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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的视野与深度
∗①

张中良
(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ꎬ上海ꎬ２００２４０ )

　 　 摘要:　 鲁迅杂文堪称现代中国的“诗史”:文明批评ꎬ视野开阔ꎬ压迫女性的男权、无视幼者的父权、“国粹

家”的嘴脸、“暴君的臣民”的残虐与奴性、“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瞒和骗”的功夫、“无意识的杀人团”等ꎬ均在

其锋芒所指之中ꎻ社会批判犀利而深邃ꎬ抨击社会丑恶ꎬ直指专制制度ꎬ且上溯其历史渊源ꎻ文坛论争的参与和文

人面相的剖析ꎬ亦见证了思想交锋、文化碰撞、人格冲突ꎬ折射出 ２０ 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学史、思想史ꎻ也善于发现

沙漠里的清泉、暗夜里的微光、创伤累累的历史中屹然挺立的民族脊梁、凡人小事逝者如斯中不朽的伟大ꎮ
关键词:　 鲁迅ꎻ杂文ꎻ视野ꎻ深度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１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０１－１２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７
作者简介:张中良(１９５５—　 )ꎬ男ꎬ黑龙江哈尔滨人ꎬ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 (１２＆ＺＤ１６７)Ｂ 卷的阶段

性成果ꎮ
②«鲁迅全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 页ꎮ
③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ꎬ«鲁迅全集»(第 １０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６７－２６８ 页ꎮ

　 　 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ꎬ鲁迅谦虚地说自己的杂文“不敢说是‘诗史’”②ꎬ但实际上ꎬ鲁迅

以文学家的敏感与思想家的深邃观察社会、追溯历史、审视人间ꎬ其杂文折射出时代的真实与历

史的进程ꎬ洞悉人性的幽深与文化的瑕瑜ꎬ其视野广阔无垠ꎬ空间深邃异常ꎬ称之为现代中国的

“诗史”亦不为过ꎮ

一、文明批评

日本厨川白村在其杂文集«走向十字街头»序文里称自己“所亲近的英文学中”ꎬ雪莱、拜伦、
斯温勃恩、梅瑞狄斯、哈代等“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ꎮ 鲁迅对厨川白村“亲
近”并效仿的“文明批评家”姿态颇为认同ꎬ高度评价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确已现了战士

身而出世ꎬ于本国的微温ꎬ中道ꎬ妥协ꎬ虚假ꎬ小气ꎬ自大ꎬ保守等世态ꎬ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

假借的批评ꎮ 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ꎬ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ꎬ至于禁不住

称快”③ꎮ 鲁迅对厨川白村的共鸣ꎬ缘于其自身也是一位犀利而深刻的文明批评家ꎮ
鸦片战争以来ꎬ中国屡遭列强侵夺ꎬ仁人志士先是兴办洋务ꎬ力求在物质文化层面强国保种ꎻ

继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ꎬ希望在制度文化方面开创新基ꎻ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ꎬ意识到精神

文化的滞后ꎬ遂发起新文化运动ꎮ 鲁迅留学日本时弃医从文ꎬ但彼时时机尚未成熟ꎬ让他品尝了

大声疾呼而无人响应的孤独寂寞ꎮ 五四时期重登文坛ꎬ正是缘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召唤ꎬ思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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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启蒙的主旋律决定了其初期杂文大抵是文明批评ꎮ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出刊的«新青年»第 ４ 卷第 ５ 号刊出周作人所译日本人与谢野晶子的«贞

操论»ꎬ原作者正面表达自己的贞操观ꎮ 胡适读后ꎬ很有感触ꎬ在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出刊的«新青

年»第 ５ 卷第 １ 号发表«贞操问题»ꎬ从报端披露的海宁少女替未婚夫殉节一事切入ꎬ指斥荒谬的

贞操迷信ꎮ 当月ꎬ鲁迅写出«我之节烈观»ꎬ８ 月在«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２ 号刊出ꎮ «我之节烈观»
显然受到«贞操论»与«贞操问题»的启迪ꎬ但比较而言ꎬ鲁迅的笔锋更为犀利ꎬ语调更为沉痛ꎬ而
且在节烈观之文化人类学的探源与民间基础的发现等方面ꎬ都显得眼光更为深邃ꎮ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演«娜拉走后怎样»ꎬ提醒女性不仅要觉醒起

来ꎬ要有选择的自由ꎬ而且要有经济权———先在家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ꎬ在社会也要有与男性平

等的经济权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ꎮ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ꎬ报端披露ꎬ“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

生有伤风化情事ꎬ所以令行各校ꎬ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ꎻ并通知女生家属ꎬ协同禁止”ꎮ 鲁

迅作«坚壁清野主义»(１９２５.１１.２２)予以讥刺ꎬ说“要风化好ꎬ是在解放人性ꎬ普及教育ꎬ尤其是性

教育ꎬ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ꎬ‘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 ①ꎮ «寡妇主义»
(１９２５.１１.２３)把锋芒指向了因种种缘故而变得“执拗猜疑阴险”的女性掌校者ꎬ为天真烂漫的女

学生在这种“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受到压抑而愤慨ꎬ为恐怕她们“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ꎬ
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而忧心ꎬ呼吁人们警惕女子教育被“寡妇主义”②从内部所蛀

蚀ꎮ 鲁迅始终关注女性的尊严与命运ꎬ«忧“天乳”»(１９２７.９.４)从北京一女中主任不许剪发的女

生报考ꎬ引起关于辫子的感慨ꎬ进而想到近年青年尤其是女性的遭劫ꎬ不禁对“天乳”有了忧虑ꎬ
生怕有一天还要增加“天乳犯”ꎮ «女人未必多说谎» (１９３４.１.８)对“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

多”的谬误严加驳斥ꎬ文末征引一首为女性鸣不平的古诗:“君王城上竖降旗ꎬ妾在深宫那得知?
二十万人齐解甲ꎬ更无一个是男儿!”然后情不自禁地赞道:“快哉快哉!”鲁迅对女性命运的深切

关注正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ꎮ «论秦理斋夫人事»(１９３４.５.２４)控诉了旧的习惯势力对妇女

的戕害ꎮ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８ 日ꎬ上海发生了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惨剧ꎬ世间唏嘘不已ꎮ 鲁迅于 ５ 月 ５
日作«论“人言可畏”»ꎬ谴责舆论杀人、流言蜚语尤其是对成名女性的摧毁ꎮ

女性地位与儿童地位获得正视与提高是人之解放的两个重要标志ꎮ 在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３ 号发表的«随感录二十五»里ꎬ鲁迅感叹:“中国的孩子ꎬ只要生ꎬ不管他好不

好ꎬ只要多ꎬ不管他才不才ꎮ 生他的人ꎬ不负教他的责任ꎮ 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ꎬ很可以闭

了眼睛自负ꎬ然而这许多人口ꎬ便只在尘土中辗转ꎬ小的时候ꎬ不把他当人ꎬ大了以后ꎬ也做不了

人ꎮ”③不管他好不好、才不才ꎬ要害是“不把他当人”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所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ꎬ锋芒指向建立在封建伦常基础上的父权ꎬ提出“此后觉醒的人ꎬ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

误思想ꎬ对于子女ꎬ义务思想须加多ꎬ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ꎬ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

德”ꎬ改变把孩子当作“缩小的成人”之误解ꎬ“父母对于子女ꎬ应该健全的产生ꎬ尽力的教育ꎬ完全

的解放”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ꎬ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ꎻ此后幸福的

度日ꎬ合理的做人”④ꎮ «随感录四十»«随感录四十九»也都表达同样的意旨ꎮ 日本有岛武郎的

短篇小说«与幼者»描写一位罹患重病的年轻母亲ꎬ担心把病传染给孩子ꎬ强忍思念之苦ꎬ直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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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人间也不肯与三个年幼的孩子在医院相见ꎻ父亲在向孩子们讲述母亲的厚爱与坚韧时ꎬ也表达

了自己对孩子的无私爱意ꎮ 鲁迅读到此篇ꎬ深受感动ꎬ把小说译介到中国ꎬ并在«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里引述作品中父亲的话语ꎬ称赞有岛武郎为觉醒者ꎬ期待将来世间充满“对于一切

幼者的爱”①ꎮ 但爱并非不教ꎬ教并非强制ꎮ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鲁迅作«上海的儿童»ꎬ批评中国

中流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二法:“其一ꎬ是任其跋扈ꎬ一点也不管ꎬ骂人固可ꎬ打人亦无不可ꎬ在门

内或门前是暴主ꎬ是霸王ꎬ但到外面ꎬ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ꎬ立刻毫无能力ꎮ 其二ꎬ是终日给以

冷遇或呵斥ꎬ甚而至于打扑ꎬ使他畏葸退缩ꎬ仿佛一个奴才ꎬ一个傀儡ꎬ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
话’ꎬ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ꎬ待到放他到外面来ꎬ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ꎬ他决不会飞鸣ꎬ也不会跳

跃ꎮ”“顽劣ꎬ钝滞ꎬ都足以使人没落ꎬ灭亡ꎮ 童年的情形ꎬ便是将来的命运ꎮ”为此ꎬ他告诫说:“只
知道‘为儿孙作马牛’ꎬ固然是错误的ꎬ但只顾现在ꎬ不想将来ꎬ‘任儿孙作马牛’ꎬ却不能不说是一

个更大的错误ꎮ”②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７ 日作«从孩子的照相说起»ꎬ又从孩子的照相生发开去ꎬ指出中

国孩子照相之所以显得驯良和拘谨ꎬ是因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氛围压抑了孩子自由成长的天

性ꎬ“中国一般的趋势ꎬ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ꎬ低眉顺眼ꎬ唯唯诺诺ꎬ才算一

个好孩子ꎬ名之曰‘有趣’ꎮ 活泼ꎬ健康ꎬ顽强ꎬ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ꎬ那就未免有人摇头

了ꎬ甚至于称之为‘洋气’ꎮ 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ꎬ就和这‘洋气’为仇”③ꎮ 欣赏与鼓励孩子“只
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的趋势ꎬ岂止于鲁迅时代? “乖孩子”至今仍是日常生活

中对孩子的褒奖之辞ꎬ且蔓延到社会生活之中ꎮ 鲁迅文明批评的超越性于此可见一斑ꎮ
文明批评是新文化阵营的集体姿态ꎬ但以鲁迅的视野最为开阔ꎮ 扶乩之类的招式ꎬ“国粹

家”的嘴脸ꎬ旧官僚的自豪ꎬ“软刀子”的权术ꎬ“寇盗式”与“奴才式”的破坏心理ꎬ“暴君的臣民”
的残虐ꎬ“瞒和骗”的功夫ꎬ卫道士的假面ꎬ围观癖隐含的冷漠ꎬ贪小便宜不惜破坏文物的自私和

愚昧ꎬ“改革一两ꎬ反动十斤”的保守ꎬ宣传与做戏ꎬ“面子”的作假虚伪ꎬ等等ꎬ在犀利的解剖刀下

一一现出原形ꎮ 如«随感录三十五» «随感录三十六»等篇批评借“国粹”之名掩保守之实ꎬ“国
粹”“太多ꎬ便太特别ꎮ 太特别ꎬ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ꎬ挣得地位”ꎬ“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

出”ꎬ“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ꎬ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 ———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④ꎮ 正是出

于对传统痼弊的深刻认识ꎬ才有“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ꎬ多看外国书”⑤的惊世

骇俗之语ꎮ «随感录三十八»对“爱国的自大”分析最为透彻ꎬ此篇杂文发表于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５ 号ꎬ迄今已有百年ꎬ但种种病态式的“爱国”竟未跳出“如来之手心”ꎬ精神

文明的革故鼎新如此之难不由人不感到震悚ꎮ 这里不妨稍多一点征引: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ꎮ ———只可惜没有 “个人的自大”ꎬ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ꎮ
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ꎬ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ꎮ


“合群的自大”ꎬ“爱国的自大”ꎬ是党同伐异ꎬ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ꎻ———至于对别国文

明宣战ꎬ却尚在其次ꎮ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ꎬ可以夸示于人ꎬ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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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ꎬ赞美的了不得ꎻ他们的国粹ꎬ既然这样有荣光ꎬ他们自然也有

荣光了! 倘若遇见攻击ꎬ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ꎬ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ꎬ数目极

多ꎬ只须用 ｍｏｂ 的长技ꎬ一阵乱噪ꎬ便可制胜ꎮ 胜了ꎬ我是一群中的人ꎬ自然也胜了ꎻ若败了

时ꎬ一群中有许多人ꎬ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ꎬ多具这种心理ꎬ也就是他们的心理ꎮ
他们举动ꎬ看似猛烈ꎬ其实却很卑怯ꎮ 至于所生结果ꎬ则复古ꎬ尊王ꎬ扶清灭洋等等ꎬ已领教得

多了ꎮ 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ꎬ真是可哀ꎬ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ꎬ没一件不好ꎬ遵行还怕不及ꎬ怎敢说到

改革? 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ꎬ虽各派略有不同ꎬ根柢总是一致ꎬ计算起来ꎬ可分作下列五

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ꎬ开化最早ꎻ道德天下第一ꎮ”这是完全自负ꎮ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ꎬ中国精神文明更好ꎮ”
丙云:“外国的东西ꎬ中国都已有过ꎻ某种科学ꎬ即某子所说的云云”ꎬ这两种都是“古今

中外派”的支流ꎻ依据张之洞的格言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ꎮ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ꎬ──(或云)也有草舍ꎬ──娼妓ꎬ──臭虫ꎮ”这是消极的反

抗ꎮ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ꎮ”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ꎬ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

结晶ꎮ 从祖先昏乱起ꎬ直要昏乱到子孙ꎻ从过去昏乱起ꎬ直要昏乱到未来ꎮ (我们是四

万万人ꎬ)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ꎬ不去拖人下水ꎬ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ꎻ至
于口气的强硬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ꎮ

五种之中ꎬ甲乙丙丁的话ꎬ虽然已很荒谬ꎬ但同戊比较ꎬ尚觉情有可原ꎬ因为他们还有一

点好胜心存在ꎮ 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ꎬ看见别家兴旺ꎬ多说大话ꎬ摆出大家架子ꎻ或寻求人家

一点破绽ꎬ聊给自己解嘲ꎮ 这虽然极是可笑ꎬ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ꎬ还说是祖传老病ꎬ夸示于

众的人ꎬ总要算略高一步了ꎮ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ꎬ我听了也最寒心ꎻ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ꎬ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

的缘故ꎮ 昏乱的祖先ꎬ养出昏乱的子孙ꎬ正是遗传的定理ꎮ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ꎬ无论好坏ꎬ改
变都不容易的ꎮ 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ꎬ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ꎬ我

们也不由自主ꎬ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ꎮ 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

想遗传的祸害ꎬ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ꎬ竟至百无一免ꎮ 即使同梅毒一样ꎬ现在发明了六百

零六ꎬ肉体上的病ꎬ既可医治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ꎬ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ꎮ 这药原

来也已发明ꎬ就是“科学”一味ꎮ 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ꎬ不要又打着“祖传老

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ꎬ中国的昏乱病ꎬ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ꎮ ①

国民性批评作为文明批评的重要内容ꎬ在鲁迅留学时期的杂文中已见滥觞ꎬ五四时期呈现汹

涌澎湃之势ꎬ即使后期思想中融入了阶级论与集体主义ꎬ国民性批评变得色调繁复跌宕起伏ꎬ但
浩浩荡荡一直流向生命的尽头ꎮ «太平歌诀»从孙中山墓行将竣工时南京市民中流传的三种歌

谣ꎬ窥见市民对于革命者的隔膜ꎮ «中国的奇想»批判“狂赌救国ꎬ纵欲成仙ꎬ袖手杀敌ꎬ造谣买

田”②的瞒与骗老例ꎮ «由中国女人的脚ꎬ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ꎬ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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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ꎬ行‘中庸’的人民ꎬ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ꎮ 譬如

对于敌人罢ꎬ有时是压服不够ꎬ还要‘除恶务尽’ꎬ杀掉不够ꎬ还要‘食肉寝皮’ꎮ 但有时候ꎬ却又谦

虚到‘侵略者要进来ꎬ让他们进来ꎮ 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ꎮ 不要紧ꎬ中国人有的是ꎬ我们

再有人上去’ꎮ 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ꎮ”①«禁用和自造»从两广当局为“挽回权

利”ꎬ禁止学生使用自来水笔、铅笔等进口文具ꎬ改用毛笔的电讯说开去ꎬ并与日本毛笔几乎绝迹

的情形相对照ꎬ鞭挞了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保守ꎮ «洋服的没落»讥刺了从背后给西服洒

镪水之类的盲目排外ꎮ «黄祸»«外国也有»抨击了阿 Ｑ 式的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法ꎮ «‹如此广

州›读后感»«偶感»痛感中国人迷信之广、之深、之顽固ꎬ警示世人:“此弊不去ꎬ中国是无药可救

的ꎮ”②«习惯与改革»从政府通令凡商家账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一律禁用阴历所引起的一系

列反应生发开去ꎬ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ꎬ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ꎬ也无不加以阻

挠ꎬ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ꎬ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ꎬ但所设的口实ꎬ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

且堂皇ꎮ”“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ꎬ于他们的风俗习惯ꎬ加以研究ꎬ解剖ꎬ分别好坏ꎬ立存废的标

准ꎬ而于存于废ꎬ都慎选施行的方法ꎬ则无论怎样的改革ꎬ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ꎬ或者只在表

面上浮游一些时ꎮ”③几千年的政治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ꎬ久而久之已经内化至人们

的精神深层ꎬ甚至进入无意识层面ꎬ成为集体无意识的组成部分ꎮ 鲁迅杂文不仅捕捉显性文化现

象予以剖析ꎬ而且深入到隐性文化层面ꎬ将其解剖刀指向集体无意识ꎮ «我之节烈观»在批判男

权社会畸形道德对女性的苛酷压迫时ꎬ指出:“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ꎬ实在无

理可讲ꎻ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ꎬ挤死不合意的人ꎮ 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ꎬ古来不晓

得死了多少人物ꎻ节烈的女子ꎬ也就死在这里ꎮ”④屈从暴力、敬畏强权、崇拜偶像、泯灭自我等进

入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奴性ꎬ更是被鲁迅在多篇杂文中予以剖析ꎮ

二、社会批判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ꎬ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ꎬ不仅犀利地批评国民性弱点ꎬ而且进一步挖掘其

社会根源ꎮ “愚民的发生ꎬ是愚民政策的结果”⑤ꎻ奴性的怯懦与暴戾ꎬ都是暴政的恶果ꎮ «随感录

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说:“暴君治下的臣民ꎬ大抵比暴君更暴ꎻ暴君的暴政ꎬ时常还不能餍足暴

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ꎮ”⑥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所作«偶成»ꎬ在列举了一例骇人听闻的土匪酷刑之

后ꎬ指出:“‘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ꎬ倒是虎吏和暴君ꎬ这是他们唯一的事业ꎬ而且也有工夫来考

究ꎮ”“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ꎬ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ꎮ”⑦«沙»针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

沙ꎬ无法可想”的感叹ꎬ指出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ꎬ紧接着ꎬ又将认识推进了一层:“他
们的像沙ꎬ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ꎮ”⑧森严的等级制是专制社会的重要特征ꎮ «灯下漫笔»征引

«左传昭公七年»里所说的“天有十日ꎬ人有十等ꎮ 下所以事上ꎬ上所以共神也ꎮ 故王臣公ꎬ公
臣大夫ꎬ大夫臣士ꎬ士臣皁ꎬ皁臣舆ꎬ舆臣隶ꎬ隶臣僚ꎬ僚臣仆ꎬ仆臣台”ꎬ指出在等级社会里ꎬ“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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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ꎬ有大小ꎬ有上下ꎮ 自己被人凌虐ꎬ但也可以凌虐别人ꎻ自己被人吃ꎬ但也可以吃别人ꎮ 一级一

级的制驭着ꎬ不能动弹ꎬ也不想动弹了”ꎮ 鲁迅把这种一级一级制驭着的社会称为“人肉的筵

宴”ꎬ呼吁青年一代觉醒起来ꎬ“扫荡这些食人者ꎬ掀掉这筵席ꎬ毁坏这厨房”ꎮ ①

也许与年龄愈长、阅历愈深有关ꎬ抑或文禁森严须用笔幽曲的缘故ꎬ鲁迅晚年比五四时期更

喜欢作历史的反顾ꎮ «运命»探索了从北魏到唐末的儒道互补对命运思想发展的影响ꎬ后一篇同

题杂文则道出了历史上命运观的苍白无力ꎬ从而使对命运思想的批判加强了深度与力度ꎮ 尤其

是几篇历史题材的杂文ꎬ更为深沉厚重ꎮ «买‹小学大全›记»通过尹嘉铨向乾隆皇帝为父请谥与

从祀孔庙而引发文字狱、处绞立决的事件ꎬ抨击皇权及其文化统治的专横与恶辣ꎮ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从记述张献忠祸蜀的«蜀龟鉴»里的活剥皮ꎬ谈及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剥皮法以及

施于男子的宫刑、施于女子的幽闭等酷刑ꎬ“大明一朝ꎬ以剥皮始ꎬ以剥皮终”②ꎬ残酷的虐杀始终

不变ꎬ又谈到文字狱ꎬ以及文人“曲终奏雅”的瞒与骗ꎮ 历史的回溯是为了抨击当局的专制统治、
追寻奴性的根源ꎬ以使整个社会与民族精神健康发展ꎮ

杂文文体本来就如感应的神经ꎬ何况鲁迅天性敏感ꎬ且富于社会责任感ꎮ 鲁迅杂文对电影明

星与普通女性被逼自尽、甚至母子四人一同服毒自杀等人间惨剧深表同情ꎬ痛斥将人逼上绝路的

社会黑暗与文化弊端ꎻ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予以揭露与抨击:可气的如无辜的工人被外国巡捕

踢入河中淹死ꎬ却说成“自行失足落水”ꎻ荒唐可笑的如“父母官”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

长衣下截ꎬ为的是“厉行节约”ꎻ再如法事与歌剧同台表演ꎬ烧香拜龙ꎬ作法求雨ꎬ赏鉴“胖女”ꎬ禁
杀乌龟ꎬ演习佾舞ꎬ主张男女分途ꎬ主席手令女子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ꎬ不得露腿赤足ꎻ还有“妙
笔生花”的新闻报道──毒蛇化鳖、乡妇产蛇、冤鬼索命ꎬ如此等等ꎮ 鲁迅也给三教九流描绘出

讽刺性的漫画:对八千袋“大内档案”“念兹在兹”的教育总长ꎬ念经拜佛的考试院长ꎬ挟着“△”
小说的作家ꎬ仗洋主子耍威风的佣人ꎬ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的官僚ꎬ挟家资以求父母、悬
百金欲尽孝心的“儿子”ꎬ被十里洋场染俗了的媚眼少女ꎬ让习惯意识禁锢得呆钝了的儿童ꎬ蛮横

凶狠的“三道头”ꎬ趋炎附势、仗势欺人的西崽ꎬ好吃懒做的白相人ꎬ横冲直撞的无赖ꎬ睁眼说瞎话

的无良伙计ꎬ有悖于职业道德的揩油“车掌”ꎬ恶意搜检旅客行李的轮船码头检查者ꎬ等等ꎮ
对于敏感的时政问题ꎬ鲁迅也勇于直面ꎮ 对时事政治的评骘ꎬ作为鲁迅广泛的社会批评的一

部分ꎬ为后人录下了五四时期至 １９３０ 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ꎮ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惨案与

翌年的三一八惨案使他激愤陡增ꎬ写下了«忽然想到十»«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

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篇ꎬ锋芒犀利ꎮ 随着“四一二”政变、“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惨变的发

生ꎬ社会批判份量日益加重ꎮ «答有恒先生»痛感国民党右翼发动清党、血腥屠杀的残忍:“血的

游戏已经开头ꎬ而角色又是青年ꎬ并且有得意之色ꎮ 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ꎮ”③«铲共

大观»«为了忘却的记念» «写于深夜里»与«扣丝杂感» «准风月谈后记» «“友邦惊诧”论»等
篇ꎬ锋芒直指对内严酷统治、镇压异己、对外妥协退让的当局者ꎮ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深夜或 ８ 日凌

晨ꎬ左翼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与李伟森在上海同时遇害ꎬ鲁迅痛失左翼战友ꎬ而且柔石是

与他一起创办朝华社的挚友ꎬ柔石、殷夫都是努力译介北欧东欧文学的同志ꎬ愤懑与怀念之情如

同地底岩浆一样在胸中翻腾ꎬ先是通过诗歌火山爆发似地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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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良:鲁迅杂文的视野与深度

　 　 惯于长夜过春时ꎬ挈妇将雏鬓有丝ꎮ
梦里依稀慈母泪ꎬ城头变幻大王旗ꎮ
忍看朋辈成新鬼ꎬ怒向刀丛觅小诗ꎮ
吟罢低眉无写处ꎬ月光如水照缁衣ꎮ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７－８ 日ꎬ五烈士遇害两周年之际ꎬ鲁迅把这首曾于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书成小幅寄给日

本友人的诗写进«为了忘却的记念»ꎮ 该文以深沉的笔调回顾了自己与烈士的交往ꎬ珍惜那些至

为深刻的印象ꎬ以年轻有为、耿直热忱的友人之牺牲控诉当局的残忍ꎬ篇末写道:“不是年青的为

年老的写记念ꎬ而在这三十年中ꎬ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ꎬ层层淤积起来ꎬ将我埋得不能呼吸ꎬ
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ꎬ写几句文章ꎬ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ꎬ自己延口残喘ꎬ这是怎样的世界

呢ꎮ 夜正长ꎬ路也正长ꎬ我不如忘却ꎬ不说的好罢ꎮ 但我知道ꎬ即使不是我ꎬ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ꎬ
再说他们的时候的ꎮ ”①当局的禁锢乃至镇压没有中止ꎬ鲁迅的批判也在持续ꎮ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他在«上海所感»中写道:“有钱的人ꎬ给绑匪架去了ꎬ作为抵押品ꎬ上海原是常有的ꎬ但近

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ꎮ 有些人说ꎬ那是给政府那面捉去了ꎬ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们ꎬ却
道并不是ꎮ 然而又好像实在也还是在属于政府的什么机关里的样子ꎮ 犯禁的书籍杂志的目录ꎬ
是没有的ꎬ然而邮寄之后ꎬ也往往不知所往ꎮ 假如是列宁的著作罢ꎬ那自然不足为奇ꎬ但«国木田

独步集»有时也不行ꎬ还有ꎬ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ꎮ 不过ꎬ卖着也许犯忌的东西的书店ꎬ却还

是有的ꎬ虽然还有ꎬ而有时又会从不知什么地方飞来一柄铁锤ꎬ将窗上的大玻璃打破ꎬ损失是二百

元以上ꎮ 打破两块的书店也有ꎬ这回是合计五百元正了ꎮ 有时也撒些传单ꎬ署名总不外乎什么什

么团之类ꎮ”②文中揭露了当局文化统治的严酷性与欺骗性ꎬ也抖落出其中的荒谬ꎮ 日本的国木

田独步与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均逝世于 １９０８ 年ꎬ国木田独步作品在自然主义的描写中点染着浪漫

主义色彩ꎬ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一部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儿童小说ꎬ其人其作均与左翼无

涉ꎬ却只因为是外国人便被视为危险的异端ꎬ真是荒唐无稽、可笑透顶ꎮ
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说ꎬ“一二八”淞沪事变

时ꎬ自己“正在所谓火线里面ꎬ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ꎮ 捉去了就不见回来ꎬ是生是死也没人

知道ꎬ也没人打听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ꎬ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ꎬ参加抗日

团体ꎬ学生军训练时的军装照片ꎬ等等ꎬ一旦日军查出ꎬ就是“死的证据”ꎮ 讲演左右开弓ꎬ这边揭

露日军杀害抗日青年ꎬ那边抨击当局专制:“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ꎻ“在文学上也

是如此ꎮ 倘写所谓身边小说ꎬ说苦痛呵ꎬ穷呵ꎬ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ꎬ那是很妥当的ꎬ不会出

什么乱子ꎮ 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ꎬ谈及压迫与被压迫ꎬ那就不成ꎮ 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ꎬ说什么

巴黎伦敦ꎬ再远些ꎬ月界ꎬ天边ꎬ可又没有危险了ꎮ 但有一层要注意ꎬ俄国谈不得”ꎮ③ 鲁迅向来主

张“壕堑战”、韧性战斗ꎬ但有时也不能自已地激愤起来ꎬ勇敢地向敏感话题挑战ꎬ即便“忍看朋辈

成新鬼”ꎬ也要“怒向刀丛觅小诗”ꎮ 自然ꎬ租界也给左翼的生存与战斗提供了相当的余地ꎮ

三、文坛与文人的透视

从 １９１７ 年发动的五四文学革命到 １９３６ 年已闻涛声的抗日救亡大潮ꎬ文坛论争此起彼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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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论争发生在新文学与国粹派、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ꎬ有的论争则发生在新文学

激进派与左翼文学内部ꎮ 论争的原因既有文化身份的差异、文化立场的矛盾、政治倾向的冲突ꎬ
也有性格气质的迥异、成熟与幼稚的反差ꎬ此外ꎬ还有不经意的误解及个人意气ꎬ等等ꎮ 鲁迅或主

动或被动地多次卷入论争的漩涡ꎬ其大量杂文为论争而作ꎬ见证了思想交锋、文化碰撞、人格冲

突ꎬ折射出一部 ２０ 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学史、思想史ꎮ
文学革命派对国故派、学衡派的批评ꎬ是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之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矛盾ꎮ 没

有鲁迅等文学革命派的大刀阔斧、披荆斩棘ꎬ新文学不可能那么快地站稳脚跟、迅猛发展ꎻ但如果

没有保守派对传统的坚守与对革命派的质疑ꎬ新文学阵营就不会发起整理国故运动ꎬ新文学在发

展中也必然因为过多过猛地切割传统而出现更多的波折ꎮ 激进与保守、先锋与后卫的存在及其

矛盾冲突是文化转型期历史的必然ꎮ 鲁迅对自由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ꎬ诚然犀利ꎬ但
也表现出政治立场对文学本体的压抑ꎻ再如关于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文学大众化论争、
文学翻译论争等诸多文坛风波ꎬ鲁迅的杂文折射出历史变迁尤其是重大转折中错综复杂的矛盾ꎮ
诸如此类ꎬ今人读鲁迅论争性的杂文ꎬ与其简单地认同鲁迅或其对手的观点ꎬ莫如既回到文坛论

争的历史现场ꎬ看其发生的必然性ꎬ又要以今人的眼光审视问题的复杂性ꎬ得出历史的辩证的

结论ꎮ
鲁迅主张文学关注社会现实ꎬ关心黎民百姓ꎮ 有感于当时有人以肤浅的滑稽逗趣来回避苦

难现实ꎬ鲁迅对无聊无才的帮闲给予辛辣的讽刺ꎮ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的讲演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ꎬ批评“为艺术而艺术派”、“对社会不敢批评ꎬ也不能反抗ꎬ若反抗ꎬ便说

对不起艺术”ꎮ 鲁迅借用南方民间的“篾片”一词ꎬ称“为艺术而艺术派”为“篾片文学”①ꎮ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所作«从帮忙到扯淡»ꎬ仍然对“帮闲文学”穷追猛打:“必须有帮闲之志ꎬ又有帮闲之才ꎬ这
才是真正的帮闲ꎮ 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ꎬ乱点古书ꎬ重抄笑话ꎬ吹拍名士ꎬ拉扯趣闻ꎬ而居然不顾

脸皮ꎬ大摆架子ꎬ反自以为得意ꎬ———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ꎬ———但按其实ꎬ却不过‘扯淡’而

已ꎮ”②鲁迅一方面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ꎬ但另一方面又主张不宜夸大文学的功用ꎮ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８ 日在黄埔军校所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中ꎬ就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ꎬ一炮就把孙

传芳轰走了ꎮ 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ꎬ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ꎬ文学总是一种余裕

的产物ꎬ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ꎬ倒是真的ꎮ”③尽管鲁迅自五四时期起就对“为艺术而艺术”不以

为然ꎬ但其实也主张艺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ꎬ不应完全臣服于政治ꎮ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上

海暨南大学所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ꎬ就说得十分清楚:“我每每觉得文艺和政治时

时在冲突之中ꎻ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ꎬ两者之间ꎬ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ꎮ 惟政治是要维持

现状ꎬ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ꎮ”④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ꎬ具有极高的概

括性与穿透力ꎮ 到了 １９３０ 年代ꎬ鲁迅自身政治色彩浓于 １９２０ 年代ꎬ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仍然一以贯之ꎬ并未放弃文艺对政治的相对性ꎮ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田军作‹八月的乡

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等篇都显示出这一点ꎮ
对文明缺陷与社会弊端施以利刃的鲁迅ꎬ对文坛、文人的剖析也是穷尽其相、剔骨见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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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三户»对三类所谓作家施以尖刻的讥刺:一是本来浅薄、装腔、学样但使出种种手段终于登

上文坛而沾沾自喜的“暴发户”ꎻ二是只能靠抚今追昔来顾影自怜的“破落户”ꎻ三是“暴发不久ꎬ
破落随之ꎬ既‘沾沾自喜’ꎬ也‘顾影自怜’ꎬ但却又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ꎬ可又还没有配得

‘顾影自怜’的风姿ꎬ仅存无聊ꎬ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了ꎮ 向来无定名ꎬ我姑且名之为‘破落

暴发户’罢ꎮ 这一户ꎬ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ꎮ 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ꎬ是恶少ꎻ向消极方

面走ꎬ是瘪三”ꎮ 文学史上ꎬ如此三户何其多也! 冠以作家头衔ꎬ“沾沾自喜”ꎬ却毫无建树ꎻ奔走

于“豪门”之间ꎬ为级别、奖项等利益而气喘吁吁ꎬ甚至造谣中伤、出言不逊ꎬ化为一地鸡毛ꎮ “使
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ꎬ在这三户之外ꎮ”①鲁迅当年的期许至今仍然让人希冀ꎮ

«二丑艺术»更是一篇借戏曲角色刻画文人的绝妙杂文ꎮ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ꎬ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ꎬ译得雅一点ꎬ那么ꎬ“二丑”就是ꎮ
他和小丑的不同ꎬ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ꎬ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ꎬ他所扮演的是

保护公子的拳师ꎬ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ꎮ 总之:身分比小丑高ꎬ而性格却比小丑坏ꎮ
义仆是老生扮的ꎬ先以谏诤ꎬ终以殉主ꎻ恶仆是小丑扮的ꎬ只会作恶ꎬ到底灭亡ꎮ 而二丑

的本领却不同ꎬ他有点上等人模样ꎬ也懂些琴棋书画ꎬ也来得行令猜谜ꎬ但倚靠的是权门ꎬ凌
蔑的是百姓ꎬ有谁被压迫了ꎬ他就来冷笑几声ꎬ畅快一下ꎬ有谁被陷害了ꎬ他又去吓唬一下ꎬ吆
喝几声ꎮ 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ꎬ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ꎬ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

的缺点ꎬ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ꎬ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ꎬ是二丑的特色ꎮ 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ꎬ也没有恶仆的简单ꎬ他是智识

阶级ꎮ 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ꎬ一定不能长久ꎬ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ꎬ所以当受着豢

养ꎬ分着余炎的时候ꎬ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ꎮ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ꎬ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ꎬ他那里肯ꎻ小丑ꎬ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

的戏本ꎬ也不会有ꎬ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ꎬ想不到的ꎮ 这二花脸ꎬ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

人ꎬ提出精华来ꎬ制定了的脚色ꎮ
世间只要有权门ꎬ一定有恶势力ꎬ有恶势力ꎬ就一定有二花脸ꎬ而且有二花脸艺术ꎮ 我们

只要取一种刊物ꎬ看他一个星期ꎬ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ꎬ忽而颂扬战争ꎬ忽而译萧伯纳演

说ꎬ忽而讲婚姻问题ꎻ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

手来了ꎮ
这最末的一手ꎬ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ꎬ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ꎬ早已使他的类型在

戏台上出现了ꎮ
这篇杂文算得上鲁迅杂文中最俏皮、最精致也最深邃的篇章之一ꎮ 古往今来ꎬ有多少“二

丑”在人间大舞台上表演ꎬ即使已经进入 ２１ 世纪的信息化时代ꎬ在凡俗的市井、高雅的殿堂ꎬ不
是仍有形形色色的“二丑”自鸣得意并招摇过市? 其实ꎬ明眼人早已看透他们的把戏ꎬ不去撕开

他的二丑面具ꎬ也许是不敢去惹那种假面青皮ꎬ更多的恐怕还是不屑ꎮ 自作聪明ꎬ到头来聪明反

被聪明误ꎻ左右逢源ꎬ待到源头枯竭时ꎬ岂不应了«红楼梦»里«飞鸟各投林»的唱词:“好一似食尽

鸟投林ꎬ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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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弗失固有之血脉”

从«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开始ꎬ鲁迅就给人留下了冷峻的印象ꎮ 五四时期ꎬ张定璜在«鲁
迅先生»一文中说ꎬ鲁迅“有三个特色ꎬ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ꎬ第一个ꎬ冷静ꎬ第
二个ꎬ还是冷静ꎬ第三个ꎬ还是冷静”①ꎮ 后来ꎬ热爱者高度赞扬、充分肯定鲁迅的批判精神ꎬ不满

者则批评鲁迅的冷眼观世ꎬ认为其杂文喜争好斗ꎮ 更有甚者ꎬ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割裂文化传

统ꎬ鲁迅首当其冲ꎮ 其实ꎬ对传统予以批判、澄清并不等于割裂、抛弃ꎮ
诚然ꎬ鲁迅是犀利的批评家ꎬ对于文化缺陷、社会弊端、历史污浊毫不留情地揭去假面ꎬ直击

要害ꎬ而且杂文文体通常篇幅不长ꎬ很难全面展开ꎬ也不需要面面俱到ꎬ而是允许抓住缝隙单刀直

入ꎮ 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痛陈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ꎬ至多不过是奴

隶ꎬ到现在还如此ꎬ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ꎬ却是数见不鲜的ꎮ”文中把中国历史归结为两种时代:
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ꎻ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ꎮ② 乱世暴虐横生ꎬ人们便期盼

规则ꎬ哪怕是坐稳了奴隶ꎬ也比想做奴隶而不得要略胜一筹ꎮ 中国历史几千年ꎬ自然不会如此简

单ꎬ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ꎬ生活状态千姿百态ꎬ心理感受千差万

别ꎬ鲁迅如此极而言之ꎬ其实是为了激励青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ꎬ即获

得人的尊严的时代ꎮ
即便是在风雨如磐的暗夜ꎬ鲁迅杂文也未尽如鸱鸮ꎬ叫出世道的“不吉”ꎬ有时也像布谷ꎬ热

切地呼唤着春天ꎮ «看司徒乔君的画»在论及司徒乔画的爽朗、热烈的色调时ꎬ就满怀豪情地预

见:“中国全土必须沟通ꎮ 倘将来不至于割据ꎬ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ꎬ
我想ꎬ首先是这样的ꎮ”③«宣传与做戏»在强烈地批判了自欺欺人的国民性弱点之后ꎬ还是充满希

望地说:“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ꎮ”④鲁迅在澄清传统文化的同时ꎬ始终对传统中的精华由衷

地珍视、热情地讴歌、自觉地承传ꎮ 他在«看镜有感»中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ꎬ新来的动植

物ꎬ即毫不拘忌ꎬ来充装饰的花纹ꎮ 唐人也还不算弱ꎬ例如汉人墓前的石兽ꎬ多是羊ꎬ虎ꎬ天禄ꎬ辟
邪ꎬ而长安的昭陵上ꎬ却刻着带箭的骏马ꎬ还有一匹鸵鸟ꎬ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ꎮ”⑤“汉唐虽然也

有边患ꎬ但魄力究竟雄大ꎬ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ꎬ或者竟毫未想到ꎬ凡取用外来事

物的时候ꎬ就如将彼俘来一样ꎬ自由驱使ꎬ绝不介怀ꎮ”⑥

鲁迅于 １９０７ 年所作«文化偏至论»为中国设定的文化蓝图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ꎬ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ꎬ取今复古ꎬ别立新宗ꎬ人生意义ꎬ致之深邃ꎬ则国人之自觉至ꎬ个性张ꎬ沙
聚之邦ꎬ由是转为人国ꎮ”⑦鲁迅终其一生ꎬ亦未改变这一思路ꎮ 他的学术研究、小说散文诗歌杂

文等创作ꎬ在接纳世界思潮的同时ꎬ承传着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ꎮ 批判是为了澄清源流ꎬ更好地

汲取ꎮ 无论是儒释道等经典文化ꎬ还是地方戏曲等民间文化ꎬ无论是神话英雄ꎬ还是士人名流ꎬ抑
或下里巴人ꎬ鲁迅对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ꎬ都十分珍惜ꎮ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所作«中国人失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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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了吗»ꎬ认为国难当头却求神拜佛或一味寄希望于国联ꎬ这不啻于“是在发展着‘自欺力’”ꎻ
但又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悲观感慨ꎬ确信在自欺的笼罩之下ꎬ“我们有并不

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ꎮ “我们从古以来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ꎬ有拚命硬干的人ꎬ有为民请命的

人ꎬ有舍身求法的人ꎬ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ꎬ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

耀ꎬ这就是中国的脊梁ꎮ”“这一类的人们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 他们有确信ꎬ不自欺ꎻ他们在前

仆后继的战斗ꎬ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ꎬ被抹杀ꎬ消灭于黑暗中ꎬ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ꎮ 说中国人

失掉了自信力ꎬ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ꎬ倘若加于全体ꎬ那简直是诬蔑ꎮ”“要论中国人ꎬ必须不被搽

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ꎬ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ꎮ 自信力的有无ꎬ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

足为据的ꎬ要自己去看地底下ꎮ”①大禹墨子的公而忘私、刻苦实干ꎬ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

着ꎬ老子大智若愚的智慧ꎬ方孝孺的耿介无畏ꎬ孙中山的为国家鞠躬尽瘁ꎬ章太炎的铮铮铁骨ꎬ等
等ꎬ都在鲁迅杂文中熠熠闪光ꎮ «记念刘和珍君»写道:对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女师大学生刘和

珍ꎬ“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ꎮ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ꎬ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

国的青年”ꎮ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ꎬ这是真的ꎬ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ꎻ沉勇而

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ꎬ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ꎻ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

吟ꎮ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ꎬ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

的伟大呵!”“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ꎬ是始于去年的ꎬ虽然是少数ꎬ但看那干练坚决ꎬ百折不回的

气概ꎬ曾经屡次为之感叹ꎮ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ꎬ虽殒身不恤的事实ꎬ则更足为中国女

子的勇毅ꎬ虽遭阴谋秘计ꎬ压抑至数千年ꎬ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ꎮ”②鲁迅的目光的确犀利得

有几分寒意ꎬ能够准确地捕捉社会文化病态给予致命的一击ꎬ但也善于发现沙漠里的清泉、暗夜

里的微光、创伤累累的历史中屹然挺立的民族脊梁、凡人小事逝者如斯中不朽的伟大ꎮ 他在«忆
韦素园君»说:“素园却并非天才ꎬ也非豪杰ꎬ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ꎬ或名园的美花ꎬ然而他是楼

下的一块石材ꎬ园中的一撮泥土ꎬ在中国第一要他多ꎮ 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ꎬ只有建筑者和栽

植者ꎬ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ꎮ”鲁迅堪称民族文化大厦的伟大建筑师与精神文明花圃的辛勤园

丁ꎬ他赞赏石材与泥土的品格ꎬ因为他深知这是民族与国家的基础ꎮ 他不仅在历史中发现、在现

实中爱护这平凡的伟大ꎬ而且在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中开掘源泉ꎮ 他在«女吊»中引述明末王思

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ꎬ非藏垢纳污之地”———时ꎬ自己作为绍兴人是何等的自豪!
«女吊»以高度热情赞美了绍兴地方戏中复仇的女吊ꎬ称其为“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ꎬ更强的鬼

魂”③ꎮ 鲁迅从“地底下”发掘出美丽而强悍的魂魄ꎬ正是为了承传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ꎬ以使中

华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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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鲁迅全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２１－１２２ 页ꎮ
«鲁迅全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２９２－２９４ 页ꎮ
«鲁迅全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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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Ｌｕ Ｘｕｎ’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２００２４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ｕ Ｘｕｎ’ 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ꎬ 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ꎬ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ｒｕｅｌ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ｙｒａｎｔｓ”ꎬ
“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ｇ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ꎬ 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ａｔｉｎｇ”ꎬ “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ｋｉｌｌ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ｌｌ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ｉｓ ｓｐｅａｒｈｅａｄꎻ ｓｈａｒ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ｇｌｉｎｅｓｓꎬ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ꎻ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ｎ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ａｓꎬ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ｇｏｏｄ ａ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ｃｌｅａｒ
ｓｐ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ꎬ ｗｅａｋ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ｎｉｇｈｔꎬ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ꎬ ｔｈｅ ｔｒｉｆ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ｕ Ｘｕｎꎻ ｅｓｓａｙꎻ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ꎻ ｄｅｐ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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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２)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
———以“山师学派”为例∗①

魏　 建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与研究的历史经验ꎬ特别是学派传承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ꎮ 山东师范大学

前辈学者于 １９５９ 年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的奠基之作ꎬ在此基础上ꎬ又于 １９８８ 年和北京大学同行合作

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ꎮ 近十几年来ꎬ刘增人在这一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更是实现了巨大的学术

超越ꎮ 这是他与山东师范大学学派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结果ꎮ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ꎻ整理ꎻ研究ꎻ学派ꎻ传承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３－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６
作者简介:魏建(１９５８—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其因由研究”(１４ＡＺＷ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４７９ 页ꎮ
③彭定安:«答‹东方论坛›编者问»ꎬ«东方论坛»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期刊杂志因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而诞生ꎬ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ꎮ 其中文

学类期刊ꎬ从 １８７２ 年«瀛寰琐记»问世算起ꎬ已经走过了 １４０ 多年的历程ꎮ 这些文学类期刊既是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宝贵史料ꎬ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大家既然认可

“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学开启了一个“社团文学时代”ꎬ那么更应该认可的是:早在“五四”以前

中国文学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报刊文学时代”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文学期刊应该是与作家作品、
文学社团、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ꎬ都是研究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基

本单元之一ꎮ 然而ꎬ与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等研究对象相比ꎬ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期

刊的研究是很不够的ꎬ已有的成果也主要限于文献学领域ꎮ 若要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ꎬ也许应

该从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和研究的历史经验开始ꎬ其中学派传承就是值得总结的重要历

史经验之一ꎮ

一

先说什么是“学派”ꎮ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学派”的解释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

不同而形成的派别ꎮ”②一般人所理解的“学派”ꎬ内涵有深有浅ꎬ外延有宽有窄ꎬ使用中更是见仁

见智ꎮ 就笔者所见ꎬ彭定安所作的界定更符合多数人心中的“学派”ꎮ 他说:“一个学派的形成ꎬ
大体上需要这样一些条件:有一二位具有学术成就、学术威望、为‘众星所拱’的学术带头人ꎻ有
一个学术方向与理论见解大体一致而又各有所长的学术团队与梯队ꎻ他们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ꎬ
已经形成一种为学术界大体认可的理论体系和学说ꎻ有一批在文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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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几本或几篇代表作ꎮ”③

“五四”以前ꎬ中国学术界学派林立ꎬ虽不乏唯我独尊式的门户偏狭ꎬ却也有相互竞争的发展

动力和学术张力ꎮ 若干年后ꎬ大多数学派逐渐萎缩甚至消失ꎬ只有很少的学派依稀尚存ꎬ如章黄

学派在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承传等ꎮ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否存在学派ꎬ专
家们是有不同意见的ꎮ① 但是ꎬ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ꎬ学术发展需要走学派化的道路ꎮ 正如

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理应会出现流派纷呈的“百花齐放”局面ꎬ同样ꎬ学术发展到一

定的历史阶段也应该出现学派纷呈的“百家争鸣”的景观ꎮ 所以ꎬ近年来国内有影响的高校纷纷

提出了打造“××学派”的旗号ꎬ我听说的就有“北大学派”、“复旦学派”、“南京大学学派”、“南开

学派”、“吉大学派”、“山大学派”、“武大学派”、“北师大学派”、“岭南学派”等ꎮ 虽然山东师范大

学(以下简称“山师”时包括原山东师范学院)的地位并不能与这些名校相比ꎬ但许多专家都认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确有“山师学派”的存在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举行的“朱德发及山

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ꎬ多位与会专家在发言中和提交的论文里使用了“山
师学派”这一概念ꎮ 其实ꎬ无论依据“学派”的工具书定义ꎬ还是依据人们对“学派”的理解ꎬ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山师学派”早就存在了ꎮ 这一学派正式出现的时间应该追溯到 ６０ 多年

之前ꎮ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ꎬ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文ꎬ批

准山东师范学院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ꎮ② 与这一文件同时被批准招收中国现代

文学专业研究生的ꎬ还有北京大学等另外三所名校ꎮ 这四所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ꎬ应是我国

在这一领域的第一批教学和科研重镇ꎮ ６０ 多年过去了ꎬ有多所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后来

居上ꎬ形成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高地”ꎮ 无论其他“高地”的地位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ꎬ但山师学派从未受到学界的轻视ꎬ如有的专家所说:“在国内学术界ꎬ提到中国现代文学

学科ꎬ必定会提到山东师范大学ꎮ 山东师大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全国起步很早、人才济济、很有影

响的学科ꎬ是我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主力军和光荣ꎮ”③该团队拥有“全国人数最多、门类最齐

的强大阵容”④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山师学派已经形成自己具有特色优势的研究方向和

学术传统ꎮ 刘增人教授将山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贡献和学术特色总结为三大传统:一是

“源远流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实践与理论升华”ꎻ二是“延绵不绝且逐步深入的史料发掘整

理ꎬ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ꎻ三是“已成系列的鲁迅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研究”ꎮ⑤

所谓“山师学派”应该是由三部分人组成:其一是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团队中传承和发

扬该学科学术传统的团队成员ꎻ其二是在外单位工作、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培养的传承和发

扬该学科学术传统的研究生、本科生、进修生等各类学生ꎻ其三是与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

生密切联系ꎬ并传承和发扬该学科学术传统的学科周边成员ꎮ 那么ꎬ“山师学派”的学术传统究

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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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冯光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今无学派»ꎬ«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文件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５４)统文字第 １０４ 号»ꎬ山东师范大学档案馆ꎮ
吕进:«山东师大在新时期的新诗研究»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丁帆:«贺信»ꎬ«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刘增人:«对山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三大传统的印象»ꎬ«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

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３７１－３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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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以下简称“本学科”)创建于 １９５２ 年ꎮ 第一代学科带头人是著

名学者田仲济先生ꎮ １９４７ 年ꎬ田仲济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署笔名“蓝海”)ꎬ
被尊为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ꎮ 到 １９６０ 年代初期ꎬ本学科团队成员已超过 １０ 人ꎬ
初步形成刘增人教授所总结的三大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ꎻ中国现代文学文献

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ꎻ鲁迅及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研究ꎮ 在这三个研究方向中ꎬ最先引起学界瞩

目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方向ꎬ最先获得学界好评的是本学科编撰的一套丛书和一本

目录ꎮ 一套“丛书”是指«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包括«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

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小传»ꎬ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夏衍、
李季、周立波、杜鹏程等十几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ꎮ 该汇编包括作家的生平资料、
作品的研究和评论资料ꎬ作家谈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创作的文章等ꎬ并附有作家的著译年表或著

作年表ꎮ 一本“目录”是指本学科整理的«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ꎮ 本学科完成

的以上文献史料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奠基之作”ꎬ还有人称为

“完全可以看作新时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
甲、乙、丙编的雏形”①ꎮ 其中的«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一书ꎬ是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

本学科前辈学者薛绥之等人编纂完成ꎬ１９６０ 年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之名内部出版ꎮ 该书虽

然只收录了«人世间»等 ３０ 种文学期刊的目录及发刊词ꎬ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进行集中整

理的最早的成果ꎮ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内几乎陷于停滞ꎬ但本学科的前辈们还是克

服了各种困难ꎬ编印出了«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一书ꎬ署名“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

文学教研组”ꎬ以“«山东师院学报»资料丛书”的名义出版发行ꎮ 这本书对鲁迅编辑过的«新青

年»«语丝»«莽原»«波艇»«未名»«奔流»«朝华周刊»«朝华旬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巴尔

底山»«五一特刊»«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文学月刊»«译文»«海燕»等 １７ 种期刊ꎬ每
一篇都撰写了期刊简介ꎬ收录了各刊各期目录和这些期刊的有关重要文献ꎬ如发刊词、或本志宣

言、或出版预告、或重要文章、或征稿启事、或终刊词、或复刊词、或启事、或例言、或前记、或来往

信件等相关史料ꎬ并且作了注释ꎮ 据笔者所见ꎬ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仅有的一项文学期刊

方面的学术著作ꎮ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ꎬ是本学科团队在中国现代

文学期刊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收获ꎮ 该书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国

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

资料丛书”之一ꎬ由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共同承担了

这一课题的编纂工作ꎮ 北京大学负责上册ꎬ山东师范大学负责下册ꎮ 上册是 １９１５—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创刊的 １７０ 种期刊(另有附录 ２ 种)ꎬ主要作者是北京大学的唐沅、封世辉、孙庆升ꎬ乐黛云、袁良

骏、商金林等也参加了部分编纂工作ꎻ下册是 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创刊的 １０６ 种期刊(另有附录 ２

５１

①刘增人:«对山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三大传统的印象»ꎬ«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

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３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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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ꎬ作者是山东师范大学的韩之友、舒欣①、顾盈丰ꎮ 全书收录从 １９１５ 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

１９４８ 年底创刊的«华北文艺»ꎬ共 ２７６ 种期刊ꎮ “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学期刊ꎬ也酌情选收了一部分

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的综合性文化刊物ꎮ”②该书前言特别说明:“在选编过程中参考了原山

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内部出版的«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ꎮ”③实际上ꎬ山东师范大

学负责的下册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大超越了 １９６０ 年内部出版的«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

录索引»ꎮ 其一ꎬ是在收录期刊的数量上增加了接近 ８０ 种ꎻ其二ꎬ是详细考证了这 １００ 多种期刊

的创刊、休刊、复刊、终刊的时间ꎻ其三ꎬ是补充、整理、考证了这 １００ 多种期刊的编辑、撰稿、出版、
印刷、发行等基本情况ꎻ其四ꎬ是补充、完善了这 １００ 多种刊物的目录ꎻ其五ꎬ是增加了这 １００ 多种

期刊的作者索引、期刊馆藏索引、期刊基本情况一览表等资料ꎻ其六ꎬ是撰写了具有较高学术含量

的每一种刊物的期刊简介ꎮ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出版后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们的交口称赞ꎬ至今仍是许多学者经常查阅并高度信赖的著作ꎬ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史

上的一座里程碑ꎮ
本学科团队成员不仅先后推出了«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鲁迅主编及参与

或指导编辑的杂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等著作ꎬ还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期

刊研究的学术论文ꎬ如查国华的论文对茅盾所编辑期刊的研究ꎬ张桂兴的论文对老舍所编辑期刊

的研究ꎬ魏建的论文对«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期刊的研究ꎬ洪亮博士对«文化先锋»和«文艺

先锋»的研究等ꎮ 近年来ꎬ本学科重大项目“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的作者ꎬ在
整理和研究原始文学期刊的基础上也写出一些有关文学期刊研究的学术论文ꎬ有的已经发表ꎬ有
的近期陆续发表ꎮ

近十几年来ꎬ本学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传统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

士、硕士研究生那里得到传承ꎬ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入ꎮ 如周海波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民国时期

报刊的综合研究ꎬ杨爱芹的博士学位论文对«益世报»副刊的研究ꎬ张勇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前期

创造社期刊的综合研究ꎬ管冠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对 １９３３ 年报刊的研究ꎬ邓招华的博士学位论文

对西南联大文学期刊的研究ꎬ张梅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晚清和五四时期代表性儿童文学期刊图像

叙事的研究ꎬ陈志华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新青年»的研究ꎬ卢国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

文对«晨报副刊»的持续研究ꎬ杨庆东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小说月报»的研究ꎬ徐敬的硕士学位论

文对«洪水»的研究、李瑞香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文化批判»的研究ꎬ余琼、冯瑞琳、田任云对«新华

文摘»“文学作品”、“文学评论”等栏目的研究ꎬ以及代飞飞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民国«红杂志»的
研究ꎬ等等ꎮ

三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整理和研究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ꎮ 首先是 ２００５ 年刘增

人等纂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ꎮ 这是第一部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进

行整体性、历时性研究的学术著作ꎮ ２０１０ 年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ꎬ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参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ꎬ由上

６１

①
②
③

舒欣为书新的笔名ꎮ
唐沅、韩之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前言»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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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民出版社出版ꎬ堪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和研究的历史上又一部里程碑式的成果ꎮ «中
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取得了以下明显的突破:收纳期

刊数量增加了接近 ２.４ 倍ꎬ由 ２７６ 种增加到 ６５７ 种ꎮ 在期刊目录整理的基础上ꎬ对这 ６５７ 种期刊

逐一进行了介绍ꎬ既有该期刊基本情况的客观陈述ꎬ又有对其重要内容的学术归纳ꎬ如每一种期

刊的倾向、特色、作者构成、重要作品或文学活动以及期刊的沿革、流变等ꎮ 为方便读者查阅ꎬ该
书编著者思考缜密ꎬ设想完备ꎮ 另外ꎬ这部著作在空间上也有拓展和深入ꎬ比如对广西、“孤岛”、
“沦陷区”等以往忽视的特殊地域里文学期刊的分布情况ꎬ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著录ꎮ 这部著作也

是这一领域迄今为止字数最多的成果(７００ 多万字)ꎮ ２０１５ 年ꎬ刘增人等编著的四大卷巨著

«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出版ꎮ 它容纳的文学类期刊数量达到一万多种! 时间跨度从

１８７２ 年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记»创刊到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底共 ７７ 年ꎮ 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是详细考证了这一万多种期刊的刊名、刊期、创刊时间及地域、编辑人(所)、发行人(所)、印刷人

(所)、休刊或复刊或终刊、主要栏目、主要撰稿人等各种元信息ꎮ 这部著作具有搜罗完备、体例

科学、便捷适用的突出特点ꎮ “搜罗完备”不仅指的是发掘出的文学类期刊数量暴增到一万多

种ꎬ仅书中插图就空前地增加到 １５１０ 幅ꎮ “体例科学”和“便捷适用”是联系在一起的ꎬ首先是对

文学期刊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更科学的界定ꎻ其次是在文学期刊名称的表述上亦有较大的创新ꎬ
给文学期刊一种类似“条形码”的识别标志ꎬ也给读者判断文学期刊的真实“身份”提供了具体、
可信的依据ꎻ再次是正文分为“时间序列中的文学期刊信息”与“空间序列中的文学期刊信息”两
大部类ꎬ前者按照文学期刊创刊的时间先后排列ꎬ后者按照文学期刊创刊的区域(分为国内诸

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区域ꎬ国外各国家)排列ꎮ 有关文学期刊的封面等图

像穿插在该刊的文字说明附近ꎬ努力营造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的效果ꎬ帮助读者回到文学史和文

学期刊的发生现场ꎮ 正文前列有刊名目录ꎬ注明该刊在该著的页码ꎬ正文后有笔画索引和音序索

引两种刊名索引———给读者查找自己所需文学期刊的条目及图像ꎬ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方式ꎮ
«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一出版即好评如潮ꎬ被学术界誉称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整理

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ꎮ
刘增人在受聘山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和讲座教授之前ꎬ不是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团

队成员ꎬ但他与本学科的学术联系密不可分ꎬ以致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把他当成山师学术

团队重要骨干ꎮ 如温儒敏在“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代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致辞时说ꎬ山师“这个团队是非常整齐的从田仲济先生开始ꎬ有薛绥之

先生、冯光廉先生、蒋心焕先生、查国华先生、刘增人先生、宋遂良先生”①刘增人是山师毕业

生ꎬ与山师学术团队成员长期合作ꎮ
在«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全书的末尾ꎬ是刘增人写的一篇精彩的散文ꎬ题为«一卷

编就ꎬ满头霜雪———五十余年ꎬ我陪文学期刊走过»ꎮ 文中提到的重要人物全是山师团队的前辈

学者ꎮ 文章一开头就说到山师的培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ꎬ我在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ꎬ给我们

担任现代文学史课的就是大家普遍敬仰的薛绥之师ꎮ”②１９５９ 年ꎬ１７ 岁的刘增人考入山东师范学

院中文系ꎬ在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同时ꎬ尤其接受了山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学术传

７１

①

②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致辞»ꎬ«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５ 页ꎮ
刘增人:«一卷编就ꎬ满头霜雪———五十余年ꎬ我陪文学期刊走过»ꎬ刘增人、刘泉、王今晖:«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

汇»第 ４ 卷ꎬ青岛:青岛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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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影响ꎮ 他对母校的深刻印象首先是“以重视现代文学史料著称、尤其注重搜罗现代文学期

刊”①ꎮ 后来ꎬ他写过六篇回忆当年老师的文章ꎬ其中有四位是教他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老师———
田仲济、薛绥之、书新和查国华ꎮ

在文学期刊方面影响刘增人的第一人是薛绥之ꎮ 薛绥之是 １９６０ 年内部出版的«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编写组的实际负责人ꎮ 刘增人对薛绥之的深刻记忆有二:其一是薛

绥之讲课中那些来自文学历史现场的细节ꎬ“像闪亮的彗星ꎬ拖曳着耀眼的光束径直扎根在我辈

学子的心海深处”ꎻ其二是薛绥之向他推荐的«晦庵书话»ꎮ 刘增人回忆文章中提到:“拜读«书
话»ꎬ对其中那些别开生面的编辑与出版、查禁与伪装等期刊事业里的惨烈严酷的斗争与斗争艺

术ꎬ就充满了好奇与敬仰ꎮ 对于唐弢先生与众不同的文风笔意ꎬ对于书话这种别开生面的文学体

式ꎬ也仰慕不已ꎮ 那是我真正喜欢上现代文学这一多事的学科的开始ꎬ也是我一直关注文学期刊

的开始ꎮ”②

在文学期刊方面影响刘增人的第二个人是书新ꎮ １９６３ 年在山师本科毕业后ꎬ刘增人随山师

中文系副系主任书新到泰安师专中文系工作ꎮ 书新是 １９５８—１９６３ 年间本学科团队的学术骨干

之一ꎬ“非常热心于搜集整理现代文学期刊”③ꎮ 他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专家之

一ꎬ对左联文学期刊的考证成果至今被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使用ꎮ 书新在山师工作时为本

学科购置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学期刊ꎮ 他调到泰安师专担任中文系主任ꎬ上任伊始就带人到上

海购置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文学期刊ꎮ 刘增人回忆ꎬ那些期刊“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左联

期刊系列ꎬ如«拓荒者» «萌芽» «北斗»ꎬ有全套的«文学»ꎬ还有«茶话» «美丽» «小说月报»
(１９４０ 年版)等方型杂志ꎮ 贪婪地翻阅这些从未谋面的期刊ꎬ成为现代文学组各位老师最兴奋的

节庆ꎮ 于是ꎬ我的讲稿中有时就偶尔插上几句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故事ꎬ引逗起那时不少学生浓

厚的兴趣”④ꎮ “文化大革命”期间ꎬ刘增人在书新的带领下ꎬ在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原著及其所刊

载原始期刊的基础上ꎬ撰写出了«鲁迅生平自述辑要»⑤一书ꎮ 书新既参加了 １９６０ 年内部出版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的编著工作ꎬ也是北京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合编的«中
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主要作者之一⑥ꎮ 书新对刘增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响特

别大ꎮ
在文学期刊方面影响刘增人的第三个人是冯光廉ꎮ 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ꎬ刘增人开始了与本学科

冯光廉长达 ２０ 多年的科研合作ꎮ 他们先是承担国家“六五”大型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中国现代

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的三个子课题«叶圣陶研究资

料»«王统照研究资料»«臧克家研究资料»的编写ꎮ 刘增人回忆:“为了完成叶圣陶、王统照、臧
克家三位现代作家的研究资料的编纂ꎬ数年间大约有近 １ / ３ 左右的时间ꎬ是终日泡在京、沪、宁、
津等地的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里ꎬ与纸页完全变黄的期刊与报纸对话ꎮ”⑦在查阅和整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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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７３ 页ꎮ
刘增人:«一卷编就ꎬ满头霜雪———五十余年ꎬ我陪文学期刊走过»ꎬ刘增人、刘泉、王今晖:«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

汇»第 ４ 卷ꎬ青岛:青岛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７３ 页ꎮ
刘增人:«一卷编就ꎬ满头霜雪———五十余年ꎬ我陪文学期刊走过»ꎬ刘增人、刘泉、王今晖:«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

汇»第 ４ 卷ꎬ青岛:青岛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舒汉:«鲁迅生平自述辑要»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ꎮ
署笔名“舒欣”ꎮ
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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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陶研究资料的过程中ꎬ刘增人不仅深化了对«小说月报»以及文学研究会所办文学期刊的了解

和研究ꎬ还翻阅了许多鸳鸯蝴蝶派的期刊和«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大量综合性期刊ꎻ在查阅

和整理王统照研究资料的过程中ꎬ刘增人不仅深化了对一些影响较大的新文学期刊的了解和研

究ꎬ还接触了大量不太知名的刊物和副刊ꎻ在查阅和整理臧克家研究资料的过程中ꎬ刘增人不仅

深化了对一些平民期刊和革命期刊的了解和研究ꎬ还摸清了一些贵族化期刊和国民党官方期刊ꎮ
冯光廉不仅参与了 １９６０ 年内部出版«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的编写工作ꎬ而且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学科编写«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一书的组织者ꎮ 不仅如此ꎬ
１９８７ 年冯光廉从山东师范大学调到青岛大学工作ꎬ调动前后他为青岛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

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ꎬ那就是把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所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

期刊全部为青岛大学做成了缩微胶片ꎮ １９８８ 年刘增人先生调到青岛大学工作后ꎬ越发偏爱对中

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ꎬ这批缩微片应是他在这一领域硕果累累的基础ꎬ也是他敢于不断超越前

人研究的“底气”ꎮ
«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面世后ꎬ学界同行们叹服刘增人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

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ꎮ 至于他成功的原因ꎬ除了人们想到的———他的勤奋、他的执着、
他的学术水平显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ꎬ那就是学派传承ꎮ

四

刘增人是“山师学派”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和研究的传承者ꎬ更是超越者ꎮ 从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里的 ３０ 种期刊ꎬ到 １９８８ 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

编»下册中的 １０６ 种期刊(另有附录 ２ 种)ꎬ再到 ２００５ 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中«中国现代

文学期刊叙录»里的 ３５００ 多种期刊ꎬ再到 ２０１５ 年«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的 １０１００ 种

期刊ꎬ“山师学派”不断创造并刷新着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和研究领域的一个又一个记

录ꎮ 这一个个不断攀升的记录ꎬ好似一座座越来越高的山峰ꎮ 假如把一个期刊比作一米ꎬ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像是一个 ３０ 米高的土包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

编»像是 ２７６ 米的小山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则是 ３５００ 多米的高峰ꎬ«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

信息总汇»简直就是耸入万米云霄的世界屋脊ꎮ “山师学派”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整理和研究

是在刘增人手中完成了两次大踏步的学术超越ꎬ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ꎮ 这是能力的确证ꎬ
更是事业心的确证ꎬ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定力树立了榜样ꎮ

刘增人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文献整理方面一次次的大踏步跨越ꎬ绝不只是表现在他搜集的

文学期刊数量的骤然增加ꎬ还是一次比一次更大幅度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ꎮ
«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分为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两部分”①ꎮ 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

从空间维度ꎬ这部著作都让人惊讶:我们过去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ꎬ原来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除

了惊讶ꎬ它还纠正着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对期刊及文献的误解ꎮ 文学期刊不仅是中国现

代文学史研究的史料和基础ꎬ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

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ꎬ中国现代文学依附于文学期刊而生存ꎮ 文学期刊有时是中国现

代文学作品、社团、流派的栖居地ꎬ有时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创造物本身ꎬ有时还是中国现代文

学运动思潮的承载者ꎮ

９１
①刘增人、刘泉、王今晖:«１８７２—１９４９ 文学期刊信息总汇说明»第 １ 卷ꎬ青岛:青岛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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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师学派”成员之一ꎬ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整理与研究方面ꎬ刘增人的超越ꎬ还表现在

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学理性提升ꎮ 从“目录索引”ꎬ到“目录汇编”ꎬ再到“信息总汇”ꎬ
这些名称的变化就有不断提升的学术理念在其中ꎮ “目录索引”主要是为了查询ꎬ体现的是“整
理文献”的理念ꎻ“目录汇编”包含了与目录相关的多项内容的集合ꎬ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增添

了“学术研究”的意思ꎻ“信息总汇”大大超出了目录之外有关期刊的丰富内容ꎬ既有“整理文献”
的理念ꎬ也有“学术研究”的意思ꎬ还有“还原历史”的含义ꎮ 更深一步的学理性提升ꎬ还包括刘增

人提出的“宁滥勿缺”和“涉文学期刊”等学术思想ꎮ 世人都说“宁缺毋滥”ꎬ唯独刘增人独创“宁
滥勿缺”ꎮ 他很早就提出:“在收罗、叙述文学期刊时ꎬ一向认同‘宁滥勿缺’的主张ꎬ即使只知一

