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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
∗①

王卫平
(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辽宁 大连ꎬ１１６０８１ )

　 　 摘要:　 如何估价共和国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 如何估价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 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

杂的问题ꎬ作家、学者往往各执一词ꎬ见仁见智ꎮ 而要想令人信服地解说ꎬ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背景和宏观的视野ꎬ
必须将 ６８ 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相比照ꎬ否则是很难说清楚的ꎻ必须建

构一个解析的、结构性的、整体性的综合坐标ꎬ我们才能对一个较长时段的文学作出相应的估价ꎻ同时ꎬ对于一体

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还必须分类对待ꎬ避免笼而统之或“眉毛胡子一把抓”ꎮ 如果我们把文学的影响力作为衡量

文学的一个标尺的话ꎬ那么ꎬ现代文学的成就和当代文学的成就相比是占一些优势的ꎬ因为现代文学接受、评论、
研究的时间长于当代文学ꎮ 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态是多元复杂、一体多面的ꎬ我们可以进行总体估价ꎬ更应该

进行分类评价ꎮ 否则ꎬ极有可能以偏概全ꎮ
关键词:　 现代文学ꎻ当代文学ꎻ新时期文学ꎻ总体估价ꎻ分类评价ꎻ综合坐标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０１－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０３
作者简介:王卫平(１９５７—　 )ꎬ男ꎬ吉林长春人ꎬ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重建与文学价值新探”
(１１ＢＺＷ０２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铁凝:«致张江部长的信»ꎬ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４－５ 页ꎮ

　 　 几年前ꎬ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讨论中ꎬ铁凝在致张江的信中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

正确估价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地位ꎬ可能最终还需要由历史来回答ꎬ可是ꎬ
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ꎮ 在任何时候ꎬ我们都应该重视对形势和现状的

判断ꎬ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如此ꎬ文化、文学方面也是如此ꎮ 没有正确的判断ꎬ就会失去方向感ꎬ
不知道该做什么ꎮ 有了正确的判断ꎬ还需要分析形势和现状的由来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ꎮ”②这

道出了正确估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ꎮ
如何估价共和国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 如何估价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 这是庞大而又

复杂的问题ꎬ作家、学者往往各执一词ꎬ见仁见智ꎮ 而要想令人信服地解说ꎬ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背

景和宏观的视野ꎬ将 ６８ 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相比照ꎬ否
则是很难说清楚的ꎮ

一、价值坐标:综合的、解析的、结构性的评断

在价值评说之前ꎬ首先遇到的就是价值坐标、评价标准问题ꎮ 对此ꎬ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ꎮ ２０１０ 年ꎬ在«辽宁日报»发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讨论中ꎬ资深学者、鲁迅研究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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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安的见解值得我们重温和珍视ꎮ 他主张评价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文学现象ꎬ决不可以使用

“一言以蔽之”的断语来论定ꎬ“对于一个繁复的、复杂的、历经长时段的文化现象ꎬ必须采取综合

的、解析的、结构性的评断”①ꎮ 有了这样一个解析的、结构性的、整体性的综合坐标ꎬ我们才能对

一个较长时段的文学作出相应的估价ꎬ同时ꎬ对于一体多面的中国当代文学还必须分类对待ꎬ避
免笼而统之或“眉毛胡子一把抓”ꎮ

２００９ 年是共和国成立 ６０ 周年ꎬ中国当代文学也随之走过了 ６０ 个春秋ꎮ 以此为契机ꎬ文艺界和

文学研究界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ꎬ从文化中心的首都到各地召开了多个主题相近的学术研讨

会ꎬ旨在回顾和总结当代文学 ６０ 年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教训ꎮ 其中ꎬ如何估价中国当代文学这 ６０ 年

的总体成就ꎬ又如何看待它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ꎮ 各种不同的意见见诸报

刊ꎬ肯定者有“最高”、“最好”、“辉煌”说ꎻ否定者有“低谷”、“衰落”、“垃圾”说ꎻ有人将当代文学 ６０
年和现代文学 ３０ 年进行对比ꎬ认为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已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ꎻ有人

则认为当代文学并没有超过现代文学的成就ꎮ 还有人认为ꎬ中国现代文学有大作家却没有大作品ꎬ
中国当代文学有大作品却没有大作家ꎮ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让人有些匪夷所思ꎮ

一般说来ꎬ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样态和文学成就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形态ꎬ与另一个时

代或时期的文学样态和文学成就较难比出高下ꎮ 按照文学进化论的观点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之文学ꎬ不同时代的文学不可能重复ꎬ而总是要创新、求变ꎬ另辟蹊径ꎬ甚至标新立异ꎬ剑走偏锋ꎮ
因此ꎬ不同时代的文学有时是不具有可比性的ꎮ 拿中国文学来说ꎬ到底是先秦时期的文学成就高

还是两汉时期的文学成就高? 到底是唐代文学成就高还是宋代文学成就高? 明代文学和清代文

学相比孰高孰低? 这些是较难回答清楚的ꎮ 拿世界文学来说也是如此ꎬ１９ 世纪欧美文学与 ２０
世纪欧美文学相比ꎬ哪个成就高? 我们似乎难分伯仲ꎮ 所以ꎬ到底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高还是

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高? 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否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 可能是一个难分胜负

的争论ꎬ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ꎮ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ꎬ还有另一个方面ꎬ即在很多情况下ꎬ不
同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学成就还是能够大体分出成就的高低的ꎬ特别是当我们采取综合的、分类

的、解析的、结构的等多重角度进行梳理和归纳的时候就更容易看清对象的真相ꎮ 以中国文学为

例ꎬ先秦时期的散文(广义的)、唐宋的诗词、明清的小说ꎬ其成就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是超

过其他朝代的ꎻ辽、金、元时期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中是不高的ꎻ中国现代文学的成

就远远超过中国近代文学的成就ꎮ 这些是学者们有目共睹的ꎬ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ꎮ 以世界文

学为例ꎬ１７、１８ 世纪的欧美文学远不及 １９、２０ 世纪的欧美文学发达ꎻ而中世纪的文学又不如古代

文学辉煌ꎮ 文学就是这样复杂ꎬ后代可能超越前代ꎬ也可能不如前代ꎬ要看具体的时代和环境ꎬ要
看作家的创作实绩ꎬ要作具体的、结构性的分析ꎬ切不可一概而论ꎮ

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来ꎮ 过去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普遍认为ꎬ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

个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或曰 ３０ 年代)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第一个十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７)(或曰 ２０ 年

代)的文学成就ꎮ 不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来看ꎬ还是从作品的篇幅、规模来说ꎬ以至从作家把握

生活、开掘生活的深广度来审视ꎬ都显出成熟ꎬ摆脱了稚嫩和初创的特征ꎮ 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第

三个十年(１９３７—１９４９)(或曰 ４０ 年代)的文学的理解和评价就见仁见智了ꎮ 有人认为它是中国

新文学的凋零期ꎬ是呈现出衰败迹象的一个历史时期ꎻ有人则认为它是中国新文学的丰收、成熟

和老到的时期ꎮ

２
①彭定安:«评价当代文学的坐标是什么?»ꎬ«辽宁日报»ꎬ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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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ꎬ将中国当代文学也作为一个整体ꎬ进行对照ꎬ然后评价孰高

孰低ꎬ从 １９８０ 年代就开始了ꎮ 有论者指出“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ꎬ比起“五四新文学”ꎬ“当
代文学这 ３０ 年无论是在作家、作品ꎬ还是在文艺斗争方面都远不如前 ３０ 年”①ꎮ 到了 １９９７ 年ꎬ
王晓明曾非常生动地描述过由于评价体系的不同而造成对中国 ２０ 世纪文学总体评价的变化:

　 　 人们一定还记得ꎬ早在八十年代ꎬ就有论者明确地指出ꎬ一九四九年以后三十年间的文

学成就ꎬ远不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ꎮ 这招来了不少愤怒的声讨ꎬ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

了ꎬ他不过是率先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ꎬ一个人所共有的感觉ꎮ 这感觉是那样鲜明ꎬ以致

后来听说欧洲有汉学家断言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ꎬ许多人竟没有热情去作

认真的反驳ꎮ “新时期文学”又怎样呢? 在八十年代中期ꎬ曾有人接二连三地预告过文

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ꎮ 可是ꎬ目睹了最近十多年文学艰难挣扎的状况ꎬ我想是谁都不会

真以为自己踩到了“黄金时代”的门槛吧ꎬ而二十世纪却已经快要结束了ꎮ②

目下ꎬ２１ 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ꎬ人们又一次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估

价问题ꎮ

二、中国当代文学 ６８ 年和中国现代文学 ６０ 年相比孰高孰低

当今ꎬ学界有人提出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向前推进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ꎬ
这样的话ꎬ中国现代文学就是 ６０ 年ꎮ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ꎬ已经有 ６８ 年ꎮ 因此ꎬ今天的比

较应该是 ６０ 年和 ６８ 年的比较ꎮ 顾彬以“五粮液”和“二锅头”来比喻中国现代、当代文学ꎬ引起

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满ꎮ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我们不想以“一言以蔽之”
的断语来论定ꎬ而是想描述一些基本的事实ꎮ

(一)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

仅以 ２０ 世纪末以来较有影响的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打通的文学史作为观照对象ꎬ看看现

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整体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如何ꎮ
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由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③是较早将中国现代与

当代打通的文学史ꎮ 其中ꎬ上卷为现代文学ꎬ从 １９０１ 年算起ꎬ３６ 万字ꎻ下卷为当代文学ꎬ写到

１９９５ 年ꎬ２７ 万字ꎮ 现代文学所占篇幅明显多于当代文学ꎮ
１９９７ 年出版的由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④是一部 １２６.１ 万字的鸿篇巨著ꎬ它

从 １８９８ 年写起ꎬ止于 １９９０ 年ꎮ 其中ꎬ现代文学约占 ６４.２ 万字ꎬ当代文学约占 ６１.９ 万字(其中包

括港、台文学约 ３０ 万字)ꎬ现代文学所占篇幅也多于当代文学ꎮ
１９９９ 年出版的由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⑤ꎬ上册为现代文学ꎬ从

１９１７ 年写到 １９４９ 年ꎬ３９ 万字ꎮ 下册为当代文学ꎬ从 １９４９ 年写到 １９９７ 年ꎬ３０ 万字ꎮ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由黄修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⑥ꎬ全书 ７６ 万字ꎬ从 １９００ 年写到

２０００ 年ꎬ整整一个世纪ꎮ 其中ꎬ现代文学约占 ４４ 万字ꎬ当代文学约占 ３２ 万字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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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由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ꎬ从 １９１７ 年写到 ２０００
年ꎮ 其中ꎬ现代文学 ３９.７ 万字ꎬ当代文学 ３８ 万字ꎮ

同一年出版的由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②ꎬ百万余字ꎬ从 １８９８ 年写到 ２００６
年ꎮ 其中ꎬ现代文学约 ５６ 万字ꎬ当代文学约 ４４ 万字ꎮ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③从 １９ 世纪末写起ꎬ一直到 ２０ 世纪

末ꎬ分上、中、下册ꎬ其中ꎬ上册为现代文学ꎬ４４ 万字ꎬ中册也是现代文学 ４６ 万字ꎬ下册为当代文

学ꎬ只占 ３９ 万字ꎮ
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④ꎬ分上下两册ꎬ将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

的起点ꎬ一直写到 ２０１０ 年ꎮ 其中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所占的篇幅基本持平ꎮ
从以上的梳理和列举中ꎬ我们发现ꎬ在多数版本的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中ꎬ现代文学所

占的比重都多于当代文学ꎬ只有新近出版的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ꎬ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占

的比重基本持平ꎬ其原因是所描述的现代文学的历史是 ３７ 年(１９１２－１９４９)ꎬ而当代文学是 ６１ 年

(１９４９－２０１０)ꎬ时间的拉长必然造成篇幅的增多ꎮ 在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ꎬ现
代文学所占的比重最大ꎬ超过了三分之二ꎬ而当代文学所占的比重不足三分之一ꎻ它们所描述的

文学时间都是 ６０ 年ꎬ因此ꎬ它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ꎮ
为什么会如此? 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现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优秀的作家作品较多ꎬ因此在

文学史中所占的比重自然较大ꎮ 文学史不是作家作品的汇总ꎬ它必然有所遴选和择取ꎬ取其精华ꎬ
去其糟粕ꎮ 二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比当代文学长ꎬ在不断地批评和阐释中ꎬ经典也不断地

生成ꎬ其影响自然要比当代文学大ꎮ 正如有学者所说:“经典的形成必须要有反复和重复的阐释过

程ꎬ没有这个过程就很难成为经典ꎮ”⑤当代文学阐释的历史相对较短ꎬ经典的遴选和经典化的任务

远没有完成ꎬ一方面ꎬ需要历史的沉淀和时间的检验ꎻ另一方面ꎬ需要研究者、文学史家在广泛阅读

的基础上ꎬ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经典ꎬ完成经典化的任务ꎮ 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披沙拣

金ꎬ发掘优秀的作品比痛快地否定困难得多ꎮ 三是上述这些文学史著作的主编多为现代文学研究

者ꎬ因此ꎬ可能不自觉、无意识地对现代文学有所偏爱ꎬ而对当代文学重视不够ꎮ 中国现当代文学本

来是一个学科ꎬ应该进行一体化的研究ꎬ但由于历史的原因ꎬ先有现代文学ꎬ后有当代文学ꎬ于是就

出现了侧重现代文学研究和侧重当代文学研究的分野ꎮ 如果研究者尤其是文学史家超越了后两点

限制ꎬ不受其影响和左右ꎬ那么ꎬ只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成就高于当代文学了ꎮ
(二)中国现代、当代作家作品在百年中国文学评比情况

在 ２０ 世纪末和 ２１ 世纪初ꎬ国内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纷纷总结过去这 １００ 年的文学和文

化成果ꎬ如遴选文学大师、评出百强作品、确认优秀文学图书、推出文化偶像、推荐阅读图书等活

动ꎮ 其中ꎬ现代作家、作品和当代作家、作品入选的情况和比例是怎样的? 我们列举如下五项活

动:
１.１９９４ 年ꎬ由戴定南策划、王一川、张同道任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由海南出

版社出版ꎬ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和广泛争议ꎮ 他们有自己的标准和评价体系ꎬ即审美的标准和

“四种品质”(语言、文体、精神含蕴、形而上意味)ꎬ以此来重新审视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ꎮ 该文库以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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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裁为单元ꎬ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ꎮ 每种体裁以 ２０ 世纪为单位ꎬ遴选包括港台地区在

内的 １０ 位左右的中国文学大师(如不足则宁缺毋滥)ꎬ将他们堪称典范的作品选入文库ꎮ 小说卷中

遴选出 ９ 位大师ꎬ座次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ꎮ 其

中ꎬ现代作家占 ６ 位ꎬ当代作家占 ３ 位ꎮ 散文卷中遴选出 １５ 位大师ꎬ座次依次是:鲁迅、梁实秋、周
作人、朱自清、郁达夫、贾平凹、毛泽东、林语堂、三毛、丰子恺、冰心、许地山、李敖、余秋雨、王蒙ꎮ 其

中ꎬ现代作家占 １０ 位ꎬ当代作家占 ５ 位ꎮ 诗歌卷中遴选出 １２ 位大师ꎬ座次依次是:穆旦、北岛、冯至、
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ꎮ 其中ꎬ现代诗人占 ８ 位ꎬ当代诗人

占 ４ 位ꎮ 戏剧卷遴选出 ９ 位大师ꎬ座次依次是: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老舍、姚苇、杨健、杨利民、
李龙云ꎮ 其中ꎬ现代戏剧家占 ４ 位ꎬ当代戏剧家占 ５ 位ꎮ

２.１９９９ 年 ６ 月ꎬ«亚洲周刊»评出“２０ 世纪中文小说 １００ 强”ꎮ 进入“１００ 强”的小说ꎬ主要是

三四十年代的作品ꎬ中国大陆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作品只占 ２５ 本ꎮ
３.２０００ 年ꎬ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

动ꎬ邀请一批著名的文学专家ꎬ经过三轮评审ꎬ最终评出 １００ 种中国文学图书ꎬ包括小说、诗歌、散
文、戏剧、报告文学五大文体ꎮ 在评出的百年百种中国文学图书中ꎬ前 ５０ 年占 ６０ 种ꎬ后 ５０ 年占

４０ 种ꎮ
４.２００１ 年ꎬ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几十位教授经过长时间酝酿和反复

讨论ꎬ向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本科生推荐 １００ 部阅读书目ꎬ覆盖七门专业主干课ꎬ涉及古今中

外的文学作品ꎮ 其中ꎬ中国现当代文学推荐 ２１ 部ꎬ现代文学占 １４ 部ꎬ当代文学占 ７ 部ꎮ
５.２００３ 年ꎬ新浪网与中国国内 １７ 家媒体共同推出大型公众调查:“２０ 世纪文化偶像评选活

动”ꎮ 经过网友和多家报纸读者的热心投票ꎬ最后统计出“１０ 大文化偶像排名”ꎬ 依次是:鲁迅

(５７２５９ 票)、金庸(４２４６２ 票)、钱锺书(３０９１２ 票)、巴金(２５３３７ 票)、老舍(２５２２０ 票)、钱学森

(２４１２６ 票)、张国荣(２３３７１ 票)、雷锋(２３１３８ 票)、梅兰芳(２２４９２ 票)、王菲(１７９１５ 票)ꎮ 在这 １０
大文化偶像中ꎬ现代作家占 ４ 位ꎬ当代作家占 １ 位(香港作家)ꎮ 这个排名ꎬ代表精英文化、革命

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重要人物首次赫然并列其中ꎮ
上述五个例证有一个共同现象:人们对现代作家作品的推崇远远多于当代作家作品ꎮ 这说

明ꎬ现代作家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是超过当代作家作品的ꎮ 如果我们把文学的影响力作

为衡量文学的一个标尺的话ꎬ那么ꎬ现代文学的成就和当代文学的成就相比是占一些优势的ꎮ 当

然ꎬ这里也有一个现代文学接受、评论、研究的时间长于当代文学的原因ꎬ因而ꎬ现代文学的影响

力自然就大一些ꎮ
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代文学 ６８ 年ꎬ前 ３０ 年的文学成就、文学价值是超不

过中国现代文学 ６０ 年的ꎻ加上新时期的 ３８ 年ꎬ中国当代文学的平均成绩、平均分数是不能低估

的ꎬ但它的经典作家的社会影响力不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的社会影响力ꎮ

三、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总体估价与分类评价

新时期以来 ３０ 多年的文学ꎬ到底是不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候? 是不是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最

为辉煌的篇章? 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ꎬ还是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 持高度肯定和极端否定

观点的人都能从文本中、从创作实践中找到依据ꎬ这说明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形态是混合复杂、一
体多面的ꎬ我们可以进行总体估价ꎬ更应该进行分类评价ꎮ

从总体上看ꎬ客观公正地说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并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ꎬ也不一定是 ２０ 世

纪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篇章ꎻ当然ꎬ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低谷ꎬ不像否定者所描绘的那么糟糕ꎮ 对

５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它的总体估价应该是:它是有成绩的ꎬ也是有问题的ꎻ是有贡献的ꎬ也是有局限的ꎻ是处在文学的

常态时期ꎮ 这是一个多元、多样、多种文学混杂在一起的时代ꎬ其中ꎬ有垃圾ꎬ也有黄金ꎮ “垃圾

深处有黄金”ꎬ莫言为«辽宁日报»大讨论的这句题词ꎬ可以作为估价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观点ꎮ①

当陈晓明和肖鹰的争论引起广泛反响之后ꎬ中国文学是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成了整个

“重估”过程中的核心问题ꎮ “凤凰网为此问题专设网上调查ꎬ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有 ４２４２ 名

读者参与ꎬ在‘你认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吗’的问题中ꎬ选择‘达到了’的占 ２.２％ꎬ
选择‘未达到’的占 ８９.８％ꎬ选择‘不好说ꎬ做这样的判断为时尚早’的占 ８％ꎮ 而参与调查者学历

分布ꎬ大学本科占 ５２.４８％ꎻ职业分布占最大比例的为事业单位调查者ꎬ占 ２３.１５％ꎮ”②这个调查具

有相当的覆盖面ꎬ因此也是具有说服力的ꎮ 绝大多数的网民认为ꎬ中国文学没有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ꎮ 应该说ꎬ群众的眼光还是雪亮的ꎮ
新时期 ３０ 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ꎬ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ꎮ 文

学上也应取得与之相匹配的成绩ꎬ这可能是一些人正常的思维逻辑和文学期待ꎮ 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艺术应该协调发展ꎬ而且马克思早在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深刻地论述

过物质生活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ꎬ因此ꎬ经济的辉煌理应带来文学的繁荣ꎮ 中国古代的

“盛唐之音”即是经济盛世带来文学盛世的表现ꎮ
但是ꎬ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并不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完全一致的ꎬ相反ꎬ它会呈现出

不平衡的态势ꎮ 这一点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作过深刻的论述ꎮ 中国素有

“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是艺术的秧田”的说法ꎮ 灾难、不幸、苦难、挑战ꎬ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契

机和作品上达的动力ꎮ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ꎬ虽然结构性的矛盾和挑战时有出现ꎬ但整个社会

越来越走向平稳发展时期ꎬ经济上的发展突飞猛进ꎬ成就辉煌ꎮ 文学艺术创作在数量上也突飞猛

进ꎬ但在质量上ꎬ在社会影响力方面ꎬ越来越走向常态化和弱化ꎬ这是时代发展、文学发展的必然

结果ꎮ 回想 ２０ 世纪初ꎬ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ꎬ人们把小说(文学)看作是改变

社会、改变政治、改变风俗、改变道德、改变人心、改变人格的利器ꎮ 到了五四时期ꎬ人们主张“人
的文学”ꎬ把文学看作是为人生、改良人生、启人心智、催人觉醒的神圣的事业ꎬ是思想启蒙的重

要武器ꎬ而不是游戏、消遣和娱乐的工具ꎮ 鲁迅、郭沫若相继“弃医从文”ꎮ ２０ 年代的蒋光慈、三
四十年代的巴金、救亡文学、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政治抒情诗等ꎬ其作品均影响、鼓
舞、激励了无数的人们ꎬ尤其是促使青年人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ꎬ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ꎬ显示出

强大的正能量ꎬ发挥着巨大的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ꎬ文学再次充当思想解放、思想

启蒙、观念更新的先锋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无不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ꎮ 也许正因为有

这样的过去ꎬ使相当一些人仍按照这样的逻辑和期待要求后来的文学ꎮ 殊不知ꎬ时代、社会和文

学自身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ꎮ 过去ꎬ文学是受众阅读、接受的主要对象ꎬ甚至是唯一的形式ꎬ
那时的文学是受宠的ꎬ是时代的宠儿ꎮ 但当影视、游戏、网络、新兴媒体等高度发达以后ꎬ文学变

成了众多艺术接受形式的一种ꎬ文学在价值多元、艺术多元、娱乐多样的时代自然而然地失宠了ꎬ
变成了非主流的、边缘化的艺术样式ꎬ接受起来远比手机、电脑、微信、影视、游戏、ＫＴＶ 等视觉的

东西、身体的表演笨拙、枯燥和单一ꎬ远不如后者来得痛快、过瘾ꎮ 在这样的时代ꎬ文学产生巨大

的影响力、震撼力等轰动效应的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ꎬ文学进入了普通的、正常的状态ꎮ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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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所说:“可以肯定的是”ꎬ当今“不论从什么样的意义上说ꎬ都不会再有托尔斯泰ꎬ不会有

«红楼梦»ꎬ不会有鲁迅ꎻ虽然很遗憾ꎬ但也不会再有杜甫ꎮ 我们只有ꎬ譬如说北岛、多多ꎬ譬如说

西川、翟永明、王家新如果王家新就是杜甫ꎬ能比肩杜甫那很好ꎬ我们的焦虑顿消ꎻ如果不是ꎬ
成就难以企及ꎬ那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ꎮ 这就是我们的正常(而非特殊)的情境”①ꎮ 洪子诚深刻

地指出ꎬ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焦虑症”ꎬ即“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现伟

大作家、出现文学辉煌时期”ꎮ 这种“渴望和等待是没有用处的ꎬ我们应该去做自己的工作ꎬ”“譬
如说ꎬ对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ꎬ进行一些认真的反思、总结”②ꎮ 和谐盛世ꎬ既是物质、精神

不断超越的时代ꎬ也是精神面临危机的时代ꎮ 全社会无不为“物”、“物欲”所挤压ꎬ超功利的精神

空间日益萎缩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文学的边缘化使其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差ꎬ
与 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相比ꎬ文学已退出了社会公众生活空间ꎬ而越来越失去轰动效应和社会

影响力ꎬ即便产生一些影响力ꎬ也只在文学的圈子里产生一些反响ꎮ 而大量低劣的文学可能永远

默默无闻ꎮ 从长远来看ꎬ这也许是文学的常态ꎬ所以ꎬ中国文学不可能取得与中国辉煌经济相匹

配的成绩ꎮ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又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ꎬ它在形态、类别、层次、种类等方面比以往任何一

个时期都复杂得多ꎬ呈现出杂多化的特征ꎬ令人眼花缭乱ꎮ 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垃圾丛

生ꎬ给否定者留下了充分的口实ꎮ 因此ꎬ在总体评价的同时ꎬ还必须进行分类评价ꎬ否则ꎬ极有可

能以偏概全ꎮ 从文学的种类来说ꎬ新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种类的空前繁多和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ꎮ
按载体划分的口头文学、书面(纸质)文学、网络文学等几部分文学中ꎬ口头文学越来越衰落ꎻ书
面(纸质)文学的创作不减ꎻ而网络文学则迅速崛起ꎬ其接受的广度越来越超过纸质文学ꎬ甚至有

人预言将取代纸质文学ꎮ 但由于网络文学没有门槛ꎬ缺少准入的把关ꎬ致使网络文学良莠不齐ꎬ
泥沙俱下ꎻ同时ꎬ网络文学多以赚钱为目的ꎬ因此ꎬ难免寻找卖点和噱头ꎬ导致网络文学出现特殊

的行文特点和文本特征ꎮ 肖鹰、丁帆认为网络文学不能进入文学史的视野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ꎮ
但网络文学又有其众多的接受群体ꎬ其影响面、影响力不可小视ꎬ因此ꎬ必须加以规范、引导和提

升ꎮ 而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还相当薄弱ꎬ甚至连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也亟待建立ꎬ前不久

«光明日报»等媒体讨论此问题着实具有意义ꎮ 广大接受者所反映的网络小说读起来轻松、不
累、离他们的生活经验近等特点也值得纸质文学学习和借鉴ꎮ 传统的书面(纸质)文学虽然数量

不减ꎬ但其阅读和接受却在萎缩ꎬ社会影响力也在下降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ꎮ 在书面(纸质)文
学中ꎬ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成就也参差不齐ꎬ其中ꎬ小说的成就最为卓著ꎬ甚至成为文坛的霸主ꎮ
一说新时期的文学成就ꎬ主要以小说为例ꎬ似乎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只有小说ꎮ 新时期以来的小

说ꎬ以短篇开启端ꎬ中篇的成就紧随其后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长篇小说愈加繁盛起来ꎬ从每年

的几百部很快攀升到上千部ꎬ以致到几千部ꎮ 从数量来说ꎬ这是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

无法比拟的ꎮ 当然ꎬ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成就又不能完全以数量论ꎮ 在严肃文学中ꎬ新时期的确

成长起一批小说家ꎬ从老一辈的汪曾祺、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张洁、谌容、陆文夫、林斤澜、冯骥

才ꎬ到中年作家、知青一代ꎬ以“５０ 后”为最ꎬ包括贾平凹、莫言、张炜、铁凝、王安忆、韩少功、阿城、
刘震云、阎连科等ꎬ从“６０ 后”的余华、苏童、格非ꎬ到“７０ 后”、“８０ 后”青年小说家ꎮ 其中ꎬ“５０
后”的一批作家ꎬ其小说创作的总量多已超过了中国现代的小说大家ꎮ

在书面(纸质)文学中ꎬ新时期以来的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的总体成就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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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当代文学的前一时期ꎬ而且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ꎮ 其中ꎬ散文创作ꎬ他们也许不及中国现

代文学中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梁实秋、林语堂、何其芳等名声显赫ꎬ并有自己的鲜明风格ꎬ但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ꎬ特别是 ９０ 年代以来的散文的“平均分数”还是大大超过了中国现代散文ꎬ尤
其是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崛起给散文注入了新生命ꎮ 只不过它和中国现代散文相比ꎬ还缺少散

文名家、大家ꎮ 同时ꎬ也由于散文的铺天盖地ꎬ使其影响力自然变小、变弱了ꎮ
在书面(纸质)文学中ꎬ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呈现出与小说不同的情形ꎮ 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

价值”的争论中ꎬ研究者往往以小说为例来解说ꎬ诗歌是缺席的ꎬ对此ꎬ文学史家洪子诚颇为不满ꎮ
他说:“现在评价文学ꎬ谈论文学ꎬ诗歌往往被排除在外ꎮ 小说ꎬ特别是长篇小说成为谈论文学的全

部ꎮ 这是很不正常的ꎮ 缺乏诗歌的文学是有重大欠缺、跛脚的文学ꎮ 在我们这里ꎬ作家协会成了小

说家协会ꎮ”①洪子诚所说的这种现象是完全属实的ꎮ 现在的问题是ꎬ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现象? 是人们对诗歌存在偏见吗? 恐怕不是ꎮ 我们认为ꎬ主要是因为诗歌的成就与小说无法相

比ꎮ 新时期以后ꎬ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生代”诗人出现以后ꎬ诗歌创作已经布不成阵ꎬ尽管发表诗

歌的刊物照样出刊ꎬ诗集照样出版ꎬ诗篇照样发表ꎬ但毋庸讳言ꎬ诗歌越来越无人问津ꎮ 这与诗歌所

处的环境有关ꎬ在艺术的接受走向多元化以后ꎬ阅读诗歌、喜欢诗歌的人越来越少ꎮ 今天的读者ꎬ不
仅青年人不读诗ꎬ就是批评家也很少读诗ꎬ这是一个叙事的时代ꎬ而不是一个抒情的时代ꎬ诗歌的影

响力日益减弱ꎮ 从诗歌创作本身来说ꎬ外部环境不利于其生长ꎬ内部原因也不容忽视ꎬ主要是诗歌

抒写时代之情、人民之情、追求真善美、关注重大问题、关注民生问题表现得越来越差ꎬ诗歌远离了

现实人生ꎬ现实中的人们自然就远离了诗歌ꎮ 诗歌研究也严重缺失ꎬ以研究诗歌而著名的学者也越

来越少ꎬ诗歌在文学史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少ꎬ“新生代”以后的诗人诗篇在文学史上基本没有什

么地位ꎬ难怪研究者言必称小说ꎮ 洪子诚对“新生代”诗人褒奖有加ꎬ认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有
不少诗人写得很好ꎬ如大家熟悉的多多等ꎬ如海子、西川、王家新、于坚、萧开愚、翟永明”②ꎬ但新

生代以后的诗歌就愈加不尽如人意了ꎮ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最有成就的不是小说ꎬ
而是诗歌的观点ꎬ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所不能同意的ꎮ 诗在“新生代”以后ꎬ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境

地ꎬ陷入了孤芳自赏的境地ꎮ 这不全是诗人的错ꎬ而更重要的是时代造成的ꎮ 曹文轩分析得好:“对
于目前诗歌的尴尬处境ꎬ我以为ꎬ除了在诗本身寻找原因外ꎬ也应在文学样式与时代之关系上来寻

找原因ꎮ 唐为诗宋为词元为曲ꎬ到了明清ꎬ则小说一统天下ꎬ都与时代的精神与情趣息息相关ꎮ 怎

么可能中国人到了明清ꎬ就都没了诗才ꎬ而却一个个都是写小说的材料? 则是因为到了那样一个时

代ꎬ人们不怎么需要诗了ꎮ 今天任何一位诗人的诗句ꎬ都十倍几十倍地超过大跃进民歌的发烧胡

言ꎮ 然而ꎬ大跃进诗歌可以走红ꎬ今天的诗却只能由诗人孤芳自赏ꎮ 诗人只好勒紧裤带自出诗集ꎬ
然后相赠友人ꎬ以博粲然一笑ꎮ”③

戏剧在文学艺术的家族中又属于另一种形态和类别ꎮ 从剧本创作来说ꎬ它属于语言艺术ꎬ从
演出实践来看ꎬ它又属于综合艺术ꎮ 王富仁说:“现代话剧在中国的运气也是不好的ꎬ在它还没

有站稳脚跟的时候又遇到了电影的冲击ꎮ”“在观念上ꎬ戏剧的地位提高了ꎬ被现代知识分子抬到

了雅文学的圣坛上来ꎬ但就实际的创作ꎬ它还很难说有与此相称的成就ꎮ”④到了当代ꎬ话剧不仅

继续受到电影的冲击ꎬ还受到电视的冲击ꎬ受到网络、游戏等多种娱乐形式的冲击ꎮ 一些杰出的

８

①
②
③
④

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０６ 页ꎮ
丁宗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０６ 页ꎮ
曹文轩:«２０ 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６６ 页ꎮ
王富仁:«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ꎬ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３２—２３３ 页ꎮ



王卫平: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

编剧跳槽去“触电”ꎬ因此ꎬ一度出现剧本荒ꎮ 新时期以来ꎬ只有初期的«于无声处»«丹心谱»«报
春花»«陈毅市长»以及接下来的«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较有

成就和影响ꎬ因而被写进了文学史、戏剧史ꎮ 除此以外ꎬ话剧创作越来越平庸和窄化ꎬ其艺术的高

度、成就、影响终难超越曹禺的«雷雨»«原野»和老舍的«茶馆»ꎮ 进入新世纪ꎬ偶有像«立秋»这
样的佳作ꎬ但终难与小说相提并论ꎮ 所以ꎬ我们看到ꎬ有关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对戏剧的书写一般

止于 ８０ 年代的上述作品ꎬ包括话剧和其他一些地方戏曲ꎮ 新近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严家炎主

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ꎬ在新时期文学的描述中ꎬ戏剧是空缺的ꎬ诗歌和散文也占极小

的比重ꎬ小说几乎是一统天下ꎮ 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下册ꎬ对新时期的戏剧也只用一节

的篇幅ꎮ 这一方面说明新时期戏剧的成就的确不能与小说相提并论ꎬ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中ꎬ对于戏剧的研究ꎬ尤其是对其进行“史”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ꎮ 事实上ꎬ新时

期以来的戏剧ꎬ不论是话剧ꎬ还是京剧和其他地方戏ꎬ不论是现实主义戏剧ꎬ还是实验戏剧、小剧

场戏剧ꎬ不论是史诗性的大剧ꎬ还是荒诞戏剧ꎬ国家和各省市院、剧团都曾推出过一些精品力作ꎬ
我们的文学史家、戏剧史家对它们的关注、研究以及进行“史”的总结还很不够ꎮ

从创作理念、创作方法来说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两大主流ꎬ而
浪漫主义文学则夹在中间ꎬ处境艰难ꎬ甚至可以说走向衰落ꎮ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后起的现代

主义是几大基本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ꎮ 在中外文学史上ꎬ浪漫主义都有过辉煌的历史ꎮ “中
国文学史上离不开屈原、李白一直到现代郭沫若等人的创造ꎮ 同样ꎬ德国离不开歌德、席勒ꎬ法国

离不开雨果、大仲马、乔治桑ꎬ英国文学离不开拜伦和雪莱ꎮ”①但是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ꎬ尤其在

新时期文学中ꎬ浪漫主义并没有继续迎来它的繁荣和昌盛ꎮ 相反ꎬ浪漫主义文学处境艰难ꎬ成就

甚微ꎬ研究者甚寡ꎮ 新时期以来ꎬ浪漫主义文学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夹缝中默默地生长ꎬ
声音较为微弱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ꎬ以至到 ２１ 世纪ꎬ浪漫主义文学走过的是在场———
缺席———终结的道路ꎮ 在新时期文学中ꎬ浪漫主义的“在场”在张承志、铁凝、白桦等作家的作品

中以鲜明的抒情性体现出来ꎬ曹文轩把它称为“浪漫主义的复归”ꎬ具体体现为主观、抒情、情感

的流动、憧憬、神秘感等特征ꎮ 然而ꎬ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学的大量涌入以及经济大潮的

冲击ꎬ浪漫主义文学由“在场”到“缺席”ꎬ以致到“终结”ꎬ“尤其是 １９８５ 年之后ꎬ浪漫主义受到现

代主义的强大挑战ꎬ受到商品经济大潮、世俗化追求的猛烈冲击ꎬ在夹缝中生存ꎬ备受冷落ꎬ更加

飘散游移ꎮ 浪漫主义的尴尬处境让‘在场论’者找不到更多文本支撑ꎬ也看不到振兴的希望ꎬ坚
持既已困难ꎬ‘终结’论就此产生”②ꎮ 新时期以来影响巨大的先锋文学的叙事圈套、新写实小说

的“零度叙事”ꎬ以及王朔的消解崇高、追逐世俗、理想放逐都构成了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致命一

击ꎬ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解构ꎮ
曹文轩在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文学现象的描述中ꎬ以“浪漫主义的复归”来指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的文学ꎬ而他在对 ２０ 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中ꎬ则用了“激情淡出”来表达ꎬ这足

以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世纪末的命运ꎮ 何以如此? 曹文轩分析说:“文学失去

激情ꎬ是因为时代在失去激情(在谈到时代失去激情时ꎬ我们分析到的原因有两个ꎬ一个是这个

时代在面对一段激情反复洗劫而显得穷困潦倒的历史之后ꎬ对激情本能地产生了拒斥心理ꎮ 一

个是这个时代在金钱终于成为上帝而产生社会性拜金主义ꎬ生活滚滚不息ꎬ劳心劳力ꎬ再也难以

有剩余精力产生激情)ꎮ 然而ꎬ中国文学失去激情的原因ꎬ远不止‘时代’制约与需要这样一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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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ꎮ 在这一部分ꎬ我们将看到另一个重要原因ꎬ这个原因是纯粹中国的ꎬ是特定的ꎮ 这个原因的

揭示ꎬ将提醒我们注意:中国文学失去激情ꎬ乃是有着历史文化的缘由的ꎮ 这个缘由使中国文学

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更容易失去激情ꎮ”①曹文轩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大
致可以归纳为:去激情ꎬ走淡泊ꎮ 也可说是弃动择静”ꎬ“它一方面讲‘克己’ꎬ让人自我压制ꎬ另一

方面则用平和缓解激情”②ꎮ 而文学一旦失去激情ꎬ便和浪漫主义相去甚远ꎮ 也许正是因为新时

期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发达ꎬ所以ꎬ曹文轩格外看重张承志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当大量

作家不论在政治态度上ꎬ还是在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叙事态度上ꎬ都对激情不再抱有情趣ꎬ而纷

纷背离ꎬ走向中年的稳重与老年的平和时ꎬ惟独张承志却一如既往ꎬ执拗地不肯走向‘成熟’ꎬ反
倒愈演愈烈地倾倒于‘血性的’青春状态ꎮ 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奇迹ꎮ”③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及其

后的 ２１ 世纪文学ꎬ应该重振张承志式的浪漫主义激情ꎮ
总之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十分复杂的ꎬ对其进行价值估衡ꎬ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ꎮ 我们可

以进行总体审视ꎬ更应该分类梳理ꎮ 限于篇幅ꎬ更为详尽地梳理它的复杂表现ꎬ将在另文中完成ꎬ
这里只能从略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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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①

孙俊杰１　 张学军２

( １.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西 临汾ꎬ０４１０００ꎻ２.山东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在莫言的小说中最早具有“高密东北乡”创世纪意味的是短篇小说«秋水»ꎮ «秋水»是一篇创世传

奇ꎬ它以“我”这一后代视角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开创“高密东北乡”的壮举ꎮ 与«秋水»几乎同时问世的

«白狗秋千架»ꎬ把高密东北乡由«秋水»创世纪的传说拉进了现实生活场景ꎮ «马驹横穿沼泽»则是“高密东北

乡”的创世纪神话ꎬ红马化为美丽的女子与男孩在危难中结合开创了高密东北乡的历史ꎬ呈现出更为浓郁的神秘

和魔幻气息ꎮ “高密东北乡”创世纪传说和神话出现在寻根文学方兴未艾之际ꎬ从而带有文化反思的意蕴ꎮ “高
密东北乡”自从出现在«秋水»之后ꎬ莫言对故乡的每一次书写ꎬ都成为一次寻根筑梦之旅ꎬ都是对它的历史和现

实的不断丰富ꎮ 创世纪神话和传说是形塑“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王国人民的性格、心理和精神的文化根源ꎮ
关键词:　 莫言小说ꎻ高密东北乡ꎻ创世纪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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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话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原初形式ꎬ存在于所有民族的文化之中ꎮ 作为一种文学的传

统ꎬ神话的倩影在讲求“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普遍存在ꎬ从六朝志怪、
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ꎬ普遍存在的神灵怪异ꎬ正是神话影响的结果ꎮ 神话也渗透在张扬

科学、理性、反传统、启蒙ꎬ强调面向人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之中ꎮ 鲁迅即认为ꎬ神话是小说

之源与“本根”ꎮ②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女神»、沈从文充满神秘巫术气息的湘西世界ꎬ
或采用神话的意象、原型ꎬ或以炫彩的笔墨直接记录民族历史中的神话传说ꎬ以此来喻示作家自

己对生命、人性、历史和现实的体验和思索ꎮ 有学者曾认定ꎬ２０ 世纪也是一个神话辉煌的时代ꎮ
文学创作者和理论家们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想ꎬ“试图在理性的非理性之

根中、意识的无意识之源中重新发掘救治现代痼疾的希望ꎬ寻求弥补技术统治与理性异化所造成

的人性残缺和萎缩的良方”③ꎮ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ꎬ众多小说家面对社会的飞速

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精神和现实问题在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的一种趋向ꎮ
中国当代文学也出现了神话因素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热潮中ꎬ许多寻根小说

将写作触角伸向远古、荒僻、野蛮和闭塞之野ꎬ自然而然地涉及神话这一贴近远古、荒僻之野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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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文化形式ꎬ同时ꎬ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也使当代小说中的神话因素更为普遍ꎬ如
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刺猬歌»、姜戎的«狼图腾»、贾平凹的«废都»«古堡»«怀念狼»«秦
腔»、徐小斌的«羽蛇»ꎬ等等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神话重述的热潮ꎬ中国一些作家参与其

中ꎬ产生了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蒋韵的«人间»、阿来的«格萨尔王»等作品ꎬ它
们基于远古神话的骨骼ꎬ以当代人的理解和想象重构其血肉ꎮ 神话因素的加入ꎬ带来了当代文学

文体的各种新变ꎮ 作家对于想象的、虚幻的、非经验性、超现实的书写ꎬ对“现实主义”真实背后

的探求ꎬ呈现出对现实、历史、人性的别样洞察ꎮ 这也正符合世界潮流中对神话的认识:“从德国

的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爱默生和尼采以来ꎬ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新的观念逐渐取得了正统的地

位ꎬ即‘神话’像诗一样ꎬ是一种真理ꎬ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ꎬ当然ꎬ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

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相抗衡ꎬ而是对它们的补充ꎮ”①在物欲膨胀、精神匮乏的时代背景下ꎬ在虚

与实的对照中ꎬ作家寻找和构建着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化意义ꎮ
莫言创造了自己文学上的地理———“高密东北乡”ꎬ他以充满野性而蓬勃的语言讲述着也建

构着这一故乡的历史和当下ꎬ以飞腾的想象使之弥漫着神话的色彩ꎮ 这显示了莫言小说与人类

文化传统的相通ꎬ也与其他具有神话色彩的小说一起汇聚为时代文化的投影ꎮ

二

１９８４ 年底ꎬ莫言读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ꎬ正是福克纳的创作使莫言深有所悟ꎬ“原来

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ꎬ“一个作家ꎬ不但可以虚构人物ꎬ虚构故事ꎬ而且可以虚构地理”②ꎬ遂
有了“高密东北乡”的出现和建构ꎮ 对“高密东北乡”这一“中国的缩影”ꎬ莫言也有意识地去追

溯它的历史源头ꎮ 对深受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思想影响的作家来说ꎬ追根溯源正是这种文化心

理结构在文学上的遗留ꎮ 在莫言的作品中ꎬ最早具有“高密东北乡”创世纪意味的是短篇小说

«秋水»ꎮ③ «秋水»追溯了“高密东北乡”的由来和创建ꎬ它以“我”这一后代视角讲述了“我爷

爷”和“我奶奶”开创“高密东北乡”的壮举ꎮ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个下层男子和一个小

姐之间跨越等级界限的恋爱ꎬ不容于社会常规ꎬ最终“杀死三个人ꎬ放起一把火”ꎬ两个人出逃到

这一荒蛮之地ꎬ“成了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ꎮ 一场旬日不绝的大雨导致了洪水泛滥ꎬ在这

样令人绝望的环境中ꎬ还有“我奶奶”分娩的痛苦ꎮ 但«秋水»不仅仅是关于“我爷爷”和“我奶

奶”开拓与繁衍的故事ꎬ它还关联着其他的人物和事件ꎮ 小说后半部分的叙述已经发生了转向ꎬ
脱离了“我爷爷”、“我奶奶”的主体ꎮ 在洪水将他们所在的这一处小土山变成生命的避难所之

后ꎬ有了不知从何处漂来的紫衣女人ꎬ也因她的出现ꎬ“我父亲”得以出生ꎮ 同样还有了不知从何

而来的黑衣男人与白衣盲女的故事ꎬ隐身于人物语言中的神枪手老七和紫衣女人的母亲ꎬ黑衣男

人精准的枪法ꎬ白衣盲女的三弦琴与歌唱以及纠缠于紫衣女人与黑衣男人之间ꎬ黑衣男人、盲女

和老七之间的恩怨等等ꎮ 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种颜色的标志ꎬ相关的故事和矛盾冲突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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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秋千架»１０ 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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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一闪现ꎬ都未被展开ꎬ充满了神秘的色彩ꎮ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ꎬ使高密东北乡具有了

多重的主题变奏ꎬ有了后来“消息慢慢传出去ꎬ神话般谈论着大涝洼里有一对年轻夫妻ꎬ男的黑ꎬ
魁梧ꎬ女的白ꎬ标致ꎬ还有一个不白不黑的小子陆续便有匪种寇族迁来ꎬ设庄立屯ꎬ自成一方

世界”①ꎬ也才会衍生出“鬼雨神风”的众多奇闻轶事ꎬ展示着内在的丰富和神奇ꎮ
“我爷爷”和“我奶奶”逃离原有社会对荒蛮之地开拓的主体故事类似于西方人类起源神话

“失乐园”的中国式改版ꎬ其中充满原型意味的意象和象征ꎮ 小说中这样描绘了彼时“高密东北

乡”的地理环境:“那时候ꎬ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ꎬ方圆数十里ꎬ一片大涝洼ꎬ荒草没膝ꎬ水汪

子相连ꎬ棕兔子红狐狸ꎬ斑鸭子白鹭鸶ꎬ还有诸多不识名的动物充斥洼地ꎬ寻常难有人来ꎮ”②荒蛮

之地、各色动物ꎬ是中外创世神话中普遍的背景ꎬ它们给人幽远深邃的时空感ꎬ使创世的行为弥漫

着神话色彩和魔幻气氛ꎬ也更具仪式性ꎮ 近乎绝望的处境又加分娩的痛苦ꎬ在人与恶劣环境的对

抗中ꎬ更衬托出创世者无畏的勇气毅力和创世的艰辛ꎮ 动物是莫言所创建的“高密东北乡”不可

或缺的重要的一部分ꎮ «秋水»中出现了各种鸟、鱼、昆虫和其他动物ꎬ色彩斑斓又生机勃勃ꎬ充
满怪诞和跃动的力ꎬ给人以强烈的冲击ꎬ使人无法忽略它们的存在ꎬ也无法逃离它们的视野ꎬ既形

成与人相对照的另一个世界ꎬ以野性自由的精神趋向为人类提供了自我的观照物ꎬ也使小说弥漫

着浓郁的魔幻气息ꎮ 洪水袭来后在棚内穿梭般跑动与人争食的盈尺的饿鼠ꎬ月光中满山白得耀

眼的野鸟ꎬ将树的枝杈压弯ꎬ使人“恍惚间觉得树上挂满了异果”等ꎮ 在这样的环境中ꎬ人似乎也

要被同化ꎬ动物性特征也渐渐凸显出来ꎬ原来剽悍的“我爷爷”“在阳光里眯起那两只鹰隼样的黑

眼ꎬ下巴落在双手里ꎬ身体弯曲成饿鹰状”ꎬ奶奶的举手投足“似受伤的大鸟”ꎮ 动物的人化和人

的动物化倾向充分显示了动物作为“高密东北乡”这一荒蛮空间的主体地位ꎮ
洪水是神话中常见的模式和意象ꎬ它是远古的洪水灾害给人类心灵留下的集体无意识ꎮ

«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往古之时ꎬ四极废ꎬ九州裂ꎬ天不兼覆ꎬ地不周载ꎻ火爁焱而不灭ꎬ水
浩洋而不息ꎬ猛兽食颛民ꎬ鸷鸟攫老弱ꎮ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ꎬ断鳌足以立四极ꎬ杀黑龙以

济冀州ꎬ积芦灰以止淫水ꎮ 苍天补ꎬ四极正ꎬ淫水涸ꎬ冀州平ꎬ狡虫死ꎬ颛民生ꎮ”③洪水承载了人类

的原罪意识ꎬ意味着惩罚和灾难ꎬ但又提供了社会秩序得以重新组合的契机ꎬ也增强了人类生存

的本领和创造的智慧ꎮ 鲁迅的«不周山»和«理水»即分别赞颂了女娲的宏伟创造和大禹治水无

私为民的精神ꎬ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正是由于洪水ꎬ洪水中作为仁义之子捞渣的死ꎬ使小鲍庄的

人物都得到了救赎ꎬ困境由此得到合理的解决ꎬ小鲍庄重新建立起一种平衡ꎮ «秋水»用四分之

一多篇幅对滔天洪水极尽描写ꎬ在洪水中ꎬ“我爷爷”所能做的就是一面不断安慰处于分娩之痛

的“我奶奶”ꎬ一面不断走出窝棚查看水情ꎬ渲染了环境的险恶和绝望ꎬ也是因为漫天的洪水ꎬ使
“我爷爷”所在的高地具有了诺亚方舟的意味ꎬ不仅动物泛滥ꎬ也引来了黑的紫的白的、活的死的

各色的匪种寇族ꎬ形成了多向复杂的人物关系ꎬ这真正构筑起独立一方又野气纵横的新的世界ꎮ
与«秋水»几乎同时问世的«白狗秋千架»ꎬ把高密东北乡由«秋水»创世纪的传说拉进了现

实生活场景ꎮ 它以莫言惯用的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ꎬ呈现了农村少女暖的悲剧人生ꎮ 美丽

纯真的少女被偶然路过的军人尤其是蔡队长激发起对未来的美好梦想ꎬ这一梦想却被秋千架上

的一次意外———一只眼睛的失明残忍地毁灭ꎬ嫁给哑巴后又一胎生下了三个哑巴儿子ꎬ繁重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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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和不幸的命运早已改变了暖的模样ꎬ也磨砺了她的性格ꎮ 当暖见到“我”之后ꎬ她最大的

期望就是“我”能给她一个会说话的孩子ꎬ并勇敢地让白狗把“我”引到高粱地来ꎮ 女主人公暖对

生活不屈、坚忍、自尊而坦荡的形象散发着红高粱味道的“高密东北乡”气ꎬ这也正是莫言热衷塑

造的故乡女性的某种精神共性ꎮ 作为叙事者的“我”对暖曾有过青春的情怀ꎬ对暖的秋千架之殇

也负有一定责任ꎬ并一直深怀负罪感ꎮ 这是“我”离乡十年之后的第一次回乡ꎬ低沉而带忧郁的

叙述语调正如七月末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的天气ꎬ契合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故乡现状的失

望、罪感的沉重和人生无奈的感伤ꎮ «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了“纯种”这一莫言小说所创造的

带原型意味的概念ꎮ
在 １９８５ 年前后ꎬ莫言还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魔幻意味的小说ꎬ«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

萝卜»«球状闪电»«大风»«爆炸»等ꎬ甚至在小说中直接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魔幻意象进

行模仿和借鉴ꎮ «白狗秋千架»对那条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神色遥远荒凉的白狗的描绘

充满主观的体验和魔幻色彩ꎬ过去的故事以“我”的回忆或意识流的方式复活在当下的时空也是

新时期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时空结构方式ꎮ 但总体上ꎬ无论过去的回忆还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照ꎬ小
说基本上采用主体化强烈的真实再现ꎬ现代艺术技巧融合在整体现实主义的书写中ꎮ 此后ꎬ“高
密东北乡”成为莫言小说中的专用地理名称ꎬ所有的小说都被放在这个环境之下ꎮ 莫言依恃“高
密东北乡”这一虚构想象的王国ꎬ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尤其是蒲松龄等为代表的古今中外文学

传统以及山东高密民间文化的影响和浸淫中ꎬ飞扬起超拔的想象ꎮ «秋水»«红高粱家族»«食草

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酒国»和«蛙»等ꎬ共同建构起一个无限宽广的文化空间

和“文学的王国”ꎬ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的缩影”①ꎮ

三

１９８８ 年ꎬ莫言又创作了«马驹横穿沼泽»ꎬ同样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ꎮ 如果说ꎬ«秋水»
是一篇创世传奇ꎬ那么«马驹横穿沼泽»的核心是一个人间男子和超自然女性(马驹变幻的美女)
的恋情故事ꎬ则近于神话了ꎮ 也因近于神话ꎬ小说自然呈现出更为浓郁的神秘和魔幻气息ꎮ

«马驹横穿沼泽»的核心是一个人兽交合创建家园的故事ꎮ 一匹红色的小马驹和一个小男

孩历尽艰辛横穿沼泽ꎬ在共同的磨难和相互扶持中ꎬ小马驹对男孩产生了爱慕之情ꎬ在得到了男

孩永不提“马”字的承诺之后ꎬ幻化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与小男孩结为夫妇ꎮ 他们终于来到遍地是

没人深的野草、“人种没有一个”的地方ꎮ 他们搭起了草棚ꎬ开荒种地ꎬ打猎逮鱼ꎬ养鸡养狗ꎬ生儿

育女ꎮ 多年以后ꎬ长大的儿女们竟有了悖逆人伦的行为ꎬ由男孩长成的男人一时愤怒违背了最初

的誓言说出了“马”字ꎬ导致妻子化成马驹消逝ꎬ男子也因悔恨成为活死尸ꎮ 可以看到ꎬ这一核心

故事与«秋水»中“我爷爷”、“我奶奶”创世的模式基本一致ꎬ具有越轨———惩罚的基本结构ꎮ 他

们同“我爷爷”、“我奶奶”一样ꎬ有着在苦难境遇中自然成长的真挚的爱情ꎬ但人兽之间的爱情同

跨越阶层的爱情一样ꎬ显然也是悖逆社会常规的ꎬ只有在渺无人烟的荒蛮之地ꎬ他们才可能摆脱

规范的禁锢ꎬ结为夫妇ꎮ 这样的越轨已潜藏着必至的惩罚ꎬ只是«马驹横穿沼泽»中的惩罚已不

再是自然的滔天洪水ꎬ更带有后世文明所赋予人类的伦理意识ꎮ 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其他带原型

意味的意象ꎬ诸如沼泽、蹼膜、马驹等ꎬ这些意象较荒蛮之地和洪水更具有莫言的独创性ꎮ 而且这

些意象不仅贯穿于«食草家族»的每一部分ꎬ也常出现于莫言的其他小说中ꎮ 这种跨文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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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出现ꎬ使之承载了属于莫言的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ꎮ
«马驹横穿沼泽»的叙述方式是很独特的ꎮ 包围这一核心故事的是一代代人对它的讲述:黑

色男人对生蹼小杂种的讲述———“我爷爷”对我的讲述———“我”对孙子的讲述ꎬ而“我爷爷”的
故事又来自他的“爷爷”ꎮ 用一句话来概括«马驹横穿沼泽»就是:“我”给孙子讲“我爷爷”从“他
爷爷”那听来又曾对我讲过的黑色男人给小杂种讲马驹横穿沼泽的故事的故事ꎮ 在这样的叠加

中ꎬ处于时间链条后面的每一层讲述都包含了前面讲述的有关信息ꎬ并加入自己的想象和描绘ꎬ
而自我的感叹和怀想在这一过程中也都化为神话的一部分ꎮ 如在“我”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中ꎬ既
有“我”现在对故事的认识ꎬ又有“孙子”听故事的反应和问话ꎬ以及“我”由当下情境触发、不断

想起自己儿时听“我爷爷”讲故事时的情境和情感反应ꎻ既有“我爷爷”讲故事时的情态表现ꎬ又
有大量的篇幅描绘了黑色男人给小杂种讲这个故事时的氛围、环境以及他们各自的反应ꎮ 有关

黑色男人给小杂种讲故事的种种以及对故事的理解和处理ꎬ显然也来自“我爷爷”并经过了“我”
进一步的补充和改造ꎮ 在这样魔幻般的叙述中ꎬ红马驹和男孩创建高密东北乡的核心故事ꎬ距离

讲述者越远ꎬ它自身在讲述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小ꎮ 这既使马驹故事的本来意义趋于模

糊和变形ꎬ也是对它的不断丰富ꎮ 在一层层相互包含的讲述中ꎬ历史本身成为一则神话ꎮ
作为神话ꎬ人兽结合的核心故事本身即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ꎮ «马驹横穿沼泽»又在整体

上大量使用了象征暗示、隐喻怪诞、下意识心理、多角度叙述、时空顺序颠倒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

术手法ꎮ 多人称相互包含的讲述呈现了一个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魔幻而深邃的历史时空ꎮ 远古

的历史不断在当下复活再现ꎬ又与现实融合在一起ꎬ现实在神话的笼罩下亦呈现着梦幻般的不真

实感ꎬ真耶? 幻耶? 在其中ꎬ不仅仅人物———神秘的黑色男人ꎬ生蹼的小男孩———充满了神秘和

怪诞ꎬ还充斥着其他各种怪诞的意象:连绵的红色的沼泽与沼泽地里如花如絮的烟瘴ꎬ苍狼的怪

叫、男人的锐利的歌唱、绿色的或如游动的小蛇或如跳动不安的火苗ꎬ火红色的油蚂蚱这些

感觉化的意象反复出现ꎬ强化了魔幻般的氛围ꎮ 如同不同时空下怪诞意象的不断复现ꎬ历史似乎

也在循环地演出ꎮ 所有的讲述都是在三棵大柳树下ꎬ小杂种在这里等候黑色男人听其讲故事ꎬ爷
爷在三棵柳下给我讲ꎬ“我”在三棵柳下给孙子讲ꎻ所有的讲述发生在同一的时间情境:傍晚ꎬ沼
泽里升起团团烟雾ꎬ他们升起了一堆火ꎻ无论小杂种还是“我爷爷”、“我”、“孙子”ꎬ一代代人有

着对“马驹为什么要过沼泽”重复的追问和对红马驹共同的怀想ꎬ男人的歌唱穿越了历史深长的

隧道在每一次讲述中回荡ꎬ连油蚂蚱都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
　 　 草地上油蚂蚱蹦来蹦去ꎬ我稚嫩的皮肤被油蚂蚱弹打得生痛我苍老枯槁的皮

肤上站着一只油蚂蚱ꎬ火红鲜亮的颜色ꎬ油润有光泽ꎬ它如同玉石雕就ꎬ活脱脱一个宝贝儿ꎬ
它脚上的吸盘弄得我皮痒痒ꎬ抬手擦掉了它爷爷ꎬ蚂蚱碰得我肉痛ꎬ孙子哭哭咧咧地说

着ꎮ 我们到三棵柳下去吧ꎬ那里草少蚂蚱也少ꎮ
我被爷爷讲述的黑色男人吸引着ꎬ几乎见到了他的面容ꎬ头发蓬松着ꎬ恰如一股黑烟

爷爷打死了站在他胳膊上的油蚂蚱ꎬ领我到了三棵柳下ꎮ①

由现实到意识到想象ꎬ由视觉到感觉ꎬ由稚嫩到苍老ꎬ由孙子到爷爷到黑色男人ꎬ在这跳跃的

碎片的粘贴中ꎬ时间似乎已经消失ꎬ莫言从容地引领着我们在现实、历史和神话的时空中自由飞

翔ꎮ
从«秋水» «白狗秋千架»到«马驹横穿沼泽»ꎬ对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ꎬ莫言经历了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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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现实———神话推演的过程ꎮ 在叙述方式上ꎬ它们都采用第一人称“我”讲述的方式ꎬ但因

讲述层次的不同ꎬ三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本身正与内容上创世纪神话建构过程相一致ꎬ也正形象地

呈现了历史和神话得以形成的过程ꎮ «秋水»是“我”讲述“我爷爷”、“我奶奶”们创建“高密东北

乡”的历史ꎬ这样不太遥远的时空ꎬ正是传奇得以诞生的土壤ꎮ 在叙事的过程中ꎬ时空的距离和

细节真实的悖论已经呈现了历史的虚构性和想象性ꎬ如对“我爷爷”从洪水中拖上来的死尸的细

腻描写ꎬ宛如在场般真实ꎮ «白狗秋千架»是“我”讲述“高密东北乡”现在的故事ꎬ是“我”之所历

所见ꎬ强烈的现场感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ꎮ «马驹横穿沼泽»则通过几层的讲述向时空更深处

勘探完成了神话的建构ꎬ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一次流传ꎬ也是一次改造和丰富ꎮ 这是一个创世纪的

故事ꎬ也是一个关于神话形成和流传的故事ꎬ是文化历史传承丰富的过程ꎮ

四

从«秋水»中“高密东北乡”的首次出现ꎬ继而«白狗秋千架»和«马驹横穿沼泽»ꎬ莫言何以一

次次建构“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呢? 由传奇、现实而神话ꎬ每一次的建构都将笔触更深地探入

人类思维和文化的源头ꎮ 联系它们所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ꎬ应不难对之作出解释ꎮ
«秋水»和«白狗秋千架»都发表于 １９８５ 年ꎬ«马驹横穿沼泽»发表于 １９８８ 年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中后期ꎬ正是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思潮兴起大行其道的时期ꎬ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ꎮ 在此思潮中ꎬ不仅产生了阿城的«棋王»(«上海文学»１９８４ 年第 ７ 期)、韩少功的«爸爸爸»
(«人民文学»１９８５ 年第 ６ 期)、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等大量有代表性

的作品ꎬ其他非寻根作品也往往加入文化的因素ꎮ 在寻根小说中ꎬ神话不仅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

思维方式使小说具有魔幻的色彩ꎬ又以其远离现代城市和现实乡村的另一种生存状貌和文化特

征ꎬ映照着当下文化的缺失及其根源ꎮ 寻根小说力图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ꎬ将对文化的反思追溯

到创世之初也是很自然的ꎬ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ꎮ 在«爸爸爸»所构建的

鸡头寨ꎬ他们的生活中充满原始思维的神秘ꎬ占卜祭祀ꎬ迷了路是遇见了“岔路鬼”ꎬ要赶紧撒尿

赶紧骂娘ꎬ蛇会被女人迷惑动情ꎬ丑陋猥琐的白痴丙崽因为只会说“爸爸爸”和“Ｘ 妈妈”被人鄙

视ꎬ也因为只会说这两句话又被认为具有隐秘神启的能力而成为“丙相公”、“丙仙”ꎬ被推到至高

的神座受众人膜拜ꎮ 这些使小说呈现着独特的美学风格ꎬ而落后、闭塞、停滞又充满血腥和杀戮

的文化空间ꎬ自然具有文化审视和批判的意蕴ꎮ 鸡头寨流传着祖先刑天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ꎬ刑
天生了优耐ꎬ优耐有了火牛ꎬ火牛有了府方ꎬ府方有了姜凉ꎬ姜凉正是他们的祖先ꎬ五支奶和六支

祖在凤凰的引导下来到此地创建了鸡头寨ꎬ使它成为闭塞、神秘又年代模糊的所在ꎮ 祖先的英勇

与后人的愚昧又顽强地生存ꎬ都有着或正或反的联系ꎮ «小鲍庄»的开端也是小鲍庄的创世神

话ꎮ 小鲍庄的祖上因治水不力ꎬ深为愧悔ꎬ“于是带了妻子儿女ꎬ到了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安家

落户ꎬ以此赎罪ꎮ 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ꎬ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ꎮ 小鲍庄人的生活和命

运、捞渣的“仁义”之举都被统摄在洪水泛滥、先人治水的神话氛围之下ꎬ使小说具有了更为丰富

的内涵ꎬ有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反思ꎬ也衍生出“罪”与救赎有关命运的思索ꎮ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ꎬ«秋水»和«马驹横穿沼泽»所讲述的“高密东北乡”创世纪传说

和神话便不可能是孤立的ꎬ自然容易被纳入寻根的视野ꎬ从而带有文化反思的意蕴ꎮ 在文化空间

上ꎬ它们同大多寻根小说一样ꎬ都属于近乎封闭或边缘的荒原之地ꎬ人物所携带和开创的文化即

成为这一空间的文化传统ꎮ 在人物形象上ꎬ不仅“我爷爷”、“我奶奶”、有着“乌黑的撸子枪”的
紫衣女人、“神枪手”黑衣男人、“黑巴鱼样”“瘦得像一道黑烟”的黑色男人等具有浓郁的传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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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和怪诞气息ꎬ«秋水»中还有无比纯真似绝世而独立的白衣盲女ꎬ也正是白衣盲女所唱的儿歌

由“我爷爷”教给“我”从而被传唱下去ꎮ «马驹横穿沼泽»有无名无姓也无家可归的手上生蹼的

小杂种ꎬ小杂种的蹼膜则关联着高密东北乡起源的古老神话传说ꎬ成为人类梦魇的一部分ꎮ 这些

怪异的人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也正如莫言发表于 １９８５ 年的«透明的红萝卜»中主

人公黑孩一样ꎬ不仅是小说所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黑孩ꎬ“还应该是‘１９８５ 年文学’的黑孩”ꎬ是
１９８５ 年后的寻根、先锋小说中四量存在的“身心障碍”、“哑巴”、“聋子”、“痴呆者”人物谱系中的

一员ꎬ“都无非是对当代文学那个以英雄为主体的所谓‘正常人世界’的合法性的篡改”①ꎮ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ꎬ莫言重述一个神话作为高密东北乡创世纪的源头ꎬ也是很自然的ꎮ

«马驹横穿沼泽»后被收入长篇小说«食草家族»ꎬ成为它的一部分ꎮ 而通过«食草家族»的整体ꎬ
也能够更充分地看到«马驹横穿沼泽»的寻根意义ꎬ它成为家族的、民族的历史源头ꎬ也是文化和

精神的源头ꎮ «食草家族»以梦来命名每一部分ꎬ它构建了家族的人物谱系ꎬ大老爷、大老妈、二
姑奶奶、小老舅舅、“我”、儿子等ꎬ也书写了家族内部的爱恨情仇ꎮ 家族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都

是冷漠的ꎬ充满了欺骗、监视和倾轧ꎬ围绕性与生存的争斗和复仇几乎是人物命运的核心元素ꎬ由
此产生了血腥、残酷的伦理悲剧和家族灾难ꎮ «红蝗»中四老爷为了与红衣服的小媳妇偷情将其

公爹毒杀ꎬ又和九老爷因小媳妇大打出手ꎬ小媳妇也被杀害ꎮ 四老爷设计抓住了四老妈与锔锅匠

的奸情ꎬ让刺槐刺瞎了锔锅匠的一只眼ꎬ并借机将四老妈休掉ꎮ ５０ 年前的伦理纷争又与 ５０ 年后

的黑纱裙女人、教授等相互映衬和对照ꎮ «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生蹼的小老舅舅名义上的父亲

黄胡子ꎬ因妻子被支队长霸占ꎬ利用支队长和高司令赛马之机将支队长杀害以复仇ꎮ «二姑随后

就到»中二姑因生了蹼膜成为家族中的一个梦魇ꎮ 因曾被家人遗弃ꎬ二姑不仅亲手射杀了曾遗

弃自己的父亲ꎬ攻打过家族的院垒ꎬ要向建议遗弃自己的大爷爷、大奶奶复仇ꎮ 多年以后ꎬ她派自

己的两个儿子天和地重回家族ꎬ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清洗了家族中的长辈ꎮ 还有直接以«复仇记»
命名的一部分ꎬ生蹼的挛生兄弟一直背负着名义上的父亲临死前的嘱托ꎬ要寻老阮报仇ꎬ而老阮

极可能是他们的亲生父亲ꎮ 莫言将«马驹横穿沼泽»作为第六梦ꎬ放在此书的最后部分ꎬ正是追

溯了食草家族的创世源头以及伦理悲剧的根源ꎮ 男孩与红马驹在困境中结合创建“高密东北

乡”ꎬ已经注定了人类悲剧的宿命ꎮ 它一方面体现着人类最为原始的欲望———生存与生殖ꎬ就如

同人类自然产生的对于红马驹的怀想:“世世代代的男子汉们ꎬ总是在感情的高峰上ꎬ情不自禁

地呼唤着:ｍａ! ｍａ! ｍａ!”它是美好而真诚情感的象征ꎬ所以对红马驹的描绘那么美丽而多情ꎮ
另一方面ꎬ创造与破坏往往共生ꎬ苦难中热烈的爱情与日常生活情感倦怠的荒诞ꎬ高密东北乡开

天辟地的壮举诞生了手脚生蹼的子孙ꎮ 正是人与马的结合ꎬ使其后代身上几乎命定地永恒地具

有了兽性的遗留ꎬ它潜藏着膨胀为野蛮、残忍与伦理越界的可能性ꎬ在现代视域中被定义为发展、
进步、完善的对立面ꎻ而在人类历史上ꎬ欲望不断扩张确如红色的沼泽ꎬ衍生了无数的罪恶和争

斗ꎮ 这些在人身上的铭记即是蹼膜ꎮ «食草家族»的每一部分几乎都存在手脚生蹼的人物ꎬ«玫
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的小老舅舅ꎬ«生蹼的祖先们»神秘的老姑奶奶和梅老师、“我”、霞霞等ꎬ«复
仇记»中近乎痴傻的挛生兄弟ꎬ«二姑随后就到»中只出现在人们讲述中的二姑ꎬ以及«马驹横穿

沼泽»中的小杂种等ꎮ 蹼膜成为食草家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核心意象ꎬ使其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命运带有了“原罪”的意味ꎮ 众多的伦理悲剧都与之相关ꎮ 而蹼膜正是作为文化本原和人类祖

先的男孩与红马化成的女孩结合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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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时代文化场域中具有文化寻根的意义ꎬ«秋水»等作品同样应放入莫言对“高密东北

乡”这一王国的整体建构中来考察ꎮ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与韩少功的鸡头寨、王安忆的小鲍庄

明显不同ꎮ 它既是现实实有的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ꎬ又是想象虚构的文化地理ꎮ 作为故乡ꎬ它在

中国的文学场域中从来不仅是生活之所ꎬ更是精神家园ꎬ是生活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源头ꎬ是作家

