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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

车  滨

（德州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为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改革提供

了根本遵循。立足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思政课与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搭建思政课与课程

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培养时代新人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与实践的新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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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车滨（1963-），男，山东海阳人，德州学院党委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等会议上，就思想政治理论课作出重

要论述。同时，他还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这就为当前高等学校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高等学校应该坚持在实践中

进行改革创新，着力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育人体系，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一、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

人体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毋庸置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这一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在

校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多个维

度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增

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坚定“四个自

信”。

同理，高校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的过程中，也应该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原则。在高

校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

才培养目标中，必须把价值塑造置于首要位置，通过

深挖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寓价值塑造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

中，帮助在校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从而彻底解决高校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专业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问题，形成育人合力，发

挥出课程育人的功能。

坚持“三全育人”。在高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八

成高校教师是专业课教师，八成课程是专业课程，学

生八成以上的学习时间用于专业学习。因此，高校要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三全育

人”的原则。

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人体

系，就要摒弃过去那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仅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工作职责的观点，在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和搞好辅导员工作的同时，其他课程的任

课教师要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大学生成人成才规律，

结合各学科专业特点，对课程教学体系进行有目的

地设计，按照所有课程能育人，所有教师要育人的要

求，构建全覆盖、多类型、有层次、能支撑的课程思

政体系。这样才能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实现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变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的“独奏”为所有教师的“合奏”，变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单曲”为所有课程的“合辑”，形成协同

效应。

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关乎教育的

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他还进一步阐明，“要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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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

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2]

毋庸置疑，在这一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爱国之情、

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所以，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育人体系，所有高校中的所有教师都要承担好育人责

任，成为合格的守渠人和种田者，实现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相统一。不仅如此，高校要切实把教育教学作

为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充分利用各类课程中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在校大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

物发展规律，知晓道理，增长学识，开拓视野，锤炼

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二、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

人体系应采取的措施

加强党委领导，完善顶层设计，在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强化责任分工与合

作，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密切协同，院系

具体推进落实，教师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的全方位工作

体系，搭建推进思想政治建设的多元平台，下好“先

手棋”。同时，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制定并出台符合各高校实际的“课程思政”

建设实施意见和其他规章制度，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等。

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引领作用，创新“课程思

政”教学模式、方法。在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地

位的前提下，其他课程要紧紧围绕课程思政建设，积

极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挖掘教学资源，拓

宽教学渠道，使课堂教学活起来，增强思政元素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价值引领作用，

在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声势的同时，也发挥其他各类

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溶盐于水”、“润物无声”的

作用。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建立教师培训与发展体系，针对新入职教师、思

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等不同群体，利用集体磨课、

理论学习、教学沙龙、交流座谈、专家讲座、教学比

赛、公开课等形式，提升教师政治理论水平、思政素

养和育德育人能力。组建思政教学共建团队，由思政

课教师做专业课共建人，帮助和指导其他教学单位专

业课教师深挖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加强对意识形

态的把控，形成教师队伍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优化课程设置，挖掘学科思政元素。秉持“课程

承载思政”和“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根据不同学科

专业的特点，厘清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所

具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思政内容的“底色”呈

现于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案设计及教学实践等各

个方面，努力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合，

凝练学科专业思政育人特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

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打造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品牌示范课与优秀教

学团队。通过完善课程教学设计，精选教学内容和案

例，在学校范围内遴选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

对优秀课程进行培育选树，打造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金课”。同时，重点支持一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进行专业课课程

思政建设创新探索实践，评选年度校级“思政育人名

师”，组成优秀教学团队，发挥榜样示范的引领作用。

健全课程评价体系，完善教师考核制度。突出对

课程“立德树人”、“价值引领”功能的评估，将学生

知识的获得、能力的提升、价值观的改变等情况作为

课程评价的重要指标，形成科学合理的多元课程评价

体系。按照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量教师

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表现。把

课程思政建设情况纳入到学校对教育教学业务工作的

考核范围。在教师年终业绩考核、业务岗位聘用、优

秀奖励评选、专技职称晋升以及选拔培训中，列出课

程思政的条件性要求。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坚持以

文育人，以文化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校园文化

之中。在建设文明校园基础上，努力提升校园文化建

设，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宪法法治

观念、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以及校风校训等内容的宣

传，积极营造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良好氛

围。

三、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育

人体系的实践探索

近几年来，德州学院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将立德树

人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育人和育

才相统一，着力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

向同行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强化建章立制，抓好“顶层设计”。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制定《德州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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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明确了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工作任务及具

体措施，引导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理念，形成了专

业课教学与思政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

局。出台《关于课程教学大纲编制的指导性意见》，

在2020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深入挖掘各类课

程及教学环节的育人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各环节，真正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价值塑造的有机融合。成立校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指导中心、示范中心，院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

心。出台“弘美”大课堂工作方案，深入开展美育教

育，在美育教育中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

强化师资队伍，抓好 “主力军”。制定《德州学院

“教学名师”岗遴选办法》，增加“思政育人名师”岗

5个，用于表彰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表现出色的教

师。2020年共有4名教师获批“思政育人名师”。鼓励

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对接教学单位对接专业，以

教师教学沙龙、教师工作坊等为载体，开展“集体备

课”、“课程思政研讨会”等，不断提高专业课程教师的

课程思政能力。此外，先后邀请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

学院院长、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和首届国家社会实践

类一流课程主持人廖华英教授，我校首届全国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获得者蔡青为全校教师

开展讲座、观摩示范会，增强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责任

感，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育人理念，提高教师课程思政

育人能力。

强化课程建设，抓好“主战场”。出台《关于课

程教学大纲编制的指导性意见》，要求各类课程充分

挖掘各教学环节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科学合

理设计思政教育内容，确保每一门课程中都有机融入

思政教育元素，构建覆盖全面、特色鲜明、层次递

进、注重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切实推进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打造出一批特色美育类课程，

建设了由“大学美育”、“汉诗文吟诵”、“书法艺术”、

“俯瞰美丽中国”等60多门课程组成的美育课程群。

举办“开学第一课”，搭建课程思政“云课堂”，先后举

办了《战“疫”的中国力量》、《返校复学常态防控德

院在行动》以及“你好！新学期”为主题的老生版和

“你好！新同学”为主题的新生版的“开学第一课”，

将伟大抗疫精神、医护常识和心理健康教育及德州学

院文化融入课堂中，将开学第一课变为名副其实的思

政“金课”。同时，每学期围绕不同主题组织好模块架

构，强化课程的感染力和针对性，提高课程策划制作

水平，使其成为常态化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强化典型引领，抓好示范带动。在学校年度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中设立课程思政专项，重点培育了一大

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成果，在全校树立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标杆。打造课程思政“金课”，开展课程思政示范

课遴选活动，2020年共评选出校级课程思政优秀教案

30个，校级课程思政优秀教学设计30个，校级课程思

政优秀教研论文10篇。2021年共评选出校级课程思政

师范课程10门。我校《中国与世界——文化理解》、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两门课程获批2021年山东省普

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课题“基于

课程思政的地方高校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研究”获批

省级教改重点立项项目；“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世界

现代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获批省级教改面上

立项项目。

强化校园文化，抓好“主阵地”。以马克思主义学

院为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打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专题教育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主题教育展的“信仰长廊”和体现国内外时政的

“时政长廊”。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

教师和“小青马”作为讲解员，为参观“信仰长廊”和

“时政长廊”的学校师生进行讲解。通过学思践悟，

提高了学校教师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以及课程思政能力，坚定了在校学生的理想信

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

社，2017：378.

[2]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

是，20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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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

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信仰作为一

种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是关系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和民众福祉的大事。这一论述凸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要性。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要不断发挥价值引领与信仰培育功能，把思

想活跃、多元价值取向的高校青年群体培养成新时代

坚定有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一、高校思政课加强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的必要性

人生需要信仰，需要参悟生和死的问题，这往往

让人想到宗教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是从一个更

高的角度来引导人们思索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价值何在，如何

使自己的人生活出更多价值和意义。“高校是宣传党的

理论创新成果、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

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

融交锋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大学生价值观塑造和马克

思主义信仰养成的重要任务”[2]。因此价值引领和信仰

培育是高校育人的关键，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正是实现

这一铸魂育人的主要途径。

（一）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需求

当前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变革期，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和重大影响尚未消退

的特殊状况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3]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难度增加，

国内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各种“灰犀牛”“黑天鹅”

事件加大了外部发展环境的风险性，各种突发事件不

断给民众制造恐慌，也给各国执政党提供了检验应对

危机能力的试金石。后疫情时代高校青年群体如何积

极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

和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正是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也

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新时机。

（二）多元社会思潮下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

客观需求

信息化时代受多元文化和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影

响，高校青年群体出现价值观偏离、意识形态紊乱、

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

同度不高等现象，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

的困境和挑战。因此，如何发挥思政课价值引领和信

仰培育的重要功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的凝聚

力和引领力，关系到我国高校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办

学方向，能否确保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

能否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践行等亟待解决的

重要使命。

（三）思政课自身走出困境，实现铸魂育人的内

在需求

运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育人主渠道，通过改

革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和思路，从政治立场、价值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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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理想信念、情感情操和行为习惯等角度，改变

刻板严肃的传统“教义式”授课模式，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的亲和力；走出“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认识

误区，提升教学内容的针对性，解决教学效果存在的

“隔靴搔痒”和“不解渴”问题；培养与造就一支既关

心国家民族命运，又有坚定信仰和理论创新能力的新

时代优秀人才队伍，是思政课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

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基于“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导向的高校思

政课建设的逻辑思路

围绕“如何发挥高校思政课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

功能”这一主题，思政课建设从知、情、意、行四个

角度探索“思想认知”→“价值认同”→“信仰诉

求”→“实践自觉”的课程建设新思路（如下思维导

图所示）。

图1 “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导向的高校思政课程建设思维导图

第一阶段目标是思想认知。通过构建以“价值引

领和信仰培育”为核心的思政课教学话语体系，使大

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党的最新理论产生思想认

知。第二阶段目标是价值认同。在第一课堂理论教学

过程中，通过对教学内容的精心设计、教学方法及教

学手段的不断创新，激发高校青年群体对思政课产生

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第三阶段目标是信仰诉求。通

过发挥第二课堂实践育人的功能，深化理论认知，使

学生产生了主体能动性，并学会积极、主动思考如何

运用课堂理论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从思想认知

和价值认同，进一步有了信仰的诉求，从而逐步解决

了思政课教学中“知行合一”的问题。第四阶段目标

是实践自觉。通过拓展大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社会公

益服务项目，强化学生的自发和深度参与，使学生产

生实践的自觉。

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融合，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思

想认知、价值认同、信仰诉求，到最后阶段的实践自

觉；从教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的一体化改革，再到社团实践项目的开展；从课程体

系、教学体系到信仰体系转变，是逐步实现的逻辑过

程。高校思政课课程建设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能够真学、真懂和真信，从看得到、学得会

的理论知识到信得过、行得通的日常修为的转变，从

“要我信”到“我要信”的转变，[4] 从自觉到自律、自

为的转变。通过这一创新改革，真正实现思政课对高

校青年群体的铸魂育人的目的。

三、高校思政课发挥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功能的

实施路径

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引领和信仰培

育作用，我们要大胆改革创新，推动大思政一体化育

人格局，积极构建思政课教学话语体系，打造线上与

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思政课育人模式，搭建“课堂——

实践——网络——社团”综合育人平台，实施“线下

结果评价、线上过程评价、实践行为评价”的多元考

核评价机制，培养有坚定信仰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一）推动大思政一体化育人格局

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高校一体化育人

格局。[5] 一方面要加强思政课程的主阵地建设，另一

方面也要发挥好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将课程思政融

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根据教高〔2020〕3号文《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高校人才培养要强

调育人和育才相统一，避免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

张皮”现象。[6]

首先，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运用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堂主渠道育人功

能，实现思想政治一体化的显性教育。通过推动思政

课的改革创新，引领高校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人才，加大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建设力

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入通识课程。统筹运

用好高校的通识课程，根据实际需要开设选择性必修

课程，特别是发挥“四史”课程中的思政育人功能。

通过灵活多元的方式方法，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让新时代高校青年群体

更好认清世情、国情以及党情，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逐渐产生对国家、民族及

中华文化的认同，[7]从而增强使命担当，培育坚定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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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青年信仰群体。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入专业课程。根据教

高〔2020〕3号文精神，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用好课

程思政的育人功能。高校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基本载体，“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

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5] 例如通过挖掘课程的历史沿

革、文化底蕴、国际影响、学术大师事迹等蕴含在专

业课中的隐性思政元素，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与价值引

领有效地结合，发挥课程思政在人才培育中的隐性教

育功能，力求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因此，构建

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一体化育人格局，解决了思政课

育人过程中存在的“孤岛”困境，更好实现了立德树

人的目标。

（二）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话语体系

话语是凝结共识的物质载体，每一时代都有其独

特的时代使命和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

理论成果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指南。

这一指南是中国人民最大也是最基本的共识，因而构

建思政课教学话语体系也是党的政治建设在教育领域

的具体化。高校思政课要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教学话

语体系，反映新时代的思想、观念、立场和方法，传

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取向。[8]由于高校五门思政课程在教学内

容上各有所侧重，需要立足不同课程的性质特点，充

分挖掘思政课程中蕴含的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的知识

构架，凝练课程内容，划分教学模块，构建符合时代

特征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形成话语共

识。

因此，构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话语体系，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

要以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内容，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才能更好发挥思政课铸

魂育人功能。

（三）探索“知行合一”的综合改革育人模式

通过对思政课程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综合改革

的探索，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有效结合，强

调学思并重，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

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9]。

1. 理论教学凸显时代性、学术性、实效性和创新

性。如何打造成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思政课，需要在

教材选取、授课内容、授课方法和授课案例等方面的

改革创新理念。

第一，思政课理论教学首先要凸显时代性。结合

新时代特征，选择并运用好“马工程”优秀教材，特

别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课

程育人的全过程，体现了思政课的政治化育人功能。

第二，思政课理论教学注重学术性。把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及学术前沿的新知识和新观点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中，拓展教学的视野，通过对宗教及各种无神论的

科学了解和认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第三，

思政课理论教学注重创新性。改革传统教学中的灌

输式或填鸭式方法，通过创设剧情或场景，引导、鼓

励学生积极自发参与到教学的过程中，增强体验感。

第四，思政课理论教学注重实效性。不断更新教学案

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把

现实中有关道德、法律、民生、国际等最热点、最能

打动人心的鲜活事例有效融入教学，真正让思政课入

耳、入脑、入心。

2. 发挥第二课堂实践育人的功能，解决“知行脱

节”的问题。根据不同的思政课程的特点和不同专业

学生的实际灵活开展实际教学，运用好第二课堂。通

过实践活动的开展，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培育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根据思政课教学目标和课

程内容，由任课教师指导学生灵活开展校内实践教学

活动。比如，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培

养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意识；制作微电影，让

个体融入剧情，学生可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反思和感

悟人生；开展校园理论宣讲，深化学生对党的最新理

论和国家最新政策的理解，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开展姓氏家史考究活动，培养学生的感

恩、孝道等家国情怀；开展法庭模拟和法庭旁听活

动，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认知和敬畏

等。

另外，实践教学活动还可依托大学生实践活动平

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外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社

团的实践组织能力，通过与社区、福利院、养老院、

律师事务所、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接洽，拓展大学

生实践基地，开展有关绿色低碳环保、疫情防控、法

律普及、科学普及、红色宣讲等社会公益活动。社团

活动的拓展进一步深化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运用，同

时也是对校内实践活动的有益补充。

（四）创新思政课线上与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育人

手段

首先，运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思政课

育人模式，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目前线

下课堂理论讲授是其他任何形式不可替代的思政课教

学的主渠道，对于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新

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后疫情时期特殊需求，

加速了课程建设的改革进程，“云”技术已经普及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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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日常教学过程中，思政课也不例外。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适应网络时代的特征和要求，要充分运用网络

信息技术，针对当代大学生对网络依恋的现实以及网

络的灵活便捷，打造学生喜爱的慕课和翻转课堂等，

以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将教学活动从线下拓展到

线上，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时效性和吸引力，打造 

“互联网+”思政课教学新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活

起来。一方面，思政课教师不再单纯进行线下授课，

同时，利用智慧树、学习通、大学慕课及教师自建网

络课程等平台，进行有效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另一

方面，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这些线上平

台，随时可以获取课程的课件、视频、习题等学习资

源。因此，思政课开展混合式教学，改善了单纯线下

授课的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果，而且

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五）探索高校思政课综合育人平台和多元考核

评价机制

通过综合发挥“课堂——实践——网络——社

团”平台的功能，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学的理论性、思

想性、针对性、亲和力。探索如何凸显这些平台各自

的育人优势，从不同角度，多维并进，共通融合，让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日常生活，让马克思

主义信仰入脑入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共同

价值准则。

多维育人平台需要有多元的考核机制。高校思

政课要秉持“知行合一”原则，不断创新考核方法，

综合运用线下结果评价、线上过程评价、实践行为评

价的方式，构建多元评价的思政课考核机制。线下考

核主要针对课堂教学的内容，通过期末考试的结果进

行集中考核，线上主要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手机APP

等手段，针对网络慕课的日常学习和章节测试综合考

核。实践评价主要通过实践项目的参与和社团活动对

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综合考核。其中，把价值取向、

政治立场、行为动机等作为评价的重要因素纳入考核

全过程，真实体现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反映

思政课程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信仰培育的结合程

度。

（六）打造一支有坚定信仰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高校思政课抓好教师队伍这一“主力军”、课程建

设这一“主战场”、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所有高

校教师和课程都承担起育人的责任。努力打造一支政

治立场坚定、政治品格良好、政治素质过硬的思政课

教师队伍，做好这一“主力军”的育人功能。高校思

政课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才能更好承担起对青年学生价值引领和信仰培育的

使命。习近平对思政课教师提出六点要求：“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

格要正。”[10] 其中，政治要强放在首位，说明思政课教

师在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环境下，要保持清醒的政治

头脑、坚定的政治立场、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及较强的

政治洞察力，才能成为新时代合格的引路人。青年大

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关键期，教师在

学生心灵深处埋下一颗信仰的种子，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他们人生的航向。只要方向正确，未来就

能更好地坚守信仰之路。

四、结语

高校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我们实

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殷

切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

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

创造中闪光! … 我们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做

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1] 探索我国高校思政课马克思

主义信仰培育路径，不断提升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思政课课程建设，把马克思主

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课话语体系，正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勇立潮头，奋

力解决思政课面临的问题，引导高校广大青年群体树

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有效抵御和防范各种

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及时把控校园舆情，维护好高

校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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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influence and challenge of multi-culture and multi-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of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value guidance 

and belief cultivation, from the four angles of knowing, feeling, willing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thinking cognition, value identification, belief pursuit practice 

consciousnes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pattern, 

discourse system, education model, education means, education platform, evaluation system and teaching staff, etc.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afeguard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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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Peer Educat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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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form a synergy effect, providing a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t is a new focu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actic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promote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curriculum, build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curriculum, and cultivat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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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疫情防控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明确大学生在疫情防

控中的价值取向，形成大学生参与并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疫情防控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受教育者的时代

性与层次性并存，教育内容的体系化与实效性欠佳，教育手段的充分性与多样性不足，教育环境的积极与消极因素

交织等问题。必须搭建主体协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采用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运用多样的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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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主流思想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引导，是疫情

防控下各高校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贯彻全

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重要一环，还关

系到能否打赢防疫这场硬仗。

一、疫情防控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意义

（一）增强疫情防控中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担

当意识

“社会责任感是指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社会

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为了建立美好社会而承担相应责

任、履行各种义务的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1]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均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我

国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高等学校作为国民

教育的最后出口，担负着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

要使命。严峻的疫情形势迫切要求广大青年学生提高

社会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积极关注和回应社会现实

问题，并在社会实践中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体现他

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担当意识。疫情防

控中对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亲和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疫

情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堂社会实践课。习总书记说 ：

“每一代的青年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

生、创造历史”。[2]不仅如此，“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

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青年是标志时代最

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

于青年。”[2]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来说，在人生的黄金时

期，不仅要有求学求知的热情，还要有心系国家、心

系社会的担当，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高校应充

分利用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加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涵养时代青年爱国爱党的美丽情怀和

功成有我的责任担当，在危机管理中发挥其独特的功

能，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二）明确大学生在疫情防控中的价值取向

习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与北大师生

交谈时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但是，青少

年阶段是人生的“拨节孕穗期”，更需要结合时代特征

对其进行精心引导和栽培。尤其是“00”后的大学生

所处的时代较之以往有着更加鲜明的特征，“互联网”

普及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疫情出现后，世界各

国、各地区的疫情信息、疫情判断、各种意识形态主

张、价值观念信仰等得以持续涌现并对大学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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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之伴随的是，大学生

的独立思考与正确判断能力尚未完全形成，面对多元

化的网络信息，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受到

不良的网络舆论引导，弱化已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因此，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树立

科学观念，不信谣、不传谣，并引导大学生在疫情中

的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三）形成大学生参与并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

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

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这样，有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

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 新

冠疫情，波及范围之大、涉及人群之广是近些年少见

的，不仅如此，这次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特点。抗击疫

情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需要大家的齐

心协力。在这一阶段，全国人民的梦想就是同心同德

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习总书记在《致全国青联十二

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2015年7月24

日）中指出：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人民

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

能无悔。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积极参与到抗击

疫情的人民战争中来，把正确的疫情认知、自觉的疫

情防控、积极的同心战“疫”紧密结合起来，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抗击疫情的合力。

二、疫情防控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一）受教育者的时代性与层次性并存

在这场疫情防控中，大学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

性：第一，当代的大学生是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

一代。“互联网+”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突出的

时代特征”[4]，也凸显了我国疫情防控中受教育者的新

的时代特征。由于其网龄一般比较长，与现实交往相

比较，新时代的大学生更愿意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在

“互联网+ ”及自媒体时代，大学生表达思想的载体更

多，他们也热衷于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表达自我观点与

思想，往往是热点舆论的积极参与者。第二，网络环

境中成长的大学生在思想认知上优点与缺点并存。在

微信、微博、QQ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思想

表达上呈现出思想跳跃、个人中心思想强烈、对新生

事物好奇心强等优点。第三，教育者的权威性受到挑

战。鉴于互联网、自媒体的特点，当代大学生能够通

过网络获取海量信息，对网络上传播的时政要闻、热

点事件、舆论事件的关注度更高，反应更快捷，其敏

锐性和实效性比普通的教育者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传统的教育者的权威在“发声”、“指挥”、“教育”等

方面逐渐被弱化，教育者的权威性在与互联网开放

生态的博弈中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另外，新时代大

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由于他们思维

活跃，善于接受新事物，对于疫情的认识有着鲜明的

层次性。首先，大部分同学关心疫情，有很多同学以

实际行动投身到疫情防控中来，体现了青年学子的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其次，在个性化的背

后，部分“00后”大学生展现出他们的高智商、高情商

与高逆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增多，“并且这个现象

会随着就业、生存等竞争的加剧而愈演愈烈”[5]；第

三，还有一部分大学生恐慌疑惧，由于疫情具有传染

速度快、传染范围广的特点，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传染

源，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部分大学生可能会产生恐

慌、疑惧的心理，在生活中会过多地关注自身的健康

问题、主动查阅或咨询疫情知识；在交流中经常谈及

疫情的话题、在学习中注意力降低、脾气变得烦躁易

怒等等[6]。

（二）教育内容的体系性与实效性欠佳

疫情防控期间，各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疫情

相结合的文体活动以及行动中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在线上线下得以开展，使得大学生能够接触与了解到

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层面和维度。无论是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的行动，还是众志成城的价值观与以人为本的

价值取向都能切实鲜活地覆盖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场

域之中。然而，这种广泛性往往只是表面的、碎片化

的。大学生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尚未体系化。

有学者指出：“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

机的体现还处于‘救火队式’，一旦出现公共危机，就

根据现实情况临时组织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7] 这

样就导致在教育过程中，出现权责不明确，组织不健

全，分工不合理等问题，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不理想。因此，疫情防控期间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培育内容，一定要形成体系，使之整体贯通，基于

体系完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教育手段的充分性与多样性不足

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手段是连接教育内容和教育

对象的重要桥梁，是把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成果的必

经之路，是思政工作实践有效性的保障。教育者要根

据不同的教育问题与环境，选择不同的教育手段。疫

情期间教育者迅速转换思维方式和教育模式，在教育

理念上全面“线上化”，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  疫情防控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还要务必加强

“线上化”工作方法的研究和推广运用。积极从实践

中提炼工作理论，积极寻求工作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

和渠道，从“时效”和“实效”的两个维度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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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线上化”工作方法的创新，运用受教育者听得

懂、愿意听的方式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四）教育环境的积极与消极因素交织

疫情防控下，大学生每天都处于各种信息的包围

中。这些信息中既有积极方面的：在疫情严峻的形势

下，有各级党委和政府关于贯彻党中央防控的各项决

策部署，也有各个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开始众志

成城抗疫情的行动。同时，也有一些消极负面的，比

如：一些组织或者个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断在网上制造

虚假信息、不良信息，甚至散播非法内容。由于大学

生缺乏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成为

被误导的对象。在疫情防控下，就总体而言，教育环

境呈现积极与消极因素交织的态势，需要我们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有效鉴别，为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取向的树立创设最有利的环境。 

三、疫情防控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有效

策略

（一）搭建主体协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在疫情防控中要充分发挥班主任、思政课教师、

心理教师以及团学活动等的育人作用，搭建主体协

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首先，在协同中必须注意顶

层设计与科学谋划的统筹与结合，要注重全要素系统

性功能的发挥，既要发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

值引领作用，又要在教育中促进大学生的行为塑造，

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必须高

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站在“大学

生思政工作要为疫情防控狙击战提供支持”的战略高

度，统筹协调各方面因素，强调横向力量的协调、纵

向力量的链接、全方位育人的有机联动，进而发挥育

人要素最大合力。同时，要结合疫情发展要求科学谋

划，逐步打破传统横向、纵向及学科壁垒，注重整合

社会资源，探索疫情防控中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思想政

治教育方式。其次，在协同中要发挥育人要素的协同

与整合作用。具体来说，要把重点放在结构、资源、

队伍和平台四个方面，有效推动他们的协同与整合是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尝试。在结构

整合上，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疫情防控教育

的全过程和各环节。资源整合上，依据思想政治教育

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特点以及疫情发展需求，选择

各种资源，系统设计教育安排。师资队伍整合上，既

要调动专职辅导员、行政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学生的

积极性，同时，在条件充足下，邀请相关技术人才充

实到育人主体中。平台整合上，积极了解学生诉求，

做好与学生的线上互动。

（二）采用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源于社会实践活动，且随着社

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疫情防控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

育、法律教育、实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公德

教育和现代人格教育等多重内核，形成多重架构的立

体化育人体系。在疫情防控期间尤其要加强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为核心的思想教育，以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阻击战为主题的教育，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教育，以“全国一盘棋”

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教育，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质量，以达到内容系统、逻辑严密、基础扎实、提

升全面的疫情防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要

求。具体来说：第一，要教育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饥

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

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

想是繁荣。”在危机防控中，理想就是“没有一个冬天

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相信全国人民

齐心协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一定能够战胜疫情。第二，危机面前，要教

育学生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神圣的责任感与勇于担

当的意识。第三，疫情面前，要教育学生不信谣、不

传谣、不造谣，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第四，疫情

面前，要教育学生行动是最美的请战书。引导大学生

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结合自身特点与危机形势和要求

去行动，强化担当意识，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去服务社

会，积极行动。第五，要教育学生改掉“无事小鲜肉，

有事钟南山”的德行。要利用疫情给青年人树立正确

的人生导向，国家的兴衰要靠教育、科技、医疗等。

要树立全民崇尚医生、科学家、教师、军人的氛围。 

（三）运用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群众喜闻乐见、便于

参加的形式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

作“落细落小”，才能“走心入心”。网络技术的发

展，促进了信息传递速度的提升、容量的扩充和效

率的提高，改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条件。在“全

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大学生全程在线，避

免任何时空的脱钩、掉线”[8]。疫情防控期间要根据

疫情的发展状况，采用多种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式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符合时

代性、更加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教育手段，让教育与

学生心理同频共振，让大学生主动学习和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如：疫情防

控期间很多高校开展了空中朗诵会、以“艺”抗疫、

成立“党员突击队”、召开特殊班会、建立联系“云网

格”、参与所在地防疫志愿活动等。总之，通过丰富多

刘文霞，等：基于疫情防控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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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U  Wen-xia，CAI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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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lar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form a strong joint for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defeat the epidemic.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face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imes and levels of the educated, both 
comprehensiveness and emphasis of educational content, the coexistence of online and single education methods,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terweave and so on.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pattern of subject coordin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opt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se various mea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reate a positive 
and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to optim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College studen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彩的教育活动，形式各异的教育手段，让大学生得到

精神感召，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创设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疫情防控中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主动加强舆

论引导。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筛选和鉴别种类繁

多的社会舆论的内容与形式，倡导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努力营造一个健康互动、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

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不仅如此，还要鼓励大学生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的党和国家主流思想的布道者、宣传

员，积极宣传新信息、正能量，在整个社会舆论引导

中发挥正向作用。二是主动出击，深化认知。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体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深化对疫情的认

知。例如：激励和引导大学生利用知识优势积极投入

到与疫情有关的科研中去。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引导相关专业的学生去主动分

组搜集、整理和思考三个层面的东西：从国家层面，

基于“四个自信”的视角的中国特色防疫之路新境界

的体现；如何在防疫之路中发挥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的

研究。从社会层面，疫情反思——防疫之路中的法与

情；疫情与经济：关于如何在疫情结束后有效促进社

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研究——以xx地区为例；关于疫情

对三大产业影响与如何恢复的研究；疫情与教育：关

于高校在防疫中作用体现的研究；疫情与公共卫生体

系：关于疫情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之挑战的

研究；疫情与政府：关于政府职能作用在防疫之路中

的体现研究——以xx省政府为例；关于疫情期间网络

谣言传播与治理的研究。个人层面，关于如何引领

青少年在防疫之路中树立主人翁意识的研究；疫情警

示——人与自然该如何和谐相处。这些问题的研究设

置，就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设思考的环境。学

生在搜集与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激发自身的主动性，加

深对疫情的认识，实现在实践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力量，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心，使其自觉成为一个有崇

高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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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的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旨在让学生以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为前提，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基础，

以优秀的教学能力为根本，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关键词：师范专业认证 ；现代文学 ；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1）05-0013-03

收稿日期：2021-02-19

基金项目：德州学院教改课题“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的现代文学教学改革 ”（dzuzc20-05）。

作者简介：傅晓燕（1971-），女，满族，山东德州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现代文学教学

                   改革研究。

“教师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1]“师范教育是教师成长

发展的首要环节，是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领域。”[1]

高校师范专业认证是全面提高师范教育质量的有效途

径之一。基于此，在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进行高校教

学改革势在必行，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社会意义。师

范专业认证的核心是保证师范生毕业时的知识能力素

质达到标准要求。本文以现代文学课程为例，以知

识、素质、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对师范专业认证视域

下的教学改革进行探究和分析。

一、学高为师——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提升

（一）夯实专业基础知识

现在的高校师范在校生，是未来中小学教师队

伍的主力军。如果学生学习了现代文学课程之后，

对基本的文学常识、文学现象一知半解，对现代作家

的主要作品张冠李戴，或者未曾读过，他们将来是无

法胜任中小学教师工作的。现在有部分学生学习意

识不强，自觉性不高，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着实令人

心忧。所以高校教师要努力用丰富生动灵活的教学手

段，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热爱学习，保证师范生的知

识水平达到标准要求。如何把相对枯燥的基础知识化

为学生易于接受和吸收的知识，就成为教师在教学中

首先面对的难题。“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

现实生活为土壤，并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外来文

学的丰富营养。作为带有突出承前启后性质的一段

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2]在授课

时，教师可结合现代文学的课程特点，采用历史还原

法，拆分拓展知识点，培养阅读习惯等教学方法，帮

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夯实专业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指1917年至1949年之间大

约30年的文学发展历史。授课时，教师可将历史的发

展和文学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阐述，通过历史

史实的铺陈、历史推进和文学变革的关联，将学生带

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悉心梳理现代文学的缘起和发

展脉络，用心感受现代文学的多彩风貌和多重风格。

为了达到还原历史真实的教学效果，教师可用资料图

片、相关影视视频等教学辅助方法。比如：优秀的革

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

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

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

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剧中的陈独秀、

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

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学史事件，正是现代文学史

这门课程要重点讲述的，教师可精心选取剧中的片

段，在讲到相关知识的时候播放，让学生沉浸于百年

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烧理

想的澎湃岁月，在对历史的真实触摸中深入了解现代

作家的人文品格和文学贡献，掌握重要的文学现象、

文学知识。在课堂上，教师还可通过拆分知识点、拓

展解读等教学方法，将抽象的概念化为生动鲜活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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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强化学生对基本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记忆，让学生

对基础知识当堂消化、理解和吸收，避免课后的一知

半解、死记硬背。有限的课堂时间无法将大量的现代

文学作品阅读放在课堂完成，所以培养学生养成自觉

读书、热爱读书的习惯很重要。教师可通过“腹有诗

书气自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黑发不知勤学

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等古诗词的丰富内涵让学生领

会读书的真谛，再以现代作家鲁迅、胡适、周作人、

郁达夫等作家刻苦读书、钟爱读书的真实事例，引领

学生读书的兴趣。此外每节课还可通过布置必读书目

和选读书目，让学生在阅读中加深对现代作品的了解

和感受。

（二）提升专业能力

在现代文学的授课中，教师在帮助学生牢固掌握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如独

立思考的能力、分析作品的能力、写作能力等等。

胡适在北京大学1946年的开学典礼上曾说过：“对于

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

研究、独立的思想。”[3]教师要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专业能力。在课

堂上，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现代作家作品的分析探讨中来。首先要布

置学生预习，让学生在上课前读作品，通过知网收集

梳理资料，整理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上课时，

教师可利用智慧教室的特色和优势，在阐述了自己的

学术心得和学界研究综述后，让学生分小组自由发

言、各抒己见，充分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让他们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交流探讨、互相启发。

比如对鲁迅《伤逝》思想内涵的深度解析、对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的多重解读、对曹禺《雷雨》中周

朴园形象的多重理解等，都可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

识、思辨能力。课下，再通过微信群、QQ群等师生交

流平台，让学生在线提交小论文，老师在线修改与学

生交流，强化学生的分析和写作能力。

二、身正为范——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滋育

（一）增强职业道德

在师范专业认证的毕业要求中，践行师德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基础环节。践行师德包括师德规范和教育

情怀，即在教学中注重增强学生的教师职业道德，注

重学生人文底蕴和健全人格培养，使学生毕业后成为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

了培育学生的职业道德感，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以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自己的教育情怀、

爱心、责任心感染学生。无论已从教多少年，教师要

初心不改、始终保持对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

克服职业倦怠心理，将敬业爱岗的精神贯穿于每一堂

课中、每一次对学生的辅导和谈心中，以饱满的热情

上好每一节课，以温柔的耐心爱护每一个学生。学生

感受到教师对授课的认真负责、倾力付出，感受到来

自教师的真诚关心、真心呵护，内心就会激发起对教

师的尊敬和爱戴，对教师职业的尊重和向往，将来毕

业走上教师岗位时，师承从教的理想信念，传承深厚

的教育情怀，成为践行师德的好教师。

教师还要根据课程的专业特点引领学生对师德

的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作家中，有很多

成就卓越的作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教师，比如胡适、

老舍、鲁迅等等。在授课时，教师可通过小视频的播

放、资料图片的展示等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

了解这些作家的教育情怀和教育贡献的胡适常常和他

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一起讨论争辩学术

问题，这些学生与胡适“交谊很深，多为终身知己和

受胡适影响较深的学者。”[4]老舍曾多年从事小学、中

学、大学语文教育，“其教育思想是鼓励学生学好文艺

之外的各种功课，其目的在于获得‘作个现代人的基

本知识’。”[5]鲁迅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关心学生、

扶植后辈，很多青年学生是在鲁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下走上文学道路的。教师在现代文学课程的讲授中，

通过对现代作家的教育品德、情怀、贡献的阐述，让

学生更加认识到教育的育人作用、教育者的责任、从

教的意义，增强职业道德意识。

（二）塑造健全人格

要培养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还要塑造学生的人

格，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促进教书与育

人相统一。比如通过鲁迅的实业救国、医学救国、

文学救国的人生道路的梳理介绍，让学生理解鲁迅的

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精神，了解鲁迅用文学创作唤醒

民众，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思想启蒙的文学贡献；通过

对闻一多的诗歌《太阳吟》、《忆菊》的诵读和解析，

让学生体会作家深沉的爱国之情；通过对老舍的《二

马》、《四世同堂》等作品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到：老

舍一生热爱故土北京，热爱出身穷苦意志刚强的有志

之士，热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对民族骨肉同胞和民

族文化的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熔铸于他的血液中，

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化为他作品中浓郁的民族深

情。这些现代作家深沉真挚的爱国之情会潜移默化地

感染学生，给予他们家国情怀的教育。

（三）完善美好性格

近年来，大、中、小学学生因心理抗压能力差，

不能经受挫折而产生的极端事件屡有发生，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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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美好性格的培养日益成为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

环节。师范生是现在的大学生，也是将来的中小学老

师，所以高校教师要致力于培养师范生拥有积极乐观

的心态、勇往直前的精神、坚强自信的品格、宽容善

良的内心。在现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努力

挖掘现代作家的美好性格特质，让学生用心感受，汲

取精神力量，完善美好性格。比如在对胡适为人处世

的介绍中，让学生了解他宽厚待人的品格；通过冰心

作品中母爱、童心、自然美的解读，感受冰心温柔纯

净、永葆童心的精神世界；通过老舍生平经历的梳理

介绍，让学生了解老舍待人热情、温和宽厚、为人质

朴、勤劳守礼、自尊要强的人格魅力。这些作家的成

长经历中展现的性格魅力春风化雨般滋育着学生的心

灵，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人文素养逐渐深厚。

三、学以致用——对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

（一）培养教学基本技能

师范专业认证强调产出导向，强调师范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要求，所以除了夯实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质，还要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有优秀

的教学能力，将来毕业后才能胜任中小学教学工作。

首先是教学基本技能在课堂教学中的训练。比如：通

过一个知识点的归纳，让学生上讲台板书总结，培养

学生的板书书写和设计能力；通过让学生朗读作品，

培养学生的诵读能力；通过课前五分钟自设主题小演

讲，培养学生的课堂口头表达能力；通过让学生点评

同学的发言，培养学生的课堂总结能力。

（二）提高教学实践能力

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品被选编进了中小学语文教

材，教师在进行现代文学教学时，除了让学生熟读、

理解作品，还要训练学生具备教好作品，即教好中小

学语文课文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教师可在上

课时留出一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教学说课设计等

教学实践能力训练。可以组织学生就某个作家的不

同作品进行模拟教学训练。比如：在讲到鲁迅专章

时，课前让学生分组，分别将《故乡》、《孔乙己》、

《社戏》、《祝福》等作品准备一个十分钟的教学内容

设计，上课时分组模拟讲课；或者就作家的某一个篇

目，组织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教学设计。比如讲

老舍专章时，可以《济南的冬天》这篇散文为例，让

学生分别从作品的语言特色、思想情感、篇章结构等

方面进行模拟讲课。教师在学生进行了教学实践练习

后，可从教学准备、教态、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教

学理念、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评点，并提出解决提高

方案。这些教学训练既可以营造一个教学现场情境，

让学生进行教学实践；又可以让学生彼此取长补短，

互相切磋，共同进步；还可以在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

下，迅速找到自己教学环节中存在的不足，加以改

进，明了自己的优势特长，加以强化。

在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的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旨

在让学生以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为前提，以扎实的专业

知识为基础，以优秀的教学能力为根本，培养造就高

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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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学习与学前师范生学习品质关系的逻辑

生成

美国学者Ference Marton和Roger  Sal jo根据学

习者加工和获取信息的方式提出了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浅层学习的概念。深度学习是指学习者

以高阶思维的发展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围绕

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融入过程、深度思

考、获得实质提升的高阶性学习过程。从学习者学习

过程和结果来说，深度学习能够促进学习者认知与实

践的多维发展，不仅能够构建自我认知框架，形成有

自身特质的观念和行为，而且可以提升思考深度和广

度，增强社会适应力，打破简单刻板的思维桎梏。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来说，深度学习是在本领

域的学习过程中，基于对专业的整体认知，以某一专

业内容为切入点，深入展开思考探索、反思评判以及

迁移应用的过程，能够将所学内容与自身原有的思维

框架相融合，是其学习能力进阶的一种顺承表现，也

是实现有意义学习的有效途径。深度学习是一种整体

性很强的学习方式，需要使用综合分析、批判评价、

融合创新等多种方法整合为一体来开展学习活动，需

要学生进行高质量的阅读、交流互动和系统思考。

相对于单纯的向学生传播知识、教授技能来说，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高级的专业能力实为一件复杂

而又繁难的事情。深度学习旨在引导学生将在课堂中

习得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灵活有效地迁移到具体

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较强的专业反思能力，

监督学生个体的教育行为并进行适时的调节，培养学

生具有解决真实情景下教育问题的高阶能力。那么，

在学前师范教育场域中，我们应如何促进学生的深度

学习，如何才能真正地培育学生的专业能力？这无疑

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当下教育教学中所存在的症结，并

以此为据寻找重新出发的路径。

二、深度学习视域下学前师范生专业发展的现状

分析

学前师范生以深度学习视角认知本专业、研究本

专业是形成良好专业能力的内在要求。在引导学生当

下学习中走向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专业

建构能力、迁移应用能力、专业反思能力、元认知能

力等学习要素还未被学生实际具备拥有。学生还未能

真正走进自己的所知所学，形成专业成长意识，理性

地审视学前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的疑问，进

而产生思考。

（一）专业认知浅表化

传统单向输入型的学习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其缺乏深层次的理论

认知和探索，不能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造

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专业知识浅尝辄止，与专业

人才培养的目标不相契合。例如：深度学习视野下，

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中有关艺术领域理论的学习着重关

注如何以更为合理化、科学化的方式与前期所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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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艺术技能进行牵引融合，进而在学前教育实践基

地中开展教育活动。但在实际的钢琴、手工、声乐等

专业课程的学习情境过程中，学生往往是学习一些浅

层次的技能技巧，多以通过考试为目标，对于所习得

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及下一步的实际应用缺乏深入的思

考和实践。为学习而学习，技能课程失去了其本有的

“师范性”与“学前性”，仅保留了其“技能性”。

专业认知浅表化是学生专业发展过程中深度学

习要素缺失的表现。从专业发展心理环境的创设，到

专业理论学习与模拟实践支撑，再到专业实际应用，

都是促成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让深度学习发生的重要条

件。学校及社会应该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能力提升提

供相应的条件，为促成学生的深入学习助力赋能。但

现实情况下，由于教学方式相对模式化、单调化，专

业学习钻研度不足，学习环境纷繁复杂等方面的原

因，学生还无法切实以深度学习的视角关联到学前教

育专业的能力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充分引导

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更多关注于专业技能的传授，对

于深度学习情景的创设及方法教授仍存在短板，这就

导致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跟随教师的引导，只

是把掌握课堂学习作为学习目标，从而忽视了专业核

心素养的提升和对专业认知之间关联的深入探究。

（二）情境实践有效度低

学前师范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涉及的教育

见习与实习活动意在增强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以基地实

践为指向的课程。“认知—实践—再认知—再实践”

是学生能力提升的必要过程，因此在课堂学习的基础

上，教学实践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一方面，学生可以

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消化，真正将专

业理论与专业实践深度融合，进而从本质上对所学内

容进行理解和掌握，突破机械学习知识的藩篱。另一

方面，学生可以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积累教学经验，

充分了解学前教育的实际情况，将所学专业理论真正

转化为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进一步提升教学

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学生教

学能力的提升却非常有限，其在实习过程中所习得的

能力与岗位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体现在活动组织

能力、沟通能力、应变能力等方面。

结合深入的调研与思考，情境实践有效度低的

原因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对教育实践的认识程度不

够。学校多是仅负责联系和安排实习地点，但是对于

实习的目标完成情况和学生的能力提升情况缺乏统

筹，对于教育实践缺乏实质性量化的考评机制。学生

认为教育实践是课程中的必修课，只要有此经历即

可。虽然教育实践是充分了解学前教学实际，不断提

升教育教学能力的重要机遇，但是培养单位和学生两

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不重视。第二，学前师范专业学

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实践衔接性较差。学校在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不能够紧密结合学前教育的

前沿趋势，不能够了解一线园所的现在实际与发展需

求。例如：当前教育背景下，社会对幼儿非智力因素

方面的培育日益重视，那么如何有效提升幼儿非智力

能力是学前师范生应当掌握的教学技能，但是在实际

高校课堂教学中缺乏丰富典型、真实鲜活的教学案

例，因而学生不能很好地置身于教学实践情境，获得

相对深层次的教育认知。

（三）深度反思能力不足

“吾日三省吾身”是古人对于学习的严谨态度，

而反思属于元认知层面，是通往深度学习的必由之

路。尤其是学前师范生作为未来的教育引领者，是否

具备深度反思能力非常重要。现代社会节奏快，社会

形势复杂多变，对于学前教育教学的要求也不断提

升，特别是对于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的引入，教

师需要不断提升适应能力和反思总结能力，才能够在

快速变换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定力，始终紧跟社会发展

趋势。学前师范生需要对教学方式方法的实效不断地

进行反思总结，在沟通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展学前教育，让幼儿园的“大样本”转换为

学习视域中的“大数据”。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

程中，学前师范生的深度反思能力非常薄弱，反思的

意识不足和反思习惯没有养成。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

和应用的过程中，只能够简单地对所学内容进行再认

与识别，缺乏总结和更新。

学前师范生缺乏深度反思能力的首要原因是反

思意识的缺失。意识是行为的先导，没有反思意识就

不会有反思行为。在信息繁杂多元、碎片化严重的背

景下，人们满足于浅层次的认知，对于所学习的知识

和技能浅尝辄止，不愿意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反思。另

外，学前师范生的反思能力和反思方法亟待提升。虽

然有部分学生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识，也进行常规的梳

理总结，但是其反思的方法较为单一，反思内容仅限

于表面，未能达到在反思中提升教学能力的目标。学

生在教学实践中所写的教学反思，仅仅停留在问题的

现象和启示方面，对于问题的内在机理和解决问题的

有效举措缺乏深入的思考。

三、深度学习视域下推进学前师范生专业发展的

对策建议

所谓策略，旨在引导学生在学前教育专业学习中

能够理解深度学习的价值意蕴，指向更深一层次的专

业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发展，一方面关乎着幼

张 阳，等：深度学习视域下学前师范生专业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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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的推进与发展，对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具有重

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关切着每一位幼儿的未来成长，

对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以上研究

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在深度学习视域下，本文认为

推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形成高水平专业素养，培植其

高阶专业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考虑：

（一）搭建问题导向的专业发展平台

在对学前师范生实施教育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问

题导向将学生引入深度学习模式，减少学生浅表化的

学习。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限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倾向于被动的接受知识，较少主动探究所学知识之间

联系，缺乏对所学知识的深入思考。这就需要在教学

过程中营造独立自主的学习氛围，构建体验式学习的

课堂。一方面要强化问题导向，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一

个有效的问题可以检验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内化

程度，也可以帮助学生延伸对问题的思考与应用。问

题的选择尽可能是情境性的，让学生从感性开始，逐

步递进。将问题作为深度学习的切入点和联系点，让

学生围绕问题开展思考，并且通过问题将学生的思考

过程有效串联，既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又加深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认知。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中对于专业