个刊名或附带其笼统的创刊年代者ꎬ也不轻易放弃ꎮ 这不仅因为自己历年来收集颇为不易ꎬ个中

艰辛ꎬ非亲历者无从体会ꎻ更是由于深信中国有如许之大ꎬ很难确保永远无人对这些零碎的消息

有所关注”①ꎮ 这是文献学行家之论ꎬ切中中国文学期刊文献整理之肯綮ꎮ 他提出的“涉文学期

刊”是相对于“纯文学期刊”而言ꎮ 他的“涉文学期刊”ꎬ大大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

野ꎬ不仅有助于看清中国现代文学与左邻右舍的相关性ꎬ而且有助于看清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生态

的复杂性ꎮ 最能体现刘增人研治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学术水平的ꎬ在他和研究生所著«中国现代

文学期刊史论»的上编和中编ꎬ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及其发展的学理性探讨之深入ꎬ已有多

篇文章发表高论ꎮ②

“山师学派”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ꎮ 这一学派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兄弟学校、兄弟学科

优长以及学术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ꎮ １９４９ 年ꎬ薛绥之进入“华北大学国文系学习ꎬ始授

业于李何林先生ꎮ 由此转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上”③ꎮ １９５５ 年ꎬ薛绥之调来山东

师范学院工作ꎬ随之为“山师学派”增添了“李何林学统”ꎮ １９５７ 年ꎬ冯光廉从开封师范学院(今
河南大学)毕业来山东师范学院工作ꎬ强化了山师与开师之间的学术交流ꎬ随之为“山师学派”充
实了“任访秋学统”ꎮ １９５８ 年ꎬ蒋心焕在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留校后不久ꎬ到武汉大学跟随刘绶松

学习研究生课程ꎬ回校后他带来了“刘绶松学统”ꎮ １９７６ 年ꎬ韩之友从南开大学调来山东师范学

院工作ꎬ强化了山师与南开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ꎬ让“山师学派”不断充实来自南开大学中文系

的相关学术资源ꎮ １９８１ 年ꎬ毕业于山东大学的吕家乡调来本学科工作ꎬ深化了山师与山东大学

两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ꎬ让“山师学派”不断充实来自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相关学术资源ꎮ １９８３
年ꎬ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宋遂良调来本学科工作ꎬ深化了山东师范大学与复旦大学之间的学术交

流ꎬ让“山师学派”不断充实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相关学术资源
刘增人在“山师学派”的发展传承中ꎬ５０ 余年陪同文学期刊一路走来ꎬ越走越辉煌ꎮ 这辉煌

是他与“山师学派”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ꎮ 总结他与“山师学派”的历史经验ꎬ不是为他本人ꎬ也
不只是为“山师学派”ꎬ还有很多与中国现代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学术相关的东西包含

其中ꎬ值得探究ꎮ

０２

①
②

③

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１８ 页ꎮ
张光芒、童娣:«文化研究、史料考释与文本研究的有效结合»ꎬ«文艺报»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ꎻ赵普光:«一项中国现代文学

期刊研究的壮举»ꎬ«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ꎬ等等ꎮ
«薛绥之先生纪念集»(薛绥之弟子编ꎬ１９８５ 年内部出版发行)ꎬ第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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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老舍对传统“忠”观念的改造利用
———以京剧为媒介∗①

刘亚美
( 河南大学 文学院ꎬ河南 开封ꎬ４７５００１ )

　 　 摘要:　 以传统京剧尤其是忠君剧目为媒介ꎬ抗战时期老舍将传统忠君思想转化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战时

观念ꎬ赋予了“忠”观念以现代性的“认同”含义ꎮ 他以新京剧等通俗文艺形式热情讴歌民众不惜牺牲性命保家

卫国的忠诚英勇ꎬ还借取京剧脸谱的类型化人物表现方法ꎬ系统地塑造出出卖国族的“不忠者”群像ꎬ不遗余力

地进行讽刺、鞭挞ꎬ体现出作家对战争时期各色灵魂的深层关注ꎬ也更直观地传达了对熟烂社会文化的深远

忧思ꎮ
关键词:　 老舍ꎻ传统京剧ꎻ新京剧ꎻ脸谱化ꎻ“忠”观念ꎻ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２－０１７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８
作者简介:刘亚美(１９８５—　 )ꎬ女ꎬ河南许昌人ꎬ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哲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２０１６－ＣＸＴＤ－

０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ꎬ«抗战文艺»１９４１ 年第 ７ 卷第 １ 期ꎮ

　 　 抗战时期ꎬ老舍特别强调完全效忠国家的写作主题ꎮ 这种观念的理论资源既包含着近代民

族国家观念ꎬ又来自于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吸取与改造ꎮ 仅就后者而言ꎬ老舍改造传统文化的目的

是为了建构新的现代思想与新文艺ꎬ以便其为抗战救国服务ꎬ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ꎮ 而象征

着传统文化的京剧ꎬ成为其主要媒介和表达形式ꎮ 他坦言:“无论是旧戏ꎬ还是鼓词ꎬ虽然都是陈

旧的东西ꎬ可是他们也还都活着ꎮ 我们来写ꎬ就是要给这些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ꎬ使他们进

步ꎬ使他们对抗战发生作用ꎮ”②事实上ꎬ老舍选取京剧为媒介并非偶然行为ꎮ 京剧等民间文化及

艺术形式曾深刻影响了老舍的成长ꎮ 抗战时期ꎬ知识分子们为抗战积极寻求道德重塑及精神支

持ꎬ在政府的推动及社会思潮的启发下ꎬ思考将传统伦理道德进行现代转化以支持全民族的抗战

建国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老舍充分利用京剧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媒介ꎮ 京剧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

识形态最有效的载体之一ꎬ散布于民间社会以及穷乡僻壤ꎬ对统治者树立主要的道德规范起到了

重要作用ꎮ 传统京剧虽然题材各异ꎬ但在劝善惩恶、忠孝节义方面ꎬ却是一以贯之的ꎬ其中的核心

观念——— “忠”是最严格的道德律令ꎬ是绝大部分传统京剧宣扬的主题ꎮ 基于此ꎬ老舍为了创造

现代忠诚理念ꎬ将封建“忠”的观念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理念:他将君国一体的“忠君”
改造为忠于国家与民族ꎬ对舍孝尽忠进行了现代书写ꎬ并在现代忠诚理念下重塑女性节操观念ꎮ
总之ꎬ老舍对传统“忠”观念改造利用是战时的文化选择ꎬ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ꎬ也呈现了他对传

统道德等价值观念的创造性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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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忠君”到忠于国家与民族

以传统京剧为媒介ꎬ抗战时期的老舍选取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笔伐道路:在艺术形式上青睐包

括京剧在内的通俗文艺ꎻ在思想观念上则转向传统伦理观念的“复归”ꎮ 这种“复归”最为典型的

表现之一就是赋予传统“忠”理念以现代性含义ꎬ并以抗战京剧的形式进行直观表达ꎬ维护封建

统治权威的忠君思想被老舍改造为忠诚民族和国家、以死报国的全新忠诚理念ꎮ 这种战时忠诚

理念与封建时代的“忠君”有着本质区别ꎮ 战时忠诚理念ꎬ其实质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全然认

同ꎬ而现代民族国家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ꎬ是基于民族同一的历史、文化、语言而想象或构建的政

治共同体ꎮ 传统时代的“忠君”ꎬ则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建构出的一套伦理道德

和行为规范ꎬ君王或者说封建统治者就代表着国家ꎮ 但是ꎬ二者的共同点在于ꎬ无论是“忠”还是

“认同”ꎬ本质都是一种“服从”的态度ꎬ这种服从态度对于抗战时期是亟需的个体态度和行为ꎮ
正是“服从”这一态度或方式ꎬ构成了二者得以转化的心理基础ꎮ

(一)从“君国一体”到效忠国家与民族

传统“君国一体”认为君王是国家的象征ꎬ是代天行事的“天子”ꎮ 冯友兰曾指出封建时代的

“国”与“帝王”的家是一个概念:“旧日所谓国ꎬ即是皇帝之家ꎬ所谓家天下者ꎬ是也ꎮ”①忠君就是

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ꎮ 老舍在抗战时期竭力推崇“国家至上”的观念ꎬ强调国家的无上崇高及效

忠国家ꎮ 在其创作表现中ꎬ效忠君主与效忠国家的相同之处在于“忠”字及效忠的方式上ꎬ这也

正是老舍选取“忠君”思想予以改造利用的核心原因ꎮ 虽然也有些京剧表现了金戈铁马壮烈、雄
浑的战争场面ꎬ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互为表里ꎬ荡气回肠ꎬ如经典的杨家将戏、岳飞戏等ꎬ但绝大

部分忠君之戏都是在渲染忠于帝王和忠于统治阶层ꎮ 传统京剧的忠君思想是封建正统意识形

态ꎬ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理想ꎮ 老舍正是看重“忠君”与“爱国”的一致性ꎬ封建时期忠臣良将们

宁愿赴死也要维护君王的权威性与抗战时期将士们誓死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的不谋而合ꎬ才选

取京剧这一最能被民众接受的媒介来谈相对抽象的忠诚理念ꎮ 如老舍多次提到京剧«连环套»ꎬ
该剧将黄天霸塑造成为朝廷寻马、为父亲洗刷冤案的智勇双全“忠义”英雄形象ꎮ 剧中的官方代

表梁九公上场就自表忠心:“一片丹心ꎬ保大清ꎬ锦绣乾坤”ꎬ奠定了全剧的道德基调ꎮ 黄天霸忠

于朝廷ꎬ绿林好汉窦尔墩出于道义愧疚不安、献出御马的行为也是对清廷的一种归降ꎮ 梁九公、
黄天霸、窦尔墩都被塑造成为忠于官府者ꎮ 老舍还时常提及京剧«草桥关»ꎬ该剧剧中将刘秀塑

造成不忘故交、知恩图报、英明神武的一代圣君ꎬ多次直言:“我主乃有道明君!”皇宫内外其乐融

融:“每日宫廷多欢笑ꎬ饮御宴酒乐逍遥ꎮ 陪伴君王多有道ꎬ文臣武将贺圣朝”ꎬ君臣同乐ꎬ一片祥

和ꎮ 传统京剧中彰显的这种忠君观念正是老舍建构战时忠诚理念的基础ꎮ
老舍借助传统艺术形式融现实意义于历史题材ꎬ向传统中寻求现代性内涵ꎬ选择传统京剧作

为改造的媒介为抗战服务ꎬ将其中的核心伦理———忠君理念改造为“国家至上”、忠于国家和民

族的战时观念ꎬ这是老舍在抗战期间苦心追求的精神要义ꎮ 其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抗战京剧«忠
烈图»ꎮ 老舍通过卢沟桥战争呼唤为国尽忠ꎬ剧中老生陈自修一出场即唱到:“芦沟桥上起狼烟ꎬ
战士激昂誓不还ꎮ 血洗江山重整顿ꎬ中华雄立万千年!”其弟战死沙场ꎬ三七祭奠时ꎬ陈自修对自

己年迈无法上战场倍感羞愧ꎬ唱道:“兄弟吓! 你我恩爱好弟兄ꎬ愧我年迈难尽忠ꎬ水酒三杯休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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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ꎬ手足情肠热泪中ꎮ”①陈寡妇也盛赞亡夫殉国的英勇:“我夫殉国不虚生ꎬ生有忠心死有灵ꎬ但
愿国民齐舍命ꎬ管教贼兵一扫平!”②陈家对日军痛恨不已ꎬ虽不能直接上战场却以自己的方式完

成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使命ꎮ 从陈自修的渴望为国尽忠、其弟战死沙场、陈寡妇盛赞亡夫等中不

难发现ꎬ老舍特别凸显的是抗战英雄们的精忠报国理念ꎬ张扬了其“忠诚民族”、“报效祖国”、“舍
己为国”等传统精神品格ꎬ表达了老舍对传统忠诚理念的改造利用ꎮ 除京剧外ꎬ老舍对忠肝义胆

的赞颂也尽显于其他通俗文艺作品中ꎮ 如鼓词«二期抗战»唱到:“爱国就是爱自己ꎬ莫要胡疑信

谣言ꎮ 二期抗战大胜利ꎬ最后胜利在眼前ꎮ 奉劝同胞齐努力ꎬ赤胆忠心渡难关ꎮ”«赞国花»中有

言:“中华抗战国不老ꎬ恰似古梅花满条”ꎬ“战士们雪地冰天把血仇报ꎬ侠肠义胆建功劳”ꎻ«贺新

约»中说:“我们要奋勇反击无畏无惧ꎬ我们要精忠报国不迟不疑”ꎻ«陪都赞»中呼吁:“陪都雄立

军心奋ꎬ精忠报国仰仗诸君”ꎻ«王小赶驴»以“说一回王小赶驴全忠义ꎬ千秋万代姓名香ꎮ 人人要

是都这样ꎬ管教日本把国亡”ꎬ赞颂为打探日寇消息壮烈牺牲的王小实际上ꎬ战后老舍对传

统“忠”观念的借取也一直存在ꎬ如 １９５９ 年所创作的新编历史剧«青霞丹雪»仍是借忠诚来呼唤

爱国ꎮ
对于不忠于国家与民族者ꎬ老舍在其京剧创作中大加批判ꎮ 以薛二娘为核心人物的抗战京

剧«薛二娘»又名«烈妇殉国»ꎬ讲述“不忠者”刘璃球和妻子薛二娘的不同战争选择ꎬ其中人物可

分两派:一派是我方密探和普通群众ꎻ一派是为虎作伥的汉奸和恶人ꎮ 为钱财ꎬ刘璃球欲将嫂子

王氏献给日本人ꎮ 薛二娘指责其丧尽天良ꎬ唱道:“细想想ꎬ作汉奸ꎬ廉耻全无! 卖兄嫂ꎬ良心丧ꎬ
天理难恕ꎮ 我劝你ꎬ要自强ꎬ去把敌诛!” 刘璃球不知廉耻、拳脚相加ꎬ说:“得了吧ꎬ人家日本放

枪ꎬ没放在咱身上ꎬ放火也没烧了咱的房ꎮ 你倒叫我去打他们ꎬ是不是不知好歹? 当汉奸ꎬ不当汉

奸谁给钱花呀? 妇道人家ꎬ懂得什么?”③被毒打昏迷后醒来的薛二娘怒斥贼人:“你也是中国人

应知仁义ꎬ你为何降日本狼狈相依? 枉作了男儿汉全无志气ꎬ只是个亡国奴向贼屈膝!”④通过薛

二娘的劝告、控诉、怒斥ꎬ老舍直言刘璃球这类投敌卖国者的无耻ꎮ 除京剧创作外ꎬ为更彻底、更
集中地揭露卖国者的丑恶行径ꎬ老舍在小说«四世同堂»中以京剧脸谱的方式塑造了一大批活灵

活现的“不忠者”ꎮ 脸谱是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塑造方式ꎬ以明快夸张的色彩、富于神韵的线条来

表现人物职业身份、社会地位及个性特征、品德气质、命运走向ꎬ蕴含了一目了然的道德褒贬ꎮ
«四世同堂»中的几类“不忠者”正是以此来塑造的ꎮ

第一类:大奸大恶的卖国贼如“大白脸的奸雄”⑤汪精卫ꎮ “大白脸”属于京剧净角脸谱ꎬ表
示奸诈、阴险、邪恶ꎮ 老舍将汪精卫塑造成曹操一样的国贼ꎬ并痛心地评论说:“一个革命的领袖

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ꎮ 革命只污辱了历史ꎬ而志士们的热血不过只培养出几个汉

奸而已汪逆已经不是人ꎬ而且把多少爱国的男女的脸丢净ꎮ 他的投降ꎬ即使无碍于抗战ꎬ也
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ꎬ轻看中国人ꎮ 汪逆ꎬ在瑞宣心里ꎬ比敌人还更可恨ꎮ”⑥汪精卫的卖国

求荣给老舍非常沉重的打击:曾经的革命领袖甘心作了不忠者ꎬ那么革命就变得不再神圣ꎬ革命

志士们的热血白白抛洒掉ꎮ 从根本上来说ꎬ汪逆的行为动摇了青年们的信仰ꎬ这是最可怕最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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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所以汪逆“不是人”ꎬ是“一点渣滓”①ꎮ 卖国求荣的行为与“大白脸”的外在描写内外呼应ꎬ虽
然着墨不多ꎬ老舍还是十分清晰地给予汪精卫大奸臣的定位ꎮ

第二类:次一等的奸恶之徒如“绿脸”蓝东阳ꎮ 老舍借用京剧副净脸谱对不忠者文人进行想

象塑造ꎬ“绿脸”就是其中一种ꎮ 蓝东阳的绿脸和暴躁卑鄙的个性都和副净中的二花脸十分相

似ꎬ这种夸张的人物塑造手法正是京剧的表达方式ꎬ目的在于将蓝东阳的丑恶扩大化ꎮ 和京剧中

的绿脸角色一样ꎬ蓝东阳个性莽撞、暴躁ꎬ近似丑角ꎮ 老舍将其塑造得十分诙谐:蓝东阳外貌丑

恶ꎬ五官扭曲ꎬ整个就是一副戏剧脸谱ꎬ其表演十分具有戏剧性ꎮ 在参加日伪组织“新民会”的面

试时ꎬ他表现出出奇的卑贱和对日本人的虔诚ꎬ他的脸绿得像茶叶ꎬ将面试官都感动得要落泪ꎮ
在老舍笔下ꎬ蓝东阳写诗更具有表演性ꎬ如他攻击大赤包为共产党:“夫大赤包者ꎬ绰号也ꎮ 何必

曰赤? 红也! 红者共产党也! 有血气者ꎬ皆曰红者可死ꎬ故大赤包必死!”②此外ꎬ他在华北文艺

座谈会赋诗一首宣称:“我们是文艺家ꎬ天然的和大日本的文豪们是一家!”③念完得意地低声自

我夸赞又得佳作ꎬ其目的很明确———谄媚讨好日本人ꎮ 诗人蓝东阳这个角色就是鲁迅所说的二

花脸:“身分比小丑高ꎬ而性格却比小丑坏ꎮ 他有点上等人模样ꎬ也懂些琴棋书画ꎬ也来得行令猜

谜ꎬ但倚靠的是权门ꎬ凌蔑的是百姓ꎬ世间只要有权门ꎬ一定有恶势力ꎬ有恶势力ꎬ就一定有二花

脸ꎬ而且有二花脸艺术ꎮ”④老舍对蓝东阳的塑造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性格都借取了京剧二花脸的

表现手法ꎬ将其写成一个“成功”的汉奸ꎬ这个角色也精彩地传达了老舍对特殊时期一类知识分

子灵魂的审视ꎮ
第三类:“帮闲”类不忠者如“三花脸儿”祁瑞丰与冠晓荷ꎮ 三花脸又叫小花脸ꎬ是丑的一类ꎮ

俗话说:“无丑不成戏”ꎬ京剧的丑往往夸张滑稽而又十分耀眼ꎬ又叫小丑、三花脸、小花脸ꎬ因其

以鼻子为中心在脸上勾画一块白色得名ꎮ 丑在京剧行当中极其重要ꎬ类型繁多ꎬ但老舍笔下的丑

却大都是阴险奸诈、卑鄙无耻的ꎬ类似鲁迅所说的“帮闲”⑤ꎬ他们极力讨好、自愿充当日军铁蹄下

的歌功颂德者ꎮ 帮闲者为权贵凑趣效劳ꎬ祁瑞丰经常吹捧蓝东阳的诗作ꎬ并毛遂自荐愿带领游

行ꎮ 他帮闲是为了口腹、打扮和炫耀ꎬ“并非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ꎬ是个小三花脸儿ꎬ还离大白脸

的奸雄很远很远”⑥ꎮ 老舍塑造的丑还有冠晓荷ꎮ 他有京剧丑角的滑稽、无聊:在妻妾对骂闹翻

天时ꎬ冠晓荷也并不调解ꎬ悄然躲在屋里轻轻哼唱«空城计»ꎬ还不忘准确地打节拍、点板眼ꎻ他有

帮闲者的知识储备:懂一切知识ꎬ却又说不清任何一种ꎬ他的佛经、符咒、法术都是交际的手段和

需要ꎻ他自认为很有帮闲的能力:既然日本人占据中国ꎬ必然一朝天子一朝臣ꎬ会启用他这样的名

士为官ꎬ然而他依然奔走无门ꎮ 冠晓荷最典型的个性特征是类似丑角的卑鄙无耻ꎬ他一心巴结讨

好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ꎬ连女儿招弟被流氓军阀李空山霸占都不觉得羞耻ꎬ反而以为自己可以做

日伪科长的岳父而感到十分光荣ꎮ 被日本人抄家ꎬ他还向扬长而去的日本人的背影柔媚地深深

鞠躬ꎮ 更为滑稽的是ꎬ被日本人抄家的冠晓荷仍坚信自己和日本人是好朋友ꎬ仍念念不忘要向日

本人打小报告ꎮ 丑角一样夸张疯狂的人物形象代表了老舍对帮闲者的鄙夷ꎮ 祁瑞丰与冠晓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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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客ꎬ在几杯酒、几道可口的小菜下肚后ꎬ觉得世界依然是那么美好ꎬ“熟到了

稀烂”的文化使人们忘记国家的生存危亡ꎬ转向吃喝享乐ꎮ 冠晓荷代表了一个附庸风雅的小官

僚的浑水摸鱼ꎬ祁瑞丰则显示了国破家亡之际普通青年的浮浅无聊与堕落沉沦ꎬ其共同之处是凑

热闹帮闲和急于巴结日本人的滑稽夸张ꎮ
以上三类不忠者性格都较为单一ꎬ与其脸谱吻合ꎬ这就是戏曲舞台上的“人可以貌相”ꎮ 京

剧脸谱不仅是舞台视觉符号、人物的外在特征ꎬ也具有表现角色忠奸好坏的指示功能ꎬ是“表里

如一”的舞台艺术ꎮ 然而ꎬ老舍借这种艺术来塑造不忠者是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人物性格、夸大人

物的丑恶形象ꎬ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人物显得不够丰满ꎮ 此外ꎬ老舍对不忠者的叙事基本上也沿用

了传统京剧的故事脉络:祁瑞宣上课时特别注意观察年轻学生们是不是会被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同化ꎬ令人高兴的是“有一两个不忠者家庭的子弟ꎬ观点和他们父亲的截然不同”①ꎮ 不忠者可

恶ꎬ但其后代却不一定都是糊涂的ꎮ 这种父子选择不同道路的故事套路与传统京剧极为相似ꎬ隐
含着老舍对青年一代读书人的期望ꎬ对胜利曙光的展望ꎮ

总之ꎬ秉持忠于国家与民族的新理念ꎬ老舍以京剧花脸脸谱为依托进行虚构想象ꎬ塑造了各

色不忠者形象ꎬ这是他对抗战时期普通市民灵魂的关注ꎬ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审视ꎬ更是其在民族

危亡的紧急关头寻求民族自救和国家振兴的一种努力ꎮ
(二)从“以死忠君”到“以死报国”
老舍将传统京剧中臣民甘愿为君王死的理念改造成为国家利益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热情ꎬ

这一改造的出发点在于臣民为君王死即是为国家死ꎬ本质上还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ꎬ这与战时

誓死抗击敌兵保家卫国是一致的ꎮ 如老舍时常提及的«斩黄袍»中的郑恩就是以死忠君的典型ꎮ
赵匡胤沉迷女色欲斩屡次劝谏的郑恩ꎬ郑恩怒斥:“诗句题在粉壁墙ꎮ 女娲娘娘冲冲怒ꎬ招取妲

己乱朝纲ꎮ 比干丞相剖心丧ꎬ贾氏夫人坠楼亡ꎮ 黄飞虎父子造了反ꎬ八百诸侯反朝堂ꎮ 摘星楼纣

王火焚丧ꎬ保定周室在朝堂ꎮ”并坚决反对其子郑英发兵造反:“住口! 畜生若提造反之事ꎬ靴尖

之下ꎬ送儿的残生!”并唱:“郑家本是忠良将ꎬ岂肯作了反叛臣?”郑恩宁死不叛乱的形象是对“明
君圣主”的呼唤ꎬ也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周室稳定的维护ꎮ 老舍将这种“君叫臣死ꎬ臣不得

不死”、甘愿为君王而死等死亡理念转化为战时“以死报国”的献身意识ꎬ直言“为国一死也甘

心”ꎮ 老舍还直言ꎬ十分崇拜“磊落豪放的气概与心胸ꎬ必是艰苦卓绝ꎬ以牺牲为荣ꎬ为正义而战

的那种伟大的英雄主义”②ꎮ 为保家卫国ꎬ老舍笔下不少义士常常罔顾危险ꎬ为了信仰、大义往往

不惜自我牺牲、以死相拼ꎬ如«忠烈图»中陈自修对着坟的唱词:“兄弟! 衣冠墓ꎬ不由人ꎬ泪珠滚

滚! 为国家ꎬ丧了命ꎬ赤胆忠心! 可恨那ꎬ野心的ꎬ小心日本ꎬ前六载ꎬ无情理ꎬ满洲来侵ꎮ 我中华ꎬ
锦山河ꎬ四省不存! 好男儿ꎬ有血性ꎬ谁能再忍? 杀上去ꎬ保国土ꎬ才算良民ꎮ 我兄弟ꎬ抛家

小ꎬ舍身上阵ꎬ留得个ꎬ美名儿ꎬ万古流芳!”③连仆人刘忠也表示:“保家爱国人有份ꎬ为国一死也

甘心!”④由此ꎬ通过新京剧的写作ꎬ老舍营造了为国家不惜壮烈牺牲的崇高美感ꎬ这也是其一直

追求的审美品格ꎮ
不仅是抗战京剧ꎬ老舍在其他曲艺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鼓词«张忠定计»中ꎬ张忠抗战杀敌

前对妻子说:“我若不归丧了命ꎬ烧张纸来哭一场ꎮ 儿女长大若问爸ꎬ就说为国阵上亡ꎮ”«二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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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说:“日本就怕打长仗ꎬ我们不怕打二年”ꎬ“忍苦耐劳为国事ꎬ粉身碎骨心也甘”ꎮ 英雄们上

战场之前已经做好为国英勇捐躯的准备ꎮ 话剧«张自忠»中爱国将领张自忠弹尽粮绝、孤立无援

时ꎬ坚守战略要地ꎬ浴血奋战ꎬ以身殉国ꎻ«谁先到了重庆»中吴凤鸣只身闯虎穴ꎬ在与日伪的枪战

中ꎬ为国捐躯ꎬ魂归“重庆”ꎮ 小说中更是如此:«火葬»中两名队长英勇抗日、壮烈牺牲ꎻ«八太

爷»中农村青年王二铁则是一个民间草莽英雄ꎬ出于本能憎恨日本侵略者ꎬ射杀六个日本鬼子后

被杀身亡ꎮ «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在抗战一开始就坚定了与北平共存亡的信念:“北平若不幸丢

失了ꎬ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①为国牺牲还伴随着英雄们的光荣感:“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

受刑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ꎮ 他咬上了牙ꎬ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ꎬ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②钱

默吟将苦难看成是光荣ꎬ追求形而上的快乐和诗意ꎬ“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③ꎬ
表明中国不会亡ꎬ支持他奋斗下去的不仅是对敌寇的刻骨仇恨ꎬ还源于他觉醒的国家至上主义ꎮ

“以死报国”还意味着不屈服ꎬ不忍辱偷生ꎮ 老舍专门塑造了以死相拼的票友小文ꎮ 出身贵

族的小文有浓郁艺术气质ꎬ８ 岁会模仿盖叫天ꎬ１０ 岁就能拉一手地道的胡琴ꎬ成年后更是沉醉在

京剧艺术的梦里ꎮ 在为日军举办的文艺汇演“义赈游艺会”上ꎬ当扮相俊美的妻子不愿接受日本

醉鬼的侮辱而被杀时ꎬ一向安静儒雅的小文扔下正在演奏的笛子ꎬ从台上一跃而下手刃醉鬼ꎬ 自

己也死在日本人手里ꎮ 其血性赢得邻居们的赞扬ꎬ大家都说“唱戏的”也是血性中国人ꎮ 小文虽

是票友却是自己舞台上的主角ꎬ虽然他是出于为妻报仇才手刃日本侵略者ꎬ但其不加思索拼上性

命奋勇杀敌ꎬ客观上也是以身殉国的壮烈行为ꎮ 与小文的英勇对应ꎬ老舍还写了一大批忍辱偷生

者ꎬ«四世同堂»中的“老姚”就是其中一个ꎮ ５０ 多岁的老姚得知保定陷落十分难过ꎬ不愿听从蓝

东阳带领学生去游行庆祝的安排ꎬ忍辱偷生使他违背良心和道义ꎬ他最终还是叹着气扛起旗子出

发ꎮ 老姚是一大批苟活于世不敢反抗的中国人的缩影ꎮ 老舍说:“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

族ꎬ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ꎬ它就必能刚毅起来ꎬ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

德ꎮ”④民族品性里落后、愚昧的一面就是它的锁镣ꎬ追求和平和刚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性ꎬ而
这种品性的发扬ꎬ有时是需要以身殉国完成的ꎮ

老舍“以死报国”的另一个独特之处ꎬ是对团结的呼唤ꎮ 团结是老舍忠诚理念的核心之一ꎮ
民族矛盾、家庭矛盾让位于目标一致的抗击日本侵略ꎬ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为自己旗人身份寻求

定位ꎬ也是对少数民族社会归属感的焦虑表述ꎮ 抗战京剧«王家镇»就是一例:宣讲员薛成义动

员大家积极抗战:“东洋日本无情理ꎬ杀我人民烧我城ꎮ 中华自有男儿汉ꎬ怎肯抛家去逃生? 刀

枪剑戟威风凛ꎬ军队之外有民兵ꎮ 山中埋伏林中等ꎬ四面八方喊杀声ꎮ 男儿若肯齐心力ꎬ管教他

片甲不归活不成ꎮ”⑤他扮作难民动员大户王万发出钱出力ꎬ号召全镇齐动员保护王家镇ꎮ 日军

来犯ꎬ全镇上下团结一致奋勇杀敌誓死保家卫国ꎬ村民王老三更是在激战中壮烈牺牲ꎮ 借王家镇

映射国家ꎬ这部剧主题很简单:报效国家需要上下团结一致ꎮ 正如老舍在«忠烈图»中说的那样:
“国家兴亡ꎬ匹夫有责ꎮ”京剧«薛二娘»也有同样明确的主题ꎬ刘忠义动员弟弟投军:“为兄的本是

文弱书生ꎬ事到临头ꎬ也还能舍命救国ꎬ兄弟你年轻力壮ꎬ岂可自暴自弃? 古人有云:国家兴亡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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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责ꎮ 兄弟要再思再想!”①老舍团结理念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还写了一大批以死报国的少数民

族英雄ꎮ 满人身份使老舍一直对少数民族较为关注ꎬ抗战时期也不例外ꎬ他塑造了庞大的少数民

族英雄群体ꎮ 如在风格奇特的歌舞话剧«大地龙蛇»中ꎬ老舍将中华民族比成睡龙ꎬ将日军比成

毒蛇ꎬ面对毒蛇肆虐ꎬ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奋起抗日ꎬ蒙古族的巴颜图、回族的穆沙、藏族的罗桑旺

赞、朝鲜族的朴继周等在抗战中视死如归ꎮ 在话剧«国家至上»中ꎬ面对汉奸金四把的挑唆ꎬ回族

英豪张老师和黄子清捐弃前嫌ꎬ率领回汉两族齐心抗战ꎬ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ꎮ 少数

民族和汉族齐心协力ꎬ为了抗战胜利甘洒热血ꎮ 老舍笔下的英雄人物都是普通人ꎬ身上都有传统

忠诚理念和家国思想ꎬ却能在关键时刻以死相拼ꎬ无不献出生命来保全国家和自己的气节ꎮ 用生

命换取和平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ꎬ“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ꎬ以眼还眼ꎬ以牙还牙ꎬ而是打击穷兵

黩武ꎬ好建设将来的和平”②ꎮ
总之ꎬ源于对传统忠君思想的改造利用ꎬ老舍将传统对于君王及其代表的“天下”的忠诚改

造成带有鲜明现代性色彩的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理念ꎬ将现代国家与民族看成唯一效忠和

认同对象ꎮ 二者得以改造和转化的基础在于ꎬ无论是传统“忠”君还是现代国家与民族“认同”ꎬ
核心理念都要求个体的服从态度ꎮ 前者是服从于君王ꎬ后者服从于国家与民族ꎮ

二、“舍孝尽忠”观念的现代书写

传统伦理中“忠”、“孝”互为表里ꎬ共同构建了封建时代最核心的道德伦理系统ꎮ 五四时期ꎬ
李大钊就指出ꎬ对个体而言ꎬ“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ꎮ 君臣关系的‘忠’ꎬ完全是父子关

系的‘孝’的放大体ꎬ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放大体ꎮ 总观孔门

的伦理道德ꎬ于君臣关系ꎬ只用一个‘忠’字ꎬ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ꎻ于父子关系ꎬ只用一个

‘孝’字ꎬ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③ꎮ 李大钊认为忠是孝的扩大化ꎬ尽忠尽孝都是个体作出的

自我牺牲ꎮ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对尽孝基本是全盘否定的ꎮ 但对老舍而言ꎬ“忠”、
“孝”在抗战前几乎是其写作中平行的两大主题ꎬ孝与爱国同等重要ꎮ 在抗战爆发后ꎬ他很坚决、
很明确地多次表达了家国不能同构、为国家牺牲小家等观点ꎬ这与传统伦理中宣称的忠孝一体、
家国同构明显不同ꎮ 从这一点来说ꎬ老舍的“舍孝尽忠”书写恰恰体现了这样的说法:“个人必须

首先从他所在的家族、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ꎬ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

介的所有权ꎮ”④

老舍笔下的主人公选择“舍孝尽忠”多为主动自觉的ꎬ有时甚至是壮烈的ꎬ与传统道德将孝

视为忠的基石ꎬ“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ꎬ将维护小家庭作为第一要义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ꎮ
老舍在这种家国不能同构时自觉主动舍弃家庭的观念集中体现在新京剧«新刺虎»中ꎬ该剧塑造

了智勇双全、主动毁家纾难的康氏ꎬ并直言“国破谁能保住家”、“为国家、报仇恨ꎬ割舍爱情”ꎮ 剧

中康国藩从军抗日ꎬ两个月来杳无音信ꎬ留下其妻康氏和一双儿女在家ꎮ 又逢日军侵犯临县ꎬ康
氏请父亲康老丈前来商议ꎬ唱道:“为国家ꎬ报仇恨ꎬ割舍爱情ꎮ 小儿女ꎬ交与爹ꎬ一同逃命ꎮ 到后

来ꎬ能相会ꎬ海晏河清ꎮ 儿若死ꎬ后辈存ꎬ死也目瞑ꎮ”⑤康氏将两个孩子交与康老丈ꎬ准备毁家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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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ꎮ 康老丈对此赞叹不已ꎬ唱道:“好个爱国康大姑ꎬ死命相拼把贼诛ꎬ贤母烈士难兼顾ꎮ”①康老

丈拉着康氏的两个孩子离开ꎬ唱道:“咬定牙关扯两娃ꎬ国破谁能保住家! 夫妻母子难相顾ꎬ含悲

忍泪走天涯!”②康氏先是别离老父与儿女ꎬ后焚毁自家房屋ꎮ 老舍借此呼吁民众在国家危难之

际放弃为父尽孝、放弃儿女私情ꎬ为国尽忠ꎬ认为国家在遭遇民族重大危机时民众应该自觉牺牲

小家庭的孝道ꎬ为国家做出必要的牺牲ꎮ
抗战时期ꎬ老舍的“舍孝尽忠”书写也承续了传统“移孝作忠”的某些因素ꎮ 后者强调的是将

孝道扩大为为国尽忠ꎬ而老舍侧重的是舍弃孝道ꎬ全心全力效忠国家与民族ꎬ二者的相似之处在

于主人公的忠孝纠结ꎮ 因为忠和孝是两种最基本的传统道德ꎬ忠孝冲突经常成为难以解决的大

难题ꎮ 传统京剧中经常有忠孝不能两全、移孝作忠等情节ꎬ老舍的文艺创作也有同样的主题ꎬ如
家国不能同构、为国家牺牲小家等ꎬ而且与京剧一样ꎬ注重渲染主人公作出选择时的纠结、痛苦ꎬ
如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和京剧«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都是如此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ꎬ祁
瑞宣的形象塑造参考了杨延辉的忠孝纠结ꎮ «四郎探母»就是以杨家将故事为蓝本ꎬ讲述忠孝两

难的痛苦选择ꎮ 被擒在辽国的杨延辉思母、渴望回归大宋ꎬ他见到老母佘太君时的唱段已经成为

说“孝”的典范:“儿在番邦一十五载ꎬ常把我的老娘挂在儿的心怀ꎮ 胡狄衣冠懒穿戴ꎬ每年间花

开儿的心不开ꎮ 闻听得老娘征北塞ꎬ乔装改扮过营来ꎮ 见母一面愁眉解ꎬ愿老娘福寿康宁永和谐

无灾ꎮ”他也渴望回归大宋ꎬ痛苦不已:“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ꎬ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ꎮ 我好

比笼中鸟有翅难展ꎬ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ꎮ 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ꎬ我好比浅水龙久困沙

滩ꎮ”孝悌观念、忠孝节义是引起杨延辉内心纠结矛盾的精神因素ꎬ老舍也是这样塑造祁瑞宣的:
他不喜欢看旧戏ꎬ却被京剧«宁武关»感动落泪ꎮ «宁武关»又叫«一门忠烈»、«别母断箭»ꎬ讲周

遇吉守宁武关遭李自成攻打ꎬ周母与城池共存亡、自焚明志的故事ꎮ 这出戏十分典型ꎬ对周遇吉

来说ꎬ“周母”的形象与“城池”的存亡被强化为一个概念ꎬ孝道与忠君混为一谈ꎬ为明志周母携全

家上下尽亡ꎮ 老舍以这个戏本映衬瑞宣的纠结———想奔赴国难ꎬ却没有周遇吉的气魄ꎮ 牵挂老

弱ꎬ前思后想ꎬ瑞宣几乎落泪ꎬ“他晓得自己不是周遇吉ꎬ但是ꎬ现在失陷的是太原———情形的危

机很像明末”③ꎮ 孝道与为国尽忠的矛盾一直是瑞宣痛苦的主要原因:为了家人ꎬ他无法奔赴前

线ꎬ将报国理想寄托在瑞全身上ꎬ对三弟说:“只好你去尽忠ꎬ我来尽孝了!”④选择尽孝的瑞宣又

对自己无法报效国家内疚、自责ꎮ 瑞宣的痛苦也代表了老舍的思考:对国家尽忠与居家尽孝经常

会难以一致ꎬ为了国家必要时需要家庭做出一些牺牲ꎮ 瑞宣认为自己没有出城抗日是为了尽孝ꎬ
可他的孝道并未保住父亲的命ꎬ因此ꎬ“要顾家ꎬ就顾不了国”⑤ꎮ 老舍这种家国不能两全的传统

观念基本上和«四郎探母»如出一辙ꎬ他指出要顾家就不能顾国ꎬ并给予了瑞宣顾国的选择ꎮ
老舍的“舍孝尽忠”书写核心要义是责任二字ꎬ注重的是战争时期个体对国家而非家庭的责

任ꎮ 因为特殊时期小家庭的孝道是不可靠的、愚昧的ꎬ而且当家仇国恨变成同一件事的时候ꎬ奋
起反抗、报仇雪耻是为国尽忠也是尽孝ꎮ 这种观点并非老舍独创ꎬ与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看法有一

致性ꎮ 陈独秀认为孝悌是狭小的旧的道德系统ꎬ应该将其扩充为对社会的责任:“我们不满意于

旧道德ꎬ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ꎮ 说什么爱有等差ꎬ施及亲始ꎬ未免太猾头了ꎮ 就是达到他们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老舍:«新刺虎»ꎬ«抗到底»１９３８ 年第 ５ 期ꎮ
老舍:«新刺虎»ꎬ«抗到底»１９３８ 年第 ５ 期ꎮ
老舍:«四世同堂»ꎬ«老舍文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５３ 页ꎮ
老舍:«四世同堂»ꎬ«老舍文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老舍:«四世同堂»ꎬ«老舍文集»(第 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１９４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ꎬ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ꎻ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ꎬ是要把家

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ꎮ”①只是老舍推崇的不止是友爱ꎬ而是战争时期个体对国家的责

任ꎮ 父亲被日本人羞辱投河后ꎬ瑞宣终于做出了选择:“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了的ꎮ 假若他不敢

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ꎬ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ꎮ 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ꎬ也会杀

他的子孙ꎮ 今天他若想偷生ꎬ他便只给儿孙留下耻辱ꎮ 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ꎮ”②在话剧

«残雾»中ꎬ老舍还借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朱玉明发表了不能只顾对母亲尽孝ꎬ而白白地自我牺

牲的宣言ꎬ孝道让步给了女性的自尊和国家的灾难ꎮ 老舍还多次明确地表达出“家国难一体”、
“忠孝难两全”、“舍孝而尽忠”等道德主题ꎮ 祁瑞宣和朱玉明共同选择去完成自己对于国家的责

任和义务ꎬ这是老舍“舍孝”书写的目的所在ꎮ 为完成这种责任ꎬ老舍提倡不惜生命、以暴制暴来

追求最终和平ꎬ鼓励民众大义凛然ꎬ奋起抗击压迫ꎬ以伏击、刺杀的方式尽忠ꎬ唯其如此才能保存

中国古老的文化ꎮ “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ꎬ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ꎬ古雅

的ꎬ人道的ꎬ文化ꎮ 这是个极大的使命ꎮ 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ꎬ担当这个重

任ꎮ”③老舍进一步将这种责任推广为普通民众的担当ꎬ而非仅仅是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祁瑞宣和

朱玉明等ꎮ 总之ꎬ老舍“舍孝尽忠”书写的又一现代性特征就是强烈的、普遍的责任意识ꎮ
对于那些选择顾家者ꎬ老舍给予其悲剧的命运结局ꎮ “自动的涂上了三花脸”的陈野求是老

舍塑造的又一个丑形象ꎬ类似京剧中的文质彬彬、迂腐可怜的“方巾丑”ꎮ 京剧的“丑”分“文丑”
和“武丑”ꎬ“方巾丑”属“文丑”一类ꎬ因角色头戴方巾得名ꎬ多是反面的知识分子或底层小官ꎮ
和方巾丑一样ꎬ陈野求本是自尊自爱的知识分子ꎬ有时也显得迂腐ꎬ他想借一块钱却难于启齿ꎬ跟
随瑞宣走了很远的路才难堪地开口ꎮ 他被生活逼迫做了日寇的帮凶ꎮ 老舍细致描绘了其堕落的

过程ꎬ特别强调了他是“以小不忍乱了大谋ꎬ自动地涂上了三花脸”④ꎮ 初做不忠者的陈野求本质

上还是一个有良心和廉耻的知识分子ꎬ心中充满了惭愧和不安ꎬ无法自我原谅而黯然神伤ꎮ 他时

时愧疚ꎬ常常自责ꎬ和“方巾丑”一样还有令人同情之处ꎮ 再次出场时ꎬ他已经有了整齐的衣着ꎬ
心里却更加煎熬痛苦ꎬ只好用大烟麻醉自己ꎮ 为支付高昂的大烟费用ꎬ他只好为日本人做更多的

事ꎬ慢慢地彻底堕落后ꎬ“居然有一点得意ꎬ而对自己说:‘什么安贫乐道啊ꎬ我也得过且过的瞎混

吧!’为了一小会儿的高兴ꎬ人会忘了他的灵魂”⑤ꎮ 战争将活人致死ꎬ将良知泯灭ꎬ将陈野求变成

不忠于国家与民族的行尸走肉ꎮ 老舍以“方巾丑”的人物塑造方式呈现了一个自尊自爱的知识

分子一步步堕落的过程ꎮ 和对蓝东阳、冠晓荷的讽刺批判不同ꎬ老舍对陈野求不忠行为的书写有

一种同情和无奈ꎬ并将其沉沦归因于文化ꎬ只能在抗战时期产生因循守旧、苟且偷生者的传统

文化ꎮ
总之ꎬ在忠孝观念问题上ꎬ老舍一如既往地围绕着传统家国观念中的忠与孝的关系与选择问

题ꎬ将“忠”置于无上的重要地位ꎬ呼唤民众放弃家庭为国尽忠ꎬ将忠孝难两全、移孝作忠等传统

观念转化为舍孝尽忠、强调个体对国族主动尽忠等战时新道德ꎬ并通过批判选择家庭者将忠于国

家与民族看成是个人应尽的义务ꎬ做出了传统忠孝理念的现代民族战争中的新解读与书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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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忠诚与女性节操

抗战时期ꎬ老舍明确指出女性应该以国家为重ꎬ必要时应走出家门与男性并肩作战ꎻ还直言

为国家大义ꎬ女性牺牲身体也是可取的ꎮ 这种抗战时期特定的节操观显然不同于封建传统的对

于女性贞节的要求ꎬ它标志着女性由对于传统家庭和丈夫的认同转向对于国家的认同ꎮ 这与上

面所论述的个人由孝(家庭)向忠(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转向在逻辑上是一致的ꎮ 因此ꎬ老舍认

为为了民族国家甚至可以违背传统女性贞节观ꎬ即牺牲自己的身体ꎮ 应该说ꎬ不论是强调从家庭

中解放女性还是打破传统女性贞节观ꎬ都不是在启蒙意义上、而恰恰是在救亡意义上才成立的ꎮ
在老舍的新京剧创作及各种曲艺中ꎬ这种以爱国为核心要义的战时女性节操观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ꎮ
首先ꎬ抗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老舍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新观念ꎮ 老舍强调战争面前男

女一样ꎬ鼓励女性找到战争中的自我定位ꎬ积极宣传抗日、保家卫国ꎬ以期唤起女性的爱国热情ꎬ
为抗战大业作出贡献ꎮ 因此ꎬ他呼吁女性也应该扛枪上阵:“国难期间ꎬ男女间的关系ꎬ是含泪相

誓ꎬ各自珍重ꎬ为国效劳ꎮ 男儿是兵ꎬ女儿也是兵ꎬ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

时代ꎮ 夫不属于妻ꎬ妻不属于夫ꎬ他与她都属于国家ꎮ”①老舍塑造了一大批出于质朴的爱国热

情、乐观而毅然决然抗日的女性ꎬ如新京剧«新刺虎»中的康氏ꎮ 日军进犯ꎬ康氏向父亲明言:“儿
自幼读书明理ꎬ晓得爱国大义ꎬ男女俱是一般ꎬ为国都当舍命ꎮ 贼兵侵略ꎬ本要亡我国家ꎬ灭我种

族ꎬ我们理当人人皆兵ꎬ处处抵抗ꎮ”②别离儿女、斩杀日军的康氏基本肩负的是与男性同等的抗

日职责ꎻ快板«女儿经»中说:“身为女ꎬ心似男ꎬ知爱国ꎬ不苟安ꎮ 为国事ꎬ身当先ꎬ甘吃苦ꎬ不
畏难ꎮ 有胆量ꎬ把枪肩ꎬ女中杰ꎬ花木兰ꎮ 新女子ꎬ手托天ꎬ女豪杰ꎬ美名传ꎮ”以快板的通俗

表现方式ꎬ老舍将女性描写成与男性同等的国民ꎮ 面对战争ꎬ女性也有爱国大义ꎬ也为国舍命ꎬ成
为女英雄ꎮ

有些女性虽不能上战场杀敌却深明大义、愿为抗战奉献ꎬ和男性一样都是抗日英雄ꎮ 鼓词

«丈夫去当兵»中甘愿丈夫为国战死沙场的妻子形象ꎬ是老舍刻意塑造的众多刚烈居家女性之

一ꎮ 妻子送丈夫上前线ꎬ没有依依不舍ꎬ反而说出“男儿本该为国死”、“到了前方不怕死ꎬ保住江

山万家生”、“为国尽忠死ꎬ千年留美名”等使人动容的话语ꎬ传达了誓与日军血战到底、以死报国

的悲壮精神ꎮ 还有«王小赶驴»中识大体、支持儿子投军的母亲ꎮ 老舍认为ꎬ有些居家女性吃苦

耐劳ꎬ照顾家庭ꎬ保全家人的气节ꎬ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不亚于前线的战士ꎮ 如他对韵梅的肯定:
“没有骑着快马ꎬ荷着洋枪ꎬ像那些东北的女英雄们ꎬ在森林或旷野ꎬ与敌人血战ꎻ也没像乡间的

妇女那样因男人去从军ꎬ而担任起筑路ꎬ耕田ꎬ抢救伤兵的工作ꎻ可是她也没像胖菊子那样因贪图

富贵而逼迫着丈夫去作汉奸ꎬ或冠招弟那样用身体去换取美好的吃穿ꎻ她老微笑着去操作ꎬ不抱

怨吃的苦ꎬ穿的破ꎬ她也是一种战士!”③

其次ꎬ抗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老舍女性贞操的新认知ꎮ 从家庭中解放女性ꎬ实质上仍是为

了更好地动员女性投入到抗战之中ꎬ完成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ꎮ 为此ꎬ老舍对民间女性节操进

行了重新定义ꎬ并以大胆的想象与虚构塑造了为国守贞的传奇女性形象ꎬ直言女性为国家、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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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应该舍弃一切ꎮ 如京剧«忠烈图»里为抗日牺牲贞节的女性———陈寡妇ꎮ 故事在前有兵匪、后
有日本兵千钧一发之际展开ꎬ兵匪赵虎欲收年轻貌美的陈寡妇作压寨夫人ꎮ 陈寡妇表示ꎬ若他愿

去抗日便同意此事ꎬ唱道:“听他言来心暗想ꎬ为国舍身理应当ꎮ 国家事大贞节忘ꎬ且与敌人杀这

场ꎮ”①国难当头ꎬ愿奉献贞节、委身赵虎促使其抗日的陈寡妇并非不注重女性节操ꎬ而是将女性

节操转换成形而上的为国家守贞节ꎮ 老舍这样解释其行为:“第一是要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ꎻ第
二是为表示为了救国ꎬ男女都须卖命ꎬ肉体简直算不了什么ꎻ第三是就事实上看ꎬ日本人到处奸杀

妇女ꎬ妇女们怎么不可以献身给自家的战士呢?”②这是十分特殊的战时女性新节操观ꎬ是基于救

亡意义上的有限度的女性解放ꎮ 但和平时期老舍的女性观念还是脱离不了传统的束缚ꎮ 如«离
婚»中老李心中理想的对象是“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ꎬ热情像一首诗ꎬ愉快像一些乐

音ꎬ贞纯像个天使”③ꎮ 老李虽未说出姑娘、女孩等字眼ꎬ但“未被实际给教坏”意味着这个女子还

未进入实际家庭生活ꎬ还热情、愉快、贞纯ꎮ «骆驼祥子»中祥子对酒后失德后悔不已ꎬ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虎妞“已早不是处女ꎬ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④ꎮ 祥子对女性贞操的关注直接影响了

他对虎妞的价值判断ꎮ 很显然ꎬ对于秉持传统女性贞节观念的老舍来说ꎬ陈寡妇的形象是其为宣

扬国家至上主义对民间女性进行的大胆想象与虚构ꎬ甚至有点不切实际ꎮ 老舍也曾直言兼顾艺

术性与政治宣传的艰难:“一脚踩着深刻ꎬ一脚踩着俗浅ꎻ一脚踩着艺术ꎬ一脚踩着宣传ꎬ浑身难

过! 怎能既深刻又俗浅ꎬ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 这一难题ꎬ大家整整作了三年ꎬ今天还

没有完全交卷ꎮ”⑤

即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女性进步观念ꎬ老舍的女性节操观还是极其保守的ꎮ 鲁迅对此

早有剖析:“丈夫死了ꎬ决不再嫁ꎬ也不私奔ꎬ丈夫死得愈早ꎬ家里愈穷ꎬ他便节得愈好ꎮ 烈可是有

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ꎬ只要丈夫死了ꎬ他也跟着自尽ꎻ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ꎬ设法

自戕ꎬ或者抗拒被杀ꎬ都无不可ꎮ 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ꎬ他便烈得愈好ꎬ倘若不及抵御ꎬ竟受了污

辱ꎬ然后自戕ꎬ便免不了议论ꎮ”⑥鲁迅所批判的传统节烈观放置在启蒙主义的脉络中去ꎬ而老舍

的战时允许女性失节只能放置在“救亡”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逻辑中才能说得通ꎮ
其三ꎬ抗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老舍将身体形象、个人道德与政治认同密切联系起来ꎮ 与

“女战士”形象对应ꎬ老舍借取京剧丑旦角色塑造出了以大赤包为代表的一系列女“不忠者”形
象ꎬ她们有不少共性ꎬ最显著的当属与丑旦一样的妆容———厚厚的白粉敷面ꎮ “丑旦”又叫“彩
旦”ꎬ“丑婆子”ꎬ属旦行的一支ꎬ多浓妆艳抹ꎬ面涂白粉和厚重胭脂ꎬ表演夸张ꎬ“要会媚笑ꎬ又要会

撒泼ꎬ要会打情骂俏ꎬ又要会油腔滑调ꎮ 总之ꎬ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⑦ꎮ 丑旦“不忠者”形象

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化妆打扮ꎮ 老舍说:“我虽不是个恨恶妇女的人ꎬ我总觉得女子的好擦粉

是一种好作虚伪的表示ꎮ”⑧女子擦粉就等同虚伪ꎬ这些人物从一出场就是丑陋、粗鄙的ꎮ 这种夸

张的人物塑造和老舍对人物的想象有关ꎮ 她爱打扮ꎬ尤其爱擦粉ꎬ常常擦粉擦到往下掉的程度ꎮ
她年近半百ꎬ体格高大ꎬ穿衣多以大红为主ꎬ多皱纹和雀斑ꎬ爱擦粉抹红ꎬ人送外号“大赤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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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赤包”本是儿童的一种玩物ꎮ 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ꎬ大赤包也时常以优越的姿态戏弄传统文

化ꎬ可笑而自欺欺人地想依靠传统文化使日本人拜服ꎬ试图在精神层面宣告优越ꎮ 她代表的是传

统文化里的蛀虫、渣滓ꎬ是对传统文化的戏弄ꎮ 此外ꎬ大赤包性格上也是异常暴戾的ꎮ 她向来看

不起胡同里的大多数邻居们ꎬ车夫小崔就是其中一个ꎮ 她对小崔张口就骂ꎬ抬手就打ꎬ眼带杀气ꎬ
像两个机关枪ꎬ脸又黑又红ꎬ像是打了小花脸ꎮ 大赤包性格粗狂ꎬ比男性更暴戾ꎮ 大赤包最视若

珍宝的是权利ꎬ当日本人给予她“妓女检查所所长”的职务后ꎬ有客人来ꎬ她也端坐着不起身ꎬ“只
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ꎬ而后把擦着有半斤白粉的手向椅子那边一摆ꎬ请客人坐下”①ꎮ 半斤白粉

将大赤包的丑态展现出来ꎮ 作为所长的她对家人也毫不留情ꎬ她骂丈夫老不要脸ꎬ并严厉管教ꎮ
擦粉意味着大赤包的人生得意ꎬ粉褪去则意味着失意ꎮ 招弟夜晚在李空山处未归ꎬ大赤包觉得丢

了人ꎬ吃了亏ꎬ等到很晚ꎬ“脸上的粉已褪落ꎬ露出黄暗的皱纹与大颗的黑雀斑ꎬ鼻子上冒出一些

有光的油”②ꎮ “粉已褪去”ꎬ大赤包也失去了神气与跋扈ꎮ 可见ꎬ擦粉对大赤包不仅意味着打扮ꎬ
也意味着权势ꎮ 大赤包在狱中也没能忘记其日本爸爸ꎬ高呼自己是忠臣ꎮ 在呼喊没有回应后ꎬ大
赤包逐渐精神崩溃ꎬ但临死也没忘记擦粉打扮ꎬ她“用手把自己的粪捧起来ꎬ揉成一个小饼ꎬ作为

粉扑ꎬ她轻轻的ꎬ柔媚的ꎬ拍她的脸:‘打扮起来ꎬ打扮起来!’”③ꎮ 擦粉成了贯穿大赤包人生起伏

的重要标志ꎬ对家人的无情、对邻里的暴戾、对日本人的逢迎无不在昭示其“不忠者”丑角的

本质ꎮ
化妆是保持女性朝气的途径ꎬ也是其黯淡人生的一种掩饰ꎬ女特务招弟便是典型的一个ꎮ 忙

碌又迷糊的混沌生活让招弟失去了少女本应有的健康和朝气ꎬ只好时常化妆ꎮ 不擦粉时ꎬ她脸上

黄暗ꎬ涂脂抹粉后变得自信而漂亮ꎮ 当失去大赤包这个经济背景和依托后ꎬ招弟无法生存ꎬ投靠

日本作了特务ꎮ 招弟为彻查北平的西洋人而出卖肉体ꎬ换回情报和衣物ꎬ她在街上走着就“掏出

小镜子ꎬ粉扑ꎬ劈拍劈拍的往脸上拍粉ꎬ倒好像北平的全城是她的化装室”④ꎮ 逐渐地ꎬ招弟的妆

越来越浓:“眉毛、眼睛和红嘴唇都油光锃亮ꎬ活象一张花狸狐哨的鬼脸儿ꎮ”⑤鬼脸儿就是按照戏

曲中的脸谱用厚纸做成的假面具ꎬ是一种儿童玩具ꎬ在此形容招弟的丑陋ꎮ 招弟已经完全迷失了

自我ꎮ 招弟最后一次出场是为诱惑瑞全套取情报ꎬ她“着意修饰了一番ꎬ显得分外的妖冶ꎮ 梳装

打扮ꎬ如今是她最大的安慰和娱乐”⑥ꎮ 可见ꎬ化妆打扮是女“不忠者”们的有力武器ꎮ
老舍对女“不忠者”的京剧脸谱化描摹ꎬ不仅表现在其丑旦般的妆容上ꎬ也表现在京剧表演

般的行为举止上ꎮ 实际生活中ꎬ很难见到大赤包如此行为夸张的人ꎮ 老舍特意这样写ꎬ既跃然纸

上、形象生动ꎬ容易被读者理解ꎬ又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大赤包的戏弄传统文化、盛气凌人ꎮ 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ꎬ大赤包形象的成功ꎬ京剧功不可没ꎮ 大赤包参加华北文艺作家大会时ꎬ仍身着红衣ꎬ
帽檐上二尺长的野鸡毛ꎮ 这个打扮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戏曲中英武勇猛小生头戴的长约五六尺、
以数根野鸡尾毛相接制成的雉翎ꎮ 凡头上戴雉尾ꎬ如京剧中的周瑜、穆桂英等一般都是雄健、英
武、扮相很英俊、气势很盛的青年角色ꎮ 丑行大赤包却要极力打扮成穆桂英一般英武的刀马旦ꎬ
这也是一种讽刺ꎮ 再看其动作———检阅般“亮像”:“走得极慢”、“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ꎬ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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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殿的人”、“肩膀儿一拱ꎬ斗篷离了身”、“扶着招弟ꎬ极稳的往前面走”、“身上纹丝不动ꎬ只有

野鸡毛微颤”ꎮ① 这个“亮像”很像戏剧舞台上演员的亮相ꎮ 戏曲演员大赤包用扮相和亮相向会

场展示了自己的不可一世、甚嚣尘上ꎮ
老舍将个人道德与政治认同紧密联系的最典型的表征ꎬ即是在个人道德上有缺陷的人物恰

恰在政治上也有严重问题ꎮ 为此ꎬ老舍还专门塑造了一个不仅不忠于妇德而且不忠于国家的京

剧旦角———“粉妆楼”ꎬ这是«四世同堂»里不起眼的一个女伶ꎬ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她有许多

朋友ꎬ门庭若市ꎮ 她介绍招弟结识黄醒ꎬ使她变成名副其实的特务、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ꎮ 这个

角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ꎬ前面已有铺垫:“旧剧特别的发达ꎬ日本人和大汉奸们都愿玩弄女伶ꎬ所
以隔不了三天就捧出个新的角色来ꎮ”②粉妆楼正是甘愿被日本人玩弄、被汉奸黄醒玩弄的女伶

之一ꎮ 老舍笔下的女不忠者对贞节观念也是漠视的ꎬ不仅展示了京剧界的堕落ꎬ也呈现了女性的

可悲战时选择ꎮ 话剧«残雾»中的女间谍徐芳蜜同样没有妇德ꎬ也不忠于国家ꎬ她像交际花一样

周旋于男人中间ꎬ俘获首次见面的洗局长ꎬ以用美色换取情报ꎮ
丑旦形象本质上是在讽刺丧失妇德的卖国者ꎮ 当然ꎬ它在此印证并强化了上文所述老舍的

女性贞节观是建立在特定时期即“救亡”而非启蒙意义上的ꎮ 因此ꎬ只有在“救亡”的意义上ꎬ女
性失去贞节才可以被允许和作为一种正面形象存在ꎻ反之ꎬ她必然沦为小丑的角色ꎮ

总之ꎬ在梳理和论述了老舍关于现代忠诚与女性节操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后ꎬ我们大致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老舍对于传统女性忠贞观念的改造和转化是通过女性由家庭和丈夫向“现代民族

国家”的这一认同转变得以体现的ꎮ 当然ꎬ在此过程中的某些“女性解放”的意味都是建立在对

于民族国家的完全认同和救亡的逻辑中才能成立ꎬ比如可以牺牲贞节的陈寡妇ꎻ一旦违背这一基

础ꎬ那么老舍的观念就会立刻转向完全认同于传统的贞节观ꎬ比如对于“粉妆楼”的形象的丑化ꎮ
不可否认ꎬ女性从传统妇道和封建忠贞观念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仍是一种由传统向现代的转

变ꎬ是有其时代价值和进步意义的ꎮ

四、传统“忠”观念现代转化的时代价值

老舍在抗战时期改造利用的传统观念如忠、孝、贞节等ꎬ基本上都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摒

弃否定的旧道德ꎮ 如五四时期陈独秀就这样说:“忠、孝、贞节三样ꎬ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ꎬ中国

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法律ꎬ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ꎻ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

心、平等观ꎬ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ꎻ中国人分裂的生活ꎬ偏枯的现象ꎬ一方无理压制一方

盲目服从的社会ꎬ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ꎻ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ꎬ也
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ꎮ”③胡适也将传统道德视为“不道德的道德ꎬ在社会上造出一种不自

然的伪君子ꎮ 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ꎬ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④ꎮ 老舍重提传统道德ꎬ正是基于旧

道德与抗战的契合来加以改造利用ꎬ并以传统京剧为媒介ꎬ以忠、孝、贞节为核心书写现代忠诚理

念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老舍书写的其实是一种似旧还新的道德体系ꎮ 他也展示了一条与众不同

的笔伐道路:在艺术形式上转向包括京剧在内的通俗文艺ꎻ在思想观念上则转向传统伦理观念的

“复归”ꎮ 如赋予传统“忠”理念以现代性含义ꎬ并以抗战京剧的形式进行直观表达ꎬ维护封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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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威的忠君思想被老舍改造为忠诚民族和国家、以死报国的全新忠诚理念ꎮ 因此ꎬ老舍写作是

在借取传统道德书写现代国族观念ꎮ 同时ꎬ老舍借取传统京剧以脸谱创造类型化人物的艺术方

法塑造了丑旦大赤包、绿脸蓝东阳等对国家与民族“不忠者”的群像ꎮ 传统中国文学塑造人物的

方式不外乎两种:小说和戏剧ꎮ 老舍将二者巧妙地融合起来ꎬ以戏剧人物表现方式塑造小说角

色ꎬ这是一种带有作家本人鲜明写作个性的大胆尝试ꎬ传达了老舍全新的忠诚理念ꎬ寄寓了其人

生社会理想与信仰以及对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思考ꎮ 因此ꎬ对京剧元素的借取与改造是

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秉承方式ꎬ也应该是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之一ꎬ有着独特的价值意义ꎮ
首先ꎬ传统文化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精神资源ꎬ借用传统文化观念潜移默化地将忠诚

理念灌输给大众正是传统道德教育方法ꎮ 因此ꎬ为争取更多受众、增加抗战宣传的影响力ꎬ老舍

借取京剧艺术来思考传统伦理ꎮ 京剧及其忠诚观念在民间的根深蒂固和广泛普及使其成为战时

文艺大众化的有力媒介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最重要事件就是战争ꎬ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

的社会政治走向ꎬ也改变了国人的命运ꎬ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ꎮ 服务战争、服务政治、
服务民众也成为不少作家的创作宗旨ꎬ这就对文学的通俗化和民族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ꎮ 如何

通俗化? 老舍选择的是京剧的直观表达方式ꎮ 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教化形式ꎬ封建时期传统京

剧将官方意识形态与道德体系成功带入乡间ꎬ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树立了道德规范ꎮ 传统

京剧虽然题材各异ꎬ但在劝善惩恶、忠孝节义方面ꎬ却是一以贯之的ꎮ 京剧集中体现封建社会官

方意识形态———忠孝节义ꎬ并进行广泛社会传播ꎬ不局限于大都市ꎬ更走进民间社会ꎬ深入穷乡僻

壤ꎬ以影响不识字的乡民的价值观念ꎬ几乎成为传统道德最有力的传播途径ꎮ 从历史上看ꎬ清政

府几代皇帝及皇室贵胄们对京剧的喜爱推动了京剧的发展ꎬ造就了旗人热爱京剧的文化氛围ꎬ他
们还创造了大鼓、相声等通俗曲艺ꎮ 老舍这样描述旗人这种悠闲生活:“在满清的末几十年ꎬ旗
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ꎬ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ꎬ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

中ꎬ上至王侯ꎬ下至骑兵ꎬ他们都会唱二簧ꎬ单弦ꎬ大鼓与时调ꎮ 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不

可缺少的东西ꎬ他们不但爱去听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ꎮ 他们也创作ꎬ大量地创作ꎬ岔曲、快书、
鼓词等等ꎮ”①清末民初ꎬ大量旗人更是“下海”进入梨园ꎮ 受这种浓郁艺术氛围熏染成长的老舍

也是地道的京剧迷:爱听京剧ꎬ爱看京剧ꎬ会唱京剧ꎬ会写戏本ꎮ 老舍唱过«黄鹤楼»«捉放曹»«草
桥关»«审李七»«钓金龟»等ꎬ还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郝寿臣、马连良、荀慧生等经常一起下小馆喝

酒ꎮ 但老舍并不是单纯会唱念做打的票友ꎬ他对京剧艺术十分精通ꎬ并亲自写京剧、写戏评ꎮ 老

舍创作了四部抗战京剧«新刺虎» «忠烈图» «薛二娘» «王家镇»ꎬ创作了历史题材京剧«青霞丹

雪»ꎬ写过不少关于京剧艺术的文章ꎬ还将昆曲«十五贯»改编为同名京剧ꎬ将京剧«红鬃烈马»改
编为«王宝钏»ꎮ 浓郁艺术气息的旗人文化培养了老舍对京剧的喜好ꎬ而老舍转向借取京剧艺术

重塑忠诚理念也是基于京剧的广泛受众ꎮ 因此ꎬ京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ꎬ也正是基于这一点ꎬ老
舍转向以京剧为媒介呼吁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ꎮ 当然ꎬ老舍要争取的不仅仅是旗人、北京市

民ꎬ还有更广泛的全国民众ꎮ 为此ꎬ他直言必须为旧文艺注入新血液才能引发共鸣:“无论是旧

戏ꎬ还是鼓词ꎬ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ꎬ要给这些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ꎬ使他们进步ꎬ使他

们对抗战发生作用ꎮ 你须把新的成分逐渐添进去ꎬ而使新旧谐调ꎬ无论从字汇上ꎬ还是技巧上ꎬ都
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ꎮ”②从旧戏鼓词中吸取养分和为旧戏鼓词增加新养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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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广大群众为抗战服务ꎬ使民众能更好地接受忠诚理念、从容赴国难ꎮ
其次ꎬ老舍对传统忠诚理念的转化也是对战时思想文化氛围的回应ꎮ 抗战时期ꎬ秉持国家至

上的写作原则ꎬ加上流传千年的古老道德规范在潜意识中的深深积淀ꎬ老舍在写作中常常于现

代、传统之间寻找契合点ꎮ 他将传统以“忠”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转化成忠于国家与民族前提下的

国民新道德ꎬ并围绕忠于国家与民族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写作ꎮ 其实ꎬ老舍这种选择并非个别现

象ꎬ也是对时代的特殊要求、大的文化氛围的回应ꎮ 抗战爆发后ꎬ中国的政治、文化都面临着较大

范围的调整ꎮ 在不存在民族矛盾冲突的情形下ꎬ传统道德调适的重点在于自我内心和家庭人伦ꎬ
而一旦出现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危机ꎬ中国人的保卫意识便特别强烈和集中ꎮ 抗战时期正是如此ꎬ
战争对文学的民族品格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ꎬ传统的道德资源尤其是忠诚理念与抗战胜利的理

想的契合使一种高扬理念、掩埋欲望、追求大我、抑制小我的道德哲学被建构ꎮ 用陈独秀的话说ꎬ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ꎬ“盖道德之为物ꎬ应随社会为变迁ꎬ随时代为新旧ꎬ乃进化的而非一

