

名ꎮ 后来又不断修订ꎬ增补或删改ꎬ在张家山汉简的记录中则截止到吕后二年ꎮ 此其一ꎮ
其二ꎬ«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也启示我们ꎬ«二年律令»的制定与颁布很可能在高祖二年ꎮ 关

于«算数书»的成书年代ꎬ学界也大多认为其下限为吕后二年ꎮ 例如:
　 　 与«算数书»共存有一份历谱ꎬ所记最后一年是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 １８６ 年)ꎬ墓主人

极可能于此后不久去世ꎮ 因此ꎬ我们认定«算数书»成书年代的下限是西汉吕后二年ꎬ即公

元前 １８６ 年ꎮ

但这却是以整批汉简的下限来推断«算数书»成书年代的误判ꎮ «历谱»只能证明张家山汉简的

下限最晚是吕后二年ꎬ却不能证明所有张家山汉简的下限都在此年ꎮ 仅就«算数书»而言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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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找到其成书最晚在高祖时期的例证ꎮ
　 　 税田　 税田廿四步ꎬ八步一斗ꎬ租三斗ꎮ 今误劵三斗一升ꎬ问几何步一斗ꎮ 得曰:七步卅

七‹一›分步廿三而一斗ꎮ 术(術)曰:三斗一升者为法ꎬ十税田【为实】ꎬ令如法一步ꎮ (６８－
６９)

误券　 租禾误券者ꎬ术(術)曰:毋升者直(置)税田数以为实ꎬ而以券斗为一ꎬ以石为十ꎬ
并以为法ꎬ如法得一步ꎮ 其券有【斗】者ꎬ直(置)舆‹與›田步数以为实ꎬ而以券斗为一ꎬ以石

为十ꎬ并以为法ꎬ如法得一步ꎮ 其券有升者ꎬ直(置)舆田步数以为实ꎬ而以券之升为一ꎬ以斗

为十ꎬ并为法ꎬ如【法】得一步ꎮ (９３—９５)①

其中“税田”算题要求以“十税田为实”ꎬ意指 ２４×１０ ＝ ２４０(平方步)ꎬ即“二百四十步为实”ꎬ而等

同于“误券”算题中的“直(置)舆田步数以为实”ꎮ 这就昭示我们ꎬ上述算题中的“税田”均为“舆
田”的十分之一ꎬ也就是征收“禾”田租亩数租率的十一之税ꎮ② 但汉初十一之税的征收却仅仅局

限在高祖时期ꎮ 如«汉书食货志(上)»:“天下既定ꎬ民亡盖藏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ꎬ而将相或乘

牛车ꎮ 上于是约法省禁ꎬ轻田租ꎬ什五而税一ꎮ”③一般来说ꎬ所谓“轻田租ꎬ什五而税一”ꎬ就是减

轻田租ꎬ把原有的十一之税改为什五而税一ꎮ 更重要的是ꎬ稍后高祖还恢复了十一之税ꎮ 如«汉
书惠帝纪»载:“十二年四月ꎬ高祖崩ꎮ 五月丙寅ꎬ太子即皇帝位ꎬ减田租ꎬ复十五税一ꎮ”注
引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ꎬ俭于周十税一也ꎮ 中间废ꎬ今复之也ꎮ”④同时也说明ꎬ在惠帝即位

后ꎬ十一之税便不再征收ꎮ 可见ꎬ«算数书»的成书最晚也只能是在高祖在位后期ꎮ⑤ 这对于正确

判断«二年律令»的年代ꎬ有着重要的启示ꎮ
惠帝对十一之税的废止ꎬ实际涉及汉初整个田租征收体系的改变ꎮ 以«算数书»为例ꎬ与此

相关的诸多算题都完全脱离了实际ꎬ如“税田”“取程”“并租”“秏租”“误券”“租误券”等ꎮ 尽管

如此ꎬ«算数书»仍被其主人继续保存了九年(公元前 １９５ 年—公元前 １８６ 年)ꎬ可见ꎬ该书能否保

存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ꎮ 同样ꎬ墓主生前对所有律令简的保存也存在着一些失效或部分失效的

律令ꎮ 邢义田所说“过时的«贼律»”⑥ꎬ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ꎮ «户律»规定:“为人妻者不得

为户ꎮ”(３４５)⑦而«置后律»又规定:“死毋子男代户ꎬ令父若母ꎬ毋父母令寡ꎬ毋寡令女ꎬ毋女令

孙ꎬ毋孙令耳孙ꎬ毋耳孙令大父母ꎬ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ꎮ” (３７９—３８０)⑧也是一个明显例证ꎮ
这意味着遵照法律规定:“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ꎬ写其官之用律ꎮ”⑨以及工作的实际需要ꎬ在长期

抄写相关律令的过程中(不一定都是本人抄写)ꎬ其生前并未把业已失效的律令简废弃ꎬ而是把

所有抄写的律令简都保存下来ꎬ就像内容有些陈旧的图书我们仍然收在书房一样ꎮ 由于相关抄

本属于个人的工作用简ꎬ官府通常都不再收回ꎬ墓主的家人也无法继续使用ꎬ甚至还可能成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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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ꎬ因而将抄本随葬墓中便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选择ꎮ 迄今所发现的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
龙岗秦简、银雀山汉简、凤凰山简牍、尹湾汉简等ꎬ也应该都是这个缘故ꎮ 它不仅揭示出秦汉简牍

多见于墓葬的原因ꎬ而且更启发我们ꎬ«二年律令»的制定与颁布还有着另一种可能———«二年律

令»的确是汉王二年开始颁行的ꎮ 因为这些律令抄本有十六七年的累积过程ꎬ是不断根据新的

律令抄写的ꎬ所以其相互之间便可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或对立ꎮ 也就是说ꎬ今本«二年律令»的
内容虽有早晚ꎬ«二年律令»却并非“全部律令的总称”①ꎬ而是个人使用和收藏的现行律令和部

分失效律令的抄本ꎮ 那种诸多抄本被“堆放在一起”都“各自成卷”的看法②ꎬ多有扞格之处ꎮ 而

如果说在墓主被下葬时ꎬ其亲友为了方便随葬ꎬ把律令简都归为一类而置于同一个竹笥之中ꎬ这
也是完全可能的ꎮ

«二年律令»并非“全部律令的总称”ꎬ也并不意味着这 ２８ 种律令都在汉王和高祖时期制订ꎮ
但就“二年”名称来说ꎬ却完全可以判定指汉王二年ꎬ而吕后二年则绝无可能ꎮ 众所周知ꎬ后出的

法典是不得同时赋予被废除律令有法律效力的ꎬ这也是判断某条律文时间早晚的一个基本原则ꎮ
前述邢义田所引之«贼律»ꎬ规定对反叛者“皆要(腰)斩ꎮ 其父母、妻子、同产ꎬ无少长皆弃市”
(１—２)ꎮ③ 而«汉书高后纪»则记载:“元年春正月ꎬ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

令ꎬ议未决而崩ꎬ今除之ꎮ’”④那么ꎬ«贼律»的三族罪规定又怎么可能在吕后二年颁行呢? 尽管

在«二年律令»中也没有“除三族辠”的律令ꎬ但这与吕后二年律令含有已被吕后废除律令的性质

完全不同ꎮ 前者有种种阙载的理由ꎬ后者却没有任何并存的道理ꎮ 所以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ꎬ
«二年律令»都不可能在吕后二年时颁行ꎮ 正如王彦辉所说:“种种迹象表明ꎬ与其说吕后时期对

汉律进行了修订ꎬ毋宁说只是废除了一些前朝律令并制定了一些优待吕氏家族及太后宫官的有

关条款ꎮ”⑤因此ꎬ我们要讨论田制ꎬ也必须注意«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ꎮ

二、亩制问题

关于汉代的亩制问题ꎬ以往曾有过争议ꎮ 张家山汉简的公布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ꎮ
根据«二年律令»ꎬ汉初亩制皆为大亩ꎬ２４０ 平方步一亩ꎬ百亩为顷ꎮ 如«二年律令田律»:

　 　 田广一步ꎬ袤二百卌步ꎬ为畛ꎬ亩二畛ꎬ一佰(陌)道ꎻ百亩为顷ꎬ十顷一千(阡)道ꎬ道广二

丈ꎮ 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ꎻ九月大除道□阪险ꎻ十月为桥ꎬ修波(陂)堤ꎬ利津

梁ꎮ 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ꎬ辄为之ꎮ 乡部主邑中道ꎬ田主田道ꎮ 道有陷败不可行

者ꎬ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ꎮ □□□□□□及□土ꎬ罚金二两ꎮ (２４６－２４８)⑥

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ꎮ
首先ꎬ这种长条形的亩制最初是以平原地区的标准制定的ꎮ 在理想的情况下ꎬ如果按百亩为

单位ꎬ它可以比较方便地划出一块又一块的长方形土地(１００×２４０)ꎮ 但在非平原地区ꎬ这种长条

形亩制却很难整齐划一ꎬ而只能折算为 ２４０ 平方步一亩的面积ꎮ 在这方面ꎬ«算数书»的作用便

体现出来ꎬ它的不少算题都是如何来计算不规则土地的面积ꎮ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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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启广　 田从(纵)卅步ꎬ为启广几何而为田一亩? 曰:启〔广〕八步ꎮ 术(術)曰:以卅步

为法ꎬ以二百卌步为实ꎮ 启从(纵)亦如此ꎮ (１５９)
少广　 救(求)少广之术曰:先直(置)广ꎬ即曰:下有若干步ꎬ以一为若干ꎬ以半为若干ꎬ

以三分为若干ꎬ积分已尽所【救】(求)分同之以为法ꎬ即耤(藉)直(置)田二百卌步亦以一为

若干ꎬ以为积步ꎬ除积步ꎬ如法得从(纵)一步ꎮ 不盈步者ꎬ以法命其分ꎮ (１６４—１６５)①

不难看出ꎬ在“启广”算题中ꎬ一亩的边长为“卅步”ꎬ只有 ３０ 步ꎬ而根本不是法定的 ２４０ 步ꎮ “少
广”的算题则讨论由一亩的边宽来求边长ꎬ涉及到分数计算ꎬ也同样不是法定的“广一步ꎬ袤二百

卌步”ꎮ 可见ꎬ不规则田亩应是很常见的现象ꎮ 同时ꎬ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力较低ꎬ大多数农民

每年都需要休耕ꎬ其实际耕种土地远远不到百亩ꎬ也都会出现这种不规则田亩的问题ꎮ②

其次ꎬ汉初的亩制完全继承了秦制ꎮ 根据传世文献ꎬ秦自商鞅变法便开始实行 ２４０ 平方步的

大亩ꎮ 如杜佑«通典»说:“按周制ꎬ步百为亩ꎬ亩百给一夫ꎮ 商鞅佐秦ꎬ以一夫力余ꎬ地利不尽ꎬ于
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ꎬ百亩给一夫矣ꎮ”③而简牍则提供了更多的直接证据ꎬ如里耶秦简、岳麓

书院藏秦简«数»、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算数书»等ꎮ 这里要特别提到 １９７９ 年出土的青川秦

牍«为田律»(或曰«田律»)ꎬ该律的修订时间一般认为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 ３０９ 年)④ꎬ而其内

容就是前揭«田律»的原型ꎮ 其律文云:
　 　 田广一步ꎬ袤八则ꎬ为畛ꎮ 亩二畛ꎬ一百(陌)道ꎻ百亩为顷ꎬ【十顷】一千(阡)道ꎬ道广三

步ꎮ 封高四尺ꎬ大称其高ꎻ捋(埒)高尺ꎬ下厚二尺ꎮ 以秋八月ꎬ修封捋(埒)ꎬ正彊(疆)畔ꎬ及
癹千(阡)百(陌)之大草ꎻ九月ꎬ大除道及阪险ꎻ十月ꎬ为桥ꎬ修波(陂)堤ꎬ利津梁ꎬ鲜草离ꎮ
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ꎬ辄为之ꎮ⑤

在以往研究中ꎬ对«为田律»曾有种种推测ꎬ以胡平生的解读最为精到ꎮ 他根据阜阳双古堆汉简

“卅步为则”ꎬ指出“则”为量词ꎬ“袤八则”就是“袤二百卌步”ꎬ从而揭开了秦亩 ２４０ 平方步的谜

底ꎮ 他还根据每亩“一陌道”推理:“陌之为陌ꎬ以其袤百步而得名ꎮ 同理可以推知ꎬ阡之为阡ꎬ也
是因为长千步ꎮ”⑥把“阡陌”的本意也揭示出来ꎮ 这就充分证明ꎬ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⑦ꎬ是废

除 １００ 平方步小亩的道路和田界ꎬ而制定了 ２４０ 平方步大亩的道路和田界ꎮ 尽管胡平生对“一阡

道”的解释有误ꎬ认为“每一百亩田有一条阡道”ꎬ但这显然是抄本漏书“十顷”所造成的ꎮ 证诸

«田律»ꎬ也就不难看出他的高明了ꎮ
当然ꎬ«田律»与«为田律»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ꎮ 从律文来看ꎬ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封

埒”的消失ꎮ 究其原因ꎬ李学勤认为:商鞅变法后ꎬ实行军功益田ꎬ允许耕田买卖ꎬ造成“富者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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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的现象ꎮ “在同一田主的土地内部ꎬ可能只有阡陌而不设封埒ꎮ”①此说有一定道理ꎬ但恐怕

还不是主要原因ꎮ 不同田主的土地实际也没有必要修造“封埒”ꎮ 从«为田律»可以看出ꎬ“封
埒”的作用就是每顷土地之间的界标ꎮ 这种高四尺的正方体的土台(封)ꎬ加上两边高一尺厚二

尺的田埂(埒)ꎬ即使按前后两个土台、每埒长度仅一尺算(广一步)ꎬ最少也要占用一亩的土地ꎮ
且不说非平原地区ꎬ就是在平原地区ꎬ农民对授田的开垦也不可能完全按律文的理想规划进行ꎮ
考虑到住址、道路、水源和土质等ꎬ许多耕种的土地往往并不相连ꎮ 如里耶简 ９－２３５０ 记载:“卅
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ꎬ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亩武门外ꎬ能恒籍以为

田ꎮ 典缦占ꎮ”②这位名叫吾武的士伍ꎬ就是申请在自家门外的地方垦田ꎬ而且一次才仅仅开垦了

六亩ꎮ 同样ꎬ别人也都会在靠近自家或其他便利的地方开垦ꎮ 开垦多少田亩ꎬ在哪个地方开垦ꎬ
甚至土地的四至ꎬ官府都作了详细登记ꎮ 以«二年律令»为例ꎬ对户口和耕田登记在官府中便有

着“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３３１)等ꎮ③ 在这种情况下ꎬ对“封埒”的修造也的确是可有可无ꎮ
诚然ꎬ为了确保道路的通畅ꎬ官府也都会督促并组织当地农民修路ꎬ但道路两旁的垦田是否都能

连片ꎬ显然还存在疑问ꎮ «田律»便明文规定:“田不可田者ꎬ勿行ꎻ当受田者欲受ꎬ许之ꎮ”(２３９)④

这与律文的理想规划大相径庭ꎮ 由此也可以推断:除了 ２４０ 平方步的亩制ꎬ以及阡道、陌道的形

制ꎬ无论是«为田律»ꎬ还是«田律»ꎬ实际都是对土地、道路的大体规划⑤ꎻ«为田律»对修造“封埒”
的规定ꎬ由于难以操作和多余ꎬ最终被临时树立的“顷畔”所取代ꎮ⑥

再次ꎬ秦及汉初的亩制有两种计算亩制ꎮ 一种是毛算即粗略计算的亩制ꎬ主要计算“不可垦

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ꎮ 无论是«为田律»所说的“广一步ꎬ袤八则”ꎬ或是«田律»所说的“广
一步ꎬ袤二百卌步”ꎬ其中都含有“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ꎮ 这从«数»和«算数书»的
“里田”算题中可以得到证实ꎬ例如:

　 　 里田述(术)曰:里乘里ꎬ(里)也ꎬ因而参之ꎬ有(又)参五之ꎬ为田三顷七十五亩ꎮ (６２)⑦

里田术(術)曰:里乘里ꎬ里也ꎬ广、从(纵)各一里ꎬ即直(置)一因而三之ꎬ有(又)三五

之ꎬ即为田三顷七十五亩ꎮ 其广从(纵)不等者ꎬ先以里相乘ꎬ已乃因而三之ꎬ有(又)三五之ꎬ
乃成ꎮ 今有广二百廿里ꎬ从(纵)三百五十里ꎬ为田廿八万八千七百五十顷ꎮ 直(置)提封以

此为之ꎮ (１８７—１８８)⑧

根据“古者三百步为里”的记载⑨ꎬ可知秦汉一平方里等于 ９００００ 平方步ꎬ按一亩 ２４０ 平方步计

算ꎬ用 ９００００ 除以 ２４０ꎬ恰好是 ３７５ 亩ꎻ用 ２２０×３５０×３.７５ 计算ꎬ也恰好就是 ２８８７５０ 顷ꎮ 这种毛算

亩制没有把道路、河流、庐舍等排除在外ꎬ因而只是一种对土地资源的大体匡算ꎮ 另一种则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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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际核算亩制ꎮ 这种亩制的面积也是“广一步ꎬ袤二百卌步”ꎬ但它是核算耕地和实际耕种面积的

亩制ꎬ其中排除了大部分道路、水渠等不能耕种的土地ꎮ 根据不同的地貌ꎬ按草田即“可垦不垦

田”一亩算ꎬ实际核算亩制的面积要明显少于一亩ꎬ有的则大打折扣ꎮ «数»的“减田”算题ꎬ就是

一个显例ꎮ
　 　 为积二千五百五十步ꎬ除田十亩ꎬ田多百五十步ꎬ其欲减田ꎬ耤令十三【步一】斗ꎬ今禾

美ꎬ租轻田步ꎬ欲减田ꎬ令十一步一斗ꎬ即以十步乘十亩ꎬ租二石者ꎬ积二千二百步ꎬ田少二百

步ꎮ (４２－４３)①

其中“为积二千五百五十步”ꎬ乃指核算后的实际耕种面积ꎬ按 ２５５０÷２４０ 计算ꎬ等于１０.６２５
亩ꎮ 如果按草田的面积计算ꎬ即便只耕种其中一部分土地ꎬ实际也不会出现精确到小数点后 ３ 位

的亩数ꎮ 可见ꎬ实际核算亩数亦即秦及汉初的“舆田”亩数ꎬ是按在草田上具体开垦和播种多少

田亩计算的ꎬ它的面积均小于草田面积ꎮ 尽管在算题中我们并不知道所开垦草田的亩数ꎬ但
１０.６２５亩的实际核算亩数要明显少于草田亩数是毫无疑问的ꎮ

秦及汉初的两种计算亩制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ꎮ 大致说来ꎬ毛算的亩制主要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土地资源的匡算ꎮ 通过这种匡算ꎬ可以基本了解全国、全郡(诸侯王国)、全县或全乡

的土地状况ꎬ以达到其“制土处民”的目的ꎮ②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ꎬ早在战国时期ꎬ魏国便做过

类似的匡算ꎮ 如«汉书食货志上»:
　 　 是时ꎬ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ꎬ以为地方百里ꎬ提封九万顷ꎬ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ꎬ
为田六百万亩ꎬ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ꎬ不勤则损亦如之ꎮ 地方百里之增减ꎬ辄为粟百

八十万石矣ꎮ③

«商君书»也对秦国土地匡算过ꎮ “地方百里者ꎬ山陵处什一ꎬ薮泽处什一ꎬ溪谷、流水处什一ꎬ都
邑、蹊道处什一ꎬ恶田处什二ꎬ良田处什四ꎮ”④秦汉也同样如此ꎮ 在里耶秦简中便有户曹对全县

土地的“田提封计”(８－４８８)⑤ꎬ留下“群不可垦廿七万七[千] ”(９－２０１６)顷的残简ꎮ⑥ 近年部

分公布的走马楼汉简ꎬ如«都乡七年垦田租簿»ꎬ对全乡土地亦做了匡算ꎬ并按照通例把土地分为

“垦田”“可垦不垦”“群不可垦”三种类型ꎮ 兹摘引如下:
　 　 垦田六十顷二亩ꎬ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ꎮ

提封 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六顷【十】亩百七十二步ꎮ

其八百一十三顷卅九亩二百二步ꎬ可垦不垦ꎮ
四万一千一百二顷六十八亩二百一十步ꎬ群不可垦ꎮ⑦

这就更加证明了毛算亩制的作用ꎮ
二是对草田面积的计算ꎮ 它主要用于“行田”ꎬ也就是授田或赐田的面积单位ꎮ 如前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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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１２３ 页ꎮ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１２４ 页ꎮ 对文中“升”字ꎬ其注引臣瓒曰:“当言三斗ꎮ 谓治

田勤ꎬ则亩加三斗也ꎮ”师古曰:“计数而言ꎬ字当为斗ꎮ 瓒说是也ꎮ”(第 １１２５ 页注[二])
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商子译注来民»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１００－１０１ 页ꎮ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１ 卷)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６７ 页ꎮ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４０５ 页ꎮ
马代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 (第 １２ 辑)ꎬ上

海:中西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１３—２１４ 页ꎮ 按:部分走马楼汉简的年代可能在西汉前期ꎮ 笔者已另文讨论ꎬ此不赘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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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给一夫矣”ꎬ或者“治田百亩”ꎬ“其能耕者不过百亩ꎬ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①ꎬ所言“百亩”都应是

毛算亩制的百亩ꎮ 这种毛算亩制非常有利于“行田”ꎬ不管是授田ꎬ或是赐田ꎬ只要丈量一下土地

的广袤ꎬ就可以确定此块草田的亩数ꎮ 可以说ꎬ方便、快捷是它的一个最大优点ꎬ特别是在基层官

吏大量“行田”的时候ꎮ 另一方面ꎬ草田的毛算亩数还与秦时“顷刍稾”的征收有关ꎮ 根据«田
律»规定ꎬ秦汉田租都有对“顷刍槀”的征收ꎮ 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入顷刍稾ꎬ以其受田之数ꎬ
无豤(垦)不豤(垦)ꎬ顷入刍三石、稾二石ꎮ”②张家山汉简«田律»也规定:

　 　 入顷刍稾ꎬ顷入刍三石ꎻ上郡地恶ꎬ顷入二石ꎻ稾皆二石ꎮ 令各入其岁所有ꎬ毋入陈ꎬ不从

令者罚黄金四两ꎮ 收入刍稾ꎬ县各度一岁用刍稾ꎬ足其县用ꎬ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ꎮ
刍一石当十五钱ꎬ稾一石当五钱ꎮ (２４０—２４１)

刍稾节贵于律ꎬ以入刍稾时平贾(价)入钱ꎮ (２４２)③

但秦汉鼎革ꎬ对“顷刍稾”的征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秦时“顷刍稾”的征收ꎬ有着“以其受田之

数”和“无豤不豤”的严格规定ꎮ 也就是说ꎬ农民要按照其“谒垦”的草田亩数缴纳刍稾ꎬ而且无论

是否耕种ꎬ都要按实际授田的草田数ꎬ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合计折算 ６０ 钱的数额缴纳ꎮ 如

里耶简 ９－５４３＋９－５７０＋９－８３５:“ 刍稾志ꎮ 都乡黔首田啓陵界中ꎬ一顷卌一亩ꎬ钱八十五ꎮ
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ꎬ二顷卌七亩ꎬ钱百卌九ꎮ]”④而汉初则取消了上述规定ꎮ 这意味着“顷
刍稾”同禾田租一样ꎬ都已按实际耕种的亩数征收ꎮ 以往学界对汉初“轻田租”的内容并不完全

明了ꎬ张家山汉简和里耶秦简则提供了新的线索ꎮ 从毛算亩制来看ꎬ“轻田租”的一个重要内容ꎬ
就是不再按授田亩数ꎬ而是按实际耕种亩数来征收刍稾ꎮ

和毛算的亩制相比ꎬ秦及汉初的实际核算亩制也有广泛运用ꎮ 比如耕地和垦田的登记ꎬ田租

的征收、减免和一些经济作物的税收ꎬ土地的继承、转让、买卖与租赁ꎬ等等ꎮ
最后ꎬ汉代民间仍有按传统习惯折算的小亩制度ꎮ 根据张家山汉简ꎬ从汉初开始ꎬ国家便采

用法律形式规定实行 ２４０ 平方步的大亩制度ꎮ 但毋庸讳言ꎬ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ꎬ在一些地区、
一段时间也并存着 １００ 平方步的小亩制度ꎮ 如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ꎬ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革月(霸)ꎬ【一人而田十】四亩者存ꎬ一人而

田九亩者亡ꎮ (９３２—９３３)
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ꎬ中岁也ꎮ 上田亩廿七斗ꎬ下田亩十三斗ꎬ大(太)上与大(太)下

相复(覆)以为 (率)ꎮ (９３７)⑤

简中大亩或小亩都是相对其大小而言的ꎮ 在汉武帝的诏书中ꎬ也有“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ꎬ故
亩五顷”⑥之语ꎮ 再如«盐铁论未通»:

　 　 古者ꎬ制田百步为亩ꎬ民井田而耕ꎬ什而籍一ꎮ 义先公而后己ꎬ民臣之职也ꎮ 先帝哀怜百

姓之愁苦ꎬ衣食不足ꎬ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ꎬ率三十而税一ꎮ⑦

这也说明在大亩制下小亩制仍然存在ꎮ 但这主要是一种习惯用法或说法ꎬ并不意味大亩制在法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１２５、１１３２ 页ꎮ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ꎬ第 ２７－２８ 页ꎮ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４１ 页ꎮ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１５２ 页ꎮ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４５、１４６ 页ꎮ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１３９ 页ꎮ 按:１２００００(步)÷２４０００(步)＝ ５(顷)ꎮ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三«未通»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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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已被取消ꎬ或者未在某些地区实行ꎬ无非汉武帝时对“制田二百四十步”又予以重申而已ꎮ
所谓“半斤八两”ꎬ就是对此类现象的一个最通俗的比喻ꎮ

由此可见ꎬ汉代法律规定的亩制是 ２４０ 平方步的大亩ꎬ并占据主导地位ꎬ在全国通行ꎮ 以往

由大小亩制推论高产或低产的看法大多存在问题ꎮ
先说高产论者ꎮ 其主要论据是ꎬ汉代通行 １００ 平方步的小亩(计算亩产应折算为大亩)ꎬ五

口之家的小农不可能耕种 １００ 大亩之田ꎮ 吴慧的看法可谓这方面的代表ꎬ例如:
　 　 汉武帝统一田亩的步数ꎬ２４０ 步为亩ꎬ大亩ꎬ一亩合今 ０.６９２ 市亩ꎬ比百步为亩之小亩扩

大了 ２.４ 倍ꎮ 在牛耕、铁犁的条件下ꎬ按大亩计ꎬ一个劳动力平均耕地二十亩(«汉书赵充

国传»:“田事出ꎬ赋人二十亩”)约合今十四亩ꎬ是不算少的(小亩ꎬ为百亩之田ꎬ服役二人ꎬ平
均一个劳动力耕五十亩ꎬ合今 １４.５ 市亩)ꎮ 并非要求一个劳力耕作相当于原五十小亩的 ２.４
倍的土地ꎬ即耕五十大亩(合今 ３４.５６ 市亩)ꎬ事实上那是办不到的ꎮ①

其实不然ꎮ 从面积上说ꎬ秦汉一大亩的确合今 ０.６９２ 市亩ꎬ但草田的实际耕种面积却并非是 ０.
６９２ 市亩ꎮ 草田是毛算亩制ꎬ含有阡陌、水渠、庐舍等占用的土地ꎬ是不能大体算作耕地面积的ꎮ
吴慧也误解了秦汉王朝推广大亩制的意图ꎮ 他看到了农业生产力低ꎬ一户五口之家的小农不可

能耕种 １００ 大亩ꎬ却忽略了大亩制的设计并非都全要耕种ꎬ而是鼓励垦荒ꎬ并保证有足够的土地

休耕ꎮ 所谓“爰田”ꎬ或“自爰其处”②ꎬ就是一个明证ꎮ 里耶秦简也证实了这一点ꎬ如简 ８－１５１９:
　 　 迁陵丗五年貇(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ꎬ税田四顷□□ꎬ户百五十二ꎬ租六百七十七

石ꎮ (率)之ꎬ亩一石五ꎻ户婴四石四斗五升ꎬ奇不 (率)六斗ꎮ③

据此按 １５２ 户有舆田 ５２９５ 大亩算ꎬ简中每户实际耕田仅有平均 ３４.８４ 亩ꎬ合今约 ２４.１ 市亩ꎬ平均

一个劳动力约耕种 １２ 市亩ꎬ略低于一个劳动力耕种的 ５０ 小亩ꎮ 所以ꎬ关键不是一户小农耕种不

了 １００ 大亩ꎬ而是不能按授田百亩来测算耕种者的亩产ꎮ 从这个方面来说ꎬ把秦汉通行的大亩都

说成小亩ꎬ也的确难以令人信服ꎮ
此外ꎬ“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是晁错向文帝的进言ꎮ 当时名田制或授田制仍有一些余波ꎬ百

亩之说有一定的事实基础ꎮ 文帝以后ꎬ名田制或授田制基本终结ꎬ土地占有更加不均ꎬ那么再说

一夫百亩就完全脱离了实际ꎬ不能作为其亩产估计的依据ꎮ
再看低产论者ꎮ 其主要理由是ꎬ秦汉通行 ２４０ 平方步的大亩ꎬ“百亩之收不过百石”ꎮ 近年

来的讨论可以杨际平为代表ꎬ例如:
　 　 亩制问题解决了ꎬ亩产就比较容易测算ꎮ 笔者据东海郡«集簿»计算ꎬ时东海郡“提封”
５１２０９２ 顷 ８５ 亩ꎬ其中邑居园田 ２１ 万多顷ꎮ 扣除邑居 ５０ 多万亩ꎬ“垦田数”约为 ２０６２２６００
亩ꎮ 再扣除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约占垦田总数的 ５％)ꎬ则其粮食种植面积为 １９５９１４７０ 亩上

下ꎮ 是年ꎬ东海郡“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小半升”ꎬ平均每亩田租

２.５８６升上下ꎬ加上身份性蠲免与逋欠等ꎬ平均每亩田租约为 ３ 升ꎬ以三十税一计之ꎬ亩产也

就是八九斗ꎮ④

此说同样不确ꎮ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吴慧:«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量测估———以宋明清为例»ꎬ«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ꎮ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１１９ 页ꎮ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１ 卷)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４５ 页ꎮ
杨际平:«再谈汉代的亩制、亩产———与吴慧先生商榷»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ꎮ 其具体论证过程ꎬ参见

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ꎬ«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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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亩制来看ꎬ杨际平也混淆了毛算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ꎮ 他虽然征引了尹湾汉简«集簿»ꎬ
但却没有区分“提封田”的毛算亩数和实际垦田亩数ꎮ «集簿»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一正)
□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

(一反)①

根据前揭«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和«汉书地理志»等ꎬ在提封约 ５１２０９２ 顷土地中ꎬ按通例应分为

“群不可垦”“可垦不垦”和“垦田”或“定垦田”三种类型ꎬ且只有“垦田”是当年的实际耕种亩数ꎮ
尽管如杨际平所说ꎬ木牍反面的“此行牍文有一部分残缺或漫漶不清”②ꎬ但土地大致被分为三种

类型却没有疑问ꎮ 从“群不可垦” “可垦不垦”平均都占到提封田的 ９５％以上看ꎬ且«地理志

(下)»明言“邑居道路ꎬ山川林泽ꎬ群不可垦”③ꎬ我们便可以完全确定:牍中“□国邑居园田廿一

万一千六百五十二【顷】” 为“群不可垦” 田ꎮ 加上应该是“可垦不垦” 田的 “十九万百卅二

【顷】”④ꎬ即 ２１１６５２ ＋ １９０１３２ꎬ这两部分的田亩总数约为 ４０１７８４ 顷ꎮ 那么再用提封田的总数

５１２０９２ 顷减去 ４０１７８４ 顷ꎬ剩下的 １１０３０８ 顷才应是“垦田”或“定垦田”的亩数ꎮ 这从下行牍文记

录的“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十□顷ꎬ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一反)ꎬ也可以得到验证ꎮ 当

时东海郡的主要农作物是秋天播种的冬小麦ꎬ因而东海郡的实际垦田数应为秋天播种的总亩数

加上春天播种的总亩数ꎮ 值得庆幸的是ꎬ在木牍同一面上恰好就有东海郡春天播种的总亩数ꎬ亦
即“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一反)ꎮ 这样一来ꎬ把“春种树”的总亩数和“种宿麦”
的总亩数相加ꎬ便可以验证东海郡的“垦田”或“定垦田”数ꎮ⑤ 然后将二者取整数相加:１０７３００＋
６６００ꎬ其结果正如我们所料ꎬ是 １１３９００ 顷ꎮ 这与前揭“垦田”或“定垦田”１１０３０８ 顷的总数基本相

同ꎬ而与杨际平据以计算的 ２１ 万多顷少了 １０ 万顷左右ꎮ 若按照杨际平的同样方法计算ꎬ平均每

亩要交租 ５ 升左右ꎬ产量则在 １.５ 石上下ꎮ
还要注意的是ꎬ汉代东海郡的垦田比例非常之高ꎮ 即使按照较少的 １１０３０８ 顷计算ꎬ实际也

占到提封田总数的 ２１.５％ꎬ而大大高于全国 ９５％以上的平均数ꎮ 这说明东海郡的土地资源被广

泛开发ꎬ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ꎬ对当地亩产量的估计不宜过低ꎮ

三、名田宅问题

从土地制度来说ꎬ张家山汉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户律»对不同人群能占有国家多少田宅面

积的规定ꎮ 其具体内容如下:

　 　 关内侯九十五顷ꎬ 大 庶 长 九 十 顷 ꎬ 驷 车庶长八十八顷ꎬ大上造八十六顷ꎬ少上造

八十四顷ꎬ右更八十二顷ꎬ中更八十顷ꎬ左更七十八顷ꎬ右庶长七十六顷ꎬ左庶长七十四顷ꎬ五
大夫廿五顷ꎬ公乘廿顷ꎬ公大夫九顷ꎬ官大夫七顷ꎬ大夫五顷ꎬ不更四顷ꎬ簪褭三顷ꎬ上造二顷ꎬ
公士一顷半顷ꎬ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ꎬ司寇、隐官各五十亩ꎮ 不幸死者ꎬ令其后先择

田ꎬ乃行其余ꎮ 它子男欲为户ꎬ以为其□田予之ꎮ 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ꎬ田宅不盈ꎬ得以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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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不比ꎬ不得ꎮ (３１０－３１３)
宅之大方卅步ꎮ 彻侯受百五宅ꎬ关内侯九十五宅ꎬ大庶长九十宅ꎬ驷车庶长八十八宅ꎬ大

上造八十六宅ꎬ少上造八十四宅ꎬ右更八十二宅ꎬ中更八十宅ꎬ左更七十八宅ꎬ右庶长七十六

宅ꎬ左庶长七十四宅ꎬ五大夫廿五宅ꎬ公乘廿宅ꎬ公大夫九宅ꎬ官大夫七宅ꎬ大夫五宅ꎬ不更四

宅ꎬ簪褭三宅ꎬ上造二宅ꎬ公士一宅半宅ꎬ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ꎬ司寇、隐官半宅ꎮ 欲为

