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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与“上去”
———“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①

张先飞
( 河南大学 文学院ꎬ河南 开封ꎬ４７５００１ )

　 　 摘要:　 “五四”前期现代人道主义思潮与“人的文学”文艺运动均发端于周氏兄弟的“复出”ꎬ他们自愿走出

返归自我的精神“退隐”并转而投身新的社会改造运动ꎬ这一事件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关

注点ꎮ 考察促使周氏兄弟作出抉择的个体心理动因与外部思潮原因ꎬ探究他们的精神动机、思想演变历程ꎬ以及

其抉择的真实含义与新的自我身份定位等ꎬ可以发现ꎬ１９１８ 年前后周氏兄弟受到两条重要思路的强烈触动:其
一ꎬ“下去”即为“上去”的“尼采思路”为周氏兄弟提供了理论上的驱动力ꎻ其二ꎬ民初知识界第二次思想“陡转”
中梁漱溟、蔡元培等智识者富于强烈道德自许、道义担当的思想行动ꎬ以及“一战”后新的世界大势的强烈冲击

与启示ꎬ这些促使深受“中国问题”困扰的周氏兄弟最终作出投身社会改造的抉择ꎬ亦即他们的“下去”ꎮ
关键词:　 鲁迅ꎻ周作人ꎻ现代人道主义ꎻ复出ꎻ“下去”与“上去”ꎻ知识界的“陡转”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０１－１３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７
作者简介:张先飞(１９７１—　 )ꎬ男ꎬ河南西峡人ꎬ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河南省特聘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１６－ＣＸＴＤ－０３)、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

目(２０１５－ＪＣＺＤ－０１８)、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ＹＸＸＺ－１０)的阶段性成果ꎮ

　 　 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是“五四”时代最为重要的思想与社会改造潮流ꎬ其特殊的社会改造

理念与思路对于“五四”时代ꎬ以及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发展都起到过特殊的推动作用ꎮ
作为初期新文学主体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的文学运动ꎬ即“人的文学”的文学运动ꎬ是“五
四”现代人道主义整体思潮运动的关键性部分ꎮ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将文艺确认为社会改造

最为首要的工具ꎬ在此认知基础上展开新的文学创造ꎬ立足社会责任ꎬ追求改造效应ꎬ从而使初期

新文学表现出不同于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独有特质ꎮ
如要解决“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文学运动的发生学问题ꎬ首先要找寻到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

起点ꎮ 笔者发现ꎬ“人的文学”的文学运动发端自周氏兄弟重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战阵ꎮ 这一事

件被称作周氏兄弟的“复出”ꎬ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现象ꎮ
作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思想运动与文学运动的关键性人物ꎬ周氏兄弟从“退隐”到重

回战阵的传奇经历一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热门话题ꎮ 人们始终围绕一些核心问

题提出各种迥异的解说ꎬ这些问题包括:周氏兄弟决定投身改革运动的个体心理动因与推动他们

做出抉择的外部思潮的原因ꎻ周氏兄弟如何解说自身抉择的真实含义ꎬ以及他们如何定位自己在

社会思潮运动中新的身份等ꎮ 不过ꎬ以往的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对于这些问题也曾作出过较为

接近的固定的判断ꎮ 如很多研究者们普遍认为ꎬ周氏兄弟是在关于“铁屋子”的讨论后作出重大

人生选择的ꎮ 这些研究者对于周氏兄弟思想转变历程ꎬ往往会依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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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出此类描述:周氏兄弟本来确信“铁屋子”里的众人已无法逃脱最终在熟睡中全体安静死去

的命运ꎬ不过他们能够自我安慰的是ꎬ在此过程中众人虽无醒觉的可能ꎬ但同时也自然感受不到

任何痛楚ꎮ 而钱玄同对周氏兄弟的确信深不以为然ꎬ提出尖锐质疑ꎮ 他认为不仅“铁屋子”存在

着被毁坏的希望ꎬ而且众人被唤醒后也不是没有机会得到拯救的ꎮ 周氏兄弟发现自己绝无充足

理据来否认钱玄同对社会改革前途的假设ꎬ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铁屋子”存在着被打破的几率ꎮ
虽然这并不足以消除他们对中国前途的怀疑、焦虑与绝望ꎬ但是他们仍带着这样的思想包袱正式

加入新文化与新文艺运动的战阵ꎮ 从以上描述可知ꎬ在很多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中ꎬ研究者们往

往是将鲁迅所自我描述的在“铁屋子”讨论中的思想交锋与道路抉择确定为周氏兄弟人生选择

的决定性因素ꎮ
在笔者看来ꎬ“铁屋子”讨论中所包含的思想挣扎与抉择ꎬ只是促使周氏兄弟思想突变的一

项普通的思想动因而已ꎬ如果将其意义无限拔高ꎬ并视为决定性因素ꎬ就不免显得有些武断ꎬ甚至

会令人误认为周氏兄弟人生选择太过轻率ꎮ 而且当我们回顾新文化运动前周氏兄弟近十年痛苦

的精神挣扎时ꎬ就会清楚发现ꎬ仅由“铁屋子”有打破可能这一判断的支撑ꎬ周氏兄弟思想历程中

很多重大问题都难以得到准确解释ꎮ 具体言之ꎬ如果仅凭这一思想动因ꎬ既不可能把鲁迅从异常

深重的疑虑与多年来沉静的寂寞中轻易拉出①ꎬ也难以将个性倔强的周作人从对于社会现实的

消极对待中简单解脱出来ꎮ 另外ꎬ这样一点小小的观念改变ꎬ根本无法支撑周氏兄弟从沉寂中决

然奋起的行动ꎬ也没有足够的助力促动他们不再甘心做革新运动冷静远观的同情者ꎬ而是突然焕

发起蓬勃燃烧的热情与彻底决绝的态度ꎬ投身到一场尚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思想、文化及社会

变革的决战中ꎻ同时ꎬ也很难解释周氏兄弟为何会在“五四”落潮时产生无比巨大的心理落差ꎬ扼
腕喟叹“寂寞新文苑ꎬ平安旧战场ꎮ 两间余一卒ꎬ荷戟独彷徨”②ꎬ心境萧条落寞以极ꎬ沉溺到绝望

的潭底ꎮ 当我们进一步追溯关于“铁屋子”讨论这一“传奇”的由来时ꎬ也会看到ꎬ«‹呐喊›自序»
对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玄学式对谈的记述太过简略ꎬ浪漫的文艺性描写取代了对思

考过程与决断形成的清晰说明ꎬ使得整个“铁屋子”事件显得扑朔迷离ꎬ让人怀疑根本就类似于

“幻灯片”事件ꎬ实乃虚实参半ꎮ 由以上分析可知ꎬ促使周氏兄弟做出投身社会改造运动重大抉

择的ꎬ一定还有着更为关键性的个体心理动因与外部思潮的原因ꎬ而且周氏兄弟也一定经历了更

为漫长而坚实的思想演变的路程ꎮ③

据笔者考察ꎬ１９１８ 年前后周氏兄弟受到两条重要思路的强烈触动:其一ꎬ“下去”即为“上
去”的“尼采思路”为周氏兄弟提供了理论上的驱动力ꎻ其二ꎬ民初知识界第二次思想“陡转”中梁

漱溟、蔡元培等智识者富于强烈道德自许与道义担当的思想行动ꎬ以及“一战”后新的世界大势

２

①

②

③

鲁迅始终未停止过从绝望中挣脱的努力ꎮ 他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与人性拯救的可能性问题ꎬ应该已同自己做过无数次辩

论ꎬ甚至希望在内典与老庄哲学中寻觅答案ꎬ不过一直没有成功ꎮ 这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鲁迅所怀有的疑虑的深重程度ꎬ以
及他对于国家及国民命运的思考是何等复杂纠结ꎮ

鲁迅:«题‹彷徨›»ꎬ载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２ 日鲁迅日记ꎬ«鲁迅全集»(第 １６ 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６４ 页ꎮ 该

文最初发表于鲁迅«集外集»ꎬ杨霁云编ꎬ上海:上海群众图书公司ꎬ１９３５ 年ꎬ第 １１８ 页ꎮ 日记中作“荷戟尚彷徨”ꎬ收入«集外集»
时改为“独彷徨”ꎮ

在周氏兄弟研究中ꎬ关于“五四”鲁迅与“五四”周作人的发生学问题ꎬ也就是作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领袖的鲁迅、周作人

是如何形成成熟思想ꎬ并正式进入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场域的问题ꎬ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首要难题之一ꎬ
众多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者ꎬ均有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雄心ꎮ 其中既有毛泽东、瞿秋白等政治领袖ꎬ也有侯外庐、李
泽厚、林毓生、竹内好、高田淳、竹内実、汪晖等思想史家ꎬ还有夏济安、王瑶、唐弢、任访秋、钱理群、木山英雄等文学史家ꎬ实在不

胜枚举ꎬ他们均提出一些重要论断ꎮ 笔者要特别提及竹内好的“回心”说ꎬ这是近年来在国内极为流行的一种解说方法ꎬ不过玄

学气味过重ꎬ实在难于确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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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冲击与启示ꎬ这些都启发并感化了周氏兄弟ꎬ促使深受“中国问题”困扰的他们最终作出

投身社会改造的抉择ꎬ也就是他们的“下去”ꎮ

一、“尼采思路”与周氏兄弟的“下去”观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ꎬ周作人将经大幅改订后的短篇小说翻译集«点滴»重新出版ꎬ并更名为«空大

鼓»ꎮ 在«‹空大鼓›序»中ꎬ周作人再次申明“五四”后自己思想的重大变化ꎬ即他已不再服膺“五
四”时期“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的“单纯的信仰(‘Ｓｉｍｐｌｅ Ｆａｉｔｈ’)”ꎮ 因此ꎬ在重新出版之

时专门将原书中寄寓这种“单纯的信仰”的书名«点滴»换去ꎬ取首篇小说«空大鼓»的题目来为

新书命名ꎮ 对此ꎬ周作人解释说:“尼采的文句与题目一并撤去ꎬ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意思ꎮ”①显

然ꎬ“点滴”是解说“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状况的一个关键性的要点ꎮ 当然ꎬ要准确说明“点滴”
在周氏兄弟思想中的具体含义ꎬ首先需简单回顾«点滴»一书的基本情况ꎮ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新潮社出

版周作人辑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ꎬ此为“五四”周作人社会－文化改造活动的标志性成果ꎬ他借

«点滴»的结集出版ꎬ高调宣扬了现代人道主义的伦理－社会理想与“人的文学”的本质与功用ꎮ②

周作人所精心选取的书名“点滴”源自«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四节ꎬ对这一意象的具体含

义ꎬ周作人在全书题记中以鲁迅所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四节倒数第二段作出明示:
　 　 Ｉｃｈ ｌｉｅｂｅ ａｌｌｅ Ｄｉｅꎬｗｅｌｃｈｅ ｗｉｅ ｓｃｈｗｅｒｅ Ｔｒｏｐｆｅｎ ｓｉｎｄꎬｅｉｎｚｅｌｎ ｆａｌｌｅｎｄ ａｕｓ ｄｅｒ ｄｕｎｋｌｅｎ Ｗｏｌｋｅꎬ
ｄｉｅ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ｈäｎｇｔ:ｓｉｅ ｖｅｒｋüｎｄｉｇｅｎꎬｄａｓｓ ｄｅｒ Ｂｌｉｔｚ ｋｏｍｍｔꎬｕｎｄ ｇｅｈｎ ａｌｓ Ｖｅｒｋüｎｄｉｇｅｒ ｚｕ
Ｇｒｕｎｄｅ.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ｓ Ｖｏｒｒｅｄｅ.
我爱那一切ꎬ沉重的点滴似的ꎬ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ꎬ滴滴下落者:他宣示说ꎬ闪电来哩ꎬ

并且当做宣示者而到底里去ꎮ
尼采:察拉都斯德拉的序说ꎮ
———唐俟译本———③

其实ꎬ在«点滴»中正隐藏着周氏兄弟“五四”时期思想抉择的精神密码ꎬ即周氏兄弟在决定

投身社会改造运动之时ꎬ思想中存在着一条鲜明的“尼采思路”:确切而言ꎬ周氏兄弟决心“复出”
的思想抉择ꎬ与扎拉图斯特拉决定第一次“下山”时的思路极为契合ꎮ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
言部分ꎬ描述了扎拉图斯特拉为传达“超人”的新福音而做出下山的重大决断ꎬ以及此后同普通

人群初次接触的经历ꎬ其核心部分便是扎拉图斯特拉阐述自己之所以毅然走出孤独而丰富的隐

居生活ꎬ“下山”到人群中的真实理由ꎮ 扎拉图斯特拉主要对自己新的身份和任务作出明确说

明ꎬ并阐发“下山”这一抉择的重大意义ꎮ 他是在序言第一节中通过提出重要观念“下去” / “到底

里去”而对以上问题作出说明的④ꎬ此后又在第四节以比拟的方式反复对“下去” / “到底里去”的
含义进行集中阐释ꎬ而“点滴”的形象化比拟也是在阐释“下去”观念时作出的ꎮ

周氏兄弟在决定是否“复出”的思考中ꎬ明显借鉴了扎拉图斯特拉关于“下去”的思路来考量

３

①
②

③
④

周作人:«‹空大鼓›序»ꎬ周作人辑译:«空大鼓»ꎬ上海:开明书店ꎬ１９２８ 年ꎮ
«点滴»中不仅有宣言式的«‹点滴›序言»ꎬ附录中还全数收录宣传“人的文学”社会改革与新文艺建构的系统观念的核

心文献«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ꎮ 均见周作人辑译:«点滴»ꎬ北京:新潮社ꎬ１９２０ 年ꎮ
周作人辑译:«点滴»ꎬ北京:新潮社ꎬ１９２０ 年ꎮ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唐俟(鲁迅)译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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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问题ꎬ说清个人的抉择ꎮ 不过ꎬ他们对于“下去”命题有着个人化的独特理解与诠释ꎮ 如

鲁迅在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两次翻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①ꎬ便是具有明显个人倾向的翻译ꎬ完
全是从自身所处思想状况与对尼采的个人理解出发完成的ꎬ尤其在 １９２０ 年翻译后所作详注中对

“下去”命题的解读ꎬ带有鲜明的个人观念的色彩②ꎻ而周作人的思想表现更为直率ꎬ他在«点滴»
中直接将“下去”命题与现代人道主义社会革新的宏伟蓝图结合在一起ꎮ 根本而言ꎬ周氏兄弟对

尼采“下去”观的解读ꎬ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下去”观的表白ꎮ③ 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剖析尼采的

“下去”观以及周氏兄弟的理解和诠释ꎮ
在尼采看来ꎬ按照西方数千年来否定“人间”生活并蔑视人的生物性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方

式ꎬ人类的理想道路应该是一条无限上升之路ꎬ要求人类走向超越俗世的神圣世界或精神世界ꎮ 与

这种理想道路相悖的ꎬ是人类自上而下地从精神下降回俗世ꎬ这就是“下去”在形而上学时代的本

意ꎬ表示的是精神的下坠ꎬ好比圣书所载的天使的堕落ꎮ 其实ꎬ«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二节

隐居圣者指出扎拉图斯特拉的下山就如同醒的人到睡着的人那里去ꎬ所讲述的就是这种传统的“下
去”观ꎮ 而尼采在表达自己的“下去”观念时ꎬ所使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汇“Ｕｎｔｅｒｇｅｈｅｎ”ꎬ汉语学界

经常译为“沉落”ꎬ多部西人论著及中文译本均曾指出过它的原意“是一个表示沉船ꎬ表示通常意义

上的死亡与毁灭的词语”④ꎬ而当下的汉语学界普遍对尼采“下去”观做出这种解释ꎬ有些译本在

翻译过程中还专门突出了“Ｕｎｔｅｒｇｅｈｅｎ”的牺牲、毁灭的含义ꎬ即以此看待扎拉图斯特拉的下山ꎮ
不过ꎬ此类理解实际上已完全偏离尼采本意ꎮ 因为在尼采的观念里ꎬ“下去”观已完全改变了其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堕落与毁灭的意义ꎬ而且“下降”与“上升”的二元性对立也被取消ꎬ尼采进而

提出一个新的认识标准:“下去(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ꎬ就是上去ꎮ”⑤

与汉语学界对尼采“下去”观的误读接近ꎬ在很多人看来ꎬ周氏兄弟“复出”ꎬ在一定意义上也

是一种悲剧式的“沉落”ꎮ 他们往往这样描述周氏兄弟“下去”的历程:基于对国族命运的绝望ꎬ
留日时期的精神界战士在回国后彻底退回内心ꎬ正如«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二节圣者描

述当初扎拉图斯特拉因对人生失望ꎬ“背了你的灰上山”ꎮ 周氏兄弟除担当循吏及完成教育工作

的世俗生活外ꎬ全然沉浸于丰富的精神世界当中ꎬ他们是独醒者ꎮ 而在四面紧紧包围着他们的ꎬ
是死气沉沉的精神沉睡的世界ꎬ是充斥着被抛出生物进化序列的、无可救药的“非人”的中国ꎮ⑥

周氏兄弟决定从高耸的精神之塔重回众人当中ꎬ去启蒙与改造他们的精神ꎬ正是一场悲壮的沉

落ꎮ 他们走入了茫茫暗夜ꎬ已无法回头ꎬ将要面对完全的牺牲但是ꎬ他们的“下去”果真如此

惨烈可怖吗? 鲁迅借助翻译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序言做了完全相反的回答: “下去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鲁迅 １９１８ 年以文言翻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一至三节ꎬ题名«察罗堵斯德罗绪言»ꎬ未刊ꎮ １９２０ 年以白话

翻译«序言»十节全文ꎬ并作注释ꎬ题名«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载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这种有态度的翻译ꎬ并不妨碍鲁迅翻译与解读尼采的可信度ꎬ因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虽为哲学写作ꎬ但尼采诗化的

含混的表达ꎬ决定了翻译过程自然会受到译者自身体验、经历的影响ꎬ而所作翻译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倾向ꎬ而且诗化表达的多

义指向ꎬ也允许鲁迅解读的个人化偏向ꎮ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本就含蕴复杂ꎬ又用文艺化的方式思考与讨论ꎬ造成文本极难读解ꎬ因此对于每位译者或介绍者

来说ꎬ均会出现差异较大的理解ꎮ
[美]劳伦斯朗佩特:«尼采的教诲———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ꎬ娄林译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见译者唐俟(鲁迅)所作注释ꎮ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 是

名词形ꎮ
张先飞:«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ꎬ«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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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ꎬ就是上去ꎮ”
关于“下去”的含义ꎬ扎拉图斯特拉解释为ꎬ自己要到众人中去ꎬ绝非悲壮的牺牲ꎬ而是积极

的精神的上升与飞跃ꎮ 首先ꎬ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绝不会索取任何回报的“馈赠者”ꎬ所以对

他而言ꎬ到众人中拯救他们的精神绝对不是纯粹的牺牲和精神的浪费ꎮ 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ꎬ只
是缘于自身的精神过于丰盈充沛ꎬ因此必须向外馈赠ꎬ而精神之杯只有首先从满到空ꎬ之后才会

有新的盈满ꎬ亦即精神获得更高层次的上升与飞跃ꎮ 扎拉图斯特拉在解释“下去”时曾这样自

喻:“对于精神的浪费ꎬ不要感谢ꎬ也不报偿者:这便是他只有馈赠而不要藏着ꎮ”①应该说ꎬ这正是

周氏兄弟的追求ꎮ 我们从他们自“复出”后数十年源源不断的巨大精神创造力ꎬ就能看到兄弟二

人的精神是如何的丰盈ꎬ而鲁迅无私地耗费大量精力培育青年人ꎬ周作人反反复复地讲说常识ꎬ
正是要做无索取的“馈赠者”ꎮ

其次ꎬ扎拉图斯特拉的“下去”观是要宣告ꎬ真理不在天空ꎬ而在大地ꎬ因此只有忠实于大地ꎬ
才会实现精神的上升ꎬ这正是尼采哲学的重要核心观念ꎮ 尼采认为形而上学时代颠倒了人的肉

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ꎬ而新的时代就要将一切重新翻转过来ꎬ彻底颠覆形而上学时代对人的本质

的错误理解ꎬ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ꎬ并向人类郑重宣告ꎬ人的精神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

污秽的肉体之上的ꎮ② 当我们从这一“人学”观念的视角重新看待人的精神历程时ꎬ自然会得出

结论:只有“下去”回归大地ꎬ才会有精神的飞升ꎮ 周氏兄弟对此新的“人学”认知是极为信服的ꎮ
周作人在名文«地方与文艺»中借用尼采原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尼采在«察拉图斯忒拉»
中说:‘我恳愿你们ꎬ我的兄弟们ꎬ忠于地ꎮ’我所说的也就是这‘忠于地’的意思ꎬ因为无论如何说

法ꎬ人总是‘地之子’ꎬ不能离地而生活ꎬ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ꎮ”③如果我们回

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就会看到ꎬ当扎拉图斯特拉宣告要忠于大地后ꎬ接下来便强烈斥

责那些亵渎大地的人是“生命的侮蔑者ꎬ溃烂者和自己中毒者”ꎬ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亵渎地”
的旧的道德、理性、正义、幸福、同情等观念ꎮ④ 我们说ꎬ扎拉图斯特拉所强烈申说的道理ꎬ其实尽

数是周氏兄弟在新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所全力践行的ꎮ 如周作人大力宣讲“灵肉一元”的“人学”
观ꎬ便是将尼采等对形而上学时代“人学”观的否定作出进一步推进ꎬ使其发展成为科学“真理”ꎬ
并完全落实到现代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造当中ꎮ 总之ꎬ基于这种新的“人学”观念ꎬ无论对于扎拉

图斯特拉还是周氏兄弟而言ꎬ“下去” / “到底里去”必然就是“上去”ꎬ因为“上去”所追求的已经

不再是超凡入圣ꎬ而是要在大地之中扎根更深ꎮ
周氏兄弟既然肯定“下去”是一项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ꎬ那么他们应以怎样的身份“下去”

呢? 周氏兄弟非常重视“点滴”所包含的意义ꎬ因为“点滴”就是对他们“下去”后身份和任务的

比拟性说明ꎮ 当我们回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会看到ꎬ在序言第四节末尾ꎬ扎拉图斯特拉

在做出“水滴”、“闪电”、“宣示者”等比喻之后ꎬ他仍怕大家难以理解ꎬ急迫地直接点明了这一组

比喻的含义ꎬ指出自己就是将要“到底里去”的“水滴”ꎬ即“超人”的“宣示者”ꎬ“喂ꎬ我是闪电的

５

①
②

③

④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唐俟(鲁迅)译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关于尼采对灵、肉关系问题的思考ꎬ张先飞在«“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第四章«近代“人学”观

的演变与“五四”现代灵肉一元观»中曾作出过详细分析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ꎬ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作ꎬ载杭州«之江日报»ꎬ收入«谈龙集»ꎬ上海:开明书店ꎬ１９２７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译

文使用鲁迅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第三节ꎬ[德]尼采著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字句略有不同ꎮ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唐俟(鲁迅)译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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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者ꎬ是云里来的沉重的一滴:但这闪电便名超人”ꎮ① 事实上ꎬ周氏兄弟的人生选择正是对此

信念最忠实的践行ꎬ周氏兄弟在加入新的改革事业之际ꎬ是自觉地将自己当作了“真理”的宣示

者ꎬ以及新的理想人类即将来临的通告者ꎬ而且是在有意识地替理想人类到来做好准备ꎮ
对自己的这种信念ꎬ周氏兄弟借用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超人”理念稍作变化加以

表达ꎬ如他们将“超人”诠释为现代人道主义认可的理想人类ꎬ而将“超人”理论解说为“忠于地”
的“人间性”的“真理”ꎬ这些此后都成为“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的核心标准与基础命题ꎬ尤其是

“忠于地”的“人间性”观念创造性地开启了新文学的总体思路ꎮ 由周氏兄弟所首倡的这一重要

思路后来随着«点滴»的出版与鲁迅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发表ꎬ深深打动了“五四”青年

文艺家ꎮ 如对周作人最为信赖的朱自清在宣讲民众文学观时ꎬ于«民众文学底讨论»结尾也曾大

声宣告:“我们当‘作为宣示者而到底里去’!”②周氏兄弟的这些新理念也推动了新革新运动中

新文艺家们的自我身份认定ꎬ他们藉此确定了自身创作的基本态度、准则以及判断的标准ꎮ
最后需要说明ꎬ周作人在“五四”后期思想发生转变ꎬ他不再以“真理”的守护者自居ꎬ否定

了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可能性ꎮ 不过无论思想怎样演变ꎬ周作人终其一

生的思考仍是在“人间性”的框架内进行的ꎬ如“生活之艺术”观等ꎬ不过这些已超出本文论述

范围ꎮ

二、知识界的二次“陡转”与周氏兄弟的复出

“尼采思路”在哲学思考层面终于为周氏兄弟的“下去”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驱动力ꎬ但从这

样纯理性的判断ꎬ再到“下去”的实际行动ꎬ即他们真正走出自设的藩篱而重归战阵ꎬ中间还有一

道鸿沟ꎬ存在着一个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ꎬ这就是民二之后盘绕在诸多有识之士心中ꎬ如鬼魅随

行、挥之不去的“中国问题”的阴影ꎮ
要说明所谓“中国问题”ꎬ便须回顾民二之后很多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人生道路选择的一次

“陡转”ꎮ 民国初建ꎬ很多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满怀激情参与到民主共和建设当中ꎬ但民二之后

的政治乱象令这些正直之士普遍感觉厌倦与憎恶ꎬ如蔡元培、熊十力、梁漱溟、鲁迅等都曾对此有

过激烈抨击ꎮ 熊十力(字子真)«心书»惆怅追忆往昔无量少年精英为革命早殒ꎬ痛感昔日革命领

袖与贪恋权力的政客污损革命事业ꎬ忍看衰蔽的共和民主与极端堕落的社会风气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蔡元培借«心书»大发感慨ꎬ在«熊子真心书序»中描述了民初的时代乱象及道德的怪现

状ꎬ并交代其产生因由:“余开缄读之ꎬ愈以知熊子之所得者至深且远ꎬ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

也ꎮ 自改革以还ꎬ纲维既决ꎬ而神奸之窃弄政柄者ꎬ又复挟其利禄威刑之具ꎬ投人类之劣根性以煽

诱之ꎬ于是乎廉耻道丧ꎬ而人禽遂几于杂糅ꎮ 昔者顾亭林先生推原五胡之乱ꎬ归狱于魏操之提奖

污行ꎬ而今乃什伯千万其魏操焉ꎬ其流毒宁有穷期耶?”③鲁迅在 １９１９ 年初回顾说:“据我的经验ꎬ
这理想价值的跌落ꎬ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ꎮ”④愤懑与失落使很多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出现了人

生道路选择的“陡转”ꎬ有人堕落ꎬ有人佯狂ꎬ有人隐遁ꎬ当然还有一批人退隐内心ꎬ或进入到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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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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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唐俟(鲁迅)译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其中的译文是“水滴”ꎬ周作

人在«点滴»的题记中使用的是“点滴”ꎮ
朱自清:«民众文学底讨论(续)»ꎬ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作ꎬ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 ２７ 期ꎮ
熊十力:«心书»ꎬ«新唯识论»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３５ 页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三九»ꎬ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１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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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人生观、世界观的探求中ꎬ蔡元培、熊十力、周氏兄弟、梁漱溟等均属此列ꎮ 如梁漱溟曾在

«我的自学小史»(增订篇)之«十 初入社会»中回顾当初的失落、憎恶ꎮ① 于是ꎬ他在 １９１３ 年避世

读书ꎬ精研内典ꎬ参详生命哲学ꎬ其所作思考凝结为 １９１６ 年的«究元决疑论»(５ 月 １０ 日、６ 月 １０
日、７ 月 １０ 日«东方杂志»第 １３ 卷第 ５、６、７ 号)ꎬ并于该年受聘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ꎮ 而蔡元

培远走德国数年ꎬ周氏兄弟“背了你的灰上山”②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例ꎮ 当然在民二之后ꎬ梁漱

溟、熊十力、蔡元培、周氏兄弟这类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虽以回归精神的方式规避现实ꎬ不过在他

们看似枯燥平淡的读书思考背后ꎬ仍是未曾改变的对苦难现实与不幸人民关怀备至的热情诚挚

的灵魂ꎮ 由于他们在民初对于政治堕落与国民精神沦丧的彻底绝望ꎬ造成其对未来改革前途、中
国命运满怀疑虑与忧惧ꎬ而其中最为关键的ꎬ是他们不再奢望改造民众灵魂ꎬ更无信心以中国民

众担当起变革社会的大任ꎬ他们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性ꎮ 正是基于这一态度ꎬ他们选择远离现

实ꎬ不愿再投身革新黑暗中国的战阵ꎬ因为他们已确信毫无希望ꎮ 笔者将这种普遍认知与人生选

择称为民二之后的“中国问题”观ꎮ 在“中国问题”方面ꎬ周氏兄弟的疑惧尤为深重ꎬ还充满着中

年人屡遭挫败的悲苦ꎮ «‹呐喊›自序»中“铁屋子”隐喻的主体ꎬ便是面对民众时的犹疑ꎬ周氏兄

弟心中所积郁的ꎬ其实正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二节圣者所作出的质疑:“察拉图斯忒

拉是一个醒的了ꎬ你到睡着的那里要做甚么?”③

在此“中国问题”观笼罩之下ꎬ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们迟迟难作定夺ꎬ是否应重归社会改造

的征程ꎮ 反过来讲ꎬ亦即一旦他们决心重担革新社会的重任ꎬ就一定已在“中国问题”上寻找到

了暂时稳妥的解答ꎬ使“中国问题”不再成为巨大的精神阻碍ꎮ 在民国五、六年之后ꎬ正因为在思

想上部分解决了“中国问题”的困扰ꎬ一些有识之士不再刻意躲避黑暗现实ꎬ而是逐步直面中国

的困局ꎬ开始行动起来ꎮ 如蔡元培因确信学术与美育对精神的提升、改造功效ꎬ认为以此可将青

年重新塑造成为未来新社会与新政治的基石ꎬ因而力排众议毅然投身腐败的北京大学ꎻ梁漱溟也

深信社会上的好人联合起来必能立时解决当前困局ꎬ于是发布«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政治宣

言ꎮ 蔡元培、梁漱溟的抉择ꎬ还有陈独秀等依托«新青年»以数人之力挑战旧中国的无物之阵ꎬ都
标志着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们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又一次“陡转”ꎬ他们在“一战”结束前后整个

世界汹涌的思想新潮感召下急欲有所作为ꎮ
新知识人与老革命家们的又一次“陡转”ꎬ无疑不断刺激着周氏兄弟ꎬ他们也逐渐被卷入“陡

转”者所制造出的漩涡当中:周作人迈入了北大新知识群ꎬ周氏兄弟热议«新青年»ꎬ鲁迅与许寿

裳通信痛诋传统思想ꎬ钱玄同无数次前来“劝进”但这些对他们的影响推进还停于浮面ꎬ因
为“中国问题”横梗在他们心中ꎬ即便是受到刚入北大的青年梁漱溟惊世壮举的强烈震荡ꎬ也依

然无法撼动他们的定见ꎮ １９１７ 年年末ꎬ２４ 岁的梁漱溟虽素怀出世之志ꎬ但始终是情感炽热的青

年ꎬ尤其当亲历战地ꎬ目睹军阀混战、劫掠生民的非人间的可怖场景后ꎬ似乎早已找到安身立命精

神家园的他突然发出了改造社会的狮子吼ꎮ 他自陈所感ꎬ“吾尝于中夜静思滇川之战涂炭

之惨ꎬ悲心濆涌ꎬ投袂而起ꎬ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ꎬ因此急撰长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ꎬ并自

费印刷 ３０００ 份广为散布ꎮ④ 对于梁漱溟提出的具体救世方案ꎬ当时的知识界与思想界自然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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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增订篇)(四)»ꎬ１９４８ 年 ６ 月«新教育杂志»第 １ 卷第 ７ 期ꎮ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唐俟(鲁迅)译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德]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唐俟(鲁迅)译ꎬ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ꎬ«学艺»１９１８ 年第 ３ 号“来件”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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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智ꎬ但梁漱溟的态度却震撼了所有阅读者ꎮ 北大同仁中不只胡适、辜鸿铭发出赞叹ꎬ周作人更

是给予高度肯定ꎮ
应该说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出现在这一特殊时期ꎬ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ꎬ因为梁漱

溟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ꎬ逼迫所有国人必须面对ꎬ不仅不得回避ꎬ而且必须即刻表

明立场ꎮ 同时ꎬ在这一提问当中明显蕴含着对仍在刻意躲避黑暗现实的智识者们的指责ꎬ自然也

包括作者对自己的反省、批判与良心拷问ꎮ 因为梁漱溟指出ꎬ中国糜烂的责任除了由于“政治上

之武装的势力所作成”ꎬ全体民众也负有主要责任ꎬ即“构成此种局面者实即此举国之人”ꎬ这是

缘于所有自居好人的民众对于担负国家兴亡之责的回避ꎬ更遑论洁身自好的退隐者冷眼远观国

运沉沦ꎮ 梁漱溟的这一逼问对当时的智识阶层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冲击ꎬ作为“退隐者”一员的周

氏兄弟也必须对这位北大同仁作出回应ꎮ 周作人表示ꎬ“看见梁漱溟先生作的«吾曹不出如苍生

何»一篇文章ꎬ心里是极佩服”ꎬ认为这问题“太好了”ꎬ但“中国问题”观的定见使周作人并不能

就此便迅速转变ꎬ并迈出行动的步伐ꎮ 周作人在反复强调提出这类的问题“还太早”ꎬ他坦言自

己做出这种判断就是因为“对于国人能力的怀疑”ꎮ 可以看到ꎬ这明显是在表明自己对于“中国

问题”的坚信态度ꎬ同时质疑梁漱溟等对“中国问题”的轻率解答ꎬ因为在周作人看来ꎬ梁漱溟在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ꎮ 梁漱溟首先定义了何为“吾曹”ꎬ“吾曹好人也ꎮ
凡自念曰吾好人者皆吾曹也ꎮ 凡读吾文而默契于吾曹若自谓焉者ꎬ即吾曹矣”ꎻ之后ꎬ极言“吾
曹”的伟力ꎬ“吾曹不出ꎬ悉就死关ꎬ吾曹若出ꎬ都是活路ꎮ 而吾曹果出ꎬ大局立转ꎬ乃至易解决之

事ꎬ乃必成功之事ꎮ 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ꎬ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ꎬ而
在吾曹”①ꎮ 这里面所包含着的梁漱溟救世信念的来源ꎬ正是对国人能力的确凿的信心ꎮ 对此ꎬ
同一时期的周作人实在无法认同ꎬ而周作人的反诘也集中于此处:“这问题太早ꎬ又太好了! 叫

现在的中国商民ꎬ自己去求积极的和平? 他们懂得么? 他们敢么? 只要懂得就敢ꎬ可是他们那里

会懂呢?”因此ꎬ周作人的结论就是:“梁先生这篇文章是白做的了ꎮ”②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ꎬ鲁迅

还在和许寿裳讨论着改造国民至为艰难的问题ꎮ 许寿裳致信鲁迅ꎬ倡借助灌输诚爱来改造同胞ꎮ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鲁迅回复ꎬ态度却颇不乐观:“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ꎬ甚当ꎻ第其法则难ꎬ思之

至今ꎬ乃无可报ꎮ 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ꎬ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ꎬ一也ꎻ牙关紧闭ꎬ二也ꎮ 牙

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ꎬ更取铁钳摧而启之ꎬ而药方则无以下笔ꎮ”③由此可见周氏兄弟对于“中
国问题”的定见之深ꎮ

不过ꎬ在 １９１８ 年ꎬ周氏兄弟观念上似乎出现了一些松动ꎮ 周作人的言论表现尤为明显ꎬ主要

见诸 ５ 月 １５ 日他在«新青年»第 ４ 卷第 ５ 号发表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ꎮ 文章

开篇ꎬ周作人先回顾了前一时段自己对于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民众观的质疑ꎬ但又马

上申明自己的认识业已发生较大变化ꎬ其原因是受到武者小路実笃 １９１６ 年所作剧本«一个青年

的梦»的“极强的感触”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在周作人思想演

变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ꎮ １９１８ 年ꎬ周作人开始正式宣传推广现代人道主义观念ꎬ该文最早对

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核心理念做出清晰表述ꎮ 应该说ꎬ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是全世界反

８

①
②
③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ꎬ«学艺»１９１８ 年第 ３ 号“来件”栏ꎮ
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ꎬ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４ 卷第 ５ 号ꎮ
周树人(鲁迅):«致许寿裳»ꎬ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 １ 册)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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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智识精英反思“一战”的思想成果ꎬ在日本的理论代表是武者小路実笃等白桦派成员ꎬ反战文

学«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日本现代人道主义者社会改造观的宣言书与行动指南ꎮ 周作人从该剧

出发较为细致地介绍了白桦派关于彻底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根本性思路ꎬ简言之ꎬ“只要‘人人

都是人类的相待ꎬ不是国家的相待’ꎬ便可得永久的和平”ꎮ 从该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周作人衷

心推许这种观念ꎬ视之为“真理”性认识ꎬ并乐观地表示ꎬ在日本这种“人道主义的倾向”在“将来

大有希望”ꎬ但他对于中国却反倒惜墨如金ꎬ没有表达出什么乐观的意思ꎬ不仅没有倡议在中国

立即推行ꎬ反而说中国青年如果能够对这些事稍加注意ꎬ他就已经很满足了ꎮ 事实上ꎬ周作人已

很明确地表示ꎬ«一个青年的梦»的出现对于他的中国改造观仅仅有些不大的触动ꎮ 由于最终是

要回答中国的改造问题ꎬ因此周作人仍然借助与梁漱溟的对话ꎬ表达自己新的态度:“联想起梁

先生的文章ꎬ起了一个念头ꎮ 觉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必要:虽然力量不及ꎬ成效难期ꎬ也不

可不说ꎬ不可不做ꎮ 现在无用ꎬ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ꎻ即使播在石路上ꎬ种子不出时ꎬ也可聊破当

时的沉闷ꎮ 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中ꎬ感到一丝的温味ꎬ鼓舞鼓舞他的生意!”很明显ꎬ周作人从

完全否认中国社会改造的可能性ꎬ到开始肯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义ꎬ这只不过是一个有

限度的进展ꎬ因为距离决意行动还很远ꎮ① 周作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ꎬ是因为他还在民众

的能力问题上纠结痛苦ꎮ 他自己表述得再清楚不过ꎬ他一方面将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实行的

起点归结为“这事‘非从民众觉醒不可’”ꎬ“要人民自求积极的平和ꎬ先得教他们痛切的感平和的

必要”ꎬ而另一方面却又在强调“还怀疑这问题太大太早”ꎬ这仍是充分的不信任ꎮ 不过这已经是

一大进步了ꎬ因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ꎬ周氏兄弟正式进入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思想战阵ꎮ 仅就

他们而言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已经是在战斗ꎬ不过外在凶悍ꎬ内心犹疑ꎮ
从真信到笃行ꎬ周氏兄弟又经过了一年时间ꎮ 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ꎬ中国知识界

感觉局面一新ꎬ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可喜画面:整个世界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走出黑暗政治的

时代ꎬ大步向理想境界迈进ꎮ 人们对局势的新判断以及他们心态的变化ꎬ很大程度上源自“一战”结
束后整个战胜国舆论的整体导向ꎬ因为它们都在宣传黑暗世界的崩塌与文明世界的完胜ꎬ更有甚

者ꎬ承诺理想世界即将来到而几乎整个中国新知识界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ꎬ并在预先透支快

乐ꎬ许德珩回忆:
　 　 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ꎬ呼喊得很响亮ꎬ激动了每一个

青年的心情ꎬ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ꎬ这时间

学生们真是激动得要发疯了“克林德碑”也拆毁了ꎬ改为“公理战胜”的牌楼名流们

也勤于讲演ꎬ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ꎬ明天我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

权”ꎮ 蔡元培校长也在天安门前广场搭起台来ꎬ讲演“劳工神圣”②

其实ꎬ中国新知识界对这一事件的读解是各不相同的ꎮ 比如许德珩等就是国民社的代

表ꎬ他们更为关注协约国对民族自决问题的承诺、威尔逊“十四点”方案的落实ꎬ以及协约国

战胜成为中华民族在“公理”基础之上振兴的契机等问题ꎮ 而在以周氏兄弟、李大钊等为代

表的智识者看来ꎬ这一事件具有专属的意义ꎬ它标志着人道革命胜利的曙光ꎮ 对于他们而

言ꎬ“一战”结束后陆续发生的世界大事ꎬ如俄国事件、朝鲜独立运动ꎬ甚至是日本东京炮兵

９

①
②

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ꎬ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４ 卷第 ５ 号ꎮ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ꎬ１９５１ 年«九三社讯»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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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同盟的一次小范围的罢工等ꎬ似乎都是在持续地向他们展示人道主义社会革命与改造

的实绩①ꎬ并不断地给予他们新的证据来逐渐强化他们的信心ꎬ最后使他们完全确信了人道

主义的理想时代即将来临的事实ꎮ 比如李大钊就相当具有代表性ꎬ在“一战”刚结束后的一

段时间里ꎬ李大钊连篇累牍地作出“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即将来临的无比乐观的判断ꎮ 虽

然他也采用“劳工阶级” 、“资本的阶级” 、“总同盟罢工”等阶级论、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运

动的术语ꎬ但文章中的具体描述、判断与使用的理论系统ꎬ完全是当时盛行的人道主义与世

界主义的观念ꎮ 李大钊表达这些理念较为充分的是«新纪元»一文ꎬ他的观念与对时代的判

断接近于此时的巴比塞ꎮ 正是由于对人道主义理想时代即将到来有着这样充分的确信ꎬ所
以此后虽遭遇巴黎和会外交失败ꎬ中国新知识界对于人道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热情非但未见

丝毫颓减ꎬ反而因和会彻底认清现存国家形态的反理想、反人道本质ꎬ坚定了他们的理想主

义信念ꎬ也使他们全面、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更为急迫ꎮ 大批智识者站出来急欲推行

新的理想的“政治” ꎬ不论以阶级为本位ꎬ还是以人类为本位ꎬ他们都想在地上建立天国ꎮ 这

就是“五四”抗议活动后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理想主义改造热潮兴起的真实思想背景ꎮ
周氏兄弟终于在这种大势的推动下作出了走向行动的抉择ꎮ 周作人的“突变”发生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的日本日向新村之行ꎮ 之前ꎬ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周作人撰写的«人的文学» «平民文学»与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发表的«日本的新村»已经充分表达出对人道胜利之世界大势的无比乐观ꎬ但他仍在

反复强调“中国问题”的难以改变ꎮ 如«人的文学»批评“非人的文学”ꎬ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论黑幕»
«再论黑幕»«祖先崇拜»痛诋国民的精神病态等ꎬ亦即在他眼中这种世界大势似乎距离中国还很

遥远ꎬ而 １ 月 ２１ 日所作新诗«小河»中正蕴含着周作人对已被世界抛下的中国即将面临可怕命

运的无奈与痛楚ꎮ② 但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的日向新村之旅ꎬ使他的态度发生逆转ꎮ 在日向新村的一个

０１

①

②

俄国十月事件发生之际ꎬ由于俄国受到封锁ꎬ因此外界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极不全面ꎬ人们往往通过有限的信息ꎬ
并借助以前对近代俄国的理解ꎬ对正发生的俄国事件做出不同的主观化的解释ꎮ 如当时中国舆论界最为关注的是这些

方面:布尔什维克刚刚取得政权之初ꎬ宣布劳农执政ꎬ高举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旗帜ꎬ宣布彻底否定旧俄的战争暴力与

侵略ꎬ落实种种的人道主义设想等ꎬ并因此作出俄国十月事件是人道、民主、全民胜利的结论ꎮ 直到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中ꎬ仍然这样评价俄国劳农政府:“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ꎬ表显他们人

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ꎬ才去钦服他们的ꎮ” (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少年中国»第 ２ 卷第 ２ 期)
朝鲜独立运动更是完全被理解为人道主义的革命事业ꎬ“新青年”派的最重要的评价ꎬ完全是对朝鲜独立运动中非

暴力反抗的革命手段的高度赞扬与肯定ꎬ因为这正是践行人道革命理想的手段与方法ꎮ 只眼(陈独秀)在«朝鲜独立运

动之感想»中颂扬ꎬ“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瞭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

纪元ꎮ 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ꎮ / 我们希望朝鲜人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ꎮ 我们相信朝

鲜民族独立自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ꎮ 我们希望朝鲜独立以后、仍然保守今日‘用民意不用武力’的态度、永远不招

一兵、不造一弹、做世界上各民族新结合(不叫做国)的模范ꎮ”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每周评论»第 １４ 号“社论”栏)孟真

(傅斯年)接着陈独秀“开革命界之新纪元”的评断ꎬ盛赞朝鲜独立运动为“未来的一切革命运动”都做出了重要的教训ꎬ
第一就是“非武器的革命” ꎮ (见«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 ꎬ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新潮»第 １ 卷第 ４ 号)

关于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事件ꎬ见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周作人所作新诗«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 ꎬ诗作说明罢工

是在 ８ 月到 ９ 月ꎮ (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６ 号)
胡适 １９３２ 年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中回忆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晚接到报馆电话ꎬ“说东京大罢工ꎬ我们高兴极了” ꎬ

现在难以考证具体是哪一次罢工ꎮ (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北京大学讲演ꎬ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３１ 日北平«世界日报» )
瞿秋白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中历数 “ 印度的代议政治运动ꎬ高丽的革命ꎬ安南的请愿ꎬ波兰犹太的独立” ꎮ

(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新社会»第 １ 号)
李大钊ꎬ«新纪元» ꎬ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作(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每周评论»第 ３ 号“社论”栏ꎬ原文未标作者) ꎮ

此时ꎬ周作人虽也曾谈及科学可以医治国人的昏乱思想ꎬ但他的看法却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方有可能“全愈”ꎮ 实际

上ꎬ周作人对于当时的国人并不抱有什么希望ꎮ («随感录三八»ꎬ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５ 号ꎬ署名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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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的“理想国”向周作人昭示着一切皆有可能ꎬ他惊异于自己居然能在“平日梦想的世界”中生

活ꎮ 笔者曾细致分析周作人进入日向新村受到兄弟迎接后的心理反应ꎬ认为极类似于宗教式的

获得神启的过程①ꎬ即因信而称义ꎬ这使他完全信服了新村主义的可行性ꎬ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

迅速解决所有问题ꎮ 因此在这种确信面前ꎬ横梗在他心中的“中国问题”便已不再是无法解决的

难题ꎮ 他将它看成了现在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ꎬ即“中国人生活的不正当ꎬ或者也只是同别国仿

佛ꎬ未必更甚”ꎬ而这些等待新村主义一并加以解决即可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中国问题”已经无形

消解、不复存在ꎬ使他的思想终于能够“扫除了阴暗的影”ꎮ 因而ꎬ周作人突然“对于自己的理想ꎬ
增加若干勇气”ꎬ对中国前途变得十分乐观ꎬ认为中国将融入世界大势ꎬ共同走向理想之境ꎮ② 值

得注意的是ꎬ他在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所作«游日本杂感»中首次称许了中国民众ꎬ“我在江浙走

路ꎬ从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ꎬ时常生一种感触ꎬ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ꎬ就只在这一班

‘四等贫民’中间”ꎬ并高调地宣示:“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ꎬ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ꎬ我都希望———
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ꎮ 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 ‘第三国

土’———地上的天国ꎬ———实现人间的生活ꎻ日本与中国确有分享这幸福的素质与机会ꎮ ———这

希望或终于是架空的‘理想’ꎬ也未可知ꎬ但在我今日是一种颇强固的信念ꎮ”③

于是ꎬ周作人不再疑虑、忧惧ꎬ而是直接行动起来ꎬ这样就完成了周作人的“下去”ꎮ 不过ꎬ周
作人的乐观持续时间很短ꎮ 两年后ꎬ原以为可以圆满解决的“中国问题”又再次开始如鬼魅随行

般折磨着他的精神ꎬ促使周作人新的转变ꎮ
鲁迅的情况稍显特殊ꎮ 在“一战”后理想主义改造运动甚嚣尘上的世界大势面前ꎬ鲁迅也对

世界的改变产生出希望ꎬ并逐步肯定了现代人道主义的一些“真理”性认识ꎬ开始不断地陈说人

类的进步、人道的光明ꎮ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ꎬ自陈近来“思想颇变迁ꎬ毫不

悲观”ꎬ即开始相信人类的进步ꎬ认定“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ꎬ同时倡导要以“人类”的进

步作为着眼点ꎬ不可再局限于“国之观念”ꎮ④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鲁迅在与钱玄同的通信«渡河

与引路»中提出ꎬ他之所以赞成 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 的理由是“依我看来ꎬ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

语”ꎮ⑤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鲁迅发表«随感录四六»ꎬ提及人类的进步皆源于偶像的破坏ꎬ所以

“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ꎬ与人道的光明”⑥ꎮ 这其实已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论调了ꎮ 之后ꎬ鲁迅又

在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表的«随感录六一 不满»中议论人道的长成问题ꎮ 他赞扬那些“多有不

自满的人的种族”是“永远前进ꎬ永远有希望”的ꎬ肯定尚未长成的不自满的人类终会共同成长ꎬ
迈向人道理想的同一条路ꎬ并做出如下表述:“人类尚未长成ꎬ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ꎬ但总在那里

发荣滋长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不满是向上的车轮ꎬ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ꎬ向人道前

进ꎮ”⑦不过ꎬ最能表现这一阶段鲁迅对现代人道主义“真理”肯定的意见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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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飞:«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五四”前后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ꎬ«鲁迅研究月

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ꎮ
周作人访问日本的新村本部及东京等几处支部后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狂喜ꎬ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东京巢鸭村撰写长

文«访日本新村记»ꎬ完整记述了其精神转变的过程ꎬ并表达了对主义实现的坚信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新潮»第 ２ 卷第 １ 号)
周作人:«游日本杂感»ꎬ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作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６ 号)
周树人(鲁迅):«致许寿裳»ꎬ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作ꎬ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手稿全集书信» (第 １ 册)ꎬ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ꎬ第 ４９－５０ 页ꎮ
唐俟(鲁迅):«渡河与引路»ꎬ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作ꎬ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５ 号“通信”栏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四六»ꎬ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２ 号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六一 不满»ꎬ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６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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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态度的ꎬ是他在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撰写的«‹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ꎮ 该文清楚地说明了他对

世上人道理想实现的信心:“«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ꎬ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ꎮ 我因此便

也搜求了一本ꎬ将他看完ꎬ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ꎬ信心很强固ꎬ声音也很真ꎮ”①鲁迅还顺

便告诉读者ꎬ他与周作人都是非常赞许«一个青年的梦»的ꎮ② 实际上ꎬ正是周氏兄弟共同合作将

«一个青年的梦»完整介绍给中国新思想界的ꎮ 不过ꎬ虽然这个时期的鲁迅与前一时期相比ꎬ态
度上有了很大变化ꎬ但是鲁迅对于世界人道主义胜利前景的乐观ꎬ与他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却是截

然分开的ꎮ 在他看来ꎬ“中国问题”根深蒂固ꎬ终将使世界上的一切都距中国很遥远ꎮ 这种认识ꎬ
他在文章中不断申说ꎬ又在小说创作中反复表述ꎮ 如鲁迅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个特殊命题:“什
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③ꎬ这实际上正是“中国问题”观的一个重要侧面ꎮ 鲁迅首先明确提出这一

观点是在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发表的«随感录五六 “来了”»中ꎮ 他针对有钱人与官方对于“过激主

义”的恐慌ꎬ指出这种担心纯属多余ꎬ因为“无论什么主义ꎬ全扰乱不了中国”④ꎮ 鲁迅最后的结论

便是ꎬ当整个人类都在进步ꎬ别国“有主义的人民”牺牲了一切ꎬ迎来“新世纪的曙光”之时ꎬ中国

人却仍然冥顽不化ꎬ“曙光在头上ꎬ不抬起头ꎬ便永远只能见物质的闪光”ꎮ⑤ 他指出这样的后果

将极为严重ꎬ因为中国人既然根本追赶不上世界巨大进步的步伐ꎬ也就不排除中国会被世界完全

抛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可能性ꎮ⑥ 这是由不容抗拒的人类进步的规律所决定

的ꎬ他明确说明:“中国若改良ꎬ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ꎻ若其灭亡ꎬ亦是

人类向上之验ꎬ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ꎬ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ꎮ”⑦事实上ꎬ这样的认识很难令鲁

迅步入社会改造践行者的行列ꎮ
应该说ꎬ这种“内外有别”的分裂认识令鲁迅十分痛苦ꎮ 从他褒贬分明地将“有主义的人民”

和国人反复比较的做法ꎬ便能看出他内心的纠缠苦斗ꎮ 不过ꎬ鲁迅又会时常质疑自己的这种“不
信任”感ꎮ 如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中ꎬ他自述曾拒绝翻译此剧ꎬ但之后很快就自我怀疑起

来ꎬ“晚上点了灯ꎬ看见书脊上的金字ꎬ想起日间的话ꎬ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ꎬ觉得恐怖ꎬ
觉得羞耻ꎮ 人不该这样做”ꎬ因此终于“动手翻译了”ꎮ

综上分析ꎬ很明显ꎬ与因全信而尽心投入改造行动的周作人相比ꎬ鲁迅的改变仍是有限度的ꎮ
不过ꎬ这已是他的最大限度了ꎬ由此就完成了鲁迅的“下去”ꎮ

周氏兄弟的“下去”ꎬ使他们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者与文艺家ꎮ 而现

代人道主义也很快成为“五四”时期新思想界与新文坛的共识ꎬ以致当 １９２７ 年新晋的“革命文学

家”开始对 ２０ 年代文学吹起总攻伐号角时ꎬ人道主义便成了周氏兄弟落伍与反动的主要标志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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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ꎬ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作ꎬ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新青年»第 ７ 卷第 ２ 号ꎮ
需要说明ꎬ鲁迅、周作人对于现代人道主义的接受范围ꎬ乃至信奉程度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ꎮ 比如对于武者小路実笃借

助«一个青年的梦»表达的观念ꎬ周作人是绝大部分认同的ꎬ但鲁迅特意告知人们ꎬ“书里的话ꎬ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ꎮ
参见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ꎬ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作ꎬ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新青年»第 ７ 卷第 ２ 号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五九 “圣武”»ꎬ１９１９ 年 ９ 月«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５ 号ꎬ刊物标明出版日期为 ５ 月ꎬ实际于 ９ 月出版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五六 “来了”»ꎬ１９１９ 年 ９ 月«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５ 号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五九 “圣武”»ꎬ１９１９ 年 ９ 月«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５ 号ꎮ
唐俟(鲁迅):«随感录三六»ꎬ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５ 号ꎮ
周树人(鲁迅):«致许寿裳»ꎬ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手稿全集书信» (第 １ 册)ꎬ北京:文

物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ꎬ第 ５０ 页ꎮ
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嘲讽鲁迅“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ꎮ 参见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文化批判»第 １ 号ꎬ第 ５ 页ꎮ



张先飞:“下去”与“上去”

“Ｇｏ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ｕ Ｘｕ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Ｚｕｏｒｅｎ’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ｉｎ Ｍａｙ ４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ｆｅ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Ｈｅｎａｎꎬ ４７５０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ｙ ４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ｏｔｈ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ｈｅ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ｅｌｆ “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ｅｖｅｎ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ｈｏｉ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９１８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ｔｏｕｃｈ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ｄｅａｓ. Ｆｉｒｓｔꎬ “Ｇｏ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ｉ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ｄｕｔｙ ｏｆ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ｕｍｉｎｇꎬ Ｃａｉ Ｙｕａｎｐｅｉ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ｐｕｚｚ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ｕ Ｘｕｎꎻ Ｚｈｏｕ Ｚｕｏｒｅｎꎻ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ꎻ ｃｏｍｉｎｇ ｂａｃｋꎻ “ ｇｏ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 ｇｏｉｎｇ
ｄｏｗｎ”ꎻ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

责任编辑:李宗刚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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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２ 卷 第 １ 期 (总第 ２７０ 期)
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０)

体制认同与前期«诗刊»的发展
∗①

蒋登科
(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ꎬ重庆ꎬ４００７１５ )

　 　 摘要:　 虽然文学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ꎬ但文学不可能完全疏离与政治、时代的关系ꎮ 在«诗刊»创
刊时ꎬ编者应该非常明白这个道理ꎮ 在前期«诗刊»的发展中ꎬ编者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取得联系ꎬ并在多方面得到了他们的关注、关心和支持ꎬ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艺术和物质

资源ꎬ从而使刊物得以较为顺利地发展ꎬ并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ꎮ
关键词:　 体制认同ꎻ«诗刊»ꎻ政治观念ꎻ艺术观念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１４－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蒋登科(１９６５－　 )ꎬ男ꎬ四川巴中人ꎬ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ꎻ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新诗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１５ＢＺＷ１４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ꎬ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ꎮ
③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ꎬ«文学杂志»１９４７ 年第 ２ 卷第 １１ 期ꎮ

　 　 我们不否定诗歌与政治的关系ꎬ但诗歌创作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独立的ꎬ与政治、权力没有

直接联系的艺术探索ꎮ 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ꎬ袁可嘉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提出过诗歌与政治平行

发展的看法:“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关系ꎬ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ꎮ”②他

把诗歌与政治都看成是文化的存在方式ꎬ但它们是各自独立的ꎮ 这种看法与当时流行的以解放

区、“七月派”为主要代表的一些诗人认为诗歌应该表现政治观念、诗歌从属于政治的观念截然

不同ꎬ其目的是要强调诗的独立性ꎮ 他在分析当时诗坛现状时ꎬ指出了人们对于诗的种种迷信ꎬ
实际上是在分析诗歌不能独立的多种原因ꎬ并呼唤诗歌“返回本体ꎬ重获新生”③ꎮ 这种主张从理

论上讲是有道理的ꎬ但实际上ꎬ在很多时候ꎬ在强大的政治面前ꎬ诗歌和整个文学的力量非常有

限ꎮ 尤其是在当代中国ꎬ由于文学体制的原因ꎬ文学对政治的追随、依赖甚至崇拜等情形都是明

显存在的ꎮ 一方面ꎬ因为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ꎬ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ꎬ许多人(包括诗

人)对其怀着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ꎬ认为党和党的领导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ꎬ都是应该遵守

的ꎻ另一方面ꎬ实行国有制之后ꎬ诗人的生存、诗歌的探索、诗歌刊物的存在和发展等都无法离开

政治和权力的支持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期ꎬ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从文学和学术领域开始的ꎬ
政治和权力借助文学和学术来发挥它们的作用ꎮ 文学和学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期刊ꎬ只有在这种

氛围之中寻找自己可能的出路ꎮ
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ꎬ文学组织及其刊物能够得到体制认同、尤其是得到掌握一定话语权的

人的关注和支持ꎬ是一种求得期刊顺利发展的策略ꎮ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中ꎬ恰好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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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诗歌甚至从事诗歌创作的人ꎬ这为«诗刊»获得官方的关注和支持奠定了良好的条件ꎮ
在«诗刊»创办之时ꎬ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ꎮ 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ꎬ而且还是诗人ꎬ当

时中国所有的政治主张、文学主张几乎都是他提出来的ꎬ或者是他认同和支持的ꎮ 能够获得他的

支持ꎬ将为期刊的发展提供不同一般的方便ꎮ
在«诗刊»正式创刊前夕ꎬ刊物的一些负责人和编辑前往各地拜访一些著名诗人ꎬ组织稿件并征

求对«诗刊»的意见ꎮ “徐迟去北京大学拜访冯至先生ꎬ征求意见ꎮ 冯至建议在创刊号上发表在群

众中流传已久的毛泽东诗词ꎬ以提高«诗刊»的影响ꎮ”①臧克家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初曾在重庆举行的一次

重庆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见到过毛泽东ꎬ之后还写过一首«毛泽东ꎬ你是一颗大星»ꎬ以何嘉为笔名ꎬ发
表在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９ 日的«新华日报»上ꎬ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ꎮ② 因此ꎬ听到冯至的建议之后ꎬ臧
克家非常赞同ꎬ就由徐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ꎬ由臧克家亲自抄录③ꎬ签上主编、副主编和编委的名

字④ꎬ并附上了他们收集的毛泽东的 ８ 首诗词ꎬ寄给了毛泽东ꎮ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份创办«诗刊»ꎬ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ꎬ因为您一向关

心诗歌ꎬ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ꎮ
我们请求您ꎬ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ꎬ给我们一些指示ꎬ给我们一些支持ꎮ
在诗歌的园地里ꎬ已经显露了百花齐放、百鸟啭鸣的春之来临的迹象ꎮ 西南的诗人们ꎬ

明年元旦创刊«星星»诗杂志ꎻ«人民文学»、«长江文学»都准备来年初出诗专号ꎻ诗歌在全

国报刊上都刊登得很多ꎮ 这是一个欢腾的时代ꎬ歌唱的时代ꎮ 热情澎湃的诗歌的时代是到

来了ꎬ«诗刊»因而诞生ꎮ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ꎬ发表您的八首诗词ꎮ 那八首ꎬ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ꎬ印在他

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ꎮ 那八首ꎬ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ꎮ 但是ꎬ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ꎬ群众

互相抄诵ꎬ以至文句上颇有出入ꎮ 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ꎬ莫如请求作者允许ꎬ
发表一个定稿ꎮ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收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ꎮ 那对我们的诗坛ꎬ将是

一件盛事ꎻ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ꎮ
“诗刊”是二十五开本ꎬ每版一百页ꎬ不切边ꎻ诗是单行排的ꎬ每页二十六行ꎮ 在编排形

式上ꎬ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ꎻ在校订装帧等方面ꎬ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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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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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臧乐源:«臧克家与毛泽东»ꎬ«文史哲»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臧乐源:«臧克家与毛泽东»ꎬ«文史哲»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臧乐源和诸多回忆文章都说不知道给毛泽东的信的初稿是谁起草的ꎬ起草之后ꎬ有的说是臧克家修改抄正的ꎬ也有人说是

其他人抄正的ꎮ 周良沛回忆说:“原先徐迟要请冯至起草给主席的信ꎬ冯至认为还是应该由«诗刊»的人来写为好ꎬ这就由徐迟自己

斟酌起草ꎬ信由克家同志审阅后ꎬ又由吕剑以毛笔小楷誊清ꎬ全体编委签名于后ꎬ敬送到中南海ꎮ”(见周良沛«想徐迟 念徐迟»ꎬ«新
文学史料»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ꎮ 当事人吕剑曾经说是他自己抄正的ꎬ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说法:“给毛主席的信由徐迟起草ꎬ 由臧

克家审阅后ꎬ ‘命我以毛笔小楷誊清’ꎬ这里是我记错了ꎮ 不是我誊清的ꎬ是臧克家‘以毛笔小楷亲自誊清’的ꎮ”(见«关于与钱仲慈

的通信答子张»ꎬ«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郑苏伊在接受采访时说:“给主席写信ꎬ 具体谁起草的ꎬ 己经没有记录了ꎬ 也许是集

体创作的! 后来争论很大ꎬ 有人说是吕剑抄写的ꎬ 父亲记得是他自己抄写的ꎬ 但他也害怕自己记错了ꎬ 并无意于此! 后来从中央

档案馆找到原件ꎬ 发现是我父亲的笔迹! 但是编委署名没有艾青ꎬ 不知道什么原因!”(见连敏:«重返历史现场———吴家瑾、白婉

清、郑苏伊、尹一之、闻山、王恩宇访谈»ꎬ«诗探索»２０１０ 年第二辑理论卷ꎮ)由此可见ꎬ给毛泽东的信应该是由臧克家抄正的ꎮ
吕剑回忆说:“当时«诗刊»编委只有臧克家、徐迟、吕剑三人在场ꎬ其他编委均不在ꎬ给毛主席的信ꎬ只好‘一一列名于后’ꎬ除

徐、臧、吕三人外ꎬ其他几位ꎬ都是我代签的名ꎮ”吕剑:«关于与钱仲慈的通信答子张»ꎬ«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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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ꎬ美丽而又重大ꎻ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ꎻ静下来要听您的

声音和您的吟咏ꎮ
«诗刊»编辑部:
主　 编:臧克家

副主编:严　 辰　 徐　 迟

编　 委:田　 间　 沙　 鸥　 袁水拍　 吕　 剑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①

这封信主要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其一ꎬ报告毛泽东准备创办«诗刊»的事情ꎬ因为毛泽东是

诗人ꎬ也关心诗歌ꎻ其二ꎬ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ꎬ这又包括两个方面ꎬ一是“指示”ꎬ二是希望选

发毛泽东的作品ꎻ其三ꎬ从口气看ꎬ体现了«诗刊»的编者对毛泽东的敬仰ꎻ其四ꎬ借用毛泽东在中

国的影响力扩大准备创刊的«诗刊»的影响ꎮ 说到底ꎬ这封信的最终目的是寻求毛泽东对«诗刊»
和诗歌的支持ꎮ 在当时的中国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ꎬ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的支持ꎬ那对

于«诗刊»的发展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毛泽东的回信终于送到中国文联并转«诗刊»编辑部ꎬ是由诗人唐祈签收

的ꎮ 他的回信很简短: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ꎬ迟复为歉! 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ꎬ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ꎬ一共十

八首ꎬ抄寄如另纸ꎬ请加审处ꎮ
这些东西ꎬ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ꎬ因为是旧体ꎬ怕谬种流传ꎬ贻误青年ꎻ再者诗味不多ꎬ

没有什么特色ꎮ 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ꎬ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ꎬ那末ꎬ就照你们

的意见办吧ꎮ
«诗刊»出版ꎬ很好ꎬ祝它成长发展ꎮ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ꎬ旧诗可以写一些ꎬ但是不

宜在青年中提倡ꎬ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ꎬ又不易学ꎮ 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ꎮ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②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ꎬ毛泽东的回信可以说是一个福音ꎮ 毛泽东对«诗刊»的创办给予了支持

和肯定ꎬ又谈到了对诗歌的看法ꎮ 在局外人和后来者看来ꎬ毛泽东对«诗刊»的支持其实很简单ꎬ
就是十二个字:“«诗刊»出版ꎬ很好ꎬ祝它成长发展ꎮ”但是ꎬ对于当时的中国人ꎬ尤其是对于亲自

参与其中的«诗刊»的编者ꎬ那是非常有分量的十二个字ꎮ 臧克家回忆说:“从这 １２ 个字里ꎬ我们

感受到的是多么丰富、多么深刻、多么激动心胸的重大意义呵! 它庄严而简要ꎬ朴素又亲切ꎮ”③

毛泽东对新旧体诗歌的意见ꎬ几乎成为当代新诗发展的一盏指路的明灯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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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献说ꎬ这封信的署名中还有艾青ꎬ但郑苏伊说ꎬ根据原始档案ꎬ实际上没有艾青的名字ꎮ 见连敏:«重返历史现

场———吴家瑾、白婉清、郑苏伊、尹一之、闻山、王恩宇访谈»ꎬ«诗探索»２０１０ 年第 ２ 辑理论卷ꎮ
«毛东泽书信选集»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５２０ 页ꎮ
臧克家:«在毛主席那里作客»ꎬ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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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ꎬ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观点ꎬ在客观上为新诗的发展环境、当代

诗歌的艺术走向提供了支持ꎮ
在收到这封信之后的两天ꎬ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了袁水拍和

臧克家ꎬ谈诗ꎬ谈当时的文艺政策ꎬ谈臧克家对毛泽东诗歌的评论文章ꎮ 其中有几个话题对后来

的影响是很大的ꎮ 一是关于诗歌的走向问题ꎮ 臧克家回忆说:“他在与我们谈话中ꎬ虽然没有正

式批评新诗的缺点ꎬ从他的口气中感觉到他对新诗的散漫ꎬ太自由化ꎬ是不满意的ꎬ相反的ꎬ对于

民歌则大有好感ꎮ 他说ꎬ从«诗经»的四言ꎬ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ꎬ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 ７ 个字ꎬ
４ 个拍子ꎬ这是时代的需要ꎮ 他说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ꎮ 也就是说ꎬ应该在

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ꎮ”①“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是毛泽东重要的诗歌主

张ꎬ它对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二是解决了«诗刊»的印数问

题ꎬ关键是纸张问题ꎮ 在当时ꎬ由于纸张紧张ꎬ出版刊物的印数是需要审批的ꎬ臧克家对文化部有

关负责人只同意印刷一万册表示不满ꎬ“当时ꎬ纸张困难ꎬ为了争取份数ꎬ我们和文化部一位负责

同志、老朋友ꎬ争得面红耳赤ꎮ 我向毛主席报告ꎬ«诗刊»只准印一万份ꎬ太少了! 毛主席反问我ꎬ
你看印多少? 我说:‘五万份ꎮ’毛主席说:‘好ꎬ我答应你们印五万份ꎮ’”②«诗刊»创刊号两次印

