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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朱德发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胡适立志为大中华造新文学ꎬ他对“白话利器”的本身意义与功能机制的评述ꎬ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

文学史的空前认识高度ꎮ 胡适认为ꎬ只要抓住“白话”这个新文学运动的总开关ꎬ就能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和标准

化的国语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ꎬ复兴了白话的活文学ꎬ也复兴了平民文学及科

学精神与人文传统ꎮ 实际上ꎬ“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ꎮ 当然ꎬ胡适有些见解和判断也有绝对化倾向ꎮ
关键词:　 胡适ꎻ新文学运动ꎻ白话利器ꎻ国语文学ꎻ“中国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０１－１３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朱德发(１９３５—　 )ꎬ男ꎬ山东蓬莱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胡适全集»(第 １８ 卷)ꎬ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４０ 页ꎮ
②«胡适全集»(第 １８ 卷)ꎬ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０１ 页ꎮ

　 　 百年前发生于中华神州大地的五四文学革命ꎬ胡适既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急先锋ꎬ又是

登坛点将、呼风唤雨的总策划ꎻ既是“为大华造新文学”的设计师ꎬ又是建构白话文学样态的实验

家ꎻ既是新文学运动的亲身感受者ꎬ又是白话文学的审美体验者ꎮ 由于胡适的这种特殊角色与地

位ꎬ故其终生不忘倡导和营造新文学的初心与矢志ꎬ竭力捍卫白话文学ꎬ竭诚评估白话文学ꎬ使白

话文学成为其生命价值的根基ꎮ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ꎬ它底成功如

何ꎬ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ꎮ ‘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
人’ꎬ才能作‘盖棺之论’ꎮ”①此论不无道理ꎮ 然而ꎬ胡适并非一般的文学革命家ꎬ而是集多种身

份于一身ꎬ故其对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或功败得失的评估既标新立异又求真务实ꎬ是别开生面ꎮ

一

胡适立誓以“白话利器”为大中华造新文学ꎬ他对“白话”本身意义和功能机制的认识和理解ꎬ
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文学史上的空前高度ꎮ 不论从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系统考之ꎬ还是从个案

文学构成察之ꎬ“白话”作为文字形式或文学工具都是建构一部活文学史或活文学文本的关键一环ꎮ
也就是说ꎬ白话利器的运作决定着活文学史结构系统的形成或新文学文本的结构形体的铸就ꎬ否
则ꎬ既没有文学史上的活文学也没有文学革命的活文学ꎮ 正如胡适所深刻感悟到的:“一部中国文

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ꎮ 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ꎬ要看这一文学能否

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ꎮ 当一个工具活力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ꎬ就要换一

个工具了ꎮ 在这种嬗递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ꎬ这就叫做‘文学革命’ꎮ”②且不评论胡适

对“文学革命”的理解是否正确ꎬ至少他对活工具即白话之于活文学史或活文学的建构所产生的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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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功能作用的强调ꎬ足以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ꎮ 即使在新文学运动历经百年后的今天ꎬ也值得 ２１
世纪的文学创造者深刻反思ꎮ 胡适曾在 １９１６ 年二、三月之际把这种对中国文学问题的认识视为其

“智慧上的变迁”ꎬ并提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ꎬ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

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ꎮ 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

迁史ꎮ”①基于此文学观念ꎬ胡适在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的日记中ꎬ“很确切地表达了我(指胡适)对策动

中国文学革命的中心思想”: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ꎮ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ꎮ
(三)白话并不鄙俗ꎬ俗儒乃谓之俗耳ꎮ (当然啦ꎬ现在我也了解ꎬ所谓“俗 ｖｕｌｇａｒ”ꎬ其简

单的意义便是通俗ꎬ也就是能够深入群众ꎮ 它和“俗民 ｆｏｌｋ”一字ꎬ在文学上是同源的)ꎮ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ꎬ而且甚优美适用ꎮ 凡语言要以达意为主ꎬ其不能达意者ꎬ则为

不美ꎮ
(五)凡文言文之所长ꎬ白话皆有之ꎮ 而白话之所长ꎬ则文言文未必能及之ꎮ
(六)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ꎬ乃文言文之进化ꎬ其进化之迹ꎬ略如下述:
１.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ꎮ
２.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ꎮ [例如“舜何人也”变为“舜是什么人”ꎮ]我并且

举出文法上的变化ꎮ 多少年后我又特别的写了一篇论文ꎬ来讨论[中国]文法的演变ꎮ
３.文法由繁趋简ꎮ 由中古文言的多种文法构造ꎬ逐渐简化ꎮ 例如人称代名词之逐渐

简化ꎮ
４.文言文之所无ꎬ白话皆有以补充ꎮ [例如文言只能说“此乃吾儿之书”ꎬ但不能说“这

书是我儿子的”ꎮ]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ꎮ 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歌曲、诗词ꎮ
(八)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ꎬ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文学价值

的文学ꎮ 其非白话的文学ꎬ如古文ꎬ如科举专用的八股、笔记等等ꎬ在世界文学标准中ꎬ皆不

足与于第一流世界文学之列ꎮ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ꎻ白话的文字既可读ꎬ可说又听得懂ꎮ 凡演说、讲学、笔

记ꎬ文言决不能应用ꎮ 今日所需ꎬ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ꎮ 要读书不须口

译ꎬ演说不必笔译ꎻ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ꎻ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ꎮ 不如此者ꎬ非活的言语

也ꎬ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ꎻ半死的文字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ꎮ②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述原文ꎬ旨在说明胡适对白话之于一流文学建构的功能意义ꎬ认识得如此

充分ꎬ推崇得如此高ꎮ 他是对中国文学的语言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ꎬ并且将白话与文言从能否营

造一流文学的美学高度作了具体细微的比较ꎬ从而获得了“白话作为工具必能造出一流文学”的
理性自觉与实践自信ꎬ所以发出了“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的坚定的豪迈的文学革

命誓言ꎮ 可见ꎬ胡适并非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而为“大中华造新文学”ꎬ乃是切切实实地立足于

中华民族的汉文学白话传统来创构足以进入一流世界文学之林的国语文学ꎮ
既然白话作为工具对于营造新文学具有决定意义ꎬ那么作为白话文学总设计师的胡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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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评述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要回答“何为白话?”这个既简单又奥秘的问题ꎮ 也许今天看来胡适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ꎬ不过

在当时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意义:“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ꎬ是俗语‘土白’的白”ꎻ
“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ꎻ“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ꎮ① 这三个对白话的判断ꎬ是选取三

个不同角度来释义的:一是艺术的角度以突现戏台上说白的“白话”既含诗性又含个性ꎻ二是人

格的角度以彰显白话的纯洁性ꎻ三是色彩学角度以呈现白话的明晰性ꎮ 若说这样的白话释义尚

不具体ꎬ有点抽象ꎬ那么胡适把«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经典都作为“模
范的白话文学”②便很形象和具体了ꎬ既可以学习又可以传承ꎮ 虽然这些经典文本的白话是富有

诗性特征与个性色彩的艺术语言ꎬ切合创造新文学的审美诉求ꎬ但它们并非那种纯净通俗的白

话ꎬ乃是夹杂着不少文言字眼的白话ꎮ 可见ꎬ胡适对现代白话文学构造的“白话”要求并不十分

严格ꎬ这不仅使新文学的营造有丰富的可选择的语言资源ꎬ而且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工具

更多地被激活、被传承ꎬ让古今文学在语言这个关键环节上有机地对接起来ꎻ同时说明中国文学

的现代化没有以否定传统文学为前提ꎬ而是巧妙地以白话为桥梁把古代文学转移到现代文学的

轨道上来ꎮ
胡适从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无论如何ꎬ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ꎮ 若要造一种活的文

学ꎬ必须有活的工具ꎮ 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ꎬ都可以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文学的工具的ꎮ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ꎬ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ꎬ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

的老工具ꎮ 有了新工具ꎬ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ꎮ”③出

于对白话这种文学利器的高度重视和理性自觉ꎬ胡适把“白话”作为撬动文学革命或语言变革的

总开关ꎬ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ꎻ并付诸大胆而创新的实验主义行动ꎬ以实际上取得的效果

来证明各种文化思想方案的巨大意义ꎮ
一是由语言工具的变革牵动各种文体的大解放ꎮ 虽然文体是文学的整体审美形式或者是有

意味的形式ꎬ但是文体形式的构成是否是别具一格的新形态ꎬ是否具有诗性的审美特征ꎬ是否严

密完美ꎬ重在语言工具机制的卓有成效作用ꎮ 从这种特定意义上说ꎬ语言的革新意味着文体的大

解放ꎬ文体的大解放也意味着语言的大变革ꎮ 然而在各种文体大解放过程中ꎬ阻力最大难度最大

的却是诗体大解放ꎻ而诗体解放的难点与阻力重要不在格律音韵上ꎬ仍在“作诗如作文”ꎬ即白话

能否做诗ꎬ白话工具能否成为创作新诗的利器ꎮ 所以ꎬ胡适倡导文体大解放先从诗歌入手ꎬ除自

己亲手尝试以白话作诗ꎬ并率领«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先驱们同心协力尝试写作白话诗ꎮ “自
古成功在尝试ꎮ”尽管初步尝试只是取得小成功ꎬ创造了胡适体的白话诗ꎬ然而这小小的成功既

攻克了文学革命的桥头堡ꎬ为白话文学运动扫平了道路ꎬ又给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打开了通途ꎬ为
文体大解放创立了范式ꎮ 由诗体的解放带动了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解放ꎬ不仅各具特色的白

话取代了文言ꎬ而且各种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新文体也在赓续传统文体的基础上来了个文学形

态的大换班ꎬ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整体转型ꎮ 从此ꎬ白话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时
代文体”ꎬ并通过新文学运动推出了鲁迅这位擅长于创造白话小说新形式的高手和屹立于现代

文学高峰的巨匠ꎮ 可以毫不夸饰地说ꎬ是白话时代文体的创建彰显了鲁迅能够成为伟大文学家

的卓越艺术才华ꎬ又是鲁迅这位伟大文学家营构的超群的时代文体显示了白话文学运动的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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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绩ꎮ 试想一下ꎬ周氏兄弟在 １９０９ 年便以文言翻译出«域外小说集»ꎬ而这本小说集 １０ 年内仅

卖出 ２０ 本ꎬ胡适称此小说集是“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ꎻ假如鲁迅仍坚持以文言翻译或创

作小说ꎬ其日后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ꎮ 但是从 １９１８ 年起ꎬ鲁迅却遵循“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将

令ꎬ毅然决然地创作白话小说ꎮ 从«狂人日记»到«阿 Ｑ 正传»ꎬ足以证明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

运动形成的时势ꎬ造就了鲁迅这位五四新文学阵线的顶天立地的民族文化英雄和光芒四射而照

亮寰宇的艺术明星ꎮ 当然ꎬ鲁迅戏称自己写的是“遵命文学”ꎬ但这绝对不是盲从和奴从ꎬ而完全

是建立在他对白话文的理性自觉意识上ꎮ 因为鲁迅深切认识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ꎬ文言文的僵

死导致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无声的中国”ꎻ恰恰是胡适提倡的白话国语运动使“无声的中国”
恢复到“有声的中国”ꎮ 所以ꎬ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发誓要竭力捍卫白话:“我总要上下四方寻

求ꎬ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ꎬ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ꎮ”鲁迅对白话的坚定态

度ꎬ正由于白话使鲁迅得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鲁迅”ꎻ而且“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革

命内涵与成功法宝正是由于她与白话文工具变革的血肉联系ꎬ白话是整个中国文化从旧的范式

向新的范式转型的关键”①ꎮ 难怪胡适一生中对“白话”之于文学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意

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ꎬ总是念念不忘、反反复复地强调说:“中国的活文字(白话)本身的优点ꎬ足
以促使运动成功ꎻ因为中国的语体文本身便是一种伟大而文法简捷的语文ꎮ”

　 　 白话文是有文法的ꎬ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ꎻ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

抹角的限制ꎻ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ꎮ 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ꎮ 学习白话文根本

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ꎮ②

所以ꎬ“文学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ꎬ便是那些传统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

义»以及后来的讽刺十八世纪中国士子的小说«儒林外史»等名著已为它打下了坚固的基础”ꎬ
“这些小说名著都是教授白话文的老师ꎻ都是使白话文标准化的促成者”ꎮ③

二是白话利器的运作ꎬ既促使“文体的大解放”ꎬ初步解决了文学形式向现代的转型ꎬ又推动

了文学内容的革新ꎬ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或平民主义等现代意识成了新文学的思想主魂ꎮ 胡适不

论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ꎬ还是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

命“四条”ꎬ都注重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变革ꎬ对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虽缺乏深刻的

理解ꎬ但也揭示了文学革命既要革形式又要革内容的两者不可或缺的关系ꎻ即使强调文学形式特

别是其中语言的变革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ꎬ也是为了先解决内容与形式这对矛盾中的主要矛

盾方面ꎬ以带动内容随着形式的变革而变革ꎬ表面看这不符合内容决定形式的法则ꎬ实质上这是

对形式特别是语言的相对独立性的尊重ꎬ是合乎辩证思维规律的ꎮ 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

统ꎬ其审美形式与审美内容在功能机制上难解难分ꎮ 它的审美形式是含有审美内容的有意味形

式ꎬ其审美内容之所以能呈现出来也是因为它附丽在相宜的审美形式上ꎮ 所以ꎬ文学形式变革或

者文学内容的变革都是互相牵动的ꎬ尤其是文学语言ꎬ它既是文学形式的艺术编码又是文学内容

的表意符号ꎬ更是创作主体艺术思维的贴身伴侣ꎬ因而语言的变革能牵动文学整体结构系统的变

革ꎮ 因此ꎬ胡适坚定不移地主张“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ꎬ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

运输品”④ꎮ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对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则论析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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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评述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ꎮ 形式上的束缚ꎬ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ꎬ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

现ꎮ 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ꎬ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ꎻ只有文学形式上解

放了ꎬ才能充分表现“丰富的材料ꎬ精密的观察ꎬ高新的思想ꎬ复杂的感情”ꎬ而那种僵化的文学形

式或死文言ꎬ“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ꎮ 故而ꎬ唯有“语言是白话的”ꎬ“文体

是自由的ꎬ是不拘格律的”ꎬ方可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学ꎮ① 虽然有人说胡适当年对文学形式特别

是语言的改革谈得多ꎬ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性ꎬ而对文学内容改革谈得少且笼统ꎬ这是不争的史实ꎻ
但是若全面考察一下并非完全如此ꎬ只要认真解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易卜生主义»ꎬ那
就容易晓知新文学要表现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复杂的感情究竟所指或能指为何了ꎮ 前文明

确要求文学内容的革命应清除那种“对落日而思暮年ꎬ对秋风而思零落ꎬ春来则唯恐其速去ꎬ花
发又惟恐其早谢”的“亡国之哀音”ꎬ务必表现那种“奋发有为ꎬ服务报国”的积极向上的爱国情怀

和进取精神ꎻ后文则借着介绍易卜生的剧作及政治思想ꎬ集中体现了胡适对新文学内容的要求:
既要像易卜生那样以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ꎬ淋漓尽致地“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

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ꎬ又要像易卜生那样通过文学作品无情地揭露旧“社会最爱专制ꎬ往往用

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ꎬ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的种种恶行ꎬ以唤醒人的主体意识ꎻ也要像易

卜生那样通过塑造斯铎曼医生这样的典型形象来弘扬个性主义精神ꎬ为坚持真理敢于宣布:“世
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②因为胡适对文学内容革新的要求与周作人同年写的

«人的文学»所要求文学宣扬的以个人主义为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是相通的ꎬ所以胡适在总评五

四新文学运动时曾给出这样的概括:“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

文学’ꎬ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ꎮ 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ꎬ后一种是文学内容

的革新ꎮ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ꎮ”③胡适把五四新文

学运动这两面旗帜都高高举起ꎬ然而举得最高最久的却是“活文学”这面旗帜ꎬ评价最高强调最

多的也是后者ꎻ这是因为在胡适看来ꎬ“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ꎬ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

器ꎬ可断言也”ꎮ 实践和历史已证明ꎬ这一“断言”是可靠的亦是可信的ꎮ
三是“国语的文学ꎬ文学的国语”这一文学革命的根本宗旨ꎬ揭示了“国语”与“文学”这两个

系统的辩证关系ꎬ不仅将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ꎬ自觉地以白话文学运动

驱动国语运动ꎬ以国语运动助推白话文学运动ꎻ而且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双向互动关系所产

生的巨大张力ꎬ推动了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向现代转型ꎬ实现语言工具的白话化和思想内容的

现代化ꎬ同时大大促进中华民国统一国语的标准化ꎬ真正实现国语的白话化ꎬ有力地解决了当时

有人提出的“若要用国语做文学ꎬ总须先有国语ꎬ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ꎬ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

呢?”这一难题ꎮ 不仅如此ꎬ由于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双向并重的推进ꎬ文学革命步伐不只

加速了期刊报纸等媒体的白话化ꎬ也加速了教科书与教学语言的白话化ꎮ 对于“国语的文学ꎬ文
学的国语”双向互动运动在实践中产生的巨大效果ꎬ胡适作为这场新文学运动的总设计师未曾

料到:“当我在一九一六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ꎬ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

有相当结果ꎻ它成熟得如此快ꎬ倒是我意料之外的ꎮ”④这应是由衷的满意的评价ꎬ就连当时辛亥

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与廖仲恺也高度评价胡适策划的这场白话运动:“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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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ꎬ于文章界兴一革命ꎬ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ꎬ传于各级社会ꎬ以为所造福德ꎬ较孔孟大且十

倍ꎮ”①

二

若说上述胡适着重从国内古今文学或语言这两大系统张力关系中ꎬ具体而深切地评述并肯

定了“白话利器”对于营构新文学、标准化国语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ꎬ那么ꎬ胡适认定五四新文

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ꎬ这是以全球视野从比较角度来开掘衡估其价值和意义

的ꎬ自觉地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世界文学对接ꎬ纳入现代学术的轨道而进行中西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ꎮ 胡适之所以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来命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ꎬ是因为“那时在北

大上学的一些很成熟的学生ꎬ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

刚、罗家伦等人ꎬ他们在几位北大教授的影响之下ꎬ组织了一个社团ꎬ发行了一份叫做«新潮»的
学生杂志ꎬ这杂志的英文刊名叫‘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文艺复兴)ꎮ 他们请我做新潮社的指导员ꎮ 他们

把这整个的运动叫做‘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ꎮ 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ꎬ而对传统

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北大学生ꎬ在几位青年教授的指导之下ꎬ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思考ꎬ他们显然

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起的这个新运动ꎬ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ꎮ 故“在其后

的英语著述中ꎬ我总喜欢用‘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题目”②ꎮ 这说

明胡适把中国新文学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比较ꎬ既有深厚的情感记忆ꎬ又有清醒的理性

认知ꎮ
其一ꎬ胡适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ꎬ同时也

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ꎻ而中国五四时代崛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虽然“未涉及艺

术”ꎬ但却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

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ꎬ“这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③ꎮ 于是ꎬ胡适便从白话语言、平民

文学、人文精神等相互关联的多维度考察并辨识了“中国文艺复兴”的丰富内涵及五四新文化和

新文学的有意识的传承与新生ꎮ
首先是对白话语言的复兴与传承ꎮ 所谓“白话”ꎬ“是我们老祖宗的话ꎬ是几千年来慢慢演变

一直到今天还活在我们嘴里的话ꎮ 这是活的语言ꎬ是人人说的话:你说的话ꎬ我说的话ꎬ大家说的

话ꎬ我们做小孩子都说的话”ꎬ乃至全国大部地区“每一个人所说的话ꎬ都是白话”ꎮ 比起欧洲许

多文明国家的语言ꎬ“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个语言———活的国语ꎬ以及我们国语的文法ꎬ是全世

界最简明ꎬ最合逻辑ꎬ最容易学习ꎬ最了不起的语言ꎮ 英国语在欧洲文字当中ꎬ是比较进化的ꎮ 但

在世界语言当中ꎬ中国话要考第一ꎬ英国语要考‘不及格的’第二ꎬ因为没有别的话可有第二的资

格的ꎮ 至于学过法文或德文的ꎬ以及学过拉丁或希腊文的人ꎬ没有一个不知道ꎬ这些文字ꎬ根本不

合理”ꎮ 由于汉语的白话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功能ꎬ不仅最简单也最易懂ꎬ“只要认得一两千个字ꎬ
就很可以看小说ꎬ看书”ꎬ而且白话是营造新文学或国语文学的唯一利器ꎬ亦是中华民族最优秀

的话语系统、最丰盈的语言遗产ꎮ 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的珍贵资本ꎮ “我们之所以把‘五四’运
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ꎬ就因为我们老祖宗有了这样的资本ꎬ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来用ꎬ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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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复兴它ꎮ”胡适曾深沉地回忆ꎬ在“五四”运动的当年ꎬ并没有借助“一个政府的大规模的力

量”ꎬ“我们完全是私人、个人、无权、无势、无钱的作家ꎬ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ꎬ叫
‘白话’:写白话ꎬ用白话做文学ꎮ 实在说起来这两个字就是‘白话’ꎬ要说的详细一点可以用五个

字ꎬ叫着‘汉字写白话’”ꎮ 然而ꎬ“用汉字写白话这个方法ꎬ并不是我个人发明的ꎬ也不是我们几

个人发明的ꎬ还是我们老祖宗在实际需要中想出来的ꎮ 他们把文言里的汉字充分地采用来ꎬ写他

们创造的活文学ꎮ 碰到没有某个字的时候ꎬ就另外去借一个字ꎬ或者干脆另造一个字ꎮ 例如这个

的‘这’字ꎬ从前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讲ꎬ或者用遮盖的‘遮’字来讲ꎬ后来才用一个‘言’加一

个‘走之’ꎮ 你要查查字典看ꎬ康熙字典上那个字不读‘这个’的ㄓㄜꎮ 老百姓的话就是权威ꎬ管它

字典是怎么说ꎬ老百姓说它是这个的‘这’字ꎬ几百年来就一直用这个字”①ꎮ 胡适对于历史上老

祖宗“用汉字写白话”所创造的“活的语言”传统ꎬ并没有数典忘祖以不孝子孙的姿态彻底反之ꎬ
乃是竭尽全力来复兴并传承白话传统ꎬ并借助五四文学革命的合力完成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正宗地位的使命ꎮ
其二ꎬ是对老祖宗创造的“活的文学”的复兴与承传ꎮ 这是因为“老祖宗用汉字写的话的结

果ꎬ留给我们这么多的短篇小说ꎬ好的长篇小说”ꎬ而这些好的长短篇小说流行了几百年则成了

标准的模范的白话文学ꎻ尤其可取的是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ꎬ胡适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

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ꎬ也可以说是两条路线ꎮ 一个是上层的文学ꎬ一个是下层的文

学”ꎮ 而上层的文学是贵族文学ꎬ文人的文学ꎬ其中大部分是毫无价值的模仿的文学ꎬ是没有生

气的死的文学ꎻ与之相对的是无论那个时代都有的下层文学ꎬ而下层文学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民间

文学ꎬ老百姓的文学ꎬ用白话写的文学ꎬ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活的文学ꎮ 例如ꎬ«今古奇观»
«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小说ꎬ都是先在民间由老百姓讲

故事流传下来的ꎬ到后来才经过无数的人或无数的无名作家的反复打磨和修改ꎬ方有久传不衰的

白话定本ꎮ 面对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白话文学ꎬ“我们(指胡适等文学革命首倡者)当初有一

个基本不同的看法ꎬ就是大学教授们号称为学者ꎬ都是从古文里打了跟斗出来ꎬ从古文里洗了澡

出来ꎬ在古文里面都站得住了ꎬ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地位了ꎬ我们愿意放弃这一种古文ꎬ采用老百姓

活的文学ꎬ这是我们所谓‘革命’ꎻ其实并不是革命ꎬ还是‘文艺复兴’”ꎮ 这由于“我们的资

本———这个语言的资本ꎬ是我们几万万人说的语言ꎬ是我们文学的资本ꎬ文学的范本ꎬ文学的基

础ꎮ 是几百年来ꎬ一千年来ꎬ老百姓改来改去ꎬ越改越好ꎬ这些名著这些伟大的小说做了我们的资

本ꎮ 所以说‘文学复兴’ꎬ正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材料ꎬ给我们的基础ꎮ 我们老祖宗已经做的

事ꎬ我们来加以提倡ꎬ我们来学他们的样子ꎬ替他们发扬光大ꎬ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吗”②? 这

不仅表明五四时期倡导并创造白话文学是地道的“文艺复兴”ꎬ而且也呈现出白话文学创造主体

的鲜明的平民主义立场和为广大民众营构新文学的诚挚感情ꎮ 不过ꎬ在胡适的价值视野里ꎬ新文

学运动的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ꎬ它揭示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死文学”的必然性ꎬ“白话文学是

起来替古文发丧的ꎬ下讣文的”ꎬ也是历史规律决定的ꎻ这是因为“二千年中之白话文学有许多有

价值的作品ꎬ什么人也不能否认”ꎬ而“中国将来之一切著作ꎬ切应当用白话去作”这也是大势所

趋ꎬ所以“新文学之运动ꎬ并不是由外国来的ꎬ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ꎮ 白话文学之趋

势ꎬ在二千年来是继续不断的ꎬ我们运动的人ꎬ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ꎬ把由自然变化之路ꎬ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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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工ꎬ使得快点而已”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ꎬ我们对之ꎬ应当

表示相当的尊敬”ꎮ 对于文学家来说ꎬ“如果尊重新文学ꎬ要努力ꎬ修养ꎬ要有深刻的观察ꎬ深刻的

经验ꎬ高尚的见解ꎬ具此种种去创造新文学ꎬ才不致玷辱新文学”①ꎮ
其三ꎬ是对平民文学的复兴与再造ꎮ 实质上ꎬ老祖宗以活的白话语言创造的“活文学”也是

平民文学ꎬ胡适不只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要复兴历史上的有别于庙堂文学或贵族文学的平民文

学ꎬ而且要再造富有时代特色的平民文学ꎬ这无疑导致中国文学在性质上发生变化ꎬ即舍弃了古

代贵族文学而复兴了平民文学ꎮ 胡适书写的«国语文学史»②发现了中国古代文学逮及汉朝大定

了“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ꎻ于是ꎬ胡适便从 ２０００ 多年的古代文学中梳理出平民文学或田野文

学与贵族文学或庙堂文学两条线索ꎬ也总结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传统ꎬ对平民文学或贵族文学

从对象主体与阅读主体两个维面考察其各自的思想艺术特征ꎬ从而对平民文学做了充分肯定ꎬ也
就是肯定了平民文学的优秀传统ꎬ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创建的现代平民文学提供了美学资源ꎮ
五四时期是平民主义思潮奔腾的时代ꎬ其影响既深且广ꎮ 正如茅盾当时所指出的ꎬ文学先驱们

“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谟克拉西(平民主义)充满在文学界ꎬ使文学成为社会化ꎬ扫除贵族文学的

面目ꎬ放出平民的文学精神ꎮ 下一个字是为人类呼吁的ꎬ不是供贵族阶级赏玩的ꎻ是‘血’与‘泪’
写成的ꎬ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ꎬ是人类中少不得的文章ꎬ不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③ꎮ
周作人则公开提倡与贵族文学相对的平民文学ꎬ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ꎬ写普通的思想与

事实”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ꎬ才子佳人的幸福ꎬ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ꎻ“平民

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ꎬ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ꎬ“只须以真为主ꎬ美即在其中ꎬ这便是人生的艺术

派的主张”ꎮ④ 而这种平民文学则是以平民主义为主魂ꎮ 胡适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所发现的平民

文学与五四时期提倡的平民文学发生了对接与交融ꎬ不仅能使传统的平民文学得到复兴ꎬ也能使

五四时期创造的平民文学将现代性与民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ꎬ从而体现出中国文艺复兴所建构

的新文学的平民特质ꎬ即不是复兴中国古代的贵族文学或庙堂文学ꎬ而是复兴内蕴平民主义或人

道主义精神的平民文学ꎮ 因而ꎬ胡适一方面指出平民百姓从劳苦中不断地创作出新花样的文学

来ꎬ所谓“劳苦功高”ꎬ实在使我们佩服ꎻ另一方面赞赏“有些古人高尚作家不受利欲熏诱ꎬ本艺术

情感之冲动ꎬ忍不住美的文学之激荡ꎬ具脱俗ꎬ牺牲之精神ꎮ 如施耐庵、曹雪芹之流ꎬ更应使我们

欣佩ꎮ 因为老百姓的作品ꎬ见解不深ꎬ描写不佳ꎬ暴露许多弱点ꎬ实赖此流一等作家完成之也”⑤ꎮ
通过上述的白话语言、活文学、平民文学三个互联互通维面上的“中国文艺复兴”意义的考

察与论析ꎬ表明“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使命已初步告成ꎮ 然而ꎬ作为新文学运动领袖的胡适仍

有意味深长的诫言ꎬ即使对于 ２１ 世纪当下的中国作家也有深刻的启迪与警示意义:
　 　 从“五四”到现在ꎬ已经有许多诗人ꎬ小说家ꎬ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ꎬ这是很可欣慰

的ꎮ 但也有一些诗人ꎬ小说家ꎬ当他们的创作热过去了ꎬ文人的老脾气又来了ꎬ重新回过头来

走模仿的路子ꎮ 不但没有进步ꎬ而且一天天堕落了ꎮ 他们只在那里玩弄技巧ꎬ忘记了生活ꎬ
忘记了时代ꎬ忘记了艺术ꎻ所写的东西ꎬ变成文人的玩意儿ꎮ 文学僵化了ꎬ变成化石ꎬ文学的

生命也就死了ꎮ 这些人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语言ꎬ不但对不起我们的文学ꎬ更对不起我们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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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ꎮ
我们今天不能再模仿古文了ꎬ不能再走回头路子了! 我们要在已有的文学基础之上ꎬ运

用活的语言ꎬ创造活的文学ꎬ创造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学ꎬ然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才会有蓬勃的发展ꎮ①

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一种回溯式的所谓“古为今用、古今贯通”的思维模式ꎬ
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文学术传统来建构现代学术文化系统ꎻ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传

统的学术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态度”②ꎬ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亦采取“古今联通、古为今用”的回溯

式的思维模式ꎬ使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仅得以继承也能为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或个性和建构新

文化或新文学形态提供用之不竭的资源ꎬ这便与欧洲文艺复兴有了趋同性或相通性ꎮ
通过回溯古代文化ꎬ胡适不但发现了 １０００ 多年的白话文学传统ꎬ而且发现“吾国历史上的文

学革命”旨在文体的变革ꎬ并以此展现出文学的演化规律ꎮ “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

«骚»ꎬ一大革命也ꎮ 又变为五言ꎬ七言ꎬ古诗ꎬ二大革命也ꎮ 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ꎬ三大革命也ꎮ
古诗之变为律诗ꎬ四大革命也ꎮ 诗之变为词ꎬ五大革命也ꎮ 词之变为曲ꎬ为剧本ꎬ六大革命也ꎮ”③

不仅韵文通过“革命”是如此演化的ꎬ“文亦遭几许革命矣ꎮ 孔子以前无论矣ꎮ 孔子至于秦汉ꎬ中
国文体始臻完备ꎬ议论如墨翟ꎬ孟轲ꎬ韩非ꎬ说理如公孙龙ꎬ荀卿ꎬ庄周ꎬ记事如左氏ꎬ司马迁ꎬ皆不

朽之文也ꎮ 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ꎬ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ꎬ及何晏ꎬ王弼诸人说理之

作ꎬ都有可观者ꎮ 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ꎬ文以工巧雕琢见长ꎬ文法遂衰ꎮ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

衰’ꎬ其功在于恢复散文ꎬ讲求文法ꎬ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ꎮ 此亦一革命也ꎮ 唐代文学革命

巨子不仅韩氏一人ꎬ初唐之小说家ꎬ皆革命功臣也(诗中如李杜韩孟ꎬ皆革命家也)ꎮ ‘古文’一派

至今为散文正宗ꎬ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ꎬ于是语录体兴焉”④ꎮ 对于文体或诗体

的演变ꎬ胡适都视为“文学革命”的观点ꎬ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革命”的涵义是有差异的ꎻ不
过胡适始终认可文学革命有两种互为关联的方式ꎬ即文学的自然进化是“文学革命”ꎬ文学由人

力推动发展也是“文学革命”ꎬ如晚清与五四的文学变革都是人力推动的文学革命ꎮ 在我看来ꎬ
胡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演化的史迹中发现的“文学革命”的两种方式ꎬ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革命”
概念ꎬ乃是从丰富的文学史实中总结出来的ꎬ是真实可信的文学发展规律ꎬ又是有利于文学演变

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法则ꎻ况且把文学革命定格在文体上或诗体上ꎬ这应是独到之见ꎮ 五四

新文学运动首先从诗体革命入手ꎬ推动文体大解放ꎬ在不到 １０ 年的时间内则创造出一代新文体

或新诗体取代了各种传统文体ꎬ这也是中国文艺复兴在文学形态上的体现ꎮ
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不论新文学样态体现出科学精神或者学术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ꎬ还是

中国人思想解放所借助的科学人生观ꎬ既有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崛起的科学文化潮流的汲取ꎬ又
有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发掘出的科学的新逻辑、新方法ꎮ 胡适在«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一文中ꎬ
把“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已提到 １０００ 多年前的北宋初期ꎬ其主要根据是那时的“道学先生”或“理
学家”运用了科学方法来“反抗中古的宗教ꎬ和打倒那支配中国思想历时千年之久的佛教和一切

洋教”ꎬ他们力图“把被倒转的东西再倒转过来ꎬ他们披心沥血的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

化、思想和制度ꎬ这便是他们的目标”ꎮ 于是ꎬ他们“便在儒家的一本小书«大学»里面ꎬ发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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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科学方法ꎮ 在这项从公元第十一世纪便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里ꎬ他们在寻找一个方法和

一种逻辑”ꎮ 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ꎬ也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提倡的“方法论”ꎮ 而“‘现
代’的中国哲学家要寻找一种新逻辑、新方法ꎬ他们居然在这本只有一千七百字的小书里找到

了”ꎮ «大学»里有一句从无解释的话“格物”ꎬ即“致知在格物”:“格物”这两个字虽然历代解经

的学者提出 ５０ 多条的不同解释ꎬ但是其中最令人折服的一家ꎬ胡适认为是 １１ 世纪的“二程”(程
颢和程颐)及 １２ 世纪的哲学家朱熹ꎮ 他们解释“格物”是:“‘格’ꎬ至也ꎻ‘物’ꎬ犹事也ꎮ 穷至事

物之理ꎻ欲其极处无不到也ꎮ”程颐认为“物”无所不包ꎬ大及天地之高厚ꎬ小至一草一木ꎬ皆为

“物”ꎻ“致知在格物”就是把知识延伸到无限ꎬ这便是科学了ꎮ 在这场“新儒学”(理学)运动中ꎬ
对于“道德、知识”这两段思潮ꎬ最好的表达则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ꎬ进学则在致知ꎮ”“理
学”的真谛ꎬ此一语足以道破ꎮ “中世纪那种出世的人生观ꎬ就是要人不要做人ꎬ去做个长生不老

的罗汉或菩萨ꎮ 一个人要去‘舍身’ꎬ或焚一指一臂ꎬ甚或自焚其身ꎬ为鬼神作牺牲———这就是

‘中古期’!”而“整个‘现代’阶段”就是以科学方法或科学思维对这种中古的鬼神观念进行反

抗ꎬ“所以‘现代’的哲学家都是一些叛徒或造反专家”ꎮ 总之ꎬ“这批道学先生和理学家”所开展

的“这场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ꎬ并不是一桩有心推动的运动ꎮ 它是半有心、半无心地发展出

来的”①ꎮ 我们可以不同意胡适的把“现代中国”提前到北宋初期ꎬ但是却不能不尊重这是一家之

说ꎻ而判定是否是“现代中国”ꎬ则是以科学方法批判中古神学思想而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ꎮ 如

果胡适这个说法能够成立ꎬ那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文艺复兴提早了近 ３００ 年ꎬ中国的现代化也

应起步于北宋初期ꎻ这不仅使现代中国历史的起讫要重新考虑ꎬ而且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
艺术史和文学史似乎也要重写了ꎮ 这些问题有待以后研究ꎬ现在要探讨的是宋明理学家从儒家

经典«大学»里发现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ꎬ而梁启超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也是以科学方法或

科学精神为根据判定清学 ２００ 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ꎮ 胡适则认为“程朱的归纳手续ꎬ经过陆、王
一派的解放ꎬ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转机ꎮ 解放的思想ꎬ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ꎬ重新经过

一番‘朴学’的训练ꎬ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ꎬ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②ꎮ 五四

时期的中国文艺复兴承传古代文化中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ꎬ与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相融

合ꎬ掀起了巨大的空前的科学潮流ꎬ波及各个领域ꎮ 波及文化领域ꎬ“科学”成了解放中国人思想

的强大精神武器ꎻ波及文学领域ꎬ“科学”使新文学创作增强了崇实求真的美学品格ꎮ 若说宋初

的中国文艺复兴是半心半意地发展起来的话ꎬ那么五四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文化先驱们全心全

意地竭尽全力发动的ꎬ其规模、其声势、其影响深广、其取得的文化艺术成就都是空前的ꎬ是宋初

的文艺复兴无法比拟的ꎮ 试问ꎬ这条绵延近千年的中国文艺复兴风景线ꎬ能够成为“信史”吗?
无论欧洲文艺复兴或者中国文艺复兴都不能没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质的规定性ꎬ而人文主义

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ꎮ 若说周作人«人的文学»所谈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ꎬ它来

源于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ꎬ并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从未讲人道、讲人意ꎻ那么胡适的人道主

义除了来源于欧美的人文主义思潮ꎬ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ꎬ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发现ꎮ 他

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中明言:“‘自由’这个意义ꎬ这个理想ꎬ‘自由’可说是一个倒转语

法ꎬ可把它倒转回来为‘由自’ꎬ就是‘由于自己’ꎬ就是‘由自己作主’ꎬ不受压迫的意思ꎮ”必须强

调的是ꎬ“自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范畴ꎬ因为人文主义对人来说最关注的是个性解放或主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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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觉醒ꎬ若是没有自由就根本没有人的解放ꎬ也没有人的独立自主的选择和追求ꎬ更没有人由必

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理想境界ꎬ一言以蔽之ꎬ人失去自由就会变成奴隶或奴才或工具或器械ꎬ
异化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ꎻ所以人文主义之于人的思想解放的最高目标则是获得真正的“自
由”ꎮ 而这种“自己作主”的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已然形成了“传统”ꎻ若说“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

也就是爱自由ꎬ争取自由ꎬ崇拜自由”ꎬ那么我国“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ꎬ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

历史ꎬ对于自由这种权力ꎬ自由这种意义ꎬ也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ꎬ与这种意义的推

动”ꎮ 特别是“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自由ꎬ在历史上都有记载”ꎮ 中国思想界

的先锋老子与孔子ꎬ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ꎻ孟子的“民为贵ꎬ君为轻”思想ꎬ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

由主义者的传统ꎻ“富贵不能淫ꎬ贫贱不能移ꎬ威武不能屈”也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

义精神ꎻ春秋时代“自由”的思想与精神比较发达ꎬ而秦朝统一后思想独尊儒术则限制了自由ꎬ不
过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原道»ꎬ以及王学左派、颜李学派ꎬ都
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精神ꎮ 总之ꎬ“我们老祖宗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

由的传统”①付出很大的代价ꎬ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思想遗产ꎬ我们后来者既要承传又要弘扬ꎻ而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在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解放过程中贯彻自由主义思想ꎬ而且新文

学创建更体现出自由主义意识ꎬ尤其胡适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ꎬ终其一生像崇尚热爱科学一样地

崇拜热爱自由ꎬ并为之付诸实践奋斗了一生ꎬ不愧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旗手和闯将ꎮ②

三

胡适以纵横交错的思维范式和中外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ꎬ具体而详细地考察分析了五四新

文学运动ꎬ给出了“白话”是唯一利器、白话文学是中国正宗文学、新文化运动乃是“中国文艺复

兴运动”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评估ꎻ由于史实根据的充分又言之成理ꎬ令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诚

服ꎮ 然而ꎬ若能对胡适的有关新文化或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或评估深思之熟虑之ꎬ就会发

现有不少绝对化的判断或不准确不妥贴的提法ꎬ既缺乏历史根据、事实支撑ꎬ又不符合思想逻辑ꎬ
经不住推敲ꎬ也经不住实践检验ꎮ 例如ꎬ说什么唯有白话才能生产活文学ꎬ文言是死文字只能产

生死文学ꎻ文学史上老百姓创造的是活文学ꎬ文人只能制造死文学ꎻ“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

价值有生命的”、“有了国语的文学ꎬ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ꎮ 有了文学的国语ꎬ我们的国语才可算

得真正国语ꎮ 国语没有文学ꎬ便没有生命ꎬ便没有价值ꎬ便不能成立ꎬ便不能发达”③ꎬ等等ꎮ 这些

价值判断固然突显了白话国语或国语文学的重要意义ꎻ但并不辩证ꎬ有些绝对ꎬ说得太满太过ꎬ不
是科学的可信的理论判断ꎮ 就连费心劳力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的美籍华人唐德刚也没有为贤

者讳ꎬ曾对胡适所说的“文言文已经‘全死’ꎻ它绝对不可与白话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并存’”的
“假设”给予有力的“证实”:

　 　 这句话是当时欧美留学生以夷比夏、想当然耳的老说法ꎬ因为在欧洲古“希腊文”、“拉

丁文”确已“全死”ꎮ 那些古文字原是当年希腊、罗马“公民”和“士大夫”所通用的语言ꎮ 可

是后来希腊、罗马不但亡了国ꎬ甚至亡了社稷ꎮ 代之而起的却是千百万入侵的“蛮夷”(现代

西欧白人的老祖宗)ꎮ 原先那小撮希腊、罗马的“公民”ꎬ早已自历史上烟消云散ꎮ 入侵的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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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自有他们的蛮夷鴂舌之音ꎮ 他们有一点希腊、拉丁字母就移了(现代越南、菲律宾还不是

如此?)可是日子久了ꎬ方言进步了ꎬ够用了ꎬ他们也就不再用希腊、拉丁这些死文字的外国

话(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了ꎮ
我国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ꎬ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ꎮ 它和语体是血肉难分的关系ꎻ

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ꎮ 孔老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ꎬ
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该死不死ꎬ祸国殃民的老头子ꎬ用的还不是这一句

吗? 你说它是文言呢? 还是白话呢?

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ꎬ和语言文字的特征ꎮ 他山之石ꎬ可以攻错ꎮ 吸收

他人之精华ꎬ剔除自己之糟粕ꎬ原是义无反顾的ꎻ但是我们断然不可ꎬ因为洋人怎样ꎬ我们一

定也要怎样ꎮ①

此“实证”可信且有说服力ꎬ至于笔者的有关质疑就不在此提出了ꎬ当下忧思困惑的则是另一些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性质或意义的流行甚广、影响甚远的有相当权威的说法或判断ꎮ
胡适对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ꎬ即使存有不少的矛盾、不辩证、不确切之处ꎬ也难以撼动其总

体估价的正确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及其实证的丰赡性与可靠性ꎮ 既然认同诚服了胡适的价值评

估ꎬ那么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另一些评说是何以评说的呢? 一是五四新文学不是“白话文

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等ꎬ乃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②ꎻ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是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双重变奏③ꎻ三是“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ꎬ
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ꎮ ‘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在这方面”④ꎻ四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的ꎬ它与传统文化或文学发生了断层或断裂ꎮ 如此等

等ꎬ众说纷纭ꎬ莫衷一是ꎮ 上述所举四种说法在大陆的学术界已产生深刻影响ꎬ若要对其进行重

新研讨或重新评估ꎬ至少应遵循这样的逻辑前提或学术规则:既要将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估

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ꎬ又要坚持“拿证据来”的求真务实的认识路线ꎮ 前者的特定历史范畴是指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起讫时空ꎬ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赵家璧ꎬ认定五四新

文学十年ꎬ从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２７ 年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范畴ꎻ文学革命先驱茅盾于 ３０
年代初则认为ꎬ从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１ 这五年间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起讫的特定时空⑤ꎬ惟有在这个特

定历史范畴来检讨或评估新文学运动方能理解并把握其真正意义ꎮ 大多学者认同这两个“五
四”特定历史范畴的划定ꎬ而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的评估大致与茅盾所划定的时空

相同ꎮ 后者的“拿证据来”则是强调必须让原生史实说话ꎬ也就是说判定或评述五四新文学运动

价值意义的史实ꎬ既要源于“五四”这个特定历史区间的事实ꎬ绝对不能移用外于特定历史范畴

的史实来替代或冒充ꎬ又不要依据某种“公式”或“教条”或“主义”或“思想”的需要而片面地随

意地宰割和剪裁史实ꎬ应该从原生史实的全部总和与史实的整体联系中去把握史实选择史实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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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适口述自传»ꎬ«胡适全集»(第 １８ 卷)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４３－３４４ 页注②ꎮ
王瑶、李何林等草拟:«‹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ꎬ«新建设»１９５１ 年 ８ 月第 ４ 卷第 ４ 期ꎮ
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引申出来ꎬ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ꎬ北京:东方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５－１９ 页ꎮ
许志英、邹恬:«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８ 页ꎮ
茅盾说:“‘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ꎬ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

为止ꎮ 这应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ꎬ到后二年或三年止ꎮ 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ꎮ 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运动发展到

实际政治问题ꎬ取了直接行动的斗争态变ꎬ然后也从此由顶点而趋于下降了ꎮ 这样去理解‘五四’ꎬ方能把握‘五四’的真正的历

史意义ꎮ”见«“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ꎬ原载«前哨文学导报»１９３１ 年 ８ 月第 １ 卷第 １ 期ꎮ



朱德发:评述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有从这种意义上说ꎬ“让史实说话”方可使史实胜于雄辩ꎬ方能使史实成为判断五四新文学运动

意义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ꎮ 如果有志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进行再发现再评估的学者ꎬ
真正能遵循上述的学术规则ꎬ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给予探赜发微的洞察和求真务实的判断ꎻ那么不

仅能破解对五四新文学性质意义的忧思困惑ꎬ也能将对五四新文学价值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ꎬ更
能从众说纷纭的比较中对胡适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述作出真切公允的评述ꎮ

Ｈｕ Ｓｈ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Ｚｈｕ Ｄｅｆ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ｕ Ｓｈｉ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ｐ ｔ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ｌｙ ｂｙ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ｗｉ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ｃａｎ ａ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ｂ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Ｈｕ Ｓｈｉ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ꎬ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ꎬ “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ꎬ ｓｏｍｅ ｏｆ Ｈｕ Ｓｈｉ’ｓ ｖｉｅｗ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ｈｉ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ꎻ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ｐ ｔ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ꎻ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李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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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２ 卷 第 ４ 期 (总第 ２７３ 期)
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３)

吴伯箫年谱
———家世、早年求学与东北办学∗

张　 欣
(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ꎬ浙江 杭州ꎬ３１００２３ )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现代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吴伯箫是不可忽视的ꎮ 其年谱包括两部分:第一部

分为其家世及早年和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ꎬ包括自幼年起接受民国新式小学教育ꎬ１９１９ 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

范学校ꎬ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ꎻ第二部分为壮年时期在东北从事新型大学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经历ꎬ自
１９４６ 年起ꎬ至 １９５４ 年调入北京止ꎮ 前 ２０ 年是作为现代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吴伯箫人生的起步阶段ꎬ后 ８ 年

是其从延安到北京的过渡阶段ꎬ这对考察吴伯箫身世和早期所受教育以及投身战后新型高等教育建设事业的情

况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　 吴伯箫ꎻ年谱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ꎻ语文教育家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１４－２４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０
作者简介:张欣(１９６１—　 )ꎬ男ꎬ山东宁阳人ꎬ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ꎮ

①自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吴伯箫去世后ꎬ笔者即着手编撰其“年谱”ꎮ 为此ꎬ曾多次走访吴的二弟、三弟及其家乡故旧ꎬ并先后致信

田珮之、吕剑、臧克家、雷加、许觉民和吉林大学公木诸先生ꎮ １９８５ 年春节期间到北京见其夫人郭静君及子女ꎬ又了解到不少细

节性的文字、口述资料ꎮ 特别是后来调阅吴伯箫 １９６５ 年撰写的档案自传ꎬ更是第一次触及到吴伯箫生平中某些敏感和令人困

惑的问题ꎮ 如今ꎬ上述前辈均已故去ꎬ档案资料也已封存ꎬ而“年谱”需要的史料积累日渐丰富ꎬ这是颇令人欣慰的ꎮ 然而ꎬ由于

种种主客观原因ꎬ“年谱”编撰工作曾一度搁置ꎬ直至前年暑假才又一鼓作气编讫完成ꎮ 该年谱部分内容先后刊载于«现代中文

学刊»«新文学史料»等报刊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吴伯箫是不可忽视的ꎮ 但其年谱没有得到过系

统的整理ꎮ①本年谱共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其家世及早年和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ꎬ包括自幼年起

接受民国新式小学教育ꎬ１９１９ 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ꎬ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ꎻ第二

部分为壮年时期在东北从事新型大学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经历ꎬ自 １９４６ 年起ꎬ至 １９５４ 年调入北京

止ꎮ 前 ２０ 年是作为现代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吴伯箫人生的起步阶段ꎬ后 ８ 年是其从延安到北

京的过渡阶段ꎬ这对考察吴伯箫身世和早期所受教育以及投身战后新型高等教育建设事业的情

况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一、莱芜:家世与童年(１９０６－１９１９)

１９０６ 年ꎬ夏历丙午ꎬ清光绪三十二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夏历二月十九日ꎬ出生ꎮ 出生地:山东莱芜

城东吴家花园村ꎮ
«莱芜市志»记载莱芜名称由来ꎬ有三说ꎮ 其一:“县名来自谷名说ꎮ 莱芜县为汉代首设ꎬ故

城在今淄川区淄河镇城子庄村ꎮ «水经注»引«从征记»曰:‘城在莱芜谷(该谷位于今莱城区苗

山镇东部至淄川区淄河镇城子庄一带)ꎬ当路阻绝ꎬ两山间道ꎬ由南北门ꎮ’又曰:‘自入莱芜谷ꎬ夹

４１



张欣:吴伯箫年谱

路连山百数里ꎬ水隍多行石涧中ꎬ出药草ꎬ饶松柏ꎬ林藿绵蒙ꎬ崖壁相望ꎬ或倾岑阻径ꎬ或回崖绝谷ꎬ
清风鸣条ꎬ山壑俱响ꎮ’因汉代在淄川莱芜谷设立县城ꎬ故名莱芜县ꎬ县名由谷名而来ꎬ先有莱芜

谷ꎬ后有莱芜县ꎮ 莱芜谷则因发明并选育大麦的莱族与发明并选育小麦的牟族居此有关ꎮ”王献

堂在«炎黄氏族文化考»和«人与夷»中认为:“莱芜是莱族与牟族杂居而得名ꎬ古读‘牟’为重唇

音ꎬ声与‘芜’相似ꎬ久而久之ꎬ将‘牟’转呼为‘芜’ꎬ因而莱牟谷就演变成了莱芜谷ꎮ 此说最为可

信ꎮ”其二:“莱民播流此谷说ꎮ 郦道元«水经注»引旧说云:‘齐灵公灭莱ꎬ莱民播流此谷(莱芜

谷)ꎬ邑落荒芜ꎬ故曰莱芜ꎮ’«管子轻重戊篇»曰:‘齐ꎬ莱夷之国也’ꎬ莱芜谷本来就位于齐国境

内ꎬ莱族长期在此居住ꎬ不存在播流问题ꎬ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说:‘此地(指莱芜谷)本有莱

民ꎬ非有流播ꎮ’汉末莱芜县令范史云明确指出‘莱芜在齐ꎬ非鲁所得’ꎮ”其三:“山名取目说ꎮ 郦

道元«水经注淄水»条认为:‘泰无、莱柞并山名也ꎬ郡县取目焉ꎬ汉高祖置ꎮ’”①

家世:曾祖:吴嘉苞ꎮ 敦本堂«吴氏族谱»关于这位曾祖父的记载是:“字韶九ꎬ公赋性严厉ꎬ
畏振家声ꎬ利不苟取ꎬ有管宁之风ꎬ寿六十有九ꎬ配李氏ꎮ”生有二子ꎮ

据«吴氏族谱»记载ꎬ吴伯箫的祖父吴翰翔是曾祖父的第二个儿子ꎬ“字健翮ꎬ清太学生ꎮ”“公
生平俭约ꎬ刚毅自持ꎬ身务农商而最喜读书者ꎮ 寝食不忘教子一经之语ꎬ子若孙率多某学毕业ꎬ皆
公喜尚读书之所致也ꎮ 寿七十一岁ꎬ配段氏ꎮ”②

吴磊记述:“河北枣强吴氏系渤海吴氏的一支ꎬ自明洪武年间部分河北枣强吴氏祖先迁至山

东莱芜ꎮ 由于吴氏支派繁多ꎬ从迁至莱芜起ꎬ祖先在莱芜自成一体ꎬ开创新系ꎮ 作为吴氏子孙一

脉ꎬ莱芜吴氏已有二十四辈ꎬ史上曾经出过三位进士ꎬ五位清官ꎬ人盛族望ꎮ 当代著名作家吴伯箫

也是出自莱芜吴氏ꎬ故居为吴家花园ꎮ”“红崖村如今还保存着完整的第五版家谱ꎬ家谱共七卷ꎬ
第一卷为序言ꎬ第二至六卷为人名ꎮ 整套书为古籍版本ꎬ民国二十二年修订ꎬ敦本堂刻印ꎬ由线绳

装订ꎬ封面标有“古嬴吴氏族谱”六个蓝色大字ꎮ 纸张为黄色旧纸ꎬ竖排版ꎬ字体皆为繁体字ꎬ先
是手工书写ꎬ然后再刻印ꎬ字迹清晰有力ꎬ工整有序ꎬ书法美观ꎬ有很强的艺术性ꎮ”③

以上资料ꎬ均采自敦本堂«吴氏族谱»ꎬ该谱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仲夏五修ꎮ 笔者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曾数次到吴家花园吴伯箫旧宅调研ꎬ一般都由吴伯箫三弟吴熙振接待ꎮ 有一次ꎬ
他亲自到本村同族人家里借来该谱ꎬ以白色包袱皮包裹ꎬ大约有十几册ꎬ在我作了摘录后ꎬ又亲自

送还回去ꎮ
关于祖父ꎬ吴伯箫散文中有一些简略的回忆ꎮ 如早期散文«马»:“记得ꎬ那时做着公正乡绅

的祖父ꎬ晚年来常被邀去五里遥的城里说事ꎬ一去一整天ꎮ 回家总是很晚的ꎮ 凑巧若是没有月亮

的夜ꎬ长工李五和我便须应差去接ꎮ 伴着我们的除了李老五的叙家常ꎬ便是一把腰刀一具灯笼ꎮ
那时自己对人情世故还不懂ꎬ好听点说ꎬ心还像素丝样纯洁ꎻ什么争讼吃官司ꎬ是不在自己意识领

域的ꎬ祖父好ꎬ在路上轻易不提斡旋着的事情ꎬ倒是一路数着牵牛织女星谈些进京赶考的掌故ꎻ雪
夜驰马ꎬ荒郊嚆宿ꎬ每每令人忘路之远近ꎬ村犬遥遥向灯笼吠了ꎬ认得了是主人ꎬ近前来却又大摇

其尾巴ꎮ 到家常是二更时分ꎮ 不是夜饭吃完ꎬ灯笼还在院子里亮么?”④

«吴氏族谱»记载ꎬ祖父有兄翰翱ꎬ字腾云ꎬ配陈氏ꎮ 据吴熙振老年口述ꎬ祖父的这个哥哥因

１７ 岁新婚时失礼ꎬ遭严父训斥ꎬ自尽身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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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也育有二子ꎮ 长子式圣(１８８３—１９４２)ꎬ字化之ꎬ为伯箫之父ꎮ 次子式贤(１８９８—１９８?)ꎬ
字德甫ꎮ

伯箫的父亲吴式圣ꎬ据说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ꎬ未果ꎮ 敦本堂«吴氏族谱»关于他的记载是:
“字化之ꎬ高等小学毕业ꎬ师范讲习所毕业ꎬ任县教育委员ꎬ配亓氏ꎮ”先后从事初小和高小教学ꎬ
一年四次在各校督察ꎮ 以清廉著称ꎮ

伯箫生母亓氏ꎬ莱芜孙家封丘村人ꎬ约生于 １８８０ 年ꎬ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农历九月廿八日)
去世ꎮ 母亲去世时ꎬ伯箫任职于济南乡村师范ꎮ 据伯箫三弟吴熙振老年时回忆ꎬ当时他大哥返乡

奔丧月余ꎬ大哥在孔府教家馆时的学生、第 ７７ 代衍圣公孔德成送 “福寿同归” 挽幛表示悼念ꎮ
编者按:关于吴伯箫的家世ꎬ主要采自«吴氏族谱» (敦本堂)ꎬ其次是吴伯箫本人的«自传»

(特别是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稿)ꎬ再其次来自笔者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吴伯箫三弟吴熙振的访谈ꎮ
吴熙振有一定文化基础ꎬ参与社会事务ꎬ对其家事以及大哥的介绍有一定权威性ꎬ后来其外甥亓

举安的某些记述也多来自其三舅吴熙振的口述ꎮ
吴伯箫的叔父吴式贤ꎬ生于 １８９８ 年农历六月廿四日ꎮ 敦本堂«吴氏族谱»记载:“国立山西

大学(１９２３—　 )毕业ꎬ任陇海铁路督工员ꎬ配侯氏ꎮ”生育二子ꎮ 民国二十四年«续修莱芜县志
卷十九»“大学毕业”条记载:“吴式贤ꎬ山西国立大学充陇海铁路督工员ꎮ”①而据吴伯箫 １９６５ 年

«自传»云ꎬ叔父为陇海路工务段段长ꎬ铁路第四工程局工程师ꎮ
吴伯箫记述:“二外祖父的生日ꎬ他自己也记不清楚ꎮ 在北京农历六月廿四日庆祝ꎮ”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致亓举安)
吴家世代务农ꎬ间有经商ꎮ 伯箫出生时家里有土地 ２０ 余亩ꎬ长工 ２ 名ꎬ农忙时或雇短工ꎬ有

牛 ２ 头ꎬ先后有马 ３ 匹ꎮ 及叔父、伯箫读大学ꎬ开始卖地卖粮食筹措学费ꎮ
编者按:吴伯箫«自传»(１９６５)有关记述是:“１９３６ 年家里有地 ２５－３０ 亩ꎬ住室两处ꎬ２０ 间ꎬ城

东关街宅一处 ７ 间ꎮ 雇长工两人ꎬ养马一匹ꎬ牛两头ꎮ”②

伯箫本堂有一姊二弟ꎮ 姊嫁与汶河南岸南梨沟村亓盛恒ꎮ 二弟吴熙功ꎬ读过小学六年ꎬ后居

家务农ꎮ 三弟熙振ꎬ职业学校毕业ꎬ务农ꎮ
编者按:吴伯箫的三弟吴熙振曾向笔者自述ꎬ他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某部总务处长ꎬ遭缉捕ꎬ

流亡关东ꎬ战后回家务农ꎮ 而其长兄吴伯箫 １９６５ 年«自传»中却有另一种说法ꎬ即:“三弟曾任国

民党村自卫队长(村)ꎬ１９５２ 年(管)制劳改ꎮ”③

伯箫原名“熙成”ꎬ字箫亭ꎬ后自己改字为伯箫ꎮ
编者按:吴伯箫原字“箫亭”ꎬ笔者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莱芜市档案馆查阅«莱芜县立高小同

学齿录附本校大事记»(民国九年八月)ꎬ其中“第八级”名单有“吴熙成 箫亭”的记载ꎮ④

敦本堂«吴氏族谱»对吴伯箫的记载是:“２０ 世 吴熙成ꎬ字伯箫ꎬ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毕业ꎬ任
衍圣公教授ꎬ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ꎬ配刘氏ꎮ”⑤

«续修莱芜县志卷十九»“大学毕业”条记载:“吴熙成ꎬ师范大学充衍圣公府教员ꎬ山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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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族谱»ꎬ敦本堂刻本ꎬ中华民国 ２２ 年五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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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ꎮ”①

１９１０ 年ꎬ夏历庚戌ꎬ清宣统二年ꎬ吴伯箫 ４ 岁ꎮ 本年ꎬ莱芜县议事会成立ꎮ
１９１２ 年ꎬ夏历壬子ꎬ中华民国元年ꎬ伯箫 ６ 岁ꎮ １ 月 １ 日ꎬ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ꎮ ２ 月 １２ 日ꎬ清帝下诏退位ꎬ满清覆亡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ꎬ中国进

入中华民国时期ꎮ
莱芜县衙改称县公署ꎬ知县改称知事ꎬ“六房”改称总务、财政、民政、司法科ꎮ
１９１３ 年ꎬ夏历癸丑ꎬ中华民国二年ꎬ伯箫 ７ 岁ꎮ 本年秋ꎬ随父亲到邻村尚家故事村(亦名大故

事村)读书半年ꎬ结识打更长者尚二叔ꎮ
伯箫自述:“小时候ꎬ在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ꎮ 寄宿ꎮ 晚上吃完了从家里带来的干粮ꎬ等

着念灯书的时候ꎬ总爱到学校门口尚二叔家去串门儿ꎮ 尚二叔是打猎的ꎬ兼管给学校打更ꎮ 不知

道他的身世怎样ꎬ只记得他一个人住在一间矮小的茅屋里ꎬ孤单单地ꎬ很寂寞ꎬ又很乐观ꎮ 他爱逗

小学生玩儿ꎬ爱给小学生讲故事ꎮ 当时我很喜欢他门前的瓜架ꎬ苇篱圈成的小院子和沿苇篱种的

向日葵ꎮ 我也喜欢他屋里的简单陈设:小锅ꎬ小灶ꎬ一盘铺着苇席和狼皮的土炕ꎻ墙上挂满了野

鸡、水鸭、大雁等等的羽毛皮ꎬ一张一张ꎬ五色斑斓ꎮ 最喜欢当然是他挂在枕边的那杆长筒猎枪和

一个老得发紫的药葫芦ꎮ”“跟着尚二叔打猎ꎬ在我是欢乐的节日ꎬ帮着提提药葫芦ꎬ都感到是很

美的差使ꎮ”②

吴伯箫在该村“上学”ꎬ是因为父亲恰好在这里任教ꎮ 据伯箫三弟吴熙振讲ꎬ当时大哥年纪

小ꎬ父亲带着他不过是让他初步接触学校教育ꎬ带有尝试性质ꎮ 有次吴伯箫可能因为想家而离开

学校回家ꎬ被父亲半路追回ꎬ打了伯箫一巴掌ꎬ结果只能乖乖回校ꎮ
编者按:关于吴伯箫随父到邻村(大故事村)读书一事ꎬ笔者曾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该

村调查ꎮ 一位当初就读于该校的本村学生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ꎬ应我要求用蓝色钢笔写了一行

字证明:“吴式圣在我村教书ꎮ”此处的引文来自吴伯箫散文«猎户»ꎬ见«北极星»(收入«吴伯箫

文集»下卷)ꎮ
编者按:１９８３ 年访谈吴伯箫三弟吴熙振时ꎬ曾多次谈及他大哥跟父亲读书情景ꎬ描述他大哥

自学校回家路上被父亲追回且挨打之事ꎬ很是生动ꎮ
莱芜县立高等小学校原为公立高等小学堂ꎬ系前清光绪己巳间邑人张柳桥、王景沂诸先生创

办ꎮ 至民国二年经上级议事会议决官立公立合并ꎬ彼时共有学生第一、第二两级ꎮ 当月ꎬ亓旭东

校长就职ꎬ司事吕雨舫就职ꎮ 改建大门ꎬ添筑西北教室及接待室ꎬ招考第三、第四两级学生ꎮ③

１９１４ 年ꎬ吴伯箫 ８ 岁ꎮ 春节后ꎬ转学至本村新办启蒙学校读书ꎮ
农历三月初十日ꎬ莱芜县公立高等小学堂与官立高等小学堂合并于莱芜考院ꎬ定名为莱芜县

立高等小学校ꎮ
伯箫自述:“可是在邻村读书只有半年ꎬ新年过后就转到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了ꎮ”④

早年记忆之更夫“瘦三叔”:“我很记得ꎬ在我八九岁时ꎬ我是怎样的爱背了须发皓皓的祖父

母跑向庄户老头们聚集的窠窖去呀! 在那里像我样大小的孩子不少呢ꎬ高高矮矮地挤着ꎬ差不多

都是从父母手中偷偷出来的ꎮ 虽然都不则声ꎬ快活却波漾在心里ꎬ有时暗暗地悄悄地笑ꎮ /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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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ꎬ塾中夜学刚散ꎬ交到戌亥去了ꎻ夜既浓ꎬ天黑似铁ꎬ家里不让孩子们出门ꎬ在小孩子却觉非

出门不可了ꎮ 那怕准挨一顿骂ꎬ还是情愿情愿的ꎮ / / 啊ꎬ一幕幕尽着掀罢ꎬ哪有完ꎮ ———就

中有一个人呢ꎬ他是叫做‘瘦’三叔的ꎮ 因为他瘦得出筋ꎬ故以瘦冠之ꎻ三或取行三之意ꎬ但叔之

为叔ꎬ却不详它的来历ꎬ盖男女老幼都称他为‘瘦三叔’也ꎮ 他 ５０ 多岁了ꎬ在有钱的主是抱了孙

子留了胡享福的时候ꎬ但他还是一条穷命呢ꎮ 一年到头穷苦着ꎬ而十冬腊月还得不到一个饱暖ꎮ
他为两担柴ꎬ替我们村上打更ꎮ”①

１９１５ 年ꎬ吴伯箫 ９ 岁ꎮ 初小毕业ꎬ本年冬参加高小考试ꎬ未取ꎬ获“备取”资格ꎮ
伯箫自述:“记得九岁考高小ꎬ举人知县在考场即席命题:«孔子四教ꎬ以文为先»ꎮ 那是科举

时代作八股的题目吧ꎮ 在新兴的学校ꎬ没读过«四书»ꎬ谁知道‘四教’是什么? 当时只因为题目

里有‘孔子’两个字ꎬ便把教科书里‘孔子鲁人也ꎬ博学多能ꎬ诲人不倦ꎬ为鲁相三月ꎬ而鲁国大

治ꎮ’抄上大半篇ꎬ几乎没有一句自己的话ꎮ 这样勉强换了个‘备取’ꎮ”②

本年农历十月ꎬ发生莱芜现代史上著名的“草把子事件”ꎮ
«莱芜县立高小同学齿录附本校大事记»记载:“民国四年十月ꎬ北乡民变ꎬ县长凌被困于口

镇ꎬ全境骚动ꎬ本校辍课两星期ꎮ 十一月曹校长崇甫辞职ꎬ张教员玉凡接充校长ꎮ”③

«莱芜市志»记载:“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为反抗当局逐户清丈土地和官绅借验地契横征暴

敛ꎬ境内 ３ 万多农民在栾思信(栾宫人)等人带领下ꎬ手持棍棒、草把汇集于口镇ꎬ捣毁验契把持

者、劣绅刘运文(莱城区口镇人)、魏广海(莱城区口镇山口区人)的店铺及县知事凌念京的官轿ꎮ
１６ 日ꎬ当局派兵镇压ꎬ起事农民死 ３ 人、伤 １ 人ꎬ栾思信、吕曰臣等被捕ꎮ 凌念京被撤职ꎮ 史称

‘草把子事件’ꎮ”④

早年记忆之“鸡毛翎子文书”:“童年在家乡当小学学生的时候ꎬ曾朦胧记得有过‘鸡毛翎子

文书’下乡的故事ꎮ 说朦胧ꎬ那是岁时月日记不清的意思ꎻ留的印象却很深很深ꎬ至今回想ꎬ还历

历在目ꎮ”“过了几天ꎬ忘记是几天了ꎬ初五ꎮ 口子镇上发了大火ꎬ烧的是各村带去的干草ꎬ县长的

轿子在那里被农民捣毁了ꎮ 坐轿子的是上头派下来的量地委员ꎬ受了重伤ꎮ 县长听说是化装成

庄稼老头逃跑了的ꎮ 穿着破棉鞋ꎬ棉袄露了瓤子ꎬ也戴一顶瓜皮毡帽ꎬ说是一天没吃饭ꎬ叫了人家

‘大爷’ꎬ人家才给了一口饭汤喝ꎻ都传得有名有姓ꎮ / /后来事情怎样进展不很清楚ꎬ只知道当时

城里好几天没有官ꎬ要丈量地亩的也不丈量了ꎮ 很久才又知道口子镇上几个领头的ꎬ砍头了一

个ꎬ坐狱了俩ꎮ”⑤

早年记忆之“表姐”:“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ꎬ便不愿同女孩子们在一块玩ꎻ同她们说一句话ꎬ
便会红满脸ꎬ甚至于气都透不过来ꎮ 那次———许是我九岁的仲春吧ꎬ逢着同三姨家的表姐都在外

婆家ꎮ 那时表姐是 １０ 岁ꎬ天真自然还都是天真的ꎬ不过男女性的枝叶已在不同的方向萌发着了ꎮ
又因为表亲ꎬ同时又都在家塾里念着书ꎬ所以我几乎不愿同她见面ꎬ就见面了也老是闭口无

言ꎮ”⑥

１９１６ 年ꎬ吴伯箫 １０ 岁ꎮ 冬ꎬ再考高小ꎬ以第三名成绩被录取ꎮ 吴伯箫自述:“十岁再考ꎬ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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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冬雪说»ꎬ就比较好些ꎮ 虽然也抄了教科书里课文的若干句子ꎬ像什么‘冬日寒ꎬ多北风ꎻ寒天

大雪ꎬ推窗一望ꎬ屋瓦皆白ꎮ’更多的记叙描绘ꎬ是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写的ꎮ 那次就榜列第三

名ꎬ被录取了ꎮ”①

“(民国)五年正月添招第七级、第八级学生ꎬ亓教员聘如到校ꎮ”②

本年起到县城高小读书三年ꎬ寄宿ꎮ 为莱芜县立高等小学第八级第八班ꎬ本级本班共 ３０ 人ꎬ
民国七年十二月毕业ꎮ 县立高小“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ꎬ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ꎬ并授以生活所

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ꎬ科目有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
操ꎮ 学制三年ꎬ每级一个班ꎬ每班 ３０ 余人ꎮ③

１９１７ 年ꎬ吴伯箫 １１ 岁ꎮ 农历四月ꎬ张校长玉凡辞职ꎬ亓教员佩臣接充ꎬ司事何伯铨辞职ꎬ田
鸣窨接充ꎮ

农历七月ꎬ将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校舍并于本校ꎬ作为本校第二舍ꎬ移第六、第七两级学生

于内ꎮ④

本年夏ꎬ家里收留了两位特别的“客人”ꎬ一对趁麦收出来帮工兼拾荒的母子ꎬ其中的儿子便

成了他当时要好的朋友ꎮ 吴伯箫后来写散文«小伙计»ꎬ所记即是此事ꎮ
«小伙计»的前半篇是从学校的“麦假”写起的ꎬ也是吴伯箫少有的回忆少年读书生活的篇

章ꎮ 其中写到放假时学生家长到学校接孩子们回家的一段颇富乡村学校情趣:“站在对了操场

的月台上看去ꎬ沿南墙的一行柳树上栓满了驴ꎬ马ꎬ骡各种牲口:一人推的小车ꎬ两人使的‘大
把’ꎬ也都一排排地摆在那里ꎮ 平日蹴足操演的‘闲人免进’之地ꎬ现在几乎变作牛马市ꎬ停车

场了ꎮ”
还有这时候的先生们ꎬ似乎也与平时不同了:“平日很严酷ꎬ板着法官似的面孔轻易不笑的

先生们ꎬ说也怪ꎬ现在也都和颜悦色地向学生底家长们点点头ꎬ招呼招呼了ꎻ见了学生时ꎬ也非常

蔼然可亲地问着几时走ꎬ收拾好了东西没有这类的话了ꎮ”
伯箫自述:“是我 １１ 岁的那年吧? 那时我正是县高小二年级的学生ꎮ / /学校里在四月ꎬ照

例是要在麦熟的前一星期放一种假的ꎻ那种假在教育部底定章上并没有什么名色:说是春假吧?
丽春早已随了流水落花走远了ꎮ 放假来踏青游春ꎬ已嫌太迟ꎮ 说是暑假吧? 清早夜晚ꎬ春寒还有

些儿余威ꎬ炎日当头ꎬ也不似‘五皇六月’天那样燻灸ꎮ 消夏歇伏ꎬ又未免稍早ꎮ 因此大家也不来

牵强附会ꎬ便因时制宜地叫它做‘麦假’ꎮ”“我离家近ꎬ大处说不过三里路ꎬ开学散学ꎬ本用不着家

里车马送迎ꎻ只到时候ꎬ将自己底东西带走ꎬ其余笨重的到家后再派人一肩就扛得回来了ꎮ 那次

还是照例ꎬ同一村的三个学伴ꎬ将铺盖略事安排ꎬ便提了一个小小的书包ꎬ相将首途了ꎮ”“我底小

伙计ꎬ就在我这样四下里巡视着时ꎬ无意中见到的ꎬ认识的ꎬ相熟的ꎮ 他那时正扫西院子里

天井ꎮ”⑤

１９１８ 年ꎬ吴伯箫 １２ 岁ꎮ 农历九月ꎬ学校添筑南教室两座ꎬ有大股土匪入境ꎬ在东南巷一带大

肆劫掠ꎬ陆军到莱剿除ꎬ在学校住宿两次ꎬ学校辍课两星期ꎮ 农历十二月ꎬ第七、第八两级学生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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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ꎮ 吴伯箫随第八级高小毕业ꎮ① 备考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曲阜二师)ꎮ “小时候家庭是富

农ꎮ 初小在本村ꎬ高小在县城ꎬ星期、假日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割麦ꎬ秋收ꎬ送饭ꎬ打场ꎬ放牛ꎮ”②

二、曲阜:二师与孔府(１９１９－１９２５)

１９１９ 年ꎬ吴伯箫 １３ 岁ꎮ 上半年在家备考ꎮ 早年记忆之“西院”:“记得一年ꎬ我十三四岁的时

候ꎬ因为家里西院客厅没人住ꎬ那个院子又空着ꎬ所以父母要我暂且去住ꎬ我因了好奇心ꎬ并且想

拿能够独宿来自炫ꎬ就很乐意的一口气答应了ꎮ 即日搬了去ꎮ 晴明的夜里ꎬ星火游天ꎬ月辉铺地ꎬ
一点也没有什么ꎻ尽可以在屋里看看书ꎬ写写字ꎬ玩自己喜欢玩的东西ꎮ 不过到了天色漆黑ꎬ苍穹

阴霾的时候ꎬ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ꎮ”③

早年记忆之“杨懒”:“杨懒是个拣粪的老孩ꎬ他姓杨是的确的ꎬ不过名懒却非嫡出真传ꎬ只是

大家因为他做事老是烂不滥散的ꎬ所以就这样叫他罢了ꎬ虽然他的真名到现在也没有人提起过ꎮ
后来有人同他开玩笑ꎬ将两个字的声音故意往讹里读ꎬ竟渐渐变成羊栏了ꎮ ‘你喂了多年羊ꎬ羊
栏羊栏的’ꎬ这是大家所常说的话ꎮ”④

五月ꎬ北京发生“五四”运动ꎮ
秋ꎬ考入曲阜二师ꎮ 入校后参与二师学潮ꎬ罢课游行、查日货、下乡宣传ꎬ曾任学生会干事ꎮ
编者按:曲阜二师即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ꎬ创建于 １９０５ 年ꎬ学校初名“曲阜县官立四氏初

级完全师范学堂”ꎬ１９１２ 年随国体变更为“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ꎬ１９１４ 年改称“山东省立第二

师范学校”ꎮ
伯箫自述:“五四运动后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五年ꎬ一九二四年夏毕业ꎮ”⑤

伯箫自述:“在阙里读师范的时候ꎬ‘五四’新潮刚刚在沂水一带激起浪头微波ꎮ 学校里罢

课、查日货ꎬ也讲民主ꎬ讲科学ꎮ 读经是停止了ꎬ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编写的ꎬ国文课一律读古文ꎬ
校长范明枢是日本留学回来的ꎬ国文教员张雪门是前清举人ꎮ 课外大家也看汪原放标点的«水
浒»ꎬ读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ꎬ但阅览室里摆的报纸ꎬ课堂上作文ꎬ个人写信还都用文言ꎮ”⑥

伯箫自述:“‘五四’运动发生前的冬天ꎬ高小毕业ꎬ好好准备了半年ꎬ才考取了秋季始业的曲

阜师范ꎮ 师范学校那时有预科ꎬ连本科共学五年ꎮ 自己在班里年龄最小ꎬ学习不算特别努力ꎬ入
学不久就罢课ꎬ查日货ꎬ下乡宣传ꎬ后来又当学生会干事ꎬ有些社会活动ꎬ但年年考试发榜ꎬ却总是

班里的第一名ꎬ有一年全校只自己一个是甲等ꎮ 但图画在自己是难关ꎮ 因为那需要创作ꎬ没
有成规可寻ꎮ 下最大的功夫ꎬ只能及格ꎮ 成绩在礼堂前张贴ꎬ五年只一次ꎮ 不过ꎬ各科总平均ꎬ从
音乐成绩里拿出二十分ꎬ就可以补图画的不足ꎮ 于是发榜名次ꎬ就年年站在前边了ꎮ”⑦

二师“五四”学潮的结局是:学校开除学生数名ꎬ以孔府亲信、山东优级师范毕业生充任校长

的孔祥桐被迫辞职ꎬ北洋政府在舆论迫压下任命进步教育家范炳宸(明枢)为校长ꎮ 二师由此摆

脱孔府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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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 年ꎬ吴伯箫 １４ 岁ꎮ 范明枢校长到任ꎮ 范明枢(１８６６－１９４７)ꎬ名昌麟ꎬ又名炳辰ꎬ字明枢ꎮ
泰安城元宝街徐家花园人ꎮ 教育家、知名人士ꎮ ２３ 岁入邑庠ꎬ补增广生员ꎬ后任塾师数载ꎬ继考

入泰山上书院深造ꎮ １９０６ 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ꎬ就读师范专科ꎮ 学成回国后ꎬ致力于教

育事业ꎮ 先任泰安劝学所所长ꎬ在泰安创办女子小学及县教育图书社ꎻ继赴济南创办省立模范小

学ꎬ并任职于省教育厅ꎮ １９１４ 年后ꎬ先后任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教师、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

学监ꎮ 支持学生参加“五四”运动ꎮ “五四”运动后ꎬ１９２０ 年应聘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ꎮ
所到之处ꎬ倡导新学ꎬ宣传科学与民主ꎬ启迪学生积极进取ꎮ 在曲阜师范八年间ꎬ参加蔡元培组织

的中华教育改革会ꎬ任委员ꎮ 主张“兼容并全”ꎬ制定“真、善、美”三字校训ꎬ要求学生德、智、体全

面发展ꎮ 常以“富贵不能淫ꎬ贫贱不能移ꎬ威武不能屈”自励和教育学生ꎮ 带领师生参加建校劳

动ꎬ亲自监理学生生活ꎬ积极推行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ꎬ吸收工农群众和劳动妇女入学ꎬ创办了

曲阜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夜校ꎮ 支持学生集资办“黎明书社”ꎬ阅读进步书刊ꎮ 因支持新文化运

动ꎬ受保守势力排挤和反动当局的指责ꎬ于 １９２９ 年辞去校长职务ꎬ退居家中ꎮ
高文浩记载:“范校长坚主青年爱国忧民ꎬ追求真理ꎬ研究政治ꎬ钻研业务ꎻ且戮力实践之ꎮ

长校八年ꎬ校风巨变ꎮ 有才学的教员延揽而至ꎬ康有为、梁启超等名流学者纷来讲演ꎮ １９２３ 年ꎬ
改革了学制ꎬ分为前后师ꎬ各三年毕业ꎬ改进了教学ꎻ建立了学生会ꎬ创办«黎明书社»ꎻ班有墙报ꎬ
校有专刊ꎻ新建礼堂ꎬ增辟荷池ꎮ”①

伯箫自述:“记得二十年前还是‘五四’时代在曲阜师范学校当校长的时候ꎬ他的头发就已经

斑白了ꎬ也蓄了短短的髭须ꎮ 在作为一个学生的我的记忆里ꎬ他走路是微微耸着左肩ꎬ脚起脚落ꎬ
身子也跟着轻轻摆动的ꎮ 干净而稍稍陈旧的缎马褂ꎬ袖子很长很长ꎮ 走路极缓慢ꎬ低着的头总仿

佛时时在沉思ꎮ”
　 　 那时候ꎬ学校的校长不带课ꎬ星期一虽有“朝会” (还不叫“纪念周”)ꎬ他也很少给我们

讲话ꎮ 只有当什么“名人”(曲阜是圣贤桑梓之地ꎬ年年总有人去游览古迹)到学校参观的时

候ꎬ他才出来介绍给大家讲演ꎮ 每次讲的人讲完了ꎬ他上台作结论ꎬ记得无论讲演的人是康

有为、梁启超他的结论总是那样几句:
“你们要好好地记住ꎬ不要只当一句话听!”
他每天晚上查自习ꎬ总到得很晚很晚ꎬ在大家正以为“快下自习了ꎬ校长怕不来了吧?”