户者ꎬ许之ꎮ (３１４－３１６)①

毋庸讳言ꎬ«户律»的这些规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ꎬ但事实胜于雄辩ꎬ不管承认也好ꎬ不承认

也好ꎬ都是客观存在的ꎮ 问题在于如何解读ꎮ 令人欣喜的是ꎬ通过许多学者的探讨ꎬ学界在一些

问题上已取得共识ꎬ比如立户是占有田宅的前提ꎬ律令对高爵者的优待ꎬ有爵者和无爵者的差别ꎬ
对田宅有“条件”的继承与买卖ꎬ等等ꎮ 这些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ꎮ

(一)名称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ꎬ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看法:
一是把这种田宅占有制度称为“名田宅制”ꎬ持此论者主要有朱绍侯、杨振红、于振波、贾丽

英、王彦辉等ꎮ 例如:
　 　 以爵位名田宅制在商鞅变法时确立ꎬ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

汉王朝所继承ꎮ 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ꎬ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ꎬ田宅

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ꎮ②

二是把这种田宅占有制度称为“授田制”ꎬ持此论者主要有高敏、朱红林、张金光、臧知非等ꎮ
例如:

　 　 “名田宅”与“行田”、“受田”等概念相比ꎬ其性质、意义、范围和内容具有不确定性ꎬ不

能任意扩充其内涵和扩大其外延ꎮ 单以字面而论ꎬ“名田宅”是个中性概念ꎬ其字面本身并

不能明示出一定土地制度性质ꎮ③

笔者以为商鞅变法到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称之为授田制比较科学ꎬ因为只有授田

制才能全面反映当时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属性ꎬ也更能说明授田制的逻辑必然性ꎮ④

除了这两种影响较大的看法ꎬ还有学者认为ꎬ“汉初土地制度是限田制”⑤ꎬ“是一种基于户籍登记

的农业劳动力编制和田税计量制度”⑥ꎬ等等ꎮ
总的来看ꎬ称之为名田宅制ꎬ或称之为授田制ꎬ都有一定的道理ꎬ在律令上也都有依据ꎮ 之所

以其认识不同ꎬ是因为«户律»把二者合为一体规定ꎬ有的学者摘取了名田宅的字眼ꎬ如“诸不为

户ꎬ有田宅ꎬ附令人名ꎬ及为人名田宅者ꎬ皆令以卒戍边二岁ꎬ没入田宅县官”(３２３)ꎻ有的学者则

摘取授田的字眼ꎬ如前揭“当受田者欲受ꎬ许之”和“受田宅ꎬ予人若卖宅ꎬ不得更受”(３２１)⑦ꎬ当
然也都有从战国到汉初土地制度的长期演变背景ꎮ 其实ꎬ在«二年律令»的语境下ꎬ名田或名田

宅ꎬ和授田、受田并没有本质区别ꎬ名田就是授田ꎬ授田也就是名田ꎮ 但从道理上讲ꎬ名田与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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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着很大不同ꎮ 名田宅是赐田ꎬ原是一种按爵位等级赐予功臣的田宅①ꎻ而授田则是“制土处

民”ꎬ亦即让农民垦荒耕种ꎬ向国家纳税、服役的土地ꎮ 前者有军功等级条件ꎬ即“法以有功劳行

田宅”②ꎬ赐予的田宅带有酬劳性质ꎻ后者除了有立户的要求ꎬ通常便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ꎬ它既

是一种赖以谋生的方式ꎬ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ꎬ带有强制性质ꎮ 问题在于ꎬ到了汉初ꎬ许多人

的爵位并非都是通过军功获得ꎬ这就使得赐田制度和授田制度逐渐混同起来ꎮ 但尽管如此ꎬ赐田

与授田也仍有明显区别ꎬ其高爵最初都通过军功获得ꎬ授予田宅的面积要远远高于无爵者ꎬ并享

受免税或减税待遇ꎮ 以面积为例ꎬ左庶长为第十级ꎬ仅位列高爵之末ꎬ他们的授田便高达 ７４ 顷ꎬ
是公卒、士伍、庶人的 ７４ 倍ꎮ 即使是第八级的公乘ꎬ也比仅有一顷授田的公卒、士伍、庶人多了

１９ 顷ꎮ 再以免税为例ꎬ«户律»也明确规定:“ 卿 以上所自田户田ꎬ不租ꎬ不出顷刍稾ꎮ”(３１７)③可

见ꎬ赐田和授田有着明显的区别ꎮ 从这个方面来说ꎬ把汉初这套田宅占有制度称为名田宅制ꎬ或
者授田制ꎬ实际上都不准确ꎮ 倒是前揭“农业劳动力编制”ꎬ或许更接近于事实ꎬ只是作为名称还

不太合适而已ꎮ 为行文方便ꎬ本文暂且称之为名田宅制ꎬ或简称名田制ꎮ
至于限田制ꎬ似乎也有一些道理ꎬ但总体来说ꎬ与汉初土地状况并不相符ꎮ
(二)具文问题

在相关讨论的过程中ꎬ学界还围绕名田宅制的实施展开了争鸣ꎮ 由于高爵名田宅的面积过

于庞大ꎬ因而有学者提出这些规定的实施是有困难的ꎬ甚或被看作“一简空文”ꎮ 例如:
　 　 战争结束后ꎬ刘邦招抚流亡ꎬ“复故爵田宅”ꎻ安置军队复员ꎬ“以有功劳行田宅”ꎬ秦的二

十等爵制和田宅制度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恢复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出现了“今小吏未尝从军

者多满ꎬ而有功者顾不得”的现象ꎬ这除了说明官比爵更有优越性而外ꎬ同时也说明完全根

据法定标准授田在实际上是有困难的ꎮ④

汉初刘邦已不谈普遍授田ꎬ至吕后时竟有如此可观授田之额以满足民之所需ꎬ实大可

疑ꎮ 从总的方面来看ꎬ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简空文ꎬ尤其是对庶人的授田ꎬ可以称之为待授制ꎮ
对比秦制而言ꎬ其现实意义必当大打折扣ꎮ⑤

其实不然ꎮ «二年律令»的“授田之额”虽大ꎬ但是汉初的土地资源却非常丰富ꎬ“完全根据法定标

准授田”也并不困难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臧知非就曾批评上述观点:
　 　 论者以为是土地不足使授田遇到困难ꎮ 这显然不能成立ꎮ 刘邦指出是“守尉长吏教训

甚不善”所致ꎮ 为什么存在着“教训”问题? 笔者以为是新贵与旧吏之间的矛盾ꎮ
他从宏观角度反驳说:“秦朝末年先是陈胜吴广起义ꎬ继之以六国之后的复国运动ꎬ后是楚

汉之争ꎬ男女老幼ꎬ殒命沙场、转死沟壑者ꎬ不计其数ꎬ至刘邦称帝ꎬ人口锐减ꎬ更不存在人地矛盾

问题ꎮ”⑥但就中观和微观而言ꎬ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ꎮ
把汉初名田宅制视为具文或一简空文的说法ꎬ实际也混淆了毛算亩数和实际耕地或种植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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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ꎮ 如前所述ꎬ秦汉的土地资源分为群不可垦田、可垦不垦田和定垦田三种类型ꎮ 其中群不可垦

田和可垦不垦田都是毛算亩制ꎬ只有定垦田才是实际垦田亩制ꎮ 明白了这一点ꎬ我们也就不难理

解汉初名田宅制的实施了ꎮ 以宅基地为例ꎬ«户律»的住宅标准是高得有点离奇ꎬ以致有学者发

出当时的“住宅面积都大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感慨ꎮ① 但根据前揭“邑居道路ꎬ山川林泽ꎬ群不可

垦”ꎬ这些很大的宅基地都要算到群不可垦田之中ꎮ 别说是汉初ꎬ就是人口已大量增长的西汉末

年ꎬ群不可垦田的数量也都占到全国土地资源的 ７０％以上ꎬ如“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

六千四百五顷ꎬ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ꎬ邑居道路ꎬ山川林泽ꎬ群不可垦”②ꎮ
也就是说ꎬ汉代民众的宅基地都并未占用草田和耕地ꎬ«户律»的标准虽看似很高ꎬ实际完全有条

件实行ꎮ 而论者却把它都视为耕地ꎬ并据以讨论实施问题ꎬ这就不能不出现严重的偏差了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宅基地还包括了论者所说的园圃和庭院ꎮ 这对于无爵者的授田户来说ꎬ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他们因此可以在庭院内外种植一些蔬菜或果树ꎬ也可以植桑种麻ꎬ还可以饲养

家禽和家畜等ꎮ 所谓“还庐树桑ꎬ菜茹有畦ꎬ瓜瓠果蓏殖于疆易”③ꎬ“五亩之宅ꎬ树之以桑ꎬ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ꎻ鸡豚狗彘之畜ꎬ无失其时ꎬ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④ꎬ在一定程度上便弥补了粮食生产

的不足ꎬ也体现了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ꎮ 更重要的是ꎬ无论有多大面积ꎬ所有宅基地的授予ꎬ通常

都是毛算的土地面积ꎬ而并非一座或一大片建有不同套型房屋的住宅ꎮ 这意味着大多数房屋都

应当由人们自费建造ꎮ 具体来说ꎬ除了已有住宅需重新登记外ꎬ所有的新建房屋都必须首先向官

府申请ꎬ包括新建住宅的地点和标准ꎬ在得到批准并登记在“民宅园户籍”(３３１)后⑤ꎬ才能够开始

建造ꎮ 而且和今天一样ꎬ当时每一栋住宅的建造ꎬ都要花费不少人工和钱财ꎮ 仅就建材而言ꎬ在
«算数书»里便有三人合买木材的算题———“三人共材以贾ꎬ一人出五钱ꎬ一人出三【钱】ꎬ一人出

二钱ꎮ”(３２)⑥还有计算“桼(漆)钱”的算题———“桼(漆)斗卅五钱ꎮ 今有卌分斗五ꎮ 问得几何

钱ꎮ 曰:得四钱八分钱三ꎮ”(６０)⑦其他花费亦可想而知ꎮ 它们都将被算入建筑成本ꎬ而且是来自

可以被计量的劳动和私有财产ꎮ 所以ꎬ住宅一般都允许买卖ꎮ 即使土地不允许买卖ꎬ在更早的秦

和战国时期ꎬ也都有“卖宅圃”⑧“有与悍者邻ꎬ欲卖宅而避之”⑨“识故为沛隶ꎬ同居ꎮ 沛为识

买室”(１１６)等记载ꎮ 汉初允许大部分住宅买卖ꎬ如“欲益买宅ꎬ不比其宅者ꎬ勿许ꎮ 为吏及宦皇

帝ꎬ得买舍室”(３２０)ꎬ原因也正在于此ꎮ 它不仅昭示我们在授予的住宅中之所以有私有权的由

来ꎬ就像耕种授田收获的庄稼要归耕种者所有那样ꎬ而且多少展现了住宅标准和实际居住房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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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ꎬ对正确看待汉初宅基地的面积之大也不无裨益ꎮ 当然ꎬ对农民来说ꎬ最有意义也最实惠的ꎬ
还是宅基地的免税ꎮ 因为不算耕地ꎬ是国家规定的群不可垦田ꎬ故无论在庭院内外种植什么蔬

菜ꎬ什么经济作物ꎬ甚或五谷ꎬ官府也都不会收税ꎮ 对军功地主来说ꎬ更多、更大的宅基地ꎬ则意味

着宽敞精致的豪宅ꎬ占有更多的资源ꎮ 因此ꎬ在国家拥有巨量土地资源的情况下ꎬ为了稳定社会ꎬ
恢复和发展农业ꎬ把大多数人的宅基地都设计得更大一些ꎬ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ꎮ

再看名田方面ꎮ «户律»的规定虽然令人惊讶ꎬ但也完全符合汉初的实际ꎮ 关键在于这些数

量很大的土地多属于可垦不垦田的范畴ꎮ 它们基本都是尚待开垦的草田ꎬ在名田或授田前都不

能算作耕地ꎻ在名田或授田后ꎬ也必须按实际开垦和耕种的面积来计算耕地或垦田ꎮ 如前揭«都
乡七年垦田租簿»:“垦田六十顷二亩ꎬ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ꎮ”对比西汉末年名田面积的

大幅下降———“名田皆毋过三十顷”①ꎬ我们便不难明白这一点ꎮ 一个多为草田ꎬ一个皆为耕地ꎮ
从秦及汉初每户农民平均耕种 ３０ 亩左右的垦田看ꎬ如«史记陈丞相世家»:“陈丞相平者ꎬ阳武

户牖乡人也ꎮ 少时家贫ꎬ好读书ꎬ有田三十亩ꎬ独与兄伯居ꎮ”②以及银雀山汉简:“一人而田十四

亩者存ꎮ”汉初的名田应是一种“农业劳动力编制”的方法ꎮ 它的奥妙在于ꎬ通过名田使各个人群

都有一个很高的土地资源配额ꎬ以鼓励他们尽最大可能垦荒ꎮ 至于究竟能垦荒多大面积ꎬ能耕种

多少垦田ꎬ那就要看各家各户的能力了ꎮ 能力强的可以垦荒多点、耕种多点ꎬ能力弱的则可以垦

荒少点、耕种少点ꎮ 从这个方面来说ꎬ汉初的名田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ꎮ 不管哪个人

群ꎬ也不管采取哪种耕作方式ꎬ在秦汉时期ꎬ每户两个劳动力都不可能一年耕种 １００ 亩(大亩)垦
田ꎬ这是名田制虚的一面ꎮ 但就算耕种不了 １００ 亩ꎬ只要尽力而为ꎬ农民的垦荒和耕种面积都会

扩大ꎬ从 ３０ 亩左右或许增加到 ４０ 亩左右ꎮ 如果能达到“一人而田十九亩”的水平ꎬ那么再加上

休耕ꎬ每户的耕地便有可能接近或达到百亩ꎮ 这又是名田制实的一面ꎮ 除了名田面积的虚和已

有耕地的实ꎬ名田制还体现了对有爵者的实和无爵者的虚ꎮ 有爵者ꎬ特别是高爵者ꎬ虽然也要受

到劳动生产力的制约ꎬ一个劳动力只能耕种 １５ 亩左右的垦田ꎬ但他们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来扩

大垦田率ꎬ也可以通过土地买卖甚至贱买民田增加其耕地ꎮ 制订«二年律令»的萧何ꎬ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ꎮ 他“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ꎬ“置田宅必居穷处”③ꎬ所占有的耕地肯定要大量出

租ꎬ并雇用农民或役使奴隶来耕种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即使其名田标准更高、更多一些ꎬ他们也大多

能够达到或超过规定的面积ꎮ 而无爵的公卒、士伍和庶人则相反ꎬ他们两手空空ꎬ通常靠两个劳

动力垦田ꎬ能保住自己的耕地就算万幸ꎬ遑论那些轻罪的司寇和隐官了ꎮ 当然ꎬ由于贫富分化ꎬ在
现实生活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低爵者破产ꎬ而少数农民能成为富人的现象ꎮ

行文至此ꎬ也就不难看出:汉初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ꎬ«二年律令»没有限制人们对土地的占

有ꎬ而是提高名田面积来鼓励有爵者垦荒ꎬ限田制的说法缺乏依据ꎮ 且不说萧何买田之事ꎬ就是

前引«户律»也没有限制那些被赠送田宅和买田宅者ꎬ更没有超额退回授田或“不得更受”的规

定ꎮ 如果真有限额的话ꎬ那也是国家土地资源的使用限额ꎬ是按身份等级享受的不同待遇ꎮ 正如

贾丽英所说:“名田宅制中的上限ꎬ是指国家授予田宅的限额ꎬ而非吏民可以拥有田宅总数的限

额ꎬ自行购置或继承、获赠的田宅当不在限额之内ꎮ”④尽管她的说法还可以进一步完善ꎮ
除了毛算亩制ꎬ在«二年律令»中也确有一些实际核算亩制ꎮ 这是揭开名田宅制谜底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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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键ꎬ也是一个把毛算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混为一谈的诱因ꎮ 具体来说ꎬ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ꎬ在名田宅制前ꎬ许多民户的田宅都是实有耕地和住宅ꎮ 如«户律»规定: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ꎬ谨副上县廷ꎬ皆以篋若匣匮盛ꎬ缄闭ꎬ以
令若丞、官啬夫印封ꎬ独别为府ꎬ封府户ꎻ节(即)有当治为者ꎬ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

丞印ꎬ啬夫发ꎬ即襍治为ꎻ臧(藏)府已ꎬ辄复缄闭臧(藏)ꎬ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ꎮ 其或为

(诈)伪ꎬ有增减也ꎬ而弗能得ꎬ赎耐ꎮ 官恒先计雠ꎬ□籍□不相(?)复者ꎬ (繫)劾论之ꎮ
(３３１—３３４)①

据此可知ꎬ汉初户籍实际包括了五种户籍ꎬ即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和田租籍ꎮ 其

中民宅园户籍基本不变ꎬ而年细籍、田比地籍和田租籍等则每年都有一些变化ꎮ 对这些已拥有田宅

的民户来说ꎬ他们的问题就是先要在户籍上重新登记和确认(不算入名田宅面积之中)ꎬ并根据自己

的名田宅标准酌情增补一些草田和宅基地ꎬ然后每年的耕地和垦田变化则跟着户籍登记走ꎮ 若所

授田宅已达到名田宅规定的标准ꎬ则不得申请(可以买卖)ꎬ除非他们采用了欺瞒方式ꎮ 所谓“其或

为詐(诈)伪ꎬ有增减也ꎬ而弗能得ꎬ赎耐”ꎬ就是要惩罚没能及时发现户籍造假的官吏ꎮ
第二ꎬ国家的确控制了一部分耕地和房屋ꎬ也的确在行田中授予了一些民户ꎮ 这部分田宅主

要是没收犯罪人的田宅ꎬ以及绝户被上交国家的田宅ꎬ还有一部分无主田宅ꎮ 如前揭«户律»规
定:“诸不为户ꎬ有田宅ꎬ附令人名ꎬ及为人名田宅者ꎬ皆令以卒戍边二岁ꎬ没入田宅县官ꎮ”“田宅

当入县官而 (诈)代其户者ꎬ令赎城旦ꎬ没入田宅ꎮ”(３１９)②官府对这些田宅的授予也有明确的

行田程序———
　 　 未受田宅者ꎬ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次编之ꎬ久为右ꎮ 久等ꎬ以爵先后ꎮ 有籍县官田宅ꎬ上
其廷ꎬ令辄以次行之ꎮ (３１８)③

从“久等ꎬ以爵先后”看ꎬ这个行田程序是优先照顾高爵的ꎬ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带来了许多问题ꎮ
一个突出表现ꎬ就是高爵者未必都能得到满意的田宅ꎬ亦即刘邦所说“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ꎬ
而有功者顾不得”ꎮ 其原文如下:

　 　 七大夫、公乘以上ꎬ皆高爵也ꎮ 诸侯子及从军归者ꎬ甚多高爵ꎬ吾数诏吏先与田宅ꎬ及所

当求于吏者ꎬ亟与ꎮ 爵或人君ꎬ上所尊礼ꎬ久立吏前ꎬ曾不为决ꎬ甚亡谓也ꎮ 异日秦民爵公大

夫以上ꎬ令丞与亢礼ꎮ 今吾于爵非轻也ꎬ吏独安取此! 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ꎬ今小吏未尝从

军者多满ꎬ而有功者顾不得ꎬ背公立私ꎬ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ꎮ 其令诸吏善遇高爵ꎬ称吾意ꎮ
且廉问ꎬ有不如吾诏者ꎬ以重论之ꎮ④

从道理上讲ꎬ汉初的土地资源丰富ꎬ不可能出现“有功者顾不得”的现象ꎮ 那么ꎬ问题出在哪

里呢? 原来此田并非彼田ꎮ “高爵”们是希望官府“先与”他们实实在在的田宅ꎬ而不是那些草田

和一块空有面积的宅基地ꎮ 但多余的耕地和房屋却是当时的稀缺资源ꎬ还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ꎮ
一方面ꎬ国家的实有田宅有限ꎬ能够控制的只有没收犯罪人的田宅、绝户田宅和无主田宅ꎮ 与全

部耕地和房屋相比ꎬ这部分田宅的数量实际非常少ꎮ 无主的田宅多见于高祖时期ꎬ随着战乱的结

束ꎬ它们的数量开始大幅下降ꎮ 完全绝户的当然也有ꎬ但绝大多数都是个案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

计ꎮ 没收犯罪人的田宅也相对较少ꎮ 除了“诈代其户”的一条律文外ꎬ在«二年律令»中便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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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律»和«收律»的几条律文ꎬ而且有着对部分人的田宅不得没收的规定ꎮ 例如:
　 　 诸不为户ꎬ有田宅ꎬ附令人名ꎬ及为人名田宅者ꎬ皆令以卒戍边二岁ꎬ没入田宅县官ꎮ 为

人名田宅ꎬ能先告ꎬ除其罪ꎬ有(又)畀之所名田宅ꎬ它如律令ꎮ (３２３—３２４)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ꎬ及坐奸府(腐)者ꎬ皆收其妻、子、财、田宅ꎮ 其子有妻、夫ꎬ若

为户、有爵ꎬ及年十七以上ꎬ若为人妻而弃、寡者ꎬ皆勿收ꎮ (１７４—１７５)①

尽管相关律令还肯定会有一些ꎬ如吕后诏书中的“三族辠、妖言令”等ꎬ但总体来说ꎬ此类田宅不

多应为不争的事实ꎮ 因此ꎬ在资源稀缺而高爵者很多的情况下ꎬ要想得到一些耕地和房屋ꎬ他们

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排队等候ꎬ尽管也有“先与”和“久等ꎬ以爵先后”的规定ꎮ 而等候太久ꎬ则不免

抱怨、牢骚和愤懑ꎬ乃至把状子告到了高祖那里ꎮ 另一方面ꎬ高爵者的要求也涉及耕地和房屋的

重新分配ꎮ 平心而论ꎬ依照军功和高祖“先与田宅”的诏书ꎬ高爵者要求对他们先行田宅ꎬ不算过

分ꎮ 但要满足他们的要求ꎬ在官府控制田宅很少的情况下ꎬ便只能强迫其他民户让出一部分田

宅ꎮ 这势必带来异常激烈的利益之争ꎮ 臧知非认为ꎬ这是“新贵与旧吏之间的矛盾”ꎬ还没有完

全说到实处ꎮ 不管是恢复其原有田宅也好ꎬ还是扩大田宅也好ꎬ抑或授予无主田宅也好ꎬ实际都

关乎几方的切身利益ꎬ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强烈抵制ꎬ并成为当地官吏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ꎮ 以恢

复原有田宅为例ꎬ这一要求看似合理ꎬ但原有田宅却往往有了主人ꎮ 在战争情况下ꎬ由于战乱所

造成的田宅废弃ꎬ或被迫转让ꎬ是不能依据新的律令就完全改变的ꎮ 况且ꎬ这些新的主人也都曾

照章纳税和服役ꎬ得到了官府的认可ꎬ或许还都有爵位ꎬ有的就是当地的“小吏”ꎬ甚至有些亲属

也同样是从军者ꎬ又怎么能无条件地让出田宅呢? 再如扩大田宅ꎬ也必须符合其田宅周边没有别

人田宅的条件ꎬ否则必然引起争执ꎮ 从高祖所说的“高爵”看ꎬ即使最低的公大夫ꎬ他的名田配额

也有九顷之多ꎬ一般都很难做到不与其他田宅相邻ꎮ 如果相邻的也是高爵者ꎬ问题就更加难办

了ꎮ 至于无主田宅ꎬ当然有一些能够授予ꎬ但问题是ꎬ高爵者的名田标准很高ꎬ不可能都完全授予

他们ꎮ 更纠结的是ꎬ根据高祖诏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ꎬ不书名数ꎬ今天下已定ꎬ令各归其

县ꎬ复故爵田宅ꎮ”②有一部分田宅还要归还原主ꎮ 设身处地说ꎬ在种种难题面前ꎬ当地官吏也确

实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满意的办法ꎮ 所以才出现了“久立吏前ꎬ曾不为决”“今小吏未尝从军者

多满ꎬ而有功者顾不得”的现象ꎮ 此后ꎬ在诏书的严词督促和训斥下ꎬ这些问题看似都顺利解决ꎬ
但历史的真相恐怕还是相互妥协ꎬ没有完全无条件地授予高爵者田宅ꎮ

无主的田宅为什么也会受到青睐? 原因也好理解ꎮ 同正在耕种和居住的田宅相比ꎬ撂荒的

耕地和废弃的房屋肯定条件较差ꎬ但与尚待垦荒的草田和空有面积的宅基地相比ꎬ无主的田宅便

显示出很多优势ꎮ 它的耕地开垦较早ꎬ通常都靠近道路ꎬ靠近水源ꎬ土质相对较好ꎬ撂荒的土地也

比较容易复垦ꎻ破旧的房屋虽然需要重建ꎬ但拆除后的木材仍能使用ꎬ特别是庭院和园圃ꎬ往往还

可以利用ꎮ 这些都是草田和空有面积的宅基地难以比拟的ꎮ 仅就土质、道路和水源而言ꎬ文帝时

晁错便明确指出:“相其阴阳之和ꎬ尝其水泉之味ꎬ审其土地之宜ꎬ观其草木之饶ꎬ然后营邑立城ꎬ
制里割宅ꎬ通田作之道ꎬ正阡陌之界ꎮ”③因此ꎬ在实有田宅未能如意的情况下ꎬ无主的田宅就是退

而求其次的选择了ꎮ 这也从反面说明ꎬ草田的开垦和房屋的建造非常辛苦ꎬ要花费很多人力、物
力和财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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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田宅的继承、买卖和赠送绝大多数都是实有耕地和房屋ꎮ 尽管当时每户都有面积不等

的田宅配额ꎬ但这些配额并不等于都授予耕地和房屋ꎮ 除了特殊情况外ꎬ如耕地连片、沟通水渠ꎬ
几乎所有的田宅继承、买卖与赠送ꎬ都是针对耕地和实有房屋而言的ꎮ 以继承为例ꎬ«二年律令»
的许多规定便足以证明ꎮ 诸如:

　 　 不幸死者ꎬ令其后先择田ꎬ乃行其余ꎮ 它子男欲为户ꎬ以为其【户】田予之ꎮ 其已前为户

而毋田宅ꎬ田宅不盈ꎬ得以盈ꎮ 宅不比ꎬ不得ꎮ (３１２－３１３)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ꎬ乡部啬夫身听其令ꎬ皆参辨券书之ꎬ辄上如户籍ꎮ 有争

者ꎬ以券书从事ꎻ毋券书ꎬ勿听ꎮ 所分田宅ꎬ不为户ꎬ得有之ꎬ至八月书户ꎬ留难先令ꎬ弗为券

书ꎬ罚金一两ꎮ (３３４－３３６)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叚(假)母ꎬ及主母、叚(假)母欲分孽子、叚(假)子田

以为户者ꎬ皆许之ꎮ (３４０)

死毋后而有奴婢者ꎬ免奴婢以为庶人ꎬ以 庶 人律【予】之 其 主田宅及余财ꎮ (３８２)

女子为户毋后而出嫁者ꎬ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ꎮ 宅不比ꎬ弗得ꎮ (３８４)①

先看上引第一条律文ꎮ 此律规定“它子”在继承房产时“宅不比ꎬ不得”ꎬ便说明“宅”是指的

实有住宅ꎬ而不是仅有面积的宅基地ꎮ 否则的话ꎬ只要居住在父亲的“宅”区里ꎬ如“关内侯九十

五宅”(约 ０.１６４ 平方公里)ꎬ他们也就是同宅ꎮ 即使这些儿子是在父亲的“宅”区外立户ꎬ如“不
更四宅”(约 ６９００ 平方米)ꎬ只要他们的“宅”区能挨着父亲的“宅”区ꎬ也就都可以说是比宅ꎮ 然

而法律的制订却不可能有这样明显的漏洞ꎮ 可见ꎬ“宅不比”之“宅”指的就是实有住宅ꎬ亦即房

屋ꎬ从而证明此律所言之“宅”也都是实有住宅ꎮ 正如«户律»所规定那样:“欲益买宅ꎬ不比其宅

者ꎬ勿许ꎮ 为吏及宦皇帝ꎬ得买舍室ꎮ” (３２０)②买的实际都是“舍室”ꎮ 同理ꎬ上引第五条律文中

的“宅”ꎬ或“宅不比ꎬ弗得”ꎬ也都应当作如是解ꎮ 而既然“宅”是指的实有房屋ꎬ那么诸如“择田”
“田宅”“分田”“子田”“主田”和“妻田”之“田”ꎬ也就应当且只能作耕地解ꎮ 在«户律»中便有这

样一条规定:“孙为户ꎬ与大父母居ꎬ养之不善ꎬ令孙且外居ꎬ令大父母居其室ꎬ食其田ꎬ使其奴婢ꎬ
勿贸卖ꎮ”(３３７－３３８)③大意是说ꎬ作为户主的孙子同祖父母一起生活ꎬ若虐待祖父母ꎬ即可强制

孙子到外面居住ꎬ而让老人住在孙子的房屋里ꎬ同时以孙子的垦田作为生活来源ꎬ让孙子的奴婢

服侍老人ꎬ并限定孙子不得使坏将垦田和奴婢卖掉ꎮ④ 尽管这是一条关于孝养老人的规定ꎬ但却

无可争辩地说明律文中的田宅都是耕地(垦田)和实有房屋ꎬ特别是“食其田”的规定ꎬ更证明了

此田非垦田莫属ꎮ 毫无疑问ꎬ尚未开垦的草田是不可能用来养老的ꎮ 这就厘清了为什么会有

“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ꎬ田宅不盈”的原因ꎮ 他们并非没有名田配额的“田宅”ꎬ而是没有自己开

垦的耕地ꎬ在宅基地里没有房屋ꎬ或者耕地和房屋的数量较少ꎮ 除了以上所说ꎬ前揭“田比地籍”
均指草田和耕地ꎬ“田租籍”均指垦田ꎬ也为此提供了依据ꎮ 它们或记录每户的全部耕地及其变

动情况ꎬ或记录每年垦田的总数及其亩数租率的总步数、产量租率的高低和田租数⑤ꎬ而名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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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顷数或面积却是固定不变的ꎮ
由此可见ꎬ名田宅制就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ꎮ 它不仅构思巧妙ꎬ操作简单ꎬ有法律保

障ꎬ也完全有条件实行ꎮ
(三)性质问题

在所有土地制度中ꎬ能否完全自主地处置土地是判断土地归谁所有的标准ꎮ 就土地私有制

的判断而言ꎬ能否完全继承和买卖ꎬ则是两个最主要的依据ꎮ «二年律令»有许多关于土地继承、
买卖和赠送的规定ꎬ为判断汉初土地制度的私有性质提供了新的可信依据ꎮ 但问题是ꎬ对如何理

解和认识这些律文ꎬ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ꎮ 特别是田宅能否完全继承的讨论ꎬ更成为一个判断土

地所有权的关键ꎮ
从«二年律令»来看ꎬ汉初的爵位继承绝大多数都要降等继承ꎬ或者说减爵继承ꎮ 如«置后

律»规定:
　 　 疾死置后者ꎬ彻侯后子为彻侯ꎬ其毋适(嫡)子ꎬ以孺子□□□子ꎮ 关内侯后子为关内

侯ꎬ卿 侯 ‹后› 子 为公乘ꎬ【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ꎬ公乘后子为官大夫ꎬ官大夫后子为不更ꎬ

大夫后子为簪褭ꎬ不更后子为上造ꎬ簪褭后子为公士ꎬ其毋适(嫡)子ꎬ以下妻子、偏妻子ꎮ
(３６７－３６８)①

根据“卿后子为公乘”的规定ꎬ对卿级高爵继承的降等幅度很大ꎬ按爵位名田即意味着田宅继承

将大幅降等ꎬ只能继承田宅的一小部分ꎮ 若据此判断ꎬ即使还有一些田宅买卖或赠送的例子ꎬ也
只能说是有条件的继承、转让和买卖ꎮ 因为田宅的授予和收回都体现了土地归国家所有ꎬ所以名

田宅制的性质还应当是土地国有ꎬ而并非土地私有ꎮ 正如杨振红所说:“名田宅制可以有条

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ꎮ 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ꎬ并使手中

不断有收回的土地ꎬ它和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ꎮ”②但问题却仍然

存在———爵位继承便等于田宅继承吗?③ 细读律文ꎬ并结合汉初史实ꎬ我们认为还值得商榷ꎮ
首先ꎬ作为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ꎬ汉初名田旨在鼓励垦荒ꎬ所规定的名田数量实际是一种土

地资源配额ꎬ并不等于对有爵者授予了同样面积的耕地ꎮ 无论是有爵者ꎬ还是无爵者ꎬ究竟能占

有多少耕地ꎬ取决于多种因素ꎮ 一是在名田中国家直接授予的耕地ꎬ但数量都不会太多ꎬ而且受

益人多数应当是高爵者ꎮ 二是自有耕地ꎬ是名田制推行前的已有耕地ꎮ 这方面的耕地总量很多ꎬ
否则也无以支撑国家的各种开支和民众的生活ꎮ 三是继承、买卖、赠送得到的耕地ꎬ在名田制推

行后ꎬ大致相当于自有耕地ꎮ 四是开垦草田得到的耕地ꎬ也是名田制推行的初衷和最有意义的设

计ꎮ 它意味着国家放开资源ꎬ鼓励社会各阶层垦荒ꎬ以扩大全国的耕地面积ꎮ 因此ꎬ对国家和民

众来说ꎬ只要人们能把草田开垦出耕地ꎬ这些耕地便成为他们的自有耕地ꎬ允许继承、转让和买

卖ꎮ 它的基本精神ꎬ就是前揭刘邦实施的草田“皆令人得田之”ꎮ 如果说有什么限制的话ꎬ那就

是劳动生产率的限制ꎮ 尽管这种限制对高爵者的作用不大ꎬ但就小农而言ꎬ却是妨碍他们扩大耕

地的一个很大问题ꎮ 从这个方面来看ꎬ国家把他们的授田配额定为一顷ꎬ也确实考虑到了能够耕

种土地的最大限度ꎮ 宅基地也大致如此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汉初几乎所有田宅继承都并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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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继承挂钩ꎬ而是与家庭、与占有多少耕地和房屋有关ꎮ 即使其爵位是降等继承ꎬ名田宅的面

积大幅度下降ꎬ实际也并不影响他们对已有耕地和房屋的继承ꎮ 正因为如此ꎬ我们在汉初文献和

«二年律令»中才找不到与爵位降等相关的田宅继承规定ꎮ 萧何所说“后世贤ꎬ师吾俭ꎻ不贤ꎬ毋
为势家所夺”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反证ꎮ 史载其“父子兄弟十余人ꎬ皆有食邑”①ꎬ他的田宅面积

也远远超过了“限额”ꎬ但却从不考虑田宅的降等继承问题ꎬ反倒顾忌将来“为势家所夺”ꎮ 更有

意思的是ꎬ按«捕律»规定:“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ꎬ (拜)爵一级ꎬ有(又)购二万钱ꎮ 不当

(拜)爵者ꎬ级赐万钱ꎬ有(又)行其购ꎮ”(１５０)②汉初ꎬ低爵一级最多相当于 ３ 万钱ꎮ 就算高爵的

价格要比低爵翻番ꎬ平均一级相当 ５０ 万钱ꎬ萧何“数千万”钱的田宅也价值 ５０ 级左右的高爵ꎮ
而大庶长和公乘虽只有八级之差ꎬ田宅却少了 ７０ 顷和 ７０ 宅ꎮ 如果说田宅继承也等同爵位继承ꎬ
那么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都将化为乌有ꎬ谁还愿意继承爵位呢? 可见ꎬ田宅继承也确与爵位继承