刷数量达到 ５５７６０ 册③ꎬ这肯定与毛泽东关注、关心有关ꎮ 可以看出ꎬ毛泽东的回信和召见ꎬ对于

臧克家的影响是深刻的ꎬ对«诗刊»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ꎮ
事实证明ꎬ«诗刊»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并发表他修正过的诗词的策略是正确而有效的ꎮ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诗刊»创刊号正式出版ꎬ上面发表了毛泽东的 １８ 首旧体诗词和他给臧克家等人的

信ꎬ一下子在全国引起轰动ꎮ 那是毛泽东的诗词第一次公开发表ꎬ这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ꎬ是很

有感染力的ꎮ 刊物一出版即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场面ꎮ 臧克家回忆说:“«诗刊»在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版ꎬ因为有毛主席的诗词十八首ꎬ又将毛主席的信件手迹用道林纸同期刊出ꎬ轰动一时ꎮ
«诗刊»创刊时ꎬ正是春节前夕ꎬ大街上排了长队ꎬ不是买年货ꎬ而是买«诗刊»ꎬ这件盛事ꎬ成为文

坛佳话ꎮ”④有人在回忆徐迟时也说到当时的情况:“由他(指徐迟———引者)提议创办的«诗刊»ꎬ
我这见证人绝不会忘记吕剑、唐祈、吴视、白婉清、刘贤钦等同志在当时的辛劳ꎮ 可是ꎬ若没徐迟ꎬ
几十天之内ꎬ由提议、组班ꎬ到印出王府井千人排队买的«诗刊»ꎬ«诗刊»也在一月之内一印再印

的奇绩之出现ꎬ是无法想象的ꎮ”⑤周良沛说:“毫无疑问ꎬ这确实是借主席的诗词为诗扬了威ꎬ为
«诗刊»振了名ꎮ 可这本«诗刊»经大家日日夜夜的苦心编印ꎬ也确实不俗ꎮ 道林纸精印ꎬ加以鲁

迅喜欢的那种毛边ꎬ外观就给人不同于当时任何书刊的全新印象ꎮ 张光宇的封面设计简洁ꎬ大
方ꎬ上面只印«诗刊»两个大字ꎬ就与徐志摩编的«新月»ꎬ戴望舒编的«新诗»之格式相仿ꎮ”⑥事实

说明ꎬ«诗刊»的编辑班子具有很高的政治敏锐性ꎬ对当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政治与上层领导的

关系、文学与上层领导的关系的理解非常清楚ꎬ对在中国办好刊物的各种路径是非常了解的ꎮ
毛泽东的回信和召见ꎬ甚至在不久之后确保了臧克家安然无恙地渡过政治危机ꎮ １９５７ 年

初ꎬ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大环境中ꎬ臧克家写了一篇题为«六亲不认»的短文ꎬ发表在 １９５７ 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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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在毛主席那里作客»ꎬ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７９－８０ 页ꎮ
臧克家:«在毛主席那里作客»ꎬ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４８－４９ 页ꎮ
陈子善:«‹诗刊›毛边本始末»ꎬ«书城»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ꎮ
臧克家:«我与‹诗刊›»ꎬ«臧克家全集»(第 ６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５２ 页ꎮ
周良沛:«想徐迟 念徐迟»ꎬ«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ꎮ
周良沛:«想徐迟 念徐迟»ꎬ«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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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３ 日的«人民日报»上ꎮ 文章对所见到的一些有悖情理的现象ꎬ进行了尖锐批评ꎮ 文章发表后

不久ꎬ反右派运动开始了ꎬ«六亲不认»被某些人抓住并当成靶子ꎬ说臧克家攻击伟大的党“六亲

不认”ꎮ 臧克家当时心中十分紧张ꎬ也被迫作了检讨ꎮ 有的赞扬过臧克家这篇文章的人被打成

了“右派”ꎬ但臧克家本人却没有被打成“右派”ꎮ 臧克家回忆说:“在这次反右斗争中我并没有被

打成‘右派’ꎬ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ꎮ 现在回想起来ꎬ也许原因是多方面的ꎬ比如我刚

刚调到作协不久ꎬ又一直因病半休ꎬ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ꎬ是当时作协党组一位负责同志说的:
‘臧克家刚刚受到毛主席的召见ꎬ怎么能把他打成右派呢?’这样ꎬ在这次反右斗争中我成了漏网

之鱼ꎮ”①不仅如此ꎬ在后来的历次斗争中ꎬ臧克家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ꎬ恐怕也与这样一些经历

有一定关系ꎮ 由此ꎬ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理解为什么臧克家一生都对毛泽东怀着崇敬的心情ꎬ他不

断回忆和毛泽东的交往ꎬ写诗赞美毛泽东ꎬ为毛泽东改诗ꎬ为毛泽东编选诗词鉴赏、撰写鉴赏文章

这一切ꎬ除了发自内心的感受之外ꎬ恐怕也和自己在政治上找到“保护伞”有一定关系ꎮ
在中国当代的第一代领导人中ꎬ关心文艺发展、和诗歌有关系的人不少ꎮ 因此ꎬ«诗刊»总是

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和其中的一些人取得联系ꎬ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支持ꎬ这无疑为刊物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ꎮ 除了毛泽东ꎬ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关心过«诗刊»的发展ꎮ
从现有文献看ꎬ周恩来在«诗刊»创办以后没有和刊物及其编辑发生过直接的联系ꎮ 但是ꎬ

作为«诗刊»首任主编的臧克家是在他的直接关心下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为

«诗刊»的创办提供了人力上的支持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ꎬ臧克家由中共党组织安排到了北平ꎬ先后担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

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新华月报»文艺栏主编ꎮ １９５６ 年

夏天ꎬ周恩来召集一些文艺界人士在紫观阁举行座谈会ꎬ并在会上谈到了臧克家的新去处ꎮ 臧克

家回忆说:
　 　 使我终生难忘的ꎬ是 １９５６ 年夏天紫观阁的一次集会ꎮ 周总理召集了作家协会、文化部

的负责人和一些作家一道座谈ꎬ共约七、八十人ꎮ 总理亲切关怀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写作、生
活情况ꎬ特别对几位年高的老作家殷殷垂问ꎬ人人心里感到温暖ꎬ得到鼓舞ꎮ 当问我的时候ꎬ
总理带点疑惑地说:“臧克家同志ꎬ你是作家ꎬ为什么不在作家协会工作ꎬ而在人民出版社?”
总理把头微微一仰ꎬ语气柔和ꎬ目光亲切ꎮ


这次宴集之后不久ꎬ周扬同志约我去谈话ꎮ 那时他住在旧文化部的一座小楼上ꎬ与茅盾

同志为邻ꎬ我从来没去看望过他ꎮ 忽然一位女秘书同志来了电话ꎬ确乎叫我惊异ꎮ 我去了ꎮ
周扬同志恳切地同时带着征求意见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想调你到作协书记处工作ꎬ你觉得

怎样?”这叫我很感意外ꎮ 因为接到邀约电话之后ꎬ我心里有许多揣测ꎬ但没有想到这一点ꎮ
我回答说:“服从组织分配ꎮ 怕做不好工作ꎮ”问题就这样决定了ꎮ 周扬同志又热情坦率地

谈了一些诗歌方面的问题ꎬ我就告辞了ꎮ
在回来的路上ꎬ我开始把周扬同志调我到作协书记处工作ꎬ和周总理问我的那句话联系

起来ꎬ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了ꎮ②

周恩来的问话也许是无意的ꎬ但在当时的中国ꎬ对于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说ꎬ可能就是一种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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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访谈录»ꎬ«臧克家全集»(第 １２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６１５ 页ꎮ
臧克家:«会面无多忆念多———追念周总理»ꎬ«臧克家全集»(第 ５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３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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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者提醒ꎬ这才有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找臧克家谈话(在中国当代ꎬ每一级的

文联、作家协会的工作都是由同级的党委宣传部领导的)ꎬ才有调他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意

见ꎮ 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是该组织的日常办事机构ꎬ具有相当的权力ꎮ 虽然臧克家不是党员ꎬ
在书记处属于没有权力的那种人ꎬ但是ꎬ书记处的地位确实是重要的ꎮ 臧克家后来在徐迟等诗人

们的建议下提出创办«诗刊»并很快得到落实ꎬ一方面和他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代表了许多诗

人的意愿有关ꎬ另一方面也和他在诗歌界、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特殊地位有一定关系ꎮ
在«诗刊»创办过程中ꎬ徐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但臧克家是«诗刊»的首任主编ꎬ这却

是事实ꎮ 如果臧克家没有调到中国作家协会ꎬ可能会由其他人负责这项工作ꎮ 但是ꎬ历史选择了

他ꎮ 历史可以不断被“重写”ꎬ而事实无法改变ꎮ
朱德喜欢写诗ꎬ有«朱德诗选»等面世ꎮ 朱德曾在 １９６１ 年夏天①约请臧克家去中南海谈论他

写辛亥革命的诗ꎮ 臧克家回忆说:“朱总说ꎬ在公余之暇ꎬ也喜欢读一点诗ꎮ 自己偶尔也写一点ꎮ
接着又谦逊地说:总写得不很满意ꎮ 接下去ꎬ朱总对诗的问题做了指示ꎮ 大意是说ꎬ诗要表现战

斗生活ꎬ为革命服务ꎮ 不要写得太深奥ꎬ叫一般人看不懂ꎬ那样ꎬ就会失掉它的作用ꎮ 诗应该通俗

化ꎬ群众化ꎬ意思、语言ꎬ要朴素、明朗ꎬ叫人人看得懂ꎬ念出来ꎬ听得懂ꎬ这样ꎬ群众自然会喜欢它ꎬ
不仅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②臧克家当时就发现:“这和毛主席对文艺和诗歌的教导

是完全一致的ꎮ 毛主席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ꎬ都关心诗歌问题ꎬ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ꎬ为我们

树立了榜样ꎬ成为典范ꎮ”③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中央领导对文学、诗歌的观念具有一致性是很

正常的ꎬ因为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ꎮ 不过ꎬ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语境之下ꎬ和一个人们都很崇敬的人物面对面的交流ꎬ对于一个诗人来说ꎬ肯定还是很受鼓舞的ꎮ
也不知道是否因为臧克家为毛泽东改诗的原因ꎬ朱德邀请臧克家谈诗ꎬ最主要的就是请他看看自

己为辛亥革命纪念册所写的几首诗ꎮ 臧克家对那几首诗评价很高ꎬ他说:“诗ꎬ朴素真挚ꎬ反映了

革命历史ꎬ也表现出一个老革命家的真实情感(这些诗篇已选入«朱德诗选»)ꎮ”④臧克家对朱德

其人其诗是非常佩服和敬重的ꎬ但他是否为朱德的诗提供过修改建议ꎬ现在没有史料的记载ꎮ
就现在掌握的信息看ꎬ朱德唯一一次参加诗刊社举行的活动是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诗歌座谈会ꎮ 臧克家说:“这次谈诗是陈毅同志倡议ꎬ由诗刊社主办的ꎮ 济济一堂ꎬ
到了五十几位诗人ꎬ堪称盛会ꎬ至今我还珍存着朱总含笑的留影ꎮ”⑤朱德是第一个到达会场的领

导:“朱总到得很早ꎬ带着笑容走进福建厅和我们亲切握手ꎬ随意叙谈ꎮ 从温和的态度、快乐的表

情中ꎬ透露出心怀的舒畅ꎮ 与会的同志们心情都很激动ꎮ”⑥朱德也是第一个在会上讲话ꎬ他认

为:“诗歌要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涌现出来的动人的真实事件ꎮ 要真情实感地说出

心里的话ꎮ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好了ꎮ”他还谈到了个人的写作感受:“自己时有所感ꎬ写上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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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在«怀念逐日深»这篇文章中说ꎬ朱德邀请他去是在“十四年前一个夏季的早晨”ꎮ 文章是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写的ꎬ
因此推断ꎬ臧克家见到朱德的时间应该是 １９６３ 年夏天ꎮ 但是ꎬ从文中的信息可以看出ꎬ朱德写的诗是为了“辛亥革命五十周

年”的纪念册子用的ꎬ时间应该是在 １９６１ 年夏天ꎮ 臧克家对见面时间的记述可能有误ꎮ 此处采用按照文章的信息推断的时间ꎬ
即 １９６１ 年夏天ꎬ这样也可以更好地和下文结合起来ꎮ 当然ꎬ因为无法找到当时的纪念册ꎬ该纪念册是不是在后来(也就是 １９６３
年前后)才出版的ꎬ现在不得而知ꎮ

臧克家:«怀念逐日深»ꎬ«臧克家全集»(第 ５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３ 页ꎮ
臧克家:«怀念逐日深»ꎬ«臧克家全集»(第 ５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３ 页ꎮ
臧克家:«怀念逐日深»ꎬ«臧克家全集»(第 ５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４ 页ꎮ
臧克家:«怀念逐日深»ꎬ«臧克家全集»(第 ５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４ 页ꎮ
臧克家:«怀念逐日深»ꎬ«臧克家全集»(第 ５ 卷)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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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句ꎬ说诗不像诗ꎬ只是完成表现的欲望ꎮ 愿意和各位写诗的同志们常见见面ꎬ多多交换意

见ꎮ”①作为开国元勋之一ꎬ朱德能够亲自参加诗刊社组织的活动ꎬ是对诗歌事业的极大支持ꎮ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ꎬ郭沫若的影响是巨大的ꎬ在诗歌界的地位很高ꎮ 五四时期ꎬ郭沫若的

诗集«女神»标志着新诗文体的初步定型ꎬ诗集中透露出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否定偶像和个性解

放的追求ꎬ如激昂的号角一般ꎬ影响了其后的一代代中国读者ꎬ成为新诗史上无法回避的艺术高

峰之一ꎮ 作为一个诗人ꎬ郭沫若对诗歌的关心可以说是他的本分ꎮ 但是ꎬ在有关«诗刊»的信息

中ꎬ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关于郭沫若的事情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ꎮ
作为诗人ꎬ臧克家对郭沫若的关注很早ꎮ 他在 １９２３ 年就开始关注郭沫若的诗ꎮ 从 １９２７ 年

起ꎬ他多次聆听郭沫若慷慨激越的演讲ꎮ １９３８ 年三四月间ꎬ臧克家在武汉拜访了郭沫若ꎮ 后来

在重庆、上海、北京ꎬ臧克家都曾有机会拜访郭沫若ꎮ 他对郭沫若的精神和人格非常佩服ꎮ 郭沫

若曾经写过揭露、批判蒋介石的文章ꎬ控诉蒋介石的罪行ꎮ 而对毛泽东ꎬ郭沫若却是非常敬佩的ꎮ
臧克家曾经记述过第一次文代大会上的一件事情:“(１９４９ 年)７ 月ꎬ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ꎮ 毛主

席、周总理都亲临盛会ꎮ 郭老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ꎮ 这一鞠躬ꎬ
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ꎬ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来ꎬ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鄙视之ꎬ唾骂之ꎬ与之坚决

斗争ꎬ生死不顾ꎮ 今天ꎬ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ꎬ毕恭毕敬ꎮ 郭老的精神ꎬ郭老的人格昭昭

然在万众之心ꎮ”②我们对郭沫若的这一“鞠躬”也许有不同的解读ꎬ但了解郭沫若的臧克家对其

评价应该是发自内心的ꎮ
在臧克家的回忆录里ꎬ郭沫若与«诗刊»有关的记载只有两次ꎮ 第一次是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诗

刊»刚刚创刊的时候ꎬ他们去拜访了郭沫若ꎮ 臧克家回忆说:“１９５７ 年 １ 月ꎬ«诗刊»创刊了ꎬ为了

向他请教ꎬ也为了请他写稿ꎬ我们开始登门拜访郭老ꎮ 那时他住西四大院胡同五号ꎮ 他约我、徐
迟和编辑部的同志在家里吃饭ꎬ碰杯祝酒ꎬ谈笑风生ꎬ三杯落肚ꎬ豪兴大发ꎮ 大家如晴朝临风ꎬ月
下抒怀ꎬ诗情洋溢ꎬ醉翁之意已不在酒了ꎮ”③这段文字倒是写出了诗人聚会的氛围ꎬ但是ꎬ郭沫若

好像没有像其他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那样谈到诗该怎么写之类的话题ꎬ也没有谈到

«诗刊»的发展问题ꎮ 第二次是在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郭沫若参加了诗刊社在人民大会堂组织的

谈诗会ꎮ 臧克家是在怀念朱德的文章中提到过郭沫若的名字ꎮ 文章说ꎬ朱德进入会场之后ꎬ“接
着ꎬ陈毅同志、郭沫若同志接踵而至”④ꎬ同样没有涉及到郭沫若对诗歌和«诗刊»表达了怎样的看

法或者期望ꎮ
在«诗刊»发展史上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ꎬ就是陈毅ꎮ 陈毅是开国元勋之一ꎬ也是诗

人ꎬ他的«梅岭三章»等作品曾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ꎮ 陈毅是一个直率的人ꎬ
他对诗歌、对«诗刊»的关心非常直接、具体ꎮ

在«诗刊»创刊之后不久ꎬ陈毅曾经约臧克家去谈诗ꎬ由于当时臧克家卧病在床ꎬ没有能够成

行ꎮ 但是ꎬ陈毅对«诗刊»的关心是非常真诚、具体的ꎬ持续时间也是相对较长的ꎮ
陈毅为«诗刊»的出版提出过许多具体建议ꎬ解决过一些具体问题ꎮ 臧克家回忆说:“陈毅同

志像爱护一个宁馨儿一样ꎬ爱护«诗刊»ꎬ关心它ꎬ支持它ꎬ在它身上费心血ꎮ 即使出国期间ꎬ在外

事活动繁忙之际ꎬ也还挂记着它ꎮ 刚回到首都ꎬ在一次集会上ꎬ把我招呼到面前ꎬ说:‘«诗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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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刊ꎬ在国际上影响不好ꎬ全国只有一个诗的刊物呀ꎬ得赶快改回来ꎮ’那口气ꎬ亲切关怀而又

有点发急的意味ꎮ 那时纸张实在困难ꎬ不得已ꎬ才暂时改为双月刊ꎮ 陈毅同志注意到了这件事ꎮ
我们遵从了他的意见ꎬ争取恢复了月刊ꎮ”①因为纸张缺乏ꎬ«诗刊»曾经从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开始改为

双月刊ꎬ１９６３ 年 ７ 月恢复为月刊ꎬ持续到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停刊ꎮ 臧克家说的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

«诗刊»出版双月刊这段时间里ꎮ 陈毅还曾给臧克家建议:“«诗刊»能改为半月刊ꎬ岂不更合读者

的希望ꎬ如何ꎬ有可能否?”②对于编者ꎬ这些建议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ꎬ既是诗人的声音ꎬ也可以

说是中央领导的意见ꎮ 其实ꎬ早在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的一次座谈会上ꎬ陈毅就对«诗刊»的办刊风格问

题提出过批评和建议:“我是拥护«诗刊»的ꎮ «诗刊»变为通俗性群众«诗刊»ꎬ不好ꎮ 以前轻视

工人、农民ꎻ以后完全倒过来ꎬ也不好ꎮ 好诗就登ꎬ选得严一点ꎬ我赞成ꎮ 编辑要有一点权限ꎬ有取

舍ꎮ 对群众如此ꎬ对诗人也应如此ꎮ 群众意见登一些也好ꎮ «诗刊»ꎬ印得美一点ꎬ太密密麻麻ꎬ
不像话ꎮ”③这些说法是很有针对性的ꎬ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中ꎬ因为官方的政治导向的影响ꎬ«诗
刊»确实发表过许多民歌ꎬ几乎成为通俗读物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的“颂歌”时代是中国文学发

展的一个奇特现象ꎬ但它是党中央认可和支持的ꎮ 作为官方刊物ꎬ«诗刊»配合这样的政治任务

在当代中国毫不稀奇ꎬ而且必须配合ꎮ 因此ꎬ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ꎬ估计也只有陈毅这样的开

国元勋和懂得诗歌的内行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ꎮ 陈毅还为«诗刊»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ꎬ臧克家

回忆说ꎬ在三年困难时期ꎬ因为纸张紧张ꎬ«诗刊»无法印刷道林纸本ꎬ陈毅知道了ꎬ“马上写了条

子ꎬ要外交部调拨了一部分道林纸给我们”④ꎮ 作为中央领导ꎬ连刊物的纸张、版式问题都关心ꎬ
其对于诗歌和«诗刊»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ꎮ

陈毅多次参加«诗刊»组织的活动ꎬ并对诗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ꎮ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ꎬ诗刊社邀请

了二三十位诗人和文艺界领导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诗歌座谈会ꎮ 陈毅参加了会议ꎬ并在会

上谈到他对诗歌的诸多见解ꎮ 他认为:“诗要讲含蓄ꎬ一泄无余ꎬ也不是好诗!”“诗比散文流利ꎮ
标语口号不能成为诗ꎮ”“重视外国人ꎬ轻视中国人ꎻ重视古人ꎬ轻视今人ꎬ是不好的ꎮ 新诗是

不是受了外来的影响? 是不是同民族脱离? «诗刊»有了很大的争论ꎮ 我们要有自己的东

西ꎬ不要捡人家的东西ꎬ拾人牙慧ꎮ 中国诗ꎬ没有创造ꎬ就完蛋!”⑤虽然这些观点是从臧克家的回

忆录中摘录出来的ꎬ但口气确实像是出自直率的陈毅之口ꎮ 应该说ꎬ这些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ꎬ
不但是对当时«诗刊»和诗歌创作情况的一种总结ꎬ也是对«诗刊»和诗歌创作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ꎬ是比较客观而且符合诗歌艺术特征的ꎮ 诗人谈诗ꎬ是可以说到本质上的ꎮ 陈毅不但提议召开

了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诗歌座谈会ꎬ而且亲自参加ꎮ 朱德、郭沫若参加

会议ꎬ估计也和陈毅的提议有关ꎮ 在那次座谈会上ꎬ陈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ꎬ他说:“写
诗要写得使人家容易看懂ꎬ有思想ꎬ有感情ꎬ使人乐于诵读ꎮ 我写诗ꎬ就想在中国的旧体诗和

新诗中各取其长ꎬ弃其所短ꎬ使自己所写的诗能有些进步ꎮ”⑥这些看法是作为诗人的陈毅对诗的

理解ꎬ同时ꎬ作为中央领导ꎬ这些见解其实也是对诗人和«诗刊»提出的要求ꎬ在一定程度上对«诗
刊»的发展是产生过影响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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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还给«诗刊»提供自己的作品ꎮ 在当代诗人中ꎬ陈毅是高级干部里创作作品比较多的诗

人ꎮ 臧克家在和陈毅比较熟悉以后ꎬ就不时地写信向他索稿ꎬ而陈毅都尽力支持ꎮ 但陈毅在诗人

面前从来都是很谦虚的ꎮ 他在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给臧克家的回信中说:“立即上机赴朝鲜ꎬ把近

来写的三首诗ꎬ仓猝定稿ꎬ送«诗刊»凑趣ꎬ如蒙登载ꎬ要求登在中间ꎬ我愿做中间派ꎬ如名列前茅ꎬ
十分难受ꎬ因本诗能名列丙等ꎬ余愿足矣ꎮ”①他认为自己的诗能够发表就不错了ꎬ不能放在刊物

的前面ꎬ这样的胸怀是令人敬佩的ꎮ 他在给«诗刊»寄组诗«冬夜杂咏»(«青松»等)②的时候附信

说:“为«诗刊»凑趣ꎬ得旧作«冬夜杂咏»ꎬ抄来塞责ꎬ仍请按旧例放在中间或末尾为妥ꎮ 此诗杂乱

无章ꎬ杂则有之ꎬ诗则未也”③按照臧克家的说法ꎬ这组诗其实“是一组汪洋恣肆、气象万千、
内容丰富、率意真挚的佳作”④ꎬ但陈毅却自称“杂乱无章”ꎮ 陈毅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很严格ꎬ不满

意的作品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示人的ꎮ 他曾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近来想作几首诗ꎬ未搞好ꎬ暂
作罢ꎬ搞好再呈教ꎮ 我的旧作ꎬ整理尚未就绪ꎬ愈整理愈觉得诗是难事ꎬ就愈想放下了事ꎮ 这只有

看将来兴会来时再说ꎮ”⑤陈毅的工作非常繁忙ꎬ能够写作和整理诗稿的时间非常有限ꎬ因此ꎬ对
于«诗刊»的约稿ꎬ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满足ꎮ 他曾在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苦于事忙ꎬ写诗不能不

作放弃ꎬ以至未定稿太多ꎬ此乃无可如何之事ꎬ彼此均有此经验ꎬ公等当不以托词视之ꎮ”⑥作为一

个高级干部ꎬ无法满足刊物的约稿还那么谦虚ꎬ一方面说明他对诗歌创作之严谨ꎬ另一方面说明

他对«诗刊»的看重ꎬ还可以看出他对诗人是非常尊重的ꎮ
在前期ꎬ«诗刊»与中央领导人中的诗人保持着密切而良好的关系ꎮ 他们不但在作品上支持

«诗刊»ꎬ而且在«诗刊»的编辑思想、办刊方向等方面为«诗刊»提供指导和保护ꎬ同时还尽力为

«诗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ꎮ 这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ꎬ恐怕也很难有后来者ꎮ
根据有关专家统计ꎬ在前期«诗刊»的八年中ꎬ发表作品的“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毛泽东(５)、
陈毅(５)、董必武(４)”ꎮ 名字后面的数字表示发表作品的数量ꎮ 在这个名单中ꎬ发表作品 ２１ 次

的郭沫若没有被作为“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待ꎬ而是被列入了“发表作品 １５ 次以上的作

者”ꎮ⑦ 即使如此ꎬ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诗刊»非常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品ꎬ这不仅是加强和

上层领导的联系ꎬ而且是实现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ꎮ 就前期«诗刊»的发展看ꎬ这种策略是奏

效的ꎮ
«诗刊»没有忘记关心、支持刊物发展的领导ꎮ 在 １９７６ 年复刊之后ꎬ还多次发表有关高层领

导的作品ꎮ «诗刊»编辑部选择了一组陈毅的作品ꎬ并邀请赵朴初撰写了«淋漓兴会溢行间———
读陈毅同志诗词»ꎬ一并发表在 １９７６ 年第 １２ 期的«诗刊»杂志上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期的«诗刊»ꎬ发表了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ꎮ 这封信写于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ꎬ毛泽东在信中为陈毅改定了一首五律诗作«西行»ꎬ并谈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一些

看法ꎮ 他认为:“诗要形象思维ꎬ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ꎬ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ꎮ”“宋人多

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ꎬ一反唐人规律ꎬ所以味同嚼蜡ꎮ” “要作今诗ꎬ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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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ꎮ 将来趋势ꎬ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ꎬ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

大读者的新体诗歌ꎮ”毛泽东的这封信虽然只是友人之间关于诗歌的通信ꎬ而且在今天看来ꎬ也
还有值得商榷、推敲、完善的地方ꎬ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ꎬ在文艺思想受到严重禁锢的时代ꎬ它的

发表ꎬ无疑为人们思考诗歌回归诗歌、艺术回归艺术的问题ꎬ对于文艺界解放思想、拓展思路、丰
富创作手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ꎮ

前期的«诗刊»是有一些不幸的ꎬ因为它必须面对文艺思想单一的政治、时代语境ꎬ如果要有

所成就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种制约ꎬ所以编者所面临的压力肯定是巨大的ꎮ 但它又是幸

运的ꎬ因为有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和众多中央高层人士的关心和支持ꎬ使«诗刊»得到了体制的认

同ꎬ这确保了在诸多政治运动中能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保持一个难得的园地ꎬ并以诗的方式记录

了当时人们的心路历程ꎬ为后来诗歌的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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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
∗①

姜智芹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新中国成立 ６０ 多年时间里ꎬ当代文学通过他者传播和自我传播ꎬ塑造了倾向不同、形态各异的中国

形象ꎮ 这些中国形象与原有的中国形象之间既有更新重塑ꎬ又存在继承延续ꎮ 原有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西方译者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ꎬ以及西方读者对翻译过去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ꎬ并成为构建新一轮中

国形象的重要思想资源ꎬ而新一轮的中国形象所呈现的风貌又给原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调整ꎬ进而实现某种程

度的更新重塑ꎮ 剖析西方他者和中国自我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ꎬ探究原有的中国形象在何种程度上介

入了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ꎬ当代文学的传播又在何种程度上更新了当代的中国形象ꎬ有利于更好地将当代文

学推介到国外ꎬ并在推介过程中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ꎮ
关键词:　 当代文学ꎻ对外传播ꎻ中国形象ꎻ继承延续ꎻ更新重塑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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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７
作者简介:姜智芹(１９６７—　 )ꎬ女ꎬ山东单县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１６ＢＺＷ１１９)
的阶段性成果ꎮ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所构筑的中国形象ꎬ不论是他塑形象还是自塑形象ꎬ与原有的中国形象

之间既有更新重塑ꎬ又存在继承延续ꎮ 原有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方译者对当代文

学作品的选择ꎬ以及西方读者对翻译过去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ꎬ并成为构建新一轮中国形象的

重要思想资源ꎬ而新一轮的中国形象所呈现的风貌又给原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调整ꎬ进而实现

某种程度的更新重塑ꎮ 在更新重塑的同时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原有中国形象的继承延续ꎮ 这

是因为ꎬ一方面ꎬ原有的中国形象构成海外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期待和文化预设ꎬ使得

海外的出版社不得不基于市场考虑ꎬ去翻译那些迎合、印证国外读者东方想象的作品ꎻ另一方面ꎬ
原有的中国形象也是海外译者、读者、研究者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视野和评价立场之一ꎬ他
们在阅读、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ꎬ容易选择那些更符合他们的先在视野和价值判断的作品ꎬ如此

就进一步固化了原有的中国形象ꎮ 本文重点分析原有的中国形象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当代文学在

西方的传播ꎬ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又在何等程度上更新了当代的中国形象ꎮ

一、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他塑形象与自塑形象

　 　 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有他者传播和自我传播两个途径ꎬ因而ꎬ从宏观上讲也就有他塑形

象和自塑形象两种类型ꎮ 在探讨他塑形象时ꎬ我们以西方国家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与研究为

主要考察对象ꎮ 新中国成立 ６０ 多年的时间里ꎬ西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译介中国当代小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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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倾向不同、形态各异的中国形象ꎮ
“十七年文学”时期ꎬ新中国文学中所谓的“异端文学”成为关注的重心ꎬ塑造的主导形象是

敌视性中国形象ꎮ 这一时期ꎬ鉴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与对峙ꎬ西方的译介

者“多采取潜在的敌视新中国的立场ꎬ对那些背离了主流文学规范的作品给予较高评价ꎬ旨在证

明作家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的矛盾”①ꎮ 这一阶段ꎬ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甚少ꎬ在
小说方面仅有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ꎮ 这篇小说因符合编选者“鲜明地表达了
作家想要打破政治压抑ꎬ独立、真实地表达个人感情、经历和思想的愿望”②而收入«苦涩的收获:
铁幕后知识分子的反抗»一书ꎬ满足了编选者意在借文学作品窥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管理

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意图ꎮ
“文革”时期ꎬ西方世界加大了对中国当代“正统”作品和主旋律文学的译介ꎬ整体上塑造出

一个美好新世界的中国形象ꎮ 这一时期ꎬ以红卫兵为主要参加者的文化大革命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西方爆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ꎬ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西方

青年学生尊奉的榜样ꎬ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文学的译介不再将重点放在“异端文学”上ꎬ而是理解、
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ꎬ把描写革命与建设的新中国文学视为严肃的作品ꎮ 在小说方面主

要有英国汉学家詹纳编选的«现代中国小说选»、美籍华裔学者许芥昱的«中国文学图景:一个作

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美国汉学家白志昂和胡志德合编的«中国革命文学选»等ꎮ 这些选

本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相比明显减弱ꎬ选本中透露出来的中国形象比第一个阶

段大为友善ꎮ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以风格多样的创作ꎬ承载、诠释、传递着中国形象ꎮ 这 ３０ 多年的当代

小说对外传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改革中国形象”、“世俗中国形象”、“文化中国形

象”、“文革中国形象”、“叛逆青春中国形象”ꎬ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政治认知价值、文化传播交流价

值和商业价值ꎮ 新时期伊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给西方人提供了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

的机会ꎮ 不少西方人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看到了中国融入西方世界的希望ꎬ对中国政策的误读

使他们将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样板ꎬ对于描写中国改革的小说倾注极大的热情ꎮ 改革

文学的开篇之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视为“新现实主义”③之作ꎬ认为“乔厂长”是一

位雷厉风行、锐意改革的“硬汉”形象ꎬ有着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老渔夫桑提亚哥永不言败的精

神和气度ꎮ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被译成英、法、德等西方主要语种ꎬ在德国甚至一度成为最畅销

的德译作品ꎮ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的故事»、贾平凹的«浮躁»也被译成英、德等西方

主要语种ꎮ 显然ꎬ中国工农业领域的改革英雄以及改革给整个社会尤其是人们的思想、道德、伦
理观念带来的巨大变化ꎬ是西方人在同中国隔离了 ３０ 年后迫切想了解的ꎬ对于中国正向西方社

会靠拢的幻想也让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文学倾注热情ꎮ
改革文学从宏大叙事层面为西方人提供了认知中国社会发展的维度ꎬ而描写中国人日常生

活、表现中国人细腻感情世界的新写实小说ꎬ反映当今中国的社会动向和年轻一代生活状况与心

理变化的“新生代”、“八零后”作家的创作ꎬ则向西方世界传递了一个世俗中国形象ꎮ
池莉、刘震云、方方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中坚ꎬ其作品在英、美、法、德等国家均得到译介ꎮ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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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ꎬ«小说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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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余华、王安忆等描写普通人、揭示世间万象、刻画人生百态的小说也受到西方译者和评论者的

重视ꎮ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愤怒的葡萄»、乡村版的«第二十二条

军规»ꎻ①余华的«活着»让英语读者感受中国百姓“生活中小小的快乐”以及“人生的磨难和痛

苦”ꎻ②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对上海弄堂和生活在弄堂里的市民的描写ꎬ在美国作家弗郎辛普

罗斯看来给外国读者提供了强烈的现场感ꎬ映照出“对正在消失的上海弄堂的留恋”③ꎮ
更多走向世界文学舞台的新时期作家以紧贴现实生活的创作ꎬ建立着西方人眼中的当代中

国世俗形象ꎮ 刘心武的«尘与汗»(译成法语)表现农村因劳动力流失而出现的大国空村现象ꎬ贾
平凹的«土门»(译成法语)讲述城市与乡村的冲突ꎬ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译成法语)突出官

员之间的倾轧ꎬ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 (译成法语)述说乡村政权的腐败和农村百姓的艰

辛ꎬ阎连科的«丁庄梦»(译成法语)触及因卖血而导致艾滋病大爆发这一沉重而又不容忽视的社

会问题ꎬ王朔的«玩主» (译成法语、德语)、«玩的就是心跳» (译成英语、德语)、«千万别把我当

人»(译成英语)、«我是你爸爸»(译成法语)生动地描写了北京一代年轻人的迷茫、玩世不恭和

边缘化的生活ꎮ
“新生代”、“八零后”作家创作的反映年轻一代生活状况和当下中国社会动向的作品ꎬ让西

方人动态地了解到中国世俗形象的发展和变化ꎮ 刁斗、邱华栋的作品摹写了当代中国万花筒似

的都市景象ꎬ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忘记»、胡昉的«购物乌托邦»表现了消费社会里金钱

崇拜对人的腐蚀ꎬ欲望膨胀导致的堕落ꎮ 戴来的«对面有人»探讨了网络在快捷、高效的同时也

给现代人带来困惑ꎮ 韩寒的«三重门»、马笑泉的«愤怒青年»、冯唐的«万物生长»展现了中国青

少年一代的成长历程ꎮ 上述小说都被译成法语并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这些深入洞察现实人

生、敏锐把握社会问题、多方位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作品ꎬ使得“局外”的西方人ꎬ从“局内”的视

角ꎬ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纷繁万象ꎮ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区别于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性特征ꎬ认识、理解、借鉴中国文化

的愿望使得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寻根文学”怀有一份特殊的译介与研究热忱ꎮ 西方在对中国“寻
根文学”的译介中建立了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和民俗文化形象ꎮ

寻根文学中倡导道家精神的作品在西方受到更多的关注ꎮ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
被译成英、法、德等主要西方语言ꎬ李杭育的«人间一隅»«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被译成英语ꎮ 而阿

城作品中所透露的知足常乐、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和对东方式生存智慧的表现ꎬ得到西方人的共

鸣ꎬ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ꎬ在西方世界引起较大反响ꎮ
与道家互补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也在“寻根文学”译介潮流中再一次荡起西方人思

想的涟漪ꎮ④ 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使命感ꎬ对仁义道德的推崇和践行ꎬ与
西方文化中因求真而对人生的积极进取、不懈追求有相同之处ꎬ因而“寻根文学”中体现着儒家

精神的«老井»«小鲍庄»等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ꎮ «老井»中的老井村人矢志不移、永不言弃地

打井ꎬ自有一种隐忍、坚执的品性ꎬ和西方文化中不沮丧、不逃避ꎬ以豪迈的激情日复一日地推石

上山的西西弗斯ꎬ以及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地探索、实践的浮士德ꎬ遥契共鸣ꎮ
冯骥才、邓友梅、陆文夫等作家则将对中华文化的深刻思考揉进或奇诡怪诞、或幽默风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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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ꎬ早在 １７—１８ 世纪西方“中国热”时期ꎬ儒家思想就成为西方人的一方精神视野和批判现实的武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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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故事中ꎬ在市井风俗中彰显着中国的民俗文化ꎮ 冯骥才的«神鞭»、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

的«美食家»被译成英、法、德等语种ꎬ受到西方人的好评ꎮ 辫子功夫、烟壶内画、饮食文化这些中

国的民风民俗借助文学作品ꎬ在国外得到进一步传播ꎬ特别是中国功夫和中华美食可以说如今依

然风靡世界ꎬ而文学作品也借助民风民俗描写在国外得到关注ꎮ 二者相互作用ꎬ相互影响ꎬ良性

地推动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ꎮ
西方对“文革”题材有一种特殊的敏感ꎮ 如果说文化中国形象凸显的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功能ꎬ“文革”中国形象则着重于文学的政治认知功能ꎮ 反映“文革”时期人们所承受的肉体和精

神双重痛苦的“伤痕文学”ꎬ以及探讨“文革”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所造成的人性扭曲的“反思

文学”ꎬ在西方得到大量译介ꎮ 王蒙的«布礼»、戴厚英的«人啊ꎬ人!»、古华的«芙蓉镇»、张贤亮

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ꎬ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的法国得到译介ꎮ 甚至 ９０ 年代以后这种对

“文革”题材的偏好依然没有消退ꎬ巴金的«随想录»、张抗抗的«残忍»、刘心武的«如意»、冯骥才

的«一百个人的十年»、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余华的«一九八六年»等之所以能在法、德、英、美
国家先后得到译介ꎬ都或多或少是由于作品的内容与“文革”有密切关系ꎮ “文革”叙事在西方塑

造的是苦难、贫穷、思想单一、人性恶大爆发的负面中国形象ꎮ 在政治迫害、高压集权之下ꎬ人权

遭践踏ꎬ自由被剥夺ꎬ尊严被亵渎ꎮ 西方更多地将“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视为一份证据ꎬ从中寻

找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ꎬ解读作品的历史证词内涵ꎬ总体上呈现为一种负面的中国形象ꎮ
卫慧、棉棉、春树、木子美等“七零后”、“八零后”作家以“身体写作”和轰动性、争议性的作

品ꎬ塑造了青春叛逆的中国形象ꎬ其大胆、出位的写作姿态ꎬ其作品在中国被禁或盗版发行的事

实ꎬ更多地吸引了西方人的眼球ꎮ 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的禅»ꎬ棉棉的«糖»«啦啦啦»ꎬ春树的

«北京娃娃»«生不逢时»ꎬ木子美的«遗情书»被译成英、法、德等语种ꎮ 西方读者对中国女性“身
体写作”的猎奇ꎬ西方出版社对商业价值的追逐ꎬ使得这类小说在英、美、法、德语国家有效地赢

得了图书市场ꎮ
除西方他者通过译介与接受中国当代文学ꎬ塑造的他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外ꎬ我国政府也通

过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以及 ２１ 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图书“推广计划”和“译介工

程”ꎬ塑造了展示自我、增进他者了解中国形象ꎬ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军人英雄形象”、“时代农民

形象”和 “知识女性形象”ꎮ 军人英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ꎬ时代农民和知识女性是新中

国的建设者ꎬ他们共同打造了与主旋律同呼吸、共命运的多彩中国人形象ꎮ
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先烈用流血牺牲换来的ꎮ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

放战争中涌现出无数的革命英雄ꎬ而新中国成立后ꎬ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ꎬ中国人民志愿

军跨过鸭绿江ꎬ抗击美国侵略朝鲜ꎬ以便保家卫国ꎮ 军人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中国当

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丰富的表现ꎬ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的«中国文学»杂志首先将介绍中国人民在

解放事业中所做的英勇斗争作为推介的重点ꎮ 在«中国文学»上得到节选翻译的歌颂抗日英雄

的小说主要有«平原烈火»«青春之歌»«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ꎮ 这些作品或

以正面战场的惨烈ꎬ或以敌后斗争的严酷ꎬ对外展示了可歌可泣的中国抗日英雄形象ꎬ向世界传

递了中国人民珍爱自由、和平ꎬ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魂ꎮ
三年的解放战争催生出一批描写解放军英雄的小说ꎬ«中国文学»杂志选译、刊登的有«保卫

延安»«林海雪原»«红日»«火光在前»«百合花»«早晨六点钟»«七根火柴»等ꎮ 这些小说让国外

的读者感受到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ꎬ为了真理和理想而献身的英勇悲壮ꎬ同时也证明了中国

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民心ꎬ更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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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抗美援朝英雄的作品ꎬ像«朝鲜前线通讯»«志愿军与美军俘虏»«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部队»«三千里江山»(节译)«上甘岭»(节译)等ꎬ也被译成英语登在«中国文学»传播国

外ꎮ 这些抗美援朝英雄和抗日英雄、解放军英雄一样ꎬ凸显了军人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永不退

缩、纪律严明的优秀品质ꎬ向世界人民昭示了中国人民坚韧执着、追求和平、为自由献身的质朴形

象ꎮ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ꎬ农民构成中国的主体ꎮ 无论是新中国的建立还是发展ꎬ都离不开农民这

个重要的群体ꎮ 书写与表现农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

书”乃至“２１ 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的对外译介活动ꎬ自然都会关注描写这个群体的作品ꎮ 从

建国前夕觉醒的新一代农民ꎬ到投身革命的英雄农民ꎻ从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ꎬ到新时

期改革激发出巨大热情的劳动者ꎬ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进城谋生的农民工ꎬ不同阶段的农民

以勤劳、智慧、质朴、达观、坚强的品格ꎬ同时间或带有的狭隘、自私、落后和保守性ꎬ向国外传递了

中国农民在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挣扎、彷徨而又一往无前的真实可信的多维形象ꎮ
«小二黑结婚»①和«王贵与李香香»②描写的是觉醒的新农民形象ꎬ«红旗谱»③和«新儿女英

雄传»④塑造了革命的英雄农民典型ꎬ«创业史»⑤刻画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ꎬ高晓

声的“陈奂生系列”⑥小说从不同层面描绘了改革前后的农村生活ꎬ塑造了改革时期的农民形象ꎬ
让国外读者透过陈奂生的困惑和迷惘ꎬ感受到了中国改革风潮的脉动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以
农民工进城谋生为题材的小说不断涌现ꎮ 作为译介到国外的描写农民工生活的佳作ꎬ“２１ 世纪

中国当代文学书库”中张颐武主编的«到城里去»(乡土卷)⑦等ꎬ探讨了在轰轰烈的城市化进程

中广大农民的出路问题ꎬ他们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陌生人ꎬ卑微地甚至被摧毁尊严地生活着ꎮ 中

国当代文学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典型农民形象ꎬ让外国人认识到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历史变化ꎬ
了解到中国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作用及扮演的角色ꎮ

新中国彻底解放了女性ꎬ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不仅昭示着男女平等ꎬ也肯定了

妇女的能力ꎮ 其实ꎬ早在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中ꎬ女性就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ꎮ 描写女性特

别是知识女性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上得到译介ꎬ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节选)、谌容的«人到

中年»ꎮ “熊猫丛书”更是出版了大量以知识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ꎬ像«张洁小说选»«大雁情»
等ꎮ 这些作品塑造了女革命家、女医生、女作家、女科技工作者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女性形象ꎮ

«青春之歌»以小资产阶级分子林道静为主要描写对象ꎬ刻画了女知识分子如何在党的领导

和教育下ꎬ转变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ꎮ 黄宗英的«大雁情»中植物学家秦官属为了追求科

学与真理ꎬ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ꎬ但她无怨无悔ꎬ用知识分子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

身科学事业ꎬ造福一方民众ꎬ向国外传递了中国科学家不计名利、任劳任怨的形象ꎮ 张洁的小说

«爱ꎬ是不能忘记的»以一个不任由情感燃烧、不任由欲望泛滥、爱而有理性的中国女性ꎬ向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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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诠释了爱的崇高与节制ꎮ «人到中年»借助眼科大夫陆文婷的经历ꎬ向国外读者展示了中国

知识女性虽身居陋室ꎬ却任劳任怨、执着奉献的孺子牛形象ꎬ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中国知识女性脚

踏实地的抱负ꎮ

二、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原有中国形象的继承延续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ꎬ不论是他塑形象还是自塑形象ꎬ都没有完全超出既

有的中国形象类型模式ꎮ 中国形象的当代演进中那些普遍性、稳定性的因素即为继承和延续ꎬ这
种继承主要表现为他塑形象中对原有西方之中国形象的线性延续ꎮ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ꎬ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两极呈现是一个突出的表现ꎮ 关于

这两种形象的功能ꎬ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这样说道:“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ꎬ而意识形

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ꎮ”①就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来看ꎬ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是肯定甚至美化

中国的ꎬ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则多是否定、丑化中国的ꎮ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他塑的“美
好新世界形象”、“文化中国形象”不同程度地因袭了西方原有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ꎮ

西方的“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由来已久ꎮ 早在公元前 ７ 世纪ꎬ希腊旅行家亚里斯特亚士就

赋予“希伯尔波利安人”即“关中的汉人”以“幸福宁静”的特征ꎮ② 公元前 ５ 世纪ꎬ希腊人异想天

开地认为产自中国的漂亮而纤细的织物赛里丝(Ｓｅｒｅｓ)是用西方传说中美丽的“金羊毛”织成的ꎮ
从 １３ 世纪到 １８ 世纪ꎬ西方建立的三种中国形象———“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

中国”ꎬ从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都在钦羡中华帝国的美好ꎮ 而十七八世纪西方现实生活里

的“中国风”———热衷中国的瓷器、偏爱中国的丝绸、嗜好中国的茶叶、喜欢中国的园林艺术ꎬ更
让他们体验到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异于他们的“美好新世界”ꎮ

西方“美好新世界”的中国形象在经历 １９ 世纪的黑暗和 ２０ 世纪上半期的忽明忽暗之后ꎬ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初又达到一个高峰ꎮ 这一时期西方的“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表现

在经济、政治、道德等多个方面:中国巨大的物质成就令西方人惊叹ꎬ毛泽东的哲人治国体现了西

方自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无不具有以集体为上、
互助合作、团结友爱、勤俭节约的品德ꎬ是道德理想国里的理想公民ꎮ

西方在译介与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所塑造的“文化中国形象”也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国

形象塑造史上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延续ꎬ这一流脉从 １８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尊儒家文化ꎬ到
２０ 世纪初西方战争阴霾中的崇道家思想ꎬ再到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寻根文学译介中的尚道

家哲学ꎮ 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的治国安邦之术和道家的生存智慧ꎬ作为乌托邦ꎬ在历史

的不同时期为西方文化所利用和借鉴ꎮ
在整个 １８ 世纪ꎬ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被西方启蒙思想家奉为圭臬ꎬ成为一个尺度ꎬ一方

视野ꎬ一种价值观ꎮ 这一时期ꎬ不仅现实生活中有席卷欧洲的“中国风”ꎬ中国还是启蒙运动的一

面旗帜:中国的君主政体被视为最佳政体ꎬ中国的道德观被视为最完备的道德规范ꎬ中国的哲学

被视为最富理性的哲学ꎮ
西方的“文化中国形象”经过 １８ 世纪的巅峰之后ꎬ在 １９ 世纪沉入黑暗ꎬ到 ２０ 世纪初有一个

９２

①

②

[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ꎬ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３３ 页ꎮ

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ꎬ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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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阳春ꎮ 一批西方文化人如英国文人迪金森、哲学家罗素等ꎬ都希望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拯救

２０ 世纪初期欧洲危机的曙光ꎮ 这新一轮的中国文化热尤其对道家文化表现出别样的热忱ꎮ 迪

金森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①赞赏中国古老的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ꎬ罗素的«中国问

题»②热衷道家的智慧ꎬ寻觅中国人快乐达观的人生态度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西方对中国寻根文学的热闹译介与研究ꎬ无疑有对 １８ 世纪儒家文化热

和 ２０ 世纪初道家文化热的潜意识回应ꎮ 西方曾经受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ꎬ此时的西方虽然自视

在各方面都优越于中国ꎬ但昔日的美好印象仍会让他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寻根文学对传统

文化的挖掘ꎬ西方人在中国作家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中重温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长长背影ꎮ
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他塑形象中ꎬ不仅有对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继承ꎬ更有对意识形态化

中国形象的延续ꎮ 西方在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时所塑造的“敌视性中国形象”、“叛逆青春中国形

象”、“文革中国形象”ꎬ以及对苏童作品中东方情调的渲染ꎬ对莫言作品中所描写的落后习俗的

夸大ꎬ都有西方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影响的痕迹ꎮ 我们此处以西方对苏童和莫言作品的译介为

案例进行阐述ꎮ
在当代作家中ꎬ苏童的作品是译成外文数量较多的ꎬ尤其是法译本ꎮ 尽管苏童的创作题材多

样ꎬ但西方偏好的却是苏童描写历史和女性题材的作品ꎬ如«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ꎮ 这

和西方人对东方情调的追求有莫大关系ꎮ 在«妻妾成群»中 ꎬ苏童精心营造的神秘诡谲、阴森恐

怖的氛围ꎬ庭院深深的大家宅院ꎬ抽鸦片的幽暗身影ꎬ令西方人想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西方的

“中国城”小说ꎮ “中国城”也称“唐人街”ꎬ是华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聚居地ꎮ 这些“中国城”对
西方人来说既充满浓浓的异域风情ꎬ又不无邪恶和堕落ꎮ 在西方出现了大量以“中国城”为题材

和背景的文学作品ꎬ像弗兰克诺里斯(Ｆｒａｎｋ Ｎｏｒｒｉｓ)的«布里克斯»(Ｂｌｉｘ)、切斯特白利佛

纳德(Ｃｈｅｓｔｅｒ Ｂａｉｌｅｙ Ｆｅｒｎａｌｄ)的«中国城故事集»(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威廉诺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ｒ)
的«中国城集景»(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休威利(Ｈｕｇｈ Ｗｉｌｅｙ)的«满洲血»(Ｍａｎｃｈｕ Ｂｌｏｏｄ)等ꎬ
都对“中国城”和生活在其中的华人进行了极富东方情调的描写ꎮ 苏童在«妻妾成群»里渲染的

灯笼意象、鸦片氛围ꎬ暗合了西方读者对历史中国的集体想象ꎬ唤起他们对唐人街或曰“中国城”
的遥远记忆ꎮ «妻妾成群»里对颂莲们悲剧命运的着意刻画ꎬ又令西方人对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

中国传统女性充满同情ꎮ 西方对中国已有的定型化认知限定了他们对苏童作品的译介和接受ꎬ
苏童被翻译成西方语种的小说大都是描写历史和女性的ꎬ而这些小说中深宅大院的旧式家庭、饱
受压抑的东方女性ꎬ又进一步固化了苏童在国外译者和读者心目中的形象ꎬ他们从苏童小说中解

读到的是那个他们已经了解的、带着古旧色彩的中国ꎮ 当然ꎬ苏童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描写那个久

远的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幽怨女性ꎮ 他仅仅把历史当作一件外衣ꎬ要以历史为道具ꎬ揭示出

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ꎬ然而引起外国读者阅读兴奋点的却是作品中流露出的异国情调ꎬ他们流

连于苏童小说幽深华丽的历史外表ꎬ却失去了拨开异国情调迷雾、洞察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

识ꎮ 历史与女性打造的异国情调几乎成为苏童作品在国外接受的标签ꎬ这种域外接受中的固化

成分ꎬ对于苏童及其作品在国外的形象建构ꎬ实际上是一种阻碍ꎬ苏童作品的丰富性、深刻性被简

化成异国情调ꎬ西方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的阴影蛰伏其间ꎮ
西方对莫言小说中所描写的落后习俗的夸大是西方历史上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影响的又一

０３

①
②

Ｇ. Ｌｏｗｅｓ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ꎬ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ｎａｍ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Ｊ. Ｍ. Ｄｅｎｔ ＆ Ｓｏｎｓꎬ ＬＴＤ.ꎬ １９１３.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ꎬ １９２２.



姜智芹: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

显现ꎮ 这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可见一斑ꎮ 在瑞典文学院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

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为莫言获奖的致辞中ꎬ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

忘的农民世界”ꎬ“莫言笔下的人物甚至用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ꎬ打破

命运和政治的牢笼”ꎻ“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同类相残的行为”ꎮ① 通览颁奖词全文ꎬ并没有我们

所期望的对中华民族优质文化的推崇ꎬ相反ꎬ强调的却是一个落后、蛮荒的农业化时代ꎬ似乎处于

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ꎮ 这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西方想象中国的问题ꎬ西方世界把不

断改革开放的中国想象成历史的陈迹ꎬ以停滞的眼光看待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的中国ꎬ目的是彰

显自身的文明、进步ꎮ
西方原有的中国形象与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以及新一轮的中国形象建构之间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ꎮ 原有的中国形象影响着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选择和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ꎬ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一轮中国形象的基调ꎮ 因为当一种文化的读者接受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

文化的文学作品时ꎬ往往倾向于从自身熟悉的认识框架里面寻找接触的起点ꎮ 这种认知框架带

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西方历史上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给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中中国形象的塑造

带来正面效应ꎬ推动了中国国家形象的良性建构ꎬ这是我们希望看到并要进一步去引导的ꎻ二是

西方历史上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影响了国外对中国形象的动态认知ꎬ以停滞的历史视野来看

待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中国ꎮ 比如ꎬ西方国家对苏童作品的认识始于«妻妾成群»所塑造的那个

充满神秘意象的中国ꎬ西方历史上原有的中国形象唤醒了西方读者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ꎬ印证了

他们想象中的某些东西ꎬ从而固化了苏童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ꎬ认为他的小说多是书写幽暗

历史和传统女性的ꎬ尤其是对小说中东方情调的追求迷乱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改革开

放、文明进步的国家形象ꎬ这是需要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和恒心去加以纠正和扭转的ꎮ

三、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原有中国形象的更新重塑

　 　 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一种混杂着知识与情感、主观与客观、社会集体想象与个人独特塑造的

“形象”ꎬ到趋于“类型”化ꎬ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表述词汇和意象ꎬ最终凝练成一些最基本的、程
式化、符号化的模式而成为“原型”ꎮ “原型”化的中国形象一旦形成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轻

易改变ꎬ这使得中国形象具有某种稳定性ꎮ 但稳定性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ꎮ 随着中国与西方内

在情况的变化以及彼此之间交流沟通的增多ꎬ西方有可能改变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ꎬ而中国

对自身的观照也会因时而发生变化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不管是他塑的还是自塑的中国形象又都

具有一定的变动性ꎮ 从中国形象的历史发展来看ꎬ稳定性是相对的ꎬ变动性是绝对的ꎮ
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是在“浪漫化”和“妖魔化”之间摇摆ꎮ 当代

作家如莫言、王安忆、铁凝、张洁、张抗抗、程乃珊、范晓青、池莉、方方等人的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译

介与接受ꎬ将一个革旧图新、勇于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生活化同时又不无对情调追求的多元中

国形象ꎬ展现在世人面前ꎬ给西方既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调整ꎬ一定程度上更新重塑了西方原有

的两极化、偏颇化、负面化的中国形象ꎮ 尤其是我国政府组织的当代小说对外译介ꎬ以充满正能

量的自塑形象ꎬ修复、稀释西方他者有意建构的维护其本国现实的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ꎬ丰富、补
正西方审美视野下营造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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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自我传播中所塑造“军人英雄形象”、“时代农民形象”、“知识女性”形象ꎬ在
很大程度上更新重塑了西方原有的中国形象ꎮ

首先ꎬ“军人英雄形象”颠覆了西方原有的把中国的军事力量描述成不堪一击ꎬ把中国的士

兵歪曲为“乌合之众”的看法ꎮ 早在 １８ 世纪ꎬ欧洲对中国的一片赞扬声中ꎬ英国小说家丹尼尔
笛福就在«鲁滨逊飘流记»第二部«鲁滨逊飘流记续篇» (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Ｃｒｕｓｏｅ) 和第三部 «感想录» (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Ｃｒｕｓｏｅ)中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其组织颇有不屑和不恭之词ꎮ 在他眼里ꎬ中国的军队武

器装备差ꎬ组织能力不强ꎬ士兵虽人数众多ꎬ却基本没什么战斗力ꎮ① 美国商人山茂召和威廉
亨特都认为清朝的军事力量薄弱ꎬ武器装备陈旧ꎬ难以匹敌西方的任何国家ꎮ② 乌合之众、不堪

一击、人海战术的定型化形象ꎬ是西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军队的认识ꎮ １９５０ 年爆发的

朝鲜战争是美国人对中国军队认识的转折点ꎬ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人眼中曾经的中国

军人形象:“我们原以为我们只需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军服ꎬ他们就会拼命逃跑ꎮ 然而他们向我们

开了火ꎮ”“我无法把东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士兵ꎮ １９５１ 年在朝鲜ꎬ我第一次相信

它ꎮ”③胆小怯懦、临阵逃脱、没有战斗力是西方从 １８ 世纪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对中国军队的总体

印象ꎬ而中国官方通过«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等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途径ꎬ把一种“军人英

雄”形象传递到西方世界ꎬ不仅颠覆了西方对中国军队的固有认识ꎬ也印证了朝鲜战场上美国军

界对中国军人的重新看待:“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

中ꎬ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ꎬ共产党中国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

家了ꎮ 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ꎬ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

了自己的声誉ꎮ”④抗美援朝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朝鲜在战火中前进»«三千

里江山»«上甘岭»等我国官方对外推介的作品中都有深情的歌颂和真诚的崇敬ꎬ而美国军官回

忆的中美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交锋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敢顽强与强大的作战能

力ꎮ “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特别告诫刚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的马

修邦克李奇微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常常避开大路ꎬ利用山岭、丘
陵作为接近路线ꎮ 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ꎮ 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

”⑤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磨砺的新中国军队ꎬ已经完全不是西方原来印象

中那个没有抵抗力、组织涣散、装备低劣、士气不振的形象ꎬ而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

强大队伍ꎬ个体志愿军英雄的气概和事迹构建成一个刚毅非凡的军人英雄群体ꎮ
其次ꎬ当代文学自我传播中所塑造的“时代农民形象”突破了西方中国形象史上他塑的田园

中国形象ꎮ 西方的文化心理中保存着一个诗意的中国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勤劳质朴的中

国农民形象ꎮ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ꎬ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业帝国ꎬ皇亲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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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耕仪式延续、兴盛着中国的田园生活 ꎮ 启蒙时期ꎬ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领袖魁奈赞美中

国的开明君主专制ꎬ说中国疆域广阔ꎬ资源丰富ꎬ土地肥沃ꎬ灌溉便利ꎬ交通快捷ꎮ 皇帝提倡以农

为本ꎬ经济自给自足ꎮ 到了 ２０ 世纪初ꎬ一战的浩劫使西方人觉察到自身的工业文明出了问题ꎬ一
些文化人便带着疗治西方心灵创伤的强烈愿望ꎬ来到农业文明保存相对完好的中国ꎬ掀起西方新

一轮的“中国热”ꎮ 在这次“中国热”中ꎬ审美视野中的田园中国是西方人建构中国形象的核心ꎮ
英国作家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营造了一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ꎻ美国作家赛珍珠风

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小说«大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质朴以及生活中的诗意ꎻ英国作家希尔顿的

«消失的地平线»构筑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中国世外桃源———香格里拉ꎮ
我国政府主导译介的当代文学作品ꎬ展现了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多层次性ꎮ 从新中国成立前

的觉醒的新一代农民ꎬ如«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对包办婚姻的反抗ꎬ«王贵与李香香»对
婚姻自由的追求ꎬ到投身革命的英雄农民ꎬ如«红旗谱»中具有钢铁般革命意志的朱老忠ꎬ«新儿

女英雄传»里面在战争中锻炼成长的牛大水ꎻ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ꎬ如«创业史»中一心

为公的梁生宝ꎬ到新时期改革激发出巨大热情的劳动者ꎬ如高晓声描写改革给农民带来新气象的

“陈奂生系列”小说ꎬ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进城谋生的农民工ꎬ如小说集«到城里去»中或留

城或返乡、或成功或失败的各色进城务工农民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民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ꎬ完
全脱离了西方人想象的窠臼ꎬ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阶层结构、社会心理ꎬ都发生了令人感叹和

欣喜的变化ꎬ与昔日西方人想象中那个终日单纯在土地上用汗水和人力耕作的印象不可同日

而语ꎮ
最后ꎬ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自塑的“知识女性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西方对中国女性

的旧有认识ꎮ 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有两种类型模式:一是男人欲望化的他者尤物

形象ꎬ这是一种被凝视的理想化、想象性形象ꎬ在西方的诗歌、小说、散文里均有反映ꎮ １９ 世纪英

国散文家兰姆在其«古瓷»里将中国女性描述为娇小华贵、貌若天仙的形象①ꎻ托马斯胡迪在其

散文«茶杯之幻想»中将中国女子视为有着“几乎看不到的小脚”②的神秘东方美人ꎻ法国唯美主

义诗人、小说家戈蒂耶在其诗作«中国花瓶»里刻画了中国美人的细长眼梢和不盈一握的小脚③ꎮ
这些西方散文家、诗人笔下的中国女性典雅、精致ꎬ是浪漫的伴侣ꎬ是神秘的东方美人ꎬ是男人凝

视和可欲的对象ꎮ 二是受压制、没有主体意识的依附形象ꎮ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ꎬ中国传统女性的

命运从一出生就奠定了ꎬ溺死、遗弃女婴的现象比比皆是ꎬ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英国作家毛姆

都在其作品中谈到旧中国这种漠视女婴生命的残酷行为ꎮ④ 而缠足、“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和

贤妻良母的角色期待使得活下来的中国传统女性也备受禁锢和压抑ꎬ成为泯灭主体意识的依附

性女性ꎮ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自塑的“知识女性形象”则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西方既有的对中国女性

的认知模式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女性既出离了男人欲望化的想象ꎬ亦摆脱了受压制的依附

地位ꎮ 她们不仅不再依附于父亲、丈夫ꎬ而且从禁锢在家庭中的小天地ꎬ走向各行各业的大舞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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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职业女性ꎮ 中国官方推介的«张洁小说选»刻画了自强不息的知识女性ꎻ
在国外得到良好接受的«人到中年»中女大夫陆文婷兢兢业业、对病人高度负责、为事业无私奉

献的精神ꎬ体现了一代知识女性对理想矢志不移的追求和崇高伟大的品格ꎻ还有«青春之歌»中
的林道静、«大雁情»中的秦官属、«爱ꎬ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这些自强、自尊、自立的知识

女性ꎬ以积极进取的姿态ꎬ坚忍不拔的毅力ꎬ开拓进取的精神ꎬ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意识ꎬ撑起了自

己头顶上的那片天空ꎬ改写了“弱者ꎬ你的名字是女人”的传统认识ꎬ活出了生命的厚度、强度与

力度ꎮ 她们是人格独立、事业有成、走在时代前沿的杰出女性ꎬ和西方传统印象中那个依附于男

人、禁锢在家庭中的角色相比ꎬ有着沧海桑田般的改变ꎮ
在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ꎬ自塑形象有对既有西方之中国形象的更新重塑ꎬ他塑的中国形象

也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新面貌ꎬ比如“改革中国形象”、“世俗中国形象”等ꎬ都与历史上西方塑

造的中国形象有很大的不同ꎮ
“改革中国形象”改写了盘踞在西方人内心深处的“停滞的帝国”形象ꎮ 停滞的中华帝国形

象出现在启蒙运动后期ꎬ一直到 ２０ 世纪初都在左右着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ꎮ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

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一方面赞叹中国的广袤与悠久ꎬ一方面又流露出对其停滞的隐忧:“四千多

年间ꎬ中国的君主一成不变地统治着他的臣民ꎬ百姓的服饰、道德、风俗、习惯与其祖先的完全一

致毫无变化和进步ꎮ”①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总结出三种社会类型:进步的社会、停滞

的社会、衰退的社会ꎮ 而在他看来ꎬ中国属于停滞的社会ꎮ 法国启蒙作家、思想家伏尔泰在歌颂

中国开明君主专制的同时ꎬ也注意到中国的停滞:有着“４０００ 年历史的中国恒一不变”②ꎮ
西方这种停滞的中国形象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ꎮ ２０ 世纪初ꎬ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开始出现

断裂和转型ꎮ 鸦片战争以后大批西方人进入中国带来的中西关系深化、中国自身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变革思想、西方现代性观念自身的变化ꎬ促动西方停滞的中国形象向进步的中国形象转型ꎬ
及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中国进步的速度和程度令西方人感到惊羡ꎮ 但这种不无神化的进步中国

形象在文革之后很快被发现是一种虚幻的假象ꎬ西方从暴露文革的真相开始ꎬ对进步的中国形象

进行清算ꎮ 真正确立进步中国形象的ꎬ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ꎮ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
乔光朴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ꎬ敢做敢为的英雄锐气ꎬ向陈规积习开刀问斩的凌厉作风ꎬ
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正在向现代化的西方靠拢ꎮ 西方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以来ꎬ衡量一个社

会进步与否的标尺是它与西方的行为和价值观的趋近程度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化程度ꎮ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声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现代化ꎬ但西方却将现代化视为西方化ꎬ认为自己已经

实现了现代化ꎬ作为现代化的领跑者ꎬ他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正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ꎮ 而且ꎬ中国

改革开放期间消费主义的盛行也让西方看到了自己的影像ꎮ 在西方人看来ꎬ现代化、消费主义和

西方化、资本主义紧密相连ꎮ 尽管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ꎬ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目标和意

图有偏离之处ꎬ但西方人所接受的“改革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沿袭已久的停滞中国形

象ꎬ重塑了阔步向前、发展进步的中国形象ꎮ
西方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中塑造的“世俗中国形象”ꎬ既不同于“中国热”时期所

塑造的现实生活中的“中国风”形象ꎬ也不同于对中国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ꎬ譬如溺死女婴、裹
脚、吸鸦片陋习的刻意渲染ꎮ 西方自马可波罗以降ꎬ大批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来到中国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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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贸易、报告、游记、著述ꎬ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ꎬ在欧洲社会引起巨大反响ꎬ到 １７、１８ 世纪形

成席卷欧洲的“中国风”ꎬ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光洁的瓷器、飘逸的丝绸、健体的茶叶和浑然天成的

园林艺术的赞赏、使用与模仿ꎮ
西方传统上对世俗中国的认识中ꎬ除了对“中国风”的热衷外ꎬ还有另一副面影ꎬ这就是对百

姓生活中溺死女婴、裹脚习俗、吸鸦片嗜好的负面认知ꎮ 对于旧中国存在的溺死女婴现象和裹脚

习俗ꎬ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一些西方作家多有批判ꎮ 除此之外ꎬ“男女僵卧吸食鸦片烟”①也是 １９
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典型中国形象ꎮ 马克吐温在«苦行记»中记录了唐人街上陶醉在鸦片

烟雾中的中国人ꎮ② 威廉诺尔在短篇小说集«中国城集景»中将每一个中国人都视为吸鸦片、
酗酒、赌博之人ꎮ 凝结在鸦片上的中国形象ꎬ是堕落、愚昧、沉睡、麻木、野蛮、残酷的中国形象ꎮ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他塑的“世俗中国形象”ꎬ与西方历史上的世俗中国形象———不论是