构建乌托邦的凭依ꎮ 莫言对故乡的每一次书写ꎬ都成为一次寻根筑梦之旅ꎮ “高密东北乡”自从

首次出现在«秋水»之后ꎬ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说是围绕它的一种讲述ꎬ是对其历史和现实

的不断丰富ꎮ 这一点相类于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ꎬ更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
福克纳的约克纳巴塔法世界ꎮ 创世纪神话和传说便是“高密东北乡”的文化之源ꎬ是形塑“高密

东北乡”这一王国的人民性格、心理和精神的文化根源ꎮ
作为“创世纪”ꎬ«秋水»几乎衍生了“高密东北乡”所有的精神元素ꎮ “我爷爷”和“我奶奶”

为了爱情杀人放火ꎬ未曾展开的老七、黑衣男人和白衣盲女之间的纠葛ꎬ他们上演着匪种寇族之

间的争斗、仇恨和凶杀ꎮ 这种争斗更多来自生命的本能欲望ꎬ不同于革命的阶级对抗ꎬ是身体狂

野而自然的欲望呈现ꎮ 在生存的形式上ꎬ他们具有沈从文“湘西世界”中人性原初的真ꎬ又将湘

西和谐的美演化为粗粝和躁动的浓烈ꎬ«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已经具有这样的精神元素ꎮ 莫言对

这样的欲望采取的都是搁置道德、历史等主流评判标准的民间立场和态度ꎮ 在这样的空间里又

萌生着神秘而超越此在的思维:坐着釉彩大瓮被黑衣人从水上推来的白衣盲女ꎬ似梦幻中人超脱

于外界而独立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ꎬ她无法理解人们的问话ꎬ从哪里来和叫什么名字

都是一个谜ꎮ 而当周围的人们都陷在惊恐、争斗、仇恨中时ꎬ只有盲女在自足的世界里笑着呈现

着幸福的光晕ꎮ 这种天真、超然、无识ꎬ使她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ꎮ 她所哼唱的儿歌犹如人世的

谶语ꎬ小说结尾“我爷爷”教给我的一首儿歌表明它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被承传下去ꎮ “高密东

北乡”作为乌托邦与恶托邦的所在ꎬ还有着不受常规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人物近乎自治的精神

的自由ꎮ 此后ꎬ«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们又将这些演绎到生命的极致ꎬ野合、
杀人放火、爱恨情仇、土匪之间的斗争ꎬ这些在民间的价值观念、抗日战争的背景、现代性等多重

语境中产生了多重的含义ꎮ «檀香刑»中眉娘与钱丁之间本能的热烈的吸引ꎬ孙丙的酷刑在猫腔

的盛大演出中成为一场悲喜剧色调的精神狂欢ꎬ同样如此ꎮ 带魔幻意味的神秘思维也正是莫言

的高密东北乡民间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ꎮ 也正是这些精神元素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一

个“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

的地方”①ꎮ 成为“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
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②的一个完整的世界ꎮ 而对祖

辈精神的书写ꎬ在另一个层面上ꎬ也暗含了«白狗秋千架»已经提及的“种的退化”的命题ꎮ
«马驹横穿沼泽»具有更为复杂的情感倾向ꎬ他既表现了爱情神话故事的神奇迷人ꎬ又极力

渲染了它使人战栗的恐惧ꎮ 奔跑不停的红马、美丽的姑娘、男孩与红马驹的爱情故事是使人迷恋

的ꎬ被一代代人讲述流传和向往ꎮ 但在流传的过程中ꎬ它使人迷恋的除了红马驹外ꎬ还笼罩着一

代代人深深的恐惧ꎮ 小说在讲述这个爱情神话时ꎬ极力渲染了一个阴暗而使人恐惧的氛围: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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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去向坟墓的黑色男人和无家可归的生蹼小杂种携带着神秘和怪诞ꎬ死寂的沼泽突然发出的

怪响如虎啸如狼嗥ꎬ黑色男人冷酷的脸和冰冷的语言ꎬ他的莫名其妙的歌唱在黑夜的死寂中伴着

苍狼的怪叫ꎬ突然爆发的哨子虫的尖利鸣叫令人心惊胆颤ꎮ 莫言用大量阴暗、怪诞的意象ꎬ讲述

了红马驹故事的现实氛围和人物感觉的恐怖ꎮ 在其中ꎬ听黑色男人讲述马驹横穿沼泽的故事的

小杂种是恐惧的ꎬ在小杂种的眼里和意识中充满了怪诞吓人的意象:“他把一只粉红色的蚂蚁诱

到草棍上ꎬ让它沿着草棍往前爬ꎬ如同面临万丈深渊ꎬ蚂蚁搔首踌躇ꎮ 他感到了恐怖ꎮ 一只黑色

的脚ꎬ宛若一只独立的怪物ꎬ漫过他的肩头伸到他的面前ꎮ 他闻到脚上的味道:幽幽野菊香ꎮ 蚂

蚁跳上他的过分突出的脚趾ꎬ很快地往上爬ꎬ爬过脚背ꎬ爬上脚踝ꎬ看不见了就扭脖子回头:黑瘦

的男人青白分明的眼睛盯着他ꎬ坚硬的唇边漾着青苔状的微笑ꎬ嘴里是两排钢铁牙齿”①而

对小杂种和黑色男人等怪诞意象的渲染ꎬ使同样听“爷爷”讲红马驹的“我”和听“我”讲红马驹

的孙子也都充满了恐惧ꎮ 一个原本美丽(虽然带着悲剧意味)的神话故事在流传中诞生了恐惧ꎬ
成为一代代人对恐惧与迷恋的情感传递ꎮ

这样混杂的情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莫言自己的儿时体验ꎬ大爷爷讲似真似幻的鬼怪故事

也让当时的莫言着迷又心惊ꎬ“越怕越想听ꎬ越听越不敢往家走”②ꎮ 莫言对这些表现出格外的迷

恋ꎬ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都能读到这样的神灵怪异故事ꎮ 如«战友重逢»中钱英豪讲述父亲曾讲过

的故事:胶河大王大白鳝能化成白衣书生到岸上作孽ꎬ两个下河洗衣服的大闺女被河水淹死变成

了一对小蛤蟆ꎮ «我们的七叔»中七叔对狐狸精故事的渲染ꎬ都使听者感到心惊ꎮ 这也是人类普

遍的生命体验ꎬ对一切未知和神秘事物的好奇与恐惧ꎬ也是神话诞生的基础ꎮ «马驹横穿沼泽»
将既迷恋又恐惧的情感和爱与生存、欲望与蹼膜、黑色男人对苍狼的呼唤ꎬ与“兄妹交媾啊人口

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的警示连接在一

起ꎬ具有了莫言的主体色彩ꎬ充满对生存哲学、对历史发展的超常性思考ꎬ也体现了他对历史发

展、对人性善恶的评判态度ꎮ 红马化为美丽的女子与男孩在危难中结合ꎬ开创了高密东北乡ꎮ 这

一迷人的故事具有一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伦理的悖论和含混ꎮ 对此ꎬ莫言悬置

了历史发展、道德惯例的评判尺度ꎮ 他看到了现实生活游离于政治、历史、道德等现代价值标准

之外的混沌ꎬ人性的复杂ꎬ人类发展中残酷与非理性存在的必然性ꎮ 正因如此ꎬ那对因悖逆社会

规范相爱的生蹼的青年男女被施以火刑烧死ꎬ在«生蹼的祖先们»中被描写的凄美又壮丽ꎻ四老

妈因偷情被休ꎬ脖子上挂着情人的大鞋ꎬ骑在毛驴上的形象如一个英雄(«红蝗»)ꎻ皮团长对生蹼

男孩的阉割在历史正义背后是它的残酷和血腥(«生蹼的祖先们»)ꎮ 这是一个原始而混沌的人

类生存状态ꎬ是民间生存的本相ꎬ莫言的“创世纪神话”中的一个个故事ꎬ看起来讲述的是原始而

混沌的人类生存状态ꎬ但却“因感觉的无限放大和幻想的天马行空而拥有了远远超越实物局限

的象征意义ꎬ从而使故事具有了深刻的寓言性质”③ꎮ 正如在«生蹼的祖先们»里“我”的最后感

悟:“人都是不彻底的ꎮ 人与兽之间藕断丝连ꎮ 生与死之间藕断丝连ꎮ 爱与恨之间藕断丝连ꎮ
人在无数的对立两极之间犹豫徘徊ꎮ 如果彻底了ꎬ便没有了人ꎮ”④在迷恋与恐惧并生的混杂中ꎬ
它拒绝了既定世界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明确规范和秩序ꎮ 这也是莫言作为老百姓来写作的一

贯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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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研究
∗①

张琴凤
( 山东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新生代小说家是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９０ 年代在大陆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的青年作家群体ꎮ 他们

反叛、颠覆文学传统ꎬ以“游戏”(即幽默轻松、自由虚构)姿态对历史进行个人化解构叙事ꎬ颠覆传统宏大历史叙

事ꎬ以此建构新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形态ꎬ即追求个体自由的自我历史叙事ꎮ 后现代的解构、颠覆和个体生命、
人性的彰显是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核心精神ꎮ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主要表现为戏仿、反
讽、拼贴等多元形式ꎬ其价值在于解构宏大历史叙事ꎬ将叙事从传统的压制下解脱出来ꎬ开创新的个人化历史叙

事模式ꎮ 但是ꎬ游戏性历史叙事应避免陷入无限制的形式狂欢和虚无主义ꎬ要考虑社会接受性和文学审美性ꎬ形
成一种具有自身规则和限度的严肃性游戏历史叙事ꎮ

关键词:　 新生代小说家ꎻ历史叙事ꎻ游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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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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基金项目“华人新生代作家历史文化品格比较研

究———以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为例”(０８ＪＣ７５１０２９)、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大陆和台湾新生代作家历史创伤

叙事比较研究”(１５ＣＷＸＪ１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ꎬ朱光潜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３００－３０９ 页ꎮ
③[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审美判断力的批判»(上卷)ꎬ宗白华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６４ 年ꎬ第 １５０、１７９ 页ꎮ
④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７７、１９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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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戏”的概念与价值

“游戏”是西方文学艺术和美学的重要概念ꎮ 从古典主义游戏观到现代、后现代游戏说ꎬ游
戏的概念和内涵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ꎮ 古典主义认为游戏是一种美育ꎬ它具有教育功能ꎬ可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ꎮ 如柏拉图认为游戏、文学、诗歌都是一种教育方式ꎬ游戏能使人变得完整

和谐ꎮ②康德从美学、艺术等角度指出游戏具有自由性和非强制性ꎬ它追求快乐舒适的享受ꎬ审美

的游戏通过主观感觉和想象力实现教育目的ꎮ③席勒从人学和美学角度将古典游戏观发展成熟ꎬ
他认为游戏是一种美学教育ꎬ它将艺术美的娱乐和教育的严肃相结合ꎬ追求完整全面的人ꎬ以实

现人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自由ꎮ④现代、后现代游戏观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等角

度阐释游戏的多元内涵ꎮ 加达默尔指出:“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Ｓｅｌｂｓｔ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ꎮ 而

自我表现乃是自然的普遍的存在状态(ＳｅｉｎＳａｓｐｅｋｔ)ꎮ”⑤他从存在方式角度阐释了游戏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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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意义的观点ꎮ 胡伊青加从文化学、史学层面指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ꎬ这种

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ꎻ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ꎬ但又有绝对的约束

力ꎻ它以自身为目的并且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 ‘日常生活’的意识ꎮ
我们大胆地把‘游戏’称为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ꎮ”①他从人的本体论角度指出了人类身

份角色中的“游戏者”特性和人类社会文化中的游戏性因素ꎬ从而阐明了游戏与文化之间的关

系ꎮ “游戏”在后现代语境中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解构传统的宏大叙事规范ꎬ追求主体自由

的个人小我叙事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下单一化的宏大意义ꎬ强调个体叙事的多重意义ꎻ个人生命

和真实人性成为叙事的核心ꎮ 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中ꎬ游戏承担了后现代主义消解意义ꎬ否定历史

真相和历史必然性的多重解构功能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ꎬ很少有游戏性的文学观ꎬ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文学的主

流传统ꎬ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性ꎬ文学成为某种社会思想、政治观念的反映和表现ꎮ 为艺术、表
现个人自我的文学始终处于边缘ꎬ很难成为文学主流ꎮ 启蒙国民、救亡图存、政治革命等各种社

会要求强化了文艺的社会服务作用ꎬ而弱化了文艺自身的审美特性ꎬ忽略了作家个人的主体性表

现ꎬ作家的审美经验大都依附于宏大主流话语ꎮ 具体到历史叙事上ꎬ作家们对历史的书写大多呈

现为特定时空背景下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记忆ꎬ历史叙事变为对宏大历史和官方意识

形态的具体化阐释ꎮ 在此ꎬ历史成为官方、宏大的群体性历史ꎬ拥有单一性的话语霸权ꎬ个人被淹

没其中ꎬ失去发言权ꎬ个体生命的复杂历史体验和历史真实被遮蔽、忽略、压制ꎬ历史叙事变成单

一化的宏大历史叙事ꎮ 但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ꎬ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使政治、经济发生迅

速转型ꎬ中国都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宽松ꎬ使 ９０ 年代的中国形成以

商业消费为主的大众文化语境ꎬ这引起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巨大变化ꎮ 西方文学思潮(如后现代

主义、解构主义等)大量涌入中国ꎬ中国文学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文学观ꎮ 中国文学从单一化的

集体话语中逐步解脱出来ꎬ开始进行多元化、个体化的文学实验ꎬ传统主流的社会文化成规、宏大

历史叙事成了作家们解构和颠覆的对象ꎮ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进入中国ꎬ９０ 年代在中国大陆盛行并掀起研究高

潮ꎬ而 ９０ 年代正是大陆新生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ꎬ因此后现代主义成为大陆新生代小说产生的

重要文化背景ꎮ 此外ꎬ８０ 年代的先锋小说、新生代诗歌所倡导的后现代文学实验ꎬ如元小说、叙
事圈套、叙事迷宫、游戏手法也为新生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ꎮ 中国大陆新生代小说家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ꎬ９０ 年代崛起于大陆文坛ꎬ主要包括韩东、朱文、毕飞宇、李洱、吴晨骏、鲁
羊、述平、张旻、刁斗、邱华栋、刘继明、何顿、李冯、东西、鬼子、荆歌、艾伟、罗望子、王彪、红柯、叶
弥、魏微、李大卫、李修文、张生、须兰、朱文颖、丁天等人ꎮ 新生代小说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

和中国多元化、实验化文学语境的影响下ꎬ开始彰显自身个人化的文学立场ꎬ反叛、颠覆文学传

统ꎬ与前代作家断裂ꎬ追求前卫的文学实验和新奇的叙事形式ꎬ以多元化、个体化的开放包容思维

和新型审美观念实现了文学观念的裂变和重构ꎮ 具体到历史叙事上ꎬ就是以“游戏”(即幽默诙

谐轻松、自我表现、自由虚构)姿态对历史进行个人化解构叙事ꎬ颠覆传统宏大历史叙事ꎬ追求后

现代解构色彩的游戏性历史叙事ꎬ强调叙事的主体性ꎬ以此建构新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形态ꎬ即
追求个体自由的个人化、小我化历史叙事ꎮ 后现代的解构和个体生命的彰显是新生代小说家游

戏性历史叙事的核心精神ꎮ

２２
①[荷兰]Ｊ.胡伊青加:«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ꎬ成穷译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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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小说家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消解了历史所谓的客观、真实性ꎬ强调历史的主观叙事性

和虚构想象ꎬ将客观的历史再现变为主体的游戏行为ꎬ所谓的历史已成为作家自我主体的主观想

象和叙事游戏ꎮ “小说将根深扎在历史文献之中ꎬ总是与历史有着亲密的联系ꎮ 然而与历史不

同的是ꎬ小说的任务是将我们心智的、精神的以及想像的视野拓展到极致ꎮ”①可见ꎬ新生代的历

史叙事以其主观想象的自由和虚构而具有了后现代的“游戏”性ꎮ 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

叙事还呈现出作家深层的生命哲学观和人生态度ꎮ 他们认为游戏是作家回归文学自身ꎬ回归生

命主体自我的一种自由精神ꎮ 基于此ꎬ新生代小说家摆脱了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商业性等外

在束缚ꎬ而进入一种较纯粹的个人化层面ꎬ开始关注文学自身ꎬ开始思索个人眼中的历史、世界、
生命、人性的本质所在ꎮ 游戏性历史叙事使新生代小说家摆脱了传统历史的重负ꎬ重构了个体自

我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形态ꎬ体现了作家超越文学传统、探索自身特色的一种努力ꎮ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使文学

摆脱了宏大历史叙事的社会功利性和政治虚假性ꎬ使文学回归自身的艺术审美性ꎬ回归自我生命

本体和自然人性ꎮ 个人的生命和复杂真实的人性欲望不再被宏大话语排斥压制ꎬ而得以强调和

彰显ꎮ 个人不再是历史叙事中被动的沉默者ꎬ而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和主动言说者ꎮ 新生代小

说家通过游戏性历史叙事追求一种自由张扬、特立独行、反叛传统的自我生命意识和个人化历史

真实ꎬ揭示了另一种曾被官方遮蔽、压制的历史真相ꎬ提供了言说历史的新方式ꎮ 可见ꎬ后现代的

解构、颠覆精神和个体生命、人性欲望的彰显已构成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的重要主题ꎬ
这一主题使新生代小说家颠覆并超越了官方僵化的文学传统和宏大历史叙事ꎬ形成了回归生命

本体意识和自然人性、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张扬的历史叙事伦理ꎮ 另一方面ꎬ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

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观ꎬ即历史的本质是一种轻松有趣的文学叙事ꎬ充满个人主观化的自由虚

构和想象ꎬ不同的叙事主体产生不同的历史ꎬ纯粹客观的历史真实是不存在的ꎮ 这种游戏性历史

叙事观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单一化的严肃的历史真实观ꎬ使中国文学具有了个体虚构的自由性、多
元开放性和轻松幽默性ꎬ开拓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路径ꎮ

总之ꎬ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在反叛传统历史真实观、张扬自我、关注个人的生命

人性等层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ꎬ使中国文学重新发现个人的存在ꎬ开始重视

个体生命ꎬ追求历史的个人化想象和自由虚构ꎮ 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主要通过戏仿、反讽、拼贴

等多元化形式得以表现ꎮ

二、游戏性历史叙事的表现形式

(一)谐谑化的戏仿

戏仿(Ｐａｒｏｄｙ)又称戏拟或仿拟ꎬ是源自西方文艺批评的一个概念ꎮ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哈

特对“戏拟”的界定是:“讽刺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通过扭曲和夸张来进行模仿ꎬ以唤

起人们的兴致、嘲弄和讥讽ꎮ”“讽刺家取用一部现成的作品———这部作品原是以严肃的目

的创作出来的ꎬ他把一些不一致不协调的观念掺和进作品ꎬ或者把它的美学技巧加以夸张ꎬ
使这部作品和这种文学形式看起来滑稽可笑ꎮ” ②

戏仿是后现代游戏叙事的重要策略ꎬ它是对前人文本(即源文本)的游戏性模仿、重新改写

３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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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创造ꎮ 戏仿文本作为一种衍生文本ꎬ它是源文本和戏拟文本的复合体ꎮ 戏仿的复合性和派

生性使其具有了互文性特征ꎬ戏仿文本和源文本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ꎬ而差异、对抗和革

新则是其主要特征ꎮ 在戏仿叙事中源文本一般为经典历史文本ꎬ其价值观念和艺术形式具有典

型性和权威性ꎬ而戏仿文本则以幽默戏谑的滑稽模仿对源文本进行嘲弄、讥讽ꎬ解构其神圣性和

严肃性ꎬ揭穿其宏大叙事的虚假性ꎮ 戏仿从当代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出发ꎬ重新解读历史文本ꎬ表
达现代人对历史的不同理解ꎬ揭示历史叙事的新型目的和意图ꎬ以实现对前文本的改造、演绎和

新编ꎮ 中国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吸收了戏仿的观念和策略ꎬ以诙谐幽默的戏仿叙事

颠覆了源文本的经典权威ꎬ重构了当代人的戏仿历史文本ꎬ实现了对经典历史的重新诠释和现代

性书写ꎮ
李冯的历史戏仿小说主要是对中国经典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名人传记的重新改写ꎮ 作家以

戏仿的手法将孙悟空、武松、孔子、牛郎、卖油郎、徐志摩、庐隐等经典历史人物现代生活化和世俗

化ꎬ赋予古典人物现代气质ꎬ借古人的外衣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现状ꎬ如情爱、金钱、权力、人格等ꎬ
揭示古典精神(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在现代的衰落悲剧ꎬ并赋予它新的现代意义ꎮ 李冯通

过对前文本自由随意的戏谑模仿ꎬ描写了众多荒诞虚构的现代故事ꎬ超越了人们对古典文本的常

规阅读方式ꎬ打破了古典故事的原有统一性ꎮ 至此ꎬ传统的古典历史文本被作者加工改造成一些

后现代的技术化故事ꎬ融入了作家的主体想象ꎬ具有很强的解构性ꎮ
小说«另一种声音»戏仿的是古典名著«西游记»ꎬ小说中孙悟空取经归来后生活无聊琐碎ꎬ

除了打水吃饭就是在水帘洞睡觉ꎮ 他睡醒之后丧失了神奇法术ꎬ以至于变成女人后无法返回原

形ꎬ被强盗抢去做新娘ꎬ后又成为名妓ꎬ最终变成老秀才吴承恩的女仆ꎮ 多年后ꎬ她又在长途跋涉

的行走中变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穿西装、坐出租车的普通世俗男人ꎮ 小说跨越漫长时空ꎬ对孙悟空

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世俗化改写和重构ꎮ
作者借对«西游记»和吴承恩生平经历的游戏性模仿ꎬ嘲讽解构了神话英雄孙悟空ꎬ将其从

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英雄还原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市井俗人ꎬ弱化了他的古典英雄精神ꎬ突出了

他的现代世俗意识ꎮ 如小说中ꎬ孙悟空失去了曾经的辉煌荣耀ꎬ金箍棒、斤斗云、七十二变都失灵

了ꎮ 他变得渺小懦弱无能ꎬ要靠猪八戒的儿子护送他回花果山ꎮ 此外ꎬ他在现代社会中也无法生

存ꎬ失忆、聋哑伴随他的生活ꎬ虽然他通过阅读吴承恩的«西游记»而恢复了活力ꎬ但其本身却遭

到了异化ꎮ 他由一只猴子变成了一个穿西装的现代男人ꎬ这种异化暗喻了现代生活对古典英雄

精神的瓦解ꎮ 小说通过虚构孙悟空取经归来后各种离奇、古怪遭遇ꎬ揭示了孙悟空逐渐世俗化的

过程ꎬ这种世俗性颠覆了孙悟空身上的古典神性ꎬ还原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形态ꎮ
李冯通过想象和虚构对古典西游故事进行戏谑化的模仿ꎬ解构了传统经典历史叙事的神圣

性、宏大性ꎬ以一种个人化的世俗“小叙事”祛除了孙悟空身上的神性ꎬ将其还原为世俗中人ꎬ呈
现出其生存奔波中的无聊、苦闷和心酸ꎬ实现了新生代作家对古代历史文本的改写与重构ꎮ

小说«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以古典名著«水浒传»«金瓶梅»的故事为戏仿对象ꎮ 小

说通过解构武松等传奇英雄ꎬ消解了古典英雄理想ꎬ反向表达了古典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失落的

遗憾以及现代人对英雄主义的怀恋情绪ꎮ 小说以“梦中的老虎”、“嫂子潘金莲”、“景阳岗”三段

叙事为基点ꎬ摆脱了古典文本«水浒传»中的宏大历史场景ꎬ小说中的宋江化身为小人ꎬ武松由

“英雄”变成借酒消愁的醉鬼ꎬ而打虎则成了其酒醉之后的即兴游戏ꎮ 李冯通过对宋江、武松等

传奇英雄的贬低和俗化ꎬ解构了古典英雄精神ꎬ实现了对源文本的戏仿和嘲讽ꎬ揭示了英雄主义

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和虚幻ꎬ以及现代人的怀疑主义情绪ꎮ 作者借古典英雄的衰颓ꎬ呈现出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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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普通人的渺小、平庸和猥琐ꎬ这是对古典英雄的非神圣化、非英雄化、世俗化描写ꎮ 李冯用原

文本«水浒传»中的正义英雄武松反衬戏仿文本中的俗人武松ꎬ暗喻讽刺了现代人的精神卑微和

孱弱ꎮ
现代和古代相比是缺乏英雄、缺乏信仰的年代ꎬ人们拥有的只是当下世俗生活ꎮ 李冯以后现

代的历史戏仿小说解构了古典历史中的神话英雄、传奇英雄和浪漫英雄ꎬ祛除了他们身上的神圣

性、崇高性ꎬ还原他们平庸的世俗本性ꎮ 这暗含了作者对神圣文化、英雄文化、理想主义、崇高道

德的消解与颠覆ꎮ
新生代的历史戏仿小说以嘲讽、谐谑的手法戏拟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本和民间传说ꎬ以当代

人的思想、情感去摹拟原文本中的人物、情节ꎬ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互文ꎮ 作家们在对古代历史

文本的模拟中ꎬ以游戏、嘲弄的笔调解构、颠覆了经典历史中人物和情节的神圣性ꎬ将神圣化事物

世俗化、平庸化ꎬ重构了回归主体自我的个人化“小我”历史ꎬ呈现了自身对历史的新的理解ꎮ 在

这里ꎬ后现代的游戏戏仿形式并不是唯一目的ꎬ作家通过戏仿旨在探求历史的另一种意义ꎬ即在

戏仿中借经典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外壳书写当代人的生存、情感、人性、欲望ꎬ发现当下现实与

古代的联系ꎬ因此ꎬ这种游戏性戏仿历史叙事最终完成了历史的现在性转换ꎬ发出了不同于传统

的另一种声音ꎮ
(二)多元化的反讽

反讽(ｉｒｏｎｙ)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ꎬ可追溯至古希腊喜剧ꎬ是指“希腊古典戏剧中的

一种固定角色类型ꎬ即‘佯作无知者’ꎬ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前说傻话ꎬ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

理ꎬ从而使对方只得认输ꎮ 后来ꎬ这个词的意思变成‘讽刺’、‘嘲弄’”①ꎮ 之后ꎬ反讽由戏剧角色

而发展成修辞学里的一种辞格ꎬ是指语言表层所说和深层所指之间矛盾相反的嘲讽性修辞手法ꎮ
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ꎬ反讽又被引入到文学创作中ꎬ被众多理论家如布鲁克斯、詹姆逊等作为诗

歌创作的基本原则ꎮ 布鲁克斯认为反讽表现了诗歌自身矛盾悖论的特性ꎬ是诗歌中“语境对于

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②ꎬ即词语、意象等与诗歌语境之间的相悖、冲突ꎮ 后来ꎬ反讽从诗歌

领域扩展到小说等其他文学领域ꎬ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ꎮ 英国批评家 ＤＣ米克

形容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ꎬ既暖味又透明ꎬ即(原文如此ꎬ引者注)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

层次ꎬ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③ꎮ 浦安迪认为反讽是:“作者用来指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

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ꎮ”④反讽的主要特征在于包含矛盾对立的两方面ꎬ如形式和内容、
表象和事实之间存在悖论ꎬ并通过这悖立冲突的两项呈现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ꎮ

反讽在文学中既是一种叙述方式ꎬ也是一种叙述态度ꎮ 它不仅表达语言修辞的意义ꎬ还表达

一种生活态度和感觉方式ꎮ 如表层意义是肯定而深层意义却是否定(反之亦然)的矛盾与悖立

构成一种存在本质的冲突与对比ꎬ这种对比使文本超越单一性而具有了复调和张力ꎮ 反讽中的

两个悖立面在相互冲突中常常呈现出滑稽荒唐、调侃戏谑等喜剧性因素ꎮ 反讽在喜剧的外观下

蕴含了严肃的批判性精神ꎬ在嬉笑调侃的游戏形式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类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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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探求ꎮ 因此ꎬ表面的喜剧性和深层的悲剧感构成了反讽的内在张力ꎮ 反讽的矛盾悖论既表

现为言语层面ꎬ又表现为文本的情节、结构、主题等层面ꎬ基于此ꎬ反讽可分为言语反讽、结构反讽

和情境反讽等多种类型ꎬ“反讽”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技巧ꎮ
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反讽历史叙事呈现出多元化形态ꎬ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等多种类

型ꎮ 言语反讽主要指语言表层和深层意义之间的矛盾ꎬ它通过语言自身的悖论性使读者产生阅

读的陌生化与荒诞感ꎬ进而反思挖掘语言的真实内涵ꎮ 情境反讽是指小说的情节设置或场景安

排存在矛盾悖论和非逻辑性ꎬ比如崇高与卑劣、神圣与庸俗并存的情节场景ꎮ 新生代作家李洱在

其新历史小说«花腔»中广泛运用了反讽叙事①ꎬ作者使用反讽解构了 ２０ 世纪中国历史的宏大革

命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ꎮ «花腔»中的言语反讽丰富鲜活且极具特色ꎮ 比如对革命历史话语“托
派”一词的反讽性描写ꎬ“他一开始也是嘴硬ꎬ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ꎬ于是乎ꎬ他很快就被提溜起

来ꎬ吊到了房梁上ꎮ ———刚吊了一袋烟工夫ꎬ他就承认自己是托派了ꎮ ‘坦白从宽ꎬ抗拒从

严ꎬ只要你乖乖地承认自己是托派ꎬ你就可以吃到一碗鸡蛋面条ꎮ’”②“托派”作为一个政治词

汇ꎬ本义是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革命群体ꎬ由于它反对斯大林主义ꎬ因而被视为异己和叛徒

而惨遭镇压ꎮ 中国共产国际受苏联斯大林“肃托”模式影响ꎬ也把党内“异己人士”、“汉奸”、“叛
徒”等定义为“托派”ꎬ因此历史上的“托派”是一种包含敌意的、遭遇悲剧命运的负面身份ꎬ而小

说中的“托派”则是一个被歪曲的、是非颠倒的虚假概念ꎬ这从“托派”的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出ꎮ
暴力加怀柔ꎬ威逼加利诱ꎬ一个被冤屈的虚假托派就产生了ꎮ 在此ꎬ托派的真实内涵与小说文本

义构成了鲜明反讽ꎬ揭示了政治历史的畸形与荒谬ꎮ 个人为了活命被迫屈打成招ꎬ放弃身份和人

格ꎬ承认自己是“托派”是特务ꎬ暗示了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和扭曲ꎮ
医生白圣韬被打成“托派”后的一些“自我批评”式语言也有较强的反讽性:“我打心眼里承

认自己犯了错误ꎮ 拿拾粪来说吧ꎬ那些毛驴ꎬ口料已经一减再减ꎬ肚子本来已经够

空了ꎬ但是为了响应拾粪运动ꎬ它们有条件要拉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拉ꎬ可我呢ꎬ却

一点也不体谅毛驴ꎬ竟然还要求它们一直拉下去阶级感情都到哪里去了ꎬ难道你的觉悟

还不及一头毛驴?”③在此ꎬ严肃的革命政治话语ꎬ如承认错误、响应运动、阶级感情、革命觉悟等

词语与“毛驴拉粪”这类无聊庸俗的日常生活语言产生语境错位ꎬ形成强烈反讽ꎬ揭示了政治革

命的谎言、暴力和对人性的控制异化ꎮ 作者在此解构、祛除了宏大意识形态中严肃革命的庄严和

神圣ꎬ还原了某些所谓的“革命”的平庸与世俗的本质存在ꎮ 此外ꎬ小说还将大量的革命、政治、
军事术语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ꎬ量变寻求质变ꎬ穷则思变ꎬ谦虚使人进步ꎬ创造条件ꎬ水深火热”
等用于平庸的世俗生活语境ꎬ并与表现私人龌龊情欲的粗俗话语ꎬ如“传宗接代ꎬ遍地撒种ꎬ把那

女人弄到手”等混用ꎬ构成语言和语境的错位并置ꎮ 革命话语在世俗语境压力下其严肃的革命

本义和小说中的文本义(即私人情欲)产生矛盾悖离ꎬ形成言语反讽效果ꎮ 在此作者以嬉笑调侃

的反讽语言解构、颠覆了宏大革命话语的庄严、权威和价值ꎮ 李洱在«花腔»中常以政治革命话

语表现个人的世俗欲望和卑微情感ꎬ作家通过反语和语境错位等多种言语反讽形式实现了对官

方宏大历史叙事的质疑和批判ꎮ
«花腔»除了狂欢化的言语反讽ꎬ还存在大量的情境反讽ꎬ即小说情节在不同时空叙述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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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不同形态ꎬ这些形态彼此矛盾对立ꎬ互相颠覆ꎬ进而形成情境的反讽ꎮ 情境反讽的多层次对

立性叙述使小说情节具有了多义性和张力ꎬ使读者产生多元立体化的阅读认知ꎮ 小说中近代革

命英雄邹容生前被捕入狱、被世人遗忘和邹容死后出名这两个情节相互矛盾对立ꎬ形成情境上的

反讽ꎮ 邹容在狱中时饱受折磨ꎬ骨瘦如柴ꎬ却无人对其进行营救ꎬ世人已将其遗忘ꎮ 但邹容病死

于狱中之后ꎬ世人反而开始宣传他的革命事迹ꎬ«革命军»也被争相再版或盗版ꎮ 小说中邹容的

死后成名并非因为世人对他革命精神的敬仰和崇拜ꎬ而是“多派政治力量都借炒作邹容之死来

宣传自己”①ꎮ 在此ꎬ革命者的崇高牺牲变成了政治集团利益斗争的工具ꎬ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和政治历史之间形成对立与冲突ꎬ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被忽略、变形ꎬ得不到真正的尊重ꎬ这呈现出

作者深层的反讽意图ꎮ
此外ꎬ白圣韬被打成“托派”“毛驴茨基”的整个情节过程ꎬ也因与毛驴有关而极具反讽意味ꎮ

延安为给美国记者留下整洁的好印象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ꎮ 人们响应党的号召ꎬ见
粪就拾ꎬ很快就没粪可拾了ꎮ 为了让人们有粪可拾ꎬ再掀拾粪运动新高潮ꎬ牛、羊、驴等畜牲们被

盛装打扮上街游行ꎮ 在唢呐、腰鼓队和舞狮子的欢庆声中ꎬ街上的粪也很快拾完了ꎮ 这时ꎬ白圣

韬发现马路中央还剩下几颗驴粪ꎬ就高兴地铲进粪筐ꎮ 他以为自己正在响应拾粪运动ꎬ可是没想

到这仅剩的几颗驴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ꎮ 当他面对拾粪组长的“你拾了ꎬ首长们拾甚么?”的质

问时ꎬ他玩笑地说了句“毛驴还会再拉呀”②ꎮ 正是他的这句玩笑让拾粪组长恼羞成怒ꎬ怀恨在

心ꎬ伺机报复ꎬ第二天就偷了他的日记上缴给组织ꎬ他因此被定性为“托派”收审ꎮ 在此ꎬ个体生

命被强权政治压制、摧残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ꎬ最终成为官方权力祭坛的牺牲品ꎮ 严肃的政治

“托派”与日常庸俗的拾粪被阴差阳错地联系在一起ꎬ形成强烈的情境反讽ꎬ揭示了历史的荒诞

性和偶然性ꎬ否定了宏大历史的神圣和必然ꎮ
毕飞宇的历史小说常以言语反讽呈现“文革”历史记忆ꎮ «玉米»以“文革”思维、“文革”话

语进行个人化历史叙事ꎬ个人日常生活话语对“文革”政治话语形成了戏谑嘲弄ꎬ具有较强的反

讽性ꎮ 如把王连方与村里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说成是“斗争”ꎻ把施桂芳怀孕时的干呕说成“作报

告”ꎬ是“空洞ꎬ没有观点”的“八股腔”ꎬ要对其进行“批评”等③ꎮ 小说用“文革”严肃空洞的政治

话语说明男女性关系、女人妊娠反应这一类的私人生理现象ꎬ产生了荒唐可笑的反讽效果ꎮ 再如

“阴历年刚过ꎬ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ꎮ 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ꎬ有要求的ꎬ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ꎮ 村子里严禁放鞭炮ꎬ严禁打扑克ꎮ 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
肃、活泼”④ꎮ 这里世俗的私人生活语境“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对虚假高调的“文革”政治话语

形成了反讽ꎬ使王连方“严肃”的“革命化”宣传变成虚张声势、滑稽可笑的荒诞闹剧ꎬ从而对“文
革”政治话语的欺骗性、虚假性进行颠覆、解构ꎮ

新生代小说家以多类型的反讽历史叙事解构了传统宏大历史叙事ꎬ呈现出一种回归个体自

我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姿态ꎮ 新生代小说的反讽叙事在调侃的叙述ꎬ嬉笑的态度和悖论的情境等

喜剧性的表层下蕴含了作家对世界、人生、自我、历史的深刻批判与反思ꎬ因此反讽在精神特质上

具有严肃的批判性ꎮ 作者在戏谑性的反向嘲讽中揭示出历史存在的对立和悖论性本质ꎬ呈现出

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自我矛盾性ꎬ进而表达人类在面对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和悖论时的痛苦与困惑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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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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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李洱:«花腔»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２１ 页ꎮ
李洱:«花腔»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毕飞宇:«玉米»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毕飞宇:«玉米»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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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反讽的喜剧性外表并未消解其深层的悲剧批判精神ꎬ但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游戏性修辞技

巧ꎬ反讽的使用毕竟有其限度ꎮ 它有时表现出较强的负面否定力量ꎬ而缺乏正面的肯定和建构ꎮ
克尔凯郭尔曾指出:“反讽家必然总是提出什么ꎬ但他以这种方式提出的是虚无”ꎬ“反讽是同虚

无的无限微妙的游戏”①ꎮ 对新生代小说家而言ꎬ反讽是一把双刃剑ꎮ 作家们在用它解构世界的

同时ꎬ也要警惕将自己淹没于虚无ꎮ 因此ꎬ为了减少反讽的负面否定效应ꎬ新生代小说家也积极

探寻反讽的正面肯定作用ꎬ即通过反讽凸显自我主体精神ꎬ建构新型的文学理想和历史哲学观ꎮ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反讽的价值不仅在于颠覆解构ꎬ而且还从哲学层面揭示了游戏性反讽叙事的

本质ꎬ即对生命存在和历史本体所具有的悖论、荒谬性的深刻认知ꎬ呈现了作家对历史本质的清

醒洞察和深入反思ꎮ
(三)跨时空的拼贴

拼贴ꎬ也称拼凑ꎬ是西方后现代叙事的重要手法ꎮ 法国文艺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

出:“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ꎬ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ꎬ任何文本都是

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ꎮ”②在此ꎬ拼贴是指多种文本、引语的拼合融汇ꎬ是对不同文本的再创

造ꎮ 它将不同视角、不同文体和话语的各类素材拼凑并置呈现作者的叙事意图ꎮ 传统叙述强调

文本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同质性ꎬ它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叙事ꎬ而拼贴叙事则强调文本的断裂性、
异质性和叙述的非逻辑性ꎬ它是开放的、碎片化的文本ꎮ 拼贴抽空了历时性和时间性ꎬ使文本在

共时性的层面上展开ꎮ 拼贴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法ꎬ还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观念ꎬ拼贴揭示了世界

本质的无序性、杂乱性和随机性ꎮ 拼贴叙事使文学创作变成一种没有任何预设目标的随意性叙

事冒险ꎬ表现在历史叙事中ꎬ拼贴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统一性ꎬ而追求历史的

片断性、断裂性和偶然性ꎬ它使历史叙事具有了后现代的游戏性特征ꎮ 对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而

言ꎬ“拼贴”叙事在反抗、颠覆历史整体叙事的同时还呈现出后现代复调狂欢的游戏形态ꎮ 复调

和狂欢源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ꎬ是指文本内各自独立的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和多声

部呈现ꎬ它强调的是不确定性、破碎性和混杂性ꎮ 新生代小说家的狂欢化游戏叙事将不同文类、
职业、地域的语言相互拼贴ꎬ使高雅与粗俗、神圣与卑微相融合ꎬ打破语言和叙述的单一类别ꎬ形
成众声喧哗的杂语世界ꎮ

李洱的«花腔»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历史“拼贴”文本ꎬ正如作家所说:“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

书ꎮ 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ꎮ”③小说由不同人的口述、笔录、各种文章、录音、采访、谈话等看似

杂乱无章的历史史料拼贴而成ꎬ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ꎬ即正文部分和副本部分ꎬ分别用＠ 和 ＆ 两

个符号表示ꎮ 小说的正文部分是由三个历史当事人“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各自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７０ 年、２０００ 年的回忆和讲述构成的ꎬ他们以不同的叙述声音跨时空的拼贴出了主人公“葛任”
起伏多变的人生历史和生死之谜ꎮ 小说的副本部分则是由众多人物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

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的文章、著作ꎬ如«绝
色»«申埠报»«无尽的谈话»«东方的盛典»等ꎬ以及各种史书记载、回忆录、采访录、报纸新闻、杂
志摘录等组成的ꎬ是对正文部分的补充和说明ꎮ

“葛任”在小说中只是一个被叙述者ꎬ并未直接出现ꎬ他的历史是通过不同的叙述声音和文

８２

①

②
③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ꎬ汤晨溪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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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呈现出来的ꎮ 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线性时间顺序和必然因果逻辑ꎬ在不同叙事者的

讲述中将葛任的生死之谜、身世出生、文学创作、游行被捕、初恋爱情、日本学医、肺病之扰等各种

琐碎细小的历史片断和当事人的故事散乱无序地拼贴组合在一起ꎬ突出了个人历史的偶然性、随
机性和不可知性ꎬ实现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颠覆与解构ꎮ 小说中的叙述者因身份、性情、目的各

异ꎬ分别选择不同的叙述腔调来叙述葛任的历史ꎬ虽然他们一直强调自己没耍花腔ꎬ说的都是实

话ꎬ但由于故事讲述时间和讲述故事时间的不同以及讲述者本人身份的变化ꎬ使得他们的讲述漏

洞百出ꎬ充满了真实与错误、记忆与虚构、饶舌与谎言等各种矛盾ꎮ 作家在此将不同的声音、文本

拼贴在一起时ꎬ突出了各种叙述声音之间的重叠、对话和冲突ꎬ实现了历史叙事的复调狂欢和众

声喧哗ꎬ进而揭示了历史的“花腔”化本质ꎬ即历史是一种经过人为加工、改造的个人化叙事ꎬ具
有叙事主体的想象与虚构ꎬ不同叙事主体讲述出不同的历史ꎬ构成了各说各话的“花腔”历史ꎮ

历史的“花腔”化否定了所谓的历史真相ꎮ 历史真相是不确定的ꎬ它充满了各种言说性和游

移性ꎬ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叙事ꎮ «花腔»中的“拼贴”不仅是一种后现代的游戏性艺术手法

和叙事形式ꎬ而且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ꎬ即后现代的“游戏”性历史观ꎮ 它颠覆了传统历史

的整体化、统一化ꎬ凸显了历史的个体化、零散化ꎬ它消解了宏大历史的严肃性和本质性ꎬ突出了

历史的“游戏”性、随机性和偶然性ꎮ
李冯的历史小说也大量运用了游戏拼贴手法ꎮ 其小说缺乏现实的因果逻辑ꎬ具有很强的随

意性、片断性ꎮ 作者将各种叙述、抒情、评论、剪贴片断、断裂情节等杂乱拼贴在一起ꎬ形成众声喧

哗的复调狂欢效果ꎬ如«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在武松打虎、武松与兄嫂生活、武松被发配

的各种故事片断中随意穿插进美国科学家的婚姻研究报告ꎻ«另一种声音»将西游故事、吴承恩

生平经历、北宋灭亡、李师师、宋徽宗、吴承恩墓碑的考古调查和鉴定以及 ２０ 世纪末的各种报告、
杂志、影视等相互交织拼合ꎬ形成跨越千年的时空拼贴ꎬ打破了小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ꎬ凸显了小

说的虚构性和对现实的隐喻性ꎮ 作者以拼贴手法解构了传统历史的连贯性和真实性ꎬ使历史呈

现出断裂性、无序性和平面化、碎片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ꎮ
李洱«遗忘»采用跨时空文本拼贴的手法ꎬ叙述了一群知识分子对个人身份的主动书写和重

新建构的过程ꎮ 小说中各种广告、文学论文、神话传说、历史考证和注释、图表图片、新闻报道等

十几种文类的杂烩拼贴呈现出一幅后现代狂欢图景ꎮ 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根据“灵魂转世说”发
现自己在历史神话中的“原形”和“身份”ꎬ实现自己现实身份的重新建构ꎮ 小说中当代世俗生

活、中国历史神话和后现代文化背景通过跨时空的“拼贴”ꎬ形成了结构上的多元对话ꎮ
新生代小说家通过游戏性历史拼贴叙事颠覆、解构了传统整体性、统一性历史叙事ꎬ追求零

散化、片断化的个人化历史叙事ꎮ 这种跨时空的历史拼贴强调对传统主流历史的对抗色彩ꎬ呈现

出复调狂欢和众声喧哗的风格ꎬ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解构特征ꎮ

三、结论

综上所述ꎬ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如戏仿、反讽、拼贴等ꎬ其实质都是对宏大意义的

消解和对传统形式的解构ꎮ 这种以后现代的颠覆和解构为核心的游戏性历史叙事反映了新生代

小说家新的历史品格ꎬ即回归主体自我、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个人化历史叙事品格ꎮ 其意义在

于ꎬ首先ꎬ颠覆了传统虚假的历史元叙事ꎬ将叙事从宏大话语压制下解脱出来ꎬ获得一种新的社

会、美学的合法性存在ꎮ 其次ꎬ冲破了传统经典历史和官方历史的束缚ꎬ呈现了当代人对历史的

重新认知ꎬ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强调主体自由和虚构想象的个人化历史叙事观ꎬ形成了个体自由的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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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伦理和美学态度ꎮ 但这种游戏性历史叙事的后现代反叛和个人化想象也要有一定规则

和限度ꎬ不能变成一种无限度自由扩张、随意书写的叙事形式狂欢ꎬ而应将形式和思想相融合ꎬ在
游戏叙事的同时对历史、生命、人性等多元内涵进行深层拷问ꎬ凸显游戏性历史叙事的精神特质ꎮ

文学不是局限于文本的ꎬ它还应关注文本外的读者和世界ꎮ 文学不是无规则、无约束的个人

随意书写ꎬ应考虑到自身的社会接受性和文学审美性ꎮ 保瓦雷里指出:“只对一个人有价值的

东西便没有价值ꎮ 这就是文学的铁的规律ꎮ”①因而新生代小说家的游戏性历史叙事既要保持自

身的思想、美学价值ꎬ又要有广泛的社会受众性ꎬ在游戏化叙事的同时ꎬ坚守自身的历史叙事精神

和叙事品格ꎮ 可见ꎬ游戏的本质应是严肃、深刻的ꎬ新生代文学要追求一种严肃的游戏性②ꎬ单一

强调游戏或严肃都是片面的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ａｍｅ－ｌｉｋ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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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

俞武松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２６ )

　 　 摘要:　 在诸多对于«水浒传»文本的阐释中ꎬ由于受到其创作素材丰富、版本情况复杂和衍生文本多样的

影响ꎬ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情况下ꎬ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情况值得关注ꎬ其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用
素材阐释文本ꎻ用异质文化阐释文本ꎻ用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ꎮ 通过对于«水浒传»忠义观的考察可以发现ꎬ文
本强制阐释文本不但导致忠义观阐释与«水浒传»文本的偏离ꎬ还导致人物形象及性格的变异以及对于«水浒

传»结构、内容的不同认识和选择ꎮ 或者可以说ꎬ讨论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本的强制阐释ꎬ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

何回到文本ꎻ而讨论文本强制阐释文本ꎬ则希望解决回到什么文本的问题ꎮ
关键词:　 «水浒传»ꎻ创作素材ꎻ异质文化ꎻ衍生文本ꎻ强制阐释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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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江:«强制阐释论»ꎬ«文学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②张锦池:«‹水浒传›考论»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３、２２ 页ꎮ

　 　 当前的文学研究除了存在理论上的强制阐释①外ꎬ在中国传统文学诸如«水浒传»等创作历

程复杂、创作素材丰富、流传版本多样的文本中ꎬ还存在着以文本阐释文本的强制阐释ꎬ具体表现

为:用素材阐释文本、用异质文化阐释文本、用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等ꎮ 以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

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在文本阐释时突破诗史互证的边界ꎬ采取诗史互等的方式ꎬ将创作的历史素

材与文本进行直接比对ꎬ或者将作为创作素材的其他文学文本、民间传说等作为阐释文本的依

据ꎻ二是利用异质文化对文本进行解读乃至批判ꎬ得出具备一定理论深度、具有相当视觉冲击力

的结论ꎬ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与原文本的关联ꎻ三是利用“后传”、“续”以及改编作品等衍生文

本ꎬ对原文本进行解读ꎬ将不同文本中的“同一”人物混杂在一起ꎬ从而形成接受层面的混杂

状态ꎮ
纵观«水浒传»的研究ꎬ对于忠义观的解读ꎬ关系到对于«水浒传»人物的评价和主旨的理解ꎬ

也关系到对于«水浒传»结构的判断ꎬ其中突出地体现了以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问题ꎮ

一、素材阐释文本与«水浒传»忠义观的内涵

据考证ꎬ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的时间较为接近ꎬ史籍记载中以方腊起义较为详细ꎬ故事传说

中则以宋江起义较为盛行ꎮ 事实上ꎬ“宋江起义作为农民起义并不典型ꎬ与其说它是一支革命的

农民队伍ꎬ毋宁说它是一支流动的侠盗武装”②ꎮ 这就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历史上的“梁山好汉”
并没有小说«水浒传»中的强大力量ꎬ也未必做出了像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事业ꎮ 而在宋元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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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或者戏曲中ꎬ«水浒传»中的人物数量不尽相同、人物性格也差别较大ꎮ 换句话说ꎬ历史上的

宋江起义和后来的民间传说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ꎬ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小说«水浒传»创作的素

材ꎮ 因此ꎬ从历史考证和其他文学文本出发ꎬ研究«水浒传»人物形象、性格和忠义观的形成ꎬ或
者采用对比方式凸显«水浒传»人物性格ꎬ是中国诗史互证传统的继承和发扬ꎮ 前者如史学家邓

广铭等就宋江是否为投降派、宋江起义开始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探讨①ꎬ刘知渐对历史上的宋江和

«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进行对比②ꎬ冒志祥从官文书的角度研究«水浒传»中宋江征辽的故事③ꎬ
等等ꎻ后者如徐海宁从«大宋宣和遗事»、元杂剧和小说«水浒传»来考察水浒故事的主题演变④ꎬ
王晓霞等从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出发研究两个李逵的形象⑤ꎬ等等ꎮ 这方面研究成

果颇为丰硕ꎬ极大推进了«水浒传»的研究工作ꎮ
其中ꎬ对于«水浒传»主题研究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认为ꎬ«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ꎮ 如果

从 １９５０ 年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发表在«人民戏剧»第一卷第五期算起ꎬ到 ２０１４ 年还有关

于此问题的讨论(根据知网搜索结果)ꎬ这 ６０ 多年来的研究已经基本明确地指出了农民起义说

的根源、时代意义和自身缺陷ꎮ 综合来看ꎬ梁山起义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推翻大宋皇帝夺取政

权ꎬ更没有上升到创造一种新社会制度的高度ꎮ 因为“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思想所追求的目标

起点是解决饥饿问题ꎮ 农民起义取得一定进展后ꎬ代表农民要求的平均主义思想被提出来ꎬ北宋

以后尤其如此ꎮ 农民起义发展后期ꎬ农民领袖无不把最后方向指向王权主义的政权”⑥ꎬ而
梁山起义除了明显具有“大碗喝酒ꎬ大块吃肉ꎬ大秤分金银”的目标外ꎬ完全不具备后面的愿景

(更为重要的是ꎬ梁山起义还有着以忠摄义的特点ꎬ下文详述)ꎮ 这与方腊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ꎬ
或许这就是大宋皇帝愿意接受梁山好汉们“报效朝廷”ꎬ而对方腊起义却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本原

因所在ꎮ
有学者认为ꎬ“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视为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念ꎬ完全是«水浒»

影响的结果ꎮ 而当我们的文学史家在研究«水浒»的时候ꎬ又反过来把那种由«水浒»造成的历史

模式套到了«水浒»的头上ꎮ 于是乎ꎬ历史上的宋江是农民ꎬ«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自然不言而

喻是农民起义了”⑦ꎮ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诗史互证突破边界走向诗史互等ꎬ而终于用史来阐释

诗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ꎬ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在正史中的记载较少ꎬ比如«宋会要辑稿»中没有关

于宋江起义的直接记载ꎬ而«东都事略侯蒙传»和«宋史张叔夜传»中仅有零星记载ꎮ 从这些

为数不多的记载来看ꎬ基本可以判定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规模不大ꎬ甚至有可能没有占据梁山泊为

“根据地”ꎮ 而随着水浒故事的广为流传ꎬ尤其是小说«水浒传»的巨大影响ꎬ不但导致民间对水

浒故事的认知发生了“正史化”的倾向———认为«水浒传»所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ꎬ甚至将之等同

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ꎬ更导致了部分史学研究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ꎬ将«水浒传»故事写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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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霞、张振谦:«两种“水浒”ꎬ两个李逵———从元杂剧“水浒戏”到明清小说‹水浒传›»ꎬ«四川戏剧»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许并生、宋大琦:«２０ 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ꎬ«东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ꎬ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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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作中ꎮ① 由此ꎬ导致了«水浒传»创作的素材最终成为阐释«水浒传»文本的依据ꎬ诗史互证

的传统也演变为诗史互等的强制阐释ꎮ 对此ꎬ需要认识到“文、史毕竟有别ꎮ 题材和主题也毕竟

不能混同ꎮ «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ꎬ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不相同的两码事ꎮ 它的性质如何ꎬ
只有从对«水浒»的具体剖析中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ꎮ②

从素材的数量及其与忠义观的关系来看ꎬ«水浒传»作者更多地是从民间水浒故事以及相关

的作品出发ꎬ完成«水浒传»文本的创作ꎮ③ 从«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赞»«醉翁谈录»(其
中有«石头孙立»«花和尚»和«武行者»等话本名录)ꎬ到元人杂剧水浒戏ꎬ再到小说«水浒传»ꎬ经
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ꎮ 这个过程中不但包含人物性格、形象的变化ꎬ也包括故事情节和主题

的变化ꎮ 但是ꎬ有学者却认为ꎬ“«宣和遗事»和«癸辛杂识»所记已为大部分主要梁山好汉的性格

定好了基调ꎮ 元杂剧有关梁山英雄的剧本留传下来的不多ꎬ但也不外乎叱奸骂谗ꎬ除暴安良ꎬ行
侠仗义ꎬ逞其血气之勇”④ꎮ 但从这段话来看ꎬ«宣和遗事»等已经为大部分主要梁山好汉奠定了

性格的基调ꎬ后来的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无非更为生动、形象ꎮ 换句话说ꎬ用«宣和遗事»和水

浒戏中的人物性格来理解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性格也是基本可行的ꎮ 不难发现ꎬ这种观点多

少带有可以用«宣和遗事»和水浒戏来“强制阐释”«水浒传»文本的意味ꎮ 在研究元代水浒戏与

«水浒传»的关系时ꎬ有学者认为ꎬ“在元人艺术舞台上ꎬ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的正义性被大大强

化ꎬ他们是扶弱锄强、替天行道的社会正义的化身ꎬ是敢于反抗、誓死复仇的敌人害怕这样的

英豪ꎬ衰弱的民族需要这样的英豪ꎮ 所以ꎬ改造水浒故事ꎬ歌颂梁山英雄ꎬ是宋元人民的时代心

声”ꎮ 而到了«水浒传»中ꎬ不但“同宋元时期反抗侵略的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ꎬ而且“发泄

对侵凌压迫的强烈不满”ꎬ以至于认为«水浒»是“一部民族心灵史”⑤ꎮ 很明显ꎬ这种对于

«水浒»主题的理解受到了«争报恩»«李逵负荆»«还牢末»«双献功»等文本对于梁山好汉的形象

塑造和精神寄托的影响ꎮ⑥ 毫无疑问ꎬ这里以元代水浒故事的文本为依据ꎬ来“强制阐释”小说

«水浒传»ꎬ由此得出的结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ꎬ但是并非小说«水浒传»的核心ꎮ
从«水浒传»的内容来看ꎬ忠义观无疑是其主题ꎬ对于忠义观的不同理解ꎬ形成了对于«水浒

传»主题的不同解读ꎮ 最早出场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人ꎬ以及史进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引

出林冲、林冲引出柴进ꎬ表现的都是处友之义ꎻ当林冲被逼上梁山寻找“投名状”遇到杨志的时

候ꎬ事君之忠才开始以人生理想的面貌出现ꎮ⑦ 之后ꎬ处友之义从形式上占据着故事的主要篇

幅ꎮ 但是ꎬ处友之义并没有离开事君之忠而发展ꎬ它在展开的过程中逐渐被事君之忠笼罩ꎮ 虽然

有的英雄好汉对事君之忠产生了疑问甚至抵制ꎬ但是他们又因为处友之义而屈从于事君之忠ꎬ并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最终的悲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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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如部分“中国通史”类著作就认为ꎬ«水浒传»中所述之人物和故事“基本上应有所依据”ꎬ也将梁山泊作为宋江起义的根

据地ꎬ并将之与方腊起义一起列为北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ꎮ
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ꎬ重庆:重庆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５ 页ꎮ
宋子俊、范建刚:«‹水浒全传›主题辨析———与传统的农民起义说商榷»ꎬ«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２００３ 年ꎮ
郭振勤:«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ꎬ«汕头大学学报»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ꎮ
王前程:«从“盗匪”到“救国英雄”———水浒故事的嬗变与‹水浒›主题的变化»ꎬ武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ꎬ２００８ 年ꎮ
«争报恩»中说道“替天行道宋公明”ꎬ«李逵负荆»中说道“替天行道救民生”ꎬ«还牢末»中说道“要替天行道公平”ꎬ«双

献功»中说道“宋公明替天行道”ꎬ等等ꎮ 这种替天行道的行为与梁山好汉有胆有识、勇武过人的形象融合在一起ꎬ成为人们对

于现实不公的反抗和对于民族英豪的呼唤ꎮ
本文借用袁无涯对忠义的理解(“忠义者ꎬ事君处友之善物也”)ꎮ 参见«忠义水浒全书»ꎬ明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刻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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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处友”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ꎬ朋友之间往往从个人情感出发ꎬ将朋友之间的义

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之中ꎮ 具体来说ꎬ可以从处友之义的三种不同形式来进行分析ꎮ
一是基于相互认可或欣赏的义气相投ꎮ 梁山好汉们初次相遇的时候ꎬ经常在互通姓名后为

对方声名所吸引ꎬ或者在冲突后为对方的本领所折服ꎮ 由此ꎬ双方互相认可或欣赏对方的本领、
声名ꎬ并在此基础上显得义气相投ꎮ 在这种关系中ꎬ很多人会发展成一种稳定、长久的生死之交ꎮ
比如鲁智深和林冲虽属偶遇ꎬ但二人互为对方的本领所折服ꎬ并成为生死之交ꎬ以至于鲁智深在

野猪林仗义救林冲ꎬ最后被迫离开大相国寺ꎬ落草二龙山ꎻ武松和张青夫妇的相识源于一场冲突ꎬ
之后大家为对方的本领和声名所折服、吸引ꎬ最后结拜为兄弟ꎬ甚至在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ꎬ张青

夫妇还帮助武松改扮成头陀避难ꎮ 不过ꎬ并非所有一开始显得义气相投的朋友都会成为生死之

交ꎮ 在接触的过程中ꎬ如果一方或双方觉得对方并非是自己真正认可或欣赏的人ꎬ这种朋友关系

便显得极不稳定且很容易结束ꎮ 比如鲁智深在痛打了要强娶刘太公女儿的周通之后遇到李忠ꎬ
大家欢欢喜喜地见面叙旧ꎮ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ꎬ鲁智深发现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ꎬ作事

悭吝ꎬ只要下山”(第五回) ①ꎬ以至于最后卷了桌上的金银酒器ꎬ离开了桃花山ꎮ
二是基于义气相投的机遇和礼遇ꎮ 在义气相投的基础上ꎬ有时候会遇到能够展现本领或者

实现人生理想的机遇ꎬ知己和伯乐在这里集于一身ꎮ 得遇知己ꎬ一身的本领有人欣赏、一世的理

想有人认可ꎻ有了机遇ꎬ一身的本领能够展现、一世的理想可能实现ꎮ 这种关系往往最为稳固和

长久ꎬ可以说ꎬ梁山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此ꎮ 在这种关系中ꎬ梁山好汉们对此付出的一

切都是肯定、积极和心甘情愿的ꎬ因为他们把对知己的认可和欣赏、对伯乐的感激与自我展现、自
我理想(价值)的实现融于一体ꎮ 以至于那些沉沦社会底层的好汉们ꎬ几乎将此看成了唯一能够

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途径ꎮ 比如靠打鱼为生的阮氏三雄在吴用的动员下ꎬ为晁盖的声名所吸

引ꎬ并认为晁盖和吴用这样的知己为他们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机遇ꎬ因而不顾身家性命地参与劫取

生辰纲的行动ꎮ 在智败搜捕的官军之后ꎬ和晁盖、吴用一起走上梁山ꎮ
在这样的机遇中ꎬ双方会以礼相见、以礼相待ꎬ尤其是提供机遇的一方ꎬ更会主动地礼遇对

方ꎬ在提供机遇的同时ꎬ也让对方为自己所用ꎮ 换句话说ꎬ他们既为别人提供了展现本领、实现理

想的机遇ꎬ也为自己提供了借助他人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机遇ꎮ 并且随着宋江在梁山领导权的确

立ꎬ这种被礼遇的机遇逐渐转向报效君王的目的ꎬ即将处友之义归之于事君之忠ꎬ好汉们的理想

和行动最终被“束缚”到一个方向ꎮ 宋江在数次战斗中收服被捉的武将ꎬ大都是从义气相投入

手ꎬ先取得他们对于处友之义的认可ꎬ再向他们表明忠君为国的志向和可能性ꎬ从而使之觉得能

够获得展现本领和报效君王的机会ꎬ并由此说服这些武将加入自己的行列ꎮ
三是非于义气相投基础上的机遇ꎮ 梁山好汉们还遇到一些并非义气相投、也无多少礼遇的

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ꎬ提供机遇的人多是在位的权贵或官吏ꎮ 尽管如此ꎬ好汉们仍然在一

定程度上把这些人看成是“知己”ꎬ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把握机遇ꎮ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获得暂时的

成功ꎬ赢得一时的风光ꎻ不过ꎬ他们的最终结局都极为类似:或者由于主动决裂ꎬ或者由于被逼无

奈而分道扬镳ꎮ 武松在景阳冈打虎之后受到知县的赏识ꎬ作了县里的都头ꎬ后来又帮助知县把一

担金银送到东京ꎮ 但是ꎬ武松在查出武大被毒杀而举报无门的时候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杀了潘

４３

①从目前流传的情况来看ꎬ«水浒传»的版本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ꎬ繁本即文繁事简本ꎬ主要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

本和七十回本ꎻ简本即文简事繁本ꎬ主要有一百十五回本、一百零二回本、一百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ꎮ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的«水浒传»为一百回本ꎬ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水浒全传»为一百二十回本ꎮ 本文所引内容均出自施耐庵、罗贯中«水浒

传»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后文只注明回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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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和西门庆)ꎬ这就让武松与这种“知己”主动决裂了ꎮ 杨志则不一样ꎬ他花了许多金银却仍被

高太尉弃之不用ꎬ流落东京街头卖刀ꎬ出于义愤杀了牛二之后被发配大名府ꎬ得到了梁中书的赏

识ꎬ通过校场比武被提升为提辖ꎮ 原本以为可以一心报效“知己”、实现个人理想的杨志ꎬ在生辰

纲被劫之后一声叹息ꎬ怅然离开ꎮ
综合«水浒传»文本来看ꎬ处友之义经历了如下的生发过程:
首先是怀才未遇的悲懑ꎮ 当好汉们怀才未遇、英雄暂无用武之地的时候ꎬ往往会产生对自己

一身本领无处施展、个人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叹ꎬ也有对空有一身本领却无人赏识的愤懑ꎮ 吴用在

说服阮氏三雄参加智取生辰纲一事的时候ꎬ阮氏三雄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若是有识我们的ꎬ
水里水里去ꎬ火里火里去ꎮ 若能勾受用得一日ꎬ便死了开眉展眼ꎮ”(第十五回)这个时候ꎬ好汉们

的生活状况比较糟糕ꎬ或生活困苦、衣食存忧ꎬ或孤身在外、辗转飘零ꎬ或被逼无奈、杀人放火ꎮ 比

如阮氏三雄生活的困顿ꎬ武松在江湖上的漂泊ꎬ林冲在草料场快意恩仇ꎬ等等ꎮ 但是ꎬ他们并没有

因此自暴自弃ꎬ放弃自己的一身本领和人生理想ꎬ他们经常在发泄式的怨叹中等待着“伯乐”的
出现ꎬ等待着展现自己本领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遇ꎮ 可以说ꎬ他们的悲懑中激荡着对于未来的

期望ꎮ
其次是得遇知己的欣喜ꎮ 当本领、声名或理想被人认可、欣赏的时候ꎬ好汉们就遇到了义气

相投的知己ꎬ他们会表现得非常兴奋、激动ꎻ尤其当被礼遇后又面临着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

时ꎬ他们更会奋不顾身地去为之行动ꎮ 当宋江和李逵初见的时候ꎬ李逵因宋江的声名而倒身下

拜ꎬ在酒席桌上他更是感叹:“真个好个宋哥哥ꎬ人说不差了! 便知我兄弟的性格! 结拜得这位

哥哥ꎬ也不枉了!”(第三十八回)在这种兴奋、激动中ꎬ李逵听说宋江想要新鲜的鱼做汤吃的时

候ꎬ便自告奋勇地去讨两尾活鱼ꎬ并因自己不懂规矩而和张顺大打出手ꎮ 这种欣喜既是对被认

可、被欣赏的表现ꎬ也是对遇到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并受到礼遇———对自己能够有机会展

现本领、实现理想的赞颂ꎮ
最后是以身报答的行动ꎮ 面对知己和机遇时ꎬ好汉们会以自己的行动、甚至是生命来报答和

把握ꎮ 他们会因为义气相投ꎬ而为对方设身处地地处理问题ꎬ比如石秀之于杨雄的结义之情而甘

愿操刀作屠夫ꎬ以至于在被杨雄误解的情况下智杀裴如海ꎬ最后与杨雄、时迁一起投奔梁山ꎮ 他

们会因为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ꎬ而积极主动、甚至不惜生命地去报答知己、实现自我ꎮ 比如

李逵之于宋江这位知己ꎬ不但在历次危险中冲锋陷阵甘当马前卒ꎬ甚至在被宋江以“忠义”之名

下毒之后ꎬ也只是无奈地顺从ꎮ 至于武松之于阳谷知县、杨志之于梁中书、朱仝之于沧州知府等ꎬ
也无一不是以身报答的行动ꎬ只是这样的“知己”和机遇没有义气相投的基础ꎬ而更像是居高临

下的施予、甚至是嗟来之食的施舍罢了ꎮ
从对处友之义的态度和行动来看ꎬ好汉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ꎬ正如武松在醉打蒋门神之后

说的一番话:“我若路见不平ꎬ真乃拔刀相助ꎬ我便死了不怕ꎮ”(第三十回)正是这种死也不怕的

豪情ꎬ让英雄们在报答知己和实现理想的行动中不计得失ꎬ以至于为常人所不敢为ꎬ为常人所不

能为ꎮ 当这种豪情融入处友之义中ꎬ就使得报答知己和实现理想的行动闪耀着男性雄壮的气息ꎻ
当这种豪情在现实中遭遇磨难ꎬ甚或引致在报答知己和实现理想的行动中身残命丧的时候ꎬ就形

成了具有内在张力的悲壮之情ꎮ
相比较处友之义而言ꎬ«水浒传»中将事君之忠视为具有终极意义的目标ꎮ 尽管有的梁山好

汉对此提出了疑问ꎬ但是ꎬ这些人最终在事君之忠的笼罩下完成了处友之义的行动ꎮ
一方面ꎬ事君之忠成为人生理想的落点ꎮ 在«水浒传»诸人中ꎬ第一次明确以事君之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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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理想出现的是三代将门之后杨志ꎬ“只为洒家清白姓字ꎬ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ꎮ 指望把

一身本事ꎬ边庭上一枪一刀ꎬ博个封妻荫子ꎬ也与祖宗争口气”(第十二回)ꎮ 尽管他后来与鲁智

深、武松一起在二龙山占山为王ꎬ但他终究走进梁山并接受朝廷招安ꎬ在死后被封为“忠武郎”ꎬ
子孙可赴京“照名承袭官爵”(第九十九回)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ꎮ

不过ꎬ并不是«水浒传»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杨志这样始终明确地把事君之忠作为人生理想ꎮ
像武松、鲁智深等人ꎬ在经历了报答知己和实现人生理想的行动遭到挫败后ꎬ对事君之忠产生了

不满和怀疑ꎬ可惜他们没有提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ꎮ 当一百零八人在忠义堂重新排定座

次ꎬ乐和唱到宋江所作«满江红»中“望天王降诏早招安ꎬ心方足”时ꎬ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ꎬ
明日也要招安去ꎬ冷了兄弟们的心ꎮ”鲁智深也说:“只今满朝文武ꎬ俱是奸邪ꎬ蒙蔽圣聪ꎬ就比俺

的直裰染做皂了ꎬ洗杀怎得干净?”(第七十一回)不过ꎬ他们最终在处友之义下妥协了ꎮ
这里的妥协不能看成是对事君之忠的主动接受ꎬ而是他们在宋江以处友之义的名义实施事

君之忠的行为下ꎬ对于处友之义的坚守和对于事君之忠的无奈ꎮ 需要明确的是ꎬ对事君之忠的质

疑主要是对朝廷中蒙蔽圣聪的奸邪们的不满ꎬ这些奸邪们阻碍了事君之忠的理想实现ꎮ 对事君

之忠的无奈并非是与之彻底决裂ꎬ而是对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面对蒙蔽圣聪的奸邪们的忧虑ꎬ并
由此导致了对于实现理想的悲观ꎮ 但是ꎬ从«水浒传»的故事来看ꎬ这种人生理想最终在忧虑与

悲观中付诸行动ꎮ
可以说ꎬ事君之忠从一开始就作为人生理想的面貌出现ꎬ一些人始终积极主动地付诸行动ꎻ

一些人在对处友之义的坚守下ꎬ带着些许无奈走到最后ꎮ 或许ꎬ只有当“酷吏赃官都杀尽”的时

候ꎬ才能更好地“忠心报答赵官家”(第十九回)ꎮ
另一方面ꎬ事君之忠也是现实秩序的约束ꎮ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现实统治秩序的约束ꎬ一

是以现实统治秩序的名义进行的约束ꎮ 前者是对于以君权为中心的权力、法律规范的遵从ꎬ后者

是蒙蔽圣聪的奸邪们借以控制和打击的手段ꎮ
从«水浒传»故事开始ꎬ现实统治秩序的约束就一直在发挥作用ꎮ 尽管梁山好汉们聚义山

林、打家劫舍甚或攻城克地ꎬ但他们基本上是为了夺取不义之财、为山寨谋取钱粮、救人性命或者

是“替天行道”教训贪官污吏(不能排除一些人滥杀无辜)———智取生辰纲是为了夺取十万贯不

义之财ꎬ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目今山寨钱粮缺少”(第六十九回)ꎬ攻打北

京城是为了救卢俊义和石秀的性命ꎬ而攻打高唐州的原因除了救柴进之外ꎬ还因为新任知府高廉

“倚仗他哥哥(高俅)ꎬ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ꎬ其妻舅殷天锡“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ꎬ在此间横

行害人”(第五十二回)ꎮ
但是ꎬ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ꎬ梁山的好汉们并没有想拿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制度)来取代

已有的社会秩序(制度)ꎬ而是对他们认为不属于忠君爱国贤良的所作所为进行替天行道式的处

理ꎮ 究其根本ꎬ还是为了报效朝廷(君权)ꎬ在“赵官家”的清平世界中一刀一枪ꎬ博个封妻荫子ꎬ
流芳百世ꎮ 因此ꎬ智取生辰纲之后ꎬ挑担子的军士们没有被杀ꎻ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取得钱粮、收
服猛将之后ꎬ“急传将令ꎬ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第六十九回)ꎬ“太守平日清廉ꎬ饶了不

杀”(第七十回)ꎻ攻打了北京城和高唐州之后ꎬ也是“教休杀害良民”、“出榜安民ꎬ秋毫无犯”(第
六十六回、五十四回)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蔽圣聪的奸邪们借以君权为中心的权力、法律规范实施的控制和

打击行为ꎬ其目的在于削弱甚至毁灭梁山好汉(包括朝廷中其他忠君且阻碍他们之人)的势力ꎬ
以达到其混淆视听、把持朝政、独揽大权的目的ꎮ 由于这个目的披上了君权的外衣———以圣旨或

６３



俞武松: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者其他行政命令的形式来下达ꎬ所以这种行为就带有相当强的“君叫臣死ꎬ臣不得不死”的强制

性ꎮ 如果直接抵制或者反抗这种行为ꎬ就落下了抗旨不忠的把柄ꎻ如果想要保全自身而又不至于

被害ꎬ就要巧妙地应对ꎮ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及时应对的例子:面对克扣皇帝赏赐和肆意

凌辱梁山好汉的局面ꎬ壮士一怒杀厢官ꎮ 为了避免被高太尉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ꎬ宋江和吴用

商议后杀了杀厢官的军汉ꎬ然后申复省院并告知宿太尉ꎬ这才避免了中书省院的谗害ꎮ
正是因为有了事君之忠的约束和对事君之忠的遵从ꎬ替天行道的口号和行动才具有相当的

合理性ꎬ并且被大众和朝廷接受ꎬ最终实现“封妻荫子”的人生理想ꎮ 不过ꎬ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

成了与现实统治秩序的冲突ꎬ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ꎮ
可以说ꎬ对于好汉个人而言ꎬ宋江和梁山是其知己ꎬ为其提供了机遇ꎻ对于梁山这个群体而

言ꎬ君王或者君王权力的代表(宿太尉等)是其知己ꎬ为其提供了机遇ꎮ 所以ꎬ梁山好汉们最后走

上了招安的道路ꎬ并为君王四处征讨ꎬ立下赫赫战功ꎬ而大部分好汉都在这个过程中战死沙场或

者伤病而亡ꎮ

二、异质文化阐释文本与«水浒传»忠义观的文化溯源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ꎬ«水浒传»是一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品ꎬ故对

忠义观或者其他思想进行文化溯源ꎬ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ꎬ既使用所谓现代眼光来看ꎬ也应

就其时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ꎬ而不应出现用后 ３０ 年否认前 ３０ 年的情况ꎮ 但是ꎬ在当前

流行的中西比较研究中ꎬ却出现了用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批判”«水浒传»的情况ꎬ从而使其对«水
浒传»的阐释带有相当的强制性ꎮ

«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是“七星聚义”所做的一件夺取不义之财的大事ꎬ较为突出地展

现了处友之义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整部作品中真正聚义的开始ꎮ 有人认为ꎬ“智取生辰

纲”背后的“为富不仁”和“劫富济贫”等理由是值得质疑的ꎬ并由此对“劫富济贫”背后的文化心

理进行了分析ꎮ 其分析以基督教为依据ꎬ认为“基督教把‘嫉妒’视为七大原罪之一ꎬ教导信徒努

力排斥这种心中的恶魔ꎮ 但是ꎬ中国人绝对平均主义的背后则是病态性的极端嫉妒心理ꎮ «水
浒传»时代就有这种心理‘智取生辰纲’的行为所以会让中国人(包括现代中国人)感到痛

快ꎬ就是它迎合了中国自古皆然的嫉妒心理中国人为什么非常欣赏‘智取生辰纲’ꎬ这就因

为中国人的心理是充满嫉妒、充满绝对平均幻想的心理”①ꎮ 这里提出的问题有:“劫富济贫”是
一种绝对平均主义ꎬ这种绝对平均主义背后是对于“富”的仇视和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有比较严重

的嫉妒心理ꎬ“智取生辰纲”是“劫富济贫”的行为ꎬ所以也是充满对“富”的仇视和嫉妒的心理ꎬ
人们对于“智取生辰纲”的欣赏也是由于“中国人的心理充满嫉妒、充满绝对平均幻想的心理”ꎬ
究其原因则在于“中国还没有完成以新教伦理取代旧教伦理那种根本性的价值观的转变”ꎮ②

暂且不论“中国人的心理是充满嫉妒、充满绝对平均幻想的心理”是如何得出的ꎬ单就其对

于“智取生辰纲”的理解而言ꎬ无疑存在着知识性问题和用异质文化强制阐释«水浒传»文本的倾

向ꎮ 首先ꎬ«水浒传»中明确说过“智取生辰纲”的目的:刘唐在和晁盖相认后说到ꎬ“此是一套不

义之财ꎬ取而何碍! 天理知之ꎬ也不为罪倘蒙哥哥不弃时ꎬ献此一套富贵”(第十四回)ꎻ
吴用劝说三阮兄弟入伙时明确说到ꎬ“取此一套富贵ꎬ不义之财ꎬ大家图个一世快活”ꎻ公孙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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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３５—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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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晁盖时明确表示ꎬ“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ꎬ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第十五回)ꎮ 可见ꎬ“智取

生辰纲”是为了取不义之财、图一世快活ꎮ 从这件事情的结果来看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ꎬ已
得了财ꎬ自回石碣村去了”ꎬ白胜也将一包金银埋到床下地里(第十八回)ꎬ也没有接济什么“贫”ꎮ
不知从这些文本中如何得出“劫富济贫”的结论? 再有ꎬ对于不义之财的获得ꎬ在«水浒传»中也

并非梁山好汉们的“特权”ꎬ因为“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ꎬ来到半路里ꎬ不知被谁人打劫了ꎬ
至今也无捉处”(第十四回)ꎮ 还需注意的是ꎬ晁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ꎬ平生仗义疏财ꎬ专爱结识

天下好汉若要去时ꎬ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ꎬ并且当他准备救刘唐的时候还送了十两银子给

雷横(第十四回)ꎬ不知他如何“仇富”? 作为同乡的教书先生吴用、道士公孙胜、石碣村的三阮兄

弟以及刘唐、白胜ꎬ或者与晁盖交好ꎬ或者仰慕其名而欲结交ꎬ也看不出如何“仇富”ꎮ 况且ꎬ«水
浒传»中的柴进既富且“贵”ꎬ卢俊义、李应等人富甲一方ꎬ即使是鲁智深、武松在落草二龙山前也

看不出因为贫穷而“仇富”ꎬ而林冲、徐宁、呼延灼、宋江等军官或者官吏更看不出什么“仇富”心
理ꎮ

基于文本事实ꎬ可见其立论已无基础ꎮ 至于其认为基督教教导信徒排斥嫉妒ꎬ以及开出的所

谓“新教伦理”的药方ꎬ无非是用基督教思想和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教精神ꎬ来进行

的强制批判ꎮ 从逻辑上说ꎬ起点都错了或者根本不存在ꎬ如何保证结论的正确呢? 从文本上说ꎬ
«水浒传»中既未涉及基督教ꎬ也未涉及宗教改革ꎬ更未涉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即使描绘了资本

主义萌芽及产生的社会影响ꎬ也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ꎬ所谓“新教伦理”如
何才能发挥作用呢? 换句话说ꎬ韦伯所论证的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作

用①ꎬ在«水浒传»文本中根本无从谈起ꎬ即使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中ꎬ又从何而论呢? 这种以

异质文化阐释的结果ꎬ不但形成了对于«水浒传»文本的强制阐释ꎬ同时遮蔽了文本和中国文化

的独特内涵ꎮ
事实上ꎬ处友之义和事君之忠的观念并非是梁山好汉的独创ꎬ也不是作者的灵感迸发ꎮ 它们

在先秦两汉的儒家思想中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表述ꎬ尤其到了两汉以后ꎬ事君之忠更明确了其主

导地位ꎮ
对于处友之义而言ꎬ至少可以追溯到«论语»ꎮ «子罕»中记载了一个故事ꎮ 子贡曰:“有美玉

于斯ꎬ韫椟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ꎬ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ꎮ”按照杨伯峻的理解ꎬ
孔子在这里的意思是等待识货的人ꎮ② 不妨将此理解成是在等待一个能够认可和欣赏自己的

人ꎬ在等待一个能够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ꎮ 对于孔子而言ꎬ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ꎬ在诸

侯国中寻找一个能识货的人、一个能实现理想的机遇ꎮ 这在«论语阳货»中有着直接的例证ꎬ
公山弗扰在费邑图谋造反ꎬ请孔子去他那里ꎬ而孔子真的准备前往ꎮ 当子路不高兴地发问时ꎬ孔
子作了自己的解释ꎬ并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实现的理想也明白地表述出来:“如有用我者ꎬ
吾其为东周乎?”