成不变的”①ꎮ 抗战理念正是以这种全新的忠于国家与民族的道德体系为内在依持ꎬ因此ꎬ一方

面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逐步抢占了民族复兴思想的话语权ꎬ并通过一系列政治宣传来促成传统道

德的复归转化ꎬ其中自然包含了相当浓厚的保守、复古的倾向ꎮ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国民政府提

出以“民族至上ꎬ国家至上”为纲领的战时文化政策ꎬ并建设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文化:“一为

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ꎬ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ꎬ一为抵御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ꎮ”②

发扬固有文化、重新回归“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成为首要文化目标和培养理想国民

的指针ꎮ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８ 日ꎬ国民党政府又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案»ꎬ建构了以“仁爱”为思想基

础、“国家至上ꎬ民族至上”为基本目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为自律标准的道德

体系ꎮ③ 另一方面ꎬ当时思想界也展开了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ꎬ郑重地提出传统道德现代

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ꎬ一时占据了思想界的重要讲台ꎮ 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冯友兰、贺麟、钱穆、
梁漱溟等在对传统的思考中提出对儒学及传统礼教系统进行改造ꎬ引发了道德复归、传统文化新

兴的思想热潮ꎮ 客观地说ꎬ这是爱国主义前提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视提倡ꎬ对当时的社会风

尚、思想流向、文化观念以及文艺走向均起了较大的积极影响ꎮ 虽然老舍并没有直言受到这一社

会思想潮流的影响ꎬ但其实不难发现ꎬ老舍所提倡的忠诚理念有不少地方暗合了国民政府的伦理

倡导以及思想家们的严肃讨论ꎮ 可以说ꎬ在这个复归时代大潮中ꎬ老舍不是最特殊的ꎬ却是较为

成功并极具代表性的一个ꎮ
再次ꎬ通过新的忠诚理念书写ꎬ老舍展示了一条救国救民之路ꎬ也是一条改造文化之路ꎮ 他

坚持从文化道德角度出发看人情世故和国家命运ꎬ将文化的滞后与病态看成是国家与民族、个人

不幸的根源ꎬ并将其当作一贯坚持的写作原则之一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抗战时期老舍的传统伦

理的改造是必然的ꎮ 固定人群创造的独有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就是文化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品格ꎬ而且“有文化的自由生存ꎬ才有历史的繁荣

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ꎬ必系奴隶”④ꎮ 他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ꎬ摒弃其中的痼疾ꎬ认为

文化与民族、国家荣辱与共、休戚相关ꎬ热爱珍视民族文化就等同于热爱国家和民族ꎮ 在抗战时

期ꎬ这种理念更为突出ꎮ 老舍文化理想体系中判断某种文化优劣与否的标准很简单ꎬ即能否使国

６３

①
②
③
④

陈独秀:«答淮山逸民(道德)»ꎬ«新青年»１９１７ 年第 ３ 卷第 １ 号ꎮ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ꎬ«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ꎬ«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８－２９ 页ꎮ
老舍:«大地龙蛇序»ꎬ«文艺杂志»１９４２ 年第 １ 卷第 ２ 期ꎮ



刘亚美:抗战时期老舍对传统“忠”观念的改造利用

家不被欺侮、昌盛富强ꎮ 而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符合增强民心一致抵御外侮的战时要求ꎬ才被老

舍所用ꎮ 因此ꎬ京人、旗人、穷人、文人四种身份加上爱国情怀ꎬ共同造就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痴迷眷恋和不懈探求ꎮ 尤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ꎬ他依然以“向后看”的思考方式从文化积累

中汲取经验ꎬ向过往寻求民族振兴、民族自救ꎬ并以其实际创作证实了其独特性与可行性ꎮ 因此ꎬ
老舍的文化改造之路不仅是战时鼓舞民心的良药ꎬ也是值得借鉴的文化经验ꎮ 与此同时ꎬ改造传

统文化也是老舍为战争带来的矛盾和苦难寻求精神归属的一种努力ꎮ 这种对忠诚理念的现代性

改造与其说是老舍对民众的道德要求ꎬ毋宁说是其自身的一种心理欲求ꎬ对归属感的渴望ꎮ 他自

觉地将传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浪漫化、理想化ꎬ如在 ４０ 年代的写作中除了对

传统忠诚的重新审视、塑造了一大批形而上的英雄人物外ꎬ他还塑造了贤妻良母的普通人物ꎮ 在

老舍塑造的文化世界里ꎬ意识形态的新旧、文化观念的现代与保守时常是模糊的ꎮ 比起对这些问

题的苦苦追寻ꎬ他更看重幸福和平等现世的稳定ꎬ如对传统四世同堂家庭的幸福和谐的向往ꎮ

余论

冯友兰这样区分忠君与爱国:“所谓忠者ꎬ有为人之意ꎬ替君做事ꎬ亦为替人家做事ꎬ并不是

替自己做事ꎬ所以如尽心力而为之ꎬ亦称作忠忠君是为人ꎬ爱国是为己ꎮ 人替社会或国做事ꎬ
并不是替人做事ꎬ而是替自己做事ꎬ爱国是有血有肉的活的道德ꎮ”①这就是说ꎬ“忠”是服务

他人ꎬ爱国是自觉主动地为社会和国家尽心尽力ꎬ是爱国独立个体的自由选择ꎻ只有当个人自由、
个体权利得到保障时才会尊重他人ꎬ才会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产生由衷的认可ꎬ才会主动地为其

奉献ꎮ 老舍的忠诚观念关注的是最后阶段———奉献ꎬ个人无条件地忠于国家与民族、参与保家卫

国ꎬ基本没有个人的主体性与权利ꎮ 他说:“个人的私事ꎬ如恋爱ꎬ如孝悌ꎬ都可以不管ꎬ只要能有

益于国家ꎬ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ꎮ”②个人利益让位于国族利益ꎬ在家国的矛盾中ꎬ反对家庭本位ꎬ
将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放在一切个人选择之上ꎮ 老舍强调个人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ꎬ将集

体放在个人选择的首位ꎬ或者说面对家族、民族、国家ꎬ个人基本没有选择的权利ꎬ只有应尽的义

务ꎮ 和平年代ꎬ个人应回归家庭ꎻ战争年代ꎬ个人首选报效国家ꎮ 这其实是同一个逻辑ꎬ即对集体

的责任ꎮ
处理国家、民族和个体的关系恰当与否ꎬ直接关系着个人节操问题ꎮ 当个人的爱情、亲情、享

受等与忠于国家与民族产生矛盾时ꎬ老舍将舍己为国者定义为英雄、战士ꎬ将那些出卖国族者定

义为汉奸ꎮ 个人甚至可以牺牲贞节、爱情、家庭、性命ꎬ在国族面前ꎬ只有奉献ꎮ 正如老舍自己所

说:“人家叫我干什么ꎬ我就干什么ꎮ”这一方面毋庸置疑地昭示了其爱国情操ꎬ对个人私利的全

盘否定无疑可以较好地服务抗战ꎻ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局限加上作家自身主动向传统皈依ꎬ这种国

家与民族观念也会逐渐导致个人的失衡感ꎬ正如后来老舍本人质疑的那样:“我爱这个国ꎬ可谁

爱我呢?”但无论如何ꎬ战时老舍对传统忠观念的改造利用及其国家至上的抗战理念ꎬ对于鼓舞

民心一致抗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抗战的大潮对胜利的渴求和一致对外的呼唤下ꎬ国家

与民族的抽象、绝对观念再次凸显ꎬ加上老舍对传统忠观念的强调ꎬ这种似新还旧的国家与民族

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时代的主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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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友兰:«原忠孝»ꎬ«贞元六书»(上)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３００－３０１ 页ꎮ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ꎬ«老舍文集»(第 １５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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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
历史合力论的逻辑关系探析

∗①

高兴成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历史合力论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虽然在时间跨度和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ꎬ但两者在立论基础、
价值取向、运行轨迹等方面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ꎮ 历史合力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依据ꎬ从理论上保

证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科学性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则是历史合力论的生动实践ꎬ从实践上证实了历史合

力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ꎮ 两者相辅相成ꎬ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ꎮ
关键词:　 恩格斯ꎻ历史合力论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ꎻ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　 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３９－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高兴成(１９８０—　 )ꎬ男ꎬ山东安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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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研究”(１４ＡＺＤ００３)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ꎮ
②林娅、王多吉:«历史合力论中的“合力”概念新解»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ꎬ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探索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ꎬ汲
取力量前行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从最初的“两位一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ꎬ
逐渐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ꎬ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统筹抓好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ꎮ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存在形态、作用机制出发ꎬ
沿着历史合力论开拓的道路逆向溯源ꎬ对照历史合力的生成方式ꎬ我们发现两者在立论基础、价
值取向、发展轨迹等方面有着紧密的逻辑联接ꎮ 理清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ꎬ既可以在实践上印证

历史合力论的科学性ꎬ又可以在理论上探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历史渊源ꎻ既可以强化历史

合力论的时代影响ꎬ又能筑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立论依据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ꎮ

一、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６ 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历史合力

论作了最初论述ꎬ在反驳“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进一步阐述了

历史合力论ꎮ １９ 世纪末ꎬ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

派”ꎬ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和“社会静力论”ꎬ把承认历史必

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ꎬ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现成的套语和标签硬贴到各种

事物上去ꎬ当作僵死的共识去裁剪历史”②ꎮ
为澄清各种误解并对种种非难进行反击ꎬ恩格斯对历史合力论进行了精确深刻的阐释ꎮ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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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致约布洛赫»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ꎬ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

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ꎮ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ꎮ 如果有人

在这里加以歪曲ꎬ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ꎬ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
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ꎮ 经济状况是基础ꎬ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

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ꎬ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ꎮ”①恩格斯同时强调:“历史是这样创

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ꎬ而其中每一个意志ꎬ又是由

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ꎬ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ꎮ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ꎬ有无数个力的平

行四边形ꎬ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ꎬ即历史结果ꎬ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

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ꎮ”②恩格斯借用平行四边形的物理原理ꎬ形象而生动地阐

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ꎮ 他认为ꎬ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由某个单个因素决定的ꎬ而是在众多意

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ꎬ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产生出来的总结果ꎮ 具体说来ꎬ就是经

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互综合作用产

生的结果ꎮ 历史合力的大小是这样计算的ꎬ“两个作用于一点上的力的合力ꎬ其大小和方向是以

这两个力为邻边所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ꎮ 如果多个力作用于一点ꎬ就其任意选两个力ꎬ以
之为邻边构成平行四边形ꎬ以其对角线和另一边为邻边做平行四边形ꎬ再以其对角线和另一边做

平行四边形ꎬ求出他们的合力ꎬ如此继续下去ꎬ最后得出多个力的合力”③ꎮ 根据力的原理ꎬ当两

个力的方向越接近ꎬ合力越大ꎮ 同理可知ꎬ当影响社会发展因素之间联系越密切ꎬ适应性越强ꎬ方
向越一致ꎬ则合力越大ꎻ反之ꎬ合力越小ꎮ 合力大小取决于各个力之间方向的一致程度、联系的紧

密程度和协调的关联度ꎮ
历史合力论内容丰富ꎬ思想深刻ꎬ意义深远ꎬ“广泛地被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历

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事件的铸成和历史人物出现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原则”④ꎮ 穿越历史的沧桑

巨变ꎬ历史合力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次次证明了其合理性与科学性ꎬ大大方便了人们对社会问

题的把握与理解ꎮ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ꎬ在实

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节点ꎬ历史合力论仍有着重大的理论启迪

和重要的现实启示ꎮ
(一)经济因素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ꎬ决定着其性质和发展趋势ꎮ 恩格斯反驳“经济

决定论”ꎬ并不是否定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ꎮ 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只是从“归
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ꎬ从长远来看ꎬ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

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ꎬ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ꎬ以
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ꎬ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ꎮ⑤强调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

终推动力ꎬ既把历史唯物主义同主观意志、动机决定历史进程的历史唯心主义区别开来ꎬ又与那

些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化做法划清了界限ꎬ从而全面地坚持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一元论ꎮ 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面貌ꎬ这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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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生产力ꎬ创造更为充足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ꎬ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ꎬ不断增强我国

的综合国力ꎬ筑牢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ꎮ
(二)社会发展是多因素共同参与的过程

历史合力论认为ꎬ任何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统一体ꎬ其中ꎬ经济状况起基础性

作用ꎬ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ꎬ“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

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ꎬ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

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ꎬ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ꎬ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

进一步发展”①ꎮ 这“坚持了历史辩证法ꎬ既肯定了经济因素的终极决定作用ꎬ也阐明了政治上层

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ꎬ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指

导”②ꎮ
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ꎬ推动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和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ꎬ任何片面化或

者绝对化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全面进步的社会ꎬ其中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和最终决定力量ꎬ同时它

也需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辅助ꎮ 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特色主义事业ꎬ既要重视经济

基础的巩固和完善ꎬ又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ꎮ 在实践中就是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同时ꎬ也要搞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ꎬ做到五大建设齐抓共管ꎬ协调

发展ꎮ
(三)多因素交织交错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

历史合力论强调ꎬ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系统合力制约着和规定着各个分力的地位和作

用ꎮ 在系统中ꎬ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单独、孤立地发挥作用ꎬ只有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ꎬ围绕着系

统的整体功能运转ꎬ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ꎬ才能显示作为部分对于整体的意义ꎮ 但各个分力并非

一味地消极被动ꎬ也不是简单机械地集合叠加ꎬ而是具有积极的自觉能动性ꎬ对系统产生影响ꎬ合
力的大小取决于各个分力的性质、方向和协调程度ꎮ 也就是说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因素作为

系统的组成部分围绕系统的功能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ꎬ融合为系统的整体力量ꎬ对社会

发展发挥作用和影响ꎮ
按照历史合力论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ꎬ融入到总体布局这个大系统ꎬ科学分析各个动力的作

用ꎬ合理调配分动力的地位ꎬ深入研究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ꎬ调控和引导它们作用的方向与速

率ꎬ使动力系统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果和协同功能ꎮ
历史合力论产生于 １９ 世纪末的欧洲ꎬ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社会境遇都与当代中国存在着巨

大差别ꎮ 但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ꎬ历史合力论穿越了 １００ 多年的时空ꎬ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

量ꎬ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ꎮ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历史合力论的契合和呼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发展深厚积淀的产物ꎬ是几代仁人志士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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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翻身解放、富裕发展的必然ꎮ”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项崭新而伟大

的事业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ꎬ日渐完善发展ꎮ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ꎬ从两个文明建设的“两手抓”ꎬ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

的“三位一体”ꎬ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ꎬ直至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

了进一步深化”②ꎮ 五大建设在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大组成部分ꎬ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着力点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体布局ꎮ 从整体上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ꎬ就要从五大建设着手ꎬ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ꎬ作为推动总

体布局平稳展开的强大动力和有效推手ꎮ
五大建设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ꎬ相互之间系统作用ꎬ形成整体合

力ꎬ推动实践发展ꎮ 从外在形态和运行机制上看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历史合力论有很高的

契合度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历史合力论的时代映像ꎮ
(一)注重发挥经济建设的基础作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五大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ꎬ形成推动实践发展

的五大动力ꎬ但它们之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ꎮ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ꎬ经济建设是基

础ꎬ其核心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ꎬ处于中心地位ꎬ起先导作用ꎮ 经济是一切社会的物质基础ꎬ
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上ꎮ 同时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还是当前的中心任务ꎬ经济建设依旧是

中心工作ꎬ发展经济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ꎮ
历史合力论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ꎬ把经济基

础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ꎬ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ꎮ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ꎬ把经济作为先导因素ꎬ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原动

力ꎮ 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第一前提、发展

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的基本原理ꎬ是对历史合力论的实践遵循ꎮ
(二)重视社会全面发展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ꎬ经济建设是根本ꎬ始终处于中心和基础地位ꎬ但经济并非社会发

展的唯一决定力量ꎬ政治、文化、生态都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ꎮ 因此ꎬ要加强政治建

设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ꎮ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保障力ꎮ 随着社

会的发展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后ꎬ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迫切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ꎮ 推进文化建设ꎬ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润滑剂ꎮ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属性ꎮ 加强社会建设ꎬ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牢固承载力ꎮ 随着

环境恶化、生态破坏ꎬ人们渴望有更加优良的生存环境ꎬ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的长远大计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支撑力ꎮ 五大建设构成的五种力量围绕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体布局各负其责ꎬ有序运转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行ꎮ
历史合力论强调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ꎬ“除了经济因素从‘归根到底’角色发生作用之外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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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层建筑的力量ꎬ诸如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ꎮ 尽管并不是决定性因素ꎬ但它对于社会历

史进程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①ꎮ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ꎬ融合为一个交互作

用的整体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借鉴了历史合力论的机理ꎬ回应了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原理ꎬ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ꎬ重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ꎬ协调好现代化建设

各方面的关系ꎬ保证经济的持久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ꎮ
(三)五大建设相互作用ꎬ形成合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规划ꎬ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

抓手ꎮ 五大建设构成了总体布局这个整体ꎬ总体布局依托于五大建设ꎮ 缺少任何一方面ꎬ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就不完整ꎬ社会建设就失去平衡ꎬ总体布局就不复存在ꎮ 同时ꎬ五大建设也脱离不了

总体布局ꎬ脱离了整体ꎬ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五大建设也就失去了在总体布局中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ꎮ 五大建设绝不是孤立地、机械地并排ꎬ也绝不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单独运作ꎬ各自为政ꎻ最后产

生的总动力更不是五大建设各自力量的简单相加ꎬ而是在“总体布局”这个系统内融合为一个整

体的、崭新的合力ꎮ
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是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产生的整体效应ꎮ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也遵循了这个原理ꎬ五大建设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②ꎬ
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ꎬ借鉴了历史合力论的力量构成和分布状态ꎬ继承弘扬了合力论的多种

力量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ꎬ把五大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推动力ꎬ形成多力驱动的格

局ꎬ无论在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是对历史合力论的契合与呼应ꎮ

三、历史合力论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联接

探析两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ꎬ不仅要看两者的外在特征、契合程度ꎬ还要研究两者的理论

联接ꎬ不断挖掘关联的深度ꎻ不仅要从具体内容阐释两者的关联ꎬ更要从宏观、整体角度分析两者

的逻辑ꎬ不断提升联系的高度ꎮ 历史合力论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分别从历史和现实对向走

来ꎬ相距越近ꎬ两者在形态上越来越像ꎬ契合度越来越高ꎮ 从理论联接上看ꎬ尤其是在立论基础、
价值取向、发展轨迹等方面ꎬ两者更是同质同源ꎬ紧密相连ꎮ

(一)从立论基础上看ꎬ历史合力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渊源

任何事物都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ꎬ它包涵着该事物的“形象构成之规则”并决定事物的性

质和发展趋势ꎬ具有一定的恒常性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规划和发

展战略ꎬ它的提出绝不是党的“突发奇想”ꎬ更不是无端由的“凭空出现”ꎬ而是有着悠远的理论根

源ꎬ其立论基础溯源于历史合力论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牢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ꎬ稳稳站

立于唯物史观ꎬ深深融入历史合力论的血脉精髓ꎬ继承弘扬了历史合力论的理论观点ꎮ
唯物史观“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③ꎮ 历史合力论深刻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ꎬ是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丰富与发展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是以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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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和辩证法为理论指导ꎬ是对历史合力论的继承ꎮ 历史合力论“既肯定了经济因素的终极决

定作用ꎬ也阐明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①ꎬ认为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ꎬ融合为一个系统发挥作用ꎬ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是诸多要素辩证作

用的过程ꎬ是“自然历史过程”和“自觉活动过程”的辩证统一ꎮ 这“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尤其是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科学解释力、逻辑证明力和理论洞察力”②ꎬ使唯物史观更为

完备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ꎬ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ꎬ充分发挥经济、
政治、文化、艺术之间的辩证作用ꎬ注重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ꎬ引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顺势而发ꎬ浩荡前行ꎮ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ꎬ立足实践ꎬ从实际出发是历史合力论的题中之义ꎬ

也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支撑ꎮ 历史合力论认为ꎬ“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ꎬ但是第

一ꎬ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③ꎮ 因此ꎬ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

搞建设ꎬ是历史合力论的重要启示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的总依据就是“我国当前正处于

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制定发展战略ꎬ走自己的路ꎬ深入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ꎮ
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等是历史合力论的重要内容ꎬ也是“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立论根基ꎬ两者精髓相连ꎬ一脉相承ꎮ 历史合力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源头ꎬ“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则是沿着历史合力论奠基好的道路延伸到当今的时代成像ꎮ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人本价值观来源于人的意志作用论

价值取向反映着事物的根本追求和终极目标ꎬ决定着事物的方向和性质ꎮ “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与历史合力论在价值取向上都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ꎬ具有根本一致性ꎮ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ꎮ 社会发展历程是人类由必然王国逐步走向

自由王国的过程ꎬ也是人类不断超越动物机能ꎬ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境界的过程ꎮ 作为唯物史观

的发展ꎬ历史合力论不仅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ꎬ还对实现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路径作了阐述ꎮ 历史合力论一方面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客观性ꎬ认为“到目前

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ꎬ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④ꎻ另一

方面ꎬ强调人是社会的主体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ꎬ又是“剧作者”ꎬ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

人的活动过程ꎮ 每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

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ꎬ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

望ꎬ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ꎬ一个总的合力”⑤ꎬ都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能动作

用ꎮ 但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ꎬ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ꎬ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

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ꎮ 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⑥ꎮ 在任何一个社会ꎬ作为分力的单个人

的意志之间相互冲突是不可避免的ꎬ不同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产生了历史合力ꎬ形成了历史结

果ꎬ推动了历史的发展ꎮ 因此ꎬ每个人都对历史发展有所贡献ꎬ都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ꎮ 所以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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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ꎬ坚持人

民群众的主体地位ꎬ把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依靠力量ꎮ
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ꎬ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是赢得人民支持的重

要方式ꎬ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在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热切

拥护和辛勤劳动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和根本方向ꎬ
形成了人本价值观ꎮ 人本价值观一方面指出ꎬ人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创造者ꎻ另一方面强调ꎬ人也是价值主体ꎬ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最高目的ꎬ人民的满

意度是衡量工作的根本尺度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这种价值观深深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全过程ꎬ首先强调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ꎬ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ꎬ让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

和运用”①ꎬ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ꎬ奠定人民凝心聚力的物质基础ꎮ 其次ꎬ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ꎬ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ꎬ有意识地让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使他们能够

为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的总的‘合力’作出更大的贡献”②ꎮ 再次ꎬ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共同理想和

信念的教育ꎬ“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人民的思想和意志ꎬ形成既有利

于每个人的个性发展ꎬ又有利于同心同德谋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③ꎬ从思想上减少人民的思想

冲突ꎬ“在此基础上整合形成群众的利益诉求”④ꎬ统一众多个人意志的发展方向ꎮ 实现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ꎬ在历史合力论的当代形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引

导下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ꎬ必将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日益

丰富、成熟的条件ꎬ我国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水平也将不断达到新的高度”⑤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人本价值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所坚持的历史发展

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相互作用的思想”⑥ꎬ借鉴了历史合力论的个人意志论ꎬ尊重了人民群

众的主体地位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利益ꎬ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ꎬ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了

与历史合力论的根本一致性ꎮ
(三)从发展轨迹上看ꎬ历史合力论复杂的发展过程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发展轨迹展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运行特点ꎬ以及未来的整体发展走向ꎬ从宏观上反映了事物

的内在特点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历史合力论在发展轨迹上有着相同的表征ꎮ
历史合力论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ꎬ强调过程的发展不是单向的、直线

式的ꎬ而是曲折复杂的ꎮ 一方面ꎬ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着自身内在规律的客观物质体系ꎬ其运动、变
化和发展是客观的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ꎮ 同时ꎬ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ꎬ具有目的动机和主观能

动性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⑦ꎮ 在历史进程中

处于不同地位和作用的人们的意志是多种多样的ꎬ不同意志相互冲突、相互碰撞ꎬ使得客观规律

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ꎮ 在两者的作用下ꎬ人类社会发展不会一路坦途ꎮ 另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６７０ 页ꎮ
陈纯仁:«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意义»ꎬ«衡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ꎮ
肖新发:«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寓意»ꎬ«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孙占元、张书林:«努力把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与方法»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ꎮ
聂运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追求»ꎬ«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潘丹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价值»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５４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一方面ꎬ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ꎬ“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ꎬ但是它也必定要

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①ꎮ 因此ꎬ经济、政治、文化、法
律等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ꎬ各种力量的大小、方向、地位、作用不断变化ꎬ推动历史前进

的总“合力”错综复杂、时大时小、时进时退ꎬ原有的平衡不断被打破ꎬ产生新的“力的平行四边

形”ꎬ形成新的格局ꎬ社会发展呈现为曲折复杂的动态过程ꎮ 历史合力论在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性

的基础上ꎬ多维度、多层次、辩证地阐释了社会发展动力之间的综合作用ꎬ强调了发展过程的复杂

性和曲折性ꎬ“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ꎬ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

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②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缓慢曲折复杂的过程ꎮ 首先ꎬ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依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作出的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中
国国情的复杂性、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多样性ꎬ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性ꎮ
其次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单兵突进ꎬ是五大建设协调推进ꎬ同步发展ꎮ 任何一方面的进

步ꎬ都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ꎮ 反过来看ꎬ任何建设的推进都会受到另一方面的制约ꎬ文化建设的

发展ꎬ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ꎬ还受政治建设的掣肘ꎬ同时也受社会建设的阻碍ꎮ 五大建设的

力量此消彼长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ꎬ注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ꎮ 再次ꎬ
五大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ꎬ具体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可

变的ꎬ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ꎬ使得发展道路曲折坎坷ꎮ
历史合力论合理地解释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过程ꎬ是其理论支撑ꎻ“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作用机制渗透着历史合力论ꎬ生动地呈现了历史合力论的运行轨迹ꎬ是其实践再现ꎮ 两

者除了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对应ꎬ以及外在状态的“形似”之外ꎬ还有内在的“神似”ꎬ有着共同的

思想精髓ꎬ如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展现出的与时俱进的品格ꎬ在立足实践推动发展过程中彰显出的

求真务实的态度ꎬ在彼此关照相互影响过程中展现出的宽广包容的胸怀等等ꎮ
总之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历史合力论是一脉相承的ꎬ有其内在的一致性ꎮ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全面继承了历史合力论的外在形态、思想内容和价值理念ꎬ以五大建设为支撑力量ꎬ合
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ꎬ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ꎮ 历史合力论是“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源头ꎬ从理论上保证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科学性ꎻ“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则是历史合力论的当代呈现ꎬ从实践上证实了历史合力论的可操作性ꎬ两者相辅相成ꎬ推动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前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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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研究
∗①

葛书林
( 山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我国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ꎬ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ꎬ养老形势异常严峻ꎮ 对基于全民

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进行研究ꎬ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ꎬ针对现有养老

模式下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管理等环节存在的问题ꎬ分析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实施的可行性ꎬ探
讨养老服务品牌发展的具体路径ꎬ有助于达到提高老年人身体素质ꎬ增进其身体健康ꎬ满足其提高生活质量的服

务需求ꎮ
关键词:　 全民健身ꎻ养老服务ꎻ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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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研究”(１５ＣＴＹＪ１０)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陈直、邹铉:«寿亲养老新书»ꎬ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③高濂著ꎬ王大淳整理:«遵生八笺»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ꎮ
④曹廷栋:«老老恒言»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１ 年ꎮ

　 　 我国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ꎬ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ꎬ养老已经成为中国严峻的

社会问题ꎮ 各省市为此积极探索全民健身的有效路径ꎬ实施了一系列的全民健身工程ꎬ如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我国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多功能健身路径”)ꎻ从国家发展战

略的高度出发ꎬ有关部门于 １９９７ 年制定«全民健身计划纲要»ꎬ为此ꎬ国家体育总局开始积极实

施全民健身工程ꎮ 全民健身计划无疑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ꎮ 毕竟ꎬ全
民健身对提高老年人的体质ꎬ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ꎬ减少老年人对社会的依赖ꎬ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ꎮ 然而ꎬ如何把全民健身与养老服务品牌有机结合起来加以系统的研究ꎬ学术界开展得还

不够ꎮ 正是缘于此ꎬ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的研究便不仅具有理论价值ꎬ而且还具有实践

价值和意义ꎮ

一

基于全民健身基础上的养老服务品牌的研究ꎬ在国内已经得到了有关学者的关注ꎬ并在诸多

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ꎬ获得了一些共识ꎬ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基于全民健身与养老服务

品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我国历史上便有人对体育与老年人健康进行了初步研究ꎬ代表

性的著作有宋代陈直、元代邹铉续增、黄瑛整理的«寿亲养老新书»②ꎬ明代高濂著、王大淳等整理

的«遵生八笺»③ꎬ清代曹庭栋的«老老恒言»④等ꎮ 这些都是我国历代有名的健身养生书ꎮ 现代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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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养生保健的著述也很多ꎬ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士信、刘慧宁的«李氏太和康寿术»①ꎬ
张先松的«中老年立体健身处方»②ꎬ伍岳炜、汤冠辉的«“八旬小伙”养生百招»③ꎬ李相如的«中老

年健身与健康指导»④等ꎮ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近些年运动养生专家的心血结晶ꎬ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ꎮ 自然ꎬ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基于全民健身基础上的养老服务品牌的建设奠定了

基础ꎮ
对基于全民健身基础上的养老服务品牌的研究ꎬ在学术界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ꎬ并刊发了一

系列学术论文ꎮ 我们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收录期刊、硕士博士论文ꎬ发现以“全民健身”为关键

词的文章有 ６６２５７ 篇ꎬ以“全民健身体系”为关键词的文章有 ３１８６４ 篇ꎬ以“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为关键词的文章有 ２３６５６ 篇ꎮ 这些文章按其研究方向ꎬ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基础理论研究ꎬ主要包括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概念、功能、性质、构成要素ꎬ还包括对

全民健身的理论以及法规建设等方面的研究ꎬ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波的«论多元化全民健身

服务体系的概念与结构»ꎬ他在“系统梳理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相关概念产生过程的基础上ꎬ结合

对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性质和多元化特征的分析”⑤ꎬ界定了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

内涵ꎻ北京体育大学李效震的«对‹全民健身条例›相关配套法规的研究»⑥ꎬ对«全民健身条例»
进行了分析ꎬ并提出了发展全民健身的相关建议ꎻ陈智寿提出“全民健身的目标在于提高全民素

质ꎬ政府和个人均应有各自的目标”的理论ꎻ⑦刘耀烈、刘骏、李小蓉等人提出“全民健身增强全民

身体素质ꎬ是人体和谐全面发展的精髓所在ꎬ是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需求ꎬ是一项伟大而

壮丽的社会化工程”⑧的观点ꎮ 这些研究成果ꎬ为我们进一步拓展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奠定了理论

基础ꎮ
二类是应用性研究ꎬ它与相应的社会现状以及策略研究有关ꎬ主要包含建设全民健身相关体

系的进程、实施全民健身的状况以及创立相应的场地设施状况、弱势群体等基本发展情况的

调查ꎮ
邱建国等在«山东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⑨中ꎬ提出了制约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运行与发展的主要因素ꎻ李慧玲、吴晓阳从国内以及国外残疾人的健身运动进展

变化的状况研究出发ꎬ提议我国也应该建立适用于残疾人的相关健身服务体系的基础结构体

系ꎮ 宋杰、归明曾有选择地调查了山东省一些社区购买以及使用健身器械的状况ꎬ得出了这样

的结论:“我省社区的健身器材的使用率很低ꎬ对健身器材的维护也很不规范ꎬ大大降低了健身

器材的作用以及它的使用年限ꎬ并且也对使用者的健身成效造成了不好的影响ꎬ因此必须利用积

极有效的举措加以修正ꎮ”这些研究既有对全民健身体系存在问题的深入阐释ꎬ又有对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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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信、刘慧宁:«活过一百二十岁不是梦(李氏太和康寿术)»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ꎮ
张先松:«中老年立体健身处方»ꎬ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伍岳炜、汤冠辉:«“八旬小伙”养生百招»ꎬ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李相如:«中老年健身与健康指导»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ꎮ
王波:«论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概念与结构»ꎬ«体育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李效震:«对‹全民健身条例›相关配套法规的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北京体育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陈智寿:«试论全民健身的目标与对策»ꎬ«福建体育科技»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ꎮ
刘耀烈、李小蓉:«论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ꎬ«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ꎮ
邱建国:«山东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ꎬ«中国体育科技»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李慧玲、吴晓阳:«构建残疾人健身服务体系的研究»ꎬ«嘉兴学院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史明娜:«四川省全民健身“第二期工程”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西南大学ꎬ２００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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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系问题破解方案的详细分析ꎬ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垫高了台阶ꎮ
三类是发展性研究ꎬ包含“对于全民健身服务有关的进展形式的探究、相对应的方法探究还

有社会进展的相关探究”①ꎮ 杨春榕在«现状与出路———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探析»一文

中着重对居家养老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ꎮ 黄元汛、王忠信通过对出台的地方性全民健身法规的

评析ꎬ探究了有关全民健身规范的实质、存在问题、因由及改进的措施等ꎮ②这些研究为我们拓展

了研究的视野、方法和路径ꎮ
基于全民健身与养老服务品牌的这些研究成果ꎬ从其具体的研究方法来看ꎬ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一是运用逻辑分析法对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ꎬ进而探讨老年健

身的体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管理学基础ꎻ二是运用文献资料、调研等研究方法对国外基于全

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的现状进行研究ꎬ梳理其中的成功经验ꎻ三是运用问卷调查法ꎬ对目前全

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进行全面系统调研ꎻ四是运用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影响养老服务品牌

的原因进行归因分析ꎻ五是运用管理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知识ꎬ结合专家咨询ꎬ从物质、精
神、制度和教育层面对本课题进行综合性研究ꎬ构建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ꎮ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ꎬ仅许松青、沈纲的«老龄化背景下体育健身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分

析»③一文ꎬ提到体育健身养老相对机构养老、互助养老等其他养老模式极具可行性ꎬ是养老模式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其他相关研究资料较少ꎮ
通过以上的梳理ꎬ我们可以发现ꎬ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把全民健身融入到悠久的传统文化和

西方现代文化之中ꎬ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养老服务品牌ꎮ 由此说来ꎬ基于全民健身上的养老服务品

牌的研究ꎬ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ꎮ 实际上ꎬ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是我国体育

产业和养老服务发展的新方向ꎬ也是学术界研究的新方向和着力点ꎬ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

牌的研究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ꎬ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ꎮ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廓清基于

全民健身基础上的养老服务品牌的建构ꎬ在全面掌握我国全民健身和养老服务现状的基础上ꎬ提
出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ꎬ同时对比其他养老模式分析其发展优势ꎬ基于全

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建设在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ꎬ分析各方面的不利因素ꎬ并提出相应的可行

性路径和方法ꎮ

二

我国老年人口快速增多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ꎬ我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１.８ 亿ꎬ
并且每年呈现出逐渐增加趋势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老龄办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ꎬ我国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步入老龄化ꎮ 按照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进行度

量ꎬ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７％和 １０:１ꎬ进入老龄社会ꎻ约在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１４％和 ５:１ꎬ进入深度老龄

社会ꎻ约在 ２０４０ 年达到 ２１％和 ２:１ꎬ进入超级老龄社会ꎬ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ꎬ养老形势异

常严峻ꎮ④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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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娜:«四川省全民健身“第二期工程”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西南大学ꎬ２００９ 年ꎮ
黄元汛、王忠信:«全民健身法规研究»ꎬ«中国体育科技»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许松青、沈纲:«老龄化背景下体育健身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分析»ꎬ«东方企业文化»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２ 期ꎮ
据民政部印发的«２０１３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ꎬ“截止 ２０１３ 年底ꎬ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两亿人ꎬ约占

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祝向军、董琳«论保险公司和养老服务业的合作与发展»ꎬ«上海保险»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其中ꎬ大于 ６５
岁的人口为 １.３ 亿人左右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ꎬ较 ２０１０ 年大于 ６０ 岁的人口比例有显著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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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ꎬ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开展老年健身运动ꎬ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５ 年«全民健身计划»意见

稿具体内容中第七条提出:全面发展老年人体育ꎬ不断创新适合老年人身体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

和方法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上指出: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保证ꎬ人民的身体健康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大内容ꎬ是每一个人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根基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

务工程建设的通知»ꎬ提出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三大目标ꎮ”②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４６ 号文件)ꎬ第一次把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ꎮ 老年人的健身行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晚年生活、丰富的健身活动以及

有针对性的健身指标ꎬ这对老年健身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ꎮ 正是基于这一要求ꎬ如何最大

限度地开展老年健身活动ꎬ切实做到“老有所养ꎬ老有所为ꎬ老有所医ꎬ老有所乐”ꎬ便成为全社会

面临的重大问题ꎮ 实际上ꎬ“社区体育活动不仅对老年人具有重要的生理心理意义ꎬ而且还具有

重要的社会效益”③ꎮ 这样的理念ꎬ已经转化为社会的共同理念ꎮ
然而ꎬ值得我们关注的是ꎬ全民健身的理念与社会现实依然存在严重的矛盾ꎬ如健身场所严

重不足ꎮ 人口老龄化时间短、速度快ꎬ对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建设增加了不少难度ꎮ 有限的资

源和日益增加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ꎬ导致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足ꎮ 体育场地设

施是群众开展健身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正式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

果表明ꎬ到 ２０１３ 年底ꎬ全国共有体育场地接近 １７０ 万个ꎬ用地面积约为 ４０ 亿平方米ꎬ建筑面积接

近 ２.６ 亿平方米ꎬ场地面积约为 ２０ 亿平方米ꎮ 对比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ꎬ将超出一倍ꎮ
１９９６ 年的调查显示ꎬ在我国全部的体育场馆中ꎬ有 ２７.５％主要用于学校体育ꎬ２１.３％主要用于运

动训练ꎬ２１.２％主要用于运动竞赛ꎬ２０.１％主要用于体育培训ꎮ④ 这就是说ꎬ体育场地大多属于学

校或体育训练机构ꎬ使得本来极其稀缺的社会资源被闲置ꎬ其社会效能自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

挥ꎮ 实际上ꎬ属于学校或体育训练机构的体育场所即便向社会全面开放ꎬ依然无法满足全民健身

的需求ꎮ
固然ꎬ体育社会组织数量不足和健身场地闲置ꎬ制约了全民健身计划的有效开展ꎬ但是ꎬ人们

既有的文化理念又制约了全民健身和社会养老的有序高效地展开ꎮ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ꎬ人们

把养老视为家庭的个人化行为ꎬ而没有看到ꎬ养老还是国家的社会化行为ꎮ 值得借鉴的是ꎬ国外

发达国家已经探索了诸多切实有效的方法ꎬ如强化民间组织的作用ꎬ突出志愿者在社会养老体系

中的作用ꎮ 根据中国社科院 ２０１２ 年民间组织蓝皮书公布的有关数据ꎬ我国正式登记的体育类社

会组织共 ２１１５４ 个ꎬ每 ６４２８８ 人拥有 １ 个ꎬ每万人仅拥有约为 ０.３ 个左右ꎮ 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

身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体育大学全民健身研究中心主任裴立新ꎬ长年跟踪研究我国的体育社会

组织ꎮ 裴立新说:“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基层社区体育俱乐部大约有将近 ５００００ 个ꎬ会员五百余万

人ꎬ占总人口的 ０.４％”ꎬ然而在“丹麦的比例却是 ４３％ꎬ芬兰 ４１％ꎬ德国是 ３０％”ꎮ 他还进一步补

充道:“一个政府重视、民间组织体系发达、志愿者人数众多的国家ꎬ全民健身就会进展得很好ꎮ”

１５

①
②

③
④

特邀评论员:«以全民健康促进全面小康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ꎬ«人口与计划生育»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健康养老设三大目标ꎬ２０２０ 年人均体育场面积达 １.８ 平方米以上»ꎬ唐禹体育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ｃｏｍ.
孙支顺:«沈阳市老年人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沈阳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１ 年ꎮ
曹萍:«山东省全民健身路径建设与使用状况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曲阜师范大学ꎬ２００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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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ꎬ社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基层社区体育的重视不够ꎬ对民间组织体系的关注不够ꎬ
对志愿者的组织和管理不够ꎬ便使得本来极其脆弱的全民健身及养老等问题愈发凸显ꎮ

目前ꎬ我国的经济水平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面临巨大的压力ꎮ 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也是在经

济发展并不能满足其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ꎬ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养老压力的矛盾逐渐呈现ꎮ 与此

同时ꎬ在社会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养老功能降低以及投资不足的状况下ꎬ养老体系经济

压力尤为突出ꎮ 因此ꎬ只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ꎬ才能使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逐渐趋于完善ꎬ有效地

缓解养老所带来的压力ꎮ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ꎬ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ꎬ中青年群体往往要面对

来自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ꎮ 这两大压力不断阻碍着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ꎬ使中青年子女无力应

对家庭养老ꎮ 由于年龄的差异ꎬ父母与子女的观念不同所引发的家庭养老危机问题也日渐突出ꎮ
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建设还处于开始阶段ꎬ基本制度以及有关的法律尚不健全ꎬ体系建设问题较

大ꎬ并且存在许多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制约因素ꎬ社会养老体系的矛盾问题也逐渐增多ꎬ养老问

题的可持续性成为重大问题ꎮ 为了满足社会对养老日益增多的需求ꎬ有必要加速完善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的建设ꎮ
全民健身硬件建设的不足与传统养老观念的滞后ꎬ严重地制约了社会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ꎮ

当然ꎬ«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对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有一些原则性的说

明ꎬ与养老服务产业有关系的行业、相联系的部门也很多ꎬ但从政府层面来看ꎬ能够统一协调的机

构或部门却是很少ꎮ 此外ꎬ“税收、土地等优惠扶持等政策落实不到实处、国家对产业投资的限

制太大、困难繁杂的审批流程等因素ꎬ从侧面打击了一些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的勇气与信心”①ꎮ
这就使得国家对全民健身、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与财力支持ꎬ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ꎮ 所

以ꎬ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推进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发展ꎬ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ꎮ 从

这样的意义上说ꎬ基于全民健身的的养老服务品牌建设便显得尤为迫切ꎮ
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模式如果要走品牌发展的路径ꎬ必须首先对其优势进行分析ꎮ 这

种模式融合了健康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体系、体育全民健身设施建设ꎬ为现有的以社区居家为主

体的养老模式注入了活力ꎮ 体育健身以及养老都是将社区作为平台ꎬ并且在社区内营造各种服

务氛围ꎬ使得体育健身与养老服务相互统一、有机结合ꎬ也为全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全民健身虽已取得一定成效ꎬ但是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品牌的建设仍然比较缓慢ꎮ 从外部

环境状况来看ꎬ全民健身的经济投入与竞技体育相差甚远ꎬ全民健身路径和场地设施的普及状况

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上也是差得太多ꎮ 因此ꎬ全民健身在其发展道路上面临巨大的经济缺乏

问题ꎮ 在“金牌第一”的主导思想下ꎬ不管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各地市体育局ꎬ财政投入的倾斜

依旧是竞技体育ꎮ
将健身养老品牌作为我国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ꎬ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全民健身

的内涵ꎬ促进老年健身服务体系发展ꎬ也能提升老年人体育健身的科学水平ꎬ增强老年人的健康

观念ꎬ引领老年人轻松愉快地参加体育活动ꎮ 当然ꎬ老年人体育健身需求受诸多因素影响ꎮ 性

别、家庭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个人喜好和观念、体育健身价值认同度、体育健身满意度等因素ꎬ都
会影响老年人体育健身需求ꎮ 同时ꎬ社会形成的体育健身氛围ꎬ如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ꎬ也
是老年人体育健身需求的推动力之一ꎮ 我国正处于社会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ꎬ人们对

物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放缓ꎬ而对服务性消费品ꎬ特别是对提高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等方

２５
①张乃仁:«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ꎬ«中州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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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要求逐渐增加ꎮ 体育健身从本质上讲ꎬ属于满足人们享受性和发展性需要的消费市场ꎬ是能

给人们带来健康、欢愉、享受的消费的ꎮ 但是ꎬ受制于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以及体育健身价值观的

影响ꎬ健身养老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ꎬ老年人体育养生的现状仍存在许多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ꎮ
无可讳认的是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人的身体机能水平会逐渐下降ꎬ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

经常参加健身活动ꎬ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生理机能水平的退化速率ꎬ提升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和身体

素质ꎮ 实践证明ꎬ健身运动对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心肺能力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ꎮ 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能够让老年人保持更好的身体形态ꎬ心肺功能也在新陈代谢中得到促进ꎬ心脑血管疾病发

生的几率大大降低ꎻ而体型偏胖老年人ꎬ由于平时缺少体育运动ꎬ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则会比

普通人高出很多ꎬ其寿命也相对较短ꎮ 与此同时ꎬ参加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在生理和心

理上的需求ꎬ也能够使一些心理上渐渐脱离社会的老年人更好地通过体育锻炼的圈子增进同龄

人之间的联系ꎬ从而更好地增加自己心理上的社会存在感ꎮ 经常一起参加体育锻炼ꎬ可以使老年

人不仅能够锻炼身体ꎬ还能满足自己对接触社会的需要ꎬ从而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以及增加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ꎮ 然而ꎬ要提升老年人的机能和身体素质ꎬ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存在感ꎬ没
有相应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ꎬ其结果往往会南辕北辙ꎮ

三

全民健身既然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ꎬ那么ꎬ我们除了提倡老年人多运

动、科学运动之外ꎬ还需要建构一种养老服务的体系ꎬ使得养老服务品牌得到应有的提升ꎮ 具体

来说ꎬ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利用现有体育设施ꎬ进一步完善现有养老服务体系ꎬ逐渐形成养老服务品牌ꎮ 体育健身

服务系统的加入ꎬ将使我国现实社会原有的养老体系更加充实、完善ꎬ全民健身养老服务更能顺

应社会发展的趋势ꎬ满足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ꎮ 体育健身和养老服务的平台是社区ꎬ老年人体育

健身多集中在社区公共场所ꎬ因此社区修建健身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ꎬ这就会使老年人的平常生

活与健身活动有机结合起来ꎬ甚至融为一体ꎬ合二为一ꎮ 同时ꎬ在承担全民健身服务责任方面ꎬ学
校体育馆也可成为充分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ꎮ “早在 １９９９ 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假期公休日学

校体育馆向社会开放的通知»中便明确规定ꎬ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可以选择性地向附近社会居

民开放ꎮ”①体育场馆的数量的规模固然可以极大地满足老年人健身的需求ꎬ但远离老年人生活

区的场馆往往远水不解近渴ꎮ 因此ꎬ健身路径建设便尤为迫切ꎮ 目前ꎬ健身路径数量建设不均

衡ꎬ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ꎬ使全民健身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ꎬ坚持下去ꎮ 在社区里营造多种与之

相关的服务资源ꎬ将体育健身与养老服务混合成一体ꎬ这在理论上具有很高的包容性和可行性ꎬ
还可以为全社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ꎬ促成代际文化的传承ꎮ 对此ꎬ有学者认为:“在产业汇集部

分ꎬ跟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ꎬ许多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了提高自己在本地区与其他品牌的

竞争力从而运用适应周围环境的方法ꎬ从而就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健身的产业纽带ꎬ它是以京津地

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为中心的休闲产业ꎮ” ② 显然ꎬ休闲产业正是基于全民健身的服

务性产业ꎬ其对养老服务品牌的建设功不可没ꎮ

３５

①
②

范晓婷、张茂聪:«服务功能视角下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研究»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马德浩、季浏:«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提升我国国民体育健身投资的意义与策略研究»ꎬ«体育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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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推进体育产业发展ꎬ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ꎬ促成养老服务品牌的自我更

新ꎮ 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于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提升来说ꎬ是一个极大的挑战ꎮ 随着年龄的日益

增加ꎬ人体的各种生理机能水平逐渐减弱ꎬ随之进入易患疾病的时期ꎬ与此同时需要承担的医疗

费用也会加大ꎬ由此就会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担ꎮ 这种压力对于社会医疗保障来说不仅仅

是一项巨大支出ꎬ因疾病所带来的后遗症也会带来巨大的负担ꎮ 因此ꎬ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相互矛

盾就会阻碍社会基本养老制度的发展ꎮ 老年人经常进行体育活动不但能够减少因身体疾病等原

因产生的社会压力ꎬ而且也能够推进体育事业发展ꎬ从而促使老年健身等有关产业更好地发展ꎬ
最终加快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ꎮ 实际上ꎬ“在我国ꎬ与体育健身休闲事业有关的从业人数以

及增加值都在迅速发展ꎮ 如 ２００７ 年我国从事体育健身休闲事业的人约为 １２ 万人ꎬ实现增加值

４７ 亿元ꎻ２００７ 年约为 １４ 万人ꎬ实现增加值 ５９ 亿元ꎻ２００８ 年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为 １４.９
万人ꎬ实现增加值 ７５ 亿元”①ꎮ 这就说明ꎬ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ꎬ经济发展又与养老服

务品牌建设关系密切ꎮ 至于养老服务品牌形成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如医疗费用开支的减少)ꎬ
其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ꎮ

三是通过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ꎬ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ꎬ促成养老服务品牌的良性发

展ꎮ 增进老年人身心和谐发展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前提ꎮ 退休之后ꎬ老年人的活动区

域由社会范围逐渐缩小到家族、社区范围ꎮ 而且随着我国大部分城市空巢老人数量的逐渐增加ꎬ
老年人需要通过一些积极的方式去更好地排解由孤独所带来的消极情绪ꎬ而坚持体育锻炼就是

老年人应对闲暇生活的主要方式ꎮ 我国应针对老年人的一系列特征ꎬ建立和发展一些有关老年

人的体育健身服务行业ꎬ经常组织老年人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活动ꎬ这不但能使老人的体质增

强ꎬ也能够给老人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彼此交流的空间ꎮ 老年人通过进行一系列健身运动ꎬ进行各

式各样、丰富多变的文化交流ꎬ可以延缓老年人由于孤独或空虚所带来的各种消极情绪ꎮ 因此ꎬ
老年健身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ꎬ使其保持良好心态ꎬ促进其身心协调发

展ꎬ最终能够保证其生活质量的综合提升ꎮ 自然ꎬ这也将极大地催生一大批养老服务品牌ꎬ促成

养老服务品牌的良性发展ꎮ
既然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ꎬ那么ꎬ我们如何切实推进基于全民

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的发展呢? 具体来说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健康服务、养老服务、体育服务的深度融合ꎮ 要建立以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为主

导、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辅助ꎬ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非公立医疗机构和谐发展的健康服务体系ꎻ建
立以居家为基本、社区为依靠、机构为支持的ꎬ功能全面、规模适中、涵盖整个城乡的养老服务体

系ꎻ建立布局合理、广泛覆盖的体育健身设施体系ꎮ 产业链复杂ꎬ上下游波动较大ꎬ这就要求养老

产业的重点应该放在关注医疗保健、医疗护理、家政服务、娱乐休闲、日常消费和信息平台等方

面ꎮ 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下ꎬ养老产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ꎮ②

二是政府大力支持ꎬ同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ꎮ 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的发展ꎬ首先要

考虑社会资本问题ꎮ 在一些政府扶持的资源丰富的区域ꎬ要大力支持社会资本通过独资、合资、
参股、联营、租赁等方法ꎬ采用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ꎮ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

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表示ꎬ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ꎬ发

４５

①
②

马德浩、季浏:«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提升我国国民体育健身投资的意义与策略研究»ꎬ«体育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股长:«发改委加快推进健康养老服务工程 １０ 股有望受益»ꎬ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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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养老服务业要“培育一批知名品牌”ꎬ实施品牌战略ꎬ还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ꎬ并且形成一个大

领域的产业群ꎮ 目前ꎬ虽然我国养老服务业的进展状况相对不错ꎬ但仍然有许多障碍ꎬ比如相关

的产业集群尚未成为一个整体ꎮ
三是加强人才培养、流动ꎬ规范执业行为ꎮ 高校应增加与老年人养老保健有关的专业课ꎬ加

强对此专业的后备人才培养ꎬ建设与老年人有关的医疗机构等ꎮ 其他高等院校也要快速构建老

年文化、老年心理、老年体育等相关专业学科ꎬ为占中国总人口五分之一的老年群体提供专业服

务ꎮ “提高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程度是基础工作ꎬ要动员更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

训机构设置相关专业或者培训项目ꎬ培养养老机构中的医生、护士、营养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
社会工作师等专业人才ꎮ”①

四是提供老年人再教育计划ꎬ以老养老ꎮ 我国老年人口具有低龄老人(６０－６９ 岁)居多、平
均带病期较平均、健康期长等特点ꎬ应当组织低龄老人学习体育知识、健康知识等ꎬ建立健全一整

套老年人教育培训计划ꎬ使他们既能自己受益ꎬ又能成为指导他人的社会志愿者ꎮ 也就是说ꎬ
“以老养老”模式是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根本上ꎬ建立生理养生、心理养生、哲理养生三者统一的

老年养生体系ꎬ从老人的生理、心理、精神层面的需求中发现开掘出老年人的生命活力ꎬ并且通过

互联网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养老事业ꎬ让各界人士都来参与养老事业ꎬ建造一个新的模式ꎬ有利于

社会其他养老资源的聚集ꎬ实现全民关注、全社会努力的养老工作局面ꎮ
总的来说ꎬ发展老年健身服务仍然需要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继续研究ꎬ而基于全民健身的养

老服务品牌研究仍然任重道远ꎮ 借鉴国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经验ꎬ应重视多元化的服务主体ꎬ
广泛开拓资金来源ꎬ重视政府的主导地位ꎬ促成服务队伍专业化、养老服务设施完善化、服务内容

多样化ꎮ 同时ꎬ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未老先衰”的老龄化特点ꎬ要积极探

索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老年健身服务养老体系ꎬ逐渐提高老年人身体素质ꎬ增进身体健康ꎬ减少

疾病的发生ꎬ满足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需求ꎬ最终以品牌的影响力来推动我国整个养老体

系的提升ꎬ建立和完善“老有所养ꎬ老有所依”的养老服务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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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创业教育长效机制构建
∗①

赵　 健
( 武汉大学 创业学院ꎬ湖北 武汉ꎬ４３００７２ )

　 　 摘要: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效果呈现需要很长的周期ꎬ大学生创业教育需要兼顾学生在校和学生毕业后两

个时间段ꎮ 创业意识的培养和创业知识的学习都需要很长的时间ꎬ在大学里需要利用课堂、竞赛、社团活动和创

业实践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创业教育ꎬ目标是提升全体学生的创业意识ꎮ 学校教育与社会上企业孵化对接的机

制在创业教育中处于关键位置ꎮ 创业导师要在大学阶段和大学后的创业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深度参与ꎬ确保创业

教育在学生中的影响力ꎮ 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的深度结合也能极大提升创业教育的社会效益ꎮ
关键词:　 大学生ꎻ创业教育ꎻ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５７－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２
作者简介:赵健(１９７７—　 )ꎬ男ꎬ山东临沂人ꎬ武汉大学创业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资助项目“大学生创业教育长效机制研究”(２０１５ＳＺ０１３)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美]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ꎬ何畏等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０ 年ꎮ
③新华网ꎬ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２０１７－０１ / １８ / ｃ＿１２９４５２６３０.ｈｔｍ.
④人民网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ｈｔｔｐ: / / ｄ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１２０９ / ｃ１１７０９２－２８９３６９６２.ｈｔｍｌ.

　 　 创业是通过必要的条件准备和发现商机ꎬ以设立新企业的形式调配资源ꎬ通过技术创新或商

业模式创新ꎬ向社会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ꎬ以实现创业者个人价值、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

的过程ꎮ 最先提出“创新”概念的熊彼得认为:创业精神是一股“创造性的破坏”力量ꎬ创业者采

用的“新组合”使旧产业遭到淘汰ꎬ原有的经营方式被新的、更好的方式所摧毁ꎮ②习近平总书记

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ꎮ 与以往

历次工业革命相比ꎬ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ꎮ 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

路ꎮ”③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制定“互联网＋”战略ꎮ
“互联网＋”的提出ꎬ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创新、创业”时代到来ꎮ 青年大学生是这个时代

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ꎮ 高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主要阵地ꎮ 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

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ꎮ”④在高校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ꎬ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ꎮ
目前ꎬ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但我国的大学生创业

教育还是以课程教育为主ꎻ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创业资源也非常有限ꎻ大学生创业园只有少数学生

在进行创业实践ꎬ而且创业大赛的很多项目并没有真正投入实践ꎮ 另外ꎬ大部分高校和学者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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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在“少数人”中的创业活动ꎬ而不是面向多数人的创业教育与实践ꎮ
相对于传统的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ꎬ创业教育的周期长ꎬ创业教育的效果往往要在学生毕

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后才能呈现出来ꎬ所以创业教育需要构建长效机制ꎬ以确保创业教育的

效果和目标ꎮ

一、创业意识的培养和创业知识的学习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关于创业教育的目标ꎬ教育界从来都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培养创业者为目标ꎬ核心是

创业能力的提升①ꎬ教育的具体内容是创业方法和技巧ꎬ强调立竿见影的效果ꎬ要求接受教育的

学生立刻投身创业实践当中ꎻ另一种意见是以普遍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为目标ꎬ教育的主要内容

是对学生进行创业精神的激励ꎬ期待学生将创业意识融入其他职业生活中ꎬ并且指出“在读书期

间进行实质性的创业毕竟是少数人ꎬ通过创业教育更主要的是使大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ꎬ积累一

定的创业实践经验ꎬ为将来创业作准备”ꎮ② 综合来看ꎬ这两种意见都有其可取之处ꎬ创业教育应

该有机地包含这二者ꎬ在不同层次的高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应各有其侧重点ꎮ
从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的道路选择来看ꎬ创业是一种职业选择ꎮ 宏观来看ꎬ将创业作为职业

路径的学生毕竟是少数ꎮ 绝大多数本专科毕业生的选择还是升学或者到成熟的社会经济组织中

就业ꎬ其中直接就业的还是占了最大比例ꎮ 创业作为一种职业形式ꎬ其特点非常鲜明:一是高收

益与高风险并存ꎬ一旦创业成功无论经济收益还是社会地位都会迅速提升ꎬ但创业不成功也会带

来巨大的风险ꎻ二是创业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行业、地域有不同的表

现ꎬ无例可循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感觉创业带有很大的神秘色彩ꎻ三是创业需要大量的经济资

源、社会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投入ꎬ有较高的准入门槛ꎮ 既然创业作为一种职业形式与其他职业具

有如此大的不同ꎬ学生在选择时的慎重与保守应该得到理解与尊重ꎮ 所以ꎬ有必要在创业教育中

通过技巧与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克服神秘感和恐惧感ꎬ学会管理机遇与风险ꎬ争取最大化的职业收

益ꎮ 有研究证明ꎬ“听过创业讲座的大学生的创业动机显著强于未曾上过创业课程也没有听过

创业讲座的大学生ꎻ上过创业课程的大学生的创业要素认知显著强于未曾上过创业课程也没有

听过创业讲座的大学生”③ꎮ
创业意识是一种思想储备ꎮ 拥有了创业意识的人即使在普通职业中也不会被暂时的困难吓

倒ꎬ也会有很高远的职业目标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ꎬ正是得益于全民创业

意识的提升ꎮ 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ꎬ一是要开设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培养的课堂ꎬ通过课堂讲

授系统ꎬ提升大学生对于创业的认知ꎻ二是要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实践基地ꎬ让学

生亲身参与和体验ꎬ“百闻不如一见”ꎬ面对汹涌的创业浪潮ꎬ学生将被激发其创业的欲望ꎻ三是

引导学生参与协同创新的大工程、大项目的实践ꎬ让学生自主生成创业意识ꎮ 在创业意识的培养

中有必要发挥成功者的榜样作用、提升示范效应ꎬ让大学生在模仿中感受到创业意识的精神力

量ꎮ 同时国家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ꎬ为高校大学生创业

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创业能力是知识储备ꎮ 首先ꎬ对创业的概念与意义进行直接分析ꎻ第二ꎬ详细解读社会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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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的素质要求ꎬ指导学生进行自我分析和训练ꎬ了解自己是否适合直接创业ꎻ第三ꎬ分析现实的

宏观创业环境ꎬ指导学生掌握分析微观创业环境的技巧ꎻ第四ꎬ帮助学生识别与评估创业商业机

会ꎬ教授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规范ꎻ最后ꎬ介绍融资途径与技巧ꎬ对创业产生理性认识ꎮ 然后ꎬ通过

讨论、参观、比赛等实践环节对创业有感性的认识ꎬ实现如下目标:了解创业的基本知识ꎬ培养创

业意识与创业精神ꎬ洞悉提高创业素质与能力的路径ꎮ
只有同时具备了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ꎬ同时由符合创业者心理特质的人才会选择创业作为

自己的职业路径ꎬ三者缺一不可ꎮ 不可否认ꎬ心理特质是先天具备的ꎬ而意识的培养和知识的学

习都需要长期的过程ꎮ

二、创业教育长效机制的两个时间跨度———在校教育与毕业后的资源支持

创业教育的长效不但体现在在校期间ꎬ而且要延续到学生毕业以后ꎮ 这是由创业行为本身

特点所决定的ꎮ 创业的周期往往很长ꎬ例如创业效率最高的互联网行业ꎬ其初创企业存活的关键

时期就有三年之久ꎬ传统行业的创业周期可能会更长ꎮ 所以ꎬ学生毕业后通过校友工作和导师的

持续指导维持学校对创业学生和团队的支持非常有必要ꎮ
在校期间ꎬ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是一种训练ꎮ 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最大的优势是时间ꎬ他们

处于“职业生涯前”的人生阶段ꎬ能够容忍和承受创业失败带来的履历和心理的冲击ꎮ 所以ꎬ即
便是在大学期间发起或者参与了创业项目并且失败了ꎬ对大学生而言ꎬ所得也大于所失ꎬ其经验

的收益是巨大的ꎮ 初创企业的失败率往往超过百分之九十ꎬ与其让这种失败在真实职场中上演ꎬ
不如将其提前到读书期间引爆ꎬ学生可以学会如何面对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容忍在校期间的

创业失败将有利于扩大创业教育的覆盖面ꎬ把创业教育从“小众化”教育变为“大众化”普及

教育ꎮ
毕业后的创业需要与学校教育资源的继续对接ꎮ 这一阶段的创业就不再是“训练”和模拟

了ꎬ而是真实的职业生活ꎮ 这一阶段的创业团队和创业者处于社会资源最少、生存能力最差、承
受能力最为脆弱的阶段ꎬ需要获得持续的专业指导和社会支持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ꎮ 微软起家

于车库ꎬ但他们毕竟有一个免费车库可以使用ꎮ 所以ꎬ学校有必要凝聚社会资源为刚刚起步的创

业者提供比社会上一般孵化器更为优厚的条件ꎬ孵化本校初创企业ꎮ 其内容包括:吸引成功校友

作为投资人提供天使资金ꎬ为创业团队提供半年至一年的免费场地ꎬ为创业团队配备导师、提供

创业融资路演、开展创业者培训、构建“创业者联盟”等交流平台ꎬ协助召开新产品发布会ꎬ等等ꎮ
学校基于对学生的理解ꎬ所提供的“精准服务”是社会上的商业孵化器所无法比拟的ꎬ对初创期

的创业者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ꎬ能够极大地帮助他们规避创业风险ꎬ提高成功几率ꎮ

三、创业教育中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

创业教育是全方位育人ꎬ重点在实践环节ꎬ因此以课堂为主体ꎬ以社团、创业团队、创业竞赛

为实践补充的大学生创业教育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ꎮ 在当今时代ꎬ一种覆盖面广ꎬ形式多样ꎬ
系统化和层次化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已经初具雏形ꎮ 以课堂—社团—创业团队—竞赛为代表的教

育模块在整个体系中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形成体系的课堂教育是创业教育长效机制的基础ꎮ 我国高校最早开设创业课程的是清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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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ꎮ １９９８ 年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率先为 ＭＢＡ 学生开设了“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的课程ꎮ①

课堂教学的历史有几百年之久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规范和组织形式ꎮ 典型结构是一对多ꎬ从经济

的角度看ꎬ无疑是一种成本极低的活动形式ꎮ 课堂是老师讲、学生听的场所ꎬ虽然也有一些新的

组织形式和结构在其中ꎬ但老师唱主角的基本形式是不变的ꎮ 课堂是教学的主要场所ꎬ也是教育

者最为熟悉和得心应手的环境ꎮ 课堂教育的第一个特点是一对多ꎬ这个特点决定了课堂效率相

对其他形式的教育要高得多ꎮ 课堂教育的第二个特点是信息的单向流动ꎬ保证了教育效果的可

控性ꎮ 课堂教育的第三个特点是空间封闭、时间固定ꎮ 相对于人类的随意性较强的社会活动ꎬ这
种固定时间、固定场所的行为是“正式”行为ꎮ 有很多教室还为学生设定了固定座位ꎮ 这些对于

学生行为的约束并不是硬约束ꎬ而是基于学生对于自身身份认可的一种约定俗成ꎮ 这些约束保

证了国家—教师—学生信息传导的单向和可控ꎮ 课堂是普遍的教育形式ꎬ不关注具体每个学生

的特殊需求ꎮ 课堂的组织原则依据的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普遍特点ꎬ即学生的共性ꎮ 课堂中所应

用的案例也都是基于一般问题所选用ꎬ能够代表大部分学生的情况ꎬ但总有一些难以照顾到的

个体ꎮ
目前ꎬ创业教育的课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识教育的层次ꎮ 很多学校把创业教育作

为通识教育ꎬ面向全部的学生以选修课、公共课的形式开设部分课程ꎮ 武汉大学开设有 ３４ 门创

新创业通识课程、１３ 个实训项目ꎮ «民间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博技术与产品创新»«创新思维

与方法»３ 门不仅有课堂讲授ꎬ还有工作坊实物操练ꎮ② 第二个层次是立体化课程体系ꎬ既包含横

向和面上的通识课程ꎬ也包含渗透到专业的创新创业类课程ꎮ 黑龙江大学围绕专业实践核心课

程体系ꎬ开设创业管理“三个一”创新创业必修课程ꎮ 此类课程采取分专业、互动式教学ꎬ既引导

学生了解学科专业学术前沿及热点问题ꎬ又指导学生的创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流程ꎬ掌
握创业计划书撰写技巧ꎮ③ 第三个层次就是以创业实验班为核心构建的专业化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ꎮ 清华大学对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ꎬ打破院系间的壁垒ꎬ进行跨学科的专业选修ꎬ并设计了专

业学位课程ꎬ包括:互联网金融创业本科生辅修专业、技术创新创业本科生辅修课程以及 ＴＳＢＩ 交
叉创新研究生学位课程ꎮ④ 与前两者的非强制教育相比ꎬ这一个层次的课程体系要求所有参与

的学生必须完成全部课程ꎬ最后将获得创业教育的辅修证书或学历ꎮ
以竞赛为载体的创业实践是创业教育的动力ꎮ 既然无法以在校生创业成功作为创业教育的

成果检验标志和创业教育的动力来源ꎬ那么就应该寻找大学生普遍能够接受的载体和教育形式

作为创业教育实践环节的动力ꎮ “竞赛”是大学生非常熟悉的一种实践形式ꎮ 以创业计划书、商
业方案、创业构思等为内容的竞赛并不涉及真实的创业风险和投资ꎬ但可以比较客观地检验学生

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ꎮ 所以ꎬ国家举办了一系列比赛以促进大学生创业教育ꎬ例如教育部主办

的“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ꎬ团中央举办的“创青春”创业大赛等ꎮ 这些比赛推动了学校一系列

初赛、复赛的组织ꎬ推动了以创业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团活动ꎬ在大学生当中营造了创新创业的

氛围ꎮ 而且由于竞赛获奖会和评优评先、推免研究生等政策挂钩ꎬ所以大学生参加创业类竞赛的

热情与日俱增ꎮ
以企业孵化为目标的创业辅导是创业教育的内核ꎮ 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总有一部分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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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满足于“模拟”和“竞赛”ꎬ他们准备进行真实的创业活动以证明自身的价值ꎮ 这一部分学生的

数量虽然并不多ꎬ但他们是创业教育的“内核”ꎬ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

和外围活动有了真实感和可信的价值ꎮ 对这一部分学生的教育ꎬ就要更加认真地对待ꎮ 其重点

是协助他们组建创业团队ꎬ帮助他们寻找和分析商业机会ꎬ协助他们申请知识产权保护ꎬ修改他

们的创业计划书ꎬ帮助他们申请营业执照ꎮ 总之ꎬ要让他们的创业实践更加真实ꎬ体验更加有效ꎮ
创业意识的普遍提升是创业教育的宏观目标ꎮ 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

要ꎮ① 培养技能在短期内就能让学生有很大的收获ꎬ但灌输思想和让学生在精神层面有很大的

改观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ꎮ 有学者认为ꎬ“创业意识是指推动创业者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心

理倾向ꎬ是关于创业实践活动的价值观” ②ꎮ 也有学者将创业意识详细地解读为“创业实践活动

中对大学生创业者起动力作用的个性意识倾向ꎬ它包括创业的需要、 动机、 兴趣、 理想、 信念等

要素”③ꎮ 创业意识的提升重点在于激发动机和培养兴趣ꎮ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如下两个维度

的支持:一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ꎬ系统性指各个教育模块恰到好处的配合ꎬ针对

性指与学生专业教育相适应ꎬ让学生很好的接受ꎻ二是学生参与的广泛性ꎬ包括课程的覆盖面要

广ꎬ争取覆盖到全体学生ꎬ竞赛的参与面要广ꎬ要调动起学生的普遍积极性ꎬ创业教育的知识体系

内容要广ꎬ要有很大的信息含量ꎮ 所以ꎬ李克强总理要求各高校“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探索ꎬ把创