“中国热”时期对中国瓷器、丝绸、茶叶、园林艺术的追逐ꎬ还是 １９ 世纪对中国溺婴、缠足、吸鸦片

的批判ꎬ都已全然不同ꎮ “新写实小说”、“新生代”作家、“八零后”作家等ꎬ都是西方把握中国新

时期脉搏而青睐的当代作家作品ꎮ 新写实小说中ꎬ池莉对市民阶层的世俗人生进行了还原生活

现场、深入生活底蕴的描写ꎬ以积极乐观的民间智慧ꎬ在芸芸众生的“烦恼人生”中寻找别样的情

怀ꎮ 刘震云描绘了在官场的权力网中挣扎沉浮的中下层公务员ꎬ他们一言难尽的酸楚和苦痛ꎬ拙
朴自然地裸露出来ꎮ 新写实作家们以最普通的人在最凡俗的生活中ꎬ经历的最普通的事ꎬ体验的

最本真的感受ꎬ传递出最贴近原生态的生活ꎮ 莫言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居行环境、心理状态、文化

品性的全方位观照ꎬ传递出农民这个中国最广大的阶层在时代巨变中物质和精神的蜕变ꎮ “新
生代”、“八零后”作家以另一种姿态切近现实生活ꎬ传递了新一代年轻人追新求异、放荡不羁的

生活样态ꎮ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他塑的“世俗中国形象”极大地更新了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和认

识ꎮ 西方视野中的古老中国呈现出新的样貌ꎬ“世俗中国形象”对生活近距离的观照带来外国人

对中国情感上的亲近ꎬ接触、了解一个现实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ꎮ 互补、互鉴、互
证、互察是塑造异国形象不变的旋律ꎬ不管是印证、补充自己的想象ꎬ还是彰显、张扬自身的优越

性ꎬ都在对异国的形象塑造中获得满足ꎮ
相对于继承延续ꎬ更新重塑更值得我们关注ꎬ因为它指向现在和未来ꎮ 过去的中国形象已成

为历史的岩层ꎬ无法湮没和清除ꎬ而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形象可以改变和重塑ꎮ 一个民族的活力和

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最终取决于她的未来和前景ꎮ 世界曾经是中国的世纪ꎬ八方来朝的盛况永

远是激励我们的一个尺度ꎬ她像一幅旖旎的愿景ꎬ成为我们超越自身、强大自我的价值指针ꎮ 心

怀重现中国世纪的梦想ꎬ在今后的中国形象更新重塑上ꎬ我们要致力于往好的方面更新ꎬ往有利

于中国发展的方向重塑ꎬ不仅在自塑形象方面握有主动权ꎬ在他塑形象中也施加有效的影响ꎬ努
力缩小国内、域外对中国形象认识和评价的反差ꎬ形成自塑、他塑趋于一致的美好中国形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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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思路
∗①

周　 波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涉及对诸多方面问题的考量ꎮ 一方面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上人格思

想建构的经验教训ꎬ重新审视传统人格思想的合理性ꎬ将那些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思想传承下

来ꎻ另一方面ꎬ需要全面分析西方文化及人格思想的优劣得失ꎬ将那些合乎人类共同性、普遍性的思想精华借鉴

过来ꎬ进行古今、中西会通ꎬ从而熔铸出一种新的人格美学思想ꎮ 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基

本理路大致包括:现实型人格与理想型人格相统一ꎻ人格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ꎻ人格的天性自然与修养造就

相一致ꎻ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相一致ꎮ
关键词:　 中国当代ꎻ人格美学ꎻ思想建构ꎻ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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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是一项意义重大、内容复杂、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ꎮ 到底沿着

怎样的思路、以何种途径进行实施ꎬ涉及对诸多方面问题的考量ꎮ 其基本宗旨包括:对中国传统

文化和人格思想具有实质的传承性ꎻ对西方文化与人格思想具有恰当的借鉴性ꎻ对我国当前的社

会现实和未来的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性ꎮ 只有将纵向历史的考量、横向社会现实的考量聚

焦在一起ꎬ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建构思路ꎮ 当然ꎬ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的思路是可以多种多样

的ꎬ可谓“仁者见仁ꎬ智者见智”ꎬ不过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建构

思路应该是大体趋于一致的ꎮ 实际上ꎬ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重塑既能

继承传统人格精神又能适应当代社会现实要求的美的人格ꎮ
因此ꎬ要建构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当代人格美学思想ꎬ一方面必须认真总结历史上人格思想

建构的经验教训ꎬ重新审视传统人格思想的科学合理性ꎬ将那些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优秀

文化思想传承下来ꎻ另一方面需要全面分析西方文化及人格思想的优劣得失ꎬ将那些合乎人类共

同性、普遍性的思想精华借鉴过来ꎮ 在此基础上进行古今、中西会通ꎬ从而熔铸出一种新的人格

美学观念ꎮ 当代中国人格美学思想建构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理路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现实型人格与理想型人格相统一

当我们检视中国传统人格美学思想建构历程时ꎬ会发现原始儒家与后世儒家对人格关注的

重点颇为不同ꎮ 从«论语»中记述的孔子言论中可以看出ꎬ孔子虽然也提及圣人人格ꎬ但他最为

关注的却是君子人格ꎮ 他甚至说:“圣人ꎬ吾不得而见之矣ꎬ得见君子者ꎬ斯可矣ꎮ” («论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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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学者统计ꎬ«论语»中提到“君子”有 １０７ 处ꎬ提到“圣人”只有 ４ 处ꎮ①他始终把君子人格的

培养当作“成人”、“立人”、“达人”的目标ꎮ 显然ꎬ在孔子看来ꎬ“君子”与“圣人”分别属于两个不

同的层次ꎮ
春秋时期孔子面对一般平民而提倡的平民性的“君子”人格ꎬ到了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特

别是孟子那里ꎬ转变为面对帝王而倡导的“圣贤”人格ꎮ 之所以有此转变ꎬ是因为孔子是一位具

有平民思想的改革家、教育家ꎬ意在通过普遍推行君子人格以“化成天下”ꎻ而孟子则是一位具有

强烈民本思想和主体意识的思想家ꎬ意在以帝王师身份劝说诸侯“行王道”以“化成天下”ꎮ
值得思考的是ꎬ为何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其理论学说影响巨大的宋明理学家们没有走孔子提

倡的“君子”人格建构之路ꎬ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思孟学派”倡导的“圣贤”人格建构之路呢?
这是因为从“宋初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到周敦颐、程颢、程颐ꎬ再到朱熹、陆九渊乃至王阳明ꎬ
大多有志于教人谋“帝王南面之术”ꎬ即以帝王师身份劝导最高统治者实行“王道”ꎮ 也就是说ꎬ
像先秦诸子百家中那些志在教人谋“王者之道”的学者一样ꎬ他们都是走的“上层路线”ꎬ所以孟

子提倡的“圣人”人格理想与宋明理学家们一拍即合ꎮ 而走平民路线的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

思想则反而不受重视ꎮ
今天学界仍然大倡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的人格建构思想ꎬ宋明理学的人格建构思想到底

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需要?
认真反思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人格思想ꎬ可以看出存在着几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对现实型人格

与理想型人格不加区分ꎬ把较高层次或者说最高层次的“圣贤”当成人格修养的普遍目标ꎬ这就

必然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ꎮ 这里ꎬ所谓现实型人格主要是指立足于社会现实可付诸实行的人

格类型ꎻ所谓理想型人格则是指在社会现实中不容易实现的理想化的人格类型ꎮ 当然ꎬ现实型人

格包含着理想成分ꎬ理想型人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ꎮ 人们对这两类人格的总结或提倡便形

成了与之相应的人格思想ꎮ 也可以说ꎬ现实型人格是普通人都能够达到和保有的基本人格ꎻ理想

型人格系极少数人才能够达到的高端人格ꎮ 例如ꎬ“圣贤”人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

及的ꎬ只能作为个人修行的目标和榜样ꎬ所谓“‘高山仰止ꎬ景行行止’ꎬ虽不能至ꎬ然心向往之”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ꎮ 毫无疑问ꎬ把“圣贤”当作人格修养的目标是完全必要的ꎬ而且每

个人的确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性ꎬ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众生都能成佛”就是对此种道理最

为经典的表述ꎮ 不过ꎬ在现实中事实上能成为尧舜者、能成为佛者毕竟是极少数人ꎮ 更不用说一

般人只愿好好地做普通人并不想成圣成贤ꎬ正像一般人拜佛并非要成佛而是为了祈求佛的护佑

一样ꎮ
二是要求摈弃任何私欲ꎬ以严格的自我克制而达到一种近乎绝对理性的人格高度ꎬ即提倡

“存天理ꎬ灭人欲”或“致良知”而寻求与“天理”的契合一致ꎬ这种严苛的理性主义必然会造成违

背、束缚乃至扼杀人性的后果ꎮ 尽管朱熹提出的“存天理ꎬ灭人欲”并不否定人的正常欲求即生

活需要ꎬ而是否定不正当的、非分的欲求ꎬ但是却有着要求彻底去私心、存公心的明确价值取向ꎬ
而且此种说法本身含义模糊、矫枉过正ꎮ 当然ꎬ王阳明“致良知”的说法与朱熹之说颇有不同ꎬ不
过只要认真检阅«传习录»就可以看出其“致良知”说与朱熹的“存天理ꎬ灭人欲”说并无本质区

别ꎬ他只不过是把朱熹倡扬的那个外在的“天理”移植至人的内心变成了“良知”而已ꎮ 例如他

说:“吾心之良知ꎬ即所谓天理也ꎮ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ꎬ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ꎮ”

８３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２４１、２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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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中)他的目标依然是向圣人看齐:“圣人之所以为圣ꎬ 只是其心纯乎天理ꎬ而无人欲之

杂ꎮ 故虽凡人而肯为学ꎬ使此心纯乎天理ꎬ则亦可为圣人ꎮ”(«传习录»上)①这种对“纯乎天

理ꎬ而无人欲之杂”的圣人之心的追求ꎬ几乎等同于佛教的禁欲主义了ꎮ 如此强调理性对人生欲

求的压抑必然会造成人格的扭曲ꎮ
三是把“天命”内化为主体道德人格ꎬ取消了其外在的权威性ꎬ使个体人格失去了现实性基

础和强制性规约ꎬ而仅仅靠自我调节而实现道德的自律与升华ꎬ极易踏虚蹈空ꎮ 在原始儒家孔子

那里ꎬ“天命”首先是体现宇宙自然的无限性的神秘之物ꎬ是决定、制约自然、社会、人类及万物的

终极存在ꎬ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可敬畏性ꎮ «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ꎬ畏
大人ꎬ畏圣人之言ꎮ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ꎬ狎大人ꎬ侮圣人之言ꎮ’”这段话极其明确地表明了

君子、小人人格之所以迥异ꎬ有无敬畏之心是其关键ꎮ 其次ꎬ“天命”才落实到人的内在道德人格

上:“唯天为大ꎬ唯尧则之”(«论语泰伯»)ꎬ因为圣人以天为则ꎬ所以才须“畏圣人之言”ꎮ 到了

«礼记中庸»提倡“天命之谓性”ꎬ就直接把天命等同于人性和道德人格了ꎮ 继承孟子“尽性知

命”说的宋明理学家ꎬ如朱熹把人的禀赋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ꎻ主张用天命之性去战胜气质

之性ꎬ王阳明更进而倡言内在的“良知”便是天理ꎬ将天理、天命彻底主观化了ꎮ 这就既抽空了天

理、天命的客观本体论基础ꎬ又否定了其外在的权威性和制约性ꎬ使人的自我提升和精神超越完

全靠自觉的内化ꎮ 其人格建构思想体系虽宏伟精致ꎬ却很难坚实稳固ꎬ而极易垮坍ꎮ
为了矫正传统人格思想建构中存在的偏颇和缺陷ꎬ必须调整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的思路ꎬ

理顺现实型人格与理想型人格之间的位次关系ꎬ进而明确当代人格思想的内涵ꎮ 因此ꎬ需要将那

种大多数人不能达到的理想人格作为人格修养的终极目标和最高标杆ꎬ而把人人都可能达到的

现实型人格作为人生修养的主要目标ꎬ使人人都具备一种公私兼顾、人我谐和的基本人格ꎮ
自近现代以来ꎬ提倡进行新型人格建构的呼声可谓此起彼伏、不绝于耳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究竟要建构什么样的人格? 一代代人在西方文化触发影响下ꎬ针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

普遍心理要求ꎬ提出了人格重塑的种种说法ꎮ 较有代表的说法有:２０ 世纪早期梁启超提出“新
民”(或君子)人格ꎬ蔡元培主张“完全人格”或“健全人格”ꎬ王国维提倡“高尚伟大之人格”ꎬ近年

来有人提出了“平民化自由人格”②等ꎮ 此外ꎬ还有人崇尚西方的“贵族精神”ꎬ提倡“贵族”人格ꎬ
或提倡民主、法制下的“公民”人格ꎬ如此等等ꎮ

在众说纷纭的近现代与当代社会语境中ꎬ有一种提法既能承接中国传统文化人格思想的渊

源ꎬ又能充实当代文化思想的新质ꎬ那就是对“君子”人格的提倡ꎮ 梁启超是近现代“君子”人格

的有力提倡者ꎮ 他一方面强调做“新民”ꎬ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君子”人格ꎮ 他于 １９１４ 年在清华

大学所作的题为«君子»的演讲中说:“英美教育精神ꎬ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ꎮ 国家犹机器

也ꎬ国民犹轮轴也ꎮ 转移盘旋ꎬ端在国民ꎬ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ꎬ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ꎬ即我国

所谓君子者ꎮ 莽莽神州ꎬ需用君子人ꎬ于今益极ꎬ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ꎮ 国民之人格ꎬ骎骎日

上乎!”③很明显ꎬ此说意在借鉴西方人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人格思想而重建“君子”人格ꎮ
其实ꎬ中国文化教育常被看作是通君子之道ꎮ 例如王夫之在«庄子通序»中云:“凡庄生之

说ꎬ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ꎬ类如此ꎮ”④梁漱溟在«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的演讲中对辜鸿铭所说

９３

①
②
③
④

王守仁撰ꎬ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３９、２４—２５ 页ꎮ
朱义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ꎮ
吴剑平:«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８ 页ꎮ
王夫之:«老子衍　 庄子通　 庄子解»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５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表态说:“虽然我们从前那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

君子之道否ꎬ还是问题ꎮ 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

道ꎻ无论如何ꎬ中国人的教育ꎬ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ꎮ”①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

和持续升温ꎬ学界提倡“君子”人格的呼声似乎愈来愈响亮ꎮ 例如钱念孙指出:“‘君子’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ꎬ是数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ꎬ是中华民族理想而

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ꎮ”②尤其是余秋雨更是从中国文化的传承角度大力提

倡“君子”人格ꎬ倡言:“中国文化的延续ꎬ是君子人格的延续ꎻ中国文化的刚健ꎬ是君子人格的刚

健ꎻ中国文化的缺憾ꎬ是君子人格的缺憾ꎻ中国文化的更新ꎬ是君子人格的更新ꎮ”③另据«中国青

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３６７０ 人参加)ꎬ８５.
７％的受访者肯定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ꎮ④

当然ꎬ近现代以来关于“君子”人格的所有倡言都渊源于两千多年前孔子首倡的“君子”人格

思想ꎮ 现在新的疑问是:源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是否还适合于进入高科技时代

的当代社会? 这就需要认真分析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的本质特征ꎮ 概而言之ꎬ孔子的“君子”
人格思想实质可归纳为三方面:其一ꎬ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是面对平民提出来的ꎬ目标是为了

立人、达人ꎬ它是能够为普通人接受和实施的一种理念ꎬ具有平民化和普适性的品格ꎮ 这种人格

理念不同于谋“帝王南面之术”者提倡的“圣王”或“内圣外王”等贵族化的理念ꎮ 其二ꎬ孔子的

“君子”人格思想是以导人向善、提高人的心灵境界为宗旨ꎬ把道德修为作为一种衡量标准ꎬ从而

打破了以社会地位或财富划分“君子”的传统做法ꎬ使处于任何地位的人都可以通过修身进德来

提升自己ꎬ从而获得尊严、自信和自足ꎮ 其三ꎬ孔子提倡的“君子”人格思想本身体现了一种以

“仁”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的实践ꎬ对内自我提升、对外感化他人ꎬ以仁人君子的人文关怀实现对社

会的仁德化育ꎮ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ꎬ孔子提倡的“君子”人格思想仍然适用于当代社会的需要ꎬ因为

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人的道德信仰丧失、仁爱缺乏、自我失落、人为物役ꎮ 换言之ꎬ当今之时弊

集中体现为君子之道衰ꎬ小人之道盛ꎮ 只有重新树立新的人生观ꎬ建立新的道德信仰ꎬ找回自我ꎬ
才能够摆脱物对人的奴役ꎬ重塑独立自主的人格ꎮ

其实ꎬ“君子”人格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ꎬ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ꎮ 比如我们说“谦谦君子”
是说一个人带着谦和的样子ꎻ说“彬彬君子”是说一个人文质彬彬的样子ꎻ说“君子不与小人置

气”是表明自己高出一筹ꎻ还有“量小非君子”、“君子不拘小节”之类格言谚语ꎬ每个人张口即来、
俯拾皆是ꎮ

君子人格是一种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的审美人格ꎬ既有自身之美ꎬ又能成人之美:“君
子成人之美ꎬ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ꎻ“君子之学也ꎬ以美其身”(«荀子劝学»)ꎮ 君子可

与各种美的事物相“比德”:“君子比德于玉焉ꎬ温润而泽ꎬ仁也”(«礼记聘义»)ꎻ“言念君子ꎬ温
其如玉”(«诗经秦风小戎»)ꎻ“有匪君子ꎬ如切如磋ꎬ如琢如磨” («诗经卫风淇奥»)ꎻ
“淑人君子ꎬ其仪一也”(«诗经曹风鸤鸠»)ꎻ“莲ꎬ花之君子者也”ꎬ“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ꎬ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ꎻ梅兰竹菊更被历代文人称为“四君子”ꎮ

０４

①
②
③
④

梁漱溟:«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ꎬ«梁漱溟全集»(第 ４ 卷)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６０ 页ꎮ
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ꎮ
余秋雨:«君子之道»ꎬ中国作协创研部:«２０１３ 年中国随笔精选»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３ 页ꎮ
«８５.７％受访者肯定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ꎬ«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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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我们要建构的当代“君子”人格ꎬ是以孔子提倡的“君子”人格思想为基础ꎬ融会我国当

代及西方的人格思想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新君子人格ꎮ 它既传承了我国传统的人格精神ꎬ又将充

实进适合当代社会发展形势和人们需要的新理念ꎬ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道德和审美内涵ꎮ “君
子”人格兼容于“公民”人格ꎬ它对于“公民”人格来说属于理想人格ꎬ前者比后者更具备美好的道

德品质ꎬ“君子”属于有文化教养的优秀“公民”ꎮ 提倡“君子”人格并不忽视“圣贤”人格ꎬ“圣贤”
人格对“君子”人格来说属于理想人格ꎬ它是人格修养的最高层次ꎬ如同灯塔顶端的灯光照耀ꎬ引
领着君子人群ꎮ

二、人格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统一

庞朴在«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论纲)»中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人格”有不同的理

解ꎬ在西方人眼里ꎬ“中国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ꎻ在中国人看来ꎬ“西方人没有形成一种社

会的人格”ꎬ中西方的“人格”思想可以取长补短ꎬ从而使二者统一起来ꎮ① 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

说:“人格的本义既是‘个人’的ꎬ它也就只能是‘独立’的ꎬ否定个人ꎬ也就是否定个人的独立性ꎬ
就是否定人格本身ꎮ 庞先生所谓‘社会的人格’ꎬ意思是说‘群体’的人格ꎬ这种东西的确是中国

人的独创ꎬ但不是古代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创ꎬ而是现代中国人的虚构ꎮ”②由此可以看

出ꎬ作者完全是以西方的人格概念内涵为标准来批评和否定中国学者的人格观念ꎬ既无视西方的

“人格”概念自从 ２０ 世纪初引进中国以后就已经中国化ꎬ被充实进了中国人文思想内涵ꎬ又不尊

重中国学者对人格作出的重新解释ꎮ 中国人对人格概念的理解为何要得到西方人的认同呢? 也

就是说ꎬ人格一词ꎬ西方有西方的理解ꎬ中国有中国的解释ꎬ是十分正常的事ꎮ
其实ꎬ“社会的人格”之说并非庞朴的首倡ꎬ而是梁启超早年提出的说法:“盖人格专靠各个

自己ꎬ是不能完成ꎮ 假如世界没有别人ꎬ我的人格ꎬ从何表现? 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ꎬ我的人格受

了传染和压迫ꎬ如何能健全? 由此可知ꎬ人格是个共同的ꎬ不是孤另的ꎮ 想自己的人格向上ꎬ唯一

的方法ꎬ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ꎮ 然而社会的人格ꎬ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ꎮ 想社会的人格向上ꎮ
唯一的方法ꎮ 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ꎮ”③庞朴只是指出:“因为人既是独立的个体ꎬ又是群体的

分子”ꎬ所以既有“一种独立的人格”又有“一种社会的人格”ꎬ认为中西方各强调一面ꎬ最好能够

统一起来ꎮ 这种立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说法ꎬ态度十分中立ꎬ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ꎮ 也许其表

述不够确当ꎬ使人感觉他对人格的理解有矛盾之处ꎮ 而问题的关键却是ꎬ人既是一种个体的存

在ꎬ又是一种社会的存在ꎬ个体不可能是孤立的ꎬ在个体身上必然会体现出群体的特征ꎮ 这本来

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的基本常识ꎬ也是无需证明的社会现实ꎮ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就具体性来说ꎬ人格就是个体人格ꎬ是具体的、有特色的、特殊地占有有限

时空的现实个人ꎻ就整体性来说这个体人格同时又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多样体现ꎮ
每个人的人格无不同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明方式和文化模式相契合ꎬ这也就是通过

个体人格所呈现的文化人格、国民人格的本来含义ꎮ”④准确的说法或许是:人格既具有个体性特

征ꎬ又具有群体性特征ꎮ 相对而言ꎬ中国人侧重于人格的群体性ꎬ西方人则着眼于人格的个体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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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中国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并不是对立的ꎬ而是交融的ꎮ 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那样:“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最不同的基调之一ꎬ乃在中国文化根源之地ꎬ无主客的对立ꎬ无个性与群性的对

立ꎮ”①

西方人格思想强调个体性而忽视群体性、把道德判断排除在外的“人格”理念ꎬ既有其长处ꎬ
也具有明显的缺陷性ꎮ 这种人格思想大约导源于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以及古希

腊的自然法哲学理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人权政治观念ꎮ 由于中国文化中并不具备这种观

念ꎬ按照中国文化语境来理解“人格”概念其实是无可非议的ꎮ 西方“人格”理念的引进、借鉴固

然非常重要ꎬ而中国现当代学人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解释的“人格”思想同样十分重要ꎬ绝对不

可加以否定或排斥ꎮ
事实上ꎬ西方这种片面追求个体化的人格发展必然会导致个人与群体和社会的脱离ꎬ从而使

个体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ꎮ 弗罗姆指出:“如果人的发展过程和谐有致的话ꎬ如果它遵循一定计

划的话ꎬ那么ꎬ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ꎬ即ꎬ力量日益增大和个体化日益加深ꎬ就会完全均衡了ꎮ”②

弗罗姆为西方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恰恰是要加强个体与群体和社会的联系ꎬ而这种意见不正好体

现了中西方人格观念的互补吗? 究其实ꎬ中西人格观念正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义务的不

同侧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ꎬ个人具有受尊重、保护的生活权利ꎬ这种权利是由社会和群体、他人

来保障的ꎻ另一方面ꎬ个人对他人、群体和社会都有相应的义务ꎬ这种义务是由个体来履行的ꎮ 因

此ꎬ全面的“人格”概念应当包括这两方面的内涵ꎮ “人格”虽指个体的人ꎬ但由于他既是权利主

体又是义务主体ꎬ即不仅社会、群体对他负责ꎬ他也要对群体和社会负责ꎬ因此它既有个体性ꎬ又
有群体性ꎮ

在中国传统人格美学思想特别是儒家人格美学思想中ꎬ个体人格美与社会人格美是合而为

一、相得益彰的ꎮ 一方面ꎬ强调群体的、社会的人格美ꎮ 如提倡“里仁为美” («论语里仁»)ꎬ
“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ꎬ“已欲立而立人ꎬ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ꎮ 不仅爱

自己的亲人ꎬ还要推己及人ꎬ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

上»)ꎬ并进而爱人及物ꎬ达到“民胞物与”ꎮ 另一方面ꎬ主张个体的人格美ꎮ 例如孔子提出“知者

不惑ꎬ仁者不忧ꎬ勇者不惧”(«论语子罕»)ꎮ 孟子进而提倡“富贵不能淫ꎬ贫贱不能移ꎬ威武不

能屈”(«孟子滕文公下»)ꎬ使个体独立性和人格美得到充分强调ꎮ 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对个体人格美的认识和高扬ꎬ是孟子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ꎮ”③而个体的人格美是基础ꎬ
如强调“有诸己之谓信ꎬ充实之为美”(«孟子尽心下»)ꎬ“君子黄中通理ꎬ正位居体”(«周易
坤文言»)ꎻ由个体的人格美通达群体的人格美ꎬ例如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齐
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ꎬ“是以君子藏器ꎬ待时而动ꎬ发挥事业ꎻ穷则独善以垂

文ꎬ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心雕龙程器»)ꎬ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其具体体现ꎮ
中国传统人格思想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体现出重民本性(民众本位)、群体性、公有性

的人格思想倾向ꎮ 这与西方重人本性(个人本位)、个体性、私有性的思想倾向有着明显的差别ꎮ
对于这种特定民族文化历史发展造成的人格差异ꎬ我们首先要持一种尊重的态度ꎬ其次采取

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做法ꎬ使我们的人格思想趋于完善ꎮ 至于中国社会重伦理道德观念而轻自

２４

①
②
③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１５ 页ꎮ
[美]埃里希弗罗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逃避自由»ꎬ刘林海译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５ 页ꎮ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 １ 卷)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１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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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权利观念导致的现代流弊当然也是不可否认的ꎮ 例如ꎬ像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ꎬ单纯从伦理道

德的角度来划分人、兽之别就是极为片面的ꎬ不知尊重人的自然权利而像对待畜生那样对待人更

是不可容忍的ꎮ 不过ꎬ不能把这些社会弊端的产生完全归结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ꎬ封建主

义的专制集权统治及其维护这种制度的封建礼教以及法制的不健全、被扭曲的流行观念等ꎬ都是

根本原因ꎮ
总之ꎬ在意识形态上ꎬ将侧重群体性的“民本”与侧重个体性的“人本”结合起来ꎬ并且把“为

民”落实到“为人”上ꎬ吸收西方人格思想中尊重个人隐私、尊严等自然权利观念以弥补中国人格

思想中这方面的薄弱ꎬ以达到人权与人品并重、行为独立性与德行自足性并行ꎬ使人格的个体性

与群体性谐和一致ꎮ 这是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过分推崇群体性人格而忽视个体性人格ꎬ或者过分张扬个体性人格而漠视群体性人格ꎬ都是

片面的ꎮ 我们既要肯定那种为民族、国家和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群体性人格美ꎬ也
要肯定那种为改变个人命运或维护个人权利而自强不息地进行个人奋斗而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体

性人格美ꎮ 体现大德大爱的群体性人格美与体现小德小爱的个体性人格美并非总是截然对立或

互相排斥的ꎬ而是应该尽可能和谐统一的ꎮ

三、人格的天性自然与修养造就相一致

对比中西人格思想的总体差别ꎬ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现象:中国传统的人格思想是一种强调

修为养成的人格理念ꎬ而西方的人格思想则是一种主张自然而然地生存的人格理念ꎮ 也就是说ꎬ
中国要求人进行道德的修养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ꎬ一个人的人生是一种进行自我塑造的

过程ꎻ西方则侧重于主张尊重维护人自然生成的性状ꎬ个体的人生似乎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ꎮ
当然ꎬ像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和人的自由选择、马斯洛主张人的自我实现等ꎬ都有肯定自我塑

造和自我提升的倾向ꎮ 同时西方的各种文化包括宗教、家庭教育、纪律和法制的约束等对人都产

生重要影响ꎬ实际上他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ꎬ他的人生也是一种被塑造的过程ꎮ 这就提出了

一个问题:个体的人生到底是自然而然发展的好还是进行道德塑造的好呢?
一般认为ꎬ一种人格思想往往是与一种文化中的人性观直接关联的ꎮ 如有学者指出ꎬ“一个

完整的人格理论应该包括基本的人性观ꎬ人格结构和人格历程三方面”ꎬ“中国传统的人性观是

以善为核心的人性论ꎬ人格结构也是以善一恶为轴心的人格结构ꎻ在人格历程方面ꎬ则比较缺乏

相应的理论来指导人们建构人格”ꎮ① 作者认为人格理论应当包括人性观、人格结构和人格历程

三方面内容ꎬ还是很有见地的ꎬ不过说中国传统人性观是性善论、人格结构也是以善———恶为轴

心的ꎬ就有些以偏概全、不合实际了ꎮ
其实中国古代早期文化中的人性观是与对天人关系的探讨直接相关的ꎬ性善论并非人性观

的核心ꎮ 孔子只是提倡“仁”并未直接提倡善ꎬ孟子进而主张人之本性便是善ꎬ所以要“尽心知

性”ꎬ以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分别为“仁”、“义”、“礼”、
“智”之四端ꎬ进而论证说明“仁义礼智ꎬ非由外铄我也ꎬ我固有之也ꎬ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

上»)ꎮ 并将仁义之心与王道统一了起来ꎬ推演到“内圣外王”的高度ꎮ
孟子的这种论证显然具有牵强性ꎮ 荀子对其性善论批驳道:“孟子曰:‘人之学者ꎬ其性善’ꎮ

曰:是不然ꎬ是不及知人之性ꎬ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ꎮ 凡性者ꎬ天之就也ꎬ不可学ꎬ不可事ꎮ

３４
①曾红:«建构中国化的人格理论模型初探»ꎬ«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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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者ꎬ圣人之所生也ꎬ人之所学而能ꎬ所事而成者也ꎮ”荀子强调人性是自然而然的ꎬ出于先天

本能ꎬ而礼义则是后天可学的ꎬ所以礼义等不属于人之本性ꎮ 因此ꎬ他提出了性恶说:“人之性

恶ꎬ其善者伪也ꎮ”进而强调性善是后天转化所致:“圣人化性而起伪ꎬ伪起于性而生礼义ꎬ礼义生

而制法度ꎮ”(«荀子性恶»)
值得注意的是ꎬ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说还是荀子的性恶说ꎬ都把人性的坐标指向了仁义道德教

化ꎮ 实际上ꎬ性善说侧重于人性的社会伦理道德品格ꎬ性恶说侧重于人性的自然品格和生物本

能ꎮ 孟子与荀子分别从正反两方面阐发和论证了仁义道德教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ꎬ可谓殊途同

归ꎮ 其实关键问题还在于ꎬ究竟如何沟通天人关系ꎬ如何将人性观落实到人格上来? 孔子倡导的

仁义道德思想作为一种人道和人文观念无疑是最合乎人性的思想观念ꎬ不过这种人性思想在天

人关系的格局中并非自然贯通并和谐统一的ꎮ «易传说卦»倡言“立天之道ꎬ曰阴与阳ꎻ立地之

道ꎬ曰柔与刚ꎻ立人之道ꎬ曰仁与义”ꎬ指出了作为“仁义”的“人道”与作为“阴阳”的“天道”是不

同的ꎬ它们是通过“道”来实现天人合一的ꎬ不过其内在关系仍语焉不详ꎮ «礼记中庸»说“天命

之谓性”ꎻ孟子谓“尽其心者ꎬ知其性也ꎻ知其性ꎬ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ꎬ但此说仍不够明

了ꎮ
如果仔细检讨就会发现ꎬ无论是提倡性善说的孟子还是强调性恶说的荀子都不约而同地把

眼光聚焦到“诚”字上来ꎮ 当然对“诚”的倡导发端于«礼记中庸»:“诚者ꎬ天之道也ꎻ诚之者ꎬ
人之道也ꎮ 诚者ꎬ不勉而中ꎬ不思而得ꎬ从容中道ꎬ圣人也ꎮ 诚之者ꎬ择善而固执之者也ꎮ”其后得

到了孟、荀的认同和发挥ꎮ «孟子离娄上»谓:“是故诚者ꎬ天之道也ꎻ思诚者ꎬ人之道也ꎮ 至诚

而不动者ꎬ未之有也ꎻ不诚ꎬ未有能动者也ꎮ”«荀子不苟»进而作了详细发挥:“君子养心莫善于

诚ꎬ致诚则无他事矣ꎬ唯仁之为守ꎬ唯义之为行ꎮ 诚心守仁则形ꎬ形则神ꎬ神则能化矣ꎮ 天地

为大矣ꎬ不诚则不能化万物ꎮ 圣人为知矣ꎬ不诚则不能化万民ꎮ 父子为亲矣ꎬ不诚则疏ꎮ 君上为

尊矣ꎬ不诚则卑ꎮ 夫诚者ꎬ君子之所守也ꎬ而政事之本也ꎮ”这就是说ꎬ无论提倡性善论的孟子还

是主张性恶说的荀子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诚”既是天之本性ꎬ又是人之本性ꎬ是天人共有的性质ꎬ
至此天人关系便通过“诚”无缝对接了起来ꎮ

上述情况说明ꎬ性善论并非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ꎬ其真正核心却是对“诚”的认定ꎬ其实是

对本真人格的追求ꎮ 儒家的这种追求本真人格的思想尤其体现于«礼记中庸»:“自诚明ꎬ谓之

性ꎻ自明诚ꎬ谓之教ꎮ 诚则明矣ꎬ明则诚矣ꎮ 唯天下至诚ꎬ为能尽其性ꎻ能尽其性ꎬ则能尽人之性ꎻ
能尽人之性ꎬ则能尽物之性ꎻ能尽物之性ꎬ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ꎻ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ꎬ则可以与天

地参矣ꎮ”这里强调的“诚”也就是“真”ꎬ无论人之性还是物之性ꎬ只有处于本真状态才能体现其

本质ꎬ人以真诚之心体认天地万物从而达到天人、物我合一ꎮ 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心理内化过程ꎬ
从情感的萌发到进行自觉的调和ꎬ都体现出一种明智、客观、理性的态度ꎮ 质言之ꎬ人的“自诚

明”之性不是情感欲求之性ꎬ也不是单纯的理智之性ꎬ而是将情感、理智融为浑然一体又通于天

地万物的“中和”之性ꎮ 其后ꎬ唐代李翱ꎬ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王阳明等人无

不从«礼记中庸»提倡的“诚”出发加以阐释发挥ꎬ并以“诚”为基础从而提出了各自的人格建

构思想ꎮ 尤其是二程及其弟子和朱熹ꎬ强调“诚”便是“理”、“道”或“天理之本然”ꎮ 例如程颐

云:“诚者ꎬ实理也ꎮ”(«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程氏弟子游酢云:“以性言之为诚ꎬ以理

言之为道ꎬ其实一也ꎮ”(«游廌山集»卷一«中庸义»)朱熹云:“诚者ꎬ真实无妄之谓ꎬ天理之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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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①上述言论表明ꎬ“诚”就是指出于天理本然的本真人格ꎮ
这种以“诚”为基础的本真人格当然是一种美的人格ꎮ 清代戴震云:“诚ꎬ实也ꎮ 是故善

之端不可胜数ꎬ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ꎻ德性之美不可胜数ꎬ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ꎮ 曰善ꎬ曰
德ꎬ尽其实之谓诚ꎮ”②当代学者对“诚”的本真人格及其美学意义的认识理解更加充分深入ꎮ 如

有学者指出:“中国美学以‘诚’为基元范畴ꎬ认为‘诚’是生命本真的呈现”ꎻ“‘诚’不仅是‘天之

道’ꎬ而且亦为人之本心本性ꎬ故而人应当还原自有本性ꎬ如其本来所是”ꎻ“诚”是“中国美学的最

高审美之维”ꎮ③ 或认为:“‘诚’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伦理、哲学和审美范畴ꎬ它是天道与人道

沟通的纽带ꎬ是天人合一的本然状态和心灵交融的最高境界ꎮ 中国古典美学以诚为美的实质就

是以至诚为美ꎬ就是追求自由之源、自然之真、本然之善和中和之美ꎮ”④其实ꎬ“诚”是中国传统美

学思想中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人格美学范畴ꎮ “诚”是性善论哲学、心理学和美学思想的基础ꎮ
毋庸置疑ꎬ性善论的确在传统文化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尽管提倡性善的人性观有着极

大的片面性ꎬ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对其进行否定ꎮ 虽然人有善和恶的属性ꎬ但是毕竟善的属性

具有正面的、肯定的性质ꎬ而恶的属性则是负面的、否定的ꎮ 强调善的属性ꎬ导人向善ꎬ使人性中

的正能量得到充分发挥永远是正确的ꎮ 美育的目的就是通过道德性使人摆脱卑俗的私欲的统治

而获得自由ꎬ使人格得到升华ꎮ 例如ꎬ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作为人ꎬ他有权力去摆脱盲目必

然性的统治ꎬ正如他在其他许多方面通过他的自由而摆脱了这种统治那样ꎬ例如通过道德性使性

爱的需要所驱使的那种卑俗特性消失了ꎬ并通过美使之高尚化了ꎮ 因此ꎬ人以一种人为的方式从

他的成年返回到他的童年时代ꎬ在人的观念中构成一种自然状态ꎮ”⑤

恶或私欲虽可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却是必须加以抑制的ꎬ永远也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任

恶横行ꎮ 今天当恶和私欲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之时ꎬ更需大力提倡善ꎬ进行扬善惩恶ꎮ 所以ꎬ中国

传统人性观提倡善、强调对恶和私欲进行制约本没有错ꎬ错的是那种扭曲了的或异化了的人性理

论对人的生理需求及精神自由的扼杀和压制ꎮ 因此ꎬ在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中就需要作出

调整ꎬ充分肯定人的正常需求的合理性ꎬ保护人的隐私权和独立自主权ꎬ维护人的尊严ꎬ尊重精神

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ꎮ 归根到底ꎬ任何伦理道德和教育理念都是为了使人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

展而提出来的ꎬ因此从理论上讲ꎬ人的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就是合乎人性的生命样态ꎬ同时也是

人格的标准形态ꎮ 不过ꎬ一方面由于人在生活实践中并不总是处于合乎人性的生命状态ꎬ他要受

生物本能等种种内在因素的制约ꎬ需要进行人格的提升ꎻ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生存不是独立的存在

而是一种社会的存在ꎬ就不能不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约束ꎬ权利和义务并存ꎬ法律规定和伦理规

范便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处于一种合乎人性的生存状态ꎮ 西方的人格思想基本上是以

保持人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为原则ꎬ伦理规范的事大多都交给宗教和法律去管了ꎬ没有过

多的伦理道德约束ꎬ所以似乎显得单纯、独立自由ꎮ 那么ꎬ是否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提

倡道德修养的人格思想就是多余的了呢? 中国传统的人格思想提倡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

完全为了约束、制约和压抑人性ꎬ而是为了使人回归人的本真人格ꎮ 人格修养并非以某种观念、
信仰加之于人ꎬ而是给人以启迪ꎬ使人恢复自然与社会伦理相统一的本性ꎬ并不断提升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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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ꎮ
中国的当下人生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传统文化和人格的内在精神活力的复兴ꎬ而不仅仅是对

外来思想文化的吸收借鉴ꎮ 梁漱溟在谈到现代中国文化复兴之道时ꎬ曾提出“要如宋明人那样

再创讲学之风ꎬ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ꎬ意思是说ꎬ只有从传统文

化精神中重新找回人生自信ꎬ重建人的生命信念和精神信仰ꎬ才能解决国人现在的人生问题ꎮ 他

说:“有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ꎬ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ꎬ清学

有什么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可说? 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ꎻ其实这新

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ꎬ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 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ꎬ应当是中国自

己人生态度的复兴”ꎮ 进而指出:“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ꎬ多数人也是这样ꎻ只
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ꎬ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ꎬ从里面发出动作ꎬ才
是真动ꎮ”①当代人格美学思想建构的成功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对西方人格思想的借鉴或移植ꎬ而
只能依赖于在外来文化及人格观念触发下中国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的重新复活ꎮ

四、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相一致

完整的人格类型可划分为认知人格、道德人格、审美人格三种主要类型ꎮ 这三种人格类型可

分别对应知、情、意ꎬ亦即分别对应真、善、美ꎮ 中西方的人格思想都包含此三种人格类型ꎬ但却有

不同的侧重ꎮ 西方侧重于认知人格ꎻ中国侧重于道德人格和审美人格ꎮ 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

兴ꎬ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歌德、席勒等人文学者除了侧重于认知人格外ꎬ对道德人格和审

美人格也十分重视ꎬ但近现代以来随着人格心理学的崛起ꎬ对认知人格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２０ 世纪中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杰斯等人开始提出审美人格问题ꎮ 直到 ２０ 世纪末ꎬ西
方一些心理学学者又重新提出道德人格问题ꎮ 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ꎬ从先秦到近现代一向重视

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问题ꎮ 所以ꎬ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如何达到和谐统一ꎬ是我们进行当代人格

美学思想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ꎮ
(一)道德人格体现了文化人格的核心思想内涵ꎬ它是审美人格的内在基础ꎮ 道德人格与审

美人格涉及到善与美的关系问题ꎮ 关于善和美的关系ꎬ先秦元典多有论述ꎮ 如«论语八佾»
载:“子谓«韶»:‘尽美矣ꎬ又尽善也ꎮ’谓«武»:‘尽美矣ꎬ未尽善也ꎮ’”在孔子看来ꎬ美的未必是善

的ꎬ最理想的音乐是“尽善尽美”的境界ꎮ 美与善二者的统一ꎬ主要以善为基础ꎬ善是内在的实

质ꎮ «庄子知北游»引被衣之言曰:“德将为汝美ꎬ道将为汝居ꎮ 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

故ꎮ”这说明道德是内在之美ꎬ是美的本源ꎮ «易传坤文言»“君子黄中通理ꎬ正位居体ꎬ美在

其中ꎬ而畅于四支ꎬ发于事业ꎬ美之至也ꎮ”君子具有端庄、正直的内在品德ꎬ从而达到内美与外美

的统一ꎮ 屈原«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ꎬ又重之以修能ꎮ”内美即内在的心灵、道德之美ꎮ 无

论对中国还是西方而言ꎬ道德对于人格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一个人的人格赖以成立的内在本质

要素ꎮ 在中国古代ꎬ道德是人性的基础ꎬ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ꎬ是人格形成的关键ꎮ
«论语述而»载:“子曰:志于道ꎬ据于德ꎬ依于仁ꎬ游于艺ꎮ”道德是根本出发点ꎮ «老子»一书又

称为“道德经”就表明它是探讨道德的学问ꎮ 西方学者康德最为崇尚的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

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②ꎮ 他之所以强调“道德律令”ꎬ是因为它是独立人格赖以成立的基础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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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ꎮ 一个人只有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ꎬ遵照发自内心的理性命令而决定自己的行为ꎬ他才体现出

人格的自由、独立自主性ꎮ 道德人格体现为对道德准则的确立和坚守ꎮ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ꎬ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道德的坚守ꎬ尤其是儒家更把恪守道德

作为“士”和“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ꎮ 强调在任何穷困处境下都要坚守道德:“君子固穷ꎬ小人穷

斯滥矣”(«论语卫灵公»)ꎻ可以谋求富贵ꎬ但要遵守道义:“富与贵ꎬ是人之所欲也ꎻ不以其道

得之ꎬ不处也”(«论语里仁»)ꎻ为了道义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ꎬ无求生以害

仁ꎬ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ꎬ“生亦我所欲也ꎬ义亦我所欲也ꎮ 二者不可得兼ꎬ舍生而

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ꎮ 可见ꎬ道义、道德是君子人格的决定因素ꎬ只有具备了这种善的

道德人格ꎬ才能体现出美的人格ꎮ 我们说审美人格首先指的是这种体现内在心灵美的道德人格ꎬ
它是一种追求尽善尽美的人格ꎮ 如果忽视这种善的道德人格要素而单纯追求外在的审美ꎬ那就

会使审美人格变得苍白单薄ꎮ
(二)审美人格作为一种直观形态和审美境界ꎬ它体现了对道德人格的升华和超越ꎮ 正像有

学者指出的那样:“审美人格是指人的精神面貌具有审美特性ꎬ达到了美的境界ꎬ这种人格具有

和谐、个性、自由、超越与创造等特征ꎮ 审美人格在更高的层次上包容和整合了理性人格和道德

人格ꎬ是理性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升华ꎮ”①这里所说的“理性人格”应是指我们前面说的“认知人

格”ꎬ它对应的是真ꎮ 审美人格作为一种体验性人格具有综合性的特征ꎬ既包含对真的感悟ꎬ也
包含对善的融会ꎮ 因此ꎬ审美人格所涉及的范围要比道德人格广泛ꎬ它既包括对德性或心灵境界

的审美ꎬ又包括对自然、社会和艺术的审美ꎮ 当然对德性或心灵境界的审美是其基础和主要内

容ꎬ不过也不能忽视对其他方面事物的审美ꎮ 而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是脱离道德的功利的利害关

系的ꎮ 康德在论述善、快适与美的区别时说:“不管快适和善中间这一切的区别ꎬ双方在一点上

却是相一致的:那就是它们时时总是和一个对于它们的对象的利害结合着”ꎬ“只有对于美的欣

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ꎻ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ꎬ也没理性方面的利

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ꎮ② 叔本华基于他的唯意志论哲学思想阐述审美的观赏说:人平常处于

各种社会关系中ꎬ由于受意志的束缚和奴役而不自由ꎮ 只有在审美的时候ꎬ主体被美的事物所吸

引ꎬ忘掉各种关系ꎬ才能摆脱意志的奴役ꎬ成为认识的纯粹主体ꎬ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ꎮ 此种心

境ꎬ“是认识理念所要求的状况ꎬ是纯粹的观审ꎬ是在直观中浸沉ꎬ是在客体中自失ꎬ是一切个体

性的忘怀ꎬ是遵循根据律的和只把握关系的那种认识方式之取消ꎻ而这时直观中的个别事物已上

升为其族类的理念ꎬ有认识作用的个体人已上升为不带意志的‘认识’的纯粹主体”ꎮ③ 也就是

说ꎬ作为审美主体他能够超越内在束缚和现实关系而实现一种升华ꎬ或者说审美可以使人获得一

种精神超越ꎮ 总之ꎬ审美的人格是一种超越性的人格ꎬ它能够超越道德人格而达到一种向自由境

界的升华ꎮ 席勒曾描写审美的升华作用和审美趣味的魅力说:“在审美趣味的领域ꎬ甚至最伟大

的天才也得放弃自己的高位ꎬ亲切地俯就儿童的理解ꎮ 力量要受娴雅美丽的女神们的约束ꎬ高傲

的狮子也要服从爱神的钳制ꎮ 为此ꎬ审美趣味以自己轻柔的面纱复盖着肉体的欲求ꎬ以免这种欲

求在赤裸裸的形态下会辱没自由精神的尊严ꎮ”④

真、善、美之间在某种制高点上似乎存在着一种连通之道ꎬ达到了至真或至善的人格往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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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一种至美的审美人格ꎮ 如庄子所推崇的所谓“至人”、“真人”、“神人”ꎬ由于他们达到了

至真人格ꎬ因而也成为至美的人格ꎮ 那就是庄子所说具有天地品格的大美人格或天人合一境界: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夫天地者ꎬ古之所大也ꎬ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庄子天道»)ꎻ“天地与我并生ꎬ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ꎮ 徐复观说:“庄子不是

以追求某种美为目的ꎬ而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为目的ꎮ 但他的精神ꎬ既是艺术性的ꎬ则在其人生

中ꎬ实会含有某种性质的美ꎮ”①李泽厚曾将这种审美的境界与宗教境界相比较ꎬ认为它既不同于

宗教境界又高于道德境界:“宗教或宗教体验常常是一种纯精神性的满足ꎬ在教义上基本是排

斥、贬低、否定感性和感性生命的ꎮ 审美的天人合一则相反ꎬ它在‘教义’上是庆生、乐生、肯定感

性的ꎮ”②其实ꎬ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是不能截然划分的ꎮ 道德人格达到了至善境界ꎬ同样能够上

升到审美的境界ꎮ 无论道家、禅宗还是儒家的审美境界ꎬ都体现为道德境界的升华ꎮ 例如ꎬ被宋

儒周敦颐、二程等普遍推崇的“孔颜乐处”ꎬ即孔子称赞颜渊之语:“贤哉ꎬ回也! 一箪食ꎬ一瓢饮ꎬ
在陋巷ꎬ人不堪其忧ꎬ回也不改其乐ꎬ贤哉ꎬ回也!”(«论语雍也»)这段话本来是指颜渊在生活

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能够始终不渝地坚守道义ꎬ表现出高尚的道德人格和对逆境人生的乐观

态度ꎮ 这种以苦为乐的道德人格ꎬ因为有了愉悦的情趣便升华为一种审美人格ꎮ 周敦颐在«通
书»中说:“夫富贵ꎬ人所爱也ꎮ 颜子不爱不求ꎬ而乐乎贫者ꎬ独何心哉?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ꎬ
而异乎彼者ꎬ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ꎮ 见其大则心泰ꎬ心泰则无不足ꎮ 无不足ꎬ则富贵贫贱处之一

也ꎮ 处之一则能化而齐ꎮ” 又说:“君子以道充为贵ꎬ身安为富ꎬ故常泰无不足ꎬ而铢视轩冕ꎬ尘视

金玉ꎬ其重无加焉尔!”③由于一个人的人格上升到了以天地大道为一体的崇高境界ꎬ他便会沉浸

在体道之乐中ꎬ即使处于穷困艰苦的人生处境中亦能自得其乐ꎮ 当然达到这种高度的境界并不

容易ꎬ而对于一般人来说ꎬ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仍是人生快乐的基础ꎮ 根据马斯洛初级需要

与高级需要的理论ꎬ无疑精神追求之乐高于物质追求得到的快乐ꎬ但以精神需求的满足为乐与以

物质需求的满足为乐是应该统一的ꎮ 只强调精神需求之乐而忽视物质需求之乐ꎬ推崇一种苦行

精神ꎬ显然是片面的ꎮ
其实ꎬ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是统一的ꎮ 儒家的“孔颜乐处”对道义的坚守形成了自足的道德

人格ꎬ这种内在道德的充实便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ꎬ即具有了美的人格ꎮ 道家的“天人合一”境
界也是如此ꎬ它体现了人对天地自然品格的体认和融合ꎬ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品格的契

合ꎬ又体现为审美的融合ꎬ人同时具备了自然之德和自然之美ꎬ所以它是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的

融通合一ꎮ
当代人格建构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建构道德与审美统一的人格ꎮ 而这种道德与审美统

一的人格建构涉及的核心问题ꎬ并非一般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建构ꎬ而是文化价值观的建构ꎮ
当今人格的失落尤其是道德人格的失落ꎬ主要是人生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的失落ꎮ 随着改革开

放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ꎬ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物欲主义等文化价值观铺天盖地而来ꎬ对我国

传统文化固有的理性观念、群体观念、伦理观念等形成了巨大冲击ꎮ 而受冲击最大的则是我国传

统文化中数千年来一直强调的“道”ꎬ问题集中于是否还要坚守“道”ꎮ 从根本上说ꎬ无论是道家

之道还是儒家之道ꎬ无非都是主张自然法则与伦理法则的统一ꎬ只不过前者侧重自然品格ꎬ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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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伦理品格ꎮ 按照宇宙自然的普遍规律立法ꎬ这是一种比科技法则更为博大可靠的人文法则ꎬ
这没有错ꎬ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类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ꎮ 现在的问题是ꎬ这种以自然法则

和伦理法则为基础的传统观念由于没有得到现代化的更新ꎬ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个人和社会

的发展ꎮ 因此ꎬ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调整改革ꎬ使之更好地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ꎮ 道德人格

的重建关键是以道义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建ꎬ加强对道德的坚守ꎬ对传统的理性观念、群体

观念、伦理观念、生态观念进行现代化的改进ꎬ并以此抵制个人主义、物欲主义、自由主义、科技主

义等极端的西方文化价值观ꎮ 在此基础上ꎬ重构新型的道德人格和审美人格ꎬ从而推动当代人格

美学思想的全面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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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与
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的形成

∗①

陈宗花
( 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ꎬ河南 开封ꎬ４７５００１ )

　 　 摘要:　 以编导和音乐创作人员杨兰春、王基笑为核心ꎬ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风格的形成ꎬ是延安革命音乐

创作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延续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的整体创作方式ꎬ基本遵循着延安民族化新音乐、新歌剧、新戏曲

的创作方式ꎬ以民间生活、民间艺术作为现代戏曲创作的来源与根本ꎬ进行新的戏曲形式的创造ꎮ 而且还坚持

“集体创作”的原则ꎬ在编创剧本、排演与演出过程中ꎬ把所有演职人员与观众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ꎮ 同时ꎬ
吸收传统戏曲音乐精华并融汇河南民间音乐资源ꎬ创造豫剧现代戏的新音乐ꎮ

关键词:　 延安革命音乐传统ꎻ豫剧现代戏ꎻ民族化风格ꎻ杨兰春ꎻ集体创作

中图分类号:　 Ｊ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５０－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陈宗花(１９７５—　 )ꎬ女ꎬ河南信阳人ꎬ河南大学特聘教授ꎬ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大众化、民族形式探索与革命音乐形态的生成”(１６ＢＤ０４９)、河南省哲学社

科基础研究重大项目(２０１７－ｚｃｚｄ－００５)、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ＹＸＸＺ－１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以编导和音乐创作人员杨兰春、王基笑等为核心ꎬ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风格的形成ꎬ是延安

革命音乐创作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延续和新的拓展ꎮ 所谓“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ꎬ是指以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 年 ５ 月)对革命文艺的总体设想与延安音乐家民族化、
大众化思考作为理论根基ꎬ并以对民间音乐生活的调查、学习、改造为核心与基础的革命音乐创

作传统ꎮ 其中包括一些特有的理论思路、田野工作方法与创作方式ꎬ如“革命生活论”、“下生

活”、“集体创作”、“吸收传统音乐精华创造革命新音乐”等ꎬ同时还与革命艺术工作者自觉的思

想改造紧密结合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的整体创作方式ꎬ基本遵循着延安民族化新音乐、新歌剧、新
戏曲的创作方式ꎬ以民间生活、民间艺术作为现代戏曲创作的来源与根本ꎬ进行新的戏曲形式的

创造ꎮ 而且还坚持“集体创作”的原则ꎬ在编创剧本、排演与演出过程中ꎬ把所有演职人员与观众

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ꎮ 同时ꎬ吸收传统戏曲音乐精华并融汇河南民间音乐资源ꎬ创造豫剧现

代戏的新音乐ꎮ

一、获取民间生活、民间艺术的滋养

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风格的形成ꎬ是延安革命音乐创作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延续和新的拓展ꎬ
河南豫剧院三团编导和音乐创作的核心人员杨兰春、王基笑等深受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主

要代表人物马可音乐观的直接影响ꎬ创作实践也长期得到马可的支持与亲自指导ꎮ １９５０ 年杨兰

春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ꎬ歌剧系主任马可十分重视熟悉民间艺术的杨兰春ꎬ１９５２ 年亲自指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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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为同名歌剧ꎮ 该歌剧由马可作曲ꎬ杨兰春担任剧本改编ꎬ演出

后大获成功ꎮ 之后ꎬ杨兰春回到河南豫剧院三团工作ꎬ先后编导豫剧现代戏«刘胡兰»«朝阳沟»
等ꎬ均得到马可的悉心指导与有力支持ꎬ甚至在河南豫剧院三团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指责时ꎬ
多次仗义执言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马可身为戏剧界的领导ꎬ延续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的理论与

实践传统ꎬ在«提高认识ꎬ做好戏曲音乐工作»«对中国戏曲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点理解»«戏
曲表现现代生活的一些问题»等重要论文与讲话中对戏曲发展改革作出了整体性的思考及设

想ꎬ其中对豫剧发展改革问题提出很多真知灼见ꎬ这些都对杨兰春、王基笑等的创作产生了极为

深刻的影响ꎮ 总之ꎬ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所开创的民族化新音乐理论与实践探索传统ꎬ在新中国

成立后得到更充分的拓展和发扬ꎬ河南豫剧院三团民族化创作风格的形成正是其代表性的成就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自成立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自我定位:在继承传统豫剧优秀遗产基础上创

造出新的戏曲形式ꎬ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内容上反映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斗争、
现实生活ꎬ在艺术上追求群众喜闻乐见、民族化的风格特质ꎮ① 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方式ꎬ延续

了抗战时期边区“鲁艺”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的革命文艺传统ꎬ在坚持长期深入生活的基础

上ꎬ一方面ꎬ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圭臬ꎬ自觉改造思想并融入民间生活ꎬ与
普通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ꎬ另一方面ꎬ珍视民间艺术传统的丰厚资源ꎬ对民间戏曲及音乐进

行大规模采录整理ꎬ总之ꎬ他们始终将“民间生活”与“民间艺术”作为创造民族化新戏曲最核心

的基础以及真正的源头活水ꎮ 正因为立足于这样的艺术创作方式ꎬ河南豫剧院三团才创作出

«小二黑结婚»«朝阳沟»«李双双»等大批优秀现代戏剧目ꎬ至今仍在豫剧舞台上屹立不倒ꎬ并形

成了鲜明独特的民族化戏剧风格ꎬ体现出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强大生命活力ꎮ
如上分析ꎬ河南豫剧院三团对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传统的继承ꎬ主要表现在以“民间生

活”、“民间艺术”作为现代戏曲创作的来源与根本ꎮ １９５０ 年ꎬ出身于文工团并经历过革命文艺创

作与表演实践的杨兰春到中央戏剧学院接受系统理论学习训练ꎬ歌剧系主任马可、话剧系主任舒

强等人的言传身教ꎬ使他能够从更高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如“中国化”的“斯坦尼”演剧体系和

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传统出发ꎬ更为准确深刻地审视与理解民间戏曲、民间音乐的价值和意

义ꎬ成为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传统的传人ꎮ 马可等人也有意在这一道路上对具有深厚生活

体验并熟悉民间戏曲、音乐的杨兰春作出专门引导与培养ꎮ １９５２ 年ꎬ仍在接受培训的杨兰春接

到将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为歌剧的任务ꎬ他因文化水平有限对此有所顾虑ꎮ 马可与他

谈话ꎬ告知将此任务委托给他是几位院领导不约而同的决定ꎬ原因是“要你的生活”、同时ꎬ“你又

熟悉民间地方戏”ꎮ② 很明显ꎬ这正是革命文艺创作传统一贯的标准ꎮ 杨兰春因此在创作中忠实

贯彻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基本要求ꎮ 他和田川进行唱词设计时ꎬ充分挖掘自身对民

间戏曲与民间生活的深厚积累ꎬ借鉴传统戏曲ꎬ为塑造戏剧生活、人物以及编写唱词提供了很多

重要素材ꎮ③ 比如在编写唱词方面ꎬ杨兰春清楚认识到“传统戏讲究写好唱词ꎬ通过这个手段去

表现人们的身份、性格和内心的精神世界”ꎬ因此“背诵几十出民间小戏的唱词作为素材ꎬ田川就

根据不同人物的需要挑挑拣拣ꎬ取其精华进行再创作ꎮ 例如剧中人小芹和小荣的两段唱词就是

从传统戏«站花墙»中转化来的:小荣(唱)树上的柿子圆又圆ꎬ好看好吃比呀比蜜甜ꎮ 压得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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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地ꎬ枝头伸到你的面前小芹(故装不懂ꎬ接唱)七月的桃ꎬ八月的梨ꎬ九月的柿子红了皮ꎮ
谁家的柿子谁去摘ꎬ俺没有柿子心不急ꎮ”①杨兰春出色完成了任务ꎬ他后来回忆说:“我主要对剧

中反映的生活、对传统的借鉴、运用及编写唱词提供了不少素材ꎮ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ꎬ先后几易

其稿ꎬ又经学员广泛讨论ꎬ专家反复论证ꎬ完成了改编任务ꎮ”小说原作者赵树理对唱词最感兴

趣ꎬ也最为满意ꎬ如媒婆唱的“春夏秋冬不种田ꎬ我手里不缺零花钱”、小芹唱的“只要劳动能生

产ꎬ不愁吃来不愁穿”、小二黑唱的“咱好似两个铁核桃ꎬ生生死死结得牢”等ꎬ赵树理中肯地说ꎬ
这些唱词都是从民间生活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ꎬ“土得有味儿ꎬ农民一定喜欢听”ꎮ② 应该说ꎬ延
安文艺传统的杰出代表赵树理的评价是对杨兰春艺术创作最为重要的褒奖ꎬ明确了他今后艺术

创作的方向ꎬ并坚定了杨兰春以“民间生活”、“民间艺术”作为现代戏曲创作来源及根本的信念ꎮ
他将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与创作实践经验完全落实到此后数十年豫剧现代戏的创作中ꎬ锻造出了

河南豫剧院三团民族化创作风格的重要传统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总结自身工作

成绩时ꎬ也将创造性地学习运用民间戏曲和民间音乐归纳为一条重要经验ꎮ
杨兰春还从创作歌剧«小二黑结婚»的过程中逐渐学习掌握了延安民族音乐学派田野作业

的原则与方法ꎬ此后也成为河南豫剧院三团艺术创作的首要原则与方法ꎬ指导着该团成员较好地

采录整理与深入学习民间艺术ꎬ并且进行创造性的借鉴运用ꎮ 对此须简要回溯ꎬ在歌剧«小二黑

结婚»初稿完成后ꎬ为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原作主旨ꎬ杨兰春专门拜访了小说原作者赵树理ꎮ 赵树

理一方面肯定该歌剧脚本是当时最好的改编本ꎬ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建议马可、杨
兰春等编创人员到故事发生地去体验生活ꎬ以便更准确细致地把握作品意蕴与人物的生活、情
感ꎮ 于是ꎬ由马可带领田川、郭兰英、杨兰春等十几人的主创及演员班底ꎬ专门到故事发生的晋东

南地区体验生活ꎬ他们“步行数百里ꎬ访问了几十个群众和基层干部ꎬ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歌民

俗、地理环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ꎬ边调查边构思”ꎬ③为歌剧脚本唱词与歌剧音乐的创作积累

了当地民间生活与文艺的丰富素材ꎬ从而有效地帮助主创及演员实现民族化歌剧的成功创造ꎮ
此后ꎬ这一被称作“下生活”的有效的田野工作方法被杨兰春确立为河南豫剧院三团的基本工作

制度ꎬ而杨兰春自己则养成一个特殊习惯ꎬ即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ꎬ并留心搜集民间戏曲、曲艺

和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唱腔等ꎬ这成为杨兰春的日常功课ꎮ
１９５３ 年回到河南工作后ꎬ杨兰春一开始接受的任务是在豫剧基础上发展新歌剧ꎬ后来又改

为发展革命时代的新豫剧ꎮ 民间文艺积淀深厚的杨兰春虽能背诵很多民间小戏ꎬ但对豫剧并不

太熟悉ꎮ 他为了尽快将自己培养成为高水准的专业豫剧人ꎬ进行了系统补课ꎬ所采用的办法正是

延安时期革命音乐家培养的基本方式ꎬ即以民间为师ꎬ向民间艺术的深厚传统虚心学习ꎮ 杨兰春

到处寻找豫剧老剧本并系统记诵ꎬ“在旧书摊、老艺人那里淘换来许多传统豫剧剧本ꎬ一本一本

全背下来”ꎬ此外“还经常到处去看戏ꎬ用心琢磨豫剧从文学到艺术的特点、规律”ꎮ④ 他也曾回忆

自己的学习过程和留心钻研的内容ꎬ他说自己经常勤勉地“背剧本、背名家的唱段ꎬ好多有名的

传统戏我都大段大段地背诵”ꎬ而他对于传统的学习ꎬ“一是学习戏曲在塑造人物、挖掘人物思想

感情上的技巧ꎬ研究什么样的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ꎬ吸取精华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ꎻ二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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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导要掌握和熟悉豫剧的唱腔、板式、锣鼓经等技术和技巧问题”①ꎮ 其学习目的明确ꎬ始终

围绕对豫剧的继承与创新ꎮ 王基笑介绍:“(杨兰春)经常是拿着各流派的唱腔谱进行认真地学

唱、背诵和琢磨ꎬ从陈素真、常香玉、马金凤、崔兰田到阎立品等等ꎬ正如他说的那样:‘戏曲改革

与创新ꎬ关键是首先你必需懂得它ꎬ掌握它ꎬ要弄懂传统戏曲艺术的规律、特点ꎬ掌握它的风格ꎬ弄
懂它的规律性和特殊性ꎮ 继承为改革ꎬ而改革必须首先去学习去继承ꎮ’”②当然ꎬ杨兰春还经常

性地到民间“采风”ꎬ其实这不仅是河南豫剧院三团一项惯常性的制度ꎬ同时也成为杨兰春的一

种职业习惯ꎬ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ꎬ他十分重视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下观察各色人物、搜集各类

资料ꎮ 如他经常到农贸市场ꎬ“观察各行各业的人物ꎬ向小商贩学叫卖的小调ꎬ找货郎学唱失传

的罗卷戏ꎮ 随便蹲在算卦、卖当、修锁、玩猴人的摊位前ꎬ边听边记着这些人们俏皮诱人、很有职

业特色的顺口溜ꎮ 我还跟乡村的业余演员、理发员、招待员、炊事员交朋友”ꎮ③ 杨兰春还经常到

农村ꎬ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采录各种职业人物的唱腔ꎮ 郭汉城说ꎬ杨兰春“能学着卖老鼠药的唱

他观察卖针的对庄稼汉唱:‘叫你买针不买针ꎬ回家老婆要离婚!’而对老婆婆却唱‘买一行ꎬ
给一个ꎬ让一个ꎮ 不过了ꎬ再给你一个’”④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的演员深受杨兰春这些观念与实践

活动的影响ꎬ积极学习民间戏曲与民间音乐以推动自身艺术创作的完善ꎬ高洁是较为突出的代

表ꎮ 高洁有意识的向民间戏曲和民间音乐学习ꎬ“在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下ꎬ她学过了京戏、评
戏、陕北民歌、云南民歌、河南坠子、曲子、山东琴书、四平调等”ꎬ ⑤进而吸收许多民间戏曲和民

间音乐素材来发展唱腔ꎮ 如排演«朝阳沟»时ꎬ她“在处理老妈妈的唱腔时ꎬ在师傅的协助下ꎬ采
用了河南曲子、山东琴书、河南坠子的曲调ꎬ突破了原曲调的束缚”ꎬ记者弟在«访豫剧三团演员

高洁»中称高洁“这种创造的例子多不胜举”ꎮ⑥

杨兰春对创作题材的获取与提炼ꎬ也是源于延安革命音乐活动中最为有效的“下生活”的办

法ꎮ 他的“下生活”是真正意义上与人民群众同生活共呼吸ꎬ并成为人民群众中不可分割的一

员ꎬ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典型问题并顺畅提炼出创作题材ꎮ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１９５８ 年«朝阳沟»的创作ꎮ １９５７ 年ꎬ杨兰春到曹村下放劳动ꎬ同老乡们朝夕相处ꎬ同吃同住同劳

动ꎬ被大家当成了村民中的一员ꎮ 他与村民们不仅可以在精神上做到毫无障碍的沟通交流ꎬ而且

其思想感情也与村民们产生了认同与融合ꎬ“他们有啥都愿意跟我说”ꎮ 他观察到当时农村普遍

出现的青年和老农思想之间的分歧ꎬ一方面村里面有点知识的青年人“和我也熟悉了ꎬ要我在剧

团给他们找点工作”ꎬ可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们不想种地也让老农民们忧心忡忡ꎮ “老农民却对我

说:‘老杨ꎬ你说这新社会ꎬ谁家的孩子不念两天书ꎬ谁家的姑娘不上几天学? 读两天书上两天学

都不想种地了ꎬ这地叫谁种呢? 哪能把脖子扎起来?’”而正在那一时期“党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ꎬ因此已在生活与精神上成为曹村农民一员的杨兰春从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ꎬ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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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地“就抓住了这个主题:城市知识青年王银环下乡与劳动人民相结合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①ꎮ 总之ꎬ杨兰春作为曹村一员的丰厚生活ꎬ支撑他创作出一部“土得掉渣”、魅力盎然的新的

“老豫剧”ꎮ 而且正是由于他与群众生活、精神的融合ꎬ使«朝阳沟»这部虽是反映大跃进时代主

题的剧目ꎬ却完全灌注着农民真实的精神与思想ꎬ因此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ꎬ常演不衰ꎬ获得群

众的衷心喜爱ꎮ
如果说杨兰春在剧本、唱词、题材等方面的创作实绩ꎬ得益于他对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

传统的成功拓展与发扬ꎬ那么河南豫剧院三团在音乐创作上继承发扬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传统

