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期 1



期刊基本参数：CN37-1372/Z*1985*b*A4*110*zh*P* ¥20.00*500*20*  2022-06

2022 年  第 3 期
第38卷（总第183期）（双月刊）

哲学 ● 政治学研究

法学  ●  社会学研究

文学 ● 艺术研究

儒家性情学说视域下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建构 … … … … …………………………… 唐  艳（1）

扬雄人性论思想辨正

    ——向孔子“性近习远”的回归………………………………………… 李悦宁   姚春鹏（7）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当代演进及其启示 ………………………… 孙乃龙   李  佳（12）

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流变研究 …………………………………………………… 申   波（15）

“四大检察”融合发展背景下“三法衔接”机制研究

    ——基于武城县人民检察院经验……………………………………… 孙晓鹏  王增顺（22）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的认定 ………………………… … 武建政   王    林（26）

新时期怎么“救救孩子”

    ——以电视剧为考察中心…………………………………………………………张永峰（32）

悬疑网剧的“隐喻”叙事

    ——以“迷雾剧场”短剧为例……………………………………………………… 王   欣（41）

觉醒·寻找·眷念

    ——现代中国文学“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三种样态……………… 李丙芳  李   钧（44）



明初外国人眼中的山东运河

    ——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胡梦飞   宋仕香（61）

论清代大运河漕粮税收征管中科举文士的法律责任与优惠待遇  …… 郭凯峰   牛革平（67）

历史文化研究

高校教学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 ● 运河文化研究

论哈代作 品在中国的译介与出版流变

     ——兼谈哈代诗歌与小说译介不平衡的原因 … ……… … … … … 张睿涵   张天佑（51）

“感谢聆听”的接受度及其产生动因 … … … … … … … … … … … …  王   晖   张芯萍（56）

“宋之厚也”：北宋降王亲属待遇初探 … … … … … …… ……… ………………… 刘四昊（70）

宋金顺昌之战新论

     ——以陈规与顺昌城中的粮草储备为中心… … … … … … … … … … … … …卢子蒙（76）

抗战时期中共对山东地区国民党各部的统战政策研究

    ——以对顽固派的统战为中心的考察……………………………………………王明前（84）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与实践 ………………… 孙秀惠   张秀岭   张宝泉（92）

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建设……………………陈    伟   杨爱民  王    敏（95）

校城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角色冲突与重构 … ………………… ……房   敏（101）

基于OBE理念的高校课程大纲的特点、价值与启示  ……………………… 马    萌   张     阳（107）



June 2022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 38  No.3

MAIN     CONTENTS

Identify and Correct  Yang  Xio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Return to  Confucius’Theory of Nature-Habit ………………LI Yue-ning   YAO Chun-peng（7）

How to Save Children in New Period——Focusing on TV Drama …………… ZHANG  Yong-feng（32）

The Use of“Lingting”and the Appropriate Reasoning 

    of“Ganxie Lingting”…………………………………………… WANG Hui   ZHANG Xin-ping（56）

The Shandong Canal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ased on Quan Jin's "Fengshilu" ……………………… HU  Meng-fei   SONG  Shi-xiang （61）

On Legal Liabilities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of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Grand Canal Grain Tax System

    in Qing Dynasty……………………………………………………… GUO  Kai-feng   NIU Ge-ping（67）

“The Generosity of the Song Dynast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LIU   Si-hao（70）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i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Focusing on Chen Gui and the Grain and Grass Reserve in Shunchang City……LU Zi-meng（76）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Rule of Law

    in Local Universities ………………………………… CHEN Wei   YANG Ai —min   WANG Min（95）

Role Conflict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University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iversity- C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 FANG  Min（101）



第  38  卷第 3 期
  2022 年 6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8，No.3
  Jun .，2022

儒家性情学说视域下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建构

唐  艳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收稿日期：2021-1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9ZDA027）；中华君子文化基金“董仲

                   舒‘君子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观念研究”（20JZKT10）。

作者简介：唐艳（1990-），女，陕西安康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家思想与文化、中国哲学研究。

① 作为外来词汇的“哲学”，在希腊语中为 ，即爱智慧；在英语中为Philosophy；在德语中为die 

Philosophie，philosophieren。1874年，日本人把Philosophy译为平假名“哲学”，后经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引进中国。哲学实际上

就是一种能够脱离具象，单纯使用概念而运思的能力。中、西方文化中均具有哲学思维，但作为学科建制则最先起源于西方。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都试图效仿西方哲学、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进行套解而建立自己的哲学学科体系，但这种做法在21

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中遭到抵制和批判，回归中国传统本身的要求和呼声逐渐兴起。如果中国哲学有存在的合

法性，中国儿童哲学亦当有存在的正当性。

② 从李普曼发起的儿童哲学研究至今，欧、美国家的儿童哲学研究各有特点：美国的儿童哲学受李普曼以“思想”为主

导的影响，注重推理的规则与技巧。欧洲继承古希腊的古老传统，把哲学视为“爱智慧”，儿童哲学旨在教导儿童追求真理。

③ 儿童哲学可用“P4C”来表示：Philosophy for Children（儿童逻辑推理技能的训练）、Philosophy with Children（在不

同情境下与儿童进行哲学对话）、Philosophy of Children（探索儿童自身哲学思想）、Philosophy by Children（借助儿童主体力

量创设哲学探究空间）。 以P4C为核心内容的儿童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对事件或信息文本的本质性探究方式，还为与他人互动、

思考他人观点提供了一种交流渠道。Monica B. Glina. Philosophy For, With, and Of Children. Newcastle-upon-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er; 2013.PXiii.同时，还衍生出了童年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这个新领域，李普曼、马修斯、肯尼迪、

可汗等国际学者已进行了初步探索。刘晓东、郑敏希、苗学红、高振宇等国内学者也试图从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出发建立具有浓

厚哲学韵味的童年哲学。参阅高振宇：《儿童哲学导论》，第4、137-139页。

摘  要：中国目前儿童哲学研究依附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尚未开始本土化叙事，更未确立自身的学科主体地

位。究其原因，是缺乏对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儿童教育思想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发挥。基于传统文献，聚焦中国孩子

的生活世界，了解他们的行为特征、习惯倾向和思维方式，总结出中国儿童的概念系统与形上学说。与西方重视思

维训练与追求真理的儿童哲学传统不同，中国儒家儿童教育思想所揭示的儿童天生带有性情基因，其精神世界与生

活情状紧密交融，身心不离，知行合一，在有伦有序、有亲有仁、有度有节的社会秩序中接受礼乐熏陶与工夫修

炼，这是儿童哲学在中国存在的基本方式与精神面貌。

关键词：儿童哲学；儒家；性情；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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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科一向被看作是“舶来品”①，儿童

哲学的缘起最早也发端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M.李普曼教授被誉为“儿童哲学之

父”[1]45，他创始了“儿童哲学项目”（the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program），主要研究内容是“思考的思

考”（to think about thinking），强 调 对 儿 童 的 逻 辑

训 练② ，其在《教室里的哲学》中对儿童哲学教育的

目的、方法、实践和主题等进行了系统论述。[2]1-6美

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哲学教授G.B.马修斯受李普曼的启

发，于1994年出版《童年哲学》一书正式提出“童年

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的概念，哲学不

再只是成人的专利，儿童也有自己的哲学③，他们的

好奇发问与有趣思考让哲学变得活泼、灵动、率真，

是对哲学学科的一种反转、唤醒与补充。儿童哲学关

注孩子的精神世界与心灵世界，为人们更好地发现儿

童、教育儿童、研究儿童开辟了新的路径与向度，这

无疑是一种“哥白尼式”的转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儿童哲学，迄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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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儿童哲学在教育学领域基本已被普遍认可并取

得一定成果，但儿童哲学的本土化一直是个大难题。

中国的儿童哲学研究还处于向西方学习、吸收、模仿

的阶段。高振宇说：“儿童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以中

国文化去改造儿童哲学。”[3]106 中国的儿童哲学少不了

中国文化的滋养和推动，尊重儿童哲学理论本质的同

时，还要关注自身所处的文化境遇与哲学传统。今天

的儿童哲学研究多建基于欧美的儿童哲学学科体系，

致力于抽象的思维训练、批判精神和真理追求，以西

治中，重洋轻本，而忽视了中国的儿童哲学道统。“关

于历史上的孩子，中国还藏有一份最丰富而宝贵的资

产，向来少人挖掘。”[4]48儿童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关键

是要弄清楚中国儿童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中国传统

文化与儿童哲学有没有契合之处？如果有，是偏向美

国的“推理与思考”，还是欧洲的“分析与判断”[5]16？

或者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气质的儿童哲学

道路？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异源性，试图探究

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推动儿童哲学的

本土化构建。

一、追寻中国式的儿童学问

“尽管中国古汉语里没有‘哲学’这个词汇，但

是中国古代一定有可以于西方哲学相匹对的这门学

问”[6]4，中国同样没有“儿童哲学”的说法，但我们仍

然可以找到与西方儿童哲学相对应的儿童学问。目

前，已有学者对儿童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

了有益探索，但尚未提出具体实施路径。“西方哲学

传统的儿童哲学课，是以强调逻辑推理，审慎论辩为

主要特点的，所反映的是一种追问到底的精神，意在

养成批判分析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风格

是有所不同的。”[3]109中、西文化差异铸造人们不同的

民族气质与思维方式，儿童哲学自然也有不同的生长

根基与发展倾向。谢遐龄说：“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嫁

接到中国社会上不能成功？因为那是西方人之外化，

对中国人，那无异于异体器官移植，不因此而引起败

血症，就算是幸运的了。”[7]8我们不否认西方倡导儿童

哲学的重大意义，但不能随意将其嫁接在中国孩子身

上，必须致力于确立中国自己的儿童哲学，构建具有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儿童哲学。若不能唤醒中国儿童

哲学的自觉意识，就无法确立其自身的主体地位，终

究还是以西为本、以中为末，治标不治本。

近年来，中国学者为引进儿童哲学理论做出了

诸多努力，包括接受外国的培训，参加国际儿童哲学

委员会（ICPIC）会议，翻译作品，撰写论文，出版专

著，推广实践，等等，这些成绩虽得到了国际认可，

但在全球化的儿童哲学盛会上，“亚洲的声音非常薄

弱，基本上处于‘作为学徒’的状态。”[3]126我国儿童

哲学研究现状主要趋势是引进欧美的研究成果① ，缺

乏本土化叙事，没有将中国传统智慧植根于儿童哲学

的学科建制当中，自身童年文化的特色与优势没有被

充分挖掘和发挥，底气不足，自信不够，使得儿童哲

学难以彻底完成本土化构建。同时，儿童哲学本土化

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魏润身明确

提出“儿童哲学课还是不开好”，“我们必须要承认，

当一个孩子凡事都要‘把一个概念放在与另一个概念

的关系中，加以辩证地思考’的时候，他还天真吗？

他还是一个赤条条的孩子吗？”[8]儿童哲学强调的抽象

思维训练与童真童趣之间还很难保持良好的张力和融

合度。在本土化的教学实践中，儿童哲学还常常被界

定为一种思维训练课，而较少关注儿童哲学素养与精

神世界层面。教师普遍缺乏哲学素养与教学经验，

对儿童哲学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断章取义，刻意扭

曲，有的学校甚至打着儿童哲学旗号来美化传统的封

闭教学方式，这种异化现象不得不让人担忧。②

究其原因，中国儿童哲学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

问题。一方面，中国儿童哲学自身缺乏完整的学科

系统。另一方面，儿童哲学的研究领域太局限、太保

守、太封闭，有儿童无哲学，有哲学无儿童。“与中

国哲学界尚未将儿童（童年）哲学视为一个‘合法’

① 通过Citespace知识图谱和CNKI知识网络文献分析系统，高振宇得出儿童哲学研究关键词的分布：儿童哲学原理研究

（如李普曼、马修斯、童心主义、童年哲学、杜威等），儿童哲学的课程研究（如儿童哲学课、幼儿园教育活动、校本课

程、绘本等关键词）、儿童哲学中的学校及教师研究（如六一小学、南站小学、教师发展等关键词）、儿童哲学的国际比较

研究（如中国化、比较、美国、澳大利亚等），可以看出，除了“童心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词体现出为儿童哲学本土化

倾向之外，人们主要把目光放在西方的研究成果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儿童哲学智慧关注得太少了。高振宇、陈荟、汤广

全、杨隶瑛、黄彬、魏桂军、骆明丹等都对儿童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内外原因、解决对策等进行了重点讨

论，为未来儿童哲学的优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中国化的研究须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探索，解决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文本来

开展哲学探究、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智慧来构建中国童哲学的理论框架甚至是流派、如何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模式等，

才能在国际儿童哲学研究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参阅高振宇：《儿童哲学导论》，第135-144页。

② 除此之外，在课程资源设置、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实施的模式与方法、师资培训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儿童哲学在中国开

展的困难。详细内容可参阅高振宇：《儿童哲学导论》，第118-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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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有关。而在儿童学研究领域，儿童哲学的价值也

未充分显现出来，主要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

项目来看待，因为关注儿童哲学最多的群体基本来自

教育界。”[3]114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哲学思考与

教育实践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彼此交融，儿童哲学研

究还没有将这一文化特征落到实处，因而难以形成与

中国气质相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什么样的哲学

观、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哲学观。有什么样

的哲学观、儿童观、教育观，就决定了我们会建构怎

样的儿童哲学教育观”[9]，要弄懂儿童哲学，必须先回

归中国哲学，要弄懂儿童哲学教育，必须先回归中国

的儿童教育。如果把中国哲学与教育学的学科精粹吸

收到儿童哲学当中，为其奠定坚实可靠的学科基础与

文化前提，儿童哲学研究就能立得稳、站得高、走得

远，否则就是个空皮囊，没有灵魂，没有主心骨，被

带有西方特质的外来文化推来推去，东倒西歪，最后

还不知道会成为何种奇怪的模样！“中华民族究竟会

变到哪里去？究竟会在多大限度内采纳西方创造的、

表现着西方人之本性的文化产品？都是关系到我们现

在应该做什么事、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

题。”[7]9儿童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走一步我们都必须保持坚定的文化立场与自主精

神，否则只会把自己走丢了，把别人引偏了，不伦不

类，弄巧成拙，最终一事无成。

二、儿童哲学本土化叙事何以可能

构建中国儿童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就应该把更多

精力和关注点放在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叙事层面，从传

统文化里去寻找支撑资源，而不是完全依傍于西方，

更不是用西方儿童哲学的理论、范式来套解中国的

儿童教育实践。高振宇强调为“儿童哲学正名”[3]29，

儿 童 哲 学 要 有 自 己 的 规 定 性 。《 广 雅·释 诂 》曰 ：

“命，名也。”王念孙《疏证》曰：“名、鸣、命古亦同

声同义。”[10]542-543根据事物之命名或指称来确定名之

基本涵义。《释名·释言语》曰：“名者，名实事使分明

也。”[11]178名之本义强调自身与他物的区别。为儿童

哲学正名，就是要确立儿童哲学自身的学科地位与本

土特色。儿童的哲学源自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禀赋，

他们“具有原始的哲学思维”[12]，天底下孩子都应该

有自己的哲学，这是儿童之为儿童的共性所在，而把

儿童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其称谓、涵义和蕴意

则会有所差异。譬如：“婴儿”与“baby”，“童蒙”与

“children”，“道”与“philosophy”，在中、西方的话

语系统中各有韵味。

儿童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必定有其生长的根或

本，古希腊有“爱智慧”的求真精神，中国有追寻做人

最根本的仁与道。如果哲学可以区分为中国哲学、西

方哲学，那么，儿童哲学也应有西方儿童哲学与中国

儿童哲学之分。前者适应于西方儿童的逻辑思维，强

调对真理的探究；后者适应于中国儿童的性情涵养，

强调对大道的追求。关于追寻中国传统经典中关于儿

童、童年、童心的观念和智慧，刘晓东曾经基于对李

普曼、马修斯、雅思贝尔斯等人的儿童哲学研究，立

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童心”为切入点，把先秦的

老子、孟子，明代心学中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李贽串

联起来，试图打通中国古代“童心”、“赤子”概念与

卢梭的“自然人”概念。[13]这姑且算开辟了儿童哲学中

国化的一个向度。L.维果斯基认为，“儿童心理发展的

高级机能是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和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14]388，儿童心理世

界与精神世界的构建都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熏陶。

在我看来，中国儿童也应该有中国儿童自己的哲学，

我们要在了解欧美儿童哲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

中国的传统文化，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儿童哲学发展

路径。

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童年哲学

（Philosophy of Childhood）强调对儿童的精神世界与

心灵世界予以关注，研究中国的儿童哲学就必须聚焦

中国孩子的身体、心灵和精神，进入中国儿童的生活

世界，挖掘中国儿童的行为特征、习惯倾向和思维方

式，总结和概括出中国儿童的概念系统和形上学说。

反思儿童哲学在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还是

我们不够了解自己的儿童。詹栋梁提出“从历史中去

了解儿童哲学”[1]40-45的理念，今人不认真读中国儿童

的历史，也没有好好研读关于儿童的经典文献，而是

不经理性选择和深刻反思地依赖西方心理学、生物

学、卫生学、神经学等领域的成果。西方以学科见长

的研究范式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教育儿童，

但把儿童放在显微镜下分成一个个模块去探究，好像

他们是由不同零件拼接起来的机器人似的，凭借这种

方式所获取的儿童知识好比“盲人摸象”，实在太有

限了。西医治病高效、精准、快速，而中医不舍得把

人分离开，“天人合一”的观念把天、地、人看作是

一个紧密关联的生命联动体。西方文明的科学化、精

确化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模糊性相互配合、相互补

充。儿童哲学在西方率先兴起并发展成一门独立学

科，与西方人能够把真理与生活、物质与精神、思想

与实践分开对待的思维倾向不无关系。而在中国人看

来，儿童是一个圆融的整体，不可随意切割，儿童哲

学与儿童的生活、行为、思想和精神水乳交融，因

而，很难像西方将儿童剥离开来专门去讨论他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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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

三、中国儿童的性情基因与实践气质

如果说儒学哲学是“性情哲学”，那中国的儿童

哲学也应该有性情的一面。西方自笛卡尔以来，几乎

不把注意力放在性情上，康德的“纯粹理性”（reinen 

Vernunft）和“实践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

均 不 允 许 有“ 情 ”的 介 入 ，一 切 普 遍 的 道 德 法 则

（moralische Gesetz）均要摒弃情的主观成分。而中

国哲学里的“情”是“性”之用、“性”“接于物”之后

所生发出来的现象存在。[6]83《荀子·正名》曰：“生

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

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杨倞

注曰：“‘精合’谓若耳目之精灵与见闻之物合也。

‘感应’谓外物感心而来应也。”[15]270-271人与生俱来有

感知万物之官能，世间万物自然而然进入人心世界谓

之性，情是人心加工之后随性而出的主观产物。《礼

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

欲，七者弗学而能。”[16]431人生来有性，性接于物自然

就会产生情，从性到情是人从本体境界流向现象世界

的必经过程。韩愈《原性》总结说：“性也者，与生

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17]25性乃人之本体

自在，而情是人来到现世后与万事万物发生关联之后

而产生的，性好比水之源，情好比水之流，水流之急

缓、清浊皆因其接于外物所致。

正因人有这种性情特质，儒家才极力倡导以礼治

情、以德养性，使人在接物、待人、处事的过程中能

有所节制、守住底线，从而流露出人性中善的一面。

余治平说：“或许是因为没有性情，西方哲学才能够

产生出系统、成熟的认识论，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发生

发展奠定必要的理性根基。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完

全不同。儒学哲学里，性情的问题几乎涉及着生活在

世、安身立命、成家守业、社会交往、道德修持等人

生实践的方方面面，所以始终备受关注。甚至可以进

一步说，不懂性情就无法理解中国人，也无法把握中

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性情的问题牵动着整

个中国哲学。”[6]81人之性情与日用生活的点点滴滴紧

密交融在一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

想中，每个环节都是人之性情活生生的展现与考验。

这种扎根实践的生活景愿区别于西方绝对抽象的道德

律令，始终重视对人的情感关怀。人不可能永远保

持天真纯一而与世隔绝，儿童生来自带的美好天性也

必须要进入现实世界并被其洗礼和塑造。而不是道

家“以万物为刍狗”[18]78、“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

勤”[18]265地把自身完全封闭、堵塞起来以直击生命纯

粹本然的状态，更不是佛教那样把情识和欲望全部禁

锢、灭除掉的涅槃（nibbāna）境界。儿童哲学与孩子

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相伴共生，是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展现出来的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生机勃勃的人

道学问。没有性情读不懂中国儿童，更读不懂中国的

儿童哲学。

儒学的人性根基异于柏拉图强调的灵魂中的理

性（reason），而建立在人们日用生活的感性亲情之

中，因而儿童的精神世界与身心世界也从来没有分开

过，身心不离，知行合一，这是儿童哲学在中国的基

本存在方式与精神风貌。《论语·学而》曰：“孝悌也

者，其为人之本与。”钱穆解曰：“培养仁心当自孝悌

始。”[19]5-6孝、悌乃人之本性的情感源头，是人之为人

最原初、最自然的性情因子，一切善性、伦理、道德

统统发端于此。柏拉图《欧绪弗洛篇》中也讨论过孝

道的问题，苏格拉底通过“产婆术”与控告自己父亲

杀人的欧绪弗洛对话，以引出欧绪弗洛对虔诚观念的

偏见，“如果你对什么是虔诚，什么是不虔诚没有真

知灼见，那么你为一名雇工而去告你年迈的父亲杀人

是不可思议的。”[20]254如果欧绪弗洛没有认识到虔诚的

绝对真理就不能控告其父亲，“苏格拉底对游氏告父

的忤逆行为非常反感，认为告父本身就是不虔敬，就

是一种罪恶。”[21]父子之亲通过论证虔诚之真理而得以

凸显的。而在中国的性情文化中，孝是源发于个体内

在善性而显于言行的一种工夫修炼。《三字经》曰：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22]9东汉9岁的

黄香冬天为父亲暖被窝的举动就是孝，人人皆当以此

为榜样来效仿。“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23]29-32子女当及

时答应父母的呼唤，认真对待父母的命令和责备，不

懈怠，不拖沓，不懒惰。孝道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

而不是空谈一堆大道理。古代儿童侍奉父母之孝心，

放在当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我们越来越缺乏践

行的工夫。没有亲身经历事亲的磨砺，就不可能真正

理解儒家的孝道，更不可能达到儒家对孝的标准和要

求。

四、儒家性情所牵动的儿童哲学精神

儒学哲学里的性情几乎渗透在生活实践的方方面

面，儿童在极富性情气质的文化熏陶中成长，其内在

天性的发挥与精神世界的构建离不开日用生活中的行

为磨炼与实践经验。高振宇说：“从本质上来说，儿童

哲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或其他能力

而已，而是要通达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处，使他们学会

关心和照料自己的‘灵魂’，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不

断享受理性之光的照耀，最终实现‘灵魂’的健康成长

与卓越。”[3]4-5与西方所强调的形式主义的儿童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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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同，中国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如何掌握做人的

基本原则与生存大道，儿童学习之目的不是为了穷追

某种绝对真理，而是努力寻求一种情理交融、合情合

理的生活方式，以便好好做“人”，在社会上安身立

命。儒学哲学不讲一套空泛抽象的概念系统与逻辑推

论，始终抓住“人”这个主体，儿童有怎样的生活情

状就会产生怎样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风貌。

中国的儿童从小就在行动中体悟孝悌、仁爱、

正义、诚信等美德，在实践中诱发真挚情感、启迪美

好心灵。《礼记·内则》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

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

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

即席饮食。”儿童从学会吃饭、说话开始就要根据相

应的礼节行事，就连应答之辞也有性别区分：男用

“唯”，女用“俞”。①儿童身上佩戴的荷包，男孩以皮

革为材，象征勇武之意；女孩以缯帛制成，象征女红

之事；6岁开始识数、辨认方向；7岁开始男女有别，

坐不同席；8岁出入、饮食有礼，长幼尊卑有序，等

等。儿童从小就要懂得各种礼仪规矩，他们是在一种

有伦有序、有度有节、有仁有爱的生活秩序中去构建

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王稚庵所编的《中国儿童史》从

智编、智编续、仁编、勇编四辑记述了中国古代16岁

以下儿童的故事总集，各类“好模样”儿童总计1018个

人。[24]2黄一德在序中说：“对儿童讲抽象的名词，如

学术、谋略、气概、廉洁、果决……等，有的虽能瞭

解几分，有的简直要莫名所以。教师可以借这部书，

对儿童引证一二，作为示例和示范的说明；儿童读

这本书，就能‘哦！廉洁是如此的！我们应该有此廉

洁；哦！气概是如此的，我们应该有此气概……’的

充分了解，和效法。”②儿童在历史中一个个好榜样的引

领和驱动下，亲身践行，真切体会，从而去理解和感

受各种抽象概念的内涵和意义。

儿童哲学被认为是一门应用哲学 [5]16，而非纯理

论的学问，这与儒家的工夫论、实践教育学有相通之

处，儿童哲学当融于儿童生活，而不是干巴巴地进行

思维训练，没有实践的儿童哲学很难算是中国本土的

学问。中国古代儿童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

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25]2，他们从小就在实

践中学习如何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以养成

温厚务实、彬彬有礼的行为习惯与德性品质。儿童的

精神世界不是受自由、奔放、独立的竞争意识激励而

成的，也不是靠惊讶、闲暇、自由的“贵族哲学”传

统思辨而来的，而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孝亲敬长的工夫

修炼酝酿、铸造、升华才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儿童哲

学抽象、超越的文化特征，中国的儿童哲学在文化基

因上就散发着务实、中和、内敛、诗意的学科气质，

只有深入到中国儿童的历史与文化当中，才能找到儿

童哲学本土化研究的出路。

结语

要将中国儿童哲学学科的基础植根于中国本土文

化，就必须追溯到上古的经典教育文献中去。例如

《周易》六十四卦中序列第四的《蒙》卦（ ）以独

具中国特色的易学系统展现着古人对儿童教育的哲学

深思与独到解读，这就是我们自己本土文化源头的

“好货”、“好资产”之一。中国的孩子有自己的历

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世界，我们的儿童要向他人学

习，也应该向过去的自己学习，读自己的历史，修自

己的德行，这样才能找到灵魂共契、气质相合的归宿

感。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在《中国儿童史》封面题

记中说： 小朋友，这是您们自己的历史，请您们自己

看，自己去玩味吧。小朋友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读自己的

历史与文化。而今人教育儿童，野心很大，眼光犀

利，紧追潮流，总想把最先进的现代文明武器拿来为

我所用，却冷落了在中国大地上沉淀、酝酿了几千年

且飘着浓郁古香的智慧宝迹。要推进儿童哲学的本土

化进程，还需要继续回归传统经典中去认识儿童、解

读儿童，从文化根源上构建儿童哲学的本土道统。

① 孙希旦《集解》曰:“唯、俞皆应辞，但唯之声直，俞之声婉，故以为男女之别。”男声从直，女声从婉，儿童开始学

说话时就要有相应的角色认同与发音规定，男孩说话就要有男孩的果敢坚毅，女孩说话就有女孩的温婉娇柔。引文参阅【清】

孙希旦：《礼记集解·内则》（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8页。

② 王稚庵编：《中国儿童史·序》，第二页。王子今认为，《中国儿童史》还不算充分学术意义的“儿童史”。中国传统文

献中确实没有“儿童史”，没有“记述中国历代的儿童”的专门著作。儿童史或儿童生活史的学术起步较晚，散见于中国家庭

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医学史、中国风俗史等研究中。参阅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第2-3页。文献资料的零散、匮乏

为今人了解古代儿童的真实现状带来了困难。熊秉真说：“中国社会之历史，一向材料丰富，儿童及童年之过去，可多方追

究。”虽然没有系统专门的儿童历史论著，但也可从其他学科领域窥探儿童在当时生活的基本现状。（引文见熊秉真：《幼幼：

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5页）她还提出从四类素材中获取儿童生活的痕迹：训

示性、指导性的素材（如《礼记》），描述性、记录性的材料（如家谱、族谱），实证性或技术性讯息（如医书、法律档案），

艺术性或想象性的材料（如《西游记》）。参阅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1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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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字子云，是两汉之际著名哲学家，其主要

哲学著作《法言》是模仿《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

著作，取名“法言”源于《论语·子罕篇》：“法语之

言，能无从乎”和《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道”。法，本为准则之意，所以“法言”就

是作为准则而对事情的是非曲直给予评判之言。扬雄

在《法言》中针对如何成为道德完美的君子，以及进

一步成为圣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成人、成

君子，还是成圣人，都要以人之本性作为基础。扬雄

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从先秦至汉代的儒家传统思想，

还借鉴了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思想。在扬雄以前，第

一个谈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

远也”。之后孟子持“性善论”的观点，而荀子与之相

对，持“性恶论”观点。而扬雄直接谈人性的文字并

不多，他在《法言·修身》篇中提出了人性论思想：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

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1]56此为仅见的

扬雄直接谈人性的文字，且后世学者大都以此为依据

来理解扬雄的人性说。扬雄的人性论在当时及后世产

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理解扬雄的人性论，学术界一

直争议不断。故而有必要对扬雄的人性论进行进一步

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扬雄《法言》之“性善恶混”的人性思想在学术

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扬雄的人性论思想

仅是孟荀人性论之综合。如李轨认为“混”为“杂”

之意。荀子以为人性恶，孟子以为人性善，而扬子以

为人性杂，并以为扬雄的人性论是综合了孟、荀两家

之说。[2]85 司马光言：“混者，善恶杂处于心之谓也……

如孟子之言，所谓长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谓去恶

者也。杨子则兼之矣。”[2]85但还有部分学者在承认扬

雄的人性论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这一

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的同时，也认为扬雄的人性论思

想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得道家思想浸

润，儒道互补，也就是对道家“人性自然”思想的综合

吸收。关于人性，道家以人性浑朴自然为原本状态。

故而扬雄论性，其“混”字可以理解为混沌不分之

意，由此可知“性善恶混”即为人生之初是无善恶可

言的，是不能区分善与恶的。李英华就曾指出扬雄的

人性论思想既调和了孟荀观点，又综合了道家思想。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简言之就是人性本无善无恶，善

恶之别是后天形成的。[3] 而张兵认为扬雄的人性论虽

然调和了孟荀人性论又吸收了道家“人性自然”的思

想，但扬雄并不把无善无恶的自然状态看成是一种理

想状态，因而其既批判道家的“人性自然”的思想，

又十分强调“学行”和“修身”，并且指出“修其善则

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因而产生了善恶之别，

就后天来说是有善有恶的。[4] 上述学者都从孟子性善

论和荀子性恶论的角度理解扬雄人性论思想，但对于

扬雄的本意亦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郭君铭虽然也

扬雄人性论思想辨正
——向孔子“性近习远”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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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扬雄的人性论思想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不

能说是对孟荀性论的调和，而应该是向孔子思想的回

归。[5]从扬雄捍卫儒家正统、竭力恢复先秦纯儒学传

统的精神上来看，将扬雄的“善恶相混”的人性论，

理解为倾向于孔子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

论思想，能对扬雄的人性论思想作出很好的诠释。再

者，扬雄的人性理论作为中国人性论史的重要内容，

更需要对它的内涵与本质加以准确把握，以使之得到

深刻地理解与发展。就此而言，扬雄“性善恶混”的

人性论究竟是孟荀人性论的调和还是向孔子“性近习

远”人性论的靠拢，就有了更多的辨析理由。

探析扬雄的人性理论究竟应当落定为孟荀之综

合，还是坐实为向孔子的回归，是一个关键问题，也

是关联修身的重要问题。在学界不断争论的处境中，

究竟是推崇孟荀人性论作为扬雄论性之重点，还是注

重孔子人性论作为其枢要，实在是一个需要审慎以对

的问题。在相关主张者的眼中，两者都是可以促进扬

雄人性论发展的研究进路，但稍加分析，两者是很不

相同的。

二、扬雄性论与孔子性论浅析

孔子虽未直截了当地表达自身对人性论的看法，

但其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6]257是对人性的直

接阐释，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人性论思想。在对孔子人

性论展开分析的同时，结合扬雄人性论思想进行研究

阐释，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扬雄的人性论不是对孟荀人

性论的简单综合或调和，而是在总结孟荀人性论思想

的基础上，倾向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一）孔子论性

《论语·阳货》记载：“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这标志着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先提出了有关人性的

理论。即是说人的本性差不多（即性相近），但因每

个人的后天环境不同（特别是所受教育不同），所以

行为规范（包括教养、习惯、品德等等）差异很大

（即习相远）。[7]此处所讲的就是有关人性的问题，但

并未明确指出“性”到底是善之性还是恶之性。因世

界上的人之性并不是以绝对状态存在的，而是以相对

接近的状态存在着，所以孔子言“性相近”而非“性

相同”；又因不同个体之间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相

似之处，故而孔子不认为习则致相反，而主张习则致

相远。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曰：‘夫子之言性

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6]66关于“性”，孔子不曾

给出绝对性的回答，这也就说明孔子并非将人性看作

是绝对的善或是绝对的恶。朱熹的解释大体上也与之

接近：“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

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

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8]照朱

熹所言，这里并不是要说明是性善还是性恶，而是要

说明后天所习能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从事于善则

成为善，从事于恶则成为恶，这样就会相距甚远。再

者，孔子在教育方面主张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所谓

因材施教，即针对个体性的差异而实施不同的教育；

所谓有教无类，即对各类人都可进行教育。由此可

见，孔子绝不先将人性定位成性善或性恶。相反，如

果将人的先天之性明确为善或恶，那么根本就不能言

因材施教与有教无类，教育又如何可能。显然孔子并

不会如此绝对。“性”在这里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正说

明孔子不是要把它指向某个单一的哲学结论，而是要

表明人与生俱来的天然状态不能以善恶冠名，善与恶

是潜存在“性”中的。关于性的“善”、“恶”问题，皇

侃提出：“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

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并以此解释孔子

“性近习远”之义，认为“性无善恶，而有浓厚”[9]。

由上述可见，孔子所言的“性相近也，习相远

也”说明了人性是近似的、相通的，而且不能将人性

一概而论。人性与生俱来，此为人性的不变性；但人

性又要接受后天环境的熏染，此为人性的可变性，而

其可变性又根源于人之“习”。但是善与恶潜存于人

性的不变性之中，亦即孔子从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中

得来人性论思想中既潜存有人性善的种子，也有人性

恶的倾向，而非人性论上的命定论。

（二）扬雄论性

扬雄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帝国由盛而衰，社会

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与此同时，统治思想也处于激

烈变动之中。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董仲舒的天

人感应论和谶纬经学的神学目的论，也由最初的扩张

泛滥而不断走向自身的对立面，并且逐渐丧失了维护

统治安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扬雄开始对旧的统

治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而且制造了一套新的思想学

说，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人

性论的糅合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扬雄立足于

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本身对于人、社

会，乃至整个宇宙的认识和反思，构建出了一套相对

完整的人性论思想体系，以此来补救人性论。在这套

人性论思想体系中，他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入、更为全

面的认识，并且他在《法言·修身》中提出了自己的

人性论思想：“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

他认为人的性，本身是善和恶相混的。培养人性中的

善则成为善人，培养人性中的恶则成为恶人。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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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人若用心去修善抑恶，善念才会有所积累，人

就能向上提升成为善人；反之则恶念就会占据主导

地位，人就会向下堕落而成为恶人。在这里扬雄认为

“气”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指的是人走向善或

恶时所骑的马，或奔向善，成为善人；或奔向恶，成

为恶人。但是“气”究竟是什么，扬雄在此没有加以

说明，而且除此之外，在《法言》中也再没有谈到过

气，仅仅以“气”阐明人性善恶相混的状态。再者，

扬雄认为人的本性无法决定人后天的善与恶，最终决

定善与恶的关键在于后天修养。他提出人性的改善具

有必要性。君子“铸人”，要保证人性向善发展，就需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修身。“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

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2]104，人能

通过学习来改变自身本质，“学则正，否则邪”，可见

扬雄始终强调注重修性，学习修身是真正向善去恶的

必要手段。扬雄提到的“仁，宅也；义，路也；礼，

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

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1]64 意在指出要围绕

“仁、义、礼、智、信”来修身，只有完全具备道德

仁义礼素质的人，才能具备善的高尚完整的人性。从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可以看出，扬

雄既没有一贯遵从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也没有将荀

子人性恶的思想全盘吸收，而是认为成为善人或恶人

的关键在于后天的“修”，亦即人后天的“修”是后

天形成善恶之别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并非是人性先天

就能决定善与恶。并且，扬雄同样认为人要时刻反省

自身，只有明确自身不足并加以克服才能真正成为圣

贤，保持人性的向善。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打破了以往性分三品的壁

垒，把善恶归结到每个个人身上，把社会差别和阶

级对立变成了个体本身善恶之间的斗争。在扬雄眼

中，成为圣人是毕生的追求，要想成为圣人必须为善

除恶，不能听任人性的自然发展，而是要注重修性，

确保人性得到应有的开发，成为道德完美的君子。

此外，扬雄强调“人性混”的动态性、开放性、可变

性，冲破了人性善恶的固定性、不移性、片面性的枷

锁，打破了人生来就善就恶或纯善纯恶的桎梏，提出

人人在人性善恶面前都可以获得成善成恶的机遇和平

等权力，将成圣的希望给予每一个人。[10] 另外，扬雄

是两汉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思想家，其所处的是西

汉帝国由盛而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而其在

仕途上的境遇始终是不得意，这些直接促使他提出

了“性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和仿《论语》而作《法

言》的举动。在西汉末年，扬雄提出“性善恶混”的

人性论思想的独特见地和这一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中

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汉代人性论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值

得重视和研究的。

三、扬雄性论向孔子性论的回归

扬雄人性论具有深刻的内涵，仅仅认为扬雄综合

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这一观点并不能完全体

现出扬雄的本意，而是要以更加深远的思想作为研究

视角对扬雄人性论进行探讨与研究。在对相关文本研

究后，可以明显看出扬雄“性善恶混”、“人性之修”

人性论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论的内在

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扬雄人性论向孔子人性

论的回归。

（一）“性善恶混”与“性相近”的内在契合

扬雄所提出的“性善恶混”观点，实则是以前代

人性学说为基础的。《法言·序》中言：“天降生民，

倥侗颛蒙，恣乎情性，聪明不开。”[1]425亦即上天降生

世界上的人，最初非常愚昧冥顽，如若任意放纵自己

的情欲和本性，心智就不会得到开化。从这个角度来

说，人在初生之时处于一种善恶混沌的状态，善恶只

能在后天形成。所以在此基础上需要重新理解“善恶

混”中“混”字之意。考混之为义，既有“合和同并”

之说，即“相杂、掺杂”之意；又有迷蒙混淆之解，

即“不易辨别、混而为一”之意，混淆犹界限不清、

分别不明，亦作混沌一说，即为视之不见、听之不

闻。学者李轨、汪荣宝则是从前者之意的角度指出人

性并非是单一的善或恶，而是善与恶相杂在一起，两

者各占一部分。然而，由于扬雄的人性论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应在此基础上，也就

是从后者之意来理解其人性论思想。如此，扬雄所言

“人之性也善恶混”，并非善恶混杂，实意则为善与

恶潜存于人性中，两者未分化且不易辨别，即善恶是

一种混沌状态。也就是说，“善恶混”者，犹言善恶混

同而不可分，而并非善恶相半、善多恶少或善少恶多

之谓；亦即人性本无分善恶，善恶之别是后天所为，

只有在后天才有成为善人或成为恶人的两种可能性。

扬雄承认善恶混之性，即人性原本是无善无恶之

性，故说不同的人在初生之时其本性都是相近似的；

孔子所言“性相近”，没有明确指出“性”到底是善还

是恶，这便意味着相近之性善恶不固定。从孔子所说

的善恶不固定的相近之性到扬雄所说的善恶混之性，

显然可见他们对人性看法是相似的。此外，就其本意

而言，孔子的“性相近”不体现单一纯粹的性善论或

性恶论，而具有善恶混沌为一且不易辨别的倾向，即

孔子所说的与“习”相对的“性”，既不能被认为是善

的，也不能被认为是恶的。故扬雄的人性论倾向于孔

子“性近习远”的观点。而对人性本质的阐述，尽管

李悦宁，等：扬雄人性论思想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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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仍未摆脱承认天赋道德的思想体系但也并没有简单

综合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来立论，也不同于“性

三品”说所谓上品性善、下品性恶、中品可恶可善的

机械划分。由此可见，扬雄所言“性善恶混”的态度

很像孔子主张的“性相近”。

（二）“人性之修”与“习相远”的内在契合

在《论语》中，孔子谈论人性之处所见不多，但

关于人性，他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并

未明言性之善恶，而是言明最后改变的结果是不一

样的，也就是说，由“性相近”发展到“习相远”的结

果，其间教育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人经过后天修养

而显示出善恶之别，因此人是具有后天可塑性的，而

后天的可塑性就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创造了

条件，并且“习相远”所表达的善恶分化则为道德修

养提供了可能性。“性相近”是指先天禀赋的层面，

“习相远”是指后天努力的层面，而从两者相互联系

中可以看出，教育对人的心智的培养具有关键性作

用。故孔子指出因“习”才“相远”，即他更看重的是

后天教养的一面。孔子非常重视“习”，只有“习”

才能发展到后天的“相远”，强调“习”能够进一步明

确善恶之别。而扬雄在前人基础上，更加强调后天的

修习在善恶分化中的作用，认为只有修习才有进一步

提升成为君子的可能性。基于善恶混的人性理论，扬

雄的道德修养理论，十分看重“修”的作用。“修其善

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在古汉语中，“修”既

有修饰、修理、整治的意思，也有修养、学习、实践

的意思。在善恶混的人性中，以“训诸理”为基础，

修习善的一面就会成为善人，修习恶的一面就会成为

恶人。不学与学，其差别显而易见，效果天壤之别。

要想“求为君子”，就必须修其善而去其恶。人们皆可

通过习善成为君子、圣人，这样就为一般人为善提供

了更大的可能性。扬雄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未接触善

恶之意义的基本问题，而着重强调人们可通过后天的

修习趋善避恶。在扬雄的思想理念中，仁义之所以重

要、之所以必要，在于人性所具有的善恶混的特质。

扬雄并没有循着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路

径，而是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的主张，既不是先天

性善，也不是先天性恶，而是认为善与恶在人性之初

都仅仅是一种混沌状态，人性的发展有为善人或为恶

人两种可能。“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

强调的就是修性、学习是人性成熟的关键。[11]在孔子

那里，性与习对举；在扬雄那里，性与修对举。由此

可见，修与习都是先天之性的对立面。孔子所言的仁

人，实则是指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修养相结合的向善

之人。扬雄亦是如此认为，他关于修身的观点就是与

其主张的人性论相联系的，亦即修身就是要人们通过

后天的培养来去恶长善，成为善人。

从“性相近”的层面来看，孔子表明了人与人之

间的本性状态是无善无恶而相近的；扬雄更是认为性

中善恶混沌不分。正是因为人初生之性无所谓善恶，

那么对于现实中的人何以会有善恶之别，孔子言“性

相近”之后，继续将其解释为“习相远”，强调后天

之“习”尤为重要；扬雄亦是如此，人性通过后天之

“修”才能形成善与恶的分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生而

具有的同然状态中潜存着其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也就是后天形成善恶之别的可能性，故孔子所言之

“习”与扬雄所言之“修”都是指人后天所接受的德

礼教化，而个人道德实践工夫的深浅程度逐渐显现出

人与人之间的善恶差异。从“习相远”的层面来看，

人性从存在领域向生存领域敞开所表现出来的倾向

性、价值诉求及其行为结果，有可能相去甚远。[12] 也

就是说，不论是孔子所言的由“相近”渐化为“相远”

的过程，还是扬雄所言的由“善恶混”渐成“善恶分

疏”的过程，两者都必然要接受环境的侵染。而环境

对人性的侵染，使原本“无善无恶”的人性逐渐向不

同的价值取向改变。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人性

在后天的环境影响下，可能朝向善的方向敞开，也可

能会具有为恶的倾向性。此外，在人性无分善恶的基

础上，不论是孔子注“习”，还是扬雄注“修”，修身

都是对己而言，也就是扬雄所说的“治己”。“或问：

‘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

仲尼奚寡也!’”[1]65扬雄所言“治己”犹如孔子所言“克

己”，即要像孔子那样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

不克治自己的私欲，就会落入邪恶的泥潭。“或问：

‘何如斯谓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轻，则可谓之

人。’曰：‘何谓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

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

则有观。’‘敢问四轻。’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

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1]68言语庄重就会有

法度，就不会轻言而招来忧患；行为庄重就会有道

德，就不会轻行而招来罪过；容貌庄重就会有威仪，

就不会貌轻而招来耻辱；爱好庄重就会有显于人的特

长，就不会好轻而招来邪恶。这四重四轻都是对自身

而言的，且从正反两方面教化人修性以归“正”。

综上，孔子和扬雄都一致主张，后天的习与修比

先天的性重要。换言之，与孔子强调“习”的作用相

似，扬雄强调“修”的作用，认为“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而且他关于人性论的这种观点为

以后人性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进路，尤其是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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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心性之学的宋儒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扬雄所

主张的“修性”的态度很像孔子主张的“习相远”。

四、总结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有其时代的烙印，也有其自身

鲜明的特点。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的完善取

决于后天的修习，人性可以塑造，其善恶可以在后天

转化；他打破了儒家传统人性论思想中“三分人性”

的观念，认为人人都是处在“善恶混”的统一人性起

点上，只要努力向善修习，就都有机会成为圣人。通

过分析扬雄的人性论，可以发现扬雄的人性论思想拓

展了对人性的认识，并且其善恶相混的思想路径将先

天的性与后天的修联系到一起。相对于扬雄性论是整

合孟荀人性思想的立场而言，其人性论思想有更为丰

富和厚实的内涵，它修正了孟荀人性思想的片面性，

在论性时也有向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回归的

意味。此外，扬雄的人性论不仅给出了较为全面和深

入的观点，也为个体成为道德完美的君子，进而向成

圣方向挺进提供了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扬雄并不

与董仲舒一样主张性有三品，而是在人性论基础之上

主张“治己”，如此看来，扬雄的人性论思想肯定了人

对自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体之间的平等

思想。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虽然没有成为引领时代的主流，却在当时

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

多古学者在谈人性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扬雄相

关思想的影响。例如：东汉的王充、魏晋的傅玄、杨

泉、唐朝的韩愈、以及宋代的二程等人。但是要理解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不能仅仅从孟荀的人性论思想的

角度来考察，也不能将其人性论思想简单理解为是孟

荀人性论的综合，其人性论其实是在孟荀善恶分疏的

基础上，有了倾向于孔子“性近习远”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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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and Correct  Yang  Xio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Return to  Confucius’Theory of Nature-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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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g Xiong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at “The nature is a mixture of good and evil” in 

Fa Yan,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at that time and later generations. After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Yang Xio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Confucius’theory of human na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Yang Xio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more a return to Confucius'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at a combination of Mencius'  

theory of good nature with Xunzi's theory of evil nature. The return of Yang Xio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o 

Confuci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the internal fit of “The nature is a mixture 

of  good and evil” and “similar in nature”and the internal fit of “cultivation of human nature”and“habit separate 

nature”. 