对于十分推崇周礼的孔子而言ꎬ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礼的秩序ꎬ所以他对于“八佾舞于

庭”的季氏非常愤怒ꎬ在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之后为避免误会而指天发誓ꎮ 由此不难推断ꎬ孔子

对于与识货的人之间的关系ꎬ也不会突破礼的秩序ꎬ换句话说ꎬ他也会用礼来衡量和评判这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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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这一点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有着更为明确的理解和表述ꎬ“士之待礼ꎬ犹玉之待贾也”ꎮ①

这里将士比作玉ꎬ明确将礼与识货的人(贾)并举ꎮ 事实上ꎬ当季桓子收了很多齐国送来的歌姬

舞女而三天没有过问政事ꎬ孔子就离开了ꎮ 朱熹赞同这是因为“简贤弃礼ꎬ不足与有为” ②的原

因导致的ꎮ 换句话说ꎬ当孔子意识到自己不再被礼遇且不再拥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可能ꎬ就选择了

主动离开ꎬ结束这种关系ꎮ
在“我待贾者”这个问题上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迁似乎比孔子说得更明白ꎬ他在«史

记»中更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思想———士为知己者用ꎮ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的“士为知

己者用ꎬ女为悦己者容”广为人知ꎬ这两句话在«战国策赵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豫让的

故事中均有出现ꎮ 豫让为了报答对其“甚尊宠”的智伯ꎬ不惜毁容毁声潜伏为奴ꎬ数次刺杀赵襄

子来为智伯报仇ꎬ后“伏剑自杀”ꎮ 这是受到知己的礼遇而不惜一切报答知己的行为ꎮ 这种报答

知己的行为受到知己对自己的认可程度和礼遇程度的直接影响ꎬ“众人遇我ꎬ我故众人报之ꎻ国
士遇我ꎬ我故国士报之”ꎮ «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聂政、荆轲也是如此ꎬ«水浒传»中好汉们报答知

己的情况亦与此同ꎮ
对于司马迁而言ꎬ他笔下的诸人物“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ꎬ“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

慨”ꎮ③ 司马迁在经历继承父志编修史书到遭受李陵之祸、身陷囹圄的惨变后ꎬ其心理状态也发

生了转变ꎬ正如«太史公自序»中说的那样:“此人皆意有所郁结ꎬ不得通其道也ꎮ”因此ꎬ他后来撰

写«史记»“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④ꎮ 在司马迁看来ꎬ导致这种抑

郁和不平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在李陵之祸中ꎬ“明主不深晓”ꎬ“拳拳之忠ꎬ终不为列” («报任安

书»)ꎬ自己的一片忠心没有得到皇帝的理解和认可ꎬ反而受刑遭辱ꎬ隐忍苟活ꎮ 这就让司马迁再

难以像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一样ꎬ去不顾一切地践行“士为知己者用”的人生信条ꎮ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人ꎬ其«史记»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ꎬ更是“为后

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不但“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ꎬ而且“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ꎮ⑤对于«水浒传»而言ꎬ其作者“受李贽、金圣叹等在

野文人赏识ꎬ多有共鸣ꎬ当属同类ꎬ应该是一个极富才情却得不到任用ꎬ不满现实又无处呼告ꎬ很
有思想却不能不缄口ꎬ生活于元明之际或更晚的民间文化人ꎮ 他的倾吐欲望与‘水浒故事’产生

了契合ꎬ于是加工撰作出洋洋一部«水浒»” ⑥ꎮ
至于事君之忠ꎬ也可以在孔孟那里找到相关论述ꎮ 孔子和孟子“肯定的‘父慈子孝’、‘事亲

从兄’ꎬ显然就是强调一个人应该在与其他某些人(即那些与自己保持着血缘关联的人)的特殊

性关系中履行血缘亲情的原则规范ꎬ从而实现自己的血亲团体性存在ꎮ 当然ꎬ在人的存在中ꎬ除
了这种父母子女(血缘)的团体性因素外ꎬ还包含着其他建立在特殊性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团体

性因素ꎬ诸如丈夫妻子(姻缘)、朋友熟人(友缘)、同乡邻人(地缘)、领导下属(治缘)、同事同行

(业缘)、师生同窗(学缘)等种种团体性的因素” ⑦ꎮ 由此可见ꎬ事亲从兄指向的是血缘或类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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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体性存在ꎬ并且这种团体性存在被推广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ꎬ进而成为约束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ꎮ
在父权主导和嫡长子继承的环境中ꎬ事亲从兄无疑意味着以血亲团体性存在的人们对于这

个团体中男性领导权力(等级)及其继承者的遵从ꎮ 当孔子说“君君臣臣ꎬ父父子子”的时候ꎬ重
点在于强调礼的重要性ꎬ而非像汉代那样突出君王的绝对权力和地位ꎮ 孔子对此说得很明白:
“父母在ꎬ不远游ꎬ游必有方”(«论语里仁»)ꎻ“夫孝ꎬ德之本也身体发肤ꎬ受之父母ꎬ不敢

毁伤ꎬ孝之始也ꎮ 立身行道ꎬ扬名于后世ꎬ以显父母ꎬ孝之终也”(«孝经»)ꎮ 尽管孔子也谈到了事

君ꎬ但却并非突出其绝对主导的地位ꎮ 孟子虽然更加明确地将“父子有亲ꎬ君臣有义朋友有

信”(«孟子滕文公上»)并列ꎬ但他主要也是为了强调血亲的重要地位ꎮ
在孔子和孟子那里ꎬ事亲从兄主要着眼于实现血亲团体性存在ꎮ 不过ꎬ当大一统的汉代将这

种血亲团体性存在与君权、神权结合之后ꎬ所产生的忠君理念则让后人在忠孝之间的关系中“理
所应当”地将天平偏向忠ꎮ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背后是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ꎬ是各种思想

的融合ꎮ “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讲的仁义等等)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

五行宇宙论ꎬ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ꎬ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

基石ꎬ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ꎬ完成了

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ꎮ”①事实上ꎬ构建这

种思想体系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时代政治社会的要求ꎬ为了维护君王统治ꎬ并且为这种统治进行合

理化和正当性的辩护ꎮ 因此ꎬ忠君思想在树立绝对君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确立了重要的地位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孔孟主张的血亲团体性在相当程度上被泛化和强化了ꎬ事亲从兄也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ꎬ“‘三纲五常’更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ꎬ‘忠’与‘孝’得到进一步的强

化ꎬ成了不可违背的伦理和政治法则”②ꎮ 正是这样的思想才得到了君王统治的认可和发展ꎬ而
那些提出和发挥这些思想的人更容易得到赏识和重用ꎮ 与之相对的是ꎬ孔孟在当时的社会中并

没有居于高位、掌握重权ꎬ这便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当时君王统治想要的东西ꎬ
也难怪孔子说出“我待贾者”ꎬ甚至发出“道不行ꎬ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了ꎮ

可以说ꎬ在血亲团体性存在中ꎬ事君之忠以“三纲五常”的形式统摄着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等关系ꎮ 由此出发ꎬ«水浒传»中事君之忠与处友之义的关系及其文化渊源也就不难理解了ꎮ

三、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与«水浒传»忠义观的评价

前文所述对于“智取生辰纲”的评价ꎬ已经涉及对于«水浒传»忠义观的评价ꎮ 无论喜爱还是

憎恶ꎬ都不应成为评价«水浒传»的先决条件ꎬ甚至陷入“我喜欢就是好ꎬ你不能说不好ꎻ我不喜欢

就是不好ꎬ你不能说好”的非学术状态ꎮ 即使做不到绝对意义上不受情绪影响ꎬ至少也应该以文

本为依据来进行评价ꎬ尽量减少个人情绪的左右ꎮ
在中国文学史上ꎬ诗文评的形式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ꎬ产生了许多个性化的批评ꎮ 对于

«水浒传»而言ꎬ金圣叹的点评和对«水浒传»文本的处理可谓脍炙人口ꎬ但这不等于他的点评和

处理就是千古不易之定则ꎮ 虽然今天有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以百二十

回本即“袁本”«忠义水浒全书»为底本)ꎬ但从对于忠义观的评价来看ꎬ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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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存在着以“腰斩”后的文本“强制阐释”原文本的倾向ꎮ
据研究ꎬ明末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前ꎬ繁本和简本系统的«水浒传»均为通行本ꎬ其特点都是以

“忠义”为中心ꎬ在梁山大聚义后接受朝廷招安ꎬ随后奉旨平辽并讨伐不替天行道的其他强盗ꎬ虽
功成遇害而仍执“忠义”之心于泉下ꎮ 但在金圣叹宣称得到“贯华堂古本”后ꎬ“竟然成为此后近

三百年中«水浒传»的定本ꎬ以致世人不知«水浒传»还有其他的‘繁本’、‘简本’”ꎮ① 面对如此情

况ꎬ学界已有不同看法ꎬ但很多观点是从农民起义的角度来进行论证的ꎮ 如张国光发展了胡适的

观点(金本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ꎬ认为宣扬“忠义”的«水浒传»
是投降主义的ꎬ而金本«水浒»则是鼓吹农民起义的ꎮ② 罗尔纲虽然不赞同金圣叹“腰斩”«水浒»
的说法而认为施耐庵的«水浒»原本就是七十回ꎬ但是他与张国光对于金本«水浒»的认识有着相

近之处ꎬ同样认为金本«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ꎮ③ 毋庸置疑ꎬ金本«水浒传»的故事

更加集中ꎬ人物个性所表现的反抗性也比较突出ꎮ 但是ꎬ从忠义观的角度来看则有着不尽相同的

认识ꎮ
从«水浒传»的文本来看ꎬ对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ꎬ在前七十回已经基本完成ꎮ 梁山大聚

义之后的征辽和讨伐ꎬ更多地偏向于在处友之义的约束下ꎬ践行事君之忠的“夙愿”ꎬ虽然有人对

此提出了异议ꎬ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反抗或者逃离(公孙胜奉师命离开是个特例)ꎮ 或者可以

说ꎬ梁山大聚义之后的事君之忠对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存在着一定的约束和削弱ꎮ 金圣叹对«水
浒传»人物的描写大加赞赏ꎬ其中的主要人物ꎬ诸如武松、鲁智深、林冲、李逵、石秀、阮氏三雄等

性格鲜明、栩栩如生ꎮ 不过ꎬ这些人物到了招安以后就变得不再出众ꎬ一幅幅鲜活的英雄画卷变

成了一幅南征北战图ꎮ 究其原因ꎬ就像在孔孟那里对于血亲团体性的理解一样ꎬ“由于赋予了血

亲团体性以至高无上的根本地位ꎬ就进一步要求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必须从属于血亲团体性ꎬ允许

凭借血亲团体性来约束限制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充分发展ꎬ从而最终在本质上呈现出血亲团体性

的特征”④ꎮ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决定了梁山好汉们在招安之后的命运ꎬ他们之前的个性必然被慢慢打磨

成一个标准的忠义模型ꎮ 这不但与实现“封妻荫子”的理想一致ꎬ也与君王和朝廷的企望相符ꎮ
只要君王这个最大的“知己”能够认可他们、为他们提供机遇并加以礼遇ꎬ他们一样会不顾一切

地为之行动ꎬ并越来越忠ꎮ 因此ꎬ可以说梁山好汉们的奋起之争主要是在忠君之下ꎬ对于现实中

不公平命运的奋争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ꎬ其反抗性是鲜明的ꎮ 不难发现ꎬ招安之后的人物性格远

不如招安之前鲜活、突出ꎬ招安之后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人物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或补

充ꎮ 梁山好汉们的个性在招安之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展示ꎬ也许从这个角度看ꎬ金圣叹腰

斩«水浒传»反倒更加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ꎮ 对于那些不赞同招安的人而言ꎬ招安只是他们在

处友之义下的妥协ꎬ也是他们个性受到约束的开始ꎮ 在这种约束之下ꎬ其个性中的闪光部分受到

了削弱ꎬ以至于淹没在了事君之忠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金圣叹的做法实际上突出了处友之义ꎬ而削弱了事君之忠ꎬ正因为此ꎬ他才将

平辽和征讨的内容删去ꎮ 这一点通过文本的对比即可发现ꎮ 在金本中ꎬ宋江得到九天玄女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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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天书的时候ꎬ并没有“遇宿重重喜ꎬ遇高不是凶ꎮ 北幽南至睦ꎬ两处见奇功”这四句偈语ꎬ而
容与堂的百回本中则存在ꎮ 结合之后的故事发展来看ꎬ这不但是对宋江一生命运的预示ꎬ也是对

此后故事情节的预示ꎮ 偈语中的“宿”和“高”分别指的是太尉宿元景和太尉高俅ꎬ前者反对对梁

山用兵而力主招安ꎬ并最终促成此事ꎻ后者虽然领兵欲平梁山ꎬ但终究没能如愿ꎬ反而被俘上山ꎮ
而“北幽”和“南睦”则是南北两个地名ꎬ前者指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而有宋一代始终未能收回的

“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ꎬ即预示着后来征辽的故事ꎻ后者指南方的“睦州”ꎬ当年被

方腊攻陷并在方腊起义失败后被改为“严州”ꎬ即预示着后来讨伐方腊的故事ꎮ 这就是百回本

«水浒传»在梁山大聚义之后的内容ꎮ 而在百二十回本中ꎬ这四句偈语为“遇宿重重喜ꎬ遇高不是

凶ꎮ 外夷及内寇ꎬ几处见奇功”ꎮ “宿”、“高”二人二事没有变化ꎬ“外夷”和“内寇”取代了“北幽”
和“南睦”ꎬ加上“几处”取代了“两处”ꎬ则预示着除了征辽和平方腊外ꎬ还有征讨田虎和王庆的

故事ꎮ 这种不同并不像金本那样完全删除了梁山大聚义之后的内容ꎬ而只是量上的不同ꎮ 况且ꎬ
有研究者指出ꎬ宋江破辽后出现的诏书所署时间为“宣和四年冬”ꎬ而破方腊后上给朝廷的表文

署“宣和五年九月”ꎬ并由此推断征讨田虎和王庆的时间有了矛盾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根据明代万

历年间«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的本子可以看出征讨田虎和王庆的故事是后

人“插增”进去的ꎮ① 即使暂时抛开田虎和王庆两部分内容不论ꎬ征辽和平方腊也足以显示事君

之忠以及遮蔽在其中的处友之义ꎮ
有鉴于此ꎬ可以说金圣叹通过对于«水浒传»的“腰斩”ꎬ实现了以金本«水浒传»阐释原本

«水浒传»的目的ꎬ既使得处友之义被凸显ꎬ也使得事君之忠被遮蔽甚至消解ꎬ进而使得二者之间

的张力消失ꎻ虽然集中了人物形象和个性ꎬ但是削弱了忠义观ꎬ以至于后人还经常用金本«水浒

传»来阐释其他版本的«水浒传»ꎮ
如果说金本«水浒传»是最早、最有代表性的衍生文本的话ꎬ那么«金瓶梅» «水浒后传» «后

水浒传»«荡寇志»、扬州评话«武松»«独臂武松»以及诸多“水浒”影视作品等ꎬ则是后来逐渐出

现的衍生文本ꎮ 其中ꎬ«金瓶梅»更多的是借用«水浒传»的部分内容来说出一个全新的故事ꎬ其
主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ꎻ«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等则是对于«水浒传»故事的延续和发展ꎬ往
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原作的精神ꎻ扬州评话«武松» «独臂武松»等则是对«水浒传»中的个别受

人们喜爱的人物进行演绎和丰富ꎬ其精神往往续接«水浒传»而故事情节则有所发挥或创造ꎬ比
如对于“武松独臂擒方腊”的认同ꎻ至于«荡寇志»则是在形式上续接金本«水浒传»ꎬ从宋江的噩

梦写起ꎬ其意在阐明:“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ꎬ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ꎮ 乃有罗贯中者ꎬ忽撰出一部

«后水浒»来ꎬ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ꎮ 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ꎬ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ꎬ
口里忠义ꎮ 杀人放火也叫忠义ꎬ打家劫舍也叫忠义ꎬ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ꎮ 真是邪

说淫辞ꎬ坏人心术ꎬ贻害无穷ꎮ”②这里不但将忠义与强盗对立ꎬ而且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忠义

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ꎮ 更进一步的是ꎬ该书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如下的做法:“因想当年宋江ꎬ并
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ꎬ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ꎮ 如今他既妄造伪言ꎬ抹煞真事ꎮ 我亦

何妨提明真事ꎬ破他伪言ꎬ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ꎬ丝毫不容假借ꎮ”③这就不但出现了前

文所述的诗史互等、以素材强制阐释文本的情况ꎬ也出现了用衍生文本«荡寇志»强制阐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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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一玄:«‹水浒传›前言»ꎬ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前言第 ２ 页ꎮ
俞万春:«荡寇志»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 页ꎮ
俞万春:«荡寇志»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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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水浒传»的情况ꎮ
究其原因ꎬ恐怕与标榜忠义的梁山好汉们实现忠义的方式不无关系ꎮ 从处友之义方面看ꎬ梁

山好汉们对于知己的报答是坚决和豪迈的ꎮ 不过ꎬ这种坚决和豪迈在血亲团体性的约束限制下ꎬ
并没有充分发展社会性的方面ꎮ 换句话说ꎬ梁山好汉们在报答知己所采取的行动中ꎬ并没有考虑

到行动的社会意义和影响ꎮ 当阳谷知县想让武松将一担金银送到东京的时候ꎬ武松认为这是

“得蒙恩相抬举”(第二十四回)ꎬ欣然领命ꎮ 身为都头的武松未必不知道这些金银是哪里得来

的ꎬ也许当他觉得自己受到重用的时候已经默认了这种官场的游戏规则ꎬ而没有去考虑这样做的

社会危害和负面影响ꎬ甚至选择拒绝ꎮ 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之后ꎬ张都监设计将武松调遣过去ꎬ
声称要武松作自己的“亲随梯己人”ꎬ武松也非常感激ꎬ“若蒙恩相抬举ꎬ小人当以执鞭坠蹬ꎬ伏侍

恩相”(第三十回)ꎮ 武松像大多数梁山好汉一样ꎬ在判定知己的时候ꎬ缺乏对于知己的评判ꎬ也
缺乏对于这种关系的反思ꎬ从而显得具有一定的随意性ꎮ 更有甚者ꎬ有些报答知己的行动ꎬ出现

了随意杀戮的情况ꎮ 比如董平在归降宋江以后ꎬ除了“赚开城门ꎬ杀入城中ꎬ共取钱粮ꎬ以为报

效”之外ꎬ还“径奔私衙ꎬ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ꎬ夺了这女儿”ꎬ而这样做的原因竟是“程太守有个

女儿ꎬ十分大有颜色ꎮ 董平无妻ꎬ累累使人去求为亲ꎬ程万里不允ꎮ 因此ꎬ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

和”(第六十九回)ꎮ 这样来看ꎬ董平在报答知己的行动中夹杂了自己的私欲ꎬ甚至可以说他用忠

义观掩盖了自己的私欲ꎮ 再比如李逵ꎬ在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和戴宗的时候ꎬ“火杂杂地轮着大

斧ꎬ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ꎬ杀得尸横遍野ꎬ血流成渠”(第四十回)ꎻ在三打祝家庄的时候ꎬ
他竟然无视盟约ꎬ杀了扈三娘一家老小ꎮ 如果按照江湖上公认的“杀人偿命ꎬ欠债还钱”的标准ꎬ
对于那些无辜枉死的人ꎬ李逵是不是该以命抵命呢? 如果从一诺千金去看李逵的行为ꎬ岂不是言

而无信的表现?
从事君之忠方面看ꎬ梁山好汉们同样是坚决和豪迈的ꎬ甚而在招安之后似乎带有一种优越

感:既有得偿所愿的快意ꎬ又有能够报效君王、封妻荫子的欣慰ꎮ 于是ꎬ他们主动请命ꎬ前去征讨

方腊这样的“江南草寇”ꎮ 在他们的心里ꎬ尽管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赏和封赐ꎬ但自己是代表君

王征剿ꎬ是尽忠报国ꎮ 因此ꎬ他们不惜兄弟战死沙场ꎬ不惧被骂为“打家劫舍的草寇”ꎮ 可见ꎬ他
们只是从报效君王的角度来进行征剿ꎬ而没有或者是没能对这种“以寇制寇”的行为进行深层次

的反思ꎬ更难以提出解决方法ꎮ 在这个层面上ꎬ事君之忠具有相当的狭隘性ꎮ 这种掩藏在忠义观

之下的狭隘性和随意性ꎬ将梁山好汉们的另一面展示了出来ꎮ 而展示出来的这些内容ꎬ既没有和

他们公认的一些做人、做事标准相一致ꎬ也没有进一步发挥忠义观中积极、健康的部分ꎮ 后人对

梁山好汉们的批评也涉及这个问题ꎬ兹不赘述ꎮ
至于由«水浒传»衍生的影视作品ꎬ不但借鉴了«水浒传»研究的最新成果ꎬ也将现代人的价值

标准融入到剧本的再创作中ꎬ从而出现了所谓的“翻案”ꎬ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影视作品对于潘金莲

形象的塑造ꎮ 在«水浒传»中ꎬ潘金莲由于被清河县一个大户纠缠而去大户的夫人那里告状ꎬ导致

“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ꎬ却倒赔些房奁ꎬ不要武大一文钱ꎬ白白地嫁与他”ꎬ之后有几个“奸诈的浮

浪子弟”骚扰ꎬ而潘金莲也嫌“武大身材矮短ꎬ人物猥琐ꎬ不会风流”(第二十四回)ꎬ这就为«水浒传»
中潘金莲的形象奠定了基调ꎮ 当武大和武松兄弟相认后回到武大的家里ꎬ潘金莲以嫂子的身份见

到武松ꎬ却有了这样的想法:“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ꎬ他又生的这般长大ꎮ 我嫁得这等一个ꎬ也
不枉了为人一世ꎮ 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ꎬ三分像人ꎬ七分似鬼ꎬ我直恁地晦气! 据着武松ꎬ大虫

也吃他打了ꎬ他必然好气力ꎮ 说他又未曾婚娶ꎬ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 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
(第二十四回)这里透露了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武大的个人条件不好、形象特别差ꎻ二是潘金莲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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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大婚配是不满的ꎻ三是武松的形象好、本领大且没有婚娶ꎻ四是潘金莲由此想和武松有一段姻

缘ꎮ 从一般的角度来理解ꎬ觅得佳偶是理想的选择ꎬ对于佳偶的追求也具有正当性ꎮ 但是ꎬ当一个

人已经有了婚姻而又没有解除婚姻的时候ꎬ再去追求所谓佳偶就要受到婚姻制度和相关伦理规则

乃至法律的约束ꎮ 换句话说ꎬ潘金莲被迫嫁给武大是不得已ꎬ武大的实际情况让她对于婚姻产生了

不满ꎬ并有了另觅佳偶的想法ꎮ 从今天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甚或女权的角度来看ꎬ潘金莲的想法和

行为自然具有反抗意义ꎮ 但是ꎬ«水浒传»中的潘金莲面对的深层问题却是:其追求佳偶的想法和行

为与现实中的血亲伦理、好汉标准、婚姻制度、法律制度等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ꎮ 对于武松而言ꎬ
其想法和行为与血亲伦理和好汉标准的矛盾更为尖锐ꎮ 如果承认潘金莲在与武大的婚姻中遭受了

不幸ꎬ那么就不能否认或者忽视其想法和行为所要面对的深层问题ꎮ 如此ꎬ或许可以将问题归结

为:是否可以因为婚姻中的不幸而置血亲伦理、婚姻制度和法律制度于不顾? 甚至因为婚姻中的不

幸而毒杀配偶? 看来答案至少不是肯定的ꎮ
可以看到的是ꎬ«水浒传»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潘金莲不同意大户纠缠的具体原因ꎬ但因此认为她

“反叛了当时男子三妻四妾的社会规则”ꎬ而没有综合考虑其动机和实际效果ꎬ恐怕是把她的形象和

所做事情的意义拔得太高了ꎮ 至于个别演员认为“潘金莲不仅不是淫妇ꎬ而且是‘不甘命运被人摆

布ꎬ敢于追寻爱情’的烈女”ꎬ而对于其出轨ꎬ甚至表示“尊重通过各种规则上位的人ꎬ这就是很现实

的生活”①ꎬ则不得不让人深思ꎮ 如果抛开其中混乱的价值观和对于«水浒传»原著的无知外ꎬ这些

认识折射了一个共同的倾向:用衍生文本来强制阐释«水浒传»原文本ꎮ 需要声明的是ꎬ此处并非反

对对经典著作的改编和再创造ꎬ而是认为这种改编和再创造不能置原文本于不顾ꎻ即使没有能力回

答原文本中的复杂问题ꎬ也应该慎重将之简单化、娱乐化ꎬ不应该罔顾世道人心ꎮ 正如一些批评家

指出的那样ꎬ“潘金莲当然是值得同情的ꎬ但是改编应当从社会历史角度写出淫妇的悲剧ꎬ不应当牺

牲人物形象ꎬ片面凸显抽象人性无处安放而至毁灭的‘崇高’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名著改编要剔除那些

于今有害的思想成分ꎬ并不足以构成对原著基本精神的迁移”②ꎮ

四、结语

对于文本强制阐释文本问题的分析和批评ꎬ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ꎬ不等于否认中西比

较的可能ꎬ也不等于对经典文本的改编和再创作持全盘否定的态度ꎮ 除了前文所述要“剔除那

些于今有害的思想成分ꎬ并不足以构成对原著基本精神的迁移”外ꎬ还要注意文本的选择ꎬ如研

究小说«水浒传»忠义观就要以其文本为核心ꎬ不同版本之间可以互证互校且要注意区别改变基

本思想而增删文本内容的情况ꎬ其他诸如创作素材、衍生文本以及异质文化等都不足以构成对其

文本基本思想的否定ꎮ 当然ꎬ这并不妨碍通过以上途径对文本提出批评以及对文本基本思想进

行反思ꎮ 因此ꎬ在讨论回到文本时ꎬ选择什么样的文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ꎮ
在文学外部研究不断挤压文本研究空间的时候ꎬ提倡回到文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从

«水浒传»的研究情况来看ꎬ解决好回到文本的问题就必须重视且处理好素材与文本、异质文化

与文本、衍生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ꎬ从而在怎样回到文本上ꎬ避免理论的强制阐释ꎻ在回到什

么文本上ꎬ避免文本的强制阐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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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颠覆原著角色 盘点为潘金莲翻案影视剧»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ｎｈｕｉ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ｚｈｕｙｅｇｕａｎｌｉ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０９ / ００５９７６９２０.ｓｈｔｍｌꎮ
郑伟:«名著改编不应误读现代意识与大众审美情趣———由新版‹水浒›剧改编说起»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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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探究及启示

∗①

孙天蕾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己关注的基本问题和学术探究的逻辑起点ꎬ围绕人和

自然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谁是道德主体等问题ꎬ其内部产生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争论ꎮ 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在剖析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之表现及其危害的基础上ꎬ揭示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

主义制度ꎬ并指出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出路必须超越资本主义ꎬ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去寻找ꎮ 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坚持正确

的自然观引领ꎬ依靠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ꎬ促进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ꎬ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ꎬ充分

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ꎮ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ꎻ生态中心主义ꎻ人类中心主义ꎻ生态社会主义ꎻ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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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０
作者简介:孙天蕾(１９７８—　 )ꎬ女ꎬ山东即墨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ꎬ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１２ＢＫＳ０６３)、山东省社会科学规

划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案例教学研究”(１５ＣＳＺＪ２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ꎬ既是一个老问题ꎬ又是一个新课题ꎮ 千百年来ꎬ往圣先哲们苦苦

思索、孜孜探求ꎬ在工业化生态弊病弥漫全球的时代背景下ꎬ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ꎮ 这一

学派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自己关注的基本问题和学术探究的逻辑起点ꎬ在剖析工业社会中人与

自然关系恶化之表现及其危害的基础上ꎬ探寻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出路ꎬ以求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ꎮ 无独有偶ꎬ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交相呼应的是ꎬ我们

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ꎬ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ꎬ再到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

内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发展道路ꎮ 可以说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论在理论层面

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步步深入ꎬ理论成果丰硕、实践成效斐然ꎮ 本文旨在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深入交流、相互借鉴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与中国化作出积极贡献ꎮ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基本原则的探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探究的是解决生态问题、消除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ꎬ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好目标ꎮ 路径的探寻、美好目标的实现需要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来指引ꎬ这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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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就是对人和自然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谁是道德主体等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ꎮ 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围绕这一基本原则探讨ꎬ在其内部产生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分歧ꎮ
(一)生态中心主义———赋予自然内在价值ꎬ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完全平等

生态中心主义由西方一些生态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如奥尔多利奥波德、阿伦奈斯、霍尔

姆斯罗尔斯顿等)提出ꎬ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探究与争论ꎮ 生

态中心主义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ꎬ反对将人类作为唯一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主体ꎬ倡
导赋予自然以内在价值ꎬ使自然拥有和人同等的道德主体地位ꎮ 生态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第
一ꎬ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ꎬ人类之所以能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存和发展ꎬ依靠的是与

其他非人自然物间的能量传递与守恒ꎬ这是一种良性的生态平衡规律ꎬ人类必须遵守这个规律ꎬ
倘若违背就会带来各种灾害ꎬ危及人类自身ꎮ 第二ꎬ既然人类包含于自然界ꎬ并与其他非人自然

物相互依赖而无法分离ꎬ人类就不能高高在上地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的价值ꎬ使其只具备工

具性价值ꎮ 第三ꎬ人类必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ꎬ正确定位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ꎬ人
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ꎬ与自然界其他非人物种地位平等ꎮ 第四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ꎬ必须

突破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独特眷顾ꎬ走出人类中心ꎬ赋予非人自然物以道德主体的地位ꎬ使它们

获得与人相同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ꎮ 在生态中心主义原则的影响下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

也有部分学者指出ꎬ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只注重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ꎬ而没有全面

重视自然的价值ꎬ应当对之进行绿色重构ꎮ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特德本顿(Ｔｅｄ Ｂｅｎｔｏｎ)
是明确提出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原则的学者ꎮ

本顿指出ꎬ人类要明白自己和其他自然物一道构成了地球的生态系统ꎬ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

组成部分之一而已ꎬ人类必须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ꎬ这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质量ꎮ 人要维

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必须准确定位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ꎬ只有平等地对待生态系统中的

非人自然物ꎬ才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ꎬ从而使人类走出生态危机ꎬ获得更美好的生活ꎮ
本顿在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上ꎬ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ꎬ指出马克思主义将人置于

生态系统的中心ꎬ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改造ꎬ使人成为支配自然的主体ꎻ马克思主义没有

看到自然的极限ꎬ忽视了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ꎬ仅仅将之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材料和工

具ꎬ而没有看到其内在的价值ꎬ忽视了自然的力量ꎮ 他进而指出ꎬ马克思主义坚持的人类中心主

义原则仅仅从人类的经济利益出发ꎬ对待自然持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ꎬ没有真正尊重自然的内在

价值ꎬ这促使马克思主义优先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盲目崇拜科学技术ꎻ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方面存

在空场ꎬ无法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绿色重构ꎬ建立绿色历史唯物主义ꎮ
本顿显然受到了西方生态学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影响而提出自己所坚持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ꎬ但
是ꎬ他在这一原则之下探究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和解决之道却与他们有着本质区别ꎮ 西

方生态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ꎬ其目的是通过对资

本主义制度的修修补补ꎬ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现状ꎮ 本顿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

法的基础上ꎬ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ꎬ主张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

义相融合ꎬ走生态自治的道路ꎮ
(二)人类中心主义———人是道德主体ꎬ完全能够给自然以道德关怀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ꎬ更多学者支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ꎮ 他们认为ꎬ
只有人才有能力成为道德主体ꎬ以人类为中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妥ꎻ生态系统中的

非人自然物只是物而已ꎬ不能与人相提并论ꎬ它们不能成为道德主体ꎬ非人类中心主义脱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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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来谈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虚妄的ꎻ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摈弃了资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的狭隘性ꎬ能够全面地看待自然价值ꎬ更好地保护自然ꎬ从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ꎮ
英国学者瑞尼格伦德曼(Ｒｅｉｎｅｒ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对人类中心主义原则的合理性进行论证ꎬ有

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ꎮ 他指出ꎬ自然界的非人自然物没有能动性ꎬ也无话语权ꎬ只有人才能定

义自然、界定生态问题ꎬ“人是根据人的需要、快乐和愿望来设定生态平衡的”①ꎮ 评价生态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离不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ꎬ即便是生态中心主义宣称生态问题源于生态系

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ꎬ在其背后也是隐藏着人类利益的驱动和人类对自然的关注ꎮ 格伦德曼认

为ꎬ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原则ꎬ以人类解放为目的ꎬ致力于营造有

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生态环境ꎮ 面对当今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ꎬ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ꎬ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充分考虑与探求保护自然之道ꎬ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ꎬ促进人与自然共存

共荣ꎮ 可见ꎬ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做到保护自然ꎬ没有必要将赋予自然以内在价值作

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ꎮ 在格伦德曼看来ꎬ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ꎬ赋予自然

工具性价值ꎬ这是理所当然的ꎮ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可以理解为

既包括自然的经济价值ꎬ也包括自然的审美价值、娱乐价值和伦理价值等ꎮ 即使从自然的工具性

价值角度出发ꎬ只要人类中心主义能够全面认识自然的工具性价值ꎬ便“能得出一个保护物种的

人类中心主义理由”②ꎮ 人类可以给予自然以道德关怀ꎬ不会仅仅将自然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对

象ꎬ对之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ꎮ 人类“支配自然”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主人和奴隶

之间的关系ꎬ“支配”的行为能够在遵循自然、服从自然中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荣ꎮ
英国学者戴维佩珀(Ｄａｖｉｄ Ｐｅｐｐｅ)强调ꎬ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ꎮ 他认

为ꎬ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弱人类中心主义ꎬ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强人类中心主

义ꎬ二者有根本不同ꎮ 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是技术中心主义ꎬ只注重人类对于自然的开

发和征服ꎬ自然在这里就只是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ꎮ 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除了考虑人

类物质的需要ꎬ更考虑人的全面发展ꎬ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ꎬ改造自然的同时要

关切自然ꎮ 佩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ꎬ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内

在关联ꎬ有力回击了生态中心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诋毁ꎬ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的

“否定派”形成鲜明对比ꎮ③

当代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乔纳森休斯(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ｕｇｈｅｓ)认为:“生态问

题应该从一个广义和延伸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来评价ꎮ”④人类中心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ꎬ资
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狭义的ꎬ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广义的ꎮ 狭义的人类中心主

义目光短浅ꎬ只追求短暂的、眼前的经济利益ꎬ拘囿于自然在经济方面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其

他方面的价值ꎻ这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无度开采ꎬ恶化自然生态ꎬ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ꎮ 广义

的人类中心主义着眼于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ꎬ能够全面认识自然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工具

性价值ꎬ在追求人类利益的过程中兼顾生态环境的优化ꎬ以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ꎮ
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主编、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指出ꎬ生态中心主义抽象孤立地理解与人类分离的自然ꎬ对人类来说没有意义ꎻ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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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主人ꎬ主张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绝对统治ꎬ同样不可取ꎮ 在福

斯特看来ꎬ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ꎬ以尊重自然的客观存在为理论基

点ꎬ看到了自然的客观性和有限性ꎻ以此为指导ꎬ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时就会注重对自然的保护ꎬ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ꎬ避免生态危机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争论ꎬ然而ꎬ争论的背后却

有着共同的目标———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ꎬ或者重构填补空白ꎬ或者深挖全面展

现ꎮ 虽然方式和观点有所不同ꎬ但是都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发言权和指导力为己

任ꎮ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ꎬ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ꎬ可以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

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中解脱出来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关系ꎬ更是一种人和自然之间

共同进化的物质关系ꎮ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对立关系的探究

(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ꎬ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

出路ꎬ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ꎬ促进人类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ꎮ 为此ꎬ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者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原因ꎮ 他们一致认

为ꎬ表面上ꎬ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ꎻ实质上ꎬ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本

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本阿格尔(Ｂｅｎ Ａｇｇｅｒ)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ꎬ

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ꎮ 在他看来ꎬ正是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异
化劳动”和“异化消费”ꎮ 资本主义国家作用膨胀后ꎬ经济领域的危机没有引起社会革命ꎬ危机场

所发生了变化ꎮ 阿格尔认为ꎬ工人以闲暇消费的快乐弥补其异化劳动的痛苦ꎬ表面上维持了工人

与资产阶级和谐相处的状态ꎬ然而ꎬ随着异化消费日趋严重ꎬ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不断扩大、再扩大

生产规模ꎬ来满足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物质需求ꎬ正是在资本主义浪费性的扩张生产中ꎬ人与自然

关系日益紧张和对立ꎬ最终爆发生态危机ꎮ 可见ꎬ资本主义可以局部调整统治策略ꎬ却难以克服

内在固有的基本矛盾ꎮ 在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性和环境承受能力有

限性之间的矛盾ꎮ 这两大矛盾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趋利本性的基础上ꎬ资本主

义本身难以根除ꎮ 阿格尔强调ꎬ生态危机的爆发显示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对立ꎬ资本主义制

度正是其根本原因ꎬ制度不变ꎬ这种紧张和对立就难以消除ꎮ
佩珀坚决反对一些环保主义者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归咎于贪婪、野蛮、傲慢与好斗等普

遍人性的观点ꎮ 他指出ꎬ企图脱离外部条件为人类去寻找普遍天性的做法是不可行的ꎮ 因为ꎬ人性

总是历史的产物ꎬ人性与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ꎬ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性会有不同ꎬ离开社会历史

条件寻求普遍人性来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乌托邦式的想象ꎮ 佩珀从人类中心主义出

发ꎬ强调如今人类行为导致的生态危机并非遗传因素所致ꎬ也不是原罪的表现ꎬ究其原因ꎬ现行社会

制度才是根源所在ꎮ 生态问题表面上是自然问题ꎬ实质是社会问题ꎬ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背后隐藏着这个社会制度下的生产方式ꎮ 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ꎬ千方百计地外化

自己的生产成本ꎬ采用各种手段将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自然的破坏成本转嫁给社会ꎮ 自私自利

的资本主义本性使资产阶级只关注眼前经济利益ꎬ不惜破坏和贬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用ꎮ
据此ꎬ佩珀指出ꎬ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ꎬ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是解决不了的ꎬ“绿色”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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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ꎬ是“自欺欺人的骗局”①ꎮ
福斯特在深入研究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社会人类和地球之间

“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根本原因ꎮ② 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迫使农民离开耕

作土地进入城市ꎬ土地的肥力凝结在其产品中ꎬ而产品被流向城市的人口带入城市中ꎬ他们的排泄

物不能回归土地ꎬ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ꎬ这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裂缝产生ꎬ新陈代谢链条

被折断ꎮ 福斯特认为ꎬ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进行ꎬ其内部的社会生态

也出现了新陈代谢的异常ꎮ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由工人创造ꎬ工人创造财富过程中消耗的体力

和脑力需要产品来补充ꎬ然而ꎬ劳动财富大多是归资产阶级的ꎬ工人的消耗难以得到有效的补充ꎬ社
会新陈代谢的链条被挣断ꎮ 可见ꎬ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ꎬ致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和对立ꎬ同时也导致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ꎬ乃至整个社会的异化ꎮ

(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超越资本主义ꎬ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寻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剖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ꎬ认为当今全球性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

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ꎮ 如此看来ꎬ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ꎬ必然要超越

资本主义制度ꎮ 佩伯指出ꎬ只有消灭了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ꎬ才能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

系ꎮ 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Ａｎｄｒｅ Ｇｏｒｚ)则言ꎬ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ꎬ才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ꎮ
阿格尔认为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生态问题ꎬ这一难题只有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

解决ꎮ 阿格尔认为ꎬ“人们可能愿意以自我管理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③ꎬ因为人们在内

心深处有着对潜在自由的自我追求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者ꎮ 然而ꎬ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

集中和官僚化阻碍人的个性发展ꎬ工人难以成为自我的管理者ꎬ“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难以

消除ꎬ劳动和闲暇无法统一起来ꎮ 资本主义制度“对向工人提供替代‘异化消费’的手段没有什

么‘兴趣’”④ꎬ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痛苦的ꎬ他们只能把幸福寄托在闲暇时刻的消费上ꎮ
既然资本主义没法永久消除“异化消费”ꎬ就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ꎬ那么只能建立一种新

的社会制度ꎮ 阿格尔所讲的这种新制度就是“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ꎬ它可以废止劳

动、闲暇二元论ꎬ使人们参与劳动决策与管理ꎬ将潜在的自我管理者变为现实的自我管理者ꎮ 这

样的社会制度使人们能在劳动中感受幸福、体会快乐ꎬ满足人们潜在的自我管理人性的需求ꎬ顺
应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ꎮ 工人在劳动、闲暇一元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创造财富ꎬ在创造中实

现自我价值ꎬ劳动不再异化ꎬ闲暇不再依赖消费ꎬ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ꎮ 在阿格尔看来ꎬ生态社会

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实现“分散化”和“非官僚化”ꎬ还同时存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ꎬ从而可以全

方位、长久地、自觉地缩小商品生产规模ꎬ减少工业产品ꎬ解决生态问题ꎬ和谐人与自然关系ꎮ
格伦德曼也明确指出ꎬ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是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ꎬ只有能够控制人类自

身在自然界中的活动的社会ꎬ“才配称为共产主义社会”⑤ꎮ 在格伦德曼看来ꎬ生态意识是真正的共

产主义社会之应有之义ꎬ否则ꎬ便称不上共产主义社会ꎮ 共产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类型ꎬ它能够

统一人们的思想、调整人们的行为ꎬ从而使人能够有效地支配自然ꎮ 一方面ꎬ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

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ꎬ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ꎻ另一方面ꎬ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是遵循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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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及启示

的ꎬ能够控制不良后果的产生ꎬ使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良性的、和谐的、可持续的ꎮ
詹姆斯奥康纳(Ｊａｍｅｓ Ｏ’Ｃｏｎｎｏｒ)、福斯特、乔尔科沃尔(Ｊｏｅｌ Ｋｏｖｅｌ)等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者也从社会制度的层面ꎬ探求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出路ꎮ 奥康纳在对资本主义进行

生态批判的同时ꎬ也看到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存在的生态问题ꎬ他提出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联姻

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问题的主张ꎮ① 他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ꎬ
坚持“生产性正义”ꎬ按照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利润”组织生产ꎻ②另一方面ꎬ具有生态保护第一的

文化价值理念ꎬ关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ꎬ也注重对人和自然的保护ꎮ 福斯特指出ꎬ既然资

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ꎬ那么ꎬ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求新

的出路ꎮ 这一新的出路就是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ꎬ通过劳动者联合消除城乡分工的对立、变革

人与土地的关系ꎬ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ꎮ 福斯特强调ꎬ劳动者

联合的社会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ꎬ只能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去寻找ꎮ 另外ꎬ科沃尔在深刻

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的基础上指出ꎬ当无法忍受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敌

人———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ꎬ人们就可能选择“革命暴力”来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ꎮ③ 科沃尔铿

锵有力地发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呐喊ꎮ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通过阐释剖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探究中的理论见解ꎬ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学术活力ꎬ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些许有益的启示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虽然也有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ꎬ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坚持上却毫不含糊、十分一致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则和方法为指导ꎬ剖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ꎬ并探求解决之路的ꎮ 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主义

将当今的生态问题作为一个半多世纪前的时代主题进行研究并找出具体解决方案ꎮ 但是ꎬ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ꎬ足以指导我们对生态问题进行思

考和探究ꎮ 福斯特大力褒扬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切关注ꎬ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

“浓厚的生态意识”ꎬ对生态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ꎮ④ 保罗伯克特(Ｐａｕｌ Ｂｕｒｋｅｔｔ)直截了当地

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学思想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应对当代生态问题上依然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ꎮ 针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环保主义者ꎬ佩珀有力地反击他们的批评“通常是部分或全部

错误的”⑤ꎬ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⑥ꎬ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ꎬ不
那么直接罢了ꎮ 休斯也指出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类对自然依赖的认知作为中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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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ꎬ在自然中定位社会ꎬ也必然包含自然环境限制的现实ꎮ①

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对自然的依赖ꎬ在承认自然限制的基础上ꎬ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产

方式的变革ꎮ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ꎬ马克思没有全面深入地对生态问题进行剖析和研究ꎬ然而ꎬ马
克思主义却为针对威胁和危害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框架ꎮ 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ꎬ马克思主义全面地容纳了生态依赖和生态影响两个方面:一方面ꎬ人类依赖

于自然ꎬ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受到自然的限制ꎻ另一方面ꎬ人类独具主观能动性ꎬ可以通过实践活

动改造自然、影响自然ꎮ 马克思主义将生态依赖作为生态影响的前提ꎬ告诫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

必须在自然的限制之内ꎮ 在此前提下ꎬ人类才能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生态良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加

有利的发展条件ꎻ忽视这一前提ꎬ人类只能自酿苦果ꎬ带来无尽的可怕梦魇ꎮ 据此ꎬ我们认识到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经济发展、物质富裕之路ꎬ也是生态文明之路ꎮ 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历史关口的突出议题ꎬ降低污染、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才能和

谐人与自然关系ꎬ营造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

的发展道路上ꎬ我们既要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性ꎬ同时也必须看到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地位ꎬ将生态的理念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各领域之中ꎮ 总之ꎬ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ꎬ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ꎬ自觉地坚持与维护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ꎬ将之作为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武器ꎬ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ꎬ赢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胜利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然由正确的自然观来引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虽然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和道德主体上存在争议ꎬ但是争论双方

所公认的是:自然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母体、伙伴ꎬ人类与自然荣损一体ꎬ人类不能独善其身ꎮ 大

自然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ꎬ人类生存于世有赖于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ꎬ这是生存之前提ꎮ 漠视此

前提ꎬ破坏性地改造大自然致使生态恶化ꎬ就会威胁到人类生存ꎬ生存不在又何谈发展? 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ꎬ为我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供了重要启示ꎮ 自然是人类身

体的延伸ꎬ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条件ꎬ人类无法生存更无发展可言ꎻ人类自身与其他非人自然

物相互依赖、不可分离ꎬ人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与其他自然物以伙伴的关系相处ꎻ人与自然都是客

观的、有限的ꎬ自然提供的物质条件为人的生命和活动设定了限制ꎬ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必须遵

循自然规律ꎬ不能违背规律肆意妄为ꎻ人类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ꎬ通过劳动实践来“统治”
自然ꎬ但是ꎬ“统治”不是将自然作为对立面进行征服ꎬ“统治”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植根于“对自然

规律的理解和遵从”②ꎮ
人类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活动带来了工业化痼疾ꎬ一面是人类文化

从器物、制度、行为、心态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了精致的发展ꎻ另一面却是生态问题日益凸显ꎬ人与

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垃圾满目、植被毁损、土地荒漠、风沙漫天、气污水染、毒气刺鼻、雾霾肆

虐ꎬ人类正遭受着环境恶化而导致的各种疾病的侵袭ꎮ 工业化痼疾的形成源于人类自然观的偏

差ꎬ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伴随着对自然的恐惧ꎬ把自然放到对立面敬畏和顺从ꎻ工业文明时代人类

从对自然的恐惧中走出来ꎬ以“翻身做主人”的成就感睥睨自然ꎬ敌对式的控制和改造一发不可

收拾ꎬ生态恶化横亘在工业文明面前ꎮ 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血泪经验告诉我们ꎬ人类依赖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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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模式或许会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而有强弱之分ꎬ但是ꎬ人因自然而生、靠自然而存的自然规

律不会改变ꎮ 在快步迈入工业化的历史关口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ꎬ树立

正确的自然观方能引领卓有成效的生态文明建设ꎬ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

课题ꎬ从而突破工业化生态痼疾的藩篱ꎮ
我们要树立起正确的自然观ꎬ并且必须持之以恒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去坚守ꎮ 以前

我们谈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ꎬ欠账太多ꎮ 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将美丽

中国纳入中国梦理论范畴ꎬ态度鲜明地带领中国人民勇创生态文明新时代ꎮ 习近平强调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①ꎬ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辅相成ꎬ有了绿水青山ꎬ居住环境无

害于身心ꎬ才能安心于工作、学习和生活ꎻ在优美的居住环境中ꎬ人们心情舒畅才能够健康长寿ꎬ
有动力奋力拼搏ꎬ创造出金山银山ꎬ享受金山银山带来的美好与惬意ꎮ 所以ꎬ我们“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②ꎮ 有了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ꎬ人民才能享受金山银山的幸福生活ꎬ可见ꎬ
绿水青山是前提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一时发展ꎬ倘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发生矛盾ꎬ“宁要绿水青山ꎬ不要金山银山”③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ꎬ每个人都

应该从自我做起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ꎬ积极投身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丽中国梦而奋斗

的时代大潮之中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

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从近现代的血泪历史中切身体会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生存法则ꎬ富强

的国家才具有独立的国格ꎬ才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尊严ꎮ 所以ꎬ我们要全心全意谋发展ꎬ“发展

才能自强”④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背景下ꎬ我们必须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⑤ꎮ 习近平

同志强调ꎬ发展的第一要务不能动摇ꎬ我们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富强的现代化国家ꎬ带领人民

生活得更好ꎮ 经济建设依然是我们的中心工作ꎬ其他各领域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ꎮ 然

而ꎬ新时代经济发展面临着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新问题ꎬ发展经济的同时ꎬ
重视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出现的生态问题ꎬ采取有力措施悬崖勒马ꎬ规避更为严重的生态风险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ꎬ发展

经济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的同时ꎬ“更好保护生态环境”⑥ꎬ绝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求

发展ꎮ 习近平指出ꎬ新时代经济发展不能单以 ＧＤＰ 论英雄ꎬ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保护相统一ꎬ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⑦ꎮ 习近平同志认为ꎬ生态环境与人类本属一体ꎬ保护环境、爱
惜生态与爱护眼睛、珍惜生命是一致的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优先保护生态ꎬ谋求永续

发展ꎬ不仅为了当代ꎬ还要看到以后的发展ꎬ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存环境ꎮ
休斯提出生产力可以实现生态良性发展ꎬ“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这一理想可作为现存社

会生态批判和变革动力的基础”⑧ꎮ 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就是在生态环境得以很好保护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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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ꎬ谋求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ꎬ消除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ꎬ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良性的生态

基础ꎮ 休斯认为ꎬ生态化地利用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现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ꎬ这就需要依靠科技

创新生态化转向ꎬ打造低碳、循环的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ꎮ 创新在未来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

展中尤为重要ꎬ习近平指出ꎬ因循守旧、满足现状的个人和民族ꎬ不去进取、只享其成ꎬ就会错失发

展机遇ꎬ创新才能把握机遇ꎬ创造美好生活ꎮ 创新的个人才有希望ꎬ创新的民族才会兴旺ꎬ创新的

国家才能发达ꎮ
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核心目的十分明确———促进经济增长ꎬ这是现阶段不变的中心任务ꎮ 同

时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健康永续的ꎬ这就要求科技创新必须转向发展经济的同

时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ꎮ 以浓厚的生态意识引领科技创新方向ꎬ坚持创新生态化转向ꎬ合理

开发、科学利用资源ꎬ创新荒漠治理、水源清洁、植树造绿、大气污染防治等生态管理技术ꎮ 通过

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促进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ꎬ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统一ꎬ使人们“切
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①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中ꎬ不再紧张

和对立ꎬ而是变得亲密、和谐与美好ꎮ 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ꎬ从长远需要和

整体利益出发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更好地“支配自然”ꎮ “支配自然”就是能够充分考

虑改造自然的后果特别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ꎬ精通自然规律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ꎮ 我们要

预见和反省改造自然的行为施加给自然的影响ꎬ总结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有利或有害的影响ꎬ
不断调整自我行为通过科技创新更好地支配和控制自然ꎬ带给自然更多有利影响ꎬ自然也会给予

我们更多馈赠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理论ꎬ也是指导人们建立新

的社会制度从而解放全人类的解放理论ꎮ 鲜明的政治性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ꎬ也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历史价值所在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的争论实质是面对当今严峻的生态危机ꎬ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作出的积极反应ꎮ 生态中心主义

者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绿色重构ꎬ而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ꎮ
不论哪种方式ꎬ其主要的目的是一致的ꎬ那就是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ꎮ 阿格尔明

确指出ꎬ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激进社会主义变革的有效理论和政治武器ꎮ 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发

挥其政治功能ꎬ否则就是失败的ꎬ因为那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政治使命ꎮ 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者致力于与时俱进地看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将生态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探究ꎬ构建起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ꎻ意欲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一个半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生态问题缺乏系统

论述的缺憾ꎬ使其在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中具有发言权和指导力ꎮ
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的理论来考究ꎬ而要看到其本质上的政治属性ꎮ 在和

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社会ꎬ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ꎬ在资本主义本性难以解

决的生态问题面前ꎬ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ꎮ 只有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ꎬ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才能获

得人民群众的支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取得成功就能够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生态问题ꎬ从根本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ꎬ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顺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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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ꎮ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ꎬ在实践中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ꎬ又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ꎬ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

化、中国化ꎮ 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是与当今时代相结合ꎬ越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ꎬ就越能卓有成效

地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ꎬ就越能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政治功能ꎮ 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ꎬ彰显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生态问题的权威性ꎮ
在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面前ꎬ人与自然关系变得紧张和对立ꎬ这是源于何因又当如何消除? 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探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ꎬ由此我们看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人与

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ꎬ看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ꎬ也
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ꎮ 这些对于我们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理论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启发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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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调查研究

———基于山东部分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调研∗①

神彦飞
( 山东大学 «高校辅导员»编辑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ꎬ高校学生党员的就业方向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

工作的整体质量ꎮ 为深入了解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的问题ꎬ研究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员的择业观状况ꎬ对山东

部分高校学生党员进行调研的结果显示:已有部分学生党员拥有创新创业的意识与勇气ꎬ并付诸实践ꎬ但相较于

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浪潮ꎬ高校学生党员选择自主创业的比率依旧较低ꎬ大多数受访者依旧选择公务员、事业单位

和企业就业ꎮ 因此ꎬ高校应不断加强对学生党员进行创新创业教育ꎬ增强创新创业意识ꎬ营造创新创业环境ꎬ搭
建创新创业平台ꎬ提升创新创业知识、能力、素质和品格ꎮ

关键词:　 高校ꎻ学生党员ꎻ择业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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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２
作者简介:神彦飞(１９６５—　 )ꎬ男ꎬ山东兰陵人ꎬ山东大学«高校辅导员»编辑部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５ 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

值取向变化特点及引导研究”(１５ＣＳＺＪ１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吴为:«关注重点群体就业 国家政策先行»ꎬ«农民文摘»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③定军、王源、郑晓:«国务院通过“十三五”就业规划大力发展共享经济»ꎬ«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ꎮ

　 　 当前ꎬ高校学生的就业已经成为社会瞩目的问题ꎮ 据教育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发布的数据ꎬ２０１７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７９５ 万ꎬ比 ２０１６ 年又多出 ３０ 万ꎮ 应届毕业生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１３ 万

连年上涨ꎬ从而使就业面临着巨大压力ꎮ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大学生就业引导和扶持政策ꎬ
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ꎬ发挥中小型企业的就业容纳作用”②ꎬ但我国高校学生就业面临

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ꎮ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公开表示ꎬ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安排就业的人数仍

然维持在 ２５００ 万ꎬ就业的总量压力非常大ꎬ“十三五”期间每年需要在城镇安排就业的人数约

１５００ 万人ꎬ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人员ꎮ③

一、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问题的提出

目前ꎬ高校学生的“排头兵”即学生党员的就业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关注的问题ꎮ 在政治面貌

上占据优势的学生党员ꎬ在就业方向上有着更多的选择ꎬ如公务员、选调生、高校辅导员等岗位ꎬ
对政治面貌有着明确的要求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高校学生党员的就业机会比普通学生要多一些ꎮ
同时ꎬ高校学生党员也被认为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ꎬ他们走上工作岗位ꎬ逐渐成为

社会工作各个岗位的骨干力量ꎮ 他们的去向和发展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工作的整体质

量ꎮ 那么ꎬ高校学生党员的就业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高校学生党员的择业观是怎样的? 通过以

山东部分高校学生党员为研究对象ꎬ搜集一手资料ꎬ对我们今后研究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员的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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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观状况ꎬ从中发现新形势下其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建设性改善措施ꎬ从而对进一步有计划、有针

对性地进行其择业观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二、受访学生党员的基本状况

为深入了解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的问题ꎬ课题组自２０１７年 ５ 月面向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泰山学院等高校的部分学生党员进行了以座谈、发放问卷为主要形式的调查研究ꎮ 本次问卷

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ꎬ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４７６ 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４３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达

９２％ꎬ调查内容涉及被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主要择业观点等ꎮ 此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为高校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党员ꎬ其中本科应届毕业生党员 １６３ 人ꎬ本科非应届生党员 １２７ 人ꎻ硕士应届毕业

生党员 ５０ 人ꎬ硕士非应届生党员 ９７ 人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分别占到样本总量的 ６６％和 ３４％ꎮ
“从调查的学校属性看ꎬ重点本科院校 ３１５ 人(７２.０８％)ꎬ—般本科院校 １１９ 人(２７.２３％)ꎬ高职院

校 ３ 人(０.４９％)ꎻ从调查对象的专业来看ꎬ理工类 １９４ 人(４４.３９％)ꎬ经管类 １３１ 人(２９.９８％)ꎬ文
史哲类 １０３ 人(２３.５７％)ꎬ其他类 ９ 人(２.０６％)ꎻ从被调查的高校生源来看ꎬ来自农村 １７４ 人

(３９.８２％)ꎬ城镇 １０８ 人(２４.７１％)ꎬ城市 １５５ 人(３５.４７％)ꎻ从调查对象性别来看ꎬ男生 １３３ 人

(３０.４３％)ꎬ女生 ３０４ 人(６９.５７％)ꎮ 从以上呈现出的样本结构来看ꎬ本次选择的调查对象比较合

理ꎬ能够反映出山东省内高校学生党员在新形势下的择业观状况ꎮ

三、受访学生党员择业观调查数据及分析

(一)就业规划

本次调查发现ꎬ受访学生党员中ꎬ占 ４０.０５％的选择“找工作就业”ꎬ占 ４７.６％的选择国内考研

或者出国深造ꎬ分别占 １０.９８％和 １.３７％的选择“考取公务员”和“自主创业”ꎮ 可见ꎬ占比例最高

的受访者学习的积极性较高ꎬ愿意继续读书深造ꎮ
(二)就业态度

通过向受访者调查“周围同学找工作态度”和“自己对于找工作所持的想法”的问题ꎮ 数据

表明ꎬ周围同学找工作的“非常积极”和“热情一般”态度占比接近ꎬ分别为 ４６.６２％、４７.９４％ꎮ 对

待就业没有采取行动的占 ５.４４％ꎬ可见ꎬ部分受访者对目前面临的就业形势没有形成正确的观

念ꎮ 与此同时ꎬ对于“自己找工作的想法”ꎬ占 ７７.９３％的认为要先就业ꎬ再择业ꎻ占 １８.６２％的认为

若工作不满意宁可先待业ꎻ占 ３.４５％的选择逃避就业ꎬ不愿意面对工作ꎮ
(三)就业形势和对自己学历、专业的认知

在本次调查中ꎬ有 ４３７ 名受访者对“当前的就业形势表达了看法”这一问题做了回答ꎮ 结果

显示ꎬ占 ７１％的认为当前就业形势严峻ꎬ就业困难ꎻ占 １６％的认为就业形势很严峻ꎬ就业非常困

难ꎮ 两者都表现出了对就业形势严峻的认识ꎬ达到 ８７％ꎮ 仅有 １３％的认为当前就业形势好ꎬ压
力不大ꎮ 可见ꎬ当前就业形势严峻ꎬ是学生的共识ꎮ 面临这一严峻的就业形势ꎬ被问及“自己的

学历水平是否具有优势”时ꎬ大部分受访者对此还是充满信心ꎮ 占 ３４.６３％的充满信心ꎬ认为有优

势ꎻ占 ５８.０３％的认为具备一定的竞争力ꎻ仅占 ７.３４％的认为处于劣势ꎬ但这一比例仍然不容忽

视ꎮ 可见ꎬ尽管高校学生党员在就业方面有优势ꎬ但同样面临困境ꎮ 与此同时ꎬ占 ６９％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的专业水平在求职中发挥的作用一般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当前ꎬ高校学生就业岗位和自己

所学专业的匹配度不高ꎬ甚至有 ８％的受访者认为专业水平发挥作用较低ꎮ
(四)心理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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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ꎬ受访者被问及“在找工作中心理素质的心理素质如何”这一问题时ꎬ占 ３４.７８％的

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很强ꎬ但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占近六成多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一般

(５８.８１％)ꎬ心理素质很弱(６.４１％)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现在高校学生求职的抗挫折能力较弱ꎬ应采

取相应的措施ꎬ来应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给学生带来的心理挫折压力ꎮ
(五)职业定位