理论的传授也应该具有系统整合意义，能够引导学生

将所知所学贯穿思考，形成适切的思维导图，通过问

题的设置，将所学知识进行串联，进而找寻出所学知

识之间的关联、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形成个人对

专业内容认知的完整谱系。

（二）创设真实的专业发展环境

专业发展环境是融合智慧课堂、远程观摩教学、

教育实践应用的学前教育专业实验室，是为学生的专

业发展创设具有长足性发展价值的学习环境，是深度

学习的开始，也是学生专业学习品质形成的第一步。

那么如何将专业环境与学生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学习

相结合，是当前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可以

以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中对认知发展划分的识别、理

解、应用、 分析、 综合、评价等六大层次为据，由浅

入深，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具有动态系统发展的深度学

习环境。从最初把握的课堂学习内容，到引导学生在

微格实验室模拟组织实施幼儿活动，再到针对教育模

拟过程中呈现的问题进行评价与再思考，进而达到深

度学习的状态。另一方面，可以对整体的教学实践过

程进行全链条整合，将教育见习、教育演习、教育实

习和教育研习进行系统课程整合，形成链条式系统实

践。更正先教授理论知识再实践或者先实践再总结的

传统观念，将学习知识与实践应用深度融合，要边学

习边实践边反思，将深度反思贯穿教学的整个过程，

促进学前师范生在总结中开拓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

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切实引导学生将“大数据”与

“大样本”有效链接。

（三）增强专业实践活动中的反思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学前专业的学生不能以专业

的身份来看待专业发展中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

真正的走进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是一直以一个“边缘

人”的身份粗浅地了解本专业的内容。因此，引导学

生真正融入自己专业学习的第一有效路径就是让学生

与专业实践发生关系，以“局内人”的身份来分析反

思，迁移应用本专业中所习得的理论与方法。赋予学

生真实的幼儿教师角色，在教育实践的场域中主动与

幼儿发生联系，主动思考幼儿成长的奥秘。例如：在

幼儿音乐教学活动结束之后，幼儿学会了简单的韵律

节奏并不意味着教育目标的完全达成，在此之外教师

还要引导幼儿发现声音之美、积极表现声音之美与

创造声音之美，将幼儿的生活经验紧密与艺术教育融

合。这是每位学前师范生在完成当下音乐教学活动任

务之后的反思与归结，更是设计组织下一次音乐活动

的创新与挑战。

增强专业实践活动中学生的反思能力是最为直

接而有效地通往深度学习的路径。聚焦于学前教育领

域，引导学生以“幼教人”的身份将自己代入，从课

堂启发，到实践反思，再到具化应用，这是一次深度

学习的旅程，也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成长的一次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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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提升师范类毕业生的培养质量，规范各

高校的师范专业建设与发展，教育部于2017年10月

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的通知，对师范类专业进行认证[1]1。由此，各

个高校陆续开展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德州学院学前教

育专业依照专业认证的标准以及“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认证理念，对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

学进行了改革，并顺利通过了认证本文谨就德州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依照专业认

证标准实施的改革展开讨论。

一、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校所学知识不仅是学生

毕业后从事幼教相关工作的理论依据，也为将来的工

作提供实践指导。所以，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的高低将会对本专业师范生的培养质量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德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对照学前教育专业的

师范认证标准，发现学前教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学生学业评价方式等方面存在如下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陈旧，课程目标达成度较低

《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在阐述课

程内容时提到“选用优秀教材，吸收学科前沿知识，

引入幼儿园课程改革和幼儿发展与教育研究最新成

果、幼儿园优秀教育教学案例，并能够结合师范生学

习状况及时更新、完善课程内容。”[1]2 教学内容涉及

的前沿和热点知识对于提升学生理论水平和学术思维

起到重要作用。德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理论课程大

部分是按照教材章节进行授课，将知识按照教材所呈

现的顺序传授给学生，由于教师的教学内容都可在教

材中依次找到，学生缺少了深度思考，主动探究欲望

没有得到满足，而且有些教材版本过于老旧，里面有

些内容缺乏时代性，未能充分与当下的发展趋势相联

系。其次，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内容与课程目标对应不

到位的问题，教学活动有时没有围绕课程目标展开，

甚至有些课程目标形同虚设，教师没有认识到课程目

标的重要性，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较低，从而直接影响

到师范专业认证的培养目标达成情况[2]71。同时，对课

程目标的达成度重视不足导致学生学习时缺乏具体的

目标指引，学习的规划性不强，降低学习热情。

（二）教学注重理论传授，缺乏实践支撑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日后从事幼儿园教育

教学工作的主力军，不仅需要掌握课程中涉及的基本

原理知识，也需要和实际相结合，丰富自己的认知。

然而部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重视理论、忽视实践

的现象。首先，大部分教师通过书籍文献等获得专业

知识，基础服务经历较少，与一线幼儿园的关系并不

密切，所以在授课过程中重视了理论层面专业知识的

讲授，忽视了实践经验的传递[3]105。没有充分的实践

支撑，理论知识的传授也缺乏深刻意义。其次，课程

的设置中理论课占据主要位置，实践环节设置较少，

学生只是机械地接受课堂的理论知识，学起来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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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也意识不到该课程的实践价值，容易产生“知

识无用论”的看法。由于实践研习课程设置较少，学

生只有在实习阶段才能进入幼儿园亲身体验和学习，

但是实习阶段大部分理论课程已经结束，学生的理论

知识不能更好地得以巩固，所以不能真正做到学有所

用。

（三）教学方式传统，评价方式单一

《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第二级）》提倡运用

案例教学、探究教学、现场教学等方式，合理利用信

息技术，提高师范生学习效果[1]3。德州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教师授课大多采用讲授法进行知识传授，教学在

“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中进行。在此过程中，教

师是传授者，学生是倾听者，互动机会较少，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未能得到积极调动[4]85。同时，受到科技发

展的冲击，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学生获取信息的方

式逐渐多样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

需求，无法吸引学生的目光。其次，大多数课程对于

学生的学业成绩评价以终结性考核为主，期末考试成

绩所占比例过高，过程性考核所占比例较低并且没有

科学的评价标准，只是以平时的作业成绩作为过程性

考核的主要依据，忽视了学生课堂中的参与，在“重

结果、轻过程”的评价考核之下，学生考前突击的行

为十分严重，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单一的学业评价

方式无法满足我国对于师范生人才培养的要求。

二、学前教育课程改革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保证学前教育专业师范

生的培养质量，德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结合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的认证理念以及课程与教学的相关要求对

本专业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

（一）更新教学内容，重视课程目标的达成

首先，德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

和课程大纲，选用适合该课程的优秀教材，客观反映

学前教育事业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学生掌握学前教育

专业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塑造学生基本的学前

课程理论素养。同时，融入本学科的前沿热点知识，

包括本领域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热点的学术会议精

神等，更新教学内容，以此激发和锻炼学生的学术思

维。其次，将教学内容整理成相关的专题，实现相关

理论知识的融合，从学科的横向结构和纵向层次方面

以专题形式进行汇总和整理，以专题和知识点相结合

的形式代替教材的章节学习，避免完全按照教材顺序

学习的古板性和枯燥性，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最后，加强教师对于课程目标达成度的重视，明

确课程目标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关系，依据课程目标进

行有重点的教学，帮助学生明确学习重点以及需要达

到的目标，清晰地掌握本课程的理论知识，在学生学

习的过程中起到指引作用，提高自主学习的动力。

（二）增强专业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

首先，德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增加教师的基础

服务经历，鼓励教师每周去幼儿园学习调研，包括听

课指导与交流访谈等，确保每周不少于4-5小时的基

础服务时间，以此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帮助教师在

理论授课过程中融入实践内容，最大程度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其次，定期邀请幼儿园的一线名师、园

长进入课堂为学生授课，将幼儿园的实际情况传达给

学生，提高学生的兴趣，引发他们对未来工作的向往

与憧憬。同时，任课教师和一线幼儿园名师共同备课

对高校教师起到启发和激励的作用[5]36。再次，德州学

院学前教育专业与多所幼儿园建立合作关系，并开设

多个智慧教室与幼儿园进行实时直播互动，借助科技

手段丰富学生的实践认知，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最后，德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修订与改革，在专业实践方面采用“实习、见习、演

习、研习”的方式，学生在校期间教育实践环节的总

时间达到20周，在不断强化幼儿园实践学习的同时也

提升了实践能力。

（三）改进教学方式，采取多元化评价手段

首先，改变原有的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方式，

提倡教师在课堂中多运用案例教学、探究教学、现场

教学等方式并合理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师选取幼儿

园经典案例，展示一线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

让学生就案例中幼儿和幼儿教师的行为展开讨论，学

生在讨论探究中互相启发、共同进步，或者模拟现场

教学，教师和学生转换成幼儿教师与幼儿的身份进行

示范教学或引导学生以幼儿教师的身份代入学习，以

此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其次，借助互联网的优势，选

取蓝墨云班课等软件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工具，课前

为学生推送相关资源，课堂中借助随机选人、抢答、

头脑风暴等功能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课后运用讨论、

测试等方式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增加教学互动。最

后，采用多元化手段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评价，过

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加大过程性考核所占

的比例，以此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进行过程

性考核时鼓励学生借助蓝墨云班课等软件参与课堂中

的各种活动以此增加经验值，最终将经验值汇总作为

学生的平时成绩，以此增加过程性考核的客观性与科

学性。

三、结语

课程教学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其教学

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师范生的培养质量，德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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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基本符合师范专业的认

证理念。然而，教学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继

续秉承认证理念，持续改进，提高教学效果，从而提

升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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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ake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of De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Ying, YANG  Lian-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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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of Dezhou 

Universit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teaching has problems with outdated teaching content, neglect 

importance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attainment，not fully integrated theory and practice，backward teaching 

models and single evaluation methods.Combining with the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output-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acher certificatio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of Dezhou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methods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so a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Key words: norm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王  英，等：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ZHANG  Yang，WANG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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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ey 

face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quires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to transform 

the horizon of the training activities: from the general sense of curriculum learning to professional deep learning. 

But in f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superficial professional cognition, low effectiveness of situational practice, and lack of in-depth reflec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college training bodies should actively create a re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build a problem-orien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professional practice activities.

Key words: deep learning；preschool teacher student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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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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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性质决定了实践类课程在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高校顺应国家发展需

要，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受留学生生源、课程设置、基地建设、教学方式、师资等方面的限制，地方高校的实

践教学建设遇到诸多问题。从认清学科属性出发，对地方高校的实践教学进行探索，通过扩大海外招生，改革课程

体系，优化教学方式，引进高水平的专业教师，构建多维实践平台，探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践教学模式，促进

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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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地方高校近些年

陆续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些高校由于专业开办

时间短，交通地理位置优势不明显，以及城市发展水

平的限制，普遍存在专业发展缓慢，实践教学质量不

高的问题 [1]。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所有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能应用于实践，

汉语国际教育也不例外，它的培养目标体现了实践教

学在这一专业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践教学能

力的高低成为评价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优劣的核心标

准。目前，地方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实践教学

方面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留学生资源匮乏，影响了专业学生的实习

接触留学生、走进留学生课堂，观摩专业教师

授课或亲自为留学生授课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获

得对本专业的感性认识，提高语言教学能力的关键。

地方高校由于对外开放办学时间短，以及地理位置，

城市发展水平和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原因，留学生招生

规模普遍较小，实践对象的“稀缺”使得学校无法给

学生平均分配实习机会，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更加困

难。

由于招生规模小，无法进行细致的分级分类教

学，交换生、预科生、短期培训生、集中强化生、文

化体验生只能合班教学。不同汉语水平、学习动机、

学习时限的留学生合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

生对常规课堂教学的认识，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实训类占比小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

到今天，汉语国际教育已建立起由文学类、语言类、

文化类、教育教学类几大模块构成的课程体系。理

论课程多，实践类课程少，是目前地方高校汉教专业

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地方高校D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为例，2017年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除去通识课程，专

业教育类课时总数为1312，学分总数为81，其中实践

课时32，学分1分，分别占总学时的2.43％和总学分

的1.23％，加上培养方案中26个学时和学分的集中实

践，实践类教学也只分别占到了总学时的4.33％和总

学分的25.23％，实践类课程严重不足，再加上课程之

间缺少语言教育大框架下的协调和融通，专业教育从

一定程度上演变为通识教育，学生实践能力得不到有

效锻炼，专业特色不明显。

（三）受地缘因素影响，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困难

地方高校通常地处二三线城市，在教育资源和教

育投入上无法与部属高校相比，对外开放办学的水平

和条件都有待提高，开设海外实习基地的意识不强，

没有机会承担孔子学院的建设，学生无法获得海外实

习经历；另外，由于二三线城市外国人数量有限，对口

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非常困难，学校只能把实习基地

建立在中小学，而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和把汉语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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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教学性质截然不同，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获

得的经验无法直接应用于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实践

教学形式化，学生汉语教学能力难以得到培养。

（四）实践教学缺乏特色，专业区分度低

传统的专业实践活动除了理论课程中的实践环节

以及课程设置中的实践性课程外，一般还包括校内模

拟试讲、校外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三方面。由于校外

实习基地建设困难，该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主要

依靠校内模拟试讲。作为地方高校的新开专业，对外

汉语教学专业往往缺乏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校内模

拟试讲活动通常由为留学生上课的老师负责，而这些

教师学科背景多样，除了少数专业教师，相当一部分

来自汉语言文学以及外语专业，这些教师由于对汉语

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缺乏深刻认识，往往采用传统的

实习试讲模式，忽略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专业

特色，与汉语言以及学科语文专业区分度较低。

（五）缺乏实践经验丰富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地方高校开设时间短，科研

平台建设不健全，人才引进困难，专业教师缺乏，师

资队伍学科背景复杂。为应对日常留学生教学，在缺

乏高质量专业对口教师的情况下，如上所述教师大多

来自汉语言文学以及外语专业，半路出家诸多，这些

教师普遍缺乏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特点的基本认

识，在教学过程中无法根据二语教学的特点进行针对

性教学，如现代汉语课程，任课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外

乎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这些教师上课时，缺乏从汉

外语言对比的角度对汉语的认识和把握，教学过程中

侧重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往往根据对汉语本体

知识的了解来进行教学重难点的设置和课时的分配，

无论是教学重难点的把握，还是针对某个知识点的举

例，都没有考虑学生的专业背景，无法在日常教学中

建立起学生的专业归属感。外语能力强、学科基础扎

实且具有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高水平老师更是少之又

少，只能因人设课，而这又使得数量、时间精力有限

的专业教师无法在实践实习过程中逐个跟进学生，及

时反馈学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实践教学的效果无法

保证。

三、实践教学优化方案

（一）进一步加深对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的认识

汉语国际教育从事业起步发展到今天，走过了

七十年的历程[2]。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它

的“综合性”决定了其新兴交叉学科的性质，在学科发

展过程中，受到了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

甚至是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的影响，学科理论基

础雄厚。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学生需要学习相关的理

论知识，理论课程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它以培养合

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为主要目标，通过四年的学习，要

使学生成为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具有国际

视野，能够在国内外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从事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教学、教研及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优秀教育

人才[3]。它的“应用型”性质，决定了实践教学、实践

类课程在专业课程中的重要性，地方高校必须从专业

的“应用性”出发，重视实践教学，增加建设力度。

（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吸引沿线国家

生源，增加留学生数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带一路”国家

已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力军和主要增长点[4]。地方高

校可抓住这一契机，通过扩大宣传，转变招生策略，

挖掘经济文化双赢模式，联合办学，提高奖学金金额

以及保证留学生汉语教学质量等手段，吸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生源，缓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对象

不足，课堂实践教学无法展开的问题。

（三）明确标准，增加实践实训类课程

2007年，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公布了《国际

汉语教师标准》（以下简称《标准》），2012年进行修

订。修订后的《标准》将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概括为“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教学

方法”“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

际”“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五个方面[5]，其中的“汉

语教学方法”“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两部分明确要求

汉语教师要掌握汉语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教学的主要

内容、基本原则和教学方法，具备组织教学和课堂管

理能力；2014年开始的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考试，也

把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其中的面试部分以测

查考生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设计教学方案、组织实施教

学过程、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为主，同时考察考生的

沟通交际、心理素质、教姿教态等基本职业素养[6]。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参考《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的

要求，从《标准》的五个模块出发设置课程，一方面为

学生打牢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突出技能训练，既要想

办法保证理论课程的实践环节的课时，更要想办法增

加实践课程的门数和课时比重，建立“汉语、汉语习

得与外语课程板块”“汉语教学法、语言测试与评估、

课堂管理、‘课程、大纲、教材与教辅材料开发’、现代

教育技术实践课程板块”、“中国文化、汉外文化对比

与跨文化交际课程板块”以及“教师综合素质课程板

块”，增加实践实训类课程的课时总量。

（四）改革实践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传统的实践教学方式即“学生

撰写教案—小组说课试讲—教师口头点评”。无论学

孙文杰：地方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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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留学生进行的是一对一的汉语辅导，还是纯粹

以语伴身份参与留学生日常生活，他们更多扮演的是

“被咨询者”的角色。由于留学生数量有限、学生个

体之间性格的差异，并不是每一个专业学生都有机会

获得“语伴”身份，“语伴”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总是愉快

顺利。除极少数有过整班教学经历的学生外，绝大部

分学生无论有无接触过留学生，都对汉语课堂教学缺

少基本认识，两到三周的实习过程实际是被架空的，

学生无法发展实际的教学能力。另外，教学法作为一

门最主要的实践类课程，需要介绍的内容从语言知识

的角度包括语音的教学、词汇的教学、语法的教学、

汉字的教学、文化的教学，从课型的角度包括综合

课、听力课、口语课、阅读课、写作课的教学，教学

任务重、课时紧张，教师往往以讲代练，实践课沦为

纸上谈兵。

改革当前传统的实践教学方式，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

1. 教学观摩。在校内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

利用网络资源，挑选出优秀的示范课，变老师告诉学

生如何教，为学生观察体会怎么做。在示范课观摩的

基础上，要求学生撰写教学总结和反思，教师带领学

生总结讨论。在示范课的选择上，可以分别选取不同

语言知识以及不同课型录制的示范课，变教师分内容

“讲解”为学生分内容、分课型观察、讨论、总结。

一方面避免了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迅速地让

学生建立起对课堂教学流程的认识，既减轻了教师的

负担，又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2. 案例分析。教学观摩的上课方式可以省去教师

大量在课堂上讲解的时间，积攒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

做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式多种多样。网络上录制

的教学视频数量巨大，一方面可以挑选出优秀的来作

为示范课向学生展示，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从中选

择不成功、不专业的来让学生进行分析，在教师引导

下，要求学生指出案例中失当的地方，进一步引导学

生思考：做为施教者，应当如何处理这种课型、这个

知识点；针对案例展示的教学过程中的突发情况，教

师应当如何进行课堂管理；教学环节上出现的问题，

应当如何重设教学思路；在练习题的设置上，针对某

个知识点或技能，如何设计出量大、质优、富有层次

和趣味的练习题。除此，案例分析还可采用学生录制

教学视频，在课堂进行分析讨论的方式，也可以由教

师直接提出问题，学生讨论回答的方式进行。

3.比赛评优。“教学技能”是一个宏观的概念，

既涉及学生对某种课型的整体把握，也涉及到学生对

具体教学环节和知识点的处理，除此，板书、语速、

课件制作、课堂评价、教学材料的准备、练习题的设

计、偏误敏感性、纠错以及提问的技巧等都属于教学

技能的范畴。这些能力的培养不可能只依赖有限的课

堂时间。课堂以外，教师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比赛评

优活动，如板书比赛、说课比赛、课件制作比赛、模

拟教学比赛、中华才艺比赛、普通话比赛、练习题设

计比赛、文化知识英语赛等等，并把这些比赛的成绩

纳入学生的课程成绩、评优考核和学分计算中，提高

学生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

（五）引进培养高质量教师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博士生招生开始于2018年，

当年有8所高校响应教育部号召开始试点招生，发展

到2019年，全国已有21所高校招收该专业的博士研究

生。汉语国际教育虽已建立起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

人才培养体系，但与我国传统文科专业相比，高质量

的人才依然相对稀缺，地方高校受困于城市发展水平

以及科研平台不健全等一系列原因，在人才引进上一

直处于劣势，且短时间内这一情况不会得到很好的改

善。这种情况下，地方高校一方面可通过提高待遇吸

引人才，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有教学经验的

博士人才，另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放低人才引进的

门槛，吸引有较长汉语教学经验，甚至是海外任教经

验的优秀硕士毕业生来校任教，除此，可鼓励在职教

师外出学习或通过汉办的国际中文教师项目，把在职

教师输送至海外进行中文教学，让这些教师学习国外

先进的教学模式的同时，积累教学经验，成长为教学

骨干。

（六）努力构建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国内国

外、线上线下的多维实践平台

课内课外相结合，在保证理论课实践环节顺利开

展、实践课实践性质得到强化的同时，开拓第二课堂

的实践园地。利用各种教学技能比赛、国际汉语教师

资格证书考试、普通话证书考试等检验实践教学的达

成度。

校内校外相结合，一方面努力通过院校合作的方

式建立有效的校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把实习重点放

在校内资源的利用上。用好校内留学生资源，尽可能

合理的安排学生实习。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如汉语综

合，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承担，学生随堂听课，其

他课程如汉字课、听力课、中国概况课、报刊阅读课

等可直接由学生承担教学。把教学内容以模块化、专

题化的形式加以整合，每部分内容安排一到两名学生

负责教学，每门课程由固定的八到十名学生承担，指

导教师随堂听课，课后指导。整合后的教学内容不但

缓解了不断更换教师给留学生带来的不适，还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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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自己负责的教学内容有较为完整的认识；根据

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安排不同比例的学生来担任教学

工作。初级阶段是留学生掌握汉语语音、学习汉语语

法知识最重要的阶段，外国学生对汉语的主观评价、

新的语言自我的建立，学习策略的选择，对汉语学习

是否充满兴趣，都依赖这个阶段专业教师的努力和引

导，因此，可使专业教师承担初级阶段的主要教学任

务，到了中高级阶段，外国学生对汉语、汉语学习的

策略和方法都有了自己的认识，语音面貌基本定型，

重要的语法点也已经学完，这一阶段的教学任务可更

多的由学生来承担；改革留学生课程，改变全天设课

的惯例，把由教师承担的课程安排在上午，下午的时

间交给实习学生。学生负责的课程可统称为“技能发

展课”，由学生根据上午教师的讲课内容来设置大量的

听、说、读、写练习，帮助留学生更快更好地把语言

知识转换为言语技能；设置多样的学生角色，把留学

生语伴、留学生班主任、留学生教学秘书等，纳入汉

语国际教育的实践教学常规管理，锻炼学生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

国内国外、线上线下相结合，在国内，搞好校内

实习、努力建设有效的校外实习基地的同时，加强与

网络教育平台的合作，通过线上中文教学，拓宽学生

的实习渠道；在国外，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

契机，扩大宣传，与“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合作，通过

合作办学的方式，开放跨境线上汉语教学平台，为沿

线国家想要学习汉语又无法来到中国的学习者提供便

利的同时，切实提高汉语国际教育学生的实践教学能

力，从而实现双赢。

四、结语

实践教学服务于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所以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和改革意义重大。在反思目

前专业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学科属性，通过扩

大海外招生，改革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方式，引进高

质量的专业教师，构建多维实践平台，探索提高汉语

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践教学模式，希望通过高

质量的实践教学，助力高校的人才培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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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TCSOL determines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al courses in its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the majo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imited by the source of foreign students, curriculum, 

base 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er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e teaching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expanding overseas enrollment, reform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ing teaching methods,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e platform,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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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这些特色栏目的开设和持续经营，使《德州学院学报》的学术影响力获得稳步提升的同时，呈现出“本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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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学报在我国“科技期刊的金字塔”[1]上，

很难上升到塔尖和塔身位置，但这些学报在挖掘、研

究、淬炼地方文化、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开设了

“地域文化研究”这一特色栏目，致力于在全球化、

现代化的浪潮中，淬炼、守护地方文脉，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10多年来其特色栏目的理念不断成熟，特色

栏目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一、特色栏目的建设

截止目前，《德州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分为两

类：地域文化研究类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类。地域文

化研究类特色栏目以全面深入的地域文化研究形成特

色：通过对地域文化的研究，追寻历史变迁中保有的

核心价值观念，以积极的、内生性的学术研究回应现

代文化建设与发展需求，增强文化自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类将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主动为德州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不仅反映区域经济

热点和优势资源”，还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

瓶颈和技术难题，不断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

平的提高”[2]。

（一）地域文化研究栏目

自1985年创刊之日起，《德州学院学报》就开始

推动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2008年开设“地域文

化研究”栏目后，我们陆续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地

域文化研究成果，积聚了一批优秀作者。德州处于齐

鲁、燕赵两大文化圈交汇处，齐风鲁韵、燕魂赵魄在

其文化中均有所体现。隋唐以后大运河全线贯通，

德州成为全国重要的漕运码头与商业都市，明清时期

成为京杭大运河上的四大漕运仓储重地，有“九达天

衢，神京门户”之誉。在运河文化的流动中，苏禄国

王及其后裔落户到了德州。在这块土地上曾活跃着一

批批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德州筑

台读书。东方朔、祢衡、清河（郡）崔氏、颜真卿、

李之仪、邢侗、田雯、谢重辉、冯廷魁、卢见曾等一

批名人世家在这里刻下了重要历史文化烙印。进入现

代，则有荣孟源、齐思和、邓广铭、侯仁之等一批著

名历史学家，王浩等著名科学家，以及国学大师任继

愈、爱国将领宋哲元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德州又涌

现出时传祥等享誉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里还有

享誉全国的“德州扒鸡”、有“乌金墨玉”之称的德州

黑陶、运河小调，戏曲“一勾勾”、“马堤吹腔”、宁津

杂技等等独具特色的德州文化样态。这些文化资源互

不掩映，互不替代，他们立体地呈现了德州地域从雅

正正统的主流文化到活泼灵动的民间文化的多种文化

样态，不分主次；他们在鲁西北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

曾经和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都有被挖掘、整理、

研究以及现代化阐释的价值。因而我们对所有这些历

史文化和历史资源不加偏废地挖掘、整理与研究，而

不是用一种历史资源、历史文化遮蔽、代替另一种或

几种历史文化和历史资源。

2018年第三期出版的《董仲舒研究专辑》是我们

对“地域文化研究”栏目进行细化的开端，此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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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文化研究”栏目细化为六个研究方向，即六

个子栏目。

一是地域文化研究·苏禄王及中菲关系研究。苏

禄王墓是中国境内仅有的两座外国君主陵墓之一，

也是中国唯一的驻有外国王室后裔守陵村落的异邦

王陵，是中国与菲律宾友好交往的见证，更是德州独

特的地域文化资源，我们1997年出版的《苏禄王墓研

究专号》，20多年过去了，仍被海内外相关学者寻访

（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多位学者曾委托专

人到我刊编辑部寻索该专号）。这一文化资源值得我

们继续重视、挖掘。

二是地域文化研究·董仲舒研究。董仲舒是广

川人，广川与德州在地理上有重叠，据《德县志》记

载，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德州知州韦景元修学

宫，掘得隋代“董子读书台”石碑[3]，1495年起，陆续

在德州修建了董子祠、董子书院[4]，有了“三董（董

子读书台、董子祠、董子书院）”在德州五百多年的

更迭兴废，德州在文化上与董仲舒有深深的勾连，所

以我们辟园地以研究这位先贤及其思想。

三是地域文化研究·运河文化研究。运河德州段

肇始于隋代，是山东最早有运河的地区，其运河文化

历史悠久，运河德州段保留了“原真性、原生态性的

运河河道”[5]风貌，尤其是体现古代河工创举的独特弯

道在德州最集中，德州还拥有独特的漕运仓储与商贸

文化[6]，这些运河文化曾为德州的繁荣发展发挥过重

要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今天的德州。2017年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德州开始了对大运河德州段的保

护性开发，大运河正在影响着德州的现在和未来，所

以我们有责任进一步研究、淬炼运河文化。

四是德州地域文化研究·德州世家名人研究。自

汉以降，德州大地上活跃着一批又一批彪炳史册的名

人，他们既有思想家、政治家、书法家和影响深远的

文化名人，又有著名学者、科学家，以及爱国将领。

除此之外，德州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世代相沿的大姓

氏大家族，如，唐代的清河（郡）崔氏，清代田雯家

族、谢重辉家族、卢见曾家族等等。这些世家、名人

对中华民族有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传承

其精神和思想。

五是地域文化研究·德州教育研究。德州的武城

是子游弦歌文化的传承地，其文治教化深受弦歌文化

的影响[7]，社学、义学与私塾教育共同构成了德州传

统时代的教育体系，那些彪炳史册的德州世家名人大

多受惠于此。清末民初以来，在时局混乱、民生艰难

的岁月里，德州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被曾经的山东省教育厅称誉“全省各县教育，以德县

为冠”[8]，培养了邓广铭、侯仁之、任继愈等一批对新

中国学术研究范式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以及为中国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赴后继的

将军、革命者和建设者。研究历史上的德州教育对当

下和今后德州乃至于全中国教育界如何培养坚持中国

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国人仍有启

发意义。

六是地域文化研究·德州风物研究。这一子栏目

主要面向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全体德州人享用、使用

的物质、非物质资源、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普通人

的物质和非物质生活是主流和精英物质和非物质生活

的底色和基础，不了解、理解普通民众，就难以理解

中国和中国文化，他们共同构成了德州独特的历史和

文化资源。

这样的栏目设计短时间内难以出亮眼的成果，难

以一鸣惊人，但是稳扎稳打，纵横深远，意在用扎实

的研究、长远的努力，系统地、完整地、立体地对德

州地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研究、阐释；同时还与

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结合起来，不仅使地域文化研究

栏目具有针对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和拓展空间，还

有坚实的基础。 

（二）地域经济社会栏目

自创刊以来我们不间断地刊发以德州经济社会

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但将其放到了相应学科分类

的栏目里面。近年来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安排无法突出

《德州学院学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刊方

针，也使学报的“地方性”有所缺失，所以2019年设置

了“鲁北发展研究”栏目，关注以德州地区为中心的鲁

北乃至于冀东南地区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栏目设立

后，得到了德州学院以及德州当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许多研究人员的更广泛关注和支持，不仅刊发了有关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大到政策、趋势，小到具体的生

态、技术、人才、材料、资金的研究成果，还刊发了社

会治理、文化发展、跨区域合作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新时代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东盟

成为德州最大的对外贸易合作伙伴[9]，伴随着《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德州与东盟各

国的合作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我们开

辟了“东盟研究”专栏，助力于德州建设高能级开放开

发平台。增设“海上丝路研究”栏目，关注以东南亚

地区为主的海上丝路国家及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

艺术等等的交流和互动。

二、特色栏目效果分析

经过不懈努力，《德州学院学报》的系列特色栏

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特色栏目的效果已经

徐慧清，等：根植本土   守护文脉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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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显现。

（一）《德州学院学报》的学术影响力得到切实提高

影响因子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被引频次直接决定了影响因子的大小。从中国

知网检索自2018年以来以董仲舒为主题的研究，按

被引频次排序，排序前30位的文章中，《德州学院学

报》“地域文化研究·董仲舒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

有四篇。文章的下载量又与被引频次直接相关，理论

上讲，下载量越大，潜在被引频次越高，期刊的影响

力也越大。同样从中国知网检索自2018年以来以董仲

舒为主题的研究，按下载数量排序，排序前10名的文

章中，《德州学院学报》刊发的文章有两篇。由此可

见，《德州学院学报》“地域文化研究·董仲舒研究”

栏目已在学界拥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德州学院学

报》的影响力必然因此获得稳步提升。在中国知网搜

索发现，有关苏禄王墓的研究自2018年以来只有《德

州学院学报》一家期刊，含“苏禄王”及“中菲关系”

字样的栏目也只有《德州学院学报》一家学术期刊，

体现了“苏禄王墓及中菲关系”这一栏目真正的地方

性和独有性。“运河文化研究”栏目所刊发的文章下载

量和被引频次在同类院校同类栏目中也居于前列。

我校学报的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在全省

同类院校学报排名中均排名第二。

自然，“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并不能准确反映期

刊内容的创新性和实用性”[10] 特别是地方高校学报由

于关注点集中，更不宜完全依赖文献计量学的指标进

行评价，还要从期刊面貌、对本校和对本地的切实影

响来加以评价。

（二）期刊的“本地”特色及特殊的学术追求凸显

如上所述，《德州学院学报》目前是国内唯一一

家研究苏禄王及其后裔族群的学术期刊，其苏禄王和

中菲关系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成果丰富。这一栏目

不仅聚集了国内最高水平的专家，还吸引了最优秀的

成果。我校王守栋教授是目前国内研究苏禄王和中菲

关系的权威专家，他的著作《奎章——纪念苏禄王访

华六百周年》由菲律宾1986萨默豪斯出版社引进菲律

宾，出版菲律宾版《奎章——纪念苏禄王访华六百周

年》是这家出版社首次从中国引进图书。这本书中的

重要内容成书前都是由《德州学院学报》刊发的。

“董仲舒研究”栏目也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我们

不仅刊发了对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结构化研

究的成果，还刊发了剖析董仲舒的核心理论实质的文

章，这些文章或从宏观上整体地研究董仲舒思想理论

体系，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深刻地剖析董仲舒思想

理论的实质。“运河文化研究”栏目则以德州段运河

为主要研究对象，刊发了研究德州段运河文化内涵、

渊源、流变、特点以及运河德州段文化带建设的文章。

“德州风物”栏目所发文章涉及文献学、考古学、语

言文学、历史学、简牍学、碑刻学、地理学、音乐学、

美术学，但均立论平实，考据扎实，见解通达，文字

简约，给人以启迪。“海上丝路研究”栏目研究历史上

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文

明互鉴的状况。“鲁北发展研究”栏目刊发了通过真调

研、真数据，解决那些德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真问

题，或对德州经济社会发展有真正价值的系列文章。

这些特色栏目不仅使《德州学院学报》完整地呈

现了其 “本地”特色，还体现出其既有穷究历史、放

眼海内外的学术视野，又有扎根地方、坚守定位的现

实关怀；体现了《德州学院学报》推动学术研究往前

发展的学术自觉，和“不断回应现实”[11]，关心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学术关怀。

（三）依托我校高水平研究平台和重点学科，展

示和推进地域文化的研究

经过多年努力，《德州学院学报》已经成为展示

地域文化研究优秀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推进地域文化

研究的重要力量，对优秀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他们积极地将自己的优秀科研成果投送到《德州学

院学报》，我们刊发了王守栋教授的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中国与菲律宾群岛诸国宗藩

关系研究”的多篇研究成果；刘耀辉副教授的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运河沿

岸城市科学发展研究：以德州市为例”的多篇优秀成

果；李德敬教授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与

民间戏曲互动关系研究——以一勾勾戏为研究对象”

的阶段性成果等等。我校获批了山东省文化厅重点学

科：民俗文化学、地域音乐文化研究、专门史（地域

文化方向），我们借此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深入

推进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

（四）激发了更多知识分子对德州历史文化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研究热忱

《德州学院学报》“地域文化研究”栏目的子栏

目“苏禄王墓与中菲关系研究”不仅聚集了德州学院

的研究者，还吸引了德州当地研究者以及海内外苏禄

王后裔的研究者。“董仲舒研究”栏目开设之初作者

队伍比较弱小，随着该栏目的陆续推出，我们获得了

学界更大范围的关注，我们的作者既有学界泰斗、学

术中坚，也有学术新锐。“德州风物”这一子栏目也吸

引了很多优秀的研究者加入，特别是山东大学的张德

苏先生，青岛出版社德州分社的吴玉琨先生，以及淄

博齐文化研究院的刘东祥先生均在我刊发表了考据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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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立论平实，见解通达的高质量研究成果。“鲁北

发展研究”栏目的作者除了来源于德州当地包括市政

协、市人大、市委党校等机关的研究人员外，还吸引

了河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研究者加入。应该说

是《德州学院学报》开设的特色栏目进一步激发了更

广阔范围内的优秀学者对德州地域文化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研究热忱。

（五）获得了业界认可和奖励

2014年《德州学院学报》荣获全国地方高校优秀

期刊称号，学报编辑部徐慧清副编审荣获“全国地方

高校学报优秀编辑”。2018年，《德州学院学报》获评

“全国地方高校优秀期刊”，“地域文化研究”栏目获

评“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学报编辑部徐慧

清副编审荣获“全国地方高校学报优秀编辑”，“华东

地区期刊优秀编辑”荣誉称号。2019年《德州学院学

报》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编的《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特色化发展案例选编》。2021年入选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三、结语

“栏目是期刊的窗口，是期刊办刊宗旨与期刊特

色、学术水平的具体体现”[12]，期刊的特色栏目建设是

期刊形成特色化的标志和保证[13]。我们希望经过持续

努力，《德州学院学报》能由栏目特色向期刊特色发

展，最终形成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引领，以服务地方经

济文化建设为使命，深耕地域文化研究的特色期刊。

中国经验是由无数地方经验总结提炼出来的，

地方经验的整理、提炼和总结有赖于地方学术期刊

和学术队伍，作为德州地区唯一的学术期刊，《德州

学院学报》通过特色栏目的设立用舍我其谁的精神主

动承担了这一责任。同时中国各地的文化自信才汇

聚成中国的文化自信，中国各地的故事才凝练成中国

故事，《德州学院学报》设立的特色栏目是地方文化

自信、地方故事讲述、地方力量形成的桥梁、媒介以

及呈现者。它不仅助益于“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

气”[14]，还努力回应现实中的重大关切，与时代同行，

与民族国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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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nstruction of Featured Columns of Local University Journals and  Its 

Effect: Taking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XU Hui-qing，JIANG Shan-xiu

Abstract: Rooting in native land,excavating Local resource,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sets up local history 

culture study featured column, and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eatured column. Through these featured 

columns, the journal shows the feature of local and its school, helps Dezhou University build high level research 

platform, gets a batch subjects and construct key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takes part in local cultural activity and 

help research platform settle in its school.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y journal;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feature column; constru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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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境内“陈公堤”名实考

孙  颖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000）

摘  要：今山东境内黄泛平原上，横亘着的绵长的“河堤”高地在德州境内多被称为“陈公堤”。然史籍中关于

陈公堤的记载却引人探寻，其修筑、位置、名称多有存疑之处。通过梳理、分析文献可知，山东境内陈公堤并非

北宋陈尧佐主持修筑，方志记载或因德州城址迁移存在参照位置的误用。而陈公堤在山东境内的泛称，是因黄泛

平原的地域环境与人民情感具有类同性，并与陈尧佐个人功绩以及山东地域文化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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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西部与西北部地区的豫鲁、冀鲁分界处，

自古就是黄河下游迁徙改道之处，不论在自然还是

人为的作用下，至今都留存下来一些与黄河有关的

遗迹。古河道、古堤坝，或沉寂于新河之下，默默流

淌；或废弃改良成为平原沃野，重焕生机。但也有一

些遗迹至今保留，位于山东省临清市先锋街道的陈公

堤遗址，就被认为是宋代遗存之古堤，同时也被认定

为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民国《临清县志·疆域

志》载：

附古堤县境内，古堤最著者有二，分述如左。

一 自冠县界起，东北经馆陶入县境逾会通

河，经威武门外东北入夏津境，与废河相辅而行，

此堤忽断忽续，高下不等，相传为宋时河北转运使

陈尧叟（佐）所筑以御黄河者，故名陈公堤。或谓

系鯀堤、汉堤，未知孰是。

县志所记古堤，大抵自冠县历馆陶又向东北延

伸，进入临清以至夏津。“废河”即旧黄河，北宋初年

黄河下游大致沿汉唐故道东流，北宋庆历八年（1048

年）河决澶州商胡埽，始有“北流”，此时的黄河走向

大致经冠县、馆陶、临清、夏津、武城至故城县向北

注入渤海。由此，观黄河故道，可以大致推断此堤若

系人为修筑，则其筑成时期不会早于1048年。而这样

的推断注定与现实，乃至与史料相悖，因为这个推断

就说明如今认定的陈公堤，并非史料所记“宋陈尧佐

所筑以障黄河者”。或有人以为，此则史料乃是对临

清县内古堤来历的猜测，不可作为驳论点。但是查阅

山东省有关方志，就会发现许多有关“陈公堤”的记

载，明嘉靖《山东通志》和《德州志》《济南府志》

《东昌府志》以及今冠县、临清（属聊城市）、夏

津、恩县（今思城镇）、平原（属德州市）县志均有

提及。而今山东境内的黄泛平原上，横亘着的绵长而

宽窄不一的“河堤”高地在德州境内也多被称为“陈

公堤”。此一现象可能与苏北“范公堤”的泛称现象[1] 

有相似因素，也可能有文献错记附会的因素，就此作

论，或有所得。

一、陈尧佐其人与陈公堤

之所以说与史相悖，乃是因陈尧佐之生平年岁。

陈尧佐（963-1044），字希元，阆州阆中人，是北宋

宰相、水利专家、书法家、诗人，左谏议大夫陈省华

次子、枢密使陈尧叟之弟、天雄节度使陈尧咨之兄，

《临清县志》所记“尧叟”实为“尧佐”之误。陈尧叟

在真宗朝也曾主持过护塞决口之事，但此次决口处是

郓州的王陵（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盖撰修方志者

混淆之，况尧叟已于天禧元年（1017年）去世[2]。南宋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一《读文集》中所记《神道

碑墓志》有言：“丞相文惠公陈尧佐……滑州筑陈公

堤……为大常丞十三年不迁，为起居郎七年不迁，而

十典大藩，六为转运使，位极人臣，寿八十二。与伯仲

尧叟、尧咨已贵……天下以陈氏世家为荣。”[3]陈公确

有知滑州筑陈公堤的功绩，《宋史·河渠志》也有明确

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陈尧佐以西

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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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

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

有诏嘉奖。”[4]《行水金鉴》亦载：“天禧中，河决。起

知滑州，造木龙以杀水势，又筑长堤人呼为陈公堤。”

由此可以看到，陈公所筑之堤实起于滑州，而在此

时，黄河下游正在流经后世所谓的京东故道，自开封

经濮、郓、博、齐、淄、棣、滨等州入海，与以上五

县相去甚远，又何来所谓筑堤以障黄河？近代诸多学

者对黄河故道进行过细致研究，满志敏先生在《北宋

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通过文献考证以

及最新遥感数据细致复原了北宋京东故道的走向，是

十分具有说服力的。[5] 

而滑州关于陈公堤的记载自宋朝至明清以来并无

出入，兹列于下。明正德《大名府志》卷二：“陈公

堤，在城南门外高丈余，宋时河决堤坏，州守陈尧佐

作木龙以杀水，又分率吏民筑堤障之，故名陈公堤亦

号相公堤。”[6]与宋史并无二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

要》卷十六滑州条：“……又有陈公堤在县南门外，宋

滑州守陈尧佐所筑。”[7]至《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卫辉

府：“金堤，在濬县西南及滑县东……又陈公堤，在县

南门外宋时陈尧佐筑。”[8]

陈公堤起于滑州，延伸何处，终于何处，宋史并

未记载，笔者推测原因就在于陈公所筑之堤仅限于

滑州境内，并未延伸更远。既是护塞决口，想必只是

突发决口之下的应急之举，后世所传陈公堤“县县相

接，东达于海”“自河南滑州起至山东千乘止，全长

一千多华里”，实为谬言。一则，天禧年间黄河决口，

陈尧佐正值丁忧，“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而第二年真宗驾崩，朝廷因营造永定陵，又移陈

尧佐为京西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移任度

支副使，参与撰写《真宗实录》。① 因此新朝伊始陈公

即回到中央，担任滑州知州不过一年时间。二则，黄

河决于滑州天台山傍，此近决口处由于灾情突然才会

“洪水肆虐，田庐尽没”，而黄河下游也并非战国中叶

前无堤泛滥、漫溢横流之态，此时的洪水有了比较固

定的流路，沿低洼地带冲入所经沟渠，然后再冲决沟

渠继续顺低洼处行走，汹涌的水势已渐渐削弱，在人

为修堤导流作用下完全可以回归故道，没有修筑东达

于海的长堤的必要。所谓回归故道，乃是因为当世人

也并未意识到黄河会在28年后因决口而大规模改道，

所以只能将黄河导回故道以期安于此流。三则，修筑

堤防，乃朝之大事，须经朝议，御批后由熟习水利的

官员沿途勘测选址提供可行方案，奏请批准后方可实

施。如此仓促之间出现了县县相连的大堤于情于理也

绝无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北宋当世所谓“陈公堤”，应明确

指为滑州境内决口处修筑之堤，而与今山东境内诸县

市所称“陈公堤”无涉。而为何这一明显错讹竟延传

至今？又或者确实如苏北范公堤之泛称因由？

二、山东境内陈公堤记载及所在

如上所言，有宋一代，史籍记载之“陈公堤”皆

系陈尧佐于滑州所筑，与今山东聊城、德州境内之堤

无涉。那么山东境内陈公堤的称谓又从何而来呢？

据张国淦所著《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记载，元代

以前，山东地方志有名可考者有三十六种，但幸存至

今的仅有《齐乘》，元代于钦私撰。此志是山东省现

存最早的方志，也是一部在全国久负盛名的志书，其

载有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亭馆、风土、

人物等八门内容，遗憾的是今鲁西、鲁西南一带，即

元代的东平路、济宁路、东昌路、曹州、高唐州、

濮州、泰安州、恩州、冠州，当时属于燕南河北道，

《齐乘》未载，故而无法从其中找到有关“陈公堤”

的只言片语。《齐乘》之后，即是本省第一部官修通

志《（嘉靖）山东通志》，此志一向被列为佳本。到了

清代，随修志之盛，山东 陆续有《（康熙）山东通志》

《（雍正）山东通志》《（宣统）山东通志》三部通

志。除通志外，另有东昌府、济南府、青州府、莱州

府、登州府等府志以及若干县志，不再详述。只截取

方志中有关陈公堤之记载，加以整理斟酌。

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二详陈：“陈公堤，在

德州城东南五里，西南接东昌府界，东北抵海。宋时

河决于滑白马县，时陈尧佐守滑，筑堤以防水，后人

因以名堤。”[9]而嘉靖《德州志》已残缺不全，惟可见

文如“陈公堤在城……宋朝河决于……水患遂息”。

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所记：

“陈公堤，州东南五里，西南入东昌府界。宋陈尧佐

守滑时，筑此堤以障黄河水患因名。”[10]如上所述，由

于明朝以前山东方志再无可考，姑且认为嘉靖时期通

志所记就是山东境内“陈公堤”最早出现的时间段。

明德州城属济南府，今德州市区，陈公堤在德州城东

南五里，由西南而来，越过东昌府界（明东昌府界见

图1）。按照通志所记，我们可以推断“陈公堤”大致

应该自东昌府故城或武城方向而来，且就地理态势而

言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武城县与德州市间是我国南

孙颖：山东境内“陈公堤”名实考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十一月）癸酉，命翰林学士承旨……修《真宗实录》。寻复命……度支副使陈尧

佐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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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北调东线工程武城县段，武城、故城又通过漳卫河

（卫运河）与德州相连，漳卫河自德州以下称漳卫新

河。但这也只是说陈公堤在“州东南五里，西南入东

昌府界”存在地理上的可能性，不代表北宋陈公堤修

建所依存的黄河故道存在于此。以上所举都是经时日

久的人工运河，那么宋朝时期此三地间又存在怎样的

水系关系呢（见图2）？

图1 明朝东昌府                   

图2   北宋河北东路局部

注：截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
金）与第7册（元明）（1982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

黄河改道北流，在此基础上又出现分流，成为两股

河。据前人研究，黄河北流自临清、夏津，向北历武

城、故城，继续向北入冀州，最终由今天津地区入

海，其间并未经过今德州市区；而德州与武城是通过

御河相连的，但此时的御河与今日卫运河有所差异。

如果位于德州东南陈公堤，由西南而去，也只可能

是在御河附近。御河存在的时间远在黄河改道北流

之前，两河道存在交叉，所以黄河改道后一方面夺御

河而去，另一方面又经故城继续向北。山东师范大学

安作璋教授在1986年给临西县水利局徐登阶信中称

“据有关资料，现代的卫运河自临清经武城至故城一

段，应即是利用屯氏河的河道。”[11]今卫运河武城至故

城段与北宋黄河北流恰相辅而行，故而北流之所以形

成，盖与汉屯氏河遗存故道有关。至此，仍然无法证

实《（嘉靖）山东通志》所记之“陈公堤”位置的合理

性。至于“东北抵海”以及陈尧佐所筑，已于上文说

明，不再赘述。

反观北宋黄河变迁，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那就是德州治所的变迁。自唐朝起，德州治安德县，