无关ꎮ
其次ꎬ种种证据表明ꎬ几乎所有的田宅继承、买卖与赠送ꎬ都跟现有的耕地和房屋有关ꎮ 从中

不难看出ꎬ国家是把这些耕地和房屋完全视为私有财产的ꎮ 这既有许多耕地和房屋原为私有财

产的缘由ꎬ又有鼓励更多人垦荒ꎬ把名田配额更多地变成耕地ꎬ让他们都拥有耕地所有权的考虑ꎬ
还有经济凋敝和当初战争形势的压力ꎮ 也就是说ꎬ汉初的国家政策是:谁能把草田开垦为耕地ꎬ
谁就拥有耕地的所有权ꎮ 这当然不是统治阶级的慷慨和仁慈ꎬ而是辛勤垦荒劳动的一部分补偿ꎬ
以及筹措军费的需要ꎬ更是一种增加赋税、保障财政的“养鱼”措施ꎬ有着利益的巨大回报ꎮ 所

以ꎬ国家才大力名田ꎬ并制订法律ꎬ严格保护这些耕地和房屋的私有权ꎬ对田宅的继承、买卖和赠

送都作了详细规定ꎮ 如前揭“欲益买宅ꎬ不比其宅者ꎬ勿许ꎮ 为吏及宦皇帝ꎬ得买舍室”ꎬ以及“弃
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３８０)ꎬ“代户、贸卖田宅ꎬ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ꎬ盈一日ꎬ罚金各

二两”(３２２)等ꎮ③ 更有甚者ꎬ为了尽可能避免绝户ꎬ而不是把田宅收回ꎬ律令还想方设法让实有

田宅都得到继承ꎬ或者分给亲属ꎬ乃至妻子、赘婿、奴婢都有权继承ꎮ 可见其用心良苦ꎬ以及所有

权的牢固和私有观念之深ꎮ 例如:
　 　 死毋子男代户ꎬ令父若母ꎬ毋父母令寡ꎬ毋寡令女ꎬ毋女令孙ꎬ毋孙令耳孙ꎬ毋耳孙令大父

母ꎬ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ꎮ 同产子代户ꎬ比同居数ꎮ (３７９—３８０)
寡为户后ꎬ予田宅ꎬ比子为后者爵ꎮ 其不当为户后ꎬ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ꎬ许以庶人予田

宅ꎮ 毋子ꎬ其夫ꎻ夫毋子ꎬ其夫而代为户ꎮ 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ꎬ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ꎮ
其出为人妻若死ꎬ令以次代户ꎮ (３８６—３８７)④

这就更加说明ꎬ除了耕地和房屋外ꎬ绝大多数名田宅面积都并非继承、买卖和赠送的对象ꎮ 尽管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草田和宅基地的继承、买卖或赠送ꎬ如前引“受田宅ꎬ予人若卖宅ꎬ不得更受”ꎬ
但总体来说ꎬ在生产力不高、国家又放开资源的情况下ꎬ民众还不可能把它们作为继承或买卖的

对象ꎮ 人们真正关心和纠结的ꎬ是究竟能分到多少私有的耕地和房屋ꎬ而并非与爵位挂钩的名田

宅面积ꎬ当然也就和爵位的降等无关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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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ꎬ草田、宅基地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房屋ꎻ«二年律

令»对田宅继承、买卖、赠送等规定ꎬ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私人所有的耕地和房屋而言的ꎬ民户的所

有耕地和房屋通常都允许继承ꎬ并不存在继承多少名田宅制的面积问题ꎮ 名田制乃是一种虚实

结合的土地制度ꎬ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ꎬ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ꎬ制定

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的土地资源配额ꎬ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到耕地的所有权ꎬ允
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ꎮ 汉初的土地制度是土地私有ꎬ与汉文帝以后的土地私有并没有本质

上的区别ꎮ 它在调动民众积极性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ꎬ也带来了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严重后

果ꎮ 武帝时ꎬ董仲舒便上书指出:“至秦则不然ꎬ用商鞅之法ꎬ改帝王之制ꎬ除井田ꎬ民得卖买ꎬ富
者田连仟伯ꎬ贫者无立锥之地ꎮ 汉兴ꎬ循而未改ꎮ”①尽管秦的土地私有还可以探讨ꎮ

诚然ꎬ对田宅的继承、买卖与赠送ꎬ«二年律令»也确有少数条件的限制ꎮ 但既然爵位的降等

继承不等于田宅的降等继承ꎬ名田宅的面积不等于耕地和房屋的面积ꎬ那么这些条件就完全是一

些枝节问题ꎬ不影响对整个制度的判断ꎮ 比如ꎬ前揭«户律»对“宅不比ꎬ不得”的规定ꎬ实际是从

住宅和治安管理方面作出的考虑ꎮ 汉初推行五家为邻制度ꎬ同里的人都必须住在同一个区域之

中ꎮ «户律»便明文规定:“自五大夫以下ꎬ比地为伍ꎬ以辨 券 为信ꎬ居处相察ꎬ出入相司ꎮ”(３０５)②

这显然不能看作对房屋继承和买卖的限制ꎮ 更何况ꎬ对许多官吏的买房ꎬ连“宅不比”的限制都

不再适用ꎮ 再如ꎬ前揭«户律»对“受田宅ꎬ予人若卖宅ꎬ不得更受”的规定ꎬ这实际是说每户不得

重复授予耕地和房屋ꎬ申请开垦草田和自建房屋则必定允许ꎮ 就算说的是草田和宅基地ꎬ这也仍

然证明主人对田宅的赠送和买卖是完全自主的ꎮ 它非但证明不了汉初限制田宅的赠送和买卖ꎬ
反而更加表明:田宅的授予等于国家的赠送ꎬ一经授予ꎬ它的国有性质便发生转变ꎬ成为被授予人

的私有财产ꎬ可以赠送和买卖ꎬ无非国家只按户赠送一次而已ꎮ 又如ꎬ前揭«户律»对“勿贸卖”的
规定ꎬ也同样谈不上有什么限制ꎮ 这是为了确保养老作出的特殊规定ꎬ以及防止寡妇立户的田宅

被同居人侵占ꎬ反而更加说明户主皆有权卖掉田宅ꎮ 还有被夸大的户绝归田和没收犯罪人田宅

的问题ꎬ实际也不难看出ꎬ被没收的田宅总量不多ꎬ当时的国家政策恰恰是要尽可能地减少绝户ꎮ
倒是无主田宅多少还可以行田ꎬ但时间不长、数量也比较有限ꎬ并不足以否定汉初土地占有的私

有制性质ꎮ

四、几点结论与启迪

综上所述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与启迪ꎮ
其一ꎬ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ꎬ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ꎬ«二年律令»的颁行时间应始

于汉王(高祖)二年ꎬ吕后二年说则不足为凭ꎮ 从其中有失效和部分失效的律令看ꎬ«二年律令»
也不能称之为律令汇编ꎬ而是在不同时间积累的律令抄本ꎮ 这对于正确认识相关律令的时代、内
容与效力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其二ꎬ汉初继承秦代ꎬ推行 ２４０ 平方步的大亩ꎬ目的是鼓励垦荒ꎬ扩大耕地ꎬ并保证有足够的

土地休耕ꎮ 秦汉时期的亩制有两种计算亩制:一种是毛算即粗略计算的亩制ꎬ主要计算“不可垦

田”和“草田”的面积ꎻ另一种则是实际核算亩制ꎬ主要核算耕地和实际耕种垦田的面积ꎮ 这两种

计算亩制都有重要的实用价值ꎬ但在研究中往往被混为一谈ꎬ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ꎮ 除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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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亩ꎬ汉代民间仍有按传统习惯折算的小亩制度ꎬ这也是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问题ꎮ
其三ꎬ名田宅制是汉初大力推行的土地制度ꎬ并不能说成具文或一简空文ꎮ 汉初的土地资源

非常丰富ꎬ根本不存在人地矛盾问题ꎮ 之所以认为名田宅制没有实施的基础ꎬ是因为论者混淆了

土地的毛算亩数和实际耕地与种植亩数ꎮ 宅基地属于群不可垦田ꎬ不算草田和耕地ꎬ但对于无爵

者的授田户来说ꎬ却有着男耕女织、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作用ꎮ 宅基地的授予主要是指建造房屋

的土地面积ꎬ并不是一座或一大片建有不同套型房屋的住宅ꎮ 这意味着大多数房屋都应当由人

们自费建造ꎮ 汉初名田的面积固然很大ꎬ但绝大多数属于可垦不垦田的范畴ꎬ在名田或授田前都

不能算作耕地ꎻ在名田或授田后ꎬ也必须按实际开垦和耕种的面积来计算耕地或垦田ꎮ 当然ꎬ在
授予的田宅中也确有一小部分实有耕地和房屋ꎬ主要是无主田宅和没收犯罪人的田宅ꎬ但数量不

多ꎬ并由于利益问题而引起很大纠纷ꎮ
其四ꎬ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ꎬ名田宅的面积也远远高于耕地和房屋的

面积ꎮ 汉初所规定的名田数量ꎬ实际是一种能占有多少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ꎬ亦即按身份等级所

享受的不同待遇ꎮ 无论是有爵者ꎬ还是无爵者ꎬ究竟能占有多少耕地ꎬ要取决于多种因素ꎮ 几乎

所有的田宅继承、买卖和赠送ꎬ也都与现有的耕地和房屋有关ꎮ 之所以能够继承和买卖ꎬ这既有

许多耕地和房屋原为私有财产的缘故ꎬ又有鼓励更多人垦荒ꎬ把名田配额更多地变成耕地ꎬ让他

们都拥有耕地所有权的考虑ꎬ还有经济凋敝和当初战争形势的压力ꎮ 种种证据表明ꎬ名田宅的爵

位继承跟实有耕地和房屋的继承无关ꎮ
其五ꎬ汉初的土地制度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ꎮ 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ꎬ在整合原有

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ꎬ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ꎬ并承认

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到耕地的所有权ꎬ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ꎮ 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

地私有ꎬ而不是土地国有ꎮ 尽管在继承和买卖方面«二年律令»也确有少数条件的限制ꎬ但这些

条件基本上都是枝节问题ꎬ并不影响对整个制度的判断ꎮ 从实际情况来看ꎬ汉初的耕地和房屋继

承没有限额ꎬ对田宅的赠送和买卖也完全是自主的ꎬ而且尽可能地减少绝户ꎮ 无论是继承ꎬ还是

买卖ꎬ«二年律令»的规定都是无可争辩的私有制ꎮ 这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战国秦汉土地制度的

嬗变ꎬ在肯定土地国有制曾大量存在的同时ꎬ客观、公正地看待战国土地私有制论的地位与价值ꎮ
其六ꎬ除了生存需要ꎬ名田宅制在筹集军费和扩大耕地、推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等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史载高祖在二年十一月定都栎阳后ꎬ仅仅截止到二月ꎬ便连续发令“故秦苑囿

园池ꎬ令民得田之”“赦罪人”“赐民爵ꎮ 蜀汉民给军事劳苦ꎬ复勿租税二岁ꎮ 关中卒从军者ꎬ复家

一岁”①ꎬ得到了巴蜀、汉中、关中百姓的拥戴ꎮ 再以惠帝、吕后时期为例ꎬ史家亦高度赞叹说:“孝
惠、高后之时ꎬ海内得离战国之苦ꎬ君臣俱欲无为ꎬ故惠帝拱己ꎬ高后女主制政ꎬ不出房闼ꎬ而天下

晏然ꎬ刑罚罕用ꎬ民务稼穑ꎬ衣食滋殖ꎮ”②尽管其中不免有溢美之词ꎬ但“民务稼穑ꎬ衣食滋殖”却
应当是当时的真实情景ꎮ 可见名田宅制的作用之大ꎬ也体现出汉初几代君臣的聪明才智和广大

农民的辛勤劳作ꎮ 无奈的是ꎬ土地私有制的发展ꎬ又必然造成贫富分化ꎬ带来土地兼并的沉疴和

痼疾ꎮ 这就为文帝以后名田宅制的瓦解埋下了伏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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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Ｏｎｅ ｗａｓ ａ ｒｏｕｇｈ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ａｎｄ “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ｕ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ꎻ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ｕ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ｇｒａｄｉｎｇ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ｉｔ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ｌａｎｄ (名田宅)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ｌａｎｄꎻ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Ｉ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ｂｅｓｔｏｗ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ꎬ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ｌｌ ｗａｌｋ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ｏ ｒｅｃｌａｉｍ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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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语文的“好课”模样
———简约语文“大道至简”的教学述评∗

曹明海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简约语文”倡导的是简洁、简单的“好课”教学ꎮ 它既是一种简约的教学理念ꎬ也是一种精约的教

学策略ꎮ 从根本上说ꎬ以语用为本ꎬ以文本为本ꎬ以学生为本ꎬ简简单单教语文ꎬ实实在在学语文ꎬ扎扎实实用语

文ꎬ是“简约语文”标举和践行“好课”教学的语用之道ꎮ 简约语文“好课”模样的教学建构ꎬ包括生成构成的教学

要素、精约预设的教学活性及其语用性、精约性等特色ꎮ 它彰显了“大道至简”的教学智慧和汉语文教育生生不

息的教学传统ꎮ
关键词:　 简约语文ꎻ大道至简ꎻ好课模样ꎻ语用教学ꎻ丁卫军

中图分类号:　 Ｈ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９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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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５
作者简介:曹明海(１９５２—　 )ꎬ男ꎬ山东沂水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近年来ꎬ在所谓新理论、新方法的喧嚣中ꎬ语文课越教越复杂、越教越花哨ꎮ 那么ꎬ语文到底

教什么ꎬ怎么教?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简约语文”的教学实践找到了答案ꎮ “简约语文”是近年来

与语文名师丁卫军的名字连结同构的语文名牌ꎮ 南通语文名师丁卫军工作室ꎬ也是在全国语文

界特别耀眼的标帜ꎮ “简约语文”倡导简洁、精要的“好课”教学ꎬ既是一种简约的教学理念ꎬ也是

一种精约的教学策略ꎮ 以语用为本ꎬ以文本为本ꎬ以学生为本ꎬ简简单单教语文ꎬ实实在在学语

文ꎬ扎扎实实用语文ꎬ是“简约语文”标举和践行“好课”教学的语用之道ꎮ 正如不少专家所说ꎬ
“简约语文”在课堂上ꎬ沒有那种“表演式”花哨热闹的教学浮华ꎬ即借学生做助演而实则是用心

于“自我表演”的功利语文ꎮ 简约语文的“好课”简约之美能够驱逐当下这种有害语文的浮华和

功利性ꎬ让学生学到的是语言文字运用ꎬ感悟到的是我们汉语文的内蕴和真义ꎬ既能提高学生的

语用能力和语用核心素养ꎬ又能得到情感和心灵的熏陶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简约语文的“好课”
是一种语用性教学、精约性教学ꎬ是“大道至简”的教学智慧ꎬ是汉语文教育生生不息的一个教学

传统ꎮ

一、简约语文“好课”模样的生成

多年前ꎬ丁卫军上的一堂课被称为“免检”的好课ꎬ由此诱发他思考“好课”的模样ꎮ 那么ꎬ
“好课”是什么模样呢? 丁卫军最初的理解是ꎬ要观察学习名师课堂ꎬ并把教学观察与自己的课

堂教学结合起来ꎬ尝试着模仿名师的语文课ꎬ改变自己的课堂教学ꎬ想象着“好课”的模样ꎮ 可

是ꎬ当时讲的公开课却是“糟课”ꎬ并没显出“好课”的模样ꎮ 语文课五彩斑斓ꎬ但到底教什么ꎬ应
该怎么教? 在痛定思痛中ꎬ他蓦然发现ꎬ把名师语文课搬到自己的课堂上ꎬ终究水土不服ꎮ 无

“我”的课堂虽有骨架ꎬ却没有灵魂ꎮ “我”的“好课”在哪里? 其实就在文本里ꎬ在学生中ꎮ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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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文本的自我解读ꎬ没有对学生主体的切实把握ꎬ没有对“教什么ꎬ怎么教”的精准预设ꎬ语
文课的模样自然不美而缺乏魅力ꎮ 为此ꎬ丁卫军决意要上出属于“我”的好课来ꎬ探寻“扎根语文

本体”的教学实践之路ꎮ 经过苦心探究和反复践行ꎬ他深刻醒悟到ꎬ切实搞好文本解读是一个语

文教师打开“好课”大门的钥匙ꎬ是上“好课”的重要宝法ꎮ 所以ꎬ丁卫军从文本解读切入建构属

于“我”的好课模样ꎬ并提出“简约语文”的教学主张ꎬ开始了“简约语文”理念观照下的好课教学

探索ꎮ 通过数年的探索践行ꎬ他总结并出版«简约语文课堂»«简约语文公开课»等书ꎬ初步完成

了“简约语文”的实践建构ꎮ “我”的好课模样也在心中不断清晰地呈现出来ꎮ “简约语文”到底

什么样呢? 简单地说ꎬ简约教学的“好课”模样建构有五个关键词:一是问题ꎮ 问题取决于一堂

课的目标ꎬ主要有两个取向ꎬ即文本的核心教学内容与学生的需要ꎮ 在文本细读中把握教学内

容ꎬ根据学生的需要ꎬ确定适当的教学目标ꎬ设计课堂的主题ꎮ 二是活动ꎮ 学生主体活动充分与

否ꎬ是考察一堂课是否有效的关键要素之一ꎮ 因此ꎬ教师要树立学生活动的设计意识ꎬ智慧的设

计是基础ꎬ力避课堂教学的表面热闹ꎬ真正落实好自主学习活动ꎮ”要授之以渔ꎬ教给学生可用、
实用的语用智慧ꎮ 三是表达ꎮ 表达是简约“好课”教学的主要活动内容ꎬ也就是课堂的说和写ꎮ
要读写结合ꎬ实现读写共融ꎮ 四是倾听ꎮ 倾听是当下课堂常被忽视的问题ꎮ 其实ꎬ只有师生的有

效倾听ꎬ才能实现启智生成ꎬ在倾听中彼此质疑ꎬ锻炼批判性思维能力ꎮ 五是评价ꎮ 评价内容着

眼于澄明学生对问题模糊的认识ꎬ以提升其思考问题的认识能力ꎬ触发学生的深度思考ꎮ 不仅如

此ꎬ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还有这样的新走向:
其一ꎬ不断走向“生本”的更近处ꎮ 在简约语文“好课”的教学中ꎬ丁卫军越来越笃信ꎬ一节课

有两个起点:一是文本的核心内容和价值ꎻ一是学生主体的需要ꎮ 认识学生比关注学生来得重

要ꎮ 很多时候ꎬ我们总是以为已经给学生做了很多ꎬ已经全身心地付出了我们的智慧ꎬ却忽略了

学生的需要ꎬ事实上更多的是在锦上添花ꎬ很多时候是在“好心办坏事”ꎬ而未能走近学生主体ꎬ
认识他们ꎮ 只有走近了他们ꎬ弯下腰ꎬ蹲下身ꎬ离学生更近些ꎬ我们的课堂也许才会呈现出别一番

景象ꎮ 简约语文的“好课”应该是教师用自己的才情、智慧激活学生才智ꎬ引导学生“向青草更青

处漫溯”ꎮ 一句话ꎬ简约“好课”就是以学生为本、焕发学生生命活力ꎬ不是教师“显能表演”的所

在ꎮ
其二ꎬ不断走向“语用”的本源处ꎮ 语文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ꎮ

语用ꎬ就是语言文字运用ꎮ 学习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ꎬ着力于提高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的
语用核心素养ꎬ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ꎮ 叶圣陶早就明确指出ꎬ学语文为的是用ꎬ就是所谓学以

致用ꎮ “语言文字的学习ꎬ就理解方面说ꎬ是得到一种知识ꎻ就运用方面说ꎬ是养成一种习惯ꎮ 这

两个方面必须连成一贯ꎻ就是说ꎬ理解是必要的ꎬ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ꎻ知识是必要的ꎬ但
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ꎮ 语言文字的学习ꎬ出发点在‘知’ꎬ而终极点在‘行’ꎻ到能够‘行’的
地步ꎬ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ꎮ”①但在当下的语文教学实践中ꎬ“语用”被忽视了ꎮ 温儒敏曾呼

吁“语文课要聚焦语用”ꎮ 语用的回归是简约语文教学本义的回归ꎮ 探求简约语文教学的本源ꎬ
就是要研究“语用”教学ꎮ 语文课怎样把语用训练与思维训练融合为一体ꎬ同时进行ꎬ是语文核

心素养语境下的课堂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ꎬ也是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基点所在ꎮ
随着对“简约语文”的深入探索ꎬ丁卫军不断建构“好课”的模样ꎮ 如以读为上ꎬ以读为重ꎬ以

读为美ꎬ就是自古以来汉语文教育简约之道特别富有生气和活力的特色所在ꎮ 实际上ꎬ简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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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读”就是其简约之美的生命和第一特色ꎮ 对学生来说ꎬ读就是语用ꎬ读就是积累ꎬ读就是

陶冶ꎬ读就是建构ꎮ 所以ꎬ“简约语文”教学的兴起与发展ꎬ打破了花哨语文的教学弊端ꎬ回归“正
道”语文的教学本体ꎬ成为语文追求“好课”的教学热点ꎮ 可以说ꎬ没有“读”就不会成为“好课”ꎬ
没有学生在读的过程中一次次品味与追问ꎬ就没有对“简约语文”好课的重新定位ꎮ 追问与重建

改变了语文活动的行走方式ꎬ拓开了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新路径ꎬ走进了“简约语文”教学的

新境域ꎮ
很显然ꎬ“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ꎬ让教师能够实实在在教语文ꎬ学生能够扎扎实实学语文ꎬ

而且在学以致用中丰富学生的精神、升华了学生的灵魂ꎮ 如在通常的读写教学中ꎬ很多人认为学

生的生活三点一线ꎬ那样的单调枯燥ꎬ没有什么可写、没有新意是情理之中的事ꎮ 但在简约语文

的“好课”教学来看ꎬ学生不是没有什么可写ꎬ而是缺少关注生活、思考生活的自觉ꎮ 学生的肉眼

打开了ꎬ“心眼”是遮蔽的ꎮ 没有经过心灵过滤的生活ꎬ怎么会有个性呢? 正如曹文轩所言:没有

经过凝视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ꎮ 做自己的“史官”ꎬ用日记来记录我们的生活ꎬ来关注我们的生

活ꎬ思考我们的生活ꎬ来审美生活ꎬ审丑生活ꎮ 这样ꎬ我们和学生就会惊喜地发现ꎬ熟悉的地方也

有风景ꎻ看似琐碎的细节里ꎬ也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ꎮ 一本本经典名著ꎬ一本本日记ꎬ成为学生

精神成长旅途中最靓丽的标记ꎮ 这就是说ꎬ“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很简单ꎬ即把读写变成看得

见的生活情景和生活过程ꎬ构建真实而完整的过程性读写教学秩序ꎬ让读写教学看得见ꎮ 教师把

自己养在课堂里ꎬ将自己磨在课堂中ꎬ“简约语文”好课的模样就靓丽ꎬ你的行走姿态也一定会呈

现出不一样的风采ꎮ

二、简约语文“好课”模样的要素

简约ꎬ即简要、精约ꎮ 它含有去掉不必要的、留下必要的意思ꎮ 简约与简单既相关联ꎬ也有区

别ꎮ 简单常与繁杂相对ꎬ而简约则与精要相融ꎮ 简约之“简”ꎬ更多的是指向外在特点ꎻ“约”ꎬ更
多地指向内在的本质ꎮ

如何把握“简约语文”ꎬ怎样走出语文课越教越复杂的怪圈? 丁卫军认为ꎬ语文是丰美的ꎬ简约

与丰美不是矛盾体ꎮ 简约语文不是将语文简单化ꎬ而是把握汉语文的本体特质ꎬ在简约化的课堂上

要着力抓住“语言建构与运用”的语用教学及其核心素养取向ꎮ 具体而言ꎬ简约语文涉及教学目标

的确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流程的设计等多种因素ꎬ似乎有些复杂ꎮ 但从“简约”视角来看ꎬ
“简”只是一种形式ꎬ“约”才是它的特质ꎬ才是它的灵魂ꎮ 因此ꎬ把握简约语文的关键在于课堂的简

约ꎬ以切实解决当下语文课教学目标繁而空、教学内容多而杂、教学环节多而乱、教学语言多而泛、
媒体运用炫而悬的问题ꎬ并力避无限夸大语文的外延ꎬ消解沉重的课堂负担ꎮ 这就是说ꎬ以简约语

文的“精约”之道来打破现实存在的教学弊端ꎬ摒弃有害语文的教学浮华垃圾ꎬ以少胜多ꎬ以简驭繁ꎬ
从以下几个教学要素切入ꎬ来建构简约语文的“好课”模样:第一ꎬ教学目标简明ꎮ 教学目标确定是

否恰当ꎬ直接影响课的质量ꎮ 简明的目标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要有课程意识ꎬ明确课程规定

的学段目标ꎮ 每个单元、每节课的教学目标要放在学段目标中考虑ꎬ要清楚每节课的目标ꎬ就是学

段单元目标的具体体现ꎮ 二是要有教材意识ꎬ具体研究课文ꎬ把握文本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特点ꎬ对
教学取向作相应的调整ꎬ主要以“学用”为基点确定简约语文的教学目标ꎮ 三是要有学情意识ꎮ 从

学情实际出发ꎬ确定教学具体目标ꎬ即以生为本ꎬ了解学生学习的差距ꎬ做到有的放矢ꎮ 第二ꎬ教学

内容简洁ꎮ 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教材文本的基础上ꎬ精心选择适度、适量、适合的教学内容ꎬ把最精

华、最精彩、最精要的东西呈现给学生ꎬ使教材文本的价值最大化ꎮ 不要在学生“一望而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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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兜圈子ꎬ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ꎬ或者以为是一望而知ꎬ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①ꎮ
所以ꎬ简约语文“好课”教学内容的确定ꎬ必须以生为本ꎬ针对学情确定教学内容ꎬ力求凸显教材文本

的核心教学价值ꎮ 第三ꎬ教学过程简化ꎮ 简约语文的“好课”强调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ꎬ课堂教

学设计要以学生活动为主体ꎬ教学环节要简化ꎬ学生活动要充分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自

主学习ꎮ 让学生感知内容、理解内化ꎬ学会表达运用ꎮ 精练教学过程ꎬ简化教学环节ꎬ为的是突显学

生的主体活动ꎬ但这并不是弱化教师的主导地位ꎮ 教师是简约语文“好课”教学活动的引导者ꎬ要创

设师生教与学互动的空间ꎬ构建“师生互动”的有效教学机制ꎮ 第四ꎬ教学语言简练ꎮ 教学语言是教

师最主要的教学手段ꎬ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ꎮ 美国加里Ｄ鲍里齐在«有效教学方法»一书

中提到ꎬ促成合理有效教学的关键是“清晰的表达”ꎮ 这就是说ꎬ教学语言要做到简洁精练ꎬ指向性

要明确ꎬ晓畅明白ꎮ 丁卫军强调ꎬ在课堂上ꎬ教学语言应首先“抓住导入新课环节ꎬ一开始就把学生

牢牢地吸引住”②ꎮ 要达到收心、引趣、激情、启思的效果ꎬ激发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语用智慧ꎮ
第五ꎬ媒体运用简便ꎮ 媒体技术给语文课带了革命性的变化ꎬ也考验着教师的教学智慧ꎮ 现实的课

堂媒体使用存在诸多弊病:首先是简单化ꎬ课件替代板书ꎬ把教参的主要内容搬运到课件上ꎻ其次是

复杂化ꎬ追求课件的花哨、靓丽ꎬ博取学生眼球ꎮ 教学媒体需要精简ꎬ强调媒体使用要简单便捷ꎮ 媒

体运用于教学ꎬ一是精用ꎬ需要是第一原则ꎬ该用则用ꎬ要用好用充分ꎻ二是巧用ꎬ学会驾驭好多媒

体ꎬ促进教学的巧妙运用ꎻ三是活用ꎬ即要从实际出发ꎬ有选择地使用课件ꎮ 由上述可见ꎬ教学目标

的简明、教学内容的简洁、教学过程的简化、教学语言的简炼、媒体运用的简便ꎬ是简约语文“好课”
模样构成的特质要素ꎬ体现了简约“整化”教学的两个统一ꎮ 所谓“整化”ꎬ就是简约语文注重“好
课”教学的整体性ꎬ即各个不同教学要素的优化组合ꎮ 深入理解这两个“整化”统一ꎬ有助于我们切

实把握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智慧与真义ꎮ
(一)简约语文“好课”教学过程与效果的统一

从简约语文“好课”的构成要素来看ꎬ其教学的过程表征“好课”的语文活动与方法ꎬ教学的

效果表征“好课”的语文学习的获得感ꎮ 一方面ꎬ简约语文“好课”的教学效果获得依赖于特定的

教学过程与方法ꎮ 任何“好课”的简约教学ꎬ总是一种能够检验或可以“免检”的教学优化ꎮ 另一

方面ꎬ“好课”教学的过程与方法又内在于“简约”的教学活动之中ꎬ并随着教学活动的发展而不

断变化ꎮ “简约”的教学活动只有和相应的优化过程和方法结合起来ꎬ才能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和

语文核心素养得到实质性的提升ꎮ 从“简约”的好课教学考察来看ꎬ优化教学的过程强化教学的

效果ꎬ把生成效果的生动过程化为“简约”教学实绩ꎬ从而加强了“简约”教学过程与效果的内在

联系ꎮ 由此ꎬ它激发了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自我思考和个性ꎬ实际上是对学生语用(语文运

用)智慧的唤醒和个性的建构ꎮ 正因为如此ꎬ我们既要注重简约语文“好课”的优化教学过程ꎬ又
要强调简约语文“好课”的优化教学效应ꎬ强调“简约”教学的过程与效果的整化统一ꎮ

(二)简约语文“好课”教学要素优化组合的统一

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整体性追求ꎬ无论是简明的教学目标、简洁的教学内容ꎬ还是简化的

教学过程、简便的媒体运用、简炼的教学语言ꎬ都注重各个不同教学要素的优化组合ꎬ强调“好
课”的各要素简约的特征和教学活动方式及其总和都不能代替整体的性质和教学规则ꎮ 因此ꎬ
“好课”教学要特别防止片面的强调某一要素或忽略其他要素的问题ꎮ 否则ꎬ就会有损于简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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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整化”教学的功能ꎬ不仅不是“好课”ꎬ而且有悖于学生语用学习的客观规律ꎮ 这就是说ꎬ简约

语文是不同教学要素的优化组合ꎬ具有“整化”教学的功能ꎮ 所以ꎬ在简约语文各个教学要素“整
化”构成中ꎬ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等同是其整体性的组合中不可或缺的要素ꎬ简约语

文“好课”的教学特别重视各个教学要素的优化组合ꎬ强调各个教学要素的整化效应ꎮ 实际上ꎬ
简约语文教学通过不同教学要素的优化组合ꎬ取得了切实而高质量的整化效果ꎮ

三、简约语文“好课”模样的活性

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ꎬ因整体性营构预设和优化组合而有效ꎬ更因随机性创设生成而精

彩ꎮ 这种充盈的生命活性ꎬ就是从“复杂而又花哨”的语文课中突围ꎬ“以少胜多” “删繁就简”
“张弛有度”ꎬ强调以创设性智慧把握好教学的多与少、繁与简、深与浅等课堂的活性效应ꎮ

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这种活性效应ꎬ主要表现在教学设计追求以简驭繁、约中见丰ꎬ实现

课堂的最大张力ꎮ 丁卫军说ꎬ有些老师的“好课”教学ꎬ其环节不多ꎬ似乎信手拈来ꎬ却又别具匠

心ꎬ精心探究“好课”教学设计的优化艺术ꎬ以简驭繁ꎬ使其课堂教学呈现出别一样的风姿ꎮ① 如

某老师执教朱自清的«背影»ꎬ抓住“背影”这一主体形象ꎬ逐层深入地进行解读ꎮ 从“南下奔丧”
叙写“背影”出现的背景ꎬ写到“南京送子”的“背影”出现ꎬ又从“父子离别”叙写“背影的隐没”ꎬ
写到“别后致书”对父亲怀念的缠绵之情ꎬ揭示了这篇散文匠心营构的真义ꎮ 看起来似乎只抓了

“背影”形象一个点ꎬ但却达到“一石多鸟”之教学功效ꎮ 以简驭繁、约中见丰的“好课”教学ꎬ挖
掘出了文本的“原生价值”ꎬ实现了文本的“教学价值”ꎮ

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ꎬ需要教师针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教材文本特点ꎬ灵活地、创造性地

运用教学手段ꎬ以简约化的路径提升学生的语用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ꎬ为的是实现学生语文人生

的丰美ꎬ达成学生生活的丰美、生命的丰美ꎮ 因此ꎬ我们应特别把握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两个

简约之道ꎮ
(一)立足于扎实的语用性教学

简约语文“好课”是扎实的语用性教学ꎮ 它从根本上把繁杂、浮华的语文课拉回语文本体ꎬ
还其语文本来面目ꎬ即着力于“语言建构与运用”ꎬ扎根于“语言文字运用”的语用教学ꎬ以语用为

本ꎬ以文本为本ꎮ 实质上ꎬ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过程就是化繁为简ꎬ聚焦“语言文字运用”的语

用过程ꎮ 这就是说ꎬ简约教学其实就是语用教学ꎬ简约语文就是语用语文ꎬ简约的根本在于聚焦

语用ꎬ即“学语文、用语文”是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基本点ꎮ
实际上ꎬ简约语文“好课”教学要义在于“语言品味”ꎬ即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投注到文本语言

文字构成的语境中ꎬ体味语言ꎬ感悟文字ꎮ 以语言文字的深度品味“化文心为人心”ꎬ力求达到古

人所说“我与文化ꎬ文与我化”的阅读境界ꎮ 那么ꎬ如何达到这种阅读境界? 就是与文字打交道ꎬ
通过语言品味的语用学习来实现ꎮ 所以ꎬ扎实的语言文字品味是阅读学习“以文化人”的基本途

径ꎮ 对此ꎬ丁卫军以«寒风吹彻»为课例进行了分析 :那种语文的诗意语言与焕发出来的生命气

息扑面而来ꎬ彰显了语文课臻于语用教学的雅约之境ꎮ 这篇散文作品既具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ꎬ
也蕴藉着对生活、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思考ꎬ与学生是有距离的ꎬ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挑战ꎮ 但老

师喜欢这样的语用文字ꎬ喜欢这样的语用艺术挑战ꎬ带着学生在这样的语用文字品味里“绝处逢

生”ꎬ展开与学生进行语言品味的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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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卫军特别重视引导学生读透文本文字ꎬ在文字感悟中读到自己的生活ꎬ在文本文字与自己

的生活之间找到某种“融合”ꎮ 这种“语言品味”是关注生活的ꎬ以学生的生活视野为切入口ꎬ在
语言的玩味中ꎬ达成对生命密码的解读ꎬ使文本语言成为学生进入自己生活、生命世界的媒介ꎬ实
现文本语用的教学价值ꎮ 为此ꎬ丁卫军指出ꎬ在这堂课上学生从语用文字里读出了亲情的温暖ꎬ
读出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ꎬ自然会有的一些寒冷和孤独”ꎬ读出了“生命并不只是五彩缤纷的ꎬ
在它的对立面ꎬ也有孤独、寂寥、无助、无奈”ꎬ也读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要义———“我的文字里面