调查发现ꎬ在求职过程中ꎬ受访者对自己求职的工种(岗位)存在模糊认识的占比较高ꎮ 选

择“比较清楚”的占 ６１.６１％ꎻ对自己适合(或不适合)的工作清楚ꎬ能够清晰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

的占 １９.７７％ꎻ还有对自己适合(或者不适合)的工作不清楚ꎬ占 １８.６２％ꎮ “比较清楚”和“不清

楚”都可以反映受访者对自己职业定位的模糊ꎬ两者达到了 ８０％以上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当前就业

形势下ꎬ高校学生自我就业定位不明确ꎬ缺少职业规划ꎮ
当受访者被问及“选择什么类型工作” 时ꎬ选择“可以挖掘自我潜质的稳定工作” 的占

６２.１６％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ꎬ面对当今全球经济的波动和就业压力ꎬ高校学生一方面想在职

业中发挥自己的职业价值ꎬ同时又希望职业的稳定ꎬ可见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影响学生就业的选

择ꎻ选择“舒适、安逸的工作”的占 ２７.０３％ꎬ选择具有“挑战性工作”的占 １０.８１％ꎻ由此可以推断ꎬ
职业的稳定性是当今高校学生就业考虑的重要因素ꎮ 与此同时ꎬ占 ３８.９９％的认为“工作要符合

自己的兴趣”ꎻ占 ５９.４％的认为要以好的待遇条件为前提ꎬ其次再考虑兴趣ꎬ由此推断ꎬ薪酬水平

是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ꎬ这和当今高校学生就业、生活等面临的多重压力存在一定关系ꎻ占
１.６１％的“态度”比较消极ꎬ认为只要有工作就行ꎬ个人兴趣不重要ꎬ由此可见ꎬ有部分学生在就业

问题上存在消极的态度ꎮ
(六)职业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ꎬ在受访者中ꎬ占 ４３.１２％的想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ꎬ占 ２７.５２％的想进入国

企单位ꎬ两者比例达到 ７０％以上ꎬ这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学生党员的职业倾向ꎬ可能与政府机

关、国企单位的职业稳定、薪酬福利较高存在一定关系ꎮ 本次调查没有涉及到具体原因ꎬ因此ꎬ仅
是当前就业形势下的推测ꎮ 同时ꎬ占 １６.７４％的愿意进入外企工作ꎬ占 ６.１９％的想进入私企工作ꎬ
还有 ６.４３％的想从事自由职业ꎮ

当受访者被问及“到基层就业的态度”时ꎬ占 ６７.５９％的表示会考虑到偏远地区工作就业ꎬ占
９.７２％的表示十分愿意到西部地区ꎬ两者比例达到 ７６％以上ꎬ“不愿意”和“没考虑”到基层的不

到 ２５％ꎮ 这与近两年国家加大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力度有一定关系ꎮ
(七)薪酬期望

调查结果显示ꎬ受访者对自己第一份职业的薪资期望值不高ꎮ 占 ５６.７１％的期望薪资水平在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之间ꎬ占 ３１.２５％的期待薪资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ꎬ这可能与受访者的所学专业和经济形势

存在一定的关系ꎮ 同时ꎬ对薪资期待 ３０００ 元以下的占 ９.０３％ꎬ可接受零工资的占 ３.０１％ꎮ 由此

推断ꎬ这与国家推行的相关就业政策法规支持到基层就业、志愿服务等有一定关系ꎮ
受访者对第一份工作的薪资期望值不高ꎬ很可能和学生职业规划和定位有关系ꎮ 当被问及

“如果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是否会跳槽”时ꎬ占 ７４.４７％的选择跳槽ꎬ仅有 ２５.５３％的选择不会跳

槽ꎮ 这很可能是因为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环境ꎬ高校学生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作为保底工作ꎬ
等找到合适的工作时便会选择跳槽ꎮ

(八)创业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ꎬ在受访者中ꎬ如果条件允许ꎬ占 ６３％的毕业后愿意创业ꎻ从创业意愿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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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ꎬ“非常愿意”的学生人数 占 １８.３３％ꎬ“愿意”创业的人数占 ４５.２４％ꎮ 这与党中央、国务院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号召和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ꎮ 尽管国家各方面支持创新创业的力

度不断加大ꎬ但仍有 ３１％的不太愿意创业ꎬ更有 ５.３４％的明确表示ꎬ即使条件允许ꎬ也不愿意

创业ꎮ
(九)家庭影响

调查发现ꎬ在受访者中ꎬ占 ３６.４３％的父母经常与其谈论就业问题ꎬ甚是关心ꎬ这与父母对其

期望值存在正相关ꎮ 当被问及“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值”时ꎬ占 ５２.７８％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值较高ꎬ占 ２７.３１％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ꎬ两者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ꎮ 由此可见ꎬ父母都

对孩子的职业存在较高的期望ꎮ
面对父母较高的职业期望ꎬ高校学生想“依托父母的关系”找到理想工作的想法低于“不想

利用父母关系”找工作ꎬ两者的比例分别为 ４２％和 ５８％ꎮ 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压力ꎬ多数

受访者希望父母能够理解ꎮ 将近 ７０％的认为“就业形势严峻ꎬ希望父母理解”ꎬ也有超过 ３０％的

认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ꎬ有愧于父母ꎮ 可见ꎬ高校学生面临多重的压力ꎮ
高校学生面临就业形势严峻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理想的工作ꎬ告诉父

母自己长大了ꎻ另一方面又面临严峻的就业环境和不确定性ꎬ找不到理想的工作ꎬ担心父母失望

等ꎮ 因此ꎬ大多数受访者选择“偶尔谈谈就业方面”或者“从来不和父母交谈就业”的问题ꎬ两者

比例分别为 ５５％和 ８.５８％ꎮ 由此可见ꎬ父母的期待会影响高校学生与父母的沟通频率和沟通

渠道ꎮ
(十)影响就业选择的不同角色

调查显示ꎬ受访者在就业选择上ꎬ遵从自己内心的占 ５０.２３％ꎮ 与此同时ꎬ就业的选择受其社

会支持网络影响ꎮ 在社会支持网络影响因素中ꎬ受父母影响最大ꎬ占 ２５.９３％ꎻ其次是老师ꎬ占 ９.
２６％ꎻ朋友和同学的影响相对较小ꎬ分别占 ６.２５％和 ４.８６％ꎬ还有个别同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占
３.４７％ꎮ

(十一)对工作的意义、就业流程了解程度和高校择业观教育的态度

调查显示ꎬ多数受访者认为ꎬ就业的重要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ꎮ 选择“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的占 ７１.５６％ꎻ认为工作的意义便是维持生活的占 １８.８８％ꎻ选择工作是为了其他的占 ９.５６％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高校学生就业更多的考虑现实原因ꎮ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ꎬ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ꎬ很多受访者对就业工作流程了解不够详细ꎮ 数

据显示ꎬ占 ６５.１２％的对就业工作流程“一般了解”ꎻ对就业工作流程“不了解”的人数超过“很了

解”的ꎬ“不了解”就业工作流程的人数占 ２０.４７％ꎬ对工作流程“很了解”仅占 １４.４２％ꎮ 由此可以

推断ꎬ就业流程的学习没有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ꎮ 对毕业流程的了解是毕业生能够顺利找到理

想工作的基本条件ꎬ高校应当多组织学生学习就业流程等相关内容ꎬ以引起毕业生的足够重视ꎮ
与此同时ꎬ学校的就业工作处对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ꎬ让毕业生能够及时

学习、了解到相关的招聘、就业等信息ꎬ是毕业生顺利找到工作的重要保障ꎮ 多数受访者认为高

校对毕业生开展择业观教育很有必要的占 ８４.８６％ꎬ认为“可有可无”和“没有必要”的占不到

１５％ꎮ 可见ꎬ毕业生与高校在择业观教育中达成了共识ꎮ
这种择业观教育的共识与在调研中高校开展的就业工作呈现矛盾ꎮ 在受访者中ꎬ占 ５０％的

对学校开展的就业工作不太清楚ꎬ占 １６. ４７％的对学校开展的就业工作不清楚ꎬ两者比例过

６６.４７％ꎬ这不得不让人们反思不同高校面向学生开展就业工作的内容和效果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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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择业观的影响因素

问及受访者“选择工作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时ꎬ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人发展前景”、“工作稳

定程度”、“单位性质及规模”、“薪酬与福利”、“工作所在地域”、“社会地位”等ꎮ 通过调查结果

显示ꎬ选择“个人发展前景”为最主要影响因素”的占 ２６.２６％ꎻ选择“工作的稳定程度”的占 １４％ꎻ
选择“社会地位”的仅占 ３.７３％ꎻ“单位性质及规模”、“薪酬与福利”、“工作所在地域”三项的选

择人数分别占 ９.６３％、２２.３％、１０.１８％ꎮ 由此可见ꎬ排在前三位的影响因素为:个人发展前景、工
作的薪酬与福利以及工作的稳定程度ꎮ 由此推断ꎬ薪酬与福利并不是高校学生最为看重的要素ꎬ
这与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ꎮ

(十三)求职技能的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ꎬ在求职过程中ꎬ影响受访者求职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个人能力、学校及专

业和各级各类等级证书ꎬ分别占比 ２９.４６％、２９.３％和 １１.４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受访者个人能力大

小和所在学校、所学专业对求职的影响几乎相同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招聘单位存在学校“歧
视”的现象ꎬ选择各类等级证书的占比为 １１.４５％ꎮ 与此同时ꎬ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尽管在职业上

被明确要求ꎬ但在求职过程中其影响因素占比最小ꎬ为 ９.２４％ꎻ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因素倒数

第二位ꎬ占比 ９.４８％ꎮ
(十四)就业难的原因及实现就业的最佳途径

当今就业难的原因ꎬ调查结果显示ꎬ在受访者中ꎬ占 ２２.４１％的将原因归为是高校扩招带来的

毕业生过剩ꎻ占 ２１.６３％的将原因归为所学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导致就业难ꎻ占 ２１.０８％的认为

是毕业生缺少就业经验导致就业难ꎻ占 ８.７％的认为招聘信息不足导致就业难ꎻ认为用人单位要

求过高和就业期望值过高的分别占 ６.０３％和 ２０.１４％ꎮ 由此可见ꎬ最主要的前三项影响就业难的

因素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毕业生过剩”、“所学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缺少工作经验”ꎬ这对

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与此同时ꎬ受访者在被问及“认为实现就业的最佳途径”时ꎬ占 ２５.４２％的认为学校的就业信

息公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ꎻ占 ２７.３４％的认为校园招聘会是实现就业的最佳途径ꎮ 由此可以推

断ꎬ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应聘渠道便是通过学校的招生就业处的信息公告和校内招聘活动ꎮ
在其他就业途径推荐中ꎬ老师推荐就业也是重要的途径之一ꎮ 有 １４.９５％的认为老师推荐是

最佳的就业途径ꎻ“校外招聘会”、“亲朋好友推荐”、“网上求职”三种途径的求职途径被认为高

效的人数几乎相同ꎬ比例分别占 １２.３９％、１０.３１％和 ９.５９％ꎮ 可见ꎬ网络求职成功率偏低ꎬ熟人推

荐能增加求职成功的几率ꎮ

四、受访学生党员择业观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一)问题表现

上述调查以山东省部分高校学生党员为例ꎬ对其择业观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ꎮ 通过调

研结果可以看出ꎬ高校学生党员在择业观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社会担当意识

缺失、抗压抗挫能力不足、就业期望水平偏高、择业诚信意识淡漠、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不够ꎮ 具体

表现如下ꎮ
一是社会担当意识缺失ꎮ 就业择业观是高校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就业择业过程

中的具体反映ꎬ就业择业的地域选择体现了学生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意愿与担当程度ꎮ 调查结

果显示ꎬ在就业地域的选择上ꎬ有个别受访者选择到西部边缘地区或农村基层地区工作ꎮ 对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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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就业的态度选择ꎬ有一成的受访者十分愿意到基层去工作ꎬ有近两成的不会考虑到基层工

作ꎬ有个别的没有考虑过ꎮ 对于工作意义的选择ꎬ有一成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是为社会做贡献ꎬ而
择业时最先考虑的因素为个人发展空间、薪酬待遇ꎮ 个人发展的物质回报与成就得失被置于社

会需要之前ꎬ成为他们就业首要考虑的因素ꎮ 他们就业择业的观念中更多体现了个人色彩ꎬ而缺

乏对于国家迫切需要的回应和对于社会责任主动担当的意识ꎮ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中展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担当奉献精神在当代高校学生的就业价

值观中成为缺失的一部分ꎬ也成为高校学生党员“三观”教育中的痛点ꎮ
二是抗挫抗压能力不足ꎮ 不同于校园内的竞争ꎬ求职竞争是高校学生踏入社会、体验环境的

残酷性与复杂性的一次探索ꎮ 求职择业的过程也是对一个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全面考验ꎬ遭遇

曲折和挫败的过程是对高校学生意志力、抗压能力的一次磨练与检验ꎮ 调查发现ꎬ有一半以上的

受访者认为自己在择业过程中的心理素质一般ꎬ还有极少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相当

弱ꎮ 这反映出高校学生对就业环境准备不足ꎬ没有意识到在就业过程中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

事情ꎻ在自我认知方面存在偏差ꎬ对自我过高或过低的情绪化评价影响了求职心态ꎬ缺乏在逆境

中奋斗的勇气和自信ꎻ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人际支持网络ꎬ缺乏综合调动各方面资源的能力ꎮ
三是就业期望水平偏高ꎮ 受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ꎬ基于自我评价的片面化ꎬ好高骛远、眼

高手低成为高校学生就业过程中反映出的通病ꎮ 调查显示ꎬ有近七成的受访者选择去沿海大城

市或省会城市工作ꎬ向往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大展宏图ꎻ在选择职业时ꎬ他们既希望工作稳定、薪
酬福利好ꎬ又希望发展空间大、能够实现自我价值ꎮ 他们对于就业岗位的期望没有从就业大形势

出发ꎬ忽视了客观环境和自身定位ꎬ既充满着理想色彩ꎬ又十分功利务实ꎬ目标理想化与趋利倾向

突出的矛盾并存ꎮ
四是择业诚信意识淡漠ꎮ 在求职的过程中ꎬ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高校学生求职

道德的基本要求ꎮ “诚信”作为求职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ꎬ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提出的约束和要求ꎬ也是人立足社会、为人做事的根本和基础ꎮ 在求

职面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高校学生在简历或自我介绍中夸张优点、回避缺点、以偏概全或避重

就轻ꎮ 调查中显示ꎬ如有机会得到更好一些的工作ꎬ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会选择与签约单位违

约ꎬ仅有近三成的受访者不会违约ꎮ 许诺、践言、讲信誉、守信用是高校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应当树

立的意识与责任ꎮ
五是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不够ꎮ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一个人确立职业发展目标ꎬ并为实现目标

制定明确的教育发展计划ꎬ采取有步骤的行动去达成目标的过程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要考虑自身情

况、外部环境及制约因素ꎮ 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应当有职业规划意识觉察、认识自我、认识外部

环境、学会决策等步骤ꎮ 职业生涯规划意识的树立对于求职择业行动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ꎬ清晰

的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帮助高校学生高效、高质量地寻找工作岗位并获得长足发展ꎮ 调查发现ꎬ只
有两成的受访者很清楚自己适合或者不适合的工作ꎬ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在职业生涯规划上存在

模糊认识ꎮ 与此同时ꎬ当被问及“对就业工作流程的了解程度”和“学校开展就业工作的了解程

度”时ꎬ两者很清楚的比例令人不容乐观ꎬ分别逾一成和逾两成ꎮ
(二)原因分析

一是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碰撞ꎮ 当前ꎬ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化ꎬ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ꎬ
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ꎮ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

思潮在高校学生中蔓延ꎮ 多样化、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对于高校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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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ꎮ 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择

业观ꎬ而择业观影响着高校学生求职择业的具体行为ꎮ 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金钱至上的功利主

义者、利己主义者ꎬ他们眼中只有个人得失ꎬ看不到国家、社会、人民的需求ꎬ在求职过程中片面追

求高薪待遇、一味强调优越环境ꎬ缺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甘为人梯”的吃苦

奉献精神ꎮ
二是我国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ꎮ 我国目前现行的人事管理制度虽然历经市场经济改革的不

断洗涤ꎬ但仍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ꎬ人才流动渠道僵化ꎬ缺乏灵活性ꎮ 一方面人事管理程序

官僚化ꎬ手续繁杂ꎬ客观上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ꎻ另一方面ꎬ受限于户籍政策、档案制度ꎬ民营企

业、个体企业没有人事管理权利ꎬ高校毕业生落户、档案问题无法解决ꎬ消解了人才向中小企业、
不发达地区流动的意愿ꎬ而这些地方不仅迫切需求人才ꎬ而且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发展潜力巨

大、可以更多施展才华空间的平台ꎮ 除此之外ꎬ中国人传统思想的影响ꎬ工作求稳的观念也束缚

了人才的流动ꎮ
三是就业市场环境复杂多样ꎮ 目前ꎬ我国就业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ꎬ反对就业歧视的法律法

规还不够健全ꎮ 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仍会出现对应聘者歧视、不公平竞争等市场违规行为ꎬ对
就业市场的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ꎮ 比如常见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ꎬ以天然不

可更改的人身因素来区别、排斥或特惠应聘者ꎬ使得涉世未深、心智较脆弱的高校学生的自尊心

和自信心受到强烈打击ꎮ 学历歧视和经验歧视为应聘者设立了过高的门槛ꎬ重学历不重能力的

行为让绝大多数高校学生望而生畏ꎬ一度涌现考研潮、出国潮ꎮ 另外ꎬ求职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也

成为不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因ꎮ 有相当比例的高校学生认为ꎬ求职过程中ꎬ亲戚、朋友的介绍推荐

是求职成功的主要途径ꎬ这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社会资源较少、来自偏远地区的高校学生择业观

产生了负面的影响ꎮ
四是高校就业价值观教育存在短板ꎮ 高校就业教育与指导是学生获得求职知识、树立职业

发展理念、采取有效求职行动的最重要途径ꎮ 高校就业价值观教育对学生就业观的形成起着塑

造、引领的作用ꎮ 目前ꎬ高校就业价值观教育多停留在提供就业信息、办理就业手续、学习就业技

巧等层面ꎬ教育的广度、深度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求职需求ꎻ教育面向的群体大多针对即将毕业的

学生ꎬ主体为就业指导中心的教师ꎬ老师人数少、学生人数多ꎬ个性化需求无法满足ꎬ时间仓促存

在滞后性ꎬ专业性无法保障ꎮ 因而ꎬ教育与指导工作无法切实为学生的求职行为和职业发展

服务ꎮ
五是家庭观念束缚ꎮ 家庭观念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择业观念ꎮ 在调查中发现ꎬ

有两成多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找不到工作ꎬ会愧对父母ꎬ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父母对其期望很高ꎮ
家长在孩子学习教育过程中的投资逐年增长ꎬ在高投入高回报的投入产出观念下ꎬ家长们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职业期望无形中给高校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ꎬ也成为影响他们求职决策的重要方

面ꎮ 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家长ꎬ保守求稳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学生在求职时选择稳

定、安逸的工作ꎬ这在单位性质选择上表现明显ꎬ每年公务员、事业编制的招考竞争如此之大也可

以印证这一观点ꎮ

五、受访学生党员择业观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强化职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意义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学生党员ꎬ加强

对高校党员“三观”塑造ꎬ争做“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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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观属于人的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价值观在人的职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和应用ꎮ 高校学生党员职业价值观是他们在学习与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于职业评价、职业

价值取向和职业选择的总体认识ꎬ是高校学生党员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职

业价值取向ꎬ反映了他们对职业的基本信念和态度ꎮ 高校应鼓励学生党员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

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ꎬ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ꎬ珍惜韶华ꎬ潜心读书ꎬ敏于求知ꎬ做到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ꎮ① “教育和引导高校学生树立合理的职业价值观ꎬ勇于到基层去ꎬ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ꎬ从而有效促进优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ꎬ充分发挥高校毕业生在民族复

兴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生力军作用”②ꎮ 因此ꎬ高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

引导ꎮ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新时期“德”的科学内涵ꎬ即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

的基本内容为我们协调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价值依据和价值

标准”③ꎮ 高校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堂、专业课堂、实践课堂、网络课堂ꎬ引
导高校学生党员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ꎬ巩固他们奋发有为、成才报国的思想基础ꎮ

二是高校应从学生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进行教育跟进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方

位育人ꎮ 要从“三观”问题入手ꎬ加强对其“三观”的塑造ꎬ从根本上影响高校学生党员的就业价

值观念ꎮ “树立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价值取向ꎬ正确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ꎬ增
强自己辨别是非、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ꎬ引导高校学生党员不断增强自己的使命感和诚信意

识ꎬ尤其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ꎬ鼓励高校学生党员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追求ꎮ”④

三是引导高校学生党员进行自我认知、自我分析、自我教育、自我评价ꎮ 正确认识身边的各

种矛盾ꎬ自觉地把理想和现实、精神与物质统一起来⑤ꎬ使高校学生党员将个人奋斗目标与国家

前途命运统一起来ꎬ将祖国人民的需求同个人的发展方向统一起来ꎬ用伟大的信念提高他们自己

人生前进的动力ꎬ在奋斗中建立社会责任感ꎬ把握现实与理想的关系ꎮ
(二)创新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内容ꎬ用“中国梦”引领“青春梦”ꎬ引导高校学生党员树立远大

的职业理想、科学规划职业生涯

针对绝大多数受访者在选择职业时ꎬ首要考虑薪酬、稳定、发挥潜能等个人利益的现象ꎬ急需

用“中国梦”引领“青春梦”ꎬ让更多的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ꎬ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

合ꎬ将个人目标的实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ꎮ “中国梦”明晰了高校学生党员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的时代目标ꎬ丰富了他们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容体系ꎬ增强了他们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的现实适应性ꎮ 对于高校学生党员而言ꎬ“中国梦”是理想信念教育、人生目标教育ꎻ“中国梦”同
时也是“学业梦”、“职业梦”、“青春梦”、“发展梦”、“成才梦”ꎮ

高校需要浓墨重彩地系统宣介“中国梦”ꎬ从理论上讲清楚“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ꎬ发
挥“中国梦”话语的目标凝聚、现实感召、长久引领的作用ꎬ为高校学生党员“点亮理想的灯、照亮

前行的路”ꎬ使他们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之上ꎬ树立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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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青年要立志做大事»ꎬ人民网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ꎮ
周锋:«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河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５ 年ꎮ
靳诺:«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李肖璇:«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湖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１ 年ꎮ
卞梅、杨广晖、李红超:«高校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构建»ꎬ«高校辅导员»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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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职业理想ꎮ 树立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的职业价值观ꎬ需要引导高校学生党员

深入思考“中国梦”与自我的关系ꎬ在正确解读“中国梦”的基础上ꎬ科学构筑“职业梦”ꎬ不懈追

逐“个人梦”ꎬ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ꎬ把个人力量融入集体力量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毕生力量ꎮ
在“中国梦”的价值基础之上ꎬ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就业指导ꎬ使学生树立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意

识ꎬ整合资源引领导航ꎮ 这种就业指导工作不仅停留在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服务的层面ꎬ而是从培

育职业发展意识入手ꎬ进行观念的教育和引导ꎮ 打造职业发展指导的育人体系ꎬ将整个就业指导和

职业理想教育融入高校学生党员入学到毕业的各个环节ꎬ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特点的学生制定专门

的教育方案ꎬ为高校学生党员的职业发展引领导航ꎮ 建议高校对就业工作要引起足够的重视ꎬ将其

作为教育教学目标的终极目标环节ꎬ有效建立和毕业生的沟通机制ꎬ保证快速、高效地将就业相关

流程、招聘通知传递给高校学生党员ꎮ 高校要极力鼓励学生党员创新创业ꎬ举办创新文化周活动ꎬ
举办创新创业展览平台ꎬ为有创新创业想法的学生提供经验并举办分享会等ꎮ 同时ꎬ为鼓励支持高

校学生党员创新创业ꎬ开辟“创客一条街”ꎬ为学生党员创造条件ꎬ给予资金、场地等支持ꎮ
(三)打造职业能力提升平台ꎬ用“职业社团”、“社会实践”、“岗位实习”提升高校学生党员

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实践动手能力

针对绝大多数受访者欠缺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的情况ꎬ高校应打造“职
业社团”、“社会实践”、“岗位实习”等职业能力提升平台ꎬ为学生党员提升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

力、实践动手能力提供充足的舞台ꎮ 而提升这几项能力的关键不在于课堂上的系统讲授ꎬ而在于

身临其境的职业体验与实践练习ꎮ
高校应构建“政府主导、高校主体、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的职业能力提升体系ꎬ将学校教育

教学资源与社会教育教学资源有效衔接ꎬ实现“校内校外相贯通”、“课内课外相衔接”、“教育实

践一体化”ꎮ
一是利用主题报告、面对面咨询、专项培训、职业规划竞赛、模拟招聘、职业生涯访谈等多种

形式开展学生党员职业生涯规划教育ꎬ邀请知名校友、成功企业家、政府官员等担任客座导师ꎬ为
学生党员讲解就业政策、讲述职业生涯经历、进行直接点评和指导ꎮ

二是整合校园内和社会中各类资源ꎬ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生涯辅导职能ꎬ建立

产学研合作基地ꎻ发挥杰出校友在生涯辅导中的榜样引领作用ꎬ建立“校友—学校”互动机制ꎮ
三是为学生党员提供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担任志愿者等真实的实践平台ꎬ定期安排学生参

访就业单位ꎻ鼓励学生党员访问亲友ꎬ了解其工作角色ꎻ引导学生党员进行角色扮演ꎬ了解不同工

作状态ꎻ号召学生参与义工服务ꎬ提升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ꎮ
(四)宽口径、厚基础ꎬ综合素养为基础ꎬ突出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作为高校学生党员ꎬ应在大学期间就以提高综合素养为基础ꎬ突出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ꎬ
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ꎮ

一是以综合素质提升为目标ꎬ广泛培养兴趣爱好ꎬ博览群书、广泛涉猎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和校园文化活动ꎬ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ꎬ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ꎬ并在现实社会中锻炼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根基夯实ꎬ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掌握专业技能ꎬ培养打造自己

的核心竞争能力ꎬ学有所长ꎬ学有所精ꎬ注重知识的更新、迁移和延展ꎬ只有自身素质过硬才能在

竞争中凸显优势、脱颖而出ꎮ 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应成为学生党员择业就业的理论基础ꎬ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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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的终点ꎬ而是终生学习的新起点ꎮ
(五)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ꎬ用提升“心理资本”引导高校学生党员面对就业困难迎难而

上ꎻ面对求职失败和打击挫折ꎬ培养高校学生党员越挫越勇的阳光心态

Ｆ.Ｌｕｔｈａｎｓ 认为心理资本包括“自信”“乐观” “希望” “韧性”四个维度①ꎮ 在就业认知方面ꎬ
半数以上受访学生认为就业难、就业压力大ꎻ在人际关系方面ꎬ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与同学相处有

压力ꎮ 当前ꎬ高校学生党员关于就业和人际关系方面急需心理疏导和心理资本ꎮ
一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应提升学生“心理资本”ꎮ 包括:用“每日冥想”和“认知重建”

提升乐观精神ꎻ用“目标视觉化”和“生命故事”提升希望感ꎻ用“体验成功”和“克服挑战”增强成

就感ꎻ用“同伴支持系统”和“野外生存训练”增强抗挫折能力ꎮ “知己知彼ꎬ百战不殆ꎮ”要正确

地认识自我ꎬ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是进行职业选择的前提ꎮ 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有益身心健康ꎬ
也对求职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高校需要对学生党员进行心理教育和指导ꎬ使他们在求职过程

中遇到问题时有正确的认知ꎬ意识到就业形势的严峻和竞争的激烈ꎬ能在自身素质过硬的基础上

培养健康、阳光、乐观的心态ꎮ
二是高校应引导学生党员正确认识自我、加强抗压磨练、增强心理素质ꎬ积极乐观地迎接困

难和挑战ꎮ 引导学生党员学习调试自己情绪的方法ꎬ培养其适应环境、抗击挫折和压力的能力ꎻ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就业:客观冷静地评价自己ꎬ认识社会ꎻ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ꎬ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ꎻ正确对待挫折ꎬ自我调试不良情绪ꎻ树立自信ꎬ培养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ꎻ从实际出

发ꎬ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ꎻ保持健康的求职心态ꎬ努力克服求职中的困难”②ꎮ
(六)加大创新创业教育投入力度ꎬ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大环境ꎬ激励高校学生党

员ꎬ勇担使命ꎬ牢记责任ꎬ做时代弄潮儿

目前ꎬ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政府大力支持、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高等学校全面

实施、学生主动融入的格局ꎮ 至此ꎬ高校需要站在全新高度来重新审视全面推进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的重要现实意义ꎮ “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ꎬ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意愿是创业活动的三个

基本决定因素”③ꎮ ２０１２ 年ꎬ国家出台 １２ 项政策大力扶持毕业自主创业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家陆续颁

发了关于创新创业的政策文件ꎬ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排除后顾之忧ꎮ④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目标在于‘种下创新创业的种子’ꎬ为高校毕业生设定‘创业遗传代码’”⑤ꎮ 高校应将创新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ꎬ构建以“专业＋创业 ”的教学课程体系、以特色专业为龙头的专业创业

教育模式ꎬ具有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灵活机制的课程模块组合ꎬ从而实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捆携式发展”的创新创业教育目标ꎮ⑥

目前ꎬ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现状造成高校学生党员就业地域

的结构化差异ꎮ 高校学生党员的创新性就业和多元化就业离不开政策支持ꎬ政府需要创造就业

机会、拓宽就业渠道ꎮ 通过增加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加强东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ꎬ缩小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ꎬ优化环境ꎬ深化开放ꎬ建立灵活、有效的人才引进制度ꎬ创造优惠的硬件软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柯江林:«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影响的实证研究»ꎬ«青年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李肖璇:«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湖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１ 年ꎮ
张应军、王幼凡:«以创业教育带动我省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探讨»ꎬ«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网易教育综合频道:«国务院:大学生创业可享受十二项优惠政策»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ꎮ
王占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变革的整体构想»ꎬ«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ꎮ
王占仁:«高校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争论与反思»ꎬ«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３－１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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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条件ꎬ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吸引各类人才ꎮ 利用“三支一扶”政策、“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等项目ꎬ鼓励高校学生党员到西部及边远地区、农村和基层就业ꎬ利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政策倡导高校学生发挥优势、自主创业ꎬ为就业市场注入活力ꎮ 同时注重教育资源的合

理配置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做好各类保障激励措施ꎬ免去高校学生党员就业发展的后顾之忧ꎮ

六、结语

高校学生党员的择业观受社会、学校、家庭以及自身因素的影响ꎬ导致他们择业观在择业认

知状况、择业价值取向、择业理想目标、择业心理动机、择业实现途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ꎮ 这

主要是因为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我国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就业市场环境复杂多样、高校就

业价值观教育短板、家庭观念束缚等造成的ꎮ 高校需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ꎬ学好专业知

识ꎬ掌握专业技能ꎬ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ꎻ高校需要加强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ꎬ提升

心理健康教育水平ꎬ全方位整合资源ꎬ保证学生招聘信息的最大知晓度ꎻ争取政府相关政策的支

持ꎬ灵活创造就业机会ꎬ拓宽就业渠道ꎬ等等ꎮ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ｊｏｂ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ｏｂ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Ｙａｎｆｅｉ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ｋ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ｊｏｂ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ｕｔ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ｕ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ｏｗꎬ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ꎬ ｏｒ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ｂｉ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ｕｓꎬ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ａ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ｓｅｔ ｕ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ꎻ Ｃ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ｊｏｂ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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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５(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４)

试论媒介偏见的经济效益转化

———以半岛电视台为例∗

常　 庆
(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媒介偏见有可能影响媒介公信力ꎬ却也可以借此激发冲突性的新闻事件ꎬ以期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

收视率ꎮ 受众在对媒介的挑选与使用中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媒介ꎬ如果该媒介所持有的观点与自己一

致ꎬ即使该媒介对一些群体怀有偏见ꎬ也不妨碍受众对媒介的信任ꎮ 机制性偏见的成型为固定受众群的建立与

扩大提供了帮助ꎮ
关键词:　 媒介偏见ꎻ媒介公信力ꎻ收视率ꎻ经济效益转化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２９.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６７－０６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０
作者简介:常庆(１９６６—　 )ꎬ男ꎬ山东烟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半岛电视台成立时间不过 ２０ 余年ꎬ却通过对中东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的精良报道迅速挤占

老牌媒体位置ꎬ成为后来居上的世界三大英语 ２４ 小时新闻直播频道ꎬ获得了与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齐名的地位ꎮ 值得深思的是ꎬ这三家电视台都跟媒介偏见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ꎬ且都有前职员或合作伙伴出版著作ꎬ揭露各家电视网新闻采编内幕的遭遇ꎮ 前

ＣＢＳ 职员伯纳德戈德堡出版了«偏见:ＣＢＳ 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ꎬ前 ＢＢＣ 职员艾特

肯出版了«我们能相信 ＢＢＣ 吗?»ꎬ与半岛电视台关系密切的迈尔斯则著有«意见与异见:半岛电

视台的崛起»ꎮ 三大电视网似乎都与偏见脱离不开关系ꎬ却都拥有着数量庞大的固定受众群ꎬ也
拥有着稳定而巨大的经济收益ꎮ 那么ꎬ媒体是否可以运用自身的媒介偏见ꎬ兑换成更为实际的经

济利益呢?

一、追求冲突性:媒体偏见的主观感知

不能对新闻内容进行穷尽式报道是媒体天然的局限性ꎮ 节目时间和报纸版面对于媒体来

说ꎬ向来属于有限的资源ꎮ 这使得新闻媒体在报道客观的新闻事实时必然需要设定框架ꎬ并在框

架中精选值得报道的新闻事实ꎮ 在挖掘新闻资源的过程中ꎬ新闻机构同样需要考量报道所需的

人力、财力、物力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展示只能提纲挈领ꎬ重点展示具有新闻价

值的关键内容ꎬ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ꎮ 客观的条件限制ꎬ使媒体不能不进行归纳式的报道ꎬ这种

展示决定了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需要遵循固定的操作规范ꎮ 比如值得报道并见诸报端或电视

节目的新闻事实需要具备突发性、冲突性、新奇性、重要性等特点ꎮ 媒体需要从每日发生的不计

其数的故事中挖掘出值得报道的新闻ꎬ并过滤掉剩下的无甚新意的平常事件ꎮ 同时ꎬ出于对受众

理解方便的考虑ꎬ媒体还必须将新闻以一种直白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ꎬ简化或者略去繁杂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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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新闻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ꎬ省略新闻中冗长的过程而只保留冲突点ꎮ 只有采取这样的报道

方式ꎬ受众才能在短时间内简明扼要地了解新闻事实全貌ꎬ并且避免理解上的困难ꎮ① 在半岛电

视台的新闻报道中ꎬ同样的情况普遍存在ꎮ 半岛要么将侧重点放在反恐战争中平民的伤亡上ꎬ要
么侧重表现不同政治党派的冲突上ꎮ 因为ꎬ新闻的全貌过于复杂ꎬ战争的全景更不可能面面

俱到ꎮ
但是ꎬ正如美国学者甘斯在«民主与新闻»中所指出的ꎬ“所有没有讲述完整故事的报道都是

不准确的”②ꎮ 媒体对于明显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的重点照顾使其必然落下有偏见倾向的口实ꎮ
印度联合通讯社社长纳雅尔曾抱怨各国记者争相报道印度发生饥荒的事件ꎬ却对印度如何克服

饥荒不感兴趣ꎮ «纽约时报»赖斯顿批评美国记者在越南战争爆发后去了 ５００ 人ꎬ在战争前夕阴

云笼罩的时候却连 ５ 个人都派不出ꎮ “吸引我们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导致事件的原因ꎮ”③通常ꎬ
导致事件的原因错综复杂、难以厘清且不容易让读者轻易明白ꎮ 新闻记者出于采访效率和报道

轰动效果的考虑ꎬ必然会放弃探究难以解释厘清的深层次的新闻背景ꎬ转而追逐新闻事实表面的

具备冲突性的点ꎮ 灾难、丑闻、冲突、矛盾ꎬ这些“坏新闻”吸引眼球、“新闻价值高”ꎬ报道难度相

对较小ꎬ适合那些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的记者操作ꎮ 学术理论素养的欠缺使得记者

找不到除了制造冲突外更好的报道方法ꎬ只能争前恐后地报道“大事件”ꎮ 媒介体制内部的新闻

生产准则与新闻报道规范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逐渐模式化ꎬ形成了对于新闻事实重要性认知的

结构性偏见ꎮ④ 难怪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ꎬ在抱怨美国媒体争先

报道伊拉克战争后的混乱而忽略重建中的成绩时ꎬ直言“媒体的首要偏见就是对冲突的偏爱”⑤ꎮ

二、获取关注度:追求冲突性的利益诉求

媒体倾向于报道具有冲突性的新闻ꎬ却要归根于受众对于相应的争议性或冲突性新闻事件

的需要ꎮ “我们不喜欢坏消息ꎬ但需要ꎮ 我们应该有所了解ꎬ也许有天它会落到我们头上ꎮ”⑥不

论是出于对未知未来的担忧ꎬ还是对于冲突性新闻本身的猎奇心理ꎬ受众对于“坏新闻”的格外

关注是媒体争相报道冲突与危机事件的动力ꎮ 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曾举例说ꎬ“９１１”事件

发生后ꎬ福克斯在报道新闻时把本拉登称作“垃圾袋”、“野兽”ꎬ收视率一下子比上一年提升了

４０％ꎮ 福克斯在新闻报道中利用恐惧和爱国主义旗帜直接争取目标观众认可ꎬ在美国与阿富汗

激进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性报道中“故意偏离公正和中立报道行为”却大大提升了收视率的品

牌认可度ꎮ⑦ 福克斯对于冲突性新闻的煽动式报道ꎬ迎合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政府发动战争

的舆论需要ꎮ 这帮助福克斯在当年以 ３４.８％的收视率击败老牌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ꎬ跃居全美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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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频道榜首ꎮ①

除了在新闻报道中直接表态赞扬一方而打压另一方外ꎬ媒体也会选择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来

制造新闻冲突ꎮ ２００９ 年ꎬＢＢＣ 不顾英国民众的抗议ꎬ邀请英国富有争议的极右翼政党英国国家

党党首尼克格里芬参加 ＢＢＣ 著名的谈话类节目«质询时间»ꎮ 格里芬所在的英国国家党立场

保守ꎬ素来被认为是英国的纳粹党ꎬ他被邀请参加 ＢＢＣ 的访谈节目受到了全英国观众的瞩目ꎮ
数据统计ꎬ有 ８００ 万英国人观看了当期的节目ꎬ占到了全英国观众的一半以上ꎬ这也使得«质询

时间»栏目创下了自 １９７９ 年开播以来的新高ꎮ② 不论是公共体制的媒体还是商业化媒体ꎬ收视

率或发行量的多与寡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媒体经营的成与败ꎮ
对于发行量的争夺早在百年以前新闻界便已开始ꎮ １９ 世纪末ꎬ赫斯特与普利策为了争夺最

广大公众的注意力ꎬ齐声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喝彩ꎬ大量报道美西战争中的新闻ꎮ 煽情性的报

道方式使得两份报纸拥有了超过百万份的发行量ꎮ③ 不管新闻媒介是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代表

还是作为公众教育的平台ꎬ它都首先被看作是一个为受众提供新闻的机构ꎮ 用阿特休尔的话说ꎬ
媒介是一种商业性机构ꎬ是一件商品ꎮ④ 新闻媒介作为一种为广大读者信息消费服务的商品ꎬ必
然要迎合广大受众的要求ꎬ而收视率和发行量ꎬ恰好是受众偏好的重要体现ꎮ

冲突性不是媒体获取收视率或发行量的唯一途径ꎬ却是媒体呈现结构性偏见的重要祸首ꎮ
正面的、积极的、展现真善美等“好新闻”的报道不涉及丑闻ꎬ没有利益相关方会在这样的报道中

受到经济或名誉上的损失ꎬ也就无关于利益相关方对于媒体的“偏见性指责”ꎬ更无关新闻媒介

的新闻报道的“偏见性营造”ꎮ 冲突性的新闻关系到利益相关方的声誉问题ꎬ新闻媒体如何把控

影响利益相关方声誉受损程度的深浅ꎬ决定了新闻媒体结构性偏见的程度ꎮ 但是ꎬ对于原有的固

定受众群的维系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新闻事件中的利益相关方声誉的顾及的紧迫性ꎮ 外界的争

议与反对声音固然会影响新闻媒体在外群中的可信度ꎬ却不会影响它在内群中的权威性ꎮ 自 ２０
世纪末期以来ꎬ半岛电视台在有关中东问题上采取了与西方主流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报道策略ꎮ
半岛电视台虽与其他媒体机构对抗严重ꎬ却获得了媒介经营方面的成功ꎮ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ꎬ媒
体是如何从任意性的媒介偏见转化为机制性的媒介偏见的ꎮ⑤

在 １９９６ 年半岛电视台成立初期ꎬ这家年轻的电视台处于一种籍籍无名的状态ꎮ “没有人注

意”⑥的半岛电视台要想声名远扬ꎬ必然要以一种自由开明的姿态ꎬ选择富有争议性的内容ꎬ才能

在对手林立但传统保守的阿拉伯媒体世界中脱颖而出ꎮ １９９８ 年ꎬ“沙漠之狐”行动爆发时ꎬ半岛

电视台是唯一一家在现场报道的国际新闻机构ꎬ对战争热点新闻的独家报道提升了半岛电视台

的国际影响力ꎬ但此时的半岛电视台仍没有形成固定的意识形态立场ꎮ 对战争的负面报道使得

美国人对半岛电视台“有贬损ꎬ但还算有节制”⑦ꎮ 因为此时的半岛电视台并没有像后来一样展

现出人们所感知的“反美先锋”的姿态ꎮ 半岛电视台此时的新闻报道ꎬ更多地侧重于对新闻价值

本身的判断与追求上ꎮ 但正如时任半岛电视台发言人的吉哈德巴洛特所言ꎬ半岛电视台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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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像美国人一样“足够老练到学会运用自己独特定位的价值”ꎮ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定位ꎬ新闻媒体将迅速拥有固定的忠实用户群ꎮ 半岛电视台很快找到了

它们的定位方向ꎮ 半岛电视台开办了谈话类节目«针锋相对»ꎬ邀请煽风点火的本事极强的费萨

尔卡西姆作为主持人ꎬ专挑阿拉伯世界的争议性人物作为访谈嘉宾ꎬ谈论的议题也是阿拉伯世

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ꎮ 在节目中ꎬ“阿拉伯统治者被痛斥为美国的跟班ꎬ而他们制定的政策也被

指责为阿谀奉承、欺骗多变、腐败无能”①ꎮ 前所未有的节目形式给了阿拉伯观众以新奇的体验ꎬ
成百上千的热线电话打了进来ꎮ 节目一经播出便是万人空巷ꎮ② 拥有了定位的“半岛电视台”迅
速崛起ꎮ １９９９ 年ꎬ半岛电视台节目覆盖中东、北美和欧洲ꎬ频道员工较之前一年提升了 ３ 倍ꎮ
２０００ 年ꎬ半岛电视台拥有 ３５００ 万观众ꎬ成为收视率最高的阿拉伯新闻频道ꎮ

但此时的半岛电视台依然处于“任意性的媒介偏见”中ꎬ仍呈现出一种个人的、零散的、自发

的偏见特征ꎮ③ 半岛电视台在制作相关节目时ꎬ也没有刻意地要求节目必须强制性地、持续性地

对某一势力采取支持或者反对的立场ꎮ 实际上在此阶段中ꎬ半岛电视台处处树敌ꎮ 以色列指责

半岛电视台反以色列ꎬ巴勒斯坦当局谴责半岛“诋毁巴勒斯坦斗争”ꎬ巴林、伊朗、摩洛哥等国也

都曾公开批评半岛电视台对其报道具有偏见ꎮ④ 实际上ꎬ一家电视台同时对对抗中的敌对双方

具备刻意的偏见是不可能的ꎮ 半岛电视台同时遭遇来自多方面的指责ꎬ更多的原因在于其对于

冲突和热点矛盾的热衷与追逐ꎮ 它的固定节目«针锋相对»与«宗教与生活»的节目风格都偏向

于尖锐大胆ꎬ两个节目的主持人不仅不回避阿拉伯世界的敏感问题ꎬ反而专门挑选有争议的话题

作为节目主题ꎮ «针锋相对»把政治冲突引进到人物访谈中ꎬ«宗教与生活»主持人谢赫是一名神

职人员ꎬ采用现代眼光解析«古兰经»ꎬ并利用经文对教徒进行现代化指导ꎮ 这两位主持人利用

自己的个人魅力提升了半岛电视台的收视率ꎬ而他们关注冲突新闻ꎬ“挑起事端”的目的依然是

单纯为了提升收视率ꎮ 节目内容对哪方势力施以偏见性并不重要ꎬ重要的是让节目充满话题性ꎮ
这样的媒介偏见由主持人发起ꎬ却不可能有能力主导半岛电视台的言论⑤ꎬ因而是“个人的”ꎬ半
岛电视台没有对某个政治势力施以持续性的偏袒或攻击ꎬ因而仍然是“零散的”ꎬ不成机制的ꎮ
这也解释了谢赫作为宗教领袖ꎬ为什么会在“９１１”事件爆发之后ꎬ既强烈谴责了“９１１”事件

本身ꎬ却也强调了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悲惨遭遇ꎮ⑥ 此时的半岛并没有老练到学会使用自己独特

的价值ꎬ他们利用冲突制造话题提升收视率ꎮ 尽管提升了几档争议节目的收视率ꎬ半岛电视台本

身的固定收视群体并没有养成ꎮ “观众爱看的是节目而不是频道ꎬ很多人换频道只是为了看这

两个人ꎮ”⑦但是ꎬ半岛电视台很快在新的时代变化中发现了自己“独特的价值”ꎮ

三、维持受众群:结构性偏见的存在之道

自巴勒斯坦第二次民族起义全面爆发之后ꎬ中东局势一直处于战争的硝烟之中ꎬ半岛电视台

基于地域上的明显优势ꎬ在战争报道中频频发布独家新闻ꎮ 在当年的巴以冲突中ꎬ半岛电视台记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迈尔斯:«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ꎬ黎瑞刚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９ 页ꎮ
[英]迈尔斯:«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ꎬ黎瑞刚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陈静:«媒介偏见:新闻组织行为表象与政治原动力下的机制呈现»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４７ 页ꎮ
[英]迈尔斯:«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ꎬ黎瑞刚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９－３２ 页ꎮ
[英]迈尔斯:«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ꎬ黎瑞刚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３ 页ꎮ
[英]迈尔斯:«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ꎬ黎瑞刚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英]迈尔斯:«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ꎬ黎瑞刚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２３ 页ꎮ



常庆:试论媒介偏见的经济效益转化

者率先冲入冲突最为激烈的拉姆安拉ꎬ拍摄到了当地受以军士兵袭击的受苦平民ꎬ半岛电视台报

道的巴勒斯坦人在民族起义中的战斗和牺牲感染了阿拉伯世界的人民ꎮ 根据相关统计ꎬ在巴以

冲突期间ꎬ几乎一半的阿拉伯观众放弃了他们本国的国家新闻网ꎬ选择收看半岛电视台的卫星电

视新闻ꎮ 半岛的新闻网站开播 ７ 个月ꎬ即收获了 ９００ 万次访问量ꎬ４６００ 万次网页浏览ꎬ每天的网

页浏览次数达 ３０ 万次ꎮ ＣＮＢＣ、英国天空电视纷纷与半岛展开合作ꎮ① 巴以冲突给半岛电视台

戴上了“反美先锋”、“反伊斗士”的帽子ꎬ不管被戴上这顶帽子是不是半岛电视台的本意ꎬ它迅速

地因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ꎮ 半岛电视台以“意见与异见”作为立台宗旨ꎬ鼓励不同政见的人士现

身节目ꎮ 这让阿拉伯地区的一些不受西方世界欢迎的领导人对半岛产生了新的好感ꎮ
商业性媒体在选取报道新闻人物时ꎬ会考虑其固定受众群的接受程度ꎬ也会考虑政府的政策

导向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一些希望得到“曝光”的新闻人物会缺乏出镜的机会ꎮ 比如在“９１１”事
件之后ꎬ美国政府敦促全美各大电视网不要播放任何有关本拉登的录像ꎬ但半岛电视台仍然播

放了本拉登的录像ꎮ 实际上ꎬ包括萨达姆、阿拉法特、卡扎菲等中东国家领导人ꎬ都先后在半岛

电视台的节目中出镜ꎮ 这些领导人的出镜ꎬ客观上增加了外界对半岛电视台的“反美”感官体

验ꎮ 西方媒体认为半岛电视台是受本拉登资助的电视台ꎬ半岛电视台驻喀布尔的办事处还被

美军导弹“误炸”摧毁ꎬ但半岛电视台孜孜不倦地报道美军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暴行”ꎮ 由于半

岛电视台是唯一有能力在阿富汗塔利班控制区进行报道的媒体ꎬ半岛发回了大量平民遭遇美军

轰炸袭击死亡的电视录像ꎮ 这使得半岛电视台的全球观众人数迅速上升到 ４０００ 万ꎮ
从半岛电视台的崛起之路可以看出ꎬ商业化媒体的结构性偏见并不是直接形成的ꎬ新闻媒体

的机制性媒介偏见源于任意性媒介偏见所带来的初期受众群ꎮ 一个充满了冲突性新闻的媒介可

能依靠一两个争议性节目获得大量关注度ꎬ却不可能吸引受众因此喜欢上其整个电视网ꎮ 观众

完全可以在观看完自己喜欢的节目后切换频道ꎮ 之所以没有使观众将自己的收视偏好定位为半

岛电视台ꎬ更多原因应当是半岛电视台彼时尚没有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ꎮ 观众观看该电

视网的节目ꎬ可以看到让自己喜欢的内容ꎬ同样也有可能看到使自己生厌的内容ꎮ 观众最初喜欢

的只是节目的录制形式ꎬ而不代表完全喜欢节目的内容设置ꎮ 真正使半岛电视台拥有了固定收

视群体的则是在巴以冲突之后ꎬ包括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ꎬ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军

事行动、美国的历次反恐战争的报道中ꎬ更多地把视角投向了战争爆发国平民遭受袭击的方面ꎮ
这使得美国高官“确信”半岛电视台成为了“反美先锋”ꎮ “他们的报道绝对是不平衡的”ꎬ“总是

蓄意煽动某种情绪”ꎮ
不管这种情绪的“煽动”是否出于有意ꎬ半岛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后ꎬ收视群体达到了 ５０００

万人ꎮ 在新闻报道上呈现出的或有或无的“反美”的“结构性偏见”ꎬ为半岛电视台吸引了大量的

对美国政府不满的阿拉伯人ꎬ甚至还有反战的欧洲及北美电视观众ꎮ 半岛电视台播出的新闻内

容与欧美主流电视网的内容大相径庭ꎬ半岛的成功ꎬ使人们增强了对替代性的新闻来源的兴趣与

需求ꎮ 半岛电视台在节目制作中针对美国政府反恐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过度关注”ꎬ实际

上是通过贬抑固定收视群所厌恶的美国政府ꎬ顺从主流收视群反对美国霸权的观点ꎬ以此获得收

视率上的成功ꎮ 媒体通过表达偏见从固定收视群中获得支持ꎬ实际上也获得了经济利益ꎮ “反
美先锋”的帽子使半岛电视台能够在阿富汗、伊拉克的交战区域畅通无阻ꎬ获得了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ＣＢＳ)、福克斯公司(ＦＯＸ)等美国商业电视网所不能得到的战争采访权ꎮ 当美国全国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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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ＮＢＣ)的记者只能从离喀布尔 ４０ 英里的地方发回报道ꎬ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ＣＮＮ)只能

通过电视电话通过远视档拍下来夜战的模糊画面ꎬ美国的电视网将每一张照片都奉若珍宝ꎬ甚至

只能用高科技电脑绘制的地图来解释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时ꎬ而半岛电视台却能深入喀布尔布

满瓦砾的街道上ꎬ现场采访家园被炸的当地老人ꎬ甚至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当天ꎬ就让摄像机俯瞰

巴格达全城ꎬ把“巴格达在燃烧”的电视画面传向世界ꎮ① 而此时的美国电视网却只能把由美军

提供的战区后方的有限镜头不停播放ꎬ还夹杂了“关于我们南面很远处闪动着一些防空火焰”的
模糊描述ꎮ

“结构性偏见”为半岛电视台获取独家新闻报道提供了渠道ꎮ 阿拉伯饱受争议的国家乐于

让半岛电视台拿到独家报道权ꎬ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媒体绝对不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上说话ꎮ 独家

新闻报道为半岛电视台赚取了大量的版权费用ꎬ一盘有关本拉登的录像就可以卖出 ２５ 万美

元ꎮ 欧美电视网一边抨击半岛电视台有“反美偏见”ꎬ一边又不得不花重金购买半岛电视台的独

家录像ꎮ ＮＢＣ、ＣＢＳ、ＡＢＣ、ＢＢＣ、ＳＫＹＰＥ 相继与半岛电视台谋求合作ꎬ以获得新闻资源的共享ꎮ
半岛电视台的独家报道同样为其吸引了大量的收视群体ꎮ 短短 ５ 年内ꎬ半岛电视台占据了阿拉

伯世界一半以上的收视份额ꎬ收视总量增长了一倍ꎮ
这便是“结构性偏见”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ꎮ “结构性偏见”可能使对半岛电视台乃至阿

拉伯世界有反感的群体增添几分厌恶ꎬ但考虑到半岛电视台的目标受众并不是他们ꎬ这样的媒体

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构不成对半岛电视台的伤筋动骨ꎮ 对外群的公信力的牺牲使得半岛电视台获

得了内群的更为巩固的支持ꎬ使其经济利益的收入得到了显著提升ꎮ 在此基础之上ꎬ半岛电视台

的影响力仍在不断的扩展之中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Ｔａｋｅ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ｍａ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ｔ ｃａ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ꎬ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ｓｏｍｅ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ｎｅｅｄｓ. Ｉｆ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ｅｗ ａｒ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ｓꎬ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ｉｖｉｎｇ ｃｒｅ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ꎬ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ｗ ｂｉａ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ｉ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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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的支撑研究

∗①

包玉香
( 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ꎬ山东省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由速度转向结构ꎬ必须依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

持续健康发展ꎮ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相应的劳动力结构支撑ꎬ重视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和协同发

展ꎬ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ꎮ 基于山东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山东省统计年鉴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ꎬ应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和支撑度模型综合评价山东省及其 １７ 个地级市之间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的支撑能力ꎬ可以发现:(１)依据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ꎬ判定山东省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ꎮ (２)劳动力结构的各个因素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ꎬ从山东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视角来看ꎬ
劳动力供给需要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城镇人口比重和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ꎮ (３)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ꎬ山东省及其 １７ 个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能够支撑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ꎬ但 １７ 个地级

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度差异显著ꎬ据此将 １７ 个地级市分成三个类型区ꎬ并针对每个类型区的特征

给出分类指导意见ꎮ
关键词:　 劳动力结构ꎻ经济结构转型升级ꎻ灰色关联度分析ꎻ支撑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７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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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包玉香(１９７２—　 )ꎬ女ꎬ山东蓬莱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山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山东省劳动力的创新能力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研究”
(２０１６ＲＫＢ０１３０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洪银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动力»ꎬ«求是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ꎬ山东省的经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行列ꎬ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需要由

速度转向结构ꎬ这意味着山东省正处在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ꎬ加快经

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刻不容缓ꎮ②劳动力素质结构及其自主创新能力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

内驱力ꎬ是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增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关键ꎮ 在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过程中ꎬ重视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和协同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ꎮ
基于此ꎬ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结构为主题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ꎮ 比如绝大多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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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国家战略、城镇化、金融支持、低碳产业和消费需求等不同视角来研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的ꎮ①②③④⑤ 也有一些文献从人口素质结构、人力资本结构视角来分析人口生产结构对经济发展的

作用和影响ꎮ 如青木昌彦(Ａｏｋｉꎬ２００１)认为ꎬ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ꎬ日本和韩国能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ꎬ是因为他们已成功地实现了由库兹涅茨－刘易斯阶

段向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阶段的转变ꎮ⑥ 梁达(２０１４)认为ꎬ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

代ꎬ对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大幅增加ꎬ因此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ꎬ培养一支高素质

的技能型劳动力队伍ꎬ更好地适应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需要ꎮ⑦ 有效的人力资本可以

使劳动者在各产业中重新配置ꎬ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提供保证ꎮ 因此ꎬ劳动力资源配置应该

与产业发展相对应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ꎬ提升创新与研发能力ꎬ发挥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力(高
永惠和陶同ꎬ２００６ꎻ孙爱军和刘生龙ꎬ２０１４)ꎮ⑧⑨ 穆怀中和闫琳琳(２００９)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研

究认为ꎬ人力资本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转换、增强产业创新能力ꎬ以及加速产业扩散与转移ꎬ在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ꎮ 总之ꎬ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劳动力日益短

缺的劳动供给背景下ꎬ依靠科技创新来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提高劳

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必然ꎬ高素质的劳动力结构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顺利进行

的重要保障(陆旸和蔡昉ꎬ２０１４ꎻ阚丽新ꎬ２０１３ꎻＢｅｌｔｏｎ Ｍ. Ｆｌｅｉｓｈｅｒ ｅｔｃꎬ ２０１０ꎻ朱宏任ꎬ２０１４)ꎮ

综上所述ꎬ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ꎬ以往研究文献主要存在两点不足:第一ꎬ绝大多数文献

关注的是非人口和劳动力结构视角ꎮ 诚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涉及很多领域ꎬ但是任何经济活动从

根本上是离不开人口的支撑的ꎻ第二ꎬ即使有些文献是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视角进行研究ꎬ但它们

主要关注的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素质结构ꎮ 的确ꎬ通过高素质劳动力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ꎬ但是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区域分布

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以及劳动力就业参与率等决定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结构以及资源的

配置效率ꎬ它们同样也是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ꎮ 因此ꎬ本文以中国人口和经济大

省———山东省为研究对象ꎬ尝试从劳动力结构视角ꎬ全面、客观地评价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的综合支撑能力ꎬ这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劳动力就业、培训以及未来的经济和人口发

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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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劳动力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关联性分析

关于劳动力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变动的经典规律当属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ꎬ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ꎬ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不断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ꎬ结果是第一产业就

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ꎬ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ꎬ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则呈快速上升趋势ꎬ这一变动趋势是由于产业间的比较利益所

致ꎮ① 这说明劳动力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变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经济结构变动需要有劳动力

结构变动的支撑ꎬ经济结构变动实质是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部门和行业间的流动和重新

配置的结果ꎮ
为了确定劳动力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变动间的相关程度大小ꎬ从而为后文支撑能力评价提供

客观的权重依据ꎬ该部分应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来进行定量分析ꎮ 具体过程为:先选择经济结构的指

标构成ꎬ然后选择劳动力结构的指标构成ꎬ最后应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劳动力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

变动间的相关程度大小ꎮ
(一) 经济结构的指标构成

２０１５ 年山东省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６４ １６８ 元ꎬ按 ２０１５ 年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率 ６.３８６ ５ 计算ꎬ约
折合为 １０ ０４７ 美元ꎮ 对照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ꎬ工业化后期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８００－９０００
美元ꎬ后工业化社会阶段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９ ０００－１６ ６００ 美元ꎬ则山东省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到后工业

化社会阶段的过渡时期ꎮ 这意味着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正好处于产业换档发展的关键时期ꎬ产业结

构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ꎬ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ꎬ制造业内

部正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进行结构转换ꎮ 由此ꎬ选择能反映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指标如下:
１.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Ｙ１):经济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表明ꎬ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

提高ꎬ意味着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ꎬ经济越发达ꎬ该比重就越高ꎮ 山东省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是要提升第二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ꎮ 该指标值是区域第二和第三

产业产值占区域 ＧＤＰ 的比值ꎮ
２.有电子商务活动的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比重(Ｙ２):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当今世界ꎬ信息正成

为一种重要的资源ꎮ 信息经济是以信息资源为基础ꎬ信息技术为手段ꎬ通过生产知识密集型的信息

产品(包括信息服务)来把握经济增长、社会产出和劳动就业的一种最新的经济结构ꎮ 它被认为是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最现代化的经济形态ꎮ② 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离不开生

产者和消费者对信息资源、信息技术投入和信息收入的精打细算ꎬ政府抓好战略、规划、政策、标准

等的制定和实施ꎬ加强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都离不开对信息经济总量的把握ꎮ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

发展的大趋势ꎬ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ꎮ 在全球互联网一体化时代ꎬ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必须与信息化同步发展ꎮ 该指标值是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有电子商务活动的规模以上的法人

单位占全部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比值ꎮ
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３):工业是山东省

第二产业的主要构成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则是在资产、营业收入和就业吸纳等方面具有一定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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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ꎬ它在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的比重越高ꎬ意味着工业竞争力越强ꎬ也就越有实力进行转型

升级ꎮ 该指标值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的

比值ꎮ
４.规模以上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４):高技术产业是山东

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和最重要的路径选择ꎬ而规模以上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更是未来经

济发展的增长极ꎮ 该指标值是规模以上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营业

收入的比值ꎮ
５.战略新兴产业法人单位占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５):战略新兴产业代表未来科技

和产业发展新方向ꎬ目前正处于成长初期ꎬ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ꎬ是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

大引领作用的产业ꎮ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被业内普遍认为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增长”的
引擎ꎬ被寄望成为承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ꎮ 该指标值是战略新兴产业法人单位的营业

收入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的比值ꎮ
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经济结构的 ５ 个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 １ꎮ

表 １　 山东省 ２０１３年经济结构状况　 　 (单位:％)

地区

第二和第三产

业产值比重

有电子商务活动

的规模以上法人

单位的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

位占全部工业企业法人

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

规模以上制造业高技术

产业占规模以上法人

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

战略新兴产业法人单位

占企业法人单位的

营业收入比重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山东省 ０.９１３０ ０.０４６０ ０.９３５２ ０.０４９４ ０.１６８９

济南市 ０.９４６０ ０.０４５０ ０.９０５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１４１３

青岛市 ０.９５６０ ０.０４１０ ０.９０９４ ０.０５２９ ０.１３７４

淄博市 ０.９６４０ ０.０２７０ ０.９６５６ ０.０３９６ ０.２１２９

枣庄市 ０.９１８０ ０.０７９０ ０.８８４７ ０.０２４７ ０.２０９７

东营市 ０.９６４０ ０.０３００ ０.９８９５ ０.０１１２ ０.１０６４

烟台市 ０.９２５０ ０.０２６０ ０.９３５４ ０.１２８１ ０.２１２２

潍坊市 ０.９０２０ ０.０９３０ ０.９３４８ ０.０４１３ ０.２２０３

济宁市 ０.８８００ ０.０５６０ ０.８１１６ ０.０２１３ ０.１７２８

泰安市 ０.９０７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９４２５ ０.０２１９ ０.１３５５

威海市 ０.９２００ ０.０２７０ ０.９５１６ ０.１３３５ ０.２２９９

日照市 ０.９１２５ ０.０６３０ ０.９１８５ ０.００９７ ０.１２７４

莱芜市 ０.９２４０ ０.０３４０ ０.９２９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３２７１

临沂市 ０.９０３０ ０.０４７０ ０.９４６９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８３３

德州市 ０.８８９０ ０.０２１０ ０.９４９３ ０.０８１９ ０.２４８０

聊城市 ０.８７９０ ０.０２２０ ０.９５１０ ０.０１９１ ０.１７１５

滨州市 ０.９０２０ ０.０３３０ ０.９４５３ ０.０１６５ ０.１３０７

菏泽市 ０.８７５０ ０.０６３０ ０.９３３０ ０.０６８８ ０.１５３５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和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二)劳动力结构的指标构成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相应劳动力结构的支撑ꎬ为综合反映劳动力结构的支撑水平ꎬ结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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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ꎬ选取代表劳动力结构的指标如下:
１.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Ｘ１):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是对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的

直接支撑ꎮ 该指标值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值ꎮ
２.城镇人口比重(Ｘ２):城镇化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的过程ꎬ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ꎬ意

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从事比第一产业的比较利益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ꎬ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ꎬ这有助于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ꎬ是拉动内需的重要保证ꎮ 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可以节约农村

土地ꎬ减少农村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ꎬ避免环境污染的面状化ꎻ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城镇各

项经营的规模经济效应ꎬ便于生产和生活垃圾的集中化处理ꎬ从而利于节约环境污染治理成本ꎮ 更

重要的是ꎬ新型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活动的增加ꎬ而这恰好与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要求相吻合ꎮ① ２０１３ 年山东省人口城镇化率为 ５３.７５％ꎬ与发达国家 ８０％－９０％的人口

城镇化率相比ꎬ山东省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ꎮ 该指标值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ꎮ
３.劳动适龄人口比重(Ｘ３):劳动适龄人口供给是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之一ꎮ “西方经

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指出ꎬ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是国民财富

增长的源泉ꎮ 劳动适龄人口就直接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数量ꎮ 人口老龄化是 ２１ 世纪全球人口发

展的必然趋势ꎬ作为中国的第二人口大省ꎬ山东省 ２０１３ 年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１０.９８％ꎬ绝
对数量接近 １０７０ 万人ꎬ居全国第一位ꎮ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和少儿人

口比重的下降ꎬ这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形式决定了未来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少儿群体的教育需求、
劳动适龄人口群体的培训和科技创新就业需求以及老龄人口的医疗和养老服务需求ꎬ这必然会导

致未来经济结构调整重点转向第三和第二产业ꎮ② 可见ꎬ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不仅可以扩大内

需ꎬ而且会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ꎮ 该指标值是 １５－６４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ꎮ
４.劳动参与率(Ｘ４):奥肯定律认为ꎬ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反向相关关系ꎬ失业率的

升高意味着经济产出的减少ꎮ 劳动参与率越高ꎬ意味着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参加劳动ꎬ失业率就会

降低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ꎬ经济产出就会增加ꎮ 提高劳动参与率是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

率不变的前提下ꎬ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路径ꎮ 该指标值是就业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

比值ꎮ
５.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Ｘ５):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资源投入要求不同ꎬ知识经济时代ꎬ经

济发展更多依赖的不是物质资源ꎬ而是人力资源ꎮ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所要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

和战略新兴产业都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支撑ꎮ 该指标值是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占全部就

业人口的比值ꎮ
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劳动力结构的 ５ 个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 ２ꎮ
(三)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分析因素间的变动程度ꎮ 它

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ꎮ 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之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ꎬ称为关联度ꎮ
它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ꎮ 曲线越接

近ꎬ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ꎻ反之就越小ꎮ

７７

①
②

包玉香:«新常态下对山东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几点思考»ꎬ«大众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ꎮ
包玉香:«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效应评估———以山东省为例»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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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山东省 ２０１３年劳动力结构状况　 　 (单位:％)

地区

第二和第三产业

就业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

比重

劳动适龄

人口比重
劳动参与率

大专及以上

就业人口比重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山 东 省 ０.３６５５ ０.５３７５ ０.７３８１ ０.７５４８ ０.０３７５
济南市 ０.４５３２ ０.６６００ ０.７６１５ ０.６６０２ ０.０８７９
青岛市 ０.５６８６ ０.６７７２ ０.７５６９ ０.６９７７ ０.０７４７
淄博市 ０.４７４９ ０.６５３１ ０.７４５９ ０.６９００ ０.０５５１
枣庄市 ０.３９２３ ０.５０４３ ０.７３４５ ０.７５３４ ０.０２６９
东营市 ０.５４５１ ０.６３１９ ０.７５０６ ０.７３２８ ０.０７３３
烟台市 ０.４５７４ ０.５７８５ ０.７７１３ ０.７３０９ ０.０４３７
潍坊市 ０.３７９５ ０.５１７６ ０.７３９７ ０.７５３４ ０.０３３５
济宁市 ０.３０８５ ０.４８３３ ０.７２９１ ０.７６１２ ０.０２７４
泰安市 ０.３５３２ ０.５３７６ ０.７４２０ ０.７５４５ ０.０３０８
威海市 ０.５９３８ ０.６０３２ ０.７６８２ ０.７０９２ ０.０４７４
日照市 ０.２５８５ ０.５１３１ ０.７２９５ ０.７４５９ ０.０２９５
莱芜市 ０.２９９３ ０.５５１８ ０.７３７４ ０.７６６７ ０.０３７７
临沂市 ０.２３１８ ０.５０３６ ０.７１５８ ０.８０９２ ０.０２０５
德州市 ０.３７０５ ０.４７７４ ０.７３８０ ０.８２８４ ０.０２０９
聊城市 ０.２１５４ ０.４２０５ ０.７３８３ ０.８００１ ０.０２２２
滨州市 ０.２７３０ ０.５１２０ ０.７４０１ ０.８０４０ ０.０２６２
菏泽市 ０.２１６７ ０.４１６１ ０.６８９６ ０.８０６７ ０.０１５３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山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表 １ 和表 ２ 的数据ꎬ将经济结构 ５ 个指标的数据(Ｙ１———Ｙ５)作为母序列ꎬ将劳动力结构

的 ５ 个指标的数据(Ｘ１———Ｘ５)作为子序列ꎬ采用均值化数据处理方式ꎬ分辨系数 ρ 取值 ０.１ꎬ计算

出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联度ꎬ结果如下:

Ｒ＝

ｒ１１  ｒ１５
ｒ２１  ｒ２５
⋮ ｒｉ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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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８７９ ０.６５１６ ０.７５３８ ０.６４９７ ０.３４０２
０.３２１７ ０.２９０９ ０.３５１５ ０.３２６５ ０.３２２０
０.４５２６ ０.６３９９ ０.７５０４ ０.７５１３ ０.３５８５
０.３４４５ ０.４０７２ ０.３８８２ ０.４００７ ０.３２９０
０.４９３４ ０.４０３１ ０.４５１３ ０.４４５９ ０.４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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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计算结果中ꎬＲ 是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关联矩阵ꎻｒｉｊ是劳动力结构的第 ｊ 个指标因素

与经济结构的第 ｉ 个指标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ꎬ即关联度ꎬ如 ｒ２１ ＝ ０.３２１７ 是指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

人口比重(Ｘ１)与有电子商务活动的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比重(Ｙ２)之间的关联度为 ０.３２１７ꎮ
从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中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Ｙ１)的关联程度来看ꎬｒ１３ ＝ ０.７５３８>ｒ１２

＝０.６５１６>ｒ１４ ＝０.６４９７>ｒ１１ ＝０.４８７９>ｒ１５ ＝ ０.３４０２ꎬ说明劳动力结构的 ５ 个构成指标对第二和第三产业

产值比重(Ｙ１)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依次是劳动适龄人口比重(Ｘ３)、城镇人口比重(Ｘ２)、劳动参与

率(Ｘ４)、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Ｘ１)和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Ｘ５)ꎮ 也就是说ꎬ要提高

经济结构中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Ｙ１)ꎬ重点就是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ꎬ同时要推进新型城