即今陵县，位于德州市西偏南方向；今德州市区于宋

时属将陵县，治长河镇，到元朝时期，将陵县几经升

州降县，最终才在明朝降为陵县，与此同时原治所安

德县被废，此后德州才治于陵县（将陵县），即今日德

州市区位置。北宋去明代已三百年之久，且其间地方

方志难考，明代所见所记已是浩渺之数，难做定论，又

因为存在县治迁移，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嘉靖）山

东通志》所记载的“德州城”实为德州旧城安德县，

今陵县，而非明朝新治。及至顾祖禹编撰《读史方舆

纪要》，已成为“陈公堤，州东南五里，西南入东昌

府界”，此后相因，区别早已模糊。而实际上，从今陵

县东（南）五里，向西南到平原县，正是北宋黄河“东

流”故道所经，其大致存在于1060-1081年以及1089-

1099年两个时间段。《（宣统）重修恩县志》卷二：

“陈公堤，按《一统志》：自德州东五里，历恩县，接

东昌府界。宋陈尧佐守滑，筑之障黄河，故名。”①恩

县是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州为县的，清属东昌

府。1956年撤销恩县建制，将其划归平原、夏津和武

城三县。明时恩县尚在武城县东约二十里，而在平原

县西约三十里，所以也可以间接证明“德州”这一参

照位置的误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陈公堤”确实因

为地域的模糊存在泛用现象，以北宋黄河东流、北流

为区分的黄河大堤也并非同一关系的“陈公堤”。

① 宣统元年（1909年）《重修恩县志》卷2《舆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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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陈公堤在冠县、临清、夏津、武城县志中

均有记载。《（道光）冠县志》卷一有一条“古堤”

的记载，“古堤，一名金堤，一名太黄堤，自冠县县鸭

窝村随家堤口入境，历邱县境东北至临清李家仓，逾

会通河而北，至柴二庄，入夏津境……绕夏津东南两

门……入恩县界。按古堤或谓之鯀堤，《寰宇记》：

‘鯀堤在历亭东三十五里是也。’而恩县及临清亦谓之

陈公堤，谓宋时河北转运使陈尧叟（佐）所筑，以障

黄河，未知孰是。”①如前引临清县志记载一样，其实，

一直以来编撰方志者都对此存疑，毕竟黄河下游在华

北平原变迁改道之频次数以千计，历时久远，无法将

时限与位置对应在当时也在情理之中。更不消说，各

时期方志县志摘抄互引，不加辨明，使得地方记载更

加混乱，不得真迹。《冠县志》《临清县志》《夏津县

志》中关于“陈尧叟”之讹误就是一例，以及“德州

城”与“德州”作为地理参照的位置模糊性问题都是由

此而来。《济南府志》《东昌府志》对山东境内“黄河

故道”多有相似的描述，“黄河故道，今谓之老黄河。

自直隶元城入冠县界，循陈公堤而北，经馆陶至临

清，逾会通河，绕旧城威武门外，始有沙河之名。”

相同之处都在于点明“循陈公堤而北”，意即冠县—馆

陶—临清一线在当时普遍有“陈公堤”之称。

三、山东境内“陈公堤”的形成原因分析与来源

推测

正如第一节所提到的， 北宋当世所谓“陈公堤”，

应明确指为滑州城郊决口处修筑之堤，而与今山东境

内诸县市所称“陈公堤”无涉，如此明显的讹误为什

么会延传至今，方志记载中一度不明所以。唯一发现

的辩误之处在道光《济南府志》中，卷十二陈公堤条

有，“《德州新志》辨误云：宋史陈尧佐无筑堤之事。

《明史》：宏（弘）治二年，白昂为户部侍郎，修古长

堤，即俗所谓陈公堤也。”② 白昂是明代弘治年间的

黄河治水名臣，但这仍然是无稽之谈。黄河早在南宋

人为决口之时夺淮泗入黄海，仅时有北归。弘治二

年（1489年）五月，黄河大决于开封及封丘荆隆口，

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北决者自阳武、

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其一支决入荆隆等

口，至山东曹州，冲入张秋漕河。”白昂以户部左侍

郎前往治水，采取“北堵南疏”的方略，一方面沿河

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另一方面疏通宿

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

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水患

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复自

鱼台历德州至吴桥修古河堤，又自东平北至兴济，凿

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

作石堰相水盈缩，以时启闭，盖东北分治而东南主疏

云。”[1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自鱼台历德州

至吴桥，大致沿会通河、卫河一线，白昂意图在修复

古河堤以防黄河北流漫溢，同时缓解淮河分流压力。

此次水患主要在山东南部以及河南，白昂只是在古堤

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工作，所以探讨原古堤的成因仍

为务要。

河防堤坝通常有自然堤和人为堤，在泛滥平原

上，随河床的不断升高，其两侧会出现自然堤，而一

旦河流冲毁自然堤发生改道，就会有人为作用的参

与，比如修筑堤坝或开挖河道，改道后的河流又会继

续堆积，随着河床加高又会出现新的自然堤。乾隆

《夏津县志》中有关于夏津县境古堤的描述，其位置

延伸与临清等县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按夏津一邑东

南二乡处于堤上，西、兆二乡处于堤下，形势高卑迥

别，有非人力所能成者，想当日陈公特由临、德上下

筑堤，中间与夏津地形高处相连属，故今临、德等处

皆名陈公堤，而夏津独名古堤云。”③这是说“陈公堤”

的形成不仅依靠人为筑堤，还依据地形利用自然高

地，这也就印证了前文，陈尧佐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

成如此浩大的河堤工程，施工之前必须沿途勘测选址

才能提供可行方案。

既然陈公堤最初仅修筑于滑州城郊，是什么原因

使得三百年后其出现于明朝所修撰的《山东通志》中

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冀鲁豫交界

的黄泛平原自古备受河患，在水患与治水方面存在地

域与情感上的某种同一，正如沿海地区的人们会在时

间的推移下逐渐引入其他沿海地区的海神信仰文化，

山东地区的人民在百年与河患的抗争中或许带有崇

拜之情地进行主观引入，只不过并未发展成为形而上

的意识层面。二是陈尧佐个人生平影响力与山东地方

文化使然。陈尧佐位至宰辅，有其社会影响力与历史

影响力，为民间所认同，《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

卷第二十《陈公神道碑铭并序》：“公躬自暴露，昼夜

督促……滑人得复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后人忘我陈

公。因号其堤为陈公堤。”可见道光《休宁县志》卷

二十一中所载，便是我国古代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① 道光元年（1821年）《冠县志》卷1《地舆志》。

② 道光元年（1821年）《济南府志》卷12《古迹二》。

③ 乾隆元年（1736年）《夏津县志》卷1《疆域志》。

孙颖：山东境内“陈公堤”名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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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昔范仲淹凿井于广德州，州人目曰范公井。陈

尧佐筑堤于滑州，州人目曰陈公堤。然则桥以李公名

者，盖亦姓。井以范，堤以陈，皆思其人不忘其德政

之意也。”①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家之源地，重孝之故

里，陈尧佐是在母丧持孝期间应诏前往滑州治水的，

古谓之“夺情”。所以在百年后受山东境内人士尊崇

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其他不可考因素，袁宗儒和陆釴

编撰《山东通志》时所参考的史籍，在这之前，是否

另有其人附会成就此说尚不可知。

如前所述，“陈公堤”名称的滥用或起于对嘉靖

《山东通志》“德州城”的误解，其所载“陈公堤”应

指起于今陵县东南五里向西南平原县境延伸的古堤，

而今平原县境内也确有“陈公堤”之称。《平原县水利

志》中有一则关于马颊河西高地的成因考略，指出其

位于平原境内南部至于相家河，高地西缘为古堤，近

代广称“陈公堤”。[13]

四、结论

综上，关于陈公堤的缘起，其与陈尧佐的关系、

形成原因及泛用现象，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北宋陈尧佐主持所筑陈公堤，仅限于滑州城

郊，本与山东境内无涉。山东诸县志中所载陈公堤系

古人附会之言。

2. 山东境内诸县志所载陈公堤，位址皆属北宋

时期黄河故道沿线，并有北流、东流之别。其中，

冠县—临清—夏津—武城一线，属于二股河之北流

沿岸，平原—陵县属于东流沿岸。方志中普遍记载的

“德州东南五里”，不应为今德州市区，而是旧德州城

址今陵县地区。

3. 今山东境内广称的“陈公堤”，有人工修筑之

功，亦有地形的自然条件和古河道堆积作用，不能一

概而论。史料不可尽信，约定俗成之事亦不能轻言。

4. 黄泛平原的地域环境与人民情感具有类同性，

陈尧佐个人功绩与山东地区文化因素，是“陈公堤”

被引入山东的可能因素，但仍不能给予切实证据。

所以，本文从文献角度出发提出此问，限于个

人能力与资料掌握情况仅能做浅显之探究，有错漏之

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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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Chen Gong Dike” in Shandong  Province

SUN  Ying

（School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00，China）

Abstract: The site of the“Chen Gong Dike”in present-day Shandong Province is a historical witness to the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people against the migration and diversion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ancient times. 
However,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e Chen Gong Dike are intriguing, and there are many doubts about its 
construction, location and name.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it is clear that the Chen Gong Dike in 
Shandong was not built under the auspices of Chen Yaozuo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at the records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may have been misused due to the relocation of the city site in Dezhou. The general 
name of“Chen Gong Dike”in Shandong is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and emotional homogene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Yellow River floodplain, Chen Yaozuo's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Shandong.
Key words: Chen Gong Dike; Chen Yaozuo; Dezhou; Yellow River diversion

① 道光元年（1821年）《休宁县志》卷21《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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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服饰及相关描写的精神内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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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经》和屈、宋楚辞作品中，有不少对于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行为

等的描写。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行为等，往往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物”或“事”而出

现的，而是有着丰富、深邃、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内蕴，表现为对美德懿行的赞颂，对恶德劣行的批判，对恋情、愁

绪、愿望的诉说，对道理的寄寓，对人物未来的暗示等。先秦文学作品中服饰及相关描写的丰厚精神内蕴，与其特

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并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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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经》和屈、宋楚辞作

品中，有不少对于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行

为等的描写。服饰作为人类灵魂“最外层”的罩蔽、

防护之物 [1]，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表现自我的符号和社

会、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特征在先秦文学作品里面

的服饰及相关描写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先秦文学作

品中，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行为等，往往

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物”或“事”而出现的，而是有

着丰富、深邃、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内蕴。与此相应，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服饰及相关描写，在写人、抒情、

说理、叙事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表现功能。其精

神内蕴与其文学表现功能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对于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此类文字，学界一般关注的是其对

服饰类文化现象的反映或其民俗学价值，而其丰厚精

神内蕴与相应的文学表现功能则遭到忽视。有鉴于

此，本文将对先秦文学作品中服饰及相关描写的精神

内蕴作出探究，并兼及其时代文化背景和文学意义。

一、服饰与美德懿行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服饰，以及与服饰有关的人物

仪态、举止、行为等，往往是对穿着此服饰之人美

德懿行的象征性或间接性的表现和颂美。这在《诗

经》中最为常见。如《召南·羔羊》写贵族官吏身穿

素丝缝就的羊皮衣裘，举止委蛇有法。今人一般以为

这是一首讽刺之诗，但据毛《传》及孔《疏》，此诗

是赞美“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节俭，为行正直，德如

羔羊”“裘得其制，德称其服”“外服羔羊之裘，内有

羔羊之德”“行服相称，内外得宜”[2]288，289。孔《疏》

又云：“《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士相

见》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党。’《公羊传》何休云：

‘羔取其贽之不鸣，杀之不号，乳必跪而受之。死义

生礼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则今大夫亦能群不失类，

行不阿党，死义生礼，故皆节俭正直，是德如羔羊也。

毛以俭素由于心，服制形于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

制，是节俭也，无私存于情，得失表于行。下二句言

行可踪迹，是正直也。”[2]289另外，依王先谦之说，诗

中的“素”比喻洁白，“丝”比喻屈柔，隐含着立德能

刚、处事能忍、进退有度的意思 [3]94-96。如此说来，

诗中大夫们身上所穿的羔羊之皮、素白之丝做成的

衣裘，乃是节俭、正直、高洁、无私、恪守礼义等美

德的象征和表白。这样理解的话，那些身穿羔羊之裘

的贵族人物还是表里如一、行为与服饰相称的，而不

是像现在许多人所认为的，是一群徒有其表的矫揉造

作之人。再如《秦风·终南》写某位秦国国君以“锦

衣”“狐裘”“黻衣”“绣裳”为服，脸色红润如同涂了

朱砂，玉佩在身铿锵悦耳。言外之意，秦君有隆盛之

德，所以才会穿上这显耀之服，现出这尊严仪貌。又

如《齐风·著》写男女成婚，男子到女家行亲迎之礼，

由门、屏之间，而至庭院，至堂前，其冠旁垂着的“充

耳”特别引人注目。男子身着极其气派庄重的服饰，

其中最能占据女子心房的就是“充耳”。这“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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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映入女子眼帘的又是它的彩色丝线，白的、青

的、黄的，色色令人怦然心动。再加上丝线下挂着的

那颗光彩耀目的红玉，更增添了它对人心的俘获力。

诗中华美无比的“充耳”，代表着男方对大婚之礼的看

重，还有女方对男方人品和行事的赞许与欢悦之情。

上面所举《诗经》作品中的服饰及相关仪态、举

止、行为之描写都属于男性人物，在《诗经》中也有

通过描写女性人物的服饰及相关仪态、举止、行为以

颂扬其德的作品。与属于男性人物的同类描写相比，

属于女性人物的这类描写，无论是在服饰的种类、式

样、风格、韵味，以及其所给人之观感等方面，还是

在与服饰有关的仪态、举止、行为、事务等方面，都

带有较明显的女性色彩。如《召南·采蘩》写贵族妇

女尽职尽责供奉祭祀，末章云：“被之僮僮，夙夜在

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①据毛《传》、郑《笺》，

此处“被”是女子的一种首饰，即用头发编结而成的

假髻。“僮僮”“祁祁”是形容从事祭祀的贵妇发髻高耸

如云，态度恭敬谨慎，仪容安舒，进退有度的样子。

诗中对贵妇发髻及其所带来的仪容之美的歌唱也属于

服饰一类描写，歌唱这些的用意当然也是在道德礼制

方面。再如《卫风·硕人》写卫庄公夫人庄姜出嫁途

中之服饰云：“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这是说庄姜身

材修长出众，仪表俊丽正大，身着锦服，外面还穿着

一件轻纱罩衣。“褧”亦作“䌹”，即襌衣，是用枲麻

一类植物的纤维织成布制成的单层衣衫，其质薄而

轻，有遮蔽尘土的作用。按照经学家的说法，“衣锦褧

衣”的衣着打扮还有其道德礼义方面的深刻内蕴。《礼

记·中庸》云：“诗曰：‘衣锦尚䌹’，恶其文之著也。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

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4]1635“褧衣”穿

在身上，里面的衣服还会若隐若现，如王先谦所说：

“襌衣不重，以檾（苘）为之，仍微见在内之衣，故谓

之褧。”[3]278 可见这件“褧衣”虽然朴实无华，却为诗

中的女主人公平添了不少高雅而飘逸、朦胧而迷人的

光色。

《诗经》作品之外，在屈原的楚辞作品中，还

出现了奇特的香草服饰，此类服饰更与美善之德相拥

相融，已经达到一体难分的地步。楚辞以芳花香草象

征美德，此点无须多说。需要指出的是，屈原楚辞作

品中的香草服饰，象征着一种从内到外、自始至终、

彻头彻尾的美善。作品主人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无论身处何境，都不忘以香草加于其身，非常固执地

与众多非一的香草相伴，这实际是代表着对美善之德

的博采广取和孜孜不懈的追求。此外，《九章·涉江》

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

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离骚》亦

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②这些奇伟

之服饰，代表的也是德行之善美拔俗，人格之高洁独

立，不同于一般有意标新立异的服饰。

其他如《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记楚国白公之乱

中叶公戴胄与脱胄的趣闻：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

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

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幾（冀），若见君

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

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

免胄而进。③

叶公这顶摘了又戴了又摘的头盔，不同于一般虚

张声势地挺立于头顶的官帽，也不像一般甲胄那样僵

硬冰冷、寒气逼人，而是散发着温暖和亲民的气息。

从叶公“胄”与“免胄”的动作，分明可以看到国人对

他的无限爱戴、崇仰之情和对其寄予的无限厚望。

总之，《诗经》、楚辞等作品对服饰及相关的人物

仪态、举止、行为等的描写，往往是表现和赞颂人物

美德懿行的一种手段，具有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蕴。

人物的德行因其服饰而愈发显明，人物的服饰因其德

行而愈发美好，二者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二、服饰与恶德劣行

先秦文学所描写的服饰，以及与服饰有关的人

物仪容、态度、举止、行为等，在某些作品中，又是

对恶德劣行的象征性或间接性的表现和讽刺、批评。

此类描写仍以《诗经》作品为多。首先看《邶风•绿

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今 人 一 般 认 为 此 诗 是 写“ 我 ”因 目 睹 亡 妻 （ 或

前妻）昔日为自己缝制的衣裳而生起的怀人念旧之

情。毛《传》释“绿”为间色，释“黄”为正色。据毛

① 本文所引《诗经》文本，均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② 本文所引《楚辞》文本，均依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本文所引《左传》文本，均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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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首章“绿兮衣兮，绿衣黄里”二句，是说“间

色之绿不当为衣，犹不正之妾不宜嬖宠，今绿兮乃为

衣兮”，“间色之绿今为衣而见，正色之黄反为里而

隐，以兴今妾兮乃蒙宠兮”，“不正之妾今蒙宠而显，

正嫡夫人反见疏而微”，“绿衣以邪干正，犹妾以贱

陵贵。”[2]297 次章“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二句，毛

《传》以为是用“间色之绿，今为衣而在上；正色之

黄，反为裳而处下”来兴起一个“不正之妾今蒙宠而

尊，正嫡夫人反见疏而卑”的意思[2]297。也就是说，

前两句是以衣服的表与里比喻人的显耀与隐微，后两

句则是以衣服所处位置的上与下比喻人的尊贵与卑

贱。第三章“绿兮丝兮，女所治兮”二句，毛《传》

以为仍然是强调既定之尊卑不可乱：“由丝以为绿，

即绿为末，丝为本，犹承嫡而使妾，则妾为卑而嫡为

尊。” [2]297末章“絺兮绤兮，凄其以风”二句，据毛、

郑之说，表达的仍然是对妾上僭于妻，妻妾易位之现

象的不满，如郑《笺》所言：“絺绤所以当暑，今以

待寒，喻其失所也。”[2]298依毛氏之解说，《绿衣》一

诗中的“绿衣”“黄里”“黄裳”等有着极其深微的比

喻意义，它们暗示着礼仪制度、等级秩序的被破坏，

并且更深一层地喻示着一个大道不可更、本末不可易

的道理。此说虽有迂腐之嫌，但联系《诗经》作品产

生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多少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又如

《唐风·羔裘》：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倨倨）。岂无他人？

维子之故！

羔裘豹褎（袖），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维子

之好！

这大概是一个婢妾或下位者嘲讽某贵族官吏的

诗歌。毛氏释“羔裘豹袪”云：“本末不同，在位与

民异心自用也。”孔颖达进一步解说道：“言以羔皮为

裘，豹皮为袪，裘袪异皮，本末不同，以兴民欲在上

忧己，在上疾恶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2]365诗

中的服“羔裘”者，存心不善，刚愎自用，对人全无

亲近、体恤之心，一副气焰熏天的样子。《诗经》里面

的“羔裘”可以暗藏讽刺、批评之意，“狐裘”亦然。

《邶风·旄丘》云：“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

兮！靡所与同。”“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

褎如充耳。”依毛、郑之说，这是一首流亡到卫国的

黎国人责备卫国君臣对黎国不加救援的诗歌。但揣摩

全诗口吻，将其看作一首表达女子对所恋男子失望之

情的诗歌更为恰当。诗中的“叔伯”身穿的“蒙戎”之

狐裘，应是比喻此人心思惑乱，以致于疏远了不该疏

远的人。“褎如”一词是批评“叔伯”表里不能相称，

空自衣冠楚楚。“充耳”在这里含有双关之意：一方

面是说“叔伯”服饰的盛伟，同样语带讥嘲；另一方

面也是讽刺“叔伯”对女子的言语、心声充耳不闻。

在《旄丘》一诗中，不只“狐裘”，连“充耳”都是被

讥被刺之物。

与颂德类作品相同，除了借服饰及相关描写讽

刺男性人物的作品，在《诗经》中也有借服饰及相关

描写讽刺女性人物的作品。这类与服饰有关的描写，

与属于男性人物的同类描写相比，也带有较明显的

女性色彩。如讽刺卫夫人淫乱失德的《鄘风·君子偕

老》，诗歌的主要篇幅都是在咏唱一位贵妇人的服饰

和仪态：她身穿鲜艳无比的画袍，头上戴满了各种贵

重的饰品，珠光宝气，随步而摇。她不但服饰盛美，

而且容颜姣好，面色白皙，黑发如云，眉目清明，颜

角丰盈。她的行步举止显得从容而得体，一派佳丽庄

严的气象，看起来就像高山一样凝重而能容人，就像

大河一样渊深而能润物。末章前四句还专门描写了这

位贵妇在暑天的穿着：“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

絺，是绁袢也。”闻一多在《风诗类钞》中说：“亵绊

（绁袢），内衣。展衣，上衣；绉絺，中衣；亵绊，亵

衣；由外及内，意颇近亵，然正风人之本色。”[5]从以

上这些描写来看，作者似乎对这位贵妇是持赞颂态度

的，但第一章末尾的“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八字，一

下子戳穿了她的美服丽饰，撕下了她的虚假外皮。由

这两句诗再往下看，第二章末尾“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和第三章末尾“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的

话语，也是充满了讥嘲。一个人身为国母，理应内有

贞洁顺义之德，外有服饰仪容之盛，德行与仪表足能

相称，但诗中的这位国君夫人虽然盛服在身，行止有

仪，却做出了淫泆之事，不能成为“君子”的佳偶而

与之“偕老”。全诗极力描画此夫人服饰与外貌的天香

国色之美，这样做的效果就是其为人之不淑、德行之

差劲越发无法隐藏了。再如《魏风·葛屦》从另一个

角度借服饰表达讽刺之意：在某个家庭中，一位婢妾

身份的女子辛辛苦苦地做完了似乎是其纤纤之手所不

能胜任的缝衣活计，还低声下气地拉着衣带，提着衣

领，请那位“好人”（嫡妻）试穿新装。“好人”却还要

故作姿态，扭着身子闪向一旁，连她头上佩着的象牙

簪子都在骄傲地宣示着其主人的尊贵身份。

《诗经》之外，楚辞里面也有借服饰讽刺、批评

人物恶德劣行的诗句。《离骚》写道：“薋菉葹以盈

室兮，判独离而不服。”“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

幽兰其不可佩。”“苏（叔）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

不芳。”世俗之人与喜欢佩带芳花香草的作品主人公

趣味迥异，他们习惯于以恶草秽物为佩饰，可见其道

德人品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宋玉《九辩》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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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带。”这是说君主看起

来衣饰芳美，仪表堂皇，实则昏愦无德，不知自我约

束，令人失望。

总之，在《诗经》、楚辞等作品中，服饰及相关

描写也是讽刺、批评人物恶德劣行的一种手段。作者

或借服饰隐喻人之处事不当、存心无良，或借服饰表

现人之逸乐无度，或借服饰引出人之恶劣品行，或使

服饰之盛美与人物德行之丑陋形成鲜明反衬，作为区

区之“物”的服饰因此具有了另外一番精神内蕴。

三、服饰与其他

先秦文学作品对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

行为等的描写，除了蕴含着对美德懿行的象征、赞颂

和对恶德劣行的隐喻、批判之外，还具有其他多方面

的精神内蕴。

（一）服饰与恋情

以服饰蕴藏恋情，这仍以《诗经》中最为多见。

在《 郑 风·子 衿 》 中 ，一 位 女 子 盼 望 得 到 恋 人 的 音

讯，盼望与恋人见面，对方那穿着青领之衣、系着青

色丝带之佩玉的样子总是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让她独

自在城门楼上徘徊往复，度日如年。诗中的“青青子

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数句，非常真

切地表达了一种热恋者才有的心理。《王风·大车》以

“毳衣如菼”“毳衣如 ”写一位女子所恋之男子的衣

服。据毛《传》，“毳衣”为大夫之服。此衣服以兽毛

织成，上面绣有五色花纹。泛着青白、赤红等颜色的

毳衣穿在那位男子身上，让人想起刚生出来的芦荻，

还有红得勾魂摄魄的美玉。这毳衣让女子一腔蓬勃、

火热的思恋之情汁染得格外鲜艳，可惜它随着那“槛

槛”“啍啍”的大车越去越远了。《郑风·有女同车》

则以“佩玉琼琚”“佩玉将将”写一位男子所恋之女子

的佩饰。诗中的“彼美孟姜”，体态轻盈，身挂佩玉，

走起路来铿锵有声，这声音在男子耳际久久萦绕，正

所谓其人如玉。

（二）服饰与愁绪

《诗经》与楚辞中的服饰，有时还会受人物心

情的影响，成了沾泪染悲、招惹愁绪之物。例如《诗

经·桧风·素冠》：

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

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

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

此 诗 主 旨 颇 难 捉 摸 。对 于 诗 中 的“ 素 冠 ”“ 素

衣”“素韠”，或以为是死者之服，或以为是死者家属

居丧期间所服，或以为是古人常服。不管对其作何

种理解，这些素白其色的服饰都是与忧伤、悲痛之情

拴系在一起的。屈原楚辞作品中的服饰每每也与人

物的忧愁郁结之情有联系。《离骚》写道：“曾歔欷余

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

浪浪。”主人公的服饰是如此芳美香洁，如今却被悲

愤伤心的泪水打湿。又如《九章·悲回风》中的“佳

人”，“折若椒以自处”“糺思心以为纕”“编愁苦以为

膺”。他在被弃逐于荒野之时，还要攀折芳草香木修

饰自己的仪表。不过这次他只感觉自己所编结的不是

芳草香木的枝茎花叶，而是沉甸甸的忧愁与苦闷。这

忧愁苦闷编成的服饰拴系裹束在身上，简直让他透不

过气来。他抚弄着自己的衣裳佩饰，想压制一下内心

的痛苦，却仍然是愁情难抑：“抚珮衽以案志兮，超惘

惘而遂行。”

（三）服饰与愿望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服饰及相关行为之描写有时

又成了委婉含蓄地表达人物愿望的一种替代语。例如

《诗经·唐风·无衣》：

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唐风·无衣》一诗，旧说为晋武公篡位后，其

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使者而作，此说可从。依周代

礼制，诸侯不受命于天子，其国君地位则不被承认。

毛《传》：“侯伯之礼七命，冕服七章。”“天子之卿六

命，车旗、衣服以六为节。”[2]365，366天子授命于诸侯，

要赐与其衣服、车旗等物。晋武公刚刚兼并晋国，

心中不能自安，所以特别想得到周天子的命服。诗中

说，晋国原先并非没有七章之衣、六命之服，但这旧

命之服不如天子的新命之服让人感觉安舒、温暖、吉

善。可见“请衣”也即“请命”，晋国的要求借着衣服

之事委婉曲折而又动听悦意地表达了出来。又如屈原

楚辞作品中的服饰，在某些地方是与人物的得人赏

爱、为世所用之愿望联系在一起的。《离骚》云：“溘

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

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九歌·湘君》云：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

以遗兮下女。”《九歌·湘夫人》云：“捐余袂兮江中，

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以

上诗句所写的以佩物赠人、捐玦遗佩、捐袂遗褋等行

为，都是向他人传递友好之意、希望获得欣赏或爱慕

的表现。

（四）服饰与道理

侧重于借服饰之事寄寓道理，或喻示道理，这

仍以《诗经》中为多。《豳风·七月》中就有不少此

类诗句。诗歌首章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

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二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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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三章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

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

阳，为公子裳。”四章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据毛《序》，《七月》一诗的主旨在于教

化民众勤于农桑衣食之事，以此为立国之本。上述诗

句对授衣、采桑、伐桑、养蚕、纺织、染缯、做衣、

猎貉、制裘等事的叙写，看似拉家常般的琐碎之谈，

实际上是小事关乎大体，立意深远，用心良苦。又如

《齐风·南山》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之妹、鲁桓

公之夫人文姜私通淫乱，有诗句云：“葛屦五（伍）

两，冠緌双止。”脚上穿的麻鞋必定要成对，冠帽的

带子也必定要成双地垂着。这是比喻人不论贵贱，都

需要有个配偶，已经成双成对的男女之间理应不容许

外人插足。

（五）服饰与未来

在蕴含恋情、愁绪、愿望与道理之外，先秦文学

作品中有的服饰或与服饰有关的描写还蕴藏着人物的

未来。这突出表现在《左传》对晋献公赐太子申生服

饰之事的叙写上。《左传•闵公二年》写晋献公于冬季

十二月派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之狄，“衣之偏衣，佩之金

玦”，与太子同行的五位臣子（先友、狐突、梁余子

养、罕夷、先丹木）对此有一番议论。“偏衣”也称

“偏裻之衣”，即一种自背缝中分，左右异色的上衣。

“玦”是一种佩物，形如环而有缺口，有表示决绝与

离别的意味。五位臣子各自对晋献公赐与太子之服饰

所蕴含的深意作了推测，其中先友所言与其他四人不

同，大概是为了慰勉太子而出之以违心之语。结合申

生的处境以及狐突等人的言论来看，这怪怪奇奇、要

让人颇费心思去揣摩的“偏衣”“金玦”，透露出一种

不祥的、杀气腾腾的信息，预示着太子申生将要迎来

的厄运。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写到，卫献公约

孙文子、宁惠子宴饮，二人“皆服而朝”，但卫君“曰

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

言”，“二子怒”。“皮冠”是卫献公田猎时所戴。按照

当时的礼节，臣子如果身穿朝服见国君，国君应当脱

去头上的皮冠，卫献公的这一表现显然严重地违背了

礼仪，此事是促成后来孙文子作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先秦文学作品中服饰及相关描写的文化背景

和文学意义

先秦文学作品对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

行为等的描写，与其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并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

（一）相关文化背景

服饰在先秦时期是与道德、礼制分不开的。《左

传·桓公二年》述臧哀伯（臧孙达）之语曰：“君人

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

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

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韨、芾）、珽，

带、裳、幅、舄，衡、 、纮、綖，昭其度也。藻、

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

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

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

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

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6]这

里提到的各种衣服佩饰，以及衣服上的花纹色彩，都

是对尚俭朴、守礼度之道德的昭示。对于当时的贵族

或上层人物来说，理应是有其德而后服其服，服其服

则必具其德。又《说苑·修文》云：“（故）君子衣服

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五貌而行能有所

定矣。”[7]又王逸《离骚经章句》云：“佩，饰也，所以

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

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8]由上述材

料可知，在先秦时期，无论衣服还是佩饰，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象征道德礼义的意义和功用。人们看到某个

人的服饰，会马上由此联想到此人的道德品行，服饰

俨然成了一种道德的符号。

出于对服饰道德、礼制之意义的看重，先秦时

期的人们很关注人的服饰与容仪。一个人注重修整

服饰仪容，会让别人不自觉地对其生出敬畏之心。

《礼记·檀弓下》记载：“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

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纳）也。曾

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

‘乡（向）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避）之。

涉内溜，卿大夫皆辟（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

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4]1315先秦学

者即使是谈论学问与修养的问题，也喜欢将服饰、容

仪等考虑在内。如《荀子·非十二子》谈论“士君子

之容”云：“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是父兄之容

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是子弟之容也。”

又谈到“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其容

简连……”还提到“子张氏之贱儒”的“弟佗其冠”之

容，“子夏氏之贱儒”的“正其衣冠”之容。[9]102-105不

一样的学识与修养对应着不一样的服饰容仪，由各人

的服饰容仪可以看出各人的学识与修养，荀子对此颇

有研究。

与对服饰的道德、礼制之意义的看重，以及由

此而来的对服饰之事的重视有关，在先秦时期，像穿

衣戴帽这样的日常生活之事常常关系重大，乃至于影

响到国政人命。《韩非子·难二》中说，齐桓公“饮酒

昝风华：先秦文学服饰及相关描写的精神内蕴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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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建议他行仁政以

雪耻，“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

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复遗其冠乎。’”[10]《晏

子春秋·内篇杂上》云：“（齐）景公正昼，被（披）

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返）

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11]315上述齐桓

公、齐景公之事，虽然带有传说性质，但从中可以看

到服饰衣冠在时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以及日常生活

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相互重叠、浸渗。

服饰是日常生活中的习见、习用之物，本来就容

易受到人的方方面面的思想感情的浸染。先秦时期人

们对服饰的道德、礼制之意义的看重，以及由此而来

的对整个服饰之事的重视，更赋予服饰及相关事物以

丰富复杂的精神内蕴。先秦文学作品中服饰及相关描

写的丰厚精神内蕴，以及象德、表德、喻事、喻理等

多方面的情志表达功能，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而

产生的。

（二）文学意义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服饰及相关描写，不但具有丰

富深厚的精神内蕴，还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表现功能，

而且其精神内蕴与其表现功能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意义。

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服饰及相关描写，常会因其

丰厚精神内蕴而自具文学表现功能。如《诗经·卫

风·竹竿》抒写一位出嫁到他国的卫国女子思归而不

得的忧伤，诗中说：“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

瑳，佩玉之傩。”这是卫女对自己过去在故国水边游玩

嬉戏之情形的回忆：她那时笑得是多么开心又可爱，

笑时还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她那时身佩玉饰，婀娜

而行，走得是多么轻快而有节奏。“巧笑之瑳，佩玉

之傩”之语，道出了卫女在少女时代生活的美好与其

昔日的纯洁、天真，怀念之情、忧悲之意自在不言之

中，其表现功能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佩玉”的特有精

神内涵。再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写客人酒醉

失态情状云：“侧弁之俄，屡舞傞傞。”醉酒者在宾客

满堂的宴会上东摇西摆舞个不停，连头上那顶象征尊

贵与庄严的弁帽都歪斜了，快要掉到地上了，这在重

视礼节仪态的周代该是多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区区几

字的讽刺，却有力透纸背的效果，这不能不归功于诗

人对服饰细节的捕捉与“弁”的礼义道德内涵。

先秦文学作品中服饰及相关描写的文学表现功

能，也会反过来赋予服饰以各种精神内涵。以《诗

经》作品为例，《邶风·柏舟》中有一个与衣服有关

的比喻：“心之忧矣，如匪浣衣。”作者把心中的烦恼

忧愁比作该洗而未洗的脏衣服，或身穿脏衣服给人

的感觉。诗中的“我”本是一个“威仪棣棣，不可选

也”之人，如今却“覯闵（愍）既多，受侮不少”，

只能“静言思之，寤辟有摽”。就像一件沾满污垢的

衣服，无人爱惜，无人浣洗，“我”的心中充满忧烦愤

懑，却无法排解，无处申诉，无人照察，也没有谁能还

自己一个清白。作者用“如匪浣衣”四字，真切到位而

含意丰富地将这种忧不自胜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而衣

服也因此在某个方面与忧愁之情有了关联。再如《卫

风·伯兮》写道：“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诗中的思妇因为丈夫出征在外，饱受相思

之苦的煎熬，加之失去了悦己者，所以连梳洗打扮的

心思都没有了。换个角度去看，思妇宛若“飞蓬”的

乱发，也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装饰。这“首如飞蓬”

的描绘，为中国文学史的长廊增添了一幅令人心动的

肖像画，其精神内蕴不言而喻。此外，先秦文学作品

通过服饰描写展现出一系列人物形象，如《庄子》①

中“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山木》）

的庄子、“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让王》）的善卷、“华冠縰履”（《让王》）的原宪、

“缊袍无表”，“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

见，纳履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

出金石”（《让王》）的曾子，《荀子·大略》中“竖褐不

完”“衣若悬鹑”，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

不仕乱世，不事骄君的贤人高士[9]513，《老子》第七十

章中“被（披）褐怀玉”[12]的圣人，《晏子春秋》中身

披“狐白之裘”（《内篇谏上》）[11]74，不知天寒的齐

景公和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衣十升之布”（《内篇

杂下》）[11]413，忧国忧民的齐相晏子，等等，这些人

物形象有很多已经定格于文学长河，其服饰俨然已成

为某种精神、品格的象征。

先秦文学作品对服饰及相关的人物仪态、举止、

行为等的描写，以其丰富、深邃、复杂的精神内蕴，

和在写人、抒情、说理、叙事等多个方面的文学表现

功能，沾溉后世，其影响不容小觑。如汉乐府诗歌惯

于详细描画人物衣服、饰品、举止的写人特点，《史

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散文借人物衣着表现

其道德、品性、才能，暗示其命运、未来的作法，以

及《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穿着打扮

与其深长意味，都与先秦文学作品一脉相承。后世文

人在其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对日常事物中精神因素的关

注，也不能不追溯到先秦文学作品对衣食住行等日常

① 本文所引《庄子》文本，均依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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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物中精神因素的重视。研究先秦文学作品所写

的服饰及相关事物，不但可以从一个侧面拓宽和加深

对先秦文学的认识，也有助于发现和厘清中国文学史

上某些现象或作品、文句之间的源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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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ostume and Related Description in Pre-qin Literature

ZAN  Fe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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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Songs of Chu written by Qu、Song，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of costume and related characters' deportment, manners，behavior and so on. The costumes 

and the related characters' deportment, manners, behavior and so on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often do not appear as 

a simple "thing", but rather have rich, deep and complicated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praise of virtue, the criticism of vice, the expression of love, melancholy and desire, the allegory of truth, 

the hint to the future of the characters, etc. The rich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ostume and related description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has literary significance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the Pre-qin literature;  costume;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e Pre-qin culture;  literary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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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非洲自我与直面非洲现实
——奥索菲山对索因卡的继承与反叛

高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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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奥索菲山对索因卡的戏剧艺术既有继承又有反叛。两位戏剧家在戏剧的社会功能、舞台与观众的关

系等方面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索因卡的戏剧表现手法和戏剧题材也对奥索菲山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索因卡

的精英主义和奥索菲山的大众立场之间的本质差异导致二者的戏剧理念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对立：与索因卡

以神话思维反映现实的间接性相比，奥索菲山的戏剧则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干预；与索因卡依靠传统文化资源

建构非洲本土戏剧精神的倾向相比，奥索菲山则是以一种辩证的革命态度来使用传统元素。归根结底，索因卡与

奥索菲山二者在戏剧理念上的分野来源于尼日利亚两代作家文化使命的变化。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两代作家的

创作意识由寻回非洲自我转向了直面非洲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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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现当代作家一般以20世纪70年代初为

界限，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两代作家。两代作家在创

作理念和内容题材方面，既有延续性又有诸多差别。

包括阿契贝、索因卡等人在内的第一代作家于

尼日利亚独立前和独立后初期活跃于文坛，他们是殖

民时期和独立初期非洲文化被欧洲中心主义意识所刻

意歪曲和遮盖的历史时期的直接经历者和体验者。

在他们看来，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新建构起非

洲独立的文化属性，表达自己的真实经验，即寻回自

我。因“自我属性建立在自我与被认定为非我的区分

上”[1]90，所以要找回自我，首先是要摆脱掉被欧洲阐

释出的非洲的非我形象，他们要努力纠正欧洲意识中

的文化偏见。欧洲文化产品中的非洲是没有文明的，

即使有，也是奇形怪状的，为了改变这种来自外部的

偏见，第一代尼日利亚作家们的创作就要努力表达非

洲是有自己的独特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富有生机、

充满智慧、多姿多彩。他们“把自己视作文化变革和

价值观的推动者。对他们来说，文学必须要重写非洲

的历史，纠正殖民话语中对非洲文化遗产的歪曲。”[2]9 

“这些作家们早期全力以赴要做的就是把重塑非洲神

话作为描绘社会所需的道德价值的一种手段。”[2]9即从

神话、信仰等传统文化资源中寻回非洲自我。

从根源上讲，尼日利亚第二代作家的创作深受第

一代作家的影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殖民时期以及

殖民文化遗产已经较为遥远，独立也没有给他们带来

任何好处。他们最关注的不再是文化对抗，而是当下

非洲人面临的新的非洲社会内部问题，如种族冲突、

阶层分化、性别偏见、贪污腐败、经济压迫和其他困

扰当下尼日利亚人的社会问题。第二代作家身上有

一种比第一代作家更加激进的批判热情，他们渴望对

旧时代的旧观念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在这些年轻作

家看来，老一代作家借助传统文化建构非洲自我的做

法无助于激发社会变革的热情，尼日利亚文学有责任

为社会提供一个更加直接的、明确可行的自我实现的

道路，而这条道路有时指向社会革命，有时指向观念

革命。

在非洲的现当代文学中，戏剧是最能直接面向大

众发声的文学类型，戏剧因此势必成为不同的文学观

念激烈碰撞的场域。尼日利亚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的

观念分野在第一代剧作家代表索因卡和第二代剧作家

代表奥索菲山的关系中得以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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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因卡对奥索菲山的影响

作为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索因

卡一向被视为尼日利亚文学的灯塔，人们普遍认为，

索因卡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把尼日利亚文学带到了世

界文学的版图之上，他在国际文坛获得的成功也给了

尼日利亚文学界和批评界以极大的信心。自1986年索

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尼日利亚文学系在尼日

利亚各个大学纷纷成立，很多本土学者开始无比骄傲

地研究尼日利亚文学。而作为非洲现代戏剧的奠基

人，索因卡被非洲戏剧界普遍认为为非洲戏剧指明了

发展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创作之前，在南部

非洲的黑人社会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现代

戏剧的东西，在人们的观念中，戏剧是离非洲比较遥

远的文学样式，索因卡探索出的将非洲传统文化资源

和西方戏剧表现技巧相结合的戏剧之路把非洲现代戏

剧从萌芽阶段推进到了成熟时期。作为给尼日利亚文

学带来光明的人，索因卡成为尼日利亚现代戏剧的灵

感之源，很多后来的尼日利亚剧作家或直接或间接地

都受到了他的影响。近些年在尼日利亚戏剧界最为活

跃的剧作家奥索菲山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第二代尼日利亚剧作家的代表人物，奥索菲

山虽然明确反对索因卡等第一代作家从神话等非洲传

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民族性的做法，但是他也从索因卡

那里借鉴了很多表现手法。奥索菲山对此从不讳言，

在《舞台上的老虎》这篇文章中，奥索菲山明确承

认索因卡的《疯子与专家》影响了他的《闲聊和歌

唱》，在《阴险的叛国者》的序言中，奥索菲山承认阅

读索因卡对自己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对索

因卡的每次阅读，都会让他产生拟写的动力，“我最敬

佩索因卡的时刻是当我不赞成他的做法之时。”[3]86

二、精英主义与大众立场

从身份上来看的话，两个人同为学者型作家，均

在尼日利亚和欧美高校长期承担文学教学任务。在

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二者都热衷于探讨文学理论问

题，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们都把戏剧视作社会

教育和启蒙的阵地。索因卡一向坚持文学的社会教育

作用，把促进社会变革视作作家的责任，在他看来，

“对大众的政治教育，是优秀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种

责任不仅仅指向对大众直接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

政治权利的教育，而且包括对大众认识到自己在社会

中的潜力的教育。”[4]36-37 索因卡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所

划分的层次中，对大众的潜在意识的唤醒是最复杂，

也是最重要的。奥索菲山同样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他甚至把戏剧视为“能给社会带来社会主义理想，而

不是仅仅停留于现存的资本主义霸权的社会和意识形

态的武器”。[5]38 被剥夺者对压迫者的抗争、对工人艰

难生活处境的同情、对资本家的奢靡生活的谴责成为

奥索菲山戏剧中最重要的主题。

索因卡与奥索菲山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然

而两人的立场却有一个精英主义和大众立场的根本差

别。索因卡虽然也强调戏剧以促动社会变革为目标的

社会功能，但同时他也强调“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

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4]122 可以说，“索因卡

的立场是自由派学者的立场，对他而言，艺术表现技

巧、语言和表演之美、形式和结构等是文学创造力的

最重要的东西。”[3]79 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索因卡也有

救世情怀，但他把希望放在了社会精英身上，他戏剧

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是为了拯救时代和社团而自我牺牲

的社会精英。如《强种》中的埃芒、《死亡与国王的

侍从》中的艾雷辛和欧郎弟父子、《森林之舞》中的

戴姆凯、《路》中的教授等，这些人都是以一己之力

或个体的牺牲换得社会秩序复归平衡的具有个人主义

色彩的替罪羊式英雄。奥索菲山则是左派学者的代

表，对他来说，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

目标，“他的大多数戏剧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表现被

压迫阶级获得新生活的斗争为主要内容。”[3]79某种意

义上，奥索菲山的社会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他

的戏剧中的主人公大多为工人、农民等普罗大众，如

《再见，野蛮的愤怒》中的勇于突破传统家族仇恨、

追求幸福的平民姑娘奥拉贝西（Olabisi）、《埃苏和流

浪诗人》中同情不幸者的流浪诗人奥莫勒（Omele），

《自由之路是红色的》中带领奴隶获得自由的勇士阿

冈吉（Akanji）等。奥索菲山抨击贪婪、残忍、不劳而

获、懦弱畏缩、偏见与仇恨等人性弱点，讴歌善良、

勇敢、同情、博爱等美好的人性，他关注被压迫被奴

役的大众的处境，力图通过创作“促使普通人面对自

己的问题，哪怕是以激进的方式，这样穷人就可以得

到权力，然后扭断它的脖子。”[3]80文学在奥索菲山的

手中，如同唤醒民众的民主自由意识，促动社会思想

解放并进行社会革命的武器。与索因卡的戏剧相比，

奥索菲山的戏剧在干预现实方面更为直接。

三、舞台表演与观众的间离关系

戏剧同其他的文学类型不同，它除了是戏剧文学

之外，还是剧场艺术。在剧场艺术中，剧院、演员、

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优秀的

剧作家在创作时，会充分考虑这组关系和与之相关的

戏剧艺术表现形式。在这个方面，索因卡和奥索菲山

的大多数戏剧都运用了避免共鸣的间离手法，这种共

同性既可视作前辈作家索因卡对奥索菲山的影响，也

可视作二者都接受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而呈现的共

高文惠：寻回非洲自我与直面非洲现实



44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7 卷

同倾向。

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作

用，提出戏剧要给“科学时代的观众演”[6]21，要诉诸

观众的理性，以促动观众的主动思考为目标。为了实

现这一戏剧目标，就要避免观众与戏剧人物的感情

共鸣，避免让观众“无批判性地（实际上是毫无结果

的）陷入事件中去”[7]117，布莱希特主要采用的方法是

“间离”方法。作为表演方法的间离方法，“旨在解

决演员、角色、观众三者间的辩证关系，演员表演角

色，观众保持观赏者的立场，具有充分自由，评判舞

台表演得失优劣，思考人生和社会。”[7]28这种表演方

法在拉开演员与剧中角色距离的同时，也阻止了观众

的移情从而保持对事件和人物的思考判断能力。

索因卡曾经明确承认，自己的戏剧创作深受布莱

希特式戏剧的影响。他赞同布莱希特对戏剧的社会教

育功能的强调，在表现手法和剧场艺术等方面，也与

布莱希特有很多相通之处。他的《文尧西歌剧》则是

对布莱希特的名剧《三角钱歌剧》的创造性翻译和改

编，以此方式索因卡在向布莱希特致敬①。然而，索

因卡虽然同布莱希特一样强调戏剧的社会功能，但与

布莱希特强调戏剧是改造社会媒介的现实主义态度又

有些不同。索因卡的优秀戏剧大多诉诸观众的集体

意识，而能够承载集体意识的最佳载体，在索因卡看

来，则是沉潜在民族记忆深处的神话与风俗。所以，

他所建构的民族戏剧理论，最为突出和最具特色的就

是建基于民族神话的仪式剧理论。索因卡所构想的仪

式剧院，具有形而上的存在戏剧和本质戏剧的特征。

在他的仪式剧场里，通过既是集体意识的体现者又保

有自我意识的演员的表演和各种形式的歌队的歌舞，

唤醒观众的集体意识，召唤他们一起参与到公共仪式

中来，而观众在参与戏剧表演的过程中，又并非完全

移情，索因卡会经常通过剧情的设置，让观众跳出剧

情，对剧情进行理性的思考。索因卡的仪式剧中使用

的这些间离方法的确可以促动观众的理性思考，但与

布莱希特的戏剧直接干预现实生活相比，索因卡的仪

式剧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反映和现实变革的促动则大多

是间接的。

与索因卡一样，奥索菲山的戏剧也试图改变观众

只是被动的观剧者的传统倾向，召唤观众对戏剧的参

与。在他的剧本中，他频频使用演员与观众的互动，

把问题和剧情走向交给观众决定，让观众直接参与剧

情：如《埃苏和流浪诗人》中关于奥莫勒是否应受惩

罚的问题由扮演埃苏的演员交给了观众投票决定，

《多面雷神》中在决定阿拉克莫（Alagemo）是否应

离开蚁穴返回人间的问题时，表示自己买票是想看到

阿拉克莫继续表演的观众的声音进入，《从前的四个

强盗》剧终部分关于强盗还是士兵胜出的问题，叙述

者完全交由观众投票，而且还安排了两种结果的舞台

表演等。

除了让观众参与到剧情中这种间离方法之外，奥

索菲山的戏剧还强调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距离。如《多

面雷神》中的祖先阿拉克莫的扮演者剧终对观众的

教诲“地球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古老，我们离世后，她

还会存在，让我们永远努力去滋养她，而不是去掠夺

她。”[8]92《埃苏和流浪诗人》中，那些没有经受住物

质诱惑、背叛友谊而遭受惩罚的奥莫勒的伙伴们的扮

演者们，竟然抛弃角色立场，转换到了叙述者的立场

上来批判自己扮演的角色，“今天这出戏将以不同的

方式结束”[8]92，他们正告观众，“这是个谎言，生活

的苦难面前没有奇迹。即使是戏剧也必须直面这个现

实。”[8]95

与索因卡相比，奥索菲山的戏剧更加接近布莱希

特的辩证戏剧。他像布莱希特一样，关注对观众的现

实生活意识的启蒙，典型的索因卡式戏剧往往以仪式

终结后的平静而告终，而奥索菲山戏剧的结尾，往往

会由饰演角色的某个演员或某些演员揭示戏剧的主

旨，并对观众进行教育，如《多面雷神》的结尾是由

祖先阿拉克莫的扮演者告诉观众要保护大地母亲；

《再见，野蛮的愤怒》是由扮演男主人公阿克安比

（Akanbi）的演员直接点明要抛弃冤冤相报的野蛮

的习俗的主题；《埃苏和流浪诗人》的结尾则是以由

脱去角色衣服的演员群体合唱结尾歌曲“埃苏并不存

在”的形式，教育观众“同情和善良会有回报，买卖、

欺骗、敛财不是生活的全部，贪婪是通向死亡之路，

上帝是爱！”[8]95 《阿林丁和守夜人》（Aringindin and 

the Nightwatchmen）的结尾则是由市场大妈领袖陶

克丝妈妈进行全剧主旨的总结：“自由给我们带来繁

荣富庶，团结一致可以治愈我们的创伤。”[8]190《奥乌

的女人们》（Women of Owu）剧终是由死后成神的奥

乌战争的领导人安卢布阿（Anlugbua）点明反战主题

并警告观众：“人类总是那么嗜血，总是渴求吞噬别

人的城邦，我希望历史会教育你们，希望你们获得教

训”[9]67 ……

四、约鲁巴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解构

在艺术气质上，奥索菲山与索因卡非常接近，他

们都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剧作家身份之外，他们还

① 关于布莱希特对索因卡的影响，详见拙文《索因卡与布莱希特戏剧的现实干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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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演员和导演，精通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艺

