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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50周年校庆专辑·校长寄语

在全国上下共同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德州学院50周年校庆。

50年来，学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主动适应经济社会需要，形成“以

德立校，立德树人，建设有德性、接地气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高，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的优

秀人才。

50年来，学校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优化专业结构，从建校初4个专业、241名学

生发展到拥有69个本科专业、11个大学科门类的学科专业结构，在校生近3万人，形

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部分重点专业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格局。

在德州学院50周年校庆之际，《德州学院学报》推出校庆纪念专辑，获得校友

们的大力支持，专辑的征稿在一个月内完成。此次专辑刊发的23篇论文，作者毕业

于德州学院的16个专业，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执着求真，深耕不辍。其中的

作者有立于学术前沿，治学严谨的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也有孜孜以求的学术

新锐。这些文章反映了德州学院校友在不同科研领域的探索，彰显了德州学院校友

执着追求的学术风采。校庆专辑是各位校友学术成果的展示，也饱含了校友对母校

的拳拳之心。在此向各位校友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艰苦奋斗50载，自强不息新征程，德州学院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将不忘创业初心，牢记育人使命，和广大校友一道砥砺奋进，继续弘扬“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校长  赵胜村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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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嫦娥4号低频射电频谱仪搜寻地外智慧生命
——地外文明宇宙学

张同杰1，2

（1. 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系，北京     100875；2.德州学院     天文科学研究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嫦娥4号”成功登月，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位于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利用“嫦娥4号”着陆器配置的低频

射电频谱仪以及中继星上配置的由荷兰合作团队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我们能够发挥月球背面绝佳的低频射电环

境的优势， 尝试低频射电波段搜寻地外智慧生命（SETI）实验的可行性。本文将对于以往的SETI实验做出综述，解

释基于射电波段的SETI实验的理论基础，详细阐述SETI实验射电观测数据处理的具体方法，并探讨“嫦娥4号”相关

低频射电仪器在SETI实验中可能的应用。实际上，随着宇宙138亿年的演化，银河系中的太阳系的地球上孕育出了

人类文明。宇宙中文明可能在宇宙不同时期、不同的位置在不断地产生和消亡。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携带了宇宙30万

年至今所历经的几乎宇宙所有的成长信息，因此在宇宙不同时期的文明产生的信息一定会遗留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中。利用宇宙学的方法研究地外文明，即地外文明宇宙学。

关键词：嫦娥4号；低频射电探测；搜寻地外智慧生命；地外文明宇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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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同杰（1968-），男，山东夏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标准宇宙学的理伦和观侧效应以及高精度计算

                   机数值模拟。

                   德州学院物理学专业1988届毕业生。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

方法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提出了各种极富想象力的观

点。而科学家们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人类自身科学

发展的规律，以现有的科技为基础进行合理假设，寻

找可能的地外文明信号。搜寻地外智慧生命（SETI-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是利用射电望

远镜设备收听来自地外文明有意或无意发出的电磁波

信号的实验。

SETI关注的地外生命的科技水平应当发展到了一

定的程度，至少可以向外发出可探测的电磁波信号。

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充斥着电磁辐射，

向外辐射电磁波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我们

每天用于远距离通讯的信号是射电波段，实现射电通

讯的设备经济便捷，为人们广泛使用。人类最早发出

的电磁波信号，现在已经传播到了30pc以外的宇宙空

间。如果在这个距离以内存在着同样在收听外星信号

的智慧生命，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存在。由

此类推，或许外星人也是用这一波段进行通讯，外星

人也会在家里收看卫星电视。如果有外星人发出的电

磁信号传递到了地球，SETI 实验就能够帮助人们发现

他们的踪迹。

最早的SETI实验是于1960年开展的Ozma项目[1]。

该项目利用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位于西弗吉尼亚州

的26米射电望远镜，对于两颗近邻恒星进行了观测。

此后，从事SETI研究的科学家们利用其他射电望远镜

进行了多种SETI实验，其中值得一提的两个项目分别

是SETI@home和2016年启动的突破聆听计划。SETI@

home是1999年开展的SETI实验[2-4]，当时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跟现在的计算机相差甚远，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逐渐在每个人的家里普及开来。科学家将望远镜收集

的高精度数据分段，发送给世界各地愿意贡献自己个

人电脑计算时间的志愿者，完成计算后再将结果反馈

给科研人员[5]，这也是分布式计算的雏形。突破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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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2016年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地外文明搜寻项目，

该项目利用全球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对近邻恒星展开

了大规模的搜寻[6]。

目 前 S E T I 实 验 主 要 的 观 测 波 段 为 L 波 段 ，在

1420MHz附近搜寻窄带信号。外星智慧生命有意识或

无意识发送的信号，有可能分布在各个波段，因此最

理想的情况是进行全天全波段的SETI巡天实验。突破

聆听计划目前在光学波段也已经开展了相关实验[7]，

用于观测可能的激光信号。由于电离层的存在，大气

对于低频射电波段是不透明的，地基射电望远镜无法

在这个波段进行观测，因此人类尚未在这低频射电波

段进行过搜寻地外文明的实验。

二、利用嫦娥4号低频射电仪器进行SETI实验的

方法

（一） SETI实验的理论基础

我们对于地球上的人类产生的射电信号以及来自

天体的射电信号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天体辐射出的

电磁波信号由于各种随机过程会导致其谱线致宽，已知

的带宽最窄的天体辐射是脉泽，为500Hz[8]。人造辐射

如通讯信号，其带宽通常为Hz量级。地外文明信号可能

类似于人造信号，其谱线宽度可能远比自然天体产生的

辐射要窄。我们需要寻找窄带频率的信号或者调制的

脉冲信号，这是可能的地外文明的信号，这样的信号也

更容易从自然的宽带辐射中区分出来。地外文明有可

能使用的信号类型主要是频率范围很小的窄带信号或

时域很窄的射电脉冲信号，这种信号更适合星际间的通

讯。另外也有研究表明，不能排除宽带信号的可能性，

这样的信号往往携带了更多更丰富的信息[9]。

SETI 基于地外文明的存在会向宇宙中发射无线电

波的假设，利用大型射电望远镜对恒星附近的天区进

行巡天，对获得的信号进行去除射频干扰（RFI,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即去除掉来自地球或者人造

的近地信号，在筛选结果中找到有规律的发生多普勒

漂移（Doppler Drifting）的事件，并对这些信号位置

的进行跟踪观测，如果这些信号仍有规律的出现，那

么就有可能是真正的SETI信号。射电天文学是依赖于

观测的学科，然而大型望远镜的观测时间非常宝贵，

通常一段时间内，只能对某一目标源进行观测。这种

排他性，使得一段观测时间内所得到的观测数据只能

为一种科学目标所用。为了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在

观测时同时记录分析用于不同科学目标的数据的技术

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在进行同时观测

（commensal survey）的时候，望远镜指向由其主要观

测目标决定，这种观测方法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不

需要建造专门用于SETI研究的望远镜，只需要在已有

的远镜上进行同时观测。

同时观测这一概念，正是由早期从事SETI工作的

科学家们提出，并在美国加州哈特克里克射电天文台

（Hat Creek Radio Observatory）、绿岸望远镜（Green 

Bank）以及阿雷西博（Arecibo）望远镜上进行了尝

试。在搜寻系外智慧生命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需要尽

可能多的观测时间和观测尽可能大的天区，以及所有

人造射电信号所有可能覆盖的频率范围。近年来，随

着高性能计算机的普及，利用高性能计算机对射电望

远镜的观测数据进行分布式计算，使我们能够进行快

速的数据处理。

（二）数据分析

为了进行适用于SETI实验的数据分析，我们需要

记录望远镜高于一定阈值的原始时序数据，这一阈值

通常是平均功率的20倍，具体设置会根据射电望远镜的

本地环境进行调节。每个这样的信号被称为一个hit，

这些hit数据会通过数据采集系统hashpipe存储到缓存

中，进而传递给GPU计算出斯托克斯参量，输出用于科

学计算的fits格式的文件，包含着时间、频率和坐标等

信息[10]。我们在找窄带SETI信号的过程中，会遇到大

量宽带信号，包括来自地球表面的雷击以及电火花事

件等，它们有一个强杂散的宽带信号。为了衡量出每

个观测时间的信号频率杂散程度，我们对信号数据进

行升序排列后，对每个观测时刻求其谱熵。如下式：

其中，k代表每一个观测的时间瞬间，Hk,i代表排

序后的k时刻每条hit记录的序数，Nk表示每个时间有

多少个hit记录数。依据上式求出不同时间的谱熵。根

据原理，如果频谱出现某种聚集，则谱熵会比较低。

我们针对谱熵用3σ准则找到阈值之外的信号记录，把

这些频谱从窄带分析中分离出来。因为一个相对强的

SETI信号可能出现在多个相近频率，从而表现出来低

频谱熵。而为了避免错误地去除掉这些聚集的信号，

如果某个时刻的频率数少于1024，那么这个时刻的需

要保留下来（图1）。

张同杰：利用嫦娥4号低频射电频谱仪搜寻地外智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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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来自某射电望远镜真实数据绘制的瀑布图。谱熵算法

基于地外文明信号不随机的特征，用于筛选出强杂散度的宽带

信号，这些RFI来源于闪电、电火花事件等。颜色表示相对功率

的大小，红色的条纹代表相近相同功率的一些列hits在相近的频

率上，即持续发生窄带信号。

得到这些数据只是第一步，如何处理数据同样具

有很大挑战，大部分hit都来自射频干扰。怎样在这些

数据中找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呢？我们并不了解外星人

会在什么频率发出信号，也不知道他们发出的信息的

格式，对于他们发出信号的时间和方位也一无所知。

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外星人发出的信

号会有什么特性做出基本的假设。根据人类射电波段

通讯的特点，我们可以假设外星人发出的信息在短时

间内具有持续性，区别于快速射电暴，有一定的重复

性，但是又不同于脉冲星的精确周期性。举例来说，

利用同一个射电望远镜观测天空的不同区域，若同时

观测到了相同的hit，那么这个信号很有可能就是射频

干扰，需要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被去除。这是因为如

果有外星人发出射电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应该是从一

个点发出来的，而不是天空的各个方向都能接收到。

对于配备了多波束接收机的望远镜来说，会极大的提

高去除射频干扰的效率[11,12]。另外，近两年来非常火

热的机器学习也可以在射频干扰去除方面一展拳脚。

三、可行性分析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登录月球背面，

其中着陆器上配置了低频射电谱仪，该低频射电频谱

仪与2018年5月21日，“鹊桥”中继卫星上搭载的荷兰

科学院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联合展开嫦娥四号低频

射电观测。低频射电频谱仪为三天线，分别接收电磁

波三个方向的分量，可通过对于观测数据的分析获得

极化特性，动态范围≥75dB，灵敏度<-160dBm·Hz-1 

(10MHz )，0.1-1MHz的频率分辨率为1-10kHz ,1-

40MHz 的频率分辨率为 100-200kHz [14,15]。

地外文明的可能信号是窄带频率的信号或者调

制的脉冲信号。地球上调频广播（FM）的波段为88-

108MHz，电视信号（TV）的波段为40-850MHz。如果

地外文明与人类有相似的科学技术，那么这些波段也

是地外文明有可能使用的信号波段。低频射电频谱仪

的工作频段为0.1MHz～40MHz，中继星上的低频射电

探测仪的工作频段为0.1MHz～80MHz，我们可以在这

个频率范围内进行地外文明信号搜寻。

表1  地球上人造射电信号分布的波段[13]及嫦娥4号低频设点

频谱仪及低频射电探测仪的工作频段[14,15]

设备 工作频段（MHz）

调频广播 88-108

电视信号 40-850

低频射电频谱仪 0.1-40

低频射电探测仪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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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在太空中，可以有效避免嫦娥4号低频射电频谱

仪及低频射电探测仪的工作频段的人造信号带来的射

频干扰。面向太空方向，应该只有天体和地外文明信

号，因此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

太空中不需要考虑大气电离层对于低频射电波段的

屏蔽作用，我们能够尝试进行这一波段的SETI实验，

同样我们期待后续嫦娥任务能够搭载覆盖频率范围

更广，分辨率更高的低频射电仪器，这将极大地提升

SETI实验的精度，特别是提升在SETI实验中更为关注

的窄带信号的探测能力。

目前在分子云中已经探测到了有机分子 [16]，这

是宇宙中形成高级智慧生命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地

外行星被探测到，也为找到地外文明提供了天文基础
[17]。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形成生命必要的自然条件

和所需成分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在宇宙中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著名物理学家Physicist Enrico Fermi（费米）

几十年前问了一个问题，称为Fermi paradox（费米佯

谬）： 他们在哪里？在宇宙中如果生命和智慧文明是普

适的，并且有如此巨大的增长能力，为什么没有一个

银河文明的网络，它的存在甚至延伸到像我们这样的

“后来者”行星系统？很多试图解决的方案：或许生

命是普适的，但是智慧文明是罕见的，各种可能性等

等！无容置疑，在茫茫宇宙138亿年的演化过程中生

命的存在是必然的。

英文Cosmos的中文释义是“和谐，秩序”。宇宙学

“Cosmology”这个词从Cosmos衍生出来，隐含着对宇

宙和谐的期望。英语里面也有“cosmology is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rigorous(精确的)，aesthetically elegant(优

美的)，and the most poetic(诗意) of the sciences." 这是

对宇宙学从美学角度上的定义。

宇宙在138亿前，标量场、基本粒子、普通物质、

四种力和物理规律，尤其是主导宇宙的引力理论都不

存在。随着宇宙的诞生，“上帝”随之把他们放入到宇

宙中。这些物理规律就像一个被压缩的文件夹一样，

也随之逐渐释放开来，引力退藕，强作用力退藕，四

种作用力也慢慢地呈现在宇宙中。大爆炸起点就像一

个文件压缩包，随着宇宙的诞生和膨胀，宇宙中的各

种组成部分相继登场，在四种力的作用下开始漫长的

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今天看到的宇宙。宇宙演化中，

物质（正常物质和暗物质）（吸引力）抗衡暗能量（排

斥力），形成了现在观测支持的宇宙。这如同中国古

代哲学的万事万物中的阴阳平衡。 

随着宇宙的演化，在合适的时期和合适的地点，

银河系中的太阳系的地球上孕育出了人类文明。宇宙

中文明可能不只是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可能在宇宙不

同时期、不同的位置在不断地产生和消亡。宇宙微波

背景辐射携带了宇宙30万年至今所历经的几乎宇宙所

有的成长信息,因此在宇宙不同时期的文明产生的信息

一定会遗留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目前可能被我们

当作噪音滤掉了。利用宇宙学的方法研究地外文明，

定义为地外文明宇宙学[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Cosmology]。这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宇宙诞生之初

宇宙只包含能量，暴涨结束后通过再加热过程转化为

物质，随着宇宙漫长的演化，逐渐形成了我们中学化

学学过的100多种元素。但是宇宙中的文明所必备的

原初意识如何产生？这成为一个目前不能解决的终极

问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收到来自外星人的信号，

并且也没有外星人造访地球的确切事实。小说作者、

世界一流的天文学家和科学活动家卡尔·萨根的一句

名言：  "if humans were the only life in the universe it 

would 'be a terrible waste of space'."如果宇宙中存在

的生物只有人类，那将是对空间的极大浪费？在中

国天眼(FAST)主页介绍其科学目标时也对地外文明

做了描述：寻找地外文明（SETI）的学科风险时不

言而喻的，但它一旦成功，将使人类所有的科学成就

黯然失色。美国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家G.Cocconi and 

P.Morrison在Nature文章[18] 结尾说：成功的可能性很

难 估 计，但 如 果 我 们 从 不 去 寻 找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是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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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via low frequency radio instruments 
on Chang’E-4 Lunar Explorer

——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Cos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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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ioneering steps of the soft-landing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the scientific payloads 

of China’s Chang’E-4 enable us to conduct radio astronomy experiments in the naturally radio-quiet zone. 

Using the low frequency radio spectrometer on the lander and the Netherlands-China Low Frequency Explorer 

on the relay satellite, we can take the advantages of the excellent low-frequency radio environment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and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to conduct experiments of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in the low-frequency radio band. In this paper, we will summarize the previous SETI experiments, expla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ETI experiments based on radio band, elaborate the specific method of processing the 

radio observation data of SETI experiments, and discuss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the low frequency radio 

instruments on Chang’E-4 lunar explorer in SETI experiments.

Key words：Chang’E-4； low frequency radio experiments；SETI；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Cos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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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母校，追梦生物物理交叉研究，创立具有生命科学大交叉特征的“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

建立“山东省黄大年式教师创新团队”，培育了“宽厚包容、交叉创新、合作共赢、砥砺前行”的创新文化，探索一条

地方院校科研创新模式，在LncRNA生物信息学、纳米生传感等领域取得较好成果。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科技发展的

最大特征，抓住机遇，砥砺前行，为建设一流省级生命科学交叉研究平台、服务高水平应用型德州大学建设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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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二十一世纪跨入学科交叉

融合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时代。为抓住新科技革命

重大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我国从机制架构理顺科

技布局，大力倡导学科交叉融合发展。2020年8月，

在全国研究生会议上，把交叉学科列为第十四个学科

门类，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级学科；2020年11月，国家

基金委第九大科学部“交叉科学部”正式挂牌成立；

2021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第八届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现有9个科学部整合为“基础科

学、技术科学、生命与医学、交叉融合”4个板块的资

助布局，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学

科交叉融合贯穿于这4个板块的始终，其中后2个板块

特别强调生命科学与交叉融合。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州学院的前身德州师

专就涉足生物物理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了以生命科

学交叉研究为特色的科研平台—“山东省生物物理重

点实验室”。1994年，日本生物物理学会全额资助本文

作者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生物物理学术

会议”[1]；1996年，在国际知名刊物《J.theor.Bio》发

表了德州师专第一篇SCI论文[2]；应邀参加了在荷兰

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IUPA）”[3]；同年，以“DNA序列运作规律的数理研

究”为题获得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第一项生物信息学

领域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山东省最早的生物

信息学实验室—“德州师专生物信息学实验室”，在

国内较早开展了理论生物物理相关研究工作。

伴随着生物物理交叉研究的开展，也开启了团队

和平台的建设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的“德州师专生

物信息学实验室”到2004年的“德州学院生物物理重

点实验室”，从2005年的“德州市生物物理重点实验

室”到2006年的“山东省高校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

从2010年的“省市共建山东省功能大分子生物物理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到2015年的“山东省生物物理省

级重点实验室”筹建项目，立足于欠发达地区地方高

校，历经20多个春秋的不懈努力和坚守，2018年12月

10日，省科技厅公布：“全省10家学科类省重点实验室

通过验收，纳入省重点实验室序列”，德州学院生物物

理重点实验室名列其中，正式跨入省级重点实验室建

设序列，也是全省同类院校唯一的一家学科类省级重

点实验室，实现了我校重点实验室建设历史性突破，

标志着我校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同时，建设了一支

不断开拓创新的生物物理多学科交叉团队，包括柔性

引进“天衢英才”特聘教授国家优青1名、国家青年千

人1名、泰山学者海外特聘教授1名等，以及全职的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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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特贴专家、2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名山东省

优青等，荣获了“山东省黄大年式教师创新团队”。下

面谈谈我校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在生命科学交叉领域

的一些研究情况。

一、20多年坚守追梦生物物理交叉研究

（一）抓住新兴交叉学科发展机遇，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了生物信息学研究

自 从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启 动“ 人 类 基 因 组 计 划 ”

（HGP）以来，催生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生物信

息学”（Bioinformatics）。几乎在同一时期，德州师专

就开始了生物信息学相关研究。1994年，在日本生物

物理学会全额资助下，本人应邀参加了“第一届东亚

生物物理学术会议”，并交流了其研究成果“Count and 

distribution of a tetrahedral lattice and its applications”

（四面体晶格计数分布及应用）[1]，该研究主要是把

DNA序列影射成空间格点，可从格点分布规律角度

研究DNA特征；1996年，本人在国际知名刊物J Theor 

Biol发表了第一篇生物信息学研究论文 (J Theor Biol, 

1996) [2]，把几何图形与熵结合起来，开展了核酸序

列的熵研究，得到了等熵方程，绘制了三维坐标平面

上的核酸等熵曲线，对7物种细胞色素C基因的熵增

加最快方向进行了分析；同年，获得了山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在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第一项研究课题“DNA

序列信息运作规律的数理研究”。在该课题资助下，

研究了DNA序列的全对称群和多义密码子对称性（J 

Biomath，2001）；提出了D晶格概念、证明D晶格是面

心立方晶格，揭示了D格点的空间分布规律，提出Z曲

线簇的概念，证明了Z曲线具有S4群对称性，得到了所

有Z曲线均限制在正四面体内切球的结论（J Biomath, 

2004）；并成功将熵及晶格理论引入到Z曲线分析中

（J Biomath, 2001; J Biomath, 2004）等等。

以几何模型研究为基础，于家峰攻读博士期间，

我们与东南大学孙啸教授合作提出了一套基于三联体

核苷酸的几何模型，该模型可以直接描述DNA序列中

密码子组成（Yu et al, J Theor Biol, 2009）。本人与印

第安纳大学周耀旗教授合作发现了39个同源FlgM无

序蛋白质表现出不同的温度依赖和进化特征 (Wang et 

al; Biophys J, 2013, 105:2598 ) [4]；建立了77个物种的

实验证实的长非编码 RNA数据库（Zhou et al;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18, 46 (D1), D100-D105）[5]；基于

SVM发展了实验证实长非编码RNA的预测方法（Zhou 

et al; RNA Biol., 2019, 16(11): 1555-1564.）；构建了基

于知识的非编码 RNA 结构预测势函数（J Comput Biol. 

2019）等等。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由于家峰，

周百灵等为带头人，10多人组成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团

队，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了系列研究成

果，与国内外同行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

（二）从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布局计算生物学研

究，建设生物大分子结构功能模拟团队

1999年，本人在中国科技大学施蕴渝院士实验

室进行访问合作研究一年，从此便开始了生物大分

子结构功能关系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多年来，

我们模拟了小蛋白相变过程，首次在原子水平建立了

蛋白质去折叠过程的相图（Wang et al; Phys Rev E, 

2003） [6]；找到了小蛋白最可几去折叠路径 (Wang et 

al; J Biomol Struct Dyn, 2008)，比较了具有相同拓扑

结构的小蛋白的去折叠轨迹和去折叠态（Zhao et al; 

BMC Bioinformatics, 2009）；首次给出了Chignolin小

蛋白的自由能面，从头预测了其天然结构（Dou et al; 

ModPhys Lett B, 2008）；开展了疾病相关固有无序蛋

白质(IDPs)的大规模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Wang et 

al; Curr Comput-aid Drug, 2009），综合利用高采样效

率的温度副本交换分子动力学模拟（T-REMD）方法

对 α-synuclein等淀粉样蛋白质进行大规模分子动

力学模拟研究 （Cao et al; Acta Biochim Biophys Sin, 

2011）；研究了癌症相关固有无序蛋白质Box-5和

P53，以人类上游结合因子HMG Box-5中间态系综的结

构特点 (Comput Theor Chem, 2011)；用分子动力学模

拟结合MM-GBSA方法研究了雌激素受体α (ERα)和

β(ERβ)的两个配位体的选择性分析，模拟了它们形

成复合体的构象变化特征 (Hu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4)；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结合自由能计算研究了8个

小分子与14-3-3σ蛋白的结合模式，分析了小分子的

动力学特征（Hu et al; Sci Rep, 2015）。近几年开展了

非编码RNA的模拟研究，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和自由

能计算的方法研究了核糖开关和配体小分子的结合模

式以及结合后的构象变化（Hu et al; J Chem Inf Model, 

2017；Int J Mol Sci, 2020）；运用操控动力学模拟研究

了一个蛋白和RNA的六聚体复合物，分析了解离路径

和去结合自由能谱（Hu et al; Int J Mol Sci, 2018）等

等。在研究的过程中，建立起由曹赞霞，扈国栋，边运

强为带头人，10多人组成计算生物学研究团队，承担

了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与国

内外同行开展了广泛交流合作。

（三）21世纪初开始调研生物传感器领域，布局

纳米生物传感技术研究

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关注生物传感器相关研

究，当时资料很匮乏，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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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图书馆找到2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生物传感器译

著，复印了2本，通过阅读此书，学习传感器的概念

和原理，了解一些研究进展。但是由于当时缺少人手

和必要的设备条件，迟迟没有开展相关研究。直到

2013年，许士才博士毕业来到实验室工作后，经过广

泛调研论证，把光生物物理方向改造优化成“纳米生

物传感及可穿戴技术”方向。发挥石墨烯纳米材料研

究优势，以DNA互作检测为切入点，研制石墨烯生物

传感器，研制了灵敏度很高的石墨烯纳米传感芯片，

发展了痕量生物传感方法。多年来，在许士才教授带

领下，研制了表面增强拉曼芯片，发展了一种快速、

灵敏、无损的检测方法，信号相对标准偏差~6％，

达到了定量或半定量的要求（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2016）。发展了石墨烯DNA、RNA、ATP

和miRNA生物传感器等（Xu et al; Nature comm.,2017;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2019；Nano, 2020）；

用石墨烯生物传感器研究了鸟嘌呤核糖开关与嘌呤

及其嘌呤类似物相互作用的过程（Tian et al;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20）。在研究的过程中，建立了由

许士才，李强为带头人，20多人组成的纳米生物传感

技术研究团队，发展势头良好。

（四）优化提升物理刺激微生物方向，立足区域

应用服务加强合成微生物技术研究

在物理刺激下，针对重要微生物进行功能改造研

究，如：典藏食药兼用黄伞菌、银杏菌、紫孢菌、夏

津古桑林桑黄菌等真菌品种。选育一株高产黄伞菌

（CGMCC 14556），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抗肿瘤天然

产物的初步研究；筛 选了针对土传病害如根腐病、

褐斑病等的高效拮抗菌进行全基因组测序（GenBank 

accession no. CP024647、CP025696、CP024632、

CP025308和CP025309）；申报了多项发明专利。围绕

微生物，曾强成、宋峰、何庆、李正华等开展了一些

初步研究工作。目前基于合成微生物等新技术进展，

立足农业和猪群健康等区域行业应用，本方向进一步

优化凝练，加强团队建设。

（五）猪群健康大数据及智能监控

依托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联合新希望

六和公司，2020年获得“山东省猪群健康大数据与智

能监测工程实验室”。依据生物物理学科交叉研究优

势，针对猪群健康大数据开展研究。建设猪群健康大

数据资源库；建设完善的数据收录、存储、分析、应

用的数据平台；建设一支猪群健康大数据人才队伍，

在猪群健康数据采集、数据挖掘和疾病预测模型算法

等方面开展工作。目前正在建设以扈国栋为带头人的

猪群健康大数据研究团队。

二、近几年生物物理交叉研究取得新进展

在大交叉创新理念指导下，发扬“宽厚包容、交

叉创新、合作共赢、砥砺前行”的创新精神，远缘杂

交启迪创造的火花。近几年，在lncRNA数据库建设

及预测方法发展，石墨烯纳米生物传感技术方面取得

重要成果，在Nature Communications、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得山

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

等1项，山东省青年科技奖1项；主持承担了40多项国

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下面重点介绍有关LncRNA生

物信息学和纳米生物传感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在LncRNA生物信息学研究领域：王吉华、

周百灵和周耀旗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实验证

实最大的长非编码RNA数据库。第一版EVLncRNAs

数据库收录了77个物种的1543个长非编码RNA，并

提供了每个长非编码RNA的大量相关信息，发表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上（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18）[4]，该版本EVLncRNAs数据库已被来自中国、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巴西、日本等

30多个国家的研究工作者访问了10000余次（http://

biophy.dzu.edu.cn/EVLncRNAs）；被国际著名组学航母

数据库—OMICtools在线收录（https://omictools. com/ 

lncrna-disease-association-data-category），被非编

码RNA著名网站lncRNABlog（https://www.lncrnablog.

com/s=EVLncRNAs）专题报道，评价是“目前世界上

实验证实最大lncRNAs数据库”；架起了非编码RNA和

疾病研究之间的桥梁（Daniel J Rigden et al.;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18）；Wei等人在其引文中评价：

EVLncRNAs数据库为基于转录组调控网络的帕金森

疾病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利用该数据库我们从45

个候选lncRNAs中筛选了2个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

的lncRNAs（BMC Medical Genomics, 2018）；美国密

苏里大学教授Dr. Julia Chekanova邀请我们在其新书

《Plant lncRNAs》中撰写了一章内容“Experimentally 

Validated Plant LncRNAs in EVLncRNAs Database”。

以 E V L n c R N A s 数 据 库 为 基 础 ，发 展 了 从 百 万 量 级

高通量测序得到的LncRNAs中预测发现实验证实新

LncRNAs的方法—EVlncRNA-pred，现在已在线开展

新的长非编码RNA预测研究（http://biophy.dzu.edu.

cn /lncrnapred/index. html.）（RNA Biology，2019）。自

第一个版本发布以来，研究团队一直持续不断收集新

发现的功能性长非编码RNA。经过三年多时间，在10

多位教师、20多名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于2021年

王吉华：生物物理交叉研究的历程、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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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ucleic Acids Research[7]发布了升级版EVLncRNAs 

2.0。EVLncRNAs2.0收录了124个物种的4010个长非

编码RNA，并提供了每个长非编码RNA的基本信息，

1665条功能信息，1082种相关疾病信息，11257条长非

编码RNA-疾病关联信息，6244条长非编码RNA与其

他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信息等等，还新提供了8个长

非编码RNA的结构信息，37条长非编码RNA编码小肽

的信息，33条外泌体相关信息，188个环形RNA的信息

和1079条长非编码RNA对药物、化学物质等的抗性信

息等。这些全面可靠的数据信息，对长非编码RNA特

征提取、预测方法发展和新功能认识，乃至重大疾病

和精准医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2020年11月发布

以来，已被国内外访问10756次（https://www.sdklab-

biophysics-dzu.net/EVLncRNAs2/）。

（二）在纳米生传感领域：许士才和王吉华带领

研究团队把先进的石墨烯材料与生物大分子间相互作

用检测结合起来，开展了石墨烯痕量生物传感技术研

究。将石墨烯作为传感材料制作场效应管（G-FET）

和增强拉曼生物芯片，实现了对核酸、修饰核苷等疾

病标记分子的痕量检测，检测极限达到钠摩尔级。

该方法对血清中腺嘌呤核苷的检测浓度低至~5nM，

在5-500nM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响应，实现了对血

清中肺癌标记物腺嘌呤核苷的低浓度检测，在医学和

生物技术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以上成果发表

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8]；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Applied 

Surface Science等重要学术杂志上，并得到国内外同

行广泛关注。例如：北京大学胡小永教授：该成果生

长的厘米级石墨烯晶畴G-FET动力学和亲和力传感

器对核酸检测达10pM，检测极限比目前标准的光学方

法低了3个数量级（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18）；北京大学张锦院士评价（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16）：该成果研制的石墨烯增强拉曼芯片应用于血

清中腺嘌呤核苷检测，在2-500nM的浓度范围内具有

良好的线性关系，最低检测限达到10-8M，可用于半定

量检测应用；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院士在（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2018）中详细介绍该成果，认为是

制作高性能增强拉曼芯片的典型方法。而且这一系列

纳米生物传感技术研究成果为LncRNA发现以及功能

鉴定新方法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20年，该系列研

究成果获得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生物物理交叉研究一点展望

郝柏林先生曾经说过“生物是物，生物有理”。

从薛定谔的名著《生命是什么》到沃森和克里克的

“DNA双螺旋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人类基

因组计划”到当前时髦的“生物医疗大数据”，从近年

来生命科学交叉领域诺贝尔奖“计算生物学”、“超分

辨率荧光显微成像”、“生物纳米机器”和“冷冻电镜

技术”频频出现到方兴未艾的大健康产业的兴起，预

示着大生命科学交叉研究和生命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代的到来。

事实上，生命和非生命具有共同的基本组成单元

（均由110多种元素组成），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生

命起源于非生命，在一定条件下生命和非生命又可以

相互转化，用太极阴阳图可以形象地描述生命和非生

命组成这个同一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图1）。单一元

素是生命和非生命的基本组成要素，生命是多种物质

形态的一种特殊排列组合形式。当前，新科技革命正

处于交叉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期，近25年来，交叉合

作研究获诺奖比例接近50％，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当前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9]。生命科学大交叉研究既

具有物质基础，又具备时代条件，也是社会重大需求

的必然要求。因此，基于学科交叉融合深入认识生命

现象、揭示生命规律、服务生命健康大有可为。

机遇降临于有准备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学科交叉

融通大发展、新科技革命快速演变的新时代，我校的

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力应有使命感，组织好力量，超

前布局，勇于探索，善于创造，积极开展生命科技大

交叉创新研究，从基础、技术、融合到需求，追求顶

天立地，立足应用需求，力争关键科技新突破。

    图1  生命科学大交叉研究具有统一物质基础

四、结束语

四分之一世纪追梦生命科学大交叉研究，承蒙各

方面支持，创建了以Bio-X为特色的“山东省生物物理

重点实验室”，打造了生物物理交叉研究的山东省黄大

年式教师创新团队，探索了一条地方院校激励创新的

可行科研模式，培育了“宽厚包容、交叉创新、合作共

赢、砥砺前行”的交叉创新正能量文化，取得了一些

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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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正处在学科交叉融通、协同创新发展

的大好时期，国家提升到战略高度进行谋篇布局，

我省正在规划，各高校也积极筹划抢夺发展机遇。我

校的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经过20多年发展，

具备了开展生命交叉研究的基础条件。在“十四五”

和2035年发展远景期间，希望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紧紧扭住国家创新驱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

德州市智造名城建设的重大机遇，勇于创新，砥砺前

行，建设一流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打造特色

鲜明交叉创新平台（图2），支撑我校学科专业一体化

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德州

大学作贡献。

图2   德州学院交叉创新平台LOGO(边运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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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Geim等人通过机械剥离的方法制备出石

墨烯以来[1]，二维Dirac材料迅速成为凝聚态物理学和

材料科学的研究重点[2]。石墨烯不仅导致了许多新概

念的提出，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展现

了极其诱人的应用前景。石墨烯的线性能带结构不同

于半导体，电子是有效质量为零且具有手征对称性的

费米子，其费米速度是光速的1/ 300 ，呈相对论特性。

由于电子的线性色散关系和手征性，使得石墨烯表现

许多奇特的性质，比如Klein隧穿[3]和半整数量子霍尔

效应[4, 5]。电子的高迁移率和较弱的自旋轨道相互作用

等物理特性在电子器件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

与石墨烯一样，硅烯也具有蜂巢状结构，导带与

价带在布里渊区的 K 和 'K 点费米能级处交叉，且表现

出线性行为[6]。但是，由于较长的硅-硅键长使得硅烯

的化学键比石墨烯弱，硅烯表现为非共面的翘曲结

构。硅原子较大的自旋轨道耦合会在Dirac点处打开一

个大小约为1.55meV 的带隙[7, 8]，Dirac电子有了质量，

Klein隧穿会被抑制。研究表明通过应力作用控制翘曲

结构的变化可以实现对带隙大小的调控。通过外加电

场也可以对带隙进行调控[9]，这一点与双层石墨烯中

利用电场调控带隙比较类似[10]。此外，硅烯具有与现

有硅基电子技术更兼容的优势。这些特性使得硅烯成

为下一代纳米电子学的绝佳材料，而且人们已经成功

制备出室温下的硅烯场效应晶体管[11]。

我们知道电子具有电荷和自旋两个内禀自由度。

通过对磁性纳米多层膜及其磁阻效应的研究，人们发

现自旋自由度可以作为信息存储和传输的载体，对电

子自旋自由度的研究形成了自旋电子学。最近，研究

人员发现在二维材料中电子还具有谷自由度，谷即是

电子能带色散曲线上的某些极值点。比如石墨烯的能

带结构在布里渊区费米面上有两个不等价但是简并的

Dirac点，即 K 谷和 'K 谷，两能谷满足时间反演对称性
[12]。可以利用谷自由度作为信息载体，调控谷自由度

设计相关功能器件，即谷电子学。与传统电子器件相

比，利用谷自由度进行信息处理具有集成度高、运行

速度快、能耗低及信息不易丢失等优点[13, 14]。

谷电子学的关键问题是实现一个可操纵的谷极化

电流。以石墨烯和硅烯等为代表的单原子层二维材料

是最近研究较多的谷电子材料。最早的研究工作来自

Beenakker团队，他们首先利用锯齿形纳米带的量子点

接触结构实现了石墨烯电子的谷过滤器件，两个平行

排列的谷过滤器构成一个可以用电极两端电势差来调

节的谷阀门[15, 16]，而且理论预测通过Andreev反射可以

探测到该谷过滤现象[17]。但是这一方案需要精确地控

超晶格外场下石墨烯和硅烯的谷极化电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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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石墨烯纳米带的边界，在实验上难以实现。理论研

究发现应力会在布里渊区的 K 和 'K 谷产生一个等大

反向的赝磁场。应力效应为人们操纵石墨烯的电子结

构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设计谷电子器件提供了一

个新方案。常凯等人研究了局域应力和磁电外场共同

作用下石墨烯的谷极化流和谷相关的古斯-汉欣效应

等性质[18, 19]。Ezawa发现硅烯的自旋和谷自由度是耦合

的，并存在一定的选择性[20]。理论研究表明硅烯中存

在一种新的量子态，即谷极化的量子反常霍尔态，这

种新的拓扑态同时具备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量子谷霍

尔效应的性质[21]。Yokoyama发现考虑自旋轨道耦合

时，利用铁磁体导致的自旋交换场和外加电场导致的

带隙的共同作用，可以在硅烯上实现一个可控的自

旋-谷极化电流[22]。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实现石

墨烯的自旋极化[23]，但是由于石墨烯的自旋轨道耦合

很弱，不能同时得到谷极化电流。除了上述利用电

场、磁场、应力和激光等外场来产生谷电流，还可以

利用系统的内禀特征，比如牛谦团队提出的通过利用

不同能谷的贝里曲率进而对能谷进行操纵[24]。

超晶格外场是调控半导体和二维材料电子结构的

有效方法[25-39]。在实验上，将石墨烯或硅烯放置在金

属基底上可以产生纳米级的超晶格结构[25, 26]。由于石

墨烯的手征特性，电超晶格可导致其费米速度的各向

异性重正化[27, 28]并产生新的Dirac点[29, 30]，这已被实验

所证实[26, 31, 32]。相反地，磁超晶格作用下在能带结构

中产生了新的有限能Dirac点，而且零能Dirac点处的

费米速度被各向同性重正化[33-35]。电场和交换场作用

下，硅烯超晶格的自旋和谷简并均被破坏，使得硅烯

的微带结构依赖于自旋和谷自由度[36, 37]。而且硅烯超

晶格可以显著增强自旋极化和谷极化电流[38, 39]。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我们将主要回顾并讨论几类

超晶格外场作用下石墨烯和硅烯体系的谷极化能带结

构、谷极化输运、自旋极化输运以及能谷与自旋自由

度的联合调控。

一、石墨烯的波矢及自旋过滤

由于石墨烯的自旋轨道耦合作用较弱，电子的自

旋弛豫时间较长，所以石墨烯是很好的自旋应用材

料。因此外场调制下石墨烯的自旋极化输运研究逐渐

被重视。这部分我们讨论铁磁超晶格作用下石墨烯电

子的自旋极化输运性质。考虑由势场U 和铁磁交换场

h 构 成 的 准 一 维 超 晶 格 结 构 外 场 ( )U x 。在 势 垒 区

0( )U x U sh= − ，而势阱区 ( ) 0U x = 。D 和 L 分别是势

垒和势阱的宽度， 1s = ± 描述上下自旋电子，交换场

5h meV= ， 1, 2,3,m N=  。 描 述 系 统 的 哈 密 顿 量 在

Dirac附近可以写为：

           ( )FH v p U xσ= ⋅ +                         （1）

这里 Fv 是费米速度， ( , )x yσ σ σ= 是泡利矩阵，

( , )x yp p p= 是动量算符。对于准一维结构， y 方向动

量 yk 是守恒的。所以对于入射能量 E 和横向波矢 yk
的电子，可以求出波函数，根据波函数的连续性，利

用转移矩阵可以得到电子的透射率 ( , )yT E k 。

图1  双势垒的透射率VS入射能[27]。（a） 150D nm= ， 50L nm= ；

（b） 0 100U meV= ， 50L nm= ；（c） 0 100U meV= ， 150D nm= 。

首先，我们讨论无交换场时的电子输运，此时输

运是自旋简并的，如图1所示。为了保证势阱区束缚态

的存在，这里取 10.015yk nm−= 。显著地，在输运间隙出

现共振隧穿峰。从图1（a）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势垒强

度的增加，共振峰逐渐向高能区移动。图1（b）显示随

着势垒宽度的增大，共振峰变尖，共振域变窄。图1

（c）表明随着势阱宽度增大，输运间隙会出现更多的

共振峰。但是，输运间隙宽度对结构参数的变化并不

敏感。因此，通过调节势垒的强度和宽度，可以分别有

效地控制共振域的位置和宽度。这表明该结构可以作

为一个波矢量滤波器。这种共振隧穿缘于势阱中束缚

态的离散能谱，当电子的入射能与离散能级一致时，便

会导致共振隧穿现象。

下面我们讨论自旋输运性质。铁磁性可以诱导出

交换场并构建了一个自旋相关的超晶格，由于能谱是

自旋有关的，所以输运也会依赖于自旋自由度。图2给

出了自旋输运以及自旋极化率随入射能的变化规律。

卢伟涛：超晶格外场下石墨烯和硅烯的谷极化电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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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0L nm= 时（a-c）自旋输运VS入射能。

（a） 0 100U meV= ， 100D nm= ；（b） 0 110U meV= ， 100D nm= ；

（c） 0 100U meV= ， 150D nm= 。（d）图a-c中自旋输运的极化率
[27]。

显然，上自旋和下自旋电子在输运间隙中均存在共振

隧穿现象。相比于普通电子输运，上自旋（下自旋）

电子的共振域移向了低（高）能区，所以出现了自旋

劈裂。图2（a）-2（c）讨论了结构参数对自旋输运的影

响 。自 旋 输 运 的 性 质 可 以 通 过 自 旋 极 化 率

( ) / ( )P T T T T↑ ↓ ↑ ↓= − + 清晰的展现出来，如图2（d）。

可以看出在一定的能量范围内可以达到100％自旋极

化平台。当能量值在两种自旋的共振隧穿变化时，自

旋极化率将改变符号。更重要地是通过改变超晶格的

强度和宽度，可以有效地调节自旋极化平台的位置和

宽度。因此，利用这些性质可以设计基于石墨烯的自

旋器件，比如自旋过滤器和自旋开关。

二、石墨烯的谷极化能带结构

电超晶格和磁超晶格可以调节石墨烯的能带结

构，但是并不能破坏石墨烯的能谷简并性。为了研究

谷相关的能带性质，我们利用磁场和局域应力构建了

双列超晶格结构。实验上，利用衬底不同形状与石墨

烯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不同的局部应力[40]。应力会产

生一个与真实磁场不同的保持时间反演对称性的赝磁

场和矢势 SA ，所以矢势 SA 在两能谷具有相反的符号。

朗道规范下，磁场对应的矢势为 MA 。磁场和应力构成

的超晶格外场示意图如图3（a）所示。单粒子近似

下，低能电子态可由无质量Dirac方程描述：

      [ ( )]F M Sv p eA eA Eσ η ψ ψ⋅ + + =              （2）

其中 1η = ± 描述 K 和 'K 谷附近的电子。这里

引入了无量纲单位： /Bl eB= 

， 0 /F BE v l=  ， 

0B B B→ ， 0M B MA B l A→ ， Br l r→
 

，   / Bk k l→ ，

0E E E→ 。谷相关电导可写为

/2

, ' 0 , '/2
( ) ( , sin )cosK K K KG E G T E E d

π

π
θ θ θ

−
= ∫

  

                                                                      （3）

其中 , 'K KT 是透射率，θ 是入射角， 2
0 2 /yG e EL π= 

是电导单位。谷极化率定义为：

              ' '( ) / ( )K K K KP G G G G= − +                  （4）

利用Bloch定理可得到能谷附近的色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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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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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中 1,2,3q 为不同区域的纵向波矢。

首先，我们讨论能谷附近的能带特点，如图3和

4。图3（b）表明不同于原始石墨烯，K 谷的零能Dirac

点 从 0yk = 移 至 / 2y Mk A= − 。 由 于 色 散 关 系 在

y y Mk k A→− − 变 换 下 的 不 变 性 ，能 带 结 构 关 于

/ 2y Mk A= − 对称。根据色散关系可以计算出有限能

Dirac点的位置：

                 22

2
m

n
AnE

a
π   = ± +   

   

                 
（6）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势垒强度和宽度来调节

Dirac点的位置。不同于 K 谷， 'K 谷的Dirac点位于

0yk = ，而 且 有 更 多 的 有 限 能 D i r a c 点 出 现 ，见 图 3

（c）。K 谷和 'K 谷的Dirac点在能量区域呈交替分布，

这有利于实现谷极化输运。而且， 'K 谷表现出显著的

瞄准行为。图3（d）（e）给出了两能谷附近重整化群速

度的特点。可以看出两能谷在零能Dirac点的群速度均

呈各向同性，而在有限能Dirac点的群速度则呈各向异

性。随着宽度 a 的增大，群速度 0v 和 vnx单调减小，因

为电子逐步被局域在 x 方向。 'K 谷的群速度对势垒宽

度更敏感。显著地，存在一个宽度区域 3a > ，K 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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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磁场-应力超晶格示意图[33]。 1a b c= = = 时

（b）K 谷和（c） 'K 谷附近的能带结构。（d）K 谷和（e） 'K 谷

附近群速度VS势垒宽度。这里 2M SA A= = 。

群速度为有限值，而 'K 谷的群速度几乎为零。因此，

我们可以同时实现 K 谷的正常传导和 'K 谷的零传导。

这使得我们能够控制电子的谷相关运动，进而实现谷

极化电流。

图4  2MA = 、 4SA = 、 1a b= = 时（b, c）K 谷和（d, e） 'K
谷的能带结构[33]。（a） 0c = 、（b, d） 0.2c = 、（c, e） 0.4c = 。

