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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为了全面深化课程改革ꎬ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ꎬ教育部提出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

业质量标准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公布后ꎬ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成为新时代我国进一

步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立足点ꎮ 作为深化课程改革的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ꎬ核心素养的培育也成为教育界理论工作者和

中小学各学科教师所关注的新问题ꎮ 本刊特辟«核心素养研究»专栏ꎬ对核心素养培育的落实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ꎬ
希望能为一线教师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ꎬ也期盼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并赐稿ꎮ

论核心素养的内涵、培育及评价∗

李 星 云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核心素养已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国际性趋势ꎬ经合组织、欧盟、美国早在 ２０ 世纪末、２１ 世纪初就

提出核心素养ꎮ 明确核心素养的概念ꎬ深入理解其内涵与特征ꎬ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与评价对进一步深入推

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ꎮ 培育核心素养ꎬ必须围绕核心素养变革课程体系ꎬ改进教学方式ꎬ提升教师素养ꎮ 评

价核心素养ꎬ应重视从知识立意转向素养立意的考试内容改革ꎬ重视形成性评价ꎬ扩展总结性评价ꎬ体现核心素养

的阶段性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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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教育部在 ２０１４ 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

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中明确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体系ꎬ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１]ꎮ 此后ꎬ核
心素养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立足

点ꎮ 只有厘清核心素养的概念ꎬ深刻理解其内涵ꎬ
把握其特征ꎬ才可能找到培育核心素养的正确路

径及科学的评价方式等ꎬ从而真正将核心素养落

到实处ꎬ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ꎮ
　 　 一、核心素养的内涵解读

最先开展核心素养研究的“素养的界定与遴

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即 ＤｅＳｅＣｏ 项目)由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ＥＣＤ) 于 １９９７ 年开启ꎮ

ＯＥＣＤ 将“素养”一词界定为“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ꎬ
既包括知识和能力ꎬ还包括心理社会资源———为

了满足一些复杂需求的能力而可以利用和调动的

存在于特定情境中的技能、态度等ꎮ 例如有效交

流能力ꎬ这一素养就涵盖个人具备的语言知识、交
流技能、对沟通对象的态度等[２]ꎮ 核心素养的内

涵不是由个人所需的素质、认知技能等决定的ꎬ而
是由成功的生活、健全的社会等需要的社会心理

先决条件决定的ꎮ 核心素养不只是对专业人才而

言重要ꎬ对社会所有个体都很重要ꎮ
２００２ 年ꎬ欧盟将核心素养作为与终身学习战

略并行的教育改革指导体系ꎬ对素养做了如下界

定:“素养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且这种知识、
技能、态度应该能够适应于特定的情境 ( 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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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ꎮ” [３]“情境”包括个人情境、职业情境和社会

情境ꎬ核心素养是多功能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

合体ꎬ它们可以迁移到多种情境之中ꎬ学生完成在

校期间规定学业时应具备这些素养ꎬ才能拥有终

身学习的能力ꎬ更好地发展自我、胜任未来工作、
融入社会[４]ꎮ

美国于 ２００２ 年构建了“２１ 世纪的学习框架”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认为核心素

养是“２１ 世纪的技能ꎬ包括技能( ｓｋｉｌｌｓ)、能力( ａ￣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和学习倾向(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ꎬ主要指

被教育界、商界和政府机构视为在 ２１ 世纪的社会

和工作场所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素养ꎬ培育在 ２１ 世

纪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人是其发展目的之所在ꎬ
确保学生离开校园后能成为称职的社会公民、员
工及领导者[５]ꎮ

基于我们的国情ꎬ我国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明确界定为“学生应具备的ꎬ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ꎬ包括文化

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ꎬ其中ꎬ文化基础包括

科学精神和文化底蕴ꎻ自主发展包括学会学习和

健康生活ꎻ社会参与包括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ꎮ
鉴于文化、视角、背景等差异ꎬ上述组织、国家

对核心素养的阐释有所不同ꎬ但实质都是从功能

论的角度对核心素养进行了界定ꎬ均认为核心素

养是对个人在 ２１ 世纪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作用的素养ꎮ 在此基础上ꎬ我们可以从功

能论的视角尝试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ꎮ
第一ꎬ核心素养是 ２１ 世纪基于人的发展的认

识提出来的ꎮ 核心素养基于人的本质的进一步深

入认识ꎬ着眼于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ꎮ
第二ꎬ核心素养对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

有重要帮助ꎮ 核心素养是让每个人都能对未来社

会多样、快速的变化有良好的适应性ꎬ拥有指向未

来社会的重要价值ꎬ如公民责任感、终身学习能

力等ꎮ
第三ꎬ核心素养是对所有个体终身发展都具

有重要价值的素养ꎬ而不仅仅是某类、某阶段的群

体成员所应具备的素养ꎮ
第四ꎬ核心素养是个体整体发展水平的体现ꎮ

它在超越了农业和工业时代“基本技能”基础上强

调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有机综合ꎮ
第五ꎬ核心素养还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ꎮ
总之ꎬ核心素养是一种包括知识、技能、态度

等在内的综合素养ꎬ核心是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复

杂交往能力[６]ꎮ

二、核心素养的特征分析

１.高级性和关键性

并不是所有的素养都可以称之为核心素养ꎮ
如ꎬ通过死记硬背可以培养学生的记忆素养ꎬ但通

过这种方式形成的素养是一种低级素养ꎬ不能称

之为核心素养ꎮ 又如ꎬ身体素质也是每一个人必

备的素养ꎬ是每个人学习、工作的基础ꎬ但这是一

种基础素养ꎬ并不是现在我们所提的核心素养ꎮ
核心素养是一种高级的、关键的素养ꎬ既包括

单一学科的一部分素养ꎬ也包括跨学科的、与情境

关联的素养ꎮ 它指向各学科中对学生有用的、可
以发展、迁移的素养ꎬ适用于一切情境和每一个个

体的普遍素养ꎮ 所以ꎬ核心素养不像单一学科那

样立足于掌握具体知识和技能、解决具体问题ꎮ
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学科特色ꎬ如数学核心素养包

括数学建模、数学推理、数学交流、运算能力等ꎬ在
数学教学中除了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素养之外ꎬ
还要发展学生的科学精神、学习能力等多学科通

用的素养ꎮ 所以ꎬ学科素养中有一部分素养属于

核心素养的范畴ꎬ也有一部分不属于核心素养ꎬ这
些非核心的素养可能在单一学科领域内更为重

要ꎬ而它们在整体性和通用性上较核心素养而言

处于较弱的层次ꎮ
２.可培育性和发展性

一些素养是先天获得的ꎬ一些素养是可以后

天习得的ꎮ 核心素养是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ꎬ通
过教育活动ꎬ学生有意识地积累而逐渐形成ꎬ侧重

于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自主探究和自我体验ꎮ
ＯＥＣＤ 和欧盟都认为核心素养是可教、可学的素

养ꎬ即使一些素养具有先天即可自动形成的可能

性ꎬ也要具备能在后天环境中加以培育而不断发

展、完善的特质ꎮ
核心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ꎬ是在个体发展中

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ꎮ 因此ꎬ在培育学生的核心

素养时ꎬ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有所侧重ꎬ要
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ꎬ不能盲目超前ꎮ

例如ꎬ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ꎬ在小学阶段可以

着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ꎬ在中学阶段则要注重让

学生学会探究ꎬ形成创造力ꎮ 核心素养与终身学

习的理念也有契合之处ꎬ学生在校期间不可能形

成所有的核心素养ꎬ进入社会以后ꎬ可以通过自我

有意识地学习形成新的核心素养ꎬ在工作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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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ꎬ从而形成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ꎮ
３.国际性与本土性

培育核心素养已经成为国际化趋势ꎬ我国对

核心素养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国外的影

响ꎮ 各国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既有共性ꎬ又有

差异ꎮ 如ꎬ在全球化背景下ꎬ信息素养已经成为一

种国际通行的核心素养ꎮ 但不是所有的素养都是

各国共有的ꎮ 核心素养还应该具有本土性ꎬ要与

本国学生发展的实际相契合ꎮ
就我国来说ꎬ核心素养的本土性主要体现在

要强化民族性ꎬ强调国家认同和社会责任ꎮ 要植

根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ꎬ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

现实土壤ꎬ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ꎮ 如ꎬ我国学生长

期习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ꎬ习惯了“记”知识ꎬ而
不是发现、探究知识ꎬ在新时代则应强调培养学生

学会学习、学会解决问题的素养ꎬ从培养“会考试

的人”转向“会创造的人”ꎮ 另外ꎬ我国学生应该具

有文化自信ꎬ尊重、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ꎬ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素养至关重要ꎮ