没有单纯的痛苦、快乐、伤感ꎬ所有东西都融合在一起ꎬ是一种悲喜交集的文字”①ꎮ 整堂课里这

样的语言品味精彩ꎬ要言不烦而充满哲思的精致表达ꎬ给学生以精要的语用示范ꎮ
对这种“语用性教学”ꎬ我们可作这样的阐释ꎬ即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穿行ꎬ

与文本语言文字亲密接触ꎬ与文字发生碰撞和共鸣ꎬ并要求学生在语言品味中读出文本语言文字

的韵律和意味ꎬ力求字字句句敲打和穿透自我的内心ꎮ 文字与内心是划等号的ꎬ文字能反映一个

人的内心ꎮ 同样ꎬ文字又可以有声有色的语用性阅读ꎬ温润人的内心ꎮ 以语用性阅读的文字品味

给人心灵情感的温暖ꎬ是阅读特有的力量和魅力ꎬ也是语用性阅读的特点所在ꎮ
(二)着眼于静读的精约性教学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精约”之说:“精约者ꎬ核字省句ꎬ剖析毫厘者也ꎮ” “善删者字去而

意留ꎬ善敷者辞殊而意显ꎮ”丁卫军认为ꎬ“精约”的关键在于“意留”ꎬ即意义表达精确而没有多余

的文字才算得上精约ꎮ “精约”之说是简约语文教学的“大道至简”要义所在ꎬ它强调的是“精于

心而约于形”ꎮ 所谓“精于心”ꎬ就是要把握住文本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ꎻ“约于形”ꎬ就是选择

恰当的教学形式ꎬ使“教什么”与“怎么教”相契合ꎮ 如有教师执教«安塞腰鼓»ꎬ这篇散文的语言

是独特而丰富的ꎬ如多用短句ꎬ运用大量的排比、比喻以及双声叠韵词等ꎬ别具语言特色ꎮ 因此ꎬ
教师抓住这篇散文的语言体式特征ꎬ从语用学习出发ꎬ要求并反复强调学生“静心阅读”文本ꎬ要
结合具体的语句探究本文内容与语言运用的关系ꎬ紧扣感受文本语言传达的磅礴气势ꎬ发现语言

句式及用词的语用特点ꎮ②

显然ꎬ简约语文教学追求的“精约”ꎬ就是要“化繁为简”ꎮ 这堂«安塞腰鼓»的精约课有效性

教学ꎬ关键就在于从文本语言切入ꎬ在“静心阅读”中感受黄土高原汉子们奔腾的生命力量ꎬ感受

人与鼓一体、艺术与生命同构ꎮ 这个特有教学价值的启示ꎬ就是简约语文“好课”教学的精约性ꎬ
在于要切实加强“静心阅读”ꎮ

静心阅读ꎬ简单地说ꎬ就是“静读”ꎮ 这是针对“热闹语文”提出来的ꎬ即现在课堂上的那种

“闹读”“吵读”“哄读”ꎬ学生不得一点心静ꎬ根本学不好语文ꎮ 其实ꎬ只有“静心阅读”ꎬ才能做到

“精约”有实效ꎮ “静读”ꎬ即让学生静下心来ꎬ静静地阅读ꎮ 力求走进文本的字里行间ꎬ入情入

境ꎬ读出一种滋味ꎬ读出自我的静悟感ꎬ徜徉于一种静读的境界ꎮ 这种静心阅读ꎬ需要一种沉静的

心境ꎬ需要一种阅读的纯情ꎬ一种心净的境界ꎬ没有杂念ꎬ沒有浮躁ꎬ没有急功近利ꎬ静品细读ꎮ 可

以说ꎬ静心的特质是纯情ꎬ静心阅读就是一种纯情阅读ꎮ 所以ꎬ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ꎬ惟有这

种“静心阅读”ꎬ才是一种有质量的精约性教学ꎬ因为“精约”需要“静读”ꎬ离开“静读”就做不到

“精约”ꎮ 只有重视和加强“静读”ꎬ才能实现富有内涵的精约性教学ꎮ
冰心当年写那些“爱的教育逑”散文篇章ꎬ就是从倡导女孩子“静心阅读”开始的ꎮ 如“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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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鸠ꎬ在河之洲ꎬ窈窕淑女ꎬ君子好逑”ꎮ 冰心说ꎬ孩子们静读这种朦胧的纯情诗作ꎬ能催生纯美

的心灵ꎬ因为静读能传达一种纯情之美ꎬ特别是能给少男少女营造一个纯情世界ꎮ 没有静读就往

往没有纯情ꎮ 静读的力量ꎬ就是能催生和营造纯情的美丽ꎮ 这也说明ꎬ静心阅读是与学生读透文

本而洗炼心灵情感直接相关的ꎮ 应该说ꎬ静读这种精约性教学能有效清除“为讲服务”热闹语文

的教学“闹剧”ꎮ 简约语文“好课”教学重视和加强这种“静心阅读”ꎬ显然ꎬ很重要的是要给学生

营造静读的心理环境ꎮ 实际上ꎬ只有“静心阅读”ꎬ才能与文本沟通、对话与碰撞ꎬ产生情感的共

鸣ꎬ真正理解文本的真义ꎮ 因此ꎬ简约语文的“好课”教学ꎬ反对浮躁阅读ꎬ反对功利阅读ꎬ反对扫

描式阅读ꎬ反对那种追求“热闹”的课堂浮华风ꎮ 否则ꎬ就不会有质量、有内涵的精约性教学ꎮ 如

在浮躁或扫描式的阅读中ꎬ往往连一篇说明文也读不好ꎬ甚至还会造成误解操作的事故ꎬ根本谈

不到精约性教学ꎮ 钱穆在他的«人生十论»中ꎬ对此曾作过精到的阐释:“静读”是要静心的阅读ꎬ
若“骤读”一本书ꎬ此皆是心不静ꎬ若要求有所得ꎬ断然是不可能的ꎬ切不可在浮躁中去“骤读”ꎮ①

对此ꎬ钱穆以切身体察事例说明ꎬ只有“静读”ꎬ才能从书中得到切实的受益ꎮ 他在文章中用两句

诗写自己静读的体悟ꎬ即“问我何所得ꎬ山中唯白云”ꎮ 意思就是说ꎬ要问我读书有何获益ꎬ那就

是山中的幽静惬意和天上白云的纯净造化———那里既有清静的心境ꎬ又有纯净的怡悦ꎮ 显然ꎬ这
推崇的正是静读的纯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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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叠影响阈理论对我国中小学协同育人的启示
∗①

唐汉卫
(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上海ꎬ２０００６２ )

　 　 摘要:　 家庭、学校与社会协同育人ꎬ是当前教育界的重要议题ꎮ 这三者之间应当建立何种协同关系以及如

何协同ꎬ则值得进一步探讨ꎮ 爱普斯坦提出的以“关怀”为核心的交叠影响阈理论ꎬ在理论上构建了新型的家

庭、学校、社会合作伙伴关系ꎬ在实践中提出了六种家校社合作参与机制ꎮ 该理论对重新反思当下的协同育人提

供了重要的启示:平衡主体关系ꎬ厘清责任边界ꎻ建立平等协作的协同育人范式ꎻ倡导以关怀为核心的协同育人

导向ꎻ完善协同育人机制ꎬ实现互动联结ꎮ
关键词:　 交叠影响域理论ꎻ协同育人ꎻ主体关系ꎻ平等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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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 “美国社会科课程百年嬗变研究”

(ＢＥＡ１８０１０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ꎬ«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ꎮ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大影响源的协同合作ꎮ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把
协同育人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实施途径ꎮ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办
好教育事业ꎬ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ꎮ”②在某种意义上ꎬ协同育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大
写”的教育ꎬ是教育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ꎮ 但是ꎬ这三者到底应该建立何种协同关系

以及如何协同ꎬ则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爱普斯坦(Ｊｏｙｃｅ
Ｌ.Ｅｐｓｔｅｉｎ)教授提出的交叠影响阈理论ꎬ以关怀为核心ꎬ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相互合作的新型

理论范式和实践机制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ꎬ交叠影响阈理论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影响ꎮ
该理论为审视当前我国的协同育人工作ꎬ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参照ꎮ

一、交叠影响阈理论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机制

尽管美国家校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ꎬ从公立学校建立之初ꎬ一些学者就主张家长应该参与到

学校教育中来ꎬ美国“家长教师协会(ＰＴＡ)”则于 １９００ 年就宣告成立ꎬ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美
国学生(尤其是家庭贫困学生或被边缘化学生)的低成就率和高辍学率使教育工作者最直接地

意识到ꎬ家庭和社区参与到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性ꎮ 然而ꎬ经过对美国家庭、学校与社

区关系的长期调查研究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爱普斯坦教授发现ꎬ很多学校没有做好和家庭、
社区进行有效合作的准备ꎮ “如果不能引导家庭和社区与之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ꎬ势必会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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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受完整教育的权利”①ꎮ 这种伙伴关系的特质之一就是各方都要充分意识到家庭、学校、社
区对儿童成长同样负有责任和利益关切ꎬ并且能够为其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机遇ꎮ 爱普斯坦

认为ꎬ“在三者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不仅有利于改善学校教学ꎬ形成良好氛围ꎬ而且能够为家庭提

供服务和支持ꎬ提高家长的技能和领导能力ꎬ将家庭与学校、社区的其他人联系起来和帮助教师

工作ꎬ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帮助儿童在学校与未来生活中取得成功”②ꎮ
那么ꎬ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构或存在样态? 在实践中又如何去有效

地设计、建构和推动展开? 经过多年研究ꎬ受布朗芬布伦纳(Ｕ. 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的发展生态学理论

和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的社会资本理论启发ꎬ爱普斯坦在 １９８７ 年提出了以“关怀(ｃａｒｉｎｇ)”
为核心的交叠影响阈理论ꎬ作为家庭学校社会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内部模型和

外部模型)ꎮ 其核心观点旨在表明:家庭、学校与社区三大环境在学生的成长中会产生交互叠加的

影响ꎬ“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进行高质量的、频繁的交流和互动ꎬ学生更有可能从不同的人那里得

到关于学校、努力学习、创造性思维以及互助的重要性一致认知”③ꎬ进而增进自我发展的内驱力ꎮ
１９９５ 年ꎬ爱普斯坦又在交叠影响阈理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和完善了六种家庭、学校和社

区的参与模式ꎬ在其理论成果中不仅“新增了一些中小学合作项目实例”ꎬ而且“更加注重将家庭、社
区参与行为与预期目标连接在一起ꎬ进而推动学生取得成功”④ꎻ２０１９ 年ꎬ«学校、家庭与社区合作伙

伴:行动手册»(第 ４ 版)出版ꎮ 在这一版中ꎬ爱普斯坦及其团队提供了一些新的专业发展材料:一方

面ꎬ在扩增“来自美国各州中小学为六种家庭、学校与社区参与模式提供的最佳实践的新实例的同

时ꎬ也将幼儿园的合作实例纳入其中ꎻ另一方面ꎬ更新清单、模板和评估方式ꎬ计划与目标相关的伙

伴关系项目并评估进展”⑤ꎬ从而使该理论在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ꎮ 交叠影响阈理论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ꎬ“美国已有近 ２０００ 所学校加入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关系联盟(ＮＮＰＳ)中ꎬ形成了

研究指导机构、州、学区和学校 ４ 个层面的立体网络”⑥ꎮ 受交叠影响阈理论的启发ꎬ“美国和其他

国家的一些学校正积极关注家长在学校理事会中的代表权ꎬ或者将自主择校作为家庭和学生参与

决策的一种形式ꎻ有的学校则在深入研究如何帮助家庭理解孩子的课程和科目ꎻ还有一些人致力于

更广泛的家庭、学校与社区之间的交流”⑦ꎮ
(一)理论模型

交叠影响阈理论的理论模型分为外部模型与内部模型两部分ꎮ 外部模型(见图 １)旨在阐述

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之间的叠—离关系ꎬ三者作为孩子成长的主要环境ꎬ既可以相互合作ꎬ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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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ＮＰＳꎬ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Ｆａｌｌ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ｎｎｐｓ. ｊｈｕｃｓｏｓ. ｃｏｍ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０１６０７ １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Ｆａｌｌ２０１６.ｐｄｆ.

ＭＧ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ｙｃｅ 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ꎬ “Ｓｃｈｏｏｌ－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０２－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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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分离ꎮ 视活动性质而定ꎬ有些活动离不开家、校、社彼此协作配合ꎬ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方资

源ꎬ发挥教育合力ꎻ有些活动则需要三者分离而行ꎬ发挥各自对于学生的独特影响ꎮ 根据家庭、学
校与社区彼此交叠的影响不同ꎬ活动的条件、效果等也会产生差异ꎮ 同时ꎬ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互

动合作的外部模型中ꎬ三者各自对学生影响力的大小会受学生的年龄、年级及与之相应的教育活

动等影响而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ꎮ

图 １
　 资料来源:Ｅｐｓｔｅｉｎ Ｊ. Ｌ.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ｏｒｗ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

图 ２
资料 来 源: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Ｊ. Ｌ.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ｏｒｗ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

内部模型(见图 ２)着眼于解释家庭、学校和社区

之间如何建立起复杂且必要的人际关系和影响模式ꎮ
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主要从两个层面

来加以实现———机构层面(如学校邀请所有家庭来参

加活动或向所有家庭推送信息)和个体层面(某位家

长或教师面对面或电话交流)ꎬ并且在互动时皆以学

生为重要“他者”ꎬ怀有共同的“利他”目标ꎮ 在内部

模型中ꎬ三种环境共同负有对孩子的教育责任或影响

力ꎬ且这种影响力是交叠并持续不断累积的ꎮ 但学校

作为教育发挥影响力的制度化机构ꎬ在协调家校与学

生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ꎬ其更应关心彼此之间的联系

与合作ꎬ以发挥教育合力ꎮ
无论是该理论的外部模型还是内部模型ꎬ都将学

生置于合作关系的中心ꎬ进行高质量的沟通与互动ꎮ
当学生感受到来自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共同支持时ꎬ他们因被关怀而产生安全感ꎬ理解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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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激发自我潜能ꎬ以此建立积极的态度和学习行为ꎮ 在关怀的氛围下ꎬ学生更有可能在参与中不

断走向成功ꎮ
(二)实践机制

基于对教育工作者和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的多年研究和工作实践ꎬ爱普斯坦总结了基

于交叠影响阈理论的实践机制ꎬ即六种家校社协作参与模式:“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
在家学习、决策制定和与社区协作”①ꎮ

１.当好家长(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ꎮ 学校为家长提供教育支持和服务ꎬ帮助家庭营造合理的教育环境

以促进不同阶段孩子的成长ꎮ 在这一模式中ꎬ学校能够做的有:为家长提供教育课程或训练ꎬ丰
富家长有关教育方面的知识ꎬ提升家长教育技能ꎻ通过家访增进家校双方的相互理解ꎻ为家庭环

境的创设提供建议以支持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活动等ꎮ ２.相互交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ꎮ 建立家

庭—学校和学校—家庭的双向沟通机制ꎬ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的课程计划和学生进步情况ꎮ 家校

沟通的方式众多ꎬ既包括家长会、通知函、电话、学校开放日等传统型沟通手段ꎬ也包括互联网教

育平台等创新型沟通手段ꎮ ３.志愿服务(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ꎮ 合理利用家长资源ꎬ吸引和组织家长自

主自愿地参与到学校活动中来ꎬ以为学校教学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ꎬ为家校合作型关系的建立提

供契机ꎮ 比如ꎬ可以在学校专门建立家长活动室或家庭活动中心ꎬ方便家长志愿者进行活动、举
行会议等ꎬ或通过家长巡逻等活动来帮助学校进行学生的安保工作ꎮ ４.在家学习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ꎮ 学校主动向家长提供孩子学习所需的技能与指导支持ꎬ使家长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地在

家完成作业ꎬ开展与课程相关的活动、计划和决策ꎮ 为更好地发挥家庭的辅助作用ꎬ学校可以告

知家长每一年级每一科目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ꎻ告知家长与家庭作业相关的要求以及如

何在家里监督学生学习和讨论学校作业ꎻ引导家长帮助学生制定每一学年的学习目标ꎬ并参与到

学生学习或职业生涯的规划中来ꎮ ５.参与决策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ꎮ 通过家长委员会等组织赋予

家长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利ꎬ培养家长领导者和家长代表ꎮ 调动家长参与决策的举措有:设立一些

组织团体ꎬ如家庭—教师协会(ＰＴＡ)或家庭—教师组织(ＰＴＯ)、学区层级的理事会与委员会让家

庭和社区参与其中ꎬ以便家长合理行使选举权、监督权和投票权等权利ꎮ ６. 与社区协作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ꎮ 学校、家庭要加强与社区的相互联系ꎬ充分利用社区提供的相关

信息ꎬ整合社区资源以优化学校教学和家庭实践ꎬ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ꎮ 如将有关社区卫生、
文化、娱乐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信息告知学生和家长ꎻ引导学生、家庭和学校为社区发展提供服

务(如通过回收废弃物品、开展艺术、音乐和戏剧活动等)ꎻ告知学生与学习技能和才艺有关的社

区活动ꎬ包括暑期活动计划等ꎮ
爱普斯坦对这六种家校社参与模式的工作框架及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预期结

果进行了详细分析ꎬ开发了以合作行动团队为例的工作程序ꎬ为家庭、学校与社区的有效合作建

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目标导向型合作体系ꎮ 同时ꎬ从实践框架中不难看出ꎬ这六种模式不仅为家

庭、学校和社区的双向互动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操作指南ꎬ而且每种参与模式都以“关怀”为内在

观照(如与社区合作体现的是分享与给予)ꎬ实现了理论指向与实践框架的相互契合ꎮ

二、对我国中小学协同育人的启示

尽管交叠影响阈理论并非完美ꎬ比如更多是基于学校立场去探究如何开展活动以及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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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取得合作ꎬ但总体来看ꎬ无论是在家校社合作的观念方面还是实践操作方面ꎬ都具有很大的

说服力和影响力ꎮ 这对于当下我国协同育人工作的启示如下:
(一)平衡主体关系ꎬ厘清责任边界

目前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体观可分为单主体观(家庭或学校为主体)、双主体观(家庭

和学校都为主体)和多主体观(家庭、学校、社区同为主体)ꎮ 基于交叠影响阈理论并结合我国实

际ꎬ家庭、学校、社会分属三个不同的场域ꎬ因学生这一共同作用对象而产生相互联系ꎬ我们认为ꎬ
三者是多主体共存的“主体间性”的关系ꎬ即在协同育人中共同发挥各自的主体性ꎬ但三者又不

是平面化的并列关系ꎬ这种主体间性以交互、叠加、生态为特征ꎮ 这一点给我们认识协同育人的

责任主体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围绕儿童成长ꎬ任何一方能够对儿童成长形成影响的单位和个体都

不应该是旁观者或机械的参与者ꎬ他们各自的影响也不只是局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各自的场域

之内ꎬ而是会溢出并影响其他领域的教育作用ꎬ形成新的乃至不可预测的教育影响ꎮ 这样来审视

协同育人的主体ꎬ就超越了原来单一分化的或机械合成的思维方式ꎬ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有

机、整体、生态、共生共成的思维方式ꎬ此谓新型的“主体关系”ꎮ
之所以要“平衡”主体关系ꎬ则是针对当前家校社合作协同育人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而

提ꎮ 不平衡表现为主体的缺位、主体的越位或一方占据主宰ꎬ压抑了其他主体作用的发挥ꎮ 缺位

意指家庭或学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责任完全缺失ꎬ比如家长认为孩子学习是学校的事ꎬ理所

应当地认为将孩子交给学校就是转移了教育责任ꎬ没有认识到家庭在孩子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的养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从而出现家庭特有教育功能的退化与消损ꎮ 学校则认为孩子品格

和生活习惯的培养是家庭的事ꎬ教师只需要对学生的成绩负责ꎬ忽视学生道德和社会性的发展ꎮ
越位则表现为家庭、学校或社会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权利僭越现象ꎮ 在实践中经常会发现ꎬ有些

家长在参与学校事务的过程中失度ꎬ他们以家校共育为“契机”ꎬ“横加干涉学校的正常教育活

动”①ꎬ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ꎮ 或者正好相反ꎬ教师利用权威对家长“发号施令”ꎬ要求家长和社会

无条件配合学校工作或“让家长过多地进入班级代替自己的部分工作”②ꎬ无形中压制了家庭与

社会实现自身权责的主动性ꎮ
为了平衡好主体关系ꎬ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ꎮ 如交叠影响阈理论的

外部模型所示ꎬ家庭、学校与社区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ꎬ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结合也可以相互分离ꎬ
划分基本的责任边界很有必要ꎮ 交叠影响域理论虽然没有对主体责任进行明确清晰的划分ꎬ但
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ꎬ具体来说ꎬ家庭能够起到匡正学生品行的作用ꎬ家长的参与合作可以帮助

抑制学生的不良品行③ꎬ家庭应该注重孩子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的养成ꎬ家长的身份更应像是学

生行为的督导者和直接的榜样ꎮ 学校由于自身是有着理论自觉的制度化、系统化的教育机构ꎬ在
家庭、学校、社区与学生本身相互关系的建立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学校有良好的规划、周到的实

施、精心设计的活动和有针对性的改进ꎬ越来越多的家庭和教师可以因孩子这一共同利益体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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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敏:«家校合作的主体边界与实践范式»ꎬ«教育科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焦钟平:«家校合作不要模糊了责任边界»ꎬ«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ꎮ
[美]乔伊斯Ｌ. 爱普斯坦:«大教育:学校、家庭与社区合作体系»(第 ３ 版)ꎬ曹骏骥译ꎬ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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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合作ꎮ”①社区的责任主要是“为学生的学业成功提供学校和家庭以外的各种资源”②ꎬ它在促

进个体社会化ꎬ确保学生在社会各领域取得成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分工负责是协同的基础和

必要条件ꎬ这样才能各就其位、各尽其力、各负其责ꎮ 在新形势下ꎬ家庭、学校、社区究竟应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值得进一步的探讨ꎮ
(二)建立平等协作的协同育人范式

主体间的平等协作是构建和谐的家校社关系ꎬ最大限度发挥合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ꎮ 所谓

平等协作ꎬ是指家庭、学校与社会在遵循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协同合作ꎮ 家庭、学校、社会是基

于共同愿景而自主建立起来的教育共同体ꎬ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协同育人的形态与作用力的

发挥ꎬ决定着其内部机理是否能够有效凸显ꎮ 交叠影响阈理论指出ꎬ“学校拥有决策的主导

权”③ꎬ但同时又强调三者在合作伙伴关系中是平等的成员ꎮ 在此ꎬ平等与主导的关系很容易导

致误解ꎬ即认为平等与主导是矛盾的ꎮ 其实ꎬ二者并非对立ꎮ 主导旨在表明协同育人中因分工与

作用性质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一定的倾向性ꎬ由学校统领并推动协同育人的整体发展ꎮ 平等是指

三者的地位和权利ꎬ在协同育人过程中ꎬ没有哪一方享有绝对的优先权ꎬ从而要求他者服从或者

隶属于另一方ꎮ 平等协作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主体参与的程度和广泛性ꎮ 爱普斯坦通过调查发

现ꎬ因阶层、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的差异ꎬ在协同育人中家庭的参与度呈现出分化状态ꎬ那些社

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往往因被“边缘化”而缺乏合作的愿景与自信ꎬ在协同育人面前表现出自我退

缩的倾向ꎮ 这样ꎬ弱势家庭参与平等协作的力度就不够ꎮ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平等协作关系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ꎬ协同育人中教育

影响无先后次序之分ꎮ 传统观点认为ꎬ在孩子的受教育过程中ꎬ家庭、学校、社会依次影响孩子的

发展ꎬ儿童特定发展阶段受特定主体的影响ꎮ 但交叠影响阈理论指出ꎬ家庭、学校、社会在孩子的

教育过程中不断交互叠加影响ꎬ只是随着孩子的适龄活动而产生的影响力不同ꎬ三者在平等协作

中作用的基点是一致的ꎬ都是围绕学生这个中心展开ꎬ对学生的影响力也具有共时性ꎮ 为此ꎬ协
同育人的关键一步ꎬ是要颠覆我们以往对教育影响依次发生的认知、统整和共建三大影响源的优

势使之贯穿孩子的教育过程ꎬ避免直线式教育影响带来的“前抑”或“后抑”现象ꎬ实现教育合力

“１＋１＋１>３”ꎮ 其次ꎬ主体地位保持平等ꎬ不存在从属关系ꎮ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具有平等且独立

地位的主体而非控制和服从关系ꎬ因而ꎬ三方进行合作时要“去权威化”ꎬ “去权威化”根源于“生
活本身显发出来的交往共识和交易默契”ꎮ④ 要在相互尊重、互信互赖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教育

共同体ꎬ在平等的协商、对话和相互支持过程中ꎬ使协同育人走上良性循环、同心共力之路ꎮ 再

次ꎬ协同育人是全员参与的教育活动ꎮ 爱普斯坦列举了不同类型的家校社合作项目ꎬ这些项目旨

在尽可能地克服影响不同家庭参与的经济、阶层等因素ꎬ引导所有家庭有信心参与学校各项活

动ꎮ 以之为鉴ꎬ为实现全员参与ꎬ学校应致力于构建一种均衡的合作体系和合作项目ꎬ以增强所

有家长参与教育活动的意愿与信心ꎬ如通过家长课程、培训或讲座等为所有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

提供教育服务与支持ꎬ从而消除处于边缘位置的家庭的顾虑与隐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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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倡导以关怀为核心的协同育人导向

学生是处于发展中的、需要给予积极关怀的个体ꎬ在交叠影响阈理论中ꎬ学生被置于家庭、学
校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中心ꎬ整个家校社合作过程倡导以增进学生的情感体验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和发展ꎮ “如果学生感觉自己被人关心ꎬ并且被鼓励以学生身份刻苦学习ꎬ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尽

最大努力去学习写作和计算ꎬ学习其他的技能和能力ꎬ并坚持在学校里学习而不会辍学ꎮ”①关怀

作为交叠影响阈理论的核心ꎬ突出的是一种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过程中的情感导向与联结ꎬ它
证明该理论拟构建的新型家校社伙伴关系不仅仅是在任务导向驱动下发生的ꎬ更需要在共同围

绕学生这一中心进行情感注入的过程中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精神心理层面的联结ꎮ 在实际协同

育人过程中ꎬ家庭、学校与社会往往忽视通过关注学生潜在于内的心理需求来激发学生实现“自
我完成”ꎮ 循此ꎬ我们发现借助于外在的、不带任何附加情感的合作难以称之为真正的“育人”ꎬ
对学生发展而言ꎬ内在的牵引远比外推助力更能带来成功ꎮ 所以ꎬ我们提出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将

关怀作为协同育人的基本导向ꎮ
首先ꎬ关怀意味着信任和尊重ꎮ 爱普斯坦的六种家校社参与模式渗透着关怀的基本内涵:信

任和尊重ꎮ 信任是建立在依赖基础上的一种情感ꎬ它强调我们对于他人的一种正向期待ꎻ“尊重

意味着认真对待某人或某事的价值”ꎬ“强调我们关爱他人的肯定性义务”②ꎮ 协同育人要求家

庭、学校和社会能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去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ꎬ增进学生的自我认同ꎮ
其次ꎬ“关怀”导向应贯穿于协同育人的全过程之中ꎬ营造一种“关怀型”的教育环境ꎮ 交叠

影响阈理论提出要建立“学校般的家庭和家庭般的学校”③ꎮ 在学校般的家庭中ꎬ家长能强化孩

子关于学校、家庭作业及其他活动重要性的认知ꎬ在家庭中营造一种学校般的气氛ꎮ 家庭般的学

校能够调动所有家庭参与的积极性ꎬ同时又尊重学生的个性成长ꎬ这“意味着教师希望学生能按

其自我的意愿、以其自我的方式生长、发展 ꎬ而不是顺从教师的意愿和目的”④ꎬ以此在关怀的情

境中生发出学生自我发展的认同感ꎬ体验自身独特价值ꎮ
再次ꎬ关怀的路径ꎮ 从内部途径来讲ꎬ要以关怀、关心学生的学习困扰、心理诉求为导向ꎬ在

深入了解学生的品德、兴趣、习惯等发展特点的基础上ꎬ窥见学生行为背后体现的诉求ꎬ有的放矢

地开展合作ꎬ而非仅囿于对学生成绩的关注ꎬ真正让学生感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期待与

鼓励ꎬ增强学生发展的信心和自我认同感ꎮ 外部途径则主要着眼于“关怀型”的协同育人生态的

构建ꎮ 一方面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合作生态应该是和谐一致的ꎬ学生可以从中感受到来自三大

影响源的教育合力ꎮ 学校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活动ꎬ为孩子提供学习上的辅助ꎬ家长在

言行举止间能够透露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ꎬ帮助孩子强化对教师、学校作业和活动的重要性的理

解ꎬ从而将其转换为学生学习的积极态度ꎮ 社会作为家庭和学校以外重要的资源体ꎬ要尽全力配

合协同育人工作ꎬ可以通过组织文娱类、志愿类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ꎬ使学生能够在

活动中因表现出的良好品质而得到他人的认可、鼓励和自我满足ꎮ 另一方面ꎬ让学生真切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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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协同育人中来ꎬ消除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被压迫感ꎮ 譬如ꎬ家庭、学校和学生携手制定学习计

划ꎬ使这份计划能够符合学生对未来学业的期待并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ꎻ或在与学生

进行相关活动的协商时ꎬ尊重学生的意见和想法ꎬ学生只有真正成为被关怀的对象才能有效地避

免让协同育人陷入失效的困境ꎮ
(四)完善协同育人机制ꎬ实现互动联结

协同育人本质上要求构建起一个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校主导、家庭与社会共在共生为样态的交

互式合作体系ꎮ 从交叠影响阈理论的理论模型可知ꎬ要形成持久且均衡的协同育人运行体系ꎬ离不

开各主体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支持以及协调机制的完善ꎮ 有效的协同育人机制能够达到异质互补、
同质共进、平等互融的效果ꎬ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影响源之间要发挥协同育人效应ꎬ除了要平

衡主体关系、平等协作、以学生为共同关怀的对象外ꎬ还需要一定的机制支持和保证ꎮ
从我国协同育人的现实情况来看ꎬ当前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协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协同

育人属于低层次的、松散的ꎬ“没有真正形成合力ꎬ当前的家校合作陷入低效能困境”①ꎻ二是建立

在以问题解决基础上的“救急式”合作关系很容易顷刻瓦解ꎬ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ꎮ 层次

低主要表现为“多数家长仅乐于参加与子女学习表现有关的活动ꎬ对学校和教师提出的其他领

域参与要求则颇有微词”②ꎮ “救急式”的合作关系是指家庭、学校与社会经常在学生出现问题时

才想到沟通协作ꎬ一旦问题解决ꎬ三者又回归本位ꎬ各自为政ꎬ因此ꎬ以问题解决为目的的协同育

人缺少系统性ꎬ难以深入维持ꎮ 为摆脱家校社协作的形式化、低效化、救急式困境ꎬ根据交叠影响

阈理论的实践模式ꎬ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着手完善中小学协同育人机制ꎮ
一要健全家校协作机制ꎮ “当好父母、沟通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和决策制定”都侧重于

家庭与学校层面的合作ꎮ 这启发我们:首先ꎬ在实际协同育人过程中ꎬ学校要发挥好主导作用ꎬ通
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在学校—家庭之间构造一种有效的双向交流机制ꎬ及时了解家长的教

育需求ꎬ疏解家长的抵触心理ꎬ拓展家校合作的内容和渠道ꎮ 正式的协同育人渠道既包括家长

会、家访、家长开放日等传统方式ꎬ也包括目前基于手机、网络等媒体建立起来的家校共育网络平

台等新兴方式ꎮ 非正式的渠道包括家长参与学校活动、参与学校决策和为学校志愿服务等ꎮ 学

校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发体验式家庭教育课程ꎬ帮助家长在体验式的情境中学会如何营造良好的

家庭教育环境、如何帮助孩子做出抉择和未来规划等ꎬ提高家校之间的协作效能ꎻ另一方面ꎬ也可

以邀请家长以志愿者、家长代表的身份参与学校实践活动ꎬ为学校决策建言献策ꎬ或参与课程的

开发、建设和实施ꎬ为学校管理提供志愿服务等ꎮ 虽然这些活动多以学校为组织发起者ꎬ但这一

交流过程却是双向的ꎬ家长参与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加强与教师和其他家长互动的过程ꎮ 其次ꎬ良
好的伙伴关系是渐进式的ꎬ协同育人要求建立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行动实体作为组织保障ꎬ突出

合作的计划性和策略性ꎮ 爱普斯坦认为ꎬ在“建立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合作体系时ꎬ采用团队合

作的策略是明智的选择”③ꎮ 家委会、校委会以及家长学校等组织机构在我国已经普遍建立起

来ꎬ但这些组织机构在开展活动时需要作长远的规划ꎬ既要关注协同育人的预设性ꎬ制定包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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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标、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合作过程以及预期效果在内的详细的合作方案ꎬ又要关注协同育人

的生成性ꎬ引导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协作中有效地组织、开展、实施、评估协同育人项目的合理性

与适切性ꎬ并在实践过程中持续地进行改进与完善ꎬ确保协同育人机制运行过程的完整性ꎮ
二要构建社会共育机制ꎮ 个体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而独立存

在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提出ꎬ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ꎬ其基

本内容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①ꎮ 可见ꎬ家校合作共育的边界延伸到社会

共育已成为必然ꎮ 与社区协作也是爱普斯坦提出的实践模式之一ꎬ意在整合社会资源使其为学

校教学计划、家庭活动以及学生的学习带来便利ꎮ 在此形势下ꎬ学校、家庭应秉持开放的合作态

度ꎬ积极寻求与社会建立有效的联系ꎬ共同搭建育人平台ꎬ带动社会力量为学生的发展服务ꎮ 以

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为例ꎬ教师除了带领学生学习书本上固有的知识ꎬ还可以邀请校外相关人士入

校讲解或利用课余时间ꎬ请家长一同与学生进入博物馆、文物展览馆等实地感受和体验ꎬ由此ꎬ社
会的力量便能够调动起来为学生发展服务ꎮ 此外ꎬ社会共育机制要求加强制度建设ꎮ 社会是一

个庞杂的系统ꎬ家庭、学校与社会三者协作的内容与形式比单纯的家校协作要复杂得多ꎬ因而ꎬ在
利用社会力量构建社会共育机制的同时ꎬ要注意规范合作方式ꎬ加强制度引领ꎬ发挥社会教育的

正向影响ꎮ
(硕士研究生王欣玉为此文提供了重要资料和富有启发性的建议ꎬ在此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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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ꎬ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ｈｏｍｅ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ｉ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ꎬ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ꎻ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ꎻ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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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①

姜言霞
( 山东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对中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探查和分析ꎬ能够为科学教学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

的意见或建议ꎬ从而切实提升学生科学学业成就ꎮ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ꎬ重点选择了包括非

智力因素(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情感态度)、教师因素(教学活动设计)和学校因素(师生关系和学校支持)三类

因素的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进行研究ꎬ首先基于不同学科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学业成

就进行了深入研究ꎬ在此基础上ꎬ对 ６１７７ 名高中学生在这些重要影响因素方面的表现情况进行了测查及结果分

析ꎮ 研究结果表明:非智力因素是影响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核心要素ꎬ其对学生科学学业成就有显著直接影响ꎬ
教学活动设计、师生关系和学校支持等因素均对科学学业成就有显著的间接影响ꎮ 当前高中生在大多数影响因

素的表现处于中等水平ꎬ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关键词:　 中学生ꎻ科学学业成就ꎻ影响因素ꎻ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１１－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０
作者简介:姜言霞(１９７９—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 “中学生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研究” (ＥＨＡ１４０３９４)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Ｂｌｅｅｋｅｒꎬ Ｍ. Ｍ. ＆ Ｊａｃｏｂｓꎬ Ｊ. Ｅ.ꎬ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ｔｈ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ｍａｔｔｅｒ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９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９７－１０９ꎻ Ｒｏｓｓꎬ Ａ. ＆ Ｗｉｌｌｓｏｎꎬ Ｖ.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１２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１７－１２８.