术倾向上的天然相似性使得奥索菲山在戏剧艺术形

式方面，容易接受索因卡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奥索

菲山在索因卡那里借鉴了很多艺术技巧，甚至是戏剧

的素材灵感。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影响。如在论文

《奥索菲山戏剧中的索因卡式表现手法：以<闲聊和

歌唱>、<从前的四个强盗>为例》中，研究者对奥索

菲山戏剧在舞台指示、人物名字和戏剧结构等方面所

吸收的索因卡式戏剧元素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如《从

前的四个强盗》与《死亡与国王的马夫》关于戏剧发

生的主要地点——市场的舞台指示的高度相似性、

《从前的四个强盗》中的“Aafa”来源于《疯子与专

家》中的“Aafaa.”；《从前的四个强盗》中的人物对

话、戏中戏与《路》中相应场景的模式的对应性等①。

索因卡与奥索菲山都以约鲁巴文化为自己的灵

感之源，都频频使用神话、音乐、歌曲、舞蹈、假面

舞、民间故事、戏中戏、轮流应答、游戏、哑剧等约

鲁巴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他们的戏剧舞台从形式上

看，场面大，参与人员众多，载歌载舞，色彩丰富，活

泼多姿。再加上跳跃的戏剧情节、诗化的语言形式和

充满魔幻色彩的戏剧情境，使得索因卡和奥索菲山戏

剧的舞台形象都极富非洲地域特色。

然而，两者在约鲁巴传统文化资源的使用上，也

存在着一些根本差异。就索因卡来说，对传统文化资

源的使用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而且也是在精神内核

上。在他看来，神话等传统文化资源的使用就是一种

自我的回归，一种民族性的寻回，一种民族集体意识

的召唤，一种对抗非洲中心主义的策略。索因卡的优

秀戏剧大多以神话或民俗为情节基础，并以传达神话

民俗背后的约鲁巴的宇宙观、世界观为旨归。尽管索

因卡并不认同黑人性文化，但是他的神话思维却有类

似的传统主义倾向。与索因卡利用传统资源寻回自我

的态度不同，奥索菲山是以一种辩证的革命态度来使

用传统元素。他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丰富自己的戏剧

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戏剧化处理，实际

上削弱了神话等传统元素的魔力。因为在他看来，

传统文化无法促动社会变革，唤起民众的革新意识，

作为过去的力量，反倒会让人们沉迷于宿命的迷梦之

中，忘却对现实处境的思考。所以他的以神话为题材

的魔法戏剧，往往以解构神的权威而告终。他的戏剧

动力来自促使人们直面自己的现实问题并进而去改变

社会的愿望。如《埃苏和流浪诗人》的情节虽然以恶

作剧精灵埃苏的民间信仰为基础，但在剧本的结尾，

却由饰演角色的演员直接告诉大家“不存在罪恶之谜

的魔法”[8]93，民众应该团结起来，和现实中的政客们

的贪婪等罪恶做斗争，以“带来人民需要的真正的同

情”[8]94，最后以演员们轮唱歌曲“埃苏并不存在”而

终场；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的改写剧本

《奥乌的女人们》中，奥乌的王后艾勒鲁（Erelu）临

死之前指责战争之神“假如你能正确阅读你的历史，

那些由祖先们留下的教训，我们每个人，除了战争的

愤怒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被暴力和争执

所毁坏的人，还能怎样呢？但是你选择了用谎言赋予

这些故事以荣光！谎言！你唱的赞歌全是骗人的！”[9]66

五、“强种”与“劣种”之争

最能体现索因卡和奥索菲山对传统文化资源的

不同利用态度的戏剧实践，是《强种》和《不再是劣

种》这两个剧本的对比性描写。

索因卡一直坚信，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引领

大众从混乱中走出来的是社团中有清醒意识和启蒙能

力的个人英雄，而对大众的启蒙往往伴随着个人的牺

牲。他的这种精英主义倾向表现在戏剧作品中，突

出体现在他在《森林之舞》、《强种》、《路》、《死亡

与国王的侍从》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圣

餐仪式》等作品中创造的大量的替罪羊形象身上。在

这些作品中，他主要以替罪羊仪式为主要情节发展模

式，以象征手法呼唤能够改变尼日利亚社会现实的救

世英雄的出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奥索菲山一向

强调民众是改造社会的力量，强调大众对阶级压迫等

社会不公的抗争，反对把社会的秩序重建寄托于个人

英雄之上。他也像很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样，“不

会把虚构的人物看作凌空蹈虚的个体。相反，居于作

家虚构世界中的人物，也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10]614-

615关注底层民众的现实困境与抗争的奥索菲山无法赞

同索因卡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精英立场。奥索菲山有

意选择了《强种》作为与索因卡对话的对象文本，以

艺术实践的形式批评索因卡的精英主义。奥索菲山的

《不再是劣种》是对索因卡《强种》的摹写，但更是

一种反写。

《强种》取材于西非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净

化仪式。每年除夕，村子里都要选一个外乡人做污秽

的搬运者，即替罪羊。仪式举行过程中，村里人向搬

运者扔投污秽之物，殴打他，驱逐他，以此仪式象征

村子得到净化。为了保护被选为牺牲的白痴孩子，村

①详见Oby Okolocha and E. B. Adeleke, “Wole Soyinka‘s Craft in the Dramaturgy of Femi Osofisan: the Examples of a 

Chattering and the Song and Once Upon Four Robbers” , in Lagos Notes and Records,Volume 16,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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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的另一个外乡人埃芒不顾女友的反对，主动承担

起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埃芒的故乡，每年在除夕之夜

带走全村污秽、以自己的痛苦与危险换来全村来年平

安的搬运者是受人尊敬的英雄，而且这个工作是世袭

的，埃芒的家族就是这样的“强种”。妻子因为生育

“强种”的后代去世后，埃芒为了逃避当“强种”的

命运，离开家乡，却在异乡被动地牺牲。最终在村民

野蛮的追打下，埃芒死了，但他的死却唤醒了这个野

蛮世界的良心。索因卡以非常严肃、满怀敬意的态度

来讲述这个悲剧，他笔下的埃芒是以一己牺牲换取集

体平安的耶稣式的人物。《强种》显现出的是约鲁巴

神话思维，传统习俗背后有一种神秘的超现实力量在

规定着人类的秩序与人的命运。《强种》中显示的牺

牲自己拯救社会的主题是在象征层面展示出来的。在

《强种》中，埃芒遵循的是习俗的力量和神秘不可测

的神的意志，民众在《强种》中则是一群有些自私野

蛮的盲从者，替罪羊的使命如此崇高，他们自己却并

不愿意做出牺牲，而是强行要求外乡人牺牲替自己谋

福祉。面对埃芒伤痕累累的尸体，村里人的良知受到

了触动，埃芒之死在现实层面上也算是把被野蛮自私

遮蔽的人性撕开了一个朝向光明的口子。但是关于如

何解决这个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压迫与不公的问

题，索因卡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解答。

在本质上，奥索菲山反对索因卡《强种》中显现

出的宿命思想，反对个人救世的精英意识。所以，在

《不再是劣种》中，他刻意将《强种》中的个人救世

主题转为底层民众的抗争与自救。

《不再是劣种》延续了《强种》中的净化仪式情

节线索。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海边，内水女神埃鲁素

（Elusu）因为“人类用石油让自己窒息，用水泥塞满

自己的肚子……”[11]77而向人类复仇，渔民们遭受了

各种各样的苦难。司祭带来了一个消息，女神的愤怒

需要人类的净化仪式去平息。而这个神选中的替众人

带走污秽的牺牲是渔民比奥坤（Biokun）。司祭告诉

比奥坤他的家族是替罪羊家族，作为天生的替罪羊，

比奥坤必须担负起强种的使命。比奥坤原本反对旧

思想和旧习俗，但为拯救病危的幼子和陷入苦难中的

渔民们打算接受这个命定的角色。他的朋友萨鲁卡

（Saluiga）前来阻止。在萨鲁卡与司祭和扮成了人的

神的辩论中，明显可见作为隐性对话者的索因卡的存

在和奥索菲山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斗争意识。与索因卡

赋予净化仪式的崇高意味不同，奥索菲山借萨鲁卡之

口站在人的立场反对这种旧习俗，他说“人类给与海

神的祭品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的仓库都掏空了，我

们面临着饥馑的威胁”。[11]91比奥坤试图劝服萨鲁卡：

“女神埃鲁素需要立刻修复”，“让她的搬运人去完

成仪式吧，一切都会被修复，水将退却，鱼会回来，

死去的人会复活。”[11]92比奥坤对于净化仪式价值的描

述很容易让人想起索因卡在《强种》等作品中一再强

调的替罪羊的救世价值。对于此种观点，萨鲁卡予以

驳斥，他明告比奥坤：“除了你自己的死亡外，你不

会终止任何事情”[11]92。“即使你活下来，你也得不到

什么。我们依旧贫困，依旧要在贫民窟里与贫困进行

绝望的斗争。”[11]94针对司祭关于神会引导比奥坤的说

法，萨鲁卡驳斥道：“为什么你自己不去？”[11]92 “为什

么总是让我们献出生命？为什么总是在号召穷人去牺

牲？为什么总是被损害者在困难时刻突然被发现需要

承受命定的任务，被驱使着在自杀的任务中发挥自己

潜在的能力，而富人们，比如国王的儿子从来不会去

干这个事儿呢？”[11]94针对索因卡《强种》中表现的无

论如何也逃避不了预定命运的宿命意识，奥索菲山也

借萨鲁卡之口予以抨击。司祭说比奥坤胸口的痣表明

他是神选定的污秽的搬运者，萨鲁卡反击道：“是谁

决定胸口的痣是搬运者身份的象征？为什么象征物

不是像你这样的胖脸颊，或充满脂油的肚子呢？”[11]95

萨鲁卡不畏惧神的权威，“不尊重以崇拜者为食的神

灵”[11]96，他以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挑战神的权威，心

胸狭隘的女神埃鲁素将之刺死。萨鲁卡之死彻底震醒

了比奥坤，让他放弃了把穷人境况的改变寄托于神的

幻想，他继续扛起萨鲁卡反抗的大旗，质问埃鲁素：

“什么是公正？你砍倒一棵树，要责备斧子的柄吗？

你抱怨污染，但是是谁把商船带到了我们的海岸？你

抱怨被抛弃，但是是谁把侵略者带来，让我们的人民

陷入贫穷，把他们变成卑贱的奴隶的？难道我们的侵

略者们不是来自你的海域，奥罗坤（Olokun）?难道他

们不是在你的水域停泊，女神？”[11]97比奥坤对女神的

谴责很明显地指向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与内部压迫

等社会问题。比奥坤在列举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

掠夺、压迫、苦难之后，进而指出那些向白人主子卑

躬屈膝的特权者“是富有的少数，是被你的司祭所爱

的，而我们是无名的大多数，就像海边的沙子一样，

我们是可怜的可以被拿来消耗的‘劣种’。”[11]98萨鲁卡

和比奥坤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不愿意再做为了富

人的利益被随意消耗的劣种，他们抛弃了神恩，“成

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1]100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社会

的公正。面对这股社会底层要求公平正义的蓬勃的反

叛力量，神们也在推却，海神奥罗坤不由得感慨“人

们已经改变，他们已经吃下了自由之盐，已经超越了

我们的反复无常、任性胡为。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手段

填饱我们的肚子，因为人类需要的是食物，他们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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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的保护，他们对我们不再是崇拜而是要求公

正。”[11]99海神最终选择了公正，奥索菲山借复活了的

萨鲁卡之口进一步明确呼吁现实的斗争与变革：“我

们需要新的喉舌唤醒民众采取行动，让他们构筑更牢

固的堤坝堵住洪水，与大海争地去种植粮食。”[11]100显

而易见，奥索菲山在《不再是劣种》中，借用神话的

故事外壳，实际上表达的是尼日利亚现实社会中在外

来的和本土的资本霸权压榨之下底层民众的苦难，并

指出了摆脱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之路。神话的魔力和神

的权威遭到了颠覆，“实际上，他直接拒绝了神话和神

灵的宗教内涵。对他来说，是神话和神灵使得经济剥

削成为可能。”[5]40总之，奥索菲山的《不再是劣种》

虽然使用的是与索因卡的《强种》一样的净化仪式题

材，但与索因卡毋庸置疑接受神赋予的使命的态度完

全不同，奥索菲山认为替罪羊习俗不能接受，在他看

来，习俗背后隐藏的是资本霸权导致的阶级压迫和种

族压迫，索因卡赋予净化仪式的神圣崇高的意义，在

奥索菲山看来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不再是劣种》与

索因卡的论争意图非常明显，表面上借用的题材实则

是为了颠覆。

综上所述，索菲山对索因卡的戏剧艺术既有继

承又有反叛。两位戏剧家在戏剧的社会功能、舞台与

观众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索因卡的

戏剧表现手法和戏剧题材也对奥索菲山产生了直接影

响。但是索因卡的精英主义和奥索菲山的大众立场之

间的本质差异导致二者的戏剧理念又存在着明显的

不同甚至对立：与索因卡以神话思维反映现实的间接

性相比，奥索菲山的戏剧则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干

预；与索因卡依靠传统文化资源建构非洲本土戏剧精

神的倾向相比，奥索菲山则是以一种辩证的革命态度

来使用传统元素。归根结底，索因卡与奥索菲山二者

在戏剧理念上的分野来源于尼日利亚两代作家文化使

命的变化。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两代作家的创作意

识由寻回非洲自我转向到了直面非洲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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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应帝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南海

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

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

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

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 倏和忽为

了报答浑沌的善待，仿着人类为浑沌凿出了七窍，然

七窍成，浑沌死。关于这个典故，可以从不同方面进

行解释。不过，其基本的意思指向是：如果不顾事物

的本来性质或者规律做事，即使出于好心也可能会做

出错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人类不顾

及自然环境的性质和规律去任意地支配和利用自然，

那么最终会损害自然。但为什么损害自然环境的事

情常常发生，甚至经常是人类族群有组织有规模地进

行呢？恩格斯曾举例说：“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

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

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

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

原上。”[2]人类如果对于自然缺乏尊重，对于自然缺少

认识，而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对待自然，其做法

就和倏忽为浑沌凿七窍一样愚昧和短视。如果究其根

源，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概念——人类中

心主义。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之为人类中心主

义的观念与实践其实早就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且至今

依然十分常见。

一

人类中心主义是伴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成熟而变

得日益明显。人类自我意识又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随

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系统和深入而慢慢强大起来。

正如个体意识的确立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人类意识的

确立也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标志。人类意识意味着人

类开始将自身与自然分离开来，将自己看作是独立于

自然的特殊存在。这种人类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不

断通过认识和实践而建立自身对于自然的优势，其最

终的目的是达到对于自然的控制，从而可以从人类

自身的需求出发去利用和盘剥自然资源。换言之，人

类意图统治自然，让自然在自己面前俯首帖耳、殷勤

侍奉。或者说，人类要作自然的主人，要主宰自然、

君临万物。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还不具备可以与

自然叫板的能力，但是也会偶尔露出一些狰狞的野

心。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

国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

用之！”（《荀子•天论》）的豪迈言论。古希腊的亚里

士多德甚至认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

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家畜为他

们所用并提供食物，而大多数（即使并非全部）野生

动物则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其他方便，诸如衣服和各种

工具。由于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

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

而创造的。”[3]即使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权威的

典籍《圣经》中也依然有这种认为人是自然万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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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说法。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潮的风起云

涌，个体观念、人权观念作为向封建社会、宗教制度

挑战的武器与最终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权一起固定

下来、稳定下来并成为根本性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

作为社会中的观念常识也逐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

到了扩展性的应用。人文关怀最终在与自然的遭遇中

变成了让自然服务于人类。这种以人为本，尤其是以

个人为本位的观念最终演化为不仅仅是社会围绕人来

运转，而且连自然也是围绕人的需求与利益来运行。

并且，人对自然确立的优势被环球探险、自然发现、

科学发展、技术发明、基础建设等一系列人类活动所

强化，尤其是机械的发明、石化及其他能源的使用更

加确立了人类的这种地球物种中心地位。简单来说，

人类中心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并在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不断成熟和壮大。

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是人的优越性的确立。随着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大工业的出现，人类社会

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人类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认为完全能够改造、控制和战胜自然。从哲学观念来

说，人类中心主义与主体论、唯理论、二元论密不可

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很好体现了这一点。笛卡尔

认为人是比动物和植物更高级的存在物，人不仅有躯

体还有不朽的灵魂，而动植物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康

德的主体论实践理性哲学再度强化了这样的一种观

念。康德将人看作是目的本身，强化人在实践中的主

体自由意志，将人的社会行为的应当性等同于人在自

然行为中的正当性。康德认为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

因而我们对动物不负有直接义务，动物只是人这一目

的的工具。从根本上讲，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根源是

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观念下，灵魂与肉

体、理性与感性、人与自然等都被置于一种分离的意

义上来看待，这种分离一方面是对精神与身体、理性

与感性、人与自然万物等之间连续性事实的歪曲，而

且还会延伸出一方决定或支配另一方的逻各斯中心主

义。埃里克·史密斯说：“把文化与自然从根本上分离

的思想，在西方历史和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还有一些

类似表述：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灵魂/肉体等。生

态批评对这类观念做了部分的回应，认为这样的二元

对立导致的弊端是：主体蔑视卑微的客体，文化把自

然对象化。”[4]在这样的二元逻辑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被看作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人类的使命和尊严似乎就

是去支配和控制自然，让自然在人类面前臣服并乖乖

地为人类的利益服务。人类似乎成了斗士参孙，为了

证明自己力大无穷非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但

殊不知人类的力量之源恰恰在于大地自然之中。

如果说人的发现、主体的确立是人类中心主义

的前提，那么将自然工具化、利用自然为人类自身服

务，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前者是伴随着文艺复

兴、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等运动在西方文化和社

会中实现的；后者是伴随着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以及

工业革命而逐渐实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兴盛是人类

中心主义强大的保障。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类的能

力还不足以真正对自然环境构成威胁，那么随着近现

代机械与石化能源的应用，人类改造、干预和支配自

然的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人类在物质实践方面的

巨大成就强化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决心。这样，人类中心主义的观

念逐渐根深蒂固。环境问题在没有达到一定的量累积

时不会真正显现出来，因此个别地方、个别环境上的

污染并没有引起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正是如

此，环境问题一旦被人们正视和关注，则往往就已经

变得非常严重了。又加之，人类沉浸在自己对于自然

的节节胜利的兴奋与骄傲之中，更是加重了对于环境

问题的忽视。更甚之，自觉做了大自然主人或者说君

主的人类在面对自然的低泣与呻吟时所感受到的是一

种征服者的满足感，满目疮痍的自然恰恰成了人类胜

利的表征与点缀。在此意义上，人类更不可能有对于

自然的同情与怜悯了。某种角度可以说，人类的文明

都会伴随着文明之弊，而我们往往只是从文明的积极

角度去看待文明，却很少自觉去发现文明的弊端与问

题。从辩证角度说，兴一利则必兴一弊。对于人类的

善可能是对于其他生物的恶，对于人类的好可能就是

对于自然的坏。而对于当前的我们有利的，可能是对

于未来的我们有害的。既然有文明，则必然就会有

“文弊”。① 很多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利害权衡

的选择罢了。对于自我的独立性与对自然的统治欲让

我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某种胜利，我们摆脱了

对于自然单纯的依赖与屈从，我们不能否定这样的一

种行为在人类历史中的价值，相反我们应该承认这样

的观念与行为对人类的积极意义。但是时过境迁，当

我们站在现在的阶段目睹并且反思我们在与自然的战

争中得与失，尤其是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明智的人类

自然不会再去选择过往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应该在深

刻认识到人类在自然中存在、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在

① 文弊，是程相占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据他在《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6期）中讲，这一概

念最早是在2003年发表的《“非主流美学”视野中的文艺美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文弊是文明的对立面。

张志国：人类中心主义的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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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这样的共识基础上建立与自然间的交往对话，追

求新的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方式。

二

如上所言，人类中心主义由来已久，而其含义也

是比较复杂的。根据《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词

典》，人类中心主义是指：“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

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据人类价值和

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5]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

简洁地说，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以人为尺度对世界的认

识或解释。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早期对于自然的拟

人化解释就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了。根据维科的表

述，“当人们对产生事物的自然的原因还是无知的，

不能根据类似事物的类比来解释它们时，他们就把

自己的本性转到事物身上去。例如普通人说，‘磁不

爱铁’。”[6]再比如，早期人类不能够客观认识雷电现

象，他们将其解释为是天上有体格强壮的人在暴躁发

火。在文学和艺术中，这种将自然拟人化的做法并不

鲜见。这样的推己及物的拟人化解释虽然是以人为中

心对自然事物的主观化解释，但是此种解释并没有对

自然造成实质上的危害，相反它使人类与自然之间能

够保持一种同类之间的亲近性。赵奎英先生区分了拟

人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唯人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并认

为“唯人式中心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拟人式中心论

是人同情自然、关爱自然的基础。”[7]的确，将自然拟

人化，其结果是和自然形成一种同一化的认同趋势，

而不是与自然产生对立。但是，拟人式的人类中心主

义是建立在对于自然事物的歪曲认知的基础上，缺乏

对于自然事物的客观性认知，由此而产生的自然审美

必然是一种主观化主导下的审美范式。因此，建立在

拟人式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自然审美是无法对自然进

行如其所是的审美的，因为其对自然缺乏真正意义上

的尊重，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是建立在对于自然的合理

认知的基础上的，这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自然的主观化

的涂抹。

余谋昌先生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

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

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

出发。”[8]与韦伯斯特词典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解

释一样，余谋昌的解释同样强调了以人为中心、以人

为尺度这一点，不过相比于前者，后者更多强调的是

“利益”性。即是说，前者的定义将人类中心主义定

位为以人类为尺度去认识、解释自然，后者则是将这

种人类尺度强化为“利益”。以“利益”为点，其所相

关的主要是物质实践活动。因此余谋昌的这一界定其

实主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

的利益为尺度，通过对自然的利用或改造来满足人类

需求。不过，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而言，其应该既包括

认知意义上的观念，也包括此种观念下的相关制度与

实践活动。中心，一般指的是处于关键位置、具有重

要作用的地方。主义，一般指的是具有信念甚至信仰

性质的系统观念或学说。“主义”往往是指将学说与

对其的信奉、践行结合起来。因此，“主义”往往具

有学说、信奉、践行三个方面。我们认为，人类中心

主义首先指的是以人类为本，以人类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人类为旨归的观念体系，具体说就是以人类的

需求、利益或价值标准作为评判非人类事物的尺度，

亦即其他事物都要围绕人类来运转、来确定其价值。

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很准确地概括

了此种含义。其次，人类中心主义指信奉人类价值至

上的观念并将其作为现实具体实践的理想或原则。简

言之，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一切以人类需求为尺度的

价值评判观念及遵循此准则的相关实践活动。从极端

形态来说，人类中心主义所确立的是以人类为尊的物

种主义思想。也就是，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中，只有

人类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权力的，可以主宰其他

任何自然物种（包括非生命物质）。这类似于古代帝

王所拥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诗经•北山》）的一种至尊的专制王权。可

以说，人类中心主义所构建的是一种生态王国中的专

制王权。退而言之，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只讲求自然

事物对于人类的供奉，而不讲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的责

任。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霸权的体现。所谓权力霸

权，也就是追求权力的一种绝对化，即只是单方面地

强调权力的拥有性和决定性，但是并不承认权力拥有

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共识性的

观念是：权利与责任是统一的。任何合法公民都具有

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

这意味着行使权利是你的权力，而履行责任义务也是

你的权力。权力本身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决定力和支配

力。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实则已经被分解为权利和责任

两个方面了。就人而言，权力的根源在于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人的一种自觉与自决能力，也就是自由选

择能力。能够具有自由意志，本身也是社会法律赋权

的一种结果，因此也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公共权力

是一种交互化的支配性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由民众

所赋予，并为民众服务的。而公共权力来自于个体化

的权力。如果没有个体的权力，则不会有真正的公共

权力。但是当我们言说权力的时候，其实只是看到了

权力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关注到权力的另一方面。因

为在公民社会中，权力实际上是权利和责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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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承担责任的公共权力是霸权与专制，不承担义

务的个体权力是丧德与违约。这两者都是一种不义的

表现。笔者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应该强调

人的权利与责任这一基本点。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

空间和相应的资源，人类所创造的产品其实都是在自

然提供的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人类既然受惠于自然，

单纯从互惠的角度，人类也应该承担起对于自然的某

些责任与义务。或者说，人类既然享受了自然给予人

的权利，那么也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人类中心主义的提法是针对自然环境问题所提

出来的，用以反思人类不顾自然环境、不顾生态共同

体的健康而一味追求自身需求满足的根源。这一概

念本身是作为一个否定性价值概念而被使用的。从

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有其生成和发展性，

其形成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类与自然或和谐或对立的过

程。早期的人类不具有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他们的生

活更多依赖于自然的馈赠，因此他们对于自然充满了

敬畏之心。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自然在

人类面前逐渐变得清晰和顺从起来，自然在其不断地

去魅中逐渐失去了其神秘和神圣性，人类变得越来越

独立，在取得对于自然的某种认识与控制性的同时，

也逐渐丢掉了对自然的敬畏。当人类自以为认识了自

然，并且极力让自然为自己提供各种资源的时候，资

源匮乏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变得突出。人类不得不认

识到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人类的

危害性。谋求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致力于改善环境

问题，恢复自然环境的健康，成为人类不得不、也必

须要做的事情。作为生命存在，需要获得一定的资源

去维系自身的正常生命活动，有需求自然有利益。问

题不在于利益本身，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利益，以什

么方式去满足利益。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当然是由人

类的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活动所造成的，而这样的实

践活动一般是由相关的需求和利益所推动的。利益需

求促成物质实践，而物质实践反过来强化并扩展利益

需求。如此，就会形成一种利益实践之间的循环。但

事实上，追求利益本身并不是绝对会导向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等问题，而是说不顾自然的可供性和承载性

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会产生环境问题。因此，

利益追求是引发环境问题的起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利

益一定会导向环境问题。反过来说，消除人类中心主

义也不可能通过消除人类利益这一绝然的途径来解

决。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取消人类在自然中的存

在权利本身。人类存在，需求和利益是必然的，而应

该探究的不是消除需求和利益本身，而是要减少甚至

去除非合理性需求和非正当性利益，寻求一种满足合

理利益的正当性途径。我们认为正当性的利益是一种

权利，而非正当利益则是一种不当得利。人类不管是

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环境中，应该谋求的是正当的

利益也就是权利而不应该去追求非正当的利益。因

此，我们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价值

概念，应该将其限定在对于不正当利益的追求的范围

上，而不应该否定人类的正当性利益也就是权利。因

此，我们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我们称之为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狭义的人类中心主

义。所谓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我们上面所定义

的，以人类为本，以人类的需求、利益或价值标准作

为评判非人类事物的尺度，并以这种观念作为实践活

动的原则。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以人类的非正当

性利益为出发点，不惜以浩劫资源、毁灭物种和污染

环境为手段来谋求这种利益的满足的观念及其相关制

度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所

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上述狭义与广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划分，和布莱

恩·诺顿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有点

相似。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

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具有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工

具价值；人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在不损害他

人利益的前提下利用或毁灭任何自然存在物。弱式人

类中心主义则部分承认自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认

为自然不仅仅能满足人的利益，也能丰富人的精神世

界；人类不能毫无限制地利用自然。在诺顿看来，强

式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基于感性偏好即感受或体验所

产生的欲望或需要而产生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

基于理性偏好即审慎的思考或理智才产生出来的欲望

或需要。诺顿所赞同的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不过，

显而易见，无论是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

心主义都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或欲望为核心的价值关

系。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偏好不过是为了更

为长久和持续地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人类需求做出某

些限制和约束罢了。所以，诺顿所言的弱式人类中心

主义实际上是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狭义人类中心主

义，因为其只不过是用理性来限制人类的需求，而并

不是让人类在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自然伦

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中心主义只有融入环

境伦理才有可能变成正当的。但，这个意义上的人类

中心主义就已经改变了其原来的性质。人类中心主义

不是一无是处，它有其合理性因素，这就是寻求对人

类存在需求的满足，这是一切生命存在能够存在的一

种应然要求。但是这种存在需求需要有一定限制，而

张志国：人类中心主义的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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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需求的手段也应该有一定限制，否则人类中心

主义就变成了人类的殖民主义了。

四

如果细加分析，对于广义和狭义人类中心主义这

样的一种区分（也包括诺顿的强式与弱式人类中心主

义）依然存在着一种问题，这涉及到人类中心主义更

为深层的一种观念。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看到这种

深层的观念，我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就依然是

不彻底的。这种深层的观念即不管是哪一种人类中心

主义其实都具有一种倾向，这其实也是人类中心主义

的根源与核心，即以需求和利益为导向。也就是说无

论是哪种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以服务于、满足于人类需

求为旨归的。这种导向的潜在意识就是对于自然的

不尊重，没有真正将自然看作是自然本身。或者说，

只认为自然事物具有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而

不承认它们具有内在价值。从审美角度而言，要对自

然环境进行审美，如果不清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成

见，那么生态审美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承认自然事

物、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才会有对自然的尊重，也

才会有真正的生态平等可言。生态审美只有建立在生

态平等和生态公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不只是人类，

每一种生命物种、甚至每一个生态个体都有其在自然

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权利。人类的存在行为如果对于

其他物种的存在构成了根本性的损害，那么人类就违

反了生态公正原则。地球上的资源不仅仅只是人类的

生存资源，地球上的环境也不只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领

域，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有赖于各种生物与非生物的

协作与共生。不过，生态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

对待所有物种，生态平等的前提是尊重物种的差异与

不同，无视这种差异的同一化、平均化只能走向生态

不公甚至生态灾难。就像本文一开始我们所举的浑沌

的例子，如果按照人类的标准为浑沌开凿七窍，那么

只能会导致浑沌的死亡。浑沌之所以是浑沌，是因为

它和人类不同，它有它自己的所是。生态平等以生态

多样性为前提。如果我们以人的需求和人的尺度作为

评价自然事物的标准，那么其所导致的只能是生态灾

难。不难想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标准对自然进行审

美，只能导致一种段义孚所言的审美剥夺。“如通过

驯化使动物成为负重的劳力，变成玩偶，经过选择性

繁殖，使动物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使鱼长出圆

形外突的大眼睛，将京巴狗改造得只剩下一小撮狗毛

重量不足5斤等等。”[9]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自然事物

与自然环境的审美价值只能是自然的人化的产物，也

就是在自然对象上看到了属人的因素而产生美感。由

此，自然的性质和特点只有符合人的情意需求才可能

是美的。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生态的内在性价值原则

的。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的形势下，应

该从深层次反思和检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重建人

与自然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人类需要认识到，人自

身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与社

会，但是人类事实上不仅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而且

是须臾都不能离开自然。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自然物

质的，它的存在需要与外界交换空气和营养，甚至人

类的智慧都是从自然事物中学习而来。人类为了追求

快速的发展、欲望的满足、眼前的利益，无节制、盲

目地开发资源、毁坏生态系统，最终演化为日益严重

的资源与环境危机。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

下的现代文明，已经被证明是存在极大的弊端的。只

有树立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而非分离性、对话性而非控

制性、和谐性而非敌对性，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人与

自然环境的问题。段义孚认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

讲是人文问题，如果没有实现自我认识，就不可能提

出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人文问题，无论是经济的、

政治的还是社会的，都受到心理动机、价值观与态度

的深刻影响，它们直接导向最终目的。”[10]的确，环境

问题看起来似乎只是物质领域的问题，似乎只要凭借

技术手段就可以缓解甚至解除，但如果这样去做只能

是治标而无法治本。因为技术解决了一个问题，新的

问题还会接踵而来。因此，只有从深层次上看到人类

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存在的问题，扭转和改变传统

的思维与价值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思维模

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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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 Opinion on Anthropocentrism

ZHANG  Zhi-guo

（Chinese  Department of  Lvliang  University, Lvliang  Shanxi  033001,China）

Abstract: Anthropocentrism has a long histo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uman subjec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nthropocentrism，and the core of anthropocentrism is to make use of nature to serve human beings. 

Anthropocentrism aims to satisfy human need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thropocentrism should be surpassed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ature should be 

respected. With regard to nature, human beings have the right to enjoy the legitimate benefits provided by 

nature and the obligation to assum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nature.

Key words: anthropocentrism; intrinsic value; benefit; right;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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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ing The African Self and Facing African Reality
—— Osofisan 's 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Soinka

GAO  We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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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emi Osofisan is an rebellious inheritor of Wole Soyinka 's dramatic art. Indeed, the two playwrights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ranging from the social functionality of their drama, to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stage-

audience relationship.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oyinka's expression techniques and drama themes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Osofisan’s writing style.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key difference in their ideology: Osofisan stands 

for public interest, which contradicts the elitism advocated by Soyinka. Although both playwrights reflect 

reality in their plays, Soyinka mainly uses mythological thinking to reflect reality indirectly, while Osofisan 

emphasizes direct intervention of real life. Compared with Soyinka’s tendency to construct African drama spirit 

rely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 Osofisan uses traditional elements with a dialectical revolutionary attitude. In 

essence, the two generation of Nigerian playwrights have separate cultural mission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Soyinka focuses on finding the self identity of African culture, while Osofisan chooses to face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African world.

Key words：Femi Osofisan；Wole Soyinka；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The African Self；Africa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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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英美国家亚马逊网站上《孙子兵法》英译本的读者评论，分析其传播现状，发现《孙子兵法》

英译本存在国内译者译本海外知名度不高、译本的翻译问题以及译本编辑和装订问题。通过对比英美国家亚马逊

网站上评分较高和较低译本，发现优秀的译文、良好的编辑以及封面的设计是评分较高的关键。因此，应提高译

本翻译质量和编辑质量。

关键词：《孙子兵法》；读者评价；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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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蕴含丰

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1905年，卡尔斯罗普 (E. F. 

Calthrop) 翻译了首个《孙子兵法》英译本，距今已有

一百余年。一百多年来，国内外诸多译者对《孙子兵

法》进行了英译，出现了广受海外读者好评的译本。

本文拟通过对其海外传播现状的研究，探究其译本的

不足，并提出改进策略，以更好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与进步。

一、《孙子兵法》海外传播现状与问题 

“距首部《孙子兵法》英译本问世已过了100多

年，在这期间，经历了奠定基础、充实完善、融合拓展

三个阶段后，国内外出版了200余部《孙子兵法》的

英译专著，数量仅次于中文和日文版本。”[1]68“英语

世界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数量众多，特色各异。”[2]11 

在众多译者翻译的不同版本中，卡尔斯罗普的首部

英译本，和更忠实于原作的贾尔斯译本等受到英美

国家读者的喜爱，更具影响力。亚马逊“目前是全球

最大的互联网零售商之一，其主营业务为图书商品

销售。”[3]44 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 “Books”类别中搜索

“The Art of War”，仅1-16页就有超过4万本相关图

书。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Books”类别中搜索 “The 

Art of War”，仅1-16页就有超过5万本相关图书。《孙

子兵法》英译本版本较全，因此，英国和美国亚马逊

网站对于《孙子兵法》英译本的传播情况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网站上设有读者评论区并显示读者评星，通

过读者阅读评价可以对《孙子兵法》英译本在英美国

家的传播现状进行研究。本文是在英国与美国亚马

逊网站上，通过“排序：综合”进行筛选，除去非译

本、版本不同的相同译本等相关度不高的图书，根据

海外读者阅读《孙子兵法》英译本的情况以及对其购

买版本的评分与评价，分别选取九个排名较前的译本

进行分析。

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搜索“The Art of War”通

过“排序：综合”筛选，排名在前的《孙子兵法》英

译本作者分别为：贾尔斯（Lionel Giles）、加葛里亚

蒂（Gary Gagliardi)、索亚(Ralph Sawyer)、克莱门茨 

(Jonathan Clements)、克利里 (Thomas Cleary)、格里菲

斯 (Samuel B. Griffith)、戴梅可 (Michael Nylan)、哈里

斯 (Peter Harris)、安乐哲 (Roger T. Ames)（具体情况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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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搜索“The Art of War” 通过

“排序：综合”选取排名前十的《孙子兵法》英译本

分别为：索亚(Ralph Sawyer)、贾尔斯 (Lionel Giles)、

哈里斯 (Peter Harris)、闵福德 (John Minford)、戴梅可 

(Michael Nylan)、加葛里亚蒂 (Gary Gagliardi)、格里

菲斯 (Samuel B. Griffith)、克利里 (Thomas Cleary)、

丹玛翻译小组 (Denma Translation Group)（具体情况

见表2）。

通过英国和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孙子兵法》的读

者阅读情况及读者评价，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在国

外深受读者喜爱。“用户评论在对产品的认知上起着

重要作用，同时影响产品销量。”[4]21 以下是对以上几

个译本读者评论的大致总结：

1. 贾尔斯的译本被认为译出了原文蕴含的思想，

翻译简洁易懂，使读者受益匪浅，但译文存在瑕疵，

注释和解释过多。如：“Its lovely to hold and read as 

well as informative and enlightening”, “Great concise 

version”, “ Don’t buy this item, poorly copied with a 

shoddy front cover and full of spelling and grammar 

issues”, “While giving great insight into dif ferent 

philosophies of waging battles, I found the constant 

commentary annoying. Instead of being an intellectual 

treatise on the art of the battle it became just a collection 

of differing ideas.”

2.  加葛里亚蒂译本被认为重现了经典，使读者

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全面理解孙子的策略与哲

学，翻译质量很高，不足之处在于印刷质量不太好，以

及编辑犯有一些语法和标点的小错误。如：“Excellent 

read and informative” ，“Well written and precise!”, “One 

of the best ones out there, the author did a good job on 

the translation”, “Excellent effort, but what’s up with the 

typos?  Bad print and paper quality.”

表2   美国亚马逊网站上部分《孙子兵法》英译本的评论及评星情况

作者
读者评论数

（星级≥4）
读者评论数

（星级≤3）
评分

总数

评分

（满分5分）
5星（％） 4星（％） 3星（％） 2星（％） 1星（％）

Ralph Sawyer 105 15 663 4.7 80 13 5 1 1

Lionel Giles 135 79 1129 4.4 75 9 7 3 6

Peter Harris 35 3 145 4.7 85 7 4 1 3

John Minford 19 2 63 4.5 73 16 2 0 9

Michael Nylan 7 0 89 4.5 71 15 7 3 4

Gary Gagliardi 30 5 271 4.6 78 14 5 1 2

Samuel B. Griffith 73 4 393 4.8 86 10 2 1 1

Thomas Cleary  52 17 150 4.3 69 13 6 6 6

 Denma Translation Group 31 1 71 4.7 81 12 7 0 0

表1  英国亚马逊网站上部分《孙子兵法》英译本的评论及评星情况

作者
读者评论
数（星级

≥4）

读者评论
数（星级

≤3）

评分

总数

评分

（满分5分）
5星（％） 4星（％） 3星（％） 2星（％） 1星（％）

Lionel Giles 156 36 347 4.5 75 11 8 3 3

Gary Gagliardi 26 5 266 4.6 77 14 5 1 3

Ralph Sawyer 81 14 631 4.7 80 12 5 1 1

Jonathan Clements 22 5 68 4.6 75 13 8 2 2

Thomas Cleary 39 5 95 4.6 72 19 4 4 0

Samuel B. Griffith 70 13 134 4.6 79 11 5 3 3

Michael Nylan 6 0 89 4.5 71 15 7 3 4

Peter Harris 31 4 140 4.7 85 6 5 1 3

Roger T. Ames 31 3 105 4.6 80 1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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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亚译本包含很多关于历史背景的信息，便

于读者了解《孙子兵法》，但部分读者却不想了解太

多《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只想阅读原文的翻译部

分。如：“Came in great quality, looks beautiful, has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s 

well as the pre-face contents”, “It was difficult to know 

what Sun Tzu actually said because this book is full of 

commentary from some guy. I didn’t realize that most of 

the book would be endless interpretations.”

4. 读者认为克莱门茨译本添加了一些附加细节，

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具有可读性，但也有读者对

翻译不是特别满意。如：“It’s a teeny tiny book. U can 

read it in no time. Talks about 8 chapters or something 

close to that. Lots of additional details from the author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life of señor Sun. It’s 

a lot of what today might be considered normal or basic 

military tactics and principles. Standard reading in some 

military circles”, “Not great.”

5. 读者认为克利里译本为不熟悉文本和历史背

景的读者分析了文本，且译者的解释符合原著风格，

但也有读者认为过多的解释限制了自己对原著的理解

和思考，装订和编辑方面也有错误。如：“To me, this 

common English edition of The Art of War is very useful 

and comprehensive, because it immediately brings to my 

attentions and gives precise theses about the concept of 

planning and military strategem. Needless to say, Mr. 

Cleary did a good job for making The Art of War as much 

plain as possible! Thanks!”“Excellent! Cleary does a 

very good job of presenting the sens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is version is hard to read. Each entry is followed by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The intent is to 

give the reader a broad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each statement, but I found it confusing and not what I 

was looking for; which wa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enjoy 

reading front to back, and make my own interpretations 

on.”

6. 格里菲斯译本受到很多好评，大部分读者认

为此译本通俗易懂，并且译者在译文中巧妙地添加

了一些注释，前面的序言内容也很丰富，但有小部

分读者觉得自己难以理解内容，抓不到重点。如：

“I truly enjoyed this book! I like how the author of this 

version adds additional content to further explain some 

topics. Also, the desig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book it’s 

excellent”, “Everyone interested in military strategy 

should read The Art of War. This edition includes history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at helps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lthough I haven’t 

read the whole book, I found the English transliteration a 

bit strange. For example, the word‘Gold’, in Mandarin, 

should be written as‘jin’but Griffith wrote it as ‘Chin’ 

(p.27); And all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on that page are 

not written as the Mandarin transliteration system”, 

“Hard to follow but informative.” 

7. 戴梅可译本包含了原著的所有章节和内容，受

到读者的喜爱与推荐，目前无负面评论。如：“Unlike 

most copies of the art of war that i have seen, this one 

actually has all chapters and contents from the original. 

Great translation”, “Read a book gain knowledge”,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this translation.”

8 .  读 者 喜 欢 哈 里 斯 译 本 的 译 文 风 格 ，并 对 译

文 的 注 释 以 及 美 国 将 军 大 卫·彼 得 雷 乌 斯（ D a v i d 

H.Pe t raeus）的 前 言 感 到 满 意 ，认 为 具 有 可 读 性 ，

但有读者不太喜欢正文在前，评论在后的分开排版

方式。如：“There is an introduction by the book’s 

translator and a foreword by US General David H. 

Petraeus, whose name will be familiar to anyone who 

has followed the news the past decade. The Eleven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is included at the back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notes by the translator to 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ll in all,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editions of the work that I have seen, equaled only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which previously was 

the sole first rate non-business edition”, “This text has 

a brand-new easily accessible translation. The style of 

the English is pity, which matches the feel of a Chinese 

proverb”, “ I was expecting an annotated version of the 

book, however, this has the full text in the front and then 

commentary on the text in the second half.”

9 .  读 者 认 为 安 乐 哲 译 本 清 晰 易 读 ， 译 者 对 中

英 两 门 语 言 和 原 著 作 者 孙 子 有 着 深 刻 的 认 识 与 研

究，译文保留了原著的原意和想要传达的精神，但

有小部分读者对翻译不满意。如：“Ames’ scholarly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are both clear and readable 

and I can recommend this book...”, “I have a see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is famous text, but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est so far”,  “However, In my 

case I didn’t need the long and erudite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transcript, nor the unrelated pictures showing 

the excavation sites. I would have liked jus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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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读 者 认 为 闵 福 德 译 本 忠 实 于 原 作 ，开 头 的

介绍和后面部分的解释与评论也对读者理解很有帮

助。如：“The brief introduction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nd comments that take up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ook are also helpful without becoming 

overbearing.”

11. 读者认为丹玛翻译小组译本翻译简洁，有助

于自己将孙子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对译本中将

古代文本与现代世界联系起来的评注给予很高的评

价，几乎没有负面评论。如：“The book is well written 

and the commentaries make it easier to relate the ancient 

text to a more modern world”, “The Denma translation 

goes far beyond earlie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Sun 

Tzu, offering scholarly insights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well known text. Additional essays are included which 

demonstrat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sage wisdom, 

and are well worth acquisition of the book by themselves. 

Appreciation and praise for this comprehensive text.”