的代表就是王基笑ꎮ 出生于辽宁丹东的王基笑是部队文工团出身ꎬ１９５４ 年转业到河南省歌剧团

(后改为河南豫剧院三团)工作ꎬ接受了创作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新豫剧的任务ꎮ 王基笑和杨兰春

相近ꎬ一开始对于豫剧和其他河南民间戏曲、音乐并不熟悉ꎬ他也延续了部队文工团培养团员的

基本做法ꎬ首先进行系统补课ꎬ专门花费几年时间系统学习与研究传统豫剧音乐ꎬ深入掌握豫剧

不同时期、流派、代表人物的风格特点ꎬ并且还努力钻研河南其他民间艺术的音乐精华ꎮ② 同时

王基笑经常性地到民间“采风”ꎬ他在深入民间的过程中ꎬ主要对河南民间戏曲、音乐开展广泛采

录整理工作ꎬ并将此作为豫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源头活水ꎬ他清醒地认识到ꎬ“一个搞作曲的ꎬ对
自己的民族音乐要是不熟不透ꎬ一知半解ꎬ不钻进去ꎬ你就没有资格作曲”ꎮ 王基笑对于“采风”
工作异常认真、极为勤勉ꎬ他自陈“有一个习惯ꎬ走到哪里ꎬ都要到农村去找一些会唱民歌的民间

艺人ꎬ跟他们学民歌ꎬ老老实实ꎬ学、唱、记谱”ꎮ 相关具体情况ꎬ杨兰春有着清晰回忆ꎮ 他说ꎬ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王基笑“像战士背背包一样背起一部钢丝录音机ꎬ从开封到洛阳、安阳、南阳、
沁阳等地采访ꎬ记录整理了河南梆子、曲子、坠子、二夹弦、大调曲子、琴书、大鼓、道情、三弦铰子

书等音乐唱腔资料ꎮ 其中有唐玉成(红脸王)、王文才(金马驹子)、贾保须(地牛)、陈连堂(面甜

瓜)、黄儒秀(黄娃)、曹彦章(活周瑜)、张子林(小妖怪)、曹子道(大聚)、管玉田、王二顺、李小才

等许多名老艺人和陈素真、常香玉、司凤英、崔兰田、赵义庭、汤兰香、桑振君、马金凤、阎立品等著

名演员的唱段ꎬ以及史大成、娄凤桐、陈克玉、王冠君、王福顺、赵长印、许敬芝等著名琴师、鼓师、
乐师演奏的曲牌音乐ꎮ”③王基笑还以此种方式带出了音乐创作的队伍ꎬ河南豫剧院三团的音乐

工作者在其带领与示范下ꎬ经过长期积累ꎬ记录整理了几百个豫剧曲牌ꎬ还“记录、整理、出版了

一些优秀的传统唱腔”ꎮ 他们清醒地将这种学习作为创新的基础ꎮ “他们深感到ꎬ对传统的精华

掌握愈多ꎬ经过清理ꎬ挑选ꎬ就会给新的创作提供丰富的基础ꎮ 有了深入的学习ꎬ才可能批判继

承ꎬ也才可能进一步发展ꎮ”④

还需补充一点ꎬ河南豫剧院三团音乐工作者的“采风”方式ꎬ同编导杨兰春及演员们一样ꎬ也
是遵循“五同”方针ꎬ而其中最重要强调的原则是ꎬ不仅要在生活上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ꎬ并且

还要同他们在思想、情感上融为一体ꎬ这样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反映民间生活的民间音乐ꎬ使其

真正为新音乐的创造所借鉴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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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兰春:«作曲家王基笑是我的老搭档»ꎬ杨兰春口述ꎬ许欣、张夫力整理:«杨兰春传»ꎬ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３２ 页ꎮ

杨兰春:«作曲家王基笑是我的老搭档»ꎬ杨兰春口述ꎬ许欣、张夫力整理:«杨兰春传»ꎬ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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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剧院三团对延安革命音乐民族化探索传统的拓展与发扬ꎬ除了通过自觉的思想改造

与“下生活”以融入民间生活ꎬ并获取民间艺术的滋养之外ꎬ还遵循与发展了延安民族新音乐、新
歌剧、新戏曲的创作方法ꎬ其中包括“集体创作”的方法ꎬ还有通过吸收传统戏曲精华与融汇民间

音乐资源ꎬ以创造现代戏新音乐的做法ꎮ

二、“集体创作”原则

“集体创作”原则是延安革命文艺传统的重要方面ꎬ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大批代表性作

品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ꎮ 所谓“集体创作”的原则是指ꎬ在编剧、导演、排演与演出过程中ꎬ所
有演职人员及观众ꎬ都要成为创作活动有机整体的一分子ꎬ缺一不可ꎮ “集体创作”原则包含两

个层面的内容:在第一个层面中ꎬ要求所有演职人员结成整体性的创作团体ꎬ彼此协作ꎬ相互启

发ꎬ以推动创作活动开展ꎻ在第二个层面中ꎬ则要求文艺工作者融化在人民群众当中ꎬ反复听取并

悉心接受其服务对象———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ꎬ通过不断修改与完善ꎬ最终完成一部作品ꎮ
１９４５ 年ꎬ马可、舒强等创作歌剧«白毛女»就是“集体创作”的典范ꎮ 首先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ꎬ从
编剧到作曲ꎬ从导演到演员ꎬ还包括普通的工作人员在内ꎬ剧团全体成员都积极主动投入到歌剧

创作各个环节中ꎬ如饰演黄世仁的陈强悉心揣摩人物性格ꎬ采用河北民歌曲调创编黄世仁形象音

乐主题ꎮ 其次ꎬ«白毛女»在排练演出过程中ꎬ不断接受边区领导、党政军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以

及普通民众等的帮助与检验ꎮ 如在创作第一稿与后来的修改过程中ꎬ创作组曾邀请正在延安党

校六部学习的晋察冀边区地方党政干部座谈ꎬ征询意见ꎻ而在排练过程中又始终悉心听取“鲁
艺”附近群众与“鲁艺”各系干部、学员、勤杂人员等的意见ꎻ毛泽东、刘少奇等边区党政主要领导

也及时指导ꎮ 总之ꎬ创作组虚心接受各方面意见和建议ꎬ将近半年的创作活动始终处在边写、边
排、边改进的过程中ꎮ①

河南豫剧院三团继承了延安革命文艺“集体创作”的优良传统ꎬ并在两个层面的活动中作出

新的创造与拓展ꎮ 杨兰春始终强调河南豫剧院三团是一个大集体ꎬ而这个大集体一定要形成集

各方面人才为一体的团结协作的坚强艺术创作班底ꎬ以保证“集体创作”的有效实现ꎬ这是他在

长期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心得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形成了以编剧杨兰春为核心ꎬ包括音乐设

计王基笑、鲁本修等ꎬ导演许欣、陈新理等ꎬ演员柳兰芳、高洁、马琳等ꎬ以及舞台设计等在内的完

整的一班人马ꎮ 杨兰春还为河南豫剧院三团建立了良好的团风ꎬ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工作

制度ꎬ明确每一个人作为革命文艺工作集体一员的职责ꎬ以保障全体人员的团结协作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坚持“集体创作”的原则ꎬ“创造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验”ꎬ 比如“从读剧本、

演员对词到排练ꎬ司鼓都一直跟着ꎬ以熟悉整出戏的人物、情节ꎬ使戏的节奏和乐器配合ꎻ乐队每

天都给演员吊弦ꎬ演员既练了嗓子、唱法ꎬ又求得和乐队的和谐ꎮ 又如排戏时一个角色常是三个

演员排练ꎬ互相帮助ꎬ最后选出最好的上场ꎮ 再如每个角色的念白ꎬ都要反复试验ꎬ或由几个人用

几种念法来比较ꎬ找出最准确地语气、节奏、轻重、高低ꎬ再像唱段有曲谱一样固定下来”ꎮ② 而且

主要演员之间的合作也能做到紧密无间ꎬ杨兰春曾说ꎬ“人家剧团里都有代表人物ꎬ一贴就能叫

座ꎬ我们没有名演员ꎬ我们要占领这块阵地ꎬ就得靠集体ꎮ 我们靠观众看了满意ꎬ靠观众一传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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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传百ꎬ靠这样的‘活海报作宣传’”ꎮ① 而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ꎬ高洁、柳兰芳、马琳等河南豫剧

院三团的主要演员都能够做到ꎬ“既有各自的‘拿手戏’ꎬ又都能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ꎮ 他们在长

期合作中ꎬ结成了志同道合、配合默契的创作集体ꎬ演唱风格上也形成了人们称道的所谓‘三团

风格’ꎬ在河南上百个豫剧团和几大流派之中ꎬ它已独树一帜三团的风格是集体的风格”ꎮ②

在音乐创作上ꎬ杨兰春强调音乐创作与编导创作同步ꎬ甚至要超前进行ꎬ认为这样才更利于音乐

整体构思的完成与总体形象的塑造ꎬ实现音乐形象的性格化、个性化与戏剧化ꎮ③

王基笑在音乐创作中也一直贯彻“集体创作”的原则ꎬ他对河南豫剧院三团在这一方面的成

功经验作了详实的概括说明:
　 　 三团是一个新文艺工作者与艺人合作的新型戏曲团体(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工团员出

身)ꎮ 在音乐改革方面也一直是音乐工作者、艺人、演员与乐手共同合作进行的ꎮ 在音乐方

面的改革过程ꎬ从研究剧本、分析剧情、定调、创腔、教唱、排练直到上演ꎬ也即音乐工作者、艺
人、演员与乐手紧密合作的过程ꎮ 其步骤是:音乐工作者与艺人共同分析剧本、人物及音乐

处理的方法ꎬ意见统一之后ꎬ由音乐工作者执笔写出音乐设计计划(包括唱腔安排、音乐处

理意见、一般加工及重点加工唱腔)ꎬ同导演、演员等共同研究通过ꎬ取得一致意见之

后ꎬ音乐工作者即可按计划进行设计工作ꎬ综合我们的方法有如下三种:(１)音乐工作者与

艺人、演员共同在一起ꎬ逐段的研究唱词ꎬ分析情感ꎬ讨论如何“定调哼腔” (即定板定腔)
(２)在“定调哼腔”过程中ꎬ有些重点唱词不能立即创作出来(包括合唱、重唱等)ꎬ有些

虽经共同研究但仍不满意的唱词ꎬ交音乐工作者重点加工、创作ꎮ 然后和艺人、演员共同审

查ꎬ纠正音韵、咬字等不足之处ꎬ定稿后演员学唱ꎮ (３)由音乐工作者先行创作(当然ꎬ在这

个过程中随时都请教艺人)ꎬ到初步定稿后再与艺人、演员共同研究ꎬ最后交演员练唱ꎬ随时

发现问题随时修改ꎮ④

杨兰春称群众是豫剧最好的评论者ꎬ因此一定要重视他们的感受与意见ꎬ即“必须要听到服

务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意见”ꎮ 他明确建议ꎬ“导演应该和观众坐在一起看戏ꎬ和观众

一样去感受ꎬ听取观众当场反映ꎻ散了戏ꎬ观众走出剧场ꎬ也可以跟在他们后面听他们那些无拘无

束的议论”ꎮ 当然ꎬ杨兰春认为ꎬ“要真能听到观众的意见ꎬ重要的还是要剧团里的人和农民们打

成一片”ꎮ 所以ꎬ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人员常年在农村生活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ꎬ成为农民的

家里人ꎮ 观众参与创作过程ꎬ在豫剧现代戏«刘胡兰»«朝阳沟»的创作活动中表现突出ꎮ 如«刘
胡兰»初演后饱受争议ꎬ杨兰春虚心听取工农兵群众及各方意见ꎬ对剧本做了四次大的改动ꎬ最
终创造出“刘胡兰踩铡刀的光辉形象来”ꎮ 杨兰春深有感触地说ꎬ“这个动作其实是群众给我们

想出来的”ꎮ⑤ １９５８ 年«朝阳沟»初演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ꎬ但杨兰春等并不满足ꎬ他们“在不断

演出中ꎬ特别是坚持到农村演出ꎬ听取意见ꎬ不断加工、修改ꎮ 由舞台本改编为电影剧本ꎬ又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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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舞台本和电影剧本的基础上改编为现在的演出本ꎬ其中经过四次大的修改ꎬ无数次小的变

动”①ꎮ

三、吸收传统戏曲精华、融汇民间音乐资源ꎬ创造现代戏新音乐

　 　 以王基笑为代表ꎬ河南豫剧院三团的现代戏曲音乐创作受到多种创作方法影响ꎬ其中最核心

的是延安民族化新音乐的创作方式ꎬ即吸收传统戏曲精华、融汇民间音乐资源ꎬ以创造现代戏的

新音乐ꎮ
河南豫剧院三团最为强调继承传统并吸收运用河南民间音乐资源创造新的豫剧音乐ꎮ② 其

音乐创作的核心人物王基笑始终秉持“戏曲音乐的创作ꎬ要批判继承传统ꎬ又要大胆革新”的观

念ꎮ 在其引领下ꎬ河南豫剧院三团的音乐工作者通过«刘胡兰»«朝阳沟»等剧的音乐创作实践ꎬ
深刻理解了大胆创新与继承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

创新ꎮ 在豫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中ꎬ王基笑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新唱腔ꎮ 其创作主要是采取活用

传统曲调素材以创新腔的方式ꎬ如他在«朝阳沟»音乐创作中不仅活用豫东调、豫西调等豫剧腔

调ꎬ还大胆借用其他兄弟剧种的唱腔ꎬ如拴宝娘唱段“我盼你当一个劳动英雄”ꎬ是在豫西调慢二

八板基础上吸收曲剧音乐素材写成ꎻ拴宝教银环锄地的唱段ꎬ借鉴河南道情戏曲音乐素材ꎬ巧妙

运用前八后十六切分节奏型ꎮ
在«刘胡兰»中ꎬ刘胡兰唱段“报答群众报答党”中ꎬ王基笑采用了由大栽板转慢板、二八板、

二六板ꎬ再陡转快三眼ꎬ转垛板ꎬ又转入慢二八板ꎬ共七个板式转换ꎮ 王基笑分析说:“这一唱段

的板式结构、转换和变化、旋律和节奏的变化处理在传统板式基础上都有大幅度的创新ꎮ 其中

[二六板]是在[二八板]的板式基础上的新创板式ꎮ 在曲调的旋法上ꎬ用了临时离调的手法ꎬ并
吸收融合了山西民歌和河南曲剧的音乐素材ꎮ”③总之ꎬ通过板式层层递进与不断变化、转换ꎬ淋
漓尽致地刻画出刘胡兰热爱人民ꎬ决心为党的事业献身的崇高思想ꎬ还有作为一名少女即将离开

家乡时的复杂心绪ꎮ 王基笑等灵活运用多种音乐素材的创作手法ꎬ不仅没有破坏音乐整体的和

谐ꎬ反而提高并丰富了豫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ꎮ
«朝阳沟»经典唱段“亲家母对唱”也是这类成功创作的典型案例ꎮ 杨兰春在«朝阳沟»中引

入武安落子ꎬ经王基笑等加工提高与发展创新ꎬ创造出“豫剧的新调子”ꎮ 许欣曾对唱段“亲家母

对唱”作了细致分析:淳朴的拴保娘唱豫西调(宫)ꎬ爽朗的二大娘唱豫东调(徵)ꎬ羞愧的银环妈

唱武安落子(商)ꎬ三种调式相互交替ꎬ但最后仍终止为下句的宫大调ꎬ保证了整体的调性稳定ꎬ
而曲调中又加进相应过门ꎬ 使唱段流畅完整ꎬ塑造出三个鲜明形象ꎮ

据许欣分析ꎬ像拴保娘所唱“棉花白ꎬ 白生生ꎬ 萝卜青ꎬ 青凌凌ꎬ 麦子个个饱盈盈ꎬ 白菜长得

瓷丁丁”和拴保教银环锄地的唱段“前腿弓ꎬ 后腿蹬”等都是将武安落子轻快明朗的排比式三字

韵词曲格式引入豫剧ꎬ丰富了表现力ꎮ 还有在«李双双»孙喜旺的唱段“走一洼来又一洼ꎬ洼洼地

里好庄稼ꎮ 俺社要把电线架ꎬ架了高压架低压ꎮ 低压电杆两丈二ꎬ高压电杆两丈八”中ꎬ王基笑

采用豫西调老艺人李小才唱腔风格ꎬ用豫西调[二八板]谱写唱词ꎬ在保持豫西调本腔高而不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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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不喑的特点的同时ꎬ又以悠扬婉转的旋律表现了孙喜旺的朴实憨厚ꎮ①

当然ꎬ王基笑等对继承传统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认知ꎮ 他们客观地指出ꎬ继承传统并吸收运

用其他民间音乐资源创造新的豫剧音乐的作法ꎬ实际也符合豫剧唱腔传统一贯的创作方法ꎮ 王

基笑等对此做出过清晰说明:“豫剧唱腔传统的创作方法是:在豫剧原有的几个基本调门(如二

八、流水、慢板、飞板)和遗产中丰富的原腔老调的基础上ꎬ由艺人根据不同的剧情、不同的

人物、情感变化与要求ꎬ通过不同的变化、周密的组织ꎬ来完成创作任务的ꎬ豫剧唱腔艺术在历史

过程中之所以能不断的得以提高和丰富ꎬ也正是沿着这一规律和特点ꎬ经世代相传ꎬ一点一滴发

展变化而来的ꎮ”②王基笑等能够作出这样准确的判断实属不易ꎬ离不开延安音乐传统的启示和

他们长期对新音乐的探索创新ꎮ 而在当时ꎬ很多戏曲人由于视野狭隘、固步自封ꎬ实际早已忘却

了豫剧的真正传统ꎮ
王基笑等经过长期探索ꎬ细致归结出八种基本创作方法ꎬ并在«豫剧反映现代生活及音乐改

革中的几点体会»一文作出具体表述:⑴在豫剧原有腔调中ꎬ根据不同需要选择、变化ꎮ ⑵通过

对旋律在“虚实寒热”、“抑扬顿挫”和伸缩、快慢、强弱等方面的变化ꎬ丰富表现方法来进行创作ꎮ
⑶在原有腔调不能满足要求ꎬ且运用⑴⑵两种方法仍不能准确表达情感时ꎬ将原曲调适当加以伸

展发挥ꎬ丰富原有唱腔表现力ꎮ 这也是豫剧传统中常用的方法ꎮ ⑷在原有腔调不能满足要求ꎬ且
运用⑴⑵两种方法仍不能解决时ꎬ将原曲调压缩、集中ꎬ这同样丰富了豫剧唱腔ꎮ ⑸利用豫剧曲

牌音乐加以发挥ꎬ丰富豫剧原有唱腔ꎮ ⑹将紧二八旋律稍加改变ꎬ采用领唱和群众齐唱形式表现

群众悲愤情绪ꎮ ⑺吸收融合兄弟曲种唱腔ꎬ突破原曲调某一乐句或某几个乐句ꎬ使这一唱腔得以

丰富发展ꎮ 王基笑等主要吸收了河南曲子、河南坠子、二家弦、道情等与河南梆子相近的曲种ꎬ同
时也吸取了外省兄弟曲种的音乐ꎬ丰富了豫剧曲调和唱腔ꎮ ⑻关于创作新腔问题ꎬ王基笑等指

出ꎬ在研究和设计唱腔过程中ꎬ往往会有一些地方用豫剧原有腔调不足以完全表达情绪ꎬ于是采

取了某些解决办法ꎬ“多是在某一段唱腔的基础上ꎬ或是在豫剧几种唱腔的基础上ꎬ做连续几个

乐句或几个乐段ꎬ甚而整个乐段的突破ꎬ产生一种新腔ꎮ 根据我们做的结果ꎬ它可能有原豫剧唱

腔的节奏、结构和特点ꎮ 但有时也没有保存豫剧唱腔的结构ꎬ而带有豫剧风味”ꎮ “这种方法在

实践过程中占的分量较少ꎬ但为了确切的表现某些人物和重要环节ꎬ也是不可少的一种改革方

法ꎮ”③

延安民族化的革命新音乐首先是一种现代的新音乐ꎬ其主体观念、技术手段是现代的音乐创

作理念与先进的作曲技术ꎬ即便是吸收民间音乐素材进行新音乐创作ꎬ也是在此框架内进行的现

代的新的艺术创造ꎮ 虽然河南豫剧院三团豫剧现代戏的创作方式与革命新音乐有所不同ꎬ但是

豫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确实大幅度地引入了现代的音乐创作理念与先进的作曲技术ꎬ作出大量的

创新探索ꎮ 如王基笑等将调式对比、转调、离调等多种现代作曲手段引入戏曲音乐创作ꎬ发展出

了新的戏曲音乐表现形式ꎬ如演唱中润腔的发展ꎬ音乐结构的变化ꎬ以及调式、板式的游离、转换

等表现形式的运用ꎬ还有对一些新的旋律、节奏、体裁的创立ꎬ均是新颖独特的创造ꎮ 尤其在豫剧

唱腔方面ꎬ他采用现代作曲方法在豫剧原有单一调式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反调唱腔和一批新板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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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扩展了豫剧女声唱腔表现手段ꎬ并较好解决了男声唱腔问题ꎮ① 此外ꎬ他还在豫剧中创造了

合唱、齐唱、伴唱、重唱等完整的音乐表演形态ꎬ拓展了这一传统艺术的表演方式ꎮ 其实ꎬ豫剧本

无这些表现方式ꎬ但在创作“表现现代生活斗争”的«刘胡兰»时ꎬ王基笑等发现“为了表现舞台上

众人的场面及其共同的情感、声音ꎬ为了烘托气氛及更细致的体现人物的内心情感ꎬ就需要用合

唱(包括齐唱)、伴唱及重唱等ꎬ这些都是富有很大表现力的艺术形式”ꎮ 比如«刘胡兰»序幕中的

一段合唱ꎬ王基笑分析说ꎬ此处“采用豫剧二八板ꎬ稍经变化做为主调ꎬ下声部配置简单和声ꎬ也
尽多的使用了豫剧的音乐语言ꎬ改编成为二部合唱”②ꎮ 此外ꎬ他还把一些拉家常和对话过程谱

写为对唱、二重唱、三重唱等ꎮ 对于王基笑等的大胆艺术创造ꎬ杨兰春作出了全面中肯的评价ꎮ
他说ꎬ“这样的唱段在传统戏中是没有的ꎬ因此给人以全新的感受”ꎬ但同时他又指出ꎬ王基笑等

使用现代作曲手段仍是在为豫剧创作服务ꎬ并未发生方向的偏离ꎬ所以新的创造仍是“符合豫剧

所具有的民间色彩的特点”ꎮ③

王基笑在豫剧音乐创作上取得的重要成就ꎬ离不开与杨兰春的紧密合作ꎮ 二人珠联璧合ꎬ奠
定了豫剧现代戏的全国地位及影响ꎮ 王基笑高度评价了杨兰春在豫剧音乐探索方面的工作ꎬ认
为他不论是在观念指导上ꎬ还是在实践引领方面ꎬ都作出了杰出贡献ꎮ 这表现在杨兰春不仅在现

代戏音乐探索遭受非议时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创、改、唱、奏”ꎬ而且他总能为这些新探索提

供系统扎实的理论支撑与厚实可靠的实践帮助ꎮ 而这都是源于杨兰春对延安革命音乐传统的继

承发扬ꎬ即他以学习传统、尊重传统为根基ꎬ总结并发展出自身独到的戏曲音乐创作的系统思考

与实践理念ꎬ极大地推进了豫剧现代戏音乐的新探索ꎬ并和河南豫剧院三团的音乐工作者一道取

得了现代戏新音乐创作的标志性成果ꎮ 王基笑在«音乐是戏曲的生命———杨兰春编导艺术的音

乐追求»一文中对杨兰春的思考成果与实践经验做出系统总结:
第一ꎬ杨兰春“很注重音乐在戏曲中的总体构思、总体形象ꎬ重视角色音乐形象的性格化、个

性化、戏剧化”ꎬ他尤其强调“音乐创作与编导创作同步ꎬ甚至要求超前进行ꎬ用他的话叫‘音乐先

走一步’”ꎮ 比如“常常是一个新剧目确立排演后ꎬ无音乐唱腔不排戏”ꎮ
第二ꎬ杨兰春的“编导艺术特色充分体现在他编导中的音乐性方面ꎮ 他常常先有唱段ꎬ后有

剧情的延伸与发展ꎮ 他认为中国戏曲之所以为众多人爱好、学唱、流传ꎬ首先从‘唱’开始ꎬ一段

或几段脍炙人口的精彩唱段ꎬ常常能代表一出戏、一个流派、甚至兴起一个剧团、代表一个剧

种”ꎬ而且“在他编导的剧目中ꎬ无论大小人物必唱至于由他自己编创的剧目ꎬ一部戏的唱词

往往都在四、五百句以上ꎬ有的剧目一场戏中一组唱段可长达一百七十多句ꎬ为从音乐创作领域

中刻划人物、深化剧情、挖掘主题ꎬ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与自由驰骋的天地”ꎮ
第三ꎬ杨兰春习惯“用唱腔来塑造人物”ꎮ 王基笑说杨兰春“在编写唱词时ꎬ往往已经有了极

为接近人物思想感情的音调模式ꎬ用他的话叫‘猴子调’‘就像猴子还没有变成人时的音

调’”ꎮ 而这些初级的音调模式很多都被王基笑等发展成为完整的戏曲音乐与唱腔ꎮ 王基笑细

致描述了这一过程:“在合作中我往往发现这些所谓‘猴子调’常常已经构成为音乐或唱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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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动机’和雏形ꎮ 如«朝阳沟»中拴保教银环锄地时唱的‘前腿弓’以及‘亲家母’对唱等ꎬ
就是在他吟诵唱词的音调为基础进行必要的修饰整理ꎬ加上过门就基本定型ꎮ 如‘亲家母’对
唱ꎬ拴保娘、银环妈所唱的第一句、第二句基本就是兰春同志吟诵的雏形ꎬ拍电影时又加进了二大

娘ꎬ我只在此基础上补进了一段二大娘的唱并加以发展ꎬ就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唱段ꎮ”当然ꎬ王基

笑在突出杨兰春作用的同时ꎬ并未忘记强调在创腔等过程中作曲者所起到的关键核心作用:“就
一部剧目的整体音乐布局ꎬ整体构思ꎬ在他的启发下ꎬ作曲者还要通过作曲技巧上的处理ꎬ统一布

局、多侧面进行创作才能完成ꎬ这是不言而喻的ꎮ”①

综上所论ꎬ在新中国成立后ꎬ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对于推动豫剧现代戏民族化新音乐的创

造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ꎬ而且这一决定性作用不仅在豫剧现代戏音乐发展中表现突出ꎬ实际

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其他戏曲曲种现代戏发展的共同经验ꎬ值得戏曲界与音乐界进一

步深入探索ꎬ将会为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维度ꎬ进而有所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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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

罗　 静
( 北京大学 中文系ꎬ北京ꎬ１００８７１ )

　 　 摘要: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ꎬ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梳理徐咸清的经历、
著述ꎬ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ꎬ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

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ꎬ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ꎬ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

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ꎮ 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

络研究ꎮ 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ꎬ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

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ꎮ
关键词:　 徐咸清ꎻ毛奇龄ꎻ交游ꎻ«春秋毛氏传»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６１－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罗静 (１９８７—　 )ꎬ女ꎬ辽宁丹东人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ꎮ

①赖玉琴:«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ꎬ２００４ 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２０１０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ꎮ
②胡春丽:«毛奇龄交游考»ꎬ«理论界»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期ꎮ
③陶元藻编ꎬ俞志慧点校:«全浙诗话»(卷五十一)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４８３ 页ꎮ

　 　 徐咸清ꎬ字仲山ꎬ上虞人ꎮ 卒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七月初七ꎮ 生年未详ꎬ约在明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后ꎮ 徐咸清嗜学能诗ꎬ一岁识字ꎬ五岁通一经ꎬ尤精于字学ꎮ 明亡后娶妻商氏后于稽山隐

居读书ꎮ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ꎬ徐咸清赴京参加博学鸿词考ꎬ后名落孙山ꎮ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ꎬ徐
咸清归家ꎮ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卒于家ꎮ

徐咸清为毛奇龄的至交好友ꎬ是毛奇龄交游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ꎮ 前人研究中已注意到徐

咸清其人对毛奇龄的影响ꎬ如赖玉琴«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①、胡春丽«毛奇龄交游考»②中

已注意到了徐咸清在“事物心性之辨”对毛奇龄的影响ꎬ但限于篇幅惜未展开ꎮ 本文在更加细化

对徐咸清、毛奇龄交游具体考证的基础上ꎬ分析毛奇龄著述中所引徐咸清«传是斋日记»的内容ꎬ
以尽量还原徐咸清在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ꎬ尤侧重于«春秋»学经文考证方面、«春
秋»义例的总结等ꎮ

一、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徐咸清与毛奇龄订交ꎮ “始宁徐大司马(徐人龙)举义蟠

时ꎬ予甫丁年ꎬ游司马军门ꎮ 其次君仲山兄事予ꎬ如家人然ꎮ”③徐人龙ꎬ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
进士ꎬ官至户部尚书、工部尚书ꎮ 徐咸清为徐人龙第二子ꎮ 南明本以马士英与徐人龙同掌兵ꎬ但
马士英所作所为令徐人龙不齿ꎬ于是徐人龙怒率一旅与王之仁以驻西陵ꎬ称西陵军ꎮ 保定伯毛有

伦亦至西陵ꎬ常问计毛奇龄ꎮ 毛奇龄随毛有伦亦至西陵ꎬ故毛奇龄自云“游司马军门”ꎮ 这时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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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龄与徐咸清结识ꎮ 徐咸清结识毛奇龄之后ꎬ以毛奇龄年长ꎬ像对待兄长一般对待毛奇龄ꎮ
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ꎬ毛奇龄因受方国安记恨开始流亡ꎬ至于康熙三年(１６６４)稍解ꎮ 期间毛

奇龄四处流亡ꎬ徐咸清与毛奇龄依然保持了一些书信联系ꎮ 徐咸清曾得毛奇龄诗集«濑中集»印
本藏于家ꎬ徐咸清女徐昭华喜读之却不知是何人诗集ꎬ徐咸清:“嗟乎! 此吾友西河者也ꎬ其人穷

于时ꎬ流离他方ꎬ吾方欲为文招之ꎬ而若好其诗ꎮ”①可见徐咸清曾想要助毛藏匿ꎬ但毛流离道路ꎬ
未成作罢ꎮ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ꎬ朱禹锡任山阳令ꎬ请毛奇龄与徐咸清等同游ꎬ毛奇龄有两首七律«登山阴

朱相公东武山居ꎬ同吴二卿祯、徐二咸清、商十八命说作»②ꎮ 朱禹锡为山阴人ꎬ顺治十八年至康

熙四年为山阳令ꎬ时常邀请旧友同游ꎮ 徐咸清与毛奇龄皆一同登东武山ꎬ并同留诗ꎮ 同行者还有

吴卿祯、商命说ꎮ 可能徐咸清亦有诗作ꎬ今亡ꎮ
康熙十二年冬ꎬ毛奇龄与仇家稍解后归乡ꎮ 徐咸清写信送上女徐昭华诗ꎬ毛奇龄不信闺中女

子可作此等佳作ꎬ越中也有人怀疑徐昭华诗不是自作ꎬ于是徐咸清邀请毛奇龄至家亲测昭华ꎬ但
毛奇龄有事未至ꎬ写信送上两道试题ꎬ一为拟刘孝标妹«赠夫诗»ꎬ一为赋得“拈花如自生”ꎮ 徐咸

清又将昭华答诗写信送与毛奇龄ꎬ并再次邀请毛奇龄至家中ꎮ 康熙十三年ꎬ毛奇龄亲至ꎮ 徐咸清

令昭华受业毛奇龄ꎬ又请毛奇龄试之ꎬ令昭华以«画蝶»为题ꎬ以东为韵作五绝ꎬ语未绝而诗至ꎬ毛
奇龄大为赞赏ꎬ事具见毛奇龄«传是斋受业记»ꎮ 徐咸清有«资治文字»ꎬ毛奇龄为之作序ꎬ应该亦

在此时ꎮ 徐咸清精于字学ꎬ“其于«三苍»«尔雅»诸书自李、程以下ꎬ正变沿革源流瞭然ꎮ 且又博

极坟典ꎬ恣所考核ꎬꎬ仲山于古文篆隶ꎬ无不殚晳ꎮ 而不以隶律楷ꎬ不以古责今ꎬ观其发

凡ꎬ大约有正字正音正谊三端ꎬ前正后俗ꎬ始古终今ꎮ 其订证之确ꎬ引据之博ꎬ始而经史子集ꎬ
既而九流百氏又既而稗官小说ꎬ收辑穷荒ꎬ贯穿山海ꎬ洋洋乎天地间一巨观也ꎬ盖将以献之朝

廷ꎬ佐一代同文之治ꎬ岂仅为载籍之先资已哉ꎮ”③有«资治文字»若干卷:“纵考十三经子史文集ꎬ
暨汉唐宋元诸大小篇帖ꎬ凡有系于释文者ꎬ悉旁搜博采ꎬ以正字义ꎬ自一画以至多画分若干字ꎬ合
若干卷ꎬ名之曰«资治文字»ꎮ”④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ꎬ徐咸清与毛奇龄均被举荐试鸿儒科ꎬ二人一路同行ꎬ«制科杂录»云
“时同志有学最相好者ꎬ惟上虞徐仲山ꎬ且与一路同行ꎮ”途中二人多有唱和ꎮ 有五律«遇徐二咸

清同赴征车有赠»、七律«北征同徐二咸清途中作»、七律«德州渡河和徐仲山韵»ꎬ诗中毛奇龄多

次写到二人的“有情”并忆及“当年意”ꎬ感情深厚ꎮ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 年)ꎬ徐咸清与毛奇龄均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ꎮ 毛奇龄名列二等十九名ꎬ

得授翰林院检讨ꎮ 徐咸清落榜的具体原因毛奇龄亦有所记录ꎮ 康熙皇帝从上等试卷中抽去一

卷ꎬ令众人荐一人补之ꎮ 冯溥当即推荐徐咸清ꎬ但未得录ꎮ “上曰:‘有著乎?’曰:‘有’ꎮ 曰:‘何
著?’曰:‘«资治文字»ꎮ’ ‘«资治文字»何谓耶?’曰:‘字书也’ꎮ 旁一相曰:‘字书ꎬ小学耳ꎮ’遂

罢ꎮ 既而益都拟再荐不得ꎮ”⑤徐咸清最终落榜ꎬ补录名额归于严绳孙ꎮ
毛奇龄认为徐咸清没有被录取ꎬ主要是因为徐咸清得罪人过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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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传是斋受业记»ꎬ«西河合集»卷六十四碑记ꎬ萧山陆体元凝瑞堂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刊本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一百七十六七言律诗ꎬ前揭本ꎮ 其一:台师公府领三旌ꎬ赐地还留东武城ꎮ 开阁虚延宾从入ꎬ筑沙

髙是相君行ꎮ 环岩露凌遥廓ꎬ绝磴秋花绕太清ꎮ 十载谢安劳偃卧ꎬ天阶相望本升平ꎮ 其二:相君治第并沧洲ꎬ齐郡灵峰起壮

游ꎮ 海内群思师尚父ꎬ山中曾卧富平侯ꎮ 崇台万井搴珠箔ꎬ曲槛层霄蔽画楼ꎮ 回首华林行乐地ꎬ白云长绕旧宫沟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三十四序ꎬ前揭本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八十五墓碑铭ꎬ前揭本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八十五墓碑铭ꎬ前揭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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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得罪李霨ꎬ致使李霨没有推荐徐咸清ꎮ 李霨(１６２５－１６８４)ꎬ历任秘书院学士、工部尚

书兼东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户部尚书、太子太傅、太子太师ꎬ谥文勤ꎮ «清史稿»有传云:
“所治职务ꎬ出未尝告人ꎬ忠谨慎密ꎬ始终匪懈”ꎬ“其间调和匡救ꎬ保护善类ꎬ霨有力焉”ꎬ李霨应颇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ꎮ 毛奇龄«征士徐君墓碑铭»:
先是阁中判词头照前代典例ꎬ多用“查议”、“查覆”诸字ꎮ 而高阳相公精字学ꎬ谓:“字书无‘查’

字ꎬ纵有之ꎬ不作‘察’解ꎮ 此必原判是‘察’字ꎮ 而北无入声呼ꎬ‘察’声如‘查’故讹‘查’耳ꎮ 讹字

何可用?”ꎮ 因启奏御前:“凡判词‘查’字俱改‘察’字”ꎬ然终不解“查”与“察”沿讹之始ꎮ 至是应制

科者纷纷至ꎬ每至必合数十人谒相公门下ꎮ 君进谒ꎬ高阳相公徐询曰:“‘察’声讹‘查’有始乎?”在
坐无对者ꎮ 君逡巡曰:“«汉书货殖传»有之ꎮ 顾‘查’为‘在’声之讹ꎬ非 ‘察’声讹也ꎮ”高阳矍然

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ꎮ «尔雅»曰:在ꎬ察也ꎮ «尧典»:在ꎬ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是也ꎬ
第三声ꎮ 呼‘在’为‘查’ꎬ以‘查’与‘槎’同ꎮ «汉书货殖传»:山不茬蘖ꎬ即槎ꎬ蘖也ꎮ 而字乃从草

而谐以在声ꎬ故‘在’声为‘槎’ꎬ‘槎’转为‘查’ꎮ 则是‘查’者ꎬ‘在’声之传也ꎮ 犹之‘在’之又转而

为‘裁’、为‘财’也ꎮ 若曰‘察’之转则是乂也ꎬ差也ꎬ‘察’豈能转‘查’乎?”高阳遽色变ꎬ乃复进曰:
“‘察’声不转‘查’ꎮ 然而 ‘在’即‘察’也ꎬ改‘查’为‘察’可乎?”曰:“不可ꎮ «老子»曰:其政察察ꎬ
亦惟察名不可居ꎬ故以‘在’字隐察名而转声为‘查’ꎮ 若改‘察’ꎬ仍察察也ꎬ然则‘查’可乎?”曰:
“可ꎮ”曰:“此则仆之所未闻也ꎮ 夫字必有义ꎬ‘查’字无‘察’义而有‘在’声ꎬ使徒以声同之故而不顾

其义ꎬ则‘道’可‘盗’也ꎮ”曰:“‘道’固不可盗而ꎬ‘在’则可‘查’ꎬ不观‘在’又为‘裁’乎? ‘在’之为

‘裁’、‘察’ꎬ义同也ꎮ 然而‘裁’之又为‘财’ꎬ则无义矣ꎮ ‘裁’可‘财’ꎬ则‘在’可‘查’矣ꎮ ‘裁’之
为‘纔’ꎬ仅义同也ꎮ 然而‘纔’之又为‘才’ꎬ则无义矣ꎮ ‘才’可‘纔’ꎬ则‘查’可‘察’矣ꎮ”高阳憪然

谢而起ꎮ 其后三相录试卷糊名ꎬ然终不用ꎮ
从论辩过程来看ꎬ徐咸清诚然是才华横溢ꎬ转瞬之际即引证«尔雅»«尚书尧典»«汉书货

殖传»«老子»ꎬ几轮论辩后ꎬ李霨从容“徐询”到“矍然”、“遽色变”、“憪然谢而起”ꎬ恼羞成怒ꎮ 毛

奇龄«制科杂录»亦概述过此事:“(李霨)怫然而起ꎬ益都师力荐仲山而高阳师无一言ꎬ或曰恐即

以此稍芥蒂云ꎮ”①毛曾有«上高阳相公诗»自云“予以康熙戊午应召入都ꎬ蒙高阳相公日拣予旧

文ꎬ翻阅由绎ꎬ奖引过当ꎬ感而为之诗ꎮ”②可见李霨对毛有所提携ꎬ毛亦师事李霨ꎮ 一方为恩师ꎬ
一方为好友ꎬ毛奇龄所记李、徐之辩并无偏颇ꎬ且确有其事ꎮ 博学鸿词科考前ꎬ徐咸清从众人亲谒

李霨ꎬ可不仅未给李霨留下好印象ꎬ反而令李霨大失面子ꎮ 可知徐咸清确有不通人情之处ꎮ
其二是徐咸清得罪了当时一些同应博学鸿词科者ꎬ如当时以博览著称的吴志伊(即吴任

臣)ꎮ 吴氏著有«字汇补»ꎬ其中有“水云角(角＋妻＋才)”ꎬ以此字音妻而入角部ꎮ 有人问于徐咸

清ꎬ徐答«吕览»只有“水云鱼鳞”ꎬ则是吴志伊误看ꎮ 众人为吴开解ꎬ可能坊刻本有误ꎬ字形相近

所致ꎮ 然徐咸清谓“«淮南子»亦有之‘山云草莽ꎬ水云鱼鳞’ꎮ «吕览»有误本ꎬ何不更考«淮南»
乎?”③毛奇龄对徐咸清此番表现的评价:“但志伊实有学ꎬ其学亦何减仲山? 此偶误耳ꎮ 郑康成

注经十误二三ꎬ世敢谓康成非通儒耶?”④毛奇龄并不认同徐对吴氏的错误这般严苛ꎮ 此举虽让

徐咸清才学扬名ꎬ也让徐得罪了吴志伊与在场为吴开解者ꎬ甚至包括徐咸清同舍者:“客大恨ꎬ遂

３６

①
②
③
④

毛奇龄:«制科杂录»ꎬ清昭代丛书本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一百六十五七言古诗ꎬ前揭本ꎮ
毛奇龄:«制科杂录»ꎬ清昭代丛书本ꎮ
毛奇龄:«制科杂录»ꎬ清昭代丛书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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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之ꎬ至是欲再荐ꎬ则同舍者再沮之ꎮ”①

如此种种最终导致了徐咸清虽有才学却落榜ꎮ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ꎬ徐咸清归家ꎬ虽不无遗

憾ꎬ但归家后生活安逸逍遥ꎬ与夫人相对观书ꎮ 毛奇龄有«送徐仲山南归»七绝六首ꎬ诗中对徐咸

清落第表达了同情与理解ꎬ以辕固、王吉比徐咸清之才ꎬ也有对冯溥曾推荐徐咸清的感激ꎮ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徐咸清微疾卒于家ꎬ毛奇龄为«征士徐君墓碑铭»ꎮ 十年后ꎬ康熙三十

九年(１７００)毛奇龄由路过传是斋ꎬ有诗«过传是斋忆徐征君咸清»:“哲人一逝十年余ꎬ花影离离

艳草庐ꎮ 紫殿衡才人荐鹗ꎬ青山葬骨客鸣驴ꎮ 风流邈矣徒怀昔ꎬ手泽依然欲恸余ꎮ 所幸身亡如不

死ꎬ有能善读父遗书ꎮ”②多年后再过好友旧居ꎬ看到徐咸清的手迹ꎬ依然让毛奇龄伤心欲绝ꎬ可见

二人相交之深ꎮ

三、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论

徐咸清与毛奇龄二人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ꎮ 徐咸清为浙江上虞人ꎬ徐咸清祖父徐

邻首以«春秋»中万历壬午(１５８２)乡试ꎬ徐咸清父徐人龙自万历丙午(１６０６)乡试举«春秋»第一ꎬ
徐咸清伯父徐宗孺同以«春秋»成丙辰(１６１６)二甲进士ꎮ 毛奇龄为浙江萧山人ꎮ 毛奇龄祖父毛

应风ꎬ万历时为礼部儒士ꎬ诏赐粟帛ꎬ加赠朝请大夫ꎮ 毛奇龄父毛秉镜被尊为乡贤ꎮ 徐氏、毛氏累

世为官ꎬ亦不乏功名显赫者ꎬ家族底蕴十分深厚ꎮ 二人均少年早慧ꎬ曾热衷于参加明末结社ꎮ 徐

咸清曾参与创建蓬莱社ꎬ毛奇龄则曾参与西泠十子社等等ꎮ 抗清失败后ꎬ国难逢家难ꎬ二人都遇

到过不少挫折ꎮ 徐咸清曾患重病ꎬ娶妻后于稽山隐居读书ꎮ 毛奇龄则为仇人构陷ꎬ奔走于道路ꎮ
虽然两人曾相隔甚远ꎬ互相却惦念着彼此ꎮ

徐咸清与毛奇龄二人性格也有相似之处ꎬ放达不羁ꎮ 施闰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 «毛子传»以为

“负才任达ꎬ善诗歌乐府填词ꎬ与人坦然无所忤ꎮ 贤者多爱其才ꎬ昵就之ꎬ而亦以才见忌一时ꎮ”③

从徐咸清处理与李霨讨论“查”、“察”声转及其与同住同考者的关系ꎬ可见徐咸清性格上有些不

谙世事之处ꎮ 当然ꎬ这并没有阻碍两人互相的欣赏以及学问的互相影响ꎮ 徐咸清以兄视毛奇龄ꎬ
其子徐东、女徐昭华均从毛奇龄学ꎮ 毛奇龄则引徐咸清为“同志有学最相好者”ꎮ

一方面ꎬ徐咸清非常欣赏毛奇龄的才华ꎬ对毛奇龄诗赞誉颇多ꎮ 毛奇龄«濑中集»十四卷ꎬ今
存康熙间文芸馆刻本ꎮ 从«瀨中集起例»可知«濑中集»为西河出游时诗也ꎮ 徐咸清之女徐昭华

对此集赞不绝口ꎬ徐咸清便为徐昭华请拜师于毛奇龄ꎮ
另一方面ꎬ毛奇龄也非常称赞徐咸清及其家人的学问ꎬ认为徐咸清“是纵考十三经子史文集

暨汉唐宋元诸大小篇帖ꎬ凡有繋于释文者ꎬ悉旁搜博采以正字义ꎮ”④徐咸清也是通才ꎮ 毛奇龄亦

讲求学问之通ꎮ 毛奇龄曾夸奖徐咸清的论断多“为名言”ꎬ“真善于言«春秋»者”等等ꎮ 徐咸清

妻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之女商景徽ꎬ字嗣音ꎮ 商景徽父商周祚即为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进士ꎬ
曾任吏部尚书ꎮ 商景徽姐商景兰ꎬ字媚生ꎬ为祁彪佳妻ꎮ 姐妹均有诗名ꎬ人称“伯仲商夫人”ꎮ 毛

奇龄有诗相和ꎮ 徐咸清子徐东ꎬ字曼倩ꎬ曾从毛奇龄学ꎬ工于诗、画ꎮ 毛奇龄有诗«戏赠徐曼倩画

扇»称之为:“徐生妙笔似魏华ꎬ又似赵昌能画花ꎮ 东家娇女白团扇ꎬ乞画墙东落花片ꎮ 纷纷蛱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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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西河合集»卷八十五墓碑铭ꎬ前揭本ꎮ
阮元:«两浙輶轩録»卷十ꎬ清嘉庆刻本ꎮ
«学余堂集»卷十七文集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八十五墓碑铭ꎬ前揭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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趂满林ꎬ我亦见之生愁心ꎮ 故人有子得如此ꎬ何用满籯纯是金ꎮ”①徐咸清女徐昭华ꎬ字伊璧ꎬ亦从

毛奇龄学ꎬ有才名ꎮ 昭华母女有«青未阁十景诗»ꎬ毛奇龄有和诗«青未阁十景之二和徐昭华

作»②ꎮ 毛奇龄非常疼爱自己这位女弟子ꎬ有«徐昭华乞试命题画蝶喜赋二首»③等诗作往来ꎬ还
曾赠诗徐昭华的夫婿骆佳采④ꎮ 毛奇龄为作«徐昭华诗集序»ꎬ并将其«徐都讲诗»八十首附于

«西河合集»后ꎮ

四、徐咸清对毛奇龄的影响

徐咸清以兄视毛奇龄ꎬ其子徐东、女徐昭华均从毛奇龄学ꎮ 毛奇龄则引徐咸清为“同志有学

最相好者”ꎬ为学方面也受到很多徐咸清的影响ꎮ 徐咸清有«传是斋日记»若干卷ꎬ其中涉及«尚
书»«易»«春秋»等ꎬ似为札记体著作ꎬ记录读书心得ꎬ在徐咸清死后已不传ꎬ许多徐咸清的看法要

在毛奇龄的文集中才能得知ꎮ 下面从理学与经学两方面具体展开ꎮ
(一)理学

毛奇龄虽经学方面多为后人称道ꎬ但不可忽视的是毛奇龄在理学方面的成就ꎮ 而这种成就

也离不开与徐咸清等人的交流、讨论ꎮ “奇龄虽以经学自负ꎬ而生当明清之际ꎬ朴学未兴ꎬ理学方

炽ꎬ非王则朱ꎬ奇龄于此遂多所论述ꎬ而所言所中肯綮ꎬ在当时学者中造诣独深ꎮ 虽然驳杂不纯ꎬ
一如其他诸作ꎬ但能区别心、物、知、行ꎬ于朱王之学非皮相者ꎮ”⑤

毛奇龄«折客辨学文»有:“尝读徐仲山«传是斋日记»ꎬ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ꎬ紫阳说知

行俱向外求ꎬ故知则格物ꎬ行则求事物ꎬ未免驰骛向外ꎬ若与圣贤存心知性之学有所不合ꎬ所以阳

明以事物在心上求ꎬ对照挽之ꎮ”⑥论本体ꎬ不外乎心与物ꎬ毛奇龄此文正是论此ꎮ 毛奇龄的理学

思想则以王学为根基ꎬ自以为“王学护法”ꎬ大力批判朱子学ꎮ 毛奇龄反对“格物”之说ꎬ而代之以

“知本”ꎮ 徐咸清认为朱子之学知则格物ꎬ行则求事物ꎬ是向外ꎻ而阳明之学在心上求ꎬ以心为本ꎮ
在心与物的本体问题上来说ꎬ毛奇龄非常赞同徐咸清的观点ꎮ

(二)经学

徐咸清对毛奇龄在经学考证方面的影响更是非常广泛ꎮ 论«礼»学ꎬ毛奇龄在«昏礼主人说»
提到«传是斋日记»“昏丧祭皆有主人ꎬ礼所极重”⑦ꎮ «仲氏易»卷二提及“此«传是斋日记»所称

子母之卦”ꎮ 其他毛奇龄«四书改错»«尚书广听录»«古文尚书冤词»等也多有提及ꎮ 本文仅以

«春秋»学为例审视徐咸清在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影响ꎮ 首先是因为毛奇龄晚年归家所著的«春
秋毛氏传»中征引徐氏 １８ 次ꎬ较为集中ꎮ 其次ꎬ则是徐咸清有«春秋»家学渊源深厚ꎬ徐咸清祖父

徐邻首以«春秋»中万历壬午(１５８２)乡试ꎬ徐咸清父徐人龙自万历丙午(１６０６)乡试举«春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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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一百六十四七言古诗ꎬ前揭本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一百四十四七言绝句ꎬ«青未阁十景之二和徐昭华作»ꎬ前揭本ꎮ 其一ꎬ«郭外春山»:城边高阁起嵯

峨ꎬ城外春山列翠多ꎮ 只为倚窗描不尽ꎬ尚留一半在青螺ꎮ 其二«城头夕照»:百尺珠帘卷落晖ꎬ画栏初换晩妆衣ꎮ 如何城畔丹

鸦色ꎬ遍照楼头青鹊飞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一百四十四七言绝句ꎬ«徐昭华乞试命题画蝶喜赋二首»ꎬ前揭本ꎮ 其一:四十年来老自惊ꎬ新收门下

女康成ꎮ 不知画面缣花好ꎬ试看階前带草生ꎮ 其二:深堂桦烛照啣巵ꎬ隔幔吟成«画蝶»诗ꎮ 不是小鬟频乞试ꎬ那知闺阁有陈思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ꎬ卷一百七十二五言律诗ꎬ«晩宿传是斋赠骆佳采作»ꎬ前揭本ꎮ 开卷烟云集ꎬ当轩花树明ꎮ 赘为齐地

客ꎬ少擅义乌名ꎮ 永夜看挥尘ꎬ抡年及清影ꎮ 闺中有徐淑ꎬ莫忘述昏情ꎮ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ꎬ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２２４ 页ꎮ
毛奇龄:«西河合集»ꎬ卷一百二十ꎬ前揭本ꎮ
毛奇龄:«昏礼主人说»ꎬ见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六十一礼政ꎬ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思补楼重校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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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徐咸清伯父徐宗孺同以«春秋»成丙辰(１６１６)二甲进士ꎮ 徐咸清对«春秋»具体经文的考证、
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大胆怀疑的精神ꎬ都为毛奇龄治«春秋»有启示ꎮ

从«春秋»具体的经文解释来说ꎬ徐咸清的一些考证为毛奇龄所采纳ꎮ 如哀公三年“五月辛

卯ꎬ桓宫、僖宫灾”ꎮ 毛奇龄曰:“«曾子问» ‘古者行师与巡狩必载ꎮ’迁庙之主以行ꎬ以七庙不可

使主虚也ꎮ 则七庙祀亲主ꎬ迁庙祭祧主ꎮ 七庙不可虚主ꎬ迁庙可虚主ꎬ明见礼文ꎮ 其又名公宫ꎬ以
一庙而合群公之宫ꎬ故策书曰:‘司铎宫火ꎬ火踰公宫ꎬ桓、僖灾ꎮ’司铎火者ꎬ公所居之宫火也ꎮ 火

踰公宫者ꎬ踰于群公之宫也ꎮ 惟踰群公之宫ꎬ故桓、僖两宫受灾ꎬ则受灾者只桓、僖ꎮ 而群公皆有

宫ꎬ桓、僖仅群宫之二耳ꎬꎬ只是时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ꎬ何以必知桓僖? 此必以桓、
僖独有庙为非礼之故ꎮ 则徐仲山日记云:‘鲁兄弟入庙ꎬ在«春秋»惟桓、僖二公ꎮ 是时定公之主

尚未禘祀入庙也ꎮ 乃以炀公为考公之弟ꎬ先立炀宫以为弟继兄之证ꎮ 炀者ꎬ火也ꎬ火当及二弟庙

矣ꎮ 故夫子知之ꎮ’此则善解«春秋»者ꎮ 必如是ꎬ不惟两宫灾可验ꎬ即立炀宫亦愈可验耳ꎮ”①«礼
记王制»云:“天子七庙ꎬ三昭三穆ꎬ与大祖之庙而七ꎮ 诸侯五庙ꎬ二昭二穆ꎬ与大祖之庙而五ꎮ
大夫三庙ꎬ一昭一穆ꎬ与大祖之庙而三ꎮ 士一庙ꎮ 庶人祭于寝ꎮ”②桓公于哀公为八世祖ꎬ僖公为

六世祖ꎮ 与«礼记»并不相合ꎬ是鲁不只五庙ꎮ 毛奇龄云“盖古有迁庙ꎬ在五庙、七庙之外ꎮ”③以

群公迁至公宫ꎬ而公宫未灾ꎬ桓宫、僖宫灾ꎬ则别有桓宫、僖宫ꎬ非礼也ꎮ 徐咸清以为解说此则经

文ꎬ应与定公元年“立炀宫”结合起来ꎮ 炀公系伯禽之子ꎬ继鲁考公为君ꎮ 其庙至定公本应早毁ꎬ
而定元年复立ꎮ 考公、炀公亦是兄终弟及ꎬ定公元年“立炀宫”至哀公三年“桓宫、僖宫灾”ꎬ可证

鲁国在兄弟庙制上有非礼之处ꎮ 毛奇龄非常赞同徐咸清的说法ꎬ称其为“善解«春秋»者”ꎮ
从对«春秋»事件、人物的品评来说ꎬ徐咸清的见解为毛奇龄所欣赏ꎮ 如襄公二十一年“秋ꎬ

晋栾盈出奔楚”ꎬ毛奇龄引徐仲山«日记»云:“下宫之难ꎬ栾都为征而赵氏灭ꎮ 三卻之难ꎬ栾者为

征而卻氏灭ꎮ 今栾盈之难亦有征之者ꎬ而栾氏遂灭ꎮ 是卻氏一为征以灭赵、栾氏ꎬ且两为征以灭

赵、卻ꎬ而卻、盈之免也得乎? 天道好还ꎬ栾氏必灭ꎬ况书又杀君ꎬ贼乎? 世人无识ꎬ以为栾亡于黶

之汰虐ꎬ固哉ꎮ”④晋公卿世家赵氏、栾氏、卻氏几代的恩怨ꎬ终结于栾盈之乱ꎮ 下宫之难ꎬ栾氏、卻
氏联合诬赵氏ꎮ 三卻之难ꎬ栾氏灭卻氏ꎮ 徐咸清认为ꎬ栾氏亡不仅是由于迁延之役后ꎬ栾盈之父

栾黶因栾黶弟栾钺之死ꎬ与其岳丈范宣子、内弟范献子结仇ꎬ更是因为栾盈的祖父栾书陷害晋世

卿(赵氏、郤氏、胥童)ꎬ弑晋厉公ꎬ结仇太多ꎮ 襄公二十一年末小注云:“徐仲山«春秋日记»曰:
‘栾氏世逆ꎬ罪固当灭而栾盈无罪ꎬ犹之赵氏世逆ꎬ罪固当灭而原、屏无罪’ꎮ 此为名言ꎮ”⑤徐咸清

认为此时栾盈无罪ꎬ但栾氏有罪ꎮ 则栾盈虽可恕可怜ꎬ但身为栾书之孙、栾黶之子ꎬ就不可避免地

沦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ꎮ 赵氏之赵括、赵同亦然ꎮ 又如襄公元年“夏ꎬ晋韩厥帅师伐郑ꎬ仲孙蔑

会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ꎬ胡安国以为“向晋为顺ꎬ向楚为逆”ꎬ毛奇龄在批评胡传时引

徐仲山之语曰:“春秋小国当守郑公子去疾之言曰:‘晋楚不务德而兵我ꎬ与其来者可也? 晋楚无

信ꎬ我焉得有信ꎮ’其大国当守晋韩厥之言曰:‘欲求得人ꎬ必先勤之ꎮ’”⑥毛奇龄以为郑国摇摆于

晋楚之间只是小国为自保而已ꎬ小国守信不如守国ꎬ赞徐“此为名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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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三十五ꎬ«西河合集»ꎬ前揭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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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静: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从对«春秋»义例的总结来说ꎬ徐咸清对毛奇龄也有所启发ꎮ 如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ꎬ
毛奇龄传云:“盜者ꎬ阳虎也ꎮ 宝玉ꎬ夏后氏之璜ꎮ 大弓ꎬ封父之繁弱ꎬ成王分鲁公之物也ꎮ 经凡

书盗皆不著名氏以为此盗焉耳ꎮ 但阳虎以家臣而谋弑季氏ꎬ此国家大变ꎬ经反不书ꎬ只详书此二

物之失得以了其事ꎬ似失轻重ꎮ 惟徐仲山«日记»曰:‘蒲圃之驾、阳关之叛ꎬ全无厚系ꎬ万万不得

同阳州之一逊ꎮ 独此世守重器ꎬ有国与丧皆视之ꎮ 诚所谓改玉改步、得步得玉者ꎬ故夫子三致意

焉ꎮ’此真善于言«春秋»者ꎮ”①阳虎之乱ꎬ开鲁国“陪臣执国政”之先ꎬ而夫子未书ꎬ赖«左传»方能

了解其前因后果ꎮ 反而经文对“宝玉”、“大弓”得失相当关注ꎬ自不是夫子顾此失彼ꎮ 徐咸清分

析ꎬ因“宝玉”、“大弓”上升到了改玉改步、得步得玉的高度ꎬ故而夫子再三表达其意ꎮ 而这正是

夫子修«春秋»之义所在ꎮ 毛奇龄非常赞同ꎬ并夸徐为“真善于言«春秋»者”ꎮ 又如昭公十三年

“春ꎬ叔弓帅师围费”ꎬ对于南蒯以费叛而经不书叛ꎬ毛奇龄采纳了徐咸清的意见:
徐仲山«日记»曰:“«春秋»ꎬ国书也ꎮ 家臣叛家不叛国ꎬ书叛则疑于国矣ꎮ 又公史也ꎬ私人叛

私不叛公ꎬ书叛则疑于公矣ꎮ”故南蒯以费叛ꎬ阳虎以讙、阳关叛ꎬ经皆不书ꎮ 而第书“围费”ꎬ则费

何以围ꎬ第书“盗窃”ꎬ则盗何以窃? 于是观策书而其情见焉ꎮ 若谓夫子恶季氏特削“叛”字ꎬ以为

张公室之劝ꎬ则大不然ꎮ 南蒯至齐ꎬ愬曰“臣欲张公室也ꎮ”景公曰:“叛夫也ꎮ”未有夫子曾不如景

公者ꎮ 故夫子于«论语»曰“公山费扰以费叛”ꎬ而于«春秋»则从例以为书法ꎬ凡史各有体如此ꎮ②

毛奇龄与徐咸清皆以夫子因国史、公史不书私ꎬ故«春秋»不书南蒯、阳虎之叛ꎬ是«春秋»自
有之文例ꎬ与是否张公室无关ꎮ 毛奇龄在徐咸清的基础上又总结为“史书有体”ꎮ

徐咸清为学敢于大胆质疑ꎬ毛奇龄深有共鸣ꎮ 成公十五年“宋华元出奔晋ꎬ宋华元自晋归于

宋ꎬ宋杀其大夫出ꎬ宋鱼石出奔楚”ꎬ“徐仲山«日记»谓:‘此经有五疑ꎮ 华元未奔晋曰奔晋ꎬ一疑ꎻ
不自晋归曰晋归ꎬ二疑ꎻ荡泽云氏而称字ꎬ予耶否耶ꎬ三疑ꎻ五大夫同时出奔而止书其一ꎬ何去何

取ꎬ四疑ꎻ书例多省文ꎬ两宋华元ꎬ五宋字ꎬ五疑ꎮ 此必简牍有脱误者ꎮ’”③虽今人傅隶朴«春秋三

传比义»中以为此五疑实际并无可疑问之处④ꎬ但徐仲山独立思考、大胆提出质疑的精神无疑与

毛奇龄的挑战经典是相契合的ꎮ

五、小结

从徐、毛交游可知ꎬ两人著作交流主要依靠书信及友人会晤以传播ꎮ 明末以来ꎬ江南地区经

济发展繁荣ꎬ文化上占据着中心地位ꎮ 各种各样的文人社团又使得学术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围内

扩散ꎮ 毛奇龄长兄毛万龄曾组织“任社”ꎬ毛奇龄亦在其中ꎮ 毛奇龄与何之杰、徐伯调有“越中三

子”ꎬ与吴伟业、沈谦等又为“西泠十子”ꎬ与毛际可、毛先舒并称“浙中三毛”ꎮ 毛奇龄为中心也可

以说形成了小型学术交流网络ꎮ 徐咸清、毛奇龄二人常有学术交流ꎬ分享、讨论研究方法ꎬ交流考

证方法与结果ꎬ彼此都能开阔学术眼界ꎬ提高学术研究水平ꎮ
明清易代之季ꎬ徐咸清经历国难、家难ꎬ并未如其连襟祁彪佳ꎬ选择自沉殉国ꎻ他应举失利后

便归家安心读书ꎬ随遇而安ꎮ 妻子、女儿两位名噪越中的才女使得他对女性的才学非常尊重ꎬ在
毛奇龄怀疑徐昭华诗非闺阁之作时ꎬ他写信驳斥曰:“安见闺阁中必无是也?”⑤ꎮ 在徐咸清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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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ꎬ徐昭华拜毛奇龄为师ꎬ毛奇龄称之她为“门下女康成”ꎮ 徐咸清妻商景徽亦与毛氏交厚ꎬ商
景徽读罢毛奇龄诗有“读罢毛甡濑上曲ꎬ都梁艾蒳满妆楼”ꎬ毛奇龄回赠诗“防斛青螺傍镜台ꎬ题
成丽句百花开ꎮ 生平何幸交徐悱ꎬ得藉三娘藻鉴才ꎮ”徐昭华夫婿骆佳采也入毛奇龄门下ꎮ 家庭

为单位与毛奇龄相交者不在少数ꎬ如姜希辙为毛奇龄多年好友ꎬ其子姜公铨为毛氏弟子等ꎮ 可知

毛奇龄重情义ꎬ与人交深而久ꎮ
毛奇龄与徐家的徐人龙、徐咸清、徐东徐昭华三代人的交往ꎬ也为研究者了解毛奇龄与明末

遗老以及后代的交游提供了一些线索ꎮ 毛奇龄曾应陈洪绶子陈字请作«陈老莲别传»、屈大均邀

毛奇龄为其诗作序ꎬ为徐芳声作«徐征君墓志铭»ꎮ 毛奇龄史官修史时还曾书信张岱求史书ꎬ然
张岱并未回应ꎮ 但总体而言ꎬ毛奇龄在遗民群体及其后裔中比较受欢迎ꎮ

总之ꎬ徐咸清与毛奇龄一生之中相交甚深ꎮ 徐咸清与毛奇龄的交往不仅是唱和应答、宴饮游

览ꎬ也有更高层次的学术交流ꎮ 徐咸清对理学的思考ꎬ对具体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探寻

及大胆质疑的学术精神对毛奇龄的研究有所裨益ꎮ 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中对毛奇龄为人

为学指责颇多ꎬ影响又很大ꎬ以至于今人对毛奇龄形成了狂傲、好逞臆见的预设ꎮ 而由于毛奇龄

仕清ꎬ对康熙皇帝有不少阿谀之作ꎬ章太炎等又因气节问题而对毛奇龄的学术研究直接忽略ꎮ 然

而这些很可能是带着“放大镜”和“有色镜”下看到的毛奇龄ꎮ 从徐、毛交游来看ꎬ毛奇龄有才华ꎬ
性格放达ꎬ待友人真诚ꎮ 而其他大多数明清遗民朋友也多与他继续交往ꎬ不因其仕清而远离他ꎬ
这对研究者还原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毛奇龄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一定的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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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利用文化资源　 推进中华文明发展
———研读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思考∗①

周向军
(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推进中华文明发展ꎬ必须科学利用“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ꎮ 科学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ꎬ要
消除或克服对待中华文化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两种错误倾向ꎻ积极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ꎻ努力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科学利用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资源ꎬ对西方文化采取辩证态

度ꎬ避免和克服“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两种错误倾向ꎻ坚持自主性和开放性的有机结合ꎮ 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

文化资源ꎬ要在正本清源上下功夫ꎻ切实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的问题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

义统一起来ꎻ避免和克服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错误态度ꎮ 要科学认识和处理利用“中、西、马”三种文化资

源的关系ꎮ
关键词:　 科学利用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ꎻ西方文化ꎻ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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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史表明ꎬ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ꎬ中华文明的发展就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华文化、
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文化的影响ꎮ 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ꎬ而且越来越突出ꎮ 对于如何

对待三种文化资源ꎬ包括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ꎬ人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的主张和看法ꎬ认识并不完

全一致ꎮ 从现实情况来看ꎬ如何科学地利用“中、西、马”文化资源ꎬ推进中华文明更好更快地发

展ꎬ仍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实践以及两者的结合上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一、科学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ꎬ为中华文明深入发展奠定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②ꎮ 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ꎬ也是

中华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基础或前提ꎮ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发展相对独立性的原理表明ꎬ任
何一种文化、文明和意识的发展ꎬ都离不开以往文化、文明和意识的成果ꎮ 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哲

学发展时说的那样ꎬ“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ꎬ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

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③ꎮ 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以往文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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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ꎮ 从历史上看ꎬ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ꎬ就是一部在传承已有文化成果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历

史ꎮ 只要尊重历史ꎬ我们就不能忽视和否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发展的重要作用ꎮ
当然ꎬ继承传统文化ꎬ并不是不加分析、不分优劣地全盘接受ꎬ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继承ꎬ有
选择地利用ꎬ要汲取精华ꎬ剔除糟粕ꎮ 但是ꎬ绝不能因此走向极端ꎬ否定和忽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

成果及其价值和意义ꎮ 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ꎬ曾经出现过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和做法ꎬ其结

果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正常发展ꎮ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ꎬ在今天继续推进中华文明发展的进

程中ꎬ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ꎬ但是ꎬ在这样做的时候ꎬ应当特别注意其科

学性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注意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成果推进中华文明发展ꎮ 关于这一点ꎬ在
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得以集中体现ꎮ 与此相联系ꎬ可以说ꎬ新一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

已经并正在全社会涌动ꎮ 但是ꎬ面对这种热潮进行冷思考ꎬ不难发现ꎬ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的科学性ꎬ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ꎮ 比如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理解的全面性、
准确性和统一性上ꎬ还有待进一步解决ꎮ 对此ꎬ有的概括为三道ꎬ即君子之道、礼仪之道和中庸之

道ꎻ有的概括为 “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整体思维”五个方面ꎻ有的概括为

“合一精神”ꎬ即“天人合一、主客合一、内外合一、本体用合一新型、心性合一、德智合一、知行合

一、理气合一”等ꎻ有的概括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诚信为本的人道观、血浓如水的民族观、以和