在调节能带结构方面，相比于普通的磁超晶格和

应力超晶格，磁-应力双列超晶格更有优越性。正如

图4所讨论的，通过改变应力宽度可以独立地调节某

一个微带的位置。没有应力时，即 0c = ，K 谷和 'K
谷的能带结构是相同的，因为只有磁场不能破坏能谷

的简并性，见图4（a）。随着应力的出现，即 0c ≠ ，

能谷简并被破坏。从图4（b）（c）可以看出随着 c 的增

大，K 谷的第二条微带逐渐向下移动，并最终与第一

条微带合并。相反地， 'K 谷的第二条微带向上移动至

第三条微带，而两者间的带隙逐渐减小，见图4（d）

（e）。同时，K 谷的零能Dirac点向左移动，而 'K 谷的

零能Dirac点向右移动。微带的这一变化行为可以理解

如下。事实上，宽度较窄的应力可以看作是设置在磁

超晶格势阱中的扰动，对于 K 谷来说应力起到势垒的

作用，而对于 'K 谷来说应力则起到势阱的作用，这将

会影响第二条微带的束缚态，进而导致微带的移动。

只有磁场存在时，电子输运是谷简并的；只有应

力存在时，两能谷的电子输运关于 y yk k→− 具有不变

性，因为时间反演对称性。但是磁场和应力共同作用

下，可以破坏谷简并，并实现谷极化输运（见图5中实

线）。由于实验技术的随机性，超晶格的无序性是不

可避免的。图5讨论了无序对谷极化输运的影响。我

们设超晶格的无序涨落为：

               , 0, 0| (1 )M S i M S iA A ς= + ∆                （7）

          0 0 0( , , ) | ( , , )(1 )i ia b c a b c ς= + ∆            （8）

这里{ }iς 是不相关的随机变量或白噪声， ∆ 是无

序强度。随着无序的增强，两能谷的电导都受到抑

制，但共振电导的位置几乎不变，从而导致了极好的

谷极化（见图5）。由于电子在两能谷附近的超晶格

结构有本质的区别，而无序仅仅引起超晶格在量值上

的变化，所以无序对谷极化输运没有本质的影响。

图5（a）势垒强度和（b）势垒宽度出现无序时电导 , 'K KG 和

谷极化 sP VS费米能[33]。（a） 0 0 1.5M SA A= = 、 2.0b = 、 1.0a c= = ；

（b） 1.5M SA A= = 、 0 2.0b = 、 0 0 1.0a c= = 。

三、硅烯的自旋-谷极化能带结构

由于内禀自旋轨道耦合，硅烯的自旋和谷自由度

是相互锁定的。所以在硅烯材料中，我们可以尝试对

自旋和谷自由度进行联合调控。这对量子信息和量子

计算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可以设计自旋-谷量子比特
[41]。这里我们利用势场U ，垂直电场 zE 和铁磁交换场

h 来构建超晶格外场，以调控自旋和谷相关的能带结

构以及输运性质。在此超晶格中，U， zE 和 h 只分布在

卢伟涛：超晶格外场下石墨烯和硅烯的谷极化电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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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垒区，在势阱区 0zU E h= = = 。 bd 和 wd 分别是势垒

和势阱的宽度。垂直于硅烯样品面的电场 zE 会产生一

个交错晶格势 z zE∆ =  。描述低能电子态的哈密顿量
为

( )F x x y y s z sH v k k Uησ η σ σ= − + ∆ +         

（9）

其中 s Z SOsη η λ∆ = ∆ − 是不同自旋和能谷的带隙，

sU U sh= − 不同自旋的有效势场。自旋和谷相关电导

可定义为

            ( ) ( ) ' ( )( ) / 2K KG G G↑ ↓ ↑ ↓ ↑ ↓= +             （10）

           ( ') ( ') ( ')( ) / 2K K K K K KG G G↑ ↓= +         （11）

然后引入自旋极化率和谷极化率：

              ( ) / ( )sP G G G G↑ ↓ ↑ ↓= − +              （12）

            ' '( ) / ( )v K K K KP G G G G= − +             （13）

通过计算可得到上自旋和下自旋电子在两能谷

附近的色散关系：

2 2 2 2

cos( ) cos cos

[( ) ( ) ( ) ]
sin sin

2

x w w b b

b w w b b w y
w w b b

w b w b

k d q d q d
q q k

q d q d
q q

ε ε ε ε
ε ε

=

+ + −
−

                                         

（14）

其中 bq 和 wq 分别是势垒和势阱区的纵向波矢。

上式表明只有交换场存在时，自旋发生劈裂，但是能

谷仍保持简并。电场的存在可以导致能谷发生劈裂。

所以交换场和电场共同作用可以破坏自旋和能谷自由

度的简并，使得不同能谷处的不同自旋电子具有不同

的带隙和费米面。在具体的计算中作了无量纲化处

理 ： / FE Ed v→  ， / FU Ud v→  ， /SO SO Fd vλ λ→  ，

/z z Fd v∆ → ∆  ， / Fh hd v→  ， y yk k d→ ， x xk k d→ ，

/w wd d d→ ， /b bd d d→ 。 b wd d d= + 是晶格单元的长

度。

在下面计算中，设宽度 b wd d= ，硅烯的自旋轨道

耦合为 3.9SO meVλ = 。取 2z SOλ∆ = ，以讨论有带隙和

无带隙两种情况的能带结构。图6讨论了势场对两能

谷处不同自旋电子能带的影响规律。当势场 0U = 时

K 谷 处 的 上 自 旋（ K ↑）电 子 和 'K 谷 处 的 下 自 旋

（ 'K ↓ ）电子是零带隙，而 K 谷处下自旋（ K ↓）电

子和 'K 谷处上自旋（ 'K ↑）电子则具有较大带隙（见

图6（a1）-（a4））。由于交换场 h ，上自旋（或下自

旋）电子的Dirac点或带隙中心位置逐渐发生下移（或

上移）。当 0U ≠ 时，K ↑（或 K ↓ ）电子与 'K ↓ （或

'K ↑ ）电子能带关于 E E→− 的不变性被破坏。随着

U 的增大，出现了新的Dirac点，而且Dirac点的数量逐

渐增加。这些新的Dirac点可以通过波函数的手征性得

到证明[42]。显然，硅烯中Dirac点的特点对自旋和谷自

由度有很强的依赖性。比如 135U meV= 时，K ↑ 、

K ↓ 、 'K ↑ 、 'K ↓ 电子的Dirac点个数分别为5、6、

4、7，见图6（d1）-（d4）。 40.66U meV= 时的 K ↓ 电

子（见图6（b2））和 100.63U meV= 时的 'K ↑电子（见

图6（c3））在 0yk = 处产生了新的Dirac点，而且随着

U 的增大，它将一分为二沿着 yk 向反方向移动。

图6  8.0h meV= ， 7.8z meV∆ = ， 50b wd d nm= = 和 0xk = 时

不同自旋和谷电子的能带[36]。（a1-a4） 0.0U = ；（b1-b4）

40.66U meV= ；（c1-c4） 100.63U meV= ；（d1-d4） 135.0U meV= 。

为 了 确 定 U 的 临 界 值 ，设 w bd d= ， 0xk = ，令

w bq q= ，通过计算可求出新增Dirac的位置满足：

      
2 2

0
( ) 2

2( )
z z SOU sh sE

U sh
η λ− −∆ + ∆

=
−

           （15）

      2 2 2
20

0 2

( )1 (2 )
( )

SO
y

F

E dk n
d v

λ π−
= −



         
（16）

当 2 2
0 / 2SO FE d v nλ π− ≥

时 ，
0yk 为 实 数，新 的

Dirac点将在 0 0( , )yE k 处产生。当 U 较小时， 0yk 为虚

数，这意味着没有新的Dirac点。根据上式，我们可以

得到不同能谷和自旋电子的Dirac点数量 DN 。对于

K ↑和 'K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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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02 1

2
SO

D
F

E d
N

v
λ

π

 −
 = +
  

               
 （17）

对于 K ↓和 'K ↑电子：

               

2 2
02

2
SO

D
F

E d
N

v
λ

π

 −
 =
  

                 
（18）

这 里 [ ] 表 示 取 整 数 部 分 。注 意 在 U 的 临 界 值

处，比如 40.66U meV= 和 100.63U meV= 时，K ↓ 和 'K ↑

电子的Dirac点数量为 2 1DN n= − ，见图5（b2）（c3）。

上式表明通过改变电场 zE 和交换场 h 可以调节Dirac

电的数量和位置。

图7  （a）自旋极化率 sP 和（b）谷极化率 vP 随 ( , )U h 的变

化[36]。参数 120b wd d nm= = ， 10z meV∆ = ， 6E meV= 。

能谷和自旋相关的能带结构反映在了输运特性

中，并为控制谷极化和自旋极化输运提供了指导。图7

给出了（a）自旋极化率 sP 和（b）谷极化率 vP 随势场

U 和交换场 h 的变化规律。有趣的是在一定区域内，

sP 和 vP 均呈周期变化。 sP 和 vP 关于 h h→− 均具有

反对称性分布。选取适当的 U 和 h 可以实现自旋和

能谷的同时极化。比如 42U meV= 和 6h meV= 时，

1s vP P= ≈ ，这意味着此时电流主要由 K ↑ 电子贡献。

44U meV= 和 6h meV=  时 ， 1sP ≈ ， 1vP ≈ − ； 而

46U meV= 和 6h meV= 时， 1sP ≈ − ， 1vP ≈ − 。结果表

明自旋极化和谷极化可以有效地转换。

四、缺陷对自旋-谷极化输运影响

利用超晶格外场作用下的共振隧穿效应可以实现

自旋极化和谷极化输运。但是在非共振区域，极化率

还是很低。为了在更宽的区域实现高自旋极化和高谷

极化输运，下面我们讨论含有缺陷的超晶格结构。基

于硅烯的超晶格外场由势场U ，垂直电场
zE 和铁磁交

换场 h 构成。不失一般性，假设第 i 个势垒出现缺陷，

其 强 度 为 ( ) ( )s i iU U U s h hδ δ= + − + ，其中 i iU s hδ δ− 表

示缺陷的强度。当 i iU hδ δ= （或 i iU hδ δ= − ）时，上自

旋（或下自旋）电子感受到规则超晶格，而下自旋

（或上自旋）电子感受到缺陷超晶格。因此，缺陷会

抑制某一自旋电子的共振输运效应，进而增强自旋极

化率和谷极化率。

相关文献一般讨论能量 区域的输运

性质，因为此时某一自旋-谷电子的入射能落在能隙范

围，电导完全为零，通过调节 zÄ 容易实现自旋和谷的

完全极化。下面我们主要讨论 的高能区

域，不同自旋和谷电子的入射能均不在能隙范围，电

导均为有限值。我们假定超晶格在第二个势垒处存在

缺陷 2hδ 和 2Uδ 。图8给出了自旋极化 sP 和谷极化 vP 随

缺陷强度的变化。当 2 2U hδ δ= 时（图8中实线）， sP 和

vP 随缺陷强度呈周期振荡变化，显然，取适当的 2Uδ
可以使 sP 和 vP 同时达到饱和。但这不影响把结果推广

到 的 情 况 ，即 使 2 2U hδ δ≠ 时 （ 图 8 中 虚

线），也可以在 2 2U hδ δ≤ 范围实现很高的自旋极化和

谷极化。特别地， 17E meV= 时， sP 和 vP 达到了几乎

100％的极化率，尽管 2 0Uδ = （见图8（c, d））。但是

由于 2 2U hδ δ≠ ，随着 2Uδ 的继续增大，上自旋电子的

超晶格也出现较强的非对称性结构，导致电导 KG ↑ 和

'KG ↑ 变弱，所以 sP 和 vP 也逐渐缩减。值得注意的是 sP

和 vP 随着 2Uδ 具有类似的变化行为，因为此时电导主

要由 KG ↑ 和 'KG ↓ 贡献。因此，通过适当调节超晶格某

一位置的缺陷，我们可以实现电子自旋输运和能谷输

运的完全极化。

图8  10U meV= 和 5h meV= 时（a, c）自旋极化率 sP 和（b, 
d）谷极化率 vP 随缺陷 2Uδ 的变化[38]。（a, b） 13E meV= ；（c, d）

17E meV= 。

五、结论与展望

文章主要介绍了几类超晶格外场调控下石墨烯

和硅烯的谷相关能带结构和输运性质。铁磁石墨烯超

晶格可以表现出有效的波矢过滤和自旋过滤效应。应

卢伟涛：超晶格外场下石墨烯和硅烯的谷极化电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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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磁场超晶格下石墨烯系统的时间反演对称性和谷

简并性同时被破坏；表现出能谷相关的瞄准行为和重

整化群速度；通过改变应力可以独立的调控微带及带

隙度。电场-交换场超晶格下硅烯的自旋简并和谷简

并均被破坏；Dirac点、各向异性速度和电导对自旋

和谷自由度有很强的依赖性；能够实现自旋和谷极化

的开关切换。缺陷会导致超晶格结构的非对称性，使

得在很宽的能量区域实现自旋极化和谷极化的显著增

强。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不同能谷附近的电子特

征以及谷器件的设计，对锗烯、过渡金属硫化物等其

他二维材料的电子调控也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仅对超晶格调控下Dirac电子的谷相关物理性

质做了初步介绍。谷电子学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许多新奇的物理现象和概念层出不穷。谷电子学的发

展也会从自旋电子学的研究和成功中获得灵感。对于

自旋和能谷强耦合的二维材料，可以借助于能谷来实

现对自旋的控制和探测，并提供实现联合调控自旋-

谷电子态的手段。由于空间反演对称性破缺和内禀自

旋轨道耦合，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可以作为理想的谷

电子材料，并能为自旋电子学提供新的研究平台。随

着二维Dirac材料以及拓扑材料的发展，谷电子学也逐

渐成为凝聚态物理的新兴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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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属有机框架（MOFs）结构是由金属离子或金属簇与有机配体通过自组装策略相互连接而形成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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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机金属框架材料是由含氮、氧等有机配体与

金属离子通过离子键和配位键等键连方式自组装成的

一类配位聚合物。根据合成方法和组分单元的不同，

可以将其分为网状金属和有机骨架材料（IRMOFs）、

类 沸 石 咪 唑 骨 架 材 料（Z I F s）、莱 瓦 希 尔 骨 架 材 料

（MILs）和孔、通道式骨架材料（PCNs）[1]。这类配

合物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多孔性及大的比表面积，与此

同时也含有无机金属节点和有机配体，因此在气体的

吸附与储存、分子分离、药物的缓释和催化等方面有

重要的应用[2]。例如，在MOF材料中金属中心可与溶

剂DMF和水等通过配位键结合，在加热或真空等条件

下，溶剂解离后金属配位点可作为Lewis酸催化剂，如

HKUST-1和USTC-253[3]。本文将简要总结NHC卡宾功

能化有机金属框架的一些经典合成方法及在不同领域

的一些典型应用，为研究人员设计新的MOFs材料和发

掘新的应用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指导。

N - 杂 环 卡 宾（N H C）（也 称 为 A r d u e n g o 卡 宾）

是 一 种 相 对 较 为 稳 定 的 卡 宾 ，其 通 式 可 以 表 示 为

(R2N)2C：，其中R基团通常为芳基和烷基，常见的NHC

卡宾可以通过咪唑，咪唑啉，噻唑或三唑与强碱的反

应来制备（如图1）[4]。通常情况下，卡宾可以分为单线

态卡宾和三线态卡宾，区别在于单线态卡宾碳的杂化

形式为sp2，未被填充的p轨道在杂化面的垂直方向；

在三线态卡宾中，两个p轨道各有一个电子，因此其

能量相对单线态卡宾较低（基于洪特规则）。由于

NHC卡宾是良好的σ-供体和π-受体，因此可以与系

列不同的过渡金属配位，例如Ru、Rh、Ir和Pd等[5]，从

而使其在催化和气体分离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例如，

基于NHC卡宾的MOFs材料可以高效催化Suzuki偶联反

应[6]。

图1 典型的金属卡宾络合物

二、NHC卡宾功能化MOFs材料的合成方法

通常情况下，可以根据在合成MOFs材料的过程

中是否直接使用NHC卡宾络合物，将NHC卡宾功能

化MOFs材料的合成简要的分为三类：1）无金属NHC

卡宾合成MOFs；2）采用NHC卡宾金属络合物合成

MOFs；3）金属后修饰法合成NHC型M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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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金属NHC卡宾合成MOFs

在 经 典 合 成 M O F s 材 料 的 方 法 中 ，合 成 离 子 型

MOFs材料需要金属阳离子与有机负离子配体相结

合，单纯的阳离子型MOFs材料较难合成。当采用羧基

金属咪唑盐作为有机配体时，可以快速高效的合成阳

离子MOFs骨架材料。例如，Sumby等采用双羧酸氯化

咪唑盐和硝酸锌分别为有机配体和金属节点，将其置

于含有DMF的封管中，高温处理5天之后可以合成含

有规整结构单元的三维MOFs材料[7]。

Bharadwaj基于1,3-双(4-羧基苯基)咪唑盐和Zn

合成了一种含有Zn8O金属簇的MOFs材料，其结构如

图2所示[8]。这种材料的特点在于其孔道内含有大量

的水分子和DMF分子（N,N-二甲基甲酰胺）。在加热

条件下，可以在不损伤晶体结构的情况下释放出溶

剂分子，从而极大的改变其质子电导率。随后，他们

又基于Cd(NO 3) 2和咪唑合成了一种新型三维聚合物

{[Cd2(L)3(DMF)(NO3)]-(DMF)3(H2O)8}n（其中DMF=N,N-

二甲基甲酰胺，L=1,3-双(4-羧基苯基)咪唑），但其质

子电导率较前者相比较低[9]。

图2   NHC-Zn型MOFs材料

尽管多数情况下在经典MOFs材料合成中常采用

对位二羧基有机配体，但非对称三羧基配体依然可以

被用于合成有机金属框架结构。2012年，Su课题组采用

N-(3,5-二羧基苯基)-N’-(4-羧基苄基)氯化咪唑盐与

硝酸锌合成了一种电荷分离的双孔道MOFs材料，其结

构如下图所示。在合成过程中，作者采用DMF/H2O混

合溶剂，因此这类MOFs材料对水极为稳定（图3）。

图3  NHC卡宾功能化双孔道MOFs材料

此外，Hupp等成功利用咪唑四羧酸盐与硝酸铜

合成了一类可用于二氧化碳和甲烷分离的三维MOFs

材料，配体合成方法和材料结构如下图所示 [10]。首

先，苯胺羧酸酯与乙二醛反应生成席夫碱，然后再分

别与多聚甲醛反应和氢氧化锂反应生成四羧基氯化

咪唑盐。然后再通过热溶剂法与硝酸铜在二甲亚砜

（DMSO）中反应12天，最终合成目标MOFs。单晶分

析表明在Z轴方向和X轴方向的孔道形貌与大小存在明

显差异（见图4），甲烷的选择性吸附实验表明配位不

饱和的金属节点与咪唑盐的阳离子结构对其分离性能

有重要影响。

图4  基于四羧基结构的NHC-MOFs材料

2016年，Perry等首先合成了含有咪唑盐基团的二

羧酸，再利用热溶剂法，采用四氯化锆为金属节点，

在120℃条件下合成了一种含有八面体单元的MOFs材

料，然后再用二异丙基氨锂（LDA）为碱去质子，最后

用液溴处理后制备了一种含有溴化咪唑盐的MOFs材

料（图5）。催化结果表明活化后的MOFs催化剂能够

高效催化苄醇和乙酸乙烯酯的酯交换反应，对应目标

乙酸苄酯的产率高达72％[11]。

图5   溴化咪唑盐型MOFs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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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NHC卡宾金属络合物合成MOFs

与其他类型负载型催化剂相比，MOFs型催化剂

的合成过程往往需要较高的温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MOFs材料的单体往往为羧酸配体，因此NHC卡宾金

属络合物单体往往需要对酸和高温环境不敏感。

2009年，Son等利用异丙基修饰的咪唑二羧酸盐与

硝酸铜合成了一类大孔道结构的MOFs材料[12]。在合

成过程中，金属节点盐硝酸铜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不

仅可以作为金属节点；也可以被还原为一价酮后与卡

宾配位，因此在最终MOFs材料中含有两种不同的铜，

其合成过程和结构如下图6所示。此外，Duan等也用类

似策略合成了可以用于催化α,β-不饱和酮硼化反应

的MOFs催化剂[13]。

图6  铜修饰NHC卡宾型MOFs催化剂的合成

随后，Matute等采用三联苯二羧酸和卡宾铱修

饰的三联苯二羧酸混合配体合成了UiO-68型MOFs

材 料 [14]。在合成过程中，两种配体的比例对MOFs材

料形貌有重要影响，优化反应表明使用40％金属铱功

能化二羧酸配体可以制得形貌规整、配体比例均匀的

MOFs催化剂，其结构如下图7所示。此外，Dong等利

用类似的策略合成了双咪唑钯配合物修饰的UiO-67型

MOFs催化剂，并将其用于碘苯和丙烯酸乙酯的偶联反

应[15]。

图7  铱修饰的NHC卡宾型MOFs催化剂

（三）金属后修饰法合成NHC型MOFs

利用金属后修饰法合成MOFs材料是一种较为通

用的办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避免合成MOFs过

程中剧烈条件对配位金属的影响。例如，在高温环境

中卡宾钯(II)型催化剂易被氧化为更高价态的钯离子，

从而丧失其原有的催化活性。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利用后修饰法合成的NHC型金属催化剂过程中载体

的溶解性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当载体溶解度

较差时，会导致金属的配位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011年，Wu等基于双咪唑盐二羧酸合成了两种不同

的MOFs型催化剂。将双咪唑烷基脲盐与Cu(NO3)2H2O

在甲醇和乙醇的混合溶剂中处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合

成一种具有三维结构的MOFs催化剂，单晶数据表明

这种结构属于P21/c空间群，每个铜原子与四个羧基配

位，同时晶体中还镶嵌了一个甲醇分子（图8）。通过

后嫁接的策略将金属钯负载于骨架材料之后，它能够

高效催化溴苯和苯硼酸的偶联反应，对应联苯的产率

高达98％[16]。

图8   NHC-Pd型催化剂的载体

2018年，Verport等基于金属后嫁接策略合成了可

以用于醛、胺和炔偶联反应的MOFs催化剂，如图9[17]。

首先将醋酸银和MOFs载体在二氯甲烷中混合，室温

搅拌12小时后，将反应温度升高到39℃，回流24小时

后即可制得亮棕色催化剂。此外，Verport课题组也

发现这种后嫁接法合成的MOFs催化剂也能高效催化

Knoevenagel反应[18]。

图9   银修饰的NHC卡宾型MOFs催化剂

2019年，Fei课题组报道了NHC功能化UiO型MOFs

黎玲玲，等：氮杂环卡宾功能化有机金属框架的合成及应用



22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7 卷

材 料 催 化 的 氮 甲 基 化 反 应 。首 先 ，利 用 咪 唑 双 羧 酸

盐作为有机配体，采用热溶剂法合成了经典的UiO

型MOFs载体，然后分别利用后嫁接的策略将ZnCl2和

CuCl负载于其之上，如下图10所示[19]。在催化反应

中，不仅能够兼容非常规甲基化试剂二氧化碳，也能

够将均相催化剂和MOFs材料孔道结构的优点相结

合[20]。最近，Nezhad等利用类似方法将金属钯负载于

MIL-101上[21]。

图10   锌和铜修饰的NHC卡宾型MOFs催化剂

三、NHC卡宾功能化MOFs材料的应用

MOFs材料的结构特点在于其大的比表面积、孔道

结构和配位不饱和金属节点，促使其在众多领域有重

要的应用。根据已报道文献，MOFs材料在气体吸附、

选择性分离、药物释放和催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

用。例如，经典的MOF177材料在低温下的储氢效率已

超过7％，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TIF-1型MOFs结构

能够通过修饰配体功能团的策略选择性分离甲烷和乙

烯[22]；此外，基于MOFs材料的多相催化剂可以高效催

化酯化反应、Diels-Alder 反应和烯烃氧化反应等[23]。

（一）NHC卡宾功能化MOFs材料在催化中的应用

现阶段大多数NHC卡宾型催化剂均无法被多次利

用，主要原因是在反应过程中它们能够完全溶解在反

应体系中，因此较难在保持其活性的同时用简单方法

分离。例如，许多课题组合成了基于介孔硅基材料和

聚合物等的NHC卡宾钯催化剂。然而，这类催化剂的

局限性在于其微观结构并不是非常明确，导致难以对

一些超出预期的反应现象能够合理解释。随着MOFs

材料的发展，科学家逐渐开始合成NHC卡宾功能化有

机金属框架结构，其催化性能主要通过系统调节NHC

卡宾类型和配位金属种类的策略来实现，已报道的反

应包括Suzuki偶联反应、Heck偶联反应、烯烃的氢化

反应和不饱和酮的共轭加成反应等[24]。

2012年，Wu课题组基于这种双咪唑二羧酸配体合

成了一种大孔道MOFs钯催化剂，结构如图11所示[25]。

与铜键连的MOFs不同的是这种催化剂的合成需要更

长的反应时间，特点在于其内外孔径分别高达3.32nm

和4.91nm，因此这种催化剂对大分子底物有良好的兼

容性。催化数据表明它这种催化剂能够高效的催化

Suzuki-Miyaura偶联反应、Heck偶联反应和烯烃的氢

化反应，对应目标产物的产率高达99％。

图11  NHC-Zn型MOFs催化剂载体

同年，Hupp等报道了利用NHC卡宾功能化MOFs

材料催化α,β-不饱和酮的加成反应 [26]。首先采用

Steed的经典合成方法，将1,3,5-三甲基咪唑-2,4-6-三

乙基苯和CoCl2
●6H2O溶解在DMF、乙二醇和吡啶的混

合溶剂中，然后在140℃条件下热处理，最后得到类

三脚架结构的咪唑功能化金属框架材料(TIF-1)[27]。然

后在正丁基锂的作用下去质子化， 

  图12   TIF-1型NHC卡宾催化剂

从而得到一种高活性NHC卡宾（如图12）。作为

一种类似于Brønsted碱的催化剂，它在α,β-不饱和酮

的加成反应中展示高于传统催化剂的反应活性，表现

在反应速度更快和原料转化率更高等。

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偶联反应，MOFs型NHC卡宾

催化剂在CO 2的转化方面也展示了其潜在的应用。

Sumby课题组报道了一种基于NHC卡宾配体的双金属

节点3D菱形MOFs催化剂（[Zn4O{Cu(L)2}2]）（其中配体L



第  2 期 23

是1,3-双(4-羧基苯基)咪唑）（图13）。具体合成方法为

将H3LCl配体与等当量的Zn(NO3)2和[Cu(CH3CN4)]PF6混

合，然后在120℃的环境中用热溶剂法保持14天。单晶

数据分析表明这种催化剂的金属节点部分为含有Zn4O

单元的正四面体结构，其孔径大小约为1.4nm。当采用

后嫁接的方法将金属Cu与咪唑单元配位后，它能够高

效的催化二氧化碳的硼氢化反应，对应硼酸酯的氨化产

率高达92％，表明MOFs材料的结构对这类反应有一定

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类催化剂可以通过过滤法快

速分离出来，不会进一步增加目标产物的分离难度。

图13    NHC-Zn型MOFs载体合成路线

（二）NHC卡宾功能化MOFs材料在气体吸附中的

应用

Hupp等发现基于NHC卡宾功能化的MOFs材料在

能够高效的将二氧化碳从它与甲烷的混合体系中分离

出来[10]。实验结果表明在200℃条件下，处理4小时之后

的二氧化碳的分离产率高达38％，且整个分离过程并

不需要高压环境。Su等发现当混合体系中含有氢气时

NHC功能化MOFs材料依然具有良好的分离性能[28]。 

2014年，Bharadwaj课题组首先利用四羧基卡宾

盐与六水合硝酸锌反应制备了一种二维结构的金属框

架，然后再利用吡啶环上N原子与金属锌的配位键构

筑了一种新型三维框架结构，如图14[29]。这类材料的

特点在于其孔径可以通过改变二吡啶配体的多样性来

调节。气体吸附实验表明在二氧化碳和氮气的吸附性

实验中1,4-二吡啶基苯键连的MOFs材料展示了最好

的活性，氮气的吸附效率随着二吡啶配体的增长而增

加。此外，抗衡阴离子的改变可以将二氧化碳从氮气

的混合气体中选择性分离出来。

图14   双吡啶键连的NHC-Zn型MOFs材料

（三） NHC卡宾功能化MOFs材料在有机物吸附

中的应用

2012年，Kaskel等基于1,3-双(4-羧基-2,6-二甲

基苯基)咪唑）盐与硝酸铜和硝酸锌分别合成了两种

晶态有差别的MOFs材料[30]，在合成过程中，他们使用

乙醇作为反应体系，在80-90℃条件下热处理两天，

产率分别为73％和54％，如图15。结构分析表明两种

MOFs材料的孔径和孔型存在明显差异，导致这种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金属节点的配位形式。

图15  NHC-Zn型MOFs材料结构单元

在尼罗蓝的吸附实验中，Kaskel课题组发现铜原

子作为金属节点的MOFs材料展示了优异的活性，其主

要原因在于这种阳离子型MOFs材料与阴离子行尼罗

蓝能够通过离子键相结合。

四、总结

与芳基羧酸类MOFs材料相比，目前基于NHC卡

宾MOFs材料的合成和应用相对滞后，但其主要特点在

于能够通过咪唑盐快速构建用传统方法难以合成的阳

离子型MOFs材料。因此，随着配位化学的不断发展和

MOFs材料基础理论的不断完善，NHC-MOFs型材料将

会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我们预测未来将会在如下几

个方面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1. 催化领域，基于NHC

卡宾的过渡金属催化剂已经被化学家广泛研究，这类

催化剂的特点是能够在温和的条件下合成许多用传

统方法难以合成的产物，如利用Grubbs催化剂合成大

环化合物；2.气体吸附与分离领域，由于NHC功能化

MOFs结构是一类重要的阳离子材料，其拥有众多的不

饱和金属配位点，这为气体分离和吸附提供了理想的

环境，潜在的应用方面包括氢气、二氧化碳及甲烷的

分离与储存；3.多孔道MOFs的构建领域，NHC卡宾的

特点之一在于它本身的曲线结构，因此它对应MOFs材

料往往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孔道结构，这

为进一步增加MOFs材料的功能提供了重要场所。综

上所述，未来十年将会是NHC卡宾功能化MOFs材料发

黎玲玲，等：氮杂环卡宾功能化有机金属框架的合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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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繁荣时期，我们也相信科学家将会取得许多丰硕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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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dimensional hexagonal crystal material such as graphene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and materials phys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wo-dimensional material, the valley degree of freedom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Similar to spintronics, the valley can be used to store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as valleytronic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graphene and silicene,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progress of valleytronics. We mainly reviewed the valley and spin dependent physical properties of Dirac electron 

under several kinds of superlattices which are formed by magnetic field, electric field, strain, and exchange field. 

Finally, it gives a summary and perspective for valley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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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杂环修饰菊糖对生物活性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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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菊糖是一种天然糖类，资源丰富且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在功能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等方面具有广泛用

途，作为一种碳水化合物，针对性的化学修饰可以提高菊糖的生物活性。利用包括吡啶、咪唑、三氮唑在内的N杂

环类活性中间体对菊糖进行结构修饰可以得到新型的菊糖衍生物，起到活性叠加的效果，对近年来以本团队为主的

相关工作总结归纳，整理思路，并贺母校德州学院诞辰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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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糖（Inulin）是一种植物多糖，于1804年被德国

科学家首次从菊科植物土木香（Inula helenium）中

分离得到，1817年被命名为“菊糖”[1]，又称土香粉、

菊粉，其结构式于1950年得以确定[2]。菊糖作为植物

的储备多糖广泛存在于30000多种植物[3]，同时也可

以从多种微生物中获取，是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储量

较大的可再生生物资源。近年来，菊糖的工业化生产

也得以实现，为菊糖的高值化利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

基础[4, 5]。研究发现，菊糖具有良好的理化活性和生理

功能，作为一种储量丰富、简单易得的植物性多聚果

糖，对其潜在应用价值的开发具有重大科学意义[6, 7]。

图1   菊糖结构示意图

菊糖是由D-呋喃果糖分子之间通过β-(2, 1)-糖

苷键连接而成的一种果聚糖，呈直链结构，且末端再

通过α-(1,2)-糖苷键连接一分子葡萄糖残基，属于

线型菊糖型果聚糖[8, 9]。菊糖的结构式为G-1,(2-F-1)

n-1,2-F，通常简写为GFn，其中G为终端葡萄糖基，F

为呋喃果糖分子，n为聚合度（degree of polymerization, 

DP），代表果糖单位数。菊糖DP为2-100，其分子链的

长短、组成以及聚合度的分布性会随植物的种类、生

长环境和周期、收获季节以及提取或者前处理方式不

同而有所变化[1]。菊芋来源菊糖的平均聚合度为10，

水解可得到果糖和少量葡萄糖，其中聚合度较低的称

为低聚果糖[10, 11]。菊糖的结构式如图1所示。

菊糖本身的是一种天然、安全的功能性食用多

糖，也是一种水溶性良好的膳食纤维。人体内没有分

解菊糖的消化酶，只产生很低的热量，有利于调节血

糖、血脂，预防肥胖，促进矿物质吸收，增强抵抗力；

同时菊糖具有双歧因子的功能，能够调节肠道微环

境，延缓衰老。通常将菊糖作为食品添加剂应用于防

治糖尿病、便秘、结肠癌等功能性食品、保健品以及

一些天然药物中[12-15]。

作为一种碳水化合物，菊糖分子中含有多个羟

基，具备化学修饰的理想位点，为了提高菊糖的生物

活性，众多菊糖衍生物具有更高的生物活性，近些年

来，含N杂环的菊糖衍生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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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咪唑的菊糖衍生物

菊糖与氯乙酰氯反应，得到氯乙酰菊糖(CAIL)活

性中间体，然后与含有叔胺的咪唑反应得到咪唑乙酰

化菊糖，为了进行活性对比，同时合成了包括三乙胺

等叔胺在内的相似化合物，反应过程如图2所示[16]。

图2   咪唑及叔胺乙酰化菊糖的合成路线

图3  咪唑乙酰菊糖等衍生物对羟自由基
及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

如 图 3 所 示 ，对 羟 自 由 基（左）和 超 氧 阴 离 子

（右）的清楚能力进行测试，发现菊糖自身具有较好

的抗氧化活性，而氯乙酰化菊糖由于游离羟基被取

代，所以活性降低，与咪唑或叔胺类反应得到含有正

离子的乙酰化菊糖后，活性提高，尤其是咪唑乙酰化

菊糖的活性最高，表明咪唑接入菊糖后起到了提高抗

氧化活性的效果，且活性与咪唑环上的仲胺有关，当

仲胺的N-H被甲基取代后，活性降低。

二、含吡啶的菊糖衍生物

（一）吡啶及氨基吡啶乙酰化菊糖衍生物

利用与咪唑乙酰化菊糖相同的制备方法，通过氯

乙酰菊糖活性中间体，把具有叔胺的吡啶及氨基吡啶

基团接入菊糖，得到相应含吡啶杂环的菊糖衍生物，

结构式如图4所示，与咪唑乙酰化菊糖相似，此类菊糖

衍生物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尤其是氨基吡啶接入

后，对羟自由基及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明显提高，

且活性与氨基位置及数量有关[17]。

图4    吡啶及氨基吡啶乙酰化菊糖的结构

（二）氨基吡啶席夫碱乙酰化菊糖衍生物

上述提及的氨基吡啶乙酰化菊糖，分子中具有

游离的氨基，可以进一步进行衍生化，接入其他活性

基团，提高该类菊糖衍生物的生物活性。以4-氨基吡

啶为例，与不同的醛反应，可以制备席夫碱，然后再

与氯乙酰化菊糖反应，得到氨基吡啶席夫碱乙酰化菊

糖，反应过程如图5所示[18] 。

此类衍生物通过席夫碱引入了氯原子，由于席夫

碱基团及卤素都具有较好的抗菌活性，因此测定了该

类衍生物的抗菌活性，如图6所示，从左到右，测试真

菌分别为黄瓜炭疽病菌、芦笋茎枯病病菌等，菊糖没

有抗菌活性，且具有一定的促进真菌生长的作用，氯

乙酰菊糖由于氯原子的引入，抗菌活性提高。所有氨

基吡啶席夫碱化的乙酰化菊糖均具有较好的抗菌活

性，且活性随浓度的升高而升高，尤其是含有两个氯

原子的2,4CPAIL具有最好的抗菌活性，原因在于氯原

子的接入提高了抗菌效果。

图5   氨基吡啶席夫碱乙酰化菊糖的合成路线

郭占勇：N杂环修饰菊糖对生物活性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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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氨基吡啶席夫碱乙酰化菊糖衍生物

对黄瓜炭疽病菌、芦笋茎枯病病菌的抑制活性

如图5中所示，氨基吡啶种类较多，可以与各种

醛类反应，能够得到多个系列的相似菊糖衍生物，且

根据需要提高的活性不同，接入的基团选择性丰富。

同时，对席夫碱进行还原，可以得到N-取代的氨基吡

啶乙酰化菊糖，同样具有较好的抑菌活性[19]。

（三）氨基吡啶脲类乙酰化菊糖衍生物

利用氨基吡啶的氨基，除了可以形成席夫碱，还

可以进行其他衍生物的制备，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接入

菊糖，得到多种类型的菊糖衍生物。

图7   氨基吡啶脲类乙酰化菊糖衍生物的结构

利用苯胺及卤代苯胺，与氨基吡啶反应首先得到

各种脲类，然后与氯乙酰菊糖反应，得到如图7所示

的各种含有脲基团的乙酰化菊糖衍生物，根据接入的

活性基团，测试发现该类化合物对多种果蔬致病真菌

黄瓜枯萎病菌、芦笋茎枯病菌、西瓜枯萎病菌具有很

好的抑制作用[20]。

（四）吡啶及氨基吡啶取代菊糖衍生物

与通过氯乙酰菊糖活性中间体不同，通过溴代菊

糖中间体，直接把吡啶及氨基吡啶接入菊糖得到相应

的具体衍生物，合成路线如图8所示。菊糖溶解于N，

N-二甲基甲酰胺（DMF）中，充分搅拌使菊糖溶解，

然后缓慢加入N-溴代丁二酰亚胺（NBS），待其全部

溶解后，反应置于冰浴中降温至0℃左右，保持冰浴

条件，将三苯基膦（Ph3P）在分批加入反应体系，得

到6-溴-6-脱氧菊糖活性中间体；然后在二甲亚砜

（DMSO）中分别与吡啶及氨基吡啶反应，透析纯化

后得到吡啶及氨基吡啶取代的菊糖衍生物[21]。

图8    吡啶及氨基吡啶取代菊糖的结构

图9显示了菊糖及该类衍生物对羟自由基和超氧

阴离子的清除能力，从图中可以看出，该类衍生物的

抗氧化活性相比于菊糖原料提高明显，且清除率随浓

度的升高而增强，但是与阳性对照Vc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吡啶或氨基吡啶基团以季铵盐的形式的引入有助

于提高菊糖的抗氧化活性，且氨基对于衍生物抗氧化

活性的影响与其在吡啶环上的不同取代位置有关，在

间位取代时产物的抗氧化活性较强，在邻位取代时产

物抗氧化活性较弱；氨基数量多的衍生物对羟自由基

清除效果比较显著。

图9   吡啶及氨基吡啶取代菊糖衍生物对羟自由基
及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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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含1,2,3-三氮唑的菊糖衍生物

此类衍生物利用“Click”反应中典型的Cu(I) 催化

的叠氮-炔基Husigen环加成反应，在菊糖分子首先引

入叠氮或炔基，然后与含有炔基或叠氮的活性基团反

应，可以快速高效、高通量模块化地进行。目前，此

类衍生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把菊糖6位的羟

基活化后进行叠氮化，然后与含有炔的活性基团反应

制备1,2,3-三氮唑菊糖，另一种是通过酯键等桥连的

方式把1,2,3-三氮唑接入菊糖。

（一）1,2,3-三氮唑菊糖

菊 糖 的 伯 羟 基 通 过 溴 代 活 化 ，引 入 叠 氮 ，然 后

与各种炔类反应，得到含有1,2,3-三氮唑的菊糖衍生

物，反应过程如图10所示。

图10  1,2,3-三氮唑菊糖衍生物的合成路线

其 中 R 基 团 可 以 是 脂 肪 族 、芳 香 族 、氨 基 、 羟

基、卤素等，由于取代基团的不同，生物活性有所区

别，当R为氨基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活性可

以达到60％以上[22]。当R为不同链长的伯羟基时，对

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远高

于菊糖，且对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与阳性对照Vc相

近，同时，对小麦赤霉病菌、黄瓜炭疽病菌具有较好

的抑制作用[23]。

利用相同的方法，把丙炔胺首先与醛类制备席

夫碱，然后与叠氮菊糖反应，得到含有不同取代基团

席夫碱的1,2,3-三氮唑菊糖，而利用丙炔醇与羧酸反

应，得到酯类，也可以进行成环反应，得到不同的具体

衍生物。同样，生物活性方面，当氯、溴等卤素接入

后，抑菌活性具有明显变化，其结构如图11所示[24]。

图11  含席夫碱或酯的1,2,3-三氮唑菊糖衍生物结构

（二）桥连1,2,3-三氮唑菊糖

这种衍生物可有多种选择，目前已经得到了酯键

桥连1,2,3-三氮唑的菊糖衍生物，活性中间体采用氯

乙酰菊糖，叠氮取代氯原子后得到叠氮乙酰化菊糖，

然后与各种取代炔反应，得到含有1,2,3-三氮唑的菊

糖衍生物，反应过程如图12所示[25]。

图12  桥连1,2,3-三氮唑菊糖的合成路线

利用炔醇类参与反应，研究发现，这种菊糖衍生

物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对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

等效果显著，尤其是对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与Vc相

近，如图13所示。

图13   桥连1,2,3-三氮唑菊糖对羟自由基及
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

郭占勇：N杂环修饰菊糖对生物活性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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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菊糖是一种资源丰富的多糖，现有菊糖产品众

多，而进一步的附加值提升，需要高质化的技术。根

据活性叠加原理，把高活性基团接入菊糖可以提高其

生物活性，如本文所提到的，咪唑、吡啶、三氮唑等

N杂环类活性中间体在医药、农药领域具有广泛的应

用，通过针对性的化学修饰，可以实现菊糖与N杂环的

有机结合，并提高生物活性。按照这个思路，其他叔

胺类甚至叔膦类、硫醚类、噻唑类，都可以作为修饰

的活性中间体，具体按目标需求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自然界中天然的碳水化合物众多，如

淀粉、纤维素等，都具有游离的羟基可以进行相似的

反应，得到活性提升的糖类衍生物。因此，本文提及

的相关工作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与同领域科研人

员一起，分别或合作进行相关工作，为较低值的糖类

进行高值化产品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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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体飞行器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美国空军于1979年共同开

展了一个名为“任务自适应机翼”（MAW）的项目，并

如图1所示，在型号为AFTI/F-111上进行飞行试验[1]。

接下来，NASA为了着重研究应用于机身的智能设备

组件，开展了变形飞行器（Aircraft Morphing）项目[2]。

图1  美国MAW项目在AFTI/F-111上的试验

为了验证主动柔性机翼概念对未来多用途战斗

机的意义[3]，美国空军、罗克韦尔公司和NASA三方在

1985年共同进行了主动柔性机翼项目的研究。而后，

美国国家航天局于1996年将主动柔性机翼项目进一步

扩展为主动气动弹性机翼（Active Aeroelastic Wing，

AAW）项目，并在F/A-18上进行了飞行试验[4]，如图2

所示。

图2  美国AAW项目在F/A-18上的试验

N A S A 、美 国 国 防 部 先 进 研 究 项 目 局 和 美 国 空

军研究实验室于1995年共同开展了智能机翼（Smart 

Wing，SW）的项目，通过改进无铰链光滑柔性机翼前

缘与后缘的控制面，可以加强俯仰和滚转性能，并且

能够适应0.3~0.8马赫的飞行条件[5]。DARPA于2003年

进行了变形飞行器结构的研究项目，并且资助雷神公

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新一代航空公司分别进行

变体飞行器的研究。

除了美国在此领域开展大量研究之外，2002年，

欧盟从机身主动气动弹性变形的角度出发，开展了主

动气动弹性飞行器结构项目，以改善飞行器总体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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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后，我国对变体飞行器相关概念进行了重

点研究。白鹏等[6]对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关键技术进行

了梳理，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魏东辉[7]等

对智能变形导弹变形机理及协调控制机制展开了研

究。郭秋亭等[8]研究了折叠翼飞机机翼在展开和折叠

时、的气动特性，指出飞机的气动力受机翼变形扰动

流场影响较为明显，并且随着变形速度的增加，影响

随之变大。殷明[9]对变体飞行器变形与飞行的协调控

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徐国武等[10]研究了翼型连续

变形过程中非定常气动特性研究。Yue[11]等针对静态

构型下无尾折叠翼变形飞机的稳定性做了理论分析。

杜厦等[12]给出了一种变体平尾翼型的气动外形设计方

法。尹维龙等[13]对变体飞行器蒙皮材料与结构做了现

状分析和前景展望。Wu Jun等[14]考虑了采样通信的时

延、丢包等情况，研究分布式协同控制策略，并搭建

了分布式驱动智能变形机翼模拟平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Xin Jiao和Ju Jiang[15]提出了

一种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自学习控制律，以解决高超

声速变形飞行器模态转换控制问题。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院的Zong-xin Yao[16]提出了一种新型变形控制无人

机，如图3所示，采用Q学习方法实现了变形无人机的

强化学习模块。西安交通大学的陈刚团队[17]借鉴鸟类

高速飞行时收缩翅膀和低速飞行时展翅的能力，研究

了一种新型仿生变形无人机。

图3   一种新颖的变形控制无人机概念图

二、变体飞行器关键技术问题及研究进展

可变形飞行器与传统固定结构飞行器相比，拥有

可变外形能力，带来了很多新的性能，但与此同时也

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技术问题。 

（一）飞行器变形结构设计与气动特性分析

飞行器变形结构设计是变体飞行器的基础。通

过常见的机构构型和驱动部件可以实现常规或者简单

的变形，这方面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对于更加复杂

和难以实现的结构变形，就需要通过更精密和更庞大

的复合变形机构来实现，从而对变形机构的设计、材

料、驱动、控制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

希望变形机构可以按照预定性能要求完成变形，同时

做到高可靠性和高精度要求。

(a) 中立形态

(b) 正偏形态

(c) 负偏形态

图4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制的可变形飞行器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和业界人士已经提出了多种

飞行器变体结构设计方案[18]。其中得到最多关注的是

机翼变形机构。其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改变机翼形状，

从而改变飞行器气动升力[19]。按照变形尺度大小，机

翼变形可以分为小尺度变形、中尺度变形、大尺度变

形三类。小尺度变形，是指对机翼局部的改变，如扰

流和鼓包等；中尺度变形，是指对机翼翼型的改变，

如变厚度、变弯度、扭转等；大尺度变形，是对机翼

整体的改变，如折叠、后掠和伸缩等[20]。其中，美国

佛罗雷达大学开发了一款类似海鸥飞行的可变形微小

形飞行器，其可以分为中立形态、正偏形态、负偏形

态三种形态，如图4所示。西安交通大学的陈刚团队

基于鸟类低速飞行时展翅和高速飞行时收缩翅膀的能

力，设计开发了一种新型仿生变形无人机模型，如图5

所示。

（二）飞行轨迹与飞行姿态协调控制技术

在变体飞行器中，飞行轨迹与飞行姿态协调控制

是关键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可以将变形飞行器

的飞行控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处理，第一个阶段是变

形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此时可以将变形飞行器的

控制按照常规飞行器进行处理；第二个阶段是指变形

过程中。在变形过程中，为了保证在预期时间达到所

预期的变形形态，需要对变形机构进行控制。除此之

外，飞行器变体后外形形态已经发生改变，因此即便

飞行条件相同，气动特性也可能相差甚大，若变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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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剧烈，飞行控制系统失效，便会出现飞行器失稳的

后果。因此在研究变体飞行器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充

分考虑飞行器结构变形带来的气动特性变化，并针对

这种气动特性变化去协调变形机构控制和飞行器自身

运动控制的关系[20]。

图5  仿生鸟翼可折叠无人机模型

（三）变形飞行器飞行稳定性分析

变形飞行器变形切换过程中，由于质量与气动力

重新分配，导致飞行器静稳定度大幅变化、平衡点快

速改变，动力学特性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些使得其稳

定性较难分析。Prabhakar 等[21]基于经典线性控制理

论分析了变展长飞行器纵向静稳定度、短周期和长周

期动力学特性等随着展长的变化的改变，并分析了变

展长、变后掠对动力学特征值的影响。由于快速变体

导致飞行器平衡点快速变化，导致传统的基于平衡点

的线性系统渐进稳定性方法不再适用，SeiglerTM等[22]

在变平衡点附近小扰动线性化，基于李雅普诺夫稳定

性理论推导了变体飞行器变体过渡过程有界稳定性，

给出了变体速率上限。ADRIAN等[23]利用刚体动力学

模型分析得出飞行生物滑翔阶段能通过变体来灵活地

改变静稳定度以及其他动力学特性来适应不同飞行任

务需求，有些情况下会利用静不稳定来实现非定常机

动。此外，变形飞行器在实现快速机动的过程中，往

往利用大攻角来实现敏捷机动，而大攻角机动飞行伴

随着的强非线性动力学特性很难分析[24]。

（四）大攻角机动切换控制技术

未来智能变形飞行器实现更高的灵活机动能力关

键在于掌握大攻角下通过变形切换控制主动改变飞行

器稳定度，甚至是静不稳定，并且主动利用非定常气

动、非线性动力学特性来实现敏捷飞行控制的机理。

已有的飞行器大攻角飞行控制都是基于反馈线性化思

想通过反馈控制来抵消大攻角飞行过程中非线性、非

定常动力学特性，这样会降低大攻角飞行控制性能，

并且需要更多的舵控资源。而利用切换控制方法可以

充分利用飞行器在不同攻角范围内、变形模式下本体

动力学特性，通过不稳定模态切换和最优动力学模态

选取并协调各模态下的飞行控制，实现综合性能最优

控制。但是，如何设计切换控制器以主动利用变形飞

行器非线性、不稳定等内动力学特性从而实现智能飞

行器大攻角敏捷机动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结论与展望

尽管世界各国在变体飞行器领域的研究都还处于

预研阶段，但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方

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需要加大经费和人才

投入，深入开展适用于这类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制导与

控制技术研究，为未来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发展和应用

提供支撑，实现国防领域科学技术的自主可控和原始

创新，从而为我国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基

础。

参考文献：
[1] DeCamp R W, Hardy R. Mission adaptive wing advanced 

research concepts[R]. Reston, VA, USA: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1984.