通过英国与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发现如

下问题：

1. 在英国与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搜索图书“The Art 

o f  War”综合排序排名较前的译本都为国外译者翻

译，几乎没有国内译者的版本。读者在评论中表示，

在购买书籍前会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书的内容和作

者，第二是译者。在评分较高译本，如索亚译本的评

论里，很多读者提到索亚的专业能力强，如 “Sawyer is 

a deft scholar with the ability to approach the meaning 

most carefully in his text”, “ Sawyer is a scholar in 

Chinese history...”。这说明海外读者会选择他们熟悉

的、具有实力的、在该领域有所研究的译者翻译的

译本。同时也反映出国内译者译本的海外知名度不够

高，海外读者在选择译本时，倾向于选择海外知名译

者的译本。但事实上，国内译者也翻译了一些优秀的

《孙子兵法》英译本，能够为海外读者提供新视角。

2. 部分译本包含大量译者的注释，但读者认为其

中一些译本的注释与评论过于冗长。这说明海外读者

重视原著的翻译，注释应适量且与原文相关，不宜过

多，不然会限制自己的思考。还有部分读者认为翻译

应忠实于原著，译者提出过多自己的评论影响读者理

解原著。

3. 部分译本出现编辑、印刷等错误。如标点错

误和印刷不清晰等问题。读者对书的编辑、印刷质量

以及外观是有要求的，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译本的评

分，而这些因素并不来自于作者和译者。编辑错误、

印刷不清晰会影响书籍的观感，相反精美的外壳以及

清晰、有条理的排版会提升读者的喜爱度。

二、基于网络调查的《孙子兵法》英译思考

英国和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海外读者对索亚译本、

格里菲斯译本和哈里斯译本评分相对较高，而贾尔斯

译本、克利里译本评分相对较低。通过读者评价，思

考《孙子兵法》不同译本的翻译，能够发现译本的优

点与存在的问题。想要更好地推动《孙子兵法》英译

本在海外的传播，就要基于问题做出改善，更好地传

播中国优秀文化。

（一）评分较高译本与较低译本对比分析

索亚译本在英国和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评分均为

4.7分，受到大量读者好评。根据读者评论，可以得知

索亚译本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在翻译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了大量背景知识

与参考资料，对原文进行了深刻的评论，有完整的索

引，包括关键概念、事件、人物和地点的汉字翻译，

内容十分详尽，对中国古代主要朝代的战争、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描述，并对一

些难以理解的内容进行了注释，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与阅读。

2. 清晰易懂的翻译。“Amazing”， “ Awesome”，

“Great”在读者评论中出现多次。索亚对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翻译准确且清晰易懂，可读

性很强，能够使读者很好地理解《孙子兵法》。

3. 编辑较好，在正文处每页间留有空白，以便读

者边看边写下自己对原文的见解与感受。

格里菲斯译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评分为4.6

分，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评分为4.8分。根据读者评

论，可以得知格里菲斯译本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首先

书的封面及装订精美。此版本译本封面是丝绸材质，

封面上印有金色压印浮凸字体，附带一条黑色丝带作

为书签，纸张质量好，文字清晰，文本与评论布局合

理，还附有中国古典插图，带给读者很好的阅读体

验。很多读者对书本的质量与封面设计感到满意。其

次，优秀的翻译、注释与评论。译文与注释严谨，翻

译简洁易懂，对孙子生平以及战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

介绍，内容丰富详细，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与文

化。

哈里斯译本在英国和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评分

均为4.7分。根据读者评论，可以得知哈里斯译本具

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译者添加了关键学者对每一

章的注释，便于读者理解。此版本还包含美国将军大

卫·彼得雷乌斯的前言与编辑的介绍，也包含一个索

引。译文利于读者接受，翻译风格受到好评。其次，

纸张质量好，字体大小及格式令人满意，文本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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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同字体，利于读者区分，封面设计好，带有防

尘套。

贾尔斯译本与克利里译本在英国和美国亚马逊

网站上评分相对较低。贾尔斯译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

评分为4.5分，在美国亚马逊评分为4.4分，通过读者

评论可以得知其译本的不足：在译本翻译方面，一些

读者用 “poor translation”，“ The reading is thus a bit 

awkward”来形容，认为翻译得不够好，且译者使用了

一些不太常见的单词，使读者难以理解。此译本也添

加了很多历史背景与解释，但部分读者认为这些解释

和评论过于冗长，且没有太大帮助。克利里译本在英

国亚马逊评分为4.6分，在美国亚马逊评分为4.3分，一

些读者提出此版本尺寸过小，没有办法在页边空白处

做笔记，并且有装订错误。另外，有读者提出此译本

中的解释与评论难以理解，让人困惑。

通过对比英国与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评分，可

以发现优秀的译文、良好的编辑以及精良的封面设计

是评分较高的关键所在。译本中所添加的大量评论与

注释受到大多数读者的好评，但部分读者认为一些译

本中过于冗长的评论是不必要的，没有给阅读带来帮

助，甚至会限制自己的思考。

（二）提高译本评分的对策

译本表达难以理解，注释过多，以及编辑问题，

如排版方式、印刷质量、书籍装订和封面设计等问题

都会影响对译本的评分。

因此译者首先应提高译本的翻译质量。“对于拥

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外国读者来说，翻译就是沟

通的重要桥梁，翻译的质量直接会影响海外读者对于

图书内容的理解程度。”[5]37 译者要选择合适的翻译方

法和策略进行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还要使读者

能够充分理解译文。“典籍英译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用流畅的现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再现原作的艺术

风格。”[6]1152 尤其像《孙子兵法》等文化典籍，蕴含

深厚的中华文化，且原文本身就较难理解，翻译难度

较大，译者不但要有优秀的双语水平，还要对中国文

化有深刻的研究，“要努力学习中英两种语言背后的

文化，熟练掌握英语文学的知识和技巧”。[7]43 这对译

者的要求是很高的。因此，在对《孙子兵法》进行翻

译时，译者应对深奥难懂的内容和海外读者不了解的

历史文化知识进行适量的注释与评论，且与原文紧密

联系，不宜过多，要给读者留思考的空间；译文应简

洁易懂，并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文的含义，否则会降

低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者还应对读者评价进行深入调

查，了解和分析读者对现有译本提出的建议，根据读

者喜好和阅读习惯翻译出更优秀的译本。

另外，从部分读者评论可以看出，一些评分较低

的译本除了需要提高译本质量以外，书籍编辑问题也

需要改善。“编辑出版质量是图书出版行业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保证，是提高图书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的

关键所在。”[8]79 好的外观、专业的编辑和精良的印刷

等因素会增加读者对译本的好感，给读者带来更好的

阅读感受。因此，干净简洁的排版、无误的编辑、清

晰地印刷以及干净美观的外观也是非常重要的。 《孙

子兵法》英译本编辑应注意字体大小和排版，每页字

数不宜太多，应留有一些空白处给读者做笔记；原文

翻译与译者评论应分别采用不同大小和不同字体，便

于读者区分；书籍封面的设计可以添加一些中国文化

元素，吸引读者；还应提升纸张质量，便于读者保存

收藏。

三、结语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

一，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受到许多海外读者的

喜爱。为了更好地推动《孙子兵法》英译本的海外传

播，更好地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译本角度出发，

提高译者水平与翻译质量；从译本的编辑角度出发，

应注意字体大小和排版，提升纸张质量，重视封面设

计，带给读者好的阅读感受，从而更好地传播文化，

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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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界关于《巴黎笔记》中人之本质问题的争论
—— 以本质的他者性为视角

李文峰，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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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黎笔记》中关于人之本质的论述是抽象的、理想性的，还是具体的、现实性的，是学界长期争论

不休的问题。立足于本质的他者性为我们考察这场争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新视角。要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

必须以他者为中介。以动物为他者，“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显示出的是具体性；以后来的马克思为他

者，《笔记》中关于劳动的理解具有明显的抽象性、一般性和理想性。他者性的分析方法实质上是辩证方法论在理

解本质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类本质与个体本质的关系也是他者性的，以动物为他者，人作为类的抽象性和作为个

体的抽象性是直接统一的。只有以他人为他者，人的本质才表现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历史观，劳动

只是一个考察历史的思维起点，由此出发，完全可以导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人的本质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

个性和共性的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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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 思 在 《 巴 黎 笔 记 》（以 下 简 称《 笔 记 》）

中，无论是关于劳动异化的学说，还是共产主义的学

说，其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都还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

束缚。马克思此时立论的出发点依然是人的本质，表

现在论证路线上，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不是从历史中

引出人的本质，而是力图从人的本质引出历史。这一

论证路线在逻辑上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把历史的进程

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展开，二是进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

“自由自觉的劳动”。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认识在包

括西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几乎不存在异议。巨

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集中表现在如何评价这些人本

主义因素上。近一段时间，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两

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南京大学孙伯鍨、张

一兵教授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此时马克思对人

的本质的理解还具有抽象性、理想性，“自由自觉的

劳动”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悬设，因此以之为基础的

历史观是一种“隐形唯心史观”[1]；另一种观点以北

京大学的王东、林锋教授为代表，认为《笔记》中的

“人本主义有其具体、明确的内涵，是合理的、正义

的、可实现的……谈不上“唯心主义”[2]。如果把这

场以“两京”为双方代表的争论用问题的形式概括出

来，就是：《笔记》中关于人的本质论述是抽象的、

理想性的，还是具体的、现实性的这一争论在一定程

度上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认识混乱，尤其给部分从事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生力量带来了思想困惑，甚至造

成理论立场的动摇。如何正确认识乃至消除这一争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来说，无疑有十分重要

的学术价值。笔者经过深入思考，认为只有立足具体

性的辩证方法论，采用他者性的视角，才能够完整准

确地把握马克思在《笔记》以及其他文献中关于人之

本质的思想。

一、本质及他者

前面提到，在关于《笔记》中人的本质问题的争

论上，主要不是针对内容的，而是针对内容的评价，

即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史中所体现出来的

阶段性特征。对事物的评价正确与否，与看待问题的

视角——分析问题方法的选择——有直接关系。同

样，我们要评价学界这场关于人的本质的争论，也有

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最为紧要的是从方法论的高度

弄清楚本质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这样说或许很多人

都不以为然，因为说到本质的概念，只要稍有哲学常

识的人都能脱口而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值得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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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然而事实是，大部分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都是肤

浅的、片面的、零碎的。接下来我们先就本质及其他

者性作一方法论上的说明，之后尽可能全面地对“两

京之争”给出客观的评介。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本质作为一个哲学范

畴，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在这

个概念的理解上，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把理解重点放在

“内在规定性”上，强调事物的本质作为规定性是事

物本身就有的。这没有错，但却忽视了另一个理解重

点：“区别于其他事物”，即他者性视角。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许多内在的规定性，但是在

这众多规定性中，究竟哪一个能够作为本质表现出

来，或者说，一个事物究竟把哪一个规定性表现为自

己的本质，却不是由这一事物自身决定的。黑格尔曾

经说：“我们常认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

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

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3]

这句话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不能直接从事物的自身

得出，而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现出来的。

马克思说：“抽象的个别性只有从那个与它相对立的

定在中抽象出来，才能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

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

一切相对性的扬弃。”[4]35所以说，要获得关于事物本

质的认识，就必须以其他事物为中介、为根据。换言

之，如果没有其他事物作参照，该事物也就无所谓有

什么本质。一句话，本质总是他者性的本质。

需说明的是，在哲学史上，的确有种观点认为有

不依赖他者、只以自身为中介和根据的存在，这就是

通常说的一元论的本体论。在一元论的逻辑上，作为

创造世界本体，不允许有其他存在，否则便自相矛盾

而不可理解了。这个存在，在宗教那里是上帝，在斯

宾诺莎那里是实体，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老

子那里是道，在朱熹那里是理。对于这些无需他者、

也没有他者而自根自据的初始存在，其本质该如何确

定呢？解决路径有三条。其一，宣布其不可理解，如

宗教的上帝和老子的道，这一路径实际上承认了没有

他者就没有本质；其二，把其放到时间中，让它的创

造物作为他者而获得其本质规定，如斯宾诺莎的实体

和朱熹的理。这一路径虽然确立了创造者和被创造物

的生成性关系，但却没有给出之所以生成的原因。其

三，将其看作为了认识自身、实现自身而不断对象化

的过程，在“自我”创造（设定、外化、否定）的“非

我”性的对象中确证自身本质。这是黑格尔的解题方

案，这个非我性的对象实际上就是绝对精神自己具体

化的他者。

在现实世界中，一方面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具有多

样性，另一方面外在的他者也具有多样性，这就使得

某一事物在不同的他者面前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甚至

截然相反的本质或特征。由此看来，任何事物的本质

不是绝对不变的。本质的边界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

向他者开放的。

我们经常说某事物的本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解

释稳定性的原因时，一般将其归结到该事物的内在要

素及其结构的不变性上。实际上，即使构成某事物内

在要素及其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说，事物的

内在规定性一如既往，即便如此，事物的本质依然可

以发生变化。同一个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比是落

后的，与原始社会相比却是进步的。同一个柏拉图，

在苏格拉底面前是学生，在亚里士多德面前就是先生

了。格列佛的身高没变，他是巨人还是侏儒取决于外

部环境中人们的身高。在这个意义上，相对性就是他

者性。某一事物的本质之所以表现出稳定性的特征，

仅仅是因为与之相对立的他者没有发生变异。

如果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一变

化一定会通过该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来吗？不一定。这

要取决于他者的变化情况。假设格列佛不是相对的而

是绝对的缩小到小人国的身型，那么他是巨人还是侏

儒就取决于小人国的身材是同向还是逆向发生变化。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把自身看作他者的问题。一

个发生变化的事物与变化没有发生时比起来，会表现

出新的本质，同时由于这个新本质的出现，旧事物的

本质也就表现出来。如果这个事物是本体的话，就回

到了前面所说的黑格尔的道路上了。

因此，本质总是在他者中显现，不论这个他者是

异己的还是自身的。但是，在各种理论的言说体系

中，这个他者不一定显性存在，反而往往是隐匿的。

比如，我们说苏格拉底是聪明的，为了更加清晰，我

们将这句话表述为：聪明是苏格拉底的本质。不难想

到，这个结论的得出是以把苏格拉底与一般众人比较

为前提的。此处众人即他者，但却是隐性的存在。此

例中，他者的显性式表述是：“与众多的一般人比起

来，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样把他者摆出来的说法自

然更加严密，但有时反而显得多此一举。他者能够隐

匿是因为我们在交流中，这些他者作为条件、前提、

范围等是彼此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

他者的隐匿性是造成诸多争论的重要原因。在每

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学术领域内，会形成一些所有研究

参与者都彼此认同的论说前提。这些前提作为他者，

成为言说内容成立的条件。这些他者性条件因为大家

彼此认同，就没有必要处处时时标明，这就是日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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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谓的“共同语言”、“语境”的含义，即隐匿性的他

者。隐匿性并不等于不在场，它反而构成大家共同的

言说平台。但随着时代变迁，会形成新的言说平台，

此时过去的他者就不仅隐匿而且退场了。后来的人们

看到前人的论断，如果要真正理解其含义，就必须重

建语境，召唤退场的他者重新入场。但是，在这个过

程中，解释者很可能犯错，或把不同于前人理解的他

者召唤进来，或数量不对。误解、曲解、争论就不可

避免地产生了。此类情况在人文科学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一个概念——标志事物本质的范畴——在不同学

科、不同学者、不同时代，其含义常常迥然有别。

即便人文主义这个概念也概莫能外。在文艺复兴时

代，人文主义的内涵是在“神本主义”这个他者中显

现的。彼时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人”本主义，不仅

包括感性的幸福，更包括理性的张扬；不仅包括价值

关怀，也包括科学精神。但神学退场后，特别是随着

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科学和理性成了人文主义之他

者，从而导致理性和感性、科学和价值分道扬镳，这

让人文主义概念的具体内涵比起文艺复兴时代来大抵

收窄了一半。此时如不考虑他者的变化，就会产生关

于人文科学概念的两种理解，甚至争论。

他者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辩证分析方法在本质问题上特别的、深度的运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八个字大概每个即便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初学者也能随口道来，仿佛都会运用似

的。实则“熟知并非真知”，一旦进一步问及“具体分

析什么？”时，很多人都会茫然，甚至幼稚地把这句话

理解为“就问题分析问题”。准确的理解是，所谓具体

分析，就是正确地找到问题事物的条件、范围等。不

是就问题分析问题，而是就问题的他者分析问题。找

到了正确的他者，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为进一步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建立前提条件。

没有他者，就不可能有理论立场。关于某一问题

的争论，若在不同他者下进行，即便再怎么激烈，也

属于各说各话、打不到一块。对于很多争论，他者一

旦统一，分歧即因失去意义而顿消。这些观点，鉴于

篇幅不再展开，以下会结合“两京之争”具体阐述。

二、从本质的他者性看人之本质的抽象性与具体

性

从历史的大跨度上看，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产

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其中关于人之本质的思考也

概莫能外。伴随着哲学立场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

转变直至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关于人之本质的论

述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由抽象性不断到具体性的认知过

程。

实际上，不仅马克思是这样，就回答“人的本质

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言，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也

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前文已提到，在《笔记》中，马克

思将人之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自由，作为

人的本质之规定，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中不可

动摇的核心理念。而就是这个自由，在康德那里是道

德的悬设，因为它永远是一种应然的状态，因而缺乏

具体性和现实性；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是“理性的狡

计”，它是人的一种错觉，实质上是理性即绝对精神借

以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工具，是其不断通过对象化获

得具体性的环节之一。但不管怎样，相比康德而言，

黑格尔这里的现实性味道浓厚了不少；在费尔巴哈那

里，自由是人的自然本质，作为思维和意识，自由是

人的大脑的产物和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果。很容易看

出，费尔巴哈在他的前辈面前，其关于人之本质的论

述更具体、更现实。但为什么我们又说他的人本主义

具有抽象性和非现实性呢？因为他者变了，这是相对

于他的后来者尤其是相对于马克思而言的。就像黑格

尔的学说在康德那里显示为具体性而在费尔巴哈那里

显示为抽象性一样。

在哲学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观点：黑格

尔的哲学具有一种历史感和现实感（在黑格尔体系

里，现实是理念的具体化）。这个论断之所以被读者

理解和承认，是因为这位读者能够自觉地把正确的他

者——比如康德补充进去，而这个论断的作者也默认

它的读者有能力做到这点，否则他就不会隐匿这个他

者了。但如果某人非要以马克思为他者来审视这个论

断，就会激动地发现一个巨大的错误。于是一个可能

的争论产生了。《笔记》有时候也难免遭遇类似的命

运，有的是因为偏颇，有的是出于蓄意。

就我国学界关于《笔记》中人的本质思想的争论

而言，争论的双方多数都表现出较强的他者意识。南

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著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

境中的哲学话语》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还原当年马克

思思考和写作的原始语境和初始理论视界。北京大学

的林锋教授也多次强调“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可以说是鉴定学界流行的所谓

“《手稿》‘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可信度的

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 5[11]

但是在具体的论争过程中，双方都在很多情况下

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方的语境。

张一兵教授遵循他老师孙伯鍨先生对青年马克思

的解读模式，认为相对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

史辩证法”，《笔记》的“深层语境却仍然是抽象的人

本主义价值伦理悬设与批判”[6]15，“这时马克思的主导

李文峰，等：论学界关于《巴黎笔记》中人之本质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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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路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反思，……以人性的尺度来

坚决地反对和否定私有制。”[7] 6很明显，这些判读无疑

是以后来的马克思为他者的，强调了马克思前后思想

的差别。

张一兵有一个被林锋教授多次引用并批评的观

点：“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

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

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马克思不得不为了革命结论而

伦理地批判现实。”[1]林锋不同意此论断中对“人”及

“人的本质”的抽象化、理想化理解，但是他忽视了

一个理论事实：在当时，任何一种人本主义与古典经

济学比较起来，在互为他者的镜像中，前者作为不彻

底的人道主义，其基调是主观性、抽象性、理想性；

后者作为“发家致富的学问”，其基调是客观性、具体

性、现实性。

坚持“独立思考”、以消除“权威效应”和“误解”

为己任的林锋教授一直致力于质疑学界长期以来在

《笔记》解读上的主流见解。认为《笔记》“在多个方

面（历史观、人学、实践观、未来社会观等）实现了

‘哲学创新’或作出重要哲学贡献，哲学价值特别突

出的优秀著作、杰出著作。恰如其分地说，《手稿》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的‘奠基之作’，对马克

思新哲学之构建、对‘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有不可抹煞、不可否定的重大功绩，是后来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理论基础、思想起点。”[5]8不过，

这些论述在主流见解那里也经常看到。主流完全可以

重复地说：《笔记》在各个方面实现了“哲学创新”，

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的奠基之

作”、“理论基础”、“思想起点”，谁也没有抹煞和否认

它的重大功绩。实际上，林锋质疑的目的远不止于

此，他要的是颠覆主流关于《笔记》是马克思的“过

渡性著作”和“不成熟著作”的定性，这个目的几乎在

他所有的与之相关的质疑与辩护文章中反复提及。

林锋认为，在《笔记》中，“马克思从来没有抽

象、先验地讲‘人’、‘人的本质’。在他那里，不论是

‘人’，还是‘人的本质’都是在十分现实、具体的意

义上理解的。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就在于他

不仅是感性的、肉体的、有情欲的自然意义上的人，

而且是劳动的人，是能动地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

尤 其 是 后 者 ，构 成 了 人 的 本 质 特 征 ，是 人 的 基 本 存

在方式。《手稿》将人理解为‘自然的人’和‘劳动的

人’的统一。”[7]132

说的对！但是，第一，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

“ 感 性 的 、肉 体 的 、有 情 欲 的 ”看 作 人 的 本 质 ，那

么，这个人的本质借以呈现其规定的那个他者是什

么呢？就是说，在什么意义上，人的本质才能体现为

“感性的、肉体的、有情欲的”呢？在近代西方文化

中，这个他者就是上帝、是神，这个思想肇始于文艺

复兴。在人文主义向神权要人权的当头，必须强调人

与神的异质性。在神面前，人的特质表现为自然性、

动物性，即追求感性的、肉欲的幸福和满足。当然，

人有理性，但这个理性却不是将人与神区别开来的规

定，因为神更具理性。在神面前，人就是动物，这个

理解路径一直影响到启蒙时代的法国唯物主义。在德

国，直到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揭露了宗

教的本质之后，上帝才不再作为确立人之本质的他者

而在人面前退场了。此时一个新的他者凸显出来，即

自然界。在自然界面前，上面所谓的“感性的、肉体

的、有情欲的”的规定性尽管还是人的内在规定性，

但却不再表现为人之本质的规定性了。这一点费尔巴

哈阐释得非常清楚。以自然为他者，人的本质，即将

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内在规定性，费尔巴哈认为是非

动物性的、非感性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爱）”，

“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

意志、心。”[8]27-28在动物面前，人就是“神”。因此，当

我们说费尔巴哈把人归结为“自然意义”上的时候，

不是说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的内容归结为自然，而是

把借以确立人的本质的他者归结为自然，这才是“自

然意义”中“意义”一词的深刻之处。因此，把“感性

的、肉体的、有情欲的”等看作人之本质，这一认识不

要说是马克思，甚至连费尔巴哈的水平都没有达到。

欲以此证明《笔记》的理论成熟性实乃南辕北辙，在

这里非但证明不了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创新”，反而证

明了马克思与其前辈的“一致性”的“非创新”性。如

果说这时马克思的思想成熟了，就等于说马克思的思

想在其成熟以前已经成熟许多次了。

第二，现在我们来看看林锋所解读的“构成了人

的本质特征”的统一体的另一个方面：“劳动”，这个

问题稍微复杂一点。沿着上面“自然他者”的视角，

的确，“劳动”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人之本质的最重要的

规定性是费尔巴哈没看到的，他仅仅关注人与动物在

“精神”、“意识”、“思维”层面上的区别。这里林锋

的看法没什么大问题，从《笔记》是可以解读出马克

思将人之本质规定为“能动地从事劳动实践活动”这

一特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停留于此而进一

步询问的话，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不妨从

这个论断出发，在《笔记》的思考范围内具体展开这

个问答逻辑：

是 什 么 把 人 的 劳 动 和 动 物 的 活 动 区 别 开 来

呢？——是能动性（动物的活动是本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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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动性是什么呢？——是“自由自觉”（人的

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人是怎样获得这个借以区别动物的“自由自觉”

的性质的呢？——？？？

在《笔记》中，自由自觉作为人的劳动的本质，

对马克思而言是无需说明的理论立论的前提，因为

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对于最后

一问，我们在《笔记》中找不到直接的答案。在《笔

记》中，自由自觉作为人的劳动的本质，对马克思而

言是无需说明的理论立论的前提，因为这个观点在

当时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念。“自由”作为西方近代

核心价值，“自觉”作为理性的自为状态，即便是在

费尔巴哈（当然可以上溯到黑格尔、康德乃至更远）

那里，也是其终生高扬的思想。在那里，自由和理性

是作为人的天赋秉性来看待的。正是在这个根本的

层次上，我们看不到《笔记》提供的“哲学创新”，

看到的反而是对前人的继承。林锋应该知道这个情

况，所以他做了一些补充：“自由、自觉地进行生产

劳动是人类优越于动物的内在固有能力。应当说，

这种能力是人类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能力。”[7]133什

么叫“内在固有能力”，说白了，就是生而有之的能

力。具体而言，林锋所谓的“自由自觉”就是人的先

天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的活动成为区别于动物的

活动的劳动。进而言之，人们不是在生产劳动中获

得自由自觉的规定，反而自由自觉的规定是人们的

生产劳动赖以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据。因此，按照林

锋的理解，“自由自觉”先于劳动，而不是相反。这

个理解符合《笔记》时期马克思的认知结构，也是马

克思的借以立论的人本学的基础设定，尽管马克思

并没有在《笔记》中直接地、清晰地挑明这一点。 

问题有意思的是，这个区别人的劳动和动物活动的自

由自觉的人的天赋秉性，或者这个作为人的天赋秉性

的自由自觉性究竟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呢？北京方向

的林锋教授认为是具体的，因为这时他的论说语境是

自然界。然而同一个问题，南京大学的孙张二位教授

却认为是“抽象的悬设”，因为他们是以后来马克思关

于自由理性的论述为他者参照的。在被林锋批评的主

流所认同的、后来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文献中，自

由、理性连同道德、宗教、法等都是社会性、历史性

的、具体性的概念。

我们总结一下，以动物为他者，得出“自由自觉的

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带有具体性，无疑是对的。林锋

教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判读的。当然，如果如前

文般的以“神”为他者的话，比起以动物为他者，《笔

记》中的“自由自觉”会显得更加“具体”。然而这个

结论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另外的结论：比起后来，马克

思在《笔记》中关于劳动的理解具有明显的抽象性、

一般性和理想性。

因此，具体性和抽象性是相对的，这个相对性就

是他者性。他者未定，某事物表现为具体性还是抽象

性就无从谈起，或者直接用熟悉的辩证法“公式”表

示为：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是抽象和具体的统

一。然而他者一旦确定，所谓的“公式”就会坍塌，不

再是“既……又……”，不再是“什么和什么统一”，

而是“要么……，要么……”了。

三、作为辩证方法论的他者性分析

在《笔记》中关于劳动与历史的关系的论述及其

与马克思主义成熟与否的联系的问题上，林锋提供了

一个看上去非常有力量的文本证据，用以证明“《手

稿》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在‘精神实质’‘精神气质’上

的一致性”[9]33。我们先把这两个文本依据列出来：

其一，出自《笔记》的一个重要的论断:“对社会

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

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

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0]196

其二，出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个论断，即恩格斯界定马克思

主义哲学特点的一句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

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11]

林锋的分析过程不失为精彩和深刻。他认为：

将两个判断“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手稿》历史观

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精神实质’‘基本看法’上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9]36 这种相似性和一致性说明：“把

作为劳动史观‘真正诞生地’的《手稿》定性为所谓

‘不成熟、不科学著作’，将其历史观认定为‘唯心史

观’的做法就是大有问题、极其不妥的。”[9]36-37明白

人很容易逆向读出林锋教授的意思：马克思的“科学

的”“唯物史观”成熟于《手稿》（本文称为《笔记》）

时期。此判读对于我国学界主流而言的确是颠覆性

的。不过这种颠覆也仅仅是对于我国主流而言，如果

放眼世界（这也是一种他者性视角的转换），正如张

一兵梳理的那样，早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

早期的弗罗姆所著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还有早

期的马尔库塞、列弗斐尔与后期的萨特)已经发表过同

样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思潮曾一度占据了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并造成了理论和思想混乱。到

目前为止，张一兵的论断依然是清醒和恰当的：在把

《笔记》人本化、人道化的研究上，我国学者“并无

思想史层级上理论新建树。”[12]

李文峰，等：论学界关于《巴黎笔记》中人之本质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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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让我们认真看一看林锋在“两个判断

一致性”上的发现吧。在同一学者的不同时期以及在

不同学者之间找到观点上的相似性、一致性，不论是

从“精神气质”还是“细致末节”上，通常不是什么困

难的事。就劳动而言，不妨看一下黑格尔。在耶拿讲

演中，黑格尔就强调过：劳动是区别于动物式的“本

能”活动的一种“精神的方式”和“理性的活动”。这

思想似乎与《笔记》的“精神气质”吻合得挺好；黑

格尔还说过，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

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征服自然界，起着中间人的作用。”[13]348这句话似乎与

《笔记》的“精神气质”吻合得也不错，以至于列宁看

到后禁不住赞扬到：“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有了历史唯

物主义的萌芽”[13]348；再比如，就是在《笔记》中，马

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他是这样说的：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

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

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

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0]156 在这里，如果

把马克思眼中的黑格尔的劳动观点与《笔记》其他处

马克思本人的许多劳动乃至实践观点作一下比较，不

难得出两者“精神气质”高度吻合的结论，其一致性大

到快要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是不是由此我们就可

以断定马克思抄袭了黑格尔，或者说马克思的劳动观

已经在黑格尔那里成熟了呢？

因此，此处不仅要考察二者“相似性”、“一致性”，

还要考察二者的“不相似性”、“不一致性”。不言而

喻，这是辩证方法论的核心：对立中把握统一，统一中

把握对立。只看到统一与只看到对立同样是片面的。

这些虽然是日常“说教”，但看来真正掌握并正确运用

的人不多，很多依旧静止在“口念熟”阶段。马克思

的《博士论文》在使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论上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案例。在当时，西方哲学界的主

流认识是：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

的抄袭。换成林锋教授的语言：二者之间在“精神气

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绝不是“细枝末节”

的一致性。但是，就是在这些众多一致性中，马克思

看到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间在原子论上的“差

别”：“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4]30。以原子脱离直线作

偏斜运动为理论支撑，马克思从自然的角度来阐明个

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从而揭示了伊壁鸠鲁

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

与林锋教授对待主流见解的态度不同，马克思并

没有彻底否定前人的观点，而在其基础上做出纠正、

补充。正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没有彻底否定牛顿

的物理学一样。合理的正确的、进步的、建设性的否

定之所以是辩证的，只是因为这个否定是他者性的否

定。它不是简单地、一般性地、直接性地否定某理论

的内容，而是重新规定这一理论正确性的成立条件，

给这一理论的使用重新划定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

围、离开了这一条件，真理，就像列宁说的，即便迈

出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然而反过来，只要它还在

自己的范围内，那就是正确的。所以，他者性的否定

就是有条件的否定，同时也是有条件的肯定。这种有

条件的承认不仅不会彻底把对方置于自己的对立面，

反而能够把对方包容在自身之内，使之成为自身的一

个具体存在形态、表现形式、特例。

在评价《笔记》中关于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

之本质的问题上，真正的辩证态度是，在不同的他者

参照下，分别表现出抽象性和具体性。双方正确的态

度是：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在某某条件下，

如果换一个角度，结论就不同了。但现在林锋教授

的态度是：你的结论是错误的，只有我的结论是正确

的。为什么正确呢？这时候他就摆出自己发现的“语

境”，当然这时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然而这个正确的

结论与他所反对的观点又有什么哪怕半毛钱关系吗？

离开了别人结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依靠在完全不同

的新前提下必然会得出的新结论，反过来推翻别人的

结论。此时必须模糊别人理论成立的前提，给读者造

成你我前提一致的假象，否则这套辩护的手段就不灵

了。

实质上，这就是相对主义和相对真理的根本性区

别之一。相对真理彼此承认，但必须是他者性的、有

条件的彼此承认；相对主义彼此不承认，以自己特殊

情况下的正确结论反对别人。它的错误不在于有条件

地承认自身，而在于无条件地否定他人。可见，相对

主义虽然是错误的，但它在一定范围、条件、前提下

采取了正确的外观。正是因为这个特征，相对主义极

容易吸引、欺骗很多甚至学术功力深厚的研究者。譬

如用这个观点看待伯恩施坦就很容易抓住修正主义的

实质。伯恩施坦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

主党的任务》，其书名部分指明了他思考问题的出发

点：时代前提、条件、环境等变了，无产阶级的任务、

斗争策略也要发生变化。单独就伯恩施坦的这个观点

看，不仅没有问题，反而符合辩证法的要求。问题在

于伯恩施坦以任务、策略发生变化来否定马克思在以

前不同时代条件下得出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和斗争的策

略，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当然，如何看

待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没这么简单，但这个他者性视

角毕竟是一个有助理解的透视维度。对于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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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它一定会被实践所“修正”，否则它就会僵化，但

这个“修正”不是无条件、而是有条件的，绝不是用

今天来否定昨天。

四、劳动作为人之本质：他者性的历史观考察

不管怎样，以上我们对“两个判断一致性”的考

察是以承认“一致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前面的分

析中，我们只是外在性地揭示了林锋教授在思考人之

本质问题时带有的片面性，接下来我们结合林锋教授

比较推崇的“比较研究法”进一步考察这场关于《笔

记》中人之本质的争论。这里我们把视线转向这两个

存在一致性的判断本身内涵。前面虽已经提到一些，

但说得还不够透彻。

林锋教授不断提醒我们要回到当时《笔记》文本

的历史语境：“只有通过《手稿》与前后期(尤其是后

来的)著作的比较研究，才能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

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确切、可靠的判断。”[5]11就这段

话的内容而言，毋庸置疑又是正确的。可惜的是他没

有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特别是在运用手中正确的方

法分析《笔记》问题时不知为何非要打一些折扣。

为了弄清造成出现折扣的原因，我们要对林锋的

“比较研究法”做一点补充，使之不仅正确，而且更

加完整。在“比较研究法”中，林锋提醒我们，比较要

在“前后”两个时间方向上进行，但我们要进一步追

问的是，在前后这两个方向上如何完成比较、比较什

么、怎么比较呢？那就是前文提到的“同与异”，即分

析相互联系方面的统一性和对立性。

这样“前后”加“同异”，排列组合后，就形成了

分析问题的四个思维支点、框架。我们就在这四个框

架内对号入座，看看林锋教授在关于《笔记》中的劳

动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上都“比较研究”到了

什么程度。

在马克思“著作”范围内，以《笔记》为原点，

就关于劳动的论述，如果沿着时间轴向前比较，意义

不是很大，因为那里能够找到的有价值的相关论述

极少，当然诸如“劳动”、“实践”、“活动”等字眼还

是很容易搜索到的。因此我们在林锋所有关于《笔

记》的文章中都几乎找不到有关马克思在这方面上

的论述，倒是看到他在这个方向上经常越过了马克

思而到了费尔巴哈那里。他在表达“马克思用某些旧

哲学概念（比如费尔巴哈哲学的概念）表述了不少超

出旧哲学家的新思想、新观点”[5]10时，说到：“马克思

还将‘类’‘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与‘生产’‘劳

动’‘实践’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关联起来，这

就超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容量，相当程度上超越

了后者。”[5]10 在这里林锋以费尔巴哈为他者，从“同

异”两个角度对《笔记》进行了判读。“同”表现在形

式方面，即马克思此时在语言使用（概念表述）上与

费尔巴哈具有“一致性”；“异”表现在理论内容方面，

即“思想容量”上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这个

判读大致正确，但依然不完整，因为即使在理论内容

方面，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不仅有“超越”的异质性，

也有“继承”的同质性。

那么作为《笔记》理论基石的人之本质“自由自

觉的劳动”，在哪些地方对费尔巴哈实现了超越、又在

哪些地方进行了继承呢？

前面已经提到过，费尔巴哈以动物为他者，主要

从“精神”、“思维”和“意识”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将

其定义为“理性、意志和情感”。理性即自觉，意志即

自由；同时，在费尔巴哈的视野里，没有社会性的劳

动，他虽然也讲实践，但这个实践最高只是达到日常

生活的理解水平，更多情况下指人的生物性的饮食。

这样看来对作为人之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规

定，其中“劳动”这一半是费尔巴哈“思想容量”中没

有的，是超越性的一面，是二者之“异”，这是北京方

向格外关注的；另一半即“自由自觉”却来自于费尔巴

哈，是二者之“同”，这是南京方向比较关注的。

我们既然已经越过了马克思的“著作”的界限，

不妨稍微再向前走两步。这就到黑格尔了。在那里，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费尔巴哈有的“自由自觉”，也能看

到费尔巴哈没有的“劳动”，还能看到二者词语上的连

接。具体例子前面也提过。此处要说明的是，与黑格

尔比较，马克思“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提法整体上

与黑格尔更表现出一种“继承”关系，但二者的区别

在哪里呢？答案是：在本体论上。在黑格尔那里，不

论是“自由自觉”，还是“劳动”，归根结底属于绝对

精神，这是唯心论。在马克思这里，不论是“自由自

觉”，还是“劳动”，他都将其归结为人自身，从而排除

了一切外在于人的、神秘的、超越的存在，这是唯物

论。但费尔巴哈毕竟也是唯物论，于是，马克思这里

与黑格尔相较所显示的“异”便是与费尔巴哈相较所

显示的“同”。

如果沿着林锋教授的远征步伐，他所谓的“自由

自觉”就来到了原始社会。林锋非常不满意“主流”

对“自由自觉”的抽象性的、悬设性的、否定性的解

读，就到原始森林里为其找“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

性”。他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在人类历史上，的

确存在一个劳动尚未异化的原始的‘自由自觉劳动’

阶段。……在私有制尚不存在的社会形态（原始社

会）中，人类劳动就不是异化的，而是自由自觉的，

这种劳动形式正是与私有制尚未产生的原始状态相适

李文峰，等：论学界关于《巴黎笔记》中人之本质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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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7]133。林锋又说对了，以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为

他者，原始社会人的劳动自然是“自由自觉的”，但是

如果以自然力、生物界为他者，人的劳动还是自由自

觉的吗？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不得不劳动，其活动受

到种种自然必然性的限制。当此时，文明尚未到来，

智力尚未开化，启蒙尚未进行，人们的行动在很大程

度上依旧是蒙昧的、盲目的。在这种意义上就既不能

说是自由，也不能说是自觉了。另外，需指明的是，

《笔记》时期，马克思对原始社会资料的占有还非常

不充分，恕笔者读书甚少，还没有在《笔记》及其以

前著作中，看到“马克思充分肯定”原始社会是“‘自

由自觉劳动’阶段”的文本资料。倒是在更靠前的霍

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那里能找到关于原始社会的种

种论述。关于这些论述，不管是“人对人是狼”，还是

“自由平等”、“黄金时期”，在学界尤其是罗尔斯等人

为代表的学者看来，与其说将其视为具体的、真实存

在的“自然状态”，不如说将其作为抽象的理论假设、

悬设。顺便说一句，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较为系统的

关注是在晚年，但那时他早已把费尔巴哈甩开不知多

少条街了。

现在我们已经跟随林锋的脚步完成向前比较的

分析。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超出马克思的“著作”范

围，在这里能够找到的充分的、典型性的、有比较价

值的文本材料少之又少。这一点林锋似乎也感觉到

了，所以他在“著作”二字前面特意加了个括号并强

调：“（尤其是后来的）”。在这些包括恩格斯的“后

来 的 ”著 作 中 ，林 锋 发 现 了 与《 笔 记 》在“ 精 神 气

质”上具有一致性的文本，以此证明《笔记》的成熟

性和科学性。这样，我们就再次回到了上文已经完整

引述的关于“劳动”与历史的关系的两个判断，不过

这次我们是从另外的角度切进来的。

和向前比较一样，对于向后比较，我们也在“同”

与“异”两个维度上进行考察。显而易见，林锋教授此

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同”的方面。他以为只要

在两个事物之间找到所谓“‘精神实质’‘精神气质’

上的一致性”、“不是‘细枝末节’或‘个别特征’上的

‘相似性’”[9]35，就能够判定这两个事物是一回事了。

但 是 ，首 先 ，林 锋 没 有 告 诉 我 们 他 是 凭 借 什 么

标准来判定某特征是“精神气质”还是“细枝末节”

的。实质上，“一致性”究竟属于“精神气质”，还是

“细枝末节”，也是一个他者性问题。在黑格尔面前，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精神气质”具有一致性。在马克

思面前，黑尔格与柏拉图在精神气质上具有一致性。

而在庄子那里，一切的一切都在“精神气质”具有一

致性，甚至是“齐一性”。在自然科学面前，何止是前

后期的马克思，所有哲学家及其著作都存在“精神气

质”的一致性。

其次，林锋所举的两个文本材料，对于两个文本

整体而言，本身就属于“细枝末节”或“个别特征”。

然而林锋却认为他能够从这些“细枝末节”或“个别特

征”里，找到足以代表整个文本整体特征的证据。实

际上，我对林锋教授的文章的引用也只能是“细枝末

节”式的，但我的确认为它能够代表林锋教授的“精神

气质”。

如果上面两点还有些强词夺理的话，那么我们现

在就要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了：要找到对立！无论两

个判断在多少个方面有多少个一致性，都应该考察二

者的差别，就像马克思在原子论上对待德谟克利特与

伊壁鸠鲁一样。然而囿于理论立场和论证的需要，林

锋教授必须忽视二者的差异，但我们必须保持全面的

态度。在很多情况下，一致性只是表面，差异才是实

质；相反，有时候差异只是表面，一致性才是实质。

黑尔格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一句哲理在年轻人

嘴里说出和在老年人嘴里说出是不一样的。年轻人说

的只是这句哲理本身，尽管他可能理解得完全正确。

而老年人不只是说了这句哲理，其中还包含了他的全

部生活！我们可以模仿一下这句话：关于劳动与历史

关系的哲理在《笔记》时期的年轻人马克思嘴里说出

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以下称《终结》）时期的老年人恩格斯嘴里说出是

不一样的。《笔记》时期的年轻人马克思说的只是这句

哲理本身，尽管他可能理解得完全正确。而《终结》

时期的老年人恩格斯不只是说了这句哲理，其中还包

含了他与马克思的全部的理论探索过程。

为了免去读者回头看的麻烦，我们再次把这两句

话和核心摆在这里，不再注。

马克思《笔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

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恩格斯《终结》：“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

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从字面上看，的确如林锋所言，都是把人类史（世

界史、社会史）归结为劳动史。但是，如果我们继续

追问：这两处劳动的具体含义一样吗？这时巨大的

差别就怎么也掩盖不住了。这些差别，前面提到了一

些。另外的鉴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了，相关的研究成

果很容易得到。但为了便于读者抓住要点，不妨轮廓

式地做个概括。《笔记》所蕴含的理论推进路径是：

劳动—自由自觉—人的本性—固有（先验）能力。《终

结》所蕴含的理论推进路径是：劳动—现实的人—需

要—物质生产关系—生产力。前面是人本学路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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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抽象性、理想性、道德悬设性。后者是唯物史观路

径，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历史性、社会性。

笔者认为极其有必要提醒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注

意：对于历史观，劳动只是一个考察历史的思维起

点，由此出发，完全可以导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林锋似乎也认识到其中的差别，所以在论说《笔

记》中劳动观点时，他力图让自己选用的词汇尽量靠

近以后的马克思。于是他在完成两个判断具有“精神

气质”一致性的论证后，在下一段又进行了强调。这

段话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完整引述：“《手稿》历史观

最核心的特征，恰恰就是用‘生产劳动’的观点来阐释

‘人类历史’及其运动过程，把历史精当地概括为一部

‘人类能动地从事生产劳动，借以实现自我延续、自

我发展’的历史。”[9]36

“人类能动地从事生产劳动，借以实现自我延

续、自我发展”，这句话很有分量，堪可玩味。内容上

有了“生产”二字，使之与后期马克思更接近；形式上

加了引号（没有引注），给读者造成该判断出自马克思

之口的感觉，然而这句话作为整体在《笔记》中根本

没有。

现在，对这场“两京之争”，可以从方法论（对于

双方的解读模式上笔者不予置评）上做个小结了。

就如何看待《笔记》中人之本质的论述而言，若

以费尔巴哈为他者，南京方向强调二者的同质性，同

时看到二者的异质性，认为同质性大于异质性，或者

说异质性是表层且显性的，同质性是底层且隐形的；

北京方向在这里比较犹豫，因为如果过度强调二者同

质性，就会拉低马克思，但若强调异质性，就有动摇

他们人学立场的可能，于是他们只能尽量把费尔巴哈

藏起来不提，这样就能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共同的观

点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来介绍。

若以以后的马克思为他者，南京方向重在强调

二者的异质性，对于同质性基本忽略（不是忽视）；

北京方向只强调二者的同质性，刻意忽视二者的异质

性。

人之本质在不同的他者参照下，《笔记》分别表现

出抽象性和具体性。南京方向主张以抽象性统摄具体

性，对待其他观点持以包容和保留；北京方向坚持以

具体性反对抽象性，对待其他观点持以方法论上属于

相对主义的否定。

五、类本质与个体本质：人之本质的两个层面

与抽象性和具体性问题直接相关，人之本质还有

一个类本质和个体本质的问题。其中，类本质问题经

常与抽象性和具体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目前依旧是

学界讨论的热点；相对而言，关于个体本质的讨论基

本上还是定格在少数马克思主义教程中。似乎学界

形成一种默契：认为此处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然

而，如果我们自觉地采用他者性视角，就会发现，无论

从类角度还是个体角度，我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不

够准确。下面简单补充几点。

在《笔记》中，“自由自觉的劳动”几乎等于人

的“类本质”。作为概念，类本质来自于费尔巴哈的

人本学。据前文可知，费尔巴哈视野中的人的类本质

是以动物为他者的，换言之，类本质是人与动物相区

别的特征。以动物为他者，是《笔记》中的马克思与

费尔巴哈的共同视角。这个视角也是林锋正确抓住

和实际使用的，他说：“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自由自

觉’特性，是就人类劳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根本区别

而言的，也就是说，他是有特定所指的。”[7]133又说：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把人

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使人类根本超越了动物

界。”[5]13-14

需要强调的是：其一，虽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

视角相同，但结论却很不一样。如前所述，在费尔巴

哈的理论视界中没有社会性劳动，只有意识：“究竟什

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

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8]26 在这一点上，

南京和北京方向都能基本看到并认可。其二，作为类

特征亦即作为跟自然界对立的特征，人的类本质只能

是作为所有人的共同特征，即共性、一般性。相对于

个性的具体性，共性必然具有抽象性。就是说，人的

类本质是抽象的。在这一点上，南京方向积极主张而

北京方向极力反对。其三，人的类本质的抽象性还表

现在，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突出表现在：作为个体的

人，在与动物相对立的意义上，其个性特征是隐退和

消失的。苏格拉底与骆驼、狗、麻雀等区别开来的内

在规定性不是他的身材的高矮胖瘦，不是他的哲学家

身份，也不是他的雅典公民身份等。他在动物面前体

现出来的特征与任何一个人在动物面前体现出来的特

征完全一样，即个体本质等同类本质。所以，以动物为

他者，人作为类的抽象性和作为个体的抽象性是直接

统一的，或者说，人的类本质就表现为“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5]14，反之亦然。这个观点正是费尔巴哈

人本学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两京”乃至整个

马克思主义学界都普遍认识不足。

因此，“单个人”的本质等同于“类”的本质，只

有以自然为他者并且在抽象的、共同的意义上才成为

可能。当马克思把理论视界从动物转移到社会和历史

自身之后，他必定不满足于费尔巴哈对人之本质的抽

象性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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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社会历史进程，在现实中考察人的具体

性本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考察“共性”、“共同性”、

“同质性”了，此时必须把中心放到前者的对立面即

“个性”、“对立性”、“异质性”的考察上。就是说，此

时考察的不再是类本质，而是个体本质了，是一个人

区别于他人的内在规定性。很明显，人的个性成为人

的本质性规定是因为他者视角发生了变化：由动物转

换成了人自身。通俗地说，此时不再是你我和动物相

比，而是你我彼此相比。前一种情形下，你我的本质

是我俩的共性；后一种情形下，你我的本质才是我俩

各自的个性。

前面提到，本质向他者开放，是多样的、复杂的、

流变的。不同的他者环境下，同一个人表现出来的个

体本质各不相同。柏拉图，在苏格拉底面前他的本质

是学生，在亚里士多德面前他的本质是老师，在斯巴

达人面前他是雅典人，在雅典人那里他是奴隶主和

哲学家，走进剧院他是观众，回到家里妻子面前是丈

夫，父亲面前是儿子，儿子面前是父亲……这些不同

的身份和角色，都是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确定并表征着

相应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把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

士多德的老师、雅典人、奴隶主、哲学家、观众、丈

夫、儿子、父亲等这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他者性规

定一一相加，其“总和”就绘就出一个现实中的、具体

性的柏拉图的个体形象。因此，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体

现出来的个性构成人之本质的现实性规定。所以，只

有以他人为他者，人的本质才表现为“它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14]5

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

在本节中，我们实际上就是从他者性视角重新解释了

《提纲》中的那句关于人之本质的耳熟能详的论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

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 5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句话，

理解的深度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这句话，理解上不会再似懂非懂，解释上也不

必再牵强附会，因为我们知道：在抽象即共性的意义

上，此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本质的否定采取了否定

个性本质的形式；对“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

句话，不会再只强调“社会”或者“社会关系”而忽视

“总和”，否则就像平时听到的和看到的一样，只能就

“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有阶级性、人的本质

是具体的、历史的”等等说一大通。当然这些议论没

有错，但却没有理解到位，远没达到马克思思想应有

的深度。

《笔记》中人的本质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个性

和共性的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这就是本文

在新的视角下重新得出的早已有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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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sential  Otherness

LI  Wen-feng，LIU  Li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6, China）

Abstract: Is the discussion of human nature in "Notes" abstract, ideal or concrete and realistic? This is an 

issue that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in academia. The otherness based on the essence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problem in investigating this debate.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one must use the other as an intermediary. Taking animals as the other, "free and conscious labor" 

as the essence of man shows concreteness; Taking the later Marx as the o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labor in 

"Notes" is obviously abstract, general and ideal.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he otherness is essentiall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in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he 

category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dividual, if taking animals as the other, then the abstra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as the category and the abstraction of the individual are directly unified. Only by treating others as the other 

person,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 "i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With regard to the concept of history, 

labor is only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nking about history. From this, it can lead to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essence of man is the unity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the unity of personality and commonality, 

the unity of ideality and reality.

