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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卢卡奇关于组织在总体性历史进程中的中介思想

李文峰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中介”是卢卡奇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卢卡奇认为组织以其“中

介”形式对无产阶级革命起决定性作用。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组织对各种政治思潮保持极强的敏感性，其功能

是在组织层面解决思想问题；作为目标与现实的中介，组织不是“状态”而是“过程”，其功能是在“技术”层面解决

“精神”问题，即最大可能地让现实向最终目标“更靠近一步”；作为人与历史的中介，组织是理性阶级意识的感性

表现，其功能是提供可能性信念，赋予历史运动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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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是卢卡奇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正是以中介为视角，立足于“历史的”、“总体性”的

方法论，卢卡奇阐释了组织的作用，其见解有深度，

有发展。囿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他论说的范围只限于

“组织与革命”的主题，但这不妨碍其思想的一般价

值和当代意义。然目前卢卡奇的组织理论尚未得到学

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尝试以“中介”为线索，梳理其相

关论述。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就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概念，卢卡奇提出了这样

的问题：“理论如何影响行动”，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具体结构是什么？要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需要

有作为二者联系的中介。卢卡奇强调，在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中，这一中介只能是组织。“组织是理论和实践

之间的中介形式。正像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

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

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1]390

中介一定是组织，然组织并非一定能成为中介。

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形态上，存在两种基本组织类

型：一种以第二国际、孟什维克为代表，一种以布尔

什维克为代表。卢卡奇认为，这两种共产党概念在组

织功能、策略、运行结构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表现

为党内两种不同路线的斗争。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

共产党概念仅仅把共产党理解为思想或精神问题，只

从理论层面考虑组织建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概念

立足于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

论的实践化、具体化、策略化、技术化，因而它必然

表现为“思想”领导和“行动”领导的双重性质。卢卡

奇因此强调只有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才能担当理论与

实践的中介。

卢卡奇指出，把政党仅仅视为理论问题已深深

固化于俄国以外西欧各国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的观念中，这使得他们不仅看不到以列宁为代

表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层面，同时又把它仅仅作为纯

粹的“技术”问题而予以反对和诽谤。正因对于“技

术”的拒斥，第二国际能够在理论上从事许多事情，

而丝毫不感到必须在实践中和任何具体路线联系起

来。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西欧各国的无产阶

级政党及其理论努力始终游离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

命实践之外。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

卢卡奇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深入剖析了导致理

论与实践分离的组织原因。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

革命实践面前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问题的焦点，

正是在这个地方卢森堡和列宁产生了分歧。卢卡奇指

出，卢森堡过高地估计了历史发展的“有机性”，她总

是设想“经济发展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充分的意识形态

成熟性，无产阶级只需采摘这种发展的果实”[2]367。

即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会“有机”地、自动地

从历史辩证过程中产生出来。卢卡奇把此认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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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意识形态上长入社会主义”[3]367。按照这种逻

辑，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真正革命精神”的代表，“真

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然的自发性中才能找

到”[4]367，党的中央组织“总有一种保守的、制动的功

能” [5]367。这样理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亦步亦趋地跟

在群众运动的后面，自然没有教育、领导革命群众的

可能和必要。这就是组织因素导致理论与实践断裂的

“深远的根子”，也是卢森堡和列宁在政党问题上产

生尖锐对立的认识论原因。卢卡奇支持列宁的观点，

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从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自

然地发展出来，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自发的

无产阶级斗争只是围绕着直接目标即经济利益而展

开，其特征是一旦斗争达到了目标，或者失去了达到

目标的可能，斗争都会“自发”停止，而不会自觉地将

斗争从经济领域提升到政治领域，这是无产阶级“意

识形态危机”的现实表现。因此卢卡奇强调，不能过

分迷恋无产阶级的“本能”，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

利，就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两个层面同时给予其外部的

引导和干预，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

卢森堡反对列宁的布尔什主义，指责它只是在群

众斗争中承担“技术性”指导，卢卡奇指出卢森堡的

这一看法的错误在于她没有认识到每一个斗争都处

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她没看到特殊的、具体的、技

术性的指导恰恰是胜利的保证，在这里并非没有一般

的、抽象的思想和精神，反而是包含自身于其中的一

般思想的现实化、具体化和战术化。因此尽管卢森堡

也曾讲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一类的

话，然而她始终没能解决如何实现政治领导这一实践

课题。脱离了实践，卢森堡政党概念中的政治领导就

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这也使得“她从未完全

能够使她关于领导的观点摆脱纯粹理论和宣传的味

道”[6]393。

把政党的功能仅仅局限于理论领域是卢森堡的基

本的建党立场，因而她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止步于

思想层面。卢卡奇强调，卢森堡和列宁在反对机会主

义问题上，二者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一致的。他们

的对立在于：“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内部的思想斗

争呢，还是应该在组织领域解决这一斗争？”[7] 374列宁

把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和组织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坚

决维护组织上的思想的统一性和纯洁性，以组织的形

式解决思想问题，才将各种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清理

出去，把党组织构筑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因此，卢卡奇指出，一个能胜任理论与实践中介

的组织面对各种不同的思潮，必须保持高度敏感性。

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能力，最清楚地表

现为对各种不同思潮表现出比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任何

其他领域更大、更准确、更可靠得多的敏感性”[8]389。

这种敏感性意味着组织必须时刻做到立场鲜明地、果

断地对各种思潮和观点做出取舍。组织不是单一的理

论研究机构，因此它不能允许在其内部存在多种思想

路线。卢卡奇指出，如果一个组织仅作为一种纯粹的

理论研究机构，那么各种不同的思潮和观点当然就可

以和平共处于一个组织之中，相互对立的各方通过采

取讨论的形式达成妥协。但一旦涉及到行动，那么任

何理论分歧就会变得异常尖锐，彼此再也不能相容，

因为思想的统一是行动取得成功的前提。卢卡奇以此

揭示了第二国际的致命缺陷：它制定的决议总是企图

把事实上各种尖锐对立、相互排斥的理论公平地综合

在一起，结果导致这些决议总是模棱两可，可以做各

种不同的解释，因此必然不能为具体行动提供任何指

导。卢卡奇进而指出，如果理论分歧不能从组织上得

以解决，那么思想的统一过程实际上就会变为说服机

会主义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并最终在党内赢得多数上，

这种无原则的“民主”愿望制造出的“革命同盟”实际

上是一种虚假结合，它不仅对革命实践无所裨益，反

而给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等建造了庇护之

所。

所以卢卡奇指出：“任何一个‘理论’倾向或意见

分歧，如果想要超出纯粹理论或抽象意见的水平，就

是说，如果它真的想要为它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它

就必须立即变为组织的东西。”[9]390同样，任何一种无

产阶级运动，如果缺少组织领导，就只能停留于自发

水平，也就不能从意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取得自身解

放。

二、目标与现实的中介

卢卡奇指出，把组织问题仅仅看作纯粹技术问题

而非最重要的精神问题表明在认识上尚未达到对组织

的理论自觉，是无产阶级运动不成熟的表现，因为运

动“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只能这样来判断，即看一

种关于应做什么的见解在行动的阶级和领导它的党的

意识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还是以具体和

有中介的形式存在”[10]386。卢卡奇的这句话内涵丰富

而深刻。首先，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成熟取决于无产阶

级及领导它的党的成熟，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

取决于他们的意识的成熟；其次，意识的成熟不仅指

理论上的成熟，更重要的是知道“应该做什么”。教

条主义者的错误不是因为他们放弃对目标的追求和

信念，相反他们能够敏锐地“在某种程度上清楚地看

到目标本身、它的性质和它的社会必然性”。他们的

问题在于“不能够清楚地分辨会导致那个目标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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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或是从他们无疑正确的洞察力中推断出的具体

手段”[11]386。就是说，他们不能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势

制定出针对性的行动方案，从而未能在“技术”层面

找到现实通向目标的道路；最后，行动应该是具体

的、有中介的，而不是抽象的、直接的。教条主义者

不懂最终目标和现实之间的辩证法，总是把二者分割

开来。现实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事实或需要解决的问

题。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解决的方

法和途径，也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通

向最终目标的一个个具体环节，这种脱离了现实基础

的目标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既然目标不能从

现实中得到具体求解，那么乌托邦主义实现理想和目

标的方式就只能是抽象的了，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把理

想“直接”搬进现实，以“救世”的姿态来宣布同旧世

界的任何方面都实行彻底决裂。这不是通过批判旧世

界而发现新世界，而是通过“制造”完美的、理想的

世界来替换旧世界。与此相关，那些从解决现实问题

中找到通向最终目标的具体道路的做法，因为必然不

那么符合甚至有时非常不符合“最终目标”的标准，

在教条主义者看来它就失去了“精神”，是对理想和原

则的背叛。

因此，目标与现实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将怎么

办”的问题，而当我们提出诸如“做什么”、“怎么办”

等问题时，卢卡奇指出：“这已经是从组织方面提出问

题”[12]390，组织是沟通现实与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中

介。

不言而喻，对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人类最终目标

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卢卡奇指出不

能把自由王国理解为在革命完成后产生的状态，在必

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状

态只能由慢长的过程准备出来，如果把“自由王国”

和注定使它产生出来的过程分开，就把一切辩证的过

渡都排除在外了，就会陷入一种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

乌托邦意识结构，自由王国也就失去了任何现实性。

共产党和自由王国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从现实出发，

共产党能够在每一种历史造成的具体情境中找到最靠

近最终目标的解决方案。它不期望自由王国会一下子

出现在面前，而是努力从行动上缩短现实到自由王国

的距离；反之从最终目标出发，共产党能够把自由王

国分解为一连串的具体行动，用自由王国的原则来引

导现实，使之成为日常每一个步骤的指针。这一双向

关系突出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最终目标和现实

之间的中介功能。

组织在最终目标和现实之间的中介功能的实现靠

制定正确的策略来保证，而策略的正确性又取决于关

于自由王国的“过程的”而不是“状态的”历史发展观

念。卢卡奇指出，卢森堡、考茨基等批评列宁的建党

原则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其错误本质就在于“状态

式”的认识论，没有将历史看作具体的、有中介的过

程。

卢卡奇以十月革命中的农民及土地问题为例分析

了卢森堡与列宁的立场对立。我们知道，十月革命的

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得到了农民巨大支持。十

月革命胜利后的当天晚上，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土

地法令》，把土地无偿提供给农民使用。对此卢森堡

批评列宁在土地关系上违背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基

本原则。卢卡奇指出，在俄国当时革命运动的决定性

关头，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如何

引导一切社会的自发力量来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在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没有选择的余地，不那样做

就会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样被农民的自发运动

扫到一边，十月革命就不会胜利，因此“关于土地问

题的正确提问法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改革是不

是一种社会主义措施或者至少是导致社会主义方向的

措施”[13]362。在策略层面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和半无

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寻求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布

尔什维克解决土地问题策略的正确与否只有联系历史

发展过程的总体才能得出结论，即看它带来的现实变

化是否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向最终目标“更靠近一

步”。

卢卡奇颇有深度地指出，卢森堡的革命理论默默

地假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将是纯粹无产阶级性质。按

照这种概念，“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战场上是统一的，

另一方面，这里正在研究其行动的群众是纯粹无产阶

级的群众”[14]395，其他阶级没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

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

的行动推进了革命，也只是偶然的。这种观念总是把

最终目标与过程分开，认为最终目标作为某种状态会

在某一次革命之后作为不可拒收的礼物送给无产阶

级。卢卡奇不止一次的说着类似下面的话，卢森堡

“忽略了在命运从一开始就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头上

的各种‘不纯的’社会主义必要性之间的选择。她忽

略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动员一切在当时革命的力量、

尽可能明确和有力地加强革命阵线来对付反革命的必

要性。她用革命未来阶段的原则来与当前的要求相

对立。”[15]365当用这种纯粹的、无中介的、抽象的最终

目标来考察现实时，在现阶段西欧任何地方，唯一可

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纯粹的无产阶级

性质（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有其他阶级或阶

层存在），因而发动革命是不现实的，其逻辑必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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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革命寄托到无限未来，这是浪漫主义中的悲观主

义。

在卢卡奇看来，“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已经

被十月革命的历史实践所驳倒。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

性因素就在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能够从俄国的现

实中发掘出通向未来理想的具体措施，它在找到现实

与最终目标的中介环节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中介。

三、人与历史的中介

在卢卡奇的理解中，历史意味着“实际内容的生

成”[16]221，这种理解不同于时间的推移和“几十年如

一日”的同质事件的堆积。如果社会行动总是在同一

层次上水平进行，实际上就等于历史的终结。没了生

成、发展，就没了历史。因此当卢卡奇谈到人参与历

史时，他强调的是人的行为应对社会增添实际的、新

鲜的、进步的内容，否则即便做了很多事，那这人的

活动也不是“历史的”活动。人既是一种个体性存

在，也是一种阶级的、阶层的“复数性”存在，无论

在哪一种角度上，处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组织已经

成为人与历史的中介，或者说人是通过政党来干预历

史进程的。

（一）组织是无产阶级参与历史的中介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必

然要服从它的制造者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非

人的，是物化的”[17]137。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是

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而自然出现的，它的经济地位决

定了它的阶级意识只能是资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因

此始终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从它与其它阶级

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联系中解放出来，也要在它独有的

阶级立场和由此而来的阶级利益独立性的基础上确立

它自身的阶级意识”[2]。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使

得无产阶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自发状态，其运

动的诉求以及实际后果都不会超出资本主义的整体范

围，最好状态也就是工联主义。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

全人类的使命，就必须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放自己，

即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武装，再将理论的自觉

化为行动的自觉，否则就不能推动历史的进程。

卢 卡 奇 指 出 ，既 然 自 觉 的 无 产 阶 级 不 能“ 有 机

地”从无产阶级运动中生长出来，就只能被“造就”出

来。在这个“造就”过程中，组织一方面是造就者，另

一方面又是无产阶级与历史的中介。

首先，组织是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

中介。组织不仅是先进理论的掌握着，更是理论的践

行者。卢卡奇认为，组织不能仅仅通过宣讲、学习、

教育的途径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更应该注重

通过自身形象来影响他们。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

义作为理论形态的阶级意识，具有抽象性，它不能被

广大无产阶级直观地感受到。要掌握马克思主义，需

要理性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正为广大无产阶级所欠

缺。在此情况下，党正好成为了无产阶级认识马克思

主义的直观形式。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是由有血有

肉、在现实中行动着的人组成的，一方面又是马克思

主义，即无产阶级意识的掌握者。换言之，无产阶级

政党消除了理论形态的阶级意识的抽象性，使它具有

了现实的客观化的人格形象。卢卡奇指出，党是无产

阶级“最特有的、但是他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的意志

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可以看得见的和有组

织的形态”[1]95。通过政党，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

获得了一种感性形式，或者说，政党是理性的阶级意

识的感性表现。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看来，他们眼中

的共产党及其党员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每一

个共产党员必须要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行事，

用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这是教育群众的最有效

方式。

其次，组织是无产阶级行动和历史进程的中介。

理论自觉只是行动自觉的前提，即便每一个工人都明

确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也不必然导致革命

的行动。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行动，思

想统一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至少还需要统一的政治领

导和正确的斗争策略，组织就是行使这些功能的政治

单位。这里组织中介作用的突出表现是：共产党不应

该以宗派的方式“代替”无产阶级去行动，而必须设

法通过阶级的行动去推进它。

（二）组织是非无产阶级参与历史的中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

两个“纯粹的阶级”以外，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阶级等中间力量。就小资产阶级来说，一方面大城市

的生活使它直接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无

产阶级的斗争也不能置之不理。这种地位使它觉得自

己完全站在了阶级对抗之上，代表着“两极”的共同

利益。卢卡奇指出，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缓和资本和雇

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实质上不过是“轮换着为阶级斗

争的双方而斗争”[1]116，因此它的意识一会儿表现为无

产阶级意识，一会儿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或者是二

者的杂乱拼合，只是它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结

果必然导致“只存在它自己的意识之中的它自己的目

标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脱离社会的行动，

变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形式”[1]116；就农民阶级

而言，卢卡奇赞同马克思对于农民阶级二重性的分

析，认为由于农民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因

此“农民的‘阶级意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内



第  5 期 5李文峰：论卢卡奇关于组织在总体性历史进程中的中介思想

容上也要比别的阶级的更多变；也就是说它总是一种

借来的东西”[1]117。卢卡奇强调，“这些中间阶层的运

动是真正自发的，而且只是自发的。它们只不过是盲

目地按‘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社会自然力量的果实。

作为这样一种情况，它们本身在社会意义上是盲目

的。这些阶层没有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社会改造的阶级

意识”[1]399。

因此，卢卡奇认为，“中间阶级运动的历史性是

以领导它的政党所中介的，他们的行动是取得一种进

步的意义（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

命），还是取得一种反动的意义（如拿破仑复辟），

就取决于其他进行斗争的阶级的状况，取决于领导他

们的政党的意识的水平。”[1]117基于这一认识，卢卡奇

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问题上明确地支持列宁而激烈地

批评了卢森堡。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采取了

联合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层的策略，卢森

堡以此批评列宁组织路线的无原则性。卢卡奇指出了

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错误，其一，卢森堡把组

织思想路线的统一和策略问题混淆了，前者是组织内

部问题，这里必须坚持严格的原则性；后者是组织外部

问题，这里必须要坚持灵活性、变化和适应能力。其

二，卢森堡没有从历史总体的角度来对待中间阶层。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所有

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中间阶层行动的进步意义恰恰

是领导它的无产阶级政党赋予的，它具有了无产阶级

运动的意义，因而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整体运动的一部

分。

（三）组织是个人参与历史的中介

就个人而言，在组织的论域内，可以分为两类：

组织外的个人（普通群众）和组织内的个人（党员、

组织成员）。卢卡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身份，组织都

是他们参与反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中介形式。

就组织外的个人而言，由于资产阶级已经联合起

来，工人作为个人已经失去了斗争的意义，而作为一

个联合起来的阶级如前文所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

意识和行动两个层面成为他们的中介。在这种意义上

无产阶级政党又是“在每个成员的行动和整个阶级的

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能动政治单位”[1]411。

就组织内部而言，卢卡奇强调，不能仅仅从形式

的、伦理的方面来理解共产党组织和它的个别成员之

间的关系，就是说，不能仅从权利与义务、上级与下

级、领导与群众、集中与民主、忠诚与背叛等这些结

构性关系中研究组织问题，这些也不是共产党所独具

的特征。这种理解带来的实际后果往往是马克斯·韦

伯所描述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组织：“掌握着能

动领导权的核心加上一些基本上起较被动作用的‘成

员’，而广大成员只起客体的作用。”[1]411他们的客体作

用并没有因为形式上的民主、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得到

承认的“自由”而有所减少，个人只能作为“群众”、

作为追随者、作为零出现。这是一种封闭僵化、官僚

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卢卡奇进

而认为，这种理解忽略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即历史的维度。组织的正确性根本上取决于它

与整个历史过程的正确关系。他说，作为正确性的共

产党，“它的正确性决不是已经达到和完成了的存在，

只是指向要达到的目标的正确指针”[1]414。组织的正确

性在于它具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能力，在于它能够在

具体现实中找到最大限度靠近最终目标的可行性行动

步骤。

共产党是历史进程中积极的、自觉的因素的精神

体现，因而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维持不能仅仅诉诸

纪律和忠诚，更为核心的是它为每一个组织成员提供

了一种可能性的理想信念和崇高奋斗目标。卢卡奇强

调：“我们在阐明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党是

人和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原则”[1]414。在这样的组织

中，其成员感受到自己并非为了组织而存在，相反组

织是他们参与历史、争取自由的必然形式，自然会热

情地、主动地、积极地投入其中。这时组织的集体意

志和其成员的个人信仰达到了内在一致性，也唯如此

二者才会“处于一种生动的交互作用之中时，对个人

的要求才会失去它们的形式的和伦理的性质”[1]414。如

此一来，忠诚、纪律这些约束也就不再是约束了。

卢卡奇并非不要纪律，相反他认为纪律问题“是

党的基本实践问题、它真正发挥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前

提条件”[1]413。他的本意是，纪律要有精神内涵，要以

共同理想为前提，否则，“没有每个党员对整体性格和

党的纪律之间的联系的至少本能的理解，这种纪律就

必然蜕化为一种物化的和抽象的权利义务体系，党就

会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组织状况中”[1]413。只

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纪律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唯

一可能途径。

综上所述，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形式，

卢卡奇认为组织以其“中介”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进

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有些论述对当前我们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都能

带来不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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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kacs’Organizational Thoughts of Mediation in the Totality of Histor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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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Lukacs' theory. As a proletarian self-consciousness, Lukacs 

argued that organization play a decisive role for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rough the mediation. As the form 

of medi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organization maintain more confident sensitivity towards divergent 

political thought, whose function is to solve ideological problem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s the form of 

mediation between goals and reality, organization is not "state" but "process", whose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spirit”in the "technical" level, that is to make reality close the ultimate goal one step to the possible 

maximum extent；As the form of mediation between man and history, organization is a emo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ational class consciousness, whose function is to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of faith and give significance to a 

movement in history. 

Key words: organization; mediation;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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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义”新解
—— 从孟子的“陈仲子论”出发

朱  舸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昆明      650500）

摘  要：孔子盛赞伯夷、叔齐为逸民，主张才志之士当美玉藏椟，待价而沽。孔子的义具有依仁爱之心在行事

上作出裁制决断的内蕴。孟子将孔子之义发展为四伦之一（君臣有义），同时将义确立为一种由仁出发的君子必行

之路。齐国贵公子陈仲为保持个人的廉洁操守而避兄离母、隐居山林，织履灌园。孟子认为陈仲的隐居行为对国

家、对家庭皆毫无益处，并认为陈仲风动天下的“邪说”对国家危害甚大，从而彻底否定了陈仲的人生选择。通过对

陈仲的否定，孟子重新诠释了孔子所谓“仁”“义”的内涵，将孔子的日常人伦提升到国家责任的高度，儒家的基本

思想由此确立，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

关键词：陈仲；於陵；孔子；孟子；仁；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5-0007-04 

收稿日期：2020-04-26

作者简介：朱舸（1994-），男，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研究。

陈仲子（前347-前262），本名陈定，字子终，行

二，故名陈仲。因避居於陵，又名於陵子，战国时期

齐国著名隐士，其先祖为陈国公子完。陈国内乱，陈

完逃奔齐国，改姓田氏，故陈仲子又名田仲。田氏家

族擅于经营，在齐国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从历代执

齐政之牛耳，最终发展至“田氏代齐”。陈仲子即出

身于“齐之世家”[1]172，自幼博览群书，在稷下学宫学

习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构起自己的学

说：反对剥削，主张俭朴，自食其力、平等自由。其

父早卒，由兄田戴继承其父卿大夫爵位，食禄万钟。

陈仲认为兄长的俸禄、房产皆不劳而获，且远远超出

自己的实际需求，属于不义；兄长的幸福建立在无数

百姓躬耕劳作的痛苦之上，属于不仁。宫廷的奢华消

费、贵族享乐与陈仲的哲学思想背道而驰。尽管稷

下学宫百家争鸣，但拥有独立思想的陈仲面对宫廷

的奢靡却无能为力，他决心独善其身，于是“辟兄离

母”[1]172，携妻离开临淄，迁居长白山下的於陵。楚王

得闻陈仲的高义，先后两次派使者持重金赴於陵聘请

陈仲为楚相，陈仲坚辞不就。“立节抗行，不入污君之

朝，不食乱世之食。”[2]761 继承墨家学说，织履灌园，自

食其力，故后世谓陈仲是“墨家苦行教之嫡系”[3]107；

墨家反对剥削，主张平等，这正是陈仲离开临淄隐居

於陵的原因，因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陈仲归为

“墨家精神的表现。”[3]107 在於陵，陈仲著书立说，影

响巨大，后世称为“於陵学派”，成为战国诸子百家之

一。由于弟子众多，其学说如孔子、老庄般“风动天

下”[4]408。李麦麦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中更将

陈仲与庄子并为先秦哲学思潮六大派之一 [5]167-346。

但在其当代，在先秦诸子的视野中，陈仲及其学

说却遭遇了灭顶之灾。先秦诸子为弘扬其学说而进

行宣讲时，往往对异见学派进行责难与攻击。孟子

率先对陈仲的道德操守表示质疑，认为陈仲“恶能

廉……则蚓而后可者也”，[1]172直接对陈仲的选择表

示怀疑和否定，《汉书》不载陈仲的事迹。《史记》

只是在《鲁仲连邹阳列传》有所涉及，文曰：“叔敖三

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6]1873 荀子

则必欲除之，“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

除。”[7]73 儒家亚圣的否定，使得於陵学说在中国哲学

史上几被封杀殆尽。历来学术界论及先秦士阶层，

凡涉及到陈仲，几乎都沿袭孟子的观点，如余英时即

认为陈仲“这种上不臣于王、中不友于诸侯的极端知

识分子在当时统治者的眼中已具有政治上的高度危

害性。”[8]167—346 陈仲学说为什么会对统治者构成“危

害”？学界对这一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直接认同孟子，

至今也未能彻底解决，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

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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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儒学是“直接间接的从礼乐传统中发展出来”[9]48

的学说。孔子所继承的礼乐传统为周礼。周公制礼作

乐，对长期的礼俗习惯进行系统改造，建立了一套以

礼、义为社会伦理的统治秩序。之后，人们便对礼、义

概念进行挖掘与探讨，“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

为利回，不为义疚”[10]303，礼义互为表里；“不义不昵，

厚将崩”[10]1，缺乏正义便会失去号召力，即使势力强

大，依然会崩溃。符合礼的行为规范与思想要旨便是

义。义包含有《中庸》“义者，宜也”[11]401的合理性解

释，因而义即代表正义。“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

缘与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当这些祭祀仪式与宗法

制度渐渐被政治权威与普通的民众确认之后……背后

隐含的一套观念就被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而不必加

以追问。”[12]35-39合理性、正当性的义就是周礼背后隐

含的观念系统。周礼确立的是以血缘、等级为核心的

统治秩序，所强调的义便凸显了等级尊卑意识。春秋

时代虽有“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10]13等关

于义、礼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界定，然而义的基础

却始终模糊不清，孔子的仁使之变得明晰起来。

周朝末期礼崩乐坏的现状刺激了孔子学说的诞

生，他从内部改造礼乐传统以提出新的学说，其核心

即仁。孔子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仁、

礼、义之间的关系。针对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对礼

的僭用，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13]42 孔子强调的

是人心不仁，外在的礼便不再是礼，礼之价值由仁所

赋予。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13]244 约束

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的规范便是对仁的践行。

在此，礼成为践行仁学理想的规范体系，“仁是礼的内

在主导因素，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14]197 仁、

礼的内在关系确立了，义便挺立起来，义、仁、礼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仁者，义之本也。”[15]943 仁者“爱

人”[13]260即规定了义的向善性，行仁也要有义的节

制，“义者……仁之节也。”[15]943 义与礼关系，则表现为

礼非自足，须有义贯注其中：“故礼也者……，协诸义

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5]943另一方

面，“义以为质，礼以行之”[13]336，义乃是由礼所规定

的观念意识。总之，义的内涵由仁、礼所规定，又具

有对仁、礼的反向作用，人们在“行仁”的过程中灌

注着理性思维。

但孔子的尚义思想“仅仅是道德主体按其仁爱之

心所作出的裁制决断行事罢了。”[16]这一“裁制决断”

之义还不是自足的实践理性，它表现在对“逸民”的

态度上，体现出的是孔子本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

则止”[1]68的为政理念。但在遇到理想的实现与现实的

诉求之间尖锐对立时，孔子尚义思想更多体现出的是

一种道德理想主义。

逸，原义指逃亡，后来引申为“避世”，“举逸民，

天下之民归心焉。”[13]432 刑昺疏：“节行超逸之民，隐

居未仕者。”[11]2535 孔子盛赞避世首阳、不食周禄、守

节而死的伯夷、叔齐，同时，孔子对于柳下惠“降志

辱身”[13]400 则表示否定。柳下惠不以侍奉污君为耻，

依直道履行臣下职责，屡次被罢职而不离鲁国。孟子

则对柳下惠备极称赞，谓之“圣之和者”[1]257。春秋

末期，孔子并未选择伯夷、叔齐的道路，他带着弟子

们游说各国，教授他们如何“为政”，他自己也有“苟

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3]275的期冀，

所透露的是对于行道的热忱和政治积极性。基于此，

子路一改孔子对隐士的敬仰而对隐士避世表示否定，

如他评价荷蓧丈人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

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

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13]399孔子认同君子之

隐，并对隐士表示由衷的钦佩。但也仅仅是认同而

已，他自己决不会去隐居。其弟子子路则将隐士的人

格上升到君臣大义，君子出仕即合君臣之义。长幼之

间的礼节既然不可废弃，那么君臣之间的义又怎可弃

之不顾？然而此君臣之义是建立在对当时的从政者的

态度上，孔子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主

义。 

孔子承继周礼，使合理性、正义性的义获得了以

仁爱为核心的内在意义，但却未能解决儒家的内圣外

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这一问题要等待孟子来解决。

《孟子》中出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儒家哲学范畴：

仁、义、礼、智、信、孝、弟、爱、理等，这些哲学概念

中，“当数‘仁’‘义’二字最为重要，甚至可以说，仁

与义或仁义是整个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17]138-139 

孟子深化了孔子的学说，确立了“义”的内涵：其一，

孟子与告子通过“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

戕贼人以为仁义与”[1]279的辩论强调仁义为人性，而非

告子所认为的“以人性为仁义”[1]279，孟子的人性即人

之善性。其二，“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

也”[1]199，孟子认为仁义是人人具有的先天具备的道

德本性。其三，“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

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44，

这里的仁义是为政者所应具有的政治伦理道德。人性

论角度即第一层次上的仁义，是始发之端且在内容上

统摄后两层。然而孟子认为仁与义二者并非完全等

同，而是有所区别。 

这一区别通过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体现出来。仁，

始于“亲亲”之情，这一立论自孔子时便已彰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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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告子亦不怀疑，他说：“仁，内也，非外也；义，

外也，非内也。”[1]282 告子把义看成一定的客观普遍性

标准，这个标准是由认识客体自身的属性所规定。对

此，孟子则进行反驳，强调“义内”，认为认识客体如

果要得到认识主体的前提条件——认识主体需要从客

体自身的属性来决定情感上的发生，那么，这与始于

“亲亲”的自然之情相悖。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

有同耆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谓理也，义也。”[1]288 孟子在这里说明了义为内

在，同时强调了它“理”的性质。义的对外物（味、

声、色）的“理性”追求即是开创了孟子的“居仁由

义”的实践理性。

孟子论义尤其强调路的实践导向。他说：“仁，

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187；“仁，人心也。

义 ，人 路 也 。 舍 其 路 而 弗 由 ，放 其 心 而 不 知 求 ，哀

哉”[1]295；“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

由义，大人之事备矣。”[1]352 孟子认为仁是人的存在之

本和存在于世之“宅”，同时义是人唯一可行的、正确

的方式，是人存在于世所必须要走的道路。“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370 仁是人之为人的最高价

值本体，而仁的实现是通过义来完成。义是“心之所

同”的理，其内在性的特点与是仁无异，“舜明于庶

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270，为仁须

通过内在义路彰显出来，从而实现外在于现象世界的

种种仁义之行。“仁借助于义而同人们的道德实践直

接关联，它的指导、制约作用通过义由此达彼，使内

在的道德意识变为人们具体的道德行为。遵义而行，

依义而为，就可达到仁。”[18]320 孟子在君臣的关系方面

对义路的探讨与诠释超越了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13]84 的道德理想主义，落实为“居仁由义”的君子

必行之路。君子必行，则伯夷也不应例外。不过，由

于孟子一直标榜“乃所愿，吾学孔子也”[1]68的志向，

所以孔子所崇尚的伯夷，在孔门后学（孟子）这里便

不好直接攻击。孟子虽对伯夷的地位抬高至“圣之清

者”[1]257，实际上割断了伯夷成为世人学习的模范的脉

络：“伯夷何如？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

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

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于孔

子，若是班乎？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1]68

当面对“圣之时者”[1]257的孔子时，孟子则强调自有人

类以来，无人可比肩孔子。其所表达的真正意图是，

伯夷等逸民的行为不值得世人仿效。换句话说，孟子

对孔子所称赞的逸民在态度上已经有所保留：伯夷之

圣境，并非常人能达到。

二

尽管孟子敬佩陈仲的操行，并高度评价陈仲：

“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1]172 尽管如此，

孟子却认为不能以陈仲织席灌园的行为方式作为评价

廉士的标准，因为陈仲并非真正廉洁，“若仲子者，蚯

而后充其操者”[1]172，蚯蚓廉洁之至，上食槁壤，下饮

黄泉，无求于他，这是超越人性的绝对自我的行为。

孟子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他不认为世间存有除了伯夷之

外的廉士（逸民）。世人如果学习伯夷之“清”，那只

能如蚯蚓，这也就是禽兽行为了。《孟子》之逸民群体

中，“齐国的陈仲便是最好的榜样。”[8]38由孟子仁义思

想出发，我们反观孟子对陈仲的评价，便可发现孟子

为何如此激烈地攻击陈仲：“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

操，则蚓而后可者也……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

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

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以母

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

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乎？若仲子者，蚯而后充其操者

也。”[1]172 孟子认为在齐国如此有影响力的人，于家为

人子，为兄弟，却避开其兄，离开其母，这是儒家“亲

亲”所极不能容忍的；更重要的是，于国为臣，不主

动发扬自己的学说以影响国家政治，却避世於陵，著

书立言，以“邪说”扰乱国家风气。“父子有亲，君臣

有义”[1]135，陈仲所为即不仁不义，践行其“不入污

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2]761的逸民生活，他掀动了

士子的仕进之心、对整个国家儒家学说发展造成了极

大的破坏，于是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

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放

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

事，害于其政。”[1]168 目无君上，目无父母的人即等同

于禽兽。孔子的学说无法发扬，这是因为荒谬的学说

欺骗百姓，阻塞了仁义的道路，这样就等于率领禽兽

吃人，人与人也将互相残杀；邪说从内心生发出来，

便会危害政治，危害社会。孟子深为忧虑，他挺身而

出，“我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

圣也。”[1]168 认为捍卫先圣学说、驳斥错误言论舍我其

谁，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端正人心，所以一定要将陈仲

的所言、所为列为淫辞与诐行。陈仲自幼在稷下学宫

长大，其学说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任其发展必“害于

其政。”[1]168  

孟子对义的重视，集中体现于君、臣在政治上

的作用。孟子以推行“仁政”闻名于世，看重的是道

高于君的观念。孔子强调“君君、臣臣”，事实上却

难以推行，人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与执行，为政者仍然



10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多是“斗筲”之人。孟子用最为激进的态度解释“从

道不从君”与“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

位”[1]277；甚至他认为杀暴君不应视为“弑君”，而应该

是合法且无罪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44

因此，在君主为政层面，较孔子而言，孟子的建议更顾

忌到了现实的需要。如孟子在齐国时，与齐宣王多有

问答辩疑，可以说在“仁政”的实现上，孟子在很大程

度上是极寄希望于齐国的。“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

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1]61 齐国拥有广阔土地，众

多百姓，有着实行“仁政”的极好条件。无论齐宣王如

何说自己好色、好货、好勇，孟子依然强调若君王将

此欲望推而广之，传播到广大百姓中，就能“天下可

运于掌。”[1]17 在劝说君王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时，首

先是重视百姓，其次是重视能臣。“乐民之乐者，民亦

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1]34-35 以百姓的忧愁苦乐作为自己使命的君王

必然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戴。君王通过获得士人的支持

实现行仁政的理想，“今王发号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

立于王之朝……孰能御之。”[1]18 君王如果想逃脱屈辱

以近仁，最好是以德为贵且尊敬士人，使有德行的人

居于相当的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孟子

保证现在君王若能改革政治，实行仁德，天下的士大

夫都会到齐国来，得到这些俊杰、贤臣辅佐，齐国必

定“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1]17

“义路”的实践不仅需要君王行仁政，作为人臣

亦须以仁义之道事君。“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

道、志于仁而已。”[1]322 君子出仕为官，要及早辅助、

规劝和引导君王走上仁义之路，使仁心义路成为君王

施政治民的基本原则。陈仲避世於陵、不事其君的做

法，在孟子看来不仅对自身有害，而且对国家、君主

也贻害无穷。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强调君臣之间都应该依礼

而行，还没有将此上升为人伦原则。孟子将君、臣之

间的“义路”提至人的四伦之一：“饱食、暖衣、逸居

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

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

朋友有信。”[1]135 人伦即人道，是人活于世间所必须奉

行的，能够在人际关系之中普遍推行的行为规范与价

值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君臣的关系。景丑对

孟子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95孟

子将君臣置于父子关系之后，反映出儒家伦理中对以

亲亲为大的血缘伦理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战国时期

的时代特征。其实孟子之前，儒家学派已有君臣胜过

父子关系的论述，“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

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

以逆大道，君子之人伦以顺天德。”[19]137 之后随着天下

纷争局面的日益紧张和大一统局面的正式形成，皇权

政治的重要性胜过血亲伦理，由此，便生发出儒家新

概念——忠与孝。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作为人伦四端，是维护

社会秩序必须遵循的规则，“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

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

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86 并认为这四端是人的先

天禀赋，勿须经后天学习而得。实际上所论述的核心

即是忠与孝的关系。孟子认为，社会上那些自认为四

端难以做到的人不仅于己自暴自弃、不敬君王，对父

母也难以尽孝。陈仲不行“义路”，辟兄离母、织席灌

园，于家、国毫无益处，“故孟子不得不攻之”[4]408；陈

仲不守君臣之礼，以至于“赵威后至欲杀之（陈仲），

想以其无君也。”[4]408 陈仲的言行在战国遭受孟子严

厉抨击，正是遇到了此一时期君臣关系的日益强化和

儒家“仁”、“义”作为君子必行之路形成和确立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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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笔者以“儒家职业”为主题论文进行知网检索并

按照对现代具体职业道德的涵养、对职业道德具体维

度的涵养、对职业道德的理论建构、用儒家德目涵养

职业道德、用儒家经典涵养职业道德等五个论域进行

了梳理。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儒家职业道德有

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儒家职业伦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但其理论高度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儒

家职业伦理应该放在与政治伦理、家庭伦理同样的理

论高度上。先秦儒家伦理往往集中于君臣、父子、夫

妇、长幼、朋友、尊卑、亲疏等方面，进而把“亲情伦

理”、孝道看作是仁学的天然基础。就政治伦理、家

庭伦理、社会伦理、职业（组织）伦理四个重要部分

而言，儒家的政治伦理、家庭伦理早已为人们熟稔。

而职业伦理则是高度社会的表现，往往被轻忽。儒家

伦理之所以在汉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乃是因为他符

合农业经济的基本需要，即劳动力的生产——家庭生

活（父子、夫妇）为重点，以及大一统“君臣”关系的

需要。但是，这就使得政治伦理、家庭伦理遮蔽了职

业伦理。现代社会有效地区分了职业领域、政治领域

与家庭生活，从而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对现代具体职业道德的涵养

（一）对官德的涵养

以“ 儒 家 官 德 ”为 主 题 在 知 网 检 索 得 到 5 0 条 结

果，以“儒家政德”为主题检索得到30篇论文。特举

出其中几篇以窥豹。魏林的《<论语>中的为政之德

与公务员职业道德要求》（文化学刊，2009）总结出

“仁德秉信、忠职勤政、尊礼持俭、守拙多艺”等几

项要求。傅琳凯的《儒家官德思想探析》（社会科学

战线，2019）举出了“清正廉明”“为民谋利”、“勤勉

公正”等要求。吴黎宏、许敏的《古代儒家官德思想

及现实借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则

提到“公忠为国、以民为本、立身持正、勤勉尽职、

清正廉洁”等要求。刘岱昀的《儒家官德思想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2014硕士毕业论文）则提到“仁民忠

信的操守，中庸至德的为政艺术，以及廉洁处义的务实

作风和崇高人格”等内容。与大多数学者肯定儒家官

德有所不同，魏彩霞的《孔孟儒家官德修养方式的内

在缺陷及对策》（晋阳学刊，2006）则认为儒家官德存

在“道德精英主义、道德绝对主义、道德理想主义、

道德宗法主义、道德义务主义”等缺陷。

胡滨的《对政德、官德、行政道德的历史向度的

考察》（学习与探索，2003）认为“政德是国家和民族

的根本大德，是制度层面上的德性。官德是为官者个

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素质。行政道德则是指管理国家

事务的从业人员和行政部门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

三者分别属于公共道德、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笔者

认为官德、君德、政德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儒者

为官，相对于君而言则是臣德，相对于民而言则是君

德，相对于事而言则是政德。由此而言，官德、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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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德、君德交织在一起。

（二）对师德的涵养

以儒家师德为主题检索得到29条结果。孙丽霞的

《谈儒家师德观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商

业经济，2014）提到“儒家学者倡导教师要博学多识、

循循善诱、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德立教、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的师德要求。庄丽榕的《儒家师德观

的主要特征及现实意义辨析》（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2010）则提出儒家师德观具有“重政治、重伦理、

重修身、重人格、重实践的主要特征”，体现了“政治

观、义利观、教学观、仁爱观”。倪胜利段靖的《以

儒家君子人格推动师德内驱力建设》（人民论坛，

2020）则认为“儒家君子人格倡导的内在自强不息的

精神、博学明智的学术追求、心怀天下的广博胸怀、

公正仁爱的品格”是师德建设的内驱力。符新伟的

《儒家德育观对高校师德建设的几点启示》（文史博

览，2009）从重德、修德、育德三个层面谈儒家师德

的现代启示。洪志钧的《儒家道德思想对当今高校师

德建设的启示》（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把“仁

义礼智”运用到师德之中。

有的学者看出了师德与师道的失衡问题。张献

伟的《“师德”相关概念的辨析与思考》（现代教育科

学，2016）就认为人们对师德内涵的理解和表述并不

一致，“师德本指教师职业道德，而被许多学者理解为

教师个人道德。这种用师德概念取代师道的做法忽视

了师道的独特价值”。杨朝明的《尊师重道》（中国组

织人事报，2019）特别比较了“尊师重教”与“尊师重

道”的区别。孔子因兴办私学被看作是中国最重要的

一位教师。秦廷有博士，汉朝确立五经博士，董仲舒

提议设立太学，这些措施使得儒学占据了官学的原有

地位。儒家垄断中国教育事业达两千多年。正如君德

与君道、臣德与臣道、忠德与忠道一样，师德与师道

是一个统一整体。相对于教化民众的事业，儒家更重

视自身的师道传承。师道不仅是为师之道，而带有着

强烈的价值认同成分。而师德则服务于师道。

（三）对商德的涵养

儒 家 商 德 往 往 以“ 儒 商 ”的 形 态 存 在 。 以 “ 儒

商”为篇名进行检索得到1039条结果。刘甲朋的《论

儒商精神的内涵》（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把儒

商精神概括为“职业精神、商业价值观、商业道德、

管理理念、人格理想等几个方面”。周英洁的《谈儒

家文化对传统商业道德的作用》（时代文学，2009）

认为：“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

商经营之中去，形成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和厚生

财的商业道德。”从王颖的《儒家义利观与商业领域

中的道德治理》（伦理与文明，2016）可以看出“义

利观”是儒家商德的核心要义。沈毅的《古代伦理思

想与传统商业道德》（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提到

“公平交易、诚信不欺、崇尚节俭、反对奢糜、热心

公益、乐善好施、爱国济民”等传统商德，包含了诸

多儒家色彩。苗泽华的《儒商鼻祖子贡的经商之道与

人生智慧》（江苏商论，2019）则代表了一系列以子

贡为儒商之祖的研究成果。默寒的《<论语>与算盘的

结合》（英才，2012）一系列崇拜日本涩泽荣一儒商

思想的论文，同样也强调“利益与道德完美统一”。

2018年召开的“儒商大会”说明儒商、儒家商德具有

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代表着儒家由“从政”、

“从教”到“从商”的转型趋势。笔者认为这是儒家思

想失去统治地位之后，又不能实现宗教化的一种现实

选择。

而以职业经理人与儒家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十几

条结果。以刘若辰的《<论语>之经理人的职业修养》

（中国海关，2013年）为代表的论文都把儒家处世智

慧运用到职业经理人职业之中。笔者认为职业经理人

在各种职业之中与儒家道德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属于

儒家商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秦作为一个游士

社会，儒士与君主保持着离合的自由度。秦朝确立大

一统帝国之后，儒家作为臣，就失去了这种自由度。

“处士”是儒家的在野状态，但是却可能出仕。职业

经理人不同于儒臣的地方就在于其具有自由度，同时

又能够忠实履行职责。

（四）对医德的涵养

以“儒家医德”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100多条结

果。以“儒医”为主题进行检索，发现300多条结果。

王进的《儒医的文脉溯源与时代思辨》（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2019）认为“儒医”是“在思想上理解

并接受儒家文化理念，行动上遵行儒家厚德怀仁道，

又以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为其内心准则”的社群概念。

孙新红的《新仁学视域下的儒医新论》（孔子研究，

2017）借鉴新仁学并提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悬

壶济世之‘仁心仁术’思想，‘以生为本，以诚为魂’

的济世救人之‘人命至重’思想，‘以道为归，以通为

路’的大医精诚之‘普通一等’思想，‘清心寡欲’的

淡泊名利之‘廉洁行医’思想。”而王璐颖的《儒家

“仁爱”思想对医生职业精神建设的启示》（医学与

社会，2011）则说明“仁爱”是儒家医德的核心价值

观。杜刚的《浅析儒家思想对医学道德养成的现实

意义》（医学与哲学(A)，2015）则提到了“爱满天下、

仁慈善良、悲怜生命的仁爱情怀……安神定志，无欲

无求，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高尚医德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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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五）对司法职业道德的涵养

以“儒家”与“司法”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500多

条结果。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是司法工作的

主要担当者，都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找到相关职业道德

的涵养源泉。第一，姜丰建的《《<论语>与法官的职

业思考》（山东审判，2011）认为以仁、恕、恭、宽、

信、敏、惠、知、学、中、和等概念涵养法官的职业道

德。王毓明的《中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华东理工

大学学报，2002）提到了“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礼

之用、和为贵”等伦理价值观。杨敬栓的《儒家“忠

恕”对当今司法之借鉴》（山东审判，2015）则以“忠

恕”观念作为司法调解的重要价值取向。第二，“忠

诚、公正、清廉、严明”是法定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

范。李璐的《传统儒家思想与检察职业道德教育》

（法制与经济，2011）从儒家思想当中对这些规范

进行涵养。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自省慎独”凸显出

来。第三，刘珍的《论儒家思想对培养公安院校大学

生职业道德的作用》（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认为公忠为国、明义重公、重民爱民、秉公执

法、廉洁奉公、敬事而信、行之以忠、见义勇为、成

仁取义等儒家思想有助于培育公安职业道德。郑璐的

《儒警执法理念的若干问题研究》（苏州大学2014年

硕士毕业论文）则提到了“亲民”、“勤学”、道德教

化、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第四，甄文涛的《浅议儒家

敬业思想与律师的职业道德》（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3）提出要以儒家思想中的“立身惟正、仁以爱

民、待人谦虚、处事公正”涵养律师职业道德。

（六）对体育道德的涵养

以儒家与体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351条结果，

而以儒家与体育道德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12篇论

文。刘玉琴、黄晓俊、陈有忠的《论体育唤醒与培育

当代社会，“勇德”精神——基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研究

视角》（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7）认为体育精神与

儒家勇德高度契合。黄艳美的《儒家伦理思想在体育

伦理中的意义》（文教资料，2006）认为儒家伦理思

想中的真、善、美精神有利于遏制体育异化现象。李

启旗的《从儒家思想看中国传统体育礼仪文化》（内

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7）则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儒

家思想与体育礼仪、体育道德的关系。而孔勇的《儒

家文化中道德因素对竞技道德的影响》（曲阜师范大

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则从“仁的思想、义利观、

礼、中庸等方面论述了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因素对竞技

体育的影响”。

（七）对其他（行业）职业道德的涵养

王 莉 的 《 谈 儒 家 思 想 与 会 计 职 业 道 德 》、谢 艳

的《小议秘书职业道德与儒家伦理典范的渊源》、

禄秦剑的《论儒家文化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新闻知识》，2013）、刘安石的《试论儒家“诚”

论对现代档案职业伦理的培育作用》（《云南档案》，

2008）、邱俊玲的《论儒家思想与高校图书馆职业道

德建设》（《文教资料》，2009）、徐炳杰的《试论儒家

伦理对中国古代爱国军人的精神模塑》（孙子研究，

2016）、褚冉冉的《儒家传统美德的传承与高职学生

工匠精神的培育——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为例》（文

教资料，2019）等论文运用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分别

对会计、秘书、新闻从业、档案管理、图书馆、军

人、技术工匠等行业道德与职业道德进行了论述。

二、对职业道德的理论建构

笔者认为必须分为三个层面讨论儒家与职业道德

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材料涵养、支

撑现代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这个思路比较宽泛。仁

义礼智信都可以算入职业道德之中。第二个层面是儒

家针对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论述，尤其是对各种职

业道德、职业伦理的设计。第三个层面是儒家自身的

职业道德。

（一）宽泛地运用儒家道德涵养职业道德

谢福连的《职业道德与儒家伦理》（商业文化，

2008）提出：“儒家伦理中有很多关于职业道德的描

述，对很多行业都进行了道德标准的界定。用儒家伦

理来发展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并以此推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蔡世锋、王国顺的《儒家思想与

企业职业道德》（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提出：“儒

家主张的仁义之德、诚信不欺、敬业乐群、内省自

强、内圣外王之道等等，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喻长友

的《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

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认为“其（儒

家思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体系中所要求的遵纪守

法、廉洁刚正、以身作则和言行一致与我国社会主义

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具有一致性。”

（二）具体意义上的儒家职业道德观

这一思路是直接就儒家的职业道德进行论述。葛

桦的《论儒家职业道德修养方法》（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2015）从儒家思想中提炼出“学思并重、慎独

自律、榜样感召、躬行践履”的职业道德观，并应用

于当代实际。林建华、张博闻的《论儒家职业教育观

念的缺失及其影响》（继续教育研究，2012）则认为：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目的在于维系伦常关

系，人才培养的关键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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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直接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轻视。”这就否认了儒家对

职业道德的建构努力与成就。郭鲁兵《儒家的职业道

德观》（伦理学研究，2008）提出：“在儒家伦理思想

中，职业道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对儒家伦理思

想的现代解读的成果中鲜有所及。孔子所提出的“敬

事而信”、“行之以忠”等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在职业

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

（三）儒家自身的职业道德意识

儒 家 最 初 的 来 源 是 上 古 的“ 巫 祝 ”。 余 治 平 的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社会科学，2011）

认为“脱胎于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门以祝、宗、卜、

史为职业的人群”最终形成“依靠治丧、相礼为生”