镇化战略ꎬ让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从事非农产业活动ꎮ
从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中的有电子商务活动的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比重(Ｙ２)的关联程度

来看ꎬｒ２ ３ ＝０.３５１５>ｒ２４ ＝０.３２６５>ｒ２５ ＝０.３２２０>ｒ２ １ ＝０.３２１７>ｒ２２ ＝０.２９０９ꎬ说明劳动力结构的 ５ 个构成指标

对有电子商务活动的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比重(Ｙ２)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依次是劳动适龄人口比

重(Ｘ３)、劳动参与率(Ｘ４)、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Ｘ５)、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Ｘ１)和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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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比重(Ｘ２)ꎮ 也就是说ꎬ要提高经济结构中有电子商务活动的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比重

(Ｙ２)ꎬ重点就是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提高劳动参与率ꎬ同时要提高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ꎬ
即重视就业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ꎮ

从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

入比重(Ｙ３)的关联程度来看ꎬｒ３４ ＝ ０.７５１３>ｒ３３ ＝ ０.７５０４>ｒ３２ ＝ ０.６３９９>ｒ３ １ ＝ ０.４５２６>ｒ３５ ＝ ０.３５８５ꎬ说明劳

动力结构的 ５ 个构成指标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

(Ｙ３)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依次是劳动参与率(Ｘ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Ｘ３)、城镇人口比重(Ｘ２)、
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Ｘ１)和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Ｘ５)ꎮ 也就是说ꎬ要提高经济结构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３)ꎬ重点就是提高劳动

参与率、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ꎬ同时要实施人口城镇化战略ꎬ保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用人需求ꎮ
从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中的规模以上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

重(Ｙ４)的关联程度来看ꎬｒ４２ ＝０.４０７２>ｒ４４ ＝ ０.４００７>ｒ４３ ＝ ０.３８８２>ｒ４１ ＝ ０.３４４５>ｒ４５ ＝ ０.３２９０ꎬ说明劳动力

结构的 ５ 个构成指标对规模以上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４)的
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依次是城镇人口比重(Ｘ２)、劳动参与率(Ｘ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Ｘ３)、第二和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Ｘ１)和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Ｘ５)ꎮ 也就是说ꎬ要提高经济结构中规模

以上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４)ꎬ重点就是增加城镇人口ꎬ同时

要调整人口发展战略ꎬ保证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以及提高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ꎮ
从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中的战略新兴产业法人单位占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５)

的关联程度来看ꎬｒ５ １ ＝０.４９３４>ｒ５ ３ ＝０.４５１３>ｒ５４ ＝０.４４５９>ｒ５５ ＝０.４２２７> ｒ５２ ＝０.４０３１ꎬ说明劳动力结构的 ５
个构成指标对战略新兴产业法人单位占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５)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

依次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Ｘ１)、劳动适龄人口比重(Ｘ３)、劳动参与率(Ｘ４)、大专及以

上就业人口比重(Ｘ５)和城镇人口比重(Ｘ２)ꎮ 也就是说ꎬ要提高经济结构中战略新兴产业法人单位

占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比重(Ｙ５)ꎬ重点就是提高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ꎬ增加劳动适

龄人口数量ꎬ同时要重视增加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的数量ꎮ 因为从战略新兴产业未来科技和产业

发展新方向来看ꎬ新科技和新产业必须依赖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供给ꎮ
总之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劳动力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变动的相关性ꎬ可以发现ꎬ劳动力结构

的各个因素对经济结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ꎮ 但总体来看ꎬ山东省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ꎬ劳动

力供给需要从三个主要方面调整自身结构:第一ꎬ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ꎬ并重视劳动参与率的提

高ꎻ第二ꎬ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以保证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ꎬ同时还可以获得城镇发展和农地经营

的规模经济效应ꎻ第三ꎬ重视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的增加ꎬ他们决定了经济结构的信息化程度以及

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ꎮ

二、山东省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评价

根据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联度分析结果ꎬ通过构建支撑度模型来评价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

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ꎬ从而确定劳动力结构的优势与不足ꎬ为今后

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分工、流动和教育等结构调整提供客观依据ꎮ
(一)支撑度模型的构建

支撑度模型(ＳＤꎬ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的计算公式为:ＳＤ＝１－∑ＷｉＹｉ / ∑ＷｊＸｊ

式中ꎬＹｉ是经济结构 ５ 个构成指标中的某一个指标值ꎻ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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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是经济结构 ５ 个构成指标中某一指标的权重值ꎬ它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Ｗｉ ＝∑
ｎ

ｉ ＝１
Ｗｉｊ / ｎ

ｎ＝５
∑ＷｉＹｉ 为经济结构 ５ 个构成指标的加权值之和ꎻ
Ｘｊ是劳动力结构 ５ 个构成指标中的某一个指标值ꎻ
Ｗｊ是劳动力结构 ５ 个构成指标中某一指标的权重值ꎬ它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Ｗｊ ＝∑
ｍ

ｊ＝１
Ｗｉｊ / ｍ

ｍ＝５
∑ＷｊＸｊ 为劳动力结构 ５ 个构成指标的加权值之和ꎻ
Ｗｉｊ为劳动力结构中的 ｊ 指标对经济结构中的 ｉ 指标的影响权重ꎬ它是根据劳动力结构对经济

结构的关联矩阵 Ｒ 计算得出ꎬ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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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矩阵 Ｗ 中ꎬ权重分配的结果是∑
５

ｊ ＝１
Ｗｉｊ ＝１ꎮ

根据支撑度的计算结果可以评价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能力大小ꎬ如果 ＳＤ＝０ꎬ说明劳

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相适应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ꎻ如果 ＳＤ<０ꎬ说明劳动力结构不能支撑经济结构ꎬ
而且该值越小ꎬ对经济结构的支撑能力就越差ꎻ如果 ＳＤ>０ꎬ说明劳动力结构能够支撑经济结构ꎬ而
且该值越大ꎬ对经济结构的支撑能力就越强ꎮ

(二)支撑度的计算

根据构建的支撑度模型ꎬ具体计算过程为:
１.由于劳动力结构构成中的 ５ 个指标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ꎬ所以需要对该 ５ 个指标

进行权重的分配ꎮ 根据第二部分中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得到的关联矩阵 Ｒ 计算

出权重矩阵 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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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计算劳动力结构 ５ 个指标的权重值 Ｗｊ和经济结构 ５ 个指标的权重值 Ｗｉꎬ结果如下:
Ｗｊ ＝(０.１８５８　 ０.２０４６　 ０.２２８９　 ０.２１９５　 ０.１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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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计算劳动力结构的加权值之和∑ＷｊＸｊ、经济结构的加权值之和∑ＷｉＹｉ 和劳动力结构对经济

结构的支撑度 ＳＤꎬ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山东省及其 １７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度

地区
劳动力结构的加权

值之和∑ＷｊＸｊ

经济结构的加权

值之和∑ＷｉＹｉ

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

的支撑度 ＳＤ

山东省 ０.５１８６ ０.４２２５ ０.１８５３
济南市 ０.５５２６ ０.４１４８ ０.２４９３
青岛市 ０.５８２６ ０.４１９３ ０.２８０３
淄博市 ０.５５２９ ０.４４１８ ０.２０１０
枣庄市 ０.５１３９ ０.４２３２ ０.１７６６
东营市 ０.５７５０ ０.４２０２ ０.２６９３
烟台市 ０.５４７４ ０.４４５３ ０.１８６５
潍坊市 ０.５１６５ ０.４３８２ ０.１５１５
济宁市 ０.４９４６ ０.３８８３ ０.２１４９
泰安市 ０.５１６０ ０.４０８８ ０.２０７９
威海市 ０.５７２９ ０.４５２４ ０.２１０４
日照市 ０.４８８５ ０.４０６２ ０.１６８５
莱芜市 ０.５１１７ ０.４４３６ ０.１３３０
临沂市 ０.４９０９ ０.４０２７ ０.１７９７
德州市 ０.５２０６ ０.４３７８ ０.１５９１
聊城市 ０.４７４３ ０.４０８５ ０.１３８７
滨州市 ０.５０５６ ０.４０５５ ０.１９８０
菏泽市 ０.４６２８ ０.４１８６ ０.０９５５

(三)结果分析

根据表 ３ 的支撑度计算结果来评价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的支撑能力ꎬ可以发现:
１.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度均大于 ０ꎬ这说明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内ꎬ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能够支撑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ꎮ 作为全国的人口大

省和经济大省ꎬ山东省需要将人口优势变为人力资源优势ꎬ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持久动力ꎬ是实现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ꎮ
２.山东省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性ꎮ 支撑度越大ꎬ劳动

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就越强ꎮ １７ 地级市中ꎬ支撑度最大的是青岛市ꎬ该值为

０.２８０３ꎻ支撑度最小的是菏泽市ꎬ该值为 ０.０９５５ꎬ这一结果与山东省的实际情况相符ꎮ 青岛市是山东

省双核心中的经济中心ꎬ其经济比较优势吸引了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流入ꎬ从而增强了其劳动力结

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能力ꎻ而菏泽市是山东省人均 ＧＤＰ 最低的地级市ꎬ改革开放以来ꎬ劳动力一直

是净流出状态ꎬ因此导致其本身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的减弱ꎮ 其他地级市中ꎬ劳动

力结构对经济结构支撑力较强的是东营市、济南市、济宁市、威海市、泰安市、淄博市、滨州市和烟台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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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ꎮ 济南市是省会城市ꎬ山东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ꎬ自然是高素质劳动力的集聚地ꎻ东营市和滨州

市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区ꎬ同时又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组成区域ꎬ两大国家战

略的实施使两市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增强ꎻ威海市和烟台市是山东省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级市ꎬ其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对外开放的优势也会吸引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入ꎻ泰安市和淄博

市是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中经济基础较好的地级市ꎬ加之临近省会城市的区位优势ꎬ高素质劳动力也

愿意流入ꎻ济宁市是西部经济隆起带的核心城市ꎬ尤其是大济宁经济圈的发展规划ꎬ大大增强了其

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力ꎮ
３.根据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支撑力的大小ꎬ将 １７ 地级市分成三种类型区(见表 ４):高支撑能

力类型区ꎬ包括青岛、济南、东营、济宁、威海、泰安和淄博 ７ 个地级市ꎬ这类区域要充分利用其劳动

力资源优势ꎬ全方位地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ꎻ中支撑能力类型区ꎬ包括烟台、潍坊、枣庄、日照、
莱芜、临沂、德州、聊城和滨州 ９ 个地级市ꎬ这类区域要尽快找出劳动力结构中的薄弱环节ꎬ并进行

优化调整以更好地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ꎻ低支撑力能力类型区只有菏泽 １ 个地级市ꎬ这类区域

要以劳动力结构能够支撑的在全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部门为突破口ꎬ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ꎬ然后

才能留住和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ꎮ
表 ４　 山东省 １７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能力类型

类型 ＳＤ 值 地区

高支撑能力类型区 ０.２<ＳＤ≤０.３ 青岛、济南、东营、济宁、威海、泰安和淄博

中支撑能力类型区 ０.１<ＳＤ≤０.２ 烟台、潍坊、枣庄、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和滨州

低支撑能力类型区 ０<ＳＤ≤０.１ 菏泽

三、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依据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ꎬ可以判定山东省经济发展正好处于产业换档的关键时期ꎬ

即由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模式转型至三、二、一产业结构模式的过渡时期ꎮ 这期间在重视第三产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ꎬ更要关注第二产业内部的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ꎬ制造业内部的经济结构要由以资

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ꎮ
２.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ꎬ劳动力结构的各个因素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ꎮ 从山东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视角来看ꎬ劳动力供给需要从三个方面调

整自身结构:第一ꎬ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数量ꎬ并重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ꎻ第二ꎬ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以

保证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ꎬ同时还可以获得城镇发展和农地经营的规模经济效应ꎻ第三ꎬ重视大

专及以上就业人口的增加ꎬ他们决定了经济结构的信息化程度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ꎮ
３.应用支撑度模型分析发现ꎬ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度均大于

０ꎬ说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ꎬ山东省及其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能够支撑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

级ꎮ 但山东省 １７ 地级市的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的支撑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性ꎮ １７ 地级市中ꎬ支撑

能力最强的是青岛市ꎬ支撑能力最弱是的菏泽市ꎮ 根据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支撑能力的大小ꎬ将
１７ 地级市分成三种类型区:高支撑能力类型区、中支撑能力类型区和低支撑力能力类型区ꎮ 高支撑

能力类型区要充分利用其劳动力资源优势ꎬ全方位地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ꎻ中支撑能力类型区

要尽快找出劳动力结构中的薄弱环节ꎬ并进行优化调整以更好地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ꎻ低支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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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力类型区要以劳动力结构能够支撑的在全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部门为突破口ꎬ增强自身的

经济实力以留住和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来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ꎮ
(二)政策建议

１.增加劳动力适龄人口ꎬ提高劳动参与率

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ꎬ一切经济活动首先都是人的活动ꎬ由此才引发、控制、带动了其他资源的

活动ꎮ 人力资源是经济活动中惟一有创造作用的因素ꎮ 人力资本收益递增规律使得人力资源收益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正在迅速超过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ꎮ 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取ꎬ只能依靠人力

资源来发展、进取、创新ꎬ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ꎮ 因此ꎬ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依

赖的资源已逐步由物质资源转向人力资源ꎮ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序言及全书设计”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ꎮ 一

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ꎮ 前者靠加强劳动分工ꎬ后者

靠增加资本ꎮ① 在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前提下ꎬ劳动力适龄人口的增加决定于人口增长ꎮ 从较长

时期看ꎬ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ꎮ 首先ꎬ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ꎬ增加人口密度ꎬ人口压

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ꎬ推动经济发展ꎻ其次ꎬ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ꎬ科技进步

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ꎻ最后ꎬ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ꎬ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ꎮ 山

东省的劳动适龄人口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呈递减趋势ꎬ为抑制劳动适龄人口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减速效

应ꎬ在当前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没有调整的背景下ꎬ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提高劳动适龄人口的利

用效率是唯一选择ꎮ 所幸国家已经意识到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对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危害性ꎬ
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已在最近一两年内作出调整:由允许单独生育二胎到全面放开生育二胎、延迟

退休年龄ꎬ等等ꎮ
２.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ꎬ推进新型城镇化

人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ꎬ区域人口的经济优势可以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进行分析ꎬ即区域人口

的生产经济优势和消费经济优势ꎮ 在生产经济优势方面ꎬ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劳

动力资源集中到城镇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ꎬ这一方面有利于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ꎬ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农村土地经营的规模化ꎮ 城市规模扩大ꎬ会产生“聚集效应”ꎮ １００ 多年前ꎬ恩格斯说过ꎬ
２５０ 万人集中于伦敦ꎬ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 １００ 倍ꎬ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ꎮ② 一方面ꎬ城市化

水平越高ꎬ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ꎬ同时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处理ꎮ 另一方面ꎬ在城市里ꎬ
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ꎬ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ꎬ人口越

多、越稠密的地区经济越发达ꎬ这就是区域人口的生产规模效应ꎮ 在消费经济优势方面ꎬ人口城镇

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镇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ꎮ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ꎬ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ꎬ而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就是

人口集聚后的消费动力ꎮ 众所周知ꎬ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ꎬ在山东省

的最近 １０ 年内ꎬ这两者之间的比值基本维持在 ２－３ 之间ꎮ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ꎬ更多的农

村人口集中到城镇ꎬ城镇人口规模不断增加ꎬ在总人口规模基本稳定的前提下ꎬ总体消费水平必然

会得到提升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３ 年山东省人口城镇化率为 ５３.７５％ꎬ与发达国家 ８０％－９０％的人口城镇化

率相比ꎬ山东省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发展

３８

①
②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ꎬ郭大力、王亚南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４ 年ꎮ
童大焕:«城市圈才是城市化之魂»ꎬ«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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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ꎮ
３.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ꎬ重视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融合

传统经济发展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ꎬ劳动力的数量是优势ꎻ现代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本投入为

主ꎬ劳动力的质量是优势ꎮ ２１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ꎬ人力资本投资决定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ꎮ 美国

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ꎬ正
是对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ꎬ发达国家的经济才有创新能力和持久的增长动力ꎮ 劳动力

文化素质结构说明了区域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高低ꎬ从而决定了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ꎮ 山东省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体现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融合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ꎬ这
些方面的发展都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支撑ꎮ

信息化是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科技革命ꎮ 它将使人类社会实现由农业、工业时代向

信息时代转变ꎬ使经济发展形态由工业化过渡到信息化ꎬ即由注重物质、劳动的密集投入的粗放型

生产方式ꎬ向注重知识、信息的密集投入的集约生产方式过渡ꎮ 如果说工业化把制造业变成国民经

济的主导产业ꎬ那么信息化则进一步使制造业现代化、智能化ꎮ 信息化使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

结构更趋先进ꎬ并通过对其他产业的服务ꎬ提高其信息化程度ꎬ使传统产业从速度型、粗放型转向效

益型、集约型ꎬ这将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ꎮ 因此ꎬ山东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重视

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融合ꎬ让山东省的新型工业化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ꎬ以科技进

步和创新为动力ꎬ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ꎮ
４. 促进劳动力产业间转移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力向高比较优势产业转移而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

程ꎮ 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定律以及霍夫曼定理等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已经证明ꎬ由于产业

间比较利益的存在ꎬ劳动力总是趋向于向高比较收益的产业部门进行流动ꎮ 所以ꎬ山东省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必须遵循经济规律ꎮ 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ꎬ“转结构、调方式”是尊重经济规律、提高经

济质量的明智之举ꎮ
２０１５ 年ꎬ山东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１００４７ 美元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ꎮ 但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０６)»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理论认为:鲜有

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ꎬ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ꎬ既无法在工

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ꎬ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ꎮ①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

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ꎬ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ꎬ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

等都是恶性循环ꎮ 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来解决的ꎬ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ꎮ
正是由于难以克服的技术创新瓶颈ꎬ使得一些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ꎬ低成本优势逐步丧

失ꎬ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ꎬ而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ꎬ又
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ꎮ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ꎬ就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ꎮ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ꎬ就需要在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方面持续增加投入ꎬ这样才能使劳动力具

备向高比较优势行业部门转移的能力ꎬ才能培育新的行业和产业竞争优势ꎮ 当前背景下ꎬ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ꎬ只有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ꎬ才能让企业

找到新的竞争优势ꎮ 韩国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ꎬ其主要对策就是重视研发能力的培养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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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Ｇｉｌｌ Ｉｎｄｅｒｍｉｔ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ｋｏｎꎬＫｈａｒａｓ Ｈｏｍｉ.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ꎬ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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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投入ꎮ 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ꎬ韩国 ２００３ 年达到 ２.６４％ꎬ高居世界第 ７
位ꎻ从研发人才来看ꎬ２００６ 年ꎬ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 ４.８ 人ꎻ从劳动力素质看ꎬ韩国 ２００７ 年

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 ３５％ꎮ① 相比较而言ꎬ２０１３ 年ꎬ山东省研发费用支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２.２５％ꎬ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为 ４.２ 人ꎬ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 ３.
７５％ꎮ 可见ꎬ山东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是重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ꎬ增强他们向高层

次行业和产业顺利转移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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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
∗

田海林１　 王　 芳２

( １.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ꎻ２.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ꎬ贵州 贵阳ꎬ５５００００)

　 　 摘要:　 有清一代ꎬ是碧霞元君信仰的大发展时期ꎬ并极具社会影响力ꎮ 从纵向的时间概念上考察ꎬ碧霞元君

信仰于清康乾时期和光绪时期分别达到高峰ꎻ从横向的空间概念上分析ꎬ泰山核心区与周边省域之辐射区的碧霞

元君信仰存有层级差异ꎮ 清代崇奉碧霞元君信众及香社之多元化ꎬ表明当时碧霞元君信仰的多样性特征ꎮ 清代碧

霞元君祠庙分布范围之扩大与神祇安置之变异ꎬ展现了当时碧霞元君信仰的演进性ꎮ
关键词:　 清代ꎻ碧霞元君ꎻ信仰ꎻ泰山ꎻ妙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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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海林(１９６２—　 )ꎬ男ꎬ河南内黄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ꎬ博士ꎻ王芳(１９８３—　 )ꎬ女ꎬ山

东泰安人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ꎬ«史学月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ꎻ闫化川:«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ꎬ«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ꎻ周郢:«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再考辨———与闫化川先生商榷»ꎬ«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ꎻ邓东、曹贤香:«北宋

崇宁五年的泰山碧霞元君封号»ꎬ«齐鲁学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碧霞元君信仰ꎬ指以泰山“碧霞元君”作为神祇偶像的精神崇奉和行为膜拜ꎬ是中国道教和民间

信仰大宗之一ꎮ 其历史源远流长ꎬ始于宋元ꎬ盛于明清ꎮ 关于碧霞元君崇拜之学术研究ꎬ始于民国

时期的民俗学调查ꎮ １９２５ 年ꎬ北京大学国学门顾颉刚等人调查北京妙峰山的“碧霞元君香会”ꎬ是
中国民俗学社会调查之滥觞ꎮ １９２９ 年ꎬ顾颉刚与罗香林等人再次对妙峰山信仰民俗考察并集结发

表了相关学术成果ꎬ开创了碧霞元君崇拜研究的学术高潮ꎮ 新中国成立之后ꎬ囿于“破除迷信”的政

治思想环境ꎬ学术界对民间信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趋于冷落ꎬ直至无人问津ꎮ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随着中国文化之复兴ꎬ关于碧霞元君崇拜研究的一系列论著陆续问世ꎬ这标志着碧霞元君

崇拜研究的高潮再次到来ꎮ 这些学术成果对“碧霞元君”神号、碧霞元君崇拜起源及演变、碧霞元君

祠庙和香会文化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学术探讨ꎮ 关于“碧霞元君”名号及其源起ꎬ虽然目前学术界

激辩正酣①ꎬ然而笔者却无意介入ꎬ仅欲对有清一代碧霞元君信仰演化之历程、信众、香会、神祠等加

以追讨辨析ꎬ以期对认识清代社会文化形态有所裨益ꎮ

一、清代碧霞元君信仰之演化

(一)碧霞元君信仰兴盛之原因

有清一代ꎬ碧霞元君信仰可谓是最具影响力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之一ꎮ 清代韩锡胙的«元君记»
对此有更细化的描述:“统古今天下神祗ꎬ首东岳ꎬ而东岳祀事之盛首碧霞元君ꎮ 自京师以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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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淮以北ꎬ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香币ꎬ喃喃泥首阶下ꎮ”①清代碧霞元君信仰之所以兴盛如斯ꎬ原因

如下:
其一ꎬ清政府对碧霞元君信仰的政策支持ꎮ 清朝建立后ꎬ统治者深知宗教信仰对世道人心的重

要作用ꎬ因此在尊重和利用汉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ꎬ主动认可并支持汉族民众的宗教信仰ꎮ 碧霞元

君信仰ꎬ作为汉族普通民众的主要宗教取向ꎬ具有广阔的民间信仰基础ꎬ理所当然是官方要重用的

文化资源ꎮ 朝廷在接受碧霞元君信仰的同时ꎬ还大力褒扬之ꎬ不仅敕建碧霞元君庙宇ꎬ多次为元君

庙题额赐匾ꎬ更有清帝亲自祭祀碧霞元君ꎮ
其二ꎬ清朝民众对碧霞元君神祇崇祀的持续性ꎮ 由于文化思想在时间上具有流年顺延和在空

间上具有普及蔓延之特性ꎬ从宋元明三代演化而来并愈来愈盛的碧霞元君信仰ꎬ入清之后仍继续保

持旺盛的生命力ꎮ 由明入清的改朝换代ꎬ对汉族广大民众而言ꎬ需要改换的仅仅是政治衣冠ꎬ对原

有的天地、祖宗和其他用来满足生存、生活与生命等精神需要的神祇信仰依然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

无意识的崇拜祭祀ꎬ一批批新的信众也陆续产生ꎮ 因此ꎬ民间社会的持续性崇祀是清代碧霞元君信

仰盛行的主要动力ꎮ
其三ꎬ清代道教民间化趋势对碧霞元君信仰之推助ꎮ 明中叶以后ꎬ以全真道和正一道为主体的

中国传统道教逐渐式微ꎮ 清朝建立后ꎬ信奉萨满教的满洲贵族对汉族传统的道教虽缺乏正式信仰ꎬ
但为了巩固政权也不得不对之加以利用ꎬ只不过这种利用是在严格防范和重重限制下进行的而已ꎮ
在这种对道教既利用又抑制的思想方略作用下ꎬ道教在清代上层社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ꎬ于是便

转向民间ꎬ走向世俗化ꎬ加强了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ꎮ 碧霞元君作为道教的主要神灵ꎬ也随之如

水泄之势渗入民间ꎬ其不断世俗化的趋势扩大了民间信众的范围ꎬ增强了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力ꎮ
其四ꎬ清代民间秘密宗教中无生老母信仰的影响ꎮ 无生老母ꎬ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所创造

出来的女神ꎮ 在传世的各种民间宗教的宝卷中ꎬ无生老母是创世女神ꎬ她生下九十六亿“皇胎儿

女”ꎬ把他们遣往东土ꎻ在社会现实中ꎬ无生老母又是一位救世主ꎬ指引世间受苦受难的男男女女回

归“真空家乡”ꎮ 明清两代众多形形色色的民间秘密教门ꎬ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奉无生老母为最高神

灵ꎮ 泰山碧霞元君既然是女神信仰ꎬ便很容易受到民间宗教势力的追捧ꎬ或将其与无生老母共奉同

祀ꎬ或干脆将碧霞元君与无生老母简单划上等号ꎮ 甚至一些民间秘密教门还认为ꎬ除了无生老母

外ꎬ在信徒修持的各个阶段ꎬ或者是在灵性同无生老母交往途中的各个层级ꎬ都要经过诸如碧霞元

君这样的女神来指引和检验ꎮ 如此ꎬ就形成了一个民间秘密教门所独具特色的信仰现象ꎬ即建构了

一个包括碧霞元君信仰在内的以无生老母为核心的女神群体ꎮ 在这种世俗流变中ꎬ清代的碧霞元

君就不再仅仅归属于道教ꎬ而是在各种民间秘密宗教中也占享香火ꎬ这使得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社

会文化领域更为开阔ꎮ
(二)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鼎盛

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并不是一路高歌地呈现为一条上升的直线ꎬ而是更像一条波峰波谷

交替出现的曲线ꎮ 此所谓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鼎盛ꎬ是指在康乾年间和光绪年间曾出现两个发展

高峰期ꎮ 这种高峰出现的标志ꎬ一是信众数量大、规模巨ꎻ二是神祠数目多、范围广ꎮ
１.第一高峰期———康乾年间

康乾时期是清代盛世ꎬ朝廷为了“持盈保泰”、“长治久安”ꎬ十分重视神道设教ꎬ青睐那些能笼

络人心、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的宗教信仰ꎮ 碧霞元君信仰因为来自天下第一神山———泰山ꎬ最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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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借以向天下臣民灌输“敬天地风调雨顺ꎬ谢神明国泰民安”的思想文化观念ꎬ自然就成为康乾盛

世的宠信对象ꎬ于是借助统治者的支持较快地发展到高峰ꎮ
民俗学家叶涛先生曾对泰山的香社碑刻做过实地调查ꎬ认为自宋代泰山香社形成以来的几百

年间ꎬ能够在泰山留下石刻资料的香社毕竟只是极少数ꎬ大多数香社和更多的香客都已经成为泰山

进香历史上的过客ꎬ我们再也无法了解他们登顶拜岳、进香修醮、祈福求祥的情况了ꎮ 因此ꎬ以现存

香社碑所反映的香社数目为依据ꎬ以数十倍于这个数字来看待明清时期实际在泰山活动的香社ꎬ大
概也不为过ꎮ① 泰山现存的清代香社碑共 ９４ 块ꎬ其中顺治、康熙、乾隆三朝计 ５４ 块ꎬ后期比较集中

的是光绪时期ꎬ有 ２１ 块ꎮ 就其所反映的香社活动而言ꎬ９４ 块碑反映了清代 １５４ 次(个)香社活动ꎬ仅
顺治、康熙、乾隆三朝就有 ８９ 次(个)ꎮ 如果我们把上述数字扩大数十倍的话ꎬ就不仅形象地量化出

康乾年间泰山香社的繁荣景象ꎬ而且更显现出这一时期的碧霞元君信仰所处的高峰位置ꎮ
２.第二高峰期———光绪年间

碧霞元君信仰在光绪年间再次达到高峰ꎬ与上述康乾年间的高峰形成了饶有意味的对比ꎮ 同

为碧霞元君信仰的高峰期ꎬ但两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天壤之别ꎮ 康乾年间ꎬ是政治清明、经济发

达、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的盛世ꎬ碧霞元君信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形成高潮并不难理解ꎮ 而光绪年

间ꎬ则是内忧外患ꎬ丧权辱国ꎬ社会激荡ꎬ民不聊生ꎬ在这种凄惨悲凉的社会背景下ꎬ碧霞元君信仰何

以能够再次达到高潮?
事实上ꎬ光绪年间水深火热的民众心灵更希冀得到碧霞元君的冥冥呵护、无量加持与全能保

佑ꎮ 正是当时危机四伏的困顿社会现实ꎬ加剧了民众心理的脆弱性和命运的漂浮感ꎬ从而造就了对

虚幻的彼岸世界之神灵信仰的社会和心理土壤ꎮ 碧霞元君以其护佑众生的神力和有求必应的灵

验ꎬ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需求ꎬ慰藉了人们的心灵ꎬ故而光绪年间的中华大地反倒成为碧霞元君信

仰涌动的一方乐土ꎮ
光绪年间最高权力者慈禧太后对碧霞元君信仰的特殊支持ꎬ应该是推动碧霞元君信仰逐步走

向高峰不可忽视的特殊因素ꎮ 慈禧与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有着很微妙的关系ꎮ 其一ꎬ
碧霞元君信仰的核心是女性问题ꎬ其偶像是女性ꎬ其神职功能是主司生儿育女ꎮ 慈禧作为母亲在儿

子同治帝生病时也曾求助于碧霞元君ꎬ她为人之母虽然威权甲于四海ꎬ但在独子病入膏肓之时ꎬ一
样难免有企盼通过求神使儿子起死回生之俗ꎮ 在如此特殊情势逼迫下ꎬ慈禧太后也就不得不从太

后至尊还原成一个普通女性而自然把碧霞元君当成心中守护神了ꎮ 其二ꎬ慈禧并不是一位平凡女

性和普通母亲ꎬ作为晚清时期执掌天下实权长达 ４８ 年之久的“人间女皇”ꎬ其对“泰山女皇”碧霞元

君的信仰与崇拜ꎬ可以说是天上神界威灵与地上人间皇权的天人交接与神奇重合ꎮ 她之所以虔诚

礼拜女神碧霞元君ꎬ意在以身作范来暗示天下臣民应该如此这般来朝圣她本人ꎬ也许甚至还图谋以

此昭示天下她本人就是最高女神碧霞元君的现实化身ꎮ 为此ꎬ一方面慈禧太后垄断妙峰山的“头香

权”ꎬ觊觎抢占碧霞元君所能给予的最大神赐和恩惠ꎬ希望借助其神威以便更有效地掌控下层社会ꎻ
另一方面ꎬ清末碧霞元君女神信仰的存在与发展ꎬ也确实有赖于慈禧太后这位特殊女性的强有力

支持ꎮ
(三)清代碧霞元君信仰之分布情态

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ꎬ影响大而分布广ꎬ不仅北方地区盛行ꎬ南方地区也多有波及ꎮ 就目前的

行政区划而言ꎬ其庙宇不仅遍布山东、河北、天津、北京、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地ꎬ浙江、江西、湖

８８
①叶涛:«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ꎬ«文史哲»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田海林ꎬ王　 芳:论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

南、湖北、广东、福建、陕西和东北三省等地也有分布ꎮ 为了把握研究的相对集中性和典型性ꎬ我们

以山东泰山为信仰核心ꎬ以其信仰直接辐射的邻近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和津京为半径ꎬ尝试对其

分布情态做比较研究ꎮ
１.泰山核心区

泰山核心区ꎬ指以东岳泰山为圆心的山东省域ꎬ这是碧霞元君信仰程度最强的地域范围ꎮ 泰山

作为碧霞元君信仰的发源地ꎬ其影响必先遍布山东省而后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扩散ꎬ并呈渐次弱化的

趋势ꎮ 清代碧霞元君信仰在泰山核心区的优势地位ꎬ不仅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ꎬ而且有客观史实

为证ꎮ 山东各地以碧霞元君为主神的庙宇主要修建于明代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ꎬ延至清代则在原

有基础上或修复、或新建祠庙ꎮ 据代洪亮统计ꎬ至清代末年ꎬ山东各地碧霞元君庙至少有 ３００ 余座ꎬ
而东岳庙大约仅有 １６０ 余座ꎬ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的没有进入当时文人视野的乡村庙宇ꎮ 即使

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ꎬ至清末ꎬ仅山东一地ꎬ平均每县就有两座以上专门奉祀碧霞元君的庙宇ꎬ其他

民间宗教庙宇也还会有碧霞元君的神像供人们祭拜ꎮ① 由此可见ꎬ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的普及程度

是其他神祇难以企及的ꎮ
此外ꎬ由于泰山是碧霞元君信仰的发源地和神圣中心ꎬ岱顶碧霞祠又是全国各地碧霞元君庙之

祖庭ꎬ因此ꎬ进香于泰山的信众不仅仅来自山东ꎬ也包括其四周的辐射区直至海内外其他区域ꎮ 泰

山碧霞元君信仰的这种魅力ꎬ源于其核心的位置ꎬ同时也受到人们“神有大小”心理的影响ꎮ 难怪张

岱会说:“元君像不及三尺ꎬ而香火之盛ꎬ为四大部洲所无ꎮ”②

２.四周辐射区

除山东之外的其他接受碧霞元君信仰辐射的半径区域ꎬ主要包括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和京

津ꎮ 这些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虽也有相当强盛浓烈之表现ꎬ但这些“辐射区”的碧霞元君信仰之神

效与影响都无法与核心区相提并论ꎮ 各个辐射区单元省域内ꎬ碧霞元君信仰的程度不一ꎬ其中河

北、河南和京津的元君信仰比安徽和江苏两地的要强盛一些ꎮ 这主要是因为碧霞元君信仰的主要

覆盖范围在北方ꎬ特别是华北地区ꎬ而靠近南方的地区则更易受到“海神娘娘”妈祖和其他各路神祇

信仰的影响ꎬ这无疑会削弱碧霞元君信仰在该地的势力ꎮ 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ꎬ发
现江苏部分府县并无碧霞元君庙之反映ꎬ而保存着敬事“海神娘娘”的“天后庙(天后宫)”之记载ꎮ③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ꎬ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在江苏受到了“海神娘娘”信仰的挑战ꎬ并在某些地

区无法与之抗衡ꎬ同时也说明碧霞元君信仰在辐射区未必占据优势地位ꎮ

二、清代碧霞元君信仰之信众

清代碧霞元君信仰之所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ꎬ与其信众的多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碧霞元君

的信仰者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上层社会“虽达官贵胄ꎬ高士宿儒ꎬ莫不从众归依ꎬ望风顶

礼”④ꎻ下层民众对碧霞元君更是素具虔诚之心而顶礼膜拜ꎻ至于当时的宗教人士对碧霞元君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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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各有目的ꎮ
(一)官方阶层信众

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兴盛与统治者的支持礼遇有着莫大关系ꎮ 一方面ꎬ统治者历来重视神道

设教ꎬ扶植和培养部分有利于巩固社稷的神灵信仰是其惯用的手段ꎬ希冀达到“神人兼治”的理想效

果ꎻ另一方面ꎬ神灵信仰也借助统治者的“人力”而不断增强其“神力”ꎬ扩大社会影响力ꎮ 清代统治

者正是看中碧霞元君信仰的社会综合效能和教化功能ꎬ才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ꎮ
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凭借其正统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清代统治者的垂青ꎮ 清王朝曾有康熙和乾

隆两位帝王登临泰山ꎬ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祭拜碧霞元君ꎮ 史载乾隆帝曾十次巡幸泰山ꎬ其中就有

六次登岱顶亲祭碧霞元君ꎮ① 现珍藏于泰安博物馆的“泰山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之印”ꎬ即是清朝皇

帝送碧霞祠的祭品ꎮ 由此可见ꎬ清帝对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可谓礼遇有加ꎮ
对于清代京城的碧霞元君信仰ꎬ由于处在皇权的直接控制下ꎬ其所带的官方色彩更浓ꎮ 京城中

与清皇室有密切关系的碧霞元君庙主要有西顶、丫髻山和妙峰山ꎮ 下面就以丫髻山为例分析其与

清皇室的关联性ꎮ
丫髻山位于京东平谷县西北隅的群山环绕之中ꎬ距北京 ８０ 公里ꎮ 史载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年)ꎬ康熙帝驾幸丫髻山ꎬ并赐匾额ꎻ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四月十八日恰为康熙帝六旬大寿ꎬ在丫

髻山大办万寿道场ꎻ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 年)ꎬ皇三子奉敕建“万寿亭”ꎬ撰万寿亭碑文ꎬ并制下定例ꎬ
每十年来丫髻山致祭一次ꎮ 之后ꎬ屡有大臣捐钱捐物ꎬ修葺丫髻山诸庙宇、道路等ꎮ 雍正一朝ꎬ皇室

虽没有像前朝那样频繁进香祭祀ꎬ却也没有破坏定例ꎬ“期届十年”ꎬ“继志述事ꎬ率由旧章”②ꎬ仍然

维持了对丫髻山的朝拜ꎮ 乾隆几次驾幸丫髻山ꎬ也是为这里的碧霞元君信仰活动所吸引ꎮ③ 道光以

后ꎬ清朝国力日益衰落ꎬ清廷已无力移驾承德ꎬ因而此处的碧霞元君信仰便逐渐失去了与政府的联

系ꎬ香火也渐渐衰落ꎮ 不过ꎬ丫髻山的民间祭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ꎮ
总之ꎬ丫髻山的碧霞元君信仰因清廷的青睐而兴盛ꎬ亦因清廷的淡漠而衰落ꎮ 由此可见ꎬ以官

方信众为主的碧霞元君信仰ꎬ其发展的稳定性较弱ꎬ往往随着官方对其态度和政策而波动起伏ꎬ而
民间信众才是促使其发展的稳定性力量ꎮ

(二)下层民间信众

中国儒家最注重“忠孝传家久ꎬ诗书继世长”的文化传统ꎬ并有“不孝有三ꎬ无后为大”之说教ꎬ
因此“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成为了中国民众传统的文化心态ꎮ 民间为祈求子嗣ꎬ接续家族香火ꎬ
大都格外崇拜执掌生育的女神———碧霞元君ꎮ

天地之大德曰“生”ꎮ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ꎬ东方属阳ꎬ木性ꎬ色尚青ꎬ值甲乙ꎬ居震位ꎬ主生ꎬ有发

育万物而生生不息之大义ꎮ 泰山的碧霞元君神祇主司人间生育ꎬ就根源于泰山神祠文化信仰谱系

中的主“生”思想ꎮ “碧霞元君”之神号ꎬ表达的就是崇拜日出东方而沐浴天地万物生长的碧霞之光

思想ꎮ 因此ꎬ碧霞元君信仰的思想核心是生长发育的终极关怀理念ꎮ
就民众崇奉碧霞元君的行为方式而言ꎬ一般多是个体信仰者单独朝山进香ꎬ于碧霞元君庙焚香

祷告ꎮ 就集体信仰者而言ꎬ多是结社朝山礼拜碧霞元君ꎮ 清代信仰碧霞元君的著名香社是泰山香

社和妙峰山香社ꎮ 它们大多是远离社会等级上层或权利中心的民间社会构建的ꎬ在组织形式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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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程序等方面已经相当完备ꎬ这极大促进了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繁盛ꎮ
就社会性别而言ꎬ女性群体作为构成碧霞元君信众的主力军ꎬ非常值得关注ꎮ 从文献记载来

看ꎬ有关碧霞元君及其相关活动的文字描述中出现“妇女”、“士女”等词汇的频率很高ꎻ从碑刻资料

来看ꎬ女性香客的题名数量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ꎮ 如北京西顶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 年)的«泰山西顶

进香三年圆满碑»ꎬ题名女性约有 ７０~８０ 人ꎬ占全部题名者的 ３０％左右①ꎻ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 年)
“西直门里西官园口坐香圣会香首曹国相众等同立”的«曹国相创善会碑»ꎬ题名女性有 １７０ 多人ꎬ
占全部题名者的 ６０％多②ꎮ 此外ꎬ泰安、河南等地的香社碑刻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ꎬ并存在香会成员

皆为女性的情形ꎮ 这一方面说明碧霞元君的女性特征及其主管生育的神职易于贴近女性群体而吸

引女性信众ꎻ另一方面也说明ꎬ女性群体的积极参与体现了清代朝山进香活动的民间性质ꎮ
(三)宗教人士

碧霞元君是道教中的主要女神ꎮ 明代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 年)编成的«万历续道藏»中有一部

直接冠以“碧霞元君”之称的经典———«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ꎮ 至清代ꎬ由于统治者对

道教支持少而抑制多且愈来愈严厉ꎬ迫使道教处境愈来愈艰难ꎬ从而使道教不可避免地堕入衰世ꎬ
教理、教义和教法等也发展停滞ꎬ再也没有出现一部关于碧霞元君的道书ꎮ

道教衰落后ꎬ便从上层转向民间ꎬ逐步走向世俗化ꎮ 碧霞元君信仰受其影响ꎬ也加速了其民间

化的进程ꎮ 同时受三教融合大趋势的影响ꎬ碧霞元君的道教归属性也渐趋弱化ꎮ 北京妙峰山上惠

济祠的正殿叫“灵应宫”ꎬ供奉的是以碧霞元君、子孙娘娘和眼光娘娘这一主二辅三神ꎬ本来由道士

住持ꎬ因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 年)之后道衰佛兴竟改由僧人住持ꎬ香火依然兴盛ꎻ即便在乾隆二十六

年(１７６１ 年)重建后改称“灵感宫”ꎬ仍一直由和尚住持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泰山红门宫在清

初香火冷落ꎬ供奉微薄ꎬ其中僧徒为解决生活艰难问题ꎬ竟在西院供上了碧霞元君神像ꎬ并且把帐幔

装潢得比弥勒佛还要华贵ꎬ于是香火渐盛ꎮ 佛道两教信徒因世俗而如此倒置变易ꎬ实属罕见之咄咄

怪事ꎮ③ 这种现象也印证了明清以来佛道在民间渐趋融合之趋势ꎮ
明代以来ꎬ信仰多神、泛神、杂神乃至“怪力乱神”的民间宗教在北方发展迅猛ꎬ其复杂难辨的神

仙谱系中也崇奉泰山碧霞元君ꎮ 如清代山东曹州的红枪会ꎬ其信奉的主要神灵便有“西天佛祖、南
海大士、混天老祖、天师、圣母、泰山老母、青山老母、梨山老母、昆仑山师爷、药王、华祖、真公老母

”④ꎮ 民间秘密教门关于碧霞元君的各种宝卷ꎬ大多是成于明而传于清ꎬ如明普光编«天仙圣母

源流泰山宝卷»、明悟空编«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明万历初刻«娘娘经»、清刊本«泰山天仙圣母灵应

宝卷»、清抄本«泰山圣母苦海宝卷»等ꎮ⑤ 以上各宝卷扩大了碧霞元君信仰的影响力ꎬ促进其在民

间广泛地传播ꎮ
综上所述ꎬ官方阶层的碧霞元君信仰除了和平民一样祈求子嗣延绵外ꎬ更注重的是其教化功

能ꎬ祈请元君护国庇民ꎻ民间的元君信仰除祈祷子嗣和保护妇女、儿童外ꎬ几乎遍及所有生活领域的

诉求ꎻ宗教人士信奉元君是为了宣传扬善惩恶的精神ꎬ以期吸附更多的教徒ꎮ 三者的信仰虽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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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ꎬ但没有实质性冲突ꎬ反而形成了碧霞元君信仰的多样性ꎮ

三、清代碧霞元君信仰之神祠

清代碧霞元君信仰的祠庙几乎遍布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和长城内外ꎬ因而其神祠文化既大同小

异又丰富多彩ꎮ
(一)祠庙之分布

碧霞元君祠庙渊源于北宋真宗年间ꎬ兴建于明代中后期ꎬ清代则是沿袭进化而已ꎮ 山东是碧霞

元君信仰的核心区ꎬ碧霞元君祠庙遍布ꎬ据统计ꎬ清末山东境内有相当规模的碧霞元君庙宇至少有

３００ 余座ꎮ① 河北、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作为辐射区ꎬ也有不少碧霞元君祠庙ꎬ只是目前还未有较

详细的统计资料ꎬ笔者翻阅这几省的部分地方志ꎬ发现河北与河南的分布较分散ꎬ安徽与江苏的分

布更零散ꎮ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讲究风水ꎬ对神殿庙宇更是如此ꎮ 关于碧霞元君庙在城镇中之地理定位ꎬ可

以泰安和北京为例来分析其空间布局特色ꎮ
泰安的碧霞元君神祠ꎬ主要以岱顶碧霞祠祖庭为中心而向四周呈辐射性分布ꎮ 整个泰山地区、

乃至整个山东省、甚至外省的碧霞元君庙宇ꎬ都从属于岱顶碧霞祠这个信仰核心ꎮ 泰山之上碧霞元

君庙有上、中、下三座②ꎬ这三庙并未按泰山之山顶、山腰和山脚均匀分布ꎬ而是上庙位于岱顶之凌

霄ꎬ而中庙和下庙都位于泰山脚下而亲民ꎬ因为岱顶碧霞祠之信仰层级最高ꎬ故在百姓心中也最神

圣灵验ꎬ自古迄今朝山进香礼拜者络绎不绝ꎬ至无量数焉ꎮ
北京的碧霞元君庙在明末时大约就有 ２０ 多座③ꎬ至清代ꎬ“依«乾隆京城全图索引»统计ꎬ供奉

元君的庙有三十个以上”④ꎮ 由此可见清代北京地区碧霞元君祠庙之多ꎬ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碧霞元

君庙集中在“五顶”、丫髻山和妙峰山ꎮ
北京地处燕山脚下ꎬ在自然形胜与城市建筑上是“城郭之间ꎬ五顶环列”ꎮ “五顶”对北京形成

了一种含抱之势ꎮ 环列京城的这五处碧霞元君庙之所以称为“五顶”ꎬ清康熙三年(１６４４ 年)四月十

二日所立的«中顶泰山行宫都人香贡碑»中这样解释道:
　 　 祠庙也ꎬ而以顶名何哉? 以其神也ꎮ 顶何神? 曰:岱岳三元君(碧霞元君、明目元君、佑渡

元君)也ꎮ 然则何与于顶之义乎? 曰:岱岳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ꎬ今此栖ꎬ此神亦犹之乎泰山顶

上云尔ꎮ⑤

由此可见ꎬ北京“五顶”奉祀的碧霞元君及辅神与岱顶碧霞祠祖庭之密切关系ꎮ
在这“五顶”之上ꎬ神以山显ꎬ山以神灵ꎬ神以护城ꎬ城以容人ꎬ人神交感ꎬ天地同泰ꎬ道法自然ꎬ自

然而然ꎬ平凡非常ꎮ 北京“五顶”之泰山行宫设计ꎬ是基于中国古代传统五行思想的一种神秘化的物

化表达ꎮ 这种久已被中华民族所认知的非常古老的文化思维习惯ꎬ本身就是一种巨大而又无形的

社会思想统摄势力ꎬ它为官府和民间社会群体与个体在人间和神域界定自我坐标ꎬ提供了一个或似

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超稳定的以地理和物理方法理解宇宙世界的结构模式ꎮ 这些设计因为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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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空间与五行生克属性的辨证对应关系ꎬ并兼顾了天上神祇与地上人间的交感对应关系ꎬ颇便于

人们确认自身在所处环境的空间坐标ꎬ也便于人们认知和识别人文与自然之间的神祇坐标ꎬ因而形

成了一个人神对应交感的地理布局和物理框架ꎬ这是古代人文与神文地理生态学结合的典范ꎮ 其

力量在于重新规范自然的不规则ꎬ使无形的自然无序转化为有形的人文有序ꎬ并诱惑导引个体或集

体无意识者由此进入一个存在于个别有意识者从既定观念出发而设计的仿佛天罗地网一样的神秘

体系ꎮ 它昭示人们不得不确认这个体系不仅是对称、规则、辨证、灵动与和谐的ꎬ而且是可以被人们

循环往复乃至于永无止境地再确证的ꎬ其让人们的精神灵鸟可以朝着无限半径永远展翅飞翔ꎬ但却

永远也飞不出一个被无形之他彻底限定的永恒的有形自我圆心ꎬ这会使人们感到好像随时都可以

拔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却又随时发现自己原地未动ꎮ
这些设计通过使用作为虚构山峰象征的庙宇ꎬ在天地之间再现了一个宛若天成的五峰即五行

的宇宙观和本体论ꎮ 在这个道法自然的思想构架中ꎬ五峰相互交感成一个如五行生克化育世间万

物的时空连环套ꎬ当其以缩小的比例浓缩性地再现于置身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面前和心灵之时ꎬ一个

神圣的信仰坐标就会如同天地山峦地形那般自然而然地被自我发明和无形加固了ꎮ 如此外在五顶

与内涵五行的交合定位ꎬ就会像运用神秘无形的定身法一样ꎬ将虔诚的信徒和介于似信非信之间或

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的广大民众的心灵温和怀柔地容纳与融化在一个预想和既定的天人和人

人关系框架结构内ꎮ 五顶配五行而建五庙ꎬ是一个和合共鸣的空间定位体系ꎬ碧霞元君信仰的主体

与客体都可以从中获取无形的自然天地空间和人文资源能量ꎬ这对碧霞元君信仰神祇在人文与自

然的空间传播ꎬ对信仰碧霞元君者在心灵上最大限度地自认与他认ꎬ直至被容纳、覆盖、渗透与接

受ꎬ都具有神奇的效能ꎬ尽管单个庙宇可接收的力量起落不均ꎮ①

环绕北京的“五顶”碧霞元君庙是清朝统治者出于护卫京城的需要而设置的ꎬ希冀碧霞元君能

巩固其统治并泽福于京城百姓ꎮ 但是ꎬ这种人为的信仰地点的设置并没有引起普通民众太大的认

同ꎬ它们的人文与自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实际功能价值ꎮ 有清一代ꎬ“五顶”碧霞元君信仰始终没有

达到丫髻山和妙峰山的兴旺程度ꎬ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另外一种思维定势左右着人

们的心灵信仰ꎬ那就是常把神性与高远相联系ꎬ认定天上是神域而地下是地狱以及天下地上是人

间ꎬ人应该忌下而企上ꎮ 京城附近的碧霞元君庙所处的地点ꎬ只有丫髻山和妙峰山是真正的山峰ꎬ
像远方的泰山ꎬ所以它们更能吸引香客的兴趣ꎮ② 即使是清末京城香火最盛的妙峰山之巅ꎬ也因岱

顶碧霞祠的“情缘”而冠之以“金顶”的名号ꎬ可见ꎬ岱顶碧霞祠作为全国碧霞元君庙的祖庭ꎬ是天下

元君信仰的神圣中心ꎮ
(二)神像之安置

神像乃庙宇建构之灵魂ꎬ百姓进庙只为烧香拜神ꎬ所以庙宇因其而香火不断ꎬ亦因其而热闹非

凡ꎮ 庙宇的大小与神的灵验程度不成比例关系ꎬ神像的大小亦是如此ꎮ 神的“灵力”不仅取决于神ꎬ
也取决于生活在信仰空间的人ꎮ 如何充分发挥神灵的“神力”ꎬ这就需要人来设计庙宇中神像的

定位ꎮ
清代岱顶碧霞祠ꎬ正殿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ꎬ配殿左为子孙娘娘ꎬ右为眼光娘娘ꎮ 人们为碧霞

元君创造这两个配神ꎬ主要源于其信仰所具有的东方崇拜的特征ꎮ 一方面ꎬ碧霞元君作为泰山女

神ꎬ其主生的职能历来受到民众的青睐ꎬ子孙娘娘作为其主生职能的化身女神ꎬ看似是一种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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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韩书瑞:«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ꎬ周福岩、吴效群译ꎬ«民俗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３９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的分化ꎬ实则是对碧霞元君信仰的强化ꎻ另一方面ꎬ碧霞元君起源于东方的泰山ꎬ太阳从东方升起ꎬ
能带给人们光明和希望ꎬ由此衍生出了一位能医人眼疾ꎬ给人光明的眼光奶奶ꎮ 人们在设计时紧紧

把握碧霞元君与这两位配神之“源”与“流”的关系ꎬ从而成功扩大了碧霞元君信仰的影响力ꎮ
就泰山地区而言ꎬ岱顶碧霞祠一直是各个碧霞元君祠庙的先驱ꎬ其神灵的布置方式对其他祠庙

极具影响力ꎮ 就山东省域而言ꎬ各地碧霞元君祠庙在神像布置上也大致模仿岱顶碧霞祠ꎮ 峄县西

郊泰山行宫“大殿三楹ꎬ中塑碧霞元君像ꎬ左右配以二女神ꎬ一如泰山庙制”①ꎻ由清代直至民国年

间ꎬ长清县赵官镇泰山行宫ꎬ正殿祀碧霞元君ꎬ东配殿祀百子娘娘ꎬ西配殿祀眼光娘娘②ꎻ但是ꎬ由清

代传留至民国时期的博山县夏庄泰山行宫却出现了中祀碧霞元君ꎬ左眼光司目ꎬ右瘢疹司痘的现

象③ꎮ 虽然一般情况下碧霞元君庙主祀碧霞元君ꎬ附祀眼光娘娘和子孙娘娘ꎬ但也有个别地区的碧

霞元君庙在神像的数目及配神的职能方面ꎬ会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地被赋予时代性和地方性特色ꎮ
就北京的碧霞元君庙而言ꎬ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所祀众神自成庞大体系ꎮ 清人奉宽记载妙峰山

灵感宫的神灵情形如下:“正殿三楹ꎬ奉碧霞、眼光、子孙、瘢疹、送生ꎬ五元君此所谓五顶娘娘

也ꎮ 别祠有九顶娘娘者ꎬ其神牌位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弘德永佑碧霞元君ꎬ眼光圣母惠照明目元

君ꎬ子孙圣母育德广胤元君ꎬ瘢疹圣母保佑和慈元君ꎬ送生圣母锡庆保产元君ꎬ乳母圣母哺婴养幼元

君ꎬ痘疹圣母立毓稳形元君ꎬ催生圣母顺度保幼元君ꎬ引蒙圣母通颖导幼元君ꎮ”④此外ꎬ在京城东岳

庙的娘娘殿也分三组供奉着九位元君娘娘ꎬ中间为天仙娘娘、子孙娘娘、眼光娘娘ꎻ左边为瘢疹娘

娘、引蒙娘娘、乳母娘娘ꎻ右边为培姑娘娘、催生娘娘、送生娘娘ꎮ 可见ꎬ京城碧霞元君庙的神像多为

九位或五位ꎬ这一方面说明由于京城久受皇权熏陶ꎬ“九五之尊”的皇权意识已深入京城民众心中ꎻ
另一方面表明ꎬ北京碧霞元君庙所形成的以碧霞元君为首的女神群体不仅规模大ꎬ而且神职多ꎬ显
得很有气派ꎮ 这固然可以增益当地的碧霞元君信仰ꎬ但全国的神圣信仰中心仍指向岱顶碧霞祠ꎮ

余论

碧霞元君信仰作为一种动态的立体化的综合体系ꎬ其之所以能在民众中流行ꎬ主要源于它的超

强物化性ꎬ即信众能根据对其的信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奉祀活动和仪式ꎬ以此来展现碧霞元君信仰

的内涵和本质ꎮ 除物化性以外ꎬ碧霞元君信仰还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层级性、多元性和发展性等多

重特性ꎮ 我们探讨清代泰山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的情形时ꎬ涉及到了碧霞元君信仰的时代性、区域性

以及层级性ꎮ 其中的时代性和区域性比较好理解ꎬ对于层级性的理解就稍微复杂些ꎬ因为碧霞元君

信仰的层级性其实就体现在“源流”关系中ꎮ 每个信仰的发展都有其各自的渊源与流变ꎬ这是一个

立体化的过程ꎮ 从时间维度来看ꎬ源头与以后的各种支流总是存在一定的时差ꎬ这便是层级性的表

现之一ꎻ从空间维度来说ꎬ发源地与之后的流传地也不可避免地存有空间差序ꎬ具化在空间区域中ꎬ
就会有信仰核心区和辐射区的分别ꎬ这是层级性的又一表现ꎮ 如果单独审视“流”这一层级ꎬ就会发

现其中还包含着诸多层级关系ꎬ如城乡关系、南北关系、沿海与内陆关系等ꎬ这都是需要逐一细化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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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的问题ꎮ
研究清代碧霞元君信仰ꎬ需要考量其生发因缘、演化朝向、递进阶段、精神层第、思想界面、影响

半径以及主客体关系ꎬ甚至需要考虑其在晚清时期与来华西学之关系以及其传统形态的近代化转

型等问题ꎮ 如此等等ꎬ不一而足ꎬ颇费心力ꎬ这绝非拙文所可范围ꎬ至于如何犁扫究竟ꎬ只好俟诸来

日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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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格的形成及德育镜鉴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视角∗①

李国祥　 于洪波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亚里斯多德认为ꎬ优良品格的形成是个体与父母、社会及环境互动与强化进而形成习惯的过程ꎮ 在习

惯习得之初ꎬ尚需外在奖惩手段的辅佐ꎻ随着练习的不断强化ꎬ正向的习惯逐渐成为自然ꎬ最终成为人类浑然不觉

的第二天性ꎮ 品格习得的过程ꎬ不仅关乎“你做什么”ꎬ而且还关乎“你喜欢做什么”ꎮ 品格的习得与完善ꎬ既需要

实践智慧的不断试误与验证ꎬ又需要理性反思的持续萃取与升华ꎮ 抑或说ꎬ需以“中庸”为尺度ꎬ合理地衡量人类天

性中的欲望、欲求和激情ꎬ使之与“何为美德”的理性反思及判断达到均衡一致ꎬ最终获致理性与欲望及情感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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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教育”(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品格形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一直以来分别是中西

方伦理学界长盛不衰的焦点论题ꎮ 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ꎬ“道德”通常是“品格”的上位概念ꎻ
抑或说ꎬ“道德”囊括“品格”ꎮ 中国伦理学界大多探究“道德”ꎬ而较少涉猎“品格”ꎻ而西方伦理

学界则大多探究“品格”ꎬ较少涉猎“道德”ꎮ 究其缘由ꎬ概因东方文化“长于综合”而西方文化

“长于分析”所致ꎮ 如果说ꎬ“道德”属于形上之道的宏观大词ꎻ那么“品格”则可归于形下之器的

微观微言ꎮ 一般而言ꎬ“道德大词”长于立志高远的“治国平天下”ꎬ而失于伦常日用的“格物致

知”ꎻ而“品格微言”则长于亲躬力行的“实践智慧”ꎬ却失于明道救世的“家国情怀”ꎮ 惟其二者

交相借鉴融合ꎬ方可纠偏制衡乃至于中和之道ꎮ 于此而言ꎬ西方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亚里斯多

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ꎬ可谓对二者兼容并蓄且融合贯通ꎬ对肉与灵、义与利、情与理、礼与权等

诸多伦理学的重大命题予以了系统阐述ꎮ 聚焦于“品格发展”的美德伦理学的复兴ꎬ意味着伦理

学的关注重点从规范伦理学所强调的问题“人应该做什么”ꎬ重新转向美德伦理学所追求的“人
应该成为什么”ꎮ②以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中的“品格发展”为视角对相关问题予以探究与比较ꎬ一
则可以追溯西方伦理学关于品格发展的源头、形成机制及其内涵ꎬ二则可以对当下我国道德教育

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借鉴ꎮ

一、品格形成中的天理与人欲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ꎬ亚里斯多德关于品格的论述在诸多方面承继了柏拉图的观点ꎮ 在

６９



李国祥ꎬ于洪波:优良品格的形成及德育镜鉴

«理想国»中ꎬ柏拉图认为ꎬ理性、意志和欲望是灵魂的三个要素ꎻ为了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ꎬ应适度

地分别对三者进行培育ꎮ 例如ꎬ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身健体ꎬ更在于磨练个体坚强的意志品质ꎮ
柏拉图的上述观念ꎬ对西方的教育传统影响深远ꎮ 例如ꎬ英国公学向来重视通过体育来培养学生顽

强的意志品格ꎬ其理论依据甚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ꎮ 柏拉图之所以如此重视通过体育来养成个体

坚强的意志ꎬ是因为他赋予意志一个关键的角色ꎬ即在理性的命令下意志需要对情绪进行控制ꎮ 虽

然柏拉图所认为的道德行为实际上是理性对情绪的控制ꎬ但他也认为这一规则需要其它动机的强

化ꎻ而这些动机其实就是美好的、积极的品格ꎬ它们是意志的对等物ꎮ 进而言之ꎬ柏拉图认为意志本

身就是经过正确训练而培养的情感(ａｆｆｅｃｔ)ꎬ亦即一系列明智的、慎思的、有序的喜怒哀乐ꎮ
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品格学说多有承继ꎬ但二者的分歧亦显而易见ꎮ 首先ꎬ亚里斯多德的

伦理自然主义(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反对将人的灵魂、思维、理性与肉体的感觉、知觉、欲求隔离开

来ꎮ 他认为ꎬ美德蕴含着适度的情感和欲望ꎬ品格不仅关乎“你做什么”而且还关乎“你喜欢做什

么”ꎮ 于此ꎬ他断言:不以高尚的行为为快乐的人ꎬ就不是好人ꎮ① 其次ꎬ人类有自己专属的目标

追求———“向善”ꎮ 他认为ꎬ人的灵魂是人性的代表ꎬ任何生命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ꎬ而质料就

是肉体ꎬ形式就是灵魂ꎮ② 对善的追求不是质料(ｇｒｏｓ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属性的精神超越ꎬ而是人类努力

的自然结果ꎬ正是这种努力造就了高贵与富有活力的人生ꎮ 幸福作为“最高善”存在于现实的日

常活动之中ꎬ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去做”ꎬ而且要“做得好” (ａｃｔｉｎｇ－ｗｅｌｌ)ꎮ 就如同奥林匹克运

动会不可能把桂冠戴在最强壮的人头上ꎬ而是戴在参与竞技且“做得好”的人头上ꎮ 幸福亦是如

此ꎬ它犹如一顶桂冠ꎬ总是戴在那些因“做得好”而获得高尚与善的人头上ꎮ 这样的生命本身即

令人愉悦ꎬ这种高贵的愉悦也是灵魂的习惯ꎮ 亚里斯多德把美德与幸福联系在一起ꎬ认为一切引

发人快乐和幸福的行为都是善的ꎬ只要这些行为出自于善良的品格ꎮ③ 再次ꎬ优良品格暗含了由

正当的欲望、激情和欲求所激发的道德动机ꎬ这意味着人类天性中的情感始终天然地(而非偶然

人为地)根植于任何有关优良品格的养成之中ꎮ 同时ꎬ这也意味着亚里斯多德没有贬低甚或否

认对包括财富、荣誉、快乐等任何事物为对象的“欲求”(ａｐｐｅｔｉｔｅ)ꎮ 亚里斯多德把这些称之为幸

福所必需的“外在善”ꎬ舍弃这些“外在善”ꎬ人就很难做高尚的事情ꎮ 抑或说ꎬ缺少了它们ꎬ人类

的福祉就会变得黯然失色ꎮ 亚里斯多德认为ꎬ可爱的子女、高贵的出身、健美的身材、适当的友谊

等ꎬ对幸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他也没有否认更为基础的、单一的、对肉体快乐的“欲望”
(ｄｅｓｉｒｅ)ꎮ 最后ꎬ亚里斯多德认为如果没有激情、欲望和欲求ꎬ也就无所谓诸如公正、诚实、自律、
勇气和仁慈等优良的品格ꎮ 因为一个不热爱真理的人不会诚实ꎻ一个不渴望公正的人不会有正

义感ꎻ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不会有同情心ꎻ一个没有经历过恐惧的人不会感受到勇气ꎮ 鉴于此ꎬ
亚里斯多德认为优良品格的目的是对人类天性的完善和履行ꎬ而非否认和压抑ꎮ

对亚里斯多德而言ꎬ“道德实体”(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ａｇｅｎｔｓ)绝不能仅仅退缩到纯粹的理性沉思ꎬ因为

在这种理性沉思中身体的感觉与欲求无足轻重ꎮ 他坚持认为ꎬ不是道德理性界定了善ꎬ而是它帮

助我们成为善良者ꎮ 道德“慎思”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实际上是“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的显著特点ꎬ
“慎思”是达到以善为目的的有效途径ꎬ这种精心策划的“慎思”宜于实现艰难的“道德承诺”
(ｍｏｒ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而实践中的“道德承诺”ꎬ往往与如何管理好人类的情绪和欲望相关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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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智慧”中ꎬ理性和欲望不可须臾分离ꎬ是一个和谐的整体ꎮ① 由此可知ꎬ亚里斯多德认为品

格之形成ꎬ其实就是把美德培养与情感教育融为一体ꎬ并使二者和谐共生ꎮ 抑或说ꎬ应该合理地

安置人类天性中的欲望、欲求和激情ꎬ使之与美好的道德慎思达到和谐统一ꎮ②

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灵魂”、“思维”和“理性”类似于儒家的“天理”ꎻ而其所谓“欲望”、“欲
求”和“激情”则相当于儒家的“人欲”ꎮ 天理与人欲的关系ꎬ向来为儒家所重ꎮ 诸如ꎬ«礼记»载
孔子所言“饮食男女ꎬ人之大欲存焉”ꎬ«论语»中孔子曰“富与贵ꎬ是人之所欲也ꎬ贫与贱ꎬ是人之

所恶也”ꎬ以及“贫而无怨难”ꎬ乃至于«孟子»中告子所说“食色性也”等ꎬ都承认并肯定“饮食”、
“男女”以及“富贵”等所谓的“人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天性ꎬ即孔子所谓的“性相近”ꎮ 儒

家认为ꎬ天生的“人欲”之性ꎬ并无善恶好坏之分ꎮ 得孔门心传的曾子在其所作的«大学»中ꎬ也仅

言“明明德”、“格物致知”以至于“修齐治平”ꎻ孔门嫡传的子思所作«中庸»ꎬ亦只讲“天命之谓

性ꎬ率性之谓道”ꎬ而绝口不言“人欲”之天性善恶与否ꎬ足见与生俱来的“人欲”之天性并无善恶

好坏高下之分ꎮ 那么ꎬ导致人们后天品格之差异的原因何在? 孔子认为ꎬ乃“习相远”所致ꎮ 此

处之“习”ꎬ既是伦常日用而不自觉的积习成惯ꎬ又是心之“反身而诚”的结果ꎬ颇似亚里斯多德所

谓“反思”式的“实践智慧”ꎮ 抑或说ꎬ心习于善则善ꎬ心习于恶则恶ꎮ 遗憾的是ꎬ宋大儒朱熹所言

“存天理ꎬ灭人欲”ꎬ自近代以来被一再误读为:要发扬光大传统道德之“天理”ꎬ就必须要根绝“饮
食男女”之“人欲”ꎮ 实际上ꎬ朱熹自己对“存天理ꎬ灭人欲”之命题解释得明白无误:“饮食ꎬ天理

也ꎻ山珍海味ꎬ人欲也ꎻ夫妻ꎬ天理也ꎬ三妻四妾ꎬ人欲也ꎮ”③由此可见ꎬ朱熹认为正常的“饮食”和
“夫妻”属于需要“存”的“天理”ꎬ而只有那些穷奢极欲的“山珍海味”和“三妻四妾”才是要“灭”
的“人欲”ꎮ 可见ꎬ朱熹所谓“存天理ꎬ灭人欲”之命题ꎬ恰恰发扬了儒门“中庸”之正道ꎮ 后世为

政者、学界及民间对该命题非此即彼的二元式误读ꎬ诸如“大公无私”和“大义灭亲”等ꎬ或出于别

有用心ꎬ或因学养不及ꎬ或因以讹传讹ꎬ以至于其流弊造成了深重的政治、文化乃至教育的灾难ꎮ
学界通达的学者ꎬ对此不可不察ꎬ且当纠偏革弊ꎬ以正视听ꎮ

二、品格形成中的情感与理性

情绪可教吗? 有些哲学家认为ꎬ既然情绪(ｅｍｏｔｉｏｎｓ)是情感(ａｆｆｅｃｔ)的消极状态ꎬ那么它就是

与理性行为相互割裂的ꎮ 这似乎表明情绪教育的空间是狭小的ꎬ因此我们与其忍受情绪ꎬ还不如

对其进行控制和压抑ꎮ 然而ꎬ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诸如贝德福德(Ｂｅｄｆｏｒｄ )④、所罗门( Ｓｏｌｏｍｏｎ)⑤

等ꎬ都反对把情绪视为消极与非理性的生活体验ꎮ 他们认为ꎬ对情绪的理解不能完全与理性判断

相剥离ꎮ 脱离了客观对象ꎬ我们不可能理解包含愤怒、恐惧、憎恨、嫉妒和羡慕等在内的情绪体

验ꎬ因为客观对象乃情绪所指所依ꎮ 情绪是产生于人的基本欲求是否得到满足的主观体验ꎬ欲求

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客观实体ꎬ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ꎮ 实践智慧证明ꎬ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凭空产生

的喜、怒、哀、乐ꎮ 故而ꎬ情绪不仅有明确的指向ꎬ而且也有明确的现实基础ꎮ 与此同时ꎬ如果没有

人类思想和理性判断作为参照ꎬ我们对客观对象的辨认与表达也是不可能的ꎮ 举例而言ꎬ倘若一

个人理性地判断某个事件的状态是危险的ꎬ他才会体验到恐惧ꎻ倘若是惹人烦忧的ꎬ他才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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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烦恼和憎恨ꎮ 由德性伦理学观之ꎬ在理性判断的引领下所有的情绪体验过程总是指向引起这

种情绪的事件或客观对象ꎬ情绪体验不亚于人类思想、信念和有意识的理性判断及思维活动ꎮ 大

凡概因ꎬ情绪体验亦不能与理性判断相剥离ꎮ
由是推断ꎬ人类与旷野上的野兽就有了本质的区别ꎮ 人类不会仅仅满足于体验恐惧和愤怒ꎬ

还渴望针对“正确的目标”或“正确的人”ꎬ在“正确的动机”驱使下ꎬ运用“正确的方式”适度合理

地感受和表达这些情绪ꎮ 因此ꎬ优良品格或多或少等同于“正确情绪状态”的体验ꎮ① 就此而言ꎬ
品格教育和情感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ꎮ 这种体验的正确性ꎬ建立在特定环境中对何为符合道德

之事物的慎思基础上ꎮ 亚里斯多德对美德的解析既反对禁欲主义(ａｓｃｅｔｉｃｉｓｍ)式的压抑ꎬ亦不赞

同对所谓消极的激情、欲望和欲求予以彻底消灭ꎮ 相反ꎬ他认为恐惧、愤怒和欲望在人类“兴旺

发展”(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的过程中占有近乎完美的位置ꎬ绝不能将其视为先天的消极或恶ꎮ 因为在有