Key words: Yang Xiong;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onfucius; nature  similar learning far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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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充分领会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这一深邃内涵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代的脉动，立

足中国实际，在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

动力论。其创新成果可依次概括为五个阶段，即矛盾动力论、改革动力论、创新动力论、和谐动力论和习近平新

时代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些成果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理论了依据，为把握社会发展的结构规律和实践提供了根本

方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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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

展进程和方向。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

站在解放全人类的视角阐释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充分领会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深

邃内涵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代的脉动，立足中国实

际，在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

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

力论，为引领人们从事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实

践活动，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撑。

系统梳理这些理论成果，对于促进我国当代社会的健

康发展，具有着积极价值。

一、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相

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同时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

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创造性地提出

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发

展动力问题，是对西方的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批判和

继承，它的产生宣告了唯物史观视阈下的社会发展动

力思想的确立。首先，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指出

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生活需要。马克思认为已经得

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

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会引起新的需要，所以人的

需要是多元而非固定的，是在满足各种社会活动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正是人的

生活需要。其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

出了“历史的动力是革命。”[1]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社

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社

会发展的直接驱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

力。再次，马克思还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

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

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2]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个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

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3]最后，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各

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存在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

力因素。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当代演进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传承和发扬马克

思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理

论模式获得了新的创新点，直接催生了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动力学说。概括起来，这个马克思社会发展

动力学说的创新过程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矛盾动力

论、改革动力论、创新动力论、和谐动力论和习近平

新时代社会发展动力论。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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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在著作中提出社会基本矛盾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对其首次明确分析的是毛泽

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

盾。”[4]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探讨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意义，认为“在不断地正确处

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

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5]由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科学地总结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

而且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社会基本矛盾

及其作用被创新性地提出，首开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

理论中国化的先河。

（二）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斯拉夫共产

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在谈

到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

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

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

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同志首先创造

性地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他多次

指出：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

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而改革就是解决社会矛盾

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来

说，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就是该社会发展的

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总结

了历史经验，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

必由之路。”[7]

（三）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重要论断是“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新

时期新阶段必须坚持的重要发展理念。江泽民同志在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

机的源泉。”[8]创新就是要用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

惟如此，才能促使社会向前发展。而创新的手段就是

通过社会实践来改变现有的状态，所以说创新是促进

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和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马克思社

会发展动力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基础上，以更加科

学合理可持续的方式对发展做出新的闸释，全面统筹

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外等诸多关系，极大地

推动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彰

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前进指南。科学发展观的

提出，一方面，实际上是从理论层面上肯定了在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矛盾的“同一性”即和谐，对于

事物运动和发展的突出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在政策

层面上肯定了和谐动力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

推动作用。

（五）民族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崇高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精神动力，体现在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继承了崇高的中华民族精神，

用崇高的中华民族精神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祖国

也就有了发展前进的重要思想保障和巨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也就能以更为高尚的姿态屹立在全球民族文

化之林。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能否创造性地实现创新驱动，全面深化改

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实现

大国向强国的迈进。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

治判断，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9]这就需要我们牢牢抓

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为根本出发点，只要十四多亿中华民族儿女发挥这

些宏伟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

干”，我们就必然可以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宏大

目标。伟大团结精神就是中华民族长期繁荣的重要保

证。新时代也是齐心奋进的时代，但只有十四多亿中

国人民继续发扬光大这一民族巨大的团结精神，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精诚团结、共同奋斗下去，才

能产生奋发向上、无坚不摧的巨大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一门发展的理论，也

是时代发展所凝聚出来的精华。不同的时代都将给马

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赋予新的色彩和内涵，马克思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

方向。

（一）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

当前我国除社会基本矛盾外，还有各类错综复杂

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

坚期，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诸多

社会问题，已成为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

因素。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要正确驾驭各种矛盾，必

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特别是要学

会驾驭基本矛盾，要科学地认识到基本矛盾贯穿于一

切社会形态和每一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

孙乃龙，等：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当代演进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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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效化解和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全面把握社会基本

矛盾的科学内涵，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

一方面要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使生

产关系达到与生产力的高度适合。改革只有进行时而

没有完成时，只有改革不停步，发展才能不停滞。

（二）为把握社会发展的结构规律和实践提供了

根本方法

社会发展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的发展。马克思

吸收了斯宾塞、孔德等人把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

的思想，反对把社会生活的发展归结为生物现象，把

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作简单类比，主张把社会作

为一个有机系统来研究并提出了社会有机体范畴。他

说：“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

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0] 也就是说，社会

不是机械的结合体，而是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具

有自我意识的、各个社会要素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制约

的整体有机体。如此就区别于生物有机体论。这是马

克思对社会有机体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从社会的构成要素及内部

联系出发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提到：“社

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

动的产物”，“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

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

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社会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可

以看出社会有机体的构成，实际上包含了自然、社会

和人本身。而人的交互活动则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

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

有机体整体的、协调的发展，是这些关系的内部要素

构成的一个系统。只有当这些要素间彼此相互协调，

社会有机体才能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也才能实现社

会整体的最优化。这给我们提供了看待社会发展问题

的理论基础。

（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奠定基础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跟随时代的变迁，并被

时代赋予新的色彩。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对人

类社会发展本质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社会发

展动力理论也在不断的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指

的人类不是单一的民族、种族、国家和地区的人，而

是指全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

全人类的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最

本质的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议题。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当前所有理论最终发展的指

向标，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根本目的。追求全

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是没有规则底线的随

意发展，人的发展并不破坏阻碍他人的发展。而是要

充分激发自身潜能对自身进行全面探索，激发自身的

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寻的不是“利己主义”中

只追寻自身发展利益，而不顾及他人，而是要自觉自

主地将个人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相统一。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根据当今世界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

的发展展望与目标，是根据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思

想文化等的具体形式作出的预判与发展设计。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表明了我国的发展理念与追求合作共赢

的决心，表明了我国追求平等和共同发展的愿望。

综之，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在中国当代的成果，

渗透着对我国不同社会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在实践

中发挥着真理的指导作用，不断引领中国实现新的发

展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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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词源上讲，诠释学关联于神使“赫尔墨斯”，语言学与《圣经》训诂学是其可供追溯的两条主要路

径。原初的诠释学更多是兼具理解、解释和翻译之义的一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实践技艺。然而，理解和解释不等同

于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发展所必须要予以克服的就是以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方法论解释而步入生活世界，并对“理

解”这一诠释学的核心议题的意义、依据以及其前提结构进行反思。从古希腊到现代，诠释学的历史谱系基本遵循

了从“特殊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再到“哲学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再到“文本中心

论”；从“技艺诠释学”到“诠释哲学”，再到“哲学诠释学”的范式转换，并存有混合形式的诠释学理论形态的糅

杂、扬弃。显然，诠释学本身的持续在场性已然意指了这种多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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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诠 释 学 是 一 个 在 神 学 界 、哲 学 界 甚 至 文 学

界中日益不绝于耳的词。”[1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和诠

释学内部发生的哲学改造，诠释学（hermeneutik、

Hermeneutics，又被称作解释学、阐释学）愈发成为

一种世界性和现代性思潮，乃至人本身的存在方式。

西方诠释学理论和方法的引介、传播，促进了以诠释

学为底色对传统优秀文化、哲学经典的诠释学反思以

及中国哲学话语与学科体系的系统建构。然而，并不

妨碍“诠释学领域是一片不折不扣的泥沼”。长时间

以来，人们对诠释学的概念内涵乃至其历史溯源存有

诸多差异化理解，其中就包括词源学意义上的争端以

及错落参差的理论形态、流派的流变过程对诠释学本

身的赋魅。此外，诠释学自身的复杂性，潜在地制约

着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诠释学、使用何种意义的诠释学

以及诠释学体系的系统建构和方向研判。基于此，对

诠释学自身的历史及其基本内涵和发展流变的研究自

有其理论和时代的价值意蕴。

一、“赫尔墨斯”词源学争议

诠释学领域作为一片不折不扣的泥沼，首先表

现在它的词源学争议上。伽达默尔坚持修辞学的路

向，认为诠释学关联于古希腊神话中宙斯（Zeus）与

迈亚之子“赫尔默斯”（又译赫尔墨斯，Hermes，被称

作“快速之神”），可能是因其信使身份（负责往来

于天国和尘世之间传达上帝的旨意、信息）与他把人

类无法理解的东西翻译成人类智力可以掌握的形式的

能力有关。[2]当然，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是两者在

词根和词源方面的联系。1974年，伽达默尔应J.Ritter

的邀约为《哲学史词典》一文中的解释学部分添加和

编辑词条时，明确提及到了这一点，并且补充说明

道：“在《伊庇诺米篇》里，诠释学与占卜术同属一

类——显然是作为一种解释上帝旨意的技术，具有传

谕和要求服从的明显双重意义。这一特征后来构成

了圣经注释学的根本出发点。只在后希腊时期，‘诠

释’一词才表示“有学识的解释。”[3]尽管诠释学这个

词的原初使用存在着某种模糊性，但其所要表达的核

心要义始终是明确的。这种早期诠释学或者说前诠释

学实质上就是一种实践的、语言转换的技艺或逻各斯

（Logos），“所以hermēneus（诠释）的意义就在翻

译和实际命令、单纯的通知和要求服从之间摇摆”，

“因此，诠释学必然被理解成与占卜术相近的艺术：

一门转达神的旨意的艺术，接近于从符号中猜出神意

或未来的艺术。”[4]115 是故，诠释学在伽达默尔那里又

被肯定为是阐明、解释和翻译上帝、神意志的一种能

力。而卡尔•凯伦依（Karl Kerenyi）则在《希腊基本

概念》（1964）关于诠释学的文章部分中持有相反论

调，断言诠释学一词与赫尔墨斯在任何语言或语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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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关系。H•E•哈索•耶格（Hassojaeger）溯源于

“丹恩豪尔”（他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圣经诠释学或

圣经文献学解释方法》（1654）规划了一种作为逻辑

学的一部分以提供统一方法为文本解释活动提供普

遍准则的“普遍诠释学”。此后，有了神学的和法学

的诠释学之分[5]）并据以逻辑学的路向，坚持认为诠

释学与赫尔墨斯的词源联系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虚构

（《诠释学早期历史研究》又名《诠释学前史研究》）

（1974）。[6]

尽管哈索•耶格等人质疑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词

源学路径方面的阐释，特别是其与赫尔墨斯神的关

联，但流俗的观点更多倾向于伽达默尔的“赫尔墨

斯”见解。R.E.帕尔默就认为“对诠释学做语源分析

总是必然要从神的信使赫尔墨斯说起”；国内诠释学

领域的权威专家潘德荣、齐学栋等人追溯诠释学的两

个源头（古希腊语言学与中世纪圣经注释学[7]）可以

说是基本切合、佐证了伽达默尔对诠释学始源的理

解。诠释学的起源不仅在词源学上存在争议，而且在

俨然成为普遍共识的源头之一的语言学内部也存在不

同程度上的分歧。除了伽达默尔和哈索•耶格等人所

依赖的“修辞学”、“逻辑学”（语言学与逻辑学的融

合贯通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并在18世纪以后愈发成

为流行趋势）进路之外，还有人坚持在解释学与“语

文学”之间建构一种原初联系。斯特万在《解释学的

两个来源》当中就表述了此观点，“解释学起源的历

史就是解经学与语文学（阅读本文的技巧的两个来

源）之间的关系的历史。”[8]

可以肯定的是，诠释学与原始崇拜、神话和宗教

（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代解释学家提出，

语言或符号至少有“历史性的文字意义”和“神秘的

精神意义”。[9] R.E.帕尔默在谈到《什么是诠释学以及

它何时发端》时也提及到在《诠释学的起源》[10]一文

中狄尔泰将施莱尔马赫之前的诠释学历史视为一个基

本的神学问题，一个哲学和神学方法论问题。以此提

醒人们，“诠释学问题不只是一个现代问题”[11]。无论

是从词源学、语言学还是中世纪的圣经注释学（又

被称作解经学抑或圣经训诂学），诠释学都与神话思

想、宗教有种某种内在的关联，毋宁说，“神话从一

开始起就是潜在的宗教。”[12] 借助神话思想和宗教，

诠释学内核当中的那部分“神秘的精神意义”（sensus 

spiritualis）透过信仰和知识得以发挥和阐明。奥古

斯丁的三重意义论述[13]和吕巴克（Lubac）理解圣经

文本的四重意义学说也皆有益于对诠释学与神话、宗

教（信仰）之间的亲密联系的理解和把握。[8] 诠释学

不仅与神话、宗教（信仰）有很深的渊源，其在古

语文学家那里原初就是“理解”、“解释”和“翻译”

之义。语言学（包括语法学、语文学以及修辞学等分

支）主要是理解和解释《荷马史诗》与《旧约全书》

（埃及人以象形文的形式创作的关于约瑟解法老梦

的释梦文）等著作，其中“理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诠释学最早的几种意向”，“口头讲说”“分析意

义”和“语言转换”，其内涵“皆离不开‘带入理解’

或‘促成理解’。”[14]值得注意的是，抛除词源学争议

和诠释学理论范式的后续流变，诠释学本身即作为语

言转换和交流实践的诠释学是与以沉思理论作为使命

追求相对立的一种出色的实践技能（实用技巧或技艺

学，德文Kunstlehre）。[4]115

二、现代诠释学的谱系及范式转换

理性主义的崛起和对神迹的反思[15]以及18世纪的

古典语言学的文献方法论为现代意义诠释学的出现提

供了可能，而随着诠释学的流变和内部发生哲学的改

造使得此后诠释学的内涵和外延愈发丰富而又复杂。

帕尔默（R.Palmer）总结了诠释学的几种流俗概念：圣

经注释的理论； 一般的语文学方法论； 所有的语言科

学理解之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 存在和存在论的理解

之现象学； 既是恢复性又是反偶像崇拜的诠释体系。
[16]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概念是由笛卡尔率先在其《方

法论》（1637）和《第一哲学沉思录》（1641）中首

次引用和阐述的。然而，的确是施莱尔马赫摘得了现

代诠释学之父的桂冠（早前名不见经传，经过狄尔泰

和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逐渐还原了其诠释学之父的

赞誉与贡献），他创设了“一般诠释学”并把诠释学

看作是为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是“对理解本身的研

究”[17]。其后，威尔海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为诠释学

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哲学认识论）。海德格尔关于此

在的事实诠释学、伽达默尔转向语言之途以及保罗•

利科理解文本的“间距性”和“占有”思想也皆对诠释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围绕“理解”这一诠释学的核心议题从古希腊到

现代，诠释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你方唱罢我方登

场的、各显神通的百家争鸣史，各种解释学理论形态

往往是以极为复杂的关系糅杂、扬弃而呈现出混合形

态。但也不乏有学者根据一定的认识方法论或哲学途

径对诠释学进行一定程度地划分，并试图给予其以标

准范式。博尔诺夫（O.F.Bollnow）勾勒出“哲学诠释

学”与“诠释哲学”两种形态的诠释学理论。[5]此后，

舒尔茨（Gunter Scholtz）类比逻辑学在《什么是“诠

释哲学”？它始于何时？》一文中于博尔诺夫的分类

基础之上增添了“技艺诠释学”。诠释主体的不同认

知取向、价值标准以及思维视域，进而可能产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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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不同解释效力、规范标准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

框架模式、理论形态。对此，傅勇军首先肯定了舒

尔茨的类型学区分，但就其源发性根据和充分理由

是逻辑的还是哲学的（认识论或存在论立场）仍有

争议，傅勇军坚持后者，并给出了解释的充足理由

律，他将现代诠释学生发出的不同范式归结于存在

论立场的差异。[18]

尽管诠释学经过长期的发展俨然流变出带有哲

学存在论意义的理论形态，但最初形态的诠释学（前

诠释学）更多的是兼具理解、解释和翻译之义的一

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特殊技艺（包括口头的和文本

等解释形式）。“当诠释者不再是先知或神的信使，

而是一个处于时间间距中的世界传递者，当一定程

度的世俗化得以实现，从而对正确解释的讨论成为

可能时，便出现了诠释的技艺学。”[5]柏拉图《伊庇

诺米篇》 就有涉及到这种类型的诠释学概念。根据

凯伦依，他（柏拉图）首次把诠释学论述为一种特殊

技艺。[15]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 当中于语言学的意

义层面初次使用了该词；而以著作标题（书名）的

形式最早对其予以记录的是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

（Dannhauer），潘德荣、齐学栋等学者又将丹恩豪

尔称作丹豪塞（J.C.Dannhauser）[7]。无论是口译还是

文本解释（以《圣经》等特殊的文本为研究对象）的

诠释学都还属于未上升至一般诠释学的特殊阶段，是

特殊（局部）的诠释学。在施莱尔马赫的时代，虽然

当时人们时常产生理解的谬误，然而，由于其解释的

要求、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极少有人愿意把它（误解）

当回事。基于此，施莱尔马赫开始思考诠释学，即

“避免误解的艺术”，如何摆脱理解的所有内容和材

料的特殊性，在方法论的统一中寻求诠释学的一般理

解，特别是摆脱因个体差异性而造成圣经的、语文学

的及法律的诠释学等特定解释所需的特殊方法论原则

产生的误解。受益于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的理解理论和对从部分到整体“解释学循环”

原则的继续深入与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的“哲学的理解”（可沟通“历史的理解”和“语法的

理解”而使得它们在理解的意义方面协调一致）等的

贡献，以及长期受康德[15]等人与浪漫主义运动浸染的

缘故，他相信人（读者与作者）之间借助该载体（文

本）能够起到传递和表达人所共有的那种超越个人的

共同心灵（精神）生活。由此，超时空回溯历史作者

的原意得以被人（读者）重新体认（einfǜhlen）或体

验（nacherleben）。是故，如何实现对文本（主要是

服从作者原意，这种诠释学倾向又被称作“作者中心

论”[19]）的正确和完整的理解，或者对历史精神的重

建（“主观地重建客观过程”）就成了诠释学的目标

和旨趣。为了解决解释活动，譬如语义学理解过程中

的个体差异性导致对文本（主要是作者原意）产生理

解性偏差、谬误，施莱尔马赫创设了作者历史情境的

“心理重建”和“心理移情”的一般诠释方法。他认

为，解读一个文本，就是要通过与物理重建方式对应

的心理重建，回到历史中去，回到作者的创作情境中

去，了解和还原作者的个人生活史和社会历史背景，

从而对文本和作者的原意进行一般性的解读。从实践

方法论意义上来说，现代以前的诠释学形态（不完全

成熟的前诠释学）大致可以算作是技艺诠释学，但也

不能将之完全等同。技艺诠释学这种坚持客观主义立

场的诠释学理论形态提供了一般的规范方法和理解作

为一种技艺的可能性，以达到解释的普遍性要求。这

正迎合了“从笛卡尔一直到更加经验化的自然科学的

方法论，方法的目标一直是要使知识摆脱传统、偏见

或任何其他的特殊观点并达到其普遍的有效性。”[20]3

历史性是诠释学的题中之义。当诠释学还不完

全具备现代性意蕴而处于诠释学的前诠释学阶段的

时候，它的特点中便带有为了未来而从现在到过去

的理解的单向运动，以及追求文本的、神圣的绝对

精神。[7]当诠释学的研究对象由“理解作为一种方法

论（技艺）”发展到“理解为其哲学的存在方式”，

也 就 逐 渐 为 它 发 展 至 诠 释 哲 学 （ H e r m e n e u t i s c h e 

Philosophie，舒尔茨认为它是一种 “历史哲学”，对自

己的时间和历史有着强烈的批判性。[5]）和哲学诠释

学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事情本身（Sacheselbest）

替 代 了 那 种 康 德 哲 学 中 区 别 于 现 象 界 的 自 在 之 物

（Dingansich）意义上的独立自在性而成为它所追

求的客观性。[21] 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理论恰好为诠

释 学 的 哲 学 化 提 供 了 认 识 形 式 。 通 过 扬 弃 僵 化 的

形而上学（主要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

系影响，个别被一般概念抹煞、科学被思辨哲学代

替）与实证主义（只在乎感觉经验和自然现象并使

人转变为自然物）、历史主义（以兰克(L.V.Ranke)

和德罗伊森（J.G.Droysen）为代表，最终陷入相对

主义）以及新康德主义（主要是马堡学派和西南学

派）等在当时风靡的主要哲学倾向、流派的相互利

病。在《精神科学导论》一书中参考穆勒“精神科

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提法，狄尔泰严格区

分了精神科学（以“体验”（Erlebn isse）为核心的

生命哲学、心理诠释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并认为

“我们说明(Erklären)自然, 但是我们理解(Verstehen)

心灵的生活。”在《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

（1894）中主张要遵循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即基于意

申 波：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流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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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内在感知和人类互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共同

体(Lebensgemeinscha f t )来研究和寻找人文现象的

确定性。人文科学的对象不是感观中给出的现象，

不是意识中对某个实在的单纯反映，而是直接的内

在实在本身，这种实在是作为一种关系由心来体验

的。[22]75面对文艺复兴时期诠释学内部缺乏共同的

规则而造成相互独立发展的状况，他称赞迈依尔是

第一个考虑制定这种规则的人，这些规则在他的文

章《普遍解释技术试探》中可以在任何符号的解释

中观察到。[22]86他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具体的理解对

象，而是把他的生命哲学作为普遍有效的解释的可

能性的基础。“对文字所固定的生命表达的理解的技

艺学（Kunstlehre）”“在体验中我的觉察和我所觉

察的内容合而为一。”[23] 根据狄尔泰的理解，通过

体验人们可以理解文本作者的思想状态，并通过具

有直接自明的理解、内在体认和统一性的生命表达

（Lebensäuβerungen）（生命的表达形式）来理解

作品的跨时代意义。“我们把这种我们由外在感官所

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称之为理解”，

“ 这 种 对 一 直 固 定 了 的 生 命 表 现 的 合 乎 技 术 的 理

解，我们称之为阐释或解释”[22] 76-77。由此，经验、理

解和表达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狄尔泰的诠释学哲

学，其中体验构成了理解的基础，理解是对表达的

理解。理解依靠体验来获得确定性。[23] 由此，狄尔泰

通过他的生命哲学及其精神科学方法论调和了科学

与“历史意识”，为诠释学提供了普遍有效的解释的

可能性的基础以及哲学上的认识论形式（转向诠释

哲学）作了可行性和开创性的工作。

在扬弃狄尔泰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在关于本体论

的演讲（1923）和《存在与时间》（1927）当中重新

界定了诠释学。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与他的本体论密

不可分，他一直致力于解释传统文本和解构形而上

学，因对僵化的现行哲学和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

上学的愤慨，海德格尔曾几度放弃解释学。对海德

格尔而言，本体论意指的是那种涵涉存在的原理的

“此在”而非流行哲学（包括新的和现象学的经院主

义）按照传统方式用来建构某种规则的游离于时间

之上的对象性“存在”。他十分看重对存在的意义的

追寻，并在《本体论：事实的诠释学》一文中试图

通过及时依靠这种此在的事实诠释学来达成存在本

身的意义，以便对在时间、事实世界中的存在进行

理解和把握。基于此，海德格尔以“此在”为核心建

构了一种可不借以传统形而上学而抵达存在的本体

论范畴。此在作为海德格尔构建的一条抵达存在意

义的新路径，一种致力于对在世之在进行自我揭示与

理解的关于事实（实践）世界的诠释学。理解是“此

在”的基本存在样式，它是这个存在本身在其存在意

义上的存在，而 “此在”的意义随着理解而产生和展

开。“此在的现象学当中具有诠释的性质，通过诠释

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的本己存在的结构就向居于

此在本身的存在之理解宣告出来，此在的现象学就

是诠释学。”[24] 同时，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的

自我澄明克服了僵化的形而上学先验模式（该模式

将语言定义为一种工具）带来的主体与客体分离对

立。此外，海德格尔后期有过转向“语言”特别是诗

歌、写作的境遇（《荷尔德林诗释》）并就存在的本

体论意义上谈论语言，将写作视为语言存在的固有

性质，而将语言的存在视为一个历史性（历时态）

的过程，这无疑给诠释学的后继发展提供了一种新

的视域、一种可供选择的突破口。

沿着海德格尔的几条思维路径，伽达默尔进一

步在理解何以可能，诠释学方法论的方法论前提结

构、基础意义上理解诠释学，把诠释学发展到了存

在论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

高度。他于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1935）

的 讲 演 中 发 现 了“ 与 艺 术 中 揭 示 的 真 理 的 关 联 ”，

真理可以澄明于艺术和诗歌，艺术、诗歌等于是成

了“卓越文本”。由此，一种无需科学和方法而一

经出现即被我们作为真的东西接受的信念性真理被

伽达默尔发现，它是“真者凭自身而成为真者的断

言”。受到海德格尔转向语言的启示，通过《真理与

方法》一书，“语言”愈发作为诠释学经验之媒介而

不仅是“存在的寓所”（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

信》中提出的概念范畴），并取代“理解的历史性”

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重心。我们对世界的全

部经验正是从语言这一媒介中展开的。并且诠释学

的目的不是关注理解的规则或者建构一种前诠释学

时期的那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特殊技艺学，而是着

眼于关注那些对于理解来说更为重要的原始意义，

探究所有理解方式的共同点（而不仅是提供解释的

一般理论和解释方法），并表明理解（Verstehen）

从 来 不 是 针 对 某 一 特 定 对 象 的 主 观 行 为 ，而 是 属

于效果的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这意味着理

解属于被理解事物的存在（Sein）。[4]556-557 效果历史

意 识 （ 非 客 观 的 研 究 对 象 或 康 德 式 的 自 在 之 物 ）

（Wirkungsgsehiehtliehes Bewusstsein）不是我们所

从事的，也不是我们应该从事的，而是在我们的意

志和行动之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只有植根于

传统的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在其Vorstruktur（理解

的前结构）中被理解。我们既在历史的作用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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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在参与历史的持续作用。[25]历史的真正对象

不是客体，而是自身与他者的统一，适当的解释学

必须显示理解本身的历史现实。从根本上说，理解

是一种与效果的历史相关的有效的历史关系。伽达

默尔由此构建起了一种崭新的诠释学理论形态——

哲学诠释学，理解成为了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26]6和

诠释学的核心议题，而区别那些停留于那种关于理

解的特殊方法论的技艺学或者是为精神科学方法论

提供相关原理和描述体系。诠释学它不仅是“一切思

想的使节”，还“涉及的是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这

种活动不仅存在于科学的联系之中，而且更存在于

实际生活过程中”。故而，伽达默尔进一步解释道：

“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

以 海 德 格 尔 和 伽 达 默 尔 为 代 表 的 诠 释 学 理 论

形 态 ， 虽 然 从 存 在 论 意 义 上 看 分 属 于 诠 释 哲 学 和

哲学诠释学，但他们以“意义创生”取代“作者原

意”，颠覆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固有关系和早前的

文 本 基 本 追 求 （ 主 要 是 还 原 文 本 和 作 者 思 想 的 原

意），因而又被称作是“读者中心论”。保罗•利科

（P.Ricoeur）则消解了“要么我们采用方法论的态

度而丧失我们所研究现实的存在论的深厚性，要么

我们采用真理的态度，那就必须抛弃人文科学的客

观性。”[27]91这种导源《真理与方法》中涵摄的两种

潜在二律背反，确立了“文本中心主义”，以调和并

消除前两种理论形态的二元对立。他重新把视域转

向“文本”（由书写而确定了的话语）认为，正是在

由言谈而来的话语的事件（暂时的交流现象，是建

立一种可以开始、继续和被中断的对话）和经由文

本而来的意义（话语的持久意义）的张力造就了文

本本身的“间距性”（体现书写行为与阅读行为或者

作者、文本以及读者彼此间的相互疏离）。文本本

身 的“ 间 距 性 ”造 成“ 文 本 中 必 须 被 解 释 的 就 是 一

个我可能寄居的被筹划世界，由此我得以施展自己

最大的可能性”[27]102。以及需要解释读者对文本展现

的世界的领会及读者的自我解释。为了协调书写与

阅读行为或者作者、文本以及读者彼此间的相互疏

离所产生的如此这般间距性，而后保罗•利科重新

创设并赋予了概念——“占有”以新的规定，“通过

‘占有’，我理解这一点：文本的解释在主体的自我

解释中达到了巅峰，从此，这一主体对自己的理解

更好、更为不同，或仅仅开始理解自己。”[27]120 基于

此，保罗•利科的“文本中心论”是调和并消解了前

两种理论形态的二元对立理论，以文本为基点促成

了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三者的诠释学的有机统一。

彭启福认为“它（文本中心论）代表了诠释学的未来

合理方向。”[19]

结语

综上所述，从词源学上来说，诠释学关联于神

使“赫尔墨斯”（Hermes），语言学与《圣经》训

诂学是其可供追溯的两条主要路径。最初的诠释学

（前诠释学）更多的是兼具理解、解释和翻译之义

的 一 项 具 有 方 法 论 意 义 的 特 殊 技 艺 （ 主 要 是 实 践

的能力或者实用的技巧）。然而，“解释学”和“解

释”这两个概念不应该被混淆，理解和解释并不就

等同于解释学。[28]现代意义的诠释学发展到最后，

所必须要予以克服的就是以为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殊

的方法论解释而步入生活世界，并对“理解”这一诠

释学的核心议题的意义、依据以及其前提结构进行

反思。从古希腊到现代，诠释学的历史谱系基本遵

循了从“特殊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再到“哲学

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再到

“文本中心论”；从“技艺诠释学”到“诠释哲学”，

再到“哲学诠释学”的范式转换。各种解释学（诠释

学）理论形态往往是以极为复杂的关系糅杂、扬弃

而呈现出混合形态。显然，诠释学本身的持续在场

性已然意指了诠释学的这种多元呈现。

如果我们能以发展的、历史性的眼光对待诠释

学，将具备不同思维视域、理论形式的诠释学（包

括 特 殊 方 法 的 、 一 般 科 学 的 以 及 各 种 哲 学 存 在 论

的）理论形态系统地统一于同一历史叙事，在诸多

诠释学理论形态之间建构起思想的拱心石。如此，

将使诸多诠释学理论形态围绕“理解”这一诠释学

的核心议题展开积极地对话并以不同维度的思维视

域、问题意识理解和审视诠释学本身的价值意蕴，

作出未来诠释学发展方向的合理研判。中国的诠释

学主要是回溯历史以某种历史性的眼光、思维视域

对传统经典文献、哲学范畴予以重新解读及意义阐

发为主要进路，若只简单的以读者、文本与作者三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界定中国现阶段哲学的诠释学建

构，其俨然逾越了“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

的诠释学阶段，乃至于代表未来诠释学方向的“文

本中心论”也早已窥得门径。陆九渊时期就已有“六

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解释学模式，备受争议的过

程中尤使后人受用匪浅。而论及现代意义的诠释学

特别是上升到理解的“前结构”（前反思）的、存

在论意义上的哲学诠释学，确切地说中国诠释学的

系统建构之路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有学者甚

至提出中国的诠释学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初

始形态。[17]诠释学离不开理解和解释甚至翻译，但解

释不等于解释学，诠释学在其历史及其发展谱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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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只是那种简单的理解和沉思的理论，恰恰相

反，它更多的是关涉我们生活的活动。当理解本身超

越了语言的核心定义，突破语言的扩散范围而使理

解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即使

没有达到最大程度的破坏，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新的

创造。未来诠释学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或实践智

慧，它研究所有那些决定人类生存和活动的问题，那

些决定人是什么的最大问题。试想，若理解的本体

论意义在中国哲学的诠释学的系统建构中得以充分

彰显，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将得到更为丰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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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ymologically, hermeneutics is related to the divine messenger“Hermes,” and linguistics and 

biblical exegesis are the two main paths that can be traced. Initially, hermeneutics was more of a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art of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Howeve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are 

not the same as hermeneutics. W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rmeneutics seeks to overcome is to enter the 

world of life with a specific method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foundations and presupposi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 “understanding”. From ancient 

Greece to modern times, the historical genealogy of hermeneutics has basically followed the path from“special 

hermeneutics”to“general hermeneutics”to“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and from“author-centeredness”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From“author-centeredness”to“reader-centeredness” to“text-centeredness”, 

from “technical hermeneutics”to“hermeneutics of interpretation” to “philosophy of interpretation”.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technical hermeneutics”to“philosophy of interpretation”to“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is 

accompanied by a hybrid form of hermeneutic theory. Obviously, the persistence of hermeneutics itself already 

refers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plurality.

Key words: Hermeneutics; Hermes; Technische Hermenneutik; Hermeneutische Philosophi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historical genealogy of hermeneutics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tive 
For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SUN  Nai-long, LI  Jia

（Marxism  School,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2,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motive force 

theo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urately grasps the pulse of The Times,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great achiev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ive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motive force theory. Its innovation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ive stages successively, namely, contradiction motive force theory, reform motive force theory, 

innovation motive force theory, harmonious motive force theory and Xi Jinping's new era social development 

motive force theory. These achievement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provide a 

fundamental method for grasping the structural law and practi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Marx; soci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ower;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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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城县人民检察院探索构建的“三法衔接”机制是优化检察资源配置，实现检察履职能力现代化，

提升检察机关整体办案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从而促进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

展的创新实践。“三法衔接”机制在促进司法为民、推动检察改革、保障检察权科学高效运行等方面具有正当

性。武城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内部互动、职能整合，专项推动、拓展案源，内外联动、提升办案质效等措施推动

“三法衔接”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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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最高检鲜明提出“四大检察”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并将内设机构改革作为检察工作创

新发展的突破口，这是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突破

自身发展的转机。[1] 2021年1月10日至11日，第十五

次 全 国 检 察 工 作 会 议（下 文 简 称“ 十 五 检 ”）提 出

“高质量履行监督办案职责，必须努力做到检察职能

融合发展”。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注重系统

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的务实举措。[2] 由此，

按照“十五检”会议精神要求，推进“四大检察”全

面协调充分发展，一方面要将“四大检察”“做优、

做强、做实、做好”，实现检察工作全面平衡充分发

展；另一方面要注重检察业务机制的系统性，在遵

循司法规律和办案责任制前提下整体部署、统筹安

排，实现检察业务的相互融合、协调共进。[3]

武城县人民检察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和“十五检”会议精神，在检察改革和职能调

整背景下，坚持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定位，以提升检

察履职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前瞻性地应对办案和监

督工作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注重检察业务机制系

统化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法衔接”理念，以实

现“四大检察”的职能融合、协同共进。

一、“三法衔接”机制的提出

（一）“三法衔接”机制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所谓“三法衔接”机制，是指检察机关行使检察

权过程中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

讼各部门和检察官的整体统筹、统一调配、相互配

合、优化组合，实现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行政法

律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衔接，以全方位提升法律监

督效能。

在这一机制下，检察机关坚持宪法定位，明确

划分内设机构设置、各业务部门的职能，注重各项

业务的协同和衔接，既突出具体检察职能的专业化，

又实现“部门——人员”的联动，从而提升检察监督

和司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行政检察和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密切配合，确保行政执法检

察监督活动的实效；刑事检察业务中审查发现的公

益诉讼检察线索，要提起附带行政或者民事公益诉

讼；民事检察部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或者行政检

察部门可以共同办理民事检察案件，以更好地保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4]等。此外，在传统检察业

务中，也注意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中的“刑民合作”规

制；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未检部门与案管、控申、公

诉、执行、预防等部门的协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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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

行”。“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重在狠抓落实

和落地实践。基层检察机关应当更新工作理念，完善

司法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为“四大检察”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提供长效制度保障，打造具有特色的检

察品牌和检察产品，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四大检察”都是“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5]，是检察权运行

的具体实现，彼此之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应当

在融合中实现发展。因此，武城检察机关提出的“三

法衔接”机制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与职能融合背

景下的生动实践和工作机制创新。这一机制意在通过

加强内部协同联动，优化检察资源配置，聚合办案力

量、提升监督质效，使“四大检察”真正实现融合发

展，产生1+1+1+1> 4的“化学反应”。

（二）“三法衔接”机制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

“检察一体化”又称为“检察一体制”或者“检

察一体原则”，是指在上命下从的领导体制下，检察

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全

国检察机关由最高检察机关统一指挥的检察权运行

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尤其是法国、俄罗斯

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体制中，它是一项维护检察权

权威性、统一性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活动原则。[6] 在中

国的检察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检察一体化”，是否

在中国引入及如何构建检察一体化在学界也没有定

论，但论者多认为检察一体化有助于检察机关实现

“维护法治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的使命，符

合现代法治精神与理念，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我国

《宪法》中检察机关独立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中检察院内部实行“检察长负责制”的规定，

检察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实行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向上

级人民检察院的请示报告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地方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

院的指令纠正错误制度、重大案件报上级人民检察

院备案制度等也在事实上体现了“检察一体化”原

则。

事实上，“三法衔接”机制正是体现了中国语境

下“检察一体化”的合理内核和基本特征：

1.“检察一体化”强调检察机关内部业务部门之

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保证“总目标的一致性和基本

原则的统一性”。[7]“三法衔接”机制正是通过内部

整合和横向协作，实现检察工作的规范有序、运转高

效。

2.“检察一体化”要求检察权行使的过程中保持

统一的执法标准和行为准则，从而维护法律的统一

正确实施。“三法衔接”机制中各业务部门之间在线

索移送、证据共享、法律适用和衔接等方面应保持连

续性和一致性，保证同一检察机关对同一案件作出

的处理决定不致发生矛盾和抵牾。

3.“检察一体化”在组织结构上的整体性意味着

检察官职务的任免、移转、承继和代理，即检察长

或上级检察官可以指令正在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将案

件移交给其他检察官或办案组织办理，而该检察官

实施的行为和有关诉讼程序仍然有效，可以继续进

行。“三法衔接”机制下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同阶段

的衔接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后一阶段办案组织的介

入未必是在前一阶段办案程序终结之后，而有可能

与前一阶段的程序共同进行或者直接接管案件。如

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案中，“既可能

出现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两选一的情形，也可能出现

公益诉讼案件与刑事诉讼案件同步或者先后办理的

情形。”[7]由此，“检察一体化”下检察职务的继承和

移转可以保证后介入的办案组织或者检察官继续完

成案件办理。

当然，也应看到“三法衔接”机制与“检察一体

化”原则有以下区别：

1. 基本属性不同。“检察一体化”属于检察体制

和制度的改革，涉及检察权独立、司法责任制等宏

观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机关

内设机构改革中，并没有进行“检察一体化”的根本

性变革。“三法衔接”机制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稳

进、落实、提升”的检察工作主题要求下，对现行检

察工作机制进行完善、健全和创新，涉及检察机关

内部横向工作部门的协同配合的微观方面问题。

2. 法律目的不同。“检察一体化”强调检察权的

独立和统一，形成合力对警察权和审判权等司法权以

及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制衡和监督，以维护法治的统一

和法律的正确实施。[4]“三法衔接”机制则是在新时代

检察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因应内设机构改革作出的工

作机制创新，目的是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

展。

3. 适用范围不同。“检察一体化”的适用涉及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各个检察院的领导关

系，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检察长对本院

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领导，上级检察官对下级检察

官的领导等；同时，还包括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同

级之间的统筹安排、相互配合。而“三法衔接”机制

仅适用于一家检察院内部不同业务部门、办案组织

之间的协作整合。所以，“检察一体化”强调“层级

性”，而“三法衔接”机制强调“协同性”。

孙晓鹏，等：“四大检察”融合发展背景下“三法衔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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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察一体化”原则是对司法责任制下检察官

独立的限制，保证检察机关在“上命下从”的领导

体制下内部协调统一而对外形成监督合力。“三法衔

接”机制则是针对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和办案

组织之间互设壁垒、各自为战造成的法律监督效能

低下的弊端采取的对治措施。

综上所述，“三法衔接”机制的实质上是“检察

工作一体化”[8]，主要涉及检察业务部门之间的协调

和职权衔接；检察机关通过实行这一工作机制，实现

整合办案力量、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检察职能统一

行使。

二、“三法衔接”机制的正当性分析  

（一）司法为民：新时代检察工作的价值面向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是 新 时 代 检 察 工 作 的 根 本 遵

循，而“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亮底色”[9]。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决定了检察工作必须把维

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向社会

输出更多高质高效的“检察产品”以回应人民群众的

新要求新期待，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10]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的需求体现在长治

久安、公平正义、安全和谐、公益保护等方面，涉

及打黑除恶、行政争议化解、司法救助、未成年人

保护、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多个领域。面对

人民群众的以上“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检察

机关履行监督职责要全面协调，充分融合刑事、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切实回应群

众关切和诉求，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因此，“三法衔接”机制是“回应型司法”理念

的体现，是检察改革面向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侧”

的延伸，是以案件线索和当事人权益作为统筹案件

办理和所有诉讼环节的一体化办案模式。在内设机

构改革形成的办案专业化基础上，“三法衔接”机制

能够进一步满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提升办案针对

性和质效，从而增强检察工作的公信力和正当性。

（二）守正出新：基层检察机关自觉推动检察

改革的首创和实践

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中应当坚持“守正

出新”：一方面，检察机关要坚持司法为民价值面向

和宪法定位，立足主责主业，提升服务大局能力和法

律监督能力，做好“法律的守护人”“公共利益的代

表”和“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捍卫者”；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要在遵循司法规律和检察规律基础上，结

合检察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检察权科学运行的体制

机制，在检察事业新发展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

为。

基层检察院处于办案第一线，是“检察机关联系

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

平正义的第一线平台”[11]，应以高度的检察自觉和检

察担当融入和服务国家与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面临复杂的社会形势和人民群众直接的“公

平正义”需要，基层检察机关应主动求新求变、推

陈出新，积极探索和实践检察权运行机制。“三法衔

接”机制践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理念，通过刑事

检察业务、民事检察业务、行政检察业务和公益诉讼

检察业务之间的横向协同配合，在案件的审查阅卷、

调查取证、法律文书制作等环节实现一体化运作，

全方位进行司法办案和法律监督，追求整体办案效

果。

（三）协同优化：后内设机构改革时代检察权

科学高效运行的机制保障

检察机关“四大检察”的内设机构设置突出了

检察办案专业化、实现了上下级检察机关机构的规

范统一，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权运行规律。但也要

看到，由于检察权的复合性和检察办案的复杂性，

上述机构设置和调整方式仍存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

办案过程中的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沟通协调的问

题。以上内设机构设置中应坚持的“优化协同”原

则，同样适用于内设机构工作运行过程中。“不同检

察职能虽然各有特点，但统一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

督性质，各项检察职能之间也都存在天然的联系，

不可能完全割裂。”[12]不同业务机构履行检察职能时

要加强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工作运行的区隔，

形成“部门主义的一体化”，以保障检察权科学高效

运行。

基层检察机关在内设机构改革中，应立足检察

工作实际，坚持扁平化管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基

础上，保证业务机构之间沟通协调；在法律交叉领

域特别是重点案件中，在现有机构之外设置专门办

案组统一调配办案资源。法院系统设立专门的知识

产权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和金融审判庭，实行

相关领域案件民商事、刑事和行政“三合一”的审

判模式，对检察机关探索“三法衔接”机制具有借

鉴意义。

（四）整体涌现：基于系统论方法的分析

辩证法是新时代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水平和提

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的科学思维，唯物辩证法开创性

地运用系统观分析事物[13]，而系统论是辩证法的进

一步发展。系统论认为，事物作为系统的根本特征，

在于其具有整体涌现性，即整体具有而其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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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部分之总和不具有的特性。[14]因而任何一个系统

（包括社会系统）的整体与局部之间、要素与要素

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呈现出整体性、关联

性、互动性的特征。

“ 检 察 机 关 既 是 整 个 法 治 系 统 工 程 的 有 机 组

成部分，又由不同的子系统组成”，“各个子系统既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封闭性，又相互衔接、相互耦

合”[15]，并对审判中心改革、法律赋予其提起公益诉

讼职能等外部环境刺激作出反应。“三法衔接”机制

是推动各项检察职能相互衔接，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的系统性工作机制。基于上述系统论思维，该机制

对厘清不同检察职能及其行使机构之间的关系、多

元检察职能与整体检察权的关系以及检察职能的行

使与法律监督目的实现的关系，保障检察权科学运

行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三、“三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构建和实践

武城县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诉讼监督、行政执

法、刑事司法“三法衔接”工作机制，发挥刑事、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新机制，树

立整体思维，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点，精准把

握职能发挥的力度、速度、硬度、幅度与统合度，划

好同心圆、打好组合拳、鼓足源动力，不断完善制度

建设、办案规范，逐步构筑起“三法衔接”工作格局。    

（一）内部互动求突破，促职能整合

紧紧围绕办案的主责主业，穷尽检察职能，力

求将进入检察环节的线索彻底吃干榨净，努力实现

“求极致”的目标，探索总结了“案前分析——案中

研判——案后体检”的接续式工作法。案前分析，

即 总 结 既 往 案 件 规 律 ， 把 握 案 件 管 辖 、 主 体 、 事

实、证据等要素，分析案件性质。案中研判，即发

挥好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除对本部门所办理的案

件进行评析外，尽最大可能去挖掘和发现涉及刑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案件线索。案后体检，即

组成评审团队，专门审查其他部门办结的案件是否有

本部门的案件线索。

如 武 城 县 检 察 院 办 理 的 中 椒 英 潮 辣 业 发 展 有

限公司执行程序监督申请案。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武城县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违法为由，申

请执行程序监督，县检察院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

保护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大局出发，案前在充分履

行抗诉、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的同时，注重分析是

否存在涉嫌虚假诉讼、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以及其他

犯罪；发现高某华等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后，将该案线索移交公安。公安机关调查后，报检

察院批捕、审查起诉，该案于2019年8月24日以高某

华等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武城县人民法

院起诉。

（二）专项推动求发展，促案源拓展

在办理个案的同时，更加注重延点成线、拓线

成面，选择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类事项进行监督，以专

项办理的形式，制定专项行动方案，提高检察办案

的影响力与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针对性，工作中切

实把握好“两个对标”：

一是对标党委政府要求，对照一个时期内地方的

工作重点与重大工程，建立健全“四大检察”协同发

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针对案件数众多的类案，

围绕问题多发领域及社会关注焦点，分门别类加以

研究，以期解决某一领域的系列难题。

二是对标人民群众的追求，将检察产品根植在群

众之中，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定期公开法律文

书、电子阅卷等平台，打通检民沟通的桥梁，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好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武城县公益诉

讼部门与未检部门联合开展的“守护校园安全”检察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即是此类检察产品。

（三）内外联动聚合力，促效果提升

一 方 面 ， 健 全 完 善 线 索 双 向 移 送 、 重 大 案 情

通报、会商研判、协助调查核实和办案效果评估机

制，通过检察机关部门之间沟通交流，打破原有检

察 业 务 工 作 条 线 分 工 ， 有 效 避 免 刑 事 、 民 事 、 行

政、公益诉讼各自为战带来的盲区。如武城县人民

检察院办理的李某某杨某某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任某某与秦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支持起诉案、对吕某某与齐某某民间借贷纠

纷的检察监督案、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德

州中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山东齐鲁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等担保追偿权纠纷案、武城县财局怠于履职案等

案件中，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对诉讼程序的

监督职能，保障公益诉讼程序顺利开展，实现了“四

大检察”的融合，推动检察权运行更加科学、高效。

另一方面，加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对

接，通过走访座谈、案件排查等形式，完善行政执

法 、刑 事 司 法 衔 接 机 制 ； 争 取 外 部 支 持 ， 借 势 借

力 ， 确 保 检 察 监 督 落 到 实 处 ， 做 实 检 察 职 能 的 刚

性；借助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平台、12309检察服务中

心、未检保护平台等载体，实现检察机关与被监督

机关之间线索、依据、信息的共享，开创双赢多赢

共赢的新局面。

孙晓鹏，等：“四大检察”融合发展背景下“三法衔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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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简单罪状的形式体现

在《刑法》第205条中，作为涉税案件中极为重要的

罪名，该罪为保护国家税收利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前，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罪中仅有的法定刑最高可处死刑

的两个罪名。在逃税罪并未设置死刑的情况下，这

样的法定刑设置显得尤为突兀。因为，一方面，只

有逃税和骗税行为才会使国家税收财产蒙受损失，

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只是逃税的帮助行为

或者预备行为，将帮助或者预备行为的法定刑规定

的比实行行为更高明显不当；另一方面，《刑法》为

逃税罪设置了事后出罪事由，但并没有对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作出类似规定。由于该罪的法定刑的

确过重，加之刑法确有需要酌减死刑罪名，《刑法修

正案》（八）删掉了原条文的第2款，取消了本罪的

死刑。不过，即便如此，本罪最高仍可处无期徒刑，

相较于逃税罪最高七年的法定刑期，仍存有畸重之

嫌。

因此，如何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妥当地解释，

从而合理地控制本罪的成立范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

界关注的焦点。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状表述

而言，该罪以“虚开”作为构成要件核心，因而，如何

认定该罪中的“虚开”，是准确定罪的关键。当前，实

务上存在着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和以经营主体

为中心认定“虚开”两种不同的认定思路，前者将该罪

理解为行为犯，后者则认为是目的犯。二者分歧的焦

点在于，虚开行为是否以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

为必要。而这两种不同的认定思路反映到司法实践之

中，则是有罪和无罪，有时甚至是无期徒刑和无罪的

激烈对立，对被告人的权益影响极大；实践中也出现

过类似案件处理结果截然不同的现象。所以，从理论

上厘清如何认定“虚开”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此问

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

和以经营主体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思路均不妥当，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必须要满足适格

性、典型性和显著性的要求。

二、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批判分析

（一）基本思路及其优势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对“虚

开”的理解，自然应当以作为前置法的税法为基础。

在税法上认定“虚开”的一般标准是“三流”是否一

致，即票流、资金流、货物流有没有在同一对主体间

流动并互相对应。传统的通说将这种税收管理法意

义上的“虚开”加以刑法化，形成了以税法为中心认

定“虚开”的思路。从这样的见地出发，该罪就属于

行为犯，其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发票管理制度。换

言之，只要实施了不符合“三流一致”标准的开票行

为，就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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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认定思路也在司法实践中有所反映。例如

在周正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法院认为，被告

单位农凯集团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周正毅

在农凯集团控制下的16家企业和利源公司没有真实贸

易的情况下，循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02万余份，

虚开税额37.78亿余元，尽管农凯集团缴纳了相应税

款，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但其行为违反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管理的规定，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具

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据此，认定农凯集团及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周正毅的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定罪处罚。①

该案可以说是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的典型

案例。本案中法院的定罪逻辑就是认为被告人的虚开

行为已经违反了税法上的发票管理规定，据此认定被

告人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行

为，进而认为其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说，这样的认定思路存在一定的优势。具体

而言，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都必须在个案层

面被加以证明，将税法上的规则（三流一致）加以刑

法化，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的认定

标准，大大降低了税务稽查部门的证明难度，进而能

够在最大程度上打击犯罪，实现对国家税收法益的全

面保护。

第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的刑罚设置问题。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

保护的法益理解为发票管理制度这一独立的法益，就

使该罪与逃税罪脱离了关系。由于两罪所保护的法益

不同，也就不能认为该罪是逃税罪的预备行为或者帮

助行为，进而，也就没有理由将二者的法定刑进行比

较，来质疑前者的法定刑何以重于后者。

（二）存在的问题

不过，这一认定思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事实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保护的

法益是国家税收利益，而非发票管理制度。在1994年

实行增值税抵扣制度之初，由于防伪水平有限且监

管水平低下，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税款的现象十分普

遍，不但使国家税收遭受巨额损失，而且使国家税收

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加之犯罪成本低、回报巨大且查

处困难，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并无实际经营活动而专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业的“典型犯罪人”。为了能

够有效地打击这种严重侵害国家税收利益的行为，“立

法机关置诈骗罪的立法规定于不顾，采用了预备行为

正犯化的前置立法方式”，设置了本罪。[1]因此，就立法

的本意来说，“之所以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规定

为犯罪，是因为犯罪分子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实施骗取国家税款，造成税款重大损失。”[2]

如果将本罪的法益理解为发票管理制度这样的秩

序法益，那么势必会导致一些本不应该作为犯罪处理

的行为被定罪处罚。例如：在“金税工程”三期普遍推

行之后，我国的发票防伪和监管水平已大幅提升，若

行为人持能够轻易被税务监控系统识别的虚开发票进

行抵扣，那么此种行为根本无法对国家税收造成任何

损害，无异于“用白糖杀人”，完全可以归于不能犯之

列而出罪。而如果根据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的

思路，这样的行为则完全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中的“虚开”，进而就会构成该罪。“这样一来，犯罪的

认定就会刻舟求剑般地固守1995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行为入罪时的表象，无视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处

罚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完全与国家税收利益无关的行

为。”[3]

其次，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无法解释刑法何

以能对本罪进行处罚的问题。这是因为，管理制度并

不具备从根本上正当刑罚权的功能。就其本质而言，

管理制度只是一种行政权，以此作为基础正当刑罚

权，相当于用权力正当权力。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

虚开行为能够使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危险性显著增

大，就没有理由处罚虚开行为，符合税收管理法意义

上的虚开行为，至多只是违反行政法而没有理由将其

犯罪化。“换言之，刑法立法处罚本罪行为，不是因为

本罪行为违反了发票管理法律法规、扰乱了国家对发

票的管理秩序，而是为了预防后续的利用虚开的发票

实施的逃税或骗税行为，只有后两罪才能真正导致国

家财产遭受损失。”[4]

最后，将税法上的“虚开”行为作为认定本罪的

实质标准，虽然会大大降低税务稽查部门的取证和证

明负担，但却会过度压缩经营主体的自由空间。只要

市场经营主体未遵照“三流一致”的标准实施开票行

为，就会被认定为是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

虚开行为。这样一来，违法和犯罪之间就不存在质的

区分。于是，经营主体的一些未必具有严重社会危害

性的违法行为，比如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资格

的经营主体为了避免竞争劣势，而找具备相应资格的

经营主体如实代开的行为，也会构成该罪。

① 参见（2007）沪二中刑初字第123号。陈兴良教授对于周正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也进行过详尽的评析。详见陈兴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性质与界定[J]. 政法论坛，2021，39（04）：56-70.