的原始儒家，进而认为荀子的《儒效》篇是“儒家第

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

位，其活动舞台也已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

笔者认为该文实际说明儒家从最初的祭祀职官完成

了政治化，从而以“求仕”、济世的状态上升为“儒

官”、“儒臣”。从孔子开始，儒家实现了从相礼之儒

到义理之儒的转化。儒家从巫祝身份，实现了从政、

从教的重大转变。《荀子·儒效》《礼记·儒行》《孔

子家语·儒行解》都对儒家立身行事进行了规范。儒

者在野就是“士君子”（处士），在朝就是“士大夫”

（朝士）。从而“士”成为儒家的身份自觉。

三、用具体德目涵养职业道德

工作者在职业场所面对着工作的工作本身、领导

者、工作对象这三项重要内容。工作者对工作本身要

“敬业”，对领导者与指令要做到“忠实”，对工作对

象要讲求诚信。进而，笔者认为，敬业、忠德、诚信

具有强烈的职业道德属性。再就是“廉耻”、孝道都有

深刻的职业道德含义。

（一）以敬业涵养职业道德

以敬业与儒家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37条结果。刘

永春、肖群忠的《论儒家思想中的敬业精神》（道德

与文明，2016）把儒家敬业精神概括为“以仁为业、

博施济众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工作风

貌；严肃谨慎、主一无适的执事态度；忠于职守，尽心

竭力的职业操守；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精艺之道”。

敬业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得到了充分体现。肖芬芳

的《现代敬业观的建构：从“敬事”到“敬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认为“敬事”表现为内

在心理(敬心)和外在规范(礼)的统一，而“现代敬业观

念”则在“对职业技能的强调中解构了传统‘敬事’观

念所具有的超越性”。这就要求以敬事回补敬业。张

萃萍《儒家敬业观与社会主义敬业精神建设》（科学

社会主义，2000）则抽取出忠勤、自强、奉献作为敬

业的三个重要维度，并且以此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二）以忠德涵养职业道德

以忠与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了少量结果。

白奚、范鹏的《传统“忠”德与现代职业道德》（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提到：“古代知

识分子实际上是以“事君”、“事主”的职业的，忠君

实际上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广义的忠作

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活动表

现出来。具体来说，它在忠诚、忠信、忠敬、忠恕、

忠直中得到展开。”这就把忠德从君臣封建伦理关系

之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职业道德的重要维度。欧阳

辉纯的《文化传承视野中朱熹忠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道德与文明，2017）认为存在“职业之忠”，并且

“有利于职业道德的提升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忠

德”作为职业道德，更多地是以“忠诚”形态体现出

来。职业忠诚度也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的重要课题。

（三）以诚信涵养职业道德

以诚信、儒家、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29篇条

结果。陈莉佳、胡军的文章都是把儒家诚信运用到公

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上。刘远芝的《讲求诚信，回归传

统美德——从“老字号”牌匾看诚信问题》（胜利油田

职工大学学报，2006）提到：“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商界基本的民俗道德规范，这在老字号

的牌匾中就有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儒家思想、民

间信仰、农耕文化的影响。”李新庚的《儒家诚信文

化与当代企业信用建设》（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06）提出“儒家诚信观可以转化为现代经济伦

理，成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

企业经营者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实际是把诚

信纳入到职业道德之中。

（四）以孝道涵养职业道德

以孝与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60条结果。其中

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养老产业、护理事业需要贯彻孝

道。罗清平的《孝文化视角下高职养老专业学生职业

素养的培育与践行》（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强调培养“三老(尊老为先、助老为乐、护老

为责)五心（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恒心）”的

职业素养。另外就是用孝道进行责任意识教育。梅立

菊的《<孝经>责任观对大学生责任意识提高的启示》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看到了当代大学

生责任意识不足、职业责任意识模糊和社会责任意识

弱化的问题，提出要“借鉴《孝经》责任观”、“树立正

确的职业观”。宗超的《传统孝文化对当前公务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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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建设的价值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3硕士毕业论

文）认为传统孝文化有助于培养公务员的服务群众、

廉洁奉公、文明行政、忠诚敬业等思想。

四、用儒家经典涵养职业道德

儒家对职业道德的论述散见于经典之中。其中尤

以《周礼》《论语》《荀子》最为突出。

（一）用《周礼》涵养职业道德

以周礼与职官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122条结果。

陈继红的《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

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伦理学研究，

2011）认为先秦儒家所谓四民之职业分工，具有了浓

重的政治伦理意蕴。由此可见，职官对职业的挤压。

但是职官思想具有与现代职业的相通性。现代政府

同样把公务员、官员、司法工作、事业单位人员看

作是“职业”。因此，研究儒家的职业道德依然需要

观照《周礼》。祁志祥的《<周礼>的人文价值：设官

分职、得民为本》（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提出

《周礼》是系统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官分工的法规

总集。倪爱山的《试论周代官僚职能的分化》（安徽

教育学院学报，2002）认为周的发展在官制上同样有

所表现，并为日后行政机构的分化和职官身份制的突

破奠定了基础。黄玉顺的《“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

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

认为《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那些具体的制度

规范设计，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笔者认

为《周礼》“职官思想”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伦

理，却最能代表职业伦理的思想源头。研究职官思想

有助于避免儒家伦理的过度政治化、家庭化、宗法

化，从而以职业化思维走出泛伦理主义迷雾，更好地

对接现代治理。

（二）用《论语》涵养职业道德

以论语与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72条结果。

熊文洋、朱方长的《儒家敬业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

析 —— 以 < 论 语 > 为 基 础 》（ 湖 北 函 授 大 学 学 报 ，

2017）以《论语》为基础，从基本内涵，从职业态度、

职业责任、职业精神三个方面分析儒家的敬业理念。

闫丽的《<论语>的敬业思想探析》（河北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2016）总结出“勤敏谨慎、积极主动的职业态

度；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职业能力；以仁为重、济

世安民的职业信仰”。而徐平利的《孔子为什么反对职

业教育——<论语>“君子不器”再认识》（职教论坛，

2017）则提出相反观点。他的理由是孔子的六艺不是

谋生手段。而作为专才的平民工匠不属于儒家学校教

育的培养对象，儒学制度下不可能诞生职业教育。

（三）用《孟子》涵养职业道德

以孟子与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38条结果。宋

茂军的《孟子道德教育思想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启示

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硕士毕业论文）是其中的代

表作品。曾海军的《论“术不可不慎”——孟子的职业

之道发微》（现代哲学，2019）突出了“慎择其业”的

思想。马秋丽的《孟子的“天爵人爵”思想及其对新

时代公职人员职业伦理构建的价值》（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认为“得人修天”寄托了对

既得人爵的官员持之以恒修养天爵的期待，并对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进行了涵养。

（四）用《荀子》涵养职业道德

以荀子与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20条结果。

徐志新的《简论荀子分职分工思想——从“礼义”“法

度”原则到“农士工商”职业序列变化》（现代财经，

2009）认为荀子主张根据人的社会性实行合理的社会

分工；在对传统士农工商分职分工思想进行质疑的基

础上，提出了农本商末思想，并逐步凝炼成“务本禁

末”论，并提出了新的社会职业序列——农士工商。

（五）用《礼记》涵养职业道德

以礼记与职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5条结果。何

澜的《从<礼记·学记>看教师职业道德》（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2007）以《礼记·学记》为依据，阐述教

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并列举了“道之以德、学以明

善；敬岗爱业、恪尽职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爱生

亲徒、诲人不倦；终身学习、与时俱进等为师之道”。

结语：儒家职业道德的总体性评价

“敬业”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价值观，体现在

管子、孔子、荀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话语与经典之中。

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而官僚制

度的本质则是职官制度。职官、职分虽然不同于职

业，但是其敬业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廉耻意

识、忠孝意识都有助于涵养现代职业道德。而儒家自

身对官德、政德、师德师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

商德、医德、警德等各个方面都有对接与涵养的思想

资源。但需要注意的是儒家职业伦理的重要性长期屈

从于政治伦理，也为家庭伦理所掩盖。其职官思想不

同于现代职业理念。儒家的职业理想与人生理想、社

会政治理想高度融合，缺乏领域划分，最终导致伦理

主义的高度泛化。

崔锁江：儒家职业伦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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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1]。党的十九大将其写入党章，并确立为我们党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18年3月11日，载入宪

法[2]。国内外学术界围绕着这一重大思想，展开了一

系列深入研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在2017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排在第一位[3]。本文借助

cnki收录文献的定量统计，梳理和归纳相关研究成

果，研究分析其主要成就、特点和不足，为更加深入

系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获取

利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选择期刊、博士、硕

士和国内会议4个子库为文献来源；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检索文献资料，学科

领域不限，发表文献年度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本

文数据收集时，已在下载数据时逐页检查检索结果，

对在检索的结果中出现约稿函、启事、新闻、会议

通知、会议发言等信息均已删除，保证了数据的准确

性，文献检索日期为2020年2月21日，符合检索条件的

文献共4680篇。

（二）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华裔教授陈超美

创制研发的一款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分析工具，适用于

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分析。这一工具集数据

挖掘、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等功能于一体，用以观察和

分析某个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发展趋势，以及研究

前沿与知识基础、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相互联系[4]。本

文使用CiteSpace 这一分析工具，对检索出的文献转

换保存，按照相关格式要求导入软件。依托该软件，

按照术语、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分析，按照作者、机

构、国家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对连线、算法分析等信

息按照所分析内容进行相应选择，进而得到相应的可

视化知识图谱[5]。

二、知识图谱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主题与核心内容的高度凝

练，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可以反映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

的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是根据所引文献中关键词

共现的情况，依据关键词共现频次矩阵绘制。因此，

采取词频分析方法，提取某个研究领域的关键词，

分析其频次高低分布，就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6]。通过CiteSpace，提取2017年-2019年，涉及关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中频

次最高的30个关键词，以静态、合并网显示其共现图

谱，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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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词图谱

由图1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是网络中最大的两个节点，频次

为2272次和1297次；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关键词也出现

在200次以上。

通常认为，中心度>0.1时，中心度较高的节点，

被引用的总次数也比较高的。节点大、频次高的关键

词代表着关注点和研究热点，也可以说明关键词对研

究发展所起的控制作用，进而判断研究热点[7]。根据

关键词图谱导出排名前16位的关键词表，频次、中心

度与关键词信息见表1。表1所列的关键词标志着研究

者一直关心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表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词表

为了进一步得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关键词

共现图谱，并选择聚类功能，得到了8个关键词聚类，

具体见图2。图2用关键词作为聚类标识，以名词短语

标识每个类，从而归纳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研究热点[8]。

图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词聚类图谱

再进一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研究热点，可导出聚类表，每类情况如表2所示，

并在表内列举了每类所对应的关键词。

表2   关键词聚类表

（二）期刊分析

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期刊的载文量、

期刊数量等也是评价研究实力的定量方法之一[9]。通

过文献整理分析，发现刊载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的期刊共1172种，载文

量前20的期刊见表3。

序
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序
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272 1.10 9 牢记使命 195 0.19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136 0.77 10 中华民族 5 0.17

3 马克思主义 203 0.42 11 社会主义 43 0.17

4 新时代 685 0.34 12 中国共产党 71 0.16

5 习近平总书记 359 0.31 13 以人民为中心 69 0.15

6 习近平 1297 0.26 14 中国特色 4 0.10

7 社会主要矛盾 71 0.23 15 十九大 53 0.10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3 0.22 16 主题教育 140 0.08

聚类
编号

个
数 S值 平均

年份 对数似然率

0 13 0.95 2018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214.64，1.0E-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186.96，1.0E-4)； 新发展理念 (161.5，1.0E-4)

1 8 0.86 2018
牢记使命 (626.56，1.0E-4)；主题教育 (491.27，1.0E-
4)；习近平 (263.07，1.0E-4)

2 7 0.791 20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48.58，1.0E-4)；习近平 
(136.89，1.0E-4)；两个维护 (123.16，1.0E-4)

3 6 0.608 2017
习 近 平 ( 4 2 3 . 0 4 ，1 . 0 E - 4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235.86，1.0E-4)；人类命运共同体 (131.13，1.0E-4)

4 5 0.918 2017
新时代 (287.5，1.0E-4)；思想政治教育 (160.07，
1.0E-4)；大学生 (156.37，1.0E-4)

5 5 0.84 2017
坚持和发展 (142.51，1.0E-4)；马克思主义 (60.45， 
1.0E-4)；行动指南 (38.69，1.0E-4)

6 4 0.956 2017
社会主要矛盾 (158.03，1.0E-4)；历史方位 (74.1， 
1.0E-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59.89，1.0E-4)

7 4 0.394 2017
十九大 (114.34，1.0E-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7.9，1.0E-4)；中国特色 (40.18，1.0E-4)

崔玉珍，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实力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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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文前20期刊

由表3可知，《人民论坛》期刊发表的文献数量

最多，共发表了76篇，占有效文献总数的1.62％；

排在第二的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共发表58篇，

占1.24％；还有《理论导报》发表33篇，占11.01％；

《党建》发表36篇，占0.77％；《广西社会科学》期

刊发表36篇，占0.77％；《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35

篇，占0.75％。排名前20位的期刊被CSSCI收录的有8

种，占40％，占期刊总数的0.68％，载文量749篇，占检

索文献总数的16％，由此可以认为，《人民论坛》《思

想理论教育导刊》《党建》《广西社会科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刊物[10]。

（三）作者分析

通过CiteSpace，将Author设为节点类型，可以得

到有关论文作者的分布图谱，如图3所示。图谱中，

节点的大小，表明作者出现的频次；连线的粗细，代表

共现关系强度。

图3  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从图3可以看出，有30位作者发表论文5篇以上，

共发表论文221篇，占总数的4.72％，人均每年发表

2.46篇。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是韩庆祥、周良发、

石仲泉、刘伟、肖亚庆、顾海良、祝小茗7位作者，

依次发表论文18篇、13篇、12篇、12篇、12篇、10篇、

10篇，年均发表6篇、4.33篇、4篇、4篇、4篇、3.33篇、

3.33篇，作者的机构分别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省公安厅长白山公安

局边境管理支队。这说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作者分布广泛，尚未形成真正

的“核心作者群”[11]。

（四） 机构研究

2017年，为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新思想的研究和

阐释，党中央批准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科院、

国防大学、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10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这些研究机构隶属

国家部委，高层研究机构，省、市、高等院校，主体多

样，类型多元，辐射地域广，研究队伍和科研实力十分

雄厚[12]。

除此之外，各地区各相关机构都把研究阐释新思

想作为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形

成了一支浩荡的研究大军。

机构发文能说明某一具体的单位在某领域理论研

究及学科发展中的综合实力及其在本学科领域内对学

界的影响[13]。

通过CiteSpace，得出研究机构的共现知识图谱，

如图4所示。

序
号

期刊名称 学 科
是否
CSSCI
检索

出
版
地

载
文
量

占比
（％）

1 人民论坛 政治军事法律综合 是 北京 76 1.62

2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 是 北京 58 1.24

3 新湘评论 政治军事法律综合 否 湖南 50 1.07

4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中等教育 否 陕西 43 0.92

5 理论导报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否 江西 40 0.85

6 新西部（下半月） 经济体制改革 否 陕西 39 0.83

7 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 否 山西 38 0.81

8 党建 中国共产党 是 北京 36 0.77

9 广西社会科学 教育综合 是 广西 36 0.77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 是 北京 35 0.75

11 秘书工作 管理学 否 北京 34 0.73

12 前线 政治军事法律综合 是 北京 34 0.73

13 中国监察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否 北京 30 0.64

14 思想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 是 北京 30 0.64

15 法治与社会 政治法律 否 陕西 29 0.62

16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中国共产党 是 湖北 29 0.62

17 学理论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否 黑龙江 29 0.62

18 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 政治军事法律综合 否 山东 28 0.60

19 观察与思考 教育综合 否 浙江 28 0.60

20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否 福建 27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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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从图4可以看出，中央党校是发表论文最多的研

究机构，共发表论文75篇，占1.61％。其次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发表71篇，占1.52％。再次是中国人民

大学，发表40篇，占0.85％。排名靠前的还有武汉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

大学、西南大学、南开大学。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

共发表论文324篇，占发文量的6.92％。从分析情况

看，对新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层科研机构和高等

院校。

三、 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既牢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

实践，又深深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和基

本国情[14]。综合作者单位、发文机构情况分析，可以

看出，对新思想研究的区域集聚性特征较为明显，北

京、安徽已成为研究新思想的集聚区[10]。新思想提出

以来，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5]：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

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正是在顺应世界大势和历

史潮流、回应民族发展、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维

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历

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正是

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深邃思考、科学

把握、深刻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

断丰富发展的。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

富，涵盖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广

泛分布各个学科领域，既提出了目标任务，也提出解

决方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构成了一个系统完

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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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兼顾做好基层党建和业务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发挥高校党的领导最大优势的紧迫要求，是一项基本建设、基础工程。笔者从促进高校基层党建与

业务工作相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入手，解析基层“两张皮”问题的新表现新动向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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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党委（党组）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要求“党委（党组）

应当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各项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

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

起落实、一起检查”。[1]他强调，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

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党建工作才

能找准定位。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破解

高校基层党建和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推动党的

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实现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双促进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一）统筹兼顾做好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是新时

代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必然需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环境、工作重心等

发生了深刻变化。[2]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只有不断创新

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之中，促进党建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以服务大局的实际成效作为

检验党组织工作的主要标准，才能推动党的建设，切实

提高党组织解决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党的领导基石是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只有基层党组织在各种风险考验面前，真正成

为坚强的战斗堡垒，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才有了重要

保证。相反，如果软弱涣散，就必然失去战斗力，成

为薄弱环节和突破口。只有把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渗透融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及时解决业务工作中出现

的矛盾，单位的工作才能蒸蒸日上，党组织建设也才

能收到更大效果。如果党建工作不同业务工作结合，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无从谈起，发挥党的政

治优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统筹兼顾做好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是适应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现实需要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

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

的坚强阵地。”[3]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底线标

准”和“第一标准”，敬终如始贯彻；把政治效益作为

“最高价值”和“最高追求”，持之以恒争取。

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过

程中，高等教育面临一系列改革发展难题，比如：如

何提高学生培养质量，让学生们走出校门时能够更

好地承担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使命；如何缓解“重研轻

教”倾向，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审制度，让科研

型和教学型教师、让各年龄段的教师都能各得其所、

各取所需；如何进一步完善一流学科管理制度，合理

配置学科发展资源，让政府、社会群体等更加有效的

参与学术兴校战略实施；等等。解决这一系列难点问

题，提升广大师生的归属感获得感，需要各级党组织

充分发挥“指挥部”和“战斗部”作用，真正实现党建

和业务工作相融合双促进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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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筹兼顾做好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是创建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需要

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实践，必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奋力

推进，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

最本质特征、使之成为高校改革发展的最大优势。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

新、国际交流合作，不仅是大学肩负的重要使命，也

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各项党建和业务工作密不可

分，必须统筹兼顾落实在基层。因此，要把更多的力

量放到基层，把更多的问题解决在基层，不可忽视基

层党组织的固本强基作用。基层党组织承担对每一名

共产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责任。基层党组织的

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党

的建设的成败。近年来，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党员队伍党性观念得到强化，但对标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距离师生员工的期待，仍

存在不少问题。这其中党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

题，已成为制约党的建设质量提升和影响基层党组织

作用发挥的重要瓶颈，需要下功夫研究解决。

二、高校基层党建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新表现

（一）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之间融合度不够

有的在工作部署、检查和考核上，未将党建工作

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动；有的虽然将党建工

作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纳入工作目标任务，但管理制

度、问责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激励制度等并不适应

二者同频共振的要求，缺乏系统有效的制度保障；有

的找不到党的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抓不住党的

工作推动中心工作的突破口，往往想服务却服务不到

位，想帮忙却帮不到点子上；有的就党建抓党建，与

业务工作形成两条平行线，起不到对业务工作的推动

作用；有的不能适应高校改革发展稳定的目标要求，

缺乏改革创新的勇气和魄力，缺少将党建与业务有机

融合的规划设计，工作思路和模式仍被旧的观念和机

制束缚。

（二）形式主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服务效能不

够凸显

当前高校党支部数量多，业务工作涉及教学、科

研、管理等各领域。党建活动有时不能根据学科或业

务特征进行有的放矢地开展，针对性不够强；有的为

完成任务、应付差事，以学习次数达标为目标，但内容

单调、效果单薄，党员教育形式单一；有的重形式轻

效果，过度注重留痕，有做样子、走过场的倾向；有

的处于“上面布置，下面执行”，当“传声筒”的被动

状态；有的不能将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作为工作出发点

和落脚点，关心师生的思想动态和所求所需不够及时

主动，联系党外知识分子不够紧密，与党外人士开展

谈心谈话和联谊交友工作不到位，寓思想政治引领于

管理服务之中的方法不多。

（三）组织设置存在“盲区”，与业务联系不够紧

密

教工党支部建设方面，以学科建设和学术兴校的

目标导向不明确，尚未打破以专业为基础的传统设置

方式，不能适应办学形势的新变化和新需求。比如：

跨所系建立的重大攻关项目团队、青年学者交叉团队

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群体中仍存在覆盖盲点，工作活力

不够。学生党支部建设方面，一是因低年级本科生党

员人数较少，党支部大多由同一专业多个年级的本科

生或者由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同组成，开展学习实践活

动针对性和特色性不强；二是针对90、00后大学生的

思想特点，党组织覆盖学习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度广度

不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不够，开展“三全

育人”方法不够灵活多样。

三、实现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双促进

的对策思考

（一）思想层面要“破”——破除旧观念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基

层党组织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

层落地落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好“两个维护”，必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突出政治功能，自觉遵循党建工作规律，把党建工作

放到事业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紧紧围绕中心工

作研究部署党建工作，为中心任务的完成营造良好环

境，为业务工作真正提供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以业

务工作为载体，从业务工作汲取养分，推动业务工作

难点堵点问题解决，是基层党组织解决“两张皮”问

题的一剂良药。其效果取决于党务工作者转变思路、

创新方法，取决于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同心同

德、用心工作。[4]比如：通过党建立项工作，创新党建

工作载体，引导基层党支部紧密围绕科研教学、人才

培养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中心任务开展支部活动，

起到促进新兴学科交叉融合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创新支部活动形式和内容，通过创建党员责

任区、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岗，深化校地（企）支

部共建、开展结对帮扶等，引导党员在立足本职、奉

献社会实践中受到教育。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工作思

路，打造一批永葆初心、信念坚定、勇担使命的干部

队伍，才能为事业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提供源源不

断的源头活水。 

（二）实践层面要“解”——解决老问题

马毓轩：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统筹兼顾双促进研究



22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提 高 党 的 建 设 质 量 ，必 须

“处理好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关系，既要以目标

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又要

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
[1] 建设一流大学，做强学科是目标，为国家发展服务

是目标，基层党建工作应紧密围绕这一目标开展系统

谋划。一是组织设置同步。党支部设置以基层单位单

独组建为主要方式，尽量减少联合支部，从组织设置

上有利于党支部在本单位作用发挥。探索依托重大项

目组、重点课题组、科研攻关大平台、学科交叉团队

等设置教工党支部，依托社团组织、学生公寓、实习

实践基地等设置学生党支部，推动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向最具创新能力、最具生机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基

层组织拓展，逐步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和照亮区，确

保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建设就跟

进到哪里、广大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哪

里、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到哪里。二是政治业务同行。

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和组织师生学习，应把政治理论

学习与政策业务学习、党的工作与中心工作、思想实

际与工作贯通结合起来，立足本职和岗位，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搭建多样化的平台载体，切实解决形式单

一、内容单调问题，让党员和师生愿意学、学得懂、

收获大，在提高政治素质的同时增强业务能力，增强

学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党政工作同责。基层

党组织负责人与行政负责人作为主要负责人，对本单

位发展稳定等工作担负主体责任，有利于党政同心同

向相互配合，有助于“两张皮”问题解决。

（三）制度层面要“立”——建立新机制

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关键是健全制度机制，包括领导体制、

工作机制、考核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工作责任制

等，建立健全以党建工作推动中心工作、以中心工作

完成情况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长效机制。其中，形成

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尤为重要。基层

党组织要保证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及上级决定、指

示的贯彻执行，不包揽本单位行政事务，支持行政负

责人开展日常事务。基层行政组织要自觉接受党组织

的监督，确保党政同频共振、同心协力。结合高校实

际情况，可探索建立系务会制度。通过召开党支部委

员会成员和行政负责人联席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

则讨论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成为本单位最高决策形

式，从制度机制上保证党政合心、合力、合拍，把解

决师生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通过会前

自下而上听取意见，会后自上而下部署落实，既促进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提升，最大程度汇聚民智、反

映民意，提高决策效率，又能更直接有效地动员组织

宣传群众，团结带领师生员工推动完成中心任务。应

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发挥他们在民主管理与民

主监督中的作用，通过教代会和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

等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本单位

师生员工的内心动力和创新潜力。

（四）效果层面要“实”——掌握主动权

一是服务群众要增温。加强基层党建，必须贯彻

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其中，转化消极因素的能力至关重要。基

层组织工作难度大、困难多，有许多工作直接关系到

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组织要敢于治理自己的小环

境，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严格按规定办事；层

层负责、奖罚分明，大力树立正气，表彰先进，反对不

良倾向。还要上下支持，相互体量避免“上有压力，

下有阻力，中间受气”的现象发生。二是检验标准看

实绩。坚持把教育改革和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实际成

效作为考察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主要标准，这是加强基

层党建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鉴于此，基层党组织要

主动适应和积极参与本单位的改革，在改革中掌握主

动权，真正有所作为。党组织要始终站在改革的第一

线，把改革看成是自己的事，是党的事业。[5]基层党的

工作要结合行政业务工作去做。党政领导干部应深刻

认识到，“合”是异曲同工，“分”是两败俱伤。三是手

段方法需创新。基层党组织长效机制的构建和党建工

作的优化创新需要与时俱进、因势而新。新媒体时代

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各种通讯工具和手段的广泛

运用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

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科学的分析研判，广泛使用视

频会议、微信群等在线交流方式，将线上线下有机融

合，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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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关于戏剧本质和戏剧目的等戏剧理念的认识上，索因卡和荒诞派戏剧有精神相通之处。从布景设置、

戏剧情节、戏剧语言等方面来看，他的《路》和《疯子与专家》这两部最晦涩难解的剧本，具有以诗意形象进行思

考的倾向，荒诞特征突出。但是索因卡对荒诞派戏剧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进行了一些创造性变革。他把时代的

氛围和对时代命运的思考以最小的模糊性呈现出来，他的人物塑造遵循个性化和典型化原则，表现手法丰富，而且

融入了很多本土元素。这些努力使得他的荒诞哲理剧成为具有个人特征的高度风格化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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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部非洲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尼日利亚作

家索因卡对非洲现当代戏剧有深远影响。学界一般

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索因卡创作的成熟时期，

也是其风格的形成时期。面对本土与外来多元戏剧传

统的影响，索因卡逐渐形成了“有目的的、独立自主

地选择的‘选择性的折中主义’”[1]44艺术主张。在创

作的成熟期，他努力实践这一艺术理念，致力于将非

欧古今的戏剧资源以开放的态度在兼收并蓄的基础

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因此，研究者奥因•奥昆巴

指出：“索因卡的戏剧艺术是传统与大胆革新的混合

品。”[2]9在这一时期索因卡创作的仪式剧、哲理剧和

讽刺剧中，“讽刺、幽默、怪诞和喜剧性以及神秘的寓

言成分全都生气盎然”[3]446。但也因为多元艺术元素

的混合杂糅，这一时期的戏剧普遍晦涩难解，尤其是

《路》、《疯子与专家》这两部剧本，往往令人联想起

荒诞派戏剧。从戏剧的布景设置、戏剧情节、戏剧语

言等方面来看，这两部剧本的确荒诞特征突出。

然而，索因卡虽然吸收了荒诞派戏剧的某些理

念，但他对荒诞派戏剧并非亦步亦趋地简单模仿，

而 是 进 行 了 许 多 创 造 性 的 变 革 ，这 些 变 革 使 他 的

《路》、《疯子与专家》等剧本有别于欧洲的荒诞派戏

剧而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

一、面向存在体验的戏剧

荒诞派戏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欧洲的一

个反传统的戏剧流派，其理论支撑是存在主义哲学。

该戏剧流派认为世界是与人为敌的，人生活在与自己

脱节的环境中，既不能自已，也无法与他人沟通，因

而生命是孤独痛苦的，存在是无意义的。荒诞派戏剧

的代表人物尤涅斯库用荒诞来概括人类的这种处境：

“荒诞是缺乏目的……切断了他的宗教的、形而上

的超验的根基，人迷失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意

义、荒诞、没有用处。”[4]8 这种对存在的看法集中反映

了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

和悲观虚无情绪。

从这样的存在观出发 ，荒诞派戏剧家们认为像

镜子一样再现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只是反映和

描写到了现实的表面，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阐

释生存的实质，对生活提供的解释是虚假的，因此应

当予以摧毁。戏剧应该“‘对观众更深的心灵深处’

说话，它迫使观众给无意义以意义，迫使观众自觉面

对这一处境而不是模糊地感觉它，在笑声中领悟根本

的荒诞性。”[5] 荒诞派戏剧的理论家马丁•艾斯林则指

出：“荒诞派戏剧放弃了关于人类处境荒诞性的争论，

它仅仅表现它的生存——就是说，以具体的舞台形象

来表现存在的荒诞性。”[4]9 简而言之，在荒诞派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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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看来，戏剧的目的不再是描写生活，而是通过使

内在世界具象化的舞台形象让观众去体验存在感受。

通过舞台上的荒诞处境，迫使人们面向存在的真

实处境，把人们从意义的确定性和生活的自满自足中

震醒，重建人们关于自身处境的认识，这是荒诞派戏

剧的首要目的。在揭示人的处境的真实性方面，荒诞

派戏剧是非常严肃和理性的。因此，尤奈斯库在《戏

剧经验谈》中，才会说用对比的方法来摧毁“现实主

义”，但同时又要突出“现实主义”①。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荒诞派戏剧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描绘现实的另

类现实主义戏剧流派。

在对于戏剧本质的认识上，索因卡与荒诞派戏剧

等现代主义戏剧流派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在理念

上，却具有一致性。他在《第四舞台：通过奥冈神话

直抵约鲁巴悲剧的根源》等论文中提出的“仪式悲

剧”理论，既是他从约鲁巴民族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

创建民族戏剧的努力，也是对尼采的酒神精神的最高

体现形式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存在悲剧的有意借鉴。

索因卡借酒神和路神奥贡这个约鲁巴悲剧英雄阐释的

仪式悲剧，其实质也是要把握集体灵魂或宇宙意志的

存在戏剧。②由于集体灵魂和宇宙意志都不是实有的物

质现实，所以借助现实主义的如实再现方法根本无法

呈现，索因卡的成熟期的戏剧（后期面向现实直接发

言的宣传鼓动剧除外）中极少有直接描写现实生活图

景的作品，而是大多采用借用神话、风俗、仪式等资

源去影射现实，以夸张、怪诞、晦涩的手法塑造的陌

生化形象去传达这些精神上的超验时刻。

在戏剧创作的目的上，索因卡坚信戏剧应承担大

众的教育功能。在他看来，“一部作品，必要时就应

是一把铁锤，一颗手榴弹，去击穿炸毁人们认识世界

的僵化模式。……我们实际上并不是要在人的身体里

凿洞……但有机会时，让我们尽力使用词语和风格去

吸引那些通常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解释

他们心灵里的某些肮脏可耻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外表

看，往往会被忽略。”[6]37-38由此可见，同荒诞派戏剧

“试图打破沾沾自喜和不由自主这堵僵死的墙壁，在

面对人的状况的终极真实时重建人对于自身处境的认

识”[4]278一样，索因卡戏剧创作的首要目的也是要突

破表面壁垒和僵化模式，揭示人的内心，重新认识自

己。

《路》、《疯子与专家》这两部戏剧都创作于尼日

利亚内战前后。《路》创作于内战之前，剧本通篇弥

漫着危机四伏的社会里迷失方向的困惑感和找不到出

路的失败感、灾难感。在内战期间，索因卡以莫须有

的罪名被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逮捕，单独囚禁22个月后

才得以释放。创作于被释放之后的《疯子与专家》充

满了怒气和对人性的失望。索因卡创作这两部作品时

的时代背景与二战之后丧失了精神家园的西欧人的精

神困境极为相近。索因卡努力通过“词语和风格”去

传达他那个时代的存在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同荒诞

派戏剧一样，这两部剧本也属于“我们时代的现实主

义剧派”。[7]

二、以诗意的形象进行思考

由于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现实，而是

引导观众去体验存在感受。所以，荒诞派戏剧强调

直觉，排斥逻辑和推论性话语。就戏剧的推进方式来

看，荒诞派戏剧普遍采用的不是逻辑的、历时的散文

组合方式，而是非理性的和寓言性的组合方式。也就

是说，荒诞派戏剧不是以概念的形象，而是以诗意的

形象进行思考。马丁•艾斯林将这种思考方式概括为

戏剧所做的诗意的努力：“诗歌是含糊的和联想的，

努力接近完全非概念性的音乐语言，荒诞派戏剧在把

这种同样具有诗意的努力贯彻到舞台的具体形象中去

的时候，在摒弃逻辑性的推论性的思想和语言方面可

以比纯粹的诗歌走得更远。舞台是一种多维度的媒

介；它允许同时使用视觉形象、动作、灯光和语言。

因此，它适合于传递由所有这些成分对应性相互作用

构成的复杂形象。”[4]282

为了塑造诗意的舞台形象，荒诞派戏剧进行了很

多变革。

第一，在荒诞派剧作家看来，与其描绘现实生活

画面，不如借助象征让大家直面生存本质。在舞台布

景上，他们努力使用直喻手法，赋予物体以生命，使

象征变得具体，把内心现实具体化。如《等待戈多》

两幕戏的舞台布景都是乡间一条路和一棵树这个荒凉

的背景，不同的只是第二幕树上有了四五片树叶，这

个单调不变的场景象征着人类乏味无聊、日日轮回、

生死无能的痛苦处境；《秃头歌女》的舞台布景是没

有个性特点的有普通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内室，这样

的布景暗含着剧情传达的人类处境的普遍适用；品特

的《送菜升降机》的舞台布景是一个有两张床、两扇

门、一个送菜的升降口的地下室房间，暗示着人类的

生存如同被囚禁在牢狱中服刑一样。此外，《椅子》

中把人挤得无处立足的椅子，《秃头歌女》中随意乱

① 参见廖星桥：《法国现当代文学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② 参见拙文《索因卡的“第四舞台”和“仪式悲剧”——以<死亡与国王的马夫>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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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的钟、《阿麦迪或脱身术》中不断生长扩展占据了

大半个舞台的尸体等道具，把在物化世界中现代人的

无聊、孤独、压抑、恐慌与局促不安传达出来。

第二，荒诞派戏剧与现实主义戏剧反映广阔的生

活画面和人生百态的艺术追求相反，努力将舞台上的

人物减至最少。《等待戈多》的上场人物5人；《秃头

歌女》6人，《送菜升降机》2人，《动物园的故事》的

上场人物也只有2人……此外，荒诞派戏剧的不以塑

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为旨归，剧里的人物大多没有个性

特征，更多情况下仅是一种职业或身份符号：《秃头

歌女》中史密斯夫妇口中谈论去世的勃比•华特森，

谈着谈着，一家子都成了勃比•华特森。剧末马丁夫

妇念着同史密斯夫妇一模一样的台词。人物没有个性

特征，完全可以互换而对戏剧主旨毫无影响；在《阿

麦迪或脱身术》中，除了阿麦迪和玛德琳之外，其余

人物没有名字，只有身份符号：一名邮差、一个美国

士兵、第一个警察、第二个警察、窗口上的一个女

人、窗口上的一个男人等。《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

浪汉虽然有固定的名字，但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形象

特质。

第三，在戏剧结构上，荒诞派戏剧往往呈无序状

态。不仅表现在情节杂乱无章或根本没有情节，而且

往往很多具有循环式的戏剧结构，在戏剧的结尾又回

到了开头，整出戏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也没有

提出什么问题。如在《秃头歌女》的结尾，马丁夫妇

像剧本开始时的史密斯夫妇那样坐着，一成不变地念

着史密斯夫妇在第一场戏中的台词；《等待戈多》的

结尾是两个流浪汉依旧像开始时一样，等待永远不会

到来的戈多。

第四，降低语言的地位，追求纯戏剧性。传统戏

剧家们认为，语言是表达戏剧内容的关键，而荒诞派

戏剧家却认为，语言根本无法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

也无法传达真实的存在体验，戏剧应该旨在表达语言

不能够用语词说出的东西。“‘一出戏的真正内容在于

动作’，‘只有通过表演，才能传达真实的全部复杂性 

’。这就是说，语言已经失去作用，只有用动作进行的

表演才是戏剧，才有‘纯戏剧性’”[8]。当然，追求“纯

戏剧性”并不意味着荒诞派戏剧要废除语言，“而是

改变它的作用，特别是降低它的地位。”[4]246其实，很

多情况下，夸张地使用支离破碎、乏味单调的语言，

强化其使用的频次和荒诞的程度，超过一定限度时，

就能创造一个直面怪诞、变形和疯狂的世界的异常感

觉。如《秃头歌女》临近结尾时两对夫妇各自神经质

地、七嘴八舌地、有节奏地呼喊着毫无意义的台词，

越来越快，直至声音的突然中断。对于这样的语言使

用的用意，尤奈斯库的解释更明确：“如果说戏剧的

本质是扩大效果的话,那么就应该尽量地扩大、强调、

激化它的效果，使它达到顶点。……应该使戏剧以漫

画的方式朝着畸形迅速奔驰……使戏剧回到令人无

法忍受的地步，让戏剧把一切推向痛苦的顶点。……

戏剧是感情的极度夸张，脱离真实的夸张。”[9]258对于

语言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创造性使用，也能构成一种独

特的戏剧氛围，作家和演员没有使用逻辑性的语言进

行说教，但却分明使人感受到存在的痛苦。就这样，

“荒诞派戏剧重新获得了把语言仅仅作为它的多维度

诗意形象的成分之一进行使用的自由，语言有时是支

配性的，有时被淹没其中。通过把一个场景中的语言

与动作进行对照，通过把语言变成为毫无意义的喋喋

不休，或者通过为了联想或者谐音而抛弃推论性的逻

辑,荒诞派戏剧开启了一个新的舞台维度。”[4]282

总之，荒诞派戏剧力图通过直喻性的舞台布景、

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无序的戏剧结构和无逻辑的语言

这些诗意组合方式，唤起戏剧的诗意形象。在荒诞派

戏剧建构的艺术世界里，逻辑、概念和推理无法解释

戏剧希望传达的关于存在本质的总体直觉。对于难以

言传、玄奥复杂的存在本质，荒诞派戏剧旨在以本质

上抒情的、诗意的组合来达到集中和深入。于是在剧

院里，荒诞派戏剧向观众发出了吁请：要以诗意的形

象进行思考。

三、《路》、《疯子与专家》的荒诞特征

在《路》和《疯子与专家》这两个剧本中，索因

卡明显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要传达，但却没有使用清晰

的叙事方式去讲故事。两部戏剧的语言暧昧，剧情离

奇，人物形象模糊费解，寓意晦涩。从戏剧的这些特

征上看，这两部戏剧的荒诞倾向突出。

在戏剧布景上，两部戏剧都采用了直喻式的布景

手法。《路》的主要布景是：“……路边一间棚屋，屋

后破烂的篱笆和教堂的一角。教堂的一扇彩色玻璃

窗紧闭着，带十字架的尖顶直矗云霄，望不到头。在

棚屋的一角，向台前方伸出一辆破卡车的后身，车身

歪斜，下面没有车轮。车上挂着招牌‘车祸（货）商

店——各种零件，一应俱全’。”[10]251 这种充满神秘

气息的怪诞与残损的舞台设置营造出了一个灾难与死

亡的舞台氛围。《疯子与专家》的布景要复杂些，它

构建了一个分为三层的垂直舞台空间：最下层的是关

押、审讯、杀害老人的诊所兼地下室；中间层是贝大

姐晾晒草药的场所，也是乞丐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第

三层高出地面，是代表土地与生命的神话形象——两

个老妇人居住的小屋，也是她们向贝大姐传授保护生

命的秘密的地方。逐层增高的物质空间与人性的高低

高文惠，等：索因卡与荒诞派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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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正相匹配。这个布景明显不是环境的实像，而是

打乱现实空间秩序的神秘幻象。草药是连接三个空间

的物象，草药的储备是贝大姐爱的显现，有毒的草药

也被贝罗用于引诱父亲自杀，而高处的老妇人则是草

药的具象化，代表着对人类惩罚或救赎的力量。在戏

剧的最后一场，剧情在三个空间同时展开。老人在地

下室被儿子杀死、老妇人愤然离开小屋，引燃草药，

这是神灵对不知敬畏的人的惩罚，也是索因卡对人性

丧失的社会的谴责。《疯子与专家》对物理空间的分

层处理，形成了角色之间的精神鸿沟和作者的情感层

次。总之，在索因卡的艺术处理下，布景这些没有生

命的东西有了活力，具有了丰富的象征寓意。可以

说，《路》与《疯子与专家》的戏剧布景实现了荒诞派

戏剧关于形式即内容的追求。

在戏剧情节方面，表面上看，两部戏剧都有些

荒诞不经。《路》的核心情节是车祸商店的经验者、

言行怪异的教授四处寻找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生死的

奥秘。他到基督教堂、路上的车祸现场和酒吧这些

地方去寻找，在每一个可能的事情上做实验。但启示

到底是什么，始终是云遮雾绕、不明所以。而作为戏

剧潜在主角的崎岖不平的路，凶险叵测，事故频发，

像蜘蛛毁灭落入蛛网的苍蝇一样随时毁灭上路的司机

和乘客。但教授却认为路上藏着生死的奥秘，直到剧

终，教授在集体狂欢后被小东京杀死，临死前还在呼

吁“要像路一样呼吸，变成路，在梦中盘旋吧，狡诈

地平躺着，听到信任的脚步声就探起头来，袭击对它

怀着信任的旅客，把他囫囵吞掉或者在地上压得粉

碎……要像路一样呼吸，像路一样平展……”[10]333教

授之死是全剧的高潮，他的演讲激情而且富有诗意，

但依旧令人费解，既然路如此狡诈地袭击信任者，那

为什么还要督促人们上路呢？这个演讲并没有给出人

们所期待的路的意义和启示所指的明确的答案，因

此也就给阐释敞开了自由的空间。《疯子与专家》的

剧情更加离奇，由治病救人的医生变为刑讯专家的贝

罗，派四个残疾人监管关在地下室里的疯子父亲，而

老人之所以发疯，并被视为危险人物，是因为他四处

传播食人肉合法、不食人肉浪费的as哲学。而贝罗最

后开枪杀死父亲则被视为克服了全部感情上的弱点，

是对as神的彻底皈依。那么“as”这个宗教的要义到

底是什么？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人性的还是非

人性的？实际上，从混乱不堪、不知所云的破碎的独

白和对白中，可以看出老人一直试图对“as”进行界

定，但同《路》的结局一样，直到老人死去，读者和

观众也没有得到清晰准确的答案。

两部戏剧的晦涩难解还源于其戏剧语言。《路》

中有些场景的人物对话单调无聊，对推动戏剧发展没

有什么实际意义，有些场景的人物对话又隐含太多传

统观念而显得神秘隐晦，中心人物教授的语言则通篇

给人故弄玄虚之感；《疯子与专家》的语言更是扑朔

迷离：癫痫病人阿发按英文字母顺序对“as”神含义的

解释，乞丐们在地下室里和老人间的对话，阿发、瞎

子和老人的演讲，乞丐们的演唱的歌曲等等，纯粹是

些文字游戏，甚至有些地方没有标点符号。这样的语

言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也颠覆了人们对戏剧的欣赏习

惯。

总之，从布景、情节、语言等方面来看，《路》、

《疯子与专家》这两部剧具有突出的荒诞特征。直喻

的布景、荒诞不经的情节、不合逻辑的语言打造的戏

剧世界，虽然令对戏剧的理性分析陷入困境，但是却

营造出了一种人人都分明能够感受得到却又难以言

传的困惑、灾难、失望甚至绝望的舞台氛围。在这个

意义上，两部戏剧都属于适于感受和体验的荒诞哲理

剧。

四、索因卡的创造性变革

从《路》和《疯子与专家》来看，索因卡的创作

的确受到了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原创性的

创作还是对经典剧本的改写，索因卡对外来资源从来

不是简单模仿，他有一种独特的系统消化能力，总是

能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人特色，《路》

和《疯子与专家》亦如是。他的这些荒诞哲理剧具有

鲜明的个人烙印，是一种吸收基础上的创造性变革。

在主题表达上，《路》和《疯子与专家》有别于荒

诞派戏剧的虚化时代背景的寓言化追求，它们与现实

生活的语境更贴近一些。

在《路》中，车祸频出的路是剧中将所有人物连

接在一起的核心意象。表层来看，这一意象出自索因

卡20世纪60年代带领自己的剧团往返伊巴丹和拉各

斯凶险的山路的直接体验。索因卡自己曾经对此有过

明确的表述：“《路》以我个人熟悉的事物为基础，

这个事物是我从路的特定方面发展出来的…它源自我

在路上的旅行的非常奇怪的个人经历。写作这个剧本

几乎是一种驱魔。…它涉及死亡的现实。”[11]65但路传

达出来的现实意义要远比作者说出来的复杂。在象征

层面上，路似乎指向独立前后的尼日利亚社会变迁。

《路》里的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尼日利亚现实生活

中的，尤其是与道路相关的各个阶层：车祸幸存者、

失业的司机、售票员、与政客勾结的流氓打手、雇佣

打手的政客、信奉有利可图原则的警察等。有靠体力

劳动吃饭的劳动阶层，有与暴力相关的统治者及其帮

佣，也有富有创造性但对现实失望和对出路迷惘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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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精英……这些角色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尼日

利亚现实社会生活的缩影。某种意义上，教授是高于

这群乌合之众的角色，他像是一个迷失方向的社会的

领路人。教授对“启示”的寻找，既反映了尼日利亚

社会经历的价值混乱，也体现着作家对解决现实问题

的道路的思考和对解决时代精神困顿的思想资源的探

索。教授对“启示”的寻找主要有三个阶段：基督教

教堂里的寻找，可以视作他以外来的基督教资源拯救

尼日利亚的尝试；在由约鲁巴的路神奥贡控制的路上

的寻找，可以视作他对借助传统文化资源拯救时代的

努力；在众人狂欢的酒吧里对“启示”的寻找，则是他

对价值错乱导致的混乱时代精神的直接体验。在这个

意义上，《路》可以视作20世纪中叶尼日利亚精神变迁

的一个缩影。研究者奥林•奥库巴（Oyin Oguba）就将

《路》的创作意图概括为：“《路》是索因卡通过对政

治暴力、路上的死亡和符咒的呈现，对现代非洲从早

期对基督教的狂热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动乱的一个文

学化的阐释。”[2]125

《疯子与专家》创作于尼日利亚内战之后，作

品中虽然没有给出准确的时代背景，但却处处指向内

战给尼日利亚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父子二人

战后归来，一个变成疯子，一个变成审讯与处决父亲

的刑讯专家；四个乞丐都是战争中落下残疾的退伍

军人，从他们破碎的对白和游戏场景中，处处可见截

肢、处决、罪恶、背叛、控制、利用等具有暴力色彩

的词语；作品中最让人费解的是“as”，所有的情节，

大部分的独白和对话都是围绕着“as”展开。“as”虽

然费解，但也并非无解。某种程度上，表面看来反对

“as”哲学的贝罗实则是“as”信仰的实践者，作为刑

讯专家，他的判断、控制、处决的工作实则体现的就

是as哲学，在他杀死父亲的那一刻，他身上残存的人

性完全消失，他对“as”完成了彻底皈依。四个残疾人

和贝大姐是“as”信仰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老头

儿则可以视作“as”哲学的揭露者。在官方眼里，他

的罪过就在于要对宣传吃人肉合法的“as”哲学进行

定义，从他和乞丐们的语言游戏中，我们似乎可以看

到老人对“as”神的定义，“as”作为社会体制的主要

支柱，“利用”是它的一个本质，与“利用”一起出现

的词语有“只要达到目的”、“哪怕卑鄙无耻”、“不懂

感情”、“不讲人情”、“社会体制里的囊肿”等。“as”

的第二个本质是以控制为手段的权力，按贝罗的说

法，“叫大自然屈服于你的意志，这就是权力”，“最

纯粹意义上的权力，一点禁忌都不复存在。”[10]365贝

罗不仅要去控制生命，甚至狂妄到要去“取缔大地的

权力”。[10]386这些破碎的词语应该可以拼凑出了“as”

的教义的轮廓。因为老头儿抓住了“as”的本质，并且

四处宣讲，他因“把一个不停思索的脑子放进一个残

缺不全的身体”[10]365被权力诊断为疯癫、被监禁、被

处决。作品中两个老婆婆作为超自然的存在，象征着

草药、土地与生命。她们最终因无法忍受被人类践

踏、背叛、当作工具使用而烧毁了草药，惩罚了人类

的背叛。某种程度上，老婆婆燃起的这把大火是索因

卡心中燃烧的愤怒之火的象征。虽然《疯子与专家》

的语言晦涩，情节荒诞，但索因卡写这个剧本的意图

却很明确，他“写这个剧本是为了‘祛魔’；写成这个

剧本，他感到是出了气，是给了那些囚禁他的人以回

击。”[12]这个剧本也被视作“索因卡第一次和自身体验

密切结合的作品”[2]228，被囚禁的老头儿是作家自身经

历的映射，而老头儿对“as”的定义则是对战争中的人

性沦丧的愤怒揭示，是索因卡对自己国家命运至暗时

刻的一种凝视，这种凝视是近于绝望的悲观，愤怒、

失望、痛苦弥漫整个舞台。

有研究者指出：“索因卡的戏剧是神秘的，讽刺

的，一只脚立足于死神阿盖莫（Agemo）①毁灭性的肉

体的灵薄狱，另一只脚紧紧深扎于现代尼日利亚社会

的至暗之处。”[13] 表面荒诞的《路》、《疯子与专家》

其实与现实语境离得很近。可以看出，索因卡创作

《路》、《疯子与专家》这两部剧有很宏大的意图，

他是想通过陌生化的意象和夸张的方式呈现时代氛

围，宣泄个人痛苦与愤怒的同时，也让大家一起来感

受时代。虽然索因卡最终并没有提供时代复杂问题的

解决方案，但这种努力本身是非常严肃的。至于为什

么要采用如此晦涩的方式，在一次访谈中，索因卡做

了如此的解释：“总的来说，我确实从来没有故意要

晦涩。但是复杂的主题有时导致作家要以复杂的方式

来对待。”[6]35继而，在提及《疯子与专家》的晦涩难

解时，索因卡说道“我认为我已然留下了足够多的线

索，我不能做的再明显了，因为我曾被迫承诺不能说

内战期间的经历，而现在，我觉得我再也不用受那个

诺言的束缚了……现在，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告诉大

家，我是故意要破坏这个承诺。我想尽可能公开表明

我的非常生存（指单独囚禁期间的痛苦体验）完全归

功于那个北方人，那个监狱官员的人性，我永远不会

忘记这一点。”[6]39由此可见，结合索因卡创作这两个

剧本时尼日利亚的政治环境和索因卡的现实处境，采

用这样非直接的方式去传递时代感受也是不得已而为

① Agemo，约鲁巴神话中的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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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一种写作策略。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路》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分

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如教授、穆拉诺、柯托奴、萨姆

逊、沙鲁比这样的具有个性化的角色，一类是如小东

京、包打听乔、市长等类型化或符号化角色。《疯子

与专家》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属于个性化角色。也就是

说，两部剧中的大多数角色，尤其是主要角色除了身

份符号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性格特征。如同是司

机，见习司机沙鲁比不惜一切手段，千方百计获得执

照，哪怕是伪造的执照上路。技艺高超的柯托奴则在

经历了两次车祸后，拒绝上路，他对人类和万物怀有

悲悯之心；《疯子与专家》中的四个残疾人虽然从整

体上是深受战争之苦的大众的代表，但又具有自己的

个性特点。曾经是随军牧师的癫痫病患者阿发比其他

三人，更擅长辞令一些，他的发言词藻丰富，文字游

戏玩弄得也更娴熟些；瞎子更善良些，他能够感受到

爱，时常会维护爱的化身贝大姐；两个草药婆婆，一

个性情急躁，另一个态度温和。这些具有个性特征的

人物台词是独有的这一个，互换会导致整个剧本合理

性的坍塌。总之，《路》、《疯子与专家》中的人物形

象与一般的荒诞派戏剧不同，他们大多像现实主义主

义文学作品那样，具有典型意义和个性化特征。

在戏剧结构上，《路》和《疯子与专家》虽然情

节离奇，但却并非无迹可寻。拨开层层迷雾，可以看

到两部剧中都有一个类似传统戏剧或佳构剧的完整的

故事秩序。《路》讲的是教授四处寻找启示不可得最

终被杀的故事，《疯子与专家》的情节可以归纳为战争

毁灭人性的故事。两部剧都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

尾。除了回忆部分之外，剧情基本上是按着时间的历

时顺序向前发展。因而，两部剧的戏剧结构应属于有

序结构。这一点与尤涅斯库对荒诞派戏剧结构的认识

明显不同：“对我来说，一部戏剧的组成不是描述这样

一个故事的发展——那是写小说或者电影。一部戏剧

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它由一系列意识状态或者情境组

成，它们越来越强化，越来越紧密，然后纠缠交织，

不是再次散开，就是以无法忍受的纷乱而告终。”[4]125

简而言之，《路》和《疯子与专家》虽然情节材料是非

理性的，但本质上来看，还是属于叙事剧的范畴。

在表现手法上，《路》和《疯子与专家》在吸收了

欧洲荒诞派戏剧弱化语言，突出动作去唤起舞台诗意

形象的手法之外，又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变革。两部

戏剧在情节的进展中，都不同程度地插入了歌曲、舞

蹈、音乐、游戏、戏中戏等元素，这些元素的使用，

丰富了舞台的视觉和听觉形象，使得戏剧生动多姿。

而像具有民族特色的挽歌、假面舞、鼓乐、摹拟、朗

诵、轮流应答等本土元素的使用，则使戏剧充溢着非

洲故事叙事的特有氛围。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两部戏剧

中的神话元素：《疯子与专家》的超现实维度体现在

象征着草药、土地和生命的两个老妇人形象上。这两

个老妇人是非洲民间关于土地信仰和巫医崇拜的具象

化，也是索因卡以曲笔鞭挞暴力、宣泄愤怒之火的介

质；《路》中的神话元素的使用更复杂些。“路”这个

核心意象本身就来自约鲁巴族的“路”神奥贡信仰，

根据约鲁巴的神话，奥贡是兼具创造和毁灭功能的

神，既是保护者，也是惩罚者。在约鲁巴民间既有奥

贡是联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空间的中间通道的第

一个征服者的神话，也广泛流传着关于饥饿的路吞噬

一切的神话。奥贡的复杂功能应是解开教授最后关于

路的矛盾演讲的关键。在一次访谈中，索因卡提及：

奥贡“代表着人的两重性：创造性和破坏性。……只

有一个事可以保证，那就是以接受大自然挑战的同样

的方式，接受生活和社会的挑战的原则。……我们必

须全部接受行动的否定性可能的层面，然后超越它。

这就是我用奥贡作为代表性的象征的原因，因为它代

表着我们存在的独创性现实”[6]40。索因卡通过路神奥

贡传达的意思或许是：路上虽然有很多风险，但也是

创造性的新秩序形成的开端，所以必须上路。从象征

层面上看，这也是对尼日利亚国家命运的一个阐释和

期待。和路神信仰相关的路神祭祀、司机节活动等习

俗则变成了情节的组成部分。另外，《路》中，还出现

了约鲁巴宗教中主宰生死的神阿盖莫、祖先的鬼魂埃

贡贡、闪电之神山戈等神灵，这些神灵的名字不仅出

现在人物的谈话中，而且以假面舞者的形象出现在舞

台上，使得戏剧具有了神秘的仪式氛围，也预示了戏

剧情节的走向。正是伴随着鼓声响起阿盖莫从地底下

钻出来的节奏，在埃贡贡的疯狂舞蹈中，教授走向了

死亡。总之，神话、信仰、习俗在《路》中不只是表面

的装饰性的元素，而且是戏剧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元素的使用不仅增加了舞台的诗意氛围，而且也

是索因卡荒诞哲理剧风格化特征形成的重要源头。

总之，《路》和《疯子与专家》具有反映时代精神

变迁的宏大意图、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较为完整的故

事秩序和丰富多变的叙述手法。这些颇具个性化的艺

术处理，使得索因卡的这两部荒诞哲理剧和欧洲典范

的荒诞派戏剧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索因卡在关于本质戏剧和戏剧目的等

戏剧理念的认识上，和荒诞派戏剧有精神相通之处。

他的《路》和《疯子与专家》具有和荒诞派戏剧一样

的以诗意形象、而不是以概念形象进行思考的倾向，

荒诞特征突出。但是索因卡对荒诞派戏剧并不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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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模仿，而是进行了一些创造性变革。他把时代的

氛围和对时代命运的思考以最小的模糊性呈现出来，

他的人物塑造遵循个性化和典型原则，他的表现手法

变化多端，而且融入了很多本土元素。这些努力使得

他的荒诞哲理剧成为具有个人特征的高度风格化的戏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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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e Soyinka and Absurd Theatre
—— The Road, Madmen and Specialists as Examples

GAO Wen-hui, WANG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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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ole Soyinka has some same opinions with Absurd Theatre on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essence and 

purpose of drama. In terms of settings, plot and language, The Road and Madmen and Specialists, two of the most 

obscure scripts in his writings have the trend of thinking in the poetic images and outstanding absurd features. But 

Soyinka don’t imitate Absurd Theatre, he makes some creative changes. He present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and his thinking about the fate of his times with minimal ambiguity. He creates images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personalization and typification. His artistic technique are rich and incorporate many local elements. These 

efforts make his absurd philosophical drama a kind of highly stylized drama with apparent personal trace.