为贵的方法论”ꎬ等等ꎮ 这些概括ꎬ在其特定意义上ꎬ都有其合理性ꎮ 但是ꎬ如何做出一个更加全

面、准确、深刻的概括说明ꎬ还需要继续努力ꎮ 再比如ꎬ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范围问题ꎬ有的仅仅

关注儒家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ꎬ而对其他文化形态则关注不够ꎬ甚至排除在外ꎮ 又比如ꎬ在形式

和内容方面ꎬ存在着重形式ꎬ轻内容ꎬ以至于出现形式主义的做法ꎮ 即使就内容本身而言ꎬ也存在

消化不良、机械照搬的情况ꎮ 如此等等ꎮ 这些做法ꎬ对于正确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产生了

并正在产生消极性的影响ꎮ
如何解决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科学性ꎬ是个复杂的问题ꎬ需要从多方面作出积极努

力ꎮ 这里ꎬ着重指出以下几点:其一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ꎬ进一步消除或克服两种错误倾

向ꎮ 一是绝对否定的倾向ꎮ 这种倾向ꎬ在改革开放之前ꎬ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从“打倒孔家

店”ꎬ到“破四旧”、“批林批孔”)ꎮ 二是绝对肯定的倾向ꎬ这种倾向ꎬ把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

文化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ꎬ甚至提出只有儒家文化才能救中国、救世界ꎮ 这种倾向ꎬ在现实生活

中有越来越突出的趋势ꎬ值得特别注意ꎮ 在克服两种错误倾向这个问题上ꎬ要按照习近平同志强

调的去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ꎬ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ꎬ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ꎬ有鉴

别地加以对待ꎬ有扬弃地予以继承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ꎬ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ꎮ 对待传统文化ꎬ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ꎬ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ꎬ更不能采

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ꎮ”①其二ꎬ要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ꎮ 就像

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ꎬ“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ꎬ讲清

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ꎬ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ꎮ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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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ꎬ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ꎮ 深入

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ꎮ 大

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ꎬ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ꎬ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ꎬ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ꎮ”①其三ꎬ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要处理好继承和

创造性发展的关系ꎬ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创造性转化ꎬ就是要按照时代特

点和要求ꎬ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ꎬ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

现代表达形式ꎬ激活其生命力ꎮ 创新性发展ꎬ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ꎬ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ꎬ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ꎮ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血脉ꎬ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ꎬ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ꎮ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和阐发ꎬ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ꎬ把跨越

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ꎮ”②

二、科学利用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ꎬ为中华文明的深入发展提供有益滋养

　 　 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ꎬ不仅要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ꎬ也要利用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

果ꎮ 要科学利用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ꎬ为中华文明的深入发展提供有益滋养ꎮ 正如习近平同志

所指出的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ꎬ闭上眼睛不看世界ꎮ 中华民族

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ꎬ在漫长历史进程中ꎬ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ꎬ把他人的好东西

化成自己的东西ꎬ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ꎮ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ꎬ文明因互鉴而丰富ꎬ对各国人

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ꎬ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ꎮ 要坚持

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ꎬ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ꎬ讲求兼收并蓄ꎬ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

富和发展中华文化ꎮ③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ꎬ中华文明要更好更快地发展ꎬ必然

而且更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ꎮ
在利用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资源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问题上ꎬ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的看法和

做法ꎮ 比如ꎬ自由主义的西化的看法和做法ꎮ 这种看法和做法ꎬ言必称“西方”ꎬ一切都是西方的

好ꎬ“月亮也是外国的圆”ꎮ 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全盘接受ꎬ犯了洋教条的错误ꎮ 再比如ꎬ盲目

排外的保守主义的看法和做法ꎮ 这种看法和做法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中华传统文化落后的说法ꎬ
而坚持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饱含精粹的文明体系ꎬ是超越现代性的、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的、
代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机体ꎮ 强调西方文明必须由东方文明来拯救ꎬ西方文明只有

走“中国的路子ꎬ孔子的路子”ꎬ才能有救ꎮ 因此ꎬ没有必要借鉴西方文化ꎮ 与此相联系ꎬ对西方

文化采取全盘否定ꎬ绝对拒斥的态度ꎮ 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ꎬ前一种看法和做

法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时期内ꎬ表现得较为突出ꎮ 当我们注意纠正这种错误、强调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ꎬ后一种错误看法和做法开始表现出来ꎬ并有越来越突出的迹象ꎬ这是

值得我们注意的ꎮ 对待西方文化这些以及其他片面、错误、非科学的态度ꎬ也严重影响了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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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正常发展ꎮ
如何科学利用西方文化资源ꎬ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同样需要从多方面作出努力ꎮ 从根本上

说ꎬ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ꎮ 其一ꎬ对西方文化要采取辩证的态度ꎬ避免和克服“全盘西化”和盲目

排外两种错误倾向ꎮ “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ꎬ我们都要研究借鉴ꎬ不能采取不加分

析、一概排斥的态度ꎬ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ꎬ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

效手段ꎬ我们也可以用ꎬ而且应该好好用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

祖宗ꎬ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ꎮ”①总之ꎬ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ꎮ 其二ꎬ要坚持自主性和开

放性的有机结合ꎮ “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ꎬ又要开门搞研究ꎮ 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

和学术成果ꎬ我们应该吸收借鉴ꎬ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原则”ꎬ不能企图

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ꎬ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ꎮ 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

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ꎬ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ꎬ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

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ꎬ并以此为裁判ꎬ那就是荒谬的了ꎮ 对国外

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ꎬ要有分析、有鉴别ꎬ适用的就拿来用ꎬ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ꎮ”②

三、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ꎬ为中华文明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指明方向

　 　 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ꎬ集中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ꎬ它的发展ꎬ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

义文化资源ꎮ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ꎬ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值意

义决定的ꎮ 习近平同志曾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上说明了这一点ꎮ 他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ꎬ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ꎬ迄今依然有

着强大生命力ꎮ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ꎬ为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ꎻ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ꎬ以实现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ꎬ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

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ꎬ是‘伟大的认识工具’ꎬ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

器ꎻ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ꎬ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ꎬ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

界’ꎮ 在人类思想史上ꎬ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

巨大的影响ꎮ”③

客观地说ꎬ在当代ꎬ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资源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是毋容置疑的ꎮ 问题

在于ꎬ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资源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也存在种种不正确、非科

学的认识和做法ꎮ 比如“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ꎬ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ꎮ 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ꎮ 有的认为马

克思主义已经过时ꎬ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ꎬ
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ꎮ 实际工作中ꎬ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

化ꎬ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ꎮ 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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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及其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ꎬ也严重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ꎮ
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ꎬ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ꎬ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需要从多方

面作出努力ꎮ 从根本上说ꎬ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ꎮ 其一ꎬ要在正本清源上下功夫ꎬ继续解决

“四个哪些”或“四个分清”的问题ꎬ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哪些

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ꎬ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

理解ꎬ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ꎮ 其二ꎬ要切实解决真懂真信的

问题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

深ꎬ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ꎬ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
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ꎬ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ꎮ 对马克

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ꎬ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ꎮ 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

读几本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ꎬ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ꎬ也有悖于科学精神ꎮ”①其

三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ꎮ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ꎮ
“新形势下ꎬ坚持马克思主义ꎬ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ꎮ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ꎮ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

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ꎬ它并没有结束真理ꎬ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ꎮ 恩格斯早就说过: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ꎬ而是方法ꎮ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ꎬ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

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ꎬ结合新的实

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ꎬ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ꎮ”②其四ꎬ避免、克服教

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错误态度ꎮ “对待马克思主义ꎬ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ꎬ也不能采取

实用主义的态度ꎮ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ꎬ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ꎬ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

而不能顺利前进ꎬ甚至发生失误ꎮ 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ꎬ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ꎬ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ꎮ 同时ꎬ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ꎬ什
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ꎬ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ꎬ这也不是马

克思主义的态度ꎮ”③

四、科学认识和处理利用“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

　 　 如上所述ꎬ在当代中国ꎬ推进中华文明发展ꎬ既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ꎬ也离不开西方

文化优秀成果资源ꎬ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ꎮ 在利用三种文化资源的过程中ꎬ不可避免会

遇到怎样认识和处理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问题ꎮ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ꎬ对它的探讨ꎬ也提出了种种

不完全相同的看法ꎮ 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ꎬ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ꎬ科学认识和处理

“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关系ꎬ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ꎮ
其一ꎬ三种文化资源都是中华文明发展所必需的ꎮ 如前所述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华

文明深入发展的传统文化根基ꎻ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资源是中华文明深入发展的有益滋养ꎻ马克

３７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１－１２ 页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３ 页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３－１４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思主义文化资源ꎬ是中华文明深入发展的根本指南ꎮ 三种文化资源在中华文明发展中都占有一

席之地ꎬ都有其特定的价值或意义ꎮ 强调一个方面ꎬ否定其他方面ꎬ都是不对的、有害的ꎮ
其二ꎬ在三种文化资源中ꎬ马克思主义文化居于指导地位ꎮ 在当代中华文明发展中ꎬ尽管三

种文化资源都有其特定地位和价值ꎬ但是ꎬ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ꎮ 其中ꎬ马克思主义文

化资源居于首要、引领、支配的地位ꎮ 利用三种文化资源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ꎮ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ꎬ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ꎬ真
正做到使西方文化优秀成果为我所用ꎮ 不仅如此ꎬ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ꎬ切实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ꎮ
其三ꎬ三种文化资源的利用都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ꎬ都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需要为依归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时代课题ꎮ
解决这一课题ꎬ需要多种文化资源ꎮ 这也是当代中华文明发展的必要要求ꎮ 利用什么文化资源ꎬ
怎样利用文化资源ꎬ从根本上说ꎬ都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决定的ꎮ 因此ꎬ对于三种

文化资源的利用ꎬ都要充分考虑到这种需要ꎬ要把三种文化资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地

结合起来ꎮ
其四ꎬ要加强三种文化资源的对话和沟通ꎬ力求融会贯通三种文化资源ꎮ 当代中华文明的发

展ꎬ离不开三种文化资源的利用ꎬ更离不开三种文化资源的融会贯通ꎮ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当代中

华文明发展的水平ꎬ在很大的程度上ꎬ决定于对三种文化资源的融会贯通的水平ꎮ 现实中有一种

说法ꎬ“融通中西马ꎬ吹破古今牛”ꎮ 这表明ꎬ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很不容易的ꎮ 然而ꎬ由于这个问

题的至关重要ꎬ再不容易ꎬ也要知难而上ꎬ至少要有“虽不能至ꎬ但心向往之”的精神ꎮ 何况ꎬ“融
通”本身也是相对的ꎬ并不是不可能的ꎮ 因此ꎬ要力求打破文化壁垒、学科偏见ꎬ自觉增强“融通”
意识ꎬ在融会贯通三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ꎬ将中华文明发展推向新的前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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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光辉永存
———列宁最后口授文献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①

高继文１　 赵纪梅２

( １.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 ２５００１４ꎻ２.潍坊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潍坊ꎬ２６１０６１)

　 　 摘要:　 列宁在口授文献中阐发的精辟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ꎬ是他多年艰苦探索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理论结晶ꎮ 这主要包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俄国社会特殊矛盾的辩证统一上ꎬ
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ꎬ坚定社会主义信心ꎻ世界革命进入低潮后ꎬ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农联盟的

力量ꎬ坚持和发展新经济政策ꎬ探索本国的建设道路ꎻ在经济上亟需建立大工业基础ꎬ发展合作社ꎬ逐步使农民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ꎬ同时相应进行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ꎮ 这些思想在当时关系到苏联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ꎬ
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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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至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２ 日ꎬ列宁在病重期间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

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三封书信和«日记摘录»«论合作

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宁肯少些ꎬ但要好些»五篇文章ꎮ 在这些文献

中ꎬ列宁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ꎬ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ꎬ发展了他

以前的思想ꎬ从战略上对国家建设和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进一步思考ꎬ提出了许多精辟

见解ꎮ 部分国内外学者称这是列宁的“政治遗嘱”ꎬ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最后

规划ꎮ 这个规划的思想内容全面深刻ꎬ相互联系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ꎬ其实质是坚持和发展新经

济政策ꎬ相应进行政治改革和提高人民文化水平ꎮ 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顶峰ꎬ是他多年

艰苦探索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理论结晶ꎮ 这些思想在当时关系到苏

联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ꎬ后来大多得到了实践验证ꎬ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今年是列宁领导

的俄国十月革命 １００ 周年ꎬ我们重读这些文献ꎬ深刻领会和践行列宁的思想ꎬ是对列宁和十月革

命的最好纪念ꎮ

一、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ꎬ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ꎬ建设社会主义需

要资本主义创造的条件ꎮ 而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比较晚ꎬ经济文化不发达ꎬ到 ２０ 世纪初还是有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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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封建残余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ꎬ比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落后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俄国成了国内外多种尖锐矛盾的焦点ꎬ形势危急ꎬ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ꎮ 列宁从这种客观实际出

发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中ꎬ创造性

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ꎬ甚至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首先发生ꎮ 他认识到ꎬ社
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条件综合起作用的结果ꎬ不仅需要经济条件ꎬ关键是有革

命形势ꎮ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ꎬ列宁坚定领导党和人民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ꎬ率先在俄国开始建

设社会主义ꎮ
但是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ꎬ在俄国国内党内ꎬ俄国能

否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ꎬ一直是颇具争议的一个大问题ꎮ 第二国际的一

些理论家和俄国小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ꎬ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ꎬ革命不会成功ꎮ 俄共

党内的少数领导人一度也这样认为ꎮ 应该说ꎬ在经历了十月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成

就后ꎬ实践已对这个争论作出了回答ꎮ 但仍有一些人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建设持怀疑态度ꎬ将实行

新经济政策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主义破产ꎮ 不澄清这方面的错误认识ꎬ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就会受到严重干扰ꎮ 列宁在口授文章«论我国革命»中ꎬ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ꎬ从马克思主

义辨证法的高度ꎬ批驳了尼苏汉诺夫等人的观点ꎬ有力论述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世
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表现形式ꎮ

第一ꎬ列宁批驳了苏汉诺夫等人的机械革命论ꎬ分析了俄国革命的原因和新的特征ꎮ 苏汉诺

夫等人以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首先发生为理由ꎬ宣扬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

提”ꎬ反对、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ꎮ 列宁尖锐指出ꎬ他们自认为熟知马克思主义ꎬ但
是ꎬ“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ꎬ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辨证法ꎬ他们一点也不理解”①ꎮ 他

们完全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②ꎬ可以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ꎬ完全不理

解马克思曾预想过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相结合的思想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

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ꎬ只知道要等到生产力发展起来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ꎮ 实际上ꎬ
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只有西方一条道路ꎮ 列宁说ꎬ俄国十月革命是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产物ꎬ
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ꎬ也是实现了工人革命与农民革命相结合的革命ꎬ具有历史必

然性和新的特征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ꎬ激发了人民的力量ꎬ出现了城市

工人革命与农民革命相结合的情况ꎮ 无产阶级政党抓住这种罕见的历史时机ꎬ利用好革命形势ꎬ
夺取了政权ꎬ开辟了不同于西方革命的发展道路ꎬ是一个伟大的创举ꎮ 如果以生产力不发达为借

口ꎬ在革命形势到来后不敢夺取政权ꎬ坐等生产力发达ꎬ就会失去大好历史时机ꎮ 针对苏汉诺夫

的攻击ꎬ列宁进一步从历史观的高度予以批驳ꎬ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ꎬ不仅丝毫不排

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ꎬ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ꎮ”③他说ꎬ俄国革命

的这种特殊表现ꎬ“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ꎬ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

命”④ꎮ 这一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ꎬ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表现、共性

和个性的关系ꎬ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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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列宁指出了俄国利用先进政权发展生产力ꎬ实现文明、赶上发达国家的建设道路ꎮ 列

宁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前提ꎬ他也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①ꎬ是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ꎮ 列宁批判苏汉诺夫ꎬ并不是因为他坚持这个观点ꎬ而是批判他以此为由ꎬ以俄国落后为

名ꎬ反对十月革命的合理性ꎬ死守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教条而不敢改变历史顺序ꎮ 他认为ꎬ在具

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ꎬ可以改变历史发展顺序ꎬ先进行政治革命ꎬ再利用先进政权创造社会主

义的物质条件ꎮ 他也强调:“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ꎬ虽然我们已经具

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ꎮ”②但他并不因此认为俄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ꎬ指出:“既然建立社会

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ꎬ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

提ꎬ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列宁正是这样做的ꎮ 十月革命

后ꎬ他一再强调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新政权的重要性ꎬ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ꎮ 在口授文章«论合作社»中ꎬ他再次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

去ꎮ④ 他引用拿破仑的一句格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ꎬ然后便见分晓”ꎬ指出我们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ꎬ在后来的建设中取得了胜利ꎬ“现在已经毫无疑问ꎬ我们基本上是胜利

了”⑤ꎮ
第三ꎬ列宁还指出ꎬ俄国革命所表现的某些特殊性ꎬ“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

东西”ꎬ“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ꎬ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

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⑥ꎮ 可见ꎬ列宁在认识到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具有不同特点的基础上ꎬ还预

见到东方一些更落后国家的革命又会有自己的特点ꎬ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在革命

问题上的运用ꎮ 对于俄国革命的经验ꎬ列宁也区分了其普遍性和特殊性ꎮ 早在 １９２０ 年«共产主

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ꎬ列宁就全面论述了应如何理解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国际

意义ꎬ并警告其他共产党组织不要照搬俄国经验ꎮ
综上所述ꎬ列宁对十月革命必然性和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特殊性的重要论述ꎬ特别是关于落后

国家在特定形势下先夺取政权ꎬ然后大力发展经济文化ꎬ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思想ꎬ
包含着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ꎬ已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所证实ꎮ 它深刻启发我们ꎬ落后国家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ꎬ在建设中要从实际出发ꎬ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ꎬ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ꎬ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ꎬ既不要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而不敢建设社会主

义ꎬ也不要因为搞社会主义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ꎮ 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ꎬ
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ꎬ我们更加认识到列宁对落后国家独特发展道路的辩证分

析具有深远意义ꎮ 现在看来ꎬ落后国家不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ꎬ问题是怎样建设ꎮ 列宁以科学态

度对待马克思主义ꎬ而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ꎬ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典范ꎮ

二、国际形势变化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战略

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ꎬ世界革命形势处于高潮ꎮ 列宁坚持认为ꎬ俄国革命的最终成功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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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ꎮ 离开西方无产阶级的支持ꎬ俄国革命坚持不下来ꎮ １９２１ 年春国内战

争结束后ꎬ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ꎬ西方革命进入低潮ꎮ 列宁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ꎬ但
他从未孤立地看待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ꎮ 直到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ꎬ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后ꎬ他还

指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ꎬ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ꎬ必
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ꎮ”①由此可见ꎬ他非常注重把握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ꎬ把社会

主义事业看成是世界性的事业ꎮ
在口授文献«宁肯少些ꎬ但要好些»中ꎬ列宁对国际形势作了辩证分析ꎮ 他指出ꎬ西方国家并

没有能够用战争消灭苏维埃政权ꎬ俄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下来ꎬ但它们并不甘愿让社会主义新

制度强大起来ꎮ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ꎬ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作了让步ꎬ这些国家出现了某种

“社会和平”的局面ꎮ 所以ꎬ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延迟了ꎬ眼前不能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

设ꎮ 而在东方ꎬ中国、印度等广大殖民地国家已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ꎬ成了推动世界革命

的动力ꎮ 列宁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

的绝大多数ꎮ 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ꎬ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ꎬ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ꎬ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ꎮ 在这个意义上说ꎬ社
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ꎮ”②

那么ꎬ在此背景下ꎬ苏联国内建设应实行什么战略呢? 列宁指出ꎬ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

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ꎬ而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ꎬ我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

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ꎮ 他强调应该采取“自救”政策ꎬ使自己文明起来ꎮ③

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ꎬ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

导ꎬ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ꎬ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

净ꎮ”④“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ꎬ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

积蓄都保存起来ꎬ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ꎬ发展电气化ꎬ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ꎬ完成沃尔霍夫水

电站工程ꎬ如此等等ꎮ”⑤他自信地说ꎬ如果我们这样做了ꎬ“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

上ꎬ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ꎬ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

平上坚持下去”⑥ꎮ
列宁这一政策的精神实质ꎬ就是立足于本国力量ꎬ依靠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ꎬ发展壮大自

己ꎮ 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经验ꎮ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之点ꎬ就是把农民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

量ꎬ依靠商品关系和经济利益建立国家与农民的经济联系ꎬ巩固工农联盟ꎬ引导农民支持社会主

义ꎮ 列宁认为ꎬ只要处理好工农两大阶级的关系ꎬ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ꎮ
在口述文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ꎬ列宁再次强调:“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ꎬ社会

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ꎬ“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

歧ꎬ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⑦ꎮ 他还说ꎬ我们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工农联盟的结局如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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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告诫全党要采取切实措施ꎬ防止工农分裂ꎮ 他所提出的加强党中央机关建设、防止中央委员会

领导分裂、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等措施ꎬ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为了加强工农联盟ꎮ
在经济上ꎬ列宁认为必须依靠工农经济的结合ꎬ发展大工业ꎬ实现电气化ꎬ建立发达的社会主

义物质基础ꎮ 在口授文献中ꎬ他没有专门讲工业化的任务ꎬ是把这作为长远目标提出来的ꎮ 他指

出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ꎬ小农经济生产率低ꎬ在这种水平上坚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胜

利是不容易的ꎬ所以ꎬ必须发展工业ꎮ 自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ꎬ列宁虽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ꎬ但
却多次强调大工业的重要性ꎬ指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ꎬ在农民国家里尤其如此ꎮ
“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ꎮ”①在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中ꎬ列宁又着

重指出ꎬ发展经济单靠农业和轻工业是不够的ꎬ必须发展重工业ꎮ “不挽救重工业ꎬ不恢复重工

业ꎬ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ꎬ而没有工业ꎬ我们就会灭亡ꎬ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ꎮ” “要挽救俄

国ꎬ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ꎬ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ꎬ我们还必须有

重工业ꎮ”②在口授文献中ꎬ列宁依然强调发展大工业的重要性ꎮ 关于重工业的资金来源ꎬ列宁认

为主要应靠内部积累和节约ꎬ包括商业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勤俭节约、压缩和精减机关开支ꎮ
他还想到依靠租让获利、向外国贷款等ꎮ 他把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厉行节约与发展大工业联系起

来ꎬ为发展工业服务ꎮ
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指出:“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ꎮ 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

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ꎻ“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

行文化工作”ꎮ③ 他认为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建成的两大任务ꎮ 如果我们再联系其口授文

献中关于实现合作化、发展大工业的思想ꎬ可以说ꎬ列宁在生命最后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

一体的建设规划ꎮ 这个规划不仅在当时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ꎬ也有长远的指导

价值ꎮ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

局ꎬ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ꎮ 这说明ꎬ社会主义应当是全面发展的社

会ꎬ各项建设任务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ꎮ

三、农业合作社构想

十月革命后ꎬ列宁一直探索如何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走社会主义道路ꎮ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ꎬ列宁试图通过共耕制形式解决这一艰难任务ꎮ “共耕制农业的组织

形式统称集体农庄ꎬ其主要特征是土地、农具、牲畜公有ꎬ整个集体实行大规模共同耕作ꎬ集中经

营ꎬ统一分配ꎮ 集体农庄分为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三种形式ꎮ”④实践证明ꎬ这种形式不

利于发展生产ꎬ不受农民拥护ꎮ １９２１ 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后ꎬ列宁总结共耕制的教训ꎬ提出以合作

社引导农民走集体合作道路ꎮ 合作社是俄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农业组织形式ꎬ以流通领域的合

作为主要方式ꎬ不改变农民的所有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ꎬ为农民所需要、所欢迎ꎬ因此在实行

新经济政策后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在新的实践中ꎬ列宁形成了社会主义合作制理论ꎮ
在口授文献«论合作社»中ꎬ列宁深刻论述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合作社的重要意义、性质和

特点、政策和措施ꎬ坚信合作社是引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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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ꎬ找到了通过商业与小农共处和支持小农发展个体经济的正确途

径ꎬ“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①ꎮ 列宁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中ꎬ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

民作了让步ꎬ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ꎻ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

合作社的巨大意义ꎮ 从实质上讲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ꎬ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

作化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ꎬ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

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ꎬ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ꎬ而这是过去许许

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ꎮ”②列宁还指出:“在我国ꎬ人们还轻视合作社ꎬ还不了解:第一ꎬ在
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ꎬ第二ꎬ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

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ꎬ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ꎮ”③

第二ꎬ在无产阶级已夺取国家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ꎬ“文明的合作社工作

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④ꎮ 列宁认为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ꎬ合作社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

支配ꎬ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ꎬ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ꎮ 而在无产阶

级政权下ꎬ合作制的发展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ꎬ最终将长入社会主义经济体

系ꎮ”⑤所以ꎬ他说旧的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是彻头彻尾的幻想ꎬ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推翻剥削阶

级的统治这个根本问题ꎻ但是ꎬ“在我国ꎬ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ꎬ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

属于这个国家政权ꎬ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⑥ꎮ 如此突出合作社的

作用ꎬ是个新提法ꎮ 在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ꎬ列宁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ꎬ国家资

本主义主要有租让制和合作制两种形式ꎮ 实际上ꎬ租让制并没有多大发展ꎬ而合作社却发展很

快ꎬ列宁便把合作社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渠道ꎮ 这是他社会主义构想的重大变化ꎮ
第三ꎬ合作社的优势是ꎬ能够利用市场关系和物质利益引导农民逐步走社会主义道路ꎬ使农

民感到简便易行ꎮ 因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ꎬ市场关系和物质利益成为处理国家、合作社、农民个

人三者关系的合适尺度ꎮ “合作社不根本改变农民个体经济的占有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ꎬ适合

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觉悟水平ꎬ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ꎻ合作社是做买卖的商业机关ꎬ
它从流通领域入手ꎬ在供销、信贷、采购等方面把农民联系起来ꎬ为他们提供社会化、市场化服务ꎬ
而不要求农民开始就从生产上联合ꎬ实行‘一大二公’”⑦ꎻ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参加的组织ꎬ不搞强

迫ꎬ以家庭生产经营为依托ꎬ生产经营形式灵活多样ꎮ 合作社能适应个体农民作为独立的商品生

产者经营和贸易自由的要求ꎬ同时又有利于国家经由市场对农民进行宏观调节ꎮ
第四ꎬ列宁还阐明了组织合作社的一些重要原则ꎮ 其一ꎬ国家要在经济、财政等方面支持合

作社ꎮ “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ꎬ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ꎬ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ꎬ甚至和给

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ꎮ”⑧其二ꎬ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ꎬ使他们懂得加入合作社的好处ꎬ会文

明经商ꎮ 其三ꎬ全面的合作化“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ꎬ“在最好的情况下ꎬ我们度过这个时代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６７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６７－７６８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６８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７１ 页ꎮ
高继文:«论列宁的农业合作制理论»ꎬ«山东师大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６７ 页ꎮ
高继文:«论列宁的农业合作制理论»ꎬ«山东师大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６９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也要一二十年”ꎮ① 其四ꎬ在合作化过程中ꎬ坚持自愿原则ꎬ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ꎬ奖励积极参加

合作社流转的农民ꎬ等等ꎮ
总的说ꎬ列宁的合作社构想展示了稳步变革生产关系ꎬ使农村经济朝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演

变的蓝图ꎬ符合农业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前发展的规律ꎬ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路ꎮ 因此ꎬ
列宁说:“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ꎬ是一回事ꎻ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ꎬ能让

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ꎬ则是另一回事ꎮ 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ꎮ”②新经济政策解决

了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市场关系与个体农民共处的问题ꎬ合作社构想则以新的思路解决了使个体

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形式问题ꎬ使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臻于成熟ꎬ这也是对马克思、恩
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突破ꎮ

从十月革命以来近百年的经验看ꎬ落后国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形式不是苏联

式的集体农庄ꎬ也不是我国曾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ꎬ而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合作社ꎮ 改革开

放以来ꎬ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得到了大的发展ꎬ各种自愿互利的合作社形式也兴盛起来ꎬ发挥了积

极作用ꎮ 列宁关于发展合作社的一些重要思想ꎬ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ꎮ

四、实行政治改革和加强国家政权建设

十月革命前ꎬ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ꎬ学习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制的经验ꎬ认为未来社会主

义国家应当废除官僚制ꎬ实行人民自己管理、社会自治ꎬ官吏由人民选举、受人民监督ꎮ 十月革命

胜利后的初期ꎬ苏维埃政权废除旧的官僚机构ꎬ代之以各级苏维埃及人民委员会ꎬ实行普遍选举

和监督制ꎬ积极吸收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ꎬ初步展现了直接民主的理想形态ꎮ 然而ꎬ这与苏俄小

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文盲占较大比例的落后国情很不相符ꎮ 国内战争爆发后ꎬ一党制、政党代表

制、权力集中制、干部委任制发展起来ꎬ导致官僚主义泛滥ꎬ引起了列宁的担忧ꎮ 国内战争结束

后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显露了出来ꎬ迅速滋长蔓延的官僚主义已经成为苏维埃国家机关

内部“最大的毛病”和“最可恶的敌人”ꎮ③ 列宁为克服政治上的弊端ꎬ反对官僚主义ꎬ发展党内

民主和人民民主ꎬ付出了很多心血ꎮ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口授文献中ꎬ列宁集中阐述了政治改革

与建设问题ꎮ 他提出ꎬ要“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④ꎬ“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

题ꎬ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⑤ꎮ 这个任务之所以重要ꎬ是因为它关系

到能否巩固工农联盟ꎬ避免党的分裂ꎬ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ꎮ 而改革党和国家政

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ꎬ提高工作效率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ꎮ
第一ꎬ列宁认为ꎬ官僚主义作风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上层建筑ꎬ首先来自从旧社会继承下来

的旧国家机构ꎮ 他指出:“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ꎬ“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

里拿过来的旧机关”⑥ꎮ 从旧机构中留下来的大量的官员虽在新政权下工作ꎬ但他们把旧制度的

恶习带到了新制度中来ꎬ用消极怠工等办法反对新政权ꎮ 除了旧社会的影响外ꎬ由于文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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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体制集中等原因ꎬ新政权内部也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ꎮ 列宁指出ꎬ在革命后建立的一

大批人民委员部ꎬ比较好的只有外交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ꎮ 就连作为新政权监督机关

的工农检查院的情况也很糟糕ꎬ机构很庞大ꎬ但却不能真正发挥监督、检查和改善国家机关的作

用ꎮ 列宁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ꎮ 大家都知道ꎬ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

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ꎬ在目前情况下ꎬ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ꎮ”①此外ꎬ
在党的机关里也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ꎬ列宁尖锐指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ꎬ而且在

党的机关里也有ꎮ”②当时官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ꎬ机构庞大ꎬ无人负责ꎬ相互推诿ꎬ办事效率低

下ꎮ 反对官僚主义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ꎮ
第二ꎬ列宁提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加强监督ꎬ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专门机构监督的作用ꎮ 他

以改组工农检查院为核心ꎬ提出如下措施:其一ꎬ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ꎮ 这

样一方面使工农检查院获得很高的威信ꎬ对党和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有效监督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使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走上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ꎬ以便于进行铁面无私、不顾

情面的监督ꎮ 其二ꎬ精减工作人员ꎬ提高干部素质ꎮ 列宁设想ꎬ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

３００—４００ 人ꎬ这些人员要经过考试ꎬ熟悉业务ꎬ认真负责ꎬ兢兢业业ꎮ 其三ꎬ加强对检查机关工作

队伍的建设ꎮ 列宁提出ꎬ吸收工农检查院职员必须经过各种严格的考试ꎬ特别是有关国家机关基

本原理、行政管理和办事制度方面的考试ꎮ 公职人员必须学习组织劳动的科学ꎬ特别是组织行政

管理事务的科学ꎮ 另外ꎬ列宁还提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具备高超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较强的

行政管理能力ꎬ使二者结合起来ꎮ
第三ꎬ列宁从分析最高层领导人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现状出发ꎬ提出了避免党的分裂ꎬ加

强集体领导的重大措施ꎮ 主要有:其一ꎬ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ꎮ 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

增加到 ５０—１００ 人ꎬ新增加的委员应来自普通工人和农民ꎬ没有官僚主义习气ꎮ 他们参加中央工

作ꎬ“第一ꎬ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ꎬ第二ꎬ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③ꎮ 列宁的这

一措施体现了他关于“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④的思想ꎮ 其二ꎬ强化监督ꎮ
“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 ７５—１００ 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ꎮ”⑤他们

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ꎬ不仅监督检查下级党组织的工作ꎬ而且监督检查党中央的工作ꎬ出席

政治局的会议ꎬ参与有关问题的讨论ꎮ 其三ꎬ加强集体领导ꎮ “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

表会议ꎬ每两月开会一次ꎬ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⑥ꎬ一些重大问题由中央全会研究决定ꎮ 这样

便能减少因个别领导人的偶然因素而导致分裂的危险ꎮ 其四ꎬ列宁为防止分裂提出的最后一个

措施ꎬ是建议党代表大会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ꎮ 他担心的是斯大林品行上的“太粗暴”ꎬ会
在政治上带来严重后果ꎮ

列宁关于政治改革和建设的思想ꎬ适应了由战争转向和平、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

政策的需要ꎬ坚持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原则和方向ꎬ且有强烈的针对性ꎬ抓住了问题的关键ꎬ有
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新经济政策的长期实施ꎮ 可是ꎬ这些思想没有受到高度重视ꎮ 斯大林执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８７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９１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４８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７９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８０ 页ꎮ
«列宁选集»(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７８０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政后ꎬ权力越来越集中ꎬ党内民主制度遭到破坏ꎬ这是新经济政策过早结束的一个主要原因ꎮ 随

着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强化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多年得不到纠正ꎬ为苏联社

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剧变埋下了隐患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共产党坚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ꎬ
实行依法治国方略ꎬ为国家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ꎬ彰显了列宁国家政权改革和建设思想的

现实意义ꎮ 当前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ꎬ从严格党

内政治生活做起ꎬ加强监督制度建设ꎬ将为永葆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创造良好的制度

条件ꎮ 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ꎬ深入领会列宁关于政治改革和建设的系列思想ꎬ倍感他的伟大和

亲切ꎮ

五、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十月革命爆发前ꎬ俄国文化落后ꎮ 革命胜利后ꎬ文化落后的局面难以改变ꎮ 这是俄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重要制约因素ꎮ 列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ꎮ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ꎬ他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我
们深深知道ꎬ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ꎬ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ꎻ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

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ꎬ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ꎬ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

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ꎮ”①转入新经济政策后的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列宁强调:
“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ꎮ”②１９２２ 年 ３ 月ꎬ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ꎬ列宁再次指出:“我
们的力量是什么?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 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ꎮ 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

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ꎮ 究竟缺少什么呢? 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

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ꎮ”③鉴于文化落后对社会发展的制约ꎬ列宁多次强调在伟大的政治变革之

后ꎬ必须进行文化建设ꎬ以消化和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ꎮ
在口授文献«论合作社»«日记摘录»中ꎬ列宁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文化主义中

去ꎬ实现文化革命ꎬ并专门讲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措施ꎮ 在«论合作社»中ꎬ他说:“我们不得不

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ꎮ 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

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ꎬ而现在重心改变了ꎬ转到和平的‘文化’组
织工作上去了ꎮ 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ꎬ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ꎬ我
真想说ꎬ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ꎮ”④“文化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前流行于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中的思潮ꎬ它回避阶级斗争ꎬ主张以单纯的文化教育活动去救国救民ꎮ 这在旧制度下显然

是不切实际的ꎬ是幻想ꎮ 然而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ꎬ发展文化却成了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ꎮ
列宁在这里是借用“文化主义”来突出把工作重心由夺取政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ꎬ进行

文化建设的重要性ꎮ
列宁讲的“文化革命”ꎬ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涵义ꎮ 广义的文化ꎬ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ꎬ

就是通常说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ꎮ 列宁要求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文化ꎬ他说:“只要

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ꎬ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ꎮ”⑤关于狭义文化的重要性ꎬ
列宁指出ꎬ实现合作化要求提高农民文化水平ꎬ使农民学会文明经商ꎮ “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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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ꎮ 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

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ꎬ就是说ꎬ没有一场文化革命ꎬ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ꎮ”①

同时ꎬ改善国家机关ꎬ克服官僚主义ꎬ吸收劳动者参加国家管理ꎬ也需要提高文化水平ꎮ 列宁说: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ꎬ必须先教他们识字ꎮ 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ꎬ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

语、谎话偏见ꎬ而没有政治ꎮ”②

除了论证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之外ꎬ列宁还提出了发展文化事业的主要措施ꎮ 其一ꎬ从基

础做起ꎬ抓好国民教育ꎬ认真做好扫除文盲和国民识字工作ꎮ 其二ꎬ增加教育经费ꎬ压缩其他部门

经费开支ꎬ甚至压缩国防费用转作教育经费ꎬ使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ꎮ 其三ꎬ
提高教师地位ꎬ“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

度”③ꎬ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水平ꎮ 其四ꎬ鼓励城市工人下农村帮助农民发展文

化ꎬ传播文明ꎬ建立城乡之间的文化联系ꎬ在工人中组成许多以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ꎮ
列宁说ꎬ这不是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思想ꎬ“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ꎬ这样

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ꎬ可以说是致命的”④ꎮ 其五ꎬ发展文化要循序渐进ꎬ不可操之过

急ꎬ首先要扫除文盲ꎬ普及一般文化ꎮ 列宁极力反对那些把主要精力用在谈论无产阶级文化和资

产阶级文化的关系上的革命空谈ꎮ 他在口述的«宁肯少些ꎬ但要好些»一文中强调:“对那些过多

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ꎬ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ꎬ因为在开始的时候ꎬ
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ꎬ在开始的时候ꎬ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

糕之极的文化ꎬ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ꎮ 在文化问题上ꎬ急躁冒进是最有害

的ꎮ”⑤

列宁关于实行文化革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思想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ꎮ 他希望通过文化

变革和建设ꎬ提升人的素质ꎬ提高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ꎬ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创

造良好条件ꎮ 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深透、更长远ꎮ 它不仅直接关系干部群众的文明素养ꎬ还
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ꎮ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ꎬ
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扎下根来ꎬ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ꎬ与俄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系ꎬ更与社会主义时期没有实现文化变革有关系ꎮ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ꎬ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教

训ꎬ坚持和发展列宁的思想ꎬ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之一ꎬ加强

文化强国建设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这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正确方向、精神支

柱和强大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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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 ａ ｌｏｗ ｅｂｂꎬ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ｈａｄ ｔｏ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ꎬ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 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ꎻ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ｏａｄꎻ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ａｒｅ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ｅｎｉｎꎻ ｂｕ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ꎻ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ꎻ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寇金玲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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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２ 卷 第 １ 期 (总第 ２７０ 期)
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０)

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
———兼论其“身—心同一”理论∗①

崔若椈１　 崔永杰２

(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身体”既是西方哲学关注的重要话题ꎬ同时也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从其本

体论关于思想和广延作为神或自然的两个属性关系学说出发ꎬ斯宾诺莎一方面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身体是唯一绝

对无限实体的样式ꎬ以及身体是构成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等著名论断ꎬ另一方面对身体和心灵属于同一个体ꎬ
心灵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身体等重要思想作出了深刻阐述ꎮ 斯宾诺莎的身体观及“身—心同一”理论不仅在一

定意义上超越了笛卡尔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ꎬ深刻影响了后世身体哲学及身—心关系理论的发展走向ꎮ
关键词:　 身体ꎻ心灵ꎻ实体ꎻ样式ꎻ身—心同一

中图分类号:　 Ｂ５６３. 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８７－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３
作者简介:崔若椈(１９８２—　 )ꎬ男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ꎬ博士ꎻ崔永杰(１９５４—　 )ꎬ男ꎬ山东寿

光人ꎬ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１２ＹＪＡ７３０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５２ 页ꎮ

　 　 “身体”是巴鲁赫德斯宾诺莎(Ｂａｒｕｃｈ ｄｅ Ｓｐｉｎｏｚａ １６３２~１６７７)关于“人的哲学”体系中具

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概念之一ꎮ 对此ꎬ他除了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这一早期著作中多有论及

外ꎬ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更是作了集中而深刻的分析论述ꎮ 由于斯宾诺莎在此赋予了身体概

念全新的含义ꎬ并对身体与心灵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ꎬ致使学界对其身体概念及身—心理论的

评价难以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ꎬ褒贬不一ꎮ 鉴于这一概念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ꎬ它是

他阐述其心灵学说不可或缺的因素ꎬ且以往国内学界对此少有专门的研究ꎬ本文对其进行初步的

探讨ꎬ以期在厘清其身体概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含义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揭示其“身—心同一”理
论的特质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ꎮ

一、身体是唯一绝对无限实体的样式

谈及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ꎬ首先不能不说到他关于人的观点ꎮ 按照斯宾诺莎自己的说法ꎬ
“实体的存在不属于人的本质ꎬ换言之ꎬ实体不构成人的形式”②ꎬ人的形式即本质只能是由神或

自然的属性的某些样式所构成ꎮ 也即人是由作为思想属性样式的心灵和作为广延属性样式的身

体构成的ꎮ 正是基于这一点ꎬ斯宾诺莎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身体不过是唯一绝对无限实体的样式

这一重要论断ꎮ
具体说来ꎬ斯宾诺莎关于身体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其«伦理学»的第一部分“论神”之中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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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他从对“实体”下定义入手ꎬ分析实体的“属性”及其“样式”ꎬ进而提出了身体不过是唯一绝

对无限实体的样式的观点ꎮ 而斯宾诺莎之所以如此界定身体ꎬ主要的原因在于ꎬ他虽然也是一个

理性主义者ꎬ与笛卡尔的哲学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ꎬ但却不同意笛卡尔的如下观点:心灵和身

体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ꎬ心灵的本质在于思想ꎬ身体的本质在于广袤ꎻ物质不能思想ꎬ精神没有

广袤ꎻ二者除了都依赖于创造者上帝外ꎬ彼此完全独立ꎬ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ꎮ 斯宾诺

莎明确主张ꎬ宇宙只有一个绝对无限的实体ꎮ 他给实体下定义说:“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ꎬ我理解为

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ꎮ 换言之ꎬ形成实体的概念ꎬ可以无须借助于其他物的概

念ꎮ”①从这一定义出发ꎬ他对实体作了深入说明ꎮ 第一ꎬ实体是“自因”ꎬ即自己是自己的原因ꎮ
他说:所谓“自因”ꎬ我理解为它是这样的东西ꎬ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ꎬ或者它的本质只能设想为

存在着ꎮ 第二ꎬ实体是无限的ꎬ即它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ꎮ 首先ꎬ由于实体是自因ꎬ故它不可能在

某些方面不存在ꎬ因而是无限的ꎮ 其次ꎬ由于实体本性中具备了一切足以表示本质的东西ꎬ因而

实体是绝对无限的ꎬ实体不受别的实体的限制和决定ꎮ 第三ꎬ实体是永恒的ꎬ它的存在既无开端

也无终结ꎮ 由于实体是自因ꎬ存在属于它的本性ꎬ故实体就不可能不存在ꎬ因而它一定是永恒的ꎮ
第四ꎬ实体是不可分的ꎮ 因为如果说实体是可分的ꎬ则等于说实体的部分是有限的ꎬ而这明显与

实体的本性相矛盾ꎬ因而是不可能的ꎮ 第五ꎬ实体是唯一的ꎮ 因为如果有多个实体ꎬ那么众多实

体的属性或者相同ꎬ或者不同ꎮ 如果说是前者ꎬ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实体ꎬ如果说是后者ꎬ则彼此之

间就会相互限制ꎬ而这与实体的定义会不符ꎮ 所以ꎬ实体是唯一的ꎮ
其实ꎬ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独特之处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述ꎬ而更重要的还在于ꎬ他把实体称

为神或自然ꎬ并经常使用“神ꎬ或实体”②、“自然或神”③这两个术语ꎮ 正确把握这一点ꎬ关键在于

弄清楚斯宾诺莎所谓“神”和“自然”的含义ꎮ 具体说来ꎬ他所谓的“神”ꎬ并非传统宗教神学意义

上的人格神ꎬ而是以泛神论方式表述的世界最高原因的统一性ꎮ 他说:“神(Ｄｅｕｓ)ꎬ我理解为绝

对无限的存在ꎬ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ꎬ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ꎮ”④也就是

说ꎬ神与实体是一回事ꎮ 从 “神”的这一定义出发ꎬ斯宾诺莎还进一步强调:神是唯一的ꎬ宇宙间

只有一个实体ꎬ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实体ꎻ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内ꎬ神不是万物外因ꎬ而是

它的内因ꎮ 神只是出于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和动作ꎬ“万物都预先为神所决定———并不是

为神的自由意志或绝对任性(ｂｅｎｅｐｌａｃｔｉｕｓ)所决定ꎬ而是为神的绝对本性或无限力量所决定”⑤ꎮ
同样ꎬ“自然”在斯宾诺莎那里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ꎮ 他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我
在这里所谓‘自然’的意义ꎬ不仅指物质及其变形ꎬ而且指物质以外的无穷的其他的东西ꎮ”⑥可

见ꎬ他所谓的自然ꎬ是指既包括物质又包括思想在内的大全ꎮ
至于斯宾诺莎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而采取这种“神或自然或实体”的三位一体观ꎬ这无疑是难

以说清楚的问题ꎮ 然而ꎬ国内外斯宾诺莎专家们的以下分析或许是有道理的:一是他同时使用三

个名词ꎬ这反映了他哲学的不同来源ꎮ 其中ꎬ他的“神”的概念ꎬ主要来自犹太神学和古犹太经院

哲学家ꎻ他的“自然”概念ꎬ主要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等的自然哲学ꎻ而他的“实体”概念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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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 页ꎮ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荷兰]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ꎬ洪汉鼎、孙祖培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２５９ 页ꎮ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 页ꎮ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６ 页ꎮ
[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ꎬ温锡增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６３ 年ꎬ第 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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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古希腊哲学和近代笛卡尔的哲学ꎮ 这表明ꎬ斯宾诺莎哲学融会了他之前的许多主要哲学派

别ꎮ 二是他之所以采用“神或自然或实体”的三位一体观ꎬ还表明他试图通过三个不同概念的相

互制约与补充ꎬ以使体现其哲学的最高存在得到更充分更全面的表述ꎮ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ꎬ黑格

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称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ꎬ并强调要研究哲学ꎬ就必须

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ꎮ
在论证世上只有一个实体的基础上ꎬ斯宾诺莎通过进一步分析“属性”和“样式”概念揭示实

体的内外规定性ꎬ进而从本体论上对身体做出了明确界定ꎮ 具体说来ꎬ他把属性视为实体的内在

本质ꎬ把样式视为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ꎮ 他说:“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ｕｓ)ꎬ我理解为由知性(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ｓ)
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ꎮ”①按他的说法ꎬ实体的属性是无限的ꎬ但“由知性看来”ꎬ即就人

的认识限度而言ꎬ所能认识的只有两个:思维和广延ꎮ 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其
一ꎬ思维和广延是统一的ꎮ “凡是无限知性认作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全都只隶属于唯一的同

一的实体ꎬ因此思想的实体与广延的实体就是那唯一的同一的实体ꎬ不过时而通过这个属性ꎬ时
而通过那个属性去了解罢了ꎮ 同样ꎬ广延的一个样式和这个样式的观念亦是同一的东西ꎬ不过由

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罢了”②ꎮ 其二ꎬ思想和广延各自独立ꎬ互不限制ꎮ 按照他的说法ꎬ由于

思想和广延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类的属性ꎬ相互之间不能发生直接的关系ꎬ因此ꎬ“物体不能限

制思想ꎬ思想也不能限制物体”③ꎮ
在斯宾诺莎那里ꎬ对实体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样式的分析ꎬ同样也是通过定义入手的ꎮ

他说:“样式(ｍｏｄｕｓ)ꎬ我理解为实体的分殊(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ｓ)ꎬ亦即在他物内(ｉｎａｌｉｏ ｅｓｔ)通过他物而被

认知的东西(ｐｅｒ ａｉｌｕｍ ｃｏｎｃｉｐｉｔｕｒ)ꎮ”④换言之ꎬ所谓样式ꎬ即实体的“特殊状态”ꎬ也就是具体存在

着的个别事物ꎮ⑤ 在斯宾诺莎看来ꎬ与实体是自因、无限的、不可分的等不同ꎬ样式则是他因、有
限的、可分的ꎮ 一切都在实体之内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要么属于思维属性的样式ꎬ如个别的思想、
观念等ꎬ要么属于广延属性的样式ꎬ如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具有广延的物质事物ꎮ 可见ꎬ正是在

这里ꎬ即他关于“样式”概念的分析中ꎬ所谓身体是唯一绝对无限实体的样式的观点得以完整提

出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这种视身体为唯一绝对无限实体的样式的观点ꎬ早在斯宾诺莎的«神、人及

其幸福简论»中就有所涉及ꎮ 他在该书的附录二(“论人的心灵”)中说:既然人是一种被创造的

有限事物ꎬ所以ꎬ“人所具有的思想方面的东西和我们称之为心灵的东西必然是一种我们称之为

思想的这种属性的样式ꎬ除了这种样式之外ꎬ别无其他任何东西属于人的本质:因此ꎬ与果这种样

式消灭了ꎬ则心灵也就被消灭ꎮ 虽然上述‹思想的这种›属性仍然保持不变ꎮ 同样ꎬ人所具有的

广延方面的东西和我们称之为身体的东西无非只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广延的这另一种属性的样

式ꎻ如果这种样式被消灭了ꎬ人的身体也就不再存在ꎬ虽然广延这种属性仍然保持不变ꎮ”⑥同时ꎬ
在此他还特别强调ꎬ由于两种属性各自独立ꎬ互不限制ꎬ因此ꎬ作为实体广延属性的样式的身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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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述主要是为了叙述上的清楚和简便ꎮ 严格地讲ꎬ在斯宾诺莎那里ꎬ样式分为“无限样式”和“有限样式”ꎮ 其中ꎬ“无

限样式”作为神与个别事物的中介ꎬ又可分为“直接的无限样式”和“间接的无限样式”两类ꎬ二者分别是由实体的属性直接和间

接派生的ꎮ 而“有限样式”则是由“无限样式”派生的ꎮ 依照上述区分ꎬ这里所说的“个别事物”ꎬ属于其“有限样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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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定其思想属性的样式的心灵ꎬ使它思想ꎬ同样ꎬ心灵也不能决定身体ꎬ让身体动或者静等ꎮ 它

们是同时发生的ꎬ即有了一方ꎬ必有另一方ꎬ二者之间具有一种一一对应、不相分离的关系ꎮ 按照

斯宾诺莎的这一说法ꎬ心灵和身体的关系ꎬ不过是“思想属性和广延属性这一普遍关系的特殊表

现”①ꎮ
由以上可见ꎬ斯宾诺莎对身体概念的分析是与他对哲学基础和核心———实体学说的论述联

系在一起的ꎮ 应该说ꎬ这种视身体为唯一绝对无限实体的样式的观点ꎬ是哲学史上少有的从本体

论方面对其所做的界定ꎮ 该观点与以往尤其是笛卡尔身体观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在于ꎬ斯宾诺莎

不再把身体看作与心灵并列的两个实体之一ꎬ而是视为唯一绝对无限实体两个属性之一———广

延的“特殊状态”ꎮ 而这一点ꎬ则为接下来他从认识论层面进一步阐明身体概念及“身—心同一”
理论奠定了基础ꎮ

二、身体是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

如果说«伦理学»的第一部分“论神”旨在从宇宙整体出发ꎬ将实体确定为其哲学的基础和核

心ꎬ进而用一元论取代笛卡尔的二元论ꎬ在此“身体”只是作为本体论上实体的分殊而被论及的

话ꎬ那么ꎬ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中ꎬ身体作为一个与心灵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则被重点突出出来ꎮ
在此ꎬ斯宾诺莎从考察心灵入手ꎬ不仅提出并论证了身体是心灵的对象、心灵是身体的观念②ꎬ而
且对心灵和身体是同一个体ꎬ以及心灵依赖于身体等重要思想作了进一步阐明ꎮ

从«伦理学»第二部分的标题:“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来看ꎬ该部分无疑是把心灵作为探讨

的主题ꎮ 但从其具体分析看ꎬ斯宾诺莎却既不是仅仅在谈心灵ꎬ也不是就心灵谈心灵ꎬ而是自始

至终将对心灵的性质和起源的探讨与对身体的分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ꎮ 具体说来ꎬ从这一部分

的论述中往往难以找到他关于心灵的明确定义ꎬ而能够看到的只是他在其一些命题及其证明中

所做出的一些定义式的论断ꎮ 比如ꎬ“构成人的心灵的现实存在的最初成分不外是一个现实存

在着的个别事物(指人的身体———引者注)的观念”③ꎻ又如ꎬ“人心就是人身的观念或知识ꎬ而这

种观念或知识是在神内的ꎬ但这是就神之被认为一个个体事物之另一观念的分殊而言”④ꎮ 应该

说ꎬ这与其«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的如下说法是一致的ꎬ即“在能思的事物中ꎬ必然会有一种关

于我们身体的知识、观念等等ꎬ有如一切其他事物一样ꎮ 这种知识、观念等等ꎬ也就是我们的心

灵”⑤ꎮ 简言之ꎬ“心灵是身体的观念”ꎬ这是斯宾诺莎有关“心灵”的最基本的看法ꎮ
斯宾诺莎采用几何学方法对“人的心灵是人的身体的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证明:首先ꎬ他

依据«伦理学»第二部分的“公则二”———“人有思想”ꎬ肯定人的心灵是由思想的样式构成的ꎻ其
此ꎬ他依据“公则三”———“思想的各个样式ꎬ如爱情、欲望等ꎬ除非具有这种情感的个人有了所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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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４１２ 页ꎮ
“观念”和“对象”这对范畴是斯宾诺莎认识系统框架的主要基石ꎮ 在斯宾诺莎那里ꎬ“观念”包括神作为能思想的东西所

形成的观念和人的心灵所形成的观念ꎮ 前者以自然事物为对象ꎬ它表示自然事物的“客观本质”ꎬ又被称之为“事物的心灵”ꎻ而
后者ꎬ即人的心灵所形成的观念ꎬ又可再分为两种:一是以人体情状为其对象的观念ꎬ亦称“事物的形象”ꎮ 二是以观念为对象

的观念ꎬ即“观念的观念”ꎮ 在斯宾诺莎看来ꎬ相对于以上三种观念ꎬ“对象”一词也有三种含义:自然事物、人体情状和观念ꎮ 其

中ꎬ前两种观念与其对象的关系ꎬ是思想属性的样式与广延属性的样式之间的关系ꎬ而第三种观念与其对象的关系ꎬ则是思想属

性的样式与思想属性的样式之间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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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ꎬ所欲的对象的观念ꎬ便不能存在ꎮ 但是即使没有思想的其他样式ꎬ却仍然可以有观念”ꎬ肯定

了构成人的心灵存在的最初成分是观念ꎻ再次ꎬ他还根据“公则四”———“我们感觉到一个身体

[或物体]是在多样的方式下受到感触的”①ꎬ以及公则五———“除了身体[或物体]和思想的样式

外ꎬ我们并不感觉或知觉到任何个体的事物”②ꎬ进一步肯定构成心灵的存在的最初成分的观念

的对象只能是人的身体ꎮ 十分明显ꎬ即使是在斯宾诺莎对心灵分析中ꎬ也不乏对身体的强调ꎮ 由

于他试图从身体方面说明“心灵的性质和起源”ꎬ因此ꎬ如其说斯宾诺莎是在阐述其心灵理论ꎬ毋
宁说是在阐述他的“心－身”理论ꎮ

在阐明构成人的心灵的现实存在的最初成分不外是一个实际存在着的人的身体的观念之

后ꎬ斯宾诺莎随即又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构成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只是身体或某

种现实存在的广延样式ꎬ而不是别的ꎮ”③应该说ꎬ正是在这里斯宾诺莎明确阐明了他对身体的基

本看法———身体是构成心灵的观念的对象ꎮ 对此ꎬ他在«伦理学»第二部分的命题十三中提出了

两个证明ꎮ 证明一:假如人的心灵的对象不是身体ꎬ则关于身体的感受的观念将不在我们的心灵

之内ꎬ但根据第二部分公则四ꎬ我们具有身体的感受的观念ꎬ所以构成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是

一个身体ꎬ而且是一个现实存在着的身体ꎻ证明二:除了身体以外ꎬ如果人的心灵还有别的对象ꎬ
则这个对象所造成的结果的观念必然应该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ꎬ因为不存在的事物不会产生

某种结果ꎬ但现在没有这种观念ꎬ“可见我们心灵的对象只是一个存在着的身体ꎬ而不是别的”④ꎮ
在此基础上ꎬ斯宾诺莎还进一步对身体的构成及其观念的产生进行了具体分析ꎮ 按照他的

说法ꎬ被称之为“我们身体”的东西ꎬ是由多个不同性质的个体所组成ꎬ而每一个个体又是由许多

复杂的部分所组成ꎮ 具体来说ꎬ他把组成人体的这些复杂部分区分为液质的、柔软的和坚硬的三

类ꎮ 在他看来ꎬ既然人的身体是复杂的ꎬ那么作为人心的观念也一定会是复杂的ꎬ即“构成人心

的形式的存在的观念不是简单的ꎬ而是多数观念组成的”⑤ꎮ
毋庸置疑ꎬ上述斯宾诺莎关于人体构成的看法并非是科学的ꎮ 但这并不重要ꎬ重要的在于他

据此对身体与观念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具体分析ꎮ 他指出ꎬ人的身体在许多情形下既为外界事物

所激动或刺激ꎬ又能够移动和支配外界的事物ꎮ 当人的身体的液质部分为外界物体所激动时ꎬ常
冲击着别的柔软部分ꎬ因而改变它平整的表面ꎬ并且遗留一些外物所冲击的痕迹在其上面ꎬ这些

痕迹被称之为“身体的情状”ꎮ 由于情状既包括外界物体的性质ꎬ又出于人的身体自身的性质ꎬ
因此情状的观念既包含外界物体的性质ꎬ又包含人体自身的性质ꎮ 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物体被

激动而形成的一切情形既出于被激动的物体的性质ꎬ同时也出于激动的物体的性质ꎬ所以这些情

形的观念必定包含能激动与被激动的两种物体的性质ꎻ所以ꎬ“人的身体为外物所激动的任何一

个情形的观念必定包含人体和外物的性质”⑥ꎮ
斯宾诺莎还专门从实体的广延属性方面对人的身体的本质进行了阐明ꎮ 依据实体的广延属

性的直接的永恒无限样式是运动和静止这一观点ꎬ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广延属性的有限样式的人

的身体的本质就应是运动和静止的一定比例ꎬ正是这种动与静的一定比例ꎬ使我们的身体得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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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ꎬ并使其异于具有各种不同比例的其他事物ꎮ 他说:“我们的这个身体ꎬ当它尚是一个未生的

胎儿时ꎬ运动和静止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比例ꎻ而以后、当我们死亡时ꎬ它将又是一种不同的比

例ꎮ”①此外ꎬ斯宾诺莎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体的”思想中ꎬ要产生像我们现在所具有的那样的

观念、知识以及思想的样态ꎬ所需要的并不是任何任意的身体ꎬ而是需要一个具有运动和静止的

这种比例的身体ꎬ而不是任何别的身体ꎬ因为身体怎样ꎬ则心灵、观念知识等也就怎样ꎮ 简言之ꎬ
构成某一人的心灵的观念所具有的作为其对象的身体ꎬ不是其他任意的身体ꎬ而是与人的心灵相

同一的东西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虽然斯宾诺莎一方面认为人的心灵是其身体的观念ꎬ另一方面又认为身体是

心灵的对象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主张心灵和身体二者并重ꎮ 如果仔细分析其«伦理学»中的相

关论述会发现ꎬ他更着重强调的是心灵对身体的依赖ꎮ 首先ꎬ他认为心灵的当前存在必依赖于身

体的现实存在ꎮ “只要身体存在ꎬ构成心灵本质的观念ꎬ就包含着身体的存在ꎮ 我们心灵的

当前存在完全依赖于心灵必包含身体的现实存在这一点ꎮ”②其次ꎬ他主张“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

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ꎬ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③ꎮ 再次ꎬ他强调不同个人心灵之间

之所以有优劣之分ꎬ一个心灵之所以胜过另一个心灵ꎬ原因在于不同个人身体的适应能力上存在

差别ꎬ个人身体的适应能力越强ꎬ其心灵认识的事物就越多ꎮ “正如某一身体较另一身体更能够

同时主动地做成或被动地接受多数事物ꎬ则依同样比例ꎬ与它联合着的某一心灵也将必定较另一

心灵更能够同时认识多数事物:并且正如一个身体的动作单独依赖它自身愈多ꎬ需要别的身体的

协助愈少ꎬ则它联合着的心灵也将更了解得明晰些ꎮ” ④他甚至指出:“凡是具有一个足以适应多

数事物的身体的人ꎬ都具有一个大部分都是永恒的心灵ꎮ”⑤应该说ꎬ这一切恰恰是对«神、人及其

幸福简论»中有关人的心灵“如何起源于身体ꎬ以及它的变化(仅仅)依赖于身体”⑥重要思想的

系统阐述和进一步发挥ꎮ 至于斯宾诺莎何以在不同著作中多次强调这一观点ꎬ并且少有地称上

述“道理很值得加以正确地解释与证明”⑦ꎬ他给出的理由是ꎬ这对于正确认识和解释人的心灵与

身体的联合ꎬ以及身体与心灵的同一至关重要ꎮ
透过对斯宾诺莎“身体是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的上述分析ꎬ想必我们不仅对其从认识论

层面对身体概念的阐述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ꎬ而且也使我们对其身—心同一理论(身心互不交

感ꎬ一个不能决定另一个ꎻ身心同时发生ꎬ有了一方必有另一方ꎻ“心灵和身体是同一个体”⑧等)
有了一个梗概的把握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由于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及“身—心同一”说是从其本体

论和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的ꎬ他的诸多表述与以往的观点格格不入ꎬ致使他的上述理论成为当

时乃至后世哲学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ꎮ

三、斯宾诺莎“身体”概念及“身—心同一”理论的后世效应

　 　 毋庸置疑ꎬ斯宾诺莎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方面对身体概念所作的界定及其对身—心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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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所作的阐发ꎬ无论在系统性还是深刻性上都是十分突出的ꎮ 然而ꎬ由于其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

原因ꎬ其理论在当时及日后曾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ꎬ其中既有对其观点的质疑甚至是批评ꎬ
同时也不乏积极的肯定与赞许ꎮ

我们知道ꎬ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及身—心关系理论一经提出ꎬ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ꎮ 有

人对其所持的观点及个别表述提出质疑ꎮ 比如ꎬ针对斯宾诺莎关于实体是唯一的ꎬ实体具有无限

多的属性ꎬ但人的理智只能认识其思想和广延两种属性这一点ꎬ其朋友席勒曾向他转达过另一个

朋友谢恩豪斯希望他对此加以解释的请求ꎻ又如ꎬ按照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ꎬ当说人的心灵是人

的身体的观念时ꎬ就等于说人的心灵是神或实体的无限理智的具体表现ꎬ无限理智是无限的ꎬ而
作为无限理智具体表现的人的心灵则是有限的ꎬ于是ꎬ这里就存在一种逻辑蕴涵关系ꎮ 据此ꎬ奥
尔登堡在 １６６５ 年给斯宾诺莎的信中ꎬ向他提出“自然的每一部分如何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问

题ꎬ等等ꎮ 对此ꎬ斯宾诺莎在回信中一一作了答复ꎮ 比如ꎬ针对谢恩豪斯的疑问ꎬ斯宾诺莎进一步

解释道:由于每个事物的能力只由于它的本质来规定ꎬ“而心灵的本质只在于:它是实际存在着

的一个身体的观念ꎮ 因此心灵的理解能力仅限于这个身体的观念自身中所包含的那些事物ꎬ或
从这一观念而推知的东西”①

如果说斯宾诺莎在世时ꎬ人们对其理论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试图澄清他在该问题上的某些看

法ꎬ那么在他去世以后ꎬ重点则集中于对其身—心关系理论的哲学性质等作出不同的解释和断

定ꎮ 其中ꎬ一种较早的同时也是广为人所接受的解释是“心身平行论”ꎮ 该观点最初是由英国学

者 Ｆ.帕罗克(Ｐｏｌｌｏｃｋ)以及德国学者文德尔班提出的ꎬ他们认为ꎬ对于斯宾诺莎来说ꎬ精神的和肉

体的事件相互独立地发生ꎬ但这两个系列是相互平行的ꎮ 其根据主要是«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

七“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ꎬ及其附释:“广延的一个样式和这个样式

的观念亦是同一的东西ꎬ不过由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罢了ꎮ”②而另一个十分著名而又相当

普遍的解释是“两面论”ꎮ 所谓两面论ꎬ即主张心灵和身体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ꎮ 如英国

的斯宾诺莎著作翻译家、研究家 Ａ.沃尔夫(Ｗｏｌｆ)和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等都持这种观

点ꎮ 此外ꎬ国内研究斯宾诺莎的专家洪汉鼎也持这一观点ꎮ 对此ꎬ他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一
书中曾作过系统的论证ꎮ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观点以外ꎬ还有一种“限制的唯物主义”观点ꎮ 按照该观点的提出者 Ｓ.汉
普西耳(Ｓｉｒ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的说法ꎬ斯宾诺莎的观点与经典的唯物主义不同ꎬ前者主张有机体

中属于思想变化的每一个变化也是某种身体状态的变化ꎬ通常主要是思想工具大脑的变化ꎬ并且

认为思想的次序只能由思想特有的联系解释ꎬ物理的状态只能由它们按照物理的规律与其他物

理状态的联系来解释ꎻ而后者则把思想的次序归结为物理的次序ꎮ 与这种解释相似的则是“附
带现象论”③的解释ꎮ 依照这种观点ꎬ斯宾诺莎尽管认为属性是相互独立和平等的ꎬ但实际上他

给予身体以优先的和支配的地位ꎬ认为心灵只是反映在身体内发生的事情ꎮ 此外ꎬ还有的学者对

此做出“质料形式说”的解释ꎬ认为斯宾诺莎关于心灵是身体观念的定义ꎬ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关

于灵魂是身体形式的定义的一种重新表述ꎮ 最后ꎬ还应提到的是对心灵有专门而系统研究的美

国学者杰罗姆.Ａ.沙弗尔(Ｊｅｒｏｍ Ａ.Ｓｈａｆｆｅｒ)的观点ꎮ 他认为ꎬ斯宾诺莎提出了“双重性质论”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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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书信集»ꎬ洪汉鼎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２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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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来说ꎬ人既是有思想的事物ꎬ也是有广延的物质事物ꎬ与其说他是两个事物ꎬ不如说他是

具有两种性质的一个事物ꎮ 据此ꎬ他把 Ｐ.Ｆ.施特劳森(Ｐｅｔ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ｔｒａｗｓｏｎ) 提出的人论视为

斯宾诺莎这种双重性质论在当代哲学中的一个翻版ꎮ 与此略有不同ꎬ国内著名斯宾诺莎研究专

家谭鑫田教授在其«知识心灵幸福———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ꎬ基于对“平行论”和
“两面论”两种解释存在的困难的系统分析ꎬ明确把斯宾诺莎的身—心理论称为“身心同一

论”①ꎮ 当然ꎬ也有的学者认为ꎬ无论把斯宾诺莎关于身—心的一般观点归于现在精神哲学共同

使用的任何范畴ꎬ都很难说十分合适ꎮ
客观地讲ꎬ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对哲学家的一个理论作出如此多的不同解释并不多见ꎮ 至于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ꎬ以及究竟应怎样看待各种不同的解释ꎬ美国学者 Ｒ. Ｊ.戴拉洪提

(Ｄｅｌａｈｕｎｔ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往对此所作的“每一种解释都抓到真理ꎬ得到它的或大或小的

部分ꎬ但是ꎬ每一个都是不成功的ꎬ因为这一理论自身就是不一致的ꎮ 毫无疑问ꎬ在能够提出比我

们得到的理论更好的、更全面的、更能讲得通的理论的方式中ꎬ这些部分会同时适合的ꎬ但是要紧

的是注意到解释停止的地方就是发展开始的地方”②ꎮ 而后人之所以对该理论的性质作出了不

同的解释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关于心灵与身体关系理论的复杂性和不一致性使然ꎮ 应该说ꎬ戴
拉洪提的以上分析旨在告诫我们ꎬ以往那种试图就斯宾诺莎的身—心理论达成完全一致意见的

想法ꎬ既无必要也不现实ꎮ 因此ꎬ当下我们需要做和能够做的只能是具体地分析该理论究竟在哪

些方面超越了他的前辈ꎬ以及它在哪些方面对于推动当今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意义ꎮ
具体到斯宾诺莎身体概念及其身—心关系理论的重要价值ꎬ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尤其值得肯