武建政，等：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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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经营主体为中心认定“虚开”的优劣分析

（一）基本思路及其意义

与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思路相对应，存

在一种从市场经营主体的视角来认定“虚开”的见解。

这种见解认为，由于刑法设置该罪是为了禁止使用虚

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那么站在

市场经营主体角度来看，只要经营主体不具有骗取国

家税款的目的，就不可能对国家税收利益造成侵害，

进而也就不能以该罪名定罪处罚。换言之，这种认定

“虚开”的思路着重考察经营主体的“目的”，只有经

营主体在具有使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

目的的情况下，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才属于本罪中的“虚开”。

这种认定“虚开”的思路也具备理论上的支撑。

目前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存在一种有力的学

说，认为该罪是目的犯（非法定的目的犯），骗取国

家税款的目的是作为超出了虚开这一客观要素的“主

观超过要素”而被规定为该罪的成立要件的。①由于

该罪的刑罚很重，这种学说主张引入“骗取国家税款

的目的”这样的主观要件对“虚开”进行限制解释，

来追求对该罪处罚范围的限定。因为，按照通常的

理解，在客观要素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主观要素，会使

“虚开”的认定标准更为严苛，应该能够起到限制本

罪成立范围的作用。

从司法实践来看，一些案件也采纳了这一认定

“虚开”的思路。在面对如实代开或者一些为了虚增

业绩的虚开、对开、环开行为时，确实能够将其非罪

化。例如：在“芦才兴虚开抵扣税款发票案”中，检

察机关采纳了以税法为中心的认定思路，认为行为人

只要实施了虚开的行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即符

合《刑法》第205条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构成

要件。而法院认为，如果使用虚开发票的主观目的不

是抵扣税款，就不能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定性。②

此外，这样的认定思路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

定。2001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的泉州市松苑绵涤实业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③，由于被告单位虚开发票的主观意图是为了显

示公司实力以达到在与外商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据

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的行为不属于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不能以该罪定性。④

（二）困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是通过个

案答复函和研讨会综述的形式表明了该立场，并未将

其上升为司法解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认

定思路也同样存在很大的问题。概言之，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罪不足。如上所述，以经营者为中心认

定“虚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一些不具有可罚性的

虚开行为排除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外，限缩本

罪的处罚范围。但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认定思路无

法有效地排除不应当处罚的行为。例如：行为人虚开

能够轻易被国家税控系统识别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

使其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也不能以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刑法中所谓

的犯罪，其实就是对法益的侵害。”[5] 在以法益保护为

目的的刑法体系之下，刑法所禁止的只能是结果危险

的行为。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实行行为，

“虚开”必须是类型性地导致国家税收利益陷入被非

法抵扣危险的行为，那些不具有对国家税收利益造成

侵害的可能性的行为，不能说是虚开行为。仅仅只是

意欲实现法益侵害结果，不能说是实行了虚开行为。

而如果严格地按照以经营者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思

路，这种行为当然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

开行为。这样一来，对“虚开”这一构成要件行为的

认定就会和该罪法益保护脱节，不当地扩张了该罪的

处罚范围。

第二，过度出罪。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地按照

以经营者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思路又会陷入过度出

罪，无法有效打击犯罪的泥沼。要成立目的犯，实行

行为与目的必须同时存在，因为正是目的犯中的目的

为法益侵害的危险奠定了基础（因而目的犯中的目的

属于主观违法要素）。[6] 97 假如行为人在实施虚开行为

时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但在之后产生了这样

的目的，按照以经营者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思路会

认为这样的情形不属于“虚开”。但是，已经虚开了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国家税收利益造成侵害的危险性是

持续存在的，并不仅仅限于虚开行为发生时。因而这

① 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陈兴良教授和最高人民法院姚龙兵法官。

② 该案刊于《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6辑（总第17辑）。

③ 案号一审：（2000）泉刊初字第196号；二审：（2001）闽刊终字第391号。

④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在2004年《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2015年《＜关于如何认定以

“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 

号），重申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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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思路在面对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同

时存在的情形时，无法妥当地认定“虚开”，过度限制

了该罪的成立范围。

此外，《刑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的本罪的“虚

开”有四种类型。其中，“为他人虚开”与“介绍他人

虚开”这两种情形，实际上是为他人实施危害税收征

管罪的预备行为，很难证明其目的是骗取国家税款。

行为人对于他人的后续行为也并不具有支配性。事实

上，实施这两种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大多是谋求

“介绍费”、“好处费”。若严格按照以经营主体为中

心认定虚开行为的思路，那么这两种行为均会被排除

在“虚开”之外，而这显然与立法原意相悖。

第三，严重加剧司法机关的证明负担。犯罪目的

属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必须要在个案中加以证明。

而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各个主体之间的经营活动往

往有模式化的行为规则，彼此之间很少进行意图上的

沟通。因此，围绕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人和

受票人之间的主观意图很难被证明。在开票人和受票

人几乎不存在联系的情况下，要想证明开票人在虚开

发票时是为了“骗取国家税款”是极其困难的。

四、以危险为中心认定“虚开”的进路及其延伸

（一）基本思路及其评析

单纯的依赖从税收管理或经营主体的角度判断

是否构成“虚开”，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出妥当的判断

标准。对于准确认定构成要件行为来说，主观判断与

客观判断缺一不可，但应遵循客观判断优先于主观判

断的进路，先在客观上判断行为是否属于构成要件所

类型化了的不法行为，是否在实质上对构成要件所保

护的法益造成了侵害。尽管第205条第3款已经明确了

“虚开”的四种具体类型，“但‘虚开’自然不是一个

单纯的记叙性构成要件要素，而是一个规范性构成要

件要素。”[7] 根据通说，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的类型，

而“违法性的实质是引起法益侵害及其危险。”[6]96因

而，对“虚开”的认定必须与行为是否在实质上侵害

了法益的判断结合在一起。换言之，认定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的关键在于虚开行为对法益

所造成的危险的判断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该罪是抽象危险犯。[8]816 据此，该罪

中的“虚开”指的是造成国家税收利益一般性、类型

性危险的行为。应当说，这样的见地值得肯定。一方

面，其能够适当地限定该罪的成立范围，将一些形式

上看似属于虚开但实质上不具有可罚性的虚开行为排

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也符合该罪的立法本意。全国

人大常委会在1995年增设该罪时的主要考虑，就是要

保持该罪与国家税收利益逻辑上的关联，但是又不能

将这样逻辑上的关联转变为事实上的关联。因为一旦

成为事实上的关联，就需要在个案中证明虚开行为与

国家税收利益遭受损失之间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这

将极大地加重税务稽查部门的证明负担，不利于对法

益的完整保护。[3]

不过，以危险为中心认定“虚开”所存在的问题

在于，它未能提出一套体系化的危险判断标准，因

而导致对“虚开”的认定也缺乏明确的标准。究其原

因，在于当前对于抽象危险的判断，仍停留在事实层

面。换言之，对抽象危险的判断，“只需要以一般的

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的危险

即可。”[8]167 但是，刑法“设置危险犯的本质在于通过

前置性制裁对法益未造成实害但具有紧迫危险的不

法行为，以保护特别重要的社会关系或法益。”[9]也就

是说，危险犯中的“危险”必须结合法益加以理解和

判断。在此意义上，“危险”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

实要素，它更是一个承载了立法者价值评判的规范要

素。所以，要想明晰危险的判断标准，就必须迈出形

式和经验的范畴，进行实质和规范判断。

（二）延伸

德国刑法学者将抽象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性犯、

累积犯、实质预备犯。[10]152 其中，实质预备犯是指，行

为虽不会直接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使其陷入具体的危

险，但是行为效果却能够便于行为人本人或者第三人

对法益实施侵害。[10] 177也就是说，实质预备犯对于法

益侵害只能起到间接作用。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来说，真正对法益造成侵害的，是受票人的非法抵扣

行为，而非开票人的虚开行为。亦即，该罪必须借助

逃税行为或者骗税行为才能实现对国家税收利益的侵

害。因而，该罪是实质预备犯。

根据自我答责原则，个人的责任范围仅限于自己

实施的行为，只有在满足像共犯规定这样的例外条件

时，才需要对别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问题在于，在

独立的预备行为并不满足共同犯罪成立的要件时，对

其实施刑罚的正当性基础何在？此即对处罚实质预备

犯正当性的追问。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实质预备犯

的适格性、典型性和显著性三个方面。而通过对这三

个方面的考量，能够形成对预备行为危险性体系化的

判断过程，进而实现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

开”的妥当认定。

其一适格性。由于实质预备犯必须借助他人或者

其本人事后的行为才能实现对法益的侵害，因而，实

质预备犯的行为具有被他人或者其本人后续行为侵害

法益的适格性，是之所以处罚实质预备犯最底层的条

件。换句话说，实质预备犯的行为是适合用来侵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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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是对其进行处罚的最低要求。验证行为的适格

性，一是要结合犯罪目的。这是因为，实质预备犯的

行为本质上是预备行为，预备行为的性质并不是由预

备行为本身决定，而是由犯罪目的决定。比如：为了

强奸而准备工具的，是强奸罪的预备行为；为了绑架

而制造条件的，是绑架罪的预备行为。所以，判断是

否具有适格性，关键在于判断行为是否适合后续行为

人用来侵害所意图侵害的法益。二是要以行为发生时

的社会环境为判断基底。这是因为随着科技水平的不

断提高，一些原本适合用来侵害法益的行为，已不可

能使法益遭受损害的危险了。

引入适格性的判断，能够将一些形式上符合立法

所规定的行为类型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具体到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的认定，如所前述的行

为人虚开能够轻易被国家税控系统识别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情形，就因不满足适格性的要求而不能将其认

定为“虚开”。另外，由于国家税收利益只有在受票

人非法抵扣时才会遭到损害，因此虚开没有抵扣联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向不具有抵扣资格的主体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均因不满足适格性而不属于该罪中的

“虚开”。

其二典型性。相较于实害结果和具体危险而言，

适格性还仅仅停留在潜在可能性的阶段。而且符合适

格性要求的行为范围很广，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

域，正如腰带同样适合被用来实施杀人行为一样，刑

法显然无法处罚系腰带的行为。因此，就有必要引入

典型性的要求来限制实质预备犯的成立范围。典型性

要求实质预备犯的行为所创设的危险能够典型性地现

实化为结果。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言，立法是

为了防范潜在的行为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非

法抵扣国家税款。因而，如果通过非法抵扣以外的方

式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即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行为存在关联，也无法满足典型性的要求。

从这样的见地出发，开票方向受票方少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情形，不属于该罪中的“虚开”。虽然根据

增值税的征收结构和原理，开票方作为纳税义务人开

具比真实货物交易额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会导致销

项税额和应纳税额减少，确实使国家税收利益遭受损

害，但是，这种损害并不是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的下游行为人的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因而不能将这

种少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认定为“虚开”，但是这

种行为可能会构成逃税罪。与之相应，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行为会使受票人的进项税额“虚高”，从而使

其具有非法抵扣的典型性危险。

最后显著性。适格性和典型性构成了处罚实质

预备犯的判断基底。但在此之外，还存在的问题是，

由于实质预备犯只能通过他人或其本人的后续行为对

法益造成侵害，那么提前处罚实质预备犯的必要性何

在？要回答此问题，就要求在适格性和典型性的基础

上，加入显著性的要求。因为，如果实质预备犯的行

为对于后续行为人的帮助作用微乎其微，当然不能认

为有提前处罚实质预备犯的必要；而如果实质预备犯

的行为能够显著地使后续行为人实现犯罪目的的难度

降低，或者能够显著地增大法益被侵害的可能性，那

么，独立处罚预备犯就具备了正当性基础。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必须能显著

地降低受票人非法抵扣国家税款的难度，所以，一般

来说，虚开能够通过税控系统的发票达到显著性的

要求。在引入了显著性的要求之后，一些对于实现骗

取国家税款目的意义不大的行为就能够被排除在“虚

开”之外，从而有助于实现对“虚开”的实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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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怎么“救救孩子”
——以电视剧为考察中心

张永峰

（德州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救救孩子”是新时期文艺肇始阶段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包含着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理

解，在新时期电视剧中得到清晰地呈现。新时期电视剧中“救救孩子”依赖的资源包括：由抽象“人性”和“爱

心”支撑的人道主义伦理；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植入生活和情感领域的西方现代科技和科学管理，以及现代西方

艺术。救治主体包括：尊奉人道主义伦理的个人或者个人的集合；率先具备了由西方现代科技和科学管理以及现

代西方艺术所构成的现代素质的个人。救治的结果是重建由以上救治资源和救治主体所定义的现代人格。这个

“救救孩子”的实施方案内在于新时期的“新启蒙”思潮，把西方启蒙现代性奉为圭臬。与之相比，在五四启蒙

运动之初，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救救孩子”则蕴含着对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深切反思。今天重新探

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思考“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在怎样的思想基础之上。

关键词：现代人格建构；电视剧；启蒙现代性；现代化想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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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

的发轫之作，小说中主人公发出内心的呼喊：“救救

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据刘心武回忆，这里本

是“有意地重复鲁迅先生的话‘救救孩子’”，后来在

《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时加上了定语。[1] 这篇小说

开启了救治“文革”给青少年造成的“精神创伤”的

文化实践。而问题是，在接下来的实践中，“救救孩

子”是怎么实施的呢？或者说，由谁来救治，拿什么

来救治，救治的结果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在新时

期电视剧中有比较清晰地表现和回答。这些电视剧大

都改编自当时发表的文学作品，表现对“问题青年”

的教育和挽救。本文即以这些电视剧为考察对象。

“问题青年”一般是指言行不合社会规范、有违

法犯罪行为的青年，而这里问题青年的主要问题是由

“文革”造成的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或者表现为

像《班主任》中宋宝琦一样违法犯罪，或者更多地表

现为对以往时代价值理想的怀疑、否定和反叛，而并

非像《班主任》中谢慧敏那样对“文革”中的政治信

条深信不疑。大变革的时代必然伴随着以往价值理想

的瓦解幻灭，谢慧敏很快就会变成“潘晓”。“潘晓”

正是新时期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问题青年。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署名“潘晓”的来

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起一

场波及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潘晓”来信中，公开

挑战多年来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人活着，

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痛苦地确认“任何

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

别人”[2]；真诚地袒露人生的迷茫。这些在无数青年心

中激起回响，几万封读者来信是青年心灵震颤的最好

说明，信中常见的字眼是“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

炸”。[3]这场讨论经中宣部和中央领导介入在1980年底

收场，但是“潘晓”的问题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在社会

现实中赫然地存在使电视剧生产把疗救“问题青年”

的精神创伤和实现现代人格重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一、“疗效”可疑的旧模式

1980年河北电视台拍摄了电视剧《冰与火》。剧

中，丽萍和为民在“文革”中成为共患难的孤儿，他

们双方的父母都被迫害致死，两人由“抗战时的老堡

垒户”于奶奶收养。后来于奶奶介绍为民参军入伍，

七年以后，为民回来与丽萍结婚，这时“文革”已经

结束。与丽萍久别重逢时为民发现丽萍已不是原来的

丽萍，从小就喜欢“火”的她现在成了一团“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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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舍己救人、无私无畏的为民冷嘲热讽，她变得自私

自利、玩世不恭、心理阴暗。在与为民的争论中，她

这样为自己辩护：“是的，我知道自己变了，我的心变

冷了，可是，这能怪我吗？是社会逼的我呀！以前，

我们是那样的天真，笃信什么毫不利己呀，专门利

人呀，可是当我们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大特务的时

候，有几个人同情过我们？”“无情的现实，惊醒了我

们过去的天真的迷梦，撕破人们脸上虚伪的面纱。我

算是看透了，人都是自私的，平常说得一个比一个好

听，可是到了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为自己打算，

谁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

条？”[4]

丽萍的自白与“潘晓”的言说非常相似，她具有

“潘晓”式的人格，但没有潘晓的精神焦虑，她更多

的是对社会的怨恨，不具有重新确认自我价值的精神

诉求。她在剧中作为带有精神创伤的被教育、被救治

的对象而存在，为民充当教育者和救治者的角色。为

民是以往时代奉行的崇高价值观的人格化，他用以教

育丽萍的崇高言行正是丽萍怀疑嘲笑的东西，这让他

的任务很难完成。为了让他的“过时”的教育内容生

效，剧作诉诸于现实利害，这利害来得非常及时。

为民因舍己救人勇斗小偷、流氓而负伤，这在丽

萍看来是多管闲事，为民是思想过时的傻瓜，激烈的

争吵导致两人关系破裂。当丽萍与自私自利的吴新走

到一起、在公园约会时，那个扎伤为民的流氓及时出

现，自私懦弱的吴新在刀子的威逼之下，躲到树林里

瑟瑟发抖，歹徒对丽萍施暴。这时为民从天而降，与

学文一起制服歹徒，丽萍得救。这终于让丽萍受到了

教育，冰冷的心又热了起来。为民的崇高言行多亏了

这及时到来的“现实利害”才产生了效力。这里，自私

自利所以被抛弃是因为会危害自己，并且危害马上就

会到来，为了让“过时”的崇高人格依然发挥教育职

能，只有采用这种善恶立即得报的戏剧化方式。

此后上海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真情假意》也有

类似的情况。剧中，姐姐琴琴自私自利、虚荣无知；

妹妹佩佩品行高尚、舍己为人，两者人格的鲜明对照

体现在对待俞刚的态度上。俞刚本是琴琴称心如意的

男朋友，却因保护国家财产被窃贼用火枪击伤眼睛。

俞刚的崇高行为在琴琴看来是多管闲事、自作自受，

因而自己不能牺牲个人幸福，终生伺候一个残疾人，

于是弃而不顾，与之分手。佩佩为姐姐的行为感到羞

耻，就冒姐姐之名照顾俞刚，在俞刚危难之时对俞刚

产生感情。后来俞刚完全康复，恢复了往日的英姿，

琴琴得知后又要把俞刚占为己有，她骗取了妹妹的信

任，让她冒领照顾俞刚的功劳。就在琴琴和俞刚即将

举行婚礼的时候，俞刚发现了事实真相，琴琴落得可

悲下场。这里崇高无私的人格虽然没有挽救自私自利

的琴琴，却对观众构成劝诫：自私自利没有好下场。

为了让这样的劝诫成立，剧中同样要采用种种戏剧化

的方法，比如让琴琴与佩佩长得一模一样，以便制造

巧合和误会。剧中这种非现实主义色彩是简单搬用已

经遭到怀疑的崇高价值来教育怀疑者而付出的代价。

这两部电视剧中，问题青年其问题在于对崇高价

值理想的怀疑与反叛，剧中采用的教育模式是强行搬

用被怀疑的东西来教育怀疑者，而没有提供新的有说

服力的教育资源。剧中非现实主义因素的采用正显示

了这种教育模式的失败，要解决这里的教育难题还须

教育模式的创新。

二 、 新 的 教 育 模 式 与 救 治 方 法 ：人 道 主 义“ 爱

心”和“人性”复制

新的教育模式从另一类问题青年的教育中萌生。

另一类问题青年是因“文革”动乱而产生的为非作歹

的流氓。这类问题青年在以上两剧中是用来制造戏

剧冲突的符号化人物，其在《现在正是早晨》中成为

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叫张济海，张济海因参加流氓团

伙被判劳教，期满释放后，郭段长、白雪琴对他的爱

心帮助与人们对他的歧视构成影响他的两股力量，

最终前者战胜后者使他迷途知返。这是一个“浪子回

头”式的老套的故事，而且还添加了娱乐片的某些元

素——展示流氓打斗场面招徕观众，但是其中出现了

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首先，教育张济海悔过自新的

真正主体不是劳教部门，而是某些具有爱心的个人。

其次，传统的道德感和耻辱心加剧了张济海带给家庭

的伤痛，父亲因此而自杀，母亲因此而疯癫——别人

安慰她说“儿子有好有坏，十个手指还不一般齐”，

她用剪刀剪齐自己的手指。这惨痛后果与前者的爱心

帮助一起构成张济海人格转变的根据。剧中，这个惨

痛的母亲形象引人注目，传统的道德感和耻辱心是这

个形象背后的支撑。这种道德感和耻辱心被征用为教

育资源，与个人爱心一起发挥作用。

新的教育模式在《新岸》中进一步发展。电视剧

《新岸》由李宏林根据自己的报告文学《走向新岸》

改编而成，在1981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评选中获得一

等奖。剧中女主人公刘艳华真有其人，经过艺术加

工后，她成为失足青年走向新岸的典型。刘艳华的

问题也是流氓犯罪，但刘艳华与剧中李侠那样怙恶不

逡的流氓不同，刘艳华被捕后要跳车寻死，这是其道

德感、耻辱心的表现，而且即使在作恶时她也良心未

泯，她不忍心看着被窃的老人投河自尽，把钱包还给

老人，这招致李侠的暴打，但正表明了她尚存的道德

张永峰：新时期怎么“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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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获救的可能性。她1969年被捕判刑，经过5年改

造，她告别了昨天，出狱时她向女教管干部保证：“人

类不毁灭，地球不翻个，我再也不会进监狱了！”这

里，好像是由劳改部门充当教育主体，其实不然，剧

中一组表现刘艳华劳动改造的镜头，只有那位慈善

的女教管干部的身影，并没有劳改部门集体教育的场

景。被捕入狱前刘艳华曾被“群众专政”多次，佩带红

袖标的民兵们用棍棒轮番痛打与入狱后女教管干部的

慈善关爱形成鲜明对照，正是后者让她痛改前非。这

样的对照说明“群众专政”是集体暴行，只有那个富

有爱心的女教管干部才能充当教育主体。

实际上，电视剧开始刘艳华已经悔过自新（出

狱），所以这部电视剧主要表现的是如何巩固扩大前

期教育成果，让刘艳华精神得救。对于此，集体和组

织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刘艳华出狱后，继父和弟

弟的嫌弃、邻居的口水、民警和劳动部门的歧视使她

在城里无处安身，最后只好走进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

行列。在农村，她在高元钢的监督下劳动，高元钢是

女教管干部和街道主任之外又一个对刘艳华施与爱

心帮助的人，在与高元钢的共同劳动中，两人产生了

爱情。结尾，“四人帮”被粉碎，刘艳华回城工作并

与高元钢结婚。在刘艳华走向新岸的道路上，高元

钢的爱发挥了关键作用，爱情的火焰融化了她冰封

的心灵。

在刘艳华精神得救的过程中，她曾伤心地追念

“身着工人装、佩带抗美援朝纪念章”的父亲，但这

带来的结果是她险些在父亲坟前上吊自杀。这说明

父亲形象所代表的崇高价值已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只能为制造戏剧冲突服务。剧中试图给出刘艳华误

入歧途的时代政治原因，但一两个闪回镜头并不足

以实现这个目的。刘艳华替高家出头与马福打官司

似乎具有控诉“极左”路线的涵义，但马福作为“造

反上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兄弟，其罪行也不

过偷捡了高家几个鸡蛋，推了高元钢小妹一跤（剧

中小妹的死太过偶然）。这段情节与其说是控诉“极

左”路线，不如说是表现刘艳华的进步和赢得高元钢

父母的认可。剧中强调党的政策对狱中刘艳华的感

召，但当时仍是“文革”时期，似乎“文革”时期党

的政策在监狱中与社会上不同，监狱是不受“文革”

影响的世外桃源。

这些情节逻辑上的疏漏和矛盾表明此剧并未构

成对历史的整体反思，但此剧进一步发展了新的教

育模式。由富有爱心的个人充当教育主体，教育资

源突破崇高话语的局限，将善良人性、爱心帮助、

爱情感化、道德感、耻辱心都纳入其中。这种新的

教育模式给观众带来新的情感满足，这是此剧获得

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基于当时国家政治主

导的思维方式，有论者认为这是“一部经不起推敲的

作品”：

剧中没有写刘艳华的转变过程，却用大量的

笔墨写了她的遭遇和高元钢对她的爱情。如果说

刘艳华转变了，那末她是怎么转变的呢？仅仅是

由于良心发现，而不是靠党的政策感召和社会力

量的帮助吗？看来，编导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这就是社会的正义力量、党的力量、群众的

力量。

剧到最后，即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

们也没有看到党和组织给予刘艳华政治上生活上

的关心和帮助。显然，这是编导有意想避开的。

总之该剧缺少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大缺陷，显而

易见地呈现在观众面前。[5]

显然，论者发现了此剧的教育模式与以往国家

政治倡导的思想教育不同，指出这种教育模式删除

了“社会的正义力量、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而

只把刘艳华的转变归结为爱情感化和良心发现。的

确，“在现实生活中，街道上的戴主任、工区的党支

部书记和老师傅，都对刘艳华的新生给予了许多热

情的帮助。”[6] 但论者认为“编导有意想避开”这些，

这样的推断说明躲避老套的教育模式在当时都心照

不宣，不过论者对此并不认可。

此剧提供的教育模式的确存在着对社会体制救

助力量的轻视。剧中刘艳华作为非体制化的爱心话

语的传递中介而存在，她在作为被教育者的同时对教

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观众经由这个中介而受到爱心

教育。阶级教育与集体教育在此被个人化的情感教

育取代，但是剧中还延续着以往时代的某些想象。

比如，劳动是改造思想和培养爱情的途径，农村是

城市青年获得新生的场所。刘艳华在农村也遭到人

们的非议，但比城里更容易忍受。剧中的农村还不

具有现代化赋予的“愚昧落后”的意义，当然也没有

了革命意义，而是成为爱心的生产场地。在知青点

的屋子里，高元钢对病中刘艳华的关爱，刘艳华眼

角滚落的泪珠与拉下毛巾遮掩的动作，这组镜头吸

引了亿万观众的目光，叩击着人们的心扉，成为人

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导演王岚引用观众来信中的说

法：“他们仿佛已经离开了表演，成了生活中实实在

在的人”[7]，含蓄地表白了自己创作目的的实现。

《新岸》的教育模式未能构成对历史的整体反

思，也没有呈现社会体制所具有的救助力量，这些

在《寻找回来的世界》里得到某种弥补。《寻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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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根据柯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播出后产生了

强烈反响，获得第六届（1985年度）“飞天奖”连续剧

一等奖和第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

这部电视剧把一所工读学校对问题青少年的教育和

疗治其精神创伤结合起来，用校长徐问的话说这所

学校是一所“灵魂的医院”。在这所“灵魂的医院”

中，通过一个个病例的诊断和治疗完成对历史的反思

和人格重建。

电视剧中，经过于倩倩的家访，第一个“病例”

向秀的病因终于明了：她5岁那年听到父母议论“林

秃子（林彪）是副奸臣相、净挤兑总理”，这句话成

为她要挟父母的手段，从此她想要什么父母就得给

买什么，否则就要传扬出去，父母不堪重负只好放出

口风说她疯了，结果她以“疯病”作掩护肆意偷抢。

用父母正确的政治表白要挟父母，以满足自己本能

的物质贪欲，结果把自己变成“疯病”掩护之下的一

只按本能行事的“动物”。既然病因已经查明，那么

治疗方案就是去除她“疯病”的掩护，让她重新获得

“人性”。依据这个方案，于倩倩带她去精神病院，

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来爱”。经由前者去除

她的伪装，通过后者完成“人性”复制。这个治疗方

案对于向秀这种由“历史浩劫”造成的“动物性”人

格病症来说普遍适用。

对于郭喜相也是如此，郭喜相的野蛮暴力可从他

偷吃生肉的行为中查找病因。偷吃生肉体现了郭喜相

自小养成的“狼性”，而他的“狼性”源自他的父亲。

从其父沉痛的检讨中可知：他原是“革委会”的打

手，“四人帮”把他变成了一条“狼”，他东打西抢、

到处咬人，用抢来的东西喂郭喜相，用沾着血的手抱

郭喜相，最终郭喜相变成一头“畜生”。这种不避“血

统论”嫌疑的病因诊断预示了未来的治疗结果：既

然其父已经由“狼”变成“人”，那么“狼崽子”变成

“人之子”也就不再困难，只须一两个“人性”复制

的疗程就好。

宋小丽是另一类“动物性”人格。如剧中所言，

她的两性之爱是“畜生”式的爱，她沉湎于这种爱起

因于她要满足另一种动物本能：吃饭。历史浩劫让她

无人抚养，要不是有那些男的，她就会饿死。有人说

剧中表现她被于倩倩的男友诱奸怀孕格调不高，其实

这正是为了让她明白“畜生”式的爱有多么丑恶，只

要激发起耻辱心，她获得“人性”、懂得“人之爱”就

有了希望。

这些病例展示了历史浩劫造成“动物性”人格

的各个方面。患有这些人格病症的少年构成一个“动

物世界”，把这个“动物世界”变成“人”的世界，是

这些灵魂医生的责任，也是“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涵

义所在。

与这些“动物性”人格相比，谢悦是个特例。谢

悦与其母及继父在政治上的对立，使他具有了豁免

权，免于被判入“动物世界”。从抚养了谢悦并以爱情

反抗“政治浩劫”的白阿姨那里得知，谢悦的母亲在

“政治浩劫”中拿爱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政治前途，

她的行径造成谢悦父亲惨死和抚养谢悦的郑嘉（谢悦

母的前男友，白阿姨的丈夫）失踪。正因有这样的

母亲和同样的继父，谢悦的心中没有爱和温暖，只

有几座坟。其母和继父是披着文明外衣、藏在暗处的

“狼”，谢悦外号叫“伯爵”，他要像基督山伯爵那样

向这“两只狼”复仇，但为了不连累白阿姨，他要等

到18岁，到了18岁就可以自己承担法律责任。这是谢

悦心中的秘密。谢悦的政治正确使他免受“狼性”传

递，而成为“动物世界”中的“人”。这是他在工读学

生当中鹤立鸡群、格外受到重视的原因。当然，他受

重视还因为他的问题连接着“拨乱反正”工作中的政

治斗争：其母和继父还在与帮派分子薛人凤、迟处长

一起搞破坏活动，他们试图搞垮工读学校，阻碍“拨

乱返正”工作。这样，对谢悦的成功诊治就预示着工

读学校办学的成功和“拨乱返正”工作的胜利。

工 读 学 校 的 成 败 与“ 拨 乱 返 正 ”工 作 联 系 在 一

起，这所学校的灵魂救治事关疗治历史创伤和人格重

建，这样，这里的教育主体在学校之外，还要联合派

出所、医院、市委等众多部门来充当。但是，按照剧

作的叙事逻辑，“历史浩劫”把“人”变成“畜生”，

“历史浩劫”中的政治对立是“人”与“畜生”的对

立，这样的逻辑把历史非历史化，把人从社会关系和

历史关系当中抽取出来，所以这里的教育主体就不再

是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各部门工作者之间的联合，而

只能是按照非历史的抽象“人性”标准筛选出来的个

人的汇聚。这种对于教育主体的筛选标准同时也就构

成了教育资源的筛选标准。

这些“问题少年”灵魂得救之后，一个西方考察

团来访，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的教育靠什么？”

谢 悦 的 回 答 是 ：“ 靠 集 体 、信 念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温

暖”。谢悦的回答赢得众人的赞赏，这实际上是对教

育主体和教育资源的总结。这总结尽管笼统，但是根

据剧中的叙事逻辑不难发现：这里作为教育主体的

“集体”不是基于社会历史关系的组织形式，而是经

过“人性/兽性”标准筛选出来的具有美好人性和博爱

之心的个人集合；这里的“信念”不是崇高的革命理

想，而是对人性和爱能够创造美好未来的坚信；这里

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不是阶级感情，而是人道主

张永峰：新时期怎么“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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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抽象人性论意义上的“爱”。

上述教育主体构成和教育资源选取，让新的教育

模式趋于完备。前面所述电视剧中的个人教育主体和

情感教育资源都可以在“人性”和“爱”的名义下纳

入其中。这种教育模式依赖于徐问、黄树林、于倩倩

等构成的人格形象的支撑，众多问题少年的人格转变

许诺了理想人格的传递和这种教育模式的成功，许诺

了“人”的世界的寻回和价值理想的重建。

不过，依据剧中的逻辑，“寻找回来的世界”自然

该是一个充满温暖和爱的世界，但此剧播出后，博得

观众青睐的却是谢悦冰冷的目光。因为谢悦的政治素

质，剧中给予他太多偏爱，他风度翩翩，彬彬有礼，

工于心计，既能与流氓讲黑话，又能和老外说外语，

学习成绩第一，但是这些只有与他永远不变的冰冷的

目光结合起来才独具魅力。他的冰冷目光是他“心里

是几座坟”的最佳说明，是他最引人注目之处。宋小

丽一看到他就被勾魂摄魄，以致把“嫁一个谢悦那样

的人”写在了学校的调查问卷上，虽然宋小丽爱的眼

神不足道，但她这爱的眼神传递给了无数少女观众。

当时《大众电视》刊登的一封观众来信中说：

最近在一本电视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

是青年演员许亚军同志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

界》中成功的扮演了谢悦这一形象之后，有些多

情的姑娘向他飞去爱情的鸿雁，使得许亚军同志

不知所措，以至用“已经结婚”的话婉言谢绝也

无济于事。[8]

《大众电视》刊登这样的观众来信是为了宣传

“正确”的恋爱观，这样的信当然是经过媒体加工

过的，不过一些恋爱观“不正确”的姑娘给许亚军写

情书总是事实。当然许亚军并不等于谢悦，但少女

观众对他的爱慕却是因为他成功地扮演了谢悦这个

角色。而且，许亚军的扮演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眼

神的相似。当时一篇对许亚军的报道说：“他带着自

己独特的冷峻、深沉，走上荧屏。在他塑造的为数

不多的角色里，最使人难忘的是他那双漆黑冷漠的

眼睛。”[9]正是这双“漆黑冷漠的眼睛”征服了电视

观众的心。在第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评选中，许

亚军作为谢悦的扮演者被评为最佳男配角，而剧中徐

问、黄树林、于倩倩等角色作为人性和爱的化身并未

受到同等青睐。教育者无私奉献的温暖和爱，在现实

中敌不过谢悦一副冷漠的目光，这至少说明抽象的人

性和爱并不能真的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而存在。

三、“现代化”的神奇疗效

《寻找回来的世界》把“政治动乱”和“青少年

犯罪”看成简单的因果关系，在第四届“大众电视”

金鹰奖学术讨论会上，黄鹏程认为这是“陈旧的思维

方式”的残存，对此，他有更为复杂的看法：

青少年犯罪问题客观来讲是现代的，全球

性的，特别是在人口高度聚集的工业社会。家庭

的松懈、父母对下一代家庭教育的松懈和社会教

育的单一化等等，多层次的复杂原因造成青少年

的犯罪。因此政治动乱只能是一个具体原因，是

相互作用链上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

系。[10]

把青少年犯罪归结为现代化的问题，是工业社

会“多层次的复杂原因”造成了青少年犯罪，而政

治动乱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这种思路包含着对

现代化的反思，但并不代表改革初期大多数人对现

代化的想象。改革初期主导的思路是现代化能够解

决政治动乱遗留的社会问题，能够治疗问题青年的

精神创伤。这在电视剧生产中的体现可以从1979年

拍摄的《有一个青年》谈起。这部电视剧根据张洁

的同名小说改编，在1981年全国优秀电视节目评选

中获得电视剧一等奖。

剧中问题青年的代表是顾明华。顾明华是名电焊

工人，他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文化水平低”；

二、言行“粗俗、没有教养”。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动

乱造成的，正如剧中一名青年工人所说：“这十几年，

可把咱们坑苦了”。顾明华的问题是这一代青年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他肩负的任务是替大家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案。不过，顾明华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

务，他一直期盼的是“爱上一个理想的姑娘”：

（画外音）“我真想爱上一个理想的姑娘，

为什么就偏偏遇不上呢？当然，随随便便找个对

象并不难，可我想要找的是真正的爱情。”①

正 当 他 因 为 遇 不 上“ 理 想 的 姑 娘 ”而 遗 憾 的 时

候，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

（ 画 外 音 ）“ 你 们 这 一 代 青 年 不 能 碌 碌 无

为，虚度青春，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事业心，为

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你还应该把英文拾起来，对你的工作会有用处，

我相信你会学好的。”②

这 封 信 来 自“ 国 外 的 父 亲 ”，这 个 父 亲 身 在 一

个说英文的国家，这在新时期的现代化想象中具有

① 笔者根据电视剧《有一个青年》记录。

② 笔者根据电视剧《有一个青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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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意义。国外的父亲向他提出要求，要求他树立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必须习

得现代素质，现代素质包括提高文化水平和学好英

文。这个要求正是针对顾明华等青年的问题提出的

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所谓的“文化”指的是什

么样的文化看来无须说明，不过对于观众来说很快

也就明了，因为父亲的要求马上就反映在工厂生产

实际中。顾明华班组的电焊工作不达标，手工操作

难以保障准确度，所以需要研制自动焊管机。面对

这样的科学技术难题，工人们纷纷退却，而顾明华

“非争这口气不可”。从这里可以看出其父所谓的

“文化”首先是指现代科技。

为践行父亲的要求，顾明华来到图书馆查阅英

文科技资料，这时他期盼的“理想的姑娘”终于出现

了。“理想的姑娘”成为顾明华的启蒙老师，在她的辅

导下，顾明华开始查阅英文资料攻克科技难关，与此

同时，两人产生了爱情。最后，因顾明华的贡献，自

动焊管机研制成功，与此同时，“理想的姑娘”向他

表白了爱情。这里，顾明华查阅资料攻克科技难关的

过程是践行父亲的要求习得现代素质的过程，也是

赢得“理想的姑娘”爱情的过程。这三者所以同一，

是因为“理想的姑娘”与顾明华的爱情只是一个能指

符号，剧本中没有描写这个“理想的姑娘”任何女性

特征，也没有相貌描写（当然剧中扮演者方舒很漂

亮）。剧中，她爱顾明华“就因为你总是那么努力、

那么认真”；顾明华爱她是因为“敬佩”她说的“咬紧

牙撵上去”这句话。所以，她充当的角色与其说是顾

明华的恋爱对象，不如说是顾明华习得现代素质的辅

导员和检测员。

剧中，顾明华每一项成绩和进步，她都会直接或

间接地了解到，顾明华每一次表现出粗俗的言行，都

逃不过她的眼睛。自从顾明华开始践行父亲的要求之

后，她的目光时时在场。正是在她的目光注视之下，

顾明华习得了现代素质，革除了“粗俗、没有教养”

的病患。所以，她对顾明华的爱情是开给顾明华的一

项达标证明，如果说国外的父亲给顾明华提出了奔向

“现代化”的要求和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案，那么这个

“理想的姑娘”就是替顾明华父亲监督这个要求和方

案落实的代理人。而她所以有资格作代理人是因为她

通过刻苦学习提前习得了现代素质，而且与顾明华有

相同经历（经历政治动乱），正可以现身说法。正是

如此，电视剧末尾顾明华给父亲的信汇报的是自己的

达标和代理人的合格： 

（画外音）“……尽管历史迟至今日才给我

们这一代人机会，但我们珍惜它，不放过它。当

我们不得不和小学生一同向前迈步的时候，这神

智力上的畸形发育，给我们当中许多人带来不少

变态心理。而我们那些粗俗的没有教养的行为掩

盖下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同情和原谅的。

但是她看到了，也理解了，并且鼓励我要咬紧牙

赶上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她在一起，总感到温

暖的原因。她的眼睛是温柔的，也是敏锐的，她

透过我那粗鲁的没有教养的行为，看到我有一颗

追求上进的心。现在，就连这些和我们时代极不

相称的缺点我也都改正了，我现在才感到，做一

个文明的人是多么愉快呵。亲爱的爸爸妈妈，你

们放心吧！”①

本来，父亲提出的要求和方案只是针对顾明华

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文化水平低”，但是第二方

面的问题——言行“粗俗、没有教养”——也随之解

决。这说明，按照剧中的叙事逻辑，言行“粗俗、没

有教养”只不过是不具备现代素质的副产品。如果说

习得现代科技还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欣

赏现代西方艺术则有辅助功效。顾明华正是拿着“对

外友协”送来的票去看芭蕾舞演出时才意识到了去

除自己的粗俗和没有教养的紧迫性，当然这离不开

“理想的姑娘”这个代理人的监督。在她的目光注

视之下，顾明华的大声说话、随地扔冰棍纸、在公

共场所抽烟，与西方艺术之美是那么不协调，让顾

明华无地自容。顾明华回家猛洗脖颈的细节表达了

他清除自身污垢的决心。因此，按照此剧的叙事逻

辑，只要习得了西方现代素质就可以解决政治动乱

带给问题青年的问题，从而实现人格重建。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继续追问，即剧中

倡导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样的现代？其实上述内容

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不过剧中对顾明华爱情观的

强调还可以提供答案的另一个方面。如前所述，顾

明华与“理想的姑娘”的爱情只是一个能指符号，其

指涉的是顾明华对现代素质的追求和获取，所以顾

明华的爱情观就构成剧作对现代观的表达，简单地

说，顾明华追求什么样的爱人意味着剧作倡导什么

样的现代。

剧中通过顾明华与工友王小明的对话、顾明华

对妹妹的批评以及他对“理想的姑娘”的感佩，勾勒

出理想爱人的形象，同时也勾勒出理想爱人对立面

的形象。他和一个姑娘“吹了”，是因为那个姑娘有

① 笔者根据电视剧《有一个青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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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儿”（脸蛋儿）无“脑”，“头一次见面就让我爸

爸给她带块外国表来”；他对妹妹的批评是因为妹妹

“拿着一块衣料在穿衣镜前比试着”转来转去；他对

很多姑娘的轻视是因为她们“总是和什么尼龙花边、

高跟皮鞋、巧克力奶糖才有缘分”；他认为“爱情是

从漂亮的脸蛋开始的”是一句蠢话。这些说明理想爱

人的对立面是打扮、消费、享乐、身体欲望。这样的

对立面正是剧中拒斥的现代。也就是说，剧中倡导的

现代是工业生产、西方现代科技、科学理性（脑），

或者还有西方艺术，而不是西方社会的消费、享乐、

欲望满足（身体），是“外国表”的生产而不是“外

国表”的享用。这种对现代的想象在改革初期占据主

导地位，其提供了人格重建的基础。而在1990年代以

后，随着社会的转型，这种理想的对立面，即消费、

享乐、身体欲望，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想象居于支配

地位，这个过程中，没有“身体”和“相貌”的“理想

的姑娘”日渐获得肉身。

如果说上述电视剧通过“问题青年”参加工业生

产技术革新、习得现代科学素质而使得精神创伤得

以治愈，那么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治疗

方法则是企业的科学管理。这部电视剧根据蒋子龙

的同名小说改编，获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

连续剧奖，剧中“问题青年”刘思佳的扮演者陈宝国

获优秀男演员奖。

电 视 剧 开 头 ， 刘 思 佳 堵 着 工 厂 门 口 摆 摊 卖 煎

饼，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哥们义气赚

点钱帮助生活困难的孙大头；另一个是出厂领导的

洋相，好让他们认识到工厂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

这 种 做 法 显 示 出 刘 思 佳 的 叛 逆 。 刘 思 佳 作 为 一 个

“问题青年”，他的问题源于政治动乱对他精神的

挫伤。他高中成绩很好、很有希望考上大学实现当

工程师的理想，但“文革”爆发理想化为泡影，他

又勤奋钻研电机但却被分配当了司机。这些挫折使

得刘思佳用一种冷漠恶劣、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

活，他对人对事冷嘲热讽的背后是严肃认真、怀才

不遇、愤愤不平。刘思佳的精神创伤使他用这种做

法来表达对厂领导工作的不满，他的做法引得人心

骚动，厂长祝同康命令谢净处理这个问题，制止刘

思佳的做法。制止刘思佳的做法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祝同康主张的老办法——停职反省；另一种是谢

净坚持的新办法——改革生产管理。

谢净的办法不但能够制止刘思佳卖煎饼，而且还

有助于救治刘思佳的精神创伤。此前谢净收到一张

“八卦图”，这实际上是刘思佳画的一张改革车队乃

至全厂生产管理的方案图，刘思佳偷偷放在她桌上

试探她的水平和眼光。谢净看出了这张图的价值，把

它修改整理成一张高级的科学管理图表：《汽车队管

理考核规章草案》，依据这个图表汽车队改革生产管

理。这个图表的公布让刘思佳大为震动，一是感到

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认可；二是对谢净佩服有

加、自愧弗如。这让刘思佳向谢净敞开了心扉，在

去油库拉油的路上，两人进行了一场思想辩论。在

辩论中，谢净揭露出刘思佳心中的不平和痛苦以及

形成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让刘思佳更为震动：

画外音：“两年来，我们从不多说一句话，

没想到她竟是唯一能理解我内心的人。我想在

她面前抛开一切伪装，对她哭，对她笑，对她诉

说……”[11]

谢净对刘思佳心理病因的揭示让刘思佳的精神

创伤迅速康复，接下来刘思佳在油库奋不顾身的救

火行为是康复的证明。这里，谢净这名“心理医生”

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是对刘思佳科学管理才能的承认

和褒奖，当然她也肯定了刘思佳在科学技术方面的

才能，这让刘思佳怀才不遇、愤愤不平的心理郁结

得以化解。实际上，谢净的治疗方案意味着对工人

的一种新的评价标准。按照祝同康固守的思想政治

标准，刘思佳是个落后分子、流氓、二流子; 按照谢

净的新标准，刘思佳是个既精通业务又有科学管理

素质的先进模范，而刘思佳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在此

基础上重建人生信念。正是这种评价标准转换让刘

思佳完成了人格转变。

而谢净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新标准取代祝同康

的旧标准，是因为她同样具备了科学管理素质，而且

她的素质更高些。谢净也曾有过精神创伤，刘思佳的

精神创伤源自“文革”的爆发，谢净的精神创伤因为

“文革”的结束。谢净原是“文革”时期祝同康培养

的政工干部，宣传科副科长，当时她觉得政治宣传工

作是那么“神圣”，但随着“四人帮”倒台，她变成了

一个“随着‘四人帮’的杆子爬上去的小丑”。于是，

她要求下车队。剧中没有讲她的精神创伤怎样康复，

只讲了她如何获得了业务素质。因为时代转变，思想

政治宣传遭人轻视，业务素质变得更有价值。正因如

此，谢净来当副队长激起刘思佳的愤恨。在刘思佳导

演的捉弄谢净的戏中，刘思佳这样冷嘲热讽：

前几年政治饭吃香，人家搞政工；现在业务

吃香，人家又下来抓汽车队。好事全让她占了！

这个世界简直就是为这种人设计的！[11]

这时刘思佳扮演的是一个嘲弄和教导谢净的角

色，正是在他的逼迫下，谢净学会了开车、精通了

业务。不过，谢净的学开车、学抽烟、穿衣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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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刘思佳的酒，并非接受工人的再教育，而是为自己

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新型管理者创造条件。要管理工

人，必须了解工人，精通业务。谢净正是成功获得了

这些条件之后才摇身一变成为刘思佳的导师。祝同康

对谢净穿衣、打扮、抽烟的不满正表明旧管理模式的

僵化和对科学管理的无知，他不懂得对管理对象不了

解会导致管理无效。谢净与无为而治、放任自流的田

队长的区别意味着一种新的干群关系，祝同康的脱离

群众固然不能知己知彼，田队长与工人亲密无间同样

是没有摆正管理干部的位置。正是谢净既了解管理对

象又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才成功地解决了刘思佳的

问题，并且让整个车队精神振奋。

总有人讨论谢净与刘思佳之间的感情问题，实

际上谢净与刘思佳的关系表达的是科学管理如何发

现人才、挽救人才，如何治疗刘思佳的精神创伤。

谢净不会与刘思佳发展爱情关系，却可以把叶芳变

得更合乎刘思佳的要求，这就是说，科学管理不但

能够管理工人生产，还能教会他们怎样生活。正因

科学管理植入生活和感情领域，它才作为另一种现

代素质具有了治疗精神创伤、实现现代人格重建的

神奇功效。

电视剧中，谢净开始被比喻成一张白纸，她成

为政工干部被赋予了最初的颜色：“红色”。随着“红

色”的消褪，她又被赋予更多的颜色，这些颜色中最

显眼的是“银灰色”，她那身合体的银灰色西装是她

掌握了现代（西方）科学管理的象征。而电视剧结

尾，谢净与刘思佳置生死于度外的救火行为似乎意

味着“红色”的复现，其实并非如此。救火成功之

后，他们对那些旁观者所操“崇高话语”的厌恶以及

共同写给油库的关于管理工作的建议书，说明重要

的不是让人崇高，而是消除把人推向崇高的管理漏

洞，崇高只是一种意外，不是常规，新的现代人格

不能建立在意外之上。这样，科学管理就取代了思

想政治在精神动员和人格建构方面扮演的角色。

结语

综上，新时期电视剧中“救救孩子”依赖的教

育资源包括：由抽象“人性”和“爱心”支撑的人道

主义伦理；工业社会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植入生活和

情感领域的西方现代科技和科学管理，以及现代西方

艺术。救治主体包括：尊奉人道主义伦理的个人或者

个人的集合；率先具备了由西方现代科技和科学管理

以及现代西方艺术所构成的现代素质的个人。救治的

结果是重建由以上救治资源和救治主体所定义的现代

人格。这个“救救孩子”的实施方案内在于新时期的

“新启蒙”思潮，把西方启蒙现代性奉为圭臬。与之

相比，在五四启蒙运动之初，鲁迅在《狂人日记》中

提出的“救救孩子”则蕴含着对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性

的深切反思。

《狂人日记》中没有提出“救救孩子”的完整方

案，也即是说，没有明确指出由谁来救、拿什么来

救、救的结果如何，可正是这样却为反思和解决这一

切问题预留了未来实践的空间。小说中，“狂人”一

方面是揭露旧社会“吃人”本质的先觉者，并把自己

想象为“被吃”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我反

省发现自己也是“吃过人”的人，也是加害者。这两

个方面，在伊藤虎丸看来，正表明了鲁迅获得主体性

所经历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人日记》

的第一章到第十章”，“在这个阶段，他还只是一个发

现了旧社会黑暗根源的‘独醒’的先觉者。……这时

的他，还是个社会的局外人，还没能在这个世界内部

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说他已经

真正获得了主体性。因为在这时，他虽然摆脱了过去

自己深信不疑并埋没于其中的‘被赋予的现实’，但

他是被作为‘新的权威’的新的‘思想’和‘普遍真

理’所占有（不是所拥有），他不过是委身到这一边

来，并且从这里对过去置身于其中的旧社会及价值

观进行批判而已。”[12]120“第二个阶段，是《狂人日

记》第十一、十二、十三章。这是把自己从业已‘委

身’其中的新思想和新价值观当中再次重新拉出来的

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被一种思想所占有的阶

段，前进到将这种思想为自己所拥有的阶段——真正

获得主体性的阶段，也可以说叫做获得‘自由’的阶

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12]121-122

伊藤虎丸所谓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狂人”

揭露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想象自己被“吃”、被加

害的阶段。这个阶段摆脱了中国旧有思想文化权威

的控制，但又把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价值观奉为新

的权威和普遍真理，并且自己作为这权威和真理的

化身（俘虏）展开批判和启蒙。“第二个阶段”是“狂

人”反省自身也“吃过人”、也是加害者的阶段。这个

阶段是从新的权威和普遍真理的控制中再次摆脱出

来，“在这个世界内部”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

表达“救救孩子”的诚挚的希冀。只有经过这个阶段

才意味着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价值观真正为自己所

拥有、所掌握，才意味着新的主体性的真正建立。不

过，即使这新的主体性建立之后，也并不意味着就足

以“救救孩子”。如果说“孩子”象征着“旧中国的新

未来”，那么由谁来充任救治主体，依靠什么资源，

采取什么途径，都取决于未来的实践。

但是，《狂人日记》所昭示的主体“觉醒”的两个

张永峰：新时期怎么“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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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提供了接受各种救治资源从而形成新的救治主体

的基本原理。与之相比，新时期“新启蒙”思潮之下

电视剧中“救救孩子”的实施方案，只是停留在“第

一个阶段”，只是成为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俘虏，因而

其现代人格重建并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但是，这样

一种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却成为普遍的现实，深刻

制约着当时和以后的现代化想象和现代人格建构。

因此，在重建“文化自信”的今天，重新探讨这个问

题，或许正有助于反思“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在怎样

的思想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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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ave Children in New Period
——Focusing on TV Drama 

 ZHANG  Yong-fe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Saving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the new period. This theme contains the criticism of histor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which is clearly presented in the new era TV dramas. The resources relied by "saving 

children" in TV dramas in the new period include: First, humanitarian ethics supported by abstract "human nature" and 

"love"; Second,western modern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as well as modern western art,which 

are used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mplant into the field of life and emotion. The subjects of treatment 

include: First. Individuals or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who respect humanitarian ethics; Second, modern quality 

individuals composed by western modern scientific technology,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modern western art. The 

result of treatment is to rebuild the modern personality defined by the above treatment resources and treatment subjects.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saving the children" lies in the "new enlightenment"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new period, 

which takes the modernity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as the standard. In contra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u Xun's "saving children" in his  diary of a Madman contains a deep reflection on how to 

accept western modernity. Now re exploring this issue will help us to think about what kind of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bout "cultural confidence" .