Key words: Wole Soyinka; absurd theatre; The Road; Madmen and Specialists; creativ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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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现形式；二、丰富符号内涵；三、增加传播主体；四、了解目标受众以确定传播模式、传播途径、传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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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美食短视频，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走红海内

外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这种现象值得

我们思考和分析。

李子柒的古风美食短视频充分利用了符号在跨文

化交际中的可交流性和共情性，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

个成功案例。传播学认为，凡存在信息交流和交换的

活动都是传播活动。李子柒美食视频海内外社交媒体

走红，赢得大量粉丝点击观看，进行评论互动，其本

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李子柒

跨文化走红现象，可以给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借

鉴和思路。

一、从传播学视角看李子柒视频海外传播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处理

“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近

来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

的符号。”[1] 传播学一般把人类使用的符号分为两种

类型：语言（包括文字）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与非语

言符号相比，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概念意义比较抽象，

符号意义易变、易缺失，不易理解。而非语言符号意

义则容易建构，视频中可视可听的事物、声音以及场

景，其直观性、生动性使其承载的文化理念更容易被

受众理解并接受，因此，跨文化传播效果更明显。李

子柒在其视频中少量使用语言符号，凸显非语言文字

符号的使用，降低了受众接受的门槛，从而取得跨文

化交际的成功。

在李子柒的视频中，语言符号使用非常简洁，每

一个视频或配有简短的文字介绍，或只配菜名和中国

时令节气的名称；片中多数场景是她和婆婆用四川方

言进行简短地交流，几乎就是“默片”。YouTube“土

豆的一生”视频中，有细心的受众留言说，“我看了17

分钟视频，只听到做饭的女孩用我不懂的语言说了24

秒钟的话。”虽然语言文字的差异是文化对外传播的

主要障碍，但受众基于对生活，对美食相似的体验，这

对他们并没有造成较大的认知障碍。

李彬在《传播学引论》把非语言符号分为三类：

视觉非语言符号、听觉非语言符号和体语。李子柒在

视频中大量使用非语言符号。美国华裔人类文化学家

张光直有一句名言: “到达一种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

径之一是通过他的肚子。”“吃喝”作为人最基本的需

求之一，是人生活最生物化、物质化的层面。在中国

文化的庞大体系中，“中餐是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接

触较多，历史较长的一种中国文化符号。中华烹调在

最能代表中国和最喜欢的中国文化符号中排名在前5

位 。”[2] 李子柒着重饮食，并配上与之相关的服饰、

建筑、炊具、摆件、工艺品等实物，把它们转化成视

觉符号，和中国古典音乐等听觉符号组合在一起进行

表现。按照传播受众理论，传播受众具有三种选择心

理特点：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他

们具有主观能动性，只有感兴趣和需求的信息才会引

起他们的注意，进入高级认知加工阶段，对他们的行

为和态度产生影响。视频中的李子柒或穿粗布衣衫，

持农具在山林田间农耕，或着靓丽汉服在铁锅灶台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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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调美食。铁锅灶台古朴，炊具摆件别致，农家小院

环境优雅，在中国古典音乐的背景下，伴有人语、鸟

鸣、犬吠，切菜声、烹调声、咀嚼声等，营造出一个

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一种悠闲自在、怡然自得的

田园生活。这种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乡村生活契合了

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批判消费主义、工业化、环境危

机、劳动异化与全球文化同质化的社会思潮，吸引了

西方受众，被他们称之为一种治愈式的生活方式，一

个伊甸园，一处避难所。 

体语是一个人的身体动作表示意义的符号系统，

是非语言信息的主要来源，柔弱的外表下，李子柒一

双巧手，似乎无所不能。她修灶台、做家具、烹美

食、酿酱油、制藕粉、调胭脂水粉、做笔墨纸砚等，

向艺人学习制作兰州拉面、蜀绣工艺、活字印刷等

手工工艺，然后再从容地展示给受众。她别出新意地

将各地美食佳肴、传统工艺与重大节日、特色民俗

结合在一起：七夕节制作乞巧果，中秋节做月饼，端

午节编五彩绳，重阳节做糕，探究节日的历史起源。

李子柒强大的动手能力恰好和西方社会提倡奉行的

DIY理念不谋而合，加上她安静执着的做事态度，赢

得了国内外受众的喜爱，受到西方受众的赞誉，被称

之为“公主（princess)”、“现实生活的木兰(real life 

Mulan)”、“一个中国天使（a Chinese angel）”。

（二）传播主体的主体地位加强了传播效果

按 照 传 播 学 领 域 内 著 名 的 5 W 模 式 ，即 谁 （ 传

播主体）、说什么（传播内容）、以什么渠道（传播

媒介）、对谁说（传播渠道）、取得的效果（传播效

果），传播活动若想取得预期效果，需要传播主体充

分发挥其主体地位，认真研究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

进行适时调整。[3] 作为传播行为的主体，李子柒充分

地发挥了其主体性。谈到制作美食视频的目的，李子

柒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城里孩子不知道吃的大米，

是树上长的，还是地里种的。”因此，她身体力行地去

诠释每样东西的来龙去脉：从请教蜀绣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到染布定版到绣文案到裁剪到最后制作衣裙，一

年多的时间，全流程展示了蜀绣的工艺。秋风萧瑟，

播撒麦种，经小雪、春分、立夏三个节气，小麦成熟

收获，然后用麦秸制成草帽，用麦芽制成麦芽糖、糖

画，用面粉做麻花、凉皮和肉包、烧饼。丰富的内容

被压缩在短短十几分钟的视频中，利用电影蒙太奇的

手法进行时间、空间的压缩，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李子柒的视频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她很清楚自己

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和效果。她给记者这样解释，

“其实这些都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不过的东西，一

年四季，春耕秋收。到了哪个季节种什么粮食栽什么

菜，吃什么果子干什么活！反而没有刻意策划今天拍

什么明天拍什么，可能刚好到了什么节气，或者出去

转一圈，发现什么花开了，什么菜可以吃了，就开始

做拍摄的准备。”虽然后来有了摄影师，但拍什么，

怎么拍，甚至每一场的取景和构图，都是李子柒一个

一个去调整，就是为了拍出自己理想中的田园生活。

有时候，摄影师找不到她想要的构图，她会直接把相

机拿过来，调好了再给他。一个镜头有一点瑕疵，她

就会重拍几十次直到满意为止。拍完之后，她会自己

把视频主体剪辑好，之后由摄影师帮忙调色和导出。

她坚守自己的信念，“只有全部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作品，才算是自己的东西”。由此可见，作为传播的主

体，李子柒一开始对传播的目的、传播的内容、传播

的方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三）传播效果依赖于传播受众

传播行为到底有没有产生效果，需要从传播受

众身上考虑才会有效，看传播行为是否引起受众认

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对它们产生有

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显现或潜在的影响或结果。

以YouTube李子柒视频为例，她2017年8月21日入驻

YouTube，截止到2020年6月25日，发布视频109个，

其粉丝数达1100万，视频总观看量14.85亿，平均观

看量1544.88万。以2020年6月3日发布的土豆视频为

例，该视频观看量1114.65万，24101条评论。剔除非

英语样本和纯表情样本，分析受众反馈的意见，笔者

发现：认知方面，首先，李子柒视频扩宽并加深了海

外受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如中国美食、烹调方

式、灶具、植物等。Etik Retno说，“她用来做饭的东

西棒极了。”Aslisha Noor留言道，“她的烹调是一门艺

术。”其次，李子柒在视频中所展现的中国社会传统价

值观得到受众的认同。她是一位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言

人，心灵手巧，勤于劳作，不怕吃苦，勇于承担生活

重任。同时，彰显了“百善孝为先”的美好品德，如

父亲节做父亲喜欢吃的土豆丝，想念爷爷时做爷爷教

的炸荷花，竹沙发，视频结尾都是和奶奶一起吃饭，共

享天伦之乐，从而其食物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情感，因

此感动了大家。Red Rain 注意到，“视频中奶奶在6分

19秒时笑了，那笑容很宝贵。”Meep-moop说道，“奶奶

出现在视频中令我感觉特别温暖，看到奶奶的笑容，

我觉得特别幸福。”Zurich Darcey说，“中国文化中有

一特别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人对养大他们的老年

人特别孝顺，他们非常尊敬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

李子柒YouTube网红频道详情数据与分析报告显

示，受众使用的积极词汇占了主导地位（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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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高频词汇包括幸福地、高兴地（happy）、好极

了（great）、美丽的（pretty）、有趣的（interesting）、

更好的（better）、对的（ right  ）、好的（well） 好的

（good）、爱（love）、喜欢（like）。受众用这些词汇

表达对李子柒及其田园式生活、中国文化的喜爱。而

受众使用的消极词汇如痛苦（pain）、难过（sorry）、

想念（miss）、恶劣的（bad）、自杀（suicide）、 死亡

（died）、丢失（lost）、难过（sad）、压倒（crush）、

困难的（hard），表达了对目前社会和生活环境恶劣

的担忧，从反面衬托了对李子柒视频的喜爱。这和辛

静、叶倩倩对YouTube李子柒视频评论的调查结果是

一致的[4]。另外，对于《土豆的一生》视频中李子柒

活炒小龙虾这一情节，确实有个别受众留言认为很残

忍。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对待动物的观

念不同，容易导致文化冲突。因此，李子柒及其团队

在处理这一环节时，应该考虑文化差异以及受众的接

受问题。

从认知到情感，再到产生行为，往往被认为是跨

文化传播效果逐渐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作为文

化传播的一种形式，受众通过观看李子柒视频，受到

了强烈感染，产生了行为的变化。通过观看留言，我

们可以发现这种变化，Jomarie Suarez说到，“我想去李

子柒的世界生活，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种族歧视，没

有污染，只有宁静的生活。” Sofie留言，“我愿意和你

一起生活，向你学习种庄稼，采集东西吃，从无到有

制做东西。”也有受众在李子柒视频的感染下，开始学

习汉语，喜欢做饭。

（四）受众的积极反馈提升传播效果

传播学者发现传播活动中信息具有双向流动的特

点，并不是线性单向的，传播受众不是信息的终点，

他们可能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并将反馈信息

传递给传播主体，传播主体再根据这些反馈信息调节

传播以提升传播效果。研究发现，信息双向流动的程

度越大，传播受众越能积极反馈，传播效果越好 [3]。

李子柒会搜海外粉丝机翻过来的同步弹幕看，她对记

者说，“前年，发现我的视频被搬运到海外，委托了

海外的有资质的代运营机构，授权同步分发国内的视

频。”注意到国外受众的语言障碍，现在李子柒对海外

媒体发布的视频均以英汉双语形式对主要内容做简单

介绍。另外，在受众的反馈中，一人问问题，会有其

他受众帮忙回答问题。例如有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孝

道”的问题，后面回复反馈有三十二条，引发了一个

小小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文化所特有

的，整个亚洲文化都有这种特点，也有人认为工业革

命之前西方文化中也有特点。这种传播活动中的不同

圈层受众的积极反馈，提升了传播的效果。

二、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启示

（一）创造多元的文化符号表现形式，宣传可感

知的物质文化

李子柒的视频没有高大上的概念性文化，而是从

自身视角和生活视角出发，讲述了她的理想，她生活

的点点滴滴，这些都是物质实体，可以被感知的表层

的物质文化。国外受众正是通过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对

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无疑给中国文化走出

去提供一种思路：我们应该契合本土文化实际，分步

骤推介中国社会文化元素。首先用受众能够理解的文

化符号，从感性认知中国实物文化开始，赢得他们的

好感，目的是为了消除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对中

国的偏见和防备，愿意去了解中国，然后再用他们听

得懂的语言推介一些抽象的概念性文化，寻求他们对

中国的认同。

（二）丰富文化符号内涵，方便他者解读，加深

他者认同

文化符号的内涵解释应该避免单一化或简单模式

化。李子柒在跨文化符号互动中，采用历时的视角，

丰富文化符号内涵的方式给了我们启发。例如酱油这

一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是在中国延续了

三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李子柒利用两年的时间，

从第一年清明节种黄豆开始到第二年小雪，制出酱油

装罐，然后到用酱油烹制美味佳肴为止，用11分钟的

视频，清晰完整地给受众展示了酱油的制作过程及用

途。这种方式赋予影片制作一种历史文化的底蕴，

方便受众解读，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另

外，美国动漫电影《木兰》中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运用

也给了我们启发，即运用“陌生化”手法对符号的意

义进行加工和改造，例如木兰的形象，被赋予了女性

的独立意识、小人物的“英雄梦”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等。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符号的改造和借用方式，丰富

了符号的内涵，给中国受众的经验视域造成了期待和

挑战，从而赢得好评，取得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成功。

（三）增加传播主体，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私人日常生活媒介化

和全球化，全球传播同步和共同参与已经成为生活常

态。这种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政

府形象的塑造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单纯的官方媒体和

政府机构传播力量不足。我们要充分利用普通公众这

一传播主体，他们往往通过自身视角，传递多元的文

化信息和政府的正面形象。普通公众是活跃在海外

社交平台上的公民群体，包括普通网民（青年网民与

职业内容生产者）、海外华人（海外留学生与华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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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国际友人（在华与境外国际友人），作为民间传

播力量，弥补主流媒体在对外方面的差异和不足。[6]

（四）了解目标受众，确定文化传播的模式、传播

途径、传播内容

根据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由于信息、传

播者目的和受众的差异性，信息传播者往往会对传播

的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以引导舆论和提升传播效果。

为了使文化传播取得效果，我们首先要了解目标受众

的心理，研究他们的认知、情感喜好、态度和行为，

然后才能确定传播文化所需要的模式、途径和内容。

因此，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在经典作品的

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宜采用一种变通手法，根据受众

的特殊需求， 对原作施以较大的灵活变动的行为，即

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八种变通策略[7]，

如将“七夕节”译为 “Chinese Valentine’s Day”， 将

“月下老人”译为 “Chinese Cupid”， 将“西施”译作

“Chinese Cleopatra”等。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一个有目的的传播行为， 预

期目标是讲好自己的故事， 得到受众的认同， 因此传

播效果应该成为关注的重心。李子柒短视频在跨文化

交际中取得了成功，海外社交媒体走红过程体现了传

播学的原理， 其成功的经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

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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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Overseas Popularity of Li Ziqi's Food Vide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Abroad

SHI Qing-ling , SHAO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ll-media era, the short video of Li Ziqi's food becomes popular overseas, and turns 

out to be a successful cas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ying the 

phenomenon of Li Ziqi's cross-cultural popularity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deas for Chinese culture to go 

ou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Li Ziqi from the aspects of symbolic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 the audience, and the positive 

feedback of the audience. It propose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story”: firstly, to 

find more expression forms of cultural symbols; secondly,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ymbols; thirdly, to increase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 fourthly, to have  better understand of the target audienc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Li Ziqi；cultural symbols；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the target audience；the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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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土成埙
——德州古埙成型技艺解

徐 琦，宋飞飞

（德州学院     音乐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

摘   要：“德州古埙制作技艺”在2009年被录入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技艺自李雨村先生开始，

传承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程，期间经历了繁冗改革变化。笔者作为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深刻体会到从选定制作

材料到乐器成型，再到开孔、定调等工艺方面的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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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德州古埙制作技艺保护与传承研究”（QN201906108）。

作者简介：徐琦（1986- ），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音乐教育研究。

① 吴浔源 (1824-1902)，字棠湖，宁津县小店乡王庄人(后迁居河北省吴桥县旧城) 。清末史学家、书法家，其《棠湖埙

谱》是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本埙的专谱。

② 郑觐文（1872-1935），江苏江阴人，民族音乐家、民族器乐演奏家、乐器改革家。1920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音乐史上

知名的、为弘扬中华民族音乐的团体“大同乐会”。

③ 柳尧章（1905-1996），浙江鄞县人，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曾尝试用水泥制埙。

④ 王巽之（1899-1972），浙江杭州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执教与上海音乐学院。曾向郑觐文等人学习制埙。

⑤ 陈秉义（1952-），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埙文化研究与埙制作研究，其《古埙艺术》为当代为数不多的埙理论编

著之一。

⑥ 王建（1974-），河南武陟人，陶埙制作师，焦作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黄河泥埙制作技艺）。

埙，以古朴醇厚的音色在历史长河中回响了七千

余年，诉说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我国最

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埙也在世界史前艺术史中占据

重要地位。埙在我国古代乐器分类的“八音”中属

“土”类，其制作材料有石、骨、玉、木等，但多由陶

土制成，亦称之为“陶埙”。

“德州古埙制作技艺”由德州市五里庄的李氏

家族为始，创始人李雨村（1885-1951）从吴浔源①后

人处得到手抄《棠湖埙谱》一部和陶埙一个，自此开

始了陶埙复制、改革、创作历程。后经技艺的第二代

传人李孟才（1914-2000）、第三代传人李钟汾（1938- 

）、第四代传人徐琦（1986-）的学习继承，经历了繁冗

改革变化，并获得社会认可：2009年，“德州古埙制作

技艺”被录入“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0年，李钟汾被山东省文化厅等相关部门授予

“山东省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称号。

陶埙的制作需经历选泥、练泥、成型、开孔、校音、

烧制等复杂过程，本文着重介绍的是“成型”环节。

当代社会科技发展方兴未艾，陶埙的制作方法及

使用器具也一直在变化、改进。德州的陶埙制作工艺

发展到现在，与我国其他地域陶埙制作发展方向大致

相同，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成型方法如下：

一、捏制法 

这是较为原始的一种制作方法，由于几乎不必借

用器具，捏制法便广为采用。捏制法在外壁的成型时

多用木板状器具进行拍打，以形成较为平整的外壁。

近代，我国较早研究埙的音乐家大都采用手捏方法制

埙，如：郑觐文②、柳尧章③、王巽之④等[1][2]。现在国

内仍采用纯手捏制埙的制作师及学者有陈秉义⑤、王

建⑥等。此外，现在一些制埙品牌中的“异型埙”需采

用此法。

笔者认为此制作方法的优点是可做出不同形状、

不同尺寸的陶埙，缺点是会出现内腔不平整、不对称

等问题。对于此缺点，王建则认为：“缺点也可作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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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看，手工做埙可使得成品‘一埙一型’，每个埙都

不同也是特色……”①。

我国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孔埙（如图1所

示）和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两孔埙等，据推测均为手

工捏制而成。

图1  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一孔埙②

现存李雨村制作陶埙仅有一枚，据李钟汾讲大概

制作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此埙由李雨村手捏制

成，顶部一吹孔，另有五个音孔（前三后二），底部

印有戳记“桃园老人李雨村制（隶书）”（见封二）。

李雨村曾制作出大小不同的埙，“埙的颜色分赭红、瓦

灰、墨黑三种，多数底部有印章，印章共有五种：“大

唐开元 （篆书）”、“建安六年 （篆书）”、“鬲津天泉（篆

书）”、 “李雨村制 （篆书）”、“桃园老人李雨村制（隶

书）。”[3]（见封二）

二、泥条盘筑法

这也是较为古老的一种陶艺制作法，操作方法

简单。无论是黄河流域出土的彩陶，还是在尼罗河岸

出土的陶罐，都可发现古人在制作大型陶器时，多采

用泥条盘筑成型法。泥条盘筑法可制作形态各异的大

型陶艺品，泥条的弯曲变化可自由施展陶艺者的创作

才能，为陶艺者提供广阔的创作空间。具体方法是先

将陶泥搓成长条，随后盘起置于已成型的圆饼型底座

上，内外壁随时用泥浆补平。

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埙坯较为简易，但坯体易开

裂，这是由于盘条时泥条间的粘接度或是泥浆本身湿

润度的控制问题。在制作低音大埙时，随着泥条盘起

较高，底部容易因重力挤压变形，此时应待底部泥条

稍干燥些再继续盘筑。

三、模具法

（一）内模法

此法需选用和埙体相同的器具作为内模，易上

手。德州古埙制作技艺曾采用沙袋作为内模，用泥包

裹好沙袋之后开吹口，将沙子倒出。因此法内外腔常

有不平整，所以改用过其它多种器具作为内模，如：打

磨成埙型的塑料木头、泡沫、石膏；用塑料包裹的埙

型纸团；已晾干成型的埙坯，等等。

采用内模法是先将泥按照一定的厚度均匀包裹在

内模表面，应注意靠近吹口的部位宜薄，而中、底部的

埙壁宜偏厚。为使泥与内模间不产生气泡，需用手或

辅助工具拍实。此时外壁要初步保证光整，后期也可

再次修坯。

埙坯稍阴干之后便可用工具把外部成型的埙坯从

腰部刨开，取出内模。内模如有裂缝可用泥浆稍作修

整，如想使埙的音色古朴，大可不必使内模完全光滑平

整，以免埙的音色有“玻璃声”或“金属声”。当然，每

人对埙的音色的审美各不相同，此问题以后专作论述。

此时埙坯为上下两部分，用泥浆将分为两半的埙

粘接，并再次检查埙坯有否裂缝。粘合之后的埙需放

在阴凉地方自然晾干，不可暴晒，否则会因水分的过

快流失而导致埙坯开裂。

（二）外模法

此法需采用外模，德州古埙制作采用的是两片石

膏外模。制作时需要把干湿合益的泥沾到模具内壁，

用手压紧。之后把两片模具合缝处沾水并合并，再把

埙坯从模具中取出。这一过程也用到了“捏制法”。

外模法制成的埙可做到大小统一，确定好固定调式

的模具后，便可大量做出相同的埙坯成品。此外，用此

法还可以制作“鱼形”、“牛头形”等特殊外观的埙坯。

四、拉坯法

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便用“轮制”方法制陶，后有

“慢轮”、“快轮”之分。新时期时代主要使用慢轮方

法制作一些陶器，现代快轮技艺多用电力驱动，现用

的拉坯机便是快轮制陶的主要用具。现代制陶较少使

用“慢轮”法，但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还有部分手

工艺人在保留使用，“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也在2006年

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

拉坯法在陶艺制作中常被采用，也是制作陶埙时

最为常用的方法。现今的拉坯机较为专业，可控制旋

转方向、转速等，用拉坯机制作出的陶埙坯体形状、

大小可随意控制，内外壁圆润。但因需采用拉坯机，

而且要求操作者有娴熟的拉坯技艺，所以业余制作者

学习起来较为困难。

① 笔者2020年2月2日与王建电话访谈录。

②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 中国音乐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彩页1.

徐 琦，等：掬土成埙

（下转第42页）



第 36 卷第 5 期
  2020 年 10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6，No.5
  Oct .，2020

协商性微型公众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作用分析

程香丽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微型公众是由科学抽样产生的公民代表组成的协商论坛。它们具有（近乎）随机抽样、普通公民参

与、公开协商的共性特征，但是不同类型的微型公众在参与者的人数和产生方式、活动的持续时间和环节、输出的

形式和接受者以及运行成本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在实践中，微型公众发挥了决策、咨询、信息、指导、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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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微型公众的政治影响应因其发起动因和嵌入的权力配置而异，另一方面认为应由一个协商系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

微型公众做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

关键词：微型公众；主要特点；功能作用；协商系统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5-0036-07 

收稿日期：2020-05-13

基金项目：2017年度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项目“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程香丽（1982-），女，山东嘉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德州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从

                   事西方协商民主研究。

20世纪90年代，西方民主理论以协商转向著称。

在这种协商转向后，最关键的议题是协商民主的制度

化，即如何在现实世界实现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想。

为此，西方协商民主人士进行了诸多探索，如通过政

治改革提高现有政治机构的协商性、通过特设论坛

创造新的协商空间、通过话语传播和互联网技术等

实现大众协商，甚至通过移情想象实现每个人的内部

协商等。微型公众，作为一种特设的公民协商论坛，

从概念和规范上说，似乎可以为西方反协商的大众政

治和竞争精英主义提供一剂良药；而从方法上说，具

有准实验性质，其协商过程和结果易于观察、记录和

分析，所以，它们激发了西方协商民主人士的极大兴

趣，受到了越来越复杂的经验分析。本文基于西方协

商民主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分析协商性微型公众的

主要特点和功能作用。

一、协商性微型公众的主要特点分析

从概念和实践来看，微型公众先于西方民主理论

的协商转向。其概念是由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达

尔（Robert Dahl）于1970年首次提出的。达尔受民主

理想和社会科学原则的启发，设想了一种让公民参

与处理公共问题的创新机制[1]149。他称之为“微型大

众”(minipopulus)，这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大会，从

人口统计学上代表更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学

习和讨论一个主题，以便为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提

供信息。其实践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德国的彼

得·迪内尔(Peter Dienel)和美国的内德·克罗斯比(Ned 

Crosby)分别独立开创了规划小组和公民陪审团。民主

理论的协商转向，尤其是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向后，微

型公众成为西方民主创新的主要形式，被用来处理宪

法和选举改革等重大政治问题，转基因食品、纳米技

术、核能、人类生物技术等社会争议较大的科学技术

问题，以及医疗卫生、城市建设、土地利用、学校教

学、体育活动、社区治安、种族、宗教、移民等一系

列社会问题。

微型公众创造了一个空间，受特定议题影响的公

众的一个具有合理代表性的样本，在这个空间里进行

公开辩论和相互说服，进而形成知情、审慎的公众意

见。其共性特征是，在一个（近乎）随机的公民样本

中进行独立的建导（facilitation）型小组讨论。第一，

参与者是广大公众的描述性代表，他们反映了总体的

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地域、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第二，参与者是非专家、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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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普通公民，既不具备与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也没有在议题上形成特殊利益。第三，参与者在

主持人和证人的帮助下围绕特定议题学习和协商。证

人通常是专家、行政官员、政治家、活动家和各种利

益相关者，他们负责处理技术问题，提供与议题相关

的信息并阐明特定观点，帮助参与者进行知情和平衡

的讨论①；主持人主持会议，提供建设性的引导和服

务，帮助参与者进行平等、审慎、相互理解和相互尊

重的讨论。除了这些共性特征之外，不同类型的微型

公众在程序设计上存在一些重要差异，详见表1。

表1  微型公众的类型和特点

资料来源：Stephen Elstub and Peter McLave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sues and Cas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6-72.

1. 参与者。从参与者的人数来看，公民陪审团、

共识会议规模较小，10-26人；公民大会、规划小组和

协商民意测验规模中等，100-500人；21世纪城镇会

议规模较大，500-5000人。规模较大的微型公众一般

采用全体会议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从参与者的

产生方式来看，主要存在简单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

样、自我选择三种方式。简单随机抽样虽然确保每个

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被选中，但很容易遗漏在总体中

占比较小的公民。所以，像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

公民大会这样较小和中等规模的微型公众一般采取

分层随机抽样，以确保边缘化群体成员能够被包括在

内。21世纪城镇会议采取自我选择，但它努力确保公

民样本具有合理代表性。由于公民没有参与微型公众

的义务，某种程度的自我选择不可避免。所以，即使

协商民意测验采取简单随机抽样，但受现实因素的制

约，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选择。比如，它通常使用

随机数字拨号来抽样，这容易偏向老年人，因为他们

有固定电话，更有可能在家；也容易偏向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人，因为他们较有可能愿意与协商民意测验者

交谈。

2 . 活 动 。 从 活 动 的 持 续 时 间 来 看 ，协 商民意测

验和21世纪城镇会议持续时间较短，1-3天；公民陪

审团、规划小组持续时间中等，少则3-5天，多则7-8

天；公民大会持续时间最长，10多个周末，总计20-30

天。一般而言，从协商的角度来看，公民能够一起学

习和协商一个议题的时间越长，预期效果就越好。但

很可能有一个协商饱和点（尽管这很可能依具体议

题而定），而且对于组织者和参与者来说，持续时间越

长，就越需要他们支付非常明显的成本。鉴于成本的

考虑，大多数微型公众持续时间不超过5天。从活动

的环节来看，大多数微型公众包括学习和协商两个环

节，公民大会比较特殊，还包括通过公开听证会收集

其他公众的信息和意见的咨询环节。

3.输出。从输出的形式来看，大多数微型公众的

目标是形成一份来自参与者的集体建议报告（如果没

有达成共识的话，通常允许包括少数派观点）。对于

公民陪审团和共识会议来说，由参与协商的公民撰写

一份概述其集体决定的报告；对于规划小组来说，由

会议召集人将所有小组的建议汇集成一份集体报告，

并由从各小组选出的公民批准通过。比较特殊的是共

识会议和协商民意测验，前者通常在协商之后制定一

份经过参与者表决通过的正式建议报告，后者使用协

商前和协商后的调查来捕捉参与者个人意见的变化，

就所议主题提供一个知情、审慎的公众意见的代表，

而不是起草一份集体决定。从输出的接受者来看，大

类型
创立时间
和首创者

参与者 活动 输出

成本
人数

产生
方式

持续
时间

活动
环节

呈现
形式

接受者

公民陪
审团

1974年美国
克 内 德 · 克
罗 斯 比 及 其
杰斐逊中心

12-26
分层随
机抽样

2-5天
学习

+协商

集体
建议
报告

发起人
和大众
媒体

1-3
万英
镑

规划
小组

7 0 年 代 德 国
伍 伯 塔 尔 大
学 公 共 参 与
研 究 所 的 彼
得·迪内尔

100-500
简单随
机抽样

4-5天
学习

+协商

集体
建议
报告

发起人
和大众
媒体

9-12
万英
镑

共识
会议

1987年丹麦
科技委员会

10-25

分层随
机抽样+
自我选

择

7-8天
学习

+协商

集体
建议
报告

议会和
大众媒

体

3-10
万英
镑

协商民
意测验

1988年美国
詹 姆 斯 · 费
斯 金 及 其 协
商 民 意 测 验
中心

100-
500

简单随
机抽样

2-3天 学习
+协商

调查
意见

发起人
和大众
媒体

20万
英镑

公民
大会

2002年加拿
大 戈 登 · 吉
布森

100-
160

分层随
机抽样+
自我选

择

20-30
天（一
系列周
末）

学习
+咨询+

协商

详实
的正
式建
议

议会、
政府和
公投

不详

21世纪
城镇会

议②

1995年美国
卡罗琳·卢
肯斯迈耶及
其美国之声

500-
5000

自我
选择

1天

学习+
小组协

商+在线
投票

集体
建议
报告

发起人
和大众
媒体

不详

① 证人是否参与协商进程是特设协商论坛的两种形式（公民论坛和协商论坛）的主要区别，在党派论坛中，专家、行政

官员、政治家、活动家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等参与协商，在公民论坛中，他们只是证人。

② 21世纪城镇会议在运行近20年后停止运行。

程香丽：协商性微型公众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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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微型公众的接受者是发起人和大众媒体。比较特

殊的是共识会议和公民大会，前者是由丹麦议会成立

的一个独立机构丹麦科技委员会发明的，由政府资助

运行经费，所以，与议会的关系密切，其接受者是议

会和大众媒体①；后者是最激进的微型公众，往往与

议会、政府和公投程序衔接起来，所以，其接受者是

议会、政府和公投。

4. 运行成本。为激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微型公众

一般提供交通费、误工费等方面的补贴。所以，参与

人数和持续时间是影响微型公众运行成本的关键因

素。公民陪审团和共识会议的参与人数较少、持续

时间中等，所以其运行成本较低，不到10万英镑，尤

其是公民陪审团在3万英镑以下。得益于参与人数较

少、持续时间中等、运行成本较低，公民陪审团和共

识会议成为最受欢迎、使用频率最高的微型公众。据

斯蒂芬·艾斯特（Stephen Elstub）、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等人于2018年7月份公布的报告《评估微型

公众在社会政策和实践中促进证据吸纳的潜力》显

示，使用英语，通过一系列数据库和互联网搜索，在

2006-2017年11年间总共发现49个微型公众案例，其

中公民陪审团（25/49）和共识会议（15/49）的占比共

计40/49②。

综上，微型公众具有（近乎）随机抽样、普通公

民参与、公开协商的共性特征，但不同类型的微型公

众在参与者的人数和产生方式、活动的持续时间和环

节、输出的形式和接受者以及运行成本等方面存在一

些重要差异。

二、协商性微型公众的功能作用分析

在实践中，各种类型的微型公众在政治体系中发

挥的功能作用主要表现为实际制定政策、为公共当局

提供咨询性意见、为公众辩论提供信息、测试公众对

特定政策的接受度、使特定政策合法化、提高公民政

治参与的信心和能力、对公共当局进行监督等[2][3][4]。

1. 实际制定政策。当微型公众获得正式授权，成

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时，它们实际上就在制定政策。

虽然协商民主人士希望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但现实

中这样的例子非常稀少。常常提及的例子包括：2004

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将选举改革公民大会

与公投程序衔接起来，使得公民协商建议自动进入公

投环节[5]；2005年中国温岭市泽国镇将城镇建设预算

协商民意测验与正式政治制度衔接起来，使得公民协

商建议可以直接进入人大的表决程序。虽然从最后结

果来看，公民的协商建议不一定获得表决通过，并最

终得到采纳，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选举改革公民

大会的协商建议在次年的公投中以3％的微弱差距遭

到否决[5]，但至少可以表明公民协商建议得到了决策

者的认真对待和正式考虑。

2.为公共当局提供咨询性意见。在现实中，较为

常见的情况是，微型公众为公共当局提供咨询性意

见，但不保证这些意见一定会得到严肃对待和认真考

虑。有时，微型公众的组织者会事先寻求公共当局的

正式或非正式“保证”，例如，21世纪城镇会议和公民

陪审团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就考虑到了这一点。还有

一些微型公众（如丹麦会议会议）是政治决策过程的

制度化部分，其咨询性意见很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严肃

对待和认真考虑。例如，1980年代末丹麦共识会议关

于限制保险公司和雇主进行基因筛查的建议就被丹麦

议会纳入立法[6]。另外，一些协商民意测验结果或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议会立法，例如，1996-1998年间美

国德克萨斯州可再生能源协商民意测验，直接导致该

州公用事业公司制定可再生能源投资和营销方案，间

接导致该州议会随后的管制和立法方面的变化[7]。

3.为公众辩论提供信息。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

会（Pew Charitable Trust）对其赞助的多种形式的公

民对话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5％的组织报

告说，“它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了提供信息”[8]。信

息不仅流向直接参与政策辩论的人，还（在理想情况

下）流向更广大的公众。影响广大公众的一种方式

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多种媒体，使广

大公众获知协商活动的观点、理由和结论[7]。媒体报

道会对公众的行为产生各种影响，例如，有可能使人

们对协商话题更感兴趣，并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

也有可能使人们直接改变政策偏好，假如他们被说服

的话。1999年澳大利亚转基因食品共识会议，一方面

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对话形成更知情的民意——谨

慎使用而不是禁止或暂停使用转基因技术，另一方面

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广大公众对协商议题的关注，并将

协商活动的观点、理由和结论注入公众辩论和随后的

① 2011年丹麦新议会终止了对科技委员会的政府资助，并解除了科技委员会与丹麦议会的从属关系。后来，在外界压力

下，成立了新的社会组织丹麦科技委员会基金会，由它来负责丹麦共识会议的运作。

② 具体而言（将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合在一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陪审团的占比是15/15，丹麦和芬兰公民陪审团

和共识会议的占比分别是2/8、3/8，法国公民陪审团和共识会议的占比分别是1/6、5/6，德国和荷兰公民陪审团和共识会议的

占比分别是2/8、5/8，英国公民陪审团和共识会议的占比分别是5/12、2/12。引自：Stephen Elstub et al.,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Mini-Publics to Promote Evidence Uptake in Social Policy and Practice, Newcastle: Newcastle University, 2018,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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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辩论之中[9]。

4.为公民的政治判断提供指导。现代社会是一个

高度复杂的社会，认为广大公众都有时间或愿意对公

共事务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是一种“浪漫主义教条”[10]。

在复杂的大规模民主国家，政治分工是必要的。由于

在政治领域大多数机构都在推动特定的局部利益和观

点，不利于公众形成良好的政治判断，而微型公众的

科学抽样、普通公民参与和建导型小组讨论恰好可以

激励参与者在良好的证据和集体协商的基础上做出相

对公正的判断，所以，微型公众可以作为广大公民可

信赖的信息代理人，在其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指导其政

治判断。例如，2009年美国俄勒冈州公民倡议评估小

组（采用公民陪审团的形式），由参与协商的公民审

查新提案，并在投票前将赞成和反对意见摘录成小册

子，分发给每个家庭，为选民投票提供参考[11]。

5.测试公众对特定政策的接受度。微型公众可

以用于测试公众对特定政策的接受度。有时微型公

众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有时会给出否定的回答。前者

如德克萨斯州可再生能源协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参

与者对节能措施投资的支持大幅增加，如果能源来自

可再生能源，他们非常愿意为此支付更多费用；后者

如2002年美国“倾听城市：重建下曼哈顿”论坛（采

用21世纪城镇会议形式），参与者否决了9·11恐怖袭

击后世贸中心遗址重建的所有6项初步设计[12]。虽然

微型公众的测试功能往往表现为给出否定性回答，不

提供建设性意见，但足以发挥小到为政治家提供风险

提示，大到提高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民主回应性的作

用。

6. 使特定政策合法化。由于微型公众可以从人口

和社会经济特征上代表广大公众，并且内部协商质量

较高，所以，它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合法性，它的

协商建议具有相当程度的权威性。基于此，微型公众

可以用于处理一系列顽固棘手的地方治理难题，使特

定政策合法化①。帕金森描述了2003年英国莱斯特市

医院重组中的一个公民陪审团案例[13]：该市有三家主

要医院，即莱斯特皇家医院、莱斯特普通医院和格伦

菲尔德医院。该市卫生局拟选择格伦菲尔德医院作为

专门的“预约护理”医院，结果遭到15万公民的请愿

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一个公民陪审团，协商

解决“预约护理”医院的选择问题。协商的结果是将

莱斯特普通医院作为“预约护理”医院，这一协商建

议消除了抗议者的担忧，也得到了其他公众的认可，

遂被卫生局采纳。

7.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信心和能力。微型公众为

公民学习和思考复杂公共议题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参

与协商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见解和技能，提

高了政治参与的信心和能力，为以后持续进行高水平

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心理基础。比如，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选举改革公民大会的大部分成员在他们的正式作用

结束、不再领取报酬之后，仍积极参与后续的公众辩

论[2]。再如，2009年澳大利亚公民议会（以“如何加强

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以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为协商议

题，采用21世纪城镇会议形式），对参与者产生了非

常大的影响，事先不关心或不参与政治的人开始积极

接触当地媒体和民选代表，在自己的社区倡导类似的

协商活动，甚至有人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4]。

8.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微型公众设计的一个特

点是，参与者在证人的帮助下进行知情和平衡的讨

论，证人包括专家、行政官员、政治家、活动家和各

种利益相关者。当行政官员和政治家作为微型公众的

证人时，他们必须在参与者面前说明现有的政策和实

践，并倾听和回应参与者的提问。所以，微型公众内

含的一种功能作用是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当然，

如果在法律上或者在事实上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必须作

为证人出席公民协商会议，如果能够围绕公共议题持

续不断地发起和组织微型公众，这种监督作用将发挥

得更好。阿肯·冯（Archon Fung）提供了一个美国芝

加哥社区治安巡逻会议协商的例子②，由于警察的表

现差、推诿扯皮是人们经常在会议上讨论的话题，所

以，这个协商会议可以直接监督街头警察的表现，强

化其责任。

综上，在实践中，各种类型的微型公众发挥了决

① 需要注意的是，微型公众使特定政策合法化的功能存在局限性。首先，它可能缺乏选举代表或“委任”公众代表所拥有

的那种合法性。即使是被誉为协商民主的黄金范式的协商民意测验也没有得到广大公众的委托授权。其次，在持怀疑态度的公

众看来，微型公众的真正目的是“推销”一项政策，而不是真正听取公众的意见和看法。最后，它有时可能使激进分子的不服从

合法化。假设微型公众的建议证明了那些反对派团体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公共当局没有对这种明确的建议做出适当的回应；

或者很显然，公共当局正在利用微型公众拖延时间，淡化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那么，反对派团体可能会合理地得出结论，采取

进一步的激进行动是必要的。

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区治安巡逻会议是向参与者完全开放的，具有很强的自我选择性，而且协商者不仅包括普通公

民，还包括警察，所以，严格来说，它不是普通民众的“缩影”——微型公众。

程香丽：协商性微型公众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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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咨询、信息、指导、测试、合法化、教育、监督

等功能作用。虽然多样化的功能作用为微型公众的

价值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但从总体上看，最关键的方

面，即协商结果是否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仍

是微型公众面临的艰难考验。正如德雷泽克所言，

虽然在实践中存在微型公众对公共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的例子，但远远少于微型公众建立起来却对公共政策

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影响的例子[4]。即使是作为政治

决策过程的制度化部分的丹麦共识会议，在大多数时

候也很难追踪到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14]。而且，当前

微型公众实践的致命弱点是，公共当局不管是在建立

微型公众还是在采纳它们的建议时，都是有选择性的

（无论是策略性的还是无意的）[15]，所以，微型公众

受到控制、操纵、笼络或同化似乎不可避免。

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从规范上说，微

型公众是否应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对此，协

商民主人士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三、协商性微型公众是否应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

性影响

1.乐观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微型公众以科学抽

样、普通公民参与和公开协商为主要特点，可以创造

一个更加包容、多样、理性和平等的公开推理（public 

reasoning）空间，从而在一个公民越来越挑剔的时代

带来更公平的政策进程和更好的决策结果，并最终提

升公共政策的民主合法性，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

缺陷。所以，微型公众应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做出具

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16][17]，最起码协商建议应得到宏

观政治体系的吸纳[2]。他们认为，在现实中，微型公

众较少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对其规范性作用

的偏离，应从正式授权、制度嵌入和合法性提升等方

面探讨应对之策[18]。

2.批判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微型公众直接参与

公共决策是一种非法的捷径，因为要求广大公众“盲

目听从少数被选定的公民的意见”[19]与协商民主的广

泛参与承诺不相容。尤其是，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

缺少合法的授权和问责纽带，而协商进程本身又致使

两者之间存在认识鸿沟和权力差距[13]，所以，微型公

众充其量只有“有限的合法性”，其逻辑只在无菌的协

商环境中有效[20]。他们认为，应将微型公众的观点、

理由和结论注入公共领域的政治辩论之中，经受广大

公众的讨论、质疑和批判，也即是微型公众应塑造

公共舆论，而不是塑造公共政策[19][21]。当然，他们也

意识到，公共领域充斥着攻击性、煽动性和操纵性话

语，是一个存在很大缺陷的协商环境，简单地将微型

公众的观点、理由和结论纳入公共领域很难产生预期

的积极效果，所以，建议通过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公

共领域政治话语的协商质量[19]。

3. 折中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微型公众的过程和

结果是不均衡的，它们的政治影响因发起动因和嵌入

的权力配置而异。例如，阿肯·冯根据微型公众的愿

景将其分为四类，即教育论坛、参与性咨询小组、参

与性协商解决问题、参与性民主治理[22]。第一类微型

公众往往由基金会和社区组织发起，其意图是为公民

就特定公共议题形成、表达和完善其观点创造近乎理

想的条件；第二类和第三类微型公众产生于非营利组

织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其意图是为公共

决策提供公众偏好信息和咨询性意见；只有第四类微

型公众具有雄心壮志，试图将公民意见直接纳入立法

和决策，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缺陷。所以，不

应一味苛求所有的微型公众都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

影响。

另外，新近的一种观点将微型公众置于更大的协

商系统中去审视，认为微型公众不仅应具有较高的内

部协商质量，还应具有较高的外部协商质量[23]。内部

协商质量指微型公众的协商性程度，即多元包容、

平等参与、相互尊重、理性辩护、互惠和反思等的程

度，外部协商质量指微型公众的民主合法性程度，即

促进公共领域的协商开展（deliberation-making）、

提 高 广 大 公 众 对 其 合 法 性 的 认 可 （ l e g i t i m a c y -

seeking）以及激发和培养非参与者的协商兴趣和能力

（deliberative capacity-building）的程度。细究这种

观点，它在一个更大的协商系统中，将微型公众的内

部协商质量和外部民主合法性有机结合起来，虽可以

消解微型公众遭受的合法性质疑，却并不主张由微型

公众做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所以，这也是一种

折中观点。

综上，对于微型公众是否应对公共政策产生实

质性影响，主要存在乐观派、批判派和折中派三种观

点。乐观派主张微型公众应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做出

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批判派主张微型公众应塑造

公共舆论，而不是塑造公共政策；折中派或者主张微

型公众的政治影响应因其发起动因和嵌入的权力配置

而异，或者主张应在协商系统的视野下提高微型公众

的内部协商质量和外部民主合法性以消解批判派的质

疑，但并不支持乐观派的主张。

本文持折中观点，一方面认为，微型公众的政治

影响应因其发起动因和嵌入的权力配置而异；另一方

面认为，应由一个协商系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微型公

众做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一般而言，这个协商

系统由公共空间、授权空间、传播机制、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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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协商和决定性（decisiveness）六个部分构成，公共

空间通过传播机制影响授权空间，授权空间在问责的

压力下回应公共空间，协商系统本身通过元协商提

高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造能力，五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

做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也即是使协商结果具有

“决定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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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ain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Deliberative Mini-publics

CHENG  Xiang-li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mini-publicsis a deliberative forum composed of citizens’representatives produced by 

scientific sampling. Although they have the common features of (almost) random sampling, la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deliberation,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vity, the types and recipients of the output, the running cost, and 

so on. In practice, they have played a role in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guidance, testing, 

legalization,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On the whole, however, it is still a difficult test for the mini-publics 

whether the deliberative results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public policies. Analyzing the problem from the 

normative perspective, there are three viewpoints of optimism, criticism and eclecticism. This paper holds a 

compromise view: on the one han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mini-publics should vary according to its 

motivation and embedded power allo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be a deliberative system rather than a 

single mini-publics to make binding collective decisions.