Key words: human; human nature; Paris Notes; oth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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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omments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 of War published on Amazon.co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dissemination, and 

finds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 of War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popularity of domestic 

translators,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the editing and binding problems. By comparing the higher and 

lower scores of the translations on Amazon. co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find that a good 

translation, a good editor and the design of the cover are the key to higher scores.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dissemination.

Key words：The Art of War; reader’s  comment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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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伟大理论孕育于伟大的时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充分揭示了当今全球化的推进的资本逻辑，揭晓了

资本关系羁绊了历史的趋向。当下全球化正走向它的反面，即“逆全球化”，学习与践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必须

深入探究其生成逻辑，分析当今“逆全球化”的内在本质，把握其蕴含的方法论价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

下，人类共同体思想为抑制“逆全球化”思潮贡献的中国智谋，是理论的升华，是时代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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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在生前并

没有对其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完整的梳理与阐释，是后

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经典著作的深入探讨、推敲、

梳理，挖掘出以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这一逻辑主线贯穿

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史，有其萌芽、雏形、发展及走向

成熟的过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进行系统

地梳理，有助于更加精准、完整地把握世界历史的形

成过程及核心理念。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萌芽：《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手稿》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的林木盗窃法和莫塞尔河

地区农民状况研究促使马克思把研究的重心从哲学转

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逐渐产

生怀疑。马克思在阅读了大量关于史政文献的基础上

撰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该笔记通过对各国史料

的分析，揭露了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及之间的内

在联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哲学体

系的批判以及对经济学的初步探讨，虽然没有具体地

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论述，但是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

论断，为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基础。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初衷是研究部分欧洲国家

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然而，马克思愈来愈发现财产

关系在社会历史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并非政治关

系起决定性作用。《巴黎手稿》批判了黑格尔对市民

社会与国家头足颠倒关系的认知，为世界历史的发展

奠定了客观基础。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去

看待与评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虽然法国大革命经

历过几次反复，但是它彰显的意义却是划时代性的、世

界历史性的：它的爆发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促

进了欧洲各国的交往，加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货币”一卷中，指出货

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

牵线人”。[1]从货币的本性出发，探讨了货币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与作用，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没

有对货币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进行直接阐明，但是

从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出发，间接地指出

货币起到了世界联系的纽带作用。

（二）理论起始：《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起点的唯心史观

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转向

仅仅在纯粹的意识领域完成，各民族根据自由意识

程度的高低折射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德国哲学

相反，马克思认为“我们要谈论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

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

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2] 这是因为人在生活

生产劳动过程中一方面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即表现为生

产力，另一方面与社会发生联系即表现为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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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向并非是某种精神、

抽象的东西，而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立足

于人的现实生产实践活动旗帜鲜明反对将理论的批判

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将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建立在

现实的基础之上。

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前提是生存，人们在满足基

本生活需求的过程中进行一定的交往并结成一定的

联系。在此基础上，生产力的进步促进分工形式的变

化。而分工形式的变化又推动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

由生产力决定的分工形式同时也表征出社会形态的变

迁。相反，黑格尔依据自由意识程度的高低将世界民

族划分为四种等级，并指出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历史发

展的终点，因为在那里一切人都是自由的。马克思以

唯物史观方法论考察社会形态的变迁，得出诱发社会

革命的缘由必然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

段，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自身无法攻克矛盾充其量只是

历史的配角，资产阶级成功之处在于引领世界历史的

出场，并破除了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神秘、虚幻

的做法。

（三）理论雏形：《共产党宣言》

世界历史形成之契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理大发

现与新航路的开辟，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民族交往取

得突破性进展，资产家对最大价值的追求和资本的逐

利本性促使资本家奔走于全世界推销商品，商品想要

实现价值的增值，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完成，只有加快

商品的流通速度，资本家才能加速资本的增值。这一

切的基础在于交通革命性改善与变革，交通技术的革

新为历史的转向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各

民族借助世界市场进行各种商业经济交往，世界呈现

出一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繁荣景象。世界市场为

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提供了物质场所，资产阶级作为世

界市场的主角，理所应当地成为世界历史的创始者，

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作为世界历史的创

始阶级，在历史转向的初期，他们的确扮演了先进者

的角色。首先，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之

前任何社会都无法料想到的，正是这种势如破竹的生

产力发展成为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重要物质基础。其

次，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了上层建筑的变革，破除了

陈腐的封建观念与制度。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创

始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其自身存在

着无法超越的历史限度，其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历史的

创始者，究其根本，是其对资本的逐利本性的迎合，

然而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迎合自己

特殊利益的社会罢了，这种特殊利益采用了虚幻的共

同体的形式，绝无益于全人类的解放。在看到资产阶

级作为世界历史创始者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历史作用

的同时，还必须要用世界历史视域去审视资产阶级的

历史暂时性。

马克思从历史角度客观辩证评析了资产阶级的

“功绩”。他深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了资本主

义社会自身蕴藏着不可攻克的矛盾。为了转嫁国内经

济危机，资产阶级奔波于世界各地，世界市场应时而

生。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阶级矛盾日趋国际化，

世界无产阶级觉醒，无产阶级终会引领世界历史跨越

资本的藩篱，历史终会转向真正的世界历史。

（四）具体展开：《资本论》及其手稿

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不再局限于从哲学

层面阐述世界历史的前提、动机及发展趋势，而是将

研究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上，从政治

经济学层面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原始社

会末期人类最初的交易模式以物物交换形式呈现，这

是在双方都有剩余产品的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

随着物物交换的出现，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冲破了之前

封闭的状态而开始交往、联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分工的细化，以物换物更为常见，所涉及之商品

种类更加丰富，这时商品的交换表现为扩大的商品交

换。由于物物交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于是一般

等价物从商品世界中脱颖而出。以一般等价物作为媒

介的商品交换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突破狭隘的地区

与空间的界限。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币产

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交换的过程“不

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只是个人过程，同时又

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3]这个矛盾，即假设个人以获

取自身需要的商品为目的而以所拥有的劳动产品进行

交换，那么此过程为个人之过程；而他若想以交换过

程实现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该过程于他而言则为一

般社会过程，货币的产生化解了个人过程与社会过程

之间的矛盾，这也正是社会发展历程中商品交换的结

果。货币的产生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

济往来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各地区、各国之间的商业

贸易交往。当货币带来剩余价值时，它就演变成为了

资本。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资本家不再满足于有限的

国内市场，而去积极开拓世界市场。[4]

资本一方面成为历史转向的内源性动力，另一方

面也成为否定自身的根本因素。资本家以相对剩余价

值与绝对剩余价值两种手段对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压

榨，争取利润的最大化。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成为资

本创造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比例

中不变资本的比例不断攀升，对必要劳动的需求不断

林丁山，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成逻辑、时代境遇及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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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社会中只需要少量的必要劳动就能维持现有的

生活水平，因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从而，人不再

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的人的劳动。——一旦到了

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5]换言之，

当资本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历史将翻开展新的一页。

（五）东方前瞻：“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指

出俄国公社的特殊性。俄国公社兼有公有制与私有制

二重属性。[6] 除公社内部的原因，公社还受到外在破坏

因素的影响。首先，国家利用政治力量不断欺压公社

中的农民，迫使公社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其次，国家

忽视基础农业，农产品产量下降，损害农民的根本利

益，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

认为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危机与可能灭亡的命运并不

是唯一的结果，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跨过资

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马克思深究俄国实现跨越的可能性。俄国的土地

公有制为集体耕作提供了现实可能，该国具有辽阔的

平原，这种自然条件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机械种植。

其次，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同时代下的产物，

这就给俄国公社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提供了可能

性。再次，“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

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

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7] 俄国当时所

处的时代背景也为实现跨越提供了可能性。能否实现

跨越必须满足国内与国家两个条件。在国内条件既定

的情况下，能否实现跨越取决于国际条件。只有在世

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俄国公社遭到破坏的情况

下，跨越“卡夫丁”峡谷才有可能。在历史转向世界

历史之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内部环

境，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家环境的影响。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境遇

（一）当代全球化的新变化

借助世界市场，生产体系在全球得以建立，进

而促进了全球性贸易与生产的繁荣，全球经济得到释

放。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了“红利”，与此

同时，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社会冲突等问题也随之

而来。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劫后，全球经济呈

现出一片萧条景象，伴随而来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升

级、“美国接连退群”、英国公投脱欧、美国与欧洲的

难民潮等“逆全球化”现象。

金融危机虽然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但

是其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特朗普政府曾针对经济

全球化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在美墨边境修筑围墙以阻

止非法移民；采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限制商品进

口；接连退出世界性组织等等。美国这一系列的举措

表明其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却不愿意承担大国该有的

责任与义务的意愿。[8] 概言之，美国在用最简单、最

直接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维护其在全球的经济霸主

地位。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自2008年以来，美国

对其他国家采取了六百多项贸易限制措施。奥巴马任

职期间，美国颁布了多项限制贸易进口条例以保护本

土市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仅依靠提高进口关

税来限制商品的流入，还在国家间进出口商品的标准

或环境保护问题上设立了诸多限制条款。自2012年以

来，奥巴马政府发文呼吁美国企业把就业机会带回国

内，苹果公司就此作出回应，表示将苹果公司的部分

海外工厂回迁至美国本土。2018年以来，美国继续与

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不断挑起全球贸易摩擦，甚至

在国际贸易中出尔反尔。在2018年阿根廷举办的G20

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就取消贸易关税达成协议，然而

之后，特朗普政府多次反复，严重威胁多边贸易体制

和自由贸易原则。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

首先，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在当今国际治理体系面临分化挑战之时，对国

际合作共赢传递的强烈信心，是对当下“逆全球化”

的现实回应。当下，全球化主要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

的经济全球化，其次是各国不同文化的碰撞。随着

生产力与交往的发展，各民族与国家不断突破时空局

限。针对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逆全球化”，世界各国

应如何面对，实现共赢？这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给予

全人类的一次大考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逆

全球化”为时代背景、合作共赢为核心理想，是为解

决全球性问题贡献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9]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是马

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共产主义最终趋势的阶段性目标。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建立，阶级矛盾的

国际化，世界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最终会

引领世界历史跨越资本的藩篱，历史终会转向共产主

义。然而历史的转向并非一蹴而就，社会形态的更替

必然呈现长期性、复杂性的特征。各国的社会制度、

发展道路不同，面对全球性问题，合作共赢、求同存

异才是理智之举。相对于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

产主义宏远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关注当前全球

人类共同发展与推动当前世界历史新转向的阶段性

目标。中国道路以推进共产主义为定向，以“大同社

会”与“达则兼善天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历史的新转向。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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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旨。当下世界发展格局呈多极化趋势，但是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其仍在努力维

护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异军

突起，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国际话语

权、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人类命

运共同体正是在这一诉求下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为全球治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方案已

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多次出现在联合国各

项决议和文件中。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超越了

一国倡议阶段，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共识。它的提出，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一种对立

冲突的消极性逻辑转换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这

种转换关键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一种新

的普遍性，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作为当代全球化的共同价值纽带，其有望使当代

全球化摆脱初期消极僵死的对立冲突的泥淖。”[10]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启示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第一，研究全球化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

思在揭示世界历史过程中离不开对生产力、货币、分

工及世界市场的剖析，以及对历史转向的动力机制、

主导力量及其本质的探讨。换言之，我们对当今全球

化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国与国间的表象问题以及

“逆全球化”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要深入把握全球化

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所

以是科学的，至今还永葆生机与活力，就在于其始终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揭示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趋势

的同时，还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及其本

质。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论

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还揭示

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无产阶级革

命意识的觉醒与历史使命的问题。到了晚年，马克思

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提出了俄国公社跨越论的伟大构想。可见，马克思

世界历史观是建立在正确探析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得

出的。面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我们既要明确当

今全球化的本质，又要明确生产力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的根本作用，站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正确把

握与迎接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推动中国引领世界历史新转向。

第二，研究全球化要坚持辩证法。首先，研究全

球化要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全球化是个机遇与风险并

存的矛盾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背景下，资源

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各国密切的经济往来促进各国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碰撞、生产的有组织管理

以及发展中国家“搭便车”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一切

红利条件，也要清楚意识到当今全球化的内在本质。

西方发达国家强行对别国输出其价值、文化观念。除

文化输出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固有矛盾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因而，我们需用矛盾

的观点看待全球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

明确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其次，研究

全球化要坚持整体观念。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是历史

转向的动力机制，但又不仅仅把世界历史限定为一种

经济交往，其实质是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带动社会生活及文化观念的革新。历史转向世界历

史。世界历史的出现使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皆是如此，世界历史催

生世界文学的出现，地方、民族的文学演变成世界文

学。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看到经济

全球化，还要看到新的技术、新的平台、新的交往方

式等等的出现，促使世界各国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

在政治领域与精神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全球化

使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处于不断的革新、变迁之中。最

后，研究全球化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

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每一

国家与民族的生产力不仅受到本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

的制约，还受到全球生产力状况的影响。这种广泛的

国际科学技术与经济交往，有可能促使某一国家与民

族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达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

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跨越发展成为可能。我

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反复证明，利用全球化进程中所带

来的积极因素，加速实现国内生产力快速增长，那么

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形态更替也成为可

能。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呈现出由低级向

高级发展的纵向统一性，但是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下，

个别民族与国家愈来愈受到外界的影响导致内部矛盾

的激化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因此，世界历史环境对民

族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要善于把外部

环境与本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相结合，顺应世

界历史发展潮流，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机遇，积极探寻

符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启示

第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大力促进社会经济繁

荣。生产力是世界历史实现转向的内源性动力，生产

力的不断提高才能确保紧跟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搭

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促

使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

步落实，国富民丰，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

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林丁山，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成逻辑、时代境遇及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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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味地追求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

多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

高、创新能力不足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党坚持创新驱

动战略，发挥创新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调整经济结

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

不能仅仅是量的改变，而要实现从旧质向新质的突

破。当生产力发展遇到瓶颈，生产力结构实现突破性

变革遇到困难，就要坚持发挥创新对生产力的推动作

用，促进生产力与生产结构的创新性发展。通过创新

一方面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由传统的

世界代工厂向“制造大国”的转变，推动生产要素之

间的优化配置，化解产能过量，淘汰落后产能。此

外，跨越式发展不仅仅要从生产力发展层面坚持创

新，应把创新融入到社会生产生活各个层面。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中国近代

史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一个国家假如没有主权的独

立任何发展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帝国主义列强侵入

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

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

地和殖民地”。[11]社会的正常发展都举步维艰，更难以

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社会革命，

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为实现跨越式发

展提供必要条件。假如一个国家没有实现主权的独

立，完全是其他国家的附庸，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压缩了落后国家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空间，换言之，独立自主是当代中

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所要坚持的最基本原则。

第三，树立全球性视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原

则。树立全球性视野，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必要条件，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我们也

要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充分利用好后发优

势。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与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

普遍发展下，取长补短，后来居上。大量引进外资的

先进技术，有效利用好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优势来提升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引领发展中国家努力建设公正合

理、平稳有序的国际秩序，进而推动以共产主义为指

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引领世界历史的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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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ve Logic, Times Situation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LIN Ding-shan, TAN Pei-wen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theory was born in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he times.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fully 
reveals the capital logic of today's globalization, reveals the capital relationship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 At 
present, globalization is moving towards its opposite, that is, "anti globalization". To study and practice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e must deeply explore its generative logic, analyze the inherent nature of today's "anti 
globalization", and grasp its methodological value. At the moment whe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stepping into 
a deep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is turning sharply, The idea of human community is based on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happened in a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t contributes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anti globalization". It 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theory and the call of the times.
Key  words: world history; Generative logic; Anti globaliz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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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子女对高龄父母所生子女的扶养义务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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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上，无论从我国法律层面还是伦理层面，长兄长姐扶养幼年弟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近年来随着

人们价值观发生的巨大转变，原本的“家庭本位”价值理念逐渐转变为“个人价值”，高龄夫妇重新生育的子女与长

子女年龄差距大至长子女对幼年弟、妹的扶养争议叠起。因此应建立高龄夫妇生育与长子女协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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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有扶养的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78年起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人口结

构逐步老龄化后，逐步进行了调整，从“双独二孩”

政策，到“单独二孩”政策，再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三个子女。”“全面二孩”政策，直至今年。 生育政策

调整后有一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高龄夫

妇加入生育的行列。高龄夫妇时隔十几年甚至二十年

再生育，于是就出现了长子或者长女与其后所生子女

之间年龄差距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现实出现的兄姐

对幼弟或幼妹的扶养问题对我国的扶养制度提出了新

的要求。

最近有这样一个案例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广州

一对拿着低保的父母将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起

因是这对靠着低保生活的高龄夫妇生了二胎后，想让

自己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承担扶养义务，大女儿不同

意。这种情况下让大女儿承担扶养义务是否合理合

法？

二、当前我国关于兄弟姐妹扶养义务之界定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长

兄、长姐，在满足某些条件时，对于未成年的弟弟、

妹妹，有扶养的义务。①同时也规定了，由兄姐扶养长

大的有扶养能力的弟、妹，在兄、姐缺乏劳动能力且

缺乏生活来源时，有扶养的义务。根据《民法典》我

们可以归纳出兄姐如果要承担扶养义务，需要具备以

下几个条件：首先，兄姐有扶养能力，兄姐要履行扶

养义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兄姐有扶养能力，如

果兄姐本身就没有条件履行，法律也不能对其强加苛

责；其次，父母死亡或者无力抚养。父母作为法定的

抚养义务人，必须承担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只有

当父母死亡或者确实无力承担抚养义务时，长兄长姐

才有承担扶养义务的可能；最后，弟妹未成年。根据

《民法典》对于兄弟姐妹之间扶养义务的规定，长兄

长姐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般

就满足我国《民法典》对于兄姐扶养弟妹的要求的，

这样看父母在无力抚养其后所生子女而让长子女承担

扶养义务是具有法律依据的。但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呢，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甚至年纪再大一些，已经

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在为自己打拼的同时还要

负担自己弟弟妹妹的生活，无疑是巨大的负担。由于

我国对于亲属扶养的规定无论是《婚姻法》还是《民

法典》都存在规定不明确的现象，于是在出现类似现

象时，许多父母都会道德绑架长子女，使其承担扶养

弟妹的义务。

尽管我国法律中对抚养、扶养、赡养的含义进行

了具体的界定，平辈的兄弟姐妹之间主要承担经济上

的相互供养、生活上相互扶助的义务。[1] 但是实践中扶

养与抚养并无太大的区别。以去年枣庄市发生的六旬

夫妇产女事件为例，六十五岁的黄某与老伴在子女成

年并已有自己家庭的情形下，不顾子女反对，仍然决

定生下“三胎”，生之前黄某称自己有退休金，足以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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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小女儿成人。但生产完后因身体原因无法照料小女

儿，无奈之下，由大女儿进行照料。很多情况下，一

些父母不考虑自身经济、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盲

目追求“家庭美满幸福”，不能够承担起法律所要求

的作为法定抚养义务人所应负的责任，却妄图借用法

律来给长子女增加义务负担，进而逃避法定责任。

三、长子女介入承担扶养义务的现实困难分析

（一）法理层面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生育权作为公民一项基本的

人权，是与生俱来的，任何时候不能被剥夺。1968年

的《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享有自由决定子女人数

及生育间距之专有权利。① 也就是说父母有决定何时

生以及生多少子女的权利。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司法解释规定：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

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此我

们可以看出，生育权为保护女性的人权，是连配偶都

不能加以干涉的，如果单纯规定长子女限制父母生育

权定然不现实。

由于法律具有普适性，是可以针对不特定的多数

人反复使用的，因此，在面对时常出现的高龄夫妇生

育子女这个问题时，用惯常的法律规定解决就会出现

普通大众所不能理解的情况。但法律是国家站在宏观

角度为了维护社会总体利益而制定的，既要符合现下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又要考虑社会抚养

的成本问题，而扶养制度更是站在弱者的角度，寻求

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可能。在兄弟姐妹扶养关

系中，就是站在未成年弟或妹的角度，以维护未成年

人的权利为首要原则。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原本基于

血缘关系的最朴素自然的父母子女关系被客观理性的

法律所约束和规制，用理性的法律来调整极具主观性

和伦理性的父母子女关系显然是冲突和矛盾的。上述

那对“低保”夫妻起诉大女儿，要求其替代自己承担

扶养义务，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与女儿之间的扶

养权利义务纠纷。现行《民法典》对各扶养权利人与

扶养义务人规定得非常清楚明了，有能力的兄姐在父

母死亡或者没有能力时需要履行扶养未成年弟、妹的

义务，这样就使得原本依靠家庭内部协商或者依赖传

统伦理道德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从而

引发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

但我们说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没有无权利

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父母基于道德上的

强势地位（中国传统父母认为自己给了孩子生命，并

抚养其成人，那子女就应该承担父母赋予的义务，于

是当高龄父母未与长子女协商便生育后，就会借此使

其承担扶养义务）而给长子、女强加义务，与这一义

务相交换的是父 母生育并抚养长子、女这一权利，父

母所持有的这类想法被称为“感恩理论”，基于“生养

有利论”，即父母将孩子生下来是有利于这个孩子本

身的，所以子女要对父母生育自己心怀感恩，尊重、

孝敬父母。[7]但有学者质疑生养孩子是对其有利的观

点，因为对于婴儿来说，被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并不

存在是否有利之说，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应尽的义

务；一部分学者提出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尊敬之情不

是基于父母的生养之恩，而是基于父母的抚养之恩。
[4]而且，这种感恩不是对父母所有抚养行为的感恩，

而是对父母在抚养子女过程中做的比抚养义务要求的

更多更好的行为的感恩。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父母

的一些行为是抚养义务所要求的，比如不虐待子女、

保障子女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等。与之相比，

还有一些行为是超出抚养义务要求的，比如为子女提

供优渥的成长环境，满足子女某些特殊生活需要。如

果按照这一标准，上述“低保”案例显然不符合这一

标准，因为大女儿生活需求皆是来源于国家的扶助，

甚至于后来大学时的生活费用及学习费用也是靠自己

赚取的，案例中的父母充其量承担了作为父母应承担

的基本的生养义务，而不是父母两人所宣称的感恩义

务，即“我们生了你，并把你抚养长大，你就应该回报

我们”。因此，大女儿也无需承担因感恩父母而扶养

弟弟或妹妹的义务。

此外，有学者提出“义务源于同意”的观点，即

当我们因为享有某种权利而需要承担某种义务的时

候，这一“交换”需经我们同意才能有效。[6] 这就好比

《民法典》中对兄、姐对未成年弟、妹的扶养义务和

弟、妹对年老兄、姐的扶养义务的规定，我国《婚姻

法》设立初期并未规定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义务，但

由于实际生活中，兄、姐扶养弟、妹非常常见，于是

1980年的《婚姻法》结合我国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较为

密切的实际，将兄、姐在特定条件下扶养弟、妹的内

容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此后，为了平衡兄弟姐妹

之间的扶养权利与义务，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

法解释，增加了“由兄、姐扶养长大的弟、妹，对丧

失劳动能力、孤独无依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①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

间隔的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该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

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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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民法典》沿用婚姻法的规定，整合为第一千零

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兄、姐对未成年弟、妹的扶养

义务，第二款规定弟、妹对兄、姐的扶养义务。细读

法条可以看出弟、妹对成年兄、姐的扶养义务主要是

来源于兄、姐对自己的扶养，即兄、姐要想享有弟、

妹扶养的权利，必须先承担扶养弟、妹的义务。

也就是说，兄、姐所享有的扶养权利是以附加在

自己身上的扶养义务作为交换而得到的，就此种交换

是否需要征求义务人的同意，部分学者持同意的观

点，也就是“义务源于同意”。子女不能干涉父母的生

育权，但父母增加了子女的义务负担，应该事先与子

女协商，征得其同意，尊重子女在未来可能参与的扶

养法律关系中的知情权。

（二）伦理层面

中国传统社会实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

度，“长兄为父”“长姐如母”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国

人。也正是这种观念给长子、长女施加了道德压力，

使得他们在面对未成年的弟、妹时不得不承担起扶养

义务，而这种扶养义务可能远超法律所规定的帮助、

扶助的义务，更多地偏向于抚养，传统的道德压力使

得兄姐们代替父母承担起了未成年弟、妹的抚养义

务。

传统上，由于深受儒家“孝悌”“兄友弟恭”思想

的影响，中国社会家庭氛围浓厚，兄弟姐妹之间亲情

关系密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

策抑制了六零后、七零后的生育意愿。当前生育政策

的放开释放了他们的生育意愿，使已高龄的他们中的

一些人加入到再生育的行列。这部分人多成长于多子

女家庭，他们与兄弟姐妹之间感情非常深厚，导致他

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兄弟姐妹互相照应。但是这部分

人的长子女均为八零后、九零后，成长过程中没有哥

哥、姐姐的陪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对于“兄友

弟恭” 的手足情缺乏感知，对于“悌文化”也就没有切

身体验与感悟，于是就出现了父母“儿女双全”的想

法与子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想法的冲突。[5] 尤其

当父母在未与其协商生下弟弟或妹妹后，会产生担心

父母的宠爱被抢夺的想法，进而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

感情。

（三）社会层面

另外，六零后、七零后的父母辈在抚养观上与八

零后、九零后的长子女存在巨大的差异。父母辈抚养

孩子的观念是“养大即可”，重数量，不重质量；而现

在抚养和教育一个孩子需要多方面的成本，不仅包括

金钱的支撑，还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时间精力，参

与到孩子学习生活当中。如上文所述“枣庄六旬老人

生女”事件来说，一开始老人的子女并不同意父母这

么大年纪再生“三胎”，但老人声称自己每月有一万元

的退休金，足以养育小女儿，但在小女儿出生后，老

太太身体一直没恢复好，只能先让大女儿代为照顾。

二老决定生“三胎”时长子、女再反对，在年幼妹妹

出生后也只能无奈代年老父母照顾。尤其当幼妹上学

后，父母年纪逐渐增大，精力也会跟不上，到那时学

校组织的一些亲子活动恐怕也要兄、姐代为参加。而

这时的长子、女往往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兼顾工作和

自己的小家庭已经很繁忙了，此时父母生育的弟、妹

无疑是给长子、女又增加了义务负担。

除此之外，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口的流动

性加大，年轻人更多喜欢离开家乡工作、学习，整个

家族长年一起生活的状况越来越少，相反聚少离多的

情况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父母选择生育，而长

子、女却长时间不在家，就造成了长子、长女与弟、

妹之间亲情淡薄。原本的“家庭本位”的价值观逐渐

被“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取代，人们逐渐把自我价值

放在首位，而把家庭和亲情放在第二位。[3]于是，在本

想为自己人生拼搏的年纪，父母未与自己协商给自己

增加扶养弟弟妹妹的负担，此时，让长子、女承担扶

养义务定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就像电影《我的姐姐》里面的安然，父母在她上

大学时生了二胎弟弟，在安然大学毕业工作后，父母

突遇车祸去世，扶养年幼弟弟的重担瞬间落在了安然

的肩膀，原本要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安然突然间就要面

临追求个人理想与承担家庭责任的两难选择。正如戏

中安然对弟弟说的，“我的人生并不是只有你”。在安

然小的时候父母把她送到了姑妈家，一直跟随姑妈一

家生活，即便是上大学也是靠安然自己勤工俭学，父

母并未承担起应尽的抚养义务，而作为长姐的安然却

要承担起“长姐如母”的扶养责任。

四、完善的建议

我国的生育政策自2016年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其所涉及的扶养权利义务在《婚姻法》中并未进行

修改，即便到了《民法典》时代，扶养涉及的相关权

利义务也并未随着政策改变进行相关的修改。

我国《民法典》中关于兄弟姐妹扶养义务的规定

从计划生育时代一直沿用至今，政策关注到了我国目

前逐渐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相关法律规定却未

认识到调整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扶养问题。不管年龄多

大，不管是否具有抚养能力，都可以再生育，但生下

来后却又面临诸多问题，好多人戏称父母生的不是弟

弟妹妹，而是给自己生的儿子女儿，这在无形之中给

长子女增加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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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政策相比具有其滞后性，而政策则具有巨

大的灵活性，制定者需要根据随时变化的形势随时加

以调整，法律却不能时常改动，这就造成法律无法为

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就像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

权利义务关系，政策先行，而法律滞后。

因此，建议建立高龄夫妇生育与长子女协商的制

度，提前征求子女的意见，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

父母的身体状况选择生或不生。另外，生育政策的放

开目的在于解决我国逐渐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想

要鼓励生育的目标人群是适龄的年轻一代，但年轻一

代大多面临着就业压力、生活成本压力，不敢加入生

育的行列，而父母一代并未有这些方面的压力，于是

就出现了高龄夫妇时隔十几甚至二十年再次生育的社

会现象。如果从生育的质量考虑，高龄夫妇生育通常

不如年轻人生育质量高，不管从婴幼儿自身的健康状

况，还是未来孩子的成长环境来说，年轻父母比较容

易给孩子提供物质保障，以及精神沟通和陪伴。建立

高龄父母生育二胎协商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地缓和家

庭矛盾、维护小家和谐稳定，也将保障下一代孩子有

一个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

五、结语

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植根于其自己的基本国

情，在总体保持相互趋同的同时，又有着自身的个

性。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并未规定兄弟姐妹之间的

扶养义务，而只规定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夫妻之间的抚

养义务，例如《德国民法典》，因为西方国家发达的福

利制度可以确保在父母无力抚养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好

地承担起抚养子女的义务，而无需兄姐来扶养。

但在我国人口基数过大的情形下，仅仅依靠财政

投入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全不足以支撑未成年人抚养。

而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血缘关系，作为旁系血亲中最

亲近的兄姐无疑是最适合的扶养义务人，因为在高龄

夫妇生育后，原本可能承担扶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可能已不在人世或者更加没有能力抚养，让兄姐

承担扶养幼小弟妹的义务从中华传统道德的层面来讲

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问题是法律对此项义务进行了

规定，原本的道德约束上升为了法律规定，法律硬性

地规定兄姐对幼年弟、妹应承担扶养义务，法律最初

的目的是保障未成年弟、妹的最大利益，维护家庭内

部稳定，但无疑这种规定在面对高龄父母群体没有能

力抚养却执意生育这类情况时暴露出其弊端。因此，

建立高龄父母生育与长子女事先协商的制度，允许长

子女事前参与父母生育的决定，保护长子女的知情

权，以减少未来兄姐承担扶养义务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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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变迁与计划生育政

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慢慢消失，逐步进

入老龄化国家行列。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增

速快以及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发展趋势较为明显

等特征。[1] 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虽然二孩生育率上升明显，但人口增速较前十年相对

放缓。从人口结构来看，60岁以上人口已超2.6亿，占

到总人口数的18.7％，较2010年增长5.44个百分点。

我国虽然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但老龄化程度还是

在进一步加深。学者预测，在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

口数将达到峰值，到那时平均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

老年人。[2]随着银发时代的到来，接踵而至的是老年群

体的养老保障问题。然而同时，由于现阶段家庭养老

方式的变革与机构养老服务的局限，使得传统养老模

式所发挥的作用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与之相伴的是养

老服务的供给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无法满足

老人实际需求的现有养老服务格局需要找到一个新的

突破口，结合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优势的居家养老模

式应运而生。[3]

实际上，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从20世纪中

后期便纷纷开始了“去机构化”的养老模式转变，如

今各国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并不断涌现出

新的发展理念。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与传统养

老方式的种种局限，由英国社区照顾演变而来的社区

居家养老这一新型模式几乎成为老年人的最优选择。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仅符合我国“未富先老”国情、

能够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符合老人养老“在地老化”

的养老观念，帮助提高老人生活质量，而且有利于充

分利用社区闲置资源、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带

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就业。

从国内看，自2001年“居家养老”被正式提出

以来，我国始终强调居家养老的基础性地位，党和

国家着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在老龄事业

“十五”规划及“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

政策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逐步开启了各具特色的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的探索，并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

当前，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本土化过程中，积累

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由于发展历程与实际条件的限

制，仍存在服务的供需失衡、利用率不高、覆盖面不

广、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内容缺乏针对性等问题。作

为被国内外学者普遍赞同的养老服务模式，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不仅在实践上展开了探索，研究层面也在不

断拓展与深化。通过知网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

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热点：

第一类是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供给、供需匹

配、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为立足点展开研究，分析供

需现状，为养老服务质量与满意度的提升提供可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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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二类是关于国内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模

式与体系的构建、政策分析、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

对此进行问题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居家养老

的整体发展。第三类是整合对比国际国内实践经验，

总结反思居家养老服务演变历程、法律规定、责任主

体、运作模式等不同安排及对我国的启示。

二、研究现状 

（一）概念研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仅强调养老的地点在社区，

而且突出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资源来源也要依托社

区等主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是养老服务社会

化、社会福利多元化趋势的一种重要体现。穆光宗等

认为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等多元主体基础

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为形式，以社区养老服务网

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与管理为保证，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4] 2008年，

老龄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的意见》中将居家养老服务定义为政府和社会

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

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

式。[3]

此后，学者们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概念的认识

愈发详细与深入。李翔指出社区居家养老是以家庭

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非营

利的方式，结合老人养老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

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服务

模式。[5]陆杰华等 学者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

以家庭为根本，以政府为主导，城乡社区作为平台，

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向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基本

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为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提

供专业化服务，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志愿者提供

公益互助服务为补充，来满足居住在家庭中的老年人

所需的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养老服务模式，涵盖老年人

所需的生活照料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精神慰藉服务

等。[6] 可以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政府为主导，以

居家为基础，而社区既是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阵

地，也成为服务供给过程中连结老年人服务需求与社

会养老服务资源的桥梁。

（二）价值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在家庭养老

与机构养老无法满足当下养老服务需求的背景下，通

过对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补充、综合与升华而衍生的

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毛满长等提出，我国社区居

家养老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在满足老年

人“恋家”情结的同时，具有减轻家庭压力、降低养老

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等综合优势。[3]崔恒展认为居家

养老服务对于传统养老模式的意义而言，最终目的是

一种达到“补充与更新”的“理想”状态，而非取而

代之。[7]封铁英等学者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够克

服传统养老模式不足，是服务环境和专业度兼备的、

满足不同失能程度老年人需求的经济型养老模式。[8]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

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顺应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与身心

健康的最佳养老方式。杨洁指出，与传统养老模式相

比，居家养老具有符合传统养老理念、维持老人社交

功能、运行成本较低的优点。[9]仉媛认为社区居家养

老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促进社会

资源合理配置同时满足老年人精神物质追求的有益探

索。[10] 邬沧萍认为社区居家养老不仅符合老年人身心

发展规律，也是“在地老化”理念在我国的一种实践。
[11] 

（三）供需层面的研究

1. 服务供给研究。关于服务供给主体的研究。在

国外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以及国内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发展实际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学者对于养老

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观点已基本达成一致。仵亦畅等

学者认为社区既是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同时也是其他

主体参与的服务平台，是促进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有

效方式。[12] 青连斌提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不仅包括

家庭成员，还包括社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非

营利组织等等，它们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以提供多种

多样的养老服务。[13]彭青云通过分析多元福利主体内

涵与发展现状得出，唯有明晰多元主体冲突、明确各

主体间职责权限、捋顺不同主体相互间关系，才能调

动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不同角色作用。[14]

关于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在服务供给方式的

探讨中，学者们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如按照支付方

式、供给主体、服务地点等进行划分。成海军指出，

以2001年为起点，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以上门

服务与日间照料两种形式为主。[15]张奇林等认为在服

务提供上，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属于有偿服务、货币补

贴、“服务券”补贴三者相结合的方式。[16]青连斌则根据

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居家养老服务划分为政府主

导的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力量主导的居家养老服务以

及公益组织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等等。[13]与前不同，

王丽敏认为我国社区居家养服务以设施提供、上门或

定点服务的形式为主，服务内容也处于不断完善的过

程中。[17]

关于服务供给内容的研究。学者们对于供给内容

的研究，集中在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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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以及文娱服务等层面。仵亦畅等与刘益梅的看

法大致相同，认为居家养老应包括生活照料、医疗保

健、文娱服务以及其他服务四个方面。[12，18] 而青连斌

的观点略有不同，认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不仅应提供

生活与医疗方面的照顾，还要关注到老人的精神健康

方面的支持。[13]王丽敏发现老年人对家政、医疗、文

娱以及精神心理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除此之外，

还希望能有更好的自我实现，发挥余热。[17]

2. 服务需求研究。从养老意愿层面说，不论是被

传统养老观念左右抑或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目前我

国多数老年人在地点上仍倾向于在家养老。王震通过

数据分析与实地调研得出，城乡老年人服务递送方式

的意愿结果相仿，居家养老最受青睐，他们普遍倾向

于在家接受服务。[19]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在我

国逐渐开展，一些学者基于全国或地方数据分析或实

际调研，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影响因素展开讨

论。李敏在北京进行了相关调研，发现性别、受教育

程度以及经济水平是最重要的意愿影响因素，另外，

婚姻、健康等因素对需求产生的作用也不可忽略。[20]

王琼发现崇尚节俭观念、“未富先老”与健康状况、

家庭因素等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分别起着不同程

度的阻碍或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因个人

状况与地区因素的限制而产生的需求差异。[21]任娄涯

等认为居家养老需求同时受个人与社会因素影响，他

们分别包括传统观念、社保制度、居住方式、自理能

力等。[22]

至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来说，不同年

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文化程度、经济条件、家

庭环境的老人对服务需求内容与需求程度各不相同，

但这些需求基本可以概括为生活照料类、医疗保健

类、精神文化类服务以及其他服务，如法律援助、社

会参与、自我实现等。而关于老年人对于上述不同养

老服务的需求程度，学者们则有着不同的见解。王

琼、王震认为老年人的首要需求为上门看病，康复护

理等，对其他服务需求程度次之。[21，19]张卫红等学者

也认为在所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当中，老人对医

疗方面服务的需求程度最为迫切，紧接着是日常照

料、精神慰藉服务以及文化教育等服务。[23] 而陆杰华

等对此的观点则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在目前所提供的

服务的需求量分析中，便民服务位列第一，助医、文

娱等服务可以说是紧随其后。[6]

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而言，不少学者以

发达城市与地区为主进行实证调研以了解老人对服

务的认可程度。章晓懿等 通过对上海市调研得出，老

年人服务质量评价大多处于中上水平，并且受到个体

差异的影响。[24]与之相反，陆杰华等学者进行的调查

结果显示，老人对服务的满意比例仅占半数左右，与

理想水平仍有较大差距。[6]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的差

异，可能是由于地区服务发展现状、具体调查内容与

个体感受的不同所造成的。而廖楚晖等则对一线城市

服务质量评价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存在专职人员不足、网点建设不足等问题，

并据此提出了有关建议。[25]

3.  供需匹配研究。国内研究者大都认为我国养

老服务高需求量与低利用率并存的矛盾尤为突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也存在供需断层现象。部分学者立足

“供给侧”对供需失衡的原因展开深入探讨，得出对

老年人的需求认知不足是造成供需断层的根源这一

结论。王琼基于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供需不匹配

对居家养老发展有着消极影响，而未能深入把握老年

人需求则直接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21]王震指出，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较高，服务供给也比较充

分，而服务利用率却相当低。[19] 陆杰华等学者指明目

前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生活照料为主，而对实际需

求旺盛的医疗、文娱服务等重视不够。[6] 他们认为这

种供需断层是源于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供给内容以

政府决策为主导，而偏离了供给对象的实际需求。

（四）国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研究

1. 必要性与发展现状。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剧、人均寿命逐步提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机构养

老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社会流动加快与居住

方式的转变，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满足老人情感

需求、经济成本较低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成为必然选

择。张晖，刘行认为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减与老龄人口

激增的现状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新

型养老模式是大势所趋。[26，27]毛满长、李胜平、刘 益

梅、刘焕明等均认为由于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以及

机构养老自身固有局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失为应

对养老保障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3，18，28]在有关政策的

推动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了社区居家

养老模式的实践探索，学界也纷纷对全国或是地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展开探讨。张奇林等学者指

出，20世纪80年代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落地

生根，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合管理的上海模式、

强调志愿服务的武汉百步亭模式以及注重发挥市场作

用的昆明模式，虽然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服务对

象、项目内容、服务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大同小

异。[16]廖鸿冰等以及邬沧萍认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的

实践探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以及种种现实原因，目前仍存在服务内容单一、服务

高琪梅：国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综述



82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7 卷

主体职能模糊等问题有待解决。[29，30]

2.  模式发展与体系构建。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展开试点过程中，不同地区根据政策要求并结合

当地实际展开实践工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居家养老

服务运行模式。阎安、仉媛通过对社区居家养老的含

义、可行性分析，得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适合中国

老年人的新型养老方式，也是未来养老模式的发展趋

势。[31，10]王小莹等对北京市部分区县实践探索形成的

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进行梳理，将其具体分为服务内

容多样的“菜单式”服务模式、社区与志愿者联手的

“临时监护人”模式以及重视发挥居民志愿作用的

“居家养老互助会”模式，这些模式都在当地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32]俞贺楠分析了我国发展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的必然性以及面临的问题，认为社区居家

养老模式的出路在于服务供给内容精准化、服务提供

主体多元化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体系化、多样化、

现代化，并且要注重人才保障、宣传力度以及运行模

式的标准化。[33]唐美玲等学者对于智慧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如何构建展开探讨，在完成功能目标与实现

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此模式应由市级与社区

两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以及政府、供需两侧评估组织

等六大主体共同构成。[34]除了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进行探讨以外，如何科学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通过合理界定不同主体的职责，更好地发挥不同角色

作用，更高效地利用各方资源以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的

多样化、可持续发展，也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贺银凤、周英华从国际经验出发分析如何完善我国老

龄照料服务体系，提出应出台老年家庭优惠政策、优

化社区护理模式、实行以房养老试点等建议。[35]赵丽

宏认为在我国居家养老照料体系中，应该以国家为主

导，以社区为载体，以家庭为基石，强调老年人的主

体地位，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体作用。[36] 仵亦畅等

学者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形成，首先要建立

服务需求方与供给方的联系，另外，必须注重资金运

作、平台与设施等方面的支撑体系的建设。[12]

3. 政策分析。有关社区居家养老政策发展历程、

不同时期政策特点、政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如何制定并实施有关政策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效能，学

者们同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黄一坤、许鑫指出

传统养老模式的转变凸显了老年福利政策实现了政策

目标由重“养”到重“人”、政府职责由直接提供到间

接引导、照顾内容由单一到多样以及服务方式由院舍

到居家的转变。[37]王莉莉通过梳理我国养老服务政策

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居家养老政策从关注不足发展到

正式出台，如今更为重视政策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政策重点也从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38] 何兰萍等在对天津六区进行实证调查基础上，对居

家养老政策效能进行测量，发现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

仅取决于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也同样重要，因此

应更加注重有关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工作。[39]王震通过

各地调研对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实践进行总

结，发现各地政府主要是通过加大资金支持与购买服

务力度以及推动医养结合等政策来推动当地养老服务

发展。[19]

4. 服务质量评价。学术界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质量评价的研究，大多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法等定量

研究方法进行老人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这

对于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如章晓懿等对上海四个区域曾接受服务的老年人进行

入户访谈，发现老人对服务的评价多处于中上水平，

并且因年龄、性别、自理能力等个体差异而有所不

同。[24]廖楚晖等学者通过调查认为，目前我国一线城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专职人员短缺、志愿工作不

系统、机构设施设备老旧等问题对服务质量与老人满

意度产生消极影响。[25] 温海红等对陕西省等三省调研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整体服务质量

一般，认为政策补贴、管理水平、专业程度、技术支

持等因素对服务提供质量有着显著影响。[40]

（五）国内外实践经验与启示

随着国内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工作的不断深

入，有关学者们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做法进行经验介绍

与模式总结的研究也与日俱增。一方面，是学者们对

于国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分析。李

翔总结了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三种模式并总结了

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一是政府高度重视；二是充分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三是科学分类，构建多层次养老

服务体系。[41] 胡翔凤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分析

W市“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发展、

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线上线下体系联动等建议。另

一方面，是有关国外社区照顾服务实践经验对我国的

启示。[42]杨宜勇通过总结日本、印度、新加坡三国的

养老服务实践经验，发现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完

备的法律体系、尊重老人的社会文化，也经历着政府

职能的转变，并且在这些国家，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更

受大众喜爱。[43]丁英顺通过分析日韩两国的社区居家

养老模式，发现两国均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的老年

养老服务体系，并认为建立完善的养老护理保险制度

是使居家养老服务得以顺利推行的关键，加强护理专

业人才的培养是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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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赵丽宏对比分析了我国与西方的养老现状，得出加

快经济发展、加强政策支持、提升居家养老服务社会

化程度、发挥老年人自身作用等以完善养老保障的启

示。[36]李长远分析了能促型政府理念指导下国外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经验，并据此提出了构建能促型政

府、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支

持服务设施平台建设、培育专业服务人才的居家养老

发展措施。[45]

三、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相关文献，我们发

现，由于较早步入老龄化阶段，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

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趋于成熟，社区照顾服

务发展具有法律保障健全、重视政府主导、服务主体

多元、服务队伍专业、服务内容多样等特点，在研究

领域则趋于全面化、深入化、细致化并不断涌现出新

的发展理念。国内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日益完

善。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不仅立足供需层面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展开了探讨，从模式构建、政策历

程、服务质量等层面分析了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

发展现状，还总结了国内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经

验与启示。

但是，国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仍存在一些不

足值得探讨：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从供需角度来

看，现有研究着眼于多元供给体系的构建，探究不同

主体协作机制的研究也较少，也忽视了老人的个体作

用。并且在有关研究中多将老人视为同质群体，实际

上应更加注重将不同区域、社保制度、健康状况、

自理能力等条件的老年人分类分层以细化研究，更加

精准地定位老人实际需求。同时，居家养老服务研究

多从服务供给或需求的单一视角展开，而对供需结合

进行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另外，由于我国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养老服务模式不

一，而当前研究对于服务的均等化与标准化探讨也有

所欠缺。从整体上看，现阶段国内学者对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研究内容聚焦于运行层面，而对于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的配套设施、组织管理、资金运作、信息平台

等服务支撑体系层面的研究关注度相对不足。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实证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运用

不足。当前国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尚处于试点阶段，

因此当前大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现状调查与实践经

验介绍，侧重现象描述而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论述并不

多，导致服务发展过程中理论支撑力度不足。

最后，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更为关注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宏观研究，地方层面的

微观研究相对偏少。针对经济基础雄厚的大城市尤

其是一线城市的相关研究较多，而对其他城市关注度

相对不足。另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仅涉及社会

学、人口学、医学等领域，与建筑学、心理学、政治

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当

前研究的学科视角较为单一，跨学科交叉研究就更

为少见了。

综上，我国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开展虽然

相对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内

容日益丰富、研究视角日趋多样，但仍需要进一步丰

富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角，不断探

索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本土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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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Domestic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s

GAO   Qi-mei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situation, how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ension service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 With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community home-based pension service has become an active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pension 

security. The article first clarifies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s. Secondly, it sorts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s from five 

aspects: concept, value, supply and dem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overview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practical 

experience. Finally, it reviews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A review of the result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my country.