Key words: modern imagination; saving children; TV drama; enlightening modernity; culture confidence; 

                    modern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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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网剧的“隐喻”叙事
——以“迷雾剧场”短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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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迷雾剧场”是爱奇艺打造的悬疑类短剧集播放平台，其系列国产悬疑剧用独特的叙事手法与新颖的

叙事策略，把“隐喻”手法用画面叙事与蒙太奇剪辑融入剧情，成为故事表达方式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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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隐喻是高级的影视视听语言表达方式，它

“能够表达声音或画面本身难以直观描述出的情绪与

思想内涵”，“通过潜意识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使

之逐渐沉浸在导演所营造的光影世界中。”[1]

爱奇艺2015年相继播出《心理罪》《无证之罪》

《唐人街探案》等悬疑网剧，为爱奇艺此类作品打下

了良好的观众基础。“为了聚拢受众目标”[2]，2018年

爱奇艺相继推出“爱青春”和“奇悬疑”两大剧场。经

过两年的尝试，2020年5月爱奇艺重磅推出“迷雾剧

场”，“正式将这个悬疑剧厂牌带向大众”[3]。2020年

“迷雾剧场”播出《十日游戏》《隐秘的角落》《非常

目击》《在劫难逃》《沉默的真相》等5部短剧；2021

年上线了三部：《谁是凶手》《致命愿望》《八角亭

谜雾》；计划2022年推出《淘金》。这些短剧通过街

景、衣服、室内空间和虚拟形象等意象，运用高超的

叙事技巧和精致的视听语言构建起多层次、深度化的

隐喻体系，使得这些短剧不仅具有多重的解读空间，

更富含深层次的哲理内涵，产生了良好的视听效果。

一、场景里的故事底色

“迷雾剧场”的短剧几乎都擅长运用色彩构建的

场景隐喻故事底色。《非常目击》情节的铺展被嵌套

在氤氲的场景中：案发现场的脚印被雨水冲刷，嫌疑

人影影绰绰的逃脱身影，一些预设的对话发生在湿气

蒙蒙的江边、港口，或是雾气缭绕的群山里。这些湿

漉漉的场景给足观众展开想象和推理的素材，也铺设

了故事悬疑的底色。 这一“迷雾”影像特色，造就了

一部部“诗意的悬疑片”。《隐秘的角落》在勾勒南方

城市的湿热景象时，选择了明亮的色彩与记录式的镜

头语言，既充满怀旧之感，更带有独特的悬疑视角。

普普脑海中不断出现的散发着白光的“家人幻象”；

渔船上朱朝阳与张东升紧张刺激的决斗场面，都彰显

了“暗黑童年”与“单纯童话”的对比。三位主角从

穿衣风格到居住环境都采用了低饱和度的暗色系，暗

喻“闷”、“燥”、“窒息”的生活环境。用胶片化的滤

镜增加人物的神秘性格，凸显人物内心的焦虑感与恐

惧感。剧中长满青苔的墙体与低矮的楼房，暗示犯罪

滋生的环境。

《八角亭迷雾》在片头中用光线、画面色彩、

音响等“暗喻”故事；开场运用掉帧、模糊的镜头表

现追逐的场景，铺垫一种神秘、紧张、压抑的剧情基

调；后续场景从古老的巷口、破旧的二层楼房、有年

代感的昆剧团，到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街道等展示那

些在小城市挣扎生存的普通家庭的生存状况，与画面

中的色彩、光线一同构筑了故事的底色。

“迷雾剧场”中的各类短剧虽题材不同，但其影

像风格都偏向纪录片的写实手法，画面色彩与生存环

境、视听语言与空间地域相互融合，助推了这些悬疑

剧“隐喻”叙事的形成。无论是《十日游戏》《非常

目击》《致命愿望》等都市悬疑剧，还是《隐秘的角

落》《沉默的真相》《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等

带有时间跨度与年代感的悬疑剧，都善于利用自然光

线与地理环境。如：破案时或雾气昭昭、阴雨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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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暮色沉沉、群山环绕，案发时则烈日当空、乾坤朗

朗等。这种强烈的对比既构成了故事的底色，也带来

了戏剧性的冲击效果。

二、镜头里的另一个故事

叙事无疑是悬疑网剧的内核，那么除去表象化的

叙事，意象化叙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剧中用

“隐喻”手法表达剧中语言建构的故事之外的事情原

貌、心理活动等，推动了叙事，增强了悬疑网剧的故

事性与可塑性。

《隐秘的角落》里的真相正如张东升给朱朝阳

在奥数课上讲过的故事一样：“究竟是相信真相，还

是童话，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4]。在剧中，少年朱朝

阳向警方诉说了真相，罪犯张东升被绳之以法，不良

少年严良被警察老陈监护，女主角普普也活着给弟弟

拿到了手术费。但我们从镜头里看到了另一个故事：

张东升在雨天独自躺在无人的山坡上，身旁有一个刚

填满的土坑，隐喻着张东升在普普哮喘后并未将其送

医，而是眼睁睁看着她死去并擅自处理了其尸体。在

开学典礼上突然出现的严良，像幽灵一般的眼神中充

满了愤怒，这是朱朝阳脑海中严良虚拟化的形象，真

实的严良已经死去，此时的虚拟形象代表着朱朝阳对

友情的背叛。那片挂在朱晶晶坠楼的窗外树枝上的衣

衫，暗喻着朱晶晶的死与看似单纯的朱朝阳有着密切

关系。“迷雾剧场”中的“隐喻”镜头语言都在向观众

传达一种信息：观众看到的剧情不一定是真相。通过

“隐喻”的镜头语言，表现语言建构的故事之外的意

象，是影视剧叙事手法的高明所在。这种手法既保留

了原作的黑暗因素与暴力因子，也加入了温暖与童话

的美好想象。

《在劫难逃》的英文片名“西西弗斯”隐喻着故

事的主旨：在一次次的时空穿梭中，徒劳却竭尽全力

地为某个事而努力。欧墨的花店名称以及出现在家

中的油画《被复仇女神追的俄瑞斯忒斯》，隐喻着那

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与复仇有关。但是那个徒劳而竭

尽全力的是欧默、赵彬彬还是张海峰，哪个故事是真

的？红色的绣球花、千纸鹤、乔昕和张朵朵两个人的

遗照，这些镜像不仅暗示着人物隐瞒行为动机后达成

悬疑的内在“意味”，还隐喻了这些线索所构成的另一

个故事。

这些剧中令人极度不信任的生存环境、给人造

成不安情绪的复杂谨慎的外界社会，形成了叙事下的

“隐喻”表现，“隐喻”着另一种不可言说的真相。

《隐秘的角落》中“镜头之外的故事”是多种结局，

《沉默的真相》中更多“隐喻”未明的线索。《在劫

难逃》中表现的则是张海峰在面对最终的结局后又义

无反顾地逃往下一场游戏轮回，下一次轮回的结局并

未继续叙述，是否能够弥补主角的遗憾也未可知，这

同样也蕴含了“镜头里另外一个故事”的可能性。作

为叙事策略的一部分，“隐喻”手法总会在不经意之间

为观众展现第二层内容的意味。

三、多面的人物

“迷雾剧场”悬疑剧的人物性格均具有多面性，

这一特点是推动剧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扑朔

迷离的人物又能吸引观众一步步沉浸剧中。“隐喻作

为一种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 用严谨的构图与丰

富的色彩，在视觉感受上让观众直观地了解人物性格;

用饱含情感的对白和旁白，多样的音响，从听觉上感

染、打动观众，进而使观众更好地认识人物、理解人

物。”[5]

《隐秘的角落》在正式剧集外加入了动画版的片

头，每一集的片头就是最先呈现给观众的“隐喻”。

动画式的隐喻以最贴近儿童的方式体现着儿童的隐

秘，以最天真的形态讲述着一场致命的游戏，揭露着

儿童心理的隐秘性和复杂性。在正式剧集中，隐喻更

是被大量运用，张东升的假发就是。披着假发的张东

升善良、温和有礼，无论是妻子的冷漠，岳父岳母的

不满，还是亲戚的讽刺，他都克制待之。不仅如此，

他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对妻子包容，对岳父母照

顾有加。然而假发之下的他是另一个人，狼狈、失

望、绝望，悔恨、算计、报复、毁灭，这些在他的

假发掉落之时逐一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朱朝阳面对

父亲的不信任流下了眼泪，使父亲为自己的多疑而自

责。朱朝阳内向、小心翼翼、楚楚可怜、听话老实的

外衣包裹的愤怒、妒忌、算计、报复呈现了出来，糖

水碗中的苍蝇隐喻着朱朝阳的“黑化”。《致命愿望》

中的裘文东，在面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分离背叛后

丧失对人性的希望，走向追逐“元世界”操纵人类的

歧途。尽管在故事中表象和意象似乎没有过多互相阐

明，但观众已经不自主地将这些意象带入角色，加深

了对角色的理解。

《沉默的真相》用受害人回忆的模糊剪影来展现

贪污腐败的官员形象，意味着官员作为一个边界模糊

的角色，其善意的表象的行为并不代表实际的行为，

互相勾结、阻止调查才是所谓“真相”[3]。不惜一切

代价追查“真相”的江阳钱包丢了时的痛哭明喻了这

个看似勇往无前、孤注一掷的英雄的痛苦、悲愤、无

助、绝望，隐喻了这一刻，这个用常人不及的坚毅追

求真、善、美的英雄，就像屡遇挫折的我们一样也是

普通人，当然还隐喻了其抗争的不合理制度、卑劣的

人性的罪恶性和顽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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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隐喻镜头下的现实表达

“迷雾剧场”用“隐喻”的叙事手法为观众展现

的不仅是剧情真相、人物设定、整体基调，还包含着

深层次的社会意识，这也是导演运用“隐喻”叙事手

法的现实原因。在剧中，面对既定事实的时候，角色

会挣扎去改变现实，从而满足自己的心愿。在完成心

愿的过程中，人物的道德价值负荷钟一旦发生摆动，

就会形成犯罪动机。“迷雾剧场”中人物的犯罪动机大

多蕴含着小人物对自我的救赎与对命运不公的抗争，

对犯罪动机的溯源中包含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张东升

的变恶来源于其妻及其家庭对张东升家庭地位、家庭

贡献的忽视，同样张东升这一人物形象也隐喻着当下

时代中产阶级的焦虑。朱朝阳的心机来自于原生家庭

的分裂及其中的背叛，他的真假日记隐喻现实中存在

的青少年犯罪。他从单纯的渴望父爱到嫉恨再到工于

心计，后妈王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击中了观众对单

亲重组家庭议题的痛点。李丰田的变态心理同样源自

于替儿子认罪失败后失去儿子的痛苦，暗示法理与

情理的矛盾交叉，也隐喻了失独家庭的艰难和痛苦。

《八角亭迷雾》中的丁团长因童年的双性人格受到了

父亲的严重压抑，致使后期出现双重人格的病症。主

人公在受到事件刺激后形成反应，而后这种行为反应

又暗喻着某些“意味”。剧中表现的社会议题，引发了

场外观众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关注与反思，达到了以观

众为本，“让观众有所反思，有所启发”[6]的创作目的。

“迷雾剧场”在破解案情时，致力于探究人性形

成的现实原因。《八角亭迷雾》中一家人对玄珍的溺

爱，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忽视，是造成悲剧发生的

原因。《在劫难逃》的警察张海峰屡陷层层叠叠的时

光陷阱，始终是为了拯救自己家庭的破碎，弥补缺

失，然而无论人生重来多少次，结果都已经注定。这

些人物塑造之所以圆润饱满，离不开编剧在剧中对人

物无限接近现实的刻画，让角色与现实相连接，展现

社会某一类人群的生存处境，更贴近观众的内心。

值得注意的是，从“迷雾剧场”回看悬疑题材的

网剧，都带有黑色电影的基因，都包含着匡扶正义、

卧薪尝胆、嫉恶如仇的文化符号。《沉默的真相》中

前途无量的年轻检察官江阳为揭开同窗死亡的真相，

屡受打击，但执念不改，即使失去了工作、爱人、体

面、健康、乃至自己的生命。律师张超为了完成江阳

临终前的遗愿，带着尸体冒充暴徒，甚至自愿锒铛入

狱。这些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黑恶势力之罪、之

恶，彰显了这些人物的坚毅、不妥协，他们用个人微

弱的力量去抵御黑暗，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迟到的

社会正义，映照着现实中“打黑除恶”政策的人文主

义目的，点亮观众心中那座法治的光明灯塔。

网剧角色经历的相关事件，与观众产生情感连

接，才让“迷雾剧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

怀得以实现。教育、婚姻家庭、爱、道德、爱情、公

平、孤独、伤害、利益等等都是这些剧关注的社会主

题，角色的经历与观众经历相互映照，使那些曲折、

离奇、紧张、刺激、悲壮的剧情既承载了观众的情

感，也释放观众对这些问题的深深思考。

结语

“迷雾剧场”不仅在国内越来越有吸引力，也引

起了海外市场的关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国已采买了“迷雾剧场”中多部作品的版权。事

实上，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很多社会问题等待真正

被关注以及解决，“迷雾剧场”的出现恰逢其时，它通

过影视剧所展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引导社会舆论，激

发大众反思，给未来国内外悬疑网剧的叙事策略以启

发。好的悬疑网剧必然需要更高级的叙事策略，在不

真实的世界中，“一部真诚的艺术作品永远是一种富

有社会责任感的表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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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跃华，李嘉琦. 小议电影中隐喻手法下人物性格的刻画[J].

      视听，2018（12）：106-107.

[6]  陈红梅，吕星台. 国产网络悬疑剧的类型突破与创新路径

      ——以爱奇艺“迷雾剧场”为例[J]. 电影评介，2021（19）.

[7]  罗伯特·麦基.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制作的原理

      [M]. 周铁东，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48.



第  38  卷第 3 期
  2022 年 6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8，No.3
  Jun .，2022

觉醒·寻找·眷念
——现代中国文学“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三种样态

李丙芳，李 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1365）

收稿日期：2021-11-14

作者简介：李丙芳（1997-），女，山东新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台港澳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① 本文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界定服膺朱德发“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念：“现代中国文学”作为区别于“古代中国文

学”的文学史概念，包含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传统体式文学、民间

文学等（详参朱德发：《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现代中国文

学”观念经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时间概念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李继凯（“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大现代中国文学”）

等学者的阐释深耕，目前已广为学界认可。

摘  要：现代性身份焦虑使得“个体身份认同”母题成为现代作家的重要创作资源，由此生成了一种往返质疑

精神，一方面以反思现代性来保持自我扬弃，另一方面又以“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演变反思文学的个体主体意

识。自“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个体身份认同”母题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分裂出觉醒、寻找、眷念三种样

态；而具体到作家一生的创作历程，其自我身份建构既可以体现在该母题不同样态的历时更迭或共时媾接，又可以

体现为在同一样态中的不断深化。明晰“个体身份认同”这一现代性母题样态的演变途径，将有助于我们解决现代

作品的经典化问题，在更大视野中则可为文学史观念建构与解读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

关键词：个体身份认同；觉醒；寻找；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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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身份认同”这一现代文学母题的出现，与

启蒙运动之后个人的失落与困惑密切相关。当理性

与批判成为现代性主体的“灵魂剖刀”时，现代性的

多重悖论将现代人满怀期待的“新家园”推至无处安

放的窘境，这也使作家的身份危机/文化危机成为其

新的创作动力：通过生成一种新的对抗意识——反

思现代性——保持对自我的扬弃，这种扬弃状态的

现代性遂成为“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内核。现代性

焦虑的种种表征使得“个体身份认同”母题成为现代

作家的重要创作资源，并由此生成了一种往返质疑

精神：一方面以反思现代性来保持自我扬弃，另一方

面又以“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演变反思现代人的个

体主体意识。然而，人们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被骤然抛出乡土的同时，对现代社会运动的复杂面

相还未清晰把握，“全盘西化”言论即在20世纪初中

西文化断裂背景下高歌猛进。现代中国文学①“个体

身份认同”母题由此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分裂出觉

醒、寻找、眷念三种样态，而具体到作家一生的创

作历程，其自我身份建构既可以体现在该母题不同

样态的历时更迭或共时媾接，又可以体现在同一样

态中的不断深化。

一、觉醒：反抗父权与破旧立新的求变本能

反抗“父权”，源于20世纪初叶无政府主义对宗

法道统和国族崇拜的质疑，以及与之相伴的“个人”

身份的发现。“以个人自由为旨归，既反封建主义，

又反帝国主义，率先倡导平等、自由、男女均权、

进步主义、世界主义等现代价值观念”[1]，这一思潮

蕴含着五四启蒙文学的思想源流。“无父，无君，无

法，无天”的口号震撼着激进青年作家的心灵，反抗

父权与“离家出走”遂成为他们投映在笔下人物身上

的命运主题。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留学生挥舞“无

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旗帜，力图从无远弗届的“家

国一体”这一传统道德空间内辟出一块自由空间。然

而与他们从家族中出逃的漂泊感一同成长起来的，

是脱离族群后迅速膨胀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转换的无

所适从。“社会批判”“自由意志”理念使“觉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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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强调破坏，“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

洋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一

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争什么国粹，什么国

情的鬼话来揭乱。”[2]这种“狂人”“超人”的求变精

神成为新青年们的本能应对策略。于是文学界展开

了前所未有的同既往历史本质相脱离的思想变革。

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刘半农

的“文学改良观”以及钱玄同对“桐城谬种”“选学

妖孽”的批判等，完成了对桐城派、骈体文、宋诗派

形式主义之风的颠覆，同时开始对于现代主体“我”

的发现与建构——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的《人的

文学》，正是对“人的觉醒”这一思想解放成果的总

结。

变革的目的之一本来是探索全新社会体制对个

体自由的容异限度，但先前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勾勒

的“美丽新世界”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新青年对

变革的理性审视，也直接导致了变革进程的激进样

貌：如何推翻、推翻多少、推翻成什么均未可知。

所以“新青年”这一身份在诞生之时便是朦胧的，这

种身份朦胧性加剧了启蒙作家“现代人无家可归”的

精神困境：一方面，从封建礼教中脱离出去的紧迫性

未能给予中西文化逐步对话的时间；另一方面，传

统文化也未给现代作家以反思个体生存困境的精神

支撑。但利用现代性进行文学启蒙的紧迫（也是“救

亡图存”任务之紧迫）与对现代身份的急切向往，为

“觉醒”这一样态破釜沉舟式的身份选择提供了必

要条件。而对五四精神的激进阐释则成就了文学作

品中对“新青年”形象的身份塑造，这些“少年漂泊

者”呈现出相似的动机与行为轨迹，除却青春的破坏

冲动，毋宁说是特定时期内面临身份转换的共同抉

择。巴金“激流三部曲”以及《寒夜》等小说离不开

家族新一代“出走者”（觉慧、淑英、曾树生）的自

我批判与家族审视；而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

梅，茅盾《虹》中的梅行素，林语堂《朱门》中的

杜柔安，曹禺《北京人》中的愫方，路翎《财主底

儿女们》中的少祖和纯祖，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

全等，无论主动离家还是因国家动荡而被迫离家，

无关性别，在旧家族与新家园的现代隐喻面前，人

人都是“娜拉”。

作家们对其现代性身份认知朦胧，重点体现为

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符号化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

功能化。虽然身份的觉醒将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从

父权附庸中解脱出来并催生了女性话语的发生，但

女性主体书写中的自发成分和男性作家的男性中心

意识又造成了对新女性形象的无谓内耗，对女性特

质的过度高扬与激情释放也导致女性身份在文学领

域的过度束缚与透支。

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身份依旧受传统性别伦理

制约，多被塑造得高洁纯净，其心灵之真善、品行之

优良、情思之禁欲近乎天使。同性题材作品中，如庐

隐《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和沅青，凌叔华《说有这

么一回事》里的影曼和云罗等，男性仅作为背景，甚

至被功能性摒除。而石评梅《玉薇》言及对自己女

学生的爱时，认为“这自然是一种束缚……假如这意

境是囚笼，我愿作那可怜的俘虏。”[3]13 同性之爱坦荡

率真，而一旦涉及对男性的爱，便表现出源于传统

道德钳制的恐惧，如庐隐《海滨故人》中露莎对梓青

柏拉图式的爱慕，张闻天《旅途》里蕴青排斥肉体欲

望等。由此产生的男性形象，要么是成全女性完满形

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道具，要么就是完成作家心

灵独语的符号化角色。

男性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多成为男性角色以自我

为中心完成启蒙使命的对象。鲁迅笔下那个将婚恋

自由等同于女性解放的子君，无半点发声机会，出场

即死亡，即使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

涉我的权利”那句女性觉醒的时代标语，亦是当作被

启蒙者而非对话者。男性作家在对女性人物的他者塑

造中重新定位“新男青年”的身份属性，他们笔下的

女性或开始表现出对父权的质疑、实现主体身份的

更生，或像慧女士那样为男权社会所害，完美诠释

了那句“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之谶言。而那些在男

权社会游走的女性角色，有些即使身为主人公，仍

躲不开男性自我拯救的功能性任务，“她们受难甚至

于死去的悲惨命运，成为男性叙事控诉罪恶社会、封

建家庭的有力证据；她们的出走、新生，表达的也只

是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拯救自我的希望。”[4]

新女性身份的天使化，一方面体现出女性作家

自 我 身 份 认 知 及 男 性 作 家 于“ 他 者 ”身 份 认 知 的 失

真；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五四新青年在现代性赋予的

全新外表下实则脆弱无助的内心。精神“觉醒”的动

态过程看似掷地有声，但现代性的扬弃意识并未被

提及，个体身份塑造的深层肌理也未被真正把握。

因为拥有个体身份的法门，应当是对独断话语权力

的褫夺。

《狂人日记》开启了“家”在文学逻辑中从“生

民”到“吃人”的转变，此后几乎每个重要的现代作

家笔下都有离家出走的情节。但进入那些文学人物

内部便可清晰看到，觉醒的“他们”根本无力以此为

跳板离开自己所属的阶级、文化记忆以及父权社会

运作下的性别确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青年作家破

李丙芳，等：觉醒·寻找·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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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冲动的局限性：“反抗”与“愤怒”的不加克制，使

得青年漂泊者们格外擅长书写家园的破碎——妻离

子散或一个宗族的骤然崩塌，但他们却不擅长以新

身份为蓝图，将自我发现与抵抗无聊联系起来。这

种现代无聊（boredom）实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反思的

失败，一种怀疑主义、过度祛魅对身份意义的反噬。

觉醒样态中男女作家在异性凝视时所表现出的“默

契”，毋宁说是在模糊的新形象下继续做着基于各自

身份想象的梦，诚如鲁迅所言： 假使寻不出路，我们

所要的就是梦。启蒙思想在为身份认同提供精神武

器的同时，现实社会并没有赋予他们游离于故乡之外

的康庄大道，“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也就顺理

成章地成为“个体身份认同”母题之“寻找”样态成

型的内在动力。

二、寻找：道阻且长与上下求索的精神追问 

“现代性”词源modo所包含的“求新意志”[5]，

与身份本身所包含的历史累积之间的悖论，决定了现

代身份并不像五四文学最初幻想的那样推动人类社

会单向“进化”。于是创作的主客体很快便双双陷入

了新旧身份的冲突。“人”刚刚成为意义承载者，又

迅速在这一位置上迷失；人在失去具有支配力量的

宗法意义后，开始从自身发掘和寻找意义，然而这一

责任之重或许非个人所能承担。[6]一味地破坏并不能

给予知识分子持续的精神支撑，事实上，自《文学改

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将传统文化根基视为“他

者”，就不难预料知识分子的“个体身份认同”将出

现新的危机。随着启蒙者与救亡者多重身份的全面

激活，个人主义的式微成为了这场现代性身份革命

的插曲，但这是否构成对个体身份确认的反力还有

待商榷。因为集体主义强大的凝聚力正不断地愈合

着个体自恋、敏感又孤独的情感裂痕，所以每当个体

主义重回集体主义时，它也透露着身份虚无的自救

倾向。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是否

向集体主义汇入所产生的分歧，便成为作家“寻找”

样态成型的“导火索”。

“中国社会在原有结构碎裂之后试图寻求结构

重建的潜在要求”[7]，表露了文学界在救亡图存背景

下寻找新出路的急切。“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

情绪的高涨加剧了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故此，相当一

部分作家从“五四”确立的“个人主义”身份重新回

归到集体的认同中去——“小我”再次隐于“大我”。

在作家们“左转”或“右转”的身份抉择中，阶级文

学或与民族主义文学殊方同致：将身份意义的确认

权利逐渐从个人转移到集体对个体身份价值的强调

中，作品中对个体生命的抒发被悄然换作一个崇高

理想，其内核则是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惩治”。

从觉醒到寻找，从对现代性的向往到对现代性

的焦虑，身份的诘问开始从对原有身份的反抗转变为

对新身份的剔抉。“共名”之下，战与降、“左转”与

“右转”、“小我”与“大我”、奋斗与颓废、美好愿景

与残酷现实的冲突成为这一样态作品的潜层色彩。

如果说“抗战”主题构成这类小说的宏观背景，那么

上海便是这个宏大主题的一面鉴镜。在这个“十里洋

场”中，现代文明给人身心带来的实质性改变，传统

力量对现代身份做出的反向延伸得以显明。每个人

物的出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中一个具体的话语独白

样本，无数个样本最终整合为共同一点：现代性主

体面对内外巨变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作家

源于创作世界的文化认同危机。

民 族 主 义 文 学 最 先 关 注 到 民 族 危 机 的 日 益 深

重。在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时任国民

党中央军校教导团军官的黄震遐成为这场运动的代

表，他既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先驱”，也是左翼

（茅盾）声讨的国民党“走狗文人”，既是史家（魏

绍 昌 ）口 中 的 “ 海 派 ”，又 是 海 派 作 家 内 部（ 施 蛰

存）口中的“蓝衣社”。但无论如何，黄震遐作为坚

定的民族主义者，当“一·二八”淞沪抗战以伤亡

万余人的代价获得“惨胜”时，他便立刻以此为背景

创作出“第一次正面描写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

场面”[8]的《大上海的毁灭》。有趣的是，鲁迅本为

《八月的乡村》作序而引用的爱伦堡论法国上流社

会文学家之“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

荒淫与无耻”一句，倒是更能概括他所抨击的《大

上海的毁灭》：一面是十九路军将士与草灵等爱国民

众在国难面前的殊死抵抗外敌，一面是露露、阿霙

等人面对战争的不屑与内心的颓唐。作品以“凶猛的

枪炮声警告了它未来的没落”[9]为预言，反思着五四

的觉醒成果。露露作为受五四个人主义影响下的新青

年，竟成为撬动现代化城市文明地基的一把铲，而

在反思五四个人主义及其急于现代化这一点上，左翼

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态度竟达成无言的默契。

左翼文学对于阶级利益的重视，使其在文学创

作 上 更 着 力 于 现 实 矛 盾 与 阶 级 冲 突 。 直 到 1 9 3 5 年

《八月的乡村》出现，鲁迅才在为其所作的序中写

下“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

在此前种种作品中，那种无言的默契早已存在。《子

夜》中的吴荪甫作为上海大都会的既得利益者，其悲

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但更是上海的悲剧，现代

文明的悲剧， 五四偏激势头下个人利己主义的悲剧。

种种悲剧隐藏在阶级局限性的背景下共同参与着“大



第  3 期 47

上海的毁灭”：吴荪甫对资本王国无休止的扩张恰恰

反映了被现代化异化的人对于转瞬即逝的意义的恐

惧，换言之，其悲剧形象实际隐含着个体身份对于未

定世界的恐惧。吴老太爷在精神冲击中死去，李玉

亭、张素素、苏伦等人在都市生活中逐渐沉沦，吴

荪甫在不断做大事业以缓解内心不安中逐渐精神崩

溃……《子夜》中那些身处资本急速膨胀的上海众

生终究殊途同归——在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危机

时，个体身份在民族资本危机洪流中瓦解破产。

“左翼把个人与阶级对立，民族主义则把个人

与国家和民族对立，他们都强调要取消无限制的个人

自由，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地融入阶级、民族、国家

这些更大的单位中去。”[10]与此相对立的泛自由主义

文学接续“无政府主义—启蒙主义”一脉，继续将文

学创作的个体意识放在首位。而无政府主义精神在

1930年代的中国则变换了形态，继续以“个人的无

治主义”影响着泛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声。作为对阶级

文学与民族文学过度以实用理性开掘文学创作的反

思，无政府主义者敏感地捕捉到虚假的集体主义道

德通过政治主义道德对文学个体表达欲求的挤压，因

而他们“在政治上同主流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革命话

语都保持距离”[11]。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对现代化一

味追求是否合理的问题不待蓍龟，于是京派走向“心

灵归家之旅”；而海派则更多体现在新感觉派对大都

市的失望之中。新感觉派是一队内心敏锐故格外擅

长揭露的作家群体，他们在反抗现代性对人性的腐蚀

时大都遵循了这样的规律：以思念乡土的情怀冷眼

谛视城市中世情异化的一切，作品中的人物终是毁

灭或沉浸在消费、性爱的颓废中，极少能从现代化的

物质泥淖中走出来；影院、舞厅、滥情近乎妖的摩登

女郎轮番登场；故事依旧由那些被情所伤的“弱势”

男人掌控，小说也依旧延续着新男性之于“子权”的

“梦”；传统伦理意识使得作品对都市文化的价值判

断趋于绝对、单一。当现代文明的推动力被悄然忽

视，新感觉派并未通过作品对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做

出更深一步的思考，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这种思考也并没有留给人们太多时间，

随着抗战文学的主题合流，以及共和国文学模式逐

渐成型，对个体身份的文学主体性寻找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被中断，直到1985年刘再复“文学主体论”

所 引 发 的 思 想 争 论 ， 这 个 问 题 才 又 被 重 新 接 续 起

来。我们必须承认：以文学方式追问现代性的多重

矛盾，往往是一部作品所无法完整解答的，所以“寻

找”体现在故事情节上则是重视“现在时”诉说而非

一个“完成时”结局。人物最终的挣扎沉沦逃不开现

代性“求新”这一显在任务，然其面貌在沈从文创作

转向湘西文化后，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消化，终于

明确了“过去与现代相互阐明”的存在形态，作家们

的现代性反思才开始在“眷念”样态成为焦点。

三、眷念：家园寻根与历史反思的文化自况 

“眷念”这一母题样态，一方面是对“觉醒”样

态中将“旧家”全然破坏的反拨和对“寻找”样态的

另种解答，另一方面是伴随现代意识觉醒，宗法、道

统等绝对理性消失而必然产生的一种“家园代宗教”

的归属载体。正是这种载体，使人在转瞬即逝的意

义面前，在产生的剧烈心理变化面前得到哲学的救

赎。关于“家园代宗教”的观点，源于沈从文相关思

考的继来阐发——对“家”的审视和质疑反而构成了

对“家”的信仰。沈从文在为萧乾小说集《篱下集》

作题记时曾论及自己为什么写作：“我告他我这个乡

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

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

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情

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

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

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12] 而所谓同宗

教主义完全一样的“情绪”，恰恰是出于家园意识对

创作主体视角的强大制约，以及予人世间以悲悯的哲

学关怀。

眷念家园并寻根于家园，作为代宗教的一种形

式，家园的文学意义指向更近乎一种自我论道。“哲

学不同于宗教：如果说宗教的本质是相信，那么哲

学的本质是怀疑；如果说宗教的本质是满足于某种结

论，那么哲学的本质则是不停地思索。”[13]寻根，寻什

么根？作家们势必要回到自己的“童年”，乃至“民族

的童年”，去寻出构成自我生活的地域、历史、语言

的文化运行机制，在对“家”的文化认同中重掘现代

人成长的哲学支撑，即，我何以成为现在的我。家园

哲学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与信仰的思索结论，不如

说是一种文化身份思索的内在过程，因为哲学的本质

是流动的，思考是不会终结的。这就印证了卡尔·罗

杰斯“看的悲观主义与审视的乐观主义”。“看”是一

种静态接受，它代表着人始终处于等待救赎的被动

困境中，这是宗教的逻辑；而“审视”则标志着人开

始成为万物的尺度，是人本性中对于自由意志与个

体价值的强调，这是启蒙哲学的逻辑。因此，审视并

书写家园、质疑家园又寻根于家园，成为文学反思现

代性的哲学化解读。

至于文学对家园的寻根，30年代京派文学与80

年代“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

李丙芳，等：觉醒·寻找·眷念



48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8 卷

演化出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14]，但这两种历时的文

学变体却存在着创作上共同的“家园眷念情结”。家

园眷念并非是走宗法社会混淆个体身份的价值与意

义，以达到集体控制的回头路，正相反，这是一种个

体的文化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后，对自我内在文化生命

结构的求索欲望，是作家在面对孤立自我被现实损

害时的疗救本能。而眷念书写在现代人对传统文化

支援探明中的作用，即是通过整合记忆后的诗意表达

为“家园”赋魅（尽管这常常是一种基于情感需要所

产生的虚假记忆），来对抗现代性过度祛魅所引发的

身份危机。

1 9 3 0 年 代 寻 根 书 写 接 续 2 0 年 代 乡 土 书 写 并 发

展出新质。鲁迅写故乡，不乏对浙东乡间风物的描

写，但其笔下的“我”始终是鲁镇的局外人，他试

图同现代文明一道去照亮故乡而非从中汲取反思现

代性的力量，创作阿Q也不过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

意”；换种讲法，鲁迅笔下的故乡大抵是其完成启蒙

的载体。而“眷念”样态的家园书写，目的是通过文

化寻根，找出根源中塑造自己与困束自己的文化结

构与宗法力量，并以此完成对现代性过度祛魅和过

度工具理性化的修正。其实现代意识对于绝对权威

的瓦解由来已久，启蒙者在立人学、反道统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向典范与崇高发起冲击。但紧接着

觉醒者们便逐渐意识到，现代性在尽数消解文化家

园神秘性的同时，也失去了现代人作为继来者，对

于传统文化支援与伦理秩序的敬畏。最终，在对宗

教这一永恒皈依的怀疑中，人开始走向无根与无归

处。所以除去20年代乡土作家群、30年代东北作家

群面向故乡汲取力量，以“京派”为代表的作家越来

越多地重新回归价值理性，通过书写家园、书写大

地母亲强大的生命意识，去反抗文化身份的断裂与

精神的虚无。但不同于30年代“海派”于救国的集体

主义浪潮中继续以个体的清醒在现代化都市中不断

发声，“京派”看似走了一条迂回逃避的创作线路，

但这却是其以自由主义之追求①介入现世民族磨难的

方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

河南果园城，萧乾的京华贫民区，汪曾祺的苏北乡

镇……[15]从乡土中提炼出抽象的文化悲悯与具体的

“乡土美神”② 形象，无一不在潜移默化地践行着作

家把握时代精神脉搏的使命。

而沈从文逐渐生成的文化寻根意识是“眷念”样

态走向成熟的标志。作为五四新文化的被启蒙者，

从湘西到都市，在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中窥见的生

命力丧失和人性异化，使他对于现代文明的救赎性

产生质疑，所以转身向湘西文化中汲取雄强生命力

便成为支撑其后续写作的文化支援。但可惜这一创

作态势并未持续太久——进入抗战时期，废名的创

作重点由古典美学、清新山村转向禅宗，而沈从文

对《长河》的写作也在进入抗战后一波三折，未能

终篇。

好在这种创作意识在1980年代被寻根文学所承

接。而在寻根文学热潮退去后，文学的文化寻根并未

就此终结，“但文化寻根决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

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16]直击

中国文化中传统断裂与现代性不充分的痛点，有意

从对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错乱中寻求一种文化和

谐，并找出重建生命强力的自我文化支援，其困难

性致使作家们必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对过往文学

政策反思的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文化

的多元生态与汉民族文化的地域演化。

触摸少数民族文化多元生态的深层机理是家园

书写的一大创作来源。扎西达瓦、阿来、张承志、

霍达、乌热尔图、玛拉沁夫、张长、李传锋、满都

麦、关仁山、朗确、叶广芩、萨娜、纳张元等少数

民族作家通过家园（民族文化）书写完成关乎自我

身份的哲学思辨。汉族作家的跨族书写同样值得关

注，他们越来越关注到多样民族文化的身份自辨。

汉族作家这种来自于别族认同的创作，在确定着他

者的同时也在重新构建着作家的个体身份：迟子建

笔下的鄂温克族（《额尔古纳河右岸》）、李娟笔下

的哈萨克族（《阿泰勒的角落》）、范稳笔下的藏族

（《水乳大地》）等，都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阐发

中体现着基于现代性反思的文学想象。汉民族文化

在广阔地域中的多形态演化是寻根书写的另一大创

① 沈从文曾在其散文《美与爱》的结尾将这种“自由主义之追求”解释为：“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

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

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这也是“京派”作家对于文学介入社会的重要实践共识。

②“京派”作家的“乡土美神”形象依托于对传统乡土的“乌托邦式”审美想象，以“完美”与“虚构”的潜层指向决定了此

类形象的“美神”特质。具体到作品文本中，这类形象体现出人性与自然性的高度融合（灵性）、源于大地母亲的智慧与情感悲

悯（良善）、蓬勃的生命强力（原始）、人际关系的懵懂无知（单纯），以及源于现代世界的放逐感与孤寂感（孤独）。代表形

象有：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萧萧》）、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土屋里的“七个野人”（《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

节》），以及废名笔下的三姑娘（《竹林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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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来源。从寻根文学到文学的寻根，体现着大陆作

家对其文化身份支援寻找的日趋成熟；从对传统文

化的“偏见”到对传统力量的重掘，改革开放后的作

家突破“文化之根”的狭隘性，其文化身份自辨在传

统与现代之间形成张力。阿城的“三王”、韩少功的

《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老井》、贾平凹的

“商州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及李锐的“厚

土系列”等表现中原文化的作品，延展着他们关乎文

化家园的记忆。

而 今 天 我 们 讲“ 眷 念 ”和“ 寻 根 ”，离 不 开 作

家们基于长久以来的古典文学趣味和对中西文学话

语的现代性整合。这既不是走进一种文学的历史思

维，也并非将作家置于回望的“原乡”之中，而是借

文化故乡远离了真实历史，由实入虚地进入一种对

精神家园的诗意想象中，进而借由这种想象完成对

自我身份合理性的情感自洽。从“确认”到“承认”，作

家需要经历破旧立新的抉择，不断“独怆然而泣下”

地游走于探索未知与忍受现实的两端，来实现复杂

文化身份演进下的个体身份认同。“眷念”样态逐渐

脱离了“寻找”样态的理想主义焦虑，另以文化故乡

的具象化来完成对民族精神的明晰与文化前路的预

见。但是，随着全球化发展，寻根文学创作不可避

免地将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演进问题引向对多元现代

性的认识与反思。同时，文化模式的易变性使得“个

体身份认同”母题的运作成为更加扑朔迷离的文学

实践。家园“眷念”之后的总结再出发，以多元混杂

的文化身份争鸣为楔逐渐成型。

四、现代文学经典化与文学史建构与解读的新

视角

厘清“个体身份认同”母题样态的动态演变，其

意义远不止于母题研究，至少还关乎文学史书写的两

个重要命题：一是现代作品的经典性确认问题，二

是文学史建构与解读的新视角问题。

首先在现代文学的经典性确认问题上，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对于“经典”的论争》[17] 一文将内

涵的丰富性、观念的创造性、可读的无限性定为经

典的三大特性。不同于传统经典性的确认，现代作

品中的现代意识、现代审美与现代性不断的自我批

判与超越的本质，决定了其经典性的确认还需考虑

个性化表达后的历时创作空间，即学理层面上母题

阐发予以后辈作家的启迪和牵引。所以对母题阐释

的开放与容扩具体到文本创作层面，就是要看作品

对于具体母题内部的阐释更生能否延续，能否开拓

并引导该母题螺旋上升、丰富出新的样态，或对促

成该样态在文学创作中的成熟起到决定作用。而这

也成为了判断现代作品经典性的重要维度。

其次是文学史的建构与解读问题。文学史书写

中的“再解读”热潮不断挑战原有写作与解读思路，

努力摆脱社会——思想史桎梏与机械整合的观念，

但这仅仅解决了文学史书写范式的一部分问题。自

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降，一种更

宏大视野的文学史思路开始被尝试：作品涵盖从中

国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记述时段从当下回溯至晚明

（1635）；文学史的建构不仅作“承先启后”的内燃

过程，也成为铭记于他者的互动经验[18]。但愈益复杂

的谱系更加剧了文学史书写与解读的困难，所以获

得新视角成为比新史料更重要的任务。这应是对现

存文学史进行现代性解读，乃至整合更大范围的文

学史书写的另一种新思路。

总体来看，具体到作家长达一生的创作历程，

其身份建构既可以体现在该母题不同样态的共时媾

接或历时更迭，又可以体现为在同一样态中的不断

深化。不同样态的共时媾接体现在一部作品中，表

现为对于该母题不同样态的矛盾冲突转换；相比而

言，历时更迭则是将视角远置于作家完整的文学创

作生涯，从中梳理出关于“个体身份认同”母题的样

态更迭脉络。而所谓同一样态中的不断深化则是通

过对该母题某一样态持续展开创作，来达到作家自

身对现代主体身份特质的逐步认识。但无论以何种

形式建构个体身份，这种将作家作品置于同一内部

体系的观照方式，都将在螺旋上升的母题发展中促

使人们以文学的眼光重剖迂回前进的现代性发展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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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Seeking  Remembering

——Three Forms of the Motif of "Individual Ident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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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identity anxiety makes the motif of “individual identity”become an important creative 

resources for modern writers. The reflective spirit generation by this motif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writer realizes the self-sublation by reflecting modern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on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if of “individual identity”.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with the chang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motif of“individual identity”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forms: awakening, seeking, remembering. Specific to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writer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literature can be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r synchronic change of these four forms, but also in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same form.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individual identity”motif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the classicization of modern works, and also provide a new way of constructing and interpreting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individual identity; awakening; seeking; remem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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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年来，中国对哈代的译介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由于不同时代存在读者“期待视野”的差异和接

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哈代在中国的译介和出版

呈现出多样的特征。当前国内已经有很多关于哈代

在中国的译介与经典化的研究论著，然而还未有学者

对哈代中译本图书的出版状况进行专门的统计分析

与总结。此外，20世纪以来哈代在中国的接受有一个

显著的特点，即其诗歌的译介不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

上都远不及其小说，本文亦拟对哈代诗歌与小说译介

不平衡的原因进行归纳和解读。

一、哈代中译本图书出版的数据分析

本文的统计数据主要以读秀知识库，全国报刊索

引数据库和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PDC）为依

据。 读秀以4.5亿图书章节数据为基础，为读者提供深

入图书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和权威性。而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中国版本

图书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出版物数据生产机构，

专门负责征集、收藏、管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国

出版物样本，是我国当代最完整、最具权威的一个出

版物资源信息库。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则主要参考了

“全国报刊索引”中的近代图书数据库。

通过上述途径，截止2021年共检索到411本哈代

的出版书目（涉及再版本，改编本，缩写本，中英对照

本等；不包括仅有中文导言或注释的图书），下文将从

出版数量、出版年代分布和出版社分布的角度对统计

数据进行对比和综合分析。

（一）出版数量与年代分布

从表1和图1中可以看出，哈代的作品从20世纪 

20年代到50年代均零星有中译本出版，60和70年代则

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译介和出版开始逐渐恢复，21

世纪初达到顶峰。整体而言，出版的中译本绝大部分

为小说，其中《德伯家的苔丝》约占据译本总数的一

半，其出版数目在21世纪初飞速增长；而哈代诗歌的

出版数目远不及其小说。

图1  哈代作品中译本出版的年代分布折线图

作品名称 译本出版数量

《德伯家的苔丝》 216

《卡斯特桥市长》 22

《远离尘嚣》 19

《还乡》 34

《无名的裘德》 41

中短篇小说 48

其他长篇小说 15

诗歌（包括诗剧） 13

其他 3

表1  哈代作品中译本出版数量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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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社分布

根据表2和表3的统计数据（不考虑出版社副牌及

历史变迁），共155家出版社出版哈代作品中译本411

本。其中出版量为1本的出版社有88家，占出版社总

数的56.8％，占出版书目总数的21.4％；出版量为2—

5本的出版社有53家，占出版社总数的34.2％，占出版

书目总数的为39.4％；出版量10本以上的有5家，占出

版社总数的3.2％，占据了出版书目总数的24.8％；其

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发行了42本，占出版书目总数的

10.2％。由此可见，哈代作品中译本的出版社分布较

为分散，但主流出版社又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

表2  哈代作品中译本出版社分布表

表3  哈代作品中译本出版量在10本以上的出版社一览表

（三）出版状况与特征总结

由上文的统计分析可见，从1920年至今哈代作品

在我国外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其作品中译本的出

版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对

哈代的经典化历程紧密相连。对其小说的翻译出版主

要集中在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主的五部“性格与环

境小说”中，其他如《塔上恋人》（Two on a Tower）

《冷漠的人》（A Laodicean）等作品在国内至今没有

得到翻译。哈代诗歌的翻译出版数量和影响力与其

小说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就诗集来说，《哈代文集

（8）诗选》是目前国内收录哈代诗歌最多的译本，共

收录了470首，而塞缪尔·海因斯编辑的五卷本《托马

斯·哈代诗歌作品全集》（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Thomas Hardy）则收录了900多首，可见其诗歌的译

介与其小说译介的巨大差异。

最后，各出版社对哈代作品的出版状况不仅受经

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也与出版政策和出版策略等

考量息息相关，哈代的小说属于文学经典，出版风险

相对较小，因此参与的出版社较为广泛。新中国成立

前出版哈代作品较多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

书馆、开明书店等多为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而新中

国成立后建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倾向于出版那些经典

性和权威性的作品，出版数量一直位居第一。

二、哈代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

图书出版与作家作品的影响力和社会环境息息相

关，上述哈代作品的翻译出版状况可以在其经典化的

过程中得到反映和解释。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它不仅与作品内在审美价值相关，更是多重关

系选择的结果。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菲

尔（André 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

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 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提出了改写理论

（Rewriting Theory），将翻译、编辑、文学史和工具

书的编写等等行为均视为“改写”。他认为改写是在特

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文学系统必须与其他系统合

拍。而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field）是一个

结构化的社会空间（structured space），各种场域之间

相互关联，行动者或体制为争夺在场域中特殊权威的

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而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是一种

“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即在社会中具有分配

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各具体场域

在其中处在不同的地位。一方面，经典“延续着场域

的历史，也就是承载着文学惯例的压力；另一方面，

它又体现了符号斗争的维度，体现了文化生产场内部

各种位置空间之间的博弈协商关系，也体现为文化生

产场域与其它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1]从这个角度来

看，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文学

译介和出版受到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一）主流文学对经典的界定

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化上的大变革时期，对经典

界定的影响力分散在学术场域、出版场域等多个场

所中。这一时期，文学文化亟待更新，救亡图存和民

主、科学等现代观念与传统思想激烈交战，新的观念

要求翻译和创作“为人生”的文学，试图通过翻译打

破本国传统，争夺主导地位，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

“为艺术”的文学话语。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诗人

创办《新月》杂志，作为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又把哈代

引入文学系统。张中载在《论英中跨文化转场中的哈

代与徐志摩》一文中说，二者的文化遭遇事件表征着

当时旅英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以及塑造中国文化

现代性的理想，徐志摩“将哈代重构为英国文化和思

想的载体，使这种跨文化知识重构直接服务于他纵情

出版社

分类

出版社

种数

占出版社

总数百分比

出版书目

本数

占出版书目

总数百分比

10本以上 5 3.2 102 24.8

6—9本 9 5.8 59 14.4

2—5本 53 34.2 162 39.4

1本 88 56.8 88 21.4

合计 155 100 411 100

出版社名称 出版数量
占出版书目

总数百分比

人民文学出版社 42 10.2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 4.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6 3.9

译林出版社 14 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10 2.4

合计 102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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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的新月理想，融入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母体。”[2]然

而现实主义文学规范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强

调文艺为社会的变革服务，哈代作为西方文学中的经

典作家被译介和接受，但因缺乏昂扬的斗争和变革精

神而被排斥在系统的中心之外。20世纪30年代以来，

外国经典文学得到了大量的翻译，哈代的诸多小说被

一再重译与再版。抗战爆发后，伴随民族主义和爱国

主义的高涨，战争文学成为译介出版的主流，但古典

作品的译介在相对稳定的大后方并没有中断，杜衡就

是在此背景下翻译了表现拿破仑战争的诗剧《统治

者》（The Dynasty，今译《列王》）。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

流，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以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讴

歌社会主义进步力量为选材标准。此时哈代被视作英

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部分小说，例如《德伯家

的苔丝》因为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得到了主流文化一

定程度上的认可和传播；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却因

为悲观的基调和缺乏反抗精神而无人问津。1956年，

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读者中兴起了“西欧古典

作品热”，哈代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也得到了重译

和再版。然而从50年代末直至改革开放前, 哈代等欧

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出版逐渐停滞。

新时期以来，文学凝聚成为重要的社会批判与启

蒙力量，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翻译出版哈代等外国文学

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环境。同时西方批评理论大规模

涌入，多种文学观念并行，文学受到现实主义、现代

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理论的影响。哈代的作品既

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又含有现代主义的因素，作为经

典文学得到进一步的译介和出版。90年代后，大众文

化和后现代话语引起了文学界内外的反思，现实主义

文学又占据了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哈代的作品重新

被广泛译介和再版。

（二） 文化生产与大众传播的推广

文化生产与大众传播涉及到翻译、批评、出版、

影视改编等多个领域。20世纪前期，对哈代小说的译

介出版以短篇小说为主。这可能与短篇小说篇幅较

小，翻译和介绍的难度较低有关。1917年，中华书局

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收录了周瘦鹃翻译

的《回首》，这标志着哈代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开端，

而后顾仲彝、钱歌川、方光焘等译者翻译了哈代的一

系列短篇小说。这一阶段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对哈代诗

歌的翻译和评介贡献最大，哈代与徐志摩等新诗实践

者相似，他们都有着传统与现代融合转型的特质。哈

代的诗歌为中国新诗诗人，尤其是新月派诗人探索新

的形式与思想提供了借鉴。而张谷若、吕天石等著名

翻译家对于哈代长篇小说的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张

谷若使用胶东方言和俗语俚语来翻译哈代小说《德伯

家的苔丝》，刻画出苔丝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

为当下较为流行的译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

田意的《哈代评传》，这是非英语世界的第一部哈代

研究专著；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资料和研究

氛围的匮乏，中国的哈代研究一度停滞。此外，杜衡

于1936年翻译了《统治者》 ，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广泛的

影响。这一时期，哈代的主要作品已经基本都译介到

中国，虽然译文质量良莠不齐，译者和读者的接受面

也多有限制，但总体上为后来的译介活动提供了有价

值的参考，推动了哈代在中国的经典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哈代的译介出版深受苏联

文学界的影响，对欧美国家文学的翻译主要是古典名

家作品，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

曾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80％的翻译

文学作品是通过俄语翻译而来的。”[3] 哈代等欧美现实

主义作家的作品大多作为“批判继承”的对象被译介

过来。六七十年代哈代作品的研究和出版一直处于停

滞状态，徐志摩等人因其悲观、颓废的文学倾向而被

冷落与批判，诗剧《统治者》也因为译者杜衡受到过

鲁迅、瞿秋白等左翼作家批评，一直没有得到出版发

行。

祁寿华在Translation and Transmutation: Hardy in 

the Post-Mao, Market-Driven China一文中说：“近三十

年内哈代在文学上的崛起是中国文学自1966-1976年

以来复苏的一个征兆，那时哈代和外国文学几乎都是

禁忌。”[4]改革开放后，文学界重新拿起“拿来主义”

的旗帜，哈代的文学风格与当时表现真实和人性的时

代主题相一致，加之80年代文学出版领域出版自主权

的扩展和发行体制的改革，对哈代的译介和研究也重

新活跃起来，哈诺德·奥雷尔（Harold Orel）在80年

代访华后甚至得出“哈代是在中国读者最多的英国小

说家”的结论。[5] 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

了徐宗英的《诗人哈代初识》，标志着中国哈代研究

的重新复苏。而张玲、吴笛、何宁、聂珍钊、王守仁

等后继学者也对哈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出版

专著和论文，组织学术会议等提高了哈代在学术界的

影响。198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蓝仁哲选译的

《托马斯·哈代诗选》，共收录了哈代的47首诗歌，是

除《列王》以外国内第一本哈代诗歌的单行本，可以

视作对哈代诗歌进行系统翻译的第一次尝试，标志着

哈代诗歌译介的复苏。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

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后，现当

代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成本大大增加，很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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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转向包括哈代作品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

版。

随着信息网络和大众传媒发展，哈代的小说被

多次改编成影视剧。1979年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

执导，法国雷恩影片公司和英国伯里尔影片公司联合

摄制的《苔丝》获得三项凯撒奖和奥斯卡大奖。1982

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将其译制成《苔丝》上映后引起

轰动，哈代作品的读者范围迅速增加，学术界对小说

《德伯家的苔丝》的研究也蓬勃开展。1997年泰晤士

公司根据哈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丛林人》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获奖， 其中篇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也

被改编为《发廊童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此

外，信息社会和互联网社群的兴起也加速了哈代作品

在我国的传播，进入21世纪后，其翻译出版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峰。

（三）教育教学与文学史编纂的固化

洪子诚在《经典的解构与重建：中国当代的“文

学经典”问题》中指出：“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 

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

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

广。”[6]

文学史既是经典化的过程也是其结果。龚雪萍在

《媒介学视域下哈代小说在外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化》

一文中分析了我国的外国文学史中，对哈代的介绍经

历了从转述模式到评述模式的转变。从五四时期到

四十年代末主要是“哈代+作品+（评述）”的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则发展为“哈代/生平+作品

+主要作品”，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生平创作+《德

伯家的苔丝》”这一叙述模式，对哈代作品的介绍多

集中于《德伯家的苔丝》。[7]

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包括其选材、评价和论

述重点等都深刻影响到了教师的思想及其传授。哈代

作品作为西方文学中的经典被广泛选入文学史教材之

中。21世纪初期，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生必读丛书”，

其中张谷若译的《德伯家的苔丝》被列入其中。此

外，外语教育政策也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被《高等学校英

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指定为英语专业的阅读参考书

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的大学生必读的100本书

中也有《德伯家的苔丝》。这些都为哈代的小说在我

国的影响和接受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三、哈代诗歌与小说译介不平衡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哈代的诗歌虽然起初

并未获得广泛的好评和影响，但经过奥登、庞德、拉

金等后辈诗人推广，哈代逐渐成为英国诗歌传统的

代言人。20世纪70年代甚至掀起了哈代诗歌研究的

高潮，其经典地位无人质疑。[8]丹尼斯·泰勒（Dennis 

Taylor）认为“哈代诗歌格律形式的汇总就是一部英

国诗歌格律传统的全面指南。”[9]从2004年开始，英国

文学文化界又出现了一股“哈代热”，对哈代的关注主

要在于评论界对哈代所代表的英格兰性的研究兴趣，

哈代代表着英格兰人的一种集体记忆。[10] 有的论者甚

至认为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旁支，哈代才代表了英国诗

歌的主流。然而在我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和翻译出版领

域，哈代的诗歌却一直没有获得其小说那样的地位。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哈代的小说是直接作为外

国文学经典接受的，然而其诗歌20世纪20年代最初译

介到我国时，其在英美文学界的经典地位尚未完全确

立。另一方面，虽然受到徐志摩等诗人的推崇，哈代

的诗歌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30年代抗日

战争的爆发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

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其诗歌没有得到主流文学的承

认。正如谢天振、查明建所言：“20年代，哈代在中

国读者中的形象是诗人，30年代开始，哈代小说的翻

译逐渐增多，小说家哈代的形象逐渐取代了诗人哈代

的形象。”[11]由于哈代的小说在我国一直被视为批判

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在20世纪以来的各个阶段都保

持着较为连续稳定的译介与出版，乃至不断地重印与

再版，然而与此同时，哈代的诗歌则近30年没有被译

介，读者很难了解到他的诗歌作品的全貌，形成了读

者和社会对哈代的刻板记忆——小说家。这种刻板记

忆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同时，教育和文学史总是滞

后的，它们将“文化生产场所生产出来的潜在经典凝

固化为实际经典, 它要承担签发经典通行证的责任，

就必然有所筛选，而这种筛选必然预设了一个时间间

隔。”[1]不同于哈代的小说很早就已经成为我国外国文

学史中的经典，虽然近年来学界对哈代诗歌的关注逐

渐上升，但是仍需学者进一步的译介和研究，在文学

史的撰写中还需增加哈代诗歌部分的比重。此外，诗

歌这一文学体裁由于翻译难度大，阅读门槛高，较小

说而言流行程度低，受众群体小等局限性，出版的经

济利润低，在译介中容易处于弱势的地位。而在西方

备受好评的《列王》由于语言的晦涩难懂和题材的民

族性，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的关注。

结语

由于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发展历程存

在较大差异，本文未对港澳台地区的出版图书进行分

析。此外，20世纪早期很多关于哈代的作品，尤其是

诗歌的译介主要集中于报刊上，而由于统计工具等因

素的限制，本文的数据采集集中于图书方面，未对与



第  3 期 55

其他作家作品共同收录的作品集进行统计。在这些方

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哈代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出版“体现了中国作为

接受者的一种历史性选择……这不仅是中西文化交

流的过程，也是不同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对

话”。[12]在21世纪大众传媒与数字人文蓬勃发展的语

境下，对哈代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行分析，不仅

可以加深对译介出版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的认

知，也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哈代作品研究与翻译出版

的思考，推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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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omas Hardy's work in China runs through all perio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ardy's cano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status of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during this process are affected by the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poetics,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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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聆听”的用法比词典里说明的要丰富，其释义和用法有必要做修正。“感谢聆听”一类表达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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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感谢聆听”，有学者认为是“误用”，不合

规范，如刘娜 [1]、周志锋等 [2]；也有学者赞同这一用

法。在具体调查中，“感谢聆听”也是见仁见智，有些

人认为这是“创新用法”或“无奈之举”；也有人认为这

是误用。

对于“感谢聆听”的使用环境和接受度，学界关

注较少。本文结合现实访谈、文献记载及语料库调

查，探讨“感谢聆听”的接受度及其出现的原因。

二、 “感谢聆听”接受度调查分析

我们就“感谢聆听”的接受度，调查了含语言学专

业技术人员（下称“语言”）、普通语文教师（下称“语

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下称“硕士”）、

公司职员（下称“职员”）、非从业者在内的72人。

（一）“感谢聆听”接受度的差异

从调查结果看，有84.7％的受访者表示不能接受

这一用法，其中语言类专业技术人员4人，语言学相

关专业硕士46人，语文教师10人，公司职员1人。不

接受者人群中，以具备语言学素养的专业人士居多。

除1人表示无所谓外，另外8位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

但是应该有一定的语境要求；只有2位受访者表示可

以无条件接受，其中1位语言学相关硕士，1位非从业

者。在有条件接受人群中，语言学专业人士1位，硕

士6位。

完全接受者认为，“感谢聆听”完全可直接对应

英语“thanks for listening”，该调查者由于多年从事英

语环境的汉语教学或受英语影响，这反映出“感谢聆

听”与英语的对应性，此处应无语境限制。另一位受

访者为非从业者，该受访者认为，说话者用“感谢聆

听”是出于对听众的尊重。

8位有条件接受者中，2位是语言学专业教授。

其中1位认为是“无奈之举”，因为汉语中没有与表示

“聆听”相对应的谦辞；另一位认为是受方言影响，

如香港人用，似乎可以，因为在香港这个词不具有下

对上尊敬的色彩，他们听力课有的就称为“聆听”。

而在大陆，地位相对低的一方不能这样用，只能说

“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聆听您的教诲。”其他6位硕士

受访者认为，只要表现出尊敬之意，就可以用了。比

如说，某个人做了场报告，结束时说“感谢聆听”，也

算对了。

61位表示不能接受的受访者中，60位从事语言相

关工作，1位公司职员，不能接受的原因较为复杂。

在72位被调查者中，61位对“感谢聆听”持否定

态度，可见在现代汉语中“感谢聆听”的接受度并不

高。究其原因，可从感情色彩、语体搭配和适用对象

三个角度进行考察。

（二）“聆听”字典释义

当下权威词典对“聆听”的解释为：1.《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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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第7版），<书>听：凝神～｜～教诲。[3] 2.《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文>仔细听取：～宏论｜