定ꎮ 首先ꎬ该理论的提出实现了由笛卡尔的二元论向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性转变ꎮ 关于这一

点ꎬ戴拉洪提曾作出过如下深刻的分析:假如要为斯宾诺莎的这一图式寻找一个位置ꎬ那么我们

肯定会使他与非实体主义者结盟ꎬ将他与其同时代的笛卡尔和霍布斯等人区别开来ꎮ 至于其他

方面ꎬ“他的理论是奇怪地脸朝向两面的ꎬ向后见到亚里士多德和过去的希腊人ꎬ向前见到当代

的唯物主义”③ꎮ 其中ꎬ所谓“向后见到亚里士多德和过去的希腊人”ꎬ其意思是说ꎬ斯宾诺莎心灵

(心—身同一)理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人那里ꎮ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

说法:心灵是人的灵魂的一个部分ꎮ 灵魂是自然躯体的形式ꎬ灵魂“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

第一现实性”④ꎮ 而既然灵魂是躯体的功能ꎬ因此ꎬ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追寻躯体和灵魂是不是

一ꎬ正如没有必要去追究蜡块和蜡块上的烙印是不是一一样ꎮ 另外ꎬ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在没有

思维时就没有现实的存在ꎬ就其能够理解事物的本性而言ꎬ心灵潜在地即是思维对象ꎮ 由此不难

发现ꎬ在心灵(心—身)理论方面ꎬ斯宾诺莎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确有某些相似之处ꎮ 这除了他们

都是非实体主义者以外ꎬ还在于二者都把心灵和躯体联系起来ꎬ强调心灵是与躯体相联系而存

在ꎬ并且在其心灵的定义中都包含着躯体ꎮ 当然ꎬ他们之间又有本质上的区别ꎬ因为毕竟不能将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等同于斯宾诺莎的“观念”ꎮ
而所谓斯宾诺莎的思想“向前见到当代的唯物主义”ꎬ指的主要是霍布斯在批判笛卡尔的二

元论时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ꎮ 按照笛卡尔的观点ꎬ思想和广延、心灵和身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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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每一实体各有一种主要的属性ꎬ心灵的属性是思想ꎬ身体的属性是广延”①ꎮ 同时ꎬ他认为ꎬ
两个实体虽然完全不同ꎬ但却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ꎬ人的心灵能作用于人的身体ꎬ人的身体也能

反作用于人的精神ꎮ 而发生这种交感作用的场所是在大脑半球中央的一种叫做松果腺的东西

内ꎮ 对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ꎬ霍布斯从机械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ꎮ 他

指出ꎬ主体和功能并不是一回事ꎮ 没有主体ꎬ我们就不能领会其任何功能ꎮ 因此ꎬ“从这里似乎

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ꎬ即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是某种物体性的东西”②ꎮ 换言之ꎬ笛卡尔所说的

自我或心灵不是别的ꎬ而是人的躯体的一部分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对于霍布斯在身—心问题上的这

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实体主义观点ꎬ泛神论者斯宾诺莎并不完全赞成ꎬ他试图走一条既不同于笛卡

尔ꎬ又不同于霍布斯的新的道路ꎮ 在斯宾诺莎看来ꎬ无论是笛卡尔的“交感”说ꎬ还是笛卡尔派的

“身心平行”说ꎬ都不能正确回答身—心关系问题ꎮ 既然我们不是像“身—心平行”说那样把身体

和心灵看作两个东西ꎬ而是看成一个东西ꎬ那么身体和心灵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很明显了ꎮ 至此ꎬ
斯宾诺莎便最终用唯物主义一元论取代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ꎬ从而实现了他在本体论上的重

大转变ꎮ
其次ꎬ斯宾诺莎身体概念及身—心同一理论的提出还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ꎮ 客观地讲ꎬ单

就斯宾诺莎关于“身体是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ꎬ以及“人的心灵是人的身体的观念”而言ꎬ很
难直接看出这对认识论的发展有何重大意义ꎬ因为在此他对心灵依赖身体这一点不曾有任何涉

及ꎮ 然而ꎬ当斯宾诺莎在具体谈到人心的认识能力时ꎬ则明显突破了前述思想和广延作为实体的

两个属性之间关系的思想ꎬ在此他着力强调的是人心的认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身体ꎮ
按他的说法ꎬ“人心有认识许多事物的能力ꎬ如果它的身体能够适应的方面愈多ꎬ则这种能力将

随时愈大”③ꎻ“人心常为外界所决定或为偶然的机缘所决定以观认此物或彼物”④ꎮ 另外ꎬ他还

特别指出ꎬ就人体在某种情形下被激动而言ꎬ人体的情感或情状的每一个观念皆包含人体的性质

和外物的性质ꎮ 就此而言ꎬ斯宾诺莎的身—心理论很像一种带有“附象论”因素的“双重性质”
论ꎬ其中已蕴含了某些当代唯物主义的观点ꎮ 此外ꎬ斯宾诺莎还阐述了如下深刻的见解:每个人

总是按其排列身体内事物形象的习惯ꎬ而由一个思想转到另一个思想ꎮ “譬如ꎬ如果一个军人看

见沙土上有马蹄痕迹ꎬ他将立刻由马的思想ꎬ转到骑兵的思想ꎬ因而转到战事的思想ꎮ 反之ꎬ乡下

农夫由马的思想将转到他的犁具、田地等等ꎮ”⑤从一定意义上讲ꎬ与其说在此他旨在强调人类意

识的一种联想机能ꎬ不如说是在着力揭示认识的主体性思想ꎮ
然而ꎬ我们在对斯宾诺莎思想予以肯定的同时不能忽视以下事实ꎬ即由于其思想相对超前以

及其表现形式特殊等原因ꎬ包括身—心理论在内的斯宾诺莎哲学很难说直接被后世那个哲学家

所继承ꎮ 用著名斯宾诺莎研究者罗斯的话说:斯宾诺莎“没有多少狭义的信徒ꎬ即效忠老师学说

的信徒ꎮ”当然ꎬ这并不否认确有诸多“从他那坚韧的思想源泉中得益和深深得益的人”⑥ꎮ 例如ꎬ
我们不仅可以从近代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的认识论中发现斯宾诺莎思想的某些成分或者影子ꎬ而
且还可从现代默会知识论的提出者波兰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的心—身理论中看到与斯宾诺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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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很接近的如下看法:心灵本身是“具身性”的ꎬ心灵依赖于身体ꎬ但心灵又不等同于身体ꎬ心灵

是身体的意义等ꎮ 而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展现出斯宾诺莎哲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ꎮ
综上可见ꎬ斯宾诺莎对身体概念的分析是系统而全面的ꎮ 因为他不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不

同方面对身体作出了独到的界定ꎬ而且对身体与心灵的关系予以深刻阐述ꎮ 乍看上去ꎬ他的身体

概念及身—心关系理论与前人格格不入ꎬ且令人费解ꎬ但仔细分析会发现ꎬ其中内含诸多深刻而

合理的成分ꎮ 正是由于这一点ꎬ不仅使他的观点较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具有明显

进步ꎬ而且即使与其同时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霍布斯以及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等人相比ꎬ也不

无高明之处ꎮ 因此ꎬ深入探讨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及身—心同一理论ꎬ认真总结内涵于其中的理

论思维的经验教训ꎬ对于进一步推进身体哲学及身心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ꎮ

Ｓｐｉｎｏｚａ’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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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视角下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研究
∗①

范晓婷１　 张茂聪２

( １.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自我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产生以来ꎬ大学服务社会的内容不断拓展ꎬ但在资源共享方面存在着责任

意识弱化的倾向ꎮ 在众多发达国家中ꎬ美国的社会服务历史最为悠久ꎬ其社会服务实践活动成为各国大学纷纷

效仿的典范ꎬ这对于促进我国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为强化我国大学社会服务责任的担

当ꎬ政府应起激励作用ꎬ大学应当树立主动服务社会的理念ꎬ明确阐述资源共享的目标ꎬ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社区

服务的积极性ꎬ强化校长社会服务的领导角色ꎮ
关键词:　 社会服务ꎻ资源共享ꎻ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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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范晓婷(１９８９—　 )ꎬ女ꎬ山东泰安人ꎬ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ꎬ博士ꎻ张茂聪(１９６８—　 )ꎬ男ꎬ山东青岛人ꎬ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３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ＮＣＥＴ－１３－０８８１)、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大学内部管

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１６ＦＪＫ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文化部等七部门就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详见«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ꎬ要求将全民终身学习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ꎬ努力构建灵活、开放

的终身教育体系ꎬ积极推进城市各类学习资源的建设与共享ꎬ促进全民终身学习以及城市的包

容、繁荣与可持续发展ꎮ 作为城市的重要一员ꎬ大学与其他类型的学校相比ꎬ其特殊性在于它不

仅是一种教育机构ꎬ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ꎮ 大学的职能从系统论的观点看ꎬ是
指大学在系统外部所承担的责任ꎮ 为响应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并切实履行大学社会服务的职责ꎬ
有必要通过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ꎬ以此提升大学资源的有效利用率ꎬ推动

有价值的资源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ꎬ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并帮助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ꎮ
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ꎬ大学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ꎬ同时还应积极担负起引导并服务

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ꎮ

一、服务功能视角下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的缺失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逐步深入ꎬ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不断加强ꎬ我
国高等教育逐步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ꎮ 高等教育在以往教学与科研两项职能的基础上拓展出

第三项社会服务职能ꎮ 实际上ꎬ早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ꎬ我国高校就已通过成人培训活动的形式开展

社会服务活动ꎮ 进入 ８０ 年代以后ꎬ社会服务的形式愈发多样化ꎬ成人培训内容进一步拓展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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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地方发展规划、提供各种资讯、与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进行合作研究为社会提供知识服

务ꎮ 另外ꎬ高校还纷纷与社会和生产部门联合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ꎮ① １９９９ 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使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ꎬ大学社会服务功

能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ꎮ 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形式主要通过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企业、大学与

政府以及大学与社区间相互合作来为社会提供服务ꎬ例如利用大学先进的科研成果与企业、政府

合作ꎬ共同致力于人才培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ꎮ
由于社会服务职能的萌发起源于当时高校办学经费紧张的背景ꎬ因而使其带有一定的有偿

性或功利性ꎮ 尽管我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ꎬ但不可否认ꎬ大学在资源社会共享方面存

在着责任意识弱化的倾向ꎮ 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ꎬ各种经济与社会

矛盾交织ꎬ高校在社会服务职责履行上面临诸多冲突ꎬ从而导致有偿性倾向愈发明显ꎮ 当前ꎬ大
学普遍存在资源封闭的问题ꎬ这种资源共享的盲区一方面影响着大学资源的有效发挥与利用ꎬ另
一方面也阻碍着大学社会服务活动责任的承担ꎮ

(一)图书馆资源社会服务参与欠佳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ꎬ大学图书馆在参与社会服务及推进学习型城市建

设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ꎬ这既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ꎬ也是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ꎮ 大学图书馆因其所掌握的丰富信息资源及先进的技术而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向往ꎬ但我国很

少有大学将其图书馆资源与社会共享ꎮ 可以说ꎬ我国的大学图书馆参与社会服务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ꎬ而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向社区人员开放使用已十分普遍ꎬ凭借其齐全

的功能、丰富的资源与先进的技术设备ꎬ高校图书馆已经成为公众学习与生活的有力帮手ꎮ ２００２
年ꎬ我国教育部便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ꎬ指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

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ꎮ 面向社会的文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ꎬ可根据材料和劳动的

消耗或服务成果的实际效益收取适当费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ꎬ明确指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ꎬ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

业服务优势以为社会服务”ꎬ同时要求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ꎬ发
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ꎬ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ꎮ

目前ꎬ我国个别大学在满足校内人员需求的基础上尝试将图书资源实现共享ꎮ 尽管个别学

校对图书馆参与社会服务进行了有益尝试ꎬ但受各种因素影响ꎬ普遍处于服务程度不高、效果不

理想的状态ꎮ 由大学的图书馆“闭门谢客”造成的大学周围市民读书困难、公共资源浪费、资源

闲置及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ꎬ严重影响着大学图书馆对于社会服务责任的担当ꎬ阻碍着大学与社

会的互动ꎮ
对于图书馆难向社会开放的原因ꎬ有专家指出:“大学图书馆的服务主体是大学读者ꎬ公众

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解决ꎬ特殊情况才考虑由大学解决ꎬ如地方公共图书馆发展太慢ꎬ而当地大学

图书馆文献资源、空间资源充足ꎮ”②据调查ꎬ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存在着经费不足、馆舍破旧、资源

更新率低等问题ꎬ导致可供公众利用的图书资源严重不足从而无法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ꎮ 然而ꎬ
高校图书馆较公共图书馆而言ꎬ资源丰富、信息技术发达ꎬ且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ꎮ 据统计ꎬ
“截止至 ２００６ 年ꎬ我国 １０００ 多所高校藏书共计 ６ 亿多册ꎬ而公共图书馆仅有 ４ 亿册ꎻ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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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网络版电子期刊的 ６５％ꎬ公共图书馆仅为 ２８.６％ꎻ高校图书馆拥有联机数据库的 ３０％ꎬ而公

共图书馆仅为 ２.９％”①ꎮ 因此ꎬ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较缓慢的情况下ꎬ大学图书馆应当担负起

资源共享ꎬ促进文化发展的责任ꎬ更何况服务社会本身便是大学使命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二)体育馆资源对外开放水平较低

在体育人力资源、体育设施资源及管理方面ꎬ大学体育馆所具有的优势能够充分带动社区体

育的发展ꎬ因而在承担社会服务责任中ꎬ大学体育馆也应成为充分利用的重要资源之一ꎮ 据第五

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ꎬ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场地占全国场地总数的 ６５.６５％ꎬ与第四次普

查数据相比ꎬ提高了 ３４.９３ 个百分点ꎮ 其中ꎬ高等院校的体育场地数量虽远低于中小学校的体育

场地数量ꎬ但因其办学规模大并掌握较丰富的体育资源ꎬ使得每所大学的场地种类、设施配备较

为齐全ꎬ且在人力资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ꎬ因而极有利于向社会开放ꎮ
然而ꎬ据统计ꎬ全天开放的高校体育场地仅占全部高校体育场地的 １５.３３％ꎬ部分开放的体育

场地占 １４.８５％ꎬ而不开放的体育场地比重高达 ６９.８２％ꎮ② 特别是在节假日时间ꎬ众多高校体育

场地基本处于闲置状态ꎬ许多市民希望能进入高校的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等

场地进行健身锻炼ꎬ却发现这些场地总是闭门谢客ꎮ 如此丰富的体育资源在节假日期间闲置严

重影响着大学资源的有效利用率ꎬ同时也与全民健身计划的目标相背离ꎮ 实际上ꎬ早在 １９９９ 年

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假期公休日学校体育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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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ꎬ当前高校体育资源部分对外开放的比率

仍然很低ꎬ大学体育场地资源在参与社会服务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近年来ꎬ国家展开学校体

育场馆对外开放的试点工作表明ꎬ学校特别是大学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ꎬ但在试点工作

的具体开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ꎮ 许多学校被列入对外开放的试点名单却以各种理由闭门谢客的

现象屡见不鲜ꎮ 因此ꎬ体育场地的开放在大学承担为社会服务的道路上还需付出更大努力ꎮ
(三)大学课程的社会推广度有待提高

在社会公众心目中ꎬ大学是座神圣的殿堂ꎬ其教学课程也常为很多校外人士所向往ꎮ 网络公

开课的传播方式使得民众们不再受高考门槛及地域、年龄等的限制ꎬ可以实现自由下载课程进行

学习ꎮ 这种公开课的教育形式起源于美国ꎬ因其开放性而受到世界各国的追捧ꎮ 受国外大学影

响ꎬ近年来我国大学的网络公开课开始萌芽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开设

部分公开课程ꎬ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ꎮ 网络公开课的发展意味着虚拟世界中的知识共享以及大

学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ꎬ既顺应了开放教育的发展趋势ꎬ同时也是大学利用先进的知识资源服务

社会、传播文明的有力途径ꎬ对于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ꎮ
我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主要通过政府部门来推动ꎮ 目前教育部已连续推出三批精品视频公开

课程名单ꎬ使得我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的开展或成为一种行政行为ꎬ而非真正发自于承担服务公众

的一种社会责任ꎬ从而导致公开课程在内容上偏离了大学利用课程知识服务社会的原则ꎮ 一方

面ꎬ公开课的课程风格过于严肃ꎬ课堂氛围活跃度欠佳ꎬ难以调动学生及社会公众的兴趣ꎻ另一方

面ꎬ课程内容过于注重系统的专业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公众的社会性和基础性ꎮ 当前的视

频公开课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众的需求且课程内容的社会推广度有待进一步提高ꎬ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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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谌立新:«试论高等学校图书馆服务社会化»ꎬ«内蒙古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魏本好、席玉宝:«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现状分析»ꎬ«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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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向大众提供基本人文修养、基本伦理道德等课程ꎬ例如家庭教育课、家庭婚姻课及道德冲突课

等ꎮ
(四)师生缺乏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的积极性

在参与社区服务的项目中ꎬ大学应充分利用校内人力及知识资源惠及社区居民的生活与学

习ꎬ例如号召师生向中小学生及老人在内的社区居民宣传生活科普知识、公共安全知识、医疗卫

生知识并适当为其提供技术等服务ꎮ 有研究者在部分广西高校学生中调查了大学生社区服务的

现状ꎬ发现提供社区服务者占 ３８.３％ꎬ服务老人与小孩者占 ２２.９％ꎬ提供技术服务者占 １４.４％ꎬ进
行社区科普宣传的人数仅占 １０.１％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当前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形式主要表现

为医疗卫生、照顾老人与小孩、提供技术服务等方面ꎬ相较而言并不注重科普知识的推广ꎮ 多数

同学认为参加社区服务的目的在于锻炼自身社会实践能力或是出于获得学分的考虑ꎬ很少能认

识到参与服务是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体现ꎮ 此外ꎬ在要求学生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的同时ꎬ教师也应

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人力资源ꎮ 作为高校内部承载核心技术知识的关键主体ꎬ教师在为社区提

供服务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ꎮ 然而ꎬ在我国大学社区服务中不难发现ꎬ教师较学生而言

更加缺乏参与社区服务的责任感ꎬ服务的主体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学生身上ꎬ高校教师参与社区服

务的则较少ꎮ

二、美国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的实践经验

美国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主要源自于赠地学院创办的时代ꎮ 历史上ꎬ美国大学与社会的

关系尤为密切ꎬ当时的学院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ꎬ社会也塑造了学院ꎮ 大学服务社会的功

能使得大学走出了封闭的象牙塔并开始走向社会ꎮ 德里克博克教授认为ꎬ服务社会和公民的

责任是美国高等教育最独特的主题ꎮ① ２０ 世纪以来ꎬ美国大学体现出的服务社会的功能ꎬ尤其在

校内资源与社会共享环节ꎬ迅速影响着其他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大学教育并得到普遍认同

与效仿ꎮ 鉴于美国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所表现出的代表性与先进性ꎬ笔者按共享资源的类型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大学进行介绍与分析ꎮ
(一)明尼苏达大学———馆藏资源对外高度开放

明尼苏达大学的图书馆服务是大学图书馆资源参与社会服务的典型代表ꎬ在明尼苏达的商

业和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认真行使对全州的责任ꎬ为全州的研究

人员、政府机构及商业机构服务ꎬ提高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ꎬ享有令人称道的校外扩展服务的

盛誉ꎮ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目标明确表示ꎬ要在满足州内人民对资料需求的同时与州内

其他图书馆合作以满足信息以外的需要ꎮ 第一ꎬ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是一所向州内所有居民开

放的研究性图书馆ꎮ 校外读者可通过验证并收取少量年费来借阅图书资料ꎬ缴纳部分服务费和

运送费后还可将资料运送到家中ꎮ 图书馆还设有“明尼苏达图书馆馆际电报交换网”ꎬ通过通讯

网络向全州人民发放馆藏的书刊文章ꎬ由专为学术人员服务的馆藏转向为普通大众开放ꎮ 州内

其他图书馆可利用网络将读者所需资料告知大学图书馆ꎬ随后将所需资料打包快递到发出请求

的图书馆ꎮ 第二ꎬ该图书馆还负责文献资料的收藏ꎮ 一方面ꎬ负责州内历史资料的收藏ꎬ因而被

称为州“档案馆”ꎻ另一方面ꎬ作为联邦政府指定的“美国政府文献地区收藏点”ꎬ负责收集联邦政

府各种类型的出版物ꎬ通过馆际互借实现所有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并成为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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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性政府信息中心ꎻ另外ꎬ该图书馆还是联合国、欧盟及加拿大出版物的收藏图书馆ꎮ① 第三ꎬ除
向公众开放和维持地区性收藏外ꎬ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还提供培训、交流以及与其他政府指定图

书馆的合作服务ꎮ
(二)麻省理工学院———网络公开课程的推广

近年来ꎬ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名校的网络视频公开课日益受到全世界

学习者的青睐ꎬ发展至今已有 ２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者成为网络公开课的践行者ꎮ 公开课的快

速发展表明ꎬ走向开放是大学教育的大势所趋ꎮ 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最早大规模推出网络开放

式课程的高校ꎮ ２００１ 年ꎬ该学院启动“开放课件计划”ꎬ并由此引发了国际高等教育资源开放与

共享运动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与哈佛大学联合出资创建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全球开放在线课堂平台ꎬ从
而建立起属于全球学习者的网络社区ꎮ 至今ꎬ麻省理工学院 ３６ 所院系共推出 ２０００ 余门视频公

开课程ꎮ 名校视频公开课的推广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平民化的实现ꎬ还在于实现教育资源的

对外开放性ꎬ即实现大学课程资源与社会的共享ꎬ其表现在搭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与社会分

享知识的时空开放性ꎬ促使高等教育为更广泛的群体服务ꎬ从而更好地履行为社会服务的职能ꎮ
麻省理工学院网络公开课的推广为社会公众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对自身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首

先ꎬ开放课程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学校自身的社会声誉ꎬ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学习者纷纷访问公

开课件并进行报道ꎬ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学术性分析和论证ꎬ从而提高了麻省理工学院在

世界各地的知名度ꎻ其次ꎬ课程资源的开放对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产生了一定积极意义ꎮ 据统计ꎬ
３５％的新生选择麻省理工学院是受到网络公开课的影响②ꎻ再次ꎬ实施开放式课程计划后ꎬ麻省理

工学院获得了大量的社会捐赠及附带商业性收入ꎮ 考虑到公开课程的公益性质ꎬ麻省理工学院

开放式课程项目收到了来自基金、公司和个人三方的捐款ꎻ除了免费公布一定课程外ꎬ学院还在

部分商业性视频网站上公布了大量视频与课程ꎬ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商业性收入ꎮ
(三)芝加哥大学———体育资源与社区共享

美国历来重视学校体育资源建设ꎬ绝大部分学校都配有完善的体育设施并在满足校内师生

需求的基础上向社会开放ꎮ 早在 １９２７ 年ꎬ美国 ３２ 个州便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学校体育资源与社

会共享的要求ꎬ规定“社区可使用学校的建筑作为社区体育中心”③ꎮ 政府与学校共同制定开放

计划ꎬ促进大学体育资源尽可能地向社区居民开放ꎮ 目前ꎬ多数美国大学向社区开放体育设施的

时间为工作日下午五点至晚上十点以及周末ꎬ通常采取多数免费或收取少量费用的形式对外开

放ꎮ 芝加哥大学可谓体育资源与社会共享的典范ꎬ该校体育设施完善并拥有两个运动中心ꎬ其中

一个运动中心在不影响校内运动队和学生使用的前提下全年向公众开放ꎬ另外一个体育中心则

只在夏季时开放给社会公众使用ꎮ 大学俨然已成为社区体育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四)耶鲁大学———号召师生参与社区服务

不仅公立大学注重承担社会服务的功能ꎬ私立大学同样强调自身的社会责任ꎮ 位于美国康

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便是私立大学中社会责任担当的代表ꎮ 作为美国最早建立的三所大学之

一ꎬ二战结束后ꎬ耶鲁大学领导人认识到知识对于国家经济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性ꎬ强调大学在为

本地区、本国及整个人类社会服务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ꎮ 在积极关注世界政治形态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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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刘易斯、赫恩:«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新时代公共利益服务»ꎬ杨克瑞、王晨译ꎬ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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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迅、冉健:«国外学校体育设施及开放现状述评»ꎬ«山东体育科技»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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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问题的同时ꎬ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ꎬ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并号召师生作为

市民集体参与社区的振兴ꎮ 耶鲁大学教育学生ꎬ完整的生活不仅包括自我满足ꎬ还包括对家庭、
社区和更大的社会服务的承诺ꎬ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知识与能力为社区提供服务ꎮ

三、推进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的路径

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爵士曾经指出ꎬ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在于拆除了大学校园的

围墙ꎬ使大学走出了象牙塔进而走向社会ꎮ 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有赖于高校决心向社会履行义

务的广泛认同ꎮ 然而ꎬ我国高校往往关注自身多于关注公众和社会ꎬ如何真正走出象牙塔并步入

社会应是引起我国高校足够重视的问题ꎮ 从美国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的实践活动看ꎬ我国大学

资源的社会共享度亟待提高ꎬ随着党的十八大“完善终身教育体系ꎬ建设学习型社会”战略决策

的提出ꎬ大学亟待改善当前资源的对外开放ꎬ通过与社会共享资源来增强与社会的互动并促进学

习型社会的建设ꎮ
(一)充分发挥政府在大学社会服务责任担当中的激励作用

在高校为社会服务职责的履行过程中ꎬ政府应当以第三方的角色充分发挥促进者的激励与

指导作用ꎬ清楚明确地表达对大学应当肩负起社会责任的具体期望ꎮ 据美国相关调查研究显示ꎬ
在一个州内ꎬ若政府能清楚地表达对大学社会责任的期望ꎬ这个州的大学便会有更加令人满意的

工作成效ꎮ 因此ꎬ政府应重视自身的领导与期望作用ꎬ“采用政府推动和全社会支持参与的格局

和机制ꎬ调动学校、社会、政府三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①ꎬ在大学为社会服务方面指引一条明确

可行的道路ꎮ
首先ꎬ政府应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大学生社会服务的目标与责任ꎬ建立起保障大学社会服务

功能正常运转的法律框架ꎮ 利用法律途径明确大学资源向公众开放的范围与程度ꎬ规范大学的

对外开放行为与水平ꎮ
其次ꎬ制定相关政策文件督促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ꎬ强化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和

责任ꎮ 满足公共需求并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ꎬ也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

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标ꎮ② 基于此ꎬ政府应推动高校主动肩负起为社会服务的责任ꎬ加大对大学

社会服务职能履行的资金投入力度ꎮ 以图书和体育资源的开放为例ꎬ许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大

学图书馆的资源还未发展到可以在满足师生需求的基础上为公众提供服务ꎬ原因在于高校仍存

在图书或体育资源紧张的问题ꎮ 明尼苏达大学馆藏资源的高度开放则是建立在政府投资力度大

且资源设施齐全的基础之上ꎬ有能力在满足校内师生需求外应对公众的需求ꎮ
再次ꎬ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ꎬ协调大学、企业、科研机构三方的利益关系ꎬ积极鼓励

倡导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技术创新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ꎮ 在大学社会服务责任的履行中ꎬ
政府同时兼具“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创新的产生、应用和扩散ꎬ通过政策的制定ꎬ
打开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刚性与边界ꎬ同时明确政府与大学在社会服务过程中的利益伙伴关

系ꎬ增强二者间的互补性ꎮ
最后ꎬ政府应当成立社会服务组织管理机构ꎬ为大学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与条件ꎬ一方面能

够保障社会服务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健康开展ꎬ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大学社会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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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应树立主动服务社会的理念并明确阐述资源共享的目标

作为社会服务责任的履行主体ꎬ大学亟待提高自身的社会服务观念ꎬ通过设立明确的社会服

务目标来开展相应的服务活动ꎮ 美国大学章程的历史由来已久ꎬ每所大学的章程内容都十分详

细全面ꎬ其中彰显着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且包含着对大学社会服务责任的描述ꎮ 在我国ꎬ已制定大

学章程的高校是少之又少ꎬ大学的责任应当以一种清晰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ꎬ而不是作为一种含

糊不清、可有可无的虚幻使命而存在ꎮ
首先ꎬ增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ꎬ提高对大学发挥社会服务职能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ꎮ

受传统思想影响ꎬ高校普遍存在重学术轻社会服务的错误观念ꎬ导致高校无法认识到为社会提供

服务的重要性ꎮ 为此ꎬ可以通过研究或探讨等形式了解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的历史发展过程ꎬ或通

过访学等途径深入到美国高校ꎬ学习其社会服务理念的贯彻与落实ꎮ 其次ꎬ制定大学章程ꎬ明确

界定资源共享的内容与目标ꎮ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对社会服务的定位并不明晰ꎬ高等教育大众化

阶段的到来使得高校忙于扩大招生规模却忽视了大学职能定位的问题ꎬ导致大学在以何种方式、
程度和范围内服务社会上处于一种迷茫状态ꎮ 服务定位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服务的质量ꎬ因此

在要求政府阐述对大学社会服务责任期望的同时ꎬ高校也应当明确界定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具体

目标ꎮ 为此ꎬ大学可以通过制定详细的大学章程来阐述大学资源对外开放的程度ꎬ内容应涉及到

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课程等资源的共享方式、途径与范围ꎬ对师生参与社区服务的要求以及

高校以何种方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内容ꎬ不管是学校社区互动还是社区学校互动化的推行都

需要完善的法规及健全的制度予以配合才能顺利发展①ꎮ 其中ꎬ在公开课推广的过程中ꎬ应注意

坚持服务社会的原则ꎬ立足于提高公众基本人文修养、基本伦理道德等的角度ꎬ依据公众的需求

加大公开课的推广程度ꎮ 诚然ꎬ大学资源的对外开放应当基于一定的前提和基础ꎬ大学资源固然

不可等同于社区资源ꎬ二者具有各自不同属性ꎬ但是ꎬ在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基础上ꎬ以满足学校

师生需求为前提ꎬ大学资源可以适时适度以多种形式实现与社会的共享ꎮ
(三)强化校长社会服务领导角色以促进大学社会责任的发挥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ꎬ大学校长是大学战略管理的焦点人物ꎬ不仅是大学发

展战略规划的制定者也是具体战略实施的主要领导人ꎬ因而在强化大学的社会服务责任担当方

面具有重要的领导作用ꎮ 因此ꎬ要强化我国大学社会服务责任的担当ꎬ树立起校长在责任履行中

的领导角色ꎮ 美国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开展历史悠久的大学ꎬ其校长无一不重视社会服务责任以

及自身领导角色在服务活动中的发挥ꎮ 美国休斯敦大学在展示德克萨斯州传统骑术的竞技会

上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同欣赏休斯顿大学举办的文化节ꎬ卡托尔校长以一身牛仔装亲自骑马

上阵带领游行队伍宣传骑术文化与牛仔精神ꎮ 大学校长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体现在作为公民个体

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ꎬ另一方面体现在作为大学的领路人对大学社会责任的践行方面ꎮ 鉴于此ꎬ
大学校长应当充分履行社会责任ꎬ有必要发挥其领导与带头作用ꎬ亲自参与到社会服务的实践活

动中来ꎬ为大学的责任履行做出表率ꎬ从而进一步提高大学师生及整个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责

任意识ꎮ
(四)建立服务激励机制以调动师生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

从我国大学师生参与社区服务的现状来看ꎬ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教师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社区

服务积极性的问题ꎮ 究其原因在于ꎬ大部分教师固守传统单一的职业角色ꎬ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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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在校园内教书育人而不愿意直接为社区或社会提供服务活动ꎮ 他们往往将自身角色定位于

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教学工作者或是科研人员ꎬ却忽视了自身社会综合性的身份ꎬ这种保守且

错误的认知理念严重阻碍着大学教师社会服务责任的担当ꎬ进而影响着大学社区服务活动开展

的成效ꎮ 对于大学生来说ꎬ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参与到社区服务活动的过程ꎬ因而缺乏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ꎮ 为强化大学社会服务的责任担当ꎬ我国大学应当强化推进师生参与社区服务的力度ꎬ加
强学校与社区的互动进而促进教育与社会的共同发展ꎮ

首先ꎬ建立健全相应的社区服务激励机制ꎮ 为调动师生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ꎬ学校可将师

生的社区服务情况纳入到对个人的总体评价之中ꎬ作为师生评估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ꎮ 例如ꎬ在
教师晋升职务的过程中ꎬ适当考虑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工作业绩ꎬ允许教授们从事有意义的社区

活动ꎬ将社区服务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并以此作为激励机制ꎮ 同时ꎬ学校可以通过召开社会实践

表彰大会或社会实践报告会的形式ꎬ表彰在社区服务活动中成绩优秀的师生ꎬ以鼓励更多的人加

入到社会实践中来ꎮ
其次ꎬ在开展社区服务前ꎬ应做好了解、沟通与统筹安排的工作准备ꎬ将师生的社区服务与社

区居民需求相结合ꎬ认真听取社区负责人对实践活动的意见ꎬ在此基础上设定具体的工作目标及

工作任务ꎬ科学管理社区服务小组的活动并做好服务活动的记录与反馈ꎬ保证师生与居民在活动

中均有所收获ꎮ 总之ꎬ社会服务责任的担当是大学也是大学师生不可推卸的一项社会责任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ａｎ Ｘｉａｏｔｉｎｇ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ａｏｃｏｎ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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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学生评价:内涵、范式与参照标准
∗①

王焕霞
( 曲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ꎬ山东 曲阜ꎬ２７３１６５ꎻ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ꎻ

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ꎬ山东 曲阜ꎬ２７３１６５ )

　 　 摘要:　 “发展性学生评价”是一种具有开放架构的教育评价模式ꎬ价值取向彰显主体取向、过程取向、自由

取向和美学取向等现代主义教育特征ꎮ 其评价范式基于对传统学业评价方式的理性批判ꎬ教育意涵超越现代基

础主义逻辑ꎬ偏向实证分析和人文理解评价范式的融合ꎬ强调行动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实践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是

新课程倡导的基本理念ꎬ是新的教育形态下学生学业评价的本质诉求ꎬ其参照标准通常有发展常模参照、课程标

准参照以及增长参照等类型ꎮ 现行教育体制下ꎬ我国发展性学生评价体系的变革路径应当遵从课程标准参照目

标到增长参照目标的渐进增量变革模式ꎬ逐步实现发展性学生评价模式的有机整合与统一ꎮ
关键词:　 发展性学生评价ꎻ评价范式ꎻ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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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山东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ＶＩ１６００２)的阶段性

成果ꎮ

　 　 我国课程改革十多年来ꎬ我们始终在践行和反思学业评价改革ꎮ 新课程强调学生学业评价

改革的价值基点聚焦于“以学生发展为本”ꎬ一直在倡导“发展性学生评价”理念ꎮ 但中小学学业

评价实践中ꎬ主导教育评价实践的仍然是中高考绩效分数ꎬ发展性学生评价并没有得到有效展

开ꎬ理论和实践存在较大落差ꎬ普遍存在破多于立、理论相对丰富而实践简单异化的问题ꎮ 无可

否认ꎬ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ꎬ发展性学生评价在实践中普遍存

在“形式主义”倾向ꎬ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虚假伪真”的实践困境ꎮ 笔者认为ꎬ发展性学生评价的

实践难点既有教育评价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ꎬ也有教育实践者对发展性学生评价的理论基础、
价值取向和评价范式的认识比较模糊ꎬ缺乏明确的评价参照标准体系等因素造成的ꎮ 基于此ꎬ本
文试图规避制约教育评价制度的客观条件ꎬ从教育哲学视角对发展性学生评价的内涵、评价范式

及参照标准作些探讨ꎬ希冀推进我国发展性学生评价改革ꎮ

一、发展性学生评价的内涵

“发展性学生评价”是“发展性评价”的概念维度之一ꎮ 关于发展性评价(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从其发展脉络来看ꎬ它是一种教育思潮ꎬ它所深描的教育评价ꎬ是一个多

维度与复调性相融的教育评价文化概念ꎮ 基于传统教育评价的功利性思维、知识论评价模式面

临后续发展乏力与人才培养社会意义缺失等多重因素ꎬ发展性评价作为创新当代基础教育评价

的一种致思向度应运而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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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显示了与新课程改革相匹配的教育评价语境深厚的价值论关系ꎬ是基础教育评价范式创

新改革的首要价值期许ꎮ 对于“发展性评价”的理解ꎬ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认识ꎮ 代

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ꎬ它是一个广义抽象的概念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ꎮ 发

展性评价指评价者参与并促进讨论如何评估当前事件的过程及最终决策ꎬ具有促进创新、协调、
干预和完善项目等目的ꎮ 评估功能是通过对评估问题、数据和逻辑分析来促进讨论ꎬ澄清问

题ꎮ①

第二种观点ꎬ发展性评价应用于教育领域ꎬ其思想萌芽于 ２０ 世纪中叶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ꎬ
其内涵是“以人为本”ꎬ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ꎮ 它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英国开放

大学教育学院纳托尔(Ｌａｔｏｎｅｒ)和克利夫特(Ｃｌｉｆｔ)等人提出和倡导的开放式教育评价思想ꎮ 就概

念体系而言ꎬ它是一个上位概念ꎬ其基本范畴主要包括发展性学校评价、发展性教师评价和发展

性学生评价等ꎮ 这一思想观点蕴涵着一种与惩罚性评价相对立的评价思想ꎬ倡导人性化、人本化

的发 展 性 教 育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ꎬ 以 发 展 主 义 课 程 观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为基础ꎬ强调受教育者总体发展的课程观念ꎮ②

第三种观点ꎬ发展性评价产生于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ꎬ它区别于选拔性评价

和水平性评价ꎬ注重诊断、激励和发展ꎬ其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ꎬ促进教师教育教学水

平的提高ꎬ促进学校发展ꎮ③ 这种观点下ꎬ发展性学生评价主要是指在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ꎬ
以国家教育方针关于学生发展的教育目标和价值观为依据ꎬ由评价双方共同承担目标职责ꎬ运用

质性评价为主要评价方式ꎬ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素质等多方面进行价值判断ꎬ使学

生在评价活动中ꎬ能够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ꎬ逐步实现不同层次的发展性目标ꎮ
不难看出ꎬ发展性学生评价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思想体系ꎬ是一种具有开放架构的

教育评价模式ꎮ 从发展性评价产生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基础来看ꎬ发展性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受

到 ２０ 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思潮的影响ꎬ后现代主义在评价方面并

未提出实用的评价模式和评价方法ꎬ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对于现代主义评价观及其评价模式的批

判上ꎮ④ 因此ꎬ对发展性学生评价思想脉络的解析ꎬ理应放在对现代主义评价思维的解构上ꎮ 发

展性学生评价范式试图超越理性主义浓厚的以“泰勒原理”为基础的现代主义评价理论ꎬ在教育

思想上要求学生“人性”的回归ꎬ走向“自然与生活”的评价范式ꎬ在教育实践上试图让学生走向

丰富体验的情感世界ꎬ主张对学生主体的解放与重建ꎬ消解“二元对立”ꎬ超越现代基础主义理性

逻辑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的本质是一种全面体现国家教育方针ꎬ实现学生多方面发展的立体性教育ꎬ

价值取向彰显“人本、自主、开放、多元”等关联词的现代主义教育特征ꎮ 第一ꎬ主体取向ꎮ 现代

基础主义强调宏大叙事ꎬ反映在课堂教学中ꎬ大多采取灌输式教学方式ꎬ把教育看作理性化的事

业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拒斥这种理性学习观ꎬ质疑现代知识的文本性ꎬ反对基础主义ꎬ主张知识的

个人化和社会化ꎬ关注学生对知识的多元建构ꎬ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ꎮ 第二ꎬ过程取向ꎮ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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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生评价强调评价过程本身的价值ꎬ重视形成性评价的作用ꎬ寓评价于学习之中ꎮ 它把教学流

程中的全部情况都纳入评价范围ꎬ强调对教育现象的整体进行有机的系统评价ꎬ在班级、学校乃

至社会的“共同体”中ꎬ由评价主体共同建构“评价”的意义ꎬ在评价过程中重构师生关系、人际关

系、社会关系之价值标准ꎮ 第三ꎬ自由取向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把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评价的灵

魂ꎬ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为终极目标ꎮ 康德说过ꎬ教育中最大的问题之一ꎬ是教学中怎样将

“法则”与“自由”结合起来ꎬ这是教育发展的灵魂所在ꎮ 如果教育使学生的“天性”丧失ꎬ则是教

育的不幸ꎮ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消解了语言智力和数理逻辑能力的核心地位ꎬ承认学生“天性”
存在ꎬ“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来越好地得到发展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种合乎人性的形式”ꎮ① 这也

应当是教育评价的本质旨归ꎮ 第四ꎬ美学取向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的真谛在于教育鉴赏和教育批

评ꎬ是一种导向美学精神的评价ꎮ② 评价双方亦只有真正领悟到评价所蕴涵的美的真谛ꎬ才有可

能真正地理解评价的内蕴本质ꎬ获得一种理性的感悟和美的享受ꎬ从而使评价思想在美学价值观

的文化沃土中升华ꎮ

二、发展性学生评价范式的基本特征

从教育哲学层面阐释ꎬ发展性学生评价范式基于对传统学业评价方式的理性批判ꎬ教育意涵

超越现代基础主义理性逻辑ꎬ偏向实证分析和人文理解评价范式的融合ꎬ强调行动研究范式的本

土化实践ꎮ
(一)根植于对传统学业评价范式的理性批判

发展性学生评价范式的本质要求是追寻学生的全面发展ꎬ传统意义上学生学业评价范式未

能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置于中心地位ꎮ 因而无论从评价思维、评价方法来讲ꎬ发展性学生评价

都是一种非线性的逻辑判断ꎮ 首先ꎬ传统意义上学生学业评价对教育目标的追寻归根结底是围

绕基础主义理性逻辑而展开ꎬ“课程—课堂—学生—教师—考评”是教育教学评价的基本流水

线ꎬ它试图把外在规定的学业评价作为评价活动的中心ꎬ使学生接受现代理性价值观的规械和束

缚ꎬ因而ꎬ这种评价目标更多是为了教育秩序的统治和管理ꎮ 其次ꎬ对具体的学生学习行为目标

和量化方法的追求ꎬ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ꎮ 现代基础主义追求确定性ꎬ为便于操作和控制ꎬ完
整的、复杂的教育现象支离破碎ꎬ导致学生最大限度地成为追求绩效的工具ꎻ再次ꎬ外在权威的规

定ꎬ使师生特别是学生丧失了参与自我欣赏和评价的权利ꎬ他们必须服从上级所规定的标准、从
事上级所规定的行为ꎮ 这种二元对立的状况ꎬ一方面造成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紧张和对峙ꎬ另一

方面造成了学生的异化ꎮ③

发展性学生评价范式一定程度上秉承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教育评价特征ꎮ 后现代主义

教育评价主张学业评价的“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ꎬ其思想为构建新型的学生学业

评价范式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基础主义予以消解ꎬ认为终极的基础是不存在的ꎮ
因而ꎬ学生学业评价不再是仅追求对具体的行为目标、知识目标作出解释ꎬ而是要真正面对学生

学习生活现象ꎬ解决教学实际中出现的问题ꎮ 同时ꎬ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

的解构ꎬ打破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模式ꎬ树立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开放的复杂性思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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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ꎮ 在充分汲取后现代主义关于学生学业评价的积极认识的基础上ꎬ新课程标准下ꎬ学生学业评

价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ꎬ更加关注对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等方面发展状况的评价ꎬ倡导发展性学生评价ꎮ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和整体推进ꎬ发展

性学生评价范式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ꎮ
(二)偏向实证分析和人文理解评价范式的融合

发展性学生评价方法强调实证分析和人文理解评价范式的融合ꎮ 一方面ꎬ发展性学生评价

要有一定的量性评价基础ꎬ建立在量性评价基础之上是评价科学性的重要保证ꎮ 实证分析评价

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为基础ꎬ基本特征是以事实、现象的真实性为基础ꎬ应用观察、实验、归
纳、逻辑推理、测量等技术控制手段ꎬ剔除研究者的个人判断、价值取向等因素ꎬ实现评价目的ꎬ强
调评价的技术性、科学性等ꎮ 另一方面ꎬ人文理解评价范式强调评价者深入研究现场ꎬ在尽可能

自然的环境下和被评价者一起生活ꎬ了解学生所关心的问题ꎬ倾听学生的心声ꎬ同时ꎬ对评价者自

己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深刻的反省ꎬ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对被评价者的意义解释系统进行再现和

建构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人文理解是相对于实证分析而产生和确立的ꎬ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ꎮ 人文

理解评价范式主张采用定性的解释方法ꎬ来诠释学校生活世界的教育意义ꎬ发展学生的“审美理

性”和完满的个性ꎮ 教育就是帮助人成长、奋斗、抉择、反省和学习待人的多种学习历程ꎬ就是存

有经验的不断展开ꎮ 教育的本质就是意义的赋予、分享和创造的历程ꎮ① 发展性学生评价强调

质性学业评价ꎬ质性学业评价能激发学生积极参与ꎬ在主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维、实践、探究和创

新ꎮ 质性学业评价承认每个学生独立活动的价值ꎬ学生的主动活动与愉快、轻松、有序、和谐的教

学环境相互作用ꎬ达到预定学习目标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充满情感而非奖惩的特征ꎬ促进教师和学

生、学生和学生之间互动ꎬ规避只以教师为评价者的倾向ꎻ质性学业评价展现评价方式的丰富性、
多元性和多样性ꎮ 同时ꎬ发展性学生评价注重在有效运用质性学业评价方法时积极引入实证分

析的方法ꎬ对学生的学业评价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或评价模型ꎬ偏向实证分析和人文理解评价范式

的融合ꎮ
(三)强调行动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实践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ꎬ发展性学生评价基于基础教育评价实践ꎬ需要教育评价者在课程与教学

的行动中进行本土化实践探索ꎮ 换句话说ꎬ行动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实践是发展性学生评价的重

要途径之一ꎮ 行动研究是由一线教师和学生围绕课堂教学而协作进行的研究活动ꎬ行动研究强

调“参与”和“改进”ꎬ具有“诊断性”特征ꎬ其主要目标是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ꎬ其宗旨是

判明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和掌握程度ꎬ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学校生活ꎮ 而在行动中考察、探索和

反思则是发展性学生评价的重要途径ꎮ 在发展性学生评价中ꎬ有效利用行动研究的策略ꎬ不仅可

以使评价活动更好地向着改进的目的前进ꎬ而且可以更好地调动评价参与者的积极性ꎮ 就评价

对象自身而言ꎬ在发展性学生评价中实施行动研究的本土化探索ꎬ促使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ꎬ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反思ꎬ成为合作性参与者和反思性实践者ꎮ

三、发展性学生评价的参照标准

发展性学生评价参照标准应当有怎样的范式ꎬ一直是教育评价领域的研究困惑ꎮ 发展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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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评价体现一种时代精神和价值模式ꎬ其评价的价值尺度、标准体系具有新异的特质ꎬ没有一成

不变的固定模式ꎬ理论领域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标准或评价期望目标参照体系ꎬ实践领域缺乏基

于发展性学生评价参考标准体系研制开发的评价实践操作模式ꎬ致使发展性学生评价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ꎮ 研究表明ꎬ目前中小学的发展性评价具有方向性迷茫和许多实践误

区ꎮ① 基于发展性学生评价具有主体多元开放、过程动态生成、结果自由与解放等呈现流变或转

化的特征ꎬ导致发展性学生评价因素的多元性、复杂性和非线性性ꎬ决定了发展性学生评价的参

照标准具有复杂性特征ꎮ 这就启发研究者开发发展性学生评价的参照标准应当是动态的、情境

的和期望的ꎮ
确立发展性学生评价期望目标是构建发展性学生评价参照标准体系的基本前提ꎮ 期望目标

指基于学生学业目标达成度的期望水平ꎬ是学业评价的参照体系ꎬ是评价主体对学生在特定学习

环境中发展趋势的预测目标ꎮ 在实施教育活动之前ꎬ评价主体要为学生确立明确的预期目标ꎬ如
在一定阶段ꎬ学生期望能达到什么目标ꎮ 社会、学校、教师、家长等评价主体期望学生达到什么目

标ꎮ 通过设立期望目标ꎬ引导评价活动的针对性与指向性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期望目标的确立是

实施发展性学生评价的基本出发点ꎮ 期望目标有发展常模参照目标、课程标准参照目标和增长

参照目标等ꎬ这些不同类型的参照目标相互交织ꎬ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ꎬ作为一个整体功能发挥

评价系统的作用ꎮ② 发展常模参照目标评价在中小学评价实践中使用很普遍ꎬ用以衡量学生学

业成就的相对水平ꎬ通常用绩效分数的多少或名次位置来判断学生学业水平ꎮ 在学生学业成就

评价中ꎬ学生学业发展的相对水平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ꎬ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业水平评判途径ꎬ
通常以量化标准为主ꎮ 但在应试教育背景下ꎬ发展常模参照目标评价常常被“异化”ꎬ学生、家
长、社会热衷于相对水平的“名次”ꎬ致使发展常模参照目标评价偏离了发展性学生评价理念ꎮ
课程标准参照目标评价是保证学生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参量评价ꎬ衡量学生学业水平发

展的绝对水平ꎬ以国家课程标准的理解和掌握作为参照系ꎬ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要求ꎮ 课程标准参

照目标评价通常也是以量化标准为依据ꎬ是对常模参照目标评价实施弊端的有效制衡和补充ꎮ
增长参照目标评价以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前的成绩或表现状态为基点ꎬ测控一定时期学生学习

的增长与促进情况ꎬ以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困难为主要监控目标ꎬ以在后续教育教学活动中为

他们排除这些困难为目的ꎮ 增长参照目标评价是学生学业发展的理论模式ꎬ是学业评价追寻的

理想境界ꎬ通常以质性评价方式为主体ꎮ 在发展性学生评价参照标准体系中ꎬ三种参照目标互为

前提和条件ꎬ课程标准参照目标是学生学业评价的基础ꎬ发展常模参照目标是基本手段和方法ꎬ
增长参照目标是学生学业评价的终极目的ꎮ

发展性学生评价参照标准最具典型的外在特征是其包容性和融合性ꎬ具有“变化性与不变

性”参照体系的统一ꎮ 为此ꎬ笔者认为ꎬ一个有效的发展性学生评价参照体系的构建ꎬ是三种参

照目标体系交织的复杂评价过程ꎬ努力营造三种参照目标体系相互实现的社会文化教育生态条

件是关键ꎮ 现行教育体制下ꎬ我国发展性学生评价体系的变革路径应当遵从课程标准参照目标

到增长参照目标的渐进增量变革模式ꎬ逐步实现发展性学生评价模式的有机整合与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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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爱红:«对发展性学生评价本质的思考»ꎬ«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ꎮ
Ｇａｒｙ Ｄ. Ｂｏｒｉｃｈ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Ｔｏｍｂａｒ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ꎬ２００４:ｐｐ３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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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ｎｘ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Ｑｕｆ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ｕｆｕ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７３１６５ꎻ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ꎻ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 Ｑｕｆｕ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７３１６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ｎ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ｔｃ.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Ｗｈａｔ’ ｓ 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ａｖｏｒｓ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ｓ ｔ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ｒ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ꎬ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ꎬ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ꎻ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ꎻ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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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１(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０)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闲暇时间研究
∗①

田　 甜１　 王友国２

( １.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ꎬ上海ꎬ２０００６２ꎻ２.南京邮电大学 教务处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００２３ )

　 　 摘要: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群体的逐渐扩大ꎬ现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题ꎮ 笔者以江苏省某省属

高校为例ꎬ开展了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闲暇时间研究ꎮ 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ꎬ从人际交往、社团活动、网络

时间、校内外兼职、接触社会五个方面ꎬ分析学习困难学生的闲暇时间的特征ꎬ探索相应的学业救助具体措施ꎮ
研究结论是:部分学困生缺乏学习或生活中的朋友、社团活动没有占用学困生太多的闲暇时间、网络社交占用学

困生大部分闲暇时间、大多数学困生闲暇时间不兼职、学困生接触社会较少ꎮ 研究建议是:提升学困生的闲暇时

间管理倾向、利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适当增加社会活动时间ꎮ
关键词:　 高校ꎻ学习困难学生ꎻ闲暇时间ꎻ学业救助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１１－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作者简介:田甜(１９８１—　 )ꎬ女ꎬ江苏南京人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ꎬ南京邮电大学助理研究员ꎻ王友国

(１９６８—　 )ꎬ男ꎬ江苏淮安人ꎬ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教授ꎬ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救助问题研究”(ＥＩＡ１５０４０３)、江苏省教育科学

规划重点课题“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救助问题研究”(Ｂ－ｂ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４４)、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南京邮

电大学学生救助体系建设研究”(ＧＪＳ－ＸＫＴ１５００６)、南京邮电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江苏省工科大学生成功创

业案例研究”(ＸＮＹＳ２１５０２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王自华、吴涛、张慧敏:«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扶助策略»ꎬ«学术探索»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一、引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ꎬ并进一步向普及化教育发展的形势下ꎬ大规模的

学生扩招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ꎬ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群体逐渐扩大ꎬ现已成

为目前高校学生发展和教学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ꎬ给学校、社会、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ꎮ 分

析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形成原因ꎬ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业救助工作ꎬ减少高校学习困难学生

的人数ꎮ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以下简称学困生)是指智力正常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ꎬ难以适应高校的

学习生活ꎬ造成学习效果低下ꎬ学习成绩不能达到高校教学大纲基本要求的学生ꎮ②但是这种学

业不良是可逆的ꎬ通过一定的学业救助工作是可以转化的ꎮ
国内目前现有的研究多数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领域ꎬ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在现

有的对高校学困生的研究中ꎬ王自华认为学生没有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从而课下不知如何复习、
同学之间交往谨慎而产生的心理障碍、社会上的负面思潮、校园课余文化生活匮乏等都是导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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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困难的因素ꎮ① 包艳认为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学习管理工作者及时有效地把握每位学困生日

常学习活动中的微观表现ꎬ了解学困生最真实的行为ꎮ② 崔怀将根据形成原因将学困生分为网

络成瘾、专业厌倦、知识脱节、动机缺失、心理障碍、方法不适、事务缠身七种类型ꎮ③ 曹威麟等将

学困生分为基础较差方法不当、心理健康状况不良、专业学习缺乏兴趣从而精力投入产生偏差

(如过度热衷社会活动)、以及沉迷网络游戏四种类型ꎮ④ 刘江华认为学困生性格中的消极因素ꎬ
缺乏自我管理能力ꎬ不能利用大学宽松环境ꎬ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不良风气、影视、计算机、网
络泛滥的危害都是学困生的形成原因ꎮ⑤

上述研究对学困生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归纳ꎬ但是所占论文篇幅较少ꎬ大多是工作经验和

实践体会的表述ꎬ缺乏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实证研究ꎮ
闲暇时间指大学生在学习和其他必须的生活时间之外的空余时间ꎮ 闲暇时间管理是指个体

对闲暇时间进行的预测、预控、计划、实施、检查、评价和反馈的决策和程序ꎬ涉及对时间价值的认

识、对时间特征的把握、时间消费的习惯及方式方法等ꎮ 目的是减少对目标毫无贡献或者较少贡

献的时间消耗、提高自身对闲暇时间的认识能力和调控能力ꎮ⑥ 大学生在课余有大量的自主的

闲暇时间ꎬ科学地管理和利用这些闲暇时间有助于学业提高ꎬ反之则会加重学困生的学业困境ꎮ
在关于“大学生时间管理”的现有文献中ꎬ方安荣等认为学困生在学习时间管理能力上的滞后

反映在对学习时间的规划上ꎬ同时ꎬ反映在对学习情景的敏感性较差ꎬ有效学习时间在整个学习时

间的比例不高ꎮ⑦ 有些学者研究了时间管理倾向中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

与学业的关系ꎮ 张志杰等研究表明ꎬ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两个维度对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ꎮ 古玉等研究表明ꎬ三个维度均与学业自信显著相关ꎮ 江帆等认为ꎬ大学生无聊

症候群占有一定比例ꎬ与时间管理倾向显著相关ꎮ⑧⑨ 有些学者对大学新生的闲暇时间管理进行

研究ꎮ 杨艳玲认为ꎬ大学新生面对大量空余的课外时间缺乏科学管理时间的能力ꎬ学习内容、难度、
方法上与中学存在巨大差异ꎬ容易造成学业困难ꎮ 廖婷婷等研究表明ꎬ良好的时间管理倾向对新生

的学业压力具有较大的缓冲作用ꎬ与学业成绩也呈显著的正相关ꎮ 刘宏宇等认为ꎬ大学新生的闲暇

时间管理水平尚可ꎬ在时间价值感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ꎬ时间管理倾向与其闲暇特点相关ꎮ 戴

咏梅立足高校学生工作ꎬ从实践出发ꎬ引导学生以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中心、满足个人真实需

求ꎬ定期思考、规划、审定人生目标ꎬ把握现在ꎬ全身心投入到最重要、最有效的事件中去ꎮ 了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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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理现状、明确自己真实需要、进行科学的时间管理ꎮ①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ꎬ或者大学新生群体ꎬ研究内容主要是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ꎬ或
者大学整个时段的管理ꎬ缺乏对大学学习困难学生这一弱势群体课余闲暇时间管理的专门研究ꎮ

二、研究对象与问卷编制

(一)研究对象

高校学困生的学业困难标准很难界定ꎬ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本研究的难点ꎮ 已有的若干研究选

取成绩排名后 １０％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但是此方法适用于中小学学困生研究ꎮ 学分制下的高校

学困生的研究对象选择需要综合考试不及格门数、获得学分数、平均学分绩点等多个指标ꎮ
实行学分制的高校通常用计算学生累计取得的“学分”评定学生学习的“量”ꎬ计算学生累计

取得的“平均学分绩点”评定学生学习的“质”ꎮ 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公式为:
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绩点系数、

平均学分绩点＝∑所修课程学分绩点
∑所修课程的学分数

本研究以江苏省某省属高校为例ꎬ该校«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考核成绩与绩点系数的

对应关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某高校考核成绩与绩点系数的对应关系

百分制 ９０－１００ ８０－８９ ７０－７９ ６０－６９ ０－５９

绩点系数 ４.０－５.０ ３.０－３.９ ２.０－２.９ １.０－１.９ ０

五级制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绩点系数 ４.５ ３.５ ２.５ １.５ ０

　 　 该校«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规定ꎬ本科毕业生毕业条件包括“按本

专业教学计划或培养计划修满规定学分ꎬ经考核合格后准予毕业”ꎬ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在满足毕

业条件的基础上包括“在校学习期间平均学分绩点为 １.８ 及以上(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未计

入)”ꎮ
学业预警是高校依据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各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ꎬ对学生每学期的学

习情况进行统计ꎬ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学习问题和学业困难的学生进行警示ꎬ该类学生称为学业预

警学生ꎮ 高校的学业预警工作是对学困生开展的常规学业救助工作之一ꎬ高校学业预警学生群体

可以认为是高校学困生群体的子集ꎮ
该校学业预警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个等级ꎬ具体的界定标准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学业预警等级的界定标准

级别 出现情况

黄色预警

上一学期有一门必修、限选课补考后仍不及格

上一学期所获学分<１５.０(第一至六学期)
必修、限选课累计不及格门数≥３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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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出现情况

橙色预警

上一学期有二门必修、限选课补考后仍不及格

上一学期所获学分<１２.０(第一至六学期)
必修、限选课累计不及格门数≥５

红色预警

上一学期有三门必修、限选课补考后仍不及格

历年取得的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课累计学分与所在年级专业培养计划要求完成的总学分差距大于

１６ 且小于 ３０ 学分者(第七学期)
必修、限选课累计不及格门数≥８
第八学期毕业设计资格审核后除毕业设计外尚不能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１.８(高水平运动员 １.５ꎻ国防生为 １.７)

　 　 本研究以高校学困生为研究对象ꎬ在学业预警学生群体中随机抽样作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ꎮ
在该校 ４０５０ 名学业预警学生(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随机抽取 １４００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以及统计分析ꎮ
表 ３　 研究对象分布表

研究对象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总计

大学一年级 ２２７ ７９ ５７ ３６３

大学二年级 １９６ １１５ １９２ ５０３

大学三年级 １５３ １０５ １６６ ４２４

大学四年级 ４０ １８ ５２ １１０

总计 ６１６ ３１７ ４６７ １４００

　 　 (二)问卷编制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救助问题研究»调查问卷分为 ６ 个维度:个人基本信息、自身成

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救助措施ꎮ 每个维度由 １０－２０ 个选择题构成ꎬ共 ７７ 题ꎮ 从学

生自身内因(个人基本信息、自身成因)和外部环境外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研究学

困生的形成原因ꎮ 本文主要研究学困生的闲暇时间ꎬ即个人基本信息、社会因素两个维度ꎮ
在“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闲暇时间”调查问卷中ꎬ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的调查ꎬ包括性

别、年龄、生源地、高考成绩等ꎬ第二部分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ꎬ调查学困生闲暇时间ꎬ共 １０ 道选

择题ꎬ其中 ９ 题单选题ꎬ１ 题多选题ꎬ分人际交往、社团活动、网络时间、校内外兼职、接触社会等

维度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在该校 ４０５０ 名学业预警学生(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随机抽取

１５０ 名学生ꎬ进行问卷预调查ꎬ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为统计分析工具ꎬ修改问卷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７ 日ꎬ在
该校 ４０５０ 名学业预警学生(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随机抽取 １４００ 名学生进行正式调查ꎬ
发放问卷 １２００ 份ꎬ收回问卷 １０６７ 份ꎬ有效问卷 １０６１ 份ꎬ回收率 ８８.９％ꎬ有效率 ９９.４％ꎮ

三、研究结果

(一)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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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是否有学习伙伴与是否有生活知己交叉表

是否有生活上的知己

有 没有
合计

是否有学习

上的伙伴

有

计数 ６５６ ６８ ７２４
学习伙伴％ ９０.６％ ９.４％ １００.０％
知心朋友％ ７８.０％ ３３.３％ ６９.３％

总数％ ６２.８％ ６.５％ ６９.３％

没有

计数 １８５ １３６ ３２１
学习伙伴％ ５７.６％ ４２.４％ １００.０％
知心朋友％ ２２.０％ ６６.７％ ３０.７％

总数％ １７.７％ １３.０％ ３０.７％

合计

计数 ８４１ ２０４ １０４５
学习伙伴％ ８０.５％ １９.５％ １００.０％
知心朋友％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总数％ ８０.５％ １９.５％ １００.０％

　 　 学困生中ꎬ有学习伙伴与没有学习伙伴的人数分布为:６９.３％、３０.７％ꎬ有生活知己与没有生

活知己的人数分布为:８０.５％、１９.５％ꎮ 其中ꎬ既有学习伙伴又有生活知己的学困生占 ６２.８％ꎮ 两

个变量所构成的列联表以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发现ꎬχ２ ＝ １５３.９２６ꎬ显著性 ｐ＝ ０ ０００ꎬ达到 ０.０５ 显

著水平ꎬ表示“是否有学习伙伴”变量与“是否有生活知己”变量间有显著的关联存在ꎬ两个变量

间不是相互独立的ꎮ
(二)社团活动

在调查的学困生中ꎬ参加社团个数为大于等于 ４ 个、３ 个、２ 个、１ 个、０ 个的人数分布依次为

２.６％、６.４％、１７.３％、３２.１％、４１.６％ꎬ每周用于社团的时间为大于等于 ６ 小时、４－６ 小时、２－４ 小时、
不超过 ２ 小时、０ 小时的人数分布依次是 ５.７％、１１.９％、１４.１％、２５.８％、４２.４％ꎮ 其中ꎬ参加社团个

数不超过 １ 个ꎬ并且每周用于社团活动时间不超过 ２ 小时的学困生为 ６２７ 名ꎮ 占 ５９.８％ꎮ 两个

变量所构成的列联表以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发现ꎬχ２ ＝ ９５２.３０２ꎬ列联系数为 ０.６９０ꎬ显著性 ｐ ＝
０.０００ꎬ达到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ꎬ表示“参加了几个社团”变量与“每周用于社团活动的平均时间”变量

间有显著的关联存在ꎬ两个变量间不是相互独立的ꎮ
(三)网络时间

表 ５　 参加社团个数与用于社团时间的交叉表

每周用于社团活动的平均时间

Ｔ>６ｈ ４ｈ<Ｔ≤６ｈ ２ｈ<Ｔ≤４ｈ Ｔ≤２ｈ Ｔ＝ ０ｈ
合计

参加了

几个社团

≥４ 个
计数 １６ ３ ３ ３ ２ ２７

百分比 １.５％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２％ ２.６％

３ 个
计数 ６ ２９ １９ １１ ２ ６７

百分比 ０.６％ ２.８％ １.８％ １.０％ ０.２％ ６.４％

２ 个
计数 １５ ３６ ６０ ６２ ９ １８２

百分比 １.４％ ３.４％ ５.７％ ５.９％ ０.９％ １７.３％

１ 个
计数 ２２ ５２ ５７ １７１ ３５ ３３７

百分比 ２.１％ ５.０％ ５.４％ １６.３％ ３.３％ ３２.１％

０ 个
计数 １ ５ ９ ２４ ３９７ ４３６

百分比 ０.１％ ０.５％ ０.９％ ２.３％ ３７.８％ ４１.６％

总计
计数 ６０ １２５ １４８ ２７１ ４４５ １０４９

百分比 ５.７％ １１.９％ １４.１％ ２５.８％ ４２.４％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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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用于网络社交时间与用于网络时间的交叉表

每天用于网络的平均时间

Ｔ>６ｈ ４ｈ<Ｔ≤６ｈ ２ｈ<Ｔ≤４ｈ Ｔ≤２ｈ Ｔ＝ ０ｈ
合计

每天用于

网络社交

的平均时

间

Ｔ>６ｈ
计数 ５３ ２５ ２３ ３ １ １０５

百分比 ５.１％ ２.４％ ２.２％ ０.３％ ０.１％ １０.０％

４ｈ<Ｔ≤６ｈ
计数 １３ ７６ ５３ １７ ２ １６１

百分比 １.２％ ７.３％ ５.１％ １.６％ ０.２％ １５.４％

２ｈ<Ｔ≤４ｈ
计数 １２ ７３ ２１７ ６１ ７ ３７０

百分比 １.１％ ７.０％ ２０.７％ ５.８％ ０.７％ ３５.４％

Ｔ≤２ｈ
计数 ２４ ５０ １７１ １４４ ３ ３９２

百分比 ２.３％ ４.８％ １６.３％ １３.８％ ０.３％ ３７.５％

Ｔ＝ ０ｈ
计数 ３ ７ １ ５ ２ １８

百分比 ０.３％ ０.７％ ０.１％ ０.５％ ０.２％ １.７％

总计
计数 １０５ ２３１ ４６５ ２３０ １５ １０４６

百分比 １０.０％ ２２.１％ ４４.５％ ２２.０％ １.４％ １００.０％

　 　 在调查的学困生中ꎬ每天用于网络社交时间为大于 ６ 小时、４－６ 小时、２－４ 小时、不超过 ２ 小

时、０ 小时的人数分布依次为 １０.０％、１５.４％、３５.４％、３７.５％、１.７％ꎬ每天用于网络的时间为大于 ６
小时、４－６ 小时、２－４ 小时、不超过 ２ 小时、０ 小时的人数分布依次是 １０.％、２２.１％、４４.５％、２２.０％、
１.４％ꎮ 其中ꎬ每天用于网络时间在 ２－６ 小时ꎬ并且用于网络社交时间在 ２－４ 小时的学困生为 ７１６
名ꎮ 占 ６８.５％ꎮ 两个变量所构成的列联表以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发现ꎬχ２ ＝ ３８４.９７５ꎬ列联系数为

０.５１９ꎬ显著性 ｐ＝ ０.０００ꎬ达到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ꎬ表示“每天用于网络社交时间”变量与“每天用于网

络时间”变量间有显著的关联存在ꎬ两个变量间不是相互独立的ꎮ
(四)校内外兼职

在调查的学困生中ꎬ每周用于兼职的时间为大于 ９ 小时、６－９ 小时、３－６ 小时、不超过 ３ 小

时、０ 小时的人数分布依次为 ４.６％、６.０％、８.０％、１７.７％、６３.６％ꎬ找到好工作的主要归因是成绩学

历、能力专长、社会关系、家庭经济、工作经历的人数分布依次是 ４３.０％、３２.０％、１７.９％、３.２％、
３.９％ꎮ 其中ꎬ每周不兼职的学困生人数为 ６６４ꎬ占 ６３.６％ꎮ 找到好工作的归因为自身因素(成绩