４.多层次性

核心素养不是单一层次的素养ꎬ它包括三个

层次ꎮ 第一层次为“双基层”ꎬ以具体学科为依托

来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ꎮ 在这一层次

形成的素养对学生来说是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ꎬ
它是核心素养的“地基”ꎬ为上面两层素养的养成

奠定基础ꎮ 第二层次为“问题解决层”ꎬ以培育学

生的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自主解决问题的素养为

核心ꎬ处于中间层ꎬ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ꎮ 在这一

层次形成的素养不局限于单一学科内容ꎬ更倾向

于跨学科的背景下采用完成项目或者课题的形

式ꎬ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来形成素

养ꎮ 第三层次即最高层的核心素养ꎬ指向“科学思

维”ꎬ它是让学生在系统的学习中通过体验、认识、
内化等过程逐渐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

式ꎮ 这一层次主要培养学生的思维ꎬ如创新思维

和批判思维ꎬ思维的形成对学生未来适应社会尤

为重要ꎬ学习过的知识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可能会

被遗忘ꎬ但思维会一直保留下来ꎬ使人终身受益ꎮ
总之ꎬ核心素养具有多层次性ꎬ每一层次紧密

联系ꎬ下一层次素养是形成上一层次素养的基础ꎬ
以“双基层”为基础ꎬ以第二层次解决问题中获得

的方法为核心ꎬ层层提升ꎬ最终指向形成科学的思

维ꎬ既包括认知性素养ꎬ又涉及非认知性素养ꎮ

三、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策略

　 　 １.围绕核心素养变革课程体系是根本

教育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改革

中ꎬ设计科学的课程体系是培育核心素养的前提ꎮ
指向核心素养培育目标的课程体系ꎬ一方面ꎬ要打

破以知识为中心的体系ꎬ从以基础知识为导向转

向以核心素养为导向ꎬ注重课程设计的情境性ꎬ通
过情境培养学生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意识及能

力ꎻ另一方面ꎬ核心素养不是单指某一学科的素

养ꎬ而是某一情境下解决问题所需的跨学科的普

遍素养ꎬ所以必须关注课程的整体性ꎬ打破“以学

科为本位”的旧有思想ꎬ提倡跨学科的课程设计ꎮ
如ꎬＳＴＥＭ 课程打破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等学科间的隔阂ꎬ通过项目或问题解决的方式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ꎮ 但是ꎬ核心素养的培育也离

不开具体的学科ꎬ在具体学科中形成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也很重要ꎬ只有掌握了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ꎬ才可能形成更高层级的素养ꎮ 核心素养

更倾向于跨学科形成的综合素养ꎬ但并不代表就

可以忽视单一学科素养的培养ꎮ
　 　 ２.围绕核心素养改进教学方式是重点

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ꎬ切实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ꎬ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核心ꎮ 教师

作为教育者ꎬ传道、授业、解惑是传统上对教师职

责的概括ꎬ在核心素养背景下ꎬ强调教师在传递知

识的同时ꎬ更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ꎬ引导学

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自主设计方案ꎬ发现问题ꎬ解
决问题ꎬ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ꎮ 但这并不就

是说让教师完全放手ꎬ而是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要

以自己的“教”为主线ꎬ转向以学生的“学”为主线ꎬ
关注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思维形成的阶段性ꎬ
抓住某一思维形成的关键点ꎬ指导学生由浅入深

地进行探究学习ꎮ
核心素养的形成离不开丰富的学习实践ꎮ 因

此ꎬ要改变学习抽象知识的常态ꎬ注重学习情境的

设置ꎮ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ꎬ需要运

用多种方法去解决ꎮ 教师要给学生营造真实恰当

的学习情境ꎬ让学生在模拟现实的学习情境中去

学习ꎬ更深层次地体会所学知识的价值ꎬ学会解决

问题的方法ꎬ从而能够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和复

杂多变的社会ꎮ
如ꎬ可以采用“问题导学”这一用问题整合整

个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来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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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要选用一些具有真实性、开放性的问题ꎬ让
学生围绕问题收集资料、设计一些解决问题的方

案ꎮ 我们以培育学生的社会参与素养为实例进一

步阐释ꎮ 在运用“问题导学”的教学方式培育学生

的社会参与素养时ꎬ可以以地理学科背景为依托ꎬ
设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为争夺约旦河水源ꎬ再次

引发战争的问题情境ꎬ据此提出如何解决西亚地

区用水紧张的问题[７]ꎮ 然后ꎬ学生可以围绕此问

题提出自己的设想ꎬ收集资料ꎬ提出方案并进行论

证ꎬ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反思ꎮ
　 　 ３.围绕核心素养提升教师素养是关键

在将抽象化、概念化的核心素养通过教学转

化为学生具备的素养的过程中ꎬ教师扮演着转化

者的角色ꎮ 作为核心素养的转化者ꎬ教师首先要

深刻认识核心素养的概念、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ꎬ
且自身要具备相应的核心素养ꎮ 另外ꎬ教师还要

具备与培养核心素养密切相关的各种素养ꎬ例如

基本能力中包括语言和交往能力ꎬ教师要能够和

学生沟通ꎬ将教学内容、思想等有效地传递给学

生ꎻ再如教育管理能力ꎬ教师要有效管理课堂ꎬ维
持良好的课堂秩序ꎻ又如辅助能力ꎬ包括使用信息

技术能力等ꎬ教师要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ꎬ更好

地提升课堂教学质量ꎮ 所以ꎬ需要制订通用的教

师素养标准和资格标准ꎬ明确教师应具备的专业

素养ꎮ 已入职教师通过自我对照ꎬ了解自身是否

具备成为一名合格的 ２１ 世纪教师的素养ꎬ有针对

性地查漏补缺ꎬ不断提升自身素养ꎮ 对于尚未入

职的教师而言ꎬ这些标准就是其入职考查条件ꎮ
师范院校在培养师范生时ꎬ可以参照标准ꎬ不断提

升师范生的培养质量ꎮ
在规定教师素养标准的基础上ꎬ还要根据标

准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新教师的培训目标、课程ꎬ
制订教师专项培训方案ꎮ 教师培训指南可以按照

四步进行研制ꎮ 第一步ꎬ可以组织教师参加一些

教研培训活动ꎬ让教师在学习共同体中成长反思ꎬ
通过从教师反思中提炼出的有效资源进一步完善

教师培训课程ꎮ 第二步ꎬ尝试开发针对围绕核心

素养的教师手册ꎮ 第三步ꎬ可以参照国际经验重

新研制出围绕核心素养的教师素养ꎬ比如ꎬ美国发

布了«２１ 世纪的教师专业发展»ꎬ指导教师对自身

职业发展形成清晰的认知ꎬ深入理解核心素养ꎬ积
极探索提高核心素养的有效策略ꎬ才能真正将培

育核心素养的政策落实到位ꎮ 除此之外ꎬ还可以

参照美国设置严格的教师资格认证、教师进修认

证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素养ꎮ 第四步ꎬ要完

善围绕核心素养的教师素养评价方式ꎮ 如ꎬ打破

以学生成绩评价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传统评价方

式ꎬ以教师的发展为核心ꎬ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

制ꎬ让校外专家、学生家长、社会机构等从多元视

角对教师进行评价ꎮ

四、核心素养的评价

　 　 １.重视从知识立意转向素养立意的考试

内容改革

考试是教学质量考评的重要手段之一ꎬ考试

改革能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ꎮ 核心素

养背景下ꎬ考试内容要关注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考

核要求ꎬ真正实现从知识衡量转向对能力和素养

的考查ꎬ把核心素养作为考查的主线和重点ꎬ使升

学考试更为科学化和规范化ꎬ从而助推学生核心

素养的形成和发展ꎮ
为此ꎬ需要运用整体性的设计观进行考试设

计ꎬ统筹考虑题型、分值、考核目标在知识、技能、
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要求ꎮ 要细化核心素养的层

级要求ꎬ结合学科的考核目标ꎬ编制学科知识结

构、能力素养的双向细目表ꎬ并根据实际教学情况

合理调整考试内容ꎬ最终将核心素养转化为可观

察的外显表现ꎮ 命题时要适度增加真实情境下的

试题ꎬ减少单纯考查对知识点记忆的试题ꎬ让学生

学会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解决问题ꎬ鼓励具有开

放性和创造性的答案ꎬ深度挖掘隐藏在解决问题

背后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情感因素ꎮ
如ꎬ为了测评学生的人文底蕴素养ꎬ可以在语

文作文考试中的题目设置上更多关注学生对生活

的观察和体悟ꎬ更多地设置一些只提供问题的作

文ꎬ如“妈妈每天下班回家后最先做什么”“校园里

最美的角落在哪里”等ꎬ这就给善于观察生活的学

生提供了思考与表达的机会ꎮ 除此之外ꎬ可以将

语文小作文与学生在朋友圈发表的小随笔相融

合ꎬ与生活相接轨ꎬ进一步有效地测评学生的人文

素养ꎮ
　 　 ２.重视形成性评价ꎬ扩展总结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在传统的教学中只被看作是教师