Key words: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aging; service supply; service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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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视域下董仲舒法治理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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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仲舒的法治理想是在其阴阳、五行学说框架下实现的。董仲舒将其德主刑辅理想置于以阴阳为视域

的时、空框架下，在此框架下为其德主刑辅理论寻找依据。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理论不仅仅存在于阴阳的时空框架

下，且落实于现实生活中。董仲舒以五行学说为视域，论述其狱政管理理想和官吏互相制约的法治理想。董仲舒的

狱政管理理想与五行视域下的时间框架相结合，体现了狱政管理与季节变化相结合的基本需求。董仲舒认为官吏的

执法权力需要受到制约，特别是官吏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董仲舒官吏执法过程中互相监督的理想也是以五行

学说为框架加以实现的，反映了其以五行学说为视域的权力制衡思想。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理想以及法律适用理想是

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时空视域下实现的。反映了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其法治理想相结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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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有许多文章提及董仲

舒的法律思想，但多局限于就事论事的叙述，对于董

仲舒法律思想中依法治国精神的缘起和在什么样的结

构体系中展开，则少有人论述。笔者认为，董仲舒的

法治理想，也就是用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想，是

在特定的阴阳、五行视域下展开和落实的。是在汉代

宇宙系统论的大背景下得以表述的。董仲舒用宇宙系

统论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思维框架，具体而言，其

宇宙系统论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天有十数。董仲舒云：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

者，天之数毕也。”①（《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在

董仲舒看来，天之数有十种，实际上包含着三种结构

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天、地、人；阴、阳；五行。董仲

舒讲天之数是十，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大的宇宙结构

体系和框架，这种宇宙结构和体系与汉代宇宙系统论

的思维习惯相一致。而这种结构体系中包含了三个子

系统，具体而言就是天、地、人；阴、阳；五行。

董仲舒的法治理想，也是在这个结构图示中展开

和完成的。而以天、地、人；阴、阳；五行为表现的宇

宙结构系统图式，实际上体现了董仲舒哲学体系中的

时、空观念。董仲舒的法治理想就是以时、空观念为

依托，在天、地、人，阴、阳，五行为表现的宇宙结构

图示中实现的。这一点，在过去的学术研究活动中，

没有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著名的思想家李泽厚先生

指出：在战国秦汉之际，以“黄老之学”著名的“道

法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1]96道

家和法家有着渊源关系，秦汉之际，道家思想对法家

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

董仲舒这里，情况却并非如此，董仲舒并未将其法治

理想置于道家的理论框架下，而是试图将其法治理想

置于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地、人结构体系中。在

董仲舒思想里，更多的体现是将阴阳学说与法治理想

相结合。可见，到了西汉中期，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

化，阴阳学说更多的和法家的思想实现了结合，突破

了“道法家”的早期模式。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对学术的影响是深远的，

正如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言：汉代，有一种思想大行

其道，似乎支配着预兆解释与神秘学说，这是一种基

于时空相应体系的哲学，他对宇宙提出全面解释，亦

即所谓“阴阳五行学说”。[2]128 著名学者金春峰指出：

“董仲舒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阴阳五行为间架和

模式，把自然、社会、人伦、道德等一切现象都纳入

这一井然有序的结构和模式之中。”[3]151

具体而言，董仲舒的法治理想是在其阴、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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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地、人为表现的宇宙时、空结构图示中展现和

落实的。本人拟以阴阳、五行为视角对董仲舒的法治

理想加以分疏。

一、阴阳视域下的德主刑辅理想

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理论，也就是说治理国家有

两种手段：道德教化的手段和刑罚处罚的手段。过去

我们在讨论董仲舒德主刑辅理论时，主要从儒家和法

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认为传统儒家强调大德

而小刑。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实际上，董仲舒的德

主刑辅思想是在其阴阳学说的时空框架中实现的。也

就是说，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是和其阴阳学说的时

空框架紧密相连的。有许多学者对时间和空间做出定

义。清人吴昌瑩指出：《经词衍释》曰：时，“是”也。
[4]178 在这里，“时”可以理解为存在。赫拉克利特说：

“时间是第一个有形体的实质。”[5]266亚里士多德指

出：“空间和时间也属于这一类的数量。在时间方面，

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空间也是

一个连续的数量。”[6]19

（一）阴阳学说下的空间框架

1. 董仲舒从阴、阳在空间中的方位变化来说明

德、刑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位》这一内

容中，详细阐述了阴阳方位变化和德、刑之间的关

系。董仲舒曰：“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

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

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

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

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

于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阳出实入实，阴出空

入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阴

阳终岁各一出。”（《春秋繁露•阴阳位》）。

在董仲舒看来，阴阳各有自己的方位。阳气从东

北出发向南行进，南方是阳的位置，然后从西面方向

向北行进，北方是阳休整的场所。阴气从东南出发，

向北行进，去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从西向南行进，

南方是阴气藏伏的地方。在董仲舒看来，阴阳各有自

己的位置，且沿着相反方向运行。阳的位置在南方，

也就是说，阳在南方发挥自己的作用，北方是阳气休

整的地方。简单讲就是说，阳在南方工作，在北方休

息。阴刚好相反，阴的位置在北方，阴在北方工作，

在南方休息。南方是炎热的地方，所以阳正当其位

时，就会有大暑热。而北方是寒冷的地方，阴正当其

位时，就会有大寒冻。

阳在其休息的北方，完成自己的使命，进入土

地。阴在其休息的南方却无法入化，而要逃避德，

始终在德的下方运行。董仲舒认为，阳具有出实入实

的特点，而阴的特点则是出空入空。董仲舒认为，阳

的生长和消失路线是从上到下，阴的路线则是从下到

上。阳出实入实，在实际发挥作用。而阴出空入空，

不能实际地发挥作用。因此天喜欢阳不喜欢阴，喜欢

德不喜欢刑，阴阳每年都沿着圆周的轨道运行一次。

在这里，董仲舒运用了上、下，实、空这样的空间概

念。代表德的阳，从方位上来讲，南方是其正位，

具有炎热的特点。而阴的正位在北方，具有寒冷的特

点。阳向上成长，向下入地，出实入实，实实在在地

发挥作用。而阴向下或向上都只能入守，或出守虚

位，不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

“ 是 故 阳 行 于 顺 ，阴 行 于 逆 。 逆 行 而 顺 ，顺 行

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

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

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

刑也（清人董天工曰：此言地与天合，推天之精，以

别顺逆，辨善恶，阳善为德，阴恶为刑。阳行于顺，

阴行于逆。天以阳为经，阴为权。显经隐权，前德后

刑，盖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也。”（《春秋繁露•王

道通三》）。董仲舒认为，阳是按顺时针方向运行的，

而阴是按照逆时针方向运行的。阴和阳是权和经的关

系。经代表兴盛，权代表衰落。由此可以看出，天让

经处于显赫的地位，而让权处于隐匿的地位。因此，

德施加于前，而刑施加于后。可以看出，天之德为

阳，而天之刑为阴。

2. 董仲舒从邪气的产生说明废德教，任刑罚的后

果。董仲舒曰：“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

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师古曰：畜读曰蓄。蓄，聚

也。[7]2501）于上。”（《汉书•董仲舒传》）。“上下不和，则

阴阳缪盭（师古曰：盭，古戾字。孽，灾也。[7]2501）而

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如果废弃德教专任刑罚，刑罚不能适中，

就会导致邪气产生。邪气在下面聚积，怨恶之气在上

面蓄积。上下之气不和，就会使阴、阳之气发生错乱，

灾难就会发生，这是灾异现象发生的原因。董仲舒认

为，如果放弃德教专任刑罚，就会使邪气产生。邪气产

生，就会打乱原有的阴、阳之气，导致灾异现象发生。

正因为阴阳在空间上各有以上特点，所以上天喜

欢阳而不喜欢阴，当然也就喜欢德不喜欢刑。董仲舒

曰：“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出，董仲舒用阴、阳运行的方位，

发挥作用的实、虚这样的空间构架说明了其德主刑辅

的法治理想。

（二）阴阳学说下的时间框架

董仲舒将自己的德主刑辅理论和阴阳学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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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框架结构结合在一起，说明了时间流转、变迁和

德、刑的关系。

1. 董仲舒从阴、阳的季节变化说明德、刑关系。

董仲舒曰：“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

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

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春秋繁露•阴阳终

始》）。“故夏出长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阳也。夏入

守虚地于下，冬出守虚位于上者，阴也。”（《春秋繁

露•阴阳位》）。

董仲舒认为，天道在终而复始地运行。阴阳运行

的方位在北方，北方是阴、阳，也就是天道开始和终

止的地方。阴、阳在这里集合，分别。冬至以后，阳

就从西面进入北方，阴从东面出去。阴、阳运行的方

向是相反的。从阴、阳分布的时间看，春夏季节，阳

多而阴少。秋冬季节，阳少而阴多。董仲舒曰：“春

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春秋繁露•

阴阳终始》）。

董仲舒曰：“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

丧死。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悲哀

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认为，就天道运

行的规律而言，有三个季节是帮助万物生长的，有一

个季节，万物枯落。董仲舒云：“使德之厚于刑也，

如阳之多于阴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

认为，一年三个季节都是让万物生长的，只有一个季

节让万物死亡，因此，德的施加也应当多于刑，就如

同阳多于阴一样。在这里，董仲舒将德、刑与四季之

阴阳相比附，从四季变迁，阳盛于阴这一时间角度出

发，论述了其德主刑辅的基本理论。

董仲舒曰：“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

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

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

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春天是万物出生的季节，君主应当施

仁。夏季是万物成长的季节，君主应当施德。秋季以

后是万物萧瑟衰落的季节，君主应当施加刑罚。

2. 董仲舒从气的季节变化说明德、刑关系。董仲

舒曰：“春秋之中，阴阳之气，俱相併也。中春以生，

中秋以杀。”（《春秋繁露•阴阳终始》）。在董仲舒看

来，春秋两季的中间是阴阳之气相汇合的时候。因

此，中春季节，万物生长。中秋季节，万物枯落。在

这里，董仲舒指出，中春和中秋季节是万物生长和枯

落的季节，原因是阴、阳之气在这时相会。董仲舒认

为，气的聚散和天道的始终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天

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春秋繁露•

阴阳终始》）。天道开始运行的时候，气聚积在一起，

天道终了的时候，气也随之散去。董仲舒认为，气的

聚散有季节的划分。“故至春，少阳……至夏太阳……

至于秋时，少阴兴……至于冬而止空虚，太阴乃得

北就其类。”（《春秋繁露•阴阳终始》）。在董仲舒看

来，阳和阴相对应的季节分别是春夏和秋冬。春夏季

节，阳气盛行。秋冬季节，阴气盛行。春季阳气少，

称为少阳。夏季阳气多，称为太阳。秋季阴气少，

称为少阴。冬季阴气多称为太阴。从季节的分布看，

也就是时间的分布看，春夏季节，阳气聚集，秋冬季

节，阴气聚集。

董仲舒认为，阴、阳之气的属性和产生的季节相

关。董仲舒曰：“阴，刑气也；阳，德气也。阴始于

秋，阳始于春。”（《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董仲舒

认为，阴属于刑气，从秋天开始。阳属于德气，从春

天开始。从季节轮回的角度看，在一年开始的春天，

要行德。在一年快要终了的时候，应当行刑。董仲

舒曰：“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

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

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春、夏、秋、冬，

各自所属气的性质不同，春气具有爱的属性，帮助万

物生长。秋气具有严的属性，决定事物最后的归属。

董仲舒用春气喜，说明阳，德气也。用秋气严，说明

阴，刑气也。将德、刑放在阴、阳的环境下论说。董

仲舒曰：“是故先爱而后严，乐生而哀终，天之当也。”

（《 春 秋 繁 露•阳 尊 阴 卑 》）。 因 此 ，从 季 节 的 轮 回

看，也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是先爱，然后严。因为喜

乐帮助万物生长，因为哀伤导致万物衰亡。

董仲舒曰：“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清人

董天工注曰：掌握[7]163 ）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

天地之化如四时，所好之风出，则为暖气，而有生于

俗；所恶之风出，则为清气，而有杀于俗。喜则为暑

气，而有养长也；怒则为寒气，而有闭塞也。人主以

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春秋

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认为，君主掌握着生杀大

权，应当和天一样，掌握事物变化的趋势，物都会顺

应天地的变化，天地的变化就像四季的变化。喜欢某

一件事情，就是暖气，有利于让万物生长。讨厌某一

件事情，就是清气，可以让物死亡。喜属于暑气，帮

助万物生长。怒是寒气，导致万物闭塞。君主用喜、

怒、好、恶改变风俗，就像上天用暖、晴、寒、暑，

改变草木一样。

（三）董仲舒从阴、阳的时空变化出发，得出德主

刑辅的结论

董仲舒指出：“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

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在

律璞：阴阳、五行视域下董仲舒法治理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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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看来，天道的运行，实际上是阴、阳的运动。

而阳代表德，阴代表刑。

董仲舒曰：“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

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

数右（清人董天工注曰：推崇[8]161）阳，而不右阴，

务（清人董天工注曰：追求[8]161）德而不务刑（陈仁

锡曰：尚德缓刑[8]161），刑之不可任以治（清人董天工

注曰：原作“成”[8]161）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

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清人董天工

注曰:此言人主事事如天，天道务德不务刑，刑之不可

治也，犹阴之不能成岁。以阳尊而阴卑也，若为政而

任刑，是逆天非王道也[8]161）。”（《春秋繁露•阳尊阴

卑》）。董仲舒认为，大德而小刑，是天道的要求。

因此天亲近的也应当是君主亲近的。天认为广大的，

也应当是君主认为广大的。因此，天崇尚阳，不崇尚

阴。追求德，不追求刑。刑罚是不能够用来完成国家

治理任务的，就如同阴不能单独成岁一样。用刑罚来

治理国家，是违逆天道的表现。

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

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

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

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

岁。终阳以成岁为名（苏林曰：尚德不尚刑也[7]2502），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

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汉书•董仲

舒传》）。董仲舒认为，天道最重要的体现是阴阳。

阳具有德的属性，阴具有刑的属性。因此阳的位置在

大夏，主要的功能是生育和抚养万物。阴的位置在大

冬，常常处于空虚状态，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由此

可以看出，上天是崇尚德而不是崇尚刑的。天让阳处

于上位帮助岁月的形成。而让阴处于下位，辅佐阳完

成成岁任务。所以阳得不到阴的辅助，也无法完成成

岁任务。因此，尚德缓刑是天的意图。刑罚无法完成

治理社会的任务，就像阴无法单独成岁一样，因此治

理国家专任刑罚，是违逆天道的。

（四）董仲舒对德主刑辅理论的落实提供了现实

的路径

董仲舒曰：“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

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

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指出，大德而小

刑，具体就是指要用儒家的纲常伦理对百姓进行教

化，发挥德教的作用。教化得以推行，奸邪行为就会

得到制止。国家治理的隄防是完固的。放弃教化，就

会使奸邪行为出现，刑罚也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国

家治理的隄防就会损坏。董仲舒认为要推行教化就必

须兴办学校。董仲舒曰：“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

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师古曰：教

学之处也[7]2504）以化于邑，渐民已仁，摩民以谊，节

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

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认为，要推行教

化就必须兴办学校。在国家设立大学，在基层乡村也

要设立学校。通过教育，让百姓懂得仁、义、礼。这

样，人们拥有很好的道德风尚，刑罚就是很轻微，也

没有人触犯了。董仲舒不仅将德主刑辅的法治理想放

在时空视域下进行阐释，并且叙述了大德而小刑的具

体途径就是兴办学校，发挥教育的感化功能。通过大

德从而达到小刑的目的。可见，董仲舒时空视域下的

德主刑辅理论又与社会治理的现实环境紧密结合，具

有实用主义的典型倾向。

二、五行视域下的法律适用观

（一）狱政管理思想

董仲舒的狱政管理思想是与五行变迁的规律紧密

相合的。在董仲舒的宇宙系统论思想体系中，五行又

是和方位这样的空间视域以及四季这样的时间视域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董仲舒的狱

政管理思想是在一定的时、空视域下展开和实现的。

1. 春季应当宽缓刑罚。董仲舒曰：“木者春，生

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

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春秋繁露•五行

顺逆》）。在董仲舒看来，五行中的木和春天相对应，

春天是生长的季节，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这个季节，

不夺民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驱使百姓每年不超过

三天，也就是要减轻徭役负担为每年三天，用收货物

的十分之一纳税，举荐懂得经义和术数的人为官。在

这样的季节里，为了方便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应当

采用适当的狱政管理措施。挺（清人董天工注曰：

放也。[8]184 清人苏舆注曰：挺，旧本作诞……淮南子也

做挺……挺皆训宽。[9]371）群禁（清人董天工注曰：违

法犯禁之人[8]184），出（清人董天工注曰：释放[8]184）

轻系（清人董天工注曰：罪轻而拘囚之人[8]184），去稽

留（清人董天工注曰：监狱中羁押之人[8]184），除桎

梏（清人董天工注曰：脚镣之类的刑具[8]181。清人苏

舆注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9]371）。”（《春秋繁露•

五行顺逆》）。在五行之木对应的春天，为方便农业生

产，应当改变囚犯集中关押的局面，采用放免的措

施。具体而言，就是将轻微犯罪的囚犯释放出狱，

减少监狱中关押的人数，除去各种刑具。董仲舒认

为，在五行之木对应的春季应当宽缓刑罚，将轻微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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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囚犯释放出狱，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同时减少在押囚犯的人数，对在押囚犯采用人道主义

的措施，除去其刑具。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农

业生产，不误农时，当然也在减少在押囚犯数量的同

时，防止疫病的传播。

2. 秋冬季应当执行刑罚。董仲舒从季节的变迁

出发，指出应当在秋冬季节执行刑罚。董仲舒曰：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

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汉书•五行志》）。董仲

舒认为，五行中的金元素对应的秋季，是肃杀之气的

开始。这个季节应当“审群禁，饬兵甲，警百官，诛

不法。”（《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这个季节，就法

治工作而言，就是对在押囚犯集中进行审理，修整兵

器，警示百官，对犯罪行为人进行诛杀，就是对死刑

囚犯集中执行死刑。

董仲舒曰“水者冬藏，至阴也。”（《春秋繁露•

五行顺逆》）。董仲舒认为，五行中水元素对应的冬

季，阴气大盛。“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其于人

道，命终而行臧。”（《汉书•五行志》）。水元素对应

的方位是北方。水的特点是终年隐藏万物，就人而

言，就是生命结束，形体隐藏。这个季节，就法治工

作而言，应当“闭门闾（清人董天工注曰：里门。古

人冬至日关闭城门，搜索奷细），大搜索，断刑罚，执

当罪（清人董天工注曰：应当判罪之人），饬关梁，

禁外徙。”（《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董仲舒认为，

在五行之水元素对应的冬季，应当关闭城门，搜索

罪犯，对犯罪行为进行裁断，对应当判罪之人执行刑

罚。应当关闭关禁，禁止百姓向外迁徙。

（二）官吏执法思想  

董仲舒认为，五行与五官与方位都是紧密相合

的。官吏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董

仲舒的官吏执法理论是在其五行框架下实现的，是在

以五行为核心的时、空视域下完成的。

1. 五行与五官相结合。董仲舒将五官与五行并

且与方位相结合。董仲舒曰：“东方者木，农之本。司

农尚仁……南方者火，本朝也，司马尚智……中央者

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

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木与司农相对应。木在东

方，和春季相对应。这个季节应当“使民以时，务在

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

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

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汉

书•五行志》）。“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

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汉书•五

行志》）。《汉书•五行志》认为，在木对应的春季，作

为官吏，应当劝导农业生产，安抚百姓，让百姓有足

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木就能够不失其性。假

如官吏沉湎于田猎不返宫室，不顾法律规定，沉湎于

酒色之中。大兴徭役，剥夺民时。作风奸诈，侵夺百

姓财产。那么，木就会丧失其属性。

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火与司马相对应。“说曰：

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

治。”（《汉书•五行志》）。“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

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汉书•五行志》）。

《汉书•五行志》指出，火元素对应的南方，官吏应当

向着光明治理国家。如果统治者放弃法律，驱逐功臣，

谋杀亲属，以妻为妾，那么火就不能在上方发挥作用。

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土与司营相对应。《汉书•

五行志》指出：“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

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

（《汉书•五行志》）。“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

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汉书•五行

志》）。在这个季节，“如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

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

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黄（清人董天工注曰：宛黄，黄

黑色[8]185）舌烂痛。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暴虐妄

诛，咎及倮蟲，倮蟲不为，百姓叛去。贤圣放亡（清

人董天工注曰：流放逃亡[8]185）。”（《春秋繁露•五行

顺逆》）。这个季节，如果官员作风放荡，妻妾人数

超过一定限度，侵犯亲戚，侮辱父兄，欺压百姓，大

兴土木，广筑楼台亭榭，雕梁画栋。那么百姓就会生

病，伤及土元素，那么五谷不能成熟。行为暴虐，滥

行诛杀，伤害到昆虫，昆虫无所作为，百姓纷纷叛逃

而去，贤圣的人也纷纷逃亡。

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金与司徒相对应。“传曰：

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汉书•五行志》）。《汉书•五行志》指出，在金元素对

应的季节，如果官员喜欢发动战争，欺压百姓，大兴土

木，侵犯其他国家，那么金元素的属性将发生改变。

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水与司寇相对应。“传曰：

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汉书•五行志》）。《汉书•五行志》指出，在水元

素对应的冬季，如果官员简省宗庙，不及时举办各种

祷告活动，废除祭祀，违逆天时，那么水元素向下滋

润土地的功能将丧失。

2. 官吏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相互制约。董仲舒认

为，官吏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律璞：阴阳、五行视域下董仲舒法治理想探微



90 德州学院学报 第  37 卷

董仲舒曰：“木者，司农（清人董天工注曰：农

官，掌教民稼穑[8]179）也。司农为奸，朋党比周（清

人董天工注曰：结党营私[8]180），以蔽主明，退匿（清

人董天工注曰：黜退，埋没[8]180）贤士，绝灭公卿，

教民奢侈，宾客交通（清人董天工注曰：勾结串通
[8]180）不劝田事，博戏斗鸡，走狗弄马，长幼无礼，

大小相虏（清人董天工注曰：掠夺[8]180）并为寇贼，

横恣（清人董天工注曰：专横放肆[8]180），绝理（清人

董天工注曰：不讲道理[8]180），司徒诛之。”（《春秋繁

露•五行相胜》）。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木和司农相

对应，司农是教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官员。如果司

农不遵守法律，结党营私，隐瞒君主，埋没有才能的

人，不能积极举荐，优秀的人才难以产生。引导百姓

过奢华浪费的生活，和宾客勾结串通，不能致力于农

业生产。赌博，斗鸡，遛狗，骑马，无长幼之礼，相

互侵夺，起兵谋反或从事犯罪活动，专横放肆，没有

法制观念，司徒可以将其诛杀。

董仲舒曰：“木者，君之官也（清人苏舆认为，当

为衍文[9]367）。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

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清人苏舆曰：

诛其率，谓诛其首恶也[9]367）。”（《春秋繁露•五行相

胜》）。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木，象征农业，农业是

国民的根本。董仲舒将五行中的木和司农官相对应，

认为司农作为主导农事的官员，应当遵纪守法，如果

司农违法乱纪，应当受到司徒的诛杀。在这里，司农

和司徒之间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这种相互制

约的平衡关系是五行在空间结构上金胜木的结果。

“火者，司马也（清人苏舆曰：司马主兵，言马

者，马阳物，乾之所为，行兵用焉，不以伤害为度，故

言马也。[9]367），司马为谗，反言易辞，以谮愬人。内

离骨肉之亲，外疏忠臣，贤圣旋亡，谗邪日昌……专

权擅政……劫惑其君……有邪谗荧惑其君（清人苏舆

曰：营其精神，乱其气志。[9]368）执法诛之。执法者，

水也。故曰：水胜火（清人苏舆曰：天地之性，众胜

寡，故水胜火也。[9]368）”（《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五行中的火，代表司马官，清人苏舆认为，司

马主兵，代表阳。火具有阳的性质，因此，司马和五

行中的火相对应。司马官如果不能遵守法律，制造谣

言，陷害他人，在内疏远、断绝亲人骨肉关系，向外

远离忠臣。导致圣贤之人纷纷逃亡，无立足之地，谗

言和邪恶的行为日益猖狂。司马官用谗言迷惑君主，

专权擅政，使君主精神迷乱，失去了行动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官就要诛杀他，也就是，司寇诛

之。执法官有水的属性，所以说水胜火。清人苏舆认

为，董仲舒所言水胜火，是因为众胜寡，也就是多胜

少的结果。

董仲舒曰：“土者夏中，成熟百种，君之官。循

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春秋繁露•

五行顺逆》）。董仲舒认为，五行中土元素对应的夏

季，是五谷生长趋于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应当遵

循宫室建设之制，区分男女，对亲属施加恩惠。

董仲舒曰：“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司营为

神（清人苏舆曰：是神与奸同类[9]369）。”（《春秋繁

露•五行相胜》）。董仲舒认为，五行中的土对应的是

司营官，如果司营从事奸邪的事，违背法律的规定，

具体而言，就是“听从为比（清人苏舆曰：比，阿党

也。[9]369）……大为宫室，多为台榭，雕文刻镂，五色

成光（清人苏舆曰：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9]369）

赋敛无度，以夺民财，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

极，以夺民力……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

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则司农诛之。① 故

曰木胜土（清人苏舆曰：专胜散，故木胜土[9]370）。”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董仲舒认为，如果司营

交结朋党，大兴土木，多建宫台楼榭，雕琢刻镂，伤

害农业。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剥夺了民财。多发徭

役，剥夺了民时。做事没有限度，剥夺了民力。总

之，司营违法乱纪，过度征收赋税、徭役，严重影响

了民力，侵犯了百姓的利益。百姓纷纷背叛，导致君

主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司农就要诛杀司营，所

以说是木胜土。

董仲舒曰：“金者，司徒也……专权擅势，诛杀无

罪，侵伐暴虐，攻战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则司

马诛之。”（《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董仲舒认为，

五行中的金应当和司徒官相对应。如果司徒官专权

擅政，滥杀无辜，不能依照法律行事。侵害百姓的利

益，处事残暴。随意发动战争，不遵守国家的法律。

那么司马官就可以将其诛杀。董仲舒曰：“金者，司

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

（清人苏舆曰：精胜坚，故火胜金[9]370）。”（《春秋繁

露•五行相胜》）。董仲舒认为，和五行之金相对应的

司徒官处于弱势，按照火胜金的原理，司徒违法应当

得到司马的诛杀。

董仲舒曰：“水者，司寇也。司寇为乱，足恭小

谨，巧言令色，听谒受赂，阿党不平，慢令急诛，诛

①则司农诛之句在《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无，本文根据[清]董天工，笺注。黄江军，整理的《春秋繁露

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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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无罪，则司营诛之。”（《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董仲舒认为，司寇和五行中的水相对应。如果司寇违

法作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受理案件过程中接

受贿赂，交结朋党，不能公平执法，怠慢国家法律，

急于诛杀无罪。司寇作为司法官员，不能公平执法，

违反法律，犯上作乱，就应得到司营的诛杀。董仲舒

认为，司营诛杀司寇的原因是：“夫水者，执法司寇

也。执法附党不平，依法刑人（清人苏舆认为：依，

字疑有误 [9]371应当为不依法刑人），则司营诛之，故曰

土胜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董仲舒认为，五

行中的水对应的官员是司法官员司寇。司寇如果在执

法过程中交结朋党，不能公平执法，不能依照法律适

用刑罚，那么司营可以将其诛杀，所以说是土胜水。

从以上论述可知，董仲舒将五行与五官相结合，

认为官员的执法权力应当受到制约。司农（木），司

马（火），司营（土），司徒（金），司寇（水）之间的

关系是：司农违法，司徒诛之：金胜木；司马违法，

司寇诛之：水胜火；司营违法，司农诛之：木胜土；

司徒违法，司马诛之：火胜金；司寇违法，司营诛之：

土胜水。董仲舒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来说明五官之间的

权力制衡，正如周桂钿先生指出：“董仲舒把五行与

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这里表达了一种思想，政权机构

内部权力要互相制约。”[10]436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中，以英、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以三权

分立为核心的分权和制衡机制，强调对权力的约束。

而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就已经提出

了对权力的制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董仲舒试图将阴阳、五行为视角的时空框架与

社会治理特别是法律治理相结合。正如著名思想家

李泽厚先生所言：董仲舒理论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

认识和处理人事、政治、制度与阴阳、四时、五行

相类比而存在，相关联而影响，使彼此构成一个和

谐、稳定、平衡、统一的机体组织，以得到绵延和巩

固。”[1]145 冯友兰先生指出：董仲舒的主要贡献是：

“他把主要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学的根据，与主要是

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11]163

董仲舒将其德主刑辅理想以及法律适用理想置于

阴阳、五行学说的时空框架下进行讨论，体现了尊时

守位的传统思想。同时，董仲舒的德主刑辅和法律适

用理想又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是董仲舒社会治理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视域下的

时空框架为基础，探讨德主刑辅和法律适用的理论，

强调德治，反对刑治。强调狱政管理应当随季节发生

变动，强调在春季应当疏散狱囚，防止疫病传播，不

耽误农业生产。董仲舒提出官吏之间应当互相制约，

其权力的制衡理论，有助于防止官员擅权行为，保证

廉洁政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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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过苏禄国王墓》与田雯
《苏禄王画像歌》诠释与对比

吴玉琨

（青岛出版社    德州分社，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顾炎武与田雯在德州文化历史的“在场”中直面眼前所呈现的苏禄王墓，以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

性和敞开性，敏锐地发现德州十二连城和苏禄王墓在物理距离上相近，在事件主体上相关。顾炎武与田雯通过对

“苏禄王”咏史诗的创作，对比联系“燕王朱棣”和十二连城，“永乐皇帝”和苏禄王墓这两对关系，揭示苏禄国

朝拜明朝廷及明朝廷对苏禄王立墓树碑的文化意义，并对永乐皇帝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儒家的“民本”思想，

在顾炎武与田雯的诗墨笔触中一览无余，读者对其文本进行“诠释学循环”的解读，能够更多展开文本所呈现出

的历史意义并使诗歌的史实价值进一步得到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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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通常被认为是读者解释文本的一种哲学技

术，具有理解、解释、实践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但

面对广阔的历史现场，作者面对历史这一“文本”的

创作本身也是一种诠释，且是最为原初的诠释形态。

顾炎武、田雯直面历史现场的文学写作，有着儒家

士人根深蒂固的“爱民”观念。也即是说顾炎武、田

雯走到苏禄王墓前作诗的历史时刻，而是有着“前理

解”的，一种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强烈

历史“前见”左右着他们的思想，这种“前见”的一

致，也是他们诗歌表达有相同之处的文化基础。

一、作为开放性存在的历史文本

世界体现在语言中，历史以时间序列展开，本身

即是一部“文本”，存在者存在于“历史文本”中，同

时参与并创造着“文本”，即创造着历史，不断拓宽

存在的界限、给予存在新的意义。也即是学者黄玉

顺所言的“不是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而是注生我

经。”[1]对经典或历史的诠释，生成新我和新的存在之

域。永乐十五年八月（1417年），苏禄国三王朝见永

乐皇帝，宾主尽欢。苏禄国王受赐“金相玉带一，黄

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疋，绢三百疋，

钞一万锭，钱三千贯……袭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

绢、钱钞有差。”[2]赏赐不可谓不丰。九月苏禄王一行

人沿运河南下归国，途经德州时，东王殁。永乐皇帝

制诏命，封墓树碑，以王礼葬之。此一事件被诠释

为万国来朝，邦交友谊的象征，也是明永乐皇帝“易

天承命”合法性的组成部分。在明朝的“天下体系”

中，天子是中心，苏禄国是众多的藩邦臣属之一。中

原的国王是天子，藩邦的国王是天子的臣子。在这一

文化语境中，永乐皇帝以王礼葬苏禄国王，而非以天

子之礼葬之，其尊卑体系下的外交友谊和邦交互动是

显而易见的。永乐皇帝教诲东王长子都马含：“尔父知

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经涉海道，万里来朝。 舟次

德州，以疾殁。朕闻之，良用闵悼，已葬祭如礼。尔

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以绥藩服。今特命

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懋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

怀，以承尔父之志，钦哉！”[2] 永乐皇帝任命东王长子

为苏禄国新的东王。这一宾主尽欢的历史文本，在明

朝官方已有诠释，即：“天下一家，藩邦义慕天朝，天

朝友爱藩邦”。但文本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若文本不

具有开放性，则诠释本身不可成立。一种威权的“宣

读”或“制命”，无诠释的存在之域，也否定了读者独

立表达的可能。让—马里·多梅纳克说：“这种冰冷

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是以牺牲一切个人的或集体的

主体性而建立起来的思维，它最终否认着主体可以表

达和独立行动的真正可能性。”[3]283

康熙年间，顾炎武与德州程先贞、李源、李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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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交，互为知音。顾炎武有诗《酬程工部先贞》、

《德州讲易毕奉柬诸君》等。程先贞去世，顾炎武从

章丘赶赴德州，作《送程工部葬》、《自章丘回至德

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等。顾炎武与德州士人的

交往多在康熙年间，《过苏禄国王墓》应为德州士人

向顾炎武推介德州风景遗迹，顾炎武乐而前往，遂有

此诗。从《过苏禄国王墓》的小序中对苏禄王墓情况

的介绍也可以看出顾炎武是作为游客的身份，刚刚了

解到苏禄王墓的一些情况。其序云：“永乐十五年九

月，苏禄国东王来朝，归次德州，病卒。遣官赐祭，

命有司营坟，葬以王礼。上亲为文，树碑墓道。留其

兼从十人守墓，其后子孙依而居焉。余过之，出祝版

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体今人亦不能及

矣。”若顾炎武熟稔苏禄王典故，应无此小序。作为被

邀请而来的“客人”，顾炎武以己度人，以情度情，意

识到应向人介绍苏禄王墓的由来，故有此序言。顾炎

武并未接受明朝廷对苏禄王朝拜事件的既有解读，而

是依据其儒家的“民本”“爱民”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

重新的诠释。“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磾。”

永乐皇帝对苏禄王的厚爱，好似当年汉武帝宠幸匈

奴人金日磾。苏禄王得受陵园“世有国人供洒扫”。

此处“洒扫”指明朝廷从济南迁数户回民负责王墓的

祭祀及杂务等，后形成守陵村落。顾炎武颈联另起炉

灶，凌空一跃，写道“九河冰壮尨狐出，十二城荒白

鹤栖。”众多的河流被坚冰封锁，蓬乱着毛的狐狸到

处乱窜，众多的城池呈现荒凉的景象，只有白鹤在荒

野栖息。这里可以看出顾炎武是在冬季往见苏禄王墓

的，“十二城”是特指，指德州“十二连城”，是永乐皇

帝未称帝之前在“靖难之役”时与李景隆对阵的军事

前线，距离苏禄王墓仅两公里左右。田雯在《长河志

籍考》中言到：“十二连城，在城北十里。明建文元

年春月，命都督韩观练兵于德州。秋九月，大将军李

景隆乘传至德州，合兵五十万进营河间。建文二年夏

四月，李景隆与燕兵战于白沟河，败绩，奔德州。燕

兵攻德州。至今鬼火平林，殇魂新市。树艺观镞矢之

余，枯骨表战场之地，望之生李华吊古之思焉。”[4] 顾

炎武敏锐地发现“十二连城”与“燕王朱棣”，“苏禄王

墓”与“永乐皇帝”之间的关系。借助两处距离相近的

地理实体，巧妙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批判了永

乐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爱民力的做法。正是

历史文本具有开放性，不能为当权者所垄断，顾炎武

不接受明朝官方对苏禄王事件的历史诠释，才以“中

原云鸟正凄迷”含蓄表达了其思想。

面对历史文本的开放性，顾炎武在序中以“上”

称永乐皇帝，认明朝为正宗。显然顾炎武的表达受到

儒家君君臣臣思想的掣肘。而田雯作为清朝臣子，则

无这种顾虑，因此对苏禄王事件的诠释走得更远，他

更加清晰地表达出儒家的“民本”思想，更为猛烈地批

判了明永乐皇帝。田雯曾作《十二连城歌》“旧鬼磨

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燐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

斜掩安陵郭。”田雯作为德州人，与顾炎武的“客人”

心态不同，顾炎武的《过苏禄国王墓》具有一般咏史

诗的通常特点：托史言志，含蓄地表达出自己的思

想。田雯的《苏禄王画像歌》具有强烈的本地乡土意

识，即对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对德州军民的戕害

表达出强烈的反感，指出与其毗邻的“十二连城”中

被杀死的军民却在荒垒遗镞中饱受着月冷狂沙。“是

时景隆罢酣战，连城十二围周遭。荒垒遗镞夜月冷，

颓沙奔马寒花飘。”《苏禄王画像歌》文题是写“苏禄

王”，可是田雯为何笔锋转到与苏禄王墓毗邻的十二

连城？可知在儒家“民本”思想的作用下，面对历史

文本的开放性，田雯与顾炎武都以身处历史遗迹现场

的经验直接性，开拓苏禄王事件的解读视域，都以儒

家的“民本”思想敞开咏史律诗的批判之域，讽谏当

权者应该以勤于内政和仁民爱物为主要施政主张。

二、作为前置性存在的思想前见

顾炎武、田雯同样都未接受明朝廷对苏禄王事

件的诠释，他们都是站在历史文本的开放性上言说己

志的。但与其说是言说己志，不如说是流传千年的儒

家思想借助二人的笔墨表达意志。儒家思想在文化史

中流动，自己言说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犹如传火之

薪，前薪尽而火又传于后薪，儒家思想从他们身体上

流过，薪火相传，这其中儒家思想才是主体，个人只

是各种思想观念衍变传播的暂时寄主。这种观点看似

匪夷所思，但在诠释学中是普遍流行的观点。现代诠

释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不是人在言说，语言

不是工具性质的存在，似乎人才是语言自我言说、

自我表达的工具。是语言在言说自身，在完善自身。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不是交际的工具，而是存在的家

园。他说：所有的存在者的存在都栖居于词，所以

有了这样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5]谁想要理解历

史，都必须进入历史，才能理解历史。“一部文学作

品的意义要被理解，就必须进入理解事件中，同样，

要是想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必须进入与文本相互交

流的事件中。”[6]76当走进历史时，“思想前见”和“效

果历史”“呼啸”而来，诠释者身处在历史传统中，历

史中流传千年的传统或偏见开始起作用。诠释不是一

个主体的行为，而是“效果历史”通过诠释者在起作

用。当顾炎武、田雯站在苏禄王墓前观赏的时刻，诗

句的确是从他们的口中吐出，但诗句被吐出的时刻到

吴玉琨：顾炎武《过苏禄国王墓》与田雯《苏禄王画像歌》诠释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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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是谁在主宰这些语言和

思想？是“效果历史、个别的解释者或研究共同体？

效果历史经常不断起作用，这不可以被拒绝。”[7]232伽

达默尔说：“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

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

与我们一起发生。”[8]2 顾炎武、田雯身处儒家“效果历

史”中，一种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爱

民”思想作为潜意识，超越他们的行动和诗句的创作

一同发生。

在整个的“效果历史”之中，儒家思想的存在和

起作用是真实的。“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

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9]56王阳明以为天理在人

心，万古不磨。陈来所谓“仁学本体论”也认为“仁

学”横亘充斥在思想史中，即“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

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

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

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10]顾炎武、田雯身

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在苏禄王墓前只有将他们心

中的想法和历史评判标准一吐为快，自身思想中的天

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才能得以安顿。而需要安顿

的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观念和价值是“效果历史”

和“前见”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

三、作为独立性存在的诠释者

诠释者受到“前见”的影响，但人仅是作为符号

而存在的工具吗？顾炎武、田雯对苏禄王事件的诗歌

实践，虽有明显的内容一致性，但艺术表现手法则有

较大的差异。顾炎武《过苏禄国王墓》篇幅较短，田

雯《苏禄王画像歌》共二十联，篇幅较长，是七言排

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使用比喻、夸张手法直接

描写苏禄王画像，勾勒出苏禄王的形象；第二部分使

用倒叙描写苏禄王来朝和离开经过，运用了想象、联

想、用典等手法；第三部分卒章显志，写苏禄王墓附

近即是十二连城，是当年“靖难之役”的主要战场。

全篇使用欲抑先扬、对比反衬等艺术手法，也具有较

高的史实价值。这里的史实价值指田雯《苏禄王画像

歌》是最早描写苏禄王相貌的诗歌文本，但如今收藏

于山东省博物馆的苏禄王画像与德州苏禄王墓前宫殿

内的苏禄王画像和这一文本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狸晴戟髯鸦色袍，乌帽红帕螭龙交。山桑雕弓鹳翎

箭，珊瑚宝玦大食刀。秃襟短袖击鼍鼓，狰狞怪状真

鬼豪。”田雯在清康熙年间，看到的苏禄王画像是这样

的： 狸猫一样的眼睛，戟一样的髯，乌鸦颜色的袍子。

黑色的帽子，红色的头巾，身穿螭龙缠绕的衣服。山

桑雕刻的弓，鹤的羽毛做成的箭，珊瑚制成的玦，佩

伊斯兰的刀。无衣领的襟，穿着短袖击打用鼍皮蒙的

鼓。相貌狰狞，奇形怪状，真是鬼中豪杰。两边雄健

地站着两个女海神，像西施、郑旦一样美丽。她们佩

戴雀形的钗，面容洁白，穿着一身鹦鹉一样的轻薄衣

服。左边女子拖着长裙，捧着玉制成的酒器，右边的

长发女子吹奏着玉箫。人都说这是苏禄国东王巴都葛

叭刺的画像，名贵的画纸上魂形潇洒。

“效果历史”和“前见”是客观存在的，人被抛

入世界中，无法选择自己的文化环境和接受的文化氛

围。但依旧具有诠释文本的独立性。“理解没有客观

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对象；文本没有固有的不变的意

义，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生成的，因此，文本的意义

是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的。”[11]26 在作者、文本、读

者这三对关系中，以往的诠释中作者具有解释的权威

性，即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要求读者去

揣度作者之意，这样的结果是作者的威权不断被树立

和累加。后文本和作者分离，文本一经创作即与作者

无关，成为独立的实体，也即是文本中心主义，出现

“只见文本不见人”的现象。在近来的诠释潮流中，

人文主义和人本思想狂飙突进，读者自身的诠释占据

的分量越来越重，以至于哲学家喊出“作者死了”。

读者可以自由地进行阐释，在读文本的同时也在创

造文本，给文本带来丰富性和多义性的同时，也出现

了过度阐释和无意义阐释，使文本解读走进“相对主

义”的陷阱。应当给诠释划定边界，但合理的创新的

诠释，必定需要独立存在的诠释者来开拓意义之域。

顾炎武、田雯在苏禄王事件的诗歌实践中使用

的艺术手法不尽相同，感情的强度不同，史实价值不

同，表明诠释者不可能彻底沦为“前见”和“效果历

史”的“奴隶”。毕竟“前见”和“效果历史”也是多元

的，不同时代、地域的思想主流也各有不同。“各种

文学理论所提出的有效问题往往有很大的不同。每一

种文学理论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然后提出自

己的方法论，读者可以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的文本

中。”[6]76“横看成岭侧成峰”，诠释者在文本解读时，

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能力，这种创作的自主造就了不

同的风格。李白飘逸，杜甫深沉，李清照简约，辛弃

疾豪放，面对开放性存在的历史文本，即使受到相同

“前见”和“效果历史”的影响，诠释者依旧可以造就

不同的诠释风格，正是因为思维具有联想和想象的能

力。顾炎武“下马一为郯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田

雯“余观此图生叹息，村原禾黍风萧萧。”两诗结尾同

用景色描写，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感慨。

面 对 宏 观 的 历 史 文 本 ，诠 释 者 的 解 读 受 到“ 前

见”和“效果历史”的影响，但具有思想和创作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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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诠释者以经验的直接性面对历史文本，使得

文本的意义之域不断被拓宽，不断向着真理的澄明之

域敞开。读者在解读文本的同时，即在创造文本，成

为作者。顾炎武《过苏禄国王墓》与田雯《苏禄王画

像歌》的诗歌实践，深受儒家“爱民”思想、“民本”

思想的影响。顾炎武、田雯接受儒家“爱民”思想作

为“前见”，有被动的成分，但也存在自主的选择，即

“前见”发生作用不仅是伽达默尔说的“超越我们的

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也包括此在经过深

思后的自主选择，敞开、拥抱这种“前见”，使之成为

“现见”。也即是说当潜在的前见意识流过诠释者的

思想，试图借助诠释者的话语吐出它们的语言时，诠

释者可以“清晰地意识到是什么在自己思想中流过，

并发生作用”。

作为历史文本的诠释者，始终具有自由、自主

的选择能力和创作能力。毕竟，虽然身处于历史文本

中，但也时刻在创造开拓历史文本的意义，通过对历

史的解释重塑着历史。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 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

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 [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8（03）.

[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 明实录·太宗实录[M]. 北

      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1962.

[3]  理查德·E.帕尔默，著. 潘德荣，译. 诠释学[M]. 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2.

[4]  [清]田雯.长河志籍考[M]. 清乾隆德州田氏丛书本.

[5]  陈祥明. 存在·理解·言说——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2-26.

[6]  李建盛. 诠释学与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J]. 河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71-78.

[7]  让·格朗丹. 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M]. 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5.

[8]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 真理与方法：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9]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  陈来. 仁学本体论[J]. 文史哲，2014（4）.

[11]  王金福. 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三个关系问题[J]. 学习论

         坛，2008（08）：26-29.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Gu Yanwu's  Crossing the Tomb 

of  King  Sulu  and Tian Wen's  Portrait Song of King Sulu

WU Yu-kun

（Dezhou Branch Office of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Gu Yanwu and Tian Wen, facing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of the Sulu king in the presence of Dezhou 

culture and history, revea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omb of the king's Tomb of the Sulu Kingdom and 

the Ming court with the directness, openness and openness of experience.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can be seen in Gu Yanwu's and Tian Wen's poems and ink strokes. Read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texts through "hermeneutic cycle" can exp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poetry.