洗 耳～。[ 4 ] 3 .  《 现 代 汉 语 大 词 典 》，仔 细 地 倾 听 ：月

下～细语呢喃。[5] 4.《新课标部编版小学生现代汉语词

典》，（恭敬地）听取：那满天的星星，似乎也在静静

地～老人们的故事。[近]谛听 倾听 。[6] 5.《同义词大词

典》（第2版），聆听、倾听：在“细心听取”的意义上

构成同义关系。[7]二者的适用对象、风格色彩和语体

色彩有别。“倾听”的对象可以是外界的声音、动静

等，也可以是他人的讲话、发言等；“聆听”的对象

通常为他人的言语、教诲等。“倾听”多用于上级对下

级，含虚心的态度色彩；“聆听”多用于下级对上级、

晚辈对长辈，含尊敬的态度色彩。“倾听”适用范围较

广，通用于口语和书面语；“聆听”只用于书面语。

从五部权威词典释义看，三部词典释义突出“聆

听”的书面语体或文言语体色彩。两部词典释义突出

其使用对象或听说双方的社会地位。《现代汉语大词

典》释义最中性，只突出其概念意义。

（三）现代汉语中“聆听”的语言环境

为准确了解“聆听”在现代汉语各语体中的用

法 ，我 们 以 C C L 语 料 库 中 ，1 9 9 4 - 2 0 0 0 年 《 人 民 日

报》、2001-2004年“新闻报道”、大陆及香港当代作

家小说、电影台词为调查对象检索1136个用例。

就语料库中这1136个用例而言，用于书面语体占

53.3％，用于口语语体占46.7％，二者差距并未达到

“不能接受”的程度；“人民日报”及“新闻报道”的

极正规语体及小说类较正规语体中用例约占91.5％，

用 于 电 影 台 词 中 有 一 定 随 意 性 的 语 体 中 用 例 约 占

8.5％，在正规语体中的用例占压倒性优势。

“感谢聆听”多用于学术报告、论文答辩等极正

式、庄重、严肃的场合中，这与“聆听”出现的语体

环境完全相似。可见，语体、运用环境并非“感谢聆

听”不被接受的真正原因。就“聆听”作用的对象，周

志锋，李仲慧做过统计，现转录如下[2]：

就周文的统计看，“聆听”对象可以是人说话也

可以是自然声音，相对而言，用于人说话的情况占优

势，在用于“人说话”的环境中，就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而言，下对上占优势，其次是对等关系，上对

下较少见。简言之，“聆听”用于人的说话时，多用于

下级对上级或者平级之间的“聆听”行为。同时，无

论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还是人与自然声

音之间的单向接受行为，“表敬意”的感情色彩占绝对

优势。“感谢聆听”多用于做学术报告的学者自谦或汇

报论文内容的毕业生的尊敬，二者皆带有敬意。

从“聆听”的意义和使用环境看，“感谢聆听”似

乎是符合语言使用者的主观立场的，即表示对听话人

的“敬意”。既然符合语言使用者的主观立场，为何其

接受度较低（含条件接受者，也只有13.9％）？既然

接受度较低，“感谢聆听”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三、“感谢聆听”接受度差异形成原因

上文的调查显示，“感谢聆听”与“聆听”的词

义、使用环境以及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等存在较高的

一致性，但却并不被接受。究其原因，是“感谢”使

然，而导致“感谢聆听”产生的原因恰是说话者表达敬

意的主观意图。

（一）“聆听”与“感谢”语用不协调 

“聆听”是个敬辞，多用于下对上，表示说话人

对听话人的尊敬，或叙述者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

按照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语用原则（礼貌原则），

认为应该对他人表示敬意，语义上大体相当于“洗耳

恭听”。就“感谢聆听”来说，从字面上看意思就相当

于：感谢你们恭敬地听。一般人会认为这似乎与表达

者自己要表达的主观态度不相符合，客观上显得使用

这种表达的人有点自高自大（因为你们恭敬地听我

的报告，所以我感谢你们），这与我们不能说“谢谢

你请教我”“感谢你拜读我的书”同理。其理在于：

“恭敬”的态度不是由被恭敬的对象来定性的，而是

由表达恭敬态度的主体遵守社会约定俗成的礼貌原则

自然发出的，由被尊敬的对象说出来不符合一般的礼

貌原则。有的学者有意识地使用“感谢倾听”“谢谢垂

听”这类比较讲究的用法，因为“倾听”“垂听”就是

多用于上对下的，报告人把听报告者置于高位，显示

自己对听报告者的尊敬。虽然这样使用的人还不多，

表1 “聆听”用于人的说话情况统计

下对上 上对下 对等 合计及比例

数量及比例 728/57.5％ 73/5.8％ 465/36.7％ 1266/100％

带敬意数及比例 728/57.5％ 73/5.8％ 324/25.6％ 1125/88.9％

不带敬意数及比例 0 0 141/11.1％ 141/11.1％

表2 “聆听”用于其他声音情况统计

歌声等人
为声音

动物及自然
界声音

虚拟
声音

合计
及比例

数量及比例 525/84.4％ 62/10％ 35/5.6％ 622/100％

带敬意数及比例 102/16.4％ 0 0 102/16.4％

不带敬意数及比例 423/68％ 62/10％ 35/5.6％ 520/83.6％

表3  “聆听”使用情况汇总

人的说话 其他声音 合计及比例

数量及比例 1266/67％ 622/33％ 1888/100％

带敬意数及比例 1125/59.6％ 102/5.4％ 1227/65％

不带敬意数及比例 141/7.5％ 520/27.5％ 661/35％

王 晖，等：“感谢聆听”的接受度及其产生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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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种表达值得推荐。当然，有人会说最普遍、

方便的表达就是直接用一个“谢谢”即可。但是，追

求语言多样化、丰富化的表达是人们的语言心理的

正常反映，“感谢倾听”“谢谢垂听”相对来说显得更

庄重、文雅，这是符合汉语礼貌原则中的文雅准则

的。[8]192

（二）“聆听”与“敬辞”的语用环境不协调

作 为 敬 辞 的“ 聆 听 ”本 身 没 有 外 显 的 表 示 敬 意

的成分。汉语中有很多敬辞本身就含有体现敬意的

成分，如“贵”（贵姓、贵干、贵庚）、“请”（请教、请

坐、请进）、“敬”（敬赠、敬献、敬候）、“惠”（惠存、

惠顾）、“拜”（拜读、拜访、拜见）、“光”（光临、光

顾）、“恭”（恭贺、恭候、恭听）等。由于有直接表示

敬意的成分，所以，带有这些成分的敬辞使用出问题

的概率就很低。而“聆听”中的“聆”不是表示敬意的

成分，它是一个古语词，在古代可以单用，但在现代

汉语中只是一个不成词语素，它对一般人来说非常陌

生。有的词典释为“听”，有的词典释为“细听”[9]。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聆听”的解释，只有“<书>

听”的释义（没有其他说明），自然就很容易误以为跟

“听”的一样了。而作为“聆听”近义词的“倾听”中

的“倾”虽然也不是表敬意的成分，但多数人还是比

较熟悉的，可以通过“前倾身体、侧着头”的具体动

作的想象，体会到（上对下）认真听取的意义。

其次，从与近义词“倾听”的比较的角度来看，

“倾听”多用于上对下，从我们上边所举的例子看，

“倾听”也可以用于下对上。我们注意到，社科院语

言所《现代汉语词典》在“倾听”的释义中有“ 多用于

上对下 ”[3]这样的说明，这样做当然有助于避免“倾

听”的误用。另外，龚学胜对“聆听”的释义是“仔

细地倾听”[5]，以“倾听”释“聆听”，这就模糊了二

者语用上的界限，更容易造成使用上的混乱，是不可

取的。“倾听”的使用频率比“聆听”高得多，据查，

CCL语料库中与“倾听”有关的语料共有3828条，几乎

比“聆听”（1941条）多一倍。而且“倾听”是一个口

语、书面语通用词，“聆听”是一个书面词。对母语者

来说，有一定难度的、使用频率不高的书面语词出现

问题的几率可能更高一些。

（三）对“聆听”话语功能的不认同感

“感谢聆听”的表达应该是报告人对听报告者专

心听报告的礼貌行为，或用敬辞“聆听”施行的礼貌

言语行为本身予以感谢。“聆听”是元语言词语，即

“聆听”是称说这一礼貌行为的词语，报告人感谢的

是听报告者的礼貌行为，通俗地说，这里的“聆听”

也可以看做是对听报告者使用的“聆听”的间接引

用。从听报告者的立场说，报告人说“感谢聆听”是

认可了听报告者的有礼貌的听的行为；而“你聆听了

我的讲座”中的“聆听”是对象语言，即“聆听”是直

接指称“聆听”这一具体的行为现象的词语。在现实认

知视野中，听话人很难把“聆听”作为元语言进行理

解，这也是造成不被接受的一个原因。

四、“感谢聆听”产生的动因

（一）“应答协调性一致性原则”的支配作用

陆俭明以表示敬意的量词“位”也可以用于说话

人一方为例，提出了“应答协调性一致性原则”（作

为会话合作原则的一种），即问话人主导话语权的情

况下，回应人顺着问话人说。比如在饭店，饭店服务

员接待顾客时问：你们几位？顾客答：我们三位。陆

先生还列举了很多例子证明这种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不过，他也补充说，“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得让

位于礼貌原则。[10]

陆先生提出的这一原则对我们解读“感谢聆听”

一类的说法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可以设想，报告人是

以听报告者为假设的对话对象的。当报告完毕时，

听报告者如果与报告人进行交流，按照一般的礼貌

原则，会对报告人说“聆听了您的报告，收获很大”

之类的客气话；作为报告人，出于礼貌，也会表示感

谢，按照“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就可能顺着听报告

者说的不假思索地回应“感谢聆听”。当然，这个对

话过程不一定是实际上发生的，但遵从的原则应该是

一致的。真实的情况是，报告人做完了报告，在PPT

的最后一页上显示“感谢聆听”，或者直接说“感谢聆

听”“谢谢各位的聆听”。

当然，我们不能说，凡是遵从“应答协调一致性

原则”的用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很多是对既

有规范的超越，大多数都是在一定的对话语境下产

生的。但也不能排除有的用法如果得到广泛运用，

也许就有“习非成是”的可能。比如上边陆先生提到

的“位”用于说话人一方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如

“我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另外，即便是在非对话

语体中，“位”也可以用于明显不值得或不必对其表达

“敬意”的对象（如罪犯、小朋友等）身上。在此种

情况下，“它言传出的只是言谈者的一种礼貌态度，

这种礼貌是拘于某种礼仪而展示出来的，带有客观

性。”[11]“并非一定要考虑尊重他人，……说话人的社

会地位与修养会促使他选择一定的礼貌言行，以构建

自己的身份。”[12]“感谢聆听”的使用与此类同。

从“位”使用的单向性（他称）到双向性（他称、

自称）可以类比，“感谢聆听”中“聆听”应该也是在

走同样的路，只不过这一过程尚未完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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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协调性一致性原则”，从消极的方面看，

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被带进沟里”了。在语言实践

中，此种现象并不鲜见。如：A.请问，您贵姓？B.我贵

姓李。/A.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手机？B.我有看见。“感谢

聆听”也许就是“被带进沟里”的产物吧。

（二）模糊敬辞与谦辞所针对的对象不明

敬辞是表示对他人恭敬的言辞，谦辞是表示自

己谦虚的言辞，“卑己尊人”（自谦、敬他）是中国交

际文化中最基本的礼貌原则之一。从理论上说，敬辞

和谦辞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两个概念，但从语言实践上

看，两者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两者常常是相伴而

生的，甚至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

自谦往往就意味或包含着对他人的尊敬，对他人的

尊敬也往往伴以自谦，所以，戚晓杰把量词“位”的

语义特征概括为“谦敬”[13][14]是有道理的。当听报告

者以敬辞“聆听”表达自己对报告人的敬意时，实际

上也是把自己置于一个低位（卑己），这就是所谓的

下对上；当报告人收到听报告者以“聆听”表达的敬

意时，在“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和“礼貌原则”的

双重作用下，很容易不假思索地顺着对方的话把敬辞

“聆听”与“感谢”一起回敬给对方。如果报告人只是

说“谢谢你听我的讲座”（我们一同事告知，听到过有

人这么说），毕竟还是在礼貌原则上有所欠缺，而且

欲表现出自己的礼貌和修养，构建自己礼貌者的“人

设”，就可能选择敬辞，所以就顺便把对方使用的“聆

听”重复了一遍。

在语言生活中，模糊敬辞和谦辞界限进而造成

所指颠倒的现象也时有所见，连著名的学者也难以避

免。比如清华大学某著名经济学家在赠送给别人的书

中就有“惠赠xx先生”（人名隐去）的题词。“惠”用

于敬词，凡以“惠”开头的敬辞词语都是说话者称说

对方的行为，不能用于称说自己的行为，这儿的“惠

赠”应当改为“敬赠”。央视某著名男性主持人在一档

访谈节目中，也曾出现过称被访谈者的父亲为“家

父”的尴尬。像我们有时候听到的类似“你舍弟、我

府上”这样的表达都是模糊或混淆敬辞、谦辞所指对

象的表现。

（三）语言表达的交互主观性

“交互主观性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说话人

会站在听话人的角度来组织和表达话语。”[15]作为一

种表示礼貌的感谢行为，其“实质是平衡人际状态，

原有的人际状态因为施惠行为而产生了利益、人情与

心理等方面的不平衡，受惠人通过感谢行为来修补，

达到新的双方间的平衡。”[16] 针对听报告者专心听报

告的“聆听”行为或者直接用“聆听”实施的言语行

为，报告人用“谢谢”或“感谢”亦无不可。尤其是对

一些年长的著名学者、地位较高的领导来说，对听报

告者使用这样的感谢语，完全能够满足作为受惠人的

报告人对作为施惠人的听报告者施惠言行的平衡。中

华传统文化有尊老敬老、崇尚权威的特点，作为年长

的著名学者、地位较高的领导，能对年龄小于自己、

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使用“谢谢”“感谢”这样的普通套

语是很得体的。因此，我们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听到过

年长的著名学者、地位较高的领导使用“感谢聆听”

这样的表达。但我们见过不少研究生、年轻教师或一

般学者、中学教师等使用“感谢聆听”，从交互主观性

的角度说，可能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年轻人或一般学者

使用一般的“谢谢、感谢”这样的表达不足以表达自

己对这么多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地位较高的领导）

听自己报告或发言的谢意，无法达致上述新的平衡。

就中国人的礼貌原则来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

丈”也是通行的准则，所以，他们才选择“感谢”加

施惠行为宾语“聆听”这样的正式度更高的话语模式

来满足修补因施惠人施惠而失衡的人际关系的心理需

求。[17]

（四）敬辞表达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汉语中，“听”是一个口语、书面语通用的

高频单音节词，但缺少一个与“听”相匹配的偏书面

语色彩的同义双音节词。众所周知，“帮”有“帮助”、

“学”有“学习”、“看”有“看望、观看”这样的同

义双音节词相匹配。查社科院《现代汉语词典》，

以“听”释义的双音节词除了“聆听”以外，还有“听

取”。“听取”的适用对象比较狭窄，其搭配对象限于

“意见、反映、汇报等”[2]，而且，“听取”应是动补

结构（或连动结构？），作为构词词素的“取”有“得

到”义，“听取”的语义重心不在“听”上，在“取”上；

“聆听”是并列结构，构词词素“聆”也是“听”义。

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聆听”应该就是“听”双音化的

产物。此外，“倾听”多用于上对下，从表达者的角度

出发，选择以下对上的敬辞“聆听”作为与“听”相匹

配的双音节书面词更为理想。

在此，我们也可以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说

“感谢听 ”。冯胜利提出的“韵律形态”概念可以比

较好地解释此类问题。按照他的理论，“动词非双音

化不能成为‘名动词’或‘动名词’”[18]。也就是说，

只有动词满足了双音节的要求，获得了双音节这样的

动词名词化的“韵律形态”，才能充当双音节动词的宾

语。这就可以解释单音节动词“听”不能作为“感谢”

的宾语出现在其后，而作为双音节词的“聆听”就符

合要求。大家可以比较：感谢帮——感谢帮助，前者

王 晖，等：“感谢聆听”的接受度及其产生动因



60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8 卷

不可以说，后者可以说。当然，“感谢聆听”好像还不

如“感谢帮助”自然，这是另外的问题，前边已有解

释，不赘。

从韵律的角度看，汉语书面语比较讲究词语音节

2+2的对称，“被迫学习”“共同使用”“相互帮助”显

然就比“被迫学”“共同用”“相互帮”和谐整齐自然得

多，更能传达书面语的正式庄重感。有鉴于此，我们

认为，从CCL语料库所引例子中的“聆听”很多（尤其

是用于上对下或难分上下的用例）也许就是作者们从

音节和谐的视角（或语感）所做的选择吧。

就接受度而言，我们目前可以说“感谢聆听”这

样的说法可能是不规范或不够规范的，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随着这种说法频率效应的不断显现，将

来它可能“习非成是”合法化了也未可知。赵元任指

出：“语言是在变的……演变的最大社会力量之一是

中国人‘习非成是’。错两次固然变不成正确，但是次

数多了，什么错误都会变成正确。”[19]历史的经验告诉

我们，很多所谓的“不规范”的用法大都经历了这么

一个过程，到了最后变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用法。[20]所

以，我们要再次强调，对“感谢聆听”这样的表达，

我们最好不先入为主地把它归为“误用”的行列，姑

且拭目以待。

五、余 论

“聆听”一词，无论释为“听”，还是释为“仔细

地听”，它的语义无疑是很稳定的，但其语用相对来

说则不如语义稳定。因此，在我们收集的例子中，不

少用例显示的用法似乎是超出既有规范的；在访谈

的内容中，大家对“感谢聆听”一类表达的看法也都

不尽一致。但就语用意义来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地

说都不稳定，其中也有趋于稳定的部分，如“聆听”

多用于下对上、表达敬意的用法就是相当稳定没有异

议的。也可以说，相对稳定的部分渐渐地可能就变成

语义的一部分，所谓“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

用法。”（维特根斯坦语）这种用法稳定了就变成了语

义的一部分。但“聆听”用于上级对下级，甚至产生

“感谢聆听”这样的表达则属于相对不稳定的部分，

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规范的用法。对此我们也不急

于否定它，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静观语言事实本身的

发展变化，时间会证明一切。

多从几个角度观察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感谢聆听”用法的产生，从语用的角度看反映了人

们语言使用的微妙心理。从语体、韵律的角度看，它

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多角度观察研究，可能

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一步，从而对社会上对像

“感谢聆听”这样的用法的“混乱”持更理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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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近（1352-1409），字可远、思叔，号阳村，

高丽王朝末期、朝鲜王朝初期著名文臣、学者。高丽

恭愍王十七年（1368）文科丙科及第，历任艺文应

教、成均馆大司成、礼义判书等。朝鲜开国后，历任

大司成、中枢院使等，谥号“文忠公”。他精通性理

学，与郑道传一起被称为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的“双

璧”。著有《入学图说》《周易浅见录》《四书五经口

诀》《礼记浅见录》《奉使录》《东国史略》《阳村文

集》等。[1]139-140《奉使录》是权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

（1389）出使明朝时的见闻记录，收录了其沿途所作

的诗文，是研究明朝初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

以及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奉使录•序》载权近赴明路线：“逾鸭绿江，渡

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

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2]45入淮、泗之前经山东

的德州、聊城、济宁、枣庄等地，用时十余天，其返

回高丽，又“由淮而北，过齐鲁之东，以涉渤海。”[2]45

往返里程达万余里，历时四个月左右。权近在其《奉

使录》中，留下了有关山东运河的众多记载和描述，

对于我们研究明初山东运河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

值。

一、权近《奉使录》所记运河沿岸驿站

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权近一行由河北吴

桥连窝驿抵达德州安德驿。《过德州安德驿，船上有

古扇，尹评理请题一绝》诗云：“古馆阴阴枕水傍，

绿槐深处日何长。画船就得斋纨扇，分与行人一片

凉。”[2]69明人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三十一《漕河水

程》记载：“连窝驿至德州良店驿七十里，良店驿至

本州安德驿七十里，安德驿至本州梁家庄驿七十里，

梁家庄驿至武城县甲马营驿一百一十五里，甲马营

驿至临清州渡口驿七十里。”[3]2271乾隆《德州志》卷五

《建置•驿传》记载安德驿：“在州城西门外，即关帝

庙，乾隆七年归州，今坐落大西门外桥口，额设水夫

一百六十一名。”[4]231地方志中对安德驿的设置时间多

记载不详，由权近的记载可以看出，德州安德驿早在

明朝洪武年间就已存在。

权近在其《过闸口诗》注文中还提到了“东昌府

崇武驿”和“阳谷县荆门驿”两处驿站。《北河纪》卷

一《河程记》记载：“阳谷县荆门驿在县东四十里安

平镇之西岸，九十里至东昌府聊城县之崇武驿。”[5]27-

28《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山东五•东昌府》记载

崇武驿：“在府东门外运河西岸，为往来孔道，置水

马驿于此。”[6]1702康熙《阳谷县志》卷二《公署》记

载荆门水驿：“在县东四十里张秋镇河西，……驿旧

在县治东五十里，明洪武三十年知县刘源修；二十五

年，河道淤塞废；永乐九年，河通，十三年，主簿俞

原重修；成化八年，知县孟纯迁建张秋河西；弘治六

年，河决移建河东；嘉靖十年，仍建河西，今厅房俱

明初外国人眼中的山东运河
——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

胡梦飞1，宋仕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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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7]88

离开故城县后，权近一行抵达武城县甲马营驿。

其《过武城县甲马营驿》诗云：“中河日晏尚酣眠，

百丈能牵上水船。梦觉一声挝鼓里，始知行到驿楼

边。”[2]70武城县甲马营镇是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运河古

镇，距离武城老城十五公里。由于其为运河重镇和军

事要地，故明清两代在此设有递运所、水馆驿和巡检

司，其中甲马营水驿位于县治东北二十五里处。嘉靖

《武城县志》卷三《官职志•公署》记载：“甲马营水

驿、巡检司、递运所三署俱在甲马营镇，去县治东

北二十五里，洪武初建。”[8]43顺治《武城县志》卷一

《公署》亦记载甲马营水驿在城东北二十五里。[9]14

在离开郓城后，权近先后抵达汶上县开河驿和

济宁南城驿。其《过汶上县开河驿, 又过济宁州城

南驿》诗云：“汶上乘舟落日斜，橹声咿轧水生波。

夜深直过济宁驿，百里风烟知若何。”[2]76因地处水陆

通衢，两处驿站往来极为繁忙。《北河纪》卷一《河

程 记 》 记 载 ：“ 沛 县 泗 亭 驿 北 九 十 里 至 鱼 台 县 之 河

桥驿，九十里至济宁州之南城驿，一百里至汶上县

之开河驿，七十里至东平州之安山驿。”[5]27明人王

鸣鹤《登坛必究》卷三十一《漕河水程》亦记载：

“安山驿至汶上县开河驿七十里，开河驿至济宁州南

城驿一百一十里。”[3]2271万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

《驿传》记载汶上县开河水驿：“在县西南三十里，

自永乐年间开通河道建立。”[10]1083《读史方舆纪要》

卷三十二《山东三•兖州府》记载开河水驿：“县西

南三十里，又县东南有新桥马驿，盖县为水陆通衢

也。”[6]1644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五《公署》记载南

城水驿在城南门外。[11]454万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

《驿传》记载南城水驿：“在城南门外，洪武五年，知

府贾岩建；永乐元年，同知潘叔正重修。”[10]1078乾隆

《兖州府志》卷十七《兵防•驿站》记载：“自河桥水

驿而北九十里为济宁州南城水驿，在城南门外，明洪

武五年建；州居水陆之冲，差使往来络绎如织，兼设

马匹以备迎送。”[12]722  

离开济宁南城驿，权近等人继续南行，抵达鱼台

县谷亭驿。其《过鱼台县谷亭驿次船板诗韵》诗云：

“河滨日出雾初收，两岸芦花已是秋。壮岁忽惊双鬓

改，远游方觉一身浮。舟种览物添诗兴，枕上思归动

旅愁。处处繁华虽信美，自非吾土赋登楼。”[2]77谷亭

驿为《明代驿站考》失考之驿，位于鱼台县东二十

里谷亭镇谷亭闸近旁。明初，因谷亭闸（此闸初建于

元至顺二年）设有此驿，至隆庆中，运河东徙，谷亭

闸及递运所被裁撤，闸废，谷亭驿亦废。[13]乾隆《兖

州府志》卷十七《兵防志》记载：“自泗亭水驿而北

九十里为鱼台县河桥水驿，此自谷亭镇移建，今驿旧

设沙河、鲁桥二水驿，明嘉靖四十五年，并为河桥

驿，移于谷亭镇适中。北至济宁州，南至沛县，俱

九十里；又将沙河递运所亦归并为谷亭递运所。隆

庆五年，运河挑成，复将驿地改设南阳，仍名河桥

驿，济宁谷亭递运所俱裁。”[12]722《大清一统志》卷

一百四十六《济宁州•关隘》记载谷亭镇：“在鱼台县

东二十里宁武亭东，……旧置谷亭闸及河桥水驿、谷

亭递运所，北至济宁，南至沛县，俱九十里，为运漕

往来要地。明隆庆中，运河东徙，省递运所及闸，而

移驿于南阳镇，遂废。”[14]5221河桥水驿：“在鱼台县

东北三十里南阳镇，明隆庆初，自谷亭镇移此，有驿

丞，今裁。”[14]5221有关谷亭驿设置的时间，地方志中

多没有说明，权近的记载说明谷亭驿早在明洪武年间

就已存在。

二、权近《奉使录》所记运河航行状况

在《奉使录》中，权近还详细描述了自己航行于

运河之上的感受。其《舟中记事诗》注文云：“由北平

至京师，水驿数千里，河流蟠回，或南或西又或北，

一二里路且至三四其曲。昼行既午，西日在右，避坐

于左；俄而舟向北，则日转于左；避之而右，则舟又

向南，日还在右。夜观北斗，或在船尾，或在船头，

又或在傍，变迁无定，以此识舟行之方向也。”[2]70-71

山东段运河号称“闸河”，沿岸闸坝众多。山东

中部以丘陵地为主，由于复杂地势而产生的水位差，

是制约大运河顺利通航的一大难题。为了让河段保持

足够的水位，古人在运河上设置了一系列水闸，通过

前后相邻两闸的蓄水或放水，让船只依次通过。《大

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九《工部十三•闸坝》记载，临

清州有会通闸、临清闸、南板闸、新开上闸；清平县

有戴家湾闸，李家口、魏家湾二减水闸；堂邑县有梁

家乡闸，土桥闸、土城中闸二减水闸。博平县老堤头

北减水闸；聊城县有周家店闸、李海务闸、通济桥

闸、官窑等五减水闸；阳谷县有七级上、下二闸，阿

城上、下二闸，荆门上、下二闸。东平州有戴家庙石

减水闸。汶上县有开河闸、南旺北闸、南旺南闸，界

首、石口二积水闸。济宁州有分水闸、天井闸、在城

闸、赵村闸、石佛闸、新店闸、新闸、仲家浅闸、师

家庄闸、鲁桥闸、上新闸、中新闸、下新闸、枣林

闸、广运闸、永通上闸、耐牢坡闸。鱼台县有南阳

闸、谷亭闸、八里湾闸、孟阳泊闸。[15]2978-2980据史料

记载，元代开凿会通河时曾修筑河闸31座，每座闸都

由专设的机构和人员管理。明代重新疏浚会通河后，

除修复旧闸外，还根据需要添置新闸。据《山东运河

备览》统计，明清会通河在临清至徐州段有闸5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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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闸之密集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闸坝林立，导致船只航行极为艰难，权近对

此亦做了详细描述。其《过闸口诗》注文云：“凿河

北流，每至地倾舟难通处，必积石为梁，以潴上而注

下，使通舟行，谓之闸，其口隘而流疾。临清县有三

闸，其二在河口，相去甚迩，登岸步过；其一稍远，

用二纤挽舟而上，然不甚疾。夜到东彰（昌）府崇武

驿，前有一闸，甚险，舟却而退，添三纤尽人力而

后得上。遆船欲行，水夫云：上流复有七闸，不可夜

过。因留宿焉。明日，果历五闸，其二尤险，上岸而

过。及至荆门驿。其前又有二闸，舟上纤绝，又却而

退，再进得达。其一亦不甚险也。每过闸，必有惧

心，因作诗以戒云：‘长河沄沄千里奔，闸口急流如

倒盆。拿舟欲上万钧重，弱缆持樯相轻轩，随波却退

又复进，临险栗栗飘神魂。篙工叫呼人力尽，倏然飞

跃登龙门。优游远逝自可乐，数里更此遭艰屯。人

心变化逐境异，小忤戚戚顺则欣。惟危易溺甚于水，

要使戒惧常自存。吾儒漫读十六字，到老不省终狂

昏。’”[2]72-73权近在此借诗抒发人生感慨，以水险来比

喻政坛的坎坷和惊险。

元代在临清境内会通河之上建有临清、会通、隘

船等闸。其中临清闸位于会通河入卫口处，建于至元

三十年（1293）正月初一日，十月二十九日竣工。会

通闸建于元贞二年（1296），与临清闸相距约1公里。

临清隘船闸位于会通河北支入口处，建于延祐元年

（1314）八月十五日；明永乐十五年（1417），会通

河南支开成，临清隘船闸遂废。明正德与万历年间，

为了方便原会通河北支两岸的交通，又把临清闸与会

通闸借墩筑拱，改建为桥，分别命名为“问津桥”和

“会通桥”。权近在注文中提到临清“三闸”，即为临

清、会通、隘船三闸，此三闸在临清地方志中亦能找

到相关记载。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四《桥梁》记

载：“临清闸在临清州城西南会通河北流，永乐、天

顺间开修；新开上闸在临清州城南会通河南流，永乐

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开河置闸；南板闸在临清州城

南会通河南流，永乐、正德间开修；会通闸在临清州

西南三里，元至元三十年建，永乐九年重修。”[11]433-434

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建置沿革•河渠》记载临清

共有四闸：“曰会通，曰临清，元旧址，明尚书宋礼

复置，在汶北支，久废；原为会通东、西二闸，今存

者止会通一闸。曰新开，曰南板，永乐十五年，平江

伯陈瑄创，在汶南支；初会通入卫在汶北支，中缩而

尾廻，数坏舟，乃凿南支。”[16]59明代工部主事、临清

人刘梦阳所撰《南板、新开二闸记》云：“（汶水）泉

微流涩，故建闸蓄缩而节用之，临清闸北流之裔尤要

焉，过是，则卫河承之无留行矣。闸分两河，北曰会

通，曰临清，则前元所建，《志》所谓地势陡峻数坏

舟楫者也；南曰南板，曰新开，则本朝所建，《志》所

谓地势颇平往来船行者也。”[5]150民国《临清县志》卷

一《疆域志五•河渠》记载：“汶河之设闸座，所以资

水之蓄泄也。县境内闸座凡四：曰会通，曰临清，在

汶之北河；曰南板，曰新开，在汶之南河。会通、临

清二闸，一在鳌头矶之左，一在鳌头矶之右，均建于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会通河开凿之后四年；明永乐、

弘治间，宋礼、白昂相继重修。临清闸久废，会通河

尚存旧址，今已改建为会通桥。”[17]123

权近在注文中提到：“夜到东彰（昌）府崇武驿，

前有一闸，甚险，舟却而退，添三纤尽人力而后得

上。”根据地理位置判断，此闸很有可能指的是聊城

东关的“通济闸”。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四《桥梁》

记载东昌府通济桥：“在府城东门外会通河上，永乐

九年，改为闸。”[11]431嘉庆《东昌府志》卷七《建置

三•桥梁》记载通济桥：“在府城东门外会通河，永乐

九年，改为闸，仍置木桥浮；桥在崇武水驿北，知府

李举建；正德九年，知府李珏重修。”[18]275以上两则

史料说明通济桥在永乐九年（1411）之前就已存在。

权近在注文中还提到东昌府聊城县至兖州府阳谷县有

“七闸”，而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三《漕河》则记载

当时由聊城至阳谷共有“八闸”。其中东昌府聊城县

有三闸：“周家店闸：南接阳谷之七级下闸十二里，

闸官一人，夫三十人；李海务闸：南至周家店闸十二

里，闸官一人，夫三十人；通济桥闸：南至李家务闸

二十里，闸官一人，夫三十人；窑官等五减水闸，水

大则开以泄水，非通舟之闸也。”[11]403阳谷县运河有

六闸：“荆门上闸：南接东平之安山闸七十里，闸官

一人，闸夫二十人，坝夫五十人；荆门下闸：南至荆

门上闸三里；闸夫二十人，坝夫五十人；阿城上闸：

南至闸门下闸十里，闸官一人，闸夫二十人，坝夫

五十人；阿城下闸：南至上闸三里，闸夫二十人，坝

夫五十人；七级上闸：南至阿城下闸十二里；闸官

一人；闸夫二十人，坝夫五十人；七级下闸：南至上

闸三里，闸夫二十人，坝夫五十人。”[11]403以上八闸均

建于元代元贞至大德年间。[19]166由于记文记载较为简

略，并未说明所过船闸的名称，这里不排除权近有错

记或漏记的可能。

离开阳谷县荆门驿后，权近一行抵达东平安山湖

一带。其《过安山湖》诗注文详细描绘了他所看到情

景：“湖广数十里，其源自西而东，下达济南。其支北

为清河，南引大河，皆流凿也。余初疑河水本浊，而

北流稍清，盖河入此湖之南，随而东注，湖水停滀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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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而北注。其北流者湖，非河也。湖之北有蓬洲，洲

心有碣，岸有人家。”[2]74 其诗云：“雨宿依崖渚，风行

泛渺茫。蒲洲欣遇沐，莲浦爱吹香。事往余碑碣，堤

平接屋墙。橹摇收彩缆，帆挂上危樯。济巨凭三老，

朝宗会万方。愧非专对学，空赋远游章。极目湖光

阔，回头驿路长。鸥盟惭久负，鸟哺叹遑将。泛梗元

无定，恭乘自有乡。归来聊卒岁，朝夕奉高堂。”[2]74

权近一行乘船所经过的运河为元代所开凿的会

通河，其中安山湖这一段为元代济州河的重要组成部

分。安山湖早在金元时期就已存在，它是自然形成

的，为古代梁山泊的余潴，其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

水，二水汇聚于此，继而向北循大清河入海。元至元

二十六年（1289），开挖由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南

接济州河，引汶水北达临清御河（今卫运河），把济

水截为两段谓之“引汶绝济”，致使汶水和古济水交

汇屯滞于安山（今梁山县小安山）脚下而成湖，故称

为“安山湖”，萦回百里无定界。元末明初，黄河数

次决口，冲漫梁山泊及其周边地区，安山湖自然受到

波及。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决原武黑洋

山”，水漫梁山一带，安山湖与会通河一起被淤平。

但是，安山湖一带仍是低于周围地面的一片洼地。所

以，明永乐九年（1411），宋礼重浚会通河，建南旺

分水枢纽，正式设置安山湖水柜，作为南旺诸湖的补

充。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三《漕河》记载安山湖：

“距州治西南十五里，北临漕河，萦回百余里。”[11]401

光绪《东平州志》卷三《山川考》记载安山湖：“在

安民山北，即小洞庭湖也；明贯小洞庭，开会通河，

置湖岸南以济运，周围八十三里有奇，为四大水柜之

一；后受荆隆淤垫，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20]189-

190由权近注文可知，此时的安山湖与黄河、大清河相

通。“其支北为清河，南引大河，皆流凿也。”且黄河

之水入湖后即南流，而北注大清河之水，因是其来源

为湖水，故水色较清，权近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明朝

初年黄河的变迁情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由安山湖前行十五里，权近等人抵达黄河北岸渡

口，并由此渡河南下。 其《入黄河》注文详细记述了

渡河之经过：“自湖达河十五里，河口填塞，水浅，

舟难进，水夫犹喜报云：此水涸，旬又余日，向者，

站船至此不得行，判估小船以进，今幸有雨水生，舟

可达河。既入河道，有东风溯流西上，舟行自疾。夫

过河又得雨，溯急流得风，非有天助，能然乎？我国

家事大之诚能感天地，可信矣。”[2]74-75其诗云：“浅水

行舟欲进难，蒿工犹喜雨增澜。推移得达黄河里，更

头张帆溯讦谩。韩僻在海东埂堧，事大诚心格上天。

夜雨洒添将涸水，秋风吹送溯流船。”[2]75

渡过黄河后，权近等人抵达郓城两河口。其《过

郓城县》注文云：“过郓城县两河口，凿河南流，以

通于泗，自此至淮安，皆顺水。”其诗云：“摇橹声中

欸乃歌，轻舟南下捷如梭。沿流自有悠然趣，高倚

船窗尽日哦。”[2]76由注文可知，当时的郓城县境内黄

河与运河相通，故权近在渡黄抵达郓城后，可以沿运

河继续南行。这在相关史料中亦可以找到佐证。康

熙《曹州志》卷十四《河政志》记载黄河故道：“自

河南仪封县黄陵冈东北由祥符县界入州境桃源集，

直北至安陵、旧曹州城，折而东，又北至州南金堤

集，会灉河东注。复折而北，至州东五里双河口，分

为二支：一支东北流迳沈家口入郓城县界红船口，历

寿张、阳谷至张秋、沙湾入漕河；一支东南流，复折

向东北，由大野泽历巨野、嘉祥、鱼台，至塌场口入

漕河。”[21]225光绪《鱼台县志》卷一《山川志》记载：

“明洪武元年，河决曹州双河口，流入鱼台，命徐达

开塌场口入于泗以通漕，此即牛头河永通闸河道也；

又双河口，一曰灉河，黄河自曹县入山东境，至曹州

城东折而北流分为二支：其一支入于雷泽；其一支入

于郓城，谓之双河口。……双河口水又东南流为牛头

河，经嘉祥、济宁至鱼台塌场口入漕，……盖黄河故

道也。”[22]78 

三、权近《奉使录》所记运河城镇古迹

离开德州安德驿后，权近一行抵达四女树店。其

“四女树”注文云：“德州之南四十里滨河有老槐树

一，木枝柱之，若本国汉阳松。其下可坐百人，以其

初四女所植，故因名。其地为‘四女树店’。”[2]69诗

云：“纤纤女手种槐枝，柯叶纵横近水湄。满地清凉消

酷暑，百年阴德使人思。”[2]70

四女树，又称“四女寺”，据县志记载，四女寺，

原名安乐镇，相传汉时此镇有傅氏夫妇，为人善良，

只生四女，俱有殊色，聪明善良。为孝养双亲，四女

矢志不嫁，遂各植一槐，对天盟誓：“槐枯者嫁，槐

茂者留。”四姊妹各暗用热水浇彼之槐，以期烫死，

以免贻误其他姊妹青春。殊不知，热水浇槐，槐愈

繁茂。结果四女同室事亲，朝夕梵修，日夜诵经，

祝双亲长寿。20年后，修道成仙，举家超升，人去

迹存，四槐树亭亭玉立。因此，安乐镇改为“四女

树”。后人为纪念四女孝养双亲之美德，建祠塑像，

刻石立碑，后祠碑皆无存，四女树亦改为“四女寺”。

宋人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郡县部•河北东

路》记载四女树：“在州西北五十里，有古槐，俗传四

女同植。”[23]901宣统《重修恩县志》卷二《舆地志•形

胜》记载恩县“十景”之一的“槐荫清风”：“在县西北

五十里四女树镇，又云‘四女遗槐’，俗呼‘四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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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矣。”[24]49同书卷二《舆地志•古迹》记载四女树镇：

“旧志云：相传有四女不嫁，孝养父母，共植一槐，

遂名其地。”[24]52同书卷九《艺文志》载恩县知县张光

祖所撰《四女传》云：“今镇属恩县西北隅，离治五十

里，在运河南岸，故或名为‘四女树’，或名为‘四

女寺’。”[24]394清人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五《四女寺

之讹》则对四女树地名的由来进行了考证：“考《一

统志》：四柳树镇，一名四女祠，在故城县，因考《元

史•百官志》有四柳树仓监大使副各一员，则四女寺乃

以四柳树音转而讹耳；地近五女冢，俗人求其删五为

四之故不可得，遂以若宪有罪黜之，岂不冤哉！近作

《北河续记》者云：四女树在恩县西北五十里，地名

安乐镇，有古槐一株，相传有四女不嫁，同植此树，则

尤讹以传讹矣。”[25]174权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位于运河

岸边的“古槐树”，并对其形貌进行了描述，这对于我

们研究四女树地名的由来及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离 开 四 女 树 后 ，权 近 一 行 抵 达“ 古 城 县 ”。 自

注云：“自通州府行，至此已过千里。”[2]70其《过古

城县》诗云：“远来千里外，尚在一河中。岸转知舟

过，星涵觉水空。樯乌元逐浪，画鹢好迎风。八月

秋将近，乘槎与不穷。”[2]70查阅山东及德州地方志并

无“古城县”的记载，按照权近诗文的顺序，该地处

于德州四女树至武城县之间，故笔者认为这里的“古

城县”指的应该是河北故城县。嘉靖《河间府志》卷

一《地理志•山川》记载：“卫河当故城之要，上泝武

城，下注德州，涟漪映带，环绕左右，舟航往来，帆

樯相接。”[26]45雍正《故城县志》卷一《疆域》记载故

城：“东南距山东恩县界四女祠十八里，西南距山东

武城县界冷家坟二十五里，东北距山东德州界小华村

二十里，西北距景州界姜江三十里，北至京都七百

里。”[27]42从距离上看，从通州到故城县并没有“千

里”之遥，很可能是权近一种夸张的写法。

明人黄汴《水陆路程便览》卷五《南京漕河至

北京各闸》记载：“东昌府四十里梁家乡闸，十五里

土桥闸，十二里魏家湾，十二里戴家湾，四十里临淸

州新开上闸、南版闸，出卫河；四十里夏城窑，四十

里渡口驿，四十里武城县，五十里甲马营，六十里郑

家口，三十里防前，三十里古城县，三十五里四女

寺，二十里德州，七十里桑园，三十里安陵，四十里

连儿窝。”[28]67由《水陆路程便览》可知，从四女寺到

甲马营需经过古城县、防前、郑家口等地。《读史方

舆纪要》记载：“漕河在恩县西北五十里，自甲马营

东北五十里至郑家口，又三十里至防前，又三十里经

直隶故城县城东南，又七十里即德州矣。”[6]5756 顾炎

武《肇域志》卷十五《山东二》记载卫河：“汉名屯

氏河，隋疏为永济，亦曰御河。河程本州南板闸四十

里至夏城窑，四十里至渡口驿，四十里至武城县，

五十里至甲马营，六十里至郑家口，三十里至防前，

三十里至故城县，三十五里至四女寺，二十里至德

州。”[29]997毫无疑问，这里的“古城县”指的就是河北

故城县。

离开武城甲马营驿后，权近一行抵达“魏家院”。

其《过魏家院莲满洲渚亘十余里》诗云：“远泛长河

厌浊流，今朝喜见淡如油。苹花浪静清无底，菰叶

风轻美自柔。杨柳一村罗幕重，芙蓉千里锦云浮。

空蒙水面凝乡企，疑是身登太乙舟。”[2]72其注文记载

该地“距临清县八十里”。查山东德州及聊城方志，

并无“魏家院”的记载。按照其诗文的顺序，该地

大致处于武城至临清之间，很有可能指的是武城县

境内的“莲花池”附近地区。“莲池暮雨”是武城旧

“八景”之一。明嘉靖《武城县志》卷一《疆域志•景

致》记载“莲池暮雨”：“在县南二十里，俗谓之‘红

花口’。”[30]997莲花池是武城南部著名的水泽洼地。该

池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2公里多，池底海拔高度

为28米。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之多，武城、夏津二县

各占一半。因隋末漳南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在此一带

养兵，在此水域大栽莲藕而得名。此处因地势低洼，

百姓因地制宜种植莲藕，池塘相连一望无际。花开

时节，姹紫嫣红。尤其适逢暮雨，花叶摇曳，此起彼

伏，恰似无数仙女于乐中翩翩起舞，诗意无穷。明人

谢肇淛《麈余》卷二记载：“武城城南二十五里红花口

洼坑，稆生莲花，艳丽馥郁，异于他植；夜雨时，人

过其傍，闻音乐喧闹，次日天晴往则无闻也。”[31]40清

乾隆《武城县志》卷十四《杂记•古迹》记载莲池：

“在城南二十五里红花口，本积水洼，忽产莲花，馥

郁异于他植，每夜雨时，人过之即闻音乐，天晴昼往

则不闻，今因名其地曰‘莲池’。”[32]997 嘉靖《武城县

志》有诗赞曰：“莲池日暮水声寒，渺渺烟波泻碧湍。

色净芙蕖鸣夕雨，香闻菡萏出层澜。凉生莎漱金鳞

咏，花簇蒲汀白鸟抟。风入疏茎翻翠色，盈盈朱萼依

云看。”[30]150权近的记载和描述对于我们研究当地的生

态环境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结语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的交往极为密切。朝

鲜王朝建立后，一直与明朝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每

年都要派遣使臣出使明朝，这些使臣记载沿途所见所

闻的文字资料，成为研究中朝历史的重要材料。总的

来说，此类史料明代中后期相对较多，明代前期则相

对较少。权近在其《奉使录》中留下的众多有关山东

运河驿站设施、航运状况和城镇古迹的记载和描述。

胡梦飞，等：明初外国人眼中的山东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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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其对运河航运状况以及明初安山湖、黄河相关

情况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元末明初运河交通史、黄运

关系以及运河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和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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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ndong Canal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ased on Quan Jin's "Fengshilu"

HU  Meng-fei1, SONG  Shi-xiang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2. Banquan  second  Middle  School, Linyi   Shandong  276622， China）

Abstract:“Feng shi lu” is a record of Quan Jin’s visit to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22nd year of Hongwu (1389). It 

contains poems and essays written along the way. On his way to Nanjing, Quan Jin stayed along the Shandong Canal 

for more than ten days. In his “Fengshilu”, there are many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about the station facilities, 

navigation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sites of the Shandong Canal,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Shandong Canal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Quan Jin; "Fengshilu"; Ming Dynasty; Shandong；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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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与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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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保障大运河漕运水路畅通所需的巨额财政赋税的征收管理，清代漕运法律对于科举文士奉行普遍

征收原则，对于他们的抗税、欠税等涉税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同时，在遵循“郑重斯文

优待文士”的理念下，在漕粮赋税征缴上，清朝法律对于科举文士，还推行了清以前朝代所设有的因人制宜、分

类管理的细化税收优惠措施，这为我们现代完善税收征管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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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杭大运河被视为“南北之咽喉，军民之

命脉”，漕运与河工、盐政被列为朝廷三大政。为了

保障漕运水路的畅通，清政府在漕运管理的各个环节

都制定了种类繁多且庞杂细密的律例典令等，形成了

健全齐备的大运河漕运管理法律体系。为了保障漕运

所需的庞大财政资金，清政府在大运河经过的地方征

收以农业税为主体的漕粮税赋。而在有漕运的地方，

一些生员、举人等绅衿文士往往凭借他们取得的科举

功名和宗族势力，拖延、逃避缴纳漕粮，甚至带头聚

众抗税。为此，清政府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和皇帝谕

令，严厉制裁漕运领域的抗税、逃税、欠税等涉税违

法犯罪行为。关于清代科举文士在大运河漕粮赋税方

面的法律责任问题，尚未引起我国法律史和运河史学

界的重视，本文梳理有关史料，结合税法理论，对于

清代科举文士的漕粮普遍征收原则、法律责任以及税

收优惠措施，进行初步探讨解析。

一、科举文士大运河漕粮普遍征收原则

我国历朝历代都实行“编户齐民”的社会治理体

制，“士农工商”是最主要的社会阶层划分模式。在

清朝，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

方面都享有特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1]5 在清代，取得进士、举人和国子监、府州县学生

员的秀才等科举功名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士或绅士。

其中，取得朝廷官职的，为缙绅；不在官职的，为绅

衿，是比较特殊的“民”，可以见官免跪，不受拘押；

绅衿以下，则是“凡人”等级。[2]276 

依循“编户齐民”的社会治理体制，清代初期给

科举文士设立有儒户。顺治元年（1644），清朝建立

伊始就颁布了《编置户口牌甲令》，将绅衿编为儒

户。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修订《编置户口

牌甲令》，修改、增加了15条，其中第二条规定“绅衿

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这样就取消了儒户的特殊

编制，而与普通民户一同编制管理。

有清一代，对于包括举人、贡监生员在内的绅

衿，在缴纳漕粮上奉行普遍征收原则，“无论绅衿编

户，俱宜一体急公输纳。”[3]135 康熙元年（1662），康熙

颁发的一项谕令里规定，在漕粮征收中，如果有绅衿

大户擅自欠缴钱粮税赋，管辖的粮道官员必须详细报

告给漕运总督题参。雍正二年（1724） 颁布的一项皇

帝谕令里规定，在漕粮征收上，无论官儒与民户，都要

一体督催，及时缴纳入仓。

清初法律严惩科举文士的抗税行为。顺治十八年

（1661），清世祖福临颁布谕令规定，如果绅衿藐视

法令抗粮不纳，地方官员又徇情枉法不严格征收，负

责管辖的总督巡抚要责令道府州县官员立即禁饬，严

加稽查；如果继续抗粮，则从重治罪；如果地方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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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

二、科举文士大运河漕粮涉税犯罪的法律责任

在有漕运的各省，常常有举人、监生等绅衿文

士依仗自己取得的科举功名或领头组织抗漕活动，或

自身抗税、欠税，从而严重影响了漕粮赋税的缴纳与

使用，极大地损害了国家漕粮税收征收管理秩序。对

此，清代法律用撤销儒户资格、摘除顶戴功名以及开

除公职等方式予以惩罚。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199卷《户部·漕

运·漕粮征收》记载，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胤禛

颁布的一道谕令里规定：劣生劣监欠缴漕粮情节严重

的，免除其儒户资格；对于抗税的生员，予以严厉处

罚；对于徇私枉法玩忽职守的主管官员，予以题参治

罪。“地丁、漕米征收之时，劣生、劣监迟延拖欠，不

即输纳，大干法纪。该督抚立即严查，晓谕粮户，除

去儒户官户名目。如再有抗顽不肖生监，即行重处，

毋得姑徇。倘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题参治罪。”[4]