[2] Wlezien R W, Horner G C, Mc Gowan A R, et al. The aircraft 

morphing program[R]. Reston, VA, USA: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1998.

[3]  Perr B, Cole S R, Miller G D. Summary of an active flexible 

王春彦：变体飞行器研究现状与关键技术分析



34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7 卷

wing program[J]. Journal of Aircraft，1995，32（1）：10-15.

[4] Rodriguez A R. Morphing aircraft technology survey[R]. 

    Reston，VA，USA: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07.

[5] Kudva J N. Overview of the DARPA smart wing project[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 Systems and Structures, 2004, 

      15（4）：261-267.

[6]  白鹏，陈钱，徐国武，等. 智能可变形飞行器关键技术发展现

      状及展望[J]. 空气动力学学报，2019 （3）：426-443.

[7]  魏东辉，陈万春，李娜英，等. 智能变形导弹变形机理及协

      调控制机制研究[J]. 战术导弹技术，2016（2）：10.

[8]  郭秋亭，张来平，常兴华，等. 变形飞机动态气动特性数值

      模拟研究[J]. 空气动力学学报，2011，29（6）：744-750.

[9]  殷明. 变体飞行器变形与飞行的协调控制问题研究[D].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6.

[10]  徐国武，白鹏. 翼型连续变形过程中非定常气动特性研究

        [J]. 力学季刊，2012，33（2）：165-173.

[11]  Yue T, Wang L X, Ai J Q. Stability of a tailless folding-wing 

        morphing aircraft in static configuration[R]. Reston, VA, USA: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3.

[12]  杜厦，昂海松. 变体平尾翼型气动外形设计方法[J]. 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学报，2012，44（6）：780-785.

[13]  尹维龙，石庆华. 变体飞行器蒙皮材料与结构研究综述[J]. 

        航空制造技术，2017（17）：24-29.

[14]  Wu J, Lu Y P. A distributed coordinated control scheme for 

        morphing wings with sampled communic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2010，23（3）：364-369.

[15]   Xin J, Ju J. Learning control law of mode switching for  

        hypersonic morphing aircraft based on type-2 TSK fuzzy neural 

        net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ing，2015，5（4）：301-306.

[16]  Yan B, Li Y, Dai P, et al. Adaptive wing morphing strategy 

         and flight control method of a morphing aircraft based on 

       reinforcement learning[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2019，37（4）：656-663.

[17]  Xu D, Hui Z, Liu Y, et al. Morphing control of a new bionic 

       morphing UAV wit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J].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9，92（9）：232-243.

[18]  Barbarino S, Bilgen O, Ajaj R M, et al. A review of morphing 

        aircraft[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 Systems and Structures,   

        2011，22（9）：823-877.

[19]  陆宇平，何真，吕毅. 变体飞行器技术[J]. 航空制造技术，

        2008（22）：26-29.

[20]  陆宇平，何真. 变体飞行器控制系统综述[J]. 航空学报，

        2009， 30（10）：1906-1911.

[21] Prabhakar N, Prazenica R J, Gudmundsson S, et al. Transient  

         dynamic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a morphing UAV[C]. AIAA  

        Guidance，Navigation，and Control Conference. 2016：0893.

[22]  Seigler T M, Neal D A. Analysis of transition stability for 

        morphing  aircraft[J]. Journal of Guidance，Control，and 

        Dynamics，2009，32（6）：1947-1954.

[23]  Thomas A L R, Taylor G K. Animal flight dynamics I. Stability 

      in gliding flight[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1，212

（3）：399-424.

[24]  董二宝. 智能变形飞行器结构实现机制与若干关键技术研

       究[D].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0.

Effect of  N-heterocycle Modificated Inulin on Its  Bioactivity

GUO  Zhan-yong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tai  Shandong  264003, China）

Abstract: Inulin is an abundant natural saccharide with good bioactivity, an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functional foods and food additives. As a carbohydrate, targeted chemical modification of inulin can 

improve its bioactivities. Inulin can be modified by N-heterocycles including pyridine, imidazole and triazole 

to obtain novel derivatives, which have the positive function on bioactivity. Here, I summarize the related works 

of our team in recent years, and organize next research thought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y 

Alma Mater-Dezhou University. 

Key word: inulin; N-heterocycle; derivative; bioactivity

（上接第30页）



第 37  卷第 2 期
  2021 年 4 月

Vol.37，No.2
  Apr .，2021

大中型转炉用六孔双结构氧枪的工业实验

刘广强1a，李俊男1b，郭龙鑫2a，庞洪轩2b,3，刘 坤1b

摘   要：为进一步优化和控制氧枪的吹炼性能，研发了一种260t转炉用新型双结构氧枪，从理论上对比了双结构

氧枪和传统氧枪与熔池作用的冲击坑特性；将所设计的双结构氧枪应用于工业实验，统计分析了双结构氧枪的关键

吹炼参数，并与目前的传统氧枪的吹炼特性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双结构氧枪的各项关键吹炼指标对比传统氧枪

优势明显，其中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近50s，对熔池的吹炼强度有所提高；脱磷率平均提高3％左右，平均钢铁料消耗

降低了15k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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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在转炉炼钢过程中，高压氧通过氧枪喷嘴转化为

超音速射流，喷射到熔池中。射流的动力学行为对于

供氧和造渣起着重要作用。吹炼过程中复杂的物理现

象与射流对熔池的冲击作用密切相关[1]。长期以来，

对氧枪多股射流吹炼特性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对

传统氧枪在各种条件下的不断认知以及相关知识的不

断积累，为转炉炼钢做出了重要贡献[2]。然而，随着

对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需求不断增加，此类常

规氧枪由于其固有的特性和操作因素的局限性，已经

很难为进一步优化和控制冶金性能提供满意的解决方

案。这也促使人们考虑采用各种新型结构氧枪来改善

其吹炼性能，这其中一种双结构氧枪逐渐受到重视。

双结构氧枪的特点是其射流喷孔具有两组不同

倾角和不同气体流量，且两组喷孔的出口轴心距也不

同。因此，与传统氧枪相比，双结构氧枪可以提供更

广泛的设计参数。基于水模型实验和数值模拟，一些

研究表明双结构氧枪在改善冶金性能方面具有巨大的

优势和潜在的使用价值[3-5]。然而，在工业生产条件

下，双参数射流并没有广泛应用于转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工业实验获取关键的冶炼参

数并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新型双结构氧枪的吹炼特

性，并将结果与目前的传统氧枪进行比较。

二、喷头射流与熔池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

转炉反应动力学研究表明，氧气射流必须对熔池

产生一定的冲击深度才能实现熔池的均匀运动从而获

得良好的反应速率。氧气射流冲击熔池的深度是评价

射流对熔池作用的重要指标。如冲击力过小，则冲击

深度不够，熔池吸氧程度降低，氧的利用率和脱碳速

度减小；冲击力过大，冲击深度深，则易于损坏炉底

和影响化渣。为考察260t转炉用氧枪喷头射流对熔池

的作用情况，根据Flinn公式计算了射流对熔池的穿透

深度[6]。        

                                                                   

（1）   

   
式中，ｈ为穿透深度，cm；Ｈ为枪位高度，cm；θ

为喷孔倾角，°；dt为喉口直径，cm；P0为氧气滞止压

力，MPa。

对于双结构氧枪，大流量，小角度的内侧喷孔对

冲击深度起到主要的作用，因此减少射流的角度，并

增大射流流股的流量可以增加冲击坑的深度。以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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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流量比65％为例，则不同枪位下和不同流量下的

冲击坑深度与原五孔氧枪对比结果如图１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供氧流量下，随着枪位的下降冲

击深度越深；枪位一定时，随着供氧流量的增大，冲

击深度加深，53000Nm3/h流量下新型双结构氧枪的冲

击坑深度比传统氧枪的要深（12.53-14.46）cm。

图1  冲击坑深度对比分析

要实现转炉熔池平稳、均匀的运动，射流除了要

对熔池产生一定的冲击深度之外还必须要有合适的冲

击面积。根据熔池反应面积与枪位高度和喷头参数关

系[6]，可得出式（2）。

                                                                    
（2）

     
式中，Ａ为熔池反应面积，m2；Ｒ为反应区半径，

m；Ｌ为喷孔中心与喷头中心的距离，m；α为氧气射

流膨胀半角，α=9°。根据式（2）计算得出氧枪枪位与

冲击面积的关系如图２所示。从图中可见，氧枪枪位

越低冲击面积越小。研究表明，增大氧气射流对熔池

冲击面积可加速初期渣的形成，缩短吹炼时间，同时

快速形成的泡沫渣可对转炉烟尘起到“过滤”作用，

对飞溅的金属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可减少吹炼时金属

的损失[7]。因此，冶炼前期在保证合适冲击深度的同

时适当提高氧枪枪位，扩大冲击有利于初期渣快速形

成。53000Nm3/h流量下新型双结构氧枪的冲击坑面积

比传统氧枪的要大（0.62-1.05）m2。

图2    冲击坑面积对比分析

三、实验装备与过程

本实验所用双结构氧枪喷头如图3所示，该喷头

由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锻造加工，材质为纯紫

铜。尺寸具体见表1。

图3   双结构氧枪喷头结构

实验地点在某钢厂260t转炉进行，转炉炉龄为

4000-5000炉。实验用铁水成分见表1。数据采集包括

一个氧枪寿命周期下的所有有效炉次，冶炼钢种为低

硅铝钢，分析的关键技术参数包括：吹氧时间、耗氧

和供氧强、钢铁消耗量、渣耗以及脱磷率等。同时将

关键参数与当下使用的普通氧枪进行对比。

表1  260t 转炉用普通氧枪和双结构氧枪的几何参数

几何参数 普通氧枪喷孔
双结构氧枪

大孔 小孔

进口直径di / mm 60 70 50

喉口直径dt/ mm 41.7 45.7 37.6

出口直径de / mm 55.6 60.9 49.7

喷孔倾角α / °    14.5°   14°    17°

出口轴心距L / mm 110 110 120

吹炼过程的关键操作参数包括：铁水量装入230-

255t，废钢量装入25-50t，总装入量控制在280±5t；

石灰加入总量的80％～100％在开吹6min内加入，

石灰石在开吹3min之内全部加入，轻烧镁球在兑铁

结束之后开吹前一次性加入，保证终点渣中MgO在

8％～1 2％；使 用 烧 结 矿 的 炉 次 在 前 3 m i n 内 全 部 加

完，铁碳球、菱镁石加入量不大于1.0吨/批；总管氧

压≥1.4MPa，工作氧压0.9MPa～1.1MPa，供氧流量为

53000Nm3/h；结合新型氧枪的结构特点，开吹枪位变

化范围在2.8m～3.2m；过程枪位在2.4m～2.8m；拉碳枪

位2.1m～2.4m，实际依据现场有变化。为保证实验的

合理性，预处理铁水成分稳定，并且新、旧氧枪所用

铁水成分的平均值差别不大，实验统计了有效277炉

新型结构氧枪吹炼用铁水以及300炉旧枪用铁水，具

体见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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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预处理铁水成分对比

铁水成分 C Si Mn P S T C

新型氧枪％ 4.38 0.428 0.134 0.071 0.010 1328 4.38

传统氧枪％ 4.39 0.431 0.149 0.067 0.015 1325 4.39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 一个氧枪寿命周期的关键吹炼参数统计

吹炼时间与射流特征以及射流与熔池作用的冲击

坑的形貌密切相关，良好的射流行为以及合理的冲击

坑形貌是缩短吹炼时间的前提。比如合理范围内的冲

击坑深度越深，冲击坑面积越大，则越有利于吹炼过

程的开展。而冲击坑的形状和尺寸与氧枪喷头的出口

马赫数、喷头出口间距，倾角以及喷口的流量等一系

列的设计参数密切相关。图4统计了一个氧枪寿命周

期下的有效吹炼炉次的吹氧时间，可以发现，双结构

氧枪的吹氧时间大多集中在（14-16）min。其中15min

以内完成吹炼的炉次占到了总炉次的69.7％。

图4   吹炼时间统计

钢铁料消耗是钢铁冶炼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技

术指标，占转炉生产成本的（80-85）％。降低钢铁料

消耗是目前各钢铁企业降低成本的一个主要手段。钢

铁料消耗不仅能反映企业的炼钢技术水平，也反映其

相应的管理水平，对企业的成本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新型结构氧枪的钢铁料消耗进行统计发现（如图

5），平均钢铁料消耗在1100kg/t，其中1100kg/t以下的

炉次数占到了总炉次数的58.3％。

图5   钢铁料消耗统计

供氧强度是指在炼钢过程中单位时间对转炉熔池

中每吨钢水的供氧量[8]。提高大型转炉的供氧强度能

够加快转炉炼钢的冶炼反应速度，改善反应的动力学

条件，使碳氧反应加快，使脱硫、脱磷反应更接近平

衡，从而缩短转炉供氧时间，提高转炉作业率，当然

过高的供氧强度也会引起吹炼过程中喷溅等问题，如

图6所示。因此合理的氧枪设计以及正确的氧枪操作

规程是提高供氧强度的有效措施。统计新型结构氧枪

的供氧强度集中在2.9-3.3Nm3/t min，在3.1Nm3/t min

以上的炉次占比统计数值的52.3％，对应的氧耗在46-

49 Nm3/t，如图7所示。

图6  供氧强度统计

图7   氧耗统计

钢中磷含量高时，会显著降低钢的韧性和塑性，

产生脆性现象。为有效解决转炉脱磷难题，国内众多

钢铁企业对转炉脱磷工艺进行广泛的研究与实践，取

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从转炉脱磷的工艺来看，使用

新型氧枪的脱磷率稳定在（83-87）％，如图8所示，

这表明新枪的脱磷效果较好。

刘广强，等：大中型转炉用六孔双结构氧枪的工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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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脱磷率统计

（二） 吹炼特性对比

冶炼过程与出钢成分和终点渣成分密切相关，钢

液的温度以及成分达到所炼钢种的要求不同都会对冶

炼过程产生不同影响[9]，由于本实验冶炼钢种相同，

因此在出钢成分上差别不大，实验统计了有效277炉

新型结构氧枪吹炼用铁水以及300炉原枪用铁水，新

枪与原枪的吹炼终渣成分的均值见表3，出钢成分见

表4，可以发现终渣成分和出钢成分都很相近，无明显

差别。

表3  终渣成分的平均值对比

终渣成分 CaO FeO MgO MnO S Al2O3

新型氧枪（％） 48.49 18.50 8.31 1.93 0.039 2.21

传统氧枪（％） 48.47 18.57 8.51 1.94 0.040 1.65

表4  出钢成分的平均值对比

出钢成分 C Si Mn P S

新型氧枪（％） 0.0519 0.0041 0.0694 0.0114 0.009

传统氧枪（％） 0.0418 0.0042 0.0780 0.0151 0.015

对比原5孔氧枪，双结构氧枪的平均吹氧时间缩

短了近50s，脱磷率略有提高，如图9所示。主要原因

在于双结构氧枪喷头的双角度、双流量的布置特点。

大流量小倾角内置喷头，提高了射流对熔池的冲击强

度，从而缩短了吹氧时间；小流量大倾角外置喷头，增

加了射流流股的融合距离，减缓了流股的速度衰减从

而形成了更大的冲击面积，保证了化渣效果。提高大

型转炉的供氧强度能够有效提高转炉效率，得益于吹

炼时间的缩短，双结构氧枪的氧耗有所下降，供氧强度

比原5孔氧枪提高了0.16m3/(t·min)。新型双结构氧枪的

平均钢铁料消耗比原5孔氧枪的降低了15kg/t，这与新

枪良好的化渣效果密不可分，此外新枪在减小炉外喷

溅上的优势也是导致钢铁料消耗指标的重要原因。

图9   原枪与新枪的关键参数对比

五、结论

1. 采用双参数设计的氧枪在冲击坑深度和冲击坑

宽度上都比传统氧枪具有一定优势，这对于提高射流

的搅拌强度同时提高化渣效果具有积极的效果。

2. 一个氧枪寿命周期的关键吹炼参数统计表明双

结构氧枪的适用性较强，关键指标具有优势。

3. 与传统氧枪相比，双结构氧枪的吹氧时间平

均缩短了近50s；脱磷率平均提高3％左右，各别钢种

可到达7％，脱磷效果优秀；平均钢铁料消耗降低了

15kg/t；供氧强度提高了0.16m3/(t·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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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在建设工程项目建设运维全生命过程中，一直存

在难题‘合作困境’。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为“条条”之

间的隔阂，有时表现为“条块”之间的矛盾。这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建设工程项目绩效及承发包的公共信

誉、履约绩效等。承发包陷入合作困境主要有两个因

素：一是合同不完备中‘权、责、利’划分不清等结

构性因素；二是具有各自目标的理性主体在横向协商

过程中无法达成一致的因素。因此，破解建设工程项

目合作困境，取决于‘事前预见性的设计安排，事后

优良的处理机制’能否公平、合理与精准的落实到合

同条款里，以此达到参照点效应[1]，从而在合同约定

的框架中规制承发包之间的履约行为，以此实现建设

工程项目绩效的持续改进。

建设工程项目作为分工、协作的零时性契约型经

济组织，业主可以通过激励与惩罚手段置于合同条款

中，实现对承包商的有利调度，最终动态调整建设工

程项目的绩效水平。混合治理目的是将‘业主-承包

商’合同治理与‘承包商内部’的科层治理有机融合，

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与合同安排，气候建设工程项目承

发包遵照混合治理的准则，通过激励与惩罚作用于合

同与科层的条款中，最终调控对建设项目混合治理效

用水平[2]。为此，本研究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GHM模

型和参照点理论融入混合治理框架中，以此探析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原则、标准、作用机

理与路径等。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市场治理(Market Governance)与科层治理

( Hierarchy Governance) 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已无

法准确地阐释威廉姆斯描述的现代混合型组织的形态

与内在机制[3,4]。早在20世纪30年代，Coase (1937)[5]就

提出了“市场－企业”二分法，认为市场和企业是协

调经济活动的两种组织形式，并运用“生产的制度结

构”(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概念来分析

各类复杂的组织形态。

按照交易主体关系密切程度由低到高，治理结

构可以分为市场治理、混合治理和科层治理。市场

与企业的交易实现的两个端点，市场中交易的制度与

事项安排可以在市场治理（Market governance）中通

过‘权、责、利’的合同设计落实。企业中的任务摊

牌、指令下达等是科层治理（Hierarchy governance）

予 以 完 成 。这 两 种 治 理 结 构 中 存 在 着 大 量 中 间 形

态，就是Williamson(1991) [6]从制度安排角度提出的

“市场－混合组织－企业”三分法的混合治理（Hybrid 

governance）。在这个思路下可以进一步的厘清四种

治理结构安排，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公私治

理（public-private）、国家内部的公共部门与社会之

间的公共治理（public-social）、市场与私营部门之

间的市场治理（private-secial）、公共部门-私营部

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的网络治理（privat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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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7,8]。

建设工程项目的治理结构正是处于市场治理和

科层治理这两个端点之间的中间形态[2]，建设工程项

目的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通过合同链接形成的市场治

理，承包商为履约合同目标自有一套科层治理体系。

在这市场与科层耦合的混合治理结构中，参与主体的

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等的厘定，成为本

文制定四种混合治理策略的依据。

三、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决策解构

建设工程项目的合作困境具有复杂的生成机理，

它们在受到各种有序、规则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同

时，还受到微观行动领域中建设工程项目核心利益主

体的无序的、充满策略性的、交互行动结构的影响。

缓解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的合作困境状态，不仅要考

虑承发包的有限理性、制度供给、‘权、责、利’的划

分等单边因素，更应该在合同条款中预设激励性于惩

罚性条款于纳入混合治理机制中。以期产生齿轮般的

‘啮合效应’，共同缓解建设工程项目合作困境，提升

项目治理绩效水平。因此，本阶段将不完全契约理论

的GHM模型[9,10]和参照点理论[1]耦合，探析建设工程项

目的全生命策略选择原理（如图1所示），促使承发包

双方通过合同参照点 E 的指引，最终实现混合治理项

目绩效水平，进入彼此心理阈值 [ ]2 1,a b 内，以此形成
混合策略选择的帕累托最优。

图1  建设工程项目混合治理策略选择组态

建设工程项目合作困境源自承发包双方的有限理

性、信息不对称、资产专有性和不确定性，为此，本

阶段将从经济学和管理学入手，解锁建设工程项目合

作困境的黑箱，即揭示建设工程项目混合治理的经济

学机理下的合同参照点 E 对项目 1 0t t→ 决策阶段的反

向指导作用，及项目 1 2t t→ 执行阶段中的正向预测指

引作用。其中 1d 和 2d 分别是业主投资曲线和承包商

成本曲线，在 1t 时刻与参照点 E 的距离。 '
1d ， "

1d ， '
2d 和

"
2d 分别是业主与承包商在 1t 时刻，项目绩效状态 iS

（ 1,2,3,4i = ）与参照点 E 偏离距离。

（一） 0 1t t→ 决策阶段业主与承包商的利益趋同

的参照点效应

建设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中，业主与承包商在 1t
点的招投标时刻，缔约相对均衡的参照点合同 E 规定

彼此的‘权、责、利’。在建设项目 0 1t t→ 决策阶段，

需要解决承发包彼此的投资与成本的控制后如何达

‘权、责、利’及缔约可供规制承发包履约行为的参

照点合同 E。业主与承包商因自身所收集的信息、风

险及考虑到自身利益期望后，所形成的业主投资效益

曲线 1L （图1红曲线）及承包商成本控制曲线 2L （图1

黑曲线）在 1t 点结成参照点 E。承发包的有限理性、

信息部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资产专有性、和不确定

性等影响因素，在 0 1t t→ 决策阶段的相互驱动、联系

和纠缠，决定着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双方谈判时间的

长短与交易成本的高低，及最终均衡合同价格 E 和彼

此的‘权、责、利’在合同条款中的设置。

（二） 1 2t t→ 执行阶段业主与承包商的利益冲突

的策略选择

在 1 2t t→ 过程中，承发包因环境因素的变化、不

确定性、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性或其

他因素，所引起均衡状态 E 在 1 2t t→ 执行阶段中，向

iS（ 1,2,3,4i = ）的状态调整。承发包在 1t 节点缔约而

合成的均衡合同 E 时，承发包双方就设定了各自心理

阈值（心理期望收益）的上限与下限，业主为 [ ]1 2,a a

和承包商为 [ ]1 2,b b 。据此可以归类出在均衡合同 E 指

引下的四种演化状态 iS（ 1,2,3,4i = ）中混合治理绩效

的水平，为制定混合治理标准、方法和决策提供相应

的理论依据。由此，根据混合治理机制及绩效的经济

学内涵的界定，和图1所示 iS（ 1,2,3,4i = ）四种演化状

态，业主和承包商可采取分别采取的强监管/弱监管和

投 机 / 不 投 机 的 策 略 进 行 组 合 ， 最 终 针 对 状 态 iS
（ 1,2,3,4i = ）给出四种混合治理方略。

首先，状态 '
1 1 1:S d d> ，即针对现实中出现项目绩

效 1S 的运动趋势时，参照点的均衡直线 E ，将在 1t 时

刻，按着图1所示的 1S 曲线运动，超出业主心理阈值

1a 。在此状态 1S 中，承包商的收益已经超出了自身心

理阈值 1a 的上限，故此，业主会利用合同规定或聘请

第三方监理，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强监管，使项目绩

效曲线 1S 回归到业主可承受的心理阈值 [ ]2 1,a a 内。

其次，状态 "
2 1 1:S d d≤ ，即针对现实中出现项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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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2S 的运动趋势时，参照点的均衡直线 E，将在 1t 时

刻，按着图1所示的 2S 曲线运动，落入承发包心理阈

值上限 [ ]1 1,b a 。在此状态
2S 中，虽然参照点直线 E 向

上偏移，但也并未超出业主的心理阈值 [ ]2 1,a a ，却超

出了承包商的心理阈值 1b ，则承包商可能获得超额收

益。故此，当面对 "
1d 大于 E 且小于 1d 的支出时，此时

的混合治理策略是业主会采取相对弱监管策略，承包

商也会投桃报李的采取不投机方式，按着合同要求完

美履约。

再次，状态 "
3 2 2:S d d≤ ，即针对现实中出现项目绩

效
3S 的运动趋势时，参照点的均衡直线 E ，将在 1t 时

刻，按着图1所示的 3S 曲线运动，落入承发包心理阈

值上限 [ ]2 2,b a 。在此状态 3S 中，虽然参照点直线 E 向

下偏移，但也并未超出承包商的心理阈值 [ ]2 1,b b ，但

低于业主的心理阈值 1a 。这对业主有利，但承包商有
一定的投机概率，这时业主会利用激励和惩罚的手

段，规制承包商的投机行为。此时 "
2d 可以理解为合作

剩余，混合治理策略是业主可以签订补充条款对合作

剩余 "
2d 进行切分，以此激励承包商高质高效的完成建

设工程项目；相反，如果承包商感受到到业主对合作剩

余 "
2d 的让渡，承包商也会采取投桃报李的方式放弃或

部分放弃投机行为。

最后，状态 '
4 2 2:S d d> ，即针对现实中出现项目绩

效 4S 的运动趋势时，参照点的均衡直线 E ，将在 1t 时

刻，按着图1所示的 4S 曲线运动，低于承包商心理阈值

下限 2b 。这对业主极为有利但有害，对承包商极为不

利，因已经超过了承包商的心理承受的下限。承包商

会加大采取投机行为的概率，谋求 2d 与 '
2d 之差的补

偿。此时的混合治理策略是业主对合作剩余 '
2d ，进行

合理的分配并落实于签订补充协议中，以此补偿承包

商低于心理阈值 2b 后采取的投机行为。

综上所述，在合作状态 2S 和 3S 中，适度宽松的混

合治理的激励与惩罚策略，能有效的满足业主与承包

商的心理和实际需求，并且能将建设工程项目的风

险，控制在承发包心理阈值 [ ]2 1,a b 之内，以此促进建设

工程项目绩效的持续性改进。在状态 1S 时，无论承包

商投机还是不投机，业主都会采取强监管策略，并实

施有力的变更、调价和索赔的方式将项目管理绩效拉

回到心理阈值 [ ]2 1,a a 之内。在状态 4S 时，无论业主强

监管还是弱监管，承包商采取投机策略的概率将变

大，并且会充分利用变更、调价和索赔谋取自身成本

收益损失的补偿。

四、结 论

建设工程项目签订合同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承

发包双方不可避免受制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性与

资产专有性等障碍性或驱动性因素的影响，致使项目

的实际绩效产出与期望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从

而使得承发包之间陷入进退维谷的合作困境。因此，

如何识别、测度、度量与缩减合作困境中项目实际绩

效与期望绩效之间的差距，成为建设工程项目各相关

利益主体的核心关切。为此，本文将不完全契约理论

的GHM模型与参照点理论，纳入到建设工程项目混合

治理的分析框架里。首先，分析承发包双方在 0 1t t→
决策阶段利益趋同的参照点均衡 E 的形成机理。其

次，以招投标 1t 时刻签订的参照点合同 E 为依据，归

类 出 业 主 与 承 包 商 的 四 种 合 作 状 态 趋 势 iS
（ 1,2,3,4i = ）。据此，针对不同的绩效演化趋势制定

相应的混合治理策略，以期为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和

承包商提供混合治理策略选择和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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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尺度分析识别土壤湿度的多分形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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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水分作为农作物生长所需水分的主要供给来源，目前土壤湿度（水分）研究成了学术热点。土壤湿

度可以改变地表反照率、热容量以及向大气输送的感热和潜热从而影响气候变化，并且对土壤水分估算，预测农田

干旱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土壤湿度的尺度特性对将局部测量的波动转化到更大的尺度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遥感

数据利用多重去趋势波动分析（MFDFA）研究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不同土壤深度的土壤湿度变化的标度特性。结果表

明，浅层土壤湿度具有明显的反持续性特征，深层土壤湿度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征。此外，在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

具有显著的多重分形性。并且尺度的选择（月尺度和季节尺度）对土壤湿度平均标度行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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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交叉学科反常统计力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

研究工作者验证了许多复杂的过程具有特殊的统计自

相似性，例如人类行为[1]，地下水水位[2,3]，森林火灾
[4]。并且这种特征的可观察行为一般以幂律标度行为

(power-law scaling behavior)作为分析对象[5]。从反常

统计力学的角度来看，流体波动过程具有非高斯-马

尔科夫性质。呈现幂律标度的特征主要归因于幂律的

普适性，既幂律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过程或现象微观

细节，是共有机制不可替代的特征表示[6]。时间尺度

上的不变性则表示着自相似性，很多自然过程可以利

用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并且很多自然现象能描述成自

相似或者长程记忆时间序列。

土壤水分控制着陆地-空气边界的水和能量交

换，是地表水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水分储层的记

忆时间比大多数大气过程的记忆要长得多。大量研究

表明，土壤水分以各种方式对气候起着反馈作用。与

大气耦合可以进一步延长土壤水分的时间尺度。土

壤水分的持久性转化为近地表湿度、温度和降水中的

持久性。因此，它延长了干旱的影响，增强了洪水的

严重性和持续性，并确定了大气表面气候异常的可预

测性。土壤湿度的时空特征是评价土地-大气相互作

用、入渗、补给和工程覆盖性能的重要输入变量，土

壤湿度也是监测土壤水分平衡的重要因子。土壤湿度

的变化与地形、地质、土壤和植被参数密切相关[7]。

这些物理因素和环境过程（包括降雨、蒸发蒸散、径

流和融雪）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和嵌

套效应的过程。反过来，导致土壤水分模式随空间尺

度的变化而变化。有研究已表明土壤湿度的尺度依赖

的模式和标度变异性[8]。

时间序列的分形尺度可以揭示序列的记忆性以

及整个序列和部分序列的相似性。不同的方法例如傅

立叶谱技术、小波分析、重标度范围分析和谱分析[9]

已被用于估计标度指数。这些方法通常将序列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分析，从而提供一个或多个标度指数来表

征全局过程。然而，对于复杂的自然过程，仅仅用一

个或几个指数来描述标度行为随时间的详细变化是不

够的。当信号具有多重分形性（多重分形性可以模拟

时空不均匀性的复杂过程，其中潜在的随机过程表现

出对过去行为或记忆的依赖性）时，Hurst指数随时间

而变化[10,11]。在这种情况下，单个或多个标度指数不

能表征信号的特征。多重分形去趋势波动分析可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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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不同时间上的记忆特征。我们基于时间尺度局部

赫斯特指数的分形分析来评估自然过程的局部时间或

局部事件的时间序列的分形结构[11]。本论文基于土壤

湿度数据，利用多重分形去趋势分析探究信号的多分

量标度行为随时间变化的特征。通过对美国印第安纳

州土壤湿度的研究，揭示了不同土壤湿度深度（0-10 

cm，10-40cm，40-100cm，100-200cm）的基本特征。

二、 方法介绍

（一） 去趋势波动分析（DFA）

基于随机游走理论的DFA方法[12]，在构建从噪声

到随机游走的序列时，其中对区间 ( )Y i 通过以下公式

计算累积和：

    [ ]1
( ) , 1,...,i

kk
Y i x x i N

=
= − < > =∑         （1）

其 中 x< > 是 时 间 序 列 kx 的 平 均 值 ，我 们 用

int( / s)sN N= 将序列划分为非重叠段，然后用均方根

（RMS）计算尺度 s 内的波动。每段 ( )1 sv v N≤ ≤ 的局

部多项式趋势由 p 阶多项式 ( ), , 1, 2,p
v sy i p = 估计。然

后使用局部 p 阶多项式趋势 ( ),
p
v sy i 对区间 ( )Y i 进行去

趋势，以获得局部RMS：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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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s
p

v s v s
i

Y i Y i 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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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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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总RMS的平均波动来计算局部RMS，

表示为：

         ( ) ( )2
,

1

1 sN

v s
v

F s Y i
v =

= ∑ 

               （3） 

      式中， ( )F s 表示每段中与 相关的均方波动。

而标度指数 H (Hurst指数)与 ( )F s 存在关系 ( ) ~ HF s s 。

（二）多重分形分析

方 程（3）可 以 针 对 不 同 的 尺 度 s 进 行 计 算，但

Hurst指数代表了时间序列的平均涨落结构，忽略了时

间序列的奇异性。奇异性是由大小幅度的局部波动引

起的，这些波动产生时间序列的异常分布[13]。此时，

不能使用单分形DFA，需要计算 q 阶统计矩来量化不

同的标度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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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局部Hurst指数

由于标度函数 ( )F s 反映了全局RMS，导出的Hurst

指数与时间无关，并量化了整个序列的主要标度行

为。为了直接从局部波动中确定局部标度指数，从而

计算时间依赖的Hurst指数，我们使用局部波动来量化

局部尺度行为[15]。此方法的优点是采用一个具有特定

尺度 s 的移动窗口来确定局部均方根值。具体地说，

区间 ( )Y i 等距重叠划分取代之前的非重叠划分，每个

部分以标度 s 中的连续样本 v 为中心。我们还可以选

择一系列窗口（窗口的大小增加为2a个样本，其中a是

对齐部分中心的任意整数）来准确估计标度指数[13]。

有时，我们可以用不同尺度的平均值来消除尺度的影

响。然后可以在去趋势化每个窗口标度 s 之后确定局

部 ( )RMS v 的序列。q=0的时刻定义了局部 ( )RMS v 的扩

展中心。为了计算局部Hurst指数，有必要计算特定标

度s下每个局部均方根的剩余波动 ( )resRMS v ：

             （6）

在尺度 s 的局部的Hurst指数表示为：

              
（7）

其 中 ，max L 是 ( ){ }Y i 的 长 度，s 是 所 选 择 的 尺

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局部Hurst指数仅取决于窗口

尺度 s ，它表示窗口内样本的尺度行为或相关性。

当 ( )0 0.5tH H< < 或 ( )1 1.5tH H< < 时 ，时 间 序 列

的波动具有反持续性的特点，诱导波动过程趋于稳

定。当 ( ) 0.5tH H = 时，序列具有白噪声的波动特征，

即序列的过去状态不影响未来状态。当 ( ) 1tH H = 时，

时间序列具有 1
f 噪声的特征。如果 ( ) 1.5tH H = ，则

时间序列展示了布朗噪声的特征，并且增量序列不具

有相关性。当 ( )0.5 1tH H< < 或 ( ) 1.5tH H > 时，时间序

列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具有长相关性。其中 ( )tH H 表

示 H 或者 tH 。持续性表示如果土壤湿度在一段时间内

上升（或减少），它很可能在一个类似的时间内上升

（或减少）。反持续性通常表示在土壤湿度上升（或

减少）之后水位可能减小（或上升）。

三、结果与分析

对获得的2014-2019年的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数

据进行分析， ( )2log s - ( )2log F s 展示了不同深度土壤湿

度的 H 标度特征，从而可以用来揭示时间序列的记忆

特性。为了更清楚的展示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的时间

标度差异性，10-40cm，40-100cm，100-200cm的土壤

谷秀粉，等：时间尺度分析识别土壤湿度的多分形性特征



44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7 卷

湿度的标度图依次上移了1，2，3个单位。图1的结果展

示了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H 增加。在表层（0-10cm），

土壤湿度波动的Hurst指数为1.07，约等于1，展示了

1
f 噪声的特征，这是自然界中的典型过程，这一现象

主要是由于地表土壤湿度更易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降水，人类活动（浇灌），蒸发，光照，饱和水汽压

差等。在次浅层（10-40cm）的土壤湿度波动展示了反

持续性的特征（H=1.22）。但是当深度大于40cm时，土

壤湿度展示了持续性的特征，主要由于浅层土壤湿度

可以削弱外界因素对深层土壤湿度的影响。随着土壤

深度的增加，土壤湿度的持续特征增强，也就是土壤

湿度的记忆性更强。除此之外，可以观察到 ( )2log s 和

( )2log F s 的关系特征并不能很好的被一条直线进行拟

合，例如图1中黑线标注的区域，这说明土壤湿度的标

度行为不能使用单个的标度值进行表示，所以在我们

的研究中，探索了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来揭示

土壤湿度局部的标度行为。

图1   不同深度土壤湿度的 ( ) ( )2 2log logs F s−

图2（a）浅层土壤湿度的初始波动展示了周期性

的特征。我们选择30天，90天（季节性）的尺度分析

图2   （a）浅层土壤湿度的初始波动；（b）尺度为30天时浅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c）尺度为90天时浅层土壤湿度
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d）浅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的概率分布；（e）浅层土壤湿度局部Hurst指数的多重分形谱。

图3   （a）次浅层土壤湿度的初始波动；（b）尺度为30天时次浅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c）尺度为90天时次浅层土壤湿
度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d）次浅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的概率分布；（e）次浅层土壤湿度局部Hurst指数的多重分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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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湿度数据的局部Hurst指数。结果表明在这两种

尺度下局部Hurst指数的平均值是相等的。图2（d）

展示了浅层土壤的局部Hurst指数的大部分区域处于

(1,1 .5 )，即浅层土壤湿度主要展示了反持续性的特

征。图2（e）表明浅层土壤湿度具有多重分形性。图3

表示次浅层土壤湿度的波动特征，次浅层土壤湿度展

示了与浅层土壤湿度相似的季节特征。在不同尺度下

的平均局部Hurst指数比浅层的指数更大，说明序列的

反持续性特征增强。但是当土壤深度大于40cm时，土

壤湿度转为持续性的特征，并随着深度的增大，局部

Hurst指数也增大。并且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湿度变

化的多重分形性的复杂性增大（即多重分形谱的宽度

随着土壤深度增加而变大）。并且，尺度对局部Hurst

指数的均值没有影响。此外图4（a）和图5（a）展示了

更明显的年周期特征。本文中的结果展示了土壤湿度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一个标度指数很难对土壤湿度的

波动特征进行描述。多分形去趋势波动分析是分析土

壤湿度变化的有效方法。

四、结论

本文利用多重去趋势波动分析揭示了美国印第安

纳州的不同深度的土壤湿度的尺度依赖的标度特征。

结果表明，局部Hurst指数可以很好的描述土壤湿度时

间序列的局部的记忆特征，并且所选取的时间尺度对

土壤湿度序列的平均局部Hurst指数没有影响。土壤湿

度的波动展示了周期性的特征，并且随着深度增加，

波动的年周期特征更明显。在土壤深度小于40cm时，

土壤湿度波动展示出反持续性的波动特征；当土壤深

度大于40cm时，土壤湿度波动展示了持续性的波动特

图5  （a）深层土壤湿度的初始波动；（b）尺度为30天时深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c）尺度为90天时深层土壤湿度
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d）深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的概率分布；（e）深层土壤湿度局部Hurst指数的多重分形谱。

图4   （a）较深层土壤湿度的初始波动；（b）尺度为30天时较深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c）尺度为90天时较深层土壤湿
度的局部Hurst指数波动特征；（d）较深层土壤湿度的局部Hurst指数的概率分布；（e）较深层土壤湿度局部Hurst指数的多重分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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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并且较深土壤湿度的特征比浅层土壤湿度的特征更

明显。此外，土壤湿度波动展示了多重分形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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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Experiment of Six-hole Dual-structure Oxygen Lance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d Conve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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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ness Wind Tower Steel of Hebei Province, Handan  Hebei  056305, China；3.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fo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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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control the blowing performance of oxygen lance, a new type of double 

structure lance for 260t converter was developed. The impacting cavity characteristics of double structure oxygen lance 

and traditional molten pool oxygen lance were compared theoretically. The key blowing parameters of the double structure 

oxygen lance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ey blowing indexes of the double structure oxygen 

lance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oxygen lance. The oxygen blowing time was shortened by nearly 

50s, the blowing strength of the molten pool was improved, the dephosphorization rate was increased by about 3％, and 

the average steel consumption was reduced by 15kg/t.