Key words: mini-publics; main features; functions; deliberative systems

德州古埙制作先后与梁子黑陶有限公司、宁津县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校企合作，其中练泥、拉坯等环

节交予公司专业技师操作，打孔、定音等重要环节仍

由第四代传承人徐琦及德州学院音乐专业学生等人操

作。

拉坯法为德州古埙现在最多采用的制埙方法，

据笔者所知国内绝大多数的专业制埙师也采用此法制

埙，制成陶埙多为规则内腔的梨形、橄榄形等。

结语

除了上述德州古埙采用的几种制作方法，国内一

些制作师和学者也在积极研究其他多种方式。如：灌

浆法、3D打印法、旋压机制埙法等。笔者也在学习、

试探采用其他制埙方法，希望可使德州古埙制作技艺

的发展更加专业化。

掬 土 成 埙 ，笔 者 捧 起 这 方 热 土 ，塑 起 一 枚 枚 爱

埙；而她作为乐器，又奏出笔者的精神情感。埙从最

早原始社会的狩猎工具“石流星”发展到现代音乐舞台

上的专业演奏埙，经历了从生活、生产工具到演奏乐

器、工艺品的转变，漫漫的历史长河孕育了陶埙，它以

其独特的音色诉说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人们音

乐审美的变化。陶埙成型技艺多种多样，各个方法的

局限性也值得我们去反省并改进，以做出兼具专业音

律标准与优美外观的埙。期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一部

分的埙，能有更长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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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伦理在配偶继承权重构中的价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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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婚姻家庭伦理在财产继承上仍发挥着影响力，现有《继承法》未正视生活秩序和传统伦理，高估

了法律制度对生活秩序的塑造力，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继承法》修正可考虑借鉴国外立法及台湾地区民法中关于

继承的有益经验，充分考量婚姻伦理的合理成分，在取得限制、地位重塑和权能完善等方面进行有益的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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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已经施行

三十多年的《继承法》，已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求，我

国《继承法》修订正紧锣密鼓地紧张进行中。继承制

度承继的传统文化最为深厚[1]。各国《继承法》都突

显民族特色，致力于传承并且延续传统伦理以及文化
[2]。作为调整亲属财产传承的继承法担负着调和传统

伦理与社会发展理念矛盾的使命，我国的《继承法》

修订应充分考虑这一点。

一、继承法修订应考量婚姻家庭伦理

（一）婚姻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法律的根本原则

我国的传统婚姻家庭伦理文明滥觞于西周，“周

礼”被视为华夏制度文明之圭臬。[3]“周礼”中的人伦

礼制以及信仰价值系统，奠定了中国传统婚姻伦理产

生之基础。[4]中国传统婚姻伦理中的男尊女卑观念，不

仅成为父系家长制下婚姻关系的基本特征，而且成为

社会制度，和家族制的重要内容。[5]中国传统社会以家

长制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名分等级为特征强调

“各守其分，各安其职”。这一制度在中国本土绵延

两千多年而未发生本质改变。

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及民国法典编纂中，中国传

统伦理人文价值观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抗体，近代的立

法司法者们对亲属和继承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原则

适用普遍持保守和谨慎态度 [6]。

（二）婚姻家庭伦理是婚姻法的本质

婚姻法的本质在于伦理。在《论<离婚法草案>》

中青年马克思提出理想的婚姻法必须以“合乎伦理

制度”为标准。[7] 184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婚姻法摒弃

和批判了传统婚姻家庭伦理中的糟粕，1950年《婚姻

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

子女利益的封建落后婚姻制度。到1980年婚姻法修正

案总则中提出夫妻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婚姻家庭伦

理，力求构建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秩序。1950年和

1981年的《婚姻法》，以社会主义伦理为基础构筑婚

姻家庭伦理关系。[8] 因此《继承法》修订中亦应复苏

和重构婚姻家庭伦理秩序。

（三）婚姻家庭伦理价值回归继承法的必然性

家庭是社会伦理规则的发源地，继承法与一定社

会的伦理道德密不可分。若彻底改变固有继承制度的

传统伦理性，会因民众心理不认可而损伤立法效益。

各国在亲属法领域移植外来法律实践过程中均大量保

留传统伦理成分，使法律制定呈现折中特点。我国现

行《继承法》是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深受苏联立法

理论影响，高估了法律对生活秩序的塑造力，赋予继

承法一定的社会保障属性等时代使命和自由平等诸多

现代立法价值。虽然立法理念非常先进，但未充分考

虑传统婚姻家庭伦理，同时由于社会变迁，致使一些

制度不能得到普遍遵守。①

法律既要符合时代前进方向，反映先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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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人们的财产数量、财富观念、生存状态、道德伦理等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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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同时也应适应社会现实，充分发挥婚姻家庭伦理价

值作用。婚姻家庭伦理是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在继承

法修订中应尊重发扬传统婚姻家庭伦理的有益要素，

实现继承法对进步的婚姻伦理价值的传承，使其科学

引导婚姻家庭生活。

二、配偶继承权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冲击

（一）配偶继承权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冲击

合法婚姻中的男女双方互为配偶，配偶法定继承

在我国古代未得到合理重视，传统财产继承以宗祧继

承为前提，妻子无权继承丈夫遗产，那些夫亡无子不改

嫁者只能与嗣人共同继承其丈夫的遗产。清末变法修

律，但嗣子制度仍然是继承法的重要内容，未有配偶

法定继承权的规定。南京政府民法继承编，从法律上

完全废止了宗祧继承制度。中国历史完成从传统宗族

继承到现代继承法的过渡，配偶继承权法律地位得以

确立。配偶继承权与宗族血亲继承利益的激烈冲突，

给传统婚姻伦理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法律不足的根源是婚姻伦理缺失

新中国早在颁行的1950年《婚姻法》中就正式确

立了配偶继承权。1980年《婚姻法》的颁布及2001年

修订案，配偶间“相互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立法始

终没有改变，不仅丈夫对妻子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妻

子对丈夫的遗产也同样享有继承权。1985年正式颁行

的《继承法》，对配偶在法定继承中的法律地位与数

额有了明确规定。《继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在保护

配偶法定继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配偶继承

权无视婚姻伦理的突出价值，严重忽视了配偶间在情

感和财产上的亲密度是其他继承人无法比拟的亲密关

系，这极不利于配偶继承权的保护。现行《继承法》

将配偶与子女、父母并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据《继

承法》第10条规定，配偶、父母、子女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同时也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女婿或者儿

媳纳入到了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法律位置。在继承份额

上，据《继承法》第13条规定配偶与同一顺序继承人

的继承遗产一般均等分配。现行继承法实施对配偶法

定继承权与血亲继承无差别的同等保护原则。《继承

法》修订的难点在于：血亲继承与配偶继承之间继承

利益冲突及衡平。重新认识婚姻伦理对配偶继承权的

影响力，调和配偶与血亲间继承利益冲突，实现司法实

践对配偶继承权有力保障，从而达到法律维护婚姻家

庭的和谐与秩序的终极目的。

三、配偶法定继承权地位重塑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配偶在家庭关系的核心地

位，加强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是现今国际立法的趋

势。借鉴外域立法经验，我们应重视婚姻伦理在配

偶继承权重构中的价值，扩大生存配偶继承的法定份

额，提高生存配偶在继承中的地位。

（一）重构配偶继承权的婚姻家庭伦理价值

配偶是合法夫妻关系的双方，是共同生活的伴

侣。配偶之间的陪伴、钟爱和帮助是婚姻伦理的基本

内涵。配偶合力创造家庭财富，分担养老育幼的义

务。一方死亡后，原由双方承担的家庭义务只由生存

配偶方承担。因而，对配偶继承权予以法律保护，才能

保证家庭养老育幼职能继续进行。配偶继承权即源于

夫妻人身关系，又基于夫妻间这种同居共财、紧密生

活、团体互助的婚姻世俗本质。配偶关系的这一特质

赋予了配偶继承权的实践活力与法律效力。配偶间的

相互继承是夫妻财产关系法律效力的一种形式。当夫

妻一方死亡时，无论从家庭经济职能看，还是从亡者

的意志看，配偶法定继承权均对婚姻家庭伦理价值有

所体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婚姻仍然是我们情感生活

无可替代的需求，维护婚姻家庭伦理秩序应是法律的

重要职责。[9] 配偶法定继承权制度的重塑中，既应尊

重传统婚姻伦理的合理价值，吸收其有益因素，又应

科学地处理与血亲家庭伦理的矛盾。[1]

（二）重塑配偶法定继承权地位

法定继承人范围确定与配偶继承权法律地位相

关。法定继承人范围狭窄，配偶继承权利实现可能更

大，但配偶与血亲继承人利益冲突加大，法定继承人

范围不能调和与婚姻家庭伦理冲突，应重塑配偶法定

继承权地位。

立法规定法定继承人，主要采取亲属继承无限制

主义与亲属继承限制主义，无限制主义范围很广，限

制主义法定继承人限于一定亲等内的亲属。各国继承

法规定法定继承人范围不同，原因是各国对公民私有

财产认识不同，与实行无限制主义与限制主义国家相

比，我国继承法将大多数血亲排除在法定继承外，法

定继承人范围窄，看似有利于配偶法定继承权实行，

实际不能保障配偶继承权，也不适应计划生育政策后

我国家庭结构及家庭财产发生的变化，与我国婚姻家

庭伦理不完全相符。实施中易引起抵制，亟待修改。

如将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规定为法

定继承人，给予高于死者子女地位。丧偶儿媳赡养

公婆是一种美德，对其付出应给予肯定，但将其规定

为法定继承人，违反各国遵守姻亲不能作继承人的原

则。

继承法将丧偶儿媳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也有悖

于我国婚姻家庭伦理，伤害了血亲感情，影响了配偶

继承利益实现。可考虑在适应现实下，扩大血亲法定

继承人范围，取消丧偶儿媳的法定继承权，对尽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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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丧偶儿媳予以肯定，鼓励被继承人通过医嘱分

配遗产。

我国继承法将配偶与子女规定为法定第一顺序，

形成同一顺序继承人与其他继承人共同继承的局面，

其他国家规定配偶无固定继承顺序，可与某些顺序血

亲继承人继承遗产。起草者解释为配偶为家庭成员，

经济联系密切，如不固定在同一顺序，被继承人死亡

后若无子女其遗留财产更容易由兄妹继承，现有法定

继承顺序未兼顾保障配偶与血亲继承人继承权，不能

保护配偶继承权实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现代

家庭突破传统家庭模式，家庭结构简单，配偶在家庭

中具有核心地位，理应让其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但

农村地区部分家庭存在兄妹等血亲与被继承人生活，

一些血亲承担了相当的抚养协助义务，如无视现实，

将配偶列入固定法定继承顺序，由配偶继承遗产，若

婚姻关系存续短暂，则不能很好地照顾血亲感情，易

引起血亲方反感。可以采纳台湾地区立法体例，承认

配偶的法定继承权，但不将其继承顺序固定，保护配

偶的利益，兼顾其他血亲的利益。

（三）确立配偶继承先取权

我国婚姻法实行的是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

共同财产制让女性不再被剥夺财产所有权。但婚姻法

所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尚有待明确之处，个人特

有财产的界定也存在极大争议。受中国从夫居婚姻传

统习惯影响，女方住房权利往往处于劣势，婚姻解除

时，女性居房财产继承面临问题最多。

配偶遗产先取权制度是基于配偶亲密关系给予

的特别的继承权。被继承人生前与配偶共同生活，抚

养子女，双方形成相互扶养的依赖关系，一方死亡对

生存配偶造成打击，生存配偶失去物质保障，有悖于

死者意愿。让熟悉住房的配偶使用有利于物品经济效

益发挥。多数国家立法赋予配偶遗产先取权。我国继

承法没有配偶遗产先取权制度的规定，这会因其他继

承人分割住房及重要动产，导致生存配偶生活受到影

响。根据我国港澳地区立法经验，我们应确认配偶享

有遗产先取权，有效维护配偶合法权益。

此外，通过制度设计限制配偶继承权，解决特定

情形下的继承正义问题。如为避免在名存实亡婚姻

中，有过错的配偶取得遗产问题，被继承人已申请离

婚或已同意离婚，可取消有过错配偶的继承权。

结 语

法是社会生活秩序的表层设计与底线模式，人伦

是对社会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与衡平模式。在中国社

会与家庭治理中，人伦的价值要远远超越法律。[10]“保

护伦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他的义

务。”[7] 184 继承法修订背景下关于配偶法定继承权的立

法，既要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又要立足于中国国

情、社情、家情，根植于婚姻伦理传统，设计出合理

可行的配偶继承权法律制度，将继承法转变为符合中

国社会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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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羿所迁之“穷石”在今德州市德城区一带。后羿“自鉏迁于穷石”不是以军事控制夏朝王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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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石”所在，是夏初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

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当

时夷、夏格局的认识，还关系到夏初许多问题的充分

认识与正确解释。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云：“昔有夏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又说：

“《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 [1] 936这是关于

“有穷氏”及“穷石”的最早线索，可惜这里有脱文，

我们不能通过魏绛得到《夏训》中更多关于“有穷后

羿”的资料。杜注、孔疏也都没有指出有穷氏及穷石

所在的位置。于是留下了争议的空间，衍生出众多观

点。概括一下，意见大体有四：山东德州；河南洛阳；

安徽安丰；甘肃张掖。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哪家说法，都是在论证相

关问题时顺势提出的，都是根据自己的学术体系所养

成的直觉做出的断言，至今未有专文进行系统完整的

阐述与论证，笔者不揣谫陋，试贡愚诚，寻众说之根

据，绎其虚实；思各家之理由，辨其然否；搜经史之

新证，明吾取舍。将以传疑立信，敬期后贤。

甘肃张掖之说乃源于其地有山名为“穷石”，

《淮南子·地形训》云：“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

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高诱

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2]134 郭璞注《海内西

经》引《淮南子》此文并云：“穷石，今之西郡䢷冉。”

何焯校本“䢷冉”为“删丹”[3] 298。删丹县，西汉置，属

张掖郡。即今甘肃省山丹县。但高、郭两家皆未说此

穷石为后羿所迁之地。数百年后，朱熹《楚辞集注》始

倡此说，《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句下朱注云：“穷

石，山名，在张掖，即后羿之国也。”[4]17 除朱文公之

外，史上更无其他学者有此主张。这是典型的孤证。

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说：“按《淮南子》曰，弱水

源出穷石山。《括地志》曰，兰门山一名合黎山，一名

穷石山。《史记正义》曰，合黎山在张掖县西北二十

里，未有以是为有穷国者。”[5]卷十四 而且朱熹只下了这

么一个判语，在他一生丰富的著述中从未对这一说法

进行过论证，可见朱熹之言未必有切实证据。这一意

见更象是由于名称相同而形成的一种“想当然”，未必

是深思细考的结果。阎若璩作《四书释地又续》，其

“穷石”条则果断地指出：“穷石为国名，非山名。不

在张掖，又无问已。”[6]具有严谨的“阙疑精神”的清代

考据家做出如此明确的否定，必定有充分根据。

穷 石 在 安 徽 安 丰 说 出 现 也 很 晚 。《 路 史 》 卷

二十三《夷羿传》罗苹注云：“穷石，即有穷之地，

今寿之安丰地。有穷谷、穷水。”[7] 仅举“穷谷”、“穷

水”之地名以证，并无详考，也没有提供更多依据。考

《左传·昭二十七年》载楚师“与吴师遇于穷”，杨伯

峻曰：“‘穷’下唐《石经》旁增‘谷’字，金泽文库本

亦有‘谷’字。”[1]1483。看来安徽境内确有“穷谷”之地

名。《水经·淮水注》：“京相璠曰：今安风有穷水，北

入淮。”[8] 2519此处也的确有“穷水”之河流名。然此

“穷谷”、“穷水”是不是后羿所迁“穷石”之地却是另

一个问题。根据罗苹安丰县属寿州的说法，我们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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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寿州志》、光绪《寿州志》，均无“穷谷”、“穷

水”的记载，更无“穷石”在此地的说法。杨伯峻《春

秋左传注》认为“穷谷”所在之安丰属今安徽霍丘县
[1]1483，再查同治版《霍邱县志》，其卷一《古迹》有

“穷水”条，云“出六安国安丰县穷谷”，并云此为楚

师“与吴师遇于穷谷者也”[9]，然而没有“穷石”之名，

更没有羿迁此地的说法。所以，清人江永《春秋地理

考实》提出：“此穷水、穷地偶与有穷同名耳，非羿国

也。”[10]《皇清经解》卷二百五十四

世人都认为夏都居河南，故羿之“穷石”在河南

说，被认为最为合理，其实不然。此说实际上也有很

多问题。《史记·夏本纪》正义所引《晋地记》：“河南

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11] 87这是羿之“穷石”

在河南说的一条重要佐证。但这一说法存在文献根据

问题。其出处《晋地记》不知是何书。虽清人毕沅辑

有《晋书地道记》与《晋太康三年地记》二书，然均

无《夏本纪》正义所引之内容。闻一多《天问疏证》

引《晋太康地道记》：“河南有穷谷，羿灭夏，自鉏迁

于此。”[12] 59所引文字及书名，又不同于《夏本纪》正

义所引，且毕沅所辑二书中同样也没有此句。不知是

毕沅漏辑（《史记正义》是常见书，漏辑的可能性很

小），还是毕沅不接受这条资料，还是诸引文有误？我

们很难回答。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当将

其存疑。即使我们相信张守节、闻一多的引用没有问

题，的确有可靠的晋代地理著作的依据，这条资料对

我们的帮助也还是有限的，因为它缺少“穷谷”具体

位置的信息，“河南”，无论理解为“河南郡”还是理解

为“大河之南”，所覆盖范围都极为广阔，从而也就失

去了定位价值。

《 左 传·定 七 年 》 记 载 了 一 个“ 穷 谷 ”：“ 夏 四

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杜注、孔疏无

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或谓即襄四年传之

‘穷石’。”[1]1560。也就是认为这里是后羿所迁之“穷

石”。杨先生又在《襄四年》“自鉏迁于穷石”句下作

注说：“穷石，即穷谷，在洛阳市南。”[1] 936一如此前关

于“穷石”的认识，杨先生在这里也没有谈他的根据是

什么。查乾隆版《洛阳县志》，没有“穷谷”、“穷石”

的记载；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虽然认同“河南有穷

谷”的说法，但也未说后羿之“穷石”即此洛阳南之

“穷谷”。只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地名：“即昭二十六

年传萑谷、施谷之类。” [10]《皇清经解》卷二百五十四

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又说河南之穷

谷不在洛阳，而是在孟县西部 [13] 572。此说或与《尚

书·五子之歌》“羿因民弗忍，距太康于河”的记载有

关，此地近于河洛之间，或为其地。但是，查乾隆

版《孟县志》、民国版《孟县志》，也一并没有关于后

羿、穷谷的记载。由此看来，“穷石”在河南的说法看

似最有道理，因为主流观点认为夏都在河南。其实似

是而实非。

另外“穷石”在河南说，有一个根本缺陷，即：

无论是说在洛阳之南，还是说在孟县，都会被“夷羿”

这个称呼轻轻推倒。《左传·襄四年》孔疏云“羿居穷

石之地，故以穷为国号”，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古人

族、地名称往往相应，则“穷石”应是有穷氏故地之

称。若是，则“穷石”就绝不可能是河南西部的洛阳或

孟县。因为史料对“羿”一概称“夷羿”，《左传·襄四

年》：“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1] 937《天问》：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4] 60《吕氏春秋·勿躬》：

“夷羿作弓。”[15] 1088这说明羿为东夷之人无疑，若指

后羿族居之地在洛阳或孟县，则何以称“夷羿”？《左

传·襄四年》杜注认为“鉏”为“羿本国名”，其意也许

认为“迁穷石”即是“距太康于河”这一军事行动。但

是，一个“迁”字就决定了，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根据

《帝王世纪》“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14]第25磁

之说，“鉏”应是羿因功受赏之封地。“穷石”才是有

穷氏之族居故地，其族人的主体仍在穷石。所以，羿

由鉏迁于穷石，不是军事行动，乃是回归故土，故称

“迁”。

所以，即使羿曾往今孟县西部或洛阳西南去“距

太康”，即使那个地名叫“穷谷”，也不能将其认做“穷

石”，因为这只是一次军事行动，与“迁”之一字词义

极为不合。而且那个地方的“穷谷”之称，或许正是

“有穷后羿”距太康这个重大事件发生后才获得的，

是后人颠倒了因果。

相比较而言，后羿之“穷石”位于今山东德州一说

有着更充分的证据，倡者众多，历代未绝。

《水经·河水注》云：“（大河故渎）西流迳平原

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

亭，故有穷后羿国也。”[8] 438-439 汉、晋直至北魏初年之

平原鬲县，在今德州市陵城区丁庄乡一带 [16]。大河、

鬲津应是有鬲、有穷二国之界，大河之西、北，亦即

今德州市区一带是有穷国所在；大河以东鬲津河南北

为有鬲氏之乡。否定者多认为此地既为有鬲氏国，必

不能再为有穷氏国。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古之所谓

国，部族群落而已，规模有限。而且由于技术水平的

低下，山川常常成为部族不易跨越的阈限，由此构成

部族间的自然分界。德州一带是九河散播之起点，有

鬲、有穷隔大河而居，或以鬲津河为界，都是十分常

见的相处模式。

近代以来，此说的支持者呈渐多趋势。胡厚宣著

张德苏，等：有穷后羿所迁“穷石”位置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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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民族起源于东方考》认为“穷石”在“今山东德

县境”[17] 48。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

“据历代经史家考证，知有穷国在今山东德县北，寒

在今山东潍县东北，有鬲亦与有穷相近。”[18]14-15 闻一多

《天问疏证》：“羿为夷族，本居东方，载籍所传穷国

故地，或在今山东德县北。”[12]59 刘庞生《羿浞僭夏、

帝相流亡、少康中兴及其都城探考》：“羿本有穷国

有穷氏后裔，祖居有穷地，在今山东陵县。”[19]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时期全图》，有穷氏在德州，与

有鬲氏为近邻。民国时期之“德县”，其县城即今德州

市德城区，“德县北”即德城北，与我以上之推断基本

相合。

然而，“德州说”也主要是以论断形式出现，而缺

乏较为充分全面的论证。尤其是德州的地理位置也并

不与夏之中心地域相近，要使此说更加令人信服，就

必须更加详尽地搜罗多方史实，给予更加深入细致的

论证。下面我将三个方面提供前人未获之资料，增加

前人未尽之讨论。

一、“迁穷石”是为“得天命”——释“迁于穷

石”之“迁”

怀疑“穷石”在德州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从地理

位置上讲，德州并不靠近一贯认为的夏王都“阳城”

（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即使按照夏在东方的观

点，如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程德祺《夏为东夷说

略》、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等所主张，

夏朝的权力中心亦大体在荷泽至潍坊一线，德州仍然

与其距离较远。如此羿何以“因夏人代夏政”？这个

问题确实值得提出，但这个疑问不足以否定穷石德州

说。

历来对后羿代夏问题的讨论，大都缺乏对这个时

代的政治文化中“巫文化”因素的考虑，而这个因素在

那个时代即使不是比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因素，至少也

是一个不亚于军事力量的因素。夏初仍处于中国历史

上的“巫文化”时代，通过“巫”的方法获得“天命”

是帝王合法地位的关键。颛顼命重黎司天地，“绝地

天通”，实为把沟通天人、获取天命的仪式权纳入到自

己的控制之下，帝喾、尧、舜、禹都继承这个传统，

任用重黎及其后裔羲和氏族“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

辰，敬授民时”，为自己的合法地位提供天命的论证。

而颛顼—羲和氏族也因此成了唯一被承认的天命沟通

者。帝喾时期重黎氏得美号曰“祝融”，而“昔夏之兴

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的传说，

以神话的方式显示了这个氏族的祖先神所拥有的“司

天命”的重要角色，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相信羲和氏族

掌天命、定兴亡的鲜明证据。我们认识羿迁穷石的问

题，绝不能舍弃这个角度。羿代夏政的军事行动在距

太康于河阳就已经完成了。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虽“代夏政”、发号令，因尚无“天命”之加身，所以

不能有帝王之位、之尊，只好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傀儡

之王。后羿要想不仅“代夏政”，而且“代夏位”、得王

号，就非有“天命”的支持不可。所以，羿迁穷石是为

了获得“天命”。

今德州陵城向东不足30公里有古城糜镇，实为当

时羲和氏所居之地。论据可参见弊文《重黎氏族族

源试探》[20]。有穷氏故地“穷石”在德城—陵城一线

之北，与羲和氏所居之地相邻，后羿迁回自己的族居

之地，便于与羲和氏的沟通。此羿所以“迁穷石”的

根本原因。这不只是一个推想，此后不久的“胤征”

事件非常能够证明羿迁穷石的这个目的。羲和氏忠

于夏后氏，不以“天命”支持后羿，所以后羿就假仲

康之命（请注意，此时仲康仍是名义上的“王”，而

羿仍处“臣”位），使胤征伐羲和氏。太炎先生云：

“羲和守正之官，不肯为羿颁历，羿故诬以淫湎，命

胤征之。”[21] 28 苏轼《东坡书传》、俞樾《癸巳类稿》

卷一《允征序义》[22]皆持此意见。这次征伐最大的

收获是后羿娶羲和氏之女嫦娥为妻，这并不是普通

的抢掠婚，在巫文化时代，这也是得天命的一种象征

形式。观颛顼以来诸帝王，皆娶羲和氏之女为妃，帝

喾之常儀、尧之女皇、舜之娥皇、女英、禹之女娲，

皆是。后羿娶嫦娥，虽是借助武力，但也算是在形式

上获得天命的一个象征。此后，羿才开始称“帝”，最

终在史书中获得了“帝羿”之称。但已经很晚了，羿

之称“帝”，据《胤征》金氏注，大概是在夏后相时期
[23]卷四。此前的这段时间，都是羿寻求天命的时段。观

羿迁穷石后之举动，可以清楚地知道，羿迁穷石乃为

“得天命”。惟“穷石在今德州”说，才能使事件前

后过程得到更好的说明。

二、德州虽处平原而有“石”之名——释“穷石”

之“石”

其他三说皆在有山之地，名为“穷石”，无可讶

异；而德州之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周围200里内无

山，何以能称“穷石”？此疑不解，此说难立。

事实总会留下痕迹，不会完全湮灭。多种历史

文献让我们看到，德州一地不乏与“石”有关的地

理名称。《山海经·东次四经》：“又东南三百里，

曰女烝之山。其上无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

鬲水。”[3]114天下之水名“鬲”者，唯有九河之一“鬲

津”，《山海经》之“鬲水”当即鬲津。石膏水入鬲

水，正好能证明有鬲氏与有穷氏紧密相邻的位置关

系，有鬲氏居鬲水流域，有穷氏居石膏水流域，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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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穷石”。“穷”是其族号，“石”是其居地之河

流。这与《水经注》中“鬲津，故有穷后羿国也”的说

法合若符契。二者同为河流之记述，当非偶合。

“石膏水”是仅有其名，还是河中确有“石膏”？

名不虚命，远古时当更是如此。《尔雅·释水》记载

了禹贡“九河”之名，其中“絜”河下邢疏引李巡曰：

“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24]228依

《尔雅》九河之序，絜河在鬲津之北，中间只隔鉤盘

一河。其中多石，又与鬲相近，或即《山海经》之所

谓“石膏水”。鬲津在德城之南，絜则处于德城之北不

远。符合《水经注》所言鬲与有穷的位置关系，也符

合《山海经》石膏水、鬲水的关系。

又 今 德 州 之 陵 城 区 境 内 ，西 汉 时 曾 有 一 城 ，

名“白石城”，齐悼惠王之子刘雄渠先被封为“白石

侯”，后改封为胶东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白石

侯”下《正义》引《括地志》云：“白石古城在德州

安德县北二十里。”[11] 2012《大清一统志》第十册《济

南府二·古迹》“白石城”条云：“在陵县。”[25] 也曾有

“白石城”不在此地的说法。司马贞《史记索隐》引

《地理志》说“白石城”“属金城”，而金城郡在今甘

肃。但是，金城郡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必非白石

侯雄渠之封地。所以钱大昕说：“此白石当是齐地，

《正义》近之。”[26] 3036此地“白石城”之称，不会凭空

而来，这又让我们联想起《山海经》“石膏水”的记

载，“白石城”或即因“石膏水”而得名，因为石膏就

是一种白石。

不易有石之地而实有石，更能成为人们以此命名

的缘由，因为稀奇之物更使人印象深刻。

由于黄河下游剧烈的地理变迁，“石膏水”之名后

来消失，有石之“絜河”亦淤塞不见了，“白石城”之

称也成为历史陈迹。在这种情况下，此地仍被认为是

“穷石”所在之地，此非做伪者所能致之。我们可以

说，德州后世之无石，适可以证此地为“穷石”之无

妄。

三、德州处于少皋“穷桑”之地——释“穷石”

之“穷”

后羿所属之“有穷氏”，偃姓[8]438，是“穷桑氏”

少皋的后代。《拾遗记》：“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

氏。”[27]13远古时期族、地同名，少皋氏族所处之地也

被称为“穷桑”。有穷氏承祖先之号而称“有穷”，亦

承祖先而处“穷桑”之地。我们只要能证明今德州在

“穷桑”之范围，也就加重了“穷石德州说”的砝码。

《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

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14]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

看到，少昊是先在穷桑登帝位，而后才“都曲阜”。

说明穷桑是曲阜之外的另一地。《左传·昭公二十九

年》“遂济穷桑”，杜注：“地在鲁北”。人们一般将

“鲁北”理解为：穷桑在曲阜城北。然而由“济”字

看，穷桑与曲阜之间距离并不那么贴近，将其理解为

“鲁国以北”，理解为包括德州在内的鲁北冀南这片

区域，则更接近事实。

下面这一资料说明今德州一带正是古“穷桑”的

西缘。《淮南子·本经训》：“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

桑。”[2] 255“空桑”即“穷桑”，“空”与“穷”一音之转。

上古时期，先民常常用神话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现象，

记载历史事件，这则资料也是如此。我们应该透过其

神话表层，看到其中所内含着的自然事实与历史事

实。黄河泛滥最严重的地区就是《禹贡》兖州九河地

区，大禹治水用工最多之处也是在这里。所以，共工

以洪水薄空桑的说法内含的自然史事实，就是洪水泛

滥于空桑地区。如此，“空桑”就应该在九河之地。九

河分流之始发处就在今德州南北100公里的范围内，所

以德州一带就处于少皋氏“穷桑”之地的范围内。同

时这一神话所内含的历史内容与学界所认同的黄帝时

期的历史事实也是相合的：共工属炎帝一系，与黄帝

相敌，而少皋氏却是黄帝的联盟，故共工以洪水攻击

少皋空桑之地。少皋之地，颛顼继承，有“共工与颛

顼争为帝”之传说，颛顼之地，帝喾又承，到帝喾时，

仍有帝喾使重黎诛共工的传说。其间的矛盾根源是相

同的。综合这些资料，我们说共工以洪水所薄之“空

桑”必为少皋之地，而洪水与九河泛滥直接相关，可证

“空桑”、“穷桑”正在九河之地，今德州是其西缘，今

黄河以北至河北省南部，东到海，大体即“穷桑”的

范围。河北省盐山县一带曾是少皋氏的一大核心区。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谈到“空桑”之地说：

“少昊氏的大本营在这里，后羿立国在这里。”[28]这个

判断非常正确，今德州一带当时少皋后裔很是集中，

请看：有穷氏偃姓，为少皋之后[7] 卷二十三《夷羿传》，有鬲氏

亦偃姓[8] 438，二氏毗邻而居，分别在今德州市德城、陵

城一带。《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

弓矢。”[3]466 秦汉时设有般县，在今德平、乐陵一带。

西与穷、鬲相距不远，北与盐山很近。后羿以善射

闻，其胞族般人善为弓矢。这样看来，有穷后羿与其

胞族共居于“穷桑”是非常自然合理的。

再加一个旁证：后羿或般发明的弓，最早应当是

以桑木为材料的。《礼记·射义》载男孩出生之礼：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29]1653礼不

忘本，很多礼仪往往用最初的器物或祭品，如祭礼天

地用“大羹玄酒”。最初的弓用桑木，也从一个侧面让

我们看到后羿与“穷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张德苏，等：有穷后羿所迁“穷石”位置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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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of Qiongshi

ZHANG De-su，QI  Bao-jiang，JIANG  Yu-jie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Weihai  Shandong 264209，China）

Abstract: “Qiongshi” is located in now Decheng District hereabouts(of Dezhou City). The aim of Houyi 

“having moved from Chu to Qiongshi” is to approach the gens Xihe who controlled the“heaven’s mandate”, 

which can help him become new emperor replacing Xia “legally”, rather than dominate Royalty Xia by 

military power(Houyi had controlled it since he held back Taikang on the Yellow River.). Because “Qiongshi”, 

the hometown of gens Youqiong was closed to the location of gens Xihe(now in the east of Lingcheng District 

of Dezhou City). Someone maybe ask: Why this city without mountains and stones was named of “Qiongshi”? 

The answer is: there are “Shigao River” and “Baishi city” giving evidence of the name“Qiongshi”.   

Key words: Houyi; Qiaongshi; Youqiongshi; De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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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居住地居民对自身所居位置的一个认

知，也是其文化信念的一种表达。自从有了稳定居所

以来，人类总试图给自身的聚集地命名，通过名字体

现他们对自身处境和地理方位的认知，或者表达某种

文化信念。

一、德州市地名文化特征

“德州之名源于安德县，安德县之名源于德水，

因德水流经县内，故以为名。”[ 2 ] 德州市地名特征，

主要有两个来源和起源倾向，一个是自然地理，另一

个是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是指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在 地

名 中 通 常 体 现 为“ 沟 ”“ 渠 ”“ 山 ”“ 水 ”“ 陵 ”“ 泊 ”

等等。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相对，泛指各种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在地名中的体现，通常是

“寺”“庵”“屯”“宫”“阁”“堂”等等。就德州的

地名命名特征来说，既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命名，又有

比较多、比较复杂的人文地理命名。这从一个侧面体

现出，在大移民时代，移民多依傍德州地理中河流、

沟渠建村，以便获得生产生活上的方便。也体现出德

州本土的人文景观发达，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风貌。

如下表1。

德州地名是本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一种表

达，是生活于本地的先民对自己地理处境和人文处境

的一种精炼表述。而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门类

下，细分它们的特征，能够探寻德州地名当初命名的

一些逻辑。

表1   德州市各县市区地面命名特征

地名特点 城市地名

自然地理

德城区、自然地理（因德水而名）

陵城区、自然地理（大阜日陵之意）

临邑县、自然地理（临水而建城邑）

平原县，自然地理（平原地貌）

夏津县、自然地理（依水而名）

宁津县、自然地理（依水而名）

齐河县、自然地理（依水而名）

人文地理

禹城市、历史人文（历史人名）

乐陵市、人文吉瑞（吉庆祥云之意）

武城县、历史事件（屯兵习武之意）

庆云县、人文吉瑞（吉庆祥云之意）

（一）起源于“水”的命名

德州河流较多，流经的河流有黄河、卫运河、漳

卫新河、徒骇河、德惠新河和马颊河等。其中徒骇

河流域又有苇河、四新河、管氏河、老赵牛河和邓金

河；马颊河流域有笃马河、宋家河、宁津河、跃进河

等等。德州地名与“水”有关的较多。比如：水王庄

村（德州市陵城区）、水坡杨村（德州市禹城市）、

东水坡（德州市齐河县）等等。水是重要的生存资

源，依“水”定居，体现了人民对水资源的依赖。

除 了 直 接 用 “ 水 ” 字 命 名 的 德 州 地 名 ，

还 有 用“ 沟 ”“ 洼 ”“ 滩 ”“ 泊 ”“ 湾 ” “ 潭 ”“ 津 ”“ 水

驿”“井”“泉”“桥”“河口”等等命名的地名，也与

水息息相关。比如“渡口驿”，就是依靠卫运河水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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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的。明朝诗人王世禛有诗《卫河八绝 其三》：

“前望渡口驿，行行转相隔。非关驿路移，应是侬

心迫。”明代德州漕运的发达，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

展，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兴盛。其他如以“洼”起名

的，如：洼赵村（德州市宁津县）、常洼村（德州市宁

津县）、洼于村（德州市庆云县）、洼刘庄村（德州

市宁津县）、小洼村（德州市临邑县）、洼董庄村（德

州市平原县）、洼陈家村（德州市宁津县）、涝洼村

（德州市乐陵市）、洼刘村（德州市庆云县）等等。

洼是水洼，这些均是在大洼地旁边建立的村庄。以

“沟”为起源的地名，如：沟村（德州市齐河县）、赵

沟村（德州市夏津县）、沟李村（德州市德城区）、贺

沟村（德州市平原县）、沟王庄村（德州市夏津县）、

沟刘村（德州市禹城市）、闫沟村（德州市武城县）、

黄沟村（德州市武城县）。带有“沟”的村庄通常是在

河沟、水沟边建立的。

（二）与方位、距离有关的地名

与方位有关的地名是比较常见的， 有“东南西北

中”“前后左右”“南北上下”“坡上”“坡下”“堤上”“堤

下”“寺前”“寺后”等等。与距离有关的地名有“三

里”“五里”“十里”等等。德州有“堤上王庄”“堤下王

庄”“五里铺”“十里铺”等等。“依方位命名，主要是

指自然环境要素中的地形、山川河流、地理方位等作

为参考坐标而命名的地名。”[2]方位和距离作为坐标，

进行地理命名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如表2。

表2. 德州市方位地名结构数据统计表

（数据来源：李景生《德州市方位地名运用特点及其文化解读》

《毕节学院学报》载2012年第10期）

方位词和其他内容比如姓氏或地理状态连用组

成地名，是德州地名命名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方式

也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地名

的一个特征，即为了区分自身与其他地方的不同。譬

如德州市平原县有两个“十里铺”（南十里铺和北十

里铺），当人们说到“十里铺”的时候，如何证明说的

“十里铺”是实际想要指出的“十里铺”，这里即出现

了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中国古人讲“名不正，言不

顺，言不顺，事不成”，又讲“名实相符”。西方也认

为，人们对一些问题，包括哲学问题争论不休，认知

不清晰，主要是由于语言出了问题，由此发生了语言

学转向。地名语言中“南北东西”的区分，即是为了

清晰认知，使得人们更好地明晰地名坐标，避免地名

在日常语言中出现混淆。

（三）其他有关的地名特征

地名命名特征来源比较繁多，这体现了地域文

明形态的多样性。如德州有很多“军屯”“民屯”，如

平原县军屯村，是因设立军户，屯军垦荒而得名。又

有郑家仓、张家仓、刘家仓村等等，在古代都是屯粮

的仓库。还有以产业为命名的村庄。如镰把张村，

以农作物收割工具“镰把”而命名，也侧面体现当地

村民以种粮为主要收入来源。范窑庄、皮条张村，

都是以产业为名，“窑”是烧制瓦盆砖窑，“皮条”是以

“皮条”为营销产业。“范”与“张”和他们相关的产业

为结合命名村民，在德州市的地名特征中也是普遍的

一种形式。还有以“寨”命名的村落，如王寨（德州

市陵城区）、郑家寨（德州市陵城区）、韩寨（德州市

禹城市）、闫寨（德州市德城区）、宫寨（德州市乐陵

市）、林寨（德州市临邑县）等等。以“寨”为地名特征

的村落，通常建村时将村庄的周围围上栅栏形成“寨

子”，是具有防御形式的一种村落形态。

“姓+村/屯/庄”进行地名命名，在德州地区颇

多。郑庄，鲁庄，张庄等等。冠名的姓多是当初建立

村庄的开创者或村中的大户姓氏。当然，还有一些以

个人命名的村庄，如鲁权屯，鲁权即是从山西迁移来

的移民，因和他一块迁移来的亲戚在周边建村，且鲁

权年岁较长，故名鲁权屯。张麻子村是以人的绰号命

名的，刘宪庄村是以“刘宪”的名字命名的。因村中出

名的人物起村名，虽然在德州的地名特征中不明显，

却也时有出现。

以穆王庄为例，以“姓+姓”命名村庄的，主要是

当初建村居民姓氏为两姓及以上，且姓氏人数大致相

同。当一姓氏不能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时候，通常不

能以一姓冠名此村庄，常常采用两姓及以上姓氏相结

合的形式作为地名特征。

以大小为地名特征的有小芦家村（德州市乐陵

市）、小曹村（德州市乐陵市）、小纸坊村（德州市禹

城市）、小姚村（德州市宁津县）、小贾庄村（德州市

武城县）、小杨庄村（德州市武城县）、小孙庄村（德

州市武城县）、小胥庄村（德州市平原县）、小冯庄

村（德州市平原县）、小唐庄村（德州市平原县）等

等。大小是区分村落形态的，大的村落通常人口较

多，村庄占地面积大。以小冠名的村落，坐落在大村

落的旁边，这些村庄占地面积小，人口少。

德州各地地名来源复杂，从侧面展示出德州地域

文化的丰富性。这种地名特征的多样性，背后是其历

史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梳理，能够更好

地了解地名特征的丰富性。

结构   方位词 东 南 西 北 中 前 后 上 下 左 右 里 外 合计

方位词+X 289 94 289 94 29 276 229 0 0 2 0 0 0 1302

XX+方位词 38 16 46 19 11 3 2 3 0 0 0 3 1 142

合计 327 110 335 113 40 279 231 3 0 2 0 3 1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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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州地名文化成因

德州地名正如董仲舒所说“名者所以别物也，亲

者重，疏者轻……故正名以名义也。”[3] 地名在某种程

度体现着德州的历史风貌和社会风俗，是一个地方的

记忆，成为一个地方持久的名片。德州很多历史名村

被历代文人歌颂，如四女寺，津期店，鸣鸡店等等。

德州地处鲁西北大地，李白、杜甫、骆宾王、黄庭

坚、文天祥、王世贞、吴与弼、顾炎武以及康熙、雍

正、乾隆等都在此留下有据可查的文章篇目。骆宾王

的《夏日游德州赠高四》是一首几百字的长诗歌，

李白的《访道安陵遇盖还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书写

了李白在德州寻找道士的经历。杜佑所撰《通典·州

郡·古兖州》记载：“德州，春秋及战国皆属齐。秦置

齐郡，汉高帝分置平原郡，后汉因之。晋为平原国。

宋为平原郡。后魏、后周并为平原郡。隋初废，后

置德州；炀帝初复为平原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窦建

德，复置德州，其后或为平原郡。”隋朝开通大运河，

德州依此凸显出地理优势，往来德州地区的人群络绎

不绝。这些人欣赏路途美景，欣喜于鲁北民俗风情；

或感叹行路之艰难，思念远方家乡，或和朋友宴席游

乐，吟诗作赋。他们中有经商的，有赶考的，有为官

赴任的，有戍边打仗的，有投奔亲友的，有巡幸出游

的，有荡舟田猎的，有献诗求荐，有到此移民迁徙

的，不一而足。一个个德州地名见证了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经历固化下来也汇成了一个个历史地名，成为

地域文化研究的坐标。

（一）宗教文化的影响

“地名的主要功能是指称某个地方，然而人们在

给地方命名时却赋予了它们很多文化色彩。”[4] 儒释道

三教在德州地区都得到了长期的发展。受到宗教影响

的地名多采用“寺”、“庙、庵、阁、观”等后缀起名村

名，“堂”通常指的是“家堂”，是祭祀祖先或者家族议

事的地方。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如表3。

表3   德州市部分县市宗教地名的分类统计表

（数据来源，李景生《从德州地名看鲁西北的道教文化》，载《毕节

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由 图 表 可 知 ，德 州 各 县 市 地 名 中 ，和 宗 教 信 仰

有关的地名都超出3.8％以上，特别是临邑县更达到

8.7％。明清德州地区，寺庙众多，直到建国后的一段

时期，很多寺庙才被破毁。但地名作为一种历史见

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德州发达的宗教文化。

清朝德州本地作家田雯著有《清凉寺双桧歌》《长歌

题四女祠》，其中的清凉寺在今德州市临邑县清凉店

村，寺比村古，村以寺名。宋末毁于战火，后复修，明

朝为临邑八景之一，常有文人墨客、商贾聚集。四女

寺在今德州市武城县，传说为汉代四女孝亲的故事，

田雯质疑认为是唐朝故事，来历难以考证。明朝李堂

有《正德丁卯冬以府丞应召寓德州永庆寺奉寄仁仲家

兄商决去就之怀用苏集韵》，清朝姚燮有《德州大风

渡河至留智庙下车成歌》，其中，永庆寺在德州德城区

境内，留智庙清朝属于德州，如今划归河北。德州寺

庙文化兴盛，历代不乏文人墨客的书写。在地名中，

如时庙村（德州市夏津县）、九龙庙村（德州市德城

区）、陈庙村（德州市临邑县）、于庙村（德州市临邑

县）、后庙村（德州市武城县）、龙王庙村（德州市齐

河县）、前庙村（德州市武城县）、鲁庙村（德州市临

邑县）等等。以庙、寺、堂作为后缀的德州地名不胜

枚举，此处不再列举。也有作为三教合流的一种证据

或见证的地名。如德州市夏津县的“三教堂”村，因

当时村中建一庙堂，供有三教的圣人：孔子、老君、佛

像，故名为三教堂村。德州历史宗教文化丰富，在一

定程度上给德州地名增添了一道宗教的色彩。

（二）商业文化的影响

自京杭州大运河开通，特别是元朝以来，德州成

为运河沿河的四大漕运码头枢纽之一。德州段运河

是北京到南京的重要通道，当时“车舟所会，食货集

散”“漕粮船挤、游人如织”，有“九达天衢”的美誉。

德州的上游有漳河和卫河。两河并行后称为卫运河，

自四女寺至天津段称为南运河。当时，德州运河码头

众多，有的河段，在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竟十余个码

头，足见德州以运河为依托形成的产业聚集是多么的

发达。明朝王世贞的《卫河八绝》以及《德州渡口》

等作品，对此有详尽的描写。清朝弘历的《过德州运

河即事》等，对德州运河以及本地的生产生活也有描

述。以运河商业为依托形成的村落，如“渡口驿”（为

运河渡口）、“四女寺”（为运河枢纽）、“南口村”（位

居运河码头南口）、“北口村”（位居运河码头北口）、

“罗厂村”（运河沿岸村落，明清时期德州沿运河建有

砖瓦厂，供建京城，借河船运。出厂产品加印戳记。

此地有一窑厂系罗氏建造，故名罗厂。）、“青苏厂”

（同上）、“袁厂”（同上）沿运河，逶迤而下。

除了运河沿岸，德州内地也有很多著名的商业

地名
总数

带“庙”等
的地名数

百
分
比

带“寺”等
的地名数

百
分
比

宗教地
名合计

合计
百分比

乐陵市 1093 31 2.9％ 9 0.82％ 40 3.85％

临邑县 862 60 6.96％ 15 1.74％ 75 8.7％

禹城市 1014 37 3.65％ 26 2.56％ 63 6.21％

平原县 875 31 3.54％ 6 0.69％ 37 4.23％

夏津县 517 27 5.22％ 9 1.74％ 36 6.96％

合计 4361 185 4.24％ 65 1.49％ 250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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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中心。如鸣鸡店，历史上曾是大型的商品交易中

心，闻名乡里，以至于“鸣鸡店”附近的村庄，都改名

为“店后”某庄，或“店前”某庄。如其村后的“店后

王庄”，村前的“店前肖庄”等等。以店为名的村庄，

大多是以商业店铺为起源，冠以姓氏命名的村落。

如：桃花店、曹店、东店、魏店、北铺店等等。商业

的繁荣促进地名命名中“店”字命名的比例增加。此

外，以“集”“铺”命名的地方也多是商业中心。

（三）军屯与军事制度的影响

德州地名中有大量带有“屯”“家屯”“官屯”的

村名，这些地名通常和当时的军屯制度有关。军屯制

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军屯制起源于西汉，后世不断

发展，明朝初年飞速发展，而明朝初年正是大移民时

期，这一时期大量居民迁住德州。在德州实行军屯的

初期，朝廷拨发农业用具和耕牛，初期不征收税粮，

并且军屯不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属于当时的卫所管

辖。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类似于古代的

府兵制。从洪武到永乐，军屯在德州迅速扩张，到了

永乐二年“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

二百万家”。所谓官屯，“因为这些移民所耕种的田地

属于官田，田地为政府所有。”[5] 譬如德州的张官屯村

（德州市德城区）、东李官屯（德州市夏津县）、铁官

屯（德州市武城县）、胡官屯（德州市齐河县）、西李

官屯（德州市夏津县）、李官屯（德州市武城县）、宋

官屯（德州市德城区）、乔官屯（德州市夏津县）等

等。众多官屯促进了德州土地的开垦和村落的发展，

以及移民人口的增加。

明朝初年的德州，官田的数量庞大。一些军官

中的豪强大量侵占村民良田，所谓“邑人惧其暴，

屯田惧其扰”。到了后期，“卫所官旗势豪侵占盗卖十

去五六”，军屯逐渐和民屯混而为一，军屯和民屯都

以“家屯”“官屯”命名。除了“官屯”制度，还有以

“营”“寨”“堡”为主要命名特征的村落。“山东地名

中带有营、堡、寨字的，都和当年部队驻扎作战防

御有关。”[5]  很多以“寨”命名的村庄，有“民寨”，也有

“军寨”。军事制度对地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

“甲马营”“七机营”等等，都和军事制度有关。其

实，明朝的军事制度对德州的影响不仅如此。明朝初

年在德州地区寄养了大批量的“官马”，让百姓苦不

堪言。据《武城县志》记载：“本县原无官地草场，

供饲为难……一遇郡司查点之候，供输勒索，民愈告

病矣。要之兖东郡邑皆然，而武城小邑较为尤剧。”