Key words: Gu Yanwu; Tian Wen; poetry；Tomb of King Sulu; Yongle Emperor

吴玉琨：顾炎武《过苏禄国王墓》与田雯《苏禄王画像歌》诠释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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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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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化营商环境是地方政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德州市

在顶层设计、规范化服务、跨区域服务、高效化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与企业群众期盼相

比，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为此，要从加快要素聚集、持续优化服务、强

化法治保障、提升治理能力四个方面入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德州的投资吸引力和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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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营商环境界定为“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主要

指的是软环境。而本文按照国务院历次常务会议精神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

“十三五”规划纲要维度划分，将营商环境作以上定义。

②《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都将营商环境分为市场环

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四个维度，《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重点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三个方面

进行部署。结合各地方《条例》的具体内容，本课题组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方面四个方面展开调研。

③《2020年山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一共有18个一级指标，41个二级指标。其中“登记财产”“纳税”“包容普惠创

新”等一级指标下属的部分二级指标均涉及群众对于政府部门的满意度；“获得信贷”“劳动力市场监管”“政府采购”“招标投

标”“政务服务”“市场监管”等一级指标下属的部分二级指标均涉及政府工作人员对自身改革的感受度。故课题组将问卷分为

三份，分别调查企业、群众、政府工作人员对于营商环境的感受程度。

一、引言

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

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①。作

为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营商环境反映的是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吸引力：既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硬环境”，

也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

“软环境”。其中“软环境”是决定地区营商环境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内容。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要求，加快提升区域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德州

市先后出台了《德州市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深入推

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德州市

推进政务流程再造 深化“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

工作方案》等文件，按照“一窗受理、一链办理、一

网通办”要求，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这与发达地区相比、与企业群众需求相比，

仍存在较大差距。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

查找不足，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德州市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提供参考依据。

本次调查采用三种调查方法：一是实地考察法。

课题组实地走访了市政务服务中心和部分县（市、

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解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

满意度，获取第一手数据。二是访谈调查法。课题

组多次赴市审批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

大数据局等市直部门，以及齐河、禹城、德城、陵

城等县（市、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同相关部门负责

人、基层干部群众、部分企业负责人、商会代表等群

体座谈30余次，了解他们对营商环境的看法和建议。

三是问卷调查法。根据山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课题组共设计三份问卷：《德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卷

（企业篇）》《德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卷（个人篇）》

《德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卷（政府篇）》③。问卷均

是选择题，采用无记名形式发放，主要通过“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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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调查网站发布。其中《德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卷

（企业篇）》发放对象为大中小企业高管、个体工商

户，主要调查企业商家对于德州市营商环境的感受程

度。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3份，回收率

为94.6％；《德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卷（个人篇）》发

放对象为普通办事群众，主要调查群众对德州市营商

环境的感受程度。共发放问卷330份，收回有效问卷

293份，回收率为88.78％。《德州市营商环境调查问

卷（政府篇）》发放对象为政府工作人员，主要调查政

府工作人员对自身改革的满意程度。共发放问卷240

份，收回有效问卷212份，回收率为88％。

二、德州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注重顶层设计，提高工作的整体性

早在2015年，德州市就成立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解决全市优化营商

环境中涉及的政府部门协调问题。2018年将领导小组

升级，成立德州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

革协调小组，由市长任组长。2020年继续将领导小组

升级，成立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同时将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全市“一号改革工程”，并成立专门的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专班，由常务副市长牵头抓总，及时协调

优化营商环境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真正提高工作的整

体效率。

（二）统一事项标准，深入推进服务标准化

1. 以规范化解决集贸市场监管难题。为了解决农

村集贸市场的食品安全、诚实守信等难题，德州市从

2019年开始在庆云试点，对大集上的摊位进行合理规

划，对所有摊点登记，为所有的摊主发公示卡，及时

公示摊点的货源、渠道等信息。同时，采用信用监管

“红黑榜”模式，奖优罚劣，以减少食品安全、缺斤

少两、环境卫生等集贸市场“老大难”问题，提高集

贸市场监管水平。如今，庆云已经成为山东省集贸市

场食品销售规范化试点，首个德州市地方标准《农村

大集经营管理规范》已通过。

2. 以“十统一”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德州市从

2018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政务服务事项的主项

名称、子项名称、设定依据、服务对象、办理条件、

申请材料、申请表单、办事流程、办理时限、收费标

准，[1]以解决市县之间、不同县之间事项办理标准不

一问题，减少政府自由裁量空间，有效降低企业办事

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三）打破区域界限，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1．探索市县审批一体化改革，打破审批区域界

限。早在2015年，德州市就按照省委、省政府“扩权

强县”的要求，将42项审批事项交由县级实施（11项

实行“市县同权”，31项实行“市权县用”）。改革实施

以来，仅“特种设备登记注册”一项审批，就为企业

节省成本70余万元/年。[2] 2018年，德州市按照法律法

规和政策修订情况，对第一批“市权县用”事项进行

调整，将14个市直部门的75项政务服务事项通过“窗

口下沉”方式交由县（市、区）办理，对需要跨县市区

的、或报省级部门批准的，以及个别涉及安全、环保

的事项，可按照“县审市办”或“见章换章”方式办

理，[3]减少了县（市、区）企业市县两头跑的问题，

进一步改善县域投资环境。

2. 解决跨区域执法资格问题，打破监管区域界

限。为了减少跨区域执法的监管空白，2017年11月，

德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在总结“省会城市群”稽查协作

区模式的基础上，联合公安部门，进一步发起建立了

河北、山东交界的“德州、沧州、衡水”食品药品稽查

（侦查）协作联动区，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稽查

信息实时通报制度等，加强冀鲁交界跨区域食品药品

监管的执法联动，加大市场监管执法行为与公安刑事

司法衔接力度，有效消除市场监管的盲点，提高了执

法的质量。

3. 实施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打破服务区域界

限。2020年11月，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与省内济

南、淄博、济宁等8地市企业开办“跨市通办”的基础

上，将政务服务通办范围扩展到临近的河北沧州市和

天津静海市，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

跑”难题。具体来说，投资人在三地33个县市区范围

内开办企业，可到任一政务服务大厅，在帮办人员的

协助下登录属地企业开办网上办理平台提交申请，

由属地登记机关审批打印营业执照，并免费邮寄给企

业。同时，还为企业提供印章刻制、涉税办理、社保

申请、医保登记、公积金登记、银行开户等“链条

式”服务，为跨区域投资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对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本地投资吸引力起到重要作用。

（四）创新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为减少企业群众跑腿次数，德州市在市、县、乡

镇三级都实施了无偿代办机制，由专业的办理人员帮

助投资者办理各种手续，加快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1. 在市级层面，率先实施无偿代办工作机制。为

更好服务企业，德州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了“专业、专

人、全免费、全覆盖”无偿代办机制，即“德办好”

免费代办帮办品牌。[4]具体来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

式，由具备多年经验的专业代办机构和人员为每个企

业提供“一对一”、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横向覆盖

商事登记、建设项目领域所有事项，纵向覆盖前期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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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材料准备、业务办理、证照送达等全过程服务，

确保审批材料、签字签章都能一次性通办，真正让创

业者“一次办好”。

2. 在县级层面，较早推出“店小二”、“保姆式”

服务模式。为解决原有项目审批时间长、环节多的

问题，在全市所有的县（市、区）推广涉企审批事项

政府“帮办代办”机制。[5]如齐河县，就成立以开发

区、生态城、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成员为核心的

领办代办团队，协助投资方办理相关手续、及时进行

跟踪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实际困难，打造了舒心的

创业环境，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3. 在乡镇层面，设立专业的便民服务代办员。为

打通基层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德州市不仅在每

个乡镇（街道）设立标准化的便民服务中心，还在每

个中心都配备了一定的领办代办窗口。[6]创业群众办

理相关事项时，工作人员将申请材料通过清单形式一

次性告知群众，然后由领办代办员拿着材料去办理相

关业务。确保群众不出门，就能办成事，真正实现了

办事“零跑腿”。 

总之，德州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举措，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松了绑”，

为群众“解了绊”，市场主体活力不断迸发：2020年德

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8.8万个，增长32％、居全首第1

位，其中新增企业3.03万家，增长19.8％、居全省第2

位。①调查问卷也显示，85.66％的群众觉得改革后办

事比以前更方便。

三、德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与企业群众要求相比，德州市

营商环境仍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

1. 产业聚集效应不强。产业集聚度是影响地区经

济活跃度和投资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与济南、青岛、

烟台等地相比，德州市没有一项主导产业发展在全国

领先，对投资吸引力产生一定影响。问卷也显示，有

29.68％的企业对于德州市产业聚集度感到一般或不满

意，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上下游企业供应能力不

强，有32.21％的企业对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感到一般

或不满意；二是产业配套服务不完善，有33.26％的企

业对于产业配套服务感到一般或不满意。尤其与杭州

等地相比，德州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缓慢，仅有4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相当于青岛的21％、济

南的31％、烟台的40％。且无一家是“优秀”。②更多

的孵化器服务难以提供政策咨询、投资融资、人才培

训、中介及技术支撑等一条龙式服务，对高端项目和

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

请您对本地产业发展做出评价？《企业篇》

2. 人力资源优势不明显。访谈中多数企业反映，

中高级人才招聘难已经成为企业发展面临的一大瓶

颈。问卷数据显示，有39.37％的企业对德州市中高

级人才的招聘情况感到一般或不满意。一方面，与政

府具体工作有关。一些领导干部在“双招双引”工作中

过分重视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动力不足，且人才引

进政策“黄金40条”出台时间不到半年，效应显现需

要一定时间。另一方面，更与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有

关。与临近的济南、聊城等地相比，德州市交通、医

疗、休闲等配套设施严重不足。问卷显示，有33.47％

的 企 业 对 医 疗 卫生、3 6 . 2 1％的 企 业 对 文 娱 设 施 、

33.48％的企业对公共交通感到一般或不满意，满意度

明显低于环境、治安等其他基础设施。

请您对本地整体生活环境做出评价？《企业篇》

3. 土地等要素价格与外地相比普遍偏高。与营商

环境排名前50位的地市相比，德州市的土地价格偏

高。访谈中发现，德州市工业用地每亩20万元左右，

而厦门市（排名第11位）为13万元左右，南昌市（排

① 数据来源：杨洪涛《2021年德州市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月23日）。

②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19年评价结果》（2020年12月10日），被评为“合格”等级以上的国际

级企业孵化器中，济南13家，青岛19家，烟台10家，德州4家。被评为“优秀”等级的孵化器中，济南3家，青岛2家，烟台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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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31位）为3万元左右。问卷显示，37.79％的企业

对于德州市土地价格感到一般或不太满意，满意度远

远低于物流、水电暖、物价水平等其他经营成本。

请您对本地经营成本做出评价？《企业篇》

（二）政务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1. 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调查问卷数据显示，

有55.66％的干部认为“部门运行机制不畅”是德州市

与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的最大差距。访谈中发现，一是

工作整体性、协调性不强。比如浙江省衢州市在2019

年1月就成立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由市长直接分

管，负责协调营商环境所有事务，连续两年在全国营

商环境评价中居前十位。而德州市营商环境协调工作

由两个单位负责：市政府营商环境工作专班负责对营

商环境的具体任务进行分工；发改委政策法规科负责

对营商环境的具体部门进行协调。两个部门虽有一定

的分工，但具体工作中仍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与管理

空白，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升。二是审批监管衔接不

紧密。2019年，山东省建立了审管互动平台，审批部

门可通过平台将已办结的审批事项传送到监管部门，

监管部门可通过平台将执法信息传送到审批部门，以

实现审批监管的无缝衔接。但访谈中发现，平台使用

率不高，审批推送事项认领率仅在50％左右，容易造

成监管漏洞，对监管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2.企业检查成本仍然较高。部分投资者在访谈

中反映，与广东等地相比，德州市政府监管的次数仍

然较多。如在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过程中，

部分执法部门担心没有抽到的市场主体出问题，仍然

使用传统的巡查式、拉网式监管，增加了企业检查成

本，对守法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困扰。

3.群众办事流程有待优化。加快政务流程再造，

确保群众一件事一次办好，是德州市自2019年来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但调查问卷显示，仍有40.96％

的办事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时跑了两趟或两趟以上。

通过调查发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事项本身流程复杂。有48.33％的群众跑两趟

或两趟以上的原因是办理流程复杂，等待时间过久。

尤其是大中企业办理的建设项目审批事项，仍存在

“以批代管”、同一事项多部门重复审批的情况，流程

繁杂，办理时间仍然较长。

二是“容缺受理”尚未真正推广，所需材料仍然

较多。“容缺受理”推广过程中，部分办事人员担心没

有提交的材料有问题，仍在全部材料补齐后才办结事

项，使得部分群众仍无法实现“一次办好”。调查问

卷显示，有28.33％的群众跑两趟或两趟以上的原因是

材料格式不符合要求或缺少必要材料。

三是窗口设置不合理。有25.83％的被调查群众

跑两趟或两趟以上的原因是办理的人数过多。在某县

政务中心实地考察时发现，部分办事窗口（如企业办

税窗口）等候人数高达20多位，办事群众排队时间过

长。

您跑两趟或两趟以上的原因是？（《个人篇》多选题）

四是线上办事尚未得到群众认可。问卷显示，仅

有24.52％的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时选择网络、手机或

自助终端办理。在选择现场办理的群众中，有28.9％

的群众知道网上能办理，仍选择现场办理。实地考察

中也发现，企业开办、商标注册等事项可进行线上办

理，部分证件（如营业执照、行业许可证等）也可通

过邮寄方式送达，但部分办事群众基于安全考虑，仍

选择现场办理，现场取件。本来跑零次的事项跑两次

才能办结。

您去政府部门办事的方式为（《个人篇》）

（三）法治保障有待跟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加强营商环境的法治保

　臧  姗：德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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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于稳住市场主体预期，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但问卷显示，仍有29.51％的企业对政策法

规的执行度感到一般或不太满意，31％的企业对政策

法规的延续性感到一般或不满意。通过访谈发现，主

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部分改革举措缺乏更具体的实施细则。与上

海、浙江等地相比，一些新出台的改革举措缺少相应

的实施意见，使得改革进展缓慢，企业群众获得感不

强。比如“告知承诺制”推行过程中，上海等地都出台

了具体的办法，对审批进行规范和约定，使其得以大

规模推广，审批效率大幅度提升。但德州市由于缺乏

具体实施办法，尤其是在具体事项的告知内容、承诺

内容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工作人员对审计有顾

虑，执行起来存在难度，无法进行大规模推广，直接

影响企业群众办事效率。

2. 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为了更快招

商引资，一些领导干部向企业做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承诺，加之少数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强，造成部分优

惠政策兑现难、兑现慢、兑现不了，产生了一些历史

遗留问题，对营商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尤其在2019年

山东省营商环境评价中，德州市整体成绩排名全省末

位，18项考核指标10项列10名之后。在梳理出的94件

历史遗留问题中，20年以上的8件、10—20年的15件、

5—10年的17件，①这些问题成为影响德州市营商环境

的重要因素。

请您对本地营商环境的政策法规做出评价（《企

业篇》）

（四）亲商重商氛围有待形成

问卷数据显示，有39.15％的企业认为“缺乏整体

亲商重商氛围”是德州市与发达地区的最大差距。访

谈中发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 部分干部作风有待改进。问卷显示，有49.06％

的企业认为，缺乏为民服务的理念是德州市与发达地

区的最大差距。在深度访谈的10家企业商家中，有4

家碰到过推拖压、卡拿要等问题；有6家认为，政府想

方设法为企业排忧解难的氛围尚未形成。

2. 群众参与意愿有待增强。亲商重商氛围的形成

不是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之力，只有让所有群众都参

与其中，才能确保改革落实到位，确保营商环境持续

改善。但问卷显示，只有85％的群众认为优化营商环

境需要每个人的努力，仍有15％左右的群众认为优化

营商环境只是党委、政府的责任。

四、德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优化营商环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而是

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为此，要从德州市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生态理念长期致力于

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等方面的综合优化提升，最

终达到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

（一）加快要素聚集，打造富有吸引力的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的打造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根本。北京、

上海、广东等地营商环境之所以在全国领先，②是因

为其本身市场活力较强，能够较快地吸引高品质项

目、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要素聚集，推进市场提质

增效。德州市想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有新的突破，必

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激发市场活

力，带动项目、人才、土地等市场要素加快聚集，提高

市场环境的吸引力。

1.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一是

按照《德州市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要

求，围绕德州市打造“541”产业体系需要，进一步优

化产业发展布局。可借鉴上海经验，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专业园区平台，招引和扶持一批龙头企业，着

力打造行业生态圈、企业朋友圈、发展带动圈，以提

升企业集聚度，放大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二是精心研

究现代产业发展规律。可借鉴广东经验，根据德州市

高端装备、新能源、医养健康、半导体材料等重点产

业发展需要，及时出台一批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含

金量高的政策，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努力打造资源要

素竞相聚集的“政策洼地”。

2. 完善相关配套服务，提高人才吸引力。一是改

变以往的招引观念，把招才引智放到与招商引资同等

重要的位置来抓，积极借鉴青岛市经验，创新“团队+

资本+技术”等招引模式，更好吸引高素质人才。二是

深入研究中高级人才流动规律，坚持“以用为本”原

则，紧密结合高层次人才所需推进相关政策创新，以

实效性政策打造区域性人才集聚高地。三是充分发挥

① 数据来源：李猛 《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集中攻坚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6月28日）。

②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中，前三名分别

为北京（78.23）、上海（76.95分）、广东（68.69分），山东排第九名，得为59.26（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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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交通区位优势，加大与京津冀地区学校、医院合

作力度，尤其要抓住首都高校资源转移契机，争取在

德州建立分校或分院，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增

强城市整体竞争力。

3. 科学调控土地供应，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一是

加大低效、无效土地的整治力度。根据闲置低效土地

的形成原因、现实状况，按照“一企一策、一事一议”

的原则，在政府收储土地等传统方式的基础上，灵活

采取资产转让、股权转让、购买银行债权等方式对闲

置低效土地进行处置盘活。[7]二是创新工业用地供应

制度。可借鉴东莞市经验，探索弹性年期供地制度，

缩短工业用地使用年限；根据产业的特点适当提高容

积率，试行产业用地多用途兼容综合开发使用，[8]探索

“工业综合体”开发模式，以增加土地利用效率。

（二）持续优化服务，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

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点，更是提高企业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的

关键举措。苏浙粤等地营商环境之所以频被点赞，

是因为其不断突破体制机制限制进行改革创新，持续

为企业群众提供有温度、便利化的政务服务。为此，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市场主体感受出

发，推动政务环境优化提升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1. 以协同理念推进机制优化。一是可借鉴衢州

经验，由市政府牵头将发改委政策法规科和市政府工

作专班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营商建设办公室，统一

协调督导有关营商环境的各项工作，保证改革举措及

时落地生根。二是完善审管衔接机制。在分类分事项

明确行政审批服务局、行业主管部门职责边界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审管信息互动平台，严格落实审管信

息双向反馈制度，以建立部门各负其责、相互联动的

审管协同机制，提升服务效能。

2. 以公平理念推进监管创新。一是明确监管方式

的实施范围。可推广浙江经验，明确巡查式监管的具

体领域，并积极与省直部门、各地执法部门对接，加

快推广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监管，以解决监管执

法中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切实减轻市场

主体的检查成本。二是扩大信用“红黑名单”应用范

围。可借鉴深圳经验，建设全市联合奖惩系统，将国

家及德州市红黑名单信息进行归集，并实时与各部门

业务系统对接，在开展许可审批、资金资助、后续监

管等业务时实现奖惩信息自动核查、自动匹配、自动

实施、自动反馈并通过与各部门业务系统对接，在许

可审批、资金资助、后续监管等方面实现奖惩信息自

动核查、自动匹配、自动反馈。

3. 以“绣花针”功夫推进流程再造。与以往的改

革相比，流程再造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企业群众“办成

一件事”为导向。为此，要根据“一件事跑一次”为

标准，对所有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革命性再

造，以提高政务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一是分类进行审批制度改革。对于同一事项存在

的多部门重复审批，能整合的整合，该取消的取消；

对于本应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事项、可以转为事中

事后监管的审批，要下决心取消，切实改变“以批代

管”情况，进一步减少寻租空间。减少专业性强的项

目和新兴产业项目的技术性审批，广泛推行容缺受

理、告知承诺制等新型审批方式，[9]以提高政府审批效

率、减少企业办事成本。

二是优化政务服务窗口设置。可借鉴衢州市经

验，根据政务服务排队叫号系统等信息，定期了解不

同类型事项不同时期的办理情况，及时调整一线窗口

的数量和结构，以推动后台的政务服务事项改革，[10]

提高政务服务窗口利用率，减少企业时间成本。

三是提高政务平台的实用性。争取上级财力和技

术支持，加快市政务服务平台与部分专网的信息共享，

打破信息孤岛，提高办事效率。可借鉴深圳“秒批服

务”模式，根据企业群众办事习惯和改革进程，及时对

政务服务平台进行调整更新，进一步简化平台操作、

优化平台界面，使群众到平台办事像“淘宝”一样方

便。[11]在适当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基础上，加大网上办

事的推广力度，广泛宣传网上办事的优越性和安全性，

积极引导群众和企业从“现场办”向“网上办”转变。

（三）强化法治保障，打造透明公正的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是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的关键

举措，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好水平对外开放

的必然选择。为此，要根据德州市优化营商环境的要

求，从法规规章制度执行和实施入手，为市场主体提

供安全稳定、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1. 加快推进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根据《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要求，及时清理和修订不符合改革要求

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需通过立法确认的改革

措施和创新成果及时启动立法程序。如可针对2020年

新出台的“一业一证”改革，推行跨市、跨省的行业综

合证互认制度，降低市场主体跨区域经营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可借鉴上海等地经验，针对“告知承诺制”

出台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明确具体的承诺条件和告

知内容，以减少政策滞后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2. 提高法规制度的实施力度。法律的生命力在于

实施。加大相关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力度，是打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提高投资吸引力的重要举措。为此，

一是提高依法决策的能力，引导领导干部坚决克制政

　臧  姗：德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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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冲动，严格执行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和评估程序，避

免违反法律的现象出现。二是加大《关于严格依法办

事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执行力度，依法平

等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通过强化企业债权司法

保护、完善“权益救济”机制等措施，进一步稳住投

资者预期。三是依法依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格把

握法律界限和政策尺度：对诉求合法合规的，要尽快

予以解决；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做好深入细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要依法划分历史遗留问题的

相关责任：该企业承担的企业承担、该政府兜底的政

府兜底，该追究人员责任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四）提升治理能力，打造安商富商的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是最好的城市名片，是优化营商环境最

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只有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角度出发，调动全政府、全社会、全体群众的

力量，才能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不断推动

整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优化。

1. 进一步转变政府工作作风。加强政务诚信建

设，建立承诺践诺台账，限期落实政府公开承诺事项，

及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按照“前沿距离法”找准服

务优化路径，着力提升惠民惠企政策知晓率，加强对

基层的业务指导和支持，加快提升服务效率。引导广

大干部树立“往前迈一步即是创新”的理念，落实落细

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各级干部大胆尝试、大胆突破。

2. 加快营造尊商重商的社会环境。对列入全市重

点计划的项目，市委、市政府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一

对一研究项目需求，及时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切实让

投资者看到希望、坚定信心。推广平原经验，在城区

主要位置设立纳税企业光荣榜，支持优秀企业家参与

重大经济决策，切实让企业家有荣誉、受尊重。在不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条件下，利用节庆活动、各类展

洽活动、企业重大活动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慰问，营

造浓厚的尊商亲商氛围。

3. 广泛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找准营商环境与群

众利益结合点，广泛宣传全市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

义，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意识。

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专项台

账，及时处置营商环境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

题，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常态化推进文明城

市创建，积极引导公共文明，使人人成为营商环境建

设的践行者，形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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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何以冠清初
—— 评李长征《神韵秋柳—王士禛传》

刘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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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韵秋柳—王士禛传》属于中国作协推出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系列，此系列书系

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

位历史文化名人，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写传记。这是一

项重大的国家文化传播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

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

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已出版的72部传记中的一

部，李长征的《秋柳神韵—王士禛传》较好地完成了

初衷出版，他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考辨、对传主诗歌创

作的解读和为官、交游事例的详细爬梳为基础，以活

泼、灵动的文笔把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展现在读者面

前。

《清史稿·王士禛传》记载：“明季文敝，诗者

习袁宏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钟惺，则失之纤仄。

士禛姿禀既高，学问极博，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

‘味在酸成外’、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

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1] 可见在明代

诗文创作凋敝的状况下，清初的王士禛以神韵说横空

出世，开创了清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局面。到底王渔洋

如何成为清初的一代文宗，他的诗学观念是什么，他

成长的心路历程又是如何，这些问题除了专治清代诗

歌的学院派专家外，恐怕一般读者对这些问题都不甚

了然。我想这是李长征写这部王士禛传记的初衷，也

是这部传记的价值所在。就像郦波写《五百年来王阳

明》，李长征的这部传记也带着他浓厚的个人风格，

那就是在呈现王渔洋的个人经历、诗歌成就、文化交

往的同时，用灵动之笔进述了很多文坛掌故和王士禛

为官审案时的小故事，使得这本传记的可读性和趣味

性增强。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读者都知道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中国人精神的文

化底色。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公认的中国

文学的经典认同中，对清代诗歌的认同和普及是有

限的，而王士禛正是清初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他的

《秋柳诗》和“神韵说”在清初诗坛影响甚大。从这

个意义上说，李长征的这本王士禛传记是对清代诗

歌和清代诗论成就的有力倡扬。二十四岁的王士禛

在济南成立秋柳诗社，作《秋柳诗》四章，后来竟有

了一千多首和诗，不能不说王士禛的秋柳诗制造了一

个文学奇观，也可见他在文人中的影响力和其诗歌本

身的艺术魅力。和诗的有遗民诗人，像顾炎武、冒辟

疆、陈维崧、朱彝尊，还有大批女诗人和一些身居官

位的士子。可以说王士禛以《秋柳诗》在诗坛崭露头

角，初显峥嵘。他通过在扬州任上对欧阳修平山堂的

修葺和对苏轼扬州诗的唱和，成为和欧阳修、苏轼比

肩的扬州三贤之一。他又通过扬州的“红桥修禊”制

造了清初的诗坛盛事。鹊起的诗名得到康熙的赏识，

任京官成为词臣，钱王代兴，王士禛以温柔敦厚的正

宗词风成为清初文坛的诗人领袖。

王士禛在清初文坛的贡献除了四千多首诗作，

还有他的诗论“神韵说”，具体而言：典、远、谐、则

构成了王士禛“神韵说”的主体。典就是用典故。远

是意境，是能使人联想的艺术张力。谐为声律，就是

要有音律之美，朗朗上口。则为规则，要求语言含蓄

蕴藉，典雅而不呆板，华美而节制。所谓神韵就是指

诗的神采韵致，就是作诗要达到情景交融、朦胧淡

远、空灵含蓄的意境。神韵说渊源于唐代司空图的

“自然”、“含蓄”和宋代严羽的“妙语”“兴趣”之说，

可以说是中国诗论的正宗，深和中国文学温柔敦厚、

含蓄蕴藉、中和节制的美学规范。清初诗坛是诗学上

比较混乱的时期，一方面，明朝以来的学唐之风还在

继续，另一方面对宋诗的说理、性情、趣味并没有很

好地消化。作为诗教宗旨的奉行者，王士禛要考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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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国运的问题，他认为诗歌应该走唐风气势宏大、

境界宽博、韵律整洁之路，而又助以宋诗的灵动与趣

味。远离政治的喧嚣，用高古的典故、优美的韵律、

多彩而规整的辞藻，让诗歌既有生活的趣味、山水的

灵秀，又能寓教于诗。

《神韵秋柳—王士禛传》写出了一个清初文人的

鲜活样本。济南新城王家从明末就世代科举，渐成官

宦世家。正是这名门望族的家族传统，使得王士禛成

为清朝定鼎之后，较早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并且弟

兄三人都中举授官。所以王氏家族虽然在明朝就多人

为官做宰，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和顾炎武、黄宗羲、陈

维崧、冒辟疆那样鲜明的遗民风范，而是积极入世。

王士禛在职业上“仕清”，文化上“侍明”，既要延续

家族荣光，读书科举诗礼传家，做大清的忠臣良士，

又和一些遗民诗人交往密切，崇仰他们的才华和精

神。王士禛有自己的为官之道，那就是：“不负民即

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2]王家世代读书科举，

如果满腹才华不能为百姓做事，为国所用，则于国无

用，于民无益，有负所学。王士禛通过和陈维崧、方

文、宗元鼎、冒辟疆这些前朝遗民的交往，享受他们

的才华和精神，而和丁鼎、吴嘉纪、林古度、绍潜夫

等布衣诗人的交往，则在回望那个逝去王朝的文化余

绪。所以美国学者梅尔清称王士禛为“业余遗民”，既

在行为上他“侍清”，他的才华要为国家所用，在文化

上他“侍明”，他在精神上欣赏以遗民为代表的忠义道

德。明朝遗民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四公子，方以智、

陈贞慧、侯方域、冒辟疆，四人中只有侯方域前期积

极反清，后来则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被后人讥讽不

已。所以当王士禛自己为康熙开科选士之时，对那些

纷纷前来的遗民诗人骨子里是有看法的。他认为文人

应该有骨气，那些遗民诗人早已有了名声，气节也为

世人敬仰。如果他们入仕，带给世人的只能是见利忘

义的价值取向，而丧失了气节的引领。如果文人们失

去了气节，社会的价值风尚由谁支撑？著者写出了王

士禛这种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为了家族荣耀，为了所

学能用，自己积极入仕，但他不希望那些已经有了名

气的遗民诗人入仕，认为他们应该保持知识分子忠臣

不侍二朝的人格操守，为社会标举一种忠义道德的人

格典范。

这部传记写出了王士禛的三重身份，作为诗人的

王士禛，他才华横溢，出语成章，满腹经纶；作为官

员的王士禛，他断狱理案、代输征欠、经筵侍讲、拔

擢人才；作为文化遗民的王士禛，他交往了大批遗民

诗人，和他们谈诗论文，诵经讲禅，诗酒唱和，纵情

山水。本书通过对传主这三种身份的叙写，给读者展

现了清初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脉象，各种文化人的

才情趣味、个性风姿。这是这部传记的特色所在，也

是此书能够吸引文学爱好者的魅力所在。由于中国自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往往是

一体的。中国的读书人通过科举仕进成为官员，由读

书人成为了进入皇权体制的社会管理者，他们既在社

会上拥有显赫的地位，又能把他们的文学才华变为文

化资本，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向。王士禛恰恰是清

初文坛的这样一位诗人，对此传记做了充分的叙写和

展现。季桂起教授称王士禛是“文化上的游子”。他

认为：“作为文化上的游子，王士禛最难以割舍的是传

统士大夫对世事沧桑的人文情怀。但是，在已经被严

酷的新朝异化了的文化环境中，他的这种人文情怀不

能像过去的前辈那样坦然显露，只能以一种隐晦的方

式半遮半掩，在雕词琢句上闪转腾挪。”[3]这几句话揭

示了王士禛在清初诗坛盛名之下的无奈和尴尬。同时

李长征也不乏见地地指出，王士禛由部曹成为词臣，

康熙是在有意选择文坛盟主，因为王士禛温柔敦厚的

正宗诗风、蕴藉而又涵泳的诗作，他范山模水、批风

抹月，沉迷于山水之间，是帝国太平的最好装饰。清

初之际，文统成为摆在康熙面前比武统更重要的事，

因为文统事关人心向背，推出一个深和中华正统诗学

主张的王士禛是其文统的政治需要。这样王士禛成为

诗坛领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坛的事情。

总之，李长征的这部王士禛传记在搜集大量历史

资料的基础上，以饱含文学才情的文笔，给读者呈现

了一个鲜活、丰富、复杂的传主形象，并且在分析品

评人物事理时，不乏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识，展现了

著者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中正雅致的审美能力。这部

传记在彰显普及山东清初诗歌成就、再现齐鲁文化史

上王士禛的文学功绩方面，做出了自己不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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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讲述中触摸“神韵”的脉博
—— 评李长征《王士禛传》中对王士禛诗学思想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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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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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秀霞（1973-），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王士禛（1634-1711），济南新城（今淄博桓台）

人，出身名门望族、清华世家。王士禛从政从文，皆

有佳绩。以官职论，自扬州推官起，直至刑部尚书，

进入台阁，为朝廷重臣，且政声清明，人品高洁，可

谓一代廉吏；以文人论，“主持风雅数十年”（《清史

稿·王士禛传》），以其“神韵”独标一代，在中国文

学史上具有诗坛宗匠的地位。赵翼《瓯北诗话》中

称：“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宋

湘《红杏山房诗钞》中说：“国初称诗坛，渔洋起山

左；主盟四十年，有似中流柁。”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化

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巨擘，自然值得后人

不断研究，一再书写，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重视传

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李长征著《神韵秋

柳——王士禛传》便应运而生。

详读全书，《王士禛传》（下文简称《传》）中论

述王渔洋诗学观念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使用通俗

易懂且具有诗意的语言，对“神韵说”的内涵进行直

接阐释。顺治十三年（1656年），王士禛编其自作为

《丙申诗集》，在诗集序中提出“典、远、谐、则”四

个诗歌审美原则，后被一代文坛名宿钱谦益称作“谈

艺四言”。在《传》中著者对“谈艺四言”中每一言都

尽量用通俗易懂且诗意的语言进行阐释，如“远”，著

者认为“远”是“诗能使人联想的张力。在时空中拉

开跳跃的步履，灵动的思绪，其境在此，其意在彼，

在这时空交错互织的链接点上，便结成一个个想像的

落脚点”，这样的阐释灵动且引发联想。接着又引诗

来具体论证，使读者既能直观其意，又能通过诗例来

领悟其内涵。这种阐释方法与其他学者相比，虽未对

“谈艺四言”的理论渊源、时代价值、后人评析、批

评史地位等方面做更多的学理性分析，但面对不同的

读者群体，这种直取要害、因繁就简的解读方式，也

同样是恰当的解释方法之一。二是在讲述王士禛与友

人交往的故事中展现其诗学观念。在与亲友的交谈中

评价他人诗歌时王士禛或否定，或不置予否，或颔

首，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诗学主张。通过这种方式让读

者体悟其诗论主张，是本传记最有特色，也是最突出

的论析诗学观念的方式。本人不揣浅陋，欲从以下三

个角度对此做一评析。

一、在与友人交往故事中展示“神韵说”内涵

“神韵说”可以说是王士禛代表性的诗论主张。

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士禛在二十八九岁初官扬州

时，曾选“唐律绝句五七言”为《神韵集》，这应是他

“神韵说”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传》中讲述

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士禛与宝华山住持读体见

月的会面。这次会面王士禛受见月所论的“死句”、

“活句”以及“温柔敦厚”为诗教之根本的启发，对禅

与儒、诗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著者在叙述二人交

谈的过程之中充分地展示了“神韵说”的早期内涵。

会谈中王士禛推崇徐巨源之诗，以“神韵”二字论

其诗中言外之意。见月由此提到曹洞祖师良价之言：

“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

并用禅语“拖你死尸的是谁？”“无眼、耳、鼻、舌、

身、意”来阐释良价之言，最后道出能用语言解释出

来、最后只有一个答案的是死句，只可意会、不着一

字、风流尽出的便是活句。见月进一步提出“诗教的

根本在于温柔敦厚”。见月对诗的阐释与王士禛此时

的诗歌兴趣正相合，这次长谈使王士禛更加确定了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才是诗之上品”的诗歌理想。

《传》中正是这样通过王士禛与友人交谈的方

式，来表述王士禛诗论的主要观点，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呈现交谈的场景、言论，让大众读者能顺利读下

去，且通过三人的语言交叉、互相印证，使读者能够

更好地理解、体悟王士禛诗论的主要特征，把难以解

释的“神韵说”让读者通过阅读故事，以自己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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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王士禛编纂完成了《唐贤

三昧集》。《唐贤三昧集》历来被看作是王士禛神韵诗

说的标本，也是其神韵诗学的定型期。《传》中讲述了

王士禛弟子王戬交谈中进一步申明“神韵说”的内涵为

“味在酸咸之外”，也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二、与亲友交谈中的“宗唐宗宋”

明清以来文坛素有宗唐与宗宋的纷争，关于王士

禛宗唐还是宗宋，研究者们看法多不相同。

《传》中对王士禛宗唐宗宋的问题，也可以从

他与亲友交流的故事叙述中窥探。代表性的主要有两

处，一是康熙八年（1669年）冬再赴京师与哥哥王士

禄同行时，兄弟二人在路途中谈论宋元诗。二是康熙

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王士禛与友人在北京城南

祝氏园亭的一次聚会上讨论王士禛诗是盛唐之音还是

宋元之风。

先来看康熙八年冬，与哥哥王士禄同行时的交

谈。王士禛交谈中批判明人学唐诗几近剽窃的弊端，

认为学宋“对当下却是一剂良药，所以学诗不必汉

唐，而学宋也应取之有道。”并进一步正面提出自己的

诗学观点：“学问是天地道心，性情是人之趣味，失

之学问无根底，失之性情则会粗浮，两者兼得才是好

诗。兼得的诗就是要有神韵。”从《传》中所述可见

人到中年之后的王士禛其诗学观念具有国家性和社会

性，他在国家和社会中来定位自己，并由此延伸出对

历代诗歌观念的评判与择取，从而进一步形成自己的

诗学体系。

康熙二十二年，王士禛与徐乾学、刘廷玑、王懋

麟等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聚会，席间徐乾学认为评诗

最重要的是看是否合乎国风雅颂的遗意，王士禛对此

频频点头。其对唐宋诗之争问题的态度已非常清楚。

综观《传》中讲述，著者关于王士禛不同时期或

宗唐或宗宋的观点可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王士禛不

搞宗派主义，所以无所谓宗唐或宗宋。二是王士禛在

具体的某个时期或是提倡唐诗或是提倡宋诗，主要注

重的是诗之教化作用，为的是匡救文坛时弊，改变不

良风气。三是无论是倡唐诗还是倡宋诗，都主张诗本

于性情。实际上这种观点和著者所赋于王士禛的三种

身份有关：钱谦益的跟随者，诗教宗旨的奉行者，诗

坛的主盟者。因这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王士禛不得不

考虑“诗风”与“世风”问题、诗教与国运问题，以及

诗歌自身的命运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声音之道与政

通”的主张。《传》中还记述了王士禛摘时人宗唐派

首领施闰章诗并集《摘句图》一事，之所以摘句成集

即因喜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亦可

为一佐证。

三、讲述赵执信与王士禛之争公案中的诗学反思

赵执信与王士禛之争是清代诗坛的一大公案，确

切来讲，是赵执信多次抨击王士禛，而王氏基本没有

答辩。历代论清初诗者、特别是论王士禛者必涉及此

公案。

《传》中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对此公案进行解读，

非常有趣，可读性很强。题目“这样的外甥”既点明

王赵二人的亲戚关系，又表明作者褒王贬赵的鲜明立

场。文中先从二人的关系、个人恩怨写起，对赵执信

于王渔洋的抨击一一辩驳。

对王赵二人的这一公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一九六评《谈龙录》中说：“虽忿悁著书，持论不无

过激。然神韵之说，不善学者往往易流于浮响。……

则执信此书，亦未尝非预防流弊之切论也。”后来众多

研究者也给出比较中肯的评价，就其诗学理论立场来

说，张健《清代诗学研究》中认为赵氏主张的“诗中

有人”，指的是诗歌的真实性问题。而王士禛主要考虑

的是诗人的情感真实，要求的是主观的真实性。这两

种观点在其各自的理论立场上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著者对待此事的态度可见其对传主爱之心切，及著者

的真性情。

《传》通过故事讲述传主与亲友的对话，摹神

态、摹口吻、摹心理，直接把读者带入到当时的对话

场景之中，让读者在阅读时可以自已体味传主的诗学

主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读者的二度创作，

带给读者舒适的阅读心理体验。

《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诗学渊源讨

论不足。如王士禛对徐祯卿评价甚高，在诗论方面也

深受徐祯卿《谈艺录》影响，但这位对王士禛诗学有

极大影响的诗人，《传》中却没有提及；二是著者缺

少对当时文坛诗学思想的整体把握。王士禛诗学思想

虽是康熙时期的主流诗学，但著名诗人朱彝尊、陈廷

敬、赵执信等人也表现出了与其相异的倾向，《传》

中对此很少涉及。

写王士禛评传、研究其诗论的学者不在少数，

李长征作为资深媒体人，以别具一格的笔法探寻王士

禛诗学思想的精髓所在更能被一般读者接受。丛书

《出版说明》中说：“（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

传》）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

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

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应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的初衷，我想本书著者李长

征很好地达成了这一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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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齐风鲁韵的文化底色
 —— 评李长征的《神韵秋柳—王士禛传》

 丰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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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禛是清初诗坛的领袖人物，与朱彝尊并称

“南朱北王”，其所标举的 “神韵说”虽未从理论上

作系统阐述，但仍对清代诗坛影响至为深远；而其

成名诗坛的“秋柳”诗，也是清诗中的杰作。李长征

的这部传记以“神韵秋柳”为题，正是凝练了王士禛

一生的诗歌成就。然而，王士禛虽在中国古代诗歌史

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就普通读者而言，言及中

国古典诗词，毕竟首先想到的是唐诗宋词，能够随

口吟诵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和苏轼、晏殊、李

清照等人的作品，王士禛的名字相对而言还是较为

陌生的。这与清诗、清词在古典诗词阵容中的地位

有关，也与多年来各种古典诗词选本的趣味有关。有

鉴于此，为这样一位传主作传，是让其成为清代文学

研究者小圈子内的资料参考还是使之进入广大文学

爱好者的阅读视野，从而达至文学普及的效果，是

一个在动笔之前需要认真考量的根本问题，因为这

关系着整部作品的逻辑架构和语言风格。李长征的

这部《神韵秋柳—王士禛传》，显然舍弃了过于专业

且极易流于枯燥的史料详考，而是力求灵动和趣味，

同时又不失其文学品味，没有陷于当今泛娱乐化的泥

淖，其文本调性正是契合本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

传》丛书的策划目的，即“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

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髓，

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神韵秋柳—王士禛传》没有循例从传主的家

族历史开篇，而是以王士禛71岁时因“王五案”而被

“坐瞻徇革职”切入全书，“命案背后的秘密”巧妙

地勾起了普通读者的好奇心，牵引他们走进王士禛的

诗歌世界以及其政治生涯的起伏之中。之后作者用

一章的篇幅来交代山东新城王氏家族科甲蝉联、世

代官宦的辉煌与改朝换代之际遭逢兵变、多次罹祸

逃亡的厄运。从第三章开始，传记以王士禛的科举

仕途、文学活动和诗友往来为叙事线索，除了将王

士禛的重要作品的创作情形进行了历史情境中的描

摹外，也将清初诗坛的文人创作活动作了较为细致

的展现。围绕在王士禛这个文坛盟主周围的有清初

的汪琬、许珌、冒襄、陈维崧、方文、杜濬、林古

度、孙枝蔚、邹祗谟、丁耀亢、阎尔梅、龚鼎孳、

施闰章、蒲松龄等许多知名文人。他们中间不少是

清初著名的遗民名士，通过王士禛与他们的诗歌唱

和、雅集修禊和杯酒欢聚，作者写出了王士禛的三

重面目——在才华横溢的“诗人王士禛”、“殚智竭

力，责有攸归”的“官员王士禛”之外，尚有一个

“感物伤怀，雨愁烟恨”的“遗民王士禛”。多重面

目之下的王士禛，在职业上“仕清”，在文化上“侍

明 ”， 既 要 做 清 廷 的 忠 臣 良 士 ，又 忍 不 住 频 频 回 望

前朝的文明余绪。他一面与遗民文人交往密切，一

面又对一些遗民文人从“誓不仕清”转为“争趋辇

毂”而颇感失望。由他这种复杂的精神世界出发，

我们才能理解王士禛诗歌创作中“用典频繁，措辞

潜隐”的特性以及诗作中浓重的悲悯情怀。正如作

者在题记中对秋柳意象的阐释：“秋柳是一个时代的

意象”，秋柳是“义士慷慨，是沧桑歌喉，是满怀生

命希望却又不得不面对季节逆转的回眸一顾。”季桂

起教授因此将王士禛称之为“文化上的游子”。他认

为：“作为文化上的游子，王士禛最难以割舍的是传

统士大夫对世事沧桑的人文情怀。但是，在已经被严

酷的新朝政治异化了的文化环境中，他的这种人文情

怀不能像过去的前辈那样坦然显露，只能用一种隐晦

的方式半遮半掩，在雕辞琢句上闪转腾挪。”[1]

在深入阐释王士禛的多重面目、复杂心绪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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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李长征也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王士禛的代表作

《秋柳四章》及其他重要作品作了赏析性解读，并将

对“神韵说”的理解贯穿到解读之中。同时作者亦不

讳言，王士禛之所以能够“钱王代兴”，在钱谦益之后

成为文坛盟主，虽主要缘于其温柔敦厚的诗风，但

也与其诗歌多“范水模山、批风抹月”之作、适合装

饰帝国太平有关。显然，作者对传主虽多欣赏崇敬之

情，但并未将传记框入歌功颂德的窠臼，有自己中正

的立场与客观的认知。

我们今天无论是言及清诗还是言及山东文化先

贤，都不能忽略王士禛的名字及其文学贡献。因为清

初诗人，“山左为盛”。“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繁盛是有清

一代异乎寻常的文化现象，也是齐鲁文化史上的又一

辉煌景观。”[2] 而“在清初乃至整个清代诗学中，影响

最广、最深的当属山左诗人王士禛的神韵说，其论诗

以唐诗为主、兼重宋诗，表现出清代诗学对前代诗歌

的集大成特色。”[3] 但鉴于这种认知更多限于专业研究

者而不及于大多数普通民众，因此，如果让更多的读

者通过传记阅读走近王士禛、了解王士禛，从而进一

步明了齐风鲁韵的文化底色，对山东人李长征而言，

应该是写作这部传记的价值追求之一。通读全书后，

我想这种追求是实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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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Zhongshu's  Thoughts of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LV   Pu

（School  of  Criminal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Dong Zhongshu's thoughts of legal governance are realiz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 doctrines. Dong Zhongshu puts his ideal of principle of morality,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and auxiliar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ime and space with yin and yang as the field of vision, and seeks a 

basis for his theory of principle of morality,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and auxiliary under this framework.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not only exists in the frame of time and space of yin 

and yang, but is also implemented in re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Dong 

Zhongshu discussed his ideals of pris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dea of legal governance of mutual restraint 

between officials and local staff. Dong Zhongshu’s prison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ideals are combined 

with the time frame under the Five Elements perspective, which reflects the basic needs of combining prison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with seasonal changes. Dong Zhongshu believes that the law enforcement power 

of officials needs to be restricted, especially the illegal acts of officials should be punished. Dong Zhongshu's 

ideal of mutual supervision between officials and locals in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 is also realized 

with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which reflects his thought of power checks and balances 

with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as the visual domain. Dong Zhongshu's ideals of virtue and punishment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re realized under the time and space vision with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as the core. It reflects Dong Zhongshu's efforts to combine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with his thoughts on legal governance.

Key words：Yin and Yang ; Five Elements; Dong Zhongshu; Thoughts of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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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成功探索
—— 评《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法  宁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250010） 

自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

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我国掀起了“大众创

业”、“草根创业”的浪朝。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

地，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摇篮。“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则是高校实现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的催

化剂。2018年，教育部召开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

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新建本科院校应坚持走地方应

用型大学的发展之路，要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这

个中心，做好从“新建”到“新型”的转型和改革。然

而，如何推动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如何引导本科院校

向政策保障、深度转型、示范引领上迈进，如何保证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方向能够满足面向全体、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如何探索一条适合地方应用型

高校发展的成功转型之路，是地方应用型高校亟待研

究和解决的问题。郑晓燕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一书，正是本着谋求学生

全面发展目标，围绕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型做出的成功

探索。

《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

究》以地方应用型高校为立足点，从高校创新创业的

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百森商学院、瑞典隆德大学、

温州大学、台州学院等国内外众多创新创业教育的成

功案例，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构建我国地方应

用型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从该书中可以看

出，其研究成果经过了多年理论上不断提升，实践中

不断检验，总结中不断完善的过程。本书研究成果构

建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对于目

前高校特别是促进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型进行创新创业

教育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具体而

言，有三大特点。

一、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为立足点，丰富地方应

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理念

国内外已有部分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取得了成

功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国情不同、校情不同，

创新创业教育因校而异、因国而异，不能简单复制粘

贴，更不能直接移植。同时，大家也会发现，在已有

的研究和实践中，研究人员大多只关注单一组织和活

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对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系

统，特别是针对高校内涵丰富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

统，以及该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形成有机整

体的论述缺乏。

该书的研究成果“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生态系统”，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为引领，以创新创业

基础教育体系和创新创业实践训养平台建设为核心，

地方、企业、高校各部门等多方协同共建创新创业实

践平台以及相应的保障体制和运行机制。基于以上认

知，作者在吸收国内外经验基础上，立足本国、本校

情况，在分析系统要素和运行机制后，从整体上对创

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提出了顶层设计，结合学校在不

同时期的办学定位，不断调整和完善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的内涵，这也是本书呈现给大家在高校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的一大创新。其中提出的“一二三四”创

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为我国地方应用型高

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以加强价值引领作用为着力点，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我国部分高校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注重创业的利益化，注重提高学生

创业能力和技巧，而忽略了学生政治素养、价值观引

导的教育。202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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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高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人才培养体系的全过程，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战略举措。

该书作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中，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同时，引

导其正确对待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利益和种种现象。为

此，本书提出的生态系统中，以价值引领为着力点，

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以政治认同、家国情

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为重点，深

入挖掘创新创业教育中的思政元素，优化其课程思政

内容供给，特别是研究成果中创新性提出的贯穿“创

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始终的课程思政融入传授创新

创业理论知识、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提升创新创业能

力”的三层递进式教学改革思路，不仅解决了目前高

等教育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两张皮”的问题，而且

破除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千人一面的固有模式。以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社会责任感为核心，促

进大学生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推动高等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

三、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解决大学生就业

问题

实践是对理论最好的检验，只有将理论创新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提高高校人才培养水平，提高

大学生就业质量，才是对理论创新的最好检验。本书

作者不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近10年的不懈探

索，从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导向出发，通过对人才培

养目标的调整、课程体系的构建、系列教材的编写、

实践平台的搭建等进行探索和完善，为培养地方应用

型创新创业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土壤。特别是三

大创业实践平台的搭建，真正实现了助力该书的研究

成果在实践环节落地的目的。作者以三大创业实践

平台为依托，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从知识到实践的贯

通。改变了目前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大多只停留在理

论教育唱“独角戏”的现状，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中融

理论通识课程、创业实践、创业技能于一体的“大合

唱”教育格局，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真正“落地”，

为大学生顺利走向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构建研究》是一部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

可多得的参考书，其中的研究成果定位准确，内涵丰

富，逻辑清晰，既有理论上的支撑，又有实践中的检

验，对于目前正在转型期的地方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发

展和校企合作办学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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