Key words：double structure lance; converter; high efficiency; impacting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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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因组编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生物科学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CRISPR-Cas9技术作为新一代的基因

组编辑技术，可在基因组上实现定点修饰，具有操作简单，特异性强，耗时短等诸多优点。经过不断发展现开发

出了多种Cas9核酸酶衍生物，如摆脱5'-NGG-3' PAM限制的xCas9等，这些Cas9核酸酶衍生物已广泛应用在不同

细胞类型和生物体的基因组编辑。由CRISPR-Cas9系统改进而来的碱基编辑技术(base editing，BE)不需切割DNA

双链就能够实现高精度的目标基因编辑。借助碱基编辑工具，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嘧啶-嘧啶(CBE)，嘌呤-嘌呤

(ABE)，嘧啶-嘌呤(CGBE1或miniCGBE1)的转换。CRISPR-Cas9系统在研究基因功能、研究遗传病的发病机理、

以及用于基因治疗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就CRISPR-Cas9技术和碱基编辑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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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因组编辑技术

基因组编辑技术是一种新兴的能精准的对生物体

特定目标基因座进行修饰的一种基因工程技术，在生

物科学和医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该技术斩获

2020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其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

代，包括锌指核酸酶ZFNs[1-3]，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

核酸酶TALENs[4-6]和成簇的有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

序列CRISPR-Cas9。前两项技术的策略是将核酸内切

酶催化结构域与DNA结合蛋白连接，在特定基因组序

列上实现DNA双链断裂。Cas9核酸酶由一小段gRNA

引导至靶向基因组序列制造DNA双链断裂（图1），

具有操作便捷，特异性强，设计简单等诸多优点[7]，现

已广泛应用在不同细胞类型和生物体的基因组编辑。

Cas9核酸酶在特定的基因座上制造双链断裂后

细胞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修复：NHEJ和HDR。NHEJ

不需要同源模板，直接将断裂的DNA双链末端重新

连接在一起，但是会引入各种长度的插入/缺失突变

（Indels）。HDR是另一种主要的DNA修复途径，可

通过外源提供的DNA“供体模板”来修复断裂的双链

DNA，从而在目标基因座上进行精准修饰。HDR通常

只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发挥作用，HDR的效率因细胞生

长状态和类型以及修复位点和修复模板的不同而有很

大差异[7]。

图1   RNA引导的Cas9核酸酶的示意图
（以人的EMX1基因为例）[7]

二、CRISPR-Cas9技术的发展

最早在大肠杆菌中报道CRISPR重复序列，当时

在其它原核生物中未找到同源序列，CRISPR的生物

学功能在当时并不清楚[8]。2002年报道了只存在于原

核生物而真核生物或病毒中不存在的重复DNA序列，

命名为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用于描述细菌和古细菌中长度在

21-37bp簇状有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9]，该研究

鉴定出了4个CRISPR相关基因。

CRISPR技术在2006年被首次提出可以作为细

菌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并将cas基因根据蛋白序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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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25个不同的家族[10]。2009年CRISPR切割RNA首

次报导，由来自CRISPR基因座的靶向侵袭小分子的

psiRNA和Cmr蛋白组成，psiRNA与Cmr蛋白复合物可

以识别并结合入侵的RNA。psiRNA-Cmr蛋白复合物

可从psiRNA的3'端切割互补靶RNA，然后复合物切割

入侵的RNA，破坏遗传信息并可能阻断病毒的生命周

期，psiRNA以两种大小形式存在，它们共享一个共同

的5'序列标签，但具有不同的3'末端[11]。Cas9核酸酶

可以在crRNA与靶DNA互补配对结合的条件下作为

内切酶制造DNA双链断裂，tracrRNA：crRNA引导的

Cas9核酸酶利用独特的核酸内切酶结构域（HNH和

RuvC结构域）来切割目标DNA中的两条链。HNH结构

域切割互补链，而RuvC结构域切割非互补链。Cas9

识别靶标DNA既需要特定的crRNA的序列，也需要与

DNA靶标中的crRNA结合区相邻的含GG二核苷酸的

PAM序列[12]。通过对PAM依赖性靶DNA融合和RNA-

DNA杂合体形成的机制研究，进一步明确了PAM识别

的核心重要性。Cas9核酸酶与gRNA和含有5'-NGG-3'

的PAM 区DNA序列形成复合体。通过与Cas9的羧基末

端结构域的保守精氨酸残基相互作用，识别出非互补

链GG二核苷酸。在目标DNA链中+1位与PAM双链体

的小沟和磷酸二酯键的相互作用导致PAM上游局部链

的分离[13]。张锋团队设计了两种不同的II型CRISPR-

Cas系统，在人和小鼠细胞的内源性基因组位点诱导

精确切割。Cas9核酸酶也可以转化为切口酶以促进同

源性定向修复。多个引导序列可以编码成一个单一的

CRISPR阵列，从而可以同时编辑哺乳动物基因组中

的几个位点，表明CRISPR-Cas9技术的易编程性和广

泛的适用性[14]。

CRISPRa平台提供了一个模块化的蛋白效应器系

统，当与转录激活因子结合时，该系统可用于基因激

活。通过RuvC和HNH结构域的突变产生无核酸酶活

性的失活 Cas9（dCas9）[15]，将转录激活子VP64或p65

的结构域与dCas9融合。dCas9-VP64和dCas9-p65都

可以有效地激活报告基因表达[16]，dCas9可以作为一

个通用的平台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转录控制，从而增

加内源性人类基因的表达。VI-B CRISPR系统Cas13b

能够高效、特异性地敲除RNA，这为研究非编码RNA

以及在转录水平上控制细胞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无催化活性的Cas13b（dCas13b）保留了RNA的结合

能力。将dCas13b与ADAR2的腺苷脱氨酶结构域融

合来实现精确的A对I编辑。该系统进一步优化产生

REPAIRv2，比以前描述的RNA编辑工具具有更高的

特异性，同时保持了高水平的靶标活性[17]。

三、碱基编辑技术的研究进展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经过不断优化后可

在真核细胞中实现高度灵活且特异的基因组编辑。通

过与特异靶点的序列进行碱基配对从而引导Cas9核酸

酶至特定的靶位点进行切割，然后通过非同源性末端

接合（NHEJ）或同源重组（HDR）对断裂的DNA进行

修复，虽然HDR修复精确度高，但修复效率极低且局

限于有丝分裂细胞限制了HDR修复的应用。因此，精

准修复致病基因点突变依然是一大难题。

最近开发出不需要切割DNA的碱基编辑技术，

对于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疾病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碱基编辑技术能够实现非常高精度的目标打靶，因此

碱基编辑技术非常有望成为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等罕

见病基因治疗的热门工具之一。基于来源于大鼠胞嘧

啶脱氨酶（APOBEC1）与Cas9n核酸酶和尿嘧啶糖苷

酶抑制剂（UGI）融合形成的碱基编辑工具CBEs（图

2），包括BE1, BE2, BE3。其中BE3可以在不切断DNA

双链的情况下精确地引入由C/G碱基到T/A碱基的转

换，也是目前应用的最为广泛的嘧啶碱基编辑工具，

目前BE3已应用到基因编辑，动物模型制作及功能基

因筛选等领域[18]。有研究表明将来源于七鳃鳗的胞

嘧啶脱氨酶与Cas9n核酸酶和尿嘧啶糖苷酶抑制剂融

合，该系统可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实现15％-55％靶向

突变[19]。

图2  CBEs(Cytidine base editors)结构示意图[18]

胞嘧啶脱氨酶同样可以与其他Cas9核酸酶衍生

物融合得到新型碱基编辑器，David Liu开发了摆脱

PAM限制的新型高效的碱基编辑工具，如VQR-BE3

（PAM: NGAN），EQR-BE3（PAM: NGAG），SaBE3

（PAM: NNGRRT）等。将Cas9核酸酶与突变的胞苷

脱氨酶结构域融合得到的碱基编辑器可将编辑窗口的

宽度从5个核苷酸缩小到了1-2个核苷酸。能够区分相

邻的腺嘌呤从而实现更精准的编辑，其中以YE1-BE3

（W90Y+R126E）为最优，编辑活性与BE3保持相当

的同时编辑窗口可以精确到1-2个碱基[18]。通过扩充

PAM的CBE，使CBE工具的使用更加灵活。但在碱基

编辑过程中产生较低频率的indels及非预期突变（C到

G或A的突变），降低了产物纯度[18]。通过优化linker及

UGI的表达量得到变体BE4和eBE-S3均可以不同程度

地降低indels及非目标突变，提高其产物纯度[20, 21]，经

过不断优化CBE的编辑效率，产物纯度均有明显的提

升，有望成为未来基因治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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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只能实现嘧啶碱基的替换，无法对嘌呤碱基

进行编辑。另一种碱基编辑工具ABE利用进化的腺苷

脱氨酶与无催化活性的Cas9核酸酶融合可以实现在基

因组DNA中将目标A/T碱基对有效地转化为G/C碱基

对（在人类细胞中效率约为50％），原理是腺嘌呤脱

氨基之后为肌苷，在DNA水平被当作G进行复制（图

3）。然而细胞内对于肌苷的切除修复并不敏感，因此

ABEs能够实现较高的A/T到G/C的突变，且产品纯度

高，额外的Indel频率低。ABE可以更有效地引入点突

变，并且脱靶效应更低，ABE结合以前的碱基编辑器

一起可以直接引入四种突变，而无需对双链DNA进行

切割[22]。但由于CRISPR-Cas9技术用于基因组编辑和

其他应用时的一个关键要求是在目标靶点上存在5'-

NGG-3'的PAM，限制了碱基编辑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David Liu使用噬菌体辅助持续进化得到一个SpCas9

变体xCas9，xCas9核酸酶可以识别更广泛的PAM序列

（xCas9 3.7最优），包括NG，GAA和GAT。xCas9可在

人类细胞中的应用，包括靶向转录激活和基因敲除。

尽管xCas9核酸酶具有更广泛的PAM兼容性，但它可

以保持较低的脱靶效应，在测试的NGG目标位点上，

全基因组范围内的脱靶效率均显著降低。xCas9核

酸酶的发现扩大了CRISPR系统的DNA靶向范围。将

xCas9核酸酶与CBE或ABE融合，同样增加了碱基编辑

的靶向范围。与SpCas9–BE3相比，xCas9（3.7）–BE3

（C/G-T/A碱基编辑）将可能靶向的ClinVar数据库中

4422种病原性SNP的百分比从26％提高到73％。同样

xCas9（3.7）–ABE（A/T-G/C碱基编辑）将可能靶向

的ClinVar中14969种病原性SNP的比例从28％增加到

71％[23]。后来David Liu发现表达水平是碱基编辑的瓶

颈，通过修饰核定位信号（NLS）和密码子优化构建了

新型碱基编辑器BE4max和ABEmax可进一步提高碱基

编辑效率[24]。

图3 ABEs (Adenine base editors) 工作示意图[22]

CRISPR引导的胞嘧啶和腺嘌呤碱基编辑器被广

泛用于许多应用，但主要产生嘧啶到嘧啶或嘌呤到

嘌呤碱基的转变。无法实现嘧啶与嘌呤之间的碱基

互换。最近J. Keith Joung开发了两个新的碱基编辑

器CGBE1和miniCGBE1（图4），可以有效地诱导腺嘌

呤转换为胞嘧啶，尤其是在人类细胞中富含AT的序

列中，并减少了不必要的突变（C变A或T）。CGBE1

由RNA引导的Cas9切口酶，大肠杆菌衍生的尿嘧啶

DNA N-糖基化酶（eUNG）和大鼠APOBEC1胞苷脱

氨酶变体（R33A）组成。将CGBE1删除eUNG结构域

得到miniCGBE1，具有体积更小的优点。CGBE1或

miniCGBE1进一步扩展了碱基编辑器的研究和治疗应

用。从C到G的转换允许引入新的密码子和序列突变。

CBE在密码子的第三个核苷酸位置进行的C变T只能诱

导两个氨基酸改变，即Met变为Ile（ATG→ATA）和

Trp变为终止密码子（TGG→TGA）。同样ABE诱导的

A变G只能诱导Ile变为Met（ATA→ATG）和终止密码

子变为Trp（TGA→TGG）。相比之下，通过CGBE1或

miniCGBE1在密码子的第三个核苷酸位置进行C变G可

实现14种不同的氨基酸改变，而CBE和ABE则无法实

现。密码子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核苷酸位置的C到G的改

变也使其他氨基酸替换成为可能。在编码区和非编码

区CGBE1或miniCGBE1 C变G的能力可纠正现有单碱

基编辑技术无法实现的其他致病突变[25]。

图4  CGBE1和miniCGBE1结构示意图[25]

四、展望

CRISPR-Cas9技术作为新一代的基因组编辑技

术，已经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通过靶向编辑可以改造特定的基因来研究

基因功能、研究遗传病的发病机理、开发新药以及用

于基因治疗和作物改良等诸多领域。结合碱基编辑

技术进一步拓宽了CRISPR-Cas9技术的应用范围，对

生物学，医学，农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目前

CRISPR-Cas9技术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不同Cas9靶

点的Indel频率相差很大，无法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所有

Cas9靶点上均实现高效的基因敲除，破解Cas9核酸酶

靶点不同Indel频率的分布规律具有重大意义。另外脱

靶效应的存在始终是限制CRISPR-Cas9技术用于基因

治疗的一大障碍，如何进一步提高Cas9核酸酶的特异

性，降低脱靶造成的非预期影响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

问题，最后递送Cas9核酸酶的宿主细胞是否会引起未

知的其他影响需要进一步评估。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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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CRISPR-Cas9技术在各个领域会得到更广

阔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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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李传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南宁    530028）

摘   要：为全面了解广西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和生态风险状况，通过实地调查采样及土壤重金属

含量分析，对金城江区水田土壤中8种重金属Cd、Hg、As、Cu、Pb、Cr、Zn、Ni进行了污染程度分析和生态风险

评价，采用ArcGIS克里格插值法进行了空间分析，并结合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水田土壤中重金属来源进行了

探讨。结果表明，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总体污染严重，98.04％的水田土壤点位超标，除Cr无超标外，Cd、Hg、

As、Zn、Cu、Ni、Pb的超标率依次为97.06％、40.20％、14.71％、6.86％、3.92％、3.92％、2.94％，其中Cd和Hg超

标率远远超过全国和广西水平，是金城江区水田主要的污染元素。金城江区水田土壤总体呈现“中度”生态风险，其

中Cd对生态风险贡献率达到69.07％；长老乡北部和河池市周边存在高生态风险。多元地统计分析表明，水田土壤中

Cr、Cu、Ni主要受成土母质和成土过程控制，Cd、Hg、As、Pb、Zn含量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著，矿业活动排放的废

渣废水等可能是Cd、As、Pb、Zn的主要污染来源，而工矿业废气的排放是Hg污染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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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和条件。近年

来，随着工业发展、化肥农药使用、矿山开采等人类

活动的增强，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1-3]。据报道，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粮食减产

超过1000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

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4]。根据2014年环境保护部

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

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目前全国近1/5耕地主要

受到重金属污染[5]。许多研究表明，耕地重金属主要

来源于污水灌溉、污泥施用、采矿、冶炼等人类活动
[6-8]。重金属一旦进入耕地土壤，将很难自然降解[9]，

不仅直接影响耕地质量、农产品安全和农业经济发

展，而且通过食物链威胁着人体健康[10-12]。因此，耕

地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对摸清土壤污染状况和实现

农业安全生产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金城江区喀斯特地貌广布，耕地面积为231.55 

km2，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0％，人地矛盾突出，是生态

环境较差，资源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比较突

出的地区。金城江区位于我国有色金属之乡河池市，

在长期的矿山开采、冶炼、加工以及工业化进程中，

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13]。虽然对该区域土壤重金

属污染进行了一些调查，但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个

或者几个矿区周边[14-16]，至今尚未见到针对金城江全

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和评价的研究。

水田是金城江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之一，关系

到当地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本研究对广西金城江

区水田土壤8种重金属污染进行较全面的调查，通过

掌握水田土壤重金属的污染状况和环境风险等级，以

期为水田土壤污染的有效防控和农作物的安全生产提

供科学依据。

二、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金 城 江 区 位 于 广 西 西 北 部 ，是 河 池 市 唯 一 的

市辖区，经纬度范围为24°22′－24°55′N, 107°33′-

108°13′E，土地总面积2340km 2，耕地面积231.55 

k m 2 。稻 谷 是 该 区 域 主 要 的 粮 食 作 物 ，年 产 量 为

42101t，占粮食总产量的57％[17]。金城江区属于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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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0.4℃，年降水量为1470mm，

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系云贵高原余脉地

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一般海拔为400－600m，

最高海拔为1114m，图1为金城江区高程分布情况。

主要土壤类型为红壤、石灰土和水稻土。金城江区境

内有大小河流32条，主要的河流有龙江、刁江、环江

等。金城江区以及上游的南丹县和环江县集中了大量

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镀等重金属污染排放

企业，给该地区土壤带来重金属污染，其中南丹县占

51.3％，金城江区占24.0％，环江县占14.9％，调查的

金城江区及其周边涉重企业的分布情况如图1。

图1  研究区高程和涉重企业分布图

（二）样品采集与分析

根据金城江区水田的分布，兼顾样点的空间分布

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全县随机布设了102个样点，

采集0-20cm表层土壤样品（图2）。所有样品点尽可

能远离受人为活动直接影响地区，如公路、铁路、居

民点和工业区等。每个样点用木铲按照对角线法采集

10m×10m内的五个样点的混合样，并用GPS确定土

壤样点的地理位置。去除石块植物根系和凋落物混匀

后，用四分法保留大约1kg土样。所有土壤样品自然

风干后过2mm，部分样品过100目筛后储存于样品袋

待测。

土 壤 p H 用 电 极 法 测 定 ，水土比为2.5：1。土 壤

样 品 采 用 H N O 3- H C l - H F 消 解 体 系 进 行 微 波 消 解

(USEPA200.8-1994)后，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

定重金属Cr、Ni、Cu、Zn、Cd和Pb的含量（ICP-MS：

Agilent，7700e，USA）。重金属As和Hg采用HNO3-HCl

消解(GB/T 22105.2，2008)后，用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

(Titan AFS-8330，China)。每批样品消解时添加2个土

壤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和空白作分析质量控制，测定偏

差控制在±10％以内，选10％的样品做重复测试，相

对误差在±5％以内。

图2   研究区采样点图

（三）评价方法

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评价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

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18-19]。生态风险评价采用Hakanson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20-22]。评价标准均采用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GB15618-1995）中II类标准的临界值。

（1）单项污染指数法[18-19]。计算公式为：

Pi=Ci/Si

式中：Pi为样品中污染物i的单项污染指数；Ci为

重金属i的实测含量，mg/kg；Si为重金属i的评价标准，

mg/kg。

根据P i的大小，将土壤污染程度划分为五级：

Pi≤1，无污染；1＜Pi≤2，轻微污染；2＜Pi≤3，轻度

污染；3＜Pi≤5，中度污染；Pi＞5，重度污染[18-19]。

（2）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18-19]。计算公式为：

式中：PN为土壤综合污染指数；(Pi)mean为土壤中各

污染物的指数平均值；(Pi)max为土壤中单项污染物的最

大污染指数。

根据P N的大小，将土壤污染程度划分为五级：

P N≤0.7，清洁（安全）；0.7＜P N≤1.0，尚清洁（警戒

限）；1＜PN≤2.0，轻度污染；2＜PN≤3.0，中度污染；

PN＞3，重度污染[18-19]。

（3）潜在生态风险指数[20-22]。计算公式为：

式中：RI为土壤中多种重金属的综合生态风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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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Er
i为土壤中第i种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系

数；Cf
i为重金属i的富集系数；Cs

i为重金属i的实测含

量；Cn
i为重金属i的评价标准；Tr

i为重金属i的毒性响

应系数，参照Hakanson提出的参考值，Pb=Ni=Cu=5；

Cd=30；Cr=2；Zn=1；Hg=40；As=10[20]。

根据E r
i的大小，将单项污染物潜在生态风险程

度 划 分 为 五 级 ：E r
i< 4 0 ，轻 微 ；4 0 ≤ E r

i< 8 0 ，中 等 ；

80≤E r
i<160，强；160≤E r

i<320，很强；E r
i≥320，

极 强 。根 据 R I 的 大 小 ，将 综 合 生 态 风 险 程 度 划

分 为 四 级 ：R I< 1 5 0 ，轻 微 ；1 5 0 ≤ R I < 3 0 0 ，中 等 ；

300≤RI<600，强；RI≥600，很强[23-24]。

（四）数据统计分析

运用SPSS17.0和Excel2010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采用ArcGIS10.0软件进行克里格插值和空间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水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对金城江区102个水田土壤样品分析表明（表1）：

金城江区水田土壤pH在4.47-8.00之间，在102个土

壤样品中，只有13个点位呈现微碱性，其余点位pH

均 呈 中 性 或 酸 性 ， 变 异 系 数 为 1 5 . 0 4％，平 均 值 为

6.17，总体呈微酸性。8种重金属含量的大小顺序为：

Zn>Pb>Cr>Cu>Ni>As> Cd>Hg。与当地背景值相比，

Cd、Pb、Hg、Zn、Cu、As这6种元素的平均含量均高

于自然背景水平，分别是广西土壤背景值[25]的5.81、

3.10、2.30、2.05、1.10和1.09倍，呈现高累积状况；同

时Cd、Pb、Hg、Zn、As这5种重金属的数学统计结果

中变异系数、偏度和峰度均偏大，表示变化幅度大，

表明这些元素可能受人类活动强烈干预的影响，导致

局部微量元素含量增高，增大含量分布的空间差异。

经上述统计，发现Cd、Hg、Pb、Zn、As和Cu已在表

层土壤中有不同程度富集。为合理规划农业生产结构，

保障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作为耕地土壤质量参比

值，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和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对8种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见表2和表3。

由表2可知，单因子指数法得到8种重金属元素污

染程度大小为：Cd>Hg>As>Zn>Ni>Cu>Pb>Cr。其中

Cd超标最为严重，有97.06％的土壤样本超标，平均

超标4.50倍，达到中度污染，是金城江区水田土壤的

主要污染元素；其次是Hg，有40.20％的土壤样本超

标，平均超标1.17倍，达到轻微污染水平；其他5种重

金属As、Zn、Ni、Cu、Pb的超标率依次为14.71％、

6.86％、3.92％、3.92％、2.94％。

表1   土壤重金属含量统计特征（mg/kg）

元素 含量Concentration
标准差S.D.

变异系数 偏度
Skewness

峰度
Kurtosis

K-S检验
PK-S

背景值[25]

Elemen 极小值Min 极大值Max 均值Mean C.V. (％) Background value

pH 4.47 8.00 6.17 0.93 15.04 0.598 -0.705 0.064 

Cr 12.22 176.48 67.40 29.12 43.21 1.351 2.337 0.032 82.1

Ni 7.67 56.39 24.91 9.76 39.19 0.772 0.801 0.526 30.3

Cu 10.83 60.81 30.70 10.84 35.31 0.414 -0.095 0.961 27.8

Zn 35.15 1832.13 155.26 239.57 154.31 5.635 33.723 0.000 75.6

As 0.15 425.56 22.52 47.72 211.92 6.802 53.225 0.000 20.5

Cd 0.29 11.37 1.55 1.73 111.69 3.891 17.807 0.000 0.267

Pb 0.39 1669.73 74.28 173.37 233.42 8.103 72.873 0.000 24

Hg 0.05 3.00 0.35 0.38 109.63 4.512 25.818 0.000 0.152

表2   水田土壤单项污染指数和评价等级

元素

Elements

单项污染指数（Pi） 样品污染指数的分级(％)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Pi≤1 1< Pi≤2 2< Pi≤3 3< Pi≤5 Pi>5

Minimum Maximum Mean 无污染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Cr 0.05 0.71 0.25 100.00 0.00 0.00 0.00 0.00 

Ni 0.19 1.41 0.56 96.08 3.92 0.00 0.00 0.00 

Cu 0.11 1.22 0.52 96.08 3.92 0.00 0.00 0.00 

Zn 0.15 9.16 0.70 93.14 2.94 0.98 0.98 1.96 

As 0.01 14.19 0.84 85.29 7.84 2.94 1.96 1.96 

Cd 0.92 35.51 4.50 2.94 18.63 21.57 31.37 25.49 

Pb 0.00 6.68 0.28 97.06 0.98 0.98 0.00 0.98 

Hg 0.18 10.00 1.17 59.80 29.41 3.92 4.90 1.96 

李传章：广西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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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的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可见，91.18％的样

品的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大于1，其中28.43％属于轻

度污染，26.47％属于中度污染，36.28％属于重污染。

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的平均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

为3.35，达到重度污染水平。

表3  土壤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和评价等级

内梅罗污染指数（PN） 样品内梅罗污染指数的分级(％)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PN≤0.7 0.7<PN≤1 1<PN≤2 2<PN≤3 PN>3

Minimum Maximum Mean 安全 警戒线 轻污染 中污染 重污染

0.71 25.64 3.35 0.00 8.82 28.43 26.47 36.28

（二）土壤重金属污染空间分布

由于土壤是一个不均匀、具有高度空间变异性

的混合体，因此采集的土壤样本不能代表整个区域土

壤，只能代表样本点本身的土壤质量状况。而利用

ArcGIS软件结合Kriging插值法可以直观地了解研究区

重金属污染和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

如图3所示，Cd是金城江区水田土壤污染最严重

和污染面积最广的元素。金城江区全境受到了Cd不

同程度的污染，在长老乡和河池市周边出现了重度

污染，特别是在长老乡水田土壤Cd含量出现最大值

(11.37mg/kg)；此外，除在宝平乡、侧岭乡、白土乡的

少部分区域表现为轻微污染和轻度污染外，其余大部

分区域呈现中度污染。Hg是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

污染面积第二大的元素，表现出区域性污染特征，从

侧岭乡到五圩镇一线东侧呈现出一条明显的污染带，

大部分表现为轻微污染，在五圩镇东侧出现轻度和中

度污染；此外，在长老乡和九圩镇部分地区出现轻微

污染。土壤As的污染主要分布在长老乡、五圩镇和侧

岭乡等乡镇部分地区，其中长老乡北部呈现中度、重

度污染。土壤Zn和Pb只有在金城江区长老乡等局部地

区呈现不同程度污染。Cr、Ni和Cu元素没有出现区域

污染情况，总体属于清洁水平。

图3  土壤不同重金属污染分布

图4为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空间分

布。全县水田土壤基本上都被重金属污染，只是在不

同区域的污染程度不同。除宝平乡呈现轻度污染外，

其余地区均呈现中度、重度污染。其中，重度污染出

现在长老乡和河池市及周边乡镇。不过，由于内梅罗

综合指数过分突出污染指数最大的污染物对环境质

量的影响和作用，即突出以污染程度最为严重的重金

属，使其对环境质量评价的灵敏性不够高，造成Cd在

综合污染指数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并没有完全反映

污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重度污染范围。

图4  土壤重金属综合污染分布图

（三）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

由 表 4 结 果 所 示 ，金 城 江 区 水 田 土 壤 C d 属 于

“强”风险等级，Hg属于“中等”生态风险，其余元素

均呈现“轻微”风险。按照各元素平均Er
i大小排序为

Cd>Hg>As>Ni>Cu>Pb>Zn>Cr。在102个点位中，Cd仅

有9.80％的土样生态风险处于轻微水平，而27.45％的

土样处于中等生态风险，39.22％的土样处于强生态

风险，18.63％的土样处于很强生态风险，5.88％的土

样处于极强生态风险；Hg有60.78％土样处于轻微生

态风险，29.41％的土样处于中等生态风险，7.84％的

土样处于强生态风险，1.96％的土样处于很强生态风

险，0.98％的土样处于极强生态风险；As有96.08％的

土样处于轻微生态风险，仅有2.94％的土样处于中等

生态风险；而Cr、Ni、Cu、Zn和Pb这5种元素的环境

风险指数Er
i均低于40，呈轻微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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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在102份土样中，仅48.04％的土样

处于轻微生态风险，而41.18％的土样处于中等生态风

险，6.86％的土样处于强生态风险，3.92％的土样处于

很强生态风险。全县土壤重金属污染潜在生态风险指

数(RI)为198.25，达到“中等”风险水平，其中Cd的贡

献率达到69.07％，Hg的贡献率为21.77％，是构成生

态风险最主要的污染元素。

利用ArcGIS软件结合Kriging插值法做出潜在生态

风险指数分布图如图5所示，与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

评价结果类似，“强”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长老乡北

部。金城江区一半多区域呈现“中等”生态风险，除保

平乡外其他乡镇基本都有分布。内梅罗综合指数法的

计算公式中含有评价参数中最大的单项污染分指数，

突出高污染重金属对土壤质量的影响，金城江区Cd污

染最为严重，而在潜在生态风险评价中Cd的毒性系数

较高，因而潜在生态风险分布和综合污染分布一致。

图5  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分布

（四）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能够很好地辨别土壤重金

属污染来源[26-28]。由表6可以看出，Cu、Zn、As、Cd、

Pb和Cr、Ni、Cu两组元素均呈现两两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表明这些元素存在同源可能。而Hg是一个独立元

素，与其他元素相关性较低，表明Hg的来源与累积具

有特殊性。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由表7是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金城江水

田重金属含量信息可以归因于三个主成分，并反映了

80.8％的数据信息。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42.0％，Zn、

As、Cd、Pb元素具有很高的正载荷；第二主成分贡献

率25.5％，Cr、Ni、Cu元素有很高的正载荷；第三主成

分贡献率为13.3％，仅反映了Hg含量的分布特征。

表4   潜在生态危害系数及评价等级

元素

Elements

潜在生态危害系数（Er
i） 潜在生态危害系数的分级(％)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Er
i<40 40≤Er

i<80 80≤Er
i<160 160≤Er

i320 Er
i≥320

Minimum Maximum Mean 轻微 中等 强 很强 极强

Cr 0.10 1.41 0.50 100.00 0.00 0.00 0.00 0.00 

Ni 0.96 7.05 2.82 100.00 0.00 0.00 0.00 0.00 

Cu 0.54 6.08 2.59 100.00 0.00 0.00 0.00 0.00 

Zn 0.15 9.16 0.70 100.00 0.00 0.00 0.00 0.00

As 0.05 141.85 8.40 96.08 2.94 0.98 0.00 0.00

Cd 27.52 1065.31 135.09 9.80 27.45 39.22 18.63 5.88

Pb 0.01 33.39 1.38 100.00 0.00 0.00 0.00 0.00

Hg 7.07 400.00 46.78 60.78 29.41 7.84 1.96 0.98

表 5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及评价等级

RI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的分级 (％)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RI<150 150≤RI<300 300≤RI<600 RI≥600

Minimum Maximum Mean 轻微 中等 强 很强

46.14 1240.25 198.25 48.04 41.18 6.86 3.92

表6   土壤重金属元素相关分析

元素
Elemen Cr Ni Cu Zn As Cd Pb Hg

Cr 1.000 ** ** *

Ni 0.478** 1.000 ** ** ** ** * **

Cu 0.347** 0.632** 1.000 ** ** ** **

Zn 0.043 0.542** 0.466** 1.000 ** ** **

As 0.056 0.345** 0.414** 0.724** 1.000 ** **

Cd 0.206* 0.571** 0.538** 0.893** 0.622** 1.000 **

Pb 0.021 0.221* 0.390** 0.646** 0.941** 0.592** 1.000

Hg 0.051 0.284** 0.060 0.091 0.149 0.083 0.075 1.000

李传章：广西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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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 论

（一）水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

在102个耕地土壤样本中，有100个土壤样本存在

超标情况，重金属超标率为98.04％，远远高于全国耕

地土壤点位超标率(19.4％)，其中达到中度、重度污

染的点位分别为33.33％和26.47％，也远高于全国耕

地土壤的1.8％和1.1％[5]。同时，Cd、Hg、As的点位超

标率分别比全国土壤相应重金属的超标率（7.0％、

1.6％、2.7％）高出90.06％、38.60％、12.01％ [5]。另

外，金城江区水田土壤的Cd、Hg、As的点位超标

率比广西水田土壤的Cd、Hg、As超标率（24.71％、

8.70％、3.68％）分别高出72.35％、31.50％和11.03％
[29]。因此，Cd、Hg、As是全国、广西、金城江区土

壤的主要污染元素。对于Pb、Zn而言，尽管这2种元

素的含量是其背景值的2倍以上，但由于国家《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中Pb和Zn的污染限量值分别为250-

350mg/kg和200-300mg/kg，其含量仍远低于污染限量

值，从而导致其污染指数普遍较低。

（二）土壤重金属来源探讨

第一主成分所包含的Zn、As、Cd、Pb可能来源于

人类矿业生产活动。由于管理不善和不合理的矿产开

发行为，来自选矿场的选矿废水和尾砂未经任何处理

而直接排放到河流和小溪中，导致刁江流域和龙江流

域污染严重[14,30]。刁江河水中As、Cd、Pb、Zn污染十

分严重，在刁江未治理前最大重金属质量浓度分别可

达154.82，2.51，29.32，343.66mg/L，分别超标3096、

502、1571、343倍[31]。刁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元素与主

成分分析中第一主成分正载荷较高的元素相同。宋书

巧等[14]的研究也表明造成刁江沿岸农田污染的主要原

因为引刁江水灌溉和汛期洪水淹没农田。吴洋[4]对下

游都安县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结果也得出了

一致的结论。因此矿业活动引起的污水灌溉可能是第

一主成分的主要来源。

对于第二主成分，自然因素的影响要大于人类活

动的影响。Cr、Ni、Cu三种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中的

第一过渡系，它们具有类似的地球化学性质和行为
[32]。先前的许多研究表明土壤Cu、Ni、Cr的变异性与

地质背景有较密切联系[33-35]。同时，这些元素平均含

量与对应元素背景值相当，因此第二主成分所包括的

三种元素可能主要来源于成土母质。

表7    水田土壤重金属主成分分析结果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a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b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3.982 49.776 49.776 3.982 49.776 49.776 3.360 42.003 42.003

2 1.481 18.513 68.289 1.481 18.513 68.289 2.040 25.499 67.502

3 1.001 12.509 80.797 1.001 12.509 80.797 1.064 13.295 80.797

4 0.663 8.288 89.085

5 0.498 6.225 95.310

6 0.253 3.163 98.474

7 0.086 1.081 99.554

8 0.036 0.446 100.000

Component matrix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Elemen
Component

Elemen
Component

1 2 3 1 2 3

Cr 0.292 0.747 -0.209 Cr -0.116 0.820 -0.027

Ni 0.699 0.570 0.077 Ni 0.321 0.803 0.269

Cu 0.702 0.356 -0.195 Cu 0.434 0.685 -0.036

Zn 0.884 -0.200 -0.031 Zn 0.867 0.265 0.042

As 0.839 -0.399 0.076 As 0.925 0.051 0.103

Cd 0.882 -0.034 -0.099 Cd 0.783 0.419 0.006

Pb 0.782 -0.472 0.009 Pb 0.913 -0.024 0.017

Hg 0.198 0.219 0.947 Hg 0.050 0.068 0.988

注：a提取方法：主成分方法；b因子轴旋转方法：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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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主成分仅包含汞，可能来源于大气沉降。

金城江区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发达，是河池市废气排放

最多的县[13]。化石燃料的燃烧和金属冶炼行业是Hg

排放的主要来源。据报道，中国的Hg排放，38％来自

煤燃烧，45％来自有色金属冶炼，17％来自其他方式
[36]。与其他重金属元素不同，Hg是一种易迁移且相对

稳定的环境污染物，能在大气中保持半年至2年的时

间，因此Hg能在远离污染源的土壤中发生累积[34]。先

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Hg在表层土壤中的累积通常与大

气沉降有关。因此工矿业生产、化石燃料燃烧等排放

的废气沉降是Hg的主要来源。

（三）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分布

总体而言，Cd、As、Zn、Pb的污染分布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且与三个主要工矿企业集中分布区是一致

的，即大厂—车河矿区周边、五圩以及河池市周边。

宋书巧等[14]对长老乡农田Cu、Pb、Zn、Cd、As、Sb、

Sn、Hg、Cr、Fe进行了典型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受

上游矿冶活动的影响，该农田受到了严重的As、Pb、

Cd、Zn复合污染，分别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三级标准

500、2.72、100、37.4倍。项萌等[16]调查和分析了河池

市的一个铅锑矿冶炼区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结

果表明：冶炼区周边表层土壤受到较高含量的Pb、Zn

污染，As、Cd和Cu也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其中Zn含量

365-1033mg/kg，Pb的含量为259-2261mg/kg，分别是

背景值的3.4-29.7倍、1.4-3.9倍。这进一步证明了金

城江区第一主成分主要是人类矿业活动影响的反映。

第二主成分所关联的元素Cr、Ni、Cu没有形成污染

区域，它们的含量基本都低于广西土壤环境质量背景

值，这进一步说明Cr、Ni、Cu主要来源于成土母质，

属于自然源。Ni和Cu均有3.92％的样点超标，且在第

一主成分中也具有较高的载荷，也不排除人类影响的

可能性，但与第一主成分所关联的元素相比，无论在

影响的空间范围还是影响的程度上都小的多。Hg的污

染分布明显不同于其他元素，其污染区与谷地的分布

一致，且位于工业区的下风向（图1），这进一步说明

Hg污染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金城江区全年盛行偏东

风，偏东风风向出现频率18％，静风频率高达44％，

加之谷地地形，大气扩散能力弱[13]，从而导致下风向

的谷地迎风坡Hg污染严重。

五、结 论

1. 金城江区水田土壤重金属总体呈现重度污染，

主要污染元素是Cd和Hg，其超标率明显高于全国和广

西的耕地土壤，表现为中度污染和轻微污染；其次为

As、Zn、Pb，表现为局部污染。

2. 金城江区水田土壤的Cd呈现“强”的生态风险

等级，Hg表现为中等生态风险，其余元素均表现“轻

微”生态风险，总体上表现为“中等”生态风险；长老

乡是金城江区高生态风险集中区。

3. 多重地统计分析表明，Cu、Ni、Cr与地质背景

有较密切联系；Zn、As、Cd、Pb主要受人类工矿业生

产活动排放的废渣和废水影响；而Hg主要与大气沉降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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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献经过传抄、刻印、排印，难免会出现错误，

清代学者齐召南在《<前汉书>考证后序》曾对此现

象做出过描述：“版本印染，日传万纸，于人甚便，人

间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袭，校雠稍疏，辗转失

真，‘乌’、‘焉’成‘马’。故书有版本，而读者甚易，

亦自有版本而校者转难，固其势然也。”鉴于此种情

况，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校勘工作，以求恢复古书原

貌，正本清源。校勘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文献学的一个

重要门类，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

体系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校勘的基本概念，校勘的基

本方法，校勘的基本类型以及校勘记的基本写法等。

关于校勘的基本概念，倪其心先生在其《校勘学

大纲》（1987）中曾下了这样的定义：“‘校勘’的本义

是比较审定的意思。校勘学所研究的‘校勘’，专指古

籍的校勘。……把一种古籍的不同版本搜集起来，比

较它们的文字语句的异同，审定其中的正误，这就是

古籍的校勘，通称‘校勘’。”[1] 通过这个定义，我们

可以了解到，从事校勘工作，需要广泛搜集异本和相

关参考资料，然后反复比较异同并审慎判断正误，整

个流程下来，需要耗费整理者很多心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相关学者们试图借助新

的技术手段，来为校勘工作服务。这种利用计算机手

段，发现和标记古籍不同版本之间或者引文与原书之

间，字符数量、字符顺序和字符形体差异，并提供在

线判定正误、书写按语的工作环境，并最终根据需要

自动生成校勘记的过程，称为“自动校勘”。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何志华先生曾经对此设想作过

肯定的评论：“时至今日，各地学术机构纷纷建立古

籍数据库，校雠学者得计算机之助，可以在弹指之间

搜集异文，考其异同，古籍校雠学已然开展了崭新的

局面。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陈垣于

《校勘学释例》卷六所提‘校法四例’，我们已可利用

计算机的记忆、搜寻、对比、连结等功能，初步进行

古籍对校、本校及他校的程序。”[2]

可见，计算机辅助校勘已经受到从事校勘工作的

学者高度重视了。但是，不管校勘程序有多高级，效

率有多高，从本质上来讲，自动校勘程序还仅仅是一

个辅助性工具，只能有限程度地来辅助人们做机械地

筛选、统计类工作，还不能像人那样去思考，必须对

校勘工作的可自动化程度有所了解。

二、版本校勘的基本方法及可自动化程度分析

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最为学界推崇的是陈垣先

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所归纳出来的四种，即“对校

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简称“四校法”。[3]

对校法是指选定一个版本为底本，然后用其他

不同的版本与之进行比对，归纳起来说就是“只校异

同，不校是非”。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将一个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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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或者部分字段看成一个字符串，与另一个版本

的相应字符串进行比对，如果相等，则跳过；如果不

等，则切分成诸多子串，再进行比对，并把比对的结

果反馈出来。该类动作，循环进行，直至对整个文本

对比结束。所以使用对校法进行自动校勘，具有很强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校法是指在没有其他版本和有关资料对比的

情况下，依据该书自身体例，结合文字、音韵、训诂

等相关领域的专业常识进行校勘。本校法的前提是必

须保障全书出自一人之手，且资料来源必须相同。然

后，再比较前后文字形体是否一致，所引用的相同文

句之间是否一致，正文和注文是否相互对应，文例是

否能够说明所要证明的文意等等。例如：有些是固定

搭配，一旦发现本应是固定搭配，而又不确定的情

况，便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全文检索，把凡是带有该

字的例句都筛选出来，或者设定以该字为中心的字符

串长度，把含有该字的相关字符串筛选出来。进而观

察所要确认的字符的使用情况，从而判定使用是否正

确。例如：《淮南子·原道》：“授万物而无所前后”，

通过检索行文中的其他地方，“授”字所出之处，必有

“禀”字相随，因此，可以断定，本处脱“禀”字。

他校法是指利用其他书，来验证本书中的文字

是否正确，或是利用不同著作的相同内容进行相互校

勘的方法。校对引文，是他校法中最典型的一项具体

工作。计算机执行他校功能，主要是利用引文核查技

术，将底本中的某个字符串中作为索引关键词，到其

他相关文本中进行自动检索，然后对比相关字符串是

否一致，甚至还可以将匹配程度进行分类，如全同匹

配或相似匹配等。

理校法是指在没有版本或其他材料可以依据的

情况下利用所具备的理论知识、逻辑推理的方法，来

分析验证所校书中的文字是否正确。若非精通本专业

知识，具备深厚的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理论者，

不可妄加使用。否则，很容易陷入误断的境地。理校

法，是一种纯粹主观性的工作，需要利用校者的文

字、音韵、词汇、语法等知识来全面推导，所以，

不能直接借助计算机来进行。但是，理校的前提是

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有目标的，校的对象是其

他方法得出的异文或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从流程

上来讲，也还是需要借助计算机，先找到需要理校的

校点，再结合校勘者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具体的勘校工

作。

总体而言，自动校勘最适宜执行的是“对校法”

即不同版本进行比较；暂时还不容易实现对人工智能

要求比较高的“理校法”，因为计算机还没有发展到完

全智能化的阶段，还无法利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或

逻辑推理来进行归纳、总结判断；当然，在需要的情

况下可以一定程度上使用“他校法”，即利用其它书的

部分内容来验证本书中的文字是否正确，但前提是需

要有相应的资源库，资源库越丰富，越完备，知识标

注得越细致，计算机可利用的空间就越大。例如，中

华书局的很多新书在编辑过程中，会采用“引文核查

系统”到《中华经典古籍库》中自动核查所引文句是

否正确。如果某书的内部所含的规则、规律比较容易

提取，“本校法”的作用也会充分体现出来。当然，这

只是对四种校勘法在使用计算机水平方面进行的预估

和评析。具体执行起来，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校勘异文的类型及校勘记的自动导出

（一）校勘异文的类型

古籍校勘的情况很复杂，前辈学者将这些情况归

纳为讹、衍、倒、脱四种情况。

所谓“讹”主要是指古籍在传抄或刻写过程中出

现的错误情况，例如：段玉裁先生记载了戴震先生所

发现的错误，在《水经注》中有“水流松果之山”的记

载，但钟惺先生误把“山”当成“上”，把原本一句平

常的话，误解成了描摹美景的句子。

所谓“衍”是指古籍在传抄或刻写过程中无意混

入多余或重复的文字，例如：王念孙《读书杂志·淮

南內篇第十四·诠言·劝而就利者》：“故道不可以劝而

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念孙案：‘劝’下‘而’字

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无‘而’字。”

所谓“倒”是指古籍在传抄或刻写过程中出现的

词句颠倒的现象，亦称“倒乙”，例如：张氏泽存堂

本《广韵·赀韵》：“在海北。”“在海北”故宫本、

敦煌本王韵中作“在北海”，据周祖谟先生考证，认

为“在北海”是正确的。《春秋·庄公元年》中记载：

“齐师迁纪郱鄑郚迁之者何取之也”，杜预注：“北海

都昌县西有訾城。”案鄑訾音同，释文：鄑，子斯反，

盖指“訾城”即“鄑城”。故张氏泽存堂本中的“海

北”二字顺序颠倒了。

所谓“脱”是指古籍在传抄或刻写过程中出现的

脱落、遗漏字句的现象，亦称“夺文”。张氏泽存堂

本《广韵·为韵》：“逶，逶迤，于为切十。”经查看原

文，发现“逶”是“为”小韵中的第一个字，按照《广

韵》的体例，每个小韵中的第一个字下面要把该小韵

中所包含的字数列出来，细数了一下，该小韵中共包

含“逶、 、萎、㮃、覣、蜲、痿、倭、委、䴧、蟡”

十一个字，所以，巾箱本和黎本是对的，张氏泽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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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当时遗漏了“一”字。

自从计算机介入校勘工作之后，上述方法和分

类似乎有些不适应，比如说，传统校勘学分类中的

“误”的情况，计算机根本判定不了，计算机能做的

只是“校异”。另外，在实际的校勘工作中还发现了很

多情况，是仅仅分“误”“脱”“衍”“倒”等类情况所概

括不了的。要想开发一个相对实用的自动校勘系统，

就需要了解自动校勘的工作原理并重新归纳版本异

文的类型。从校勘的类型上来讲，自动校勘只能“辨

异”，无法“勘误”。所以，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校勘工

作，主要还是对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异文进行筛选，

然后再由人来判断异文的具体类型，并探究产生该种

异文的具体原因。

不难想象，自动校勘的流程应该是一个由形式到

内容的逻辑过程，即：先是机器筛选“异文”，并做初

步归类，后经人工考证再做判断。另外，对于机器来

讲，在古汉语语料标注尚欠成熟的阶段，能自动识别

的就是“字”，对于句法层面的“词”和“句”等单位，

是判定不了的。所以，我们不妨先把不同的版本看成

是由不同字符组成的不同的集合，每个版本中所包含

的字符就相当于某个集合的个体元素。对不同集合

进行对比时，隶属于不同集合的个体元素之间的关系

无非就这么几种：元素数量是否等同、元素内容是相

同、元素的排列顺序是否一致。所以具体到汉字字符

来讲，其类型也可以大致这样区分：字符数量差异，

字符顺序差异，字符形体差异等。

1. 字符数量差异，即字符的数量不同，这里可以

包括脱文、衍文、以及语句处理策略的差异。从具体

数量上看，可以有“一字之脱、衍”，也可以有“一段

之脱、衍”，对于某些古籍文献来讲，可能会首先关注

“一段之脱、衍”，例如在版刻楷体字书的不同版本

中，可能会出现字头统领的整个字条的集体缺失，即

字头数目的不一致，这在字书研究中属于重要的差异

信息，其次才会关注到相同字头所统领的字条内部的

个别字词或字形的差异。

2. 字符形体差异。字符形体差异主要包括讹字、

异体字、分化字、通假字、避讳字和换用同义词等几

种情况。

3. 字符顺序差异，相当于传统的人工校勘中的

“倒”。当分割出来的某一字符串，数量和要素完全

一致，只是顺序不同，这时，计算机可以判定为“错

序”。比较常见的错序就是字符颠倒，例如：李鼎元刊

本《六书故》中“朿禾束桼林耒片”等字，在明影抄元

本中则是“朿桼禾束片林耒”，很明显就是顺序不一致

的情况。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如果做计算机辅助校勘

系统，就应该基于自动校勘的特点来对校勘出来异文

类型进行分析，笔者尝试做了新的分类，请见图1：面

图1  计算机辅助校勘异文类型层级图

（二）按语填充的体例

填写按语，是记录校勘结论的重要步骤。按语填

充是否清晰、明确，直接影响到校勘的效果。在按语

的填写方面，前人也给了我们很多借鉴，例如：

有版本依据的讹文，可采取如下说法：A.某字某

本作某，是。B.某字当依某本作某。C.某字原作某，

今据某本改。

有版本依据的脱文，可采取如下说法：A.某下某

本有某字，当据补。B.某下某本有某字，是也。C.某字

原脱，今据某本补。

有版本依据的倒文，可采取如下说法：A.某某二

字某本作某某，当据乙。B.某某二字某本互乙，是。

C.某某二字，原误倒，今据某本乙正。

有版本依据的衍文，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字某

本无，当系衍文。B.某下原有某字，今据某本删。

有版本依据的错乱，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某某

某几字，某本作某某某某，当据正。B.某某某某几字原

作某某某某，今据某本订正。

义可两通或不辨是非者，可这样说：某字某本作

某。

据他校所得成果，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字某

书引作某，当据订正。B.某字原作某，今据某书引改

正。C.某字原脱，今据某书引补。D.某字下某书引有

朱翠萍：计算机辅助版本校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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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字，当据补。E.某句某书引作某句，又某书引作某

句，某字下均有某字，当据补。F. 某某，某书引作某

某，当据乙。

据 考 证 所 得 结 果 ，应 以 按 语 形 式 出 校 。如 ：A . 