学历、能力专长)的人数为 ７８３ꎬ占 ７５％ꎮ 两个变量所构成的列联表以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发现ꎬ
χ２ ＝ ７１.８７３ꎬ列联系数为 ０.２５４ꎬ显著性 ｐ＝ ０.０００ꎬ达到 ０.０５ 显著水平ꎬ表示“每周用于兼职的平均

时间”变量与“找到好工作的主要原因”变量间有显著的关联存在ꎬ两个变量间不是相互独立的ꎮ
(五)接触社会

表 ７　 求职归因与兼职时间的交叉表

每周用于兼职的平均时间

Ｔ>６ｈ ４ｈ<Ｔ≤６ｈ ２ｈ<Ｔ≤４ｈ Ｔ≤２ｈ Ｔ＝ ０ｈ
合计

找到好工作的

主要原因

成绩学历
计数 ２２ １６ ２９ ７６ ３０６ ４４９

百分比 ２.１％ １.５％ ２.８％ ７.３％ ２９.３％ ４３.０％

能力专长
计数 １４ １３ ２２ ６１ ２２４ ３３４

百分比 １.３％ １.２％ ２.１％ ５.８％ ２１.５％ ３２.０％

社会关系
计数 ９ ２７ ２４ ３４ ９３ １８７

百分比 ０.９％ ２.６％ ２.３％ ３.３％ ８.９％ １７.９％

家庭经济
计数 １ ６ ８ ７ １１ ３３

百分比 ０.１％ ０.６％ ０.８％ ０.７％ １.１％ ３.２％

工作经历
计数 ２ １ １ ７ ３０ ４１

百分比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７％ ２.９％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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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用于兼职的平均时间

Ｔ>６ｈ ４ｈ<Ｔ≤６ｈ ２ｈ<Ｔ≤４ｈ Ｔ≤２ｈ Ｔ＝ ０ｈ
合计

总计
计数 ４８ ６３ ８４ １８５ ６６４ １０４４

百分比 ４.６％ ６.０％ ８.０％ １７.７％ ６３.６％ １００.０％

　 　 在调查的学困生中ꎬ接触社会的主要方式为实践实习课程、校园活动、社会兼职、社会培训、
学生团体和个人创业ꎬ其人数分布依次为 ５３.６％、５７.８％、３７.９％、１１.７％、２７.７％、９.２％ꎬ对校园学

风评价是非常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很不好的人数分布依次是 ９.０％、４５.９％、３７.３％、５.８％、
２ ０％ꎮ 其中ꎬ通过实践实习课程接触社会的人数占 ５３.６％、通过校园活动接触社会的人数占

５７ ８％ꎮ 对校园学风评价为比较好的占 ４５.９％、评价为一般的占 ３７.３％ꎬ累计占 ８３.２％ꎬ且均值为

３.５４ꎬ介于比较好和一般中间ꎮ
(六)不同学习困难水平的学困生闲暇时间分析

根据表 １ 某高校考核成绩与绩点系数的对应关系ꎬ将学困生的平均学分绩点分为 ５ 个等级ꎮ
等级变量中ꎬ值 １ 代表的平均学分绩点范围是 ４.０－５.０ꎬ值 ２ 代表的范围是 ３.０－３.９ꎬ值 ３ 代表的

范围是 ２.０－２.９ꎬ值 ４ 代表的范围是 １.０－１.９ꎬ值 ５ 代表的范围是 ０.０－０.９ꎬ(见表 ９)ꎮ
表 ８　 接触社会与校园风气的关联表

校园学风评价

很不好 不太好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合计

接触社

会的方式

实践实习课程
计数 １０ ２８ １７１ ２９４ ５２ ５５５

百分比 １.０％ ２.７％ １６.５％ ２８.４％ ５.０％ ５３.６％

校园活动
计数 １１ ２８ ２１６ ２９９ ４５ ５９９

百分比 １.１％ ２.７％ ２０.８％ ２８.９％ ４.３％ ５７.８％

社会兼职
计数 ８ ２９ １４９ １７３ ３４ ３９３

百分比 ０.８％ ２.８％ １４.４％ １６.７％ ３.３％ ３７.９％

社会培训
计数 ４ ９ ４４ ４７ １７ １２１

百分比 ０.４％ ０.９％ ４.２％ ４.５％ １.６％ １１.７％

学生团体
计数 ５ １３ １０４ １４６ １９ ２８７

百分比 ０.５％ １.３％ １０.０％ １４.１％ １.８％ ２７.７％

个人创业
计数 ３ ６ ４３ ３０ １３ ９５

百分比 ０.３％ ０.６％ ４.２％ ２.９％ １.３％ ９.２％

总计
计数 ２１ ６０ ３８６ ４７６ ９３ １０３６

百分比 ２.０％ ５.８％ ３７.３％ ４５.９％ ９.０％ １００.０％

表 ９　 学困生平均学分绩点描述性分析

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合计

平均绩点 ４.０－５.０ ３.０－３.９ ２.０－２.９ １.０－１.９ ０.０－０.９
计数 ０ ６２ ５２５ ３９０ ５ ９８２

百分比 ０.０％ ６.３％ ５３.５％ ３９.７％ ０.５％ １００.０％

　 　 等级为 ３ 的学困生占 ５３.５％ꎬ平均学分绩点在 ２.０－２.９ 之间ꎬ占半数以上ꎬ等级为 ４ 的学困生

占 ３９.７％ꎬ平均学分绩点在 １.０－１.９ꎬ在毕业要求的临界值(平均学分绩点 １.５ 以上)和取得学位

要求的临界值(平均学分绩点在 １.８ 以上)左右ꎮ
采用单因子方差分析的方法ꎬ研究不同学习困难水平的学困生在社团活动、网络时间、社会

兼职这些闲暇时间中是否有显著差异ꎮ 方差同质性检验见表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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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方差同质性检验

依变量 Ｌｅｖｅｎｅ 统计量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社团活动 ３.６２３ ３ ９６８ ０.０１３
网络时间 ０.８８６ ３ ９６６ ０.４４８

校内外兼职 ３.９７２ ３ ９６７ ０.００８

　 　 就“社团活动”、“校内外兼职”检验变量而言ꎬＬｅｖｅｎｅ 法 Ｆ 检验结果的 Ｆ 值显著ꎬ表示违反方

差同质性的假定ꎮ 就“网络时间”检验变量而言ꎬＬｅｖｅｎｅ 法 Ｆ 检验结果未达到 ０.０５ 的显著水平ꎬ
未违反方差同质性假定ꎮ

进一步进行事后检验ꎬ检验结果发现ꎬ就“社团活动”而言ꎬ平均学分绩点在 ０－０.９ 之间学困

生的社团活动时间显著少于 ２.０－２.９、３.０－３.９ 组ꎮ 就“校内外兼职”而言ꎬ平均学分绩点在 １.０－１.
９ 之间的学困生的校内外社会兼职时间显著少于 ２.０－２.９ 组ꎮ 可见ꎬ学困生的社会活动时间与其

学业成绩并不成线性反比关系ꎬ将适当的闲暇时间用于社会活动并不会降低学业成绩ꎬ反而学业

成绩会有所提高ꎮ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部分学困生缺乏学习或生活中的朋友

生活中的知己有助于学困生倾诉生活中烦恼ꎬ分享生活中的快乐ꎬ缓解生活压力ꎬ保持正面

情绪ꎮ 学习上的伙伴有助于学困生寻求学业帮助、增加学习动力、缓解学习压力、建立学习自信ꎮ
因此ꎬ学习生活的良好人际关系对学业具有促进作用ꎬ反之则加重学习困难的程度ꎮ

学困生中多数同学既有生活知己又有学习伙伴ꎬ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ꎮ 但是也有约四成的

学困生缺少生活知己或学习伙伴ꎬ甚至两者都没有ꎮ
２.社团活动没有占用学困生太多的闲暇时间

社团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大学生可以通过社团活动锻炼人际交往能力ꎬ发
展兴趣特长ꎬ拓展人脉资源ꎬ丰富课余生活ꎮ 但是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到社团活动中ꎬ会影响

正常的学习活动ꎬ对于以学业为重的大学生来说ꎬ本末倒置ꎬ过犹不及ꎮ
学困生中ꎬ参加社团每周不超过 １ 小时的学生占 ７３.７％ꎬ用于社团活动的时间不超过 ２ 小时

的占 ６８.２％ꎮ 参加社团个数不超过 １ 个ꎬ并且每周用于社团活动时间不超过 ２ 小时的学困生占

５９.８％ꎮ 说明ꎬ大部分学困生并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到社团活动中去ꎬ社团活动仅仅占学

困生闲暇时间中很小的部分ꎮ
３.网络社交占用学困生大部分闲暇时间

网络时间按照用途划分ꎬ可以分为学习时间和非学习时间ꎮ 用于网络的学习时间包括网络

课堂、学习论坛、搜索学习信息、学习资源分享等ꎮ 用于网络的非学习时间包括网络社交、网络游

戏、观看视频、浏览网页等ꎬ其中ꎬ随着网络社交软件的普及ꎬ微信、微博、ＱＱ 等渐渐侵蚀着学生

的闲暇时间ꎮ
调查中ꎬ大部分学困生(占 ６８.５％)每天用于网络的非学习时间为 ２－６ 小时ꎬ而其中用于网

络社交的时间为 ２－４ 小时ꎮ 可见ꎬ网络的非学习时间占用了学困生大部分闲暇时间ꎬ而网络社

交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发微博、晒朋友圈、群聊天等逐渐成为学困生生活中习以为常的

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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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大多数学困生闲暇时间不兼职

兼职时间包括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的社会兼职ꎮ 大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ꎬ可以利用闲

暇时间勤工俭学ꎬ增加经济收入ꎬ锻炼工作能力ꎬ积累求职经验ꎮ 在调查中ꎬ６３.６％的学困生没有

参加兼职ꎬ１７.７％的学困生每周兼职时间不超过 ３ 小时ꎮ 可见ꎬ多数学困生不会利用闲暇时间

兼职ꎮ
学生对于社会的了解ꎬ来源于和社会的接触ꎮ 由于很少有社会兼职的经历ꎬ学困生大多数

(占 ７５％)接受的是学校的主流思想ꎬ将找到好工作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学习成绩、学历、能力、专
长等自身因素ꎬ没有受到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影响ꎮ

５.学困生接触社会较少

学困生接触社会的主要方式为学校安排的实践类课程ꎬ如社会实践、实习等ꎬ或者通过校园

文化活动ꎬ如请社会企业家来校讲学、大学生成功创业者进校指导交流等ꎬ都是通过学校作为媒

介来接触社会ꎬ因而ꎬ接触社会不够深入ꎬ对社会不够了解ꎮ
学困生对学校校园学习风气的总体评价介于“比较好”和“一般”中间(均值为 ３.５４)ꎬ说明

学校的学习风气评价尚可ꎬ仍有提升的空间ꎮ 学困生总体上涉世不深ꎬ心智单纯ꎬ受到社会不良

风气的影响相对较少ꎬ可以逐渐融入良好的学校学习氛围之中ꎮ
(二)建议

１.提升学困生的闲暇时间管理倾向

时间管理倾向 ＴＭＤ(Ｔｉ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一种具有动力性的人格特征ꎬ是个体在

对待时间功能和价值上、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征ꎻ是个体的时间管理能

力和习惯ꎬ也表现出研究对象在时间管理上的各项品质ꎬ它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

感三个维度构成ꎮ① 有研究表明ꎬ良好的时间管理倾向对学生的学业压力具有较大的缓冲作用ꎬ
与学业成绩也呈显著的正相关ꎮ② 同时ꎬ有学者研究ꎬ我国当代大学生在校期间每年的上课时间

为 １９０ 天ꎬ闲暇时间为 １７０ 天ꎬ几乎占到了年天数的 ４８％ꎮ
高校学困生一方面背负着学业困难的巨大压力ꎬ一方面对大量闲置的课余时间无所适从ꎮ

本研究表明ꎬ大多数学困生闲暇时间沉迷于网络ꎬ较少参加社团活动和校内外兼职ꎬ部分学困生

缺少生活中的知己和学习上的伙伴ꎮ 闲暇时间的浪费增加负面心理压力ꎬ产生学业不良ꎬ学习成

绩下降ꎬ学业满意度和学习自信下降ꎬ采取逃避的态度沉迷网络ꎬ导致恶性循环ꎮ
帮助学困生合理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闲暇时间ꎬ制定学习目标ꎬ分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

标ꎬ开展学业规划ꎬ分长期规划、中期规划、短期规划ꎬ了解时间管理的理论以及技巧ꎬ在实践中逐

步提升时间管理倾向ꎬ减轻学业压力ꎬ提升学业自信ꎬ走出学习困境ꎮ 开设时间管理课程、请优秀

学长介绍时间管理经验、对学困生的闲暇时间管理进行实时指导ꎬ都是有益的尝试ꎮ
２.利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

如何利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ꎬ是学困生救助工作的重要课题ꎮ 本研究表明ꎬ大多数学困生闲

暇时间用于网络游戏、网络社交、观看视频等非学习活动ꎬ浪费了宝贵的闲暇时间ꎬ沉迷于网络不

能自拔ꎬ网络成为了学困生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ꎬ也是学困生学习困境转化的重大障碍ꎮ 同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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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到来ꎬ使得学习的概念发生重要的变化ꎮ 固定人群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学习固定

内容ꎬ因为网络的发展演变成ꎬ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任何学习内容ꎮ 在线课程

的研发、在线课堂的发展、网络培训的兴起、学习论坛的繁荣、搜索引擎的优化ꎬ都有助于学困生

解决学习中的困难ꎬ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提高学业水平ꎮ 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分享学习资源、检
索学习信息、学习网络课程、拓展学习空间、深化学习内涵、开阔学习视野ꎬ是转化学困生的重要

途径ꎮ
本研究还表明ꎬ在网络的非学习时间中ꎬ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占了大部分ꎮ 网上交友、晒朋

友圈、发微博等占用了学困生的大量时间ꎮ 引导学生利用微信、微博、ＱＱ 等社交工具与老师、优
秀学长线上答疑、展示自己健康的学习生活、表达自己的学习压力并寻求帮助、建立学习交流群

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ꎬ都可以帮助学困生减轻学习负面情绪、解决学习实际问题、获得学习外部

支持ꎬ这是利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学业救助的有效策略ꎮ
３.适当增加社会活动时间

本研究表明ꎬ多数学困生的闲暇时间中用于社团工作、校内外兼职等社会活动的时间很少ꎮ
高学业成绩水平的学困生参加社会活动时间反而多于低学业成绩水平的学困生ꎮ 学困生参加适

当的社会活动ꎬ学业成绩不会降低ꎬ反而有所提高ꎮ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ꎬ适当的社团活动可以发展大学生社会交往、组织管理、语言表达、团队合

作等多种能力ꎬ培养大学生兴趣特长、自我意识、民主责任、信誉承诺等多种素养ꎮ 学困生适当地

参与社团活动ꎬ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寻找归属感ꎬ排除负面情绪和学习压力ꎬ提高主体意识和自我

认可ꎬ学会自我管理和独立自主ꎬ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ꎬ以积极向上的心

态面对学习困境ꎮ
利用闲暇时间适当地进行校内勤工俭学ꎬ可以培养自强自立的精神、自力更生的意识、社会

实践的能力、面对挫折的勇气ꎬ这些素质对于学困生来说显得尤其重要ꎬ有助于激发他们战胜学

习困境的积极性ꎮ 而校外的社会兼职更有助于学困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ꎬ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

现实定位和未来发展的目标ꎬ根据社会需求来弥补自身学业的不足ꎬ为今后的工作积累经验和实

践能力ꎬ对学业困难会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和更加积极的改进ꎬ充分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ꎬ激发努

力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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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的理论基础与转折事件
∗①

陈敏学
(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８１ )

　 　 摘要:　 臣子是汉代异常天象的主要责任承担者ꎮ 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存在两种主流理论:“阴盛阳衰”说
和官员失职说ꎮ 解析者解析异常天象时ꎬ或取其中一说ꎬ或兼采两说ꎮ 韩婴生活的时期ꎬ三公各自对不同灾异负

责的思想已经形成ꎮ 新莽时ꎬ三公各司其责在国家层面上得以确认ꎮ 汉灵帝时因日食策免太尉近乎定制ꎬ是宦

官权势达到顶点的一种表现ꎮ
关键词:　 汉代ꎻ异常天象ꎻ臣子之责ꎻ理论基础ꎻ转折事件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３２ꎬＰ１－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２２－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０２
作者简介:陈敏学(１９８２—　 )ꎬ女ꎬ黑龙江鸡西人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秦汉时期星占文化和政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ꎬ得到“中央民族大学一

流大学一流学科经费”资助ꎮ
②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ꎬ上海:群联出版社ꎬ１９５５ 年ꎮ
③于振波:«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ꎮ
④焦培民、刘春雨、贺予新:«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ꎬ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５２－２６３ 页ꎮ
⑤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１８９－２１０ 页ꎮ

　 　 学界对于古代异常天象等灾异的责任分配问题多有论述ꎬ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天象的信仰与天变的负责者”一章中阐述了从商至汉天变的负责者的演变过程ꎮ②于振波的«汉
代“天人感应”思想对宰相制度的影响»一文ꎬ探讨了“天人感应”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汉代异常

天象等“灾异”责任的转移ꎬ以及因“灾异”策免三公制度的形成等问题ꎮ③焦培民、刘春雨、贺予

新合著«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ꎬ书中设专题讨论汉代“因灾免官”ꎮ④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

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ꎬ“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一节

对汉唐间灾异责任分配方式的变化ꎬ以及灾异论影响和最终融入政治体制的过程ꎬ作了深入研

究ꎮ⑤本文在吸收借鉴过往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对汉代官员承担异常天象之责的理论基础和

转折性事件作进一步讨论ꎮ

一、官员承天变之责的两种理论

异常天象发生后ꎬ以臣子作为责任承担者ꎬ大体上有两类主流理论或曰推说方式:一是所谓

“阴侵阳臣颛君”即“阴盛阳衰”ꎻ二是官员失职或官非其人ꎮ
(一)“阴盛阳衰”说的源流

«春秋繁露精华»曰:“大水者ꎬ阴灭阳也ꎮ 阴灭阳者ꎬ卑胜尊也ꎬ日食亦然ꎬ皆下犯上、以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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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贵者ꎬ逆节也ꎮ”①董仲舒认为日食是“阴灭阳”的表现ꎬ对应“下犯上”、“贱伤贵”的行为ꎮ 类似

思想在张敞给宣帝的封事中也有所体现ꎬ地节二年(前 ６８)ꎬ大将军霍光薨ꎬ宣帝亲政ꎬ“封光兄孙

山、云皆为列侯ꎬ以光子禹为大司马ꎮ 顷之ꎬ山、云以过归第ꎬ霍氏诸壻亲属颇出补吏”②ꎬ张敞上

封事曰:
　 　 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ꎬ大夫赵衰有功于晋ꎬ大夫田完有功于齐ꎬ皆畴其庸ꎬ延及子孙ꎬ
终后田氏篡齐ꎬ赵氏分晋ꎬ季氏颛鲁ꎮ 故仲尼作«春秋»ꎬ迹盛衰ꎬ讥世卿最甚ꎮ 乃者大将军

决大计ꎬ安宗庙ꎬ定天下ꎬ功亦不细矣ꎮ 夫周公七年耳ꎬ而大将军二十岁ꎬ海内之命ꎬ断于掌

握ꎮ 方其隆时ꎬ感动天地ꎬ侵迫阴阳ꎬ月朓日蚀ꎬ昼冥宵光ꎬ地大震裂ꎬ火生地中ꎬ天文失度ꎬ祅
祥变怪ꎬ不可胜记ꎬ皆阴类盛长ꎬ臣下颛制之所生也ꎮ 朝臣宜有明言ꎬ曰陛下襃宠故大将军以

报功德足矣ꎮ 间者辅臣颛政ꎬ贵戚太盛ꎬ君臣之分不明ꎬ请罢霍氏三侯皆就弟ꎮ③

张敞认为“月朓日蚀”等灾异“皆阴类盛长ꎬ臣下颛制之所生也”ꎬ以指霍氏之咎ꎮ 成帝即位

后ꎬ大权旁落外戚王凤之手ꎬ又久无继嗣ꎬ“阴盛阳衰”之说日兴ꎮ 先是建始元年(前 ３２)夏ꎬ黄雾

四塞ꎬ“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ꎬ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ꎮ 高祖之约也ꎬ非功臣不

侯ꎬ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ꎬ非高祖之约ꎬ外戚未曾有也ꎬ故天为见异ꎮ’”④但王凤集团亦不乏

善说灾异者ꎬ杜钦对策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日食时ꎬ以臣为君之阴、子为父之阴、妻为夫之阴、夷狄

为中国之阴ꎬ根据«春秋»把“卑胜尊”、“下犯上”等“阳微阴盛”的行为具体分为夷狄侵中国、政
权在臣下、妇乘夫、臣子背君父几类ꎬ在承认“政权在臣下”是日食重要起因的同时ꎬ指出后宫女

宠才是这次的日食真正起因ꎬ其结论也得到成帝认可ꎮ 政治嗅觉敏锐的王凤迅速掌握了这一进

言方法ꎬ言阳朔元年日食为“阴盛之象”ꎬ乃定陶王留侍京师所致ꎮ 随后王章说日蚀之咎在王凤

而非定陶王ꎬ使用的言辞同样是“阴侵阳臣颛君”ꎮ 梅福亦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ꎬ外戚之权

日以益隆ꎬ陛下不见其形ꎬ愿察其景ꎮ 建始以来ꎬ日食地震ꎬ以率言之ꎬ三倍春秋ꎬ水灾亡与比数ꎮ
阴盛阳微ꎬ金铁为飞ꎬ此何景也!”⑤可见此时“阴盛阳衰”一类的说法已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发表意

见、争夺话语权的工具ꎬ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ꎮ
哀帝即位后ꎬ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重振朝纲ꎬ对王氏外戚权势有所削夺ꎬ但君权日衰的情

势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扭转ꎬ丁氏、傅氏外戚势力崛起ꎬ尤以傅太后为甚ꎬ“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

倾邪ꎬ上免官遣归故郡ꎮ 傅太后怒ꎬ上不得已复留迁胁于傅太后ꎬ皆此类也ꎮ”⑥此时解说日食

言“阴盛阳衰”ꎬ多指傅氏之咎ꎮ 王嘉曰:“山崩地动ꎬ日食于三朝ꎬ皆阴侵阳之戒也ꎮ 前贤已再封ꎬ
晏、商再易邑ꎬ业缘私横求ꎬ恩已过厚ꎬ求索自恣ꎬ不知厌足ꎬ甚伤尊尊之义ꎬ不可以示天下ꎬ为害痛

矣! 臣骄侵罔ꎬ阴阳失节ꎬ气感相动ꎬ害及身体ꎮ”⑦晏指傅晏、商指傅商ꎬ并将哀帝宠爱的董贤也一同

算入ꎮ 东汉和帝时ꎬ丁鸿因日食上封事劝和帝收窦氏之权ꎬ曰:“日食者ꎬ臣乘君ꎬ阴陵阳”ꎬ⑧也是

“阴盛阳衰”思想的体现ꎮ “阴盛阳衰”说ꎬ除个别情况下用以指责后宫外ꎬ大多数用以指斥臣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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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之责ꎮ
(二)官员失职说的源流

在异常天象与臣子之责的解说关系中ꎬ还存在着一种思想ꎬ即官员的不称职或曰官非其人是

天变的起因ꎮ 吏治苛酷是宣帝朝面临的最严重的内政问题之一ꎬ据«汉书刑法志»所载ꎬ经宣

帝和路温舒、于定国、黄霸等官员的努力ꎬ“狱刑号为平矣”ꎮ① 但从其后宣帝一系列诏书中可以

看出ꎬ吏治苛酷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ꎬ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ꎬ地方上吏治苛酷问

题仍然比较严重ꎮ
　 　 (地节四年)九月ꎬ诏曰:“朕惟百姓失职不赡ꎬ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ꎮ 吏或营私

烦扰ꎬ不顾厥咎ꎬ朕甚闵之”又曰:“令甲ꎬ死者不可生ꎬ刑者不可息ꎮ 此先帝之所重ꎬ而

吏未称ꎮ 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ꎬ何用心逆人道也! 朕甚痛之ꎮ 其令郡国岁上系

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ꎬ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ꎮ”②

(元康二年)夏五月ꎬ诏曰:“狱者万民之命ꎬ所以禁暴止邪ꎬ养育群生也ꎮ 能使生者不

怨ꎬ死者不恨ꎬ则可谓文吏矣ꎮ 今则不然ꎮ 用法或持巧心ꎬ析律贰端ꎬ深浅不平ꎬ增辞饰非ꎬ以
成其罪ꎮ 奏不如实ꎬ上亦亡繇知ꎮ 此朕之不明ꎬ吏之不称ꎬ四方黎民将何仰哉! 二千石各察

官属ꎬ勿用此人ꎮ 吏务平法ꎮ”③

在这种情况下ꎬ五凤四年(前 ５４)夏四月出现日食ꎬ宣帝借此机会再行整顿吏治苛酷之举ꎮ
　 　 诏曰:“皇天见异ꎬ以戒朕躬ꎬ是朕之不逮ꎬ吏之不称也ꎮ 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ꎬ复遣

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ꎬ举冤狱ꎬ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ꎮ”④

宣帝公开表明发生日食“是朕之不逮ꎬ吏之不称”ꎬ即皇帝和官吏共同为这次日食负责ꎬ并非

宣帝转嫁日食责任一言以蔽之ꎬ除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外ꎬ更多的是对元康二年夏五月诏书中

“此朕之不明ꎬ吏之不称”的重申ꎬ其用意重点在于改善吏治苛酷ꎮ 这是官员不称职或曰官非其

人会导致异常天象这一思想在实际中的运用ꎬ此后元帝所云“至今有司执政ꎬ未得其中ꎬ施与禁

切ꎬ未合民心ꎮ 暴猛之俗弥长ꎬ和睦之道日衰ꎬ百姓愁苦ꎬ靡所错躬ꎮ 是以氛邪岁增ꎬ侵犯太阳ꎬ正
气湛掩ꎬ日久夺光”⑤ꎬ哀帝所言“至今有司执法ꎬ未得其中ꎬ或上暴虐ꎬ假势获名ꎬ温良宽柔ꎬ陷于

亡灭ꎮ 是故残贼弥长ꎬ和睦日衰ꎬ百姓愁怨ꎬ靡所错躬ꎮ 乃正月朔ꎬ日有蚀之”⑥ꎬ都是这种思想的

体现ꎮ
此思想源于«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ꎬ天工人其代之”⑦ꎬ大意为ꎬ不要让不称职者旷废

官位ꎬ因为是上天安排了官职ꎬ人承天职ꎬ代行天事ꎮ 古人又将天上星官与地上官员一一对应ꎬ
«公羊传»解诂引«春秋说»云:“立三台以为三公ꎬ北斗九星为九卿ꎬ二十七大夫内宿部卫之列ꎬ八
十一纪以为元士ꎬ凡百二十官焉ꎮ”⑧«春秋合诚图»对此有着更加详细的描述:“天不独立ꎬ阴阳

俱动ꎬ扶佐立绪ꎬ合于二六ꎬ以三为举ꎬ故三能六星ꎬ两两而比ꎬ以为三公ꎮ 三三而九ꎬ阳精起ꎬ故北

斗九星以为九卿ꎮ 三九二十七ꎬ故有摄提、少微、司空、执法、五诸侯ꎬ其星二十七ꎬ以为大夫ꎮ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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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十一ꎬ故内列倍卫阁道即位扶匡天子之类八十一星ꎬ以为元士ꎮ 凡有百二十官ꎬ下应十二月ꎮ
数之经纬ꎬ皆五精流气ꎬ以立宫廷ꎮ”①«潜夫论忠贵»称其为“王者法天而建官”ꎮ② 馆陶公主曾

为子求郎ꎬ明帝不许ꎬ而赐钱千万ꎬ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ꎬ出宰百里ꎬ有非其人ꎬ则民受其殃ꎬ
是以难之”③ꎬ明确表达了对这一思想的赞同ꎮ

官员不称其职会引发天变的思想常被君主用以敦促臣下尽心修职ꎬ据«后汉书诸帝纪»:④

　 　 建武六年(３０)日食诏ꎬ“有司修职ꎬ务遵法度ꎮ”
建武七年(３１)日食诏ꎬ“其令有司各修职任ꎬ奉遵法度ꎬ惠兹元元ꎮ”
永平三年(６０)日食诏ꎬ“有司勉思厥职ꎬ以匡无德ꎮ”
永平八年(６５)日食诏ꎬ“群司勉修职事ꎬ极言无讳ꎮ”
永平十三年(７０)日食诏ꎬ“刺史、太守详刑理冤ꎬ存恤鳏孤ꎬ勉思职焉ꎮ”
阳嘉元年(１３２)灾异(含客星)诏ꎬ“间者以来ꎬ吏政不勤ꎬ故灾咎屡臻ꎬ盗贼多有ꎮ 退省

所由ꎬ皆以选举不实ꎬ官非其人ꎬ是以天心未得ꎬ人情多怨ꎮ «书»歌股肱ꎬ«诗»刺三事ꎮ 今刺

史、二千石之选ꎬ归任三司ꎮ 其简序先后ꎬ精核高下ꎬ岁月之次ꎬ文武之宜ꎬ务存厥衷ꎮ”
儒家士大夫也常常基于此劝谏君主ꎬ左雄给顺帝的封事中曰:“永建二年ꎬ封阴谋之功ꎬ又有日

食之变ꎮ 数术之士ꎬ咸归咎于封爵”⑤ꎬ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ꎮ 这本来是有益于朝政的ꎬ但当君权旁

落ꎬ外戚、宦官掌权之后ꎬ这种思想就变得十分危险ꎬ成为外戚、宦官打压和控制士大夫的借口ꎬ为因

天变策免三公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三)两种理论的合流

在异常天象的解说中ꎬ“阴盛阳衰”说和官员失职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ꎬ有的解说者在解说

天象时兼采两种理论ꎮ 汉哀帝因息夫躬之议ꎬ“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ꎬ阳安侯丁明又为

大司马票骑将军”ꎮ⑥ 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临拜时ꎬ发生日食ꎬ杜邺对曰:
　 　 臣闻阳尊阴卑ꎬ卑者随尊ꎬ尊者兼卑ꎬ天之道也ꎮ 是以男虽贱ꎬ各为其家阳ꎻ女虽贵ꎬ犹为

其国阴案春秋灾异ꎬ以指象为言语ꎬ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ꎮ 日食ꎬ明阳为阴所临
当拜之日ꎬ晻然日食ꎮ 不在前后ꎬ临事而发者ꎬ明陛下谦逊无专ꎬ承指非一ꎬ所言輙听ꎬ所欲辄

随ꎬ有罪恶者不坐辜罚ꎬ无功能者毕受官爵ꎬ流渐积猥ꎬ正尤在是ꎬ欲令昭昭以觉圣朝ꎮ⑦

显然ꎬ杜邺在承袭“阴盛阳衰”思想的同时ꎬ也承袭了无功能者受官爵则日食现的思想ꎬ并将

两者综合运用在解说之中ꎮ
东汉永平十八年(７５)冬日食ꎬ马严上封事曰:
　 　 臣闻日者众阳之长ꎬ食者阴侵之征ꎮ «书»曰:“无旷庶官ꎬ天工人其代之ꎮ”言王者代天

官人也ꎮ 故考绩黜陟ꎬ以明褒贬ꎮ 无功不黜ꎬ则阴盛陵阳ꎮ 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ꎬ
不务奉事尽心为国ꎬ而司察偏阿ꎬ取与自己ꎬ同则举为尤异ꎬ异则中以刑法ꎬ不即垂头塞耳ꎬ采
求财赂ꎮ 今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ꎬ每行考事ꎬ辄有物故ꎬ 又选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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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ꎬ曾无贬坐ꎬ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宜勑正百司ꎬ各责以事ꎬ州郡所举ꎬ必得其人ꎮ 若不

如言ꎬ裁以法令ꎮ①

章帝纳其言免去朱酺等人ꎮ 按照传统说法ꎬ阴侵阳应为政权在臣下ꎬ或曰臣颛君ꎬ和官吏不

称职没有太多关系ꎮ 而马严之说在杜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两种思想ꎬ将“无功不黜”列入

“阴盛阳衰”的起因ꎬ进而引起日食发生ꎮ 这种融合虽有助于加强对不称职官员的弹劾力度ꎬ却
不利于儒家士大夫对抗外戚、宦官ꎮ 以顺帝时郎顗的进言为例ꎮ

　 　 去年已来ꎬ«兑卦»用事ꎬ类多不効ꎮ «易传»曰:“有貌无实ꎬ佞人也ꎻ有实无貌ꎬ道人

也ꎮ”寒温为实ꎬ清浊为貌ꎮ 今三公皆令色足恭ꎬ外厉内荏ꎬ以虚事上ꎬ无佐国之实ꎬ故清浊效

而寒温不效也ꎬ是以阴寒侵犯消息ꎮ 占曰:“日乘则有妖风ꎬ日蒙则有地裂ꎮ”如是三年ꎬ则致

日食ꎬ阴侵其阳ꎬ渐积所致ꎮ
又曰:
　 　 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ꎬ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尚书洪范记»曰:“月行中道ꎬ移节应

期ꎬ德厚受福ꎬ重华留之ꎮ”重华者ꎬ谓岁星在心也ꎮ 今太白从之ꎬ交合明堂ꎬ金木相贼ꎬ而反

同合ꎬ此以阴陵阳ꎬ臣下专权之异也ꎮ②

郎顗前后所言天象虽不同ꎬ但依其所言ꎬ都是阴侵阳、阴陵阳之象ꎮ 前一条与马严之说相类ꎬ
融合阴盛阳衰和官非其人两种理论ꎬ认为三公不称其职、无佐国之实ꎬ是造成阴侵阳ꎬ导致日食的

原因ꎮ 后一条直接承袭“阴侵阳臣颛君”的思想ꎬ认为臣下专权是造成阴陵阳ꎬ导致“金木相贼”
的原因ꎮ 这种对阴侵阳、阴陵阳原因一分为二的剖析ꎬ并不利于说服皇帝ꎬ反而会分散皇帝的注

意力ꎬ无形间削弱了对外戚、宦官“臣颛君”的批判ꎬ同时将三公置于天变之责的浪尖上ꎮ

二、“天有异象ꎬ责之司马(太尉)”的确立与终结

　 　 «韩诗外传»曰:“三公者何? 司空、司徒、司马也ꎮ 司马主天ꎬ司空主地ꎬ司徒主人ꎮ 故阴阳

不调ꎬ星辰失度ꎬ责之司马ꎻ山陵崩绝ꎬ川谷不流ꎬ责之司空ꎻ五谷不殖ꎬ草木不茂ꎬ责之司徒ꎮ”③其

作者韩婴生活在汉文帝至武帝时期ꎬ“孝文时为博士ꎬ景帝时至常山太傅ꎮ 婴推诗人之意ꎬ而作

外传数万言武帝时ꎬ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④ꎮ 三公各自对不同灾异负责的思想形成不会

晚于这个时段ꎮ 由于现实条件所限ꎬ这一思想长期停留在理论上ꎮ 直至绥和改制⑤ꎬ成帝根据何

武的意见依古制立三公ꎬ才为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ꎬ“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

司马ꎬ罢将军官ꎮ 御史大夫为大司空ꎬ封为列侯ꎮ 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⑥ꎮ 之后建平二年

(５)曾一度恢复汉旧制⑦ꎬ但至元寿二年ꎬ再立三公ꎬ并改丞相为大司徒⑧ꎮ 新莽始建国元年(９)ꎬ
王莽策群司曰:

　 　 月刑元股左ꎬ司马典致武应ꎬ考方法矩ꎬ主司天文ꎬ钦若昊天ꎬ敬授民时ꎬ力来农事ꎬ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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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谷ꎮ 日德元厷右ꎬ司徒典致文瑞ꎬ考圜合规ꎬ主司人道ꎬ五教是辅ꎬ帅民承上ꎬ宣美风俗ꎬ五
品乃训ꎮ 斗平元心中ꎬ司空典致物图ꎬ考度以绳ꎬ主司地里ꎬ平治水土ꎬ掌名山川ꎬ众殖鸟兽ꎬ
蕃茂草木ꎮ①

三公各司其责在国家层面上得到确认ꎮ 在此基础上ꎬ天凤元年(１４)到天凤三年(１６)间ꎬ发
生了三次和太阳有关的天变ꎬ分别对应三位大司马策免或左迁ꎮ

　 　 (天凤元年)三月壬申晦ꎬ日有食之ꎮ 大赦天下ꎮ 策大司马逯并曰:“日食无光ꎬ干戈不

戢ꎬ其上大司马印韨ꎬ就侯氏朝位ꎮ 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ꎬ省侍中诸曹兼官者ꎮ 以利苗男欣

为大司马ꎮ”
(天凤二年)是时ꎬ日中见星ꎮ 大司马苗欣左迁司命ꎬ以延德侯陈茂为大司马ꎮ
(天凤三年七月)戊子晦ꎬ日有食之ꎮ 大赦天下ꎮ 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

人ꎮ 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ꎬ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ꎮ②

但是ꎬ因天变策免司马并未就此成为定制ꎬ由于王莽性格使然ꎬ其施政时常朝令夕改ꎬ这件事

上也不例外ꎮ 地皇元年(２０)ꎬ日正黑又变成了兆域大将军王匡的责任ꎮ
　 　 二月壬申ꎬ日正黑ꎮ 莽恶之ꎬ下书曰:“乃者日中见昧ꎬ阴薄阳ꎬ黑气为变ꎬ百姓莫不惊

怪ꎮ 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ꎬ欲蔽上之明ꎬ是以適见于天ꎬ以正于理ꎬ塞大异

焉ꎮ”③

东汉安帝之前ꎬ没有因灾异策免三公之事ꎬ只是在永平十三年(７０)ꎬ“冬十月壬辰晦ꎬ日有食

之ꎮ 三公免冠自劾”ꎮ④ 明帝制曰:“冠履勿劾ꎮ 灾异屡见ꎬ咎在朕躬ꎮ”⑤这件事从侧面说明了三

公当为灾异负责的思想从未消失ꎮ “经过儒家改制运动ꎬ执政大臣对灾异负有责任已成为朝廷

的共识ꎮ”⑥安帝永初元年(１０７)ꎬ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因灾异被策免ꎬ东汉因灾异策免三公自此

始ꎮ⑦ “东汉中后期ꎬ灾异思想用于士大夫与戚宦之间的权力斗争ꎬ最后成为外戚、宦官打压和控

制士大夫的手段ꎮ 灾异责任本身逐渐形式化ꎬ变得有名无实ꎮ”⑧这个结论没有什么问题ꎬ但是具

体到天变与策免三公的联系上来ꎬ梳理相关史料后会发现ꎬ从安帝到桓帝时期ꎬ因异常天象而策

免三公(尤其是太尉)虽屡屡见诸史书ꎬ却还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ꎮ 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

志»统计ꎬ安帝朝共发生日食十二次ꎬ⑨只有永初五年(１１１)日食发生后ꎬ以阴阳不和为由策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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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徐防传»曰:“凡三公以灾异策免ꎬ始自防也ꎮ”«太平御览»引«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ꎬ以灾故免司空尹勤ꎮ

凡以灾寇故辄免三公ꎬ多以卿为之ꎬ或再三退而还ꎬ复其故ꎬ桓、灵又甚ꎬ自此始也ꎮ”«后汉书安帝纪»:“九月庚午是日ꎬ太
尉徐防免ꎮ 辛未ꎬ司空尹勤免ꎮ”两人之免ꎬ仅差一日ꎮ 此处暂并存徐防、尹勤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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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日食发生时间为永初元年三月、永初五年正月、永初七年四月、元初元年十月、元初二年九月、元初三年三月、元初

四年二月、元初五年八月、元初六年十二月、永宁元年七月、延光三年九月、延光四年三月ꎮ 另«后汉书安帝纪»载ꎬ元初三年

三月日食ꎬ«后汉书五行志»未载ꎬ查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大象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与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

日食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ꎬ２００６ 年)均无ꎬ陈遵妫著、崔振华校订«中国天文学史» (第三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所载ꎬ«中国日食表»虽依据«日月食典»计入此次日食ꎬ但据朱文鑫在«历代日食考»(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４ 年)中推

算ꎬ此次日食实乃澳洲可见ꎬ综上所述此次日食存疑ꎬ暂不计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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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张禹ꎬ«后汉书安帝纪»:“春正月庚辰朔ꎬ日有食之ꎮ 丙戌ꎬ郡国十地震ꎮ 己丑ꎬ太尉张禹

免”ꎬ①«后汉书张禹传»:“以阴阳不和策免ꎮ”②另有一次星变逆行ꎬ中常侍樊丰借此构陷太尉

杨震ꎬ致使杨震被策免ꎬ“会太史言星变逆行ꎬ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ꎬ深用怨怼ꎻ且邓氏故吏ꎬ
有恚恨之心ꎮ’及车驾行还ꎬ便时太学ꎬ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③ꎮ 顺帝朝共发生日食五次④ꎬ
只有一次日食成为三公被免的原因ꎮ 永建二年(１２７)ꎬ“秋七月甲戌朔ꎬ日有食之ꎮ 壬午ꎬ太尉朱

宠、司徒朱伥罢”⑤ꎮ 另«后汉书桓荣列传附桓焉传»:“汉安元年ꎬ(桓焉)以日食免”⑥ꎬ但«顺
帝纪»和«五行志»皆未言汉安元年日食ꎮ⑦ 桓帝朝共发生日食九次⑧ꎬ仅有两次日食导致策免太

尉ꎮ 永兴二年(１５４)“九月丁卯朔ꎬ日有食之太尉胡广免ꎬ司徒黄琼为太尉”⑨ꎮ 延熹元年

(１５８)“(五月)甲戌晦ꎬ日有食之甲子ꎬ太尉黄琼免ꎬ太常胡广为太尉”ꎮ
灵帝朝的情况则与之前大有不同ꎬ这一时期共出现日食十三次(详见表 １)ꎬ其中九次日食发

生后太尉被免ꎬ频率远超前几朝ꎮ 四次没有策免太尉的日食中ꎬ除首次日食(建宁元年五月)外ꎬ
其他三次各有其特殊原因ꎮ 熹平二年(１７３)“冬十二月ꎬ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ꎮ 太尉段颎罢ꎮ 鲜

卑寇幽并二州ꎮ 癸酉晦ꎬ日有食之ꎮ 三年春正月ꎬ夫馀国遣使贡献ꎮ 二月己巳ꎬ大赦天下ꎮ 太常

陈耽为太尉”ꎮ 说明这次日食发生前ꎬ原太尉段颎已被罢免ꎬ新太尉还未曾任命ꎬ太尉一职无人

担任ꎮ 光和元年(１７８)二月日食发生时的情况与此相类ꎬ“光和元年春正月太尉孟彧罢ꎮ 二

月辛亥朔ꎬ日有食之三月辛丑ꎬ大赦天下ꎬ改元光和ꎮ 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ꎮ 这两次日食

发生时ꎬ太尉一职暂空ꎬ自然不存在太尉因日食被免的情形ꎮ 再说中平三年(１８６)五月日食ꎬ从
中平二年(１８５)八月开始ꎬ张温率兵讨伐北宫伯玉、边章等人ꎬ«后汉书灵帝纪»:“八月ꎬ以司空

张温为车骑将军ꎬ讨北宫伯玉ꎮ”«后汉纪孝灵皇帝纪»:“秋七月ꎬ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边章、韩
约无功免ꎮ 八月ꎬ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章、约ꎮ”次年春ꎬ张温在外被任命为太尉ꎬ直至同年冬

天返回京城洛阳ꎬ“三年春ꎬ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ꎮ 三公在外ꎬ始之于温ꎮ 其冬ꎬ征温

还京师ꎮ”也就是说ꎬ中平三年五月日食发生时ꎬ张温正以太尉的身份领兵在外ꎬ如果以日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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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将其策免ꎬ显然非常不利于军心稳定ꎬ故这次日食也没有策免太尉ꎮ 综上可见ꎬ除几次特殊情

况外ꎬ灵帝朝因日食策免太尉是一种常态化行为ꎬ近乎于定制ꎮ 从第一次日食发生时的情形来

看ꎬ是时这种做法尚未开始ꎬ从建宁元年(１６８)五月到十月间ꎬ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一常态化行

为的产生?
表 １　 灵帝朝日食与太尉策免表

时间 涉事官员 出处

建宁元年五月 无 «后汉书灵帝纪»:五月丁未朔ꎬ日有食之ꎮ

建宁元年十月 太尉刘矩
«后汉书灵帝纪»:冬十月甲辰晦ꎬ日有食之ꎮ 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ꎬ各有差ꎮ 十一

月ꎬ太尉刘矩免ꎬ太仆沛国闻人袭为太尉ꎮ
建宁二年十月 太尉刘宠 «后汉书灵帝纪»:(十月)戊戌晦ꎬ日有食之ꎮ 十一月ꎬ太尉刘宠免ꎬ太仆郭禧为太尉ꎮ
建宁三年三月 太尉郭禧 «后汉书灵帝纪»:三月丙寅晦ꎬ日有食之ꎮ 夏四月ꎬ太尉郭禧罢ꎬ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ꎮ

建宁四年三月 太尉闻人袭
«后汉书灵帝纪»:三月辛酉朔ꎬ日有食之ꎮ 太尉闻人袭免ꎬ太仆李咸为太尉ꎮ 诏公卿至

六百石各上封事ꎮ
熹平二年十二月 无 «后汉书灵帝纪»:(十二月)癸酉晦ꎬ日有食之ꎮ
熹平六年十月 太尉刘宽 «后汉书灵帝纪»:冬十月癸丑朔ꎬ日有食之ꎮ 太尉刘宽免ꎮ
光和元年二月 无 «后汉书灵帝纪»:二月辛亥朔ꎬ日有食之ꎮ
光和元年十月 太尉陈球 «后汉书灵帝纪»:(十月)丙子晦ꎬ日有食之ꎮ 十一月ꎬ太尉陈球免ꎮ

光和二年四月 太尉段颎

«后汉书灵帝纪»:夏四月甲戌朔ꎬ日有食之ꎮ 辛巳ꎬ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颎并下狱死ꎮ

«后汉书段颎列传»:光和二年ꎬ复代桥玄为太尉ꎮ 在位月余ꎬ会日食自劾ꎬ有司举奏ꎬ诏

收印绶ꎬ诣廷尉ꎮ
光和四年九月 太尉刘宽 «后汉书灵帝纪»:九月庚寅朔ꎬ日有食之ꎮ 太尉刘宽免ꎮ
中平三年五月 无 «后汉书灵帝纪»:五月壬辰晦ꎬ日有食之ꎮ
中平六年四月 太尉马日磾 «后汉书灵帝纪»:夏四月丙午朔ꎬ日有食之ꎮ 太尉马日磾免ꎬ幽州牧刘虞为太尉ꎮ

　 　 灵帝在位初期发生的最著名政治事件莫过于陈蕃窦武谋诛宦官失败ꎬ以及第二次党锢之祸ꎬ
灵帝朝因日食策免太尉成为常态化行为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ꎮ 建宁元年五月日食发生

后ꎬ陈蕃因之说窦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ꎬ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ꎬ况今石显数十辈乎! 蕃

以八十之年ꎬ欲为将军除害ꎬ今可且因日食ꎬ斥罢宦官ꎬ以塞天变ꎮ”①窦武遂建议太后尽诛宦官ꎬ
但由于窦太后犹豫未决ꎬ故久未动手ꎮ 至八月ꎬ侍中刘瑜善天官ꎬ以“太白出西方”其占不利上书

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ꎬ入太微ꎬ其占宫门当闭ꎬ将相不利ꎬ奸人在主傍ꎮ 愿急防之”②ꎬ
“又与武、蕃书ꎬ以星辰错缪ꎬ不利大臣ꎬ宜速断大计ꎮ 武、蕃得书将发”③ꎮ 结果事泄ꎬ宦官先发制

人ꎬ窦武自杀ꎬ陈蕃等人遇害ꎬ窦太后被软禁ꎮ 回顾整个事件ꎬ两次异常天象在中间起到了重要推

动作用ꎮ 而早在延熹八年(１６５)ꎬ刘瑜就曾上书以诸侯与星宿之联系劝说桓帝整饬宦官:“盖诸

侯之位ꎬ上法四七ꎬ垂文炳耀ꎬ关之盛衰者也ꎮ 今中官邪孽ꎬ比肩裂土ꎬ皆竞立胤嗣ꎬ继体传爵ꎬ或
乞子疏属ꎬ或买儿市道ꎬ殆乖开国承家之义ꎮ”④注曰:“四七ꎬ二十八宿也ꎮ 诸侯为天子守四方ꎬ犹
天之有二十八宿ꎮ”⑤桓帝“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ꎬ指事案经谶以对”⑥ꎮ 刘瑜所对内容没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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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司马彪:«后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２２４２ 页ꎮ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２２４３ 页ꎮ 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太白犯房左骖ꎬ上将星入太微”ꎮ 按

«晋书天文志»:“房四星下第一星ꎬ上将也ꎻ次ꎬ次将也ꎻ次ꎬ次相也ꎻ上星ꎬ上相也天驷ꎬ为天马ꎬ主车驾ꎮ 南星曰左

骖ꎬ次左服ꎬ次右服ꎬ次右骖”ꎮ 左骖即房南第一星ꎬ为上将ꎮ 又«续汉书天文志»:“太白在西方ꎬ入太微ꎮ”可知入太微者为太

白ꎬ非上将星ꎬ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窦武列传»点断有误ꎬ改之ꎮ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２２４３ 页ꎮ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１８５５ 页ꎮ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１８５５ 页ꎮ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第 １８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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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ꎬ其“尤善图谶、天文、历算之术”①ꎬ由此可知大抵“案经谶”所对之事与天变等灾异关系密

切ꎮ 刘瑜被害后ꎬ“宦官悉焚其上书ꎬ以为讹言”②ꎬ足见宦官对刘瑜之言的恐惧厌恶之情ꎮ 窦太

后被幽禁ꎬ宦官独揽朝政大权ꎬ又恐惧厌恶士大夫关于天变之咎的言论ꎬ势必要在这一方面也夺

取与其执政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ꎬ将全部异常天象归咎于士大夫ꎮ 介于此前早有因灾异策免三

公乃至因天变策免太尉的先例ꎬ太尉自然成为承担异常天象之责的最佳对象ꎬ于是灵帝朝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ꎬ以日食策免太尉成为一种常态ꎮ 而士大夫的势力由于第二次党锢之祸受到重挫ꎬ无
力改变这种局面ꎮ 换言之ꎬ因日食策免太尉几近定制ꎬ正是宦官权势达到巅峰、士大夫对朝政影

响跌至谷底的一种表现ꎮ
中平六年(１８９)八月ꎬ中常侍张让等杀大将军何进ꎬ司隶校尉袁绍勒兵尽诛宦官ꎮ 执政大权

先后落入董卓、曹操等人之手ꎬ官僚士大夫们成为朝中最重要的政治势力ꎬ因天变策免太尉的局

面也因此得到改善ꎮ 献帝初平三年(１９２)以日有重珥③策免太尉皇甫嵩ꎬ兴平元年(１９４)以日食

策免太尉朱俊只是之前做法的惯性使然ꎬ此后再无类似事件ꎮ 至魏黄初二年(２１１)ꎬ借由魏文帝

诏书ꎬ因异常天象策免太尉之事彻底淡出历史舞台ꎬ«太平御览»引«齐职仪»曰:“魏文黄初二年ꎬ
日蚀ꎬ奏免太尉贾诩ꎮ 诏:‘天地灾害ꎬ责在朕躬ꎬ勿贬三公ꎮ’遂为永制ꎮ”④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ｘ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ｅ ｗａｓ “ ｅｘｃｅｓｓ ｏｆ Ｙ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Ｙａｎｇ”ꎻ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ꎬ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ａｐｐｌ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ｓ (ｓａｎ ｇｏｎｇ 三公)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ｅｎ Ｈａｎ Ｙｉｎｇ ｌｉｖｅｄ. 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ａｎ Ｌｉｎｇｄｉ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ｗｈｅｎ ａ ｓｏｌａｒ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ꎬ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ａｉｗｅｉ (太尉)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ｕｎｕｃｈｓ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ꎻ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ꎻ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ꎻ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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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的
应用进展与启示

∗

王　 昶　 章锦河
(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ꎬ江苏 南京ꎬ２１００２３ )

　 　 摘要:　 计划行为理论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分量ꎬ它是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ꎮ 计

划行为理论包括五个基本要素: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实际行为ꎮ 计划行为理论对行

为意向以及实际行为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ꎬ在诸多行为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ꎬ近年来在旅游行

为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ꎮ 本文概述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组成结构ꎬ综述了其在国内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

情况ꎬ并指出了其中研究的不足之处ꎬ展望了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前景ꎮ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ꎻ旅游研究ꎻ应用进展ꎻ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　 Ｆ５９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３１－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１２
作者简介:王昶(１９８９—　 )ꎬ男ꎬ安徽安庆人ꎬ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ꎻ章锦河(１９７０—　 )ꎬ男ꎬ安徽望

江人ꎬ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ꎬ旅游业正向大众化、普及化与经常化发展ꎬ旅游地的旅游者也

呈不断增多的趋势ꎬ这给旅游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ꎬ也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ꎬ使得旅游

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ꎮ 旅游者环境保护意识的不足ꎬ对自我的必要规范与约束的缺乏ꎬ不
当环境行为的引发等是造成景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ꎮ 尽管近年来“文明旅游”的理念渐

入人心ꎬ旅游者的文明旅游意识也不断提高ꎬ但旅游者在旅游地乱扔垃圾、采摘花木、践踏草坪及

破坏文物古迹等不文明旅游行为仍屡见不鲜ꎮ 旅游者作为旅游地的主要服务对象ꎬ作为旅游活

动的主体ꎬ其在旅游地的行为是影响旅游地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ꎮ 因此ꎬ深入了解旅游者的环境

行为ꎬ并剖析其内部影响机制ꎬ有助于引导旅游者的环境友好行为ꎬ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ꎮ
休闲旅游、生态旅游、低碳旅游以及乡村旅游等旅游产业的迅猛开发在为旅游企业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得其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ꎮ 因此ꎬ对旅游者旅游动机与旅游决策

行为的研究能够为旅游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持和经营建议ꎮ
国内的旅游者行为研究开始于国外行为领域研究的引入ꎮ 虽然近年来旅游者行为相关研究

不断增多ꎬ但研究基础仍相对薄弱ꎮ 此外ꎬ考虑到旅游者行为研究的本土化特点ꎬ旅游者行为的

研究往往需要与被研究对象的背景紧密结合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ꎮ 因此ꎬ旅游者行为研究有

助于丰富其理论体系ꎬ并且以国内旅游者为主体的行为研究ꎬ对于丰富适合我国国情的旅游者行

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ꎮ
计划行为理论作为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ꎬ主要被用来解释个体如何计划行为以实现特

定目标ꎬ有关研究也大多专注于如何通过影响计划行为理论诸要素来预测个体行为ꎮ 该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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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非常广泛ꎬ包括:安全带的使用①、吸烟②、食用低脂食物③、饮酒④、选择职业⑤、参加体育活

动⑥、低碳消费⑦、企业低碳行为⑧、微信知识分享⑨、企业合作以及旅游研究领域的生态旅游、乡
村旅游、红色旅游等等ꎮ 总之ꎬ大量文献支持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解释和

预测能力ꎮ 在国外ꎬ学者们对于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行为中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ꎮ 而在国内ꎬ虽
然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ꎬ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提炼与总结的文章还未

见报道ꎮ 基于上述情况ꎬ本文在全面考虑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总结了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

究中的研究现状与进展ꎬ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ꎬ以期为今后的旅游行为研究指明方向ꎮ

一、计划行为理论概述

(一) 计划行为理论的缘起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性行为理论(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ꎬＴＲＡ)发展而来的ꎬ理性行为理

论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这两种预测变量来预测执行特定行为的意向ꎮ 然而ꎬ理性行为理论并

不考虑行为完全不受个体控制的情形ꎮ Ａｊｅｎ 将第三种行为预测变量———知觉行为控制(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ＰＢＣ)引入理性行为理论ꎬ由此开发出了计划行为理论ꎮ 因此ꎬ计划行为理论包含

三个预测行为意向的概念独立的要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ꎮ
(二)计划行为理论的内涵与要素

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ＴＰＢ)是一种专注于解释和预测明确定义的人类

行为的认知模型ꎮ 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依据他们的行为意向及行为控制观念进行的ꎬ而行为意

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ꎮ 该理论的结构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１.行为态度ꎮ 行为态度指的是个体对正在考虑中的行为的有利或不利的评估或评价的程

度ꎮ 态度代表个体对于特定对象的好－坏、有害－有益、令人愉快－令人不愉快和讨人喜欢－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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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的属性维度的心理学总体评价ꎮ① 行为态度受到行为信念的影响ꎮ 行为信念指的是个体对

实施某个行为所能引起的可能结果的主观评估ꎮ 该因素在评估旅游者的出行意向选择、旅游者

的文明行为态度和意向等方面应用较为广泛ꎮ

图 １　 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模型图

２.主观规范ꎮ 主观规范指的是个体感知到的执行或不执行特定行为的社会压力ꎮ 主观规范

受到规范信念和顺从动机的影响ꎮ 规范信念指的是个体对于重要的他人或团体执行或不执行某

个具体行为的要求的重要性的知觉和看法ꎻ顺从动机指的是个体在执行具体行为时顺从重要的

他人或团体的意见的程度ꎮ 根据 Ｍｏｕｔｉｎｈｏ 的研究ꎬ任何相关群体的个人或团体都能对个体的信

念、态度和选择施加关键影响ꎬ这是因为个体可能会服从于他 /她的所属群体②ꎮ Ｐａｒｋ 阐明主观

规范本质上是社会属性③ꎮ 个体在考虑他 /她是否应该执行某个行为时会基于对他 /她重要的人

的意见或观点ꎬ并根据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以特定的方式表现行为ꎮ 该因素主要被研究者用来预

测旅游者的环境负责任行为及出游行为ꎮ
３.知觉行为控制ꎮ 知觉行为控制指的是个体对于执行某个特定行为是容易还是困难的知

觉ꎮ 人们认为知觉行为控制能够反映过去的经验、预期的困难和障碍ꎮ 根据 Ｃｈｉｏｕ 的理论ꎬ知觉

行为控制反映个体对于执行某个行为所需的资源和机遇所持的信念ꎮ④ 知觉行为控制受到控制

信念和感知到的力量的影响ꎮ 控制信念指的是个体感受到的可能促使或者阻碍其执行某项行为

的因素ꎻ感知到的力量指的是个体估计按照当前的情形ꎬ是否具备掌控这些促使或者阻碍执行行

为的因素的能力ꎮ 研究者应用该因素评价预测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出游行为及旅游管理行为的

研究较为多见ꎮ

二、 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国内学术界应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工作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ꎮ 其

中ꎬ对旅游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始于 ２００６ 年ꎮ 根据文献检索结果ꎬ姚艳虹和罗焱⑤关于旅

游者目的地选择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是国内最早开展此方面研究的ꎮ 本文在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ꎬ以“主题”为检索项ꎬ分别以“计划行为理论”并含“旅游”以及“ＴＰＢ”并含“旅游”为检

索词进行文献检索ꎬ并经过筛选及剔除重复文献后发现ꎬ截止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份为止ꎬ所有网络上

公布的文献中共有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的相关文献 ７８ 篇ꎬ其中实证研究类文献

７６ 篇ꎬ综述类文献 ２ 篇ꎻ期刊论文 ３８ 篇ꎬ会议论文 １ 篇ꎬ博士论文 ７ 篇ꎬ硕士论文 ３２ 篇ꎮ 如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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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ꎬ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国内学术界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到旅游研究中的文献数量总体

上呈上升趋势ꎬ其中 ２０１２ 年达到了研究数量的顶峰ꎬ且近四年发文数量均保持较高水平ꎮ

图 ２　 国内旅游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成果变化趋势

这些文献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在生态旅游、低碳旅游、乡村旅游以及旅游者环境行为等领

域ꎬ主要研究旅游者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ꎬ可为相关管理部门和地方政

府的管理和营销工作以及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ꎮ
(一) 在生态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国内研究者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生态旅游的研究开始于赵晟楠①的工作ꎮ 他以 ＴＰＢ 模型

为基础ꎬ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形式ꎬ探讨了拉萨市景区管理人员对生态旅游认证申请的行为意

向ꎬ研究结果显示: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旅游认证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对其生

态旅游认证的申请意向产生直接的影响ꎬ其中行为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ꎻ管理人员的期望收益、
道德责任感以及景区的外部环境和资源特征对管理人员的行为态度以及主观规范产生直接影

响ꎻ景区的外部环境和资源特征对管理人员的知觉行为控制产生直接影响ꎮ 此后ꎬ计划行为理论

在生态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多ꎮ 曾武灵②等采用实地发放问卷的方法ꎬ基于前人的工作构

建了 ＴＰＢ 和游客满意理论的模型ꎬ以研究游客对我国北方一些滨海生态旅游区的重游意愿ꎬ结
果表明游客的行为态度、满意度、主观规范、景区形象、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的行为等因素影响游

客的重游意愿ꎬ服务的品质以及过去的行为通过行为态度以及游客满意度ꎬ滨海生态旅游认知以

及景区形象通过行为态度对游客的重游意愿产生间接影响ꎮ 刘春济和高静③以崇明岛为案例地

进行现场问卷调查ꎬ以既有的 ＴＰＢ 为基础ꎬ重构了相关模型ꎬ探究了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行

为意向ꎬ采用结构方程的方法进行模型检验ꎬ发现模型支持行为意向 ６６％的变异ꎬ研究结果同时

说明ꎬ主要有三个因素推动生态旅游的行为意向: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参照群体的影响以及赋予

资源类型或参与生态旅游的能力ꎮ 马奔等④基于秦岭地区森林景区周边 ３２４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

据ꎬ采用 ＴＰＢ 建构理论模型ꎬ研究了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行为ꎬ结果发现:农户家庭的可支

配劳动力人数、地缘和血缘关系特征、教育程度、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的有无、生态旅游对当地知名

度的提升程度等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生态旅游经营意向ꎬ农户对于生态旅游是否会对出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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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晟楠:«景区管理人员生态旅游认证申请意愿研究———以西藏为例»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浙江大学ꎬ２００９ 年ꎮ
曾武灵、汪克夷、李珊珊:«游客重游意愿的决定规划:基于滨海生态旅游区的实证研究»ꎬ«管理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刘春济、高静:«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行为意向研究———以崇明岛为例»ꎬ«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马奔、刘凌宇、段伟、温亚利:«森林景区周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研究———以陕西秦岭地区为例»ꎬ«农林经济管理学

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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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多少产生影响的认知会对其经营意向产生正向的显著促进作用ꎬ而对经营投入无显著影响ꎮ
(二)在低碳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低碳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工作首先由金龙星①展开ꎬ他应用计划行为理

论结合知信行为理论ꎬ基于实地问卷的调研方式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等

方法构建了广州市游客低碳旅游交通行为的预测模型并进行了验证ꎬ结果表明:低碳旅游交通知

识、低碳旅游交通情感、低碳旅游交通偏好、个体效力及社会责任意识等五个因素影响游客的低

碳旅游交通行为ꎻ各个因素对低碳旅游交通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ꎬ其中情感、知识的影响作用显

著ꎬ而个体效力的作用并不显著ꎮ 此后ꎬ王玉洁②运用计划行为理论ꎬ通过网络发放问卷ꎬ采用信

度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独立样本 Ｔ 检验等分析方法

研究低碳旅游意向ꎬ得出结论如下:对于影响低碳旅游意向的显著程度ꎬ主观规范最为显著ꎬ知觉

行为控制和态度次之ꎮ 吴琳③基于计划行为理论ꎬ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法针对合肥市的旅游

者的低碳旅游行为意向进行了研究ꎬ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游客的低碳旅游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

范显著正向影响其低碳旅游的行为意向ꎬ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却不显著ꎮ 候芳④基于计划行

为理论ꎬ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ꎬ以广州市的高学历青年人群为研究对象ꎬ使用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对的旅游者低碳旅游交通行为意向的影响变量与行为意向间的

关系及作用显著程度ꎬ结果发现:四个因素影响低碳旅游交通行为意向ꎬ分别是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交通知识ꎮ 张玲⑤使用现场调研和网络调查的方式ꎬ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

基础ꎬ以南京市为案例地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城市居民低碳旅游行为意向的模型ꎬ并结合

有关统计学方法验证了相关假设ꎬ结果表明: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影响居民的低

碳旅游意向ꎬ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程度最大ꎮ
(三)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乡村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虽然不多ꎬ但是开展得较早ꎬ李华敏⑥采用行为

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创新优化的 ＭＥＴＰＢ 模型ꎬ采用随机抽样的问卷发放形式ꎬ对浙江、河南

和江西的六个景区的乡村旅游的行为意向的影响变量和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ꎬ结果表明:行为态

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的行为、景区形象、服务质量、旅游合约形式、旅游者价值以及

替代景区吸引力等九个因素影响乡村旅游行为意向ꎮ 岳明⑦应用计划行为理论ꎬ进行了问卷调

查ꎬ探讨了乌鲁木齐农业旅游消费者的行为ꎬ研究表明:消费者平常的上网频率、教育水平、行为

态度、过往经历等因素影响旅游者的农业旅游认知度ꎻ旅游者重游意愿与教育水平、年龄、家庭人

数等因素呈负相关关系ꎬ与景区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ꎮ 刘彬⑧以系统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

础ꎬ实地发放问卷ꎬ研究湘乡市游客乡村旅游的出行方式ꎬ结果显示:学历、出行距离和收入影响

游客的出行方式ꎬ职位、面子心理、个人偏好以及周围人的观念等因素显著影响出行方式ꎬ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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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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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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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星:«游客低碳旅游交通行为及其机理研究———以广州市为例»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广州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王玉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低碳旅游意向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华中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吴琳:«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旅游者低碳旅游意向研究———以合肥市为例»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安徽农业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侯芳:«低碳旅游交通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以高学历青年人群为例»ꎬ硕士学位论文ꎬ暨南大学ꎬ２０１４ 年ꎮ
张玲:«基于认知和态度的城市居民低碳旅游行为意向形成机理研究———以南京市为例»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南京师范大

学ꎬ２０１５ 年ꎮ
李华敏:«乡村旅游行为意向形成机制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拓展»ꎬ博士学位论文ꎬ浙江大学ꎬ２００７ 年ꎮ
岳明、余国新、王志杰、朱志强、吾买尔江:«乌鲁木齐市农业旅游消费者行为分析»ꎬ«内蒙古农业科技»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刘彬:«湘乡市乡村旅游游客出行方式调查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中南林业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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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情况和当地的政策规定等也会对出行方式产生较大影响ꎮ 郭倩倩等①采用实地问卷调查

的方式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ꎬ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究了黄山市游客

的乡村旅游意向ꎬ结果发现:个人规范与外部压力、工具性态度与情感性态度以及便利认知与自

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的乡村旅游意向ꎮ
(四)在旅游者环境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国内应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旅游者环境行为的论文较为多见ꎬ国内研究者大多是参考国外

的相关成果ꎬ针对国内案例地展开研究ꎮ 张健华和余建辉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ꎬ对自然风景区旅

游者的违章行为(不当的环境行为)进行了研究ꎬ提出了旅游者违章行为发生机制的可能的理论

模型ꎬ指出旅游者违章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景区内部他人的违章行为、景区的

环境管理水平、景区旅游者的满意度、旅游者的环境态度以及旅游者的相关人口统计学特征(年
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等)可能影响旅游者的违章行为意向ꎬ进而影响其违章行为ꎮ 但

文章并未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预测模型ꎬ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ꎮ 王宁③以天津五大道为

研究地点ꎬ采用现场统一发放问卷和随机抽查的方式ꎬ将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到游客的环境意识与

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中ꎬ得到游客环境意识的五个主要影响因素:态度、主观规范、道德规范、归
因和行为意向ꎻ得到两个中间变量:严重预期与负疚感预期ꎻ得到游客环境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
环境说服行为、环境经济行为和环境管理行为ꎮ 研究还发现游客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各个

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ꎬ并且得出了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ꎬ找出了环

境意识影响环境行为的关键变量ꎮ 周玲强等④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案例地ꎬ对旅游

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小规模访谈ꎬ将“地方依恋”和“感知行为效能”两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

模型ꎬ解释和预测了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的意向ꎬ结果显示:旅游者对其自身得失评估的合理

性影响旅游者的环境负责任行为意向ꎬ感知行为效能和情感显著影响环境负责任行为意向ꎬ特别

地ꎬ旅游者与旅游地间的心理认同以及情感纽带对其环境负责任行为意向产生积极影响ꎮ 林明

水等⑤基于实地发放问卷的调研形式ꎬ应用计划行为理论ꎬ研究了福建省游客的文明行为意向ꎬ
结果表明:游客的出游次数以及文明行为态度与游客的文明行为意向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游
客的教育水平、出游次数以及职业与游客的文明行为态度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王凯等⑥以