　 　 １　 研究背景

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不仅代表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水平ꎬ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

实质指标ꎮ 因此ꎬ关于学生学业成就的研究一直颇受全球各国教育领导部门以及教育研究工作

者的高度重视ꎮ 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其将来的职业选择有很大关系②ꎬ通过学生的学业成就测评

可以了解学生的优势学科及发展方向ꎮ 另外ꎬ学业成就测评也可以监测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ꎬ为
教育教学改进提供参考ꎮ 学生的学业成就现状如何? 为什么学生接受“相同”的教育ꎬ却出现千

差万别的学业成就结果ꎬ甚至差异迥然? 有哪些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学生学业成就出现种种差

异? 这些都属于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研究范畴ꎮ 事实上ꎬ真正能为教育决策以及教育教学改进提

供直接依据的并不是“实然”的学业成就测评结果ꎬ而是造成此“实然”状态的原因ꎬ即学业成就

影响因素ꎮ 从这种意义上说ꎬ探究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ꎮ
事实上ꎬ任何大型的学业成就测评研究ꎬ必然相伴着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研究ꎮ 目前国际上较

有影响力的学业成就测评研究 ＰＩＳＡ、ＴＩＭＳＳ 和 ＮＡＥＰꎬ都把影响因素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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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很多研究者进行了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研究ꎬ如学生

个人因素、教师教学行为与学业成就关系研究①、背景因素(世代、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资

源)、家庭因素(教养行为、教育投资)、学生因素、学校因素(学校质量、文化和谐)等因素层面对

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②ꎬ中学生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③等等ꎮ 这些重要的

研究成果为我们筛选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当前多数研究主要是针对一般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ꎬ具体到特定学科和领域ꎬ对学生学业成

就影响因素进行的系统研究并不多ꎮ 在我国当前以学科教学为主要形式的背景下ꎬ研究具体学

科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ꎬ能够为具体学科的教学提供更为直接的指导和参考ꎮ
另外ꎬ作为一般因素探讨的某些学业成就影响因素ꎬ有时也具有一定的学科特性ꎮ 也就是

说ꎬ某些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也会随着具体学科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异ꎮ 如某位学生的数

学学习动机很强ꎬ但科学相关学科如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动机可能很弱ꎮ 自我效能感、对教师的

态度、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等这些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学科

特性ꎬ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影响某个具体学科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ꎮ
在当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时代主题背景下ꎬ科学相关课程(物理、化学、生物)的

学习对社会培养高科技人才以及提升基本的公民科学素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然而ꎬ目前

我国尚未展开关于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ꎮ 因此ꎬ本研究主要针对中学生

科学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探查分析和研究ꎬ使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预测力和

指导力ꎬ有针对性地为各科学相关学科教学提出可操作性更强的意见或建议ꎮ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测查工具的设计

２.１.１　 测查工具开发思路和过程

本研究拟对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探索和分析ꎮ 在各影响因素测查

工具的设计时ꎬ首先基于大量的文献分析ꎬ从中梳理出对学生学业成就有重要影响的各因素变

量ꎬ并将其归类ꎬ然后基于不同的学科ꎬ将各影响因素变量从学生感知的角度具体化ꎮ 本研究重

点关注物理、化学、生物三大科学相关学科ꎮ 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测查工具的开发主要包括文

献分析、专家论证、项目编制、信效度检验、初步试用 ５ 个环节ꎮ 如图 １ 所示ꎮ
２.１.２　 测查工具内容框架

本研究重点选择具有学科特质、能够进行有效干预和调控的因素变量ꎮ 具体来说ꎬ测查工具

测查的因素变量包括学生因素、教师因素、学校因素三大类ꎮ 各类因素均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进行

具体表述ꎬ具体拆解及内涵表征ꎮ 如表 １ 所示ꎮ
２.１.３　 测查工具的项目编制

要对本研究所构建的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实证研究ꎬ需要特定的测查工具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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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ｏｔｔａａｒꎬ Ａ.ꎬ“Ｌｏｗ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Ｖｏｌ.４９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４６５－４８８.

Ａｌｔｓｃｈｕｌ Ｉ.ꎬ Ｏｙｓｅｒｍａｎ Ｄ. ＆ Ｂｙｂｅｅ Ｄ.ꎬ “ Ｒａｃｉａｌ －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ꎬ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７７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１５５－１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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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测查工具开发思路和过程图

型中各因素变量及其子变量的学生表现情况进行测查ꎮ
表 １　 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变量拆解与内涵

因素类别 核心因素变量 内涵表征

学生因素

学校因素

教师因素

个人特征

非智力因素

学校支持

师生关系

教学活动设计

性别

自我效能

动机水平

情感态度

学校资源

包括:媒体设备、各科学学科课外读本的数量、实验室配置等
学校校风

包括:积极向上、尊师爱生、秩序井然
包括:民主、宽松、和谐

学习理解

包括:辨识记忆、概括关联、说明论证
实践应用

包括:分析解释、推论预测、简单实验设计
创新迁移

包括:综合复杂问题解决、系统探究、创新思维

研究中对各因素变量的测查ꎬ主要基于已有研究成果ꎬ根据各学科的具体特点和典型学习活

动等ꎬ将各因素进一步具体化ꎬ分学科设计影响因素测查工具(如生物学科的应用实践类教学活

动:运用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解释一些生物学现象ꎬ如从水分子和盐离子运动的角度解释植物

细胞的质壁分离或复原现象ꎻ物理学科的应用实践类教学活动:根据一些一般的物理规律推出特

殊情况下的物理公式ꎬ例如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推出自由落体运动规律ꎻ化学学科的应用实

践类教学活动:学习新概念后ꎬ会应用概念进行推论预测ꎮ 例如ꎬ学习氧化剂和还原剂之后ꎬ对
Ｈ２Ｏ２或 ＳＯ２等陌生物质的性质进行预测)ꎮ

基于研究设计ꎬ本研究测查工具的问题设计主要是从学生能够感知的视角ꎬ选择相对外显的

和能够被学生感知到的学习或教学表现ꎬ来表征各因素变量的情况ꎮ
各量表的具体形式为李克特五级量表ꎬ本研究中的五级量表有两种形式ꎬ对于与频率有关的

测查项目ꎬ采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五级形式ꎬ如“老师引导我们用化学知识分析和

解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ꎮ 对于事实描述测查学生认同度的项目ꎬ采用“非常同意、比较

同意、基本同意、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５ 级形式ꎬ如“老师经常要求我们运用物理规律来预测物

理过程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ꎮ
各因素变量测查工具在正式用于测查之前ꎬ先后在山东、北京两地共进行了 ３ 轮试测ꎬ样本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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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 ４３１、４６７ 和 ２７０８ꎮ 基于 ３ 次试测对测查工具进行了细致修订ꎬ包括修订部分项目的语

言表述ꎬ删除学生表现与理论预期差距较大的项目等ꎮ
２.１.４　 测查工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研究中ꎬ我们邀请了各学科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中学一线各学科教师(具有高级职

称)、教研员各 １－２ 名ꎬ对我们规划的各影响因素变量的测查项目进行审阅ꎬ并基于他们的意见对量

表进行了修改ꎮ 通过这一环节ꎬ主要是保障测查量表的内容效度ꎮ 接着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ꎬ检测

测查量表的结构效度ꎬ并通过科隆巴赫 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内部一致性系数来检测量表的信度ꎮ
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ꎬ各学科均显示萃取到 ６ 个因子:教学活动设计、学校支持、学习动机、

自我效能、情感态度、师生关系ꎮ 其中ꎬ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情感态度属于非智力因素ꎮ ６ 个因

子对各科学学科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系统的解释率均高于 ６０％ꎬ由此保证了本研究测查工具的结

构效度ꎮ 本研究分别对各学科影响因素测查分量表信度进行分析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学业成就影响因素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非智力因素 教学活动设计 师生关系 学校支持

物理 ０.８９３ ０.９６８ ０.８１３ ０.９１７
化学 ０.９１０ ０.９１３ ０.８１３ ０.９１７
生物 ０.８９７ ０.９７９ ０.８１８ ０.９１７

根据表 ２ 可以看出ꎬ本研究中自行开发的各学科各影响因素变量测查分量表的信度介于 ０.
８１３ 到 ０.９７９ 之间ꎬ均大于 ０.８ꎮ 根据 Ｄｅ Ｖｅｌｌｉｓ(１９９１)的观点ꎬ分量表的信度介于 ０.７ 到 ０.８ 之间

表示具有良好的信度ꎬ介于 ０.８ 到 ０.９ 之间表示信度非常好ꎮ① 因此本研究中开发的测量工具内

部一致性信度非常好ꎮ 本研究的因变量———科学学业成就主要由 ３ 部分构成:物理学业成就、化
学学业成就和生物学业成就ꎮ 相关测试题目选自中学生学科能力表现研究项目ꎬ项目研究团队

对各学科测查试题的开发、修订、施测以及数据分析的整个过程都与国际大型学业成就测试

ＰＩＳＡ 基本一致ꎬ３ 学科学业成就测试卷的信度均高于 ０.９ꎮ
所有检测结果表明ꎬ本研究所用测查工具比较理想ꎬ可以应用于本研究中相关研究变量的测查ꎮ
２.２　 样本

本研究正式测查的样本选自高中二年级②ꎬ样本中包括不同办学水平的各类高中学校ꎬ抽样

时尽量按照各类学校各自不同水平学生的原有比例抽取测查样本ꎮ 样本最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总

有效样本数为 ６１７７ 份ꎮ 其中ꎬ男生 ２６１４ 人ꎬ女生 ３５６３ 人ꎻ来自城市学校 ５０８１ 人ꎬ来自乡镇学校

１０９６ 人ꎻ公办学校 ５１６６ 人ꎬ民办学校 １０１１ 人ꎻ高级中学 ２４７１ 人ꎬ１２ 年一贯制学校 ６４７ 人ꎬ完全

中学 ３０５９ 人ꎮ 因此ꎬ研究抽取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ꎮ
参与本研究的样本完成的测试内容相同ꎬ包括各学科的学业成就测试和各学科各项影响因

素测试ꎬ且样本均为自愿参加本研究项目ꎬ意欲通过参与项目研究ꎬ对学生及学校的科学教学和

学习进行较为深入的诊断ꎬ探寻进一步提升科学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ꎮ 因此ꎬ参与者在研究中愿

意配合本研究的所有测试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所获得数据的可靠性ꎮ
２.３　 测试及数据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选定抽取的样本后ꎬ采取以学校年级为单位进行集中测试的方法ꎮ 研究者向

４１１

①
②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ＳＰＳＳ 操作与应用»ꎬ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４７７ 页ꎮ
测试时间是 １０ 月份ꎬ因此实际代表的是十年级学生(高一)的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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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测组织者及监考老师说明施测要求ꎬ保证各学校组织者及各位实际监考的老师能够明确测试

的基本程序和要求ꎮ 施测时监考教师向学生说明注意事项ꎬ测试时间为 ３０ 分钟ꎮ
本研究希望探明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ꎬ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学生的

科学学业成就ꎬ影响大小如何? 因此ꎬ我们对研究中测查到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的
统计分析ꎬ包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ꎮ 数据分析主要使用的软件工具是 ＡＭＯＳ２０.０ꎬ
参数估计采用最大似然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ꎮ

３　 主要研究结果及分析

３.１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检验

基于研究所测查的实际数据ꎬ利用 ＡＭＯＳ２０.０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依次应用各学科数据对

理论预设的模型进行拟合检验ꎮ 将不显著的和不合理的路径关系删除ꎬ得到如下模型(见图 ２)ꎮ

图 ２　 修正后的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模型

综合分析该拟合模型的基本适配度检验、内在适配度检验以及整体适配度检验(ＧＦＩ ＝
０.９６８ꎻＡＧＦＩ＝ ０.９４８ꎻ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３ꎻＮＦＩ ＝ ０.９７１)①等各项适配指标ꎬ除卡方自由度比(ＮＣ ＝
２５.８４１)未达标准值外ꎬ其余指标均比较理想ꎮ 研究指出ꎬ卡方值的大小易随样本数而波动ꎬ当样

本数较大时ꎬ卡方值会变得很大ꎬ表现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无法适配ꎬ因此判断模型拟合与否

５１１
①此部分展示的各项指标数据均以化学学科数据为例ꎬ物理、生物学科的数据与化学学科极为接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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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简化模型

不应过于依赖这一评价指标ꎮ① 因此ꎬ综合分

析各项模型适配指标ꎬ绝大多数显示修正模型

适配良好ꎬ表示所得到的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

素模型拟合良好ꎮ 且模型中涉及的非智力因

素、教学活动设计、师生关系、学校支持四大因

素变量对学生各科学相关学科学业成就的影响

情况比较稳定ꎬ也说明本研究得到的科学学业

成就影响因素拟合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ꎮ 科

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简化模型如图 ３ 所示ꎮ
基于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模型可以看出ꎬ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是影响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

核心因素变量ꎬ对科学学业成就有显著的直接影响ꎻ教学活动设计、师生关系以及学校支持等变

量均以其为中介变量ꎬ对学生科学学业成就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ꎮ 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科学学

业成就的影响效果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影响效果表

物理 化学 生物

非智力因素→学业成就 ０.４７４ ０.５３３ ０.５００

教学活动设计→学业成就 ０.２８５ ０.３５３ ０.３００

师生关系→学业成就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５ ０.１９６

学校支持→学业成就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０

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学业成就的总影响效果可以看出ꎬ不同的因素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效果不

尽相同ꎮ 其中非智力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总影响效果最大ꎬ其次是教师教学活动设计ꎬ虽然教

学活动设计对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没有直接影响ꎬ但是其以学生非智力因素为中介变量ꎬ对学生

的学业成就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另外ꎬ师生关系和学校支持ꎬ对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间接影响也

不可忽视ꎮ
对比同一因素对不同科学学科学业成就的影响效果发现ꎬ各因素对不同学科学业成就的影

响效果比较接近ꎬ这说明了本研究所探索的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模型的稳定性ꎬ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科学相关学科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和内在一致性ꎮ
３.２　 各主要影响因素的总体表现情况

３.２.１　 学生非智力因素总体表现

具体分析学生对科学各学科情感态度、自我效能以及学习动机的自我评定情况ꎬ结果如图 ４ 所

示ꎮ 根据图中数据可以看出ꎬ尽管情感态度、自我效能以及学习动机是学生非智力因素中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ꎬ对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直接影响ꎬ然而学生在这 ３ 个方面的表现情况并不乐

观ꎮ 学生在所有科学学科的情感态度、自我效能以及学习动机水平均不超过 ３.５０ꎬ其中学生在物理

学科学习中的 ３ 项非智力因素均为 ３ 科最低ꎮ 因此ꎬ如何提升学生对各学科的情感态度、自我效能

感以及学习动机等非智力因素的水平ꎬ是值得各科学相关学科教师深入思考的ꎮ
３.２.２　 教师因素总体表现情况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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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水平情况

综合分析学生感知到的各学科教师在教学

中设计的学习理解活动、实践应用活动和创新迁

移活动的情况ꎬ具体如图 ５ 所示ꎮ
学习理解活动、实践应用活动和创新迁移活

动均是各学科教学中有效的教学活动ꎬ对科学学

业成就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ꎬ但调查显示ꎬ各
科学学科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这三类活动的设

计均不够理想ꎬ无一超过 ３.５０ꎬ特别是对科学学

图 ５　 各学科教师各类教学活动任务设计情况

业成就有重要贡献的较高水平的创新迁移活动ꎬ
设计频率更低ꎮ 这值得科学教师特别关注ꎮ

３.２.３　 学校因素总体情况

分析学生感知到的师生关系、学校资源和学

校校风三方面的表现情况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图中数

据显示ꎬ关于学校层面的这三个因素ꎬ各学科基

本都可以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ꎬ且相对其他影响

因素来说ꎬ水平略偏高一些ꎮ 这说明学校对师生

图 ６　 师生关系、学校资源和学校校风的表现情况

关系、学校资源以及校风的关注度还是较高的ꎬ
也有一定成效ꎬ但仍有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ꎮ

４　 结论和启示

４.１　 结论

４.１.１　 本研究关注的影响因素变量对科学

学业成就有重要影响

研究所涉及的 ３ 大类 ７ 个具体影响因素都

与学生科学学业成就具有显著正向相关ꎮ 结构

方程研究发现ꎬ非智力因素是影响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核心因素变量ꎬ对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有

直接显著影响ꎬ而教学活动设计、师生关系、学校资源以及学校校风等变量均以非智力因素为中

介对科学学业成就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ꎬ这与之前很多学者的观点和研究具有一致性ꎮ① 另外ꎬ
研究还发现不同因素对于科学学业成就的影响程度不同ꎮ 其中ꎬ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效果最

大ꎬ其次是教师有效教学活动设计ꎮ 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科学学科学业成就的影响效果基本一

致ꎬ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本研究基于科学学科分析各类影响因素的合理性ꎮ
４.１.２　 当前学生大多数影响因素表现处于中等水平

综合分析本研究学生样本在各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表现情况ꎬ大抵可以看出ꎬ大多数影响因

素表现处于中等水平ꎮ 如学生的学习动机、情感态度、自我效能等学生表现均处于中等水平ꎮ 教

师教学活动设计方面ꎬ学习理解型活动的频率最高ꎬ应用实践和探究创新这两项相对高水平活动

的频率基本相当ꎬ均略高于 ３.００ꎬ频率相对较低ꎮ 师生关系和学校资源、学校校风等学校支持因

素的水平相比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以及教师教学活动设计水平略高ꎬ基本都在 ３.５０ 左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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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燕国材:«非智力因素与教育改革»ꎬ«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ꎻ吴坤璋、黄台珠、吴裕益:«影响中小学学生科学

学习成就的因素之比较研究»ꎬ«教育心理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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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启示及建议

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是多种因素变量共同影响的结果ꎬ绝非单一或几个因素就可以决定的ꎮ
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ꎬ应注意充分关注学生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变量系统ꎬ协同提升各影响因

素的水平ꎬ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ꎮ
４.２.１　 关注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非智力因素虽然不直接参与认知过程ꎬ但它们是认知活动的重要动力系统①ꎬ是高效率学习

的动力源泉ꎮ② 之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各类非智力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ꎮ③

本研究分析显示ꎬ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对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有直接显著影响ꎬ且是众多变量影响

学业成就的中介变量ꎮ 激发和培养任何年龄段、任何学校类型、任何性别的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

整体水平ꎬ都是提高其学业成就的有效途径ꎮ④ 然而数据显示ꎬ学生科学学习的自我效能、情感

态度、学习动机均低于 ３.５０ꎬ这说明学生自身的非智力因素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教师在教

学中应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水平的培养和提升ꎮ 如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需要出发ꎬ创设合适的

学习情景ꎬ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ꎬ以唤醒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ꎬ保持持久的学习热情ꎻ根据学生的

实际水平和特点设计教学内容ꎬ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ꎬ让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ꎬ提升学生的

自我效能感和积极的情感体验ꎻ利用模型、图画、视频以及动画等多媒体形式ꎬ既展现科学知识的

丰富性ꎬ又将一些抽象的内容形象化ꎬ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水平ꎮ
４.２.２　 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各类有效的认知活动

教师质量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ꎮ 尽管有研究者发现教师对学生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

较小⑤ꎬ但与本研究并不矛盾ꎬ本研究发现ꎬ教师对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影响ꎮ
诚然ꎬ教师是教与学系统中重要的人的因素ꎬ对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活动都起着重要的引导甚

至决定作用ꎮ 学生的认知活动对学生科学学业成就的提升有重要的影响ꎮ 然而ꎬ学生的认知活

动(学习理解活动、实践应用活动和创新迁移活动)需要教师的设计和引导ꎬ也就是说ꎬ只有教师

在教学中设计了此类活动ꎬ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才有机会进行此类活动ꎮ 数据显示ꎬ研究对象感知

到的教师设计的有效认知活动的频率尚偏低ꎬ特别是实践应用和探究创新类活动的频率ꎬ几乎处

于所有影响因素的最低水平ꎮ 事实上ꎬ不同类型的认知活动对学生科学学习的影响是有区别的ꎬ
很难想像一个学生一直只进行积极的观察记忆这类水平较低的认知活动ꎬ而其他类型的认知活

动较少ꎬ却能获得较高的科学学业成就ꎮ 这一分析结果提醒我们ꎬ各科学学科在今后的教学中都

应注意教学活动的设计ꎬ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各类有效的认知活动ꎮ 之前我们的研究也发现ꎬ学
生感受到的教师的教学与其学习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ꎬ表示教师在教学中设计的教学活动对

学生的学习活动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ꎬ但从相关系数的情况来看ꎬ这些相关仅属于中度相关ꎮ⑥

因此ꎬ在科学教学中ꎬ教师应该重视自己教学设计意图和行为的外显化ꎬ即采取一定的措施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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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材:«关于非智力因素的几个问题»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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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宏:«初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业成就关系研究»ꎬ«心理发展与教育»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ꎻＤａｌｇｅｔｙꎬ Ｊ.ꎬ Ｃｏｌｌꎬ Ｒ. Ｋ.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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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４０ꎬ Ｎｏ.７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６４９－６６８.

李洪玉、阴国恩:«中小学生学业成就与非智力因素的相关研究»ꎬ«心理科学»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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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言霞:«中学生化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研究»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４９ 页ꎮ



姜言霞:中学生科学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生理解自己的教学是让学生获得什么ꎬ引导学生进行了什么活动ꎬ以及为什么要引导学生进行这

些活动ꎬ从而引起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的更积极、有效的共振ꎮ
４.２.３　 加强学校科学相关资源条件建设和管理

早在 １９９６ 年ꎬ美国的科尔曼报告就开始关注学校资源建设等学校投入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

响ꎮ 此后引发了学校资源配置研究的热潮ꎮ① 研究证明ꎬ本研究关注的三项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

(学校资源、学校校风、师生关系)尽管对学生的科学学业成就只有间接影响ꎬ但其影响效果也非常

显著ꎮ 调查发现ꎬ此三项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因此ꎬ教育管理者和学校管理

者要关注学校硬件的建设ꎬ如配备相关的教学媒体设备ꎬ加强科学实验室配置ꎬ增加并及时更新与

科学相关的图书购置等ꎬ并要注意科学预算和分析教育资源投入ꎬ提高资源利用率②ꎻ同时也应该不

放松学校软资源如校风等的建设ꎬ保证校风积极向上ꎬ尊师爱生ꎬ教学秩序井然ꎬ并在学校为学生和

教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ꎮ 这些都是学生科学学业成就进一步提升的基础和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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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的特质
及其文化成因与启示

∗①

董海霞
( 渤海大学 师范学院ꎬ 辽宁 锦州ꎬ１２１０１３ )

　 　 摘要:　 以文化心理学为视角ꎬ以叙事研究为方法ꎬ对一位“７０”后中学女教师的教育信念特质及其文化成因

进行研究ꎬ发现“７０”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的特质表现为:“严师出高徒”的教育观ꎻ“成绩第一ꎬ品行端正”的学

生观ꎻ“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教师观ꎮ 这种教育信念特质的生成源于特定的家庭、社会、学校等文化场ꎮ 教师教育

信念特质建构要创建积极的文化场ꎬ同时ꎬ教师对自己教育信念的建构要有文化自觉意识ꎮ
关键词:　 教育信念ꎻ“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ꎻ文化心理学ꎻ文化场ꎻ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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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海霞(１９７４—　 )ꎬ女ꎬ辽宁锦州人ꎬ渤海大学师范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４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小学教师教育信念的文化

审理与重建研究”(ＢＥＡ１４００７７)的研究成果ꎮ
②[美]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ꎬ吴国珍等译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 页ꎮ
③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９ 页ꎮ
④鞠玉翠:«教师的信念及其培养»ꎬ«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ꎬ帕尔默意识到对教育外部价值和技术层面的沉迷必

将对教育产生巨大冲击ꎮ 他认为ꎬ唯有关注教师生活的内在景观ꎬ漫步教师心灵ꎬ清晰地揭示智

力、情感和精神的互动状态如何使教师工作达成或走样ꎬ才能真正地理解教育、理解教学ꎮ②这一

论断富有深刻洞见ꎮ 教师生活内在景观的核心和灵魂就是教师的教育信念ꎮ 我们所说的教育信

念是指处于特定文化中的教育者对某种教育观、学生观和教师观的确认和坚信ꎮ 这种确认和坚

信直接决定着教师的教育行为和教育的实际样态ꎬ是教育实践何其所是的深层结构ꎮ 教师的教

育信念并非凭空而来ꎬ是源于教师身处的文化世界ꎬ“人是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存在ꎮ 文化的历史

积淀造成人的愈来愈丰富的心灵的世界、情感的世界、精神的世界”③ꎮ 信念是通过文化适应

(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和个体建构而形成的ꎮ 所谓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在生活中通过观察、参与、模仿等

方式同化个人世界中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过程ꎮ 这一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ꎬ也可能是有意识的ꎮ④

正是教师成长过程中所处的文化差异ꎬ才使得教师生成不同的教育信念ꎮ 本文试图借助文化心

理学的视角ꎬ以一位“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的教育叙事为文本ꎬ抽丝剥茧ꎬ探寻“７０ 后”教师教育信

念的特质以及生成这种特质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ꎮ

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文化心理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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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有关“文化”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第一ꎬ文化是一个整体中共同具备的某些特性ꎬ成
为一个部落或区域性族群的符号ꎬ比如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ꎻ第二ꎬ强调文化作为符号中介的

调节作用ꎮ 文化以符号的形式存在ꎬ文化符号是产生心理距离的手段ꎬ使意义与它所代表的客体

相分离ꎬ使人将自己从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ꎬ从一个自发的行为者成为一个反思者ꎬ不断地自

我客体化ꎬ从而超越自我ꎮ① 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促成了文化心理学这个领域

的诞生ꎮ 由于研究角度和时代环境的不同ꎬ对文化心理学的界定也各有千秋ꎬ可以从中归纳出两

种基本特点ꎮ 首先ꎬ文化心理学侧重研究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化环境中人的心理发展ꎮ 个

体的心灵世界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ꎮ 开放性使外显的社会文化逐步内化成人的心理活动ꎬ建构

性意味着人通过体验将文化内化的过程ꎮ 正是人的心理活动与其存在的文化语境互相重构和生

成的过程ꎬ造就了心理现象的丰富复杂性ꎮ 其次ꎬ文化心理学强调个体始终处于文化生态之中ꎬ
形成动态的文化心理和行为ꎮ 文化生态的宏观解释认为ꎬ文化存在复杂且多元ꎬ研究者着重理解

文化多元性ꎬ确信多元文化中平等性的同时强调文化融合引起的心理复杂差异性ꎻ文化生态的微

观解释认为ꎬ人是有个体意识的ꎬ他们的成长历程以及对他人经验的借鉴等实际经历ꎬ都会在其

个性中引入不同的文化因素ꎬ创生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文化价值意识ꎮ 总体而言ꎬ文化心理学强

调文化语境、文化生态与个体的心理活动之间形成和发展的互动性ꎬ一方面ꎬ文化语境和生态为

个体心理活动的生成提供了特定的背景ꎻ另一方面ꎬ个体心灵世界的开放性与建构性使得个体与

所处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生态不断融合ꎬ进而生成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特定心理ꎮ 据此ꎬ本文把文化

心理学作为基本视角和分析框架ꎬ探讨“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的特质以及生成这种特质的

文化心理逻辑ꎮ
(二)教育叙事方法

叙事研究是观察有意义的教育生活事件ꎬ对其现实表征进行描写和剖析、从中挖掘出这些事

件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本质、思想和理论ꎬ对教师的行为与心理取得建构的一种方式ꎮ② 叙事即讲

述故事ꎬ就是以口头或者书写的方式说故事ꎬ从收集资料、观察方式到文本呈现都是借助叙事来

完成ꎮ 教师是在日常教育教学与叙事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中不断锻炼成长起来的ꎬ这些大量的丰

富鲜活的教育生活故事ꎬ恰好给研究者对教师教育信念展开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ꎮ③ 教

师教育信念具有的丰富原生性和独特内隐性ꎬ与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相适应ꎬ将教师的主观意向

从幕后放到台前ꎬ经由对体验真相的剖析和解释ꎬ呈现出实践状态中的教育意义ꎮ④ 基于这个考

虑ꎬ本文选择一位市重点中学“７０ 后”优秀数学教师兼班主任 Ｚ 老师作为叙事研究对象ꎮ 之所以

选择“７０ 后”教师作为研究对象ꎬ主要因为“７０ 后”教师一般都有了近 ２０ 年的教师工作经历ꎬ拥
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ꎬ对教育教学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ꎬ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教

育信念ꎬ同时“７０”后教师的成长经历和文化环境也相对复杂多元ꎬ因此ꎬ与其他年龄段的教师相

比ꎬ“７０ 后”教师无论是教育教学经历还是个人成长经历都能挖掘出深厚的资源ꎬ是教育信念研

究的“富矿”ꎮ 在研究过程中ꎬ我们走进这位“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的教育生活ꎬ采用深度访谈、观
摩课堂、实物分析等方法观察她的日常教育教学生活和行为习惯ꎬ倾听她的教育故事ꎬ收集第一

手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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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对象简介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编码 Ｚ 老师

２ 性别 女

３ 年龄 ４４ 岁

４ 学历 大学本科

５ 职称 中教高级

６ 职务 班主任兼级部主任

７ 教龄 ２２ 年

表 ２　 资料收集方式

序号 材料 内容

１ 深度访谈 １０ 次

２ 观摩课堂 ４０ 节

３ 观察日记 ２.５ 万字

４ 实物分析 ２ 本教学日志

二、“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的特质

这里的教师教育信念特质是指处于特定文化中的教师所确认和坚信的某种教育观、学生观

和教师观的独特性ꎬ它直接决定着教师的知觉、判断ꎬ进而影响其教育行为ꎮ “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

教育信念的特质如下:
(一)教育观:“严师出高徒”
教师的教育观是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认识ꎮ

具体而言ꎬ就是教师对各个教育要素及其属性的理解ꎮ Ｚ 教师的教育观可以用一个字来概

括———“严”ꎮ
１.“严是王道”
Ｚ 老师大学毕业后ꎬ满怀憧憬地迎来她教师生涯的第一批学生ꎮ “一学年下来ꎬ我发现我们

班的纪律越来越乱ꎬ学生的成绩也不理想ꎬ成绩好的学生并不拔尖ꎬ成绩差的学生依旧没什么起

色ꎬ而且还偏科ꎬ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教书了ꎮ 每天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工作并没有

换来该有的回报ꎬ我百思不得其解ꎬ到底是学生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ꎮ”①

遭到挫折的 Ｚ 老师回到家向父母倾诉苦恼ꎬ曾任乡村教师的母亲对她说:工作光有热情是

不够的ꎬ更重要的是要有老师的威严ꎬ能镇得住学生ꎬ同时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动起来才能取得好

的教育效果ꎮ 受到启发的 Ｚ 老师接手第二批学生时ꎬ抛开了原来的想法ꎮ 从改变形象开始ꎬ树
立自己的威严ꎮ 她换上职业装ꎬ收起笑脸ꎬ不苟言笑地站在讲台上ꎬ不怒自威ꎮ 学生真的被“镇”
住了ꎮ 自此之后ꎬ严格、不苟言笑就成为了 Ｚ 老师的带班风格ꎮ 多年以来ꎬＺ 老师已经习惯了“一
刀切”的模式ꎬ她对所有学生的标准都一样:只要没有按照她的规矩来ꎬ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ꎮ

Ｚ 老师认为:“严是必须的ꎬ小到平时教学和教育工作ꎬ大到社会ꎬ严肯定是好的ꎮ 任何人都

有惰性ꎬ大人都是有惰性的ꎬ更何况孩子ꎮ 严是爱ꎬ宽是害ꎮ”
２.“严慈相济”

２２１
①引号内为依据笔者对 Ｚ 老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ꎬ下同ꎬ不再注明ꎮ



董海霞:“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的特质及其文化成因与启示

基于多年的经验ꎬＺ 老师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教育观念ꎮ 她认为ꎬ作为学生的引导者ꎬ对学

生施以适当的管教是教师应尽之责ꎮ
　 　 父母在送孩子来的那天都是满怀信心和期望的ꎮ 孩子变得懒惰ꎬ父母也会难过ꎬ肯定是

失望的ꎮ 所以ꎬ像我们应该有种家长心态ꎮ 如果你想“你不管我也不管”ꎬ赌气ꎬ那孩子就完

了ꎮ
Ｚ 老师的这种“管教”用心良苦ꎬ她对学生的严厉包含着一种家长般的期待ꎮ 私底下她对学

生也表现出家长般的爱护ꎬ经常称呼学生为“孩子”“这帮孩儿”ꎬ这种称呼让人感觉非常亲近ꎮ
　 　 一严到底是不实际的ꎬ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推进ꎮ 孩子们是有感情的ꎬ你
对他们好他们是能感觉到的ꎮ 尽管在平时学校教学时我对他们很严厉ꎬ甚至可以说很苛刻ꎬ
但很少有学生会特别怨恨我ꎬ我的这种严厉就是让他们知道平时老师打他骂他不是因为本

身严厉有暴力倾向ꎬ而是自己真的做错事ꎬ老师着急想帮他改正ꎮ
(二)学生观:“成绩第一ꎬ品行端正”
学生观是指教师对学生的基本认识和根本态度ꎮ 教师的学生观决定教学态度和相应的教学

方式ꎮ
１.“成绩是硬道理”
在大多数人看来ꎬ教师对“好学生”或者“坏学生”的界定都是源自于成绩ꎮ Ｚ 老师也不例

外ꎮ 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ꎬＺ 老师总会变着花样地想办法ꎮ 办法之一是定期调查ꎬ让每个学生写

“举报信”ꎬ写出近段时间周围影响到同学学习、生活的人ꎬ干扰班级日常秩序的人ꎬ以及自己在

学习上的问题、困惑ꎬ需要什么帮助ꎮ 然后根据反映的情况调换学生位置ꎬ尽量地给他们提供好

的学习生活环境ꎬ使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ꎮ 此外ꎬＺ 老师会根据学生成绩好坏进行编号ꎬ不同编

号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授课方式ꎬ对 １ 号、２ 号的学生进行授课ꎬ给 ３ 号的学生布置任务ꎬ课后进行

抽查检验ꎮ 她认为ꎬ成绩好的学生在自制力和自觉性上会比一般学生强ꎬ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上