按：某字当作某字。B. 按：某下当有某字。C. 按：某某

二字误倒。D. 按：某至某若干字当系注文误入正文。

E. 按：某字当系衍文。

有旧说者可先引旧说，再下按语。如：王念孙曰

某当作某……按：宋本正作某，王说是也。

上述按语非常全面，但是对于计算机辅助校勘来

说，有些琐碎，不便在机器上表示，但是我们可以结

合前人所提供的这些按语表达的方式，提炼出一些填

写的规律，来更好的适应自动填充按语的需要，示例

表1：

表1   自动校勘按语填写示例

讹 衍 倒 脱 异 特殊说明

A为B之讹字  A字衍，今删 A1A2二字倒（互乙） A字后脱B，今据X本补 A为B之异体字

A原作B，据X本改 疑A为衍文
A1A2二字，原误倒，

今据X本乙正
A下X本有B字，是也 A为B之假借字

疑A为B之讹字 存疑待考
A1A2A3A4几字原作A4A2A1A3，

今据X本订正
A下当有B字 A为B之分化字

A当（应、似）为B
之讹字

A1A2A3A4等字原在Y处，今将之移到某处 存疑待考 A为B之避讳字

存疑待考 A1A2A3A4几字，X本作A4A2A1A3，当据正 A字诸本皆不同

存疑待考 存疑待考

上表只是列举一二比较典型的情况，真正校勘的

时候，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还需要不断扩充校勘

的类型和填写的按语的样式。

校勘者的考证过程，我们通过按语填充的窗口详

细地记录下来，即使有修订，我们也要有对既往版本

的备份，以便必要的时候回查或回改。

校勘记的书写位置方面，也尽量提供多种选择。

可以在当页，可以在卷末，也可以在书后，要根据书

的情况以及作者的喜好或展现特色来选择。但是，校

点与校记之间的关联要做好，并能自动更新，一旦一

个地方删除了校记或增加了校记，在原文中的标号以

及校记前的序号，要自动及时地对应起来，实时做到

校勘结论的更新。

校勘记导出的时候，能够自动提取到异文，排列

好异文、类型与按语的位置，使校勘记的格式规范、

清晰。

一旦上述功能可以自动实现，便可以节省校勘者

相当多用来写校勘记的时间，使校勘者完全可以把精

力专注于考证的过程及类型的判断上。这样，不仅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无形中助力校勘的结论更加接

近精确。

四、计算机辅助版本校勘案例分析——《广韵》

版本对校

自动校勘系统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

面上，还要在建成之后进行效果验证。笔者即以初步

搭建成型的“版刻楷体字书计算机辅助校勘”，在《广

韵》的版本校勘上进行了试验。

《广韵》是一本重要的字书，流传广，版本多，

研究成果很丰富。围绕着《广韵》所做的校勘记比较

多且有代表性，校勘内容权威性高，校勘记格式比较

明显，方便我们验证自动校勘系统的校勘结果。《广

韵》的版本源流情况可简列为图2：

图 2    《广韵》版本源流示例

周祖谟先生的《广韵校本》是20世纪40年代的扛

鼎之作，该书以张氏泽存堂本为底本，参以巾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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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uter Aided Version Collation

ZHU   Cui-ping

（Gulian (Beijing) Media Tech Co.,Ltd.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100073, China）

Absrtact: The research of computer-aided version coll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raditional 

col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ople's working methods have generally changed, and 

they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speed and efficiency of material processing. The field of collation, which has 

heavy tasks, also hopes to separate some batch processing work to computer processing.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the basic process and steps of the traditional collation work, extracting the rules 

of version collation can make the computer-aided version collation work better.

Key words: computer aided; edition; collation

北宋本、黎本、景宋本、栋亭本、元泰定本、明本等

多种版本进行校勘，内容精到，不仅是音韵学研究者

必读之书，更是校勘工作的楷模。

笔 者 将《 广 韵》第 一 卷 ，共 计 5 , 0 0 4 个 字 头 ，

50,640个字符，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了自动对比，用

时2分13秒。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本文暂时拿出前

1,000个字头进行详细分析。在这1,000个字头中，泽

存堂本和巾箱本，不同之处有422处，其中脱衍情况2

处，避讳差异2处，顺序倒置2处，内容差异3处，异字

情况71处，新旧字形差异共计210处。而周祖谟先生

在其著名的《广韵校本》中对巾箱本与泽存堂本之间

的差别共记录了27处。为何数量如此悬殊？于是我们

将计算机筛选的结果与周先生所筛出来的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如表2。

“新旧字形”是1965年国家发布了《印刷通用

汉字字形表》之后才有的概念，计算机可以辨识，但

晚于《广韵校本》的成书时间，周先生不可能提及。

“避讳差异”在计算机中用不同的编码代表不同的字

形，人工可以因为时代的变革不必避讳而忽略此类差

异。其余差异类型，是人机都该注意的，在数量上计

算机明显高于人工。虽然不排除计算机所提取出来的

异文存在冗余，但确实发现了很多人工遗漏而有价值

的异文，这证明计算辅助校勘还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的，不仅有速度优势更增强了质量上的保障。

五、结束语

本研究将古老而传统的学科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结

合起来，利用数据挖掘的思路去揭示古籍文献中所存

在的规律，对于重拾人们对于古籍版本校勘的信心有

很大的帮助，希望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繁重的校

勘工作得以实现较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倪其心. 校勘学大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何志华. 古籍校雠机读模式初探——兼论中国文化研究所

   「汉达文库」的另类功能[OE/CD]. http://wenku.baidu.com/

view/b6865370f242336c1eb95eb4.html.

[3]  陈垣. 校勘学释例[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44-149.

表2    校勘《广韵》1000字头人机对比情况

类型 计算机筛选 周先生筛出

新旧字形 210 0

顺序倒置 2 1

内容差异 3 0

脱衍情况 2 2

异字情况 71 23

异体情况 132 1

避讳差异 2 0

总计 422 27

朱翠萍：计算机辅助版本校勘研究 



第 37  卷第 2 期
  2021 年 4 月

Vol.37，No.2
  Apr .，2021

历史语境中的译者身份之辨

卞建华，石 灿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青岛   266071）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林语堂作品的中国文化变译策略研究”（14BYY01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  

                   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传译策略研究——以林语堂编译写策略为个案”（11CWXJ03）。

作者简介：卞建华（1969-），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西译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翻译教学等研究。

                    德州学院英语专业1988届毕业生。

① 以罗马尼亚裔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1913-1970）为代表。

摘  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连接文本、读者乃至源语言语境、目的语语境的关键因素。历史语境中

的译者身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被忽视到被认可的过程，这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对翻译的认知差异，更是我们

进一步研究译者主体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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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学视域中的译者因素

当代文学理论发生过两次研究重点的转移：第

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重点从以作家为

主转向以作品文本为主，比如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

义文论；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重点

由以作品文本为主转向以读者接受为主，比如存在主

义文论、接受理论。换言之，经由文学活动所延展的

研究视野，在当代最终呈现出“作家——文本——读

者”这一独特的嬗变轨迹。

受文学思潮的影响，翻译学研究视角也逐渐超越

了语言层面，进入到更广阔的视野，表现在两种向

度：一是阐发宏观传统翻译问题的视角发生转变，比

如文化转向之后我们倾向于在源语言语境与目的语语

境之下解读语际转换中的语言形态，至此，阐释视角

转变到有关“选择与呈现”的诸问题中；二是解读具

体传统翻译问题的视角开始纵深化，比如对于译者身

份的看法不再拘泥于“附庸”，甚至不再困囿于“隐

身”，而是充分考察到了译者与双重语境的多层互动

关系。

与此同时，翻译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视角差异也

在历时语境中逐步显现：文本的解读，译者的主体，

文本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并未依次取代前者成为研

究的主流，而是自始至终相伴相生，交织呈现于翻译

学的研究视域中。因此，翻译学研究尤其不可割裂译

者、文本、译文读者以及双重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而维系并推动四种因素动态平衡的关键要素，即为译

者。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译者与翻译研究诸因素之间的

关系呢？

从发生结构主义的视角而言，一切文学作品都

是“有意义的结构”①，这是我们判断文学作品内在

意义的最有力工具。文学作品不仅是创作者依据经

验对于现实世界“已发生”或“将发生”的事件或趋

势的阐释，更是诉诸于思想、情感与行为的连续体。

“这种结构一方面涉及某一文学作品各部分内容要素

之间的整体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整个社会有着内在的

联系。”[2]所以，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时候，既要重视

文本本身的“意义结构”的生成与运行，又要关注承

载“有意义的结构”的文本与社会广义语境的联系；

既要注重文本细读，理清思想、情感与行为三者在语

言层面的显现，又要注重主体、围绕主体的文本、与

更广义的社会语境三者间的动态互动。而显然，这其

中主体因素是实现多维互动的关键。对于翻译学研

究而言，其表现为揭示译文文本的“意义结构”，注

重作为创作者的译者、文本呈现及社会三者间的内

在联系。因此，译者这一主体视角下的文本与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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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间的多维度互动，或言之译者不同身份下的译文呈

现，是全面理解译学问题的关键。

然而，当“译者”被置于“古-今-中-外”的四维

坐标之中，不难发现，人们对于译者身份地位的认知

与对“翻译”及广义“文学”的认知，无论中西，皆具

有相对一致性，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二、西方语境下的译者身份变迁

在西方《圣经》翻译阶段，出于对上帝的绝对

尊 重 ，以 及 对《 圣 经 》权 威 性 的 绝 对 维 护 ，译 者 沦

为“书写工具”，直到圣·哲罗姆（St. Jerome）与马

丁·路德（Mart in   Luther），这种境遇才略有所缓

和。前者主持译经，强调译者受上帝感召，虽直译但

不应拘泥字词对等；后者提倡使用地道本民族语言翻

译《圣经》，故而不能执念于直译，或一味追求拉丁

语式的措辞文雅，忽略读者接受。然而，无论是“书

写工具”，“词面自由”还是“正宗本民族语言表达”，

译者都没有走出“传递者”的窠臼，完全受制于原文

文本。在语文学阶段①，译者身份处于隐蔽状态，无

论是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译者奴隶说”，还是泰特

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为了原作栩栩再现而对译

者提出的一系列规约，都说明了译者地位被遮蔽的现

实。在语言学阶段，尤其是当奈达(Eugene A. Nida)开

始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审视翻译理论时，译者的主观

能动性在某种程度被强调和确认，但是其相对独立性

却依然未被揭示。这种局面，直到二战之后才出现较

为明显的转变。

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学界对阐释学派价值的

重新发掘，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承袭施莱

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将翻译活动分

为四层，即信任（trust）、进攻（aggression）、吸收

（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随着二十世纪

上半叶两次文学思潮的到来，文本的相对独立性被强

调——一旦作者完成了文本创作，文本便脱离了作者

而具备相对独立的意义。于是，译者也不再是作者的

影子，乃至拥有了依据个人能力对文本进行渗透与干

预的权力与能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反传

统”的哲学思潮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影响至文学、

艺术、神学等领域，至八十年代蔓延至翻译界。语际

转换机制连接两端语境，其中源语言语境一直存在于

研究视域中，而目的语语境自此才从被遮蔽的状态中

凸显出来。解构主义翻译学认为，译者才是翻译活动

的中心，是最重要的翻译主体，译文并不是原文的附

庸，而是享有平等地位的独立文本。自此，译者开始

走向“台前”。

三、中国语境下的译者身份变迁

中国语境下的译者身份转变模式与西方如出一

辙。在中国古籍记载里，译事活动早已有之，而译者

身份问题，亦可从中窥知一二。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

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

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

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

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

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

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

曰狄鞮，北方曰译。[4]

中原民族以“夷”“蛮”“戎”“狄”分别指代东、

南、西、北四方的少数民族。通晓这四方少数民族语

言的译者，分别被称为“寄”“象”“狄鞮”“译”。

就译者地位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中原王朝处在文

明链条的高层次位置。四夷之人，披发纹身，衣羽左

衽，穴居而不火食、不粒食，较之著六官、存治体的

中原汉地，其所秉承的是一种低势能的文明传统。于

是，中原视周边少数民族均带有一种绝对的民族优越

感。这种优越感来源于其文化的优越性，于典籍表述

中，其展现出一种绝对的民族中心主义。如果说这段

文献侧重描述“译事主体”在初级阶段的生态环境与

产生形态，那么在后来的叙述中，这种轻视则显露无

疑。

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

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

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国语·周语中·定王论不用全蒸之故》[5]

中原王朝认为，戎狄等少数民族，冒昧而无长幼

尊卑之伦理，贪婪而不知规训自己的欲望，任凭其秉性

发展，与禽兽无二。所以当四夷来朝见，只令他们坐在

门外，给与他们的吃食，不必精膳，甚至不必是熟食。

①此处语文学派，并非西方语言哲学体系所说的“语文学”。前者概念，参见：陈德鸿、陈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后者，即欧美语言学史体系的概念，其分为五个阶段，即语文学阶段、传统语法阶

段、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结构语言学阶段、生成语言学阶段。其中语文学阶段指公元前5世纪以考证、解释古代文献为主的

学术活动。而翻译学视域中的“语文学阶段”指文艺复兴之后，十七到十九世纪的翻译理论，大体对应语言学学派的传统语法

阶段后期与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

卞建华，等：历史语境中的译者身份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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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旨需要传达，只要“舌人”出门去口头传达即可。

“舌人”也是古代文献对翻译者的早期称呼之一。

从“舌人”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译者的地位是较低

的。时人把翻译当作一种微末的技艺，这种极具轻蔑色

彩的称呼消弭了翻译的交互性与文学性等特征，以点带

面，将之简化为一种功能性的行为。孤证不立，早期中

原王朝对于翻译的轻蔑还表现在其他典籍记载中。

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①（象胥）

掌蛮、夷、闽、貉、戎、犾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

谕悦焉，以和亲之。[6]

舌人就是“寄”“象”“狄鞮”“译”的统称，如上

意词一般，类似于包括“英语翻译”“法语翻译”“日

语翻译”等各种语言类别的语种翻译。舌人这种能

够表达四方之民意旨的人，从官阶上可被称为“象

胥”。“胥”，在古汉语中特指“小官吏”，“象胥”就是

从事语言转换、信息传递的小官吏。

由是可见，中国早期的译事活动以“口译”为

主，作为译事主体的译者地位较低，但其并非处于

被遮蔽或隐身状态。换言之，中原地区设置了专门官

职，主司相关业务，译者地位较低却并未被忽略。

历经中国翻译史几次翻译高潮后，译者逐渐获

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佛经翻译阶段，大体是东晋末年至唐宋时期。这

一阶段，对于翻译的关注点集中于文本本身。三国时

期，支谦做《法句经序》首先明确了“文质之争”；

东晋时期释道安主“质”，鸠摩罗什主“文”，慧远则

秉承“厥中之论”；唐代玄奘大师提出“五不翻”。这

一阶段，译事之难集中于对于文本语言层面的探讨。

然而，从“文质之争”到“五不翻”，看似为翻译方法

策略，实则暗含了译者的自主限度，但是译者地位总

体隐藏于译文“文质之争”的背后，其主体性限度也

囿于文本言辞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释道安是第一

个主张开设译场的人。译场的开设意味着翻译行为由

个人行为转向集体行为，逐步规模化。

科技翻译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之际，徐光启提出

“会通超胜”说，强调对翻译之作的领会贯通，虽未

言及译者身份地位，却暗示了译者在“会通”与“超

胜”中起到的重要连接作用。

西 学 翻 译 阶 段 ，出 现 于 十 九 世 纪 四 十 年 代 。

这 一 时 期 ，翻 译 服 务 于 政 治 的 倾 向 尤 为 明 显 。 翻

译 作 为 革 新 民 族 思 想 的 重 要 手 段 ，其 标 准 问 题 以

“信”“达”“雅”为中心被反复提及。这一阶段，人们

把关注点主要放在了“译什么”的问题上。维新时期

的“译名大讨论”又引发了新一轮“直译还是意译”

的学术论辩。[7]于大处，有人关注“翻译强国”，比如

马建忠、梁启超、严复；于小处，有人关注翻译对

于广义“文学”的从长处，比如林纾、周桂笙、伍光

健。西学翻译是我国传统译论形成的重要阶段，然其

重在统论译事，关于译者身份问题，在某种程度又退

回到被“遮蔽”的状态，这种状况大体持续到“五四运

动”前后。

“五四运动”时期文学翻译蔚然成风。尽管这

一阶段的译论延续了上一阶段对于文本语言层面的

研讨，然而，学术界对于翻译的关注已经开始由直

译意译之辨以及宏观处风格、文体、功能、效应等层

面，逐步向更加微观细致的层面蔓延。从鲁迅的“翻

译英语创作并重”[8]，到郭沫若的“翻译家不是鹦鹉名

师”、“翻译与创作等同论”[9]对于译者的主体性逐渐

得到充分肯定，大变其附庸身份，尤其是 “翻译即创

作”观点充分肯定了译者的相对独立性与重要地位。

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译者的身份问题于翻

译研究中被进一步强调。林语堂提出“翻译审美主体

论”[10]，朱光潜的“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

品”，梁宗岱的“心灵融洽说”等，都直接解释了译者

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译学思想进入了鼎盛时

期，从茅盾的“意境论”、傅雷的“神似论”，到钱钟书

的“化境论”、焦隐菊的“整体论”，各种理论均不约

而同地指出并充分认识到下述观点：译者的主体性问

题，对于翻译的文本的最终呈现，至关重要。

当代，随着学科意识的觉醒，我们已经逐步从

传统译学思想的散论式讨论时期进入到翻译学科的

体系化建设时期。对于建立怎样的翻译学，如何建立

翻译学，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其基本分为两种：传

统派（特色派）——主张中国译学理论自成体系，代

表人物是罗新璋、刘宓庆、张柏然；西学派（共性

派）——主张翻译学应以研究西方译论为主，代表人

物是谭载喜、张南峰、谢天振等。在两派的论争中，

中国翻译事业未来发展方向越加清晰，包括译者主体

性等专研性的翻译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四、译者身份变迁语境下的翻译文本呈现

自古至今，中西双重语境下“译者身份”的变迁

大体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由奴仆、舌人等附庸

地位，逐步转变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且主体性备受认可

 ① 语出《国语》，韦曜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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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地位；由主体被遮蔽的“隐身”状态，转变到

“现身”状态，再到看似隐身实则可以通过各种“迹

象”窥寻译者主体的微妙的“现身”状态。这种现身规

律与两大因素相关：第一，我们对于“翻译”认知的深

化；第二，译者连接的源语言、目的语双重语境在现

实地位与文化层面的博弈。

首先，我们对于“翻译”这一行为的认识局限于

“语言模因”的一一置换层面，忽略了不同文字系统

所根植的文法系统之间的间距。翻译本身兼具的功能

性、文学性、交互性等等本质属性被简化，译事之难

未获得普遍认可。

从实际效益来看，中西方早期对于翻译的诉求基

本局限于“上下传胪”层面，即为政者或统治阶层向

被统治者及附属阶层传递旨意。据记载，早在公元前

三世纪，在与后世欧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方

古亚述帝国就出现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国王下令通晓

多种文字的“书吏”，用帝国的各种语言，把国王的

“丰功伟绩”公之于世。[11]

可见，无论中国语境还是西方语境，在文明社会

早期就翻译的交流功能层面，偏重于从强势一方流向

弱势一方，所谓交流基本处于强势一方面对弱势一方

的单向输出。换言之，信息输出方（位于统治阶层的

强势一方）对于信息接受方（被统治的弱势一方）的

反馈诉求较低。细究原因有两点：一是取决于双方阶

级差距；二是取决于社会所处时代面对的主要矛盾。

阶级性决定了统治阶层中心主义，其往往本能地无视

其他阶级的意志。而人类文明早期，生存问题并未

得到普遍解决，各个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不是民族问

题。即便是在“民族问题”范畴下，民族性的确立、维

系与延伸也先于民族“间性”。

其次，译者所连接的双重语境——源语言语境与

目的语语境，两者之间的地位在不断变化。当一方处

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时候，译者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干

预，常常做出更加靠近强势文化的选择。其落实于语

言层面，就会凸显直译或意译的翻译策略，故而有些

译文诘屈聱牙，有些通畅顺达。对于作为翻译主体的

译者而言，翻译策略与文字的“调遣”常常在无意识

中暴露译者身份所在，并由此指向译者背后的操纵因

素，或者说其服膺的文化语境。

此外，对于“译者与译文文本呈现的关系”问题

的认识，是随着翻译事业的逐步发展与翻译理论的逐

步成熟而日益加深的，而对于翻译的认识，尤其在中

西方译论相对成熟之前，总是滞后于翻译行文本身。

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曾经

说：“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从

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就是通过自己的再创

造，将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12] 这种实验

主义的翻译观，是“纯语言”光韵的直接显现，更是他

语言哲学的重要范畴，这虽不同于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描述的“隐身的译者”，但行至今时，译者作

为翻译的主体，不断被强调不断被重视。若说是隐

身，却是一种读者全知视角下的“隐身”。

五、结语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连接原文文本及

其读者、译文文本及其读者、乃至源语言语境和目的

语语境的关键因素，其身份界定关乎译者主体性的觉

醒与发挥，更直接干预语际转换机制中翻译文本的生

成，进而介入译文在目的语语境的呈现与接受。因

此，翻译研究需明辨译者主体身份，重视其在翻译活

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不囿于单纯的言

辞、文法转换层面的视角，而将视角扩大到双重语境

下语言文化的动态交流，从而促进对译者、译作、译

论的多维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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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综论

贺同赏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士人花木种植诗作，是指古代士人描写自身及其它士人从事花木种植活动以抒情寄意的诗歌作品。北

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风神隽永，意蕴丰厚，共同营造出这些士人得以寄托身心于其中的生动广袤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精神世界中，既能欣赏到各种名花名木本身之美好神韵，又可窥见士人与花木之间的精神关联，还能经由花

木之纽带感受到士人与其师长亲友之间的深厚情感；进而以花木园圃为中间地带透视士人公、私领域之间的区隔与

融通，最终以花木园圃为镜子照见相通并育、生机盎然的天人关系。

关键词：北宋；名花名木；士人种植诗作；精神世界；多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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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一个以创造、传承经典

文化为首要职责的特殊阶层与精英群体。北宋士人群

体，不仅是华夏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同时又

往往身兼国家政治管理的参与者以及稼圃（耕田与花

木种植）活动的参与者等多重身份。北宋士人花木种

植诗作，是指北宋士人描写自身及其它士人从事花木

种植活动以抒情寄意的诗歌作品。除了士人种竹、种

菊、种松、种梧、种楸等诗作①，北宋士人因种植其

它名花名木而发为吟咏的诗作，为数近三百首，所涉

花木种类十数类，堪称多姿多彩、皆有可观。然据笔

者检读，迄今尚无专门论析者，故下面对之分门别类

加以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地呈现北宋士人②花木种植

诗作所营构的精神世界，并揭示其内在意蕴。

一、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述要

（一）士人种梅诗作

梅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自先秦以降，逐渐进入人

们的认知与审美视野。“梅……杏类也，其实酢……

华在果子，华中尤香，俗云：‘梅华优于香，桃华优于

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无好

华，牡丹无美实，亦其类也。”[1]127“（梅）似杏……先

众木花，花似杏甚香，杏远不及。老干如杏，嫩条绿

色，叶似杏有长尖，树最耐久。”[2]82 梅花“先众木花”

且花色美艳的傲骨清姿，确实契合华夏审美风尚。

尽管如此，直到南宋，艺梅、赏梅、咏梅之风，

才达到鼎盛。在北宋时期，士人咏梅诗作虽逐渐增

多，但种梅兼咏梅之诗作却仍寥寥。此何故？当代学

者程杰的解释较为全面中肯：“梅树……性不耐寒。

野生梅树多见于淮河、秦岭以南，尤其是长江以南。

文人咏梅起于南朝，中唐以来诗人咏梅渐多……宋朝

以中原汴洛一带为基础统一中国，相当一段时期内梅

花也未见看重……北宋中期以后，汴、洛一带公卿园

林才出现梅景营置，文人探春赏梅渐成雅事……宋室

南迁……梅花以风土之利，更得人气之旺，圃艺观赏

蔚然成风，盛况空前。”[3]53-54 “梅花的本根本土在南

方，梅文化的丰富景观只有在江南水土上才能恣情绽

放。”[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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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北宋士人的几首种梅诗作。

韩维（1017-1098）有《晏相公西园雪后栽梅三

首》[4]：

日晏金华劝讲回，幅巾藜杖小园来。知公洒

落遗尘事，旋斸寒梅趁雪栽。（其一）

才看如粟吐花床，已想江南万里香。小缀柔

枝得残雪，密催繁艳喜晴阳。（其二）

寒芳准拟临风折，佳句安排对酒论。知想钱

塘林处士，暗香浮动月黄昏。（其三）

晏相公，即真宗朝宰相晏殊（991-1055，谥号元

献）。他性喜梅花，以致有移植之举。“红梅独盛于姑

苏，晏元献始移植（汴京）西冈第内。”[5]1004其一描写

出晏殊洒落淡雅的人物风采；其二又想象雪中红梅的

高洁娇艳的风姿；其三更是联想到了杭州西湖畔“梅

妻鹤子”的林逋了。三诗境清意远，堪称佳作。

陈舜俞（？-1075）有五古《种梅》，诗云：

始我窥山中，早与梅花期。低回遂四十，种树

计已迟。樵夫致远枿，园官送新枝。故土谨包裹，

深根屡培滋。连宵霢霂雨，迨此初阳时。绕径一百

树，抚视如婴儿。古来横斜影，老去乃崛奇。嗟尔

生也晚，笑我行且衰。世人非金石，或作千年资。

转眼共零落，较此不更痴。有情且寓赏，勿着喜与

悲。青赤粲点白，一笑唱吾诗。百年霜雪过，好者

知为谁。[4]

此诗开头即写出诗人对于山野生涯的希冀与对梅

花故人一般的深情；中间则细述栽种梅花的过程，其

中“抚视如婴儿”一句，尤可见诗人对幼梅之无限怜

爱；后面则由梅花迟开联想到自己将老，而一壁自宽

不着喜悲，一壁又慨叹人生之不永。全诗娓娓写来，

语淡情深，饱含生命之感发，洵为上乘之作。

另外，韦骧（1033-1105）七律《和陈和叔内翰

忆梅花，因手植数本，又命画工作生枝于屏间》，陆

佃（1042-1102）五古《依韵和毅夫新栽梅花》，亦皆

稍有佳处。

（二）士人种莲诗作

莲 花（ 荷 花 、水 芙 蓉）也 是 我 国 古 代 名 花 。

“荷，总名也……许慎以为，其华曰芙蓉，其秀曰菡

萏，其实曰莲，莲之茂者曰华。”[1]166其碧叶、红花

（或白花）之美色，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每能悦

人心目、清人襟怀。故而，咏之者历代名篇不绝，如

汉乐府《江南可采莲》、晚唐陆龟蒙七绝《白莲》、

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南宋杨万里七绝《晓出净慈

寺送林子方》等，皆是。

北宋士人种莲之诗，约有十首。比如，梅尧臣

《南轩盆植重台莲移种池》诗云：

彤云赤雾生绀房，朝霞变蕊朱粉光。白玉入泥

不满盎，羽盖裛露明月珰。浊水一石乱蛙黾，凿池五

丈如斗方。萍根科斗得自在，荷芰明年出水央。[4]

这首七律，大致分为三层意思：颈联直接描写当

下的种植场景；尾联预想莲花明年之长成；而前两联

则具体细致地想象了莲花长成以后的立体多姿的美好

影像：似盖碧叶、红艳花片、粉色花柱、如玉白藕，

四色交辉而各得其美。此诗境界融合，色彩美艳，结

构新颖，颇耐涵泳。

蒲宗孟，生卒年不详，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

士，官至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知永兴军。他有

《新开湖诗·昝司万参军甄盘虢略主簿何殊南湖种柳

植莲》①一诗：

绕岸便须多种柳，满湖仍为遍栽莲。长条翠

盖成阴日，我欲移舟处处眠。[4]

此诗最大的特色，是将栽莲、种柳结合起来，

不禁令人产生岸边依依垂柳与水中田田荷叶、灼灼荷

花，三美相得益彰、美不胜收之遐想。

另有李彭《黄冈尉钱绅种莲其上，开轩榜曰“起

灵”，盖取鲍参军<荷花赋>“超四照之灵本”云》、李

新《种莲》等诗作，亦各有新意。 

下面，还须看一首特殊的种莲诗作，即杨杰描写

僧人种莲的七律《瑞竹悟老种莲》：

东林闻说好林泉，社会荒凉几百年。灵物孰知

崔氏竹，方池新种远公莲。华严顿净三千界，庐阜

重招十八贤。应笑陶潜又归去，白云幽鸟伴归田。[4]

杨杰，生卒年不详，字次公，自号无为子，无为

军（州治在今安徽无为）人。仁宗嘉祐间进士。哲宗

朝官至礼部员外郎、知润州、两浙提点刑狱。“杰喜

谈禅，别集皆为释、老；而释又居十之九。”[6]505 诗人

与禅门关系密切。众所周知，莲花与佛教渊源深远，

此诗主要写释子种莲，并由此联想到晋宋之际修行于

庐山，种莲花、结莲社、友陶潜的高僧慧远；且在诗

末以渊明自况，透露出诗人与种莲僧人的亲密友情。

在若干种莲诗作中，此诗可谓别树一帜。

（三）士人种植牡丹之诗作

牡丹有“花中之王”、“富贵之花”的美誉。然

而，其真正晋身华夏名花之列，是进入唐朝以后的事

情。“牡丹……一名木芍药。秦汉以前无考。自谢康

① 按：题中“昝司万参军甄盘虢略主簿何殊”一段，难断句，颇费解。

贺同赏：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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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始言，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而北齐杨子华有画

牡丹，则此花之从来旧矣。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

丹始盛于长安。逮宋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一时名

人高士，如邵康节、范尧夫、司马君实、欧阳永叔

诸公，尤加崇尚，往往见之讴歌。……花皆单叶，

惟洛阳者千叶，故名曰洛阳花。自洛阳花盛，而诸花

绌矣。”[2]240 诗人发现了牡丹之美艳，对牡丹一往深

情。李正封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7]10 刘

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东京城。”（《赏

牡丹》）皆为歌咏牡丹之千古名句。入宋以后，虽

然周敦颐说：“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爱莲

说》）；虽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传布人口；虽

然如上引所云“逮宋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一时名人

高士……往往见之讴歌”，但是，能够写出牡丹之神采

丰韵的上乘诗作，则仍罕觏。此种原因，自是不一而

足，然恐怕亦与牡丹的高华富贵之美，与宋人淡雅的

审美风尚、士人出身之平民化不甚相合有关。

至于北宋士人的牡丹种植诗作，尚不到十首，且

质量亦有限。王禹偁（954-1001）有《长洲种牡丹》

诗：“偶学豪家种牡丹，数枝擎露出朱栏。晚来低面开

檀口，似笑穷愁病长官。”[4]此诗本不佳，惟从中可看

出“穷愁病长官”与豪门化的牡丹之格格不入，可为

北宋士人罕有种植、咏叹牡丹之佳作的一个注脚。曾

巩（1019-1083）有《种牡丹》诗[4]。此诗最大特点，

是借种牡丹来说明只有根本深固才可枝繁叶茂花美的

道理，于牡丹之美色则略而不写，显示了宋诗好议论的

弊端。蔡襄（1012-1067）的《李阁使新种洛花二首》
[4]，盖作于其福建路转运使任上，诗云：“堂下朱阑小

魏红，一枝浓艳占春风。新闻洛下传佳种，未必开

时胜旧丛。（其一）园馆春游只帝京，可怜哀悴海边

城。纵然得酒心犹在，若也逢花眼亦生。（其二）”

描写牡丹之美艳，笔触较为生动；但情调偏于低沉，

颇有任职海隅、仕途不顺之自伤，总体境界下唐诗远

甚。

较之上述几首作品，惟余靖所作《南斋新植牡

丹，初冬忽开数朵，爱玩不已，因而感咏，呈知郡中

舍》一诗，较为出色。

峤南足暄候，秋叶不凋霜。孤根自北来，绣蕊

忽葩张。嗟尔本国艳，秀色含天香。淑气入春萼，

园苑生辉光。豪家走钿车，珠翠妍新妆。贵门陈广

宴，金碧开华堂。惟恐风雨至，不羞歌舞狂。意态

占韶景，众媚曷能妨。今兹植荒圃，空斋围短墙。

节物寒蝉后，林木野梅傍。胡为吐奇卉，特此昧温

凉。只知逢日暖，岂测非春阳。蜂蝶不尔采，坏栏

啼夜螀。伊予久杜门，荆榛三径荒。独酌难成醉，

徙倚徒彷徨。怜尔守常性，幽丛不改芳。[4]

余靖（1000-1064），字安道，号武溪，韶州曲江

（今属广东韶关）人，进士。曾以尚书左丞知广州，

官至工部尚书。为官刚正，有政声。这首五古，描写

作者将牡丹移植到温暖的岭南，赞美其秀色天香；且

以豪家与荒圃相比衬，而作者之心亲后者、远前者；

作者还以荒园中幽独开放的牡丹自况，不卑不亢，高

洁自守，颇能展现北宋士人特有的平和中含清刚的人

格风采。

（四）士人种楠诗作

楠，一名柟，产于南方，是我国传统的良材嘉木，

至今以名贵见称。“江南出楠梓。”[8]3253“柟，生南

方，故又作楠。黔蜀诸山尤多。其树童童若幢盖，枝

叶森秀不相碍，若相避然，又名‘交让木’……花黄赤

色。实似丁香，色青，不可食。干甚端伟，高者十余

丈，粗者数十围。气甚芬芳，纹理细致，性坚，耐居

水中……堪为梁栋，制器甚佳，盖良材也。”[2]209

北宋士人种楠诗作只有数首，其中以蒋堂、欧阳

修的作品较好。蒋堂（980-1054），字希鲁，真宗朝

进士。历官中外，以礼部侍郎致仕。为人淳厚正直。

其《清阴馆种楠》诗云：“手植楩楠二千树，时当庆历

五年春。还期莫道空归去，留得清阴与后人。”[4] 按：

楩树，亦是一种良材嘉木，常与楠树并称。此诗主要

表达了作者栽树荫后的仁厚胸怀与培养后进、惠泽国

民的高尚人格。欧阳修（1007-1072）《至喜堂新开北

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诗云：“为怜

碧砌宜佳树，自斸苍苔选绿丛。不向芳菲趁开落，直

须霜雪见青葱。披条泫转清晨露，响叶萧骚半夜风。

时扫浓阴北窗下，一枰闲且伴衰弱。”[9]317元珍、表臣，

即诗人好友丁宝臣、朱处仁的字。这首七律的颔联，为

全诗之关键，以芳菲之花的畏寒易衰衬托楠树之凌雪

青葱，由花木暗示人生，一舍一取之间，寄意遥深。

（五）士人种桃诗作

桃树，以其四方宜生、花色美艳、果实甜美，自

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桃，西方之木也。乃

五木之精，枝干扶疏，处处有之。叶狭而长、二片开

花，有红、白、粉红、深粉红之殊。他如单瓣大红，

千瓣桃红之变也。单瓣白桃，千瓣白桃之变也。烂漫

芳菲，其色甚媚……实甘子繁，故字从木从兆。”[2]94自

先秦以来，桃树即受到人们的喜爱，并进入诗文的园

地。若《诗经》中之《桃夭》，陶渊明之《桃花源记并

诗》，白居易之《大林寺桃花》等，皆是其中的名篇。

释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庸子，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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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杭州孤山佛寺。其学其思，综摄儒佛，是一位士人

化了的释子。其五古《孤山种桃》云：

领童闲荷锄，埋核间群木。他人顾我笑，岂察

我心曲。我欲千树桃，夭夭遍山谷。山椒如锦斓，

山墟若霞簇。下照平湖水，上绕幽人屋。清香满邻

里，浓艳蔽林麓。夺取武陵春，来悦游人目。花开

复花落，知荣必有辱。荣辱苟能齐，人人心自足。

须知我种桃，可以化风俗。[4]

细审此诗，显然兼有禅门与儒门之气味。遥想

一位和尚引领一群孩童，奔跑笑闹着种桃山间；遥

想将来桃花长大，遍山红艳，临水清香，如此洗净

机心，造福人世，则风俗之美化，自不待言矣。李复

（1052-？），进士，通理学。与张舜民等友善。他的

七古《种桃》诗，则是借种桃育桃、花美招蛀的生活

经历，表达了“须知花多必易朽，人间颜色安能久”[4]

的生活道理。

（六）士人种植芭蕉之诗作

芭蕉，以株高、叶大且碧、花大且红而著称。

“甘蕉，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

尺，广尺余、二尺许；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

一名芭蕉。”[10]1 据传，王维有“雪里芭蕉”的画作。韩

愈七古《山石》中则有“芭蕉叶大栀子肥”的名句。

北宋士人种植芭蕉诗作只有两首，且皆为张耒

（1054-1114）所作。

移植自硗瘠，秋来成两丛。翠旌舒晓日，绿

锦障西风。雨砌珠佩委，风檐翚扇重。主人培壅

厚，未肯畏严冬。（《手种芭蕉秋来特盛，成二大

丛》）[11]363

幽居玩芳物，自种两芭蕉。空山夜雨至，滴滴

复萧萧。凉叶泛朝露，芳心展夕飙。东堂日虚静，

秀色慰无聊。（《种芭蕉》）[11]120

张耒亲近稼圃，多有种菜、种花之诗作。按：

前一首诗，暗藏一“喜”字。从题目中对“手植”行

为的明示，到首联对幼小芭蕉虽来自硗瘠之地、秋来

竟纷披成丛的细致交代，再到中间两联对芭蕉翠旌、

绿锦之姿态的生动描摹、对雨打芭蕉的清音疏韵之曲

笔营造，两丛芭蕉的舒展清秀之美既跃然纸上，诗人

的欣悦之情复跳动于纸背；后一首诗，明写一“慰”

字，幽居无聊，已需安慰；空山夜雨、秋风送凉，更

需慰藉。然而，何可慰藉作者此清幽、寂寞、敏感之

心灵耶？端赖芭蕉之芳心秀色也。这两首诗情景相

得，既能悦人耳目，又可滋养人心，堪称佳作。

（七）士人种植海棠之诗作

海棠。“有四种，皆木本。贴梗海棠，丛生，花

如胭脂。垂丝海棠，树生，柔枝长蒂，花色浅红。

又有枝梗略坚、花色稍红者，名西府海棠。有子如木

瓜可食者，名木瓜海棠。海棠盛于蜀，而秦中次之。

其株修然出尘，俯视众芳，有超群绝类之势。而其花

甚丰，其叶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绰约如处女，非若

他花冶容不正者比。盖色之美者，惟海棠，视之如浅

绛外，英英数点，如深胭脂，此诗家所以难为状也。

以其有色无香，故唐相贾耽著《花谱》，以为花中神

仙。”[2]228-229 按：笔者以为，对此“花中神仙”之美的

成功抉发，虽历代描摹咏叹海棠者甚夥，然恐怕多半

还是源于苏轼的七绝《海棠》：“东风渺渺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然而，东坡此诗是一首典型的以海棠为对象的

咏物诗，非东坡手植而咏者也。

在不过数首的北宋士人海棠种植诗作中，则以吕

陶（1028-1104）的一首，比较出色。

何事当庭植海棠，欲乘生气待春光。恰逢轻

雨浑如意，若得和风定吐芳。篱下不堪藏秀质，眼

前从此识清香。一樽曾与嘉宾赏，屈指红英在艳

阳。（《廨舍之北，有海棠二本，惜非其地，移植

庭前，呈晦甫同年博士》）[4]

吕陶本人为官清正，长期身居谏垣，为国为民不

畏触忤权贵，世称“忠直之臣” [12]10992。吕陶是怜爱海

棠的，这从诗题中即可窥见。他要以海棠的秀质清

香，来增添庭前的生气。末句以景语作结，预想晚春

时节艳阳送暖、海棠开花的迷人美景，则作者对此

“花中神仙”的慕悦之情，必已在其心潭中吹起来了

片片涟漪。

（八）士人种植荔枝之诗作

荔枝，是一种生长于南方的优良果树，其闻名

古今，多半与其果实之鲜美诱人有关。“荔枝，一名

丹荔……树高数丈……叶如冬青，绿色蓬蓬，四时

常茂，花青白，开于二、三月……五、六月结实，喜

双，状如初生松球，核如熟莲子，壳有皱纹如罗。生

青熟红，肉淡白如脂玉，味甘多汁。”[2]105因为其果实

味美异常，为了迎合帝妃权贵之嗜欲，即产生了远途

进献为害百姓的恶果，于是就有晚唐杜牧的《过华清

宫绝句三首》其一、北宋苏轼的《荔支叹》等，皆以

诗讽世，流传千古；同时，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的快意咏

叹，亦成不朽之名句。同样是享受荔枝之美味，然一

可憎一可爱，良有以也。

回 到 北 宋 士 人 种 植 荔 枝 的 诗 作 上 来 。 郭 祥 正

（1035-1113），字功父（一作功甫），进士。为官有

贺同赏：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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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声，作诗似太白。其有《南雄望远亭，本朝章郇公

所作，公尝为郡太守，种荔子二株，今方茂实，而后人

所种皆不成。东美要予致酒亭上，为赋四韵》一诗，

诗云：

城角危亭面面开，尘侵丞相旧诗牌。凌江欲转

鲸鱼活，荔子成阴玉树埋。庾岭乍过无瘴雾，长安不

见奈愁怀。且倾浊酒承高论，秋水何由辨渚涯。[4]

按：南雄，即南雄州，治所在今广东省南雄市。

此七律章法跌宕、词句洒落，气格劲拔，不落下乘。

然其最堪瞩目之处，乃在“荔子成阴玉树埋”一句。

“荔子成阴”，是曲折赞美往昔栽培这两株荔枝树的章

得象的大仁高德；按：章郇公，即北宋前期贤相章得象

（978-1048，封郇国公）。“玉树埋”是用前代典故，

来表达对这位已故前辈的深切敬仰与缅怀。《世说新

语·伤逝》云：“庾文康（亮）亡，何扬州（充）临葬，

云：‘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13]754通过两

株荔枝之种植、长大，来深情怀想栽树先贤之伟业高

风，是此诗最为动人之处，亦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邹浩（1060-1111），字志完，常州人，元丰进

士。为官刚正，曾两度被贬岭南。其有《种荔枝》诗

云：“高堂怀核谩栽培，一一红根破绿苔。携入乡邦

吾第一，风流知自岭南来。”[4] 写自己从岭南带荔枝

种回乡并栽种成功的经历①，其间饱含培育生命之欣

喜，更洋溢着襟怀刚正、不以官场浮沉为意的浩然之

气。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

颇具“文士范儿”的“昏君”。他喜爱荔枝，便命人从

南方移植荔枝到汴京皇宫大内，且为诗云：“密移造

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山液乍凝仙掌露，绛苞

初绽水精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

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宣和殿移植荔

枝》）[4] 这首七律辞藻华美，描写生动，艺术水准不

低；尤其尾联，暗示作者也曾读过前面提及的杜牧讽

刺明皇、贵妃的诗章，且不无引前朝同行为鉴戒的意

思，可见“昏君”之昏，也还是有些限度的，其内心

也并非一塌糊涂。

北宋士人因种植名花名木而发为吟咏的诗作尚有

不少，兹不备举。

二、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营构的精神世界

及其多重意蕴

综观上述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其种植、歌

咏对象，可谓风姿各异；作者较多，以为官之士为主

体，上及士人化的天子，旁涉士人化的僧人，可谓面

目不一；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如劳作、游观、感

情、观念、哲理、私人交往、社会政治等等，编织出

一个韵味隽永，具有多重意蕴的精神世界。

（一）描写出各种花木本身之美好神韵。如上引

韩维《晏相公西园雪后栽梅三首》其二写红梅之凌雪

怒放，梅尧臣《南轩盆植重台莲移种池》写荷叶、花

片、花柱及莲藕之四色交辉，释智圆《孤山种桃》写

桃花的浓艳清香，张耒《手种芭蕉秋来特盛，成二大

丛》写芭蕉之西风碧叶、夜雨清音等，皆能以传神之

妙笔，点染出上述花木各具之迷人风采。

（二）展现出士人与花木之间的精神关联。显

而易见，经由士人种植以及观赏之行为，在士人与所

种花木之间便生发出一种类似人际感情的相通、相

知、相砥、相融的深厚关系。从上述陈舜俞《种梅》

中“绕径一百棵，抚视如婴儿”两句，余靖《南斋新

植牡丹，初冬忽开数朵，爱玩不已，因而感咏，呈知

郡中舍》中“怜尔守常性，幽丛不改芳”两句，张耒

《种芭蕉》中“东堂日虚静，秀色慰无聊”两句，皆

可见士人与被种植、被观赏对象之间，诸如怜爱、敬

重、投契、慰藉、勉励等多样化的深切的精神关联。

（三）以花木为纽带反映出士人与其师长亲友之

间的深厚感情。如上述韩维《晏相公西园雪后栽梅三

首》，韦骧《和陈和叔内翰忆梅花，因手植数本，又

命画工作生枝于屏间》，杨杰《瑞竹悟老种莲》，欧阳

修《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

表臣》，吕陶《廨舍之北，有海棠二本，惜非其地，移

植庭前，呈晦甫同年博士》，郭祥正《南雄望远亭，本

朝章郇公所作，公尝为郡太守，种荔子二株，今方茂

实，而后人所种皆不成。东美要予致酒亭上，为赋四

韵》，皆以花木种植为触媒，或尊官长、或念友朋、或

招亲戚、或悼亡人，无不情思深挚，动人心弦。

（四）以花木园圃为中间地带显现出士人公、

私领域之间的密切关系。士之为士，兼济天下为先，

独善其身在次；为官之士，从政为公乃是职责所系，

自由休憩亦是生命所需。②江海与魏阙之间，相距遥

远兼顾为难，而官舍、城郊的几棵碧树、一丛花草，

① 按：“宋代荔枝种植的区域主要有三处：岭南、川蜀和福建。”（惠冬《宋代荔枝种植格局的变化与成因》，《中国农

史》2013(5)，第19页）由此可见，邹浩在他的家乡常州（今属江苏）成功引种荔枝，是具有一定的农学史意义的。

② 参贺同赏《北宋诗人花木种植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一章中对于北宋士人稼圃认同与政治认同

之关系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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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于小圃大园，恰可成为公务空间与山野水滨之中