刚要出去小便的时候ꎬ却往往在门口碰见的就是他ꎮ 他很少说你ꎬ而喜欢跟到你的位子上看

看你ꎻ这一看ꎬ会教人感到说不出的惭愧ꎮ 他查自习ꎬ惯例走了又像忘记了什么再突然回来ꎮ
所以同学们要等他二次打了回头才敢说话吵闹ꎮ 若是他一出门就真的走了ꎬ那么自习室就

会一直紧张到摇睡铃ꎮ
在学校他老像很悠闲ꎬ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风度ꎮ 经常忙的是领导同学们种菜ꎬ莳花ꎬ

栽树ꎮ 他亲自掘土ꎬ亲自浇水ꎮ 造成了风气ꎬ学校里便处处是花畦ꎬ菜圃ꎬ成行的树木了ꎮ 学

校东北角二亩大的污水池ꎬ是他计划着在旁边掘了井ꎬ种了藕ꎬ养起鱼来的ꎮ 水边的芦苇ꎬ四
周的垂柳ꎬ再加上砖石筑就的两列矮墙ꎬ造成了清幽的园圃风光ꎬ同学们每天傍晚在那里游

散谈心ꎬ常常忽略了铃声的催促ꎬ忘记了学习的疲惫ꎬ直到池边磨电机的马达响了ꎬ树丛里的

灯光和天上的明月展开着优美的夜景ꎮ
先生态度是和蔼的ꎬ学生群里也从没见他发过脾气ꎬ摆过架子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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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教的不好是啵? 我已经把他辞退了ꎮ 我说:‘听说先生另有高就ꎬ那么下学期

就请便吧ꎮ 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他还挽着袖子要同我打架呢ꎮ 你看这样辞退他合适么?”
学期终了ꎬ他会随便抓住一个同学就这样谈起来ꎮ
可是他也有他的固执ꎮ ———固执处令人想到方孝孺ꎬ只要主意拿定了ꎬ就一定要坚持

到底ꎮ
他主张学孟子“养吾浩然之气”ꎬ主张做“富贵不能淫ꎬ贫贱不能移ꎬ威武不能屈”的大丈

夫ꎮ 事事胸有成竹ꎬ却很少形于颜色ꎬ透露锋芒ꎮ 不沽名ꎬ不钓誉ꎬ心安就好ꎬ人言无足轻重ꎮ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ꎮ①

上半年ꎬ伯箫按五年老学制在该校读完预科一年ꎮ 下半年转入四年本科ꎮ
伯箫自述:“‘五四’时期曾在阙里孔子故里上师范学校ꎮ «论语»记孔子和他的弟子‘

浴乎沂ꎬ风乎舞雩ꎬ咏而归’ꎮ 我们那时ꎬ到沂水洗澡ꎬ到舞雩坛乘凉ꎬ也是常事ꎮ”②

１９２４ 年ꎬ吴伯箫 １８ 岁ꎮ 夏ꎬ二师毕业ꎮ 以考大学辞谢留校任附小教员ꎬ与同乡结伴赴南京ꎬ
借住高小同学宿舍ꎬ同时报考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程大学ꎮ 考前遍游南京名胜ꎬ到东南大学风雨操

场听章太炎讲演ꎬ因考题生疏偏僻以及准备不足ꎬ结果二校均未考取ꎮ 又因为在旅馆被盗ꎬ只好

借钱回家ꎮ
此时ꎬ叔父吴式贤已考入国立山西大学ꎬ因经济负担过重ꎬ家里不同意伯箫继续升学ꎮ
初秋ꎬ经同邑前辈王毓华先生举荐到曲阜孔府为孔子七十七代嫡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

嫡孙女孔德懋等教授英文ꎮ
孔德成ꎬ字玉如ꎬ号达生ꎮ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出生ꎬ４ 月 ２０ 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令:孔德

成袭封为衍圣公ꎮ
王毓华(１８８７—１９５２)ꎬ字子英ꎬ山东莱芜寨里人ꎬ１９２３ 年开始任孔府家庭教师ꎮ
孔府任教期间继续备考ꎮ
伯箫自述一:
“师范毕业ꎬ本分是当小学教员ꎬ要升学需要先教两年书ꎬ我却一心要考大学ꎮ 到济南进行

教育参观ꎬ贪着欣赏‘家家流泉ꎬ户户垂杨’ꎬ对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ꎬ都感到不如想象中那样

雄奇优美ꎮ 更不从师范专业出发ꎬ去向有名的省立模范小学虚心学习ꎮ 对大学ꎬ也无意于北京的

高等师范ꎬ嫌它‘旧’ꎬ在发展上前途受局限(从这一点证明:五年师范教育ꎬ成绩并不佳ꎬ至少在

专业教育、思想教育方面是失败的)ꎻ殷殷向往的是新兴的东南大学ꎮ 同学们结伴北上ꎬ自己偏

要孤身南下ꎮ 踌躇满志ꎬ沿津浦路直取下关ꎬ毫无根据地以为考场上就不会有什么失败似的ꎮ
“在南京朱雀桥边ꎬ借住在已经是大学生的高小同班的宿舍里ꎮ 没有了解一下他考入大学

的经验ꎬ也没有问问他们入学考试考些什么内容ꎮ 懵懵懂懂ꎬ还不知道大学的大门朝哪ꎬ就盲目

地自居大学的主人了ꎮ 不珍惜考前一刻千金的宝贵时间ꎬ抓紧复习功课ꎬ反而登鸡鸣寺ꎬ逛夫子

庙、秦淮河ꎬ游玄武湖、莫愁湖ꎮ 连莫愁湖的对联都背得熟:‘名唤莫愁湖唤莫愁天下事愁原不

少ꎬ王亦有相侯亦有相世间人相此无多ꎮ’(这跟考大学有什关系呢?)还找机会到东南大学的风

雨操场去听章太炎先生的讲演ꎮ 那讲演的场面倒是值得记忆的:范源濂主持ꎬ柳翼谋翻译ꎬ先生

鹤发童颜ꎬ侃侃而谈ꎬ议论风生ꎮ 会场上时而鸦雀无声ꎬ时而哄堂大笑自己格于方言ꎬ虽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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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也听不懂ꎬ却立下一个空头志愿:一个人应当有点学问! 默默自诩ꎬ仿佛对先生的渊博学识ꎬ
已登堂入室ꎬ梦想考试发榜ꎬ必将是先生的及门高足ꎮ

“发榜前ꎬ同考的同乡感到没有把握ꎬ要先回家ꎬ自己却一定要看水落石出ꎮ 当然心里也有

点不踏实(想碰机会ꎬ又考过河海工程)ꎮ 往常考场出来ꎬ自己就能评定答卷的分数ꎬ因为试题问

的内容都熟悉ꎬ回答对否ꎬ心中有数ꎮ 这次的试题ꎬ内容连‘似曾相识’都谈不到ꎬ而是生疏偏僻ꎮ
国文考的都是老古董ꎬ佶屈深奥ꎬ没有一点‘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新学的气味ꎮ 主观向往的这

所新兴大学ꎬ后来知道至少比老北大落后廿年! 每科答卷ꎬ在场内场外一样ꎬ都像雾里看花ꎬ枝叶

分不清ꎬ更不要说颜色的姹紫嫣红ꎮ
“榜发了ꎬ两校都榜上无名ꎮ
“事有凑巧ꎬ借路费趁津浦车北返ꎬ偏偏有人要丑小鸭陪大天鹅ꎬ介绍东南大学的校花秦素

美女土(她那时是很有名的ꎬ在鸡鸣寺左右南京城的女墙上垛垛都写有她的名字)同行ꎮ 一路上

伺候大姐ꎬ腼腆而殷勤ꎬ表示慷慨ꎬ下车的时候ꎬ还替她代付了茶房座的小费ꎮ 处境是够尴尬

的ꎮ ———但是ꎬ从那个时候起ꎬ自己变得虚心了一点ꎮ 开始体会到: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夸ꎬ人生的

道路必须脚踏实地ꎻ大海行舟ꎬ不会是一帆风顺的ꎮ
“师范毕业ꎬ原可以留校当附小教员的ꎬ为升学ꎬ我辞退了ꎮ 可是为什么升学? 升学以后又

怎么样? 那时候还不懂得二十年以后才听说的为人民服务的道理ꎬ对人生的目的是茫然的ꎮ 无

怪南京归来ꎬ四大皆空ꎮ 除了一纸文凭ꎬ什么也没有ꎮ 意识到自大是没有根据的ꎮ 学问不能靠別

人赐予ꎬ要靠自己勤学苦练ꎬ理想不能凭空实现ꎬ要奋斗ꎬ要自力更生ꎮ 这里没有窍门ꎬ也没有

捷径ꎮ
“昂着的头这时低下来了ꎮ 说来是讽刺ꎬ别来两月ꎬ我又回到了曲阜ꎮ ‘圣人门前摆字摊’ꎬ

经人介绍当了孔家的家庭教师ꎬ过了一年‘家馆’‘师爷’的生活ꎮ 实践证明ꎬ‘我非生而知之者’
是句实话ꎮ 那一年ꎬ蹈厉奋发ꎬ很有点像‘卧薪尝胆’的样子ꎮ 一天工作十小时ꎬ还自修«论语»、
«孟子»ꎬ达到通本成诵ꎮ 代数公式ꎬ几何、物理定理ꎬ每天睡前逐条默诵一遍ꎮ 温习了师范、中学

的两种物理学教科书ꎬ还读了米尔根、盖尔合著的英文原著ꎮ 间周写一篇作文ꎬ送师范老师批改ꎮ
只有历史、地理没有再下功夫ꎮ”①

伯箫自述二:
“南京考东南大学ꎬ表示与众不同ꎮ”“叔父信:这种骄傲情绪恐于升学不利ꎮ”
“２４ 年夏去南京考河海工程ꎬ东南大学都未取ꎮ 在旅馆丢了钱ꎬ借钱回家ꎮ 打击很大ꎮ 在家

没法见人ꎬ父亲朋友王子英介绍到三府教国文、英文、算术ꎮ 兼教孔德成英文ꎬ为邮政局长的儿子

补习ꎮ”②

伯箫自述三:
“五四运动后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五年ꎬ一九二四年夏毕业ꎮ 在孔家教了一年家馆(教孔德

成英文)ꎮ”③

早年记忆之“Ａ 府世伯”:“我迟疑着ꎮ 因为虽然认识那边的老太太ꎬ我的一个世伯也在那里

教馆”“我ꎬ因为还没有学到这些事故ꎬ不懂得如何去周旋ꎬ于是就和几个相熟的ꎬ在靠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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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近的一所书房里ꎬ一面闲话ꎬ一面听戏ꎮ 内里边自然有我那位世伯ꎬ而同时是 Ａ 府的先生底那

一位ꎮ”①

王乐佺口述:“我父亲在孔府任教期间ꎬ吴伯箫同志正在曲阜二师求学ꎬ二人因同乡关系成

为忘年交ꎬ过从甚密ꎬ除研究学问外ꎬ我父亲也从经济上给以帮助ꎮ 后吴伯箫学成毕业ꎬ正好孔府

需要一名英语教师ꎬ我父亲赞赏吴伯箫的品格和学问ꎬ全力举荐ꎬ孔府遂聘吴伯箫为孔德成的英

语教师ꎮ”②

１９２５ 年ꎬ吴伯箫 １９ 岁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农历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ꎬ由家里安排ꎬ未满 １８ 岁的吴

伯箫与同龄女子刘淑德举行婚礼ꎮ
刘淑德ꎬ莱芜蔡家镇村人ꎮ 其父刘连亭与伯箫之父曾为高小同学ꎬ以此为双方儿女结下婚

约ꎮ 作为吴、刘两家定下的旧式姻亲ꎬ刘淑德以长媳身份终其一生ꎬ１９４９ 年后在吴家花园村受到

革命家属待遇ꎮ １９６７ 年夏病逝ꎬ享年 ６１ 岁ꎮ
对这门亲事ꎬ伯箫坚决反对ꎮ 婚礼虽然举行ꎬ但伯箫视刘淑德如路人ꎬ夜晚和衣而眠ꎬ白天则

到县城同学家里躲避ꎬ并在县城街道张贴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的标语ꎮ 三天之后ꎬ伯箫

离家ꎮ
伯箫自述:“１９２４ 年冬由父母包办结婚ꎬ不满意ꎬ有脱离家庭的思想ꎮ”③

编者按:关于吴伯箫的旧式婚姻ꎬ笔者曾多次与吴伯箫三弟吴熙振讨论到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吴家花园吴熙振家里(也是吴氏祖宅)ꎬ吴熙振谈到以下数点:(１)父亲吴式圣少时在大冶村

读私塾ꎬ同学共四人ꎬ其中之一为刘连亭ꎮ 刘为人忠厚老实ꎬ育有一女四子ꎬ女孩名淑德ꎬ后来父

亲与刘连亭商定双方做亲家ꎬ淑德嫁吴家长子熙成ꎮ (２)大哥与刘淑德结婚后ꎬ虽迫于压力在新

房休息ꎬ但从未与刘有任何接触ꎬ他总是自己和衣蒙头而眠ꎮ 后来偶尔回乡ꎬ亦在母亲房中ꎬ被母

亲训斥后才回到自己房里ꎬ但仍旧和衣蒙头ꎬ不与刘搭话ꎮ 刘因为害怕、自卑ꎬ也从不敢接近吴ꎮ
(３)大哥与大嫂结婚时ꎬ因不满父亲对自己的包办婚姻ꎬ在县城高小等处张贴标语、传单ꎬ反对包

办婚姻ꎬ提倡自由恋爱ꎬ白天不回家ꎬ躲在姓何的高小同学家里ꎮ (４)大哥与郭静君恋爱后ꎬ曾经

回家向父亲提出与刘淑德离婚ꎬ父亲说:“你在外头娶八八六十四个老婆我管不着ꎬ但家里这一

个ꎬ不能离!”父子为此闹翻ꎮ (５)大嫂嫁到吴家后ꎬ独守空房ꎬ很自卑ꎮ 曾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

平ꎬ央求我教她识字读书ꎬ我也试着教她扫盲ꎬ可是因为基础太薄弱了ꎬ最后不了了之ꎮ (６)母亲

去世后ꎬ郭静君的父亲郭占庭送了两幅挽幛ꎬ大嫂一定要自己拿起一幅来ꎬ大哥不愿意ꎬ父亲解劝

大嫂:“咱家好幛子有的是ꎬ你何必非要拿那一幅ꎮ”大嫂说:“我就是想置置气ꎮ”(７)解放后大哥

在东北工作ꎬ我去探亲时向他提到大嫂对父母尽孝、对兄弟们的照顾和她自己的病体ꎬ大哥深表

同情ꎬ对我说:“都是女人呵! 我虽然无法解除她精神上的痛苦ꎬ但我得在物质上帮助她ꎮ”从那

开始往家里给大嫂捎钱捎物捎茶叶ꎬ现在家里还有那时大哥寄来的茶砖ꎮ
吴伯箫与刘淑德结婚的时间ꎬ吴伯箫外甥亓举安曾在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致笔者信中提及ꎬ

认为是“１９２５ 年农历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并将刘淑德误为“刘淑贞”ꎻ在我约请下ꎬ１９９４ 年夏亓举安起

草一份«吴伯箫的旧式婚姻»ꎬ其中涉及的时间仍为 １９２５ 年“古历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实则与吴伯箫

１９６５ 年自传“１９２４ 年冬”不一致ꎮ 笔者判断ꎬ所谓农历“１２ 月 １６ 日”应该是来自吴熙振记忆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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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伯箫“冬”的说法是吻合的ꎬ但如果是 １９２４ 年的农历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实则已是 １９２５ 年的 １ 月 １０
号了ꎮ

初夏ꎬ以升学考试辞别孔府家馆ꎮ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以手书“云鼎汤盘有述作ꎬ留略班易

供研叟”条幅赠送老师作为留念ꎬ落款“孔德成时年八岁”ꎮ
编者按:此说来自于吴伯箫三弟吴熙振ꎮ 笔者 １９８２ 年下半年去吴家时熙振老人口述ꎬ其中

说到孔德成落款为“孔德成时年八岁”ꎮ 查文献ꎬ孔德成生于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１９２５ 年虚岁六

岁ꎬ与八岁说有距离ꎮ 当然ꎬ也有可能是后来写的ꎬ因为二人在抗战前一直有联系ꎮ 另外ꎬ关于吴

伯箫任教于孔府一事ꎬ或者还可以参考孔德懋口述、其女儿柯兰整理的«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第 １ 版)ꎮ 该书第三章第 ４ 节«家学»对幼年时期孔府家学情况有不少回

忆ꎬ提到莱芜人王毓华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ꎬ但没有涉及到吴伯箫ꎮ 笔者曾致信柯兰向她了解ꎬ
回信称其母亲平日未提及ꎬ答应帮助询问ꎬ但后来没有进一步的答复ꎮ 吴伯箫早期散文«塾中杂

记»七篇有对自己任教于孔府的一些日常生活记录ꎬ亦可参看ꎬ见«吴伯箫文集»上卷ꎬ人民教育

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第 １ 版ꎮ
孔德成题联第一句“云鼎汤盘有述作”或出自李商隐«韩碑»:“汤盘孔鼎有述作ꎬ今无其器存

其辞ꎮ”
６ 月ꎬ报考北京师范大学ꎮ 伯箫自述:“原想考北大ꎬ先考师大ꎮ”①９ 月ꎬ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

学ꎬ选理预科ꎮ 校长为张贻惠ꎬ黎锦熙先生讲授大一国文ꎮ 自述:“五十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ꎬ黎
锦熙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ꎬ记得讲一篇«雨»(我的印象中那是冰心的散文ꎬ但问她ꎬ她否认)ꎬ黎
先生用湖南话读:‘刚上去电车ꎬ那铃声就叮口当叮口当地响起来了ꎮ’读得很认真ꎬ仿佛解释的很详

细ꎬ当时想:为什么语体文还要这样讲呢?”②

开始尝试白话写作ꎮ 本年冬ꎬ参加平民学校工作ꎮ
伯箫自述一:“一九二五年考北京师范大学ꎬ临时翻一翻的历史成绩最好ꎬ而下过苦功的物

理学却仅仅及格ꎮ ‘性相近ꎬ习相远’么? 一年级选理预科ꎬ二年级转文预科了ꎮ”③

伯箫自述二:“从满是陋巷井、舞雩坛、子贡手植楷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ꎬ看过陈焕章在孔庙

随着古乐三跪九叩ꎬ分吃过丁祭猪肉ꎬ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ꎬ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ꎬ喊出‘打
倒孔家店’ꎬ看溥仪搬出故宫ꎬ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ꎮ 记得刚看罢师范大学

的新生榜ꎬ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ꎮ 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

伍ꎬ高喊‘打到列强’‘锄军阀’ꎮ 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ꎮ”“新生报到ꎬ
选了理预科ꎬ目的是科学救国ꎮ 参加一个山西同学比较多的群众团体叫‘群新学会’ꎬ喜欢它组

织水夫、粪夫ꎬ深入贫苦市民ꎻ不久又参加了 ＣＹ的生活ꎮ 秘密传阅«共产主义 ＡＢＣ»«夜未

央»等油印书刊ꎬ也学着刻钢板ꎬ印传单ꎬ坚持写日记ꎮ”④

伯箫自述三:１９２５ 年冬ꎬ田珮之(现任华东师大研究部主任ꎬ党员)ꎬ“跟高年级同学武新宇、
张希贤、李名正接近ꎬ参加平民学校工作”⑤ꎮ

自述:“老的北京师范大学ꎬ除附属中学和小学而外ꎬ还附设过平民学校ꎮ 那是师大同学自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吴伯箫:«自传»(１９６５)ꎬ中国社会科学院ꎬ吴伯箫档案ꎮ
吴伯箫:«谈语文教学»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６１７ 页ꎮ
吴伯箫:«且说考试»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６６５ 页ꎮ
吴伯箫:«无花果———我和散文»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４８９ 页ꎮ
吴伯箫:«自传»(１９６５)ꎬ中国社会科学院ꎬ吴伯箫档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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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合创办的ꎮ 同学自己想办法学着办学校ꎬ教育学生ꎮ 我大概是因为学过五年师范又当

过家庭教师ꎬ被朋友看中ꎬ１９２５ 到 ２７ 年当过两年的班主任的ꎮ 平民学校校部就设在和平门

外老师大进大门往北的地方ꎬ过去春夏秋三季是操场ꎬ冬季是溜冰场ꎮ 北头西侧是两间办公室ꎬ
办公室对面是两个三间的低年级教室ꎮ 很少其它设备ꎬ条件是很简陋的ꎮ 学生下午上课ꎬ更多的

教室分别借用大学的和马路对面附小的ꎮ”①

三、从东北到北京(１９４６－１９５３)

此段对吴伯箫东北八年的办学工作和写作生活作了梳理、记载ꎬ供相关问题研究者参考并希

望给予补充及建议ꎮ 吴伯箫离开延安后ꎬ以“打前站”的姿态长途跋涉到东北ꎬ从佳木斯到长春

再到沈阳ꎬ前后凡八年ꎬ先后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教育学院的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

献ꎮ 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从事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阶段ꎮ １９５４ 年春ꎬ吴伯箫被调任教育部

下属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ꎬ并兼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ꎮ
１９４６ 年ꎬ吴伯箫 ４０ 岁ꎮ １ 月ꎬ在张家口华北联大任中文系副主任ꎬ教学之余为“北方文化

社”写稿ꎮ
朱子奇«怀抱理想 俯首耕耘———悼念吴伯箫同志»:“一九四六年春ꎬ我们在张家口又相见

了ꎮ 他在华北联大任教ꎬ我在«北方文化社»工作ꎮ 我们的领导人都是成仿吾同志ꎬ又住在一起ꎬ
因此不时见面ꎮ 为配合宣传党的新解放区政策ꎬ他给我们的刊物经常写稿ꎬ常常亲自把字迹清

楚、内容充实的文章准时送到编辑部ꎮ”②

１ 月 １２ 日ꎬ写«出发点»ꎬ刊载于«晋察冀日报»ꎬ收入希望书店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初版的创作合集

«陕北杂记»ꎬ后收入«出发集»ꎮ
伯箫自述:“行军到张家口ꎬ写«出发点»ꎬ抒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烈感情ꎬ刚在«晋察冀日报»上

发表ꎬ就有人成段朗诵ꎬ影响还好ꎮ 但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ꎮ”③

２ 月 １ 日ꎬ农历丙戌年腊月三十日除夕ꎬ写通讯«孔家庄纪事»ꎬ刊载于张家口«北方文化»ꎬ
收入通讯集«黑红点»初版本ꎮ

３ 月 １ 日ꎬ大型综合性文化刊物«北方文化»半月刊在张家口创刊ꎮ 主编为成仿吾、张如心ꎬ
编委有周扬、萧三、丁玲、杨献珍等 １３ 人ꎮ 这是在晋察冀解放区出现的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刊物ꎮ
吴伯箫杂文«揭穿丑剧ꎬ制止逆流»刊载于«北方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ꎮ

３ 月 １５ 日ꎬ刘白羽、周而复、吴伯箫、金肇野合写«海上的遭遇»刊载于上海«文艺春秋»杂志

第二卷第四期小说栏ꎮ
３ 月 １６ 日ꎬ杂文«把戏»刊载于«北方文化»第一卷第二期ꎮ
４ 月 １６ 日ꎬ散文«孔家庄纪事»刊载于«北方文化»第一卷第四期ꎮ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ꎬ张家口市第一届参议会在张家口市召开ꎮ ６ 月 １ 日ꎬ根据张家口市

第一届参议会内容撰写的通讯«人民是正统———记张家口市第一届参议会»刊载于张家口«北方

文化»第二卷第一期ꎮ
　 　 «张家口日报»报道: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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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办平民学校»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６３８－６３９ 页ꎮ
朱子奇:«怀抱理想 俯首耕耘———悼念吴伯箫同志»ꎬ«文艺报»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号ꎮ
吴伯箫:«无花果———我和散文»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４９９ 页ꎮ



张欣:吴伯箫年谱

张市举行首届参议会

【新华社张家口十四日电】历时半月的张家口市首届参议会一次大会ꎬ于胜利完成十七

万市民所咐托之确立市政大计及选举正副议长市政府委员后ꎬ十日已隆重闭幕ꎮ 该会自本

月二日起ꎬ即进行讨论提案ꎬ原提案共三百三十三件ꎬ经过分组综合ꎬ讨论与通过者ꎬ共十四

大件ꎮ 大会首项讨论者为中共张家口市委“关于张市目前施政方针”一案ꎬ经两天讨论后一

致通过ꎮ 大会通过之第二案为房租问题ꎬ这与全市居民关系极大ꎬ经专门委员会数次研究与

实地调查始做出决定ꎮ 为奖励私人投资经营房产ꎬ允许二房东存在ꎮ 关于税收品类征额ꎬ争
论最为热烈ꎬ共同认为其原则应为公平合理简单易行ꎬ并照顾本市最低限度之财政开支ꎮ 最

后一致通过之决议案为(１)将营业所得税改为统一累进税ꎮ (２)将有牙税之商业ꎬ如粮食干

鲜果等及小本买卖业ꎬ免除营业税ꎮ (３)对小商实行照牌税ꎬ根据收入分等征收ꎬ贫苦小商

则一律免征ꎮ 大会并批准了市政府之三十四年度财政预算ꎮ 九日进行选举ꎬ九十一位正式

参议员全体出席ꎬ自由无拘束的由各议员联署提议候选人ꎬ经过介绍和竞选ꎬ结果刘秀峰以

七十五票当选为市参议会议长ꎬ于德海以七十票、陈兆仁以五十九票当选为副议长ꎬ杨春甫

当选为政府委员ꎮ 其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名ꎮ 最后杨春甫以九十票当选为正议长ꎬ张孟旭以

八十五票当选为副市长ꎮ①

５ 月 ４ 日ꎬ写杂文«社会在前进»ꎮ
６ 月ꎬ调任东北佳木斯任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张松如ꎬ另一副院长为智建中)兼

图书馆馆长ꎬ至 １９４８ 年夏ꎮ “编«东北文化»ꎬ办抗大式训练班ꎮ 随学生下乡ꎬ跟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ꎮ 写«十日记»ꎮ”②

８ 月ꎬ到达佳木斯东北大学ꎬ与张如心一起为东北大学和哈尔滨市青年俱乐部联合举办的青

年讲座分别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和«解放区文艺»等报告ꎮ
伯箫自述:“１９４６ 年 ６ 月ꎬ(我缴还了张如心同志关于我的那张假结论)从张家口出发去东

北ꎬ７、８ 月间到佳木斯ꎮ”③

伯箫自述:“隔年秋天又从多伦、赤峰、白城子一线ꎬ时而卡车ꎬ时而牛车、徒步、火车ꎬ胜利地

到达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ꎮ 一路横跨八省ꎬ简直记不起遇到过什么困难ꎮ 在内蒙古草地遇

雨ꎬ卡车捂进四无人烟的荒野泥沙里ꎬ两天两夜ꎬ拿炒面充饥ꎬ接雨水解渴ꎬ算是困难吧? 但那有

什么ꎬ我们早有思想准备ꎮ 因此ꎬ在那种情况下ꎬ连同行的老人、小孩都照常欢欢喜喜ꎬ没有一个

叫个苦字ꎮ”④

伯箫自述:“三十年前ꎬ我们延安大学的队伍开进解放最早的北满ꎬ学校五年三迁:由佳木

斯ꎬ而吉林ꎬ而长春ꎮ 我就曾跟着打过三次前站ꎮ 那是一次比一次新鲜ꎬ一次比一次繁忙ꎬ一次比

一次紧张的ꎮ”“记得在吉林省榆树县ꎬ离前沿阵地不到五十里ꎬ我住在县委一间茅屋的土炕上ꎮ
屋里除了我的铺位ꎬ满堆的都是书ꎮ 从«四书备旨»到«清史稿»ꎬ都是线装古籍ꎮ 那是土地改革

中从地主家里蒐集来的ꎮ ‘这些书你们怎么处理?’我兼管图书馆ꎬ有责任筹措精神食粮ꎬ就这样

问县委书记ꎮ 书记说:‘前线还在打仗ꎬ这些书正愁不知运到哪里ꎮ 你们要吗? 全部送给你们ꎮ’
‘那太好了ꎮ’我抢着回答ꎮ 这样ꎬ靠新生七手八脚装了二十几木箱运到了佳木斯ꎮ 当时ꎬ连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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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市举行首届参议会»:«张家口日报»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ꎮ
吴伯箫:«自传»(１９６５)ꎬ中国社会科学院ꎬ吴伯箫档案ꎮ
吴伯箫:«自传»(１９６５)ꎬ中国社会科学院ꎬ吴伯箫档案ꎮ
吴伯箫:«“努力奋斗”»ꎬ«北极星»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７８ 年第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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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也找不到ꎬ这些书可真是及时雨呵ꎮ 同样的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的二十本的线装

«史记»有两部ꎬ我自己留了一部ꎬ到今天还放在书架上ꎮ”①

伯箫自述:“记得从延吉带百多名新生千里迢迢回佳木斯ꎬ凭护照坐火车ꎬ开饭的时候ꎬ沿途

兵站把饭菜送到车上ꎮ 冬天ꎬ饭菜都是热的ꎬ而时间不早不晚ꎬ碗筷不多不少ꎬ准确得叫人吃惊ꎮ
从敌伪十四年奴化教育下刚解放出来的男女青年ꎬ简直惊奇得目瞪口呆ꎮ 像一觉醒来ꎬ忽然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世界ꎮ 进学校门ꎬ那些不过只来了三天五天的同学ꎬ便一拥而上迎接‘兄弟姐妹’ꎮ
穿一色的衣服ꎬ吃一样的伙食ꎬ师生顿时形成了融洽的整体ꎮ 上课ꎬ讲革命ꎬ讲解放ꎬ讲民主ꎻ就是

在院子里坐在地上听讲ꎬ也都肃静无哗ꎬ惟恐漏听了‘闻所未闻’的道理ꎮ 下了课ꎬ唱歌ꎬ跳秧歌

舞ꎬ又那样自由ꎬ活泼ꎬ谈笑风生ꎮ ‘见所未见’ꎬ一切都是新的ꎮ 除了十四年被逼养成的有些习

惯:讲话结束用‘以上’代替‘完了’ꎻ路上跟教师碰对面ꎬ学生要站立道旁ꎬ深深鞠躬ꎮ 一时

改不彻底ꎬ一般都是自然的ꎬ大家平易相处的ꎮ”②

马加记述:“佳木斯是当时的合江省省会ꎮ 我在这里见到了省委书记张闻天同志ꎮ”③

«东北师范大学校史(１９４６－２００６)»记载:“１９４６ 年 ８ 月ꎬ张如心所率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合大

学的百余名教师、干部从张家口出发ꎬ途经洮南、白城、齐齐哈尔ꎮ 胜利地到达了东北局所在

地———哈尔滨市ꎬ受到了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领导人林彪、彭真、陈云、凯丰等的分别接见ꎮ 正在

哈尔滨市参加遣侨工作的东北大学学生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ꎮ 张如心和吴伯箫到达后为东北大

学和哈尔滨市青年俱乐部联合举办的青年讲座分别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和«解放区

文艺»等报告ꎮ”④

８ 月 １４ 日ꎬ在佳木斯写杂文«人民的胜利万岁»ꎬ刊载于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东北日报»第 ５
版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东北文化»在佳木斯创刊ꎬ半月一期ꎬ共出 １６ 期ꎬ１９４７ 年 ８ 月停刊ꎮ 为中华全

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东北总分会会刊ꎬ东北文化编辑委员会编辑ꎬ佳木斯东北文化社出版ꎬ吴伯箫

是 １９ 位编委之一ꎬ同时负责此刊的具体编辑ꎮ
伯箫自述:“«东北文化»是一种比较大型的、综合性的半月刊物ꎮ 从 １０ 月 １０ 日创刊ꎬ半月

一期ꎬ到年底恰满六期一卷ꎮ 它将以二卷的开始迎接 １９４７ 年新年ꎮ”⑤

«延安文艺史»记载:“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ꎬ影响较大的«东北文化»创刊ꎬ编撰人是任虹、吴伯箫、
严文井ꎮ”⑥

«东北师范大学校史»记载:“学校与佳木斯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创办了知识杂志社和东北文

化社ꎮ 前者ꎬ出版半月刊«知识»ꎬ由舒群任主编ꎬ张松如等任编委ꎬ纪云龙为编辑ꎮ 创刊号于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问世ꎮ 后者ꎬ出版综合半月刊«东北文化»ꎬ由张如心、萧军、姜君辰、塞克、吕骥

任主编ꎬ白希清、王季愚、吴伯箫、张庚、张松如、智建中、阎沛霖等任编委ꎬ由吴伯箫担任编辑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首次刊行ꎮ”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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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吴伯箫年谱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东北总分会在佳木斯成立ꎬ罗烽、舒群为正副主任ꎬ萧
军为研究部长ꎬ白朗为出版部长ꎮ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ꎬ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佳木斯分会召开成立大会ꎬ入会代

表 ６００ 余人ꎮ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在佳木斯写论文«文艺的阶级性»ꎮ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大学的决定»ꎬ决定学校要调整办学方针ꎬ“将现有的教职

员绝大多数动员去办中学”ꎮ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论文«文艺的阶级性»刊载于佳木斯«东北文化»第一卷第六期ꎮ
年底ꎬ写«介绍‹东北文化›»ꎬ刊载于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东北文化»第二卷第一期ꎮ
本年ꎬ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ꎬ吴伯箫与张如心、张松如、智建中等先后被聘

为教材编审委员ꎮ①

１９４７ 年ꎬ吴伯箫 ４１ 岁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在佳木斯东北大学写«黑红点后记»ꎮ
２ 月ꎬ学校贯彻东北局«关于东北大学的决定»ꎬ对学校机构作出诸多调整ꎬ从培养师资的要

求出发ꎬ成立了师资培训工作委员会ꎬ张如心为主任ꎬ成员有白希清、吴伯箫ꎮ
４ 月ꎬ新华书店佳木斯东总分店出版散文集«黑红点»ꎬ收散文 １１ 篇ꎬ篇目:«黑红点» «打娄

子»«游击队员宋二童»«化装»«一坛血»«文件»«“调皮司令部”» «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 «“火
焰山”上种树»(附录«建设边区运动»)«新村»«孔家庄纪事»«后记»ꎮ

４ 月 ２６ 日ꎬ经东北局批准ꎬ扩大加强东北大学教育学院ꎬ张松如(公木)任院长ꎬ吴伯箫、智建

中任副院长ꎮ 教育学院设三个班ꎬ其中国文班班主任由吴伯箫兼任ꎬ副班主任是杨公骥ꎮ ５ 月 １０
日ꎬ教育学院举行开学典礼ꎮ②

编者按: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９ 日夜ꎬ公木写旧体诗«哭智建中»云:“去岁悼伯箫ꎬ天低常气闷ꎮ 今年

哭建中ꎬ路窄披荆棘ꎮ 吴长我二年ꎬ智少我两岁ꎮ 人称吴张智ꎬ辕骧三兄弟ꎮ 同攀燕岭云ꎬ共饮延

河水ꎮ 携手佳木斯ꎬ浇汗培桃李”③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东北大学教育学院第三届新生开学典礼举行ꎮ 本届学生 ３２４ 名ꎬ编为政治班、
语文班、青干班共三个班ꎬ吴伯箫兼任二班(语文班)班主任ꎮ 此前ꎬ吴伯箫以副院长身份亲自到

吉林省招生ꎬ跑遍了各县ꎮ④

伯箫自述:“招生ꎬ我们曾直接跑到城乡村镇考生的家里ꎮ 对考生的家庭成分、经济情况ꎬ对
考生的履历ꎬ文化水平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ꎮ 录取的学生ꎬ往往还没有到校ꎬ我们就已经跟他建立

了感情ꎬ成为熟人了ꎮ” ⑤

担任«五四思潮»课程的讲授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东北日报»报道“范明枢同志病故”ꎬ于 １１ 月 １１ 日写«范明枢先生附记»ꎮ
１０ 月ꎬ香港海洋书屋出版通讯集«潞安风物»ꎬ收通讯、报告 １２ 篇ꎬ收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

文丛”第二辑ꎮ
１９４８ 年ꎬ吴伯箫 ４２ 岁ꎮ ３ 月 ９ 日ꎬ中国人民解放军再度解放吉林市ꎮ ３ 月 １８ 日ꎬ«东北日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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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表社论«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ꎬ号召“后方党政军民要集中力量组织生产运动”ꎬ“发展城

市工商业”ꎬ以“加速全面歼灭东北蒋匪并进而支援全国战争ꎬ发挥东北解放区对全国的战略总

基地的作用”ꎮ 为响应这一号召ꎬ４ 月 １７ 日ꎬ学校派 ３４０ 余名师生下乡到桦川县黑熊、大赉岗、太
平镇、悦来镇 ４ 个区ꎬ参加生产劳动 ２０ 天ꎬ这是东北大学师生在佳木斯第三次下乡ꎮ①

４ 月 １７ 日—２６ 日ꎬ与东北大学师生自佳木斯到合江省桦川县太平镇参加农村劳动 １０ 天ꎮ
５ 月 ４ 日ꎬ根据下乡劳动 １０ 日体验、见闻在“山湾子跑腿子窝棚”写报告«十日记»ꎮ
伯箫自述:“土地改革后ꎬ东北大学三百四十几个干部和同学分别下乡ꎬ到合江省桦川县四

个区ꎬ参加生产劳动ꎬ体验农村生活ꎬ从而加强自己思想、意识、作风的锻炼ꎮ 这篇文章主要是根

据到太平镇的学生和干部在四月十七日到二十六日十天内生活情形写成ꎮ” “一天的工作时间ꎬ
大致是这样分配的:从早起到晌午ꎬ下地生产ꎻ下午干一气家家户户底零活ꎬ再读报ꎬ记日记ꎬ写心

得ꎻ晚上漫谈ꎬ检讨ꎬ交换经验ꎮ 附带作的组织妇女、儿童ꎬ办黑板报ꎬ帮办小学ꎬ唱歌、演剧、敲锣

鼓扭秧歌ꎬ搞清洁卫生ꎬ都是瞅时间看需要来进行的ꎮ”②

７ 月 ３ 日ꎬ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通令各级党政组织ꎬ决定将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合校ꎬ定
名为“东北大学”ꎮ 任命张如心为校长ꎬ何锡麟为教育长ꎬ张松如为副教育长ꎮ

７ 月中旬ꎬ学校由佳木斯迁吉林ꎬ任东北大学文艺系主任、图书馆长ꎬ至 １９４９ 年夏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举行合校典礼ꎬ张松如致开会词ꎬ当晚并有盛大的庆祝晚会ꎮ
伯箫自述:“学校从佳木斯搬到吉林市的八百垄ꎬ一个学习班打前站ꎮ 从学校到火车站ꎬ再

从火车站到学校ꎬ大家是运输队ꎬ桌椅板凳ꎬ家俱图书ꎬ随车押运ꎻ上车下车ꎬ是搬运伕、装卸伕ꎮ
等到拿起镢头、铁锹在学校附近开地种菜ꎬ修理电线、自来水管、下水道ꎬ就又是农民、工人了ꎮ 课

堂内外处处都是学习ꎮ 院长、教师、学生ꎬ年龄稍有差别ꎬ可是从衣着、生活、文娱活动看ꎬ很难分

清ꎮ 那真叫水乳交融呵ꎮ”
伯箫自述:“前站到鸭绿江边ꎬ卡车盘山而上ꎬ眼看见前边的车子要滚下山沟ꎬ好险! 大家自

动下车ꎬ前后卫护着帮助司机提高警惕ꎬ沿着前车爬过的路继续前进ꎮ 走进旅店ꎬ我们掺杂在光

荣的伤员中间ꎬ听传播胜利的消息:敌人的狼狈ꎬ我军的英勇ꎬ大家都分沾着欢乐和征尘ꎮ 这样疲

劳也是一种享受吧ꎮ
“在山川秀丽的安东(现已改名为丹东)ꎬ我访问了一个由作家老朋友当厂长的造纸厂ꎮ 厂

里存纸山积ꎬ令人欣羡ꎮ ‘学校能要一点吗?’‘财经办事处批个条子就行ꎮ’于是ꎬ我拿护照作介

绍ꎬ第二天清早ꎬ就走访‘东北财经办事处’ꎮ 
“有一次ꎬ辽东省主席约我们吃饭ꎬ席问谈到‘全党办大学’ꎬ省里分配给学校的款子可以顺

便带回吉林ꎬ‘免得再派专人押送了ꎮ’‘不过这次是黄金ꎬ带到吉林可能有差价ꎬ到银行谈谈折成

食盐吧ꎮ 那里正需要食盐ꎬ盐价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ꎮ’ 几句话ꎬ上万的款项就支取了实

物ꎮ ———同行两人ꎬ回八百垄的路上ꎬ一个跟卡车运纸ꎬ一个跟火车运盐ꎮ 到吉林ꎬ食盐立刻推销

了ꎬ多少还赚了点‘利润’ꎻ纸ꎬ学校用了整整两年ꎮ 而我们ꎬ干了一次‘纸商’、‘盐贩子’的行当ꎬ
点缀了经历ꎬ成为半生的骄傲ꎮ”③

８ 月 １ 日ꎬ译文«重逢»刊载于«青岛时报»ꎬ原作者署“比萨拉比亚苏桑娜尤姆”ꎬ译者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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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屋译”ꎬ文末括号内显示“未完”ꎮ
８ 月 １２ 日ꎬ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ꎬ吴伯箫与校

长张如心以及何锡麟、张松如、智建中等出席会议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东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写创作谈«“眼高手低”»ꎮ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长春解放ꎮ 另ꎬ«文艺月报»月刊在吉林创刊ꎬ吉林文艺协会主办ꎬ吴伯箫为 １０

位编委之一ꎬ创刊号刊载吴伯箫翻译伯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文学、艺术与社会断想»ꎮ
１１ 月ꎬ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ꎬ推举吴伯箫为主任委员ꎮ («东北师范大学校史»ꎬ东北师范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第 １ 版ꎬ第 １８ 页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论文«“眼高手低”»刊载于吉林«文艺月报»第二期ꎮ
１９４９ 年ꎬ吴伯箫 ４３ 岁ꎮ １ 月 ３１ 日ꎬ北平和平解放ꎮ ２ 月 ２８ 日ꎬ东北局大学委员会、东北行政

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对于在平东北各校学生处理办法的规定»ꎬ将沈阳的东北大学、长春的长春

大学、吉林的长白师范学院及东北大学先修班和长大先修班共 ２１８６ 人交东北大学ꎻ原各校教职

员随同所属的学生分配ꎬ各校的图书、仪器、设备按照所属科系分配ꎮ 根据这一决定ꎬ１９４６ 年建

校的长春大学ꎬ１９２３ 年建校的沈阳东北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ꎬ１９４６ 年成立的长白师范学院的

教职员和学生ꎬ全部合并到东北大学ꎮ①

本年春ꎬ到长春接收原长春大学ꎬ并入东北大学ꎮ
伯箫自述:“打前站发展到接收伪长春大学ꎬ工作就越来越全面了ꎮ 房舍、人员、图书、仪器ꎬ

不是清点移交ꎬ而是统一收拾ꎬ就地重建ꎮ 长春的解放ꎬ是敌人被围困起义的ꎮ 打前站的路上ꎬ首
先遇到的是在饮马河一带集合在一个车站上等待整编的一列缴了械的兵车ꎮ 穿黄呢子军装的将

官仿佛已不怎么惊慌ꎬ但都无精打采ꎬ垂头丧气ꎮ 跟押车的英武的解放军握手打招呼ꎬ令人最清

醒地感觉出胜负的分野ꎬ敌我的界限ꎮ ‘独立三边静’ꎬ‘曾驱十万师’ꎬ刘长卿的诗句立刻涌到了

唇边ꎬ浮上了脑际ꎮ 走到市里ꎬ沥青马路上的沥青ꎬ有的被刨起来当燃料了ꎬ到处坑坑洼洼ꎬ剥落

破碎ꎮ 多少条街道ꎬ商店关闭着ꎬ只偶尔看见炸高梁面丸子的摊子ꎬ炉火都是黯淡的ꎬ围着吃的人

也很稀少ꎮ 冷落ꎬ残破ꎬ瓦砾成堆ꎮ”②

春ꎬ在长春ꎬ收到孟超自桂林寄来«羽书»桂林版一册ꎮ
伯箫自述:“１９４９ 年春天ꎬ到了长春ꎬ孟超同志才远远地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寄给我一本ꎮ

离初版已经经历了八年战火ꎮ 这本«羽书»是桂林再版的ꎬ纸张很差ꎬ很像陕北的马兰纸ꎮ”③

３ 月ꎬ将«波罗的海»译稿清样寄请艾思奇校订ꎬ艾思奇 ３ 月 ２６ 日复信:“可惜的是ꎬ不论德文

原文ꎬ以及英译本ꎬ在延安撤退时都丢弃了! 这是很大的损失ꎮ 但当时的情形ꎬ不容许避免这样

的损失ꎬ所以我不能帮助你完成愿望ꎬ这是很难过的!”
伯箫自述:“«波罗的海»译稿清样ꎬ我寄请他校订ꎬ他立刻复了信信是从北京马列学院

寄到长春东北大学文学院的ꎬ那是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ꎮ”④

伯箫自述:“１９４９ 年ꎬ长春刚解放ꎬ办东北大学ꎮ 在文学院‘满炭大楼’ꎬ一个刚入学的新生丢了

一百块钱ꎮ 为了帮他把丢了的钱找回来ꎬ有人主张采取最彻底的办法:关起楼门ꎬ来个全院搜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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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商量没有那样做ꎮ 我们在礼堂开了一个大会ꎬ公开宣布这件事ꎬ说说道理ꎮ 希望拿到

那笔钱的人从哪里拿的还是自动放回哪里去ꎮ 自己不必告诉别人ꎬ大家也不要随便猜测ꎬ怀疑ꎬ追
问ꎮ 更不希望有人栽赃ꎬ告密ꎮ 第二天ꎬ清晨ꎬ在厕所的暖汽包上我们发现了包得板板整整的

九十六元ꎮ 立刻还给了失主ꎮ 失主的高兴到了惊讶的程度(四元的短缺就是小意思了)ꎮ”①

丁耶(黄滁)回忆:“同吴伯箫老师认识是在 １９４９ 年春天ꎬ我从华北联大调到东北大学工作、
搞创作的ꎬ我以为来到东大也会让我搞创作ꎮ 一报到才知道ꎬ这座大学没有创作组ꎬ调我来是准

备教书ꎮ 我思想波动起来ꎬ想打退堂鼓ꎮ 正在这时ꎬ一位中年同志来看我ꎬ从他那身褪色的蓝棉

袄和满口胶东口音ꎬ我认为他不是管人事的就是管总务的ꎮ 因为他一见面就摸摸我从华北解放

区穿来的那身薄棉袄ꎬ说:‘东北比晋察冀冷啊ꎬ等一会儿给你领一件棉大衣来ꎮ’我却连连拒绝

说:‘不用了ꎬ我还说不定在不在这里呆呢!’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猜出我的心事来ꎬ‘是不是不愿

意教书啊? 还想搞创作?’我只好说了实话ꎮ 他听完笑了:‘你在国统区写的东西我看过ꎮ 今后

你还可以继续写嘛ꎬ我们文学院正需要懂写作的教师ꎮ 你年轻ꎬ可以领学生下厂、下乡去体验生

活ꎮ 萧军、舒群都在东大任过教ꎬ公木、锡金、杨公骥、思基都在这里ꎬ我们还要把文学老前辈穆木

天教授请回来ꎮ 他是吉林省伊通人’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文学前辈的名字ꎬ有的作家的作

品ꎬ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ꎬ我将同这些文学前辈一起工作真是幸运ꎮ 我终于被这位老同志说服

了ꎬ答应留下来工作ꎮ 他听了我的话却说:‘不要过急决定ꎬ考虑好了再告诉我ꎬ我叫吴伯箫ꎮ’我
一听吴伯箫的名字ꎬ心里一动ꎬ眼前这位老同志不就是写过«一坛血»和«黑红点»的解放区老作

家吗? 我在国统区就读过他的散文和小说ꎬ给我印象极深ꎮ 这位老延安作家作风朴素:一身蓝棉

袄ꎬ满脸笑纹ꎬ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ꎮ” “伯箫老师当时是东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

任ꎬ同学们都称他‘老妈妈’ꎮ 他慈母般地关怀着这些曾受过十四年奴化教育的东北青年ꎬ循循

善诱ꎬ以身教言传给同学们留下美好的印象ꎮ 记得 １９４９ 年夏天ꎬ东北大学从吉林市迁到长春ꎬ文
学院设在解放大路的‘满炭大楼’里ꎬ这座楼里极为讲究ꎬ橡皮地板ꎬ天天要擦洗ꎮ 全院只有一个

清扫工ꎬ所以清扫任务都是由干部、同学来担任ꎮ 走廊里那些痰盂的倒洗和厕所的清扫ꎬ一些才

从北平接来的大学生都不肯干ꎬ这个苦差事就落在我们几个干部的头上ꎬ吴伯箫院长就是我们的

领头人ꎮ 他穿着那身蓝棉袄ꎬ把袖子一挽ꎬ就刷起痰盂来ꎮ 那些从旧学院来的大学生们把吴院长

当成老工友了ꎮ 有一位女同学在一篇作文中这样记叙着吴老师的印象:
“那天院部通知全体同学ꎬ听吴伯萧(原文有误ꎬ应为“箫”ꎬ编者注)院长作关于学习«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告ꎮ 我们都知道吴院长是个延安老作家ꎬ并且亲自参加过延安文

艺座谈会ꎮ 陈日新秘书宣布开会之后ꎬ就看见一个老头一手提着暖水壶ꎬ一手拿只茶杯走上讲

台ꎮ 他倒了一杯水就坐下了ꎬ我们觉得这个老工友好笑ꎬ倒完水怎么坐下了呢ꎮ 我们几个女同学

正在窃窃私语时ꎬ陈秘书又从旁边伸过头来说:‘同学们静一静ꎬ听吴院长讲话ꎮ’这时才弄清楚ꎬ
坐在讲台后边那位经常倒痰盂ꎬ打扫厕所的‘老工友’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作家吴伯箫呀!

“因为我教现代文选及习作课ꎬ才得以看到同学的这篇习作ꎮ 文章里生动地描写出吴老作

为一个人民教师的朴素作风ꎮ”②同月ꎬ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中等国

文»第四册ꎬ其中第三、第四篇课文分别为吴伯箫散文«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之一、之二ꎬ这可能

是吴伯箫作品收入中学课本的最早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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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ꎬ新华书店开始印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ꎬ其中报告文学类收入刘白羽、吴伯箫、金肇

野、周而复合著的«海上的遭遇»ꎮ
７ 月ꎬ东北大学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ꎬ校址设于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南端的自由大路

两侧ꎮ
６ 月底 ７ 月初ꎬ在北京参加系列活动、会议ꎮ
７ 月 １ 日晚 ꎬ以“文艺工作者”身份参加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中共庆祝“七一”群众大会ꎮ
伯箫自述:“广泛群众性的庆祝大会ꎬ是晚上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ꎮ 第二天全国文代大会

要在怀仁堂开幕ꎮ”“文艺工作者七百多人ꎬ傍晚集合在红墙绿瓦的天安门前ꎮ 长长的三路

纵队蜿蜒行进在正阳门大街ꎬ自成行伍ꎬ从根据地来的ꎬ保持着工农兵的朴素作风ꎬ来自新解放区

的ꎬ争着摆脱旧社会的因袭ꎬ共同的愿望是向劳动人民看齐ꎮ 有的是老朋友ꎬ有的是新相识ꎬ仰
慕ꎬ学习ꎬ形成一派团结融洽空气ꎮ 记得我的同伍是京剧著名演员程砚秋同志ꎮ”“那次旷古没有

过的聚会ꎬ对谁不是奇遇呢? 队伍从金水桥边出发ꎬ走过十里长街ꎬ直到登上体育场阶梯看台ꎬ大
家都是肩并肩前进ꎬ肩并肩落坐ꎮ 不过ꎬ队伍还在行进的时候ꎬ天空就布满了乌云ꎬ苍然老城

被压得透不过气来ꎮ 战友们随时都警惕着暴风雨的来临ꎮ 果然ꎬ我们刚刚在看台上坐下ꎬ闪电划

破浓云ꎬ格隆隆一声霹雳ꎬ瓢泼大雨就劈头盖脸倒下来了ꎮ 对满场的群众都是难以幸免的袭击ꎮ
但是ꎬ没有谁发命令ꎬ也没有谁出来维持秩序ꎬ上万人的集会竟很少有人挪动ꎬ更少有人站起来跑

到哪里去躲躲ꎬ避避ꎮ 听不到喧闹ꎬ听到的只是一片雨声ꎮ 雷雨来得很猛ꎬ去得也很快ꎮ 大

约二十分钟ꎬ突然雨停了ꎬ云散了ꎬ换来一碧晴空ꎮ 晴空挂起的是皎洁的明月ꎮ 正是这时候ꎬ
«东方红»乐曲响了ꎬ毛泽东同志由周恩来、朱德同志等陪同走上了主席台ꎮ 已经是夜里ꎬ那时没

用探照灯ꎬ在几盏煤气灯光的照耀下ꎬ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魁梧高大的身影ꎮ 毛泽东同志挥手

向全场群众招呼ꎬ像建国后二十六年每逢盛大节日在天安门城楼向集合在广场的群众招呼一样ꎬ
群众同报以热烈的鼓掌ꎬ纵情的欢呼ꎮ”“‘七一’ꎬ正是雷雨里诞生的ꎮ 记忆里ꎬ毛泽东同志没有

讲很多话ꎬ印象最深的是:当群众齐声高呼‘万岁’的时候ꎬ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回答了‘同志们万

岁!’群众爱戴领袖ꎬ领袖热爱群众ꎬ心心相通ꎮ 崇高的感情ꎬ两个‘万岁!’充分表达了ꎮ”①

７ 月 ２ 日至 １９ 日ꎬ以东北代表团代表身份在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ꎮ 会议期间ꎬ被选

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ꎬ委员会上被定为秘书长ꎬ因学校工作未到职ꎮ
伯箫自述:“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ꎮ 为理事ꎮ 理事会上定为秘

书长ꎬ因有学校工作ꎬ未能到职ꎮ”②

«延安文艺史»记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 ６ 月末在北京报到ꎬ７ 月 １ 日集

体参加建党十八周年纪念大会ꎬ７ 月 ２ 日正式开幕ꎬ７ 月 １９ 日闭幕ꎮ 原定代表 ７５３ 人ꎬ临时增加

到 ８２４ 人在与会的 ９ 个代表团中ꎬ‘老延安’的代表占着相当比重ꎬ计有东北代表团的

刘芝明(团长)吴伯箫等ꎮ”③

会议期间ꎬ曾与巴金谈到 １９４１ 年«羽书»出版一事ꎮ 巴金告知ꎬ稿费当时寄到济南ꎬ吴伯箫

认为这是有人“冒充”他ꎮ 会后返长春ꎬ在斯大林大街附近见到一册«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

化人»ꎬ其中有吴伯箫名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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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箫自述:“第一次文代大会ꎬ剑三晚到两天ꎮ 郑振铎先生忙着邀巴金同志等作陪在翠华楼

替他洗尘ꎮ 席间大家畅怀交谈ꎬ真的‘把杯痛饮’ꎬ我竟忘记问起写序的事ꎬ更没谈起«羽书»的出

版过程ꎮ
“另一件活见鬼的事却在回长春后发生了ꎮ ———散步在斯大林大街ꎬ无意间在旧书摊上看

到一本印得很拙劣的小册子ꎬ叫«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化人»ꎮ 顺手拿起来翻翻ꎬ书里竟霍

然跳出了自己的名字ꎮ 名字作为题目自成一节ꎮ 文字记叙:说我跟李广田、何其芳是好朋友ꎬ交
谊很深ꎬ都写散文ꎮ 散文的风格也相近ꎮ ———仿佛写的都是事实ꎮ 不过后边却说我跟敌人作战

受伤ꎬ被敌人活埋了ꎮ 牺牲的时候ꎬ表现非常英勇ꎮ 虽无贬词ꎬ却完全是谣传了ꎮ”①

伯箫自述:“抗日战争以前六年写的东西ꎬ多数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ꎬ像«羽书»、«我还

没有见过长城»、«马»等ꎻ集为«羽书»ꎬ由王统照转交巴金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入«文学丛刊»
第七集ꎮ 在«水星»上发表的«海»和«天冬草»ꎬ还有用天荪笔名在上海刊物上发表的«理发到

差»(因揭露了韩复榘的反动统治ꎬ曾被追查)ꎬ都没有收入ꎮ 王统照用韦佩笔名为«羽书»写的

«序»ꎬ也没印在书上ꎮ 出版时我在延安ꎮ 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时ꎬ巴金告诉我:稿费曾寄到济

南ꎬ‘我’因与敌人作战右臂受伤ꎬ用左手写信ꎬ又要一次稿费治伤ꎮ 这显系有人冒充ꎮ 后来ꎬ在
东北无意中看到«抗战期间牺牲的文化人»一书里有我的名字ꎬ说‘我’被人活埋ꎬ牺牲时英勇顽

强ꎬ这种捏造大概也发生在那个时候ꎮ 真是活见鬼!”②

莫洛记述:“后来他回到济南ꎬ全家被日寇杀戮ꎬ并强迫他参加和运ꎬ他正义拒绝ꎬ惨遭酷刑ꎬ
以致残废ꎬ其当时生活艰苦ꎬ赖卖文度日ꎬ后贫病交迫ꎬ在一风雨之夜ꎬ默默死去ꎮ”③

８ 月 １ 日ꎬ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顿高等学校的决定»ꎬ学校根据这一指示进

行全面整顿ꎮ 院、系、科及领导人都有调整ꎬ文学院院长为吴伯箫ꎬ下设国文系、文预科ꎮ
在学校组织鲁迅文艺学会ꎬ在«吉林日报»开辟“文艺”专栏ꎬ指导学生写作ꎮ
孙中田回忆:“进长春的工作是全面的ꎮ 接收原长春大学ꎬ房舍、人员、图书、仪器ꎬ不仅要清

点ꎬ而且要统一收拾ꎬ就地重建ꎮ 要把一切能够利用的东西ꎬ都修理、复原ꎮ 当我们‘大部队’唱
着‘向前ꎬ向前ꎬ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歌ꎬ开进‘满炭大楼’的时节ꎬ一切教学的设备都已经就绪

了ꎮ”“文学院办起来了ꎬ怎样使学生提高ꎬ这又是一个实际问题ꎮ 当时他所重视的是在课堂教学

的基础上ꎬ引领学生到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去ꎮ 这时候ꎬ请劳动模范到学校来言传身教是一个

方面ꎻ同时ꎬ只要有机会ꎬ就让同学们到农村去ꎬ到工厂去ꎬ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写出来ꎮ 为了强化

学生的写作能力ꎬ他与当时的«吉林日报»联系ꎬ在报纸上开辟一个«文艺»副刊ꎮ 同学中只要有

生动内容的素材ꎬ有可塑性的毛坯ꎬ他都会关心或亲自动手修改ꎬ使之发表出来ꎮ 为了接近同学ꎬ
他就打起床铺ꎬ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ꎮ 在晚上或假日ꎬ常常把爱好文学的同学ꎬ聚集到他的住处ꎮ
互相谈谈自己有什么故事ꎬ有什么要写的素材ꎮ 一旦发现了好的苗头ꎬ立刻就加经点拨ꎬ使自在

状态的生活ꎬ活化起来ꎮ 这时候就约定要动手写出来了ꎮ 那时节ꎬ学校的生活是供给制ꎬ从衣食

住行到记笔记的纸张都是学校供给的ꎮ 写作的草稿是用半黄的笔记用纸密密麻麻写下来的ꎮ 送

到吴伯箫老师的手里ꎬ等待吴老师用工整的毛笔改过之后ꎬ在原稿上ꎬ常常会有‘抄发表’几个

字ꎬ这便是学生得到的最高奖赏了ꎮ «文艺»副刊是同学的用武之地ꎬ也是老师的写作园地ꎮ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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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羽书›飞去»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５６９ 页ꎮ
吴伯箫:«吴伯箫———答‹调查提纲›»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７９ 年第 １ 期ꎮ
莫洛:«吴伯箫»ꎬ«陨落的星辰———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ꎬ上海:人间书屋ꎬ１９４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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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教师的稿件也发表在这里ꎮ 例如ꎬ穆木天的«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唱吧!»、公木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颂歌»ꎬ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ꎮ 这样ꎬ师生之间ꎬ互相激励ꎬ为社会服务ꎬ把一个文学副刊

办得有声有色ꎮ 可是ꎬ他自己这时期的创作却明显地少了下来ꎮ”①

宫玉海回忆:“他一方面把课程安排得较紧ꎬ另一方面又组织大家搞体育活动ꎬ适当休息ꎮ
他当时是东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ꎬ他一直兼课ꎮ 他讲得细致、生动ꎮ 由于他长期从事散文创作ꎬ
作品甚多ꎬ就教给我们许多创作经验ꎬ于是我们中间许多人也动起笔来ꎮ 这时ꎬ吴老师组织同学

到工农群众中间去ꎬ交朋友ꎬ体验生活ꎮ 他又组织鲁迅文艺学会ꎬ在«长春日报» (当为«吉林日

报»ꎬ编者注)上办了«文艺»专栏ꎮ 我还记得ꎬ那时我曾先后写了«弟弟»、«老高师傅»等散文和

诗歌ꎬ经过吴老师亲自修改ꎬ发表在报端ꎬ成了我写作的起点ꎮ １９４９ 年建国前夕ꎬ党的组织公开ꎬ
我写了一首朗诵诗ꎬ有一位同学朗诵出来ꎬ吴老师听到了ꎬ立刻让我抄出来送给他ꎮ 过了两天ꎬ我
在«吉林日报»第 ２ 版上见到了它ꎮ”②

９ 月 ２６ 日ꎬ写«为人民政协欢呼»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论文«“眼高手低”»刊载于香港«文艺生活»
海外版第 １８－１９ 期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写«波罗的海后记»ꎬ交代本书由来ꎮ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写«记东北

大学学习代表会议»ꎬ刊载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 日«东北教育»第 １３ 期ꎮ
１９５０ 年ꎬ吴伯箫 ４４ 岁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东北大学教职工联合会易名为“中华教育工会东北大学

委员会”ꎬ刘呈云任主席ꎬ不久由吴伯箫继任ꎮ
２ 月ꎬ译海涅诗集«波罗的海»由上海文化工作社作为“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之九”出版第一

版ꎬ“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 ９”ꎬ第 １８８ 页ꎬ３０ 开ꎮ
４ 月 １ 日ꎬ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ꎬ隶属于教育部ꎮ 任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ꎮ 在沈

阳筹办东北教育学院ꎮ
伯箫自述:“新中国的第一个春天ꎬ在沈阳筹办东北教育学院ꎬ办抗大式的训练班ꎬ集中那时

东北五省的中等学校校长、教导主任ꎬ宣传革命传统ꎬ讲建设的方针、政策ꎬ学教育学ꎬ曾经培训了

一批办学校的骨干ꎮ 又从关里招聘大中学校教师ꎬ分期学习四个月到半年ꎬ也为新东北输送了一

批师资力量ꎮ 那些工作对革命建设来说是有启蒙性质的ꎬ但对新中国的教育发挥了打前站开路

的作用ꎮ”③

４ 月 １０ 日ꎬ写«黑红点»北京版后记ꎮ 在 １９４７ 年«后记»之后增加:“本书在北京重印ꎬ抽去

一篇«孔家庄纪事»ꎬ添入一篇«十日记»ꎮ 原东北佳木斯版正文及后记印错了的地方ꎬ都有改正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作者ꎮ”

９ 月ꎬ散文集«黑红点»北京版由新华书店发行ꎬ繁体字竖排ꎬ印数 １００００ 册ꎬ定价 ２.９０ 元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陪东北教育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到北京参加“国庆”天安门前游行ꎬ在京拜望老舍ꎮ
伯箫自述:“隔年国庆ꎬ我陪东北教育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参加了盛大的天安门前游行之后ꎬ

到他(指老舍ꎬ编者注)的住处去看他ꎬ转述了我亲自听到的总理的话ꎮ”④

本年写作散文«爱祖国»ꎬ收入«出发集»ꎮ
１９５１ 年ꎬ吴伯箫 ４５ 岁ꎮ １ 月ꎬ调任沈阳东北教育学院(１９５３ 年改师范学院)副院长、总支书

记ꎬ至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ꎮ 东北师范大学同事张松如(公木)、穆木天、蒋锡金、杨公骥、张毕来为吴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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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孙中田:«吴伯箫在长春———纪念吴伯箫诞辰百周年»ꎬ«吉林日报»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ꎮ
宫玉海:«良师的礼赞»(１９９０ 年 ３ 月)ꎬ«吴伯箫纪念文集»ꎬ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ꎮ
吴伯箫:«‹特级教师笔记›序»)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６４８ 页ꎮ
吴伯箫:«作家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ꎬ«吴伯箫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５２５ 页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箫送行ꎬ六人合影留念ꎮ
２ 月ꎬ东北师范大学员工子弟小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完全小学校”ꎬ由教育问题研究

室王祝辰兼任校长ꎬ吴伯箫夫人郭静君为副校长ꎮ
６ 月 ８ 日ꎬ在沈阳北陵写«从教育看武训»ꎬ收入 １９５４ 年«出发集»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写«我们的理论学习———理论学习阶段工作总结»ꎬ刊载于本年 １２ 月«东北教育»

第 ６ 卷第 ３ 期ꎮ
１９５２ 年ꎬ吴伯箫 ４６ 岁ꎮ 任沈阳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总支书记ꎮ 马秋帆回忆:“一九五二年

四月ꎬ我在西南师范学院奉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调派ꎬ偕同被抽调的几个院校的教师共十三

人ꎬ离开重庆ꎬ来到沈阳ꎬ经当时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决定ꎬ我和周传儒教授等被安排在东北教

育学院任教ꎮ 我们首先见到的就是吴伯箫同志(当时他是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ꎮ 他对人和蔼

可亲ꎬ作风朴实ꎬ也显得精力充沛ꎬ朝气蓬勃ꎮ 伯箫同志向我们介绍学院的概况和发展远景ꎬ他又

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ꎮ 我住在东北教育学院教职员宿舍ꎬ伯箫同志常来宿舍问我对这里

的生活习惯不习惯ꎬ他总爱谈到怎样才能把学校办好ꎬ他也不只一次地和我提起他要创办教育

系ꎬ问我有什么意见ꎬ我当然极表赞同ꎮ 由于当时东北教育学院的学员是抽调东北五省的高中、
师范校长和教导主任等ꎬ是短期训练ꎬ八个月毕业ꎬ伯箫同志要办教育系的计划ꎬ暂时未能实现ꎮ
伯箫同志是一位老党员ꎬ他总是以身作则ꎬ给人以教育和影响ꎮ 本来他住在家属宿舍ꎬ可是他却

带一套行李放在院长室ꎬ晚上就睡在那里ꎮ 他坚持不懈地每天早晨都是天不亮就起床ꎬ他和我们

一同学俄文ꎬ要学习两个钟头才吃早饭ꎮ 他的工作极其紧张繁忙ꎬ他办公、开会、写文章ꎬ和大家

一起参加劳动ꎻ凡是关于集体行动ꎬ他都强调要遵守纪律ꎬ要求很严格ꎮ 如果发生违反纪律的事ꎬ
他就提出批评ꎮ 平时他很注重学院各处的清洁卫生ꎬ如果他看到哪些地方的卫生不合格ꎬ他也给

予批评ꎮ 有的同志要搬迁到另一个宿舍去居住ꎬ当离开时ꎬ伯箫同志要求必须把这间屋子打扫得

很干净ꎮ 他说这是延安传下来的老规矩ꎮ”①

１ 月ꎬ杂文«让我们为新的一年欢呼»刊载于«东北教育»１ 月号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写散文«回忆延

安文艺座谈会»ꎬ收入«出发集»ꎮ １０ 月ꎬ率第二期学员到北京参观、学习ꎬ并参加国庆检阅ꎮ
马秋帆回忆:“伯箫同志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ꎬ他除了邀请刘芝明、王一夫、董纯才、张庆泰等来