在《大清律例》第11卷《户律·收受违限》条目

下列举了一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欠缴钱粮税赋的

绅衿文士，不仅会撤销他们的举人、生员等科举功

名，还要处以枷刑；如果属于官员的，还要免除其

所任职务；那些没有主动向上级报告处理的州县主管

官员，也要承担行政处分。“凡绅衿所欠分数，各州、

县逐户开出，另册详报，指名题参。无论文武乡绅、

进士、举人、生员，并贡监及有顶戴人员，已任、未

任，俱按未完分数，已任者革职，未任者革去顶带衣

衿，按例枷责治罪。如州、县不行另册详报，别经发

觉，交部议处。”[5]934

清代对于犯罪之人处以的常规刑罚种类由轻刑到

重刑包括了笞、杖、徒、流、死，而对于欠税人则处

以笞、杖的刑罚。光绪版《大清律例》第13卷的《户

律·人户亏兑课程》规定：“凡民间周岁额办茶盐商

税诸色课程，年终不纳齐足者，计不足之数以十分为

率，一分笞四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追课

纳官。”[5]947

《大清律例》在《户律·收受违限》条目下所附

加的第1“例”中，明文规定了对于欠缴钱粮税赋的绅

衿文士的处罚，还规定了枷号与杖刑的刑罚处罚措

施。根据该例规定，应纳的钱粮赋税以十分为比率计

算，划分3个等级，分别予以轻重程度不同的处罚：

1.欠税四分以下者，如果是举人，予以革除功名，成

为民户，杖六十；如果是贡监生员，予以革除功名，

杖六十。 2.欠税四分至七分者，如果是举人，予以革除

功名，成为民户，杖八十；如果是贡监生员，予以革

除功名，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3.欠税七分至十分者，

如果是举人，予以革除功名，成为民户，杖一百；

如果是贡监生员，予以革除功名，枷号两个月，杖

一百。“以上倶以次年四月奏销以前为限，不足分数

者，照例治罪，仍严催未完钱粮。其文武进士，及在

籍有顶戴人员，并与举人同。”[5]934

三、科举文士大运河漕粮纳税的优惠待遇

为了贯彻“郑重斯文”优待文士的理念，清代，

尤其是在乾隆朝及以后，对于科举文士，尤其是贫

士，给予一些优惠待遇。例如，清廷实行学田养士制

度，在各地划拨、设置一定亩数的学田，把收取的

佃耕地租用于办学经费以及赡恤贫士。清代秉持“维

护读书人的廉耻之心培植士人的气节”[6]47的理念，还

对灾荒时期的生员给予单独的赈济，提供差别待遇。

无论是在赈济生员的银米来源上，还是对于赈济的查

报、发放，抑或是对于与贫士同居的直系亲属的赈

济，都与普通百姓有区别。乾隆元年（1736），清廷

议准：“被灾贫士，向不在齐民赈恤之列，原以郑重

斯文，但贡监生员实有赤贫无食者，令报明该教官造

册，转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量加抚恤。”[7]乾隆三年

（1738）四月，清高宗弘历在颁布的一项谕令里说：

“各省学田银粮，原为散给各学廪生、贫生之用，但

为数无多，地方偶遇歉年，贫生不能自给，往往不免

饥馁，深可悯念。朕思士子身列胶庠，自不便令有司

与贫民一例散赈。嗣后凡遇地方赈贷之时，着该督抚

学政饬令教官将贫生等名籍开送地方官，核实详报，

视人数多寡，即于存公项内量发银米，移交本学教官

均匀散给，资其饘粥。......至各省学租，务须通融散给

极贫、次贫生员，俾沾实惠。”[8]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之际，战火频仍造成生

灵涂炭，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导致国库空虚。清初的顺

治、康熙、雍正三朝，为了能够及时足额地征收漕

粮，筹集赋税，从而保障国之大政的大运河漕运水路

的畅通，对于抗税、欠税的科举文士采取了非常严厉

的处罚措施，动辄革职，甚至是施加杖刑。到了乾隆

时期，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富庶，为了让读书人能够安

心学业，清廷免除了科举文士履行的各种劳务税义

务。乾隆元年（1736），在清高宗弘历颁布的一项谕

令里就规定，依照惯例优免绅衿一切种类的差役徭

役，以后举人、贡生以及生员等的杂差劳役也一概免

除，从而让他们能够专心学业。

清政府还让科举文士享有延期纳税的优惠待遇。

乾隆五年（1740），清廷全面修订了顺治四年（1647）

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并定名为《大清律例》。

根据《户律·多收税粮斛面》所附条例的规定，对科

举文士的赋税缴纳与违法处罚实行分类管理制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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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贫富差距分为三类：1. 富生上户。纳税期限是，到

五月底缴纳完成一半的税粮，到十月底足额缴纳；如

果届期没有缴清，再宽展期限两个月，至年底必须全

部缴清。如逾限没有缴清，即行革除其科举功名；革

除后又补缴完毕的，准予恢复其功名。2. 中下贫生。

纳税期限是，到八月底缴纳完成一半的税粮，到年底

足额缴纳；如果届期没有缴清，中等的贫生予以宽展

期限到次年的二月，下等的贫生予以宽展期限到次年

的四月，必须全部缴清。如果逾限仍然没有缴清的即

行革除其科举功名，革除后又补缴完毕的可准予恢复

其功名。 3. 赤贫无力生。如果欠缴税粮的尾欠仅属分

厘者，详查明确后，暂免革除其功名，准许并入秋收

税粮缴纳，必须本年完半数内，附带征收全部税粮。
[5]935依据科举文士贫富标准，《大清律例》所制定的这

种非常细化的税收征管措施，可谓因人制宜，颇具人

性化色彩，无疑有助于实际征管中的执行与落实，这

是清朝以前的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同时，也值得成

为我们现在完善税收征管法时的历史借鉴。

通过上文的考察与探析，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保

障大运河漕运赋税的征缴管理，即使对于一向享受徭

役免税优惠待遇的科举文士，清代法律也予以普遍征

收，而没有豁免其漕粮纳税义务，而对于科举文士抗

税、逃税、欠税等涉税违法行为又规定了严格的行政

责任与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遵循“郑重斯文优待

文士”的理念下，在漕粮赋税征缴上，清朝法律对于

科举文士，还推行了因人制宜、分类管理的细化税收

优惠措施。这在清朝以前各个朝代的法律法规中不曾

见到，它对于我们现代税收征管措施的完善与细化，

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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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Legal Liabilities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of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Grand Canal Grain Tax System in Qing Dynasty

GUO  Kai-feng，NIU Ge-ping

（Law  School，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huge fiscal budge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e 

Grand Canal grain tax laws in Qing Dynasty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taxation even to those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had strict admimistrative and penal liabilities for their refusal 

to pay tax, tax evasion, and other illegal behaviors. Meanwhile, with the idea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for 

Confucian scholars”, the Grand Canal grain laws of Qing Dynasty also provided all kinds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to those sholars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could be seldom seen in former 

dynasties and might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modern system of taxation laws.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Grand Canal grain tax laws;

                   legal liabilities;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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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消灭割据的战中和战后，宋太祖不仅对归顺的降王礼遇有加，还善待降王的亲属，这一政策被宋朝

历代君主沿用。对降王亲属的推恩有集体推恩、部分推恩、个别推恩三种。降王亲属可以出任政府要职，参与军国

大事。除于政权覆灭之初离开故地，前往开封居住，降王亲属不仅在婚配、科举考试方面均受优待，还会被皇帝赐

予房屋，并在俸禄、金钱赏赐、抚恤方面受到额外优待。北宋降王亲属的待遇问题反映了宋代宽厚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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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的“亲属”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属，即广义的亲属，是指以两性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它上下各代延续无

穷、范围很广。

② 周保权被俘时，周氏家族已无其他男性成员。刘继元即位后，将北汉刘氏一族屠戮殆尽，刘继元投降宋朝时，其子刘

续于辽国为质，堂弟刘继文战败奔辽，故只有刘继元一人受到册封。

③ 参见脱脱：《宋史》卷四八三《世家六·高继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54页。

④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七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9页。

⑤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四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7页。

⑥ 参见脱脱：《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

自乾德元年（963）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

或以武力征服，或以政治威胁，先后兼并了荆南（南

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泉漳、吴越、北汉

八个割据政权，“中国除幽云十六州（瀛、莫二州已收

复）外，又成统一的国家”[1]383。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曾

论及宋初对降王的态度：“自古平乱之主，其视降王不

啻仇讐，而我太祖待之极其恩礼。”[2]352区别于前代，

每当降王归顺，宋太祖不仅不杀戮，还礼遇有加。宋

太宗即位后，延续了这一政策，陈洪进、钱俶、刘继

元三人均得善终。

除降王本人之外，其亲属①在政治、经济、生活

方面享有哪些优待，又受到哪些限制，目前学界尚未

有专文研究。因而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做一简要分

析，错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安之以位：降王亲属的政治待遇

降王亲属身份特殊，北宋对其礼遇有加。

（一）授官

当割据政权灭亡时，宋朝会授予降王及其亲属

官爵②。乾德元年（963），宋军平定荆南、武平，宋太

祖以高继冲为马步都指挥使，授其叔祖刺史、将军

等官职③，册封周保权右千牛卫上将军④；乾德三年

（965），宋朝灭蜀，封孟昶中书令、秦国公，以其“长

子玄喆为泰宁节度使……以昶弟仁贽为右神武统军，

仁裕右监门卫上将军，仁操左监门卫上将军，次子玄

珏为左千牛卫上将军”[2]134-135；开宝四年（971），宋灭

南汉，授刘鋹右千牛卫大将军、恩赦侯，“以其弟保兴

为右监门率府率”[3]13927-13928；开宝八年（975），南唐投

降，以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其子弟皆授

诸卫大将军，宗属皆授诸卫将军”[2]362；太平兴国三年

（978），泉漳、吴越纳土，宋太宗授陈洪进武宁节度

使⑤、“授其子文显团练使，文颢、文顼并刺史”[4]350，

册封钱俶淮海国王、 其子“惟濬为节度使兼侍中，惟

治为节度使，惟演为团练使，惟愿暨姪郁、昱并为刺

史，弟仪、信并为观察使”[3]13903-13904；太平兴国四年

（979），刘继元于太原（今山西太原）出降，受封右卫

上将军、彭城郡公⑥。

不包括降王归顺之初对其亲属的统一任命，如以

授官范围划分，宋朝对降王亲属的推恩可分为集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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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部分推恩和个别推恩三种。

1. 集体推恩。宋朝对降王亲属的集体推恩共有三

次，其中北宋两次，均发生于国家重大庆典之后。

（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东封赦）两浙钱氏泉州

陈氏近亲、伪蜀孟氏、江南李氏、湖南马氏、荆南高

氏、广南河东刘氏子孙未食禄者听用。[2]1573

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两浙钱氏、泉州

陈氏、伪蜀孟氏、江南李氏、湖南马氏、荆州高氏、

广南刘氏、河东刘氏子孙未仕者，于所在投状，择其

近亲一人，特录用之。”[5]2929

雍熙二年（985）周保权去世时没有子嗣，周氏

家族后继无人，武平政权的前身为马殷建立的南楚政

权，故而两次诏书中湖南马氏取代了武平周氏，受到

朝廷推恩。

2. 部分推恩。集体推恩以外，针对降王亲属，北

宋另有两次部分推恩。

（天禧四年）以供备库使钱守让领荣州刺

史，右屯卫将军刘守节为右武卫将军，西头供奉官

刘守素为东头供奉官，合门祗候、右侍禁刘守通为

西头供奉官。守让，淑之孙。守节，继元之子。守

素、守通，鋹之子也。[2]2231

仁宗明道二年六月十三日，诏录南平王高季

兴、吴王李煜、楚王孟昶、彭城郡王刘继元、南越

王刘鋹嫡子或孙一人官，愿文资，与簿尉，班行与

三班奉职。[5]2929

天禧四年（1020）的推恩包括吴越钱氏、南汉刘

氏、北汉刘氏，不同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东封

赦令，宋真宗提升了钱俶、刘鋹、刘继元在朝儿孙的

官职。

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对降王亲属的除授，钱

氏、陈氏家族不在范围之内。笔者推测，或与降王归

顺方式有关。钱俶、陈洪进献地，虽属被迫，名义上

却是主动归附，且始终未与宋朝发生军事冲突，因而

宋朝皇帝将二人与其他降王区别对待。正如清人钱大

昕所言：“宋初削平僭伪，钱俶、陈洪进皆为内臣，

当在功臣之列。”[6]尽管明道二年的推恩未及钱、陈二

族，但其政治待遇却优于其他降王家族。如天圣年间

南郊郊祀，宋仁宗“诏录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张

齐贤、毕士安、王旦、执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

陈洪进等子孙以官”[3]2631，褒录宰执之后，陈洪进子

孙也在名单之中。绍兴元年（1131）的明堂赦文提到

录用五代帝王之后，其中并不包括地方君主，宋高宗

“诏两浙钱氏特与访寻嫡长子孙推恩”[5]2929，将推恩

范围特别扩展至钱氏后人。

3.个别推恩。宋朝皇帝有时会针对某一降王亲

属特别除授或晋升官职，是为个别推恩。如景德年

间 ，钱俶养 子 钱 惟 治 ，被 宋 真 宗“ 特 转 右 武 卫 上 将

军”[3]13912；乾兴元年（1022），朝廷录用李煜“从孙宗

庆为三班借职”；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授孟昶重

孙、“故屯田郎中隆悦子”孟朴为三班奉职；天圣七

年（1030），封故南平王高季兴曾孙、高继冲堂弟高

焘“为江陵府枝江县尉”[5]2929；嘉祐五年（1060），刘

继元孙子刘允“自言其家无食禄之人”[2]4610，被特录

为三班借职。

（二）任职

清代史家赵翼有言：“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

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初不然。”[7]其

实不独于宋初，宋朝诸帝对于降王亲属的态度基本上

是信任的：

其一，准许降王亲属统领军队，并在战争中承担

重要任务。降王亲属率军作战的典型事例当属孟昶长

子孟玄喆。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进攻北汉，宋

太宗“命节度使定国宋偓、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

定武孟玄喆四面分兵攻城”[3]62。此后孟玄喆“又从征

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负责攻打幽州城（今北

京）的西面。宋军作战不利，孟玄喆领军退保定州

（今河北定州），“俄契丹入寇，玄喆与诸将校破之徐

河。以功封滕国公。”[3]13882 同样掌管军务的还有钱惟

治，雍熙三年（986），北宋第二次大举北伐，宋太宗

“命惟治知真定军府兼兵马都部署”，“遣小黄门密谕

北面之寄”[3]13911，令钱惟治主持战略要地真定府（今

河北正定）的军政事务，并对他寄予厚望。

其二，任命降王亲属担任朝廷核心官职。如钱

俶第七子钱惟演，在宋真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

士”，历任外制、内制，负责起草政令。宋仁宗即位后

又“除枢密使”[4]347，掌握全国军队事务。庆历年间，

钱俶从孙钱明逸被“擢知谏院”[3]10347，成为谏院长

官；隆兴二年（1164），钱惟演五世孙钱端礼为“参知

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3]11830，兼管全国军政；宋宁宗

时，钱端礼之孙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3]747，后

又“为左丞相”[3]751，成为百官之首。

其三，安排降王亲属出任地方长官，甚至于一地

长期任职。孟玄喆随父归降后，“移镇贝州，在镇十余

年，亦有治迹。”[3]13882 李煜之子李仲寓，宋太宗“授郢

州刺史。在郡迨十年，为政宽简，部内甚治。”[3]13863

其四，还派降王亲属作为使者出使外国。元丰六

年（1083），钱氏后人钱勰便“奉使吊高丽”[3]10349，代

表宋朝前往高丽吊唁。

综上所述，针对降王亲属，宋朝皇帝会特别授予

或提升官职，在仕途中，降王亲属也未因出身问题受

刘四昊：“宋之厚也”：北宋降王亲属待遇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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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他们可以出任政府要职，参与军国大事，是

以降王亲属在宋朝的政治待遇优于常人。

二、待之以常：降王亲属的生活待遇

“生活”广义上指人的各种活动，包括日常生活

行为、学习、工作、休闲、社交、娱乐等。现仅就人

身自由、婚姻和科考三个方面对降王亲属的生活待遇

做一简要论述。

（一）人身自由

宋朝建国之后，每征服一个割据政权，即将降王

家族送往京师。宋吞并荆南、武平，高继冲“率其将

吏、宗族五百余人朝于京师”[8]861、周保权“举族朝于

京师”[8]832；后蜀投降，宋太祖“诏昶举族赴阙”[9]；

潘美领军消灭南汉，将后主刘鋹及南汉宗室“悉部

送汴京”[10]873；南唐国灭，主帅曹彬“遣使奉露布，

以李煜及其子弟”[5]678 献于朝廷；泉漳、吴越相继献

土，宋太宗“令两浙发俶缌麻以上亲及管内官吏悉归

朝”[3]13904“诏泉州发兵护送陈洪进亲属赴阙”[2]447，

吩咐地方官将钱俶及陈洪进的家人送至东京；北汉灭

亡，令“送刘继元缌麻以上亲赴阙”[3]62。降王家族无

一例外，均需前往开封（今河南开封）居住。

开封作为宋帝国首都，朝廷对它的控制力远高

于别处，将降王家族搬离故国移居京师，无疑便于监

视。不过有别于囚禁，这种迁移实际上是籍贯的变

更。降王入朝之后，亲属大多被授予官职，其中不少

职务在外地。如孟昶次子孟玄珏“出为宋、曹、兖、

郓都巡检”[3]13883，被朝廷外派，巡视地方；李煜之弟

李从誧（本名从谦）“历知随、复、成三州”[3]13863，辗

转三地担任知州；陈洪进四子陈文顼①因“沧、棣有寇

盗，命为巡检使”[3]13965，前往河北路维持秩序；钱俶

第八子钱惟济“请试郡，命知绛州”[3]13913，出任绛州

（今山西新绛）知州。可见除于归顺之初，将降王家

族强制迁往京城，宋朝对降王亲属的人身自由基本未

作限制。

降王亲属可以与朝中官员自由往来。文学家杨亿

为北宋名将李继隆所作的墓志中提及孟玄喆“有知人

之鉴”[11]，既有如此评价，和他交往之人应不在少数；

南唐降臣徐铉有诗《送陈使君之同州》②，陈使君即为

陈洪进次子陈文颢；钱惟演“尤喜奖厉后进”[3]10342，

欧阳修、谢绛、尹洙、梅尧臣等名士均曾游其门下，

钱惟演“相遇之甚厚”[12]；钱俶侄子钱昱“好学，多聚

书，喜吟咏，多与中朝卿大夫唱酬”[3]13915，与朝廷官员

来往颇多。

（二）婚姻

宋朝帝王容许降王亲属与公侯勋臣互通婚姻。

开国功臣赵普之子赵承煦，“初娶仙源郡夫人孟氏，

蜀主昶之女，继延康郡夫人孟氏，昶子滕国公元喆之

女”[13]；孟玄喆第九子孟隆谂娶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外

孙、北宋邢国公宋偓第七女为妻 ③，“六女五嫔侯王

嗣”[14]203；李煜七弟李从善有“女十四人”“或嫔于盛

族，或待礼未行”[15]，宋真宗后期，钱惟演“见丁谓权

盛，附之，与为婚”[3]10341；钱惟演曾孙钱忱“娶唐介孙

女，又晁迥外孙”[3]13588，妻子也出身官宦世家。

皇帝甚至积极促成降王亲属与朝中大臣的联姻。

高继冲女儿最初嫁给马仁瑀，马仁瑀“初以佐命功授

散员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3]9345，在赵氏夺取后周

政权时发挥了积极作用。太平兴国七年（982），马仁

瑀去世，宋太宗令宰相宋琪迎娶高氏，并且“厚加赐

与以助采”[3]9122。

在宋朝诸多降王之中，“有始有卒无如俶者”[16]，

钱俶事宋最为恭顺，钱氏家族获得了与皇族多次结亲

的机会。钱俶嫡子钱惟濬的孙子钱恕“娶曹王元偁女

长安县主”[3]13910，妻子是宋太宗第七子曹王赵元偁的

女儿。钱惟演一脉和皇室的姻亲关系最为紧密，钱惟

演之子钱晦“以大理评事娶献穆大长公主女”[3]10342，

即宋太宗的外孙女。钱晦之子钱景臻“尚仁宗第十女

秦鲁国大长公主”[3]13588。钱景臻与公主生子钱忱，

钱忱有子钱端礼，女儿出嫁宋孝宗嫡长子邓王赵愭

为妃，且育有一子④。可惜赵愭早逝，宋孝宗第三子

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钱氏未能成为皇后。依靠

与赵宋皇室的多次联姻，钱惟演子孙“封爵世世不

绝”[10]1183，在钱俶诸子中最为兴盛。

尽管宋朝对降王亲属的婚配持宽容态度，但是

当降王亲属的婚姻状况对皇权产生威胁时，皇帝也

会采取防范措施。前文提及的宋琪在迎娶马仁瑀寡

妻之后，被人告发与高氏近亲、广南转运王延范内外

交通，宋太宗生疑，便以“素好诙谐，无大臣体”[3]9123

① 陈洪进认孙为子，陈文顼实为陈洪进长子陈文显之子。参见脱脱：《宋史》卷四八三《世家六·陈文顼传》，北京：中

华书局，1985年，第13964-13965页。

② 参见徐铉：《徐铉集校注》卷二二《送陈使君之同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80页。

③ 参见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奉敕撰并序》，《丛书集成初编》，第807册，上海：商务

印书馆，1935年，第8页。

④ 参见《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庄文太子愭》：“子挻，钱氏所生也，甫晬，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卷三八五

《钱端礼传》：“皇长子邓王夫人，端礼女也”，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72、11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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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解除了他的宰相职务。钱惟演热衷权柄，汲汲进

取，宋真宗时为了结交内廷，将妹妹许配给皇后义兄

刘美。宋仁宗即位后，钱惟演升至枢密使，宰辅冯拯

对其为人素来厌恶，便向皇帝上疏：“惟演以妹妻刘

美，实太后姻家，不可预政，请出之。”[2]2300 不久，钱

惟演便被宋仁宗外放到河阳（今河南孟州西）任职。

隆兴二年（1164），宋金第三次和议达成，钱端礼因

议和有功出任参知政事，“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闚

相位甚急”，且力求更进一步。殿中侍御史唐尧封、

吏部侍郞陈俊卿以钱端礼的外戚身份向皇帝进谏，

陈俊卿对宋孝宗进读《宝训》时更是提到：“祖宗家

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

言”[3]11831。宋孝宗最终没有任命钱端礼为宰相。值得

注意的是，以上因婚姻问题产生的各类束缚不只局限

于降王亲属，对全体官员同样适用。君主的着眼点在

于维护统治，而非婚配本身。

（三）科考

宋朝允许降王亲属参加科举考试。如高继冲叔

叔高保寅四子“辅政、辅之、辅尧、辅国，并进士及

第”[3]13956；孟玄喆“有子十五人：隆记、隆诂、隆

说、隆诠，并进士及第”[3]13882；李煜侄子李仲偃“大

中祥符八年，举进士”[3]13863，降王家族有多人考取功

名。降王亲属中，钱氏子弟的科考之路最为通达，除

多人考中进士外，景德年间，钱俶侄子钱易更是“举

贤良方正科，策入等”，通过了难度更高的制科考试，

成为钱氏家族中首中制举之人。钱易二子钱彦远、钱

明逸“相继皆以贤良方正应诏”，可谓子承父业。“宋

兴以来，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钱氏一家而已”[3]10344-

10345，父子兄弟均中制科，宋朝仅此一例。

对应试的降王亲属，朝廷有时会特别关照。雍熙

年间，钱俶上言孙子钱丕“欲求举进士”，宋太宗“以

其世家子，特召试内署，授祕书丞，赐金紫”[3]13913；

天圣二年（1024），高季兴曾孙高辅元“有兄亡，系周

亲服制，取应不得。诏以王公之后，禄仕殆绝，特令送

贡院试。”[5]5191-5192 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赐“高辅

元同学究出身”[5]5346。

皇帝对参考的降王亲属也非一味宽待。淳化三年

（992），钱易考试当天，“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

者指其轻俊，特黜之”[2]734。因为答题迅速，被人指以

“轻俊”，宋太宗将他黜落。咸平元年（998），钱易再

次应考，在开封府的发解试中，同为降王亲属的高辅

尧位列第一，钱易第二。钱易“有时名，不得魁荐，

颇不平之，上书言试题语涉讥讽”[17]。宋真宗认为士

人争进之风不可长，钱易德行有亏，更把他降为第三

名。钱易的孙子钱勰于熙宁三年（1070）应举贤良方

正等科，本“入第四等”已经考中，详订官韩维向宋神

宗报告钱勰“文平缓”[2]5246，最终名落孙山。

被迁京都后降王亲属享有的生活待遇基本与常人

无异，人身自由、婚配不仅门当户对还多攀附皇族，

也可参加科举考试。此外，凭借着前代在政治、经

济、文化领域的积累，降王亲属在婚姻、考试等方面

较普通百姓优势明显。

三、饱之以禄：降王亲属的经济待遇

征服北汉后，宋太宗曾对近臣论及刘继元：“亡国

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远识，岂至灭亡？此可愍伤，

何反戏侮乎？刘继元朕所虏者，待之若宾客，犹恐不

慰其意尔。”[3]13941宋太宗认为亡国之君值得同情，因

此对刘继元“待之若宾客”。宋太宗的话虽有自我标榜

之意，但也大体反映了宋朝皇帝对降王及其亲属的宽

厚态度，这一点在经济待遇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房屋

将降王家族迁往京师后，皇帝会赐予房屋供其居

住。宋军收复荆湖，“高继冲之诸父兄高保绅以下九人

来朝，各赐宅一区”，“高继冲自荆南来朝，诏赐（城

都）[都城]西官宅二区”[5]9340，高继冲及其近属皆被赐

第，周保权至京师后，政府“葺京城旧邸院为第”[3]13950

供他居住；孟昶归降之前，宋太祖便“诏有司于右掖

门外，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供帐悉备”[3]13878，

以待其入朝时赏赐之用；李煜投降后，诏“赐其弟姪

宅各一区”[3]13861，考虑到李煜亲族均被赐宅，不应李煜

独无，当是史书漏载；宋太祖曾召李煜入朝，并为他

建造居留之所：“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会

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18]李煜称疾未至，

开宝九年（976），钱俶来朝，便居于礼贤宅。太平兴

国三年（978），吴越纳土，宋太宗在册封钱俶为淮海

国王的诏书中“以礼贤宅赐之”[3]13904，正式将礼贤宅

赐予钱俶；陈洪进归朝，皇帝赐其诸子“白金万两，

各令市宅”[3]13962；刘继元亲属赴京后，“赐京城甲第一

区”[3]13940-13941，也获赐房屋。南汉后主刘鋹归降之后是

否被皇帝赐第，史料并未记载，个人推测既然其它降

王均得恩赐，刘鋹应也享有这一待遇。

宋朝赐第产权问题较为复杂，存在受赐者分别拥

有产权和居住权两种情况①。太平兴国七年（982），

朝廷“新作尚书省于孟昶故第”[2]528，将尚书省迁至孟

昶旧居，此时孟昶二子尚且在世。景德年间，“有司请

以礼贤宅为司天监，真宗以先朝所赐，不许。”至大中

① 参见王艳：《宋代赐第问题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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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八年（1016），钱惟演等钱氏子孙“复表上之”，宋

真宗最终答应收回礼贤宅，“诏赐钱五万贯，仍各赐第

一区”[3]13908，别赏赐金钱、房屋作为补偿。可知宋初

赏赐屋舍供孟昶、钱俶及其亲属居住，受赐者只享有

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当降王离世，田宅会被政府收

回。孟、钱二族之外，其余降王家族是否拥有赐第产

权，因史料有阙，不得而知。

（二）其他经济待遇

除了赐予屋舍，在其他经济方面，宋朝皇帝也对

降王亲属额外优待。

1. 俸禄。宋代官员请病假超过百天，政府便会停

发俸禄。淳化元年（990），“镇国军节度使钱惟治病

满百日，诏有司仍给俸料，惟治上表辞免，诏不许，

以钱俶之子示褒宠之也。”[5]4569尽管钱惟治已经请假百

日，宋太宗仍规定其诸般请受一切如旧。刘继元之子

刘三猪六岁丧父，宋太宗“赐名守节，授西京作坊副

使，家居赐禄”[3]13941，尽管年纪幼小，仍为他发放俸

禄。陈文颢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时，宋真宗诏

“特给内地刺史奉料”，专门提升了他的俸禄等级，不

久，陈文颢“以老疾累表求致仕”，“诏免朝谒，岁给公

费及月廪并如故。”[3]13964又告知他无需朝参，依旧领

取公使钱与月俸。

2.金钱赏赐。李煜去世后，宋太宗赐李仲寓白金

五千两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车驾幸俶

第，召见惟治，赐白金万两。”[3]13911一次便赏赐钱惟治

万两白金；咸平中，刘鋹之子刘守素生活贫困，宋真

宗“赐白金百两”②为他改善生活；钱惟济因“喜宾

客，丰宴犒，家无余赀”，宋仁宗“特赐白金二千两，

旧负公使钱七百万，一切贷之。”[2]2580不仅赏赐财物助

其饮宴，而且免除了他亏欠的七千贯公使钱。

3. 抚恤。乾德三年（965），孟昶亡故，宋太祖赏

赐孟玄喆“坟庄一区”、“羊五百口、酒五百壶”[3]13882

以示安慰，此后昶母李氏弃世，“太祖闻而伤之，赙

赠加等”[3]13879；刘鋹儿子刘守正去世，宋太宗“闻

其家贫，诏月给万钱”[3]13929，规定每月向他家人发放

金钱；李煜出家之女明智太师觉修圆寂，宋真宗“赐

钱百贯，绢五十疋，茶五十斤，烛五十条”[5]1699，助

其丧葬；李仲寓独子李正言早逝，“唯一女孤幼，真

宗愍之，赐绢百匹、钱二百万，以备聘财，仍遣内

臣主其事。”[3]13863 明道元年（1032），钱惟济去世，

宋仁宗“别赐赙钱二百万、绢千匹”[2]2580，厚赐其

家；钱明逸从子钱藻过世后，宋神宗“知其贫，赙钱

五十万”[3]10348，也对他的家人赙赠金钱。

尽管经济待遇优越，降王亲属却大多贫穷，出现

了“诸伪主子孙率多窘迫”[3]13929的现象，对此宋真宗

解释道：“此僣侈之后，不知稼穑艰难，靡费无度之所

致也”[2]1169，明确指出挥霍无度是降王后代致贫的主

要原因。

四、结语

自宋太祖以降，宋朝采用了善待降王家族的政

策。与常人相比，北宋降王亲属享有的政治、经济和

日常待遇更加优厚。北宋文学家柳开曾为孟玄喆作墓

志，他在铭文中写道：“有身有位有家有国者，破亡黜

辱，属有道得非道（谓圣朝降蜀也），属非道得非道

（谓前蜀王氏降后唐也），是颠危有幸不幸也。元明

惟仁全，有仁昏不乂，若公其幸欤！”[14]202 前蜀末代皇

帝王衍亡国后，被后唐庄宗李存勖灭门，同王氏一族

相比，孟玄喆归宋后不失高官厚禄，显然是幸运的。

不只孟氏，对其他降王家族亦是如此。

北宋降王亲属的待遇问题反映了宋代宽厚的社会

风气。王夫之在《宋论》中提到：“李煜、孟昶、刘鋹

以降王而享国封，受宾恪之礼，非其所应得者也，宋

之厚也。”[19] 宋朝建立后，消灭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地

方君主丧失土地，也就了失去与中央抗衡的筹码，对

降王家族的处理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在此情

况下，宋朝统治者仍对降王及其亲属待以优渥之礼，

可见宋朝之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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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osity of the Song Dynast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Si-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war to eliminate the separatist regime, Emperor Taizu of Song treated the surrendered king  

and  their relatives with courtesy. Since then, the policy of treating the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well was 

followed by the monarch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bounty of the emperors of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collective reward, partial reward and individual reward.The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may hold important government posts and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and state affairs.

In addition to leaving the hometow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laps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living in Kaifeng, 

The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enjoyed favorable economic treatment, and accepted houses from the 

emperor，and receiv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salary, money reward and pension,  The treatment of the relatives 

of the surrendered ki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flects the generous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North Song Dynasty; surrendered king  relatives; good treatment

The Use of“Lingting”and the Appropriate Reasoning of“Ganxie Lingting”

WANG Hui，ZHANG Xin-p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Lingting" is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dictionary indicates, and its definition and usage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Ganxie Lingting" is appropriate,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acceptability.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he pragmatic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Ganxie" 

and "Lingting", the pragmatic environment of "Lingting" and salutation, and the dis-recognition of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Lingting".The reasons for this expression may be as follows: it is used under the rule of 

"the consistency principle of response coordination"; The object of vague salutation and courtesy; Interactive 

subjectivity of language expression; The asymmetry of salutation. Don't be too quick to decide that "Ganxie 

Lingting" is a nonstandard expression. Looking at it from multiple angles will give u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and lead to a more rational attitude towards such expressions.

Key words:“ganxie lingting”；meaning of “lingting”；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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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顺昌之战新论
——以陈规与顺昌城中的粮草储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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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顺昌战胜破贼录》是顺昌之战的第一手资料，但其中存在一些不实之处。顺昌之战时顺昌城中粮食充

足，军粮主要是米，城中的米通过“和籴”的方式交易得来。《宋史》陈规传和刘锜传的记载出现了米和粟的抵牾，

“有米数万斛”更符合历史事实。南宋末年已将陈规与汤璹著作合在一起刊刻，修史时依据《守城录》末尾文字误

改了《宋史》中的相关文字，陈规对顺昌之战贡献很大，历史记载由于种种原因刻意突出刘锜，而往往忽略陈规。

关键词：顺昌之战；南宋史料；陈规；粮草储备

中图分类号：K24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2）03-0076-08

收稿日期：2022-01-07

作者简介：卢子蒙（1999- ），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①该书的作者及成书过程历来争议纷纭。近期高纪春再度参与讨论，提出该书并非熊克所著，而是书贾制作，该文前对这

一问题的争论过程也作了梳理，参见其《关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5辑，2022

年。因该问题未有定论，本文暂称该书为熊克所著，高纪春文中亦提出该书内容的主要来源即是熊克的《中兴小历》，故无论

是否为熊克书，均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顺昌之战是南宋初年的一场重要的战役，东京副

留守刘锜率军以少胜多，在南宋的顺昌府（今安徽阜

阳）击败金朝军队，迫使完颜宗弼全军撤退，“取得了

宋军在平原地区的首次大捷”[1]388。在这场战役中，粮

草充足起到了重要作用，史书称“成锜功者，食足故

也”[2]11645。关于宋军此战的粮草情况，史书记载存在

抵牾，《宋史》刘锜本传中记载城中“有米数万斛”，

陈规传中则载“有粟数万斛”，而《三朝北盟会编》

（以下正文简称“《会编》”）收录署名杨汝翼的《顺

昌战胜破贼录》中，却看到后勤保障似乎不够充分。

学界对宋金顺昌之战关注较多，但尚无学者对《宋

史》中的这一差别做考证辨析。本文拟对顺昌之战的

后勤保障深入研究，重新审视《顺昌战胜破贼录》的

史料价值，弄清《宋史》相关记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

因，并进一步分析南宋名臣陈规的历史贡献。

一、《顺昌战胜破贼录》的史料价值

《顺昌战胜破贼录》是直接记载顺昌之战的文

献，历来被研究者重视，但该文献存在许多问题。《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引用过署名郭乔年的《顺昌破敌

录》，标题相近但作者并非同一人，其他史料中亦能

见《顺昌录》《顺昌战胜录》等书。在利用这一重要

文献探讨顺昌之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这几种书的关

系。张荫麟先生曾撰《<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一

文，注意到了《顺昌破敌录》与《顺昌战胜破贼录》

的差异，但仅做推测，未进一步考证。[3] 蒙文通先生亦

曾谈及此问题，论证其为两本书，且“杨书在前，郭书

在后”[4]。蒙先生所论简要但颇有道理，本文将进一步

阐释这一问题。

《四库全书总目》有“《顺昌战胜录》一卷 浙江

鲍士恭家藏本”，作者为杨汝翼。[5]471此《顺昌战胜

录》就是《顺昌战胜破贼录》，因清廷出于民族之见

将“破贼”等语删去，许涵度校刊《会编》时已指出

《顺昌战胜破贼录》曾删“破贼”二字。[6]1447《四库

全书总目》还有“碧溪丛书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

本”，其中也有一《顺昌战胜录》[5]473，该书为清抄本，

现藏北图，据杜泽逊检核，原书确为《顺昌战胜破敌

录》。[7]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既记载《顺昌录》一卷：

“晁氏曰：绍兴十年，刘锜破女真于顺昌城下，其徒

记其功云。”[8]5692又有《顺昌破敌录》一卷：“陈氏曰：

不著名氏。记刘锜信叔守御战胜本末。”[8]5721两书均不

知作者。南宋李幼武撰《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即《四

朝名臣言行录》）引《顺昌录》中一段[9]503-504，适与熊

克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所引段落相同①，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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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为“《顺昌破敌录》曰”，两处文字仅有三字不

同，现将《顺昌破敌录》中文字记于此：

锜方被围时，遣介求援于朝，得报已差行

营左护军统制王德躬率全军来援。十二日，金

贼既退之后，德方移文来问贼势动息。二十三日

卯时，以数骑到城下，锜邀入具饭，食已憇于子

城楼上。申时出门，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今

且复回。”又数日，传闻申枢密院：“某已解顺昌

围矣。”方贼在城下，得递到御笔：“刘某择利班

师。”锜以方应敌，未敢轻动。贼退后十日，又被

旨先发老小还驻镇江，遂津拨老小辎重并被伤之

士，船载而行，以统制官杜杞、焦文通两军防护

东下。又闻德申宣抚司云：“某以全军里送刘太尉

老小出颍河矣。”[10]1018-1019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引用郭乔年

的《顺昌破敌录》，也曾征引同一段文字[11]2187，与熊

克所引文字基本相同。李心传晚于熊克，曾多处征引

其著作[12] ，但此处未提熊克，说明李心传看到的是原

书，且与熊克所见大概为同一版本。

将李幼武引用的《顺昌录》、熊克引用的《顺

昌破敌录》、李心传引用的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与

《会编》中《顺昌战胜破贼录》相应段落对比，相差

虽不大，但有几处差异能说明问题。如《顺昌破敌

录》言“遣介求援于朝”，《宋名臣言行录别集》所引

《顺昌录》中作“遣价求援于朝”，此两书中差别均

类于此，当为书籍传抄刻印所致；而《顺昌战胜破贼

录》中未言“介”此人，只有“奏求援于朝”，同时后

文又有“俄闻王德者申宣抚司”，到《顺昌破敌录》

中只有“又聞徳申宣撫司”，此两处差异较大，作为

同一书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可能性较小。因此《顺

昌录》与《顺昌破敌录》当为同一书，其与《顺昌战

胜破贼录》不同，疑晁公武与陈振孙所读书版本不

同，故记录的书名不同，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时未

加考辨，误以为两书。然而陈振孙言《顺昌破敌录》

“不著名氏”，熊克也未说明作者，李心传却称郭乔

年所作，郭乔年是否为该书作者，为何陈振孙、熊克

等人不知作者是谁，这一问题目前仍难以解决。

蒙文通先生对比李心传所引郭乔年《顺昌破敌

录》与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指出：“王山说金

兵事一段”乃杨录中所无，应当是据顺昌通判汪若

海事后向朝廷上奏的劄子补入。同时他认为杨录是

“语体”，郭录是文言，因此应当是“杨录在前，郭录

在后”[4]。蒙先生未注意到《顺昌破敌录》的作者问

题，直接称为“郭录”，但所论非常有道理，从《顺昌

战胜破贼录》到《顺昌破敌录》有一个添加的过程。

笔者上文也指出多处增删痕迹，绝非版本流传讹误，

且杨录中明确写有“以围城前后所见，叙为纪实，笔

墨荒涩，甚无文采。且将过江，贻诸亲旧。”[6]1453可

知其确为亲历者记载下来的“第一手资料”。

综上所述，《顺昌破敌录》虽然作者存在疑问，

但该书是对《顺昌战胜破贼录》增加修订而成，而

《顺昌录》就是《顺昌破敌录》的不同版本。

李裕民在《四库提要订误》中谈到：

《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云：“《顺昌破敌录》

卷，不著名氏，记刘锜信叔守御战胜本末。”《三

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二○二全文采录，作杨

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此应为书之全称，清

人忌讳称金为贼，故《四库》本删“破贼”二字，

清人所辑的《直斋书录解题》则改贼为敌。此本

当自《北盟会编》辑出……[13]53

清人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将宋代史料中称呼

金人“贼”的相关内容皆删去，因此《顺昌战胜破贼

录》便被改为“顺昌战胜录”；若改“贼”为敌，也应

称“顺昌战胜破敌录”。同时，《直斋书录解题》虽

为清人辑录，但这段文字已被马端临引入《文献通

考》《文献通考》仍存多个清以前版本，而清抄宋本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发现，更是证明《顺昌破敌

录》在宋代就已有。

以上考证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即南宋时人已广泛

传阅、征引《顺昌破敌录》，而其正是由《会编》中

所收的《顺昌战胜破贼录》增改而来。作者杨汝翼作

为参加过顺昌之战的刘锜军中人，亲身所见的第一

手资料具有许多细节。本身原始记载就具有更高的

价值，加之《顺昌破敌录》今已不传，因此研究顺

昌之战就必须注意《顺昌战胜破敌录》中的内容，

但同时第一手资料的记载也会因书写者的感情与态

度发生变化，需要慎重分析其中的历史细节。

二、粮草储备状况

粮草充足历来被史家认为是顺昌之战宋军胜利

的重要基础，但《顺昌战胜破贼录》中的记载却试

图说明知府陈规保障不力且抢先邀功，因此，有必

要深入考察顺昌之战中宋军粮草储备是否充足，探

究不同历史记载背后透露出的信息。

此战开始前，金军的军事行动十分迅速，刘锜

得知消息较晚。“五月，抵顺昌三百里，金人果败盟

来侵。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得到金军南侵

消息后仓促进入顺昌，见到陈规后询问的第一件事就

是粮草问题：“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

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

矣。’”[2]11400而陈规担任知府也未过多久，绍兴九年

卢子蒙：宋金顺昌之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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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癸丑“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陈规知顺昌

府，时顺昌阙守。”[11]2068，第一次和议签订，金人“赐

还”土地之后才被任命，距绍兴十年五月顺昌之战，

不过一年，可以说刘锜与陈规都是仓促应战。

陈规的回答“数万斛”，给了刘锜信心，这成为战

胜金军的重要基础。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未记载

这段对话，却在宋军战胜之后有这样的文字：“初破

金贼，陈守送到煮酒十数石，门首犒劳战士，一杯而

已。再战退贼后，市户以麦六千余斤、猪百口来献，

随即分付诸军人，不过麦半斤、肉数两。至第三战，

太尉不免与（案：有版本作“谕”，似更合理）陈守

略与犒劳官军，但各人给粟米一石，及赴仓请之，有

止得蛀麦五斗者，其间不愿请者甚多。”又有：“至事

定，陈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属守城恩赏，且言措置

守御。鼓率将佐犒赏战士，遂至成功。虽太尉依应保

明闻奏，将士颇誓不平。”[6]1451-1452 这段记载表明陈规

准备粮食不利，将士们难以吃饱喝足，还有许多坏的

粮食，战后陈规却首先向朝廷请功，引起了将士的不

满。

对于这一细节，应当审慎分析。李心传在引用

这段有关奖赏不足的文字中曾指出：“按规守顺昌，

正当金人根括钱帛之余，朝廷黜免租税之始，未及一

岁，而战士二万不至乏粮，斯已难矣。若责其厚赏犒

军，恐无此理”[11]2193，表示理解陈规之困难。那么未

载于《顺昌战胜破贼录》的“米万斛”是否可靠？陈

规在顺昌城中储备的粮食能否满足军士需求？在流

传下来的文献中存在着许多线索。

《宋史》陈规传中载：“规至顺昌，即广籴粟麦

实仓廪。会计议司移粟赴河上，规请以金帛代输，至

是得其用，成锜功者，食足故也。”[2]11645这说明陈规

确实是做了准备工作，并且上奏朝廷将从南方运来

粮食改为直接输送金帛，便于直接购买。战争结束

之后，刘锜曾与手下将领有这样的对话：“既胜，诸将

或问锜敢以不满万人拒数十万之众，何也？锜曰：‘吾

料顺昌城坚，吾士锐，仓有数月粮，且刘豫蓄毒药数

屋，它物称是。时方盛暑，吾以逸待劳，天时人事吾

皆得之，是以守。’”[14]707这是刘锜本人明确谈到顺昌

城中粮草充足，给予了宋军守城的信心。

此外，《顺昌战胜破贼录》并未影响南宋时人对

顺昌之战宋军粮草的认知，除了上引李心传评论之

外，朱熹距顺昌之战时间不远，也曾言及这段历史：

“时正暑月，刘锜分部下兵五十为队，先备暑药、饭

食、酒肉存在……而吾军迭出，饱锐清凉，而伤围者

即扶归就药调护。”[15]3170朱熹谈到大战时顺昌城中宋

军完全可以保障粮食供应，还有充足的药品，对伤病

士兵的救助也较为及时。这同样反映出知府陈规后

勤保障的充分。

另外，《顺昌战胜破贼录》记载，张俊派左护军

都统制王德率领援军来策应顺昌，但在金军退却之

后才抵达，“至二十三日卯时，以数千骑至城下，太

尉邀入具饭，饭已则卧，憩于子城楼上。”[6]1451这段记

载是该文作者对援军支援不利表达的不满，虽然是

刘锜按照礼节不得不接待王德，但此时金军刚退，

恐怕尚未补充粮草军资，如果是粮草欠缺且有大量

坏的粮食，不会如此招待，可见顺昌城中仍有一定粮

食储备。可以说《顺昌战胜破贼录》也从侧面留下

了粮食足够的证据。再分析那段关于三次战后奖赏

的文字，“市户以麦六千余斤、猪百口来献，随即分

付诸军人，不过麦半斤、肉数两。”市户犒军本属心

意，大战刚过市场并不景气，六千斤麦、百头猪已是

不少，刘锜麾下军士近两万人，平均分配甚至还不足

半斤，可见这些麦和猪肉基本都分到了士兵手里，陈

规、刘锜等官员都没有中饱私囊。

综上所述，粮食储备究竟是否有“万斛”已难以

得知，但顺昌之战宋军的粮食供应不会使将士出现

挨饿的情况，确保了战役的胜利，这点是可以确定

的，这也的确应该归功于顺昌知府陈规未雨绸缪、

才能突出。“蛀麦”的记载应当并非作者杜撰，但这

仅是个别现象，且保存粮食出现蛀麦十分正常，该书

作者特记于此，恐怕还是因不满情绪。

在《顺昌战胜破贼录》篇首，曾有一段陈规主张

弃城的记载：“时日，太尉遣主管机宜杜亨道，干办公

事王义宾谒陈守，以朝廷先降到赡军钱支发交子，欲

敛兵入城为捍御计，陈守愕然曰：‘城中闻警报，人皆

欲去，太尉独欲守城何也？’”[6]1447李心传对此表示怀

疑，故仅在注中列出，不采入正文，张荫麟先生指

出是杨汝翼对犒劳物资不满产生的污蔑之词。[3] 陈规

是南宋末年的“守城名臣”，曾在德安、顺昌、庐州等

地守城，功勋卓著，颇得重用。陈规曾因痛惜东京汴

梁失守，而作《<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一文，陈说此

战之得失，又进一步作《守城机要》，向南宋官民介

绍城池防御之法[16]12 ，可知其尤为善于守城。在德安

时，陈规原本为安陆县令，仅是路过德安，由于知府

弃城而走，被百姓拥戴代理知府，部署守城，之后还

有如下记载：

明日，横众攻城，规坐城楼，砲折足指，容

色不变。围益急，粮不继，诸将请搥牛以食。规

曰：杀牛代食，敌闻之，围猝未解矣。乃尽取酒

务曲糵分给之，仍搜家财得万缗以犒军。横又遣

人来谕，愿得府之魁妓而后罢攻。诸将曰：城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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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日矣，以一妇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规

曰：使横即退，是我以妇人求和，况未必退乎！

其再来，当斩妓以遗之。[17]277

由上述情节观之，陈规不仅守城颇有谋略，也绝

非贪生怕死之辈，不可能出现对刘锜决定守城的“愕

然”。事实是陈规力劝刘锜守城，《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11]2169-217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18]342、《皇朝中

兴纪事本末》[10]1005等书均记有“规亦力留锜共守”。

《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刘锜和陈规对话的忽

略，又记载陈规主张撤退，恐怕都与对奖赏的不平有

关。该书作者站在自身立场上，不仅刻意忽视陈规对

此战的贡献，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污蔑，对后世观察顺

昌之战必然产生一定误导，因此在运用这一重要材

料时，也要注意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考。

三、主粮的种类

刘锜初见陈规时有一段对话，刘锜首先询问粮草

情况，但《宋史》刘锜传中陈规的回答是，“规曰：

‘有米数万斛。’”[2]11400而陈规传中为“即告锜城中有

粟数万斛”，还载“规至顺昌，即广籴粟麦实仓廪。

会计议司移粟赴河上，规请以金帛代输。”[2]11644-11645

史料中对于米、麦、粟出现的矛盾，也可能是对粮食

的笼统说法，因此历来未受重视，但深入分析顺昌之

战中宋军主粮成分，不仅能够发现《宋史》在此细节

上确实存在记载讹误，还将解决这一明显的问题。

要探寻顺昌城中粮食的品种，需要分析这些粮

食从哪里来。绍兴六年，“麟在顺昌，闻猊败，拔寨

遁去，光世遣王德追击之。”[11]1722 刘豫之子刘麟从顺

昌撤出，宋军收复顺昌，此时伪齐军“拔寨遁去”后

不可能在仓库里给宋军留有多少粮食。至陈规上任

时的情况是“时顺昌阙守，而伪朝奉大夫陈道夫以通

判权府事兼管内安抚司公事，上表称贺，乃诏道夫通

判如旧，而命规守之。”[11]2068可见从绍兴六年至绍兴

九年，由于顺昌府处于宋金多次拉锯的边界，加之此

时高宗欲求和，南宋朝廷并未太多顾及顺昌城防，

既无知府亦无驻军，仅留任原伪齐官员维持日常事

务。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是不太可能向顺昌府调拨粮

食的，绍兴十年顺昌之战中宋军所消耗的粮草，基本

是陈规担任知府之后储备的。

上引《陈规传》中已提及“规至顺昌，即广籴粟

麦实仓廪。”可知陈规筹措粮草的主要方式是和籴购

买，这种方式比等待朝廷运输粮草更快。“会计议司

移粟赴河上，规请以金帛代输。”这里“粟”是否正

确，暂且不论，陈规提出以金帛代输，留下粮食，既

是其加紧粮食储备的行为，亦表明朝廷不仅难以向

其供给粮食，还要求顺昌府上缴粮食。另外，据《宋

史·高宗本纪》，绍兴九年正月“丙戌，以金国通和，

大赦。河南新复州军官吏并不易置，蠲其民租税三

年，徭役五年。”[2]538陈规担任知府后不能从当地征收

粮食，此时的顺昌府历经多年战乱，恐怕也收不上多

少赋税，顺昌汝阴人王铚描绘此时的顺昌，“共遭胡

骑汝阴城，十载相逢尚甲兵。万里鹓鸿自骞举，九关

虎豹任纵横。”[20]21305 之后，周紫芝访宣州（今安徽宣

城）梅尧臣墓，因见墓志铭是欧阳修所作[21]151 ，故写

道：“白水碑残犹结客，颍州兵乱已无家。”[22]285 诗

作中凄凉的景象有文学之夸张，但事实恐怕相差无

几，即使陈规用钱购买，也无法从顺昌府及其附近

买到多少。

顺昌府中短期内积蓄的军粮，只能是从其他地

方运来售卖的。当时宋代粮食商品化已达到一定水

平。“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陈不续，小民艰食。

豪商巨贾水浮陆驱，通此饶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

千万亿计。”[23]据魏天安先生研究，宋代两浙和江西

路是主要的粮食产区，自然也是主要的输出地区，四

川和广南路略有余积，少部分向外运输。[24] 当时存在

余粮向外输送且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均在南方，

这些地区向外输出的粮食主要是稻米，“民计每岁种

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25]2 ，“若夫两浙之地，苏、

湖、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其豪

右之家占田广、收租多而仓廪富实者，县邑之吏、

邻里之民固能指数其人也。”[26]101从南方运到顺昌也

较为方便，可由淮河入颍河运输，唐代已有此粮食转

运通道，“初置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泝流

至寿州，四十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

里至于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溵河，又三百里输于郾

城。”[27]458从运输通道上来看顺昌也充分具备条件。

同 时 ，“ 有 粟 数 万 斛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宋 代 是

麦取代粟的完成时期，粟在南方种植极少，仅位于

山地等不适应种麦的地方。[28]47以顺昌所在的淮河

以北为例，北宋元佑六年，苏轼知颍州（徽宗时升

为 顺 昌 府 ），在 向 颍 州 当 地 的 龙 王“ 张 龙 公 ”求 雨

时，叙述“岁旱夏秋，秋谷既微。冬又不雨，麦槁而

腓。”[29]1924此时的颍州，粟已不再作为主粮，改为稻

麦轮作。次年苏轼知扬州，更写下“望此夏田，以日

为岁。大麦已秀，小麦已孕”[29]1926。据此虽不能概括

整个淮北地区的情形，但足以表明麦在淮河流域已得

到充分推广，粟已逐渐消失。北宋末年，淮南路转运

判官向子諲言：“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

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

可籴于泗。”[2]4259这句话中明确区分了米和麦，宿、

亳与顺昌（颍州）相邻，也可表明顺昌此时同样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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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不再种粟。因此，陈规此时若想购买粟作为军

粮，只能向伪齐、金国去买，这显然不可能发生。

倘若认为城中粮食全部是米，这也并非事实。

《 顺 昌 战 胜 破 贼 录 》中 确 有“ 蛀 麦 ”的 记 载 ，城 中

百姓也曾“献麦”，不能否认麦的存在，陈规曾在德

安、庐州等地积极组织营田，熊帝兵据此推测陈规

在顺昌时也应有屯田或营田之举。[30]笔者曾与熊老

师交流这一问题，陈规在顺昌时期留下的文献记载

不多，熊老师认为“招流亡，立保伍”是陈规在湖北

营田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推测陈规可能有营田之

举。倘若陈规确实有营田之举，陈规在绍兴九年四

月得到任命，到顺昌后恐已错过秋稻播种，仅有可

能组织种植冬麦。仓促组织的营田，加之此时顺昌人

口大量减少，收获的麦应当也不多，但这一切都只能

作为推测，无法得到史料证实，是否有营田之举难以

下结论。笔者认为顺昌此时位于南宋抗金一线，“招

流亡，立保伍”应当更多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做法，

未必与营田有关，且史料中明确指出陈规“广籴粟麦

实仓廪”，因此本文仍主要从购买粮食的角度分析粮

食种类。同样，出于饮食多样性的可能，粟同样也可

能少量存在，但陈规见到刘锜时，不会谈少量的麦与

粟，提到的必然是数量足够保障军需的米。

《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并无陈规与刘锜关于粮

草的对话，探究这一对话的真实性需深入观察其他文

献记载。目前可见载有这段对话的宋代史料出现两种

叙事结构，其一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代表，对

话之前有“庚寅，知顺昌府陈规得报敌骑入东京，时

新东京副留守刘锜方送客，规以报示锜，锜曰‘吾军

有万八千人而辎重居半，且远来力不可支。’”[11]2169-

2170此后《宋名臣言行录别集》（陈规部分）、《皇宋

中兴两朝圣政》两书中对此事的记载均与《建炎以

来 系 年 要 录 》基 本 相 同 ① ；其 二 以 《 皇 朝 中 兴 纪 事

本末》为代表，对话之前的内容则为“时锜所部选

锋、游奕两军及老幼辎重相去甚远，锜遣骑趣之，是

夕才抵岸。”此后《中兴战功录》《宋名臣言行录别

集》（刘锜部分）两书对此事的记载均与《皇朝中兴

纪事本末》基本相同。两种叙事除上引内容有不同

外，刘锜与陈规对话之后的记载亦有一定差异，但

每种叙事中各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源流。

观察上引两处内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

内容为刘锜所说的话，较为真实，“远来力不可支”