间地带，可游可憩，既得亲近自然之便，又可随时返

归政场。故而，花木园圃，便成为官之士兼顾其社会

使命与私人自由的首选凭藉与场所。如上述韩维《晏

相公西园雪后栽梅三首》其一写晏殊政务余暇之幅巾

闲步、植梅游园，余靖《南斋新植牡丹，初冬忽开数

朵，爱玩不已，因而感咏，呈知郡中舍》写诗人之为

官守道、高洁不群，以初冬牡丹花自况，皆是对我国

古代（包括北宋）士人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之生命两

极的生动概括。

（五）以花木园圃为镜子折射出士人心目中的

天人关系。需要强调指出，天人合一，生气流布，是

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形成的集体意识，惟若

干先哲往圣特加标举，遂成一大思想范畴；至北宋儒

学复兴，包括新儒家们在内的北宋士人更加强调天、

人、物之融通无碍，天地间之盎然生意；而且基于出

身之平民化，尤其肯定并参赞天地间之自足、美好的

各种寻常生命和事物。上述蒲宗孟《新开湖诗·昝司

万参军甄盘虢略主簿何殊南湖种柳植莲》的长条翠

盖，移舟其下，吕陶《廨舍之北，有海棠二本，惜非

其地，移植庭前，呈晦甫同年博士》的艳阳红英，主

客同赏，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

总而言之，上述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风神

隽永，意蕴丰厚，共同营造出这些士人得以寄托身心

于其中的生动广袤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中，

既能欣赏到各种名花名木本身之美好神韵，又可窥见

士人与花木之间的精神关联，还能经由花木之纽带感

受到士人与其师长亲友之间的深厚情感；进而以花木

园圃为中间地带透视士人公、私领域之间的区隔与融

通，最终以花木园圃为镜子照见相通并育、生机盎然

的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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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ems of Famous Flowers and Trees Planting by Literati   Official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Tong-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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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flower and tree planting poetry of the literati-officials refers to the poetry works that the ancient 

literati-officials describe themselves and other scholars engaged in the flower and tree planting activitie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e famous flowers and trees planted by the literati-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e rich 
in meaning and diverse in spirit, which together create a vivid and broad spiritual world in which these literati-
officials can place their mind and body. In this spiritual world, one can not only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verve of 
various famous flowers and trees, but also see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terati-officials and flowers and 
trees, and feel the deep emotion between the literati-officials and their teachers and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rough 
the bond of flowers and trees. Then the garden is used as the middle zone to see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of the literati-officials, and finally the garden is used as a mirror to see the 
interlinked, nurturing and vibr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famous flowers and trees; planted poems by literati-officials; spiritual world; 
                    multiple meanings

贺同赏：北宋士人名花名木种植诗作综论



第 37  卷第 2 期
  2021 年 4 月

Vol.37，No.2
  Apr .，2021

田雯著作版本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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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州田雯闻名于清初山左文坛，其著作《古欢堂集》《古欢堂诗集》《黔书》《长河志籍考》等多经亲手

整理刊刻，书目著录清晰，但是在后来的传抄选刻流传中，出现了不同版本。或者同名而篇数有别，或篇同而次序

不同，或书目有著录而作品今日不见，或作品无记载而文章存世，种种情况不一而足。对田雯著作版本异同进行正

本溯源地整理，是深入研究的文献基础，并能启发德州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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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金平（1968-），男，山东禹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史文献研究。

                   德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990届毕业生。

清初德州的诗文创作在山左文坛中极具影响。此

时出现了几个以科举起家的文化世家，有卢见曾为代

表的卢家、谢重辉为代表的谢家，以李源为代表的北

李家、以李浃为代表的南李家、以田雯为代表的田家

等等。其中田雯仕途通达，著述等身，最具典型性。

田雯（1635-1704），字子纶，一字纶霞，号山

薑，晚号蒙斋。康熙三年进士，授中书。历官工部郎

中，督江南学政，授湖广督粮道，迁光禄寺卿，巡抚

江宁，调贵州，补刑部侍郎，调户部。《清史稿》本传

曰：“康熙中，士祯负海内重名，其论诗主风调。雯

负其纵横排奡之气，欲以奇丽抗之。”[1]13330 田雯善属

文，成果丰，诗文随时编撰成册，其创作篇目在其自

撰年谱或亲友文章中多有记载。其作品或写定，或刊

刻，时间有前后，内容有分合。田雯著作可参看下面

两个材料，一是其弟田需撰《行状》云：“有《古欢堂

诗集》三十卷，文集二十二卷，别集四卷，《黔书》

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年谱》二卷，《诗传备

义》八卷，《历代诗选》十二卷，《历代文选》二十

卷，《寒绿堂山薑分体诗》十五卷，《读诗定本》八

卷。”[2]841二是其门人周彝撰《神道碑》云：“公著作等

身，归田之后，手自芟汰，仅存今行世者，《山薑分体

诗选》十五卷，《古欢堂文集》二十二卷，《黔书》上

下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2]845

田 雯 著 作 现 存 者，诚 如 周 彝 所 言，有《 古 欢 堂

集》二十二卷，是为文集，《古欢堂诗集》（又名《山

薑诗选》）十五卷，《黔书》上下卷，《长河志籍考》十

卷。又有田需所言，有《蒙斋年谱》二卷（包括田雯

自撰《年谱》《生志》《续年谱》，田肇丽《补年谱》，

田需《行状》等）两卷。另外还有稿本《诗经大题》

不分卷，《幼学编》四卷。

田雯著作大都在生前整理刊刻、写定，在后来的

流传中，其著述存亡与编纂取舍导致了篇目内容的差

异，对此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古欢堂集》二十二卷《年谱》二卷

天津图书馆藏康熙间德州田氏刻本。半叶十一

行，行二十字，粗黑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版心

有文章体裁和卷数，如杂著卷一、题辞卷一等。是书

名为《古欢堂集》，实为文集，分六册装订，每册封面

左上角有本册所收文章体裁名称及卷数。首册正文有

《古欢堂集》总目录，依次为杂著八卷、序四卷、题

辞一卷、记二卷、铭表二卷、传一卷、跋一卷、杂文

三卷。杂著为第一册，序为第二册，题辞、序为第三

册，铭表为第四册，跋、传、杂文为第五册。《年谱》

未列入总目录，附为第六册。《年谱》版式不惟与前

五册不同，《年谱》中所收文章字体有别，盖撰写有

先后，刊刻有续补，六册封面体式一致，而内容皆用

各自旧版，汇编时以《年谱》附后。六册封面编绳中

间用毛笔依次书写“礼、乐、射、御、书、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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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明次序，或为阅读者所为。《年谱》本来单行，

列入《古欢堂集》附录而已，后文列目，详细介绍。

二、《古欢堂集》三十七卷

康熙间德州田氏刻本，山东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等收藏，是集为三十七卷，包括《古欢堂集》（文

集）二十二卷、《古欢堂诗集》十五卷，顺序为先文

集，后诗集，刊刻时间不同，板式有异。《古欢堂》

（ 文 集 ） 二 十 二 卷 与 天 津 图 书 馆 藏 《 古 欢 堂 集 》

二十卷本为同一版。《古欢堂诗集》，半叶十二行，行

二十二字，粗黑口，双鱼尾，上下单边，左右双边。

版心有卷数与诗体，如“卷一古杂体”等。正文首列

目录，首行顶格有“古欢堂诗集目录”，每一诗体卷

首首行又有“古欢堂集·山薑诗选”字样。《古欢堂

诗集》，亦称《山薑诗选》，于此十分清楚。据田雯

《年谱》，诗集曾用《古欢堂诗选》，在最后定稿刊

刻之前，亦名《山薑编年诗选》。田雯善属文，一生

勤于著述，其所撰《年谱》中记录了部分撰写诗文情

况及诗文卷篇或题目，《年谱》记载康熙八年三十五

岁，“从申凫盟先生学诗，官舍人时始学为诗。与先

生上下议论，乃得沿流溯源，分门启牖。三百汉魏，

思考异于全编；六朝唐宋，岂研精于逸简。久之舍

筏而渡，觉胶柱之为迁；因兹敝帚可珍，非筌蹄之

堪用”。[2]810田雯将所撰诗集称作《古欢堂诗选》，或

《山薑诗选》，这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诗作不断增删

汰除，表现了作者对诗艺的不断追求。据《年谱》所

记，部分诗篇在今《诗集》中不见。《山薑诗选》当

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前刊刻，因为这年十月康

熙驻跸德州接见田雯并下旨进呈“旧刊《山薑诗选》

《长河志籍考》《黔书》”三书。《古欢堂诗集》包

括“古杂体”一卷，“五言古诗”三卷，“七言古诗”

三卷，“五言律诗”二卷，“五言排律”一卷，“七言律

诗”二卷，“五七言绝句”三卷。

三、《古欢堂集》三十六卷附《黔书》二卷《长

河志籍考》十卷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一三二四册收录

是书，《四库全书·古欢堂集》文前提要云：“《古欢

堂集》三十六卷，附《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

十卷。”“是集，凡文二十二卷，诗十四卷。”[3]1《四库

全书总目》所载文字与之相同。按，此处三十六卷当

为三十七卷之误，十四卷当为十五卷之误，而正文不

误。此钞本为四库馆臣完成于乾隆三十七至四十六

年间，这是对田雯四种著作做的一次整理，将田雯

四种著作以“古欢堂集”为总名，以卷排序，顺序为

《诗集》《文集》《黔书》《长河志籍考》共四十九

卷。具体为：卷一，古杂体；卷二至卷四，五言古；

卷五至卷七，七言古；卷八卷九，五言律；卷十，

五言排律；卷十一至卷十二，七言律；卷十三，五七

言绝句。卷十四至卷二十三，杂著；卷二十四至卷

二十七，序；卷二十八，题词；卷二十九至卷三十，

记；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铭表；卷三十三，传；卷

三十四，跋；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杂文。卷三十八

至卷三十九，黔书。卷四十至卷四十九，长河志籍

考。田雯诗文成就得到时人赞誉，四库馆臣评论道：

“当康熙中年王士禛负海内重名，文士无不依附，门

墙求假借其余论。惟雯与任丘庞垲不相辩难，亦不相

结纳。……雯则天姿高迈，记诵亦博，负其纵横排奡

之气，欲以奇丽驾士祯上，故诗文皆组织繁富，锻炼

刻苦，不肯规规作常语。赵执信作《谈龙录》，常议其

诗中无人，然偏师驰突，终能自成一队，谈艺者弗能

废也。”[4]1526

四、《蒙斋年谱》四卷

现在能见到的版本有三：首先是天津图书馆藏

《古欢堂集》二十二卷附《年谱》二卷本，按内容

与页码起讫可分四卷，有十一项内容。具体为：卷

一，倪璠《序》，蒙斋六十岁像，田雯撰《自赞》，

田雯撰《蒙斋年谱》；卷二，田雯撰《蒙斋生志》；

卷三，田雯撰《续年谱》。卷四，田肇丽撰《补年

谱》，田需撰《行状》，倪璠撰《墓志铭》，周彝撰《神

道碑铭》，乡人撰《乡贤录》。《乡贤录》文后有康熙

五十二年三月落款，可作为此书最迟的刊刻时间。

是书最早文字成书于田雯六十岁时，《年谱》道：“因

于退食之暇，勒成《年谱》一编。”[2]822田雯六十七岁

时，又《续年谱》，页码单独排序。板式同前，字体一

致，皆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粗黑口，上下单边，左右

双边。而《生志》完成于田雯五十九岁时，是其生平

简述，虽然完成时间早于《年谱》《续年谱》，但书名

为《年谱》，附在其后不至于喧宾夺主，于体例合适。

各卷版式相同，惟字体有异，为不同刻工所为。是书

封面有“二卷”字样，似不与正文相符。二卷者，

当专指田雯所撰《年谱》《续年谱》，其他无论。其

次，《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据山东图书馆藏康熙间

德州田氏刻本，整理者于目录云：“古欢堂集三十七

卷附蒙斋年谱一卷续年谱一卷补年谱一卷蒙斋生志

一卷。”[2]487 据此，今标四卷。这是符合文章内容的分

卷。此谱与天图藏本当是同一版，惟将《生志》篇作

为终篇置于书后。也许是后来编者所为。再次是国家

图书馆藏《蒙斋年谱》本，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贵

年谱丛刊》第83册，此本无《自赞》《蒙斋画像》《生

张金平，等：田雯著作版本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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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三部分内容。

五、《黔书》二卷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田 雯 于 贵 州 巡 抚 任 上 著 《 黔

书》一书，田雯于《年谱》中云该书一卷，其弟田需

撰《行状》云“《黔书》二卷”，今见所有版本皆作二

卷，盖田雯完成时不分卷，随后刊刻时析为上下二

卷。是书亦经田雯经营，校刻精善。此版后编入《德

州田氏丛书》，凡此丛书中之田雯著作皆优于其他版

本。是书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粗黑口，单黑鱼

尾，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版心有黔书二字。书前有

徐嘉炎《序》《蒙斋说》两篇序文，很多篇文后有丁

炜评语，王士禛《海洋山人自撰年谱》将丁炜列为金

台十子，而在田雯《年谱》中“十子”换成林尧英。

诗坛公案是非暂不赘论，总之田雯四十岁左右居京师

时与丁炜关系过密是肯定。王士禛评论《黔书》道：

“田子纶中丞作《黔书》，凡七十六篇，篇不一格。

其记苗蛮种类，记水西乌蒙马，记革器，记朱砂、水

银、雄黄、凯里铅、蒟酱、邛竹诸篇，有似《尔雅》

者，似《考工记》者，似《公》《穀》《檀弓》者，似

《越绝书》者，读之如观化人之戏。”[5]428田同之《二

学亭文涘》卷二《书香祖笔记序后》云：“七十六篇

中，山川疆理、兵革赋役、人物名宦以及苗蛮部落、

草木金石、水火之载，雄奇博具，实为文章经济之

宗。读是书者，既悉抚黔之术，而又资其馀材以考据

史传，乞灵词赋。”[6]4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徐嘉炎序，亦无丁炜

评语。另有粤雅堂丛书本，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

粗黑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版心有黔书卷数，底部

象鼻右侧有粤雅堂丛书五字。黔南丛书本（1924年据

粤雅堂丛书本校印），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

单黑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部有并列两行字，右为

黔南丛书，左为贵阳文通书局代印。粤雅堂本与黔南

丛书本内容与“田氏丛书本”同，但在辗转翻刻时，

产生不少误字，版本不如田氏刻本精善。还有丛书集

成初编本，施以句读，可资阅读。

六、《长河志籍考》十卷

是书有德州田氏古欢堂刻本，田雯自序落款为

康熙三十七年，与《续年谱》云是年“著《长河志籍

考》凡十卷”一致。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

藏。乾隆间此版汇入“德州田氏丛书本”。半叶十二

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单黑鱼尾，上下单边，左右

双边，版心有卷数。文前有田雯自撰《题辞》，有九河

图一幅，图说一卷。正文十卷。田雯在《题辞》中提

到自己撰写是书的初衷，说道：“为兹编也，柴桑有

情，秋鲈堪忆，藉以释我胸舂，代树萱苏，岂谓藏山之

名播于士林哉！冀乡之耆德英彦，补缀周备，尤其幸

焉。杨衒之《伽蓝》之记，孟元老《梦华》之录，大

概如斯矣。”[7]1为家乡存史的桑梓情怀溢于言表。另

有《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七年上海著易堂排印《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光绪三十四年新昌胡氏《问影

楼舆地丛书》排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七、《诗经大题》不分卷

稿本，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半叶九行，行二十一

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版心有“山薑书屋”

四字，此为田雯书屋名。书不分卷，分五册四眼装

订，书衣左上角书写篇名，惟第二册，除书篇名外，

在书衣右侧低一格书写“备题”二字，五册之篇名

依次为：国风、国风（备题）、小雅、大雅、三颂，共

二百二十八篇，每篇文章篇幅匀称，字数在四百二十

字至五百六十字之间。文字皆以工笔小楷誊写，惟字

迹不同，成于多人之手。文字皆加句读，语句旁普遍

加注圆圈等阅读符号，修改处亦不少。多处有旁批按

语，应是田雯所为。文章体例是从《诗经》诗篇中提

出诗句，然后撰写释读范文，即为八股程式。如《诗

经·国风·螽斯》以“宜尔子孙，振振兮”为题，《芣

苡》以“采采芣苡，薄言采之”为题等。文中文字今

日读来，一可知当时人读《诗经》之理路，二可学当

时人研读经典之精深；三可学前人用公之勤，戒当下

读书之浅。第五册封底有“甲子”等字样，不似田雯所

为，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田雯五十岁。此当为田雯

初居京师所撰，与其五十六岁所撰《诗传备义》为同

类文章，皆属科举时文。

八、《幼学编》四卷

国家图书馆藏清观津书院刻本，四册四卷。有康

熙三十四年序，是年田雯六十一岁。《山东通志·艺

文志》子部杂家著录，为二册。云：“是书目七十有

八，目各为一论，综其源流，撮其旨要。有康熙自作

题辞，略云：‘取材于源流，至论不厌雕䤹；折衷于演

义，补编无妨吞剥。星分棋步，一 绎而掌故兼赅；

纲举目张，百沿洄而义蕴自远。残膏剩馥，沾丐何

涯；大体微言，探研易遍。斯可以实曲儒之白腹，而

供老人之黄妳矣。’”[8]99此书在田雯其他著作中从未

提及。另外还有钞本，《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

籍目录》，为四卷本。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康熙

三十四年钞本，为不分卷本。

九、田雯部分散佚著作

田雯著作散佚者：1.《诗传备义》八卷。《年谱》

载，田雯五十六岁时《诗传备义》八股文八卷，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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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初衷道：“偶因簿书之暇，重拈诗义之篇，风雅颂

未判源流，赋比兴求如体制。虽曰经生之务，顾何取

于当官。然在幼学之余，正难忘于垂老。”[2]821其弟田

需所撰《行状》中亦题到“《诗传备义》八卷”，今不

见。2.《古欢堂读诗定本》，田雯六十九岁编定，《年

谱》云：“订汉魏至元明诗曰《古欢堂读诗定本》，自

为《序》。”[2]828《山东通志·艺文志》集部将之著录为

“《寒绿堂读诗定本》八卷”，《古欢堂集》“序”卷四

收入《寒绿堂读诗定本序》，古欢堂、寒绿堂皆田雯

堂号，称谓无别。田雯在《序》中云：“吾衰矣，无复

缒海凿山、雕搜宝藏、重录旧牍，用代鼓吹，卧茅屋

之青峰供老人之黄妳。间一攘臂读诗，非陶处士则白

香山乎？秋清将游历下，亦携缮本以行，不妨与大腹

鸱夷托于属车也。”3.《汉魏晋六朝选文》六卷，《古

欢堂集》收田雯撰《汉魏晋六朝选文题辞》，《题辞》

云：“今摘录《离骚》一卷，两汉一卷，魏、晋一卷，

宋、齐、梁、陈、隋、北魏、后周合为一卷。梁一卷，

梁之作者子山、孝标、元礼三家为一卷。”[2]7154 4.《历

代诗选》，《古欢堂集》有其《序》云：“愚初学诗于聪

山，得少陵大概，后从宣城渔洋游，探明唐人体格。是

选也，耳剽目涉，沿波讨澜，多得之同学诸子所见闻

者，………聊以作有志风雅者之津逮已耳，此愚选诗

之意也。”5.《历代文选》，见田需所撰《行状》。

十、田雯别集收入而析出之作品

被认为独行单篇，实在文集中，如1.《白云亭示

官属》一卷，《山东通志·艺文志》子部法家类曰：

“ 是 书 载 田 雯 自 撰 《 年 谱 》 。 其 弟 田 雯 《 行 状 》

曰：‘辛未， 丁先母忧，服除，升补刑部右侍郎，寻转

左。有《白云司引议》二十二条，示诸曹郎。’盖即

是书。”[9]126此卷收在《古欢堂集》之《杂著》卷八，

《通志》未云出处者，视之为单篇独行，未经眼田雯

《古欢堂集》之故也。白云司，乃刑部别称。田雯自

撰《年谱》云“《白云亭示官属》一卷”，其弟田需撰

《行状》曰：“有《白云司引议》二十二条，示诸曹

郎”。[2]838 盖为一书。唯《古欢堂》载十八条，不知是

《行状》记载有误，亦或收入《古欢堂集》时文章有

所删订。2.《古欢堂杂著》八卷，民国上海进步书店

石印《笔记小说大全》选刻，从内容看前四卷内容为

诗论，与笔记小说无关。郭绍虞主编《清诗话选编》

选入《古欢堂杂著》四卷，倒是名副其实。3.《嵩岳

考》一卷，《游太室记》一卷，《游桐柏山记》一卷，

《济渎考》一卷，《观水杂记》一卷，《游少林寺》

一卷，《黔苗蛮记》一卷，《长河志籍考》一卷，光绪

十七年上海著易堂排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前

六篇收在《古欢堂集》。第七篇选自《黔书》。最后

一篇是《长河志籍考》的节录。4.《苗俗记》，昭代丛

书新编收入，此文选自《黔书》。此类将集中部分文

章抽出而已，不符合田雯编纂原旨，几无版本价值，

倒是说明其著作影响，可以不去管它。

十一、田雯文章补佚

有著录，不见于后世者，前文已经单列条目，不

在本条讨论之中。此处所谓补佚文字是指田雯对他人

作品随文按评，皆为阅读后的有感而发，言之有物，

能表现其文学观点、审美取向，对这类文字当应收尽

收，裒为一卷。1.《古欢堂集》收《万行草诗序》，是

田雯为吴自庵诗集所作。今查《万行草》诗集，《山东

文献集成》收入。对读田雯所作序文，同名文章分载

两处，文字竟然完全不同，《古欢堂集》中此篇序的开

头文字是，“今天下十有五省，犹周之采风十五国也。

然周之采风至汝汉而止，故十五国有诗而楚无诗”，
[2]657而《万行草》中田雯所作序的开头写道：“吐蕃以

南，交趾以北，奇云迹于洱水，螺髻并于鸡山。”[10]524

田雯竟然先后作序两篇，一篇给友人冠文，一篇收入

自撰文集。2.田雯等人为吴自庵编《万行草》诗集

时，诗后有十五条按语。3.田雯为萧惟豫《但吟草》

诗集作序，诗后每每亦有评语。二人关系亲密，同年

进士。田雯诗文集中多次提到萧惟豫，但《古欢堂

集》未收其为《但吟草》所撰序。田雯为人撰序跋

很多，可查其友人作品，收集散见他处不载《古欢堂

集》的文字，补《田雯集》之缺。 

明清时期德州文人辈出，古籍成果丰富，近年来

对之阐述研究成果亦不少，但是对这些古籍整理点校

研究尚属起步，今特将我两年来对田雯著作版本研究

的成果略作条陈，同时对《蒙斋年谱》《古欢堂集》

（文集）《古欢堂诗集》《黔书》《长河志籍考》《诗

经大题》等已经编纂结集，完成初步点校。原文约

四十五万字，已得整理校注成果约七万字。整理条

例、研究思路已渐明晰。最后成果《田雯集校注》计

划于三年内完成，约有六十五万字。此将有益于田雯

及田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拓展，也为德州古籍整

理研究道夫先路。

（下转第94页）

张金平，等：田雯著作版本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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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州北厂运河休闲文旅小镇，坐落于京杭大运河四大粮仓之首的德州北厂漕仓遗址上。运河小镇文化积淀深

厚，以漕运、仓储、官衙、兵营、宗教、民俗和商贾文化为代表，特色鲜明，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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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运河休闲文旅小镇是德州市政府为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于2017年11月专门

批复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由德州佳纳集团发起并实

施，项目坐落于拥有“天下第一粮仓”美誉称号的漕

仓遗址——德州北厂。小镇项目以北厂漕仓遗址为核

心，以历史悠久的德州运河文化为依托，立足历史上

北厂漕仓、官衙、兵营、宗教、民俗和商贾等文化资

源积淀，打造集“文化复兴、旅游休闲、商业支撑”

三大特色为一体的运河休闲文旅小镇，重现德州北厂

运河漕仓昔日繁荣。

一、抢抓机遇，将运河休闲文旅小镇规划建设纳

入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公园建设”战略总体规

划之中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德州作为

运河沿线节点城市从此拥有了世界物质文化遗产荣誉

称号。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杭大运河建设作

出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

文化，要统筹好、传承好、利用好”[1] 的重要指示，

成为我们进行大运河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总指针。

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2019年国家又提出了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任务。德州作为运河

沿线城市，有长达141公里的运河沿线，沿线历史文

化遗迹、遗产众多，运河生态景观和人文资源丰厚，

在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该有规划合

理的项目生根，也可作为德州运河文化开发新的亮点

和突破点。佳纳房地产集团前期规划的漕仓遗址公园

水休闲娱乐公园、古典风情商业街等项目，正与大运

河国家文化带和国家公园建设有不谋而和之处。应当

说德州运河小镇项目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如果乘势而

上，运河小镇建设不仅是一项民心、民生工程，更是

造福子孙后代的文化工程。

二、德州运河休闲文旅小镇是块“风水宝地”，

应充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德州运河小镇作为漕仓重镇，是块“风水宝地”。

自1129年金代设将陵仓开始，历元代陵州仓，明清的

德州水次仓，至民初，绵延近千年历史。20世纪70年

代以来，由于运河水断流、断行而导致漕运不再。由

于多个年代叠加，这一漕运、仓储重地，拥有众多历

史遗迹和运河文化载体。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近百

年来这所小镇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殊不知，因漕

运和仓储兴起的北厂村，曾经是明清时期德州城区最

繁华的三大街市之一：北厂、二郎庙、桥口街。州城

人传为佳话，“先有北厂，后有德州城”。自从漕运以

来，这所千年古镇名村，从北京到余杭，斐声运河沿

线。作为运河沿线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大粮

仓，德州乃“出京第一仓”，远远高于其他粮仓，成为

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粮仓”。据《德州志》记载，

当时德州仓辖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漕粮交到



第  2 期 79

仓口。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占运河四大粮仓之

首。[2] 由于仓储的繁荣，带来了德州城的繁华。德州明

清时期成为全国33个重要工商业城市之一，北厂的繁

荣功不可没。而北厂街曾经的商业繁荣，有过“德州

是北厂人的德州，北厂村是德州人的北厂街”这样自

豪的说法。

三、运河休闲文旅小镇蕴含丰厚的运河文化资源

（一）漕仓和府衙遗址

遗址本身就是历史文物遗迹，具有文物价值。

从金代“将陵仓”——元代“陵州仓”（后改为陵州

仓）——明代“广积仓”（“水次仓”）都在原址建有

仓廒和漕运衙门。水次仓又称广济仓，是在旧陵州仓

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有户部监督分司管辖，有粮仓80

座，共800间。仓廒区的库房均南北相对排列整齐，

每十间库房为一连，每连都设有一个正仓门和后仓

门。每连库房按照仁、义、礼、孝，博、厚、高、

广，明、圣、中、和等进行编号。“各仓门以致仕武官

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3]。可见当时该

粮仓是何等的规模了。北厂水次仓收征、储存规模，

除济南府所属69个州县，其中四州26个县直接将粮

食交到德州仓口，还负责征收、储藏、转运河南、山

东两省的漕粮，另外，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

转运来的漕粮，然后由卫所士兵将其押运到通州。故

北厂有“钱粮都会”、“天下粮仓”等美誉称号。除了

仓廒，还有管理漕运和仓储的衙门，其行政级别甚至

高于知州。譬如户部监督分司衙门是德州最高的行政

衙门（四品大员充任），出行都佩戴老虎牌，故今仍

有“老虎仓”名号的记录。据记载该衙门修得富丽堂

皇，路南是高大的迎门牌坊，衙门里除了古典式的前

堂、后堂和馆舍外，在明 成化年间还修了三座园亭，

分别为“浥清轩、三友阁和濯缨亭”，士大夫们常在此

题词吟诗。到了明 正德年间，他们又在衙门外竖起过

两座过街牌坊，名曰“公廉坊”、“忠爱坊”，成为德

州城为数不多的三座牌坊同立之地。另外，还有济南

府兑粮公馆署、山东督粮道署、漕运公馆署、户部监

兑分司署等等，这些关于运河漕运的府衙的建制、规

制、形制、功能分区等都成为漕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值得挖掘，有代表性的可以重建，成为运河漕运

文化的载体。

（二）十二连城遗址

为拱卫漕仓，在北厂周围建有“十二连城”，俗

称十二连营。据1935年《德县志》记载：“德州城北

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峙”[4]，“明

建文元年李景隆将兵五十万众讨燕（燕王朱棣），都

督韩观筑十二连城以护北厂仓储”[4]，即十二连城也。

据史料记载，“靖难之役”中，德州城先后筑起鲍家

营、王家营、夏家营、肖家营、顾家营、何家营、屈

家营、白贺营、钱家营、哨马营、边家营、陈家营等

土城，号称“十二连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德

州官仓的安全。明代德州十二连城（营）其迹久湮。

正是在这块地盘上，叔侄俩为争夺皇位，官军和燕王

军队展开“拉锯战”，形成的后世广为传说的“靖难之

役”、“燕王扫北”的故事。这场战争，最后以燕军大

胜，明军大败而结束。战争之惨烈，危害之大令人痛

惜。由此拉开大明王朝一次一次从山西洪洞往山东、

河北等地的移民迁徙，造就今天德州村镇格局和生生

不息的人口布局。随着时空流转，后来在这片遗址诞

生了德州十景之一——空营夜月，每年农历三月初

九，老德州的百姓都会来这里登高踏青。诗云：“雉堞

空颓野色迷，王师从此驻轮蹄。渺渺浮云空聚散，离

离野黍自高低。关情最是源头月，五（疑为午，但原

文如此，著者注）夜依然照古堤。”[3]田雯曾赋诗：“连

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当年靖难戎做马，

旌旗斜卷安陵郭”[4]。

（三）繁荣的商业和宗教文化

北厂街是漕仓码头所在地，是运河沿线远近闻名

的繁华盛地。其街道宛似一张弓，由东北街和西南街

组成。河道内风景繁华壮观。船桅如林，满载漕粮的

官船，南来北往的商船，雕龙画栋的游船，竹棚盖榭

的客船，穿梭如织，联结而入，鱼贯而上。这些南来

北往的船只经过时，大多需要停留，乘船的人们会上

岸休息、消费。作为码头的倚踞地，北厂街上商铺、

酒肆林立，游客如织。卖日用杂货的游商走贩的吆喝

声，此起彼应。正所谓“日中贸易群物聚，红氍碧碗

堆成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管相喧阗。”[5] 一

派通都大邑的气魄。运河堤岸上更是文明遐迩的风景

线，有诸多的名胜古迹，龙王庙、奶奶庙、关帝庙、

大王庙以及后来的天妃庙。最值得称道的是“明皇大

戏台”，矗立在运河岸边，乾隆六十大寿，命全国各

地的戏班进京调演，尤其是著名的“三大徽班”和“汉

调”均在德州演出，每年陆陆续续来此的戏班子数不

胜数，南方的剧种几乎无一不在此展示献艺，再加上

一年之中的各类庙会，据当地老人说每年农历的正月

十三泰山奶奶庙会，从早到晚，烧香还愿的、祈神求

福的络绎不绝，真是“神龛起驾游仙山，百朝来拜贺

新春”。庙内旗、牌、伞、扇，锣鼓齐鸣，丝竹管弦，

弦歌不断。总之，位居四大漕仓之首的德州漕仓和北

厂街当年的盛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只可惜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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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流致使其失去了旧时的繁华。如何重整雄风，恢复

旧日的商业繁荣是摆在我们今人面前的一项时代课

题。

（四）天然的运河廊道生态资源

德州运河流过市区以后，自北厂段至第三店这一

段河道走向基本没有改变，自从隋大业四年（609）开

凿以来基本保持原真性、原生性，属于隋代运河的典

型故旧风貌。运河河道九曲十八弯，充分展现了古人

采取的“三弯抵一闸”的河工技术，体现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而且这段运河长堤由于离市区较远，大堤两

侧护堤林木保存基本完好，俯仰大堤上空，天然护堤

林虬枝横逸，交错相依，形成天然生态廊道，伴之大堤

两岸的护坡浅草，漫步其上，沧桑古朴，僻静悠远，是

休闲、健身、写生、游玩的好去处。

（五）碑刻和书法文化

德州四高碑是北魏时期高氏皇族的大型墓群出土

文物，分别出土于德城区二屯镇的第三店村和胡官营

村，与北厂相距很近。它们分别是高湛、高贞、高庆

墓碑以及高道悦夫妇的墓志铭，“四高碑”体现北魏

时期特别是魏碑楷书的书法艺术特点，其中高贞碑在

我国碑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和北朝的张猛龙碑、

洛阳的龙门二十品并称为北魏时三大名碑。莫友芝在

《金石笔石》中说：“是碑为石刻之最整峭，与张猛龙

一石同在正光时，可成双绝。”[6]高道悦墓地现保存基

本完好，其墓志铭记载高道悦曾经是北魏孝文帝心腹

重臣，曾为孝文帝改革出谋划策，属于孝文帝智囊人

物，其个人成就值得进一步挖掘。“四高碑”无论是对

于书法史研究，还是对北魏时期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

价值。另外“四高碑”原碑都已收藏于山东石刻艺术

博物馆。

篆刻大家刘淑渡（1899-1985）是从北厂走出的

文化名人，在现代书法篆刻史上有重要地位。北厂开

发运河小镇必须挖掘这一乡贤的重要文化价值。刘淑

渡先生系我国著名的女篆刻家、中国女性篆刻艺术开

拓者和“女子篆刻家”先驱（齐白石语），被称为“中

华当代女子篆刻第一人”。[7] 刘淑渡先生热爱家乡，对

故乡情深义重。生前她虽久居京城，但一直惦念着家

乡的发展，与家乡交往频繁。她精心操刀篆刻“家在

德水之阳”的朱文印章。先生以“德水”代替家乡，

以示永远的牵挂。临终前，刘淑渡先生将平生所得稿

费、奖金1.28万元（当时是一笔巨款），委托中国妇

女儿童基金会，转捐给故乡山东德州市作为妇女儿童

福利事业费用，表达她对故乡的一片真情。德州人民

用这笔捐款兴建了“德州市儿童乐园”。

四、德州运河休闲文旅小镇文旅项目建设规划设想

（一）项目建设必须建立在高水平的规划方案基

础上

一是规划必须建立在合法依规的基础上，严格遵

守国家和山东省出台的《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实施规划》、《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导

则（试行）》等文件精神，按照核心区、拓展区、辐

射区规划方案以及核心监控区、城市建成区、滨河生

态区建设边界规定，在允许范围内规划建设。规划项

目严格落实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实行土地储备和开发

建设中的考古前置制度，妥善处理好开发建设与文物

保护的关系。方案设计前要广泛听取地方政府、地域

文化专家和项目方的建设意见，充分酝酿讨论，保证

方案意见统一性和方案的可行性。然后交付设计专家

团队进行设计，最终拿出科学合理的设计实施方案。

（二）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公园建设，积极

谋划漕仓主题公园和博物馆

抢抓机遇，借助于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公园建设

的战略布局，政府、企业一定审时度势，结合漕仓遗

址的历史条件，提前谋划，合理规划，积极申报国家

的争取项目。一旦项目成功，运河小镇的建设将会如

虎添翼，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民生工程蝶变为有

利子孙的文化千秋工程，意义非同寻常。另一方面，

规划建设德州运河博物馆，收集和展放有关德州运河

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漕运文化和

商贾文化，采用虚拟现实、全景展示、历史文化纪录

片等形式展示德州运河文化风貌。例如德州运河博物

馆内部可设立专门的多媒体大屏幕影像演播厅。借助

数字媒体艺术，将运河历史故事、传说，譬如“燕王

扫北”、“十二连营”、“皇帝巡游”、“仕宦名流”等故

事，还有“码头渡口”，“千帆竞渡”，“仓储漕运”，

“庙宇瓦肆”等难以复原的历史场景，通过数字合成

技术，再现运河盛景。也可整合北厂村现有民俗馆的

资源，建设民俗文化展厅。唤醒运河文化记忆，留住乡

愁。

（三）适当恢复有代表性的漕仓衙门老建筑，彰

显德州漕仓文化特色

古建筑复原。建筑能唤起人们的记忆，也是一所

城市文化记忆的见证。基于资金问题和现实问题，也

并不是每一个古建恢复重建，要有代表性、选择性地

建设。运河小镇的建设应与德州运河现状、漕运历史

相符合。一是适当古建的复原，尤其是那些还有明确

遗址、遗迹的，代表德州运河文化特色的，如德州水

次仓，德州卫衙署等。曾经有“天下第一粮仓”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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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的德州水次仓及其管理衙门——德州督粮道府衙

或户部监督分司，从建制到内部运行管理都包蕴深厚

的漕运文化，作为有代表性漕仓府衙古建筑的复原，

应是规划建设的重点，是最为核心的复原景点。漕仓

衙门建成后可以直观地重现漕运官衙建制和运行管理

情况，陈列展示相关资料、文物，甚至借助数字化影

像技术，恢复“天下第一粮仓”的盛景。

（四）恢复建设“明皇大舞台”，以《靖难之役》

为故事素材，排演大型情景剧，穿越时光隧道，增强历

史体验感

文艺演出彰显一个地方文化活力。首先，模拟建

设“十二连营”剧场或演出舞台，深入开掘“靖难之

役”历史文化，排演大型情景剧，表现那段叔侄为争

夺皇位而发生悲惨、凄婉的战争场面，让人们从中认

清战争不义，珍惜和平岁月美好，提高历史辨识度。

另外，充分利用“明皇大戏台”，排演具有历史欣赏习

惯的京剧、河北梆子、一勾勾地方剧种、木板大书等

运河特色的民间曲艺，排演最富运河文化特色的运河

号子等等。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体验，地方戏曲的欣

赏，民间乐器的聆听融为一炉。

（五）接续传统，打造运河文化主题餐厅和小吃

一条街

北厂街过去有三大饭庄，三盛园、聚丰楼、鸿盛

楼，汇聚南北风味，有满汉全席，清真八大碗、四盘

六碗。诗人冯廷櫆有诗说：“闻香马不行，知味人停

舟，如若打此过，后悔没住宿。”[7] 北厂走出名厨张七

凤凰和其子张鸿林，烹饪技艺享誉州城。德州发达的

饮食文化，与北厂街张氏父子及其众多徒弟的影响和

传播密不可分。为继承饮食文化传统，恢复昔日北厂

街的饮食文化辉煌，要规划建设运河文化主题餐厅，

凸显运河餐饮风味。同时建议打造小吃一条街，精选

德州特色小吃落户经营，以特色饮食文化吸引游客。

（六）借助大运河文化带，漕运主题公园建设，

规划篆刻家刘淑度纪念馆和历代文人雅士题咏德州运

河文化的碑林

规划建设“北厂街”走出的文化名人——篆刻家

刘淑度纪念馆。纪念馆应以展板、文字图片形式介绍

主人一生求学、工作经历以及篆刻书法艺术成就。展

室不宜太大，目的在于向观众展示乡贤文化名人，引

起自豪感，激发参观者内心学习动力。明清以来，德

州是文化高地，民国初年的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先生

称德州“人文飚起，名卿蝉联，实甲山左”[8]。“金台

十子”中的田雯、谢重辉两位文学大儒，因为文人交

游，唱和频繁，题写了大量咏歌德州运河沿岸河坝、

渡口、饮食、风物、楼阁的名诗歌佳联。为传承诗歌

文化，活化记忆，可建设一个碑林长廊，将历代文化

名人题咏佳联，邀请著名书法家录写勒刻于碑。另外

复制四高碑，一同陈列。展示书法文化和运河文化遗

韵，提高文化品位。

（七）借力国家非遗苏禄王景区，与运河世界遗

产（德州运河申遗展示段）强强联合，抱团发展

运河小镇毗邻苏禄王墓，借助这块国家级文化遗

产，做足文章，整合资源，打造东南亚异域风情园，实

现抱团发展。充分挖掘世界物质遗产——德州运河申

遗展示段的独特价值，北厂到第三店这段九曲十八弯

的运河廊道具有原真性、原生性和生态价值、河工文

化价值，将德州运河这一廊道价值，有效利用起来。

设置好旅游指示标志牌，挖掘呈现运河文化故事，保

护好生态环境，是运河小镇借鸡生蛋的好策略。

千年大运河，塑造了昔日繁荣的北厂与德州。历

经千年，北厂运河小镇的建设，必将弘扬运河与漕仓

文化，重新演绎运河历史的繁华画卷，将北厂打造成

为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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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家·赐死·去性别化
——对中国早期电影中进步女性命运归宿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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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国语大学     艺术学院， 西安     710000）

摘   要：中国早期电影诞生并成长于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愿望促使男性知识分子看到女性

解放的价值，进而对女性提出了参与革命救亡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女性解放后可能拥有的颠覆性力量有着深深

的恐惧，所以极力把女性解放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作为被想象和被言说的客体，中国早期电影中进步女性的命运归

宿投射了男性精英关于国族兴亡、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中国早期电影；女性形象；救亡图存；矛盾心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1）02-0082-04

收稿日期：2021-03-23

作者简介：徐雅宁（1985-），男，山东东营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史论与批评研究。

                   德州学院新闻学专业2005届毕业生。           

清末民初时期，男性知识分子主动将国家革命

的部分责任赋予女性，呼吁女性加入到革命的队伍

中来，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打开了一扇门。但另一方

面，男性又对女性参与革命的行为视为对其既有权力

的威胁，积极对进步女性加以控制，以保持其对社会

权力的继续垄断。

体现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一些进步女性形象在男

性设置的剧情中左右为难。作为被想象和被言说的客

体，这些女性形象的命运归宿投射了男性精英群体种

种有关国族兴亡、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的矛盾认知与

想象。

一、功成返家：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花木兰现象”

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社会舆论对于女性解放

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关于女性解放之后的社会定位

却有着不同的构想。在这些构想中，真正能够形成影

响力并为社会所接受的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强调女性

对家庭的重要性。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要“上可

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即昌，

千室良善”[1]，这为之后几十年中国女性解放的边界

做了一个严格的限定。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对于女

性应当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对

于做贡献的方式却有不同意见。知识分子当时的构想

是女性对国族的贡献应该通过家庭这个中介来实现，

而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则被视为是对男性专属空间的僭

越，是一种对男性权利的侵犯，这是要严令禁止的。

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电影对女

性的想象也显得相当暧昧和矛盾。一方面，鼓励女性

自立自强，主动运用自己的智慧及身体来协助男性，

为救亡图存、国家富强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又

要求女性在完成了男性领导者所分配的任务之后，及

时抽身而退，返回家庭并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

一个女性角色，出于帮助男性的直接目的而奋

斗、牺牲，顺带着达到了利国利民的效果，然后及

时回归家庭，这成为了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一个固

定模式。《大义灭亲》（1922）中的梅丽兰、《诱婚》

（1924）中的高云英、《和平之神》（1926）中的林素

薇、《北京杨贵妃》（1927）中的杨小真、《骆驼王》

（1929）中的谭芝芬等女子，或者是为了援救父亲

/丈夫（爱人），或者是为了给父亲/丈夫（爱人）报

仇，主动贡献自己的智慧和身体，在达到男性期许的

目标之后，与某一男性终成眷属，回归到家庭中。对

于这种叙述模式，法国学者朱莉娅·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有一个高度形象化的概括——“花木兰现

象”。[2]

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中国文

学与文化中有着“原型”的意义，至今仍然有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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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当代价值。在《木兰辞》中，故事从“唧唧复

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始，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

花黄”结束。从叙事空间来看，故事始于女性空间，

也终于女性空间。在后世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过

很多版本，但基本上都没有逃脱出这个叙事框架。

“花木兰现象”体现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双重要求，

即当社会需要的时候，在男性的允许和鼓励下，女性

可以暂时承担原本由男性肩负的责任；而一旦危机解

除，女性则应该主动退出男性专属空间，不可逗留。

在流传过程中，木兰从军的故事主题经历了一个

从传统孝道本位到家国同构、尽孝尽忠的转变。到了

民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古代故事里的为皇

帝尽忠被替换成为国族利益而奋斗。在中国早期电影

史上，短短十三年时间里先后有四版“木兰从军”问

世，分别是：戏曲片《木兰从军》（导演不详，梅兰芳

主演，1926）、故事片《花木兰从军》（李萍倩导演，

胡珊主演，1927）、《木兰从军》（候曜导演，李旦旦

主演，1928）、《木兰从军》（卜万苍导演，陈云裳主

演，1939）。在1939 年版电影《木兰从军》中，木

兰父亲说道：“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国家有

事，每一个老百姓都应当去打仗，何况我是吃的国家

的粮，躲在家里也不像话”，“军令如山，怎么能够不

去，好在爸爸年纪还不很老，还可以替国家出点力，

死在战场上是要比死在家里光荣得多呢!”而木兰则

回应：“爸爸从小教女儿一身武艺，不如替爸爸去从

军，一来尽孝，二来尽忠。”在当时恶劣的政治、文

化环境下，通过这样一个经典故事达到以古喻今的社

会效果，这也是这一故事被反复翻拍的原因。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花木兰以及上面提到的梅丽

兰、高云英、林素薇等女性形象身上兼容了“姿色救

国”的使命与“功成返家”的觉悟，体现出当时的男

性知识分子既希望女性祛除病花弱柳、多愁善感、

工啼喜怨的民族劣根性，又希望延续臣服于男性的传

统，不期然间折射了男权对女性的双重标准与重压，

渗透出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焦虑。

这些巾帼英雄始终没有跳脱出传统性别秩序之

外，她们的深明大义、挺身而出与“孝父”/“敬夫”

的传统伦理密不可分。借助家国同构的理想，她们得

以进入创造历史的进程。但是在“为君前驱”的文化

惯性影响下，她们始终没有逃离背后那个或隐或显的

男性的注视。在这些故事中，女性的才华和智慧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放大与发扬，而对于女性自主意识和女