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ꎬ切实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④ꎮ

四、创业教育中创业导师的参与机制

如果把创业行为比喻成一架飞机ꎬ机头和飞行员无疑是创业团队本身ꎬ而飞机的两翼分别是

创业资金和核心产品ꎬ尾翼必定是创业导师ꎮ 创业导师起到了稳定创业团队ꎬ指引创业方向、提
供创业咨询的重要作用ꎮ 国家“鼓励高校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等各行各业优秀人才ꎬ担任创

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ꎬ 建立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⑤ꎮ 可见ꎬ创业导师有两个来源:一
个来源是学校里面的热心创业教育的专职教师ꎻ一个是社会上的具有教育情怀的企业界人士ꎮ

创业导师首先是创业竞赛的场外指导ꎮ 在创业类竞赛中ꎬ为了公平ꎬ所有的参赛选手和参赛

团队必须有学生(含毕业几年以内的学生)ꎬ导师只能是竞赛中的“隐身人”ꎬ不能直接下场参与ꎮ
这里的导师必须是一对一的真正的导师ꎬ要求对创业团队、创业产品和创业者所准备投身的行业

有深入了解ꎮ 创业导师必须是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的资深教师ꎬ最好具备创业经历ꎮ 导师的场

外指导有知识传授、方向把握、精神支持等多重作用ꎮ 其中知识传授最为重要ꎬ导师能够手把手

地把诸如团队组建、商机判断、产品设计等知识传授给创业者ꎬ让他们把这些知识内化为自己的

创业计划和行动ꎬ在竞赛中展示出来ꎮ
创业导师必须成为创业团队种子期的投资中介ꎮ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

题必定是资金来源问题ꎮ 初出茅庐的学生必然会把目光投向他们的父母亲人或者自己的老师ꎮ
创业导师用自己的资金介入每一个学生的创业过程显然是不合适的ꎬ也没有必要ꎮ 但如果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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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充当学生“种子资金”来源的中间人ꎬ无疑会增大创业导师在学生心目

中的分量ꎮ 创业导师可以通过组织创业团队路演、担任创业竞赛评委等形式为学生创业团队争

取资金支持ꎮ
创业导师应当成为创业企业逐渐壮大过程中的发展顾问ꎮ 在学生创业团队真正走向正轨、

脱离学校的时刻ꎬ创业导师应该发挥“扶上马ꎬ送一程”的作用ꎬ下场参与ꎮ 这种参与不应仅仅满

足于充当场外指导ꎬ而是应该摆出真心参与创业的姿态ꎬ担任企业的顾问ꎬ拉近与创业团队的距

离ꎬ延长创业教育的时间跨度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让创业教育的长效机制“打通最后一公里”ꎮ 通

过学生之间届届相传的信息管道ꎬ扩大创业教育的可靠性ꎬ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ꎮ
导师参与创业辅导的机制在理论上看可行ꎬ但在实际中还有不少的政策性障碍ꎮ 从社会导

师参与创业指导的角度看ꎬ有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量计算等方面的政策壁垒ꎻ而从学校教师参与

创业指导的角度看ꎬ又存在教师兼职兼薪ꎬ能否合理合法持有创业公司股份等政策壁垒ꎮ 所以ꎬ
导师的深度参与机制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面临诸多难度相对较大的问题需要破解ꎮ 其核心问题

是导师能否在创业教育中和学生共享创业成果和共同分担创业风险ꎬ这是影响导师深度参与积

极性的关键因素ꎮ

五、学校教育与企业孵化相结合的机制

创业教育的实践特色决定了其必须走出校门走出象牙塔ꎮ 除了上文所述的将社会上的企业

家请入学校担任创业导师以外ꎬ创业教育的其他环节也都要有与校园外资源对接的机制ꎮ 在分

工上ꎬ我们可以认为学校教育是从 ０ 到 １ꎬ即从无到有的环节ꎬ而社会上的企业孵化是从 １ 到 Ｎꎬ
即从小到大的环节ꎮ

创业者从无到有的过程包含了创业者的激励、筛选过程、创意从产生到形成产品的过程ꎬ团
队凝聚和稳定下来的组建过程ꎮ 从无到有是最难的事情ꎬ往往没有规律可循ꎮ 从创意到产品的

过程要经历很多次的反复和迭代ꎮ 第一ꎬ在产品出现之前要观察生活生产中存在哪些问题和不

方便ꎻ第二ꎬ分析自身能否组织技术力量和商业模式把这种不方便解决掉ꎻ第三ꎬ看一下有没有人

能够为自己的解决方案付费ꎬ这种付费可以是直接付费也可以是互联网模式下的间接付费ꎬ能否

获利ꎻ第四ꎬ看看自己的服务和方案是否具有产品化的潜力ꎬ能否申请知识产权保护ꎻ第五ꎬ看看

这种方案在市场上有无同类产品ꎬ自己的竞争特色在哪里ꎮ 在产品投入试用阶段后要进行跟踪

观察ꎬ首先要观察这个创意是否能够真正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ꎬ能否切实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ꎬ用户体验如何ꎻ再通过信息搜索的手段寻找和分析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优缺点ꎬ然后进行一

轮改进和迭代ꎮ 创业团队的产生需要磨合和发展ꎬ任何一个创业者都不可能靠自己包打天下ꎬ所
以必须要组成团队ꎬ团队可以是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圈子当中招募ꎬ也可以从各类创业论坛中以

“英雄帖”的形式广泛动员ꎮ 创业团队组建成功以后即面临工作分工、责任分配等问题ꎬ在后续

的发展过程里还会有新成员加入老成员退出的更新问题ꎮ 由于大学生职业身份并没有确定ꎬ所
以大学生创业团队是极不稳定的结构ꎬ磨合成本非常高昂ꎮ

从零到一的过程里ꎬ大学生创业者会忽视或者刻意回避人力资源成本的计算问题ꎬ一旦发现

人力资源成本计入创业项目将资不抵债时就以“公益”项目为包装参加创业竞赛ꎬ这样不影响创

业教育的面上效果ꎮ 但这种模式一旦投入实际市场运作ꎬ答案是显而易见的ꎮ 所以ꎬ创业教育的

从无到有的学校环节必须与市场环节中的企业孵化深度对接ꎮ
创业企业从小到大的过程是基于既有的团队和产品做大做强的过程ꎮ 帮助初创型企业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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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的主要机构是各类的企业孵化器ꎮ 企业孵化器在中国也称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ꎬ它通过

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ꎬ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支持ꎬ进而降低创业者

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ꎬ提高创业成功率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ꎬ培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ꎮ① 这

项工作有很多机构在做ꎬ既有政府参与的ꎬ也有社会机构投资的ꎮ 学校培育的创业团队最终将进

入创业孵化期进行深度孵化ꎬ以成长为正式的商业产业机构ꎮ 孵化器进入高校招募创业团队是

一种对接模式ꎬ学校进行创业团队路演招募孵化器是另外一种模式ꎬ两种模式的结合就成为“双
向选择”的对接模式ꎮ 把孵化器直接建在高校里也是一种最新的潮流ꎬ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可

以作为我们的参考ꎮ ２０１０ 年ꎬ由达顿商学院和巴腾研究院联合设立并开始建设“创新实验室孵

化器”ꎮ 创新实验室孵化器的创办目的就是支持种子期和早期企业的成长发展ꎬ为其提供资金、
师生支持、办公场所、技术知识和无偿法律服务ꎮ② 我国也紧随其后ꎬ现在各高校都建立了自己

的科技园和孵化中心ꎮ
创业教育的反哺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成功的创业者ꎮ 越来越多的高校把收到校友捐

助的多少作为自己教育的重要成果ꎮ 而校友捐助的绝大部分必然来自创业成功的杰出校友ꎮ 四

川大学积极响应“大众创业ꎬ万众创新”的号召ꎬ面向全球校友倡导成立四川大学创新创业公益

基金ꎮ③ 中南民族大学 １９９１ 级校友张飞向母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５０ 万ꎬ设立“中南民族大学

比度克创业英雄汇”项目ꎬ旨在为创业学子搭建平台ꎬ助力中南民大学子圆“创客”梦ꎮ④ 成功的

创业校友本人就是创业教育的榜样ꎬ他们也可以担任创业教育的企业导师ꎬ可以是创业团队的顾

问、天使投资人ꎬ也可以充当创业型企业的天使客户ꎮ 如果创业教育形成一定的规模ꎬ经过一定

时间的积累ꎬ自然会形成一届带一届的传帮带效应ꎬ能够积累起创业启动资金的蓄水池ꎬ更能够

为学校里准备创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可以近距离观摩的产业链ꎮ 如此ꎬ创业教育将形成正反馈和

自我激励机制ꎬ实现良性发展ꎮ

六、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相结合的机制

既然创业教育是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教育形式ꎬ而且接受过创业教育的学生

并不都是把自主创业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ꎬ那么ꎬ如何在学校里发挥创业教育的最大效益就显得

格外重要ꎮ 广义来看ꎬ创业教育其实是就业指导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形态ꎮ 就业指导和职业观教

育在高校里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ꎬ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要求所有高校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必修课

范畴ꎬ各个高校也都有了一定的师资储备ꎮ
创业教育不是选拔教育ꎬ不适合创业的学生不是失败者ꎮ 我们所熟悉的教育形式基本都是

选拔性竞争机制ꎬ合适的学生被选拔出来接受下一个阶段的教育ꎬ其余学生被淘汰ꎮ 这种模式在

“高考”为代表的选拔机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ꎮ 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选拔机

制的影子ꎬ专业教育中保留了“推荐免试研究生”和“直接攻博”等痕迹ꎮ 创业教育也有筛选和寻

找最适合创业学生的机制ꎬ但仅仅是测试学生是否适合创业ꎬ未被选拔出来的学生也同样是优秀

的学生ꎬ只是不适合创业ꎮ 这些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后得到的结论是“我适合做其他职业”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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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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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必须适时介入ꎬ结合专业教育给他们以职业发展和职业规划的辅导ꎮ
创业团队需要各种角色ꎬ创业教育不是“全能”教育ꎮ 遍观古今中外创业成功的人士ꎬ要想

从中找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特质怕是很难ꎬ各种各样的天资和性格的人都有可能利用不同的策略

创业成功ꎮ 同一个团队当中也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人ꎬ他们在各自适合的岗位上创造自己的价

值ꎮ 例如ꎬ毅力特别坚毅果敢的人适合做创业的领导者ꎬ专业素质特别突出的可以做企业的首席

技术官ꎬ特别适合交际的人可以做营销和公关ꎮ 当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教育相结合ꎬ指导学生寻

找到自己的特长从而帮助他们在创业团队中找到合适岗位的时候ꎬ创业团队将更加稳定ꎬ发展更

加健康ꎮ
从就业指导教师中遴选创业教育师资是可行的ꎮ 从 ２００７ 年起ꎬ国家就要求各高校建立就业

指导课程体系和进行师资队伍建设ꎬ至今已有 １０ 年时间ꎬ而创业教育才刚刚起步ꎬ师资严重匮

乏ꎮ 由于创业教育和职业规划教育的天然相似性ꎬ为了迅速建设起创业教育的核心师资团队ꎬ只
能依托现有的就业指导师资体系和师资培养体系建立核心队伍ꎬ以此为核心吸引更多的教师和

社会人士参与ꎮ
理清课堂、社团、竞赛等各种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相互关系及融合模式ꎬ厘清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动力ꎬ构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大学生创业教育范式ꎬ有助于深化高校推进大学生创业工作的

理论研究ꎬ推进高校关于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实务和研究的理论创新ꎮ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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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反思与前瞻
———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纲要∗①

高　 旭
(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ꎬ安徽 淮南ꎬ２３２００１ )

　 　 摘要:　 从西汉武帝时期至今ꎬ«淮南子»研究历经两千年的历史发展ꎬ不论是在文献的整理传播、思想的研

析阐发上ꎬ还是在多维的文化研究上ꎬ都已累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ꎬ亟需现代学者以“淮南子学”新的学术体系

视野ꎬ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总结ꎬ进而构建起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中的“淮南子学史”ꎮ 通过对古今中外“淮南

子学”的通贯性、总体性的回顾与反思ꎬ客观指出当前«淮南子»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局限不足ꎬ为学者们构建合理

科学的“淮南子学”研究体系提供前瞻性的建议ꎬ进而推动«淮南子»研究的深入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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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２０１４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的礼乐文化研究” (ＡＨＳＫＹ２０１４Ｄ１２６)ꎻ２０１６ 年度安徽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儒家政治哲学及其儒学史意义研究” (ＡＨＳＫＹ２０１４Ｄ１２２)ꎻ２０１５ 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

科研究重点项目“«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想之嬗变研究”(ＳＫ２０１５Ａ３２６)ꎮ
②武帝建元二年ꎬ即公元前 １３９ 年ꎬ刘安入朝长安献上正式成书的淮南«内篇»ꎬ由此迄今ꎬ«淮南子»的成书、流传与研究ꎬ

已有 ２１５０ 余年的时间ꎮ 本文为方便论述ꎬ故取其整数ꎮ
③本文所指“淮南子学”的学术史概念ꎬ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范围ꎬ主要包括西汉武帝之后ꎬ直至现代ꎬ国内外学者以«淮南

子»为中心所展开的各种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ꎬ除«淮南子»本身的文献、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外ꎬ还包括与淮南王刘安、汉代

淮南国相关的一切问题ꎬ即从西汉迄今ꎬ古今中外的学者专门从事«淮南子»与淮南王刘安、汉代淮南国研究的学术领域ꎮ 在此

基础上ꎬ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开展的«淮南子»研究的历史过程及其相应的研究成果ꎬ构成“淮南子学史”的学术内涵ꎮ 对“淮南子

学”与“淮南子学史”概念ꎬ笔者在«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晚清时期曾

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等文中已进行过具体的界称和使用ꎮ

　 　 学界关于«淮南子»的研究ꎬ从两汉时期便已开始ꎬ历经两千年的历史②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

学术成果ꎮ 特别是从民国时期以来ꎬ«淮南子»研究逐渐引起欧美、日韩学者的关注和重视ꎬ在世

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ꎬ这使«淮南子»作为中国汉代道家经典的思想文化价值与意义ꎬ
能够对现代人类文明发挥出更加积极有益的作用及影响ꎮ 纵观西汉至今的«淮南子»研究成果ꎬ
从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体系着眼ꎬ实际上已形成专门化的“淮南子学”ꎬ在此基础上亦可将以往两

千年的«淮南子»研究史称之为“淮南子学史”③ꎮ 本文即试图从这种新的学术史概念及视野出

发ꎬ对古今中外的«淮南子»研究成果进行概要式的梳理和论析ꎬ在反思性的回顾中评价其间的

利弊得失ꎬ力求把握现今«淮南子»研究的发展方向ꎬ为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ꎮ
具体而言ꎬ以往两千年的“淮南子学”研究成果ꎬ主要包括文献的整理传播、义理的研析阐发

与多维的文化研究等三大方面ꎮ

５６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一、文献的整理传播

«淮南子»从西汉武帝初期成书问世后ꎬ就开始进入其文献传播与整理的历史过程中ꎬ故此ꎬ
不论是训诂注释ꎬ还是版本校勘、文献辑佚ꎬ都逐渐成为“淮南子学”研究的基本内容ꎮ 但在很长

时间里ꎬ«淮南子»的文献研究主要体现在训诂注释上ꎬ对于版本、辑佚却较少有学者关注和探

究ꎬ这种情况直到清代才日渐得到有力的改变ꎮ «淮南子»的文献传播与整理ꎬ从西汉至今曾有

过四次表现突出的时期ꎬ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研究者及重要成果ꎬ这对«淮南子»一书的流传、研究

和普及起到极为深远的促进作用和影响ꎮ
(一)东汉时期ꎮ 由于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因“谋反”罪名而自尽ꎬ所以«淮南子»在此后的

流传中命运多舛ꎬ成为西汉思想文化史上的“被边缘者”ꎬ长期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研究ꎮ 但到

东汉时期ꎬ因朝代更迭ꎬ«淮南子»一书不再受到政治时禁的影响ꎬ不断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

究ꎬ其中尤以马融、许慎、延笃和高诱著名ꎮ 这四人都先后对«淮南子»进行深入细致的训诂注

释ꎬ但很可惜的是ꎬ东汉名儒马融及其受业弟子延笃的«淮南子»注都没能流传下来ꎬ因此后世学

者看到的«淮南子»注主要是许慎、高诱所作ꎬ而此二人的注也并不完整ꎬ均有严重的缺失ꎮ 许、
高的«淮南子»注在历史流传中ꎬ因文献混淆的原由ꎬ相互掺杂交错在一起ꎬ难以区分ꎬ直至宋代ꎬ
才有学者开始注意辨梳厘清ꎮ 清代学者在此基础上ꎬ进行了更为深细的研究ꎬ逐渐将«淮南子»
中许、高二注区别开来ꎬ有助于«淮南子»研究的良性发展ꎮ

(二)清代时期ꎮ 因为民族征服和王朝易代ꎬ清代学者为躲避文字狱的严酷打击ꎬ愈渐偏重

于文献考据的学术研究ꎬ由此“朴学”大兴ꎬ而在这一过程中ꎬ汉代重要的子学典籍«淮南子»也颇

受重视ꎬ在版本校勘、训诂注释及评点议论等方面取得东汉以后最为丰硕的研究成果ꎮ
在版本校勘上ꎬ清代学者中最为突出的是庄逵吉和王念孙ꎮ 前者以“道藏本”为基础ꎬ校订

通行本ꎬ重新整理出一部文字较为准确的«淮南子»版本ꎬ其流传十分广远ꎬ被“诵习本书者认为

唯一之善本ꎬ盖百余年”①ꎮ 后者对«淮南子»的校勘整理ꎬ尤迈前人ꎬ取得卓越的成就ꎮ 在王氏所

著«读书杂志»中关涉«淮南子»者二十二卷ꎬ其广搜前代文献ꎬ析厘众说ꎬ对«淮南子»的文字义

理进行了系统精深的比勘校理ꎬ在不少地方皆能发前人所未发ꎬ充分反映出有清一代乾嘉学术的

诸子考据之功ꎮ 民国学者杨树达、吴则虞都对王氏的这种文献研究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ꎬ认为后

者是挈取汉、宋学者“两者之所长以成其术业”ꎬ由此“而绝特秀出于前古也”②ꎬ对«淮南子»研究

的贡献是“许、高而外ꎬ怀祖第一”③ꎮ 此外ꎬ清代学者黄丕烈、惠栋、顾广圻、陶方琦、卢文弨、李慈

铭、俞樾等人对«淮南子»的版本研究ꎬ也有所重视和探讨ꎬ各有一定的成绩ꎮ
在训诂注释上ꎬ明末清初的通学大儒傅山ꎬ对«淮南子»旧注进行考订辩驳ꎬ丰富了其中的训

诂释义ꎬ被现代学者认为“实开清人治«淮南子»之先河”④ꎮ 王念孙在校勘整理«淮南子»的过程

中ꎬ不仅着力于厘正后者的文字ꎬ而且对其中的义理也有着深入的训释ꎬ其版本、训诂之学密不可

分ꎮ 曾国藩、王绍兰、张文虎等对«淮南子»也进行了一些训诂注释ꎬ虽不全面系统ꎬ但具有一定

的学术价值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清代学者钱塘尽管没有对«淮南子»全书进行训解ꎬ但对«淮南

子»中«天文»一篇所作的«淮南天文训补注»ꎬ弥补了前人的局限缺失之处ꎬ富有科技史的学术

６６

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ꎬ北京:东方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２９２ 页ꎮ
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杨树达文集»之十一)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６ 页ꎮ
吴则虞:«淮南子书录»ꎬ«文史»第 ２ 辑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２９１－３１５ 页ꎮ
马庆州:«淮南子考论»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１９ 页ꎮ



高　 旭:回顾、反思与前瞻

价值ꎮ
清代学者对«淮南子»注的研究ꎬ在“淮南子学史”上也有着拓进之功ꎮ 陆心源、易顺鼎、陶方

琦、孙冯翼等都曾着力于此ꎬ其中陶方琦的成就最大ꎮ 陶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ꎬ进一步辨明了存

世的许、高两种«淮南子»注的根本区别ꎬ其所著«淮南许注异同诂»、«补遗»、«续补»ꎬ成为此后

学者探讨«淮南子»许、高注的重要的学术前提ꎮ
(三)民国时期ꎮ 随着近代中国的时势变迁ꎬ传统学术也渐向近代化方向转变ꎬ开始显露出

一些新的发展趋向ꎬ呈现出新旧治学理念、方式的杂糅并存状态ꎮ 在民国时期的“淮南子学”研
究中ꎬ传统的考据之学仍在进一步发展ꎬ但对«淮南子»思想义理的研究却愈益突出ꎬ视野渐趋多

元广阔ꎬ学术内涵也较前代有重要的发展丰富ꎮ 民国时期ꎬ适应现实的文化发展的需求ꎬ«淮南

子»的文化普及工作ꎬ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推动ꎬ这使«淮南子»与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保持了现代

性的密切关联ꎬ不因其为久远晦涩之古籍ꎬ而为民众所隔阂遗忘ꎮ
在校勘注释上ꎬ刘文典、刘家立、吴承仕、杨树达、胡怀琛、于省吾等都有所成绩ꎮ 其中又以刘

文典为著ꎬ其«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在清代学者的基础上ꎬ遍引群书ꎬ博采众家ꎬ为近代学者研究

«淮南子»提供了更为精核确当的新读本ꎬ嘉惠学林ꎮ 刘家立的«淮南子集证»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曾

由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出版ꎬ但总体上看ꎬ其文献研究的成就要逊色于刘文典ꎬ不仅内容“要粗疏

一些”ꎬ而且以后传布并不很广ꎬ影响也远不及后者①ꎮ 何宁在«淮南子集释»中曾细致指出不少

刘家立校勘本的错谬之处ꎬ对其有一定的批评ꎬ认为“其书多依王、俞说轻改原书ꎬ或不言所据ꎬ
臆为窜易ꎬ不足为训”②ꎮ 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于省吾«淮南子新证»、
胡怀琛«淮南集解补正»等著作ꎬ对«淮南子»的文献研究也都有所补益ꎮ

在文化普及上ꎬ沈德鸿、王云五等人对«淮南子»这部古籍的现代传播较有贡献ꎮ 沈德鸿ꎬ即
著名作家茅盾ꎬ以刘文典校本为底本ꎬ编成«淮南子选注»ꎬ作为民国时期“学生国学丛书”之一来

推广普及ꎮ 王云五作为著名的出版人ꎬ在其主政商务印书馆期间ꎬ也曾将«淮南子»纳入到“万有

文库”中来出版发行ꎬ这对«淮南子»在民国时期的广泛流布ꎬ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ꎮ
(四)改革开放时期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淮南子»研究在文献学方面较长时期内ꎬ并没有突破

性的发展ꎬ相较晚清民国时期ꎬ“从事文献研究的学人相比以前少了许多ꎬ研究成果基本上也以

单篇论文出现”③ꎮ 这种情形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ꎬ随着国内学术环境逐渐摆

脱政治的消极影响ꎬ开始走向新时期的健康发展而有所改变ꎮ 在 ９０ 年代中ꎬ先后产生«淮南子»
文献研究的两部重要著作:何宁的«淮南子集释»、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④ꎮ 进入新世纪后ꎬ又
出现了陈广忠所著«淮南子斟诠»一书ꎮ 这三部著作是建国以后ꎬ«淮南子»研究在文献学方面的

重要收获ꎬ都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研究的学术特点ꎮ 但是三部著作所采用的底本却各不相同ꎬ何
著使用的是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庄逵吉校刊本ꎬ张著采用的是道藏本ꎬ而陈著则是上海涵芬楼影

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ꎮ 三部著作在各自底本的基础上ꎬ参校众多«淮南子»的历史版本ꎬ以及唐

宋类书ꎬ充分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清代民国时期学者的校勘成果ꎬ对«淮南子»的文献研究均起到

有力的推进作用ꎬ其间也各有优长得失ꎮ 萧旭则在前者基础上广泛参考各种校释著作、清代以来

涉及«淮南子»的学术笔记及期刊论文ꎬ并旁涉近年来的新出土文献对«淮南子»展开进一步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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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校补ꎮ① 此外ꎬ张双棣还著有«淮南子用韵考»②的专书ꎬ从韵例、韵谱、用韵与韵读四个方面对

«淮南子»展开系统的音韵学研讨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后也补充吸收进其«淮南子校释»新的增

订本中ꎮ
以单篇论文来看ꎬ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有代表性的有:许建平«‹淮南子›补释»、蒋礼鸿

«‹淮南子›校记»、«‹淮南鸿烈原道›补疏»、何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举正»、赵宗乙关于

«淮南子»中«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墬形训»«时则训»諸篇的语辞札记、王利器«日本古

写本‹淮南子鸿烈兵略间诂›第二十校正»等ꎮ 这些学术论文都从局部上对«淮南子»文本疑难的

深入研究与辨明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ꎮ 其中有价值的内容ꎬ也为以后«淮南子»的文献研究者所

吸纳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在«淮南子»文化普及方面ꎬ学界展现出极大的兴趣ꎬ为满足社会大

众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需求ꎬ关于古籍«淮南子»的今注今译著作不断产生ꎬ成为«淮南子»流
传史上的重要时期ꎮ 在众多的现代白话注译中ꎬ质量较高的有:陈广忠«淮南子译注»、许匡一

«淮南子全译»、刘康德«淮南子直解»、赵宗乙«淮南子译注»等ꎬ特别是陈广忠对«淮南子»的注

译ꎬ后成为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的一种③ꎬ在国内广泛发行ꎬ产生了较

大的社会影响ꎮ
以上是大陆地区的«淮南子»文献研究情况ꎮ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ꎬ２０ 世纪以来ꎬ港台地

区和国外(日、韩、马来西亚、欧、美等)的学者对«淮南子»文献也有一定的研究ꎬ积累了一些重要

的学术成果ꎬ其基本情况分述如下:
香港学者从事«淮南子»研究者不多ꎬ刘殿爵、何志华在其中较有代表性ꎮ 刘殿爵在«‹淮南

子俶真›韵读»«‹淮南子›‹缪称›‹齐俗›韵读»«读‹淮南子主术›之错简»等文中④ꎬ对«淮
南子»的文字音义进行探讨ꎮ 刘氏还编有«淮南子逐字索引»一书⑤ꎬ方便学者使用ꎮ 何志华既进

行«淮南子»资料的搜集整理ꎬ如«唐宋类书征引‹淮南子›资料汇编»ꎬ也着重探讨«淮南子»注的

研究ꎬ如«‹淮南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三书高注互异集证»«‹淮南子›高诱注校释»«高诱

注解发微———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⑥ꎮ
台湾地区的«淮南子»研究从 １９４９ 年以后逐渐得到发展ꎬ出现一些杰出的学者ꎮ 在文献学

的整体性研究方面ꎬ王叔珉、于大成是其中的代表者ꎮ 王叔珉是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ꎬ既撰有

«史记斠证»«庄子校诠»等重要著作ꎬ也涉足«淮南子»文献研究ꎬ５０ 年代连续发表«淮南子斠证

三种»«补遗»«续补»等文⑦ꎬ对此后学者有较大影响ꎮ 于大成继王叔珉之后ꎬ在«淮南子»文献研

究上做出重要成绩ꎬ１９７０ 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完成«淮南子校释»的博士论文ꎬ此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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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华:«唐宋类书征引‹淮南子›资料汇编»ꎬ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ꎻ«‹淮南子›、‹吕氏春秋›、‹战国策›

三书高注互异集证»ꎬ«人文中国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ꎻ«‹淮南子›高诱注校释»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１９９８ 年新第 ７ 期ꎻ«高
诱注解发微———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ꎬ香港:中国古籍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ꎬ２００７ 年ꎮ

王叔珉:«淮南子斠证三种»(上)(下)ꎬ«“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１９５３ 年第 ５ 期、第 ６ 期ꎻ«补遗»ꎬ«“国立”台湾大

学文史哲学报»１９５６ 年第 ７ 期ꎻ «续补»ꎬ«“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１９５８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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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内容先后在«汉学论文集»«淡江学报»«中山学术文化集刊»«文史哲学报»等学术刊物发

表ꎮ 此外ꎬ张严、陈丽桂等人也对«淮南子»文献研究ꎬ各有专论的贡献ꎮ 张严在«淮南鸿烈解上

编斠补»ꎬ以及«‹淮南子›注家疑似及版本得失评议»«‹淮南子›二十一卷论次得失平议»等著作

中ꎬ对«淮南子»的文献内容、版本流传、编纂特点进行了探讨①ꎬ陈丽桂则在«淮南多楚语———论

淮南子的文字»一文中着意于«淮南子»著述语言的地域性的文化特征②ꎮ
于大成、陈丽桂等人对«淮南子»研究史也有着较早的梳理和论述ꎬ分别著有«六十年来之

‹淮南子›学»«‹淮南子›研究八十年»等文③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陈丽桂从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ꎬ先后组

织编写了«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 １９１２－１９９６»«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两汉诸子

研究论著目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三书ꎬ收入“汉学研究中心丛刊”ꎬ其中较为全面地著录了海内外的

«淮南子»研究论著ꎬ嘉惠学林ꎬ为此后学者研究«淮南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ꎮ
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ꎬ国外的汉学研究者也有一定的成绩ꎬ值得关注和重视ꎮ 马来西亚

的郑良树 １９６７ 年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完成«淮南子斠理»的硕士论文ꎬ此后还发表«刘绩

本淮南子记»«淮南子传本知见记»«淮南子注校诸家述评»等文④ꎬ对«淮南子»的文字校释、版本

流传都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ꎮ 美国学者罗浩在其«淮南子版本史»⑤中对«淮南子»一书自西汉

以来的版本流变过程有着系统研究ꎬ并对«淮南子»许慎、高诱二注的文献特征及区分进行了细

致讨论⑥ꎮ 但可惜的是ꎬ此书到目前为止ꎬ虽有大陆学者在«淮南子»研究中参考ꎬ但尚未有全本

被翻译引介入国内学界ꎮ 在文献检索方面ꎬ法国巴黎大学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在 １９４４ 年编有«淮
南子通检»ꎮ

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文献研究上ꎬ有较为长期的研究历程ꎬ其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

界引人注目ꎮ 早在 １８ 世纪晚期ꎬ便有恩田维舟的«淮南子考»、久保爱的«淮南子注考»ꎬ１９ 世纪

后期又有铃木弘的«淮南子考»、诸葛晃的«淮南子音义»、藤川贞的«淮南鸿烈解考证»、冈本保

孝的«淮南子疏证»«淮南子重言重意考»«淮南子音读出典考»等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日本学者的«淮
南子»文献研究成果则更为多见ꎬ其代表作有:仓石武四郎、永井袭的两种«淮南子考»、竹添光鸿

的«淮南子笺释»、岛田翰的«淮南出典考» «淮南鸿烈解旧书考»、铃木隆一的«淮南子索引»ꎬ
等等ꎮ

二、思想的研析阐发

如果说文献的传播整理是«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基础ꎬ那么思想义理的研探阐论则是«淮南

子»研究日益突显的核心内容ꎮ 从«淮南子»研究史的发展历程来看ꎬ关于«淮南子»思想义理的

学术探究ꎬ主要分为两大历史阶段ꎬ各有其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学术特征ꎮ
(一)西汉至晚清时期

一般意义上来说ꎬ从公元前 １３９ 年淮南王刘安向武帝献书始ꎬ«淮南子»一书便开始进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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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播的历程之中ꎬ成为此后学者、思想家逐渐关注的研究对象ꎮ 但由于淮南王刘安“谋反”
案件的重大影响ꎬ以及武帝对«淮南子»从一开始就持有的“秘之”态度ꎬ致使其书在西汉较长时

间内ꎬ并未能实现广泛的社会传播ꎬ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ꎮ 随着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的形势变化ꎬ儒家迅速走向经学化、官学化的历史发展ꎬ成为此后中国学术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中心内容ꎬ这也使得作为汉代道家代表论著的«淮南子»在产生不久ꎬ就陷于逐渐被边缘化的

历史境遇ꎬ成为西汉时期“儒盛道绌”过程中首当其冲的被冲击者ꎮ 基于这种缘由ꎬ对«淮南子»
思想义理的研究ꎬ从西汉以后始终没有出现较大的学术高潮ꎬ与文献学研究相比ꎬ则略显得沉寂

平淡ꎬ特别是严重缺少系统性的专门论著ꎬ多以零散简短的评论方式来表现ꎮ
两汉时期ꎬ较早论及«淮南子»思想者ꎬ当属西汉后期的著名儒者扬雄ꎮ 扬雄在«法言»中对

«淮南子»进行儒家立场的批评ꎬ认为后者是:“曷其杂也”ꎬ“乍出乍入ꎬ淮南也”①ꎮ 东汉班固在

«汉书»中认为淮南王刘安虽“好书”ꎬ但“所招致率多浮辩”ꎬ并将«淮南子»从文献学上归入“杂
家”类来对待ꎮ 班固这种认识实际上受到扬雄的历史影响ꎬ其本质也是一种儒家化的思想审视ꎮ
东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王充对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也有所评论ꎬ他肯定刘安“以他为过ꎬ不以

书有非”的学术文化贡献ꎬ但又认刘安“作道术之书ꎬ发怪奇之文”②ꎬ间接地对«淮南子»进行批

评ꎮ 在东汉学者中ꎬ对«淮南子»思想认识最为深刻ꎬ评价也接近实际的是高诱ꎮ 高诱在«淮南子

注叙目»中ꎬ指出:虽然“其义也著ꎬ其文也富ꎬ物事之类ꎬ无所不载”ꎬ但根本上看ꎬ“其旨近老子”ꎬ
“然其大较ꎬ归之于道”ꎬ对«淮南子»的思想学派属性给予“汉代道家”的明确界定ꎮ 高诱也是两

汉学者中能够积极正视«淮南子»学术价值及地位的先驱者ꎬ他极力褒扬后者道:“故夫学者不论

«淮南»ꎬ则不知大道之深也ꎮ”③这种卓识ꎬ即使是在后世的长久岁月中ꎬ也并不多见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ꎬ对«淮南子»思想涉及者主要有葛洪、刘勰、刘知几ꎮ 东晋时期的葛

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指出:“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ꎬ而亦有«兵略»、«主术»”ꎬ“若
以所言不纯ꎬ而弃其文ꎬ是治珠翳而剜眼ꎬ疗湿痹而刖足”④ꎮ 葛洪虽然对«淮南子»思想内容也持

有“不纯”的看法ꎬ但同时又反对因此而轻视前者的思想价值ꎮ 作为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思想

家ꎬ葛洪对«淮南子» “不纯”的评价ꎬ与两汉时期扬雄、班固的认识ꎬ形成道、儒两种类型的“杂
家”观ꎬ这在«淮南子»研究史上值得有所关注ꎮ 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从古典文学批评的视角出

发ꎬ在«文心雕龙»中评价«淮南子»思想内容“有倾天折地之说”ꎬ而且认为其“泛采而文丽ꎬ斯得

百氏之华采ꎬ而辞气文之大略也”⑤ꎬ对«淮南子»兼综先秦百家之学的思想特色ꎬ有着切实的把

握ꎮ 唐代史家刘知几也肯定«淮南子»“错综经纬”ꎬ“兼于数家”的学术底蕴ꎬ对其思想内涵作出

“牢笼天地ꎬ博极古今”⑥的高度评价ꎮ
宋元明清时期ꎬ对«淮南子»思想评论较有影响者ꎬ有高似孙、黄震、宋濂、王夫之、吴汝纶等

人ꎮ 南宋时期ꎬ高似孙在«子略»中不仅称赏淮南王刘安为“天下奇才也”ꎬ而且在与其他著作的

比较中ꎬ对«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有着精当的评析:“«淮南»之奇ꎬ出于«离骚»ꎻ«淮南»之放ꎬ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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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列ꎻ«淮南»之议论ꎬ错于不韦之流ꎻ其精好者ꎬ又如«玉杯» «繁露»之书ꎮ”①黄震也认为«淮南

子»一书是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ꎬ会粹诸子ꎬ旁搜异闻以成之”的鸿篇巨制ꎬ其“盖天下类

书之博者”ꎬ但其又站在儒家立场上批评刘安“招集散亡ꎬ力为宗主ꎬ于是春秋战国以来纷纷诸子

之遗毒余祸皆萃于安矣”ꎬ终致于被“诛灭”②ꎮ 踵袭汉儒的看法ꎬ宋濂在明初对«淮南子»所谓的

“杂”有着严厉批评ꎮ 他说:“«淮南子»多本«文子»ꎬ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ꎬ非成于一人之手ꎬ
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ꎬ有乱言而乖事实者”ꎬ并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相比较ꎬ认为后者“其
说虽未纯ꎬ要其首尾以类ꎬ粲然成一家言ꎬ非«淮南»之杂也”ꎬ在此基础上ꎬ宋濂还对汉代学术思

想进行了贬斥:“古人论立言者ꎬ汉不如秦ꎬ秦不如周ꎬ信矣哉ꎮ”③宋濂这种低评«淮南子»以至汉

代学术思想的认识ꎬ在民国时期新儒家熊十力那里有着显著的历史认同和回应ꎮ 明末清初时期ꎬ
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淮南子»也有所研究和论述ꎬ曾撰有«淮南子注»ꎬ但书已早佚ꎬ提及其名者

唯在«衡阳县志» «湖南通志»等方志著作中ꎮ 在«读通鉴论»中ꎬ王夫之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

«淮南子»都进行了儒家化的批评ꎮ 晚清时期的“桐城健将”吴汝纶在«群书点勘»中专门对«淮
南子»进行过文论化的评点ꎬ吴则虞认为其所作评点ꎬ虽“分段太粗”ꎬ但“评识颇有新意”④ꎬ对后

来者有一定影响ꎮ
(二)民国时期至现今

从民国时期起ꎬ“淮南子学”研究受现代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ꎬ开始进入到思想义理研究逐

渐突显的历史时期ꎬ相关的专门论著和学术论文日益增多ꎬ研究的广度、深度与此前相比ꎬ都有着

极为显著的变化进步ꎮ 综观来看ꎬ民国时期至今的«淮南子»思想研究有着丰富多彩的学术内

涵ꎬ如以其中产生的争鸣议题与研探热点为视角ꎬ主要涵括如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１.关于«淮南子»思想学派性质的研究

对«淮南子»一书的思想学派性质ꎬ从东汉班固、高诱以来就成为«淮南子»研究中始终争议

不断的基本问题、热点问题ꎮ 民国以来的现代学者ꎬ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ꎬ
在相互独立的两大主要观点的基础上ꎬ有着更为深细的学术认识ꎬ其具体情况为:

一是«淮南子»为“杂家”说ꎮ 民国以来的学者中ꎬ沿着传统学术史上«汉书艺文志»«唐书

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认识ꎬ依然坚持强调«淮南子»思想内容的“杂”的特性ꎬ甚
至界称其为“杂家”者ꎬ主要有范文澜、冯友兰、劳思光、金春峰、孙纪文等ꎮ 其中ꎬ有些学者认为

«淮南子»是“虽以道为归ꎬ但杂采众家ꎬ不成为一家言”ꎬ“杂取百家之言ꎬ无中心思想”ꎬ“思想驳

杂ꎬ没有始终一贯的体系”⑤ꎬ从思想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呈现出杂而不一的主要特点ꎬ也有学者或

是主张«淮南子»为汉代“混杂学说之作品”ꎬ是“杂家化的道家”ꎬ或是强调其为“集诸子百家思

想于一体的著作”ꎬ“绝非是出自道家一家的思想性格或企图”ꎬ因而是“一部杂家之作ꎬ而非道家

之作”⑥ꎮ 以“杂家”视角来看待«淮南子»的学者ꎬ大多易于对后者的思想价值及地位形成较低

的历史评价ꎬ产生一定的学术局限和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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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淮南子»为“道家”说ꎮ 民国至今的现代学者ꎬ对«淮南子»思想学派性质的认识ꎬ随着

研究的日益深入ꎬ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道家”说的观点ꎬ但必须指出的是ꎬ这种“道家”说实际衍生

出多元化的学术内涵ꎬ如果细致区分ꎬ仍然有着一定的差异和不同ꎮ 梁启超、胡适、许地山、刘文

典等在民国时期力倡«淮南子»为汉代道家的思想经典ꎬ对传统的“杂家”说产生现代性的质疑和

反对ꎮ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家ꎬ率先指出:“«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ꎬ并高度

评价前者“博大而又条贯ꎬ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①ꎮ 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现代“首创者”ꎬ
胡适有着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ꎮ 在其«淮南王书»中ꎬ胡适认为«淮南子»“可谓古代思想之总

账也”ꎬ是“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ꎬ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②ꎮ 许地山也认为«淮南子»是“以
老庄思想为中心来折衷战国以来诸家的学说”ꎬ因此可“看为集汉代道家思想底大成”③ꎮ 在«淮
南子»文献整理上做出重要成绩的刘文典ꎬ也认为«淮南子»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

的汉代道家ꎮ 民国学者对«淮南子»思想性质的“道家”认识和定位ꎬ掀起此后«淮南子»研究中

“道家”说的历史波澜ꎬ影响深远ꎬ认同此种看法者渐趋于主流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这也深刻反映出

«淮南子»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ꎬ思想义理探讨的学术内涵不断深化和丰富的发展实际ꎬ对
以往研究中因重文献、疏义理而造成的“杂家”的认识偏执ꎬ在重新审视中发挥出重要的矫正

作用ꎮ
在民国学者的认识基础上ꎬ围绕“道家”说ꎬ新中国建立后的学者进一步深入研讨ꎬ逐渐衍生

出多种“道家”说的变体认识ꎬ其中表现为:
老庄道家说:王葆玹、金春峰、张岂之等都着重指出先秦老庄道家对«淮南子»思想的重大影

响ꎬ认为淮南王刘安“更有可能提倡老庄的学说”④ꎬ甚至让«淮南子»“把汉初黄老积极有为的政

治思想ꎬ蜕变成了庄子式的消极思想”ꎬ在“引庄解老”的过程中“转变了汉初黄老的思想方

向”⑤ꎬ由此也深刻反映出“老子思想向庄子思想的扩大”ꎬ促其实现“以庄解老的新发展”ꎬ“开启

了黄老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⑥ꎮ
阴阳道家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为侯外庐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影响极为广泛的«中国

思想通史»中ꎬ侯外庐认为:“«淮南子»的主要篇幅是阴阳五行家与老庄道家的混血种”ꎬ“以阴

阳道家之旨为超乎时空而居于百家之上”⑦ꎬ并且多次将后者界称为“阴阳道家”ꎮ 这种认识在

«淮南子»研究者中并不多见ꎬ影响较为有限ꎮ
神仙道家说:胡适、吕凯、李建光等都对此有所认识ꎮ 胡适指出«淮南子»与齐学关系密切ꎬ

“受神仙出世之说和阴阳禨祥之说的影响都很大”⑧ꎮ 吕凯将«淮南子»称之为“神仙道家”⑨ꎬ但
可惜的是ꎬ其著作中缺少更为深细的论述ꎮ 相较于前两者ꎬ李建光深入讨论了«淮南子»的“神仙

道家”性质ꎬ认为后者“存在着非常确定的神仙信仰”ꎬ“秉承于老庄之道ꎬ并进一步神秘化ꎬ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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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具有明显宗教性的神仙道家思想”ꎬ因此根本上是“以神仙出世为主旨”ꎬ“其目的只是

利于人们修真成仙ꎬ其终极目标是出世成真人(即神仙)”①ꎮ
黄老道家说:冯友兰、吴光、丁原明、孙以楷、余明光、熊铁基等主张«淮南子»思想应该以汉

代黄老道家视之ꎬ是汉代黄老思想的集中历史体现ꎮ 冯友兰指出:“«淮南子»所讲的ꎬ正是司马

谈所说的道德家的思想内容ꎬ«淮南子»所体现的正是黄老之学的体系ꎮ”②吴光从学派视角出发ꎬ
认为“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一批学者ꎬ形成汉初黄老学派的主要流派”ꎬ而«淮南子»正是这一派

“集大成的黄老学著作”③ꎮ 丁原明、孙以楷、余明光等也都强调«淮南子»对战国时期黄老道家

思想因素的历史继承ꎬ及其自身在汉代条件下所演生出的黄老思想内涵与性质ꎮ 熊铁基虽然也

倾向于黄老道家的认识ꎬ但在实际论述中ꎬ又提出秦汉“新道家”的主张ꎬ以此揭示«淮南子»的黄

老思想的实质ꎮ
淮南道家说:陈德和、高旭等认为ꎬ«淮南子»是道家思想发展中的汉代新形态ꎬ与先秦时期

的老庄道家、黄老道家都有所不同ꎬ故应以“淮南道家”来予以界称ꎮ 台湾学者陈德和较早在学

界提出“淮南道家”的概念ꎬ认为«淮南子»是“代表新黄老的淮南道家”④ꎮ 高旭则强调«淮南子»
“不仅历史总结战国以来的黄老道家思想ꎬ而且在引庄入黄的基础上ꎬ充分实现老、庄、黄的内在

的思想沟通和融合ꎬ创造性地发展出‘淮南黄老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ꎬ因此从更为准确的

思想学派意义上来看ꎬ«淮南子»应称之为“淮南黄老道家”⑤ꎮ
２.关于淮南王刘安“谋反”及其«淮南子»著述意图的研究

在«淮南子»研究中ꎬ淮南王刘安的政治生平ꎬ尤其是其所谓“谋反”事件的历史事实问题ꎬ成
为现代学者重新审视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ꎮ 就此问题而言ꎬ学者们仍没有达成共识ꎬ而是形成

三种学术观点:
第一种是坚持刘安“谋反”的传统认识ꎮ 一般研究«淮南子»的现代学者ꎬ仍然大都认同«史

记»«汉书»的历史记载ꎬ认为淮南王刘安是武帝时期的阴谋“谋反”者ꎬ走的是一条“以文才顺取

刘氏政权的道路”⑥ꎮ
第二种是质疑或反对刘安“谋反”的历史记载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朱东润便认为刘安的

“谋反“罪名并不成立ꎬ是汉代政治斗争中的冤屈者ꎮ 到 ８０ 年代ꎬ雍国泰、陈广忠、王越、牟钟鉴、
于首奎等ꎬ也对刘安“谋反”展开进一步讨论ꎬ纷纷质疑或反对刘安“谋反”说的传统观点ꎮ ２１ 世

纪初以来ꎬ马庆州、康清莲、漆子扬等都再次检视刘安“谋反”事件ꎬ并对其进行学术平反ꎮ 马庆

洲从«史记»记载的疑点入手ꎬ再次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ꎬ强调指出:“刘安是无辜的政治牺牲

品”ꎬ是“汉武帝削藩ꎬ营造大一统帝国的必然结果”⑦ꎮ 康清莲也从社会政治背景着眼ꎬ认为:
“刘安案大有冤情”ꎬ“刘安之死既有学术思想的分歧ꎬ又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考

虑ꎬ还由于家庭矛盾ꎬ被对手卑鄙利用的缘故”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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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ꎬ认为刘安“谋反”需要具体分析ꎮ 刘爱敏认为淮南王刘

安“并没有真正谋反”ꎬ其“谋反”事件“很可能是一桩冤案”ꎬ但是究其政治主观来看ꎬ却也“有谋

反的心理或准备”①ꎮ 台湾学者陈丽桂也认为刘安“谋反”事件是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
“外有无形压力ꎬ内又分裂相侵”ꎬ加之刘安自身“好群聚宾客ꎬ宾客良莠不齐ꎬ性既反覆无义ꎬ行
复不免招摇”ꎬ以致于终贻其祸②ꎮ

出于对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的不同认识ꎬ学者们对其撰著«淮南子»的根本意图也形成两

种不同的看法ꎮ 认为其“谋反”为事实者ꎬ易于倾向主张«淮南子»是刘安在政治上别有意图的产

物ꎬ如王云度认为刘安“企图走一条利用学术ꎬ平顺地夺取政权的道路”③ꎻ而认为其“谋反”为

“冤案”者ꎬ则一般会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ꎬ如牟钟鉴主张刘安著书是为了“向最高统治者贡献治

国之道”ꎬ而不是“为了同汉武帝独尊儒术唱对台戏”④ꎮ
３.关于«淮南子»与汉代黄老之学的研究

作为西汉前期的重要论著ꎬ«淮南子»以道家为本ꎬ兼容儒、法、墨、阴阳等家ꎬ构建起一个多

元融合的理论体系ꎬ成为黄老思想的历史性总结ꎮ 因此ꎬ对«淮南子»与汉代黄老之学的研究ꎬ始
终为学者们所重视ꎬ成为«淮南子»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ꎮ 现代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淮南子»中黄老之学的思想影响及其地位ꎮ 萧公权、冯友兰、侯外庐等主张“黄老中心

说”ꎬ认为«淮南子»虽然“兼采众说之杂家”ꎬ但“其宗旨则治世之黄老”ꎬ“有一个中心思想ꎬ那就

是黄老之学”⑤ꎬ充分肯定黄老思想在«淮南子»思想体系中独特而重要的理论地位ꎬ这种看法在

学界占据主流地位ꎮ 王云度、陈广忠、陈丽桂等也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ꎮ
徐复观、孙纪文、日本学者金谷治等则主张“黄老非中心说”ꎬ认为«淮南子»的道家思想不能

简单等同于黄老之学ꎬ而是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况ꎬ需要具体对待ꎮ 他们指出«淮南子»中“所抱的

道家思想ꎬ与‘黄老’这一系的道家思想ꎬ实系分门别户ꎬ另成一派”ꎬ而且«淮南子»的“内在结

构”“并非为黄老之学而设”ꎬ只是“其中可能历史性的总结了黄老思想的某些理论”ꎬ“用黄老思

想来概括«淮南子»的思想是以偏概全的表现”ꎬ因此«淮南子»并非以黄老思想而是“试图以折

衷老庄的道家之道为中心ꎬ包容综合诸派的思想ꎬ建立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⑥ꎮ 熊铁基、戴黍、
马庆洲等对此均予以支持ꎬ强调«淮南子»既不同于老、庄道家ꎬ也区别于传统的黄老思想ꎬ而应

被称为“新道家”或“杂家”ꎮ
二是«淮南子»对黄老之学的思想汲取和融会ꎮ 萧公权、张岂之、牟钟鉴、刘泽华等都肯定与

强调黄老之学对«淮南子»的深刻影响ꎮ 他们认为“«鸿烈»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ꎬ与黄老相

契”ꎬ主张«淮南子»显示出“黄老思想发展的新方向”ꎬ“相当具体地展现了”黄老思想在思想上

“包容性的扩大”ꎬ即“引庄解老的新发展”ꎬ而且指出«淮南子»“道、儒、法、阴阳兼而有之”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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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家的做法”与黄老帛书是“一致的”ꎬ显示出二者的“思想有密切联系”①ꎮ
冯友兰、劳思光、陈丽桂等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淮南子»与黄老之学的理论联系有所论

述ꎬ其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ꎮ 他们认为“«淮南子»继承稷下黄老思想派”的“唯物主义传

统”ꎬ对其“宇宙形成论”有所发展ꎬ且“«淮南子»各篇作者言及‘道家’时ꎬ大体属于所谓‘黄老刑

名之术’一支”ꎬ因此«淮南子»在思想上有“独特的路子”ꎬ“十足散发着黄老色彩ꎮ”②此外ꎬ丁原

明、吴光等着眼于思想学派之演变ꎬ强调«淮南子»“应属于反映汉初黄老学的道家类著作”ꎬ其作

为“汉初黄老学派的主要流派”ꎬ吸取了“黄老学著作的思想资料”ꎬ充分“集道家黄老学之大

成”ꎮ③

三是«淮南子»所反映的黄老之学与秦汉政治发展的历史联系ꎮ 任继愈、张岂之等主张“历
史发展说”ꎬ认为«淮南子»是“汉初黄老无为的继续ꎬ并有所发展”ꎮ④ 与此不同ꎬ陈广忠、吴光等

则侧重于“历史总结说”ꎬ认为“«淮南子»总结了亡秦和汉初七十年的成败得失”ꎬ作为“总括式

的学术巨著”ꎬ其政治思想就是对汉初黄老之学的“全面而精辟的总结”ꎬ体现出“汉初六十年实

践收到了成效的‘无为’政治传统ꎬ以求巩固西汉新王朝的封建统治”ꎮ⑤

四是«淮南子»中黄老之学对汉代黄老道(道教)的历史影响ꎮ 胡适、金春峰、雷健坤等主张

“道教转化”说ꎬ强调«淮南子»中黄老思想对汉代宗教的历史影响ꎮ 他们认为«淮南子»存在“阴
阳禨祥的迷信”ꎬ“神仙与阴阳都假托于黄帝ꎬ于是老子加上黄帝便等于自然主义加上神仙阴阳

的宗教”ꎬ最终道家“放弃传统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ꎬ演变为“中古的道教”ꎬ且«淮南子»“把黄老

治国思想引向消极避世和个人养生ꎬ在汉代开启了道家往神仙道教过渡、发展的方向”ꎬ最终“为
神仙思想由原始迷信向道教的最终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⑥

与前者不同ꎬ张荣明则主张“宗教信仰说”ꎬ强调«淮南子»之特色是“在世俗的贵族思想体系

中注入了生命关怀和生命自救思想”ꎬ深刻“反映了一种知识化和贵族化的宗教信仰”ꎮ⑦

４.关于«淮南子»道论、宇宙论的研究

作为汉代道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ꎬ«淮南子»在道论、宇宙论上对先秦道家思想有着进一步

的发展和丰富ꎬ也体现出汉代哲学、科技发展新的历史内涵ꎬ形成了自身不同于先秦道家的理论

特点ꎮ 因此ꎬ在“淮南子学史”上ꎬ道论、宇宙论就成为学者们以现代视野着重探讨的重要问题ꎬ
而且二者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互渗性ꎬ经常为学者综合起来进行论述ꎮ 总起来看ꎬ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角度与路径:
胡适、任继愈、丁原明、张运华、葛兆光等着重从哲学史、思想史立场出发ꎬ阐析«淮南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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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宇宙论的实际内涵及特点ꎮ 胡适是现代学者中率先用哲学史目光审视«淮南子»道论者ꎮ 他

认为«淮南子»的“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①ꎮ 任继愈认为«淮南子»“继承了

老子的道的学说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ꎬ提出了天道自然ꎬ物类相感的观点”②ꎮ 丁原明认为«淮
南子»的“道”论属于汉代黄老的历史范畴ꎬ具有宇宙论哲学的高度③ꎮ 张运华在比较中ꎬ认为

«淮南子»深化了«老子»的道论ꎬ形成了汉代历史条件下的系统的自然宇宙观④ꎮ 葛兆光则强调

«淮南子»的道论在天人思想基础上贯通自然、社会、人类生命的整体性⑤ꎮ
陈美东、陶磊、王巧慧等则从科技史的立场出发ꎬ研讨了«淮南子»的道论、宇宙论ꎮ 陈美东

高度肯定«淮南子»宇宙论的理论价值ꎬ认为其“关于宇宙本原与演化的论述是丰富多彩的”ꎬ是
对“先秦以来学者的相关思想ꎬ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学说作了新的发展和归纳ꎬ把中国古代的宇

宙本原与演化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⑥ꎮ 陶磊侧重于揭示«淮南子»宇宙论的数术史内涵ꎬ认
为其中的«天文» “是传世的先秦汉初文献中保存数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完整的一篇文献”⑦ꎮ
王巧慧对«淮南子»中“道”的内涵、属性及其与“无为”、“一”的思想关联ꎬ进行了宇宙演化论意

义上的深入探讨ꎬ认为道论是«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⑧ꎮ 这些学者对«淮
南子»道论、宇宙论所进行的科技哲学思想的发掘和阐发ꎬ是对人文学者研究的重要补充ꎬ更能

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淮南子»不同于先秦道家的独特的汉代历史价值ꎮ
５.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的研究

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撰著«淮南子»一书ꎬ根本目的就在于为西汉王朝提供一套较为理想的

治国方略ꎬ使之成为武帝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ꎬ因而«淮南子»在汉代政治思想上有着独特而重

要的历史价值、地位与影响ꎮ 对«淮南子»治国思想的研究ꎬ也就自然成为现代学者们普遍重视

的学术领域ꎬ经时历久ꎬ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ꎮ 但总的来看ꎬ有深度、有系统的专著仍然较

少ꎬ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学术、学位论文ꎬ以及各类相关著作中的特定章节ꎬ而且研究中存

在着较为突出的平面化、重复化的同质局限ꎬ易于出现就事论事、陈言难去的缺点不足ꎮ 具体而

言ꎬ现有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整体性探讨者ꎮ 胡适、萧公权、萨孟武、吕振羽、刘泽华、林存

光、郭立民等ꎮ 胡适在民国时期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了初步的系统研究ꎬ虽然较为粗略ꎬ但具

有开拓性ꎮ 他认为«淮南子»治国思想的要义是“虚君的法治”、“充分的用众智众力”、“变法而

不拘守故常”ꎮ 从民国至现今ꎬ在现代学者著述的多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ꎬ都有关于«淮南子»
治国思想的专门章节ꎬ尽管篇幅长短、精深程度并不相同ꎬ但都体现出整体性研讨的学术旨趣ꎮ
其中杨幼炯、萧公权、萨孟武、吕振羽、刘泽华、林存光等较有代表性ꎮ 杨幼炯认为«淮南子»“政
治思想亦多有与老庄相似处”ꎬ并以“无为主义”为“其政治思想之中心”⑨ꎮ 萧公权着眼于汉代

道家的视角ꎬ认为«淮南子»在治国思想上是“治世之黄老”ꎬ“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ꎬ与黄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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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ꎮ 吕振羽是民国时期学者中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研讨«淮南子»治国思想者ꎬ认
为后者政治论的目的和实质ꎬ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性质的“专制主义”①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

代ꎬ对«淮南子»治国思想的研究ꎬ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ꎬ也日渐偏离严肃的学术研究方

向ꎮ ８０ 年代以后至今ꎬ随着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ꎬ学者们对«淮南子»治国思想又

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ꎮ 刘泽华认为«淮南子»是“汉初黄老学派之作”的体现者ꎬ其治国思想

“比较驳杂ꎬ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无为政治思想”ꎬ在书中有的篇章中ꎬ其人性论与治国指导原则

“在理论上是矛盾的” ②ꎮ 也有学者在专著或学术论文中ꎬ初步的系统分析了«淮南子»治国思

想ꎬ如王云度、于首奎、李秀华等ꎮ 王云度从社会变革、君道思想、治国安民、兵政关系等四个方面

探讨了«淮南子»治国思想ꎬ指出:“«淮南子»的政治学说是博大精深的ꎬ它提出的一整套安民的

治国方案ꎬ是融会了法、儒等家进而发展、完善了道家的政治学说ꎬ闪耀着可贵的重民思想”③ꎮ
于首奎认为«淮南子»“进一步总结了亡秦的历史教训ꎬ吸取了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ꎬ结合西汉前

期全国人民‘俱欲休息乎无为’的愿望ꎬ建立了它的以君主为中心ꎬ以仁义为纲纪ꎬ以法为准绳ꎬ
以‘安民’、‘利民’为本的积极‘无为’的政治学说”④ꎮ 李秀华则认为“刘安对道、法、儒等各家主

张并不偏废”ꎬ故«淮南子»治国思想具有诸家“并存不废ꎬ会通所长”的理论特点⑤ꎮ 除此以外ꎬ
海峡两岸都产生过一些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研究的学位论文ꎬ其中较有研究深度者有大陆的

林飞飞、黄建跃ꎬ以及台湾的郭立民、王璟、吴顺令等ꎮ
二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局部性的专题探讨者ꎮ 现有的关于«淮南子»治国思想研究的

学术论文ꎬ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ꎬ其中:有专题讨论«淮南子»中«原道»«主术»«齐俗»各篇政治

思想者ꎬ如高旭、金春峰、吴淑真、王沁凌、安乐哲等⑥ꎬ其中安乐哲对«主术»的研究形成学术专

著ꎬ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⑦ꎻ有讨论«淮南子»治国思想中“异同论”、“无为论”、“民本论”、“谏
议论”、“奢靡论”等特定命题者ꎬ如陈广忠、张德广、高旭等⑧ꎻ也有讨论«淮南子»治国思想中道

论、治道、用人、人性、时势等某一具体方面者ꎬ如刘爱敏、戴黍、吕锡琛、龙国智、杨菁等⑨ꎮ
三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与其他论著作比较性探讨者ꎮ 在现有成果中ꎬ也有学者注重在比

较研究中ꎬ探讨和揭示«淮南子»治国思想在汉代政治思想史上实际的内涵、特征及影响ꎬ如王志

林、来永红、高旭等ꎮ 王志林比较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道法思想ꎬ对其治国内涵积极影响

有所讨论ꎻ来永红对«淮南子»与«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中的“治国治身治心”思想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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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第四编 １９)ꎬ上海:上海书店ꎬ１９４７ 年ꎬ第 ２４４－２４８ 页ꎮ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５３ 页ꎮ
王云度:«刘安评传»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２２４ 页ꎮ
于首奎:«‹淮南子›政治思想刍议»ꎬ«东岳论丛»１９８９ 年第 ５ 期ꎮ
李秀华:«并存不废ꎬ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ꎬ«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高旭:«‹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探论———以‹原道训›为中心的考察»ꎬ«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ꎻ金

春峰:«‹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ꎬ«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ꎻ吴淑真:«‹淮南子主术训›中君主统御观

之初探»«辅大中研所学刊»ꎬ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２ 期ꎻ王沁凌:«‹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ꎬ«船山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ꎮ
陈广忠:«‹淮南子›治国“同”、“异”论»ꎬ«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ꎻ戴黍:«‹淮南子›中的“无为”及其思

想史意义»ꎬ«哲学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ꎻ张德广:«简论‹淮南子›“民本”思想»ꎬ«社会科学家»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ꎻ高旭:«‹淮南子›
论“奢靡”及其黄老意涵»ꎬ«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刘爱敏:«‹淮南子›道论与两汉政治»ꎬ«齐鲁文化研究»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４４－１４９ 页ꎻ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ꎬ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ꎻ吕锡琛、龙国智:«‹淮南子›用人伦理思想探微»ꎬ«湘潭大学学报» (社科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ꎻ杨
菁:«乘时因势———‹淮南子›的时势观探析»ꎬ«国文学志»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８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分析ꎬ认为“‘道’是贯穿于心身国的主线ꎬ阐述了三者是互相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ꎻ高旭对

«淮南子»与墨家的政治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ꎬ认为在尊禹意识、求治意识、圣王意识、民本

意识等方面ꎬ后者对«淮南子»有深刻的历史影响ꎬ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①ꎮ 台湾

学界在这方面也有着较多的研究成果ꎬ其中蔡家玮从«老子»与«淮南子»中“无为”观念的差异

性着眼ꎬ讨论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ꎻ黎惟东对«淮南子»与«庄子»的养生思想展开比较ꎬ揭示前

者“如何改造庄子的养生思想ꎬ进而将之运用在政治上”ꎻ高龄芬则对«淮南子»与«黄帝四经»
«荀子»«韩非子»的法、刑理论作了深入比较ꎬ讨论其法家治国因素的历史变化ꎻ李宗桂通过分析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治国思想的同异浮沉ꎬ论述了西汉中期统治思想的转变问题ꎮ②

四是对«淮南子»治国思想作现代性发掘的探讨者ꎮ 也有一些学者ꎬ注重从现代政治发展的

视野出发ꎬ发掘和阐发«淮南子»治国思想的当代价值及意义ꎮ 这方面的成果虽有一些ꎬ但理论

水平参差不齐ꎬ其中较好者如李秀华、高旭、孙功等ꎬ分别对«淮南子»的政治和谐思想、廉政思想

进有所讨论ꎬ论述和阐扬其中的历史借鉴价值及意义ꎮ③ 值得一提的是ꎬ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省

级«淮南子»学术研究机构ꎬ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连续举办两届“«淮南子»
与廉政文化建设”学术征文活动ꎬ并将两届获奖论文于 ２０１３ 年以«‹淮南子›廉政思想研究»为名

结集出版ꎮ④

６.关于«淮南子»与先秦两汉诸子历史渊源的研究

从民国以来ꎬ现代学者对«淮南子»与先秦诸子之间历史渊源的研讨ꎬ在传统文献学基础上ꎬ
越来越得到更为深入的推进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具体来看ꎬ主要表现为: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道家诸子ꎮ 由于«淮南子»的汉代道家特质ꎬ对其与老、庄、黄老、文子

的学术探讨ꎬ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主要内容ꎮ 在«淮南子»与老子的关系上ꎬ有刘笑敢、
丁文宏、蔡友和等⑤ꎻ在«淮南子»与庄子的关系上ꎬ有王叔珉、方勇、邓联合等⑥ꎻ在«淮南子»与黄

老的关系上ꎬ除前文所言治国思想方面的关联外ꎬ黄钊⑦、丁原明、吴光等着重探讨了二者哲学思

想方面的渊源异同ꎮ «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ꎬ长期以来就是学者争鸣不决的学术公案ꎬ也是

“淮南子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ꎮ 对此学者们实际上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立场:赵建伟、李定

生、徐慧君等坚持“«淮南子»抄袭说”ꎬ不仅认为«文子»先于«淮南子»产生ꎬ而且为后者所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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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林:«秦汉杂家道法思想述论———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考察文本»ꎬ«法学杂志»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ꎻ来永红:«论
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以‹老子›‹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ꎬ«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ꎻ
高旭:«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ꎬ«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蔡家玮:«‹淮南子›与‹老子›无为观念转变之探讨»ꎬ«辅大中研所学刊»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１ 期ꎻ黎惟东:«‹淮南子›对庄子养

生思想的诠释及其在政治上运用之研究»ꎬ«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ꎻ高龄芬:«‹黄帝四经›与‹荀›‹韩›‹淮南子›法、刑名

理论的比较»ꎬ«鹅湖月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８ 期ꎻ李宗桂:«‹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同异沈浮———兼论西汉中期统治思想的转变»ꎬ
«鹅湖月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李秀华:«‹淮南子›的和谐思想及其启示»ꎬ«大庆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ꎻ高旭、孙功:«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

代价值»ꎬ«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主编:«‹淮南子›廉政思想研究»ꎬ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新加坡]刘笑敢:«“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ꎬ陈静译ꎬ«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ꎻ丁文宏、蔡

友和:«老子“无为”思想探微─—兼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扬弃»ꎬ«安徽大学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ꎮ
王叔珉:«‹淮南子›与‹庄子›»ꎬ«清华学报»ꎬ１９６０ 年第 １ 期ꎻ方勇:«‹淮南子›对庄子的积极阐释»ꎬ«漳州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ꎻ 邓联合:«‹淮南子›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改铸»ꎬ«人文杂志»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黄钊:«‹淮南子›———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总结»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ꎮ



高　 旭:回顾、反思与前瞻

袭①ꎻ陈广忠、张丰乾等主张“«文子»抄袭说”ꎬ认为今本«文子»晚出ꎬ其内容不同于河北定县汉

简«文子»ꎬ“完全有条件抄袭«淮南子»”②ꎻ但更多的学者则审慎认为ꎬ«淮南子»与«文子»之间

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抄袭”关系ꎬ而是“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家学说整理发挥而成

的”③ꎬ并且二者也很有可能共享着相同的先秦文献来源ꎮ 不但如此ꎬ即便是对今本、简本两种

«文子»与«淮南子»的学术关系ꎬ也要在适当区分的基础上进行研讨ꎮ④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儒家诸子ꎮ 就现有成果而言ꎬ对«淮南子»与儒家诸子的研究ꎬ虽然已

有一定的基础ꎬ但与道家诸子相较ꎬ仍然要薄弱许多ꎮ 其中ꎬ对孔子、董仲舒与«淮南子»的思想

研究⑤ꎬ较多一些ꎬ王效峰、邸维寅、刘爱敏、戴黍等都有所探讨ꎮ 而对孟子、荀子ꎬ以及其他汉儒

(如扬雄)与«淮南子»的历史关联性的探讨ꎬ则仍不多见⑥ꎮ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杂家诸子ꎮ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淮南子»与«吕氏春秋» «管

子»两书的比较研究上ꎮ 牟钟鉴、龚留柱、董志铁等分别从学术思潮、军事思想、逻辑思想的不同

视角讨论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异同联系ꎬ其中尤以牟钟鉴最有系统性ꎬ形成专题著作ꎬ对
此后学者影响较大ꎮ⑦ 巩曰国、耿振东、刘爱敏、高旭则分别从历史渊源、成书影响、哲学思想、农
林生态思想等不同方面探讨了«淮南子»与«管子»的内在联系ꎮ⑧

«淮南子»与先秦两汉其他诸子或子学著作ꎮ 这方面的成果总体来看仍然较为有限ꎬ与研究

空间的广阔性相比ꎬ并不对称ꎬ是“淮南子学”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充分发掘的薄弱领域ꎮ 现有

成果主要涉及到墨家、阴阳家、兵家诸子ꎬ其中陈广忠、王效峰、郑杰文、高旭等对«淮南子»与墨

子、墨家思想渊源、历史流变与理论异同的探讨ꎬ对深化这一方面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ꎮ⑨