反映出刘锜本人对此战亦有顾忌，而《皇朝中兴纪事

本末》中则将刘锜自己的话改为了作者对背景的叙

述，具有将困难推之客观因素，为刘锜回护的动机，

两者所述内容应当均为真实记载，但前者立场更为

中立，很大可能来源于宋朝官方记载，后者有可能来

自与刘锜紧密相关的个人文献，如行状、墓志铭或家

族后人叙述等。对于两种叙事的源头目前只能作推

测，但无论哪种叙事，均记载有刘锜与陈规关于“有

米数万斛”的对话，且如李心传、熊克等知名史家均

直接采用，未见任何反面证据。章颖曾著《宋南渡十

将传》，记此事与上述两种叙事均不同，但其详略不

同，当另有所本，其中有“守规亦以有米告”[14]707。

可见南宋时关于“有米数万斛”的记载流传较广，

顺昌城中是否有数万斛粮食今日已难以得知，但陈

规说出“有米数万斛”是真实存在的，而诸多记载均

未见有关粟的版本。

四、记载为何出现问题

上文证明了《宋史·刘锜传》中“有米数万斛”

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宋史·陈规传》中

关于粟的记载就颇为可疑，有必要深入探究这段文字

的来源，校正宋史编纂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现在看到的陈规所著《守城录》，是三篇文章合

在一起的。其一是陈规撰《靖康朝野佥言后续》，

阐述他对于“靖康之变”中御敌之策的见解；其二为

陈规撰《守城机要》，论守城之法；其三为汤璹所撰

《建炎德安守御录》，汤璹寻访陈规守德安遗事，

作此书，“绍熙四年除太学录，乃表上之。”[17]241“全

宋笔记”本《守城录》书前“点校说明”中谈到：“读

《宋史·陈规传》知乾道八年诏刻规《守城机要》为

《德安守城录》……”此说应是整理者采用他人看

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今《守城机要》可

能为陈规著《攻守方略》，而乾道八年诏刻的《德

安守城录》为刘荀所作。[5]839两说均为推测，但今本

《守城录》中，《德安守城录》与《守城机要》为两

书则无疑。

《 守 城 录 》书 末 在 介 绍 汤璹生 平 之 后 ，有“ 后

知顺昌府，府多储粟，计议司来起粟赴河上，规请

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围城竟赖其粟以充军食，卒以

破虏。”[17]241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将《守城录》修入

《四库全书》时也提到这句话，“观书末识语，则宁

宗以后人所辑矣。”[5]839这段话若是明代修“永乐大

① 按据梁太济研究，《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大约成书于南宋末，其中历史事件的记载基本出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参

见梁太济：《<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孔学整理该书，同样指出该

书高宗朝史实基本出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此这里两书对于顺昌战前的叙述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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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时所加，四库馆臣一看便知，不必如此说。此

当是将陈规与汤璹所著并为一书刊刻时所加，而这

段话应该就是《宋史·陈规传》中“规至顺昌，即广

籴粟麦实仓廪。会计议司移粟赴河上，规请以金帛

代输，至是得其用，成锜功者，食足故也”[2]11645 的来

源。

这段话是何人何时加上去的，史料中有一些线

索。南宋杨简曾撰《陈规守城录序》，但历来没有被

研究者注意，赵琦的硕士论文《陈规、汤璹<守城录

>研究》是系统研究《守城录》的作品，在介绍版本

流传时基本沿用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
[16]13，未能注意到杨简的文章。该文中有：“某有志

于武备踰四十年，前数年始得《陈规守城录》，其言

条理至详，某于是于守备顿省怀虑。待制陈公初镂板

于九江，今士大夫罕见此书，见亦未必以为意。待制

知某爱此书，取诸九江，以纳东嘉郡库，某即命多为

帙，将以分遗士夫，以广国家武备，又虑观者不本于

四夷之守，不得已故书。”[31]1848 另《慈湖先生年谱》

将 其 系 于 嘉 定 四 年（1 2 1 1）[ 3 1 ] 2 4 3 2，从“ 以 纳 东 嘉 郡

库”也可知应该是杨简担任温州知州期间，时间是没

有问题的。

这位“陈待制”在九江刊刻了《守城录》，送给

杨 简 几 本 ，杨 简 作 为 知 州 ，要 求 多 抄 几 份 送 给 众 人

看，并为之写了介绍的序。杨简在看这本书时，如

上文所引，认为“其言条理至详，某于是于守备顿省

怀虑。”这说明他看到的是介绍守城之法的《守城机

要》，记述事件的《德安守御录》是不会有如此感受

的。而同书中杨简再次谈到这本《守城录》，“又如

德安守陈规，备御有方，具见于《守城录》。向者陈

待制初镂刻版于九江，知某喜此书，遂取以钠东嘉郡

库，即命为帙，分遗士夫，以广国家武备。”[31]2231后半

句表明与上一段话讲的是同一件事，但其中称陈规

为“德安令”，还言“备御有方，具见于《守城录》”，

可见这里提的是记载陈规在德安守城经过的《德安

守御录》。

显 然 ，杨 简 看 到 的 是 三 篇 一 起 刻 印 的《 守 城

录》，而非单行的某一篇，这位“陈待制”很有可能

是写书末那段介绍的人，即使不是，也说明此时三篇

合一的《守城录》已经出现，书末那段关于“储粟”

话也已经被加上。杨简的这段序是写在小范围传播

的手抄本之前的，所以今本《守城录》看不到，但

却收在了《慈湖先生遗书》里。

稍后黄榦有《书陈密学守城录》一文，其中有：

密学陈公之守城殆天才，非可学而能也，然

得其书熟玩焉，触类而通之亦岂不可学哉……若

使邦人皆得是书而读之，父子兄弟庠序里闾平居

暇日相与讲说，则凡在城之内者无非可与守城之

人也，况又切于其身之利害，则考之必精、思之

必审，其为郡守僚属之助多矣。予既与同官寓公

士友合谋并力以成安庆版筑之役，因以是书属郡

文学金渊刊之学官，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书

者，悉以遗之。合一郡之见守一郡之城，当有得

陈公之意于是书之外者矣，凡为郡而欲得是书以

遗其邦人者，又将以广其传焉，则凡有城者皆可

守，尚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长乐

黄榦书。[32]126-127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黄榦知安庆府时令学官刊

刻了《守城录》。黄干嘉定十年四月到任，该文落款

时间为嘉定十一年（1218）二月，而其年谱谈到刻书

“既毕工，因元宵，张灯城上……”[33]839可知其刊刻

时间当在嘉定十一年正月左右，稍晚于杨简。文中多

次强调读此书可以学会守城之法，以此观之黄干所

说是《守城机要》的内容，他刊刻的《守城录》应当

也是三篇合一的版本。安庆离九江不远，两书或许

有关联，但仅为推测。至宋元之交，罗璧亦曾谈到

《守城录》中内容：“近代陈学士规著守城録，论靖

康援太原之非，盖分数不明也。规谓初朝廷遣兵援太

原，兵二十二万皆败绩……”[34]56这显然是《靖康朝

野佥言后续》中的内容，罗璧看到的无疑是三篇文章

共同刊刻的《守城录》。

元代修《宋史》的基础来自于南宋朝廷留下的

“国史”，记载高、孝、光、宁四朝史事的《中兴四朝

国史》此前已仓促修成，亲阅过这部国史的苏天爵

称其“诸传尤少。”[35]427事情大概如赵翼所言：“盖宋

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

类，流传于世者甚多……宋时修国史即据以立传，

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改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

失当也。”此时距离杨简写序、黄干刻书已过四十余

年，南宋朝廷编修陈规的传记必然参考这部书，之

后元人修《宋史》时，同样也有可能据此书改宋朝

“国史”。在这一过程中，就将原先“有米数万斛”

这一符合实际的记载，改为“有粟万斛”记在《陈规

传》中，还加上了《守城录》编者书后的话。《守城

录》中编者所述应当有所依据，但其在表达时偏爱

“粟”，将“粟”作为粮食的统称，“计议司来起粟赴

河上”恐亦失实，却导致修史之人多此一举，以为顺

昌城中军粮是粟，误将米改为粟。

五、结论与陈规评价问题

《三朝北盟会编》收录《顺昌战胜破贼录》是

刘锜军中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此后又有人据此写

卢子蒙：宋金顺昌之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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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顺昌破敌录》一书，南宋时已广为流传，惜今已

失传，因而《顺昌战胜破贼录》具有重要的价值，成

为研究顺昌之战的必备材料。但其中关于陈规的一

些记载是带有个人主观感情的，存在一些不实之处，

在使用该书时应当注意其历史书写的倾向。顺昌之

战时顺昌城中粮食充足，军粮主要是米，麦、粟所

占比例很小，城中的米主要来自南方粮食主产区，通

过“和籴”的方式交易得来。《宋史·刘锜传》和《宋

史·陈规传》记载出现的抵牾，“有米数万斛”更符合

历史事实。

查阅宋代史料，刘锜与陈规“有米数万斛”的对

话存在于多种史料之中，有两种叙事结构但均提及

此语，这段对话很有可能来自南宋官方文献之中，

真实性较强。造成《陈规传》中有所差异的原因，是

宋代修“国史”和元代修《宋史》时参考了陈规《守

城录》末尾的补充介绍，而这段介绍为后人所加，误

导了史官。这部三篇合一的《守城录》最迟到嘉定

四年已刊印，南宋著名学者杨简曾为之作序，黄干、

罗璧等人均有评语，是我们探究《守城录》成书的重

要线索。

上已言及，陈规善于守城、颇有心得，富有远见

地储备粮草，为顺昌之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者研究顺昌之战皆大力颂扬刘锜之功，往往不经

意间忽略陈规的贡献。顺昌人曾为此战建“刘公祠”

纪念刘锜，今天的安徽阜阳仍有刘公祠，房屋为民

国年间所建，殿内塑像为改革开放后设立，在这里

陈规与汪若海的角色甚至成为了刘锜的属下，侧身

而立，这与宋代重文抑武的环境不相符，何况刘锜

与陈规本无上下级关系。事实上陈规作为顺昌地方

行政长官，为刘锜提供了许多守城策略，事见于《宋

史·陈规传》中，由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刻意抹

黑陈规，加之南宋许多史料均以刘锜为中心记载顺

昌之战，导致陈规在此战中的作为被忽视。可以举

另一事例为证，绍兴十一年正月，“刘锜至庐州，驻

兵城外。时枢密直学士知庐州陈规病卒，城中无守

臣，备御之具皆阙。官吏军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抚

司统制官闵师古兵二千余人。锜巡其城一匝，曰：城

不足守也，乃冒雨与师古率众而南。”[11]2229此又是一

场刘锜与陈规共同面临的遭遇战，李心传于此评论：

“然陈规卒，城中无守臣，备御之具皆阙。则顺昌之

徙捷，规不爲无助。”[11]2229此时陈规去世，“幸有城池

粗可守”[6]1447变成了“城不足守也”，倘若陈规还在，

即使不能复现顺昌之战，也肯定不必仓皇南逃。此事

足见陈规于顺昌之战的重要性，“密学陈公”堪为一

代名臣！

此 外 ，今 天 的 阜 阳 地 区 流 传 着 特 色 小 吃“ 枕 头

馍”的故事，大致内容为顺昌之战时，城中虽有粮“万

斛”，但磨面很困难，军士吃不饱，城外百姓连夜赶

制这种“枕头馍”送入军中，可吃可枕。民间传说本

不足为信，但通过本文分析可以明确“枕头馍”在这

时出现的条件根本不存在，为探寻地方文化提供了

新的观点。城中主要是米，并且供应充足，使城外农

民特意制作这种食品供应似无必要，且史料明确记载

“再战退贼后，市户以麦六千余斤、猪百口来献，随

即分付诸军人”，可知当时人直接送上了粮食，并未

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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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i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Focusing on Chen Gui and the Grain and Grass Reserve in Shunchang City

LU Zi-me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The record of Shunchang Conquering the Bandits is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of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However, there are some inaccuracies in it. During the war of Shunchang, there was plenty of grain 

in Shunchang city. The main grain was rice. The rice in the city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way of "He Di".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rice and millet in the biography of Chen Gui and Liu Kai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and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rice"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At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eople had combined Chen Gui with Tang Shu's works for printing. When compiling 

history, they mistakenly changed the relevant words in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words at 

the end of Shouchenglu. Chen Gui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Historical records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Liu Qi for various reasons, but often ignored Chen Gui.

key words：the battle of Shuncha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Gui; grain and grass 

                     reserve.

卢子蒙：宋金顺昌之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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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对山东地区国民党各部的统战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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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山东地方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对山东国民党各部区别对待，

坚决打击极端反共的势力，争取对我方相对善意的势力中立，努力开拓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我党在山东根据地领导

层对山东国民党当局直接冠以“投降派”评价，说明我党对山东国民党当局堕落为反共投降派的政治本质有了更准

确、更深刻的认识。在利用李仙洲入鲁失败时机深刻揭露重庆当局“曲线救国”反动谬论的基础上，山东抗日根据

地最终确立了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政治优势，基本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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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华北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日、伪、国民党顽固

派和我抗日根据地各方政治势力犬牙交错。其中，

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始终顽固坚持其反共投降立

场，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严重

阻碍力量。根据地的上述政治环境特点，决定了山

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中具有政策典型性，因而也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

值。

史 学 界 对 山 东 抗 日 根 据 地 反 顽 斗 争 的 研 究 已 经

取得一定成绩。①但是，略感遗憾的是，仍然存在着

诸多不足，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首先，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应该注意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

当局的统一战线政策，存在一个明显的逐渐深化的

过程，即从抗战初期的寻求合作到抗战中期后以斗

争求团结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是富有历史层次感

的自然渐进过程。其次，应该注意到上述转变是基

于根据地领导层对山东社会情况的综合分析，根据

我、日、顽三方实力的对比，做出的理性决策。特

别是根据地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山东国民党当局从顽

固派进一步堕落为投降派的反动本质，以及相应地

导致山东反顽固派磨擦斗争的长期性趋势。最后，有

必要强调山东抗日根据地，即使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

不断恶意挑衅，甚至陷于其勾结日伪夹击的险恶处

境时，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团结争

取。而这一点尤其能够体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的政治优势和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

砥柱作用。

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

察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当局的统一战线政策，

以期增加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

治史的学术认知。

一、 抗战初期从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合作到以斗

争求团结

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中共山东省党组织

积极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

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报称：鲁西北党组织

准备在“肥城一带傍泰山附近建立游击区。在这一带

依据目前状况，特别巩固统一战线及其运用”， 争取

在“坚决主战情况下，不要破裂这一联合”[1]24-25 。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国民党当局日益暴露

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立场，逐渐蜕变为顽固

派。山东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坚持联合、抗战、进步

的原则，仍然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但是，

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反共行为，也坚决予以反击。

1939年1月28日，中共山东分局致函国民党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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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部，提议：“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开诚布

公的共商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合作问题”，“以国家民

族为前提，保证不再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2]48 。1939

年2月23日，山东分局指示各地：“以我胜利的影响之

扩大，团结友军、友党、政府及群众，亲密合作，坚

决抗战”。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沈鸿烈的反共政

策，山东分局要求“坚决保障原阵方针，一方面采取

各种方式，一方面使沈进步。同时，坚定党的立场，

并拒绝接受其无理限制”[1]29。 1939年3月11日，中共苏

鲁皖分局向上级报称：“确定主动的统战方针；确定

对不同对象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灵活的统战对策；彻底

打击与分化秦部，进一步争取与稳固东北军，孤立沈

鸿烈”。[2]54 1939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山

东分局，坚决反击顽固派秦启荣部的挑衅。但应注

意“只打击秦部，尽可能分化争取或孤立其他数部；

在有利条件下打击并歼灭其一部作此事谈判之优势

根据，一般不宜扩大”。同时，“对此事态度应向外公

布，除说明八路军将以最容忍与镇静之态度，粉碎

顽固分子破坏团结之阴谋外，将不惜采取一切自卫

手段”。[2]61-62 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

“根据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

作，多方争取友党友军之进步”。但是，“对于一切顽

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

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如在政治上、组织上

瓦解秦部，在军事上包围袭击解决之。”[2]60-61

在 坚 决 反 击 沈 鸿 烈 等 顽 固 反 共 势 力 挑 衅 的 同

时，根据地领导层通过对山东地方社会矛盾的科学

分析，将山东国民党各部区分为极端反共的势力与

对我方相对善意的势力，坚决打击前者，争取后者中

立，努力开拓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193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山东

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

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

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因此，“在

我各支队活动区域问题上，应尽力争取有利地区，决

不放弃已得地区”。对东北军，应当“影响其将领，

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

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引军官。但应短小精干，

隐蔽埋伏，对帮助东北军发展及供给干部应特别慎

重 ”。 在 反 击 顽 固 派 的 斗 争 中 ，要 注 重 政 治 攻 势 ，

“在统一战线与摩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

的，在政治上占上风，以我们光明正大主张，压倒与

批驳顽固分子的无理的错误的言论与行为”。总之，

“对付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
[2]70-711939年5月，山东分局指示胶东党组织：“改变

抗日联军现在的组织方式，要真正做到作战步骤的

统一指挥，并保持各军队的独立性，积极帮助友军

建立政治工作，开展友军中的党的工作”[2]71。 1939

年5月，郭洪涛尖锐批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是最顽

固的”。他们“处于敌人后方，还从来未曾打算过如

何坚持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他们所计划的是如何反

共反八路军。他们不断地制造摩擦内战，削弱抗日

力量，阻止抗战的进步”。不仅如此，他们“遇事没

能和共产党代表协商，一切救亡团体拒绝共产党参

加，省议会、省设计会都没有共产党的代表”[2]74。 

因此，山东党组织应“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

立性，必须适当地配合起来才是正确的”，既要反对

“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发展统一战线”，又

要反对右的无条件合作以防“可能变为投降主义的合

作与无条件的发展。”[2]79 1939年9月20日，山东分局

指示第二区委：“争取袁俞之及其他进步分子的更进

步”；“准备一切问题，有计划的在适当的时期打击

王金祥等顽固分子”；“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上层

分子在我的周围。”[2]93 1939年10月15日，山东分局

指示三区委：“要深刻认识统战中的让步政策是发展

统一战线的办法之一，但让步是有限度的，必须坚决

进行反磨擦。[2]96 

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在

反磨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分彼此间的各种矛

盾 ， 打 击 最 坏 的 ， 孤 立 次 坏 的 ， 争 取 较 好 的 。 因

此，对秦启荣及其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

消灭、毫不犹豫的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

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

方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

绝，不可让步”。总之，“对友军如东北军等，应确定

只帮助其政治上的进步，不帮助其力量的发展为原

则。”[2]101

1940年1月12日，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政治部要

求各级党组织：“郑重的分析周围友党友军各政治派

别的政治态度，本质及发展的前途，分别确定争取、

中 立 与 孤 立 各 个 不 同 的 对 象 ”。对 坚 决 反 共 的 顽 固

派，“应毫不犹豫的在有利、有理条件下给以打击及

消灭之，纠正反摩擦中动摇、软弱、不左即右的倾

向”。在此基础上，“为打开鲁苏局面，对周围友军尤

须采取一切方法，坚持其中相当进步力量，把动摇

与犹豫的分子坚定，并推动前进”。为此，首先“在可

能不疲倦的情况下，军政首长要亲自写函件，代表访

问友党友军首领、地方名流及老学者、士绅，利用一

切名义与可能，召开座谈会、漫谈会、恳亲会、抗救

会”。其次，“各地要具体确实调查登记友党友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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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干部家属，有计划的派政治干部以部队首长、政

府等名义分别访问，给以精神的或物质的慰劳，以争

取之。”[2]120-122 1940年1月20日，中共北方局指示山

东分局：“对于顽固分子反共反八路军之行动，必须

给以严重打击。凡遇军事进攻，应准备在有理有利

的条件下，坚决给以反击。继续开展反妥协、反分

裂、反倒退的斗争，巩固已得的优势，努力削弱与

消灭顽固分子的武装力量”[2]123。 

1940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徐向

前、朱瑞、罗荣桓等：对顽固派，“政策分两方面，

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

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因此，对沈鸿

烈、于学忠应该区别对待。沈鸿烈“属于顽固派，

对我百般磨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

打击沈鸿烈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

有希望分子”。相反，于学忠“是尚有希望的，除对

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

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2]129。1940年2月29日，

山东分局指示各级军政部门：“对胶东一切沈、秦委

之政权与部队，应以寻机逐次消灭之为胶东中心任务

之一”。同时，“对其他各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应

分别争取、中立、孤立、分化、打击与消灭不同方

式处理之，以打开统战局面”。分局强调指出：“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是一般方针，在运用中必须依具体

情况决定态度。对一贯犯我者，应寻求机会，不是

等待机会”，分局同时建议：“团支对新四师之上层仍

要设法联络与争取，目的是终止其对秦、沈各部的

积极掩护行为。对其无发现落后与破坏的措施，应

严正拒绝。如参加对我武装磨擦，应不犹豫予以打

击，事后可有条件退一部分人枪给其较进步下层，

同时加紧其下层分化与争取。”[2]161-162 1940年5月，朱

瑞要求山东纵队：“在与抗日友军的团结中，一方面

应对真正坚决抗日的朋友把握民族的‘宽大’、‘仁

爱’的传统与共产党‘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统战

政策，但同时亦应发扬共产党、八路军锐敏的‘警惕

性’、‘原则性’、‘坚持性’与‘独立的政治立场’，

决不受一切假象所欺骗”。同时，“对一切阴谋破坏实

行反共、反八路、准备妥协投降的元凶巨恶，应坚

决给以无情的打击。”[2]311-312 1940年7月20日，中共

北方局指示鲁西区党委：对鲁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

“必须努力争取他们，揭露顽固分子的罪恶，利用

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其可变的，孤立其中最顽固

的，以缩小顽军的社会依靠，使之陷于孤立而增加

我们的声势。特别是在与顽固军队进行的自卫斗争

取得胜利之后，这种争取政策更为重要。”对齐子

修、冯寿彭等已或明或暗投靠日寇的顽固派，尽管

立即消灭之很困难，但是“必须在长期工作中，长

期斗争中，求得消灭他们，瓦解他们”；“从各方面去

进行工作，进行政治上的瓦解争取，进行军事上的

打击，不放松一个机关，消灭其小股或大股，使之

由削弱走到消灭。”[2]388

尽 管 遭 到 国 民 党 顽 固 派 军 队 的 不 断 挑 衅 ， 山

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层仍然显示出豁然大度的政治气

度，希望维持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关系。1940年7

月28日，朱瑞在联合大会上做政治报告，首先表达

了 与 国 民 党 当 局 合 作 的 真 诚 愿 望 ：“ 团 结 抗 战 与 进

步的国民党，发展扩大抗日的东北军、八路军、抗

敌自卫军，发展与扩大一切真正抗日的武装”，从而

“使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有进步国民党及

进步国民党武装的发展，获得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的

基础，以保障山东统一战线成为不可破裂的政治结

合”[3]27。但他同时表示要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而

且“必须分别清楚降日反共派与抗日反共派”，即“对

降日反共派则基本上消灭其力量，争取其下层倒向抗

战；对于抗日反共派，我们就应以郑重的批评斗争

及不得已下的打击并用，争取、说服、孤立他们，制

止其反共，并希望他们能继续停留在抗日阵营中，

那怕多停留一天也好”。打击顽固派应首先坚持有理

的原则，即“对投降派与顽固派的磨擦，在仁至义尽

的让步之后，不得已时才实行给以自卫的打击”。其

次坚持有利的原则，即“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

争 取 较 好 的 ”。 最 后 坚 持 有 节 的 原 则 ， 即“ 适 可 而

止，打击顽固投降派是为了教训一般顽固派，为了警

觉中间力量，是为了团结进步力量”[3]29-30。

二、抗战中期从反顽固派斗争上升到反投降派斗

争

抗战中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逐渐上升

到反对投降派的战略高度。1940年8月16日，黎玉在

联合大会上做报告指出：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已进入到反投降斗争的新阶段。与过去的反磨擦不

同，反投降斗争“已经不是抗日阵线内的斗争，也不

仅只限于自卫的意义”，“应该坚决的清除这些投降

分子”。但是，应该在“投降分子在正式宣布投敌之

前，尚有最后使其觉悟的一个良好机会”，尤其“随

时争取被其欺骗的下层”是反投降斗争必须坚持的

原则之一。他进而指出：为坚决打击投降派，第一

要展开反夹击的斗争，以打击投降派配合日寇夹击

抗日军队，“主要的打击及消灭敌人的一面，以粉碎

投降派配合敌伪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第二应反击投

降派“为日寇开拓预备据点”的碉堡政策，开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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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斗争，“见碉堡就拆，见围墙就破，而且拆、破

要彻底，达到再不能利用这些石块重修碉堡、围墙的

程度”，同时“对于某些非投降分子，依托碉堡、围

墙而保护家乡，应该进行深刻的说服工作，使之自动

破坏”。第三，坚决反击投降派破坏抗日组织，“最毒

辣的是把这些团体组织及抗日人士报告了日寇”的罪

行，开展反破坏斗争，“壮大群众的力量，提高党政

军民各组织的机构，严密自己的组织”，以及“在某

些区域加强自己的隐蔽，积极破坏日本特务机关，

清洗投降分子的点线”。第四，开展反谣言斗争，“加

强一般民众的抗日与统一战线的教育，从提高民众

的抗日认识与醒觉中，积极彻底根绝投降派之造谣

欺骗”[3]242-244。 他最后总结指出：坚持统一战线，首

先，必须“坚持山东游击战争到底。凡是能够坚持抗

战的人士，都应争取团结到底”。其次，“对于一切

尚能抗日的人，都应采取团结的政策”。最后，要“始

终诚心诚意的对待一切抗日的友军”[3]246-247。 黎玉对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分析和论断，是根据地领导层首次

对山东国民党当局直接冠以“投降派”评价，说明根

据地领导层对山东国民党当局堕落为反共投降派的

政治本质有了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标志着根据

地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进入新阶段。此后，“投降

派”这一名词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甚

至国民党当局的政治代名词。

1940年11月20日，郭洪涛在报告中科学总结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反顽斗争的一些原则性规律，

为 今 后 反 顽 斗 争 提 供 政 策 依 据 。 他 首 先 分 析 了 山

东省内各派政治势力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

点，即一方面由于“许多进步力量与中间力量，不赞

同顽固分子的摩擦行为”，特别是“中下层群众反日

反顽固的情绪非常高涨，尤其同情于八路军及共产

党的政策和主张”，这有利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

施；另一方面“山东顽固势力秦启荣、蔡晋康等是最

顽固最反动的”，使得“山东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最

为厉害和普遍，而且每次磨擦都是发展成为武装斗

争，这就使山东根据地不易建立和困难加多”。加之

“山东一部分反动地主的力量特别雄厚，结成阻挠

进步力量的反动势力，也就造成有利于顽固分子的

环境”。因此，他认为今后趋势将是“长期抗战与长

期磨擦。只有在坚持同国民党联合中，同时反对投

降派、反共派、顽固派，才能争取时局好转，争取

抗战胜利”。他进而总结了反磨擦斗争的一些规律。

一方面，“当顽固分子处于有利条件，或某些大资产

阶级大地主分子准备投降时，磨擦必然增加”，特别

是“在敌人向我进攻，或我主力进攻敌人时，顽固

分子便认为有机可乘，必须集中力量打击我薄弱之

点”。为此，“必须在政治上提高警惕性，军事上加紧

戒备，防止顽固分子的突然袭击”。另一方面，“在

顽固分子困难的条件和情形下，磨擦就会减少（暂

时）”。这时，“顽固分子内部之间利害矛盾变成主要

的，而顽固分子和我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次要

的”。这要求我方“必须善于运用这种时机，发展抗

战力量”，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顽固分子的磨

擦的减少是暂时的，是顽固分子准备力量的时期”，

因此“绝不要把磨擦减少的暂时性认为是长期性，放

松对顽固分子的警觉性；同时不要被其一时假象所

迷惑，而受其暗害”。他认为在反磨擦斗争展开前，

应科学分析形势是否有利。首先，“在有理有利的条

件下，必须进行反磨擦”。其次，“在不利的条件下，

应当暂时停止反磨擦，等候局势好转，再来进行反

磨擦”。总之，是否展开反磨擦斗争，“必须根据具体

的环境来决定”。他提出反磨擦斗争要注意四种辩证

关系的统一。其一，要做到斗争与统一的辩证统一，

即：“斗争是手段，统一是目的”，“是为了统一才要

斗争的，并不是为分裂才要斗争的”。其二，军事斗

争与政治斗争的统一，即：“政治斗争是主要的、经

常的、普遍的斗争方式，军事斗争是辅助的、偶然

的、迫不得已的斗争方式”；“就是在军事斗争时，也

不忘政治斗争，必须展开政治斗争，孤立反动分子，

争取同情者，争取群众”。其三，进攻与防御的辩证

统一，即：“我党在政治上占居优势，顽固分子则居

于劣势，通常在政治斗争方面，我党应采取进攻的

主动的斗争”，同时“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也可以

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主动的斗争，有力的打击投降

分子，彻底坚决迅速的消灭投降势力”。其四，群众

力量与军事力量的辩证统一，即：“群众力量与军事

力量的适当配合是重要的”[4]84-85。 1940年11月，朱瑞

也在致北方局、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中分析指出：

“山东顽固力量已退居劣势”。我方应确立“在斗争

中扩大我军力量，而且是已事实成为决定的力量”的

方针，为此首先，“要对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友

军、各政治团体、各社会团体等及其代表人物，作

不断的、有系统的、深刻仔细的研究，以扩大统战工

作和交朋友的范围”。其次，“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方式以开展工作，纠正只以当面谈判，或互定条约

的一种方式做统战工作”。再次，“要善于分化顽固投

降派，制造中间分子与同情分子，纠正等待分化、甚

至促成其团结反我。反磨擦斗争应政治重于军事，争

取多于消灭，纠正一味死打硬敲，态度要宽大公正，

立场要坚定明确，纠正狭隘、偏激、软弱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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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争取中间分子，帮助进步分子”。最后，“必须

有系统反对与预防山东投降反共派破坏国共合作，

尤其首先揭露与防止一切挑拨八路军与东北军的关

系，企图拉东北军卷入内战与反共的武装磨擦中的

阴谋。”[4]225-226  

皖南事变后，鉴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立场彻

底暴露，根据地领导层充分估计到与山东国民党顽

固投降派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把反对顽固投降

派的斗争上升到战略高度。

1941年3月28日，北方局指示山东分局：“战争与

合作是长期的，而国民党进步是缓慢的，因此磨擦

亦带长期性，必须善于耐心的应付各种磨擦，采用

各种方法保持自己政治立场和已得阵地，争取广大

同情者，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必要时应站稳脚步给以

有力的回击”。1941年6月23日，黎玉在山东高干会

上指出：“消灭投降派是不能放松的，以军事为主；

对顽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但必须确定对象”，因

此，“对投降派的打，要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打”。同时

要扩大交朋友工作，“对东北军基本是交朋友，但要

分别对象，一切中间力量都要交朋友，但不是绝对

的，即打时不放弃交朋友，交朋友是从斗争与联合

上出发。”[5]71 他还提出：“建立投降派的内线工作；

利用俘虏、社会关系派遣工作同志。”[5]78 

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层不断从斗争实践中总结

反顽斗争经验，提高政策水平和斗争技巧。1941年

9月，朱瑞在山东统战会议上的报告，科学分析了

山东国民党当局的社会根源，认为山东国民党当局

“中间派与实力派特多的政治原因，是中国政治经

济与封建的落后性，使中国不能有实际上集权与统

一的中央政府”，以及“山东在地理上及在政治上均

界于南北之间”，处于“南北两派（即北洋军阀官僚

与南方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之间斗争的结合地带

与缓冲力量”这一地缘政治特点的综合因素所致。

这一情况使得“抗战阵营内部利益彼此矛盾，政治

各自分立，情绪动摇不定，斗争的变化多端，时局

变化与推动迟滞，抗战不够有力，团结不够坚持”。

一方面其“自保、自利、独立与中间立场”使争取

工作困难，“争取与斗争都是长期的”，而另一方面

其“ 组 织 不 坚 ，力 量 不 强 ，反 共 不 一 致 ，反 共 没 有

决心”，以及“对顽固派反共政策是动摇、不满与犹

疑 的 ”， 有 利于“ 我 长 期 、 耐 心 、 有 计 划 的 争 取 他

们”。[5]290-291 

他肯定了前一阶段对国民党当局统战工作的成

绩：总结了一系列经验教训，即“统战是政策的，不

是事务的，不是技术的”；“统战是社会的，不是个

人的，不是个别的”；“统战工作方式应该是民主的，

不是专横的”。再次，在分析山东反磨擦、反投降

斗争规律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反顽固派斗争

的方式。总之，“抗日是民族的斗争，也是阶级的斗

争”。[5]314-319 他提出要重新开辟与国民党当局的新关

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不仅与

对象结成政治朋友关系，而且结成感情上的朋友关

系”；“须认识孤立顽固分子的办法不仅是对最顽固

的少数分子采取打击，而且是要对各种不同的顽固分

子采取联络、拉拢、分化、争取的各种办法”；“巩固

已有的关系，建立新关系，建立同友军之间的经济

的联络制度、通讯制度”。他强调：“只要友军不反

共，不反八路，并自动抗战，我们应撤销一切足以妨

碍它发展的措施，并互相给予活动、作战、交通的便

利”[5]328-329。 最后，他科学总结了今后反顽固派斗争

的具体策略。总体而言，“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顽固投降派的统战政策应采取拖、逼，必要时

对它的最顽固部分，甚至要采取瓦解、打击、分化与

消灭的办法，以限制其危险性、反动性的发展，劝

说、请求、商量是不完全行的。”[5]333 具体而言，应

根据各类顽固派的特点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如“一

般说，官僚、政客与党棍特务派反我最有办法，可进

可退，有软有硬”；“老军伍的经验丰富，对内战时

期的经验警觉性更高，故对我一般比较温和滑头”；

“反正派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比较有经验，故

反我比较慎重，斗争较灵活”；“兼祧派，则与敌人完

全一致”。因此，对于既抗日又反我的一般顽固派，

应做到：“在他们抗日时，我们无论如何不打他，甚

至可能以争取协助他，尤在他危急时，救助他，以争

取他。在他反我时，我采取严正的自卫”。即便其与

日伪勾结，我方“一般应以打敌人为主，反顽为次，

或先打敌，后反顽，或打敌时防顽”。对于不抗日而

专反我甚至联日反我的投降派，应“坚决打击与消灭

其最坏的部分，但不打他动摇中立的部分”。对于不

仅反我，也反顽甚至反日的中间派或实力派，“不能

把他当顽固派看待”，而是立足于争取，做到：“在反

对我时，我自卫，甚至予以一定限度与可能限度的

让步；反日时，我争取积极协助他，配合作战；反

投反顽时，我中立，如有可能时，我从中调和，以争

取双方。”[5]336-337 朱瑞的上述分析，为今后长期反顽

斗争提供了科学指导。

1942年10月1日，朱瑞在山东分局委员会议上

报告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要求在政治上好好

地耐心地疏通，巩固阵地，阻绝顽军的骚扰，制止

其推进与蚕食政策”，必要时“严正地自卫，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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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6]67-69。 他要求各地“切实地恢复与打开与各

友军的联系”，对过去一贯犯我者，“应严守团结的

一贯方针，对之保持和平态度，在其因敌压迫遭受

困难时，我‘应主动的诚恳的予以帮助’，决不幸灾

乐祸、袖手旁观，并不侵占友军防地。只有对继续

向我进攻或受敌利用破坏抗战者，才实行必要的自

卫”。即使在这时，也“仅仅是防止损害，保护群

众，保卫抗日根据地及民主政权，定不主动进攻。

我们只愿事态缩小，不愿事态扩大，以免贻敌人以

挑拨利用之机”[6]74。 同日，中共山东分局决议：各地

应“仔细研究周围友军情况，真正了解友军的态度，

对一切友军应本中央强调疏通的指示下，切实恢复

与打开与各友军的联系”，对周围国民党各部“应分

别的认识，对其某些进步性，如抗战及反投降，予

以积极的推动、鼓励，必要时直至予以适当协助；对

其某些落后性，如不赞成民主，对我抱成见，个别

情况下甚至‘助纣为虐’，我们仍应坚持忍耐，适当

批评，娓婉疏通，劝其中立或应付，即使不得已采

取自卫，也不能把他们与亲日的投降派一样看待，

应适可而止，而不忘疏通与交朋友的工作，以便于

达到团结之目的。”[1]116-117 

1943年1月28日，朱瑞、陈光、罗荣桓向刘少奇

报告称：1942年度与顽固派磨擦较少，“主要原因

是抗战形势有利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敌人压

迫更甚，友军无以自保”。具体而言，鲁南“与友军

购需普遍缓和，过去反我最厉之申从周、梁继路等

部与我均已建立一些联系，东北军部分消极、部分

观望”。胶东“除赵保原外，一般关系缓和”，但一

向对立的一一一师“始终未变，我曾多方疏通，均无

进展”。而该师进步分子万毅部“维持原有一切制

度，受我供给，联合行动，接受我工作干部”。对于

彭部，要利用“李部入鲁，彭部合法存在势不可能”

的机会，“建议他们缩小目标，隐蔽名义”；“改造干

部，积蓄力量，逐渐缩编充实连队，掌握下层，改

造中层，团结上层”。今后应“主动进行政治疏通，

决定以一定方法直接打通各友军联络”，特别是“以

陈、罗名义向朱、彭请求转重庆军委会，令于学忠

与我打通联系”[6]251-252。 以上汇报说明，山东顽固派

尽管仍然不愿放松其反共立场，但是在我方强大政

治攻势面前，也没有进一步恶化局势的动力。

三、 抗战后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反顽斗争政治优

势的确立

1943年1月，国民党重庆当局派遣李仙洲部入

鲁，试图以此整合国民党山东各派军政资源，协调

反共行动，争取战后山东国民党当局对我抗日根据

地的政治优势。山东局势骤然紧张，抗战形势阴霾

密布。

1943年1月，山东分局及时分析了李仙洲部入

鲁对山东抗战形势的可能影响。分局认为：李仙洲

部入鲁，对国民党方面而言，“一方面先机控制前进

阵地，确保有力山区，实行战略反攻前的准备与侦

察工作，同时积极影响与动摇伪军汉奸；另方面是

稳定杂牌部队及地方团队而振奋人心，并求得逐渐

改造苏鲁战区所属部队以求统一，确立国民党对敌

斗争的稳固地位及对我斗争的绝对优势”。对我方

而言，则是“更有效的限制我党我军民主力量的发

展，甚至压迫我们退出山东，造成国民党对山东全

部控制的形势”。山东分局预期李仙洲部入鲁对我方

带来的影响，积极的方面在于，“在争取山东领导实

权上，中央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不免加深。这给我

各方疏通团结工作以大大便利”。消极方面则在于，

“李以其中央正牌的合法地位入鲁，可能携带大批特

工、党务、民众、政权以至经济、文化的各种专门

工作干部”，可能会“动摇及分解我根据地的中间分

子和社会上层对我党我军的信赖”。根据上述分析，

分局认为：“我们基本仍然以强调疏通团结为主，尽

量利用国共合作情形好转及李部抗战的一面”，对其

不友好的行为，“多用斗争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尤注

意多用人民团体、民意机关以及推动第三者力量促

进友军进步，改变其对我之态度，不到万不得已时

不要轻易使用武装反击”。对顽固投降派的挑衅，

“多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多从政治上疏通，以免扩

大对立，予敌以可乘之机，陷自身于两面作战的境

地”[6]258-260。

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层根据上述分析，仍然本

着团结合作的善良愿望，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局改

善关系。1943年3月13日，罗荣桓在山东军政会议

上指出：“对于敌打击友军时，虽减轻对我之压力，

但我必须抓紧此时机与友军展开统战，诚恳帮助友

军”[6]318。1943年8月1日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

领宣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人愿与国

民党及其他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人民共同抗

战到底，共同完成抗战建国事业。”[1]137 但是，根据

地领导层并未放弃以斗争求团结的严正立场。1943

年8月19日，山东分局指示：为迅速改变山东“三角

斗争”中我方“对敌劣势，对友无优势”的局面，一

方面“只有善于掌握及扩大民族矛盾，加紧对敌斗

争的一面，才能更好的团结各阶层及友党以我为中

心的进行抗战斗争，我们才不致严重的陷于两面夹

击，才有优势”；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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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敌后以我为中心，团结一切抗日份子，不是拒

它合作，也不是依附别人抗战，而是明确坚定的争

取群众，争取领导，发展自己，确立优势的战略方

针”[7]12-13。

由于李仙洲部入鲁行动并未起到整合各派势力

协调反共的目的，本身反而陷入无法立足的不利境

地，根据地的反顽斗争形势暂时没有出现恶化的趋

势。根据地领导层及时布署对国民党顽固派各部的

主动反击，努力扩大反顽战果。1943年8月31日，

山东分局分析国民党顽固派方面动态：“各地方顽固

势力在李仙洲目前不可能继续东进情况下，他们失

掉了头领与依托，他们自己内部是更无法产生出中

心”。这对我方无疑是有利的。此时我方“必须很

准确的执行孤立打击积极反我者，中立不积极反我

者，争取可能表示一定程度之对我友好者之方针，

以扩大地方顽固势力内部更加失散与瓦解，发展我

之 优 势 。 但 须 防 止 产 生 强 调 一 切 皆 打 倒 消 灭 之 情

调”。分局要求：“当前应掌握对我有利的形势与顺利

的条件，努力争取确立对国党之优势”。为此，鲁南

区“须乘刘春岭师的惨败，刘桂棠亦有放弃老巢而窜

之可能，须继续予以击溃与歼灭之打击，务必迫其

在鲁南失掉最后立脚之可能”；“破坏李仙洲之来往

交通线，以封锁葫芦口”；“对申从周，亦应不放过

打击消灭之机会”。鲁中区“应将游击区推广到汶河

以北，打击张天经与山东省特务机关之迁移巢穴”。

清河区“对张景月当不拒绝其同我恢复联络，但我以

前工作应以瓦解其存在为目的”。胶东区“对赵保原

须采灵活的作战，还必须加强政治攻势”，对王尚志

“应予以揭露，并造成对他的孤立”；对姜黎川“目

前还应公开同其作政治斗争”。[7]142-144

李仙洲入鲁彻底失败后，根据地领导层及时分

析这一事件对山东抗战前景可能的影响，分析国民

党顽固派各派今后可能的走势，根据各派势力的动

态，针对性地采取对策。1943年11月29日，朱瑞总

结指出：尽管李仙洲入鲁失败，但是“我们还要足

够估计国民党在山东特别在我控制的地区有长期统

治的潜藏影响和力量，将会从多方面阻碍及破坏我

们的工作”；特别是“更将会增加其与敌特伪军的配

合 ”。 因 此 今 后 反 顽 斗 争 仍 然“ 应 强 调 正 确 掌 握 政

策，发展中日矛盾，分散建立疏通工作，以便团结

更多友军地方实力派及中间势力在我们周围，共同

抗战。尤其要用各种方法疏通关系，以打消某些地

方实力派对我之疑忌，或怕我报复吞并。但对坚决

反我者则应干脆迅速隐蔽的歼灭之，不宜持久。”[8] 

1944年5月10日，肖华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总结报告中指出：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国民党当局

“除保持其在山东的实力坚持反共的方针外，就是

以大力确实控制伪军伪组织与敌占区的工作，强化

其特务活动，进行‘曲线救国’与借刀杀人政策，以

策援其将来入鲁的反共军与准备争取战后的优势的

基础”。此时，“国民党坚持山东的主要依靠是地方

实力派”。他们“地方性大，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彼此之间皆有严重矛盾，形成了各自为政，保持

势力，封建割据”，但是“与正规军则散而远之”。

对敌寇方面，“在敌人压力下困难增长，敌人迫其公

开投降，地方缩小分割，与大后方联系隔断，投降

苟安情绪增长，在敌压力下仍有走向投降的可能”。

对我方而言，“在我军威胁下，大部转入消极防御，

维持现状。一面被迫时与敌作战，一面仍坚持反共

活动；但反共信心降低，战斗力减弱，反共步调不

一致”。对此我方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应加强疏通

团结，争取其不投降、晚投降是可能的”[9]46-47。 他强

调指出：对国民党当局的“曲线救国”路线的揭露，

“必须紧紧的掌握统一战线的方针，必须保持我党

政治上的独立性”；“对于友党、友军的缺点错误必

须批评，反动方面必须打击”。但是又必须认识“这

批评与揭发，都是为着争取友党、友军继续团结抗

战，而不是去制造分裂或为一时痛快，因此必须好

好研究与掌握批评揭发之分寸、态度、方式”[9]145。

1944年7月，罗荣桓提出：“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

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的自

卫 ， 对 地 方 实 力 派 也 要 疏 通 团 结 ， 起 码 争 取 他 们

不积极反对我们，只孤立打击最坏的，不能一律而

论”[9]287。1944年9月，黎玉在山东分局城市工作会议

上报告指出：“对城市国民党关系不能来往，讲不得

统一战线，他们都是和敌特同流合污的特务分子，

时时在想着‘借刀杀人’”。但是可以打进他们掌握

的一部分群众团体去争取群众，“不过组织秘密一定

要好好保守”[10]。 总之，在利用李仙洲入鲁失败时机

深刻揭露重庆当局“曲线救国”反动谬论的基础上，

山东抗日根据地最终确立了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当

局的政治优势，基本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综上所述，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中国共

产党山东省党组织积极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抗日

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国民党当局

逐渐蜕变为国民党顽固派。根据地党和政府坚持联

合、抗战、进步的原则，仍然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

局的合作。但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反共行动，

也坚决予以反击。根据地领导层发挥中国共产党人

调查研究的优良学风，通过对山东地方社会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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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析，总结山东国民党各部的特点，对极端反

共的势力与对我方相对善意的势力，采取区别对待

政策，坚决打击前者，争取后者中立，努力开拓统

战工作的新局面。抗战中期后，根据地领导层对国

民党当局直接冠以“投降派”评价，说明根据地领导

层对山东国民党当局堕落为反共投降派的政治本质

有了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标志着根据地反对国

民党顽固派斗争进入新阶段。皖南事变后，根据地

领导层充分估计到与国民党顽固投降派斗争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把反对顽固投降派的斗争上升到战略

高度。在利用李仙洲入鲁失败时机深刻揭露重庆当

局“曲线救国”反动谬论的基础上，山东抗日根据地

最终确立了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政治优势，

基本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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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教育部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以下

简称“《宣言》”）。《宣言》鼓励并支持高校文科教育

突破专业壁垒和学科局限，培养多领域知识的复合人

才，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如何发挥自身的信息资源优

势和技术优势，为新文科建设服务，成为一个新的课

题。本文拟对此加以初步探索。

二、面向新文科建设的服务新举措

“新文科建设的提出，既是对文科学科建设、科

学知识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创新探索”[1]，

也是对高校图书馆综合服务能力的考验。高校图书馆

应在服务内容、模式、途径等方面采取新的举措，为

新文科建设做出贡献。

（一）发挥文献资源优势，服务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需要在借鉴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

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这离不开对文献、信

息和知识的借鉴和利用。为此，高校图书馆应采取以

下两方面举措，以适应新文科建设之需。

1. 构建多层面立体式文献资源体系，保障新文科

建设的基础条件。新文科建设需要人、财、物等诸多

因素的基础支撑，而文献资源是重要的基础，建好多

层面立体式文献资源体系显得非常重要。

一是合理处理纸质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关系，确定

合理入藏比例。二是合理处理各个学科门类文献之间

的关系。我国每年出版的文科类出版物占到出版总数

的66％，选择时宜慎重进行、精中选优。三是合理处

理图书、期刊、报纸等不同类型文献之间的关系。四

是合理处理中文、英文等不同语种文献之间的关系。

五是合理处理重点馆藏、特色馆藏与一般馆藏之间的

关系，对于不同等级的馆藏采用不同的收藏标准。

2. 跟踪新文科建设研究的前沿动态，加强交叉学

科领域的文献采集。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

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当前新文科建

设背景下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如数字艺术学科、音

乐教育学科、数学美学学科等，图书馆要紧跟新文科

建设研究的前沿动态，加大交叉学科领域的文献采集

力度，为这些交叉学科研究与发展提供充足的文献资

源保障。

（二）构建独具特色的文化谱系，服务新文科建设

高校图书馆要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

化为主干，以顶层设计、资源建设、读者服务、规章

制度、新技术应用、馆藏质量评价、空间装饰等为内

容，全面构建具有本馆特色的文化谱系，以服务于新

文科建设的各项任务，重点应采取如下举措。

1. 强化价值引领，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新时代文科人才。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资源中心

和校园文化高地，更是传播、维护、建设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也是助推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图书馆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价值引领，把好文献资源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关，优

先入藏马克思主义文献及高品质学术文献，提高馆藏

质量，严格阵地管理，让优秀书刊占领服务阵地，营

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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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氛围，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新时代

文科人才上发挥自身优势，做出应有贡献。

2. 强化新技术应用，助力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

业深入融合。高校图书馆是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手段

应用的领先者和示范者，经历了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

书馆发展阶段，目前正在向智慧图书馆转型发展。智

慧图书馆是应用元宇宙、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技术、5G技术、移动终端等现代信息技术，

“以线下实体图书馆和线上数字图书馆为载体，以智

能设备为途径，以服务为宗旨，以智能管理平台为核

心，对图书馆资源进行全方位管理和服务于用户的图

书馆建设模式。”[2] 智慧图书馆一方面从文献利用的角

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文科建设；另一方面对新文科

智慧化资源中心和智慧化教学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从而促进新文科专业优化，夯实新文科课程

体系，推动新文科模式创新。

3. 强化服务模式创新，助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新文

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读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读

者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泛而言

之，用户的所有需求都应该成为图书馆的关注点和服

务内容。学科（专业）服务和定题服务是高校图书馆

深化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而这类积

极主动的服务模式在助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上可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参考咨询员可以

为文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直接提供数据服务，如专业

文献保障率、文献利用率、专业学生借阅率等，这些

都是关乎文科教育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二是信息服

务员可以针对“构建文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一课

题，跟踪研究动态，编辑信息简报，撰写文献调研报

告，为新文科建设决策提供服务；三是学科馆员针对

新文科各专业、交叉学科专业等实施专业（学科）评

价，撰写评价报告，甚而建立本校的机构知识库，作

为评价文科教育质量的辅助系统，为提升文科特色质

量文化水平做出贡献。

（三）建立多载体多学科综合服务空间，打造新

文科建设服务新格局

图书馆要适应新文科建设之需，可考虑在以下三

个方面打造服务新格局。

一是线上服务。线上服务是指利用数字资源，依

托虚拟空间，通过互联网传递满足用户文献需求的服

务模式。通过线上服务，运用新的技术手段，积极打

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隔阂，使哲学社会

科学资源和其他领域的资源能够在新文科之间、各种

研究项目之间、学者之间有足够的流动性。 线上服务

的特点是方便快捷，用户自主性强，是图书馆服务新

文科建设的主流方式。

二是线下服务。线下服务是指利用纸质文献，依

托实体空间，通过面对面交流而实现满足用户文献需

求的服务模式。传统的书刊借阅、参考咨询、电话咨

询、定题服务、文献检索讲座等均属于线下服务。线

下服务可以与用户充分交流，满足用户多方面随机性

需求，是图书馆服务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方式。

三是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是

指利用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方式。主要提供多

维度学科服务，如在课题（项目）立项筹备期提供前

沿综述、动态分析和查新等服务；在立项期间提供相

关文献推送和数据管理等服务；在结项期提供成果鉴

定、影响力分析和专利申请等服务；在成果应用期提

供成果推广、引文数据跟踪、知识产权价值评价等服

务，主动融入相关学科研究全过程，积极参与新文科

建设。

三、面向新文科建设的服务实践

高校图书馆在服务新文科建设实践方面开展了一

些有益探索，笔者认为如下做法具有典型推广意义。

（一）发挥图书馆联盟优势，助力新文科多维度、

跨学科研究

新文科建设需要多维度跨学科深入的研究和探

索，单个高校图书馆难以满足其教学科研的文献服务

需求，高校图书馆联盟是支撑新文科建设文献资源基

础的重要组织形式。图书馆联盟是以资源共享和互

利共赢为目的、遵守共同的协议而建立起来的联盟

机构，其显著特征是通过资源共享、互助合作的方式

满足日益激增的用户需求。

高校图书馆联盟服务新文科建设的实践途径主

要有：一是建立联合书目，共享书目资源；二是加

强馆际互借，有条件地实现通借通还；三是做好文

献传递服务；四是建设新文科学科文献联合中心；

五 是 发 展 新 文 科 图 书 联 合 采 购 。 目 前 我 国 高 校 图

书馆联盟主要有全国性联盟、省（市）级联盟、地

（市）级联盟和其他跨区（城）域联盟等，这些联盟

对新文科建设均起到了较好的助力作用。

（二）开展信息、数据素养教育，提高新文科用

户信息获取能力

1.开设信息检索课程，提高新文科用户的信息

素养。信息素养教育的目的，旨在提高新文科用户

信息意识力、信息思考力、信息技能和信息道德修

养，一般通过各种类型、各种层面的信息检索类课程

来实现。一是开设通用型信息素养课；二是开设专业

性文献检索课，如：文史哲、经管法、教育学、艺术

学文献检索等；三是在新文科专业课程中嵌入信息

孙秀惠，等：面向新文科建设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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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内容。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国共有1200多所高