性性别身份的肯定却被刻意忽略了。傅葆石的总结一

针见血：“只有在民族危机时，才需要妇女的服务，

一旦危机结束，她们就应该回到她们本来的领地——

家里。”[3] 女性在此的功能不过是修补完善裂隙累累的

父权，而“返家”的结局再度确认了男性在完成国族

大业中的主体身份。

二、赐死：对贞操受损的女性的惩戒

前文中提到的女性角色在协助男性完成救国任务

之后，功成身退，和某一男性结合，返回家庭继续做

一个贤妻良母。但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具备返回家庭

的资格，获得这一资格至少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该

女性身体的贞操没有受到污损。

影片《松柏缘》（1923）是说明这一现象的典型

例子。《松柏缘》又名《江浙大战》，由商务印书馆活

动影戏部出品，以1920年代初“裁军运动”为背景。

秦松贞（名字就有高洁、坚贞之意）与假期探亲的韩

柏恒相爱，订下婚约。假期结束，韩返回学校。乡下

遭遇匪患，秦被土匪掳走。匪首垂涎秦的美貌，却惧

怕妻子吃醋，秦得以保全身体。之后，秦逃出匪窟，

却又不幸落入流氓赵阿毛手中，赵阿毛将其捆绑起

来，意欲侵犯。这时，已经是爱国将领李军长得力战

将的韩及时赶到，救出秦。两人终成眷属。从逻辑上

讲，秦松贞身体的保全及最后被救得益于创作者特意

设置的巧合，但这也正是她最后能嫁给韩柏恒的关键

所在。

但是在很多电影中，贞操受损的女性，即使她为

革命、救国做出过突出贡献，其下场也只有一个，就

是死亡。

在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中，女性的身体向来被看做

是男性权利的一种。对具体男性而言，女性的贞操是

一种私有财产；而从整个民族国家利益来看，女性的

身体又是民族荣誉的一种象征。清末民初时期，男性

知识分子期待广大女性从“家园女人”转变为“社会

女人”，迫切需要征用女性的身体作为革命救亡的后

备力量。但是，响应男性号召，积极救国救民的女性

又不免成为男性一种隐秘的担忧。进入公共领域，分

担男性责任的女体具有了全新的意蕴，象征着新秩序

的活力。对男性而言，这些年轻、美丽的身体包含了

异质的、富有生机的、具有破坏性的女性本质，完全

可以质疑甚至重构中国传统的性道德体系。尤其是贞

操，更是触及到了传统性道德体系的底线。如何处理

那些因为救国救民而献出贞操的女性，成为男性知识

分子的一大尴尬。所以针对这些女性，在当时的电影

创作中都选择了“赐死”，将她们提升为献给民族国家

的祭品，以此来缓解由于民族危亡导致的男性权威失

堕的焦虑。

徐雅宁：返家·赐死·去性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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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电影的国族叙事中，革命救亡被想象

成阳刚和暴力，通过将男性角色置于革命领导者的位

置上，男性的阳刚转变成支配权、集体和不可抗拒的

革命运动的象征。然而，当男性征用女性的身体来表

达革命的意识形态时，新女体的开放与放荡却经常游

离出这种阳刚的控制（很多时候，阳刚甚至还要仰仗

女性性魅力的拯救），游离出革命意识形态的界限。

这样一来，女性性感身体的暧昧性不可避免地与阳刚

的革命话语产生抵触，并进而要质疑男性的主体性位

置。这就使得在具体电影文本中出现了一个矛盾：一

方面，无论是影片中的男性角色还是影片外的男性观

众，都需要性感的女性身体铺张在大银幕上；另一方

面，片里片外的男性又对这种新女体带来的毁灭性十

分恐惧。最妥当的做法就是，通过“赐死”的方式，

将女体为国族革命献祭，在赋予其崇高意义的同时，

也彻底将其毁灭，消灭了女体可能带来的威胁性。

《自由魂》又名《碧血黄花》，以“辛亥广州起

义（黄花岗起义）”为背景，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电影

反映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开山之作。影片中，汉族杂

技班班主的儿子罗超和满族贵族小姐梁雪花可以说是

青梅竹马，但因为阶级和民族原因被迫分离。成年之

后，罗成为革命党骨干，梁则嫁给了绰号“活阎王”

的满洲贵族尤俊。一天，罗抓住已经认不出来的梁，

将其带到喝醉酒的众人面前，说道：“大家听着！我

们汉人的妇女已经给欺负够了，今天……”众人喊

道：“我们也欺负她！报仇！今天给她算算账，让她

也出出丑！”罗冷笑着，不顾梁苦苦哀求，一把又一

把撕掉了她的衣服，并将衣服扔给众人撕抢，又用刀

子挑开了梁内衣的扣子。在国族主义的赋权下，银幕

上上演了一场带有性虐色彩的观淫狂欢，充分显示出

电影创作者对失贞女性的性政治敌意。通过梁戴着的

玉坠，罗认出了她。未经施暴者的忏悔和道歉，梁便

轻易地再次爱上罗。尤俊准备抓捕革命党，梁得到消

息后，利用色相窃取了情报，并尝试刺杀尤俊，自己

也身负重伤。在梁将情报送给罗之后，伤势过重的她

死在了罗的怀里。罗抱着梁的身体，对众人说：“大家

看见了吗？你们看雪花，她虽然是满族人，可是为革

命死了！为同胞们求幸福牺牲了！”虽然梁雪花为革

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政治道德上具有纯洁性特

征，但是其阴柔的性感肉身在传达革命思想时也扭曲

了革命话语的阳刚。尽管她为爱/为民勇于牺牲的品

质得到了影片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她被污损的贞操却

给了男权文化一个难堪。这个难堪使她无法获得继续

成为同志的资格，所以在影片结尾将其赐死，使她成

为国族革命道路上完美的献祭者，以完成性道德的救

赎。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女性的身体普遍被点缀上了

政治意义和价值，但是在其内里却依然承袭了传统的

性别秩序——为了某个崇高的价值，女性的身体可以

被视为是一种可供交换和牺牲的资源。在这些影片的

女性身上，作为男性欲望的投射，作为革命救亡的工

具，作为宏大理想的献祭品，多种符码兼容并处，可

以明显看出那个时代国族主义对女性主义的遮蔽，以

及传统性别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上的印记。

三、去性别化：女性作为革命动员的政治符号

 “返家”女性和被“赐死”女性，是以身体是否

污损为处理标准的，这两类可以被称作“肉身化女

性”。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还有一类救国女性可以被

称作“政治化女性”，这些女性被创作者采取了去性别

化处理，成为了具象化的承载抽象的教化和革命思想

的场所。

这一类女性革命意志坚定，斗争士气昂扬，体

现出激情洋溢、豪迈坚强的特征。表面上看，这些女

性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但加以深入分析，会发现

这些女性身上并没有体现出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其

社会身份的获得是以抹平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别为前

提，以无视女性性别特质为代价的。这种去性别化的

女性形象，并没有获得独立言说的能力，充其量算是

一个革命救国理想的传声筒，是在认可男权话语的前

提下，一次尝试进入男性化社会的革命功利主义实

验。

去性别化处理最极端的方式就是对女性进行“男

性化”塑造。这类形象的性别特征被严重淡化，从造

型、台词到行为方式再到叙事功能，女性形象界限不

清，女性的性征被抽离，通过“扮演”男性的方式获

得了与男性成为战友的资格。这类女性中的典型代

表是《新女性》（1935）中的李阿英。从外表上看，

李阿英身体健壮，一头稍显杂乱的齐耳短发，身穿长

裤、布鞋，显得干净利落。无论从服饰、发型还是精

神面貌上，该形象都力图打破电影创作中男女二分的

视觉惯例，以男性装扮来武装女性身体，从而赋予了

女性参加革命事业的资格。从行为方式上，打破了中

国传统女性羞涩、内敛的模式。李阿英第一次亮相就

是蹲在楼道的水龙头下面洗头，看到进来的韦明及朋

友，热情地打招呼，整段动作大大咧咧，毫无扭捏做

作之态。后来看到韦明晕倒在地，李阿英弯腰将其一

把抱起，尽显豪迈之气。在叙事功能上，李阿英充当

了韦明的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人物活动环境也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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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男性专属社会公共领域当中。片尾，李阿英带领着

女工集合起来，走上街头，一起向着前方走去。

究其实质，女性形象的男性化倾向源自于当时男

性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的一种怀疑态度和犹豫不决。

女性获得革命救国的资格，是以牺牲女性特质，追求

男性特征来实现的。这种模式非但没有使女性获得真

正的解放，反而更加强化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

甚至还使女性陷入“耻为女，争做男”的心理尴尬。

将女性形象加以彻底的男性化塑造毕竟是一种

极端的处理方式，更多的影片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

法，即在外表上保留女性角色的女性性征，但在情感

上却进行了“绝”情化处理。这些女性角色身上体现

出思想进步、意志坚定、任劳任怨等优秀革命品质，

折射了男性知识分子的救国期待，她们的头脑中拥有

的完全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怀激烈，却没有一丝一毫

爱情的影子。

在1930年代，有多部电影都采取了“三女主”

的人物设置，比如《三个摩登女性》、《女性的呐喊》

（1933）、《女人》（1935）等。粗略划分，这些电影

的女主角对应着三类女性群体：第一类，“滥”情女

子，以《三个》中的虞玉、《女性》中的爱娜、《女

人》中的王意芳为代表。这类女子视感情为玩物，可

以熟稔地运用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各种目的，是当时社

会上备受非议的“摩登女性”的代表。在影片中，这

些女性往往以视觉奇观的方式出现，以满足观众的观

淫欲望。第二类，“痴”情女子，以《三个》中的陈若

英、《女性》中的叶莲、《女人》中的梁玉芬为代表。

这类女子或以爱情为天职，或将人生幸福完全寄托在

某一男性身上，是社会上亟待唤醒的软弱者的代表。

在影片中，通常以悲剧结局，以达到警醒观众的作

用。第三类，“绝”情女子，以《三个》中的周淑贞、

《女性》中的少英、《女人》中的爱铃为代表。这类

女性完全与爱情绝缘，是女性救国的理想典型。在影

片中，她们是革命理想的发出者，主要起到号召、团

结大众的作用。与其他两类女性相比，这些女性身上

缺乏现代女性所应该具有的情感性和自主性。在她们

的身体里，住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却唯独没

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在清末民初的国族话语中，性别从属于国族。在

男性知识分子的规划、询唤之下，救国伦理逐渐成为

当时电影塑造进步女性形象的新准则。救国伦理推崇

一切有利于革命目标实现的行为，集体主义是其重要

的内在支点之一，正如《女性的呐喊》中的少英劝告

叶莲时说的：“个人的奋斗是会失败的”。这种集体伦

理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却

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作为一次革命功

利主义的实验，新女性的身体在强大的国族话语设计

下，成为了从个体位置向革命群体转变的比喻。

中国早期电影中对女性的“去性别化”处理，体

现着那个时代中国女性国民改造的社会理想。这种女

性身体改造的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

“不爱红装爱武装”“铁姑娘”“半边天”等社会话语

都体现了在国家干预下女性身体的非正常状态。经过

这样的身体动员，女性得到解放并被纳入到国族革命

和建设中来，但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个体差异却被忽视

了，女性身处“第二性”的地位没有得到改观。

结 语

中国早期电影为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一大批令人

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刻画和

呈现，中国早期电影在与充满了消费欲望和情欲幻想

的上海电影市场维持着合作关系的同时，又与民族革

命、反帝救亡等社会宏大叙事公开结盟。在政治与商

业的博弈和革命与情欲的交织中，中国早期电影人显

示出了左右逢源的智慧。

但是在由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早期电

影中的进步女性形象是一种与真实的女性生命无涉的

符号，充其量只是一种男性知识分子进行国族书写的

场域。这些女性的身体上负担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军

阀、地主势力和资本家的多元指控，但是她们的现实

性别困境却在革命思想的遮蔽之下呈现出一种禁声、

无言状态。在当下中国电影史研究中，中国早期电

影的革命属性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其“性别政

治”的缺席以及对之后中国电影的影响也应该引起学

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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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东盟正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文件之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相关国家地缘战略一直

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该文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明确了东盟参与地区合作的原则和目标，对地区进程产生了

一定影响，并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应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前提下，通过积极推动多极

化进程，继续支持东盟制度中心地位，坚持互利合作，推动建设地区危机管理机制等，确保地区进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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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了由印尼主导

的《东盟印太展望》，这被视为东盟对美国“印太战

略”的正式官方立场和主张，表明“东盟正式接受了

‘印太’概念”。[1] 这份文件的通过，是东盟地缘战略

的重要变化，东盟在地区进程中的利益和目标将发生

哪些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将对地区秩序和地区合作

带来哪些战略效应？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又

有哪些政策选项？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出简要分析。

一、东盟版“印太战略”：《东盟印太展望》的主

要诉求

《东盟印太展望》明确了东盟版“印太战略”的

动因、目标、原则、合作领域、机制等主要内容，强

调包容、合作、发展以及东盟中心性原则，体现了东

盟对“印太战略”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思考。[2] 总体上

来说，《东盟印太展望》有三个主要目标：政治上维

持大国平衡，确保东盟中心地位；安全上维护地区稳

定，管控地区安全热点；经济上促进包容与可持续发

展，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

政治上，该文件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东盟不会

在新的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选边站”。文件既重申了

开放、包容、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重视基于

规则和国际法前提下开展合作的必要性。这可以说是

东盟为应对中美竞争、避免陷入大国竞争的被动局面

而采取的一种“再平衡”战略，尽管与东盟长期坚持

的“大国平衡”战略并无本质变化，但在印太战略推

进背景下，东盟要想在中美之间继续维持过去的“二

元结构”——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可能

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在军事领域

的快速发展以及在本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进取政策，加

之美国“印太战略”更多涉及经济合作，未来的地区

格局可能会向“混合二元结构”的方向演变，经济和

安全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更加明显，东盟整体和成员

国将在这一进程中面临艰难的抉择，这无疑对东盟奉

行新的大国平衡战略带来不小的挑战。

东盟在政治上的另一个担忧是中美竞争态势会使

自身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至少担心会弱化其在地区

制度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担心会影响到东盟多年

来创设并被大国接受的地区规范。事实上，这种边缘

化风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已经开始显现，特朗普连续

两次缺席东亚峰会就是一个明显信号。因此，《东盟

印太展望》文件的出台，是东盟努力改善这种被动局

面、试图与美国“印太战略”建立某种关联性的政治

上的努力。拜登上台以来，对东盟的重视程度有所提

高，但也增加了东盟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压力，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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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使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制度架构置于十分尴

尬的境地。

安全上，东盟国家最为关注的是南海问题。尽

管中国与东盟双方已启动了关于“南海行为准则”

（COC）单一文本磋商，并制定了时间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南海问题的解决已经步入正确轨道，南海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可期的。但问题在于，美国并未

放弃对南海的介入，且是其“印太联盟”遏制中国的

重要工具之一。部分与中国有海上争议的东盟国家仍

期待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这也是为什么《东

盟印太展望》中强调国际法适用性以及海上飞越和航

行自由的原因。

但东盟必须要面对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选择：要

想与中国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南海行为准则”，

在如何对待域外国家介入问题上，必须要有一个清晰

的立场和政策。而从目前看来，东盟，特别是个别东

盟成员国的做法与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

而驰。这对于“南海行为准则”能否如期达成、能否

让各方接受和满意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事实上，中国

与东盟开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对于推动未

来南海问题在中国东盟双边框架内的解决，至少是维

护南海地区稳定，已是准则的题中之意。如果允许第

三方势力继续干扰和介入，那么“南海行为准则”恐

难达到各方预期，而这也将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严重

的负面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东盟印太展望》的主张

体现出东盟的战略选择困境。

经济上，该文件也不吝笔墨。不难看出，东盟的

首要关注不是政治和安全，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无论

是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还是美日印澳“四边

机制”，都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而东盟

在文件中提出的四大合作领域完全聚焦社会经济事

务。[3]互联互通、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都是未

来合作的重点，也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

东盟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安全

领域。特别是在对待贸易保护主义和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方面，双方立场高度一致，这源于双方对美国市场

的高度贸易依赖。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2020年，东盟

逆势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使得双方第一次

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也表明

在共同的外部危机面前，双方经贸关系更为均衡和互

利，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压舱石”。

随着RCEP的签署，双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的政治意

愿仍十分强烈，潜力巨大。

目前来看，靠传统货物贸易提升贸易量的潜力

和空间越来越小，未来支撑双方贸易投资增长的因素

更多依靠包括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领域拉动，同

时，推动地区产业链以及地区价值链的形成也是减少

对美市场依赖、扩大双边贸易、推动产业性投资增长

以及扩大区域内消费能力的关键。《东盟印太展望》

文件努力试图在经济方面平衡中美的影响力，或者

说，有意引导美国更加重视经济合作和发展问题，但

显而易见，中国的优势是巨大的。而且，东盟清楚地

认识到，美国“印太战略”短期内在经济领域不会有

大作为，要想促进其经济共同体建设，实现其发展目

标，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仍是首要选择。

二、从亚太到印太：地缘政治变化的战略效应

除了东盟，“印太”概念也已被大多数域内和域

外国家所接受。虽然各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理解

和解读不一而足，但从“亚太”到“印太”，地缘政治

已发生显著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并对地区秩序以及相

关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及其盟友力图不断强化“印太战略”的地缘

政治色彩。西南方向以印度为支点，东南方向以东盟

为支点，东北方向以日本为支点，妄图在中国西南、

东南、东北方向形成对中国的“合围”态势，迫使中

国未来不得不进行“多线作战”。目前，美国对印度的

利用已初见成效，印方挑起的中印边界冲突使得中方

在西南方向耗费了大量战略精力和军事资源；日本在

战略和安全领域对美国亦步亦趋，在钓鱼岛问题上再

次蠢蠢欲动，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东盟个别国

家重提所谓“南海仲裁案”，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

施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已成为公开遏制中国的

工具，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亦造成不小挑战。

东盟虽然接受了“印太”概念，但为了避免激怒

中国，在中美间继续保持平衡外交，一直努力淡化

“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色彩。《东盟印太展望》中明

确提出，这份文件是东盟参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事

务的指导性文件，而没有使用类似“印太地区”的字

眼。[4] 这不但是东盟一贯奉行灵活性和舒适度的集中

体现，而且表现出东盟颇为高超的外交技巧。近期，

东盟努力在各种场合强调其对于“印太战略”的独立

理解，特别指出其并非针对中国，并进一步劝说中国

正式接受《东盟印太展望》。如若获得包括中国在内

的各大国支持，东盟在地区进程中的中心地位无疑会

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国对是否因这一地缘政治变化而进行政策调

整，仍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无论是“印太”概念还是“印太战略”，都是美

郭延军：从亚太到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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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安排，美国的目标随着2021年1月

“印太战略”的提前解密而更加明确。在中美竞争日

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印太”概念的任何政策

松动都可能引发不确定风险。其次，虽然东盟《东盟

印太展望》总体上不构成对中国利益的直接挑战，但

在是否公开支持东盟倡议方面，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仍心存芥蒂，短期对中国来说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

再次，美国传统亚太盟友对“印太战略”的支持，进

一步增加了中国对未来周边安全环境的担忧，是否接

受“印太”概念基本不会成为中国寻求与美国盟友改

善关系的一个前提。

从亚太到印太，对于东盟来说，是一次影响深

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变化，美国这一地缘战略调

整对东盟这个小国集团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

待进一步观察，而东盟版的印太战略会对维护自身利

益发挥多大作用也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毫无疑问，东

盟对于“印太”概念的官方立场，客观上已经对地区

秩序和地区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

是，中国未来是否接受“印太”概念或《东盟印太展

望》，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间能否继续深化政治互信

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

三、应对《东盟印太展望》：中国的政策选项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东盟版本还是其他版本的

“印太战略”，在应对时都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推

动多极化进程，继续支持东盟制度中心主义及其共同

体建设，坚持互利合作，推动建设地区危机管理机制

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的政策选项。

第一，推动多极化进程，避免中美滑入“修昔底

德陷阱”。对于当今中美关系，较多观点指向中美竞

争，甚至中美争霸。“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

概念，都有两极格局对抗的含义。即便中美战略竞争

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但中美两极格局是难

以形成的。一是中国和美国的实力仍有差距，美苏那

种在当时世界最为重视的单一军事领域达成均势的情

景还难以出现。二是以物质性实力界定权力之极的时

代已经过去，非物质性力量的分量日益加重。而非物

质性力量的分布远远不是两极可以表现出来的，世界

政治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过程。[5] 因此，多极化

进程仍有巨大生命力，积极主动塑造和推动多极化进

程，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可以

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第二，继续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将东盟塑造成地

区“制度性权力”中心。随着制度性权力的强化以及

全球治理的推进，完全以物质性实力勾勒世界格局的

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未来国际格局将进一步由垂直化

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其结果可能会形成以综合实力为

基础、以制度性权力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格

局。东盟之所以能够在地区进程中发挥“中心地位”

的作用，得益于东盟对制度性权力的重视以及充分利

用。大国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普遍接受了东盟

各种地区制度所设定的规范和原则，而这些规范和原

则甚至成为大国参与地区进程的预设条件，东盟俨然

成为本地区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东盟通过

为本地区大国竞争与合作提供有效制度平台，把制度

性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为缓冲大国竞争做出了重要贡

献。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东盟的重要性更为

凸显。继续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仍是中国应坚持

的一项重要原则。

第三，坚持以互利合作为抓手，深耕地区治理，

用“利益捆绑”消解政治安全分歧。中国在周边地区

的治理有两种主要模式：地区一体化治理模式和议题

治理模式。两种模式互有区别，又互有交叉，相互促

进。例如，在众多东亚一体化合作架构中，都规定了

优先合作领域和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这种议题治

理模式中，也逐步加入了地区一体化的考虑。无论哪

种模式，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

下，地区治理的成效更为显著，而且地区国家对于共

同利益的共识和追求可以让各国更为理性和冷静地

处理分歧。因此，一种“去美国化”的地区治理模式

似应得到进一步重视。以互利共赢为指导原则，积

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务实合作，是不断深

化地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如前所述，在加强经济合作

方面，《东盟印太展望》已经发出了积极和清晰的信

号。通过“利益捆绑”可以不断夯实中国和东盟关系

的基础，并缓解因为政治安全分歧而对双边关系带来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第四，推动地区和热点问题危机管理，形成符合

本地区现实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认同。一般来

讲，地区一体化的启动和发展往往是“危机驱动”，

危机可能是来自区域内部的挑战，也可能是来自外部

的威胁，其结果是基于区域内成员的共同认知，通过

地区一体化的方式来应对挑战、增强维护安全和促进

发展的区域能力。自东亚合作和中国—东盟合作启动

以来，始终伴随着各种地区性“危机”。东亚地区进程

常常被称为“危机驱动”模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的确催生了经济合作优先的地区一体化模式；2020年

新冠疫情危机突显了“以人为中心”的合作模式。从

危机管理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东盟合作，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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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时，中国—东盟合作往往

会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合作进程得以持续，合作机制

和合作规范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在传统安全“危

机”面前，尽管双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尽力维护合

作进程，但经常受到外力干扰，深层次矛盾难以突

破。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仍是东盟未来一段时

期的战略选择。在这一大背景下，从地区危机管理的

角度来规划中国—东盟合作，推动国家利益与地区利

益的相互增益和协调统一，促进地区内认同，可能是

破解当前困境的有效路径。在维护合作进程的同时，

注重“结果导向”的合作模式。经济上，通过完善制度

设计让东盟获得持续可见的利益，减少其对“相对收

益”的担忧；安全上，以相互战略和安全保障降低安

全危机风险，增进政治互信。

四、结语

中国—东盟关系是地区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对

双边关系。回顾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双边关系一直

处于发展提升过程中。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

伙伴关系，标志着中国—东盟合作正式起步；以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为起点，中国—东盟合作逐步进入快

车道，并被深深嵌入到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2003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与

东盟同意致力于命运共同体建设。2021年是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在致力于提升政治互信和

战略关系的同时，以经济合作为优先的合作进程将进

一步强化双方的利益捆绑。当然，经济相互依赖的加

强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东盟在中美间“政经分离”的

政策取向[6]，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胶着的状态下，

尽管对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构成挑战，但东盟会极力

避免在中美间“选边站”，《东盟印太展望》即是这一

努力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东盟的处

境，加强同东盟的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

亚太合作框架及成果，无疑是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重

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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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诉诸认知功能及其相互作用解释认知能力，是认知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皮奇尼尼提出了一个有

争议的观点：计算解释是机械论的。对此，有两种常见的批评：第一，计算解释无法将被解释项分解，相反，它涉

及系统的一般结构属性或拓扑属性，因此不是机械论的。第二，计算解释的目标并非总是揭示因果结构。按照这两

种批评，计算解释并不全是机械论的，但是仍有一些不依赖中间物的计算解释，是可分解的并且是机械论的。问题

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功能与结构的区分，而问题的症结源于皮奇尼尼对马尔计算层次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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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支持机械

论的计算解释。[1] 按照机械论的说明，计算解释旨在

描述所计算的功能，并提供相应的算法。认知能力的

计算解释在心理学与心灵哲学中无处不在，这些解释

将心灵描述为计算系统，揭示心理过程的实际运行方

式。但是，对于物理系统而言，计算的本质与意义几

乎没有共识。基于抽象的数学方程，具体物理系统的

计算有两种实现方式：定义抽象对象与抽象的计算描

述。这两种实现都需要描述物理系统的特定计算。这

是一种计算的机械论解释。计算可以通过描述功能如

何运行（输入-输出映射）的数学方程抽象地定义。

机械论说明通过区分计算系统的方式，将计算的形式

化抽象描述与具体物理系统的功能和活动连接起来。

皮奇尼尼(G. Piccinini )用系统的机械属性定义具体

计算，即具体系统执行的计算。[2] 计算系统具有组件

（输入设备，处理组件和输出设备等），每个组件都

具有特定功能，即分别将外部刺激转化为计算载体，

以计算载体作为输入，以其他载体作为输出，并遵循

一定的规则，产生对环境的输出。组件有组织地执行

这些功能可以解释系统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计

算系统具有机制的特性。然而，皮奇尼尼对计算的机

械论说明面临这么一个困境：计算解释在本质上不完

整，如果通过结构细节丰富它，又会失去特有的“不

依赖中间物”特性以及多重可实现性。那么，计算与

机械的层级结构如何整合？我们试图探讨机械论解释

在认知与神经科学中的局限性。

一、作为功能分析的计算解释

20世纪末的认知科学哲学中，有一种颇具影响

的立场，主张诉诸认知功能及其相互作用解释认知能

力。基于这个立场，可以描述系统的两个层级：功能

层和物理层。心理学中的功能层将属性和活动描述为

具有目的论功能的作用，通常假定状态和活动具有一

些意向性。神经科学中的物理层描述物理结构和属

性，没有功能解释。在这种观点中，描述计算功能的

计算解释是功能分析，它们位于功能层，因为它们分

析系统能力而不是实现系统。功能分析不同于结构描

述。有人认为即使我们以神经生物学的方式掌握了有

关大脑过程的所有信息，仍然无法推断哪些函数在功

能层计算。解释活动总是在功能上进行描述。要以结

构的方式解释功能，需要一种非功能的解释。因此，

尽管功能分析中存在“部分-整体”关系，“部分与整

体”仍然在同一个功能层，区别只在于描述的类型不

同。这种观点来自派利夏恩，不同层次的描述根据所

描述系统的各个方面而不同，并且不同于丘奇兰德与



第  2 期 91

谢诺沃斯基的观点，后者描述的组织层次代表部分与

整体的关系。在解释的自主性上，通常用多重可实现

性说明功能层与结构层的区别。福多与普特南反对还

原论的观点，认为心理属性更有可能多种物理实现，

因此不能简化为单一的物理类型，功能和计算实际上

在不同的物理媒介中实现。虽然这种描述与马尔的框

架类似，也有描述层与计算层，但是，这种观点将计

算解释理解为将功能分解为其他功能，它没有处理马

尔所强调的在计算层上说明“是什么”与“为什么”

的问题。此外，马尔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强

调了在功能和结构层面上解释的自主性和独特性。这

种观点影响了皮奇尼尼。

二、皮奇尼尼的功能解释

皮奇尼尼主张功能分析是一种省略的机械论解

释。与功能分析类似，机械解释通过诉诸组件及其相

互作用来解释现象。与功能分析不同，它们包括有关

组件结构的详细信息。他们认为功能分析也应包括结

构信息，因为无论功能是否在结构中多重实现，功能

直接约束结构，反之亦然。因此，要知道功能分析是

否确实是对系统能力的真实解释，必须至少知道假定

的功能可以发生在大脑结构中。

皮奇尼尼与克瑞佛在2011年的论文《整合心理学

与神经科学：作为机制框架的功能分析》中指出：计

算解释就是机制草图。[3]如果我们将计算解释看作功

能分析，这样的理解很合理。此外，他们将马尔的计

算与算法层列为草图。将计算解释描述为草图有一个

明显的优势。依照这个方案，计算解释很好地整合到

机械框架中，因为计算与实现特性的机制相同。在计

算框架中加入缺失的结构属性，就能获得完整的机械

论解释，例如实现。但是，将计算说明作为草图，也

有一个很大的弊端。这样的解释很弱，只是部分说明

或省略说明。[4]

另一个选择是计算解释可以是完整的机械论说

明。只有涉及相关功能与结构属性的时候，这样的解

释才是完整的。在《物理计算：机械论的说明》中，

皮奇尼尼明显支持这个选择，“结构与功能属性密不可

分，计算解释才算得上完整的机械论说明。”[5] 但是，

这一选择也引发了一个难题：计算解释涉及可计算

的、不依赖中间物的机制属性。然而，完整的机械论

说明必须涉及一些结构属性，例如实现。那么，一种

解释如何既是计算说明，又是完整的机械论说明？皮

奇尼尼的回答是：某些可计算的、不依赖中间物的属

性有结构特征。例如，那些决定所处理载体类型的属

性。[5]皮奇尼尼没有否认这些属性也有功能因素。他

对功能和结构的区别不屑一顾：“没有纯粹的功能成

分或纯粹的功能属性这样的东西。”[5]这个答案引起了

很大的争议。

三、功能分析的两难困境

由于系统的计算解释基于该系统的功能特性，这

种省略的计算解释是一种功能分析。但是，海莫维奇

认为这种功能分析有两个问题。

第一，作为机制草图的计算解释不符合机械论的

合理解释标准

皮奇尼尼与克瑞佛提供了两种功能分析。第一

种：根据系统的功能属性及其组织分析执行某种活动

的能力。这种功能分析与机械论解释的重要特征有

所重叠。功能分析通常诉诸系统的内部状态，并且按

照超出输入与提供输出的内部状态的过程，解释这些

系统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与输入、输出以及

其他内部状态的关系，系统的内部状态在功能上个体

化。从机械论的视角来看，这类分析属于机械论，因

为内部状态是机制组件的状态，它可以通过完整的机

械解释来适当地识别。[3]第二种：基于系统的功能属

性个性化系统的组件，而不描述它们的结构属性，将

过程或活动归因于这些组件，并根据这些组件及其活

动解释系统的行为。这种功能分析虽然不依赖机制的

结构特性，但是将组件及其活动和组织个性化。[3]按

照主流的观点，机械论解释的关键在于从物理层面描

述组件的结构。合理的解释应该描述相关的实体或组

件及其组织起来的活动如何解释系统的行为。所描述

的组成部分和活动应该是该机制的实际组成部分和活

动。也就是说，根据机械论标准，仅提供系统功能组

织的解释或组件的功能个体化是不够的，因为没法确

定它们是否是系统的实际组件。适当的解释可能会省

略一些与系统行为的计算无关的结构细节，但是，当

它们几乎都不存在时，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机制草

图。对此，皮奇尼尼可能回答：计算解释的结构和功

能特性相互制约。[6]即使等效的计算描述可以对应于

不同的物理基质，这些基质要实现计算也必须具有某

些结构特征。相关的结构特征是系统的自由度。尽管

如此，不同的机制（具有不同的结构特性）可以具有

相同的自由度。一个仅仅强调机制自由度作为其可以

实例化的功能特性的结构性限制的解释，并不是对机

制的结构特性有很多说明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它仍

然是一个机制草图。即使计算描述对可以满足它们的

结构施加约束，或者说，并非每个结构都具有正确的

自由度并展示出正确的功能组织，它们仍然会省略相

关组成部分的个体化细节。简而言之，皮奇尼尼试图

刘川：物理计算的“功能与结构”辩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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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计算解释置于解释连续统一体的末端。我们认为机

械论的观点需要提供机制的结构和功能描述以揭示其

实际属性，而不是仅仅提供虚构的描述，这是将计算

解释重构为机械论说明的动机之一。无论虚构描述在

特定情境中有多么有用，它们都没有揭示机制的实际

因果结构。识别功能和结构的组件是机械论方法的核

心，因为两种类型的属性都有助于实际组件个体化。

但是，皮奇尼尼与克瑞佛对实际组件的个性化，只强

调结构属性，因为结构特性的集群似乎是识别组件的

最低要求。因此，除非解释包含结构特性，否则它们

不能获得全面的解释力。然而，皮奇尼尼的解释建议

关注计算机制的功能特性，这与机械论的标准相去甚

远。

第二，作为完整机制描述的计算解释不符合多重

可实现性

由于功能分析未考虑所描述系统的结构特征，充

其量只是等待完整机械描述的机制草图。因此，计算

的机制说明不仅应该提供计算系统的结构描述，还应

该提供基于功能和结构属性的个性化计算和计算系统

的方法。典型的计算系统具有多重可实现性。多重实

现的情况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具有不同结构特性的系

统必须满足相同的功能描述，并且功能描述必须凭借

在相关科学中的解释性用途而个体化。只要计算描述

选择经验验证的模型支持的类型，满足相同计算描述

的不同机制就可多重实现。但是，如果计算解释需要

在详细的结构和功能术语中个性化计算和计算组件，

提供完整的机械描述，那么具有不同结构属性的系统

将不再能够满足这些描述。一旦扩充所有的结构细

节，结果将是对实现计算系统的特定机制的描述，而

不是对可多重实现的计算系统的描述。关于这一点，

或许有人会认为结构属性也可以多重实现，例如形状

和大小。典型的机械论结构属性可以在不同的微观结

构和物理媒介上多重实现。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

面解答。1.考虑多重可实现性的本质，构成或微观结构

的差异可多重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例如，服务员所

使用的螺旋开瓶器有不同的材质，但由于因果关系上

没有区别，不能算真正的多重可实现。构成上的差异

并不总是与机制行为的因果解释相关。按照夏皮罗的

看法，构成上的差异本身并不构成多重实现的情况。

机制的个体化要求潜在机制的差异必须使机制整体行

为的因果差异（或解释性地相关），[7]因为潜在机制中

任何可检测的差异都必须产生一些这样的因果差异。

因此，两种机制只有产生相关的计算现象才算作不同

的实现者。2.忽略微观结构的差异是否为多重可实现

者，如果在物理层面详细地描述计算，那么就不可能

在不同的结构上实现它。结构属性和组织的完整描述

可能会留下在不同介质中实现的可能性，但它排除了

在具有不同结构组件的机制中实现的可能性。

四、皮奇尼尼的回应：拒绝完整的结构细节

物理系统是一个执行具体计算的系统，而计算系

统是一种具有目的论功能的功能机制。对机制在执行

计算方面的能力的解释，这样的计算解释是一种机械

论说明。我们可以将功能分析的两难困境表述为：由

于计算不依赖中间物，计算解释就是纯粹功能性的，

而机械论解释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功能性的。因此，

我们必须在纯粹的功能或结构上选择个体化的计算。

选择1：良好的机械解释倾向于在机制的所有层面上

的完整结构细节。如果纯粹在功能上将计算个体化，

就不能依赖机械论解释，因为涉及结构属性；选择2：

计算解释必然是抽象的，因为它忽略了大多数结构细

节，只关心自由度。如果在结构和功能上将计算个体

化，可以依赖机械论解释，但丧失多重可实现性，因为

机械论解释需要在机械组织的各个层面上对所有相关

结构和功能属性进行规范，这就排除了其他实现的可

能性。皮奇尼尼拒绝第一项选择。在2015年的《物理

计算》中，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即：计算在

功能和结构上都能个体化，因为即使是与媒介无关的

属性也会对实现它们的媒介以及对其操作的机制施加

结构约束。另外，他认为机械论解释不需要在组织的

各个层面上对结构和功能特性进行规范，相反，只需

要在相关的机械论组织层面上规定所有相关的结构和

功能属性，并且留下适当的多重可实现空间。换句话

说，对任何既定现象的机械论解释需要从较低层次的

细节中进行适当的抽象。[5]

皮奇尼尼拒绝“选择1”，因为所有的机械论解释

指定了系统解释目标的结构属性。对于计算解释的情

况，指定的结构属性是系统的自由度。这些结构性质

虽然相当抽象，但与计算解释的机制层级相关。事实

上，提供更多结构细节消除了计算解释的不依赖中间

物特征。因此，机械论的计算解释就止步于此，避免

提供更多的结构细节错过其解释目标。皮奇尼尼认为

机械框架不需要对充分的科学解释提出如此严格的要

求。科学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从不是什么中选择

与解释相关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充分的解释不需

要涉及导致某种现象的机制的所有层次。例如，生物

学的解释不需要所有物理层面的细节。进而，机械论

的计算解释将是完全适当的机械解释，即：它在解释

性的相关机制水平上提供所有相关的功能和结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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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用于计算解释。

五、问题症结：皮奇尼尼误读马尔的计算层次

我们认为，皮奇尼尼将计算机制理解为因果的、

算法层的机制是有问题的，这是对马尔的计算层次的

误读，即将计算层次视为机制草图。

其一，计算解释不是结构性的机械论解释

按照假设机械论解释含有马尔的所有层级，包

括计算层。与表征和算法层相比，计算层的抽象度更

高。例如，计算任务的实现，基于各种表征及其所接

受的适当算法。因此，计算与算法层清晰的解释是多

级解释，因为解释关系跨越不同的分析层。计算层的

实体与原则是层间解释的被解释项或解释项。构成性

的机械论解释来自于一个思想：高层次的现象总是通

过低层次的构成性因果机制解释。分析顺序高于算

法层的能力是待解释项，通过算法层上操纵表征的机

制解释。按照这样的模型，组件总是由下层用于回答

“如何”问题的因果机制解释。事实上，许多哲学家

在讨论心灵的机械论解释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然

而，在神经认知的解释中，更高层的组织可以作为待

解释项解释，例如计算能力。“解释心理物理学的观

察，只有在适当的层次才能正确解释……可以肯定的

是，感知逆转的部分解释必须与大脑内的双稳态神经

网络（即一个有两个不同稳定状态的神经网络）有

关，但是这种二维图像存在两种不同但非常合理的三

维解释。”[8]正是这种解释说明了大脑内部的双稳态网

络是什么。这也意味着双稳态表征状态机制的现象，

可以通过从二维数据中推导出物体的三维描述的计算

任务来解释。然后，解释对象、现象和神经机制的双

稳态行为在更低的解释层。马尔通过分析组成随机点

立体图的两张图的匹配问题，建立了一套立体视觉算

法的小规则。然后，这种分析可以评估所提出算法的

充分性，以及其他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算法的不足

之处，从而对运行这些算法的系统的行为作出某种解

释。换句话说，如果待解释项是表述本身，而解释既

需要因果力，又需要机制及其构成要素，那么抽象的

能力水平就不能作为解释的来源。另一方面，计算结

构显然没有因果组织的特征。它是一种抽象的非因果

的结构控制，或强加于机制之上。[9]

其二，“三个”计算层次不能简化为“两个”

皮奇尼尼与克瑞佛将马尔的计算层和算法层理解

为机制草图，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这两个层面没

有描述“组件与子组件”的关系，不属于机制层级；

第二，这两个层面“限制了可以发挥作用的组件范

围，并受到可用组件的限制”。从限定的意义上而言，

计算层和算法层是机制草图。它们是机制中结构组件

或子功能的占位符。按照皮奇尼尼与克瑞佛的理解，

“机制草图”省略了一些机制的结构，一旦这些缺

失的方面被补充，就成为“完整的机械论解释”。因

此，机制草图只是“省略的或不完整的机械论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成为构成完整机械论解释的结

构组件的第一步。我们只同意皮奇尼尼与克瑞佛的

这个观点，即：计算层次制约着对这一现象的机械论

解释。这个观点符合马尔的方法论。但是，我们不认

可他们基于计算层与算法层紧密交织的理由，将“三

个”计算层次变为“两个”的做法。皮奇尼尼与克瑞

佛认为计算层和算法层都是抽象的，因为它们忽略了

机制的某些结构方面，也就是说，这两个层次在提供

数学或形式描述的意义上也是抽象的。但是马尔更倾

向于指出计算层和算法层的本质区别。算法层是针对

机制的内层，这一点非常像实现层，例如子组件之间

的因果关系，而计算层关注外层，识别计算的功能，

并将其与机制运行的环境相关联。

六、结论

虽然机械论者试图用新的方案替代“区分功能

与结构”的设想，同一系统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层次结

构：一个是功能性的，另一个是结构性的，但并没有

对二者进行有效的整合，他们的工作尚未完成。在这

里需要强调一点，计算层次涉及“为什么”的问题，

即情境约束的作用问题。情境约束发挥着方法论的作

用，而这种方法论通常与马尔的框架联系在一起，即

科学研究应从计算层到算法和实现层。按照这样的分

析，计算层次没有提供机制的草图，而是提供了一些

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给出机制理由的现象。机制草图

对机械论解释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草图在马尔的

算法层识别机制，在马尔的实现层识别机制的组成部

分。计算层次只指定了机制执行的任务，没有规定如

何执行任务。因此，它只是描述这种现象，而没有以

机械方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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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锄头下地，伏于案前读书”是习近平在

梁家河时的真实写照。“骑上车子进村，深入基层调

研”是习近平在正定时的工作常态。“迈开步子丈量，

运筹帷幄治国”，从福建、浙江、上海到中央，习近平

一步一步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其丰富的人生履历可谓

“顶天立地”，也铸就了其浓郁的劳动情怀。针对劳

动理论面临的新时空、新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

系列讲话，形成了“一体五维”的劳动理论体系。

一、习近平关于劳动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读书涉猎广泛，贯通中外，包罗古

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作品自

然是必读书目。闪耀着真理光芒、智慧之光的经典文

本所涵括的劳动理念、劳动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劳动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思想

1. 在人的生成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促使

人类祖先四肢分化，手进化为专门的劳动器官，直立

行走使人类祖先摆脱了向下摄取印象的困境，信息获

取的多向多元促使大脑皮质的迅速发展。恩格斯提

出，“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则把材料变为

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

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1] 此外，劳动实践具有计划性和能动性——如制

造和使用工具，这是人的类本质的独特样态，也是人

摆脱动物序列的关键标志。

2. 在社会发展上，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无外是在满足基本生活前提下

的生成过程，满足基本生活、结成社会关系、促进社

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须臾离不开劳动。“任何一个民

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

灭亡。”[2]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劳动为人的类本身和人

类社会发展解密。

3. 在人本关怀上，劳动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在阶级社会，“创造世界者获得了劳动神圣的‘虚

名’，但占有、支配和享用创造了的世界却是统治者的

‘专利’。”[3] 对此，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武器，

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扭曲人的罪恶本质，找到了一条

实现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指出社会发

展的实质是不断扬弃异化劳动的过程，劳动最终指向

这样的人本关怀和制度安排——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

复归和共产主义社会。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扬劳工神圣、劳动光荣的

理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理论。革命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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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劳动生产。新中国成立后，更

是深有远虑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

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

败。”[4]为此，新政府通过着力解决城乡就业，发扬劳

动者的主人翁精神，开展社会主义大生产运动，巩固

了新生政权。同时，这一过程也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

的深刻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倡导

体面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

关系，让全体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的核心劳动观”。[5] 一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多

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安排必然带来市场主体的复

杂多元，在交融磨合的过程中矛盾冲突的产生不可避

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时代之需。这一时期，我

们逐步探索了劳动关系的沟通协调机制和法律保护机

制。二是理顺收入分配体制。从农村土地改革到城

市国企改制，从商品经济的逐步放开到市场经济的最

终确立，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大锅饭的弊病被逐步清

除，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以激发。此外，科技在生产和

分配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元素

中华民族以勤劳著称，华夏文明是劳动铸就。首

先，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神话

传说，“富贵本无根，尽在勤里得”等名言警句，无不

散发着通过劳动缔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其次，赞颂工

匠精神。原始社会就用“神农氏”、“轩辕氏”等赞颂

对某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匠人。炎帝、黄帝均为能工巧

匠的“济世圣人”，《周礼·考工记》曰：百工之事，

皆圣人之作也。第三，重视劳动教育。古代劳动教育

可以追溯到氏族公社时期，《周易·系辞》记载：“神农

氏制耒耜，教民农作”。此外，还有孟轲的社会分工理

论，颜元的劳动教育思想，蔡元培的实利教育，20世

纪初的勤工俭学运动，工读主义思潮，如此等等。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根植中华传统文化土

壤，汲取了其中富含的劳动元素。

二、习近平关于劳动重要论述“一体五维”的内

容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自成体系，

由“一体”和“五维”组成。其中，“一体”指劳动主

体论，“五维”指劳动教育论、精神论、关系论、价值

论、目标论。

（一）劳动主体论：创造性回答了谁是新时代的

劳动者，以及新时代对劳动者的新要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型产业不断涌现，劳动形式

日趋复杂，劳动主体趋于多元，谁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成

为亟需明确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

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包括知

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主体力量是亿万劳动群众。

新时代对劳动者有新期待和新要求。习近平针

对不同层次的劳动者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关于先进

分子。先进分子要立足本职，扩大影响，做好示范引

领。“不仅自己要做好工作，而且要身体力行向全社会

传播劳动精神和劳动观念”。[6] 二是关于劳动群众。劳

动群众要脚踏实地，诚实劳动，提升业务技能。“要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

歌”。[7]

（二）劳动精神论：精准提炼了劳动过程中所孕

育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突出先进典型的示范。劳动模范的内核

是“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楷模、标杆、旗帜，其身

上所蕴涵的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内涵。“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8]

劳动精神强调社会风尚的引领。传统“学而优则

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制度安排使

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普遍存在。面对强大的固

化观念和惯性思维，当下淡化、轻视和贬低劳动的现

象仍然普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

动精神，反对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

思想”。[7]

工匠精神重在精到完美的追求。工匠精神“以工

为本”，“以匠为魂”，是职业精神的高层次表现样态。

工业时代重视生产效率，标准化作业和程序化操作是

鲜明特征。而当下智能时代强调品质标准，个性化需

求和集约化生产成为常态，工匠精神呼之欲出。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

的产品”。[7]

（三）劳动教育论：深刻阐释了劳动教育的价值

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元素

第一，劳动教育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针对

当下劳动教育被边缘化、形式化的现实问题，将补齐

劳育短板，落实“五育”目标，放到事关党和国家命

运，是全党共同政治责任的战略高度。

第二，劳动教育的基本原则。源于分工的不同带

来群体收益和受益的差异，引发社会对劳动形态的多

元认知，甚至误读和曲解。而从个体活动的整体性和

劳动实践的本源性出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没有高

下之别和贵贱之分，两者紧密结合不可偏废更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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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

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8]

第三，劳动教育的主要元素。一是劳动情感。劳

动是人猿揖别之基，财富创造之本，社会发展之源，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

培育浓郁的劳动情感。二是劳动品德。“实干”是劳

动品德的通俗表达，强调不空谈、不务虚、讲诚信、

重实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劳动领域的集中体

现。三是劳动技能。科技革命使生产的智能化成为常

态，倒逼劳动者技能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重视

劳动者技能的培训，鼓励劳动者掌握一手好技术，立

足岗位、实现价值、建功立业。

（四）劳动价值论：从时空两个维度系统解析了

劳动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看。“中华民族正是因为劳动

创造，才拥有了历史的辉煌和今天的成就”。[8]“开创

美好未来，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

劳动”。[6]

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看。在宏观层面，习近

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

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9] 在中观层面，“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