院授课外ꎬ他也邀请劳动模范马恒昌、火车女司机田桂英ꎬ作家马加、生物教师杨明书等来院作报

告ꎮ 他还注重组织学员多次讨论政治理论和教育理论等问题ꎮ 他对图书资料工作很重视ꎮ”“伯箫

同志还率领全院师生员工参观过高坎村农业合作社和大伙房水库等地ꎮ 一九五二年十月ꎬ东北教

育学院第二期学员毕业ꎬ伯箫同志为了使大家受到更多的教育ꎬ他就率领全体学员以及张仲纯、周
传儒和我同路到北京参观学习ꎮ 在国庆节那天ꎬ我们排列在北京师大队伍的后边ꎬ经过天安门前接

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的检阅ꎬ感到无比的

兴奋和欢乐! 我们也在北京师大听专家讲教育学ꎻ并游览了颐和园等处ꎮ”②

伯箫自述:“１９５２ 年夏又请求东北局重新考虑我的问题ꎬ张如心同志并且根据我们一块工作

时我的表现ꎬ写信给东北局组织部建议改写我的历史结论ꎮ 我自己曾跟郭峰同志谈过一次话ꎬ补
写过两份材料ꎬ结果如何也无下文ꎮ”③

６３

①
②
③

马秋帆:«悼念吴伯箫同志»ꎬ«沈阳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２ 年第 ４ 期ꎮ
马秋帆:«悼念吴伯箫同志»ꎬ«沈阳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２ 年第 ４ 期ꎮ
吴伯箫:«自传»(１９６５ 年)ꎬ中国社会科学院ꎬ吴伯箫档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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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 年ꎬ吴伯箫 ４７ 岁ꎮ 沈阳东北教育学院改建为沈阳师范学院ꎬ仍任副院长ꎮ
马秋帆回忆:“一九五三年沈阳师范学院在东北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建立ꎬ伯箫同志仍任副院

长(车向忱同志任院长)ꎮ 那时已搬到新建的校舍(即现在的辽宁中医学院)ꎬ而东北教育学院第

三期学员尚未毕业ꎬ都在新校舍上课ꎮ 这时候伯箫同志的办学热情更高ꎬ对教学工作抓的更紧ꎬ
他对教育实习也非常重视ꎮ 当北京师范大学组织教育实习展览会时ꎬ伯箫同志曾指派我等到师

大参观学习ꎬ我们也把参观学习的记录和有关资料带回来ꎮ”①

３ 月 ８ 日ꎬ农历癸巳年正月廿三日ꎬ全家在沈阳合影ꎮ
４ 月 ４ 日ꎬ将 １９５３ 年新书«简明中国史话»(上下册)寄赠外甥亓举安ꎮ
６ 月 １５ 日ꎬ写«重读‹乱弹及其他›———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 １８ 周年»ꎬ收入«出发集»ꎮ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１０ 月 ６ 日ꎬ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ꎮ 期间ꎬ中华全国

文学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ꎬ大会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为“中国作

家协会”ꎮ 吴伯箫与马加作为东北代表出席会议ꎬ并在会议后期与公木、马加等去看望丁玲ꎮ
«公木传»记载:“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ꎬ第二次文代会期间ꎬ同马加、师田手、吴伯箫等到多福巷一号

看望过她(指丁玲ꎬ编者注)一次ꎮ” ②

本年还写有«颂‹灯塔›»«真理的发扬———庆祝‹毛泽东选集›出版»等文ꎬ均收入«出发集»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为迎接新年书写毛泽东«沁园春雪»ꎬ落款“山屋 吴伯箫”ꎮ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Ｗｕ Ｂｏｘｉａｏ’ｓ 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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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
∗①

李光贞
(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黑岛传治有“反战作家”之称ꎮ 日本学者对黑岛传治文学的研究ꎬ重点在其小说的遭禁解禁、作家

生平、农民小说等方面ꎬ并取得许多具体扎实的研究成果ꎬ近年来研究论文亦出现增加之趋势ꎮ 中国学者对黑岛

传治文学的研究ꎬ多集中在其思想性方面ꎮ 近年来对其反战精神、反战文学理论开始关注ꎬ然而专门研究论文较

少ꎬ重点不够突出ꎮ 黑岛传治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ꎬ其文学价值已经越来越得到中日两国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可ꎮ
但总体来看ꎬ黑岛传治的文学价值与研究现状呈现严重的不对称性ꎮ

关键词:　 黑岛传治ꎻ反战文学ꎻ反战作家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Ｉ３１３.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３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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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光贞(１９６２—　 )ꎬ女ꎬ山东济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日本住友财团“亚洲各国日本学研究资助计划”———“近代中日战争视野下的日本文

学与山东”(１５８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２ 页ꎮ
③中学生读书网上也在中外小说栏目将其列出ꎮ 中学生读书网地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ｘ２００８.ｃｎ / ꎮ
④刘安武:«东方文学名著题解»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１８７ 页ꎮ
⑤[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２ 页ꎮ

　 　 日本作家黑岛传治(１８９８－１９４３)ꎬ曾被称之为“反战作家”ꎮ 其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ꎬ以简洁

的文笔、精巧的构思、现实主义的描写ꎬ再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农民的悲苦哀愁ꎬ远离家乡的

日本士兵内心对战争的厌战情绪ꎬ直指日本侵略者的本质ꎮ 我国日本文学研究者对黑岛传治文

学给予高度评价ꎬ认为他是“日本反战文学中一位质朴坚定的优秀革命作家”ꎬ“他对战争的看法

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②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黑岛传治小说介绍到中国后ꎬ广为传播ꎬ«二分

硬币»«猪群»等多次被选入我国日语专业教科书ꎬ被列为高中语文课后必读之经典小说③ꎬ并被

列入世界名著④ꎮ 那么ꎬ黑岛传治去世 ６４ 年来ꎬ中日两国对其文学的研究有哪些进展? 笔者拟

通过中日两国对黑岛传治文学的翻译、出版及研究作一系统梳理ꎬ客观还原黑岛传治文学的研究

现状ꎬ探讨黑岛传治文学的研究意义ꎮ

一、黑岛传治反战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现状

(一)黑岛传治反战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黑岛传治反战文学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芒介绍到中国ꎮ １９６２ 年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芒等翻译的«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⑤ꎬ共收录 ８ 部短篇小说:«风雪西伯利亚» «电报» «两分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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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被砸断腿的人»«盂兰盆会前后»«猪群»«泛滥»«波动的地价»ꎮ 其中ꎬ除«电报»由美山译、
«两分钱»为梅韬译外ꎬ其余均为李芒翻译ꎮ １９７９ 年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日汉对照∙两分铜

币»ꎬ共收录 ３ 部小说:«两分铜币»«电报»«猪群»ꎬ日语部分由吴俗夫注释ꎬ中文翻译采用的仍

然是«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中的译本ꎬ但小说«两分钱»改译名为«两分铜币»ꎮ １９８１ 年ꎬ上海译

文出版社再次出版李芒等翻译的«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共收录 １７ 部短篇小说ꎬ新翻译 ９ 部小

说:«田园挽歌»«他们的生涯»«盘旋的鸦群»«游击队员伏卢科夫»«冰河»«崖下的人家»«地鼠

和塌井»«海上第十一工厂»ꎮ① １９８６ 年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芒等翻译的另一本«叶山嘉树、
黑岛传治小说选»时ꎬ收录了 ９ 部黑岛传治小说ꎬ这 ９ 部作品均来自«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无
新小说译出ꎮ 据统计ꎬ黑岛传治一生共创作近 ７０ 部短篇小说和 １ 部长篇小说ꎬ还有不少文学评

论及其他文章ꎮ
黑岛传治唯一的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ꎬ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禁书”ꎮ 这部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ꎬ在发行之初就遭到日本当局的

禁止ꎮ ２０１５ 年ꎬ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济南“五三惨案”８７
周年之际ꎬ山东人民出版社在济南举办«武装的街巷»中译本首发式ꎬ出版发行了由李光贞翻译

的该小说中译本ꎮ 此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ꎬ先后被多家媒体报道ꎬ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ꎬ
黑岛传治文学也再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ꎮ 目前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武装的街

巷»②及以上 １７ 部短篇小说ꎮ
(二)黑岛传治反战文学在日本的出版情况

黑岛传治反战文学作品于 ２０ 世纪初在日本即开始出版ꎮ １９２５ 年ꎬ黑岛传治在«潮流»(１ 卷

５ 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猪群»ꎬ受到广泛好评ꎬ自此开始登上文坛ꎮ 而发表在同一杂志上的另一

篇小说«结核病室»ꎬ被称为“日本最早的反战小说”③ꎮ １９２６ 年ꎬ黑岛传治在«文艺战线»(３ 卷 １
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二分硬币»ꎮ 这几部作品都在我国广为流传ꎮ １９２７ 年ꎬ日本春阳堂出版

社在文坛新人丛书中ꎬ以«猪群»为书名推出了黑岛传治的短篇小说作品集ꎬ内有«猪群»«电报»
«二分硬币»«风雪西伯利亚»«村之网元»«被砸断腿的男孩»等 ８ 篇短篇小说ꎮ 这是最早出版的

黑岛传治小说集ꎬ当时就受到很高的评价:“这部小说集没有煽情没有感伤ꎬ只是朴实地书写了

故事ꎬ其中我最喜欢的小说是«被砸断腿的男孩»ꎮ 新人黑岛传治颇有作家的潜质ꎮ”④这段来自

当时著名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正宗白鸟的评价ꎬ颇为中肯ꎬ也一语中的地说出了黑岛传治文学

的特点ꎮ １９２９ 年ꎬ黑岛传治发表«冰河»«俘虏之足»«武器»３ 篇小说ꎬ当即就以«黑岛传治集»为
名收录到平凡社出版的«新兴文学全集»中ꎮ

１９３０ 年ꎬ黑岛传治完成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ꎮ 该作品的出版发行可谓命运多舛ꎬ在此有

必要介绍并分析一下其创作过程和主题思想ꎮ １９２８ 年ꎬ中国国民政府开始北伐ꎮ 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阻挠一个统一的中国出现ꎬ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ꎬ第二次出兵山东ꎬ并在济南大肆杀戮平

民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ꎮ 黑岛传治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来济南、天津、沈阳等地

做实地调查ꎬ回国后据此写成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ꎮ 作品对日本图谋掠夺占领中国的阴谋进

９３

①
②
③
④

在这个版本的翻译中ꎬ«两分钱»小说名改译为«两分硬币»ꎮ
[日本]黑岛传治:«武装的街巷»ꎬ李光贞译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ꎮ
[日本]浜贺知彦:«黑岛传治的轨迹»ꎬ东京:青磁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２８０ 页ꎮ
[日本]浜贺知彦:«黑岛传治的轨迹»ꎬ李光贞译ꎬ东京:青磁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６２ 页ꎮ 本稿未注明译者的论文均为李光贞所

译ꎬ不再一一注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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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揭露ꎬ直指日本出兵山东的侵略性质ꎮ 因为其中深刻的反战思想ꎬ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发行当天就

遭到禁止ꎮ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ꎬ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管辖ꎬ一批当时遭到禁止的具有反战

思想的文学作品解禁出版ꎬ而«武装的街巷»因为作品中同时具有深刻的反帝国主义思想ꎬ仍在

禁止之列ꎬ直到 １９５３ 年才得以由青木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ꎬ此时ꎬ作家已经去世 １０ 年ꎮ 后来ꎬ该
作品多次收录在日本遭禁作品选中ꎮ 例如ꎬ«近代日本遭禁作品选»中收录了该作品ꎬ在出版解

说中这样写道:“这些书籍遭到禁止出版发行的理由各式各样ꎬ但均为反映那个时代风貌的

作品ꎮ 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巷»ꎬ取材于战前日本出兵山东的济南事件ꎬ１９３０ 年在发行的同时

就遭到禁止ꎮ”①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日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出版发行遭禁书目录»②ꎬ该作品再次

被收录其中ꎮ 黑岛传治的文学作品也多次被收录到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系列作品集中ꎬ例如

１９８４ 年出版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集»③系列书系的第九卷就为黑岛传治作品集ꎮ
１９７０ 年ꎬ筑摩书房出版«黑岛传治全集»(３ 卷本)ꎬ由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小田切秀雄、壶井

繁治担任主编ꎮ 这个全集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版的黑岛传治全集ꎮ 对于出版的目的和意

义ꎬ小田切秀雄写道:“近年来ꎬ随着黑岛传治研究的进一步开展ꎬ终于到了出版全集的阶段ꎬ我
们深感欣慰ꎮ”在出版解说中ꎬ他还对黑岛传治文学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ꎬ认为“黑岛传治文学

站在下层农民、士兵、工人的立场上ꎬ以清澈透明的写实主义手法及扎实的创作ꎬ构筑了其独特的

文学世界”④ꎮ ２００１ 年ꎬ勉诚出版社再次出版由佐藤和夫主编的«定本黑岛传治全集»(５ 卷本)ꎬ
此次出版弥补了之前 ３ 卷本时部分作品缺失的遗憾ꎬ同时补充了部分新的研究成果ꎬ使黑岛传治

文学的全貌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ꎮ 现在ꎬ日本最大的电子图书馆———青空文库上有 ３９ 篇黑岛传

治的作品ꎮ «日本小说大系»«日本文学全集»等也多次收录其作品ꎮ １９９９ 年ꎬ神户亲和女子大

学在黑岛传治诞辰 １０１ 年之际ꎬ举办“黑岛传治诞辰 １０１ 年纪念图展”⑤主题展ꎬ以纪念这位伟大

的作家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日本乡林社出版社出版«文士眼中的战前中国»⑥系列图书ꎬ其中在第 ３ 卷

中ꎬ收录了黑岛传治的«到齐齐哈尔去»«国境»«武装的街巷»三部小说ꎮ 近年来ꎬ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ꎬ电子书出版盛行ꎬ这进一步方便读者阅读ꎮ 黑岛传治文学作品也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日本青猫出版社推出电子书«黑岛传治作品集»ꎬ共收录 ３９ 部作品ꎮ 这样ꎬ
从 １９４３ 年黑岛传治去世至今ꎬ日本共有近百家出版机构出版再版过其作品ꎮ

黑岛传治在走向文学之路时ꎬ同乡女作家、诗人壶井荣⑦曾给予他巨大的帮助和影响ꎮ 黑岛

传治去世后的 １９６５ 年ꎬ在壶井荣的多方努力下ꎬ黑岛传治文学碑在其家乡香川县小豆郡小豆岛

町(镇)建成ꎬ碑上写有“一粒沙的千分之一大就是世界之大ꎮ 黑岛传治”⑧ꎮ 建碑过程被整理为

«黑岛传治文学碑建立相关资料»⑨ꎬ现存于香川县(省)立图书馆ꎻ黑岛传治在世时阅读过的约

１８０ 册书籍及两封亲笔信ꎬ现均作为重要文物保存在小豆岛町(镇)图书馆ꎬ图书馆里设置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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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現代日本の発禁本作品選』ꎬ东京:乡林社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 页ꎮ
[日本]大塚奈奈绘:«出版发行遭禁书目录»ꎬ东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ꎮ
[日本]『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 ９ 黒島伝治集』( 单行本)ꎬ东新:日本出版社ꎬ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ꎮ
[日本]小田切秀雄、壶井繁治:«黑岛传治全集»ꎬ东京:筑摩书房ꎬ１９７０ 年ꎬ第 ４３６ 页ꎮ
原题目为:«生誕———紀念黒島伝治電図録»
原文为:文士達が見た戦前の中国(第 ３ 巻)ꎬ东京:響林社ꎬ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ꎮ
壶井荣(１９００~１９６７)ꎬ日本女小说家、儿童文学家ꎮ 她的短篇小说«蒲公英»曾被编入过我国中学语文教材ꎬ小说«二十

四只眼睛»在我国广为流传ꎮ
原文为:一粒の砂の千分の一の大きさは世界の大きさであるꎮ 黒島伝治ꎮ
原题目为:«黒島伝治文学碑建立関係資料»ꎬ香川県立図書館出版社ꎬ１９６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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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区域放置这些书籍ꎬ这个专门区域被称为“黑岛传治文库之角”①ꎮ 黑岛传治阅读过的书籍

有:«战争与和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第 ２３ 卷)、«诗圣歌德»«红花»«农业革命的理

论和实际»«资本论»(第 １ 卷)«世界戏曲集全集第二十三卷俄罗斯篇(一)»«托尔斯泰全集»
«最新俄罗斯文学研究»«希腊悲剧六曲»«暗夜行路(前篇)»②等ꎮ 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ꎬ黑岛传

治的阅读面非常广泛ꎬ涉及到马克思著作、革命理论著作、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等欧洲文学ꎬ阅
读领域从西方文学到日本文学ꎬ还有美术、戏曲ꎬ甚至还有一本«印度文学史话»ꎻ在类型上ꎬ既有

小说作品ꎬ也有理论书籍ꎬ理论书籍中既有文学理论ꎬ也有政治理论ꎮ 广泛的阅读对他的影响肯

定很大ꎬ从中可以窥见黑岛传治成长为反战作家的轨迹及反战思想的形成ꎮ

二、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现状分析

(一)日本反战文学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黑岛传治在日本有“反战作家”、“农民作家”之称ꎬ其文学一直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ꎮ 在

日本ꎬ目前能查到的最早的研究论文发表在 １９４９ 年ꎬ当时«新日本文学»四卷 ８ 期曾出专刊———
«黑岛传治特集»纪念黑岛传治③ꎬ该特集刊登 ３ 篇研究论文:「黒島伝治小論」(小田切進)、「黒
島伝治の思い出」(伊藤永之介)、「黒島伝治の『橇』と『渦巻ける鳥の群』」(蔵原惟人)ꎮ 此时黑

岛传治刚去世 ６ 年ꎬ故这几篇文章怀念意义的成分更多一些ꎮ １９５３ 年ꎬ«武装的街巷»重新解禁

出版ꎮ １９５４ 年ꎬ稻垣达郎就在«日本文学»第 ９ 期发表«黑岛传治的轮廓»研究论文ꎮ 该论文在

大量资料的基础上ꎬ从黑岛传治未发表的作品«军队日记»中最初的反战意识ꎬ到«武装的街巷»
中高度的反战精神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考察ꎬ对以后日本的黑岛传治研究产生了很大

影响ꎮ 在日本国家图书馆检索“黑岛传治”的研究文献ꎬ共有 ７１ 篇有关的探讨论文ꎬ时间跨度为

１９４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ꎻ有 ２ 本研究专著:２００４ 年ꎬ山口守圀所著«文学运动与黑岛传治»(海岛社)、
«黑岛传治的轨迹»(浜贺知彦著ꎬ青磁社 １９９１)ꎻ其他还有在『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作家たち』、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全 ７ 巻』④中对黑岛传治文学的专题研究ꎮ 两本研究专著中的«文学运动

与黑岛传治»一书ꎬ共有 １５ 章组成ꎬ主要以黑岛传治文学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为切入点ꎬ对当时文

学运动带给黑岛传治的影响以及他文学作品的风格演变、黑岛传治文学在日本无产阶级左翼文

学中的地位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ꎻ另一本专著«黑岛传治的轨迹»ꎬ则由“走向农民、反战作家

之道”、“«文艺战线»时代”、“«纳普»时代”、“疾病———在家乡的岁月”四部分组成ꎬ该书对黑岛

传治的出身、成长经历、思想轨迹、文学创作等方面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客观梳理和细致分析ꎬ是
首次对黑岛传治文学全貌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专著ꎬ该专著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黑岛传治展

现出来ꎬ值得肯定ꎮ 纵观日本学者对黑岛传治文学的研究ꎬ其角度颇为多样ꎬ有作家研究ꎬ也有作

品研究ꎬ也有出版问题研究ꎮ 例如仅 ２０１６ 年就有 ５ 篇论文发表ꎬ分别为«黑岛传治‹二分硬币›
与‹猪群›之间»⑤«有关黑岛传治文库»⑥«黑岛传治笔记»⑦«黑岛传治未发表作品巡礼:解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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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佐藤和夫:『「黒島伝治文庫」について』ꎬ亲和女子大学国文学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ꎮ
[日本]佐藤和夫:『「黒島伝治文庫」について』ꎬ亲和女子大学国文学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ꎮ
新日本文学 / 新日本文学会 編:『黒島伝治特集』ꎬ１９４９ 年第 ８ 期ꎮ
[日本]楜沢健編:『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全 ７ 巻』ꎬ东京:森話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日本]椋棒哲也:「黒島伝治「銅貨二銭」と「豚群」のあいだ」ꎬ立教大学日本文学 (１１６) 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ꎮ
[日本]佐藤和夫:「黒島伝治文庫について」ꎬ親和女子大学国文学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日本]佐藤和夫:«黑岛传治的未发表作品‹巡礼›:解题与文本介绍»ꎬ«渕江文也島居清两教授記念号»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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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介绍»①ꎮ
日本学者研究黑岛传治最忌空泛ꎬ十分注重实证研究或文本细读ꎬ因此取得一些具体扎实的

研究成果ꎮ 例如山口守圀对黑岛传治文学在日本左翼文学中地位关系的研究、浜贺知彦对黑岛

传治生平的研究、佐藤和夫对黑岛传治文学出版遭禁解禁研究、椋棒哲也对黑岛传治农民文学的

研究、红野敏郎对黑岛传治反战文学观的研究ꎬ佐藤和夫对“黑岛传治文库之角”中的书籍进行

全面梳理ꎮ 相较于单篇论文ꎬ出版社出版黑岛传治全集或分文集时写的出版解说ꎬ对黑岛传

治文学也有颇为全面的研究和评价ꎮ 例如山本善行在«黑岛传治全集»解说中对黑岛传治文学

这样评价:“每当开始阅读黑岛传治的小说ꎬ整个身心都被其吸引ꎬ沉浸在故事中ꎮ 即便是

人物对话中也感到有抒情ꎬ由对话所衍生的冲突、不安等等ꎬ令人急欲一探究竟ꎬ欲罢不能ꎮ”②囿

于地域文化的影响ꎬ日本学者的思维优势在于他们良好的微观感受力ꎬ实证研究成果比较扎实ꎮ
但是ꎬ这也带来某些不足之处ꎬ那就是缺乏思辨和理论深度ꎮ “日本的日本文学研究中ꎬ作品＝作

家研究、作品思想＝作者意图研究的传统根深蒂固ꎮ”③从论文数量上来看ꎬ虽然有 ７１ 篇ꎬ但时间

跨度有 ６７ 年ꎬ平均每年只有 １ 篇强ꎮ 显然ꎬ相对于出版社黑岛传治文学出版的繁荣ꎬ研究方面则

显得不尽人意ꎮ
(二)中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现状考察

在中国ꎬ虽然黑岛传治文学早在 １９６２ 年就有中译本ꎬ但除译者在出版的小说前言中对黑岛

传治文学有论及外ꎬ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专门研究论文发表ꎮ １９７８ 年ꎬ平献明在其论文«略论日本

早期无产阶级文学»④中论及黑岛传治文学ꎬ并以«雪橇»«盘旋的鸦群»两篇小说为例进行分析ꎬ
指出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反战思想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ꎮ １９８２ 年ꎬ李芒在评价电影«一盘没有

下完的棋»⑤时ꎬ论及黑岛传治的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ꎬ对该小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

“五三惨案”的侵略行径给予肯定和高度赞扬ꎮ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ꎬ国内对黑岛传治文学大部分

都是在研究日本无产阶级左翼文学及作家时提及ꎬ直至 １９９３ 年才出现第一篇专门研究论文:«从
“抚顺”到“齐齐哈尔”———评黑岛传治及其两篇反战小小说»ꎮ 该论文以«防备队»和«齐齐哈

尔»两篇小小说为例ꎬ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的种种阴谋予以揭露ꎬ对其“在事实真相被严

密封锁、歪曲ꎬ在军国主义浊浪铺天盖地的日本国内ꎬ黑岛传治明察秋毫ꎬ并仗义执言”⑥的无产

阶级反战精神大加赞扬ꎮ 同时ꎬ该论文把黑岛传治与另一个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所谓的“反战小

说”«活着的士兵»中日本士兵杀戮中国人时都有种种理由进行比较后指出ꎬ黑岛传治的小说爱

憎分明ꎬ主题明确ꎬ侵略者就是侵略者ꎬ“着实令人钦佩”⑦ꎮ １９９８ 年ꎬ王向远发表«“七七事变”前
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以几篇代表性作品为中心»⑧论文ꎬ在第一部分中ꎬ以“‘济南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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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佐藤和夫:「黒島伝治の未発表作品『巡禮』:解題と本文紹介」ꎬ渕江文也島居清两教授記念号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日本]山本善行主编:«瀬戸内海のスケッチ―黒島伝治作品集»ꎬ东京:サウダージブックス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４５ 页ꎮ
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３ 页ꎮ
平献明、王凌:«略论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ꎬ«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７８ 年第 ５ 期ꎮ
李芒:«新雷第一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思想浅谈»ꎬ«电影艺术»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弘慧:«从“抚顺”到“齐齐哈尔”———评黑岛传治及其两篇反战小小说»ꎬ«日本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ꎮ
李弘慧:«从“抚顺”到“齐齐哈尔”———评黑岛传治及其两篇反战小小说»ꎬ«日本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ꎮ
王向远:«“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以几篇代表性作品为中心»ꎬ«日本学刊»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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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与«武装的街道»①”为题ꎬ对«武装的街巷»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性质的反战思想进

行了深入分析和高度评价ꎬ虽然该文指出黑岛传治在小说中对中国北伐军在认识上存在不足ꎬ但
也同时指出:“在«武装的街道»同时或之后出版、并得以公开发行的以日本侵华事件为题材的作

品ꎬ再也难见反战的倾向了ꎮ”②２０１３ 年ꎬ李雁南出版专著«在文本与现实之间»ꎬ其中在第三章第

三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笔下的中国阶级兄弟»部分ꎬ对«武装的城市»(即«武装的街巷»)进行

专题研究ꎮ 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后ꎬ该文在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武装的城市»是对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侵华行为的一次正面批驳和日中两国无产阶级大团结的高声召唤ꎬ它的长篇

篇幅和鲜明有力的主题使它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ꎬ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对

中国无产者的阶级同情的一次最彻底最果断的表达ꎮ”③李雁南早在 ２００６ 年就发表过与黑岛传

治反战文学相关的研究论文«超国界与超民族的阶级认同———昭和初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的

中国劳工形象»④ꎬ在其中对«武装的街巷»中所描写的中国工人形象进行了分析ꎮ ２０１６ 年ꎬ李红

发表论文«苦难与抗争‹农村三部曲›与‹泛滥›的比较» ⑤ꎮ 该论文对其农民题材的三部曲小说

与茅盾«泛滥»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和黑岛传治«泛滥»中的主人公都是

遭受苦难、饱含辛酸、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广大农民群众ꎬ作品描述了中日农民在遭受苦难后决

定和恶霸势力进行积极抗争的人生历程ꎬ这在中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是抗争时代具有重大社

会意义和价值ꎮ”
通过在各种数据库中查找黑岛传治研究论文资料得知ꎬ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２３ 篇相关论

文ꎬ然而其中 ２０ 篇都是在论述日本左翼文学时提及ꎬ１ 篇论文是比较研究论文ꎬ只有 ２ 篇专门研

究论文ꎮ 但令人可喜的是ꎬ近年来ꎬ黑岛传治及其作品开始进入我国年轻学者的研究视野ꎮ 硕博

论文数据库中可以查到 ３ 篇与黑岛传治及其作品相关的硕士论文:«黑岛传治的反战文学

论———以‹雪橇›‹冰河›‹武装的城市›等为中心»⑥«黑岛传治文学中的死亡主题»⑦ꎬ福建师范

大学的胡希则在其硕士论文«从自然与本能到苦难与抗争———浅析近代日本农民文学»⑧中ꎬ对
黑岛传治的农民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ꎮ

从以上具体的现状考察可以看出ꎬ黑岛传治去世 ６０ 多年以来ꎬ中日两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

从未忘记过这位具有伟大思想的反战文学作家ꎮ 然而研究形势并不乐观ꎬ在我国应该说是个被

忽略的荒芜地带ꎬ日本的有关研究也较为薄弱ꎬ用“零散研究”来形容也不过分ꎮ

三、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现状与其文学价值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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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武装的街巷»ꎮ 关于这本小说的中文译名有以下几个翻译方法:«武装的城市»(李芒)ꎬ«武装的街道»(王向远)ꎬ«武
装的街巷»(李光贞)ꎮ

王向远:«“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以几篇代表性作品为中心»ꎬ«日本学刊»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ꎮ
李雁南:«在文本与现实之间»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０４ 页ꎮ
李雁南:«超国界与超民族的阶级认同———昭和初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中国劳工形象»ꎬ«广东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期ꎮ
李红:«苦难与抗争‹农村三部曲›与‹泛滥›的比较»ꎬ«绥化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程培斐:«黑岛传治的反战文学论———以‹雪橇› ‹冰河› ‹武装的城市›等为中心»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华中师范大学ꎬ

２０１３ 年ꎮ
郭跻:«黑岛传治文学中的死亡主题»ꎬ硕士学位论文ꎬ华中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年ꎮ
胡希:«从自然与本能到苦难与抗争———浅析近代日本农民文学»ꎬ硕士学位论文ꎬ福建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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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８ 年ꎬ黑岛传治出生于日本香川县小豆岛苗羽村一个半农半渔的家庭ꎮ １５ 岁中学毕业后

就进入当地的一家酱油厂工作ꎮ 这一时期ꎬ他对文学创作产生极大兴趣ꎬ开始尝试着写作诗歌和

短文ꎬ并以黑岛通夫的笔名投稿ꎮ 后来ꎬ为了实现文学梦而赴东京ꎬ于 ２１ 岁那年考入早稻田大

学ꎮ 当时他喜欢的外国作家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ꎻ日本作家有:岛崎藤村、正
宗白鸟、志贺直哉等人ꎮ 在日本作家中ꎬ志贺直哉的自然主义文学风格给予他极大的影响ꎮ 这一

时期ꎬ他也认识了同为早稻田大学学生、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同乡壶井繁治ꎮ 壶井繁治当时

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ꎬ他对黑岛传治的提携、影响与帮助ꎬ使黑岛传治受益极大ꎬ在文学之路上进

步迅速ꎮ 然而ꎬ进入早稻田大学不久ꎬ他就接到征兵令ꎬ翌年 ４ 月被派往西伯利亚ꎬ兵种为卫生

兵ꎮ 从学生到士兵身份的巨大转变ꎬ加之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艰苦军队生活ꎬ对日本帝国主义对

外扩张侵略更为直观的体验ꎬ促使当时的“文艺青年”黑岛传治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ꎮ 这期间所

写的«军队日记»ꎬ记录下他当时的思想活动ꎬ其中对日本军营中黑暗的揭露ꎬ可以看出其反战思

想开始萌芽ꎮ 在西伯利亚期间ꎬ他与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俄国人成为朋友ꎬ跟着他们学习俄语ꎬ
这也为他后来广泛阅读俄罗斯文学打下了基础ꎮ １９２２ 年ꎬ黑岛传治因病退役回到家乡小豆岛

后ꎬ写出«电报»①等小说ꎬ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ꎮ １９２７ 年ꎬ黑岛传治加入日本劳农艺术家联

盟ꎬ其政治立场更加鲜明ꎬ反战思想更加清晰ꎮ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黑岛传治病逝于家乡ꎬ只有

４３ 岁ꎮ
黑岛传治先后做过渔夫、酱油厂工人、学生、作为士兵参加过战争ꎬ这些亲身经历对黑岛传治

的成长给予极大影响ꎬ也奠定了其文学风格和文学思想的基础ꎮ 黑岛传治生活时代的日本ꎬ充斥

着军国主义思想ꎬ对外扩张侵略ꎬ对内残酷镇压ꎮ 在这种极为黑暗严峻的形势下ꎬ黑岛传治在短

短的 １０ 余年(１９２２－１９３５)的创作中ꎬ不仅写下近 ７０ 部充满深刻思想性的长短篇小说ꎬ同时还写

下全面阐述战争本质和作家应该如何反映战争的«论反战文学»(１９２７)ꎬ以及«明治的战争文学»
«农民文学的问题»«关于战争»等评论文章ꎮ 作为反战文学理论的实践之作ꎬ黑岛传治以自己远

赴西伯利亚作战的亲身经历为素材ꎬ先后发表«创作笔记»«军队日记»(１９１９)、«雪橇»(１９２７)、
«风雪西伯利亚»(１９２７)、«盘旋的鸦群»(１９２８)、«冰河»(１９３０)等小说ꎬ他在这些作品中借士兵

之口大声质问:“为什么非到西伯利亚来不可呢? 这是什么人派他们来的呢?”“为什么非要杀死

这个人? 为什么非要和俄罗斯开战?”②甚至在«盘旋的鸦群»中直接写道:“他们(士兵)所以要

在这样的地方ꎬ埋在大雪里ꎬ究竟是为了什么人呢? 既不是为自己ꎬ也不是为双亲ꎬ而是为了在内

地(日本国内)揣着手残酷地驱使着他们的人们ꎮ 他们是为了那些家伙的缘故才来侵略这个国

家的ꎮ”③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ꎬ反
战思想十分强烈ꎮ 除反战小说久负盛名外ꎬ黑岛传治以其家乡为故事题材描写农村的小说ꎬ反映

农民的疾苦ꎬ使人耳目一新ꎮ «电报» (１９２５)、«二分硬币» (１９２５)、«猪群» «盂兰盆会前后»
(１９２６)、«农民的鞭子»(１９２７)、«波动的地价»(１９３０)等系列小说ꎬ描写了贫苦农民在地主压迫

下的悲惨生活及其反抗ꎬ具有很强的现实性ꎮ 而他在其唯一的长篇小说«武装的街巷»中ꎬ对一

些具体事件的描写ꎬ考据严谨ꎬ与历史记载颇为吻合ꎬ以写实主义手法还原了济南“五三惨案”的
真实图景ꎬ“不仅有极强的思想性ꎬ艺术表达也极具魅力”④ꎮ 日本评论家也指出该书“应该作为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２５ 年ꎬ在壶井繁治的帮助下ꎬ«电报»发表在第 ７ 期的«潮流»杂志上ꎮ
[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７０ 页ꎮ
«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ꎬ李芒、包容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２８８ 页ꎮ
[日本]黑岛传治:«武装的街巷»ꎬ李光贞译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 页ꎮ



李光贞: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

成功的作品镌刻在人们的心上”①ꎮ
近代以来ꎬ日本相继出现一批现代主义作家所谓的“战争文学”ꎬ这些战争文学刻画了战场

的残酷和日本兵营里的弥天黑暗ꎬ但大都强调战争给日本士兵心理和生理上留下的重创ꎬ有意无

意地避开了战争的性质问题ꎬ因此ꎬ它不可能帮助日本人民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本质ꎮ 而黑岛传

治文学中的反战文学理论、反战文学主题、农民主题小说ꎬ既细致地刻画了侵略战争给日本国内

造成的伤害ꎬ又在一定程度上指控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他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ꎬ具有极为重要的

历史意义ꎮ 但中日两国对黑岛传治文学ꎬ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翻译、出版ꎬ与黑岛传治文学的价

值都极不相称ꎮ 日本评论家指出:“日本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左翼文学缺乏研究ꎬ属于未开拓之

地ꎬ黑岛传治就属于其中一人ꎮ”②在我国查阅“石川达三”的有关研究资料ꎬ发现相关研究论文约

２２０ 篇ꎬ是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的近 １０ 倍ꎬ其中专门研究论文 ２８ 篇ꎬ是黑岛传治文学研究的

１０ 倍以上ꎮ 因此ꎬ在 ２１ 世纪的今天ꎬ重新认识这位“一流的无产阶级作家”③的文学价值ꎬ对于

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真正面目和性质是很有意义的ꎮ
(二)对黑岛传治反战文学中反帝思想的忽略

黑岛传治反战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反战思想ꎬ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反帝思想ꎮ 青空文库对

«武装的街巷»这样介绍:“«武装的街巷»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唯一的长篇小说ꎬ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出版发行后当天就遭到禁止ꎮ 该小说以日本出兵山东(１９２７ 年到 １９２９ 年ꎬ日本军队在

保护日本侨民的名义下ꎬ武力介入中国国民政府军北伐而出兵山东)为素材ꎬ生动地描写了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大肆枪杀平民的的残暴ꎮ”④在该小说中ꎬ黑岛传治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揭露ꎬ也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予以揭露:“鸦片战争以来ꎬ各国的帝国

主义都想要中华民族灭绝ꎬ所以故意将鸦片带进中国ꎬ让中国人沉湎于此ꎮ 但无论怎样禁止ꎬ其
法令也无法得到贯彻ꎬ总有空子可钻ꎮ”⑤对美国在中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学堂、在黄河流域种植

棉花之事ꎬ黑岛传治评论道:“企图在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美国ꎬ在所到之处设立教会、学
校、医院ꎬ进行虚假的慈善事业ꎬ赠送物品ꎬ并放弃庚子赔款ꎬ让中国人就范于他们ꎮ”⑥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在山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山东与日本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ꎬ«定本黑岛传治全集»第
一卷的解说者、日本早稻田大学高桥敏夫教授ꎬ在“无产阶级文学史或战争文学史中的«武装的

街巷»”⑦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不能忽视一点ꎬ为何二战结束美国占领日本后ꎬ大量之前的遭

禁书籍解禁出版ꎬ而«武装的街巷»仍然无法面世? 这是因为其中的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

想ꎬ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ꎮ
美国全面占领日本后ꎬ制定一系列政策对日本加以管制ꎮ 例如ꎬ对日本一些军国主义言论严

格查处ꎬ解禁一大批二战期间违反日本当局文艺管制规定而遭到禁止发行的文艺作品ꎬ等等ꎮ 应

该说ꎬ美国当时制定的对日各项政策ꎬ顺应了国际国内形势ꎬ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使战后日

本走向民主化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ꎮ 然而ꎬ«武装的街巷»一书仍在遭禁之列ꎮ １９４５ 年ꎬ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红野敏郎:«昭和文学»出版解说ꎬ东京:有斐阁出版社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３ 页ꎮ
[日本]浜贺知彦:«黑岛传治的轨迹»ꎬ东京:青磁社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６ 页ꎮ
[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３ 页ꎮ
[日本]大野裕ꎮ 见日本青空文库ꎮ
[日本]黑岛传治:«武装的街巷»ꎬ李光贞译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日本]黑岛传治:«武装的街巷»ꎬ李光贞译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８２ 页ꎮ
原题目为:「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あるいは戦争文学史における『武装せる市街』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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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的街巷»预定由新日本文学会发行ꎬ但在审查时却没有通过“联合国驻日本最高司令部”
(简称 ＧＨＱ)的检查而再次遭到禁止发行ꎬ其理由就是这部小说“是反帝国主义的作品”①ꎮ 直至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美国文艺管制政策废除ꎬ该书才得以由青木出版社以文库版形式出版ꎬ但该版本出

版时仍有个别地方遭到删节ꎬ直至再次出版时才得以以全貌示人ꎮ 例如以下这段文字在初版中

就曾被删掉:
　 　 看见宣传画ꎬ山崎感到美国对这里的野心ꎬ已经过于明显ꎮ

在满洲、蒙古、山东地方ꎬ这里拿不到的话ꎬ美国也会取得那个ꎮ 美国人把眼光投向劳动

成本低、原料丰富、几乎没有多少组织的中国ꎮ 设立大工厂、大银行ꎬ把中国人全部变成薪水

奴隶ꎮ②

１９ 世纪末ꎬ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ꎬ西方列强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

国主义阶段ꎮ 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强取豪夺ꎬ建立政治、文化及经济霸权ꎬ因此而衍

生出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ꎮ 从«武装的街巷»中的描写来看ꎬ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济南ꎬ已经成为列强冒险的乐园:贩卖鸦片的德国人、西班牙人ꎬ在中国建立教会、帮助蒋介石北

伐的美国人ꎬ还有大量走私贩毒、无恶不作的日本人ꎬ日本人、英国人在济南开设工厂ꎬ设立

银行ꎬ美国人则在黄河流域实验种植棉花ꎬ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把山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ꎮ 他们大

肆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ꎬ“德国人、西班牙人都从事这个工作(注:贩卖鸦片)ꎮ 一方面他们让中

国人吸食ꎬ使他们最后患上痴呆症ꎻ另一方面ꎬ他们又把武器弹药卖给军阀及土匪ꎮ 而这些ꎬ又导

致战乱、掠夺、民不聊生”③ꎬ而“欧美人嘴上说着教会、慈善的ꎬ却干着大买卖ꎬ数量之多ꎬ我们(指
日本人)可差远了ꎮ ———普通的学校、医院之类的ꎬ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ꎮ 与日本赤裸裸的武

力侵略相比ꎬ“干着大买卖”的美国有着长远的打算ꎬ对中国施行的是文化侵略ꎮ 可见ꎬ具有如此

深刻反帝思想的作品遭禁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ꎮ 该书之所以没有被 ＧＨＱ 检阅通过ꎬ正是因为它

将列强的野心和阴谋大白于天下之缘故ꎮ 但纵观中日两国研究界ꎬ对这部在“日本现代文学史

上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反对侵华战争的长篇小说”④之研究ꎬ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ꎬ都远远不够ꎮ
黑岛传治的反帝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ꎮ 在最初被征兵派往西伯利亚从军时期ꎬ他对日本帝

国主义当局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他曾经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的«军队日记»中这样写道:
“美国增加军舰、扩充军备ꎬ而且ꎬ德意英等国也在秘密地增加军备ꎬ扩充海军力量ꎬ看到他们纷

纷增加军力ꎬ日本不能落后ꎬ要快速赶上ꎬ这也是无奈之举ꎮ”⑤对此ꎬ黑古一夫指出:“日本刚刚在

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ꎬ日本也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ꎬ当
时的日本全国都充斥着帝国主义的野心ꎬ鼓吹‘日本 ＝ 国家’ꎬ黑岛传治那时也被这种理论毒

害ꎮ”⑥但随着他在西伯利亚亲眼目睹日本干涉十月革命的种种罪行ꎬ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ꎮ 后

来ꎬ他加入无产阶级左翼文学联盟ꎬ阅读大量进步书籍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更加清醒和

深刻ꎮ 到 １９３０ 年创作«武装的街巷»时ꎬ黑岛传治的思想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ꎮ 例如ꎬ他敢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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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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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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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黑岛传治:«武装的街巷»ꎬ李光贞译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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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全集»(第 ３ 卷)ꎬ东京:筑摩书房ꎬ１９７０ 年ꎬ第 ２９７ 页ꎮ
[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全集»(第 ５ 卷)ꎬ东京:勉城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解说(黑古一夫)ꎬ第 ２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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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指出日本报纸的一贯欺骗和煽动的宣传ꎬ通过进步士兵高取等人被杀害的悲惨命运ꎬ揭露普通

士兵对上级(国家)反抗意识的觉醒ꎬ等等ꎮ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攫取德

国在山东的权益ꎬ１９１８ 年ꎬ又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行动ꎬ出兵西伯利亚ꎬ干涉俄国革

命ꎬ进入所谓“一等国家”的行列ꎮ 在日本举国上下一片狂热中ꎬ黑岛传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

脑ꎮ 作为亲身参战的士兵ꎬ他以自己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 １３ 篇小说ꎬ对日本帝国主

义对他国的掠夺和出兵的实质进行深刻揭露ꎮ “最能代表大正时期‘反战文学’的作品ꎬ非黑岛

传治的西伯利亚文学作品系列莫属ꎮ”①黑岛传治通过小说告诉人们ꎬ战争乍一看是偶然发生的ꎬ
但这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ꎮ 对于黑岛传治文学中的反帝思想ꎬ有研究者认为黑岛传治是

受列宁的影响ꎬ例如受到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等思想的影响ꎮ② 然而遗憾的是ꎬ在目前的研

究中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ꎬ还未有对黑岛传治文学中的反帝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ꎮ 日本无

产阶级左翼文学研究专家佐藤和夫曾经指出:“文学研究既然是研究ꎬ就不应该玩弄抽象的语言

游戏ꎬ就不应该对作家作品做恐意的解释ꎬ而必须对问题做具体认真、确凿的考证ꎮ”③在解读文

本的基础上对黑岛传治文学中的反帝思想进行研究ꎬ非常迫切ꎮ
(三)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的研究价值

１９９９ 年ꎬ«外国文学评论»发表«日本有“反战文学”吗»④论文ꎮ 该文一开头就这样写道:“长
期以来ꎬ我国文学界、学术界的许多人误以为日本有‘反战文学’、‘抵抗文学’甚至‘反法西斯文

学’ꎬ这是亟需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ꎮ”初读此句ꎬ令人感觉日本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反战

文学”ꎮ 然而ꎬ该文很快话锋一转ꎬ继续写道:“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之前ꎬ日本有过‘反战文学’ꎮ
以反战为主题的作品ꎬ只有两本书ꎮ 一本是黑岛传治在 １９３０ 年创作的以 １９２８ 年‘济南惨

案’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武装的街道»ꎬ另一本是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由日本左翼作家联合会刊行的题为

«反对战争的战争»(第一集)的短篇小说与剧本集ꎮ”显然ꎬ该文中“误以为”的时期ꎬ指的是日本

对他国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的整个日本文坛而言ꎬ因为战时的日本当局为了战争需要ꎬ在对外扩张

侵略的同时ꎬ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文艺管制政策ꎬ许多在战前具有无产阶级反战思想的作家也开始

“转向”(背叛)ꎬ其文学中对侵略战争的性质的描述也暧昧不清、语焉不详起来ꎬ只有黑岛传治等

极少数日本作家站在正义的立场上ꎬ坚持反对日本当局的法西斯对外扩张政策ꎬ坚持反战文学创

作ꎮ 今天ꎬ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的珍贵和价值ꎬ对其文学的研究也有待于向纵深

发展ꎮ 具体说来ꎬ黑岛传治文学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几点:
首先ꎬ黑岛传治的反战文学理论是无产阶级反战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强调对社会现实

政治理念的宣传ꎬ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论述ꎮ
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性质ꎬ采取一分为二分辩证法态度ꎬ认为侵略别国的战争及镇压人民

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ꎬ而“那些反侵略性质的、民族自决的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ꎬ则是正

义战争ꎮ”⑤黑岛传治也认为:“无产阶级反对战争ꎮ 在反对方法上ꎬ与一般的反对有区别ꎬ一般来

讲并非是反对战争ꎮ 在某些时候ꎬ无论是悲惨、还是残酷ꎬ无产阶级反对战争是为了人类的进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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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反对的是帝国主义战争ꎬ即反对侵略性的战争”①ꎮ 这种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不谋而

合ꎮ 他在«反战文学论»中还曾经这样论述:“资产阶级的反战文学ꎬ多是把个人主义或人道主义

作为出发点ꎮ 他们描写的多是个人的痛苦、几多的牺牲、战争的悲惨ꎬ或者是反对这些的个人的

心情、人道的精神等ꎮ”②这段话直指资产阶级反战文学的性质ꎬ廓清了无产阶级反战文学与资产

阶级反战文学两者之间根本性质的不同ꎮ
关于战争的起源ꎬ列宁认为ꎬ“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ꎮ 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ꎬ掠

夺殖民地ꎬ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③ꎮ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动战争、其他帝国

主义国家也争相来分得一杯羹的恶劣行径ꎬ黑岛传治比喻为“这是小偷和小偷之间赃物多少而

抢夺的战争ꎮ 少的一方就在大义的名分下修饰一下自己的行为进行抢夺ꎬ实质上与小偷行径没

有什么变化”④ꎬ对当时英美等列强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ꎮ 黑岛传治在对西方

反战文学ꎬ例如让－雅克卢梭的«永久和平的企图»、亨利巴比塞的«光明»、厄普顿辛克莱

的«正义人吉米»等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反战文学就是揭露发动战争的目的和真相ꎬ并将这个

真相告知民众ꎬ唤起民众ꎮ 很有必要将小偷们意欲万全地维持最恶毒的小偷制度的目的暴露在

阳光之下ꎮ”⑤黑岛传治这些有关战争的文学评论ꎬ“字里行间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⑥ꎮ
其次ꎬ黑岛传治在文学创作中ꎬ坚持反战文学创作ꎮ 在日本当局的高压政策下ꎬ部分作家

“转向”(背叛)无产阶级文学时ꎬ他仍然踏踏实实地坚持无产阶级反战文学创作ꎬ其精神值得

称道ꎮ
１９９２ 年ꎬ重庆出版社策划出版«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ꎬ主要收录二战期间各国反法西斯

文学作品ꎬ在«日本卷卷一、卷二»部分ꎬ收录有«真空地带» (野间宏著)、«野火» (大冈升平

著)、«风中芦苇»(石川达三著)及几部短篇小说和诗歌ꎮ 这份收录名单ꎬ很快就遭到研究者的质

疑ꎬ认为“(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战后发表的作品”⑦ꎬ不能列入反战文学名单之列ꎮ 因为ꎬ“在战

争中不反战ꎬ就不是真正的反战ꎬ不是在战争中写作和发表的‘反战文学’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反战文学’”⑧ꎮ 对于该观点ꎬ笔者十分赞同ꎮ 当然ꎬ对于编选者来说也是实在迫不得已ꎬ因为在

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时期ꎬ日本文艺界很多作家放弃良知ꎬ开始“转向” (背叛)ꎬ例如武者小路实

笃ꎬ在战前创作的«一个青年的梦»«我们不需要战争»两个剧本中明确反对战争ꎻ与谢野宽的反

战诗歌在战前也颇为有名ꎬ但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ꎬ都“转向”(背叛)到日本帝国主义立场ꎬ歌颂

战争ꎮ 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一直到战败期间ꎬ“整个文坛全面军国主义化”⑨ꎮ
黑岛传治一生没有加入日本共产党ꎬ也未像小林多喜二那样站在无产阶级左翼文学运动的

最前线ꎮ 然而在他早期加入的“劳农艺术家联盟”开始转向(变节)时ꎬ他毅然脱离这个团体ꎬ参
加“无产阶级作家联盟”ꎬ并被选为中央委员ꎮ 他一生遵守自己的信念ꎬ踏踏实实地进行富有深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日本]黑岛传治:«反战文学论»ꎬ«黑岛传治全集»(第 ３ 卷)ꎬ东京:筑摩书房ꎬ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日本]黑岛传治:«反战文学论»ꎬ«黑岛传治全集»(第 ３ 卷)ꎬ东京:筑摩书房ꎬ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俄]列宁:«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一九一五年九月二日以前)»ꎬ«列宁全集» (第 ２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５ 年ꎬ第 ３２４ 页ꎮ
王向远:«日本有“反战文学”吗?»ꎬ«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ꎮ
[日本]黑岛传治:«反战文学论»ꎮ 选自«黑岛传治全集»(第 ３ 卷)ꎬ东京:筑摩书房ꎬ１９７０ 年ꎮ
[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２ 页ꎮ
王向远:«日本有“反战文学”吗?»ꎬ«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ꎮ
王向远:«日本有“反战文学”吗?»ꎬ«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ꎮ
王向远:«日本有“反战文学”吗?»ꎬ«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ꎮ



李光贞: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

刻反战思想的文学创作ꎮ 随着日本当局对国内左翼文学作家的严厉镇压ꎬ１９３７ 年 ７ 月ꎬ黑岛传

治被判处监禁两个月ꎬ罚款 ２０ 元ꎮ 而这个时间ꎬ正是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的时候ꎮ 后来ꎬ黑岛传治被迫回到家乡小豆岛ꎬ直至去世都处在日本当局的监视之下ꎮ 在此期

间ꎬ他创作的系列作品仍然具有强烈的反战文学精神ꎬ因为“反战文学当然并不只是讨论军营、
军队生活的文学”ꎬ在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中ꎬ仍然可以体现反战的文学精神ꎮ

第三ꎬ黑岛传治文学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ꎬ且文笔流畅、布局精巧ꎬ结局往往出人意料ꎮ 在

朴实简洁的文字中ꎬ带着几分痛苦的幽默ꎬ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ꎮ
黑岛传治文学语言朴实简洁ꎬ在故事情节上ꎬ平铺直叙ꎬ但结尾却常常出人意料ꎬ令人拍案叫

绝ꎬ具有极强的可读性ꎮ 例如ꎬ在«武装的街巷»中有一个重要的登场人物———山崎ꎬ他是日本间

谍ꎬ在中国坑蒙拐骗ꎬ无恶不作ꎬ经常提供一些假情报给日本国内ꎬ为日本军侵略中国寻找借口ꎮ
为了搜集情报方便ꎬ他拼命学习汉语ꎬ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举止言谈ꎬ都与中国人无异ꎮ 有一次ꎬ
他发现一起普通的死亡事故ꎬ心想正好可以说成是中国人对日本人袭击造成ꎬ日本军就有借口出

兵山东了ꎬ自己也可以大捞一把了ꎻ他美滋滋地边想边往日本军营走去ꎬ沉浸在其中ꎬ没有听

到日本哨兵要他停止前进的命令ꎬ结果怀揣有 ５ 把手枪、８０００ 元存折的山崎ꎬ被日本哨兵误当成

闯哨卡的中国人开枪打死ꎮ 多么巧妙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尾设计ꎮ
李芒曾经指出:“塑造受压迫、受折磨的劳动人民形象ꎬ除了挣扎在痛苦深渊的人们及其同

情者以外ꎬ历来是难以受到一般读者欢迎的ꎮ 这种文学作品ꎬ总不如描写‘清风的絮语’和‘女人

的发香’那么温存ꎬ那么富有诗意和魅力ꎮ 因此ꎬ它要在一般文坛争得一席地位ꎬ就需要比之一

般的各种文学具有更加突出的特色ꎬ必须更深刻、更生动地反映社会的本质问题ꎬ用较强的艺术

力量抓住读者的心灵ꎮ”①黑岛传治的西伯利亚系列小说ꎬ虽然都是短篇小说ꎬ但情节设计、故事

切入、意外结局读起来都有出人意料之感ꎮ 在«风雪西伯利亚»中ꎬ被派往西伯利亚的士兵都不

想待在西伯利亚ꎬ都想早日回到日本国内ꎬ两个士兵吉田和小村“本以为老实听话ꎬ多干活ꎬ就会

得到报偿ꎬ早些回国的ꎻ因此ꎬ平时执勤很努力ꎬ未曾疏于值守ꎮ 但现在所得到的报偿却只是:
为国尽忠ꎬ必须继续在西伯利亚呆上一年”②ꎮ 而那些平时乱干蛮干、大打出手之人都按时回国ꎮ
他们彻底崩溃ꎬ再也不按时执勤ꎬ偷偷出来打猎取乐ꎬ结果有一次走得太远ꎬ撞见俄国人而被他们

打死ꎮ 两天后同伴找到他们的尸体ꎬ在尸体面前ꎬ上级军官“现在只想到ꎬ怎样造一份遗失两人

的武器和军装的报告”③ꎬ故事到此结束ꎮ 而«盘旋的鸦群»写的是派往西伯利亚执行干涉俄国十

月革命任务的日本军队中ꎬ两名日本士兵偷偷去找一名俄罗斯姑娘寻欢作乐ꎬ被也来找这名姑娘

寻欢作乐的少校撞上ꎬ少校恼羞成怒ꎬ回到军营后立即紧急点名ꎬ两名士兵迟到ꎮ 以此为理由ꎬ少
校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两名士兵所在的连队派去驻守边防ꎬ结果全连士兵在冰天雪地中迷路ꎮ 连

长痛恨这两名士兵拖累全连ꎬ把最危险、最繁重的任务交给他俩ꎬ百般虐待他们ꎬ最后全连士兵全

部冻饿而死ꎮ 翌年春天ꎬ天暖雪融ꎬ尸体露出ꎬ一群乌鸦争相前来ꎬ贪婪地啄食着士兵的尸体ꎮ 小

说取材别具匠心ꎬ“诗情和现实感融为一体”④ꎮ 该小说篇幅虽然不长ꎬ故事本身却颇值得深思:
士兵牺牲的消息传回国内ꎬ不知内情的人们会将冻死的士兵当作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之人加以膜

拜ꎬ同时又会激起普通日本人对俄罗斯军队的更进一步的仇恨ꎮ

９４

①
②
③
④

李芒:«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译本序»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 页ꎮ
[日本]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２６２ 页ꎮ
[日本]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２７１ 页ꎮ
李芒:«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译本序»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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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岛传治将其深刻的反战思想以这种黑色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ꎬ不仅具有思想性ꎬ而且极具

艺术性ꎬ这也正是黑岛传治文学的魅力所在ꎮ 日本著名评论家荒川洋治对黑岛传治文学大加赞

扬:“文学与结构非常出色ꎮ 要了解文学ꎬ可以从黑岛传治文学开始”①ꎻ并指出“黑岛传治写下的

故事ꎬ是永远能留在人们心底的文字”②ꎮ
第四ꎬ黑岛传治文学与日本其他“战争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ꎬ他在文学创作中ꎬ运用朴

实的现实主义方法ꎬ立意明确ꎬ爱憎分明ꎬ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ꎬ直
指日本侵略中国的性质ꎮ

黑岛传治的文学作品大体分为三类:反战小说ꎬ农民小说ꎬ工人小说(这部分极少)ꎮ 无论哪

种题材的文学作品ꎬ都具有深刻的反战精神ꎮ 他的反战小说与同时代的其他反战小说相比ꎬ独树

一帜ꎮ 在文学主题中ꎬ他把日本军队内部的矛盾、战争的侵略性质明晰化ꎻ在人物形象上ꎬ他塑造

出一系列作为侵略战争中一员、在具有加害者身份的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日本士兵形象ꎻ在直面

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不义战争的侵略性质方面ꎬ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所谓的反战

小说ꎬ也不能与之相比ꎮ 黑岛传治直至临终前还一直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居住ꎬ但他还在坚持反

战文学的创作ꎬ其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ꎬ尤其难能可贵ꎮ
李芒曾经说道:“文学现象极其复杂ꎬ有的作品刚一问世即名声大振ꎬ尔后ꎬ或永葆其美妙的

青春ꎬ或逐渐被人们遗忘ꎮ 有的宛若一股涓涓细流涌出泉眼ꎬ并未引起多数人瞩目ꎬ然而ꎬ随着时

光的流逝ꎬ那泉眼越来越大ꎬ细流变成长河ꎬ碧水扬波ꎬ淙淙悦耳ꎮ 黑岛传治就是后一种类型的作

家ꎮ”③日本评论家小田切秀雄也曾经指出:“虽说他(黑岛传治)的作品在他从事活动的当时已

经深深感动了专业文学工作者和一部分读者ꎬ但他更广泛地为一般人所知ꎬ尚需要一些时间ꎮ”④

今天ꎬ随着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的不断传播ꎬ黑岛传治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中日两国文学

研究界的认可ꎬ对其反战文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走向深入ꎮ

四、结语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黑岛传治病逝于家乡小豆岛ꎬ留下遗稿小说«岬»«伤病员»及只写到第

二章的«贫农»等ꎮ 他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如下:
　 　 翻过一山又一山ꎬ越过一峰又一峰ꎮ 路漫漫兮无止境ꎬ行进路上乐观行ꎮ⑤

诗中的革命乐观主义及不屈服的精神ꎬ今天读来ꎬ仍然令人感动ꎮ 黑岛传治去世已经 ６４ 年ꎬ
今天的中日两国文学界对黑岛传治文学的评价越来越高:其文学中高超的技巧、精妙的布局值得

称赞ꎬ他站在正义一方、敢于直言揭露日本战争侵略性质的反战精神更值得称道ꎮ 我国学者孔范

今指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带有时代特色ꎬ但好的作品ꎬ其意涵中必定又包蕴着人性和生命的

发展更为悠远的ꎬ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诉求ꎬ必定又会透露出永恒性的价值ꎬ是穿越历史的ꎮ”⑥

日本学者高桥敏夫也这样说道:“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黑岛传治ꎮ”⑦在今天的日本ꎬ更有必要重温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荒川洋治:«本周书推荐»ꎬ«每日新闻»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ꎮ
[日本]荒川洋治:«本周书推荐»ꎬ«每日新闻»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ꎮ
[日本]黑岛传治:«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ꎬ李芒等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 页ꎮ
[日本]小田切秀雄:«黑岛传治全集»(第 １ 卷)ꎮ 东京:日本筑摩书房ꎬ１９７０ 年ꎬ第 ３７３ 页ꎮ
原文:一山こゆればまた一山ꎬ一峰こゆればまた一峰ꎬ限りなきꎬ道ぞたのしきꎮ
孔范今:«舍下论学:关于文学»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日本]佐藤和夫:«定本黑岛传治全集»(第 ５ 卷)ꎬ东京:勉诚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３４５ 页ꎮ



李光贞: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

黑岛传治的文学精神ꎮ 实际上ꎬ在黑岛传治文学研究中ꎬ随着研究的深入ꎬ也不断出现新的研究

成果ꎮ 例如ꎬ日本学者岛村辉认为黑岛传治在小说中不仅具有反帝国主义思想ꎬ也有反殖民主义

思想ꎬ他这样论述道:“与一般的反战文学还略有不同ꎬ«武装的街巷»充满反对殖民主义思想而

大放异彩ꎮ”①对黑岛传治文学中反殖民主义的思想ꎬ目前我国的研究界还从未涉及ꎬ有待加强ꎮ
总之ꎬ目前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ꎬ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丰ꎬ但其研究多集中在文学流派、

中日比较、文学特性、对中国文学的受容等方面ꎮ 日本的无产阶级左翼反战文学鲜有研究成果ꎮ
１９９０ 年以后ꎬ我国相继推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多位日本作家的文集ꎬ日本文学在中国迅速

传播ꎮ 特别是当下ꎬ村上春树文学长盛不衰ꎬ东野圭吾等新锐作家伺机而动ꎬ我国的一些出版社

不断推出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译本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亚马逊中国发布 ２０１６ 年度阅读榜单及趋

势报告ꎬ东野圭吾的作品已经成功登上该年度畅销书榜首ꎮ 而反观黑岛传治等日本无产阶级左

翼反战文学作家作品的翻译与研究ꎬ应者寥寥ꎮ 这种现象ꎬ值得我们深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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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①

韩　 琛
( 青岛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青岛ꎬ２６６０７１ )

　 　 摘要: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ꎬ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ꎬ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

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ꎬ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ꎮ 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

状下ꎬ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ꎬ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ꎬ建构“文
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ꎮ 战后ꎬ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ꎬ
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ꎮ 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ꎬ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

想轴心ꎬ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ꎬ并形成了一种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ꎮ 实际上ꎬ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

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ꎬ而且是 ２０ 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ꎬ这使

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ꎮ 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ꎬ似乎印证了

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ꎬ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

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ꎮ 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ꎮ
关键词:　 竹内好ꎻ«鲁迅»ꎻ“大东亚战争”ꎻ近代的超克ꎻ作为方法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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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文学者竹内好”的最后完成ꎬ“文学者竹内好”也是无限地生成出“其他竹内好”的终极之场ꎮ 这个关于竹内好执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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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韩琛:«“无”鲁迅的竹内鲁迅»ꎬ«湘潭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１９４３ 年ꎬ在刚刚完成的著作«鲁迅»的“结束语”中ꎬ竹内好声称“我站在了我自己的‘终极之

场’”②ꎮ 这个对自身历史境况的描述ꎬ当然首先来自于«鲁迅»这本著作的完成③ꎮ 实际上ꎬ«鲁
迅»亦是一个本源性的“竹内好像”的自我完成ꎬ“文学者竹内好”通过发明“文学者鲁迅”ꎬ也抵

达了自己的“终极之场”ꎮ 在语言编织的以“无”为轴心的鲁迅想象④中ꎬ竹内好彻底实现了自

己ꎮ «鲁迅»的完成ꎬ让他既仿佛如释重负ꎬ也好像如临深渊ꎮ 因为与此同时ꎬ竹内好恰恰也处于

历史张力紧绷的“终极之场”中:伴随“大东亚战争”的不断深入ꎬ整个日本处于一种绝境般“终极

体验”之中ꎮ 故在战争期间ꎬ竹内好基于对“大东亚战争”的认同ꎬ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
国文学»等行为ꎬ将“文学性的否定意志”实践于个人生活的现实世界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竹内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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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将走向中国战场ꎬ以肉身性的而非思想性的“行为”———战争、杀戮和死亡ꎬ来亲身实践“为
了活着而选择死亡”的自我否定哲学ꎮ 其著«鲁迅»的写作对于身处历史的终极之场的竹内好来

说ꎬ就是他所定义的那种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行为ꎮ “大东亚战争”亦当如是观ꎮ

一、“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

大致上ꎬ竹内好的著作«鲁迅»是写作主体处于一个极端自我膨胀、极端自我虚无化的矛盾状态

下的产物ꎮ 因此ꎬ对于鲁迅的肯定ꎬ不得不建立在否定鲁迅的基础上ꎻ而自我主体性的形成ꎬ也就不

得不建立在不断自我否定的历程中ꎮ 竹内好挣扎于自我与鲁迅、日本与中国、东洋与西洋、“支那”
事变(侵华战争)与“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之间ꎬ并试图在挣扎抵抗中自我认同为一个本真性

的、绝对性的历史主体ꎬ这既体现在«鲁迅»的写作上ꎬ也显现于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礼赞中ꎮ
竹内好趋于绝对主体性的姿态必然意味着ꎬ在通过自我否定完成自我建构之前ꎬ无论是鲁迅

还是中国ꎬ作为外在的对象世界ꎬ在终极意义上都必须先被否定 /超越ꎮ 非如此ꎬ则不能形成一个

完全向内辐射的绝对主体:“作为实际存在的支那的确存在于我之外ꎬ但是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

为必须加以超越的支那存在于我之外的ꎬ在终极意义上ꎬ它不能不在我之内ꎮ 自我与他者的对立

当然是无可置疑的ꎬ但是只有在这种对立对我而言是一种肉体的痛苦时ꎬ它才是真实的ꎮ 这就是

说ꎬ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ꎮ”①在这里ꎬ所谓“支那”(即中国)是作为“真我”之实现的媒介

存在的ꎬ而不是应予承认的异我之主体而存在的ꎮ 仅仅作为一个媒介或者方法存在的“支那”ꎬ
在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主体构造完成之后ꎬ必将以转变为主体的内在者而从外在的世界中消逝ꎮ
也就是说ꎬ主体之我的绝对自由ꎬ是建立在克服他者的基础上ꎬ没有作为对他者的“支那”的存在

与否定ꎬ“我”以及日本的存在是不确定的ꎮ
将前述这段话———“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中的“支那”换成“鲁迅”ꎬ在竹内好

那里ꎬ也是应该能够成立的ꎮ “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ꎬ其实也意味着ꎬ鲁迅在终极意义

上也必须被否定ꎮ 回心至无的“竹内鲁迅”ꎻ也就是在这个终极意义上实现的———只有鲁迅成为

无ꎬ“竹内鲁迅”才能成为一切ꎮ «鲁迅»通过超克鲁迅ꎬ而成就“竹内鲁迅”ꎻ“大东亚战争”通过

对美国开战ꎬ就可以否定“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ꎬ进而成就“大东亚圣战”以及“大东亚共荣

圈”ꎮ «鲁迅»可以看作是竹内好想象性地建构“大东亚文化”的个人化尝试ꎬ这本著作是竹内好

挣扎、回心②、抵抗ꎬ进而想象一个超越一国一族之个别性文化的“大东亚文化”的思想凝结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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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ꎬ孙歌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７８ 页ꎮ
日语当中的“回心”这个词ꎬ来自英语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ꎮ 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之外ꎬ一般特指基督教中

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ꎬ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ꎮ 竹内好使用这个词ꎬ包含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
醒的意识ꎮ 在竹内好的批判近代主义的文化视野中ꎬ与主体意识充盈的“回心”一词相对的ꎬ是无主体意识的“转向”ꎮ “回心”
是回到原初的自我、第一自然ꎬ而“转向”则意味着自我的丧失与他者化ꎮ 在竹内好战后的论述中认为ꎬ中国的近代化是主体性
的回心式近代ꎬ而日本的近代化则是无主体性的转向式近代ꎮ 实际上ꎬ竹内好的“回心”说ꎬ极为类似尼采的“永恒的复归” (又
译为“永恒的轮回”)说ꎮ 海德格尔认为永恒的复归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中存在ꎬ瞬间不是稍纵即逝
的东西ꎬ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疏忽而过的一霎那ꎬ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ꎮ 在某个关键的瞬间作出个人的决断ꎬ从而
把握住内在的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ꎬ往往实现在未来与过去的碰撞中ꎮ 张旭东认为ꎬ鲁迅与尼采在“永恒的复归”的层面上
具有相同之处ꎬ“‘改变方向’正是‘永恒的复归’要做的事情ꎬ即不断地把指向未来彼岸世界的时间的箭头拨回到‘过去’的方
向ꎬ这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过去ꎬ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过去ꎬ即存在本身ꎬ即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ꎬ它的反面就是堕落
和颓废”ꎮ 竹内好的“回心”说也存在着这种朝向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回转的意思ꎬ从而在世俗主义的近代性实践中确立一种
主体性的亚洲近代性价值ꎬ回心就是一种要在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的存在中生活的信念ꎮ 当然ꎬ回心也具有一种自我中心主
义的排他性倾向ꎮ 不过我认为ꎬ内在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诚然是“永恒的复归”的终极目的ꎬ但堕落和颓废等存在方式同样
也并非完全负面ꎬ也不能排除于所谓最高的价值和意义之外ꎬ鲁迅及其文学实际上也常常显示出颓废、黑暗、虚无的一面ꎬ这也
是人之存在的诸多“本真性意义”之一ꎮ 鲁迅的文学“回心”抑或“永恒的复归”ꎬ其所蕴涵的沉重、本真的东西之中应该也包括
“卑贱”如“阿 Ｑ”者、以及踯躅于罔两间的“女吊”们ꎮ 参见竹内好:«鲁迅»ꎬ李冬木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５ 页ꎻ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９９－
２１１ 页ꎻ海德格尔:«尼采»ꎬ孙周兴译ꎬ北京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３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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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鲁迅”的“无”、“回心”、“挣扎”等概念的最终形成ꎬ可在竹内好之前关于“大东亚战争”的
礼赞中见到端倪ꎮ 意即ꎬ“竹内鲁迅”的发生来源于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个人体验ꎬ并与整个日本

昭和时代的思想状况、时代精神和历史危机密切关联ꎮ 竹内好的个人禀赋、成长历程ꎬ交织于日

本的近代化进程、对外扩张的冲动、重构世界史的野心ꎬ让“竹内鲁迅”最终产生于一个暴力与死

亡、理智与狂热、酷烈现实与乌托邦想象彼此混杂交错、难分难解的极端的年代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ꎬ竹内好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 «‹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等

文中ꎬ表述了日本和自己在“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突袭珍珠港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

一刻ꎬ所生发出的“回心”般的狂喜ꎮ 这种经由“自我否定”而回到绝对自我的主体意志ꎬ最后被

投射到了«鲁迅»的写作中ꎮ “鲁迅”最终成为竹内好处理“大东亚战争”及其所隐含的“东洋的

悲哀”———不能自主的近代化进程———的媒介ꎮ 沟口雄三认为ꎬ“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这个瞬间ꎬ那是所

谓的‘大东亚战争’爆发的导火索ꎮ 日本侵华战争扩大为大东亚战争ꎬ但这种扩大不仅仅是战争

领域的量的扩大ꎬ还意味着战争发生质的转换ꎬ把日本推向以国家存亡为赌注的内外压力同时白

热化的阶段ꎮ 对于竹内好而言ꎬ适逢这一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ꎬ中国文学研究拷问着他作为日本

人应该具有的态度”ꎬ“通过«鲁迅»ꎬ他揭示了日本以欧洲为基准、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近
代’ꎬ如何仅仅是出于主体缺席的肤浅状态ꎻ而这一揭示ꎬ却是一种扪心自问:他追问和抨击的ꎬ
是自己和自己祖国的存在方式”①ꎮ 所谓“质的转换”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美国开战

导致了日本将自身陷于孤注一掷的极端境地ꎻ其二则是侵华的殖民战争被转换为帝国主义之间

的霸权战争ꎮ 然而ꎬ这场战争之争夺亚洲或世界霸权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ꎬ无论其是欧洲基准

的近代主义式的ꎬ还是亚洲主义的反近代的近代主义式的ꎮ 不过ꎬ对于当时的许多日本知识者来

说ꎬ他们的确需要一个契机ꎬ来缓解侵华战争造成的道义上的焦虑ꎮ
在谈及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的宣战诏书的时候ꎬ竹内好表现出极端文学化的浪漫主义亢奋ꎮ

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一文的开始ꎬ他就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时间开始了”:“历
史被创造出来了ꎬ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②更为重要的是在后面的文字中ꎬ竹内好用“大
东亚战争”的发生完成了自我否定ꎬ否定了自己由于“支那事变”带来的“道义的苛责”ꎮ 因为

“这样看来ꎬ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ꎬ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件”ꎬ“今
日的我们基于对东亚解放战争的决意ꎬ重新否定了曾经自我否定了的自己ꎮ 我们在双重否定之

后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上”③ꎮ “支那”ꎬ也就是中国ꎬ成为日本否定之否定(肯定)自我的媒

介ꎬ对美国宣战完成了对于侵略中国的道德救赎ꎮ 侵略在瞬间变成抵抗ꎬ东亚殖民于是也就被转

化为东亚解放ꎮ 按照竹内好的逻辑ꎬ“大东亚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就是通过自我否定又回到自己

的回心之举ꎬ而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就是脱离欧洲殖民的解放ꎬ外在他者的解放与内在主体的

救赎在这里是二位一体ꎮ 这就是竹内好所谓的“在终极意义上它必须在我之内”ꎮ 那个必须在

我之内的“它”ꎬ既可以是“支那中国”ꎬ也可以是“文学者鲁迅”ꎮ
与通过所谓反帝国主义的太平洋战争否定自我之帝国主义倾向ꎬ进而将自己置于抵抗西方

近代主义的主体位置一样ꎬ竹内好通过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ꎬ完成了对于非主体性的外国文学研

究的否定ꎬ并写下了主体性“宣言”———«‹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ꎮ 中国学者认为此文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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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ꎬ它显示了竹内好在极端的历史状态中的“回心之轴”ꎬ并使他遭遇鲁迅:“在理解竹内好的文

学立场方面ꎬ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ꎬ因为它正面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ꎬ并把这回心之轴外

化为真正的行为ꎮ 从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到主张日本的自我否定ꎬ从鼓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

到消解国民国家的框架ꎬ竹内好使他的文学性构造在 １９４３ 年那个苦难的年头里附载于一个最费

解的形态ꎬ这就是在战争这一凝聚和激化了现代性问题症结点的现代性事件的白热化阶段ꎬ竹内

好试图将世界的哲学性构造转化为文学性构造ꎮ 他试图把«鲁迅»所揭示的投入和挣扎于自我

否定过程的文学精神ꎬ转变为处理现代性问题的最大能源ꎮ”①虽然竹内好在«鲁迅»中宣称文学

是行动ꎬ不是观念ꎬ但是文学一旦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就丧失了文学之多元性、机能性、复杂性的内