开展的课堂评价或阶段性测验ꎬ是一种非正式的

评价ꎮ 教育理念的转变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学生学

习过程的重要性ꎬ形成性评价结果对学生的学习

具有导向作用ꎮ 形成性评价尤其对学生学会学习

这一素养的养成不可或缺ꎮ
—４—



传统的基于纸笔形式的标准化测验的大规模

考试在内容和形式上过于单一ꎬ难以检测量学生

在现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能力和价值观、品德等

方面的素养ꎬ已经不能满足考查核心素养的要求ꎮ
这就需要不断拓展总结性评价的内容和形式ꎬ逐
渐将一些新的评价方法应用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

测评中ꎮ
如ꎬ增加开放性问题和相关的问卷调查ꎬ前者

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ꎬ后者可以测评学生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ꎮ 此外ꎬ还可以运用一些诸

如观察法、成长记录袋等质性评价方法ꎬ来测评学

生的表现ꎮ 随着评价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多样

化ꎬ实现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ꎮ
　 　 ３.体现核心素养的阶段性要求

核心素养作为后天可教的素养ꎬ在特定情境

中显现出来ꎬ针对不同个体有所差异ꎬ其发展也具

有阶段性ꎮ 故在考查核心素养时需要针对个体差

异性和发展层次性设置不同水平的考核要求ꎮ 考

查核心素养的题型多与情境相结合ꎬ但情境有不

同的层次ꎬ有些情境学生比较熟悉ꎬ解题难度系数

就比较小ꎬ所以在核心素养评价过程中就要将考

题与不同层次的情境相结合ꎮ 要在考虑核心素养

的层次和学生认知水平的基础上ꎬ设计不同难度、
不同层次、不同题型的试题进行评价ꎮ 如ꎬ有关第

一层次“双基层”素养的考核ꎬ可以通过各科试卷

习题的形式进行评价ꎬ在数学学科中可以设置计

算题、证明题等进行测评ꎻ第二层次“问题解决”素
养的考核ꎬ可以通过设置开放题或一些小组合作

任务进行测评ꎻ对第三层次指向思维的素养最难

评价ꎬ需要将无形的素养转化为有形的ꎬ可以确立

一些代表不同思维层级的指标ꎮ 其中ꎬ前两层素

养的测评方式均较为直观ꎬ针对第三层次思维的

测评则相对复杂一些ꎮ 可以参照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由彼格斯提出的 ＳＯＬ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分类理论ꎬ设置相应的问题ꎬ通过

学生的回答结果来评估学生思维水平的高低ꎮ 若

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思维混乱ꎬ毫无逻辑ꎬ说明其还

处于前结构水平ꎻ若学生只能得到一种解决方法ꎬ
说明其处于单一结构水平ꎬ只具有单一的思维ꎻ若
学生能提出多种解决方案ꎬ但未能意识到不同方

案之间的联系ꎬ说明其处于多点结构水平ꎬ还未形

成整体性的思维ꎻ若学生能进一步意识到不同方

案之间的联系ꎬ说明其已经跨入关联结构水平ꎬ初
步形成了整体性思维ꎻ若学生还能进一步将此问

题迁移到其他同类问题ꎬ说明其已经达到了扩展

抽象思维水平ꎬ思维具备了创新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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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视域下师范生核心素养培育初探∗

张 英 花

(泰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ꎬ 江苏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 　 教师教育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得以落实的重要的支持系统之一ꎮ 职前教育阶段是教师核心素

养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ꎮ 面对教师核心素养尚难以满足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育的现实ꎬ提升师范生核心素养成

为当前教师教育的当务之急ꎮ 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以整体思维为重要思维方式ꎬ为师范生核心素养培育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视角ꎮ 培育师范生核心素养ꎬ需要明晰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ꎬ研制教师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ꎻ集聚

相关利益群体ꎬ确定具有综合性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ꎻ关注课程间的整体性ꎬ构建合理的专业课程体系ꎻ着眼于课

程本身目标的整体性ꎬ采用多样化的课程实施方法ꎻ突出质量评价的整体性ꎬ综合评价师范生核心素养水平ꎮ
[关键词] 　 整体观ꎻ　 师范生ꎻ　 教师核心素养ꎻ　 培育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０６－０５

　 　 自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提出后ꎬ
核心素养成了课程改革的原动力[１]ꎬ近几年国内

学界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呈增长态势ꎬ“核心素

养”已成为教育工作者耳熟能详的词语ꎮ 在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的养成中ꎬ教师是关键性因素之一ꎮ
教师核心素养是经过职前、入职、在职教育ꎬ在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发展起来的ꎮ 因此ꎬ核心

素养不仅对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提出了挑战ꎬ更
对培养未来教师的教师教育提出了挑战ꎮ 提升师

范生核心素养成为当下教师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

一个重要课题ꎮ
　 　 一、提升师范生核心素养是当下教师教

育之急
在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出台后ꎬ随着研究与宣

传的不断进行ꎬ绝大多数教师对教师核心素养在

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中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认可ꎬ
但整体而言ꎬ教师对核心素养的认知尚不够全面

深入ꎬ部分教师认为核心素养只是顺应国际潮流ꎬ
是对原有三维目标的一种新提法ꎬ对课堂教学并

没有实质性的影响ꎻ对新教育理念、教师知识、教

师能力等的认识尚不到位ꎬ并且现在教师队伍中

相当一部分教师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

的ꎬ他们自身的核心素养不尽如人意ꎮ 这些都是

影响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现实不利因素ꎮ
教师专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职前教育阶段

是教师核心素养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ꎮ 整体来

看ꎬ目前师范生对教师核心素养的认知现状也不

容乐观ꎮ 尽管在校师范生对“核心素养”一词并不

陌生ꎬ对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也高度认同ꎬ但是对核

心素养的内涵把握不够准确ꎬ对核心素养与素质

教育的关系认识理解不够深入ꎬ对学生核心素养

的构成认知也并不清晰ꎬ对自身核心素养的认知

更是比较模糊ꎮ
教育是强国之本ꎬ在强调核心竞争力的国际

大环境下ꎬ培养、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共

识ꎮ 教师是强教之基ꎬ是我国教育改革成败的关

键因素之一ꎮ 在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中ꎬ教师有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可以说ꎬ教师教育是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得以落实的重要的支持系统之一ꎮ 教

师专业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发展过程ꎬ是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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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但职前教育是基础ꎬ
其影响最为直接、显著ꎮ 因此ꎬ在通过加强对现有

师资进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相关内容的培训外ꎬ
更需要在职前教育阶段加强对师范生核心素养的

培育ꎮ
　 　 二、基于整体观视角的提出依据

整体观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种重要思

想ꎬ以整体思维为重要思维方式ꎬ既强调把外部世

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ꎬ同时也强调把每个个

体本身也作为整体ꎮ 整体观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物

质都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ꎬ要看到

事物之间存在联系和制约的关系ꎻ同时ꎬ事物内部

也存有多种因素、多种层面上的普遍联系ꎬ每个个

体也有作为整体的必需性和潜在要求[２]ꎮ 整体观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中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用ꎮ 在以培养人为本质特征的教育活动中ꎬ尤其

是在强调核心素养的当下ꎬ整体观为有效实施教

育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ꎮ
１.核心素养是一种综合素养

培养人是教育的本质所在ꎬ对人的正确认知

是教育活动基本职能发挥的重要前提条件ꎮ 毋庸

置疑ꎬ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ꎬ这符合整体观持有的

基本观点ꎮ 但在多年的教育中ꎬ受根深蒂固的应

试教育思想的影响ꎬ很多人恰恰忽略了人是有机

整体的这一重要特点ꎬ过多地关注了学生的“双
基”发展ꎮ ２００１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目标、
结构、内容、实施及评价几方面全面开展ꎬ提出了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

维课程目标体系ꎬ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概念的

认识ꎬ强调树立“以人为本”思想ꎬ但由于考试的导

向和选拔功能ꎬ再加上缺乏对三维目标间内在统

一性和关联性的认识ꎬ导致实践中仍是更多重视

知识能力目标ꎬ而在过程与方法方面ꎬ多为初步触

及ꎬ浅尝辄止ꎬ这使得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内化少

了过程与方法这一重要的桥梁和渠道ꎮ
按照整体观的观点ꎬ世界上的所有物质都存

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ꎮ 作为社会成员

的个体的发展自然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ꎮ 在全球

化背景下ꎬ知识经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点就是

变化快速、复杂、多样ꎬ要求个体具备面对复杂情

境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品格ꎬ以实现个体的生

存和发展ꎮ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ꎬ就是为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解决“培养什么样的