以至于明朝德州地区盗贼频发，著名的刘六、刘七、

齐彦名起义就发源在德州附近，以至席卷全国。这些

军队起初由“响马盗”发展而来。明朝嘉靖年间，德

州武城县的学者刘希契，在《烈妇吟》中描写了刘六

等“造反军”攻入武城县的情景：“毅皇六祀烟尘飞，

燕南剧寇刘与齐。绛衣大剑若豺虎，萧萧钱骑来城

西。”刘与齐指的是刘六和齐彦名，毅皇是明朝皇帝朱

厚照的谥号。刘六、刘七事件的发生，根源即是当时

的德州地区为军屯与军事制度剥削过甚。

德州地名的命名成因，除了宗教文化、商业文化

以及国家军事屯田制度这样的“宏大叙事”对其的影

响之外，还有在德州这片土地上生存生活的本土居民

的“微观叙事”对地名文化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

人是被抛入到世界的。人被抛入的地方，总有一个地

名，这个地名是“此在”出发的坐标。“此在”在世界

中游走，一个个地标，标记着“此在”的展开与成长。

在“微观叙事”中，邻里关系、居民的期望、操持的

行业等等，都对德州的一些地名文化的形成起到一定

的促成作用。

（四）邻里关系对地名的影响

一个村庄的名字可以是村中人自己命名的，也可

能是外人命名的。以“中国”为例，中国人自己命名

此地为“中国”，但欧洲一些国家称呼“中国”为“秦

朝”的“秦”，俄国称呼“中国”为“契丹”。地名的命名

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彼此认知的过程。譬如

任八村（德州市平原县），因当时村中有条闻名的小

叭狗，村名被人名为“小叭狗庄”。后村民觉得难听，

更名为任八，沿用至今。这种村名，都是村邻互动。

德州有五个“博泉村”聚集在一起，当时五个村庄各有

村名，五个村庄都是小庄，常常受到外村的欺负。到

了康熙年间，五村联合商议，一同更改村名，取团结

之义。因地势低洼，水源充足，水质好，统一使用“博

泉”两字更改村名，分别取名为邢博泉，王博泉，许博

泉，董博泉，张博泉。这些地名的变化，都是附近村邻

互动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互动是“厌胜之术”的

互动。譬如以一村名为“曹庄”、邻村村名为“马庄”，

“曹庄”畏惧谐音“马吃草（曹）”，改名为“杀马

庄”。又譬如德州的王卞庄，原名草庄，因附近有个牛

头湾，湾嘴正对草庄，畏惧“因牛吃草”一说，更村名

“王鞭庄”，意“鞭打牛”，后改称王卞庄至今。这种地

名历史为正史所不载，但在当地却口耳相传。

譬如德州的张老虎村，明朝正德年间，张姓从山西

洪洞县带一头水牛迁来建村，取名水牛张庄，后改为张

老虎村。此一村改名，带动周围村庄连锁反应，纷纷

改名，以“厌胜”之。村南的铁古寺村的村庄，改名为

“打虎集”；附近的“造姑庵屯”，改名为“捉虎村”。

由此种种，可见明清之际的德州村落间互动既造成了

利益的纷争，也促成了村落的抱团团结。对地名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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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能够了解当时社会村落之间的基本关系风貌。

（五）期望和祝福对地名的影响

人的名字寄托了长辈对后辈的希望和美好祝福。

一些地名也是如此，比如 安”、“定”、“华”、“昌”、

“盛”、“天”、“和”、“平”、“兴”、“广”、“永”、

“ 光 ”、“ 福 ”、“ 顺 ”、“ 达 ”、“ 禄 ”、“ 祥 ”、“ 富 ”、

“吉”、“寿”、“通”[5]等一些名词用在地名中通常会表

达一些美好的祝愿。

德州有太平庄，安善仁村等。邢博泉村在更名之

前，原村名为仁美关庄。德州有“良庄”的地名，村民

口传是恩县县令感叹此地百姓是“良民”，故赐名“良

庄。”德州市王贤屯村，原名望乡屯，后取礼尚圣贤之

意，改为王贤屯。1958年，隶属于超美人民公社的李

国庄，在1965年改名为胜利村。德州当时有“超美赶

英”，积极响应号召，这种公社的命名以及“胜利村”

的命名，不能说不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到了近年来的商品房建设时期，各种“优雅”“豪

气”的地名更是充斥在德州的地图上。“地名命名方法

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应视不同情况、不

同地区而定，最忌千篇一律。”[6] 如畅和苑、幸福家园、

新领域国际花园、金腾豪庭等等，房地产开放商对地

名的“单向度”取名，唯“雅、豪、尊、贵、大、洋、

怪、重”为地名起名标准，导致地方地名文化的丰富

性受到冲击。“一个城市如果丧失了地名文化，就如同

没有了根的浮萍、缺失了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有

缺陷的。”[7]以祝福和期望进行命名，展示出本地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向往包括平安吉祥、荣华富

贵、忠孝仁义等等。

（六）产业的影响

居民的生计和产业对地名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

坊、店、铺等村庄地名通常描述了他们的生产产业

类型。如德州的糖坊，是以经营糖为产业的。德州

皮条张，以售卖皮毛为产业。德州的炉坊村，原以打

铁为业，制作火炉为生，命名炉坊村。德州的罗厂、

青苏厂、胡家窑、盆吴庄等等，以烧制盆窑、砖窑

等产业为业。德州的冶庄，当初以冶铁为产业。这是

家庭手工业对德州地名的一些影响。农业产业对德

州地名也有影响，如“菜园”“桃花店”“花园屯”“杏

仁店”等等德州地名中也有建筑产业的影响，譬如

“楼”“亭”“阁”等。德州的王家楼、陈楼、唐楼、

杜家楼、王凤楼、耿楼等等，都是以“楼”这样的实

体建筑产业为地名命名特征的。德州的王阁、十二里

阁村、沈家阁村、徐阁等，“阁”是旧时楼房的一种，

一般两层，周围开窗，多建于高处，可凭高远望。德

州的亭子村，也是以“亭”为地名命名的。德州的王家

皋，“皋”是一种像塔形一样的建筑，上小下大的一种

建筑。居民的生活生计，作坊手工，轻工业冶炼，建

筑产业等等都在德州的地名中占据一定的比例。

三、结论

“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

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

理坐标。规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设的立足点

就在于传承文化和历史。”[8]地名是地方文化的“活地

标”，向人们展示着它的过去和诉说着其现实存在。德

州的地名特征主要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自然地理，另

一个是人文地理，对其地名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可以

了解德州本地的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军事和军屯制

度等等。同时，德州地名和本地居民的生活关系是十

分紧密的，邻里关系、期望祝福和生活产业等等都会

对地名文化形成影响。地名是一个存在着的，依旧在

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存在。地名文化研

究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和世情风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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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处齐鲁之邦，地近燕赵大地，因黄河而名，因运河而兴，雄浑壮阔的黄河文化、钟灵毓秀的运河文

化、豪迈敦厚的齐鲁文化和慷慨仗义的燕赵文化在此交融积淀，塑造了德州运河名城的历史地位。从隋唐永济渠、

宋元御河到明清京杭大运河“四大漕仓”和三十三大工商城市之一，德州被誉为“九达天衢”“神京门户”，是大运河

山东段运河文化积淀最为深厚、原生态风貌保存最好的一段，而苏禄王墓及其守陵文化、四女寺孝道文化与水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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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州运河文化变迁

德州运河文化的变迁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一）隋唐永济渠与德州运河文化的滥觞

永 济 渠 开 凿 于 大 业 四 年（6 0 8），南 起 黄 河 ，北

到涿郡，全长1000公里，是大运河四段中最长的一

段，德州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运河文明由此拉开了序

幕。

关于永济渠，正史、类书、地方志等均有记载。

《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608）春正月乙巳，

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

河，北通涿郡。”①《隋书·食货志》：“四年，发河北

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

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②《初学记》：“隋炀

帝于卫县（今河南浚县西），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门

以通河，东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
③民国《德县志》：“（永济渠）本县境内所经者，

为汉之屯氏河……面宽二十丈，底宽八丈，深二丈三

尺”④。

屯氏河乃黄河下游故道之一。汉武帝元封（前

110-前105）年间，黄河北决于馆陶（今属河北），

分为屯氏河，向东北流经今德州、沧州等地入海。

田雯《长河志籍考》载：“州城西门外……卫河即汉

屯氏河，隋大业中疏为永济渠。其源自河南辉县，

合滏、洹、淇三水东流，至馆陶界与漳河合，至清渊

与会通河合，北来，自武城县入州境，又北至桑园出

境，东光、沧州、天津下，直沽入海。”

虽然由于隋朝国祚短促，并未享受到大运河所带

来的真正好处，但唐宋及以后的各个朝代却因此大获

其利。永济渠的开凿与南北运河的开通，沟通了华北

经济文化联系，打破了原有经济区之间的相互封闭，

使中原、江淮及黄河以北地区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

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南跨江淮直达杭州，西通关中

直抵长安，北经临清、德州、沧州直通今北京附近，

全长1000公里的庞大运河系统，促进了沿岸经济文化

的发展，在永济渠一线逐渐形成了经济发展、人文兴

盛的经济文化带，对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南北经济文化

交流和国家统一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唐代在隋朝运河的基础上继续加以疏浚扩充，仍

以漕运、军事为主要目的。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强藩

盘踞，途经德州的永济渠就成了唐朝廷与河北诸镇联

系的重要纽带，因而这一条大动脉愈来愈得到唐统治

者的重视。唐朝中期，沁水断流，永济渠只好引清、

淇二水。为了加大夏季洪水的下泄流量，减轻永济渠

对德州、沧州等地的压力，唐朝于圣历三年（700）

年在永济渠德州以东开挖马颊河（新河），永济渠以

西，则利用淀泊滞洪，并在重要的河段加筑堤防，以

遏制水患。为了扩大水运交通网，唐朝还在永济渠两

侧开挖支渠，或通向平原中部的产粮区，或连接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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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盐区，以便把粮食、食盐等物资通过永济渠运往

洛阳和长安。

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恢复长河县（后改为长

河县）。《旧唐书·地理志》：“长河，汉广川县，属信

都国，后废。隋于旧广川县东八十里置新县，今治是

也。寻改为长河县，为水所坏。元和四年十月，移就

白桥，于永济河西岸置县，东去故城十三里。十年，

又置河东小胡城。”尽管长河县只是一个县级地方行

政机构，但是它的设立却标志着德州一个崭新局面的

开始。一方面，由于运河的孕育和滋养，今德州市区

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汇通南北、物资丰饶、人气旺盛

的新兴城镇，进而成为新的县治所在地。另一方面，

这 里“ 川 陆 经 途 ，转 输 津 口 ，州 在 南 北 间 ，实 必 争

之所也”①，政治军事地位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从而为明清时期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元御河的疏浚与德州运河名城的初显

北宋定都开封，当时的漕运除依恃环绕京畿地

区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河与黄河为主干的漕运系

统网，把各地的物资转至京城外，还凭借这个水运网

把各种军需物资通过御河转运到河北及陕西等地，

以供国防之用。诸路漕运物资中，“河北卫州东北有

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②。宋仁宗庆历

八年（1048），诏令三司以当年江淮所运米200万石

转运河北州军，以供河北前线诸军之用。熙宁五年

（1072），赐河北常平司内藏库钱5000万缗，于近边

或沿黄河、漳河和御河一带可通漕的州军购买粟米

以为军储。至和二年（1055），置河北都大提举便籴粮

草及催遣黄御河纲运公事一职，专以负责和籴澶、魏

诸地的粟米，通过黄、御河等漕运给边，以为军用。

金朝定都燕京后，京城所需主要依靠今山东、

河北、河南等地供应，因此，疏通原有漕路，储备漕

粮，保障京城所需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会七年

（1129）金朝在将陵（今德城区）建将陵仓，以利河

漕储运。金朝在德州设漕运司提举官1人，由景州刺

史兼任，并设专人具体掌管催督起运纲船。漕运司下

设课使、起运两科，除司吏、孔目官外，特置押纲官

76人。泰和六年（1206），为加强漕运管理，朝廷规定

运河所经之县长官，皆兼掌运河漕运，于是，夏津、

武城、将陵等县长官皆加职“管勾漕河事”，负有修

护堤岸、督察漕运之责。当时，德州运河两岸栽种了

大量的榆树和柳树，“以护河堤”。然而，由于运河来

水少，经常造成运道浅滞而难以通舟，故终金之世，

运河所起的作用有限。

元 朝 定 都 燕 京 ，“ 去 江 南 极 远 ，而 百 司 庶 府 之

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③，急需打通

连接南北的水运通道。元初的漕路即由江南运河入

淮后，溯淮入黄河至今河南封丘南30里的滦镇，转为

旱路运输，到达淇门后再入御河，经临清、德州、沧

州，运至天津，再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

北京。水陆接运，反复装卸，既费时又费力。因此，

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开凿新的运河便捷水运之路，

截弯取直，使之南北贯通，便成为元政府亟待解决的

大问题。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任命31岁的水利专

家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郭守敬奉命沿隋朝大运

河一路寻访，勘查运河故道，行程数千里，在南起徐

州、北抵德州的广大地区做了缜密的考察，最终设计

了自陵州（德州）至大名，济州（济宁）至山阳湖、

微山湖，东平至罡城，东平至清河过黄河接御河，自

卫州（今河南辉县）入御河至东平等运河河道开凿

疏浚方案，得到了忽必烈和朝中大臣的一致肯定。

从至元二十年（1283）到至元三十年（1293），

在郭守敬、马元贞等主持下，历时十年，先后开凿了

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至大沽的通州运粮

河，疏通了从大沽经沧州、陵州（今德州）至临清的

御河，开挖了从临清至东平的会通河、从东平至济州

（今济宁）的济州河，自济州河而南与南方原有的

大运河相接。至此，北起北京积水潭，南至杭州拱宸

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总长1816公里的京杭运河全线贯通。

大运河的贯通，促使德州运河区域商业经济呈

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将陵县（今德州）成为贯通南

北 的 枢 纽 并 逐 步 发 展 成 为 区 域 交 通 、 商 业 中 心 。

当时，御河“舳舻相冲，千里不绝，官艘贾舶，联翔

方 载 ”。 运 河 商 船“ 南 逾 苏 杭 ，远 浮 闽 广 ，北 越 津

京”。每当漕运繁忙季节，运河上“帆樯如林，百货

山积”。运河两岸“市肆栉比，绵亘数十里”④。作为

南北漕运的集散地，将陵城内“大聚四方之奇货于游

市，号为百商之渊”。地理位置的重要、经济地位的

加强与战略地位的突显，德州行政地位由此提高，将

陵县为陵州。

当时，德州周边市镇发展很快，如新安镇、桑园

镇、边里镇等。桑园镇（今属河北吴桥），位于运河之

滨，“舟车所聚，四方商贾之孔道也”。边里镇（今属

经济开发区）“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

①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一《山东二》。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元史》卷九三《食货志》。                                      ④ 以上引文见乾隆《德州志》卷三《河渠》。

梁国楹：德州运河文化变迁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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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镇（今属临邑）“人物繁阜，商贾云集，不啻一

新县”①。元朝商税征收数量的激增，间接反映了工

商市镇的繁荣。《元史·食货志》载，文宗天历元年

（1328）的商税额，排在全国前三位的地区为浙江、

两淮及山东，而三地均为运河所经的主要地区。德州

是当时大运河的重要枢纽，城市人口超过2万，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德州商业经济的繁荣。

（三）明清大运河的畅通与德州运河文化的繁荣

明清时期，德州不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漕

运码头，而且是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枢纽，有“九达

天衢”、“神京门户”之誉，在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

治军事地位。当时，德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经济

上，工商繁荣、客商云集、仓储丰富、交易繁盛，是

全国三十三大工商城市之一。文化上，“人文飙起，名

卿蝉连，实甲山左”。涌现出田雯、卢见曾等一大批文

豪硕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昌盛局面。由于流动

人口激增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孕育产生了丰富多彩的

市井文化；运河航运与人员往来带来了不同地域的风

土人情，形成了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运河风情和民

俗文化。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沿运河南下，多次驻

跸德州，对德州多有赞誉。在运河的滋润下，明清时

期的德州走向了全盛。

德州“控燕云而引徐兖，襟赵魏而带溟岳，神京

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②洪武七年(1374)，明朝

对德州行政区划做了一次大调整，将德州州治西移至

陵州，而将原德州(今陵县)改为陵县。这就是“德陵

互易”。德陵互易标志着德州区域行政中心西移的完

成，今德城区最终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洪武九年（1376）将守御千户所改为德州卫，

后称德州正卫；三十年（1397），在卫运河东岸的军队

驻扎地修筑了周长十里的砖城。设置了知州署、州同

署、州判署、守备署、参将署、城守尉署、德卫署等不

下二十多种不同级别的官署。明永乐五年（1407）又

增设了德州左卫；九年（1411），置安德马驿于南关，

太平马驿于恩县北，安德水驿于西关，梁庄水驿于城

南，良店水驿于城北；十三年（1415）于元陵州仓故址

建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两卫共有士兵13440人，另

有边军、城军、运军，共5600人。德州成为当时华北

地区一大军事重镇。德州仓收储山东、河南两省漕粮

数十万石，辖兑69个州县，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

量都占运河各码头之首。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德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

交通地位更为突出。永乐十年（1412）夏，南运河多

处决口，灾情严重。工部尚书宋礼经对四女寺东至九

龙口的老黄河故道地形勘察后于同年秋后开始挑挖四

女寺减河，以确保漕运的畅通。宋礼还定下了“每年

小挑，间年大挑”制度，对运河定期挖泥清淤。经过整

治，运河的运营状况大为改观。

当时德州，工商繁荣、客商云集、仓储丰富、交

易繁盛，“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德州城内外设有民

市、军市、马市、羊市、米市、柴市、鱼市、菜市、

果市、绸缎市、旧钱市、新钱市、小锅市等，店铺连

门，商品琳琅满目，商业贸易非常活跃，逐渐由一个

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变为政治经济中心。德州最繁

华的商业中心，一在北厂街，二在桥口街。北厂系漕

运装卸码头之地；桥口系九省御路必经之路。运河附

近的桥口、北厂、米市、顺城等粮行客栈汇集的市街

以及城内的喧哗角，都有相当规模的邸店、酒楼、茶

馆、戏楼等服务业和娱乐业。清泉居、迎春居、德香

居、柳园等就是当时著名的茶楼，城隍庙、火神庙、

大王庙则都建有戏楼。清末民初，城隍庙正殿东侧的

“国民大戏院”，各种曲艺如大鼓、渔鼓、坠子、扬

琴、三弦平调等都在这里演出，武术、戏法（魔术）、

山东快书则在露天演出。另外，德州 还是有名的“声

妓之盛”。

德州城内有庙、寺、观、庵、祠、宫、楼、坛、

驿等70多处；大小牌坊50多座；官署衙门72所。据乾

隆《德州志》记载：德州“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

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

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

城内城隍庙有“腊月会”，城外柴市街有“药王庙”，

城东南有“耿家庙会”，城东有“华家庙会”，城西北有

“奶奶庙会”。

当时，德州运河两岸的县级城市纷纷开辟通往运

河的水陆交通路线，于是出现了许多作为县城与运河

连接纽带的中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得运河交通之便，

迅速发展为区域性商业中心城镇，其繁华的程度甚至

不亚于其所在的县城。运河沿岸的郑家口、甲马营、

四女寺等就是当时较大的水运码头，也是发达的商业

城镇，作为德州区域经济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这些城

镇起着运河区域城乡村联系和扩展运河经济区域的重

要作用。

（四）近代漕运的衰落与德州运河文化的沉寂

运河虽然通航上千年，但始终受到两个方面的

① [清]田雯《长河志籍考》卷三《新安镇》。

② 乾隆《德州志》卷一二《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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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水源不足、黄河侵害。明清两朝，为了能够维

持漕运的畅通，对运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屡

加修治，才保持了黄河与运河的相安无害。但嘉庆以

后，河患日重，运道淤塞日益严重，运河几乎已达到

“无岁不决”的程度。至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千疮百

孔，处处淤塞难通。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部分

漕粮改道海路至天津。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

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大清河，黄河之水拦腰截断的运

河，漕粮运道陷于梗阻断绝状态。清廷不得不于光绪

二十七年（1901）宣布停漕改折：“自本年开始，直省

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① 次年，清政府正式宣布

漕运制度结束。

运河之衰还与津浦铁路修建有着密切的联系。宣

统三年（1911）津浦铁路建成后，改变了德州传统运

河交通运输方式，1916年由铁路输入德州的煤2万余

吨、煤油1000余吨、棉织品2000余吨、纸600余吨，

每年由铁路输出各种杂货1300吨、皮货1300担、棉花

500吨，花生、枣、干鲜果各300吨②。运河昔日在商业

贸易中的地位便逐渐被铁路所取代。

民国以后，运河“岁久失修，淤垫日甚”，运河商

路更加衰落，原先依赖于运河商路贸易繁荣起来的沿

河商业区由此变得一蹶不振。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大

运河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州商

业区已逐渐转至喧哗角，三盛园、鸿盛楼、德庆园、

江南春、庆华园等都相继在喧哗角开业。较大的商号

多集中在南门里街、当铺街、市府街及州署衙，如公

和、瑞合成、中和商行、振兴布庄、华振茶店、广

兴合茶庄、永丰茶庄、颐寿堂、延寿堂药店、呈庆酱

园、山城玉银号、协记号等都集中于此。③

二、德州运河文化特点

概括起来说，德州运河文化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德州运河文化在运河山东段起步最早、历

时最长、积淀最为深厚

京杭大运河流经今山东德州、聊城、泰安、济

宁、枣庄5市，其中，运河德州段肇始于隋朝大业四年

（608）的永济渠，后经唐宋的疏浚、元朝的整修和明

清的畅通，前后历经1400年。运河山东段其它3市——

聊城、泰安、济宁则都是元朝将运河“截弯取直”后

才开启运河文化的，比德州晚了近700年。元世祖至

元二十年（1283），从济宁（济州）开渠，南接泗河入

湖口，北接大清河（今黄河）的300里济州河竣工；

至元二十六年（1289），自大清河边安民山（今梁山

北）通向临清的250里会通河通航。由此，从临清过会

通河、济州河入南四湖，经徐州入通济渠，运河得以

“捋直”。运河聊城段从聊城市下辖的阳谷县，经东

昌府区，到临清市，全长97.5公里；运河济宁段流经济

宁市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区、鱼台、微山7个

县区，全长约230公里。运河枣庄段则是明朝万历年间

（1573-1620）为了摆脱黄河水患对运道的淤塞和侵

袭而开凿的（泇河），只有400年的历史，境内通航里程

93.5公里。

（二）原真性、原生态的运河河道风貌显著

南 运 河 德 州 段 ，从 四 女 寺 到 第 三 店 ，全 长 4 5 公

里，高程从22米降为18米。为了减缓河水流速，减轻

南进漕船的阻力，元代以后南运河德州段有意开挖成

弯曲状，呈现出九曲十八弯的“龙形”河堤。二屯段

河道有大弯1处小弯3处，险工较少，长庄段河道从哨

马营往南，经闸子、北厂，仅3公里就有3大拐6小弯，

曲曲折折。由北厂南行进入市区，河床狭窄，河堤陡

直，宽处约40米，窄处仅20米左右。陈庄段河道更加

弯曲，呈现出一个一个的“U”字型，从七西村南龙王

庙起始向西走向，从卢家圈到第三店形成的弯道称为

地南圈和东地三圈，由第三村拐弯向西再拐至芦庄西

廻龙庙，形成的弯称堤西圈；由廻龙庙往西再往北拐

弯至戴官屯村东，而形成的圈称花园圈和马家圈；从

戴官屯向陈庄村方向拐弯经水营向西拐弯形成的圈，

称杨家圈。

（三）独特的漕运仓储与商贸文化在全国占有重要

地位

德州漕运仓储文化肇始于隋唐，唐末五代及北宋

时期，德州漕运成为维系中央政权的重要纽带，金天

会七年（1129）将陵仓设置，元朝改将陵仓为陵州仓，

成为元代重要的漕粮中转站。明洪武九年（1376）在

陵州仓的基础上，扩建德州粮仓，当时，天下漕粮，

“淮、徐、临、德分贮之”。永乐十三年（1415），在

陵州仓故址修建了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同时设

立的还有被称为常丰仓的预备仓。广积仓由户部分

司管辖，常丰仓分司通辖。德州广积仓主要接纳来自

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然后由山东、河南

两地的卫所军队运送到通州。当时，每10间粮库连在

一起，称为“连”，每连有博、厚、高、明、悠、久、

智、仁、圣、义、中、和等编号。广积仓有80连，

① [清]赵尔巽《清史稿》第十三部，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年。

② [日]杉山五郎《最近山铁沿线事情》，1917年版，第336-337页。

③ 德州市商业局编《德州市商业志》第5页，1986年刊。

梁国楹：德州运河文化变迁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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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丰仓20连。正统十四年（1449）为护仓廒，明廷将

位于北厂的广积仓、常丰仓移于城内，广积仓移于旧

州城南门内；常丰仓移于城西门内。明代，通过德

州水次仓转运的漕粮每年有400万石。清沿明制，雍

正八年（1730），于州署以东建仓24间，名德州卫新

仓。翌年，于州署以东建仓124间，名德州新仓。乾

隆五十二年（1787），德州常平仓储谷145064石；卫

常平仓储谷10000石；社仓积谷692石。到道光十六年

（1836），德州额储常平谷178000石，卫额储常平谷

10000石；社仓积谷559石；义仓积谷2850石，成为华

北仓储之最。

（四）成就了全国唯一的苏禄王墓及其守陵文化

大运河不仅带动了德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

位发展，而且促使德州在中外交流史上成为一座浓墨

重彩而又独具神韵的城市。明永乐十五年（1417），

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国国王来华访问，受到明王朝

的隆重接待。苏禄王一行在京留居27日，拜辞回国，

一行沿运河南下，途经德州，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

剌不幸构疾病故。永乐皇帝深为哀悼，遣官谕祭，以王

礼厚葬，建墓修祠，历时两年时间建成包括祾恩殿、

东西配殿、神道、御碑楼、牌坊等在内的苏禄王墓。

经历代保护性修葺，逐步形成今天的气魄宏伟、古朴

典雅的苏禄王墓园。留居中国守墓的王子安都鲁、温

哈剌的子孙分别取“安”、“温”为姓，逐步形成了德州

苏禄王后裔——安、温家族，在王墓东侧，形成了富

有特色的回族守陵村落——北营。苏禄国王墓与安、

温家族不仅是明清德州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交通

地位的反映，更是中菲友好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

史见证。

（五）积淀深厚的四女寺孝道文化与水工文化

四女寺之名源于民间传说。相传西汉景帝时，此

地（安乐镇）有一乐善好施的傅氏夫妇，年届五十，

膝下只生四女，皆姿色出众，聪慧过人。因父母无男

儿，四姊妹为侍奉双亲，改着男装，矢志不嫁。为表

心愿，各植一槐，对天盟誓：“槐枯则嫁，槐茂则留”。

为争养双亲，四姊妹各暗中用热水浇她人之槐，以期

烫死，免得贻误其他姊妹青春。殊不知，热水浇槐槐

俞繁茂，结果四女同室事亲并修道成仙，举家超升。

人去迹存，四棵槐树依然亭亭玉立，于是世人遂改安

乐镇为四女树，后人为纪念四女，便为其建祠塑像、

树碑立传，后又将四女树更名为四女寺。

四女寺是南运河与卫运河的交汇点。明弘治三年

（1490），建四女寺减水坝，位于今四女寺枢纽南进洪

闸下。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重建四女寺减水闸，

不久淤废。雍正八年（1730），改建为滚水坝，“宽八

丈，坝脊高河底一丈一尺”。乾隆二十七年（1726），

因泄水不畅，将坝展宽四丈，降低一尺六寸。次年又

展宽十二丈，共计10孔，各孔间有矶心（消力墩）。

光绪年间（1874-1908），四女寺减河全部淤废，四女

寺滚水坝失去作用。现存四女寺枢纽工程建于1957-

1958年，扩建于1972-1973年，它上承卫运河，下接南

运河、漳卫新河（减河、岔河），是漳卫南运河中下游

河道上的一座以防洪为主，兼有排涝、通航效益的大

型水利工程，泄洪能力为3800秒立米。由于河道水量

减少，航运条件丧失，从70年代中期开始，船闸已停

止运用。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zhou Canal Culture 

LIANG  Gu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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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wing to the Yongjiqu of Sui-Tang dynasties,Yuhe of Song-Yuan dynasties and Jianghang Canal, 

Dezhou is named Canal famous city, and is famous for the capital gate and the Core transition complex to the 

capital. The Canal in Dezhou is the area which has got the long history of culture and the best ecology appearance.

Sulu tomb and Sinv temple and the culture of boatman made Dezhou be special in the whole region of Canal.

Key words: Dezhou; Canal cultur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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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禄王墓与中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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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州地处南运河与卫运河之间，扼运河之“要冲”与“咽喉”，成为贯通南北的枢纽，素有“九达天衢”、

“神京门户”、“运河名城”之美誉。这里长眠着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友好使者——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刻下

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印记，留下了中菲友好的历史见证——苏禄王墓。苏禄王墓是目前德州惟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也是中菲友谊的纽带。600年来，中菲人民不断来到德州苏禄王墓，缅怀苏禄王，传承历史，继往开来，播撒下

友谊的种子，共同架起一道友好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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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前，菲律宾群岛分散着大大小小十余

个部落酋长国，如吕宋、冯嘉施兰、合猫里、网巾礁

老、古麻剌朗、沙瑶、呐哔啴、苏禄等，彼此互不统

属。明朝前期，特别是永乐年间（1403-1424），明成

祖积极发展海外关系，遣郑和下西洋，促进与西洋、

南洋各国间的友好往来。在此背景下，菲律宾群岛诸

国，纷纷遣使入华朝贡，确立宗藩关系，进行朝贡贸

易。其中的苏禄国在明清两代入华朝贡达12次之多，

是当时与华关系最为密切的菲律宾群岛国家。

一、苏禄王来华与苏禄王墓

苏禄国位于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群岛（今属菲

律宾苏禄省、巴西兰省、达维达维省）。明朝初年，

形成部落邦国，由东、西、峒三大部落组成。郑和下

西洋，曾遣使出访苏禄，苏禄王心悦诚服。永乐十五

年(1417)，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偕西王、峒王及属

官340余人，组成庞大的友好使团，入华朝贡。受到明

成祖的隆重接待和封赐。圆满结束了对中国的友好访

问后，苏禄使团一行返程南下，途经德州时，苏禄东

王巴都葛叭答剌突患急症，于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公历1417年10月22日）不幸病逝于德州驿馆。

《御制苏禄国东王碑》载：“苏禄国东王巴都葛

叭答剌……道经德州，竟以疾薨，实永乐十五年九月

十三日也。”[1]

《明太宗实录》卷192载：“永乐十五年九月乙

丑，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归次德州，病卒。”[2]

明成祖深为哀悼，下敕择吉地以“王礼”厚葬。

关于陵墓的选址，苏禄王后裔所在地——德州北营村

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苏禄东王病卒后，明成祖下

圣旨择地安葬，礼部官员在德州城郊用秤称土，哪里

的土重，说明哪里的土质好，就把东王安葬在哪里。

称量的最后结果，是德州城北“十二连城”处的土最

重，于是便把东王安葬在这里。这个美丽的传说，表

达了人们对东王的尊敬，也寄托了人们希望用最好的

土壤来安葬东王的愿望。

关于墓址《温安家乘要录·陵墓》有详载：“德

州城北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峙，旧

名十二连城。系前明建文时李景隆将兵屯驻之地。王

薨，卜葬于其西南隅。一城拱卫环绕，风水所聚。”[3]

选择风水宝地，以彰显东王之尊。最后择址于城北旧

十二连城处。十二连城原为明初建文朝大将李景隆

屯军之所。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

役”，率军南下。建文帝以李景隆为帅，坐镇德州，

阻击燕军。为保卫德州，李景隆在德州城北自东向

西修筑12座土城，称十二连城，以重兵把守，拱卫德

州城。建文三年（1401），燕军突破十二连城，攻克

德州。十二连城不再屯兵，逐步废弃。东王墓址就选

于旧十二连城之一“九江城”的西南隅。王墓背有

“十二连城”拱卫，前有护城河，正所谓“前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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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靠”，故称“风水所聚”。

关于陵墓的形制，《明实录》记载，“命有司营

坟，葬以王礼”， [4]即苏禄王墓是以当时亲王的礼制而

建造。《温安家乘要录·祠庙》记载：“前庙后墓，

魂魄相依。……庙在王墓前，永乐十六年敕建。正殿

五楹，奉王画像，东西配殿各三楹。御制碑亭一座，

仪门一间，大门三间，牌楼一座，翁仲、马、羊如其

秩。”[3]

王墓总体部局为前殿后墓，坐北朝南。自南往北

依次为：牌坊一座，牌坊以北是御碑楼，内陈御制苏

禄国东王碑，碑文为明成祖亲书。御碑通高2.475米，

阔1.075米，碑额篆刻碑名——御制苏禄国东王碑，

中部镌刻阴文楷书碑文，共18行577字。上有螭首，下

有龟蚨，雄伟壮观。民国时期，大运河德州段屡决，御

碑多次被淹，下半部理入泥土，侵蚀严重，近200字漫

漶不清，幸有拓片留存。明成祖对苏禄王“航涨海、

泛鲸波，不惮数万里之遥” [1]入华朝贡非常赞赏，故树

碑立传，“上亲为文，树碑墓道”。[5] 这就是现存的御制

苏禄国东王碑。御制苏禄国东王碑在整个王陵最为显

赫。其一，碑为“御制”，即皇帝下敕建造，属最高规

格。其二，碑文为皇帝“亲为文”，书法、刻工精湛。

其三，碑体庄严雄伟。螭首采用高浮雕，两龙盘旋，

拱卫碑额，气魄恢宏。彰显了逝者的尊贵，铭刻了帝

王的哀思，昭示了两国永恒的友谊。第四，御碑保存

了关于苏禄王入华朝贡及病逝德州最原始的历史资

料，史料及文物价值弥足珍贵。

过碑楼为长长的神道，神道南首东西各立华表一

对，沿神道两侧为石像生。初建时神道有多长，石像

生有多少，现已无法考证，因为明朝陵寝制度中对帝

王陵寝石像生的种类、数量无明确规定，如明孝陵、

明长陵神道石兽有6种12对，河南新乡潞王陵竟有14

种，14对之多。苏禄王墓神道现仅存有翁仲、石马、

石羊、石狮、石虎各一对，初建时石像生的种类、数

量可能远远不止这些。神道尽头为仪门一间。过仪

门为享殿前门——祾恩门，大门共三间。进祾恩门为

中国传统四合院式布局建筑，正前方为正殿——祾恩

殿，左、右为东西配殿。正殿五楹，殿正中供奉苏禄东

王画像。东、西配殿各三楹。祾恩殿后为王墓，起于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初三日。王墓封土为圆式宝

顶，现高为4.2米，直径为16.6米。墓前立墓碑一方，

为安葬仪式结束后的当日所立，上书“故苏禄国恭定

王墓”，落款为“大明永乐十五年十月初三日立”，此墓

碑今仍完好保存下来。

明代苏禄王墓示意图

二、历代对苏禄王墓的祭奠

苏禄东王安葬后，历代对苏禄王后裔优待有加，

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始终延续，这成为中菲友好的历史

见证与相互沟通的桥梁。

（一）明代对苏禄王墓的祭奠

苏禄王病逝后，明成祖下令择吉地以王礼厚葬东

王，遣礼部官员持《谕祭文》赶赴德州，代表皇帝主

持祭奠大礼。《谕祭文》称赞苏禄东王“聪明特达，赋

性温厚”，赐谥“恭定”，充分定了苏禄王访华将“昭播

后世，与天地相悠久” [6] 。

永乐十六年（1418），即苏禄王安葬的第二年，明

政府在墓前修建享殿，树碑立传，明成祖亲书碑文，即

“御制苏禄国东王碑”。碑文盛赞苏禄王“光荣被其家

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王

虽薨逝，盖有不随死而亡者，此诚大丈夫矣”。 [1]

为表示对苏禄东王的哀悼，明成祖特按中国风

俗，准许东王妃、二位王子及随从十人留华守墓；充

分尊重王妃、王子南洋穆斯林的生活习俗，特从济南

府历城县调拨三户回民“耕种祭田，供王祭祀”[3]。

从此苏禄王后裔在德州繁衍生息，王子安都鲁后裔以

“安”为姓，王子温哈剌后裔以“温”为姓，逐步形成

一个庞大的宗族——德州安温家族。他们聚族而居，

在德州城北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守陵村落——北营（今

德城区北营社区）。每年农历九月十三，安温家族便

举行家祭礼，隆重祭奠“高祖”苏禄东王。

除 苏 禄 王 后 裔 举 行“ 家 祭 ”之 外 ，明 成 祖 还 特

“命春秋祭” [7] ，即在清明和中元二节，举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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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以后，明政府对苏禄王墓的祭奠活动一直没有

中断。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明朝灭亡后，途经德

州，凭吊苏禄王墓时，发现了明嘉靖年间祭祀东王所

写的“祝板”（古代祭祀用以书写祝文之板），在其

《过苏禄国王墓》一诗的诗序中，有这样的描述：

“余过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

体今人亦不能及矣。”[8]这说明了明中后期对苏禄王的

祭祀活动并未中止。

（二）清代对苏禄王墓的修葺与祭奠

苏禄王墓建成后，明朝对王墓比较重视，加之苏

禄王后裔的精心看护，王墓得以妥善保护。明末清

初，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墓逐渐荒废。至康熙年

间，已是“太息松楸尽，牛羊上墓阡” [9]，满目荒凉，

不成景象了。

雍正十一年（1733），苏禄国王母汉末母拉律林遣

使入华，上表雍正帝，特请修葺苏禄王墓并体恤苏禄

王守墓后裔。雍正即令礼部负责对东王墓进行勘查、

整饬、修葺，并封东王后裔二人为“奉祀生，给予顶

戴，永以为例。”[10]

雍正帝颁《谕祭文》，重定“春秋二祭”。每逢公

祭，德州知州代表朝廷宣读祭文，祭文格式如下：

清朝历年春清明、秋中元谕祭文[3]

维某年岁次某，某月某日，山东济南府德州

知州某等，遵承礼部札符，钦奉皇帝圣旨，谕祭于

苏禄国恭定王巴都噶叭答剌，曰：惟王聪明特达，

欲顺天道，输诚慕义，归向朝廷，生享荣名，殁承

褒宠。今因春(秋)季，谨以牲醴，用申尝祭，神其

不昧，来格来歆，尚飨!

为保障春、秋二祭的举行，清廷还制定了《清朝

谕祭典册》[3]，对春、秋二祭的承办做了详细规定。

可见，清朝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已经制度化，即使

乾隆二十八年（1763）后中国与苏禄政府间往来中

断，对东王的祭祀活动却未因此而中止。清朝对东王

的祭祀自雍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三、建国后对苏禄王墓的维修与中菲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因运河决口，苏禄王墓被淹，祠庙倾

圮。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对苏禄王墓的保

护与修葺，相继将其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十年来，各级政府陆续拨

款，对苏禄王墓神道、御碑楼、牌坊及苏禄王墓清真

寺等进行保护性修葺，复建苏禄王墓享殿——祾恩

殿、东西配殿、祾恩门等，逐步建成气势恢宏、庄严

肃穆的苏禄王陵园。

（一）两国领导人对苏禄王访华历史的珍视

中菲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谈及苏禄

王访华这段历史，都表示继承和发扬中菲传统友谊，

传承历史、继往开来。

1975年，菲律宾总统菲尔迪南·马科斯应邀访问

中国，两国领导人共同缅怀了苏禄王访华的历史。马

科斯总统指出，500年前苏禄东王访华并客逝中国，

开创了中菲友好交往的先河，数百年来都受到中国人

民的爱戴，是中菲友谊源远流长的见证。

2000年，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应邀

访问中国，并出席庆祝中菲建交25周年晚宴。他在致

辞中说，明代苏禄王访华为中菲人民的友谊树立了丰

碑，这一丰碑至今仍屹立于山东德州这片土地上，我

们为这一传统友谊的继承与发扬而自豪。

2005年，胡锦涛主席应邀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

问，在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讲时赞扬，500多年前，苏禄

国王带着菲律宾人民的美好愿望踏上前往中国的友谊

之路，在中菲友好史上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2016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应邀访华，两国领

导人举行了亲切会谈。习近平主席就中菲关系的未来

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其中第三点是双方要推动民间往

来。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建议两国就明年菲律宾苏

禄王首次赴华600周年开展系列纪念活动。 

中菲两国领导人对苏禄王访华历史的珍视，表达

了对600年前苏禄东王不远万里来华访问的认同与敬

重。同时，双方希望以此为契机，继往开来，促进两

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二）中菲苏禄王后裔的互访与联谊活动

中菲建交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菲

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在中国侨联、菲律宾

华裔青年联合会的共同促成下，中菲两国苏禄王后裔

实现的互访，长达六个世纪的跨国血脉寻宗认亲，相

认相连，成为中菲民间友好交往的一大亮点。菲律宾

苏禄王室——包括世袭苏丹、王后、王子、公主等多

次来德州，拜谒苏禄王墓，受到德州苏禄王后裔们的

亲切接待；德州苏禄王后裔——安、温二姓代表也多

次到菲律宾，受到菲律宾苏禄王室及各阶层人土的欢

迎。这些互访，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

友谊。

1995年，苏禄王室成员——伊斯卖·基兰王子一

行来德州祭祖。中菲苏禄王后裔共同祭扫了苏禄王

墓。基兰王子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苏禄王墓的保护与

修葺表示深深的感激。德州苏禄王后裔代表安金明、

安金智、温如安等举行家宴，热情招待苏禄亲人，同

宗兄弟共叙家常。双方都表示，继承先祖遗志，将中

菲世代友好传承下去。

1999年，苏禄苏丹加码鲁尔·基拉明一行来德州

王守栋，等：苏禄王墓与中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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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苏禄王墓。加码鲁尔·基拉明与德州苏禄王后裔

欢聚一堂，并一起祭扫了苏禄王墓。两国苏禄王后裔

共同缅怀苏禄东王，希望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往来，将

中菲友好关系世代传承。

2005年，德州安温家族代表安金田、安砚春、温

海军等应邀赴菲，受到苏禄王室及菲律宾各界人士的

欢迎。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阿罗约女士和外长罗慕洛

先生分别会见了中国苏禄王后裔。阿罗约亲切询问了

苏禄王后裔在德州的工作和生活，对中国政府对苏禄

王墓的保护与修葺表示感谢，并祝愿中菲友谊世代相

传。

2007年，苏禄苏丹依百拉吟·巴金一行到德州

祭祖，中菲苏禄王后裔济济一堂，共叙亲情。依百

拉吟·巴金看到祖先的陵墓保护的如此完好，深表感

激。表示弘扬先祖精神，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2013年，菲律宾苏禄王室梅里安姆•基拉姆公主

一行9人赴德州访问，举行了祭祖与捐赠活动，走访苏

禄东王后裔。

2017年3月，菲律宾苏禄王室杰赛尔·基拉姆公

主在菲律宾总统特使、上好佳集团荣誉董事长施恭

旗、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阿尔瓦雷斯、菲律宾华裔青

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等陪同下，瞻仰德州苏禄王

墓，纪念先祖来华友好交往600周年。杰赛尔·基拉姆

公主说：“中菲两国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苏禄王墓见

证了明代朱棣皇帝与苏禄国王深厚的感情，是两国之

间一段令人感动的历史。苏禄王访华600周年也对菲

律宾有重要意义，两国可以重温这段历史，在经济、

文化、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上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2017年6月，德州安温家族代表安立柱、温芳、

安静等应菲华各界联合会与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

心的邀请，访问菲律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庆祝

菲中建交42周年暨纪念苏禄王访华600年系列活动。

安立柱等向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赠送题为“名昭于

史、永世不磨”的中国书法作品，此句取自于明成祖

“御制苏禄国东王碑”，高度评价了苏禄王访华的历史

功绩。向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心赠送了题为：“丝路

永畅、友谊长存”的书法作品，寓意今天中华盛世，推

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此为纽带，发展中菲友好和

作的愿景。安立柱一行还受邀出席了庆祝菲中建交42

周年“友谊花盛开”文艺晚会，中菲苏禄王后裔济济

一堂，共话亲情。相约传承先祖传统，共同担当中菲

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2017年9月，中菲苏禄王后裔在德州北营共同举

办了“纪念苏禄王访华六百周年”庆典。来自北营

及全国各地的苏禄王后裔——安温二姓代表、苏禄

王室主要成员——苏丹普戈达尔·基拉姆、王后纳瓦

尔·坦女士、王子巴塔鲁丁·基拉姆先生、公主杰赛

尔·基拉姆女士等以及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律

宾归侨联谊会等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中

菲苏禄王后裔代表及中菲友好人士分别致辞，缅怀苏

禄东王的历史功绩，传承历史，继往开来，共同搭起

中菲友谊的彩桥。

（三）友谊彩桥——中菲人民对苏禄王的缅怀与

文化交流

如今，苏禄王来华的历史，已成为中菲友好往来

的美丽佳话。中菲人民共同缅怀苏禄东王，传承中菲

传统友谊，珍视历史，开拓未来。数十年来，菲律宾

驻华大使、政府官员及各界友好人士多次来德州拜谒

苏禄王墓，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980年6月，菲律宾驻华大使纳西索·雷耶斯一

行专程来到德州，走访苏禄王后裔，拜谒苏禄王墓。

纳西索·雷耶斯大使与苏禄王第16代孙安清山、温寿

伶等合影留念。大使先生对中国政府对苏禄王墓的保

护表达了深深的谢意，重申传承中菲传统友谊，继往

开来。同年7月，文化部副部长姚仲明一行来到德州参

观苏禄王墓，随行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人民

画报社等多家媒体拍摄了苏禄王墓及北营安、温二姓

的生产、生活，时任德州国棉厂厂长的苏禄王第十八

代孙安凤霞接受了专题采访。纪录片作为黄镇部长访

问菲律宾赠送给马科斯总统的礼物。中菲两国政府共

同缅怀苏禄东王，为增进中菲互信、开创中菲关系的

新局面不懈努力。

1981年12月，纳西索·雷耶斯先生时隔一年多再

次来到德州。此时，纳西索·雷耶斯先生刚刚赴任东

盟秘书长，就风尘仆仆率文化交流团来华。随团的有

菲律宾著名导演罗慕洛及演艺界人士。文化部副部长

姚仲明、山东省文化局长鲁特、省外事办接待处副处

长聂承原及地市领导陪同菲律宾客人，共同缅怀苏禄

东王，进一步加深了中菲人民的相互理解，将中菲人

民的世代友谊发扬光大。

1986年10月，菲律宾派出36名演员与北京电影

制片厂合作，拍摄了故事影片《苏禄国王与中国皇

帝》，并在苏禄王墓现场拍摄外景。中外剧组人员共

同瞻仰了苏禄王墓，缅怀“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为

奠定中菲传统友谊所做的贡献。双方一致赞同加强中

菲文化交流。

1995年3月，菲律宾驻华大使罗穆阿多·翁一行

来到德州拜谒苏禄王墓。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永远铭

记那段难忘的历史。”1996年9月，穆阿多·翁及夫人

随员一行二十多人再次来到德州，瞻仰了苏禄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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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德州市政府、苏禄王后裔及各界群众的欢迎，大

使重申弘扬先辈的传统，继续推动中菲人民的友好关

系向前发展。

1999年7月，菲律宾前总统菲尔迪南•马科斯的儿

子费迪南德•马科斯来德州，拜谒苏禄王墓，并同北

营苏禄王后裔代表会谈。同年8月，菲律宾驻华大使

罗穆阿多·翁第三次来德州，德州市领导与之共同主

持了苏禄王纪念碑揭幕仪式。苏禄王纪念碑是苏禄王

室与菲律宾社团联合铸造的铁质英文碑，与中文碑并

列镶嵌在基座上，象征着中菲友谊丰碑永续。

2003年9月，菲律宾驻华大使乔索•维拉先生及

夫人瞻仰苏禄国东王墓，拜访了东王后裔，并挥毫留

言:“我深感荣幸能有这次参观苏禄王墓的机会。自我

两年前第一次访问后，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地方有

了很大提升，成为中菲两国人民之间友谊更加有力的

见证，愿此友谊地久天长。”

2005年3月，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尔贝尔多·罗慕

洛应邀访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题为《菲中

关系：古老的友谊，崭新的气象》的主旨演讲，追溯

了中菲友好的历史渊源，缅怀了明永乐年间苏禄王来

华在中菲友好交流史上的贡献，旨在弘扬传统，进一

步推动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交流。

2007年7月，菲律宾苏禄省副省长安娜·沙依都利

亚一行访问德州，市委书记雷建国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访问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安娜·沙依都利

亚一行还专程参观苏禄王墓，同北营苏禄王后裔代表

亲切会谈，双方就进一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

达成共识。

2014年1月，上好佳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菲律宾籍华人施恭旗先生、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

会会长洪玉华女士率代表团一行拜谒苏禄王墓。两年

来，施恭旗先生先后五次拜谒苏禄王墓，向苏禄王墓

捐赠修缮基金三百余万元。洪玉华女士先后六次拜谒

苏禄王墓，多次促成并资助菲律宾苏禄王室成员与德

州苏禄王后裔认宗互访，成为中菲友好的使者。

2014年11月，上好佳集团董事长施恭旗先生及菲

律宾驻华大使、菲律宾拉甘岩市市长率领拉甘岩艺术

团前来德州拜谒苏禄王墓，并为德州人民奉献了一场

精彩演出，促进两国文化艺术交流。

2017年5月，为纪念苏禄王访华六百周年，北京市

侨联、菲律宾归侨联谊会、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

了“中国与菲律宾古苏禄国友好交往历史研讨会——

纪念苏禄王访华六百周年”。5月13日，菲律宾归侨联

谊会会长庄移山先生、前中国驻菲大使黄桂芳先生、

菲律宾第33代苏禄公主杰赛尔·基拉姆女士、菲律宾

大学伊斯兰系研究员达尔文教授、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副院长吴伟杰教授、德州学院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王守

栋教授、德州苏禄文化博物馆苏禄王第十九代后裔安

静女士等做了主题演讲。5月14日，与会人员由庄移

山先生带队来到德州拜谒苏禄王墓，并与德州苏禄文

化博物馆、德州北营苏禄王后裔代表举行系列纪念活

动。

苏禄王访华的历史佳话，也引起了中菲文艺界的

高度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部关于苏禄王访

华的文学、戏剧、电影问世。其中山东话剧团出演的

《苏丹与皇帝》、中菲合拍的故事片《苏禄国王与中

国皇帝》影响较大。《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由中国

著名导演萧朗与菲律宾著名导演埃迪·罗密诺共同指

导；中方苏叔阳、瞿剑萍等，菲方埃迪·罗密诺、纳

西索·雷耶斯担任编剧。菲方派出著名演员维克、罗

斯马丽·索诺拉、阿兰、唐·阿尔瓦罗、蒙·戈斯等36

人参加演出；中方由著名演员王心刚、刘琼、章杰、

周洁等领衔，双方共同组成强大的阵容，精心打造，

终于完成这部杰作。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还专程赶

到山东德州苏禄王墓拍摄外景，并邀请苏禄东王第16

代孙安文治、安文科等参加拍摄。从剧情上看，虽多

艺术加工，与历史不尽相同，但它生动地反映了中菲

人民保持和加强世代友谊的良好愿望。影片在中国和

菲律宾同时上映，得到中菲人民的一致好评。

2017年，德州市文广新局与菲律宾上好佳集团荣

誉董事长施恭旗先生共同策划、由著名作家杨义堂先

生执笔的长篇文学作品《北游记》出版发行，小说描

写了苏禄王冲破暴风、恶浪、鲨鱼、海盗、倭寇以及

苏禄国内反对势力的重重阻挠，不畏艰难险阻，梯山

航海，万里来华的壮举，表达了中菲人民对苏禄王的

缅怀与景仰。

可见，苏禄王、苏禄王墓及苏禄王后裔，不仅成

为中菲友好往来的见证，而且成为中菲两国人民相互

理解与沟通的桥梁。我们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促进

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如上好佳集

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菲籍华人施恭旗先生以

菲律宾总统特使的身份，多次率团拜谒苏禄王墓，访

问德州，受到德州市政府及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

双方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经济、文化交流。2017年，

施恭旗先生助推“德州百企下南洋”活动，德州企业

代表团分赴东盟各国，同东盟各国数百家企业达成合

作协议，施恭旗先生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再如，菲

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女士多次率团拜

谒苏禄王墓，被苏禄王室受予“公主”的称号，促成中

菲双方的友好交流。我们应抓住机遇，促进双方多渠

王守栋，等：苏禄王墓与中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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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深层次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助推“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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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u King’s  Tomb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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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zhou is located between South Canal and Wei Canal. It's the throat of the Canal, a transportation 

hub and the gateway to Beijing. 600 years ago, King Sulu died here and was buried in north of Dezhou City. 