也可以ꎬ能够熟练掌握课堂知识ꎮ 因而ꎬＺ 老师经常免去成绩好的学生很多平时的小考试ꎬ上课

也允许他们不听ꎬ让他们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去自由分配自己的学习任务ꎮ 只要对提高学生成绩

有益ꎬＺ 老师都会想尽办法去做ꎮ
Ｚ 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办法啊ꎬ现在社会、家长不都要成绩吗? 能哄点分是点分ꎮ

其实ꎬ我们现在说你别那么界定学生ꎬ但是到头来都是拿成绩界定的ꎮ”
２.“道德品行不可忽视”
Ｚ 老师认为ꎬ学生的成绩固然重要ꎬ但道德品行的发展也不可忽视ꎮ
　 　 初中生个性方面的特点基本确定了他们今后发展的基调ꎮ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积极、自
信、乐观向上ꎬ懂得感恩ꎬ不想让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二流子’或是被人提起嗤之以鼻的人ꎮ

我信任我带的每一个孩子ꎬ在我眼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ꎮ 就他们个人成绩和

态度而言ꎬ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及时矫正ꎮ 但是发展毕竟是多方面的ꎬ很难保证在没有人指引

的情况下ꎬ他们不会偏离轨道ꎮ 过犹不及ꎬ这个时候我就会指点他们ꎬ毕竟不以规矩ꎬ难成方

圆ꎮ
在能力范围内ꎬＺ 老师尽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ꎮ 对性格较好的调皮学生ꎬ压着他们的性

子ꎻ而对性格脆弱经不起打击的孩子ꎬ她常常鼓励ꎬ不用过激或者严厉的语言ꎬ保护那些孩子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ꎮ
　 　 你一味关注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也挺不公平的ꎮ 所以这些孩子我会一视同仁的ꎮ 品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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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我都是一再表扬鼓励他们ꎮ 例如张舒涵这个学生ꎬ小学是在家附近的农村小学校念

书ꎬ她初一来的时候ꎬ英语单词学不会ꎬ因为没学过ꎮ 家长能力有限ꎬ顾不上孩子的学习ꎮ 所

以这个孩子刚进来的时候比较内向ꎬ有点自卑ꎬ学习习惯和主观能动性不好ꎬ自然而然地也

不怎么和老师和同学交流ꎮ 这样的学生就应该多给她点鼓励ꎬ多付出点耐心ꎮ
Ｚ 老师指出ꎬ有些学生学习不错ꎬ也很聪明ꎬ但是学习态度不端正ꎮ 对这类学生的发展ꎬＺ 老

师表示担忧ꎮ 她认为ꎬ自己的学生应当有起码的责任感并懂得感恩ꎬ而且要有刻苦的精神ꎬ大家

应该相互关心ꎬ相互帮助ꎮ 在 Ｚ 老师眼里ꎬ学习成绩好且态度端正的学生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

上的好学生ꎮ
(三)教师观:“我的地盘我做主”
多年的教育实践让 Ｚ 老师慢慢体会到ꎬ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常常与学生实际学

到的知识不成正比ꎬ课堂教学中ꎬ学生能“听进去”是教师有效教学的保障ꎮ 因此ꎬ教师必须让学

生“听话”ꎮ
１.“严于律己才能严以待人”
受家庭教育影响颇深的 Ｚ 老师非常赞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观点ꎬ她认为真正好的教育来

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为人师表ꎮ
　 　 不同于小学生对老师较为尊敬ꎬ有明显的向师性ꎬ初中生个性独立ꎬ思想更乖张ꎬ老师的

一言一行都在学生的视线中ꎬ都可能对学生形成不好的影响ꎮ 我不主张女生爱美ꎬ我自己就

得朴素ꎬ不涂指甲ꎬ不穿花里胡哨的衣服ꎬ这样假如学生出现不穿校服或者染头发之类的现

象ꎬ我才有资格批评纠正他们ꎮ 现在学生懂得维权申辩ꎬ被批评的时候会说:“你不也是

你凭什么说我? 你有什么资格?”这个时候就得给孩子们做个榜样ꎬ身教重于言传ꎮ
在 Ｚ 老师看来ꎬ初中生具有明显的独立意识ꎬ对老师的抵触心理较强ꎬ如果老师要做学生的

朋友、确立教师的威严就必须让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ꎬ无论是外在仪表还是为人处事ꎬ都要符合

学生对教师的内心期待ꎮ 只有这样ꎬ学生才会真正地尊重教师ꎮ
２.“以我为出发点ꎬ我就是规矩”
在带班的过程中ꎬＺ 老师注意到ꎬ只有老师在学生面前有绝对的权威ꎬ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ꎮ

她认为ꎬ权威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ꎬ教师的权威体现在师生关系上ꎬ它是教学秩序

维系的必要条件ꎬ是师生之间共同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ꎮ
　 　 老师之所以想和学生打成一片ꎬ是因为只有走进学生才可以更好地实施教育ꎮ 但现在

很多时候学生会觉得老师不威严ꎬ把这当成他们肆无忌惮的借口ꎬ甚至还出现很多“辱师

门”事件ꎮ 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ꎬ想让孩子们学习好ꎬ仅仅和他们做朋友是没用的ꎬ我还需

要树立起威严ꎬ让孩子们知道虽然我对他们好ꎬ但对我该有的尊重是必须的ꎮ
Ｚ 老师带班要求学生们得以她为出发点ꎬ照她的规矩行事ꎬ对学生就是“一刀切”的严ꎮ 在面

对师生冲突时ꎬＺ 老师态度强硬ꎬ不给学生辩解的机会ꎬ对学生缺乏信任ꎬ说一不二ꎮ 她认为ꎬ学
生在课堂上与她起冲突和争执时ꎬ绝对不能退让ꎬ不能让学生挑战权威ꎬ这样不利于以后的教学

工作顺利展开ꎮ 因此ꎬ让学生尊重老师ꎬ必须在学生面前维护自己的权威ꎮ 但是ꎬ这种权威不是

为了教师自己的尊严ꎬ而是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ꎮ
　 　 老师不是神ꎬ有的时候控制不了ꎮ 负责的老师ꎬ他在训斥学生的时候会特别激动ꎬ但后

面的工作也得做ꎬ就是让学生知道老师也是为我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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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特质生成的文化场

文化场是指特定的时空中各文化元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个综合场ꎬ不仅包括了空地、
空间等具体空间ꎬ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等心理空间ꎬ是教师在生活、教育和发展的具体情景中所真

实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文化环境ꎮ① 本文将影响 Ｚ 老师教育信念特质生成的

文化场分为家庭文化场、社会文化场、学校文化场ꎮ
１.家庭文化场:“严字当头”
家庭文化场是人行为的起点与归宿ꎮ 人不停地从家向外绵延而认识到其所遭遇的文化环

境ꎬ且最终返回到家这个文化场ꎮ 家庭文化场对人能力的培养、品德的陶冶和个性的养成至关重

要ꎮ
Ｚ 老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ꎬ周围都是黑土地ꎬ亲戚邻居也都是没有知识文化的农

民ꎮ 周围的同学到了一定年纪就不上学在家务农或者跟风进城ꎮ Ｚ 老师的母亲是乡村教师ꎬ父
亲当过兵ꎬ生活并不富裕ꎬ但父母坚持让 Ｚ 老师上学ꎮ 在学习上ꎬ父母对她很严厉ꎬ尤其是父亲

常用当兵的经历教育她要学会自律ꎮ 初中正是爱玩的年纪ꎬ看着自己的同学不用上学自由自在

的样子ꎬＺ 老师也无心学习ꎮ 父亲知道后就不让她去学校了ꎮ 她以为自己解放了ꎬ正得意时ꎬ父
亲扔给她一个竹筐ꎬ让她去割猪草回来喂猪ꎮ 起初 Ｚ 老师兴致勃勃ꎬ但没过多久就厌倦了ꎬＺ 老

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ꎬ自己不想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ꎮ 她哭着跟父亲说:“爸ꎬ我要回去上

学ꎮ” 回忆起往事ꎬＺ 老师笑着说:“从那以后我学习上丝毫不敢怠慢ꎬ因为我知道只有学习是改

变我生活的唯一途径ꎮ 我爸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要求我一丝不苟ꎬ稍微有令他不满意的就会很严

厉地指责我ꎮ 即使大学毕业工作了ꎬ我还是怕他生气时的眼神ꎮ”
家庭文化场中ꎬ父母的严格教育对 Ｚ 老师后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深刻地塑造了

她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刻苦、严谨、要强ꎬ严于律己ꎬ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ꎬ这些特质逐步

内化成她的教育信念ꎮ 工作后ꎬ她对学生的教育与父母曾经对她的要求如出一辙ꎮ 她要求学生

学会吃苦ꎬ刻苦努力ꎬ并且态度端正ꎬ行为规矩ꎮ 她觉得学生该有的样子就是好好学习ꎬ学出成

绩ꎮ 在她眼里ꎬ做人做事都要一丝不苟ꎬ严格要求自己ꎬ懂得尊严是自己挣的ꎬ好的生活需靠自身

努力ꎮ Ｚ 老师认为ꎬ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可以约束学生的懒惰心理ꎬ限制他们放纵自己的行为ꎬ
而且能够培养他们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ꎬ使他们改善行为习惯ꎬ端正学习态度ꎬ学习成

绩自然就会提高ꎮ
２.社会文化场:“学习是改变人生的唯一方法”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在社会形态下已有的信念、价值观念以及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等社会公

认的行为规范ꎮ 希维德尔主张ꎬ人与社会环境是相互依存的ꎬ每个人都存在于特殊的文化环境

中ꎬ每个主体及其心理活动都是通过其对文化意义的掌握过程而发生改变ꎮ② 人从生活的社会

文化环境中感知和使用意义的过程会影响、教化和改变自身的主体性和心理活动ꎮ
“７０ 后”的农村孩子是最后一代在耕读文化中长大的ꎬ也是最后一代只有通过考大学或者当

兵服役才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ꎮ 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使部分“７０ 后”思想保守ꎬ部分

经历过贫穷时期的人注重理想ꎬ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改变社会ꎮ 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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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较务实ꎬ而且具有创造精神ꎬ他们的生活尽管困苦ꎬ但竞争的环境却很公平ꎮ
Ｚ 老师在成长的过程中ꎬ耳濡目染的都是“只有学习好才能走出农村ꎬ出人头地”的思想ꎮ 其

老师也经常拿以前出色的学生作为范例激励她们:只有好好学习ꎬ以后才能有好的生活品质ꎮ 在

学习过程中ꎬＺ 老师接受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文化环境所形成的“学习是改变人生的唯一方法”
的观念ꎮ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下ꎬＺ 老师将自身想法与社会环境相融合ꎬ坚定了只要努

力让自身变得优秀ꎬ有本事就可以出人头地过上幸福生活的理念ꎮ
３.学校文化场:“学习成绩是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核心指标”
学校是 Ｚ 老师教育信念生成的又一重要文化场ꎮ 学校文化场是学校组织成员所认同和遵

循的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及其规章制度等ꎬ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积淀、演化和创造而来ꎬ是学

生与教师生存与发展的基础ꎬ影响、制约着学校文化环境中人的发展ꎮ
Ｓ 学校是 Ｊ 市的一所重点公立学校ꎬ其教育目标和愿景是培养有修养、负责任、会学习、善求

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ꎮ 但在日常的教育实践中ꎬ无论是评价教师还是学生ꎬ学生的学业

成绩都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ꎮ 在学生方面ꎬ学校凭借入学摸底考试对学生进行编班ꎻ每个月都会

进行模拟考试ꎬ并按照学生分数排名ꎬ公布名次ꎻ学校参照“百人榜”对学生进行评价ꎬ对成绩进

入全校前 １００ 名的学生进行表扬ꎬ鼓励其他学生努力学习ꎬ争取跻身“百人榜”ꎮ 对教师而言ꎬ教
师的绩效、职称和荣誉地位等都与所带班级学生的成绩好坏直接挂钩ꎬ并实行末位淘汰制度ꎬ如
果所带班级成绩排名在年级最后一名ꎬ则老师就会被调整岗位ꎮ 因此ꎬ每一位老师都会想方设

法ꎬ拼尽全力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ꎬ以维护自己的尊严ꎮ
在这样的学校文化场中ꎬＺ 教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信念ꎬ她对学生的要求是“成绩第一ꎬ

同时对人对事的态度要端正”ꎮ 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ꎬ她会为学生择优挑选其中的某项活动ꎬ鼓
励有特长的学生积极参与ꎬ并教导学生一旦参与便不能半途放弃ꎬ只要坚持到底就是成功ꎮ 现在

虽然依旧重视学生成绩ꎬ强调分数的重要性ꎬ但她一直要求自己不把成绩作为评判学生的唯一标

准ꎬ对学生的要求也各有侧重ꎮ 例如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ꎬ她会着重强调做人的态度和品

行ꎻ而对于成绩不理想但态度端正的学生ꎬ她在鼓励的同时会积极提供学习方法ꎬ帮助他们提高

成绩ꎮ 而对于态度不端正又不学习的学生ꎬＺ 老师主张压制个性ꎬ为其他学生创建一个和谐的环

境ꎮ

四、“７０ 后”中学女教师教育信念特质的文化启示

通过对 Ｚ 老师教育信念特质的分析ꎬ发现文化场对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ꎬ同时教师自身对教育信念的理性思考也不可或缺ꎮ
(一)创建教师教育信念生成的积极文化场

首先ꎬ文化场中的“重要他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奠定了教师教育信念的底色ꎮ “重要他人是

对个体的自我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或群体ꎬ即对个人的智力、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和对个人的

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父母、教师、受崇拜的人物及同辈团体等ꎮ”①

教师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人主体特性、角色位置、生活学习样态或者是与“他人”之间的互动

关系ꎬ对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产生关键性的作用ꎮ 重要他人是对教师自我影响主要体现在教师

个体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ꎬ对自我导向的建构ꎬ自我概念以及自我调控行为的发动上ꎮ 这些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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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个体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他人”构成了教师教育信念生成的独特文化场ꎮ 教师通过对“重要

他人”表征的启动ꎬ激活与该“重要他人”相关的教育目标ꎬ从而发动对个体的教育信念导向和调

控行为ꎮ 教师作为社会文化中独立的个体ꎬ同时存在于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中ꎬ亲身体验、经历

着其中的一切ꎮ 父母和亲朋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领导、同事、学生及家长构成教师的

学校生活ꎬ社会生活本质上有萍水相逢的路人ꎬ情投意合的朋友及其他和自身有密切关联的人ꎮ
教师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文化场域中与他人进行交流时ꎬ应保持求知欲ꎬ以自我发展作为起点ꎬ
关注细节中的“重要他人”的特征ꎬ提高善于向他人学习的意识ꎮ

其次ꎬ文化场对教师发展产生影响是通过一定的场力而实现的ꎮ 这个场力表现为一种精神

氛围ꎬ一种风气ꎮ 场力决定着社区的舆论ꎬ学校的校风ꎬ班级的班风、学风、教风ꎬ塑造着相应的教

师文化ꎬ对教师发展起着熏陶、示范、规范、调节的作用ꎮ 教师则以理解、掌握、内化、外化等形式

接受和学习这些文化场力的期待与规范ꎬ并付诸教育、教学的具体行动中ꎮ 这种场力对教师个体

的影响既有正面积极作用ꎬ也有负面消极作用ꎮ 因而ꎬ促进优秀教师教育信念的生成和发展必须

全面剖析教师文化场的场力影响ꎬ需要充分认识所处文化场域中他人的作用ꎮ 教师要根据具体

的情境来理解和解释他人行为ꎬ预测别人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ꎬ并依此不断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

整ꎮ 教师在建构教育信念时要吸收积极的文化场力ꎬ同时ꎬ发挥主观能动性ꎬ剔除和避免那些消

极文化场力的负面影响ꎮ 唯其如此ꎬ教师才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生成或重新构建出积极的教

育信念ꎮ
(二)培养教师建构积极教育信念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教师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场是其形成正确教育信念的重要外部因素ꎬ那么ꎬ
教师建构积极教育信念的文化自觉则是不可或缺的内在指标ꎮ

首先ꎬ教师的文化自觉表现在教师具有理性批判的能力ꎬ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与教育发展

有自觉认识ꎬ并且能基于个性化的独特体验与价值观念来自主判断与抉择文化意义ꎮ 正如费孝

通指出的ꎬ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ꎬ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ꎬ明白它的来

历、形成的过程ꎬ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ꎬ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ꎬ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ꎮ 教师的文化自觉代表着教师对自己所处

的家庭文化、社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自我认识ꎬ或者说对自己存在的文化场域中的文化价值取向

有理性的态度和清醒的意识ꎮ 它是教师自主形成的对一切与教育相关的文化信念的理性认识和

行为准则ꎬ并以此为方向主动对教育生活进行连续的体验和反思ꎮ 教师自觉践行意义文化并且

主动增强文化的结合ꎬ在选择与创造自主能力的同时ꎬ提升教师的教育信念ꎬ以此来实现教育主

体的生命成长ꎮ 教育的功能在于成人ꎬ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精神的全面生成ꎮ② 教师是自我

发展的主体ꎬ也是学生发展的主导ꎬ教师的文化自觉既对教师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也对学生

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ꎮ
其次ꎬ教师只有对自身文化意义有了清楚的诠释ꎬ才会产生思维自觉ꎬ积极寻求文化发展趋

势ꎬ培养出新一代人才ꎮ 以学生的发展为教育目的ꎬ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交往与交互作用、精神

交融ꎬ使师生双方内在精神世界得以全面更新和建构生成ꎮ③ 教师需要具有特别的认识状态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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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教师的基本素质和人格要求ꎬ也有其自觉且系统的文化构成ꎻ教师自身基于对文化的理解ꎬ
以自己的丰富文化底蕴从事教育实践活动ꎬ在与文化的互动与交往中创造精神财富ꎬ推动自身教

育信念的发展ꎮ 具有文化自觉的教师会反思教育、学生和自我ꎬ把教育当作毕生的事业ꎬ不仅传

道授业解惑ꎬ更能实现自我价值ꎮ 教师建构教育信念的文化自觉ꎬ使教师在教育管理和课堂教学

中对自己和学生都及时地进行反思ꎬ并把自我的反思重新注入到师生关系和教育观念中ꎬ构建出

具有变通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独特的教师教育信念ꎮ
(韩娟硕士为本文作了重要贡献ꎮ)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ｏｆ ａ Ｐｏｓｔ－７０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ｘ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ꎬＢ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ｚｈｏｕ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ꎬ１２１０１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 ｐｏｓｔ－７０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Ｈｅｒ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ｉｃ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ｏ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ｙ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ｎｅｅｄ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ꎻ ｐｏｓｔ－７０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ｉｅｌｄ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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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①

杨中举
( 临沂大学 传媒学院ꎬ山东 临沂ꎬ２７６０００ )

　 　 摘要:　 帕克以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族移民为对象ꎬ以社会学实证经验方法研究人类集体行为、种族关

系、城市生态等社会问题ꎬ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边缘人”理论ꎮ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其“边缘人”研究的重要成

果ꎬ其研究的材料、路径是移民报刊ꎬ但其研究的目的、落脚点不是移民报刊ꎬ而是城市移民、少数族等“边缘人”
群体ꎮ 传播学界把此书视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与起源可以理解ꎬ但不够准确ꎮ 还原帕克社会学研究的重

点、落脚点ꎬ重新梳理其学术路径ꎬ对理解其社会学思想、移民少数族研究、“边缘人”理论等很有必要ꎬ对研究与

解决当代国际社会不断增多的少数族移民问题和当下中国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

移民问题具有重要价值ꎮ
关键词:　 罗伯特Ｅ帕克ꎻ移民报刊ꎻ“边缘人”ꎻ少数族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２９－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２
作者简介:杨中举(１９６６—　 )ꎬ男ꎬ山东临沂人ꎬ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流散诗学研究”(１３ＢＷＷ０６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１９ 世纪后期至 ２０ 世纪初期ꎬ美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加速ꎬ美国城市迎来了新的移民高

潮ꎬ乡村农民不断涌入城市ꎬ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新移民也不断进入美国ꎬ为美国社会

发展作出了贡献ꎬ也带来一系列问题ꎬ引起了美国政界、学界的高度重视ꎮ 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

人物约翰杜威、Ｗ冯特、ＧＨ米德、ＣＨ库利、ＲＥ帕克、Ａ.Ｗ.斯莫尔、Ｇ.Ｅ.文森特、
Ｗ.Ｉ.托马斯(Ｗ.Ｉ.Ｔｈｏｍａｓ)、Ｅ.Ｗ.伯吉斯(Ｅｒｎｅｓ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等从社会学角度对美国城市社会、人口、
移民、群体行为、社会交往、文化认同等问题进行探讨ꎬ提出一系列应对策略和其他有价值的理

论ꎮ 其中ꎬ罗伯特Ｅ帕克(１８６４—１９４４)以移民少数族为对象ꎬ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群体行为、
城市生态结构、种族文化关系、办报订报阅报活动等问题ꎬ提出了著名的“边缘人”理论ꎬ产生了

深远影响ꎮ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ꎬ中国城市化进程遇到了许多类似问题ꎮ 中国实行一系列改

革举措ꎬ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ꎬ推进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ꎬ大量农民移居、融入城市ꎻ同时ꎬ中
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不少外来移民ꎬ导致少数族、“边缘人”群体大量出现ꎬ改变了中国城市

社会生态ꎬ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ꎮ 因此ꎬ深入研究帕克“边缘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路径ꎬ对
中国当下研究、处理城市移民问题具有重要价值ꎮ

一、帕克“边缘人”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

罗伯特Ｅ帕克是芝加哥学派中运用调查、观察、实证、经验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城市少数

族移民问题最为成功的学者之一ꎮ 其个人专著不多ꎬ只有一部 １９２２ 年出版的«移民报刊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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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一些论文ꎮ 更多是他和同行及学生们合作的社会学教材或研究论文ꎮ 正因为如此ꎬ长期

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把帕克看作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家ꎬ特别是国内学界重点关注帕克的移民报

刊、传播思想研究ꎮ 其实ꎬ这些研究大都是不同学科研究有意为之、唯我所用式的选择、误读、误
解ꎮ 帕克虽然把报刊作为其研究的重要窗口与路径ꎬ但他研究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目标是人类集

体行为、种族关系、城市生态等ꎬ并特别关注移民、少数族裔问题ꎮ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的报

刊研究只是其研究移民少数族集体行为的方法或渠道ꎮ 可以说ꎬ正是为了研究美国少数族的集

体行为和城市生态ꎬ帕克重点考察了移民办报、读报、阅报的集体行为ꎬ使得少数族研究与报刊研

究结合起来ꎬ意外而又必然地为报刊传播研究作出了贡献ꎮ 如果说他的出发点与目标就是研究

大众传播的话ꎬ那么帕克 １０ 多年的记者生涯完全可使他选择研究美国主流媒体而不是处于边缘

地位的移民报刊ꎮ 把帕克作为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理论奠基人是后世学界解释的结果ꎬ因为在帕

克从事社会学研究时ꎬ传播学学科是不存在的ꎬ他的学术意图与兴趣也不在于新闻传播研究ꎮ 对

此ꎬ有学者指出:“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ꎬ或更准确一些ꎬ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ꎬ是后人重新

阐述的产物ꎮ 在这些成员进行研究时ꎬ传播学科尚不存在ꎬ甚至没有人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明确

的领域ꎮ”①所以ꎬ还原帕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出发点ꎬ重新梳理其学术路径ꎬ对理解与研究他的

社会学思想、移民少数族研究、“边缘人”理论等非常重要ꎮ
帕克的生活经历、求学生涯、记者职业经验奠定了其社会学研究的兴趣ꎬ大学教学与研究生

涯则成就了其经验社会学派的核心地位ꎮ 帕克首先关注的是美国社会城乡移民与种族关系问

题ꎬ从这一问题出发又深入到城市社会生态学和人类集体行为学等领域ꎬ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又

使他走上了移民报刊研究之路ꎬ通过报刊的传播作用考察移民的行为ꎬ逐步形成了“边缘人”理
论ꎬ明晰了层层递进的研究逻辑路径ꎮ 他借鉴杜威、詹姆斯等人的观点ꎬ运用实证分析、田野调

查、观察体验等方法ꎬ深入芝加哥、纽约等城市ꎬ走进美国广大农村地区ꎬ以不同的移民群体为对

象进行研究ꎮ 其代表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抓住移民订阅报刊、创办报刊这个窗口、路径ꎬ
透过报刊观察移民的生活、居住、婚姻、就业、创业、政治、文化活动、族群意识、文化同化、宗教信

仰等问题ꎬ详细地对美国主要城市的外来少数族移民群体进行研究ꎮ 同时通过移民使用报刊的

行为也总结了报刊在人类信息传播、文化身份融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大

众传播研究新领域ꎮ 在这个层面上ꎬ帕克把移民少数族研究与新闻报刊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ꎬ形
成了少数族、边缘人研究与报刊研究互证互补的良性关系ꎬ成为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

理论资源ꎬ为各学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帕克一生对移民、种族和城市生态等问题的研究与

他对传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十分有趣的互动ꎬ即他在研究前者的时候ꎬ实际上也在丰富和深化对

后者相关问题的研究ꎬ而他在研究后者的时候ꎬ也提供了一条理解移民、种族和城市生态等问题

的独特路径ꎬ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帕克的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都是十分独特的ꎮ”②但是ꎬ帕克对待

二者有侧重ꎬ报刊研究只是渠道、途径、手段ꎬ少数族与城市生态等社会学内容才是其研究的目

标、目的ꎮ 在这一学术路径上ꎬ帕克和同属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库利、米德等一样ꎬ均把人类文化

交流、传播活动研究当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明确的传播学学科意

识ꎮ
１９２１ 年ꎬ帕克与同行 Ｅ.Ｗ.伯吉斯等共同研究人类集体行为ꎬ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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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海龙:«连续与断裂: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ꎬ«学术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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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ꎬ把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过程分为相遇竞争、产生冲突、相互顺应、彼此同化四个阶段ꎮ① 这

为研究少数族与本地人的互动关系奠定了基础ꎮ 但是ꎬ这个从竞争到融合的过程过于简单ꎬ对少

数族流散群体境遇的复杂性重视不够ꎮ １９２２ 年ꎬ帕克发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ꎬ通过对移民报

刊的发行与传播来研究城市与乡村社会ꎬ研究外来移民生活ꎬ较充分考虑到少数族城市移民群体

的复杂性ꎬ通过报刊考察流散移民的区域变化、文化选择、移民身份地位等问题ꎬ为他提出“边缘

人”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至 １９２８ 年ꎬ帕克在移民报刊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人类群体行为、城市

移民的社会学研究ꎬ借鉴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ꎬ发表«人类迁徙行为及边缘人»一文正式提出

了“边缘人”理论ꎬ对“边缘人”特征进行了精确的总结:“边缘人是命运注定要生活在两个社会和

两种文化中的人ꎬ两种文化不仅是不同的ꎬ而且是对立的ꎻ他的思想是两种不同文化或难以熔化

的文化的熔炉ꎬ在这个熔炉里两种文化或者全部融合或者部分地熔化在一起ꎮ”②１９４４ 年帕克去

世后ꎬ学生为他编辑出版了文集 «人种与文化» (１９５０)、«人类社区ꎬ 城市和人类生态学»
(１９５２)ꎬ其中也不乏有关“边缘人”研究内容ꎮ 当然ꎬ帕克的研究是站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立场ꎬ
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对边缘人生存表象进行经验式的研究ꎬ理论研究的深度是不够的ꎮ

帕克的“边缘人”理论源于他的老师齐美尔ꎮ 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看ꎬ自从人类有了部

落群体就存在中心与边缘及其互动行为的发生ꎬ城市出现之后更是如此ꎮ 迁徙是人类重要的行

为活动ꎬ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ꎬ由陌生再到熟悉ꎬ从彼此互为陌生人到成

为熟人ꎬ齐美尔从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社会存在于许多个体发生互动的地方ꎮ 这种互动总

是基于一定的动机或目的而发生ꎮ”③由此ꎬ他认为研究社会必然要研究人们的交往行为而不是

固定不动的现象ꎬ人们交往过程中的支配被支配、命令与顺从、竞争与合作、交换与模仿、冲突与

妥协、分工隔离与联合接触、压迫与反抗等构成多样化的互动行为ꎮ 正是在研究人们交往动态过

程中ꎬ齐美尔提出了著名的“陌生人”概念:“在这里陌生人不是在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

来人ꎬ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ꎬ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

流浪人ꎮ”④可见ꎬ他指的不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陌生人ꎬ而是具有流散移民性质、可能长期留下

来生存与发展的人ꎮ 陌生人来自不同的地区、群体、种族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ꎬ到了新居地必然

在交往中面对新的文化空间ꎬ陌生人作为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试图建立关系ꎬ本地人也试图了解

外地人ꎬ这就形成了一种跨群体、跨地区、跨种族、跨文化等双边交往的事实ꎮ 帕克的“边缘人”
理论正是在分析研究陌生人来到本地之后的位置与状态后提出的ꎬ是超越了“陌生人”概念的社

会学研究ꎮ 更值得重视的是ꎬ帕克把流散移民与移民报刊结合起来进行研究ꎬ通过报刊观测移民

这个边缘人群体的生活、居住、婚姻、就业、创业、政治与文化活动等ꎬ形成了对移民流散社群、社
区的系统研究ꎬ甚至还涉及了报刊上刊登的不少文学文本分析ꎮ

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是全球性问题ꎬ是全球移民、大流散时代每个种族群体都无法完

全回避的ꎬ因而吸引了不少后来者继续研究ꎬ发展了“边缘人”理论ꎬ扩大了其影响ꎮ 帕克的学生

伊沃瑞特斯通奎斯特(Ｅｖｅｒｅｔｔ Ｖｅｒｎｅｒ Ｓｔｏｎｅｑｕｉｓｔ)提出了整个社会学意义上产生边缘人的社会

情境类型ꎬ认为文化与种族差异的任何一种或两种ꎬ甚至一个国家区域的不同也可能产生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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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ｚｒａ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Ｗ. Ｂｕｒｇｅｓｓ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２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ｚｒａ Ｐａｒｋꎬ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 ꎬ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２８(Ｍａｙ)ꎬｐ.８９０.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ꎬ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ｅｖｉｎｅ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１ꎬｐ.２３.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ꎬ林荣远编译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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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ꎬ“边缘人”理论解释的是一个个体悬挂在两种文化现实之间如何在挣扎中建立自己文化身

份的问题ꎮ 他在 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边缘人»一书中说:“‘边缘人’处于两个或多个社会世界之间ꎬ
精神心理具有不确定性ꎻ这些世界的不和与和谐、排斥与吸引都反映在他的思想灵魂中在这

里如果不是基于他确切的出身或祖先之地ꎬ那么他的成员身份就是不明确的因为排斥将会

把个体从群体关系体系中移除ꎮ”①斯通奎斯特把“边缘人”研究推进到人格与文化冲突的理论研

究中ꎬ考察美国社会少数族裔与少数职业群体在两种文化压力下经历的文化转换ꎮ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顿Ｍ高登伯格继承并扩大了帕克和斯通奎斯特的成果ꎬ把两人的“边

缘人”概念贴上了“边缘文化”的标签ꎬ集中研究了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犹太人流散族的“边
缘人”、边缘文化形态ꎮ 同是受帕克等影响ꎬ此期的社会学家格林、格洛文斯基、卡彭特等人从研

究犹太人及文化出发ꎬ把文化冲突机制形成“边缘人”的作用、美国多元文化差异的作用带入了

相关研究之中ꎬ形成了犹太流散族文化研究热潮ꎮ 美国犹太学家魏斯伯格通过对边缘犹太人最

后的文化命运与身份选择考察发现ꎬ犹太“边缘人”的命运结局有四种:“一是同化ꎬ即被主导群

体所接受、吸纳ꎬ这是德国犹太人面对困境时最熟悉的一种反应方式ꎻ二是平衡ꎬ即不是解决边缘

性困境ꎬ而是遵从它ꎬ且不顾及个人内省的进展与焦虑ꎻ三是回归ꎬ即回到犹太教ꎬ在遭受了沉重

的打击、一段痛苦的经历之后ꎬ许多犹太人最终选择了回归的道路ꎬ这也表明被同化只是一个幻

想而已ꎻ四是超越ꎬ即通过走第三条道路的方式来克服两种文化的对立问题ꎮ”②著名现代社会学

家齐格蒙特鲍曼是一位波兰犹太人ꎬ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流亡苏联、波兰、英国等地开

展教学与研究工作ꎬ是典型的流散者ꎮ 他对齐美尔的“陌生人”学说、帕克的“边缘人”理论深感

兴趣ꎬ并在两者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性背景下的陌生人问题ꎬ把相关研究推向了更为普遍的

人群ꎮ 鲍曼认为陌生人不好分类ꎬ是介于朋友与敌人之间的混杂人ꎬ他们可能破坏秩序ꎬ模糊界

限ꎮ 在现代社会中ꎬ陌生人往往处于一种被压迫或消灭的状态中ꎻ而在后现代社会ꎬ多元文化并

存ꎬ陌生人存在的处境变好ꎮ
我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曾师从帕克ꎬ对“陌生人”问题颇有兴趣ꎮ 他从中国乡土熟人社会演变

为现代社会的变迁得出结论ꎬ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大量“陌生人”ꎬ不断地与周围的人发生交往ꎬ
生活节奏越快、人员流动越多ꎬ就要花费时间与精力与“陌生人”接触ꎮ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

光在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专门研究“陌生人”的生存问题ꎬ他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中表达了作为

移民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思想感受:“我算是一个边缘人ꎮ 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

长大ꎬ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ꎻ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
提倡变化ꎬ认为变化即是进步ꎬ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ꎮ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

种对立的文化ꎬ它们互相碰撞、影响ꎬ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ꎮ 他在文化碰撞的边

缘行走ꎬ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ꎮ”③香港学者金耀基则用“边际人”这一称谓定位那些生活在两种

文化背景中的人:“人类学与社会学中所讲的‘边际人’生活在二个不同且常相冲突的文化中ꎬ二
个文化皆争取他的忠诚ꎬ故常发生文化的认同问题ꎮ 边际人人格在文化转变与文化冲突的场合

必然出现ꎮ”④所有这些ꎬ都是对帕克“边缘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ꎬ是后世社会学、民族学、移民问

题等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ꎮ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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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华:«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ꎬ«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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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帕克“边缘人”研究的报刊路径

虽然帕克的“边缘人”理论于 １９２８ 年正式提出ꎬ但其“边缘人”研究实践集中体现在«移民报

刊及其控制»一书中ꎮ 通过报刊这个路径ꎬ帕克对少数族“边缘人”群体如何在主流社会生存与

发展进行了具体的经验、实证研究ꎮ
首先ꎬ帕克通过移民报刊视角研究“边缘人”ꎬ客观上绘出了美国城乡少数族流散移民图景ꎮ

帕克统计分析了美国主要城市移民办报、订报、用报的数量与频率ꎬ发现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旧
金山、洛杉矶等大都市都是外来移民集中的地区ꎬ除了黑人、犹太人这两大流散群体外ꎬ还包括德

意志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波希米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等流散者构成的美国中西部移民“定居

者”(ｓｅｔｔｌｅｒｓ)群体ꎬ西班牙人、法国人等组成的从南北部两个方向进入美国南北部的“殖民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ｔｓ)ꎬ意大利人、斯拉夫各族组成的工业城市与矿工“流动产业工人” 群体(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ꎬ还有来自近东、中东、远东的各族人构成的“异域者”(ｅｘｏｔｉｃｓ)群体ꎮ① 帕克发现移民