７.关于«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其他方面

除以上主要的方面外ꎬ现代学者对«淮南子»思想的学术研究ꎬ还涉及到社会思想、伦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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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伟:«‹文子›六论»ꎬ«道家文化研究»第 １８ 辑“出土文献专号”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２３２－
２４０ 页ꎻ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６ 页ꎮ

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ꎬ«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ꎮ
王云度:«刘安评传»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４７ 页ꎮ
台湾学者丁原植对«淮南子»与«文子»进行了深细的文献比勘研究ꎬ对二者之间的文献异同有着极富启发性的认识ꎮ 参

见其所著:«文子新论»ꎬ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ꎬ１９９９ 年ꎻ«‹淮南子›与‹文子›考辨»ꎬ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ꎬ１９９９ 年ꎮ
王效峰:«‹淮南子›视野中的孔子形象»ꎬ«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ꎻ邸维寅:«‹淮南子›论孔子»ꎬ«淮南

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ꎻ刘爱敏:«‹淮南子›与董仲舒宇宙论比较»ꎬ«齐鲁文化研究»ꎬ２００７ 年ꎻ戴黍:«‹淮南子›治道思

想研究»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３４－２３９ 页ꎮ
高正伟:«汉初官学重建下的孟子学———论‹淮南子›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ꎬ«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ꎻ高旭:«‹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ꎬ«西华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ꎻ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分

析———兼论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ꎬ«哲学研究»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ꎻ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ꎬ«河南大

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ꎻ董志铁:«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ꎬ«人文杂志»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ꎮ
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ꎬ«管子学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ꎻ耿振东:«‹淮南子›对‹管子›成书的诠释及对其思想

的汲取»ꎬ«齐鲁文化研究»ꎬ２００９ 年ꎻ刘爱敏:«‹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ꎬ«船山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ꎻ高旭:
«‹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ꎬ«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ꎻ高旭:«‹淮南子›与‹管子›林业思想

同异论»ꎬ«世界林业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ꎬ«孔子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ꎻ王效峰:«‹淮南子›所见之墨家响»ꎬ«咸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ꎻ郑杰文:«‹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ꎬ«山东大学学报» (哲社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ꎻ秦彦士:«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沉浮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ꎬ«南都学坛»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ꎻ高
旭:«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ꎬ«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ꎻ陈广忠:« ‹淮南子›对阴阳家的继承

与创新»ꎬ«诸子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ꎻ高旭:«‹淮南子›“将”论析议———兼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思想比较»ꎬ«南昌航空

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ꎻ郭海燕:«论‹淮南子兵略训›对‹孙膑兵法›的继承与发展»ꎬ«管子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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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审美思想等方面ꎬ虽然在这些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ꎬ但不论是数量ꎬ还是深度、广度ꎬ都仍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ꎬ仍需要学者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予以拓展和推进ꎮ 具体来看ꎬ这些方面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为:
在社会思想方面ꎬ张为民着重分析了«淮南子»对儒家社会管理思想的汲取ꎻ戴黍对«淮南

子»中日常社会风俗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ꎻ钱善刚重点讨论了«淮南子»的社会哲学思

想ꎻ李少波则对«淮南子»的社会变迁论、控制论及社会修养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ꎮ① 近年

来ꎬ围绕«淮南子»社会思想ꎬ也少有的出现了博士论文ꎬ如陈辉的«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②ꎬ这
对充分发掘«淮南子»社会思想这一薄弱领域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在国内

目前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著或教材中ꎬ都普遍存在着轻视或忽略«淮南子»社会思想

的情况ꎬ未能深刻认识到后者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ꎮ③

在伦理思想方面ꎬ柴文华强调«淮南子»具有“吞吐儒道的伦理主题”ꎬ认为其“对道儒的熔铸

包含有相互悖反的论旨ꎬ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伦理系统的浓缩模型ꎬ对于现代道德意识

的建构亦具启发价值”ꎻ吕锡琛、龙国智对«淮南子»的用人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ꎻ张小宁、韩
娜等也对«淮南子»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有所阐述ꎮ④ 学者们对«淮南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格

外关注ꎬ成果也较多ꎬ其中王巧慧、林飞飞、高旭、王文东等人的成果较有深度ꎮ⑤

在审美思想方面ꎬ党圣元、刘冬梅等从艺术审美的角度ꎬ讨论了«淮南子»的审美鉴赏思想ꎻ
王宜峨梳理了老、庄与«淮南子»审美思想的道家历史逻辑ꎻ方国武论述了«淮南子»在“大道”基
础上形成的“大浑为一”的审美理想ꎻ杜绣琳、刘秀慧、王燚等则分别从心、审美风格、审美空间的

多样视角ꎬ阐发«淮南子»审美思想的独特内涵及价值ꎮ⑥

此外ꎬ学者们对«淮南子»的经济思想、逻辑思想也有所探讨ꎬ但相比以上几个方面ꎬ研究成

果尚为较少ꎮ 林飞飞对«淮南子»经济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ꎬ对后者反映汉初黄老经济发展的历

史价值有所揭示ꎮ⑦ 王巧慧、王克喜等讨论了«淮南子»的逻辑思想ꎬ其中王巧慧从自然科技史的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为民:«‹淮南子›哲学与社会发展思想新论»ꎬ«东岳论丛»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ꎻ戴黍:«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试析‹淮南

子›中所见风俗观»ꎬ«学术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ꎻ钱善刚:«‹淮南子›社会哲学论»ꎬ«安徽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ꎻ李少

波:«‹淮南子›的社会变迁论»ꎬ«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ꎻ李少波:«‹淮南子›社会控制论初探»ꎬ«青海师

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陈辉:«‹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ꎬ博士学位论文ꎬ安徽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目前国内«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或教材ꎬ对«淮南子»的把握大都存在一定的局限ꎮ 或是缺失相应内容ꎬ无章节评述ꎬ对

«淮南子»社会思想重视不够ꎬ如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第 ３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ꎻ或是缺少问题意识ꎬ
理论凝练有限ꎬ论述过平ꎬ对«淮南子»社会思想在秦汉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价值及意义ꎬ揭示的并不深透ꎬ如谢遐龄«中国社会思

想史(第 ２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郑杭生、江立华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庞绍

堂、季芳桐«中国社会思想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等ꎮ
柴文华:«‹淮南子›的伦理主题述略»ꎬ«江汉论坛»１９８８ 年第 ６ 期ꎻ张小宁:«试论‹淮南子›中的伦理思想»ꎬ«重庆科技

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ꎻ韩娜:«‹淮南子›伦理思想探析»ꎬ«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王巧慧:«‹淮南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ꎬ«平顶山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ꎻ林飞飞、高旭:«‹淮南子›生态伦理思想探

析»ꎬ«鄱阳湖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ꎻ王文东:«‹淮南子›对道家生态伦理观的积极阐释»ꎬ«阴山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党圣元:«‹淮南子›的艺术创作论和审美鉴赏论»ꎬ«文学遗产»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ꎻ刘冬梅:«‹淮南子›的审美鉴赏论»ꎬ«古

籍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ꎻ韩娜:«试谈‹老›、‹庄›及‹淮南子›的审美思想»ꎬ«中国道教»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ꎻ方国武:«‹淮南子›审美

理想论»ꎬ«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ꎻ杜绣琳:«‹淮南子›论心之审美特征»ꎬ«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ꎻ刘秀慧:«从‹淮南子›看汉代审美风格的变化»ꎬ«学术交流»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ꎻ王燚:«‹淮南子›对于审美空间的建构及

其意义»ꎬ«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林飞飞:«浅析‹淮南子›的经济思想»ꎬ«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高　 旭:回顾、反思与前瞻

立场出发ꎬ对«淮南子»中隐喻与假说、类比与推理、分析与归纳等逻辑思维方式的探讨最有

深度ꎮ①

三、多维的文化研究

民国以来的现代学者对“淮南子学”的研究ꎬ不仅在文献学之外ꎬ大力开展和推进了思想义

理的探讨ꎬ而且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发展ꎬ也越来越走上一条跨学科、多交叉的多维

的文化研究方向ꎬ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淮南子»的学术研究空间与领域ꎬ这尤其成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重要发展趋势ꎬ直到今天ꎬ可谓是方兴未艾ꎬ前景广阔ꎮ 就目前已有的成果而言ꎬ关于

«淮南子»的多维的文化研究现状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
(一)神话学研究

«淮南子»在秦汉古籍中ꎬ向以富含神话学元素与内容而著称ꎬ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

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ꎬ都在其中有较完整的保存ꎮ 现代学者

日益重视和发掘«淮南子»的神话学价值ꎬ逐渐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研究成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袁珂、刘起釪、杨荫深、叶舒宪、黄悦、孙纪文等ꎬ都从神话学的视角出发ꎬ对«淮南子»进行探讨ꎮ
其中袁珂、叶舒宪的关注较早ꎬ但缺少系统性ꎬ黄悦、孙纪文则从文化人类学、文学的不同视角进

行了专题性更强的研讨②ꎮ 此外ꎬ还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ꎬ如熊开发、杜磊、赵自勇、杨
建军、曾凡、宋小克等ꎬ对«淮南子»神话中的创世神话、遨游神话、上古神话体系、天地形成神话、
女娲神话、昆仑神话等特定议题ꎬ分别进行了深入探究ꎮ

(二)文学研究

对«淮南子»在汉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影响及地位ꎬ现代学者的认识也与时俱进ꎬ越来越走向

丰富深化ꎮ 虽然这方面的专著仍不多见ꎬ但相关文学史著作中特定章节、学术论文却已有一定的

学术积累ꎬ其中聂石樵、袁行霈、张啸虎、杜绣琳、马庆州、于大成等的研究较有代表性ꎮ 聂石樵认

为:“«淮南子»以其丰富的古史故实、神话传说、寓言故事ꎬ为文学描写开拓了新的领域ꎬ其连类

比喻、奇伟闳丽之文ꎬ也开后代散文风气之先”ꎻ袁行霈认为«淮南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

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ꎻ张啸虎也对«淮南子»的文采、文学特色进行了深入论述ꎬ认为其是汉代

文学“从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形式”ꎻ杜绣琳对从文艺学的视野ꎬ对«淮南子»的文艺思想、文
艺范畴、文学意象、及文体特征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ꎻ马庆州着重从“子书与文学”的关系探讨了

«淮南子»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成就ꎻ台湾学者于大成则是从文章、小说、神话等方面揭示«淮南子»
的文学内涵及价值ꎮ③ 此外ꎬ孙纪文、曹晋、崔希星等从不同角度对«淮南子»的文艺观、文学思

想、赋笔特征等有所探讨ꎮ
(三)美学、艺术学研究

１８

①

②

③

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ꎬ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９５－２４４ 页ꎻ王克喜:«‹淮南子›ꎬ汉代逻辑思想的璀

璨明珠──徐州古代逻辑人物系列研究之一»ꎬ«徐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ꎮ
袁珂:«中国神话史»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ꎻ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ꎻ黄

悦:«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淮南子›的文化阐释»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ꎻ孙纪文:«淮南子研究»ꎬ北京:学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１５－３６５ 页ꎮ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８５－８７ 页ꎻ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第 １ 卷)ꎬ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７８ 页ꎻ张啸虎:«‹淮南子›的文学特色»ꎬ«文史知识»１９８５ 年第 ７ 期ꎻ杜绣琳:«文学视野中的

‹淮南子›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ꎻ马庆州:«淮南子考论»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６３－１８６ 页ꎻ
于大成:«淮南子的文学价值»ꎬ«中华文化复兴月刊»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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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一书在汉代美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及地位ꎬ是汉代道家美学思想的集中体

现ꎬ而且由于其黄老特质ꎬ对儒、法、墨、阴阳等家的美学因素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与体现ꎬ因此

«淮南子»的美学内涵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和研讨ꎮ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ꎬ主要反映在相关美学思

想史著作与学术论文上ꎮ 前者以李泽厚、刘纲纪、叶朗、施昌东为代表ꎮ 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淮
南子»对汉代艺术“气象宏伟博大、质朴雄强”的时代特征有着美学的概括与表现ꎬ是中国美学

“上承先秦ꎬ下启魏晋”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ꎻ叶朗对«淮南子»中有关美和美

感的论述作了介绍ꎬ他认为这些理论内容“具有很高的概括性ꎬ所以在美学史上影响是很大的”ꎻ
施昌东对«淮南子»的“美”、“乐”思想进行着重阐析ꎬ并比较揭示了«淮南子»与«庄子»美学思想

的内在联系ꎮ① 后者主要有黎孟德、周来祥、潘显一、孙纪文、丁秀菊等ꎮ 黎孟德、周来祥对«淮南

子»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及价值有所探讨和肯定ꎻ潘显一强调«淮南子»美学思想史“典型的道家

－道教一脉”ꎬ其丰富多样的美学观点是“道家－道教的美学阐发”ꎻ孙纪文对«淮南子»美学新蕴

涵的形成有着深入讨论ꎬ认为“既看重美的审美性ꎬ又看重美的功利性和现实性”是其美学新蕴

涵的主导内容ꎻ丁秀菊对«淮南子»尚质重文、文情理通、出言副情的修辞主张进行了美学视角的

考察ꎮ② 此外ꎬ也有一些学者从生命美学的角度对«淮南子»进行探讨ꎬ如赵国乾、吴家荣等ꎮ
现代学者对«淮南子»美学的研究ꎬ经常与后者的艺术学内容结合在一起ꎬ这在音乐、舞蹈、

绘画上都有所体现ꎮ 现有成果较多的是对«淮南子»音乐观点及审美思想的探讨ꎬ舞蹈、绘画方

面则要薄弱许多ꎮ 赵为民、蔡仲德、周振锡、王志成等对«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较早ꎬ初
步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ꎬ其中又以赵为民、蔡仲德为代表③ꎮ 陈彤、张良宝、刘新巧、王维

则从音乐审美主体、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养生等不同视角ꎬ对«淮南子»音乐思想展开多向

度的研究ꎮ 周英、杨昶等对«淮南子»所反映的汉代舞蹈发展ꎬ及其与荆楚乐舞的渊源关系ꎬ展开

初步探讨④ꎻ洪娟则对«淮南子»中的绘画思想有所论述ꎮ⑤ 从«淮南子»作者群体的艺术素养及

书中蕴含的丰富的艺术内容来看ꎬ这方面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ꎬ是学者们应该更为重视的

学术领域ꎮ
(四)科学技术史研究

在中国道家发展史上ꎬ«淮南子»可说是科技知识、思想与思维体现得最为充分的重要著作

之一ꎬ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反映出汉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ꎮ 现代学者对«淮南子»的科技内涵进

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ꎬ逐渐累积起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ꎮ 对«淮南子»的科技内涵进行整体性、
综合性研究的专著ꎬ仍不多见ꎬ现有者以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⑥、王巧慧«‹淮南子›的自

然哲学思想»为代表ꎬ二书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ꎬ对该领域的研究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ꎮ 除此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４３０－４５８ 页ꎻ叶朗:«中国美学史大

纲»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６７－１７０ 页ꎻ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述评»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４４－６４ 页ꎮ
黎孟德:«‹淮南子›美学思想初探»ꎬ«四川师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ꎻ周来祥:«‹淮南子›的哲学精神和美学思

想»ꎬ«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潘显一:«‹淮南子›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研究»ꎬ«四川大学学报» (哲社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ꎻ孙纪文:«论‹淮南子›的美学新蕴涵及其成因»ꎬ«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ꎻ丁秀菊:«论‹淮南

子›的修辞美学取向»ꎬ«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赵为民:«‹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初探»ꎬ«中国音乐学»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ꎻ蔡仲德:«‹淮南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上)(下)ꎬ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周英、杨昶:«略论‹淮南子›对传承荆楚乐舞的贡献»ꎬ«第六届‹淮南子›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２０１１ 年安徽省淮南

市ꎮ
洪娟:«‹淮南子›对汉代绘画艺术的影响»ꎬ«衡水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ꎬ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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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ꎬ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对«淮南子»某一方面的科技内涵有所探讨ꎬ如席泽宗①、李鹏举②、陶磊

对«淮南子天文»中古代天学思想的研究ꎬ张中平、林飞飞、高旭等对«淮南子»农学思想的研

究③ꎮ
(五)学术史研究

在«淮南子»的现代研究中ꎬ关于其自身的学术史研究ꎬ也是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ꎬ但是

这方面的成果仍然较为有限ꎬ偏重于资料性质的文献汇集工作ꎬ学理、历史层面仍亟待于学者们

展开深入系统的学术清理工作ꎬ形成相关的学术史专著ꎬ从而有力推动«淮南子»研究的良好发

展ꎮ 现有的成果也由此表现为两种类型:
其一ꎬ学术史资料的编辑整理ꎮ 专题者如于大成«六十年来之淮南子学»、陈丽桂«‹淮南子›

研究八十年»、陈广忠«‹淮南子›书目»④ꎬ其他如陈丽桂主编«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 (１９１２－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９)ꎬ以及«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１－５ 册)、«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
及续编、三编等书中关于“刘安与«淮南子»”的内容ꎮ 何宁、张双棣、李秀华⑤等在著作中对西汉

以来的“淮南子学”研究成果做过较为简略的资料索引与辑录ꎮ 此外ꎬ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也编有

«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日本の部ꎬ１８８５－１９８４ 年)的书稿ꎮ 以上这些成果ꎬ为以后的学者从事

“淮南子学”和“淮南子学史”的研究工作ꎬ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ꎬ产生裨益学林的积极影响ꎮ
其二ꎬ学术史的学理化研究ꎮ 到现今为止ꎬ仍无通史性质或专题性质的«淮南子»学术史著

作产生ꎬ这不能不说是 ２０ 世纪以来“淮南子学”研究的严重缺憾与不足ꎮ 但相关的学术论文已

有一些ꎬ如:钱善刚、陈小霞 、谢昭新等对胡适的«淮南子»研究的探讨ꎬ既有比较分析胡适与安乐

哲对«淮南子»“道”论的不同阐释ꎬ也有对胡适«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史贡献的论述和肯定⑥ꎻ陈
静、刘国民等对徐复观的«淮南子»研究进行讨论ꎬ不仅肯定其学术贡献ꎬ而且注重对其从事«淮
南子»研究的学术心态有所剖析⑦ꎻ高旭则对曾国藩、熊十力等人的«淮南子»研究成就进行深入

探讨ꎬ特别是对三者在研究上的利弊得失展开学理逻辑上的细致研析ꎮ 尤须一提的是ꎬ高旭基于

学界现有成果ꎬ进一步明确提出和界定了“淮南子学”、“淮南子学史”的学术概念ꎬ主张构建起现

代学术意义上的«淮南子»学术研究体系ꎬ进而提高其新的人文学科地位ꎬ使其成为现代中国人

文学术研究中更具特色、也更为重要的历史构成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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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ꎬ«科学通报»１９６２ 年第 ６ 期ꎮ
李鹏举:«‹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ꎬ«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６２ 年第 ２ 期ꎮ
张中平:«‹淮南子›的农业气象观及其形成与意义»ꎬ«第 ２６ 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劳在今日ꎬ利在永远”———气象史志的

积累与挖掘分会场论文集»ꎬ２００９ 年北京市ꎻ林飞飞:«‹淮南子›重农思想初探»ꎬ«农业考古»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ꎻ高旭:«论‹淮南

子›农业观的思想意蕴»ꎬ«农业考古»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陈广忠:«‹淮南子›研究书目»ꎬ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２２５０－２２９０ 页ꎻ李秀华:«‹淮南子›许高二注研

究»ꎬ北京:学苑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ꎻ何宁:«淮南子集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４６５－１４９４ 页ꎮ
钱善刚:«道:假设抑或承诺———胡适‹淮南子›研究初论»ꎬ«合肥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ꎻ陈小霞:«胡适与安乐哲

对‹淮南子›中“道”的不同解读»ꎬ«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ꎻ谢昭新:«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ꎬ
«江淮论坛»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３１２－３２６ 页ꎻ刘国民:«徐复观对‹淮
南子›的解释»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高旭:«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ꎬ«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

子›»ꎬ«中国矿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论———以‹读通鉴论›为中心»ꎬ«广州大学学

报»(社科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四、对«淮南子»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综观两千年的“淮南子学史”ꎬ可以从中清晰而简要地认识古今学者研究«淮南子»的基本历

程ꎬ以及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ꎮ «淮南子»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汉代道家代表之作ꎬ其
历史价值及地位ꎬ因政治、学术原因的影响ꎬ在很长时间内ꎬ一直得不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和应有评

价ꎮ 虽然这种情形从 ２０ 世纪以来逐渐开始有所转变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ꎬ积极发掘、阐
扬和评价«淮南子»的学者越来越多ꎬ但是对«淮南子»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论著而言ꎬ现
有的研究并非太多ꎬ而是仍然有着进一步深化、开拓的学术空间ꎬ仍然亟需学者们在新的学术视

野下ꎬ展开更为多元化的研究工作ꎬ从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将«淮南子»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

内涵ꎬ向世人呈现出来ꎬ推动其走向现代性的转化ꎬ古为今用ꎬ焕发出昔日未曾充分彰显的思想

光芒ꎮ
通过回顾和总结以往“淮南子学”研究的成就ꎬ也能让我们更深入地反思西汉以来“淮南子

学”发展中的利弊得失ꎬ以此为借鉴ꎬ更有力地推动现今«淮南子»研究的良好发展ꎮ 具体而论ꎬ
学者们今后在«淮南子»研究中应该着重注意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ꎬ«淮南子»的文献研究ꎬ是“淮南子学”发展中最富有历史底蕴的领域ꎬ尽管随着古今学

者的不懈努力ꎬ这一领域短时间内实现整体性推进的空间已然不大ꎬ但对«淮南子»文献进行更

为精深的局部研究(校勘、版本、训诂、辑佚、许高二注等)ꎬ以及系统整理和客观评价历代学者的

«淮南子»文献学成果ꎬ这都需要现代学者继续努力向前推进ꎮ
第二ꎬ«淮南子»的思想研究ꎬ从 ２０ 世纪前期以来ꎬ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日益繁多ꎬ盛

况空前ꎬ远迈前人ꎮ 但也须注意的是ꎬ一方面虽然«淮南子»思想研究的成果积累丰硕ꎬ但其中确

实存在着“研究方法及选题的高度同质化”①的弊端ꎬ一些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并不强烈ꎬ对«淮南

子»思想的理论透析能力也较弱ꎬ以致其研究成果趋于平面化论述ꎬ剿袭前人之言ꎬ少有独创之

处ꎻ另一方面ꎬ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实际上仍处于有待于继续深化的阶段ꎬ如对«淮南子»核心

概念的道家思想史的探源、厘清与释义、对«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潮、政治及理论演变的更为系

统深入的探讨、对«淮南子»与汉代早期道教思想渊源的阐析、对«淮南子»独特的汉代道家思想

体系及性质的研究等ꎮ 而且ꎬ研究领域也需要实现新的拓展ꎬ如对«淮南子»与新出土文献之间

的思想比勘和溯源研究、对«淮南子»与汉代儒学史的关系研究、对«淮南子»与汉代诸子学的复

杂关系的研究、对«淮南子»进行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养生哲学、休闲哲学、心理哲学、
生态哲学方面的现代性转化、传承及利用研究等ꎮ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ꎬ今后学者对«淮南子»思
想的研究应该更加突出新问题、新视野、新方法ꎬ只有如此ꎬ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ꎬ让«淮南子»
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重新为世人所了解和重视ꎮ

第三ꎬ«淮南子»的文化研究ꎬ这方面是现今“淮南子学”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领域ꎬ也是学术空

间拓展性最大的领域ꎮ 已有的研究成果ꎬ主要涉及神话学、文学、艺术学、科技史、学术史等ꎬ虽有

一定的学术积累ꎬ但不论是深度抑或广度ꎬ与«淮南子»的文献、思想研究相比ꎬ都仍显不足ꎮ 而

且ꎬ在文化研究方面ꎬ也最应该充分体现出跨学科、交叉型研究的时代特点ꎬ这有待于不同学科的

学者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共同推进ꎮ 在文化研究上ꎬ关于«淮南子»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

学的研究成果ꎬ并不多见ꎬ这些领域非常值得学者们今后关注和发掘ꎮ «淮南子»一书包罗万象、

４８
①马庆州:«六十年来‹淮南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ꎬ«文学遗产»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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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ꎬ对其展开更为多元而广阔的文化研究ꎬ这必将是未来“淮南子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所在ꎮ
第四ꎬ«淮南子»的学术史研究ꎮ 学术史研究对于“淮南子学”的发展至关重要ꎬ它已成为亟

待学者系统深入解决的重要课题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ꎬ对“淮南子学”的进一步良好发展产生瓶

颈制约的影响ꎮ 没有反思性的回顾ꎬ就没有开拓性的新进展ꎮ 对西汉以来两千年“淮南子学史”
的认真梳理ꎬ有助于现今学者准确把握«淮南子»研究中的局限不足ꎬ对其中有价值的学术空间

也形成较为明晰的认识ꎬ进而为此后“淮南子学”的更好推进和发展ꎬ提供极为重要的指导方向ꎮ
因此ꎬ在现有成果基础上ꎬ构建和形成“淮南子学史”的学理体系ꎬ是当前研究者的重要学术责

任ꎬ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ꎮ
第五ꎬ对有着丰厚历史内涵的«淮南子»研究而言ꎬ时至今日ꎬ随着现代中国学术体系的不断

发展ꎬ也产生了构建“淮南子学”的新学术体系的现实需要ꎮ 与学界已有的“老学”、“庄学”相比

较ꎬ“淮南子学”的学术概念产生不仅较晚ꎬ而且缺乏学界应有的普遍认知和接受ꎬ这种现实局限

从根本上而言ꎬ不利于«淮南子»研究体系的合理构建、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ꎬ以及研究价值与意

义的实际彰显ꎬ也不足以反映«淮南子»研究在中国道家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及地位ꎮ 因

此ꎬ逐步构建起“淮南子学”的新研究体系ꎬ将有力推动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ꎬ使研究者形成自

觉的学术体系意识ꎬ实现«淮南子»研究新的整体性发展ꎬ为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做出更大的历史

贡献ꎮ
两千年的学术历程ꎬ经历跌宕的政治起伏ꎬ曲折的历史发展ꎬ作为古皖名籍、道家巨著、中华

经典、世界瑰宝的«淮南子»ꎬ在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ꎬ必将厚积重发、古为今用ꎬ焕发新的思想

文化的生命力ꎬ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ꎬ展现出汉代道家智慧的风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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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兴起的多因性探析
∗①

赵文亮　 贾龙阳
(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伊斯兰国”的迅速兴起ꎬ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为瓜分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所签署的«塞克斯—皮克特协定»ꎬ是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根源和“伊斯兰国”兴起的根源ꎻ美国阿富汗

反恐战争导致“基地”恐怖分子向中东各地流散ꎬ致使恐怖主义在中东多国死灰复燃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

翻萨达姆政权ꎬ导致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ꎬ为“伊斯兰国”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ꎻ中东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利

益等方面考量ꎬ暗中支持“伊斯兰国”ꎬ为其发展壮大大开方便之门ꎻ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中东多国陷

入动荡ꎬ尤其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ꎬ导致大批极端分子趁机兴风作浪ꎬ“伊
斯兰国”乘势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异军突起ꎬ并在世界多国发动恐怖袭击ꎬ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ꎬ对世界和平与

国际局势也构成了新的威胁ꎮ
关键词:　 伊斯兰国ꎻ兴起ꎻ美国中东政策ꎻ伊拉克战争ꎻ叙利亚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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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赵文亮 ( １９６４—　 )ꎬ男ꎬ河南汝州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ꎻ贾龙阳

(１９８８—　 )ꎬ男ꎬ山西太原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阿以冲突与中东恐怖主义关系研究”(１２ＢＳＳ０３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政策»ꎬ«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ꎬ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ꎬ大批“基地”组织分子以抗击美国侵略的名义来到伊

拉克ꎬ建立了“伊斯兰国”的早期组织———“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ꎮ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运动

爆发ꎬ尤其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ꎬ“伊斯兰国”势力借助中东乱局ꎬ强势崛起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

建立地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所谓“伊斯兰国”ꎮ 在宣布“建国”后ꎬ“伊斯兰国”继续在中东地区

攻城略地ꎬ其恐怖触角已伸向世界多地ꎬ并制造多起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ꎬ如其宣称的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在埃及击落俄罗斯客机事件和 １１ 月发生在法国多地的致百人伤亡的系列恐怖事件等ꎮ
“伊斯兰国”的残暴不仁令人发指ꎬ极端行径骇人听闻ꎬ恐怖手段世所罕见ꎬ以致于连声名狼藉的

“基地”组织都耻于与其为伍ꎬ公开宣布与其没有任何关系ꎮ “伊斯兰国”的恐怖行为ꎬ使其成为

人类公敌ꎬ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ꎬ国际社会联手对其进行打击成为必然ꎮ
“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ꎬ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西方至今已经出

版十余种有关这一极端组织的专著ꎬ相关论文也多有涉及ꎮ 我国学界也迅速跟进研究ꎬ发表了一

些关于“伊斯兰国”的文章ꎬ主要涉及“伊斯兰国”兴起的原因和影响、“伊斯兰国”与传统恐怖主

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等方面ꎬ但至今尚未出现有关该问题的专著ꎮ 关于“伊
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ꎬ有学者认为与美国频频失误的中东政策密不可分ꎬ是“美国翻云覆雨

之中东政策的最终结果”ꎮ②也有学者指出ꎬ“伊斯兰国”的兴起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ꎬ认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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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治变迁的主要领域ꎬ将定格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得到西方支持的世俗力量的角力

上”ꎮ① 还有学者将动荡不安的中东政治格局以及大国在这一地区复杂纠葛的利益关系作为“伊
斯兰国”迅速兴起壮大的有利条件ꎬ指出“中东乱局固然为其肆虐提供了深厚土壤ꎬ部分大国和

地区国家不负责任的政策则是助纣为虐”②ꎮ 这些研究固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ꎬ但往往就事论

事ꎬ大都忽略了对其兴起原因的系统、深入研究ꎮ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伊斯兰国”ꎬ以便早日消除

这一极恶势力ꎬ依据比较充分的资料ꎬ对“伊斯兰国”兴起的原因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ꎬ是
十分必要的ꎮ

我们认为ꎬ“伊斯兰国”的迅速兴起ꎬ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既有历史渊源、国际关系

和大国博弈等外部因素ꎬ也与“伊斯兰国”的恐怖信仰、组织架构和发展政策等内部因素密不

可分ꎮ

一、“伊斯兰国”兴起的历史原因

“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崛起ꎬ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ꎮ
(一)«塞克斯—皮克特协定»种下了中东持续动荡的祸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参加同盟国集团的作战ꎮ 英国

为了瓦解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统治ꎬ极力煽动中东地区阿拉伯人起义ꎬ并允诺在战争获胜后

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泛伊斯兰教国家ꎮ 但是ꎬ正当阿拉伯人起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ꎬ英
国却背弃了对阿拉伯人的承诺ꎬ于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与法国秘密签署战后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

«塞克斯—皮克特协定»(Ｓｙｋｅｓ－Ｐｉｃｏ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ꎮ 协定基本确定了现代各主要中东国家的领土

及边界ꎬ重新划分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ꎬ“重点加强了英国和法国对中东地区的

控制ꎬ并将一战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委任统治’原则引入中东地区ꎬ这也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干

预中东事务的滥觞”③ꎮ 这一协定是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殖民侵略的产物ꎬ“西方大国只是将他

们的思维强加于中东地区ꎬ对于中东国家版图的划分根本没有考虑这一地区复杂的宗教和部落

因素ꎬ从而导致了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④ꎮ 例如ꎬ协定将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的逊尼派穆斯林

和库尔德人ꎬ与生活在南部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组成伊拉克ꎬ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与地域差异ꎬ
导致伊拉克自诞生之日起就动荡不安ꎬ各个民族、部族、宗教派别之间争斗不断ꎬ甚至动辄兵戎

相见ꎮ
中东地区长期无法愈合的政治裂痕ꎬ历史悠久的民族冲突ꎬ极端仇视的信仰对立ꎬ给“伊斯

兰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ꎮ 近现代以来ꎬ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西方殖民侵

略的沉重枷锁ꎬ西方文化和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泛滥更使穆斯林深切感到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

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ꎮ 同时ꎬ“伊斯兰国”正是利用了中东地区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心灰

意冷、对近代以来被列强瓜分的强烈不满ꎬ以及与西方基督教世界根深蒂固的文明冲突ꎬ向信徒

宣扬:“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西方文明进行一场战争ꎬ打破强加于穆斯林身上的这一桎梏ꎬ消灭

１９１６ 年«塞克斯—皮克特协定»所划定的一切版图边界ꎬ建立一个纯净的泛伊斯兰教的国家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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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ｅｎｎ Ｂｅｃｋ. Ｉ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ａｌ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Ｒａｄｉｏ Ａｒｔ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５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Ｄ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Ｔｏｂｅｙ.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Ｍｏｏｄ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２１.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ａｎｃｅ.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Ｉ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ｋｙ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３０５.



赵文亮ꎬ贾龙阳:“伊斯兰国”兴起的多因性探析

摧毁«塞克斯—皮克特协定»ꎬ已经成为了“伊斯兰国”团结恐怖分子、宣扬极端思想和激励作战

士气的一种口号ꎮ “伊斯兰国”２０１４ 年的“建国宣言”明确提出要“摒弃那黑暗的过去ꎬ拂去那耻

辱的尘埃ꎬ在混乱和绝望的中东之地ꎬ一个崭新的哈里发国家将重新降临”ꎮ① 随后ꎬ“伊斯兰国”
又在其网站发布一段视频ꎬ标题即为“与«塞克斯—皮克特协定»说再见”ꎮ 在这段视频中ꎬ“伊斯

兰国”展示了一处刚刚被摧毁的边检站ꎬ这一边检站位于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境ꎬ影片结束前极

端分子挥舞旗帜ꎬ大力宣扬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被«塞克斯—皮克特协定»所创造出的世俗政

权ꎬ终将会被哈里发国家所摧毁ꎮ 正如西方学者查尔斯奥耶(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Ｄｙｅｒ)和马克托比

(Ｍａｒｋ Ｔｏｂｅｙ)所评论的:“这一协定成为今日中东地区冲突的主要根源ꎬ并最终导致了‘伊斯兰

国’的崛起ꎮ”②

(二)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为“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后ꎬ美国失误且多变的中东政策成为“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又一历

史原因ꎮ
“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后ꎬ美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恐战争”ꎬ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ꎬ彻底清剿“基地”组织势力并于 ２００３ 年推翻伊拉克逊尼派萨达姆政权ꎮ 但是ꎬ美国

的中东政策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ꎬ中东地区原本相对平衡的政治权力架构被打破ꎬ中东国家间关

系日趋复杂ꎬ伊拉克也出现权力真空ꎮ “基地”组织利用周边动荡局势ꎬ从阿富汗向中东其他地

区大量流散ꎬ建立众多分支机构ꎬ大肆招募极端分子ꎬ恐怖活动重新活跃ꎮ 在伊拉克战争后上台

的什叶派政权ꎬ由于腐败无能并采取排斥逊尼派的宗教政策ꎬ导致国内教派矛盾尖锐ꎬ加之中央

政府权力弱小ꎬ无法对各地实施有效统治ꎬ伊拉克由此成为“伊斯兰国”滋生蔓延之地ꎮ
２００１ 年美军所进行的阿富汗战争ꎬ沉重打击了“基地”组织的势力ꎮ “阿富汗战争对于‘基

地’组织来说ꎬ就是一场灾难ꎬ直到 ２００２ 年ꎬ它在阿富汗的势力都在持续衰减ꎬ不仅失去了其政治

盟友和庇护者塔利班政权ꎬ许多组织领导人也被击毙ꎮ”③据不完全统计ꎬ仅在 ２００１ 年年底的几

个月中ꎬ“‘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员”④ꎮ 但是ꎬ“‘基地’组织是一个能够不

断吸收新成员、有能力遍地开花的组织”⑤ꎬ许多“基地”组织成员在遭受打击后ꎬ开始从阿富汗向

中东其他地区流散ꎬ伊拉克则成为恐怖分子流散的重灾区ꎮ
美国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伊拉克战争ꎬ不仅没有使其实现反恐目的ꎬ反而刺激了国际恐怖主义

活动ꎬ触发了新的恐怖袭击浪潮ꎬ“伊拉克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天堂’”⑥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

爆发ꎬ美军迅速占领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ꎮ 但是ꎬ伊拉克战争对于“基地”组织来说ꎬ则是一

次天赐良机ꎬ其组织力量不断扩大ꎮ “他们利用伊拉克人对美军占领行为的不满ꎬ得到了许多伊

拉克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和原萨达姆所属政党伊拉克复兴党(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的帮助ꎮ”⑦在“基地”组
织势力不断发展之际ꎬ阿布穆萨布扎卡维(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Ｚａｒｑａｗｉ)创立“伊斯兰国”的早期

组织———“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ＩｒａｑꎬＡＱＩ)ꎮ 扎卡维“并不完全认同‘基地’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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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采取恐怖袭击的做法ꎬ认为那是‘遥远的国度’ꎮ 他主张在中东地区首先建立国家ꎬ并
积极煽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①ꎮ 这些思想也成为日后“伊斯兰国”的重要理论指导ꎮ
扎卡维利用自己丰富的恐怖活动经验ꎬ使组织迅速发展壮大ꎬ占据了伊拉克西部地区ꎬ包括费卢

杰(Ｆａｌｌｕｊａｈ)ꎮ 他们利用当地石油资源以及采取绑架、恐吓等恐怖手段ꎬ势力迅速壮大ꎬ每年收入

在七千万美元至两亿美元之间ꎮ
“伊拉克战争使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处于混乱状态ꎬ削弱了其内部团结与活力ꎮ”②美军在推翻

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后ꎬ扶植什叶派领导人掌握伊拉克政权ꎬ希望借以削弱逊尼派的影响ꎬ巩固伊

拉克战争的成果ꎮ 但是ꎬ这一政策引起了伊拉克逊尼派教众的强烈不满ꎬ而伊拉克周围诸多逊尼

派掌权的国家ꎬ对新政权也没有表现出热情ꎬ反而暗中支持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反对势力ꎮ 美国在

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沙特阿拉伯ꎬ就是其中的代表ꎬ它对于伊拉克国内众多逊尼派反对势力的

大量援助ꎬ成为“伊斯兰国”恐怖资金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根据美国学者帕特里克科伯恩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的说法ꎬ“‘伊斯兰国’可以从众多反对派中迅速崛起ꎬ沙特阿拉伯起到了关键

作用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夏天开始ꎬ沙特阿拉伯就取代卡塔尔ꎬ成为众多反对派的最大经济援助者”③ꎮ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ꎬ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频繁的恐怖袭击之中ꎬ人员损失惨重ꎬ在伊拉克

的军费支出连年增长ꎬ导致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持续高涨ꎬ美军地面作战部队被迫于 ２０１１ 年撤出

伊拉克ꎮ 美军撤出后ꎬ“伊斯兰国”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骤减ꎬ而美国所扶持的什叶派政府又软

弱无能ꎬ军队战斗力极为低下ꎬ根本无力与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国”相抗衡ꎮ 如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伊
斯兰国”仅用 ４ 天时间就攻陷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ꎮ 令人惊讶的是ꎬ在战斗中“伊斯兰

国”仅以 １３００ 人的兵力ꎬ击垮了包括伊拉克政府军、联邦警察在内的 ６ 万人的部队ꎮ④ 战役失败

的原因在于伊拉克政府军表面兵力与实际兵力并不相符ꎬ由于贪污腐败ꎬ“驻扎在摩苏尔的实际

兵力只有两万人ꎬ其余的人则将他们薪资的一半拿来贿赂长官ꎬ而自己则长期脱离军队”ꎮ⑤ 除

此之外ꎬ伊拉克吏治腐败ꎬ政府并不关心民众疾苦ꎮ 一位商人就曾表示:“过去几年我在摩苏尔

经商ꎬ‘伊斯兰国’会向我收取每月五十万美元的保护费ꎮ 我多次向巴格达政府抗议ꎬ但政府表

示ꎬ除非我拿出比‘伊斯兰国’所要保护费更高的价码给政府军ꎬ否则他们就无能为力ꎮ”⑥吏治如

此腐败ꎬ必然要导致人心的部分丧失ꎮ
美国所扶持的什叶派政权ꎬ还在伊拉克国内实行严苛的宗教歧视政策ꎬ打击排斥逊尼派教

徒ꎬ导致伊拉克教派间激烈冲突及民族间矛盾的日益激化ꎬ并促使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内部走

向极端化与暴力化ꎬ这一政策也使“伊斯兰国”有诸多可乘之机ꎮ 例如ꎬ在“伊斯兰国”攻陷摩苏

尔过程中ꎬ城内逊尼派民众非但没有帮助伊拉克政府军ꎬ反而将政府军看成入侵者ꎮ 一位什叶派

政府军士兵这样回忆:“当我们前来增援进入摩苏尔时ꎬ当地民众却向我们投掷石块ꎬ他们高喊

‘我们不要你们留在我们的城市ꎬ你们是马利基⑦的儿子ꎬ你们是政府军的走狗’ꎮ”⑧“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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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利用这种教派冲突ꎬ迅速攻城略地ꎬ积极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ꎮ

二、“伊斯兰国”兴起的教派因素

伊斯兰教主要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别ꎬ逊尼派人口占多数ꎬ而“伊斯兰国”就属于逊

尼派极端组织ꎮ 什叶派与逊尼派在历史上冲突不断ꎬ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ꎬ教派间冲突

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ꎬ国家间关系也常常受到教派冲突的影响ꎮ 在“伊斯兰国”兴起的过程中ꎬ
这一极端组织充分利用了什叶派与逊尼派难以调和的矛盾ꎬ从而坐收渔翁之利ꎮ 在中东地区ꎬ伊
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军推翻后由什叶派掌权ꎬ导致国内出现严重的教派冲突ꎻ叙利亚虽然也由什

叶派掌权ꎬ但什叶派在叙利亚属于少数ꎬ多数教众仍为逊尼派ꎬ这也为叙利亚局势的动荡和“伊
斯兰国”的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笔ꎮ 在中东地区影响力较大的沙特阿拉伯ꎬ则由逊尼派掌握政权ꎬ
这成为沙特阿拉伯暗中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逊尼派反对势力的原因之一ꎬ同属逊尼派的

“伊斯兰国”也借之发展壮大ꎮ
逊尼派由于人数众多ꎬ导致对教义产生较大分歧ꎬ因而衍生出诸多教派ꎬ“伊斯兰国”则属于

逊尼派中“瓦哈比派”(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ꎮ “瓦哈比派”在历史上与沙特阿拉伯王室过从甚密ꎬ在其国

内也颇具影响力ꎬ这也成为沙特阿拉伯暗中支持“伊斯兰国”的原因之一ꎮ “越来越多的逊尼派

接受了在本派教义中原本并不存在的瓦哈比教义ꎬ并都随之发展壮大ꎬ这与沙特阿拉伯在政治和

经济上的支持密不可分ꎮ”①由于对恐怖组织的资助为国际社会所不容ꎬ因而沙特阿拉伯的行为

是秘密的ꎬ其具体资助数额也是一个未知数ꎮ 但是ꎬ欧洲议会对外政策部(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在 ２０１３ 年曾指出:“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沙特阿拉伯就是恐怖组织的主要援

助国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它至少已将一百亿美元用以援助中东恐怖组织ꎮ”②而和沙特阿拉伯具有

相同信仰的“伊斯兰国”ꎬ无疑会从这一巨大经济援助中获益匪浅ꎮ
“瓦哈比派”教义极端保守ꎬ主张实施最原始的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 ｌａｗ)③ꎬ而“伊斯兰国”则

更将之奉为经典ꎮ 例如ꎬ在“伊斯兰国”“首都”拉卡ꎬ“市区一片风声鹤唳的景象ꎬ表达言论则是

犯罪行为ꎬ将会被捕”ꎮ④ 而在其他占领区ꎬ“手机中存放音乐视频将会被判坐牢ꎻ饮酒则会被处

以鞭刑ꎻ女性外出如不遮盖面纱ꎬ将会受到硫酸毁容的惩罚”⑤ꎮ 此外ꎬ对于伊斯兰教的其他教

派ꎬ“伊斯兰国”也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ꎮ 在他们制作的一个五分钟左右的视频中ꎬ“伊斯兰国”
士兵在公路拦截三辆卡车ꎬ怀疑司机是什叶派教徒ꎮ 虽然司机极力辩解自己是逊尼派教徒并苦

苦哀求ꎬ却很快被这些士兵所枪杀ꎮ 正是“伊斯兰国”这种极端保守的措施以及在政治上所主张

的独裁主义ꎬ成为“伊斯兰国”恐怖信仰的基础理论来源ꎮ 他们对之进行系统整理ꎬ利用大量新

媒体技术加以宣传ꎬ以吸引更多对现实不满的东西方穆斯林群众参与“伊斯兰国”的所谓“圣战”
当中ꎮ

三、“阿拉伯之春”成为“伊斯兰国”兴起的外部因素

民主化是美国实现其中东战略的政治基础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意将“政治民主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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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沙利亚法ꎬ逊尼派严格的宗教律法ꎬ主张回归«古兰经»与«圣训»ꎮ 伊斯兰教法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ꎬ如政治、

经济、婚姻、财产关系等方面ꎬ并且将放弃伊斯兰教法视为叛教行为ꎮ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ａｎｃｅ.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Ｉ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ｋｙ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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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国大肆宣传和推广ꎬ扩大冷战的胜利成果ꎬ建立其控制下的中东新秩序ꎮ
２０１１ 年ꎬ中东、北非地区就爆发了由西方国家积极推动的、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群

众运动ꎮ 这场运动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ꎬ继而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ꎬ推翻了突尼斯、埃
及、利比亚、也门等国的原有政权ꎮ “阿拉伯之春”所倡导的西方式民主ꎬ导致中东多国社会分

裂ꎬ多数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之中ꎬ战乱至今无法平息ꎬ百姓苦不堪言ꎮ 纷乱不堪的社会局势ꎬ此起

彼伏的政权更迭ꎬ中央政府的形同虚设ꎬ使得各国政府在面对“伊斯兰国”日益严重的威胁时难

以招架ꎬ从而为“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战场ꎮ “伊斯兰国”趁机在中东多国建立分支

机构ꎬ扩大自身力量ꎮ 正如帕特里克科伯恩所言:“‘阿拉伯之春’在一段时间被西方看成是民

主的胜利ꎬ但在三年后面对日趋严重的暴力冲突ꎬ先前的论断被证明太过天真ꎮ 这些爆发革命的

国家ꎬ逐渐变成一个个警察国家ꎬ而在面对本国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国’势力时ꎬ他们又显得不堪

一击ꎮ”①

埃及是较早响应“茉莉花革命”的北非国家ꎬ在推翻原执政者穆巴拉克(Ｈｏｓｎｉ Ｍｕｂａｒａｋ)后ꎬ
穆斯林兄弟会所支持的穆尔西(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ｏｒｓｉ)通过民选执政ꎮ 但是执政仅一年之后ꎬ穆尔西就

被埃及军方罢免并遭软禁ꎬ随后上台的军方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ꎬ同时查禁穆斯林兄弟

会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埃及恐怖组织“耶路撒冷支持者” (Ａｎｓａｒ Ｂｅｉｔ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 ＡＢＭ)宣布对“伊斯

兰国”效忠ꎮ 这一组织正式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ꎬ原本以打击以色列为主要活动目标ꎬ但在埃及军方发

动政变后ꎬ它就将袭击矛头指向军队所操纵的政府ꎬ认为军队政变的行为违反了埃及人民的意

愿ꎮ 埃及军方随之加大了对其清剿力度ꎬ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ꎬ主要领导人也被击毙ꎬ这“成为

他们效忠‘伊斯兰国’以获得援助的主要原因”②ꎮ “耶路撒冷支持者”在效忠“伊斯兰国”后ꎬ得
到后者大量援助ꎬ势力迅速恢复ꎬ成员超过 ２０００ 名ꎮ 这些成员大多数曾在埃及驻西奈半岛部队

服役ꎬ在埃及军队中也很有影响力ꎮ 有学者推测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俄罗斯客机被击落事件ꎬ就是该

组织所为ꎮ③ 而这一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ꎬ无疑扩大了“伊斯兰国”的影响力ꎬ在此之后它也

获得了更多恐怖组织的效忠ꎬ势力进一步膨胀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利比亚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ꎬ在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下ꎬ最终推翻卡

扎菲政权ꎮ 但是ꎬ由于利比亚部落、地区及党派利益复杂纠葛ꎬ各部族间武力冲突不断ꎬ导致新成

立的政府无力掌控局面ꎬ国家陷入分裂状态ꎬ财政命脉———石油产业趋于瘫痪ꎬ全国经济一片萧

条ꎬ人民不满日趋强烈ꎮ “利比亚国内的乱局对于‘伊斯兰国’来说ꎬ简直就是天堂ꎮ”④“伊斯兰

国”借此向利比亚派出大量骨干分子ꎬ以加强同当地恐怖分子的联系ꎮ “利比亚圣战主义者”组
织(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ＡＳ)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ꎬ主张在利比亚实行伊斯兰教法ꎬ反对一切民主活

动ꎮ 这一组织在占领苏尔特(Ｓｉｒｔｅ)后ꎬ开始加强与“伊斯兰国”的联系ꎬ并在苏尔特实行与“伊斯

兰国”占领区相类似的伊斯兰教法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在“伊斯兰国”的支持下ꎬ该组织参与袭击美国

驻利比亚大使馆事件ꎬ导致美国大使及 ３ 名使馆工作人员身亡ꎬ这一事件也从侧面表明“伊斯兰

国”在利比亚实力的迅速增强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效忠“伊斯兰

国”ꎬ“伊斯兰国”拥有了首个海外据点ꎮ ２０１５ 年ꎬ“利比亚圣战主义者”组织在苏尔特宣布加入

“伊斯兰国”ꎬ苏尔特成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大本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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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所引起的内战ꎬ则成了“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ꎮ 作为

在中东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大国ꎬ叙利亚早已成为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ꎮ 由于长期支持黎巴嫩真

主党、哈马斯、圣战组织和“人阵总部”等激进组织ꎬ叙利亚早已背上“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恶

名ꎬ被美国列入“黑名单”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叙利亚人民响应“阿拉伯之春”运动ꎬ在全国范围进行

游行示威ꎬ要求总统巴沙尔阿萨德(Ｂａｓｈａｒ ａｌ－Ａｓｓａｄ)下台ꎮ 由于世界大国在叙利亚利益错综

复杂ꎬ国际社会在面对叙利亚危机时ꎬ产生了重大分歧ꎬ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力

量ꎮ 面对这一现实状况ꎬ叙利亚反对派却一再坚持阿萨德下台是国内和谈的前提条件ꎬ“叙利亚

反对派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ꎬ使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之中ꎬ这也使叙利亚成为‘伊斯兰国’繁
衍兴旺的摇篮”ꎮ① “伊斯兰国”正是以“反对巴沙尔独裁统治”为名ꎬ大批进入叙利亚ꎬ混迹于反

对派武装中ꎬ从而做大ꎻ而西方和中东阿拉伯国家出于对抗叙利亚当局的考虑ꎬ对此则听之任之ꎮ
早在 ２００３ 年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ꎬ“伊斯兰国”的早期组织———“基地”组织伊拉克分

支就活跃在伊拉克与叙利亚接壤的西部省份安巴尔省(Ａｎｂａｒ)ꎮ 由于安巴尔省主要居民是逊尼

派穆斯林ꎬ这为“伊斯兰国”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ꎮ 同时ꎬ“伊斯兰国”在安巴尔省附近

大肆招募被美军解散的原伊拉克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官兵ꎮ 这些萨达姆时代的职业军人

构成了早期“伊斯兰国”的重要骨干力量ꎬ并给驻伊美军带来了众多伤亡ꎮ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爆发内

战后ꎬ“在伊拉克活动的‘伊斯兰国’很快发现了一个可以作战和发展壮大的新战场”②ꎬ加之安

巴尔省位于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ꎬ地理位置优越ꎬ大量恐怖分子由此进入叙利亚境内ꎬ这其中就

包括阿布穆罕穆德约拉尼(Ａｂｕ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Ｊａｗｌａｎｉ)ꎮ 约拉尼在进入叙利亚后ꎬ建立“胜利阵

线”(ＡＬ－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ꎬ“‘胜利阵线’很快就成为叙利亚境内众多反政府组织中最为强大

的”ꎮ③ “伊斯兰国”随后与“胜利阵线”宣布合并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攻陷叙利亚北部重镇拉卡ꎬ将其

定为“伊斯兰国”的“首都”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在叙利亚ꎬ‘伊斯兰国’不仅控制了大量地区作为

其根据地ꎬ而且将叙利亚诸多反政府组织力量整合ꎬ使自己的‘版图’地跨叙利亚与伊拉克两

国”④ꎬ这也对“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四、“伊斯兰国”兴起的内部因素

“伊斯兰国”作为中东地区一个新兴的极端恐怖组织ꎬ带有许多与传统恐怖组织不同的新特

点ꎮ 他们并未将对西方国家展开大规模恐怖袭击作为武装活动的重点ꎬ而是将推翻中东地区现

有世俗政权与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首要目标ꎮ 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国际大背景下ꎬ
其领导人比以往的恐怖分子更加残忍狡诈ꎬ善于利用地区局势和国际争端从中渔利ꎬ并将互联网

技术等诸多高新技术手段用于恐怖组织宣传发展之中ꎮ 这些行之有效的恐怖发展措施ꎬ成为

“伊斯兰国”得以迅速兴起壮大的重要内部因素ꎮ
(一)巴格达迪的“领导才能”
在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中ꎬ“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扎卡维迅速崛起ꎮ 该组织

打着“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口号ꎬ发动多次血腥、残暴的恐怖袭击ꎬ迅速成为伊拉克最主要的反美

力量ꎮ 在组织力量扩大后ꎬ扎卡维开始对“基地”组织权威提出挑战ꎬ并不顾“基地”组织的反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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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激化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对立ꎬ这也成为他独立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一个重

要战略举措ꎮ ２００６ 年扎卡维遇袭身亡后ꎬ他的追随者继承了他的理念ꎬ阿布贝克尔巴格达

迪就是众多追随者之一ꎮ 巴格达迪 １９７１ 年出生于巴格达北部逊尼派城镇萨迈拉(Ｓａｍａｒｒａ)ꎬ幼
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ꎬ后考入巴格达伊斯兰大学ꎬ研习伊斯兰教、诗歌、历史和宗教学ꎬ并且获得

硕士和博士学位ꎮ 随着“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多名重要领导人被美军击毙ꎬ巴格达迪 ２０１０ 年

被推选为新任领导人ꎮ 在掌握领导权后ꎬ“‘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被巴格达迪管理得井然有序ꎬ
他们甚至发行年终总结报告ꎬ总结组织在伊拉克各省所发动的军事行动”①ꎮ 巴格达迪凭借其出

众的“领导才能”和足够多的恐怖活动经验ꎬ使该组织的实力迅速发展壮大ꎮ
首先ꎬ巴格达迪极具战略头脑ꎬ有深谋远虑的发展战略ꎮ 巴格达迪继承了扎卡维的思想ꎬ不

赞同“基地”组织袭击西方国家的做法ꎬ认为建立纯净的伊斯兰国家才是当务之急ꎮ 对于众多恐

怖分子来说ꎬ建国理想较之对欧美国家实施恐怖袭击ꎬ更为现实和具体ꎬ也更有利于凝聚人心ꎮ
在羽翼渐丰之后ꎬ巴格达迪于 ２０１４ 年适时宣布“建国”ꎬ这对于恐怖分子来说ꎬ无疑又是一剂强

心剂ꎮ
其次ꎬ巴格达迪善于利用复杂国际局势ꎬ渔翁得利ꎮ 例如ꎬ早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ꎬ他就敏

感地意识到ꎬ西方国家无法在叙利亚问题上一致行动ꎬ叙利亚内战将是一个大国博弈的战场ꎮ 因

而在 ２０１１ 年ꎬ巴格达迪就派遣“伊斯兰国”先头部队进入叙利亚展开人员招募、军事训练等前期

工作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家ꎬ出于各自不同国家利益考虑ꎬ纷
纷出资赞助不同的叙利亚反对派别ꎬ“‘伊斯兰国’名义上也加入叙利亚反对派以获得各种资

助”②ꎬ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ꎮ 但是ꎬ“伊斯兰国”在获得援助之后ꎬ并没有听从援助国的命令ꎬ而
是利用这些资金ꎬ扩大军队规模ꎬ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ꎬ其军事行动也往往超乎援助国的预料ꎮ
２０１３ 年ꎬ“伊斯兰国”出其不意攻占美军在伊拉克设置的阿布格莱布(Ａｂｕ Ｇｈｒａｉｂ)监狱ꎬ成功救

回重要组织头目和许多被俘恐怖分子ꎮ 可以说ꎬ“‘伊斯兰国’和其领导人在军事上的深谋远虑ꎬ
远远超越‘基地’组织刚刚诞生之初”ꎮ③

再次ꎬ巴格达迪善于利用各种手段ꎬ笼络人心ꎬ激励士气ꎮ 巴格达迪被推选为领导人前ꎬ“基
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在美军打击下ꎬ正处于低谷期ꎮ 但在巴格达迪继任之后ꎬ“开始重建组织ꎬ消
除潜在威胁并安插个人亲信ꎬ组织势力再次得到恢复和发展”ꎮ④ 随后ꎬ该组织开始对美军及伊

拉克平民进行多次恐怖袭击ꎻ美军也逐渐意识到巴格达迪的危险性ꎬ将对其悬赏金额提高到一千

万美元ꎮ 摩苏尔对“伊斯兰国”非常重要ꎬ势在必得:一是由于其战略位置ꎬ而更为重要的是ꎬ它
是许多萨达姆政权时期政府军士兵的家乡ꎮ 因此ꎬ为了赢得民心尤其是获得旧政府军人的支持ꎬ
巴格达迪罕见的在攻占摩苏尔之前就发表声明:“请真心接受那些愿意悔改之人ꎬ请勿烦扰那些

对你没有威胁之人ꎬ请原谅我们的逊尼派民众ꎬ请仁慈对待我们的部落ꎮ”⑤这一声明使摩苏尔民

众放松了警惕ꎬ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恐怖分子攻城作战的难度ꎮ 在攻城之后ꎬ巴格达迪甚至要求原

政府工作人员各安其职ꎬ其部下也开始进行部分基础设施恢复工作ꎮ 这些笼络民心的措施为

“伊斯兰国”赢得了一些支持ꎬ也有利于它的发展壮大ꎮ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４５.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ａｎｃｅ.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Ｉ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ｋｙ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９.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４６.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Ｊ.Ｍ.Ｂｅｒｇｅｒ.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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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巴格达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恐怖活动经验ꎬ思维缜密ꎬ行动谨慎ꎬ战术灵活ꎮ
巴格达迪曾接受过良好而系统的高等教育ꎬ善于分析总结恐怖活动经验ꎬ领导方式简洁高效ꎬ从
而使他有别于其他在战火中崛起的恐怖组织领导人ꎮ 此外ꎬ在继任“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

人之前ꎬ巴格达迪有着多年与美军作战的经验ꎬ因而在上台伊始ꎬ“他就吸取诸多恐怖组织领导

人被袭身亡的教训ꎬ从不以真面目示人ꎬ即使身边都是亲信ꎬ仍然蒙着面纱”ꎮ① 正是由于巴格达

迪的谨慎作风ꎬ使他多次躲过美军空袭ꎬ美军也因此将他冠以“幽灵”绰号ꎮ 另外ꎬ巴格达迪恐怖

手段虽然残暴ꎬ但面对不同目标ꎬ他也会灵活改变斗争策略ꎮ
同时ꎬ巴格达迪的精明之处还在于ꎬ他不只在中东招募成员ꎬ还向美欧“圣战者”敞开大门ꎬ

将他们训练得“无畏且残忍”ꎮ 这些人既在中东战场上发挥作用ꎬ回国后还为巴格达迪招募新成

员ꎬ在中东以外的国家发动袭击ꎮ 巴格达迪的支持者说ꎬ巴格达迪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能力”ꎬ
“当你拥有他那样的军队、决心和信仰ꎬ会让全世界害怕”ꎮ②

(二)审时度势的发展政策

“伊斯兰国”在占领区所实行的政策ꎬ通常保守而又极端ꎮ 例如ꎬ在“伊斯兰国”统治区域ꎬ
“严禁使用相机ꎻ严禁吸烟ꎻ女性无男性亲友陪同ꎬ不得外出ꎻ男子不得穿牛仔裤ꎻ小偷行为会被

处以砍手的处罚”③ꎮ 但是ꎬ在极端保守信仰的背后ꎬ“伊斯兰国”也意识到ꎬ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

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ꎬ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强化自己的力量ꎮ
“伊斯兰国”非常重视宣传的力量ꎬ善于利用高新技术手段进行“恐怖宣传”ꎮ 通过恐怖宣

传ꎬ一方面可以传播其恐怖思想ꎬ震慑爱好和平的民众ꎬ并迫使其屈服ꎻ另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人

关注“伊斯兰国”ꎬ有助于笼络人心ꎬ招募成员ꎬ扩大影响ꎮ 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

一ꎬ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强化沮丧、幻灭和挑拨离间来摧毁敌人的意志力ꎮ 在现代战争中ꎬ宣传

可以耗尽地方军事和平民力量ꎬ为士兵和坦克威慑铺平道路ꎮ “伊斯兰国”通常将一些暴虐血腥

的暴力镜头转化为精良的图片、文字和视频ꎬ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向全世界宣传ꎮ “圣战的战

场ꎬ一半在媒体”是“伊斯兰国”在某网站上的一句口号ꎮ④ “伊斯兰国”还有一支非常专业的翻

译团队ꎬ他们实时地将这些信息翻译成各国文字并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ꎬ以加强对中东地区之外

人们的恐怖宣传ꎮ 正如帕特里克科伯恩所言:“‘伊斯兰国’运用现代通讯及网络的能力ꎬ完全

领先世界其他政治运动ꎮ 他们主导了社交媒体ꎬ制作精良的恐怖影片则宣传了他们的战士无私

奉献和无畏牺牲的精神ꎮ”⑤这些宣传对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一些穆斯林青年特别具有吸引力ꎬ因
为他们没有公民权ꎬ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ꎬ无法融入当地社会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ꎬ因而极易受

到“伊斯兰国”恐怖宣传的影响ꎬ不远万里奔赴中东参加所谓的“圣战”ꎮ
虽然“伊斯兰国”在占领区实行极端严厉的宗教政策ꎬ但是他们也积极寻求当地民众的认同

感与归属感ꎮ “伊斯兰国”军队在当地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架桥铺路ꎬ努力维持电力、水源和

汽油的正常供应ꎬ为失去家园的难民进行粮食配给ꎻ负责市政、卫生的原有政府部门继续运作ꎬ有
时甚至会开展疫苗接种服务ꎮ 武装分子又“依法收税”ꎬ不少逊尼派居民认为在“伊斯兰国”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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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生活ꎬ比起其他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的占领区或伊拉克政府军撤出前更好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ꎬ在占领拉卡后ꎬ“伊斯兰国”第一时间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ꎬ在拉卡及周边行使行政管辖ꎬ开
通公共汽车ꎬ并使“被占领区人们享受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医疗服务ꎬ‘伊斯兰国’宣称他们完成了

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对人民曾经作出而从未兑现过的承诺”①ꎮ 这些政策表明ꎬ“伊斯兰国”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极端组织ꎬ它怀着建国的理想ꎬ这是它不同于以往诸多恐怖组织的特征之一ꎮ 同

时ꎬ“伊斯兰国”也明白ꎬ一个真正的国家不能只依靠恐怖袭击或武力进行统治ꎬ更多地还应依靠

民众的支持ꎮ 而“伊斯兰国”这种追求民众认同感的政策ꎬ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占领区人民的好

感ꎬ为它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更多支持ꎮ

五、结语

巴勒斯坦著名中东问题学者塔萨达(Ｔａｓｓ Ｓａａｄａ)曾指出:“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恐怖主义ꎬ有
着诸多因素的影响ꎬ因此我们更应去了解这些因素ꎬ解读这些因素ꎮ”②“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

的迅速崛起ꎬ既缘于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长久以来所蕴含的文明冲突ꎬ又缘于中东地区深刻复

杂的民族、教派矛盾ꎻ既有外部国际力量的干预渗透ꎬ又有内部组织体系的高效运作ꎬ是历史、信
仰、国际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交织演变的产物ꎮ 从历史原因看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ꎬ西方国家根

据本国利益而对中东政治版图的肆意划分ꎬ导致中东地区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宗教裂痕与民族

冲突ꎬ这是导致“伊斯兰国”兴起的历史渊源ꎮ 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后所采取的反恐政策ꎬ打破

了中东地区之前较为稳定的权力平衡ꎬ使原本就敏感脆弱的中东政局更加动荡ꎬ而 ２０１１ 年所爆

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ꎬ无疑使动荡局势雪上加霜ꎬ这对“伊斯兰国”的迅速兴起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ꎮ 中东地区有着众多教派ꎬ教派因素也成为左右中东政局的关键要素ꎮ “伊斯兰国”属
于占中东人口多数的逊尼派ꎬ其本身善于挑起教派间冲突并利用这些矛盾壮大自身力量ꎬ而周边

中东国家则出于各自信仰、国家利益考虑ꎬ暗中对其进行大量援助ꎬ这导致“伊斯兰国”渐成尾大

不掉之势ꎮ “伊斯兰国”是一种新型恐怖组织ꎬ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恐怖组织的新特点ꎬ除秉承

严苛的伊斯兰律法外ꎬ还有着高效的内部组织体系、更为专业的军事力量、灵活多变的发展政策

以及创建国家的政治愿景ꎬ这使得它在中东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ꎬ也成为“伊斯兰国”得
以在众多大国联合围剿之下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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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生沉默研究的元分析
———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的文献∗

时广军
(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８３ )

　 　 摘要:　 学生沉默是我国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ꎬ这种现象直接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效果ꎮ 通过从

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之间国内学生沉默研究的元分析ꎬ发现以往研究在论文成果、作者学历及

单位、对象群体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不同特点ꎬ内容上主要涉及学生沉默的随笔感悟、理论透析、类型、研究动

因、诱因及改进等ꎮ 虽然当前学生沉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但未来应在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继续完善ꎮ

关键词:　 学生沉默ꎻ课堂沉默ꎻ文献研究ꎻ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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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ꎬ徐毓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８－２６ 页ꎮ
②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Ｅ. Ｗ.ꎬＭｉｌｌｉｋｅｎ Ｆ. 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Ａ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０(２５):７０６－７２５.
③Ｐｉｎｄｅｒ Ｃ. Ｃ. Ｈａｒｌｏｓ Ｋ. 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１(２０):３３１－３６９.
④王晴锋:«沉默的情境社会学阐释»ꎬ«学术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⑤仲秋雁、宋娟、曲刚:«基于元分析的国际知识管理研究特征分析»ꎬ«管理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⑥夏凌翔:«元分析方法的几个基本问题»ꎬ«山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ꎮ

　 　 沉默的广义是指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无声行为ꎮ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

出:人会根据环境和自我感知做出心理预期ꎬ决定是否采取行为ꎬ即心理预期论①ꎮ 之后ꎬＲｏｓｅｎ
等(１９７０)提出了“沉默效应”来解释人的沉默现象ꎬ而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０)和 Ｐｉｎｄｅｒ (２００１)更限定

地定义了集体沉默和个人沉默ꎬ即集体或个人持有的一种有目的保留自己所知信息的行为②③ꎮ
课堂上学生的沉默现象被视为师生间交流的失败ꎬ降低了课堂活力ꎬ但 Ｈａｒｖｅｙ Ｓａｃｋｓ 指出沉默是

一种可解释的沟通行动模式ꎬ有研究价值④ꎮ 为了深入了解国内学生沉默研究的成果ꎬ本文采用

广义的沉默概念ꎬ即学生在课堂上产生的各种无声现象ꎮ
元分析是指对同类研究中相互独立的多个研究成果进行定量与定性的综合分析ꎬ 剖析不同

研究之间的差异特征ꎬ以得到综合评价成果的方法⑤ꎮ 它在提高统计分析功效、揭示同类研究分

歧、确定新研究问题、节省研究费用、研究发表偏倚等方面均有帮助⑥ꎮ 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对

国内近 １５ 年学生沉默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ꎬ了解其发展态势ꎬ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ꎮ

一、学生沉默研究的定量分析

本文在中国知网上以“学生沉默”、“课堂沉默”为关键词精确搜索ꎬ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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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不限定期刊级别ꎮ 在剔除无关和低相关文献后ꎬ得到期刊文献 ２９４ 篇ꎮ 以下从论

文成果、作者学历及单位、对象群体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分类统计ꎮ
(一)论文成果

一方面ꎬ各年的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１)ꎮ 总体来看ꎬ论文数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ꎮ
２００２ 年论文数最少(３ 篇)ꎬ２００８ 年论文数迅速转升ꎬ并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达到数量顶峰(４２ 篇)ꎬ
之后有少许下降ꎮ 具体来看ꎬ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每年的论文数均只有几篇ꎬ之后基本保持在 ２０ 篇以

上(２００９ 年除外)ꎮ 经统计ꎬ前 ６ 年的论文量约占总数的 １０％ꎬ约 ９０％的研究是出现在 ２００８ 年及

之后ꎮ 另一方面ꎬ论文质量总体偏低ꎬ近 １５ 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仅为 １８ 篇ꎬ占 ６.１％ꎬ而
非核心期刊论文占到 ９３.９％ꎮ ２００８ 年全国推广高考“平行志愿”ꎬ免除城市义务教育的学杂费ꎬ
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新浪潮ꎬ加上当年北京奥运会强化国际交流的背景ꎬ为解决“哑口”英语的问