人”的问题ꎬ以继续推进和深化素质教育ꎮ

核心素养ꎬ重在“核心”一词ꎬ“核心”即中心ꎬ
强调事物之间关系的主要部分、关键部分ꎮ 在«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ꎬ核心素养被界

定为“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ꎬ逐步形

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

格与关键能力” [３]ꎮ 这些素养是人们适应复杂多

变的社会所必备的ꎬ具有整体性、发展性、实践性、
开放性的特征[４]ꎬ是集知识、技能、态度等于一体

的综合素养ꎬ体现了整体观中“事物本身内部也存

有多种因素、多种层面上的普遍联系”的观点ꎬ从
本质上确立了基础教育中的人本思想[５]ꎬ促进了

教育向人这一本原的回归ꎮ
２.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按照整体观的观点ꎬ人的发展受到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的影响ꎬ它们都是人发展

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ꎮ 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ꎬ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影响ꎬ要以

社会发展提供的条件为基础ꎬ并要满足社会发展

中的人才需求ꎬ这决定了以培养人为本质特征的

教育活动的复杂性ꎬ需要处理好教育与其他社会

子系统之间的关系ꎮ 同时ꎬ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

动ꎬ必须以人为本ꎬ尊重个体的发展特点与规律ꎮ
个体作为社会成员ꎬ其成长是在遗传、生理成熟、
环境和自身主观能动性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

果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环

境ꎬ在人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ꎮ 教育包括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多种形态ꎬ它们共同影

响、作用于个体的成长ꎮ 所以ꎬ需要各种教育形态

之间的协同合作ꎮ
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ꎬ需要多方面、长时

间的共同努力方能实现ꎮ 师范生的培养同样也是

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ꎮ 因此ꎬ要从整体观的视角

出发ꎬ解决处理好教育与其他子系统间、教育内部

各形态间的相互关系ꎬ共同致力于师范生核心素

养的培育ꎮ
　 　 ３.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综合性和可

持续发展性

师范专业是高校为培养胜任基础教育阶段教

育教学任务的合格师资而设置的专业ꎮ 随着人们

对教育在个体和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

入ꎬ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及专业化程度也日益被认

可ꎬ尤其是随着教师资格制度和师范专业认证的

实施ꎬ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越来越严格ꎮ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ꎬ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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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要全面发展ꎬ具备终身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

和必备品质ꎬ以适应迅速多变的社会发展需要ꎮ
为未来培养师资的师范专业ꎬ自然也就必须将师

范生培养成为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师职

业道德、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ꎬ
全面发展的合格教师ꎮ 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性显

而易见ꎮ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ꎬ职

前教育在满足培养合格师资的基础上ꎬ还为师范

生今后发展为优秀教师乃至教育家奠定基础ꎮ 另

外ꎬ教师劳动的复杂性使得教师需要适应不断发

展的教育需求ꎬ面对各种各样的教育情境ꎬ创造性

地解决各种问题ꎮ 因此ꎬ师范专业的人才培养还

应关注师范生的可持续发展性ꎬ注重师范生终身

学习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能力与品格ꎮ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ꎬ要求教育从以“知

识为中心”的学科教学转向以“核心素养”为核心

的学科育人ꎬ凸显教师职业“教书育人”的根本职

责ꎮ 这对教师这一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因

此ꎬ需要从整体观出发ꎬ关注师范生核心素养的提

升ꎬ才能使其走上教师岗位后ꎬ在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养成中真正发挥有效作用ꎮ
　 　 三、整体观视域下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养

成策略
核心素养指标体系要想真正落实到学校教育

中去ꎬ教师的转化作用是不可忽视的ꎮ 可以说ꎬ教
师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养成的根本保

障所在ꎮ 要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提升ꎬ就必

须重视将核心素养的培育融入教师专业发展的过

程中去ꎮ 当下教师核心素养现状与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需求不符的现实ꎬ迫切要求在核心素养落实

的各学段垂直贯通过程中ꎬ以培养合格师资为主

要任务的职前教育阶段作为一个重要学段ꎬ注重

加强对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培育ꎮ
　 　 １.明晰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ꎬ研制教师

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

核心素养的内涵是核心素养得以有效落实的

灵魂所在ꎮ 同理ꎬ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养成也首先

依赖对教师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和把

握ꎮ 如果把师范生核心素养培育作为一个人来

看ꎬ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则是人的神经中枢ꎬ起着

统领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作用ꎮ 随着时代的发

展ꎬ关于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日益丰富ꎬ但大多是

围绕教师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展开ꎬ在概念内涵

的界定上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ꎮ 基于“核心”之

“中心”这一词义ꎬ借鉴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概念

界定ꎬ教师核心素养应该是指教师在专业发展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教师职业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ꎮ 在教师众多的素

养中ꎬ一方面ꎬ核心素养应体现教师专业发展所需

的基本的、共同的、最重要的、发展性的关键能力ꎬ
这些能力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师范生基本的专业发

展需要ꎬ并且有助于其他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能力

随时间的推进而逐渐获得发展ꎻ另一方面ꎬ核心素

养还应包括教师未来发展和创新所需的相关特

质ꎬ如职业认同、教育责任、敬教乐教、全球视野、
创新精神等ꎬ这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起重要支撑作

用的专业品格ꎬ只有具备了这些特质ꎬ才能使教师

的素质在本质上得以提升ꎮ
在明晰教师核心素养内涵基础上ꎬ国家教育

管理部门在出台提升教师核心素养相关政策的同

时ꎬ更应从整体观出发ꎬ考虑教师培养所涉及的多

种因素ꎬ组织专家、教师、用人单位等从教师教书

育人的根本职责出发ꎬ基于教育本质的深入认识ꎬ
分析新时代背景下教师的角色特征ꎬ参照我国«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ꎬ借鉴国际上目前已有的

教师核心素养框架体系ꎬ立足促进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培育ꎬ研制我国教师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ꎬ
在国家层面为核心素养背景下高校教师教育专业

的人才培养规格的制定及在职教师的核心素养的

提升发挥统领作用ꎮ
　 　 ２.集聚相关利益群体ꎬ确定具有综合性

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有明显的综合

性特征ꎮ 教师教育专业是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师

资的专业ꎬ其培养目标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未来

基础教育师资的质量水平ꎬ是能否提供人们满意

的教育中的重要一环ꎮ 因此ꎬ为满足社会各界对

基础教育师资的需求ꎬ各开设教师教育专业的高

校在尊重教师教育专业及其在高校专业设置中的

定位这一基础上ꎬ基于当前时代背景ꎬ充分考虑未

来社会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及教师专业发展

对教师素养的要求ꎬ在汇聚各领域教育专家、教师

资格认定部门人员、各学段教师、各级用人单位

(各级学校和校外教育及培训机构)、学生家长等

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ꎬ整体分析教师教育专业的

人才培养目标ꎮ
在强调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当下ꎬ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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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越来越需要具有综合性的高水平教师的

加入ꎮ 一方面ꎬ基于教师劳动具有突出的示范性

特点ꎬ未来的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素养ꎬ才能

适应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ꎮ 教师核心素养是

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前提保障ꎮ 因此ꎬ要求

学生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ꎬ尤其是国家认同、社会

责任、国际视野、审美情趣等素养ꎬ师范生也必须

具备ꎬ这样ꎬ他们走上教师这一岗位后才能更好地

发挥以身示范的作用ꎬ用自身良好素养影响推动

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ꎮ 另一方面ꎬ教师劳动过程

的复杂性、创造性ꎬ需要教师具备正确的、先进的

教育理念ꎬ具备较强的、全面的教育教学的知识能

力ꎬ善于与其他教师、家长及社会相关方面进行沟

通协作等ꎮ 这无疑都需要教师具有较强的综合素

养ꎮ 此外ꎬ在自身专业发展过程中ꎬ教师会不断面

临一些新情境、新问题ꎬ需要不断学习ꎬ具备持续

发展的素养ꎮ 综合考虑这些方面ꎬ结合当下我国

社会现实ꎬ只有凸显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综合性和整体性ꎬ才能为培养出有利于促进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师资提供方向支撑ꎮ
　 　 ３.关注课程间的整体性ꎬ构建合理的专

业课程体系

课程是教育活动中最具实质性的因素ꎬ是教

育目标得以达成的重要载体ꎮ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育要依托课程的具体实施ꎬ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培

育同样也需要依托合理的专业课程体系ꎮ 在师范

生核心素养这一机体内部ꎬ课程体系就如同人体

的“骨架”ꎬ为各方协调运动提供有力的框架支撑ꎮ
在专业人才培养中ꎬ专业课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ꎬ各类课程之间、同类各门课程之间有