创造了一些自我保护生存策略ꎬ通过报刊传播可以使他们与美国社会实现交流、互动ꎬ能够促使

他们更快地适应美国社会ꎬ融入当地生活ꎮ 处在大城市边缘地带的“边缘人”更需要报刊ꎬ原因

有:一是学会阅读ꎬ包括移入国报告语言学习和本族语言学习ꎻ二是生存需要ꎬ他们更关注报刊上

的广告、招工、医药信息等ꎻ三是加强与流散族本族群体的联系ꎬ找到归属感ꎻ四是融入主流社会

的需要ꎮ
帕克基于城市生态与社会学研究系统考察、研究移民报刊ꎬ对大众传播研究作出了意外而又

必然的贡献ꎻ反过来ꎬ其有关报刊的研究在客观上也为研究少数族流散移民提供了美国外来流散

者的乡村生活与都市生活场景素材ꎮ 通过移民报刊上内容的变化、报刊数量、阅读量的变化ꎬ帕
克描绘的流散移民分布形态与生存状态也显现出来ꎮ 帕克通过观察移民报刊上广告信息的多

少、内容分类就可以得知流散移民社区的结构、流散群体的种族、主要分布区域:“在许多情况

下ꎬ广告揭示的移民社区的结构ꎬ比报纸其他部分体现得更全面ꎮ 以芝加哥的立陶宛裔社会主义

者日报«新闻报» (Ｎａｕｊｉｅｎｏｓ)为例ꎬ它只登像尼采(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Ｔｈｕｓ
Ｓｐａｋｅ 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和宣传文章这样的读物ꎮ 另一方面ꎬ银行、房地产中介、书店等的办公地址ꎬ显
示了至少有 ３ 个立陶宛移民区ꎬ主要的移民区是在哈尔斯特德街(Ｈａｌｓｔｅｄ Ｓｔｒｅｅｔ)和布卢艾兰大

道(Ｂｌｕ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ｖｅｎｕｅ)周边ꎬ还显示了在每个移民区都有立陶宛语剧目上演ꎮ”②犹太人在中国ꎬ
俄罗斯人在中国ꎬ华人在东南亚、在英法、在美国和加拿大等情况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考察

研究ꎮ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ꎬ广告还能反映出移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生活方式ꎬ他们从事的

职业、商业如何ꎮ 帕克列举的几十种广告内容及其分类ꎬ体现出流散群体基本的生活状态、他们

在美国社会中从事的行业与地位ꎬ反映了他们在美国适应的程度ꎮ 移民经营的农场、餐馆、商店、
婚礼用品、律师行业、医疗行业、图书服务业、文学艺术、戏剧演出广告ꎬ组织成立与活动广告ꎬ美
国主流社会各类招工或商业广告ꎬ都说明了流散群体融入或独立于主流社会的情形ꎮ 这些情形

还表明ꎬ移民流散群体虽然生活在边缘地带ꎬ但他们与原居民有着同样的生活需要与社会生活构

成:“考察外文报刊的广告ꎬ我们经常可以发现ꎬ移民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生活ꎬ如同我们在我们

的世界里生活一样ꎮ 他们吃饭喝酒、找工作、上剧院ꎻ在钱包允许的情况下沉迷于高价奢侈品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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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买本书ꎻ交际并结识朋友ꎮ”①这给全球流散时代的边缘移民群体以启示:管理运作自己移民后

的生活ꎬ应当在克服水土与文化不服的同时ꎬ完整地进行工作与生活ꎬ这样可以减少封闭与移民

焦虑ꎬ也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ꎻ对于接纳流散群体的东道主国家制订移民政策ꎬ更好地管理、服
务外来流散者ꎬ也具有参考作用ꎮ

其次ꎬ通过移民报刊窗口研究少数族ꎬ帕克发现了语言在流散移民群体中的重要作用ꎮ 语言

是人际交往的第一工具ꎮ 流散群体在移入国至少要与两个群体交流ꎬ一是移入国主流文化群体ꎬ
二是自己的族群体ꎬ这在客观上需要使用两种语言ꎮ 而流散群体中订阅报刊ꎬ通过报刊学习语言

和了解信息比其他居民比例都要高ꎮ 帕克调查了大都会报刊 ４６０ 多种ꎬ涉及 ２８ 种语言ꎬ地方报

刊 １２０ 多种ꎬ涉及 ２４ 种语言ꎬ重点研究了有关生日、死亡、医疗、招工就业等广告ꎮ 这些广告与移

民本身相关或联系更近些ꎬ因此他们更重视ꎬ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内容好读ꎬ容易学习ꎮ 而复杂的

社论等则是他们不太关心的ꎮ 流散群体在移入国处于边缘人地位ꎬ他们为了生存往往采取抱团

取暖方式ꎬ出现隔都、唐人街、黑人社区等是很正常的现象ꎮ 其中ꎬ语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帕特考察了一些美国的流散移民群体后认为:“在美国ꎬ与在欧洲一样ꎬ语言和文化遗产比政治

忠诚更能使外来人口团结一致ꎮ 毕竟ꎬ讲同种语言的人们觉得住在一起更方便ꎮ”②帕克研究了

纽约这座大都市大约 ３１ 个外来流散群体ꎬ这些群体都有这样那样的协作团体ꎬ说着同样的语言ꎬ
传播着类似的文化ꎬ这种协作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报刊ꎮ 他调查了纽约的俄裔流散群体办的报刊

«俄罗斯言论报»ꎬ发现这些移民对报刊的阅读量ꎬ要高于母国不移民者同等数量人口的阅读量ꎮ
可见ꎬ流散的边缘处境与生存需要推动了他们的阅读ꎬ同时这种阅读也满足了其情感交流、人缘

建立的需要ꎮ 语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ꎬ也是重要形式ꎮ 如果一个种族或者流散群体的语言

被阻断ꎬ读写能力受到抗扰或消失ꎬ那么其文化身份就会缺失ꎮ 帕克还研究了移民报刊产生与存

在的欧洲背景ꎬ考察了少数族的依附性地位及其反抗活动ꎬ这种反抗也较多地表现在语言上、报
刊书面语的占据上ꎮ 可见ꎬ语言在移民生活中非常重要ꎬ报刊作为学习语言、传播信息的媒介载

体自然非常值得研究ꎮ
再次ꎬ帕克还发现移民报刊在移民少数族中保持或形成民族意识的重要作用ꎮ 在«移民报

刊与同化»一章中ꎬ帕克专门研究了流散群体移民中容易形成民族意识的原因:“民族意识不可

避免地因为移民而得到加强ꎮ 孤独和陌生的环境使漂泊者的思想和感情指向他的故土ꎮ 在新环

境下的举目无亲突出了他与他离别的那些人的血缘关系ꎮ”③当然ꎬ这里有原籍国的政治原因、有
流散国外后的国外支持因素ꎮ 但是ꎬ流散的“边缘人”本来在国内ꎬ大家都一样ꎬ民族文化与意识

不突出ꎬ而到了流散之地就不一样了ꎬ他们觉得自己是外来人ꎮ 而移居国民众对外来者也大多带

有本能的非我族类的天然立场ꎮ 这样ꎬ种族文化等就突显出来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民族意识与民

族文化问题在流散地反而突显出来ꎬ得到了重视与发展ꎬ这恰恰是流散文化的重要后果ꎬ因为流

散所以才更加注重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问题ꎮ 同样ꎬ流散者也要面对主流社会文化同化的问题ꎬ
而报刊与流散社区给他们提供了保持与原来文化、语言、民族意识的联系ꎬ从而避免被同化ꎮ 帕

克以立陶宛人为例作了分析ꎬ他们大多数没有定居美国的想法ꎬ而是想着成功或赚钱后回到国

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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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或宗教信仰也是移民防止被同化的重要场所ꎮ 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等就是如此ꎮ 又

如ꎬ波兰人试图让移民的立陶宛人波兰化、俄国人试图让立陶宛宗教信仰俄国化等问题ꎬ这种双

向同化意图也表现出流散者群体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复杂性ꎮ 法国人移居加拿大和美国后

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ꎬ加拿大试图以英语文化为主导同化法国流散移民ꎬ但是法国后裔在魁北克

省同加拿大人进行了对抗ꎬ很多法国人为了保护法语、法国文化传统ꎬ而举办报刊ꎬ成立教会ꎬ组
织法国流散者社区ꎬ保护自己的传统ꎮ “正是通过法文报纸的影响ꎬ法语和法兰西传统才得以保

存ꎮ”①边缘流散者的母语文学创作也是保持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ꎮ 法裔加拿大人在美国办的

«加拿大大众公报»就起到了语言、文化传播与组织法裔移民的作用ꎮ
最后ꎬ帕克研究还发现边缘移民报刊在帮助移民融入或同化到当地社会过程中具有重要作

用ꎮ 他指出ꎬ移民报刊在帮助保存流散族裔文化独立的同时ꎬ也具有帮助移民流散者适应和融入

当地生活的功能ꎮ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ꎬ流散者群体众多ꎬ因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而被称之为“熔
炉”ꎮ １９１６ 年戏剧«熔炉»在美国上演ꎬ就是其重要的标志ꎬ也具有现实意义ꎮ 事实上ꎬ流散者一

方面试图保留自己的身份独立ꎬ对主流文化的同化进行排斥、远离ꎬ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依附、接纳

态度ꎮ 流散者的语言和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同化ꎬ如犹太人意印绪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ꎬ
它和洋泾浜、克里奥尔化一样ꎬ掺杂进了许多英语单词、外来语ꎮ 这些混合语在日常生活、报刊文

章、商业活动中都经常运用ꎮ 这样的语言变化与原来的母语有了相当大的不同ꎮ 文化也是如此ꎬ
流散者由于不断地参与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活动ꎬ也会在交际、习俗等方面有所改变:“移民

们的文化也受到了美国生活的影响ꎬ倾向于变成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外国的ꎬ而是两者的结

合ꎮ”②这一结论也与流散文化中的混杂化文化状态完全相符合ꎮ 这种结合与参与ꎬ使得外国出

生而移民流散美国的人变为了美国人ꎬ而在美国出生的二代及之后的流散后裔则更加美国化ꎬ这
正是主流社会“熔炉”的效应ꎮ

三、帕克“边缘人”理论的当代价值

帕克的贡献是多方面的ꎬ他有关城市生态学、“边缘人”理论、种族与文化研究、移民报刊的

作用与控制研究等ꎬ给流散诗学、流散文化、流散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学、社会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方法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ꎮ 颇有深度的是ꎬ帕克

的研究都关涉移民“边缘人”群体ꎬ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巧合ꎬ而是流散移民群体在殖民时期、后殖

民时期、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ꎬ其核心是边缘人文化身份问题ꎮ 帕克把流散

移民与移民报刊结合起来ꎬ通过报刊观测移民这个“边缘人”群体的生活、居住、婚姻、就业、创
业、政治与文化活动等ꎬ形成了对流散社群、社区的系统研究ꎬ揭示了移民少数族“边缘人”文化

身份的建构问题ꎮ 帕克还特别对报刊上刊登的移民流散族文学文本进行分析ꎬ这也启示流散文

学等研究可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ꎬ采取类似的实证、体验、调查方式ꎬ向文本以外的因素寻找研

究文学之道ꎮ 这些都是中外学界忽略之处ꎬ因此ꎬ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传播学等领域都

可重新考量帕克的学理路径与方法ꎬ以指导研究ꎮ
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及相关研究ꎬ对当代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少数移民群体如何处理移出地

与移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就业、种族、宗教信仰等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ꎮ 对于那些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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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群体来说ꎬ要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ꎬ必须集中居住、抱团取暖ꎬ形成族群居住

社区ꎬ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信仰ꎬ举办自己的报刊媒介等机构组织ꎬ传播族群内外的信息ꎬ表达

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诉求ꎬ同时为了生存与发展还要积极融入、参与当地社会建设ꎬ找到族

裔生存与发展的空间ꎬ在同化与反同化的矛盾或两难中寻找平衡和出路ꎮ 这对于移入城市的都

市“边缘人”———中国农民来说同样具有参考价值ꎬ特别是对他们如何在生存技能、文化教育、生
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尽快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ꎮ 帕克对纽约犹太人社区

的考察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证ꎮ 他收集了犹太边缘族群用意第绪语主办的报刊ꎬ总结出犹太移民

生活的三大主题:旧宗教与新民族主义、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冲突问题、纽约犹太人下东区“隔都”
生活ꎮ① 帕克发现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宗教信仰保持了他们族裔的基本纯洁性ꎬ«今日报»«前进

报»等报刊上的很多文章宣传犹太思想ꎬ表达了对种族歧视的不满ꎮ 犹太移民在美国也被卷入

历次世界性的战争中ꎬ他们在族群内展开战争与和平的争论ꎮ 报刊也集中反映了犹太人在纽约

下东区最为典型的犹太人生活场景ꎮ 许多犹太人记者把目光投向这里ꎬ给族人、给自己寻找文化

认同ꎬ进行报道、指导商业活动ꎮ 同时ꎬ帕克也肯定了犹太人积极融入美国社会ꎬ以进取的精神ꎬ
为一体多元的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ꎮ

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及相关研究ꎬ对“边缘人”群体移入地(国)政府ꎬ制订相关的移民政策

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ꎮ 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前言”中明确表示ꎬ他写此书是受到了卡内

基公司资助ꎬ是“以美国化方式开展研究的成果”ꎻ此书的“出版者按语”中也表达了对移民“边缘

人”群体进行“美国化”的意图:“本书中的美国化ꎬ被认为是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一切最具有基

础性的关系和活动中ꎬ本土出生者与外国出生者的结合ꎮ 这是因为ꎬ美国化就是本土出生者与新

美国人在更加充分的共同理解和欣赏中通过自治的手段来达致最大福祉的那种对接ꎮ 有了

我们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ꎬ又基于共同福祉通过较新的与较老的美国人对其贡献的互相施授ꎬ美
国精神定会发扬光大至最佳ꎮ 本书所遵循的是这样一种对美国化的理解ꎮ”②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

初ꎬ美国政府倡导的“美国梦”与美国“大熔炉”论就是基于对少数移民“边缘人”群体的同化目

的而制订的ꎮ 帕克在具体的报刊研究中也具体提出了对“边缘人”少数移民群体的管理与控制

策略ꎬ如通过广告、宣传、资金、政府机构、行业联盟等进行ꎮ
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及相关研究ꎬ对当下我国学界研究外来移民、城市移民群体具有深刻

启示ꎬ对我国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管理、服务不同移民群体具有直接现实意义ꎬ特别是我国城

市化进程中各类外来少数族群体增多ꎬ也需要政府相关机构针对性地制订相关管理、规范、扶持

优惠等政策ꎬ使得城市不同种族与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生存等生态结构向好发展ꎬ对这

个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比较尖锐的社会与种族矛盾问题进行及时化解处理ꎬ从而保障不同群

体行为合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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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再批判与再解读
———基于社会主义启蒙视域旳考察∗①

李茂民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ꎬ山东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存在很大问题ꎬ它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排除在外ꎬ无法

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机整体ꎮ 这种文学史观是西方现代启蒙话语影响的结果ꎬ而这种西方现代启蒙话语无法解释

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ꎬ也无法解释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实ꎮ 这就需要对启蒙重新认识和阐释ꎮ 事实上ꎬ启蒙

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ꎬ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ꎮ 社会主义启蒙是对 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ꎬ它改变

了世界格局ꎬ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方向ꎮ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启蒙不断扩展和深入的

过程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ꎬ社
会主义启蒙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底色和主旋律ꎮ 社会主义启蒙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准备了理论和创作队伍ꎬ规
划了发展方向ꎬ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营养ꎬ使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叙事特色ꎬ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特

征ꎮ
关键词:　 启蒙ꎻ社会主义启蒙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ꎻ启蒙叙事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３８－１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李茂民(１９６９—　 )ꎬ男ꎬ山东金乡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ꎬ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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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红色经典’的跨文本研究” (１６ＡＺＷ００３)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ꎬ«文学评论»１９８５ 年第 ５ 期ꎮ
③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 ８０ 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ꎬ«上海文化»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及“新启蒙”思潮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观的提出有其价值与合理性ꎮ 它以“世界文学”作为参照

系统ꎬ从“审美的角度”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ꎬ打通了长期以来“近代文学”
“现代文学” 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和疆域ꎬ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政治标准衡量文学价值的研究格

局ꎬ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ꎬ提供了文学史书写的新视野ꎮ 然而ꎬ这种文学史观也存

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ꎮ 当它把“改造民族的灵魂”看作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ꎬ并用“悲凉”
或“与古典悲剧感绝然相异的现代悲剧感” ②概括其美感特征时ꎬ就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排除

在外了ꎮ 在这方面ꎬ“新文学整体观”与“重写文学史” 的理论构想和文学史实践也存在着类似

问题ꎮ 其问题就是ꎬ“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③ꎮ 很显然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十
七年文学”“延安文艺”的美感特征绝不是“悲凉”或“现代悲剧感”ꎬ而是洋溢着革命胜利喜悦和

乐观主义信念的“崇高”ꎮ “这种文艺描绘了广阔的人民的世界ꎬ表现了劳动群众的伟大斗争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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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兴盛ꎬ反映了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和成长ꎮ”①既然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

文学的美感特征不能用“悲凉”或“现代悲剧感”来概括ꎬ那么只好排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论者的视域之外了ꎮ 但问题是ꎬ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

一个阶段和组成部分ꎬ抛开了它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会失去其有机整体性ꎬ而且会黯然失色ꎮ
以这种文学史观所展开的文学研究必然是偏颇的ꎬ所重写的文学史必然是主观的、残缺的、破
碎的ꎮ

对于这种文学史观所存在的问题ꎬ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提出尖锐批评ꎮ 在这

种文学史观提出不久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ꎬ有学者就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

践的关系角度发出质问:“你们为什么回避社会主义? 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ꎬ社
会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ꎬ绕不过去的ꎮ 无论是当年的思潮ꎬ还是今天的实践ꎬ你们都必须认真

面对ꎮ”②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有学者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理论盲点指出ꎬ“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论太忽视社会主义文学”③ꎮ 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这种文学史观的错误倾向及其对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ꎮ “他们把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解为非左翼文学战胜左翼

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清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影响的研究过程ꎮ”④近年来ꎬ
仍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及其危害提出批评ꎮ “若是现代中国文学

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过度的‘去政治化’ꎬ那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真实面目就阐述不清了ꎬ成功的

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也会忘得精光ꎮ”⑤“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ꎬ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

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ꎮ 历史被封存、消费ꎬ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ꎬ人类的发展

进步就失去了根据ꎬ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ꎬ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ꎮ 更关键的是ꎬ现
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ꎬ成为悬而无着、摇荡无根的浮萍ꎮ”⑥

对于这种文学史观所存在的问题ꎬ上述批评都是切中肯綮的ꎮ 但是ꎬ这种文学史观的哲学和

文化基础是什么? 是否存在问题? 上述批评并没有深入探讨ꎮ 针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批评是重

要的ꎬ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和反思这种文学史观的哲学和文化根源ꎬ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研

究和文学史书写清理出可靠的地基ꎮ
虽然“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在近年来“红色经典”热的背景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

重视和讨论ꎬ但这种研究仍然把“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孤立起来ꎬ切断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

有机联系ꎮ “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ꎬ但是这种思想主题和美感

特征并非突然出现ꎬ而是对“延安文艺”的继承和发展ꎮ 其实ꎬ“延安文艺”的思想主题和美感特

征也不是突然出现的ꎬ它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ꎬ而“左翼文学”不
可能与“五四文学”没有联系ꎮ 这样说来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仍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ꎬ有着内在的

发展脉络ꎮ 只不过这个发展脉络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理解大

不相同ꎮ 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ꎬ再到“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ꎬ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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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ꎬ其共同的思想主题和美学风格是什么?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没有注意到的问

题ꎬ也是这一文学史观的理论盲区ꎮ 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会存在这个理论盲区? 需要

进一步探讨这种文学史观背后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ꎮ 只有弄清这种文学史观深层的哲学和文

化思潮所存在的问题ꎬ才能清理出新文学史观确立的地基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文学史观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思潮密切相关ꎬ而“新启蒙”

思潮是以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为基础的ꎮ 李泽厚认为ꎬ在“五四”时期ꎬ启蒙与

救亡做到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ꎬ但是随之而来的民族危亡和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

理想ꎬ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ꎬ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ꎬ“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

略ꎬ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①ꎮ 这一论述把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ꎬ把思想启蒙和革命实践活动

对立起来ꎬ把“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封建主义的乘机复活联系起来ꎬ目的是通过绕开甚

至否定 ５０－７０ 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ꎬ呼唤新的启蒙ꎮ 这一论述不仅为 ８０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ꎬ而且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研究视野和阐释框架ꎮ “８０ 年

代现代文学研究所确立的‘思想框架’和‘历史动力’ꎬ正是建立于李泽厚对 ５０—７０ 年代社会主

义实践解构的基础上的ꎮ”②的确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

文学的取消和否定ꎬ与李泽厚对 ５０－７０ 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解构具有一脉相承之处ꎮ 当中国革

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因其挤压了启蒙理想而遭到质疑ꎬ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因其前

进道路上的挫折遭到解构之后ꎬ社会主义文学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ꎬ被取消和否定也就顺理成

章了ꎮ
然而ꎬ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对启蒙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偏颇和误区ꎮ 这种启

蒙观实质上来自于当时的西方话语ꎬ因为西方学者史华兹和舒衡哲都早于李泽厚提出了类似观

点ꎮ 虽然李泽厚认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自己的发现ꎬ但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观点来自于

舒衡哲ꎮ③ 在西方思想话语体系中ꎬ启蒙所指的就是 １８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

人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想以及为实现这种价值理想而进行的渐进的思想文

化教育实践活动ꎬ而不是卢梭所提出的ꎬ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实现上述价值理想的思想和实践方

案ꎮ 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说:“启蒙运动经受住了它的最危险的论敌的攻击ꎬ并成功地从他的

攻击下保护了只属于它的财富ꎬ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启蒙运动的力量ꎬ表明了启蒙思想的

严格统一性ꎮ”④这里ꎬ“最危险的论敌”所指的就是卢梭ꎮ 彼德盖伊在«启蒙时代»中说:“卢梭

并不完全属于启蒙运动的阵营ꎬ但他是属于启蒙运动的ꎮ”⑤从这些研究启蒙问题的西方权威论

述中可以发现ꎬ激进的卢梭一直被排除在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之外ꎮ 舒衡哲在 ２０ 世纪中国启蒙问

题上的见解ꎬ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ꎬ以及后来他所说的ꎬ启蒙指的是“个体的自由、
人权、民主”ꎬ这些东西被“几十年革命以集体名义扼杀了”⑥ꎬ显然都与上述西方启蒙话语具有一

脉相承之处ꎮ 这种启蒙话语的问题在于ꎬ它把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实践对立起来ꎬ认为革命斗争

实践压制和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ꎬ没有看到思想启蒙必然会导向社会革命实践ꎬ社会革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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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也是一种启蒙的过程ꎮ 这种启蒙观以大有问题的西方启蒙话语衡量和裁剪 ２０ 世纪中国

启蒙的历史事实ꎬ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所难免ꎮ
针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ꎬ也有学者不断提出质疑ꎬ并在质疑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

观点ꎮ 姜义华指出:“启蒙与救亡、启蒙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实际关系ꎬ比之目前论者所作的一

些概括要远为复杂ꎮ 以城乡区别论ꎬ如果在乡村中救亡与启蒙、战争与启蒙常常产生冲突ꎬ那么

在城市中ꎬ救亡与启蒙、战争与启蒙则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促进ꎮ 抗日救国ꎬ更将启蒙观念大

范围地拓展至穷乡僻壤ꎮ 足证救亡并未压倒启蒙ꎬ而正促进了启蒙ꎮ”①这一看法指出了 ２０ 世纪

中国启蒙与救亡关系的复杂性ꎬ并指出救亡促进了启蒙ꎬ但论者的观点并不彻底ꎬ并且自相矛盾ꎮ
论者一方面说中国乡村中救亡与启蒙产生冲突ꎬ一方面又说抗日救国将启蒙观念拓展至穷乡僻

壤的乡村ꎬ证明了“救亡并未压倒启蒙ꎬ而正促进了启蒙”ꎮ 周平远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更透彻

的观点:“‘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和文化启蒙传统ꎬ同苏区的社会变革和战争动员的现实需要又

悄然融汇、紧密结合ꎮ 在这一意义上ꎬ‘革命压倒了启蒙说’不但不能成立ꎬ并且恰恰相反ꎬ革命

不但没有压倒启蒙ꎬ反而最大限度地推动了启蒙、促进了启蒙、普及了启蒙ꎮ 因为它将启蒙对象ꎬ
由市民推向了农民ꎮ 正因为有了最广泛的革命启蒙和战争动员ꎬ苏区才可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

条件下ꎬ以一己之力抵御着国民党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反复的军事‘围剿’ꎬ并坚持了长达 ７ 年

之久ꎮ”②这一观点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出发ꎬ对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给予了有力反驳ꎮ
然而ꎬ这种启蒙的内涵是什么? 它与李泽厚的来自于西方启蒙话语的启蒙是同一个启蒙吗? 或

者说ꎬ这两种启蒙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ꎬ论者并未进一步探讨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一种新启蒙ꎮ 论者指出:«讲话»中所说

的“启蒙(运动)”与此前的启蒙相比ꎬ具有完全不同的路向、结构和内涵ꎬ“启蒙的方向不再瞄向

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ꎬ而转向一套既超越资本主义ꎬ又契合中国‘现实’的思想、观念、政
治、革命理论体系”ꎮ “以«讲话»为核心的系列文献ꎬ在革命、政治的话语中不仅仅包含了启蒙的

维度ꎬ还由于它采用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类道物’ꎬ从而打碎了旧式的启蒙链条ꎬ改
写了启蒙的逻辑ꎬ替换了启蒙的内容与资源ꎬ重建了启蒙的结构ꎬ扭转了启蒙的方向ꎮ”③这是一

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启蒙观ꎮ 它突破了西方启蒙话语以及李泽厚等人对启蒙的狭隘理解ꎬ认为

«讲话»等文献所确立的启蒙的内容和资源已经不是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观念ꎬ而是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ꎮ 这种对启蒙的理解具有值得重视的意义ꎬ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革命

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ꎮ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发明ꎬ而是有其历史渊源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ꎬ它在“五四”时期

传入中国ꎬ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信仰ꎬ并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思想动力和理论资源ꎮ 正是

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ꎬ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正确方向ꎻ正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越来越多的人走

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ꎬ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最终胜利ꎮ 中国革命从最初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斗争

到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ꎬ事实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过程ꎮ 那

么ꎬ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是一种启蒙吗ꎬ或者说ꎬ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启蒙思想吗?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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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ꎬ它与现代西方启蒙话语以及李泽厚等人所理解的启蒙有何不同? 弄清这一问题ꎬ将有助于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ꎮ 因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ꎬ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启蒙不可分割ꎬ对于启蒙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

理解ꎬ也必然会导致对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理解ꎮ 既然以西方启蒙话语为基础的“启蒙和救

亡的双重变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上存在很大问题ꎬ以这种说法和“新启蒙”思潮为基

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着理论盲区ꎬ那么就需要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确立新的地基ꎮ
社会主义启蒙或许能够成为这样的新地基ꎮ

二、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ꎬ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启

蒙ꎬ并把它与通常所理解的启蒙进行梳理和比较ꎬ指出了两种启蒙的差异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

的作用:“事实上从‘五四’时期开始至 １９４９ 年ꎬ我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是兵分两路ꎬ沿着两个轨道

并行发展:一路是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直在进行西方那种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等

的启蒙ꎻ另一路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工农革命、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等等的启蒙ꎮ 这两路兵马在救亡、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过联合与合作ꎮ”①

更有不少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概念并强调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作用ꎬ认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②ꎻ在中国现代启蒙历史

中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启蒙的重要过程ꎬ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力量

与思想资源”③ꎻ马克思主义具有“启蒙和批判的双重特质”ꎬ“是真正科学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

性的启蒙话语”ꎮ④ 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ꎬ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

位的西方启蒙话语ꎬ给重新阐释 ２０ 世纪中国历史和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视野和新地基ꎮ
不过ꎬ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启蒙是一个更为恰切的概念ꎮ 其一ꎬ马克思主义是继承者对于马克思和

恩格斯思想的命名ꎬ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命名ꎬ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更准确的

表述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ꎬ而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所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ꎻ其二ꎬ
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ꎬ虽然这三个部分彼此联系并且都对工

人阶级具有启蒙作用ꎬ但科学社会主义更具有启蒙的理想指向和实践品格ꎻ其三ꎬ马克思主义只

是一种思想形态ꎬ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形态ꎬ而且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形态ꎬ社会

主义启蒙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ꎮ 另外ꎬ上述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启蒙

思想以及它与西方现代启蒙话语的区别尚缺乏必要的论证ꎮ 所以ꎬ本文从“什么是启蒙”入手ꎬ
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ꎮ

(一)什么是启蒙?
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概念形成于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ꎮ 在这一时期ꎬ伏尔泰、狄德罗、孟

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号召ꎬ通过思想文化教育的方式ꎬ引导大众

为争取自己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斗争ꎮ 在这些启蒙思想家ꎬ尤其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和引导下ꎬ
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获得了觉醒ꎮ 他们团结起来与封建贵族展开斗争ꎬ最后推翻了封建贵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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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ꎬ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ꎬ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ꎮ 从此以后ꎬ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

启蒙的价值理想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确立ꎮ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扩张ꎬ这些启

蒙的价值理想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福科说:启蒙运动“是一

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ꎬ我们迄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事件”①ꎮ 这

样ꎬ启蒙就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实践概念ꎮ 其历史性是指ꎬ启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某

个民族或国家发生的影响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ꎻ其超越性是指ꎬ启蒙是一个为实现启蒙价值理想

而行动的永未完成的过程ꎮ 就启蒙的历史性而言ꎬ有 １８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和德

国启蒙运动ꎬ也有 ２０ 世纪的中国“五四”启蒙运动ꎬ并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在内涵

上和诉求上并不一致ꎬ形成了各自的特色ꎻ就启蒙的超越性而言ꎬ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价

值理想具有超越性ꎬ它是指向人类未来的ꎬ这就注定每一次具体的启蒙运动都只是人类启蒙的一

个阶段或一个环节ꎮ
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从“启蒙”一词的形成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出来ꎮ 在法语中ꎬｌｕｍｉｅｒｅｓ

字面上的意思是“光”“光明”ꎬ当 １８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用这个词的复数大写形式来指称自己

所从事的思想和文化启蒙事业ꎬ并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启蒙世纪” “理性时代” “启蒙时代”
的时候ꎬ就把“光”和“光明”的隐喻意义如希望、理想、进步、理性等赋予了“启蒙”一词和正在蓬

勃展开的启蒙运动ꎮ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示范和影响下ꎬ英国、美国、德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启蒙运

动ꎮ 在“五四”时期ꎬ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到中国ꎮ “现代中文里的‘启蒙’ (古文中

早就有这个词)、英文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和德文的 ｄｉｅ Ａｕｆｋｌａｅｒｕｎｇꎬ均是对法文 ｌｅｓ ｌｕｍｉｅｒｅｓ 的翻

译ꎮ”②这就意味着启蒙不仅包含着一种指向未来的美好希望和理想ꎬ而且是一个用光明照亮黑

暗、用理性批判愚昧、用进步取代落后的实践过程ꎮ 这样ꎬ启蒙就成为一个指向未来的具有实践

品格的概念ꎮ
事实上ꎬ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这样从理论上界定启蒙的ꎮ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

不成熟ꎮ 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ꎮ 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

智ꎬ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ꎬ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ꎮ
Ｓａｐｅｒｅ ａｕｄｅ(敢于知道)!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ꎮ”③康德所说的

“不成熟”既指“未成年者”ꎬ又指“法律或公民的不成熟”ꎮ 这种不成熟是由于不经别人引导就

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而导致的ꎮ 脱离这种不成熟ꎬ即完全成熟ꎬ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ꎮ 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ꎬ就是自己思维ꎬ就是摆脱成见和迷信ꎬ也就是启蒙ꎮ
“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作启蒙ꎮ”④就个人而言ꎬ脱离未成年的不成熟状态需要启蒙ꎻ就人类而

言ꎬ脱离未成年的不成熟状态同样需要启蒙ꎮ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从幼年到成年ꎬ即从

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的话ꎬ那么人类就需要不断启蒙ꎮ 启蒙对人类而言ꎬ就是一个不断启蒙

的永未完成的实践过程ꎮ
从启蒙的历史发展过程和 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于启蒙一词的理解和界定来看ꎬ启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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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超越性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ꎮ 一方面ꎬ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是统一的ꎮ 从总体上看ꎬ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内容与光明、进步、成熟等启蒙

的理想是统一的ꎮ 人类的启蒙过程就是上述价值内容实现的过程ꎬ上述价值内容的实现就是人

类启蒙理想的实现ꎮ 这种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把我们这个时代与 １８ 世纪启蒙时代联系起来ꎮ
另一方面ꎬ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又是对立的ꎮ 启蒙的历史性本身就意味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所提

出的上述价值内容不是笼统的ꎬ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启蒙思想家那里有着不同内容的规定ꎮ 超越

性的人类启蒙理想的实现ꎬ必然是某种价值内容的实现ꎮ 这种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对立ꎬ把我们这

个时代与 １８ 世纪启蒙时代区别开来ꎮ
如果我们既看到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ꎬ又看到二者的对立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启

蒙:启蒙就是以科学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大众ꎬ使大众获得理性和觉醒ꎬ从而争取自由、平等、民主

和人权等权利的实践过程ꎮ 在这里ꎬ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权利不是抽象的ꎬ而是具体的ꎬ在
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规定ꎬ争取这种权利的实践过程有可能是温和的

和渐进的ꎬ也有可能是暴力的和激进的ꎮ 也就是说ꎬ究竟什么是科学和理性ꎬ究竟是什么样的自

由和平等ꎬ究竟哪些人享有民主和人权ꎬ如何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的不同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和实践方案往往彼此不同ꎬ甚至相互对立ꎮ 彼此不同甚至对立的

启蒙思想虽然都可以笼统地称为启蒙思想ꎬ但却属于不同性质的启蒙思想ꎬ会把人类引向不同的

道路ꎮ 所以ꎬ启蒙并非既定的概念和抽象的价值理想ꎬ而是不同价值理想的历史展开和实现过

程ꎮ 随着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终结ꎬ人类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ꎬ在新的历史阶段里所出现的

资本主义专制和蒙昧需要新的启蒙ꎮ 对于这种新的启蒙ꎬ我们应当给予新的命名ꎮ 当我们这样

来理解启蒙的时候ꎬ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社会主义启蒙问题就会浮现出来ꎮ
(二)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ꎬ许多西方学者就是从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来理解启蒙的ꎮ 他们把 １８ 世纪启蒙

运动所提出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想看作是人类的价值理想ꎬ把 １８ 世纪

启蒙思想家的渐进的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启蒙实践方案看作是唯一的启蒙实践方案ꎮ 他们认为ꎬ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理想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ꎬ世界历史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和方

向的运动ꎻ反过来看ꎬ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起点ꎬ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在这个