涵ꎬ而变成一种完全基于固有立场的政治性表达ꎮ 文学之超政治的政治性因此也将荡然无存ꎬ不
但无以抵抗现实政治的侵蚀ꎬ而且有与政治意识形态达成合谋的可能ꎮ 因此ꎬ«大东亚战争与吾

等的决意»«‹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作为行为的文学”ꎬ而是以文学面目呈

现的政治宣言ꎬ文学终于在与现实政治的共振中ꎬ其实是与残酷战争的共振中ꎬ凸显出其趋向于

“无”的无用之用的空前政治意识形态性ꎮ 在我看来ꎬ战争不是政治ꎬ而是政治破产的后果ꎬ政治

无法解决的冲突即导致战争ꎬ因其去政治化的浪漫主义倾向ꎬ战争往往呈现出歇斯底里的文学

性ꎮ
“大东亚战争”的爆发ꎬ为竹内好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回心”的契机ꎬ作为对这场“重写世

界史”的战争的回应ꎬ竹内好毅然解散了一手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ꎮ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为反

对古典汉学和近代“支那学”而成立的ꎬ“一方面ꎬ竹内好不满于旧汉学的因循守旧和僵化敝俗ꎬ
而另一方面ꎬ他也同样不满于支那学在改造汉学非科学性的同时对于后者的因循和僵化的无形

继承”②ꎮ 竹内好注重中国研究的主体性、批判性和现实性ꎬ他最为不满的是“汉学”和“支那学”
研究的现实性、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丧失ꎬ变成了僵化、封闭的学究化学术ꎮ 他极力主张以“否定”
作为知识生产轴心的“文学的态度”ꎮ 于是ꎬ当他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日益学院化、世俗化、“支
那”学化的时候ꎬ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通过自我否定的行动ꎬ让自己真正嵌入到自我否定的知识

生产的历史中去ꎮ 对于外在的“汉学”和“支那学”的否定作为一种行为ꎬ与对于内在的中国文学

研究会的自我否定连接起来ꎬ在“自他一体”的状况下的否定是为发明新的自我ꎮ 不断地进行外

在、内在的持续否定ꎬ必然无限趋向于“无”的境地ꎮ 不过在竹内好看来ꎬ无限趋向于“无”ꎬ恰恰

是“有”得以真正发生的唯一契机ꎬ“大东亚战争”就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历史关节ꎮ
竹内好认为ꎬ“支那”与日本休戚相关ꎬ日本的成长必须以“支那”的成长为前提ꎬ但存在的现

实矛盾是ꎬ这个“支那”是一个拥有具体肉身的他者“支那”ꎬ并作为一个现实物出现在“支那事

变”中ꎮ 竹内好等日本学者对于“支那事变”的疑惑ꎬ便来自于这种现实性压抑带来的痛感ꎮ 只

有在否定“支那”的同时也自我否定ꎬ连接于具体肉身ꎬ现实情感的痛感就会消失ꎬ个体便在消除

小我、构建大我的历史目的论中完成救赎ꎮ 在竹内好那里ꎬ“支那”和“支那文学”并不是目的性

的对象ꎬ而是日本和日本文化建构其主体自律性的媒介物ꎬ其被否定还是肯定并不依赖于其本

身ꎬ而是取决于决定改变世界史的日本之主体意志ꎮ “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知识是为

了否定它而追求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ꎬ这一切否定最终在“大东亚战争”中被完成ꎮ
至少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这一天ꎬ竹内好是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的ꎮ 他确信ꎬ对美国开战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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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ꎬ近代世界之结构将被重新定义ꎬ具体而言就是从欧洲的“哲学的结构”回心为大东亚的

“文学的结构”ꎮ 作为态度的文学ꎬ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东亚战争”为基点的“文学的结构”的近

代主义立场ꎮ

二、哲学的结构与文学的结构

在论及“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意义时ꎬ竹内好认为历史往往是由一个行为决定的ꎬ对美国开

战作为一个行为便具有改变世界史的功能ꎮ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ꎬ竹内好亦试图用一个

行为ꎬ一个作为态度的文学行为ꎬ来将自身重新置于这伟大的历史转折之中ꎬ而不是置身其外ꎮ
这个行为就是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ꎬ他亲身建构起来的一个学术研究组织ꎮ 党派性的丧失、对于

大东亚建设的无意义、“支那文学”问题未能在日本视野里被主体化的认知ꎬ是竹内好解散中国

文学研究会的三个关键理由ꎮ① 这些理由ꎬ无不与“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文化”建设相联系ꎮ
但实际的情形却恰好相反ꎬ正是“大东亚战争”的爆发ꎬ而不是研究会自身的问题ꎬ构成了竹内好

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决定性理由ꎮ “大东亚战争”给竹内好带来“回心”般的启示ꎬ并让中国文

学研究会的存续成为一个问题ꎮ 要建设“大东亚文化”ꎬ则必须否定已然世俗化、日本化的中国

文学研究会ꎬ并以之作为“大东亚文化主体”形成的牺牲ꎮ
首先ꎬ所谓失去了党派性ꎬ就是失去了从本源性矛盾中不断否定自己、并不断自我生成的主

体性动力ꎮ 唯有让中国文学研究会消失ꎬ才能证明那种本源性矛盾的存在ꎬ只有让其“否定至

无”ꎬ才能“等待原初的生活从无际的大无之中涌出的那一天”ꎮ 竹内好相信ꎬ中国文学研究会曾

经具有这样的“党派性”:“我相信研究会曾经那样存在过ꎬ我试图从没有形状的、本源性无的世

界中求得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那个场域ꎮ”②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对那种自我保全的

文化抗争ꎬ并联系于“大东亚文化”的形成ꎮ 竹内好声称ꎬ“大东亚文化只有在超克了自我保全的

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ꎮ 我们日本不是已经在观念上否定了大东亚各地域的近代殖民地统治

了么? 我认为这种观念是无限正确的ꎮ 所谓否定殖民地统治ꎬ也就是抛弃自我保存的欲望ꎮ 就

是说ꎬ个体不是通过掠夺其他个体而支撑自身ꎬ个体必须在自己内部产生出通过自我否定而包容

其他个体的立场ꎮ 世界不是通过掠夺ꎬ而是通过给予被建构的ꎮ 这一大东亚理念的无限正确性ꎬ
必须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末端ꎬ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基础ꎬ从那里促成新文化的自我形成ꎮ 只

有通过行为ꎬ只有依靠自我否定的行为ꎬ创造才会发生ꎮ 只有以行为支撑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观

念”③ꎮ 在竹内好看来ꎬ中国文学研究会一直没有完成的自我主体建构ꎬ却被“大东亚战争”一举

完成了ꎬ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通过自我解散ꎬ从而无限融入到“大东亚战争”所建立的新文化场

域中ꎮ
但是ꎬ竹内好及其同仁赋予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党派性”究竟是什么? 让党派性得以彰显的

“本源性的矛盾”、“原初的生活”、“主体性的文化”ꎬ在竹内好那里是否有具体的内容? 实际上ꎬ
这种党派性最初建立在对于汉学和“支那学”的抵抗上ꎬ并企图通过这种抵抗谋求自身的学术独

立性ꎬ进而“建立对于近代文化整体的批判立场”ꎮ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独一无二的ꎮ 不仅在理

解支那的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ꎬ而且在对现代文化进行内在批判的意义上也试图成为独一无二

６５

①
②
③

[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ꎬ孙歌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６９－１８０ 页ꎮ
[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ꎬ孙歌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７２ 页ꎮ
[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ꎬ孙歌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７２－１７３ 页ꎮ



韩　 琛: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的ꎮ 因为我们虽然在方法上采取了一般的外国文学研究态度ꎬ但反过来得以以支那作为媒介批

判使得外国文学研究成为可能的现代文化框架ꎮ” ①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最初的党派性是其相对

于日本汉学、“支那学”的独立性ꎬ以及相对于近代文化框架的批判性ꎬ它要从这个由近代主义、
传统文化构建的学术环境中分离出自己ꎬ并最终使自己处于支配环境的地位上ꎮ 这就要求中国

文学研究会必须处于不断自我否定的进程中ꎬ不如此ꎬ则无以从占霸权地位的近代主义模式中脱

离出去ꎬ也就不能取而代之并占据支配性的位置ꎮ 不过ꎬ所谓“作为态度的党派性”ꎬ最终指向的

是终极性的“无”ꎬ因为只有成为无ꎬ才能成为一切ꎬ就像“大东亚战争”一样ꎬ其目的就是通过自

我取消的永恒否定ꎬ而取得囊括一切的绝对支配性ꎮ
其次ꎬ“中国文学这一态度ꎬ对于大东亚文化建设而言ꎬ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②ꎬ这是一

个颇为令人费解、但极为关键的理由ꎮ 其至少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ꎬ中国文学研究会在

内外压力下日渐世俗化、常识化ꎬ失去了历史性的紧张感ꎬ同时也丧失了对于建构文化自律性的

渴望ꎻ其二ꎬ竹内好形成了新的方法论的自觉ꎬ“亦已经意识到我们所依靠的一般外国文学研究

方法作为方法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一事实”③ꎬ因为这些方法是从外面强加于日本文化的ꎬ而不是

从内部通过自我否定发生的方法论ꎻ其三ꎬ让竹内好认识到中国文学这一态度无用的是“大东亚

战争”的爆发ꎬ他确信“持这种立场的(旁观的、近代式的)外国文学研究ꎬ在不远的将来ꎬ不仅会

被证实与以超克欧洲近代为使命的大东亚理念背道而驰ꎬ而且还会被证实它在学术上也是无力

的”④ꎮ 其逻辑在于ꎬ如果以“近代主义的文化自律性”作为目的ꎬ那么以中国文学作为把握这种

文化自律性的媒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ꎬ面对以反近代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大东亚战争”ꎬ确乎失

去了历史合法性ꎬ于是只能自行了断ꎮ 竹内好毫不怀疑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合历史性ꎬ他相信

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必然将在战争的硝烟中确立起来ꎬ因此必须要通过对于过去之我的完全否

定而建立崭新自我ꎮ
竹内好认为:“人们说大东亚战争改写了世界史ꎮ 我对此深信不疑ꎮ 它否定了近代ꎬ否定了

近代文化ꎬ它是通过彻底的否定而从否定的深处促成新的世界和世界文化自我形成的历史创造

活动ꎮ 当我们获得了对这一创造的自觉之时ꎬ我们才得以回顾自己的过去ꎬ理解它的全部ꎮ 中国

文学研究会正因为它正确ꎬ它才变得狭隘ꎮ 这个立场正是在我们的回顾中才得到了理解ꎮ 中国

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ꎮ 就是说ꎬ现代文化必须否定ꎮ 所谓现代文化ꎬ就是在现代在这个时代里欧

洲的近代文化在我们自身的投影ꎮ 我们必须否定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着的自己ꎮ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是作为从自己内部创造世界史的创造者而存在的ꎮ 我们必须不依靠他力支撑自己ꎬ而是自

己塑造自己ꎮ 否定中国文学研究会ꎬ并不意味着复活汉学和“支那学”ꎮ 我们否定的对象也包括

这两者ꎬ所以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大否定ꎮ 换言之ꎬ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切的理解者ꎬ是通过自

我否定而使自己世界化ꎮ 这不是给既成的自我再添加点什么东西ꎬ而是立足于无限更新自我的

根本之点ꎮ 中国文学研究会十年的经营ꎬ换来的正是这个自觉ꎮ”⑤“大东亚战争”令竹内好意识

到ꎬ中国文学研究会依然是一个他律性的近代主义研究范式的产物ꎬ这也是日本的近代化的基本

特征ꎮ “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就是日本决定从他律的近代主义回心为自律的近代主义ꎬ从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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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变成世界史的主体ꎮ 不过ꎬ按照竹内好自己的逻辑———“正因为它正确ꎬ它才变得狭隘”ꎬ
他深信不疑的改变了世界史的“大东亚战争”ꎬ也应该同样是狭隘、偏执、排他的ꎮ 所谓无法否定

否定着的自我ꎬ却恰恰就是竹内好试图否定的近代主义的根本逻辑ꎮ
最后ꎬ竹内好认为应该主体性地立足于日本文学的立场来认识“支那文学”ꎬ但是目前衰弱

的日本文学却不能自他一体地确立这种主体性ꎬ无法将“支那文学”的问题转化为自身的问题ꎬ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于中国文学研究会身上ꎬ因此它必须被解散ꎮ 竹内好的论述最终落脚于建构

日本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上ꎬ以为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没有思想ꎬ只剩观念ꎬ失去了创造力ꎬ与“大
东亚战争”不相匹配ꎮ 日本文学必须经过自我否定的行为ꎬ在自己的内部产生“大东亚文学”ꎬ没
有这种行为ꎬ“大东亚文学”就是一句空言ꎮ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解散作为一个否定的行为ꎬ就与

衰落的日本文学转化为新生的“大东亚文学”联系起来ꎮ 竹内好试图想象一个超越了哲学结构

之文学结构的世界ꎬ因为只有文学的结构ꎬ才能解释并契合于“大东亚战争”:“今天ꎬ文学的衰退

已经成为无可遮蔽的事实ꎮ 把它昭示于天下的是大东亚战争ꎮ 文学的衰退ꎬ客观的说ꎬ就是世界

不具有文学的结构ꎮ 今日的世界ꎬ与其说是文学性的ꎬ毋宁说是哲学性的ꎮ 今日的文学无法处理

大东亚战争ꎮ 因此ꎬ它衰竭了ꎮ 但是ꎬ这个事实反过来从内部看ꎬ也可以说恰恰是今天ꎬ文学被要

求回归它原初的狂放ꎮ 衰退了的文学ꎬ可以通过对于衰退了的文学的否定而复生ꎮ 只有这样才

能在自己的内部产生出新的自我ꎮ 大东亚的新文学ꎬ不是被给予的外在之物ꎬ而是通过当今衰退

的文学的自我否定ꎬ从否定的无限深渊中自我涌现的成果ꎮ 我希望相信的是ꎬ日本文学无论有怎

样的曲折ꎬ总有一天它会成就这种涅槃的ꎮ 今天ꎬ正是反思文学作为本源性的、内在于行为的决

意的这一性质的时刻ꎬ正是认识文学并非心理的外包装的时刻ꎮ”①实际上ꎬ不是日本的文学不能

契合于“大东亚战争”ꎬ而是“大东亚战争”建构起一种超越性的文学氛围ꎬ当下的文学语言无以

描述这种新的文学结构ꎬ因为日本近代的文学是西方近代的哲学的结构的产物ꎬ因此有必要创造

出一种新的“大东亚文学”形式来ꎮ 当然ꎬ这个文学的结构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中ꎬ被凝结为

一个本质为“无”的绝对“文学者鲁迅”ꎮ
世界的哲学化是竹内好对于近代化及其历史的基本判断ꎬ其意味着西方近代性及其意识形

态———一种抽象的、客观的、理性的知识范式的霸权ꎮ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知识脉

络ꎬ当然从未脱离于这个近代的知识典范之外ꎮ 日本的中国研究的近代化ꎬ在竹内好看来不过是欧

洲的近代知识在自身的投影ꎻ而日本的近代文学的衰落ꎬ其实也就是一个近代性的后果ꎮ 无论是文

学创作方面还是文学研究方面ꎬ二者所提供的思想、话语和知识ꎬ都不能处理正在“否定近代主义”
的“大东亚战争”ꎬ当然也不可能形成作为“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之“意识形态翼赞”的文

化主体镜像ꎮ 当竹内好强调一个本源性的、内在性的文学结构应是“行动”的时候ꎬ正是在暗示“大
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之基本的文学性本源ꎬ从而与那种西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哲学性

本源相区隔ꎮ 因此ꎬ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行为是一个源于本质的文学性的行为ꎮ 其至少

在竹内好的认识中ꎬ应是日本的知识生产和文学创作的一次“回心”之举:它否定了自己ꎬ也否定了

近代ꎬ同时在双重否定的基础上又达成了自己ꎮ 文学既是一种态度ꎬ也是一个行为ꎬ它必须在自我

否定的行为中带来新的创造性ꎮ 于是ꎬ日本文学必须自我否定为“无”ꎬ才能从内部生成新的“大东

亚文学”ꎮ 只有自我否定至无ꎬ才能成为一切ꎬ并创造出新的世界ꎮ 竹内好废刊«中国文学»、解散中

国文学研究会ꎬ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否定到无的姿态ꎬ冀望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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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限空无”的自我ꎬ形成囊括世界的“大东亚文化”ꎮ
　 　 我相信ꎬ大东亚文化只有通过日本文化自我否定才会诞生ꎮ 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自

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ꎮ 必须成为无ꎬ才能成为一切ꎮ 回归于无ꎬ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

界ꎮ 日本文化作为日本文化而存在ꎬ不是因为它创造历史ꎬ而是因为它固定日本文化ꎬ使它

官僚化ꎬ使生的本源枯竭ꎮ 必须打倒自我保存的文化ꎬ除此之外ꎬ别无其他生路ꎮ①

三、文学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

作为争夺地缘政治霸权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大东亚战争”ꎬ在本质上完全是基于现实考

量而发动的战争ꎮ 对美国开战ꎬ乃是日本之大陆扩张受到苏联狙击的后果ꎮ 诺门坎战役的彻底失

败ꎬ让日本不得不在太平洋上寻找战略突破口ꎬ以应对美国制裁引发的物资危机ꎮ 太平洋战争首先

是一个地缘经济战②ꎬ而侵华战争同样也是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算计的理性后果ꎬ其中并没有道义、文
化或美学的任何位置ꎮ 即使时时有各种浪漫主义战争颂的出现ꎬ但也是作为将近代大众重新投入

蒙昧与狂热的“意识形态翼赞”而发生的ꎬ而绝不会作为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结构性内容存在于战

争中ꎮ 这里指的是任何一种战争ꎬ无论是正义的ꎬ还是非正义的ꎬ实际上都没有文学插足的余地ꎮ
但是ꎬ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ꎬ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

美快感来体验ꎮ 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③ꎮ 文学不得不需要乞灵于战争的启迪ꎬ因
为近代世俗生活如此凡庸ꎬ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象力ꎮ 就像竹内好对于“大东亚战争”之毫无保

留的狂热礼赞一样ꎬ世人总是会在战争乍起的炽热状态中生出“徒手握住火焰”般的文学性狂想:
“大东亚只有在自己的内部、通过否定的行为才能够得以产生ꎮ 只有这种行为才是创造ꎬ只有创造

才是文学ꎮ 文学仅仅是吐出一个话语ꎬ但是为了吐出这个仅有的话语ꎬ必须要有徒手握住火焰的行

为ꎮ”④不过ꎬ文学就是文学ꎬ其本质在于创造ꎻ而战争ꎬ则是对创造的毁灭ꎮ
在战后论述中ꎬ竹内好认为日本直到 １９６０ 年为止ꎬ“战争都没有结束ꎬ战争体验一直持续

着”⑤ꎬ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ꎬ川端康成文学或小津安二郎电影的唯美颓废有战争的影子ꎮ 不

过ꎬ这种唯美颓废并非来自于日本战败之感伤ꎬ而是来自于对战争本身的一般性体验ꎬ这是一种

超越战争之现实性、肉身性的美学性经验ꎮ 也就是说ꎬ战争在瓦解日常经验、生命实感、现实矛

盾ꎬ确立一种无以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之外ꎬ亦会令敏感的知识者陷入某种宿命式的感伤诗意ꎮ 战

争、暴力和死亡总是具有一种莫名的魅惑ꎬ居然能让庸常的现实焕发出异样光彩ꎬ战争于是经常

被升华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性结构ꎮ 因为用一般的日常语言是无法描述战争的ꎬ而文学语言

则可以ꎬ它是一种置之死地之后的余裕和从容ꎬ并在极端震荡的状况中展示出所谓“无”我的“终
极的静谧”ꎮ 有我的主体性个人ꎬ其实无法认同于战争状况下的“乌合之众”ꎬ而无我之主体大

我ꎬ则能够将乌合之众的庄严膜拜般的集体臣服ꎬ上升到一种意志美学的高度ꎬ即如里芬斯塔尔

在纳粹时代创作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⑥ꎮ 我们无法否认里芬斯塔尔纪录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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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高度ꎬ但也无法否认这种美学的法西斯主义意涵ꎬ甚至不能用“谁成就了谁”来将二者排序ꎬ
而只能说它们或者根本就是彼此成就ꎮ 崇高的美学、意志的胜利ꎬ总是包含令人性战栗、理智沦

丧的魔性ꎬ并倾倒众生ꎮ
集矢于无以抗拒的绝对性———死或无ꎬ进而让生命绽放出文学式的华彩ꎬ并最终站上世界史

的峰巅ꎬ这抑或就是竹内好的文学主义想象ꎮ 他也是以这样文学态度来书写«鲁迅»的ꎮ 所谓抵

抗绝望ꎬ或从绝望开始的鲁迅ꎬ就是战争带来的震惊体验的一般化、形式化ꎬ而无以名状的“东洋

人的悲哀”ꎬ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ꎮ 从竹内好提及的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ꎬ人们能够切

实地体会到意志的美学与臣服的激情的交织ꎮ 在小津电影«秋刀鱼的滋味» (１９６２)中ꎬ不时在

«军舰进行曲»里穿插对于战争的回忆ꎬ战争的尊严、日常的忧愁与时间的流逝居然交织出一种

唯美颓废的诗意ꎬ如果没有战争体验作为深度背景ꎬ是不能形成这种“火焰灼烧后的遗骸”般的

美学况味的ꎮ 如此基于战争体验的历史魅影及其文学再造ꎬ于宫崎骏的动画电影«起风了»
(２０１３)中ꎬ亦有不可思议的再现ꎮ 在暴力与静谧、绝望与希望、战争与文学之间的转寰腾挪中ꎬ
竹内好不得不以虚无作为通往本源内在世界的美学媒介ꎬ因为只有在风暴中心的空无之眼中ꎬ人
们才有可能对暴力、战争和绝望持一种绝对静观的立场ꎮ 这就是竹内好在«鲁迅»中论及的作为

“余裕的产物”的文学之姿态:“文学不在行动之外ꎬ而在行动之中ꎬ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ꎬ是
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ꎮ 没有行动便没有文学的产生ꎮ 但行动本身却并非文学ꎮ 因为文学是

‘余裕的产物’ꎮ”①

在竹内好的笔下ꎬ“大东亚战争”是行动ꎬ而且是摧枯拉朽、暴风骤雨般的行动ꎬ全体国民都

必将被席卷其中ꎮ 这个行动具有改变历史、国族、人心的绝对力量ꎬ导致每个个体产生一种难以

克制的恐惧与战栗:“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ꎬ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

的光芒ꎬ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ꎬ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

震撼之力ꎮ”②竹内好感受到的震撼、战栗是文学性的ꎬ其不能够在理智的范畴内用逻辑的话语表

达ꎬ因此必须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赞美诗形式呈现ꎮ 因为除此之外ꎬ便无以描述这场战争之本质

上的意义匮乏ꎬ于是ꎬ他只能在文学主义的虚空话语中赋予这战争以无意义的意义ꎮ 凌空蹈虚或

许是对于竹内好的战争礼赞的最好描述ꎬ其是如此超凡脱俗ꎬ又是如此不知所谓ꎮ
相应的ꎬ竹内好废刊«中国文学»也是行动ꎮ 他以决绝之姿态告别旧的近代中国文学研究范

式ꎬ进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大东亚文学”研究范式ꎮ 然而ꎬ就像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前纠

结于“战与和”一样ꎬ竹内好并不能够将自己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理由落于实处ꎮ 他认为那些

可以举出的解散理由ꎬ也可以原封不动地理解为不能解散的理由ꎬ解散与不解散是互为表里的ꎮ
最终ꎬ竹内好只能用文学式的言语ꎬ来描述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思想状况ꎬ因为他实际上并

不能够确定ꎬ自己是否真的如他所言:我们在经过双重否定之后ꎬ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之上ꎮ
他唯一能够落实的心情ꎬ则是自己永不能解脱的文学情怀:“对于现在的我而言ꎬ切实的心情仅

仅是古人那种浪迹天涯的情怀ꎮ 恐怕我将来也不会改变自己在虚空中刻写文字的秉性ꎮ”③在竹

内好的想象中ꎬ时代的动荡、历史的转折和战争的爆发皆是行动的表征ꎬ能够应和、抵御和逆反这

些暴烈行动的唯有内在的“文学精神”ꎬ也就是内在于整个东洋世界的“文学的结构”———一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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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琛: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初于东亚本体的“文化自律性”ꎮ 竹内好认为ꎬ无论是“支那”事变或是“大东亚战争”ꎬ都使国民

生活发生了激烈的动摇ꎬ这个动摇是针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洋世界的ꎮ “国民生活

的动摇ꎬ是对文学精神的考验ꎬ不仅中国如此ꎬ我们现在也正在体验着这种考验ꎮ 教给我们这一

点的ꎬ不是别人ꎬ正是鲁迅ꎮ”①而竹内好著作«鲁迅»整个的目的ꎬ或者就在于回答文学精神何以

能够抵御、应对战争对于生活的激烈动摇ꎮ
不过ꎬ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之新生般的礼赞姿态不同ꎬ«鲁迅»是被竹内好以遗书

的心境写就的ꎬ但二者对于文学精神的钟情却并无分别ꎮ 因为ꎬ只有文学的结构才能指向那无限

否定的“无”轴心ꎬ而文学精神则是生出其他一切现实行动的终极之场ꎮ 如前所述ꎬ竹内好之东

洋中心主义的文学的结构是相对于西洋之哲学的结构而言ꎬ并构成了一些彼此连接的二元对立

项的出现ꎬ例如东洋的近代与西洋的近代、机能性与实体性、抵抗与进步等等ꎬ东洋的近代、机能

性和抵抗性集束折射于文学的结构中ꎮ 如果一定要将这个文学的结构指示出来的话ꎬ其实际上

即是竹内好谓之“鲁迅文学的根源ꎬ是可以称为‘无’的某种东西”ꎮ 虽然为区别于西洋的哲学的

结构而建构了一个东洋的文学的结构ꎬ但是这个无限趋向“无”的文学的结构ꎬ在强调东洋之特

殊性内在的同时ꎬ也试图在东洋的内部建立起一种囊括一切的普遍性论述ꎮ
相对于西方通过将东方不断对象化而自我实体性扩张的理性主义信念ꎬ无限否定的机能性

的东洋主体意志ꎬ同样也不缺乏自我扩张的动能ꎬ因为所谓的“无”ꎬ虽然什么也没有ꎬ但是却可

以无限地囊括所有差异性ꎬ并催生出一切的有ꎮ 从表面上看ꎬ竹内好彻底到“无”的自我否定精

神ꎬ是一种强烈的近代主义批判意识的体现ꎬ其意在超克日本之追随西方的近代主义倾向ꎬ并生

发出本土性、主体性的近代文化意识ꎮ 不过ꎬ他针对日本的中国研究以及日本文学的批评并不是

真正内向化的ꎬ而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内向化批判ꎬ进而达成外向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ꎮ 他实际

上是通过彻底否定日本文化相对于东亚其他国家文化的特殊性ꎬ然后再在克服特殊性的基础上

达成一种普遍性的“大东亚文化”ꎮ 其根本原因在于ꎬ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特殊文化ꎬ日本文化不

具备世界性的特征ꎬ甚至作为东亚边缘的日本文化ꎬ它实际上都不具备亚洲主义的内涵ꎬ所以必

须彻底否定之ꎬ以建设一个以亚洲为媒介的世界主义文化———“大东亚文化”ꎮ
然而ꎬ“大东亚文化”并非是一个自然的存在ꎬ而是战争的产物ꎬ或者说是“大东亚战争”发明

出了“大东亚文化”ꎮ 对于竹内好来说ꎬ如果“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是否定了一个“脱亚入欧”的
近代主义日本ꎬ那么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ꎬ“大东亚战争”则不过是日本殖民 /帝国

主义行为的深入ꎻ其对内的“自我近代化否定”ꎬ强化了其对外扩张的动能ꎬ对内否定与对外扩张

是二位一体的ꎮ 竹内好想象的“亚洲文化共同体”———“大东亚文化”ꎬ是以消除亚洲内在的差异

性为目的的ꎮ 让日本文化放弃自我保持的立场“先行否定到无”ꎬ就是使之具有超越差异的先在

性ꎬ然后再创造出崭新的具有普遍同一性的“大东亚文化”ꎬ其可以涵盖并最终彻底消灭东亚的

内在差异性ꎮ 这种试图最终消除东亚内在差异的叙事逻辑ꎬ虽然以日本、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为

基础ꎬ但这个“先行否定到无”的行为 /理念的关键ꎬ却是一个日本中心的国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意识形态ꎮ 虽然竹内好宣称ꎬ“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的同时ꎬ与“支那”相对的近代的日

本自我也必须被否定ꎬ但是其最终的目的却在致力于这样一个日本如何在否定之后成为绝对主

体的问题:“作为外国文学的支那文学在日本文学的视野里被主体化ꎬ这是我们不可以转移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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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问题ꎮ 就是说ꎬ只能主体性地立足于日本文学的立场ꎮ”①竹内好的«鲁迅»ꎬ其实也是在这个

日本视野中被主体化、主观化的产物ꎬ“竹内鲁迅”之“无”鲁迅的判断ꎬ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获得

的ꎮ
对于自我的否定性承认与对于他者的肯定性否认ꎬ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ꎬ对于自我的浪

漫主义遐想与对于他者的理性的现实主义分析ꎬ也是表里同构ꎮ 将日本文化“先行否定到无”并
不是解构日本的主体性ꎬ而是将日本及其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当然最终会被廓大为“大东

亚主义”)通过否定之否定之后ꎬ臻达能够贯穿于整个“大东亚文化”的普遍性ꎮ 这个普遍性的主

体将消泯东亚其他文化的特殊性ꎬ并将之统统整编于“大东亚文化”的名目下ꎮ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到 ４
月间ꎬ竹内好到中国进行了为期 ３ 个月的调查ꎬ主要考察关于回教的相关问题ꎮ 这个考察的基本

目的ꎬ当然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相关ꎮ 在«东亚共荣圈与回教»一文中ꎬ他一方面惊叹于东亚

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差异性ꎬ另一方面却又不着边际地笃信ꎬ“大东亚文化”一定能够创造出

新的历史文化认同ꎬ必然能够最终超克这些多元差异性ꎮ
　 　 随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ꎬ能从各个角度讨论一下将来比较理想的构思ꎬ真是一件

让人高兴的事ꎮ 我们也许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ꎮ 真正地去建设“大东亚共荣圈”ꎬ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ꎮ 但是它是早晚可以实现的ꎬ我们决不能失去希望ꎬ失去信心ꎮ 民族、
语言、政治组织、社会结构ꎬ一切都是那样的复杂ꎬ令人头昏眼花ꎮ 我感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绝非易事ꎮ 我们的“共荣圈”包括从以狩猎为生的原始民族ꎬ驰骋沙漠的游牧民族到拥有古

老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民族ꎮ 单纯从宗教的方面来说ꎬ从原始的精灵说到世界宗教范围

内的佛教、基督教、回教ꎬ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环境和历史ꎬ而这些宗教被一直传承至今ꎮ 这

种复杂的程度在世界其他“共荣圈”里是看不到的ꎮ 为了创造新的文化ꎬ就必须首先研究透

他们现有的状态ꎮ②

按照竹内好之建构“大东亚文化”的逻辑ꎬ非但“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ꎬ一切差异性

的东亚文化因素在终极意义上也必须被否定ꎬ只有自他之对立的状况完全消解之后ꎬ新的“大东

亚文化”才能被创造出来ꎮ 很明显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关于新的文明范式的任何愿景ꎬ只有一颗

试图否定一切、吞并一切的野心ꎬ其以文学想象来建构ꎬ自然是最为合适的ꎮ 狂热拥护“大东亚

战争”、毅然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着迷于空想“大东亚文化”等ꎬ让竹内好在文学的结构的行

为中ꎬ不断实践着自己的否定之否定的主体辩证法ꎮ 他试图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ꎬ而达到一个本

源性的主体性的内在ꎬ即所谓世界性的、当然首先是日本性的文学的结构ꎮ 竹内好否定之否定的

“同义反复”修辞ꎬ形成了一种内向的、封闭的、排他的话语逻辑ꎬ从而使其几乎对于外在的一切

质疑、批判形成了免疫力ꎬ因为它自己构成了对于自己之无限“解构性的重构”ꎮ 所谓“回心”ꎬ其
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指向绝对内在自我的循环式修辞:谁也不能否定一个永远自我否定的主体ꎮ
当然ꎬ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ꎬ原因就在于竹内好根本无法解决“主体”的混杂性本质ꎮ 无论是作

为想象的主体性大东亚文化ꎬ还是“大东亚文化”的象征物———“竹内鲁迅”ꎬ当然也包括日本ꎬ其
实都具有难以否认的混杂性ꎮ 而正是由于这种无法处理的混杂性ꎬ使得主体在建构自我认同的

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内外否认ꎬ其根本不能在本质上明确自己到底是什么ꎬ于是只能一遍又一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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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ꎬ孙歌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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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自己不是什么ꎮ 对于竹内好来说ꎬ主体认同叙事其实从来都是一个宣称自己谁都不是、甚至

不是自己的话语游戏ꎬ而“回心”之旅ꎬ也就是一个永远不能抵达自己的旅程ꎮ
竹内好在«鲁迅»中不断声称的文学者鲁迅得以诞生的混沌ꎬ“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的日本

的困惑ꎬ未来的、同一性的“大东亚文化”必然诞生的现实性基础ꎬ等等———东亚内部纷繁复杂的

文化差异性ꎬ皆体现了主体之混杂构成的宿命ꎮ 对于“杂种性”的涤荡并不能获得根本性的纯

粹ꎬ于是ꎬ竹内好一向热衷的根源性的主体之内在核心ꎬ只能用词语环绕的“无”ꎮ 而“无”同样是

一个无限“混沌”之所在ꎬ因为表征“无”的词语本身ꎬ就是一种与“有 /物 /存在”相分离的抽象的

“物 /符 /无”ꎮ 也就是说ꎬ你无法用“无” (词语)来表征“无” (词语)ꎬ当然也不能用自己表征自

己ꎬ你只能在与他者的差异性比较中意识自己并认同自己ꎮ 因此ꎬ“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承

认”ꎬ没有这种对于他者的绝对承认ꎬ任何自我否认在终极意义上都是“无”所依凭ꎮ

四、文学政治与东洋的抵抗

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战争礼赞到«鲁迅»的诞生ꎬ贯穿于竹内好论述的基本立场ꎬ
其实是一个文学政治的立场ꎮ 至于可以“无故纳万境”的“大东亚文化”ꎬ同样也只有在荒废现实感

的殖民亚洲的“大东亚战争”之后ꎬ才能在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中被发明出来ꎮ “竹内鲁迅”之文学

性的“无”根源ꎬ是竹内好无中生有“大东亚文化”的具体落实———“必须成为无ꎬ才能成为一切ꎮ 回

归于无ꎬ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ꎮ 竹内好将鲁迅及其文学建构为一个挣扎、抵抗、回心于自我

否定过程的绝对文学者ꎬ便是以此来表征彻底否定西方近代主义之“哲学的结构”的“文学的结构”
的东洋的近代ꎮ “竹内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交织现实与想象、狂热与静观、死亡与永恒的“大东

亚文化”想象的表征ꎮ 在竹内好那里ꎬ“鲁迅”就是文学结构的“大东亚文化”的回心之轴ꎮ
文学结构的“大东亚共荣圈”ꎬ直接联结着竹内好战后主张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想象ꎬ而他

对于本源性的亚洲主体的执迷ꎬ则具有一种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ꎮ 实际上ꎬ通过发动对西方的

战争、否弃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想象一个鲁迅式的东洋文学者ꎬ移情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ꎬ就能够建构起一个无中生有的、本源性的文学的结构的亚洲主体ꎬ其实是一个歧途丛生的思

想旅程ꎮ 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或许在于ꎬ何以无中生有的文学的结构的另类近代性想象ꎬ能够与

白热化的“大东亚战争”以及扩张性的“大东亚文化”联接起来ꎬ从而构成一种“东洋的抵抗”
轴线ꎮ

战后的竹内好辨析各种亚洲主义论述ꎬ分离并抽象出了自己的“作为方法的亚洲”ꎮ 他认

为:“亚细亚的定义是非常的各色各样的ꎬ有些是作为反动思想ꎬ有些是作为膨胀主义或侵略主

义的别称ꎬ有些是把亚细亚主义当作广域圈思想的一种形态ꎮ 也有与孙文的亚细亚主义、聂鲁的

亚细亚主义等个别范畴并列ꎬ而处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ꎮ”①竹内好提出要检讨、批判亚细亚主义

幻灭的思想ꎬ而返回原型 /原初的“亚细亚主义”ꎬ即具有普遍性、内在性的亚细亚ꎮ 这种原教旨

的亚洲主义强调亚洲内在的本源性力量ꎬ亚洲需在抵抗西方近代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返回这个原

点ꎬ即在自我否定和对外否定的过程中重构自己的主体性ꎮ 这个亚洲主体不是实体性的ꎬ而是机

能性的ꎬ是一个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又不断发明自我的过程ꎬ也就是一个“回心”至“无”的自我认

同过程ꎮ 它当然只能在文学的结构中持续发生(想象)ꎬ而不会在哲学的结构中变为实体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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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ꎮ 对于文学的结构的矢志不渝的推崇ꎬ实际上明确指向贯穿竹内好一生的基本思想的核心ꎬ
“恰恰是文学的位置与功能问题ꎬ所以在更准确的意义上ꎬ或许应该称竹内好的精神原点为‘文
学的方式’”①ꎮ

竹内好在想象“大东亚文化”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无”的鲁迅:“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ꎬ同时也

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 ②ꎻ而在“大东亚战争”中他虚构一个“无”的日本:“必须成为无ꎬ才
能成为一切ꎮ 回归于无ꎬ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③ꎻ在战后的氛围中他又想象了一个“无路可

走又必须前行的”永远革命的中国———永远向内“回心”运动的生产性革命ꎬ才是真正的革命④ꎮ 这

一切致力于无中生有的抵抗性思想的发生ꎬ都是作为基本价值立场的文学政治的显示ꎬ此即竹内好

所谓的“作为态度的文学”ꎮ 而“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方法论所指ꎬ其实也是这个“作为态度的文

学”ꎮ 站在一个具有内在历史连续性的“文学的位置”上ꎬ战后竹内好的亚洲想象实际上并不能与

战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妄想摆脱干系ꎮ 而且ꎬ竹内好本人并不讳言自己试图从政治不正确的战时

意识形态中获取政治抵抗资源ꎬ对于西洋的抵抗———“大东亚战争”带来的“大东亚文化”的自觉ꎬ
被他通过对鲁迅及其文学的持续“翻译”ꎬ再次获得一般性或者普遍性的内涵ꎮ 这些以“无”为最终

旨归的态度、立场和行为ꎬ被竹内好笼统地称之为“东洋的抵抗”:“我开始用‘东洋的抵抗’这一概

括性的表现来思考ꎬ是因为我感到鲁迅所具有的那个东西在其他东洋诸国也存在ꎬ并认为由此大概

可以推导出东洋的一般性质ꎮ 说是东洋的一般性质ꎬ我并不认为那种东西是实体性的存在着

的ꎮ”⑤“东洋的抵抗”一如不断自我否定回心至无的“文学者鲁迅”ꎬ其作为一种指向内在主体自我

的否定性场域ꎬ是生出各种各样的反西洋的近代的“东洋的近代”的终极之场ꎮ
虽然战后的竹内好不再使用“无”来表征东洋(亚洲)的非实体性的“一般性质”ꎬ但我们依然会

从流动性、机能性、瞬间性等文学修辞中ꎬ寻找到“无”的鬼影ꎮ 而且极具意味的是ꎬ战时的竹内好认

为ꎬ“战争突然降临ꎬ在那个刹那ꎬ我们了解了一切ꎬ一切变得明白无误ꎮ 天空高远ꎬ清光四射ꎬ我们

陈年的积郁被驱散了ꎮ 我们这才刚刚觉悟到ꎬ原来道路就在这里ꎬ回头顾盼ꎬ昨日的郁结之情早就

不见了踪影”⑥ꎮ 世界、道路和未来变成透明之物ꎬ竹内好在战争爆发的瞬间ꎬ觉得日本已经完全掌

握了世界史的发展脉络ꎬ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ꎬ这里不存在任何不确定、不明了的地方ꎮ
如果还存有不确定、不明了之处ꎬ那就将其塑造为通过持续否定而不断回心自我的“无”ꎬ“无”便是

不明了的明了ꎮ 战争胶着状态下写就的«鲁迅»ꎬ就是将混沌多义的鲁迅文学归结于“无”ꎬ而造就

的明了化的鲁迅形象ꎮ 不过ꎬ战后的竹内好似乎改变了策略ꎬ会特别强调一种流动性、状况性和机

能性的复杂历史情态ꎬ而特别反对实体性、本质主义的历史解释ꎮ 例如他对于远山茂树回应即是如

此:“在远山氏那里ꎬ人的动机和手段是可以明确区分ꎬ并且可以被他者整体上把握的透明实体ꎬ对
我而言却是流动的、状况性的ꎬ而且难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物件ꎬ而历史ꎬ在远山氏那里是沉重的被

给予之物 ꎬ在我这里ꎬ是可塑的、可以分解的建构之物ꎮ”⑦

实际上ꎬ竹内好对于历史的瞬间性、流动性、状况性的强调是一直没有变化的ꎬ变化只在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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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试图在历史瞬间之中把握住历史规律ꎬ进而破解历史整体的含混暧昧而抵达明了之地ꎬ战后

则强调在瞬间之中把握历史本质的不可预测性ꎬ反对基于结果而对历史过程作出政治判断ꎮ 战

时在“大东亚战争”爆发的历史瞬间明确了“支那”是日本重写世界史过程中的可牺牲要素ꎬ因此

“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ꎻ战后则要在历史的瞬间把握“近代的超克”①等法西斯主义意识

形态中的复杂性、多义性ꎬ以及隐含于其中的“东洋的抵抗”等思想性要素ꎬ故此ꎬ“近代的超克”
在复杂的历史状况下可离析出新的思想史意义ꎮ 不过对于竹内好而言ꎬ前后没有变化的是在不

可抉择的、流动的历史瞬间ꎬ他都基于某种自我确立的需要通过不断否定做出了抉择ꎬ即使明明

知道有所牺牲ꎬ抑或政治不正确ꎬ也在所不惜ꎮ 因此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的瞬间ꎬ他牺牲、否定

了“支那”ꎻ在战后从“近代的超克”论中择取思想性的“东洋的抵抗”要素时ꎬ他牺牲、否定了政

治正确ꎮ 这就是竹内好所谓的“知识若不具备否定它自身的契机(或者说是热情)ꎬ就不能作为

知识而活着ꎮ 知识应该是为了否定它而追求的ꎮ 这就是文学的态度”②ꎮ 竹内好认为ꎬ鲁迅即是

具有这种“文学的态度”的东洋典范ꎮ 但是ꎬ这种文学的态度其实还是政治性的态度ꎬ而非真正

反政治化的立场ꎮ 同样ꎬ反对从结果推定的政治正确的态度ꎬ也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ꎮ
孙歌认为ꎬ从 １９３６ 年的«鲁迅论»开始ꎬ经 １９４３ 年的«鲁迅»到 １９４８ 年的«中国文学的政治

性»ꎬ竹内好在漫长的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关于“文学的位置”的这种机能性的理解ꎮ “政治

与文学”最终被确定为“场和其中的存在的关系”———“文学”从一个实体性的领域变成了一种内

含否定契机的机能化结构ꎬ“政治”也不再被看作与文学对垒的实体化力量ꎬ而成为一种与社会

整体利益相关的行为空间(公共领域)的文学之场ꎮ③ 竹内好在«鲁迅»中建构起一种文学政治

的论述:“政治与文学的关系ꎬ不是从属的关系ꎬ不是相克的关系ꎮ 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

不是文学ꎮ 所谓真的文学ꎬ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ꎮ 可以说ꎬ政治与文学的关系ꎬ是矛

盾的自我同一关系ꎮ”④而且ꎬ“政治的振幅越大ꎬ文学把自己破却在政治里的纯粹程度也就越深ꎬ
这种关系用日常语言是不能表达的”⑤ꎬ唯有鲁迅的文学能够表达之ꎮ

在战后论及中国近代文学的政治性的时候ꎬ竹内好特别以茅盾为例说明ꎬ这种政治性是一种

国民文学性ꎬ并与日本文学的非国民性形成了对比:“我认为茅盾的‘民主与独立’的主张是他的

文学性的言论ꎬ同时也是高度集中表达这种国民意志的话语ꎮ 之所以可以这样表达ꎬ取决于社会

结构的现代性ꎬ就是说文学的国民文学性(规模虽然还小ꎬ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ꎬ它体现了全体

中国人的意见ꎮ 而且正因为如此ꎬ它是文学性的ꎮ (因为这种话语ꎬ是来自于底层的、人民的、生
活的ꎬ而不是来自于远离生活的抽象的‘符咒’式的东西)”⑥竹内好一方面钟情于一种抽象的文

学政治ꎬ以为文学是机能化实体政治的场域ꎬ并解构了政治之狭隘的排他性论述ꎻ另一方面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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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言之ꎬ“近代的超克”反映了近代日本之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ꎬ其内涵大略可概括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反近代

主义”兴起ꎬ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主体悖反意识由此发生ꎮ 在讨论太平战争期间日本学界发起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

时ꎬ竹内好认为ꎬ“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ꎮ 复古与维新ꎬ尊王与攘夷ꎬ锁国与开国ꎬ国粹与文

明开化ꎬ东洋与西洋ꎬ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ꎬ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ꎬ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

题的逼迫ꎬ而一举爆发出来的ꎬ便是“近代的超克”这个讨论ꎮ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ꎬ赵京华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

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５４－３５５ 页ꎮ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２８ 页ꎮ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７２－７４ 页ꎮ
[日本]竹内好:«鲁迅»ꎬ李冬木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３４ 页ꎮ
[日本]竹内好:«鲁迅»ꎬ李冬木译ꎬ«近代的超克»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５１ 页ꎮ
[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政治性»ꎬ薛毅、孙晓忠:«鲁迅与竹内好»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４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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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政治视为一种自然的、底层的、自下而上的国民政治ꎬ其是所有国民诉求、国民生活的结构性

集中ꎮ 虽然竹内好认为文学政治不是远离生活的咒语式的东西ꎬ但他自己对于文学政治的表述ꎬ
却充满了幻想气质与文学精神ꎬ是十足竹内好式的同义反复咒语ꎮ

立于“文学的位置”的有机抵抗ꎬ的确是人文批判知识分子的重要策略ꎬ并使其批判呈现出

非凡的力量和强度ꎮ 但亦需指出的是ꎬ文学的流动性、含混性、前意识性ꎬ使之既可能是缪斯的低

吟ꎬ也可能是塞壬的歌声ꎮ 其中既有理性的思辨ꎬ更有非理性的蛊惑ꎻ既有有意识的抵抗ꎬ也隐含

无意识的臣服ꎻ既可能是人类解放与自由革命的源泉ꎬ也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煽动的工具ꎮ 竹内好

当然倡导的是抵抗、革命、自由、民主的文学政治ꎬ不过ꎬ从他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际生发的癫

狂诗意和对于中国革命的非理性移情中可以看到ꎬ“文学的位置”、“作为态度的文学”、“作为终

极之场的文学”等绝对主义文学政治论述ꎬ其实往往偏离理性的视野ꎬ而滑向一种非理性的神话

叙事ꎮ “文学者鲁迅是生成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ꎮ 弗洛伊德认为梦与

文学之间关系密切ꎬ文学就是回归潜意识的白日梦ꎬ从而将原始的激情以语言的形式再现出来ꎬ
因此文学语言总是魔力十足ꎬ具有强大煽动性ꎮ 凡是杰出的政客ꎬ皆如诗人一般巧舌如簧ꎬ从而

蛊惑众生ꎬ使之为各种乌托邦话语癫狂不已ꎬ至死方休ꎮ 实际上ꎬ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历史实

践中也从不缺少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论述ꎬ学者刘纪蕙即从 １９３０ 年代的中国文化论述中勾

勒出诸多法西斯妄想及其压抑的痕迹ꎮ①

文学性话语虽然缺乏理性的逻辑、实证的精神ꎬ却能够以一种诉诸情感的神奇形式发挥力

量ꎬ推动个体向前意识层面退行ꎬ从有意识的主体降格为乌合之众ꎬ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群众运

动、战争动员往往不会求助于客观理性的社会分析ꎬ而诉诸于文学表达、抒情政治和意识形态蛊

惑ꎮ “逐渐地ꎬ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ꎬ沉湎于虚构社会ꎮ 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ꎬ他们

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ꎬ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ꎮ”②从历史上

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激进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表现来看ꎬ这些反抗近代工具理性奴役的极端政治

运动和社会革命ꎬ实际上并不是普通政治ꎬ而是一种文学法西斯主义政治ꎮ 因为它们总是擅长建

构各种各样的文学主义的天国王朝和未来乌托邦ꎬ而无法就社会关系的完善提出任何可行的方

案ꎮ 在文学法西斯主义政治想象中ꎬ平庸的人道主义必须成为可诅咒的虚伪道德ꎬ而一种本真

的ꎬ原乡的ꎬ纯粹的我、我族、我阶级想象则大行其道ꎬ赞美死亡、牺牲、暴力、战争就成为应有之

意ꎮ 只有这些否定别人的同时又自我否定的绝对形式ꎬ才能让我 /我们变得如“无”般纯粹、完
美ꎬ从而能够无限地回到自己的原点去ꎬ然后再无限可能地展开自己ꎮ

余　 论

竹内好对于其“文学的位置”的坚持是始终如一的ꎮ 战后ꎬ在谈及«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

意»一文时ꎬ他依然还是认为那只是政治判断上的错误ꎬ而非思想判断上的错误:“现在可以简单

说出来ꎬ即那份宣言ꎬ作为政治判断是错了ꎬ彻头彻尾地错了ꎮ 但通过文章所表现的思想ꎬ自己却

不认为有错ꎮ 无论别人怎么定罪ꎬ我只有带着那一思想走向地狱ꎮ”③所谓思想上的正确ꎬ也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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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蕙:«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论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压抑﹕从几个文本征状谈起»ꎬ«中国文哲研究集刊»ꎬ台北:中研

院文哲所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６ 期ꎮ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ꎬ冯棠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８１ 页ꎮ
[日本]竹内好:«为了了解中国»ꎬ赵京华:«竹内好的鲁迅论及其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从竹内芳郎对战后日本鲁迅

研究的批评说起»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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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文学政治的正确ꎬ而不是现实政治的正确ꎮ 竹内好的辩解还是站在“文学的位置”的辩

解ꎬ他是一个文学主义的本质论者ꎬ并永恒复归于一个“作为态度的文学”本质ꎮ 竹内好之“向死

而生”、“挣扎抵抗”、“先行否定到无”的自我否定意识是极为彻底的ꎬ贯穿于他的一生ꎬ就像他形

容鲁迅的说词一样ꎬ其中没有“人道主义插足的余地”①ꎮ 也就是说ꎬ在竹内好战后的文艺、理论

实践中ꎬ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ꎮ 实际上ꎬ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不仅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

点ꎬ而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ꎮ 而文学、美
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彼此关联表明ꎬ法西斯主义及其历史实践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ꎬ是一个与日常

生活相关的思想状况与社会现实ꎮ 据此言之ꎬ置身于这个极端异化的时代状况中的我们ꎬ其实每

一个人身上都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ꎮ 因此ꎬ祛除法西斯幽灵的思想斗争与文化生产ꎬ依然是我们

当代人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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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
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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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绿色发展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为路径ꎬ涵盖了资源环境友好、经济效率高和社会公平三个方面ꎬ
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ꎬ是我国绕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ꎬ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ꎮ 科技创新为

工农业提供绿色生产方式ꎬ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ꎬ并为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提供绿色产品ꎬ最终实现生产、生活

和生态的绿色发展ꎮ 从区域视角构建生态理性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是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

脚点ꎬ需要从协同创新、制度保障、文化环境等路径深入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ꎮ
关键词:　 绿色发展ꎻ科技创新ꎻ区域创新体系ꎻ区域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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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时代的“白色发展”、农业文明时代的“黄色发展”和工业文明时代

的“黑色发展”ꎬ科技的进步和大规模使用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ꎬ人类以科技为手段不断向自

然索取而积聚资本ꎮ 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切

问题都可以依赖科技解决②ꎮ 但 ２０ 世纪以来的生态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

胁ꎬ促使人类充分认识到技术理性思维根源下人对自然的野蛮控制征服必然会对人类自身造成

更大的危害ꎬ懂得人类的发展应该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ꎬ与自然和谐相处ꎬ人类社会进入了以

“绿色发展”为理念的生态文明时代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

大发展战略ꎬ提供了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ꎮ 如何通

过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③④ꎮ 学

术界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ꎬ但系统深入探讨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支撑

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本文在理解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ꎬ尝试探讨科技创新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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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路径ꎬ对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走绿色发展道

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ꎮ

二、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的内涵

(一)绿色发展的含义

绿色理念起源于大卫皮尔斯 １９８９ 年的著作«绿色经济蓝皮书»ꎮ １９９４ 年的«中国 ２１ 世纪

议程»体现了中国的绿色发展思想ꎬ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互协调视

角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ꎮ ２０１１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迈向绿色经济»和 ２０１２ 年

“里约＋２０”会议推动了绿色发展的深入研究ꎮ 胡鞍钢强调绿色发展是绿色经济、绿色财富、绿色

福利的全面发展ꎬ以资源效率提高、生态资本增加为特征ꎬ以绿色创新为主要途径ꎬ以积累绿色财

富和增加人类绿色福利为目标ꎬ实现人地协调发展为宗旨ꎮ① 绿色发展的内涵丰富ꎬ从字面语义

上讲ꎬ包括绿色和发展双重含义ꎮ “绿色”和大自然、植物密切相关ꎬ意味着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友

好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ꎬ即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ꎮ “发展”意味着在考虑资源和生态

环境承载能力下ꎬ或者说ꎬ在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ꎬ不断扩大提高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ꎬ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ꎬ从而为人类追求福利并消除贫困最终达到社会公平ꎬ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ꎮ 那么ꎬ绿色、发展合起来就涵盖了资源环境友好、经济效率高和社会公平三个方面ꎮ
笔者对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如下: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ꎬ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

为方式ꎬ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经济效率高ꎬ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社会公平ꎬ人与自然的和

谐———资源环境友好ꎬ最终目标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ꎮ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科技创新概念的内涵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ꎬ从约瑟夫熊彼特 １９１２ 年提出创

新的概念ꎬ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华尔特罗斯托提出技术创新ꎬ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科学和技

术的不断融合ꎬ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产生了科技创新的概念ꎮ 张来武认为ꎬ科技创新是将科学发现

和技术发明应用到生产过程ꎬ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的过程ꎮ 科技创新就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

与市场应用这个三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ꎮ② 方丰、唐龙认为ꎬ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

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三种类型ꎬ三种创新类型协同演进ꎮ③ 杨东昌认为ꎬ科技创新是

贯穿于整个科学技术活动中的所有创造新知识、产生新技术、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科学技术活

动和经济活动ꎮ④ 邵洁笙、吴江认为ꎬ从作用范围的层次看ꎬ科技创新可分为企业、区域和国家科

技创新三个尺度ꎮ⑤

总的来看ꎬ国内学者普遍认为ꎬ科技创新包含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ꎮ 科学侧重新发现、新知

识的理论层面ꎬ而技术关注生产工具、生产工艺等应用的实践层面ꎬ科学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使技术得以改进提高ꎬ而技术的应用使科学实现市场价值并激发科学更好地发展ꎬ二者相互促

进、相互影响ꎮ 科技创新就是科学、技术创新实现其市场价值并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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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

按照经济发展阶段理论ꎬ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驱动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

段ꎬ依靠短期内增加土地、劳动力和矿产资源等资源投入来实现经济利益ꎮ 资源立国的要素驱动

特点突出①ꎬ但伴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出现ꎬ经济发展的进程受到了

阻碍ꎮ 第二个阶段是需求驱动阶段ꎬ内需和外需决定了国内外市场的大小ꎬ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的

规模和速度ꎮ 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政策应运而生ꎬ但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动力持续不足ꎮ 为了避

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ꎬ供给侧改革从制度的层面提出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ꎬ进入第三个

阶段ꎬ即创新驱动发展阶段ꎮ 创新驱动发展在本质上是通过科技要素的供给ꎬ促使传统的生产方

式向以知识为中心的创新发展转变ꎬ这是克服“陷阱”的关键ꎮ②

目前ꎬ制约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瓶颈是投入产出效益低、竞争力缺乏ꎮ 依赖科技创新ꎬ可以

发现新的清洁能源ꎬ并提高现有资源能源的利用率ꎬ或者研发新的生产工具、生产工艺ꎬ从而以较

少的资源、能源消耗获得较高的效益ꎬ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并对环境友好节约ꎬ增强国家(宏观)
或企业(微观)的竞争力ꎬ从而增强国家或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内生动力ꎮ

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ꎮ 首先ꎬ科技创新为绿色生产提供支撑ꎬ从而

实现生产方式向绿色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其次ꎬ科技创新通过提供绿色科技产品引

导绿色消费ꎬ为绿色生活模式的构建奠定基础ꎮ 科技创新使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空间绿色

化ꎮ

图 １　 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路径

(一)科技创新支撑绿色生产方式并促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

科技创新实力提高ꎬ保证工农业的绿色、可持续生产ꎬ并发展起新兴环保产业ꎬ使社会生产的

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ꎬ从而使较多的人口享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③ꎻ使大量潜力资源、能源转化

为现实资源ꎬ而且提高现有资源能源利用效率ꎬ增加资源的实际可利用量ꎬ有效缓解我国人口对

资源的压力ꎻ通过污染物的排放治理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ꎬ减轻对环境的破坏ꎬ提高环境的承载

能力ꎮ 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生态文明ꎬ这也正是科技创新的意义所在ꎮ
１.科技创新助推农业绿色生产

根据«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ꎬ农业科技创新将从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机械

装备和生态环保四个方面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ꎮ 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农业高校和科研机

构ꎮ 首先ꎬ通过优良农作物品种、畜种的培育ꎬ提高了农作物、畜禽的单产和抵御病害的能力ꎬ从

０７

①

②
③

杨淑华、朱彦振:«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基于经济发展驱动力视角»ꎬ«当代经济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王永芹:«对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思考»ꎬ«河北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王雅鹏、吕明、范俊楠等:«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特征、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ꎬ«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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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少化肥、农药及抗生素等的使用ꎬ降低生产成本而提高产品附加值ꎬ增加农民的收益ꎬ同时ꎬ
生产出的“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保证了我国居民的食品安全ꎻ其次ꎬ科技创新使“智慧农

业”成为可能ꎬ围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环节ꎬ构建“互联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ꎬ
实现生产全过程监测预警ꎬ农产品流通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齐全ꎬ构建高效化、智能化的现

代农业管理体系ꎬ使农业风险降低、农民增产创收ꎬ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ꎻ再
次ꎬ通过研发智能高效、功能实用的新型农机装备ꎬ会大大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ꎬ提高土地资源的

投入产出比ꎬ土地资源利用更加集约ꎮ 新型渔船通讯导航、安全救助等设备ꎬ保障渔船安全生产ꎮ
目前ꎬ我国农业先进设备进口比重大ꎬ需着眼长远ꎬ加强农业机械设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消化吸

收创新能力ꎻ最后ꎬ农业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技术如秸秆肥料化、能源化处理ꎬ畜禽粪便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ꎬ农药残留治理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等技术创新确保农业生态环境绿色、安全ꎮ
科技创新通过提升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ꎬ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业资源的利用效

率ꎬ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创汇值ꎬ保障绿色安全的农业生态环境向全链条增值和品牌化

方向转型ꎬ从而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优势ꎮ 另外ꎬ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发

展质量和农民的生活水平ꎬ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①、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有重要作用ꎬ从
而保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ꎮ

图 ２　 科技创新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撑路径

２.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生产

在三次产业中ꎬ工业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程度大而且废气、废水、废渣等排放多ꎮ 目前ꎬ
我国有很多工业企业处在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产出的“三高一低”模式的发展阶段ꎮ 作

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ꎬ通过研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节能设备ꎬ一方面推动钢铁、煤炭、石化等

传统工业质量的改进与效率的提升ꎬ增强了传统工业的活力ꎬ并实现工艺节能和技术节能ꎬ同时

新产品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和更大的市场竞争力而获取更大的收益ꎻ另一方面ꎬ污染物处理技术、
循环利用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和对环境的友好程度ꎬ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环境税

降低ꎮ 科技创新使企业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红利ꎬ同时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ꎬ进而增

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ꎬ推动企业坚持技术创新走上绿色生产常态化之路ꎮ
由于技术创新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大、研发周期长、短期获利不明显等因素ꎬ企业为了降低成

本和追求短期经济利益ꎬ往往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再加上企业创新人才的短缺ꎬ使
企业技术创新难以延续ꎬ从而阻碍了企业绿色生产的道路ꎮ 要克服这一弊端ꎬ就需要地方政府的

激励与约束机制ꎬ通过资金、人才、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激励ꎬ帮助企业建立一个良性的科技创新

机制ꎮ 企业尝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甜头之后ꎬ就会激发创新活力ꎬ从而形成一个产学研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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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ꎮ 同时ꎬ通过法律法规和环境税、排污税等硬性体系约束ꎬ迫使一些非

绿企业无机可趁ꎬ从而关停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或者主动改进生产方式为绿色生产ꎬ达到企业

和政府的协同创新ꎬ产生 １＋１>２ 的整体效果ꎮ
３.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绿色升级

科技创新通过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农业、工业的绿色生产提供支撑和路径ꎬ提高生产效率

和资源能源利用率ꎬ减少“三废”排放ꎬ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ꎬ使产业结构绿色升级ꎮ 作为

科学创新主体的大学和科研机构ꎬ基于对科学研究和对新发现、新知识的兴趣ꎬ以强大的智力支

撑ꎬ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等“绿色”、“无烟”产业的发展ꎬ例如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和信息产业等使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ꎬ同时ꎬ增加就业岗位ꎬ使社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ꎮ 高新技术产业产品技

术含量高、收益高ꎬ并使得新发现、新知识实现其价值被认可和应用ꎬ这又会反过来增强创新主体

的科学创新动力ꎬ形成“循环累积效应”ꎮ
科技创新通过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ꎬ发展耗能少的产业ꎬ实现结构节

能ꎬ并提高资源、能源投入产出比ꎬ增强国家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ꎬ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

用和地位ꎬ有效地突破目前绿色发展的瓶颈ꎮ

图 ３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路径

(二)科技创新为绿色消费、绿色生活奠定基础

绿色生活模式的构建可以集聚公众的力量推动绿色消费ꎬ绿色消费可以直接降低能耗、对环

境友好ꎬ同时又可以引导形成绿色市场ꎬ敦促生产单位关注绿色产品和绿色设计ꎮ «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培育新型绿色生活方式ꎬ形成勤俭节约消费观ꎬ开展绿色生活行

动ꎬ推动公众生活、消费方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绿色生活消费方式转变ꎮ 推进绿

色生活方式的关键在于绿色产品的供给ꎬ绿色产品耗能少、无污染ꎬ节能环保、使用方便ꎬ但绿色

产品的研发需要科技创新来支持ꎮ
一方面ꎬ科学创新直接为公众居住、出行、生活提供绿色产品ꎮ 如新能源汽车、节能电动车安

全、环保、低碳ꎬ既满足人们的出行便捷的需求又绿色环保ꎻ风能、太阳能发电无污染、可再生、收
益高ꎻ科技创新研发的新型建筑材料ꎬ包括新型保温隔热材料、防水密封材料、陶瓷材料、新型化

学建材、装饰装修材料等ꎬ即节能又实用ꎮ 现代科技推动着人类出行、居住等生活方式向绿色、低
碳、健康的方向转变ꎮ 另一方面ꎬ技术创新通过替代消费和循环利用技术引导绿色消费ꎮ 当公众

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量过大时ꎬ科技创新通过研发替代品ꎬ满足公众需求的同时对环境友好ꎬ也能

减少对某种资源的大量消耗ꎬ通过替代消费减少了能耗ꎻ循环利用技术使“宇宙飞船经济”得以

实现ꎬ使资源和生态空间利用更加节约集约ꎬ废弃物综合利用、变废为宝ꎬ节能减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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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技术及替代消费减少对能源的需求ꎬ新能源开发实现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ꎬ循环利用技

术提高现有资源能源利用率ꎬ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不足的矛盾ꎬ并有助于我国能源安全

的提高ꎮ 绿色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文化ꎬ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ꎬ构建绿色、健康、文明的美好

家园ꎮ 绿色产品的认证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和宣传推广ꎬ公众的绿色消费观念亟需提高ꎮ

图 ４　 科技创新推动绿色生活、绿色消费

四、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界定与实施路径

科技创新对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产生正向效应ꎬ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技术理性”的抬头ꎬ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ꎬ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工具”ꎬ应以生态文明为

理念ꎬ以绿色发展为追求方向ꎬ构建生态理性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ꎮ «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指出ꎬ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竞争力ꎬ促进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高ꎮ 从

区域视角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区域创新体系

构建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撑性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ꎬ是区域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基础ꎬ也是推

进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ꎮ①

(一)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界定

区域创新体系是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ꎬ由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以及

创新环境三部分组成ꎮ② 创新主体是科技创新体系最关键的部分ꎬ直接影响着科技创新的质量

与推进程度ꎬ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科技创新推广和应用的中介机构、政府等ꎬ各主

体通过发挥自己的功能与其他主体产生联系ꎬ从而体现出整个系统的优势ꎮ③ 创新要素包括信

息、知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创新需要的要素ꎬ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ꎮ 创新环境包括制度、管
理和文化环境等ꎬ保障和推动科技创新的顺利实施ꎮ

区域创新体系应包括各个创新主体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ꎮ 根据科技

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支撑路径研究ꎬ具体内容包括:农业持续化的科技体系、食品绿色化的科技体

系、工业生态化的科技体系、高新环保科技体系、资源能源开发与节约化的科技体系、废物资源化

和污染处理的科技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体系等ꎮ 创新主体应围绕上述推动绿色发展的科技

创新内容ꎬ整合区域创新要素ꎬ实现各自领域的科技创新ꎮ
(二)区域创新体系的实施路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ꎬ推
动发展方式转变ꎮ 因此ꎬ区域创新体系从协同创新、制度保障和文化环境三个路径构建ꎮ

１.协同创新: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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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东:«国际一流企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特征分析»ꎬ«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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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区域创新体系构成示意图

协同创新是实现各地区地域分工、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ꎬ是区域一体化、提升区域整体竞争

力的关键ꎮ①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于 １９６９ 年提出协同理论ꎬ指出协同是在复杂系统内各子系统的

协同行为产生超越各要素的单独作用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作用ꎮ 区域协同创新是科技创新在

区域内部联动发展ꎬ区域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和科研项目协同合作ꎬ打造区域科技创新平台ꎬ最终

实现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提高和科技竞争力提升ꎮ
区域协同创新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区域内部创新主体(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

等)之间的合作互动ꎬ如产学研结合的方式ꎬ实现区域内不同功能部门间的协同创新ꎮ 例如ꎬ农
业科技创新体系由农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结合ꎬ农产品面向企业ꎬ结合了不同创新主体

的优势ꎬ也加强了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ꎻ另一种形式是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ꎬ通过创新要

素(信息、技术、知识、人才、资金等)的流动和重新配置ꎬ联结不同区域ꎬ充分利用不同区域优势

提升总体发展能力ꎮ 例如ꎬ长三角科技创新体系通过整合区域优势形成科技创新合力ꎬ通过产业

集群形成创新基地ꎬ构建区域创新网络ꎬ实现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ꎬ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增长极ꎬ不断带动周围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管理的提高ꎮ
２.制度创新:优化科技创新软环境

科技创新软环境包括政策法规、管理体制、市场体制等ꎬ制度创新是有效聚合创新要素、实现

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ꎮ② 建立高效、合理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综合、客观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ꎬ为
科技创新搭建良好平台ꎮ

首先ꎬ国家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ꎬ形成持续创新的动力ꎮ 明确企业和科研院

所、高校等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ꎬ鼓励企业和各科研单位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协同创新能力和引

进吸收创新能力ꎬ自产自研降低成本ꎮ 但是ꎬ企业在创新活动中ꎬ其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显著ꎬ即
可能导致其他企业的“搭便车”现象ꎬ这导致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ꎬ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对创新能

力强的创新主体给予丰厚的财税优惠和综合配套设施的奖励ꎬ同时加强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的

保护ꎮ 当然ꎬ还需要构建一个客观综合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科技创新标准ꎬ约束“非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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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推广应用ꎬ采用法律法规、行政等强制性手段加强研发活动和市场秩序的监督和管理ꎮ 其

次ꎬ政策引导科技创新的重点和方向ꎬ例如扶持绿色科技为基础的产业ꎬ推广低能耗、无公害、低
污染的清洁生产技术ꎻ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ꎬ并通过减免资源环境税ꎬ引导绿色

科技产业的发展ꎮ 通过法律法规等硬性制度约束和政策导向、激励机制的引导构建法制保障有

力、创新动力持续、创新氛围浓厚、创新环境和谐的科技创新体系ꎬ激发和释放全社会的科技创新

动力和活力ꎮ 最后ꎬ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ꎬ根据人才强国战略ꎬ加快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

才资源强国的转变ꎬ以科技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ꎬ拓宽高层次人才的开放培养渠道ꎬ通过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ꎬ加强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ꎬ进而实现人才兴国ꎮ
市场机制能推动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ꎮ 市场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影响价格来提供信息发挥作

用ꎮ 一方面ꎬ消费需求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ꎮ 市场的消费需求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价格ꎬ需求大则

产品价格高ꎬ高利润追求使创新主体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不断进行科技创新ꎻ另一方面ꎬ消费需

求使科技创新多元化ꎮ 需求量大的产品价格上涨ꎬ会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改变ꎬ转向价格能接

受的新替代品ꎬ需求的改变缓解了现有资源的紧缺ꎬ也促使科技创新多元化发展ꎮ 但是ꎬ由于信

息不对称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时并不能很好地体现需求ꎬ市场也会失灵ꎬ资源配置效率低ꎬ这就需

要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监管市场秩序ꎬ防止肆意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扰乱市场等ꎬ营造一个公平、
合理的良性市场环境ꎮ

３.文化创新:积极营造科技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使文化的发展和表现形式多样化ꎬ反过来ꎬ文化的发展也会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

氛围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及学以致用的思想ꎬ使人们不求创新或者创新发现只是为了

有所用ꎬ不是对知识本身的探索与追求ꎮ 随着科技创新ꎬ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形态和思想形态发生

改变ꎬ社会文化也不断发展创新ꎬ一个积极向上、勇于创新的宽松文化环境能为科技创新提供良

好的氛围ꎬ也会成为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ꎮ
政府管理和评价机制需要文化创新ꎮ 我国的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ꎬ因此ꎬ国家的

政策导向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观念意识ꎬ政府应该对创新的大环境构建负主要责

任ꎬ不仅要在国家战略、政策等理论层面倡导ꎬ更要落实到具体的管理和评价这一实践层面ꎮ 避

免学术被行政干预ꎬ倡导学术环境开放、自由、兼容ꎬ宽容学术研究的失败ꎬ对研发周期长的创新

活动给予支持ꎬ对科研人员的职称考核、评价采用较客观、合理的方式ꎬ对自主创新、有贡献的科

研成果提供丰厚奖励并对成果产权予以保护ꎮ 成立自主创新鼓励基金ꎬ激励全社会各行各业都

参与创新ꎬ逐渐使创新精神成为社会各个成员共有的精神ꎮ
企业的灵魂是文化ꎮ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ꎬ文化能有效推动其创新氛围的建立和

创新机制的形成ꎮ 例如ꎬ海尔集团能在短短三十几年时间发展壮大成为国际知名品牌ꎬ文化是推

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ꎬ“休克鱼”都能被海尔文化激活ꎮ 那么海尔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每个员

工都是海尔的创客ꎬ人人都是海尔文化的参与创建者ꎬ创新氛围浓厚ꎮ
小到企业ꎬ大到国家ꎬ只有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文化氛围才能催化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

造性ꎬ激励人才不畏艰难、不带功利地投身于开拓创新中ꎬ因为个人创新劳动被尊重ꎬ自我价值得

以实现ꎮ

五、结语

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已是大势所趋ꎮ 绿色发展就是要“转方式、调结构”ꎬ即变传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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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绿色生产ꎬ并促使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ꎮ 科技创新为绿色发展的实现提供了路径支持ꎬ通
过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推动绿色发展ꎮ 一方面ꎬ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的绿色生产ꎬ保证农业生

态环境的安全、稳定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ꎬ使农民增

产创收ꎬ从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实现社会公平ꎻ另一方面ꎬ科技创新促进非农产业的绿色生

产ꎬ并催生新的产业ꎬ改进“三高一低”的、非绿色的生产方式ꎬ降低投入产出比ꎮ 同时ꎬ循环利用

技术也使得资源循环利用、向环境的排放减少ꎬ延长产业链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ꎬ提高我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ꎮ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是绿色发展的内涵体现ꎮ 科技创

新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同时ꎬ也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另外ꎬ科技创新通过提供绿色产品为绿

色生活、绿色消费提供支持ꎬ但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绿色产品的监管和推广ꎬ同时ꎬ公众的消费观念

也要转变ꎬ也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优化科技创新的软环境ꎮ
绿色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应始终以生态文明为导向ꎬ从区域视角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是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ꎬ区域协同创新是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重要抓手和

路径ꎬ需要与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协同推进ꎮ 区域创新能力和城市创新力的评价与提高路径将是

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ꎬ这将为我国绕开“中等收入陷阱”走绿色发展道路提供动力支持ꎬ为“十三

五”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ꎮ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ｎｇ ＹａｐｉｎｇꎬＲｅｎ ＪｉａｎｌａｎꎬＣｈｅｎｇ Ｙ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ａｔｈｓꎬ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ｎｅｓｓꎬ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ａｎｄ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ｆ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ｐａｔｈ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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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配置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评述
∗①

吕玉霞１ꎬ２

( １. 山东管理学院 经贸学院ꎬ山东ꎬ济南ꎬ２５０１００ꎻ２.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ꎬ山东ꎬ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

　 　 摘要:　 围绕土地资源配置与房价上涨、经济发展、企业空间布局、产业转型升级、土地财政等五个方面进行

梳理ꎬ并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发现:驱动房价上涨的基本因素包括需求和人口结构演进ꎬ价格变化的滞后效应和

空间扩散效应ꎬ以及公共服务资本化ꎻ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价和土地收入三者间存在互动关系ꎮ 房地产升值

一方面发挥着宏观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ꎬ另一方面却引发了制造业规模和效率的“空心化”ꎬ使得经济结构

扭曲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ꎮ 替代弹性、收入弹性以及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本密集程度等决定了部门规模的扩张

速度ꎬ而产业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则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ꎮ 分税制后形成的财政集权和保持财政收支

平衡是土地财政的重要原因ꎮ 现有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ꎬ未来研究要从微观入手ꎬ
探讨土地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ꎮ

关键词:　 土地资源配置ꎻ房价ꎻ经济效应ꎻ转型升级ꎻ土地财政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７７－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０
作者简介:吕玉霞(１９７７—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ꎬ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后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适宜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７１２７３０１２)ꎻ山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房地产周期与土地资源配置的经济效应”(ＺＲ２０１６ＧＭ２４)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Ｇｒｏｓｓｍａｎꎬ Ｇ. Ｍ. ａｎｄ Ｎ. Ｙａｎａｇａｗａ. Ａｓｓｅｔ ｂｕｂ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１９９３ꎬ３１(１) .
③Ｋｉｎｇꎬ Ｉ. ａｎｄ Ｄ.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ｏｎｚｉ ｇａｍ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１９９３ꎬ３２

(１) .
④李永友:«房价上涨的需求驱动和涟漪效应－－兼论我国房价问题的应对策略»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土地资源配置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的重要调整手段ꎬ房地产也成为中国经济进入 ２１ 世纪经济

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ꎮ 关于土地资源配置和房地产行业前期研究已经进入了深化阶段ꎮ 本

研究从已有文献出发ꎬ主要围绕土地资源配置与房价上涨、经济发展、企业空间布局、产业转型升

级、土地财政等五个方面进行梳理ꎬ并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ꎮ

一、土地资源配置与房价上涨

价格是市场机制下调整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ꎮ 房屋价格对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产生了重要影

响ꎬ也成为宏观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ꎮ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讨论假定投资的正外部性ꎬ普遍

认为投机性泡沫会把储蓄挤出生产性投资ꎬ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ａｇａｗａꎬ
１９９３ꎻ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ꎬ １９９３)②③ꎮ 不过ꎬ投机性泡沫如果是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等生产性资产

而催生ꎬ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所挤出投资在挤出和挤入两个部门的相对使用效率ꎮ
有学者用实证方法探讨了房价泡沫的形成机制ꎮ 李永友(２０１４)④发现中国整体性房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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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ꎬ主要归因于需求驱动和价格变化的滞后效应及其空间扩散效应ꎮ 徐建炜等(２０１２)①从人口

结构的角度解释中国的高房价现象ꎬ发现少年抚养比例和老年抚养比例的上升都会导致房屋价

格下降ꎬ在 ２０１５ 年后ꎬ中国人口结构的演进趋势和储蓄释放过程完成使得房价失去快速上涨的

条件ꎮ 赵安平和罗植(２０１２)②不完全认同财政支出会通过公共服务资本化提升房价的观点ꎬ认
为仅在土地财政收入继续用于扩大土地开发规模和房地产建设时ꎬ才可能会导致房价与地价交

错上涨的恶性循环ꎮ
关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理论研究ꎮ 王永钦和包特(２０１１)③则基于 Ｄｅ Ｌｏｎｇ 等(１９９０)④的研

究成果ꎬ构建了一个包含“追涨杀跌”策略噪音交易者的模型ꎬ讨论房地产市场上泡沫的产生机

制ꎮ 由于理性交易者会赶在噪音交易者之前进行“追涨杀跌”ꎬ房地产市场价格偏离基本面从而

加剧市场波动ꎮ 王锦阳和刘锡良(２０１４)⑤建立了同时考虑住宅报酬率时变性和住宅报酬率风险

溢价因子的住宅基本价值模型ꎬ将真实住宅价格分解为住宅基本价值和泡沫成分两个部分ꎮ 他

们发现ꎬ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率引致的低真实利率是推动四个直辖市

住宅基本价值持续上涨的两个重要因素ꎮ
关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方面ꎮ 郑思齐等(２０１４)⑥则讨论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房价和土地收入三者间的互动关系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地资本化到居住用地价格中ꎬ带
来对商住用地价格上涨的拉动作用ꎻ商住用地价格上涨推升了地方土地出让收入ꎬ为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更为强大的融资支持ꎬ形成发展的正向反馈ꎮ 高玲玲(２０１５)⑦也发现ꎬ商品房销售价格

的上涨降低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ꎮ

二、土地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

房地产泡沫引起工业企业转移投资重心ꎮ Ｍｉａｏ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２)⑧基于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的分析表明ꎬ企业因资产泡沫而将资本投入有资产泡沫的部门ꎬ从而挤出了主要业务的创新投

入ꎻ如果有资产泡沫的部门技术无法外溢ꎬ则主业投资减少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ꎮ 范言

慧等(２０１３)⑨从理论上阐释了房地产业繁荣如何引发制造业的“荷兰病”ꎬ 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

析发现ꎬ房地产行业扩张由于引发本币实际升值和通货膨胀而对制造业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这一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类产品ꎮ

房价(地价)影响企业借贷和投资的主要渠道是影响企业抵押担保资产的价值ꎮ Ｃｈａｎｅｙ 等

(２０１０)和 Ｓ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４)对美国的研究则发现ꎬ企业的房地产价值增加提高抵押担保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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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炜、徐奇渊、何帆:«房价上涨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国际经验与中国证据»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赵安平、罗植:«扩大民生支出是否会推高房价»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王永钦、包特:«异质交易者、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政策»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Ｄｅ Ｌｏｎｇꎬ Ｊ. Ｂ.ꎬ Ａ.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１９９０ꎬ４５(２) .
王锦阳、刘锡良:«住宅基本价值、泡沫成分与区域溢出效应»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郑思齐、孙伟增、吴璟、武赟:«以地生财ꎬ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ꎮ
高玲玲:«中国房价上涨是否引发工业衰退»ꎬ«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Ｍｉａｏꎬ Ｊ. ａｎｄ Ｐ. Ｗａｎｇ. Ｂｕｂ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２(３).
范言慧、席丹、殷琳:«繁荣与衰落:中国房地产业扩张与“荷兰病”»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Ｃｈａｎｅｙꎬ Ｔ.ꎬ Ｄ. Ｓｒａｅｒ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Ｈｏｗ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０.
Ｓｈｉｌｌｅｒꎬ Ｒ. Ｊ. Ｗｈｙ Ｉ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ｔｕｃｋ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４(５) .