着密切的联系ꎬ彼此相互补充、协同作用于专业人

才培养ꎮ 人才培养是一个受内外多种因素影响

的、连续的长期系统工程ꎬ这就决定了在建构课程

体系时ꎬ需要从整体出发ꎬ处理好各类、各门课程

之间的关系ꎬ构建益于教师核心素养养成的课程

体系ꎮ
首先ꎬ要合理处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之间

的关系ꎮ 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ꎬ影响师范生专

业成长发展的不仅仅是体现在课表中的显性课

程ꎬ还包括隐于其生活各方面的隐性课程ꎬ这些课

程作为一种环境、氛围ꎬ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ꎬ在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更为突

出ꎮ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学生ꎬ一个合格师范生所

应具备的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实践创新素养ꎬ以及作为未来教师

的教师职业认同、教育情感等都渗透于其生活实

践之中ꎬ其所接触的各类人员、所处的各种生活场

景、所参与的各种校内外活动ꎬ都会对其素养的发

展产生影响ꎮ 因此ꎬ在师范生核心素养培育过程

中ꎬ要通过美化校园物质环境ꎬ开展丰富多彩的有

益于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健康的校园活动ꎬ发展

和谐的师生关系ꎬ建设良好的教师文化和管理文

化等途径ꎬ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ꎬ加强隐性课

程建设ꎬ使其和显性课程共同促进师范生核心素

养的养成与提升ꎮ
其次ꎬ处理好教育课程和学科课程之间的关

系ꎮ 基于核心素养的综合性特征ꎬ对于教育类课

程ꎬ要在原有模块化课程设置基础上ꎬ加强课程设

置的综合性ꎬ提高课程与核心素养的切合度ꎬ尝试

设置综合课程ꎮ 其中ꎬ在相关教育理论讲解和实

践环节中ꎬ必须让学生了解核心素养提出的背景ꎬ
把握核心素养的本质ꎬ厘清核心素养和素质教育、
三维目标、学科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ꎬ引导学生更

好地认识核心素养ꎬ认同和接纳核心素养ꎬ为师范

生重视自身教育教学素养的养成打下基础ꎮ 对于

学科课程ꎬ要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保证师范生形

成正确的学科价值观ꎬ掌握系统的学科知识与能

力ꎬ形成正确的学科思维方式ꎬ全面促进师范生学

科素养的提升ꎬ引导师范生对该学科的学科核心

素养形成正确、清晰、全面的认识ꎮ
再次ꎬ处理好任教学科与其他学科课程之间

的关系ꎮ 核心素养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素养[６]ꎮ 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ꎬ需要在学科与学科间进行关

联和架设ꎬ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整合优化ꎬ这种课

程整合能力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素养ꎮ 所

以ꎬ师范生不仅要学好本学科知识ꎬ还要超越本学

科ꎬ学习一些跨学科知识ꎬ实现本学科知识与其他

相关学科知识间的横向联系ꎬ在综合问题情境的

解决中通过学科间的融会贯通ꎬ促进学科知识的

拓展深化及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迁移ꎬ使自身素

养达到更高的层次ꎮ
　 　 ４.着眼课程本身目标的整体性ꎬ采用多

样化的课程实施方法

课程的实施是课程建设的关键性环节ꎬ也是

专业培养目标得以达成的重要保证ꎮ 可以说ꎬ课
程实施如同人体的“循环系统”ꎬ是实现各方协同

运转的机制保障ꎮ
任何一门课程ꎬ其目标都是集知识与技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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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于一体的ꎮ 在核心

素养背景下ꎬ应将这三维目标以学生发展必备的

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为核心进行有机整合ꎬ在课

程教学中ꎬ强调知识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ꎬ将学科

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紧密结合、在注重结果性知

识的同时更关注过程性知识等[７]ꎮ 在师范生的培

养过程中ꎬ课程的实施环节要尤其关注如何以教

师核心素养为主线ꎬ将理论知识教学与职业情感、
教育理念、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等的培养有机结合

起来ꎮ
首先ꎬ不断充实课程师资队伍ꎮ 这种充实ꎬ既

要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师担任实践课程

或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ꎬ更要有现有课程教师理

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渗透能力的提升ꎮ 学校一方

面需要在一线教学领域挖掘优秀教师ꎬ作为实践

指导教师ꎬ提升教师教育专业人才的实践性ꎻ另一

方面ꎬ还需加大学校现有师资的培训ꎬ有目的、有
计划地对相关教师进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师

核心素养等方面的专门培训ꎮ
其次ꎬ探索多样化的课程实施方法ꎮ 学生的

终身发展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起点和落脚点ꎮ
核心素养是为学生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适应社

会、处理好各种现实问题、实现自身发展打下基

础ꎮ 因此ꎬ核心素养的培育应贯穿在学生学习生

活的实践过程中ꎮ 师范生要具备未来职业发展所

需的教师核心素养ꎬ同样也需要在专业发展实践

过程中去养成核心素养ꎮ 在课程实施上ꎬ应更多

关注师范生的参与、实践、体验与研究ꎬ提倡课程

活动化、活动课程化ꎬ以教师核心素养为统领ꎬ实
施更加有深度的教学ꎬ不断加大师范生社会参与

的广度和深度ꎬ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学生与教育环

境的互动与融合ꎬ实现课程教学的整体目标ꎮ
　 　 ５.突出质量评价的整体性ꎬ综合评价师

范生核心素养水平

评价具有导向、诊断、监控、激励的重要作用ꎮ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ꎬ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教师核

心素养的水平ꎬ是核心素养培育中一个不容忽视

的环节ꎮ 教师核心素养评价如同人体的“免疫系

统”ꎬ对内外各方反馈及时做出反应ꎬ以便机体做

出有效调整ꎮ
在国家层面组织研制教师核心素养整体框架

及教师核心素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同时ꎬ学校

层面需要在师范生核心素养水平评价的实施上进

行探索创新ꎮ
首先ꎬ要强调全面性评价ꎮ 在传统的教师教

育中ꎬ课程评价往往注重的是知识的记忆程度和

思维方法的运用ꎮ 在核心素养导向下ꎬ要突出核

心素养的综合性特征ꎬ实施全面评价ꎮ 既关注师

范生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形成ꎬ还关注师范生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ꎮ 建议将这种评价的实施

置于一定的教育情境中ꎬ由指导教师、学生、家长

等进行多主体综合评价ꎬ在实践中对师范生的核

心素养进行综合考量ꎮ
其次ꎬ要强调形成性评价ꎮ 在核心素养背景

下ꎬ基于核心素养是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过程ꎬ
必须关注核心素养养成的过程性特征ꎬ加强过程

监管ꎮ 在师范生发展的不同阶段ꎬ对师范生的教

师核心素养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ꎬ让学生明确

自身核心素养的发展状况ꎬ明晓今后努力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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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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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在英语学科中的具体表现ꎮ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明确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组成要素ꎬ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并没有对此阶段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进行界

定ꎮ 因此ꎬ对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进行解读尤为重要ꎮ 教材选取合理化、教学模式多元

化、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以及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该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具体落实路径ꎮ
[关键词] 　 义务教育阶段ꎻ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ꎻ　 培养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２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１－０４

　 　 自«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研究成

果在北京发布ꎬ核心素养的内涵就有了比较成熟

的界定[１]ꎮ 在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引领

下ꎬ国内学者就各个学科的核心素养进行了相应

的研究ꎮ 李星云基于 ＰＩＳＡ２０１２ 的视角论证了小

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构建[２]ꎻ程晓堂和赵思奇探讨

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与实质[３]ꎻ倪文锦提

出群文阅读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和提高有着深

远的影响[４]ꎮ 核心素养的研究几乎辐射到了各个

学科ꎮ 核心素养已经由总体的框架、抽象的概念

具体落实到了各个学科ꎬ并正在推动中国学生核

心素养培育的真正落实ꎮ 就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

而言ꎬ«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 (以

下简称“«标准»”)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分为语言

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这四个方

面[５]１３－１４ꎬ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并未

明确提出核心素养概念ꎮ 那么ꎬ什么是义务教育

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笔者认为ꎬ首先要厘清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ꎮ
　 　 一、核心素养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１.核心素养
“素养”中的“素”是指本来的、平日的ꎬ“养”

是指培养、修养和养育ꎬ素养就是指日常的修养ꎬ

一般是指在平时由训练和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种道

德修养ꎮ «汉书李寻传»中“马不伏枥ꎬ不可以趋

道ꎻ士不素养ꎬ不可以重国”所讲之“素养”即为修

习涵养ꎬ修习是指学习、锻炼的过程ꎬ涵养是渗透、
蕴涵于身心的内在品质ꎮ 因此ꎬ具备某一方面的

素养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ꎬ需要经过训练ꎬ从
而逐步产生能够展现人身心的一种品质特征ꎮ
“素养” 在英语中的对应单词是 “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中对“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一词解释