动，靠劳动者创造。”[8]在微观层面，劳动可树德、增

智、强体、育美，“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本色的重要途

径，增强政治肌体健康的重要手段，抵御“四风”侵

入的重要保障”。[6]

（五）劳动关系论：集中阐述了和谐劳动关系的

构建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重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新时代劳动

者多样化需求与制度性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劳动

者从聚焦劳动报酬这一单项权力向发展、参与等复合

权力转变，从一般性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据此，

习近平总书记将劳动关系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

化建设予以综合考量，强调要“完善政府、工会、企

业三方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10]

另一方面，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习近平总书

记就劳动者就业权、困难职工的生存权、普通职工的

发展权、劳动成果的共享权、劳动者的民主权利等都

做了明确的阐述。明确指示，“要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

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1]

（六）劳动目标论：劳动目标论既立足当前又着

眼长远，深刻阐明了劳动的终极指向和终极关怀

一方面，中国梦是马克思劳动目标在现阶段的具

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下，呼吁大家苦干实干

加巧干，用劳动托起中国梦。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

记的劳动目标论与马克思的劳动目标论一脉相承，终

极指向一致，终极关怀统一，体现出浓郁的劳动情怀

和人民立场。指出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解

放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创立了劳动人民实现

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三、习近平关于劳动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新境界

一方面，突出中国传统色彩。在中国传统社会，

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遵循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

财富的创造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脑力及勤劳

程度，在这一过程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

世人瞩目的灿烂文明。而财富的分配源于制度本身

的局限，主要依据个体的身份地位。由此，传统文化

中“崇”劳观念和“贬”劳思想并存，但对“仕”的追

求远远大于对“劳”的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

“养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为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注入了厚重的中华传统因子。

另一方面，彰显崭新时代元素。马克思的劳动

理论诞生于百年之前，聚焦西方社会，开放包容的秉

性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关照不断演进的场域

时空。100年后的人类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功

能，两种制度的共存博弈，阶级斗争的崭新样态，财

富分配的正义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可谓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需要结合时空变迁，全方位审视马克思

劳动理论的“变”与“不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

的重要论述聚焦当下我国劳动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

现象、新样态，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论述，为马

克思主义劳动理论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

（二）破解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匡正劳动观念。1949年劳动者掌握政权，

崇劳观念在中华大地一度报复性萌生。改革开放以

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框架

下，市场的魔力曾在中华大地创造了几十年经济快速

增长的奇迹。然而，市场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等价交

换和效率优先的原则，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

并逐步确立为各领域的通行规则，财富的获取出现了

如财产性收入、政策性受益等多元渠道，也出现了如

权力寻租、偷税漏税等不法路径。傍大款、做二奶、

投机取巧、一夜暴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实干不实

惠、受苦不受益等现象普遍存在。制度规约的不足、

政策受益的不均、财富分配的偏畸致使勤劳致富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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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运行模式下趋于失灵，崇劳观念在现实中受到冲

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直指当下劳动

观念存在的偏差，高扬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对于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

元经济成分并存，经济社会深度转型，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日益凸显、多发。拖欠

工资、违法用工、强制996等不法现象屡见不鲜；赔

偿纠纷、下岗安置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此外，在互

联网+的助推下，新型行业不断涌现，用工形式更加灵

活，劳资矛盾、纠纷、冲突有了新的表现样态。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直面现实，回答关切，

就劳动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了创新性解答，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遵循。

第三，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化进程在“改革”、“人口”、“市场”三重红

利的合力助推下，以粗放型发展方式，实现了“壮块

头”的初级目标。当下，“红利释放”完毕，“后发效

应”不在，经济面临“双向挤压”，高端产品制造向发

达国家回流，低端产品加工流入不发达国家。在此背

景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唯一进路，而其中的

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现实中，我国劳动力素质

不容乐观，“1.4亿产业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245万，

工人技师100万，高级技师仅7万多人”。[12]与发达国

家相比，比例严重偏低，已成为转型瓶颈。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直指关键问题，对劳动主

体的教育、培训、使命、职责都提出明确的要求。提

出“要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

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8] ，助力中国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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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Origins, Content System an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Labor

TAN  Bing-hua

（Marxism Institute, China Institute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labor theory is of profound origin, self-contained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eoretical 

origin: the classical text of Marxism and the Labor idea and labor thought includ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nt system: One body and five dimensions. One body refers to the main theory of labor, Five dimensions refers 

to labor education theory, Spirit theory, relationship theory, value theory, goal theory.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new context of space-time transformation, create new achievements of labor theory, solve the new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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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对无产阶

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人本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经由政治经济学初步批判的过渡，而更新为承担历史

使命，具有远大前途的具有社会主义意蕴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思想不

断成熟的过程，我们可以以此为线索加深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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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有着丰富的内涵：

它既是异化劳动的承担者，又是否定私有财产的现实

力量，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同时还承担着推翻资

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对

无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作为人的完

全丧失的面貌出现，因此承担着人的完全复归的历

史使命；在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成果

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中，作为组成无产阶级的被描述成为异化劳动的主体

而存在。随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立场的转

变，在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著作《神圣家族》中，

无产阶级成为否定私有财产的现实力量。而在标志

着唯物史观创立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

党宣言》中，无产阶级被赋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

现共产主义的使命。至此，无产阶级概念由抽象而具

体，由理想预设而变成科学定位，这也反应了马克思

哲学思想逐步成熟的过程。

一、人的完全丧失与复归：人本学意蕴的无产阶级

学界一般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作为无

产阶级的出场的著作，在导言中马克思从宗教批判的

结论，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立场出发，开始对德

国的副本即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论证了德国

的现实与德国的哲学的特殊性，德国的现实是低于英

法的，而德国的哲学则是与英国和法国的现实保持同

步的，因此对法哲学进行批判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就德

国来说，它意味着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更为重要的

方面是，法哲学批判可以把政治解放提升到人的解放

的高度，这不仅超越了德国的现实，而且也同时超越了

英国和法国的现实。进而马克思提出了迄今为止仍然

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德国革命有没有可能越过政治

解放的中间环节直接达到人的解放的高度？在分析并

论证了德国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之后，马克思给出了

肯定的答案。但理论的可能要落地为现实，还面临一

个难题，即“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1]12，

德国的各个阶级的利己主义的狭隘本质，决定了德国

的现实缺乏能够像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各阶级那样的勇

气和魄力，换言之，在德国，资产阶级内部的任何一

个阶层都无力承担起这一革命的历史重任。在作了这

样的重重铺垫之后，无产阶级隆重登场。它是作为把

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唯一阶级的重要身份出现的。

此时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眼中代表了“人的完全

丧失”，它与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理想的完满的人相去

甚远，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

回复自己本身”[1]17，马克思“仍从人性的丧失与复归

来论证无产阶级的社会处境和历史使命”[1]，此种论

证逻辑依然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色彩，虽然无产阶

级的历史使命已然由这种论证而揭示出来，但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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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本身的丰富内涵还没有被马克思把握到，而只是作

为人的异化的存在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人本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其后的著作《手稿》

中以“异化劳动”概念为载体得到了更加系统的阐

释。“人的完全丧失”在《手稿》中被阐释为异化劳动

的四重规定，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

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1]164、以及人与人关

系的异化。在此，马克思已经把劳动看作人的存在方

式，无论从劳动起点、过程、结果，还是在劳动中所

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工人都无法肯定自己，而是

处处感到对立、束缚、屈辱，以致“只要肉体的强制

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

动”。[1]159这与马克思所预想的理想的人、理想的劳动

状态截然相反。

人本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还带有费尔巴哈哲学

的韵味，但对从异化劳动出发去分析无产阶级的现实

处境，在逻辑起点上就已经与费尔巴哈出现细微的差

别。马克思是从揭示作为国民经济学前提的私有财产

的秘密意义上来研究异化劳动的，因此，作为异化劳

动承受者的无产阶级除了保留了人本学意蕴之外，还

逐步渗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二、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承担着：政治经济学意

义上的无产阶级

在《导言》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特点进行了

简短概括：“（1）它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

的；（2）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3）

它因社会的急剧解体而不断扩大；（4）它把否定私有

财产提升为社会的原则；（5）它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

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它就不

能解放自己。”[2]虽然马克思没有展开对这五条特征的

论述，但却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

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并试图从现实出发对

黑格尔的法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进行批

判。彼时的费尔巴哈在出色地完成了对宗教的彻底批

判之后止步不前，他对社会现实只是采取直观态度，

而无论是基本的“感性直观”，高级的“哲学直观”都

无法真正触碰现实，因为直观原则是站在现实之外的

旁观态度对待现实，也就无法深入到现实内部把握其

本质。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在绝对精神

完成了对象化而返回自身之后，就宣告了哲学的终结。

而这种哲学只是一种完备的解释系统而与改变现实无

涉，无怪乎他感叹：密纳发的猫头鹰直到傍晚才起飞。

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无产阶级特点的概括已然

显示出了其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不同之处，虽从预

设的人出发带有明显的人本学意蕴，但在对无产阶级

现实生活条件以及历史任务的哲学论证中，已经埋下

了哲学出发点向现实的人的转变的种子。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不是天生伟大，而必然

是在经历过思想的艰难跋涉之后才能站在思想的高地

去引领时代。马克思同样如此，此时的他虽还在费尔

巴哈的影响之下上下求索，但其作为思想家的独特潜

质已经初露锋芒。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了困扰他的“物质

利益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马克思当时“还

不能从经济的和社会的观点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

题，因此他只能从法学的和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这些问

题”[3]，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这些现实问题，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被提上日程。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

判大纲》给了马克思直接启发，马克思开始大量阅读

国民经济学的相关著作，并着手研究相关经济问题。

《手稿》就是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成果。

在《手稿》中，马克思给予费尔巴哈极高评价，

声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

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并认为

“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

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112，即便

如此，在很多关键之处，马克思仍然保持着审慎的态

度对待费尔巴哈，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与费尔巴

哈式的人本主义者拉开距离。因为《手稿》写作的直

接目的是批判国民经济学对自身前提——私有财产的

非批判性，他对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国民经济

学这一经济学说史的回顾，确定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

质即劳动，并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

深刻批判。马克思的结论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不仅仅以静态的物的方式存在，究其实质则

是劳动的一种异化状态，而这一异化劳动的承受者则

是无产阶级。

虽然这种批判依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逻辑色

彩，但就理论出发点而言，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无产

阶级则由哲学意义上的“人的完全丧失”的主体，向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1]178承担

者过渡。在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规律，关注

的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作为财富生产主体的无产者，

作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的人从未进

入过国民经济学家的视野，马克思就是要批判这种只

见物不见人的学说，马克思就是要“从国民经济学的

各个前提出发”，采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它的规律

来批判国民经济本身。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无产阶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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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产的创造者，其劳动成果却为资本家无偿占有，

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无产阶级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

象，其手段就是革命，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

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

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

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

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185

《神圣家族》是继《手稿》之后，马克思的又一力

作。其写作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

辨哲学，另一方面则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1]354。

在这部著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转换成了“雇

佣劳动”概念，而“雇佣劳动”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马克思通过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对无产阶级的理解，慢慢从经验表象深

入其内在本质，因为“生活贫穷、没有财产不是无产阶

级的本质特征，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显示出来的经验现

实。没有生产资料、从事雇佣劳动、处于相对贫困地

位、代表历史走向才是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4]无产

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意蕴由此得到进一步扩展。在这里

无产阶级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无产者是私有财产的

直接产物，私有财产在生产富有的资产阶级的同时，

也生产了代表贫困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贫困不是

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另一方面，在这种处境之

下，无产阶级必然转变为消灭私有财产的主要力量。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利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对无产阶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作为剩余

价值生产者的无产阶级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至此

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意蕴更加丰富。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者：社会主义意蕴的无

产阶级

巴黎时期，马克思不仅直接接触到了法国的社

会主义运动，而且还接触到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认为

“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

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

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

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1]334 伴随着

研究领域的扩展，社会主义的相关原则开始进入“无

产阶级”的内涵之中。

社会主义一开始便是对资本主义导致的工人阶级

的贫困、苦难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抗，其前期思想

之所以具有空想性质，是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大多数对

资本主义只是局限于道德控诉和伦理批判，尚未找到

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和现实力量。随着无产阶级

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随着无产

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些空想社会学说“越来越具有反

动性质”，马克思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

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一过程，也

是“无产阶级”概念的社会主义意蕴不断扩展和深化

的过程。

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

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

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5]41而且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

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运动分析中，得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

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表现为它是社会所有

重负的承担者，而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无产阶级是受

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社会的排斥的，因此它同其他阶

级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这种彻底的对立使它产生了

彻底革命的意识。它的历史使命不是一般地消灭统治

阶级而建立自己新的统治，而是消灭阶级本身，消灭

异化劳动，消灭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资本主

义的统治是全方位，而且无产阶级不是受哪一个国家

的地域性的特殊的压迫，而是受由资本主导的世界市

场的摆布，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超越民族性，超出

地域限制，才有意义。“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

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

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

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因此，“共产主

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

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539

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具有彻底

革命意识的主体，作为超越民族地域限制而具有世界

意义的阶级，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这些社

会主义的不同意蕴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加明

确和系统的阐述。

无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方面的

意蕴是随着马克思思想进程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它对

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剩

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有着基础而重要的影响。因此无产

阶级概念不仅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钥匙，也

是探寻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线索。

（下转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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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育人的认识误区及其底线坚守

魏同玉

（南京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南京     210097）

摘  要：学科育人是学校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主要方式。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习惯于从教学的教育性层

面来认识和落实学科育人，而这一单方面的坚守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学科育人的特殊性，使得教育的教学性被泛

化亦或是被代替。教育的教学性在另一方面强调了学科育人必须依托学科教学来实现，即教育的教学性最终是体现

在学科教学中的，脱离了具体的学科，教学的特殊性仍然仅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言说状态。把握教育的教学性需要

坚守学科育人的底线，即在依托学科育人时，需要立足于不同学科的特质，让学生获得学科知识与学科思维这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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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中落实育真人的方式或途径多种多样，

但就学校教育的主要工作而言，学科育人是其主要途

径。但是，在现实中，对学科育人的理解与实践均存

在一定的片面之处。在《普通教育学》中，赫尔巴

特明确提出：“教育学是教育者自身所需要的一门科

学，但他们还应当掌握传授知识的科学。而在这里，

我得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

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样，

至少在这本书中如此。”[1]无教育的教学表达的是教学

的教育性问题，无教学的教育表达的是教育的教学性

问题。在教学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学科育人，秉持着

教书育人的使命或担当，但更多的是坚守教学的教育

性问题，而遮蔽甚至遗忘了学科育人还有另外一个方

面，即教育的教学性问题。在坚守教学的教育性的同

时，亦需要坚守教育的教学性，由此，才可全面把握

教书育人的合理内核，才有可能真正地发挥学科育人

的价值。

一、学科育人中对“教学的教育性”的单方面坚

守

所谓“教学的教育性”是指学科教学的任务是通

过教书来育人，育人是学科教学的根本目的，教学存

在的价值若偏离了育人就成为了一种无教育的教学。

就当下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活动而言，总体上是在坚守

教学的教育性。但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视角，育人又存

在不同的指向。

教学的教育性可以追溯到赫尔巴特的“教学永远

具有教育性”或“教育性教学”。赫尔巴特对此的定位

是将教学看成是一种“成人”的伦理活动，[2]能否成就

学生良好的道德成为他判断教学好与坏的主要依据，

换言之，他对教育性的理解是伦理取向的，因而，教

育性教学构成了他对教学本质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

对当下的教学仍然具有重要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教学

目的上的德育化倾向。这种取向不仅出现在道德与法

制课中，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

好的道德品质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此外，在

诸如历史、语文等学科的教材中明显地留有大量的有

关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苏联的凯洛夫继承了赫尔巴

特的教育性教学认识，并将其视为了一条教学规律，

他在《教育学》中指出，苏维埃的“具有教育意义的

教学，是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高尚情感和热情，培养

他们的意志和理想”[3]56。后来的达尼洛夫、叶希波夫

和休金娜等人更是继承了凯洛夫将教学的教育性视为

规律的认识，如达尼洛夫、叶希波夫认为，“教育和

教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或教学的教育性，是教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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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律之一。”[4]休金娜也指出，“教学的教育性是一

种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条件下都会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

性。”[5]与赫尔巴特学派教学的教育性相比，首先，凯

洛夫更偏重道德的社会意义而非个人意义，“共产主

义道德已成为全体苏维埃人民的道德，他的规则和要

求，对于苏维埃社会全体人民是一律应该接受和必须

履行的。”[3]221-224 苏联的教学的教育性指向更多的是对

人的外在行为的约束和塑造，而非内在自由的启迪。

其次，在凯洛夫的教学的教育性认识中，道德教育只

是其中一个方面，除了道德教育，还有智育和劳动教

育，即使是在道德教育中，他将知识理解为纯客观的

内容，只要学生学习这些知识便可以获得思想道德教

育，这种外在于人的道德标准正是造成教学普遍存在

的进行道德知识灌输的思想根源之一。以上是基于道

德教育的视角，其育人指向是狭义的道德成人，这是

教学始终在坚守的一个方面。

当下，对教学的教育性的认识和实践不再是“学

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6]已扩展到了智育、体育、美

育和劳动教育等各个方面，正如南斯拉夫学者鲍良克

所说，“除了教养任务外，教学还是使学生掌握一定教

育的（道德的、美育的、体育的、劳动的）价值的过

程。”[7]虽然，教学的教育性的内涵和功能已被拓宽，

但教学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功能却

存在明显的区别，从总体上看，在世界范围内，教学

的智育功能最为显著，而且主要表现为教学就是向学

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这也是习以为常

的教书育人最基本的价值所在。此时的“书”指的是

教科书，学科知识指的就是“学科事实或真理，由概

念、定理、公式、信息或权威经典等所构成”[8]，由

此而形成的是一种“学科事实本位的知识观”，因而，

学科教学的任务就是以最高的效率将这些事实型的概

念、公式和原理等知识传递给学生，并让学生熟练地

记忆、理解。即使是最基本的价值，在教学中也往往

忽视了知识的内核，或者说，对知识的构成问题存在

片面的认识，以及基于此而对知识的价值挖掘的不够

充分。从知识的内在构成角度看，知识不仅有诸如事

实、概念、原理等明述知识，还有伴随着记忆、理解

明述知识时所存在或生成的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

和各种技能等默会维度的能力之知，以及渗透或蕴藏

于内容知识和能力知识之中的与科学家追求真理密切

相关的理智的激情、兴趣、信念和承诺等状态之知，

如此，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9]否则只是掌握了知识

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称之为真正掌握了知识。由此反

观，教学的教育性虽格外关注教学的智育功能，但只

是关注到了知识的内容维度，而遮蔽或掩盖了知识的

能力和状态维度所存在的多方面价值。回顾世界上诸

多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运动，如布鲁纳以认知结构教学

理论为指导思想在美国发起的教学改革运动，以及苏

联反复进行的知识教育改革运动，最终偃旗息鼓，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明显地关注到知识的内

容、能力和状态三个要素是密不可分的，在割裂地认

识知识的构成问题前提下，教育教学实践中局限于知

识内容维度的掌握也就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10]。

从此视角再来分析“高分低能”“有知识没信仰”等类

似的现象时，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结论，当下所谓的

教学的智育功能，其实只是发挥了知识的部分价值，

以知识为主要媒介的教学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其应有价

值。因而，虽然教学一直在坚守教学的智育功能，

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知识本身存在的多元价值，

由此，也可以理解，通过知识来培育我们设想的那种

学生为什么屡屡实现不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这

里。同理，在强调和实践教学的体育、美育和劳动教

育的功能时，因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的完整构成问

题，教学的教育性在各个方面都很难达到理想的结

果。

从以上对当下教学的教育性的认识与实践可以得

知，本研究所设想的那种在做事中求真，在做人过程

中向善，在人生中臻美的“真人”培养目标，仅靠单

方面地坚守这种片面的教学的教育性是不能实现的。

二、学科育人中“教育的教学性”的泛化与淡化

对教学的教育性的坚守是从一般层面阐明了学科

育人问题，即从大教育来谈学科教学问题，但也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教育（指智育、德育、美育、体

育和劳动教育）中的学科特殊性问题，使各学科中的

教学无所适从。

“‘学校教育以教学为中心’中的教学，指的就

是教育的教学性。”[11]但是教育的教学性已被泛化或

掩盖，以教学的教育性解释甚至是替代教育的教学性

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少有人对

如何保持和发挥教育的教学性，使学科教学的独特价

值真正发挥出来这类问题作出理性反思。教学的教育

性从一般层面设想培养什么样的人，然后再设计教学

方案，这是在脱离具体时空情境的背景下空洞、抽象

地谈育人。比如，像生活德育问题，一些人从哲学认

识论层面抽象地勾画儿童的道德品质，而很少联系儿

童的实际生活。学校教育对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

真正需要的实际上是学生当下的实际生活。诸如维特

根斯坦意义上的德育已然是哲学抽象层面的，中国古

魏同玉：学科育人的认识误区及其底线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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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程朱理学亦是如此。这些问题的背后主要是受到

了理论思维的影响，理论与实践不是简单的指导与被

指导关系。笼统、抽象地谈育人就变成了说教或灌

输，中国古代大量的道德教育就倾向于说教或灌输。

当然，说教或灌输有其自身的意义，但这是针对特殊

的人或特殊的事件而言的，如战争时期，但不能普遍

化。正常时期的普遍化效果可能不会理想，虽然这也

会在学科教学中进行育人活动，而且可能会存在不同

的育人指向，但从现实的育人状况来看，这些育人指

向和本研究所要谈的育人立场中要培养的“真人”是

不同的。言传固然重要，但身教更为必要。身教重于

言传所彰显的是一种事实的真诚判断，而非一味地说

教或灌输，这也体现了教学的留有余地。而本研究在

落实育人立场的过程中培养真人，这一育人指向的达

成必须依托处于具体时空情境下的学科教学来进行，

脱离了具体的学科教学，可能又会回到教学的教育性

中抽象地谈育人。

教育的教学性被淡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倾

向：一种倾向是从横向维度看，除智育教学外，像德

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教学都被淡化，似乎它

们脱离学科教学活动一样能达到理想效果，教学好像

被教育遗忘或遮蔽了。而智育中的教学状况则完全相

反，“智育与教学几乎没有区别混为一谈了，这是否

正是学校教育中一些重大失误的原因呢？”[11]对此，

是否可以提倡在学校教育中像对待智育教学那样，重

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教学？例如，美

育，它包括所有的美育活动，而美育教学则指的是在

音乐、美术等学科的课堂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

种教学是以知识的传递和获得为中心，学生的学是在

教师教的引导和启发下进行的，因而，与美育活动相

比，它才会有较高的效率。学生独立地画画或唱歌，

可能几个月也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但在课堂上经教师

的引导，往往很快就能获得相关的知识。而如果缺少

了高效率的教学，美育教学就被泛化为美育活动，或

者混同于美育活动了，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类似的现

象。同样的思路，德育、体育和劳动教育若缺少了必

要的学科教学，也只能称之为德育活动、体育活动和

劳动教育活动了。另一种倾向是从纵向维度看，在基

础教育阶段，教育的教学性总体上似乎存在一种被

逐渐淡化的倾向，而且在“教学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不

教”的引领下愈来愈明显。这一思想对于学生的学习

而言，无需他教只需自学即可。但是，“最终”应该出

现在什么阶段？根据学生的认知和身心发展水平的规

律，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学习离开教师的教是不可能

的，尤其是在受教育的早期，教师的教对于学生的学

尤为必要，这是教学存在的价值所在，亦是教学存在

的底线所在，倘若只有学生的学而无教师的教，“学校

教育以教学为中心”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在基

础教育阶段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现象，教师往往凭借想

象而错置甚至颠倒教育的教学性的历时性顺序，基础

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小学低中年级过度推崇发现和探究

教学，而抑制知识传授，这导致一个普遍的问题，即

没有在此阶段打好知识基础，在进入更高年级和更高

难度的学习时却显得很吃力。因而，“不教”的实现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因时因地、因材施教，以此，

才能兜住教育的教学性的底线，也才能兜住“不教”

的底线。

三、学科育人中对“教育的教学性”的坚守

以上是从一般层面揭示了教育的教学性被忽视的

问题，阐明了教学的特殊性，但教学必定是发生在各

学科教学中的，“所谓‘学科教学’是在学校的课程编

制中以程序化的各门学科为媒介，作为教学活动而加

以定型化的。”[12] 换言之，教育的教学性最终是体现在

学科教学中的，脱离了具体的学科，教学的特殊性仍

然仅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言说状态。那么，学科的本

质是什么，它在落实育真人方面又需要坚守什么样的

底线，理清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的教学性的

特殊性，更有效地将教书和育人融为一体，减少甚至

是避免把教书或育人人为抽离出来而导致做事和做人

的割裂问题。换言之，学科育人还需要坚守教育的教

学性，即育人是不能离开学科的。由此，教学的教育

性与教育的教学性构成了一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①

（一）学科的本质与核心意义

学科的重要价值已成为共识，但在习惯于重视

教学的教育性而忽视教育的教学性的背景下，虽也重

视教学，但却将教学视为了一种单纯的“做事”，即

教学就是教知识，而且主要教知识的内容要素，而育

人好像成了另外一件事。其实不然，在教学时，这个

学科的知识结构是什么，学科的逻辑是怎么来的，学

科之间的思维差异是什么样的，引导学生回答这些问

题的过程其本身就是在教学生做事，做事的过程也是

成人的过程。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学科教学就是在做

事，在做这个事中来育人，因而，育人必定要依托学

科教学这一类的事来达成。试想，“如果没有以学科

① 此部分的思考与写作受到杨启亮先生“教学的教育性与教育的教学性”的思想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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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专门人才培养，显然是无法想象的。”[13]正

是因为此，学科教学成了学校范围内教育教学最为重

要的方式。进一步追问，学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

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就必然涉及到了人的问题。

如果只谈学科不谈人，学科仅仅是零碎的和不成逻

辑的知识，就成为了一种孤立的存在，也就无任何意

义可言。“学科与人的关系很清晰：互动与对话。”[14]

学科中的知识固然有自然生成的一面，但也离不开人

为的专业化加工，才可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和严密的

逻辑体系，学科才会不断地拓展和创新。同时，人在

学科中的学习过程也可以收获成长。因而，人与学科

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在学科与人的互动中，也

就涉及到了学科存在的意义问题。意义区别于价值，

它是在事物与人发生联系时产生的，而价值则是事物

本身具有的，即意义是生成的，而价值则是客观存在

的，价值只有在与人接触时才可转变成意义。那么，

学科的存在意义自然是在学科与人的互动中产生的。

当下，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人类的生

活正是有了价值观的指导，才使生活具有了真正的意

义，才能使人类的生活与动物的生存区别开来。”[15]

学科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途径，承担着学生价值观教

育的重要使命——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在学习学

科中的知识和形成本学科的学科思维中体会学科的价

值，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让自己的学习更

有意义。由此，人-学科-意义便结合在了一起，得出

了学科的本质和核心意义在于育人，即学科育人。由

此发现，“学科育人是学科本质的应有之义，是从学

科的文化土壤里萌发、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外加的，

是专业化的表述，是深层次的专业问题，绝不是对意

识形态的简单应和。”[14]既然学科的本质与核心意义

在于育人，学科与人是联结在一起的，那么，就可以

顺理成章地再次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育人是离不开学

科的。

（二）学科育人的底线

本研究所指的学科是基础教育阶段内教和学的

科目，如语文、数学、外语等，而非高等教育阶段的

学术性科目。所谓学科育人的底线是指，在依托学科

育人时，需要立足于不同学科的特质，让学生获得最

基本的素养，这些素养能为学生成为不断自立、自新

和自觉的真人奠定基础。何谓最基本的学科素养，可

以从“实质教育”（知识教育）和“形式教育”（思维

训练）的争论中得到启发。实质教育主要是进行学科

知识教学，而形式教育主要是进行学科思维教学，二

者的非此即彼问题一直影响着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而要更好地依托学科进行育人，必须跳出这种对立思

维，将学科知识与学科思维联结起来，二者的结合正

是学科之所以为学科的基本特征，由此，构成了最基

本的学科素养。

对于学科知识的认识，人们习惯于将其理解为

学科中的概念、规则、事实、程序和原理，或者说，

知识的内容要素已成为学科知识的代名词，亦或说，

学科知识指的就是知识的内容方面，虽然诸如舒尔曼

等人在谈及学科知识时提到了学习者的兴趣和能力

问题，一些教师在教学时也重视对学生的能力和状态

的培养，但却将它们从完整的知识中割裂开来，并将

其视为相对的独立存在。[10]其实，在知识的构成问题

上，波兰尼和维特斯根斯坦传统中，已有知识是由内

容、能力和状态三个要素构成的观点[9]294-295，学科知

识其实也是由内容、能力和状态三个要素构成的，只

不过在进行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时，

教学的关注点不同。在智育中，更聚焦于知识的内容

要素，而忽视了知识的能力和状态要素；在德育中聚

焦于知识的状态要素，而弱化了知识内容要素和能力

要素的掌握；在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聚焦于知识

的能力要素和状态要素，而弱化或忽视了知识的内容

要素。当智育被视为掌握科学知识，德育被理解为一

系列带有情感渲染活动，体育被整成跑步、体操和球

类运动，美育被整成唱歌、画画，劳动教育被整成锄

草、采摘时，教学便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其实，知

识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需要结合各学科的特质展

开各育教学，当然，这一教学也不一定要均衡地关注

知识的各要素。譬如，总体上而言，在数学教学中，

整体上倾向于数学的基本概念、公式、原理等客观的

知识内容的记忆、理解和应用，但也十分注重培养学

生对数学学科的热爱；在地理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

生地理概念和原理，也需要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想象

力、时空方位判断力和对地理事物的观察力，也需要

引导学生形成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世界多样文

化的尊重之情，等等。

引导学生形成本学科的思维方式也是学生要获得

的基本学科素养的关键部分，它与学科知识的结合，

共同构成了学科育人的底线。布鲁纳曾指出，学科思

维是“学科心理”之本质。他进一步写道：“对一门学

科而言，没有什么比其思维方式更核心的了。对学

科教学而言，没有什么比尽可能早地提供机会，让儿

童学习其思维方式更重要的了。”[16] 学科思维是指，

“在系统的学科学习中通过体验、认识及内化等过程

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

魏同玉：学科育人的认识误区及其底线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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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价值观，实质上是初步得到学科特定的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如果将学科知识

理解为学科的“种子”的话，那学科思维便是学科的

“灵魂”。学科思维的形成是在习得学科知识的基础

上，对学科事实或事物或问题进行归纳、类比、演

绎、抽象和辩证思维活动，如命题理解、内容反思、

启发性应用和问题解决，所形成的概括性、推理性和

规律性认识。学科思维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

一定的学科知识作为基础，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持续性

地增强自身的理解力、想象力，能从不同视角分析

本学科的问题，在解决问题和反思过程中去体验、琢

磨、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并能够学会在相近的学

科之间进行迁移或转化。学科思维是相对比较稳定

的，但并非一成不变，思维的优化甚至是创新是解决

学科问题、确保学科持续发展的源泉。由此，学科思

维的定位就不仅仅是能思维，还表现在会思维，会灵

活地运用思维来解决学科学习中的问题，并能运用学

科思维来分析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洞察社会关系。

此时，学科思维不仅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更是初步

具有了方法论的意味，成为了一种较为高级的学科素

养。以上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学科思维进行了阐述，在

实际的学科教学中，各学科思维遵循着不同的逻辑，

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思维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学科教

学的意义就是要引导学生在获得相关知识的同时，培

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如数学学科的抽象、推理和

应用思维，历史学科的求真和辩证思维，生物学科中

的适应性思维、新陈代谢思维和生物系统稳态思维，

等等，并能运用这些学科的思维方式来分析、解决问

题。此外，每一门的学科思维不是孤立存在的，学科

思维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

学科思维的综合性或跨学科思维也就成为一种常见的

现象，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是未来教学的深层次和

高度化追求，也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培养能

够自立、自新和自觉的具有真善美的品格的人的需

要。

在坚守学科育人的底线中，学科知识和学科思维

构成了最基本的学科素养，其中学科知识是基础，是

使学生走向自立不可或缺的资源，学科思维以学科知

识为基础，是学科的灵魂，它启迪学生自觉学习，在

问题解决和实践反思中走向自新，使学科知识发挥其

真正价值，缺少了学科思维的启迪，学科知识便有可

能失去活力。学科知识和学科思维只是学科要达成育

人底线最基本的内容，是不可或缺的，但学科育人可

能基于此，而不会停留于此。需要注意的是，学科育

人虽有不停留于此的追求，但必须基于这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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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俨然成为了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主流

话语与意识形态。现实生活中，人们自由地借由各种

权利所编织的时空网络去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属，进而

做出自我效率化最高的行为选择。现代社会的快速发

展及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形式为权利的繁衍、进化、

改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种新兴的权利得以稳固之

后，另一种权利又在这种权利的基础上蓄势待发，各

种各样的权利话语充斥在人们的生活周围。这些都为

新兴权利提供了研究机遇，某种程度上还为新兴权利

研究提供了时代的正当性。

围绕新兴权利问题的研究，法学界在近些年来开

展了持续且丰富的讨论，新兴权利的可欲性研究与可

行性研究是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两个基本思路。依

照新兴权利的可欲性的研究思路，新兴权利的证成需

要借由较为抽象的概念推导、逻辑与命题的演绎等来

进行。有学者指出，新兴权利需要根据其所提供的理

由来证成，只有内在理由才能证成具体的新兴权利。
[1]也有的学者指出，在探求一个有价值的要求是否为

权利时，需要先寻找构成那个基础权利的内在理由；

此外，新兴权利要想成为真正的实在法上的权利，还

需要价值上的证成。[2] 依照新兴权利的可行性研究的

思路，新兴权利的泛滥容易导致权利泛化的危险，因

而需要设定新兴权利的可行性的路径或者为新兴权利

划定一定的范围、设置一定的可付诸实践的标准。有

学者指出，权利具有若干特定的内在伦理，将权利的

内在伦理应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和防范新兴权利带来的权利泛化现象。[3]

有学者提出，新兴权利应当依循以司法续造为基础的

渐进式入法路径，这种路径偏重结果稳妥，符合演进

理性与建构理性。[4]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新兴权利的认识，也在不

同的角度与层次为我们展示了新兴权利研究的多种路

径。新兴权利的兴起固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着特

定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甚至还与“道德领域的主

观愿望”“人类本性”[5]具有密切关联，但若仅以此来

解说新兴权利就显得过于苍白了。实际上，任何新兴

权利话语的背后都有特定的资源支持，比如，信息权

利、基因权利、安宁死亡权等都是基于现有的或即将

到来的科学技术有可能满足这些诉求而成为或可能成

为权利的；适当生活水准权、食物权、动物的权利、

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等都是基于人们现阶段的物质生

活的丰裕程度能够或有可能满足人们的这些诉求而成

为或可能成为权利的；环境权、清洁饮水权等都是基

于人们对环境资源、水资源等的不恰当利用所产生的

诉求从而使其成为或可能成为权利的。可见，新兴权

利话语背后都有一个实用主义的命题，这个实用主义

的命题旨在强调与主张，新兴权利的丰富与发展乃源

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条件的支持，也就是说，偏

重实用主义应当成为新兴权利研究的强势进路。正如

姚建宗教授所主张的那样，“观察和思考新兴权利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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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新兴权利，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思路是

立基于并面向于真实的现实社会实践境况来进行，那

种完全以道德的正当性为基础而进行的以价值层面的

应然为特点和追求的研究，对于新兴权利来说恐怕并

不是最有效和有益的理论思考与学术研究思路”。[6]因

此，本文主张对新兴权利以一种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研

究，这种研究进路认为，新兴权利的产生是人们在特

定的社会时空中的各种效用需求相互竞争的产物，而

人们的效用需求也必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确确实

实的条件予以支持，也就是说，新兴权利获得人们的

肯认与拥护的唯一判准是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效

用的满足程度。

一、权利成长的社会基础

从权利兴起、发展、丰富的整个历程来看，权利

在最起始的阶段往往是自发地在社会空间内形成某种

程度的共识，随着共识性程度的提高及社会主体响应

数量的增加，权利才有了法定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

上来说，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把上述的权利吁求

予以正当化、定型化，或者说颁发给权利一张在社会

上的“通行证”，这就把权利制度化了。引申说来，我

们似乎也可以认为，权利的成长更偏近演进理性的内

蕴，而国家提供的仅仅是权利博弈的适当规则。上述

观点可以从近年来广泛讨论的一些具体的新兴权利得

以印证，比如，环境权、虚拟财产权、信息权、被遗

忘权、基因权等等，这些新兴权利无不是在社会场域

下首先发起进而激起人们的热烈讨论，然后才在法律

实践中得到回应的。

社会主体的利益表达受阻于法定权利为权利成

长提供了社会基础。如周赟教授指出，新兴权利产生

的条件基础之一即是，“按照一定之社会价值判准，

既有实在法关于权利的分配或安排呈现出不公平之格

局，而一种利益主张有利于打破并调适该不公平分配

格局”。[7] 换句话说，权利成长的社会基础的获得也是

法定权利难以表达新的利益要求的结果。所有我们现

在习以为常甚至日用而不知的法定权利在其最初展现

的时候都是在那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新兴权利，若出

现一种利益诉求无论通过何种权利推定或法律解释的

方法都难以在法定权利范围内找到支持性的论据，那

么这种利益诉求就获得了成为新兴权利的机会。

社会规范为权利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基础。人们在

日常的利益博弈中，总会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

形成具有程式化的行为模式，这样的行为模式一般会

以“对于一件事情，我如何，别人就会如何”的样态

展现，尽管这些行为模式还没有被纳入到法律规范中

来，但它已经确确实实地在很大程度上在引导着甚至

规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所以，社会规范“是一个说

明行为规律性的术语，这里的行为常规出现在人们追

求日常利益的互动行为之中”。[8] 因此行为的互动性

是社会规范的特质，而任何社会规范都会随着人们整

体的利益博弈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调适，人们的

利益诉求也会随之变迁，从而成为新的权利成长的基

点。如埃里克森在考察美国加州夏斯塔县农区的人们

解决纠纷的行为机制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规范，而非

法律规则，才是权利的来源”。[9]由此，我们基本可以

得出结论，基于某些社会规范所形成的利益诉求就是

权利成长的初级阶段。

总之，权利成长大体遵循“由下而上”（社会呼吁

到国家认定）的逻辑，社会主体的利益表达受阻于法

定权利、社会规范等是任何社会都具备的社会现象，

权利成长的社会基础由此不证自明。

二、新兴权利成就的社会条件

现实生活中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承载着人们形形

色色的利益期待。对人们具有现时效用的条件乃是新

兴权利兴起的动因，同时，新兴权利的演化过程也是

人们基于自身的效用需求对各种条件的调配过程。也

就是说，新兴权利的产生绝非奠基于人们主观性强烈

的可欲性或人们对权利的具有激情性的美好向往，而

要有着一定的可行性的条件基础。

第一，具有较高的社会满足度是新兴权利必要的

社会属性。新兴权利较高的社会满足度主要指的是强

调新兴权利必须能够在满足相应资格条件的社会主

体之间实现无碍化的转换。尽管新兴权利的发生都是

社会中少数群体基于自私性的利益需求首先呼吁的

结果，但若这一新兴权利只能固化在这一少数群体身

上，而不能惠及于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转换于其他

群体，那么，对于这样的权利主张就不能以新兴权利

来看待。

第二，新兴权利应当在社会可宽容的范围内。

一方面，社会能否宽容一项新兴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要

看社会的保守性力量的大小，一项新兴的权利诉求如

果与社会当中强大的保守力量相左，往往难以在社会

铺展开来。比如，18世纪后期的女权运动的核心目标

即是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但当女权运动的领袖纷纷

到国会大厦前请愿与抗议之时，遭到的却是嘲笑、讥

讽和谩骂。[10]另一方面，新兴权利对社会的宽容要求

还体现在其能够融贯地进入人们先前的行为惯例。韦

森把社会制序（institutions）理解为从习惯（usage）

到习俗、到惯例、到制度化（法律化）的动态逻辑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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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过程，作为显俗的惯例一旦形成，它就对人们的社

会行为比一般习俗有更强的规约性，从而对人们的社

会活动（博弈）有一种近乎程式化（formalized）的约

束。[11]这在客观上要求新兴权利的主张要大体上与人

们的行为惯例具有一定的吻合性。

第三，较为充足且具有持续性的社会给付度。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性的社会给付，二是

制度性的给付。其一，物质性的社会给付是新兴权利

具有可行性的基础。一项可行性的权利势必要有一定

的资源特别是物质性资源来给予其保障，正如美国著

名的公法学家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

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中的核心观点，即，“所有权

利的保障质量都是建立在成本的支出之上”，其在第

七章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实施权利意味着分配资

源”。[12] 其二，制度性的社会给付是新兴权利融入已有

权利体系的当然条件。已有一些新兴的权利主张囿于

现实中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持而不能获得司法救济，比

如，2010年的姓名登记案、[13] 2016年的同性结婚案[14]

及更早的2001年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亲吻权”

案[15]等等。这也就是说，不具有可行性的所谓的“权

利”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亦即，并非在某一名词

或动词后面加一个“权利”的后缀就可以成为新兴权

利的研究议题。

三、新兴权利的社会功用

第一，新兴权利具有促进社会福利的功用。从权

利产生的角度来说，任何权利的产生都应当带有人们

对“更好”的社会的企盼。德肖维茨指出，权利既非来

自逻辑也非只来自于法律，它源自于人们对恶行的省

思，“当人类认识到奴隶制度、种族灭绝与宗教迫害所

造成的种种恶行时，他们便建构出新的权利来防止过

去的恶行再度发生”。[16]尽管德肖维茨的观点显得过于

绝对化，但道理是相通的，权利的产生动因就是人们

要防范戕害社会的行为的发生。从权利的保障与救济

来说，新兴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成本无论在当前还是在

可预见的未来来观察，都应当不高于它所产生的社会

福利。“在权利的获得、分割和联合的过程中，新的

权利集合所带来的收益价值的增加一定要和为实现那

个新的权利集合而需要的交易实施所花费的成本进行

比较。”[17]因此，在新兴权利的研究中，一定要秉持新

兴权利对社会整体福利具有促进性的研究态度。

第二，新兴权利具有促进社会合作的功用。失控

性的或不受节制的权利话语往往对社会合作具有极大

的破坏性。格伦顿就严厉地批判了美国的日益强势的

权利话语对社会合作的破坏，她指出，美国的权利话

语促进了不切实际的期盼，加剧了社会冲突，遏制了

合意、和解，或者至少能够发现共同基础的对话；导

致了责任的缄默，个人和社会义务的缺位；营造了一

种对待失败者的冷漠氛围；破坏了培育市民和个人美

德的主要的温床。[18]18 若某一所谓的新兴权利在当下

或可预见的未来有可能制造更多的社会分裂或人际隔

膜，那么这样的新兴权利是不具有关注价值与研究价

值的。

四、关注社会维度对新兴权利研究的比较优势

第一，社会维度下的新兴权利研究有助于推动人

们及早甄别、筛选相应的社会资源，为权利的协调发

展与体系化研究及早做好准备。大多新兴权利的背后

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主张，而任何社会都将永远处于新

的利益不断涌动及各种社会资源不断产生、发展、消

失、再生的动态演进过程，新兴权利的主张也将成为

一个社会的常态现象。一件事物被命名的时间总会迟

于该事物出现的时间。新兴权利是对社会共识的理论

凝练与总结，相比于这种凝练性、共识性的名称的达

成，人们更容易较早地发现其背后的社会资源支持。

进一步说，具有前见性地甄别、筛选资源是新兴权利

之“兴”的第一个步骤，若人们对某些社会资源的主张

无论如何也不适合冠以“权利”之名，则要果断拒绝；

若综合来看，某些新兴的利益诉求在当前没有相应的

社会条件支持但在未来有可能成长为具有法定意义的

权利，则要认真对待。

第二，社会维度下的新兴权利研究有利于强化新

兴权利的社会后果主义立场。由于任何一个新兴权利

的产生都要具有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功能，这就要

求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实践者必须关注新兴权利在被社

会主体积极主张之后“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系统

性后果”。比如，“安乐死”无论在我国法学研究还是

在现实法律实践中都基本被认为是非法的，协助他人

“安乐死”的行为人也基本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就

是考虑到“安乐死”一旦合法化，就有可能带来故意杀

人、非自愿“安乐死”，甚至医生也会放弃攻克疑难杂

症的医学责任等不良社会后果。这在客观上就提示新

兴权利的研究者，在主张、证立、辩护某一具体新兴

权利的时候，一定要立足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去审时

度势地判断它所可能带来的系统性的社会后果。

第三，社会维度下的新兴权利研究有助于尊重权

利的市场逻辑，给社会自治留下适当的空间。任何一

项权利法定化之后都意味着国家要投入相应的资源去

维护、保障、实现该权利所欲达到的目标。“当权利名

录拉得越来越长时，权利之间发生冲突的场景也在成

王永恒: 新兴权利研究的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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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地增加”。[18] 21当新兴权利与既有权利并存时，在一

定程度上就形成了权利的竞争态势，哪种权利更有助

于实现人们的利益，哪种权利就更可能在权利竞争中

胜出，从而将胜出的权利予以法定化就成为自然而然

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允许新兴权利与既有权

利之间的竞争存在就是一种尊重社会自治的体现，也

是尊重权利的市场竞争逻辑的体现。

第四，社会维度下的新兴权利研究有助于防范

自由主义的滥用。在笔者看来，很多打着自由主义的

旗号所进行的权利争鸣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误用的表

现，近些年来被广为批判的权利泛化现象实际上隐含

的也是对“自由主义误用”的批判。尽管权利表征自

由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法学命题，但正如自由有限度

一样，权利的行使也自有其疆界。[19]把新兴权利置于

社会场域就可以显明地看到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因为

社会场域下的新兴权利诉求要求在社会满足度、社会

宽容度、社会给付度等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利

害的比较，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所谓的“权利”吁求

只能是主张者个人的主观臆想，比如“哭的权利”“笑

的权利”等等仅仅是某些主张者的臆造。

第五，社会维度下的新兴权利研究要求关注权利

生长的民间空间。广泛的、类型各异的新兴权利背后

是人们社会生活方式、利益博弈规则的变化，很难想

象在社会各种客观条件没有发生特别变化的前提下会

出现特别新颖的权利诉求。法律规则体系发生变化

的过程与逻辑不相干，而与相关的社会事实的变化相

关。[2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维度下的新兴权利研

究是有一定的反法律精英主义的意蕴的，它要求研究

者更加关注社会实践的渐续推进、社会事实的悄然迁

移、人们生活方式的自然演绎——从而在很多情况下

也就拒绝法律精英为新兴权利的发展设置“时间表”

或绘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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