些正义场合ꎬ若是没有愤怒或义愤那将是不道德的ꎻ这种不道德属于“麻木” (ｎｕｍｂ)ꎬ是一种情

绪表达极其不足的表现ꎮ 一个民族的麻木是因为持续的情绪压抑而丧失了起码的道德直觉ꎬ以
至于很难在短时期内被唤醒ꎮ 尚若在危难之际也表现得出奇的坦然与自若ꎬ他们就很难发现特

定情境中的伦理问题ꎬ并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ꎬ这样的民族在品格上必定具有不容置疑的瑕疵ꎮ
个体亦复如此ꎮ 长期恪守过分严酷的礼仪和规范ꎬ会使一个人不自觉地压抑基本的喜、怒、哀、乐
等基本情绪ꎬ最终会丧失起码的尊严与勇气而沦为一个麻木不仁的人ꎮ 杜威认为ꎬ没有“冲动”
(ｉｍｐｕｌｓｅ)就没有习惯ꎬ没有习惯就没有经验生长ꎬ没有经验生长就没有教育ꎬ没有教育就没有民

主ꎮ 杜威所认为的民主不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ꎬ而是一种生活方式ꎮ 杜威之所以认为教育无目

的ꎬ是因为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ꎬ它自身就以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为内在的“善”与“目的”ꎮ
这种民主生活方式不仅可以让儿童自由表达思想ꎬ而且还可以适度地表达情绪和情感体验ꎮ 在

久而久之的经验中ꎬ儿童会合理把控自己的情绪和情感ꎮ 诸如此类的情绪都与美德融为一体ꎬ犹
如欲望的适度表达之于人类的延续与兴旺ꎬ它实现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种群生命无限性的和

谐统一ꎮ 可见ꎬ对情绪的压抑或消灭ꎬ很难与良好品格的养成相容ꎮ
学界大多公认ꎬ我国传统哲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实践理性主义ꎮ 实则ꎬ传统儒家特别强调“情

理不二”抑或“情理一体”ꎮ 儒家鼻祖孔子哲学的精粹ꎬ可谓“仁学”ꎬ即“爱人之学”ꎮ “仁学”的
起点或根本ꎬ是家庭中的“孝”ꎬ正如«论语»所谓“孝悌也者ꎬ其为仁之本与”ꎮ 儒家认为ꎬ子女之

“孝顺”与父母之“慈爱”ꎬ皆始于家庭中的“亲亲”之情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最本真、最自然的日

常人伦情感ꎮ 孔子的伟大之处ꎬ就是在彼时农耕社会最基本、最稳定、最重要的组成细胞即家庭

中ꎬ找到了维系封建礼乐文化的情感之根———“孝”ꎮ 随之ꎬ以“孝”的“亲亲”之情为起点ꎬ培养

出对他人的“忠恕”之情感和德性ꎬ进而通过“忠恕”推广“仁”或“泛爱众”的道德理想ꎬ最终达到

“泛爱万物”的道德境界ꎮ 儒家的亚圣孟子ꎬ将这个“情理一体”的展开和推广过程ꎬ归结为“亲亲

而仁民ꎬ仁民而爱物”ꎮ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ꎬ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浑然一体ꎬ人们于不觉之中达

到至高的道德境界ꎮ 在当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下ꎬ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偏执于道德理性与

道德情感二元论ꎬ其偏颇及其危害堪当以亚里斯多德和孔门之先见之明为纠偏救弊之鉴ꎮ

三、品格形成中的礼与权

“中庸之道”(ｇｏｌｄｅｎ ｍｅａｎ)乃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精髓所在ꎮ 然而ꎬ其中庸之道及其在日常

９９
①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Ｉ ６ꎬ１１０６ｂ１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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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现实政治中的适用性等问题ꎬ时常招致学术界的诘难和非议ꎮ 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

就认为ꎬ亚里斯多德式的公民领袖只能引领民众穿行于公正与不公正之间的“中间道路”ꎮ① 然

而ꎬ罗素对亚里斯多德“中庸之道”的诘难ꎬ并非完全合情合理ꎮ 若以罗素自己所引证的例子来

分析ꎬ人们也很难清晰地得出道德正义必须无条件地、永恒地服从于公正原则的结论ꎮ 如果一切

如罗素所愿ꎬ那么在分配福利、公共服务和利益时ꎬ就会拒绝考虑个人的实际情况与具体因素ꎮ
而现实并非如此ꎬ譬如ꎬ就教育系统内部而言ꎬ如果要使基本的社会公正目的得以实现ꎬ那么教育

政策制定者就应该认识到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需要额外的教育资源予以补偿ꎮ 这是一个民主社

会在贯彻民主时需要考虑的民主的补偿性原则ꎮ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也遵守这样的补偿

原则:平等对待条件不平等的人和不平等对待条件平等的人均属于不公正ꎬ其结果别无二致ꎮ 中

庸的原则其实在公正、勇敢、克制、热情等方面ꎬ都具有普遍适应性ꎮ②

至此ꎬ亚里斯多德关于“中庸之道”的核心观点业已清晰ꎬ其不外乎是实践智慧应当关心人

类在纷呈复杂的生活中对情感与欲望的道德管理(ｍｏ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而这些情感与欲望在理

性层面上对个人和社会的兴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ꎮ 这必然会运用理性的秩序和尺度来处理人类

天性中的自然欲望、情绪和倾向以及更为宽泛的欲求ꎬ以避免过分或不足ꎬ而非对其进行压抑或

消灭ꎮ 如前文所及ꎬ倘若一个人在危险环境中感受到太过分的恐惧ꎬ他就是一个怯懦的人ꎮ 但

是ꎬ如果一个人在危险的环境中丝毫没有恐惧的体验ꎬ那么他也绝对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勇敢的

人ꎮ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面对危险完全缺乏恐惧感而在逻辑上排除了勇气ꎬ而是这种无所畏惧会

滋生罪恶的愚蠢或鲁莽ꎮ 同样的道理ꎬ虽然暴饮暴食或酩酊大醉都属于一种违背节制的原罪

(ｓｉｎ)ꎬ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者由于彻底否认了完全自然的、愉悦的和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
色”之欲ꎬ对亚里斯多德而言也是一种“恶” (ｖｉｃｅ)ꎮ 这种“恶”虽然算不上“邪恶”ꎬ但也是一种

“过分之恶”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慷慨是一种美德ꎬ吝啬和贪婪属于恶ꎻ但无原则的、愚蠢的、浪费式

的“给予”(非理性慷慨)ꎬ则是另外一种恶ꎮ 可见ꎬ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优良品格的培养与习得

过程ꎬ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培养和习得适度的情感和欲望的过程ꎮ 于是ꎬ作为德性目标的

中庸ꎬ也就成为用以衡量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与他人关系、行为方式及目的的尺度ꎮ③

中庸的蕴义除了在过分和不及之间把握好适度之外ꎬ也要求人们能根据实践智慧合理、适度

地掌控好道德规则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协调关系ꎮ 应该说ꎬ亚里斯多德也相信有“普遍的道德法

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他并非所谓的道德虚无主义者ꎮ 他确信ꎬ合理的道德反应来自于

反思性的判断ꎬ来自于道德的实践智慧ꎮ 这种智慧需要个体经历各种突发事件ꎬ并逐渐掌握“权
变”时所需的、明智的应变能力ꎮ 而这种能力常常以直觉的形式出现ꎬ因为具体情境中的道德判

断往往是稍纵即逝的ꎮ
正如战国时期淳于髡诘难孟子:“男女授受不亲ꎬ礼与?”孟子曰:“礼也ꎮ”曰:“嫂溺ꎬ则援之

以手乎?”曰:“嫂溺不援ꎬ是豺狼也ꎮ 男女授受不亲ꎬ礼也ꎻ嫂溺ꎬ援之以手者ꎬ权也ꎮ”④礼ꎬ乃普遍

的道德法则ꎻ权ꎬ乃因时因地之制宜ꎮ 有学者认为ꎬ权是发乎常理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不违礼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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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事制宜地、灵活地实现礼的规定ꎮ① 事实上ꎬ亚里斯多德关于规则与判断之间的妥协与协

调ꎬ亦类似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ꎬ或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权衡ꎮ 因此ꎬ虽
然勇气之于怯懦、同情之于冷漠等都是优良的品格ꎬ但勇气和同情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适宜

性界定ꎬ切不可一概论之ꎮ

四、品格形成中的行为与反思

近代伊始ꎬ功利主义者一直过分地解读亚里斯多德关于品格教育的实践性观点ꎮ 他们忽略

了亚里斯多德对理性和反思层面的关注ꎬ仅仅将亚里斯多德的品格教育视为盲目的训练或对社

会规则进行简单的“刺激－反应”ꎮ 亚里斯多德的确把儿童早期的品格教育比喻为一种类似技能

的启蒙ꎬ但他一直努力把美德作为一种个人的品格与技能区分开来ꎮ 他坚持认为ꎬ美德智慧不是

一种技能方面的技术性智慧ꎮ 为此ꎬ亚里斯多德把作为道德的“实践智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的价值与

教人如何做的“技艺”(ｔｅｃｈｎｅ)区别开来ꎮ 简言之ꎬ品格发展的精髓在于:作为一个道德实体ꎬ如
何在相应的道德情境中对自己的行为能够“思考得好”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ｅｌｌ)ꎮ 这种思考可称之为“实
践智慧”ꎬ它包括行为前的“慎思”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和行为后的“反思”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ꎮ 对亚里斯多德

而言ꎬ一旦目标确定ꎬ实践智慧常常等同于“慎思”ꎮ 慎思不是纯理智活动ꎬ不是理论思辨ꎬ而是

关于行为的ꎮ 对行为的慎思ꎬ是采取正确行动的前提条件ꎮ②

事实上ꎬ把亚里斯多德的“品格伦理学”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和后来的功利主义道德理论相

比较ꎬ并非是在品格伦理学和规则伦理学之间做一个划分ꎬ而是要突出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对“伦
理判断”(ｅｔｈ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的重视远超于“规则”ꎬ因为所有严谨的伦理学都包含有规则与品格的

双重取向ꎮ 虽如前文所及ꎬ亚里斯多德的确认同普遍的道德规则ꎬ但是道德行为的最终目标不是

让人仅仅遵从规则ꎻ确切而言ꎬ如果没有根据特定的环境即对规则做出理性的调整而一味地盲从

规则ꎬ就很容易导致更坏而非更好的结果ꎮ 譬如ꎬ如果不考虑个体的社会境遇ꎬ以正义的名义把

有限的资源和福利进行平均分配ꎬ其实质无疑就是一种非正义ꎮ
人们虽然愿意遵从特定的道德规则ꎬ诸如诚实、节制、正义等ꎬ但却厌恶禁令式的规则ꎮ 在

“有德性的人”(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ａｇｅｎｔｓ)和“道德规则盲从者”之间ꎬ亚里斯多德做了极其清晰的阐述和划

分ꎮ 他认为ꎬ品格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立善修德ꎬ即有德性的人是那些在人性所及范围内达到一

定程度的理性判断ꎬ且于欲望、情感、愿望之间达到和谐者ꎬ即“节制的人”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ｎｃｅ ａｇｅｎｔｓ)ꎮ
“节制的人”已经不再有坏的欲望ꎬ他们在没有得到快乐或回避快乐时没有痛苦ꎬ他们在适当的

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欲求适当的事物ꎮ 因此ꎬ有德性的人是节制的ꎬ因为节制之人的欲望部分合乎

罗格斯的要求ꎮ③ 相对而言ꎬ“自制的人”(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ｓ)依旧有坏的欲望ꎬ虽然“自制的人”一
直会坚持做他们认为符合道德规则的事情ꎬ但他们常常不具备“节制的人”所拥有的道德目的的

和谐统一性ꎬ他们会常常受到与美德相冲突的动机的强烈干扰ꎮ

五、亚里斯多德品格发展观的德育镜鉴

亚里斯多德品格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循循善诱使个体做符合道德的事情ꎬ而且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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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体渐渐养成“向善的心性”(ｄｅｓｉｒ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ｉｇｈｔ)ꎮ 亚里斯多德实践智慧的目的在于依照情感

和欲望的适度(中庸)原则而进行理性判断与度量ꎮ 实践智慧是极其有效的ꎬ其培养必须考虑情

感与情绪的可教性ꎮ 研究业已表明ꎬ“前理性”(ｐｒ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人类的原始情绪和野兽是很难适合

教育的(虽然可以对其训练)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理性的约束与引领ꎮ 然而对于理性主体的现代

人而言ꎬ其情感已经与理性判断有潜在的联系ꎬ它们在观念转化与调整方面能保持相当的可融性

和可塑性ꎮ
在教育层面ꎬ如何做到理性与情感和欲望的统一完整性? 亚里斯多德认为ꎬ这种完整的统一

最初基于儿童所养成的良好行为习惯ꎮ 在对儿童进行早期训练中ꎬ成人的良好行为榜样是不可

或缺的因素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这种习惯的养成仅仅是一个起点而非品格培养的最终目的ꎮ 舍此ꎬ
就无法理解«尼各马可伦理学»最为核心的品格解读———实践智慧ꎬ即慎思与理性判断ꎮ 实践智

慧不仅关乎到对行为结果的理性评估ꎬ也关乎到如何选择实现道德承诺的方法ꎮ 事实上ꎬ通过亚

里斯多德对自制与德性之间的划分ꎬ亦可以洞悉在教育哲学的层面自律与他律之间的界限ꎮ 亚

里斯多德品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律者ꎮ
与“自制者”相对立的是“不能自制者”(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或自制障碍者ꎮ 后者虽然通常也知道何

为对错ꎬ但是他们仅有一定感性的道德知识ꎮ 当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欲望时ꎬ他们所拥有的不是知

识而仅仅是意见ꎮ 他们虽然具备初步的道德认知能力ꎬ从而能大致把握一些道德原则ꎬ但却由于

受自身欲望或情感的驱使ꎬ致使其不能根据道德认知在道德原则内合理行事ꎮ 他们会出于情感

而做他们知道是恶的事ꎬ因此他们常常充满了悔恨ꎮ 亚里斯多德认为ꎬ不能自制和恶、兽性一样ꎬ
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品质ꎮ “自制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是那些他律者ꎬ他们仅仅遵从于规则ꎬ但没有形成

完善的自我ꎬ因此他们内心充满各种道德动机的冲突ꎬ进而给他们带来痛苦、失望等消极情绪ꎮ
只有“美德品格”(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或称“节制的人”(ｔｅｍｐｅｒａｎｃｅ ｏｒ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ꎬ即使是在道德

普遍法则不具备适应性的情况下ꎬ也能在变化的环境中根据实际情况ꎬ运用实践智慧准确地判断

是非ꎬ在理性、欲望、情感的和谐统一下自然采取正确行为ꎮ 有学者认为ꎬ所谓节制是受理智支配

而不做明知不当之事的行为ꎬ因而极其符合道德目的ꎬ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善ꎮ① 与节制相反的是

“放纵”(ａｃｏｌａｓｉａ)ꎮ 亚里斯多德认为放纵应当受到谴责ꎬ放纵的人只追求快乐的感觉ꎬ这种感觉

是人作为动物所具有的感觉ꎬ而不是作为人所独有的感觉ꎮ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ꎬ他们出于

选择而追求过度的而不是必要的动物式的快乐ꎮ 亚里斯多德认为这种人不知悔改ꎬ因而无药可

救ꎮ 可见ꎬ品格形成过程首先要从保护好人的天性或从杜绝“放纵”开始ꎮ 亚里斯多德认为ꎬ虽
然放纵之人的具体行为出自于意愿ꎬ但他们的品格却不出自于意愿ꎬ因为没有人想成为放纵的

人ꎮ② 人类有“趋善”的天性ꎬ童年品格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创设良好环境以保护这一天性ꎮ 在此

基础上ꎬ通过克服“不能自制”并渐渐形成“自制”的良好道德习惯ꎬ进而在慎思与反思的理性参

与下逐渐形成以中庸为尺度的实践智慧ꎬ最后在道德自觉抑或德性的引领下通过立德修善达到

“节制”ꎬ即理性、欲望和情感的和谐统一ꎮ
总之ꎬ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ꎬ亚里斯多德对培养良好品格的发展过程作了极为细致的论

述ꎮ 首先ꎬ考虑到品格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导向ꎬ因此最基本的过程当属对其良好行为进行训

练进而形成习惯ꎮ 事实上ꎬ亚里斯多德明确地表示美德之习得犹如实用技能的练习ꎬ人们变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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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德的过程犹如人们成为熟练的乐器演奏师一样ꎬ其核心秘诀在于日常练习ꎮ 西谚有所谓

“熟能生巧”(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ꎬ孔子亦有“学而时习之ꎬ不亦说乎!”之叹ꎮ 优良的品格和美

德之习得ꎬ亦复如此ꎮ 其次ꎬ父母和老师要利用一切机会“强化”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儿童具备勇气、
自制和体谅等方面的优良品格ꎮ 因为儿童的道德教育ꎬ要牢牢地根植于在优良的环境中所养成

的良好习惯ꎮ 如此一来ꎬ当儿童面对小的挫折、轻微的伤害或小事故时ꎬ他们应该被鼓励要成为

勇敢者ꎮ 诸如ꎬ就餐时不能因为某道菜或甜品可口而占有超出自己的份额ꎮ 这样教育他们不仅

仅是要孩子戒除贪婪ꎬ而且要他们学会公正、体谅地对待他人ꎮ 生活中的品格教育所起的作用主

要在于长善救失ꎬ防微杜渐ꎮ 亚里斯多德认为ꎬ“哲学的高谈阔论”(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对品

格培养于事无补ꎬ除非我们能充分地利用儿童的经验ꎬ尤其是他们的早期经验ꎮ① 教育者通过

“顺其所易ꎬ矫其所难ꎬ成其美ꎬ变其恶”ꎬ方能达到教育目的ꎮ② 最后ꎬ习惯的养成除了利用生活

中的种种机会给予强化之外ꎬ第三个关键方法就是“榜样”(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 儿童的行为模式是

通过周围的人逐渐塑造起来的ꎬ因为儿童易于受到父母、老师等良好行为的影响而追求更好的行

为ꎬ这必然要求教育者有责任为自己提出普遍的、高标准的道德诉求ꎮ③ 在学校教育中ꎬ教育者

与学生的关系最为直接密切ꎮ 教育者自身的品格是影响师生交往品质的核心因素ꎮ 因此ꎬ教育

者当以身作则ꎬ重视言传身教ꎬ而且身教的作用更为突出ꎮ④ 言传的作用倾向于强化ꎬ旨在通过

生活中对儿童的耳提面命达到习惯的养成ꎻ身教则侧重于榜样ꎬ旨在生活中为儿童提供行为标准

而达到良好的模仿效果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品格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策

略ꎬ而是具备博雅教育的基本特征ꎮ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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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知”性质探微

———兼论其对学科教学的启示∗①

王康宁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老子“道知”须臾不离对“道”的阐释ꎬ“道”的特性既构成自身又构成有关自身的知识ꎮ 老子“道
知”所具有的先在合理性、不可尽言性、善性、工具性等性质ꎬ源于老子所预设的“道”ꎬ又反过来规定并揭示“道”
的属性ꎮ 探析老子“道知”的性质ꎬ一则可以深化对老子知识论的研究ꎬ有助于人们区分老子知识的类型以及明

晰其“道知”的特征及范畴ꎻ二则可与当今知识尤其是学科知识形成比照ꎬ揭示古今知识的相通和差异之处ꎬ并
对当前学科教学产生启示及借鉴ꎮ

关键词:　 老子ꎻ“道知”ꎻ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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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 “先秦道家道德谱系及德育镜鉴———以老子为中心的考察”
(ＢＯＡ１４００２４)和山东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青年项目)“老子道德理论的德育转化与利用研究”(１７ＤＪＹＪ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９２ 页ꎮ

　 　 对于老子“道知”的探究ꎬ属于传统知识论哲学的范畴ꎮ 作为一种以探究“存在”为主旨的知

识ꎬ老子“道知”即是以“道”为核心而构成的ꎬ旨在揭示“道”的知识ꎮ 在知识论哲学中ꎬ“存在作

为一种对象ꎬ可以而且必须像科学一样ꎬ用逻辑范畴去予以表达和把握”②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传统

西方哲学“天人分殊”的思维路径ꎬ对“存在”知识的研究可以形上形下二分ꎬ而此种情况依着中

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道器不离”的特征则不尽然ꎮ 本文抛却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ꎬ是否有

知识论以及老子是否“反知”等历史辩论公案ꎬ以老子“道论”的存有作为研究的可行性辩护ꎬ观
照老子思想的特色、探究老子“道知”ꎬ通过古今对比达成“古为今鉴”的目的ꎬ以期对当前知识观

尤其是学科教学产生启示ꎮ

一、“万有之源”:“道知”的先在性

１９ 世纪的实证主义代表孔德(Ｃｏｍｔｅ)认为ꎬ人类的知识必须经历“神学”、“形而上学”与“科
学”三个阶段ꎮ 在我国理论界ꎬ石中英也曾将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或神

话知识型”、“古代或形而上学知识型”、“现代或科学知识型”、“后现代或文化知识型”ꎮ 大致而

言ꎬ神话知识型的存在时间应主要对应中国先秦三代之前的历史时期ꎻ古代或形而上学的知识型

在中国则缘起于先秦三代时期ꎬ称其为古代知识型主要是将社会阶段作为划定标准ꎻ现代知识型

以及后现代知识型则应指称近代以来的两种知识类型ꎮ
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ꎬ从时空上划分属于古代社会ꎬ其知识属于形而上学知识型ꎮ 古代知识

作为形而上学知识型ꎬ是从某一特殊的本源派生出来的ꎮ “在古代言意范式中ꎬ物自身或者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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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终极存在被视为知识的来源ꎬ人通过对这个来源的直观和内在的理性反思而获得知识”①ꎬ
形而上学的知识是揭示世界“本体”的知识ꎮ

作为揭示“本体”的知识ꎬ本体的逻辑优先性决定了本体知识的先在性ꎮ 三代时期ꎬ天的观

念早已存在ꎬ人们在面对诸多不解的自然现象时ꎬ往往向天发问ꎬ希翼从神秘莫测的天那里找到

答案ꎮ 彼时ꎬ人世间的一切自然现象以及人事变动ꎬ均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天的作用ꎬ人们因此

敬天、崇天、畏天ꎮ 西周之时ꎬ人们多将天视为主宰ꎬ考虑自然事物从天之“大”着眼ꎮ 然而ꎬ老子

构建了“以道统天”的自然图景ꎬ在老子语境中ꎬ“道”为至大ꎬ为通观世事的制高点ꎮ 在先秦诸子

中ꎬ唯有老子抬手将天拉入道之下ꎮ 正如胡适所说:“老子的最大功劳ꎬ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ꎬ
别假设一个道”②ꎬ使道成为天的法则ꎬ即所谓“天法道”ꎮ 天地所法之道为永恒不变之“常”道ꎬ
为周行不殆之“大”道ꎮ 道为万物之所“奥”ꎬ生养并包容万物ꎬ万物由其出ꎮ “道”ꎬ这个原本包

含所有的“大无”ꎬ衍生出不可尽数之“万有”ꎮ 一切可见、可感之物皆带有道之特性ꎬ形而上的

“大无”之道赋予万物成其自身的自然之道ꎻ万物依着各自之自然ꎬ成其本来该有之形质、态势ꎮ
在老子那里ꎬ作为终极原理的“道”替代之前的“天”ꎬ成为人们生活的原理和法则ꎬ成为人们

知识的来源ꎮ 正如有学者所说:“知识是宇宙这部戏剧的一部分ꎬ并且为一种宇宙的效用服务ꎬ
那就是‘道’的成就ꎮ”③老子对于“道”之先在性的肯定与之前将“天”作为“父”相仿ꎮ 所不同处

在于ꎬ老子将“道”视为万物之“母”ꎮ “天下有始ꎬ以为天下母”(通行本«老子»第五十二章)ꎬ王
弼注曰:“母ꎬ本也”ꎮ 在老子看来ꎬ“母”有资格作为天地万物的最初生产者ꎬ是天地万物之初始ꎮ
“道者ꎬ万物之奥”(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二章)ꎮ 据河上公所注«老子»ꎬ“奥”字是“藏”的意思ꎮ
王弼注曰“可得庇荫之辞”④ꎬ即说万物皆藏于“道”之中ꎬ“道”蕴含着万物生存发展的一切可能

和潜力ꎮ “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二章)ꎮ 天地为“一”所生ꎬ
“一”为“道”之别称ꎬ故可以推论ꎬ“天”由“道”生ꎮ 老子反复强调“有物混成ꎬ先天地生ꎬ寂兮廖

兮ꎬ独立不改ꎬ周行而不殆ꎬ可以为天下母”(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ꎬ再次认定道具有成为天

下“母”之资格ꎬ肯定了道的先在性ꎮ
作为先在的宇宙之“母”ꎬ人们对于本体之“道”的认识ꎬ共同构成获得关于“道”的知识的前

提及过程ꎮ 按照哲学中认识论与知识论之间的紧密关系ꎬ对于道的定位及评价ꎬ是融意见显现及

知识建构于一体的过程ꎮ 对于本体之道所持的观点ꎬ即构成有关道的知识ꎮ
深入分析«老子»ꎬ可得见“道”的逻辑优先性与“道知”先在性的直接关联ꎮ 老子将道预设为

“帝之先”、“万物之所奥”ꎬ并设定了“道”的“恍惚”、“玄妙”、“周行不殆”的属性ꎬ却并未给予人们

“道”何以如此的原因ꎬ亦未对“道”何以如此的必然性作出阐释ꎮ “(老子)并未告诉我们ꎬ‘道’是如

何作为一个综合的、全面渗透的并且无所不能的过程ꎬ作为大千世界永不枯竭的源头ꎬ作为智慧和

幸福的源泉而存在的ꎮ”⑤老子对于“道”之书写的笃信ꎬ在于其将“道”视为理所当然、无需证实、不
容怀疑的存在ꎮ 在老子看来ꎬ形而上之道是不证自明的存在ꎬ其作为宇宙自然终极原理、法则的身

份角色是业已既定、无需怀疑的ꎬ其所具有的万物之“母”的高位是本应如此的自然状态ꎮ
本体之道的逻辑优先性与不证自明性ꎬ使得关于形上之道的知识具有先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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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不尽道”:“道知”的不可尽言性

老子形上之“道”恍惚、玄妙的特性ꎬ使得道不可尽言ꎮ 自古以来ꎬ对于形上终极的解说及呈

现ꎬ人们总是表现出无奈ꎮ 佛家有言:“无相之体ꎬ同真际ꎬ等法性ꎬ言所不能及ꎬ意所不能思ꎬ越
图度之境ꎬ过称量之域ꎮ”①道家庄子亦言:“道不可言ꎬ言而非也ꎮ” “言之所不能论ꎬ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ꎬ不期精粗焉ꎮ”②老子对“道”的形上属性的规定ꎬ同样使得关于“道”的知识不可尽言ꎮ
“道知”不可尽言可通过老子对“道”的反复言说予以体现ꎮ

通观«老子»五千言ꎬ其中虽有对“道”的多次解说ꎬ却无一处肯定无疑之语气ꎬ无一处盖棺定论

之言辞ꎮ 在«老子»中ꎬ“道知”不能尽言体现为老子对道的谨慎言说ꎮ “有物混成ꎬ先天地生吾

不知其名ꎬ字之曰道ꎬ强为之名曰大”(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ꎮ 在为“道”命名时ꎬ老子认为将

终极原则命名为“道”仅是“勉强”的称谓ꎮ 老子极力宣称道之名称的未定性ꎬ目的在于表明言说的

局限性ꎮ 此外ꎬ«老子»文本中存有多处“道”的别称ꎬ如第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八章、第三十

五章、第三十九章等ꎬ都表明“道”具有“恍惚”、“朴”、“一”、“大象”、“无”等别称ꎮ
同于对“道”之命名ꎬ«老子»中也未给予“道”以明晰的形质ꎮ “道之为物ꎬ惟恍惟惚ꎬ惚兮恍

兮ꎬ其中有象ꎻ恍兮惚兮ꎬ其中有物”(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一章)ꎮ 老子事实上认定“道”为物、
有象ꎬ具有物质的特性ꎮ 既为物则必有形质ꎬ而«老子»却又将“道”描述为“其上不皎ꎬ其下不

昧”以及“迎之不见其首ꎬ随之不见其后”的“恍惚之物”ꎮ 此与“视之不见名曰夷ꎬ听之不闻名曰

希ꎬ博之不得名曰微”一致ꎬ皆承认道虽具有可视、可听、可博等物质特性ꎬ却并不停留在物质之

上ꎬ而是在形质上超越物质的可感性ꎬ具有无状无象的模糊性ꎮ «老子»对“道”之特性的多方面

描述ꎬ反而使得道更加“玄而又玄”ꎮ
在老子看来ꎬ面对着大而全的“道知”ꎬ任何一种言说都是片面的ꎬ人们“盲人摸象”似的言

说ꎬ反倒割裂知识ꎬ导致更多的知识被忽略、被淹没ꎮ 作为老子后学ꎬ«庄子»给出了“知识为何不

能尽知”的解答ꎬ即“吾生也有涯ꎬ而知也无涯ꎬ以有涯随无涯ꎬ殆已” («庄子养生主»)ꎮ 关于

本体之“道”的知识ꎬ虽是不能尽知的ꎬ但老子并未否定人们知“道”的可能性ꎬ而是主张通过多种

方式“知道”ꎮ «老子»五千言以言说“道”为宗旨ꎬ“言”是老子所认可的一种认识、理解及传播

“道知”的方式ꎮ 言之功用可通过老子对于“道”之形、名的多次描述得见ꎮ 白居易有诗言:“言者

不知知者默ꎬ此语吾闻于老君ꎮ 若道老君是知者ꎬ缘何自著五千文ꎮ”③言说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

知识出场的一种方式ꎻ依靠言说ꎬ知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知ꎮ 然而ꎬ老子同样深知语言在

与终极之“道”照面时的无力ꎮ 换言之ꎬ仅靠言说不能完全揭示关于“道”的知识ꎬ道的特征及属

性等绝非能够被语言全然提示与概括ꎮ 基于此ꎬ老子提出另一种澄明本体之道的方式ꎬ此即“不
言”ꎮ

在知识层面ꎬ老子所倡导的“不言”针对“言”而发ꎮ 老子对于“不言”的提倡ꎬ起因于“不言”合
于“道”的特性———无为而无不为ꎬ不言而无不言ꎮ 老子的“不言”并非反对言说ꎬ而是反对将言说

作为知识呈现的唯一方式ꎮ 在老子看来ꎬ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仅有一隅知识可通过言说予以显现ꎬ其
他的知识则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ꎮ “五千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诉人们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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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真知ꎮ 但是老子认识论的终极目标乃在于知道ꎮ”①面对不可尽言的“道知”ꎬ老子呼吁人们通

过多样化的途径获得关于本体之“道”的知识ꎬ以弥补“言说”在呈现知识时的不足ꎮ
其一ꎬ老子主张通过“察”的方式获得“道知”ꎮ “察”即“观察”ꎬ是指人通过观察天地万物ꎬ从万

物的生长、发展中探寻“道”的存在ꎬ并认识“道”、体认“道”ꎮ “察”是人“得道”的首要途径ꎮ «周易

系辞下»曰:“仰则观象于天ꎬ俯则取法于地ꎬ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ꎮ”观天地知宇宙之大法ꎬ察鸟兽

虫鱼则得自然之精微ꎮ 借自然之物以明自然之理ꎬ人世之“我”可得一二之“道”理ꎮ 在«老子»中ꎬ
“道”之不可摹状、不可尽言的特性ꎬ成为个体知“道”的阻碍ꎻ而从自身之外出发ꎬ借助我之外的宇

宙内的他物探寻道之为何ꎬ是人们知道、得道的重要方式ꎮ
其二ꎬ个体的反思活动是获得“道知”的途径ꎮ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ꎮ” “反”字有二解:“一

为正反ꎬ违反之反ꎻ二为往返ꎬ回返之返ꎮ”②事实上ꎬ这里的“反”无论是“反面”抑或是“返回”ꎬ二
者的意思是相通的ꎬ强调的都是一种对待事物的“逆向思维”ꎮ 这种从事物反面着眼的方式ꎬ正
是与常规思维活动不同的反思活动ꎮ 老子主张人们通过反思ꎬ不断地向“道”靠近ꎮ “天下皆知

美之为美ꎬ斯恶已ꎻ皆知善之为善ꎬ斯不善已” (通行本«老子»第二章)ꎻ“祸兮福之所倚ꎬ福兮祸

之所伏”(通行本«老子»第五十八章)ꎮ 人们通过反思“美”ꎬ得到有关“恶”的知识ꎻ通过反思

“善”ꎬ得到有关“不善”的知识ꎻ通过反思“福”ꎬ获得有关“祸”的知识ꎮ 人事生活的不断变化、转
换是宇宙自然的规律ꎬ此与道的“周行不殆”相暗合ꎮ 通过反思ꎬ人们可以依靠自身的思维进一

步地体认、了解“道”ꎮ
其三ꎬ老子提倡通过实践的方式获得“道知”ꎮ “上士闻道ꎬ勤而行之ꎮ”(通行本«老子»第四

十一章)人们对于“道”的不断践行ꎬ以“知道”为前提ꎬ并作为进一步“知道”的方式ꎮ “合抱之

木ꎬ生于毫末ꎻ九层之台ꎬ起于累土ꎻ千里之行ꎬ始于足下ꎮ”(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老子运用

比喻的方式ꎬ主张通过亲躬力行的方法获得合于道的知识ꎮ 在«庄子»中ꎬ通过实践的途径知

“道”、得“道”的例子比比皆是ꎮ «庄子养生主»所讲的“庖丁解牛”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ꎮ 从

庖丁解牛的整个过程看ꎬ其从最初的“见全牛”到后来的“不见全牛”再到后来的“不见牛”之

“技”的形成ꎬ完全是一个在行动中不断积累经验ꎬ并最终达“道”的过程ꎮ 通过实践的方式向

“道”靠拢ꎬ既能够摒除在施力者与受力者之间的间接障碍ꎬ又能表现出一种“合于«桑林»之舞ꎬ
乃中«经首»之会”的美感ꎮ

老子的“道知”可知却又不可尽知ꎬ其虽不能为言说所全面指涉ꎬ但可通过包括言说在内的

多种方式呈现并获得ꎮ

三、“质善合德”:“道知”的善性

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ꎬ由于政权及社会生活的动荡ꎬ人们开始怀疑德性之 “天”ꎬ“昊昊之

天ꎬ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止»)ꎮ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ꎬ老子将天拉入道之下ꎬ用“道”替
代原本的德性之天ꎮ “人法地ꎬ地法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五章)ꎬ道的属

性即自然性ꎬ道的德性亦体现为自然性ꎮ
与道之自然德性相符合ꎬ老子倡导那种合乎事物自然性的知识ꎮ “道家严格区分了两种知

识ꎬ一种是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知识’ꎬ这是理性的ꎬ但却是虚假的ꎻ一种是他们想要获得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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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ꎬ或洞察自然的知识ꎬ这是经验的ꎬ甚或是可能超越人类逻辑的ꎬ但却是非个人的、普遍的

和真实的ꎮ”①由于老子之“道”是善的ꎬ故而关于“道”的知识亦具善性ꎮ 论及“道知”的善性ꎬ道
家庄子亦对其持肯定态度ꎮ “在庄子那里ꎬ真知就是合‘道’的大知ꎬ也是其知识论的核心内

容ꎮ”②老子“道知”的善性ꎬ被蕴含在合于道的知识中ꎮ
其一ꎬ无之知ꎮ 作为人们认识“道”时借助的重要概念ꎬ“无”的知识分有道之善性ꎮ 老子甚

为重视“无”之知ꎮ 在老子看来ꎬ现实中的“万有”皆来源于“无”ꎬ“有”所产生的一切价值皆为

“无”所赋予ꎮ 世人皆汲汲追求产生实效的知识ꎬ却不知合世间之大德的无之知ꎮ 在«老子»中ꎬ
对于“无”的体认及获得ꎬ事实上体现为人的认知方式ꎬ其反映的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以及所

达至的精神境界ꎮ “三十辐共一毂ꎬ当其无ꎬ有车之用ꎮ 埏埴以为器ꎬ当其无ꎬ有器之用ꎮ 凿户牖

以为室ꎬ当其无ꎬ有室之用ꎮ 故有之以为利ꎬ无之以为用ꎮ”(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一章)ꎮ 无之空

虚、包容万物的本性合于道之德性ꎬ是善性之知ꎮ
其二ꎬ自知之知ꎮ 对道家和禅宗来说ꎬ知识是自我认识和通向澄明与智慧的途径ꎮ③ 在老子

看来ꎬ“道”及“德”蕴于人的本质之中ꎬ当俗知蒙蔽人之自然性时ꎬ人才变成不道、不德之人ꎮ 比

如ꎬ“婴儿”、“赤子”的天赋自然性显现为“含德之厚”的善性ꎬ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ꎬ若对外界俗

知不加分辨和提防ꎬ则会减损甚至失却自身自然性和德性ꎮ 由是ꎬ自知ꎬ即知自身之自然ꎻ自知之

知ꎬ即使人们了解自身自然性的知识ꎮ 在老子看来ꎬ凡是违背人之为人自然性的思想及行为都是

不自知的表现ꎬ个体需有自知之明ꎮ 他认为ꎬ个体在生活中应“不自见”ꎬ“不自是”ꎬ“不自伐”ꎬ
“不自矜”ꎬ具备知其自身自然性并顺应之、扩充之的相关知识ꎮ 对于持有“自知”知识的人ꎬ老子

多有褒扬ꎮ “自知者明” (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三章)ꎬ认为掌握自知之知乃能促使个体得道ꎮ
相比之下ꎬ老子对于不自知之人多有批判ꎬ“自见者不明ꎬ自是者不彰ꎬ自伐者无功ꎬ自矜者不长”
(通行本«老子»第二十四章)ꎮ 不自知之人违背自身天性为人处世ꎬ所得结果往往与所期待的相

反ꎮ 循此ꎬ自知之知所具之善性概可得见ꎮ
其三ꎬ顺时之知ꎮ «国语越语»有言:“时不至ꎬ不可强生ꎻ事不究ꎬ不可强成必有以知

天地之恒制ꎬ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ꎮ”顺时而为乃是顺应事物起源、发展之自然性的表现ꎬ此存于

以自然性为标榜的«老子»中ꎮ 从整体上看ꎬ老子之“道”ꎬ亦动亦静ꎬ因动静皆顺其时ꎬ故能生养、
化育万物ꎮ 正所谓“天地相合ꎬ以降甘露” (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二章)ꎬ天地之所以降甘露ꎬ正
因为天地合其时ꎬ顺其势ꎬ故万物和合ꎬ风调雨顺ꎮ 相应地ꎬ天地不合ꎬ时势不顺ꎬ则“飘风不终

朝ꎬ骤雨不终日”(通行本«老子»第二十三章)ꎬ事之影响仅为短暂ꎬ难与道之恒常德性相符ꎮ 正

如魏源所言:“盖时然后言ꎬ人不厌其言ꎮ 如时雨之应会而至ꎬ不疾不徐若非自然ꎬ而强谈诡辩以

惊世ꎬ此犹飘风暴雨ꎬ徒盛于暂时而已ꎮ”④此种具有自然之德的顺时之知ꎬ对于君王或圣人教化

民众以及民众统筹协调自身生活大有裨益ꎬ为老子所提倡ꎮ
其四ꎬ处下之知ꎮ 此处所谓处下之知ꎬ大抵包含不争、谦卑以及柔弱等与硬性、教条的知识相

反的知识ꎮ 基于«老子»“道器不离”、“道器合一”的理论基调ꎬ处下之知既是形上本体之道的属

性ꎬ包含并体现道之自然属性ꎻ又是形下社会的法则ꎬ可用其指导伦常日用ꎮ 对于此类知识ꎬ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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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褒扬ꎮ “夫惟不争ꎬ故无尤”(通行本«老子»第八章)、“天之道ꎬ不争而善胜”(通行本«老子»
第七十三章)等ꎬ皆指出不争之知的重要性ꎮ “柔弱胜刚强”(通行本«老子»第三十六章)、“弱者

道之用”(通行本«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之至柔ꎬ驰骋天下之至坚” (通行本«老子»第四十三

章)等ꎬ指出柔弱之知的力量所在ꎮ “大国”、“小国”、“江海”、“百谷”的例子ꎬ则表明谦卑之知的

重要性ꎮ 在老子看来ꎬ对于善性之知的体认有助于人们德性的养成ꎬ循着对此类知识的体认和践

行ꎬ人们断不会养成争先、尚功、好利之品行ꎬ而是能够依循自然善性发展自身ꎮ
老子提倡合于“道”的知识ꎬ“道”是善的ꎬ合于“道”的知识是善知ꎮ 然而ꎬ合于“道”的善知ꎬ

在遭遇“不道”、“不德”的现实后ꎬ有可能改变其“善”本质ꎬ转而成为“恶知”ꎮ 相比于对“道知”
的肯定ꎬ在老子看来ꎬ那些促成人们欲求过度、争名夺利、好德贪功的知识ꎬ皆是不合道的“恶
知”ꎮ 老子后学庄子认为ꎬ知识有善恶之分ꎬ认为争权夺利ꎬ尔虞我诈之行为皆因“恶知”所致ꎮ
«庄子齐物论»指出:“道恶乎而有真伪ꎬ言恶乎而有是非?”关于知识何以有真伪ꎬ庄子亦对此

作过说明:“牛马四足ꎬ是谓天ꎻ穿牛鼻ꎬ落马首ꎬ是为人ꎮ” («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ꎬ牛马有

四足是其自然天性使然ꎬ人对牛马的主观作为使其丧失通体之自然性ꎬ不再是原初应有之面貌ꎮ
相较之下ꎬ知识亦然ꎮ “知也者ꎬ争之器也ꎮ”(«庄子人世间»)原本的合道之知ꎬ经过人们有目

的、有计划的加工及分配ꎬ失却了知识本身的自然善性ꎬ进而成为人们争夺权势、标榜自身的工

具ꎬ使人们做出“不道”、“不德”的事情ꎬ成为背道、离德之人ꎮ
可见ꎬ老子“道知”所具有的善性ꎬ源于“道”的本体之善ꎬ成于人们心性的润化与陶冶以及德

性的养成与保持ꎮ

四、“用而不竭”:“道知”的工具性

先秦时期ꎬ自然之天地抑或德性之天地皆有其功用ꎮ 承天地之托ꎬ以为人世之主宰ꎻ借天地

运行之道ꎬ以明人世伦常之纪ꎻ以天地为指归ꎬ将天地运行之规律作为人世生活应遵循的法则ꎬ是
人世运用天之功用的体现ꎮ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ꎬ天听自我民听ꎮ” «老子»亦有

言:“天网恢恢ꎬ疏而不失ꎮ”(通行本«老子»第七十三章)天之功用无处不在ꎮ 更有甚者ꎬ在商朝

危在旦夕之际ꎬ借着天之依托ꎬ商纣王发问:“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是何能为?”①对于终极原理、
本体存在的依赖ꎬ源自人们对终极原理功用的认可ꎮ 以三代之“天”反观老子之“道”ꎬ可得见

“道”对于社会人事所具有的工具价值ꎮ
作为终极价值、权威及法则的“道”ꎬ其所具有的工具价值与老子赋予“道”的使命有关ꎮ 结合

«老子»主旨ꎬ其所创设的“道”虽最初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上的ꎬ但其论述的重心及关键并非形上层

面的复杂概念及其逻辑关系ꎬ而是集中于对现实社会人事问题的关注ꎮ 由于«老子»之“道”旨在为

现实生活的开展提供权威的、可供参照的摹本ꎻ其立论目的也并不限于专门的哲学问题ꎬ而是旨在

解决社会人事问题ꎬ因而对社会人事的论述和关照ꎬ是老子道论的最终落脚点ꎮ 抑或说ꎬ老子并非

将“道”作为“恍惚”、“玄妙”的知识ꎬ用以束缚和教化人们ꎻ而是将“道知”作为工具ꎬ以其理论上的

严密性、完备性ꎬ向下促使形下社会人事的完满ꎬ向上“自构”形上理论的完善ꎮ
对于“道”的工具属性ꎬ学界多有认可ꎬ“老子道论不过是用以建构这些关于政治和人生学说的

‘研究纲领’和‘理论框架’”②ꎮ 陈鼓应亦说:“当‘道’作用于各事各物时ꎬ可以显示出它的许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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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道’所显现的基本特征足可为我们人类行为的准则ꎮ 这样ꎬ形而上的‘道’渐渐向下落ꎬ落实

到生活的层面ꎬ作为人间行为的指标ꎬ而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处世的方法了ꎮ”①老子之道的工具

属性ꎬ使得关于道以及由道所派生的知识ꎬ亦可作为指导、优化社会人世的理论工具ꎮ 道的工具属

性与“道知”的可用性之间存在着“体用不二”的关系ꎮ 老子“道知”的功用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ꎬ“道知”能够使人具有先见ꎮ 获得关于“道”的知识ꎬ即是获知宇宙、自然、人事运行及进

展的规律、法则及原理ꎮ “关于终极本体的知识一旦被把握ꎬ它就必然是终极的ꎬ表现为永恒的、非
历史的、一劳永逸的知识ꎬ是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绝对真理ꎮ”②认识及掌握规律、法则、原理等“先
见”能在绝对意义上促进现实生活的开展ꎮ 一者ꎬ“先见”能使人们防患于未然ꎬ即老子所谓“其安

易持ꎬ其未兆易谋ꎮ 其脆易泮ꎬ其微易散ꎮ 为之于未有ꎬ治之于未乱”(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ꎮ
二者ꎬ先见能使人们成为智慧之人ꎬ具备“见微知著”的能力ꎬ从而在面对问题及困难时能够及时规

划、尽早行动ꎬ即所谓“图难于易ꎬ为大于细”(通行本«老子»第六十三章)ꎮ 对此ꎬ魏源称赞道:“天
下之事ꎬ始易而终难ꎬ始细而终大ꎬ故图之为之于其始ꎬ则不劳心力ꎬ自能无为ꎮ 若不早图而亟为之ꎬ
以至易者渐难ꎬ细者渐大ꎬ心力俱困ꎬ无为其可得乎?”③再者ꎬ先见能够使人有意识地避免祸害ꎬ此即

“道知”趋吉避凶之功用ꎮ “师之所处ꎬ荆棘生焉ꎬ大军之后ꎬ必有凶年”(通行本«老子»第三十章)ꎬ
依靠对不道德行为结果的反思及借鉴ꎬ人们得以自觉而有目的地趋利避害ꎮ

其二ꎬ“道知”成就人之自然性ꎮ 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道人合一”的特征ꎬ构成了本

体知识的善性与人之善性互通的逻辑必然性ꎮ 人们获得“道知”并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导ꎬ是遵循

并扩充自身自然性的前提ꎮ 老子的“圣人”作为得道之人ꎬ其所得之道ꎬ即是本体之道所呈现在

现实人世中的诸多规则、原理等ꎬ换句话说即是有关道的知识ꎮ 依靠对于“道知”的掌握及运用ꎬ
“圣人”在德性层面能够最大程度地成就自身ꎬ成为人之楷模、道之化身ꎮ 对于“道知”的体认及

遵行ꎬ是成就人之自然本性及德性的前提条件及关键因素ꎮ
老子“道知”具有的工具性ꎬ一方面使得“道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ꎻ另一方面则可

为人世生活的开展提供指导ꎬ促成人性的完满与社会的进步ꎮ

五、老子“道知”的学科教学镜鉴

融先在性、不可尽言性、善性、工具性于一体的老子“道知”ꎬ可与今日的知识尤其教学中的

学科知识形成诸多比对ꎬ对当前学科教学产生有益启示ꎮ
其一ꎬ老子“道知”的先在性使得知识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合法性ꎮ 老子对于形上之道

终极价值的预设ꎬ使得本体知识即是“真”知识ꎬ本体知识与“真理”之间无有鸿沟ꎮ 面对先在的

“真知”ꎬ人们获得知识、践行理论的目的不是检验本体之知的真伪ꎬ而在于以其作为行为的指

导ꎮ 因着本体知识的先在合理性ꎬ人们对待本体知识是笃信的、敬仰的ꎮ 相比之下ꎬ在当今知识

种类名目繁多、知识体系繁芜复杂的背景下ꎬ知识的权威性、真实性却大打折扣ꎮ 知识存在的合

理性随时被否定、知识运用的有效性随时被质疑ꎮ 当今的知识处于一种看似至臻至备实则失位

失信的处境ꎬ人们对待知识缺少虔诚与敬畏ꎮ 相比于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及结构ꎬ学校教学中

的学科知识ꎬ因其面向的有限性、体系的连贯性、结构的有序性ꎬ而具备较强的合理性ꎮ 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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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建基于知识筛选、甄别的基础之上ꎮ 对于教育主体及学科教学而言ꎬ学科知识是专业人

士为着实现教育目的、教学目标ꎬ参照相关标准合理选择的结果ꎮ 现有的学科知识在教学过程中

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先在的、无需证明的ꎬ教学是教授、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ꎬ而非辨别学科知识

真假的过程ꎮ 如同老子“道知”的先在合理性ꎬ是老子向人们“说道”的前提ꎬ学科知识的合理性ꎬ
是其能够成为专业知识及教学内容的前提ꎮ

教学中学科知识的合理性是知识辨别、知识筛选的结果ꎬ而实际上鉴于教学的特殊性ꎬ教学

所需要的教学内容也必须是经过筛选、论证、辨别的合理知识ꎮ 学科知识的先在合理性ꎬ是确保

教学过程合理、合法的关键ꎮ 面对着合理的学科知识ꎬ教师在开展教学之前ꎬ无需花费时间对知

识的真伪、善恶作出判定ꎻ有鉴于学科知识的合理性ꎬ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ꎬ能够对学科

知识进行系统的划分及设计ꎻ有赖于学科知识的合理性ꎬ教师可将更多的时间利用到教学设计、
教法选择、教学规划方面ꎻ以学科知识的合理性为前提ꎬ教师无需考虑知识是否经得起检验ꎬ可放

手对学科知识进行创造性地讲解及运用ꎮ
其二ꎬ老子本体知识不可尽言的性质与今日知识观颇为相似ꎮ 当前的知识观同样认为ꎬ人与

知识经历时空的不对等使得知识不可为人们所尽知ꎮ 老子之时ꎬ言说方式的欠缺往往对知识的

呈现及理解构成阻碍ꎮ 相比之下ꎬ今日言说方式的多样化仍旧没有改变知识不可尽言的现实ꎮ
古今知识不可尽言、不能尽知的一致性ꎬ共同表明“言说”功用的局限性ꎬ对今日人们理性把握知

识与言说之间的关系或有助益ꎮ
知识不可尽言的特性ꎬ与知识多寡无有直接关联ꎮ 人类语言的局限性ꎬ是构成知识言说有限

性的关键原因ꎮ 作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结果ꎬ语言与知识之间的悖论ꎬ在学科知识中同样存在ꎮ 知

识是不可尽言的ꎬ学科知识作为专业性的知识ꎬ具有知识的一般性质ꎬ同样是言说不尽的ꎮ 在教

学过程中ꎬ教育者的“言不尽意”正表明语言对知识的无力ꎮ 面对着不可尽言的“道知”ꎬ老子选

择通过“不言”的方式“言道”ꎮ 在老子那里ꎬ“不言”并非“不说话”ꎬ而是主张人们通过多种方式

获得“道知”ꎮ
鉴于学科知识与老子“道知”共同具有“不可尽言”的性质ꎬ在教学过程中ꎬ教育者不可过分

看重语言的功用ꎬ而是应当多给予受教育者直接学习、自我反思的机会ꎮ 当讲授学科知识时ꎬ出
现“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的情况ꎬ教育者可以暂时放弃“言说”ꎬ转而采用沉默不言的方式ꎬ给
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ꎬ或者通过运用眼神、手势等肢体动作打破语言的局限性ꎬ更加形象生动

地呈现知识ꎮ “不言”作为教育方式的合理可用性已为当前教育所证实ꎮ 当前教学所倡导的观

察、实践、反省的教学方法都与老子“不言”的方式颇为契合ꎮ 可以说ꎬ老子“道知”虽具特殊性ꎬ
却也具有知识的一般性质ꎬ古今知识之间的相似性ꎬ使得古今知识的习得方式可互通有无ꎮ

其三ꎬ判定知识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是知识是否具备“善性”ꎮ 按照几千年前希腊先贤苏格

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点ꎬ“善知”是成就“美德”的前提及依据ꎬ只有当知识具备善性时ꎬ才能

对个体幸福、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ꎮ 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点具有相似性ꎬ老子对于

“道知”善性的肯定ꎬ以及对于“道知”的尽力言说ꎬ何尝不是欲以“道知”促进人们德性的提升及

社会的良性发展ꎮ 古代中西方对待“善知”持相同的肯定态度ꎮ 以古观今ꎬ当前的知识观同样看

重“善知”ꎬ摒弃“恶知”ꎮ 在漫长的文化传播、传承过程中ꎬ保留、发扬“善知”ꎬ否定、摒弃“恶知”
是贯穿始终的知识厘定及选择标准ꎮ 教育中的知识ꎬ是知识精华中的精华ꎬ“善知”是促成教育

善本质的关键因素ꎮ 与此相同ꎬ作为专门的知识ꎬ学科知识亦是“善知”ꎮ 学科知识的善性是构

成学科知识合理性的前提及根本ꎮ 抑或说ꎬ当学科知识具备合理性时ꎬ意味着学科知识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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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ꎮ 学科知识的善性ꎬ确保学科教学内容、过程、目的的善性ꎮ 老子“道知”作为“善知”ꎬ与
当前学科知识的“善”ꎬ具有相同的取向ꎬ皆是旨在通过“善知”促成个体的“善生”及社会、国家

的良性发展ꎮ 作为教学内容ꎬ学科知识的善性ꎬ使得学科教学理当是传播、传承学科知识善性的

主阵地ꎮ 在学科教学过程中ꎬ通过传播学科知识ꎬ使学科知识与教育主体德性之间形成直接关

联ꎬ在达成教师“教书”职责的基础上ꎬ促成“育人”目标的实现ꎬ此符合“教学具有教育性”的教

育规律ꎬ也是当前学科教学的重要使命ꎮ
最后ꎬ在老子看来ꎬ“道知”的功用性体现为ꎬ通过对于“道知”的体认及获得ꎬ个体、国家、社

会乃至宇宙自然均能够处于理想的发展状态ꎬ并可达至最终的完满结局ꎮ 公允地说ꎬ老子“道
知”的现实功用ꎬ仅是老子的理论预设ꎮ 如同苏格拉底倡导通过“善知”获得“美德”的说法更多

停留于理论自洽一样ꎬ以理论层面的“道知”促成现实生活的改进ꎬ并非如老子所设想的那般简

单ꎮ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ꎬ不因理论知识的理想性而得以完全弥合ꎮ 相较于现实的复杂性、多
变性ꎬ任何理想完备的知识ꎬ均需经过实践的检验ꎬ才能够获得其现实功用ꎮ

人类的实践无一不是建基于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及运用之上ꎮ 知识是否有用ꎬ是当前判定知

识价值的重要标准ꎮ 对于知识功用性的判定ꎬ为人们有效运用知识提供衡量标准及行动依据ꎮ
同样ꎬ学科知识能够成为教育内容并为广大人们所认识并接受ꎬ以对“学科知识有用”的判定为

依据ꎮ 然而ꎬ结合老子对于“道知”功用的预设ꎬ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学科知识功用的重要缺失处ꎮ
老子“道知”对于个体的主要功用体现为关注并旨在促使个体自然人性的获得及高尚德性的养

成ꎮ 相比之下ꎬ教学中的学科知识于教育主体而言ꎬ更多的是促进个体知识总量的增加及知识水

平的提高ꎮ 起于现实、用于现实的知识尤其是学科知识ꎬ当其作为教学内容ꎬ被教育主体教授及

习得时ꎬ在增加人们知识总量、扩充知识种类之余ꎬ能在多大程度上助力于人之精神境界的提升ꎬ
促成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者之间和谐共生ꎬ此是老子本体“道知”对今日学科教学的

至深启示ꎬ也是当前学科教学亟待反思与解决的问题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ａｏ”

Ｗａｎｇ Ｋａｎｇ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ａｏ”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ｍｏ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ꎬ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ａ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ａｏ“ ｉｓ ｐ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ｉｎｅｘｐｌｉｃａｂｌｅꎬ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ｏ－ｔｚｕ’ 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ｏ”ꎬ ｂｕｔꎬ 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ａ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ｎ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ｏ－ｔｚｕ’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ａｏ－Ｔｚｕ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ａ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ꎬ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ｏｄａｙ’ 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ｔｏｄａｙ’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ｏ－ｔｚｕꎻ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ａｏ”ꎻ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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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

曹珺玮
(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上海ꎬ２０００６２ )

　 　 摘要:　 教师实践智慧的提出ꎬ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程度有关ꎮ 它一方面是教

师成长的应然选择ꎬ另一方面也是教育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ꎮ 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按照特定的目的与教育实践

互动的过程ꎬ其中既凝结着德性ꎬ又包含着对具体教育情境中“度”的把握ꎮ 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是以“善”为根

本追求ꎬ通过“践行”和“反省”ꎬ在自身与学校的联合行动中养成“实践智慧”ꎮ
关键词:　 教师实践智慧ꎻ教育理论ꎻ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１３－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作者简介:曹珺玮(１９８７—　 )ꎬ女ꎬ山东青州人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ꎮ

①有论者认为ꎬ教师在学校从事的活动并不都具有教育性ꎮ [英]大卫卡尔:«教育意义的重构———教育哲学引论»ꎬ黄
藿、但昭伟等译ꎬ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１９~２４ 页ꎮ

②杨国荣:«论实践智慧»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③«教育研究»编辑部:«编者的话»ꎬ«教育研究»１９７９ 年第 １ 期ꎮ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位置ꎮ 尽管“教师”这一群体正在遭遇着一定

的角色(或身份)认同危机、专业性危机乃至教师教育性的本质丧失①等问题的困扰ꎬ但是ꎬ作为

“教育”活动的要素之一ꎬ“教师”不可缺失ꎮ 否则ꎬ教育就不能称之为教育ꎮ 进入新世纪ꎬ伴随着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ꎬ人们开始反思技术理性背景下教师实践智慧的培育和养成ꎮ 从“教师”
自身来讲ꎬ实践智慧以教师的存在为前提ꎬ它既渗入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ꎬ也包含“应当

如何做”的理性判断②ꎬ因而是教师成长的应然选择ꎻ从教育实践上看ꎬ它又是教育实践发展的逻

辑必然ꎮ 笔者认为ꎬ教师实践智慧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关系的认

识程度有关ꎮ 本文旨在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演变的脉络中ꎬ寻找教师实践智慧的缘起ꎬ并
尝试厘清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与养成ꎮ

一、教师实践智慧的缘起

(一)作为“落实”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教师

改革开放之初ꎬ教育学亟待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恢复自身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设ꎬ从而为

指导教育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ꎮ 因此ꎬ教育学界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

上ꎬ力求着眼于中国的教育实践ꎬ建构中国的教育理论ꎬ同时“引介”、“改造”古今中外的合理理

论ꎬ并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ꎮ １９７９ 年ꎬ全国教育理论研究刊物«教育研究»创刊ꎬ其宗旨即是引领

教育理论界解放思想ꎬ破除迷信ꎬ“吸取古今中外的学术营养”ꎬ“推进教育理论研究”③ꎮ 这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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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主要是如何从中国教育实践出发建构教育理论的问题ꎮ 然而ꎬ随着教育理论的不断丰富和

完善ꎬ人们的认识停留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ꎬ正确的教育理论就能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
这一层面上ꎮ 而且人们也相信ꎬ没有正确的教育理论ꎬ教育实践就可能是盲目的ꎮ 换句话说ꎬ教
师只要完全地“贯彻”已经建构好的教育理论ꎬ就能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ꎮ 这一时期ꎬ作为教育

实践主体的教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身主体性的存在ꎬ也缺乏对教育理论进行反思ꎬ更没有意识

到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的方式问题ꎮ
因此ꎬ教育理论如何走向教育实践的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ꎮ 人们开始意识到ꎬ教育理论并不

必然能保证在教育实践上的“有效性”ꎬ也就是说ꎬ教育理论并不必然直接指导教育实践ꎬ甚至不

能直接指导教育实践ꎮ① 因此ꎬ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反思自身在建构理论过程中的问题ꎬ毕竟此

时教育理论的建构主要涉及教育理论基本范畴的问题ꎬ如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功

能与价值、教育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众多

议题ꎮ② 教育理论还无法完全关涉丰富多样的教育实践ꎬ更无法替代实际工作者自己的思考、选
择、运用和创造ꎮ 围绕这个问题ꎬ«教育研究»杂志甚至还从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起开辟了“教育理论与

教育实践”专栏开展讨论ꎮ 当时的讨论主要针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相脱离ꎬ主张教育理

论工作者摒弃轻视实践的姿态ꎬ要深入到第一线去ꎬ总结和研究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ꎮ
(二)作为“转化”教育理论“中介”的教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人们开始了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审视:有论者认为ꎬ实践哲学视

野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本然统一的③ꎻ也有论者针锋相对地认为脱离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

之间关系的本然④ꎻ而更多的论者认为ꎬ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应该是统一的ꎬ但是教育理论并不

能“直通”教育实践ꎬ因为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内在的差异ꎮ 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必须借助某种

“中介”或“桥梁”ꎮ 因此ꎬ人们开始了对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探讨ꎬ比较典型的“中
介”有教育模式、教育政策、教育评价、教育实验、教育思维、行动研究等ꎮ 无论何种“中介”或“桥
梁”ꎬ其实质都指向了“人”这一主体ꎮ 也就是说ꎬ从这时起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ꎬ教师的主体地位

开始受到重视ꎬ教师不再被视为“忠实”地“贯彻”教育理论的执行者ꎬ而是有自己思想和行动的

教育主体ꎮ 但此时人们重视教师的作用ꎬ仍然没有上升到教师实践智慧的层面ꎬ而是作为沟通教

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介”的身份出现ꎬ这里仍然透露出某种“理论实践化”或“理论操作化”的
技术观和应用观ꎬ而支配这种观念的仍然是一种技术理性ꎮ 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技术或应

用科学乃是关于制作或生产某种东西并且服务于制作者目的的一种与偶性相联系并能为人们学

习的知识”⑤ꎮ 换句话说ꎬ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教师能够将已经建构的理论变得更具“实践化”和
“操作化”ꎬ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ꎮ 但是ꎬ随着人们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本身认识的不断深

化ꎬ这种预设便受到了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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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扈中平、刘朝晖:«对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几点看法»ꎬ«教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７ 期ꎮ
瞿葆奎、郑金洲:«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ꎮ
周浩波:«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ꎬ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ꎬ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８７ ~ １８８ 页ꎮ 李长伟:

«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观照»ꎬ«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ꎻ«再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

然统一»ꎬ«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ꎻ宁虹、胡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ꎬ«教育研究»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 期ꎮ
郭元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逻辑考察»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ꎻ易森林、李

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本然脱离»ꎬ«苏州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洪汉鼎:«论实践智慧»ꎬ«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ꎮ



曹珺玮: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三)作为“实践理性”主体的教师

无论是“中介”还是“桥梁”ꎬ实际上都是以教育理论为立足点来探索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

关系ꎬ而在教育实践中ꎬ这种做法并未有效地缓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紧张ꎮ 既然中介并

不是有效的方式ꎬ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到事物本身ꎬ重新思考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自身的性质ꎬ以
及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的方式ꎮ

事实上ꎬ人们发现ꎬ教育理论并非某种在性质、类型或层次上单一的知识体 ( ａ ｂｏｄ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而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类型或层次的知识构成的复杂体系ꎮ① 教育理论本身也有性

质和层次的区分ꎬ这也就意味着ꎬ一定的教育理论可能比其他一些理论更切近教育实践ꎮ 在教育

实践中ꎬ可以将切近教育实践的那部分教育理论充分运用ꎬ以便实现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的转

化ꎬ诚如迪尔登(ＤｅａｒｄｅｎꎬＲ.Ｆ.)所言:“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ꎬ这是一个

真问题ꎻ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ꎬ这只是一个假问题ꎮ”②在探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ꎬ“实践

理论”或“实践教育学”的概念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ꎮ 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规范研

究ꎬ即从“应当是什么”、“应该怎么做”等应然角度来探讨的规范研究ꎻ另一种立场则是从受教育

者出发ꎬ认为“实践教育学”旨在研究受教育者怎样有效地理解和掌握教育“应当”ꎬ从而形成教

育实践能力ꎮ③ 这些都表明ꎬ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复杂性是与教育理论的复杂性密切相

关的ꎮ 然而ꎬ更不能忽视的是ꎬ教育实践也有自身的运行逻辑ꎬ教育实践处于实践主体、时间、空
间及实践对象构成的情境之中ꎬ是“实践着的实践”ꎻ教育实践也有许多层次或角度的划分ꎬ有历

史的、现实的角度ꎬ也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ꎬ还有地域上的不同ꎬ任何单个的教育要素都不

是教育实践ꎮ④

那么ꎬ怎样才能把教育理论的普遍性与教育实践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呢? 人们对此又进行了

诸多努力ꎮ 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从研究者及其建构的“公共知识”ꎬ转向实践者及其内含的“个
人知识”ꎬ寻求“实践中的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⑤ꎮ 人们改变了过去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ꎬ重
新定位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教师实践的个人特征受到重视ꎬ如有人汲

取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ꎬＭ.)的缄默认识论ꎬ探寻教师个人知识的样态⑥ꎻ也有人借鉴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伽达默尔(ＧａｄａｍｅｒꎬＨ.－Ｇ.)的实践哲学ꎬ开掘教师的实践智慧或教育智慧⑦ꎮ 或许ꎬ
从这时起ꎬ教师个人特征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ꎬ人们也才把视角投向了教师的实践智慧ꎮ 诸如

“行动研究”(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叙事研究”(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反思性教学”(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等概念ꎬ都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回归教师实践经验、诉诸教师“实践理性”的初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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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

在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上ꎬ论者们见仁见智ꎬ进行了诸多富有智慧的解析ꎬ也产生了一些认

识上的分歧ꎬ这在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对教师实践智慧的认识ꎮ
何为“智慧”? 鲜见众人认可的定义ꎮ 这里仅列举一二: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说:“智慧显

然是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ꎬ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ꎬ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

点ꎮ 所以ꎬ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ꎬ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ꎮ”①朗克

尔(ＲｕｎｋｌｅꎬＧ.)认为ꎬ“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实在是什么ꎬ而且知道它能是什么ꎮ 他还能区

分世界的哪些方面更有价值ꎬ以这样的方式行动ꎬ进而改进这个世界”②ꎮ «辞海»上解释有三:
“(１)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ꎮ (２)犹言才智ꎬ智谋ꎮ «孟子公孙丑

上»:‘虽有智慧ꎬ不如乘势ꎮ’(３)译自梵语 Ｐｒａｊñāꎮ”③洛克也称:“我对于智慧的解释和一般流行

的解释是一样的ꎬ它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ꎬ能很好地处理他的事务ꎬ并对事务专心致志ꎮ”④

显然ꎬ从这些认识中ꎬ我们可以对“智慧”进行如下的基本判断:(１)它必定内在于人的观念之中ꎬ
并包含有特定的知识经验ꎻ(２)它必定体现着价值取向的善意ꎬ并以这种方式行动ꎻ(３)它必定作

用于实践过程ꎬ并显示出机智的选择ꎮ 认识(１)属于观念层面ꎬ区别于知识ꎮ 观念的主体(或其

表现形式)虽然是知识ꎬ但是奠基部分却是智慧ꎮ 智慧是知识的基础ꎬ是用来解决重要问题的ꎮ
只是能否转化为智慧ꎬ全赖于实际运用ꎻ认识(２)属于价值层面ꎬ表示智慧与狡黠的区别ꎮ 智慧

包含善的意图ꎬ也包含使人向善的意图ꎬ并且是以善的方式行动ꎻ认识(３)则是过程层面ꎬ区别于

技术ꎮ 技术的本质是普遍意义上的应用ꎬ而智慧的本质则致力于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体验ꎮ
更进一步ꎬ智慧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ꎬ它表现为人的一种现实能力ꎬ即是说它体现为人的一

种机智的选择ꎮ 那么ꎬ教师实践智慧究竟指什么呢?
(一)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与教育实践的互动过程

首先ꎬ从教师与实践的关系看ꎬ教师与实践的互动并非简单的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ꎮ 教师一

方面运用不同的手段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和理解实践ꎻ另一方面又主动地改造实践ꎬ使之合乎教

师自身存在的需要ꎮ 认识实践回答的是实践“是什么”的问题ꎬ这里更多关涉的是关于实践知识

的问题ꎻ改造实践回答的是“应当怎样”的问题ꎬ更多涉及的是价值问题ꎮ 纯粹科学是一种致力

于寻求“是什么”的学科ꎬ它依赖于推理证明ꎬ它研讨的对象不是人能改变的东西ꎮ 在这种知识

体系里ꎬ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的、不相干的ꎬ客体既不能影响主体ꎬ主体也不能影响客体ꎮ 主体在研

讨和考察其对象时尽量保持某种客观中立的态度ꎬ所使用的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ꎬ以使

之服从于严格的科学证明ꎬ因此这样的科学概念必然以不关联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所谓客观的真

理为其追求对象ꎮ⑤ 而在实践智慧中ꎬ教师不仅关注“是什么”的问题ꎬ也关注“应当怎样”的问

题ꎮ 因为“是什么”追问一定程度上关乎“应当做什么”的回答ꎬ而“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则必须

以“是什么”为基础ꎮ 这种基于事实的理性追问ꎬ构成了教师实践智慧的内在特点ꎬ即对理论理

性和实践理性的把握ꎮ 其次ꎬ从教师自身看ꎬ教师也面临认识自己与改变自己的问题ꎮ 教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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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就其共性而言ꎬ大抵有“成事”的智慧和“成人”的智慧两大类型ꎬ实践智慧成长的理想状态

是把“成事”的智慧与“成人”的智慧统一为同一过程ꎮ①

(二)教师实践智慧是“有意”的动作

教育必然包含道德的目的和有价值的内容ꎬ这就意味着教育旨在促进人的成长、进步ꎮ 如果

教育既不退步也不进步ꎬ或者退步ꎬ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教育ꎮ 因此ꎬ教育必然包含使人发展、进步

并不断生长的积极的精神影响ꎮ “教育要对人类进行启蒙ꎬ即使人性中存在着邪恶ꎬ道德的教化

和形成也是人性最伟大、最困难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任务ꎮ”②教育是一个刻意塑造或者有意影