吕玉霞:土地资源配置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评述

引致企业投资增长ꎮ 曾海舰(２０１２)①、罗时空和周亚虹(２０１３)②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

抵押担保效应ꎮ 其中后者发现ꎬ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因房价上涨引发的投资效应更加明显ꎮ
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发挥对宏观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ꎮ 借鉴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等(１９９９) ③以及

Ｋｉｙｏｔａｋｉ 和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７) ④所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的思想ꎬ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 和 Ｐａｖａｎ (２０１３) ⑤以及

Ｆａｖｉｌｕｋｉｓ (２０１０). ⑥将住房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ＤＳＧＥ)ꎬ住房或土地可以为受到信贷约

束的家庭消费融资ꎬ解释了房价变动时消费的同向变动ꎮ Ｌｉｕ 等(２０１３)⑦进一步考察土地作为抵

押品对信贷约束企业的融资功能ꎬ发现土地价格上涨能够增加企业投资ꎮ 武康平和胡谍

(２０１０)⑧以及郑忠华和邸俊鹏(２０１２)⑨发现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房地产“加速器”机制ꎬ房地产市

场会放大外界冲击对经济的影响ꎬ从而加剧经济波动ꎮ
吴海民(２０１２)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沿海地区 １２ 省市民营工业的面板数据ꎬ汇报了房地产价

格上涨引发民营工业规模和效率空心化的作用机制ꎮ 邵挺和范剑勇(２０１０)发现大型城市的房

价过快上涨影响到制造业区位选择ꎬ是长三角制造业布局分散化的重要诱因ꎮ 陈斌开等

(２０１５)认为ꎬ房地产发展与房价快速上涨主要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造成ꎬ由此产生的产品之间相

对价格扭曲会造成资源错配ꎬ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ꎻ并发现行业生产效率和该行业

与房地产相关性呈负相关ꎬ那些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行业ꎬ在房价升高时会享有更高的利润率ꎮ
部分学者注意到住宅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长期以来过高的问题以及房价上升对于宏观经济的

影响ꎮ 张清勇和郑环环(２０１２)指出ꎬ２００９ 年这一比重攀升到 １０.７％ꎬ尽管存在历史欠账问题ꎬ
但长达 ３０ 余年的连续高住宅投资可能会扭曲经济结构ꎮ 原鹏飞和冯蕾(２０１４)构建了包含存

量住房资产的动态模型ꎬ系统模拟了房价上升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影响效应ꎮ 研

究表明ꎬ由房价上涨带来的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带动建筑业、重工

业等关联行业快速扩张ꎬ但也挤占了农业、轻工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空间ꎮ 陈彦斌和邱哲圣

(２０１１)基于 Ｂｅｗｌｅｙ 模型ꎬ讨论了高房价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的影响ꎮ 研究发

现ꎬ过快的房价上涨引发的房产收益率居高不下刺激了净资产更高的家庭投资性住房需求ꎬ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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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舰:«房产价值与公司投融资变动———抵押担保渠道效应的中国经验证据»ꎬ«管理世界»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罗时空、周亚虹:«房价影响企业投资吗:理论与实证»ꎬ«财经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ꎮ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ꎬ Ｂ. Ｓ.ꎬ Ｍ. Ｇｅｒｔｌ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ｉｎ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１９９９(１) .
Ｋｉｙｏｔａｋｉꎬ Ｎ. ａｎｄ Ｊ. Ｍｏｏ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ｈａｉ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１９９７ꎬ１０５(２１) .
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ꎬ Ｍ. ａｎｄ Ｍ. Ｐａｖａｎｘ.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ｂ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３ꎬ６０(２)
Ｆａｖｉｌｕｋｉｓꎬ Ｊ.ꎬ Ｓ. Ｃ. Ｌｕｄｖｉｇ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ꎬ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ｉｓｋ－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０.
Ｌｉｕꎬ Ｚ.ꎬ Ｐ. Ｗ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 ‐ ｐｒｉ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３ꎬ８１(３) .
武康平、胡谍:«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ꎬ«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郑忠华、邸俊鹏:«房地产借贷、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一个贝叶斯估计的 ＤＳＧＥ 模拟研究»ꎬ«经济评论»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ꎮ
吴海民:«资产价格波动、通货膨胀与产业“空心化”———基于我国沿海地区民营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ꎬ«中国工业

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邵挺、范剑勇:«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陈斌开、金箫、欧阳涤非:«住房价格、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张清勇、郑环环:«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原鹏飞、冯蕾:«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基于 ＤＣＧＥ 模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效应研究»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

第 ９ 期ꎮ
陈彦斌、邱哲圣:«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首付和还款年限的存在抑制了净资产较低家庭的住房需求ꎬ而收入风险和住房交易成本使得净

资产较低家庭因预防性动机而进一步降低ꎬ由此产生的住房消费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的不对称

性使得城镇家庭住房不平等程度增加ꎮ
另外一些学者讨论了房价上涨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ꎮ 王文春和荣昭(２０１４)①研究了

房价的快速上涨对 ３５ 个大中城市工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活动的影响ꎬ发现房价上涨率会抵制当

地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行为ꎬ但规模较小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受影响较小ꎮ 高玲玲(２０１５)②发现ꎬ
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的吸附效应和成本效应大于抵押担保效应ꎬ从而对工业产出存在挤出效应ꎬ
因而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值得商榷ꎮ 吴晓瑜等(２０１４)③从微观主体职业

选择的角度发现ꎬ房价上涨的“替代效应”阻碍了无房者的创业行为ꎬ而综合了“ 财富效应”、“
信贷效应”以及“ 替代效应”后ꎬ房价上涨对有房者创业的总影响并不确定ꎮ 余静文(２０１５)④利

用研发投入变量ꎬ考察了有稳定研发行为的企业ꎬ发现房价高增长的杠杆效应挤出了投资风险

高、回报周期长的研发投资ꎬ是中国企业陷入了“低技术锁定”陷阱的重要原因ꎮ

三、土地资源配置与企业空间布局

企业空间布局是地理经济学的中心问题ꎮ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试图阐述产业集聚的“外部效

应”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ꎮ 理论上两类集聚效应都可能存在ꎬ即行业内空间集聚产生所谓“马
歇尔外部性”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和跨行业空间集聚同样会带来“雅各布外部性” ( Ｊａｃｏｂ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ꎮ 范剑勇等(２０１４)⑤从“技术外部性”角度ꎬ发现专业化经济促进增长ꎬ而多样化经

济对促成增长的前沿技术进步产生了正面的推动ꎮ 孙浦阳等(２０１３)⑥发现ꎬ产业集聚带来的拥

塞效应和集聚效应在不同时期作用不同ꎬ工业集聚长期对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ꎬ而服务业长期

没有显著影响ꎮ 盛丹和王永进(２０１３)⑦则发现了产业集聚长期“信贷资源配置效应”ꎮ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⑧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ꎬ从资金、信息和技术等方面的外部性等角度寻

找经济地理集聚的内生动力ꎮ 他们认为ꎬ当包含后向和前向关联的集聚力量与市场拥挤所产生

的分散力量平衡时ꎬ空间均衡表现为极端集聚和极端分散之间某种程度的集聚ꎮ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⑨引入企业异质性后ꎬ所谓的 “新” 新地理经济学研究从地区间的宏观 ( Ｍａｃｒｏ －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解释产业集聚转向从企业或个体微观决策(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的角度入手ꎮ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１１)发现ꎬ高生产率企业由于边际成本低ꎬ更少受到因市场扩大而加剧本地竞争所

造成的伤害ꎬ所以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首先向大市场转移(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低生产率企业因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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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浦阳、蒋为、张龑:«产品替代性与生产率分布—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盛丹、王永进:«产业集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的融资成本———来自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

据»ꎬ«管理世界»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Ｋｒｕｇｍａｎꎬ Ｐ. 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
Ｍｅｌｉｔｚꎬ Ｍ. Ｊ.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２００３ꎬ７１(６).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ꎬ Ｇ. Ｉ.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ｎ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ＮＢ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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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集聚区域的机会成本最低而容易受引资政策吸引(Ｓｏｒ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ꎮ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８) ①将土地

要素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ꎬ并证明当给定运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ꎬ存在消费者的效用水平的一

个均衡ꎮ 在此均衡下ꎬ留在大型城市的消费者享受差异化产品并忍受高房价ꎬ中小城市的消费者

享受低房价并只能接受差异化程度较低的产品ꎮ
研究经济集聚所设定一般均衡分析框架ꎬ往往假定制度因素缺失或者视其为外生变量ꎬ这大

大限制了这一框架分析中国问题的能力ꎮ 在中国ꎬ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挂钩ꎮ 他们大

力发展地方经济以获取政治晋升机会ꎬ形成晋升激励下的“政治锦标赛”(周黎安ꎬ２００７)②ꎮ 近年

来的研究试图将政府行为内生化ꎮ Ｂｒüｌｈａｒｔ 等(１９９８) ③分析了地方政府对经济集聚的政策ꎬ发
现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资本为了享受经济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ꎬ会接受地方政府征收较高的税

收ꎬ即政府可以对集聚经济形成的集聚租征税ꎮ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等 (２００７) ④发现补贴在吸引企业向特

定区域转移方面作用微小:在那些同类企业集聚较差地区ꎬ企业对政府补贴并不敏感ꎻ而在经济

集聚地区ꎬ即便缺少补贴也会吸引企业迁移ꎮ Ｊｏｆｒｅ－Ｍｏｎｓｅｎｙ 等(２０１４)⑤对西班牙 ２７７２ 个市镇销

售税率的研究支持经济集聚对税率有正向影响的结论ꎮ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２)⑥对中国的研究却提

供了相反的证据ꎬ他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向集聚租征税ꎬ即经济集聚产生集聚租来引导

地方政府实现税收良性竞争的机制并不存在ꎮ
范剑勇和邵挺(２０１１)⑦讨论了房价水平过快上涨促进差异化产品扩散的内在机制ꎬ对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ꎬＫｒｕｇｍａｎ－Ｈｅｌｐｍａｎ 模型中的“非黑洞”
条件导致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ꎮ 胡安俊和孙久文(２０１４)⑧利用中国地市三位数制造业 ２００３
和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ꎬ检验了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机制、次序与模式ꎮ 研究发现ꎬ无论是转移产业

数量还是转移产业类型ꎬ制造业都大规模地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ꎮ 其中替代弹性高的产业

先于替代弹性低的产业实现转移ꎻ替代弹性低的产业ꎬ如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和通信设备制

造等ꎬ实现了由东部向成渝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中西部相对发达区域“等级扩

散”ꎻ而替代弹性高的产业ꎬ如纺织服装制造和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等ꎬ则以“扩展扩散”的模

式实现了转移ꎮ
高波等(２０１２)⑨将房价因素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ꎬ讨论了区域房价差异导致劳动力流动ꎬ从

而诱发产业转移的机制ꎬ发现城市间的相对房价升高会导致相对就业人数减少和产业价值链向

高端攀升ꎬ从而促进产业升级ꎮ 杨扬等(２００９)研究发现ꎬ产业空间转移是引发广东省城市间人

均 ＧＤＰ 差距在 ２００５ 年不断缩小的主要原因ꎮ 工业中大部分行业从珠三角城市转向周边城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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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ｐｍａｎꎬ 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ꎮ
Ｂｒüｌｈａｒｔꎬ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１９９８ꎬ２１(６).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ꎬ Ｍ. Ｐ.ꎬ Ｒ.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ｒ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７ꎬ ９１(３).
Ｊｏｆｒｅ ‐ Ｍｏｎｓｅｎｙꎬ Ｊ.ꎬ Ｒ. Ｍａｒíｎ ‐ Ｌóｐｅｚ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４ꎬ５４(２) .
钱学锋、黄玖立、黄云湖:«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 ———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ꎬ«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 第 ２ 期ꎮ
范剑勇、邵挺:«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胡安俊、孙久文:«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高波、陈健、邹琳华:«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杨扬、徐现祥、舒元:«广东省内经济差距缩小与产业转移»ꎬ«经济管理»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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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和高耗能行业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传统制造行业转移幅度最大ꎬ而高新技术及低污染重

工业转移程度较低ꎮ
国外当前重点分析空间均衡框架下ꎬ某地区某部门的生产率变动对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一

般均衡效应ꎮ 对空间均衡模型最早可追溯到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４) ①ꎬ最近几年重新成为研究热点ꎬ
主要用来讨论地区经济的均衡对宏观和产业经济的影响ꎮ 这类空间均衡模型多设定劳动力自由

流动ꎬ异质性的企业和城市规模ꎮ 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② 定量评估了地区基本生产率变化对美

国经济总体 ＴＦＰ、ＧＤＰ 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ꎮ Ｍｉａｎ 和 Ｓｕｆｉ(２０１４)③通过地区均衡模型刻画了劳

动力市场对非贸易部门冲击的反应机制ꎬ发现如果一个县的房产净值下降越多ꎬ其非贸易产业和

就业下降幅度越大ꎬ但可贸易产业产值和就业与房产净值没有关系ꎮ Ｂｅｈｒ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④讨

论了不可贸易中间品条件下企业在空间上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分类所形成的均衡ꎮ
空间均衡模型的另一类文献讨论了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搜寻均衡ꎮ Ｄａｖｉｓ 和 Ｄｉｎｇｅｌ

(２０１２)⑤一系列研究讨论了技能水平差异的工人如何根据自身能力形成搜寻均衡ꎬ为讨论工资

不平等和技能工人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新视角ꎮ Ｇａｕｂｅｒｔ (２０１４) ⑥认为企业会寻找政策较好的地

区ꎬ因而会在空间上搜寻并影响地方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ꎮ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⑦研究

了异质性个体倾向于居住在邻近富人的区域ꎬ即消费的外部性促使个体搜寻ꎮ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⑧建立理论模型ꎬ说明了城市房产紧缩期富人邻近区域价格最先下跌ꎬ而城市房产繁荣

期则这一区域价格最先上升这一非对称现象ꎮ

四、土地资源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ꎬ相关研究都没有直接讨论土地资源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ꎬ只是从产业宏观发展

的角度讨论了不同产业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ꎮ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呈现典型

的 Ｋｕｚｎｅｔｓ 事实特征ꎬ即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ꎬ 农业产值占比不断

减少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占比不断增加并存(Ｋｕｚｎｅｔｓꎬ１９７３ꎻＥｃｈｅｖａｒｒｉａꎬ １９９７ꎻ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ꎬ
２００１)⑨ꎮ 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研究ꎬ美国等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要远高于第二产业ꎬ
其 ２００８ 年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高达 ７７.５％ꎬ英国和法国这一比重也在 ７５％以上ꎮ

基于对 Ｋｕｚｎｅｔｓ 事实特征的认识ꎬ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ꎮ 林

毅夫和陈斌开(２０１３)认为ꎬ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中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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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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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ｈｅｖａｒｒｉａꎬ 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７.
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ꎬ Ｐ.ꎬ Ｓ. Ｒｅｂｅｌｏꎬ ｅｔ ａｌ.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１ꎬ６８(４).
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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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ꎬ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发展的各种政

府政策能够解释中国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这一现象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１)①则指

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中的适宜技术ꎬ如果低收入国家

禀赋结构与技术不匹配ꎬ那么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会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ꎮ Ｌｉｎ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②认为资本劳动比是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约束条件ꎬ各种投入品(如资本和劳动)的丰裕

程度所导致的要素价格差异决定了企业家最优技术选择ꎮ
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会影响到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ꎮ 张军等(２００９)③研究发现ꎬ无论是劳

动力价格ꎬ还是土地或环境的倒逼ꎬ其结果都是促进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ꎬ特别会导

致资源由附加值较低的第二产业向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转移ꎬ形成第三产业的产出和规

模较快增长ꎮ 高玲玲(２０１５)④也发现ꎬ商品房销售价格的上涨降低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ꎮ
董直庆等(２０１４)⑤构建了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ꎬ并利用经济数据数值模拟了清洁和非清洁

技术进步对城市用地规模和环境质量的影响ꎬ发现当城市和农村的用地需求由技术进步内生决

定时ꎬ清洁技术会改变土地的使用类型和用地规模进而影响环境质量ꎮ
关于三个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ꎬ陈体标等(２００７)⑥强调替代弹性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ꎬ

Ｇｏｌｌｉｎ 等(２００２)⑦以及陈晓光和龚六堂(２００５)⑧等则强调恩格尔法则的作用ꎬ认为生产高收入弹

性产品的部门会因收入增长而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ꎮ 徐朝阳(２０１０)⑨认为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本

密集程度决定了产出增长速度ꎬ而产出增长速度决定了部门之间的生产要素配置ꎮ 在产品互相

替代的条件下ꎬ工业部门既能够吸引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入ꎬ又实现了向第三产业部门的生产

要素流出ꎬ从而能够解释工业部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结构变迁过程ꎮ 徐朝阳和林毅夫

(２０１０)则进一步指出ꎬ政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ꎬ所以

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着力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ꎮ
许多学者还从三类产业的关系出发ꎬ考察了产业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增长和生产率的影

响ꎬ这些讨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 “红利” 释放

(Ｂｈａｕｍｉｋ 和 Ｅｓｔｒｉｎꎬ２００７ꎻＧａｎｇ 和 Ｌｉｎꎬ２００８)ꎮ 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４)对比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过程ꎬ
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ꎮ 但也有研究发现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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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 Ｄ. ａｎｄ Ｆ.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１.
Ｌｉｎꎬ Ｊ. Ｙ. ａｎｄ Ｐ.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ＩＤ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Ｆｅｌｌｏｗ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０７(１９) .
张军、陈诗一、Ｇａｒｙ Ｈ.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ꎮ
高玲玲:«中国房价上涨是否引发工业衰退»ꎬ«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董直庆、蔡啸、王林辉:«技术进步方向、城市用地规模和环境质量»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陈体标:«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Ｇｏｌｌｉｎꎬ 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２００２ꎬ１１０(２) .
陈晓光、龚六堂:«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徐朝阳:«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倒 Ｕ 型”产业结构变迁»ꎬ«世界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ꎮ
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Ｂｈａｕｍｉｋꎬ Ｓ. Ｋ. ａｎｄ Ｓ. Ｅｓｔｒｉｎ. Ｈｏ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０７ꎬ ８２(２).
Ｇａｎｇꎬ Ｇ. ａｎｄ Ｊ. Ｙ. Ｌｉｎ.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８ꎬ１９(１) .
Ｓａｃｈｓꎬ Ｊ. ａｎｄ Ｗ. Ｔ. Ｗｏ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９４ꎬ９(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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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红利”随着改革的推进而逐步减弱 (刘伟ꎬ２００８ꎻ干春晖ꎬ２００９ꎻ张军等ꎬ２００９ꎻ干春晖等ꎬ
２０１１)①②③④等则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ꎬ发现产业结

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主要影响周期性经济波动ꎮ

五、土地资源配置与土地财政的形成和影响

(一) 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

由于各个地市为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ꎬ引致诸如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

题ꎬ在此背景下ꎬ土地供给也成为地方政府展开竞争的重要手段 (周黎安ꎬ ２００７ꎻ陶然等ꎬ
２００９)⑤⑥ꎮ 中国城乡二元土地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土地ꎮ 一方面ꎬ地方政府

会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投资ꎻ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力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来改善投资环境ꎮ 范

剑勇和莫家伟(２０１４)⑦发现地方债务对地区工业产出的增长发挥杠杆作用的两个重要渠道:通
过工业土地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增强地区间的引资力度ꎮ 由地方债务推动的工业增长可

持续性较差ꎮ 对禀赋较差地区ꎬ地方举债吸引工业投资和人口注入的能力较弱ꎬ城市商住用地价

值上升速度太慢造成偿付历史债务困难ꎻ对于禀赋较好的地区ꎬ土地资源过度配置到工业部门导

致商住用地紧缺ꎬ继而产生商住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等民生问题ꎮ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财政集权是土地财政的制度性基础ꎮ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正式

拉开序幕ꎬ把原有消费税的全部、增值税的 ７５％一律归为中央财政收入ꎻ２００２ 年以后又把所得税

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ꎮ 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初次分配比例急剧变

化ꎬ使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７８％迅速下降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４４.３％ꎮ
此外ꎬ由于财权和事权的这种体制设定而造成的严重不对称ꎬ各级地方政府纷纷依靠预算外

收入来寻求财政来源的激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地方政府由于承担的大量支出压力而最

大化其财政收入ꎮ 由于面临资本要素流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及其

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等约束ꎬ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是通过横向竞争资本来大力发展制造

业ꎮ 由于制造业通过产业关联可以产生对于商业和房地产等服务业的溢出效应ꎬ这些产业的发

展和土地市场的垄断使得高地价成为可能ꎬ所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可谓一举两得ꎬ
不仅带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收益ꎬ而且带来营业税和土地出让收入等间接收益ꎮ 由此ꎬ
可以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发展制造业和制造业通过“溢出效应”而带动土地出让金的增

长机制(张军ꎬ２００９ꎻ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２)⑧⑨ꎮ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是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动因ꎮ Ｈａｎ 和 Ｋｕｎｇ(２０１２)考察了财政收入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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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蔡志洲:«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改善国民经济中间消耗»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干春晖、郑若谷:«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ꎬ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张军、陈诗一ꎬＧａｒｙ Ｈ.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ꎮ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ꎮ
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ꎮ
范剑勇、莫家伟:«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张军、陈诗一、Ｇａｒｙ Ｈ.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ꎬ«经济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ꎮ
Ｚｈａｎｇꎬ Ｐ.ꎬ Ｂ. ＧＡＯ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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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土地出让面积和出让收入的影响ꎬ在利用 ＳＩＶ(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方法控制内生

性后ꎬ发现如果地方政府留存的财政收入下降 １％ꎬ那么当地商住土地出让面积提高大约 ３％ꎬ而
商住土地出让收入会升高 ５％左右ꎮ 雷潇雨和龚六堂(２０１５)①验证了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

让商住用地的最优土地出让策略ꎬ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增加确实能够吸引投资和税收增长ꎬ但协议

出让工业用地所吸引来的投资质量较差ꎮ 低价出让土地和土地财政的确对工业化和城镇化产生

了积极影响ꎬ但这一策略的效果正逐渐减弱ꎮ
(二) 土地财政的影响

土地财政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与土地财政收入和支出关联在一起ꎬ形成地方政府和官

员行为的激励扭曲ꎬ对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左翔和殷醒民(２０１４)②指出ꎬ由于缺乏房产税

等制度ꎬ地方政府无法从城市存量土地和房屋价值上升中获得收益ꎬ地方政府偏好投资周期短、
并能迅速反映到增量土地出让价格的公共品供给ꎮ 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ꎬ经济性

公共品供给而不是非经济性公共品增长能够显著提升国有土地招、拍、挂价格ꎮ 张莉等(２０１３)③

则分析了地方官员合谋对土地违法的影响ꎮ 由于财政分权和政绩观下地方官员缺乏强制手段和

单独激励保证集体行动ꎬ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以政企合谋偏离中央土地政策这一理性反应方式ꎮ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也与土地财政联系较为密切ꎮ 为了缓解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压力和实现公共项目信贷融资功能ꎬ地方政府设立了相当数量的融资平台ꎮ 这些融资平台公

司的资本一部分来自地方财政拨款ꎬ土地资产是满足银行授信标准的重要资本来源ꎮ 迫于经济

下行的经济压力ꎬ弋代春和樊纲治(２０１５)④考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与一级土地市场的土地

交易行为ꎬ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依赖度、固定资产投入和地方预算内财政缺口会提高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参与土地市场购地的可能性ꎮ
(三) 土地财政持续性问题

针对土地财政问题ꎬ国家相继出台一些政策来防范其对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负面影响ꎮ
许多专家和学者在土地财政的持续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ꎬ王玉波和唐莹(２０１３)⑤以土地出

让金与土地、房产税收计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全国 ３１ 个省( 市) 土地财政收入总规模ꎬ同时考虑各

省( 市) 年均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贡献率)ꎬ对中国土地财政地域性差

异进行研究ꎬ结果发现其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ꎻ越是经济

较为发达的、土地财政收入总规模大的省( 市) 地方财政总收入ꎬ对于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程度

越高ꎮ

六、结论

房地产行业发展使得土地用途多样化和土地价值上涨ꎬ研究土地资源配置往往与房价联系

在一起ꎮ 就学科分支而言ꎬ该研究涉及到宏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多个领域ꎬ体
现了所研究问题跨学科的综合性ꎮ 就研究方法而言ꎬ既有宏观理论模型和 ＤＳＧＥ 等宏观实证模

型ꎬ也有空间经济模型和微观实证计量模型ꎬ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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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雷潇雨、龚六堂:«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ꎬ«管理世界»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左翔、殷醒民:«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与地方公共品供给»ꎬ«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张莉、高元骅、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ꎬ«管理世界»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弋代春、樊纲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土地市场参与研究»ꎬ«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王玉波、唐莹:«中国土地财政地域差异与转型研究»ꎬ«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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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已有理论研究从宏观经济周期出发ꎬ研究了房地产投机性泡沫与生产性投资的关系以

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基于中国房价的文献则讨论了基本面因素对房价的影响ꎬ包括需求驱动

和人口结构演进以及价格变化的滞后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ꎬ公共服务资本化也会提升房价ꎻ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房价和土地收入三者间存在互动关系ꎬ商住用地价格上涨推升了地方土地出让收

入ꎬ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更为强大的融资支持ꎮ 另外的文献则讨论了房价泡沫如何形成ꎬ采用

“追涨杀跌”策略的噪音交易者导致非理性房地产泡沫ꎻ基于住宅报酬率时变性和住宅报酬率风

险溢价因子的住宅基本价值模型研究发现ꎬ２００９ 年降率免税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的刺激造

成四个直辖市住宅价格出现明显的泡沫ꎮ 这些研究发现形成本研究理解土地资源配置经济效应

的基础ꎮ
其次ꎬ关于土地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研究ꎮ 某个部门(房地产)产生泡沫会挤出制造业的

资本投入ꎬ引发制造业的“荷兰病”ꎮ 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都得到证实ꎮ 房地产升值提高

了企业抵押担保资产的价值ꎬ从而影响企业借贷和投资ꎬ形成对宏观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ꎮ
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制造业规模和效率空心化ꎬ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ꎬ是经济结构

扭曲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ꎮ 未来研究需要从企业层面进一步讨论土地资源配置对

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ꎮ
第三ꎬ关于土地资源配置与企业空间布局的研究ꎮ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①引入企业异质性后ꎬ所

谓的“新”新地理经济学研究从企业或个体微观决策(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的角度入手解释

产业集聚ꎮ 国内学者利用这一框架ꎬ讨论了产业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对不同产业的

意义ꎮ 此外ꎬ部分学者还讨论了房价上涨促进差异化产品扩散、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空间转移ꎮ
这些研究要么集中于某些地区(如“长三角”)ꎬ要么从省际的角度出发ꎮ 现有这两类研究多集中

于地区或行业层面ꎬ而缺乏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ꎬ这就难以深入地讨论相关机制问题ꎮ
第四ꎬ关于土地资源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ꎮ 当前相关研究都没有直接讨论土地资源

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ꎬ只是从产业宏观发展的角度ꎬ讨论了不同产业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

的关系ꎮ 替代弹性和收入弹性以及技术进步速度和资本密集程度等决定了部门规模的扩张速

度ꎬ能够解释工业部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结构变迁过程ꎮ 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由

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中国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ꎬ而各种投

入品(如资本和劳动)的丰裕程度所导致的要素价格差异决定了企业家最优技术选择ꎮ 产业结

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则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ꎮ 这些研究忽略了土地价格和配置方式对促

进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作用ꎮ
第五ꎬ关于土地资源配置与土地财政的研究ꎮ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财政集权是土地

财政的制度性基础ꎮ 由于财权和事权的这种体制设定而造成的严重不对称ꎬ各级地方政府纷纷

依靠预算外收入来寻求财政来源ꎬ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是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动因ꎮ 在“压力型

体制”下ꎬ土地供给也成为地方政府展开竞争的重要手段ꎬ即采用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

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策略ꎮ 现有文献没有讨论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在土地财政机制中发挥的

不同作用ꎮ
在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前提下ꎬ深入讨论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对于理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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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Ｍｅｌｉｔｚꎬ Ｍ. Ｊ.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ꎬ ２００３ꎬ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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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变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未来研究要从微观入手ꎬ探讨土地资源配置对经济发展、企业空间布

局和转型升级的微观机制ꎬ并讨论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在土地财政机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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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所创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①

谭　 洁
(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檀溪寺系湖北襄阳名刹ꎬ由东晋名僧释道安创建ꎮ 道安在此铸造佛像、制定僧规、培养僧才ꎮ 南朝

刘宋元嘉年间ꎬ西域僧在此建禅房ꎬ梁皇帝萧衍敕地扩建ꎻ隋唐之际ꎬ檀溪寺走出专弘“三论”的慧稜ꎻ此后到宋

朝ꎬ檀溪寺情况不明ꎻ元明时期ꎬ檀溪寺历经三次重建ꎻ明洪武年间ꎬ改为讲寺ꎻ清朝ꎬ梓舟船禅师重建檀溪寺ꎬ恢
复其为禅寺ꎬ在此弘传临济禅法ꎮ

关键词:　 檀溪寺ꎻ道安ꎻ禅寺ꎻ梓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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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ꎮ 梁启超评价说:“中国佛教史ꎬ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

期ꎬ道安以后为一时期ꎮ 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ꎬ实自安始ꎮ”②道安带领徒众在襄阳弘

法十五年ꎬ其中居檀溪寺六年ꎬ为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关于道安的研究众多ꎬ然其在檀溪

寺的具体活动ꎬ几无研究ꎻ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以及襄阳地方佛教史发挥的作用与影响ꎬ研究亦

不足ꎮ③本文拟根据史料记载和前人成果ꎬ考察道安在檀溪寺的具体活动及历代檀溪寺的发展情

况ꎬ还原此寺在佛教史上的真实面貌ꎮ

一、东晋道安创檀溪ꎬ徒众数百立僧规

释道安(３１２—３８５)ꎬ俗姓卫ꎬ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ꎮ 父母早丧ꎬ为外兄孔氏抚养ꎮ １２
岁出家ꎬ因形貌丑陋ꎬ不为剃度师所重ꎬ然天智聪慧ꎬ记忆力极佳ꎮ 约 ２４ 岁时ꎬ道安游历参学至石

赵邺都(河北临漳县西南)ꎬ遇西域僧佛图澄ꎬ师事之ꎮ 图澄圆寂后ꎬ后赵石虎于公元 ３４９ 年称

帝ꎬ表现残暴ꎮ 道安领徒众南下ꎬ辗转于山西濩泽(今临汾县境)、河北飞龙山(河北涿鹿县境)ꎬ
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ꎮ ４５ 岁时回邺都ꎬ应邀住受都寺传法ꎻ后率众去山西王屋女林山ꎬ不久渡过

黄河ꎬ到达河南陆浑县(今嵩县境)ꎮ 晋兴宁三年(３６５)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ꎬ道安在新野

“分张徒众”ꎬ自率弟子慧远等至湖北襄阳ꎮ 初居白马寺ꎬ因法席昌盛ꎬ四方学士ꎬ竞往师之ꎬ徒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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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ꎬ“以白马寺狭ꎬ乃更立寺名曰檀溪”①ꎮ
檀溪寺坐落在湖北襄阳城西门外的檀溪水侧ꎬ宁康元年(３７３)由释道安创建ꎮ② 寺为清河张

殷宅ꎬ因溪而得名ꎮ 张殷郡望清河ꎬ事迹不详ꎮ 信众听闻道安创建新道场ꎬ多予赞助ꎮ 道安在檀

溪寺的活动ꎬ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１.建浮屠铸铜像ꎮ 东晋檀溪寺的承建情况ꎬ僧传记载为“建塔五层ꎬ起房四百”ꎮ 有凉州刺史

杨弘忠送铜万斤ꎬ道安建议用此铜铸造佛像ꎬ铸出一尊“光相丈六ꎬ神好明著ꎮ 每夕放光ꎬ彻照堂

殿”的释迦牟尼佛像ꎮ 僧传记录此像“自行至万山ꎬ举邑皆往瞻礼ꎬ迁以还寺”③ꎬ此表述颇具神异

传奇色彩ꎬ观“举邑皆往瞻礼”之形容ꎬ可知此事无疑有助于在檀溪寺的道安扩大其社会影响ꎬ而
道安对此也深感欣慰ꎬ用«论语»里的“朝闻道ꎬ夕死可矣”表示感慨ꎮ 今«广弘明集»卷十五存道

安弟子慧远所作«晋襄阳丈六金像赞序ꎬ因释和上立丈六像作»文ꎬ即为此像而作ꎮ
至唐代ꎬ此记载出现了变化ꎬ云自行到万山的是一尊丈八金铜无量寿佛ꎬ又云普通三年

(５２２)梁武帝萧衍下诏ꎬ为此无量寿佛像铸造“高五尺九寸ꎬ广九尺八寸”④的金铜花趺ꎬ以承佛像

双足ꎬ时刘孝仪撰文ꎬ萧子云书写ꎬ立碑颂德ꎮ 今«全梁文»卷六十一存«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

碑»文ꎬ此金像于建德三年(５７４)为襄阳刺史副镇将上开府长孙哲所毁ꎮ 按理记叙此事者的道宣

是唐代律僧ꎬ一生精持戒律ꎬ不应打妄语ꎮ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檀溪寺曾铸两尊佛像ꎬ一是丈六释

迦佛像ꎬ一是无量寿佛像ꎮ 至于无量寿佛像尺寸ꎬ说法不一ꎬ唐时已有丈六、丈八两种ꎮ
２.讲唱整理佛经ꎮ 道安在襄阳十五年ꎬ“每岁常再讲«放光般若»ꎬ未尝废阙”⑤ꎮ «放光般若

经»是大品般若经典ꎬ此经宣扬般若学的性空、诸法如幻、诸法皆假名、方便、二谛、法性等思想ꎬ
对人们理解般若学有重要影响ꎮ 当时的佛教学者从中吸收精义ꎬ将之与玄学思想相结合ꎬ对般若

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说ꎬ形成所谓“六家七宗”的般若学派ꎮ 道安弟子慧远、僧富都是听了道

安讲«放光般若经»跟随其出家的ꎬ只不过两者非在襄阳出家ꎬ这是道安讲经之功德ꎮ 另僧传记

载:“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ꎬ常使都讲等为含灵ꎬ转经三契ꎮ”⑥可知道安在襄阳已有转读ꎬ
即唱诵经文之习惯ꎬ目的仍是为了宣教ꎮ

道安还整理经录ꎬ写作序文ꎮ «综理众经目录»ꎬ又称«道安录»ꎬ即道安所整理ꎮ 此目录原本已

佚ꎬ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对此经录内容有收录ꎮ 经考察道安在檀溪寺整理经典所写序文ꎬ今存«合
放光光赞略解序»ꎮ 此序文云«光赞般若经»“以晋泰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达襄阳”⑦ꎮ 泰(太)元
元年ꎬ即公元 ３７６ 年ꎬ是道安创建檀溪寺的第三年ꎮ «放光般若经»与«光赞般若经»属同本异译ꎬ俱
出于于阗国ꎬ传进来的时间也相去无几ꎮ «光赞般若经»于泰康十一年(２８６)由竺法护、聂承远等译

出ꎻ«放光般若经»于晋元康元年(２９１)由无叉罗、竺叔兰等于洛阳译出ꎮ 两经翻译各有所长ꎬ互相

补益ꎮ «光赞般若经»虽比«放光般若经»译出时间早ꎬ但译出后一直堙没于凉州ꎬ经释道安的表章ꎬ
人们才对«光赞般若经»有所认识和了解ꎮ 因此ꎬ时在檀溪寺的道安对推介«光赞般若经»作出了贡

献ꎮ 另有凉州道人慧常书写的«渐备经»(«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ꎬ以及«首楞严经»«须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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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ꎬ均继«光赞般若经»后一起送达襄阳檀溪寺ꎮ 然此三经的道安序文ꎬ史料阙如ꎮ
３.规范僧团仪轨ꎮ 宁康三年的檀溪寺ꎬ“时斋僧有三百人”①ꎮ 为规范僧团ꎬ使僧尼行有节

度ꎬ道安参照律学ꎬ结合实际需求ꎬ制定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

讲之法ꎬ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ꎬ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ꎮ”②此举给全国寺院树立了榜

样ꎬ对当时以及后世僧团意义重大ꎬ影响深远ꎮ
史载道安在长安听闻其徒江陵长沙寺的法遇对寺内饮酒犯僧制的出家人仅惩戒ꎬ而未将之

逐出僧门ꎬ遂“以竹筒盛一荆子ꎬ手自缄封ꎬ题以寄遇ꎬ遇开封见杖ꎬ即曰:‘此由饮酒僧也ꎬ我训领

不勤ꎬ远贻忧赐ꎮ’”③法遇看到竹筒和筒内的荆棘ꎬ立即明白师父所指ꎬ他召集僧众行香礼拜ꎬ下
令维那对自己杖责三下ꎻ又与同门师兄慧远书ꎬ检讨自己罪孽深重ꎮ 此事既说明道安到长安后ꎬ
仍与弟子保持联系ꎬ又说明道安在檀溪寺时已跟众僧立下僧团规矩ꎬ否则法遇怎会一收到竹筒ꎬ
便知师父维护僧团僧规之心意呢?

４.礼答士林名族ꎮ 襄阳名士习凿齿与道安早有书信往来ꎬ听闻道安创建檀溪寺ꎬ不仅前来拜

访ꎬ而且送梨作为馈赠ꎮ 今存习凿齿给东晋实权派人物谢安的信ꎬ云“来此见释道安ꎬ故是远胜ꎬ
非常道士ꎬ师徒数百ꎬ斋讲不倦ꎮ 无变化伎术ꎬ可以惑常人之耳目ꎻ无重威大势ꎬ可以整群小之参

差ꎮ 而师徒肃肃ꎬ自相尊敬ꎬ洋洋济济ꎬ乃是吾由来所未见ꎮ 其人理怀简衷ꎬ多所博涉ꎬ内外群书ꎬ
略皆遍睹ꎬ阴阳算数ꎬ亦皆能通ꎬ佛经妙义ꎬ故所游刃ꎮ 作义乃似法兰、法道ꎬ恨足下不同日而见ꎬ
其亦每言思得一叙”④ꎮ 谢安(３２０—３８５)ꎬ东晋有名的高门士族ꎬ“性好佛理”ꎬ与竺法汰(道安同

学)、于法开友善ꎬ尤与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即支道林)交好ꎮ
习凿齿此信一是高度评价道安及其僧团ꎬ二是表达道安也想结识谢安的愿望ꎮ 道安是般若

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代表人物ꎬ与即色宗的支遁尤为交好的谢安是否会接受本无宗的道

安ꎬ两人是否有过交往ꎬ史料阙如ꎮ 然此信是习凿齿向朝廷官员力荐道安的明证ꎬ同时表明道安

在襄阳已立稳脚跟ꎬ获得了当地士林名族的大力支持ꎮ 有了地方士林名族的帮助ꎬ道安在东晋声

名渐高:高平郗超遣使遗米千斛ꎬ修书累纸ꎬ深致殷懃ꎮ 郗超(３３６—３７８)ꎬ东晋书法家ꎬ权臣桓温

的主要幕僚ꎮ 郗超也是佛教信徒ꎬ与支道林、竺法汰均结方外之交ꎬ撰有«奉法要»«明惑论»等ꎮ
东晋孝武皇帝司马曜(３６２—３９６)闻道安大名ꎬ也遣使通问ꎮ

５.通好北方秦主ꎮ 襄阳檀溪寺道安的名声ꎬ传至北方前秦苻坚(３３８—３８５)那里ꎮ 十六国前

秦君王苻坚(３３８—３８５)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ꎬ重用汉族士人王猛ꎬ加强生产ꎬ终使国家繁荣强盛ꎮ
历经累年征伐ꎬ苻坚成功统一北方ꎬ又思图江南东晋之地ꎬ得知道安声名ꎬ有心收其辅佐朝政ꎬ遣
使与檀溪寺的道安通好ꎬ“送外国金箔倚像ꎬ高七尺ꎬ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ꎬ
各一张”⑤ꎮ 这些佛像给当时的檀溪寺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每讲会法聚ꎬ辄罗列尊像ꎬ布置幢幡ꎬ
珠佩迭晖ꎬ烟华乱发ꎬ使夫升阶履闼者ꎬ莫不肃焉尽敬矣ꎮ”⑥时前秦与东晋在四川地区已发生战

事ꎬ道安却接受前秦君主苻坚的馈赠ꎬ应有“不依国主ꎬ则法事难立”的考虑ꎮ
晋太元四年(３７９)ꎬ苻坚派符丕南下进攻襄阳ꎮ 城破后ꎬ守城将领朱序ꎬ以及道安、习凿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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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至长安ꎮ 道安得到苻坚器重ꎬ驻锡长安五重寺ꎬ翻经弘法ꎮ 他以中土出家沙门皆从师姓ꎬ提
倡佛门弟子以“释”为姓ꎮ 道安统一释姓ꎬ既受佛典的启发ꎬ又考虑中华传统家族文化影响ꎬ以及

魏晋选官品评社会制度因素作用ꎮ① 建元二十一年(３８５)二月ꎬ道安圆寂于此ꎮ
道安门下弟子众多ꎬ有昙翼、法遇、昙徽、慧远、慧持、慧永、昙邕、昙戒、道立、僧富等ꎮ 僧传明

确记载ꎬ随道安住檀溪寺的有如下五人:昙翼、法遇、昙徽、慧远、慧持ꎮ 道安离开檀溪寺前ꎬ在此

“分张徒众”:法遇前往江陵(治今荆州)长沙寺投奔昙翼ꎬ昙徽、慧远、慧持到荆州住上明寺ꎮ 后

昙翼入湖南岳阳、慧远入江西庐山、慧持入四川成都弘法ꎮ 其中ꎬ尤以慧远创建的庐山僧团ꎬ建树

卓然ꎬ庐山由此成为当时南方佛学的中心ꎮ 追溯源头ꎬ正与道安所创檀溪寺有关ꎮ

二、宋齐梁僧结诸王ꎬ梁皇敕地扩禅房

太元十七年(３９２)ꎬ接替朱序镇守襄阳的郗恢将檀溪寺改名为“金像寺”ꎮ② 刘宋元嘉年间ꎬ
慧远弟子道温居檀溪寺ꎮ 道温(３９７—４６５)ꎬ俗姓皇甫ꎬ安定朝那(治今宁夏固原东南)人ꎮ １６ 岁

入庐山师事慧远ꎬ后游长安从学鸠摩罗什ꎮ 元嘉中(４２４—４５３)居襄阳檀溪寺ꎬ以其善大乘经ꎬ兼
明数论ꎬ樊邓学徒多师之ꎮ 元嘉五年(４２８)ꎬ吴国张邵镇守襄阳ꎬ其子张敷跟随道温听经ꎬ夸赞不

已ꎻ张邵劝道温还俗ꎬ道温遂离开襄阳ꎬ去了江陵ꎮ 孝建初道温被敕住建康(今南京)中兴寺ꎬ大
明中敕为都邑僧主ꎮ 大明四年(４６０)ꎬ皇太后造普贤菩萨像有感应ꎬ朝廷赐钱五十万ꎬ诏改其禅

房为“天安寺”ꎮ 道温卒于宋太始初ꎬ时年 ６９ 岁ꎮ 元嘉二十五年(４４８)ꎬ有西域僧来檀溪寺ꎬ此僧

姓名不详ꎬ于池水之东建立禅房③ꎬ是檀溪寺为禅寺的始作俑者ꎮ
齐梁年间ꎬ惠景和其弟子惠超、僧崇居檀溪寺ꎮ 惠景ꎬ师承不详ꎬ传其“清恒平简ꎬ雅有器

局”④ꎬ梁普通初ꎬ为州僧正ꎬ以节俭闻名ꎮ 其弟子惠超(４７５—５２６)ꎬ俗姓王ꎬ太原人ꎮ 永嘉之乱ꎬ
寓居襄阳ꎮ 南齐建元三年(４８１)出家跟随惠景住檀溪寺ꎮ 因大众喧杂ꎬ移居禅房跟僧崇禅师修

学禅定ꎬ１２ 岁又跟同寺僧人习“三玄”之学ꎮ 南齐永明年间ꎬ智秀法师至襄阳讲学ꎬ惠超又从其受

学ꎬ随之还都(指南京)ꎬ住灵根寺ꎬ从法常受具足戒ꎮ 天监初智秀师圆寂后ꎬ惠超从释智藏学经

论ꎬ从释慧集学戒律ꎬ“备通诸部ꎬ名动京邑”⑤ꎮ 齐武帝勅为寿光学士ꎬ梁武帝勅与正观寺僧伽婆

罗传译«阿育王经»十卷ꎬ惠超笔受ꎮ 梁安成康王萧秀(萧衍七弟)出镇藩地ꎬ邀其同行ꎻ吴平侯萧

昺(萧衍从叔)游夏口ꎬ又携其同行ꎮ 惠超后还都ꎬ继续讲席ꎬ于普通七年圆寂ꎬ时年 ５２ 岁ꎮ
天监四年(５０５)ꎬ梁代开国皇帝萧衍敕给檀溪寺池西之地ꎬ扩建禅房ꎮ⑥ 萧衍与襄阳别有因缘:

立国前ꎬ萧衍坐镇雍州(治今襄阳)ꎬ娶襄阳女子丁令光(后册封其为贵嫔ꎬ即昭明太子萧统生母)为
侧室ꎻ起兵前将大量竹木沉于檀溪ꎬ密为舟装之备ꎮ 萧衍原配夫人郗徽来自道教世家ꎬ然侧室丁氏

却为奉佛之人ꎬ萧衍登基后于天监三年发菩提心“舍道”奉佛⑦ꎬ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菩萨皇帝”ꎮ

三、隋唐慧稜传“三论”ꎬ唐宋咏溪寺不提

至隋朝ꎬ襄阳檀溪寺住僧有诞律师和弟子慧稜ꎮ 诞律师ꎬ僧传仅存其名ꎬ行迹不详ꎮ 慧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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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６—６４０)ꎬ隋唐之际弘传“三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的名僧ꎮ 俗姓申屠ꎬ西隆人ꎮ
父亡ꎬ由母亲抚养ꎬ年幼时曾随其母ꎬ听襄阳闰法师讲“三论”ꎮ 隋文帝开皇三年(５８３)ꎬ母亡ꎬ八
岁的慧稜独自去檀溪寺ꎬ拜诞律师出家ꎮ １６ 岁时慧稜往荆州茅山寺师事大明法师(三论宗摄山

派初祖僧朗弟子)ꎬ通“三论”ꎮ 隋末重回襄阳ꎮ 武德二年(６１９)跟随安州释慧暠入蜀弘法ꎬ宣讲

“三论”ꎬ时号“得意稜”①ꎮ 暠师在成都遭人诬陷下狱ꎬ慧稜也一同入狱ꎮ 出狱后跟随暠师回安

州方等寺ꎬ深受其师器重ꎮ 贞观七年(６３３)ꎬ暠师圆寂ꎬ慧稜返襄州紫金寺ꎬ大开讲席ꎬ弘传“三
论”ꎬ徒众三百ꎮ 贞观十四年病重圆寂ꎬ时年 ６５ 岁ꎮ

“三论”之学主要阐述真俗二谛和八不中道等义ꎬ宣扬般若性空思想ꎬ是大乘佛学建立的理

论基础ꎮ 南方“三论”学兴起ꎬ归因于公元四世纪驻锡南京摄山栖霞山的高丽僧朗ꎬ朗公之后继

承“三论”家风的僧诠门下有法朗、慧布、智辩、慧勇四大弟子ꎬ时人以“四句朗、领语辩、文章勇、
得意布”②来表彰他们弘传“三论”的成就ꎮ 慧稜师从同为僧朗弟子的大明法师而得号“得意

稜”ꎬ这既是称美其“三论”造诣深厚ꎬ又有与僧诠门下比较之意ꎮ
慧稜之后ꎬ檀溪寺情况不明ꎮ 诗人孟浩然(６８９—７４０)本襄阳人ꎬ世称“孟襄阳”ꎮ 早年有志

用世ꎬ求仕无果ꎬ隐居襄阳鹿门山ꎮ ４０ 岁游长安ꎬ应进士举不第ꎮ 在太学赋诗ꎬ名动公卿ꎮ 开元

二十五年(７３７)被张九龄招致幕府ꎬ不久再次归隐ꎮ 开元二十八年(７４０)王昌龄遭贬官ꎬ途经襄

阳访孟浩然ꎬ孟因食鲜背疾复发ꎬ病亡ꎮ 作为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ꎬ孟浩然诗作中曾提及“檀
溪”:一首«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ꎬ一首«檀溪寻故人»(一作檀溪寻古)ꎬ赞美檀溪附近风

景如画ꎬ但均未提及檀溪寺ꎮ 李翱(７７２—８４１)曾任山南东道(治所设于襄州ꎬ即今湖北襄阳)节
度使ꎬ其所撰«卓异记»记皇帝功德及臣子盛事ꎬ自述“开成五年(８４０)七月十一日ꎬ予在檀溪”③ꎮ
由于李翱本人“崇儒排佛”ꎬ故此著作也不见提及檀溪寺情况ꎮ 另李吉甫(７５８—８１４)撰«元和郡

县志»ꎬ云“今溪已涸ꎬ非其旧矣”④ꎮ «元和郡县志»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８０６—８２０)ꎬ说明此时

檀溪已干涸ꎮ
南宋词人李曾伯撰«可斋杂稿»ꎬ其诗文如«代襄阃宴新除史制卿»«丙子登岘山»«偕张总干

章帅机同游檀溪登极目和韵»«和刘清叔檀溪韵»«壬辰过鄂渚简张子直总干»«寿陈制垣»«寿岳

漕»中ꎬ屡屡提及“檀溪”ꎬ但不见与檀溪寺关联只言片语ꎮ 金代诗人李俊民撰«庄靖集»ꎬ诗作描

述了襄阳的山水、景色、人物ꎮ 其«谷隐山»诗云:“衮斧留心汉晋间ꎬ岂期谷隐避名难ꎮ 一人有半

随秦去ꎬ不得相离释道安ꎮ”⑤诗中追述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及与道安同被苻坚掳走之事ꎬ也未

提及檀溪寺ꎮ

四、元朝玄悟重建寺ꎬ明改讲寺僧燃指

元朝有僧释玄悟ꎬ重建檀溪寺ꎻ元末ꎬ檀溪寺毁于战火ꎮ⑥ 释玄悟生平及建寺行迹ꎬ史料不

详ꎮ 元代学者虞集有首«题张令鹿门图»诗ꎬ云“何时古寺傍檀溪? 几处残碑在江岘”⑦ꎮ 虞集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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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洁:道安所创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于元至正八年(１３４８)ꎬ据此可推知由元僧释玄悟重修的檀溪寺ꎬ最迟至正八年已毁ꎮ
明朝檀溪寺历经两次重建: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ꎬ僧会铭重建檀溪寺ꎮ 僧会铭的生平及建檀溪寺

情况ꎬ史料不详ꎮ 据«襄阳郡志»记载ꎬ僧会铭在襄阳不仅重建檀溪寺ꎬ且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重建铁

佛教寺ꎬ洪武十年(１３７７)重建圆通禅寺ꎮ 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ꎬ襄阳寺院开始清理工作ꎬ其中檀溪

寺“清理改作讲寺”①ꎮ 这是檀溪寺性质与功能发生变化的记载ꎮ 联系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五月所下诏令:“佛寺之设ꎬ历代分为三等ꎬ曰禅、曰讲、曰教ꎮ 其禅ꎬ不立文字ꎬ必见性者ꎬ方
是本宗ꎮ 讲者ꎬ务明诸经旨义ꎮ 教者ꎬ演佛利济之法ꎬ消一切见造之业ꎬ涤死者宿作之愆ꎬ以训世

人ꎮ”②可知檀溪寺从禅寺改为讲寺ꎬ是顺应朱元璋整饬佛、道二教ꎬ清理寺庙道观之结果ꎮ
万历年间ꎬ檀溪寺重现“凋落不堪”③之状ꎬ禅僧真喜燃指发心ꎬ立誓重建檀溪寺ꎮ 此事得到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１５４３－１６０３)的支持ꎮ 紫柏有缘重游檀溪之际ꎬ为真喜禅师诚

心所感ꎬ遂书«喜禅人燃指修檀溪寺疏»文ꎬ告白十方信众ꎬ助推此事ꎮ 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ꎬ王
尔康居士经檀溪寺ꎬ“不堪其岑寂”④ꎬ捐俸银一两ꎬ以作佛前灯火光明之资ꎮ 今«居士传»卷三十

八有“王道安”条ꎬ云王道安ꎬ名尔康ꎬ号性海居士ꎬ庐陵人ꎮ 其父育仁ꎬ官终涪州ꎮ 王道安于万历

二十三年(１５９５)举进士ꎬ授行人ꎮ “初受戒于云栖宏公ꎬ修念佛三昧ꎮ 复参求宗要ꎬ用力精猛ꎮ
及使唐时ꎬ又得旨于松杏老人ꎮ”⑤万历二十九年ꎬ王道安因病归居招提中ꎬ为大众讲«起信

论»和«楞严经»ꎬ著«起信疏记»ꎬ知自己大限将至ꎬ舍田宅与寺僧ꎬ卒年 ３８ 岁ꎮ 据此可推知王道

安生于 １５６４ 年ꎬ卒于 １６０１ 年ꎮ 云栖宏公ꎬ即莲池祩宏(１５３５—１６１５)ꎻ松杏老人ꎬ行迹不详ꎮ 王道

安受戒于莲池ꎬ然紫柏与莲池有交情ꎬ故两者相识也在情理之中ꎻ只是王道安号性海居士ꎬ而紫柏

所记为金牛居士ꎬ是否为同一人ꎬ存疑ꎮ 明末农民起义ꎬ天下大乱ꎬ真喜重建的襄阳檀溪寺再次在

战火中沦陷ꎮ

五、清船禅师发大心ꎬ伽蓝佛像成禅境

清朝临济宗僧梓舟船禅师受信众之请ꎬ在荒地上重建檀溪寺ꎮ 梓舟船禅师(１６１９—?)ꎬ成都

潼川(今四川绵阳三台县)人ꎮ ５ 岁丧母ꎬ１５ 岁丧父ꎮ 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从白莲庵映春和尚出

家ꎬ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在雪门和尚处受戒ꎮ 游荣华山住茅草屋ꎬ礼拜«法华经»与«华严经»共三

年ꎮ 明末农民军起义ꎬ世道纷乱ꎬ几经生死ꎮ 南下途中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遇兵盘诘ꎬ后又北上游

历江西翠岩、江苏宜兴芙蓉、湖北报恩等寺ꎬ先后参学宜兴龙池万如通微、湖州报恩寺玉琳通琇、
径山万寿寺费隐通容、天童牧云通门、灵隐寺具德弘礼、嘉兴龙渊三塔寺自闲觉等高僧大德共九

年ꎮ 于法忍寺(船子和尚道场)师从二隐行谧(１６０６—１６６５ꎬ临济宗第三十二代传人)四年ꎬ隐嘉

兴府古心庵闭关三年ꎬ出关后隐庐山ꎬ受襄阳信众之请住襄州鹿门寺二年ꎬ后应诸檀越护法之请ꎬ
于明末清初担负檀溪寺重建重任ꎮ 王士祯(１６３４—１７１１)是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进士ꎬ他有首«檀
溪寺»诗云:“欲渡襄江雪意寒ꎬ襄阳耆旧已凋残ꎮ 清溪老寺城南路ꎬ独忆弥天释道安ꎮ”⑥诗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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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对释道安及檀溪寺的追忆之情ꎮ 此诗未见收录于王士祯相关著作中ꎬ为其佚诗ꎮ
史载檀溪寺“建自晋宁康中ꎬ明季毁ꎬ顺治间重建”①ꎮ 实际情况是ꎬ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梓舟

船禅师尚居襄阳鹿门寺ꎬ有信众提议请禅师重建檀溪古寺ꎬ然山门处“荒郊路径”ꎬ建佛殿需“辟
开荒地”、“开荒铲草”ꎮ 从“初年荒地难支持ꎬ三载于今未展眉”、“僻荒三载”的描述中②可知ꎬ虽
有提议ꎬ但一直未能动土ꎮ “甲辰秋ꎬ护法席之柯、元甫宋并众居士诸山耆旧请师住襄阳府檀溪

禅寺铲棘”③ꎬ表明康熙三年(１６６４)檀溪寺重建工作始正式启动ꎮ
梓舟船禅师重建檀溪寺ꎬ得到不少檀越信众的支持ꎮ 据«檀溪梓舟船禅师语录»记载ꎬ有湖州知

府彭文炜(奉天沈阳人ꎬ法名彻崖ꎬ号鹿门ꎬ举人ꎬ康熙八年任)、荆南道前兵部职方司孟良范(镇番

人)、护法居士柯席之、宋元甫、潘珍、吴国傑、王仲美、贾邹黄、王淮泉、李天培、张太和ꎬ以及王、曹居

士ꎬ樊城刘居士等ꎮ 其中ꎬ大雄宝殿系襄戎府彭(文炜)公、副戎府吕公以及山主柯(席之)公众居士

捐金而成ꎻ韦驮殿系文学宋(元甫)公、吴(国傑)居士等领众捐资所建ꎻ禅堂系王、曹二居士捐金领

众所建ꎻ大藏经系浙江嘉兴府秀水县王仲美捐资一百六十两请供至寺ꎻ佛殿内的丈六释迦牟尼佛金

像和迦叶、阿难两尊者像系贾邹黄、王淮泉居士等十八位襄阳诸大檀越捐金刻造ꎮ
檀溪寺重建工作持续七年ꎬ终成规制:进了山门ꎬ有大雄宝殿、祖师堂、禅堂、韦驮殿、藏经楼

等ꎬ寺内悬钟、挂云板ꎬ佛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金像和迦叶、阿难尊者像ꎮ 今存梓舟船禅师的«檀
溪募缘偈»:“重建檀溪不存粮ꎬ惟我山中分外荒ꎮ 只谓口头贪些味ꎬ登门助道便成当ꎮ 须然粒米

无边界ꎬ一口吞尽般若香ꎮ 舍也风光ꎬ不舍也风光ꎬ乾坤之内ꎬ作福为常ꎮ”以及«募建大殿偈»:
“檀溪久废复垂云ꎬ梁栋施成佛日熏ꎮ 一笠曾将转帝位ꎬ信心一念善为君ꎮ”④从中既可看出重建

工作之艰难ꎬ又可知募缘有功ꎬ建筑终有成ꎮ 檀溪寺重建成后ꎬ有马跃檀溪、王璨古井、晋柏遗风、
屏峰锁翠、双堤系州、平桥日渡、真武铉峰、晴湖夜月等檀溪寺八景ꎮ

重建起来的檀溪寺恢复为禅寺ꎬ成为襄阳弘传临济宗的佛教基地ꎮ 梓舟船禅师与浙江临济

天童派颇有渊源:其本师二隐谧禅师为明末清初临济宗领军人物天童派密云圆悟之法嗣ꎬ故梓舟

船与同为圆悟门下的自闲觉禅师之法嗣如一融师用、雪厂岳慧、慈朗超鹫、瑞初超祥ꎻ破山海明法

嗣丈雪通醉禅师之法嗣佛冤彻纲ꎻ林野通奇法嗣宕山远禅师之法嗣古宿尊ꎬ以及本师门的浣风

智、芝岩秀、语松月等ꎬ均有往来ꎬ留下酬唱赠答诗作ꎮ 其中ꎬ古宿尊禅师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两度

受邀入住襄阳檀溪寺ꎬ与梓舟船禅师同居数月ꎬ后又应信众之请ꎬ住持襄阳洞山岘石禅院ꎬ事载

«古宿尊禅师语录»卷六ꎻ佛冤彻纲作为成都昭觉寺中兴二祖ꎬ是明末清初四川佛教中破山海明

一系第三代传人ꎬ四川佛教界的领导者ꎮ 今存梓舟船禅师的«檀溪寺八景ꎬ次佛冤兄韵»(和韵的

原诗已佚)、«佛冤法兄佳章次韵赠二首»ꎬ以上乃清朝湖北襄阳檀溪寺僧与浙江、四川佛教界高

僧大德往来之佐证ꎮ
梓舟船禅师在襄阳交游僧俗两界ꎬ足迹遍及鹿门寺、檀溪寺、大觉庵、鹫岭甘泉寺等ꎮ 重建檀

溪寺的过程中ꎬ梓舟船禅师应襄樊两城众居士之请ꎬ以上堂、升座、小参、示众、机缘、垂问、像赞、
拈颂等多种形式广为说法ꎬ运用临济宗的棒喝示教ꎬ展现峻烈的禅风ꎻ同时与居士们联芳赠答ꎬ写
下所住寺景诗、扫塔拈香法语ꎬ操办举火佛事并留下法语ꎻ地方居士则设斋供养梓舟船禅师ꎬ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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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洁:道安所创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祝贺诞辰ꎮ 时人评梓舟船禅师:“南宗北宗合一也ꎬ一叶五花汇源也ꎮ 未承曹洞之脉ꎬ而兼擅其

绵密ꎬ无连纤之偏ꎻ现接临济之传ꎬ而独得其直捷ꎬ无鲁莽之失ꎮ”①称赞梓舟船和尚有禅宗曹洞宗

绵密之功ꎬ而实传禅宗临济宗直接之德ꎮ 今存«檀溪梓舟船禅师语录»三卷ꎮ

六、小结

东晋名僧释道安两次“分张徒众”:一次为前来襄阳ꎬ一次即将离开襄阳ꎬ目的都是绍隆佛

种、续佛慧命ꎮ 面临军队进攻、襄阳城难保之际ꎬ道安在檀溪寺安排弟子至湖北荆州寺院避难ꎮ
其后弟子们前往湖南长沙、江西庐山、四川成都等地ꎬ造就“道安法脉流四方ꎬ鄂湘赣蜀共传承”
的弘法局面ꎮ 其中尤以庐山慧远僧团成为南方佛教中心ꎬ开启了中国佛教的新时代ꎬ使佛教渗透

进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ꎬ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道安所创檀溪寺是中国佛

教在南方发展的源头ꎮ
自道安离开后ꎬ檀溪寺发展曲折:元嘉年间西域僧来此建禅房ꎻ梁武帝萧衍敕地扩建ꎻ隋唐之

际ꎬ从檀溪寺走出的慧稜在襄阳广弘“三论”ꎻ其后一直到宋代ꎬ檀溪寺情况不明ꎻ元明时期檀溪

寺三次重建ꎬ明朝此寺改为讲寺ꎬ真喜禅师为重建燃指立誓ꎻ清朝梓舟船禅师作为浙江天童派的

支脉ꎬ荷负如来家业ꎬ与浙江、四川僧众相互呼应ꎬ重建使之恢复为禅寺ꎬ在此弘传临济宗禅法ꎮ
檀溪寺屡毁屡建ꎬ见证了我国僧人发扬传统、弘传佛教文化之恒心恒志ꎮ 如今檀溪寺已不复存

在ꎬ襄阳道安研究所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ꎬ试图找出该寺遗址所在ꎬ筹备恢复重建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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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道而贵德
———老子德之思想论析∗①

韩云忠
(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老子基于对世界之“道”的本原性、本体性及“道”与“德”的源流关系阐述ꎬ对“德”观念予以了突破

性的重塑ꎮ 老子把德分为上德和下德ꎬ上德即道之至善本性的体现ꎬ下德即世界万物得之于道的善之本性ꎻ他对

道和德的态度是“尊道而贵德”ꎬ即以道的绝对仁爱的本质为至尊ꎬ以道的绝对善良的本性(德性)为至爱ꎮ 在老

子看来ꎬ圣人是人类德性的典范ꎬ集诸多品德于一身ꎬ从善如流ꎻ他们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组织者、创造者和革新

者ꎬ因而是人类社会当之无愧的统治者ꎮ 作为统治者ꎬ圣人治理国家的方式是典型的德治ꎬ即自然之治和无为之

治ꎮ 老子德之思想为我们准确把握道德的内涵ꎬ重新理解道德之于人的价值ꎬ全面认识善德者的崇高形象ꎬ深刻

领悟德治的价值和目标ꎬ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　 老子ꎻ德思想ꎻ贵德ꎻ圣人ꎻ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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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家礼乐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价值研究”(１６ＫＳＪ０８)、山东省一流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支持项目(ｍｘｋ２０１６０３０６)的阶段性成果ꎮ

　 　 “德”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范畴ꎮ 但是相比于人们对老子“道”思想的极大关注ꎬ学界对于其

“德”思想的探讨就未免显得薄弱ꎬ而且已有的见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ꎮ 大致来看ꎬ学
者们主要是从道体德用等角度抽象地阐述“德”之内涵ꎬ承认“德”是“道”的体现和下落ꎬ强调

“德”对“道”的依附性和派生性ꎬ而忽视“德”的独立性、客观性及系统性ꎮ 实质上ꎬ“德”在老子

思想中的意义并非仅仅表现为“道”的一种功用或体现ꎮ 作为一个观念体系ꎬ老子之“德”蕴含着

从形上本根流注于形下世界的理论脉络ꎬ逐步展示了至善本根如何被切实推行的过程 ꎮ 本文主

要从老子“德”的本根、本性、价值及德性的回归与保持等方面系统地探讨老子德之思想ꎮ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ꎬ“德”并非创始于老子ꎬ在前诸子时期“德”作为周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

基石ꎬ已备受统治阶层重视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ꎬ经过诸子的进一步探讨ꎬ此观念在他们的学说中

具有了新的思想生命力ꎮ 不同于孔子为“德”注入新的伦理内容ꎬ老子则主要是基于对世界之

“道”的本原性、本体性及“道”与“德”的源流关系阐述ꎬ对“德”观念予以了突破性的重塑ꎮ

一、上德与下德

老子是在道与德的关系中分析了德之内涵ꎮ 他认为ꎬ德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道之创生、养
育世界万物的至善本性、本质的现实体现ꎬ即上德ꎻ二是道赋予世界万物(包括人类ꎬ下文同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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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标明)的本性ꎬ道之至善本性在世界万物上的体现ꎬ即世界万物得之于道的善之本性(下德)ꎮ
老子认为ꎬ道是世界的本体ꎬ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存在的本质ꎮ “大道泛兮ꎬ其可左右ꎮ 万

物恃之以生而不辞ꎬ功成而不名有ꎮ 衣被万物而不为主ꎬ可名于小ꎻ万物归之而不知主ꎬ可名于

大ꎮ 以其终不自为大ꎬ故能成其大ꎮ”①道造就了整个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ꎬ并为人类

创造了自由幸福的生活所必须的全部条件ꎮ 因此ꎬ道的恩泽博大如海、无所不至ꎬ是至真至善至

美的ꎮ 德者ꎬ性也ꎮ 道之创生世界万物至善本性的现实体现即为上德ꎬ老子讲的玄德、常德等都

是指上德ꎬ是道之至善本质的体现ꎮ 老子曰:“上德不德ꎬ是以有德ꎮ”②根据杨润根注解ꎬ上德ꎬ即
绝对的德(也即道)ꎻ不德ꎬ即不得德ꎬ不必获得至善的存在和本质ꎮ 因为道作为世界的绝对存在

和本质ꎬ根本没有必要去获得自己的存在和本质ꎬ因为道自身就是自满自足的绝对存在和自在自

为的绝对本质ꎮ 又曰:“故道生之ꎬ德畜之ꎬ长之育之ꎬ成之熟之ꎬ盖之覆之ꎮ 生而不有ꎬ为而不

恃ꎬ长而不宰ꎬ是谓玄德ꎮ”③道生育了人类而不直接地占有人类ꎬ养育着人类而不直接地支配人

类ꎬ养护着人类而不直接地主宰人类ꎬ这就是道的至善本性的伟大显现ꎬ即玄德ꎮ
道创生了世界万物ꎬ并赋予了世界万物善之本性ꎮ 得之于道的世界万物的善之本性即为下

德ꎮ 老子曰:“下德不失德ꎬ是以无德ꎮ”④下德ꎬ即世界万物善之本性ꎻ不失德ꎬ意谓不失去自己被

给予的绝对存在和至善本质ꎻ无德ꎬ即没有个体独立的绝对存在和至善本质ꎮ 在老子看来ꎬ对于

世界万物的个体本身来说ꎬ个体的存在和本质完全是由道即世界的绝对存在和至善本质所给予

的ꎬ它们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和本质ꎬ也即没有“上德”ꎮ 因此ꎬ世界万物的存在和本性(德性ꎬ
下文同ꎬ不再标明) 完全是一种被给予、被给定的东西ꎮ 它们的存在和本性ꎬ仅仅是由于它们接

受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承受了———道的绝对的存在和本性而已ꎮ 也就是说ꎬ当世界万物保