After the burial of King Sulu, Ming government, in nearly a year’s time, successively built the Sacred Path, 

Memorial Arch, Stele Tower, Marble Pillars, Stone Figures, Lingen Templeand so on. All those formed a park 

surrounding Sulu King’s Tomb, imposing and solemn. Sulu King’s Tomb is the only state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in Dezhou. It’s a bridge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Philippines.

Key words: Dezhou; Sulu King’s Tomb;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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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五年（1417），来华朝贡的苏禄东王，归

途中病逝于德州，苏禄东王妃葛木宁、次子安都鲁、

三子温哈剌等十人，留居中国守墓。从此以后，苏禄

王后裔世代生活在德州。王子安都鲁、温哈剌的子

孙分别取“安”、“温”为姓，逐步形成了德州苏禄王后

裔——安温家族。生活在运河之畔的安温家族，长期

浸润着运河文化的滋养，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其生

活习俗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衣食住行、婚丧嫁

娶、日常礼仪、节日礼俗以及行商文化等方面，既有民

族特色，又有德州运河文化的烙印。

一、衣食住行——深受运河文化的影响

安温家族在形成及融入的过程中，其传统服饰、

饮食、民居等各个方面，逐步从南洋文化向中国运河

文化全面演化。

（一）传统服饰的变迁

古代苏禄的传统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有着天壤之

别。由于其地近赤道，气候炎热多雨，穿着以短衫、

围裙、赤足为特征。对此海内外文献多有记载。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禄》：

其地以石崎山为保障，山涂田瘠，宜种粟麦。

民食沙糊、鱼、虾、螺蛤。气候半热。俗鄙薄。男

女断发，缠皂缦，系小印花布。煮海为盐，酿蔗浆

为酒，织竹布为业。[1]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苏禄》：

气候半热，男女短发，缠皂缦，系小印布。煮

海为盐，酿蔗为酒，编竹为布。时从鲛室中探珠满

袖，自成生涯云。[2]96

  《皇清职贡图》卷一：

剪发裹头，去须留髯，衣裤俱短，绛帛系腰，

露胫而著履。女椎髻跣足，短衣长裙，以幅锦披

肩，能织竹为布。[3]

古 苏 禄 人 盛 行 扎 头 巾 ，上 衣 较 短 而 合 身 ，男 女

下部都围着“沙龙”(Sarong )，像裙子一样，既宽且

大 ，高 及 胸 部 ，有 时 胸 部 另 以 布 扎 紧 ，称 为“ 达 比

司”(Tapis)。平民多穿蓝布或黑布，贵族和酋长则喜

欢红色。男女皆赤足，男子有文身的习惯。第一代守

墓人王子安都鲁与温哈剌以及他们的妻子息剌安与嗒

剌一林由于土生土长于苏禄，固有的习俗使他们在服

饰上可能还保留了一些苏禄的传统。

由于长期与运河沿岸回族生活在一起，安温家族

的服饰文化发生了改变。在其传统服饰中最具特色

的是男士佩戴的无檐小白帽，称“回回帽”，亦称“礼

拜帽”。安温家族男子的礼拜帽从颜色上看，有白、

灰、蓝、绿、黑五色，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

来戴。礼拜帽的样式很多。其帽由六个等边三角形

缝合而成，上尖下宽，帽顶缀一个同颜色的布料结成

的疙瘩，形似圆形屋顶，这深受运河沿岸传统“瓜皮

帽”的影响。坎肩是男子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安温家族男女都爱穿坎肩。特别是男子喜欢在雪

白的衬衫上套一件适体的对襟青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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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温家族女子传统服饰中最具特色的是盖头。

戴盖头的习俗，是受运河沿岸中国回族习俗的影响。

安温家族女子的盖头通常有绿、青、白三种颜色，嵌

有金边，并绣有风格素雅的花草图案，看上去清新、

秀丽、明快、悦目。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盖头也有

了一些样式、色彩上的变化。安温家族妇女的传统衣

着，也反映了运河文化的元素。一般都是大襟衣服，

但装饰内容却比较丰富，包括嵌线、镶色、滚边、绣花

等形式。右边扣扣子，刺绣是女子服饰必有的装饰，

这是德州运河一带服饰文化的典型元素。袜底、鞋

垫、坎肩、香包、缠腰、围裙、盖头等服饰上都刺绣

着各种花纹和图案。刺绣花草图案和几何图形，是安

温家族妇女刺绣的绝技。

（二）传统饮食习俗

古代苏禄的饮食在明代文献中略有提及。由于苏

禄群岛多山，不适合农耕，所以农业不发达，但水产

丰富，民多以鱼、虾、螺、蛤为食。

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苏禄》记载：

聚落不满千家，山深田瘠，间值粟麦。民食沙

中、鱼、虾、螺蛤。[2]96

明代茅瑞徵《皇明象胥录·苏禄》：

苏禄国在东南海中，近渤泥、琐里。其国分

东、西、峒，凡三王，各不相属。东王为尊，西、

峒二王次之。……俗鲜粒食，食鱼虾、螺蛤、酿蔗

酒、短发、缠皂缦、织竹布，煮海为盐。[4]

清初学者尤侗把海国见闻写成一部诗集——《外

国竹枝词》，其中《苏禄》一篇写道：

蔗浆酿酒啖鱼虾，皂缦缠头水印花。

采得巨珠归汉阙，何须径寸问灵蛇。[5]

以上史料都反映了古苏禄基本的饮食习惯。由

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留居德州的苏禄王后

裔的饮食习俗，也开始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受运河沿

岸回族饮食习俗的影响，安温家族偏爱面食，喜食馒

头、油香等。油香是回族对油饼的一种特殊称谓，

德州安温家族逐步吸收了这一饮食习俗，家里来了

贵宾，或娶妻生子、民族节日等，都要做油香庆贺。

除自己吃外，还要馈赠邻里乡亲。油茶也是安温家

族的特色饮品，佐料是用肉丁加炒面制作而成，冲水

即饮，是中外饮食文化融合的产物。安温家族的“面

花”则更代表了文化融合的元素。安温家族在继承了

当地回族传统饮食工艺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兄弟民

族饮食工艺的一些技法，经过数代相传，形成了独特

的面花造型和风味，以其制作工艺精湛、味道鲜美而

备受当地人们的赞誉和欣赏。安温家族的面花造型有

各类花草、蝴蝶、鸽子等，还大量地采用南洋的卷草

形、云纹形等几何图形。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场合，制

作出形式多样的面花造型。同时，大胆采用象征、变

形、夸张等艺术手法，使其花纹巧妙、绚丽多彩，并赋

予一定的意义，成为回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引人注目

的奇葩。

饮茶是安温家族饮食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其对运河饮食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安温家族以

茶待客，以茶馈赠亲友。他们常饮花茶、茯茶、砖

茶、炕罐茶等。饮茶除主料茶叶外，还添加冰糖、玫

瑰花、蜂蜜、杏仁、红枣、桂圆、枸杞、葡萄干、芝

麻、杏干等辅料。安温家族的茶文化，在德州茶文化

中占有一席之地。安温家族把茶作为待客的佳品，每

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会先热情地给递上一杯茶水，

如果家里来的客人较多，主人根据客人的年龄、辈分

和身份，分出主次，把茶先捧送给主客或者长辈。

（三）传统民居的变迁

古苏禄的民居与湿热多雨的气候密切相关，多为

木结构干栏式茅屋。清叶羌镛《苏禄记略》有这样的

记载：

苏禄，亦东南海外一国，近渤泥、琐里，皆水

乡。民居架屋于浅水上，惟国王所居之城乃实也。

国分东、西、峒，凡三王。东王为尊，西、峒二

王次之。有石崎山，以此为保障。物产则燕窝、

海参、珍珠、珊瑚树、冰片、红木、乌木等，亦产

竹布，居民织以为业。少银，以货交易，用钱小而

陋，其宝华钱以一当二。男女俱无衣服，惟披搭绒

一片遮其身。[6]

岛民所居住的用竹木和树叶盖成的茅屋，称为

“尼巴”(Nipa)。“尼巴”分上下两层，通风防湿。这

种干栏式建筑适合湿热多雨的气候，在南洋诸岛国非

常流行。

苏禄王妃、王子初居德州之时，还保留了一些南

洋干栏式建筑的痕迹，但随着家族的文化融合，其民

居形制深受运河文化的影响。早期安温家族聚族而

居，同住在一个大院落中。大院之中又根据辈分的高

低分成许多独立的小院落。中心院落最为高大考究，

青砖灰瓦，宅深院阔，一般由家族长居住。中心院落

四周分布着众多小院，大多是青砖起基、土坯垒墙，

枣木为柱、榆木为梁、杨柳为檩，芦苇盖顶。这些小

院由安、温支脉子孙居住。所有院落都坐北朝南，

北面正房称“堂”，为三间，遵守着明清朝廷“庶民庐

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的规定。正

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面积最大，由长辈

居住。正房左右接出耳房，耳房前有小小的角院。这

种一正房两耳房的布局称作“纱帽翅”。正房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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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两侧各建厢房，其前沿不超越正房山墙。厢房是后

辈们的居室。族长所住的中心院落与普遍院落不同，

正房、厢房都有前廊，前廊相互连接，可以沿廊走

通，不必经过天井；廊边常设坐凳栏杆，可在廊内坐

赏院中花树；所有房屋都采用青瓦硬山顶，正房之后

还有一长排“后照房”，或作居室，或为杂屋。家族院

落的外围是一个大围墙，夯土筑成，高丈余，仅在南

面开一大门，家族成员出入都经此门。围墙四角还有

角楼，角楼的作用就是瞭望，在不太平的年月防匪防

盗。大门口做一影背壁，这是典型的运河文化习俗，

但他们往往把南洋风格的图案镶到上面。

安温家族住房的室内装饰也深受运河民居文化

的影响。如剪纸，家族妇女向当地人学会了剪纸工

艺。回族妇女的剪纸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识。如“五谷

丰登”、“农家乐”、“瑞雪兆丰年”、“吉（鸡）庆有余

（鱼）”等作品，既不是传统式样的简单模仿，也不是

自然形态的夸张变形，而是与回文艺术的巧妙结合，

充分表现了朴素、大方、自然的审美观，寄托着他们

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有着较为深刻的寓意。如“龙

凤”、“金鸡”、“黄牛”、“骏马”、“滩羊”、“双飞燕”、

“领头雁”等作品，经过她们巧手布局，大胆点题，借

形寓意，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安温家族还喜爱熏香，一般家庭都备有香案和香

炉，打扫完室内卫生后，都要燃上几柱香，使室内空

气更加清新。

二、传统礼俗——浓郁的运河文化特色

婚丧嫁娶等礼俗，包含了丰富的民族风俗和民族

文化。德州苏禄王后裔——安温家族由于长期生活在

运河之畔，与回民等当地民族杂居，其传统礼俗带有

浓厚的运河风俗文化的特色。

（一）传统婚俗的变迁

古代苏禄在十三世纪前就从族外婚过渡到一夫

一妻制，妇女有较高的地位，有自主择偶的权力，妇

女的权益受到社会尊重和法律保护。在家庭中夫妇地

位平等，财产分开，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如部落酋长

死而无子，女子可以继承部落酋长之位。所以在永乐

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西、峒三王访华时，其中

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就是一位女酋长。[7] 对婚姻不满意

的妇女，可以提出离婚。十四世纪末，实行一夫多妻

制，妇女地位开始下降。[8]

德州苏禄王后裔自守墓的第一代由于受运河风俗

文化的影响，即采一夫一妻制。第二代起，开始与当

地民族通婚。随着安温家族的形成，安温子弟广泛与

当地回族通婚，其婚俗也随之回族化。

家族严禁血亲、近亲之间结婚。所以安温家族内

部从不通婚。这种文明进步的婚姻习俗受到了运河风

俗文化的影响。至今安温二姓都已繁衍至20多代，但

仍不通婚。

安温家族的婚礼深受运河之畔回俗的影响，但同

时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过去婚事是由家族长辈包

办。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礼法，讲究门当

户对。门第也分三六九等，上等为官宦人家、书香门

第等；中等为殷实农家、卫所军户、城郭商户等；下

等为佃户、屠家、杂户等。过去安温家族为大户，一

般与当地上等户通婚。男子到了婚嫁年龄，父母向家

族尊长通报，由家族尊长出面“问亲”。家族尊长会多

途径地打听合适人选。选择德高望重，同时又与双方

都有关系的长者做媒。媒人代表男方向女方提亲。

过去提亲要备“三色礼”，诸如糕点、茶叶、干果

之类。女家如收下礼品即算允诺议婚。紧接着就是双

方父母相会，俗称“会亲家”。男女双方都请各自的至

亲好友到场，相互认识。男孩要在席下立陪，女方父

母则察言观色。订婚为“四色礼”：点心、肉、粉条、

茶叶等，四种礼品的总重约100斤，俗称“百斤吃食

盒”。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青年男女间的自由

恋爱日渐增多，但仍要经过提媒，尽管有的只是名义

上的。

婚礼分两步：先下礼后迎亲。男方下结婚聘礼，

俗称“下礼”。过去“下礼”要六色礼或九色礼，诸

如点心、牛羊肉、茶叶、干果、丝棉、绸缎、布料之

类，由媒人带储婿亲往下礼，女方要设宴招待。下礼

过后即预订婚期，俗称“看日子”。男方选择两个吉

日，女方任选其一。婚期一经定下，双方亲友要向主

人道“五娃格”（道喜），祝愿孩子的“尼卜哈”（婚

姻）幸福美满。

婚礼当天清早，新郎压车去女方迎亲。女方的亲

朋好友送嫁。送嫁的人数男女成双，一般为男8人，女

8人。另外，还有2～4名小男童“压车”。车到男方，

压车男童挡在车门“护嫁”。新郎要给男童糖果、红

包等，先将“护嫁”的男童抱下车，再迎新娘下车。

迎亲结束后，婚礼正式开始。传统婚礼由长教

主持。长教上席就座，先后询问新娘与新郎的意愿。

这时，新郎要答“盖必勒图”，即我同意，新娘要回答

“单达尼”，即我愿意。然后，长教书写婚书，谓之写

“伊扎卜”，相当于今天的“结婚证书”。长教郑重宣

布：“从现在起，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夫妻”，并诚恳告

诫新人要互敬互爱。然后抓起糖果、花生、枣之类撒

向人群。之后主人摆上宴席，款待来宾。当晚，本家

男童还要闹洞房，让新郎新娘同吃一个饺子，称“义

合”饺子，取意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杨欣欣：运河文化与苏禄文化融合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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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还有“耍公婆”的习惯，这一点是深受运河风

俗文化的影响。人们将公爹扶上黄牛，头戴草帽，手

敲脸盆，用锅底灰涂着黑脸，让他的老伴牵着牛。婆

母的打扮是：满脸涂黑，两个耳朵上挂着红辣椒，手

摇扇子。婚后第三天新娘由新郎陪着回娘家看望父母

双亲，称回门。至此，整个婚礼过程才算结束。[9]

（二）日常礼仪的丰富多彩

安温家族的日常仪礼习俗包括人生仪礼和生活礼

节两大部分。人生仪礼，主要包括诞生礼、婚礼（前

文已述）等；生活礼节主要包括见面礼、待客礼、沐

浴礼等。

诞生礼：安温家族视此礼为一种大礼，带有浓厚

的运河风俗文化印迹。妇女有孕称为“有喜”。妇女

在孕育期还有许多避讳和禁忌。如不送亲，不参加婚

礼，不送葬等。在饮食上也有一些忌讳，尤其注意的

是不让孕妇吃兔子肉以免孩子兔唇。临产时，孕妇要

洗大净，尽快住进产房，这叫“占房”。分娩时，产房

除了接生婆外，连自己的丈夫也不得随意入内，门帘

上要挂一条红绸或红布，提醒外人免进。婴儿顺利出

生后，主人要给接生婆红包和礼物。在孩子出生三天

的时候，要用温水洗掉孩子身上的污垢，叫“洗三”。

这天，主人要用羊肉面款待亲友。而亲友则要给月婆

子送长面、油香、鸡蛋、鱼肉等营养品。月婆子须吃

各式各样饭菜，以后就不会“忌口”。孩子满月后，

还要举行满月礼，叫“做满月”。这天，要理齐孩子头

发，并根据头发的重量，相应地向贫穷人施散一定的

钱财和物品。同时将剃下的头发，团成一个小球，

用线缝住，连在小孩的枕头上，寄意壮胆、吉利及健

康等等。贺满月，也要做油香、备宴席，款待亲朋好

友。孩子出生一百天，举行“百岁”庆贺，贺礼与满

月相似。

见面礼：安温家族在与运河沿岸回族的融合过

程中，吸收了回民的见面习俗。家族成员见面时，

致 者 说“ 色 俩 目 ”（平 安 ，您 好 ），回 答 者 则 说 “ 安

色俩目”（平安，您也好）。一般是晚辈先向长辈致

“色俩目”。年幼者向年长者先致“色俩目”。客人向

主人，致“色俩目”。在致“色俩目”时，通常右手置

抚胸前，腰微微前躬，表示从内心敬重对方。有的在

致“色俩目”时，双手抱拳或平扬双手，表示亲切庄

重。还有的相互伸出右手相握，左手抚在对方的右臂

上，意为关系非常密切，亲如一家。道“色俩目”时，

忌讳摇头晃脑等不稳重的表现。

待客礼：当家里来客人时，主人走出大门外去

迎接。进屋时，要主动为客人揭开门帘，让客人先进

屋。客人入座后，马上沏茶、备饭。主人把饭菜做好

端上桌子以后，先说一声“请口道”。众人同桌聚餐

时，恭让年长者，注重餐桌礼仪。送客人的时候，要

和颜悦色。受邀作客，入席时要谦让，以“色俩目”

给靠近自己的人问安。

沐浴礼：受运河沿岸回族沐浴习俗的影响，安

温家族有严格的沐浴礼。沐浴礼又有“大净”和“小

净”之分，无论是“大净”还是“小净”都有其严格的

冲洗礼法。“大净”冲洗周身，谓之洗“务斯里”。出

远门旅行、参加婚礼、节日等重要活动之前，必须洗

大净。“小净”又称洗“阿卜代斯”，礼拜前需洗手、

洗脸、洗肘、漱口、呛鼻，用湿布抹头、抹身，冲洗

双脚等，如入厕，还须清洗两便处，谓之“小净”。

洗大、小净都有严格规定：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水顺流而下。用过的水不能重复使用，所以在洗浴用

具上非常讲究。最有特色的洗浴用具有两样：一是

汤瓶，二是吊罐。汤瓶形似长嘴的大壶，主要用来洗

“小净”。一侧有柄，便于手提，一侧有壶嘴，弯曲

高翘，平放时滴水不淌，倾身时水流如注。吊罐，是

用来洗“大净”的，吊罐装上温水悬挂在吊钩上，位

置要高于头部。所以大净又称“冲头”。在现代洗浴

器使用之前，安温家族一直保留着这一古老的沐浴习

俗。

三、经商习俗——安温家族行商文化

安温家族在融入回族的同时，也继承了运河行商

文化。家族从明代中期开始利用运河之便，进行多种

经营。

（一）安温家族经商习俗的形成

古苏禄国处于南洋航线的枢纽，是一个以商业为

主的小国，海上贸易发达。苏禄王入华朝贡的一个重

要使命就是通过“朝贡贸易”扩大对华的贸易往来。

苏禄王访华，取得了入华贸易的合法地位，大大促进

了苏禄贸易经济的发展。祖上的经商传统对苏禄王后

裔——安温家族是有影响的。

但安温家族经商习俗承袭了当地的经商习俗。

大运河的重新疏浚，使德州成为“九达天衢”之地，

商业繁荣。元代回族商人主要聚居于运河沿线城镇，

德州是回商的最早落脚地之一，他们经营斡脱（高利

贷）、珠宝、香料、药材等。明清时期，回族商人沿

运河往返于南北各地，常常在运河沿岸码头附近定

居。至今，德州运河古码头如小锅市、桥口、米市等

地仍是回族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安温家族在与运河

回商通婚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从明万历以后就开始了商业活动。

为什么说从明朝万历年间，安温家族才开始商业

经营呢？因为这一时期发生了对家族影响深远的减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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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从永乐十五年（1417）始，留居德州守墓的苏

禄东王后裔享受着明王朝给予的特殊的生活待遇：

守墓人员及其子女按人口数量，每人每月供粮一石，

及一定数量的钱、布等。此外还“恩赐”238亩祭田，

永远豁免租赋。如此优厚的特殊待遇，使安温家族衣

食无忧，因而他们不必考虑其他营生。然而，经过了

一百多年，到万历年间苏禄王第五代孙安守孙时，苏

禄王嫡系后裔已增加到75人。德州地方仓库支付的能

力不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明朝廷，从每

月应发给安温家族的75石俸粮中减去66石，只发给9

石。每人只有1斗多一点，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苏禄王

第五代孙安守孙便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七月上书

明朝廷，请求恢复每月75石俸粮，并情愿以75石为最

高限额，即从此以后人口增加，不再增加俸粮数。但

没有得到明廷的答复。[10]

这迫使家族成员另谋生路。当地回民经商的传

统，深深影响了安温家族。家族成员中的大部分先是

跟随回商学徒，后开始自主经营。有的沿运河长途贩

运，经营皮毛、茶叶、药材、丝绸、陶瓷、布匹等；

有的则坐地经营，沿街开设邸店，出售杂货；有的开

设客栈，有的屠宰牛羊，有的从事清真餐饮。久而久

之，他们与回民已没有区别，当地人也称他们为回回

商人。

（二）安温家族传统经营

安温家族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以牛羊屠

宰加工、清真餐饮为主的多种经营。其经营范围、经

营内容、经营形式以及经商道德，表现出了鲜明的回

族经商特点。

牛羊屠宰业是安温家族最为传统的行业之一，也

是当地回族经济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点。德州回族谚

语：“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说明回族从事

屠宰、饮食业的人数之多。回族多从事牛羊屠宰业，

一是因为牛羊肉是回族食用的主要肉类。二是长期以

来回族形成了比较严格的屠宰定制与卫生习惯。久而

久之，屠宰牛羊演变成当地回民的“专利”，汉民很少

染指。三是回民几乎家家饲养牛羊，为回族屠宰行业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清真饮食业是安温家族的又一传统行业。清中期

的安家楼是德州有名的老字号。由苏禄东王第十二代

孙安德明（1787-1860）始创。在州衙附近五六街口

处是当时德州很有名气的清真饭店。北营回民从事饮

食业的，一般都在城镇街区和交通要道开办店铺，主

要经营饭店、茶馆、小吃等。经营方法也很灵活，有

的饭馆以信誉招揽顾客，有的在繁华热闹区坐卖，有

的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回族饮食业的特点是，以牛

羊肉、小吃、糕点等名扬一方；以干净、卫生（不吃

死物）、热情招揽顾客；以品种多、花样新、制作精

细、味道鲜香而博得人们的高度赞扬。

皮毛业是与回族传统屠宰业紧密相连的。安温

家族成员有的从事皮毛贩运与加工。德州回族皮毛业

由来已久，早在元代回族迁入德州之时，便将西域的

皮毛加工技艺带入德州。明清时期，德州的皮毡业发

达，而从事皮毡业的工匠绝大多数是回族。得益于运

河之便，德州回族的皮毛制品沿运河行销南北。

贩运业可以说是回族先民最早的本行。唐、宋时

期，阿拉伯、波斯及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商人从海上和

陆上来到中国，运进西亚、印度等地的珠宝、香料，

运出丝绸、瓷器等，可谓中国回族贩运业的渊源。德

州回族依运河之便利，贩运皮毛、茶叶、陶瓷、布匹

等。运输工具多种多样，水路乘船，陆路板车。回族

的贩运对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

市场邸店业也是安温家族经营的行当之一。邸

店是古代“市”中的货栈，经营存货及售货。过去，

他们的邸店主要集中于城南马市街、城西运河码头附

近。经营饮食、杂货、茶庄、布行等生意，传统经营

形式是利用店铺、摊点和集市，开展多种经营。其饮

食摊点、饭馆、茶馆等都喜欢挂清真牌。

除了店铺交易外，德州回商在集贸市场上也非常

活跃。过去城南马市街、城西小锅市都有定期的集

市贸易。在集市中，既有生活日用品交易，也有牛、

羊、马、皮毛、木材以及大宗货物批发。大宗交易多

半要通过回族经纪人交易。

（三）安温家族行商文化

由于受运河行商文化的影响，安温家族在长期经

商过程中，坚守儒商之道：重义、诚信，从而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行商文化。

第一，乐善好施，义利双行。安温家族历来重视

“拿乜贴”（拿钱财施舍）赈贫济困。家族对鳏、

寡、孤、独及贫困人家，都定期给予捐赠。每当开

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传统节日，都照例捐钱捐

物。最值得称道的是苏禄王第十五代孙安树德。20世

纪三十年代，弃甲从商的安树德自天津回乡，带头捐

款并主持修葺苏禄王墓、清真寺、御制碑亭等建筑。

他还在德州火车站附近开办了戒烟馆。除此之外，安

树德还在家乡带头治水。抗战期间，安树德给八路军

多次运送过煤油和面粉，并通过中西药厂董事长刘济

蓝为解放区提供药品。他还曾两次捐款给吉鸿昌，支

持他抗战。[11]

第二，敢闯敢干，无所畏惧。安温家族继承先祖

杨欣欣：运河文化与苏禄文化融合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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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御制苏禄国东王碑》碑文，此碑立于永乐十六年（1418），现保存于苏禄王墓神道东侧御碑楼内。

苏禄东王“航涨海，泛鲸波，不惮数万里之遥”①，不

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从不死守家门，踏出

了条条艰辛的经商之路。如苏禄王第十六代孙温寿

文，只身闯天津。第十二代后裔安德清只身在河北保

定安身立业。

第三，隐忍负重，吃苦耐劳。安温家族成员大多

从做小生意开始，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再扩大生产，

用滚雪球的办法发展。如苏禄王第十六代孙温寿文，

从卖羊骨头开始，逐步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温寿

文在徐州开设了保新面粉厂，继之在蚌埠、济宁开设

分厂，成为远近有名的回族企业家。[11]

安温家族由于受运河行商文化的影响，在长期的

经商活动中，形成了固有的经商之道。亦商亦儒，儒

商结合。自清初开始，家族重视科考，以“功名”光耀

门第。家族秀才、庠生无数。安温家族成为当地名门

望族。

从以上安温家族的经商特点与经商之道可以看

出，安温家族的行商文化既有南洋行商文化的痕迹，

又受运河行商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儒家文化的

因素，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征。

余论

安温家族成员自幼接受忠义爱国教育，忠义爱国

之士辈出。 清代中期为国捐躯的安玉魁、民国时期爱

国将领安树德、抗日英雄安德馨等等，成为家族的榜

样，也是中华民族爱国爱家、勇于抗争精神的写照。

在安温家族创业过程中，磨砺出的坚忍品性，成

为其家族门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坚忍门风相符合，

在家族的为人处事中更主张宽仁、恕饶、以德报怨。

安温家族不仅内部团结和睦、互帮互助，而且历来与

周边各兄弟民族都能和睦相处、互通有无。近六个世

纪以来，从未发生过民族矛盾与冲突，是地方民族团

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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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Canal Culture and Sulu Culture
——Custom Culture of the Descendant of Sulu King 

YANG  Xin-xin 

（History and A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descendant of Sulu King, An—wen family in Dezhou is the only descendant of ancient overseas 

monarch in China who has been recorded. They have lived by the Canal for a long time. So, their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rriage and funeral, daily etiquette, festival etiquette and custom, as well as business 

culture, all are influenced by the canal culture. An—wen family is the miniature of Chinese national fusion. 

Key words: Canal Culture; The descendant of Sulu King; Chinese national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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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仲舒是西汉治《公羊春秋》的今文学大儒，甚至周边国家也有诗歌对其加以纪咏。《越南汉文燕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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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

由 复 旦 大 学 文 史 研 究 院 、越 南 汉 喃 研 究 院 合 编 ，共

二十五册，影印了元明清三代五十三位越南使节的

七十九部作品。梳理全书，《集成》所载越南使者咏董

仲舒之作，存五首，皆为清代越南使臣所作，极珍贵。

一、越南使臣咏董仲舒诗的价值

葛兆光先生曾说：“尽管中国自身的史料之多，

常常被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些

来自异域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的记载有另一

个立场，它的评价有另一种眼光，它的观察有另一种角

度，因此这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资料。”[1]《集成》的

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让我们在与不同民

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对视”中，加深对董仲

舒的认识。

越南使臣诗集中的诗歌顺序一般与其在华的行

进路线一致，有的诗歌作者在题序中写明了诗中的

地点，而作者没有在题序明确说明地点的，也可根据

前后诗歌提到的地点确定。阮宗窐的《题董子祠》

题序曰：“江都县在扬州城中，汉仲舒为江都相，即

此今有董子祠，并旧宅遗址犹存，又大东门外犹有董

井。”[2]2/235黎贵惇的《闻城中有董子祠》虽未言明董

子祠的位置，但是其前一首诗为《渡扬子江》，后一首

诗为《驻淮安访淮阴侯钓台》，可推测出黎贵惇诗中

的董子祠位于江苏。故宫博物院的书中对“董子祠”

的解释是“本在扬州两淮盐运司的后堂内，此处有井

名董井，是西汉儒学大家、江都相董仲舒的故宅。明

正德年间，改建于扬州北柳巷，称正谊祠。康熙帝南巡

时，赐“正谊明道”匾，后遂改称为董子祠。”扬州董子

祠位于今扬州古城北柳巷小学内。[3]144而武辉珽《题

董子祠》一诗的题序曰：“景州古广川地，城中有董子

祠，神像丽雅。祠额金扁庭前碑石并御书‘阐道醇儒’

四字。”[2]5/327《史记》《汉书》皆记载：“董仲舒，广川

人也。”元惠宗至正三年（1337），元廷应河间路总管

王思诚之请，准予在董仲舒的故里，景州大董故庄董子

祠设董子书院。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明廷下旨追

封董仲舒为广川伯。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诏准

河间知府陆栋、景州知州徐政重建董仲舒书院、造董

仲舒像。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应景州知州

周钺之请，为董子书院与董子祠亲笔题写了“阐道醇

儒”的匾额。阮述的《留题董子祠》根据前后诗推测

应是位于广川。

二、越南使臣咏董仲舒诗注

（一）题董子祠（阮宗窐作）

江 都 县 在 扬 州 城 中 ，董 仲 舒 曾 为 江 都 相 ，董 子

祠，并旧宅遗址犹存，又大东门外犹有董井。

抱蓄天人器业殊，真龙不谓卧江都。

春秋有术三篇在，葵藿空怀寸念孤。

勿问行藏高局岸，且看平治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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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繁露当年笔，写得平生志气无。

墨批：亦庄亦雅可咏可歌。朱批：写出董子满腔

经济尚论古人，足称钜眼。

此 诗 选 自 阮 宗窐《 使 华 丛 咏 集 》，《 集 成 》第 2

册，第235页。阮宗窐（1693-1767），号舒轩，太平御

善福溪人。《使华丛咏集》前集署“江南诗客卓山氏

朱评，钦差翰林出身礼部郎中郑壁斋墨评，湖南王居

士、胡秀才朱墨间评”，确切评者不可知。阮翘、阮宗

窐《乾隆甲子使华丛咏》，《集成》第2册，第105页亦

收录此诗，但题序略有不同且无批语。清乾隆七年至

九年，阮翘和阮宗奎分别以正、副使身份出使清朝。

《乾隆甲子使华丛咏》为二人合集，誊抄年代当早于

《使华丛咏集》。

抱蓄，指所怀才能。器业，指才能学识。江都，

汉诸侯王国，位于今江苏省扬州市。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汉书》载：“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

王。”[4]2523春秋有术，董仲舒少治《春秋》。《史记·儒

林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

《春秋》，其传公羊氏也。”[5]7176三篇，董仲舒针对汉武

帝的征问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葵藿，比喻

下对上赤心趋向。平治，治理，整顿，太平安定。董仲

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两国均治理得很好。繁露，

指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

（二）闻城中有董子祠（黎贵惇作）

趋时回学薄旧川，文思雄于俊翮翩。

道谊难投和氏璧，规模谁赏伯牙弦。

优游藩服匡维日，脱洒朋徙讲诵年。

功在尊经真不朽，学宫俎豆俪东边。

此诗选自黎贵惇《桂堂诗汇选》，《集成》第3册，

第217—218页。黎贵惇（1726—1784），字允厚，号桂

堂，太平延河人。景兴二十一年（1760），由翰林院侍

读奉充副使出使中国。

趋时，适应当时的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指董

仲舒接连遭到陷害后，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

了，专心治学。道谊，指道术，技艺。规模，指人物的

才具气概。伯牙弦，《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钟

子期听之。……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

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6]275优游，从容致力

于某事。藩服，藩国，指董仲舒就任过的江都、胶西

两国。匡维，匡正维护。《汉书·董仲舒传》：“凡相两

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

所居而治。”[4]2525 朋徙，弟子，朋辈。讲诵，讲授诵读。

《汉书》：“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

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

面。”[5]2495尊经，尊崇经典。俎豆，本指祭祀、宴飨时

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之意。

（三）题董子祠（武辉珽作）

景州古广川地，城中有董子祠，神像丽雅。祠额

金扁庭前碑石并御书“阐道醇儒”四字。

阐统天将觉我人，汉儒辈出独超群。

春秋学露三篇对，游夏科宜半席分。

若真龙谐帝好不，成神马玷斯斯文。

荣祠碑扁荣华衮，气象千秋景仰恩。

此诗选自武辉珽《华程诗》，《集成》第5册，

第327页。武辉珽（1731-1789）字温奇，号颐轩，谥

文忠，旧名仲恭，海阳唐安县慕泽人。景兴三十三年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奉使中国。全书分为上、

下两集。本诗在上集。

独超群，《汉书·董仲舒传》：“仲舒遭汉承秦灭学

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

有所统壹，为群儒首”。[4]2526 游夏是孔子学生子游与子

夏的并称。玷，过失，缺点。《诗经•大雅•抑之》：“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7]272主父偃

在董仲舒家偷走董仲舒所写的阴阳灾异书上奏汉武

帝，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所作，他以博士身

份论证阴阳灾异书妖妄，其作者有死罪，董仲舒因言

获罪。

（四）拟题董广川祠（孝文馥作）

邹翁之后有先生，重唱斯文静众嚣。

三策未投天子好，一身能事两王骄。

但闻丞相开东阁，不见醇儒立汉朝。

宣庙正令分俎豆，诙谐词赋总寥寥。

此诗选自李文馥《镜海续吟草》，《集成》第14

册，第34页。李文馥（1785-1849），字邻芝，号克齐，

河内永顺人。本书为李文馥清道光二十一年（1741）

出使中国时撰写。

邹翁，指孟子，其是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两

王骄，两王指江都王、胶西王，两人都是骄横凶蛮之

人。丞相，指公孙弘。开东阁，公孙弘当宰相后，别

立客馆，东向开门，招纳四方贤才，见《汉书·公孙弘

传》。醇儒，学识精粹纯正的儒者，指董仲舒。

（五）留题董子祠（阮述作）

道统闻知属伟人，汉龙皆昼独公真。

悬河素抱源渊富，交醴慵为唯诺亲。

王盛难追原有以，圣经能表岂无因。

家村州堞千年庙，远介凭申每问津。

此诗选自阮述《每怀吟草》，《集成》第23册，第

142页。

道统，儒家思想传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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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使臣咏董仲舒诗的共同主题

在咏董仲舒诗中，越南使臣表达的情感主要有两

个方面。

其一，赞扬董仲舒在儒学上的成就。董仲舒少治

《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

帝时上书“天人三策”，晚年专注于著书，寻求治国

之道。《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

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二篇。而说春秋事得失，

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

万言，皆传于后世。”[4]2525-2526皮锡瑞评价：“董子传

《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

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8]308董

仲舒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

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

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文化发展至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文思雄于俊翮翩”“阐统天将

觉我人，汉儒辈出独超群。春秋学露三篇对，游夏科

宜半席分。”“邹翁之后有先生，重唱斯文静众嚣。”

等诗句都表达了越南使臣对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敬佩之

情。董仲舒不仅专注治学，也致力于传授知识。越南

使臣诗中也有对董仲舒下帷讲诵这段生活经历的记

载，如“脱洒朋徙讲诵年”。

其二，为董仲舒一生的遭遇抱不平，为有识之士

不被重用感到遗憾。董仲舒在儒学上的学问成就远近

闻名，但是这并不能为他带来坦荡的仕途。汉武帝在

看过“天人三策”后，仅仅让董仲舒到地方担任了江

都相。“春秋有术三篇在，葵藿空怀寸念孤。”“抱蓄天

人器业殊，真龙不谓卧江都。”越南使臣在诗中抒发

感慨，以董仲舒的能力不应该只是待在江都啊。“道谊

难投和氏璧，规模谁赏伯牙弦。”越南使臣将董仲舒

与卞氏、伯牙相类比，惋惜董仲舒空怀“和氏璧”“伯

牙弦”的真本事，却没有遇上赏识他的伯乐。虽然没

有担任大官，但是董仲舒的才华还是遭到了嫉妒，为

此招来了祸患。主父偃将董仲舒在家里推论天降火灾

与人世关系的奏章草稿上交汉武帝，董仲舒差点因此

丧命，他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变化。公孙弘嫉恨董仲

舒，便故意推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相，因为胶西王为

人特别放纵，凶残蛮横，多次谋杀朝廷派去的二千石

官，公孙弘想要借刀杀人。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却总

遭小人陷害，越南使臣在诗中对此也愤愤不平。“但闻

丞相开东阁，不见醇儒立汉朝。”作者一方面讥讽公孙

弘口口声声开东阁招纳贤才，却容不下董仲舒。另一

方面，董仲舒苦读经书，为群儒之首却不受重用，最后

只能被迫告老怀乡；而公孙弘研究《春秋》的水平不

如董仲舒，但擅长阿谀奉承，掌握大权，位至公卿，被

封为平津侯。二人际遇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朝廷赏罚

不公的愤慨，也表达了对董仲舒遭遇的同情。

越南使臣咏董仲舒诗皆为七言律诗，在诗中表达

的情感与中国诗人纪咏董仲舒诗的情感是相一致的。

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董生》诗：“秦火经来道失

真，下帷发愤每劳神。谁知异日为无得，只听平津一

老臣。”[9]223同样表达了对董仲舒甚至是天下苦读儒生

的同情。清代王士禛《董公祠》一诗：“董公祠庙已荒

凉，冯吊西京意倍伤。漫以园陵劳主父，只将经术奉

骄王。时逢明主身空老，志在春秋道正长。我自爱传

繁露学，玉杯曾问广川乡。”[10]168也表达了对董仲舒一

生怀才不遇的悲慨。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从越南使臣咏董仲舒的诗

篇中可以看到越南在文化上受中华文化影响之深。越

南使臣咏董仲舒诗只是越南使臣创作的怀古咏史诗中

的一小部分，对于越南使臣怀古咏史诗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有助于我们通过“异域之眼”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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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三藏义净在西行取法的过程中，曾先后三次停驻室利佛逝国，前后停驻时间近十年。从义净的一

生成就来考察不难看到，室利佛逝国两度实现了义净人生的跃升和转化，成为义净一生成就中不可轻忽的“中转

站”。在中外交流史上，义净自己的努力也为唐朝时中国与世界的民心相通竖立了一面重要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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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有学者认为，四大佛经翻译家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王邦维先生曾明确指出：“四大翻译家，也有人不举义

净，而举不空。但我想举义净似乎更合适。”（王邦维. 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4.）笔者认

同王邦维先生的观点。

 ② 释圆照所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见《大正藏》第55卷。

唐三藏义净在求法、翻译领域的成就，学界已将

其列入“三大求法高僧”和唐朝“四大佛经翻译家”①，

给予了他和另外一位唐朝高僧玄奘同等重要的地位。

如果综合唐朝语音变革因素，站在现代学者的观测角

度来看，义净的著作及其翻译的著作，还是中国文字

训诂领域的重要史料。“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学

术界进一步关注到了义净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使

者参与到民间外交的贡献，义净的著作在客观上存在

为东南亚地区国家存史补史的重要价值，这一点也得

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站在高远广大的视角，可以观

察和思考国际交流互动的大局，从微观的角度深入考

察义净的生平及其成就，实际上也能更进一步体察民

间外交的重要性。本文不揣固陋，谨以义净生平中的

两大转折点略作爬梳，略考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古代

曾经存在过的室利佛逝国对唐三藏义净人生成就的重

要贡献。

一、室利佛逝国与义净的两次人生大转折

唐三藏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法名

义净。作为中国唐朝一位不但身体力行渡海求法，

游历当时位于东南亚的三十余国，最终携带大量经书

返回中国，又译经、著述不倦的僧人，义净用自己的

努力为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依据唐三藏义净所著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南海寄归内法传》[2]以

及释智昇《开元释教录》[3]、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

录》 [4] ②、释赞宁《宋高僧传》[5]等著述。作为义净研

究的中国首席专家，王邦维先生在其著作《唐高僧义

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6]对当时所见文献进行了细致

爬梳。王亚荣先生所撰《西行求律法：义净大师传》
[7]，便是在王邦维教授《义净生平编年》[1]253-267的基础

上，根据义净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和《南海

寄归内法传》[2]演绎而成。

关于义净生平轨迹，由于有义净自己的著述作为

基础文献留存至今，学界基本没有争议：（1）七岁，跟

随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学习。（2）十四岁，得受沙弥

戒。（3）二十一岁，得受具足戒。（4）三十七岁，前往

印度求法，于三十九岁时抵达印度。（5）六十岁，返回

中国，六十一岁时前往洛阳，得武则天亲自到城外迎

接。此后，义净在洛阳和长安等地参与并组织佛经翻

译和佛法弘扬，直至去世。细观义净的人生经历，可

以看出其中含有两次重大转折，一次发生在三十七岁

那年，一次发生在六十岁那年。

第一次重大转折是义净走出国门，这是义净成为

唐朝著名求法高僧的基础。第一次重大转折是义净走

出国门，成为唐朝著名的求法高僧。受法显和玄奘的

影响，义净“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 [4]第55卷第870页

中栏。在此之前，《续古今译经图记》认为义净“年十有

五，志游西域” [4] 第55卷第370页上栏，是因袭《开元释教录》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和《宋高僧传》的说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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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以推论，在义净十四岁得受沙弥戒之后，逐渐扩

大了交游的范围，很快便产生了向更多贤达学习的愿

望。到十七岁时，义净的志向已超越国内，有了前往

佛教圣地探访的愿望。从十八岁开始，义净便“拟向西

天”[2]233。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净至迟在十八岁时，已

经开始谋划前往印度的行程。

但是，在此之后近二十年，义净一直在做各方面的

准备：学术方向的积累、同行人的约集、出行路线的规

划等。让义净想不到的是，到他三十七岁正式告别师父

启动出行计划时，与他共同谋划出行方案的朋友们受各

种原因的影响，逐一取消了求法行程。义净最终只得带

着门人、晋州小僧善行跟随波斯船舶向南行进。

走出国门之时，义净有善行跟随，刚刚抵达室利

佛逝时，善行因生病最终选择了返回中土大唐。因

此，学界在谈论义净的求法之旅时，往往忽略善行短

时间里陪同义净走出国门这一细节，直接描述为义净

孤身前往南海。向前一步便是成功，义净跨出临门一

脚时，善行的陪伴实际上对义净是很大的鼓舞。这种

鼓舞的价值，与龚州使君冯孝诠及其家人资助义净、

帮助他联系到前往南海的波斯船舶同等重要。迈出最

重要的一步之后，义净便义无反顾地开始努力践行他

的求法之旅：确实属于他的、看似孤身求法的旅程从

室利佛逝正式开启。

第二次重大转折是重回国土，成为唐朝著名佛经

翻译家。此时义净已经在国外游走二十余年，终于在

长寿三年（694）从室利佛逝搭乘船舶，返回广州。在

此期间，义净曾经在永昌元年（689）意外返回广州一

趟。此事记载于《重归南海传》中，颇具传奇特色：

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

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

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

图。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

重得相见。于时在制旨寺，处众嗟曰：“本行西国，

有望流通，回住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

万颂，并在佛逝国，事须覆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

流波，隙驷不留，身诚难保，朝露溘至，何所嘱焉？

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随译随受，须得其

人。”众佥告曰：“去斯不远，有僧贞固，久探律

教，早蕴精诚。倘得其人，斯为善伴。”……即以其

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禹。望占波而陵帆，指

佛逝以长驱。[1] 214-215

从义净的叙述可以看出，义净当时本只是登上船

舶，计划写信给广州一带的朋友们，请他们购置一些笔

墨纸砚，并物色一些能帮忙抄写经书的人手。但他还

没有来得及下船，船主发现了比较有利的起航条件，扬

帆驶出了港口。于是，义净意外被带回中国。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难以理解，但在公元七世纪蒸汽机还没有

发明的、完全依靠风力来实现船舶在海洋里的航行来

说，起航的时间是极重要的。所幸的是，义净此次带足

了金钱。因为他不仅仅是去寄信，还要请朋友购置译经

的各类物品，甚至雇佣工人。不幸的是，义净此次出行

只是去寄信求助朋友，因此，他从印度取回的经文，滞

留在了室利佛逝。这便有了义净后来约同有志之士贞

固等人返回室利佛逝国取回经文的举动。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义净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到两

个值得留意的现象：

首先，义净在海外的时间长达二十三年，三十七岁

出国，六十岁返回国内。二十三年间，他在印度的时间

仅是其在国外时间的一半，从咸亨四年（673）二月八

日抵达耽摩立底国开始①，至垂拱元年（685）冬日从耽

摩立底国离开②。仔细计算，义净在印度（含今印度、

巴基斯坦等国）各国的时间约13年，其中在那烂陀寺的

时间为10年，印度其余各处共约3年。剩下的约10年，

义净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带。

其次，义净行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带约

10年间，停驻在室利佛逝的时间最长：离开国门后，

在室利佛逝共停留约8个月，时在咸亨三年（672）；

从印度返回之际，垂拱三年（687）便已抵达室利佛

逝，忽略其中意外返回中土大唐的半年，直至长寿三

年（694）从室利佛逝正式带回大量经书。总体上来

算，义净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时间里，约70％的时间

停留在室利佛逝。但这里存在值得留意的两点：第

一，室利佛逝国的领土面积在唐宋时不断发生着变

化，在少数时间段内可能包括马来西亚部分领土，这

一点王邦维先生在注释室利佛逝国时已根据中西方学

者的考证有所说明，不再赘述。[1]45-46 第二，义净在苏

门答腊岛附近活动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行走学习，曾

抵达狼牙修、羯荼等据今人考证属于马拉西亚国土范

围的古代小国。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在提及义净停

驻在今印度半岛之外的其他国家时，比较倾向于将马

① 时间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缘历诸国，振锡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达耽摩立底国。”

② 时间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推论，文中提到：“东向耽摩立底国，有六七十驿，即是海口升舶归唐之处。”（卷上）

“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未至之间，遇大劫贼，仅免事刃之祸，得存朝夕之命。于此升舶，过羯

荼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权居佛逝矣。”以其抵达那烂陀寺的时间约在咸亨五年（674）可知，义净应是

在垂拱元年（685）从耽摩立底国返回。王邦维先生的推论与此相同。

黄 益，等：室利佛逝国：唐三藏义净的人生“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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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并列。