题ꎬ针对英语课堂学生沉默的研究诉求得以快速发展ꎬ同时诉求的主体多是一线教师或外语教研

员ꎬ其整体研究实力并不太高ꎮ
表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论文数量情况

年度 论文(篇) 年度 论文(篇) 年度 论文(篇)
２００２ ３ ２００７ ５ ２０１２ ３６
２００３ ５ ２００８ ２３ ２０１３ ４２
２００４ ６ ２００９ １７ ２０１４ ２５
２００５ ４ ２０１０ ２４ ２０１５ ３１
２００６ ５ ２０１１ ４２ ２０１６ ２６

　 　 注:普通期刊论文数 ２７６ (９３.９％)ꎬ核心期刊论文数 １８(６.１％)

(二)作者学历及单位

一方面ꎬ高学历研究人员较少ꎮ 在 １３４ 篇有作者(以第一作者为主)学历信息的文献中ꎬ拥
有硕士学历(含在读)的作者为 １１２ 篇ꎬ占 ８３.６％ꎬ而拥有博士学历(含在读)的作者仅占 ９.７％ꎬ其
中在读学生占据了一定比例(见表 ２)ꎮ 另一方面ꎬ作者所在的科研平台整体不高ꎮ 所属单位为

“９８５”或“２１１”院校的文献为 ２２ 篇ꎬ占 ７.５％ꎬ普通本科院校的占到 ５５.４％ꎬ高职和中小学占到了

２８.９％(见表 ３)ꎮ 博士生的培养多以技术研发和理论创新为主线ꎬ是高层次的研究群体ꎮ 而高

校可以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四类①ꎬ“９８５”和“２１１”院校是研究型大学

的主力ꎬ拥有较高的科研平台ꎮ 目前学生沉默研究在这两方面都很不足ꎬ研究主体的实力总体偏

弱ꎮ 究其原因ꎬ一是学生沉默常被误认为一种谦虚的行为ꎬ被简单地看作是交际问题而不被重

视ꎻ二是当前学校多以学科教学为己任ꎬ侧重智育ꎬ沉默等问题易被忽视ꎮ
表 ２　 作者学历情况

学历 论文(篇) 百分比(％)
本科(含在读) ９ ６.７
硕士(含在读) １１２ ８３.６
博士(含在读) １３ ９.７

总数 １３４ １００

９９
①李俊杰:«科研反哺教学的合理性及地方高校因应策略»ꎬ«教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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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作者所属单位情况

单位性质 论文(篇) 百分比(％)
“９８５”或“２１１”院校 ２２ ７.５

普通本科 １６３ ５５.４
高职院校 ５４ １８.４
中小学 ３１ １０.５
其它 ２４ ８.２
总数 ２９４ １００

(三)对象群体

一方面ꎬ对象群体的界定多样化ꎮ 以“学生”和“大学生”为对象称呼的文献分别占 １９.７％和

２６.５％ꎬ而准确界定对象群体为本科生的文献占 １８.４％ꎬ高职生的占 １５.６％ꎬ中小学生的也占

１５.６％(见表 ４)ꎮ 近一半的文献对对象群体的界定较笼统ꎬ不科学的样本ꎬ可能导致结论以偏概

全ꎮ 另一方面ꎬ在这 ２９４ 篇文献中ꎬ场域界定在英语教学的有 １３９ 篇ꎬ约占 ４７.３％ꎮ 这部分研究

多从口语交流的角度看待英语课堂上学生的沉默行为ꎬ对象群体处在英语教学场域中ꎬ以解决特

定实际问题为导向ꎬ情境依赖性强ꎬ缺乏一定的理论升华ꎮ 究其原因ꎬ一是当前学生沉默的研究

成果较少ꎬ细化程度低ꎬ缺乏优秀的研究典范ꎻ二是科研主力投入程度低ꎬ较系统的研究设计和研

究实施没能深入在该领域ꎻ三是当前基于经验感悟的研究较多ꎬ倾向于从学生整体的角度来审视

沉默现象ꎬ因此造成对目标群体的界定和选用不够严谨丰富ꎮ
表 ４　 对象群体类型情况

对象类型 论文(篇) 百分比(％)
学生 ５８ １９.７

大学生 ７８ ２６.５
本科生 ５４ １８.４
高职生 ４６ １５.６

中小学生 ４６ １５.６
其他 １２ ４.１
总数 ２９４ ９９.９

(四)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可分为四类:思辨研究(理论思辨、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等)、量化研究(调查、实验

法等)、质性研究(叙事、案例、田野调查等)、混合研究(综合量化和质性方法)①ꎮ 首先是学生沉

默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存在严重失衡ꎮ 以思辨研究为主的文献有 ２０４ 篇ꎬ占到 ６９.４％ꎻ其次是量化

研究、混合研究ꎬ分别占到 １７.３％和 １０.９％ꎻ而以质性研究为主的文献仅有 ７ 篇ꎬ占 ２.４％(见表

５)ꎮ 总体来看ꎬ基于自身经验和理论辩证的方法占绝大多数ꎬ这多与作者本身有关ꎮ 研究主体

以普通高校的教学人员和中小学的一线教师为主ꎬ着力于发现和解决实际情境问题ꎬ问题探讨往

往如同“经验随笔”ꎬ而忽视对现象本质等的深层剖析ꎮ 在少有的量化研究中多是描述性统计ꎬ
即对基本信息和想法的汇总ꎬ缺乏高阶的推断性统计ꎬ对结论推广性的论证不足ꎮ

００１
①姚计海、王喜雪:«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ꎬ«教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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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方法类型 论文(篇) 百分比(％)
思辨研究 ２０４ ６９.４
量化研究 ５１ １７.３
质性研究 ７ ２.４
混合研究 ３２ １０.９

总数 ２９４ １００

二、学生沉默研究的定性分析

从内容上看ꎬ半数以上学生沉默的研究涉及到沉默的诱因及改进ꎬ其余则主要涉及学生沉默

的随笔感悟、理论透析、类型及研究动因等方面ꎮ
(一)学生沉默的随笔感悟

这部分研究多是形式零散ꎬ内容多样ꎬ且不遵从一定的研究手法ꎮ 形式上ꎬ多由一线教师、教
研员或校长等根据对学生沉默的切身感悟得出随笔总结ꎬ语言简单ꎬ具有一定的散文风格ꎮ 内容

上ꎬ所含要旨也较为随意ꎬ情感牵涉成分强ꎬ既涉及到对课堂沉默的困惑和对学生沉默现象的深

度担忧ꎬ也涉及要呼唤加强对沉默学生群体的关爱ꎬ还有对整个教育领域人才培养的思考等ꎮ 总

体而言ꎬ该部分研究具有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ꎬ参考引用的成分较少ꎬ多是一种感性的认识ꎮ 例

如ꎬ肖宇冰(２００２) 为反思自己曾对沉默学生的忽视ꎬ在成功篇与失败篇分别引入教学案例ꎬ从中

强调重视学生沉默的重要性ꎬ并以“经验”、“教训”作为总结①ꎮ 李家成(２０１１)以第一人称如“我
认为”、“我怀疑”等ꎬ以学生撰写的课后感为素材ꎬ从中总结了沉默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ꎬ并剖

析了问题背后的思维习惯和教育伦理观ꎬ具有较强的情感偏向②ꎮ
(二)学生沉默研究的理论透析

当前学生沉默的研究多是基于一线经验来提出问题、剖析原因并得出结论或建议ꎬ其中诱因

及对策研究占了很大部分ꎮ 也有研究结合一定的理论进行了探索ꎬ如徐鸿雁(２０１４)从建构主义

的视角出发ꎬ提出为了减少学生沉默现象ꎬ要创设利于学习价值建构的情境ꎬ搭建协作交流的平

台ꎬ加强辅助来促进意义建构ꎮ③ 杨先(２００８)从克拉申“沉默期”的视角出发ꎬ对二语习得过程中

的沉默进行解释ꎬ提出要正确区分“沉默”与沉默期ꎬ认识到学生产出滞后于输入ꎬ不同语言习得

的过程差异④ꎮ 武小鹏(２０１５)等从弗兰德斯语言互动分析系统(ＦＩＡＳ)的视角出发ꎬ比较了课堂

沉默和混乱的维度区别ꎬ得出沉默是课堂上不可或缺的无声语言ꎬ并提出要让必要沉默有效化ꎬ
让消极沉默积极化ꎬ让积极沉默显性化⑤ꎮ 总体来看ꎬ虽然也有研究引进了理论结构ꎬ但多数研

究仍是“问题－原因－建议”式的简单经验之谈ꎬ内容要点相似性强ꎬ得出的结论过于雷同ꎬ更深入

的理论结合仍不足ꎮ
(三)学生沉默的类型

这部分主要是通过经验总结和文献参考的方式ꎬ基于一线教师或教研员在实际教学中的感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肖宇冰:«关注沉默的那一群»ꎬ«教师之友»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李家成:«“沉默的大多数”需要怎样的教育»ꎬ«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徐鸿雁:«大学英语听说课堂沉默现象的预防策略探析»ꎬ«海外英语»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 期ꎮ
杨先明:«沉默期理论的再认识»ꎬ«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武小鹏、张怡:«课堂教学中沉默与混乱现象的实证研究»ꎬ«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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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来识别学生沉默的类型ꎬ少许研究也引用了权威文献的结论ꎬ总体上仍存在很强的主观色彩ꎮ
目前ꎬ学生沉默的类型划分主要是在表现形态和原因机制上ꎮ 表现形态是学生在课堂上沉默行

为的存在形式ꎬ它反映了沉默具体的样式特点ꎬ往往也是沉默得以识别的重要依据ꎬ如滕明兰

(２００９)将学生沉默划分为行为沉默、情感沉默和思维沉默三个层次ꎬ从学生知情意行的认知层

次来划分①ꎮ 原因机制是学生沉默得以形成的诱发因素ꎬ探讨了课堂上学生从有声变为无声的

转化ꎬ也是学生沉默划分的重要依据ꎬ如张玉娟(２０１４)等按形成原因将学生沉默划分为:无知型

沉默、被迫型沉默、环境型沉默和思考型沉默四种②ꎮ 另外ꎬ学生沉默的类型研究多是放在概念

引进等基础论述之中ꎬ以为后续的研究铺路ꎬ缺乏更深入详尽的探索ꎮ
(四)学生沉默的研究动因

关注学生沉默是对当前课堂困境的主动求解ꎬ也是教育效果增值的重要保障ꎮ 这部分仍主

要是通过一线教师或教研员对具体课堂问题的深思ꎬ认识到要强化学生沉默关注的必要性ꎬ进而

演化为研究动机ꎮ 一方面ꎬ求解课堂困境的动因ꎮ 师生交流是知识传播、思维发散的重要途径ꎬ
是高效课堂改革必不可少的环节ꎬ而学生的无声行为诱发了多种不利因素ꎬ造成课堂困境ꎮ 如吴

旭凌 (２０１０)指出ꎬ“课堂冷场会阻碍思维活性ꎬ抑制个性发展ꎬ降低教学效果ꎬ甚至诱发师生间

的心理对抗ꎬ使教学陷入恶性循环状态”③ꎮ 因此ꎬ学生沉默研究是对课堂困境的主动求解ꎮ 另

一方面ꎬ教育效果增值的动因ꎮ 海德格尔认为“静寂之音也说话”ꎬ即沉默并不只是无声ꎬ也预示

着更多有价值的信息ꎮ 学生沉默研究是一项意义增值的活动ꎬ如周杰(２０１２)指出关注学生沉默

是对学生沉默权的尊重ꎬ对学生成长契机的挖掘ꎬ对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④ꎮ 总之ꎬ学生沉默之

所以能成为研究焦点ꎬ一是解救现有课堂困境所需ꎬ二是挖掘沉默的潜在信息ꎬ为教育改进提供

更多借鉴ꎮ
(五)学生沉默的诱因与改进

半数以上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学生沉默的诱因及改进ꎮ 当前学生沉默的诱因及策略研究基本

遵循教育生态系统的框架ꎬ既包含生态主体如教师、学生等ꎬ也包含生态环境如课堂环境、社会文

化等ꎮ 因此ꎬ学生沉默的具体诱因包括:１.教师方面问题ꎬ如提问策略缺失、人格魅力不足、师生

关系僵硬、教学方式传统等ꎻ２.学生方面问题ꎬ如自信心不足、交际技能缺乏、从众心理强、学习观

念落后等ꎻ３.环境方面问题ꎬ如课堂气氛沉闷、班级人数较多、应试评价氛围过浓等ꎻ４.文化方面

问题ꎬ如谦虚传统的影响、面子文化等⑤ꎮ 相应的ꎬ学生沉默的改进策略包括:１.教师方面ꎬ要提升

教师人格魅力、改进教育观、重视提问策略、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等ꎻ２.学生方面ꎬ要树立表达自信、
养成发言习惯、学习交际技能、加强同学间互动学习等ꎻ３.课堂环境方面ꎬ要营造和谐气氛、优化

班级规模、合理安排课堂时间、调整评价机制等ꎻ４.文化方面ꎬ要突破传统的文化束缚ꎬ如“沉默是

金”文化ꎬ“面子”文化等⑥ꎮ 另外ꎬ少许人也提出新的角度ꎬ如林红(２００８)从态度、动机、策略、情
感、性格和任务六个角度剖析学生沉默的诱因ꎬ并提出打破沉默的“人性化方法”⑦ꎮ 总体而言ꎬ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滕明兰:«大学生课堂沉默的教师因素»ꎬ«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张玉娟、李如密:«学生课堂沉默及其艺术应对»ꎬ«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吴旭凌:«大学英语课堂沉默研究»ꎬ«兰州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周杰:«倾听学生的沉默之声»ꎬ«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王健、张静:«大学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解析与对策»ꎬ«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王健、张静:«大学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解析与对策»ꎬ«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林红:«如何打破高中英语课堂上学生的沉默»ꎬ«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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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诱因及改进研究仍局限于要点的整体性、经验性罗列ꎬ深入程度不够ꎬ存在很大的相似性ꎮ

三、国内学生沉默研究的特点及展望

(一)研究主体:以教学人员为主ꎬ有待多元化

通过对作者学历和单位的分析ꎬ可以发现研究的主体主要是教学型高校和中小学的教学人

员ꎬ而其整体定位仍是以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培养为主ꎮ 一方面ꎬ教学人员多是根据一线教学经

验来认识学生沉默ꎬ情境影响强ꎬ容易在研究中夹杂个人偏见ꎬ难以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ꎻ另一

方面ꎬ受研究水平和资源的影响ꎬ教学人员往往难以深入地剖析问题ꎬ理论深度和方法运用不够ꎬ
所得结论难以有效推广ꎮ 而真正的研究机构和团队没有动员起来ꎬ学生沉默的研究主体过于单

一ꎮ 对此ꎬ要促使该领域研究主体的多元化ꎮ 其一ꎬ学科教研人员要参与进来ꎬ教研人员能够结

合课堂教学和理论研究ꎬ可以将经验升华到一定的理论层次ꎬ也可以将理论分解到实际的教学需

求中ꎬ具有很好的“中间人”价值ꎻ其二ꎬ科研机构(如研究型大学、研究院)要加大学生沉默的立

项研究ꎬ进行更高层次的问题分析和研究设计ꎬ同时作为“第三方”、“局外人”ꎬ科研机构可以更

为客观地审视问题ꎻ其三ꎬ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加以关注ꎬ学生沉默是复杂普遍的问题ꎬ却常因被认

为是简单的沟通问题而不受重视ꎬ作为权威机构ꎬ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如课题招标、考核指标)
可以使学生沉默成为研究热点ꎬ激发广泛讨论ꎬ进而带来各种新的声音ꎮ

(二)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为主ꎬ需加强实证研究

当前ꎬ以理论思辨、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等为主的思辨研究占到大多数(见表 ５)ꎬ而其中又多

是简单的经验罗列和理论演绎ꎬ很多问题缺乏深入ꎬ材料支撑不足ꎮ 如关于学生沉默的策略研

究ꎬ都指出要改变“面子”文化(即爱颜面)ꎬ那么这种文化是否能够改变ꎬ多大程度改变则没有论

证ꎬ空泛而不实际ꎮ 在少有的实证研究(规范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中ꎬ也多是浅层次的描述

分析ꎬ高阶的研究技术缺乏ꎬ另外ꎬ研究设计部分交代不清晰ꎬ如问卷的处理ꎬ访谈的背景等都笼

统而过ꎬ很难检验其结论的合理性ꎮ 为此ꎬ要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ꎬ提高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及混

合研究的地位ꎬ并重视三个环节:其一ꎬ研究设计ꎮ 研究设计体现了整个研究的思路和价值ꎬ是论

证研究有效性的重要环节ꎮ 设计中要审视四个问题ꎬ即什么样的认识论、什么样的研究范式、什
么样的研究策略及什么样的研究技巧①ꎻ其二ꎬ信息收集ꎮ 好的研究需要好的素材ꎬ要采用可行

的信息搜集方法ꎬ保证信息的真实、充分和有效ꎬ并在研究中有所论证ꎻ其三ꎬ信息分析ꎮ 分析的

思路应当清晰而严谨ꎬ做到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践、内质与外质、应然和实然等结合ꎮ 同时ꎬ分
析的方法要真实科学ꎬ充分挖掘素材信息ꎮ

(三)研究对象:界定模糊且范围狭窄ꎬ有待明确与扩大

当前ꎬ多数研究中对象边界的划分较随意ꎬ使用“学生”、“大学生”、“本科生”、“高职生”等
称谓各占一定比例(见表 ４)ꎮ 在研究中ꎬ对象特性及差异并未体现出来ꎬ很多剖析和结论与研究

对象的结合很松散ꎬ不具有针对性ꎮ 如有研究分析高职生沉默的诱因ꎬ但其结论实际上也可以机

械套用在本科生ꎬ甚至大学生整体上ꎮ 另外ꎬ对象的范围狭窄ꎬ近半数研究是针对英语教学中的

学生ꎬ情境依赖强ꎬ降低了研究成果的整体推广度ꎮ 对此ꎬ要明确和扩大研究的对象ꎮ 一方面ꎬ要
清晰划定学生群体的边界ꎬ明确所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生群体是否有差异、何种差异ꎬ研究过程中

要紧扣对象特性及其环境特征ꎻ另一方面ꎬ要选取多场域的学生为对象ꎬ扩展研究情境ꎬ提升成果

３０１
①叶洪:«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向»ꎬ«东南学术»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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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空间和丰富性ꎮ 总之ꎬ可归纳为两个原则:其一ꎬ贯穿性ꎬ目标对象应贯穿在研究中的假

设、论述和结论等中ꎬ特色突出ꎬ避免“假大空”ꎻ其二ꎬ丰富性ꎬ选取不同情境和心理背景下的目

标对象ꎬ丰富研究领域内的成果ꎬ如跨文化环境下的学生沉默、 学习小组中的学生沉默等①ꎮ
(四)研究内容:成果丰富ꎬ理论性和实践性亟待深化

现有学生沉默的研究涵盖了该领域多数理论与实践问题ꎬ如学生沉默的类型、学生沉默的诱

因与改进、研究动因等ꎬ但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在基础研究上ꎬ关注

了学生沉默的概念、类别、意义、诱因等ꎬ但问题挖掘不深ꎬ停留在肤浅的描述层面ꎬ且剖析与结论

过于雷同ꎬ缺乏新意ꎬ难以深入解答“是什么”ꎮ 在应用研究上ꎬ关注了学生沉默的管理策略、评
价体系、改进模式等ꎬ但其可能性与可行性论证不足ꎬ多是大而泛的经验之谈ꎬ与情境和本土结合

的程度低ꎬ难以有效解答“怎么做”ꎮ 对此ꎬ要加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深化ꎬ做到:其一ꎬ加强剖

析ꎬ要对学生沉默的现象本质、运转机理等进行深度剖析ꎬ减少泛泛之谈ꎬ追求精细透彻ꎻ其二ꎬ加
强整合ꎬ当前学生沉默研究很多是经验堆砌ꎬ造成结构零散ꎬ结论雷同严重ꎬ因此要加强整合ꎬ用
完整的视角来看待学生沉默ꎻ其三ꎬ加强创新ꎬ要开发新的研究领域ꎬ如学生个人沉默与集体沉

默、沉默行为的测量、沉默的影响机制、跨文化沉默等②ꎻ其四ꎬ加强实用性研究ꎬ要注重学生可改

善、可操控方面的沉默研究ꎬ促进与实际情境和本土需求结合ꎬ增强成果的实践指导价值ꎮ
(五)研究视角:理论视角不足ꎬ理论介入待加强

该领域的研究多采用简单的报告式结构“描述问题－分析原因－总结对策”ꎬ如大学生沉默现

象探析、英语课堂沉默的原因及对策等ꎬ少许研究也基于某一主体视角提出看法ꎬ如学生视角下

的学生沉默、教师视角下的学生沉默等ꎮ 总体而言ꎬ问题剖析趋于经验化ꎬ理论视角不足ꎮ 学生

沉默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ꎬ根源复杂ꎬ仅仅依靠经验来研究很难保证客观且认识往往表层化ꎬ
因此ꎬ需要加强理论视角ꎬ以更深入、更客观地研究问题ꎮ 理论介入应注意三点:其一ꎬ理论针对

性ꎬ要选择合适的理论视角切入ꎬ准确引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或语言学等体系中的理论点ꎬ
如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学生沉默、跨文化视角下的学生沉默等ꎻ其二ꎬ理论完整性ꎬ完整的理论多包

含一定的假设、前提等ꎬ要避免断章取义、盲目套用ꎬ应在整体审视的基础上来判断理论介入的可

行性ꎻ其三ꎬ理论实践性ꎬ学生沉默是实践性强的社会现象ꎬ介入理论视角是为了更客观深入地进

行认识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践中ꎮ 因此ꎬ在理论运用中要紧跟学生沉默的实际ꎬ不能为了理论

而扭曲现实ꎬ要增强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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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区高等教育产学研绩效评价
及影响因素分析

∗①

刘　 涛
( 山东政法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产学研合作发展方式最早出现于美国硅谷ꎮ 在国内ꎬ山东省最早提出了产学研合作战略ꎬ也是最早

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的省份之一ꎮ ３０ 多年来ꎬ山东省一直在“科教兴鲁”战略的指导下ꎬ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ꎬ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ꎬ科技、教育实力显著增强ꎬ有力地促进了山东省经济的全

面快速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全省各地区产学研合作还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ꎮ 本研究借助曼奎斯特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山东省各地区高新技术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动态发展过程ꎬ并运用面板数据

处理方法分析了省内各地区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ꎮ
关键词:　 高新技术ꎻ产学研合作ꎻ效率评价ꎻ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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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涛(１９８０— 　 )ꎬ男ꎬ山东济宁人ꎬ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学研合作绩效动态评价研究”
(２０１５ＲＫＢ０１２７３)、山东政法学院科研计划项目 “高新技术产学研合作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２０１５Ｑ２０Ｂ)的阶段性成果ꎮ

　 　

一、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山东省开始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ꎮ ３０ 余年来ꎬ高新技术产业优势逐

步显现ꎬ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ꎮ 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要靠市场作为导向ꎬ还
必须以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作为动力ꎮ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为科学知识、科技人才

的聚集地ꎬ对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２０ 世纪中叶ꎬ美国硅谷的发展充

分发挥了大学、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机制ꎬ实现了科学技术到生产力的快速转化ꎮ 自

此ꎬ世界各国对产学研合作机制逐步加以研究、运用ꎮ ２００６ 年ꎬ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新的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时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产学研合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将居于中心地位ꎮ 山

东省作为经济大省ꎬ极其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ꎮ 同时ꎬ山东省作为“圣人

故乡”历来具有重视教育、崇尚知识的优良传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山东省委省政府就已充分认识到ꎬ山东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实现由粗

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由量到质的转变ꎬ并且在全国最早提出了“产学研”结合的战略ꎮ 在此基础

上ꎬ１９８７ 年山东省委的四届十次会议正式提出了“科教兴鲁”战略ꎮ 自 １９８７ 年至今的 ３０ 年中ꎬ
山东省着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ꎬ成果非凡ꎮ 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ꎬ科技、教育实力显

著增强ꎬ有力地促进了山东省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ꎮ 目前ꎬ省内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完善ꎬ科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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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数量每年都以较大幅度增加ꎬ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形成规模ꎬ初步实现了依靠科技、文化带动

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ꎮ 山东省的产学研合作起步较早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就已开始开展

官方组织的产学研合作活动ꎬ并成立了由省政府直接领导、１４ 职能部门组成的产学研协调领导

小组ꎮ 此后ꎬ山东省各级政府对产学研合作活动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扶持ꎮ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建设是产学研合作得到发展的重要体现ꎮ 到 ２０１４ 年ꎬ山东省在各地市共建立国家级高性能技

术产业开发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１９ 个ꎮ 一个个高新区的建成ꎬ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

生提供了实习机会和就业岗位ꎬ也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了实验和科研成果转化基地ꎮ 然

而ꎬ就全省各地区高新区建设情况看ꎬ仍存在地区间高新区数量的差距和地区间高新区建设速度

的差异ꎮ 截止 ２０１４ 年ꎬ山东省内建设高新区数量最多的城市为济宁ꎬ共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１４ 处ꎻ建设高新区数量最少的城市为日照和莱芜ꎬ两市仅有两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ꎮ ２０１４
年ꎬ山东省内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最多的城市为青岛ꎬ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１９８８ 家ꎻ其次为济南ꎬ拥
有高新技术企业 ８９４５ 家ꎻ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最少的城市为东营ꎬ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３３５ 家ꎮ 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差异ꎮ 基于以上观察ꎬ本研究以数据包络分析理

论为基础ꎬ借助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方法分析山东省各地区高新技术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动态发

展过程ꎬ并运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分析省内各地区产学研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ꎮ

二、国内外关于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述评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关于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角度ꎬ即绩效影响因

素、绩效综合评价方法和绩效评价实证研究ꎮ
(一)合作绩效综合评价方法

Ｅｄｗｉｎ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研究了学术研究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ꎬ结论为学术研究对整个社会的投资

回报率大约是 ２８％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１９８７)从财务绩效、市场份额和机会窗口三个角度对产学研

合作的绩效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ꎮ Ｓａｎｔｏｒｏ(２０００)则运用了专利数量、论文数量等指标对产学研

合作绩效进行评价ꎮ 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０２)则在考虑 Ｓａｎｔｏｒｏ 提出的评价因素基础上增加了净利润率对

产学研合作绩效进行综合评价ꎮ
张坚(２００７)基于熵理论建立了企业技术联盟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ꎮ① 金芙蓉、罗守贵

(２００９)基于投入产出原理对产学研合作绩效进行评价ꎬ并对合作投入与合作产出的范围进行了

界定ꎮ② 邓颖翔、朱贵龙(２００９)认为ꎬ对产学研合作绩效的评价要从知识的创造与共享及合作的

附加价值两方面进行测量ꎮ③ 霍妍(２００９)基于产学研合作的投入、过程、产出三环节的角度建立

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ꎮ 李泽民(２０１１)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三个主体出发建立了

产学研合作绩效的评价体系ꎮ④

(二)合作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Ｂｏｎａｃｃｏｒｓｉ(１９９４)最早提出了产学研绩效评价模型ꎬ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产学研合作是建

立在企业对合作的期望之上ꎮ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２００９)利用智利和意大利两个葡萄酒产业集群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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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坚:«企业技术联盟绩效激励机制的构建»ꎬ«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ꎮ
金芙蓉、 罗守贵:«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ꎬ«科学管理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邓颖翔、 朱桂龙:«吸收能力在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来自珠三角企业的经验证据»ꎬ«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泽民:«我国省部产学研合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ꎬ«中国西部科技»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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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论:企业的知识基础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动因ꎮ Ｐｅｔｒｕｚｚｒｌｌｉ(２０１１)拓展了已有的研究框

架ꎬ通过对 １２ 个国家 ３３ 所大学 ７６９ 项专利进行测试得出结论:合作伙伴的技术关联与创新价值

呈倒 Ｕ 型关系ꎮ
张坚(２００７)运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对 Ｔ 公司液化气轻烃上产技术联盟的整体绩效进行了评

价ꎮ 车维汉、张琳(２０１０)利用上海制造业的数据对其研发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ꎬ从投入产出角度构

建了指标体系ꎬ然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其技术和规模的有效性ꎮ① 同时运用数据包络分

析方法进行产学研绩效评价的还有魏宝兰(２０１０)、赵爱军(２０１１)、彭爱兵(２０１１)等学者ꎮ
(三)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１９８７)研究了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因素ꎬ并将影响因素指标划分为三个维度ꎬ即
财务绩效、市场份额和机会窗口ꎮ Ｓａｎｔｏｒｏ(２０００)认为ꎬ影响产学研合作绩效的最重要因素是产

学研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ꎬ密切程度与科研成果的产出水平成正比ꎮ Ｍｏｒａ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２００１)历时 ５
年对西班牙数百家企业进行研究ꎬ研究结果认为ꎬ影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承诺、信
任、对目标和冲突的定位、过去的联系ꎮ Ａｒｖａｎｉｔｉｓ(２００８)研究认为影响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产学

研合作的重要因素是高校的应用研究导向和教学任务难易程度ꎮ Ｐ.Ｃｒａｉｇ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２００９)研究

认为ꎬ影响产学研绩效的重要因素是大学研究中心的性质ꎬ产业研究中心有利于科研人员对私人

企业展开互动研究ꎬ政府赞助的中心有利于提高产业的参与水平ꎮ
黄泽霞(２００７)认为ꎬ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合作科研、合作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三方面的协调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叶飞(２００９)认为ꎬ企业学习能力、科研机构的合作经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

排斥性等均为影响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因素ꎮ 燕超(２０１０)把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因素归纳为产品

定位性、联盟兼容性、联盟稳定性、联盟投入度四个方面ꎮ 彭爱兵(２０１１)认为ꎬ影响因素是合作

创新主体投入、合作创新机制、合作创新环境和合作创新产出四个方面ꎮ
范德成、唐晓旭(２００９)从投入产出的角度ꎬ归纳了评价产学研合作绩效的指标体系ꎮ 投入

指标主要侧重于高校活动经费ꎬ产出指标主要涉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课题数、企业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ꎬ但未涉及人员投入ꎮ 段晶晶(２０１１)运用结构方程方法进行了更加复杂的分

析ꎬ将影响产学研合作的评价指标分为有形指标和无形指标ꎮ 有形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盈利能

力、财务绩效、新产品利润等ꎬ无形指标则包括企业竞争力、社会效益、协作水平、企业满足顾客需

求的能力ꎮ 戴勇、肖丁丁(２０１０)以创新绩效的测度指标如创新产品数量、占有率、专利数作为因

变量ꎬ用政府资金、企业资金、社会资金、企业规模、出口创汇额、科研人员数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

归分析ꎮ② 刘和东(２０１０)运用随机前沿的方法ꎬ产出变量选用专利数和销售收入ꎬ投入变量选用

Ｒ＆Ｄ 人员和 Ｒ＆Ｄ 经费ꎬ并考虑政府资助、金融、企业、产学研合作机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效率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ꎮ 肖丁丁、朱桂龙(２０１３)运用随机前沿的方法ꎬ将企业 Ｒ＆Ｄ 人员数作为投入

变量ꎬ以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销售收入作为产出变量结合考虑主体特征、联结关系、外在环境作为

效率影响因素ꎬ对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ꎮ③ 王进富、刘魁(２０１１)构建了创新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ꎬ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人员、活动经费等 ６ 个指标作为投入要素ꎬ以销售收入

８０１

①
②

③

车维汉、张琳:«上海市产学研合作效率评价———基于分行业数据的 ＤＥＡ 分析»ꎬ«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戴勇、肖丁丁:«研发投入、企业家精神与产学研绩效的关系研究———以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企业为例»ꎬ«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肖丁丁、朱桂龙:«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ꎬ«科研管理»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刘涛:山东省地区高等教育产学研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研课题数、专利数等 ８ 个指标作为产出要素ꎬ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评价了陕西省产学研创新效

率ꎮ① 范德成、唐晓旭(２００９)在评价产学研绩效时也运用了因子分析方法ꎮ 王秀丽、王利剑

(２００９)选用科技活动人员数、Ｒ＆Ｄ 经费支出等 ４ 指标作为投入指标ꎬ选择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

成交额、销售收入等 ４ 指标作为产出指标运用 ＤＥＡ 方法对 ３０ 个省市产学研创新效率进行了评

价ꎮ 闫青、张超豪(２０１３)将产学研合作过程分为要素投入、合作过程、产出效益三阶段ꎬ选择经

费、人员、合作机构运转情况作为投入要素ꎬ选择经济效益、科研人员、人才培养等指标衡量产出

效益ꎬ考虑资源利用、管理效率等影响因素ꎬ提出了基于模糊数学、区间数学的模糊综合绩效评价

的方法ꎮ② 车维汉、张琳(２００９)选用投入指标为科技人员占比、Ｒ＆Ｄ 经费支出等 ５ 种指标ꎬ产出

指标为专利授权量、销售收入占比、新产品产值占比 ３ 种指标ꎬ构建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模型评

价了上海产学研合作效率ꎮ
金芙蓉、罗守贵(２００９)对产学研合作的指标体系专门做了研究ꎬ将一级指标定为准则层ꎬ分

为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经费投入、人才培养与学术活动、科技活动与奖励、经济绩效等 ６ 项ꎬ二级

指标为指标层ꎬ选择实验室数量、Ｒ＆Ｄ 投入、学术会议数量等 １３ 项指标ꎬ运用德尔菲法进行赋权

构建了指标体系ꎮ
综合以上学者研究的成果ꎬ大体存在以下问题:首先ꎬ各个学者建立的指标体系基于不同的

角度ꎬ缺少统一的评价标准ꎮ 其次ꎬ评价指标体系均是基于投入产出和产学研合作主体角度建立

的ꎬ缺少对产学研合作本质、机制等深层次角度构建的指标体系ꎮ 再次ꎬ从以往学者对地方产学

研合作绩效研究的成果看ꎬ仅有武海峰、牛勇平(２０１１)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产学研

合作绩效影响因素ꎮ 对山东省内产学研合作进行绩效评价所需要什么样的指标体系、选用何种

评价方法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ꎮ

三、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借助所获得山东 １７ 地市面板数据ꎬ运用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来测度山东省各市

高等教育产学研绩效变化ꎮ 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以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方法为基础ꎬ并考

虑到时间变化对技术效率带来的影响ꎬ将面板数据与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方法相结合ꎮ 数据包

络分析(ＤＥＡ)方法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ꎬ其模型形式为投入产出比ꎬ通过对多种投入要素和多

种产品量化指标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构造相对指标ꎬ用以比较多个服务或生产单位之间的效率ꎬ是
一种静态分析方法ꎮ

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则是在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的基础上ꎬ加入时间因素对多个生产

单位不同时间上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效率比较ꎬ其基本形式为相异时期距离函数的比率ꎬ两期的

距离函数分别定义为:
Ｄｔ(ｘｔ＋１ꎬｙｔ＋１)＝ ｍａｘ{θ:(ｘｔ＋１ / θꎬｙｔ＋１)∈Ｓｔ}
Ｄｔ＋１(ｘｔꎬｙｔ)＝ ｍａｘ{θ:(ｘｔ / θꎬｙｔ＋１)∈Ｓｔ}
在此基础上ꎬ可构造基于投入参照系数的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Ｍｔ ＝ Ｄｔ(ｘｔꎬｙｔ)
Ｄｔ(ｘｔ＋１ꎬｙｔ＋１)

Ｍｔ＋１ ＝ Ｄｔ＋１(ｘｔꎬｙｔ)
Ｄ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１)

９０１

①
②

王进富、刘魁:«陕西省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ꎬ«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张超豪:«高校科研经费模糊综合绩效评价研究»ꎬ«会计之友»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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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两个分式的几何平均即被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ꎬ其表达式为:

Ｍ(ｘｔ＋１ꎬｙｔ＋１ꎬｘｔꎬｙｔ)＝ [ ×] １
２

＝ Ｄｔ(ｘｔꎬｙｔ)
Ｄ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 ×]
１
２

(２)

与 ＤＥＡ 模型一样ꎬ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也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ꎮ 上式中ꎬ

Ｄｔ(ｘｔꎬｙｔ)
Ｄ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为(ＥＦＦＣＨ)技术效率ꎬ[Ｄ
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Ｄｔ(ｘｔ＋１ꎬｙｔ＋１)
×Ｄ

ｔ＋１(ｘｔꎬｙｔ)
Ｄｔ(ｘｔꎬｙｔ)

]
１
２

记作 ＴＥＣＨＣＨꎬ称为技术进

步ꎮ ＥＦＦＣＨ>１ 表示效率提高ꎬ ＥＦＦＣＨ<１ 则表示效率下降ꎮ ＴＥＣＨＣＨ 代表投入产出不变条件下

的技术变化情况ꎬＴＥＣＨＣＨ>１ 表示发生了技术进步ꎬＴＥＣＨＣＨ<１ 表示发生了技术衰退ꎮ
技术效率还可以二次分解为纯技术效率 ＰＥＣＨ 和规模效率 ＳＥＣＨꎮ 其中

ＰＥＣＨ＝ Ｄｔ(ｘｔꎬｙｔ ｜ ＶＲＳ)
Ｄ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 ＶＲＳ)

ＳＥＣＨ＝Ｄ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 ＶＲＳ)
Ｄｔ＋１(ｘｔ＋１ꎬｙｔ＋１ ｜ ＶＲＳ)

×Ｄ
ｔ(ｘｔꎬｙｔ ｜ ＶＲＳ)

Ｄｔ(ｘｔꎬｙｔ ｜ ＶＲＳ)
Ｍ(ｘｔ＋１ꎬｙｔ＋１ꎬｘｔꎬｙｔ)＝ ＴＥＣＨＣＨ×ＰＥＣＨ×ＳＥＣＨ

四、实证分析

(一)产学研合作效率评价

根据以往学者理论研究的结论ꎬ并充分考虑山东省统计数据的可得性ꎬ本文选取了 ７ 个投入

产出变量来构建山东省各地市产学研合作的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ꎮ 其中ꎬ各地市高等学校

数量、高等学校教师数量、各市科研经费总量、各市科技人员数量为投入变量ꎬ各市高等学校在校

生人数、各市市级以上科研成果数量、各市专利授权量为产出变量ꎮ
表 １　 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ＤＭＵ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０)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１)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２)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３)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４)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滨州 １.０３０７１３ １.０５３８３９ １.１３３３４ ０.９２１３５ １.２２４１３９ １.０６７８３８
德州 ０.９２０２６６ ０.９８６２６５ ０.９０１９７３ １.００１１１８ １.０４９６１２ ０.９７０３３８
东营 １.００７３４７ ０.９３１２９３ ０.９３４２７６ ０.８９８５６ ０.９７２００８ ０.９４７９６３
菏泽 １.０２５７５８ ０.９９４６３４ ０.９８４４９ ０.９９７６０６ １.０９２５４３ １.０１８２７１
济南 １.３２１６９ ０.６２４１５６ ０.９９４７５ ０.８６７９５３ ０.９６２７０８ ０.９２７３１１
济宁 ０.９８２９１９ ０.８３９８８８ ０.８９３１９３ ０.９３４３７２ ０.９２５５９８ ０.９１３９５６
莱芜 １.１１４６２８ ０.９８４７９４ ０.９６１６４４ ０.９２２７８６ １.１２４７４３ １.０１８４２４
聊城 １.０４５２９１ ０.９８０９１６ １.０３１１６６ ０.９２８１３６ １.１３２３６８ １.０２１３１４
临沂 １.００１５２１ １.１０３５２４ ０.７８４０８１ ０.９６７９６５ １.０２９８８８ ０.９７１１５９
青岛 ０.９９６５５８ ０.９８３６８６ １.０１０８１ ０.９６９３５４ １.０３４３０９ ０.９９８６９４
日照 ０.９２９７７９ １.１４０００３ ０.６０７１８９ １.１５１３２５ ０.９４８３５１ ０.９３１８７
泰安 １.０２１７０７ ０.８３７４５１ １.１１０３９６ １.０４３２６７ １.００９４３２ １.０００１０９
威海 １.０１４８４２ ０.９６１９９８ ０.９６９６３５ ０.９９５８ １.０２５９１６ ０.９９３３２９
潍坊 １.００６３８６ ０.９８４３７６ ０.９８１４８３ １.００６０８３ １.０７６４５５ １.０１０３８７
烟台 １.００４６４５ ０.９７７２７８ ０.９９５５４ １.００８７８８ １.０３６４８９ １.００４３６３
枣庄 ０.８６０６５８ １.０４１３２７ ０.９５８３７４ ０.８３０７５１ １.１７０２２８ ０.９６４５８１
淄博 １.０１１３８１ ０.９７０１９２ ０.９４４３０２ １.００１２６１ １.０５１５８５ ０.９９５０７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１.０１３５１ ０.９５６８４６ ０.９４４６０７ ０.９６４８３５ １.０４８１５ ０.９８４８２６

　 　 数据来源:根据所选取变量计算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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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山东省各地区技术进步率

ＤＭＵ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滨州 １.０３０７１３ １.０５３８３９ １.１３３３４ ０.９２１３５ １.２２４１３９ １.０６７８３８
德州 ０.９２０２６６ ０.９８６２６５ ０.９１０８３７ １.００１００５ １.０４３４７４ ０.９７１０７６
东营 １.００７３４７ ０.９３１２９３ １.０１０２０５ ０.９１２２２２ １.０３０６９６ ０.９７７１９５
菏泽 ０.９８９０８８ ０.９７９７５２ ０.９７６６５３ １.００５９４９ １.０７６６７４ １.００４９６３
济南 １.３２１６９ ０.６２４１５６ ０.９９４７５ ０.８６７９５３ ０.９６２７０８ ０.９２７３１１
济宁 ０.９８２９１９ ０.８３９８８８ ０.８９３１９３ ０.９３４３７２ ０.９２５５９８ ０.９１３９５６
莱芜 １.１１４６２８ ０.９８４７９４ ０.９６１６４４ ０.９２２７８６ １.１２４７４３ １.０１８４２４
聊城 ０.９９７０７ ０.９６０９３６ １.０３１１６６ ０.９２８１３６ １.１３２３６８ １.００７５５７
临沂 １.００１５２１ １.１０３５２４ ０.７８４０８１ ０.９６７９６５ １.０２９８８８ ０.９７１１５９
青岛 ０.９８５５０４ ０.９６５５０２ ０.９８２１５３ １.０１９３８７ １.０２１３７６ ０.９９４５４２
日照 ０.９２９７７９ １.１４０００３ ０.６０７１８９ １.１５１３２５ ０.９４８３５１ ０.９３１８７
泰安 １.０００３９ ０.９４４９６７ ０.９８４０５８ １.０４３２６７ １.００９４３２ ０.９９５９０１
威海 ０.９９１０９６ ０.９６９８２３ ０.９８２２５７ １.０３３４５７ １.０２３６５８ ０.９９９７６１
潍坊 ０.９９２０２８ ０.９６２２６２ ０.９７８２７７ １.００８６５７ １.０５０４４５ ０.９９７８８２
烟台 ０.９８９０５８ ０.９６１５４２ ０.９８５１４３ １.０３７２４６ １.０３１９４６ １.０００５６６
枣庄 １.０８９４２１ ０.９４５５２２ ０.９７８７５９ ０.８８０７４１ ０.８７２１９１ ０.９５０１６８
淄博 １.０１１３８１ ０.９７０１９２ ０.９７６８３２ １.０２５４１２ １.０４０４９９ １.００４４９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１.０１７４６２ ０.９５３４２４ ０.９４３７４４ ０.９７７５９８ １.０２９２０７ ０.９８３７０４

　 　 数据来源:根据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解而得

表 ３　 山东省各地区技术效率

ＤＭＵ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０)

技术不变

效率变化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滨州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德州 １ １ ０.９９０２６９ １.０００１１３ １.００５８８３ ０.９９９２４
东营 １ １ ０.９２４８３８ ０.９８５０２４ ０.９４３０６ ０.９７００８６
菏泽 １.０３７０７４ １.０１５１９ １.００８０２４ ０.９９１７０６ １.０１４７３９ １.０１３２４２
济南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济宁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莱芜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聊城 １.０４８３６３ １.０２０７９２ １ １ １ １.０１３６５４
临沂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青岛 １.０１１２１７ １.０１８８３３ １.０２９１７８ ０.９５０９１９ １.０１２６６３ １.００４１７５
日照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泰安 １.０２１３０９ ０.８８６２２２ １.１２８３８５ １ １ １.００４２２６
威海 １.０２３９６ ０.９９１９３１ ０.９８７１５ ０.９６３５６３ １.００２２０６ ０.９９３５６６
潍坊 １.０１４４７３ １.０２２９８２ １.００３２７７ ０.９９７４４８ １.０２４７６１ １.０１２５３１
烟台 １.０１５７６ １.０１６３６５ １.０１０５５４ ０.９７２５６４ １.００４４０２ １.００３７９５
枣庄 ０.７９００１４ １.１０１３２５ ０.９７９１７２ ０.９４３２４２ １.３４１７１１ １.０１５１６９
淄博 １ １ ０.９６６６９８ ０.９７６４４８ １.０１０６５５ ０.９９０６２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０.９９６１１６ １.００３５８８ １.０００９１５ ０.９８６９４５ １.０１８４０６ １.００１１４１

　 　 数据来源:根据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解而得

从表 １ 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ꎬ全省各地市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平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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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值为 ０.９８ꎬ并未达到效率前沿ꎮ 这意味着从总体水平看ꎬ山东省在所观

察的六年内产学研效率并未达到生产前沿ꎮ 按照年份平均的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看ꎬ省内

产学研合作效率比较高的年份有两年ꎬ分别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间ꎬ指数分别达

到了 １. ０１ 和 １. ０５ꎮ 按照地区平均的曼奎斯特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可以看出ꎬ平均曼奎斯特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超过 １ 的地区有 ７ 个ꎬ分别是滨州、菏泽、莱芜、聊城、泰安、潍坊、烟台ꎻ德州、东
营、济南、济宁、临沂、青岛、日照、威海、枣庄、淄博等 １０ 个城市的平均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低于 １ꎮ
表 ２ 反映了全省及省内各地市产学研合作技术变化情况ꎮ 从表中可见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间全

省产学研合作的平均技术进步率约为 ０.９８ꎬ总体上未超过 １ꎮ 各地市平均技术进步率超过 １ 的

年份有两个ꎬ分别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技术进步率分别为 １.０２ 和 １.０３ꎮ 按照年份

平均的技术进步率超过 １ 的城市有 ６ 个ꎬ分别是滨州、菏泽、莱芜、聊城、烟台、淄博ꎻ德州、东营、
济南、济宁、临沂、青岛、日照、泰安、威海、潍坊、枣庄等 １１ 个城市的平均技术进步率未超过 １ꎮ

表 ３ 反映了山东省及各地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的技术效率发展变化过程ꎮ
表中显示在这几年中全省总平均技术效率为 １.００１ꎬ且平均技术效率超过 １ 的年份有三个ꎬ分别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技术效率分别为 １.００４、１.００１、１.０１８ꎮ 按照年份

平均的技术效率超过 １ 的城市有 １３ 个ꎬ分别是滨州、菏泽、济南、济宁、莱芜、聊城、临沂、青岛、日
照、泰安、潍坊、烟台、枣庄ꎻ仅有四个城市的技术效率低于 １ꎬ分别为德州、东营、威海、淄博ꎮ

以上三个表格反映的内容可以看出山东省全省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年间的产学研合作效率未达到

前沿水平ꎮ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４ 年度两个年份的产学研合作平均效率达到了前

沿水平ꎬ同时其对应的技术进步率也达到了前沿水平ꎮ 其余年份产学研合作平均效率与技术进

步率的变化高度相关ꎮ 从地域分布上看ꎬ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滨州、菏
泽、聊城等省内中西部城市ꎬ而这些城市对应的技术进步率除了泰安和潍坊未达到前沿水平外其

余地区均达到了前沿水平ꎮ 无论从地区差异的角度看还是从时间变化的角度看ꎬ山东省产学研

合作总效率与技术进步率变化都基本一致ꎬ说明全省产学研合作的效率主要受技术进步影响ꎮ
用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研究技术效率可以分析影响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内

部因素ꎮ 从以往文献中可以看出ꎬ影响产学研合作的还有很多外部因素ꎮ 接下来将利用回归分

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影响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外部因素ꎮ
(二)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１.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框架

面板数据模型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相比具有更大的样本容量ꎬ在进行参数估计及相

关的检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度ꎬ并且可以更加有效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ꎬ因而是近几年来

学者们进行实证研究时常选的数据类型ꎮ 面板数据根据时间跨度的长短及所涉及个体的多少可

以分为长面板与短面板ꎬ根据建立模型的结构又可分为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ꎮ 本研究

所用的数据为山东省 １７ 地市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ꎬ属于短面板类型ꎮ 由于时间跨度较短ꎬ
选择模型时不宜选择动态面板模型ꎬ而选择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ꎮ

面板数据模型存在时间变化ꎬ因此对于时间跨度较长(一般为 ３０ 年以上)的数据在进行模

型估计之前应当先分析变量的平稳性及变量间的协整关系ꎮ 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只有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年的跨度ꎬ因此不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及变量间的协整性进行检验ꎮ
２.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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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ꎬ一个地区产学研合作效率会受到该地区发达程度的影

响ꎮ 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由主要包括城市规模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

对科技发展的态度、地区科技发展环境等ꎮ 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城市化、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

力度、经济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潜力和地区科技发展倾向等六因素对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影响ꎮ 参

照以往文献所选择的变量兼顾山东省统计数据的可得性ꎬ选择城市化程度即每地区城镇人口占

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反映城市化的变量ꎬ选择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反映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

变量ꎬ地方政府对科学技术行业的财政支出作为反映政府支持力度的变量ꎬ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反

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变量ꎬ选择地区科研、技术服务等行业的每年新增就业人员数作为反映地

区科技发展潜力的变量ꎬ选择地区科技行业平均工资作为反映地区科技发展倾向的变量ꎮ 其中ꎬ
各地市总人口及城镇人口、外商直接投资、各地市 ＧＤＰ、各地市科技行业财政支出等数据来自山

东统计年鉴ꎬ各地科技行业新增就业人员数、科技行业平均工资等数据来自各市统计年鉴ꎮ
考虑到以上因素对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ꎬ因此同时建立无滞后效应和

带有滞后效应的两类模型进行估计和比较ꎮ 同时将平均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超过 １ 的城

市与其他城市区别考虑分别建立模型ꎬ研究各因素对此两类地区的影响ꎮ 所建立的模型基本形

式为:
ｍａｌ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Ｙｉｔ＋β２ＦＤＩｉｔ＋β３ＥＸＰ ｉｔ＋β４ＧＤＰ ｉｔ＋β５ＰＥＯｉｔ＋β６ＷＡＧＥ ｉｔ＋μｉｔ (３)
ｍａｌ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Ｙｉｔ－１＋β２ＦＤＩｉｔ－１＋β３ＥＸＰ ｉｔ－１＋β４ＧＤＰ ｉｔ－１＋β５ＰＥＯｉｔ－１＋β６ＷＡＧＥ ｉｔ－１＋μｉｔ (４)
其中( ３) 式为无滞后模型ꎬ ( ４) 式为滞后模型ꎮ 两式中 ｍａｌｉｔ 为各地区的曼奎斯特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值表示各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效率ꎮ 变量 ＣＩＴＹ、ＦＤＩ、ＥＸＰ、ＧＤＰ、ＰＥＯ、ＷＡＧＥ 分

别表示各地区城市化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对科学技术行业的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科技服务等行业的每年新增就业人员数、选择地区科技行业平均工资ꎮ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

前ꎬ先检验两类模型是否存在个体效应ꎬ如果存在个体效应则进一步检验个体效应为固定效应还

是随机效应ꎮ 检验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两种模型的个体效应检验

模型 无滞后模型 滞后模型

检验方法 Ｆ 检验 χ２ 检验 Ｆ 检验 χ２ 检验

统计量 ０.６３１ １２.８６７ ０.７６７ １５.４１２
自由度 １６ꎬ６１ １６ １６ꎬ６１ １６
Ｐ 值 ０.８５ ０.６８ ０.７１ ０.４９

表 ４ 结果显示了用 Ｆ 检验和 χ２ 检验两种方法检测无滞后模型和滞后模型两种模型是否存

在个体效应的结果ꎮ 检验结果显示无滞后模型两种检验的 Ｐ 值分别为 ０.８５ 和 ０.６８ꎬ滞后模型两

种检验的 Ｐ 值分别为 ０.７１ 和 ０.４９ꎬ说明两类模型均无法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无个体效

应”的原假设ꎮ 根据此检验结果在后面对模型进行估计时ꎬ不考虑带有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随

机效应的模型形式ꎮ 对两类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５ꎮ
表 ５ 中分别列出了 ６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ꎬ其中模型(１)、(２)为用十七地市数据估计的无滞

后模型和滞后模型ꎬ模型(３)、(４)为用滨州、菏泽、莱芜、聊城、泰安、潍坊、烟台七个平均产学研

合作效率达到前沿水平的城市数据估计的两类模型结果ꎬ模型(５)、(６)为用德州、东营、济南、济
宁、临沂、青岛、日照、威海、枣庄、淄博等十个均产学研合作效率未达到前沿水平的城市的数据估

计两类模型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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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外部影响因素回归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ｍａｌｉｔ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ＩＴＹｉｔ
１.１８∗∗

(４.６５)

１.４２∗∗

(４.３７)

１.０２∗∗

(２.８５)

ＦＤＩｉｔ
－１.８７Ｅ－０８

(－０.３７)

－３.０９Ｅ－１０

(－０.００２)

８.９１Ｅ－１０

(０.０２)

ＥＸＰ ｉｔ
－３.８６Ｅ－０６∗∗

(－３.０８)

－５.００Ｅ－０６∗

(－１.９８)

－４.４４Ｅ－０６∗∗

(－３.２２)

ＧＤＰ ｉｔ
０.０００１∗∗

(２.６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７９)
０.０００１∗

(２.２１)

ＰＥＯｉｔ
－０.２９∗∗

(－５.８１)

－０.２０

(－１.６９)

－０.２６∗∗

(－４.８２)

ＷＡＧＥｉｔ
１.０２Ｅ－０６∗∗

(３.３０)

１.０２Ｅ－０６∗

(２.０６)

１.１２Ｅ－０５∗∗

(２.４６)

ＣＩＴＹｉｔ－１
１.９３∗∗

(８.９５)

２.１６∗∗

(７.１１)

１.６６∗∗

(６.１６)

ＦＤＩｉｔ－１
－３.８９Ｅ－０８

(－０.６６)

－３.８５Ｅ－０８

(－０.２８)

－２.３３Ｅ－０８

(－０.３７)

ＥＸＰ ｉｔ－１
－６.９９Ｅ－０６∗∗

(－４.６４)

－９.１６Ｅ－０６∗∗

(－３.３４)

－６.９６Ｅ－０６∗∗

(－４.０２)

ＧＤＰ ｉｔ－１
０.０００２∗∗

(３.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２.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３.３８)

ＰＥＯｉｔ－１
－０.２９∗∗

(－５.３７)

－０.１７

(－１.１７)

－０.２８∗∗

(－４.６０)

ＷＡＧＥｉｔ－１
２.６９Ｅ－０６

(１.２７)

８.２９Ｅ－０７

(０.２２)

４.１７Ｅ－０６

(１.６５)
Ｒ２ ０.４７ ０.３４ ０.７３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３０
Ｒ－２ ０.４４ ０.３１ ０.６１ ０. ２５ ０.１８ ０.２６

Ｆ 统计量 １１.２４∗∗ ５.９０∗∗ ８.０７∗∗ ２.８１∗∗ １０.８５∗∗ ４.９７∗∗

　 　 注:表中“∗”ꎬ“∗∗”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模型(１)、(２)估计的结果显示ꎬ两个模型的变量 ＦＤＩ 均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ꎬ模型(２)的变

量 ＷＡＧＥ 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总体上看ꎬ两个模型均能通过方程的显著性检验ꎬ模型(１)的
拟合优度略高于模型(２)ꎬ因此模型(１)的估计结果要好于模型(２)ꎮ 两个模型均显示ꎬ对山东省

所有地区而言ꎬ变量 ＣＩＴＹ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变量 ＥＸＰ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负向

影响ꎬ变量 ＧＤＰ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变量 ＰＥＯ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ꎬ
变量 ＷＡＧＥ 对被解释变量有正向影响但其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ꎮ 变量 ＣＩＴＹ、
ＥＸＰ、ＧＤＰ、ＰＥＯ 对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ꎮ

模型(３)、(４)估计结果显示ꎬ对七个产学研合作效率较高的城市而言ꎬ变量 ＣＩＴＹ 对被解释

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变量 ＥＸＰ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其滞后项的作用更加显著ꎬ
变量 ＧＤＰ 对被解释变量作用不显著ꎬ但其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ꎬ变量 ＷＡＧＥ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但其滞后项作用不显著ꎮ 变量 ＦＤＩ、ＰＥＯ、对被解释变量作用

均不显著ꎮ 两个模型均可通过防尘的显著性检验ꎬ模型(３)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模型(４)ꎬ因此

模型(３)的估计结果要好于模型(４)ꎮ
模型(５)、(６)估计结果显示ꎬ对十个产学研合作效率较低的城市而言ꎬ变量 ＣＩＴＹ 对被解释

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变量 ＥＸＰ、ＧＤＰ、ＰＥＯ 对被解释变量均存在显著影响ꎬ其中 ＥＸＰ、ＰＥＯ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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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向影响ꎬ变量 ＧＤＰ 对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ꎮ 变量 ＦＤＩ 对被解释变量不存在显著影

响ꎬ变量 ＷＡＧＥ 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ꎬ但其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作用不显著ꎮ 两个模

型均可以通过方程的显著性检验ꎬ模型(６)拟合优度略高于模型(５)ꎬ说明模型(６)的估计结果要

好于模型(５)ꎮ
应当说明的是ꎬ有的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很小并不意味着该变量影响作用很小ꎬ因为模型估

计过程中未作无量纲化处理ꎬ估计值绝对数小主要是由于变量量纲导致的ꎮ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的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析及影响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回

归分析结果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山东省产学研合作效率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是整体水平不高ꎬ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年间全省产学

研合作效率未达到前沿水平ꎮ 其次是产学研合作地区发展不平衡ꎬ产学研合作效率分布具有一

定的地域特征ꎮ 达到前沿水平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区ꎮ 七个达到前沿水平的城市

中有五个分布在省会济南周边ꎬ另外两个则与另一副省级城市青岛接壤ꎮ 然而ꎬ两个较发达的城

市济南和青岛产学研合作效率都不高ꎮ 济南的曼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仅达到 ０.９３ꎬ青岛达到

０.９９ꎮ 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科技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产能过剩和技术外溢ꎮ 一方面青岛和济南是

省内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城市ꎬ无论从驻地高校数量、在职教师人数还是科研经费投入量上都远超

过其他城市ꎮ 以驻地高校数量为例ꎬ到 ２０１４ 年驻济南高校数量达到 ４２ 所ꎬ驻青岛高校数量达到

２３ 所ꎮ 与此相比ꎬ高校数量较少的莱芜仅有 ２ 所ꎬ滨州仅有 ３ 所ꎮ 驻济南、青岛两市高校数量总

数为后两者总数的 １３ 倍ꎮ 然而就科研成果来看ꎬ２０１４ 年济南、青岛产生的科研成果合计 ９８４
项ꎬ莱芜、滨州两市的科研成果总数为 ３６８ 项ꎬ前者不到后者的 ３ 倍ꎮ 由此反映出济南青岛的科

技成果转化率远低于莱芜和滨州ꎮ 再次ꎬ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内部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率ꎮ 对曼

奎斯特(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何由其分解出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进行相关分析可以看到ꎬ产学研

合作效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０.９７ꎬ而与技术效率的相关系数达到 ０.５８ꎮ 技术进步

率也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上ꎮ 像济南、青岛这样相对发达的城市技术进步率却比较低ꎬ
青岛为 ０.９９５ꎬ而济南仅为 ０.９２７ꎬ均未达到前沿水平ꎬ这就限制了两个城市产学研合作的效率ꎮ

影响产学研合作效率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城市化程度、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倾

向ꎮ 城市化程度对山东产学研合作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说明高新技术发展、产学研合作需要

一定的城市规模及相应完善的基础设施ꎮ 政府财政支持对产学研合作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ꎮ 其

主要原因不见得归结为政府财政支持的效率太低ꎬ因为政府扶持的项目很大程度上是那些规模

较大、科技成果转化较慢、投放市场较晚的项目ꎮ 而私人资本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则主要选择科技

成果转化快ꎬ利润回报丰厚的项目ꎮ 因此ꎬ呈现出产学研合作效率与政府财政支持呈负相关的结

果ꎮ 科技发展倾向对产学研合作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科技发展倾向反映了一个城市对高新

技术产业的接纳程度ꎬ可以通过该城市科技行业人员平均工资来体现ꎮ 科技行业人员工资对产

学研合作效率有正向影响ꎬ意味着更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必然会选择走产学研合作的

发展方式ꎮ 经济总量对山东省整体产学研合作效率有正向影响ꎬ但对产学研合作效率达到前沿

水平的地区作用不显著ꎮ 产学研合作效率较高的七个城市 ＧＤＰ 均不是很高ꎬ但是经济总量的滞

后项对“高水平”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效率有一定的作用ꎮ 说明总体上产学研合作要依赖于经济

实力的支持ꎮ 科技行业就业人员数量对产学研合作效率有负向影响ꎬ但在“高水平”地区作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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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ꎮ 这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不像传统产业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来获得发展ꎮ 外

资对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影响不显著ꎮ 外资本来是产学研合作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ꎬ但分析

结果显示山东省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产学研合作效率并未受到外资的显著影响ꎬ也说明省内高

新技术产学研合作利用外资效率不高ꎮ
山东省作为经济大省ꎬ虽然早已开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ꎬ但产学研合作效率还有待提高ꎮ 提

高产学研合作效率首先要注重技术进步ꎬ注重科技成果转化ꎮ 在注重政府扶持的前提下也应进

一步引导民间资本的进入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更快发展ꎮ 同时ꎬ政府除了财政扶持以外还应积

极引导提高科技行业及科研人员待遇ꎬ这将有利于产学研合作效率的提高ꎬ对产学研合作的推进

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ｕ Ｔ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ＵＳＡ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ｅ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ｈ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 － 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ｓ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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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２)

结果与过程:时间折扣模型
与随机动态模型之比较

∗①

王大伟１　 郝垒垒２　 胡艺馨１　 时　 勘 ３

( １.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ꎬ 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２.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ꎬ上海ꎬ２０００６２ꎻ
３.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ꎬ 北京ꎬ１０００８１ )

　 　 摘要:　 一直以来ꎬ跨期选择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ꎮ 已有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和决策场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时间折扣模型和随机动态模型ꎮ 前者从确定性、静态性、基于选项的视角出发ꎬ围绕“时间折扣”现象解

释跨期选择行为ꎬ是一种结果驱动模型ꎻ后者从不确定性、动态性、基于属性的视角出发ꎬ旨在揭示真实的跨期选

择过程ꎬ是一种过程驱动模型ꎮ 二者都致力于解释跨期选择行为ꎬ但它们之间的系统比较较为少见ꎮ 通过对两

类模型的产生基础、发展历程及特性方面的详细比较ꎬ未来研究可以从随机动态模型入手探索跨期选择的心理

机制ꎮ
关键词:　 跨期选择ꎻ时间折扣模型ꎻ随机动态模型ꎻ结果ꎻ过程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７－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王大伟( １９７８—　 )ꎬ男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ꎬ博士后ꎻ郝垒垒 ( １９９０—　 )ꎬ男ꎬ山东济

南人ꎬ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ꎻ胡艺馨( １９８３—　 )ꎬ女ꎬ山东烟台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讲师ꎬ博士ꎻ时勘(１９４９—　 )ꎬ男ꎬ 湖北枝江人ꎬ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领导者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决策过程研究” (３１４７１００２)、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１３＆ＺＤ１５５)、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受众个体危机决策过程

来自行为与眼动的证据”(ＺＲ２０１４ＣＭ０３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强迫症患者决策功能:来自行为实验与 ＥＲＰ 的证据”
(１５ＹＪＣ１９０００６)、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突发事件受众个体危机决策模型研究”(２０１５ＧＳＦ１２００１５)、山东省名校质量工

程应用心理学建设项目、山东师范大学实验教学改革项目(ＳＹＪＧ３０２１１８)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Ｐｒｅｌｅｃꎬ Ｄ.ꎬ ＆ Ｌｏｅｗｅｎｓｔｅｉｎꎬ Ｇ. (１９９１)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７(７)ꎬ ７７０－７８６.
③梁竹苑、 刘欢:«跨期选择的性质探索»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ꎮ
④刘雷、 赵伟华、 冯廷勇:«跨期选择的认识机制与神经基础»ꎬ«心理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⑤任天虹、 胡志善、 孙红月、 刘扬、 李纾:«选择与坚持:跨期选择与延迟满足之比较»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一、引言

跨期选择(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是指人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收益或者损失进行权衡后

做出的决策ꎮ②③④⑤比如ꎬ在消费领域ꎬ消费者需要在立即消费和长期存储之间进行选择ꎻ在健康

领域ꎬ烟瘾者需要在即时享乐和为将来的健康放弃吸烟之间进行选择ꎻ瘦身主义者需要在暴饮暴

食和为保持身材节食运动之间进行选择ꎻ在环境保护领域ꎬ决策者需要在近期的环境保护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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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环境破坏所付出的代价之间进行选择ꎬ等等ꎮ 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ꎬ大到国家政策的制

定ꎬ跨期选择无处不在ꎮ 它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ꎬ也与人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感息息相关ꎮ
跨期选择的研究起始于经济学领域ꎬ由苏格兰经济学家 Ｒａｅ 提出ꎮ① 该课题一经提出ꎬ便引

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ꎬ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ꎮ 其中ꎬ研究者们用“时间折扣”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来阐释跨期选择行为ꎬ当属跨期选择研究的重要发现ꎮ 他们认为个体在进行跨期选

择时ꎬ与当前结果相比ꎬ总是倾向赋予未来结果更小的权重ꎮ 比如ꎬ与“立即获得 １００ 元”相比ꎬ
个体对“３０ 天之后获得 １００ 元”的价值评估会大打折扣ꎮ 于是ꎬ衡量时间折扣大小的“时间折扣

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便成为了研究的热点ꎮ 随后ꎬ研究者们从时间折扣的视角ꎬ围绕时

间折扣率是否恒定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时间折扣模型”ꎬ包括折扣效用模型②ꎬ双曲线折扣模

型③ꎬ准双曲线折扣模型④ꎬ次可加模型⑤和“尽可能快”模型⑥ꎮ 刘洪志等人将这些模型统称“时
间折扣家族模型”(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ꎮ⑦ 在时间折扣家族中ꎬ双曲线折扣模型占据了

主导ꎬ成为解释跨期选择心理机制最有影响力的模型ꎮ⑧ 该模型认为ꎬ个体的时间折扣率不是一

成不变的ꎬ而是随着延迟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小ꎮ 它较好地拟合了跨期选择的行为数据ꎬ解释了指

数折扣模型所不能解释的跨期选择行为ꎮ 由此看来ꎬ传统的跨期选择研究ꎬ无论是双曲线折扣模

型ꎬ还是时间折扣家族的其他模型ꎬ都以跨期选择的行为结果为依据ꎬ对数据进行拟合以期能够

解释跨期选择行为ꎮ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为个体的跨期选择提供了客观、科学、确定的理论和公式

体系ꎮ
然而ꎬ在现实生活中ꎬ个体并非像研究者们预想的那样ꎬ完全按照一套精密的计算公式做出

跨期选择ꎮ 美国学者西蒙指出ꎬ“完全理性”是不真实的ꎬ人们的决策行为应当遵循一种符合实

际的理性ꎬ即“满意性原则”ꎬ从而能得到满意的结果ꎬ而不是最优的结果ꎮ 在跨期选择研究领

域ꎬ尽管其结果数据能被传统的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所解释ꎬ但是一旦涉及到个体的跨期选择过

程ꎬ传统的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就显得无能为力ꎮ 这就需要一种能够阐释跨期选择行为过程的模

型ꎬ而随机动态模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ꎮ 该模型强调跨期选择行为是一个随机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和基于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ｂａｓｅｄ)的偏好积累过程ꎮ⑨

综上可知ꎬ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和随机动态模型都是阐释跨期选择心理机制的重要模型ꎮ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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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ａｅꎬ Ｊ. (１８３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ꎬ 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ｉｌｌａｒｄꎬ Ｇｒａｙ.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ꎬ Ｐ. (１９３７) .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３４(３)ꎬ ５４９－５６３.
Ｍｉｌｌａｒꎬ Ａ.ꎬ ＆ Ｎａｖａｒｉｃｋꎬ Ｊ. (１９８４) .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１５(２)ꎬ ２０３－２１８.
Ｌａｉｂｓｏｎꎬ Ｄ. (１９９７) . Ｇｏｌｄｅｎ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１１２(２)ꎬ ４４３－４７７.
Ｒｅａｄꎬ Ｄ.ꎬ ＆ Ｒｏｅｌｏｆｓｍａꎬ Ｐ. ( ２００３) . Ｓｕｂ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９１(２)ꎬ １４０－１５３.
Ｋａｂｌｅꎬ Ｊ. Ｗ.ꎬ ＆ Ｇｌｉｍｃｈｅｒꎬ Ｐ. Ｗ. (２０１０) . Ａ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３(５)ꎬ ２５１３－３１.
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时间折扣”还是“单维占优”? ———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ꎬ«心理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Ａｉｎｓｌｉｅꎬ Ｇ. (１９７５) . Ｓｐｅｃｉｏｕｓ ｒｅｗａｒｄ: 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８２(４)ꎬ

４６３－９６.
Ｄａｉꎬ Ｊ.ꎬ ＆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ꎬ Ｊ. Ｒ. (２０１４) .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ꎬ 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１４３(４)ꎬ １４８９－１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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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ꎬ他们之间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哪一种模型对解释跨期选择心理机制的贡献率更高? 本文将

从两类模型产生的理论根源、发展过程以及各自的特性方面进行详细的比较与评价ꎬ并尝试提出

未来跨期选择研究的方向ꎮ

二、理论根源

(一)时间折扣家族模型的理论根源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植根于经济学经典理论———理性选择理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ꎮ① 该

理论认为ꎬ人是完全理性的ꎬ在各种决策行为中ꎬ个体就像是机器人ꎬ按照预设的公理ꎬ追求效益

的最大化ꎮ 对于完全理性的个体而言ꎬ所有信息都是确定的ꎬ即便存在不确定的因素ꎬ也可以通

过对结果的分析推断出其概率分布情况ꎮ 个体决策具有确定性的效用函数和一致性的偏好体

系ꎮ 基于此ꎬ当人们面临跨期选择时ꎬ应把全部选项的所有属性(时间和价值)逐一权衡ꎬ认真比

较、计算ꎬ得出最终的答案ꎬ这种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ꎮ
(二)随机动态模型的理论根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ꎬ“完全理性”下的标准化决策范式遭到了许多研

究者的质疑ꎮ 根据西蒙“有限理性”的观点ꎬ个体在选择过程中不仅受到理性因素的支配ꎬ而且

还受到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制约ꎮ 该理论下的描述性决策范式能够更加准确地解释个体的思维决

策过程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ꎬ认知神经科学逐渐兴起ꎬ神经科学家认为ꎬ生物学意义上的决策

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备择项在大脑中偏好度的动态累积和博弈过程ꎬ随着偏好度的不断加强ꎬ偏好

度最大的选项胜出ꎬ这就是决策场理论(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的核心假设ꎮ② 该理论以心理学理

论为基础ꎬ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相对应ꎬ使用序列抽样模型(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逼近个体

真实的决策认知过程ꎮ 它最初被广泛应用于不确定决策行为的研究ꎬ后来被用于研究多属性决

策(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ꎬ多方案选择和各种偏好测量等决策行为ꎮ Ｄａｉ 和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 尝试着将

决策场理论应用于跨期选择研究ꎬ提出了能够很好地解释跨期选择心理机制的随机动态模型ꎮ③

综上所述ꎬ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是基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ꎬ依据行为结果推导能够

解释跨期选择行为的函数公式ꎬ追求决策效益的最大化ꎻ而随机动态模型则是基于决策场论提出

的ꎬ主要探寻真实情境下跨期选择的动态过程ꎬ遵循满意性的原则ꎮ

三、发展历程

(一)时间折扣家族模型的发展历程

跨期选择研究的核心是时间折扣率的问题ꎬ即当面临发生在现在或未来不同时间点的方案

时ꎬ个体对所有方案(收益或损失)进行折现的比率ꎮ 由此ꎬ许多研究者循着时间折扣率是否恒

定这一问题发展出了时间折扣家族模型ꎮ 下面ꎬ我们将详细介绍时间折扣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

指数折扣模型和双曲线折扣模型族ꎮ

９１１

①

②

③

Ｎｅｕｍａｎꎬ Ｊ. Ｖ.ꎬ ＆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ꎬ Ｏ. (１９５３)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Ｇａｍ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２１(１)ꎬ ２－
１４.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ꎬ Ｊ. Ｒ.ꎬ ＆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ꎬ Ｊ. Ｔ. (１９９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００ꎬ ４３２－４５９.