有自己的存在和本性时ꎬ只是不失去道在创造它们时所赋予它们的存在和本性而已ꎮ 而对于人

类来说ꎬ只有当他们在主观上认识、掌握并保持了这种被赋予的天性时才具有自觉、自为和现实

的普遍无限的存在和普遍无限的本性ꎬ才具有善ꎬ才具有德ꎮ 这也就是说ꎬ人类之有德ꎬ并不取决

于人们自然地承受了道所赋予自己的存在和本性ꎬ而完全取决于人们能否积极地去认识、去把握

自己那种完全被给予的存在和本性ꎬ从而认识、把握那个给予我们如此存在、如此本性的绝对存

在和绝对本性之自身———道ꎬ并积极主动地去参与道的创造一个完美世界的伟大活动ꎮ⑤ 因此ꎬ
人类德性的保有在于自觉的识道、遵道、行道ꎬ保持与道本性的统一ꎬ从而不丧失自己的存在本质

(德性)ꎮ 只有这样ꎬ人类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ꎮ

二、尊道贵德

老子认为ꎬ道凭借自身绝对仁爱的本质生育着人类ꎬ按照自身绝对善良的本性(即德性ꎬ下
文同ꎬ不再标明)养育着人类ꎻ它赋予整个人类生命存在具体的形式ꎬ也赋予整个人类生命存在

具体的内容ꎬ所以人类都以道的绝对仁爱的本质为至尊ꎬ以道的绝对善良的本性为至爱ꎮ “道生

之ꎬ德畜之ꎬ物形之ꎬ器成之ꎬ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ꎮ 道之尊ꎬ德之贵ꎬ夫莫之命而常自然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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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ꎬ道的绝对善良的本性之所以受到人类的尊祟和爱戴ꎬ并非因为道命令强求人类这样

做ꎬ而是因为人类天生的崇敬和热爱一切仁爱与善良的事物的本性使然ꎮ 因此ꎬ人类只有守住天

赋善良本性ꎬ才能保持与世界至善本质的统一与一致ꎬ才会善良纯朴、自由幸福ꎻ反之ꎬ人类如果

丢掉德性ꎬ则就背离世界的本质和本性ꎬ会陷入相互倾轧、相互践踏的罪恶状态ꎮ 老子曰:
　 　 知其雄ꎬ守其雌ꎬ为天下溪ꎻ为天下溪ꎬ常德不离ꎬ复归于婴儿ꎮ 知其白ꎬ守其黑ꎬ为天下

式ꎻ为天下式ꎬ常德不忒ꎬ复归于无极ꎮ 知其荣ꎬ守其辱ꎬ为天下谷ꎻ为天下谷ꎬ常德乃足ꎬ复归

于朴ꎮ 朴散则为器ꎮ①

人们只有做到 “为天下溪”、“为天下式”、“为天下谷”ꎬ即与世界的本原不分离、不背离赋予

人类生命的世界本体、不与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世界分离ꎬ才会“常德不离ꎬ复归于婴儿”、“常德

不忒ꎬ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ꎬ复归于朴”ꎬ即世界的绝对存在与至善本质也就不会与人类相分

离、相背离ꎬ人类就会如德之本质一样善良纯朴ꎬ就会与世界整体融为一体ꎬ才会犹如婴儿生活在

母亲的子宫内一样自由幸福、无忧无虑ꎮ “朴散则为器”ꎬ是指人类自然的、天赋的和诚实善良的

本性消散丧失ꎬ从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片面有限的自私自利的器具ꎮ 这就是说ꎬ当人类认识不到或

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以普遍无限的世界为生命的本原、为生命的依靠、为生命的全部条件的ꎬ而把

自己看作是以自己为本原、以自己为依靠、以自己为条件的、片面有限的、个人的存在物时ꎬ人类

也就因此而陷入了相互倾轧、相互践踏的罪恶状态之中②ꎮ
为了使人类保持“常德”ꎬ免于陷入相互倾轧、相互践踏的罪恶状态ꎬ老子提出了拯救人类道

德沦丧的方法———“重积德”ꎮ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ꎮ 夫唯啬ꎬ是以早服ꎻ早服是谓重积德ꎮ
重积德则无不克ꎬ无不克则莫知其极ꎮ”③“啬”ꎬ本义是把收获的粮食储存在仓库之中ꎬ以防霉烂

变质ꎻ这里它和“德”的意思相通ꎬ意即保持人们从道中获得的存在和本质ꎬ保持自己天赋的本

性ꎬ保持自己的德性ꎮ “重积德”ꎬ是指重新认识并重新掌握自己普遍无限的德之存在和德之本

质ꎮ 老子认为ꎬ拯救人们沦丧的道德心并使之遵从整个世界的道德意志去行事的最好方法ꎬ莫如

使人们认识自己天赋的德之本性ꎬ并按照自己天赋的纯正善良、诚实无欺的德之本性去生活ꎮ 只

有使每一个人都认识了自己天生的德之本性ꎬ人们才能认识到自己本来就是按照普遍无限的道

德意志而诞生、而存在的ꎮ 一旦人们都认识和掌握了自己普遍无限的德之存在和本质ꎬ那么人们

就能够战胜自己的一切非义与罪恶ꎬ这样人们就能够达到自己至善存在和本质的最完美的状

态ꎮ④ 故老子曰: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ꎬ德者同于德ꎬ天者同于天ꎮ 同于道者ꎬ道亦乐得之ꎻ同于德者ꎬ德
亦乐得之ꎻ同于天者ꎬ天亦乐得之ꎮ⑤

从自己天赋的至善本性出发ꎬ自觉地参与道的活动并积极地投身于道的事业的人ꎬ他将与道

同在ꎻ从自己天赋的德之本性出发ꎬ自觉地参与德的活动并积极地投身于德的事业的人ꎬ他将与

德同在ꎻ从自己天赋的普遍无限的世界本性出发ꎬ自觉地参与整个世界的活动并积极投身于整个

世界的事业的人ꎬ他将与世界同在ꎮ 与道同在的人ꎬ道也将乐于与他同在ꎻ与德同在的人ꎬ德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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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与他同在ꎻ与世界同在的人ꎬ世界也将乐于与他同在①ꎮ

三、圣人之德

老子认为ꎬ由于每个人的根基和悟性不同ꎬ因而对道的领悟程度不同ꎬ从而也决定了每个人

德性的不同ꎮ “上士闻道ꎬ勤能行之ꎻ中士闻道ꎬ若存若亡ꎻ下士闻道ꎬ大而笑之ꎮ 不笑ꎬ不足以为

道ꎮ”②上士闻道ꎬ便尽其所能地遵道而行ꎻ上士就是老子所称的圣人ꎬ即认识道并自觉遵道而行

的人ꎬ也是纯朴善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ꎮ 老子认为ꎬ圣人是集诸多品德于一身、从善如流的善德

者ꎬ是人类德性的典范ꎮ
１.圣人无私

老子认为ꎬ圣人之所以像天地一样长久的为人崇敬和敬仰ꎬ被人所铭记ꎬ就是因为其无私的

品质ꎮ “天长地久ꎮ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ꎬ以其不自生ꎬ故能长生ꎮ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ꎬ外
其身而身存ꎮ 非以其无私邪? 故能成其私ꎮ”③“私”具有正面的积极和负面的消极双重意义ꎮ
“私”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就是自己、自我ꎬ这个自我不是作为自我而存在的自我ꎬ而是作为世

界、作为道而存在的自我ꎮ 就“私”的负面的消极的意义来说ꎬ就是片面有限的个人和以个人为

中心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ꎮ 这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ꎬ不是以世界为出发点ꎬ不是

以世界为目的ꎬ而是以抽象的片面有限的自我为出发点ꎬ以抽象的片面有限自我为目的ꎮ “无
私”不是指没有自我ꎬ而是指超越自我ꎬ即把自我提升到世界整体的存在ꎬ使自我的存在与世界

整体的存在融为一体ꎮ 老子认为ꎬ圣人否定和超越自我的片面有限的价值ꎬ并因此而在这种否定

与超越之中使自我获得了普遍无限的价值ꎻ圣人否定和超越自我的片面有限、稍纵即逝的存在ꎬ
并因此而在这种否定与超越之中使自我获得了普遍无限、绝对永恒的存在ꎮ④

２.圣人无心

老子认为ꎬ圣人无个人的意愿ꎬ以人民百姓的意愿为意愿ꎮ “圣人常无心ꎬ以百姓之心为心ꎮ
善者吾善之ꎬ不善者吾亦善之ꎬ得善ꎮ 信者吾信之ꎬ不信者吾亦信之ꎬ得信ꎮ 圣人之在天下ꎬ歙歙

焉ꎬ为天下浑心焉ꎮ”⑤无心ꎬ指无个人的一己之私的意愿ꎬ即超越于一己的片面有限的意愿之上

而达于世界整体的意愿ꎮ 圣人始终如一地超越于片面有限的个人意愿ꎬ以人民百姓的意愿为自

己的意愿ꎬ也就是说ꎬ圣人始终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ꎮ 圣人无为自己谋利之

心ꎬ却拥有一颗博大仁爱、诚实善良的心ꎮ 对于善良的人ꎬ圣人以善良之心待之ꎻ对于不善良的

人ꎬ圣人也以善良之心待之ꎬ所以圣人以自己的善良在善良者的心灵中鼓励并加强了善良ꎬ也在

不善良者的心灵中培植养育了善良ꎮ 对于诚信的人ꎬ圣人以诚信待之ꎻ对于不诚信的人ꎬ圣人也

以诚信待之ꎬ因此ꎬ圣人以自己的诚实在诚实者的心灵中鼓励并加强了诚实ꎬ也在不诚实者的心

灵中培植养育了诚实ꎮ⑥ 因此ꎬ圣人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ꎬ并使自己的意识与意志和整个世界

的意识与意志融为一体ꎬ因而与所有的人融于一体ꎮ
３.圣人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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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知者不博ꎬ博者不知ꎮ 善者不多ꎬ多者不善ꎮ 圣人无积:既以为人ꎬ己愈有ꎻ既以与

人ꎬ己愈多ꎮ 天之道ꎬ利而不害ꎻ人之道ꎬ为而不争ꎮ”①依据杨润根的理解ꎬ“积”的本意是粮食和

金钱ꎬ它是人们苦心积虑、苦心经营和梦寐以求的对象ꎮ 因此“积”作为主观认识论意义上的概

念ꎬ它的意思是“积虑”或“虑积”ꎬ即为幸福的有粮食和金钱作保障的安居乐业的生活作长远周

密的打算ꎮ “圣人无积”ꎬ指圣人根本不为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而苦心积虑ꎮ 因为他认识到ꎬ
整个人类(包括自己)作为宇宙的必然产物ꎬ宇宙在其全部的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过程中早已为人

类(包括自己)的利益和幸福作了充分的准备ꎮ 只要人类保持自身善的本性ꎬ投入到整个宇宙的

客观历史必然性之中ꎬ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ꎬ而不与之相违抗ꎬ那么人类就能保有自己天生的幸

福与自由ꎮ 圣人作为整个宇宙存在的主体ꎬ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只追求整个人类的普遍利益与幸

福ꎬ而不仅仅追求个人的片面的利益与幸福ꎬ因而他的人生也就会像他的人生追求一样丰富ꎻ既
然他已将自己完全投身到为了整个人类的普遍利益与幸福的共同活动之中ꎬ而不仅仅是投身到

为了个人的片面利益与幸福的个人活动之中ꎬ那么他的人生就会像他所投身的活动一样广博ꎮ②

４.圣人不争

圣人因为无私、无心、无积ꎬ因而表现出像水那样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利的品性ꎮ 老子曰:
“上善若水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ꎬ居众人之所恶ꎬ故几于道ꎮ 居善地ꎬ心善渊ꎬ与善仁ꎬ言善信ꎬ政
善治ꎬ事善能ꎬ动善时ꎮ 夫唯不争ꎬ故无尤ꎮ”③根据杨润根的解释ꎬ“争”是指由于人们把个人的片

面有限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加以追求ꎬ并由此所引发的人们间的不顾廉耻的争夺与纷争ꎮ
这种争夺与纷争完全是不正当的私欲的结果ꎬ是由不正当的私欲所引发的人们行为的失当与过

失ꎬ而这种失当与过失归根到底又是人们错误地认识自己的欲求的结果ꎮ “不争”是指对错误的

私欲和由此所引发的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争斗的自觉否定和超越ꎮ④ 圣人

是至上的善者ꎬ行善如水之自然流淌ꎬ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利ꎮ 他不是狭隘地单纯追求个人的片

面有限的利益ꎬ而是把个人的欲求和目的提升为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普遍无限的欲求和目的ꎬ
并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融为一体ꎬ保持和谐一致ꎬ毫无利害冲突与争斗ꎬ从而在实现整个人类欲

求和目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欲求和目的ꎮ
５.圣人常救人

圣人能超越一己私利并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ꎬ因而表现出能够善待并救助每一个人的崇高

品质ꎮ 老子曰:“善行无辙迹ꎬ善言无瑕谪ꎬ善数不用筹策ꎬ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ꎬ善结无绳约而

不可解ꎮ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ꎬ故无弃人ꎻ常善救物ꎬ故无弃物ꎮ 是谓袭明ꎮ 故善人者ꎬ不善人之

师ꎻ不善人者ꎬ善人之资ꎮ”⑤老子认为ꎬ圣人不仅具有卓越的才智ꎬ而且具有洪大慈悲之心ꎻ他总

是善于发掘每一个人的善良本性ꎬ并使每个人的善良本性得以彰显ꎬ因而不抛弃任何一个人ꎻ他
也总是善于发掘每一种物质的潜在价值ꎬ并使每一种物质的价值得以体现ꎬ因而不丢弃任何一种

物质ꎮ 圣人的崇高品质具有极大感染力ꎬ每一个人只要能承袭圣人慈悲的光辉ꎬ他就会自觉地展

露并表现出自己善良的本性ꎻ每一种物质一旦能受到圣人理性光辉的照耀ꎬ它就会自然地展露并

表现出自己原有的价值ꎮ 所以ꎬ圣人应该成为那些不善于洞察人的善良本性并不善于依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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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本性去生活、去行动的人的教师ꎻ而不善于洞察人的善良本性并不善于依从人的善良本性去

生活、去行动的人应该自觉成为圣人的学生ꎮ① 只有这样ꎬ圣人才能真正体现并发挥其自身的价

值ꎬ善良的人也才会越来越多ꎬ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ꎮ
正因圣人具有高尚的品德ꎬ其产生的影响力不可估量ꎮ “修之于身ꎬ其德乃真ꎻ修之于家ꎬ其

德有余ꎻ修之于乡ꎬ其德乃长ꎻ修之于邦ꎬ其德乃丰ꎻ修之于天下ꎬ其德乃博ꎮ”②在老子看来ꎬ圣人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伟大的道德之心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ꎬ作用于一个

人ꎬ这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就会变得纯真美好ꎻ作用于一个家庭ꎬ这个家庭的道德品行就会变得卓

异超群ꎻ作用于一个地区ꎬ这个地区的道德品行就会变得杰出无比ꎻ作用于一个国家ꎬ这个国家的

道德品行就会变得完美无缺ꎻ作用于整个人类ꎬ整个人类的道德品行就会变得可与天地共存、与
日月争辉ꎮ③ 可见ꎬ圣人的道德品质对个人乃至世界的道德品行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ꎮ

四、圣人德治

在老子看来ꎬ圣人是那种认识了自我存在的世界本质ꎬ从而自觉地超越自我的片面有限性ꎬ
把自我提升到世界的普遍无限的高度ꎬ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ꎬ按照世界的普遍无限性去生活、去
行动的人ꎮ 在这种普遍无限的生活与行动中ꎬ他不以个人的意志为意志ꎬ而以世界的意志为意

志ꎻ他不以个人的利益为利益ꎬ而以世界的利益为利益ꎻ他不以个人的目的为目的ꎬ而以世界的目

的为目的ꎮ 他是智慧的典范ꎬ道德的楷模ꎬ人类美好生活的组织者、创造者和革新者ꎮ 因此ꎬ这种

人也就是人类社会当之无愧的统治者ꎮ④

老子认为ꎬ对于理解人类存在及生活的道德本原和道德本质的圣人来说ꎬ治理一个国家将犹

如加工一道美味的小菜一样轻而易举ꎬ得心应手ꎮ 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ꎮ 以道莅天下ꎬ其鬼

不神ꎮ 非其鬼不神ꎬ其神不伤人ꎮ 非其神不伤人ꎬ圣人亦不伤人ꎮ 夫两不相伤ꎬ故德交归焉ꎮ”⑤

通过治理ꎬ使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存在的道德本原和道德本质ꎬ使每一个人都把道德置于自己的

心灵之中ꎬ那么各种自私的、邪恶的意念就不会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产生ꎮ 当人们确立了道德对

自我心灵的绝对统治ꎬ那么任何个人内部的邪恶意念都不能败坏人们的心灵并诱使人们堕落犯

罪ꎻ而当圣人确立了道德对整个国家的绝对统治ꎬ那么任何社会外部的邪恶力量也都不能败坏人

们的心灵并诱使人们堕落犯罪了ꎮ 当个人内部的邪恶意念和社会外部的邪恶力量都不能败坏人

们的心灵并诱使人们堕落犯罪ꎬ那么人们天生的道德存在和道德本质也就从人们存在的内部与

外部两个方面都回归于人们的心身相统一的存在之中ꎬ并与人们融为一体了ꎮ⑥ 可见ꎬ圣人治理

国家的方式是典型的德治ꎮ
德治是自然之治ꎮ 老子认为ꎬ圣人是认识道并自觉遵(天)道而行的人ꎮ “道法自然”ꎬ自然

是道之本质特性ꎬ因此ꎬ遵道而行的圣人实施的政策是合乎自然的ꎮ “其政闷闷ꎬ其民淳淳ꎻ其政

察察ꎬ其民缺缺ꎮ 祸兮ꎬ福之所倚ꎻ福兮ꎬ祸之所伏ꎮ”⑦统治者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如果是合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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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合乎常理ꎬ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推行ꎬ而这样的政策可以促进乃至造就人民的真诚善良

的道德品质ꎻ反之ꎬ统治者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如果是精心设计、冥思苦想出来的ꎬ是不合自然、不
合常理的ꎬ因而需要不遗余力地强制推行ꎬ这样的政策会使人民迷失其纯朴善良的自然本性ꎬ把
人民的道德品质引向腐化堕落ꎮ “天之道ꎬ损有余而补不足ꎻ人之道则不然ꎬ损不足以奉有余ꎮ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ꎮ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ꎬ功成而不处ꎬ其不欲见贤ꎮ”①圣人统治人类

社会不凭个人的主观意志行事ꎬ而只按道之必然性活动ꎬ他们对社会的统治犹如道之统治世界一

样ꎬ只是协调、管理、服务于社会ꎬ而决不企图在这种协调、管理、服务于社会的活动中追求仅仅属

于自己个人的目的ꎬ获取仅仅属于自己个人的利益ꎻ他们与人民共同创造着一个和谐、幸福、美满

的社会ꎬ而决不企图把这一切成果都占为己有ꎮ
德治是无为之治ꎮ 老子曰:“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ꎬ我好静而民自正ꎬ我无事而民自富ꎬ

我无欲而民自朴ꎮ”②根据杨润根的理解ꎬ老子“无”的概念与世界整体相联系ꎬ它指的就是世界的

普遍无限的整体ꎬ就是无极、太一、道ꎮ “无”与个别的具体有限的事物和行为相联系ꎬ它指的就

是否定或超越个体ꎬ把个体提高到普遍无限、提高到整体世界ꎮ③ 老子讲的无为、无事、无欲中的

“无”都是这个意思ꎮ “无为”是指超越个体片面有限的、以自我为出发点、以自我为目的的活动ꎬ
从而达到普遍无限的世界整体融为一体的结果ꎮ 只有这种活动才是合乎自然、合乎道德、合乎个

体存在的世界本质的ꎮ “无事”是指使这种事根本不发生ꎬ从根本上排除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ꎬ
即超越个人和国家间的对抗、冲突和矛盾ꎬ实现人民和国家的持久和平ꎮ “无欲”是指超越个体

自私自利的欲求ꎬ以人民的欲求为欲求ꎮ 老子曰:“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ꎬ实其腹ꎬ弱其志ꎬ强其

骨ꎮ 常使民无知无欲ꎬ使夫智者不敢为也ꎮ 为无为ꎬ则无不治ꎮ”④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是:扩大

民众的心胸ꎬ使其免于自私与偏狭ꎻ确保民众的需要ꎬ使其免于饥饿与寒冷ꎻ提高民众的意志ꎬ使
其免于自蔽与短见ꎻ保障人民的健康ꎬ使其免于疾苦与病痛ꎮ 只有实施这样的无为之治ꎬ民众的

道德品质才会提高ꎬ崇高境界才会提升ꎬ人与人的关系将达于和谐统一、协调一致ꎬ民众在这种关

系中也将获得的自由和幸福ꎮ⑤

老子认为ꎬ圣人实施德治不仅是为了使百姓百倍获利ꎬ使人与人之间恢复相亲相爱的关系ꎬ
使盗贼绝迹ꎬ更为主要的是提升百姓的品质ꎬ因为它是文明社会的根本ꎮ “绝圣弃智ꎬ民利百倍ꎻ
绝仁弃义ꎬ民复孝慈ꎻ绝巧弃利ꎬ盗贼无有ꎮ 此三者ꎬ以为文ꎬ不足ꎬ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ꎬ少私寡

欲ꎬ绝学无忧ꎮ”⑥以上“民利百倍” 、“民复孝慈”、 “盗贼无有”三个政治目的的实现只是人类文

明得以重建的基础ꎬ但还不是人类文明本身ꎬ它们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还是远远不够的ꎮ 一个社

会要达到真正的文明ꎬ还必须满足下列根本条件: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注重自然平凡的真理ꎬ
保持自然质朴的品质ꎻ减少一己的私念ꎬ削弱个人的欲望ꎻ根绝那些无视世界的整体并与人的存

在的世界本性相违背的卑劣有害的学问ꎬ达到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的无忧无虑、无私无畏的绝对

价值的状态ꎮ 可见ꎬ老子清醒地意识到ꎬ假如个人仅认识到自我的片面有限性ꎬ而不能意识到自

我存在的世界本质ꎬ便会产生过度的私欲ꎻ而过度的私欲不仅是一个人痛苦的开始ꎬ也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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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堕落、道德败坏的根源ꎬ更是人类一切罪恶、矛盾和纷争的根源ꎮ 因此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ꎬ
德治的根本目标是在满足百姓温饱的基础上ꎬ提升百姓的道德品质ꎬ引导抑制其过度的私欲ꎬ从
而使每个人都能够和谐相处ꎬ生活得宁静、快乐、愉悦、幸福ꎮ 这不仅是文明社会的标准ꎬ也应是

每个有品质的人应追求的生活目标ꎮ

结　 语

综上所述ꎬ老子在道与德的源流关系论述中ꎬ阐发了其德之思想ꎮ 老子德之思想博大精深、
高屋建瓴、深刻独到、发人深省ꎬ为我们当前准确把握道德的内涵ꎬ重新理解道德之于人的价值ꎬ
全面认识善德者的崇高形象ꎬ深刻领悟德治的价值和目标ꎬ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ꎻ对于改进

和加强当前我国道德建设ꎬ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ꎬ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第一ꎬ在老子看来ꎬ道与德两者的地位虽然不一样ꎬ但是两者的关系决定了其具有直接同一

性ꎮ 道是创生世界万物的本体和本原ꎬ具有至善的特性ꎻ德是派生物ꎬ是世界本原即道之至善特

性在世界万物(包括人类)中的体现ꎻ道的至善本性直接决定了德的属性ꎬ德的属性直接体现了

道的至善本性ꎮ 由此可见ꎬ德的属性不是外在人为的赋予ꎬ而是源于世界本原即道之至善本性ꎬ
因而具有客观规定性和绝对性ꎮ 老子德之思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道德的内涵ꎬ具有重要的借鉴

和启发价值ꎮ 当前ꎬ一般人认为ꎬ道德是人类的主观创造物ꎬ是人为了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维持社会和谐而创造出的为人服务的工具ꎮ 因此ꎬ只承认道德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ꎬ否定其客

观性和绝对性ꎬ因而难以产生对道德的崇敬和信仰ꎮ 究其原因ꎬ根源在于仅从形而下的层面把握

道德的现象和形式ꎬ而没有触及现象和形式背后的本质ꎮ 只有在借鉴老子德之思想的基础上ꎬ从
本体论的视角对道德作形而上的分析思考ꎬ才能真正把握道德的内涵ꎮ

第二ꎬ老子认为ꎬ德既是道之至善本性在世界万物中的体现ꎬ也是道赋予世界万物之所以成

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ꎮ 人作为世界万物的一员ꎬ当然也不例外ꎮ 德是道赋予人之为人的本质规

定性ꎮ 因此ꎬ德对于人类来说ꎬ不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外在规范ꎬ而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规定性ꎬ是必须珍视并始终涵养保持的ꎻ否则ꎬ人将失去人之为人的根本ꎬ最终导致人性的丧失、
品质的堕落ꎬ人将不能成为真正的人ꎮ 正因如此ꎬ人也就理所当然地“尊道而贵德”ꎬ这不是什么

外在的律令或规范ꎬ而是自然常态ꎮ 道德不是人创造出来的ꎬ相反ꎬ人倒是道德生育出来的ꎻ人类

要是丢弃或远离道德ꎬ则根本就无法生存ꎮ① 老子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道德的价值大有

裨益ꎮ 道德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ꎬ能够调解、协调人与人间的关系ꎬ使人们获

得利益、满足需要ꎬ更主要的在于它能为人提供终极价值目标的精神支撑ꎬ为人提供令人敬畏的

价值信念ꎬ为人提供精神寄托之所ꎮ 因此ꎬ道德是人应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ꎬ是人应坚守的根本

价值标准ꎬ也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ꎮ
第三ꎬ德的属性源自于道ꎬ具有客观规定性ꎬ但是由于人们智慧的差异ꎬ对道之本性领悟的不

同ꎬ因而对德之属性(内容)的理解各异ꎮ 在老子看来ꎬ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智慧的人(即圣人)ꎬ能
洞察天地宇宙奥秘ꎬ参透道之至善本性ꎬ领悟德之本质内涵ꎬ并通晓德之于人的价值ꎻ他们能自觉

遵道而行ꎬ涵养德性ꎬ具有崇高的品质ꎮ 圣人是智慧的典范ꎬ道德的楷模ꎬ人类美好生活的组织

者、创造者和革新者ꎮ 因此ꎬ这种人也就是人类社会当之无愧的统治者ꎮ 作为统治者ꎬ圣人治理

国家的方式是典型的德治ꎮ 老子这一思想ꎬ对当前我国加强道德建设具有启发意义ꎮ 官德应是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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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加强道德建设重点强调的问题ꎮ 有德不仅是为官之道ꎬ也是为官之本ꎮ 官员有德才能

做好人ꎻ做好人ꎬ才能做好官ꎻ做好官ꎬ才能做好为民之事ꎻ否则ꎬ一切都是空谈ꎮ 官员在社会中起

到表率和引领作用ꎬ良好的官德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ꎻ反之ꎬ亦然ꎮ
同时ꎬ只有官员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ꎬ德治才能真正实行并产生良好的效果ꎮ 因为德治除了依靠

制度和法律ꎬ更要依靠官员良好道德品质的感染力和影响力ꎮ

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Ｌａｏ Ｚ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ＨＡＮ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ꎬ Ｌａｏ Ｚｉ ｍａｄｅ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 Ｌａｏ Ｚｉ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ｕｐｐｅｒ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ｏｉｓｍ. Ｌａｏ Ｚｉ ｗｏｒｓｈｉｐｅ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ａｉｎｔｓꎬ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ｖｉｒｔｕｅｓꎬ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Ｓａｉ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ｓꎬ ｃｒｅａｔ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ａ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ｅｓｅｒｖｅｄｌ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ｒｕｌ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ｓａｉｎ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ｅ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ｙ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ｕｓꎬＬａｏ Ｚｉ’ 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ꎬ 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ｎꎬ ｋｎｏｗ ｉｎ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ｗａｙ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ａｉ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ｙ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ｏ Ｚｉꎻ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ꎻ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ꎻｓａｉｎｔｓꎻ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ｙ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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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之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初探
∗①

蔺　 若１　 李天道２

( １.成都师范学院 文学院ꎬ四川 成都ꎬ６１１１３０ꎻ２.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四川 成都ꎬ６１１１３０ )

　 　 摘要:　 作为世界文化的灿烂之花ꎬ中国书法艺术具有一种浓厚的民族色彩ꎬ呈现出一种人文与生命美学精

神ꎮ 正是“人”的审美要求ꎬ导致了中国书法审美形态的革故鼎新ꎬ不断从繁琐走向简练ꎬ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审

美形态ꎮ 中国书法是书写者生命意识的体现ꎮ 作品审美风貌的形成ꎬ与生命意识分不开ꎮ 其形式风貌足见“人”
对艺术审美形态的一种自觉追求ꎮ

关键词:　 中国书法ꎻ人文与生命精神ꎻ中华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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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６
作者简介:蔺若(１９８０—　 )ꎬ女ꎬ四川阆中人ꎬ成都师范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ꎬ博士ꎻ李天道(１９５１—　 )ꎬ男ꎬ四川彭州人ꎬ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 (１３ＡＺＤ０２９)的阶段性

成果ꎮ
②唐太宗:«指意»ꎬ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１２１ 页ꎮ
③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ꎬ«考古»１９７２ 年第 ３ 期ꎮ

　 　 就中国书法来看ꎬ中华美学精神是其突出表现ꎮ 其中显得最为突出的是人文与生命美学精

神ꎮ 书法艺术史的事实表明ꎬ正是由于“人”“任情恣性”(蔡邕«笔论»)言志抒情的审美要求ꎬ才
导致了书法作品审美形态的吐故纳新、除旧布新和革故鼎新ꎬ使其不断从繁琐走向简练ꎬ并形成

多姿多彩的审美风貌ꎮ 例如ꎬ自上古殷商时期至汉代ꎬ“人”的简便实用的记事传意要求ꎬ促使了

甲骨文、金文向小篆、隶书的演化ꎮ 又如ꎬ两汉时期ꎬ统治阶层歌功颂德的需要和边塞军队以及社

会基层单纯的书情记事要求ꎬ使得规度繁杂和简便自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同时并存ꎮ
“字以神为精魄”ꎬ书法艺术审美风貌的形成ꎬ和“神”ꎬ即“人”的生命精神ꎬ以及书写者的审美趣

向与意旨精神分不开ꎮ 对此ꎬ唐太宗李世民说得好:“神若不知ꎬ则字无态度也ꎬ以心为筋骨ꎬ心
若不坚ꎬ则字无劲健也ꎬ以副毛为皮肤ꎬ副若不圆ꎬ则字无温润也ꎮ”②所谓“神若不知”的“神”与
“心为筋骨”的“心”ꎬ即书写者之心性气质、才情旨趣、生命精神ꎮ 就现今发掘出来的相关文字资

料看ꎬ最早的甲骨文已经具有相当的审美风貌ꎮ 后来出现的商周金文ꎬ其形式风貌则可以看出其

时的“人”对艺术审美形态的一种自觉追求ꎬ即如郭沫若所指出的ꎬ从“春秋时代的末期”始ꎬ在中

国书法史上ꎬ就出现了一种书家“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ꎬ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

的审美意向”③ꎮ 就其时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看ꎬ其一笔一划、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人”的审美意

趣ꎬ呈现出书写文字的“人”ꎬ其独具的匠心ꎬ既气韵深沉ꎬ又神圣浓重ꎬ突显出一种人文与生命美

学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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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文精神是书法艺术审美形态构成的核心要素ꎮ 文字乃是一种表意的符号ꎬ为意义的载体ꎬ
正是种种表情达意的要求ꎬ从而始引发书体的变化ꎬ促使其推陈出新ꎬ由繁至简ꎬ呈现出多样丰富

的审美书风ꎮ 文字书写审美风貌的形成ꎬ和“人”的审美趣向分不开ꎮ 就现今发掘出来的相关文

字资料看ꎬ最早的甲骨文已经具有相当的审美风貌ꎮ 后来出现的商周金文ꎬ其形式风貌则更能够

发现其时的“人”对文字美的一种自觉追求ꎮ
从上古殷商时期到魏晋时期ꎬ汉字字体日趋成形ꎬ而其间文字书写的样式与风格体貌也不再

依赖于汉文字的体式ꎬ影响书体审美风貌更多的是“人”ꎬ即书写者ꎮ 书写者的审美诉求、指向、
趣味和立场ꎬ决定着书体风貌ꎮ 应该说ꎬ即使是甲骨文时代ꎬ书写者对于审美形式的取向、取舍ꎬ
也直接影响到书作、书风的差异ꎮ 就甲骨文看ꎬ正如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在«安阳发掘报告»«甲骨

文断代研究例»中所指出的:“盘庚至武丁时ꎬ大字气势磅礴ꎬ小字秀丽端庄ꎻ祖庚、祖甲时ꎬ书体

工整凝重ꎬ温润静穆ꎻ廪辛、康丁时ꎬ书风趋向颓靡草率ꎬ常有颠倒错讹ꎻ武乙、文丁之时ꎬ书风粗犷

峭峻ꎬ欹侧多姿ꎻ帝乙、帝辛之时ꎬ书风规整严肃ꎬ大字峻伟豪放ꎬ小字隽秀莹丽ꎮ”①这里就表明ꎬ
在殷商时期ꎬ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ꎬ祖庚、祖甲时期ꎬ成辛、康丁时期ꎬ武乙、文丁时

期ꎬ和帝乙、帝辛等五个时期ꎬ时期不同ꎬ文字书写的风格也各各有异ꎬ有的气势雄浑、磅礴ꎬ有的

秀丽、端庄ꎬ有的工整、谨巧ꎬ有的温润、静穆ꎬ有的颓靡、草率ꎬ有的则规整、严肃ꎬ多采多姿ꎮ 盘庚

至武丁、祖庚、祖甲早期的甲骨文ꎬ“大字”雄伟壮大ꎬ给人力拔千钧的感觉ꎬ具有阳刚之气ꎻ而“小
字”则娟秀端正、庄重稳健、 正经严格、 矜重郑重一些ꎬ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ꎻ艺术风貌最显著的

是帝乙至帝辛时期ꎬ书法严谨有度ꎬ八面出锋ꎮ 这种审美风貌差异现象的出现ꎬ显然与“人”相
关ꎬ时代不同ꎬ书写者不同ꎬ文字书写风貌自然会呈现出种种差异ꎬ林林总总ꎬ绚丽多姿ꎬ丰富多

彩ꎮ
到后来ꎬ文字则随着时代而不断变易ꎮ 出现凿刻或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ꎮ 而就西周初

期的金文来看ꎬ则有的呈现出一种朴茂凝重、瑰丽奇伟的审美特征ꎮ 用笔藏锋ꎬ线条粗细兼施ꎬ点
面结合ꎬ线条丰富ꎬ结字严谨ꎬ一任自然ꎬ如«利簋» «康侯簋» «大盂鼎»等ꎮ 到西周中期ꎬ则呈现

出一种典雅平和ꎬ装饰意味淡化ꎬ更注重线条的质感、韵律与沉稳ꎻ章法上疏朗有致、空间意识增

强的审美风貌ꎮ 如:«大克鼎»ꎬ其文字风貌就挺拔厚重ꎬ线条藏头护尾ꎬ圆润遒美ꎬ结构均衡ꎬ气
息幽雅ꎮ 而西周晚期的金文则文字造型自然抒情ꎬ豪迈不羁ꎬ创作风格趋于多元化方向发展ꎮ
如:«兮甲盘»等ꎬ均章法整伤、横竖成行贯气ꎬ造型优美ꎮ 粗犷豪放ꎬ率意骋怀ꎬ有草意ꎬ人文个性

色彩ꎬ极为鲜明ꎮ 就整体风貌看ꎬ其中也呈现出或阳刚、或阴柔的类似书风ꎮ
这种阳刚阴柔兼而有之书风的呈现到魏晋时期尤为突出ꎮ 魏晋时期ꎬ人的觉醒导致文的自

觉ꎮ 影响到其时的书作ꎬ也导致其从偏重于功用性、实用性向艺术性、审美性的转向ꎮ 这一时期

的书写已经不仅仅作为文字载体ꎬ而是超越了实用性ꎬ表现出一种审美意趣与自觉的艺术效益追

求ꎮ 其时的书作ꎬ受书写者审美风格与个性的影响ꎬ体现着书写者的审美取向ꎮ 如果说汉魏以

前ꎬ书法中所蕴藉的审美意识还是碎片性的、隐性的ꎬ那么ꎬ汉魏以后ꎬ这种审美意识则呈现出一

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特色ꎮ 一些书论家也开始对文字书写美学进行理论研究ꎬ从理论上对书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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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实践活动进行一种提升ꎮ
这种提升的突出标记是文字书写美论著增多ꎮ 显然ꎬ这种现象也体现出魏晋文字书写理论

家对于文字书写美的重视ꎮ 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字书写论著还侧重于对技法的总结与探讨ꎬ但也

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书法美学特征ꎮ 如崔瑗、蔡邕就各在其«草书势»«篆势»中ꎬ从审美的立场出

发ꎬ对草书、篆书作了进一步审视ꎮ 崔瑗在其«草书势»说:“草书之法ꎬ盖又简略观其法象ꎬ
俯仰有仪ꎬ方不中矩ꎬ圆不副规ꎮ 抑左扬右ꎬ兀若竦崎ꎬ兽跋鸟踌ꎬ志在飞移ꎬ狡兔暴骇ꎬ将奔未驰ꎮ
或黝辫躺韪ꎬ状似连珠ꎬ绝而不离ꎬ畜怒怫郁ꎬ放逸生奇ꎮ 或凌邃惴栗ꎬ若据槁临危ꎬ旁点邪附ꎬ似
蜩螗揭枝ꎮ 绝笔收势ꎬ余蜓纠结ꎬ若杜伯楗毒ꎬ看隙缘感ꎬ腾蛇赴穴ꎬ头没尾垂ꎮ 是故远而望之ꎬ摧
焉若阻岑崩崖ꎻ就而察之ꎬ一画不可移ꎮ 几微要妙ꎬ临时从宜ꎮ”①在崔瑗看来ꎬ书法艺术具有独特

魅力ꎮ 书法艺术的意象ꎬ即所谓“法象”ꎬ是“俯仰有仪ꎬ方不中矩ꎬ圆不副规”ꎮ 书法艺术由于书

写者ꎬ即“人”的审美意趣的作用ꎬ其“方”、“圆”ꎬ均与现实生活中的不能等同ꎬ而是生气灌注ꎬ多
姿多态ꎬ不流于整齐划一ꎬ避免了呆板、僵化ꎬ以及过于规则的形式ꎬ而是经过书写者融会贯通、加
以创新、个性鲜明ꎬ活力与朝气充沛的艺术意象ꎮ 把书法艺术上升到美学高度的ꎬ还有汉魏之际

的书家钟繇ꎬ在他看来:“笔迹者ꎬ界也ꎻ流美者ꎬ人也ꎮ”②强调书法之美的形成在于“人”ꎮ
三国曹魏时期ꎬ刘劭在其所著«飞白书势铭»中对“飞白书”这种书体进行了生动的描述ꎬ云:

“直准箭飞ꎬ屈拟蠖势ꎻ繁节参谭ꎬ绮靡循致ꎮ 有若烟云拂蔚ꎬ交纷刻继ꎮ”③在刘劭看来ꎬ“飞白

书”的艺术造诣极高ꎬ研究达到了“貌艳艺珍”的最高审美境界ꎮ 所谓“飞白书”ꎬ是一种遵循毛笔

含墨不丰而形成的虚笔的特点ꎬ并以之作为书作基调和外在特征的书法形式ꎮ 为书家依据自己

独特的审美意识的一种创新书法形式ꎬ与那种只重实用的书体完全不一样ꎬ更加在意书法的审美

价值ꎬ注重书法给人审美愉悦ꎮ 又如西晋时的成公绥ꎬ特别推崇隶书的“工巧难传”审美特性ꎬ在
«隶书体»中强调指出:“虫篆既篆ꎬ草藁近伪ꎬ适之中庸ꎬ莫尚于隶ꎮ 规矩有则ꎬ用之简易ꎮ 随便

适宜ꎬ亦有驰张ꎬ操笔假墨ꎬ抵押毫芒ꎮ 彪焕焕骡ꎬ形体抑扬ꎬ芬葩连属ꎬ分间罗行ꎮ 烂若天文之布

曜ꎬ蔚若锦绣之有章ꎮ 或轻拂徐振ꎬ缓按急挑ꎬ挽横引纵ꎬ左牵右绕ꎬ长波郁拂ꎬ微势缥渺ꎮ 工巧难

传ꎬ善之者少ꎬ应心隐手ꎬ必由意晓ꎮ”④所谓“适之中庸ꎬ莫尚于隶”ꎬ即隶书的应该具有一种中和

之美ꎬ以“存载道德ꎬ纪纲万事”ꎮ 隶书还应该具有一种只可意会、“工巧难传”之美ꎮ 正如卫恒在

«四体书势»中所说:“尔乃动纤指ꎬ举弱腕ꎬ握素纨ꎬ染玄翰ꎻ彤管电流ꎬ雨下雹散ꎬ点驻折拨ꎬ掣挫

安按ꎻ缤纷络绎ꎬ纷华粲烂ꎬ氤氲卓荦ꎬ一何壮观! 繁缛成文ꎬ又何可玩!”⑤这说明ꎬ隶书就要呈现

出一种实用性ꎬ同时ꎬ更应该注重审美效应ꎬ要巧妙地将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起来ꎮ

二

大体上说来ꎬ中国古代书法美学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书法的审美本质与人文要素ꎬ包括审美形式、审美意味、审美范畴、美感特征与人文内

涵等ꎮ 通过此ꎬ以深层次地揭示书法的人文本质特征和审美规律ꎮ 就书法的审美本质看ꎬ主要体

现在其独特的人文特性ꎮ 在中国书法美学看来ꎬ书法的特殊审美功用是抒情言志ꎬ其审美诉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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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效法天地之道ꎬ体道、遵道ꎬ进而合道ꎬ以呈现书法家心中的生命意识ꎬ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

域ꎬ也即随心随意、称心如意的审美自由域ꎮ 进入这种审美域ꎬ即书情、人性与“道”一如ꎬ天人一

体ꎬ是为“书之道”ꎮ 人性的超越ꎬ书之法与无法及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ꎬ意味着通过书法

艺术活动可以使“人”自由地抒发情性ꎬ并进而悟道、言道、载道与致道ꎮ
就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与审美诉求看ꎬ书法在于言志抒情ꎬ抒发情志ꎮ 所谓字如其人ꎮ 扬雄

在«法言问神»中说:“故言ꎬ心声也ꎬ书ꎬ心画也ꎮ 声画者ꎬ君子小人所动情乎ꎮ” “书”ꎬ乃是

“人”之“心画”ꎬ是书作者心性、性情的一种呈现ꎮ 对此ꎬ宋代的书法美学家朱长文在«续书断
神品»中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ꎮ 其发于笔翰ꎬ则刚毅雄特ꎬ体严法备ꎬ如忠臣义士ꎬ正色

立朝ꎬ临大节而不可夺也ꎮ 扬子云以书为心画ꎬ于鲁公信矣ꎮ”①所谓“鲁公”ꎬ即唐朝大书法家颜

真卿ꎮ “扬子云”ꎬ即扬雄ꎮ 在这段话中ꎬ就以扬雄的美学观点来品评颜真卿的书法ꎬ强调指出ꎬ
其书法作品乃是其内心境界的一种真实写照ꎬ其字迹ꎬ则是其德行品性的生动体现ꎮ 书法艺术是

书作者的心灵世界的一种呈现ꎬ是书作者以线条来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心绪ꎮ 所以说ꎬ“字如

其人”ꎬ“书如其人”ꎬ人与书ꎬ书与人ꎬ是二而一ꎬ一而二ꎬ圆融合一ꎬ人书一体ꎮ 由此ꎬ才能达成

“书如其人”之审美域ꎮ
书法艺术ꎬ就是书写人的意志、情趣与追求ꎮ 清代的美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笔情

墨情ꎬ皆以其人之性为本也ꎮ”又指出:“写字者ꎬ写志也ꎮ”同时ꎬ他还以张旭教诲颜真卿的一句话

为例ꎬ说:“非志士高人ꎬ讵可与言要妙?”②书法艺术乃“人”之本心本性的一种呈现ꎬ是“人”之志

向的敞亮ꎬ没有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情怀ꎬ是不可能获得书法艺术创作的精妙的ꎬ也不可能在书

法艺术活动中取得极高的成就ꎮ 的确ꎬ隽永的书法作品都是书作者生命情怀的一种呈现ꎬ与
“志”的澄明ꎬ其中都蕴藉着有深刻的生命意义ꎬ可以从中看出书作者的审美意趣和审美诉求ꎮ
对此ꎬ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窦臮在«述书赋»中品评任昉的书法艺术时ꎬ称其“构牵掣而无法ꎬ
任胸怀而足凭”ꎮ 这里所谓的“胸怀”ꎬ显然就是书作者的情感ꎬ要用书写的技法表达情感ꎬ这是

书法艺术由内及外的抒发过程ꎮ 张怀罐在«六体书论»中说:“夫字以神为精魄ꎬ神若不知ꎬ则字

无态度也ꎬ以心为筋骨ꎬ心若不坚ꎬ则字无劲健也ꎬ以副毛为皮肤ꎬ副若不圆ꎬ则字无温润也ꎮ 所资

心副相参用ꎬ神气冲和为妙ꎬ今比重明轻ꎬ用指腕不如锋链ꎬ用锋链不如冲和之气ꎬ自然手腕轻虚ꎬ
则锋含沈静ꎮ 夫心合于气ꎬ气合于心ꎬ神ꎬ心之用也ꎬ心必静而已矣ꎮ”项穆在«艺术雅言辨体»
中说:“夫人之性情ꎬ刚柔殊禀ꎬ手之运用ꎬ乖合互形ꎮ 谨守者ꎬ拘敛杂怀ꎬ纵逸者ꎬ度越典则ꎬ速劲

者ꎬ惊急无蕴ꎬ迟重者ꎬ怯郁不飞ꎬ简峻者ꎬ挺掘鲜道ꎬ简峻者ꎬ紧实寡逸ꎬ温润者ꎬ妍媚少节此

皆因夫性之所偏ꎬ而成其资之所近也ꎮ”这些地方所谓的“神”、“神气”、“心气”、“情性”ꎬ应该就

是现今所谓的书写者的审美意识、审美指向、审美趣味和立场ꎮ 书写者的“神”、“神气”、“心
气”、“情性”ꎬ决定着作品风貌的形成ꎮ “字以神为精魄”ꎬ“心合于气ꎬ气合于心”ꎬ“手之运用ꎬ乖
合互形”ꎮ 书写者所禀赋的“神气”、“心气”、“情性”不同ꎬ有“谨守者”、“迟重者”、“温润者”ꎬ也
有“简峻者”、“纵逸者”、“速劲者”ꎬ气质异禀ꎬ各个有别ꎬ影响及艺术审美创作活动ꎬ则形成其各

各有异的审美风貌ꎮ
中国书法是书写者情性气质、审美感情的生动呈现ꎮ 蔡邕在其«笔论»中说:“书者ꎬ散也ꎮ

欲书先散怀抱ꎬ任情恣性ꎬ然后书之ꎮ”可以说ꎬ正是“人”“任情恣性”、吐露“心声”、“动情”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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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诉求ꎬ才导致了作品审美形态的吐故纳新、除旧布新和革故鼎新ꎬ使其不断从繁琐走向简练ꎬ并
形成多姿多彩的审美风貌ꎮ 自上古至汉代ꎬ简便实用的记事传意要求ꎬ促使了甲骨文、金文向小

篆、隶书的演化ꎮ 又如ꎬ两汉时期ꎬ统治阶层歌功颂德的需要和边塞军队以及社会基层单纯的书

情记事要求ꎬ使得规度繁杂和简便自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同时并存ꎮ 艺术审美风貌的

形成ꎬ和“人”的审美趣向分不开ꎮ 就现今发掘出来的相关文字资料看ꎬ最早的甲骨文已经具有

相当的审美风貌ꎮ 后来出现的商周金文ꎬ其形式风貌则可以看出其时的“人”对艺术审美形态的

一种自觉追求ꎬ不少书作ꎬ其字里行间、一笔一划中都呈现出书写者的匠心独运ꎬ既气韵深沉ꎬ又
具有浓重的神秘性ꎮ 文字书写ꎬ是书写者“心”、“神”的外显ꎬ为其个体生命意识的一种流露ꎮ 所

谓“任情恣性”、“肇于自然”、“造乎自然”等等命题ꎬ突出了对个体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强调ꎮ
其时ꎬ把中国书法上升到美学高度的ꎬ还有汉魏之际的书写者钟繇ꎮ 他认为ꎬ书法艺术乃是

“流美”ꎮ 针对他的观点ꎬ宗白华进一步解释说:“笔蘸墨画在纸帛上ꎬ留下了笔迹ꎬ突破了空白ꎬ
创始了形象ꎮ 从这一画之笔迹ꎬ流出万象之美ꎬ也就是人心内之美ꎮ”①所谓心内之美ꎬ包括

人的品质、学识、才力、理想、情感等等ꎮ 书法艺术之美的形成在于“人”ꎬ中国书法的内核ꎬ就是

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ꎮ 人文精神是艺术审美形态构成的核心要素ꎮ 书写者的气质精神决定着作

品的样式与艺术风貌ꎮ 影响艺术审美风格形成的是“人”ꎬ即书写者ꎮ 书写者的审美意识、指向、
趣味和立场ꎬ决定着作品风貌的形成ꎮ 汉代书写者崔瑗就在其«草书势»中ꎬ就从审美的立场出

发ꎬ对草书、篆书作了一番审视ꎬ说:“草书之法ꎬ盖又简略ꎮ”与篆、隶相比ꎬ草书应该打破常规ꎬ具
有一种创新精神ꎮ “观其法象ꎬ俯仰有仪ꎬ方不中矩ꎬ圆不副规ꎮ 抑左扬右ꎬ兀若竦崎ꎬ兽跋鸟踌ꎬ
志在飞移ꎬ狡兔暴骇ꎬ将奔未驰ꎮ 或黝辫躺韪ꎬ状似连珠ꎬ绝而不离ꎬ畜怒怫郁ꎬ放逸生奇ꎮ 或凌邃

惴栗ꎬ若据槁临危ꎬ旁点邪附ꎬ似蜩螗揭枝ꎮ 绝笔收势ꎬ余蜓纠结ꎬ若杜伯楗毒ꎬ看隙缘感ꎬ腾蛇赴

穴ꎬ头没尾垂ꎮ 是故远而望之ꎬ摧焉若阻岑崩崖ꎻ就而察之ꎬ一画不可移ꎮ 几微要妙ꎬ临时从

宜”②ꎮ 所谓“方不中矩ꎬ圆不副规”ꎬ就是要求不拘一格ꎬ不能按照常规ꎬ要有独特创建ꎬ既不失规

矩法度ꎬ又不致落于俗套ꎻ必须浅如流雾ꎬ浓若屯云ꎬ以达成举众仙之奕奕ꎬ舞群鹤之纷纷之审美

域ꎬ给人以彩带飘空、轻纱飞舞、生动奇逸、飘飘欲仙的审美感受ꎮ 草书独特的艺术魅力离不开书

写者的匠心独运ꎬ是书写者在创造性审美活动中ꎬ运笔结字ꎬ俯仰有仪ꎬ方不中矩ꎬ圆不副规ꎬ打破

常规ꎬ从而致使其书作呈现出一种创新审美意识ꎮ
与草书不同ꎬ隶书则应该具有一种中和之美ꎬ以存载道德ꎬ纪纲万事ꎮ 成公绥在«隶书体»中

指出:“皇颉作文ꎬ因物构思ꎻ观彼鸟迹ꎬ遂成文字ꎮ 灿矣成章ꎬ阅之后嗣ꎬ存载道德ꎬ纪纲万事ꎮ
俗所传述ꎬ实由书纪ꎻ时变巧易ꎬ古今各异ꎮ 虫篆既繁ꎬ草藁近伪ꎻ适之中庸ꎬ莫尚于隶ꎮ 规矩有

则ꎬ用之简易ꎮ”③所谓“适之中庸”ꎬ就是一种中和美学精神的呈现ꎮ “中庸”之“中”ꎬ许慎«说文

解字»解释云:“中ꎬ内也”ꎬ即人之本性情感藏于心内ꎬ尚来显露之意ꎮ 又云:“中ꎬ正也ꎮ”即不偏

不倚、恰到好处之意ꎻ何谓“庸”ꎬ«说文解字»云:“庸ꎬ用也ꎮ” «庄子齐物论»云:“庸也者ꎬ用
也ꎮ”郑玄«礼记中庸注»亦云:“名曰中庸者ꎬ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ꎮ 庸ꎬ用也ꎮ”中庸即用中ꎬ中
庸之道即用中之道ꎮ 就是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ꎬ也就是中和之美ꎮ 在成公绥看来ꎬ篆书繁复ꎬ草
书又“近伪”ꎬ篆草之间不偏不倚的ꎬ具有适中、中和之美的ꎬ“莫尚于隶”ꎮ 隶书“随便适宜”ꎮ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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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结构ꎬ点、横、竖、撇、捺ꎬ笔画线条均衡适度ꎬ“规矩有则ꎬ用之简易”ꎬ具有一种法度美ꎮ 所谓

“随便适宜ꎬ亦有弛张”ꎬ表明隶书在作品演变方面ꎬ有起有落ꎬ有兴有衰ꎬ实用和审美、现实和艺

术相互融合ꎬ适度而不偏执、不外荡ꎮ “操笔假墨ꎬ抵押毫芒”ꎬ既实用又美观ꎬ既动又静ꎮ “彪焕

磥硌ꎬ形体抑扬”ꎬ文采壮丽ꎬ形体有抑有扬ꎬ字体错落有致ꎮ “芬葩连属ꎬ分间罗行”ꎬ章法相间ꎬ
罗列有致ꎮ “灿若天文之布曜ꎬ蔚若锦绣之有章”ꎬ灿烂如天上的日月星辰放射光辉ꎬ华美如锦绣

一样富有文采ꎮ 笔法轻捷地拂掠ꎬ扬笔缓慢ꎬ节节加劲ꎬ笔笔下按ꎬ力注其中ꎬ动作的恰如其分ꎬ力
度和姿态一致ꎬ“挽横引纵”ꎬ“左牵由绕”ꎬ“长波郁拂ꎬ微势缥缈”ꎮ “工巧难传ꎬ善知者少”ꎬ“应
心隐手ꎬ必由意晓”ꎮ 只有应会于心ꎬ熟练于手ꎬ才能意会知晓ꎮ 字脉行气ꎬ贯通浑成ꎮ 并且ꎬ隶
书还应该具有一种只可意会、“工巧难传”之美ꎮ 同时ꎬ隶书的书写离不开其实用价值ꎮ 即如«隶
书体»所云:“尔乃动纤指ꎬ举弱腕ꎬ握素纨ꎬ染玄翰ꎻ彤管电流ꎬ雨下雹散ꎬ点驻折拨ꎬ掣挫安按ꎻ缤
纷络绎ꎬ纷华粲烂ꎬ氤氲卓荦ꎬ一何壮观! 繁缛成文ꎬ又何可玩ꎮ”“书”是用来记事的ꎬ时代变了ꎬ
文字也就“古今各异”ꎮ 而且这种变化由繁到简ꎮ 篆书繁复ꎬ草书又“近伪”ꎬ适中的“莫尚于

隶”ꎮ 汉代隶书ꎬ具有结构之美ꎬ变线条的均衡为点、横、竖、撇、捺等笔画适中和谐ꎬ具有“质”的
美ꎮ 且不失法度ꎬ“规矩有则ꎬ用之简易”ꎬ法度与审美一体相融ꎮ “随便适宜ꎬ亦有弛张”ꎬ具有作

品的适中之美ꎬ有起有落ꎬ有兴有衰ꎬ“操笔假墨ꎬ抵押毫芒”ꎮ 是艺术写作时的美观实用ꎬ具有一

种动态之美ꎮ “彪焕磥硌ꎬ形体抑扬”ꎬ文采壮丽ꎬ有抑有扬ꎬ具有一种形体之美ꎬ并且ꎬ字体错落

有致ꎬ“芬葩连属ꎬ分间罗行”ꎬ章法像香花不断ꎬ相间地罗列在每一行ꎬ“灿若天文之布曜ꎬ蔚若锦

绣之有章”ꎮ “或轻拂徐振ꎬ缓按急挑”ꎻ笔法、书写动作ꎬ尽皆恰如其分ꎬ力度和姿态一致ꎬ和谐圆

融ꎬ“挽横引纵”ꎬ逆锋落纸ꎬ竖画逆势向上ꎮ “应心隐手ꎬ必由意晓”ꎮ 应会于心ꎬ熟练于手ꎬ手指

灵活ꎬ臂腕柔和ꎬ铺展细绢ꎬ濡墨挥毫ꎬ笔势如电ꎬ行笔如雹ꎬ侧点急骤ꎬ拔笔方折、挫锋有控、下按

稳健ꎮ 笔势往来ꎬ顺逆相成ꎬ字脉行气ꎬ贯通浑成ꎮ “缤纷络绎ꎬ纷华灿烂ꎮ 纟因缊卓荦ꎬ一何壮

观”! 这里就指出ꎬ汉隶的书写ꎬ就要呈现出一种实用性ꎬ同时ꎬ更应该注重审美效应ꎬ要巧妙地

将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起来ꎮ 就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看ꎬ其独特的审美性生成离不开“人”ꎮ 艺

术的特殊审美功用是抒情言志ꎬ其审美诉求则为效法天地之道ꎬ体道、遵道ꎬ进而合道ꎬ以呈现艺

术家心中的生命意识ꎬ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域ꎬ也即随心随意、称心如意的审美自由域ꎮ 进入

这种审美域ꎬ即书情、人性与“道”一如ꎬ天人一体ꎬ是为“书之道”ꎮ 人性的超越ꎬ书之法与无法及

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ꎬ意味着通过中国书法活动可以使人自由地抒发情性ꎬ并进而悟道、
言道、载道与致道ꎮ “书之道”即“人之道”ꎮ 因此ꎬ中国书法的核心美学精神就是人性的体现ꎬ为
“人”审美志向与审美情感的呈现ꎮ 就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与审美诉求看ꎬ艺术在于言志抒情ꎬ
抒发情志ꎮ 所谓字如其人ꎬ“书”为“心画也”ꎬ中国书法是书写者品德、操行、品性、品藻的一种

呈现ꎮ

三

在中国美学看来ꎬ中国书法ꎬ是书写者的生命意识的一种显现ꎬ生命精神是中国书法的审美

内核ꎮ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ꎬ仰则观象于天ꎬ俯则观法于地ꎬ视鸟兽

之文于地之宜ꎬ近取诸身ꎬ远取诸物ꎬ于是始作易八卦ꎬ以垂宪象ꎮ 及神农结绳为治而统其事ꎬ庶
业其繁ꎬ饰伪萌生ꎮ 黄帝之史仓颉ꎬ见鸟兽蹄迒之迹ꎬ知分离可相别异也ꎬ初造书契 ꎮ”又说:“古
文者ꎬ黄帝之史仓颉所造也ꎮ 颉首四目ꎬ通于神明ꎬ仰观奎星圆曲之势ꎬ俯察龟文鸟迹之象ꎬ博采

众美ꎬ合而为字ꎮ”“仓颉之初作书ꎬ盖依类象形ꎬ故谓之文ꎬ其后形声相益ꎬ即谓之字ꎮ 文者ꎬ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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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ꎻ字者ꎬ言孽乳而浸多也ꎮ 著于竹帛诸之书ꎬ书者ꎬ如也ꎮ”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解释ꎬ仓颉是人

类从猿进化到“人”的一种象征ꎮ 只有“人”ꎬ才能够仰观天文ꎬ俯察地理ꎬ以体认宇宙天地间的万

有大千ꎬ领会其中的生命意义ꎮ “人”创造了文明ꎬ从而产生中国书法①ꎮ
以仓颉为代表的古代先民ꎬ取象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载ꎬ审奎星之势ꎬ察龟文之象ꎬ辨鸟兽之

迹ꎬ仿山峙水流ꎬ然后化而为字ꎮ “近取诸身ꎬ远取诸物ꎮ”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ꎮ 自然万物千

变万化ꎬ生命形态多样ꎬ都是中国书法取法的对象ꎮ 于草木ꎬ法其勃勃的生机ꎬ生命的气息ꎻ于禽

兽ꎬ法其跳跃走动ꎬ鸾舞凤翔ꎻ生命之最高者人ꎬ则法其性灵、气质神韵ꎮ 中国书法取象的过程既

是勾勒万物外形的过程ꎬ同时又是万物生命的迹化过程ꎮ 蔡邕«笔论»云:“为书之体ꎬ须入其形ꎬ
若坐若行ꎬ若飞若动ꎬ若往若来ꎬ若卧若起ꎬ若愁若喜ꎬ若虫食木叶ꎬ若利剑长戈ꎬ若强弓硬矢ꎬ若水

火ꎬ若云雾ꎬ若日月ꎬ纵横有可象者ꎬ方得谓之书矣ꎮ”其中所谓“入其形”并非要与自然物形似ꎬ
“有可象”也并非要有具体形象ꎬ而是要从自然中攫取生命之象ꎬ象之生命ꎮ 使每一笔、每一字都

有动态与生命ꎬ使人看到字时便会联想到不同的生命之态ꎬ其形可以不真ꎬ其象可以不具ꎬ但其生

命意象ꎬ生命精神却生动感人ꎬ这便是艺术之道ꎮ 汉代书写者ꎬ主张中国书法必须突出“势”ꎮ 所

谓“势”ꎬ可以解释为一种生命力量所表现出来的趋向ꎬ在中国书法中ꎬ“势”是其表现生命意蕴的

重要手段ꎮ 蔡邕«九势»云:“势来不可止ꎬ势去不可遏ꎮ” 又云:“凡落笔结字ꎬ上皆覆下ꎬ下以承

上ꎬ使其形势递相映带ꎬ无使势背ꎮ”作品之势ꎬ一笔而成ꎮ 艺术的空间是灵活多样、变化无穷的ꎬ
更具有活泼的生命跃动ꎮ 字之动势展现了生命形象最美丽动人的瞬间ꎬ优秀的作品即是创作出

汉字最富包孕的时刻的佳作ꎮ 草书就追求一种“人”的个体生命精神的传达ꎮ 如崔瑗就指出ꎬ草
书生成于书写者“观其法象”ꎬ以呈现书写者个体生命的艺术ꎮ 所谓法象ꎬ其原本是指人的合乎

礼仪规范的仪表举止ꎬ引申到草书艺术创作中ꎬ则指其书写者书写既要合乎法度ꎬ同时还必须要

有独具个体生命特色的艺术形象ꎮ 因此ꎬ草书艺术往往“抑左扬右ꎬ望之若欹”ꎬ在作品上不同于

篆隶的对称平稳ꎮ 并且ꎬ草书必须呈现出一种动态美ꎬ所谓“兽跛鸟踌ꎬ志在飞移ꎻ狡兔暴骇ꎬ将
奔未驰”ꎮ 艺术本是空间艺术ꎬ是静止的ꎬ但是ꎬ草书艺术则有所不同ꎬ应该表现出一种鸟兽想要

“飞移”ꎬ狡兔受惊后将要“奔驰”的动态美ꎬ以给人强烈的时间艺术的动态感ꎮ 所谓“或蜘蛛点

蝻ꎬ状似连珠ꎬ绝而不离”ꎬ草书笔势有其自身特色ꎬ如“燕”、“然”下面四点ꎬ其特色就显然不一

样ꎮ 所谓“若山蜂施毒ꎬ看隙缘巇ꎻ腾蛇赴穴ꎬ头没尾垂”ꎮ 这里就通过种种生动描绘ꎬ呈现出草

书笔画的曲折、回旋、流畅ꎮ 表明汉代草书较之篆、隶ꎬ线条更流畅ꎬ更自由ꎬ更具活力ꎬ更富意态ꎮ
艺术ꎬ是表现生命的艺术ꎬ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存、发展ꎬ成为中国人特别是文人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ꎮ 赵壹«非草书»记载云ꎬ其时士人“专用为务ꎬ钻坚仰高ꎬ忘其疲劳ꎬ夕惕不

息ꎬ仄不暇食ꎮ 十日一笔ꎬ月数丸墨ꎮ 领袖如皂ꎬ唇齿常黑见腮出血ꎬ犹不休辍”②ꎮ 据记载ꎬ
蔡邕在太学门外正定经典ꎬ亲自书写ꎬ远近闻之ꎬ前去观看ꎬ致使巷陌交通堵塞ꎬ景象蔚为壮观ꎮ
宗白华说: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之中ꎮ 艺术ꎬ在神秘的线条中展现着生命的活力ꎬ在古

老的汉字中激活着生命的基因ꎬ在黑与白的世界里透视出主体生命的信息ꎬ在和谐的形式之中展

现丰富生命意蕴ꎮ 书写者的生命之气、灵性之气和艺术作品的韵味之气在中国书法创作活动中

是相互融通、有机统一的ꎮ “气”是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ꎬ也是艺术作品“风姿神貌”的生命活力

所在ꎬ是书写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成的机制ꎬ与“气”相通的“生气”、“神气”、“气象”、“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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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气脉”以及“风骨”等ꎬ构成了一种“气”之审美的动态有机生命意识ꎬ呈现于艺术创作

中ꎬ则为天、道、气浑然合一的、体现出宇宙万物深层生命精神的审美域ꎮ
中国书法ꎬ是书写者生命意识与审美情感的自然抒发ꎮ 赵壹«非草书»云:“凡人各殊气血ꎬ

异筋骨ꎮ 心有疏密ꎬ手有巧拙ꎮ 书之好丑ꎬ可强为哉? 若人颜有美恶ꎬ岂可学以相若耶?”中国书

法表现“人”内心的生命意识与情感活动ꎮ 从中国书法的内容和表现来看ꎬ“情”既是中国书法表

现的内容ꎬ也是中国书法独特的魅力所在ꎮ “书”以“达情”ꎬ“书”以“含情”、“忘情”ꎬ中国书法以

“情”为本ꎬ为抒情之手段ꎮ “情”是书写者对自然万物与社会人生的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ꎬ其中

包含有丰富复杂生命意识ꎬ需要通过中国书法的创作活动以表现出来ꎮ 因此ꎬ中国书法所具有的

抒情性审美特征一直受到人们的认可ꎮ 如庾肩吾在其«书品»就提出“书尚文情”ꎬ指出中国书法

乃是书写者内心生命意识与思想情感的抒情性流露ꎬ只有内心拥有真实的情感流衍于心ꎬ按捺不

住ꎬ必须形于书表ꎮ 所以说ꎬ“情”的抒发ꎬ内心情感的审美诉求既是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所在ꎬ
也是中国书法的独特的审美性所在ꎮ

书写者身处一方ꎬ情怀万里ꎬ宜通过艺术创作以宣扬自己胸中的志向和气概ꎬ而中国书法华

美的字迹和精神ꎬ拆封见书迹ꎬ欣然如会面ꎬ是可快乐的事ꎮ 强调中国书法的表情达意的审美

效应ꎮ
所谓“书以载道”ꎬ这里的“道”为“书艺化”了的“道”ꎬ或者说是中国书法所指谓的一种生命

意识与审美情怀ꎮ 艺术杰作中ꎬ其“艺”、“情”、“道”三者往往圆融一体ꎬ完美契合ꎮ 因此ꎮ 中国

书法又被称之为“书道”ꎮ 认为中国书法的创作活动就是一种“悟道”、“体道”、“合道”过程ꎬ而
不是一味着眼于临摹求法ꎬ书写的审美诉求应该是宇宙间阴阳合谐ꎬ天人一体审美域的达成ꎮ 一

阴一阳谓之道ꎮ 天地万物ꎬ莫离阴阳ꎻ阴阳之变ꎬ莫过“书道”ꎮ “书之道”有如“天之道”ꎬ天地自

然中的一草一木ꎬ皆有“生气”ꎮ “生气”ꎬ即“天之道”、自然之“道”ꎮ “书道”如“天道”ꎮ 显而易

见ꎬ所谓的“书道”之“道”ꎬ应该就是宇宙间的生命意义ꎮ 宇宙天地、万有大千ꎬ一草一木ꎬ一花一

树ꎬ皆有生命ꎮ 万物生生不息ꎬ化化不已ꎮ 在这种自然的化生化合中ꎬ有生成之生、化生之生ꎻ也
有创新之生、生存之生、生养之生ꎮ 万事万物是有生命的ꎬ为生命体ꎮ 整体的生命长河ꎬ是同一

的ꎬ个体的生命ꎬ则各各相异ꎮ “书道”是书写者生命意识的呈现ꎮ 其中所蕴藉的生命精神是书

写者的个体生命意识与宇宙万物生命意味的相融合一ꎬ并通过艺术作品生动的呈现出来ꎬ是书写

者通过文字符号以呈现生命意识的完美交接ꎮ 因此ꎬ汉代艺术美学推崇“书道”ꎬ在艺术创作活

动中追求人书一体、书如其人、“书道”如“天道”的审美域ꎮ
在中国书法创作中ꎬ“书道”是书写者与书作的一体交融ꎮ 这种交融体现于艺术神奇幻化的

审美风貌之中ꎮ 对于这种审美风貌的形成ꎬ庾肩吾称之为“神化”与“参神并用”、“偶合神交”ꎬ
即自然而然ꎬ心手一体ꎬ人书一如ꎮ 中国书法创作活动中这种“神化”、“参神”与“神交”ꎬ乃是

“合冥契ꎬ吸至精”ꎮ 所谓“冥契”ꎬ即天机ꎬ天意ꎻ“至精”ꎬ即天地间至精至微的生气ꎮ 都是一种

天地间的生命精神ꎮ 可见ꎬ“合冥契ꎬ吸至精”就是艺术创作活动中作为个体的书写者之生命意

识与宇宙间生命意识的合一ꎮ 在中国书法创作中如何达成这种似“神化”、“神交”审美域是中国

书法美学的核心内容ꎮ 只有达成这种审美境域ꎬ才能于书作中生动神妙地传达出宇宙间的感性

物态生命ꎮ 所以说“书道”之“道”ꎬ是中国书法形态结构中的最为精深生命精神ꎬ也是中国书法

魅力之所在ꎮ
中国书法的生命力、生机活力都原于“道”ꎬ本于“道”ꎮ 其艺术生命的感性形态最终都根植

于“道”ꎮ “道”即中国书法的美学精神ꎬ体现出中国书法形态所熔铸出的生机勃勃、活力四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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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人书合一审美域ꎮ 所以ꎬ“书道”往往是书写者的内在生命意识ꎮ 的确ꎬ人之本心本性

就是“天道”的呈现ꎮ 所以ꎬ当艺术家任其自然之情性挥毫舞墨ꎬ也就是自身所蕴藏的生命精神

流露于书作之中ꎬ物我两忘ꎬ人书一体审美域的达成ꎮ 汉字的点、横、竖、撇等八种笔画形状之间

的连接方式变化多样ꎬ“篆隶正草”等四种字体ꎬ等等因素ꎬ使得汉字具有繁富的艺术空间ꎬ可塑

性强ꎬ能够通过书写者的艺术创作ꎬ成为一种生动多姿的艺术形象ꎬ以符指多样的生命体ꎬ并呈现

出一种生命仪态之美与人情物态之审ꎬ于“书道”中达成人道与天道的一体交融ꎮ
并且ꎬ中国书法推重一种“自然”美学精神ꎮ 就“书道”看ꎬ其中“人道”与“天道”的一体圆融

的自然而然的ꎬ天然本然ꎬ就是“自然”美学精神的生动呈现ꎮ 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

然ꎬ自然既立ꎬ阴阳生焉ꎻ阴阳既生ꎬ形势出矣ꎮ”①这里就提出“书肇于自然”的命题ꎬ认为中国书

法应该注重自然、因任自然、返朴归天ꎮ 自然万物ꎬ其生成与存在都是自然而然的ꎬ中国书法创作

以自然造化为师ꎬ当然应当遵循自然ꎬ顺其本来的样态ꎮ “道”即自然ꎬ而书之法“道”ꎬ即法其自

然ꎬ“复归于朴”ꎮ “朴”即未受人为损毁的自然ꎬ也就是作为生命原初之“道”ꎮ “道”本圆满无

缺ꎬ任天之极ꎬ纯任自然ꎮ 艺术创作的极致是无为无造ꎬ一任自然ꎬ是“忘我” “丧我”ꎬ“物我两

忘”的审美域ꎮ
所谓自然ꎬ有两层意思:一是自然而然ꎬ二是山川自然ꎮ 就第一层意思看ꎬ自然ꎬ即不假人工

雕饰的状态ꎮ 宇宙间自然万物决然而生ꎬ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成分ꎮ 正如«淮南子»所指出的:
“譬若水之下流ꎬ烟之上寻也ꎬ夫有孰推之者?”②所谓“自然”ꎬ就是“不为而自然者也”ꎻ乃“自己

而然”ꎮ 因此ꎬ“自然”ꎬ又谓之天然ꎮ 就中国书法而言ꎬ其生命力的源泉就在其自然精神ꎮ 所谓

“书与画同出ꎬ画取形ꎬ书取象”ꎮ 就此意义看ꎬ则自然应该指天地间的万事万物ꎮ 汉文字的产生

就来自对自然万物的模拟ꎮ 仓颉造字ꎬ即观察天地之形而为之文ꎮ 而所谓造字“六书”ꎬ即象形、
形声、转注、假借、指示、会意ꎬ等都强调对自然之物的象形ꎮ “凡六书之义起于象形”ꎮ “象形”就
是“观物取象”ꎬ即以外部事物为模拟对象为汉字产生的重要途径ꎬ所谓“天地之形”、“鸟兽之

文”与“山川之类”ꎬ为汉字字型构成的核心要素ꎮ
汉字的生成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模拟ꎬ是上古之人“近取诸身ꎬ远取诸物”ꎬ加以创造而成ꎮ 如

仓颉ꎬ就“观彼鸟迹”ꎬ“博采众美”ꎬ以创字ꎮ 因此ꎬ中国书法的内核乃“类物象形”ꎬ存在着一种

“象形”美学精神ꎬ是书写者把自然物象具象化ꎬ成为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艺术符号ꎮ
文字产生于自然ꎬ中国书法亦然ꎬ肇于自然ꎮ 书写者通过艺术创作ꎬ把自然而然、神妙莫测之

“道”ꎬ艺术地呈现出来ꎮ 中国书法乃取法自然之象ꎮ 中国书法的审美风貌也是这样ꎬ呈现出一

种对立面的变化、运动ꎮ 所谓“形势”ꎬ乃是中国书法中笔画之间连接方式多样变化ꎮ 这种“形
势”审美风貌的形成ꎬ生成于书写者对山川自然的体认与模拟ꎬ并且通过用笔、结体、章法来加以

呈现ꎮ 因此ꎬ中国书法的形式之美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气息的融通合一的ꎮ 故而ꎬ艺术美学认为ꎬ
中国书法创作ꎬ应该以自然为师ꎮ 对此ꎬ宗白华以石涛«画语录»第一章“一画章”里的话ꎬ说:“太
古无法ꎬ太朴不散ꎬ太朴一散ꎬ而法立矣ꎮ 法于何立? 立于一画ꎮ 一画者众有之本ꎬ万象之根ꎮ
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ꎬ意明笔透ꎮ 腕不虚则画非是ꎬ画菲是则腕不灵ꎮ 动之以旋ꎬ润之以转ꎬ
居之以旷ꎬ出如截ꎬ入如揭ꎬ能圆能方ꎬ能直能曲ꎬ能上能下ꎬ左右均齐ꎬ凸凹突兀ꎬ断截横斜ꎬ如水

之就下ꎬ如火之炎上ꎬ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ꎬ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ꎮ 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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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手一挥ꎬ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ꎬ取形用势ꎬ写生揣意ꎬ运摹景碌ꎬ露隐含人ꎬ不见其

画之成画ꎬ不违其心之用心ꎬ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ꎮ 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ꎮ”①应该说ꎬ
正是在如何通过中国书法创作ꎬ以表现自我、呈现自我自然之心性ꎬ进而发现自我、重塑自我的审

美意识促使之下ꎬ从而致使中国书法逐步走向精致、内敛与静谧ꎮ 就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看ꎬ作
品不同ꎬ作为个体的书写者其表现也各各有异ꎮ 对此ꎬ历代的艺术美学家都有描述ꎮ 坚持“违而

不犯ꎬ和而不同”的审美经验ꎬ由此才可以致使力势与神采、黑有与白无等因素和谐一体ꎬ以更好

地展现中国书法之美ꎮ
从中国古代艺术美学思想看ꎬ人文美学精神突出体现于有关艺术审美本质与构成要素之中ꎬ

包括审美形式、审美意味、审美范畴、美感特征与文化内涵等ꎮ 通过此ꎬ以深层次地揭示艺术的审

美本质特征和审美规律在“人”ꎮ 就艺术的审美本质看ꎬ其独特的审美性生成离不开“人”ꎮ 在中

国书法美学看来ꎬ艺术的特殊审美功用是抒情言志ꎬ其审美诉求则为效法天地之道ꎬ体道、遵道ꎬ
进而合道ꎬ以呈现艺术家心中的生命意识ꎬ达成与“道”合一的审美域ꎬ也即随心随意、称心如意

的审美自由域ꎮ 进入这种审美域ꎬ即书情、人性与“道”一如ꎬ天人一体ꎬ是为“书之道”ꎮ 人性的

超越ꎬ书之法与无法及书之情性的自由性与丰富性ꎬ意味着通过中国书法活动可以使人自由地抒

发情性ꎬ并进而悟道、言道、载道与致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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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
∗①

董会芹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问题行为是品德研究领域的热点ꎬ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问题行为的理解不同ꎬ这种问题行为观的

文化差异是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的结果ꎮ 生态系统论、发展小环境模型、社会标签理论均分析了文化与儿童行

为的关系ꎮ 使用民族志类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民族 / 种族、特定地域环境中儿童问题行为特征及成因ꎬ是在文化

心理学视野下研究儿童问题行为的新趋势ꎮ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ꎻ儿童ꎻ问题行为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１５－０８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作者简介:董会芹(１９７１—　 )ꎬ女ꎬ山东沂南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ꎬ博士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家庭环境对儿童同伴侵害的影响机制研究”(１６ＣＪＹＪ１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②董会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与干预»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５－６ 页ꎮ
③史梦薇、单慧逸:«文化心理学视野下“躯体化”现象成因分析»ꎬ«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④Ｓｈｗｅｄｅｒꎬ Ｒ.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ｅ ｍｉｎｄꎬ ｍａｎ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Ｉｎ Ｗ. Ｄａｍｏｎ ＆ Ｒ. Ｍ. Ｌｅｒｎｅｒ

(Ｅｄｓ.)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１)ꎬ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Ｙ: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ꎬ ２００６ꎬ ７１９.