起点上的延续ꎮ 他们相信ꎬ虽然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诸多问题ꎬ但是

只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ꎬ经过不断变革ꎬ启蒙的理想终将实现ꎻ也只有在现有的资本

主义制度框架内ꎬ启蒙的理想才能够实现ꎮ 如果试图通过一场革命改变现有的制度来实现启蒙

的理想ꎬ只能带来革命的暴政ꎬ这就背离了启蒙的初衷ꎮ 康德有一句名言经常被用来支持这种观

点:“公众只能逐渐地获得启蒙ꎮ 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ꎬ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

的压制的衰落ꎬ但是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ꎮ 而新的成见就像老的成见一样将会成

为驾驭缺乏思想的民众的缰绳ꎮ”①这样ꎬ带有暴力色彩的革命就被看作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ꎬ经
由暴力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被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战胜或“不战而胜”的
异端ꎮ 这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必然得出的结论ꎮ

显然ꎬ这种启蒙话语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辞ꎮ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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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ꎬ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ꎬ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

想”①ꎬ进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利益ꎮ 对此ꎬ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们

知道ꎬ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ꎻ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

现ꎻ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ꎻ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

权ꎻ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ꎬ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

国ꎮ”②也就是说ꎬ在资本主义社会ꎬ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启蒙价

值理想虽然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确立ꎬ但实质上它只属于资产阶级ꎻ对于无产阶级来说ꎬ启蒙

的价值理想永远无法真正得到实现ꎮ 资产阶级的启蒙话语最终只能成为人类启蒙理想实现的障

碍ꎮ 其问题就在于ꎬ它只是看到启蒙的历史性与超越性统一的一面ꎬ把启蒙与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

等同起来ꎬ把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简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于 １８ 世纪启蒙价值理想的继承ꎬ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进步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ꎮ
如果我们从启蒙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对立的一面出发ꎬ那么社会主义启蒙就会浮出历史的地

表ꎮ １８４８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ꎬ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ꎮ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理想的形式ꎬ同时又批判性地指出这种价值理想只不过是资产阶级

的价值理想ꎬ在此基础上ꎬ赋予这种价值理想以无产阶级的内容规定ꎬ使这种价值理想实现了革

命性的飞跃ꎬ获得了崭新的时代内容ꎮ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ꎬ自由、平等和民主不再属于抽象

的“人”和“人类”ꎬ也不属于资产阶级ꎬ而是属于无产阶级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ꎬ争得民主ꎮ”③“平等ꎬ作为共产主义的基

础ꎬ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ꎮ”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ꎬ将是这

样一个联合体ꎬ在那里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ꎮ”⑤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的价值理想ꎮ 这种价值理想既是对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理想的继承ꎬ又是对它的全面超越ꎮ
如果我们把这种启蒙称为社会主义启蒙的话ꎬ那么西方启蒙话语所理解的启蒙则属于自由主义

启蒙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ꎬ而且用社会主义思想启蒙了世界

各国工人阶级ꎮ 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的引领下ꎬ各国无产阶级获得了自我启蒙ꎮ 他

们从资产阶级的蒙昧统治中觉醒ꎬ认清了自身承受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处境以及造成这种处境的

阶级根源ꎬ获得了斗争的决心和勇气ꎬ积极投身到争取属于本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革

命斗争实践中去ꎮ 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启蒙的过程ꎮ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ꎬ苏联和

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ꎬ社会主义启蒙及其实践真正改变了世界格局ꎬ开辟了世界历

史发展的新方向ꎮ
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ꎬ决定了

中国启蒙道路的复杂性ꎮ 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ꎬ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ꎬ中国传统

思想和文化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ꎬ要想使中国获得进步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ꎬ就必须全面借鉴

西方文化ꎬ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改造ꎬ再造新文明ꎮ 于是ꎬ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ꎬ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思潮汹涌而入ꎮ 其中ꎬ既有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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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和人权学说ꎬ也有无政府主义ꎻ既有杜威的实验主义ꎬ也有新村主义ꎮ 这些来自于西方

的思想文化打开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眼界ꎬ使他们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ꎮ 并且ꎬ这些“主义”的信

仰者进一步走上了启蒙大众的道路ꎬ宣传和践行这些“主义”ꎮ 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ꎬ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ꎮ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进步知识分子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ꎬ走上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启蒙大众的道路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革命的深入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ꎬ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

村主义等西方思想文化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ꎬ失去其影响力ꎬ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信仰 １８ 世纪启

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学说ꎬ并在文化教育领域宣传这种思想主张ꎬ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 并用这种思想启蒙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ꎮ “他们从‘叛逆者’变
成了‘革命者’ꎬ从‘人的解放’的鼓吹者变成了‘阶级解放’的信仰者和实践者ꎮ 马克思主义不

仅解释了历史和现实ꎬ而且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回到自己的社会的道路ꎮ”①中国现代历

史的发展证明ꎬ社会主义启蒙占据了启蒙的主导地位ꎬ赢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ꎮ 正是因为广大人

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ꎬ获得了斗争的决心和勇气ꎬ勇敢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

去ꎬ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ꎬ民族独立的目标才得以实现ꎮ 这样看来ꎬ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ꎬ不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ꎬ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启蒙压倒了自由主义启蒙ꎮ
社会主义启蒙之所以能够在与其他各种启蒙思想的自由竞争中获得成功ꎬ是由中国社会的

性质及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决定的ꎮ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人民既要反抗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又要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ꎮ 以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人权学说为

思想资源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ꎬ但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

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ꎻ社会主义启蒙思想不仅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反封建的思想武器ꎬ而且

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ꎮ 同时ꎬ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ꎬ反帝

反封建的任务只能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肩上ꎮ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ꎬ他们所需要的是社会主

义启蒙的价值理想ꎬ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ꎮ 所以ꎬ只有社会主义启蒙思想

才能占领广大人民群众ꎬ中国革命胜利是社会主义启蒙的必然结果ꎮ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ꎬ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ꎬ工作更伟大ꎬ更艰苦ꎮ”②中国革命的胜利和

新中国的成立ꎬ意味着自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得到阶段

性完成ꎮ 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证明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ꎻ在革命胜利之后ꎬ要发展中

国ꎬ同样要走社会主义道路ꎮ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ꎬ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方案ꎬ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ꎬ一起破了产ꎮ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

主义ꎬ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ꎮ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ꎬ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ꎮ”③要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和国内外敌

对势力的环伺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ꎬ就要对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启蒙ꎬ使他们成

为一代新人ꎮ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ꎬ胡适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遭到清算ꎬ社会主义启蒙思想借助党

和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主导意识形态ꎮ 党和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宣传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影、
戏剧等传播媒介ꎬ讲述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故事ꎬ使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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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群众的心中ꎮ 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义启蒙ꎬ他们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奉献智慧和力量ꎬ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工业、农业、国防、医疗卫生和教育各个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成就ꎮ
当然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ꎬ也出现了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错误ꎮ 在西方学者

看来ꎬ这种左的东西所导致的集权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无法避免的ꎮ 所以ꎬ他们反对社会

主义ꎬ为自由主义大唱赞歌ꎬ希望西方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ꎮ 正是在西方自由主

义思想的影响下ꎬ当新时期改革开放之际ꎬ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重回“五四启蒙”传统ꎬ再次进行

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启蒙的主张ꎬ并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颇有影响的启蒙实践ꎬ
这就是新时期的“新启蒙”思潮ꎮ 在他们看来ꎬ之所以要进行“新启蒙”ꎬ是因为“五四启蒙”传统

中断了ꎬ被救亡压倒了ꎮ 其实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极左错误和集权专制ꎬ与其说

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问题ꎬ不如说是中国封建传统太过强大所致ꎮ 这一点ꎬ即使是“新启蒙”
的倡导者ꎬ也给予了强调ꎮ “新启蒙”论者的偏颇之处就在于ꎬ他们像西方学者一样把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与集权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自身的东西ꎬ把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

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作是解救中国封建专制的灵丹妙药ꎬ却没有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这些启蒙价值理想也无法得到真正实现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启蒙思想正是对于 １８ 世纪启蒙

价值理想的继承和发展ꎮ 他们所张扬的“新启蒙”实质上起到了漠视、质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的

作用ꎮ 这种观点显然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不符ꎬ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成就与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启蒙是分不开的ꎮ 没有社会主义的传播ꎬ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对

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ꎬ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ꎮ 如果单纯从反封建的角度出

发ꎬ那么张扬“新启蒙”自然有其合理性ꎮ 但是ꎬ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承担的不仅是反封

建的任务ꎬ同时还承担着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自由的任务ꎬ另外还面对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种制度的比较、竞争ꎮ 这就需要坚持社会主义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启蒙ꎮ 事实上ꎬ新时期以来

党和国家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ꎬ既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对于社会主义理解的

逐步深化ꎬ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又一次启蒙ꎮ
综上所述ꎬ正是因为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的各种原则和价值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一种

抽象的、普遍性形式ꎬ使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陷入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ꎬ所以社会主义启

蒙才成为时代的必然ꎻ正是因为有了启蒙思想家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原则和价值理想的

探索ꎬ才给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提供了路标和方向ꎮ 尤其是卢梭的平等思想和建立在“公
意”基础上的人民主权思想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启蒙思想深有影响ꎮ “马克思从卢梭那里学到

许多东西ꎮ”①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在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之后ꎬ启蒙分化为两种不同类型ꎬ自由主义启

蒙和社会主义启蒙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ꎬ这两种启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不过ꎬ自
由主义启蒙只是 ２０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副部主题和阶段性的次要旋律ꎬ社会主义启蒙才是

真正的总主题和主旋律ꎮ

三、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及其社会主义启蒙性质

文学艺术和启蒙具有天然联系ꎮ 启蒙是新思想、新观念对于蒙昧大众的思想照亮和道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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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ꎬ它最终需要落实在大众的自我觉醒和自主行动上ꎮ 当大众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念ꎬ获得了自

我觉醒和行动勇气并按照新思想和新观念去生活和行动的时候ꎬ启蒙的目标就实现了ꎮ 所以ꎬ启
蒙是一个过程ꎬ是率先获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启蒙者对于大众的启蒙ꎬ同时也是大众获得新思想

和新观念的自我启蒙ꎮ 在大众获得自我启蒙的过程中ꎬ文学艺术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唯

有文学艺术的情感力量ꎬ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众的思想观念和灵魂ꎬ使他们获得行动的勇气ꎮ 启

蒙需要文学艺术的参与ꎬ进步的文学艺术也必然能够起到启蒙作用ꎮ 从改变思想观念和灵魂的

角度看ꎬ在启蒙运动中ꎬ启蒙就是文学的启蒙ꎬ文学就是启蒙的文学ꎮ 在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

是如此ꎬ在中国“五四”启蒙运动中是如此ꎬ在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启蒙运动中也是如此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与 ２０ 世纪中国启蒙事业存在着彼此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ꎮ 一方面ꎬ启蒙

赋予了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ꎬ使其成为新文学ꎻ另一方面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全

面深入地参与到了启蒙事业之中ꎬ成为中国启蒙事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从这个意义上

说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启蒙的文学ꎬ２０ 世纪中国启蒙就是文学艺术的启蒙ꎮ 如果用一个词来

概括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征ꎬ那就是“启蒙”ꎮ 在这一点上ꎬ黄子平等人对于“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把握是准确的ꎮ 他们指出:“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ꎬ规定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ꎬ因而思想性始终是对文学最重要的要

求ꎬ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ꎮ”①但是ꎬ由于黄子平等人的“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观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启蒙观基础上的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启蒙真正改写了 ２０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ꎬ真正改造了民族的灵魂ꎬ所以他们对于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征

的认识是不正确的ꎬ对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有机整体性的把握是不准确的ꎮ ２０ 世纪中

国启蒙的历史就是自由主义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既合作又斗争的历史ꎬ并且呈现出自由主义启

蒙向社会主义启蒙演进的趋势ꎬ最终是社会主义启蒙压倒了自由主义ꎬ社会主义启蒙的价值理想

在制度上和形式上得到确立ꎮ 在社会主义启蒙的视域中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和发展主流

上看ꎬ具有社会主义启蒙的性质和特征ꎮ 这种性质和特征使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了有机整体

性ꎬ并通过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结构和语言形式表现出来ꎮ
(一)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性质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发展历程决定了社会主义启蒙一直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

的底色和主旋律ꎮ 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某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具有自由主义启蒙的色彩ꎬ但这些

作品实际上对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产生多么大的影响ꎮ 它们的影响事实

上是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扩大的ꎬ然而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ꎬ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

是大有问题的ꎮ 从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进程来看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和

主流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性质ꎬ是由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的

性质决定的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在“五四”以后ꎬ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

产主义的文化思想ꎬ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ꎮ 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

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ꎬ这个文化生力军ꎬ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

器ꎬ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ꎬ摆开了自己的阵势ꎬ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

的进攻ꎮ 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ꎬ不论在哲学方面ꎬ在经济学方面ꎬ

８４１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ꎬ«文学评论»１９８５ 年第 ５ 期ꎮ



李茂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再批判与再解读

政治学方面ꎬ在军事学方面ꎬ在历史学方面ꎬ在文学方面ꎬ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ꎬ是电

影ꎬ是音乐ꎬ是雕刻ꎬ是绘画)ꎬ都有了极大的发展ꎮ 二十年来ꎬ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ꎬ从
思想到形式(文字等)ꎬ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ꎮ 其声势之浩大ꎬ威力之猛烈ꎬ简直是所向无敌

的ꎮ 其动员之广大ꎬ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ꎮ 而鲁迅ꎬ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

的旗手ꎮ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ꎬ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ꎬ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

的革命家ꎮ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ꎬ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

宝贵的性格ꎮ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ꎬ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ꎬ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
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ꎮ 鲁迅的方向ꎬ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

向ꎮ①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总结了此前 ２０ 年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发展的历史ꎬ而且指明了此后中国

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鲁迅的方向”ꎮ 就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 ２０ 年发展的历史而言ꎬ它是共产党

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ꎬ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极大的发展”和
“极大的革命”ꎮ 就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此后的发展而言ꎬ它是沿着此前 ２０ 年的发展轨迹并沿

着鲁迅所开创的方向继续前进的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ꎬ“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ꎬ

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ꎮ②“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ꎮ 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ꎬ主张实事求

是ꎬ主张客观真理ꎬ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ꎮ”同时ꎬ“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ꎬ因而即是

民主的ꎮ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ꎬ并逐渐成为它们的文化”ꎬ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ꎮ③ 由此看来ꎬ在毛泽东的论述中ꎬ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对于

“五四”新文化“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ꎮ 它不仅继承了“五四”“科学”和“民
主”的口号和形式ꎬ而且赋予其革命性的思想和内容ꎬ“科学”在这里不仅是指一种客观知识和真

理ꎬ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ꎻ民主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启蒙价值和目标ꎬ也不再是局限于城市

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ꎬ而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的民主ꎮ 毛

泽东不仅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ꎬ而且指出新民主主

义文化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ꎬ“这个革命的第一步ꎬ第一个阶段ꎬ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

会ꎬ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ꎬ以完

结其第一阶段ꎮ 然后ꎬ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ꎬ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ꎮ④ 当中国革命从

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之后ꎬ那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也自然转变为社会主义文

化ꎮ 这种转变是由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决定的ꎬ是历史的必然ꎮ
既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ꎬ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ꎬ其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ꎬ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的

“科学”和“民主”的启蒙就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启蒙ꎮ 在新中国成立后ꎬ虽然民族独立的目标

得到实现ꎬ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ꎬ但是国家富强的目标并未实现ꎬ仍然需要对工农大众进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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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启蒙ꎮ 要对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ꎬ就需要文学艺术的参与ꎮ 什么样的文艺能够对

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 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创作出这种文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全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ꎬ成为此后中国文学发展的指南ꎮ
总之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对工农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的过程中ꎬ获得了社会主义启

蒙性质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社会主义启蒙作用ꎮ 这样ꎬ在“五四文学” “左翼文学” “延安文学”
“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之间就具有了内在联系ꎬ而社会主义启蒙则是这种内在

联系的逻辑主线ꎮ
(二)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时间尺度概念ꎬ而是把它作为与古典文学异

质的新文学概念ꎬ那么毫无疑问“五四文学”就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端ꎮ 只有在“五四”文学

革命以后ꎬ文学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形成新的特征ꎬ成为新文学ꎮ 这种新的特征一直延续

下来ꎬ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ꎬ衍变成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脉络ꎮ
其总体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启蒙诉求从自发走向自觉ꎬ其发展脉络就是文艺越来越走向大众化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ꎬ也就是从 １９１７ 年“文学革命论”的提出到 １９２７ 年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束ꎬ新文学就具有了社会主义启蒙的诉求和大众化的主张ꎮ 只不过这种诉求

和主张还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ꎬ它与自由主义启蒙的文学诉求和主张混杂在一起ꎬ没有形成自己

的理论自觉ꎮ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ꎬ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

文学ꎮ”①这种文学革新ꎬ不仅包括文学内容的革新ꎬ用现代思想内容取代封建思想内容ꎻ而且包

括文学形式的革新ꎬ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ꎮ 二者缺一不可ꎬ没有现代思想内容ꎬ文学就无法给民

众提供新思想的启蒙ꎻ没有白话文取代文言文ꎬ文学就不能更好地表现现代思想情感ꎬ不能为平

民大众所接受ꎬ无法起到启蒙民众的作用ꎮ 那么从思想内容方面看ꎬ新文学之新的表现是什么

呢? 就是当时形成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ꎮ 正是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
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ꎬ“五四文学”表达了启蒙思想和启蒙诉求ꎮ 如果说“人的文学”带有自由

主义启蒙色彩的话ꎬ那么“平民文学”则蕴含着社会主义启蒙思想ꎮ 之所以说是“蕴含着”ꎬ是因

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平民文学”的理解并不一致ꎮ 周作人所理解的“平民文学”是与贵族

精神相对的平民精神的文学ꎻ胡适所理解的“平民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包含的民间文学ꎻ
鲁迅所理解的“平民文学”则是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和下层民众生活的文学ꎮ 这种对“平民文学”
理解的分歧一方面说明“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的丰富性ꎬ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启蒙思想在此

时就已经蕴含在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之中了ꎮ 鲁迅为“听将领”而创作的«呐喊»ꎬ就是他的“平
民文学”观念的表达ꎬ也是他的启蒙思想的集中体现ꎮ 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ꎬ我仍抱着

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ꎬ以为必须是‘为人生’ꎬ而且要改良这人生ꎮ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
书’ꎬ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ꎬ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ꎮ 所以我的取材ꎬ多采自病态社

会的不幸的人们中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ꎬ引起疗救的注意ꎮ”②正是这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使

鲁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ꎮ 我们可以发现ꎬ鲁迅的«故乡» «祝福» «孔乙己» «阿 Ｑ 正传» «一件小

事»等作品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ꎬ而且充满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ꎮ 正是因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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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被剥削和被奴役的下层民众的这种情感态度ꎬ所以鲁迅才能够写出他们的苦难并揭示出他

们苦难的根源ꎬ表达出“哀其不幸ꎬ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ꎮ 这可以看作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

判ꎬ但是其深刻之处在于ꎬ他并没有止于这种批判ꎬ而是进一步思考这些下层民众如何才能获得

解放和觉醒ꎮ 当一些人从反封建的自由主义启蒙立场为“娜拉出走”大唱赞歌的时候ꎬ鲁迅进一

步思考的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ꎮ 在鲁迅看来ꎬ娜拉走后要想避免“堕落或回来”的命运ꎬ就
要“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①ꎮ 实现经济制度的变革ꎬ使无产阶级获得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ꎬ正是

社会主义启蒙思想的根本宗旨ꎮ 由此看来ꎬ鲁迅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思

想立场和情感态度以及他所提出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ꎬ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提供了情感

基础和思想基础ꎮ 不过ꎬ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所关注的不

是鲁迅的马克思主义转向ꎬ而是强调他对“国民性”以及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批

判ꎮ 王富仁这样总结:“当时的转变就从鲁迅研究开始ꎬ就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入手ꎬ就从

鲁迅的文学创作入手ꎬ开始重新奠定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基础ꎮ”②由此看来ꎬ新时期

的鲁迅研究是大有问题的ꎬ因为它抹杀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这一历史事实ꎮ 如果我们从

这一历史事实出发ꎬ就可以发现:鲁迅 １９２８ 年后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蕴含在他“五四”时期的

“平民文学”观念和启蒙观念中的ꎮ 进一步说ꎬ新文学在第二个十年的社会主义启蒙的思想和诉

求ꎬ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生根发芽ꎮ
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ꎬ也就是从大革命失败的 １９２７ 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１９３７ 年ꎬ随

着社会主义启蒙的深入和扩展ꎬ新文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ꎮ 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ꎬ反过来

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启蒙的深入和扩展ꎮ 新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左翼

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ꎻ二是左翼文学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起到了社会主

义启蒙的作用ꎮ
左翼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鲜明地体现在左翼作家及其组织“左联”的文艺观念

中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启蒙使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ꎬ在
大革命失败后ꎬ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走上了文学道路ꎮ 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革

命文学要承担起启蒙工农大众的任务ꎬ形成了用文艺进行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ꎮ 成仿吾说:
“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ꎬ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ꎬ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

们的对象ꎮ”“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ꎬ获得大众ꎬ不断地给他们以

勇气ꎬ维持他们的自信!”③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指出:左翼作家应当联合起来ꎬ建立统一战

线ꎬ而其前提ꎬ就是“目的都在工农大众”④ꎮ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的“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明确规定ꎬ“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

问题ꎬ并且“文学的大众化”不仅包括文学的形式ꎬ而且包括文学的题材、内容以及批评ꎮ⑤ 由此

看来ꎬ在“五四”时期生根发芽的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诉求ꎬ此时已经在理论自觉方面得到了茁

壮成长ꎮ
通过文艺的大众化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的理论自觉ꎬ促进了新文学的蓬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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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ꎬ他不仅身体力行地以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冲锋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一线ꎬ而且为“左联”的领导工作和培养青年进步作家尽心竭

力ꎮ 在鲁迅的培养下ꎬ萧军、萧红、沙汀、艾芜、柔石、殷夫、胡也频等青年作家迅速成长ꎬ展露出自

己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才华ꎬ创作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南行记»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作品ꎮ
如果说这些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尚显单薄的话ꎬ那么ꎬ茅盾、巴金、老舍、
曹禺等左翼作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则真正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ꎮ 茅盾的«子夜»、巴金

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ꎬ每一部都堪称文学史上的经典

之作ꎮ 这些作家所获得的成就ꎬ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和影响密切相关ꎮ 有学者曾对这些

作家的创作思想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诸如茅盾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子夜»ꎬ正是

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ꎻ巴金、老舍、曹禺等人ꎬ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ꎬ
创作出了富于革命现实主义特征的«寒夜» «四世同堂» «日出»等名作ꎮ”①在这方面ꎬ王富仁指

出:“不论左翼文学有多少不尽人意的地方ꎬ但在 ３０ 年代却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学派别ꎬ不但包

括很多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ꎬ而且也推出了许多至今不可忽视的青年作家ꎬ另有一些像巴金、曹
禺这样的著名作家ꎬ也因为不满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而接近左翼ꎬ４０ 年代它又团结了一批

新的作家ꎬ如老舍、闻一多等人ꎮ”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ꎬ这些左翼作家才找到了

正确的人生道路和创作方向ꎬ从而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ꎬ深刻揭露人民大众深受封建主义

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现实ꎬ使人民大众获得思想的觉醒和行动的勇气ꎬ起到了社会主义启

蒙作用ꎮ
在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ꎬ也就是从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的成立ꎬ新

文学起到了更重要的社会主义启蒙作用ꎬ这种作用在“延安文学”中得到了突出表现ꎮ 从社会主

义启蒙的角度看ꎬ“延安文学”是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ꎮ 这种发展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正把“改造民族的灵魂”作为自觉的追求ꎬ并且赋予了“改造民族的灵

魂”更具体的社会主义内容ꎻ二是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ꎮ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ꎬ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纷纷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涌向解

放区ꎬ真正走进了农村ꎬ贴近了农民ꎬ投入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生活中ꎮ 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ꎬ文艺工作者响应«讲话»的号召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

群众中去ꎬ到火热的斗争中去ꎬ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ꎬ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

人ꎬ一切阶级ꎬ一切群众ꎬ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③ꎮ 在这个基础上ꎬ一些作家创作出

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新儿

女英雄传»等优秀的文艺作品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中国农民真正地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
本上ꎬ成为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至服务对象”④ꎮ 这些作品真正用农民群众所熟悉的语

言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民族传统文艺形式ꎬ讲述了穷苦的人民大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共产党

员的影响和引导下ꎬ深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获得了觉醒ꎬ他们认清了自己

的现实处境ꎬ获得了抗争的决心和勇气ꎬ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ꎮ 对于穷苦大众来

说ꎬ正是通过这些文艺作品ꎬ他们才理解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ꎬ从而获得了社会主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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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ꎬ走上了革命道路ꎮ “延安文艺”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表明ꎬ启蒙不是知识分子精英在象牙塔

里自弹自唱的独角戏ꎬ也不是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上的空洞呐喊ꎬ而是获得了进步思想的作家融

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ꎬ通过书写人民大众获得启蒙的故事ꎬ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获得自我启蒙ꎬ
成为一代新人ꎮ

３０ 年代的“左翼文学”和 ４０ 年代的“延安文学”无论是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ꎬ还
是在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上ꎬ都取得了自由主义文学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艺术成就ꎮ 然而ꎬ
从自由主义启蒙的思想立场和价值标准出发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这种成就的关注明显

不够ꎬ尤其是对其社会主义启蒙性质和作用的研究尚未展开ꎮ 相反ꎬ一些具有自由主义趣味的作

家ꎬ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张爱玲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ꎮ 不是说这些作家不值得研究ꎬ而是

说这些作家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ꎮ 如果从社会主义启蒙的思想立场和价值标准出

发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ꎬ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会是另一种面貌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ꎬ决定了文学仍然要继续承担起社会主义

启蒙的责任ꎮ 要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新中国ꎬ就需要一代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付出努力ꎮ 如何使那

些没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普通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ꎬ自觉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ꎬ仍然需要

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ꎮ 像«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 «保卫延安»这些作

品ꎬ目的就是通过讲述主人公在共产党的引导和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ꎬ坚持与敌人进行各种形式

的斗争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ꎬ呈现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规律ꎬ起到社会主义启蒙的作

用ꎮ 杨沫在谈到«青春之歌»的创作初衷时说:“我们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 不是那些只有革命

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充满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的无畏斗争能够得来么? 不是那些牺牲了的

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铺平了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能够得来么? 而我———活着的人ꎬ革命斗争

的见证人ꎬ是有责任把这些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ꎬ以便告诉那些年轻的后来者ꎬ使他们知道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得不易ꎮ”①冯德英创作«苦菜花»的初衷是让“人们重温所走过的革命道路ꎬ学习

先辈的革命精神ꎬ更加热爱新生活ꎬ建设新社会”②ꎮ 广大读者也正是从这些革命故事和英雄人

物身上ꎬ认识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正当性与紧迫性ꎬ获得了社会

主义启蒙ꎬ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ꎮ «创业史» «山乡巨变» «艳阳天»等作品所反映的就是广大

人民群众获得社会主义启蒙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ꎮ 周扬曾对这些现在被称为“红色经

典”的作品这样评价:“革命的文学、戏剧、电影和其他各种艺术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的心灵ꎮ”③从

近年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及其轰动效应来看ꎬ“红色经典”不仅在当时深入到人民群众的

心灵ꎬ而且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ꎮ
令人遗憾的是ꎬ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之下ꎬ绝大多数“红色经典”作品都被当作“毒

草”ꎬ遭到批判和封杀ꎬ其社会主义启蒙作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ꎮ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

后ꎬ尽管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得到了解禁和重印ꎬ但是在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面前ꎬ
这些“红色经典”的重印并不逢时ꎬ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ꎮ 在这个政治文化背景中ꎬ“改革文

学”异军突起ꎬ它继承了“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传统ꎬ塑造了勇于向官僚主义和保守势力挑战的

乔厂长、李向南等改革者形象ꎬ表达了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ꎮ 从这个意义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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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学”可以说是新时期的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的文学ꎮ 在改革文学之后ꎬ中国“新启蒙”
思潮开始对过去的极左政治和集权专制进行反思ꎬ并用新的历史观重新解读中国现代历史ꎮ 受

这种思潮的影响ꎬ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ꎬ这些文学思

潮只能说是与社会主义启蒙渐行渐远ꎮ 也正是在此之后ꎬ文学失去了其轰动效应ꎬ远离了人民大

众的审美生活ꎬ取而代之的是“三大战役”“大决战” “长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ꎮ 这

些影视剧作品的热播、世纪之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红色经典”小说的畅销以及随后“红色

经典”改编影视剧的热烈反响证明ꎬ “红色经典” 在新时代仍然具有艺术生命力ꎬ新时代的人民

群众仍然需要“红色经典”ꎮ
总之ꎬ社会主义启蒙为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准备了理论和创作队伍ꎬ规划了发展方向ꎬ提供了创

作的素材和营养ꎮ 正是有了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启蒙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区别开来ꎬ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ꎬ作出了自己的美学贡献ꎮ
(三)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与美感特征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对工农大众起到社会主义启蒙作用ꎬ是由于它的启蒙叙事ꎮ 启

蒙叙事以及通过启蒙叙事体现出来的美感特征就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

代派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首先体现在它的叙事结构中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结构与

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叙事结构都不相同ꎮ 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结构是圆形的ꎬ叙
事的终点和起点是重合的ꎬ从叙事的起点开始ꎬ人物纷纷登场并演绎悲欢离合的故事ꎬ当故事结

束的时候ꎬ又回到叙事的起点ꎬ叙事的轨迹最终形成一个圆形ꎮ «红楼梦»所讲述的是无力补天

的顽石在尘世的轮回ꎬ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尘世的爱情只不过是前世注定的因缘ꎻ«水浒传»中的

人物也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ꎬ他们所演绎的官逼民反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些星宿在尘世的历练ꎮ
即使是«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ꎬ故事开篇从东汉末年的大一统讲起ꎬ历经三国割据斗争ꎬ故
事的结局是三国复归于统一ꎮ 总的来说ꎬ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轨迹是圆形的ꎬ故事结局是大团圆

的ꎬ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不变ꎬ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念ꎬ其叙事目的不是为了反映人的生存现

实ꎬ而是为了表现某种哲学观念或历史规律ꎮ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叙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某种

现代哲学观念ꎬ不过它抛弃了一切叙事结构ꎬ呈现为一种无结构的杂乱形式ꎮ 像«追忆逝水年

华»等“意识流”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表现主义”小说、“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等现

代派作品ꎬ就是通过杂乱的形式或无形式来表达作者对不可理解的世界的理解ꎮ 对于现代派作

家来说ꎬ世界是无意义的、不可理解的ꎬ不可理解的杂乱形式是对这个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最好表

达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线性叙事结构ꎮ 在这种叙事结构中ꎬ叙事的起点和终点

是不重合的ꎬ属于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存在着矛盾斗争关系ꎬ由此推动着故事

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ꎮ 故事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形态ꎬ故事的结局不是回到叙事的

起点ꎬ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主人公要么在斗争中遭到失败和毁灭ꎬ要么获得了新的思想、
得到了成长ꎮ 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现代文学作品ꎬ所讲述的是主人公遭到失败

和毁灭的悲剧故事ꎻ«白毛女»«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作品ꎬ所
讲述的是主人公获得新思想和能力的成长故事ꎮ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故事反映了敌对力量的

强大和人民群众尚未获得启蒙的社会现实ꎬ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现实处境ꎬ激起他们争取

自己的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斗争勇气ꎬ能够起到启蒙作用ꎬ并且这种启蒙是指向社会主义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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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性质的成长故事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获得启蒙的过程和成长过程ꎬ指明了人民群众的

前进方向ꎬ起到了社会主义启蒙的作用ꎮ 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故事还是在社会主义文

学的成长故事中ꎬ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已经呈现在主人公的面前ꎬ召唤着主人公的斗争ꎬ这就是

启蒙叙事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还体现在故事人物及其关系中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

事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和人物关系ꎮ 这个新的人物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启蒙者ꎬ正是在这个启蒙者

的新思想的启蒙下ꎬ主人公才获得了觉醒ꎬ得到了成长ꎮ 不仅如此ꎬ这个启蒙者还帮助主人公争

取了中间人物ꎬ使进步力量越来越强大ꎬ这样ꎬ进步力量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ꎬ故事才呈现为波浪

式前进的结局ꎮ 启蒙者的形象最初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ꎬ«祝福»中的“我”、«药»中的革命者夏

瑜就是最初的启蒙者形象ꎮ 虽然对于愚弱的国民来说ꎬ这些启蒙者具有一定的新思想ꎬ但在那时

他们自身的力量还非常弱小ꎬ他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未来的道路ꎬ所以无力给主人公祥林嫂等提供

人生道路的指导ꎬ在强大的敌对力量面前和“帮凶”面前ꎬ主人公的命运只能是悲剧结局ꎮ 在对

中国社会道路的不断探索中ꎬ鲁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ꎬ他虽然没有提供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

蒙者形象ꎬ但是为年轻一代作家指明了这个方向ꎮ 这些作家正是沿着鲁迅的方向ꎬ在«讲话»精
神的指导下ꎬ创作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作品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卢嘉川、江华、林红、洪常青等

启蒙者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ꎬ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ꎬ具有强大的信念和精神力量ꎬ能
够给予主人公林道静、吴琼花思想上的引导和行动上的支持ꎮ 正是在这些启蒙者的启蒙下ꎬ主人

公在与敌对力量的斗争中获得了成长ꎻ也正是在这些启蒙者的启蒙下ꎬ越来越多的中间人物转变

成为进步人物ꎬ随着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ꎬ革命斗争迎来最终胜利ꎮ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可以说是悲剧ꎬ表现的是主体在“天不变ꎬ道亦不变”的哲学

观念和历史规律面前的无可奈何的理解和顺应ꎻ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是荒诞ꎬ表现的是

主体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找不到出路的不满ꎻ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则是从悲剧走向崇高ꎬ
呈现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崇高美ꎮ 从悲剧到崇高正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挫折和暂时

的失败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过程的真实反映ꎮ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叙事充分表明ꎬ社会主义

启蒙不是一种外在政治力量ꎬ而是蕴含在启蒙叙事之中的ꎮ
总之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ꎬ社会主义启蒙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发

展的内在脉络和主线ꎮ 具有社会主义启蒙性质的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开始萌芽ꎬ在
３０ 年代得到发展壮大ꎬ在延安时代得到定型ꎬ在“十七年”时期走向成熟并收获了累累硕果ꎬ在新

时期的“改革文学”和影视剧作品中得到深化ꎮ 社会主义启蒙是历史对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

必然要求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是社会主义启蒙的主要载体和重要途径ꎮ 正是在社会主义启蒙的过

程中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得到不断发展ꎬ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ꎬ作出了独特的美学贡献ꎬ全面而

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ꎮ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与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主

义启蒙已经融为一体ꎬ彼此不可分割ꎮ 对于 ２０ 世纪的思想、文化、文学以及社会发展而言ꎬ社会

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ꎬ需要我们认真面对ꎮ 因为毕竟是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ꎬ毕竟所有对社会

主义失误的反思与批判ꎬ都是站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的基础上的ꎮ 没有这个基础ꎬ我们将失

去根基ꎬ丧失立场ꎮ 既然这样ꎬ那么从社会主义启蒙的视域展开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ꎬ不仅必

要ꎬ而且能够呈现出一个新的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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