从室利佛逝最后返回唐朝之后，义净的人生便以

参与实叉难陀的译场、自己组织译场以及推荐介绍根

本说一切有部律的经典著作为主。义净成为唐朝著名

佛经翻译家，始于他从室利佛逝回国、受到武则天的

隆重礼遇之后。通过上述现象梳理，对照义净人生的

两次重要转折，很容易得出结论：在室利佛逝国的停

驻，对义净的人生转折至关重要。

二、室利佛逝对义净人生成就的重要价值

室利佛逝对义净来说，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有

一些价值，是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

内法传》中有清晰明确记载的，有一些则是需要有所

辨析才能看得清楚。

在论述室利佛逝对义净人生成就的重要价值之

前，有必要对室利佛逝国略作介绍。室利佛逝国的政

治中心在苏门答腊南部的巴邻旁（巨港）、占卑一带。

室利佛逝国是中世纪时南洋群岛上的一大帝国，属于

当时东方贸易的中心之一。[8]70-74苏门答腊位于今印度

尼西亚西部，主要包括北苏门答腊、占碑、廖内、亚

齐等。1957年，韩振华先生翻译了印度马德拉斯大学

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先生对室利佛逝国的考证[9] 89-

107、[10] 38-57①，充分利用中国文献资料认为，室利佛逝国

“在第五世纪时，已为一印度化王国”[9]91。尽管有少

量碑文，但关于室利佛逝国的记载，比较重要的史料

还是义净的记述和中国正史上派遣至室利佛逝的使者

的记述[9]92。②由于室利佛逝国是从广州出海，距离中

国行程不远的印度化王国，对于中国僧侣前往印度来

说，室利佛逝国具备了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往返方

便，仅两月左右的海上行程便可顺利抵达。第二，属于

印度化的国家，学习梵语方便。第三，研习佛法者多，

易找到志同道合之人。这三个重要条件，让义净在出

国之后迅速得以融入佛教社会。

义净抵达室利佛逝之后不久，善行便因生病返回

了中土大唐。而此时的义净已经在学习语言（声明）

的过程中，结交了一批朋友。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说

明当时咸亨三年（672）义净到底认识了哪些朋友，但

从他离开室利佛逝时得到佛逝王的支持、送其前往末

罗瑜国的记载来看，义净当时在室利佛逝拥有了一些

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朋友。这些朋友，有些可能是他在

国内筹划前往印度的过程中便已经通过书信进行过交

流的朋友，还可能是当时出于求法的目的来到室利佛

逝国的其他求法僧，也可能有一些因为佛教而走近的

其他民众，甚至只是一些行商。尽管善行生病不得不

返回中土，但义净离开中土之后，在室利佛逝国停留

的八个月，让义净得以在佛逝王的资金支持下，逐渐

结识一批新朋友，继续前行。换言之，尽管善行的返

回，让义净看似孤身前往印度求法，但真实情形比此

乐观。这成为义净求法最初难得的支持。尽管义净的

求法旅程仍旧困难重重，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但只要

不是长时间单独行走，义净便能与同行的商旅、僧众

互相支持，守望相助，共同克服难关。正因为如此，义

净出国后在室利佛逝短暂的八个月停留，成为他继续

此后行程的重要据点，可以说是成就义净从国内知名

僧人向著名求法高僧转化的中转站。

当然，对于义净来说，室利佛逝更重要的是成为

了他从普通求法高僧和一般翻译家转化为著名佛教翻

译家的中转站。这是义净自己有期许但无法完全预料

到的。

早在义净与无行禅师在那烂陀寺辞别之际，义净

便写下了很明确的文字，开启了他的回国之旅。一首

脍炙人口的《一三五七九言》中明确写道：“游，愁；

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

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诚难遇，

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1]193-194历经千难万险才抵达

印度的义净，此时虽然在那烂陀寺经过十年的求经取

法，收获颇丰，但他对于自己是否能在当时陆路仍不

畅通的情况下顺利返回中土大唐是有困惑的。毕竟，

此时的他已年过五十。即使在他意外乘船返回广州之

后，他对于再返室利佛逝能否自己单独顺利取回所有

的佛教经典也存有一定的疑虑。上文所引文字中“既

而年余五十，重越流波，隙驷不留，身诚难保，朝露溘

至，何所嘱焉？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1]214

充分说明了义净当时最大的顾虑便是功未成身先殒，

无人继承。毕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记56

位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众，玄照、道希在中印度病逝，

师鞭也卒于中印度，阿离耶跋摩、慧业卒于那烂陀

寺，窥冲卒于王舍城，玄恪卒于大觉寺，木叉提婆卒于

印度，无行卒于北印度，法振卒于羯荼，乘悟卒于瞻

波，信胄、智行卒于信者寺，大乘灯卒于俱尸城，僧伽

跋摩卒于交阯，道生、末底僧诃、玄会卒于泥波罗，

① 分为两期刊载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和第3期。

② 冯承钧先生认为，当时派往南洋的使者是王玄策，所用的资料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上册中的资料。（冯承钧. 王玄

策事辑[J]. 清华学报，1932（1）：92.）然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此则记载，除支那内学院本作“王玄策”之外，其余各本均

写作“王玄廓”。是否一定是王玄策？笔者赞同王邦维教授，存疑处理。理由有二：第一，王玄廓有可能属于王玄策的家族成员，

具备与王玄策相似的能力，可能确实存在。第二，支那内学院本刻于1932年，从学术交流来看，有可能受冯承钧先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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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法师卒于健陀罗国，智岸（益州人）、义辉卒于郎迦

戍国，新罗两位僧人卒于室利佛逝，昙闰卒于诃陵北

渤盆国，一位唐僧卒于诃罗鸡罗国，彼岸、智岸（高

昌人）病逝于航行船舶之上，常慜及其弟子因船沉而

亡，质多跋摩、明远、义朗、义玄、会宁、慧琰、智弘

和另外三位唐朝僧人生死难知，只有玄太、大津等少

数人返回了唐朝。这一存亡状况使得著名的、作者

实际上存在一定疑义的《题取经诗》①，自南宋景德寺

寺僧法云编纂《翻译名义集》将其视为义净的诗作之

后，便得到了几乎所有学者的认同，王亚荣先生《西

行求律法：义净大师传》以其提领《卷首语》[7]5。

作为义净来说，还有一大顾虑，是他不得不充分

考虑的：经书的翻译，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能够完成

的事业，而是需要组织译场，众人努力推动。这就必

须得到大人物的支持才能实现。南怀瑾在《翻译的学

问》中指出：“我们过去的翻译，不像现在，尤其南北

朝佛学进来的时候，政府组织几千个第一流的学者，

在一起讨论，一个句子原文念过以后，然后负责中文

的人，翻译出来，经过几千人讨论，往往为了一个字，

几个月还不能解决。古人对翻译就是这么慎重，所以

佛法能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2]105尽管南怀瑾在写

作上容易出现一些信息的夸大，但义净崇敬玄奘，对

玄奘翻译经典著作的过程自然有所了解，对当时玄奘

请求唐高宗增派翻译佛经之人，唐高宗先后特旨度沙

弥窥基为大僧、派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

李义府、杜正伦等人担任译经润文使助玄奘译经等事
[13]139-140自然有所耳闻。义净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义净深知，虽然自己从印度求取回来一批佛经，

如果不能确保回国后像唐玄奘一样获得朝廷的充分支

持，是难以较好地实现这些佛教经典传承的。或许正

因为如此，义净虽然在垂拱三年（687）即其五十三岁

时便已经抵达室利佛逝，但他选择停驻于此，一边翻

译佛经，一边准备材料，等候机会的到来。

义净是幸运的，在他等候期间，唐朝历史上出现

了难得的机会：无论是否有称帝之心，后来成为中国

历史上唯一女皇的武则天，在儒、释、道诸多学说中，

逐渐发现，道教不仅与李唐王朝紧密联系，而且不利

于她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儒家思想强调男尊女

卑，也难以给予武则天掌握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只有

佛教能给她提供所需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

则天“敕天下僧尼旧隶司宾，令改隶祠部，敕文谓佛教

有护国救人造福解厄之德” [13]158。这条记载于《大宋

僧史略》和《佛祖统纪》中的史料，改变了佛教在中

国的地位。从长寿三年（694）开始，佛教不再是外来信

仰。美国学者罗汉持相似观点。[14]153

隋唐时期，无论是佛教经典还是佛教法器，由中

国求法僧众或者外国僧伽带入中国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明确自己所求经典的重要性，义净撰写了《南海

寄归内法传》四卷共四十章，重点阐述佛教教义之中

弘扬律法的重要性，并着重介绍了自己所求律法——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与中国当时所行佛教律法四分律之

间的重要差异。

根据佛教戒律的严格规定，谨守佛教戒律的义净

不会像商旅一般巧舌如簧地去宣说佛教戒律的重要

性，而是选择托人代转。义净所托之人，僧人大津、

运期等人。大津“赍佛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

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崑崙语，颇习梵书，洁行

齐心，更受圆具”[1]207。有学者认为，大津本人便是带

有为武则天寻求统治合法性这一目的而南下求法的僧

人。这一点尚未得到更多的证据，难以准确判断。但

从义净的表达来看，义净深信大津能够帮助他上达天

听：“净于此见，遂遣归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 
[1]207除此之外，义净还将自己所著《西域求法高僧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新近翻译的经、论十卷托付大

津。此事发生在天授二年（691）前后。

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五《唐圣教序碑侧》记

载：“右《唐圣教序碑侧》，云：则天尝得玉册，上有

铭十二字，朝野不能识，义净能读其文，曰‘天册神

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证圣元年五月上之，诏书褒

答。按宋莒公《纪年通谱》：武后以证圣元年九月，

受‘天册金轮圣神’之号，故大赦改元。先是，司饩

局人于水际得石函，有玉册云‘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

安’，故改元协瑞。其文与义净所载小异云。余尝谓

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然

陶弘景号称一代高士，在梁武时亦屡上图谶，岂独义

净哉！”[15]439大津于天授三年（692）带回了义净的著述
[13]157。此段记载，未见其他佐证，难以判断义净参与识

读玉册之事的真实性。与此前薛怀义领导下，为证明

武则天统治合法性刻意造势的《大云经疏》相比，此

时武则天已经完成了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的工作，

其作用已远弱于此前。罗汉认为，义净回国，武则天

亲自迎接，以及此后义净和僧团成员大量翻译佛经，

“修正后的文本加强了武曌统治的合法性，使其获得

更多认可” [14]156的观点，可能过度夸大了义净翻译佛经

①原诗如下：“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

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黄 益，等：室利佛逝国：唐三藏义净的人生“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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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性。但是，经大津带回证明自己

佛经翻译能力的译作和说明有必要翻译根本说一切有

部律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确实如义净所预料的那样

获得了武则天的重视，义净得以首先参与实叉难陀译

场，进行《华严经》的翻译；然后得以组织译场，坚持

佛经的翻译，直至去世，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佛教经

典。在义净之后，中国佛教戒律学基本完备。圣严法

师认为，“依照律的内容而言，《有部律》为最多，也最

丰富”[16]16，这可以说是在比较之余对义净求经和翻译

佛经的高度肯定。

得力于武则天及后来的君主们对义净佛经翻译工

作的持续支持，义净在七十九岁去世之前，通过不懈

努力，翻译了至少五十六部中二百三十卷的佛经，其

中多数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根据宽旭法师所编《义

净著述辑要》来看，义净的翻译遍及经、律、论三藏，

并非仅注重佛教戒律的传布。[17]这是值得我们略加留

意的又一信息。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义净没有通过相对合适的方

式获得武则天的赏识和接待，要靠民间力量来实现佛经

译场的大规模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此反观义净回

国前在室利佛逝几年的停留和努力，不难看出，义净所

选择的回归之路是清晰而笃实的。正是这种根据实际

笃实的践行，义净让自己在室利佛逝的努力和等待，最

终实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在中国的流传，更让自己在

翻译领域的才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净当时用作敲开帝王之门的

“敲门砖”——《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

法传》，带着它们独有的、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信息，成

为现今研究东南亚地区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而

义净本人，也在千余年间逐渐从为了完善佛教律法而

南下求法的、具有较高宗教情结的学术僧，转化为备

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等国民众颂扬的和平

使者，成为研究中国民间外交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

物。室利佛逝这个两度帮助义净提升身份的中转站，

也将随着对义净的研究，更多进入学者的观察视野。

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室利佛逝实现了唐高僧义净

的蝉蜕龙变，也为自己南海交通重要枢纽地位增加了

一个重要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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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Jing is a great monk in Tang Dynasty, who arrived in Srivijaya Empire three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ripitaka from India, he stayed in Srivijaya Empire nearly 10 years. From his life achievements, we conclude 

that Srivijaya Empire is Yi-Jing’s an unique life transfer station, where he realized the leap and transformation of his 

life two times. Yi-Jing’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set an important banner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exchange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Srivijaya Empire; Yi-Jing; Life achievements; Transfer station; Sino-foreign exchange



第 36 卷第 5 期
  2020 年 10 月

德 州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36，No.5
  Oct .，2020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国内外研究综述

陈陵娣,陈  倩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唐三藏法师义净重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自古至今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力。王邦维先生20

世纪80年代对其研究情况展开梳理之后，该书得到学界深入研究，但更进一步的前沿梳理略少。为更好推动该文献

研究的深入挖掘和研究，紧密围绕义净研究中心的工作，对国内外研究情况展开梳理，为推动后期译传研究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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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藏法师释义净（635～713），因渡海求法，

翻译佛经，著书立传，弘扬佛法，与晋代法显、唐朝

玄奘齐名被誉为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之一；与姚秦鸠摩

罗什、南梁印度优禅尼国人真谛、唐朝玄奘并称，被

尊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与法显、鉴真并

列被尊为三大渡海高僧。其主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日文出版，是与法显

《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交相辉映的佳作，

并成为后人研究中印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印度史、

南洋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典籍。在中国境内，

自王邦维先生20世纪80年代整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

传》始，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围绕《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已出现了不少新成果，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

梳理和总结，故不揣浅陋，略作简要梳理于下。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撰写完成之后传入中

国，经过修订，收入《大藏经》中。受中国学者阅读

和使用文献的习惯影响，在世俗社会流传较少，主要

在中国僧众中流传，后又随大藏经传入其他各国。由

于得到了多国学者的肯定，该书也渐渐通过节译、全

译等方式在全球流传。以我们获取的、比较常见的

几种语言来看，该书至少已有法、英、俄、日文等版

本。1894年，法国学者沙畹（Ed.Chavannes）将该书

翻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题目为Memoire compose a 

l’e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eminents qui alle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ent。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文译本。王邦维

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提及，并提到了该书出版的

时候附带了沙畹自己的注解。王邦维教授认为1911

年，英国学者比尔（Beal）在翻译唐玄奘传记《慈恩

传》中，（该书英文名为 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 with an introduction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works of I-Tsing），包含对《大唐西

域求法高僧传》中部分文字的节译。1962年，英国

学者杜特（Dutt）在伦敦出版了Buddhists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对该书重新进行了节译。1986

年，印度学者Latika Lahiri在中国跟随季羡林先生等专

家学习时，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全本翻译，取

名Chinese Monks in India，在印度新德里出版。在东

亚，日本学者高田修1940年对此书进行了翻译，足立

喜六于1942年将该书加标点、校注，再次出版。目前

已知的其他语种中，印度尼西亚语《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传》是从英译本翻译过去的。值得留意的是，目前

尚无中国学者直接进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翻

译已有的译本中有部分信息存在偏差，有些内容也需

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诠释。

2018年，Cambria Press出版了夏威夷大学学者

Tasen Sen的《义净与七世纪的佛教徒圣地》，对《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义净所记载的主要寺院做了详

细介绍。这是目前所见国外学者利用该书展开研究趋

于精细化和多样化的重要例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

来，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未来中国学

者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研究领域的专精和世界

学者在研究相关领域中交流的便利，《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多语种文献的互动势必会得到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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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和影响需要进一步进行发掘。

在国内，随着人们对义净在中国、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影响认识的

深入，再加上国际学术交流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

在交流中取得了更多成果的突破。

首先，从书名来看，尽管我们一直称其“大唐西

域求法高僧传”，但王邦维教授早在《大唐西域求法高

僧传校注》出版之际便已对这一命名持有怀疑，在日

本的各种版本出现之后，王邦维教授与落合俊典教授

等学者对这些信息进行了更多深入挖掘，王教授进一

步申明了此前的认识，认为该书最初的书名是《大周

行人传》，后来改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落合

俊典教授持相同观点，并再次补充了《南海寄归内法

传》中的部分证据。随着各种版本图书的比较，日本

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的落合俊典教授通过比较日本

流传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版本，认为最早的

书名是《大周西域行人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这个书名，是义净去世以后才有的。与落合俊典教授

的认识不完全一致的是，王邦维教授不赞成该书的改

名时间是在义净去世之后，而认为该书改名的时间是

且只能是武则天的“周代”以后，也就是神龙元年二

月，唐中宗恢复唐的国号以后。

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书名调整相似，

该书的成书过程也存在一些争议。王邦维教授认为

是天授二年（691）。张文江先生则认为需要更细致分

析，本书主体部分应该是在永昌元年（689）之前完

成的，但后来进行了补写。他的重要证据来自《佛祖

通载》。《佛祖通载》中明确指出：“升舶过揭茶，将

梵本寄佛逝，作《南海寄归传》、《求法高僧传》。”

张文江先生认为，按《佛祖通载》所说，这里有可能

是两种情况之一：一是义净托人将从印度携带来的

梵本寄往室利佛逝，义净在揭茶开始写作《南海寄归

传》、《求法高僧传》，时间截止到687年。二是经

过揭茶，来到室利佛逝，义净暂将带回来的佛教梵文

经律论“寄存”在此，然后在室利佛逝作《南海寄归

传》、《求法高僧传》，时间截止到永昌元年（689）。

由于《求法高僧传》涉及人物事件、头绪颇为繁多，

书中很多信息是义净听闻所得，即便亲眼所见，岁月

淹久，恐怕也有所疏漏。所以按照常理推断，义净写

作两书的时间应该比较早。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张文

江先生认为义净是687年在揭茶开始写作《求法高僧

传》的，其主体部分或者并未完工，687年-689年在

室利佛逝仍有写作。至689年，该书主体部分应该已

经完成。张文江先生的分析增加了《佛祖通载》的信

息，并细化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的写作过

程。

其次，中国学者充分利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

传》的信息，对义净的出行路线进行了细致地考察，

并高度肯定了该书对中国研究南海海上交通史的价

值。

早在向达、谢方等先生商议启动《中外交通史籍

丛书》的编纂时，学者们便对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的价值有了初步认识。王邦维先生根据季羡

林先生的指导，整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充

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认为在现存的宋以前记述海外

交通与印度及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是值

得重视的。这一观点，武伯伦先生于1980年便有所阐

述。他在《读义净的两本书》中提到了义净的出行路

线。在武伯伦先生和王邦维先生之后，中山大学东南

亚研究所石坚平在《江西社会科学》上发表《义净时

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研究了义净西行的求法航

程。他们对义净航程的分析基本一致：从广州出发，

向西南航行，横渡大海，到达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巨

港，即后来称佛逝的地方。在沿着苏门答腊岛东岸航

行，途径末罗瑜国，即今天的慕阿拉•达谷斯。由此

转向西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被称为羯荼的

今马来西亚吉打州附近。从吉打出发，经尼科巴岛上

的裸人国，向西北航行到达耽摩立底国。石坚平先生

的研究技术，充分结合了20世纪后20年代学者的科研

成果。通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记载，不难看

到，中国南海海上交通的重心在义净时期已完成了从

马来半岛北部、暹罗湾沿岸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爪哇

的大转移。这种转移，很可能与义净时期航海技术的

进步有关。换言之，借助开辟新航道，中国南海海上

交通的重心得以南移。2020年《中国宗教》发表了济

南义净寺住持常净法师的文章《弘愿西渡求经典孤帆

劈浪传文明——纪念海上丝绸之路使者、译经巨擘义

净大师》。该文不但记述了经西域、吐蕃、尼婆罗到

印度的道路，还详细考察了通过海路经南海诸国前往

印度的交通情况。常净法师认为，义净的《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传》正好和玄奘大师陆路求法所撰写的《大唐

西域记》相互补充印证，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南海

诸国关系史的又一部不朽名著。

义净求法路线反映了当时中外海上交通的频繁与

范围的广大，也成为了南海诸国在阿拉伯人到达前这

一阶段的权威史料。朱亚非先生先后两次发表文章，

从义净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度分析义净的贡

献，最近一篇文章发表在《春秋》2019年第2期。文

章指出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两条前往印度的

路线，并分析了原因：唐高宗时期，西北战乱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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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的人们安全得不到保障。海路虽经过太平洋、印

度洋，路程较长，还不时波涛汹涌但唐代造船与航海

技术发展迅速，船舶较大，罗盘针已用于航海，再加

上这一带沿途可供停泊的港口岛屿众多，食物、淡水

接济不难，战乱较少，因而安全系数反而比陆路大。

张云江先生持不同观点，他在《试论唐代西域求法僧

的求法动机及其“宗教生存环境”》中，根据求法僧的

走南道北道的人数大体相当，认为中国唐代僧侣求法

西行存在北道与南海是两条主要途径，义净的著作并

不足以说明路线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根据王邦

维教授的梳理，还是可以看出，前期僧众采用陆路较

多，后期僧众采用海路较多。李彩霞在《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二期，发表了《法显、义净南海

行程与唐代交通的转向》，对比了法显与义净的南海

路线，从时间上看，从广州到室利佛逝义净用时比法

显要短，反映出唐代航海技术的进步。求法僧人61人

中以海陆与陆路人次以唐高宗麟德二年（665）为界，

此前以陆路为主，此后以海陆为主，形成南海交通的

第一次高潮，是唐代僧人对世界航海史的巨大贡献。

再次，中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对《大唐

西域求法高僧传》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进行了较

多阐释。王玉娟在分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认

为，该书的写作方法重视四六体，具有其独特的语言

组织手法和结构。不仅采用“行状”文体，清晰反映当

时求法僧状况，还借用史书“论赞”的形式，恰当表达

作者感受。“伤曰”“叹曰”“重曰”“赞曰”这四种论的

形式，有着共同的特点：多采用四字一句的形式，且

押韵，这与佛经的行文表述很相似。而这些词句多表

达作者的感叹，是一种情绪的抒发。

在内容的编排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因人

立传，连类成篇，是重要的传记著作。在写作时，义

净采用“以时间为主轴，以地域为标记，兼顾表达内

容的”三层合一编纂模式，使得该书在体例上具备较

为鲜明的特色。

冯相磊先生认为，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的记载，诸多中土求法僧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有

关系：有些求法僧主动学习了此律典，有的则试图将

之翻译并弘传于中土，这为研究《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典》在唐初传入中土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新资料。

最后，版本异文研究渐渐呈现比较明显的特色。

王邦维先生在进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时，

对当时他能获取到的版本进行了细致搜罗并精选碛

砂藏本作为底本，参校了《赵城金藏》本、《高丽藏》

本、明《洪武南藏》本、明《南藏》本、明《北藏》

本、明《径山藏》本、清《龙藏》本以及近代《大正

藏》本、天津刻经处本、支那内学院本、日本岩波书

店1942年足立喜六本。这种几乎竭泽而渔的版本搜

集整理功夫，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成为精

注精校的典范。邵天松先生在日本发现石山寺藏《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后，通过比较各地流传的佛藏认

为，该书所据底本极有可能与北宋《开宝藏》具有重

要的关系。这一推论，初步肯定了石山寺藏《大唐西

域求法高僧传》可能是目前能见到的各种佛教版本中

最古老的版本。钱汝平宋本《释氏六帖》所引《大唐

西域求法高僧传》考宋本《释氏六帖》的第六帖较为

完整地摘录了唐代高僧释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

传》，是此书的删节本，该书也为考察此书的早期面

貌提供了足资参证的信息。

值得肯定的后起之秀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硕士

生余枣焱，他在导师谭代龙先生的指导下，进一步搜

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版本，同样选择碛砂

藏本作为底本，与《赵城金藏》、《高丽藏》、《洪武南

藏》、《永乐北藏》、《龙藏》、《大正藏》以及王邦维先

生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进行比较，共形成

了近四千条异文，并进行了字、词、句等分类整理。

由于余枣焱侧重点是文字学，对版本学的把握相对较

少，其论文仍有待进一步打磨和删削。

德州学院中国·马来西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义净

研究中心2019年成立之后，组织中心成员对义净研究

的国内研究情况进行梳理，黄益执笔撰文《义净研究

在中国》，对中国学者研究义净的图书和论文进行了

系统梳理。受涉及文献量和研究领域的局限，该文对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研究梳理略嫌不足，更未

整理国外研究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展现《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传》在世界上研究的整体情况，随作此文，希

望借此推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精研。

参考文献：
[1] 王邦维. 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M]. 重庆：重庆出

      版社，1996.

[2]  义净，著. 王邦维，校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常净. 弘愿西渡求经典孤帆劈浪传文明——纪念海上丝绸

      之路使者、译经巨擘义净大师[J] . 中国宗教，2019（11）.

[4]  王邦维. 再谈敦煌写卷P.2001号：学术史与《大唐西域求法

    高僧传》的书名[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5）.

[5]  黄益. 义净研究在中国[J]. 德州学院学报，2019（5）.

[6]  钱汝平. 宋本《释氏六帖》所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考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4）.

[7]  卓建明. 试论义净在唐朝和南海诸国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

陈陵娣，等：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国内外研究综述



84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位[J]. 世界历史，1992（6）.

[8]  王玉娟. 义净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J]. 山东图书馆季

      刊，2005（3）.

[9]  冯相磊. 义净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译传研究[J]. 山西财经

      大学学报，2012，34（S5）.

[10]  朱亚非.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义净[J]. 春秋，2019（2）.

[11]  石坚平. 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J]. 江西社会科

       学，2001（2）.

[12]  邵天松. 日本石山寺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版本初探

       [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5）.

[13]  张云江. 试论唐代西域求法僧侣的求法动机及其“宗教生存

     困境”[M]//宗教与民族（第七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哲

      学与宗教学系，2012.

[14] 于枣焱.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版本异文研究[D]. 成都：四  

       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2017 ：4 .

[15]  李彩霞. 法显、义净南海行程与唐代交通的转向[J]. 吉林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

[16]  武伯纶. 读僧义净的两本书[J]. 人文杂志，1980（2）.

Research  Summarie  of  The  Biographies  of  Prominent  Monks Searching  for  the  
Dharma  in  the  Westduting the Great Tang  at Home and  Abroad

CHEN  Ling-di, CHEN Qi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Yijing’s The Biographies of Prominent Monks Searching for the Dharma in the West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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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师范专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OBE理念成为我国师范类专业发展的核

心理念。与传统教育相比，OBE理念强调成果导向，强调以生为本的原则、以获取学习成果为原则、以教师指导为

原则和以市场需求为原则的新教育理念，对改革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作为传统专

业，在当前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大背景下，面临转型发展的诸多困境。OBE理念为其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进一

步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思政专业教育水平，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OBE理念；师范类专业认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0）05-0085-04 

收稿日期：2020-03-29

基金项目：教 育 部 产 学 合 作 协 同 育 人 项 目“ 基 于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背 景 下 的 行 政 管 理 专 业 教 师 能 力 体 系 构 建 研 究 ” 

                 （201802281030）；2017年枣庄学院教学改革立项项目“模拟与参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模拟教学研究”

                 （1021407）。

作者简介：董嫱嫱（1982-），女，山东枣庄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

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1]新的教育方针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推进基于“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OBE教学理念符合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改革的要求，也是打破传统思政

专业教育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OBE教学理念的含义及原则 

OBE教学理念最初是作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核

心理念提出的。1981年，为迎接新工业革命对高等工

程教育的挑战，回应对教育投入和实际产出的关注的

现实需要，美国教育家威廉·斯派蒂（Spady W.D.）等

人提出了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简称OBE，亦称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

导 向 教 育 ）理 念 ，不 久 便 被 美 国 工 程 教 育 认 证 协 会

（A-BET）全面接受，率先在美国实施，随后在英国、

加拿大等国家逐渐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

随着专业认证理念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2013年

6月被接纳为《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OBE作为一种

先进的教育理念，从高等工程教育领域延续到高等师

范教育领域，成为我国工程教育和师范类专业认证标

准的核心理念，并贯穿始终。

OBE是指学生通过教学设计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OBE强调四个方面的问

题，即“通过教学过程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

么？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如何有效

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怎样知道学生已经取

得了这些学习成果？”[2]聚焦师范生教育，即强调“学

到了什么”和“能做什么”，强调明确学习产出标准。

OBE理念强调成果导向，这里的成果与能力对

等，是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习结果，是指学生通过自己的

努力学习，最终所能达到的最大能力。它具有如下6个

特点：（1）学习的过程性。成果不仅是学生对知识的

识记、了解和理解，而是学生将知识内化和升华的过

程；（2）过程的完整性。成果不是单纯的对以往学习

结果的平均或累积，而是学生完成所有学习过程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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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最终结果，从学习计划的制定，到学习过程的践

行，再到学习结果的评价的完整过程；（3）知识的丰

富性。成果不仅包括对知识的习得，还包括对知识的

应用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完善和情感能力的

提升；（4）存续时间的长久性。成果越接近“学生真

实学习经验”，越经历长期、广泛的实践，其存续性越

高；（5）成果的实用性。成果强调对实际生活技能的

学习和提升，通过成果的实用性，将知识牢记于心并形

成整体性的知识；（6）评价的综合性。综合性既表现

为对学生不仅是考试结果的评价，同时按照反向课程

设计原则，分阶段对阶段成果进行评价，并与“最终成

果”一起作为评价结果。

与传统教育（指相对OBE而言的具有普遍性特

征的教育）相比，OBE从学习导向、毕业标准、教学

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对传统教育形成了挑

战，并形成OBE的基本原则。（1）以生为本的原则。

OBE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成长成才规律，课程与

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等方面的建

设均要以有利于帮助学生达到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并突出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个体性。OBE强调学生在

一开始学习时学习目标的明确性和预期性，关注学生

“学到了什么”和“能做什么”，同时学生可以按照自

己的学习经验、风格和进度等，在教师的协助下，制

定具有个性的学习目标，同时，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

良性互动，将外在竞争转变为内在竞争，即学生自我

的提高，通过协同学习、合作学习，从而扩大了更多

学生获得学习成功的机会，融洽了学习氛围。（2）以

获取学习成果为原则。OBE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

成果与能力二者相对等，通过将学习成果标准与证书

联系起来，既强调知识的获取，又强调能力的获得，

从而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3）以教

师指导为原则。OBE将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融入教学的

全过程，教师通过教学指导的方式从课程设计、方法

选取、教学评价等全方位协助学生学习。同时不同课

程任课教师互通有无、建立长期沟通、协同合作的目

标，从而达到师生、师师之间的和谐交往，有利于学

习成果的取得。（4）以市场需求为原则。OBE强调学

习产出标准，对接社会需求，并对毕业生形成持续市场

跟踪和反馈，建立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跟踪反馈与社会

评价机制，对毕业生全方位、全过程跟踪与评价，形成

“评价-反馈-改进”的环形设计，以适应市场需要，

从而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对市场形成有效需求，做到

才尽其用。

总之，OBE作为目前先进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师

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标准，在此标准之下，为如何解决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建设面临的发展问题，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的社会适应性，顺利通过师

范类专业认证，成为具有更高水平、更具专业性的传

统专业，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建设发展需要解

决的难题

高等师范院校是培养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

的主要场所，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专业化的起

点，担负着中学政治课教师队伍培养的重要使命，不断

推进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是提升中

学政治课教师队伍质量的基本保障。根据2017年教育

部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认

证工作，其目的在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内涵式建

设，改革培养体制机制，建立基于产出的持续改进质量

保障机制和质量文化，不断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能力和

培养质量，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针对我国中学政治课

教师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

略部署，在师范类专业认证中贯彻OBE理念，面临诸多

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目标定位不明确

根据2012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既能在学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本专业的

教学、研究工作，又能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

以本专业为基础的宣传、组织、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

复合型人才。”[3]从整体上厘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

培养目标定位问题，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

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各高校

思政（师范）专业受自身条件、所处地区等因素的影

响，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

一，甚至有些高校将培养目标具体化，导致定位不准

确，使得思政专业产出导向不明确。教育部关于思政

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基于师范类和非师范类专

业共同制定的，有些学校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专

业类型的要求，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培养目标混淆，既

能培养中学教师，又能培养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

才，专业培养目标混乱，忽视了不同类型专业培养的差

异性。同时，由于培养目标定位混乱或不准确，有些学

校在培养方式上过泛、过宽、过散，既导致专业性被降

低，也无法有效实现培养目标。

（二）课程体系与核心能力建设不匹配

思 想 政 治 教 育（师 范）专 业 认 证 构 建“ 产 出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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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师范人才培养体系，以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专业学生学习效果为导向，根据《中学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第二级）》的有关规定，应根据中学教师专业

标准，制定明确、公开的毕业要求，设定了四个方面、

八个具体指标，即践行师德（两个二级指标：师德规

范、教育情怀）、学会教学（两个二级指标：学科素

养、教学能力）、学会育人（两个二级指标：班级指

导、综合育人）、学会发展（两个二级指标：学会反

思、沟通合作）。这些毕业要求是对毕业生毕业五年

后的具体要求，毕业能力直接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具有

跟踪性和长效性。而传统的课程体系设置虽然从专业

要求、能力要求、素质要求三个方面进行培养规格的

设定，但是忽视了专业培养的产出导向，缺乏长效性。

传统教育背景下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具有以下

问题：（1）课程设置忽视“师范性”，实践教学比重较

低，见习、实习等参与社会实践的时间较短；（2）学

科知识和专业知识等纯理论课程占比大，专业技能训

练课程占比小，影响了学生教学技能的培养；（3）因

不同学校办学水平和层次的差别，师德培养课程、教

师素养类课程设置不足；（4）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占

比较小，师范生获得的知识面不够广；（5）教育技术

课程设置数量少、学时短、种类不充分，不利于学生

信息化教学技能的培养；（6）由于培养目标不明确，

导致课程体系设置内容庞杂，学科跨度大、课程设置

杂多，无法实现培养目标；（7）课程评价方法单一，

往往以考试结果作为唯一考核标准，忽略了对学生学

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的评价；（8）课堂教学重理论、轻

实践，满堂灌式的理论教学充斥课堂，学生只能被动

的当作听众，而非课堂的主角；（9）课程设置随意性

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市场中需求低，就业难，

学生为了缓解就业问题，转向继续考取硕士研究生。

为了迎合学生考研的需求，很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以

考研课程作为课程设置原则，将培养目标弃之一边，使

得课程体系无法与培养目标相匹配，更无从谈其对核

心能力的培养。总之，传统教育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忽视核心能力建设，与毕业要求相去甚远，重理论

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与成果培养目标差距较大。

（三）传统专业创新能力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的创设，可以追溯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几乎所有师范类院校都设有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作为老牌师范专业，具有

深厚的学术传承，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也由

于存在时间长，与时代的接轨不够紧密，培养模式固化

严重，创新能力不足。（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

意识形态性，这就决定了它的教学内容必须与社会的

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在知识的传播上注重知识的

意识形态性，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能够树

立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受此影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延展

性不强，自主创新性不强。（2）传统思政教育由于重

灌输轻反思，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方法创新能力不足，

造成学生的厌学性。（3）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市场需

求脱节严重，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创新能力低下。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于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专业建

设缺乏标准性、宣传力度不够等，使得社会上对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的误解较大，市场前景不好，由于长期受

专业模式固化的影响，使得其与新兴专业之间表现出

较大的发展差距和市场活力。创新是二十一世纪的必

备能力，思政（师范）专业不打破固化思维、不走专

业创新之路，最终会被时代和市场所淘汰。

三、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

路径

为打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发展的瓶

颈，符合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应建立基于OBE理念的新

的专业发展路径，明确思政（师范）教育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以产出为导向，通过制定明确的人才培养方

案、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提高

思政（师范）专业育人效果，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

中学政治课教师。

（一）以师范专业认证标准主导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强调以行业标准引领人才培

养方案的设计，突出OBE理念。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要

考虑中学政治课教师的实际需求，培养适应中学政治

教育教学和管理的人才，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

认证标准定位行业需求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

素养，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要突出从教师中心转向

学生中心，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即“以学生的学习和

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学生发展、学生学习以及学习的

效果”[4]。以学生为中心，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过程，

而是从培养目标的设定，课程体系的设置，对学生思想

意识、专业知识、共情能力、职业规划、实践技能的培

养等全方位的关注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以学生全面发

展与终身发展为目标导向，提升学生的职业习得能力

与持续发展能力，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将能

力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相

结合，将学习成果与学习效果相结合，注重对知识运用

能力、知识转化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价

值观的完善和情感素质的提升。 在制定培养方案时要

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要求、专业认证标准，以及教

学对象的特点等因素，探索学生的成长成才规律，不再

董嫱嫱，等：OBE理念及师范专业认证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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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学对象目的化和工具化，培养具有完整人格，能

够具备自由发展能力的二十一世纪人才。思想政治教

育（师范）专业突出强调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即培

养能够胜任中学政治课教学的人才，这是师范类与非

师范类的根本区别，这符合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直接

对接市场需要，培养目标明确。

（二）以产出为导向重构课程体系

课程是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载体，是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的重点。基于OBE的学习成果导向原则，

在进行课程体系设计上，不仅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的

培养，更强调课程建设要以行业标准为基础，具有开

放性，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确立合理的

课程模块结构和比例。基于OBE理念的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需要制定对应的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按照

思政（师范）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学人

才”的规定，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实施反向课程设计，

并在课程结构分配和比例上采取理论课和实践课比例

协调、课程思政与课程知识相协调、学科知识与专业

知识相协调、技能提升与实践运用相协调的原则。

理论教学是课程体系建设的重点。构建以学习成

果为导向的课程体系，要摒弃“大而全”的学科知识

体系和“高精尖”的学术性理论知识，强调专业知识的

应用性、复合性和时代性。专业基础课程要遵循行业

特点，通识性课程和专业课程均衡分布，中学思想政治

课程涉及道德、法治、政治、历史等相关知识，涵盖

多个学科，在专业课程建设中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程为核心，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识形态性

特征，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

主义等课程；以师范专业课程为基础，突出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内容，例如伦理学、法学概论、中国近代

史、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教材分析等课程；以人

文核心素质培养和科学素质培养为补充，例如人文通

识课、科学通识课、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类课程等。

理论课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知识习得能力，是学生获

得学习成果的重要内容之一。

实践教学是课程体系建设的关键。实践教学应围

绕市场需求，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和创新应用的实践能

力，注重课程内容的连贯性。师范专业培养的是应用

型和即入型人才，中学政治课教师承担立德树人的责

任，尤其在思想性和政治性教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培养毕业就能用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因此思政专业

应着力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投入和设计，增加实践教学

比例，以阶梯式的模块化课程贯穿于整个本科学习过

程，根据人才培养规格为每个模块设置学分比例。同

时，注重对职业技能的拓展性培养，加强创新性课程的

设计。实践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真正对

接产出导向的重要课程模块。

（三）从结果评价转向持续改进，推进思想政治

教育（师范）专业特色发展

学生获得的学习成果是以教学评价为载体的。基

于OBE的教学理念，教学评价具有导向、判断和持续改

进的功能。师范类专业认证提出“持续改进”的重要

理念，强调“对师范类专业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学改进，推动师范类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①。要求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专业加强专业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评价，

对人才培养实施全方位、全过程评价，并将评价结果

运用于持续教学改进，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建

立过程性、动态性评价体系，既体现在对学生学习成

果的评价改进，更体现在教育质量监督的提升改进。

建立以学校、学院、专业组成的三级教学质量内部监

控体系和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多元利益共同参与的外

部评价机制，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运行，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构建以过程性评

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综合考核评价体系，运

用多种评价手段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果进行综

合评价，形成“评价-激励-改进”的运行闭环，使学生

获得充分的学习成果。结合地区经济发展要求、高校

不同办学层次和水平，突出思政教育的地域性特色、时

代特色和办学特色，在符合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基

础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特色发展，建设

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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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即所有

学科教学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同时也是一种思维

方法，即任何课程教学都肩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使命和责任。课程思政突破了传统学科的单

向度、割裂性和线性知识进化论思想以及知识传授模

式，在各种课程教育教学中挖掘隐性教育资源，传授

有深度、有温度的知识，实现课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的统一。因此，“课程思政”的实质是将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个环节，围绕“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既注重在价值传

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又注重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

领，突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融通，实现立德树人

的润物无声。[1]

二、大学英语教学与课程思政的关系解读

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强调，在教学中既没有

“无教学的教育”，即只有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形

成道德意识和行为，也没有“无教育的教学”，即教学

中如果不进行德育，教学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

而德育如果脱离教学，就是失去了手段的目的。[2]

课程思政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引领，也是新时

代大学英语课程面临的重要课题。《大学英语》是一

门语言基础课程，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

教育课程，也是一门中国文化传播课程，同样承担着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任。

大学英语教学是课程思政的有效载体。课堂教

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立德树人”的目标，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要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

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3]。大学英语教师

必须从“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三个方面

全方位进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以“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的思维，辩证地对待民族

文化与外来文化。同时，教师还要注重引导和教育学

生，除提高自身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外，要批判性地

进行制度比较、文化比较、价值比较等，并在比较中

坚持文化自信，从而实现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课例研究

推动“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教师、教材与教

法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三大要素，三者互为补充，相

互依赖。教师是课堂的引领者，是推进“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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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教材是挖掘思政育人元素的载体，而教法则

是实施课程思政的途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效

果，必须要在教师、教材与教法上下功夫。[4]以下课

例为《新视野大学英语3》Unit 3 Audery Hepburn-A 

True Angel in This World。这篇文章是奥黛丽·赫本的

人物传记，重点介绍赫本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

大使的职责和善举。以下从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内容

选择、课堂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等方面呈现大

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过程。

（一）设定教学目标，注重育人取向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和贯穿始终的灵

魂。崔允漷教授指出：“教学目标是教学的灵魂，支配

着教学的全过程，并规定着教与学的方向。”“上帝的

宠儿”，“落入人间的天使”等，是时代赋予赫本的标

签，而如何让00后的大学生对这一有历史感的人物不

局限于浅层的认知，如何帮助学生对人物的“美”进

行深入解读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是教师进行课程

思政的逻辑起点。基于此，设定教学目标如下：

表1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目标描述

语言层面
能够对文中的语言点进行分析和评价，并能够参透简
单平实的传记文字中表达的人物“美丽”和“善良”的
优秀品格

跨文化层面
一是能够分析奥黛丽·赫本赢得的赞誉和产生的影响；
二是能够多视角解读中西文化中的“天使”形象

素养层面
能够体会并理解“天使”人物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和引导
作用，从自我做起，向真、向善、向美

思维层面
能够将语言学习、思维训练和素养提升高度融合，培
养判断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自觉抵制社会中存在的有
悖于真善美的言行举止

（二）精选教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

要发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功能，教师要精

心选择教学内容，从中提炼育人元素，实现以文化

人，以美育人。

教学主题是确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切入点，体

现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及其对文章中所反映的客观事

物的基本认识和态度。[5]这篇传记较少叙述赫本演艺事

业的非凡成就和美丽容颜，而是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她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所作出的贡献。由此

来看，教师通过重点分析“天使”的美丽与善良，让学

生体会鲜活和饱满的赫本形象；同时，对其美德和大爱

精神进行探究，使学生产生触动和激励，是本次教学活

动进行课程思政的意义所在。

聚焦语篇中的课程思政词汇表达，实现语言和

意义的关联。文章在介绍赫本的善举时，选用的词汇

为social responsibility，dedication等，彰显了她的仁

爱。教师将这些语言点结合文本语境帮助学生进行学

习，同时还结合时政进行词汇的扩展学习，如十九大

报告中的 A country will be full of hope and have a great 

tomorrow only when its younger generations have ideals, 

ability, and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就是语言学习的优秀资源。同时，时事材料更

应该作为语言教学的重要来源。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强

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堪当大任的！President Xi 

Jinping praised China’s generation born in the 1990s for 

their dedic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新时代大学生不仅受到了总书记的激励和

感染，语言也自然得以习得。通过多种形式的词汇拓

展学习，学生不仅加深了对词汇的理解，感悟到“人

间天使”的美丽与善良，更感受到了作为新时代青年

的责任担当，课程思政效果润物无声地实现。

（三）提升教学设计，追求育人无痕

教学设计是以帮助学习过程而不是教学过程为目

的，因为教学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产生有效的教学。大

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求教师在授英语语言知

识的“业”的同时，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6]。

因此，加涅“以态度为目标的教学实例”为本次教学

设计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支撑。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

          事件                          方法/媒体                教学处理或策略

   1.引发兴趣                      视频&音乐               课文人物之初识

   2.设疑导入                       思维导图                 文本内容之预测

   3.目标阅读                       逻辑图示                 文本信息之提炼 

   4.提供学习指导                教学示范                 文本信息之定位

   5.引出行为表现             幻灯片&视频             人物形象之理解

   6.评价行为表现                  教师                      人物形象之诠释

   7.促进保持与迁移            学习总结                  人物形象之内化

1. 课前活动：外在美之初体验。要求学生观看

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和Breakfast at Tiffany’s

《蒂凡尼的早餐》两部电影，初步了解赫本的性格

和形象，并选取其中经典片段进行配音，学唱主题歌

曲，让学生直观感受人物的形象美。

2. 课中环节：内外美之渐感悟。第一步，多模

态教学情境创设，营造适切的教学基调。根据教材内

容，教师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求知欲，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个体的认知、情感的

体验。教师首先选取英文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的

视频，画面是赫本在电影“罗马假日”中的经典形象

合集，配上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同时，教师选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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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的粉色作为课件背景，课件首页插入赫本经典形

象的图片，一方面为课堂教学营造轻松愉悦的教学环

境；同时，让学生在美丽的音乐和图片中享受人物的

美好形象，激发他们对课堂学习的强烈热情。通过多

模态的教学材料选择，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的高效。

第二步，设疑导入，启迪学生的深度思维。教师

围绕教学主题，制造悬念，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启

迪思维。本次教学中，教师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引导学

生描绘“天使”的形象、特点、象征意义等，并聚焦“天

使”的美丽和善良，启发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预测。这

一设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预设天使的美好

形象，为师生共同开启对美好事物的认知做好准备。

整合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阅读质量。语篇不是

信息的堆积和罗列，而是有严谨的信息组织和段落拓

展方式。教师需要根据课程思政的教学需要，分析作

者的谋篇布局，启发和引导学生不仅要理解文本的逻

辑推进，更要关注育人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教师提

炼出文本中的对比信息，并通过教学示范，引导学生

自我探索和发现，从而凸显人物美丽和善良的品质。

这样学生在阅读中会聚焦目的性信息，形成清晰的阅

读脉络，完成了阅读任务，实现了高效课堂教学。

表3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语文本速读：
Audery Hepburn’s image 

段落 对比点

Para 6 awards & honors VS humanitarian work

Para 7 famous VS generous & compassionate

Para 8 wealthy VS only one home

Para 10
only one dollar VS 3 million dollars；
peace, beauty, cozy home VS most difficult places

Para 6
&Para 9

Internationally famous movie star
VS goodwill ambassador

课堂展示，深化学生的学习效果。“任务教学法”旨在

走出“课堂小天地”，把社会引入课堂，把课堂延伸到

社会[7]。学生只有借助较为真实的语境，才能实现自

主学习，达成积极的学习效果。教师采用“任务教学

法”，以“你眼中的赫本”为主题，要求学生根据兴趣

选择话题，课外收集文献与资料、阅读或观影、小组

讨论等，一周后进行小组课堂演示。准备过程中，要

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进行话题以及展示形式

的选择、资料收集与文稿撰写、PPT制作、口头汇报

等工作，并按教师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四）拓展教学空间，注重良性互动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灵魂在于，教师在教学中有

机融合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相关素材，让

选题和素材走近学生，实现教书和育人的自然融合。

在完成文本解读、学生对人物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之

后，教师进一步提出“你心中的天使是谁？为什么？”

旨在引导学生对“天使”形象有更为宽泛的跨文化意

义。教师要求学生在一分钟之内将想到的人物填写到

腾讯文档，并即时收回。以18级信管专业为例，调查显

示，学生有38个组别通过个人或小组确定的“天使”

人物，涵盖科技、政治、体育等34个个人或团体。根据

课程思政时效性原则，教师选取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袁隆平作为“天使”人物，要求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

进行课后准备，之后选取代表进行3分钟的主题演讲。

表4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语课堂展示

展示环节 采用形式 所用材料 课程思政点

演讲导入
视频

（19秒）
工作人员抬起轮椅上的“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袁隆平进入人民大会堂

情感代入

演讲互动
设疑

（15秒）
关键词：agricultural science, food 
security, hybrid rice

启迪思维

演讲聚焦
讲述

（1分20秒）

单元教学核心词汇：a ng e l ,  l i f e -
long, pursuit, pursue，dedication, 
welfare，spare no effort

学以致用

演讲引用

引用
（30秒）

观点：引用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
的专著Who will feed china?中对中
国粮食生产和需求矛盾的评论

事实支撑佐证
（15秒）

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1700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
50％，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养活
7000万人

主题升华
视频

（20秒）

袁隆平感言：我得过很多的奖，这
个共和国勋章是最高的奖，对我是
一个鼓励，也是一种鞭策。我最大
的愿望就是，饭碗要牢牢地掌握在
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

净化心灵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将主题教学与课程育人紧密

结合，提升了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时代感，潜移默化

地给学生以人生启迪，同时提高了语言课堂的教学效

果。通过课前主题人物探究、课上师生互动交流、学

生课堂展示、课后深度探索等环节，教师帮助学生对

一个有历史感的人物从感性认知到深度解读，并将教

学元素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营养，实现了育人育心。

（五）评价教学效果，实现思政落地

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要将学生的认知、情感、价

值观等纳入其中，结合同行及专家评价、教师反思等

进行评价，体现评价的人文性、多元性[8]。

1. 学生视角的多维评价。对学生认知的评价。哈

罗德·帕尔默指出，理解一种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与学

会如何使用这种语言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通过语

言这一载体，学生对于文本语言使用的特点、文本推

进的思路以及主题提炼等能够形成严谨的知识体系，

是判断学生认知能力是否形成的重要表征。学生S：老

师通过给出关键词让我们到文中寻找答案，一处处对

比使我们感同身受……当我们勾画出这么多鲜明的对

比时，赫本的天使形象愈发清晰起来，短时间内就走

宋  辉，等：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课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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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们内心。