Ｄａｉꎬ Ｊ.ꎬ ＆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ꎬ Ｊ. Ｒ. (２０１４) .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ꎬ 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１４３(４)ꎬ １４８９－１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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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指数折扣模型(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ꎮ 折扣效用模型(ＤＵ)和其他指数折扣函数

是在抽象公理和严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产生的ꎬ因此在经济学的跨期选择研究领域最受欢迎ꎮ①

指数折扣模型的折扣率是恒定的ꎬ随着延迟时间的增加ꎬ两个选择项的价值以相同的比率进行折

扣ꎬ公式表示为 ＳＶ ＝ ｅｘｐ(－ｋｄ)(ＳＶ 表示奖赏折扣后的主观价值ꎻｋ 表示个人的延迟折扣率ꎻｄ 表

示延迟时间)ꎮ
指数折扣模型首次用时间折扣率来解释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ꎬ认为个体在跨期选择时的基

本原则是一致的ꎬ即追求利益最大化ꎮ 它与许多经济学经典理论假设相一致ꎬ是经济学领域最有

影响力的标准理论模型ꎮ 然而ꎬ后来研究者们发现ꎬ指数折扣模型不能够很好地解释跨期选择的

一些异常效应ꎬ比如动态不一致效应(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数量效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符号

效应(Ｓｉｇ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等ꎬ其有效性和使用范围受到了人们的质疑ꎮ②③

图 １　 跨期选择的三种时间折扣函数

２.双曲线折扣模型族ꎮ 鉴于指数折扣模型的局限性ꎬ研究者们提出了双曲线折扣模型族ꎮ
其中包括双曲线折扣模型 (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④ 和准双曲线折扣模型 ( Ｑｕａｓｉ －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ꎮ⑤ 双曲线折扣模型公式表示为 ＳＶ ＝ Ａ / (１＋ｋｄ) ꎬＳＶ 表示奖赏折

扣后的主观价值ꎬＡ 表示延迟奖赏的客观价值ꎬｋ 表示个人的延迟折扣率ꎬｄ 表示延迟时间ꎮ 准双

曲线折扣模型由两个不同的折扣函数组成ꎬ其中一个函数是指数函数ꎬ对延迟时间相同的奖赏有

相同的折扣率ꎬ另一个函数是双曲线函数ꎬ随着延迟时间的增加折扣率逐渐下降ꎮ 该模型公式表

示为 ＳＶ＝βδｄＡꎬＳＶ 表示奖赏折扣后的主观价值ꎬｄ 表示延迟时间ꎬＡ 表示延迟奖赏的客观价值ꎬ
β 表示不断变化的折扣率(０<β≤１)ꎬδ 表示恒定折扣率) (见图 １)ꎮ⑥⑦

在双曲线折扣模型族中ꎬ折扣率是不断变化的ꎬ随着时间的延迟ꎬ折扣率逐渐降低ꎬ即延迟时

间越长ꎬ时间折扣率就越小ꎮ 所以ꎬ面对小的即时奖赏和大的较晚奖赏时ꎬ人们会倾向选择前者ꎻ

０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ｉｓｈｅｒꎬ Ｉ. (１９３０)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ＮＹ.
Ｓｈａｍｏｓｈꎬ Ｎ. Ａ.ꎬ ＆ Ｇｒａｙꎬ Ｊ. Ｒ. (２００８) . Ｄｅｌａｙ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３６(４)ꎬ ２８９－３０５.
何嘉梅、 黄希庭:«时间贴现的性质与脑机制»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Ｍａｚｕｒꎬ Ｊ. Ｅ. (１９８４) .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ｕｌｅ ｆｏｒ ｆ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ｒ ｄｅｌａｙ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１０(４)ꎬ ４２６－４３６.
Ｌａｉｂｓｏｎꎬ Ｄ. (１９９７) . Ｇｏｌｄｅｎ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１１２(２)ꎬ ４４３－４７７.
Ｏ’Ｄｏｎｏｇｈｕｅꎬ Ｔ.ꎬ ＆ Ｒａｂｉｎꎬ Ｍ. (１９９９) . Ｄｏｉｎｇ ｉｔ Ｎｏｗ 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８９(１)ꎬ １０３－１２４.
Ａｎｇｅｌｅｔｏｓꎬ Ｇ. Ｍ.ꎬ Ｌａｉｂｓｏｎꎬ Ｄ.ꎬ Ｒｅｐｅｔｔｏꎬ Ａ.ꎬ Ｔｏｂａｃｍａｎꎬ Ｊ.ꎬ ＆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ꎬ Ｓ. (２００１) .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１５(３)ꎬ ４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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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选项同时延长相同的时间时ꎬ个体的选择偏好发生了变化ꎬ更偏好后者ꎮ①② 这恰当地解

释了跨期选择的动态不一致效应ꎮ③④⑤ 随后ꎬ研究者们利用双曲线折扣模型准确地解释了人们

跨期选择行为的数量效应ꎬ即奖赏数量越大ꎬ时间折扣率越低ꎮ⑥⑦ 双曲线折扣模型族对解释跨

期选择的心理效应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然而ꎬ当前研究大多采用双曲线折扣模型来拟合跨期选择

行为数据ꎬ与准双曲线折扣模型相比ꎬ双曲线折扣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一些跨期选择行为ꎬ如拖

延、成瘾、即时消费等等ꎮ⑧

除了以上模型外ꎬ研究者们后来又发现了一些类似但不同的模型ꎬ包括次可加模型和尽可能

快模型ꎬ以及双参数双曲面模型和双参数的双曲线模型ꎮ 这些模型都是在双曲线折扣模型族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ꎬ均认为跨期选择的时间折扣率是不断变化的ꎮ
(二)随机动态模型的发展历程

以往研究者们对个体风险决策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ꎬ风险决策具有随机性和动态性的特

点ꎮ⑨ 近期ꎬ在与风险决策相似的跨期选择领域ꎬＤａｉ 和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 将随机性、动态性因素纳入到

不同的决策概率函数中ꎬ提出了跨期选择的两种随机动态模型:基于选项的扩散模型(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ｉｓ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和基于属性的扩散模型(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ｉｓ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基于属性的直接

差异扩散模型和基于属性的相对差异扩散模型)ꎮ 研究结果证明ꎬ相对于基于选项的扩散模型

和基于属性的相对差异扩散模型ꎬ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ｉｓ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能够很好地反应跨期选择的真实过程ꎮ 它包括两大部分:加权叠加直接

差异模型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和扩散模型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ꎮ 下面ꎬ我们将详细介绍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的演变过程ꎮ

１.权衡模型(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Ｍｏｄｅｌ)ꎮ 该模型是一种确定性的静态模型ꎬ其产生基础是属性间直

接差异的比较ꎮ 比如ꎬ对于较小较早的奖赏(ＳＳ)和较大较晚的奖赏(ＬＬ)ꎬ在金钱属性上的直

接差异是 ｖｌ－ｖｓꎬ在时间属性上的直接差异是 ｔｌ－ ｔｓꎮ 但是ꎬ在此之前需要对此进行转换ꎬ即:
ＱＴ ｜ Ｖ(ｗ(ｔｌ)－ｗ(ｔｓ)) ＝ ＱＶ｜ Ｔ(ｕ(ｖｌ)－ｕ(ｖｓ))ꎬ (１)
该公式表示个体在 ＬＬ 与 ＳＳ 之间没有明显的偏好ꎮ 其中ꎬｕ 和 ｗ 是两个属性内的权重函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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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Ｂｅｎｚｉｏｎꎬ Ｕ.ꎬ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ꎬ Ａ.ꎬ ＆ Ｙａｇｉｌꎬ Ｊ. (１９８９) .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５ꎬ ２７０－２８４.

Ｋｉｒｂｙꎬ Ｋ. Ｎ.ꎬ ＆ Ｈｅｒｒｎｓｔｅｉｎꎬ Ｒ. Ｊ. (１９９５)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ｄｕｅ ｔｏ ｍｙｏｐ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ｄｕｅ ｔｏ ｍｙｏｐ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６(２)ꎬ ８３－８９.

Ａｉｎｓｌｉｅꎬ Ｇ.ꎬ ＆ Ｈｅｒｒｎｓｔｅｉｎꎬ Ｒ. Ｊ. (１９８１)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ｉｍ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９(６)ꎬ
４７６－４８２.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Ｓｚａｌａｎｓｋｉꎬ Ｊ. Ｊ. Ｊ. (１９８４) .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ꎬ
４ꎬ ４７－５８.

Ｇｒｅｅｎꎬ Ｌ.ꎬ Ｆｉｓｈｅｒꎬ Ｂ.ꎬ Ｐｅｒｌｏｗꎬ Ｓ.ꎬ ＆ Ｓｈｅｒｍａｎꎬ Ｌ. (１９８１)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１(１)ꎬ ４３－５１.

Ｇｒｅｅｎꎬ Ｌ.ꎬ Ｍｙｅｒｓｏｎꎬ Ｊ.ꎬ ＆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ꎬ Ｅ. (１９９７) .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ｗａｒｄ. Ｍｅｍｏｒｙ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２５ꎬ ７１５－７２３.

Ｃｈａｐｍａｎꎬ Ｇ.ꎬ ＆ Ｗｉｎｑｕｉｓｔꎬ Ｊ. (１９９８) .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ｔｉｐｓ. Ｐｓｙｃｈ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５ꎬ １１９－１２３.

Ｋａｂｌｅꎬ Ｊ. Ｗ.ꎬ ＆ Ｇｌｉｍｃｈｅｒꎬ Ｐ. Ｗ. ( ２００７) .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０(１２)ꎬ １６２５－１６３３.

Ｄｉｅｄｅｒｉｃｈꎬ Ａ. (２００３) . ＭＤＦ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ｓｙｃｈ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０ꎬ １５７－１６６.
Ｓｃｈｏｌｔｅｎꎬ Ｍ.ꎬ ＆ Ｒｅａｄꎬ Ｄ.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１７(３)ꎬ ９２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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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Ｔ ｜ Ｖ和 ＱＶ｜ Ｔ是两个属性间的权重函数ꎮ 公式左边代表 ＳＳ 在延迟时间属性上的优势ꎬ右边代表 ＬＬ
在奖赏价值属性上的优势ꎮ

２.加权叠加直接差异模型ꎮ 受权衡模型的启发ꎬ跨期选择随机动态模型的核心理论模型诞

生———加权叠加直接差异模型(见公式 ２)ꎮ 该理论模型假设一个选项的优势或劣势能够以一种

直接的方式被矫正ꎮ 人们可以通过对选项优势和劣势的加权ꎬ选出正效价的选项ꎮ 其中ꎬｕ 和 ｐ
是两个属性内的权重函数ꎬｗ 表示在奖赏价值上的权重ꎬ１－ｗ 表示在延迟时间上的权重ꎮ ｄ 表示

ＬＬ 与 ＳＳ 的整体评估差:
ｄ＝ｗ(ｕ(ｖｌ)－ｕ(ｖｓ))－(１－ｗ)(ｐ(ｔｌ)－ｐ(ｔｓ))ꎬ (２)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ꎬ该模型中特定属性的抽样概率或注意资源与相应的注意权重相等ꎮ 参

数 ｗ 可以看作是分配给奖赏价值属性的注意资源ꎬ１－ｗ 则是分配给延迟时间属性的注意资源ꎮ
那么ꎬ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标准差为:

σ ＝ ｗ(ｕ(ｖｌ)－ｕ(ｖｓ))２＋(１－ｗ)(ｐ(ｔｌ)－ｐ(ｔｓ))２－ｄ２ ꎬ (３)
３.扩散模型ꎮ 扩散模型假设决策是一个偏好积累的过程ꎮ 具体地说ꎬ在个体决策的过程中ꎬ

支持或反对每个选项的证据被抽取并有顺序地累积ꎬ直到对其中一个选项的偏好达到一个阈值ꎬ
此时人们会选择该选项ꎮ 决策所需要的时间和其他心理过程所花费的时间ꎬ将决定最终的反应

时ꎮ① 在二选一决策中ꎬ特定选项的概率表示为:
Ｐｒ(ｄꎬ σꎬ θ ꎬ ｚ) ＝ (１－ｅｘｐ(－２ｄ(θ ＋ ｚ) / σ２)) / (１－ｅｘｐ(－４ｄ / σ２))ꎬ (４)
其中ꎬｄ 是平均漂移速度参数ꎬ反映了对一个特定选项偏好积累的平均速度ꎮ σ 是扩散参

数ꎬ反应了偏好积累瞬时速率的变化程度ꎮ σ 不能为 ０ꎬ否则随着时间变化的偏好积累轨道会成

为仅仅被平均漂移速度所决定的直线ꎬ从而导致确定性的选择结果和反应时ꎮ θ 代表偏好强度

阈值ꎬ决定积累过程何时停止ꎮ 阈值越高ꎬ需要作出决策的时间越长ꎮ ｚ 表示在偏好积累前个体

最初的偏好值ꎬ它可以视为对具体选择偏差的测量ꎮ
４.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

Ｄａｉ 和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 以贝叶斯信息准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ꎬ ＢＩＣ)值为指标ꎬ将公式

２、３ 纳入公式 ４ꎬ最终形成了跨期选择最具代表性的随机动态模型———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

模型ꎮ② 其中ꎬｚ 等于 ０ꎬ生成了简单的无偏差模型ꎻθ 是一个自由参数ꎬ与 σ 成正比ꎬ即两个选项

产生的折现值越不确定(σ 越大)ꎬ偏好的阈值(θ)越高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为了强调主客观价值和

时间的不同ꎬ研究者们对客观价值 ｕ(ｖ)和客观时间 ｐ( ｔ)进行了幂转换ꎬ即 ｕ(ｖ) ＝ ｖαꎬｐ( ｔ)＝
ｔβꎮ③ 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认为ꎬ个体在不同的奖赏数额和延迟时间属性上进行抽样ꎬ
不断搜集证据或积累偏好ꎬ直到找出证据或达到偏好阈值进而做出最后的选择ꎮ

与以往的时间折扣家族模型相比ꎬ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为解释跨期选择的延迟间

隔效应、动态不一致效应、数量效应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框架ꎮ 一方面ꎬ该模型隐含的假设是奖赏

数量和延迟时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属性变量ꎬ即数量效应和延迟间隔效应是等价的ꎮ 不管在幂

函数中指数的具体值是多少ꎬ当两个选择中的奖赏数量和延迟时间成比例增加时ꎬ相应的直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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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ꎬ Ｒ.ꎬ ＆ Ｓｍｉｔｈꎬ Ｐ. Ｌ. (２００４)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ｗｏ－ｃｈｏｉｃ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１１(２)ꎬ ３３３－３６７.

Ｄａｉꎬ Ｊ.ꎬ ＆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ꎬ Ｊ. Ｒ. (２０１４) .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ꎬ 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１４３(４)ꎬ １４８９－１５１４.

Ｓｔｏｔｔꎬ Ｈ. Ｐ. (２００６)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ｎａｇｅｒｉ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ꎬ ３２(２)ꎬ １０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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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也会增加ꎮ 此时ꎬ相对于奖赏数量这一属性而言ꎬＬＬ 选项更具吸引力ꎬ相对于延迟时间这一属

性而言ꎬＳＳ 选项更具吸引力ꎮ 这准确地解释了数量效应和延迟间隔效应ꎻ另一方面ꎬ当延迟时间

的幂转换函数中的指数小于 １ 时ꎬ同时增加相同的延迟时间ꎬ则会减少主观时间的直接差异ꎬ这
使得 ＬＬ 选项更具吸引力ꎮ 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 ＬＬ 选项在延迟时间这一属性上的劣势被削弱

了ꎬ这恰当地解释了跨期选择的动态不一致效应ꎮ
综上所述ꎬ两类模型的发展历程各有特点ꎮ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主要围绕对时间折扣现象的

解释不断发展ꎬ其最终目的是找出一个能够较好地拟合跨期选择行为数据的折扣函数公式ꎻ而随

机动态模型的发展是由确定到随机ꎬ由静态到动态ꎬ由基于选项到基于属性不断延伸的过程ꎬ其
最终目的是逼近个体真实的决策过程ꎮ 相对于时间折扣家族模型而言ꎬ随机动态模型更能够揭

示跨期选择的心理机制ꎮ

四、两类模型的特性比较

前面对两类模型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地比较ꎬ接下来主要探讨两类模型各自的

特性ꎮ 综合以往跨期选择的研究可以看出ꎬ时间折扣家族模型的结论与解释主要建立在标准化

的公理和假设之上ꎮ 该模型假定:(１)人们的行为是确定的ꎻ(２)现有模型是静态的ꎻ(３)人们的

决策行为是基于选项的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时间折扣家族模型解释跨期选择的能力ꎮ 实际

上ꎬ人类真实情景下的跨期选择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和动态发展的ꎬ以及需要权衡某种属性做出

的ꎮ 随机动态模型正好契合这些特性发展起来ꎬ成为当前解释真实情景下跨期选择行为过程的

重要模型ꎮ 下面将详细介绍两类模型的特性以及在解释跨期选择行为上的差异ꎮ
(一)确定性与随机性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假定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是确定性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ꎮ 根据这一观点ꎬ当
被试在同一种方案中进行重复选择时ꎬ应该保持相同的偏好ꎬ选择相同的选项ꎮ 然而ꎬ跨期选择

是一种跨时间的决策ꎬ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所发生的事情是人们无法预知的ꎬ其本身就包含了许

多不确定的因素ꎮ 随机动态模型则强调人们跨期选择行为的随机性ꎬ认为在重复出现的一对选

择中ꎬ人们不会表现出完美的偏好一致性ꎮ Ｂｅｃｋｅｒ 、 ＤｅＧｒｏｏｔ 和 Ｍａｒｓｃｈａｋ 将随机成份引入传统

的确定性模型产生了相应的随机效用模型ꎬ与确定性模型主要的不同在于选项的效用分配方式

存在差异ꎮ① 根据确定性效用的观点ꎬ任何一个选项在重复的实验中都有固定的效用ꎮ 而跨期

选择随机性的观点则认为ꎬ给定选项的效用可能随着实验的重复而发生变化ꎬ因此人们在重复的

选择中的偏好可能是随机变化的ꎮ 随后ꎬＨｉｇａｓｈｉ、 Ｈｙｏｇｏ 和 Ｔａｋｅｏｋａ 的研究发现ꎬ决策者的折扣

率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ꎬ最终生成随机折扣模型(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ꎬ该模型很好

地解释了人们消费—储蓄行为ꎮ 以上实证结果都表明了跨期选择随机性的特点ꎮ②

由此我们推测ꎬ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的随机性确实存在ꎬ但是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忽略了这一

特性ꎮ 比如ꎬ双曲线折扣模型比指数折扣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数据ꎬ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双曲线折

扣模型对人们跨期选择随机性的反应更具稳定性引起的ꎮ 然而ꎬ跨期选择的随机动态模型考虑

了其随机性的特点ꎬ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跨期选择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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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ｅｃｋｅｒꎬ Ｇ. Ｍ.ꎬ ＤｅＧｒｏｏｔꎬ Ｍ. Ｈ.ꎬ ＆ Ｍａｒｓｃｈａｋꎬ Ｊ. (１９６３) .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８ꎬ ４１－５５.
Ｈｉｇａｓｈｉꎬ Ｙ.ꎬ Ｈｙｏｇｏꎬ Ｋ.ꎬ ＆ Ｔａｋｅｏｋａꎬ Ｎ. (２００９)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ꎬ １４４(３)ꎬ １０１５－１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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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静态性与动态性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是静态的(ｓｔａｔｉｃ)ꎮ 该模型从跨期选择的结果入手ꎬ以寻求能够更好拟合

结果数据的函数公式ꎮ 然而ꎬ它们不能很好地解释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动态过程ꎮ 因此ꎬ一些决

策的随机动态模型被提出并用来拟合这些优先选择的实验数据ꎮ① Ｈｉｃｋｓ 和 Ｓｃｈｎｉｅｒ 针对资源环

境问题提出了动态随机效用模型ꎬ并用蒙特卡罗分析方法对这一模型的执行力进行了分析和评

估ꎬ结果表明ꎬ与静态随机效用模型相比ꎬ动态随机效用模型计算更加方便ꎬ参数估计更加简单ꎬ
执行力更强ꎮ② 随后ꎬＫｒａｊｂｉｃｈ 等人基于扩散模型假设提出了适用于二选一决策的基于价值的计

算模型ꎮ③ 该模型认为ꎬ随着时间的变化ꎬ人类大脑会逐步计算出选项的相对价值ꎬ而且视觉注

意会影响决策过程中的价值比较ꎮ 上述研究均表明ꎬ个体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跨期选择领域ꎬ反应时可能是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变量ꎮ 由于传统的时间

折扣家族模型忽略了反应时这一变量ꎬ因此它不能够很好地描述跨期选择的过程ꎮ 而随机动态

模型强调ꎬ跨期选择中选项的概率可能与决策时间有关ꎬ随着决策时间的变化而变化ꎬ决策任务

越难ꎬ需要的反应时间越长ꎮ 随机动态模型中反应时的加入能更好地反应跨期选择动态性的

特点ꎮ
(三)选项与属性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认为ꎬ个体基于选项(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作出跨期选择ꎮ 该模型要求个体

综合考虑价值和时间两个属性ꎬ计算出最优结果ꎮ 然而ꎬ在现实情境下ꎬ由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ꎬ
个体决策更可能是基于属性做出的ꎬ即只考虑属性间的直接差异ꎬ通过加权比较得出最终答案ꎮ
Ｄａｉ 和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 对跨期选择随机动态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ꎬ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能更

好地反应个体真实的跨期选择过程ꎮ④ 事实上ꎬ在此之前ꎬ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Ｖａｌｌｅｊｏ 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研究与探索ꎬ提出了比例差异模型(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ꎮ⑤ 该模型认为ꎬ当人们在拥

有很多属性的一对选择中进行选择时ꎬ他们首先计算每个属性的比例差异ꎬ然后依靠这些差异的

线性组合获得每个选项的整体评价ꎮ 近期ꎬ刘洪志等人为了探究跨期选择的心理机制ꎬ使用加工

分离程序ꎬ分别操纵决策目标、认知负荷和策略启动因素ꎬ 系统地考察了分析系统和启发式系统

策略贡献率的变化ꎬ结果表明ꎬ跨期选择过程中使用的主导策略不是分析系统的时间折扣策略而

是启发式系统的单维占优策略ꎮ⑥

以上研究结果均表明ꎬ个体在跨期选择中可能采取基于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ｂａｓｅｄ)的选择策略ꎬ
这对于主流的时间折扣家族模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ꎮ 但是ꎬ在整个跨期选择过程中ꎬ个体采用的

是补偿性策略还是非补偿性策略这一问题ꎬ有待进一步的研究ꎮ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ｓｈｅｒꎬ Ｍ.ꎬ ＆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ꎬ Ｊ. Ｌ. ( ２００４) .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１１(３)ꎬ ７５９－７６９.

Ｈｉｃｋｓꎬ Ｒ. Ｌ.ꎬ ＆ Ｓｃｈｎｉｅｒꎬ Ｋ. Ｅ. ( ２００６)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ａｎｄｏｍ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８８(４)ꎬ ８１６－８３５.

Ｋｒａｊｂｉｃｈꎬ Ｉ. Ａ. Ｃ. Ｒ. Ａ. ( ２０１０) .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３(１０)ꎬ １２９２－１２９８.

Ｄａｉꎬ Ｊ.ꎬ ＆ Ｂｕｓｅｍｅｙｅｒꎬ Ｊ. Ｒ. (２０１４) .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ꎬ ｄｙｎａｍｉｃꎬ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ｗ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１４３(４)ꎬ １４８９－１５１４.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Ｖａｌｌｅｊｏꎬ Ｃ. (２００２) .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０９(１)ꎬ １３７－１５４.

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时间折扣”还是“单维占优”? ———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ꎬ«心理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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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展望

结果与过程是一个充满哲学色彩的话题ꎮ 世界万物ꎬ有因必有果ꎬ结果与过程是相辅相成

的ꎮ 本文正是从结果与过程入手ꎬ论述了解释跨期选择心理机制的两类模型:时间折扣模型和随

机动态模型ꎮ 时间折扣家族模型从确定性、静态性、基于选项的视角入手ꎬ侧重于对跨期选择结

果数据的模拟ꎬ从结果出发试图解释真实的跨期选择行为ꎬ是一种结果驱动模型ꎮ 而随机动态模

型从随机性、动态性、基于属性的视角入手ꎬ旨在揭示跨期选择的过程ꎬ通过过程来分析真实的跨

期选择行为ꎬ是一种过程驱动模型ꎮ 两类模型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的跨期选择行为ꎬ对
探索跨期选择的机制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然而ꎬ当代决策科学的发展趋势是由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静态决策向基于有限理性理论的

动态决策发展ꎬ跨期选择的随机动态模型———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适应这一趋势ꎬ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第一ꎬ以后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跨期选择不确定性的特点ꎮ 传统的研究认为跨期选择是一

个确定的无差异的过程ꎬ偏离拟合曲线的数据是由非系统的误差导致的ꎬ可以通过最小平方差的

方法将误差剔除ꎬ并估计出相应的参数ꎬ获得最佳拟合曲线ꎮ 然而ꎬ跨期选择的随机性表明这种

偏差能够证明跨期选择的内在性质ꎬ因此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ꎮ 从随机性角度看待跨期选择开

启了跨期选择研究的新方向ꎬ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传统跨期选择基本原则、方法的理解ꎮ
第二ꎬ跨期选择的动态性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ꎮ 尽管人类决策的静态模型比动态模型更容

易建立ꎬ并且能够解释一些实验数据ꎬ但是对于反应时的解释ꎬ静态模型相对于动态模型来说比

较欠缺ꎮ 决策时间不但提供了人们是如何做出具体反应这一重要信息ꎬ而且还可以用来区分相

似的决策概率模型ꎮ 今后研究的重点应从跨期选择动态性的观点出发ꎬ同时将反应时考虑进去ꎬ
完善参数估计ꎬ探索更加完善的能够解释跨期选择心理机制的模型ꎮ

第三ꎬ目前ꎬ跨期选择随机动态模型———基于属性的直接差异扩散模型只适用于二选一的决

策ꎮ 然而ꎬ在现实生活中ꎬ跨期选择不仅仅包含两个选项ꎬ也可能包含多个选项ꎬ比如“今天得到

５０ 元ꎬ一周后得到 １００ 元ꎬ一个月后得到 ２００ 元”ꎮ 对此ꎬ个体的决策过程又会表现出怎样的特

点? 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模型去阐释ꎮ
第四ꎬ尽管对个体决策认知过程的探索已成为研究的热点ꎬ但是跨期选择的随机动态模型还

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ꎬ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获益情境下的跨期选择行为ꎬ对损失情境下的

跨期选择行为研究较少ꎮ 一些研究发现ꎬ个体在面对跨期收益和跨期损失时表现出了不对称的

反应倾向ꎮ① 那么ꎬ随机动态模型是否能够很好地描述个体损失情境下的跨期选择行为? 这也

是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ꎮ
第五ꎬ以往解释跨期选择神经机制的模型主要包括单机制加工模型②、双机制加工模型③和

５２１

①

②

③

Ａｂｄｅｌｌａｏｕｉꎬ Ｍ.ꎬ Ａｔｔｅｍａꎬ Ａ. Ｅ.ꎬ ＆ Ｂｌｅｉｃｈｒｏｄｔꎬ Ｈ. ( ２０１０)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ｇ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１２０(５４５)ꎬ ８４５－８６６.

Ｋａｂｌｅꎬ Ｊ. Ｗ.ꎬ ＆ Ｇｌｉｍｃｈｅｒꎬ Ｐ. Ｗ. (２０１０) . Ａ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３(５)ꎬ ２５１３－３１.

ＭｃＣｌｕｒｅꎬ Ｓ. Ｍ.ꎬ Ｌａｉｂｓｏｎꎬ Ｄ. Ｉ.ꎬ Ｇｅｏｒｇｅꎬ Ｌ.ꎬ ＆ Ｃｏｈｅｎꎬ Ｊ. Ｄ. (２００４)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０６(５６９５)ꎬ ５０３－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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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加工模型①ꎮ 这些模型是在时间折扣家族模型原有理论、原则、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ꎬ
并且各说其词ꎬ各抒己见ꎬ最终没有定论ꎮ 决策场理论下的随机动态模型认为决策过程是各种方

案的偏好度在大脑中动态累积和博弈的过程ꎬ随着偏好度的不断累积ꎬ最先突破阈值的胜出ꎮ 然

而ꎬ这一动态过程是如何在大脑中展开的? 与哪些脑区相关联? 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揭开跨期选

择的深层机制有重要意义ꎮ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ｎｇ Ｄａｗｅｉ１ꎬＨａｏ Ｌｅｉｌｅｉ２ꎬＨｕ Ｙｉｘｉｎ１ꎬＳｈｉ Ｋａｎ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ꎻ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２０００６２ꎻ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１０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ꎬ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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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性别意识下文学的电影化传播
∗①

魏李梅
(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ꎬ山东 日照ꎬ２７６８００ )

　 　 摘要: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国的女性电影创作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ꎮ 本文以新世纪电影作品为例ꎬ探讨文学

的电影化传播实践中存在着的一个鲜明的现象ꎬ即男女不同性别的导演对文学母本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的处理

截然不同ꎬ女性导演往往会强化文学母本中的女性意识ꎬ而男性导演则会有意遮蔽或置换文本中的女性意识ꎬ并
分析其原因既为两性导演性别意识使然ꎬ同时也是市场化考量的结果ꎮ

关键词:　 女性视域ꎻ男性视域ꎻ性别意识ꎻ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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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研究”(１３ＢＷＷ００７)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５ 页ꎮ

　 　 传统中国社会是个男权社会ꎬ女性意识相对处于被压抑状态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女性在政治意

义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与权利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ꎬ但也付出了女性意识丧失的代

价ꎮ 在有关女性的电影中ꎬ我们几乎感受不到自觉的女性意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社会意识

形态领域的变革和调整ꎬ女性性别意识逐渐复苏ꎮ １９８７ 年ꎬ黄蜀芹导演创作的«人鬼情»被戴锦

华称为中国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ꎮ 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市场冲击的低迷期后ꎬ进
入 ２１ 世纪ꎬ女性导演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女性意识再次高扬ꎬ女性电影(本文指女导演执导

的反映女性工作生活的具有女性意识的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ꎮ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

成为电影创作的母本ꎮ 在新世纪文学的电影化传播实践中ꎬ存在着一个鲜明的现象ꎬ即男女不同

性别的导演对文学母本中体现出的性别意识的处理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导演往往会强化文学母

本中的女性意识ꎬ改写男性意识ꎻ而男性导演则会有意遮蔽或置换文本中的女性意识ꎮ

一、女性视域下文学的电影化传播

(一) “看”与“被看”关系的颠覆

女性急于传达自己的女性意识ꎬ最直接的方式是对传统两性之间“看”与“被看”关系的拒

绝ꎮ １９７５ 年ꎬ一篇名为«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论文的发表使“劳拉莫尔维”成为女性主义电

影理论发展史上一个人人皆知的名字ꎮ 这篇论文影响了其后数十年的世界电影理论ꎬ而且至今

在女性电影理论中仍有重要影响ꎮ 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ꎬ劳拉莫尔维提出了一个核心

概念“凝视”ꎬ并以此构筑了男性 /女性、看 /被看的二元结构ꎬ它“揭示了经典电影的观影快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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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的心理满足为核心ꎬ被看的女性只不过是男性欲望的能指ꎬ只是男性无意识的表达工

具”②ꎮ 在当下商品大潮里以票房为旨归的商业电影中ꎬ女性往往成为性的符号ꎬ成为男性欲望

和“看”的对象ꎮ 女性电影则从题材、精神主旨等各方面努力规避、颠覆着男权中心意识形态下

两性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ꎬ以此达到解构男权意识形态的目的ꎮ
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往往悖反于传统的贤妻良母ꎬ拒绝传统男性目光的“看”与想象

性满足ꎮ 如宁瀛自编自导的电影«无穷动»中的三个女人啃鸡爪的一场戏ꎬ有意突出了女人吃相

的丑陋放纵ꎬ毫无男性欣赏的优雅节制ꎮ 在文学的电影化传播实践中ꎬ女性导演对文学母本中的

女性意识多采取强化的方式ꎬ从女性形象到两性关系均拒绝传统的“看”与“被看”的预设ꎮ
辛夷坞的网络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属于青春暖伤书系ꎮ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多个

年轻男女的青春、爱情、求学与初涉社会的故事ꎮ 小说主要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女孩形象郑

薇ꎬ并以她的成长、爱情为主线串联起多个不同的青春爱情故事ꎮ 小说表现出了一定的女性意

识ꎬ它的爱情模式设置迥异于男权中心意识形态下的爱情模式ꎬ人物形象也不同于传统爱情模式

里的乖女孩形象ꎮ 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ꎬ撇开艺术成就高低不论ꎬ它的女

性意识的表达却颇为有力ꎮ 这部电影成功地对传统的“看”与“被看”的两性关系进行了颠覆ꎬ它
以辛夷坞的小说为蓝本ꎬ其体现出的女性意识相较于小说而言则更加鲜明ꎮ 传统男女之间的爱

情模式多是男追女ꎬ女孩子是含蓄的、羞涩的ꎬ而郑薇的爱情则是毫无保留的、主动出击的ꎬ充满

着征服欲望的ꎮ 男权中心意识形态下的“看”与“被看”的两性关系在电影中被颠倒了过来ꎬ女性

成了“看”的施予者ꎬ而男性则成了“被看”的对象ꎮ 在郑薇和陈孝正的爱情故事中ꎬ郑薇主动出

击ꎬ对陈孝正围追堵截ꎬ而陈孝正最终缴械投降ꎬ成了郑薇爱情的俘虏ꎮ 小说以郑薇看 Ａ 片来拒

绝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预设ꎬ而电影对两性“看”与“被看”改写的颠覆更为直接:郑薇闯

进林静宿舍的时候ꎬ林静的舍友只穿着内裤ꎬ他本能地拿过桌上的一本书挡住自己的下身ꎬ郑薇

毫不留情把他用于遮羞的书抢下来ꎬ这一极富喜剧色彩的动作既刻画了郑薇外向率直的性格ꎬ同
时更喻指了传统电影中男女两性之间“看”与“被看”的倒置ꎮ 电影开始不久ꎬ胖子男生忸怩作态

地不停啼哭ꎬ其原因竟是他被那个迎新的胖女孩睡了ꎬ这一“被”字的使用直接把男性摆到了弱

者的地位ꎬ体现出电影鲜明的女性主义的色彩ꎮ
电影秉承了原作的女性意识的表达ꎬ它不仅在男女主角关系设置、故事细节等处张扬女性主

义ꎬ而且纵观整部电影可以看出ꎬ它完全是从女性的角度叙述故事、塑造人物ꎬ所有的女性角色相

较于男性角色而言都更加真实、更加坚定ꎮ 她们尽情地绽放生命的能量ꎬ或如郑薇为爱痴狂ꎻ或
如阮莞为爱坚守ꎻ或如朱小北不忍人格受辱毅然退学ꎮ 她们有着坚定的生活信念ꎬ并且在认真实

践着自己的梦想ꎮ 而相对来说ꎬ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则显得暗淡、猥琐ꎮ 他们的爱情或如陈孝正、
林静般掺入了较多的杂质ꎬ或如张开般连表白的勇气都没有ꎮ 相对于女性爱情能量的饱满释放ꎬ
电影中男性形象无一不干瘪暗淡许多ꎮ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首先是一部校园青春片ꎬ这限制了它作为女性电影的表达深

度ꎮ 即便如此ꎬ弥漫其中的女性性别意识也是不容否定的ꎮ 电影女性视角的安置ꎬ女性性别意识

恰逢青春的张扬、任性ꎬ男性弱势地位造成的诙谐效果ꎬ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ꎬ使电影«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的女性主义特色分外鲜明ꎮ
(二)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

女性意识的表达不仅在于对传统的“看”与“被看”关系的颠覆ꎬ更在于对女性自身话语空间

建构的努力ꎮ 传统社会文化是由男性话语建构的ꎮ 在男权话语中ꎬ女性处于“他者”和失语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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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ꎬ男性处于权力和话语的中心地位ꎮ 女性要想从男权文化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

权ꎬ以女性的视角反映女性自身的人生经历、思维方式ꎬ反映女性的生命状态、被遮蔽的生存体

验ꎮ 而要想解构男权中心话语ꎬ就要从男性主宰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抽身而出ꎬ去建构女性自己的

话语空间ꎮ 哈斯克曾言:“在女性电影中ꎬ女人是宇宙的中心ꎮ”①马俪文、李红等女性导演正是通

过营造女性自足的世界来传达出自己鲜明的女性意识ꎮ
在新世纪女性导演中ꎬ作为“７０”后的马俪文是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导演ꎮ 她既

拥有密切关注现实的情怀ꎬ又有拍摄商业电影的自信ꎮ 两者的结合ꎬ使她成功执导了有着记录片

风格的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影片«我叫刘跃进»ꎮ 而马俪文更出色的贡献则表现在她的新世纪

女性电影创作方面ꎮ 她导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自编自导的«我们俩»是新世纪

以来女性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两部代表性作品ꎮ 母亲是人类个体生命的源头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和电影史中母亲的形象自然并不缺乏ꎮ 然而ꎬ在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两种不同的话语世界中ꎬ母
亲形象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面目ꎮ 表现母亲、探讨母女关系成为文学和电影领域一个共同的兴趣

所在ꎮ 男性话语一般在慈爱、奉献、宽容、勤劳等层面上肯定和塑造母亲形象ꎬ而女性话语中的母

亲角色有着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意义ꎮ 她们或者揭露了母亲身上被遮蔽的真实的人性的一面ꎬ
或者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ꎬ以此来回避父权制下母亲(自身)的“第二性”的
弱势地位ꎮ 马俪文导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则呈现了由女性构成的全

然自足的女性话语空间ꎮ 在这个话语空间中ꎬ女性是话语的中心ꎬ是唯一的主角ꎮ 男性在这样的

空间中是被驱逐的ꎬ是缺席的ꎬ或者是类缺席的ꎮ 他们是可有可无的ꎬ连配角都称不上ꎮ 这是一

个由母女关系(在«我们俩»中则变形为房东老太太和租户女大学生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母系”
家族空间ꎮ 在这个女性话语空间中ꎬ男性处于被遮蔽的状态ꎬ女性成为唯一的被关注性别ꎮ

马俪文导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ꎬ其文学母本是张洁的同名长篇散文ꎮ 张洁在

这部散文中以追悔的心态忆叙了母亲生病以后的衰老、病症及治疗ꎬ记叙了母女间的分离与相

守ꎮ 在她无数的假设背后ꎬ字里行间弥漫的都是对母亲的一片深爱ꎬ母女之间深厚的爱深深地打

动着读者的心ꎮ 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在故事情节、精神内质等方面基本上与原作

一致ꎮ 原作是抒情散文ꎬ是深刻的灵魂内省之作ꎬ其内省情感的传达在电影中主要通过第一人称

的画外音旁白来实现ꎮ 第一人称旁白与电影的故事情节相得益彰ꎬ很好地传达出散文原作的女

性意识的精神内核ꎮ
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ꎬ婴儿在最初通过镜中之自己的影像(他者)作为参照物ꎬ从而形成自

我的概念ꎮ 在母与女的关系中ꎬ母亲正如镜中之像ꎬ是女儿自我的映照和参照物ꎬ母与女之间形

成了一种镜像关系ꎮ 张洁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创建了相对独立的女性话

语空间ꎬ通过母女之间的对抗、互爱以及灵魂的内审探讨女性的命运ꎬ从中发现了女性的生命本

质ꎬ完成了对“人”生存意义的思考ꎮ
马俪文的同名电影延续了张洁作品建构女性独立话语空间的特色ꎬ但放大了情节和细节的

表意功能ꎮ 其中有两处细节的改动极富典型性和表现力ꎮ 原作中的母亲自律甚严ꎬ是极讲究衣

着整洁、外表美观的ꎬ在为手术剃光头发后她就再也没照过镜子ꎬ在电影中被加上了母亲强烈要

求剃发前拍张照片留作纪念这一情节ꎬ然而这一小小的愿望却因故没有实现ꎬ张洁临时被丈夫要

求去车站接公婆的到来ꎬ而摄影师不知出了何种故障交给母亲的照片却是显不出影来ꎮ 这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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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改动既表现出母亲爱整洁、爱美的天性ꎬ同时又传达出因女儿的忙碌而带来的无言的悲哀ꎮ
在张洁和马俪文创作的女性话语空间中ꎬ男性都是边缘化的人物ꎮ 电影中作家诃的丈夫出现的

次数极少ꎬ而且基本上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ꎮ 母亲没能照成剃头前的照片是因为诃被他要求去

接他的父母ꎬ而他安排接他父母的日期恰是诃的母亲手术前的一天ꎮ 这里ꎬ男性声音传达的是男

性由于忙于他的社会角色而把家庭的责任转嫁给妻子ꎮ 另一处细节是电影开始不久ꎬ诃在忙碌

地擦地板ꎬ这时又有两个电话进来ꎬ她刚挂上电话ꎬ刚回家的丈夫手拿报纸推门进来礼貌地说:
“对不起ꎬ餐厅的灯泡坏了ꎮ”而诃则连声应着:“好好ꎬ我就来ꎮ”接下去ꎬ诃踩到椅子上换好了灯

泡ꎬ诃的丈夫则很自然地坐下看他的报纸ꎮ 在马俪文的女性话语中ꎬ这一细节传达出男性即使在

家庭生活中也是低能和依赖妻子的形象ꎮ 这两个对比性细节足以说明ꎬ在这个由“母”与“女”组
成的纯粹的“母系结构”中男性几乎是多余的ꎬ男性在女性的生活和情感层面都处于缺席的

状态ꎮ
电影结构上首尾互映的重复的故事情节极富深意ꎮ 电影开始ꎬ母亲老了ꎬ在昏聩的状态中整

个歪斜地坐在圈椅里昏睡ꎬ小保姆大喊一声:“姥姥ꎬ快ꎬ诃阿姨来了!”母亲在惊醒后的习惯反应

是赶紧伸手去取电话听筒ꎮ 在诃推开门之后ꎬ母亲开口问道:“你找谁?”而这一动作和语言反应

在电影的结尾ꎬ同样出现在诃和从海外回来的诃的女儿“书包”之间ꎮ 这一重复情节的设置是对

生命的本质所进行的直观的解读ꎮ 在“母”与“女”生命状态的不断承续轮回中ꎬ女性的生命获得

了形式和精神上的延续和永生ꎮ 电影以“母系”家族彼此相互依偎、相互取暖的生活、女性的思

想和感悟完成了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ꎮ 在这个女性话语空间中ꎬ女人成为不二的“第一性”ꎮ
女性自足世界的营造ꎬ除了母女之间构成的亲密无间的那种心灵空间形式之外ꎬ还有另一种

更为极致的形式:徐静蕾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主人公完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ꎬ一
个人构成了一个富有、自足的精神世界ꎮ 这部电影讲述了“我”一生对小说家 Ｒ 先生所怀有的隐

秘的爱情ꎮ 电影的母本是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说ꎬ小说中“我”对作家的爱是狂热的ꎬ更是

卑微的ꎮ 它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了“我”一个人持续一生的对作家的激情ꎬ那是难以用理性去

解释的人类爱情ꎬ同时又是男性目光下男性对女性情感世界的惊奇窥视ꎬ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痴狂

爱恋男性的全然想象和满足ꎮ
徐静蕾的电影依然采取第一人称画外音的方式进行叙事ꎬ但却具有了鲜明的女性意识ꎮ 她

对原小说的解读是:“我爱你ꎬ但与你无关ꎮ”她导演的电影也的确践行了她的解读ꎬ强化了故事

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的表达ꎮ 电影中的“我”一生深爱作家徐先生ꎬ但并非像小说中那样卑微

到不敢有丁点怨尤ꎬ演员徐静蕾那冷艳倔强高傲的表情不仅表现出了“我”对不被作家认出来的

痛苦ꎬ更刻满了因之而充盈于内心的不满ꎮ 电影中“我”对于男性之爱不再是感恩的、卑微的态

度ꎬ而是高傲的、自我的ꎬ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强调ꎮ 电影中“我”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

爱情ꎬ它是独立于男性的ꎬ也是“我”享受的ꎮ 这样的爱情有理性不可抑制的因素ꎬ但相较于小说

中“我”无可选择的非理性的激情ꎬ电影更突出了“我”对于享受爱情方式上的自我选择性ꎮ 那是

看似被动实则主动的选择ꎬ与其说作家(男性)是“我”之所爱ꎬ不如说“我”爱的是“我”在爱的感

觉ꎬ换句话表达即是:“我”爱的是怀有激情的“我”本身ꎬ“我”爱的是“我”爱着的感觉ꎮ 电影中ꎬ
“我”的故事、我的内心独白构成了一个纯粹、自足的女性话语空间ꎮ 在这个女性话语空间中ꎬ
“我”是这个空间的唯一主角ꎬ“我”和作家之间亦构成一种镜像关系ꎬ“我”痴恋的作家是理想中

的“我”ꎬ是我所渴望成为的另一个“我”ꎬ是严谨和洒脱兼具的无拘无束于人世间的自由之体ꎮ
马俪文和徐静蕾讲述的故事虽然不同ꎬ但都旨在建构一个女性话语空间ꎮ 女性话语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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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ꎬ是女性传达自己的女性意识、对抗男权话语中心地位的有效途径ꎮ 在女性话语空间里ꎬ女
性是唯一的主角ꎬ是第一性的ꎮ 女性话语空间的建立对女性意识的表达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马俪

文和徐静蕾以她们自己的作品来进行女性电影的实践ꎬ丰富了新世纪女性电影的创作ꎮ

二、 男性视域下文学的电影化传播

(一)女性意识电影化的男性过滤

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概念ꎬ 主体性有着极深的思想溯源ꎬ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即主动的、思考

的自我ꎬ 行动的发起者及经验的组织者ꎮ① 女性主体意识则是从女性性别的角度对主体性的自

觉意识ꎮ 北京大学的祖嘉合对女性主体性作了如下解释:“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

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ꎮ 具体地说ꎬ 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

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ꎬ 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ꎬ 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

活的改造ꎬ 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ꎮ”②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实现意

识直接相关ꎮ 在传统的男权中心意识形态中ꎬ“男人是主体ꎬ是绝对ꎬ女人是他者”③ꎮ 而女性主

体意识就是要颠覆女性这种“他者”的地位和命运ꎬ女性是与男性生理、社会地位、人格等各方面

都平等的个体ꎮ 女性主体意识首先表现为男女的平权意识ꎮ 在男权中心意识形态的社会现状

下ꎬ女性主体意识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ꎬ女性处在主体和看的位置上ꎬ 她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

主动者ꎮ 其二ꎬ肯定女性主体意识和欲望的存在ꎮ④ 女性不再关注其是否是男性理想的被动观

赏对象ꎬ而是关注其自我命运和情感以及其生存的环境和状态ꎮ 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
在女性职场领域表现出女性自主、上进、自信、努力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体意识ꎬ而池莉的«生活

秀»和方方的«万箭穿心»在关注底层女性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都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ꎬ但
经过男导演改编之后ꎬ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遮蔽与去除ꎬ这是男权中心意识

作用的结果ꎮ
池莉的«生活秀»塑造了一个精明能干、说话讲究技巧、女人韵味十足的来双扬这一女性形

象ꎮ 来双扬的女性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她对自己家庭地位、责任以及经济利益的把控和追逐ꎮ
从 １６ 岁起ꎬ在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住到别人家的情况下ꎬ来双扬靠在吉庆街卖鸭脖独自承担起了

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ꎮ 对于年幼的弟弟妹妹而言ꎬ她自觉担负着母亲的角色ꎬ是来家兄弟姐妹的

靠山和主心骨ꎮ 在房产面前ꎬ她争取起来也毫不手软ꎮ 她不顾房子该给长子的习俗ꎬ精明地步步

为营地把房子划到了自己名下ꎮ
在«生活秀»中ꎬ来双扬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男女两性关系的取舍上更见明确ꎮ 年赚千万的大

老板卓雄州以每日来买鸭脖表达其对来双扬的爱慕之情ꎬ 但宾馆一会却使来双扬果断割舍了卓

雄州的追求ꎮ 因为她知道卓雄州醉心描述的来双扬并不是真实的自己ꎬ那只是卓雄州自己的理

想情人而已ꎬ事业上叱咤风云的卓雄州在床上却是一个低能者ꎬ而这是来双扬绝对不会接受的ꎮ
小说中的来双扬在大老板面前有着清晰的诉求ꎬ她要求对方爱的是一个真实的她ꎬ是能满足自己

身体欲望的男人ꎬ而不会因为对方的金钱地位而去做他心中的理想的影子ꎮ 来双扬是一个有着

独立人格的女性主体意识强烈的女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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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李萍:«波伏娃之后———当代女性批评理论中的女性主体性批判»ꎬ«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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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起导演的«生活秀»借用了原作的主要情节ꎬ在世俗生活写实层面强化了原作ꎬ但对人

物的精神层面ꎬ尤其是在来双扬女性主体意识的传达层面则相对弱化ꎮ 相较小说中对来双扬女

性韵味、蓬勃生命力的强调ꎬ电影中的女主角更多了些生活磨练形成的泼辣和彪悍ꎬ卓雄州的性

无能情节被直接舍弃ꎬ取而代之的是来双扬渴望世俗的婚姻ꎬ而卓雄州想要的却是情人的关系ꎮ
电影中屏蔽了来双扬作为女人对婚姻必须是精神上真实的对等的爱的需求ꎬ更屏蔽了她作为女

人对男性正常性能力的情欲要求ꎬ而把她的放弃纳入了世俗的婚姻还是情人的简单选择ꎬ女性的

主体意识在对情节的改动中悄然淡化ꎮ
男性导演对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传播时ꎬ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往往会被

有意淡化ꎮ 张艺谋对«金陵十三钗»的再创作也是如此ꎮ
严歌苓创作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以女性为表现对象ꎬ写出了身为妓女的一群女性在面对即

将到来的日军凌辱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情和大义ꎮ 她们作为秦淮河上的妓女ꎬ语言粗鄙ꎬ行为放

浪ꎬ但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ꎬ却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侠肝义胆ꎬ自愿代替不经世事的女学生

慷慨赴死ꎮ 小说以妓女为主角ꎬ写出了她们生活的不易和内心的美好ꎬ这本身就与传统男性中心

意识下对妓女的轻慢、玩弄的态度截然不同ꎮ 更可贵的是ꎬ作者的女性平权意识使她不仅有对妓

女苦难遭遇的理解、同情ꎬ还有对妓女在特殊背景下人性的闪光的礼赞ꎮ 小说中的书娟和玉墨不

仅有着学生和妓女之间天然的观念上的对立ꎬ而且玉墨还是曾经造成书娟父母感情不和的因素ꎬ
书娟对玉墨的憎恶又加重了一层ꎬ但在面对单纯无助的学生被日本兵要去“唱歌”时ꎬ玉墨率先

号召妓女做一次她们能够主宰的事情———她们穿上了女学生的校服代替学生去赴一场必死的唱

局ꎮ 经历过大恐惧的书娟在以后的岁月里渐渐地理解了玉墨ꎬ她不再以妓女的粗俗言语为耻ꎬ反
而自己口中会时时爆出她曾经厌恶的妓女们粗鄙的用语ꎮ 同性之间的和解和尊重使小说流露出

鲜明的女性意识ꎬ也使小说的思想立意得以升华ꎮ
２０１１ 年张艺谋对«金陵十三钗»的再创作ꎬ则从男性意识出发ꎬ对文学母本中的女性意识进

行了淡化和置换ꎮ 他把小说中书娟对代替她们被日本兵押走的妓女命运的关注和调查的情节直

接删除ꎮ 书娟的行为和内心转变是最体现小说女性意识的部分ꎬ它们的被删意味着电影对女性

意识表达的屏蔽ꎮ 导演以男性中心意识为主导ꎬ去除了小说中“我姨妈”的叙述人ꎬ更换了英格

曼神父的身份ꎬ增加了男性角色的戏份和他们在营救女学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ꎬ更以商业化诉求

和男性“看”的需求出发强化了妓女群体的妖娆之媚ꎮ 电影虽主要故事情节借用于小说ꎬ但表达

的思想立意则与小说大异其趣ꎮ
(二)女性形象改写中的男性目光

男性导演对于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处理ꎬ除了淡化、遮蔽之外ꎬ通常还会对

女性形象进行有意的改写和置换ꎮ 相对于«生活秀»中的拥有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来双扬ꎬ方
方的«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则是深受男权中心意识形态影响的女性形象ꎮ 她的女性主体意识

的获得极其艰难ꎬ但最终还是破茧成蝶ꎬ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ꎮ
男权社会以男性的目光为标准ꎬ界定了女人应该具有的性别特征ꎮ 关于女人ꎬ波伏娃有一句

著名的论断ꎬ即“女人不是天生的ꎬ而是后天形成的”ꎮ 她接着解释道:“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
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ꎬ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

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ꎮ”①波伏娃的表达ꎬ清楚地说明了女性特征的社会性、文化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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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ꎮ 女人的一些被赞颂的、被提倡的美德并非是女性的本性ꎬ而是社会文化规定倡导的产物ꎮ 男

权社会给女性规约了许多美德ꎬ诸如贤惠、温柔、奉献等等ꎬ在男权文化的倡导和强化下ꎬ女性对

自己的性别角色特征由被动接受到自觉内化ꎬ进而施加于她们的女儿身上ꎬ一代一代ꎬ进而形成

了女性的群体悲剧ꎮ 由此ꎬ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变得更为复杂ꎬ根在男权文化ꎬ但却往往表现

为一出女性的群体悲剧:“社会、文化、制度体系好像并没有直接迫害她们ꎬ她们却又常常被自己

设的圈套所累ꎮ”①文化对性别特征的强大塑造力可见一斑ꎮ 方方的«万箭穿心»正是表现了男性

中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巨大约束力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觉醒与获得ꎮ
“用不着武器ꎬ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ꎬ只需要一个凝视ꎬ一个监督的凝视ꎬ每个

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ꎬ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ꎬ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

每个人的监视ꎬ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ꎮ”②方方的«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正是在这种

男权中心意识目光的凝视下卑微又坚韧地生存着ꎮ 李宝莉是个性格泼辣、能干但却说话强势的

女人ꎬ她对于丈夫的情感外遇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式ꎬ导致丈夫的职务受到影响ꎮ 丈夫接受不了

现实自杀ꎮ 从此ꎬ李宝莉扛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ꎮ 父权中心意识下ꎬ理想的女性必然是温柔、顺
从、以丈夫为天、对丈夫无条件服从的ꎮ 显然ꎬ这两性是不同权的ꎬ然而李宝莉本人在父权中心意

识形态长期的熏染下ꎬ在自己的内疚下完全认同了自己罪人的身份和待遇ꎮ 父权制下一个母亲

该有的“奉献”美德成了她一生的教条ꎬ她成了他们家的挣钱机器ꎮ 她对公婆、对孩子付出了全

部的爱ꎬ然而却没有换来公婆、孩子对她的一点感动和爱的回应ꎮ 儿子规划的幸福人生里没有她

的位置ꎬ她被赶出了家门ꎮ 小说最后ꎬ李宝莉终于想通了:“人生是自己的ꎬ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

孤寡老人ꎬ我总得要走完它ꎮ”③汉正街上每天依然响起李宝莉爽朗的笑声ꎮ 至此ꎬ李宝莉的人生

由赎罪、为儿子活开始转变为为自己活ꎬ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苏醒ꎬ她由此获得了新生ꎮ
王竞导演的同名电影«万箭穿心»对汉正街底层市民辛苦求生的写实层面给予了丰满的呈

现ꎬ对建建和马学武老娘这两个人物的改动使他们更加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ꎬ然而电影结局的改

动却无意中透露出了导演的男性中心意识ꎮ 李宝莉想通了ꎬ她想儿子将来再大些一定会认她这

个母亲的ꎮ 她的这种想通还是基于对儿子的愧疚之心ꎬ她还是陷在男权中心意识认同的伟大母

性的奉献中ꎬ而并没有像小说结局那样有着明显的主体意识的自觉ꎮ 电影在母性的层面塑造了

李宝莉这一形象ꎬ而回避了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ꎮ
男性导演对女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电影化传播时往往会从男性意识出发对文学母本中的女

性形象进行改写ꎬ这在关锦鹏对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再创作中表现也极为突出ꎮ
王安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写出了一座城和一个女人相互缠绕、相互

映射的故事ꎮ 王琦瑶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大上海繁华旧梦的一个符号般存在的女性形象ꎬ集美貌

与风情于一身ꎬ头顶“上海三小姐”的桂冠ꎮ 在两性的交往中ꎬ表面上她是传统的男权中心意识

下的受害者ꎬ是男性“看”和抛弃的对象ꎬ然而实际上纵观王琦瑶一生与男性的交往ꎬ我们可以看

出ꎬ无论是程先生、李主任ꎬ还是康明逊、萨沙、老克腊ꎬ男人都只是王琦瑶生命中的过客ꎬ是她生

活中的点缀ꎬ也是她“目光”中的风景ꎮ 王琦瑶心中的“底儿”从来就不是哪个男人ꎬ而是她珍藏

的一盒金条ꎬ唯有它才是她心中最可宝贵的东西ꎬ也只有为了保卫它ꎬ她才不惜以命相搏终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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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生命ꎮ 王琦瑶人生的轨道是她自己设定的ꎮ 她的一生飘零看似被动ꎬ实则每一次人生选择ꎬ
她都是掌握主动权的ꎮ 在她心里ꎬ男人、孩子从来都不是她一生的依靠ꎬ所以让她在岁月中安心

的那盒金条她才会连女儿都不舍得给ꎮ 这与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形象及“被看”角色的预设是

相背离的ꎮ 男人的离开不会给王琦瑶造成太大的打击ꎬ她外表是柔弱的ꎬ但内心却是坚韧的ꎮ 她

的自我意识使她的生命力坚韧而顽强ꎮ
２００５ 年关锦鹏导演的同名电影«长恨歌»借用了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故事框架和人物

关系ꎬ但小说中对女性生活情调及内心情感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关怀却大大减弱ꎬ女性的自我意识

也相应地被淡化ꎮ 小说行文的角度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视角ꎬ作者带领读者自由地进出王琦

瑶的内心深处ꎬ不仅观其行ꎬ更观其何以行ꎮ 如此ꎬ读者便很容易走近王琦瑶ꎬ进而同情、理解、甚
而在某种程度上欣赏她ꎮ 而电影则以程先生为叙事人ꎬ受众更多地以程先生的角度去观察她ꎮ
对男性“看”的目光的借用使受众与王琦瑶之间始终保持了较远的距离ꎮ 小说中以表现女性生

活为写作重心ꎬ而电影中男性的分量却自然地加重ꎮ 相较其他男人ꎬ小说中程先生与王琦瑶生命

交集的时间较长但对王琦瑶的一生而言仍然只是王琦瑶心里无足轻重的过客ꎻ而电影中程先生

的地位却上升到叙述人和见证者的高度ꎬ程先生不仅见证了王琦瑶的生的灿烂ꎬ同时见证了王琦

瑶的死的凄苦ꎮ 电影以男性程先生为叙述人ꎬ无形中使小说的表现重心发生了偏移ꎮ 小说以绵

密的语言对大上海弄堂里的日常生活进行叙述ꎬ对王琦瑶自我、讲究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调是持

一定程度的欣赏态度的ꎬ而电影中王琦瑶的一生则完全被笼罩在了男性“看”的目光之中ꎮ
小说中男性是王琦瑶目光中淡淡的风景ꎬ而电影则以男性中心意识为出发点ꎬ把王琦瑶变成

了男性目光中可悲的风景ꎮ 王琦瑶对李主任的选择不再是自主的、理智的对物质的认同ꎬ而成了

男性所希望的爱情的结果ꎻ李主任的死亡也不再是她的平静的物质生活的断裂ꎬ而是让她悲痛欲

绝的事件ꎬ以至于直接导致了她在痛苦中无心他顾从而被杀ꎮ 电影中爱情成分的加入和伪饰是

男性中心意识的产物ꎮ 在男性意识的观照下ꎬ叙事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从主动到被动ꎬ女性意识被

悄然淡化和置换ꎮ
«生活秀»«万箭穿心»«长恨歌»«金陵十三钗»均是由女性作家写成的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女

性主体意识的作品ꎬ但是经过男性导演的再创作之后ꎬ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

遮蔽和淡化ꎮ 在这种遮蔽和淡化中ꎬ文学的电影化传播因需要面对市场而生出的种种局限性也

显得十分清晰ꎮ
男性导演这种对文学母本中存在的女性意识的有意淡化ꎬ其原因除了男权中心意识熏陶下

导演的男性中心意识在发生作用之外ꎬ市场的考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ꎮ 因为中国大陆是

一个男权中心的社会ꎬ受众的接受基础还是普遍以男权为中心的ꎬ因此为了争取更广的受众ꎬ男
性导演则会有意淡化或遮蔽小说母本中的女性意识ꎮ

不同性别的导演对文学母本中呈现出的女性意识往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ꎮ 有着女性主义

倾向的女性导演往往会自觉地对文学母本中的女性意识给予强化ꎬ而男性导演对文学母本中女

性意识的淡化或遮蔽则或出于有意ꎬ或是潜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作怪ꎬ或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

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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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证据失权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完善
∗

李　 傲　 上官腾飞
( 武汉大学 法学院ꎬ湖北 武汉ꎬ４３００７２ )

　 　 摘要:　 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十几年ꎬ然而大多时候都是以“沉睡”的面目示人ꎮ 在平衡

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中往往后者更加契合审判者的价值判断ꎬ其实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既具有效率属性同时也

内含公平的价值ꎮ 虽然具有以上的属性和价值ꎬ但是在制度本身的内涵界定、制度基础、举证和职权调查的矛盾

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待解问题ꎬ同时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ꎬ对不同情形的

逾期举证或不举证应作出不同的规制ꎮ
关键词:　 行政诉讼ꎻ证据失权ꎻ理论基础ꎻ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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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作者简介:李傲(１９６８—　 )ꎬ女ꎬ黑龙江哈尔滨人ꎬ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ꎻ上官腾飞(１９８８—　 )ꎬ男ꎬ山东临

沂人ꎬ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刘欣琦:«对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理论探讨»ꎬ«太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②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第三版)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５５ 页ꎮ

　 　 １９８９ 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ꎬ被告应该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 １０ 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交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ꎬ并提交答辩状ꎮ 自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期限制

度确立ꎬ但是并没有规定不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ꎮ
１９９９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二十六条补充了不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ꎬ自此证据失权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正式确立起来ꎮ
２００２ 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若干规

定»)第一条和第七条又再次细化了被告举证失权制度ꎬ并且对原告和第三人的举证失权做了规

定ꎮ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六十七条以法律的形式最终确立了证据失

权制度ꎮ 但学界对证据失权制度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分歧ꎬ包括证据失权的概念ꎬ证据失权的理

论基础ꎬ证据失权是否损害公共利益ꎬ证据失权的适用标准等等ꎮ

一、证据失权概念的迷思

有学者认为ꎬ证据失权和举证时效是同一个概念ꎬ如证据失权又称举证时限ꎬ是指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ꎬ以及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

其主张的相应证据ꎬ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等不利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的制度ꎮ①不可

否认ꎬ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ꎬ但是差异也是不言自明的ꎮ 证据的提供需要一

个时间过程ꎬ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总是限定于一定期间范围内提供证据ꎬ这就需要通过举证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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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特定案件证据体系的范围ꎮ②也就是说ꎬ举证时限的重点是举证的时间期限ꎬ而不是超越

举证的期限而产生的法律后果ꎮ 相反的ꎬ证据失权则是一个程序制裁措施ꎬ而非一个诉讼行为ꎮ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ꎬ由于违反举证时限从而导致了证据失权ꎮ 举证时限可以被认作是因ꎬ证据

失权是果ꎬ因此把证据失权和举证时效混为一谈ꎬ是不妥当的ꎮ 亦有学者认为证据失权和证据失

效也是等同的概念ꎬ如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ꎬ亦称证据失效制度ꎬ它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

定的期限内ꎬ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证据ꎬ在期限经过后不得再次提出ꎬ当事

人因此而丧失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ꎮ① 证据失权丧失的是作为诉讼权利的举证权

利ꎬ探讨的并不是举证权利的有效与否问题ꎬ而是能否提出的问题ꎮ 证据失效侧重于证据本身产

不产生举证效果ꎬ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并非不能行使ꎬ而是证据本身失去证明效力ꎬ比如行政机关

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就是失效的证据ꎮ 简单来说ꎬ证据失权是一项诉讼制度ꎬ而证据

失效是证据本身的效力问题ꎬ两者差异极大ꎬ所以笔者认为把证据失权和证据失效看作同等概念

也是值得商榷的ꎮ
证据失权的含义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期限ꎮ 当事人应该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

期限内提出可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ꎻ二为法律后果ꎮ 当事人不在期限内提出证据ꎬ则失去举证的

权利ꎮ 法律后果是失权制度的核心ꎬ综上ꎬ笔者认为ꎬ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是指ꎬ行政诉讼当事

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可以支持其诉讼主张的证据且没有正当理由ꎬ在之

后的诉讼程序中将不能行使举证的权利ꎬ从而导致诉讼程序上不利后果的制度ꎮ

二、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正义性

张卫平教授在«法学研究»发表的«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一文ꎬ是我国较早的探讨诉