　 　 早在 １８ 世纪初期ꎬ一些学者就对人类心理的多样性和多重性给予关注ꎬ文化心理学由此兴

起ꎮ 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ꎬ于 ２０ 世纪中后期复苏ꎬ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热点ꎮ 受此影响ꎬ发展

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思索:文化和个体心理发展存在什么关系? 个体如何按照特定文化的

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思考和行动? 文化背景对个体的学习过程起到了什么影响? 具体到儿童问

题行为(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领域ꎬ不同文化群体对问题行为的看法是否有差异? 文化是怎样促使

或抑制某些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 学者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ꎮ

一、问题行为的文化差异观

将问题行为作为品德研究的重点内容ꎬ最早可追溯至西方学者威克曼(Ｗｉｃｋｍａｎꎬ１９２８)ꎮ 当

下ꎬ问题行为已是品德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ꎬ备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工作者的关注ꎮ 什么是问题

行为? 问题行为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这是学者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ꎮ 尽管各国学者对问题

行为含义的表述存在差异ꎬ但均认为“对自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是问题行为的核心要素(董会

芹ꎬ ２０１３②)ꎮ 具体到问题行为亚类型的含义ꎬ不同文化有其独特的理解ꎬ如躯体化问题(或体

诉)在西方文化中仅指躯体疼痛ꎬ表现为躯体的生理病变ꎬ而在中国文化中则表示个体有生理病

变ꎬ也表示个体有心理问题(史梦薇、单慧逸ꎬ ２０１５③)ꎮ
根据文化心理学的观点ꎬ人类心理的发展机制并非先天ꎬ而是通过符号中介习得祖先符号遗

产和行为遗产的过程(Ｓｈｗｅｄ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④)ꎮ 符号遗产指一系列的观念、理解ꎬ如认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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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纯洁无暇”、“百善孝为先”ꎮ 行为遗产指人们日常的政治、经济和生活活动等ꎬ如对违规行

为予以体罚、指责公众场合下大声喧哗的行为等ꎮ 正因为不同文化的符号遗产不同ꎬ群体成员对

问题行为含义、具体表现形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ꎬ儿童对问题行为之一———攻击的朴素理论

(Ｎａï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存在文化差异证明了这一假设ꎮ Ｇｉｌｅｓａ 等对美国和南非儿童的研究发现ꎬ土生土

长的南非儿童要比美国儿童更可能认为攻击行为是天生的、稳定不变的(Ｇｉｌｅｓａꎬ Ｌｅｇａｒｅｂꎬ ＆
Ｓａｍｓｏｎａꎬ ２００８①)ꎮ 为什么不同文化中的儿童对问题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呢? 儿童对问题行为的

朴素理论受哪些因素影响? 深究这些差异产生的本源ꎬ还得回归文化心理学的主题ꎬ即文化、群
体和心理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阐释和相互调整ꎮ

(一)生物适应

进化心理学认为ꎬ人类心理机能与生理机能一样都是在与生态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中不断

进化发展的ꎬ不同文化背景中群体成员的问题行为观亦是如此ꎮ 以问题行为中的攻击和退缩为

例ꎬ这两类问题行为的文化差异观就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ꎬ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中逐渐形成的ꎬ
是生物适应的结果ꎮ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ꎬ攻击源于群体繁衍和个体生存的需求ꎮ 首先ꎬ攻击有利于维持生态平

衡ꎬ保证个体和物种的生存ꎮ 受环境所限制ꎬ某一特定环境中所能够养活的同一物种有限ꎬ同类

间的攻击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ꎮ 面对同类群体的竞争ꎬ某一群体能够生生不息就需要强

有力的竞争力ꎬ以获得更多资源ꎮ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ꎬ攻击成为群体得以生存的重

要竞争力ꎬ古往今来的战争正是人类攻击本能的体现ꎮ 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其著作«三
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指出ꎬ原始部落之一“蒙杜古马族”之所以能占有高地上的肥沃土

地ꎬ就是因为他们比任何邻居都更为凶残ꎬ更大胆妄动②ꎮ 其次ꎬ攻击有利于挑选出最优秀、最强

壮的成员来繁殖后代ꎬ从而最大可能保持后代的竞争力ꎮ 要想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ꎬ蒙杜古马族

必须让后代具有本民族的传统素质———高攻击性ꎬ因此攻击性强、体格强壮的男性获得更多配

偶ꎬ其基因得以传承ꎮ 第三ꎬ攻击还有护雏功能ꎬ使物种得以延续ꎮ 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居于动物

链顶端ꎬ不仅仅在于人类的智慧ꎬ还在于人类基于智慧的攻击能力ꎮ 强有力的攻击力使得人类面

对天敌时能够保护自己的后代ꎬ人类才得以繁衍ꎮ 正是由于攻击的上述功能ꎬ攻击成为人类和动

物的四大本能之一(张文新ꎬ １９９９③)ꎮ 在蒙杜古马族ꎬ攻击成为文化遗产ꎬ被族群宣传和鼓励ꎬ
群体成员理解、接受并用行动予以实施ꎬ从而实现代际传递ꎮ

与攻击行为相反ꎬ在蒙杜古马族这类以强壮的体能、彪悍的个性特征为主要生存资本的民族

文化中ꎬ退缩不利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ꎬ退缩的个体无法获得更充足的资源ꎬ故不属于良好的行

为品质ꎮ 但在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中ꎬ攻击和退缩均为问题行为ꎬ其中缘由就涉及问题行为形成

的另一个机制———文化适应ꎮ
(二)文化适应

在生态环境的压力下ꎬ人类创造了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机构ꎬ即通常意义上的文化ꎬ不同生态

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文化ꎬ而文化又和生态环境一起制约着人类的行为ꎮ 在探讨儿童问题行为的

文化差异时ꎬ我们发现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不能截然分开ꎬ而是相互作用ꎮ 可以说ꎬ某种行为之

６１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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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成为问题行为ꎬ既是生物适应的结果ꎬ也是社会适应的产物ꎮ
第一ꎬ文化对问题行为内涵与外延的限制ꎮ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符号遗产ꎬ表现为群体

成员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本体信念(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 ｂｅｌｉｅｆｓ)ꎮ 例如ꎬ玛格丽特米德笔下的蒙杜古马

族ꎬ刚强勇敢的个性特征、攻击暴力的行为表现是该民族对群体成员的信念ꎬ在这一文化要求下ꎬ
群体成员认为男性抢夺、杀戮等行为不是攻击行为ꎬ而是有能力的表现①ꎮ 生活在此种文化背景

下的儿童通过各种文化媒介(如民间历史传说、传统艺术等)获得相应的本土信念ꎬ这些信念进

而影响儿童的行为及认知模式ꎮ 同理ꎬ“退缩”行为不属于欧美文化的符号遗产ꎬ群体成员持有

“退缩不利于个体发展”的本土信念ꎬ故被归于问题行为之列ꎬ生活在此种背景下的儿童自然也

会认为“退缩”有问题ꎬ至少是不受欢迎的品质ꎮ 因此ꎬ可以说某种行为之所以被定义为行为问

题ꎬ其本质是这些行为不属于该文化的符号遗产ꎬ而被贴上“问题行为”的标签ꎮ
第二ꎬ小生态环境对群体成员问题行为观的直接影响ꎮ 家庭、学校、社区环境是影响儿童心

理发展的具体环境ꎬ宏观文化往往通过这些小生态环境间接影响儿童ꎬ前人研究证实了这一点ꎮ
有研究发现ꎬ儿童对攻击行为朴素理论的形成还与其直接接触的具体环境有关ꎬ生活在暴力文化

背景下的儿童会进一步巩固“攻击行为合理”的本土信念ꎬ攻击合理的信念反过来促发儿童攻击

行为的发生(Ｇｉｌｅｓꎬ ２００３②)ꎮ 可见ꎬ宏观文化通过小生态环境作用于群体成员ꎬ使儿童及成年人

对问题行为的看法带有明显的文化烙印ꎮ
简言之ꎬ某种行为之所以成为问题行为ꎬ是人类为生存发展而适应环境的产物ꎬ在生物适应

的基础上产生ꎬ并随着文化的变迁或得以巩固、或逐渐减少乃至消失ꎮ

二、问题行为发生发展机制的文化色彩

(一)文化在儿童问题行为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理论模型

影响儿童问题行为发生发展的机制是否具有文化差异? 正如文化人类学家所言ꎬ任何一种

文化都会给儿童发展提供物质、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条件ꎮ 物质条件指文化给儿童提供的饮

食、居所、用品以及预防疾病和其他健康风险的保护方式ꎻ社会条件指家庭、同伴和人际环境等ꎻ
文化条件指信念、道德规范等的本土观念模式(Ｓｈｗｅｄ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③)ꎮ 由于不同文化给儿童

提供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不同ꎬ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也不会遵循同样的模式ꎮ 那

么ꎬ不同文化中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是如何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呢? 学者们对此提出不同观

点ꎬ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ꎮ
１.生态系统论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ꎬ 儿童生活在由微系统 ( 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 中间系统

(ｍｅｓｏｓｙｓｔｅｍ)、外层系统(ｅｘｏｓｙｓｔｅｍ)和宏系统(ｍａ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构成的多水平系统之中ꎮ 微系统是

个体最直接的生活环境ꎬ包括家庭、同伴群体、学校以及邻居ꎻ中间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微系统

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ꎬ包括交互作用的效率、性质及影响ꎻ外层系统是指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

却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的环境ꎻ宏系统是个体所处的整个文化或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态度、道
德观念、 习俗及法律ꎮ 各系统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ꎬ 构成了儿童赖以生存的生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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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ꎬ１９８６①)ꎮ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ꎬ文化背景属于宏系统ꎬ它通过其他系统的互动作

用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ꎮ 例如ꎬ欧美文化强调个体主义ꎬ基本人际状态为“极致个人”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ꎬ他们崇尚自由、独立、独创、平等、竞争、成功、自我实现等强调个体体验

的价值观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可能是缺乏感情的等价“交易型”(尚会鹏ꎬ ２０１３②)ꎮ 这种文化

观点必定通过外层系统(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影响微观环境(如父母的教养方式)ꎬ最终影响

儿童ꎮ
２.发展小环境模型

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论不同ꎬ有学者提出了文化通过发展小环境影响儿童发展的理

论构想(Ｓｕｐｅｒ ＆ Ｈａｒｋｎ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③)ꎮ 该理论指出ꎬ儿童通过三个亚系统习得文化规范:儿童的物

质和社会背景、父母教养习惯的文化特色及照顾者的心理特征ꎮ 文化是儿童发展的核心影响因

素ꎬ政治、经济等大环境因素首先改变了上述儿童密切联系的三个亚系统ꎬ从而最终改变儿童问

题行为的发生发展情况ꎮ 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如 Ｇａｒｃíａ Ｃｏｌ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④ꎻ Ｙａｓｕｉ
＆ Ｄｉｓｈ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⑤)ꎮ Ｇａｒｃíａ Ｃｏｌｌ 和他的合作者不同意生态系统论关于文化通过其他环境因素间

接影响儿童发展的观点ꎬ认为文化是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ꎬ是所有影响儿童情境系统的

核心成分ꎬ通过各个层面的环境系统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发展ꎮ
３.社会标签理论

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坦南鲍姆等人提出的社会标签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ꎬ
某种现象之所以成为问题ꎬ是因为社会给行为人贴上了某一标签ꎮ 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犯罪问

题ꎬ后来被发展领域的研究者用来解释儿童问题行为的形成ꎮ 问题行为并非先天形成ꎬ而是经历

了从“初级问题行为”向“次级问题行为”变化的进程ꎮ 儿童从表现问题行为到被贴上“问题行为

者”的过程有三个连续的环节:他人发现儿童偶然表现出的问题行为、给该儿童贴上“问题行为”
的标签、儿童认同了他人给自己贴的标签ꎮ 例如ꎬ在我国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ꎬ个体的价

值体现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ꎬ独立型自我通常是不通人情、不成熟的表现ꎬ“抑制”是情感控制

的文化机制(尚会鹏ꎬ ２０１３⑥)ꎮ 因此ꎬ在中国文化中ꎬ压抑、隐忍可能会被贴上“良好教养”的标

签ꎬ但在欧美个体主义文化中ꎬ则可能被贴上“不良适应”的标签ꎮ
(二)文化、群体和心理的互动关系

文化心理学研究文化群体中成员的全部心理体验及与之相伴的行为表现ꎬ解释文化、群体和

心理三者之间如何相互支持、相互阐释、相互调整从而使彼此得以发展的ꎮ 根据文化心理学的观

点ꎬ人类心理的发展机制不是先天的ꎬ而是通过符号中介习得祖先符号遗产和行为遗产的过程ꎮ
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ꎬ会努力理解并接受该文化群体的符号遗产和行为遗产ꎬ并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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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会鹏:«心理文化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化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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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１９８６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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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６ꎬ６７
Ｙａｓｕｉꎬ Ｍ ＆ Ｄｉｓｈｉｏｎꎬ Ｔ. Ｊ. :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７ꎬ ２.
尚会鹏:«心理文化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化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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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活动进行宣传和推广ꎬ从而使文化经验世代相传ꎮ 例如ꎬ我国文化所强调的“严父慈母”教
养理念被国人所认同ꎬ生活在此种文化下的儿童从小接受父亲严格、母亲慈爱的教育理念ꎬ所经

历的父母教育与接受的教育理念一致ꎬ“严父慈母”的符号遗产被子女认同接受ꎮ 等子女成为父

母后ꎬ就继承了这一符号遗产和行为遗产ꎬ用相同的模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ꎬ从而使得“严父慈

母”理念和行为代代相传ꎬ成为中国教育的特色ꎮ 简言之ꎬ文化的传承是通过群体成员接受符号

遗产和行为遗产ꎬ并通过自身的宣传、推广而得以实现ꎮ
在有着“吃人肉的嗜好、并以割取敌人首级为战利品”①的蒙杜古马族ꎬ攻击不是问题行为而

是个体能力的体现ꎬ该文化通过某些方式向全体成员宣传并鼓励攻击行为ꎮ 在蒙杜古马族ꎬ部落

文化敬畏通过暴力获得财产和妻子的人ꎬ鼓励未成年人宰杀俘虏ꎬ把杀人看作是男性成人的标

志ꎬ据此传递抢夺、杀人等攻击合理合法的信念ꎻ父母通过教养态度与教养行为培养子女的攻击

信念与攻击行为ꎬ例如母亲给婴儿喂奶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ꎬ“如果他们不能充分利用这几分钟

的时间吃饱乳汁以维持以后几个小时的需要ꎬ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对孩子的哭叫简直

充耳不闻ꎬ理也不理ꎬ如果孩子大一点的话ꎬ充其量给孩子一巴掌”②ꎻ父子、兄弟之间的敌对与暴

力行为也是家庭文化的常态ꎮ 儿童从小习得了通过“抢夺、攻击”达到目的的手段ꎬ群体成员尤

其是男性逐渐内化这一符号遗产ꎬ并通过自身行动继承该行为遗产ꎮ 同理ꎬ隐忍、内敛被认为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ꎬ故而退缩在多数情况下至少不受批评ꎬ甚至会得到赞扬ꎬ使得我国儿童青

少年退缩行为比较多(蒙衡ꎬ ２００９③)ꎮ
为什么在多数文化中“攻击”被贴上“问题行为”的标签而予以限制呢? 假设一个多民族国

家听任攻击文化的自由展现ꎬ将会发生怎样的现象? 可以预见ꎬ各亚文化群体或民族群体为了自

身利益ꎬ尽可能占用更多资源、获得更多繁衍机会ꎬ互相争斗、抢夺将处于常态ꎮ 随着人类文明的

发展ꎬ战争带来的好处(如促进与战争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大于损失(如大批优秀人口

的消失、民生建设的延缓乃至停滞)ꎬ于是ꎬ人类对于攻击行为的看法随时代发展做出了相应的

调整ꎬ攻击行为尽管仍然是人类生存必要的能力ꎬ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到鼓励ꎮ 与之相反ꎬ各文

化群体的融合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ꎬ而不同文化族群的融合需要互助友爱ꎮ 可见ꎬ限制与约束

攻击行为、宣传互助友爱的品质是现代化多民族国家得以长盛不衰的需求ꎮ 随着文明社会对人

类攻击行为观的改变ꎬ“攻击行为异常”的观点会通过各种媒介得到宣传ꎬ如果群体成员仍然表

现出原有的攻击行为ꎬ政府会通过各种政策法规予以限制ꎬ群体成员由此必须修正自己继承的行

为遗传模式ꎬ降低攻击性ꎬ从而使整个群体的攻击性下降ꎮ

三、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儿童问题行为的探索

(一)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方法

由“惯常的实践活动及与之相随的信念、价值观、许可、规则、动机和满足感等组成”的 “习
俗复合体”是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单元④ꎬ文化心理学需要揭示造成自我组织、认知加工、情绪

功能和道德评价等方面心理多样性的种族和文化来源ꎬ即揭示文化和心理如何相互作用ꎬ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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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习俗复合体的进程ꎮ 基于这种研究目的ꎬ文化心理学研究工作者希望从每一种文化所具有

的生活方式和沟通模式中构建相应的研究程序ꎬ从文化内部成员角度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举止ꎮ
因此ꎬ民族志类的方法受到青睐ꎬ研究人员置身于某种文化群体中ꎬ通过访谈、自然观察、日常讨

论等方法获得一手资料ꎬ收集文化群体中的风俗活动、宗教哲学、民间传说、语言符号系统等原始

资料ꎬ并使用质性分析技术整理资料ꎬ阐释人类心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ꎮ 我国学者高素芳、郑红

(２０１２)使用文献分析法ꎬ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攻击”进行了词源学分析ꎬ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

下攻击的含义、维度以及具体的表现形式①ꎬ这是从文化心理学视角研究儿童问题行为的成功

尝试ꎮ
(二)不同民族 /种族环境下儿童问题行为的探索

学者们很早就从文化心理学视角对儿童问题行为进行探索ꎬ其中多从种族 /民族角度探讨儿

童问题行为的文化色彩ꎬ关注原生民族文化与主体民族文化的融合、适应ꎬ从而形成新“习俗复

合体”的过程ꎬ揭示文化适应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ꎮ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ꎬ是世界许多国

家、民族 /种族群体的聚居地ꎬ故学者们探讨种族 /民族亚文化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时多从美国

选择被试ꎮ 从 ２０ 世纪中期至今ꎬ诸多学者对美国亚裔、欧裔、非裔和拉丁裔族群中儿童问题行为

发生发展机制进行了探索ꎮ 这些少数民族的前辈带着本民族 /种族的文化烙印移民至美国ꎬ为了

生存必须适应不同于原生民族 /种族的新文化———美国文化ꎬ这是一个二次文化适应的过程ꎮ 在

适应新文化过程中ꎬ原生文化与新文化产生了碰撞ꎬ各少数民族的后裔们在父母坚守的原生民族

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进行取舍、平衡ꎬ这种矛盾、冲突自然会影响他们的问题行为观及相应的生

态亚文化———各种“习俗复合体”的集合ꎮ
具体而言ꎬ各民族 /种族后裔在自我概念、父母教养方式、对美国环境的看法、对原生文化的

看法、宗教信仰以及民族 /种族社会化进程上都存在巨大差异ꎮ 如欧裔美国人认为自己属白色人

种ꎬ父母教养方式以权威为主ꎬ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ꎬ认为美国是白人统治的国家ꎬ强调人与

人之间直接的言语沟通ꎬ持个体主义观ꎬ信仰基督教ꎻ而亚裔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ꎬ双文化

取向ꎬ父母教养以“管”和“教训”为代表的权威型ꎬ家庭结构为父权型ꎬ强调间接的非语言沟通ꎬ
集体主义观ꎬ信仰儒教、印度教、佛教和祖先崇拜(Ｙａｓｕｉ ＆ Ｄｉｓｈ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②)ꎮ 由于不同少数民族

的“习俗复合体”不同ꎬ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也不一样ꎮ 有研究发现ꎬ华裔美国人仍然

持有中华传统的价值观ꎬ如重视儿童自我控制、家庭义务、谦逊、孝顺等品质的培养ꎬ故亚裔父母

多采取“管”和“教训”的家庭教养方式ꎬ而专制和权威的教养风格下儿童内化问题较少(Ｃｈａｏꎬ
２００１③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④)ꎻ相反ꎬ同样的教养方式下ꎬ欧裔美国儿童则出现更多的内化问题(Ｃ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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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９.



董会芹: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

＆ Ｋｉｍꎬ ２０００①ꎻ Ｄｅａｔｅｒ－Ｄｅｃｋ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②ꎻ ＭｃＬｏｙ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③)ꎮ
进化心理学认为ꎬ人类心理的发生发展是已有基因程序被个体发展特定时期的特定环境所

激活的结果ꎬ是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ꎮ 在发展过程中ꎬ人类一方面改变自己的行为系统以

适应特定环境(如华裔美国人对美国文化的适应)ꎬ另一方面机体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影响着环

境(如华裔美国人坚持自己原生民族的文化并对自己生存的小环境进行改善)ꎮ 因此ꎬ不同少数

民族群体在对自己原生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正的同时ꎬ也通过选择、改善自己的生活小环

境(如华裔美国人成立中国文化特色的社团、组织等)影响当地文化ꎬ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原生

民族也与当地文化有差异的独特亚文化ꎬ这些新的价值观、信念、规则、习俗给儿童身心发展带来

巨大影响ꎮ
(三)特殊地域文化环境下儿童问题行为的揭示

即使同一文化背景下ꎬ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ꎬ如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

国家ꎬ地域辽阔ꎬ东西、南北的自然环境差距较大ꎮ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ꎬ进化机制在不同的环

境下表现不同ꎮ 由于各地域自然环境不同ꎬ进化形成的文化环境也有差异ꎬ人类行为由此呈现出

地域特征ꎮ 因此ꎬ特殊地域文化环境下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也得到文化心理学研究者

的关注ꎮ
一些学者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儿童问题行为进行探讨 (如陈汉英ꎬ ２００６④ꎻ 杨胜文等ꎬ

２００７⑤)ꎬ考察特定地域环境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ꎻ也有一些学者对我

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乡结合部”这一特定地域环境中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进行了探

讨(王维扬ꎬ ２００２⑥ꎻ 宣煦等ꎬ ２００８⑦)ꎮ 尽管研究未获得一致结论ꎬ但至少发现ꎬ少数民族聚居

区、城乡结合部等特定地域环境中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发展变化的规律及成因与其他地域环

境中的儿童有差异ꎮ
不无遗憾的是ꎬ在探讨不同民族 /种族、特殊地域环境中儿童问题行为时ꎬ学者们多从跨文化

心理学视角ꎬ以某一种文化为本位ꎬ用问卷调查、实验等方法ꎬ揭示问题行为发生频率、影响因素

等方面的文化差异ꎬ较少从文化心理学视角ꎬ使用访谈、自然观察、日常讨论等方法探讨特定文

化、亚文化背景中人们的问题行为观、特定文化习俗复合体对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ꎮ 毋庸置疑ꎬ
只有置身于某一文化中ꎬ深入探究该文化的规则、信念系统ꎬ才能明确该文化中人们对问题行为

的看法ꎬ揭示问题行为的形成机制ꎬ也才能制订适用于该文化的问题行为干预方法ꎮ 这也正是问

题行为领域的学者们未来研究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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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ａｏꎬ Ｒ. Ｋ.ꎬ ＆ Ｋｉｍꎬ Ｋ. :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２０００ꎬ１.

Ｄｅａｔｅｒ－Ｄｅｃｋａｒｄꎬ Ｋ.ꎬ Ｄｏｄｇｅꎬ Ｋ. Ａ.ꎬ Ｂａｔｅｓꎬ Ｊ. Ｅ.ꎬ ａｎｄ Ｐｅｔｔｉｔꎬ Ｇ. Ｓ.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Ｌｉｎｋｓ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６ꎬ ３２.

ＭｃＬｏｙｄꎬ Ｖ. Ｃ.ꎬ Ｃａｕｃｅꎬ Ａ. Ｍ.ꎬ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ꎬ Ｄ.ꎬ ａｎｄ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Ｌ. : “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 .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０ꎬ ６２.

陈汉英:«黔东少数民族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研究»ꎬ«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杨胜文等:«民族地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黔南民族医专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王维扬:«６－１１ 岁城乡结合部学龄儿童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ꎬ«中国民政医学杂志»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ꎮ
宣煦等:«Ｒｕｔｔｅｒ 儿童行为量表父母及教师问卷在小学生中应用比较»ꎬ«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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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Ｄｏ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ꎻ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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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Ｖｏｌ . ６２ 　 Ｎｏ.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７３)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刊载文章的分析∗①

刘桂荣１　 张景焕２

( １.齐鲁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２００ꎻ２.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以 ＳＳＣＩ 数据库中美国«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从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８４ 篇文献为基础ꎬ可
分析总结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及趋势:(１)突显“学习者中心”特点ꎻ(２)以中小学生为主要研究对

象ꎻ(３)研究设计纵深化ꎬ研究方法实证化ꎬ注重对数据进行深层次分析ꎻ(４)更关注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而非

建构理论ꎮ 只有结合具体研究才能深入剖析了教育心理学服务于教育实践的研究特色ꎮ
关键词:　 教育心理学ꎻ研究特点ꎻ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２３－１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作者简介:刘桂荣(１９８１—　 )ꎬ女ꎬ山东德州人ꎬ齐鲁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ꎬ博士ꎻ张景焕(１９６５—　 )ꎬ女ꎬ辽宁建

平人ꎬ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巴胺、５－羟色胺通路相关基因及家庭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３１４７０９９９)资助ꎮ
②张大均、苏志强、王鑫强:«中德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比较研究———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发表论文的分析»ꎬ«教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③冯小俐、张大均、Ｄｅｔｌｅｆ Ｈ.Ｒｏｓｔ:«教育现实情境取向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德国近十年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走向»ꎬ

«心理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是美国心理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核

心期刊ꎬ是教育心理学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权威学术期刊(影响因子 ＩＦ 为 ３.５)ꎮ 本领域的

研究者通常认为该刊刊登的论文、研究报告代表了本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ꎮ 本文通过系统查阅

与分析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５ 年五年间刊登在这个期刊上的 ３８４ 篇文献ꎬ对这一教育心理学领域的顶级

期刊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ꎬ总结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及发

展趋势ꎬ形成关于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概括性认识ꎬ以利于研究者明确自身的研究定位ꎬ提升研究

层次和增加研究问题的针对性ꎮ

一、研究主题突显“学习者中心”特点

对于教育心理学ꎬ学术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界定ꎬ研究者大多认同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情

境中主体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发展变化机制、规律及有效促进策略的科学②ꎬ并根据教育情境将

教育心理学分为学习者、教育者、媒体和环境四个要素③ꎮ 本文采用这个框架ꎬ对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 ３８４ 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ꎬ发现学习者、教育者、媒体和环境各包含文章 ２７４ 篇、２１ 篇、５６ 篇和

３３ 篇ꎬ各占 ７１.３％、５.５％、１４.６％和 ８.６％ꎮ 以下将分别以四个核心要素为研究主题对五年来的文

献进行梳理ꎬ从而揭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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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学习者”的研究

学习者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中心ꎬ张大均等(２０１５)统计分析发现ꎬ中国和德国的教育心理

学的专业期刊关于学习者的文献均占到 ５０％以上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中关于学习

者的文献高达 ７１.３％ꎬ“学习者中心”的特点更为明显ꎮ 具体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关于学习者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 ＳＴＥＭ(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等学

科)和读写能力上ꎬ占学习者总文献的 ５８％ꎮ 其次为其他种类的学习及总体学业成绩的研究ꎬ占
到四分之一ꎮ 另外ꎬ关注影响学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ꎬ像学业倦怠、兴趣、自我阻抑、自我概念、学
业自我效能感及动机ꎬ占 １２％ꎮ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关注

特殊群体(如低收入家庭学生、学业高危群体、少数民族学生)及特殊学段(入园、入学、小升初、
初入大学等)的适应问题ꎬ并结合众多的早期开端计划(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ꎬ研究入园准备、入学准备及

大学适应等问题ꎬ这方面占到 ６％ꎮ
表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学习者的研究主题统计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关注的问题

科学、技术、工程与
数学(ＳＴＥＭ) ７８

ＳＴＥＭ 的动机、性别差异、认同ꎬ尤其数学学习的影响因素(工作记忆、抑制控制、执行
功能ꎬ交错练习、数学知识辅导ꎬ学业自我概念、情绪调节等)认知障碍及干预ꎬ数学的
发展轨迹

读写能力 ８０
读写的影响因素(情绪、自我效能感、双语语言意识、执行功能ꎬ同学特征、父母参与、教
师指导、家族阅读障碍风险)、发展轨迹及干预ꎬ镜像书写ꎬ各种语言的读写ꎬ读与写的
关系及读写要素间的关系ꎬ阅读的眼动研究

学习 ３２ 事实学习、概念学习、问题解决ꎬ记忆、迁移ꎬ合作学习ꎬ历史、体育等学科的学习

学业成绩 ３８ 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父母参与、教师期望、同伴指导ꎬ动机、成就目标、厌倦、情绪、行
为问题)及发展轨迹

刻板印象 ２ 刻板印象的克服措施

适应问题 １６ 入园准备、入学准备及大学新生适应ꎬ心理、社会及学业适应ꎬ智力的影响因素(学业轨
迹ꎬ学校因素)

评价 ４ “福克斯博士效应”、评价(教师评价学生ꎬ学生评价老师及同伴评价)的有效性ꎬ大学
入学成绩的预测作用

学业厌倦、兴趣及自
我阻抑

５ 自我阻抑ꎬ学业疏离感的影响因素(任务难度ꎬ成就目标及动机)ꎬ辍学及留存率的影响
因素(能力观、动机)

自我概念及自我效
能感

１１ 大鱼小池塘效应ꎬ自我概念的结构、影响因素(学业轨迹变化)及作用

动机 １８ 动机的结构、相关理论(成就目标理论、期望－价值理论、自我决定论)、影响因素(完美
主义、成绩、能力信念、目标定向、兴趣ꎬ任务难度ꎬ合作讨论)及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注:有些文章同时涉及两个以上研究主题ꎬ因此ꎬ这里的文章总数多于实际ꎬ下同ꎮ

(二)关于“教育者”的研究

近五年ꎬ该期刊关于教育者的研究主题文献不多ꎬ仅 ２１ 篇ꎬ这一方面更突显了教育心理学

“学习者中心”的特点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按四个要素对文献分类的过程中ꎬ秉持一篇文献

仅归到一个类别中的原则ꎬ所以会出现有些文献尽管归到“学习者”中ꎬ也可能涉及到父母参与、
教师期望等“教育者”影响的情况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仅 １ 篇考察父母对理科(ＳＴＥＭ)价值的认可对子女学习的影响ꎬ其他均为

教师的研究ꎮ 在关于教师的研究中ꎬ更多地关注教师的评价及有效性、教师的教学策略及指导的

有效性ꎮ 此外ꎬ研究者关注教师的压力ꎬ职业倦怠ꎬ情绪衰竭等ꎮ

４２１



刘桂荣ꎬ张景焕: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表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教育者的研究主题统计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关注的问题

教学评价ꎬ教学策略
及信念ꎬ教学指导

７ 评价的种类(过程性 / 总结性评价)及有效性ꎬ心理控制教学ꎬ学习指导的有效性

教师压力 ４ 压力的影响因素(家庭－工作冲突、情绪衰竭、职业倦怠)
成就目标 １ 与指导类型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 １ 自我效能感与教学质量间的双向关系

关系需要 １ 教师关系需要的后果分析

刻板 ２ 刻板印象 / 威胁的后果分析

效应价值 １ 父母对 ＳＴＥＭ 的认可对孩子学习的影响

专业素养 ４ 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的重要性ꎬ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三)关于“教育媒介”的研究

近五年ꎬ该期刊关于媒体的研究主题文献很多ꎬ有 ５６ 篇ꎬ在数量上ꎬ相当于教育者和环境两

个方面的总和ꎮ 该期刊曾在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出版了计算机技术专题ꎬ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刊出了智能指

导系统专题ꎮ
表 ３ 可以看出ꎬ近五年来ꎬ文本、插图、电影、电视和录像已不是媒体研究的重点ꎬ研究者更加

关注计算机 /网络 /多媒体作为学习媒体的适用性ꎬ并重点介绍了智能指导系统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ＴＳ)的应用情况ꎮ 这一特点与德国过去十年教育心理学关于媒体的研究特点基

本一致①ꎮ
透视近五年媒体主题的研究发现ꎬ游戏和学习技术两种学习媒体ꎬ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ꎬ这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心理学在媒体研究方面的发展趋势ꎮ
表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媒体的研究主题统计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关注的问题

文本为学习媒介 ４ 文本学习的作用分析

插图为学习媒介 １ 文本和插图的转换对知识获得的影响

计算机 / 网络 / 多媒
体为学习媒介

３４
计算机 / 网络学习的适用性研究ꎬ如神经解剖学、早期读写等ꎻ计算机评估有效性分析ꎻ
多媒体学习的有效性分析ꎬ如言语冗余、积极情绪等ꎻ智能指导系统( ＩＴＳ)的适用性及
元分析ꎻ教学代理效果的性别差异、教学代理举例ꎬ如 Ｓｉ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学习技术为学习媒
介

４ 学习技术有效性分析(性别差异、情感研究)

游戏为学习媒体 ５ 游戏学习的种类、适用性及元分析

电影ꎬ录像为学习媒
介

５ 电视、电影、视频、电子软件等的有效性分析

媒体手段评估 ４ 评估系统有效性分析

(四)关于“教育教学环境”的研究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发表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有关环境的文章有 ３３ 篇(见表

４)ꎬ有三分之一是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氛围、班级或教室氛围的ꎮ 在这一研究主题下ꎬ呈现出

来的鲜明特点是越来越多的作者从多水平(如同时从个体水平和学校水平)来细致分析研究问

题ꎬ关注种族差异ꎬ关注特殊群体(如高危儿童、被污名群体、问题青少年ꎬ男同、女同、双性恋)及
特殊学段(如小升初的过渡阶段)ꎮ

另外ꎬ还有二分之一是关于同伴关系的ꎬ如同伴拒绝、同伴侵害 /欺负、同伴支持、攻击等ꎮ 同

５２１

①冯小俐、张大均、Ｄｅｔｌｅｆ Ｈ.Ｒｏｓｔ:«教育现实情境取向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德国近十年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走向»ꎬ
«心理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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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学校里的暴力和攻击行为”占绝对数量ꎮ 校园暴力(同伴侵害 /欺负)结构复杂ꎬ原因复杂ꎬ
影响深远ꎬ深入研究这个主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表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环境的研究主题统计

研究主题 文献数量 关注的问题

氛围 / 人际关系 １１ 学校氛围ꎬ班级 / 教室氛围的人际关系、心理脱离的影响因素、后果及干预
措施

同伴关系(同伴拒绝、同伴侵害、
同伴欺负、同伴支持、攻击) １７ 同伴关系的结构、影响因素(学校气氛、父母、教师、共享课程)及后果(学

业成绩、关系思维、物质滥用、辍学)
师生关系 ４ 师生关系对学业成绩、学习参与、关系思维的影响ꎬ及性别差异

刻板印象 ２ 性别刻板、种族刻板 / 偏见、科学刻板

二、以中小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

与研究内容关注学习者的学习相联系ꎬ近五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占 ９５％)ꎬ包括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生、成年人各个阶段的学习者ꎬ尤其以小学生、中学生为其研

究对象(占 ６２％)ꎮ 少数研究是以教师和父母为研究对象(占 ５％)ꎮ (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被试统计

被试 文献数量

婴幼儿 ４２
小学生 １２２
中学生 １１５
大学生 ７９
成年人 １３
教师 ２０
父母 ２

　 　 注:近五年文献有 ２０ 篇是元分析ꎬ在统计被试信息时没有包括在内ꎮ 此外ꎬ因为有些文章同时涉及两个以上年龄阶段的被

试ꎬ因此ꎬ这里的文章总数多于实际ꎮ

在种族分布上ꎬ涵盖了白人学生、黑人学生ꎻ在国家分布上涵盖美国学生、中国学生、韩国学

生、日本学生等ꎮ 从连续发展的角度看ꎬ本领域研究尤其关注过渡阶段(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的适应问题ꎬ
如入园前后、从小学升入初中和高中毕业到大学前的特殊时期ꎮ

近五年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研究对象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ꎬ特别关注少数族

裔以及特殊群体学生的适应与发展问题的研究ꎮ 如非裔美国人(黑人)ꎬ低收入的移民、双生子、
学习困难的儿童、双语儿童、同性恋以及问题青少年ꎬ研究问题如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的

交流项目 ( Ａｒａｂ －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ＣＥＰ) 的启示①、蒙台梭利项目 (Ｍｏｎｔｅｓｓｏｒ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对低收入黑人儿童和拉丁美洲儿童的入学准备(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的影响②等等ꎮ

三、研究设计纵深化研究方法实证化

近五年来ꎬ该期刊上刊登的文章有三分之一使用了追踪研究设计(见表 ６)ꎬ还有 ８ 篇使用了

聚合交叉设计ꎮ 研究设计的纵深化趋向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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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ｅｒｇｅｒꎬ Ｒ.ꎬ Ａｂｕ－Ｒａｉｙａꎬ Ｈ.ꎬ ＆ Ｇｅｌｋｏｐｆꎬ Ｍ.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Ｊｅｗ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Ｅ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７(３)ꎬ ６７８－６８８.

Ａｎｓａｒｉꎬ Ａ.ꎬ ＆ Ｗｉｎｓｌｅｒꎬ Ａ. (２０１４) . Ｍｏｎｔｅｓｓｏｒｉ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６(４)ꎬ １０６６－１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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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研究设计的统计

研究设计 文献数量

追踪 １２５
横断 ２３１

聚合交叉 ８

　 　 注:近五年文献有 ２０ 篇是元分析ꎬ在统计研究设计时没有包括在内ꎮ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可以划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ꎮ 近五年该期刊在研

究方法上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实验法、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ꎬ相比之下ꎬ
质性研究方法如访谈法、观察法、档案分析法等比重很小(见表 ７)ꎮ 这一特点与张大均等描述的

中德教育心理学发展特点基本一致ꎮ
表 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关于研究方法的统计

研究方法 文献数量

实验法 １１３
调查 / 测验法 ２４４

观察法 ６
档案分析法 ２

访谈法 １

　 　 注:近五年文献有 ２０ 篇是元分析ꎬ在统计研究设计时没有包括在内ꎮ

综合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的信息ꎬ有如下发现:第一ꎬ采用横断研究设计的研究多

出现在采用实验方法的文献中ꎮ 在 ２３１ 篇横断研究设计里ꎬ有 １０２ 篇文献使用了实验法ꎮ 第二ꎬ
使用调查或测验法的研究多采用追踪或聚合交叉设计来完善研究ꎮ 在 ２４４ 篇使用调查或测验法

的文献中ꎬ有 １１４ 篇文献使用了追踪研究设计ꎬ８ 篇使用了交叉聚合设计ꎮ
此外ꎬ近五年来的相关研究(调查或测验法)表现出了其他一些显著的变化ꎬ如使用更大的

样本(甚至是全国范围的、多种族的)ꎬ对数据的统计处理更加精确ꎮ 如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ＨＬＭ)来分析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考察潜变量(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间的关系、使用交叉滞后模型(ｃｒｏｓｓ－ｌａｇｇ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使用潜增长曲线模型(ｌａ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潜变量混合增长模

型(ｇｒｏｗｔｈ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考察发展轨迹(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使用个体为中心(ｐｅｒ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聚类分析(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考察学生的动机类型(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ꎮ 多

水平复杂统计技术的使用使得研究者能在更加综合的水平上反映个体学习的进步与发展ꎬ以及

综合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ꎮ
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元分析来总结教育心理学领域的诸多相关研究ꎮ

这是由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在某些特定领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ꎬ为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ꎬ
形成确定性的认识ꎬ研究者需要使用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技术与方法来综合分析该领域的研

究ꎮ 如成就目标对学业成就预测作用的元分析①、多媒体学习环境下言语冗余效应分析②、基于

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机构近 ２０ 年的数据(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做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上的性别差异的

７２１

①

②

Ｃｏｎｌｅｙꎬ Ａ. Ｍ. (２０１２) .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４(１)ꎬ ３２－４７.

Ａｄｅｓｏｐｅꎬ Ｏ. Ｏ.ꎬ ＆ Ｎｅｓｂｉｔꎬ Ｊ. Ｃ. (２０１２) . Ｖｅｒｂ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４(１)ꎬ ２５０－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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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①、学业自我阻抑与学业成绩关系的元分析②、智能指导系统对学业成绩促进作用的元分

析③④ꎮ 元分析的使用无疑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四、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更关注教育实践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理论学科(致力于形成关于学与教的理论)还是一门应用学科(致力于解

决教育教学中的心理学问题)? 这是该学科产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的分歧和争议ꎮ 客观地说ꎬ没
有哪一个学科只关注理论而无视其应用ꎬ也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有效指导实践而没有理论建构和

理论诉求ꎬ只不过是将理论与实践哪个方面看得更重些ꎮ 近五年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期刊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明确的取向ꎮ 体现为一些研究基于一定的理论构建模型或验

证理论假设ꎬ例如ꎬ成就目标理论、期望价值理论、自我决定论、大鱼小池塘效应、班杜拉的交互决

定论、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等ꎻ另一些研究实际上并不以特定的理论为基础ꎬ而更多地

是通过严密的研究设计来检验或拓展前人的研究结果、检验人们通常的认识以及教育实践中的

惯常做法的正确性ꎬ如友谊到底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数学自我概念及数学成绩⑤ꎬ两种低同伴地位

(同伴拒绝和不受欢迎)对处于小学到初中过渡阶段的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影响⑥ꎬ对留级效应的

考察⑦⑧等ꎮ 这类研究的实践指导性更强ꎬ更具实践针对性ꎬ也使得教育心理学研究更富有生

命力ꎮ
(一)教育心理学研究服务于政策制定

大量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致力于解决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实际问题ꎬ这是近五年来教育心理学

研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ꎮ
１.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留级制度的研究

我国法律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取消留级制度ꎮ 对于这一制度有支持的声音ꎬ也有反对的意见ꎮ
支持者认为留级制度具有歧视色彩ꎬ反对者则认为取消留级是“学生不走拖起也能走”ꎮ 对此ꎬ
教育心理研究者通过开展长期的追踪研究ꎬ给出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ꎮ

Ｗｕ 等(２００８)考察了一年级留级对学生数学和阅读成绩的短期效应和四年的长期效应⑨ꎮ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ｅｉｌｌｙꎬ Ｄ.ꎬ Ｎｅｕｍａｎｎꎬ Ｄ. Ｌ.ꎬ ＆ Ａｎｄｒｅｗｓꎬ Ｇ. ( ２０１５) .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ｍａ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７(２)ꎬ ６４５－６６２.

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ꎬ Ｍ.ꎬ Ｗｉｒｔｈｗｅｉｎꎬ Ｌ.ꎬ Ｌｅｍｍｅｒꎬ Ｇ.ꎬ ＆ Ｓｔｅｉｎｍａｙｒꎬ Ｒ. (２０１４)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ｌｆ－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６(４)ꎬ ７４４－７６１.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Ｈｕꎬ Ｓ.ꎬ ＆ Ｃｏｏｐｅｒꎬ Ｈ. ( ２０１３) . Ａ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Ｋ － １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５(４)ꎬ ９７０－９８７.

Ｍａꎬ Ｗ.ꎬ Ａｄｅｓｏｐｅꎬ Ｏ. Ｏ.ꎬ Ｎｅｓｂｉｔꎬ Ｊ. Ｃ.ꎬ ＆ Ｌｉｕꎬ Ｑ. ( ２０１４)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６(４)ꎬ ９０１－９１８.

Ｊｏｎｅｓꎬ Ｍ. Ｈ.ꎬ Ａｕｄｌｅｙ－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ꎬ Ｓ. Ｒ.ꎬ ＆ Ｋｉｅｆｅｒꎬ Ｓ. Ｍ. (２０１２)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４(１)ꎬ １９－３１.

Ｂｅｌｌｍｏｒｅꎬ Ａ. (２０１１) . Ｐｅｅｒ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ＧＰＡ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３(２)ꎬ ２８２－２９５.

Ｗｕꎬ Ｗ.ꎬ Ｗｅｓｔꎬ Ｓ. Ｇ.ꎬ ＆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Ｊ. Ｎ. (２００８)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 ４
ｙｅａｒｓ: Ａ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０(４)ꎬ ７２７－７４０.

Ｗｕꎬ Ｗ.ꎬ Ｗｅｓｔꎬ Ｓ. Ｇ.ꎬ ＆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Ｊ. Ｎ.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２(１)ꎬ １３５－１５２.

Ｗｕꎬ Ｗ.ꎬ Ｗｅｓｔꎬ Ｓ. Ｇ.ꎬ ＆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Ｊ. Ｎ. (２００８)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 ４
ｙｅａｒｓ: Ａ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０(４)ꎬ ７２７－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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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首先鉴别出在入学时低于平均水平的 ７８４ 个学生ꎬ然后根据倾向性得分 (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ｓ)将留级生与同样条件的升级生相匹配ꎬ得到由 ９７ 对学生组成的样本ꎬ并进行 ４ 年的追踪

研究ꎮ 然后分别以阿西建模 Ｗ 分数(Ｒａｓｃｈ－ｍｏｄｅｌｅｄ Ｗ ｓｃｏｒｅｓ)(基于年龄)和年级标准分(ｇｒａ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ｃｏｒｅｓ)(基于年级)来比较两者的发展情况ꎮ 当使用 Ｗ 分数时ꎬ留级学生的数学和阅读

成绩在短期内下降ꎬ但从长远来看ꎬ却比升级的学生有更快发展ꎻ当使用年级标准分时ꎬ留级学生

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在短期内快速增长ꎬ但长期来看则下降得更快ꎮ 研究发现ꎬ真正影响一个学生

学习努力和自我信念的是他在班级群体中的位置ꎬ而不是在同龄人中的位置ꎬ因而用年级标准分

进行分析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ꎮ 据此ꎬ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ꎬ留级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影

响ꎮ
Ｗｕ 等(２０１２)还以同一批被试为研究对象ꎬ考察留级对外化行为和内化行为、社会接受以及

学习参与的影响ꎬ发现留级在短期内有利于改善内化与外化问题行为ꎬ但对社会接受以及学习参

与具有长期的负面效应ꎮ①

这一系列研究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提示我们ꎬ在义务教育阶段取消留级政策不仅在于防止教

育资源浪费ꎬ更在于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动机、内外化问题行为及学习成绩等方面的长远发展ꎮ
２.特殊教育政策的制定

特殊教育主要是针对特殊群体而展开的教育ꎬ如低收入家庭子女ꎬ他们常常由于没有受到良

好的家庭教育ꎬ而使他们在上小学时就已经落后ꎬ起点的落后对儿童今后的学业将产生消极影

响ꎮ 鉴于此ꎬ美国政府自从 １９６４ 年开始实施提前开端计划(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ꎮ 有研究以提前开端项目

里的儿童为研究对象ꎬ考察如何制定对策以减少这些弱势儿童在入学准备上的差距ꎮ 如 Ｗｅｌｓｈꎬ
Ｎｉｘꎬ Ｂｌａｉｒꎬ Ｂｉｅｒｍａｎ 和 Ｎｅｌｓｏｎ(２０１０)考察了 １６４ 个“提前开端”项目的儿童在入园前的一般领域

的认知过程(工作记忆和注意控制)的发展与特殊领域的技能(读写和计算)发展间的关系ꎬ以及

它们对幼儿园的阅读和数学成绩的影响ꎮ② 结果发现ꎬ一般认知过程会预测特殊技能ꎻ当控制了

特殊领域技能后ꎬ一般认知过程仍可以预测幼儿园的数学和阅读成绩ꎮ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ꎬ应该

加强入园前的儿童的一般认知过程如工作记忆和注意控制的发展ꎬ这样可以减少社会地位弱势

群体在入园准备上的差距ꎮ
另外ꎬＢｕｌｏｔｓｋｙ－Ｓｈｅａｒｅｒꎬ 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 和 Ｂｅｌｌ(２０１２)选取了 ３ꎬ８６１ 个分布在 ２２９ 个“提前开端”

教室里的儿童ꎬ基于生态系统模型ꎬ考察低收入家庭儿童的问题行为、教室环境和入学准备(如
认知技能、社会参与和协调的动作)间的关系ꎮ③ 结果发现ꎬ在个体水平上ꎬ年龄越小的男童、过
度活跃以及社会退缩都不利于入学准备ꎻ在教室水平上ꎬ社会退缩预测低的入学准备ꎬ即越不活

跃ꎬ其入学准备越差ꎮ 这项研究从个体水平和教室水平两个角度为采取具体措施缩小弱势群体

子女的入学差距ꎬ做好充分的入学准备提供了线索ꎮ
除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ꎬ还有些特殊儿童群体属于学业风险儿童ꎬ研究者就如何改善这些儿

９２１

①

②

③

Ｗｕꎬ Ｗ.ꎬ Ｗｅｓｔꎬ Ｓ. Ｇ.ꎬ ＆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Ｊ. Ｎ.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２(１)ꎬ １３５－１５２.

Ｗｅｌｓｈꎬ Ｊ. Ａ.ꎬ Ｎｉｘꎬ Ｒ. Ｌ.ꎬ Ｂｌａｉｒꎬ Ｃ.ꎬ Ｂｉｅｒｍａｎꎬ Ｋ. Ｌ.ꎬ ＆ Ｎｅｌｓｏｎꎬ Ｋ. Ｅ.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２(１)ꎬ ４３－５３.

Ｂｕｌｏｔｓｋｙ－Ｓｈｅａｒｅｒꎬ Ｒ. Ｊꎬ 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ꎬ Ｘ.ꎬ ＆ Ｂｅｌｌꎬ Ｅ. Ｒ. (２０１２) .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ｗ －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 －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４(２)ꎬ ４２１－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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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学业成绩问题开展研究ꎮ Ｃｒｏｓｎｏｅ 等(２０１２)对 ６７１ 个有学习风险的一年级儿童进行了为期

三年的追踪研究ꎬ发现师生关系质量、学生的努力程度和学业成绩形成了一个动态系统ꎬ其中ꎬ前
期的师生关系质量能正向预测学生的努力ꎬ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ꎮ① 这些研究结果为特殊

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直接教育建议ꎮ
(二)教育心理学研究努力澄清经验或“常识”
人类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ꎬ形成了一些常识性的认识ꎮ 这些“经验”或

“常识”为成功实施教育助力ꎬ但有时也因缺少限定性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ꎮ 教育心理学研

究者利用多元统计的思想ꎬ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来分析与回答这些看似简单ꎬ实则涉及多个层

次和水平的问题ꎮ
１.榜样树立问题

榜样可以激励学生学习ꎬ同时榜样太完美、太过于成功也会使学生望而却步ꎮ 那么ꎬ当给学

生树立榜样的时候ꎬ是该强调榜样的完美还是榜样的艰辛付出呢? Ｈｏｎｇ 和 Ｌｉｎ－Ｓｉｅｇｌｅｒ(２０１２)的
研究给了很好的启发②ꎮ 这个研究以 ２７１ 个高中生为样本ꎬ将他们随机分到三种情况中去:第一

种是给学生讲述科学家在发现物理知识过程中付出艰辛努力的奋斗故事ꎻ第二种是给学生列举

科学家的毕生成就ꎻ第三种是控制组ꎬ学生只学习物理知识ꎮ 因变量是对物理学家的认识、对物

理课程的兴趣、对物理概念的记忆和物理问题的解决ꎮ 结果发现ꎬ给学生列举科学家的成就会负

向预测学生对科学家的认识ꎬ对其他方面没有影响ꎻ而给学生讲述科学家的奋斗历程ꎬ会让学生

认识到科学家为科学进步付出了艰苦的劳动ꎬ进而增强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ꎬ有助于他们对物理

概念的回忆ꎬ提升他们解决复杂物理问题的能力ꎮ 究其原因ꎬ了解科学家的奋斗史会让学生觉得

即使是科学家也需要努力ꎬ从而带来积极效果ꎮ 这一研究从另一侧面说明ꎬ强调榜样的艰苦努力

远比强调榜样的聪明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２.成绩与学习投入的关系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ꎬ学习投入(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是学习成绩好坏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ꎮ 为了

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动ꎬ报告学生成绩是很多学校例行程序ꎮ 诚然ꎬ成绩可以向教师、学生本人和

家长提供重要的信息ꎬ也有利于提高教学和学习ꎮ 然而教师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成绩给学生

带来的后果ꎮ Ｐｏｏｒｔｈｕｉｓ 等(２０１５)通过追踪研究设计发现ꎬ在初中伊始被告知低的入学成绩可能

会使学生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低成绩→消极情感→低学习投入→更低的成绩ꎮ③ 换言之ꎬ成绩是

学习投入的原因ꎮ 当教育者在苦恼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时ꎬ没有意识到正是报告了低成绩导致

了学生的学习投入低ꎮ 为了预防成绩的消极后果ꎬＹｅａｇｅｒ 和 Ｗａｌｔｏｎ(２０１１)建议教师在报告成绩

的同时ꎬ要向低成绩的学生传递一个信息:他们的困难只是暂时的ꎬ如果他们更努力ꎬ并且使用正

０３１

①

②

③

Ｃｒｏｓｎｏｅꎬ Ｒ.ꎬ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ꎬ Ｆ.ꎬ Ｂｕｒｃｈｉｎａｌꎬ Ｍ.ꎬ Ｐｉａｎｔａꎬ Ｒ.ꎬ Ｋｅａｔｉｎｇꎬ Ｄ.ꎬ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ꎬ Ｓ. Ｌ.ꎬ ＆ Ｃｌａｒｋｅ－Ｓｔｅｗａｒｔꎬ Ｋ. Ａ. (２０１２)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２
(２)ꎬ ４０７－４１７.

Ｈｏｎｇꎬ Ｈ. Ｙ.ꎬ ＆ Ｌｉｎ－Ｓｉｅｇｌｅｒꎬ Ｘ. (２０１２) . Ｈｏ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４(２)ꎬ ４６９－４８４.

Ｐｏｏｒｔｈｕｉｓꎬ Ａ. Ｍ. Ｇ.ꎬ Ｊｕｖｏｎｅｎꎬ Ｊ.ꎬ Ｔｈｏｍａｅｓꎬ Ｓ.ꎬ Ｄｅｎｉｓｓｅｎꎬ Ｊ. Ｊ. Ａ.ꎬ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ꎬ Ｂ. Ｏ.ꎬ ＆ ｖａｎ Ａｋｅｎꎬ Ｍ. Ａ. Ｇ. (２０１５) . Ｄｏ
ｇｒａｄｅｓ ｓｈａｐ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ａｒ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７(３)ꎬ ８４２－８５４.



刘桂荣ꎬ张景焕: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确的策略的话ꎬ他们就会赶上来ꎮ① 这些研究说明ꎬ例行程序(如报告学生的入学成绩)需要做得

更细致ꎬ尤其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ꎮ
３.师生关系与学生的学业成绩

一般认为ꎬ良好的师生关系(高亲密ꎬ低冲突)有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ꎮ 师生关系对学

业成绩的影响男女有别吗?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和 Ｏ’Ｃｏｎｎｏｒ(２０１５)通过对 １３６４ 名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

五年级的追踪研究发现ꎬ不管对于男生还是女生ꎬ与老师的高冲突都导致低的阅读成绩ꎬ而与教

师的亲密则有利于小学阶段阅读成绩的提高ꎮ 在数学成绩上ꎬ则发现男女有别ꎮ 相比那些与教

师有冲突的男生ꎬ与教师冲突的女生的数学成绩更低ꎻ并且从长期来看ꎬ与教师的冲突关系会使

女生的数学成绩提高的速度更慢ꎮ② 这一研究在数学成绩上的性别差异符合性别社会化理论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ꎮ 该理论认为教师在建立师生关系时多少会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

响ꎬ他们一般认为女生应该顺从、行为得体ꎬ而顺从的男生则被认为缺少阳刚之气ꎮ 因此ꎬ尽管男

生与教师的冲突较多ꎬ但冲突对男生数学成绩影响小ꎮ 而与教师的冲突则会加重女生的数学学

习困难ꎮ 因为社会对女生的期望是模范学生ꎬ如听老师的指令ꎬ注意力集中ꎬ按时完成作业等ꎮ
当他们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范ꎬ与教师亲密度低、冲突多时ꎬ她们更可能出现内化问题ꎬ如焦虑、抑
郁、降低自尊和学业效能感ꎮ 这个研究结果启发我们ꎬ在教女生数学时ꎬ教师要注意使用情感支

持性的策略ꎮ

五、结语

从近五年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ꎬ教育心理学研究贯穿

学与教两条主线ꎬ秉承了以学生的“学”为主、教师“教”服务于学生的“学”的传统ꎻ同时也坚持

了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ꎬ坚持定量化的研究方法ꎬ只是研究的问题更具鲜明的实践特色ꎮ 这既体

现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ꎬ也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ꎮ 在研究主题方面ꎬ选择服务于教育政策制

定、澄清人们教育实践中经验或“常识”的问题进行研究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选用更具生态效度的

相关研究方法ꎬ并积极开展大规模的ꎬ包括多种族的、长时间的追踪研究设计ꎬ将研究问题放在更

贴近生活实践、更具生态效度的物质、社会文化背景中ꎬ回答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ꎮ
在教育心理学研究服务于教育实践这个问题上ꎬ人们一般认为ꎬ教育心理学理论研究落后于

教育实践ꎬ具有后置性特点ꎬ但是近 ５ 年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的教育政策研究告诉

我们ꎬ教育心理学研究是可以通过指导或引导教育政策制定来指导教育实践的ꎮ 我们可以从中

受到启发ꎬ借鉴有关的方法与技术ꎬ积极参与和引导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实践ꎮ

１３１

①

②

Ｙｅａｇｅｒꎬ Ｄ. Ｓ.ꎬ ＆ Ｗａｌｔｏｎꎬ Ｇ. Ｍ. (２０１１) .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８１ꎬ
２６７－３０１.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ꎬ Ｍ. Ｐ.ꎬ ＆ Ｏ’Ｃｏｎｎｏｒꎬ Ｅ. Ｅ. (２０１５)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ｈｉ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ｏ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７(２)ꎬ ５０２－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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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Ｌｉｕ Ｇｕｉｒｏｎｇ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ｕａｎ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Ｑｉｌ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２００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ＵＳ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５ꎬ ｗｅ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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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特色办学:内涵、误区与路径
∗①

李　 鹰
(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中小学办学特色问题是近些年的教育热点问题ꎮ 当前ꎬ我国中小学特色办学存在着:理念偏差、主
题偏离、特长迷思、碎片组合等误区ꎬ既偏离了创办特色学校的本意ꎬ也远离了办学特色的内涵ꎮ 只有从学校的

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整体发展战略、内在生成等维度厘清办学特色的内涵ꎬ才能凝聚明晰的办学理念、确定鲜明

的特色主题、制订可行的实施规划、强化基于并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实践探索ꎬ进而真正实现特色办学ꎮ
关键词:　 中小学ꎻ办学特色ꎻ价值取向ꎻ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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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鹰(１９６２—　 )ꎬ男ꎬ山东蓬莱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员ꎮ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综合类教改实验的效果评估研究”(ＢＨＡ１３００４５)的阶段

性成果ꎮ
②任桂花:«关于中小学办学特色研究文献综述»ꎬ«北京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③左慧:«学校特色建设研究述评»ꎬ«教育科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ꎮ

　 　 近年来ꎬ中小学办学特色问题尤其是普通高中的办学特色问题ꎬ无论在教育理论界还是在实

践领域都是一个热点问题ꎮ 总体看来ꎬ国内理论研究多侧重于从基本理论方面论述办学特色的

内涵、特征、规律、原则、策略等ꎻ②③而在实践领域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动特色学校建设ꎬ广
大中小学积极响应、努力参与ꎬ取得显著成效ꎬ诸多特色学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ꎮ 然而ꎬ检视

当下的特色学校建设ꎬ仍有许多需要探讨、明晰的问题ꎮ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一些思考ꎬ以期

为推动中小学特色办学提供有益参考ꎮ

一、我国提出“办学特色”的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全面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ꎬ普通高中教育也

取得了长足发展ꎬ普及程度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ꎮ 但从总体上看ꎬ我国基础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

弱ꎬ发展还不平衡ꎬ特别是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还比较单一ꎬ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

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ꎮ
１９９３ 年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

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ꎬ面向全体学生ꎬ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

能和身体心理素质ꎬ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ꎬ办出各自的特色ꎮ 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

式要多样化ꎮ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范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指出:树立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ꎬ注重教育内涵发展ꎬ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ꎬ出名师ꎬ育
英才ꎮ 这表明ꎬ我国教育政策反映了社会转型对教育发展的需要ꎬ明确提出了中小学创办特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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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政策要求ꎮ
从发展历程看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点ꎬ从提高适龄青少年的入学率、解决

入学难的问题ꎬ到实施规范化建设ꎬ再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ꎬ进而全面实施“以提高国

民素质为根本宗旨ꎬ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ꎬ标志着教育价值

观、教育发展观等发生了根本变化ꎬ与之相伴的是基础教育的办学体制、办学模式、教育目标、课
程内容、教育方法与形式等也有了适应性调整和改变ꎮ 然而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刀切、齐步走、模
式化、标准化等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却依然根深蒂固ꎬ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发展ꎬ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有效推进ꎮ 国家从政策层面推动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ꎬ意义在于: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ꎬ为个人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机会ꎻ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ꎬ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ꎻ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ꎬ促进教育

内涵发展、均衡发展、优质发展ꎮ
事实上ꎬ二战以后ꎬ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创办特色学校是许多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

趋势ꎮ 其基本目标是ꎬ使教育更多地尊重与培养儿童个性ꎬ实现儿童个性化、多样化、特色化发

展ꎮ 其创办特色教育的基本做法就是利用多样化、具有可选择性的教育教学活动ꎬ来改造传统

的、千篇一律的、单一的、不可选择的、以班级授课和高度统一的教育教学要求为基本内容的教育

教学活动ꎬ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ꎮ①

二、办学特色的内涵

什么是办学特色? 如何理解办学特色的内涵? 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对此有许多见解ꎬ一些学

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ꎬ有的学者还专门对“办学特色”、“特色学校”、“学校

特色”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和澄清ꎮ 多数研究者认为ꎬ办学特色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形成的一种独特、优质、稳定的办学风貌ꎮ② 具体说来ꎬ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特出色说ꎬ独特强调

学校在办学风格、风貌方面与同类学校相比表现出来的显著差异性ꎬ出色强调的是比较而来的优

质性ꎻ学校个性说ꎬ即办学特色是学校在办学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个性风格ꎻ整体风格说ꎬ该
观点强调ꎬ独特的整体办学风格和出众的办学成果是办学特色最本质的内核ꎮ③

笔者认为ꎬ特色是在比较中产生的ꎬ是相对的ꎬ既有程度比较上的差异ꎬ也有范畴比较中的不

同ꎮ 办学特色是与制度化、标准化、一般化办学比较而言的ꎬ同时也是一所学校与其他学校比较

显示出来的不同优势ꎮ 理解办学特色的内涵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ꎬ办学特色体现学校的价值取向ꎮ 学校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国学校的核心价值必须

是ꎬ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国家的课程标准、落实国家的培养目标ꎮ 这是对一所学校的基本

要求ꎬ也是一所学校能否办出特色的必要条件ꎬ离开这些ꎬ办学特色也就无从谈起ꎮ 办学特色是

学校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ꎬ一所学校是否凝聚起这种价值取向、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了这种价值追

求ꎬ是其办学是否具有特色的重要标志ꎬ也是区别于其它学校的显著特征ꎮ 因此ꎬ一所学校必须

具有体现其核心价值取向的具体的办学理念ꎮ
第二ꎬ办学特色的目标追求是促进教育的内涵发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ꎮ 在落实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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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范化发展的基础上ꎬ办学特色必须以保证质量为前提ꎬ必须以促进教育的内涵发展为宗

旨ꎮ 它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ꎬ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ꎬ着眼于学生个性特长的全面发挥ꎬ着
眼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ꎬ着眼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ꎬ还必须着眼于学校整体

办学水平的提高与优化ꎬ促进教育内涵发展、均衡发展、优质发展ꎮ 这既是办学特色是否优质的

标准ꎬ也是检验办学特色的决定性因素ꎮ
第三ꎬ办学特色是一所学校整体性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ꎮ 实现特色办学的过程ꎬ是学校在满

足统一要求以后实现特色化发展、个性化发展的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学校要不断突破常规ꎬ不
断创新ꎬ不断深化ꎬ不断积累ꎬ必须着眼于教育整体改革的全局ꎬ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设计与规

划ꎬ即所有的改革措施必须紧紧围绕学生发展这一主线进行ꎬ必须适切地服务于学生的发展ꎮ 如

果只搞几个单项活动ꎬ或对某一种课程进行改革ꎬ或对某种教学方法进行革新ꎬ甚至仅增设一些

特长课、选修课ꎬ而缺乏整体的规划与思考ꎬ致使各单项活动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ꎬ这种改革往往

会偏离目标ꎬ甚至与既定目标背道而驰ꎮ
第四ꎬ办学特色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内在生成的过程ꎮ 一所学校能否凝聚起办学特色ꎬ能否实

现特色办学ꎬ既要受到诸如办学自主权、社会期待、家长诉求等外部环境的制约ꎬ更为关键的是办

学者能否在充分考虑相关需要的基础上ꎬ秉承独立的办学思想ꎬ从实际出发确定适合本校特点的

办学思路ꎬ从学校管理体制、课程结构及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师生关系、实践活动等方面寻找到

突破口ꎬ自主化地实现办学水平的提升ꎬ进而实现个性化发展ꎮ 这样的特色ꎬ不是外部强加的ꎬ也
不是从别处复制的ꎬ是基于学校实际、基于学校发展而内在生成的ꎬ是任何学习、借鉴、模仿所无

法替代的ꎮ
第五ꎬ正如办学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样ꎬ特色自身也是一个系统性范畴ꎬ必须系统思考局部与

整体的矛盾、单一与多样的矛盾ꎬ着力解决以下几对矛盾: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矛盾ꎻ统一

标准与学生个性差异的矛盾ꎻ基础性与专业性的矛盾ꎻ统一的管理与办学自主权的矛盾ꎻ家长的

期望与人才类型多样化的矛盾ꎮ 办学特色可以体现为学校整体办学思路改进突出的优质特征ꎬ
亦可能是某些局部改革带来的总体效益的显现ꎬ抑或是某一种或多种方法、措施对学校办学水平

的提升ꎮ 只要是基于学校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ꎬ只要面向全体学生ꎬ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个性化发展ꎬ能促进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ꎬ这些措施、手段、方法等要素均是办学特色的重要

组成部分ꎮ 关键在于能否系统地予以把握ꎬ以发挥最佳的整体效益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的

发展ꎮ

三、当前特色办学的几种误区

毋庸置疑ꎬ改革开放以来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学校ꎬ它们或

是展现了新的教育理念ꎬ或是凝聚了新的价值取向ꎬ或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育内涵发展的新模

式、新路径ꎬ有力地推动了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ꎮ 如实施愉快教育的上海一师附小ꎬ实施和谐教

育的北京史家小学ꎬ实施情境教育的南通师范二附小ꎬ实施成功教育的上海闸北八中ꎬ实施希望

教育的武汉粮道街中学ꎬ等等ꎮ 然而ꎬ不可否认的是ꎬ在创办特色学校的热潮中出现了鱼目混珠、
鱼龙混杂的现象ꎬ既偏离了创办特色学校的本意ꎬ也远离了办学特色的内涵ꎮ 概而言之ꎬ主要存

在以下几种误区:
第一ꎬ理念偏差ꎮ 许多获得公认的特色学校的实践证明ꎬ明确清晰的办学理念及其精练的表

达ꎬ能充分体现学校的教育理想与追求ꎬ并成为凝结全校师生的核心价值观ꎬ对学校办学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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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的引领作用ꎮ 如哈尔滨某小学确立了“育人为本ꎬ德育为先ꎬ全面发展ꎬ创建德育特色学

校”的办学理念ꎬ以“塑德为人ꎬ励行成才”的校训和“知礼明信ꎬ博学善思”的校风作为工作指南ꎬ
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ꎮ① 与此相反的是ꎬ许多学校在创办特色学校的过程中ꎬ未能根据自

身实际凝练出适切的办学理念ꎬ或者好高骛远ꎬ或者不得要领ꎬ或者出现偏差ꎬ如某些学校把“为
每个孩子创造美好的未来”、“为了孩子的终生发展”、“打造全方位育人环境”等作为办学理念ꎬ
显然有所不当ꎮ

第二ꎬ主题偏离ꎮ 一些学校虽然确立了明确适切的办学理念ꎬ但其所谓特色与学校发展、学
生发展缺少内在的必然联系ꎬ其特色的主题偏离统一性、规范性目标ꎬ偏离学生发展的主题ꎮ 如

东部沿海地区某小学在全校开展“以民族理解为主题ꎬ打造学校文化特色”活动ꎬ让学生以我国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线索ꎬ从网上搜集相关图片、方案资料ꎬ按专题编印出系列化的学习资料ꎬ美
其名曰开发出了“民族教育特色校本课程”ꎬ并为学校赢得了荣誉ꎮ 笔者认为ꎬ对一所沿海地区

单一民族生源的学校而言ꎬ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等知识和能力确有必要成为学生的常识和基本能

力ꎬ但相关内容在国家统一要求中已有充分体现ꎬ如此兴师动众的举动与学校的整体规划缺少内

在的必然联系ꎬ亦即没有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ꎮ 类似的所谓特色还有许多ꎬ如把“打造校园文

化特色”窄化为校园环境建设ꎬ将教材内容增删等同于课程改革ꎬ将教学方式改革视为多种方式

的叠加ꎬ等等ꎮ
第三ꎬ特长迷思ꎮ 提起办学特色ꎬ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学生的特长发展联系在一起ꎮ 的

确ꎬ学生特长发展是衡量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指标之一ꎬ一所学校能否办出特色ꎬ与学生是否具

有一定的特长有着直接关系ꎮ 问题在于ꎬ许多学校在实践过程中既没有搞清楚何为特长、特长对

学生发展的意义ꎬ也没弄明白特长的面向如何、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ꎬ脱离学校、学生

的发展实际ꎬ仅从要素指向上增加相关内容ꎬ如开办形形色色的特长班、兴趣班、选修课等ꎬ以为

让部分学生更多地接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就是增加了兴趣爱好ꎬ就是发展了特长ꎮ 这种做法ꎬ将
学生的特长发展局限于某项活动或某种技巧的培养上ꎬ不能及时拓展和深化ꎬ结果常常无法从局

部升华到整体ꎬ只能是逐渐弱化乃至消解ꎮ
对中小学生而言ꎬ发展特长不在于让学生发展起对某种活动的兴趣爱好ꎬ也不在于让学生掌

握一项或多项技能ꎬ而在于激发每个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究的兴趣和潜能ꎬ在于为学生创新热情和

创造性思维的发挥营造宽松的氛围ꎮ 因此ꎬ培养学生的特长应该面向全体学生ꎬ面向学生的学

习ꎬ重在面向学生学习方法的掌握和探究能力的提升ꎬ必须基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ꎬ指向并服务