为“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ｗｅｌｌ”ꎬ即成功完成某

件事的能力ꎬ英语中的注释更倾向于把“素养”一

词直接理解成为是某种能力或技能ꎬ尤其是指需

要从事某类型工作或者做出正确决定所具备的

技能ꎮ
既然素养尤为强调人的内在品质、能力或者

技能ꎬ那么ꎬ到底什么样的品质才能成为人们所需

要养成的核心素养? 尽管«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总体框架就核心素养的内涵做出了解释ꎬ但是

对“核心素养”这个概念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ꎮ
李星云结合 ＤｅＳｅＣｏ 项目和欧盟对核心素养的解

读ꎬ做出了如下解释:核心素养是指为使个体处于

各种社会生活情景中能够实现自身与社会持续发

展最根本、最具生长性的素养[２]ꎮ 在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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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中ꎬ也对核心素养给出一个相应的英文

词组ꎬ即“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ꎬ并对此注释为“ ａ ｓｋｉ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ｏ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ｊｏｂ”ꎬ可见ꎬ核心素养在西方国家也可以理解为

人们所形成的具备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或者活动的

能力ꎮ
２.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首先ꎬ«标准»指出语言能力是指在情境中ꎬ以

听说读看写等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ꎬ以及

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意识和语

感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除了传统的听说读写等方式ꎬ
学生可以通过看图表、图示、网页、广告、漫画等非

连续性文本ꎬ或者通过看多模态背景下的各种传

播媒介所带来的信息ꎬ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ꎬ这是

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特征的ꎮ
其次ꎬ«标准»指出文化意识既需要提升国际

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ꎬ又需要增强学生的

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ꎬ坚定文化自信ꎬ提升本民族

的文化认同感ꎬ而不是一味地被国外的文化意识

和价值观同化ꎬ从而变得缺乏文化自信ꎮ
再次ꎬ«标准»认为思维品质是心智特征ꎮ 思

维品质的培育有助于英语学习者形成独特的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ꎬ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念ꎮ
最后ꎬ«标准»提出需要培养学生拓宽英语学

习渠道的能力ꎬ同时努力提升学习效率ꎬ这也是学

习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ꎮ
基于上述解读ꎬ综合«标准»中提出的“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这四个关

键词ꎬ我们可以将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界定为个

体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学习和锻炼ꎬ可以促使自身

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拓展和学习策略不断提

升ꎬ以能够实现自身与社会持续发展的蕴于身心

的内在品质或修习涵养ꎮ
二、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构成要素
高中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以及思维水平几近于

成人[６]ꎬ能够对抽象的心理表征进行概念化操作ꎬ
可以进行分析性推理ꎮ 这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

所提出的关注思维品质的培育是如出一辙的ꎮ 这

或许也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ꎬ«标准»明确新

增思维品质培养这一要素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虽然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版)» (以下简称

“«义务教育标准»”)中并未明确提出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７]８－１８ꎬ但这也不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不需

要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ꎬ换句话说ꎬ只是在培育过

程中与高中生相比ꎬ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ꎮ 基于

«义务教育标准»ꎬ笔者尝试对义务教育阶段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进行分析ꎮ
«义务教育标准»提出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

的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ꎬ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

合语言运用能力ꎬ从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

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个方面共同构成的英

语课程总目标ꎮ
１.语言能力
语言知识指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础类内

容ꎬ在掌握一定量的语言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够上

升到语言技能的运用ꎬ即运用已有的知识、概念来

促使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实施ꎮ 语言知识是学

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ꎬ而听说读写这些技能是

将内容转化成可见形式的手段ꎬ进而可以发挥英

语的工具性ꎮ 因此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本就是

密不可分的ꎮ 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实质上就形成了

语言能力ꎮ 语言能力作为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目

标之一ꎬ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最基本要素ꎬ与学

生的文化基础素养密切相关ꎬ意在促进学生文化

基础的拓展与巩固ꎮ
２.学习策略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ꎬ必然要运用一定的学习

策略ꎬ这也是义务教育阶段所强调的课程目标ꎬ这
里所指的学习策略应该包括认知策略、调控策略、
交际策略和资源策略ꎮ 学生在运用认知策略时ꎬ
应该关注自身认知发展阶段的特征ꎮ 对于 ７—１２
岁的学生来说ꎬ认知的发展是一个需要大量直观

图像的输入到逐步抽象的过程[６]１８１－１８４ꎬ３７ꎬ１７２ꎮ 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ꎬ可以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ꎬ调整语

言知识输入的方式ꎬ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ꎮ 同时ꎬ学生还需要注重调控学习节奏、与人交

往以及拓展学习资源等策略的使用ꎮ 这是对学生

学会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

要素ꎮ
３.文化态度
文化态度是文化意识与情感态度的结合ꎮ 文

化意识包括对文化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跨文化交

际的能力ꎮ 基于文化意识的提升ꎬ国际视野与爱

国情怀这些情感态度也逐渐凸显ꎮ 非母语学习者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的碰撞ꎬ此
阶段突出的是对文化知识的汲取与理解ꎬ更倾向

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ꎬ在文化交流过程中ꎬ对学

生的情感态度的引导也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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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标ꎬ一方面ꎬ要通过英语学科教育ꎬ引导学生

形成较强的国家意识与文化自信ꎬ提高国家认同

度ꎬ增强责任担当意识ꎬ避免学生在学习异国文化

中迷失自我ꎻ另一方面ꎬ还要引导学生尊重不同国

家文化间的差异ꎬ形成全球视野ꎬ提高国际理解能

力ꎬ促进其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意识与能力

的形成ꎮ
４.思维品质
尽管«义务教育标准»没有提出对学生要进行

思维品质的培育ꎬ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思维品质的

培养在低年级学生中是难以实现的[８]ꎬ但是ꎬ思维

的训练应该是学习者终其一生的目标ꎮ 皮亚杰在

儿童思维发展上就指出即便是牙牙学语的儿童ꎬ
也是具备思维能力的ꎬ他们首先能够意识到自身

的存在ꎬ逐渐形成自我意识ꎮ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儿
童也能够出现同化和顺应等思维活动ꎮ 思维的发

展是贯穿于人的一生的[９]ꎮ 在英语学科教育中ꎬ
应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勤于反思、敢于批判质疑、
勇于探究创新ꎬ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ꎮ 因此ꎬ
义务教育阶段注重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也是非

常有必要的ꎮ
三、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培养策略

１.教材选取合理化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对象ꎮ 通过课本可以

向学生传递基本的语言知识ꎮ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是用教材来教ꎬ而非教教材ꎮ Ｗａｔｅｒｓ 做了相

关的调查ꎬ他指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通常还是以

教授单词和语法这些语言系统知识为课堂主要教

学内容的[９]ꎮ 因此在教材选取上ꎬ词汇和语法由

浅入深地陈列会是考虑教材选取的首要因素ꎮ 教

材中选取文本的题材并未得到充分重视ꎮ 我们再

回到现在的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材ꎬ小学阶段学

习的第一课就是简单介绍自己的名字以及见面后

打招呼的用语ꎮ 对于类似对话 “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Ｆｉｎｅꎬ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ꎬ ａｎｄ ｙｏｕ? ———Ｉ ａｍ ｆｉｎｅꎬ ｔｏｏ.”或
者是“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Ｉ ａｍ...”虽然在语言设定

上符合学生的词汇水平ꎬ可是在认知层面上ꎬ类似

对话的设计已经完全把一个具有正常智力水平的

小学生当成是幼儿来进行教育ꎬ以至于孩子们在

学习的时候会觉得对话实在无趣ꎬ而丧失学习的

兴趣ꎮ Ｗａｔｅｒｓ 曾研究过 １０—１１ 岁的孩子思维能力

的发展ꎬ他发现即便是低年龄段的孩子ꎬ他们的语

言思维发展也是由记忆、转换、理解、应用、分析、
综合 /演绎、评价这七个步骤构成的[１０]ꎮ 虽然这些

步骤是由易到难的ꎬ但是所使用的语言难度却是

完全一致的ꎻ也就是说ꎬ即便是简单的词汇也可以

设计出相对复杂的语言思维活动ꎬ至少应该是符

合某个年龄阶段的思维活动ꎮ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

语ꎬ正是处于 １０—１１ 岁这个思维发展的活跃时期ꎮ
所以我们在选择教材时ꎬ不仅需要关注基本的语

言知识点的传达ꎬ也需要注重培育学生的思维ꎮ
韩宝成基于克拉伸的输入假说ꎬ提出英语学习中

输入应该是整体的输入ꎮ 语篇的大小是不限的ꎬ
但是语篇必须是完整的ꎮ 同时ꎬ根据学生的认知

水平和教学目标来确定语篇学习的数量和规模ꎬ
循序渐进[１１]ꎮ 基于此ꎬ在教材选用上ꎬ可以精选一

些用词语法简单的小故事或者英语国家的儿童读

本ꎬ既可以帮助学生积累语言知识———基本的词

汇和语法ꎬ也可以使学生根据故事情节来更好地

理解语言知识ꎮ 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阅读材料才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除了阅读内容之