讼失权制度的文章ꎬ但是文中没有单独对证据失权制度展开细致讨论ꎮ 同时行政诉讼和民事诉

讼之间的差异性ꎬ也注定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具有独特的行政诉讼特色ꎮ 对于行政诉讼证据

失权的正义性ꎬ笔者认为需要从两方面进行探讨ꎬ首先是证据失权制度的理论基础的申明ꎬ没有

理论基础做支撑ꎬ证据失权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ꎮ 其次是对行政诉讼中特殊的制度情

形与证据失权制度的关系进行梳理ꎬ主要有证据失权与职权探知主义ꎻ证据失权与举证责任ꎻ证
据失权与实体公正ꎮ

(一)证据失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１.诉讼效率ꎮ “要提高诉讼效率和诉讼时间的经济性ꎬ就必须提高庭审的效能”ꎮ② 在行政诉

讼中ꎬ行政相对人起诉后ꎬ有主动提供证据的义务ꎬ对于行政赔偿案件和行政机关不作为案件ꎬ原
告还需主动的提交证据ꎬ承担举证责任ꎮ 但是基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ꎬ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是主

要的证据提供方ꎬ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须基于证据而为ꎬ而不能肆意妄为ꎬ被告掌握着主要

的行政行为证据ꎮ 行政机关之所以成为被告主要的原因莫过于行政行为对原告造成了侵害ꎬ而
侵害往往具有紧迫性ꎬ也就是说ꎬ原告受损的权益需要进行及时的救济ꎬ进行及时救济就必须保

证诉讼效率ꎮ 如果被告不能及时举证ꎬ一方面ꎬ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救济ꎬ另一方面ꎬ
在诉讼程序中ꎬ如果没有证据则将阻滞诉讼的进程ꎮ 证据失权就是为了防止诉讼程序的阻滞进

而影响对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而设立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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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ꎬ首先即表现在诉讼法领域ꎬ其次则为物权法领域ꎮ 就诉讼法领

域来说ꎬ诚信首先表现为法官运用自己的权威解决案件的可被描述为“裁判诚信”的过程ꎬ还要

求案件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ꎮ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对理论探索的不断

深入ꎬ诚信原则成为了人们普遍遵循的社会理念ꎬ这也推动着诚信原则从最早的民法物权领域逐

渐地进入到其他的法律部门ꎬ现在已经成为私法、公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遵循的一项法律原

则ꎮ②

行政诉讼法是为解决行政纠纷而创设的一项具体可操作的程序规则ꎬ虽然在行政诉讼立法

上没有明确诚实信用原则ꎬ但在具体的诉讼规则设置中却内含有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ꎮ 诚实信

用原则的精神覆盖主体包括法院及两造双方ꎬ一方当事人等待另一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过程ꎬ就
含有诚信的期待情绪ꎮ 原告提出诉求之后ꎬ不仅期待法院尽早立案ꎬ把起诉状送交被告ꎬ也期待

被告对原告的诉求作出一定的回应ꎬ此一回应即为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所收集的证据ꎮ 未在

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ꎬ之所以对于逾期举证一方施以失权制裁ꎬ“最主要是在于当事人彼此之间

要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来进行诉讼”ꎮ③ 没有原告的诉求也就不会有被告的举证ꎬ法律规定了举证

期限ꎬ法官就要以诚信原则来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评判ꎬ以此来认定失权与否ꎮ
３.程序安定性原则

如果程序规范缺乏稳定性和确定性ꎬ程序运作缺乏有序性、终结性和时限性ꎬ那么法的安定

乃至社会秩序的安定ꎬ就无从谈起ꎮ④ 程序的安定性要求诉讼具有秩序性ꎬ使诉讼可以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的进行ꎬ在法定的期限作出开展诉讼程序ꎮ 秩序是一种状态ꎬ是一个发展的过程ꎬ从诉

讼期限的角度来看ꎬ任何逾期的行为都是对行政诉讼秩序的违反ꎮ 被告逾期不提供证据ꎬ法院就

不能有效开展诉讼程序ꎬ因为举证是推进诉讼进程的重要程序ꎬ这就明显的破坏了诉讼秩序ꎬ阻
滞了诉讼运行ꎮ 同时ꎬ程序的安定性也是防止当事人进行证据突袭的屏障ꎮ 在诉讼中ꎬ证据突袭

往往被看作一种诉讼手段或者诉讼技巧ꎬ一方当事人以虚假举证或者拖延举证的方式来消弭另

一方当事人的耐心ꎬ降低另一方当事人的警惕度ꎮ 在被“迷惑”的当事人以为对方已经“山穷水

尽”或者产生“不过如此”的大意情绪时ꎬ对方突然提交证据ꎬ使其措手不及ꎬ从而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ꎬ导致提高败诉的可能性ꎮ 程序的安定性要求当事人不能使用诉讼

突袭这种手段或技巧ꎬ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ꎮ 失权制裁就是对程序安定性的维护ꎬ
保证诉讼程序的流畅性和有序性ꎮ

(二)证据失权制度与相关制度的梳理

１.证据失权与职权探知主义

职权探知主义是大陆法系诉讼法学的重要概念ꎬ是与当事人主义相对立的ꎬ意指法院应依职

权探知事实关系及依职权调查取证ꎬ而不受当事人之主张陈述及证据声明的拘束ꎮ⑤ 根据我国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ꎬ我国行政诉讼是以当事人举证为主ꎬ法院的调查取证为辅ꎮ
我国的职权主义是一种有限的职权主义ꎬ双方当事人决定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等重大诉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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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ꎬ法官依法定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诉讼的进程ꎮ① 在行政诉讼中ꎬ虽然被告负主要举证责

任ꎬ但并不表明原告就没有举证责任ꎬ«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即规定了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

和不作为诉讼中的举证责任ꎬ在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中ꎬ原告也同样存在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

导致的证据失权的不利益ꎮ 我国受限的职权探知主义来自«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ꎬ
此条款限制了人民法院调查的权利ꎮ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ꎬ“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

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ꎮ 但是ꎬ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

时未收集的证据”ꎮ 本条中ꎬ立法者使用“有权”一词ꎬ而非“应该”ꎬ同时结合理解«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可知ꎬ法院是否进行职权探知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ꎬ且只能是在

当事人不能举证或者举证涉及公共利益时才可以启动ꎮ 有学者认为ꎬ因为职权探知主义的原因ꎬ
当事人即使不举证法院也会自行启动调查ꎮ 笔者认为ꎬ这种观点失于偏颇ꎮ 法院进行职权探知ꎬ
并不是为了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ꎬ而是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ꎬ不是“匡正”被告的诉讼

行为ꎬ而是为了查清事实ꎮ 同时ꎬ在证据失权制度中存在一个认知误区ꎬ即当事人证据失权后就

一定会败诉ꎬ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ꎮ 因为当事人可能只是由于某一项证据逾期举证而导致

失权ꎬ不会因为此ꎬ而连带其他在合理期限内提交的证据也失权ꎮ 综上ꎬ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ꎬ需
要法院职权探知的当事人逾期举证的行为ꎬ不能径行认定失权ꎬ而应采取其他替代制裁措施ꎬ对
此ꎬ笔者将在后文中阐述ꎮ 对于丧失部分证明权的证据资料中ꎬ如果其本身的证据价值不大ꎬ也
不一定造成败诉ꎮ 现有的证据也可以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ꎮ

２.证据失权与举证责任

在立法上ꎬ«行政诉讼法»首先使用了“举证责任”这一概念ꎬ«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
只有关于举证责任内容的规定条款ꎬ但没有直接使用这一概念ꎮ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

判断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ꎬ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己的

假定被确定的风险ꎮ② 举证责任的履行受到严格的时间期限的限制ꎬ如若超出法定期限ꎬ即便提

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ꎬ法院也将不再认定ꎮ
举证责任是一剂“预防针”ꎬ事先告知当事人风险的存在ꎬ这也是为什么在法条措辞上使用

“责任”一词而不用“权利”一词的原因ꎮ 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的共同性在于ꎬ其都和法律后果相

关联ꎬ但是前者和法律后果的关联侧重于前置性的规避ꎬ而后者和法律后果的关联则侧重于惩

罚ꎮ 易言之ꎬ举证责任具有未来性ꎬ证据失权具有现实性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了举证责任ꎬ“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ꎬ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

据的规范性文件ꎮ”第二款规定了证据失权ꎬ“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ꎬ视为没

有相应证据ꎮ 但是ꎬ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ꎬ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ꎮ”综合来分析

本条ꎬ可以说举证责任包含了证据失权ꎬ内含有失权因子ꎬ被告超越期限不提交证据ꎬ就会产生证

据失权的后果ꎬ这个后果就是来源于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ꎮ
３.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

我国一直存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ꎬ虽然在人们的认知中ꎬ程序公正已经有了很大的提

升ꎬ但是以“事实为根据ꎬ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哲学还是禁锢着法官的头脑ꎬ不敢轻易地启动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ꎬ使得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不能很好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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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主张只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ꎬ法院都应该采纳ꎮ 不能因超越了举

证期限就拒绝采纳ꎬ否则就不能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ꎬ违背追求实质公正的价值ꎬ不然法院脱离

案件真实做出的裁判也是错误和不公正的ꎮ① 笔者想问ꎬ一味探求实体公正是否为真正的公正?
在行政诉讼中ꎬ由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必须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规则ꎬ行政机关提交的

也是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收集的证据ꎬ如果不能提供就说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支持ꎮ 行

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需要在诉讼程序中加以认定ꎬ认定需要时间限制ꎬ不能无休止的等下

去ꎬ只有适当的停止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公平ꎮ 如果因为追求实体公正而不计较诉讼期限和诉讼

资源的投入ꎬ那么将会产生更严重的不公正ꎮ 原告从提起行政诉讼的那天起ꎬ就知道案件审理的

截止时间ꎬ因为是可期的ꎬ所以才被信任和选择ꎮ “迟到的正义也是非正义的”ꎮ 若一味放任追

求实体公正ꎬ那么行政诉讼程序也将失去其价值ꎬ诉讼效率也就没了“用武之地”ꎮ 根据立法者

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布设ꎬ规定诉讼期限以及其他的程序期限就是为了保障诉讼效率ꎬ不能为了追

求实体公正而完全牺牲效率ꎬ反正ꎬ也不能为了效率放弃实体公正ꎬ两者应该保持某种平衡ꎬ效率

和公正都是行政诉讼的价值内涵ꎮ 证据失权正是为了保障诉讼效率和程序公正而创设的一项具

体的行政诉讼程序ꎬ以此来平衡对实体正义的盲目追求ꎮ

四、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困境

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虽然已经确立了十几年ꎬ但是并没有发挥出期待的目的

和功能ꎬ主要原因有三点:制度孤立、司法环境使然、立法本身缺陷ꎮ
(一)制度孤立

证据失权制度是行政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ꎬ它的有效运行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协同ꎬ孤
军奋战只能使其失去本身的“战力”ꎮ 证据失权制度的启动需要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ꎬ并因此造

成诉讼迟延ꎬ且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ꎬ诉讼迟延和当事人逾期举证有因果关系ꎬ满足以上几点需

要审前程序、法官的释明权等制度的统一配合ꎮ
审前程序和集中审理是诉讼程序保持平衡和效率最有力的诉讼结构ꎬ审前程序是集中审理

可以有效运行的保障ꎬ集中审理的运行良好与否也是对审前程序的检验ꎮ 证据提交和交换是审

前程序中最重要的程序之一ꎬ甚至可以说ꎬ证据失权作为一项程序制裁措施是审前程序中最重要

的惩罚措施ꎮ 进一步来讲ꎬ证据失权是推进集中审理的一项保障措施ꎮ 因为ꎬ作为被告的行政机

关在逾期之后提交证据势必破坏集中审理原则ꎬ法院此时需要重新对被告新提交的证据进行认

证ꎬ从而导致诉讼秩序的混乱ꎮ 如若保障集中审理ꎬ提高诉讼效率ꎬ认定被告举证权利丧失ꎬ就成

为了最重要的措施之一ꎮ
«证据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了法院对被告的释明义务ꎬ但实务中当事人运用诉讼手段或者

依靠自身的地位不采纳释明不积极及举证ꎬ造成诉讼迟延的现象还比较突出ꎮ 根据武汉大学法

学院林莉红教授的调查ꎬ②中部某省中从来没有逾期举证的地区只占 ２７.３％ꎬ从全国范围来看ꎬ
没有过逾期举证的只占到了 ２３.９％ꎮ 据此ꎬ笔者大胆推测ꎬ由于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和行政与司

法的权力同源性的因素ꎬ其把法院的告知当成了“耳旁风”ꎬ也就是说法院的释明并没有对被告

的举证行为产生实质性的作用ꎮ 同样根据林莉红教授的调查ꎬ对于被告的违法行为ꎬ法院并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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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不予认可ꎬ而是有选择的进行裁量ꎮ① 这又再次证明了证据失权的运行进入了“死胡同”ꎬ法
院说的话被告不听ꎬ被告做的事ꎬ法院又不管ꎮ 而且被告还有“正当理由”来使逾期的证据正当

化ꎮ 因此证据失权制度需要完善其他的相关程序并以此来配合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ꎮ
(二)司法环境使然

司法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ꎮ 一方面是司法传统ꎮ “重实体ꎬ轻程序”的法律思维ꎬ使
程序更大程度上被看成工具ꎬ以此来追求实体正义ꎮ 虽然学界已经呼吁多年ꎬ但是把实体公正当

成司法终极正义的社会认知ꎬ还是阻滞着程序公正的发展ꎮ “不问耕耘ꎬ只问结果”的价值导向

正进一步侵蚀着我国的司法环境ꎮ 证据失权制度对原告和被告都会产生实质的影响ꎬ考虑司法

运行的社会效果是我国的传统司法思维ꎮ 正如前文对实体公正的阐述ꎬ法院认定原告证据失权ꎬ
会使本身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变得“有理”ꎬ证据失权制度可能会成为原告发动社会舆论的工

具ꎬ使其丧失原有的功能ꎬ同时使民众对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严重怀疑ꎬ影响当事人对法律和法院

的信任ꎬ并加深对法院和行政机关“合起伙来”对付原告的固有认知ꎮ 如果认定被告证据失权ꎬ
也会对行政机关的权威性产生不利影响ꎬ而且还可能造成上诉率和再审率的提升ꎬ反而又影响了

对法院和法官审理能力的怀疑和引起的工作评测上的不利ꎮ 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司法权和行政权

的关系问题ꎮ 行政诉讼制度是法院通过司法权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进行审查ꎬ如果没有证据

失权制度ꎬ基本上法院只能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本身来进行审理ꎮ 有了证据失权制度ꎬ
法院就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对被告的诉讼行为进行规制ꎬ而不用再通过对复杂的行政行为的辨

析来进行ꎮ 法院的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诉讼结果———被告败诉ꎮ 但是显然地ꎬ后
者的方式既负有效率又操作简单ꎮ 可是不得不说的是ꎬ这种方式却是对当前司法环境的挑战ꎮ

(三)立法缺陷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ꎬ视为没有

相应证据”和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ꎬ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ꎮ
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

范性文件ꎬ并提出答辩状ꎮ ”这两条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条款ꎬ把原来司法解释确立的证

据失权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ꎮ 但是新修改的条款以及司法解释都称不上完善ꎬ存在着

以下缺陷:
１.法条的措辞引起的混乱

行政机关采取的是“先取证、后裁决”的规则ꎬ禁止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ꎮ 被告在收到起

诉状副本 １５ 日内提交证据ꎬ看似期限紧张ꎬ实则不然ꎮ 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已经收

集证据ꎬ不需要事后取证ꎬ因此被告举证其实很简单ꎮ 由此ꎬ被告不能及时提交证据就被视为

“没有相应证据”ꎮ 这一措辞的主要问题有二:第一ꎬ被告举证是一个行使诉讼权利的诉讼行为ꎬ
证据失权也是因为没有在期限内举证才导致的权利丧失ꎮ “没有相应证据”表达的是行政机关

的行政行为而非诉讼行为ꎬ把行政行为和诉讼行为相混淆显然是不妥的ꎻ第二ꎬ视为没有ꎬ是一种

拟制的行为ꎬ可能是有ꎬ但是看做没有ꎮ 易言之ꎬ被告有证据不提交ꎬ逾期则失去了证明权ꎬ其和

“视为没有”是一对矛盾概念ꎬ如果没有证据ꎬ本身就没法提供ꎬ证明权的丧失是以证据资料的逾

期提交为前提的ꎮ 丧失证明权则暗含着被告有证据但是法院不再接受了ꎮ 立法者没有使用“放
弃举证权利”这一措辞而采用“视为没有证据”ꎬ虽然结果导向一致ꎬ但是给人以“此地无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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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ꎬ依笔者之见ꎬ似乎“放弃举证权利”这一措辞更加妥当ꎮ
２.授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不分

授益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设定权益或者免除义务的行政行为ꎬ如行政许

可、行政奖励等ꎮ 负担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或限制、剥夺其权益的行

政行为ꎮ① 行政机关在作出授益性行政行为后ꎬ基于行政相对人因信赖该行政行为的合法而产

生的信赖利益ꎬ在决定撤销该行政行为时ꎬ应对公共利益和信赖利益做权衡ꎬ不可随意撤销ꎮ 相

反ꎬ负担性行政行为并不涉及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ꎬ因此所受限制较少ꎮ
有学者认为ꎬ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会侵犯公共利益ꎬ因此行政诉讼中没有证据失权存在的

基础ꎮ② 笔者推测这种观点肇因乃是基于行政权是为公众服务的这一理念ꎬ再进一步追溯则可

以渊源到社会契约的高度ꎮ 然而ꎬ社会形势的多样化ꎬ行政权早已突破单一的公共属性ꎬ尤其是

在行政权的运行中ꎬ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早已不能一概而论了ꎮ 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交通

违章进行处罚ꎬ显然不涉及公共利益ꎬ因为对单一个体的处罚ꎬ承受方也是单一个体而非社会大

众ꎮ 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对多人申请的某个资格进行许可ꎬ则就和公共利益息息相关ꎮ 这即为授

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的分野ꎮ 当上述两种行政行为进入到行政诉讼中ꎬ授益性行政

诉讼就需考虑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平衡ꎬ而负担性行政诉讼则简单的多ꎬ只需考虑作为原

告的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利益即可ꎮ
«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进行划分ꎬ而是做了统一的规

定ꎬ不管是授益性还是负担性都同样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ꎮ 这样来分析的话ꎬ笔者也会保留性地

赞同现行行政诉讼中没有证据失权存在的基础ꎬ但是制度的漏洞就是为了让我们发现和补缺的ꎬ
刻意抹杀差异性ꎬ是一种恣意的表现ꎮ

五、行政诉讼证据失权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行政诉讼审前程序

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关于审前程序的规定ꎬ仅在«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ꎬ“对于

案件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ꎬ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

换证据ꎬ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ꎮ”我国行政诉讼审前程序设置的如此粗陋不仅仅是立法

者没有意识到审前程序的重要性ꎬ更可能是因为立法者将审前程序的功能仅定位为庭前准备工

作ꎮ③ 审前程序的完善对集中审理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ꎮ 审前程序包括原告的起诉ꎬ提交提诉

状ꎬ被告应诉ꎬ提交答辩状ꎬ以及原告对答辩状的再回复等等ꎬ同时最重要的则是两造双方的证据

交换ꎮ 证据交换并不是一个“聊胜于无”的行为ꎬ主要是对证据的开示和固定ꎮ 一旦证据固定下

来ꎬ双方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便不能再提出新证据ꎮ 审前程序在行政诉讼中担负着擎领效率

的功能ꎬ即在庭审前明确争点ꎬ举证和开示ꎬ把各项工作准备充分可以在庭审中节约大量的时间ꎬ
提升庭审效率ꎮ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对于审前程序规定粗放ꎬ适用范围狭窄ꎬ只有“案件比较复杂

和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可以适用ꎬ对于没有经过审前程序的当事人来说ꎬ直接过渡到庭审中认

定证据失权既突兀也显得不公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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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分开进行ꎬ在审前阶段应该主要采用当事人主义ꎬ法院尽量不干预ꎬ提
升行政诉讼当事人的主动性ꎮ 虽然审前程序由法院组织进行ꎬ但是要保持中立ꎬ鼓励两造在举证

和开示阶段进行辩论ꎬ以此来确定争点ꎮ 此外ꎬ在证据和争点固定后ꎬ审前程序还应该确认ꎬ被告

的行政行为是授益性行政行为还是负担性行政行为ꎬ是否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

益ꎮ 因为ꎬ对于原告证据失权来说ꎬ行政行为是授益性还是负担性都无所谓ꎬ因为这只涉及他个

体权益ꎮ 对于被告来说则不同ꎬ如果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便不能随意认定被告

证据失权ꎬ需要对案件进行具体的分析ꎬ只有在不涉及以上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被告的

证据失权ꎮ 因此ꎬ确立证据失权必须完善审前程序ꎮ
(二)合理确定原告证据失权临界点

原«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ꎬ但是在有些情况下ꎬ没有原告的举证ꎬ案件就很

难查清事实ꎬ因此在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加入了第三十八条关于被告不作为和行政赔偿、补
偿案件中要求原告提供证据的规定ꎮ 但是«证据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

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ꎬ似乎对原告证据失权临界点的确定

不合理ꎮ
原告对于被告不作为案件的举证和行政赔偿诉讼的举证并不能统而视之ꎮ 在举证难度上两

者存在差异ꎬ因此应该进行区分做不同的规定ꎮ 对于被告不作为案件的举证ꎬ由于原告只需证明

曾经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即可ꎬ在举证的难度上并不大ꎬ因此可以适用“在开庭审理前和人民

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ꎬ作为证据失权的临界点ꎮ 对于行政赔偿诉讼案件ꎬ举证则麻烦的

多ꎮ 比如强拆导致的行政赔偿案件中ꎬ房屋被强拆后物品的丧失可能连被强拆人本人也一时难

以确定ꎬ这就需要给当事人更长的举证期限ꎬ而不能再适用原规定ꎮ 同时ꎬ行政赔偿案件往往具

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ꎬ基于这种案件的特殊性和维护社会稳定性的考虑ꎬ笔者建议ꎬ对
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原告证据失权的临界点可以确定到一审辩论程序终结前ꎮ

(三)完善法官释明义务

法院的释明是证据失权的前提条件ꎬ对于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的后果ꎬ法院都应当

对当事人充分释明ꎬ即明确向其说明举证的相关要求ꎬ使当事人明白逾期举证和失权制裁之间的

关系ꎬ从而督促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ꎮ 现在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官释明存在着怠于释明、释明不足

和释明过度三种情形ꎬ由于立法粗陋ꎬ法官的释明呈现纷繁复杂极不统一现象ꎮ① 行政诉讼中ꎬ
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ꎬ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利ꎬ加之我国的政治体制制度ꎬ行政机关负责人

的级别都高于法院院长ꎬ因此极有可能行政机关会怠于举证ꎬ因此需要法官的提前释明ꎮ 作为另

一方当事人的行政相对人也可能存在知识水平较低ꎬ法律意识较差的情形ꎬ是诉讼程序的“门外

汉”ꎬ因此ꎬ法官的释明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对于证据失权的释明ꎬ法官除了必须告知当事人举证期限以及逾期举证的后果ꎬ同时针对行

政诉讼的特殊性ꎬ还要告知被告逾期举证可能引发罚款、司法建议书等多种情形的处罚ꎬ下文将

会探讨ꎮ 同时ꎬ为了规制法官的释明权ꎬ当事人如果认为法官释明存在懈怠或不当时ꎬ应当及时

提出异议ꎬ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ꎬ法院应当及时进行判定ꎬ防止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损害ꎮ 如

果法官不释明ꎬ当事人因此逾期举证时ꎬ就可以此来对抗法院对于证据失权的制裁ꎮ
(四)建构多层失权制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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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失权具有很强的严苛性和惩罚性ꎬ举证逾期就可能造成败诉ꎮ 如果个案中的行政诉讼

涉及公共利益ꎬ应本着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原则ꎬ果断地放弃证据失权的制裁ꎮ 现在法院在实务中

对于失权的认定虽然不随意ꎬ但是很明显过于谨慎ꎬ使得证据失权制度的存在感不强ꎮ 如果要改

变这种不失于随意也不强行谨慎的情形ꎬ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基础上ꎬ平衡效率与公平ꎬ就应该构

建多层次的证据失权体系ꎬ在这个体系内ꎬ针对不同的情形做不同的选择ꎮ «行政诉讼法»可以

把制裁方式分为罚款和赔偿损失、司法建议、失权制裁这三个层次ꎮ 针对不同的情形实施不同的

措施ꎮ
在采取罚款和赔偿、司法建议、失权的选择上ꎬ需要明确适用的不同情形ꎮ 如果行政机关逾

期举证或者不举证ꎬ同时行政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ꎬ此情形下法院就要

进行职权调查来查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ꎬ来保障三者利益ꎮ 如此便不能贸然的实施失权制裁ꎬ只
能以实体权益大于程序权益ꎬ通过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来保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第三人利

益ꎮ 但是也不能放任不举证的行为不顾ꎬ在行政机关没有正当理由ꎬ这时法院就可以用司法建议

的方式发函给行政机关及其上级机关以及监察机关ꎬ也可以对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进

行罚款ꎬ之后可以向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追偿ꎮ 如果逾期举证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益造成损失

还应当进行赔偿ꎬ行政机关赔偿后ꎬ同样可以向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追偿ꎮ 如果行政机关逾期举

证或者不举证ꎬ其行政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ꎬ同时行政机关没有正当理

由来说明原因ꎬ这种情形下ꎬ法院就可以直接采取证据失权的制裁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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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

郑炜明
( 香港大学 饶宗颐学术馆ꎬ香港 )

　 　 摘要:　 上博简«讼成»篇ꎬ整理者原题«容成氏»ꎮ 整理者以根本未必存在之所谓脱简ꎬ及径据«庄子胠

箧»篇ꎬ定该“脱简”之首即为上古帝王容成氏名号ꎬ此说法纯属臆测ꎬ未可遽定ꎮ 而此篇第 ５３ 号简背面的“讼城

氐”三字ꎬ又多被学者以同音通假训诂为“容成氏”ꎬ以便附会ꎮ “讼城氐”之“讼城”二字应训为“讼成”ꎬ讼即论

辩也ꎻ而氐字应训为“止”义ꎻ整体意思是:«讼成»篇至此为止ꎮ 此篇简文正文与篇题之书法有异ꎬ可断定为不同

书手所写ꎬ或即题写者取此简内容乃论古帝王成功之道而命篇名曰«讼成»ꎬ这也是古文献常见的篇题命名

方式ꎮ
关键词:　 «上博简容成氏»ꎻ讼城氐ꎻ«讼成»ꎻ上古帝王ꎻ墨家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４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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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１５
作者简介:郑炜明(１９５８—　 )ꎬ男ꎬ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ꎬ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ꎮ

①«‹容成氏›图版»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９３－１４６ 页ꎻ李零:«‹容
成氏›释文考释»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４９－２９３ 页ꎮ

②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说明»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４９ 页ꎮ
③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９ 日ꎮ

一、引言

由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二)于 ２００２ 年出版ꎬ其中公布了一篇题名

为«容成氏»①的简文(下称“该篇”)ꎮ 整理者李零把简文的篇名定为“容成氏”ꎬ并说明理由

如下:
　 　 篇题存ꎬ在第五十三简背ꎬ作“讼成氐”ꎬ从文义推测ꎬ当是拈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

字而题之ꎮ 此人应即«庄子胠箧»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ꎮ 可惜本篇第一简已

脱佚ꎮ ②

从上述文字ꎬ我们可以看到ꎬ整理者对该篇篇题的定名依据有二:
(一)按照该篇第 ５３ 简背的“讼成氐”三字的释读ꎬ确定篇题为“容成氏”ꎮ
(二)估计该篇已脱佚的“第一简”上ꎬ载述的第一个上古帝王名字ꎬ便是容成氏ꎬ而该篇篇名

应是拈此名字而题之ꎻ然后再比类«庄子胠箧»所述的上古帝王以容成氏为首ꎬ以佐证该篇亦

首列容成氏ꎬ并定名为“容成氏”的合理性ꎮ
上述第(一)点ꎬ获得了姜广辉、黄人二、陈剑、赵平安、邴尚白等人的肯定ꎮ 其中姜广辉说: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题为“讼城氐”的文献ꎬ整理者李零先生将它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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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释读为“容成氏”ꎮ ③

黄人二大概认为“氐”释为“氏”虽有一些疑点ꎬ但不影响篇题的释读ꎬ因此说:
篇题“容成氐”ꎬ末字与简文他处全作“是”者ꎬ并不相同ꎬ然假读为“氏”ꎬ不必怀疑ꎮ ①

陈剑先生在处理该篇竹简的重新编连时表示:
“讼城氐”没有问题当释读为古书中的上古帝王名“容成氏”ꎮ ②

赵平安在论述该篇的主题思想时ꎬ亦谓:
篇名“容成氏”ꎬ本作“讼城氐”ꎬ原书于第 ５３ 号简的背面ꎮ 整理者李零先生读为容成氏ꎬ定
为这一组简文的篇题ꎬ是很正确的意见ꎮ ③

但他们都没有作出更多的解释ꎮ 只是这些率先的表态ꎬ使写在第 ５３ 简背的“讼城氐”三字应被

释读为“容成氏”这一点ꎬ越发变得“无庸置疑”了ꎮ
孙伟龙、李守奎后来提及ꎬ“李零先生指出篇题为容成氏ꎬ大家无异议”ꎮ④其实此说并不准

确ꎮ 饶宗颐在«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他问题»一
文中ꎬ已然提出了该篇简文“必出自墨家言与容成氏所属的道家思想ꎬ看不出有何种关

联”⑤ꎬ“此文是否可以取«庄子胠箧篇»加以比附ꎬ很成问题”⑥ꎬ并认为其篇题有重新研定的

必要:
　 　 本简在最末一条字作“讼城氏”ꎬ不如第一简“氏”皆作“是”ꎻ各简所见ꎬ氏皆作“是”ꎬ独
此一名作“氏”ꎬ文字风格完全与各简不类ꎬ足见不能轻易据«庄子»定为容成氏ꎮ 从“氏”不

作“是”及书写风格两端ꎬ上海简似宜从此点再另行归纳ꎬ以定它的题名的准确性ꎮ ⑦

可见ꎬ有关该篇篇名的种种问题尚留有很大的讨论空间ꎮ 可惜ꎬ饶宗颐所提出的质疑ꎬ至今为止

仍未获得妥善解决ꎮ 幸而夏世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集释»一文已经顾及饶宗颐之

主张ꎬ并因此而提出了“该篇篇题尚难确定必可读为‘容成氏’”的合理论断 ⑧ꎮ
我们认为ꎬ“讼城氐”三字的释读ꎬ以至于整理者对该篇“原第一简”的过度臆测ꎬ和比类«庄

子胠箧»的未必恰当等方面ꎬ仍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ꎬ下文当续作审议ꎮ

二、关于“篇首疑脱之简”和«庄子胠箧»的迷思

　 　 首先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ꎬ不少学者颇执迷于该篇的所谓“篇首疑脱之简”ꎮ 这种执着ꎬ已
近乎认臆想为事实的程度ꎬ而超出了古文字学和训诂学的规范轨辙ꎮ⑨李零在«‹容成氏›释文考

释»中ꎬ对现存第 １ 号简的首二字“肤(卢)是(氏)”的解释为:
　 　 上文疑脱一简ꎬ作“昔者讼成是、□□是、□□是、□□是、□□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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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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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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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陈剑:«上博‹容成氏›与古史传说»ꎬ«中央研究院成立 ７５ 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南方文明学术研讨会»ꎬ２００３ꎻ又见复

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ꎬ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ꎮ
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６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孙伟龙、李守奎:«上博简标识符号五题»ꎬ«简帛»２００８ 年第三辑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第 １８２ 页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ꎮ (案:该文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完

成ꎬ由于种种不为人所知的原因ꎬ未能按时在内地发表ꎬ故延至 ２００６ 年初才交香港城巿大学«九州学林»刊登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一期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ꎮ
夏世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集释»ꎬ丁四新、夏世华:«楚地简帛思想研究»ꎬ武汉:崇文书局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１２

页ꎬ注ꎮ
有些学者或认为这样只是学术范式不同ꎮ 此说大可商榷ꎬ异日当再撰文予以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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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是、□□是、□□是、□□是、尊”ꎬ“讼成”即“容成”ꎬ“是”读“氏”ꎮ «庄

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

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ꎬ当是时也ꎬ民结绳而用之ꎬ甘其食ꎬ美其服ꎬ乐其俗ꎬ安其居ꎬ邻国

相望ꎬ鸡犬之声相闻ꎬ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ꎮ”语句相似ꎬ正以“容成”为首ꎮ ①

这段文字ꎬ或企图以“篇首疑脱之简”上的虚拟简文ꎬ比附于«庄子胠箧»中有关上古帝王的内

容ꎬ来说明二者皆以“容成氏”为首ꎬ从而提高该篇篇题定为“容成氏”的可信度ꎮ
李零的推理ꎬ其实建基于以下假设:
(１)该篇篇首必有一枚佚简ꎻ
(２)该佚简上必载有一连串上古氏族帝王名号ꎻ
(３)该连串上古氏族帝王名号之中ꎬ必以容成氏为首ꎻ
(４)该佚简上的首个人名容成氏ꎬ其字必写作“讼成是”ꎮ
可是ꎬ上述四项假设都能同时成立的可能性极低ꎮ 试问若未能确定是否真的原有一枚佚简ꎬ

又怎能贸然断定其上必然是一连串的上古帝王名号ꎬ而“讼成氏”三字必列于首? 因此ꎬ所谓“篇
首疑脱之简”上面的第一个名字“容成氏”ꎬ只不过是层层迭加的臆测而已ꎮ 但廖名春竟然在这

种臆测之上再进一层ꎬ把这枚“篇首疑脱之简”的文字“补足”ꎬ谓:
　 　 “容成氏”后可补“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祝融氏、昊英氏、有巢氏、葛
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ꎬ其中“大庭”“祝融”六氏据«庄子胠箧»补ꎮ “昊英”
“无怀”六氏据«汉书古今人表»、«六韬»佚文«大明»篇、«帝王世纪»补ꎮ ②

苏建洲、季旭升等人ꎬ甚至把该段“虚拟简文”ꎬ正式列入该篇简文之首ꎮ③在这种“弄假成真”的
氛围底下ꎬ许多学者更以此为根据ꎬ进一步作出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论述ꎻ如赵平安一早就认

定了该篇“讲述上古帝王以容成氏为首”ꎬ从而推论该文“可能属于楚地原生的文献”:
　 　 «容成氏»出于楚地ꎬ讲述上古帝王以容成氏为首ꎬ大约反映了楚地的习惯ꎮ 因此ꎬ它很

可能属于楚地原生的文献ꎮ ④

可是这些补脱和推论ꎬ其实皆无助于我们走近篇题的妥释和文章的真貌ꎬ反而可能会扭曲了寻找

真相的方向ꎮ
可以说ꎬ从一枚可能只是无中生有的“篇首疑脱之简”上的“虚拟简文”ꎬ进而迭加出来的“推

论”ꎬ实在与主观臆说无异ꎮ 因此ꎬ有些学者即使同意该篇篇题释为“容成氏”ꎬ但却也同时对“篇
首疑脱之简”产生质疑ꎮ 例如黄人二说ꎬ“简文云古氏族部份之竹简ꎬ非必定排在最前”ꎮ⑤又如邴

尚白则认为ꎬ“本篇篇题当为托传说中史官之容成氏以著述ꎬ而非‘拈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

字而题之’”ꎮ⑥再如饶师宗颐更指出ꎬ该篇现存的第 １ 简之前ꎬ根本就不一定有脱简:
(该篇第 １ 简)第一位某某氏ꎬ夺去一字ꎬ或即尊卢氏之“尊”字ꎮ 尊卢氏既属三皇ꎬ第一

简即作夺去一“尊”字ꎬ亦属可通ꎬ似不必强加推测其上再有缺文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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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说明»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５０ 页ꎮ
廖名春:«读上博简‹容成氏›札记(一)»ꎬ简帛研究网站ꎬ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ꎮ
苏建洲:«‹容成氏›译释»ꎬ季旭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ꎬ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１０３－１８２ 页ꎻ季旭升:«‹容成氏›新释文及其上古史料的价值»ꎬ«玄奘人文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６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邴尚白:«‹容成氏›篇名及其他问题»ꎬ«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ꎬ第 ３６９－３７０ 页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成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一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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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表明ꎬ我们不必一定要把篇名问题紧扣着那一枚很可能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篇
首疑脱之简”来考虑ꎮ

至于«庄子胠箧»ꎬ李零引用了其中论述上古氏族帝王事迹的部分ꎬ或有暗示该篇简文很

可能属道家文献之意ꎮ 从«‹容成氏›释文考释»之中ꎬ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意见的倾向ꎻ此外ꎬ李零

也曾另外撰文提及这个想法ꎮ①但随着研究者对该篇简文思想内容的了解逐渐深入ꎬ道家文献说

实在未能找到较强的立足点ꎮ 因此ꎬ引用«庄子胠箧»以支撑篇题“容成氏”的这一项理据ꎬ恐
怕难以成立ꎮ

总而言之ꎬ如果把该篇篇题的释读依据系于一枚“篇首疑脱之简”之上ꎬ是绝对不能令人信

服的ꎻ而采用«庄子胠箧»所述的首个上古帝王名号ꎬ以比附于该篇篇题ꎬ也是不恰当的ꎮ 饶宗

颐已列举理由ꎬ明言:“我们不能随便据«庄子»以补简的佚文ꎬ认为本简的第一位古帝即是容成

氏ꎮ”②因此ꎬ我们应当整理思路ꎬ重新思考ꎮ

三、关于标题简的文物信息

在出土或购藏的简牍文献之中ꎬ有些篇章是带有篇题的ꎮ 篇题的位置大多处于篇头几枚或

最后几枚竹简的背面ꎮ③出土文献整理者在为篇章定名时ꎬ通常都会沿用竹书所载的篇题ꎮ 我们

现正讨论的该篇被整理者命名为“容成氏”的篇什ꎬ即属此例ꎮ 该篇的编号第 ５３ 简背面ꎬ写有

“讼城氐”三字ꎻ根据其书写位置及模式ꎬ可以相信这三个字就是该篇的篇题ꎮ 为方便论述ꎬ我们

姑且亦称此简为标题简ꎮ
在直接走入“讼城氐”三字的训诂程序之前ꎬ我们大可先从文物和文献考析等角度来了解这

枚标题简ꎮ 兹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资料ꎬ略述标题简的基本物理状况及其相关信息如下:
(１)标题简被整理者列为该篇简文的第 ５３ 简ꎬ即全篇最末一简ꎮ 此简首尾完整ꎬ一面写满

文字(现称正面)ꎬ另一面只写有三字(现称背面)ꎮ
(２)此简正面满写简文ꎬ末句释文为“武王素甲以陈于殷郊ꎬ而殷”④ꎬ叙述至周武王事迹未完

而中止ꎮ 李零认为:
　 　 第五十三简文义未足ꎬ估计后面仍有脱简ꎬ但此简背面有篇题ꎬ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只

有一至二枝ꎮ 全文当敘至武王伐商终克之ꎮ⑤

按照竹简正面简文的叙事脉络来看ꎬ此简被置于篇末ꎬ是很恰当的ꎮ 至于后文是否只有一二枚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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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ꎮ
关于竹书篇题ꎬ李零曾表示:“简文篇题有首题和尾题ꎮ 上博楚简ꎬ首题多在正数第二简的简背ꎬ尾题多在倒数第二简的

简背ꎮ”(李零:«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又曾说:“古书的篇题ꎬ从出

土发现看ꎬ多在卷首第二简或第三简ꎬ或卷尾第二简或第三简ꎮ”(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的“孔子诗论”部
分»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４ 日ꎮ)另赵平安曾指出:“一般说来ꎬ一篇完整的竹书ꎬ篇题往往是写在最后一支简上的ꎮ”(赵平

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六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可见李、赵二位先

生的意见不尽一致ꎮ 而陈伟通过分析出土竹书篇题的实际情况后立论:“在楚简中篇题或有或无ꎬ似无定规ꎮ 其位置大多在篇

头几回或最后几枚竹简的背面ꎬ但也有例外的情況ꎮ” (陈伟:«楚简册概论»ꎬ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２５－２７ 页ꎮ)应
是比较中肯的概括ꎮ

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之说明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２ 页ꎮ

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之说明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４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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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则尚未能作准ꎮ 赵平安认为ꎬ“战国文献中ꎬ正面举例常称‘尧舜禹汤文武’ꎬ反面常称‘桀纣

幽厉’ꎬ下限往往止于西周ꎮ «容成氏»叙述古帝王已到周武ꎬ缺简应该不会太多ꎮ”①如此则下文

于叙述武王以后ꎬ或亦批评周厉王和周幽王ꎬ最后可能还有一些概括性的评语等等ꎻ至于所脱佚

之简究竟有一二枚抑或三数枚ꎬ实已难于考证ꎮ

(３)简背距顶端约三分之一的位置ꎬ写有三个字ꎬ原文作“ ”ꎬ应隶定为“讼城氐”无

疑ꎮ 李零«释文考释»谓“讼城氐ꎬ即‘容成氏’ꎮ 这是原书的篇题ꎬ估计是倒数第二、三简的背

面”ꎮ②但我们认为“讼城氐”不应读为“容成氏”ꎬ有关的训诂理由将于本文第六节中详述ꎮ
(４)尤应注意的是ꎬ篇题的书写ꎬ与整篇简文正文的书法风格迥异ꎬ饶宗颐谓篇题简上“讼城

氐三字的笔画无篇内文字之肥润”③ꎮ 今覆检篇题及内文图版以比较ꎬ状况确是如此:内文肥润ꎬ
而篇题纤细ꎮ 这个现象显示二者很可能出自不同书者的手笔ꎮ 下文将继续论析ꎮ

四、脱简及篇题书法差异等问题

综合上述从器物学的角度ꎬ对该篇篇题简状态的观察结果ꎬ我们或可作出如下的进一步推论

和估计:
饶宗颐认为ꎬ该篇篇题和内文的书法风格差异情况ꎬ是妥善释读该篇篇题的关键问题之一ꎬ

因此有必要深入讨论ꎮ 李零认为原书篇题写在原本倒数第二三简背面ꎬ后来倒数第一二简脱佚

了ꎮ 但他这想法ꎬ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书风差异的问题ꎮ 赵平安则对两种字体作出了详细分析:
　 　 第 ５３ 简正反两面的字迹ꎬ明显有所不同ꎮ 正面文字起笔和收笔比较细ꎬ多锋芒ꎬ整体风

格犀利粗犷ꎬ背面则笔画均齐ꎬ风格秀媚ꎬ不像是一次写完成的ꎮ 第 ５３ 简正面的文字和 １－
５２ 简系同时所书ꎬ篇题“讼城氐”应是脱简之后补上去的ꎮ 那么ꎬ«容成氏»在抄写的时

候应该已经是残本了ꎮ ④

引文提出了如下设想:一是该篇正文在抄写时已脱佚后文ꎻ二是正文和篇题应非同时写成ꎬ篇题

是脱简之后补上的ꎮ 这两个设想不无矛盾之处ꎮ 按常理ꎬ抄写残卷的人在抄完正文时ꎬ多会立即

写上篇题ꎬ以资识别ꎮ 此外我们认为ꎬ不一致的书写风格ꎬ更可能是意味着书写者的不同ꎻ较之赵

平安强调的“异时”说ꎬ似应兼及考虑“异人”的情况ꎮ
客观地说ꎬ篇题的书法与正文风格有别ꎬ或反映相关时间和人物的三种可能情况(由于书风

之别ꎬ同时同人可以完全排除):(１)同时异人ꎬ(２)异时同人ꎬ(３)异时异人ꎻ同时乃指同一时段

之内书写ꎬ包括某些抄写工序之中的先后书写次序ꎬ也算同时ꎮ 基于书风的明显差异ꎬ第(２)项
“异时同人”(两种书法皆由相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书)的可能性较低ꎮ 无论如何ꎬ我们无法完全

排除前两种可能性ꎬ但相信第三种可能性会较高一些ꎮ 我们怀疑应先有抄录正文的简篇ꎬ可能隔

了一段时间之后ꎬ才有人在所存的最末一枚简的背后书写篇题ꎬ以示标识ꎮ 这一点颇像图书整理

和编目的工作ꎮ
根据这点设想ꎬ我们或可尝试还原该篇卷子在入土前的整理经历:
某甲(撰人或抄者)书写整篇文章及篇题 → 末段竹简(及写在其背面的原篇题)脱佚 →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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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６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之说明ꎬ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３ 页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ꎬ第 ９ 页ꎮ
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６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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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藏者)整理残篇并于残卷的末简背面重新书写篇题 → 入土

案:上述推论乃基于一个必要的假设ꎬ就是篇题并非在竹书出土后由今人(如文物贩子等)所书ꎮ
藏者某乙也许是知道原来篇题的ꎬ因此在卷末的几枚竹简脱佚后ꎬ便在所剩残卷的最末简上为之

补写篇题ꎬ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做法ꎮ 当然ꎬ某乙也可能不知道原来篇题的有无ꎬ故而自行补拟ꎮ
凭借已知的资料ꎬ我们相信“讼城氐”三字很大机会由收藏者所书ꎬ但仍无法估计此篇题原本由

谁人(原作者抑收藏者)所拟定ꎮ

五、篇题命名方式的推论

姑勿论命名篇题者是谁人ꎬ我们仍可试行透过探究其命名方式ꎬ以推考该篇篇题简上“讼城

氐”三字的真义ꎮ
余嘉锡的«古书通例»ꎬ有专节论述古书书名的由来ꎬ其中也谈及古书中个别篇章的命名方

式ꎬ其说曰:
　 　 诸子之文ꎬ成于手著者ꎬ往往一意相承ꎬ自具首尾ꎬ文成之后ꎬ或取篇中旨意ꎬ标为题目ꎮ
至于门弟子纂辑问答之书编次之时ꎬ但约略字句ꎬ断而为篇ꎬ而摘首句二三字以为之

目ꎮ①

又谓:
汉志诸子ꎬ除不知作者外ꎬ皆只以人名书ꎮ 其只一篇者ꎬ盖别无篇题ꎮ②

综上所说ꎬ古书篇题的由来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标示篇中旨意为题ꎬ二是摘篇首字句为题ꎬ三是以

人名书 /篇(只一篇者ꎬ书题即篇题)ꎮ 下表按此分类列出诸家对该篇篇题命名方式的估计ꎮ

学者 主张篇题 命名方式 命名要素说明

李零 容成氏 摘篇首字句为题 当是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

黄人二 容成氏 以人名书 /篇 属春秋家容成氏之书

邴尚白 容成氏 以人名书 /篇 托史官容成氏之名以著述

饶宗颐 讼城氏 以人名书 /篇 以篇中墨家思想推论ꎬ篇题或属墨家巨子的名号

李零对于该篇篇题的设想ꎬ大多数学者皆无异议ꎮ 但这个说法ꎬ面对着一个重要的难题ꎬ就
是篇题上的“氐”字ꎬ不如篇内氏族之名皆写作“是”ꎮ 该篇内文既以“是”表“氏”义ꎬ假如篇题是

上古帝王某某氏的话ꎬ何以不写作“是”呢? 若以篇题乃拈取已脱佚的第一简首个名号来题写ꎬ
则该首个名号当书作“讼城是”ꎬ这岂不是与现在篇题简上的写法“讼城氐”不一致? 既是拈取而

成ꎬ何以又要改易一字ꎬ以“氐”代“是”呢? 这些难以解释的情形ꎬ都使人不得不对“容成氏”这
个篇题ꎬ怀有极大的疑虑ꎮ

黄人二、邴尚白虽然都赞同篇题应作“容成氏”ꎬ但皆认为该篇的命名方式ꎬ应与其作者之名

有关ꎬ而非“拈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③ꎮ 黄人二谓“简文«容成氏»ꎬ依性质或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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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古书通例»ꎬ台北:台湾书房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０－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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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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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春秋家中”ꎮ①邴尚白认为“篇题当为托传说中史官之容成氏以著

述”ꎮ②而饶师宗颐则表明篇名或因墨者之名而题作“讼城氏”ꎮ③按余嘉锡的释例ꎬ三者皆入于

“以人名书”ꎬ而或因该书只有一篇文章ꎬ故不另立篇题ꎮ 但这个想法已难以证实ꎮ 何况目前还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ꎬ篇题的“氐”字和篇中表“氏”义的“是”字可以相通ꎮ 因此ꎬ对于把“讼城氐”
三字视为作者名氏ꎬ应当有所保留ꎮ

如果“讼城氐”不释作人名ꎬ那么这三个字会代表一个甚么概念呢? 要是以人名篇ꎬ一般都

会是他人(如朋友、弟子等)所题的ꎮ 要是一位作者为自己的文章命名ꎬ他很可能会拟定一个足

以概括篇章要旨的题名ꎬ这是人之常情ꎮ 又如果是一位藏书者ꎬ在作品题篇已脱佚的情况下ꎬ则
有较大机会会摘取篇首或篇末的词句题写ꎮ 但如前所述ꎬ为该篇简文补写篇题的那位藏者ꎬ也可

能是知道原来篇题的ꎮ 所以这问题的变数仍多ꎮ
从简文内容来看ꎬ该篇不像是由门弟子纂辑问答之书ꎬ而很可能是成于手著的诸子之文ꎮ 准

此ꎬ该篇题乃作者“取篇中旨意ꎬ标为题目”ꎬ亦不无可能ꎮ 要特别指出的是ꎬ从来没有研究者提

出“取篇中旨意为题”的想法ꎬ这个选项其实不应被排除在研究者的思考方向以外ꎮ 既然如此ꎬ
我们与其死守着那虚无缥缈的脱简上的第一个古帝名号ꎬ又或纠缠于证据尚嫌不够充分的以人

名篇之说ꎬ倒不如另辟蹊径ꎬ探讨一下“概括全篇要旨而为篇名”的可能性ꎮ

六、“讼城氐”三字的训诂

若要证明标题简的“讼城氐”三字ꎬ或为整篇文章内容主旨的概括ꎬ就必须:一、从训诂学上

重新审视这三个字的训义ꎬ以找出各种释读的可能性ꎻ二、了解整篇文章的内容主旨ꎬ从而找出能

切合篇题推论的依据ꎮ 以下先讨论“讼城氐”三字的训诂问题ꎮ
(一)“讼”可读回本字

标题简上的第一字ꎬ分明从“左言右公”ꎬ隶定作“讼”字是理所当然的ꎮ 研究者之中ꎬ大概只

有饶师没有把此字改读ꎮ 李零读此字为“容”ꎬ得到绝大多数学者信从ꎻ李守奎等的«‹容成氏›释
文一»标题“讼”字作“颂” ④ꎬ但他们都没有说明其通假依据ꎮ

就通假关系而言ꎬ“讼”古通“颂”ꎬ作歌颂义ꎮ “颂”又可通“容”ꎬ作容貌义ꎮ 但故训之中未

见“讼”可直接通“容”的合理义例ꎮ⑤反过来看ꎬ容貌的容字ꎬ在楚简帛文字中有写作颂、伀、 、
、 ꎬ等等 ⑥ꎬ并未见写作讼字的文例ꎮ 如果把篇题简的“讼”先假作“颂”再假作“容”ꎬ则甚嫌

牵强ꎮ 因此ꎬ把篇题简的“讼”直接读为“容”的文字学根据是不充足的ꎮ 假如纯任声训的话ꎬ除
了容字之外ꎬ可供选择的字恐怕还要多很多ꎬ如庸、终、融、诵等等ꎬ故我们暂不考虑ꎮ

我们认为“讼”或应读如其字ꎮ «说文言部»:“讼ꎬ争也ꎮ 从言ꎬ公声ꎮ 一曰歌讼ꎮ”«段注»
释谓“公言之”ꎬ盖可从字形以会意ꎮ 先秦文献之中ꎬ讼字的用义ꎬ约可归纳为“狱讼”和“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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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ꎮ①此外ꎬ«诗经» “风雅颂”的颂字ꎬ楚简常见书作“讼”ꎮ 估计讼字的含义或曾经历如下

演变:
讼──争义＋公言义 → 狱讼ꎬ论辩

讼──公言义 → 与诵通ꎬ又通颂诗的颂(此义后世渐被诵、颂等字替代)
综览该篇简文的语气和要旨ꎬ似乎与“歌颂”之义无涉ꎬ且从内容来说ꎬ又看不到任何有关

“狱讼”的主要论述ꎬ因此ꎬ篇题简“讼”字读为“颂”或训为“狱讼”的可能性较低ꎮ 结合我们对简

文要旨的推断ꎬ“讼”字很可能是表“论辩”、 “公评”义ꎮ 据姜广辉的观察ꎬ该篇简文“论事理隐然

有不如此必如彼的策士之风”②ꎬ亦可佐证我们认为简文或开宗明义以“论讼某事物”名篇的

设想ꎮ
(二)“城”可读为“成”
篇题简的第二字ꎬ从“上成下土”ꎬ李零径释为“成”ꎬ但没有交代理据ꎮ 饶宗颐认为:
“城”字分明作“ ”ꎬ不必读为成ꎬ不一定是指容成氏ꎮ ③

虽然饶宗颐对篇题或为墨家巨子之名“讼城氏”的猜测不一定对ꎬ但在整理者毫无说明而径

下结论的情况下ꎬ他所提出的质疑是甚为合理的ꎮ
战国简帛文字“上成下土”ꎬ或用作城池的“城”ꎬ也可用作其引伸义──成功的“成”ꎬ而第

二种情况似更为常见一些ꎮ «说文成部»:“成ꎬ就也ꎮ”«广韵»:“毕也ꎮ 凡功卒业就谓之成ꎮ”
又«谥法»:“安民立政曰成ꎮ”结合该篇简文缕述古代帝王的施政得失来看ꎬ“城”字很可能应释

作“成”ꎬ以取王者为政功成之义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倾向认为篇题简上的第一、二字ꎬ应释为“讼成”ꎮ 加上第三字ꎬ从概括内容

主旨的角度去推断篇题ꎬ或可读为“讼成氐”或“讼成、氐”ꎻ但“成氐”或“氐”皆甚不可解ꎬ破绎篇

题的关键仍系于“氐”字ꎮ
(三)“氐”可训为“止”
整理者李零认为篇题简上的氐字即氏字ꎬ但没有说明依据ꎮ 而研究者无不信从ꎮ 邴尚白虽

然指出了“篇题‘讼成氐(氏) ’末字与上古帝王皆写作‘某某是(氏) ’不同”ꎬ却把这个现象解释

为题写者“为了区别一般姓氏及远古传说帝王”而作的特别写法ꎮ④饶宗颐虽然强调必须解决篇

题简“氏”不作“是”的问题ꎬ但终究未对“氐读曰氏”之说提出质疑ꎮ⑤而孙伟龙、李守奎虽然提出

“楚简中‘氐’字常见ꎬ未见与‘氏’混讹或相借用之例”ꎬ但却猜测篇题简“氐”字下部的一横划ꎬ
可能只是某种篇题符号ꎬ依然维持篇题简上第三字应释作“氏”的基本看法ꎮ

由此观之ꎬ对于篇题简上的“氐”字应作“氏”字看ꎬ学者是深信不疑的ꎮ 我们则认为“氐”不
应读为“氏”ꎮ 且不论“讼城氐”三字或者不释作人名“某某氏”ꎬ即使单从文字学角度考析氐、氏
能否相通ꎬ仍是大有可议的ꎮ 孙伟龙、李守奎的分析亟堪借鉴:

　 　 李零先生指出篇题为容成氏ꎬ大家无异议ꎮ 但是“氐”读为“氏”ꎬ尚有可疑ꎮ 何琳仪先

生认为“氏”、“氐”一字分化ꎬ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些二字用作偏旁相通的例证ꎮ 但文字的分

化一般不具备可逆性ꎬ分化字一般不用作母字ꎮ 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上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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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现了“氐”字ꎮ 楚简中“氐”字常见ꎬ未见与“氏”相混讹或相借用之例ꎮ①

虽然我们不认同该文把氐字下部的横划视为篇题符号ꎬ但对引文中关于氐字在楚简之中未见与

氏字相借用之例 ② 的基本信息ꎬ则十分赞同ꎮ 氐、氏二字即使同源ꎬ那并不代表可以互相通训ꎮ
楚简中习见氏、是互相通假之例ꎬ但不代表氐字可借作氏或是ꎮ 由于氐、氏相通之说仍存在较大

疑问ꎬ因此在未具备有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训诂依据之前ꎬ篇题简上的“氐”字实在不宜贸然改读

为“氏”ꎮ
清华简«楚居»有“氐今曰楚人”③一语ꎬ以述介楚族名称由来的史迹ꎻ“氐今”乃“至今为止”

的意思ꎬ氐可训至或止ꎮ④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帛书经三禁»有云:“进不氐ꎬ立不让ꎬ俓遂凌

节ꎬ是谓大凶ꎮ”氐字训作“止”ꎬ即停止之义ꎮ⑤二例的训义ꎬ与«说文»相合ꎮ «说文氐部»:“氐ꎬ
至也ꎮ 从氐下箸一ꎮ 一ꎬ地也ꎮ”因此ꎬ我们认为“氐”字或应读回本字ꎬ训“至”或“止”ꎻ三字的音

义实皆可通ꎮ
(四)“讼城氐”或应读曰“«讼成»氐”
我们以为“讼城(成)氐”三字ꎬ应读为“«讼成»氐”ꎬ这很可能是题写篇名者示意«讼成»篇简

文至此而止的意思ꎮ 即是说ꎬ篇题简背面三字的前两字才是真正的篇题ꎬ而末一字是提示语ꎮ 就

好像一些古籍刻本中ꎬ经常看到每卷完结之后ꎬ在最末一行刻有“某篇终”的情况ꎮ 只是完整的

卷子用“终”字ꎬ而«讼成»篇此残卷ꎬ则是截至周武王伐纣的事迹未完而中断ꎬ故题写书名者在该

简篇题«讼成»二字之下加一“氐”字ꎬ以标明该篇文章所存的竹简“至此为止”ꎮ 赵平安曾指出ꎬ
“如果竹书后面部分脱去ꎬ篇名也会随之脱去ꎮ «容成氏»的情况不是这样ꎬ值得引起注意”⑥ꎮ
通过我们的考察ꎬ这个问题已不难解释ꎮ «讼成»篇的这个现象ꎬ或者显示题写者在标写篇题的

时候ꎬ已经确认该篇末简之后的竹简ꎬ已经阙佚ꎬ末段内容无法补充ꎬ而只能在残卷的最末简背面

补写篇名而已ꎮ
«讼成»这个篇名的词汇结构为动宾结构ꎬ首字“讼”表明论说的性质(公开论辩)ꎬ后一字

“成”则标出论说的主题(成功)ꎮ 在传统文献之中ꎬ不乏与«讼成»篇名格式相若的例子ꎬ如:«孔
子家语»的«辩政»、«论礼»ꎬ«墨子»的«明鬼»ꎬ«荀子»的«议兵»、«解蔽»ꎬ«韩非子»的«喻老»ꎬ
«列子»的«说符»等等ꎮ 可见把«讼成»视为文章的篇题ꎬ是可以成立的ꎮ

总而言之ꎬ“讼城氐”整理者原读为“容成氏”ꎬ从文字训诂或简文内容的角度看ꎬ均欠缺足够

的理据ꎮ 我们尝试考虑“以内容主旨名篇”的可能性ꎬ读“讼城氐”为“«讼成»氐”ꎬ是完全符合文

字训诂原则ꎬ以及传统文献的篇章命名规律的ꎮ
下面ꎬ我们将从简文的内容要旨方面ꎬ进一步论证该篇被原作者或藏书者命名为«讼成»的

合理性ꎮ

七、«讼成»:论帝王的成功之道

多数研究者都试图从研究该篇简文的思想倾向入手ꎬ用以证明“以人名篇”这个篇题命名方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伟龙、李守奎:«上博简标识符号五题»ꎬ«简帛»２００８ 年第三辑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ꎮ
上博简«李颂»有“氐古圣人兼此”一语ꎬ“氐古”二字ꎬ整理者读为“是故”ꎬ仍未曾解决氐、氏(是)或不可相通的疑虑ꎮ 其

实“氐古”当训为“至古”ꎬ我们将会另文讨论ꎮ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壹)»上册ꎬ上海:中西书局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１８ 页ꎮ
郑炜明、陈玉莹:«从清华简‹楚居›看中国上古外科医学»ꎬ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４－５７ 页ꎮ
“ ”见‹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图版›ꎬ«马王堆汉墓帛书»(壹)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ꎬ一二五上ꎮ
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６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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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推论ꎮ 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ꎬ也急于为该篇的思想派别定性ꎮ 关于«讼成»思想倾向的讨

论ꎬ众说纷纭ꎬ十分热闹ꎻ有李零的道家说 ①ꎬ李学勤的纵横家说 ②ꎬ姜广辉 ③、李存山 ④、王青 ⑤

的儒家说ꎬ赵平安 ⑥、饶宗颐 ⑦、史党社 ⑧、郭永秉 ⑨、黄海烈  等的墨家说ꎬ黄人二的春秋家说 

ꎬ刘乐贤 、吴根友  的杂家说等等ꎮ 鉴于主张墨家说者所提出来的理由比较充分ꎬ我们也支持

此说ꎬ但不打算在此过于深入ꎮ
必须指出ꎬ无论该篇的思想倾向属于何派ꎬ“取篇中旨意为题”的篇名ꎬ其实不一定会直接反

映出作者的思想倾向ꎬ«讼成»篇可能就属于此例ꎮ 赵平安对«讼成»篇的主旨问题ꎬ作了恰当的

概括:
　 　 «容成氏»叙述夏商周三代历史ꎬ由夏禹直接到夏桀ꎬ由商ꎬ汤直接到商纣ꎬ然后是周文

王周武王ꎬ明显有所侧重它是通过朝代更迭的轮廓ꎬ来说明种理念的ꎮ 这种现象在先秦

时代很普遍ꎬ属于诸子类先秦诸子引述古代帝王事迹往住是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ꎬ它的

取舍和褒贬能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倾向ꎮ

我们认为«讼成»这个篇名ꎬ仅属命名者对文章内容的概括提示而已ꎬ不涉及任何思想倾向或者

某种理念或主张的表达ꎮ
下表乃按照«讼成»篇最新的竹简缀联成果 ꎬ并根据内容分为八个段落ꎬ以便进一步阐析

其内容大要与篇名的关系:
段落 简序 内容大要

第一段 １＋４３＋３５Ｂ＋３１＋３２＋４＋５＋６
上古氏族帝王之政:不授子而授贤ꎮ 政简人

和ꎮ

第二段 ６＋７＋９＋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８＋１２＋２３ 尧政:视贤、让贤ꎮ 举舜于草茅之中ꎮ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ꎮ
李学勤、刘国忠:«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ꎬ«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ꎮ 又见李学勤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ꎬ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１２ 页ꎮ
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９ 日ꎮ
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ꎮ 又见«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王青:«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ꎬ«河北学刊»第 ２７ 卷第 ３ 期ꎮ
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６ 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ꎮ
史党社:«读上博简‹容成氏›小记»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ꎮ
郭永秉:«从‹容成氏›３３ 号简看‹容成氏›的学派归属»ꎬ简帛网ꎬ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ꎮ
黄海烈:«上博简‹容成氏›的发现及其学派归属问题»ꎬ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ꎬ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刘乐贤:«读上博简‹容成氏›小札»ꎬ简帛研究网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又见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ꎬ北京:文物出版

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２ 页ꎮ
吴根友:«上博简‹容成氏›政治哲学思想探析»ꎬ丁四新:«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８－１８ 页ꎮ
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ꎬ饶宗颐:«华学»２００３ 年第六辑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ꎬ第 ７５－７８ 页ꎮ
子居:«上博二‹容成氏›再编连»ꎬ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ꎬ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７ 日ꎮ 以及郑炜明、陈玉莹:

«上博简‹讼成›篇“三俈”与唐虞史事新考»第三节所论述的关键编联难点分析和解决方案(«出土文献研究视野与方法»第五

辑ꎬ台北:政大中文系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第 ８１－８８ 页ꎮ)



郑炜明: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段落 简序 内容大要

第三段 ２３＋１５＋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１６＋１７
舜政:让贤ꎮ 任贤:立禹通九州ꎬ立后稷主农ꎬ
立皐陶以理民ꎬ立质典乐ꎮ

第四段 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３３＋３４
禹政:让贤ꎮ 因民之欲ꎬ会天地之利ꎮ 去苛行

俭ꎬ建鼓听讼ꎮ 成圣之名ꎮ

第五段 ３４＋３５Ａ＋３８＋３９＋４０＋４１
夏启攻益自取ꎮ 夏桀不述先王之道ꎬ恣欲骄

奢ꎬ汤从而攻之ꎮ

第六段 ４１＋３６＋３７＋２３＋４２ 汤政:用伊尹为佐ꎬ起衰救弊ꎬ得众而王天下ꎮ

第七段 ４２＋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
商纣不述先王之道ꎬ倒行逆施ꎬ九邦叛之ꎮ 文

王以德服九邦ꎮ
第八段 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 周武王伐纣

从上表可见ꎬ«讼成»篇中的古代圣王ꎬ即诸位上古氏族王者、尧、舜、禹、汤、文、武等ꎬ他们的

成功要素包含了“尚贤”、 “爱民”和“利民”等思想ꎮ 这些思想明显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符ꎬ主
«讼成»属墨家者言的学者已有提及ꎬ于兹不赘ꎮ 这些成功要素的结果ꎬ在简文中或称为“得众”、
“成政”和“成德”等等ꎮ 此外ꎬ简文又举出了夏桀和商纣的反面事迹ꎬ来说明违反圣王之道而招

致败亡的道理ꎮ
已有不少学者提到ꎬ«讼成»篇的书写方法ꎬ有很浓厚的历史叙述风格ꎮ 饶宗颐曾指出ꎬ这种

现象或与墨家的学术背景有关:
　 　 «汉书艺文志»云墨家«尹佚»二篇ꎮ 墨家始于周太史尹佚ꎬ佚为太史在周成王朝ꎬ与
周、召及太公同为四辅ꎮ (见汪中«墨子叙»)东迁以后ꎬ其说屡为人引用ꎮ 故墨者之学ꎬ长于

引述史事ꎮ 墨翟亦学于史角ꎮ (见«吕览当染»)墨子以五车书著名ꎬ其人饱读诗、书及诸

国春秋ꎬ其书多所引用ꎮ 他所传授的古史观点ꎬ可能出于史佚ꎬ很重史实 ①

此外ꎬ«讼成»篇的论说方式ꎬ与墨家的“言谈”之法ꎬ亦似有相合之处ꎮ «墨子非命下»
有云: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ꎬ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ꎮ 若不先立仪而言ꎬ譬之犹运钧之上而

立朝夕焉也ꎮ 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ꎬ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ꎮ 是故言有三法ꎮ 何谓三法?
曰:有考之者ꎬ有原之者ꎬ有用之者ꎮ 恶乎考之? 考先圣大王之事ꎮ 恶乎原之? 察众之耳目

之请? 恶乎用之? 发而为政乎国ꎬ察万民而观之ꎮ 此谓三法也ꎮ
«讼成»论成败之政ꎬ就犹如墨子所譬喻的朝夕之辩ꎻ而简文详于载述史迹ꎬ不亦契合于“考

先圣大王之事”而“察众之耳目”之法? 关于这一点ꎬ仍未见主墨家说的研究者提及ꎬ特略为标出

如上ꎬ容可为饶宗颐先生谓此篇“必出自墨家言”、 “疑是墨家所流传的古史系统”②等观点ꎬ增添

一条有力的佐证ꎮ
总之ꎬ简文循正反两方面立论ꎬ通篇缕述古代帝王成败的轨彻ꎬ从而表明作者的主张ꎻ如命名

者为其题«讼成»这个篇名ꎬ是十分合理而适切的ꎮ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ꎬ陈玉莹女士贡献良多ꎬ谨此致谢ꎮ)

５５１

①
②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ꎮ
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城氏›»ꎬ«九州学林»２００６ 年春季四卷二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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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ｔｉｔｌｅｄ
ａｓ “Ｒ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ｓｅｕｍ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ｇ
(Ｊａｏ Ｔｓｕｎｇ－Ｉ Ｐｅｔｉｔｅ Ｅｃｏｌｅ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ｒｅｔｉｔｌｉｎｇ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Ｒ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 容成氏”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ｓｅｕｍ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ｔｏ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讼成”.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ｗａｓ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Ｑｕｑｉ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庄子 胠箧 ａｎｄ ｗａｓ ｈｅｎｃｅ ｍｉｓｔｉｔｌｅｄ ａｓ “Ｒ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ꎻ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Ｄｉ 讼城氐”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ｏ. ５３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ｏｎｙｍ ｏｆ “Ｒ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讼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讼成”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Ｄｉ 氐” ｂ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止 Ｚｈｉ” ( ｔｈｅ ｅｎｄ)
– ｉ.ｅ.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Ｄｉ 讼城氐”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ａ ｌａｔｅｒ ｓｃｒｉ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ꎬ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ｉｔ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Ｒ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ｓｅｕｍ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ꎻ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Ｄｉꎻ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ꎻ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ꎻ Ｍｏｈ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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