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ꎮ
第四ꎬ碎片组合ꎮ 这是许多学校经常陷入的最大误区ꎮ 诸多学校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在教

育行政部门的推动下ꎬ纷纷树起特色学校建设的旗帜ꎬ构建起自己的理念体系———办学目标、办
学愿景、培养目标、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一应俱全且有精炼的表述ꎬ甚至还制订了详细的行动

计划ꎬ貌似有了切实可行的完整方案ꎬ假以时日便可成就“特色”ꎮ 然而ꎬ稍加梳理即可发现ꎬ相
应的理念完全属于碎片化组合ꎬ根本无法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体系ꎮ 其共同特点是ꎬ无法体

现学校的核心价值追求ꎬ没有明晰的发展主题和相关要素ꎬ没有对学校发展要素的系统性规划ꎮ
此外ꎬ在创办特色学校过程中ꎬ还存在着缺少规划、特色泛化、浅表化、局部化、形式化、简单

化等诸多误区ꎬ不同程度地干扰了办学特色的形成、干扰了特色学校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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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学校的建设路径

特色学校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ꎬ学校办学形成特色的过程是一个内在生成的过程ꎬ虽
然已有的成功经验无法照搬套用ꎬ但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所遵循的路径加以借鉴ꎮ

第一ꎬ凝聚办学理念ꎮ 办学理念是学校确定其办学的理想模式、目标追求、社会责任、办学过

程等的根本指导思想ꎬ规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ꎬ是学校的灵魂所在ꎮ 当前ꎬ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所

提出的许多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ꎬ是创建特色学校的前提和出发点ꎮ 能够根据本校的历史、传
统、优势等具体情况凝聚起明确清晰的办学理念ꎬ是创出学校特色的首要条件ꎮ 一所学校只有根

据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ꎬ根据学校的实际、基于学校的优势ꎬ在全校师生中凝聚起与

本校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办学理念ꎬ才能迈出创办特色学校的第一步ꎮ 没有先进适切的理念支撑ꎬ
只能陷入盲目无序的实践之中ꎬ不仅于创办特色学校没有益处ꎬ反倒会带来诸多危害ꎮ

第二ꎬ确定特色主题ꎮ 学校工作包括许多方面ꎬ如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师生活动、教育环境、
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评价等ꎬ任何一所学校在所有这些方面均可能办出各自的特色ꎮ 问题

的关键在于ꎬ如何使每一单项特色与学校的整体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ꎬ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整体

发展ꎬ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发展水平ꎮ 这就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单项特色所处的地位、所能发挥的作

用ꎬ进而从整体上推进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ꎮ 这实际上是如何寻找突破口的问题ꎬ即从何处

入手确立办学特色的主题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不同的学校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寻求突破:一是办学理念、办学思路方面的突

破ꎬ如采用某种先进的理念引领学校全局ꎻ二是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ꎬ采用某种新的管理制度或

是对已有制度的创新ꎬ如民主治校等ꎻ三是教学方面的改革ꎬ包括课程结构的调整、课程内容的整

合提炼、教学方式的变革、新教学方法的运用、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改革等ꎻ四是学生特长发展方

面的举措ꎬ在完成国家统一性要求的基础上ꎬ开展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完善学生个

性发展为宗旨的特长培养活动是学校特色发展的重要内容ꎬ包括经典阅读、综合实践活动等ꎻ五
是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的举措ꎬ包括校风、校训、学风、环境创设、教师文化、班级文化ꎬ等等ꎮ

确定特色的主题ꎬ必须基于学校的现实ꎬ不可好高骛远、追大求洋ꎬ还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ꎬ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ꎮ 一般而言ꎬ一所学校确定一个特色主题足矣ꎮ 围绕主题ꎬ以点带面逐步推

进ꎬ才能带动学校整体工作的开展ꎬ进而形成办学特色ꎮ
第三ꎬ制订实施规划ꎮ 在凝聚教师、学生、专家等多方共识的基础上确立了学校的特色主题

之后ꎬ必须制订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划ꎬ使之成为学校未来行动的纲领ꎬ亦使未来的特色建设有据

可依、有章可循ꎮ 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特色发展的主题、发展的目标、责任落实、实施步骤、保障

措施、行动反思、意见反馈、工作改进等ꎮ 制订计划的关键在于针对办学特色的系统性特征对所

要进行的相关活动做出系统安排ꎬ提出特色建设中教师、学生、学校发展的详细目标ꎬ以及循序渐

进的实施步骤ꎮ
第四ꎬ强化实践探索ꎮ 学校特色不是凭空而来的ꎬ也不是一蹴而就的ꎬ它是在长期的办学实

践中经过师生共同努力而内在生成的ꎮ 因此ꎬ找寻学校特色建设的路径ꎬ必须强化实践探索ꎮ 只

有通过不断实践ꎬ才能检验规划的适用性、可行性ꎬ才能不断充实完善各级发展目标ꎬ使之与学生

的发展相适应、与学校的整体规划相协调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丰富并发展特色的内涵ꎬ逐
步形成稳定的、优质的、个性化的办学特色ꎮ

在创办特色学校的实践中ꎬ校长、教师、学生是根本的、决定性的三个因素ꎮ 一切工作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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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归宿均应聚焦于学生的主体性发展ꎬ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ꎬ让他们生动活泼

地参与到学校特色建设中ꎻ必须打造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师队伍ꎬ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ꎬ让他

们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ꎻ另外ꎬ选拔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校长ꎬ对创办特色学校具有

关键性作用ꎮ
总之ꎬ对中小学而言ꎬ正确认识办学特色的内涵ꎬ立足本校实际ꎬ端正办学思想ꎬ遵循教育教

学的基本规律ꎬ注重学校的内涵发展ꎬ扎实做好各项工作ꎬ经过长期的积累、思考、提炼、升华ꎬ一
定能创出鲜明的办学特色ꎮ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ꎬ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Ｌｉ Ｙ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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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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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学校管理策略研究
∗

张　 亮
(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如何挖掘教师潜能ꎬ是学校管理永恒的话题ꎮ 当下我国学校管理存在忽视教师个体差异、强调制度

约束力、激励形式和内容不适合教师需要等问题ꎬ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了解影响教师潜能发挥的关键因素ꎬ并找到

一种科学的管理策略ꎮ 影响教师潜能发挥的关键因素包括制度的功能定位、目标针对性、激励策略实效性等因

素ꎬ“‘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正是在问题及关键因素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ꎮ “一体化”管理策略是一

种基于教师发展目标需求和奖励需求而建立的人本化的管理策略和制度安排ꎬ它尊重教师自主权利ꎬ把发展目

标和评价标准融为一体ꎬ以目标和奖励为两翼ꎬ关照目标层次与奖励层次的匹配ꎬ注重奖励形式与内容的多元ꎬ
满足不同类型教师多元化需求ꎮ “一体化”管理策略遵循多元激励原则、多层结构原则、机会与结果平等原则、
教师主体原则ꎬ操作程序包括组织、调查、制定方案、审定、认领、反馈、提升等步骤ꎮ

关键词:　 需求ꎻ目标ꎻ激励ꎻ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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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挖掘教师潜能ꎬ是学校管理永恒的话题ꎮ 面对教师工作消极的尴尬ꎬ多数管理者给出的

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教师责任心差ꎬ年轻人贪图安逸ꎬ老教师职称取得了ꎬ有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

理ꎬ等等ꎮ 这种表层化的分析仅表明管理者归因外化的内在心理状态ꎬ即将责任推向了教师一方

的心理倾向ꎮ 但是ꎬ在学校管理现实中我们经常观察到这样一些事实:学校起始背景因素(图书

馆藏书量、生均公用经费、实验设备、生均公用面积、招生数量与质量)相同的两处学校经过一段

时间后产生绩效并不相同ꎬ有时会差异较大ꎻ学校教育背景因素不利学校经过一段时间治理后ꎬ
比背景因素占据优势学校取得的绩效更好ꎮ 排除了办学条件设备等学校教育背景为关键因素的

可能性ꎬ那么校长、教师、学生等“人”的因素便进入视野ꎮ 教师是学校管理的客体但更是承载学

校教育的主体ꎬ教师发展程度决定学校发展的速度和成效ꎬ学校目标实现关键取决于教师ꎬ教师

质量从不会先行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ꎬ教师质量(学历、态度、情感、努力程度等)应成为影响教

学质量的因素ꎮ 教师质量关键构成因素是态度与情感ꎬ教师积极的态度、师生情感程度、教师对

教师职业的情感度ꎬ以及由此而甘于付出努力程度ꎬ对于教育教学质量高低具有影响ꎮ 而心智尚

不成熟而又是学习主体的学生ꎬ其主体性觉醒更易受教师态度情感因素的影响ꎬ我们将质量因素

聚焦到教师态度与情感方面ꎮ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制约或激发教师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呢? 有

学者认为ꎬ不同共同体在资源禀赋相同但因采用的制度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绩效ꎬ说明人的主体创

造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发挥是不同的ꎮ①质言之ꎬ教师主动性程度及潜能发挥客观上取决于

学校对于教师发展的制度安排ꎬ鼓励教师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教师个性和潜能发挥、创新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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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反之亦然ꎮ 所以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教师管理制度ꎬ对限制、压抑教师的发展的因素进行修

订ꎬ选择和创造适宜于教师发展的新的管理安排ꎮ

一、管理中的问题

(一)忽视教师个体差异

学校教师目标管理策略为ꎬ学校首先制定好学校总体发展目标ꎬ然后学校将目标层层分解ꎬ
达到规定目标的给予奖励ꎬ否则接受处罚ꎮ

首先ꎬ这种制度安排的问题在于教师发展目标的统一性ꎬ忽视教师个体差异ꎮ 教师由于态

度、秉性、价值追求等不同ꎬ个人目标需求层次存在差异ꎬ统一的目标不适合每个教师发展需求ꎻ
教师个体成长具有动态特征ꎬ教师成长阶段不同ꎬ阅历、经验、知识丰富程度、视野会有差异ꎬ这种

管理制度实质上“是在用统一的、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教师”ꎬ“忽视了教师的个体差异和教

育教学背景”ꎮ①

其次ꎬ忽视教师主体性ꎮ 统一目标管理策略是教师被动接受的过程ꎬ统一性拒绝和排斥个

性ꎬ教师未能获得学校目标制定的选择权、制定权和废弃权ꎬ目标对于教师而言是外部强加的ꎬ具
有异己性和强制性ꎬ在制度面前教师自主性、独立性丧失了ꎮ １９５４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二条明确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ꎬ“一切权利”包括选择制度、制定制

度、废弃制度的权利ꎮ 重视教师主体地位ꎬ就应赋予教师制度选择、制定和废止权利ꎬ使他们成为

自我设计、自主活动、自主控制、自主评判、自主负责的竞争主体ꎮ 教师也只有在意识到主体性价

值受到重视时ꎬ才会觉得工作是自己的事情ꎬ自己应该承担自主选择的责任ꎬ自主意识、主动性才

会增强ꎬ个性与潜能才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释放和发挥ꎬ最终获得超越生存需要以自我价值实现

为目标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反之ꎬ只把教师当作完成教学任务的人ꎬ缺少对教师主体作用的关注ꎬ
对教师的管理追求权威化、程式化ꎬ以命令性、指令性代替教师自主性ꎬ教师主动性、创新性就会

受到压抑ꎬ不利于教师自主、积极发展ꎬ更不利于学校发展ꎮ
(二)强调制度约束力

多数学校制度安排基于教师是懒惰的ꎬ需要管理约束的理论或思维预设ꎬ因而管理制度侧重

于教师行为的约束和限制ꎬ即不能做什么ꎮ 具有这种形式的教师管理策略为教师设定了一套行

为规范系统ꎬ教师只要不触犯界限就是好老师ꎬ否则就要受到处罚ꎮ 这种制度安排忽视了教师是

一个个能动的主体ꎬ忽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ꎮ 学校管理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是将教师发展从专制

化制度中解救出来的过程ꎬ是使教师获得独立性的过程ꎬ引导和激励教师自主发展、主动发展的

制度选择ꎬ才是衡量学校制度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ꎮ
(三)激励形式单一ꎬ与教师需求不一致

多数学校奖励策略建立在金钱、物质等“利”基础之上ꎬ假设教师一旦得到物质和金钱的满

足ꎬ就会生发积极性和创造力ꎮ 以上假设和做法的严重缺陷在于ꎬ只看到教师对物质利益的低级

需求ꎬ忽视教师对归属、关爱、价值、尊重、精神、信念等更高层次追求ꎮ 实践证明ꎬ为生计所迫阶

段ꎬ物质金钱的提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刺激性ꎬ在一定时期能极大诱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干劲ꎮ
但是ꎬ物质刺激不是持续性动力因素ꎬ随着物质欲望得到满足ꎬ物质刺激的作用就会逐渐减弱ꎬ即
使承诺给予更高数额的奖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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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诚芳:«现代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ꎬ北京: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ꎮ



张　 亮:“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学校管理策略研究

建立在教师对物质、金钱、荣誉、信念等多重价值追求之上ꎬ教师奖励激励的内容、方式等就

不可能一概而论ꎬ循着教师的追求方向去设计奖励内容和形式ꎬ才能满足教师需求ꎬ有针对性因

而才具激励性ꎮ

二、影响教师潜能发挥的关键因素

如果说制度约束性的过分强调使教师自主性难以得到有效发挥ꎬ如果说统一的目标管理策

略不能与教师个体需求相适应ꎬ从而导致教师积极性不足ꎻ如果说单一物质奖励并不能全面表达

对教师的激励作用ꎬ那么ꎬ满足教师需求的差异化目标、引导式的制度安排、多元化激励策略便成

为激发教师潜能的关键因素ꎮ
(一)制度的功能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制度与人的发展关系理论认为ꎬ制度是一个矛盾体系和矛盾解决体系ꎬ
是为了协调和避免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ꎬ把对立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ꎬ从而维持社会

的协调、和谐与平衡的一种公然性行为ꎮ① 马克思、恩格斯将制度看做是保障社会秩序、协调人

际关系、消除不平衡因素的工具ꎬ是避免产生对抗和解决矛盾的法器ꎬ这种对制度功能的认知强

调了制度刚性的一面ꎬ也就是约束性的一面ꎮ “从人对自身的约束而言ꎬ制度是人存在和发展过

程中为调整、规范自身行为、关系而约定或指定的规则体系ꎮ”②但是ꎬ马克思、恩格斯将有生命

的、现实的个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ꎬ认为能动性为主体性的关键要素ꎮ 马克思将人的主体

性区分为三种语境:本源性、能动性、交互性ꎬ认为人的发展表现为主体性的发展ꎬ表现为人的主

体性中本源性、能动性、交互性的发展ꎻ而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标志ꎬ就在于人作为人积极地开展自

己的对象化活动ꎬ自主地支配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ꎬ即对象化活动ꎬ即强调人的能动性ꎮ 而人的

能动性从何而来? 马克思、恩格斯将制度设计与其建立联系ꎬ制度变迁和创新才能“证明”或确

证人的能动性ꎮ 制度既然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客体化和对象化ꎬ因此制度即是成为人的发展的保

障物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证明物ꎬ“从人的社会性而言ꎬ制度是人获取或实现自己的社会性过程

中彼此的结合方式ꎬ是浓缩的、固化的社会关系”③ꎮ 质言之ꎬ制度具有保障和证明人的主体性发

展的功能ꎮ 制度的保障作用表现在ꎬ人是制度性存在物ꎬ是制度里的公民ꎬ人只有通过制度才能

存在ꎬ只有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才能实现自身发展ꎻ制度的证明作用表现在ꎬ制度是人的生

产生活确定性要求的客观表达ꎬ在客体的意义上是一个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程度、能力的标志ꎮ④

由此看来ꎬ制度是一把“双刃剑”ꎮ 制度立足于生产生活活动自身主体性ꎬ属于一种生产生

活活动价值既定性的表达ꎬ具有生产生活活动确定性属性ꎬ这种属性的制度则显示了约束性的性

质ꎬ发挥保障作用ꎮ 同时ꎬ把制度视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ꎬ制度本身显示客体属性ꎬ代表

个体或共同体作用于生产生活活动所达到的能力程度ꎬ发挥证明作用ꎮ 学校语境中的制度安排

应注重证明作用ꎬ兼顾保障功能ꎮ 如果从教育教学活动的应然程度看待制度的设计ꎬ教师便成为

算计和防范的对象ꎬ制度的内容设计则冲着“如果完不成”、“不能越过底线”来的ꎬ这种制度安排

就会成为约束人的手段和工具ꎮ 以人的能动性为指向的制度设计和安排ꎬ将制度的边界界定为

人潜能发挥的程度ꎬ人的能力的最大极限便转化为制度的条款和内容ꎮ 不难想象ꎬ以提高教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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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激发潜能、释放个性为制度设计的目标和方法论ꎬ制度就会成为教师发展的目标、标准、工具

和手段ꎬ制度就是为教师服务的ꎮ
(二)目标针对性

个体应成为目标设计的对象ꎮ 人是制度的根基ꎬ组织管理中的人是个体而非群体ꎮ 人“首
先是个体ꎬ这是高于一切的”ꎬ并且ꎬ“人类社会是以个体成就为基础的”ꎬ人性的真正价值“是由

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ꎬ所以将人是个体作为最高格言ꎮ① 每位教师都是独立的个体ꎬ具有鲜明

个性特征ꎬ独立教师个体以各自方式相互关系构成学校集体ꎬ任何一个教师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而存在ꎬ有了个人的独立才会有学校的独立ꎬ学校成就取决于教师个人成就ꎬ独立的教师个体

应该成为学校组织管理的对象ꎬ教师个体便成为目标设计的根基ꎮ
个体差异决定目标差异性ꎮ 个体间存在差异已成为广泛认知ꎬ除智力因素外ꎬ教师个体成长

阶段、需求、兴趣爱好ꎬ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追求、努力程度、意志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ꎬ外化形式

表现为个体秉性差异、学历文凭差异和职业年龄差异ꎬ并基于此而形成内涵型差异ꎬ意即个体发

展需求内容或发展维度差异和发展追求目标程度的差异ꎮ 上述观点不难理解:性格、兴趣、爱好、
经历不同ꎬ教师个体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ꎬ内容及目标自然不会相同ꎻ教师成长在不同阶段会遇

到不同问题ꎬ研究的重点就会转变ꎬ也可以说是变化ꎬ当然技术、信息、理念等技术与人文环境的

变化也会提出时代性要求ꎮ 总之ꎬ不同成长阶段教师个体追求目标侧重点会不一致ꎬ随阶段变化

而变化ꎬ呈现出动态的特征ꎻ教师对职业理解和职业认同程度差异会决定教师成长速度的差异ꎬ
这很容易从对学校观察到的现象得到理解和观照ꎬ譬如一位工作十几年、几十年的教师对教育教

学理解的专业程度ꎬ并不一定高于新入职的教师ꎮ
差异化目标策略能够解决“一刀切”的管理弊端ꎮ 需要是引起动机的基础ꎬ目标是未实现的

需要的体现ꎬ不同个体因兴趣爱好、成长阶段、职业理解与认同差异而导致目标差异ꎬ不同个体差

异化目标管理策略则成为现代学校管理不可回避的话题ꎬ也只有实实在在推进差异化目标管理

策略ꎬ“以人为本”、“尊重个性”才能由理念转变为现实ꎮ
(三)激励策略实效性

马斯洛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或整体动力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于在主动性、动机与需求之间建立

联系ꎮ 在马斯洛看来ꎬ人的各种基本需要“以一种层次的和发展的方式ꎬ以一种强度和先后的秩

序ꎬ彼此关联起来的”ꎬ人的需要分为意动需要(Ｃｏｎａｔｉｖｅ ｎｅｅｄｓ)、认知需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ｅｄｓ)和审

美需要(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ｎｅｅｄｓ)三种类别ꎬ其中意动需要从低到高排列分为五个不同层次ꎬ即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ꎻ一种需要一旦满足ꎬ就不再具有支配

的力量ꎬ将会有另一种需要占支配优势ꎬ且变换具有一定规律可循ꎮ 人们对需求满足后新动机出

现的递进逻辑提出质疑:有的人对生理层次的需求似乎从没有终结过ꎬ而有人即使生活处于困境

但仍保持较高层次价值追求ꎮ 为此ꎬ马斯洛在«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一文中提出了匮乏性

动机与成长性动机概念ꎬ进而将它们区分为匮乏性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

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与成长性需要(自我实现需要)ꎬ声称不同性质的需要引发的动机程度不

一:匮乏性需要的满足导致消极的反应ꎬ成长性需要满足是积极的反应ꎻ匮乏性需要带来是贫乏、
低层的至多是宽慰的愉快ꎬ成长性动机带来的是丰富的、高层的且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持久性和

不变性的愉快ꎻ匮乏性需要满足带来的动机是间断性和有顶点的ꎬ达到顶峰动机会下降甚至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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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ꎻ匮乏性动机是物种的需要ꎬ与其他动物并没有差别ꎬ依赖环境又畏惧环境ꎬ自我实现的人独立

于环境ꎬ自信自制ꎬ行为受内部因素如本性、潜能、创造性冲动影响ꎻ受匮乏性动机激励的人注意

力集中于自我意识ꎬ以自我为中心ꎬ受成长性动机激发的人则集中注意于世界ꎬ以问题为中心ꎮ①

１９６９ 年ꎬ马斯洛发表«论超越的种种涵义»«Ｚ 理论»标志着马斯洛超越性动机论的彻底形成ꎬ在
«Ｚ 理论»中ꎬ马斯洛区分了健康型自我实现和超越型自我实现ꎬ突出了自我实现需要的“后动

机”或对其他需要的“超越”性质②ꎬ于是动机需要层次拓展到六个层级ꎮ
其实ꎬ马斯洛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提出的贡献并不在于对心理学界普遍流行的人的行

为皆受匮乏性动机驱使的观点的批判ꎬ而在于:首先ꎬ破解了“动机－需要”基因密码ꎮ 个体主动

性来源于动机ꎬ新的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有机体的满足或不满足状态ꎬ即取决于这

样或那样的优势欲望已经达到相对满足的状态ꎮ 也就是说ꎬ愿望满足才具有了激励的作用ꎬ这是

马斯洛动机与需求理论的基本逻辑ꎮ 其次ꎬ揭示了人的发展动机与需求的复杂关系ꎮ 人是复杂

的有机体ꎬ动机尤其是积极动机与需求层次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ꎬ不同的人需要层次与人的动机

的积极性程度也不具有对应关系ꎬ已满足需要与新的需要之间并非存在简单递进关系ꎬ有时物质

与生理层次需要数量的累积和叠加满足却唤不起一个人更高层的动机ꎬ而有人超越低级需求层

次ꎬ达到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精神体验境界ꎮ
明确个体需要差异并根据实际需要层次激励才具激励效应ꎮ 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

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一种心理动因ꎬ工作积极性的直接因素是工作动机ꎬ任何人所从事的任何工

作都是由一定的工作动机所引起的ꎬ而动机来源和根基于需要的满足和奖励性诱导ꎬ这种内在逻

辑关系学校管理者必须首先意识到ꎬ同时还需要明白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个体成长需要种

类是不同的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个体发展需要也会不同ꎬ既有生理需求ꎬ也会有心理需要ꎬ
既有物质的ꎬ也有精神满足ꎮ 最后ꎬ学校管理者要了解教师发展程度即目标层次需要ꎬ只有全面

了解教师动机结构ꎬ洞悉教师每一个时期最佳期盼ꎬ根据需要内容和目标程度确定奖励种类、层
次或程度ꎬ建立起适合教师需要满足的目标体系和奖励机制ꎬ激励的功能才会实现ꎮ

三、“‘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的概念及实施原则

“‘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是一种基于教师发展目标需求和奖励需求而建立的人本

化的管理策略和制度安排ꎮ 它尊重教师自主权利ꎬ鼓励教师自主选择、自我控制、自我完善、自主

调节ꎬ具有目标的层次性和奖励的差异化特征ꎻ它鼓励教师创新行为和主观能动性发挥ꎬ把发展

目标和评价标准融为一体ꎬ每个人选择的目标既是自我追求的尺度ꎬ也是评价的标准ꎻ它以目标

和奖励为两翼ꎬ关照目标层次与奖励层次的匹配ꎬ实现能力与资源配置的适契ꎬ鼓励教师之间平

等竞争ꎻ它注重奖励形式与内容的多元ꎬ满足不同类型教师多元化需求ꎮ 制度安排就是制度的实

现形式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ꎬ一体化管理策略应遵循以下原则ꎮ
(一)多元激励原则

利用外部诱因激励教师发展是管理行为辅助中切实必要的手段和工具ꎬ但诱因因素构成要

符合人的发展需求ꎬ但人的需求又是多元的ꎬ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ꎬ应该有不同诱因刺激人们

相应的需求ꎮ 教师不仅是学校中的一员ꎬ更是社会中的个体ꎬ社会人不仅有基本的物质需求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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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ꎬ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分工角色ꎬ重视社会形象ꎬ具有独立性强、自尊心

强、自觉性强的特点ꎬ采取多种有效激励措施对于教师这一特殊职业身份来说尤为必要ꎮ
(二)多层结构原则

层次结构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适合教师发展目标需要的层次性ꎬ二是适合教师激励需要层

次性ꎮ 第一ꎬ符合学校发展目标需求ꎮ 学校管理是学校目标与教师目标融合统一的艺术ꎬ既能促

进教师个人发展ꎬ又能促进学校良好发展ꎬ因此教师发展目标首先要与学校发展目标需求相协

调ꎬ没有学校发展愿望在教师目标层次中的体现ꎬ不能视为完整的目标结构ꎬ甚至会使教师偏离

发展方向ꎮ 第二ꎬ符合不同教师个体心理、生理需求ꎮ 目标和激励制定要根据教师个体发展的需

求ꎬ只有教师发展目标适合教师本人的能力水平ꎬ教师才会有发展动力ꎬ否则会丧失信心ꎻ激励措

施只有与教师希望提供的服务相符合才具有激励效应ꎬ才能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更高层次

发展的需要和动机ꎮ 第三ꎬ适合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发展需求和奖励需求ꎮ 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经

验水平和能力程度是不同的ꎬ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发展阶段教师追求目标的不同ꎬ以及得到学校资

源分配奖励内容和层级的差异ꎬ这符合马克思“优劳优酬”分配原则ꎮ
(三)机会与结果平等原则

平等是衡量目标与激励相匹配公正性的重要内容和标准ꎬ包括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ꎮ 机会

平等即多元目标选择权利平等ꎮ 差异化目标管理实施过程是实现教师自主化的过程ꎬ是实现由

校长主权向教师主权转化的过程ꎬ是管理者集权程度降低和教师自主权利逐渐增加的过程ꎬ是学

校制度现代化程度完善进步的标志ꎬ机会平等任务在于保障教师目标选择的自主性ꎮ 结果平等

即激励公平ꎮ 激励公平并不意味着目标完成有高低之分ꎬ而激励内容和形式完全等同ꎬ目标层次

与奖励程度范围相匹配是结果平等原则的核心ꎬ“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的ꎻ
平等就在于用同一尺度—劳动—来衡量ꎮ”①

(四)教师主体原则

制度安排是民众公共意志的表现ꎬ制度现代化以及其完善进步的过程是管理者集权程度降

低和民众自主权利逐渐增加的过程ꎮ 学校管理实质是对人的管理ꎬ是学校领导主体对教师客体

(也是主体)作用ꎬ并通过教师主体作用于学生客体ꎬ而达到促进学生客体发展目的的系统ꎬ教师

在这个系统中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ꎬ其关键程度不言而喻ꎮ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ꎬ教师主体性

发挥程度关系到学校管理的成败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教师主体地位的确立源于一体化管理策略中

所承担的角色ꎬ教师虽然是管理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管理策略利益相关方ꎬ只有尊重并确定教师的

主体地位ꎬ教师才能自觉地将个人需求与学校目标有机统一起来ꎬ产生自主发展的动力ꎮ

四、操作程序

明确“需求”、“目标”、“激励”三者内涵及相互之间逻辑关系非常重要ꎬ因为我们相信已找

到了打开教师潜能宝库的神秘钥匙ꎬ循着教师目标需求、激励需求的脉络ꎬ我们可以建立有利于

教师潜能发挥的制度ꎮ 但是ꎬ一体化管理策略系统性较强ꎬ这种管理策略的完美执行需建立在一

系列的程序和步骤之上ꎮ
第一ꎬ组织ꎮ 组建一体化管理策略方案编制委员会ꎮ 组建委员会的关键在于成员选择ꎬ目标

方案、激励方案要体现对学校发展需求、学校资源分配、教师发展需求、教师享受资源权利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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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ꎬ那么委员会组成就要考虑到校方代表、不同发展阶段教师代表、不同能力水平层次代表等

因素ꎮ
第二ꎬ调查ꎮ 了解教师自主发展的动机与需求是制定方案的依据和基础ꎬ委员会组建后的首

要任务是做好两项调查:一是每位教师的阶段目标ꎬ二是每位教师希望得到学校提供资源帮助ꎬ
即激励需要ꎮ 教师发展目标调查内容宽度要尽可能大ꎬ既考虑到教学因素ꎬ又要考虑到教育因

素ꎻ既兼顾到课堂教学ꎬ又要注意教师自身学习和研究因素ꎻ既注重业务ꎬ又要注意德行ꎻ既注重

量化指标ꎬ也要注重质性指标ꎻ既有教师同伴评价指标ꎬ又要注重学生判断指标ꎮ 奖励方案信息

收集也是如此ꎬ要注意全面收集教师的奖励需要的ꎬ如物质需要、金钱需要、设备仪器需要、图书

配备、荣誉需要、尊重与爱的需要、职称晋升需要等ꎮ
第三ꎬ制定方案ꎮ 方案制定是一个繁重而复杂的过程ꎬ制定出的方案是否适合于本校教师各

方面需要ꎬ是否能够得以有效贯彻运行非常关键ꎮ 这个环节需要做五方面工作ꎬ一是要做好信息

归类ꎬ将收集到的教师相同或相近目标信息、激励信息进行归类ꎬ建立教师发展目标需要和激励

需要基础信息库ꎮ 二是分清层次ꎬ按照目标和激励程度高低ꎬ对目标条目和激励条目进行纵向排

列ꎬ可根据学校实际概括提炼出基础发展型、成长型、熟练型、导师型等几个目标层次及相应奖励

层次ꎮ 三是进行合理匹配ꎬ对目标与激励两大序列按照层次级别进行匹配ꎬ形成较完整的“目标

－激励”方案ꎮ 四是再沟通ꎬ与所有教师面对面交流沟通他们对方案的意见ꎬ并做好书面记录和

整理ꎮ 五是拟定草案ꎬ委员会重新讨论意见建议ꎬ调整、补充和完善方案ꎮ
第四ꎬ审定ꎮ 为保证草案形成共识、顺利执行ꎬ草案需交全体教师大会审议ꎮ 审议的过程也

是再次征求每位教师意见和建议的过程ꎬ根据审议过程中教师提出的建议ꎬ重新对方案进行调整

和完善ꎬ经由教师大会举手表决通过ꎬ方案起草与制定工作结束ꎮ
第五ꎬ认领ꎮ 教师根据自身经验、能力、态度等确定并认领“目标－激励”层次ꎮ
第六ꎬ反馈ꎮ 委员会根据教师个体“目标－激励”层次ꎬ对教师目标达成结果及激励层次进行

周期性考查评定ꎬ并及时反馈评定结果信息ꎬ提出整改意见ꎬ收集教师对方案的建议ꎮ
第七ꎬ提升ꎮ 依据教师建议丰富完善方案ꎬ备下一周期使用ꎮ

五、余论

针对当下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策略能否担当

起理论的引领作用ꎬ还有待于教育实践的检验ꎬ但对这种管理策略的理论探讨和价值判断还是有

益的ꎮ
首先ꎬ顺着教师愿望、需求去探讨教师管理的制度安排ꎬ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追

求ꎮ “‘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策略要从内容到形式观照到教师的心理需求ꎬ将教师发

展的愿望和价值追求、目标转化为制度的内容ꎬ操作过程吸纳教师参与ꎬ这样的制度便成为教师

自我管理、自我实现、自主控制的内容和标准ꎬ工作过程成为教师自我践行自己确定内容和目标

的过程ꎬ教师需求和目标成为自己的尺度ꎬ因而这种管理设计是对人本思想在教育现实生活中的

有意探索ꎮ
其次ꎬ尊重教师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ꎮ 尊重了教师愿望、需求、目标、激励形式

及内容ꎬ规避了学校管理者依据主观愿望强加于教师发展的外在目标和奖励形式ꎬ将目标与奖励

与教师需统一起来ꎬ目标便成为教师内在的追求ꎬ奖励便具有了激励性ꎬ所以“‘需求－目标－激
励’一体化管理”的制度安排已将制度功能做了颠覆式调整ꎬ制度的约束性功能遭到冷遇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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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性功能受到尊崇ꎮ
其三ꎬ“‘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制度安排鼓励“公平”原则ꎮ “需求”、“目标”、“激

励”一体化管理策略重视目标程度与奖励程度的统一ꎬ较好地处理了“劳”与“酬”的关系ꎬ落实

“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分配原则ꎬ体现了能力差异与绩效差异的对应关系ꎬ这对于任何发展阶

段和成长层次教师而言都是公允的ꎮ
当然ꎬ任何制度设计都不会完美ꎬ“‘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管理”策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

些问题ꎮ 例如ꎬ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ꎬ我们会遭遇到教师个体需要差别大、目标程度及奖励形式

和内容复杂而多元的情形ꎬ专业程度不同的教师追求目标会不一致ꎬ同一目标程度需要奖励的内

容、形式也会不同ꎮ 再如ꎬ上述情形会导致起始阶段管理工作复杂、工作量巨大ꎬ甚至出现思想背

负包袱ꎬ会导致阶段性管理混乱等矛盾和问题ꎮ 这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ꎬ拿出足够的智

慧去应对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问题ꎮ 不过ꎬ不要指望一项创新策略的推进会一帆风顺ꎬ一蹴而就ꎬ
问题会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得到妥善解决ꎬ从而使其不断走向完善ꎮ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ｓ－Ａｉｍ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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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ｍｅｅ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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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ｉｍ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ａｉｍ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ｊｕｓｔ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ｉｍ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ｉｍ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ｉｎｋ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ｉｍ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ｚｅｓꎬ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
ｅｙ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ｚｅｓꎬ ｌａｙ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ꎻ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ｐｌａｎ － ｍａｋｉｎｇꎬ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ꎬ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ｅｄｓꎻ ｔａｒｇｅｔꎻ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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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叙事时空
∗

杨　 舒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山东 济南ꎬ２５００１４ )

　 　 摘要:　 电影的叙事空间与电影的叙事时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ꎬ它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和叙事作用ꎮ 新时

期以来的中国电影ꎬ历经了从基本的线性物理时空叙事到非线性复杂化时空叙事ꎬ又回归线性时空叙事的过程ꎮ
但这回归不是简单的倒退ꎬ而是打破单一时间轴线上的画格空间展示之囿ꎬ建立了多时间线程的、更注重精神空

间共鸣的时空叙事向度ꎮ 这便既完成了电影叙事时空向度上的转变ꎬ又在符合一般电影受众审美情趣的基础

上ꎬ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ꎬ推动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ꎮ
关键词:　 电影叙事时间ꎻ电影叙事空间ꎻ电影叙事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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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２４
作者简介:杨舒(１９８４—　 )ꎬ女ꎬ山东高密人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黄德泉:«论电影的叙事空间»ꎬ«电影艺术»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ꎮ

　 　 电影作为一门声光画集合的艺术ꎬ我们往往被它的台词诉说、音乐表达、音响作用和亦真亦

幻的光影效果以及不断跳动的画面内容所吸引ꎬ不知不觉中徜徉在电影所营构的特定氛围及时

长中ꎬ忘记今夕何夕ꎮ 其原因在于ꎬ电影在我们面前展现的首先是一个故事ꎬ而声光画不过是电

影展现故事的手法而已ꎮ 也就是说ꎬ电影之所以吸引观众ꎬ根源在于它在特定时长中通过声光画

的表现形式所讲述的故事本身ꎬ而并非仅仅是声光画效果ꎬ这也正是电影与音乐艺术、摄影艺术

和绘画艺术的本质区别ꎮ 电影所讲述的故事的好看与否ꎬ除了故事内容之外ꎬ更重要的是如何架

构故事ꎬ而架构故事的重中之重ꎬ就是合理地安排讲述故事的时间ꎬ也就是让故事发生的过程合

理ꎬ又能引人入胜ꎮ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ꎬ就必须由与电影叙事策略相关的叙事时间来展现它的魔

力ꎮ
尽管电影的叙事时间在电影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ꎬ但是对电影这样一门综合艺术来说ꎬ

时间的流淌必然要依靠视觉形象而存在ꎬ时间的形态与时间的畸变必然要通过画面的组合排列

来显现ꎬ因为电影观众对电影艺术的接受正是通过大银幕上实实在在的画面完成的ꎮ 可以说ꎬ
“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转换ꎬ在电影中有着无穷的潜力ꎬ而这正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条件和基本特

征ꎮ 画面是片段的ꎬ依靠剪辑技巧构成完整的时空复合体ꎬ创造一种非连续的连续性ꎬ画面又是

整体展现ꎬ能指和所指呈共时性存在ꎬ空间词语成为主要语言手段”ꎮ①电影画面作为构成电影叙

事的基本单位、电影艺术的基本元素ꎬ仅仅是一个被镜头捕捉之后投射在大银幕上的二维画面ꎬ
但它却能够被电影创作者变成一个具有纵深感的三维视觉效果空间ꎬ并进而通过使用蒙太奇手

法将这些已经具有空间感的画面结构成为一个具备无限张力的叙事空间ꎮ 电影的叙事空间与电

影的叙事时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ꎬ它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和叙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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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叙事ꎬ在其时空向度上的发展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化、又由多元化到

单一的态势ꎬ这既完成了电影叙事时空向度上的发展转变ꎬ又在符合一般电影受众审美情趣的基

础上ꎬ实现了原有时空叙事向度上的突围ꎮ

一

安德烈戈德罗与佛朗索瓦诺斯特在其合著的«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ꎬ引用罗兰巴特

和克里斯蒂安的观点ꎬ对电影时间作了一个描述性的阐释:“如果照片看起来向我们表现某些已

经发生的事、一个‘曾经的存在’ꎬ电影给予我们的印象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ꎮ”①也就是说ꎬ
电影叙事时间是有“现在时”属性的ꎬ不过ꎬ这个“现在时”仅仅指的是电影在放映时所显现出的

时间状态ꎬ或者说ꎬ是电影的一个接一个的画面呈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所体现的时间状态ꎮ 而就影

片本事来说ꎬ是始终处于“过去时”的———因为电影影片本身ꎬ是在向电影观众再现一个已经完

成的行动ꎬ或者像麦茨所说的ꎬ电影影片本身是“现在向观众表现以前发生过的事”②ꎮ 这样一

来ꎬ就形成了电影叙事中的两种时间形态:一是“本事”时间ꎬ即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在被表演、被
拍摄ꎬ或者说被电影创作者发现之前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程的时间ꎻ二是“本文”叙事时间ꎬ即
影片在展示某一情节、场景时所用的时间ꎮ 在电影叙事过程中ꎬ“本事”时间常常被兑现为另一

种“本文”叙事时间ꎮ
“本文”叙事时间虽是以“本事”时间为基础的ꎬ但二者有本质区别ꎮ 简而言之ꎬ“本事”时间

只是为呈现在银幕上的电影本文服务的ꎬ是单向且不可逆转的ꎻ电影“本文”中的叙事时间ꎬ则是

复杂多变的ꎬ是“可以延长亦可以缩短、可以重复亦可以省略、可以前进甚至超前亦可以闪回、逆
转ꎮ 是可以也只能在叙事中表现的时间形态”③ꎮ 具体来说ꎬ与自然流程的“本事”时间相

比ꎬ“本文”叙事时间的构成通常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按自然流程对“本事”时间有选择的截取ꎻ
二是打破自然流程ꎬ通过梦境、幻觉、回忆、倒叙、插叙等方式组合为“本文”时间ꎮ 尤其是构成

“本文”时间的第二种方式ꎬ决定了电影叙事时间的独特功能———对时间进行“雕塑”ꎬ也就是电

影叙事的时间畸变ꎮ 以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例ꎬ马小军对年少时期友情的回忆ꎬ是本原事

件经由马小军的自我过滤、自我调节甚至自我改编之后的再现ꎬ那么这个再现过程就不再是实际

发生过的本事时间ꎮ 这样一种情况ꎬ也就等于是电影在叙事过程中体现出了一个不同于本事的

时间ꎬ实现了时间的畸变ꎮ
除梦境、幻想、回忆等方式之外ꎬ在电影叙事过程中ꎬ人称或视点的变换、蒙太奇的使用、镜头

画面的渲染等都有可能影响本文叙事时间ꎬ使之产生时间畸变ꎮ 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中ꎬ在
歌颂伟人或英雄ꎬ或表现惨烈战争场景时ꎬ常以慢镜头的方式ꎬ使原本在本事中的时间流程在本

文时间中变得缓慢而意味深长ꎮ 如影片«林则徐»ꎬ便用慢镜头的方式展现了鸦片被成箱扔进火

海、火舌吞噬毒品的场面ꎬ以此暗示林则徐禁烟过程的艰难ꎬ以及林则徐禁烟的决心ꎮ 再如电影

«天下无贼»«夜宴»等ꎬ也多次利用升格摄影或降格摄影ꎬ以及平行蒙太奇、并列蒙太奇等手法ꎬ
精彩地展现了相关场景与人物动作过程ꎮ

关于电影叙事过程中的时间畸变ꎬ美国电影理论家李Ｒ波布克在«电影的元素»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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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段叙述:“在剪辑艺术中ꎬ时间是主要的因素ꎮ 实际上ꎬ剪辑师支配着时间ꎮ 他能把应

该在一分钟内发生的动作扩展为一个仿佛是一个小时的场面ꎻ他能通过片段的闪切ꎬ把一个小时

的动作压缩成一分钟ꎮ”①在李Ｒ波布克看来ꎬ电影“本文”叙事时间畸变的突出特征是通过

画面的插入式闪回、回环重复ꎬ或快速剪辑的蒙太奇手法等ꎬ将“本事”时间拉长或缩短ꎮ 法国结

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对文学的叙事节奏———暂停、场面、概述和省略进行分析论述

时ꎬ提出了表示叙事时间(ＴＲ)与故事时间(ＴＨ)之间关系的公式ꎬ而这个公式对于电影的时间长

度以及电影段落的时间长度同样有效ꎮ 在整部电影的时长中ꎬ一般只会用到公式 ＴＲ ﹤ ＴＨ 和

ＴＲ ﹥ ＴＨꎬ前者意味着叙事时间ꎬ也就是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本文时间小于故事时间ꎬ也就是本

文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时间ꎬ这是电影作品尤其是中国大陆电影作品的院线电影最为常用的手

法ꎬ亦即在特定的电影时长(一般为 ９０ 分钟或 １２０ 分钟ꎬ少见于 １５０ 分钟)内ꎬ讲述一个远远长于

这个特定时间的故事ꎮ 如一部 ９０ 分钟的人物传记电影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人物几年、几十年甚

至一生中所发生的故事ꎮ 典型的例子包括ꎬ影片«焦裕禄»以 ９０ 分钟的标准时长讲述了焦裕禄

长达数年带领兰考人民植树退沙的事迹ꎻ影片«孔繁森»在既定的放映时间内ꎬ展现了孔繁森数

年间的援藏事迹ꎮ 后者则意味着在电影作品中对故事的讲述时间大于故事本身的发生时间ꎬ而
这种情况在中国主流电影尤其是院线电影中是极为少见的ꎮ 个别实验电影会对此有所涉及ꎬ但
也往往仅限于 ５ 分钟左右的短片ꎮ

中国主流电影对这种时间畸变的展现ꎬ往往出现在升格摄影所体现的被本文时间拉长展现

的本事时间中ꎮ 在电影段落时长中ꎬ公式的表现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当 ＴＲ ＝ ｎ(ｎ 为不定数时

长)ꎬＴＨ＝ ０ꎬ因此 ＴＲ∞﹥ ＴＨ 时ꎬ意为在影片的某段讲述中ꎬ当故事的时间(ＴＨ)等于零ꎬ也就是

故事的讲述没有继续的时候ꎬ叙事时间(ＴＲ)也就是电影的本文时间却可用为不定数时间的长

度ꎬ使得叙事时间的长度相比故事时间的长度可以无限大ꎮ 当这种时间畸变的情况发生时ꎬ故事

的讲述便发生了暂停ꎬ从而使得电影的讲述时间也就随之变慢了ꎮ 例如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

来信»ꎬ当主角陷入回忆ꎬ或者要进行插叙表述的时候ꎬ原本正在进行的“本文”叙事时间便发生

了停滞ꎬ从而回到需要重现的“本事”时间过程中ꎬ继而使原本正在进行的“本文”叙事时间ꎬ也就

是读信这一事件发生了停滞ꎬ而回归“本事”时间ꎬ如女主角在信中回忆的与男主角相见时的情

景、女主角要告诉男主角在他缺席的岁月里发生的动乱等情节的插叙等ꎮ 即使这类“本文”中的

叙事时间ꎬ仍可以根据创作者的需要ꎬ予以延长或缩短ꎮ
在电影叙事过程中ꎬ当 ＴＲ＝ＴＨ 时ꎬ意为“本文”叙事时间与“本事”时间相等ꎮ 也就是说ꎬ在

这种情况下ꎬ摄影机完整而真实地记录着被摄者的动作和状态ꎬ呈现出或主观或客观、或为零聚

焦视点的单一视点ꎮ 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长镜头ꎮ 在 ＴＲ＝ＴＨ 的电影段落中ꎬ由
于“本文”叙事时间与“本事”时间的绝对一致ꎬ也就没有了时间畸变ꎮ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

中ꎬ以长镜头著称的影片往往存在于相对小众或者说相对艺术化、而不以高票房为目的的影片

中ꎮ 如贾樟柯的早期作品«小武»便是以类纪录片的方式ꎬ让摄影机如同毫无感情色彩的第三者

的眼睛ꎬ跟着小武ꎬ来拍摄他的偷东西动作、真实的洗澡状态以及谈不上剧烈矛盾冲突的被朋友

嫌弃的事件ꎮ 没有快、慢镜头设置ꎬ没有明显的蒙太奇剪辑ꎬ也就是以“本文”叙事时间真实而完

整地再现“本事”时间的方式ꎬ来叙述一个电影故事ꎮ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站台»ꎬ以及在某程度

上可以被看作是一镜到底的影片«安阳婴儿»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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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ＴＲ ﹤ ＴＨ 时ꎬ意为在电影作品的某个段落中ꎬ“本文”叙事时间要短于“本事”时间ꎬ其效

果是:可省略不必要的表述或动作ꎬ可概括地交代故事背景、人物背景或相当长的时间内发生的

事件的碎片ꎬ用以推动电影剧情的发展ꎮ 在公式 ＴＲ ﹤ ＴＨ 中ꎬＴＨ 的内容是某一个动作或某一个

事件ꎬ而这就与公式 ＴＲ＝ ０ꎬＴＨ＝ ｎ(ｎ 为不定数时长)ꎬ因此 ＴＲ∞ ﹤ ＴＨ 有了本质上的区别ꎮ 当

ＴＲ＝ ０ꎬＴＨ＝ ｎ(ｎ 为不定数时长)ꎬ因此 ＴＲ∞﹤ ＴＨ 时ꎬ意为叙事时间ꎬ亦即电影作品内部所展现

出的“本文”叙事时间为零ꎬ而“本事”时间则大大延长ꎮ 也就是说ꎬ“本事”时间内可能发生了很

多不同的事件ꎬ或每个人物都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动作ꎬ但为了加快故事进程ꎬ或对某些事件、某些

动作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所展现出的特殊联系进行类比ꎬ创作者省略了 “本事”中的某些内容ꎮ
如在影片«疯狂的赛车»中ꎬ每一条故事线索中的主要人物ꎬ都经历着不同的事件ꎬ但是这些仅存

在于独立线索中的事件ꎬ并不能够引发整部影片中的矛盾效果ꎮ 因此ꎬ创作者便都采用直截了当

的无特技转场的方式ꎬ让能够碰撞引发矛盾的情节点直接并列平行到一起ꎬ而省去独立线索当中

的琐碎情节ꎮ 典型的时间畸变包括乌龙帮在船上因为打麻将引发乌龙ꎬ发生自相残杀的事件之

后ꎬ这个线索的行进便告一段落ꎮ 至于乌龙是如何收场的ꎬ其他当事人是如何表现的ꎬ均不再予

以展现ꎬ而是直接切入到乌龙帮发现毒品丢失ꎬ与李发拉和耿浩的第一次碰撞ꎮ
当 ＴＲ ﹥ ＴＨ 时ꎬ意为“本文”叙事时间大于“本事”时间ꎬ这种类型的时间畸变的表现方式

为:将一个原本短时间内便发生完毕的动作ꎬ或一件原本短时间内便发生完毕的事情ꎬ用一个远

远长于动作或事件本身的时间来予以展现ꎮ 其展现方式往往为使用蒙太奇手法将两个或多个动

作、两件或多件事情运用镜头语言呈现在银幕之上ꎮ 这种情况的时间畸变往往用于详细描述某

特定动作或事件ꎬ或者凸显导演对某个动作或某件事情的特别情感ꎮ
通过上述公式ꎬ我们也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电影创作者通常用来控制时间的两种方式了:一是

利用交叉剪辑的方式ꎬ来拉长一个动作时间或者压缩一个动作时间ꎻ二是利用光学效果或其他特

技效果模式来连接场景的转换或段落ꎮ 也就是说ꎬ实际上ꎬ时间畸变的产生取决于电影中的时间

是不是与客观现实相一致ꎬ或者说电影中的时间是否完全摆脱了客观时间的束缚ꎬ实现电影的叙

事时间的扩展或收缩ꎮ

二

电影空间对于电影作品来说ꎬ是一种具象化的表达ꎬ是一个先于任何电影元素而存在的根本

性元素ꎬ因此电影在其问世伊始ꎬ就被认为是活动的画片ꎬ这就意味着电影固有的根本表现形式

就是画面ꎮ 而凡具象画面ꎬ就一定具备空间意义ꎬ因此ꎬ对于电影来说ꎬ空间叙事是先于一切叙事

形式和叙事内质而存在的ꎬ是永远存在于电影叙事过程之中ꎬ永远以被表现的形态出现的ꎮ 一般

来说ꎬ电影的空间叙事有多重表现方式ꎬ除了通过画面内被表现的空间来进行叙事之外ꎬ还可以

通过虽然没有出现在画面内ꎬ但被画面内已有空间暗示其存在的外场景来进行叙事ꎻ通过不同视

点所描绘出的不同的类型的叙事空间进行叙事ꎻ通过利用镜头运动制造出的近距离空间和远距

离空间进行叙事ꎮ 也就是说ꎬ一切画格内展现出的或者没有展现出的空间ꎬ都在参与或者主导着

电影叙事的行为ꎮ 画格内所展现出的以及暗示出的空间环境往往具有限定性、内部性和内外通

透性的特点ꎮ
一般来说ꎬ限定性是由既定的地理地点、与影片内容相呼应的自然景观、具有时代气息的或

具有年代氛围的建筑物或其他的器物道具、还有影片中人物的行动或者行为所涉及的位置、包括

影片中的音乐或音响效果所引起的方位感等组成ꎻ内部性指的就是电影的表现空间范畴中ꎬ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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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个所表现出的空间的内部性ꎬ它包含的内容有电影叙事空间内所表现出来的人物的大笑ꎬ事
物的间距、尺度、色彩ꎬ人与人、物与物或者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ꎬ还有前景和后景等所构成的

复杂的整体空间ꎬ等等ꎮ 其特点是能够使人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ꎬ能够设身处地地去审视或者去

感受电影叙事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内容ꎻ内外通透性强调的是画格内空间与画格外空间相互

连通ꎬ而构成的空间整体性ꎮ 电影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或者场景ꎬ与没有被电影作品所表现出

来的用于展示的空间或者外场景这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ꎬ是通过电影摄影机的取景框限定出来

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ꎮ 由于摄像机的取景框的限制ꎬ除了其画框内的空间内容外ꎬ其必然

会暗示出实际客观存在着的外场景ꎬ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的保留区ꎬ这个虚构故事的保留区是可

以为空间叙事提供必要的推动力的ꎮ 如果说ꎬ画格内的被摄物是场景的空间维度和尺度ꎬ那么画

格外所暗示的就是场景的时间维度和尺度ꎬ因为外场景具有既是潜在的、可能的地点ꎬ又是消失

于消逝地点的双重属性:在成为现在的画格内的可见的场景之前ꎬ它还是画格外的可以被暗示出

的未来或者过去的地点ꎮ 因此ꎬ我们也可以说ꎬ电影摄影机的取景框在相当程度上对空间定位的

局限性进行了弥补ꎬ使电影作品对空间的定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无限放大ꎬ从而使空间表现的

可能性被进一步拓展ꎮ 也就是说ꎬ电影叙事空间的特性之一在于:在这个空间内ꎬ具备画面内的

空间所呈现出的客观物理存在、具备能够通过客观物理存在而显现出的电影叙事内部人物或事

件的相互关系、具备通过画面内构图所显现出的画面外空间及其暗含的象征关系三个特性ꎮ
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会借助电影的叙事空间来对电影所讲述的整个故事的空间进行暗示或者

予以直接呈现ꎬ并通过这种叙事空间来表达某种观念或意识ꎮ 而作为观众来说ꎬ则可以通过电影

的叙事空间所暗示或者明确指出的内容ꎬ最大可能地对被表现在电影中的原本的故事空间予以

完整的重新构建ꎬ并通过这种重建的过程对重建后的空间内容感同身受ꎬ继而对电影创作者通过

电影作品传达的某种观念或意识进行深刻体会ꎬ并在这些过程完成之后ꎬ进入审美空间的境界ꎮ
因此ꎬ电影的叙事空间实际上扮演着故事空间与审美空间之间的媒介角色ꎬ也是电影作品的故事

空间与电影作品的审美空间从二元对立的态势走向和谐统一的桥梁ꎬ是电影创作者得以通过与

观众产生共鸣从而对观众产生影响、或者与观众进行精神层次的交流的媒介ꎮ 故事空间作为客

观物理空间所承载的空间ꎬ实际上是能够表现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的载体ꎻ而叙事空间又承载着

对故事空间予以讲述的重任ꎬ电影受众可以通过客观物理空间与社会生活关系接收到电影创作

者的审美意图ꎬ从而结构出一个具备审美意味的心灵空间ꎮ
整个电影叙事空间可以有三种显现形式ꎬ分别是:可以随电影创作者的意愿而转移的灵活多

变的假定性空间ꎬ这个空间未必是真实客观存在着的ꎻ由摄影机镜头的客观性、记录性和限定性

拍摄出的片段性的场景空间ꎬ也就是在剪辑之后重现于画格内部并相互连通的空间世界ꎻ源于电

影创作者自己的体验ꎬ在拍摄过程中或在剪辑过程中将故事空间分解或细化而成的局部空间ꎮ
由此可知ꎬ电影的叙事空间是由电影创作者创造出来的具有极度主观意味的讲述故事的空间ꎬ其
从低到高又可依次划分为三个层次ꎬ即物理空间层次、社会空间层次和代表审美意图的心灵空间

层次ꎮ
当然ꎬ对叙事空间的理解不应该单单停留在叙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本身ꎬ而是更应该将着眼

点放置到叙事空间所展现出的关系上来ꎮ 在确定这个基本关系之前ꎬ首先要确定关系的主体都

有哪些ꎮ 作为电影叙事空间来说ꎬ最基本也最直观的表现是投射到大荧幕上、呈现在观众眼前的

画面空间ꎬ这个画面空间不等同于一般的画面ꎬ它更加注重的是对立体空间本身的强调ꎮ 电影中

的画面不限于观众所直观看到的内容ꎬ还包括通过景深镜头形成的画面的纵深感ꎬ以及通过对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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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运用所构造的画格内人和物的静态位置、固定画格内人和物的运动以及画格本身的运动关

系形成的隐喻性ꎬ或者说是受众通过画面构图的特点而不由自主接收到的、自然而然感受到的画

面外空间ꎻ而通过对这个空间内的可视的环境、人物形象、道具、场景布置等方面的设置ꎬ电影可

以传达给观众的是对这个基本空间内的社会关系的认知ꎬ包括人物的阶级属性、社会背景、设置

画面意蕴、影片内涵等ꎮ
电影通过构图所展现出的画格内的直观影像被称之为电影叙事的物理空间ꎻ而通过物理空

间所展现出的帮助电影讲述故事的客观物质所传达给观众的故事内的社会关系ꎬ被称之为社会

空间ꎮ 电影叙事空间还可以在两者的作用相互叠加后被电影创作者予以升华ꎬ用来表现电影内

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内心空间ꎬ或具有隐喻、比拟、象征等理性意味的哲理或观念空间ꎮ 这三者恰

好可以与叙事空间的三个主体一一对应:物理空间是社会空间的直接载体ꎻ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

共同为心灵空间提供载体ꎮ 三者及三者间的关系ꎬ有效地构成了电影的叙事空间ꎮ
由此可见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电影叙事空间并不完全等同于电影叙事中所展现在观众眼前

的空间ꎮ 后者更强调画格内容对电影叙事的作用ꎬ而前者的着眼点不仅在于画格内容亦即对电

影叙事空间之物理空间的表述ꎬ还包括了通过物理空间显现出的电影叙事空间之社会空间以及

由两者相叠加而产生的电影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精神接受层面的心灵空间ꎮ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

国电影中ꎬ对三重叙事空间的运用ꎬ往往与时间畸变相互结合ꎬ从而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时

空叙事维度ꎮ

三

电影物质化呈现的根本在于空间的再现ꎬ但是ꎬ只有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组合在时间轴

线上的时候ꎬ电影叙事行为才得以最终成立ꎮ 因此ꎬ时间与空间组成的时空维度ꎬ是电影叙事得

以最终完成的基石ꎬ也是电影叙事最为内质的部分ꎮ 新时期以来ꎬ中国电影历经了从基本的线性

物理空间叙事到非线性复杂化空间叙事ꎬ又回归到线性多重空间叙事的过程ꎮ 在这个回归过程

中ꎬ时空叙事已经彻底打破了单一时间轴线上的画格空间展示之囿ꎬ建立了多时间线程的、更注

重精神空间共鸣的时空叙事向度ꎮ
在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初期ꎬ在叙事时间的把控上ꎬ中国电影更多沿用的还是比较传统的

自然流程的线性格局ꎬ即将具有完整因果关系、具备戏剧性起承转合的故事ꎬ在既定的放映时间

内完整地投射在银幕上ꎬ由此展现在受众面前ꎮ 即使运用了时间畸变技巧ꎬ也多以插入式闪回为

主ꎬ并将其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手段ꎬ予以符合常规表现手法的视觉化呈现ꎮ 换句话

说ꎬ就是时间畸变的作用仅限于通过镜头闪回ꎬ达到补充故事情节、解释事件因果ꎬ以有助于故事

完整、便于观众理解故事的目的ꎮ
在叙事空间方面ꎬ新时期中国电影往往以不过多夹带情感色彩的客观的镜头表达方式为主ꎬ

注重的是将作为社会空间构成因子的社会关系ꎬ通过真实的场景与道具ꎬ以及人物的穿着打扮等

清晰准确地传达出来ꎮ 由于影片所呈现出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是彼时的一般电影受众耳熟能

详的ꎬ因此ꎬ观众很容易与熟悉的环境与明显的意图建立共鸣关系ꎬ从而完成与电影作品心灵空

间的对接ꎮ 如在«甜蜜的事业»中ꎬ那带有喜字的暖瓶ꎬ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对新人就要喜结连

理ꎮ 影片«庐山恋»的成功ꎬ也与适应了当时观众审美习惯的这样一种叙事空间的构筑方式有

关:导演将美好的爱情故事置于美好的山峦美景之中ꎬ两者相得益彰ꎻ同时通过周筠的连衣裙、红
裙子、皮箱、皮鞋等外在装扮将其华侨身份展现无遗ꎬ而对年轻的耿桦则安排了彼时年轻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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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束ꎬ又对耿桦插在胸前口袋上的钢笔予以特写ꎬ于细节处显示其知识分子身份与来自富有家

庭的教养ꎬ并以此暗示两个分属不同群体的年轻人会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ꎬ有不同的境遇ꎬ而这

正是导演想要表达的心灵空间的内容———“文化大革命”前ꎬ最纯美的爱情都会遭到破坏ꎬ而“文
化大革命”后ꎬ一切幸福都会翩然而至ꎮ 对于观众来说ꎬ祖国大好河山与至纯至美的初恋ꎬ会带

来视觉上与精神上的美好体验ꎮ 加之影片构建的心灵空间又是符合一般电影受众的生活经验

的ꎬ因此ꎬ影片与受众之间建立叙事空间上的共鸣便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ꎮ 在这部影片中ꎬ虽也

可见出时间畸变因素ꎬ如周筠睹物思人的回忆之类ꎬ但这些回忆的作用仍在于讲述周筠与耿桦的

相遇相知ꎬ是这个完整爱情故事的起因ꎬ尚乏新的艺术内涵ꎮ 再如在«高山下的花环»中ꎬ梁三喜

看着妻子韩玉秀的来信ꎬ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ꎬ其主要作用是:第一ꎬ对梁三喜的家庭和梁三喜几

年未曾回家ꎬ连孩子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予以介绍ꎬ加强了对一心为军的梁三喜人物形象

的塑造ꎮ 第二ꎬ由于韩玉秀与梁三喜分属于两个故事空间ꎬ且韩玉秀作为配角ꎬ其所在的故事空

间也不便过分单独展现ꎬ因此ꎬ这里的插入式闪回还起到了介绍韩玉秀以及梁母的作用ꎬ使之在

后续剧情中出现时显得自然而不突兀ꎮ 在空间叙事上ꎬ影片也注重通过特定物理空间的塑造展

示社会空间关系ꎬ如通过赵蒙生最初来到部队时ꎬ随身物品包括相机、名牌香烟等ꎬ与探亲回家要

借靳开来的皮鞋换掉布鞋、抽手卷烟的梁三喜形成对比ꎬ继而暗示两者一个从属部队高干家庭ꎬ
一个来自贫苦家庭的背景ꎮ 第三ꎬ通过赵蒙生回忆妻子柳岚穿着连衣裙操控着当时少有的录音

机奔放起舞ꎬ和梁三喜回忆妻子韩秀珍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头发上沾着枯草推磨干活的对

照ꎬ显现出两者堪称悬殊的生活境遇ꎬ为此后影片将要表达的对特权主义的批判作了必要的铺

垫ꎮ 这样的空间ꎬ虽有必要ꎬ有意义ꎬ但还是简单化、表面化的ꎮ
当然ꎬ在这个阶段ꎬ我们已可看出中国电影创作者对深度运用时空叙事的追求ꎮ 如在杨延晋

和邓逸民联合导演的«苦恼人的笑»中ꎬ通过时间畸变将主人公的梦境、幻想与客观现实交织在

一起ꎬ利用快慢镜头、多镜头画面、声画分割等不常见的纯电影化表现手法ꎬ在道德层面展现了主

人公在良知和谎言之间的徘徊彷徨与忧虑苦恼ꎬ并由此引发一般电影受众对动乱时期黑白颠倒

的反思ꎻ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则通过周瑜贞的讲述、宋薇的回忆和冯晴岚的信件等多条线

索闪回的方式讲述了罗群的一生ꎬ并将这些回忆与现实生活并列交织ꎬ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ꎮ 不

过ꎬ不可否认的是ꎬ这两部影片虽然都通过时空叙事的调节打破了常规化的传统电影叙事模式ꎬ
但在整体叙事上ꎬ仍局限于一条相对清晰的时间线索和具备完整因果的故事形态ꎮ 前者以傅彬

被调回报社当记者为起因ꎬ以其在报社所经历的苦恼为过程ꎬ以其最终被投入监狱为结果ꎬ按时

间顺序讲述了傅彬从被调回报社到被投入监狱期间发生的事情ꎻ后者亦以周瑜贞去天云山搜集

有关天云山地区建设的材料、偶遇宋薇的初恋情人罗群为起因ꎬ以宋薇力图帮罗群平反却遭到丈

夫吴瑶的阻挠为过程ꎬ以罗群在周瑜贞和宋薇的帮助下最终得以平反、而宋薇离婚为结果ꎮ 就电

影艺术而言ꎬ其叙事时空中的内在张力不足ꎬ精神寓意还不够丰富ꎮ
中国电影创作者对叙事时空深度运用的真正自觉ꎬ是从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的ꎮ 从这一阶段的一些作品可见ꎬ电影时空叙事已被

电影创作者视为表达其艺术理念的本体方式ꎮ 在时间畸变方面ꎬ闪回的作用已不再仅是推动剧

情发展ꎬ而是重在表现角色的主观感受ꎮ 在叙事空间方面ꎬ同样注重以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感受为

镜头语言表达的出发点ꎬ对画面内的构图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ꎬ也就是说ꎬ其着眼点既在于画

面内所呈现的客观被摄事物本身ꎬ又擅长通过取景方式或景深镜头等形成画面的外界张力或纵

深感ꎬ从而使观众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画格内平面空间ꎬ产生与影片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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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ꎮ 在这样的叙事格局中ꎬ时间畸变及叙事物理空间ꎬ不仅重在为表现创作者的情感意绪服务ꎬ
增加了电影语言的震撼力与表现力ꎬ且常给人耳目一新却又毫无刻意之感ꎮ 如影片«黄土地»表
现翠巧离家远嫁时ꎬ将行走在沟底的翠巧孤寂单薄的身影放置在画格的一角ꎬ而占据大部分画格

空间的则是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ꎮ 这一看似违背摄影规律忽视被摄主体的摄影手

法ꎬ实际上却卓有成效地表现了导演对被宏大的环境所压迫的渺小的人的关照ꎬ继而传达出文明

挣脱愚昧的艰难ꎮ 由于观众欣赏惯性的制约ꎬ这样一部影片ꎬ在当时虽不易引起一般电影受众的

兴趣ꎬ但就其在叙事时空方面的探索、就其对本体性电影语言的重视而言ꎬ无疑标志了中国电影

艺术的进步ꎮ
在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三个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出于迎合观众观影习惯的考

虑ꎬ中国电影对时间叙事方面的探索虽多少有所滞缓ꎬ有些作品甚至表现出回归符合一般电影受

众审美习惯的传统的以线性表达为主的叙事倾向ꎬ但在空间叙事以及时空交错叙事的运用方面

也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与发展ꎮ
从空间叙事来看ꎬ在这一阶段的许多电影中ꎬ影片可视空间内的画面往往都有可能被创作者

赋予深层含义ꎮ 如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便通过对幽深的生长着苔藓类植物的王家大院的描

绘ꎬ表现其腐朽而不可告人的秘密ꎻ通过对几房姨太太形象的服饰颜色设计的变化暗示她们的性

格特点、处事方式以及内心波动ꎻ通过对大红灯笼这一道具设计点灯、灭灯、封灯的过程ꎬ显现封

建时期女子的被动与可悲ꎻ而空旷的房间里硕大的架子床的布景设置ꎬ更是暗喻影片中的女人不

过是老爷泄欲和生育的工具ꎮ 电影正是通过空间叙事的成功运用ꎬ增加了深度意蕴ꎮ
在时空交错叙事方面ꎬ不少电影将时间畸变与空间叙事融为一体ꎬ力图在时空变化中建立与

观众之间的共鸣空间ꎮ 如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回忆与插叙不断在时间畸变的过程中交替出

现ꎬ别具意味的老莫西餐厅之类空间造型突出ꎬ让观影者在时间跳跃中深切体会到那个疯狂年代

的孩子们的生活状态ꎬ从而与导演想要表达的关于个体青春怀念与时代沧桑变化的精神世界产

生强烈共鸣ꎮ 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ꎬ以中国孤儿楚楚和罗小蛮两个孩子一主一副的交替讲述

的故事线索ꎬ将残暴的法西斯行径与孩子们本应幸福的童年联系在一起ꎬ呈现出一幅人类历史上

惨不忍睹的血泪画面ꎮ 影片以时间的顺序发展和主副两条故事线索并行的叙事手法结构线索脉

络ꎬ将事件的起因(孩子们因夏令营离开莫斯科近郊的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前往两个不同的城

市)———经过(两个孩子在战争环境中努力求生的过程与悲惨遭遇)———结果(罗小蛮与法西斯

者同归于尽ꎬ楚楚得以幸存并获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完整地铺陈开来ꎮ 其中ꎬ导演不时利用

慢镜头等带有抒情表意色彩的时间畸变ꎬ来呈现那些触动观众心灵的事件(如罗小蛮点燃燃料

桶导致大爆炸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ꎮ 影片空间外景均取自莫斯科ꎬ这使银幕上所展示的世

界如同尘封历史的真实再现ꎬ可自然而又迅速地将观众带入到影片所展现的残忍施暴者法西斯

与奋起反抗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中ꎬ从而将反法西斯、反战争的精神意图充分而又深刻

地传达出来ꎮ
在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新世纪以来)ꎬ中国电影叙事模式呈现出回归传统的

态势ꎬ出现了大量在经典形态下以戏剧式线性结构编排故事事件的影片ꎬ创作者更加注重事件的

紧凑型和情节的集中性ꎬ戏剧化的矛盾冲突的功用也更多的着意于表现一个可读性极强的、能够

对一般电影受众产生极大吸引力的有趣故事ꎬ而非为突出人物形象服务ꎮ 但在叙事空间展现上ꎬ
物理空间的表达还是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ꎬ无论是画面的形象还是画面质感ꎬ都体现着

电影极富视觉享受或视觉冲击力的特点ꎻ同时ꎬ在对时间畸变的电影化处理方面ꎬ既尊重一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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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受众的欣赏习惯ꎬ又在“本文”叙事时间进行线性布局的时候ꎬ穿插时间畸变ꎬ凸现带有奇观性

质的视觉画面ꎮ 这种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结合ꎬ既符合一般电影受众审美趣味ꎬ又保证了电影

作品的艺术质量与社会意义的新的电影时空叙事策略ꎬ更好地实现了对原有时空叙事维度的突

围ꎮ 这一典型的例子是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陈国富导演的«风声»等ꎮ
«天下无贼»是以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为叙事结构脉络ꎬ它将所有的人物矛盾和感情冲突高

度凝聚在一段火车旅程的时间长度ꎬ以火车车厢内为主、以火车站台与火车车顶为辅的空间维度

内ꎬ这就使故事的戏剧性在短暂而狭小的时空里密集爆发ꎮ 节奏的紧凑与情节的集中对抓取观

众的注意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ꎮ 为了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ꎬ导演大量运用时间畸变的手法放

慢窃贼的盗窃动作与手法ꎬ使这些本就难得一见的场面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观众眼前ꎬ在令人目不

暇接的同时ꎬ极大地加强了电影化叙事对一般受众的吸引力ꎮ 如影片的第 １３ 分 ５４ 秒ꎬ站在梯子

上给寺庙描绘墙漆的傻根出神地看着虔诚跪拜佛祖的王丽ꎬ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滴金色的油彩自

画笔笔尖滴落ꎬ在这滴油彩从笔尖滴下到落在地面四溅开来的过程中ꎬ被电影创作者以交叉剪辑

的手法形成了时间畸变的效果———原本一秒钟都用不了的“本事”时间ꎬ在“本文”叙事时间中被

拉长为 １０ 秒ꎮ 在这 １０ 秒钟的时间内ꎬ又插入了九个画面ꎬ分别是:①王薄的墨镜倒映滚落的糖

果盒ꎻ②傻根继续看王丽的特写ꎻ③—④滚落的糖果盒与滴落的油彩的并列蒙太奇ꎻ⑤王薄用脚

接住糖果盒ꎻ⑥王薄将钱包快速收进袖子的特写ꎻ⑦王薄用脚将糖果盒颠起ꎻ⑧小男孩抬头看抛

起来的糖果盒ꎻ⑨王薄伸手抓住糖果盒ꎮ 再如ꎬ自第 １ 小时 ２６ 分 １２ 秒ꎬ一名老者从行李架上的

旅行包里取出水壶ꎬ却不慎失手导致水壶掉落ꎬ在水壶掉落的短暂“本事”时间中ꎬ“本文”叙事时

间被畸变拉长为 ６ 秒ꎬ在这 ６ 秒的时间内ꎬ也被插入了五个画面ꎬ分别是:①王薄上前接住水杯ꎻ
②黎叔阴谋得逞得意又轻蔑的微笑ꎻ③婴儿哭起来ꎻ④王丽惊恐又担心的表情特写ꎻ⑤瞬间被黑

暗吞没的傻根的包的特写ꎮ 此外ꎬ在这部影片中ꎬ还出现了利用升格镜头所展现出的黎叔用指甲

拨开旋转中的生鸡蛋硬壳的过程、两伙盗贼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盗术比拼过程等ꎮ 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ꎬ影片通过时间畸变所展示出的画面内容ꎬ恰恰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物理空间

的展示ꎬ因此我们也可以说ꎬ影片所展现的特技视觉效果也证明了其对物理空间构建的高度重

视ꎮ 除此之外ꎬ大到对藏区异域风情的描画、小到对黎叔车厢包间内华贵装修的展示ꎬ都显现出

影片将叙事空间中的物理空间放在首要位置ꎬ以期给观众带来极富冲击力的视觉效果ꎮ 在陈国

富导演的«风声»中ꎬ白小年被虐死、金生火被杀、李宁玉受辱等戏剧冲突的高潮环节ꎬ均设置在

一座小楼的空间之中、５ 天的时间之内ꎮ 影片对经典叙事形态之因果过程的展示集中紧张ꎬ其通

过插入式闪回对每个人物的背景作了详细介绍ꎬ对剧情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ꎻ在物理空间的构

造上ꎬ主要是以穿着打扮显现每个人的个性ꎬ暗示每个人的可能背景ꎬ既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

性ꎬ又增强了老鬼身份的可疑度ꎬ产生了欲罢不能的诱惑ꎮ
从整体上看ꎬ新时期的中国电影虽还存在很多不足ꎬ即便较为突出的«天下无贼»«风声»这

样的优秀影片ꎬ在心灵空间的构建上也还缺乏深刻性与丰富性ꎮ «天下无贼»所礼赞的不过是未

经世俗污染的道德人格ꎬ«风声»止步于对革命战士的敬重与歌颂来提升心灵空间ꎮ 但就电影叙

事时空的探索与突围而言ꎬ新时期中国电影已经有了重大进步ꎬ已为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兴盛提高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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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ｔｙｌｅ.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ꎬ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ｍｅａｎ ｇｏｉｎｇ ｂａｃｋꎬ ｂｕｔ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ｓｐａ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ｉｍｅ 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ｓ ｕｐ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ｔｉｍｅ ｔｈｒ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ｌａｙｓ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ꎬ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ｅ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ｉｌ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ｉｌｍｓꎻ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ｆｉｌｍｓꎻ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ｉｌ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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