外ꎬ课后配套习题的设置也应该是由浅入深的ꎬ强
调学生的识记活动、理解活动以及应用语言的

活动ꎮ
２.教学模式多元化
目前国内课堂的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ꎮ 该

教学方法确实有助于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ꎬ可以

在较短时间内传递出比较系统全面的知识ꎬ减少

学生自我摸索的时间ꎮ 陈振华认为ꎬ人们对升学

率的片面追求也是促使讲授法在课堂教学中盛行

的主要原因ꎬ理论界对有效教学的定义也是关注

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１２]ꎮ 这种知识传递的方法依

旧是以教师为中心的ꎬ学生被动地识记课堂中所

汲取的信息ꎮ 虽然学生可以掌握大量的语言知

识ꎬ但是语言技能并不能得到提高ꎮ 这有悖英语

教学的目标之一ꎬ即促进学生语言技能的养成ꎮ
情境教学是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ꎮ
我国外语情境教学的创始人张士一首次提出应该

把情境和语言教学的关系进行系统讨论[１３]ꎮ 情境

教学的开展以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学为理论依

据ꎮ 学习语言是一种对情境的反应ꎬ因此ꎬ语言教

学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教授单词和语法ꎬ应该将其

置于情境之中ꎮ 于兰认为语言学习中ꎬ情境教学

非常重要[１４]ꎮ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作为学生学习的

促进者ꎬ而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ꎮ 情境教学使教

师的“教”向学生主动地“学”上转变ꎮ 通过给学生

创设丰富的用语环境ꎬ让学生把知识运用到真实

的语境中去ꎬ从而增强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记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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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ꎮ 比如ꎬ教师在讲授“购物”主题时ꎬ除了利用课

本给出的基础对话ꎬ还可以给学生创设语境ꎬ把教

室布置成一个小型购物中心ꎬ学生分别扮演店员

和买家ꎬ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语言交流ꎬ以此来强

化语言学习中听说读写等技能ꎮ 除了情境教学适

合语言教学以外ꎬ问题导向的教学方式以及合作

式教学也都非常适合语言教学ꎮ
３.“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
语言学习中首要强调的就是语言知识与技能

的培养ꎬ这是语言学习最直接的目的ꎬ但不是唯一

的目的ꎮ Ｃｏｒｋ 曾说:“马利诺夫斯基、韩立德和乔

姆斯基都说过ꎬ交流只是语言在人类学习生活中

的一个功能ꎬ学习外语并不只是为了使用另一门

语言跟人交谈ꎬ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改

变他们的心智和生活ꎮ” [１５]７５－７９这里所讲的心智应

该就是文化意识ꎮ 学习不同的语言可能会使学生

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ꎬ形成不同的生活状态ꎮ 语

言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化ꎬ也
不意味着本民族文化被贬低ꎮ 所以这里的文化应

该是母语与外语文化这样一种双向概念ꎮ 王文斌

也依据相关文件ꎬ对“工具性”和“人文性”进行了

定义ꎮ 他认为工具性是外语教学活动ꎬ用来训练

外语学习者的基本技能和增加基本知识ꎮ 人文性

是指外语教育活动ꎬ用来熟悉外语民族所创造的

特有的文化结晶ꎬ包括精神素养、思维方式和行为

习惯等[１６]ꎮ 对外语的学习中也同样需要关注文化

意识的养成ꎬ增强文化自信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语
言学习中文化意识的培养应该是结合本民族和其

他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ꎬ学习者不断提升自我民

族文化自信ꎬ吸取外来文化精华的过程ꎮ 因此ꎬ课
堂教学中ꎬ教师可以用简单的英语表述向学生展

示一些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ꎬ不仅可以提升学生

自身的语言知识与技能ꎬ也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不

同民族文化中行为、思维和精神层面的异同ꎮ
４.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在学习外语时要注重认知、调控、交际和

资源策略的培养ꎬ最终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ꎮ 自

主学习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ꎬ有助于促进学生主

体性、主动性和自觉性的发展ꎮ 外语学习中对学

生的主动性要求非常高ꎬ只有主动与人对话ꎬ才能

强化听说读写技能ꎮ 学生只有学会自主学习才能

使学习具有延续性ꎮ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要传

授知识ꎬ更要引导学生寻求获取语言知识的途径ꎮ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ꎬ英语知识的获取途径是丰

富的ꎮ 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更多的媒体资源来获

取相关信息ꎮ 问题导向下的学习更具有目的性ꎬ
也容易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ꎮ 除此之外ꎬ课堂

教学中也应提倡通过分组学习、制订小组目标、设
计小组任务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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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之死与«落花»诗词之考辨

陈 鸿 祥

(江苏省委党史工办«世纪风采»杂志社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３６)

　 　 [摘　 要] 　 王国维自沉而引发相关之«落花»诗词ꎬ至今犹被热议ꎮ 然而ꎬ经考辨查证ꎬ被“判定”为“新发现

的王国维的«落花诗»”ꎬ其真正作者是明代书画家沈周ꎻ标有“王国维遗稿”的“王国维«落花词»”ꎬ实乃无实名可

稽之伪作ꎻ寻根探源ꎬ«落花»非可等同于“绝命”ꎬ陈寅恪并未创作«落花诗»ꎻ陈宝琛«落花»二首王国维“爱”而书

之ꎬ但绝未“修改润色”ꎮ
[关键词] 　 王国维ꎻ　 落花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５－０８

　 　 王国维于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２ 日(农历丁卯年五月

初三)投颐和园之昆明湖自沉ꎬ是当时军政动乱中

引发的重大文化学术事件之一ꎻ“以落花明示先生

殉身之志” [１]１９６ꎬ则成为探讨“王国维之死”的一大

话题ꎬ迄于晚近ꎬ犹热议未休ꎮ
问题是ꎬ被当世研究者引为王国维“死志已

决”的«落花诗»ꎬ甚至被指为“绝命佚词的«落花

词»”果真是王国维本人之作吗? 还有ꎬ被认为与

“王国维之死”相关的其他«落花»之作ꎬ该如何适

当解读? 谨一并做如下考辨ꎮ
　 　 一、考疑:所谓“新发现的王国维的«落
花诗»”ꎬ真正的作者为沈周

笔者的案头有一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

«国学大师丛书»之«王国维评传»(以下简称“«评

传»”)ꎬ评述王国维“以身殉学术”之专节标题为:
“新发现的王国维的落花诗”ꎬ称“王国维自沉前

后ꎬ清华国学院有一阵落花诗的旋律(按ꎬ疑为‘旋
风’)飘过”ꎻ又说ꎬ“落花诗抒发士大夫感物伤怀的

情绪”ꎬ“经沈周、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等互相唱

和ꎬ于是盛行”ꎻ随转入本题ꎬ谓“近见王国维写的

«落花诗»六首ꎬ十分宝贵”ꎬ并全录其诗(详后)ꎮ
笔者先将作者于全录后写的«落花诗»论赞ꎬ原文

移录如下:

　 　 这几首诗的笔迹系王国维手书ꎮ 诗的风

格与王国维的诗相似ꎮ 其中的诗句:“芳草别

我漫匆匆ꎬ已信难留留亦空ꎮ 万物死生宁离

土ꎬ一场恩怨本同风ꎮ”虽然与落花有联系ꎬ但
已是写人与世界的诀别了ꎮ 有生之恋ꎬ才有

落花之感ꎮ “已信难留留亦空”ꎬ这是在无可

奈何的情况下写下的诗句ꎮ 至于末首“惯把

无常玩成败”ꎬ更是写人的死志已决ꎮ 末句

“小池新锦看跳蛙”ꎬ读了也会使人不寒而栗

了ꎮ (下略)
«评传»作者“判定这几首诗的笔迹是王国维

手书”ꎬ并表示要将“这几页手稿与其他相邻手稿

的关系”做“继续研究” [２]３７１ꎮ 其实ꎬ笔者承友人慨

然赐寄ꎬ也获见了据微缩胶卷放大影印ꎬ并标明

“王国维手稿之诗(１９２７ 年作)”的“这几页手稿”ꎬ
经研读“判定”其为王国维手迹ꎬ准确无误ꎮ 然其

“诗的风格”是否“与王国维的诗似”? 见仁见智ꎻ
即使“相似”ꎬ可否遽指为“王国维的落花诗”? 愚

见以为:大谬不然!
所以ꎬ拙撰«王国维全传»慎重指出:王氏手书

这六首«落花诗»ꎬ虽亦有借诗抒怀之意ꎬ但不是王

国维自己的诗作ꎬ并非是他的“绝命诗”ꎮ 那么ꎬ究
为何人之诗? 自惟见少学浅ꎬ颇担心这“落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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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作者简介] 陈鸿祥ꎬ男ꎬ上海嘉定人ꎬ江苏省委党史工办«世纪风采»杂志社原执行主编ꎬ编审ꎮ