响(人)的过程ꎬ它必然涉及到“干预”ꎮ 而承担道德教化对人进行有意干预的就是教师ꎮ 前面提

到ꎬ教师实践智慧包含着“应当怎样”的价值追求ꎬ“培养人”理应包含在教师实践智慧之中ꎮ 教

师实践智慧所内含的目的内在地规定了实践和行动的方向ꎬ它规定了“应当做什么”的问题ꎮ 而

要实现“应当做什么”ꎬ就涉及实现的手段问题ꎬ也就是如何做的问题ꎮ 在实践智慧中ꎬ“应当做

什么”所内含的价值理性与“应当如何做”所涉及的工具理性ꎬ分别作为教师之于实践的目的和

手段ꎬ彼此交融在一起ꎮ 同时ꎬ“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也是选择的问题ꎮ 选择是

实践的动因ꎬ离开理智和某种品质也就无所谓选择ꎮ
(三)教师实践智慧包含对“度”的把握

适时地把握教育时机ꎬ是教师实践智慧的重要方面ꎮ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ꎬ实践智慧体现为选

择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ꎬ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适度ꎮ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具体情境)之间是有

张力的ꎬ在二者如何沟通方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式ꎬ这需要诉诸实践智慧ꎮ 实践智慧在更为内

在的层面上表现为对“度”的把握ꎮ 对此ꎬ黑格尔(ＨｅｇｅｌꎬＧ.Ｗ.Ｆ.)有着较为系统的阐释:首先ꎬ从
名词意义上讲ꎬ质与量统一于度ꎬ存在由此得到完成ꎮ 也就是说ꎬ“度”指一定事物的相关规定或

相关方面之间适当而具体的融合ꎮ 这种融合与统一既保证了事物性质的稳定性与延续性ꎬ又使

事物处于一定条件之下最合适的形态ꎬ超出了一定的限度ꎬ事物的性质便会发生变化ꎮ 其次ꎬ从
动词意义上讲ꎬ“度”表现为通过比较、权衡、判断等ꎬ作出合乎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的选择ꎬ从而

使实践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获得一定境域中最为适当的定位ꎬ由此达到理想的实践结果ꎮ③

也就是说ꎬ教师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ꎬ要准确把握“时”、“机”ꎮ “时”侧重于时间ꎬ“机”则关乎

空间境遇ꎮ④ 这种时机的把握ꎬ是建立在教师个人丰富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长期个人经验积累

以及个人反省认知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ꎮ
(四)教师实践智慧是一种德性实践

有德性即是有实践智慧ꎮ 德性与实践智慧在个体道德发展过程中共同作用ꎬ没有先后之分ꎮ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ꎬ都以某种善为目的ꎮ”⑤这种德性既包含本体论的意义ꎬ
也具有价值的内涵:在本体论上ꎬ德性可理解为与人同在的内在规定ꎻ在价值论上ꎬ德性则呈现为

一种善的品格ꎮ⑥ 从这种意义上讲ꎬ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于教师个体的行动ꎬ实践智慧既与教师同

在ꎬ又融合于具体教育实践过程ꎬ既表现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识ꎬ又包含一种缄默的行动机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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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明智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ꎬ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ꎬ因为明智是与

实践相关的ꎬ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ꎮ”①其次ꎬ德性贯穿于教育实践整个过程ꎮ 教育实践

不同的环节、阶段相互交叉ꎬ呈现为一个统一、连续的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善应该贯穿教育实践

的始终ꎬ而不是简单的、固定的、操作式的技术活动ꎮ
(五)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的实践

作为教师实践智慧的表现形式ꎬ无论是审时度势还是彰显德性ꎬ都要通过作为认识与实践主

体的教师来实现ꎮ 首先ꎬ作为德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ꎬ教师的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于个

体的行动ꎮ 在教师个体的行动过程中ꎬ实践智慧表现为内在已有的感知、体悟、经验和理论与教

育实践的自然结合ꎬ它既与教师同在ꎬ又融合于教师实践过程ꎻ既表现为内在的意识ꎬ又超乎言

语ꎮ 其次ꎬ教育实践本身不仅是个体性的活动ꎬ也是涉及个体之间关系的整体的活动ꎮ 教育实践

过程中需要个体之间在观念层面的理解与沟通ꎮ 第一步要明确目标ꎬ也就是说教师在实践过程

伊始就要就关于“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观念层面的问题进行沟通ꎬ即所谓的理论理性ꎮ
没有一致的目标ꎬ不同的个体就难以开展共同行动ꎮ 这种观念层面的沟通、理解ꎬ不仅关涉了理

论理性ꎬ其本身也渗入了实践智慧ꎮ 接下来ꎬ与观念层面的沟通相关的是行动过程中的协调和配

合ꎮ 教育实践是复杂的活动ꎬ教师之间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ꎬ但最重要的是要维持彼此之间

的协调和配合ꎮ 教师的实践智慧也就是在这种具体的教育实践情境的沟通、协调、妥协中孕育

的ꎮ 因此ꎬ无论在观念层面的理解和沟通上ꎬ还是在实践层面的协调与配合中ꎬ处处彰显着教师

的实践智慧ꎮ 再次ꎬ教师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ꎬ无论是教师个体还是教师的合作ꎬ
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呈现彼此互动的关系ꎬ并统一在教育实践的始终ꎮ 这或许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杜威(ＤｅｗｅｙꎬＪ.)所谓的经验的“连续性与交互性”的标准ꎮ②

三、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

(一)以“善”为根本追求

从根本上讲ꎬ教育是一种使人向善的实践活动ꎮ 亚里斯多德说:“每种技艺与研究ꎬ同样地ꎬ
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ꎮ”③对于善的追求应该贯穿教育实践的始终ꎬ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作为目的或结果的善ꎬ对于教育内容ꎬ也应该以一种善的方式传递给学生ꎮ 善的事物被

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ꎬ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ꎮ 在这三类善的事物中ꎬ灵
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ꎮ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关于灵魂的善的活动是合乎德性的

活动ꎬ而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善的活动ꎮ 这也就是说ꎬ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够分辨出善的

人ꎬ因为“教育实践所追求的善不是局部的、分裂的ꎬ而是整体的、融贯的ꎻ不是外在的、功利的ꎬ
而是内在的、自足的ꎮ 只有具有这种总体善的教师ꎬ才称得上是智慧的或德性的教师”⑤ꎮ

(二)以“践行”为依归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ꎬ亚里斯多德根据人类灵魂的功能ꎬ区分了五类知识类型:技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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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珺玮: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学、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ꎮ① 由此看来ꎬ实践智慧不同于纯粹科学ꎬ因为它研讨的对象是可改变

的并且是人们可以做到的东西ꎮ 对于它来说ꎬ更重要的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以及经验ꎬ
只有通晓特殊事物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具有实践智慧ꎮ 也就是说ꎬ实践智慧的本质则是践

行ꎬ有实践智慧的人一定是乐于行动的人ꎬ即“知道去做”ꎬ而不仅仅是“知道如此”ꎮ 伯明翰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Ｃ.)说:“实践智慧是处在特定时空所构成的情境之中ꎬ是与特定的任何事相关联

的ꎮ 在教育理论中ꎬ科学知识可以为实践智慧提供信息ꎬ但实践智慧绝不是教育理论的简单应

用ꎬ因为教育情境是如此的复杂ꎮ”②再加上实践智慧既不能学习又不能传授ꎬ因而教师必须对具

体情境进行深入的认知和思考ꎮ 这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善于正确

考虑的人”的原因了ꎮ 也就是说ꎬ在教育实践中ꎬ实践理性意味着不能简单地“贯彻”或“应用”某
种先在的教育理论ꎬ而应该视自身情况ꎬ根据具体的教育情境ꎬ做出理性、明智而又适合的选择ꎮ

(三)以“反省”为手段

教师实践智慧是在教师个体的道德实践和其他主体的互动中形成的ꎬ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

中ꎬ需要教师主动反思ꎮ 有研究者把教师反思的内容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性和相关的背景

性问题层面ꎻ二是具体性和确切性问题层面ꎮ 前者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的目的、目标和价值观、学
生观、师生观等理念层面的问题ꎬ以及教师自身所拥有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基础等ꎮ 后者主要

指教育教学目标和教师的现实关心与特别关照ꎬ尤其是与课堂内的事件紧密相关ꎬ包括课堂内的

行为选择、方法选择、多方互动策略选择以及判断等ꎮ③ 概括起来ꎬ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理论理

性反思与实践理性反思ꎮ 杜威也对反省思维进行了分析ꎬ认为反省包含观察和暗示ꎬ观察到的事

实与观念是相关的ꎬ观察到的事实称为资料ꎬ资料和观念是所有反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ꎬ这
两个因素的存在和保持分别依靠观察和推论ꎮ 观念的形成需要由现时实际观察到的情境来核

查ꎬ观念形成后需要由行动来核查ꎮ 他还分析了反省的五个阶段:(１)暗示ꎬ在暗示中ꎬ心智寻找

可能的解决方法ꎻ(２)使感觉到的困惑理智化ꎬ成为有待解决的难题和必须寻求的答案ꎻ(３)以一

个接一个的暗示作为导向意见ꎬ或假设ꎬ在搜集事实资料中开始并指导观察及其他工作ꎻ(４)对
一种概念或假设从理智上加以认真的推敲ꎻ(５)通过外显的或想象的行动来检验假设ꎮ④ 这就意

味着教师要在亲身教育实践过程中ꎬ充分利用个人现有经验ꎬ不断学习典型ꎬ主动深入专家型教

师或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场景ꎬ领悟他人的实践智慧ꎻ同时通过自我诘难ꎬ筛选并淘汰不良的行

为习惯ꎻ教师还要主动与他人沟通ꎬ挖掘个人实践背后的理论支撑ꎬ并对此进行必要的辩护ꎮ 对

于学校来讲ꎬ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和环境创设ꎬ促进教师理论学习与实践改进共同体的达成ꎬ并
使之日常化、制度化ꎮ

(四)以“联合行动”为保障

教师实践智慧可以使教师作为真正的“教育”者ꎬ对自身、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有清醒的意

识ꎮ 如果没有实践智慧ꎬ教师就难以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本质问题ꎬ也就无法清晰自身在其中的角

色和任务ꎮ 联合行动是一种可能的手段ꎬ它包括教师自身与学校两个层面ꎮ 首先ꎬ教师要有一种

统一的活动ꎮ 所谓统一的活动ꎬ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兴趣———真正的兴趣是自我通过行动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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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或观念融为一体的伴随物ꎬ因为必须由那个对象或观念维持自我主动的活动①ꎮ 也就是

说ꎬ任何外部强加给教师的措施对教师来说是无用的ꎬ对养成教师实践智慧更是缘木求鱼ꎮ 诚如

杜威所言:“努力意味着自我和所要掌握的事实或所要完成的任务之间的分离ꎬ并引发一种习惯

性的活动的分裂ꎮ”②这意味着教师如果仅仅为了完成某种任务、指示、指标而“努力”向它靠近ꎬ
实际上是与教师实践智慧背道而驰的ꎮ 教师实践智慧的获得与运用ꎬ无疑应该源于并内含于兴

趣之中ꎮ 这或许也是当下中小学教师感觉“累人”的原因所在ꎮ 其次ꎬ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ꎬ
也是教育教学的共同体ꎬ在教师实践智慧上ꎬ学校应该发挥作用ꎮ 学校要营造一种氛围ꎬ在这种

氛围中ꎬ教师自身以及教师之间能够进行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沟通和融合ꎬ即便是在鲜活、变
动不居的具体教育情境中ꎬ教师也能够默契配合ꎮ 这种氛围也应该是一种统一的活动ꎬ这样教师

才能够联合行动ꎮ 更主要的是ꎬ学校不应该仅仅把这种联合行动作为目的和方法ꎬ还要考虑在它

背后激发它的条件ꎬ通过对这种条件的把握ꎬ营造这种氛围ꎮ 正如杜威在谈到儿童的兴趣时所说

的那样ꎬ“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促成教育性的和发展性的环境ꎬ哪里出现了这种环境ꎬ教育所需

要的唯一的事情就具备了”③ꎮ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ｒｉｇｉｎꎬ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ｏ Ｊｕｎｗｅｉ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２０００６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ｔｈ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ｂｏｔｈ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ａｋｅｓ “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ｒｓｕｉｔꎬ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ｉ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ꎻ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责任编辑:时晓红

０２１

①

②

③

[美]杜威:«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ꎬ任钟印译ꎬ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６６~１６７ 页ꎮ

[美]杜威:«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ꎬ任钟印译ꎬ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６６ 页ꎮ

[美]杜威:«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ꎬ任钟印译ꎬ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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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２ 卷 第 ５ 期 (总第 ２７４ 期)
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５(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４)

新时期以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建设述略

∗

翟德耀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创刊 ６０ 年特别是新时期 ４０ 年以来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立足本校ꎬ面向社会ꎬ
传播人文社会科学ꎬ弘扬中外优秀文化ꎬ学术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ꎬ社会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ꎬ无论«新华文

摘»还是«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摘引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ꎮ 反思历史ꎬ可知只要切切实实地实施主编负责

制ꎬ持之以恒地坚守学术本位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办刊ꎬ千方百计地突出学报特色ꎬ就一定会打造出一个能够

充分展示学校实力的窗口ꎬ以亮丽的风采自立于学报之林ꎮ
关键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ꎻ学术建设ꎻ开放办刊ꎻ学报特色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３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２１－３６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３１
作者简介:翟德耀(１９４６—　 )ꎬ男ꎬ山东莱州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编审ꎮ
①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山东师范学院出版“‘教与学’学报”(原件如此)的批文原件ꎬ现存于山东省档案馆ꎬ影印件见«山东

师范大学学报»创刊 ６０ 周年纪念册ꎮ
②在历史上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社会版)»的创刊时间被认定为 １９５６ 年ꎬ应是据“‘教与学’学报”而来的ꎮ 在

«山东师范学院学报»正式出版时ꎬ其第 １ 期则被认定为“学报”的“总 １ 期”ꎮ 令人遗憾的是ꎬ这一序列号在“文革”中因停刊而

中断ꎬ现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序列号则从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版的«山东师院»第 １ 期算起ꎮ

　 　 伴随着山东师范大学发展的步伐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以下简称学

报)度过了 ６０ 华诞ꎮ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ꎬ从学术建设的视野认真回眸文科学报走过的道路ꎬ
深入探讨办刊的基本理念ꎬ准确把握其定位和方向ꎬ应该是对于学报一甲子的一种富有意义的

纪念ꎮ
作为山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ꎬ学报的演进和发展大致上是与学校文科的演进和发展

同步的ꎮ １９５４ 年ꎬ即有内部刊物«山东师院»由校刊编辑委员会连续出版ꎮ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ꎬ中共山

东省委同意山东师范学院出版“教与学”学报①ꎮ 随后ꎬ山东师范学院校刊编辑室出版了«教与

学»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ꎬ山东师范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正式以«山东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为
名ꎬ出版了第 １ 期(总 １ 期)②ꎮ 之后ꎬ现代文学版、地理版也不定期问世ꎮ 及至“文化大革命”爆
发ꎬ学校“停课闹革命”ꎬ«山东师范学院学报»于 １９６７ 年改名«黄河评论»ꎬ成为大批判的战场、阶
级斗争的工具ꎮ １９７１ 年ꎬ在首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和学校“上管改”的背景下ꎬ改名为«教革简

讯»ꎬ次年又改为«山东师院»ꎮ １９７６ 年ꎬ«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经上级批准正式出版ꎬ成
为全国率先出版的高校文科学报之一ꎮ 文科学报前 ２０ 年名称的频繁变化ꎬ直观地反映了主办者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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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报定位上的不确定性ꎮ 本来ꎬ中共山东省委的批文和创刊号都是以学报冠之的ꎬ这就内在地

规定了学报的学术属性ꎬ从而与时事性、宣教性、知识性的校报、校刊等报刊区分开来ꎮ 然而ꎬ尽
管在创刊伊始确实初步体现了期刊的学术指向和编者的学术追求ꎬ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也发表

了不少学术文章ꎬ但总体而言学术含量相当匮乏ꎮ 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ꎬ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形态

诉求ꎬ一步步地限制了编者和作者的学术思维ꎬ背离了学报的本质属性ꎬ使得学术定位发生偏移ꎬ
学术性逐渐减弱ꎮ 而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易名的«黄河评论»«教革简讯»«山东师院»ꎬ则完

全偏离了办刊的初衷ꎬ削弱了其学术性ꎮ １９７６ 年学报复刊后ꎬ虽然学术研究有所恢复ꎬ例如在所

发表的鲁迅研究文章中出现了如学者所说的“某些具有学理性质的鲁迅研究因子”①ꎬ但囿于当

时的政治文化生态制约ꎬ也不过是仅仅透露出些许学术信息而已ꎮ
文科学报的学术回归和学术建设ꎬ是从新时期开始的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新时代ꎮ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ꎬ学校拨乱反正ꎬ正本清源ꎬ教学和研究逐步走向正

轨ꎬ文科学报也随之进入了以学术建设为本位的新阶段ꎮ １９８１ 年ꎬ山东师范学院升格为山东师范

大学ꎬ文科学报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ꎮ 与学校文科特别是优势学科的

学术发展相适应ꎬ此后学报的学术水准显著提升ꎬ一步步跨上新的台阶ꎮ ２００２ 年ꎬ为了凸显既有

的人文学科地位ꎬ学报由哲学社会科学版调整为人文社会科学版ꎮ

一

评价一家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ꎬ期刊界、学界通常认可第三方的转载摘引ꎬ特别是«新华文

摘»、“复印报刊资料”等的转载摘引ꎮ 新时期以来的 ４０ 年ꎬ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ꎬ在编委会的指

导下ꎬ历届主编和编辑部同仁勤奋耕耘ꎬ开拓创新ꎬ着力进行学术建设ꎬ不仅使学报较快地回到学

术本位ꎬ而且在第三方转载方面ꎬ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ꎮ
(一)«新华文摘»转载转摘

主体转载(１９７９—２０１６)
１.唐兆位:浅谈哲学史的一般规律(１９８１.６)②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２.２ꎮ
２.鲍兆宁:发现法探究(１９８２.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２.６ꎮ
３.夷翠华、姜正冬: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吗? (１９８２.６)ꎬ«新华文

摘»１９８３.２ꎮ
４.张培义: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两个问题(１９８２.６)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３.２ꎮ
５.王礼训: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宗派组织吗(１９８３.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３.５ꎮ
６.张效之、王化学:一部有特色的书———评«欧美文学简编»(１９８３.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３.６ꎮ
７.刘祚昌:中国的专制制度与中国的孟德斯鸠(１９８３.４)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３.１１ꎮ
８.鲍兆宁:论教学的双重任务(１９８４.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４.６ꎮ
９.张培义:三十五年来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概况(１９８４.５)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４.１２ꎮ
１０.杨玉圣:林肯评价中两个问题的综述(１９８４.５)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５.１ꎮ
１１.王春良:１９４１ 年苏联曾承认“满洲国独立”(１９８５.１)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５.４ꎮ

２２１

①

②

李宗刚:«“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ꎬ«鲁迅研究月

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为了行文的方便ꎬ这里对论文刊发的具体年份和期次均简化处理ꎬ如«浅谈哲学史的一般规律»原刊于 １９８１ 年第 ６ 期则

简化为“１９８１.６”ꎬ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文章的具体年份和期次ꎬ也作如此处理ꎮ



翟德耀:新时期以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建设述略

１２.丑荣之:智力落后儿童教育刍议(１９８５.４)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５.１１ꎮ
１３.陈海宏:近年来美国内战史研究情况简述(１９８６.１)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６.４ꎮ
１４.黄贤全:美国文官改革运动(１９９２.５)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３.２ꎮ
１５.谭好哲:文化视角文艺观与意识形态视角文艺观的三大差别(１９９４. ６)ꎬ«新华文摘»

１９９５.３ꎮ
１６.包心鉴: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２００２.４)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２.１２ꎮ
１７.李荣:马克思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蕴(２００９.６)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０.４ꎮ
１８.杨义:王蒙小说的哲学、数学与形式(２０１３.５)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４.４ꎮ
１９.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２０１４.４)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５.２ꎮ
２０.丁鼎: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２０１４.６)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５.７ꎮ
论点摘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１.刘祚昌: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初探(１９８７.１)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７.５ꎮ
２.张霭堂:我国古代“右尊”“左尊”的源流及其具体所指(１９８７.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８７.６ꎮ
３.王恒展: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调(１９９０.５)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１.２ꎮ
４.史介:“巴黎公社”译名由来(１９９１.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１.６ꎮ
５.杜朝伟、孙才顺:论二战后期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１９９４.４)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４.１１ꎮ
６.李秀忠:文化建设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１９９５.６)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６.２ꎮ
７.杨玉平、刘长明:文化也是生产力(１９９５.６)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６.３ꎮ
８.王立:中国古典文学意象的主题史论纲(１９９６.３)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６.９ꎮ
９.杜寒风:临济义玄呵佛骂祖新论(１９９６.３)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６.１０ꎮ
１０.王守中:评 １９ 世纪下半叶的“扶清灭洋”和“求富求强”两条救国路线评价(１９９６.４)ꎬ«新

华文摘»１９９６.１１ꎮ
１１.季广茂:女权批评的喧哗与困惑(１９９６.６)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７.２ꎮ
１２.刘俊男:炎帝就是蚩尤(１９９７.６)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８.３ꎮ
１３.崔永杰:论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１９９８.２)ꎬ«新华文摘»１９９８.９ꎮ
１４.蔡世连:女权、躯体写作与私人空间———女性写作的旨趣悖谬(１９９８.６)ꎬ«新华文摘»

１９９９.３ꎮ
１５.崔永杰:英国经验论的实体观演变的内在逻辑(２０００.２)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０.８ꎮ
１６.吴绍全:新世纪文艺与审美瞻望(２０００.４)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１.１ꎮ
１７.刘春蕊:康有为教育思想新论(２００３.３)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ꎮ
１８.万光侠:文化价值的人学阐释(２００３.３)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３.１０ꎮ
１９.郭学信:试论宋代世风的时代特征(２００４.６)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５.７ꎮ
２０.刘长明:教育的和谐使命与和谐教育思想的重构(２００６.３)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６.１８ꎮ
２０.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２００７.６)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８.７ꎮ
２１.刘春华、张涛: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２００８.２)ꎬ«新华文摘»２００８.１６ꎮ
２２.张建波:残缺而完美的世界———史铁生作品中人物生存图景(２０１１.３)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１.

１７ꎮ
２３.刘志明:列宁加强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２０１１.６)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２.４ꎮ
２４.顾广梅:现代性语境下成长的迷梦、幻灭与神话(２０１２.１)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２.１４ꎮ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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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季桂起: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２０１２.２)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２.１９ꎮ
２６.李德楠:试论明清大运河上的行船次序(２０１２.３)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２.１８ꎮ
２７.万光侠: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本向度(２０１３.１)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３.１２ꎮ
２８.商志晓:以社会有机体理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２０１３.２)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３.１５ꎮ
２９.王希岩:井田制与贡、助、彻(２０１４.１)ꎬ«新华文摘»２０１４.１０ꎮ
(二)复印报刊资料转载(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１９７８ 年(共转载 １４ 篇)
１.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修订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修订本)选刊(１９７８.４)ꎬ«中国

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２.王守中: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１９７８.４)ꎬ«中国近代史»

１９７８.１２ꎮ
３.孟祥才:论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和新王朝政策(１９７８.４)ꎬ«历史学»１９７８.１２ꎮ
４.徐惠元:浅谈李贺诗的艺术特色(１９７８.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５.薛祥生:试论张元干及其爱国诗词(１９７８.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６.刘乃昌: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１９７８.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７.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修订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修订本)选刊(１９７８.５)ꎬ«中国

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８.张全信:谈才能与因材施教———“四人帮”摧残人才的罪恶必须清算(１９７８.５)ꎬ«教育学»

１９７８.１２ꎮ
９.林敦明:中学«世界历史»问题解说(之一)(１９７８.５)ꎬ«世界史»１９７８.１２ꎮ
１０.李祖训、刘新丽:关于法兰克封建化形成过程的探讨(１９７８.５)ꎬ«世界史»１９７８.１２ꎮ
１１.王春良:“墨西哥独立之父”米格尔伊达尔哥(１９７８.５)ꎬ«世界史»１９７８.１２ꎮ
１２.仇振中:谈 «子鱼论战» 中的 “大司马固谏” ( １９７８. ６)ꎬ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１９７８.１２ꎮ
１３.吴云:陶渊明«饮酒»诗初探 (１９７８.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１４.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１９７８.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８.１２ꎮ
１９７９ 年(共转载 １７ 篇)
１.徐荣街、叶维四:论«红旗谱»的民族特色———重读梁斌同志的«红旗谱» (１９７８.５)ꎬ«中国

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１ꎮ
２.陈漱渝: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１９７９.１)ꎬ«中国现代、当代

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１ꎮ
３.李茂肃:李贽的文艺思想(１９７９.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１ꎮ
４.查国华、蒋心焕:谈“学衡派”(１９７９.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３ꎮ
５.李泉岳:十三世纪元军东侵日本为何失败? ———评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在这个问题上

的错误(１９７９.２)ꎬ«世界史»１９７９.３ꎮ
６.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１９７９.２)ꎬ«世界史»１９７９.３ꎮ
７.王春良:扎伊尔独立前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非洲史札记之一(１９７９.２)ꎬ«世界史»

１９７９.３ꎮ
８.李衍柱:典型个性阶级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典型问题札记(１９７９.２)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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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理论»１９７９.３ꎮ
９.李衍柱:试论李大钊同志的文艺思想(１９７９.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７ꎮ
１０.孔繁信:试论悲剧«窦娥冤»(１９７９.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８ꎮ
１１.严钟奎、杨增书:论苏联史学界对华盛顿的评价(１９７９.４)ꎬ«世界史»１９７９.７ꎮ
１２.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续)(１９７９.４)ꎬ«世界史»１９７９.８ꎮ
１３.朱德发: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１９７９.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１０ꎮ
１４.孙祚民: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１９７９.５)ꎬ«历史学»１９７９.１１ꎮ
１５.查国华、蒋心焕:试论沙汀的前期短篇小说 ( １９７９. ６)ꎬ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７９.１２ꎮ
１６.李茂肃:清代散文发展的一个轮廓(１９７９.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７９.１２ꎮ
１７.夏放:试论瞿秋白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１９７９. ６)ꎬ«世界史»

１９７９.１１ꎮ
１９８０ 年(共转载 １７ 篇)
１.王神荫: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１９７９.６)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０.２ꎮ
２.章益:略论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的研究方案(１９８０.１)ꎬ«心理学»１９８０.１ꎮ
３.林祥征:西王母的变迁及其启示(１９８０.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０.４ꎮ
４.蔡青:关于“左联”理论纲领中的两个词语———冯乃超同志谈“稳固”和“失掉”(１９８０.１)ꎬ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０.６ꎮ
５.林敦明:怎样评价梭伦的改革(１９８０.１)ꎬ«世界史»１９８０.２ꎮ
６.王春良:美俄矛盾与门罗主义(１９８０.１)ꎬ«世界史»１９８０.３ꎮ
７.张培义:关于苏联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的作用(１９８０.１)ꎬ«世界史»１９８０.３ꎮ
８.朱德发、冯光廉:冯雪峰与左翼时期的几次文艺论争(１９８０.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８０.１０ꎮ
９.牛济:清朝顽固派与北京义和团(１９８０.５)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０.１０ꎮ
１０.王守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１９８０.５)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０.１０ꎮ
１１.胡滨: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 ( １９８０. ５)ꎬ «中国近代史»

１９８０.１１ꎮ
１２.李衍柱:坚持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批评标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札记

(１９８０.５)ꎬ«文艺理论»１９８０.２７ꎮ
１３.章益: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读西方心理学史随感(１９８０.６)ꎬ«心理学»１９８０.１２ꎮ
１４.朱德发:试评«文学改良刍议»(１９８０.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０.３４ꎮ
１５.韩立群:巴金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１９８０. 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８０.３４ꎮ
１６.冬青、颜辉: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始末(１９８０.６)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０.１２ꎮ
１７.欧阳跃峰: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１９８０.６)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０.１２ꎮ
１９８１ 年(共转载 ５ 篇)
１.潘友林:“意识流”漫谈(１９８１.２)ꎬ«文艺理论»１９８１.８ꎮ
２.鲍兆宁:孔子的学养和教育经验(１９８１.３)ꎬ«教育学»１９８１.７ꎮ
３.侯树钦:试论叶紫小说«星»(１９８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１.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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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胡百顺:要善于捕捉艺术形象———读杨朔散文札记(１９８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８１.１５ꎮ

５.邓红风:巴黎公社失败后争取大赦的斗争(１９８１.４)ꎬ«世界史»１９８１.８ꎮ
１９８２ 年(共转载 ２２ 篇)
１.潘伯庚:发扬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１９８１.６)ꎬ«教育

学»１９８２.１ꎮ
２.宋尚斋:孔子与«诗经»(１９８１.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１ꎮ
３.张培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列宁的总结 (１９８２.１)ꎬ«世界史»１９８２.２ꎮ
４.高更生:“暂拟语法系统”修订刍议(１９８２.１)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２.２ꎮ
５.朱恩彬:美学三则———答李戎同志( １９８２.２)ꎬ«美学»１９８２.２ꎮ
６.李衍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文献———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８２.２)ꎬ

«文艺理论»１９８２.７ꎮ
７.李宏生、冷家煴: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在山东的战斗(１９８２.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２.６ꎮ
８.王春良: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 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１９８２.３)ꎬ«世界

史»１９８２.９ꎮ
９.田仲济:四十年代王统照的创作活动———论一个作家在抗战中的爱国主义情结(１９８２.３)ꎬ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１１ꎮ
１０.冯光廉、刘增人:«山雨»研究商兑(１９８２.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１１ꎮ
１１.焦海燕:朱自清散文的艺术辩证法(１９８２.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１１ꎮ
１２.钱荫榆:丁玲的«阿毛姑娘»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１９８２.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

究»１９８２.１１ꎮ
１３.隋千存:试论«玉梨魂»的思想倾向(１９８２.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１１ꎮ
１４.张全信:智力与大脑(１９８２.４)ꎬ«心理学»１９８２.８ꎮ
１５.李伯齐:何逊诗简论(１９８２.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１９ꎮ
１６.许金榜:元杂剧的语言风格(１９８２.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２０ꎮ
１７.孙元璋: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１９８２.４)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２１ꎮ
１８.孟祥才: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 (１９８２.５)ꎬ«历史学»１９８２.１１ꎮ
１９.刘祚昌:美国的独立与独立宣言 (１９８２.５)ꎬ«世界史»１９８２.１２ꎮ
２０.赵运田:试论悲剧性的崇高( １９８２.６)ꎬ«美学»１９８２.６ꎮ
２１.邓红风:论西奥多罗斯福的对内政策(１９８２.６)ꎬ«世界史»１９８２.１２ꎮ
２２.杨洪承:试论王统照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为纪念王统照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１９８２.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２３ꎮ
１９８３ 年(共转载 １４ 篇)
１.冬青:曾国藩的一生(１９８３.１)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３.２ꎮ
２.东方牧、周均平:近年来关于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问题讨

论综述(１９８３.２)ꎬ«美学»１９８３.２ꎮ
３.鲍兆宁:学习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１９８３.２)ꎬ«教育学»１９８３.４ꎮ
４.张效之、王化学:一部有特色的书———评«欧美文学简编» (１９８３. ２)ꎬ(外国文学研究)

１９８３.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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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张锡恩: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党纲问题上的分歧刍议(１９８３.２)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１９８３.４ꎮ

６.李文奎:马克思论智力 (１９８３.２)ꎬ«心理学»１９８３.４ꎮ
７.王礼训: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宗派组织吗(１９８３.２)ꎬ«世界史»１９８３.４ꎮ
８.鲁锋:爱国主义的名篇———短篇小说«柏林之围»艺术三题(１９８３.２)ꎬ«中学语文教学»

１９８３.４ꎮ
９.朱恩彬:关于文学的倾向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封信 ( １９８３. ２)ꎬ «文艺理论»

１９８３.４ꎮ
１０.李衍柱:马克思论文学典型———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１９８３.２)ꎬ«文艺理论»１９８３.４ꎮ
１１.韩之友:一个郁愤孤傲的知识分子———谈鲁迅的散文«范爱农» (１９８３.４)ꎬ«中学语文教

学»１９８３.８ꎮ
１２.林敦明、何芳济:论罗马共和时期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兼谈共和制灭亡的原因(１９８３.

５)ꎬ«世界史»１９８３.１０ꎮ
１３.徐文斗:谈«一叶»的创作方法(１９８３.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３.１２ꎮ
１４.顾农:谈谈康大叔(１９８３.６)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３.１２ꎮ
１９８４ 年(共转载 ７ 篇)
１.鲍兆宁:论教学的双重任务(１９８４.２)ꎬ«教育学»１９８４.４ꎮ
２.赵山林:谈谈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１９８４.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４.１３ꎮ
３.严薇青:简论曾朴«孽海花»和张鸿«续孽海花»两书的 ３１ 回至 ３５ 回(１９８４.３)ꎬ«中国古

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４.１４ꎮ
４.张全信:谈创造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１９８４.３)ꎬ«文艺理论»１９８４.７ꎮ
５.夏放:论审美标准(１９８４.５)ꎬ«美学»１９８４.１０ꎮ
６.陈宝铠:孔子管理心理学思想二题(１９８４.５)ꎬ«心理学»１９８４.１１ꎮ
７.李文奎:徐特立与师范教育(１９８４.５)ꎬ«教育学»１９８４.１０ꎮ
１９８５ 年(共转载 ９ 篇)
１.王兴华:试论王夫之诗论中的美学思想(１９８５.１)ꎬ«美学»１９８５.２ꎮ
２.史克振:王沂孙词初探(１９８５.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６ꎮ
３.宋遂良:探索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力量———谈长篇小说«河魂»(１９８５.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

学研究»１９８５.１４ꎮ
４.林祥征:«诗经»中的爱国精神(１９８５.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５.９ꎮ
５.卜键:关于李开先生平几个史实的考辨———兼与宁茂昌同志商榷(１９８５.２)ꎬ«中国古代、近

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５.１０ꎮ
６.[日]樽本照雄著ꎬ武殿勋译:«老残游记»中人物塑造的几个问题———关于玙姑(１９８５.２)ꎬ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５.１０ꎮ
７. 李毅:克鲁普斯卡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１９８５.４)ꎬ«教育学»１９８５.９ꎮ
８.辛夫:应给考生以用武之地———漫谈 ８５ 年高考语文中的作文命题(１９８５.５)ꎬ«中学语文教

学»１９８５.１０ꎮ
９.周建忠:论颜延之的文学创作(１９８５.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５.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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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 年(共转载 １７ 篇)
１.康甦:谈谈“合叙分解”法(１９８６.２)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６.５ꎮ
２.许金榜:李渔剧作思想成就刍议(１９８６.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６ꎮ
３.李茂肃:李伯元家世、思想三题(１９８６.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６ꎮ
４.朱恩彬:谈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中和”思想(１９８６.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８ꎮ
５.杨洪承: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１９８６.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７ꎮ
６.朱俊亭:试论灵感思维及其产生的条件(１９８６.４)ꎬ«心理学»１９８６.９ꎮ
７.林乐腾:语林偶拾两篇———中学文言文的语言研究(１９８６.４)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６.９ꎮ
８.清才:耕耘:在东方文明的暮色里———王润滋论(１９８６.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８９.１２ꎮ
９.朱本轩:注重综合训练ꎬ培养分析能力———一九八六年普通高考语文阅卷札记(１９８６.５)ꎬ

«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６.１１ꎮ
１０.史本成: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诗人———谈谈徐志摩的评价问题(１９８５.６)ꎬ«中国现代、当

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１ꎮ
１１.鲍兆宁:论学为主体(１９８５.６)ꎬ«教育学»１９８６.１ꎮ
１２.李毅: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１９８５.６)ꎬ«教育学»１９８６.１ꎮ
１３.李文奎: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１９８５.６)ꎬ«教育学»１９８６.１ꎮ
１４.王立功:布鲁纳:教育过程(１９８５.６)ꎬ«教育学»１９８６.１ꎮ
１５.曹明海:巧运虚实 尽得风流———鲁迅小说教学中的虚实手法分析(１９８５.６)ꎬ«中学语文

教学»１９８６.１ꎮ
１６.张汉东:从«左传»看孔子的删«诗»痕迹(１９８５.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６.１ꎮ
１７.方晓明:全国第二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综述 (１９８５. 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１９８６.１ꎮ
１９８７ 年(共转载 ７ 篇)
１.王少华:建国以来的辛弃疾研究(１９８６.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７.１ꎮ
２.王恒展:箫心剑气定庵诗———龚自珍诗歌艺术风格散论(１９８６.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

究»１９８７.１ꎮ
３.马修业:关于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问题 (１９８７.１)ꎬ«世界史»１９８７.９ꎮ
４.朱其铠:论«西游记»的滑稽诙谐(１９８７.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７.３ꎮ
５.林祥征:谈谈«诗经»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１９８７.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１９８７.６ꎮ
６.孔繁信:明清著名文学世家———临朐冯氏(１９８７.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７.６ꎮ
７.黄兆群:再谈有关“杰克逊民主”的美国史学(１９８７.３)ꎬ«世界史»１９８７.７ꎮ
１９８８ 年(共转载 ９ 篇)
１.郑享清:论奕的洋务思想(１９８８.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８.４ꎮ
２.孙占元: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１９８８.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８.４ꎮ
３.李湘:«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１９８８.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８.８ꎮ
４.严薇青:«重视资料 深入研究———纪念刘鹗诞生 １３０ 周年»(１９８８.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

学研究»１９８８.８ꎮ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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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张晓琴:神女峰的倒塌———对中国爱情诗中一种原型的思考(１９８８.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

学研究»１９８８.１０ꎮ
６.彭恒军:论马克思精神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１９８８.４)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研究»１９８８.９ꎮ
７.王礼训、程玉海:共产国际创立过程中理论指导的某些失误及其后果(１９８７.５)ꎬ«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１９８８.１ꎮ
８.俞越龙:怎样分析说明文(１９８８.５)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８.１２ꎮ
９.魏建:前期创造社主要外来艺术渊源质疑(１９８７.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８.１ꎮ
１９８９ 年(共转载 ２１ 篇ꎬ其中正刊 ２０ 篇、增刊 １ 篇)
１.牛伟宏:论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史上的地位(１９８９.１)ꎬ«世界史»１９８９.４ꎮ
２.董继民:简论美国进步运动(１９８９.３)ꎬ«世界史»１９８９.１０ꎮ
３.薛祥生:对宋词发展分期问题的思考(１９８８.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９.２ꎮ
４.李同旭:关于创建写作心理学的问题(１９８８.６)ꎬ«心理学»１９８９.２ꎮ
５.刘继武: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发展方向(１９８８.６)ꎬ«教育学»１９８９.１ꎮ
６.张全信:心理应激(１９８９.１)ꎬ«心理学»１９８９.４ꎮ
７.曹立前: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及其影响(１９８９.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９.４ꎮ
８.牛济:论魏源与太平军、捻军的关系(１９８９.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９.４ꎮ
９.杜耀云:试论反洋教斗争中的官、绅、民(１９８９.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９.４ꎮ
１０.孙长来:太平天国与封建官绅的反洋教(１９８９.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８９.５ꎮ
１１.石华秀、张福建:布鲁纳与加涅教学思想异同比较(１９８９.２)ꎬ«教育学»１９８９.４ꎮ
１２.裴世俊:清初钱、王“代兴”之说刍议(１９８９.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９.１１ꎮ
１３.蒲泽:鲜为人知的«聊斋志异»朱氏刻本(１９８９.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９.１１ꎮ
１４.杨永良: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１９８９.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

研究»１９８９.１１ꎮ
１５.宋保惠:关于初中文言文几个词语的注释(１９８９.３)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８９.９ꎮ
１６.戚万学:“新德育”理论评介(１９８９.３)ꎬ«教育学»１９８９.１０ꎮ
１７.耿天勤:论唐代政书的崛兴(１９８９.４)ꎬ «历史学»１９８９.１１ꎮ
１８.邓才彪:浅谈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教育竞争(１９８９.４)ꎬ«教育学»１９８９.１０ꎮ
１９.李文奎:从西方教育史看商品经济与教育的关系(１９８９.４)ꎬ«教育学»１９８９.１０ꎮ
２０.王洪美:近十年来教育理论讨论综述(１９８９.５)ꎬ«教育学»１９８９.１２ꎮ
２１.黄贤权:美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官改革运动(１９８９ 年增刊)ꎬ«世界史»１９８９.１２ꎮ
１９９０ 年(共转载 １１ 篇)
１.孙占元:左宗棠反侵略思想述论(１９９０.１)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０.４ꎮ
２.韩昱: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１９９０.１)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０.５ꎮ
３.杜朝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的中立(１９９０.２)ꎬ«世界史»１９９０.６ꎮ
４.路遥: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１９９０.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０.５ꎮ
５.柳耀福、郭永军:论«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真正的人的思想(１９９０.２)ꎬ«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研究»１９９０.６ꎮ
６.薛祥生:稼轩咏物词刍议(１９９０.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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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许结:徐幹«中论»及其文艺观索解(１９９０.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０.１２ꎮ
８.戴武军:杨万里的诗论特色(１９９０.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０.１２ꎮ
９.刘天路:论洋务派的外交思想(１９９０.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０.８ꎮ
１０.李文奎:教育政治功能的历史简略考察(１９９０.４)ꎬ«教育学»１９９０.９ꎮ
１１.张志达:中学«语文»复语误释辨证六则(１９９０.５)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０.１２ꎮ
１９９１ 年(共转载 １８ 篇ꎬ其中正刊 １５ 篇、增刊 ３ 篇)
１.许金榜:从元曲看元代文人的心态(１９９０.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１.１ꎮ
２.王恒展: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调(１９９０.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１.３ꎮ
３.沈小碚:中外教育评估制度发展史简述(１９９０.５)ꎬ«教育学»１９９１.１ꎮ
４.辛奇: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１９９０.６)ꎬ«世界史»１９９１.１ꎮ
５.之瑜:首届国际赋学术讨论会综述(１９９０.６)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１.３ꎮ
６.王祖兰、林泳海:“沙袋育儿”对儿童智力发展影响的调查(１９９０.６)ꎬ«心理学»１９９１.１ꎮ
７.倪志昂:观念制约行为的机制初探(１９９０.６)ꎬ«心理学»１９９１.６ꎮ
８.曹洪顺:“中学语文教学法”学科建设十年(１９９０.６)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１.１ꎮ
９.李伟:“祺祥政变”与奕的上台(１９９１.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１.８ꎮ
１０.杜耀云: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１９９１.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１.８ꎮ
１１.叶锦田:１９３３ 年间香港普罗文艺活动片段(１９９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１.１１ꎮ
１２.晁岳佩:也谈«越绝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１９９１.５)ꎬ«历史学»１９９１.１２ꎮ
１３.雨平:高考语文命题与教学导向(１９９１.５)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１.１２ꎮ
１４.王化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造型艺术概览(１９９１.５)ꎬ«造型艺术研究»１９９１.１２ꎮ
１５.耿天勤: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１９９２.６)ꎬ«历史学»１９９３.１ꎮ
１６.唐志勇:近代中国新思想的命运与国情研究(１９９０ 年增刊)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１.５ꎮ
１７.杜耀云: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农民战争(１９９１ 年增刊)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１.６ꎮ
１８.王守中: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两个问题(１９９１ 年增刊)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１.６ꎮ
１９９２ 年(共转载 ２０ 篇)
１.方晓明:“倦客红尘 长记楼中粉泪人”———试论«小山词»对意义的追寻(１９９１.５)ꎬ«中国古

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２.２ꎮ
２.李衍柱:关于建构当代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思考(１９９１.６)ꎬ«文艺理论»

１９９２.１ꎮ
３.夏麟勋:“面缚”释义商兑———兼谈中学文言文中的正反同词(１９９２.１)ꎬ«中学语文教学»

１９９２.３ꎮ
４.董继民:试论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因素(１９９２.１)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２.５ꎮ
５.李宏生:义和团运动与国际公正舆论(１９９２.１)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２.５ꎮ
６.程学超: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综述(１９９２.２)ꎬ«心理

学»１９９２.５ꎮ
７.万直纯:女性寻找:自我世界男性世界整个世界———从丁玲创作看现代中国女性的精

神历程(１９９２.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２.６ꎮ
８.徐文谋:废名小说的意境结构分析(１９９２.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２.６ꎮ
９.张志达:警惕这样九类词语———中学文言文教学札记(１９９２.２)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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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孙占元:十年来戊戌变法运动研究述评(１９９２.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２.８ꎮ
１１.赵山林:从词到曲———论金词的过渡型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１９９２.３)ꎬ«中国古代、近

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２.９ꎮ
１２.王化学:唯美主义:世界末的快乐与痛苦(１９９２.３)ꎬ«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２.８ꎮ
１３.李文奎:外国教育家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１９９２.４)ꎬ«教育学»１９９２.９ꎮ
１４.张清华:传统与现代的成功嫁接———重论戴望舒对新诗发展的贡献(１９９２.４)ꎬ«中国现

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２.１０ꎮ
１５.方遒:学生修改与教师批改———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初探(１９９２.４)ꎬ«中学语文教学»

１９９２.１０ꎮ
１６.杜耀云:论洋务派的自强观(１９９２.４)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２.１０ꎮ
１７.韩昱:孙中山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１９９２.４)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２.１１ꎮ
１８.吴绍全:审美生理机制研究理论描述(１９９２.４)ꎬ«美学»１９９２.１０ꎮ
１９.黄贤全:美国文官改革运动(１９９２.５)ꎬ«世界史»１９９２.１１ꎮ
２０.王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综述(１９９２.５)ꎬ«世界史»１９９２.１１ꎮ
１９９３ 年(共转载 １９ 篇)
１.吴乃华:中西思想融汇与康有为改革观的形成(１９９２.６)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３.２ꎮ
２.曹立前:康有为«戊戌奏稿»研究综述(１９９２.６)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３.２ꎮ
３.顾大白:语文教学法的现代化(１９９２.６)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３.１ꎮ
４.周海波、杨爱琴:黄昏里的生命独语———京派文学创作的一个侧面(１９９２.６)ꎬ«中国现代、

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３.２ꎮ
５.王鹏、杜朝伟:论美国早期的实用外交(１９９３.１)ꎬ«世界史»１９９３.５ꎮ
６.王鲁英:论鸦片战争时期爱国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 (１９９３. ２)ꎬ«中国近代史»

１９９３.６ꎮ
７.郭大松: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１９９３.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３.６ꎮ
８.刘开明、金衍礼:宇宙之舞神———作为审美形象的湿婆与龙的文化透视(１９９３.２)ꎬ«美学»

１９９３.６ꎮ
９.安斌:中西小说审美观念之异同(１９９３.２)ꎬ«美学»１９９３.６ꎮ
１０ 邓才彪:德育在信息化发展中的导向功能(１９９３.２)ꎬ«教育学»１９９３.６ꎮ
１１.赵洪海:课程设计与教育面向未来(１９９３.２)ꎬ«教育学»１９９３.６ꎮ
１２.刘复兴:论教育主体性的特征(１９９３.３)ꎬ«教育学»１９９３.１０ꎮ
１３.黄兆群:美国的日本移民及其民族文化(１９９３.３)ꎬ«世界史»１９９３.１２ꎮ
１４.顾农:曹操游仙诗新论(１９９３.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３.１２ꎮ
１５.陈海宏:第二国际史研究情况综述(１９９３.３)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１９９３.５ꎮ
１６.王化学:米开朗基罗其人(１９９３.５)ꎬ«造型艺术研究»１９９３.１１ꎮ
１７.孙占元:清朝闭关政策及其对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的消极影响(１９９３.５)ꎬ«中国近代

史»１９９３.１２ꎮ
１８.贾克亮、张恩宜:论教育技术问题(１９９３.６)ꎬ«教育学»１９９３.１２ꎮ
１９.邹广文:今道友信美学思想的时代特色(１９９３.１０)ꎬ«美学»１９９３.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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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共转载 １８ 篇ꎬ其中正刊 １７ 篇、增刊 １ 篇)
１.程汉大: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政治制度(１９９３.６)ꎬ«世界史»１９９４.１ꎮ
２.顾大白:书法和语文教学(１９９３.６)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４.１ꎮ
３.张志达:讲点词义的时代性———中学文言文词语教学札记(１９９４.１)ꎬ«中学语文教学»

１９９４.４ꎮ
４.王静:非洲近代史研究综述 (１９９４.２)ꎬ«世界史»１９９４.５ꎮ
５.董经胜: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年的秘鲁军政权(１９９４.２)ꎬ«世界史»１９９４.５ꎮ
６.陈海宏、杜凤山:我国首届美国历史国际讨论会侧记(１９９４.２)ꎬ«世界史»１９９４.６ꎮ
７.刘明银:２０ 世纪中国小说喜剧精神发展论(１９９４.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４.６ꎮ
８.张清华:野地神话与家园之梦———论张炜近作的农业文化策略(１９９４.２)ꎬ«中国现代、当代

文学研究»１９９４.６ꎮ
９.姚春树、郑家健:新时期散文创作的华彩乐章———论郭保林诗化系列散文及其艺术构成机

制(１９９４.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４.６ꎮ
１０.程红兵:高考语文测试的反思与前瞻(１９９４.２)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４.５ꎮ
１１.李伟: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１９９４.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４.７ꎮ
１２.刘长明:教育是生产力之母———兼论教育优先发展规律(１９９４.３)ꎬ«教育学»１９９４.６ꎮ
１３.王琳:魏末之赋首———阮籍赋试论(１９９４.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４.７ꎮ
１４.王肇伟:试论纳粹德国的人口政策(１９９４.４)ꎬ«世界史»１９９４.１１ꎮ
１５.毛锐:论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提出(１９９４.４)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１９９４.１０ꎮ
１６.王辉斌:别具匠心:唐诗的制题艺术(１９９４.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４.１２ꎮ
１７.薛祥生:试论赵执信«饴山诗余»(１９９４.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４.１２ꎮ
１８.刘长明、尹吉成、何丁萌:一国两制源流考(１９９３ 年增刊)ꎬ«世界史»１９９４.１２ꎮ
１９９５ 年(共转载 ６５ 篇ꎬ其中正刊 ４７ 篇、增刊 １８ 篇)
１.顾大白:转变观念 培养能力 教出中等职教语文的特色(１９９４.６)ꎬ«职业技术教育»１９９５.１ꎮ
２.谭好哲:文化视角文艺观与意识形态视角文艺观的三大差别 (１９９４. ６)ꎬ«文艺理论»

１９９５.１ꎮ
３.蔡桂林:论文学批评三种态度的鼎立(１９９４.６)ꎬ«文艺理论»１９９５.１ꎮ
４.丁帆、齐红:永远的流浪———知识女性形象的基本心态之一(１９９４.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

学研究»１９９５.２ꎮ
５.杜耀云:论中日甲午战争的时代特点(１９９４.６)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５.２ꎮ
６.王荣纲、曹洪顺:一本新书 一本好书———评张积家主编«心理学»(１９９４.６)ꎬ«出版工作、图

书评介»１９９５.１ꎮ
７.许庆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基础(１９９４.６)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５.１ꎮ
８.万光侠:社会精神生产的基本涵义和主要特点(１９９４.６)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５.１ꎮ
９.曹明海:论散文教学中的品类审识(１９９４.６)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５.１ꎮ
１０.杨玉林: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经济(１９９４.６)ꎬ«世界史»１９９５.２ꎮ
１１.李小虎:论传统形式逻辑中的关系推理(１９９４.６)ꎬ«逻辑»１９９５.２ꎮ
１２.李建盛:康德的审美心理结构理论(１９９４.６)ꎬ«美学»１９９５.２ꎮ
１３.马凤岗、郭晓宁:试论殖民地时期拉美城市的建立及其对拉美社会的影响(１９９４.６)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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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史»１９９５.４ꎮ
１４.董继民:城郊型农业与美国现代化(１９９５.１)ꎬ«农业经济»１９９５.７ꎮ
１５.黄宇:成功来自务实(１９９５.１)ꎬ«世界经济»１９９５.７ꎮ
１６.李浩然、肖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及其培养(１９９５.１)ꎬ«教育学»１９９５.７ꎮ
１７.李鹰:青少年性心理的发展(１９９５.１)ꎬ«心理学»１９９５.７ꎮ
１８.子朗:“助词”的出处及原指(１９９５.１)ꎬ«语言文字学»１９９５.８ꎮ
１９.张志达:«鸿门宴»疑难词语辨析二则(１９９５.１)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５.８ꎮ
２０.孙良明:孔颖达的语辞说———兼谈汉语虚词研究的奠基人(１９９５. １)ꎬ«语言文字学»

１９９５.９ꎮ
２１.黄兆群:现代化与美国民族一体化(１９９５.１ )ꎬ«世界史»１９９５.９ꎮ
２２.王万森:试论我国中篇小说创作的两次高潮———兼及中篇小说源流(１９９５.２)ꎬ«中国现

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５.７ꎮ
２３.王素霞:冲不破的情爱怪圈———谈王塑小说的情爱模式(１９９５.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

研究»１９９５.７ꎮ
２４.张文新:８０ 年代以来儿童攻击行为认知研究的进展与现状(１９９５.２)ꎬ«心理学» １９９５.７ꎮ
２５.盖乃诚、陈本泉:自我概念与自我生态系统———自我生态学观点简介(１９９５.２)ꎬ«心理学»

１９９５.７ꎮ
２６.崔永杰:波普尔与康德主体性思想之比较(１９９５.２)ꎬ«外国哲学与哲学史»１９９５.７ꎮ
２７.初新才:完整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１９９５.２)ꎬ«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５.７ꎮ
２８.张同奇:“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１９９５.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５.９ꎮ
２９.才金锋:图示板书与信号板书之比较(１９９５.２)ꎬ«中学语文教学» １９９５.１０ꎮ
３０.于春明ꎬ张培忠:山东省房地产营销市场的调查与思考(１９９５.３)ꎬ«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１９９５.４ꎮ
３１.刘跃奎、力文:发展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１９９５.３)ꎬ«农业经济»１９９５.７ꎮ
３２.张宗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变及启示(１９９５.３)ꎬ«理论经济学»１９９５.９ꎮ
３３.许金榜:元代散曲抒情写意的艺术特征(１９９５.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５.８ꎮ
３４.贺立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策略———著名学者座谈会纪实(１９９５.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

学研究»１９９５.８ꎮ
３５.冯维林:论所谓先秦小说(１９９５.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５.９ꎮ
３６.牟元钧:从“布拉格和约”看“敦刻尔克之谜”(１９９５.３)ꎬ«世界史»１９９５.８ꎮ
３７.翟忠义:鲁西地区在京九经济带中的地位与作用(１９９５.３)ꎬ«中国地理»１９９５.８ꎮ
３８.傅哲莹:中学亟须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１９９５.３)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５.９ꎮ
３９.丛晓峰: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鸟瞰(１９９５.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５.１０ꎮ
４０.刘光宇: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 ４０ 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更新

(１９９５.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５.１０ꎮ
４１.武勤:日本心理学界青年价值观研究的新进展(１９９５.４)ꎬ«心理学»１９９５.１０ꎮ
４２.张皓、张福记:论西南大后方抗战战略地位的确定(１９９５.４)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５.１１ꎮ
４３.汪纪贤:１９９５ 年全国普通高考政治科试题试卷分析(１９９５.５)ꎬ«中学外语及其他各科教

学»１９９５.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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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曾艳兵:舞台的倾覆———论“荒诞派”戏剧(１９９５.５)ꎬ«戏剧、戏曲研究»１９９５.１２ꎮ
４５.初新才: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原因(１９９５.５)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５.１２ꎮ
４６.王朝增:应当树立实践控制意识(１９９５.５)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５.１２ꎮ
４７.张开城:试论道德权利(１９９５.５)ꎬ«伦理学»１９９５.１２ꎮ
４８.李玉荣:论民主革命时期民盟的变化发展及历史特点(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中国现代史»

１９９５.３ꎮ
４９.高铭仁、刘振英:自然环境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新论(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哲学原理»

１９９５.２ꎮ
５０.孙佃永:逻辑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逻辑»１９９５.２ꎮ
５１.闵宪伟: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法学»１９９５.２ꎮ
５２.朱广盈: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内部要搞好(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５.２ꎮ
５３.李秀兰:党性与实事求是(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５.２ꎮ
５４.石醒华:１５０ 例大学生卡特尔量表测验及分析(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心理学»１９９５.２ꎮ
５５.张兆华: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教育(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教育学»１９９５.３ꎮ
５６.李小虎:关于传统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逻辑»１９９５.３ꎮ
５７.徐景元:再论唐赛儿起义的特点(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中国古代史(二) (宋辽金元明清)»

１９９５.３ꎮ
５８.盖莉:试析日本从币原到田中的外交政策(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世界史»１９９５.３ꎮ
５９.姜正冬:论科学实践对人类认识的主要决定作用(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５.３ꎮ
６０.崔金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中第一独立要素(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５.３ꎮ
６１.董业明:数量判断略论(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逻辑»１９９５.３ꎮ
６２.郭君:论庄子的人生哲学(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伦理学»１９９５.３ꎮ
６３.魏峰:建国至内战前夕美国的教育与经济发展(１９９４ 年增刊)ꎬ«世界史»１９９５.７ꎮ
６４.蔡敬泰:论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加强党性锻炼理论的战略意义(１９９５ 年增刊)ꎬ«中国共产

党»１９９５.９ꎮ
６５.刘长明ꎻ也谈王熙凤的管理术(１９９５ 年增刊)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５.１０ꎮ ６６.杜

华:列宁与新经济政策(１９９５ 年增刊)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１９９５.１０ꎮ
１９９６ 年(共转载 ４３ 篇ꎬ其中正刊 ３９ 篇、增刊 ４ 篇)
１.朱德发:开放与创造: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１９９５.４)ꎬ«文艺理论»１９９６.２ꎮ
２.张广岩:１９９５ 年高考语文试题、试卷评价(１９９５.５)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６.１ꎮ
３.杨守森:曹雪芹的幸运、语体美及其它(１９９５.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２ꎮ
４.宋广文、李寿欣:认知方式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研究(１９９５.６)ꎬ«心理学»１９９６.１ꎮ
５.杨玉平、刘长明:文化也是生产力(１９９５.６)ꎬ«文化研究»１９９６.１ꎮ
６.姜振昌、王秀红:臧克家研究综述(１９９５.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１ꎮ
７.肖菡:徘徊在这棵文明大树之下(１９９５.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１ꎮ
８.郭志华:经济舆论上应讨论的几个问题(１９９５.６)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６.２ꎮ
９.翟耀: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和迷惘(１９９５.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２ꎮ
１０.张仁玺:唐代复除制考略(１９９５.６)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１９９６.２ꎮ
１１.庄惠娟: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及其关系辨析(１９９６.１)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６.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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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高峰强:罗推尔社会行为学习理论述评(１９９６.１)ꎬ«心理学»１９９６.７ꎮ
１３.王兰萍:中国刑法功能层次论(１９９６.１)ꎬ«刑事法学»１９９６.８ꎮ
１４.宋云伟:我国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新成果(１９９６.１)ꎬ«出版工作、图书评介»１９９６.８ꎮ
１５.俞越龙:语文活动课的几种优化形式评介(１９９６.１)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６.８ꎮ
１６.朱声琦:段氏注«说文»重韵不重声(１９９６.１)ꎬ«语言文字学»１９９６.９ꎮ
１７.周成建:郭保林散文的语言艺术(１９９６.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５ꎮ
１８.吕家乡:建国后中国新诗(１９１７—１９４９)研究综述(１９９６.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９６.５ꎮ
１９.李鲁祥:追问生命(１９９６.２)ꎬ«电影、电视艺术研究»１９９６.５ꎮ
２０.王美芳:６－１７ 岁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研究(１９９６.２)ꎬ«心理学»１９９６.８ꎮ
２１.孙占元:简述洋务派买船与造船活动所遇到的阻力(１９９６.２)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６.９ꎮ
２２.杜寒风:临济义玄呵佛骂祖新论(１９９６.３)ꎬ«宗教»１９９６.４ꎮ
２３.马永庆:儒家传统修身观与现代人格完善(１９９６.３)ꎬ«伦理学»１９９６.７ꎮ
２４.刘庆刚:区域协调发展与西部开发(１９９６.３)ꎬ«城市经济、区域经济»１９９６.５ꎮ
２５.韩慧:美国近代农业的发展与农业教育(１９９６.３)ꎬ«经济史»１９９６.５ꎮ
２６.朱洪发:高师院校的办学方向应紧紧围绕“师范性”(１９９６.３)ꎬ«高等教育»１９９６.７ꎮ
２７.张福记:乡村危机与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１９９６.３)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６.８ꎮ
２８.张定河:美国两党制形成于何时(１９９６.３)ꎬ«世界史»１９９６.８ꎮ
２９.李庆立: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１９９６.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１１ꎮ
３０.曹立前:近代山东启喑教育述论(１９９６.４)ꎬ«成人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１９９６.６ꎮ
３１.朱德发:论茅盾文学的现代化选择(１９９６.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１０ꎮ
３２.丁尔纲:疾风知劲草 冰雪谙笑梅(１９９６.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１０ꎮ
３３.张在仪:语感素质培养浅说(１９９６.４)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６.１０ꎮ
３４.蒋心焕:茅盾文学思想结构探(１９９６.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１１ꎮ
３５.丁芳:儿童道德判断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教育(１９９６.４)ꎬ«心理学»１９９６.９ꎮ
３６.商志晓:论现代哲学两大基本派别的基本关系(１９９６.４)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６.１０ꎮ
３７.刘德军:周恩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研究述评 ( １９９６. ４)ꎬ «社会主义研究»

１９９６.１０ꎮ
３８.仝晰纲:秦汉乡官里吏考(１９９５.６)ꎬ«先秦、秦汉史»１９９６.２ꎮ
３９.鲍明:满洲族思想文化源流考(１９９６.５)ꎬ«民族研究»１９９６.１１ꎮ
４０.周建平:构建新道德观念的思考(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伦理学»１９９６.１２ꎮ
４１.周惠敏:试析我国现阶段个体私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原因(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６.１２ꎮ
４２.陈卫平:“智力支乡”活动是农科大学生实践成才的有效途径(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高等教

育»１９９６.１２ꎮ
４３.费希杰:论近代历史上英国经济发展领先的原因(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世界史»１９９６.１２ꎮ
１９９７ 年(共转载 ３９ 篇ꎬ其中正刊 ２５ 篇、增刊 １４ 篇)
１.李铸:论商品的本质及其意义(１９９６.５)ꎬ«理论经济学»１９９７.１ꎮ
２.仝晰纲:元代的村社制度(１９９６.６)ꎬ«宋辽金元史»１９９７.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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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清华: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１９９６.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７.２ꎮ
４.杨宗兵:伍铁平与近年来关于语言和文化等问题的讨论(１９９７.１)ꎬ«语言文字学»１９９７.５ꎮ
５.刘永芳:论价值观在个性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１９９７.１)ꎬ«伦理学»１９９７.７ꎮ
６.孙明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１９９７.１)ꎬ«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７.７ꎮ
７.邓才彪:浅谈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的问题(１９９７.１)ꎬ«教育学»１９９７.７ꎮ
８.王春良:论波兰三次被瓜分与卡廷惨案(１９９７.１)ꎬ«世界史»１９９７.８ꎮ
９.刘德军、耿光连: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１９９７.２)ꎬ«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７.５ꎮ
１０.王兰萍:论我国土地使用权与用益物权(１９９７.２)ꎬ«民商法学»１９９７.５ꎮ
１１.孙洪军、曹贻敏:说话教学亟须加强(１９９７.２)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７.５ꎮ
１２.韩元: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寻找”意向及其悲剧结局(１９９７.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

究»１９９７.７ꎮ
１３.李三谋:清代孔府土地经济形态研究(１９９７.３)ꎬ«经济史»１９９７.４ꎮ
１４.侯风云:我国农业投入运行机制探讨(１９９７.３)ꎬ«农业经济»１９９７.７ꎮ
１５.王啸:从人文精神看教学方法(１９９７.３)ꎬ«教育学»１９９７.７ꎮ
１６.杨存昌:物境意境情境(１９９７.３)ꎬ«美学»１９９７.９ꎮ
１７.邓红梅:徐灿词论(１９９７.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７.８ꎮ
１８.高峰强:凯利个人建构理论探析(１９９７.４)ꎬ«心理学»１９９７.９ꎮ
１９.向海英:幼儿记忆策略的操作效应和培养方法(１９９７.４)ꎬ«幼儿教育»１９９７.１２ꎮ
２０.徐付群: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法制思想的历史考察(１９９７.４)ꎬ«中国

共产党»１９９７.１１ꎮ
２１.李玉荣:张闻天经济思想简论(１９９７.４)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７.１１ꎮ
２２.黄安年:社会救济时期的社会保障(１９９７.４)ꎬ«世界史»１９９７.１０ꎮ
２３.马永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转化关系辨析(１９９７.５)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７.１２ꎮ
２４.程汉大:论 １８ 世纪英国政党结构(１９９７.５)ꎬ«世界史»１９９７.１２ꎮ
２５.王啸:试论自由的教育价值(１９９６.６)ꎬ«教育学»１９９７.２ꎮ
２６.宋凡金:对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原因的思考(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理论经济学»１９９７.１ꎮ
２７.孙晓梅: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产业政策(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经济史»１９９７.１ꎮ
２８.刘成前:浅谈导练式教学模式的三个更新(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７.１ꎮ
２９.禹宛莹:关于初中历史课堂组织教学问题的浅见 (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中学历史教学»

１９９７.１ꎮ
３０.王玉英:比较题的解题思路与技巧(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中学历史教学»１９９７.１ꎮ
３１.胡乃花:试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演变与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形成(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体

育»１９９７.１ꎮ
３２.孙盼芝:关于宁夏明长城的几个问题(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中国地理»１９９７.１ꎮ
３３.刘成前:浅谈导练式教学模式的三个更新(１９９６ 年增刊)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７.１ꎮ
３４.张红霞:析列宁对马赫主义认识论基本前提的批判(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研究»１９９７.１１ꎮ
３５.王良海:丛书丛中之丛书(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出版工作、图书评介»１９９７.１１ꎮ
３６.张良村:现实的回响(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文化研究»１９９７.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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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许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思想政治教育»
１９９７.１２ꎮ

３８.刘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７.１２ꎮ
３９.董兴林:如何评价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７.１２ꎮ
１９９８ 年(共转载 ４６ 篇ꎬ其中正刊 ３３ 篇、增刊 １３ 篇)
１.孙全森:高师数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１９９７.３)ꎬ«高等教育»１９９８.２ꎮ
２.朱玉婷:宋教仁与共和政治(１９９７.４)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８.２ꎮ
３.汪纪贤:１９９７ 年高考政治试卷分析(１９９７.５)ꎬ«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学»１９９８.１ꎮ
４.张文新、管益杰、任朝霞、孙华平、程学超:独生与非独生儿童的攻击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

究(１９９７.６)ꎬ«心理学»１９９８.２ꎮ
５.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１９９７.６)ꎬ«经济史»１９９８.２ꎮ
６.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１９９７.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２ꎮ
７.张伟忠:纪念王统照诞辰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１９９７.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１９９８.２ꎮ
８.王卫平:世纪末的回眸与瞻望(１９９７.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２ꎮ
９.郭庆科、战秉聚:罗夏墨迹测验的实质(１９９８.１)ꎬ«心理学»１９９８.８ꎮ
１０.韩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点认识(１９９８.１)ꎬ«社会主义研究» １９９８.８ꎮ
１１.高放:但愿国常和ꎬ万里齐鹏飞(１９９８.１)ꎬ«国际政治»１９９８.６ꎮ
１２.张定河:美国«邦联条例»的制定及其历史作用(１９９８.１)ꎬ«世界史»１９９８.８ꎮ
１３.董继民:农业现代化与美国城市化(１９９８.１)ꎬ«世界史»１９９８.８ꎮ
１４.司继伟、张庆林:意识研究的一种新倾向(１９９８.２)ꎬ«心理学»１９９８.１０ꎮ
１５.胡自信:海德格尔论真与美(１９９８.２)ꎬ«美学»１９９８.１０ꎮ
１６.宋聚轩:白马秋风塞上ꎬ杏花春雨江南(１９９８.２)ꎬ«文化研究»１９９８.８ꎮ
１７.李风:难以应答的神性呼唤(１９９８.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９ꎮ
１８.张仁玺:宋代集议制度考略(１９９８.２)ꎬ«宋辽金元史»１９９８.３ꎮ
１９.万光侠:人的本质新解(１９９８.３)ꎬ«哲学原理»１９９８.９ꎮ
２０.郭永军:论利己主义的认识论根源(１９９８.３)ꎬ«伦理学»１９９８.１０ꎮ
２１.徐云鸿:论学具操作问题(１９９８.３)ꎬ«小学各科教学»１９９８.４ꎮ
２２.鲁媛风、杨国锋、于鸿博: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形式的比较研究(１９９８.３)ꎬ«高等教育»

１９９８.８ꎮ
２３.顾农: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１９９８.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９ꎮ
２４.李百齐:解放战争中东北首先解放原因探析(１９９８.３)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８.９ꎮ
２５.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１９９８.４)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

究»１９９８.１０ꎮ
２６.周均平:走向新世纪的审美文化研究(１９９８.４)ꎬ«美学»１９９８.１１ꎮ
２７.股份经济规范化研究课题组:现代股份公司在中国规范化发展研究(１９９８.４)ꎬ«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１０ꎮ
２８.王克安:近 ２０ 年刘心武研究述评(１９９８.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１１ꎮ
２９.黄安年:美国政府的住房福利保障政策(１９９８.４)ꎬ«世界史»１９９８.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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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孙明良:拿破仑对宗教的利用(１９９８.４)ꎬ«世界史»１９９８.１１ꎮ
３１.时晓红:艰难的和平历程(１９９８.５)ꎬ«国际政治»１９９８.１１ꎮ
３２.宫志峰: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几个问题(１９９８.５)ꎬ«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９８.１０ꎮ
３３.费希杰:论近代法国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的深层原因(１９９８.５)ꎬ«世界史»１９９８.１２ꎮ
３４.李效宽: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投资体制改革(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教育学»１９９８.１ꎮ
３５.高少杰:学龄前幼儿的性心理及性教育探讨(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幼儿教育»１９９８.２ꎮ
３６.刘晟:“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４ꎮ
３７.申成玉:试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１９９７ 年增刊)ꎬ«中国近代史»１９９８.２ꎮ
３８.苏汉民:美育的情感陶冶功能探讨(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美学»１９９８.１０ꎮ
３９.丁天:商品经济基本矛盾新说(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理论经济学»１９９８.１２ꎮ
４０.周振波:论富村强企对穷村弱村的兼并(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农业经济»１９９８.１０ꎮ
４１.侯依成:肃清小农意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

«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９８.９ꎮ
４２.赵健:针对市场经济新形势优化德育教育系统(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９８.１０ꎮ
４３.张兰菊: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初探(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中学历史、地理教学»１９９８.６ꎮ
４４.田茂生:试论中学体育教学中的体育精神与人格教育(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中学政治及其他