岳麓山为案例地ꎬ对其游客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ꎬ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构了

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预测模型ꎬ结果表明:后果意识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以及责

任归属呈正相关关系ꎬ个人规范与主观规范是影响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变量ꎬ生态世界观对

态度的影响不显著ꎬ知觉行为控制以及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也不显著ꎮ
(五)在其他旅游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除前述旅游研究外ꎬ国内学者也应用计划行为理论探究诸如旅行社员工的跳槽行为意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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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郭倩倩、胡善风、朱红兵:«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乡村旅游意向研究»ꎬ«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张健华、余建辉:«自然旅游景区游客违章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ꎬ«科技和产业»２０１０ 第 ２ 期ꎮ
王宁:«旅游者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天津财经大学ꎬ２０１０ 年ꎮ
周玲强、李秋成、朱琳:«行为效能、人地情感与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改进模型»ꎬ«浙江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林明水、赵东喜、刘丽华:«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改善路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ꎬ«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王凯、李志苗、肖燕:«城市依托型山岳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以岳麓山为例»ꎬ«热带地理»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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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对旅游产品的购买意愿以及旅游者的互助游行为等旅游问题ꎮ 沈苏彦①运用计划行为理

论ꎬ以南京市八个区 ６０ 多家旅行社的 ４３４ 位员工为发放问卷的对象ꎬ探讨了其从旅行社跳槽至

其他非旅游行业工作的行为意向ꎬ揭示了员工跳槽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ꎬ结果表明:主观规范与

行为态度可以很好地被用来解释和预测员工在未来一年之内的跳槽意向ꎮ 姚腊②基于计划行为

理论ꎬ以全国三星级以上酒店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ꎬ以实地和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ꎬ探
究了酒店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意向ꎬ结果显示:酒店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与

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意向显著相关ꎬ其行为意向不受酒店的所有制类型、星级、企业规模以及

企业成长阶段的影响ꎮ 徐娟③应用计划行为理论ꎬ针对秦皇岛市的高校学生群体以及市内景区

的青年旅行团随机发放问卷ꎬ探究了其互助游的行为意向ꎬ得出以下结果:过去的经历、信息接受

和互助游动机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ꎬ规范信念和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行为态度ꎻ规范信念和

信息接受显著正向影响主观规范ꎻ过去的经历、信息接受和互助游动机显著正向影响知觉行为控

制ꎬ相比于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ꎬ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力更高ꎮ 宋之杰等④运用计划

行为理论并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ꎬ采用专业问卷网站发放问卷的形式ꎬ研究了消费

者在线购买旅游产品的意愿ꎬ结果发现:感知风险、感知有用性、创新特性、感知易用性和主观规

范均能显著影响消费者网上在线购买旅游产品的意愿ꎮ

三、计划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启示

诸多研究已经证明计划行为理论在不同环境下的可应用性ꎬ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对于各种不

同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强大的解释和预测效用ꎮ 基于对国内旅游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的应

用情况的分析和总结ꎬ未来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旅游领域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研究计划行为理论干预旅游行为ꎮ 可靠和切实的干预行为是计划行为理论的重要特

色之一ꎮ 然而ꎬ当下很少有研究者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干预行为ꎬ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都停留在解

释和预测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上ꎬ这使得计划行为理论的实用价值有很大程度上的降低ꎮ 计划

行为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在国内开展得越来越多ꎬ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低碳旅

游及旅游者环境行为方面ꎮ 但是ꎬ这些研究大多只是解释和预测相关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ꎬ而极

少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实施相关的行为干预ꎮ 因此ꎬ后续的研究工作可以围绕应用计划行为理论

干预旅游行为来展开ꎮ
(二)探讨旅游情境下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机制ꎮ 旅游研究领域的环境行为研究一直是国内

外相关研究的重要领域ꎮ 但纵观其研究成果可知ꎬ国内有关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对旅游者环境行

为的研究多聚焦于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ꎬ且多关注环境行为的内部影响机制ꎬ主要表现为个人心

理因素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ꎮ 而且ꎬ在研究旅游环境问题时ꎬ多着眼于旅游需求而非旅游供给ꎮ
在研究旅游者环境行为时ꎬ多关注旅游者个体内因而非外部情境ꎮ 而旅游者环境行为区别于一

般性的环境行为ꎬ是旅游者自身因素与旅游地具体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因此ꎬ未来应用计划行

为理论研究旅游者的行为需要全面深入探讨旅游情境下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机制ꎬ并提高其主动

保护和改善旅游地环境的可能性ꎬ以期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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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沈苏彦:«旅行社员工跳槽意向的实证研究»ꎬ«中国商贸»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姚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酒店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意向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上海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徐娟:«我国青年群体互助游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燕山大学ꎬ２０１４ 年ꎮ
宋之杰、石晓林、石蕊:«在线旅游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ꎬ«企业经济»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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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对附加变量的测量ꎮ Ｃｏｎｎｅｒ 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① 指出附加因素可能会提升计划行为理论

的效用ꎮ 很多研究在预测方程中包括了对附加变量的测量从而在对意向或行为的预测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改善ꎬ而且它们在其他行为领域的普适性已经被证实②ꎮ 个人或标准规范的添加能够

改善对环境相关行为的预测效果③④ꎻ增加预期后悔可以提升对玩彩票和预防性行为的预测效

用⑤⑥⑦ꎻ对人格特征的测量也能提升预测效果⑧ꎬ但各种人口统计变量的添加却不能⑨ꎮ Ｓｐａｒｋｓ
和 Ｇｕｔｈｒｉｅ 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的三个变量(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足以预测行为

意向的假设提出了挑战ꎮ Ｎｏｒｍａｎ 等称其他变量能够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测效用并显著改善其

预测能力ꎮ 此外ꎬＢｅｎｔｌｅｒ 和 Ｓｐｅｃｋａｒｔ 建议并未包括在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过去的行为能够对行

为意向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ꎮ Ａｊｚｅｎ 也相信过去的行为可用于检验任何模型的充分性因为过

去的行为至少为一些遗漏的变量提供了控制ꎮ 目前旅游者行为研究大多是从行为态度、主观规

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角度出发ꎬ较少考虑附加因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今后在应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旅

游者行为的过程中ꎬ可以增加对诸如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个人或标准规范、旅游者人格特征、旅游

经历与动机、目的地形象、实施成本、交通政策等附加变量的测量ꎬ以提高研究的充分性和准

确性ꎮ
(四)优化模型和问卷ꎮ 在应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旅游行为的文献中ꎬ因为没有现成可用的

研究模型与调查问卷ꎬ研究者基本都是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自行设计模型和问卷ꎬ所以模型和问

卷的设计必然会出现不足之处ꎮ 后续研究应该在现有研究的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模型和

问卷ꎬ增加更多的变量和题项ꎬ修正和补充完善模型ꎬ充实和优化问卷的结构与内容ꎬ使得研究更

加深入ꎮ
(五)采取多种理论和方法构建模型ꎮ 到目前为止ꎬ大多数研究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

旅游者行为ꎬ这受旅游者主观因素的影响ꎬ可能造成模型预测结果准确性的偏差ꎬ因此后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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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ｊｚｅｎ 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１(１) .
Ｈａｒｌａｎｄ Ｐꎬ Ｓｔａａｔｓ Ｈꎬ Ｗｉｌｋｅ Ｈ Ａ 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１２).
Ｍａｎｓｔｅａｄꎬ Ｒｅｉｄ Ａ 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ｎ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２００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ꎬ Ｖｒｉｅｓ Ｎ Ｋꎬ Ｐｌｉｇｔ Ｊ.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

(２８).
Ｓｈｅｅｒａｎ Ｐꎬ Ｏｒｂｅｌｌ Ｓ. 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ｏ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９(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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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１５) .
Ｋｅｒｒｙ Ｓ. Ｃｏｕｒｎｅｙａꎬ Ｔｏｄｄ Ｍ. Ｂｏｂｉｃｋ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Ｓｃｈｉｎｋｅ.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ａｓｉｃ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９(４).
Ａｌｂａｒｒａｃｉｎ 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ｔ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１９９７.
Ｓｐａｒｋｓ Ｐꎬ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Ｃ Ａ.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ｎ Ｕｎｈｅｌｐｆｕ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１５) .
Ｎｏｒｍａｎ Ｐꎬ Ｃｏｎｎｅｒ Ｍꎬ Ｂｅｌｌ 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９ (１) .
Ｂｅｎｔｌｅｒ Ｐ Ｍꎬ Ｓｐｅｃｋａｒｔ 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７９(８６).
Ａｊｚｅｎ Ｉ.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１９９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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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采取面对面访谈、电话调查等方式ꎬ并将其他有关理论ꎬ诸如唤醒理论、环境刺激理论、行
为场景理论、推拉模型等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以融入进模型中ꎬ从而构建综合性和普适性更强

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的预测模型ꎮ 纵观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ꎬ其大部分仅使用计划行为理

论等理论分析的方法研究旅游行为ꎬ而并未使用诸如行为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验或仿真研究ꎬ这
使得研究结果仅停留在理论层面ꎬ实际效用不突出ꎮ 因此ꎬ今后研究者如果能够通过设计实验对

研究成果进行仿真实验验证并结合理论分析ꎬ则可使相关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ꎮ
(六)扩大样本库ꎮ 调查样本的数量以及研究地点的多样性是保证研究结果普适性的基础ꎬ

然而相关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ꎬ特别是大多数研究都是选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案例

地展开ꎮ 因此ꎬ今后的研究要尽可能地扩大样本数量和样本范围ꎬ选择覆盖面更广的案例地ꎬ更
加广泛地进行调查取样工作ꎬ使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得以提升ꎬ研究成果得以巩固和完善ꎮ

(七)测量旅游者的实际行为ꎮ 在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方面ꎬ旅游者的实际行为难以测量ꎬ这
就使得很多研究均用“行为意向”代替“实际行为”ꎬ但行为意向毕竟与实际行为有较大的差别ꎬ
行为意向是否转变为实际行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ꎮ① 因此ꎬ后续的研究应当采取更为严格

的设计来对旅游者的实际行为进行测量和评估ꎮ 针对这方面的工作ꎬ准实验(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的方法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潜力ꎮ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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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ＰＢ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ꎬ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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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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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视角下的经济管理绩效研究
∗①

车　 瑞１　 余祖伟２

( １.宁波工程学院 人文与艺术学院ꎬ浙江 宁波ꎬ３１５２１１ꎻ２.宁波工程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ꎬ浙江 宁波ꎬ３１５２１１ )

　 　 摘要:　 不同地区之间文化差异导致对广义生产要素的管理产生了深刻差异ꎬ对物资资本累积、人力资本、
技术及制度选择等产生巨大影响ꎬ从而导致了长期宏观经济管理绩效不同ꎻ同时ꎬ文化差异也深刻影响了地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ꎬ新教伦理派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ꎬ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崛起ꎬ儒家克己

精神、重视教育和社会秩序等因素结合西方的科学技术、职业技能和企业管理知识ꎬ创造了东亚奇迹ꎮ 通过经济

增长模型的研究说明ꎬ不同的文化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的作用ꎬ经济发展需要文化禀赋ꎬ初始文化禀

赋丰沛的区域经济有着更快的经济增长ꎬ经济富裕的地区可以更好地促进文化禀赋的增长ꎮ
关键词:　 文化差异ꎻ经济管理绩效ꎻ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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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绩效如此不同ꎬ即使相同的物质和地理条件ꎬ经过长期的发

展ꎬ有的地区贫穷而有的地区富裕?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ꎬ宽松的土地供给、适应性的技术和优

质的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ꎮ 但是ꎬ人类长期的经济历史告诉我们ꎬ土
地、技术和人力资本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不同地区长期经济绩效差异ꎮ 而藏在经济增长现象后面

人们不同的观念和价值观ꎬ即文化差异ꎬ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交往结构、个人行为、私有产权的保

护、经济管理、竞争市场的维护和法律规章的执行ꎮ 这些因素称之为缪尔达尔的正向累计性因

素ꎬ是规模经济管理绩效的重要原因ꎬ从而产生一般性收益递增ꎬ导致了不同经济绩效的差异ꎮ

一、文化差异与经济管理绩效的文献回顾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１９９２)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ꎬ是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
俗ꎬ人类才能和习惯的总和ꎮ 美国学者克罗伯(１９５２)认为ꎬ文化包含价值和科学技术两个层面ꎮ
澳大利亚学者戴维思罗斯比研究表明ꎬ文化既体现在产业和经济上ꎬ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价值

观念和社会习惯上ꎮ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１９９６)发现ꎬ文化体现在经济社会中的人们的信念和

价值观ꎮ②而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在三个层面得以体现ꎬ首先是生产工具ꎬ其次是社会

组织ꎬ最后是价值观念ꎮ 但是ꎬ经济学家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把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之

一ꎬ因为文化的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定义和度量测度ꎮ 格里夫(１９９４)解释ꎬ只有经济体系多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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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存在一种选择机制ꎬ否则文化很难进入到经济学研究视野中ꎮ①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ꎬ人
们可以将偏好和信念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替代变量进行测度ꎬ文化作为一种经济因素被广泛的

研究和讨论ꎮ 亨里奇(２００１)和伯恩豪斯特(２００５)通过数据分析讨论了文化对人们信念和偏好

的影响程度ꎬ使文化的可度量性得以验证ꎬ为下一步验证偏好和信念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奠定了基

础ꎮ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１９７１)将文化转化为文化禀赋加入到其诱导性创新模型中ꎬ文化禀赋隐

藏在偏好和习惯之下归之于意思形态之中ꎬ讨论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对经济管理和创新的驱动作

用ꎮ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文化转化为文化资本ꎬ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起考察它们在社

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ꎮ 澳大利亚学者戴维思罗斯比将文化资本对经济价值的意义进行了探

索ꎬ文化资本的经济形态转化促进了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流动ꎬ文化资本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成为

了文化产业和文化商品ꎮ 贝克尔(１９９６)讨论了文化风俗相对于个体的不变性ꎬ认为人们可以改

变自己的国籍和宗教信仰ꎬ但是整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种族特性对于个体是给定的事实而且很

难改变ꎮ 不同文化体现在家庭生育率的管理观念上ꎮ 中国历来提倡多子多福ꎬ而西方则是个人

主义影响导致人口增长缓慢ꎬ人们的生育意愿不高ꎮ 在人力资本即教育投资上ꎬ中国儒家尽管重

视教育ꎬ但是其教育和培养的方向是非生产领域ꎬ无法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ꎻ西方重视科学和职

业素养教育ꎬ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管理绩效的提升ꎮ 吉索等(２００３)观察到生活中宗教氛围中的

人ꎬ即使成年后不再信仰宗教ꎬ但其价值观念和偏好已经烙上了深深的宗教印记ꎮ 为什么文化对

于人们的影响如此深刻? 柏森和魏迪尔(２０００)分析表明ꎬ父母的垂直影响是个体偏好和信念形

成的重要因素ꎬ小孩子没有办法鉴别父母的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否最优选择ꎬ只是被教导和模

仿ꎮ③ 社会组织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习俗的传承ꎬ大学等教育机构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对

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ꎬ由于文化习俗的其他社会效应的存在ꎬ例如增加了生育率和其他的效

益ꎬ即使在经济绩效管理效果上不是最好的ꎬ但是仍然被保留ꎮ 而波提西尼和艾克斯坦(２００５)
发现ꎬ地区风俗也会随着时间流逝缓慢改变ꎮ 因此ꎬ泰伯里尼(２００５)将文化的代表性变量种族

和宗教信仰作为工具变量ꎬ讨论不同文化差异对经济管理绩效的影响ꎬ而伯森(２００４)利用结构

方程验证文化对经济管理绩效影响ꎬ卢卡斯(１９７６)将文化和信念内生化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

中ꎬ认为人们的理性预期可以完全理解和预测现实ꎬ斯蒂格勒和贝克尔从效用函数和不同的投资

率出发将消费者的偏好内生化ꎬ讨论消费者的最优消费决策ꎬ科勒曼认为宗教和社会规范是群体

不断竞争和优化的结果ꎮ 刘易斯(１９５５)指出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个体利用经济机会的态度影

响极大ꎬ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非洲和印度的劳动者对于工作的态度上印证ꎬ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

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态度ꎬ这也决定了社会创新的速度ꎮ④ 马克思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ꎬ１９０５)指
出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ꎬ其提倡的禁欲主义促进了刻苦工作和累积资本ꎮ⑤

熊彼特(１９１２)支持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表现ꎮ⑥ 而文化的集中体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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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有着重要影响ꎬ僵化的意识形态使得制度改革困难重重(林毅夫ꎬ
１９９４)ꎮ①

二、文化差异与经济管理绩效理论模型

我们从广义的社会文化禀赋出发ꎬ从内生增长模型考虑文化禀赋差异与经济管理绩效的联

系和影响ꎬ假设社会是通过消费商品和文化禀赋获得最大效用ꎬ社会效用函数表示为:

Ｕ(ｃꎬκＨ)＝ ｃ１－σ－１
１－σ

－ １
γ
(κＨ) γ

其中ꎬｃ 表示消费ꎬ 文化禀赋 κＨꎬＨ 表示文化禀赋总量ꎬκ 使用比例ꎬσ>０ 消费的跨期替代弹

性ꎬ１－γ 文化禀赋跨期替代弹性ꎬ假设均设为常数ꎮ Ｕ１>０ꎬＵ２<０ꎬ消费和效用是正相关ꎬ对文化禀

赋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ꎮ 整个区域是单部门经济ꎬ生产函数形式是科布—道格拉斯(Ｃ－Ｄ)ꎬ
ｙ＝ ｆ(ｋꎬκＨ)＝ ＡＫα (κＨ) β

Ｋ 代表物质资本存量ꎬＡ 生产技术ꎬκＨ 文化禀赋ꎬα>０ꎬβ>０ 表示物质资本和文化禀赋对生

产贡献的份额和弹性ꎬｋ
ꎮ
＝ＡＫα (κＨ) β－δｋ－ｃꎬ资本的积累是产出减去折旧和消费ꎬσ 物质资本折

旧率ꎬ文化禀赋增长的速度为 ηꎬＨ
ꎮ
＝η(１－κ)Ｈꎮ

假设区域政府最大化社会效应ꎬ

ｍａｘ
ｃꎬκ

∫
¥

０
ｅ－ρｔ(ｃ

１－σ－１
１－σ

－ １
γ
(κＨ) γ)ｄｔ (１)

其中ꎬρ 时间偏好率ꎬ区域政府通过选择消费和利用文化禀赋最大化整个社会效用ꎬ资源的

约束条件为:

ｋ
ꎮ
＝ＡＫα (κＨ) β－δｋ－ｃ (２)

Ｈ
ꎮ
＝(１－κ)ηＨ (３)

最大化社会效用的现值哈密尔顿方程为

Ｆ＝ｃ１－σ－１
１－σ

－ １
γ
(κＨ) γ＋λ１(ＡＫα (κＨ) β－δｋ－ｃ)＋λ２((１－κ)ηＨ) (４)

其中ꎬλ１、λ２ 分别是物质资本和文化禀赋的协同变量和哈密尔顿乘子ꎬ是物资资本和文化禀

赋的边际效用贡献ꎮ

命题 １:假设 ｋ(ｔ)＝ ｋ(０)ｅτｔꎬＨ(ｔ)＝ Ｈ(０)ｅ
１－α
β τｔꎬ令 Ｈ(０)>Ｈｍｉｎꎬ∀ｔꎬＨｍｉｎ是最小文化禀赋ꎬ规模

报酬不变 α＋β＝ １ꎬτ∈(０ꎬη)ꎻ初始禀赋(Ｈ(０)
ｋ(０)

)和经济增长率 τ 是正相关ꎮ

证明:对(４)中的物质资本 ｋ 求导为零ꎬ整理方程得到:

αＡｋ (０) α－１Ｈ (０) β (１－(１
－α)τ
ηβ

)
β

＝στ＋ρ＋δ

令 ｋ (０) α－１Ｈ (０) β ＝Ｂ 为常数

αＡＢ (１－(１
－α)τ
ηβ

)
β

＝στ＋ρ＋δ(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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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规模报酬不变 α＋β ＝ １ꎬ则 β ＝ １－αꎬ令 β∈(０ꎬ１)ꎬ τ∈(０ꎬη)ꎬ１－ τ
η

>０ꎬＢ ＝Ｈ(０)
Ｋ(０)

ꎬ

(１－ τ
η
)

β

＝ σ

αＡ Ｈ(０)
ｋ(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τ＋
ρ＋δ

αＡ Ｈ(０)
ｋ(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

τ(Ｈ(０)
ｋ(０)

)是 Ｂ＝Ｈ(０)
Ｋ(０)

的函数ꎬτꎬ ＝ β(στ＋ρ＋δ)
αβ
η

(１－ τ
η
)

β－１

ＡＢβ＋１＋σＢ
>０ꎬ且(１－ τ

η
)

β－１

>０ꎬ其他的参数都

大于零ꎬ于是初始资源禀赋(Ｈ(０)
ｋ(０)

)与区域稳态增长率 τ 正相关ꎮ

命题 ２:假设 ｋ(ｔ)＝ ｋ(０)ｅτｔꎬＨ(ｔ)＝ Ｈ(０)ｅ
１－α
β τｔꎬＨ(０)>Ｈｍｉｎꎬ∀ｔꎬＨｍｉｎ最低文化禀赋ꎬα＋β＝ １ꎬτ

∈(０ꎬη)ꎬ文化禀赋增长率 ｇＨ 和 ηꎬαꎬβ 无关ꎬ与初始禀赋(Ｈ(０)
ｋ(０)

)和区域经济增长率 τ 正相关ꎮ

证明:在最优状态下ꎬｇＨ ＝(１－κ)ηꎬκ ＝ １－１
－α
βη

τꎬ得到 ｇＨ ＝ １－α
β

τꎬα＋β ＝ １ꎬβ ＝ １－αꎬ故 ｇＨ ＝ τꎬ

由于命题 １ꎬ文化禀赋增长率 ｇＨ 与初始禀赋(Ｈ(０)
ｋ(０)

)和区域经济增长率 τ 正相关ꎮ

命题 ３:如果教育和文化投入促进了技术进步ꎬ Ａ
.

Ａ
＝ ｎ(ｓ)ꎬｓ 代表区域的教育投入ꎬＡ( ｔ)＝ Ａ

(０)ｅｎ(ｓ)ｔꎬ且 ｎꎬ(ｓ)>０ꎬｎꎬ ꎬ(ｓ)<０ꎬ区域的文化禀赋随着教育投入会提高ꎮ
证明:因为 Ａ(ｔ)＝ Ａ(０)ｅｎ(ｓ)ｔꎬ且 ｎꎬ(ｓ)>０ꎬｎꎬ ꎬ(ｓ)<０ꎬ(１９)变为:

(１－ τ
η
)

β

＝ σ

αＡ(０)ｅｎ(ｓ)ｔ Ｈ(０)
ｋ(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τ＋
ρ＋δ

αＡ(０)ｅｎ(ｓ)ｔ Ｈ(０)
ｋ(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

令 Ｔ＝Ａ(０) Ｈ(０)
ｋ(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

为常数ꎬ上式变为

(１－ τ
η
)

β

＝ σ
αＴｅｎ(ｓ)ｔτ＋

ρ＋δ
αＴｅｎ(ｓ)ｔ

τ 对 ｓ 求导ꎬ得到

τｓ
ꎬ ＝ ｎꎬ(ｓ)ｔ(στ＋ρ＋δ)

σ＋αＴｅ
ｎ(ｓ)ｔβ
η

(１－ τ
η
)

β－１>０ꎬτｓ
ꎬꎬ<０ꎻ

而 ｇＨ ＝ １－α
β

τꎬ所以当教育投入提高ꎬ区域文化禀赋的增长率也会提高ꎮ

从上面的模型我们看到ꎬ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最低文化禀赋ꎮ 例如作为一个文化禀赋的特

征ꎬ信用就是一个社会交往不可或缺的因素ꎬ而且信用可以极大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ꎮ 经济增

长越快ꎬ需要和消耗的文化禀赋就越多ꎮ 当经济起飞后ꎬ可以投资文化基础设施和教育ꎬ可以更

好地提升文化禀赋的数量和质量ꎬ为长期经济管理绩效增长奠定更好的基础ꎮ

首先ꎬ我们考虑如果区域经济规模报酬不变ꎬα＋β ＝ １ꎬτ∈(０ꎬη)ꎬ那么初始禀赋(Ｈ(０)
ｋ(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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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ꎬ其经济稳态增长率 τ 越高ꎮ 这说明ꎬ文化禀赋丰厚的区域ꎬ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要更大ꎬ
因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经济要素的合理利用ꎬ资本的回报更加安全ꎮ

但是ꎬ如果这个社会经济处在规模递增经济条件下ꎬα＋β>１ꎬ１－α<βꎮ 因为在区域经济初始

发展时期ꎬ经济体系中的各项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很高ꎬｇＨ ＝ １－α
β

τ<τꎬ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文化

禀赋增长率ꎬ整个社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经济发展中去ꎬ文化禀赋的积累会相对下降ꎮ 但

是ꎬ当区域经济慢慢发展起来ꎬ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逐步下降ꎬ规模报酬开始递减ꎬα＋β<１ꎬ１－α>

βꎬｇＨ ＝ １－α
β

τ>τꎬ区域经济逐渐发达和富裕ꎬ经济机会被过度挖掘ꎬ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要素的边际

回报会相对下降ꎮ 发达的经济体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文化教育的建设中ꎬ整个社会的文化

禀赋开始加速积累ꎬ更多地投入到和文化相关的基础设施ꎬ导致居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ꎬ实现

社会经济管理绩效和文化禀赋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的态势ꎮ

三、案例分析

１９ 世纪ꎬ“李约瑟之谜”讨论为什么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促使西欧崛起ꎬ而中国

在近代却衰落了ꎮ 韦伯(１９０４ꎬ１９２０)试图从宗教文化上分析ꎬ重视财富积累的禁欲是新教伦理

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ꎬ清教徒将这种精神体现在世俗的职业生涯中①ꎬ理性和客观的法律取代

了传统对于经营管理和人际关系的调节ꎬ生活方式在新教伦理的发自内心的克己借鉴调解下显

得理性和自律ꎬ管理经济事业和社会化关系烙上了隆重的市场经济色彩ꎬ很好地适应了精神生活

追求和世俗事业的融合ꎻ而儒家伦理是传统和习俗来调节经济和人事关系ꎬ法律和理性并不是居

于主导地位ꎬ人们追求君子的道德生活方式ꎬ对于节俭和财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相同ꎬ导
致了不同的经济增长后果ꎮ② 但是ꎬ文化也会随着时间改变ꎬ杜洵诚(１９９３)通过史料表明ꎬ中国

在近代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ꎬ中国传统伦理部分地与西方文化融合ꎬ在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

取向上发生了重大改变ꎬ对于企业和经济管理、社会组织的态度有了急剧的变化ꎬ儒家伦理的礼

节性节俭和克己被积累和投资所代替ꎬ人文教育逐步转向职业性质的教育内容ꎬ五四运动中达到

高潮ꎬ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ꎬ普遍渴望世俗的幸福生活态度ꎮ③

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ꎬ又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熏陶ꎬ２０ 世纪后期ꎬ产生了亚洲四

小龙的经济崛起ꎮ 从 １９５０ 年的日本开始ꎬ形成了雁行排行的专业分工和经济起飞模式ꎬ经济增

长以 １０％左右速率保持了十几年ꎬ在 １９８８ 年日本的人均 ＧＤＰ 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ꎻ韩国结合

自己的儒家精神和西方的科技文化ꎬ创造了“汉江奇迹”ꎬ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已经达到了 ２.５ 万美

元ꎬ已然成为发达国家ꎻ中国台湾经济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保持了 １０％左右的经济增长速率 ３０ 年ꎬ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２０ 年的 ７.８％的中速增长ꎬ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超过了 ２ 万美元ꎻ中国大陆从 １９７８ 年

改革开放以来ꎬ数十年保持 １０％左右的经济增长率ꎬ２０１５ 年的 ＧＤＰ 达到 ６８.９０ 万亿元ꎬ总量经济

全球排名第二ꎬ成为中等收入国家ꎬ亚行预测 ２０５０ 年亚洲 ＧＤＰ 将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５０％以上ꎮ
亚洲的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ꎮ 如果说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西欧的经济增

长ꎬ那么可以说儒家文化崇尚的节俭和重视教育ꎬ为经济增长奠定了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基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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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从等级官僚制度逐步过渡到注重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秩序ꎬ结合西方的技术创新、职
业道德和企业管理等世俗文明ꎬ造就了所谓的亚洲奇迹ꎮ

四、结论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文化支撑作用ꎬ但是儒家文化在 １９ 世纪成了阻碍中国和东亚经济

增长的原因ꎬ在 ２０ 世纪末期却成为 “亚洲奇迹”的推动力ꎬ 这是因为在自然选择、文化组群的演

化压力下ꎬ淘汰了无效的习俗和制度ꎬ融合了西方经济、管理和科技文化ꎬ实行了文化变迁ꎮ 将儒

家文化的节俭和教育融合了西方的科学和职业知识ꎬ引入西方的教育体系ꎬ将儒家人文精神和科

学技术相结合ꎬ吸收西方科技与管理制度ꎻ将个人精神和集体主义相互融合ꎬ提高个人自我认知ꎬ
将个人变成公民和法人ꎬ在社会中承认个人价值ꎬ个体和集体能够协调发展ꎻ儒家重义轻利的思

想融合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ꎬ将社会道德和商业利益协调起来ꎬ儒家的节俭理念从非生产性

的方向转移到资本积累的方向ꎬ实现了社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计ꎬ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ꎬ
这反过来促进了文化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ꎮ 所以ꎬ初始条件禀赋不同的区域经济沿着

不同的增长轨道发展ꎬ但是长期来看ꎬ其相互之间是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借鉴和模仿ꎬ符合自身发

展的文化因素会被保留下来ꎬ无效的会随着竞争被淘汰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 Ｒｕｉ１ꎬ Ｙｕ Ｚｕｗｅｉ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ｔꎬ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Ｎｉｎｇ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Ｎｉｎｇｂｏ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３１５２１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ｈｕ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ｌｅａ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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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ｇａ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ｎｉ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ꎬ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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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大片战略的风险
∗①

邱章红
(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００ )

　 　 摘要:　 新世纪以来ꎬ中国电影产业借鉴好莱坞商业大片的运作机制发展本国的大片ꎬ虽然取得不少成功ꎬ
但也带来巨大风险ꎮ 超大规模的电影投资会带来超高的投资风险ꎻ大片掠夺其他类型影片的产业资源、挤压它

们的生存空间ꎬ威胁到整个国家电影产业的创意机制的良性发展ꎻ大片整齐划一的商业标准磨灭了电影艺术的

差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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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中国电影产业大片战略风险研究”(１０ＹＪＡ７６００３９)的阶段性成果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美国电影工业凭着一部部“好莱坞大片”在全球范围内攻城掠地ꎬ不
仅使其电影及其衍生品一统世界电影市场ꎬ而且还将所谓的“美国文化”、“美国精神”渗透到全

球每一个角落ꎮ 好莱坞大片战略的成功大大刺激了印度、英国、法国等老牌电影大国ꎬ从 ９０ 年代

初开始便纷纷效仿好莱坞ꎬ将大片作为本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基本策略ꎮ 新世纪初ꎬ中国电影产业

也尝试着引进好莱坞商业大片的运作模式ꎬ«英雄» «十面埋伏» «无极»等国产商业大片相继获

得国内票房极大成功ꎮ 于是ꎬ从普通观众到电影人、电影学者甚至政府决策者都将大片视为复兴

中国电影产业的救世良方ꎬ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电影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中国电影产业中长

期规划”更是将优先发展大片作为国家电影发展的基本战略ꎮ
２０１６ 年底ꎬ国产大片«长城»投资 １.５ 亿美元而收入不足 ５０００ 万美元ꎬ直接导致了乐视影业

等国内几家大型影视投资公司的财政危机ꎬ第一次将大片投资风险血淋淋地展现在国人面前ꎮ
这对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产业极力推崇的大片战略也是一次棒喝ꎮ 本文拟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比

较中美两国电影产业环境ꎬ分析好莱坞大片策略的弊端和隐患ꎬ希望能够给中国电影产业决策者

提供参考ꎬ在借鉴好莱坞大片战略的同时应规避一些风险和陷阱ꎮ

一、大片战略的追本溯源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ꎮ 好莱坞大片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好莱坞完善的、良性的产业生态环境ꎬ
但对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而言ꎬ反而成为一个个陷阱ꎬ印度、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

国大片战略的失败可谓前车之鉴ꎮ 要想深度分析好莱坞大片策略就得先对它追本溯源ꎬ因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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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同ꎬ其理论远远滞后于应用ꎬ因此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它的理论本身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ꎬ派拉蒙法案①、电视普及和城市郊区化三大因素将好莱坞电影工业逼进

穷途末路ꎮ 首先ꎬ大批独立制片人和新制片公司的涌现使竞争变得空前激烈ꎬ影片很快供大于

求ꎮ 其次ꎬ观众数量急剧萎缩ꎬ到 １９７１ 年观众人数已不足其巅峰时期(１９４６ 年)的七分之一ꎮ 再

次ꎬ“包档发行”向“单元发行”②方式的转变使得单片成本迅速上升ꎬ风险也随之增加ꎬ大量资本

纷纷撤出ꎬ电影资本市场一片萧条ꎮ 在此背景下ꎬ好莱坞各大片场一方面只能减缩影片数量以求

得供需平衡ꎬ另一方面采取了“更宽、更深、更少、更大”③—(ｗｉｄｅｒꎬ ｄｅｅｐｅｒꎬ ｆｅｗｅｒꎬ ｂｉｇｇｅｒ)策略应

对小屏幕的电视家庭娱乐的竞争ꎮ 所谓“更宽”ꎬ就是让电影屏幕越来越宽ꎬ相继出现宽银幕和

全景银幕格式ꎻ“更深”就是电影色彩更多、更细腻、更逼近现实ꎬ想营造出小屏幕娱乐所无法企

及的剧院视听效果ꎬ力图将观众重新拉回剧院ꎬ这属于技术层面的ꎻ而“更少”、“更大”则属于经

营策略层面的ꎬ各大片场在减少影片数量的同时加大单片预算ꎬ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到有限的几部

影片上ꎬ以保证影片质量ꎮ 以此为基础ꎬ好莱坞逐步发展出一系列全新的“大电影”(ｂｉ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
理念:“高预算”(ｂｉｇ ｂｕｄｇｅｔｓ)、“大首映”(ｂｉｇ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重广告”(ｈｅａｖ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ꎮ

客观地说ꎬ在当时推行大片策略只是各大片场的应对之举ꎬ但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巨大成

功ꎬ好莱坞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开始认真研究其成功原因ꎬ并力图将其系统化ꎮ 当时在他们看

来ꎬ大片策略至少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ꎬ通过“高预算”、“大制作”来创造“高收益”ꎮ
正如当时派拉蒙公司总裁所言的那样ꎬ“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将更多的观众拉回影院ꎬ那么就把来

的这些剩下人都拉来观看我们的影片”④ꎮ 也就是说ꎬ既然观众有限ꎬ票房总量有限ꎬ那么就将这

些有限的票房都集中到有限的几部影片上ꎬ同样能保证高收益率ꎮ 于是ꎬＭＰＡＡ 成员公司发行电

影数量直线下降ꎬ５０ 年代还保持在 ９０％ꎬ但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只能勉强达到 ２５％ꎬ但却占有 ８０％以上

的票房收入ꎮ 其次ꎬ可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ꎮ 由于固有机制的拖累ꎬ当时主要片场每十部中低预

算影片投资中就有八、九部要赔钱ꎬ风险系数非常高ꎮ 但在实际操作中好莱坞决策者们发现ꎬ与
中低预算影片相比ꎬ高预算影片的风险却要小得多ꎬ高收益率使得它成为公司效益增长的唯一动

力ꎮ 因此ꎬ在好莱坞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投资观点:既然投十部小的注定要赔ꎬ那么还不如集中

起来只投一部大的ꎬ很可能会赚ꎬ这种观念与当时其他产业所流行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

里”的组合投资观念大相径庭ꎮ 再次ꎬ可以充分整合资源ꎮ 五六十年代ꎬ面对众多新兴的独立制

片商的“群狼战术”ꎬ各大片场一筹莫展ꎬ但到了 ７０ 年代好莱坞决策者们发现:在中低预算领域

大片场毫无优势可言ꎬ但高预算影片却是那些独立制片商无法企及的领域ꎬ一方面可以避开中低

预算领域与独立制片商的低利润的争夺ꎬ另一方面还可以重新整合资源ꎬ从容调整大片场时代带

来的僵化体制ꎮ
在大片战略的推动下ꎬ到 ７０ 年代末好莱坞电影工业走出长达 ３０ 年的低迷ꎬ发展出一系列整

套“大电影”(ｂｉ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营销理念ꎬ譬如“爆款电影”(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高概念电影”(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ｉｌｍ)、“大事件电影” (ｇｒｅａｔ－ｅｖｉｄｅｎｔ ｆｉｌｍ)等各种商业大片的运营模式ꎮ ８０ 年代中期日本、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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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拉蒙法案:１９４８ 年美国高等法院通过不信任案ꎬ判定派拉蒙垄断ꎬ从而将电影放映与大片场的制片和发行体系中剥离

开ꎮ 这一法案标志着好莱坞大片场时代的结束ꎮ
“包档发行”ꎬ指将高质量 Ａ 级片与低质量 Ｂ 级片打包发行ꎬ强迫院线接受ꎻ“单元发行”指每一影片都单独发行ꎮ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ｔ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ｎｅｍ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ꎬ １９９４ꎬ Ｐ２６.
ＭＰＡ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ｕｄｉｏ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ａｌｔ Ｄｉｓｎｅｙ Ｓｔｕｄｉｏ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ꎬ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ｎ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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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等新兴国家的工业资本和中东各国的石油资本开始大量涌入好莱坞ꎬ使它的大片战略变得

变本加厉ꎬ掀起“超高预算大片”(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的投资热潮ꎬ大片的平均预算也从 ８０
年代中期的 ２０００ 万飙升到 ９０ 年代中期 ５０００ 万再到如今的 １ 亿美元ꎮ

大片战略不仅让好莱坞主要片场重新找回领导者的尊严ꎬ还成功突破“电视时代”的重围进

入“全球化时代”ꎮ 然而ꎬ大片战略也为好莱坞埋下了众多祸根ꎬ在极度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刻的

产业危机ꎮ 因为这种危机是与大片策略伴生的ꎬ只要大片存在就必然产生这种危机ꎬ因此它同样

也可能出现在所有实施大片战略的国度ꎬ中国也不例外ꎮ

二、大片战略风险之一:超大投资规模带来超高投资风险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ꎬ这就是美国著名电影经济学家威连卡尔得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ｏｌｄｍａｎ)对好莱坞电影工业投资状况的著名论断ꎮ 他认为ꎬ与其他行业相比ꎬ大片投资充满着

太多、太大的“不确定性”(ｗｉｌ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ꎬ任何人都不可能够真正了解和把握它ꎮ “不确定性”
正是投资风险的主要根源ꎮ “不确定性”越大ꎬ风险系数就越高ꎮ 从 ８０ 年代起ꎬ电影产业就成为

全球投资行业中为数极少的几个超高风险行业之一ꎬ西欧、加拿大等几个传统的国际资本供应地

也因此纷纷撤离好莱坞ꎮ
在很多人看来ꎬ每一部好莱坞大片都能赚到大钱ꎬ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ꎮ 产生这一误解的根

源在于好莱坞独特的利润计算方式ꎬ它由毛利润和净利润两套截然不同的系统构成ꎮ 在大片场

有意引导下ꎬ人们往往热衷的只是它的毛利润ꎬ对净利润数据却视而不见ꎬ因此它的计算体系长

期饱受投资者非议ꎮ
在这里ꎬ我们汇总了美国纳什数据咨询公司(Ｎａｓ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ＬＣ.)、美国电影协会

(ＭＰＡＡ)逐年的统计数据以及好莱坞各主要片场的年度报告ꎬ梳理出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 年 ３２ 年间的

ＭＰＡＡ 成员公司所投资的 ２１７２ 部商业大片的赢利情况ꎮ 根据电影经济学惯用分析方法ꎬ将“大
片”定位成单片投资额超过本年度 ＭＰＡＡ 成员公司单片投资平均数的影片ꎻ由于好莱坞电影产

业的收益计算系统非常复杂ꎬ因此一般收益就粗略地解释为全球毛收入(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ｒｏｓｓ)减去

生产费用(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ｓｔｓ)和发行费用(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所得ꎬ而全球毛收入只计入全球票房总

量(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Ｂｏｘ Ｏｆｆｉｃｅ)、家庭影像(ＤＶＤ 和蓝光 ＤＶＤ)和电视版权三大项ꎬ电影后产品(衍生

品)并不计入ꎬ其原因在于衍生品开发生产销售的周期太长远远超过单片周期ꎻ由于大片场的强

势ꎬ一般能平均分得美国国内票房的 ６０％、国际票房的 １５％－３０％ꎬ家庭影像收入大约是票房收

益 １０％ꎬ电视版权收入大约是票房收益 ３％－５％ꎻ由于货币通货膨胀因素ꎬ电影经济学习惯性以

１０ 年为一个计量周期ꎬ这里分为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三个阶段分别统计分析:
通过这些数据的比对和分析ꎬ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投资显示出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１.大片投资实际情况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ꎬ每部影片都能赚个盆满钵满ꎬ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间 ３７７ 部投资超过 ８０００ 万美元的电影中ꎬ实际上真正依靠美国国内票房收入能盈利影片只有

１８％ꎬ依靠全球票房盈利影片占 ３９％ꎻ如果加上家庭影像和电视版权收入能盈利影片占 ５８％ꎬ这
就意味着还有 ４２％的影片是赔钱的ꎮ

２.从投资收益来看ꎬ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间的投资回报率(ＲＯＩ)最高ꎬ达到 ９８.５％ꎬ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时

间段的投资回报率为 ４０.２％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间大约为 ６７.５％ꎬ但电影项目周期一般为 ２－３ 年ꎬ因
此收益率并不很高ꎮ 虽然每个阶段都有«真实的谎言»«铁达尼达号»«阿凡达»之类的票房神话

和«午夜灵异录像»之流的收益率奇迹ꎬ但终究是极少数ꎬ对整体影响有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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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投资超过 ２０００ 万美元电影收益情况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投资超过 ５０００ 万美元电影收益情况

图 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投资超过 ８０００ 万美元电影收益情况

图 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投资超过 ８０００ 万美元电影美国国内收益情况

３.从投资规模的盈利水平来看ꎬ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间投资 ５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 ３１ 部影片的平均投资

回报率是 １４３％ꎬ投资额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万之间影片亏损严重ꎬ回报率只有 ２７％ꎬ而投资额 ２０００ 万上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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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影片的回报率为 ７２％ꎬ并且亏损额度都不大ꎻ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间投资 １.１ 亿美元以上 ４０ 部影片

的平均回报率 ７７.２％ꎬ投资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万之间影片的回报率只有 １２％ꎬ亏损影片数量也多、额度

也大ꎻ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间投资 ２ 亿美元以上 ４５ 部影片的平均回报率为 １１３％ꎬ而平均线附近则低得

多ꎬ只有 １７％ꎬ而且以 １０％数量分得 ４３％的利润ꎬ两极分化越来越显著ꎮ
过去 ３０ 多年商业电影投资数据的确证明了好莱坞商业大片战略的有效性ꎬ这也成为全球资

本为之疯狂的理由:
１.通过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年美国各行业盈利能力的对比ꎬ大片投资整体利润率的确高于制造业

(２５％)、交通运输业(９.１％)、石油天然气(１９％)、采掘业(１０％)以及公共事业(１２％)ꎮ
２.电影投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就越强ꎬ１９８５－２０１６ 年间大片平均回报率普遍高于中低投资

影片确是事实ꎬ而且投资规模越大ꎬ抗风险能力也越强ꎮ
３.大电影投资经常能制造出收益率百分之几百、几千的神话ꎬ也深深刺激着投资者的热情ꎬ

特别是那些后起的日本、澳大利亚等工业强国和中东石油资本ꎮ
然而ꎬ大片投资必然伴随超高风险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１.根据美国金融分析公司 Ｓａｇｅｗｏｒｋｓ 所公布的美国资本市场风险数据ꎬ大片投资起伏性很

大ꎬ其波动系数是资本市场平均水平的 ７ 倍ꎬ这直接导致机会成本的急剧增加ꎮ 譬如 ２００５ 年美

国著名导演迈克尔贝导演的«逃出克隆岛»亏损严重ꎬ导致梦工厂陷入财务危机ꎬ从大片场排

名榜的第 ７ 位落到今天的第 １１ 位ꎮ
２.电影投资的不确定性非常高ꎬ是制造业、公共事业和电信业的 １０ 倍多ꎮ 不确定性并不等

同于风险ꎬ因为很多风险是可以预知的ꎬ而电影投资的很多因素是不可预知的ꎬ譬如政治、战争、
民族、种族、地域、宗教、时尚潮流、民意等很多非经济、非市场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影片失败ꎮ 譬

如 ２００２ 年吴宇森导演的«风语者»巨亏 ８０００ 多万美元ꎬ直接导致米高梅破产ꎮ 后来的调查数据

表明ꎬ其原因是美国人不喜欢看关于印第安人的电影ꎬ即使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也不行ꎮ
好莱坞大片投资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收益率ꎬ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１.好莱坞拥有全球市场ꎮ 我们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间投资额超过 ８０００ 万的 ３７７ 部影片的收益

数据分析发现ꎬ美国国内三大收入相加的总收入减去投资成本ꎬ只有 ９１ 部盈利ꎬ总亏损 １１４.９４
亿美元ꎬ占总收益－３３.１３％ꎬ得依靠美国之外国际市场收益来弥补ꎮ 由此可见ꎬ好莱坞大片真正

的收益来源是国际市场ꎬ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ＭＰＡＡ 的最新统计ꎬ国际票房已经占好莱坞总票房的

７１％ꎮ
电影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好莱坞的全球化ꎬ至于“与好莱坞分全球票房只不过是个善意的谎

言”①ꎮ 而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的商业影响力都只能在本国或者局部区域ꎬ如果仅

仅依靠本国或局部区域的收入来支撑超大规模的电影投资显然是不可能的ꎮ
９０ 年代中期ꎬ英国、法国等欧洲电影大国也相继制定大片发展战略ꎬ在有限的几部影片成功

之后ꎬ很多制片公司开始不遗余力地大规模制作超高预算大片ꎮ 由于缺乏国际市场的支撑ꎬ英国

“兰克”、“伦敦电影”、“金波顿”、法国“图克南”等大名鼎鼎的主要老牌电影公司纷纷倒闭ꎬ继而

被好莱坞所收购ꎬ从而严重动摇了英、法、意等国的电影产业根基ꎮ
这点同样被俄罗斯所证明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执掌俄罗斯以后ꎬ电影是其文化振兴战略的一大支

点ꎬ而大片策略又是其电影发展的核心ꎬ集中了全国资源打造几部大制作电影ꎬ虽然国内国际一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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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叫好ꎬ但由于得不到国际市场的认同ꎬ最终不仅血本无归ꎬ还加速了俄罗斯电影产业的衰落ꎮ
目前ꎬ中国电影产业绝大部分收入来自本土ꎮ ２０１６ 年海外市场收入为 ３９ 亿元人民币ꎬ仅为

国内票房收入的 ８.５％ꎮ 以前国内所言的大片投资额不过 ２－３ 亿人民币ꎬ折算成美元只有三、四
千万ꎬ不到好莱坞大片平均预算的一半ꎬ这种级别的投资规模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电影经济的容

量ꎮ 参照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间好莱坞投资额 １－２ 亿美元的影片收益数据ꎬ假设«长城»是美国电影ꎬ
１.５ 亿美元投资规模ꎬ如果仅仅依靠美国本土票房收回成本可能性仅为 ６.４％ꎬ即使加上美国国内

家庭影像和电视版权两大收入ꎬ收回成本的可能性也只有 ８％ꎮ 至于“到美国分票房”ꎬ只能是张

艺谋一厢情愿的臆想ꎮ
２.拥有优越的产业链延伸机制和众多利益增长点ꎮ 所有电影大国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ꎬ

围绕制作、发行和放映三大环节展开ꎬ但产业链长度与利益点密度则天差地别ꎮ
好莱坞电影产业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ꎬ好莱坞电影产业链延伸得很长、很广、很深ꎬ从三大基本环节向前期创意、后期扩窗发

行到衍生品开发ꎬ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和每个层面ꎮ 这不仅给电影带来巨大的利益空间和广

阔的收入来源ꎬ使得非票房收入已经占到 ８０％①ꎬ而且大大延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ꎬ不少电影几

十年后还在挣钱ꎮ
其二ꎬ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链具有很强的自延伸能力ꎮ 它能够迅速跟新媒体、新科技、新产

业、新潮流结合起来ꎬ不断形成新的利益增长点ꎮ 譬如互联网就带来大量各种类型的新消费群体

和消费方式ꎬ很快成为好莱坞新的支柱性收入来源ꎬ被誉为“第四票房”ꎮ
其三ꎬ好莱坞电影产业链分割得非常细致ꎬ这是其产业链成熟度的典型表现ꎮ 产业链每延伸

一次、每分割一次都意味着增加一个新的利益点ꎬ虽然不是所有影片都能涵盖全部利益点ꎬ但至

少使之具备盈利的潜力ꎮ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长尾效应”ꎬ将电影内容价值一遍又一遍的挖

掘ꎬ不断创造出新的价值ꎮ 这可以用来解释好莱坞各大片场在披露财务信息时常常自相矛盾现

象ꎬ一方面明明很多电影是亏损ꎬ但另一方面还在规模性盈利ꎬ其根源在于票房之外的产业链延

伸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收益ꎬ这些收益有可能是 １０ 年前某部电影所创造的ꎮ
现阶段中国电影产业显然还不具备这种能力ꎬ２０１５ 年票房收入 ４４０ 亿元ꎬ而非票房收入 ５７

亿ꎮ 这种过于依靠票房收入的产业结构是相当脆弱的ꎬ投资规模越大风险性就越高ꎬ票房稍有风

吹草动就有可能全面崩盘ꎮ 相反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的小投资院线电影却保持着相当高收益率ꎬ尽管

票房收入不算高ꎬ但因为其投资规模小ꎬ国内现有的、尚不完善的产业价值链恰恰能满足它们不

算高的盈利需求ꎮ
３.拥有独一无二的电影产业风险投资环境ꎬ使得大片投资能有效规避和降低风险ꎮ 目前ꎬ好

莱坞各主要片场都普遍采用传统的“组合投资”和新兴的“基金拼盘投资”方式管理大片投资ꎬ力
求把风险降到最低ꎮ 简单地说ꎬ这两种投资模式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分阶段投资ꎬ根
据电影产业链将投资过程分成很多个阶段ꎬ依据本阶段进展和资金状况决定下阶段是否继续投

资ꎻ二是分散投资ꎬ除了联合制作、联合发行等传统方式外ꎬ产业链的任何部分、任何阶段都可以

接受外来资本的进入ꎮ
然而ꎬ这两种投资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三个重要前提:一是产业链必须非常完善、优越ꎬ价值

点数量众多、分割清晰ꎬ每个点都有明显的增值潜力足以吸引资本的兴趣ꎬ这为“组合投资”提供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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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ꎻ二是必须有发达而完善的“二板市场”或“三板市场”ꎬ通过股权和版权、特许经营权的交

易ꎬ产业链中任何阶段、任何部分都可以上市交易ꎬ投资方可以在任何阶段和任何时候都自由选

择介入或者退出ꎬ如果没有这种发达、可靠的交易平台和自由的进入退出机制ꎬ无论是“组合投

资”还是“拼盘投资”都无从谈起ꎻ三是完善的价值评估体系ꎬ不仅为投资方对现阶段项目进行状

况提供评估标准ꎬ用来决定是否继续或者退出ꎬ而且为各类交易提供一个先决条件ꎮ
这两种风险投资模式是为好莱坞电影产业量身定制的ꎬ它们源自好莱坞良性产业环境ꎬ反过

来又促进产业环境向更良性发展ꎮ 到目前为止ꎬ世界其他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类似的产业环境ꎬ包
括欧洲、加拿大和日本ꎮ

现阶段ꎬ中国电影投资环境还相当原始ꎬ没有建立起适合自己的风险投资环境ꎬ很难获得整

个电影产业或其他资本的持续支持ꎬ大片投资还主要依靠单一投资主体、单一收入来源ꎮ 因此ꎬ
大片伴生的风险也只能由投资方独自承担ꎮ 没有公允的交易平台ꎬ可供交易的类型也非常有限ꎬ
定价权飘忽不定ꎬ电影企业并无多少选择ꎬ很多时候只能一条道走到黑ꎮ

总之ꎬ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市场能力就不要轻易投资好莱坞那样规模的超高预算电影ꎬ否则将

不可避免的步入欧洲电影产业的后尘ꎮ 而这一点恰恰是好莱坞最为乐见的ꎮ

三、大片战略风险之二:创新与开发(Ｃ＆Ｄ)环境持续恶化

　 　 电影属于一种很纯粹的创意产业ꎮ 在其产业结构中ꎬ金融资本、市场距离、运输成本、地域差

异等因素虽然重要ꎬ但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ꎮ 这些成本很容易被观念创新所承担ꎬ因此它的核

心就是智力资本ꎮ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始终引领全球ꎬ其根本不在于它的资本和技术优势ꎬ而
在于它的优越的、充满活力的创意机制ꎮ

创新与开发(Ｃ＆Ｄ)是好莱坞电影的核心机能和创造源泉ꎮ 在大片场时代ꎬＣ＆Ｄ 费用就占电

影产业总支出 １４％ꎬ而资本成本只占 ７.４％ꎬ即使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处在最低谷时期也没有低

于 ９％ꎮ 如今ꎬＣ＆Ｄ 费用已经占到单片预算的 １７.１％ꎮ① ９０ 年代初ꎬ好莱坞启动了全球化进程ꎬ
盛行“离岸生产”ꎮ 当它开始向海外转移电影的部分或全部生产流程时ꎬ美国人就认定ꎬ好莱坞

任何东西都可以转移出去ꎬ唯独创意机构不行ꎬ因为只要留下创意好莱坞将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ꎮ②

９０ 年代以来ꎬ在全球化战略的推动下ꎬ好莱坞巨头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并购和大肆扩张ꎬ对全

球电影产业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空前加强ꎬ而大片战略更是加速了世界电影产业的集中ꎮ 我们

统计ꎬ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间好莱坞六大主要片场的北美市场份额数据(表 １)如下:
表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间 ＭＰＡＡ 主要片场的北美市场份额

Ｒａｎｋ Ｍａｉｎ Ｓｔｕｄｉｏｓ Ｍｏｖｉ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ｏｓｓ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１ Ｗａｌｔ Ｄｉｓｎｅｙ ５３１ ＄ ３０ꎬ３４３ꎬ４７２ꎬ３５０ ２０ １５.２４％
２ Ｗａｒｎｅｒ Ｂｒｏｓ. ６７８ ＄ ２９ꎬ９７８ꎬ５４９ꎬ０６９ ２５ １５.０６％
３ Ｓｏｎ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６４２ ＄ ２４ꎬ６６３ꎬ４０２ꎬ３１６ ５ １２.３９％
４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ｘ ４７０ ＄ ２３ꎬ１０４ꎬ５８１ꎬ８４２ ６ １１.６１％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４３４ ＄ ２２ꎬ５７１ꎬ４２７ꎬ３５１ ７ １１.３４％

２５１

①
②

Ａｒｔｈｕｒ Ｄｅ Ｖａｎｙꎬ 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０４ꎬ Ｐ１９３.
Ｓｃｏｔ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ｌｓｏｎꎬ 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９ꎬ

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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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ｋ Ｍａｉｎ Ｓｔｕｄｉｏｓ Ｍｏｖｉ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ｏｓｓ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６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４４１ ＄ ２２ꎬ２３８ꎬ５８９ꎬ０８７ １６ １１.１７％

ＳＵＭ ３１９６ ＄ １５２ꎬ９００ꎬ０２２ꎬ０１５ ７６.８１％

　 　 ３２ 年间好莱坞共发行电影 １２８８９ 部ꎬ六大主要片场(ＭＰＡＡ Ｍａｉｎ Ｓｔｕｄｉｏｓ)发行影片 ３１９６ 部ꎬ
只占总数 ２４％ꎬ但占市场总份额的 ７７％ꎬ有些年份更是在 ８５％以上ꎬ吸纳了整个产业 ７２％的资

本ꎬ占用了 ８３％放映时间ꎮ 更值得注意的是ꎬ被六大片场直接投资的、定位成“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的超

高预算影片数量虽然不到 ２％ꎬ但却占用整个产业资源的 ２４％ꎮ 如此高的集中度对其他行业而

言ꎬ可能只会引起担忧而已ꎬ但对于以创意为王的电影产业却将是一场噩梦:
首先ꎬ大电影过分掠夺电影产业资源ꎬ使得独立电影、艺术电影、记录片以及其他类型影片的

资源占有率急剧下降到岌岌可危的境地ꎮ ２０ 世纪末ꎬ好莱坞电影巨头完成了全球化布局ꎬ对全

球电影的金融资本、观众群体、传播渠道、创意资源等都形成了绝对的控制力ꎮ 下面是一组来自

ＭＰＡＡ 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表 ６、表 ７)①:

表 ６

表 ７

从 ＭＰＡＡ 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美国电影产业无论产业资本、影片传播途

径、人力资源以及观众数量等主要方面的资源总量并没有实质性增加ꎬ但在此前提下ꎬ大片的资

源占有率却逐年上升ꎮ 因此ꎬ其唯一来源只能是从其他类型影片上进行掠夺ꎮ
正如美国著名媒体经济学家里查德卡文思所言ꎬ好莱坞的创意机制是一种多层次、金字塔

式的结构体系ꎬ处在金字塔顶端是那些商业大片ꎬ而处在最底层是数量庞大的 Ｂ 类片、电视电影

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电影ꎬ正是这些身处底层的创作者向顶端的商业大片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

和人才ꎮ
而且这些底层的电影创作者大多比较年轻ꎬ对电影怀有一种艺术献身精神和专业热情ꎬ可以

说是好莱坞的未来ꎬ而商业大片对产业资源的过分掠夺必然会严重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ꎬ挖掘好

莱坞自己的根基ꎮ ９０ 年代初ꎬ美国就有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纷纷抨击大片战略ꎬ斯皮尔伯

３５１
①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ｐａａ.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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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西科塞斯等一大批资深电影人也对此深表担忧ꎮ
大片战略的恶果对印度电影产业可谓刻骨铭心ꎮ ９０ 年代初ꎬ宝莱坞借鉴好莱坞的“高概念

电影”模式掀起轰轰烈烈的“新概念电影”运动(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ｉｌｍ)ꎬ几乎全印度的电影公司都在

削减影片数量或整合资源去投资大片ꎮ ８０ 年代印度电影平均年产量大约为 １５００ 部ꎬ１９９０ 年以

后急剧下降ꎬ到 １９９６ 年只有 ６８３ 部ꎻ资本、人才、院线等优质资源全部流向为数极少的几部大片ꎬ
剩下 ９５％影片分得 ２０％资源ꎬ甚至有大片霸占院线长达 ７ 个月之久ꎻ几乎全部创意人员都想从

事大片创作ꎬ演员也以演小制作影片为耻ꎮ
由于印度电影产业固有的封闭性ꎬ其大片战略并不成功ꎬ负面效应非常严重:影片质量严重

下滑到匪夷所思的地步ꎬ不仅没有进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ꎬ而且丢失了传统第三世界国家的观

众ꎻ创意、技术和演艺人员大批失业ꎬ被迫离开影视行业ꎻ观影环境日趋恶劣导致绝大部分知识分

子阶层和富裕人群离开影院ꎮ
印度不切实际的大片运动直接导致印度电影创意机制出现长达十几年的断层ꎬ电影产业资

源几近枯竭ꎮ 直至 ２００１ 年ꎬ印度政府被迫调整电影产业发展方向ꎬ出台各种扶持政策ꎮ ２００５
年ꎬ电影年产量又重新超过千部ꎬ影片质量也开始缓慢提高ꎮ ２０１２ 年以后ꎬ才有一些优秀电影出

现在世界影坛ꎮ
事实上ꎬ乔治布什时代美国政府就开始着手从国家战略层面规避和削弱大片战略对美国

电影创意机制的负面影响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ꎬ由政府、大片场、行业协会、教育机构、艺术基金出面设立各种类型的电影基金鼓励和

扶持青年学生、电影爱好者去创作电影ꎮ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ＭＡＰＰ 官方披露的资料ꎬ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

仅在 ＭＰＡＡ 备案的电影基金就有 ３１４ 家ꎬ还有未备案的私人基金更是数不胜数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间各类扶持资金年平均为 ７.２ 亿美元ꎬ占美国国内票房总收入的 ７％左右①ꎬ因此在美国各级院校

的电影专业学生能够非常容易申请到扶持创作经费ꎮ 譬如本人在美国上学 ７ 年就成功申请到 ６
次共 ３７ 万美元的电影创作扶持资金ꎮ

其二ꎬ举办各种形式的电影节和比赛ꎬ给广大底层电影人提供彼此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平台ꎮ
上到奥斯卡下到大学城社区的 ＤＶ 大赛ꎬ都会给电影新丁们留有很多展现空间ꎮ 这大大激发了

电影青年创作热情ꎬ很多好莱坞著名导演都是因为年轻时的一个小奖而投身电影的ꎮ 这一措施

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电影创意机制中的人员基数ꎮ
其三ꎬ创造大量机会将电影新人推向市场、面对观众ꎮ 首先设立专门艺术电影院线ꎬ遍布全

国各大城市或大学城ꎬ专门放映各种类型、各种风格、未经分级的影片ꎬ美国几乎所有成名导演年

轻时都有过长时间流连洛杉矶、纽约等艺术影院和地下影院的经历ꎻ其次规定各级院线必须安排

一定比例的时间放映艺术电影ꎻ在大学或教育机构设立专门的学生院线ꎬ放映大量非院线电影ꎮ
这些措施效果非常明显ꎬ欧洲同样也有很多电影扶持基金ꎬ但由于缺乏面对市场和观众的机会ꎬ
迫使很多电影人走向反主流极端ꎬ无论电影主题选择、艺术风格还是表现手法都极其个人化、情
绪化ꎬ带有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意ꎬ与电影市场和观众都渐行渐远ꎮ

现在看来ꎬ美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是卓有成效的ꎬ一边打造大片纵掠全球资源ꎬ一边反哺国内

基层创意群体ꎮ 虽然这对当下中国电影产业还有点远ꎬ但非常值得借鉴ꎮ

４５１
①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ａｈａｎａ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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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片战略风险之三:标准的商业模式与电影艺术性的单一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电影开启大片战略之后ꎬ举全国资源先后拍摄«守日人»«斯大林格勒»
«烈日灼人»等商业大片ꎬ尽管它在商业上是失败的ꎬ却赢得国内国际的称赞ꎬ掀起了俄罗斯电影

产业模仿好莱坞大片制作的热潮ꎮ 几年后这种模仿带来的恶果慢慢显示出来ꎬ俄罗斯资深电影

评论家妮娜兹尔昆说:“好莱坞对俄罗斯影响太大ꎬ«７２ 米»是对«Ｋ－１９:寡妇制造者»的全方位

模仿ꎬ«守日人»模仿«魔戒»ꎬ«想也不想»模仿«两杆枪»那么俄罗斯在哪里?”①著名导演米

里特夫塞里瓦洛夫也说:“如果不看演员ꎬ现在的俄罗斯电影已经完全看不出俄罗斯影子ꎮ”②

好莱坞大片无论故事主题设计、情节安排、人物设置还是市场运作都遵循着严格的程序和统

一的标准ꎮ 如影片开始几分钟安置干扰事件、一半时间安置中间点、高潮之前安排几个小高潮、
男女主角从恨到爱等都严格按照规定的节点来安排ꎻ简单的情节、单一主题、大规模的视觉特效、
美妙的音乐、庞大的明星阵容、大型首映式、全球统一广告运动等ꎬ标准化程序可以从一部影片简

单的复制到另外一部影片ꎮ 大片这种商业化的标准很容易淹没电影的艺术个性ꎬ使得以差异化

为根本的电影艺术趋于统一ꎬ这对创意为王的电影产业是个毁灭性的打击ꎮ 对好莱坞之外的国

家或地区来说ꎬ其影响尤为严重ꎮ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ꎬ凭借资本优势和传播渠道的控制力ꎬ好莱坞始终在调教全球电影观众什么才是好电

影:几亿美元的投资规模、超强的明星阵容、撼人心魄的大场面、无与伦比的特效ꎮ 这些观点

被反复宣传慢慢就成为人们评价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ꎮ 有这些就是好电影ꎬ没有就是差电影ꎬ至
于主题的深刻性、故事的复杂性、表演的艺术性都不在考虑之列ꎮ

其二ꎬ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ꎬ大量各民族、各区域的优秀文化资源被好莱坞掠夺ꎬ然后进行好

莱坞式的统一改造ꎬ再以同一的标准发布ꎮ 如此以来ꎬ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区域文明的差异就被

磨灭了ꎬ电影艺术也从多元化走向单一化ꎬ甚至还会出现“文化产品所蕴含的外来意识形态威胁

到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ꎮ③

大片战略对电影审美标准的异化ꎬ一方面固然有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因素ꎬ另一方面是其他

国家模仿者的误解ꎮ
美国著名剧本写作教授悉德菲尔德曾经说过:“电影剧本就像个书架ꎬ编剧的任务是将书

放进固定的格子里ꎮ”④他所言的“书架”实际上就是影片的结构和规范ꎬ而书就是各个构成元素ꎬ
包括悉德菲尔德、罗伯特麦基在内的美国教授在全球所讲授最多的就是结构和规则等一些

固定范式ꎬ很少讲如何放“书”和放什么“书”等变量ꎮ 而恰恰这些变量ꎬ才是好莱坞电影创作的

核心ꎮ
跟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ꎬ好莱坞大片的结构规范并不是来自影片本身ꎬ如主题、风格和类型

等ꎬ而是来自其背后的商业模式ꎮ 换句话说ꎬ有什么样的营销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大片类型ꎮ 譬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爆款电影”、８０ 年代“高概念电影”、９０ 年代“大事件电影”ꎬ都是在一定的商业

营销模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大片类型ꎮ 所谓大片的结构规范实际上是这些营销理念的规则ꎮ
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曾说ꎬ电影的秘密就在于创造“熟悉的陌生感”ꎮ 所谓“熟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丽娜:«普金时代的俄罗斯电影振兴战略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北京大学ꎬ２０１４ 年ꎮ
丽娜:«普金时代的俄罗斯电影振兴战略研究»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北京大学ꎬ２０１４ 年ꎮ
卜建华:«当前社会思潮的传播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０４ 页ꎮ
[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ꎬ钟大丰等译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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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是指大部分电影都有近似结构和规范ꎬ“陌生感”则是创造性的差异ꎬ这才是人们观看电影的

目的ꎮ 好莱坞大片的结构和规范很容易学习和模仿ꎬ但模仿再好也只能是形似ꎬ掌握那些变量、
创造“陌生感”才能神似ꎮ

然而ꎬ掌握好莱坞电影的变量并不是取决于某个编剧、导演或演员ꎬ而是他们背后的整个好

莱坞电影创意机制ꎮ 从投资方、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到摄像、灯光、化妆甚至媒体等ꎬ在彼此

合作和冲突中创造出变量ꎮ 由此说来ꎬ国产大片«长城»尽管使用好莱坞编剧、演员、特效团队以

及商业运营团队ꎬ也将好莱坞大片的结构规范、商业运营做得很到位ꎬ但它最多只是个形似ꎮ 没

有这些变量ꎬ它永远只是个仿制品ꎮ 这才是«长城»失败的根本原因ꎮ
总而言之ꎬ好莱坞大片的商业运营模式是在好莱坞特殊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ꎬ是为好

莱坞量身定做的ꎮ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ꎬ它只能借鉴ꎬ而不可以模仿ꎮ 中国电影的大电影战略也必

须基于中国特殊产业发展环境和产业经济水平ꎬ寻找一条符合国情的大片发展路线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Ｑｉｕ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ｖｉｅ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ꎬ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ｓꎬ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１００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ｄｒａｗ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ꎬ ｇｒｅａｔ
ｒｉｓｋ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Ｆｉｒｓｔꎬ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ｆｉｌｍ ｂｕｄｇｅｔ ｂｒｉｎｇｓ 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ｍｓꎬ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ｆｉｌ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 ｅｒ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ꎻ ｂｉ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ꎻ 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 ｍｏｖ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ｉｅｓꎻ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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