校开设了此类课程，山东理工大学的《信息检索与利

用》获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是此类课程的典型代

表。这些信息素养课程对提高新文科用户的信息获取

能力均取得较好的效果。

2. 举办学术训练营，提高新文科用户的数据素

养。云计算、大数据、数字资源和网络等现代信息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新文科建设。提高新文科用户数

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等素养显得越来越重

要，当下出现的学术训练营是提高数据素养的重要

途径。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化自身素养、沟通技

能和协作技能的提高。学术训练营主要进行的实践训

练有：“一是引导新文科用户理解和熟悉数据科学技

术、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前沿概念，把握新文科建

设的跨学科特点和需求。二是引导和培训新文科用

户使用工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应用。三是

为数据分析和应用创建现实场景，结合专业方向提供

数据分析的实践平台，进行数据素养的实践练习和

水平测试，评估数据素养的提高水平。”[3] 沈阳师范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图书馆，相继开

展了围绕数据素养为主题的专项培训活动，有效提高

了用户的数据素养。

（三）强化文化场馆的育人功能，打造高校新文

科教育基地

新文科建设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承担着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培养青年学子的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使其成为具

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新文科建设义

不容辞。而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文化场馆恰与这一职责

同向而行。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图书馆有意识地把特色

文化场馆打造成高校的新文科教育基地，以充分发挥

其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同时，发掘其新文科

专业实践实习的功能，承载更多的新文科建设使命，

如：德州学院的桑恒昌文学馆是当代怀亲诗歌的研究

基地；中国海洋大学的王蒙文学馆集文化展览、学术

交流、修读研讨、革命教育于一体；临沂大学的俄罗

斯油画展览馆展出了俄罗斯各个时期的油画精品；湖

州师范学院专设“沈行楹联艺术馆”，收藏徐悲鸿、傅

抱石等书画作品等等。这些高校图书馆举办的展览和

活动已成为促进新文科建设的挖掘机和助推器。

四、结语

2022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创新发展

支撑国家战略需要的高等教育，一要推进人才培养，

服务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二要推进学科专业结构优

化，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4]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

校图书馆要围绕新文科建设的“遵循”和“任务”，在

资源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新技术应用方面，

不断探求新的服务举措，将服务新文科建设的实践推

向深入，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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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

的指导地位。2021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的

通知》和《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年

版）》，明确要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纳入理

论教学体系，于2021年秋季学期面向法学专业学生开

设。时间紧任务重，各高校虽落实了开课要求，但普

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本文拟立足地方高校，结合课

程教学实践，围绕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习近平法治思

想概论》课程建设进行专题研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为什么要建设好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课程

（一）为什么着眼“地方高校”立论

国家倡导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地方高

校有特定的办学层次和办学定位（建设应用型大学，

培养应用型人才），学生有特定的学情（入学成绩相

对较低，学习能力一般，但思维活跃、行强于知）和

特定的职业走向（毕业5年后多成长为身处基层或面

向基层从事法治实践工作的基层法治人才，见图1）。

地方高校应响应号召，明确职责使命，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教育教学应着眼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学

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需要。所以，立足地方高校特

定场域、面向地方高校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着眼学

生未来职业发展的特定需求，开展基于教学实践的课

程建设研究，有助于厘清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课程建设的特殊要求，明确工作方向，彰显特

色实效，有的放矢地做好课程建设。

图1  D高校2008级-2012级法学专业毕业生职业走向统计表

（二）为什么必须建设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

论》课程

1. 建设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是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提高责任感、使

命感，做到全覆盖学习、开展原创性研究、抓好融入

式教学、加强针对性服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

要义和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法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

各方面。”2021年新修《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明确了法学专业“1+10+X”课程体系，将《习近

平法治思想概论》作为处于统领地位的“第一课”。

地方高校法学专业承担着立德树人，为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事业培养后备人才的神圣使命。高标准建设好、

讲授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必定是一项重

要的教学活动，也必然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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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言而喻。

2. 建设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是地方

高校培养好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需要。由图1可

知，2008—2012级受调查的102名学生中，毕业5年后

在公司企业、律所、县级公检法纪检部门、县区政

府部门、乡镇街道办工作的共有79人，占77.45％。

在2010—2013级毕业生中，这一数据为78.95％。

在1999—2013级毕业生中，这一数据为77.23％。可

见，地方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大多最终在基层实现了

稳定就业，所以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应将人才培养目标

设定为培养“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人才”。《习近平法

治思想概论》课程应据此设定课程教学目标，科学确

定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等，促进课程

教学目标实现和教学效果达成。依法治国的根本在基

层，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要提升学生的担当精神和

职业素养，培养学生奉献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责

任感。       

二、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建设

的总体思路

（一）建设好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课程要立足“两高三特”

“两高”，一是教学内容以“十一个坚持”为核

心，立足讲清讲透，紧密结合现实，做到入脑入心；

在教学方法上体现多样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考核

方法上突出过程性考核，体现学练结合、以赛促学，

“高起点”做好课程建设。二是组建高素质课程团

队，强化备课，规范课件和教案，完善课程督导评价

和教学效果反馈，“高标准”做好课程建设。“三特”：

一是基于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高校法学专业人才培

养要求，体现课程建设的时代性特点；二是立足地方

高校的办学层次，体现课程建设的应用型特点；三是

立足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的专业目标，体现课

程建设的实践性特色。

（二）建设好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课程要集合优质师资，科学构建课程教学团队

习近平法治思想涵盖内容广泛，其核心“十一个

坚持”涵盖了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党建等多个学

科领域的丰富内容。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要把

不同领域的知识内容讲清楚讲透彻，就必须遴选各个

学科专业的优秀师资参与课程教学，集合众人之力，

高质量完成课程教学。

（三）建设好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课程要注重课程建设“创新”

课程开发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步骤：即“广泛

调研→分析工作任务→确定课程学习模块→构建课程

内容体系→进行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实施。”[2] 地方高

校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建设，需要解决

的重点问题是基于国家需要、学校定位、职业需要和

学生发展，创新凝练教学理念、创新设定教学目标、

创新勘定教学内容、创新确定教学方法、创新设计考

核方式、创新督导反馈机制，建构基于地方高校基层

法治人才培养的特色课程教学模式。

（四）建设好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课程要彰显课程建设“实效”

概言之，“实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

生在知识习得上显著增进，能够系统掌握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

历程和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

内容等等；二是学生在精神信仰上明显增强，搞清楚

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

国的领导，为什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等等；三是学生在实践能力

上有效提升，能够形成持续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高

度自觉，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内涵的基础

上，增强投身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意识和能力，培养

宣传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法律知识的意识和能

力等等。

三、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理念

的勘定

（一）学生主体、教师主导

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一是课程教学内容紧密

结合学生需要，充分回应学生困惑和迷茫，有效引导学

生全面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义；二是教学过程设计

和教学方法选择上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和

参与性；三是课程考核和考题设计上注意考查学生分析

问题、提出方案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以考促学，提

高学生积极思考、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教师主导体现在有效指导、科学引导学生学习，

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一是教师要着眼课程目标，绘制

课程蓝图，科学设计授课主题和教学内容，针对不同

主题科学确定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设计；二是教师要

主导教学过程，落实课程蓝图和教学设计，注重教学

启发，引导学生达成学习目标。

（二）规范教学、注重实效

过程规范促进质量提升。提高课程规范化水平，

就要狠抓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的全

过程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编制教学大纲、教学设计和

教学课件。要规范备课环节，团队教师分头准备、集

体备课、认真打磨教学设计，努力把每一堂课都打造

成精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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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效体现在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上，通

过过程性考核、结果性考核以及学校、学生、团队教

师对课程教学的评价反馈，评估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

度，集体研究、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课

程质量，提高教学实效性。

（三）成果导向、持续改进

成果导向教育彰显了教育的实用性追求，已经成

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
[3]地方高校培养的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人才身处基层、

面对群众，需要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自信，富

有家国情怀、仁爱之心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职业精神，

对法律职业有归属感认同感，熟悉我国的国情、社情

和民情，具有立足中国大地、着眼中国实践、创新中

国方案、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和担当精神。作为

起统领作用的专业核心必修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

论》必须有的放矢，瞄准人才培养目标展开课程建设

工作，课程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

督评反馈机制无不应依次为鹄的。

课程建设永远在路上。因为，第一，学生的思想

观念、基本学情会不断发生变化，这决定了教学方式

方法要适时调整；第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会不

断丰富发展，这决定了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第三，

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现实问题和案例有必要及时纳入

课程教学和考核过程中，不断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完

善课程考核；第四，教育技术不断进步也会推动教学

手段更新。所以课程建设绝非一劳永逸，不能一成不

变，持续改进是保持课程建设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四、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目标

的设定

“专业毕业要求是对学生毕业时所应该掌握的知

识和能力的具体描述，包括学生通过本专业学习所掌

握的技能、知识和能力，是学生完成学业时应该取得

的学习成果。”[4]无疑，毕业要求的达成有赖于每门课

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必修课，《习

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对于实现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人才

毕业要求有着更全面的支撑作用。表2可以呈现两者

之间的对应关系。

五、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内容

设计

教学内容方面，一是要突出“十一个坚持”这个

核心内涵和教学重点；二是要结合现实，充分反映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最新发展，结合基层法治人才培养

的需要，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彰显课程实践特色。基

于此，课程教学内容在结构上分为课程导学、理论学

习（总论+分论）和实践提升三个部分（如表1，图2所

示）。“课程导学”意在使学生明白这门课程“为什么

学，学什么，以及如何学”；“理论学习”分为“总论”

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意在使学生形成对于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整体认知，“分论”是核心教学内容，依

次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涵“十一个坚持”；

“实践提升”包含四个实践教学环节，体现学练结

合、学赛结合、以练促学、以赛促学，使学生在悟、

思、做、说四个方面得到实践锻炼，进一步深化学生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解领会。教学内容编排有导

有学、有总有分、有理论有实践，思路清楚，体系合

理，很好地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

表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内容安排

章节 教学主题 教学作用

第1讲 绪论：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如何学 课程导学

第2讲 习近平法治思想导论 总
论

理
论
学
习

第3讲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第4讲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分
论
：
十
一
个
坚
持

第5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第6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7讲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第8讲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第9讲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第10讲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

第11讲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

第12讲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第13讲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第14讲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第15讲 研讨交流课：我最喜欢的习近平法治金句

悟
思
做
说

实
践
提
升

第16讲 读书分享课：读书报告交流，分享学习心得

第17讲
项目教学课：设计制作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
海报

第18讲 以赛促学课：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比赛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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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教学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之对应关系表

毕业
要求

基层社会主义法治人才毕业要求指标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目标

1.厚德

1.1 思想政治素质高，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
信念

具备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念，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
的领导

1.2 热爱祖国，富有仁爱之心，道德意识强，具有敦厚的社会道
德和职业道德，富有担当精神、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精神

具备献身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担当精神，具有敦厚的法
律职业道德

1.3 热爱法律工作，对法律职业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立志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坚定信仰者和积极践行者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
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

2.明法

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习近平
法治思想，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

牢固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

2.2 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广博
的专业辅助知识，具有进行自我知识更新的意识和能力

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形成发展过程和
结构样态；理解其理论逻辑、内涵特质、重大意义和蕴含
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掌握其基本精神、理论体系和核心内
容，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
法理逻辑结构及其功能要义

2.3 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和基层社会主义
法治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法律思维能力，关心时事，能运用法律
理论进行正确的分析思考和判断，具有较强的专业和职业发展潜力

能够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建设
中的现实问题。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的思想内涵

2.4 掌握法律社会调查方法和法律检索方法，具备一定的社会调
查能力和基于岗位工作需要的研究能力

能够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工作实践，能够通过社会调
查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解认知和贯彻落实

3.通情

3.1 熟悉我国的国情、社情与民情，能够理解我国推进依法治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性，知晓我国当下
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能够理解我国推进社会
主义法治事业、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在文化传统和民众观念等方
面可能面临的困难

能够有意识地立足国情、社情与民情，深刻理解习近平
法治思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的思想要义

3.2 具有立足中国大地、着眼中国实践、创新中国方案、解决中
国问题的“中国意识”；熟悉基层社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熟
悉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思想心理和行为特点，具有恰当处理好依
法办事与体恤民情关注民意之间关系的意识，初步具备在中国基层
社会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力

能够有意识地立足中国，着眼新时代，结合社会主义法
治实践，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工作的实践要求

4.晓理

4.1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熟悉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
中形成并固化定型的特殊情理观念，理解这一情理观念与现代法治
理念的差异，初步具备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工作中协调好两者之间
关系的意识和能力

能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解习近平法治
思想关于继承传统文化，借鉴西法法治文化有益成果，构
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想

4.2 熟悉融贯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民间礼俗，通晓基层民众的习惯
规则，理解这一礼俗习惯与国家现代法律制度的差异，初步具备在
具体工作中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意识和能力，知晓依法办事和
关照民众礼俗情理习惯相结合的重要性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的思想内涵

5.综合
素养
突出

5.1 具有仁者爱人的为民情怀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精神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思想内涵

能够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
治工作队伍”的思想内涵

能够学以致用，自觉主动地采取宣传、宣讲等多种方式
弘扬习近平法治思想

能够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的思想内涵

5.2 具备较强的职业核心能力，如自我管理能力、信息处理能
力、交流表达能力、协同合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5.3 具备优良的精神品格：敦厚的人文精神、协同合作精神、担
当有为精神、开放包容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5.4 具有广博的通识知识、较强的知识更新意识、终身学习能
力、职业成长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备可持续
发展潜质

5.5 具备良好的身心健康意识，掌握身心健康知识，具备良好的
身心健康素质和健康习惯，能吃苦，有坚定的意志力

5.6 能够使用普通话，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和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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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方法

的确定

丰富多样，科学适切的教学方法有助于课堂教

学目标的实现。当然，教无定法，教师应结合每个专

题的教学需要针对性选择教学方法，力求最佳教学效

果。

（一）自主学习法

高等教育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基础教育，它更加

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

学习能力，通过布置课前预习题和课后思考题，引导

学生结合讲义、课件高质量地完成课前预习和课后拓

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提升教

学效果。 

（二）课堂讲授法

讲授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学

原理和规则，其作用是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5]在自

主预习基础上，教师通过课堂讲授进一步拓展阐释教

学内容，突出重点，化解难点，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

建构课程知识体系。 

（三）研讨教学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十分贴近现实生活，适

合开展研讨教学。可以课前布置研讨主题，安排学生

课堂上各抒自见，或者安排学生作专题交流，提高学

生的思考能力和论说能力。

（四）问题导向教学法

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系列问题推动课堂教

学，通过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引领教学过程的展开，

有助于持续吸引学生注意力，充分调动学习兴趣，促

进学生教学参与，凸显其主体地位。

（五）案例教学法

生动形象的案例有助于化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

生动，“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6]案例选择

应注意具有典型性、真实性、疑难性、适切性和浓缩

性。

（六）翻转课堂教学法

适宜在课程实践提升环节采用。学生彻底成为课

堂的主角，教师作为组织者、主持者和点评者，充分

彰显学生主体地位。

（七）视频教学法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视频教学法绝不意味着以播

放视频代替教学。教师尤其需要注意影视资料内容的

适切和运用的恰当：有的视频资料有助于学生预先了

解教学内容，可以安排预习观看；有的视频资料短小

且与课堂教学内容结合紧密，可以课堂播放；有的有

助于激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可以安排课后观看并撰写

观后感。

（八）项目教学法

结合教学进程，安排学生小组协作完成一项课

题或任务，如设计制作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海报等，

“使学生通过小组合作体验，获得更多应用性学习

与体验交流，实现课程的应用型转型，开创具有工科

特色的文科类课程改革新模式，打造有情有义、有温

度、有吸引力的文科课堂。”[7] 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

力、协同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动手能力，提升

其综合素质。 

（九）比赛教学法

“比赛教学法具有鲜明的竞争性，要求学生在紧

张状态下，高度集中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

能力，能调动学生参加比赛的主动性，挖掘学生的潜

力，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8]虽然比赛教学法多

在体育竞技课程中采用，但也很适合推广到实践应用

性较强的理论课程。在课程教学实践提升阶段，组织

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比赛，以赛促学，有助于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表达能力和竞争意识。 

七、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考核方式

构建

作为课程教学的关键环节，课程考核在评估学生

学习状况、检验课堂教学效果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行为以及主体教

学设计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甚至关系到最终的人才

培养质量。

（一）理论知识考核与实践能力考核相结合

理论知识考核主要体现在预习作业、课后作业等

过程性考核和最后的结果性考核中。实践能力考核主

要体现在课程最后实践提升环节中，依托交流表现、

项目完成和比赛成绩评定。    

（二）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相结合

强化过程性考核，过程性考核占50％，主要包

括预习考核、课堂考核和课后考核。其中预习考核

占15％，依据预习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课堂考核占

15％，通过分组研讨、集体交流、主题研讨等进行考

核；课后考核占20％，依据课后书面思考题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

创新结果性考核，结果性考核占50％，即期末闭

卷考试，题型以紧密结合现实的开放性的主观题为

主，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收获阐述对于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思考和见解。

（三）考核类型多元化与考核题型多样化

考核类型的多元化体现在有过程性考核，也有结

陈 伟，等：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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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性考核。

过程性考核设置课前预习考核、课堂交流考核、

课后作业考核、实践环节考核和竞赛环节考核。预习

考核题型为填空题，意在引导学生认真预习。课后作

业考核以法治箴言分析题、材料分析、论述题为主。

结果性考核要创新题型，采用非标答案考题，提

高主观题比例，鼓励学生认真思考阐发对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理解，题型包括法治箴言分析题、法治漫画分

析题、材料题、论述题等，力求题型多样、紧密结合

现实，充分引发学生思考，考查学生对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理解水平和阐述能力。总之，课程考核方式“必

须围绕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以学生成长和学习为出

发点，结合实际学情、课程特点和相关制度，有的放

矢地进行细致设计。”[9]

（四）以考促学、以考促教、以考促建、有效考核

育人逻辑始终是课程与教学评价活动的首要遵

循，课程考核也不例外[10]，其关键在于通过“考”来引

导“学”，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通过“考”来

促进“教”，使教师明确教的目标和方法，提升教学实

效性和目标达成度；通过“考”来发现“教”与“学”

的问题，及时调整，促进课程质量提升。要通过丰

富考核类型和考试题型、强化过程性考核等方式来

保证考核效度，反应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客观反映

“教”与“学”的不足，为持续推进课程建设提供有效

参考。 

八、地方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质量

评价反馈制度构建

在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基础上，结合课程特

点，进一步健全课程评价反馈机制。 

（一）学校主评

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是学校的产品，学校应该

对课程质量负责。学校教学质量监控部门应主导实施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工作，采取督导听课和定期开展课

程评价等方式，加强质量监控，确保课程教学高质量

运行。

（二）学生辅评

学生是教学过程的直接参与者，教学效果怎么

样，学生的感受最直接最真切，最有发言权。学期

中，应组织学生不记名在线填写《课程教学效果和学

习满意度调查表》，以便及时总结经验、发现不足，

持续推进课程建设。

（三）团队自评

团队教师通过学期初集体备课会，学期中和学期

末的教学反思会，交流经验，检视问题，开展教学反

思，进行课程教学效果自评。团队教师完成本人专题

授课后，填写“课程教学反思表”，对课程教学情况进

行回顾，总结经验，查摆问题，明确改进措施。期末

课程教学完成后，授课团队总结撰写“课程目标达成

情况评价报告”。

要科学编制教学评价反馈各阶段的评价量表，规

范工作程序，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客观、可靠有效。当

然，“评”是方法，“建”才是关键。持续改进是质量监

控工作的核心意旨和最终目标。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教学团队应集体研究解决方案，明确改进措

施，强化落实，持续推进课程建设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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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阶

段，地方高校作为区域内智力资源的集散地，依靠其

人力资源优势主动融入地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

国家对地方高校创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基本要求，

也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生存

和发展的必然选择。[1] 教师作为学校的核心资源和学

校推进校城融合发展战略的直接践行者，如何引导他

们正视校城融合发展对教师身份重构的社会期待，转

变固有的角色观念，确立服务社会的意识和信念，就

成为校城融合战略向前推进的关键制约因素。[2]在校

城融合发展背景下，研究社会环境变化对应用型本科

院校教师身份的新期待以及教师面临的角色冲突，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化解对策，不仅有利于增强教师对

社会服务者身份的主体认同，激发其主动承担社会义

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服务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也有利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塑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切实推

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一、高校教师角色的多维性与社会化

角色具有社会性。社会角色指“与人们的某种

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

行为模式。”[3]107它体现出社会成员对处在特定地位上

的人们行为的要求和价值期待。教师角色是社会角色

在教育职业中的集中体现，即与教师身份相一致的权

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体现出社会对教师群体

的行为要求和价值期待。教育社会学家比德尔将教师

的社会角色界定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教师的社会

地位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三种，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其中，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是职业行为，

是体现教师社会价值、回馈社会对教师期望的重要手

段；教师的社会地位受职业价值的影响，反映出教师

群体的社会声望和荣誉；社会对教师的期望反映出社

会对教师群体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是影响教师教

育教学行为选择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目前，学术

界对高校教师“三维一体”的角色认知比较一致，即

现代社会中的教师既生活在教育场域内，同时还承担

着教育改革的研究者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服务者的

多维角色。[4]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某种（些）角色扮演是其主动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

不仅是一个人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

还是一个人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

社会生活的过程。[3]82根据帕森斯社会心理学中社会化

过程即角色学习过程的论断，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

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领悟并遵从

群体和社会对这一地位的角色期待，并学会如何顺利

地完成角色义务，以此来维持和发展社会结构。[3]83个

体社会化过程的本质，从新制度社会学视角来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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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在制度环境中寻求合法性认可的过程。这里面

体现出个体对角色的主动适应和积极转化。

高校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之所以要充当教

育者、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的角色，不仅是社会或者

他人根据教师的能力、素质所做出的角色期望，也是

教师群体角色领悟的结果，即教师们对外界的角色期

望确定或者认同的结果。而高校教师将社会成员对其

的角色期望内化，并按照要求去行为的动机，从内源

性来看，是为了获得社会对其身份合法性的认可。这

里的“合法性”不仅指合乎法律制度的规制合法性，

也包括合乎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的规范

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

行为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制度环境

中，他们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为大家所接受。受这

种社会承认逻辑或者合乎情理逻辑的制约，行为者往

往会主动选择社会化。社会化、制度化程度越高，合

法性就越强；合法性越强，其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就

越强。生存空间有保证，发展空间才能得到扩大。因

此，合法性是高校教师角色社会化的内在动机。

诱使行为者按照社会期待去做的力量，我们一般

称为合法性机制。根据合法性机制对人或组织行为发

生作用的差异程度，分为强意义上的合法性和弱意义

上的合法性。道格拉斯主张强意义上的合法性，认为

主体在制度环境中没有自主选择性，完全被动地受制

度环境的塑造。迪马奇奥和鲍威尔则主张弱意义上的

合法性，认为制度是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

影响人的行为。[6] 教师能随着社会秩序的变化和社会

要求的变革而发生社会化角色转变，从教师 “理性逐

利人”的本性出发，我们并不否认这其中制度环境对

教师群体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就此忽视教师群体内

在的自主性在其角色社会化中的决定性作用。角色社

会化是在制度环境影响下，敏感地感知并接受环境影

响，在利益权衡基础上做出的有意识选择。从这个角

度出发，高校作为规范性组织，而非强制性组织，应

该更多地采用利益激励机制来引导高校教师转变角色

意识，端正“角色”，尤其是要端正对社会服务者角色

的认识，调动其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新性。

二、校城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面临的

角色冲突

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多维社会角色在扮演的过

程中，受制度环境的影响，虽然有趋同的特点，但是

不同个体，或者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境下也会发生角色

冲突。根据社会学角色冲突理论，角色冲突有两种类

型，即角色间的冲突和角色内的冲突。角色间的冲突

是不同角色承担者之间的冲突，一般是由角色利益上

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以及不按规定行为导致。角

色内的冲突一般是由于多种社会地位和多种社会角色

集于一人之身，精力、能力有限，导致角色冲突。本

文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角色冲突的分析主要以角色

内冲突为主，不涉及角色间的冲突。在地方高校向应

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学校主动谋求与地方的

合作是大势所趋。教师作为学校的核心资源，必定是

学校与地方融合发展的直接参与者、践行者。由于传

统高校教师身份认知图式、高校教学科研文化以及高

校考核评价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教师在处理三种角色

时，也面临着一定的角色冲突。

（一）学术研究者与校城融合实践中应用型人才

培育者的冲突

“学术人”是大学教师身份的根本属性，是大学

教师之为大学教师的本真意义。学术能力是其在大学

安身的前提和立命的根本。学术贡献是大学教师职业

生命的终极价值体现。学术活动无疑是而且应当是其

完整生活的核心。[5] 以往我们对学术外延的认识有所

窄化，简单化地将学术与科研划等号。“学术研究者”

的标签被牢牢地贴在了高校教师身上。

相比之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所依托的教育教学工

作由于其效果、效益的呈现具有滞后性，有被边缘

化的倾向。教师作为研究者和应用型人才培育者的

角色出现了疏离。根据美国学者博耶的观点，大学的

学术有四种，探究的学术（科研）、整合的学术（检

证）、应用的学术（社会服务）、传播知识的学术（教

学）。[6] 也就是说，高校教师学术科研仅仅是学术研究

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对学术外延认识的局限使得高

校教师在处理研究者和人才培育者的角色时，出现了

冲突。校城融合实践中，行业、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

才更强调人才素质的应用性、实践性。应用性、实践

性素质的培养离不开教师们应用的学术，即社会服务

的学术。但是当前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特别是人文

社科类专业的研究成果距离社会需要、课堂教学需要

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恰恰体现出教师学

术研究者与校城融合实践中应用型人才培育者的角色

冲突。

（二）应用型人才的培育者与校城融合实践中社

会服务者的冲突

教师首先是教育者，这已经成为教师共享的文化

认知图式和教育记忆。在教师即教育者认知图式的影

响之下，围绕人才培养开展常规教育教学活动被教师

们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也在教学模式上形成了一定的

路径依赖。但是，社会默认教育者身份只是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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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身份中的一个子身份，且重视程度明显低于研

究者身份。[7] 随着高校办学社会化、开放化程度的提

高，社会各界对高校教师的价值期待也在不断变化。

从资源依赖的角度说，高校以及教师生存、发展所需

的资源不会自然地从其他社会组织流向学校和教师，

高校需要借助其丰富的教师人力资源的社会服务得到

相应的回报。从教师的专业性来说，服务社会的理念

是教师专业内在的职责和精神，所以大学教师也是一

个服务者，通过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训、学术

报告、发展规划、政策论证、咨询建议等活动，为地

方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做贡献。[8]当下教师通过社

会服务获得的物质利益比较丰厚，社会声望比较高，

社会影响力也较大，而且最直接的是，教师在社会服

务的过程中，能够将知识的应用与实际问题的解决

结合起来，或者将实际中的问题带到学校的教育教学

中，提升为典型案例，促进其学术探究水平的提高。

目前，教师虽然在头脑上对其身份的认识还是“教师

即教育者”“教师即研究者”的定位，但是受各种利益

的吸引，部分高校教师也在努力寻求机会扮演社会服

务者的角色，这冲淡了教育者的角色。即使部分教师

还从事着教学工作，他们也只是在扮演狭义上的教育

者角色，即知识的传递者，他们在教学上花费的时间

与精力远远少于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9]

（三）学术研究者与校城融合实践中社会服务者

的冲突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社

会发展的轴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和社会层

面对教师发出了“将论文写在实践大地上”的强烈号

召，力求学术研究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但是，受传

统高校教师身份认知图式和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等因素

的影响，教师在学术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的角色认知

和实践中存在冲突。

首先，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角色认知不均衡。高

校教师自身对研究者的身份认可度和接受度比较高，

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理所当然的“高校教师即研究者”

的身份认知图式。他们以学科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学

问研究为乐趣，以做学问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加之，

高校内外以科研为主的教师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机

制，更强化了高校教师对研究者角色的认可。相对来

说，由于社会服务缺乏科学的衡量标准，在职称评审

指标中所占的份量有限，使得教师们淡化了对社会服

务者的角色认知。但是，在校城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不

可逆，学校和社会各界又呼吁教师要承担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服务义务的情况下，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者的

角色被社会各界给予高度期待，因此，教师有限的精

力和时间与无限的社会价值期待之间的矛盾使得教师

们在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之间出现了角色冲突。

其次，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角色实践不均衡。在

角色领悟的基础上，人们在实际行动中践行角色规范

的程度，体现出对角色实践的差异。高校教师由于自

身的素质、能力、水平和需扮演的研究者、社会服

务者等角色要求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角色距离”，角色实践存在不均衡，导致角色冲突。

受现行科研导向为主的教师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机

制的影响，学术研究者的角色领悟已经成为教师思想

中的无意识，行为中的不自觉。但是对其社会服务者

的身份，特别是文科教师，受学科差异和学科研究范

式的影响，对其认可和接受的程度有限。一直以来，

大多数文科教师比较习惯于搞思辨性、理论性研究，

虽然在科研过程中也会有调研环节，但是往往也是为

了配合课题研究，去获得所需要的数据而已，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某种程度上异化为

科研的手段或工具。但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

需要，也在促使越来越多的应用型大学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优秀教师，特别是博士、教授们进企业、行业挂

职、任职、开展项目合作或者成果转化。在这个过程

中，也有部分教师，特别是理工类专业的教师响应号

召，走进企业、行业开展合作和技术指导。但是，在

利益诱惑面前，也有部分教师将“社会服务者”的角色

目的与手段置换，直接影响了研究者的本质，使其沦

落为“服务者”的奴婢。[9]其实，将服务社会作为一种理

想和使命是高校教师的道德境界，也是高校教师自我

价值实现的主导性价值取向。[9]

三、校城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角色重

构的机制

校城融合的大环境下，引导教师角色重构，需要

冲破教育场域的局限，从更广、更深的视角去分析教

师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整体性分析

和把握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师所处的社会环境、

学校环境等，既要激发教师内在的驱动力，也要强化

组织的牵引力和政策的领导力。

（一）激发教师角色重构的内驱力

教师是角色扮演的主体，其内驱力是角色转变和

角色扮演有效性最直接和持久的动力。因此，在校城

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学校激发教师角色重构的内

驱力，提升教师角色扮演的自觉，是缓解教师角色冲

突的关键。

首先，教师自身要打破角色认知的思维定势，

正确理解教师角色与社会秩序、社会环境间的互促关

系，建立多重角色，特别是体制外角色扮演的良好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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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浓厚兴趣，并主动投入实践，这是发挥教师专业

特长，激发角色扮演效能感，强化身份认同的重中之

重。其次，学校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通过校内优

秀教师典型案例的多轮次、多角度、多平台的宣传，

让教师们真正体会到社会角色的合理合法扮演所带来

的影响力，从而使其主动转变，适时更新角色理念和

角色行为。

（二）增强教师角色重构的组织牵引力

教师作为组织中的人，组织环境对其价值认知、

行为表现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城融合的大环

境中，学校除调动教师们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新性外，还要正视并尊重教师“制度化利益

人”的本性，从健全学校组织制度方面加强组织牵引

力，引导和鼓励教师们更多、更好地参与到校城融合

的战略规划中。

1. 完善校内考核评价体系。教育部《关于深化高

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

7号）中明确指出：考核评价政策是调动教师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的“指挥棒”，是决定教师角色意识和行

为选择的关键因素。[2] 其初衷是为了借助制度力量激

励教师更好的扮演相应角色。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

于考评制度本身不完善，重结果性考核，轻过程性考

核；重量化考核，轻质性考核；重科研、教学考核，

轻社会服务考核，使得教师在教育者、研究者和社会

服务者三个角色的认知上出现模糊，导致教师角色扮

演的冲突，尤其是导致文科教师在社会服务者角色的

扮演中动力不足。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在教育部关于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不断完善

校内考核评价机制：

一是全面考核与突出重点相结合。针对教师工作

的主要范围，全面考核教师的师德、教学、科研、社

会服务以及专业发展等。同时，针对学校教师队伍建

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诸如实践能力欠缺、创新能力

不足、社会服务意识薄弱和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

重点考察和评价。

二是分类与分层考核评价相结合。根据教师学科

背景和专业优势的差异，结合不同岗位职责的工作特

点，以及教师所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分类分层分

学科设置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健全教师分类管理和

考评办法。S省D大学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首

先对教师岗位进行大类划分，即教学型、科研型、教

学科研型和产业型。在此基础上，又分为不同层次，

副教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副教授；

教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产业型教授

等。层次差异坚持了职称进阶的基本要求，类型的设

置体现了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旨归的人本思想，不仅极

大地调动了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还

借此进一步促进了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特别是

借助科研成果的转化或者社会服务的智力支持，密切

了学校与地方发展的关系，逐渐形成嵌入式发展的新

业态。

三是发展性评价与奖惩性评价相结合。发展性

评价是促进教师个体需要和学校发展需要融合的重要

策略。学校应着眼于教师的未来发展需要，淡化教师

评价的甄别、选拔功能，突出教师评价的激励、促进

作用，激发教师发展的内驱力。引入领导、同行、学

生、家长等多元评价主体，形成360度立体化评价体

系，建立教师成长档案袋，对教师实施发展性评价，

发挥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导向引领作用。同时，也要

对教师以往的工作表现和取得的成绩适时、适当地给

予奖惩性反馈，通过奖惩性评价的激励约束作用，赋

予教师角色扮演的外驱力，形成学校和教师同向发展

的有效机制。

2. 优化校内绩效管理体系。教育部《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针对当前学校教育评价存

在的“五唯”痼疾提出了改革的总体要求，即从解决

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入手，把“破五唯”

作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环节，积极构建符合学

术发展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对于应用

型本科院校来说，就是要尽快改革以往“重科研轻教

学”“重数量轻质量”等简单化、指标化、数据化的评

价模式，从教育行政部门的顶层要求、高校的组织职

责以及高校教师的角色期待出发，全面科学地设置绩

效指标，综合考量教师的绩效表现。

一是教学科研绩效。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教

育者、研究者角色作为两种平行身份的存在，对其角

色扮演的绩效进行考量本无可厚非。由于受长期以来

不良评价机制的影响，绩效考核中科研所占的比重较

大，教学反倒被弱化了。教学质量是大学办学的生命

线。因此，学校在教学科研绩效衡量时，应根据教师

的实际情况，分类分层考核，加大教学在绩效考核中

的比重。

二是社会服务绩效。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者的角色

是社会发展和高校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为一

种合理且正当的角色，教师扮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除

了源于个人自觉的社会服务意识和专业的社会服务能

力以外，学校的绩效考核指标也是重要的激发动力。

目前，由于社会服务绩效的考核在总的考核项目中所

占分值偏低，且校内外兼顾，这种指标设计的做法，

对于激发教师积极参与校外社会服务，促进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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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智力服务的作用有限。应用型本科院校一方面

需要适当提高社会服务绩效的占比，另一方面也要在

社会服务的范围、水平等方面提高要求，以此调动教

师们的积极性。

三是协同工作绩效。教师的工作绩效是团队协同

合作的结果，包括与同事的合作，与行业、企事业单

位的合作等。以往绩效考核中主要关注教师个体的表

现，忽视教师团队合作的表现，对形成良好的教学团

队、科研团队和社会服务团队不利。应用型本科院校

在绩效奖励设计时，需要兼顾团队奖励和个体奖励。

对取得成绩的团队进行整体奖励的同时，也对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给予嘉奖，以此形成团队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

3. 健全校内职称评聘制度。由于职称与教师利益

直接挂钩，因此，职称评聘制度就像“风向标”，是教

师行为导向、引发、维持和改变的重要指挥棒。要引

导教师对教育者、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三个角色都给

予充分的关注，并在三者的扮演中形成良好的转换关

系，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充分利用好职称评聘这个指

挥棒。

一方面，职称评审制度的设计者要有学科类别

的差异性思维。教师所属学科不同，其角色扮演的结

果，特别是研究者和社会服务者扮演的内容和方式是

有差异的。理工科教师要引导其在做好基本的教育教

学工作，扮演好教育者角色的同时，将科学研究与社

会应用紧密结合，努力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

同时，进行公众科学素养的宣传和普及性的社会服

务；人文社科类专业的教师要引导其在坚守教育教学

阵地，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的同时，将科学研究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民生需要紧密结合，引导他们在文

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政府决策咨询等方面进

行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评审政策的设计者们要有教师个体发

展的差异性思维。根据教师个体在教学能力、科研能

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职称评审可以分

类设置，比如教学型岗位偏重考核教学方面的表现、

科研型岗位偏重考核科研方面的表现、产业型岗位的

考核侧重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绩效等，以此激励

教师们审视自身的专业优势，在角色扮演过程中集中

优势力量，形成自身专业特色。职称评聘制度的设计

有了差异性思维，在指标设置上就会更有针对性；指

标设计有了针对性，教师们的努力目标就更清晰、明

确；目标明确了，教师角色扮演的态度就会更端正、

行为动力就能更持久。

（三）强化教师角色重构的政策领导力

学校作为开放系统的存在，其外部环境对教师

角色扮演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教育行政部

门政策的顶层设计，不仅对学校的办学行为具有领导

力，对教师角色扮演也具有领导力。

首先，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建立政策联动机制。

为深化高校教师评价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

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

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2018年年

底，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

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这

个专项行动，不仅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评

价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也体现了对教师角

色扮演的合理、合法的政策引导。“破五唯”为代表的

顶层制度设计，不仅在本质上体现了对高校立德树人

本质的回归和价值期待，而且在实践上也对高校的行

为选择产生直接的强制性改变作用。除此之外，职称

评审政策、教师评优树先政策等，也要伴随着教育评

价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多措并举，加快转变学校行政

管理人员对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的传统认识和做法，积

极完善职称评聘政策、教师绩效考核管理办法，通过

这些政策，形成教师角色重构的张力，引导教师积极

主动的参与角色调适。

其次，改革学校评价机制，激发学校全面发展的

内生动力。在国务院下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的指导下，教育行政部门、第三方评价

主体对学校办学的评价应该纠正“唯科研”的倾向。

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生均课

程门数、优势特色专业、学位论文（毕业设计）指

导、学生管理与服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毕业生发

展、用人单位满意度等多项指标上全方位考察学校办

学水平的高低，以此引导学校教育回归育人的初心和

本质，促进教师科研与教学、社会服务的紧密结合。

在激发高校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同时，还需要进一

步调动学校教师专心教学、踏实科研、热心社会服务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最后，营造高校教师社会化角色认同的文化环

境。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高校教师评价制

度、职称评聘制度对教师角色的扮演提供了方向和保

障。但是，教师社会性角色的有效扮演从长远来看更

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撑。教育行政部门在下

放职称评聘权力、赋予高校职称评审自主权的同时，

更需要引导学校结合自身的发展定位，重视教师发展

的差异性、教师岗位考核的差异性以及教师社会服务

的差异性等因素。让教师们在校城融合的环境下，逐

渐转变角色认识。同时，逐步提高企事业单位参与高

房  敏：校城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角色冲突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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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学的积极性，大力推进协同育人，为教师积累实

践经验、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客

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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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BE理念概述

21世纪以来，OBE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

影响。无论是正在推行的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还是

国内师范类教育专业认证，都把“成果导向”作为认

证的关键理念之一。OBE是美国学者Spady于20世纪

80年代提出、90年代以来获得普遍认可的高校教育理

念。它关注学生在毕业时收获了什么，而不是教师教

授了什么。这一衡量教学效果视角的转换，实际上是

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的巨大转变。“成果导向”就

是把学生毕业时预计获得的，可以与社会或行业相适

应的学习结果作为专业培养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

“成果导向”其实就是“目标导向”[1]。而“确定目标是

最为关键的一步, 因为其它所有步骤都是围绕或紧随

目标陈述的”[2]。OBE理念主张采用逆向设计的方法，

把专业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从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指标

点，再到某一门课程的小目标（甚至是某一课时的目

标），层层分解，从而形成“目标体系”，以有效地保

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标的达成。而课程小目标的落

实，则需要对课程进行系统地规划，也就是形成科学

合理的课程大纲。

二、基于OBE理念课程大纲的特点

高校教师对于课程大纲并不陌生，通常又叫教学

大纲，或者课程教学大纲。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授课教

师对课程的规划促进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达成。在美

国，课程大纲被认定为“学生与教师就课程预期及政

策达成的合同”[3]，一经确定，教师和学生都要遵照

执行。如果进行调整，需要学生知情同意。课程大纲

可以用来规范师生的教学行为、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南

以及评价教师教学效果的依据[4]。美国高校的课程大

纲形式不拘一格，但是一般而言，至少包括课程的基

本信息（包括课程的地位、授课教师的联系方式、办

公地点等）、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进度、考核

评价（包括评价标准）和推荐参考书目等部分。基于

OBE理念下的课程大纲呈现如下特点：

（一）课程目标的建构起点：预期的学习成果而

非教材

不少教师在确定课程目标时，首先考虑的是通过

所选教材对目标进行总结和提炼，在课程目标确立的

过程中，所教班级的学生因素较少被考虑到。而OBE

理念以学生应该达到的能力状态作为课程目标思考和

构建的起点。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同一个教师教授

的两个不同质的班级，课程目标也是有所区别的。例

如普通本科生与公费师范生（面向乡镇学校就业），

设计同样的课程目标进行培养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课程目标的来源：毕业要求而非主观经验

一般情况下，课程目标要围绕学生特点、学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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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社会需求而定，这需要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进行

一定程度的调研才能完成。但实际上很多教师可能由

于缺少足够的时间、精力甚至科学的方法以致很难完

成此项工作，使得课程目标与专业、学校的培养目标

难以达成一致。

OBE理念下的课程目标是由专业的毕业要求分解

而来，即课程目标是需要对应支撑毕业要求的。毕业

要求必须满足“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外部需求包括

国家、社会及教育发展需求，行业、产业发展及职场

需求，学生家长及校友的期望等；内部需求包括学校

定位及发展目标，学生发展及教职工期望。”[5] 二级学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据此（以下简称“院教指委”）制

定出毕业要求，并分解为毕业要求指标点，由指标点

找出对应支撑的课程。把一门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

标点一一列出，再经过授课教师与院教指委商讨，最

终确定为课程目标。由以上过程不难发现，课程目标

不能由教师本人随意制定，需要与专业毕业要求紧密

联系。这样一来，由单门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就可以

有效地体现专业人才培养的总目标。

（三）课程之间：关注衔接而非相互孤立

课程应该是依据学生的能力发展和学科内容的深

度有序推进的。课程之间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或并

列、或递进、或承接的关系。但就某一位教师而言，

如果他关注的仅仅是其讲授的几门课，较少考虑自己

的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与之衔接的课程和

前置课程分别是什么，所处于哪个课程群中，这样

就可能出现课程内容之间的中断或者知识点重复的现

象，也不利于课程群形成育人合力。

而OBE强调的是目标体系下对应的课程体系，教

师应该在课程大纲中注明本课程的地位以及与其相衔

接的课程。衔接课程包括此门课程的前置课程和后续

课程。这样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授课教师可以明

晰自己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二是可以

确定所授课程的范围和讲解的深度，尤其是如何为后

续课程的顺利学习提供先备知识和能力保障，三是可

以某种程度上有效避免同一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上重复

出现的问题，四是同一个毕业要求指标点由若干门课

共同支撑时，就有可能形成课程群。

（四）课程内容的组织：体现教师特色而非照本

宣科

在OBE理念下，课程内容需要围绕课程目标进行

设计和开发。理论上讲，当课程目标是对照本专业目

标而来，而专业目标又要体现出本校和专业特色，这

时候课程目标也应该是“私人定制”的，与其它院校

的相同课程的目标也是有所区别的。因此，课程内容

也需要授课教师进行重新组织和编排。这将有助于跨

越本科教学“唯教材”的藩篱[6]，让教师意识到教学的

目的不是教“书”，而是引导学生达成课程目标，有助

于教师把关注点转移到学生身上。

（五）课程考核的设计：系统地规划而非随意组织

在OBE理念下，考核必须全面覆盖课程目标。教

师需要在学期初进行整体规划，体现在课程大纲中，

并让学生知情。布鲁姆目标分类学说把学习目标分为

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一般而言，情

感领域的目标难以测量，认知领域中的高阶能力如应

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等也很难通过期末试卷得以充

分地体现。因此合理地规划课程的过程性考核和终结

性考核（一般指期末考试），并把不同类型和等级的

课程目标对应的任务分解在上述两类考核中，以此来

估计学生的学习成果的达成情况，也是教师对自身教

学效果的评价。OBE理念的这一要求会促使教师对考

核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系统化地思考，也使长期以来考

试偏重记忆而忽视高阶思维能力的问题得到缓解。

由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基于OBE理念的课程大纲

确立了课程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课程目标

是整门课程的起点也是终点；课程大纲是课程实施的

总体规划，它连接了课程的起点和终点，为课程目标

的达成提供保障。

三、基于OBE理念的课程大纲的价值

从OBE理念下课程大纲的特点可以发现其重要的

价值：

（一）在质量保障方面：提升了学校目标、专业

目标和课程目标的契合度

根据OBE理念，专业目标在制定时要符合、落实

学校的办学定位，课程目标又是专业目标经过逐层分

解细化而来。由此可见，学校目标、专业目标和课程

目标三者形成了一个有效衔接的目标体系。作为专业

目标和学校目标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课程目标应

该紧密支撑前两者，以保障专业目标和学校目标的达

成。目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之下，教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推

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7]，“走好特色发展之

路”[8]。如果学校的发展定位没有体现在专业目标和课

程目标里，学校目标就是空中楼阁，更无法凝练人才

培养的特色。因此，三个层次的目标相互契合，才能

有助于形成育人的合力。

（二）在管理方面：有助于推动教学过程的规范化

相较于中小学的课堂，大学的课堂一向被认为是

“自由的圣地”，但是课堂也并非是无原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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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理念认为老师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方法、教育

内容和教育手段，但前提是这一切都应该围绕课程目

标来展开。当下有的教师可能会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

来选择教学内容；有的教师不能按照课程大纲的进度

授课，甚至无法保证讲完课程内容；有的课程考核与

教学目标相脱节，造成教考分离。分析原因，是由于

部分教师目标意识不强，对课程大纲的契约性认识不

足造成的。课程大纲是教师与院教指委一同制定的对

教学过程具有指导和规范性的文件，它关注的是整个

专业的课程体系而不仅仅是单门课程，其目标等关键

部分一经确立教师不能够擅自变更。院教指委需要

定期（例如每年一次）与任课教师对课程大纲进行修

订，以保证课程目标的有效达成。相关职能部门也可

以依照课程大纲对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督导和评价，

从而推动教学过程更加规范。

（三）在教学方面：提供了课程目标制定的理论

依据

OBE理念向教师清晰地揭示了课程目标的产生过

程。由于在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制定的阶段已经

进行了系统地调研，充分地考虑了各种因素，任课教师

只要在毕业要求指标点中找到与课程对应的目标，再

经过整合就可以将课程目标表述出来。这样一来减少了

制定课程目标的时间，提升了课程目标的合理性。

（四）在育人方面：提高了学生对社会的适应度

教学改革，千改万改，无非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培

养质量，这是高校办学的生命线。一般来说，学生质

量的高低需要在其毕业之后由社会来检验，这导致了

学生培养滞后于社会的发展。OBE理念强调学生的学

习成果要与社会接轨，向行业标准看齐，把利益相关

方调研的结果作为专业目标制定的重要依据。根据高

校出台的专业目标合理性评价实施方案，每四年对专

业目标进行一轮调研，并把调研结果进行梳理，总结提

炼为当年的专业目标，从而保证专业目标与社会需求的

适应度。又由于专业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内在一致性，课

程目标也间接地与国家、社会和行业需求相适应。

四、基于OBE理念建构高校课程大纲的启示与不足

（一）启示

1. 规范课程大纲的基本形式。尽管课程大纲的

结构没有完全统一的形式，但是根据OBE的理念可

知，有些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应由教务部门与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商议，出台课程大纲的规范

性文件。一般而言，课程大纲至少要包括课程基本信

息（除了一般的课程信息外，还要包含教师的基本信

息、衔接课程等）、课程简介、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进度（含预计的课时

分配、教学的内容、采用的授课方式等）、考核方式

（含平时作业以及非量化性考核的评分标准）以及参

考用书等七大方面。

2. 更新教师对于课程大纲的观念。撰写课程大

纲是每位教师都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并且这一过程

可以帮助教师厘清授课的思路。但目前国内高校的部

分教师对课程大纲并不重视，对于课程大纲的结构不

理解不认可，也较少会发给学生查阅。因此，要提升

课程大纲的质量，真正让课程大纲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必要对高校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从根本上转变教

师对于课程大纲的认识，自觉尊重课程大纲的契约精

神，愿意通过课程大纲来规划和管理教学。

3. 建立课程大纲的过程管理机制。按照OBE理

念编订出课程大纲之后，有效地落实是关键。相关职

能部门在教学督导制度中添加关于课程大纲规范撰写

和实施的要求。例如，规定教师在首次授课前必须把

课程大纲发放给学生，向学生明确课程大纲的重要作

用。课程大纲必须在院级以上的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可

之后才能使用。在对课程大纲重要性认识转变地过渡

时期，教务部门对规范撰写和执行课程大纲的教师实

施一定的奖励，促使课程大纲的实施逐渐良性运转起

来。例如，在对课程大纲进行培训的基础上，教务管

理部门定期对课程大纲的撰写（学期初）和执行（学

期中）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对完成情况较好的二级

学院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4. 倡导教师借助课程大纲展现个人风格。有人

可能会质疑统一的形式会不会造成课程大纲缺乏教师

的个人特色或抑制了教师的创造力，其实这是大可不

必的。上述只是规定了课程大纲的基本形式，在此基

础上，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完善，

以使课程大纲体现个人特色。国外的研究表明，教师

在课程大纲里使用积极友好的语言、分享个人经验、

使用幽默等会影响学生对教师的评价[9]。在后疫情时

代，线上教育和混合式教学蓬勃发展，有的课程中师

生是分离两地的，而课程大纲恰好起到桥梁作用，帮

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课程和教师。因此，一份体现教

师风格的课程大纲会包含了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能拉近师生间的情感距离[10]，更有利于学生对课程的

投入，进而提高课程的质量。

5. 公开课程大纲，把课程的知情权还给学生。

（1）让学生知晓。课程大纲好像一扇窗户，能让学

生迅速了解课程内容，并做出是否需要修读的价值判

断。而课程大纲本身的契约性也决定了学生是有知情

权的。如果把学习某一门课程比作一次旅行，教师无

疑是向导，学生学习的过程如同在未经之地的一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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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课程大纲可以看作是指导游览过程的攻略，可以

帮学生预知下一站的风景，提前做好准备，不必承担

向导随时改变路线的风险。（2）让社会知晓。调研发

现，国内高校在学校官网上发布课程信息的情况并不

多见。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的高校进行调研发现，不

少专业的课程大纲是可以直接在其网站上查到甚至下

载的，这既可以为访客提供课程信息，更是学校接受

社会监督向社会做出的承诺。

（二）不足

基于OBE理念的课程大纲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目标分解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专业培养目标

的凝练度较高，往往只有一两百字，在把专业培养目

标逐层分解到课程目标的过程中，大约要经过三到四

个层级（前文已提过）。在分解的过程中，难免会有

信息的丢失和表达的不准确，同时也与操作者自身对

OBE理念和课程的理解水平有关。除此之外，人的高

级心理能力和素质（例如情感态度等）则很难用行为

目标分解开来[12]。这些都为课程目标的准确确立带来

一定的困难。

2. 强调目标的预设性而忽视了目标的生成性。

建构主义课程观认为，课程不仅是预设的，更是生成

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学生与环境的互动，有

可能不断产生新的课程目标。OBE理念则更强调目标

的提前预设，教学内容、方法和考核围绕既定目标

展开。这样一来，教师有可能不得不忽视课堂中某些

转瞬即逝的宝贵的教学契机；有些教师还可能被课程

目标所限，不得不放弃体现自己特色的研究内容。因

此，课堂教学的弹性降低，可发挥的空间缩小，教师

的自主性有可能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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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College Syllabus 
Based  on OBE Concept

MA  Meng ,  ZHANG  Ya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OBE concept has a great impact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concep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norm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BE concept, the syllabus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s, the support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to professional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he systematic planning of curriculum 

assessment.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ounds the value of curriculum syllabus under the concept of OBE in 

four aspects: school, management, teachers and student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syllabus construction under the OB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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