各科教学»１９９８.６ꎮ
４５.刘学东:对新形势下大学生科技活动的思考与探索(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高等教育»１９９８.１０ꎮ
４６.刘海虹:课堂提问艺术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１９９８ 年增刊)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８.１０ꎮ
１９９９ 年(共转载 ３４ 篇)
１.夏曰云:关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论断的几点思考(１９９８.５)ꎬ«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９.１ꎮ
２.苏春景:尝试教学法的实验、启示及思考(１９９８.５)ꎬ«小学各科教学»１９９９.１ꎮ
３.王勇:对发动广州起义决策的再探讨(１９９８.５)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９.１ꎮ
４.卢希悦:“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１９９８.５)ꎬ«科技管理与成就»１９９９.１ꎮ
５.王雁、庄锦英:记忆的加工分离说的发展及其存在问题(１９９８.６ )ꎬ«心理学»１９９９. ２ꎮ
６.杨福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展望(１９９８. ６)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１９９９.１ꎮ
７.王忠武、王伟:论建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１９９８.６)ꎬ«精神文明建

设»１９９９.２ꎮ
８.张光芒:论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１９９８.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９.２ꎮ
９.姜静楠:９０ 年代:中国电视剧的成熟期(１９９８.６)ꎬ«电影、电视艺术研究»１９９９.１ꎮ
１０.刘瑞光:论动机与学习(１９９９.１)ꎬ«心理学»１９９９.６ꎮ
１１.盖乃诚:焦虑的认知因素研究概述(１９９９.１)ꎬ«心理学»１９９９.６ꎮ
１２.佘瑞琴、殷荣生:大学生心理卫生状况的调查及对策(１９９９.１)ꎬ«高等教育»１９９９.６ꎮ
１３.陈斌、何世英:新编中学语文若干注释商兑(１９９９.１)ꎬ«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９.６ꎮ
１４.钟毅平:偏见及其认知来源(１９９９.２ )ꎬ«心理学»１９９９.７ ꎮ
１５.陈效卫:世界领导权交替世纪性规律的反思与启示(１９９９.２ )ꎬ«政治学»１９９９.５ꎮ
１６.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展及面临的问题(１９９９.２)ꎬ«社会保障制度»１９９９.７ ꎮ
１７.赛晓序:民主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变原因探析(１９９９.２)ꎬ«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９.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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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盖文启:谈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演变(１９９９.２)ꎬ«城市经济、区域经济»１９９９.４ꎮ
１９.史玉辉:陈梦家研究综述(１９９９.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９.７ꎮ
２０.程汉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１９９９.２)ꎬ«历史学»１９９９.６ꎮ
２１.费希杰:筑坝围垦杭州湾ꎬ引钱济舟造香港(１９９９.２)ꎬ«中国地理»１９９９.７ꎮ
２２.侯舒和:邓小平“讲政治”思想体系探析(１９９９. ３)ꎬ«邓小平理论研究»１９９９.９ꎮ
２３.高峰强、綦延辉:个人建构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透视(１９９９.３)ꎬ«心理学»１９９９.８ꎮ
２４.石华秀:学前儿童母亲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的研究(１９９９.３ )ꎬ«心理学»１９９９.９ ꎮ
２５.郭庆科:中日集体主义传统差异的跨文化心理分析(１９９９.３)ꎬ«心理学»１９９９.９ ꎮ
２６.王琳:魏晋“赋序”简论(１９９９.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９.９ꎮ
２７.辛逸:５０ 年代初中共党内在农村问题上两次论争(１９９９.３)ꎬ«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９.９ꎮ
２８.李雁:元代历史剧兴盛之内在原因初探(１９９９.３)ꎬ«戏剧、戏曲研究»１９９９.８ꎮ
２９.夏之放:“巴黎手稿”的当代意义(１９９９.４)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１９９９.９ꎮ
３０.贾英健:论马克思的个性自由思想及其时代价值(１９９９.４ )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

究»１９９９.１０ꎮ
３１.张连国:论判断改革成败的两个标准(１９９９.４)ꎬ«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９９.１０ꎮ
３２.刘恩允:中学生道德价值取向调查分析与教育建议(１９９９.４)ꎬ«中小学教育»１９９９.１０ꎮ
３３.姜振昌: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１９９９.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９.１０ꎮ
３４.刘长明:关于艰苦奋斗的哲学思考(１９９９.５)ꎬ«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９９.１２ꎮ
２０００ 年(共转载 ２８ 篇)
１.孙恒志、齐天: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新探(１９９９.６)ꎬ«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００.２ꎮ
２.李现曾、杜锡钰: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学分制视野(１９９９.６)ꎬ«高等教育»２０００.３ꎮ
３.谢桂山:网络化的道德意蕴(１９９９.６)ꎬ«伦理学»２０００.８ꎮ
４.朱德发:以社会学方法深化鲁迅研究的思索(１９９９.６ )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０.３ꎮ
５.刘昌明:论希拉克上台后法国的欧洲战略调整(１９９９.５)ꎬ«世界史»２０００.１ꎮ
６.王本法: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期望×价值模式论述评(２０００.１)ꎬ«心理学»２０００.４ꎮ
７.刘永芳、杜秀芳、庄锦英:动机研究的历史演变(２０００.１)ꎬ«心理学»２０００.５ꎮ
８.龙君伟、徐琴美:人的自我调节机制述评(２０００.１)ꎬ«心理学»２０００.５ꎮ
９.张敦福: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２０００.１)ꎬ«理论经济学»２０００.５ꎮ
１０.朱声琦:论同系声母内部可以互转(上)(２０００.１)ꎬ«语言文字学»２０００.８ꎮ
１１.毛锐:试论 １９３５ 至 １９３７ 年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２０００.１ )ꎬ«世界史»２０００.７ꎮ
１２.迟维东:“部分”、“有的”之逻辑辨析(２０００.２)ꎬ«逻辑»２０００.４ꎮ
１３.崔永杰:从英国经验论的实体观看其演变的内在逻辑(２０００.２)ꎬ«外国哲学»２０００.６ꎮ
１４.肖德武:工作实验室:促使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一种途径(２０００.２)ꎬ«科技管理»

２０００.６ꎮ
１５.朱声琦:论同系声母内部可以互转(下)(２０００.２ )ꎬ«语言文字学»２０００.８ ꎮ
１６.刘光宇、冬玲:女性角色演变与中国妇女解放(２０００. 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０.８ꎮ
１７.杨守森: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痼疾(２０００.２)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０.１０ꎮ
１８.赵奎英:诗言思(２０００.３)ꎬ«中国哲学»２００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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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潘庆玉: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人文精神初探(２０００.３)ꎬ«教育学»２０００.８ꎮ
２０.布成良:全球化视域的社会主义(２０００.３)ꎬ«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０.９ꎮ
２１.张传鹤:“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综述(２０００.３)ꎬ«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０.９ꎮ
２２.尹明明、刘长飞: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劳动(２０００.３)ꎬ«世界史»２０００.１０ꎮ
２３.任吉刚、滕向红: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２０００.４)ꎬ«社会主义研

究»２０００.１１ꎮ
２４.杨素群:中国农业现代化若干问题对策思考(２０００.４)ꎬ«农业经济»２０００.１１ ꎮ
２５.吴绍全:新世纪文艺与审美前瞻(２０００.４)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０.１２ꎮ
２６.杜耀云: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与义和团运动(２０００.４)ꎬ«中国近代史»２０００.１１ꎮ
２７.郭爱妹、张雷:西方性别角色态度研究述评(２０００.５)ꎬ«心理学»２０００.１２ꎮ
２８.曾艳兵:后现代主义精神与魏晋玄学(２０００.５ )ꎬ«中国哲学»２０００.１２ꎮ
２００１ 年(共转载 ３５ 篇)
１.王恒展:«尚书»与中国小说(２０００.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１ꎮ
２.谭树林: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２０００.５)ꎬ«宗教»２００１.１ꎮ
３.万光侠:对社会价值评价尺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２０００.５)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１.２ꎮ
４.张承芬、陈英敏:当代农村青年婚恋观的调查(２０００.５)ꎬ«青少年导刊»２００１.１ꎮ
５.刘红凛:法治经济与法治政治(２０００.６)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２００１.３ꎮ
６.向海英:成就动机的归因理论与教学改革(２０００.６)ꎬ«心理学»２００１.３ꎮ
７.时晓红:德国统一以来东部经济转轨与现行经济模式(２０００.６)ꎬ«世界经济学»２００１.３ꎮ
８.王长乐:论教育体制改革思想向教育机制建设思想的转化(２０００.６)ꎬ«教育学»２００１.２ꎮ
９.赵承福:创造教育与教育创新(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０.山东省“儿童创造力开发”课题组:儿童创造力开发实验研究报告(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

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１.曲霞等:«创造活动»课活动指导模式研究(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２.李鹰等:«科学史话»课教材设计与教学(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３.陈月茹:«创造发明技法»教材设计与教学(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４.李冬梅等:小学数学创造性教学策略(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５.仲跻刚:语文创造性教学探析(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６.杨克才等:创造性实践活动对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作用(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７.李建强等:环境设置在培养学生创造力中的作用探析(２０００.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１.４ꎮ
１８.符杰祥、郝怀杰:贾平凹小说 ２０ 年研究述评(２０００. 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１.２ꎮ
１９.钟军红:论胡适五四时期的反“载道”(２０００.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３ꎮ
２０.戚万学:道德教育的实践目的论(２００１.１)ꎬ«教育学»２００１.１１ꎮ
２１.冯光廉:新方法与鲁迅研究(２００１.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５ꎮ
２２.万光侠: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人学阐释(２００１.２)ꎬ«哲学原理»２００１.６ꎮ
２３.刘长明:教育是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２００１.２)ꎬ«教育学»２００１.５ꎮ
２４.李德忠:从内隐态度研究到双重态度模型(２００１.３)ꎬ«心理学»２００１.９ꎮ
２５.王美芳、于广涛:儿童的内隐特质观与自我、他人判断关系的研究综述(２００１.３)ꎬ«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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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０１.１０ꎮ
２６.韩亚辉:罗斯福与约翰逊政府社会保障政策比较(２００１.３)ꎬ«社会保障制度»２００１.１２ꎮ
２７.陈忠、范晓: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互参互动关系(２００１.３)ꎬ«语言文字学»２００１.９ꎮ
２８.毛锐:近 １０ 年来雅尔塔体制问题研究的新进展(２００１.３)ꎬ«世界史»２００１.９ꎮ
２９.李爱华: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 ２００１. ４)ꎬ «社会主义论丛»

２００１.１１ꎮ
３０.潘庆玉: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整合(２００１.４)ꎬ«教育学»２００１.１１ꎮ
３１.吴义勤:主持人的话:关于“７０ 年代生” 作家(２００１. 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１.１１ꎮ
３２.王素霞:尖叫着飞翔(２００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１１ꎮ
３３.贾振勇:青春的逃之恋(２００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１１ꎮ
３４.佘小杰:卫慧与海派文学传统(２００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１１ꎮ
３５.曹安娜:矛盾的魅力(２００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１.１１ꎮ
２００２ 年(共转载 ３０ 篇)
１.刘海峰:“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２００１.４)ꎬ«教育学»２００２.３ꎮ
２.徐国亮、武中哲:“单位制”变革与女性就业保障(２００１.５) ꎬ«妇女研究»２００２.１ꎮ
３.刘增人: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２００１.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２.１ꎮ
４.付宗国:群际行为的社会同一性理论介评(２００１.５)ꎬ«心理学»２００２.２ꎮ
５.胡博: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２００１.５)ꎬ«舞台艺术»２００２.２ꎮ
６.张敦福:扩散理论与中国区域发展研究(２００１.５)ꎬ«城市经济、区域经济»２００２.２ꎮ
７.温乐群: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２００１.５ )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２.５ꎮ
８.刘瑞光:心理控制理论的跨文化分析(２００１.６)ꎬ«心理学»２００２.３ꎮ
９.孙韶林:论社会主义含义的完整性(２００１.６)ꎬ«社会主义论丛»２００２.１ꎮ
１０.谢春涛:邓小平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２００２.１)ꎬ«邓小平理论»２００２.６ꎮ
１１.李焕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２００２.１)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０２.６ꎮ
１２.陈月茹:美国小班化教学研究述论(２００２.１)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２.６ꎮ
１３.毛锐:近 １０ 年来国际联盟问题研究的新进展(２００２.１)ꎬ«世界史»２００２.６ꎮ
１４.刘捷、李庆丰:论教育科学与教师职业(２００２.１)ꎬ«教育学»２００２.７ꎮ
１５.张泉:魏晋论说文文论探析(２００２.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２.８ꎮ
１６.唐春亮:刘勰与萧统乐府诗观之异同(２００２.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２.１２ꎮ
１７.贾英健:社会哲学视野中的制度创新(２００２.２)ꎬ«哲学原理»２００２.７ꎮ
１８.王振宏、刘萍:学习动机的自我理论与研究(２００２.２)ꎬ«心理学»２００２.６ꎮ
１９.高峰强: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基础的动摇(２００２.２)ꎬ«心理学»２００２.７ꎮ
２０.佟月华:邀请模式及其对我国学校心理辅导工作的启示(２００２.２)ꎬ«心理学»２００２.７ꎮ
２１.王美萍、刘新生:青少年期亲子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启示(２００２.２)ꎬ«心理学»２００２.１０ꎮ
２２.李欣人:席勒美育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２００２.２)ꎬ«美学»２００２.６ꎮ
２３.王辉、时尔: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２００２.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２.８ꎮ
２４.姜正冬:论社会诚信(２００２.３)ꎬ«伦理学»２００２.１０ꎮ
２５.王本法: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教育应有的目标追求(２００２.３)ꎬ«教育学»２００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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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赵勤国:形式美感:从正常形式到超常形式(２００２.４)ꎬ«美学»２００２.１０ꎮ
２７.吴义勤:开放性互动性双重主体性(２００２.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２.１１ꎮ
２８.汤振纲:从“中心”走向“边缘”(２００２.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２.１１ꎮ
２９.李爱华、李庆丰:冷战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新特点(２００２.４)ꎬ«中国外交»２００２.１２ꎮ
３０.周波:论庄子的“大美”思想(２００２.５)ꎬ«美学»２００２.１２ꎮ
２００３ 年(共转载 １７ 篇)
１.张福记:乡村危机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困境(２００２.２)ꎬ«中国近代史»２００３.１ꎮ
２.孙运福: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反思(２００２.５)ꎬ«社会主义论丛»２００３.１ꎮ
３.刘象愚:奥尔森的后现代主义诗论、诗作与量子力学(２００２.５)ꎬ«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３.１ꎮ
４.夏之放、和磊:巴赫金的时间哲学(２００２.６)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３.３ꎮ
５.卢政:迷失与偏离(２００２.６)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３.３ꎮ
６.蔡世连: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新不如旧原因新探(２００２.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３.３ꎮ
７.杜贵晨:«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２００３.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３.６ꎮ
８.赵奎英: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２００３.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

研究»２００３.６ꎮ
９.韩强:程序民主与政治文明(２００３.１)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３.７ꎮ
１０.佟月华:顾问教师计划及其实践意义(２００３.２)ꎬ«心理学»２００３.７ꎮ
１１.韩玉贵:扩大共同利益ꎬ促进中美关系发展(２００３.２)ꎬ«中国外交»２００３.７ꎮ
１２.温奉桥: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２００３.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３.７ꎮ
１３.王美芳:儿童特质概念的发展及其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２００３.４)ꎬ«心理学»２００３.１０ꎮ
１４.朱兰芝:２０ 世纪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管窥(２００３.４)ꎬ«美学»２００３.１２ꎮ
１５.刘恩允、杨诚德:教师人格对学生影响的相关性研究(２００３.５)ꎬ«心理学»２００３.１２ꎮ
１６.刘培育:金岳霖的为学(２００３.５)ꎬ«中国哲学»２００３.１２ꎮ
１７.崔永杰:洛克的不可知论因素及反形而上学倾向(２００３.５)ꎬ«外国哲学»２００３.１２ꎮ
２００４ 年(共转载 １９ 篇)
１.宋云伟:论托马斯杰斐逊的外交政策(２００３.３)ꎬ«世界史»２００４.１ꎮ
２.王恒展:«谷梁传»与中国小说(２００３.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１１ꎮ
３.李文良:关于我国第三部门的再认识(２００３.６)ꎬ«公共行政»２００４.３ꎮ
４.刘红凛、李卫华:论社会整合机制(２００３.６)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４.３ꎮ
５.魏建:论前期创造社的小说美学思想(２００３.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２ꎮ
６.子张:“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２００３.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４.２ꎮ
７.史进:论东西方华文作家文化身份之异同(２００３.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２ꎮ
８.韦昌勇:知识观、学习论与校长成长(２００４.１)ꎬ«中小学学校管理»２００４.６ꎮ
９.杜贵晨:“文学数理批评”论纲(２００４.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６ꎮ
１０.陈黎明:对«语文课程标准»的检讨(２００４.１ )ꎬ«中学语文教与学»２００４.７ꎮ
１１.李焕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２００４.２)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０４.９ꎮ
１２.蓝旭:李白乐府的类型化与个别化(２００４.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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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孙培福:对德奥弗拉斯特在逻辑史上的贡献的再认识(２００４.３)ꎬ«逻辑»２００４.６ꎮ
１４.葛鲁嘉: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术语的新解释和新用途(２００４.３)ꎬ«心理学»２００４.９ꎮ
１５.李爱华: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关系准则(２００４.３)ꎬ«中国外交»２００４.１１ꎮ
１６.纪林芹、张文新、Ｋｅｖｉｎ Ｊｏｎｅｓ、Ｎａｎｎｅｔｔｅ Ｓｍｉｔｈ:中小学生身体、言语和间接欺负的性别差异

(２００４.３)ꎬ«心理学»２００４.９ꎮ
１７.万光侠:论以人为本的价值哲学意蕴(２００４.５)ꎬ«哲学原理»２００４.１２ꎮ
１８.张衍芸:林徽因小说创作论(２００４.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１２ꎮ
１９.贾振勇:当审美遭遇政治(２００４.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４.１２ꎮ
２００５ 年(共转载 １５ 篇)
１.刘文霞:中国教育哲学发展趋势之思考(２００４.２)ꎬ«教育学»２００５.２ꎮ
２.马永庆:公共利益:行政伦理建设的根基(２００４.５)ꎬ«伦理学»２００５.１ꎮ
３.倪学德:评艾德礼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论纲(２００４.６ )ꎬ«社会主义论丛»２００５.２ꎮ
４.褚洪敏、翟德耀:城市和乡村人性的二重奏(２００４.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５.１２ꎮ
５.杨成良:美国的统一州法运动(２００４.６)ꎬ«世界史»２００５.２ꎮ
６.戚万学、唐汉卫:应加强对道德学习问题的研究(２００５.２)ꎬ«伦理学»２００５.９ꎮ
７.王健敏:道德学习的心理特点与基本方式(２００５.２)ꎬ«伦理学»２００５.９ꎮ
８.金传宝、王学军:影响学习的因素有哪些(２００５.２)ꎬ«教育学»２００５.６ꎮ
９.马永利:论休闲文学(２００５.２)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５.１１ꎮ
１０.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 与新文学姻缘(２００５. 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５.７ꎮ
１１.刘新生:国外道德教育的走向及其启示(２００５.３)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０５.９ꎮ
１２.张娟娟、董志铁:中国名实论与西方指称理论之比较(２００５.３)ꎬ«逻辑»２００５.５ꎮ
１３.李卫华:论行政合同的涵义(２００５.４)ꎬ«宪法学、行政法学»２００５.１１ꎮ
１４.李欣人:人学视野下的媒介演进历程(２００５.４)ꎬ«新闻与传播»２００５.１２ꎮ
１５.孙良明:当今古汉语语法分析质疑(２００５.４)ꎬ«语言文字学»２００５.１１ꎮ
２００６ 年(共转载 ７ 篇)
１.刘安庆、于景凯、隋莉晖:初中教师领导行为的城乡比较研究(２００５.６)ꎬ«心理学»２００６.３ꎮ
２.李衍柱:相:柏拉图诗学与美学思想方法论的元点(２００５.６)ꎬ«美学»２００６.３ꎮ
３.季广茂: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２００５.６)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６.３ꎮ
４.李燕:人的文化本体与人的自由与发展(２００６.１)ꎬ«哲学原理»２００６.５ꎮ
５.刘红凛:依法执政的内涵(２００６.２)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６.７ꎮ
６.李永东: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租界文化的关系(２００６.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６.３ꎮ
７.谢春涛:１９５６ ~ １９７６ 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历程述论(２００６.２)ꎬ«中国现代史»

２００６.３ꎮ
２００７ 年(共转载 １７ 篇)
１.马永庆:儒家传统荣辱观的时代价值切换(２００６.５)ꎬ«伦理学»２００７.２ꎮ
２.杨守森:艺术境界论(２００６.５)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７.１ꎮ
３.周均平:秦汉审美文化生态论纲(２００６.６)ꎬ«美学»２００７.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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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李文良:我国公共部门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２００６.６)ꎬ«公共行政»２００７.４ꎮ
５.教育部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调研组:高中课程改革的进展、问题与建议

(２００６.６)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０７.３ꎮ
６.管恩好:论编钟节奏对«周颂»诗体风格的影响(２００７.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７.９ꎮ
７.木斋:论小晏体的词史意义(２００７.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７.１０ꎮ
８.刘晓霞、邢占军: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２００７.３)ꎬ«心理学»２００７.１１ꎮ
９.赵奎英:“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２００７.３)ꎬ«中国哲学»２００７.８ꎮ
１０.李夏:试论汉初道家思想的宗教化(２００７.３)ꎬ«中国哲学»２００７.８ꎮ
１１.王向华:对话人类存在教育(２００７.３)ꎬ«教育学»２００７.９ꎮ
１２.赛晓序、冯永晟: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新思考(２００７.４)ꎬ«理论经济学»２００７.１１ꎮ
１３.马立新:论网络游戏的本体特征 (２００７.４)ꎬ«文化研究»２００７.１２ꎮ
１４.唐汉卫:生活道德教育的理论论证(２００７.４)ꎬ«教育学»２００７.１１ꎮ
１５.孔燕:论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２００７.４)ꎬ«教育学»２００７.１２ꎮ
１６.李衍柱: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２００７.４)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７.１１ꎮ
１７.李宗刚:对«大刀记» 两个版本的对比性解读(２００７. 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０７.１２ꎮ
２００８ 年(共转载 １４ 篇)
１.刘英国:欧盟企业合并控制法实体标准的演进(２００７.４)ꎬ«国际法学»２００８.１ꎮ
２.高继文:季诺维也夫的新经济政策观(２００７.５)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２００８.１ꎮ
３.张立英、曹剑波:解释的一致与知识确证(２００７.６)ꎬ«外国哲学»２００８.３ꎮ
４.孙书文:文学张力论纲(２００７.６)ꎬ«文艺理论»２００８.４ꎮ
５.丁芳: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家庭影响因素及其教育对策(２００８.１)ꎬ«心理学»２００８.８ꎮ
６.韩慧:论威廉布莱克斯通对英国法律教育的贡献(２００８.１)ꎬ«法理学、法史学»２００８.６ꎮ
７.王万森:新时期文学 ３０ 年的回顾(２００８.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８.９ꎮ
８.李掖平:论国产古装商业大片的成败得失(２００８.２)ꎬ«影视艺术»２００８.１０ꎮ
９.宋云伟:论内战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在州公共管理中的作用(２００８.２)ꎬ«世界史»２００８.１１ꎮ
１０.高继文: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２００８.３)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０８.９ꎮ
１１.于涛、宋玉芳、魏丕勇:奥林匹克精神与青少年人文素质(２００８.３)ꎬ«青少年导刊»２００８.９ꎮ
１２.王玲:课程政策的意识形态研究(２００８.３)ꎬ«教育学»２００８.８ꎮ
１３.高伟:论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２００８.３)ꎬ«教育学»２００８.９ꎮ
１４.姜令嘉:远程教育对个人职业发展成就的影响研究(２００８.３)ꎬ«成人教育学刊»２００８.１０ꎮ
２００９ 年(共转载 ４ 篇)
１.杨道麟:试论语文教育中国化的方向(２００９.１)ꎬ«中学语文教与学(高中读本)»２００９.６ꎮ
２.朴三洙:论王维诗中的同病相怜之情(２００９.１)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９.６ꎮ
３.周向军、刘吉余: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回答(２００９.４)ꎬ«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２００９.１２ꎮ
４.李宗刚:郑正秋、张石川二元互补性与中国早期电影(２００９.４)ꎬ«影视艺术»２００９.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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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共转载 ７ 篇)
１.莫砺锋: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２００９.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２ꎮ
２.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２００９.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２ꎮ
３.周尚兵:隋唐时期山东手工行业的特点(２００９.５)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２０１０.２ꎮ
４.周均平:论提高语文教师审美素养的意义和途径(２００９.６)ꎬ«高中语文教与学»２０１０.６ꎮ
５.李春林:鲁迅与汉姆生(２００９.６)ꎬ«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４ꎮ
６.邱福明:论语文课程文化的本土化生成(２０１０.２)ꎬ«高中语文教与学»２０１０.９ꎮ
７.吉标:制度视角下的教学论研究:意义何在? (２０１０.３)ꎬ«教育学»２０１０.９ꎮ
２０１１ 年(共转载 ８ 篇)
１.张超: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２０１０.５)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１.４ꎮ
２.张建波:残缺而完美的世界(２０１１.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１.１０ꎮ
３.包毅、田启波: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２０１１.３)ꎬ«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２０１１.９ꎮ
４.高继文:历史地辩证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 (２０１１. ３)ꎬ«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２０１１.１０ꎮ
５.吴仁英:台湾地区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实施特色及启示 (２０１１. ３)ꎬ«思想政治教育»

２０１１.９ꎮ
６.朱洪强:迷茫与困惑:胡绳学术中期面临的思想困境(２０１１.４)ꎬ«历史学»２０１１.１２ꎮ
７.杨守森:基因科学与文学艺术(２０１１.４)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１.１１ꎮ
８.朱德发: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２０１１.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１.１２ꎮ
２０１２ 年(共转载 １３ 篇)
１.张智华、解春: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及其策略(２０１１.４)ꎬ«新闻与传播»２０１２.３ꎮ
２.吕周聚:１９３０ 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２０１１.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２.１ꎮ
３.周波:中国传统文化链接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２０１１.５)ꎬ«毛泽东思想»２０１２.１ꎮ
４.王兆胜:融通再造升华(２０１１.５)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２.４ꎮ
５.何群:当下中国电影公司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问题和对策(２０１２.１)ꎬ«文化创意产业»

２０１２.３ꎮ
６.田海林、李俊领:“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２０１２.１)ꎬ«中国近代史»

２０１２.６ꎮ
７.柳建辉: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根本保证(２０１２.１)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２.５ꎮ
８.冯永刚: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给过剩及其补救路径(２０１２.１)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１２.６ꎮ
９.安小兰:谷歌开放性电子书商业模式及其创新性分析(２０１２.２)ꎬ«出版业»２０１２.７ꎮ
１０.丁芳:不同性质情绪唤醒对成人心理理论的影响(２０１２.２)ꎬ«心理学»２０１２.８ꎮ
１１.季桂起: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２０１２.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２.７ꎮ
１２.张新英: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及其文化意义 ( ２０１２. ４)ꎬ «影视艺术»

２０１２.１１ꎮ
１３.季红真:永不陨落的文学星辰(２０１２.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２.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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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共转载 ２５ 篇)
１.宋云伟:美国«１８７３ 年林木种植法»刍议(２０１２.５)ꎬ«世界史»２０１３.１ꎮ
２.曾繁仁:中国古代生命论美学及其当代价值(２０１２.５)ꎬ«美学»２０１３.１ꎮ
３.杨守森: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２０１２.５)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３.１ꎮ
４.王先霈:善意误读的弊与功(２０１２.５)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３.１ꎮ
５.胡薇:公立医院改革“管办分开”的实践争议(２０１２.５)ꎬ«体制改革»２０１３.１ꎮ
６.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２０１２.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３.３ꎮ
７.孟文博: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补正(２０１２.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３.３ꎮ
８.万斌、高嵘:当代中国志愿精神的三维把握(２０１２.６)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１３.３ꎮ
９.周余祥:柯立芝繁荣时期的美国劳工职业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６)ꎬ«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３.５ꎮ
１０.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２０１３.１)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

究»２０１３.６ꎮ
１１.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２０１３.１)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３.６ꎮ
１２.蒋晓侠、李松林:通识教育视域内的德育功能(２０１３.１)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１３.６ꎮ
１３.小约翰柯布:过程中的心理治疗(２０１３.１)ꎬ«心理学»２０１３.１０ꎮ
１４.温儒敏: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２０１３.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３.７ꎮ
１５.刘传霞: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２０１３.２)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３.８ꎮ
１６.刘庆昌:教育哲学的存在方式(２０１３.２)ꎬ«教育学»２０１３.７ꎮ
１７.宁静波:法官与法院的产出效率:问题与对策(２０１３.３)ꎬ«诉讼法学、司法制度»２０１３.１０ꎮ
１８.石玲:清代曲阜孔氏圣裔女诗人论略(２０１３.３)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３.１０ꎮ
１９.周志雄:网络小说与当代文化转型(２０１３.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３.９ꎮ
２０.陈长书:试论先秦汉语同义词的共时类型和历史层次(２０１３.３)ꎬ«语言文字学»２０１３.９ꎮ
２１.陈光辉、张文新:人类攻击的跨学科研究趋势(２０１３.３)ꎬ«心理学»２０１３.９ꎮ
２２.张新英:«阎瑞生»:从社会新闻到电影(２０１３.４)ꎬ«影视艺术»２０１３.１０ꎮ
２３.王先霈: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命运(２０１３.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３.１１ꎮ
２４.神彦飞、赵健: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思想与心理的思辨(２０１３.４)ꎬ«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１３.１１ꎮ
２５.田山俊、何振海:２０ 世纪美国区域高等教育管理结构的变迁(２０１３.４)ꎬ«高等教育»２０１３.１２ꎮ
２０１４ 年(共转载 １１ 篇)
１.纪雪娟:北宋“守内虚外”国策的再认识(２０１３.５)ꎬ«宋辽金元史»２０１４.１ꎮ
２.薛晓阳:论幸福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２０１３.５)ꎬ«伦理学»２０１４.１ꎮ
３.李红春:问题与出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２０ 年(２０１３.６)ꎬ«美学»２０１４.３ꎮ
４.逄增玉: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２０１３.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４.３ꎮ
５.周海银:高中生数学学习方法选择与自我调整调查研究(２０１３.６)ꎬ«高中数学教与学»

２０１４.５ꎮ
６.李海垒、张文新:创业认知研究综述(２０１４.１)ꎬ«心理学»２０１４.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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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２０１４.２)ꎬ«造型艺术»２０１４.５ꎮ
８.李江宁:如何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２０１４.２)ꎬ«体制改革»２０１４.１０ꎮ
９.金家新: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３)ꎬ«思想政治教育»

２０１４.１０ꎮ
１０.向海英: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发展现状研究(２０１４.４)ꎬ«教育学»２０１４.９ꎮ
１１.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２０１４.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４.１１ꎮ
２０１５ 年(共转载 １５ 篇)
１.殷国明:历史裂变与跨文化语境的形成(２０１４.５)ꎬ«社会科学总论»２０１５.１ꎮ
２.林崇德:创造性心理学的几项研究(２０１４.６)ꎬ«心理学»２０１５.４ꎮ
３.高继文: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抉择(２０１４.６)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２０１５.４ꎮ
４.王恒升:文化的盛宴(２０１４.６)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５.３ꎮ
５.周平远: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２０１５.１)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５.５ꎮ
６.刘方政:学术批评学术批判政治批判(２０１５.１)ꎬ«舞台艺术»２０１５.３ꎮ
７.周海银:学校课程建设的内涵、取向与路径分析(２０１５.１)ꎬ«中小学教育»２０１５.８ꎮ
８.高旭东:论«老残游记» «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２０１５.２)ꎬ«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５.７ꎮ
９.张茂聪:权力整合: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途径之维(２０１５.２)ꎬ«高等教育»２０１５.８ꎮ
１０.陈炎:西方艺术中的感性迷狂(２０１５.３)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５.９ꎮ
１１.韩帅、郭培培: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历史学学术创新力分析(２０１５.３)ꎬ«历史学»２０１５.９ꎮ
１２.张勇:«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 编辑札记(２０１５. ３)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２０１５.９ꎮ
１３.殷国明:“五四”的前奏:关于“革命”话语的前世今生(２０１５.４)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

究»２０１５.１１ꎮ
１４.胡金焱:民间借贷、社会网络与贫困脆弱性(２０１５.４)ꎬ«金融与保险»２０１５.１１ꎮ
１５.苏月奂:３Ｄ 电影叙事策略研究(２０１５.４)ꎬ«影视艺术»２０１５.１１ꎮ
２０１６ 年(共转载 １１ 篇)
１.车丽娜、徐继存:中国古代乡村教化的演进与特征(２０１５.４)ꎬ«教育学»２０１６.１ꎮ
２.周波:中西方人格思想的文化比较(２０１５.５)ꎬ«伦理学»２０１６.２ꎮ
３.孙书文: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的演进与论争(２０１５.５)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６.２ꎮ
４.神彦飞:毕业生党员“建功立业”的意义、困境及路径(２０１５.５)ꎬ«中国共产党»２０１６.３ꎮ
５.曹明海:语文课程内容的语用性建构(２０１５.５)ꎬ«高中语文教与学»２０１６.４ꎮ
６.陈漱渝: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２０１６.１)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６.５ꎮ
７.杨守森:关键词创新与中国当代文艺学(２０１６.１)ꎬ«文艺理论»２０１６.６ꎮ
８.刘冠君:从审美的反思判断到政治的反思判断(２０１６.１)ꎬ«美学»２０１６.５ꎮ
１０.曾继耘、周卫勇:当代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动力与基本取向 (２０１６. １)ꎬ«教育学»

２０１６.４ꎮ
１１.周均平:论语文审美教育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２０１６.２)ꎬ«高中语文教与学»２０１６.８ꎮ
１２.高继文:现实社会主义的两种发展形态(２０１６.２)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２０１６.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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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转载率汇总

年份 发表论文总数 转载量(正刊) 转载率

１９７８ ８２ １３ １５.９
１９７９ ７１ １７ ２３.９
１９８０ ７９ １７ ２１.５
１９８１ ８６ ５ ５.８
１９８２ ９７ ２２ ２２.７
１９８３ １１２ １４ １２.５
１９８４ １１３ ７ ６.２
１９８５ １２５ ９ ７.２
１９８６ １１５ １７ １４.８
１９８７ １１７ ７ ６.０
１９８８ １２０ ９ ７.５
１９８９ １１２ ２０ １７.９
１９９０ １０９ １１ １０.１
１９９１ １１９ １５ １２.６
１９９２ １３１ １９ １２.５
１９９３ １５２ ２０ １３.２
１９９４ １５２ １７ １１.２
１９９５ １５３ ４７ ３０.７
１９９６ １４９ ３９ ２６.２
１９９７ １５９ ２５ １５.７
１９９８ １７３ ３３ １９.１
１９９９ １６４ ３４ ２０.７
２０００ １５６ ２８ １７.９
２００１ １５８ ３５ ２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７５ ３０ １７.１
２００３ １９１ １７ ８.９
２００４ １９９ １９ ９.５
２００５ １８２ １５ ８.２
２００６ １８７ ７ ３.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４ １７ ８.３
２００８ １８６ １４ ７.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８ ４ 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８６ ７ ３.８
２０１１ １６２ ８ ４.９
２０１２ １２１ １３ １０.７
２０１３ １０２ ２５ ２４.５
２０１４ ７７ １１ １４.３
２０１５ ８３ １５ １８.１
２０１６ ８４ １１ １３.１
汇总 ５３４１ ６９３ １３.０

　 (说明:１９７８－１９９４ 年数据学校系根据图书馆馆藏资料ꎬ主要包括“复印报刊资料”中的«文学理论»«世界史»
«心理学»«历史学»«美学»«教育学»«影视艺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

近代史»«高中语文教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ꎬ查询统计ꎬ或有疏漏ꎻ除了以上正刊转

载数据ꎬ增刊转载 １９８９ 年 １ 篇ꎬ１９９１ 年 ３ 篇ꎬ１９９４ 年 １ 篇ꎬ１９９５ 年 １８ 篇ꎬ１９９６ 年 ４ 篇ꎬ１９９７ 年 １４ 篇ꎬ１９９８ 年 １３
篇ꎬ共计 ５４ 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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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华文摘»和“复印报刊资料”的大量转载文摘ꎬ不仅切实地印证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的学术质量ꎬ而且通过二次传播ꎬ有力地扩大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社会影响力ꎮ

作为国内顶级综合文摘期刊ꎬ«新华文摘»一直为期刊界、学界所看重ꎬ在学术评价上具有无

可争议的权威性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ꎬ学报被«新华文摘»主体转载 ２０ 篇ꎬ论点摘要 ２９ 篇ꎬ尽管数量

不算太多ꎬ但含金量不小ꎬ特别是被主体转载的文章更是如此ꎮ 例如学报发表的杨义«王蒙小说

的哲学、数学与形式»①ꎬ不仅被«新华文摘»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主体转载ꎬ而且文章题目作为文艺评

论栏的唯一要目被列入封面ꎮ 如此一来ꎬ文章大大超越了原发期刊的局限ꎬ一时间广受关注ꎮ 著

名作家王蒙在读过«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相关文章后表示:“感谢山东师大学报ꎬ发表了高质量

的文章ꎮ 感谢山东师大学报的一贯厚爱ꎬ本期杨义、冷川、龙其林诸先生的文章ꎬ帮助我自己弄清

了许多事情和议论ꎮ”著名作家的小说往往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ꎬ杨义发前人所未发ꎬ甚至发作

家所未觉察之义ꎬ从而使其论文学术含量较高ꎬ这也是其文章之所以被«新华文摘»重点转载的

原因ꎮ 再如朱德发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②ꎬ由于对学界流行的一种文化思潮

进行了针砭和匡正ꎬ既有宏观视野ꎬ又有学理剖析ꎬ且能切中时弊ꎬ被«新华文摘»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主体转载ꎮ 其他如谭好哲的«文化视角文艺观与意识形态视角文艺观的三大差别»③、包心鉴的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④等文章之所以被«新华文摘»主体转载ꎬ也都是因为立论高远、
创识透辟的缘故ꎮ

作为国内大型综合选载期刊ꎬ“复印报刊资料”以其学科齐全、选载规范、信息量大著称ꎬ被
期刊界、学界公认为是进行学术评价的又一重要尺度ꎬ也是期刊能够进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的重要指标ꎮ 该刊从国内公开出版的近 ４０００ 种报刊上选载人文社科研究成果ꎬ是按人文社

科二级学科进行分类、编辑、出版的二次文献ꎮ 该刊创办伊始ꎬ即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予以关

注ꎬ几十年来从未间断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从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学报被转载的文章多达 ７４７ 篇(其
中包括增刊 ５４ 篇)ꎮ 如此总量ꎬ不仅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处于前沿位置 ꎬ而且在全国所有高校文

科学报中名列前茅ꎮ 当然ꎬ具体到不同时段ꎬ转载量各有不同ꎮ 例如ꎬ１９９５ 年被转载文章达 ６６
篇(其中包括增刊 １８ 篇)ꎬ分别列入其经济、教育、文艺理论、中国古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戏剧戏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出版图书、马列主义、哲学、逻辑、心理

学、美学、伦理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法学等 ２５ 个分册ꎬ其中有 ６ 个分册转载均达 ５ 篇以上ꎮ
与此相呼应ꎬ被转载量 １９９６ 年 ４３ 篇(其中包括增刊 ４ 篇)ꎬ１９９７ 年 ３９ 篇(其中包括增刊 １４ 篇)ꎬ
１９９８ 年 ４６ 篇(其中包括增刊 １３ 篇)ꎬ几乎覆盖了文科所有学科和专业ꎮ 可以说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被转载量的高峰期ꎬ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位ꎮ 近年来ꎬ学
报编辑部再创佳绩ꎮ ２０１３ 年ꎬ被转载量和转载率均列全国高校学报第 １２ 名ꎬ其中在“中国语言

文学学科期刊”全文转载的排名ꎬ转载量列第 ８ 名ꎬ转载率列第 １１ 名ꎬ综合指数列第 １０ 名ꎻ２０１５
年ꎬ被转载率列全国高校学报第 ２８ 名ꎮ 这一排名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

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根据统计数据得出ꎬ并作为贺信发到编辑部ꎮ 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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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义:«王蒙小说的哲学、数学与形式»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谭好哲:«文化视角文艺观与意识形态视角文艺观的三大差别»ꎬ«山东师大学报»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ꎮ
包心鉴:«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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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是ꎬ这里的排名是置于全国所有高校学报而非仅置于同类高校学报序列之中的考量ꎮ 由此

可见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跨上了新的台阶ꎮ 如此大幅度的跨越ꎬ当然是由学报内在的学术水

准的提升作支撑的ꎮ
把几家转载文摘期刊的转载量、文摘量放在一起ꎬ应该更能衡量一家被转摘期刊的水准ꎮ 总而

言之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这一指标依然突出ꎮ 比如ꎬ１９９８ 年被“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期刊转载共 ６２ 篇ꎬ据有关机构排序ꎬ这在全国省属师范大学文科学报

中名列第二位ꎬ在全国所有师范大学文科学报中名列第六位ꎬ在全省所有社会科学期刊中名列第二

位ꎮ① 与转摘量密切关联的ꎬ是转摘率ꎮ 转摘率通常是指期刊每年被转摘文章总数除以所发表文章

的总数ꎬ这个指标可以直观地呈现期刊的学术建设面貌ꎮ 如上表所示ꎬ学报在“复印报刊资料”的转

载率有 ８ 个年份超过 ２０％ꎮ
与以上转摘期刊的路径不同ꎬ影响因子在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方面另辟蹊径ꎮ １９９８ 年ꎬ教

育部委托南京大学评价中心开发研制引文数据库ꎬ以检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收录和被引用

情况ꎬ其中的影响因子是该数据库的最重要计量指标ꎮ 而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名如果进入同类期

刊的最前列ꎬ那么就可以成为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简称 Ｃ 刊)ꎮ ＣＳＳＣＩ 是用来评价学术期刊水平的

技术指标ꎬ能够被纳入 Ｃ 刊是该期刊学术水平的表征ꎬ即便是进入 Ｃ 刊扩展版也是期刊学术水

准的一种证明ꎮ ２０１７ 年年初公示的 Ｃ 刊拟收录目录ꎬ则是以期刊的影响因子等被引数据为基础

的ꎮ 作为一种重要的评价尺度ꎬ影响因子尽管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ꎬ但相对而言显然更具客观

性ꎮ 检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新时期以来的影响因子ꎬ可知近些年上升明显ꎮ ２０１５ 年ꎬ学报的

影响因子列全国高校学报第 ４８ 名ꎬ全国综合性期刊第 ８３ 名ꎮ 该指标的提升ꎬ凸显了学报近年来

学术建设的实绩ꎮ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的种种学术评价作基础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才赢得了相应的地位和荣

誉ꎬ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ＣＳＳＣＩ—１９９９ 来源期刊(２００１)ꎻ中文核心期刊(１９９９—２０１１)ꎻ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２０００—２０１３)ꎻ全国高校百强社科学报(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１４)ꎻ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

心学术期刊(Ａ)(２０１６)ꎻ«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２０１４、２０１６)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扩展版)(２０１６)ꎻ ＣＳＳＣ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拟收录来源期刊扩展版(２０１７)ꎻ全国高校文科学

报研究会理事单位(１９９２、２００４)ꎬ等等ꎮ

三

学报的学术建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ꎬ更是一条艰难的道路ꎮ 回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创刊

６０ 年特别是新时期 ４０ 年来走过的足迹ꎬ检阅几代学人共同创建的学术成果ꎬ当然不单是为了展

示成绩ꎬ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总结经验ꎬ汲取教训ꎬ以继往开来ꎬ实现新的突破和跨越ꎮ 反思学报

的学术建设ꎬ探讨办好学报的经验教训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考察ꎬ然而最重要的应该聚焦于编辑

部的建设特别是学术建设ꎮ 毕竟ꎬ作为学报的责任主体ꎬ编辑部贯彻学报宗旨的学术自觉和运作

能力关乎学报的生存和发展ꎮ 由于学报普遍实行主编负责制ꎬ主编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ꎮ 可以

说ꎬ一家学报的学术建设水准ꎬ从根本上说是由主编的学术意识及其相应的办刊方略决定的ꎮ 只

要切切实实地实施主编负责制ꎬ持之以恒地聚焦于学术建设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办刊方针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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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文:«‹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 年被转摘篇数列全国同类期刊第二位»ꎬ«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

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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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百计地突出学报特色ꎬ就一定会打造出一个能够充分推动学术发展、展示学术水平的平台ꎬ以
自立于学术期刊之林ꎮ 值此时间节点ꎬ联系学报的历史ꎬ着眼于当下学报的实际ꎬ我们认为办好

学报的基本经验或基本理念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ꎮ
(一)必须强化学术意识ꎬ视编辑职业为事业ꎬ持之以恒地坚持学报的学术本位

１.强化学术意识ꎬ就要一以贯之地保持高度的学术自觉性

作为学术期刊ꎬ学报的宗旨就是传播学术ꎬ繁荣学术ꎮ 失去了学术性ꎬ也就背离了学报的宗

旨ꎬ失去了学报的意义和价值ꎮ 学术性是学报的本质属性ꎬ也可以说是学报的生命ꎮ 学术性欠

缺ꎬ学报的水准自然低下ꎻ学术性厚重ꎬ学报的形象自然高大ꎮ 学术性的高低决定了学报的档次

和品位ꎮ 所以ꎬ致力于提升学报的学术性ꎬ乃是学报编辑部的根本职责和使命ꎮ 只有把学术建设

搞上去ꎬ比如学报进入中文核心期刊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ꎬ简称

Ｃ 刊)ꎬ才足以说明学报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ꎮ 否则ꎬ学报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ꎮ 由于学术建

设无止境ꎬ各种期刊评价体系也都是动态的ꎬ所以编辑部必须长久绷紧学术意识之弦ꎬ来不得半

点放松和大意ꎮ 一旦稍有懈怠ꎬ往往后果堪忧ꎮ 在学报的发展史上ꎬ类似的教训也不是没有ꎮ 近

些年来ꎬ随着 Ｃ 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ꎬ为重返 Ｃ 刊ꎬ编辑部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ꎬ强化学术意识ꎬ
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建设ꎮ ２０１７ 年ꎬ学报进入了 Ｃ 刊拟收录扩展版目录ꎬ实现了重要跨越ꎮ 扩

展版是进入 Ｃ 刊的必经台阶ꎬ进入扩展版意味着获得晋升为 Ｃ 刊的机会ꎮ 如果学报能够继续保

持并发扬当前的学术建设势头ꎬ就有希望再上台阶ꎮ
２.强化学术意识ꎬ就要勇于担当ꎬ敢于负责

主编负责制赋予了主编全面负责的权力ꎬ同时也给主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ꎮ 压力之一ꎬ来自

于那些文稿达不到发表水平的关系稿ꎮ 在学报成为几届中文核心期刊和首届 Ｃ 刊的一段时间

里ꎬ经常会收到一些关系稿ꎮ 认同在学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ꎬ身体力行地支持学报的工

作ꎬ应该说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ꎻ当然ꎬ也有例外ꎮ
要切实坚守学术ꎬ一方面编辑部尤其是主编必须视编辑职业为事业ꎬ以学术为生命ꎬ具有不

徇私情的正气ꎬ特别是具有不怕得罪人的强大心理素质ꎮ 其实没有一个编辑愿意得罪人ꎬ然而ꎬ
由选优汰劣文稿的工作职责所决定ꎬ得罪人乃是编辑无可逃脱的宿命ꎬ不是得罪作者就是得罪刊

物ꎮ 因坚持质量而得罪了作者ꎬ可以保全刊物的学术生命ꎻ因放弃质量而得罪了刊物ꎬ则无异于

自戕自毁ꎬ扼杀学报的生命ꎮ 对于明智的作者而言ꎬ与其让编辑部勉强发表文章ꎬ倒不如下气力

提升自己文章的学术含量ꎮ 学术质量上去了ꎬ编辑部求之不得ꎬ无论作者是谁ꎬ没有一个编辑舍

得弃之不用ꎮ 相反ꎬ达不到水准的文章即便勉强被发表出来ꎬ说到底对作者也并非好事ꎮ 毕竟白

纸黑字一经公诸于众ꎬ总要接受学界的检验评说ꎬ众目睽睽之下ꎬ低质量的文章难免招人非议ꎬ如
此一来ꎬ岂不有损刊物也有损作者声誉? 另一方面ꎬ学报要切实坚守学术当然离不开学校的充分

支持ꎮ 令人欣慰的是ꎬ近些年来学校加大了对学报的支持力度ꎮ 一是提高了办刊经费ꎮ 二是政

策支持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山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科学技术处、人事处、研究生院联合发

文ꎬ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论文认定为 Ｃ 类论文”ꎬ“适用于科研奖励、
岗位考核、职称评审、导师资格审核和聘任等”ꎮ 正是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ꎬ编辑部励精图治ꎬ大
家创优争先ꎬ使学报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ꎮ 学报的发展历史表明ꎬ学报的发展取决于编辑部的

努力ꎬ更取决于学校的支持ꎮ 从根本上说ꎬ学校的支持是学报发展的基本保证ꎮ 学校支持的力度

越大ꎬ学报的发展越快ꎮ
３.强化学术意识ꎬ就要乐于为人作嫁衣ꎬ甘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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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作嫁衣ꎬ通常被用来比喻编辑的日常工作ꎮ 应该说ꎬ这样的比喻十分贴切ꎮ 编辑和裁

缝一样ꎬ都是一种专门为他人增光添彩的幕后工作ꎬ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岗位ꎮ 如同任何嫁衣都

需要裁缝细心制作一样ꎬ任何作者包括名家在内的文稿都离不开编辑的细心加工ꎮ 这不仅因为

文稿往往在文字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ꎬ例如行文中的笔误、错别字、标点符号不当、数字和计

量单位使用不统一乃至论述中的语言文字冗赘、内在逻辑关系欠条理之处需要订正和修改ꎬ不仅

因为需要对清样进行认真细致地校对ꎬ更因为按照学术论文的要求ꎬ包括摘要、关键词、注释文献

甚至标题在内ꎬ都需要作规范化处理ꎮ 至于对那些在内容上需要进行较大改动才能发表的文稿ꎬ
编辑的工作量就更大ꎮ 所有这些ꎬ都琐细而又繁杂ꎬ不仅要求编辑具备较深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

文字能力ꎬ而且要求编辑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态度ꎮ 可以说ꎬ编辑的业务能力固然

重要ꎬ而基本素质尤其重要ꎮ 编辑只有具备与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岗位要求和职责特征相应的

品格ꎬ比如本本分分ꎬ勤勤恳恳ꎬ认认真真ꎬ踏踏实实ꎬ任劳任怨ꎬ淡泊名利ꎬ才会成为合格的甚至

优秀的编辑ꎮ 而其中最重要的ꎬ无疑是把为人作嫁衣当作为自己作嫁衣ꎬ兢兢业业ꎬ无怨无悔ꎮ
所谓编辑工作无止境ꎬ多是指在并不显眼的细微之处的投入ꎬ投入越多ꎬ编辑效果就越完美ꎮ 也

许这种投入在不少学者眼里无关宏旨ꎬ但对编辑业务来说却马虎不得ꎮ 比如ꎬ论文离不开引用文

献ꎬ但许多论文的注释存在并非引用原始文献ꎬ而是引用后来的版本ꎬ甚至是转引自其他文本的

问题ꎬ以致断章取义ꎬ以讹传讹ꎮ 负责任的编辑对此就要一一查对ꎬ一一改正ꎬ尤其对于引用经典

作家的注释ꎬ更是容不得出现一点差错ꎮ 这一工作耗时费力ꎬ往往为订正一条注释ꎬ需要在网上

或图书馆查证半天ꎮ 当然ꎬ这样的查证可以要求作者来做ꎬ然而事实上作者们做得往往不尽人

意ꎬ编辑总得最后细细核查方可放心ꎮ 至于对修改稿的处理ꎬ就更为麻烦ꎮ 由于一些作者不能充

分理解专家的意见ꎬ对文稿的修改常常达不到要求ꎬ负责任的编辑不仅需要准确把握修改要点ꎬ
而且需要与作者共同磋商ꎬ帮助作者从内容和文字上进行打磨ꎬ甚至在作者遇到的“瓶颈”处代

为执笔ꎬ以提升文稿质量ꎮ① 其实ꎬ如何处理修改稿最能检验编辑的品格ꎮ 修改稿通常出自青年

学者之手ꎬ是基本达到学术要求但须在某些方面再做加工的文稿ꎬ有时为了一篇修改稿的发表ꎬ
编辑经常会付出较之成熟稿多少倍的辛劳ꎮ 然而ꎬ这是值得的ꎬ眼看着经过自己帮助修改的文稿

得以发表ꎬ眼看着青年学者从此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ꎬ编辑由衷的喜悦感和隐约的成就感

也就油然而生ꎬ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和不绝的动力ꎬ循环往复ꎬ乐此不疲ꎬ推动编辑继续心甘

情愿地为人作奉献ꎬ一丝不苟地为人作嫁衣ꎮ 正是因为编辑秉持这样的精神和理念ꎬ才使得学报

发表了大量学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ꎬ从而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和更大发展开启了起跑点ꎬ其中的不

少人由此走向全国ꎬ成为卓有建树的名家ꎮ② 而也正是因为编辑具有这样的品质和情怀ꎬ所以才

能在物质主义盛行的环境里不为物役ꎬ泰然处之ꎮ 编辑的这种品格ꎬ是办好期刊的重要保证ꎮ
４.强化学术意识ꎬ就要实行编辑学者化

编辑学者化ꎬ从根本上说是由学术期刊的性质所决定的ꎮ 既然编辑处理的是学术文稿ꎬ面对

的作者是学者ꎬ那么编辑自然也应该是学者ꎬ而且是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ꎮ 否则ꎬ就无法与作

者沟通和对话ꎬ无法判断文稿的长短优劣ꎬ无法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和建议ꎬ更无法帮助作者进

行修改和提升ꎮ 所以ꎬ倡导并推行编辑学者化势在必行ꎬ懵懂无知固然要不得ꎬ一知半解也会贻

笑方家ꎮ 只有编辑对所分工范围内的学科和专业有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ꎬ才会在处理文稿时心

２５１

①
②

翟德耀:«评论与鉴赏»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０４－２０５ 页ꎮ
李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论»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３７７－３７８ 页ꎮ



翟德耀:新时期以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建设述略

中有数ꎬ游刃有余ꎮ 就是说ꎬ合格的编辑起码应该做到:具备相关专业较为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基

本知识ꎬ拥有相关专业的基本资料ꎻ把握相关专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ꎬ包括各个时期各个学派特

别是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的基本主张和代表性人物ꎻ了解相关专业重大学术争论的热点和焦点ꎬ
特别是前沿性的研究成果ꎻ具有较敏锐的学术眼光ꎬ能够发现文稿独特的学术价值即突破创新之

处ꎮ 当然ꎬ达到这样的要求决非易事ꎬ除了编辑本人的不懈努力外ꎬ还需要单位的培养和支持ꎬ比
如鼓励编辑参加在职学习、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等等ꎮ 编辑部自身的学术建设ꎬ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期刊的学术建设ꎮ 事实证明ꎬ编辑学者化ꎬ可以大大拓展编辑的学术视野ꎬ提高他们的选题能

力和组稿能力ꎬ从而推进期刊的发展ꎻ相反ꎬ无视或者背离编辑学者化ꎬ只能带来负面后果ꎮ 编辑

学者化的主体是责任编辑学者化ꎬ编辑学者化的核心是主编学者化ꎮ 唯此ꎬ学报才会着力强化学

术意识ꎬ一心突出学术建设ꎬ才会使学报的面貌为之大变ꎮ 可以说ꎬ编辑学者化是学术期刊发展

的必由之路ꎬ主编学者化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关键枢纽ꎮ 当然ꎬ这里的学者化是相对而言的ꎬ由于

受学报综合性多学科内容的限制ꎬ编辑通常须承担处理多个专业甚至几个学科文稿的责任ꎬ必须

投入主要精力和时间做好本职工作ꎬ因之往往也就不大可能像毕生从事一个专业的高校教师那

样ꎬ达到专深的学术造诣ꎮ 尽管如此ꎬ编辑依然可以有所作为ꎬ即在对几个相关专业较深研究的

基础上ꎬ选择一个专业作为突破口ꎬ利用业余时间下功夫“打一口深井”ꎬ浇灌出自家园地的花

卉ꎮ 如此博中求专ꎬ又博又专ꎬ应该是编辑学者化的可行路径ꎮ
５.强化学术意识ꎬ就要建章立制

没有规矩ꎬ不成方圆ꎮ 为了学术建设的需要ꎬ也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ꎬ编辑部

必须制定并且实施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激励办法ꎮ 其一ꎬ严守办刊宗旨ꎮ 办刊宗旨规约着刊

物的方向和性质ꎬ是编辑工作的指南和纲领ꎮ 诸如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ꎬ
坚持传播优秀文化ꎬ坚持双百方针ꎬ坚持扶持青年学者ꎬ坚持开放办刊ꎬ都是无可动摇的原则ꎬ松
懈不得ꎬ偏离不得ꎮ 否则ꎬ就容易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ꎮ 其二ꎬ严格执行文稿三审制ꎮ 责任编辑

初审ꎬ专家(匿名专家 ２ 人通过)二审ꎬ主编终审ꎮ 职责明确ꎬ各司其职ꎬ是做好编辑工作的重要

保证ꎮ 初审出的文稿只是纳入备用的范围ꎬ专家通过与否属于第二道关卡ꎬ经主编审定后的文稿

方可发表ꎮ 所谓主编负责制ꎬ就是说只有主编才具有文稿发表的决定权ꎮ 这是权力ꎬ也是责任ꎮ
而责任编辑的责任ꎬ除了初选文稿外ꎬ就是对拟发表的文稿进行编辑加工ꎬ直至完成清样的 ３ 次

校对(作者、责编、主编)付诸印刷ꎮ 文稿三审制的切实实施ꎬ可以减少用稿的主观性ꎬ摒除关系

稿、人情稿的干扰ꎬ有效打通优质稿源的通道ꎮ 对于文稿发表后获得良好社会反响的作者ꎬ即获

得继续发表文稿的资格ꎬ否则ꎬ则自行退出ꎮ 其三ꎬ奖优毖庸ꎬ激励先进ꎮ 对于编发出优质文稿ꎬ
特别是文稿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甚至被«新华文摘»摘登的责任编辑ꎬ给予相应的奖励ꎮ 对于

编发文稿质量平平ꎬ社会反响不佳的编辑ꎬ除了提出批评外ꎬ限期要求改进ꎮ 同时ꎬ打破各个栏目

既定版面限制ꎬ每期进行动态安排ꎬ向优秀文稿倾斜ꎮ
(二)立足本校ꎬ面向社会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办刊

１.立足本校ꎬ就要完整展现本校学术实力ꎬ充分彰显优势学科的学术成果ꎬ突出学报特色

著名学者夏中义曾为文科学报题词:“自家溪畔有波澜ꎬ不羡朱家涌金泉ꎮ”意思是说ꎬ一家

学报有一家的定位和特点ꎬ各家学报应该致力于自我展现ꎬ不必羡慕别家的灿烂辉煌ꎮ 应该说ꎬ
这是很有道理的ꎮ 如同全国的高校分成若干层次一样ꎬ全国的学报也分成若干层次ꎬ从而也就形

成了各自的学术水准和特色ꎮ 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高校山东师范大学的学报ꎬ文科学报的定位

十分明确ꎮ 创刊伊始ꎬ即把主要反映本校文科教学和科研成果作为基本职责ꎬ十分注重学报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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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作用ꎮ 经过 ６０ 年特别是新时期 ４０ 年来的发展ꎬ学校的整体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不仅

各个学科今非昔比ꎬ而且涌现出了不少优势学科甚至省内一流学科ꎮ 学校如此良好的发展势头ꎬ
为学报的学术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编辑部只要坚持关注本校文科的学术

建设ꎬ在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优势学科的学术成果ꎬ就可以彰显学报的特色ꎮ 这是因为ꎬ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ꎬ日积月累ꎬ各个学校总会产生各不相同的优势学科和优势专业ꎬ形成了

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品牌ꎮ 编辑部的责任ꎬ在于光大本校优势学科之长ꎬ在着力打造展示本校学术

实力的窗口时凸显特色ꎮ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之所以长期受到青睐ꎬ是因为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艺学、古代文学等专业实力较强ꎮ 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ꎬ其研究生教育排

名被中国科学评价中心评价网列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全国 １４２ 所高校同专业第二名ꎬ居北京大学等重

点大学之前ꎮ 学报的重点栏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历久不衰ꎬ并且越来越具有影响

力ꎬ乃是由于该专业几代学者特别是在全国知名的学者长期支持的结果ꎮ 几十年来ꎬ无论学报处

在高峰还是低谷ꎬ从第一代学者田仲济、第二代学者朱德发到第三代学者魏建及其所代表的学术

团队ꎬ总是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优质稿源ꎮ 唯其如此ꎬ该栏目的号召力才不断增强ꎬ才会经常

引来国内一流学者的名篇佳作ꎮ 而可以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媲美的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ꎮ
近些年ꎬ相对年轻的该学科在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带领下厚积薄发ꎬ突飞猛进ꎬ一举进入省内一

流学科ꎬ颇有后来居上、迅速崛起的势头ꎮ 相信学报坚持传播该学科的研究成果ꎬ也会形成一种

特色效应ꎮ 此外ꎬ由老一辈学者章益、傅统先等开创的心理学和教育学ꎬ由老一辈学者刘祚昌、安
作璋等开创的历史学ꎬ经过几代学者的耕耘建设ꎬ也都呈现着蒸蒸日上的局面ꎬ其学科优势引人

瞩目ꎬ也完全可以成为学报的招牌之一ꎮ 正所谓水涨船高ꎬ学报只要充分传播本校优势学科和专

业的优秀成果ꎬ用心营造出相应的亮点ꎬ就会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ꎮ
２.面向社会ꎬ就要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ꎬ关注学术前沿ꎬ参与理论热点

作为体现学校实力的窗口ꎬ学报当然需要彰显本校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ꎬ但是却不能自拉自

唱ꎬ办成一个封闭性的刊物ꎮ 关门办刊ꎬ拒绝外稿ꎬ拒绝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ꎬ不仅无益于学报的

学术建设ꎬ而且很容易失之于保守和僵化ꎮ 毕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ꎬ决非拘囿于一校一地ꎬ而
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展开的ꎬ尽管本校学者的研究必然与本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声息相通ꎬ不
可能与外界脱离ꎬ但一所学校终究居于一隅ꎬ存在局限性在所难免ꎮ 事实上ꎬ学报固然是一所学

校的窗口ꎬ同时也是传播学术的平台ꎮ 在这方平台上ꎬ无论本校作者还是校外作者ꎬ只要有学术

创见ꎬ就可以一展风采ꎮ 人为地划分内稿和外稿ꎬ有意地照顾内稿ꎬ只能困于狭窄的死胡同ꎮ 而

以开放性思维进行考量ꎬ即便学校优势学科的研究成果ꎬ在全国同类学科中也未必一定十分突

出ꎬ依然需要在与校外同行的切磋中淬炼和升华ꎮ 至于非优势学科ꎬ更是如此ꎮ 体现在学报的学

术建设上ꎬ凸显本校的优势学科需要国内名家的参与ꎬ扶持非优势学科更需要他们的支持ꎮ 前者

是锦上添花ꎬ可以形成更大的关注效应ꎻ后者则是雪中送炭ꎬ可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ꎮ 所以ꎬ学报

编辑一定要确立开放办刊理念ꎬ放开眼光ꎬ面向社会ꎬ把学术建设纳入更大的视域之中ꎬ着眼于国

内学界的支持ꎬ争取一流学者的稿源ꎬ如此才能扬长补短ꎬ更上层楼ꎮ 当然ꎬ争取校外高质量文稿

与关注学术前沿、参与理论热点是分不开的ꎮ 众所周知ꎬ要学术理论之树长青ꎬ就一定要站到学

科的学术前沿ꎬ关注并回应学术热点、难点和重点ꎬ在学理的探究和理性的思考中实现突破ꎬ获取

发现ꎮ 学术前沿又是不断向前推进的ꎬ旧的热点解决了ꎬ又会出现新的热点ꎬ学术研究永无止境ꎮ
而聚焦前沿ꎬ也就站到了学术的制高点ꎬ其研究成果也就往往具有更大的学术含量ꎮ 正是基于这

样的理念ꎬ文科学报在向作者特别是校外作者组稿中ꎬ一直把关注学术热点作为基本要求之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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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了学术质量ꎮ
３.既要立足本校ꎬ又要面向社会ꎬ在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前提下把握动态平衡

立足本校是基础ꎬ面向社会重开放ꎬ学术质量是根本ꎬ把握平衡是策略ꎮ 所谓把握平衡ꎬ是说

主编在编定文稿上的运作原则ꎮ 进入编发环节ꎬ面对责任编辑们提交的达到发表水平线的一堆

文稿ꎬ主编应该只问质量ꎬ不计作者ꎬ统筹编排ꎬ突出特色ꎬ既不为内稿让路ꎬ也不为既定栏目版面

所限制ꎮ 达到发表水平线上的文稿ꎬ其学术含量仍可以分出档次ꎮ 对于重头文稿重点栏目ꎬ当然

要置于头条ꎻ各个栏目ꎬ一定要有有份量的文稿打头ꎻ若某个栏目的文稿都质量平平ꎬ就要减少甚

至取消版面ꎬ不能迁就ꎮ 事实证明ꎬ以学术质量为准则ꎬ而不是按内稿外稿进行区分ꎬ对于学报的

学术建设至关重要ꎮ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ꎬ出于服务于本校的理念ꎬ文科学报曾经坚守以

内稿为主的办刊路径ꎬ也产生了相对不错的效果ꎮ 刊物处于上升期和兴盛期ꎬ稿源相对丰富ꎬ然
而ꎬ一经学报从 Ｃ 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名录中跌落下来ꎬ不少作者便弃之而去ꎬ不仅内稿为主难以

为继ꎬ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稿源荒ꎮ 有鉴于此ꎬ学报不得不广纳校外文稿ꎬ特别是争取名家力作ꎬ
做到了质量面前ꎬ人人平等ꎮ 如此一来ꎬ不仅切实体现了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ꎬ而且有

效地激励了本校作者的竞争意识ꎬ使他们不再把学报当作自家的地盘ꎬ从而树立起唯质胜出的观

念ꎮ 就此而言ꎬ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ꎮ 更重要的ꎬ是高质量外稿的进入焕发了学报的学术建设生

机ꎮ 经过近些年的生聚和打拼ꎬ学报终于迎来重大转机ꎮ 随着学报在全国期刊评级中地位的上

升ꎬ校内外的来稿特别是校内来稿越来越多ꎬ不仅一扫以往一段时间里“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困

窘ꎬ而且大有应接不暇之势ꎮ 面对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ꎬ学报同仁倍加珍惜ꎬ决心继往开来ꎬ再接

再厉ꎬ在选稿上坚持唯质量是从的标准ꎬ力争学报的学术建设取得更大的进步ꎮ 当然ꎬ由学报所

处的地位所决定ꎬ这种进步只能是在现有水准上的稳步发展ꎬ而非不切实际的盲目追求ꎮ 如同学

校只能在几个重点学科而难以在学校层面发力追逐“双一流”一样ꎬ学报虽然可以着力建设几个

重点品牌栏目ꎬ但无论怎样建设ꎬ也难以在整体上与«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相比肩ꎮ 学报的

发展愿景ꎬ应该而且只能放在同类高校学报的坐标上进行考量ꎬ只要能够处于前列ꎬ在重要的评

级中胜出ꎬ也就可以问心无愧ꎬ不负众望ꎮ 这样冷静而又清醒的意识并非作茧自缚ꎬ倒是可以避

免一味的攀比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ꎮ
(三)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ꎬ把好政治质量关

学术研究无禁区ꎬ公开发表有纪律ꎮ 新时期以来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ꎬ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ꎬ“双百”方针的深入贯彻ꎬ带来了思

想大解放ꎬ观念大转变ꎬ出现了百家齐鸣、学术繁荣的良好局面ꎮ 广大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ꎬ踔厉风发ꎬ开拓创新ꎬ认真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ꎬ广泛汲取西方文化的优

秀成果ꎬ在古今会通、中西交融中深化本专业的学术研究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拓展ꎮ 然而ꎬ无可

讳言的是ꎬ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背离党和国家基本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ꎮ 作为学术理论期刊

的编辑ꎬ应该而且必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ꎬ具备高度的政治洞察力ꎬ恪守宪法ꎬ严格执行出

版法规ꎬ把好政治质量关ꎬ决不逾越政治底线ꎬ决不发表政治观点错误的文稿ꎮ 这样的政治意识ꎬ
对于理论宣传刊物的编辑固然十分重要ꎬ对于学术刊物的编辑也不可或缺ꎮ 那种只重视文稿的

学术性却忽视政治性的倾向ꎬ是要不得的ꎮ 有的期刊之所以在政治上出问题ꎬ大都由此而来ꎮ 一

方面ꎬ学报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ꎬ切实贯彻“双百”方针ꎬ即学术上的

不同观点、不同意见ꎬ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ꎬ都可以讨论和争论ꎮ 学术自由是繁荣学术和弘扬

优秀文化的必要保证ꎮ 学术越争越透ꎬ真理越辩越明ꎬ一潭死水ꎬ陈陈相因ꎬ决然谈不上创新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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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ꎮ 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一个新旧交替、革故鼎新的进程ꎬ不仅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大量的新问

题需要研究ꎬ而且对传统的成说和观念也需要重新审视ꎬ这就要求学者解放思想ꎬ敢于发表新的

见解ꎬ也要求编辑有编发争鸣稿件的胆识和勇气ꎮ 编辑明哲保身、谨小慎微ꎬ显然无益于学术研

究的深化ꎮ 另一方面ꎬ在对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文稿的处理上ꎬ一定要把好准入关口ꎬ不能任性而

为ꎬ更不能模糊是非界限ꎮ 比如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问题ꎬ
关乎到政体、国体ꎬ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早有明确的规定ꎬ人人必须遵守ꎬ容不得质疑和否

定ꎮ 当然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ꎬ作为重要的学科ꎬ学者们完

全可以而且必须开展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ꎬ而一批批理论成果的问世ꎬ已经并且正在产生巨大的

社会效应ꎮ 再如台湾以及新疆、西藏属于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念ꎬ尊重少数民族宗教

和风俗习尚的观念ꎬ都必须牢固确立ꎬ就是文稿中的表述ꎬ也务必准确无误ꎮ 如此种种ꎬ出版法规

都有详备的规定ꎬ编辑应该了然于心ꎬ千万马虎不得ꎮ
[附记:在本文撰写中ꎬ李宗刚教授及其研究生宋欣、于露、魏晓雪和高艳君在复印报刊资料

的搜集整理上给予了支持ꎬ特致谢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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