通过任务教学，学生的认知水平得以升华。学生

S：在课上学习赫本与课下搜集袁老材料的过程中，我

认识到自己平时的眼界太窄了，例如对赫本的美德不

知，对袁老的博爱梦不晓，没有深入其中去研究去感

悟。通过这次的课堂，每位同学都会在心中播下一颗

种子，这颗种子可能代表善良，可能是博爱，可能是无

私，但它长成参天大树时，将成为最美的天使。

对学生情感的评价。学生G：歌曲演唱环节，我

选择了《蒂凡尼的早餐》中的“Moon river”。确定曲目

后，经过反复不断地发音以及曲调练习，深入揣摩赫

本的内心与情感，我们也仿佛走进了赫本的一生。

对学生价值观的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最重要的指

向是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和塑造。学生S：他（袁隆

平）没有绝世的容颜，甚至活脱脱一个庄稼人，可就

是这个“90后”的老人，迈着坚定的步伐，一步步地把

中国人从饥饿的泥潭中拖出来，并且怀着一颗博爱之

心，梦想让杂交水稻惠及全球。他没有英俊的脸庞和

伟岸的身躯，可当我们谈起袁老，总是怀着敬佩与尊

重。也正是因为他的卓越贡献，“共和国勋章”这一荣

誉实至名归，他足以配得上“天使”二字。

价值观的塑造，还需要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思想

共鸣和情感认同。如学生L回应：在对“天使”话题进

行深入探讨后，老师也向我们抛出问题“你是否也能

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天使？”是的，或许在赫本的衬托下

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这就是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都已经达到的共同目的：大家认识到了与极

度美好的差距，之后不断反思不断改变，这对所有人

都是一个积极的引导性问题。

2. 同行及专家的评价。学校督导专家对本次授

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教师“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学

生们享受到学习的快乐，教师成为真正的知识的传授

者、兴趣的激发者、素养的提升者，学生也从中受益

无穷，他们终生都会享受到良好品质蕴藉而成的红

利。”[9]

同行评价也是对课堂教学进行评价的重要参考。

教师W：这堂课教学效率高，学生学得轻松愉快，思

维活跃，气氛热烈。如，在让学生描述心目中的天使

时，学生口头回答、小组课堂展示、诗歌朗诵等多样化

的学习任务让课堂鲜活生动，锻炼了学生不同层面的

能力。

3. 教师自我反思。课后，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过

程、教学行为以及教学效果进行了反思，自己通过观

看赫本主演的电影、纪录片、演讲、采访等，以及阅

读相关的影评，对人物在经过了最初的感性及浅层

的“美丽”的认知之后，能感受到赫本由外及内的美

丽、善良等特点。各个教学环节，从输入到输出，从显

性到隐性，从知识传递、能力培养到思维启迪，从教书

到育人……都精心打磨。

四、结语

大学英语课程受众广，学时长，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能够将单向的线性知识与广博的人文知识和思维能

力提升相结合，充分利用课程的隐性教育资源，在知

识传授中注重价值引领，做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教育学生坚定中国立场、面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新形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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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历经一个世纪的不断变化和革新。本文对我国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

百余年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客观深入阐述课程设置的优缺点，并提出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要与时俱进，既符

合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又适应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发展和专业学科建设需求，体现“四结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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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癸卯学制》的颁布至今，我国音乐

教育专业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其课程设置历经萌

芽初创，调整与曲折发展，完善与稳步发展等三个不

同阶段的演变过程。本文在详细梳理三个不同演变阶

段基础上，概括总结每个阶段课程设置的演变特点，

提出“四结合”的课程设置思路，以便为更好实现音乐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适应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发展和专

业学科建设需求提供借鉴。

一、课程设置的萌芽、初创期

清末，随着改良派对西方教育理念的认识不断深

化，清政府被迫接受通过音乐来传播新思想的主张，

于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首次规定学校必须开设音

乐必修课。1906年，两江师范学堂开设唱歌、乐典、

图画手工科课程培养音乐艺术师资，成为当时较早成

功的案例。

民国初年，蔡元培大力提倡美育，并将美育列入

学校教育总旨。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

准》明确规定学校除开设音乐必修科目外，还兼及设

置声乐练习、音乐理论等教学内容，并以“涵养德性

及美感”[1]为教育宗旨。此时，浙江两级师范的图画

手工专修科设置乐典、和声学、独唱[2]等音乐课程。

此时的音乐教育专业已有理论、技能两个粗浅的模块

课程设置雏形，音乐教育尚未独立，是与体育或图画

（手工）一体综合开设培养艺术师资，音乐教育专业

开始萌芽。

“五四”新文化思潮使美育得到广泛重视，掀起

了远赴德国学习西方艺术观念的热潮。此时，多所音

乐教育专业系科都明确规定音乐为开设课程的必修科

目，以培养中学艺术师资为目标。当时具有代表性的

上海艺术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采用德国模式，课程开

设除语言、哲学类的公共课外，还包括含有理论和技

能的音乐专业课两大部分。此时的音乐教育专业课程

设置有公共课和专业课两个必修课程模块组成。其中

专业课有声乐、键盘、器乐、理论四个方向的必修课

程，国乐（二胡、琵琶）课程的增设对我国传统音乐

文化的传承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课程设置的渐趋丰

富不仅为培养中国早期的音乐专业人才创造条件，也

为我国音乐教育专业向中西兼容的新型音乐教育转变

奠定良好基础。

三四十年代，西方音乐教育思想、理论的大量

涌入成为助推中国音乐教育专业正规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许多师范学院、专业音乐院校、综合性大学均

开设音乐教育专业系科，成为培养音乐师资的中坚力

量。代表性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采

用美国模式，课程开设包括专业必修、副修选修、公

共必修三类模块课程。此时期课程设置比上阶段较为

学科化、系统化，能满足当时中学音乐教师培养的需

要，举办音乐会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当时的新创。

但是，课程设置缺乏体现音乐教育专业“师范性”特

点。另外，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标

准，也不乏存在因人设课现象。但就当时历史条件，

仍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和新中国音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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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课程设置的调整与曲折发展期

新中国的成立、经济文化的复苏掀开了我国音

乐教育专业发展的新篇章。1952年，教育部仿效苏联

颁布了我国第一个音乐教育专业教学计划[3]，课程设

置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三个模块，

培养中等音乐教师。课程设置体现三大优点：一是公

共必修课中增设文史、政治类课程对音乐教育专业学

生思想文化修养的培养发挥积极作用，与当今提出的

“立德树人”的理念不谋而合；二是专业技能课程增

加钢琴伴奏、文娱活动指导、合奏练习、音乐与唱歌

等[3]实践课程，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三是设置了体

现音乐教育专业“师范性”特征的音乐教学法课程和

教育实习、见习环节，比以往更贴近中等学校教师培

养的必备素质和要求。课程设置呈现的较规范、系统

性强的特点对我国音乐教育专业走向正规、科学化道

路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暴露出由于机械照搬苏联模

式，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存在必修与选修科目的课

时比例严重失衡（必修占比94.3％，选修占比5.7％；）

和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欠缺的弊端。

1958年，音乐各领域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脱离

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音乐教育专业系科在课

余组织学生到民间体验生活，进行音乐创作或实践活

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校内的课程教学均实行主

修制度，即根据学生的特长兴趣选择如作曲、声乐等

作为主修方向，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必修课均以欧

洲音乐教学内容为主，选修课多与中国音乐教学内容

为主。此时的课程设置有两大优点：一是提倡主修

制，与培养“一专多能”的音乐教师理念相吻合。二

是注重学生实践，通过田野采风、音乐创作、开音乐

会等形式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足之处在于：一是

将欧洲音乐课程作为主修，中国音乐课程作为选修，

体现“重西轻中”“以西衡中”[4] 的错误价值取向。二

是教育类课程的紧缩削弱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师范

性”。随后，教育部又出台系列文件，在重视音乐教育

“师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

“文化大革命”时期，音乐教育专业发展处于停滞

状态。

三、课程设置的完善、稳步发展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三个面向”

的提出及全国高校艺术专业座谈会的召开给音乐教

育专业的迅速发展注入了强心剂。1981年教育部颁发

的《四年制本科音乐专业教学计划》[5]给音乐教育专

业的培养目标和规范化设置指明了方向。课程设置

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大模块。其

中公共必修课有：思政、教育、语言、体育等课程。

专业必修课有音乐基础理论、专业技能、文学选读等

课程。专业主修课有理论作曲、声乐、钢琴等。选修

课有钢琴、声乐、器乐等课程。此课程设置体现四大

优点：一是公共必修课中世界观方法论哲学课程的添

设体现了课程的思辨理论高度。二是专业必修课的学

科性、浓缩性较强，便于学生系统高效地掌握学科理

论知识技能。三是主修与选修课比例差距缩小，选修

课占比较大，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四

是继续保持“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主修制度。美中

不足在于：一是删去了体现音乐教育专业“师范性”

的音乐教学法课程和实习、见习环节，实为可惜。二

是将文学选读课程列为专业主修课程中有些不妥。三

是选修课形式较单一，基本是专业必修课的重复或拓

展，体现系科特色的课程开设较少。但是，这套教学

计划较规范、明确的课程设置使音乐教育专业逐步走

向规范化、科学化迈出坚实的一步。

随后，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改革和发展艺术师范

教育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整体部署，提出课程设置要

体现系科特色、调整必修和选修课的比例、专业主修

课取消、增强学生的实践艺术活动的组织指导能力等

改革意见对音乐教育专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也一度掀起了教学改革

热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教育课程

体系①改革，它建立了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教师教

育、实践教育四类课程构成的课程体系。音乐教育专

业的课程设置有三大特点：一是由原来的公共必修+

专业必修+选修模块拓展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教师

教育+实践教育课程改为四类课程的模块，课程门类比

较齐全。二是凸显音乐教育师范性特色的教育类实践

课程，比例较大（占比29％），以往阶段从未有过。不

足之处在于：课程体系过于庞大，课程门类繁多，繁

重的教学任务难以保质保量完成，给教师和学生造成

超强的课业负担，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1999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及我国基础音乐教

育改革新理念的实施，促使音乐教育专业要改革课程

体系、加强课程的实践性、综合性，培养实际操作能

力。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

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颁发提出了“必修课

①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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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科化、选修课程类型化、地方和学校课程特色

化”① 三类课程的特色架构对推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

设置改革起到了“方向标”作用。此时期的课程设置

体现五大特点：一是音乐专业课程门类较以往任何时

段齐全，课程设置合理化、形式多样化，必修和选修

课比例均衡，操作性强。二是将选修课划分为限选和

任选课基础上，又将任选课细分为两大类、五小类课

程。选修类课程涵盖与基础音乐教育有效对接的各类

音乐课程，足以满足学生广泛选择主动积极学习的需

求。三是设置了地方和学校课程，体现各学校的地域

特色。四是实践课程拓展为由社会实践、教育实践、

艺术实践、科研实践四位一体的实践模式，能够充分

锻炼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五是课程设置能够较全面体

现“以人为本”的“三型”“三性”[6]音乐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的范式和标准。没有对公共必修课程的课程

设置范围进行说明是美中不足。

综上，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经过三个历史阶

段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

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要与时俱进，既要符

合新时代国家教育方针政策要求、音乐教育专业改革

发展方向，又要适应基础音乐教育和音乐专业学科建

设的需求，要体现：与新时代“立德树人”和“以人为

本”的教育理念相结合；与学生学习、学生发展、学

生学习效果及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相结合；与“践行师

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② 的学生毕业要

求相结合；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中国优秀传统

音乐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音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7]相结合的“四结合”特征。

（此文得到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王

耀华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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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Music Education Major Curriculum Setup

YANG   Rui

（Music School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setup is the key link that realizes education target of talent, pushes forward the reform 

of teaching. Through evolution of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major curriculum setup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The major curriculum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mee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 demand of music majo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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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市场化背景下大学治理模式变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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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出现大众化、市场化趋势，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调控作用日益凸显。同时，全球

化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又深刻影响着大学治理，促使大学治理模式产生变革。大学治理的共享治理模式、

科层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治理模式、企业治理模式到网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相互融合、重叠，学术治理已不仅仅是

大学内部治理的问题，它已然成为大学成功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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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起，高等教育开始出现大众化的

趋势，越来越庞大的高等教育费用使得大学自身难以

承受，又加上7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为应对

经济危机而相继采取压缩高等教育经费、控制财政支

出的做法，更加重了大学的财政困难，大学只能自谋

生路获取经费。这一过程又因为知识经济到来，大众

化、全球化、国际化浪潮的推动，而使得大学与社会

和市场的互动更进一步加强。大学既是知识经济的动

力源，也因知识经济的影响而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时代背景

（一） 国家与高等教育关系深刻变化

20世纪以来，国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重大变化。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在国内工人阶级的

压力下，为了满足推动经济繁荣与发展对大量劳动力

的需求，开始在提供诸如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

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一个“生活消费品大量生产、

科层化商业组织大量出现、组装线技术、大规模消费

与干涉主义国家”的时代到来了。[1] 既然高等教育被

看作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国家就有义务进行资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

国家干预，承诺自由市场作为解决方式。在一种包括

管理主义在内的强大经济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全球政

治权利拆散了福利国家，也深深影响了高等教育。一

是国家需要具体的支持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高等

教育成果。二是国际教育市场的压力以及对责任、评

估、效率和效果的呼吁促使政府远距离控制。这一时

期高等教育成为国家以财政控制的手段促使其在更广

泛的政策环境影响下进行变革的经济资源。[2] 在高等

教育中创新和校企合作受到鼓励以提高多元化经营和

非政府收入，与之相伴的是学生学费的增加和政府投

入的减少。高等教育从一种普遍权利变成一种个人投

资，一项主要是由学生自己负担大部分学费的个人事

业。这也更符合市场经济政策。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大

学对国家的社会批评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而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趋势却越来越强。[3]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平衡高等教育的数量

和质量的矛盾，如何解决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与社会需

求不断变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应对高等教育迅速

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现实问题等一些列复杂问

题相伴而生。

（二）市场对高等教育调控日益凸显

正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为精

英阶层培养人才的传统大学开始向大众开放，同时也

促使许多非大学机构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形成各类高

等教育机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格局。但这也造成

了现代大学对公共经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基于绩

效评估的经费竞争在不同高校间的日趋激烈。市场，

而不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调控作用日益凸显。

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教

育市场、资本市场和研究市场。[4] 自1948年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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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礼宣布英国进入福利国家时代后，西方发达国

家普遍效仿，纷纷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

利国家制度。但是这也削弱了各国对教育的投资力

度，各国高等教育学费纷纷上涨。英国规定，高校学

费可在政府规定额度内自行设定。德国虽仍坚持只

收少量注册费，但此做法备受争议。美国近三十年来

学费上涨一直不断。各国私立高校更是面临激烈竞

争，努力提高声望以求生存。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公

立大学都在通过调整课程、提供培训等来开拓市场

满足需求。

高等教育市场化在不同国家的进程和表现并不

一样。美国走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的最前列。美

国的私立大学比欧洲国家模式的大学更加灵活，校

外治理模式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大学的发展。同

时，美国州政府为争得联邦政府的支持也会弱化对高

校的干涉，为公立大学赢得发展条件。美国高等教育

在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全新体系的推动下，挣脱了

阶级结构、贵族特权及广泛认同价值观的束缚，散发

出新的活力。与之相比，欧洲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

受中央政府集权管理的制约，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特

别是欧洲传统大学办学理念与治理模式与市场模式

相抵触，很难引入全新的管理理念。

二、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带来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一）知识经济与全球化趋势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界定，知识经济就是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经济增长直接依赖知识和信

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知识经济把知识的积累视

为经济增长的内生独立因素，被描述为，无论是在经

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主导全球的，使经济繁荣、

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方式。但是，知识经济导致人们对

高等教育更为广泛的社会利益的忽视，而更关注私人

的、个体的教育利益。知识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不再

是大多数人的公众利益，反而变成了一种伴随着对国

家忠诚度的减少的私人利益和个人责任。知识经济

错误地把社会的理念简化为经济，以为经济可以解决

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是，知识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内

驱动力，可以使各国经济的融合度与依存性不断加

强，同时，经济全球化又是知识经济的外在加速器，

助推知识积累和科技进步，加速产教融合和科技转

化，是全球化理论的经济基础。

全球化在经济上意味着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技

术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灵活的劳动力，意味着贸易

壁垒和国家间限制的消除和国际间推广与消费的可

能，意味着货币流量、商品和信息以及通讯基础设施

等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

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跨国组织敦促政府把公

共政策从社会公益转向放松管制、竞争和私有化。全

球化在政治上包括地区主义、西方化、民主治理与

资本主义在内的强大政治话语权。联合国、国际法庭

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及欧洲

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地区组

织在处理国际和地区政治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前面提到的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诸如教育等特定领

域。全球化在文化上指的是借助交通与通讯技术实现

的全球互联性，全球化带来更多的标准化与文化的同

质性。全球化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又深刻影

响着大学治理，促使大学治理模式产生变革。

（二）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马金森（Marginson）从大学与内部和外部关系

的视角出发，认为传统上大学治理分为内部治理和外

部治理两个维度，内部治理依靠的是大学教师、行政

管理人员和理事会，外部治理涉及到政策主体、国家

高等教育机构和学院与大学外部的理事会成员。实

际上，在实践中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互重叠，很难

区分。他自己也指出，全球化作为影响治理系统运作

的第三个维度，在行政管理人员和理事会的实际操作

中潜滋暗行。[5] 布莱克默（Blackmore）描述了三种模

式：20世纪依托福利国家政策、政府提供直接服务、

聚焦国家投入的科层化和官僚化治理模式；20世纪后

期，受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和新管理主义影响，借鉴

私人和商业组织的管理模式，减少政府服务、提高责

任要求、聚焦作为新自由主义重构结果的产出的法

人和企业治理模式；和适应21世纪发展要求，国家与

社会、公共与私人共同合作，潜在的、急需的网络化

治理模式。[6] 但是在实践中，这几种模式可以以相互

矛盾或者冲突的方式共同存在。麦克尼（McNay）继

承了维科（Weick）利用组织理论中松散和牢固联合

概念做出的“大学是松散的联合系统”的判断，美国

大学联合会会长伯达尔（Berdahl）关于大学自治的分

析，同时借鉴了克拉克和汉迪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大

学治理的“控制—文化”分析框架。政府政策控制为

纵轴，其分化程度从松散到牢固；大学实践控制为横

轴，同样是从松散到牢固。两种控制的不同组合归纳

为四种理想治理模式。[7] 这种新的组织文化模型也被

称为“四边三角模型”，如图1。

张国强：大众化、市场化背景下大学治理模式变革研究



98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6 卷

  图1   麦克尼教育机构中的控制与文化模型

资料来源：McNay, I. Changing culture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The state as corporate market bureaucracy and 

the emergent academic enterprises[A]. In D. Braun & F.-

X. Merrien (Eds.), Towards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for 

universities: A comparative view (pp.34–58). London: Jessica 

Kingsley，1999：45. 

麦克尼的分析框架首先提出的治理模式是共享

治理（collegial governance）。其核心理念是学术人

员以专业自治文化与集体共享价值为基础，在决策

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奥斯汀和琼斯（Aust in  and 

Jones）把它理解成为学院中的行动者愿意在一种共

享的集体责任下实现专业平等和民主参与。[8] 与自主

教学团队和学科研究团体内具有共享的理念、指导和

支持，以及协同工作的共治（collegial i ty）不同，共

享治理包括由全体学术人员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做出

的正式的大学决策，还包含以正式的委员会一致同意

的形式做出有关组织机构事务的决策。不同国家不

同大学对于共享治理的理解和具体实践并不相同。

例如，在英国或者从前的英联邦国家内，共享治理的

职权属于教授，初级学者或者女性被排除在外；在美

国，则属于所有学术人员或者大学教师，至少是有终

身教职或者终身职位的人员。学术委员会是共享治

理的主要决策部门。但是，共享治理通过委员会的不

断扩展，鼓励维持现状而不是创新与变革，决策制定

缓慢拖延、向内看，另外，学术委员会也加剧了不平

等现象。

与共享治理模式不同，科层治理基于以下假设，

即任何组织都包含一个正式的结构，具有可以识别的

角色、正规的程序和审批过程。科层治理的程序和过

程一般都与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规章制度、组织

目标和科层化的决策系统相关联。20世纪80年代以

后，虽然科层治理开始成为占主导的大学治理模式，

但是它同时也与其他治理方式重叠进行。

管理主义治理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占

主导的大学治理模式的。管理主义治理源于为从事

教学与科研的人员提供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身份的

根本转变，从服务转变为作为一种控制方式的管理。
[9] 新管理主义要求加强政府监督和管制，确保质量保

障机制和过程，取消科层制规定中的流程，实行业绩

考核（或者鼓励自我监控），强调组织中管理的重要

性，采用准市场方式促进服务，达成经济或者其他目

标。但是，管理主义治理把教育商业化和不顾及学术

的特殊性，使行政管理与学术实践相分离，导致沟通

较少和信任危机。

企业治理使基于团队的学术工作和项目移交成

为可能，这些工作关注创新、参与、开放、客户和解

决问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外界漠不关心的大学决

策中的基层学术参与。克拉克在1998年出版的《建

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最早对企业主

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创业型大学是那些积

极克服资金限制和科层常规，努力调整内部运作方式

和运行机制以适应社会和环境的需求的大学。这些

大学具有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扩大的发展外围，多元

化的资金来源，激活的学术中心地带和整合的创业

文化。[10] 但是企业治理也带有新管理主义的一些弊

端。克拉克注意到这一点，指出以上五种大学转型路

径的实施要以最小限度为界，否则，就会失败。

网络治理 涉及由单一的国家政府治理向由包含

国家政府、商业公司和公民社会组织在内或由他们组

成的网络进行治理转移。网络治理的主要功能和过

程都是围绕着网络进行组织的。[11][12][13] 政府的权力通

过独立于中央政府的不断扩散的网络以财政控制和

问责机制的方式实施。与传统的科层式控制不同，政

府的影响是通过激励和制裁机制而不是政府主导实

现的。网络治理是企业治理的自然延伸，促使公共、

私人和志愿部门合作行动，促进知识转移跨越边界并

挑战传统的界限。[14] 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尼把大学领

导者称为“跨域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s），他们

促进了内外环境的衔接和知识的交换。但是，网络治

理并不能取代科层治理和管理主义治理，与其他模式

融合、重叠，最终形成一种旧有的模式和更现代化的

模式相互混合的模式，如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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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当代大学治理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外部领域

资料来源：Rowlands,J. Academic governance in the 

contempary university: persepectives from anglophone 

nations[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7:121.

三、结语

近来学术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学术人员对大学内部决策的影响与过去相比有缩减，

但是，他们在与国内及跨国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联合国和欧盟间的出版、科研评估与评价相关

的同行评价方面的影响力却有所增加。高校内学术

治理发生在学校层面、学院层面、系部层面和个体层

面。由于过去20-30年间高校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大学结构由许多单科性小的系部向多科性巨型校园

和学院发展，它们由经过任命的负责行政管理的主任

或者专职副校长管理，向大学校长或相关机构报告。

巨型校园和学院是克拉克·克尔所指的多科性大学

（multiversity）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追求教学和管

理资源使用和分配的高效率，而且能够造就大批满足

当前研究水平评估和全球排名需求的研究人员。虽然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的学术治理过程的消失，但是

它们由管理型的教授、学者或者主任进行管理本身，

就意味着这些管理者需要在关注教学与科研的专业习

性与关注财政与观念的管理习性间作出取舍。学术人

员的声音只能部分地在学校最高层决策时被听到。

学术治理不仅仅是大学内部治理的问题，它还是

大学成功与否的关键。质量监督和科研评估的结果要

依靠学术治理。全球大学排名表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

俨然成为了一种治理权力，首先促进了不同学校与国

家间的学术事务竞争与比较。其结果是促使了世界各

地的大学开始努力提高它们的排名，这种国际比较增

强了政府在大学中推行绩效测量文化的能力，也使得

学术治理措施、结构、过程与大学领导力相互依懒、

相互关联，成为大学治理的焦点。科研水平评估的引

入促进了大学治理和管理结构的变化，如研究副校长

及其办公机构管理大学科研资金的优先级别和内部分

配，控制着内部科研经费申请的提交与人员的选择。

这撬动了传统的学术治理结构中学术委员会的权力，

也从根本上影响着学者个体。其研究没有纳入到研究

卓越框架内则意味着其不仅在其学科内和同事间失去

了地位，而且在对他们的学术工作认同上贴上了“科

研不活跃”和“仅能教学”的标签。

特别是那些研究密集型、精英大学间的全球竞争

涉及的不仅是其在国际排名中的位置，还包括为支撑

大学财政收入，确保那些付费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的国际学生数量的提升而做的种种努力。这些因素加

剧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

那些最强的拥有卓越研究能力和声誉的大学被视为

“中心”，而其他的大学则被边缘化。二三流的大学长

期以来资金投入不足的现象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存

在，他们的未来的确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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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r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ZHANG  Guo-qia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China）

Abstract：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trend of university meeting consumer’s demand has been be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 role played by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social criticism of the country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This causes the society to attach too much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al skills related to market instead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Knowledge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rialism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ollegial governance which is based on professional autonomy culture and collective 

shared value is impacted by the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managerial governance,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and 

network governance. The reform of the mode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s imperative. The managers should make 

trade-offs betw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habit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o the managerial 

habits of fiance and concept. We should realize that academic governance measures, structures, processes and 

university leadership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related 

Key wor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mode; knowledge economy;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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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语专业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

李  艳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2018年，教育部先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

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全国推广“课程思政”教学。在外语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既是批判地吸收

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内在要求，也是外语教育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目标的必由之路。本文考查了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形成的过程，分析了在俄语专业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意义，就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提出了

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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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

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

种综合教育理念[1]。

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上海以此为契机开启了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德育）课程改革的探索之路，并于2014

年提出了“课程思政”的理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思想，再次强调推进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2018年，教育部先

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

见》，在全国推广“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不是“思政课程”的词语顺序置换，而是

一种课程观，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课程教

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教育理念。

“课程思政的内容绝不仅仅是传统思政课程的内容，

而应该包含诸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中国传

统文化、世界传统文化等丰富广泛的内容。”[2] 在教学

过程中要将知识传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统一

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课程思政思想在俄语专业教学中的现实意义

（一）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看俄语教学与课

程思政的结合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以经济为

代表的硬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迫切需要展示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我国的国际形

象。具体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能够促进具有深

厚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文化和世界各国的文化进行交

流、碰撞，增进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从而有利

于求同存异、增进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

西方敌对势力给中国造成的不良影响，重塑国家整体

形象。”[3]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或结果，又是表达思想、进行

交际的桥梁或纽带。外语教育在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外语专业教育迎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外语人才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

势，调整外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以适应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传播过程中，最重要

的灵魂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中华文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外语

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外语人才

不仅要认识和感知欧美文化的性质和价值观，更要对

本土文化传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明确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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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这样才能传播中

国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展示我国核心价值观的具体

内涵、文化渊源。通过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获得世

界其他国家的认可，进而增进国际间的交流互动。通

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

理念”，可以使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等相关言论

不攻自破，从而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也可以

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建设。

（二）从斯拉夫主义语言哲学观看俄语教学与课

程思政的结合

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高举民族自我意

识旗帜的思想流派，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俄罗斯历史

和文化相对于欧洲的“独特性”。1812年卫国战争的

胜利大大提升了俄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民族意识空

前高涨。然而俄国人痛苦地发现，他们的文化几乎

都是西欧的。俄罗斯民族有无自己的独特性，在俄

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语言哲学界根据观点

主 张 的 不 同 分 成 了 两 个流派，分别是“斯拉夫主义

（славянизм）”和“欧洲主义（европеизм）”或“西欧

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斯拉夫主义语言学派的核心观

点是：语言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是表达民族

精神生活多样性的通用手段，是传承民族精神经验的

重要方式。他们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我意

识的反映。”[4] 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属于俄罗斯自身的哲学样式，它强调俄罗斯的个性

化发展，将语言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民族自觉意识

觉醒的手段，对俄罗斯思想文化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

斯拉夫派思想家崇尚民族精神，强调对民族传统

的继承，这些思想与课程思政注重对民族优秀文化的

传承、强调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主张不谋而合，对当前

我国俄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俄语专业课的

授课过程中我们可以为学生拓展一些这样的语言哲学

知识，将其“强调语言研究与民族精神世界探索相结

合”的主张介绍给大家。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地

认识自己所学的语言与文化，提高外语学习的兴趣。

三、俄语专业课如何切入思政点的几点思考

首先，充分发挥外语学科作为文化传播桥梁与

纽带的优势，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转变外语教

学只注重外语语言知识传授的做法，重视中国文化教

学。

早在1998年教育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

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外语专业

的学生来说，应该更加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

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注重训练

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

统的能力。”外语教育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教育。任何

一种语言不可能脱离社会在真空中独立发展，人们的

言语表现形式总是会受到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社会要素

的制约。也就是说，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意味着学

习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

但同时外语学习又担负着跨文化交际的使命，涉及到

国外文化“走进来”和本国文化“走出去”两个方面。

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长

处，学生可以拓宽视野，提升开拓精神和独立学习的

意识和能力，教师也可以利用西方先进的教育管理经

验，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教材中

介绍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课文资料，注重挖掘展示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向世界大力宣传推介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

愉悦、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例

如《大学俄语东方》系列教材中有对“儒家思想”创

始人孔子的介绍，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增加一些中

国文化知识俄语表达方式的练习。

其次，拓宽育人途径，利用学校提供的对外交流

的机会实现俄语专业思政课程显性教育与课程思政

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信

念。我校俄语专业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别

尔哥罗德国立科研大学等俄方高校签订有校际交流合

作协议，俄语专业学生每学期都有4到6名学生公费出

国交流。他们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自己的

语言表达能力，更找到了民族文化自信。因为经过几

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及人民的生活水

平已经今非昔比。一旦走出国门亲眼目睹这种强烈的

对比，对学生来说所造成的震撼要远远胜过课堂上枯

燥地爱国主义理论宣讲。在上课过程中结合课文内容

“彼得堡城市介绍”，笔者尝试让出国交流学生把自

己的留学见闻分享给其他同学，他们展示了一些自己

留学期间拍摄的照片，让其他学生也对俄罗斯普通民

众的生活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这些教学活动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俄语表达，更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同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实现了思想和价值引领，达到了立德树人的目

的。

最后，提高外语教师自身文化修养，在加强语言

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注意教学手段的更新和相互配

合。外语教育是一种人的教育，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所有教师必须齐心协力、全员参与。外语教育

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把外语知识传递给受教育者，还

要关心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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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5] 我

们需要积极学习和运用新型的教学方式，不断实现教

学形式的创新，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加自信

从容的姿态从事对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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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8,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uccessively issued the“Outli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Several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Situation and Policy’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and then promoted the teaching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not only succe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actively absorb the essence of forei

gn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ing process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how to achieve in the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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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外宣翻译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
——以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翻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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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是政府对外发布信息和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本文从新媒体环境下城市文化软实

力视角出发，以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为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从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旨在促

进德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发挥良好的对外宣传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彰显德州市的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德州市的对外

形象和发展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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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外

宣传与交流，外宣翻译也随之应运而生。尤其是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不断呼吁重视对外

宣传和外宣翻译。[1]本世纪初，外宣翻译逐步得到重

视和发展，翻译界著名学者黄友义曾先后提出了外宣

翻译的“三贴近”原则，呼吁翻译理论与实践届要重

视外宣翻译的质量。[2][3]此后的外宣翻译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尤其是近几年，各种系统介绍外宣翻译理论与

实践的专著不断涌现。[4][5][6][7]这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

展，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在众多提升城市发展外向度的举措之中，政府英

文版门户网站建设是其中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从城

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层面来讲，它是一个城市对外宣传

的重要窗口，也是国外相关组织和个人了解该城市的

重要渠道，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该城市的国际影

响力，乃至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开展。但是，

由于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目前我国大多数政府门户

网站英文版的语言表述都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我们

有必要指出政府英文网站中存在的问题，呼吁政府部

门切实重视其英文版门户网站的建设，发挥政府门户

网站应有的对外宣传作用。

一、文化软实力与外宣翻译

（一）术语界定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初由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提出。[8]与经济、军事等这些“硬实

力”（hard power）相比，软实力一般以意识形态和

文化因素为载体呈现出来，主要是指通过自身的吸

引力，而非通过强权或者购买得到自身想要的东西

（“…the ability to get what you want through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or payments.”）[9]x。文化软实力

（cultural soft power）一般用来表示一个国家以文化

因素为主的软实力，是综合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宣翻译（Publicity translation）这一术语最早由

李欣于2001年提出。[10]尽管她并未给出明确定义和阐

释，但她却把这一术语引入翻译研究，并得到越来越

多同行学者的认同。

（二）文化软实力与外宣翻译的关系

文化软实力与外宣翻译密不可分，外宣翻译可

以有效地体现、展示以及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11]首先，翻译作为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中介，是对外

宣传我国文化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翻译水平和质量的

高低直接体现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高质量的翻译文

本和作品本身就是文化软实力。其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外宣翻译将我国的

历史、文化等以恰当的方式翻译成英语这一世界通用

语，并辅之以有效的传播途径，可以丰富我国文化软

实力的内涵，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当今

时代，政府的门户网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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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门户网站英文版的建设、尤其是其语言质

量和跨文化适切性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存在的问题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

内容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各级政府应加强外语版网

站的建设，要用专业队伍保障语言规范准确和内容及

时更新。德州市也开设了政府门户网站的英文版。其

内容主要包括主页、概览、新闻以及服务四大模块。

其中主页界面显示主要模块信息，概览包括德州市简

介和政府主要领导介绍，新闻模块定期更新相关新闻

信息，服务模块下设教育、投资、旅游和生活四个栏

目。总体来说，以介绍市情市貌为主，辅之以主要社

会动态新闻。

虽然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具有整体结构布

局比较合理、新闻更新相对及时等优点，但是笔者通

过通览该网站并对其语言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以

下问题：语言质量问题、语用失误、以及文化信息缺

失。下面我们分别结合实例，来详细看一下这三类问

题，其中例子后面括号中的内容表示该例子在德州市

政府英文版网站中所在的模块或栏目。

（一）词汇语法问题

词汇语法是判断语言质量最基本的标准，但是目

前国内绝大多数政府英文门户网站普遍存在词汇语法

使用不当的问题，如单词拼写、大小写、用词以及时

态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英文门户网站的质

量，[12] [13] [14] [15] [16] [17] [18]德州市政府英文门户网站也不例

外。笔者发现，德州市政府英文门户网站在词汇语法

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1. 单词拼写错误。例如，在介绍德州风貌栏目中

有这样一段话：

例1. Dezhou boasts three types of landscape: one 

is highland consists of rivers and deposited riverbank, 

counting for 34.3％ of total territory. Second is slope 

consists of overflow deposition of Yellow River, counting 

for 52.1％ of total territory. Third are low-lying lands, 

counting for 13.6％ of total territory. (Landscape) 

根据上下文内容，本句中的“counting for”译者想

要表达的应该是 “占……的比例”，但“count for”本身

没有该义项，正确拼写形式应为“accounting for”。

而且，笔者发现其他模块的描述中，在表达“占……

比例”这一意思时，全部采用“count(ing）for”这一短

语。可见，这并非译者与编辑的疏忽所致，而是很可

能源于其认知方面的偏差。

2.单复数误用。例如，在描述德州市教育现状时

有这样一段话：

例2. Dezhou has devoted over 58 million Yuan 

to education information … These funds have been 

used to purchase 2730 computers for teachers, another 

4312 computers for students, 1215 sets of multi-media 

equipments for teaching (including 565 sets of smart 

panels) and 9 sets of automatic recording & playing 

system. 

在 本 句 中 ，“ e q u i p m e n t s ”用 法 有 误 ，因 为

“ e q u i p m e n t ”一 词 为 不 可 数 名 词 ，所 以 不 应 该 加

“s”。

3.被动句冗余。例如，在教育教学模块关于德州

学院的发展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

例3.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research activities 

on talent cultivation needs, promoted the“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construction project, added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and was approved to build 4 high-level application-

oriented project construction groups, covering 15 major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Dezhou University)

在本句中，我们可以推断译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德州学院目前组织和实施了人才人才培养需求的调

研活动，促进了‘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新增

了软件工程和商务英语专业，获批设立四个高水平应

用型项目建设团队，涵盖15个专业”。但英文表述较

长，全部用被动句式，且无主语。这样的表述不符合

英语的表述习惯，最好把Dezhou University（德州学

院）明确表达出来作为句子的主语。

4. 时态用法错误。笔者发现，德州市政府英文门

户网站中时态用法错误比较明显和集中，主要表现在

混淆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二者的用法。如下面三

个例子：

例4. In December, Educ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of Dezhou is established. This committe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laws, 

regulations, rules, national education guidelines and 

education policies at state-, province- and municipal 

levels. （Education Supervision）

例5. In 2013, a total of 10 million Yuan is granted 

to employ regular and part-time safeguards totaling 5300 

staff and install 11.5 thousand cameras and 209 one-key 

alarm devices. （School Safety）

例6. In 2013, 18 teachers including Hou Yanhong, 

Jiangyan, Li Jingling, Li Yumei and Li Zhiqing have 

been elected as the 8th batch of special-level teach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10 teachers including Zhang Ji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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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elected as Innovative Teachers of the Year in 

Dezhou. （Education Profile）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句首分别用了三个时间状

语，即“In December”、“In 2013”和“In 2013”。我们

知道，在描述过去某一特定时间点或时间段发生的事

情时，一般应该采用一般过去时态，而例4和例5皆使

用了一般现在时，例6使用了现在完成时，都没有采用

正确的时态。

（二）语用失误

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的语用失误主要表现

在用词不当，即词汇用法不适合英语的表述习惯，或

用词错误，或用词不准确，或用词单一，或不符合英

语书写规范。下面我们略举几例来阐述一下这些语用

方面的失误：

1. 用词错误。如下面两个例子：

例7. Dezhou is typical of continental climat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onsoon, sharp distinction among 

seasons and obvious change i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In spring, it is dry, windy and the temperature rises 

quickly. In summer, it is hot and rainy. In autumn, it is 

fresh and sufficient in sunlight. In winter, it is cold and 

dry with few snowfall. （Climate）

例8. Dezhou has initiated dormitory standardization 

program early this year, planning to construct standardized 

dormitory with f loor  area of  366000㎡ .（Dormitory 

Renovation，in Education Profile）

例7最后一句话是说“德州的冬天寒冷干燥，降

雪量较少”。此处，表示“降雪量较少”译者用的是

“few snowfall”，但是，英语中说降雪量少一般没有用

“few”的情况，而是使用“low”一词。类似地，例8

中句子的意思是“今年年初，德州实施了校舍标准化

项目……”。该句中“今年年初”一般不说“early this 

year”，而是用“earlier this year”。 上述两例中“few”

和“early”的使用，很有可能会造成国外受众理解上的

困惑。进而对德州市的软实力传播产生不好的影响。

2.用词不准确。例如下面对于德州教育栏目中简

介部分的描述：

例9. There are 3355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all kinds in Dezhou with 976 thousand students. Of 

them, there are 4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40 

thousand students on campus (including 19.2 thousand 

undergraduates), 31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ith 

68 thousand students, 18 high schools with 85 thousand 

students, 177 junior high schools with 189 thousand 

students, 970 elementary schools (including 109 teaching 

centers) with 423 thousand students.（Education）

该例中，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测译者想要表

达的是“德州有各类不同的教育机构”，这对中国读

者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

“kinds”一词用法不准确。根据上下文，应该说“各

种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等，

因此，将“of all kinds”改为“of all levels”似乎更为准

确和更便于英语受众理解。

3. 用词单一。笔者通览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

站发现，网站内容中大量使用“besides”表示“此外”

的意思。如下例所示：

例10. Yellow River, Weiyun River and Zhangwei 

New River run through Dezhou. Main rivers for drainage 

purpose include Tuhai River, Dehui New River and Majia 

River. Besides the Yellow River, other rivers all belong 

to south section of Haihe River Basin. Besides these 

rivers running through the province and the city, there 

are two tributaries……（History）

其 实 ，还 可 以 更 多 地 使 用 偏 正 式 一 些 的“ i n 

addition（to）”，以及灵活交替使用其他表达方式来

表示类似意思，如apart from, aside from, other than, 

additionally, moreover, furthermore等。

4. 不符合英文书写规范。例如下面对德州市历史

的一段描述： 

例11. In December，1964, Ningjin County and 

Qingyun County formerly belonging to Hebei Province 

were put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ezhou Region.

（Dezhou History）

在本例中，译者要表达的意思是“1964年12月，

将原属河北省的宁津县和庆云县划归德州专区。”

这里的“formerly belonging to Hebei Province”（原

属河北省的）是一个定语，用来修饰“宁津县和庆云

县”。按照英文书面语的表达习惯，此处的“formerly 

belonging to Hebei Province”前后应该加上逗号隔

开，这样更便于理解，即应该为“In December, 1964, 

Ningjin County and Qingyun County, formerly belonging 

to Hebei Province, were put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ezhou Region.”。

（三）文化信息缺失

下面一段介绍德州市的文字表述：

例12.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ounties to 

the east of Jinpu Railway belonged to the Shandong and 

Hebei border area and No. 1, No. 2 and No. 3 areas of 

Hebei Distri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unties to the west of the Jin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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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 has successively been managed by Jinan (South 

Hebei), No. 6 area of Yundong and Cangnan area, Qi 

(Qihe) and Yu (Yucheng) partly belonged to No.1 and 

No.4 areas of Ji Lu Yu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Dezhou History）

本例中的Qihe、Yucheng、Hebei、Shandong和 

Henan这些地名对当地人来说可能很好理解，但外国读

者极有可能很难理解其涵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在后面加上County、City或Province，以

便于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行政区域的隶属关系。

但这些信息在翻译中没有翻译，导致了文化信息缺

失。

另外，有些本来会有助于提升本地文化内涵的介

绍，在德州市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中却没有相应的翻

译介绍，如下面这段关于德州市历史的文字：

例13. 明万历《德州志》记载：“德为名者，因齐俗

夸侈，欲更化而振德也。”德州因德而名当属确凿。此

处的“德”系指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勤俭诚信、见

利思义、谦和好礼等，这些成为德州这一方土地上人

民的美德，世代相传，在今天依然发出绚烂夺目的光

彩。（市情）

英文版网站Dezhou Profile中文版本中关于德州名

字的由来，没有很好地传达出中文版本文化内涵。此

外，可能是由于网站目前正在建设中，德州一些比较

知名的历史人物，如董仲舒、东方朔，历史景点，如

苏禄王墓等，在英文版网站中均没有找到。

三、建议对策

（一）政府部门重视英文版网站建设

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要更有效地发挥其对外宣

传的窗口作用，提升本地文化软实力，政府相关部门

应当切实重视本地政府英文版门户网站的建设。具体

而言，政府部门应当完善相应的英文网站建设管理体

制，可以组建专业的编译团队或将网站建设外包等措

施，将英文网站建设交由专职队伍来运营管理，并强

化相应的监督机制确保网站建设质量。

（二）译者提升业务能力

作为政府英文版门户建设的翻译人员，应当增强

跨文化传播和宣传意识，充分认识到国内外不同宣传对

象的文化背景差异和预期，在语言表述和内容选择上下

功夫；同时，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

专业素养，更好地发挥对外宣传的桥梁作用，切实提

升当地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三）借鉴其他省市或国外城市经验

目前，大多数较大或较发达城市的英文版门户网

站建设相对成熟，他们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德州市政

府的英文版门户网站建设可以多向这些具有相对成熟

经验的英文网站建设城市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以

更高效地提升网站建设水平。此外，一些国外政府的

门户网站建设也可以作为我们政府的英文网站建设提

供启发和借鉴。

四、结语

在这个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提升地方城

市的国际影响力，政府的门户网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宣传窗口。因此，政府门户网站英文版的建设、尤其

是其语言质量和跨文化适切性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

视。通过恰当的外宣翻译，我们可以更好地向世界传

播中国文化，维护和提升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促进

国际友好交往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文

化软实力，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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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ity Transl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New Media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Portal Translation of Dezhou City

WU Xin-xin

（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English portal website of a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nd show its image.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portal website of De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se its existing problems. In addition, it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glish 

portal websit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city’s English portal website to play a role of effective 

publicity and show the city’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enhance the city’s external image and extrover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media; government portals; English language website; publicity translation;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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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Poems on Dong Zhongshu by Vietnamese Envoys in the Qing Dynasty

LI  Shuai

( Liberal Arts School，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 As a new-text scholar researching Gongyang in western Han dynasty, Dong Zhongshu has been eulogized 

by mission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re are five poems on Dong Zhongshu in the Vietnam Chinese yanxing 

literature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poems, the Vietnamese envoys mainly express their praise for Dong Zhongsh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ir sympathy for Dong Zhongshu's lifetime of misdeeds and lack of talent.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Vietnamese mission; Vietnam Chinese Yanxing Literatur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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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我市区域性现代服务业高地
——基于德州、沧州、衡水三市服务业发展比较分析

吴广峰

（山东省武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    武城    253000）    

服务业是经济转型发展的“牛鼻子”，吸纳就业的

“主渠道”，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特别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影响下，支持现代服务业发

展，是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

要措施。2019年1月，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复制推广现

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典型经验的通知》（商办流通函〔

2019〕12 号），公布了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的11

个领域38条典型经验，要求各地加快复制推广，推动

制度创新，完善政策环境，不断探索现代服务业创新

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一、德沧衡三市服务业发展比较分析

2020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谋划建立“德

沧衡”抱团融入京津冀协作机制，强化优势互补，推

动政策、资源共享。鉴于此，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比

较分析我市与沧州、衡水服务业发展情况，以期发现

问题、寻找差距、补齐短板、后发赶超。

（一）总量情况。2018年，德州市实现第三产业

增加值1447.38亿元，增长7.6％，低于山东平均水平

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2.8％，低于全

省6.7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525.5亿元，

增长9.3％。沧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820.5亿元，增长 

10.0％，高于河北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

加值比重为49.5％，高于全省3.3个百分点。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1429.9亿元，增长9.0％。衡水市第三

产业增加值718.9亿元，增长9.8％，与河北平均水平

持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低于全省0.1个

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90.6亿元，增长 

9.3％。

（二）占比情况。2018年，德州三产业结构为 

9.5：47.7：42.8，服务业比重较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沧州三产业结构为7.5：43.0：49.5，服务业比重较上

年提高5.4个百分点；衡水三产业结构为12.9：41.0：

46.1，服务业比重较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

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三年来德州仅

提高0.7个百分点，沧州提高7.8个百分点，衡水提高 

6.1个百分点。2016年，德州服务业占比为42.1％，较

沧州、衡水分别高0.4个和2.1个百分点；到2018年，

德州服务业占比为42.8％，较沧州、衡水分别低6.8

个和3.3个百分点。德州昔日“标兵”正成为现在“追

兵”，角色转化令人深思。

（三）贡献情况。2018年，德州服务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46.8％，拉动经济增长3.14个百分点，

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3.2个和0.66个百分点。贡献

率方面，与沧州、衡水二市相比分别低22.8个和14.1 

个百分点；拉动增长方面，较沧州、衡水二市分别低 

1.26个和1.06个百分点。

（四）构成情况。德州传统服务业比重较高，现

代服务业发展滞后。2018年，德州批发和零售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合计占服务

业比重达到43.8％，比全省高2.4个百分点。沧州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281.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增加值305.9亿元，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79.4亿元，批

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增

加值合计占服务业比重达到36.6％，比德州低7.2个百

分点。德州房地产业增加值209.3亿元，较沧州多61.4 

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24.47亿元，较沧州少67.73亿

元，金融业增速分别低于沧州、衡水5.1个和6.5个百

分点。

二、我市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当前，我市服务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总量规模

不断扩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规模以上服务业发展

趋缓，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

业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制约全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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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一）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偏低。我市现代服

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高端商贸、科技服务、文

化创意、养老康复等服务供给相对短缺，无法满足居

民需求，消费需求外流现象严重。大部分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不高，没有形成“低投入、高回报、持续性产

出”的良性发展模式。

（二）生活性服务业层次不高。我市生活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低，总量占比不高，个性化服务供给不

足。2019年1—8月，全市生活性服务业企业77家，实

现营业收入42.9亿元，同比增长6.74％，分别弱于生

产性服务业72家、9.87亿元和2.73个百分点，与生产

性服务业相比企业数量偏少，发展速度慢。

（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我市批发、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行业占比较高，金融业、电

子商务等新兴业态总量偏少。据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从构成行业来看，2019年1—8月，我市规上服务业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仅一家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7家企业，单位数量少，经营规模小。

（四）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薄弱。当前，我市服

务业无论与一二产业的融合还是自身产业间的融合，

多数是中低端产业融合，关联性大、技术含量高的高

端产业融合较少。2019年1—8月，我市规上服务业企

业实现营业利润5.6亿元，同比下降12.3％；营业成本 

58.9亿元，同比增长11.1％。

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2020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发展现

代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德

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区四基地”功能城市，立

足市情实际，放大区位优势，借鉴先进经验，找准方

向，选准路径，精准施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

建设区域性现代服务业高地。

（一）完善政策保障。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契

机，落实《山东省服务业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17-

2025年）》，科学编制德州市“十四五”服务业发展规

划；统筹整合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各类财政性资金，

设立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基金，支持品牌打造、

人才培养和市场主体培育等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建

设。建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服务业价格形成

机制，严格落实服务业企业水、电、气与工业同价政

策，消除服务业价格歧视。

（二）突出并重发展。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并重，依据《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布局

规划》，重点培育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健康养生、现

代物流等服务业品牌。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实施意见》，

制定提升我市生活性服务业品质三年行动计划，借鉴

厦门市“协同共享的城市末端物流配送模式”，加快推

进物流配送终端进社区、进校园，构建便民利民的城

市末端物流配送体系。

（三）创新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推动“物流+”“旅游+” 

“养老+”等跨界融合发展。支持信息技术在医养健

康、体育健身、家政服务等行业创新应用，加快数字

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现代服务

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

展，降低制造企业运行流通成本。创建云计算、物联

网等新兴服务业品牌，培育一批“德州服务品牌”，

形成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服务业品牌企业。

（四）强化人才支撑。落实德州人才政策“黄金

30 条”升级版，制定和实施服务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和

培养计划，将服务业高层次人才纳入市现代产业领军

人才、市“假日专家”等选拔范围。支持会展经济、

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带技术、带项

目、带资金的创新创业人才落户。实施“德州工匠计

划”，推动物流、家政、信息技术等服务业领域高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华宇工学

院等高等院校增设服务业紧缺学科和专业，提高从业

素质及专业资质。

（五）加强统计监测。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统计部

门加强服务业统计调查体系建设，提高服务业统计的

全面性、精确性和及时性。建立数据互通共享机制，

各相关部门之间加强数据交流与共享。健全服务业季

度经济运行分析报告、重点行业发展指标季度通报、

运行监测分析季报等定期通报机制，加强对服务业发

展态势的监测、预测和分析，针对性制定对策措施。

研究制定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考核实施细则，建立健

全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