将随同观堂自沉的昆明湖水波飘逝而去ꎬ成“永难

解开之谜” [３]６２５ꎮ 众里追寻ꎬ蓦然回首ꎬ经笔者查

考ꎬ“那人”正是领头“赋得«落花诗»”ꎬ相继与文

徵明、徐祯卿、吕 “互相唱和”的沈周ꎮ
兹以王国维手书«落花»六首为底本ꎬ参校中

华书局于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文徵明小楷落花诗»之

沈周«再和徵明、昌谷 (按ꎬ徐祯卿) 落花之作»
(按ꎬ简称“文帖”)ꎬ并按照王书六首次序ꎬ逐首录

校如下(兼注明«评传»录写之误):
[之一]
春归莫怪懒开门ꎬ及至开门绿满园ꎮ
渔楫再寻非旧路ꎬ酒家难问是空村ꎮ
悲歌夜帐虞兮泪ꎬ醉侮烟江白也魂ꎮ
委地于今却惆怅ꎬ早无人立厌风幡ꎮ
(按ꎬ“文帖”十首之五ꎬ颈联次句“醉侮”ꎬ“文

帖”作“醉舞”ꎮ)
[之二]
芳华别我漫匆匆ꎬ已信难留留亦空ꎮ
万物死生宁离土ꎬ一场恩怨本同风ꎮ
株连晓树成愁绿ꎬ波及烟江有倖红ꎮ
漠漠香魂无点断ꎬ数声啼鸟夕阳中ꎮ
(按ꎬ“文帖”十首之六ꎬ首联起句“芳华”ꎬ“文

帖”作“芳菲”ꎻ“漫匆匆”ꎬ“文帖”作“是匆匆”ꎮ)
[之三]
阵阵纷飞看不真ꎬ霎时芳树减精神ꎮ
黄金莫铸长生蒂ꎬ红泪空啼短命春ꎮ
草上苟存流寓迹ꎬ陌头终化冶游尘ꎮ
大家准备明年酒ꎬ惭愧重看是老人ꎮ
(按ꎬ“文帖”十首之二ꎬ颈联首句“流寓迹”ꎬ

«评传»误录为“流寓逝”ꎮ)
[之四]
扰扰纷纷纵复横ꎬ那堪薄薄更轻轻ꎮ
沾泥寥老无狂相ꎬ留物坡翁有过名ꎮ
送雨送春长寿寺ꎬ飞来飞去洛阳城ꎮ
莫将风雨埋怨杀ꎬ造化从来要忌盈ꎮ
(按ꎬ“文帖” 十首之三ꎬ颔联起句 “沾泥寥

老”ꎬ与“文帖”相合ꎬ惟中华本识读作“蓼花”ꎬ特
予注明ꎮ 末联起句“埋怨杀”ꎬ文帖作“埋寃杀”ꎮ)

[之五]
似雨纷然落处晴ꎬ飘红泊紫莫聊生ꎮ
美人天远无家别ꎬ逐客春深尽族行ꎮ
去是何因趁忙蝶ꎬ问难如说假啼莺ꎮ
闷思遣拨客酣枕ꎬ短梦茫茫又不明ꎮ
(按ꎬ“文帖”十首之四ꎬ颔联次句“族行”ꎬ“文

帖”作“疾行”ꎻ颈联次句 “如说”ꎬ“文帖” 作 “为

说”ꎮ 首联起句“似雨”ꎬ«评传»误录为“花雨”ꎻ颔
联首句“天远”ꎬ«评传»误录为“无远”ꎻ末联首句

“酣枕”ꎮ «评传»误录为“酣忧”ꎮ)
[之六]
十分颜色尽堪夸ꎬ只奈风情不恋家ꎮ
惯把无常玩成败ꎬ别因容易惜繁华ꎮ
两姬先陨伤吴队ꎬ千艳丛埋怨汉斜ꎮ
消遣一枝间柱枝ꎬ小池新锦看跳蛙ꎮ
(按ꎬ“文帖”十首之九ꎬ末联起句“间柱枝”ꎬ

“文帖” 作 “闲拄杖”ꎻ首联次句 “只奈风情不恋

家”ꎬ«评传»误录为“只隶风情不恋忧”ꎮ)
准上所考ꎬ王国维手书六首«落花诗»ꎬ其真正

作者是沈周ꎬ确凿无疑ꎮ 沈周(１４２７—１５０９)号石

田ꎬ明中叶书画家ꎬ诗亦为后人推重ꎮ 王国维曾于

１９１２ 年寓居日本京都期间撰文论赞“石田者ꎬ生全

盛之世ꎬ康宁好德ꎬ俯仰无怍ꎬ以老寿终” [４]ꎮ 沈周

的«落花诗»作于 １５０４ 年ꎬ已届他“老寿”的暮年ꎮ
王国维手书“«落花»六首”于何时? «评传»所谓

“这几页手稿与其他相邻手稿”ꎬ经笔者查证ꎬ殆即

紧接«落花诗»之后的«仓圣明智大学章程序»ꎬ款
署“庚申季春睢宁姬佛陀”ꎬ乃是王国维就任哈同

“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ꎬ代校长姬觉弥(佛陀)
拟写的该校章程序手稿ꎬ时在 １９２０ 年农历三月ꎻ然
则ꎬ可以“判定” «落花»手书时间当在 １９２０ 年ꎬ或
稍前于此ꎬ故只可谓“生前手书”ꎬ而断不可指为

“１９２７ 年作”ꎮ 如果将王国维“手书落花诗”判为

“王国维的«落花诗»”ꎬ可谓既“怍”又误ꎻ进而将

“老寿”的石田“康宁好德”之作ꎬ移植于 １９２７ 年以

“五十之年”自沉的王国维ꎬ说他在“无可奈何的情

况下”写下了这六首«落花诗»ꎬ末首“惯把无常玩

成败”ꎬ是“写人的死志已决”ꎬ末句“小池新锦看跳

蛙”ꎬ更让人读了“不寒而栗”ꎬ如此这般ꎬ俨然成了

王国维自己“跳”水的“绝笔”ꎬ则误之又误焉ꎮ

　 　 二、辨伪:标有“王国维遗稿”的«落花

词»ꎬ乃是无实名可稽之伪作

如果说ꎬ因为“笔迹系王国维手书”而将明代

大名士沈周原作«落花诗» “移栽”于王国维自沉ꎬ
尚属误而有“迹”可寻ꎻ那么ꎬ被标以“王国维遗稿”
的«和愚盦创词梦花魂(落花)»ꎬ迄今并无“王国

维手书”的“笔迹”现身ꎬ故确实可称“羚羊挂角ꎬ无
迹可求”了ꎮ

谨将揭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王鹏程

—６１—



«王国维绝命佚词‹和愚盦创词梦花魂(落花)›发
微»(以下简称“«发微»”)的这首“王国维绝命佚

词”ꎬ原文原样移录如次:
　 　 　 和愚盦创词梦花魂(落花)

王国维遗稿

梦花魂创词ꎮ 翟子愚盦所创制也ꎮ 顷奉

来书ꎮ 求代拍政ꎮ 盖因仆平素于雕虫小技ꎮ
每于公后事馀ꎮ 辄喜藉以遣怀ꎮ 愚盦则谬以

老马为识途ꎮ 殷殷下问ꎮ 仆情不可却ꎮ 勉允

所请ꎮ 拍读一过ꎮ 觉用字确切ꎮ 声调合拍ꎮ
虽属新制ꎮ 而规律严正ꎮ 却不十分背古ꎮ 洵

佳作也ꎮ 复缀以俚词一阕ꎮ 信手拈来ꎮ 匪敢

云和ꎮ 聊以塞责云尔ꎮ 丁卯暮春草于京师客

舍ꎮ 海宁王国维未是艸ꎮ
九十韶光暮ꎮ 声愁布谷新ꎮ 萍飘絮泊ꎮ

岂无果因ꎮ 缘底事ꎮ 春来春去惯撩人ꎮ 送迎

总神伤ꎮ 等烟云ꎮ 美景良辰ꎮ 惊番信ꎮ 怅日

曛ꎮ 料得兰闺角枕应留痕ꎮ 消息真个枉盼ꎮ
青鸾踪影断ꎮ 惜红情、东皇能不忆前尘ꎮ 杜

宇声中花事尽ꎮ 无复旧青春ꎮ 无复旧青春ꎮ
残红飞似雨ꎮ 嫩绿软如茵ꎮ 莺莺已老ꎮ

诗人独存ꎮ 醉醒来ꎮ 钟鸣野寺报明晨ꎮ 卧伴

饯行罇ꎮ 掩柴门ꎮ 寂寞故园ꎮ 蹊堆瓣ꎮ 土罨

芬ꎮ 落拓天涯我亦感沉沦ꎮ 贝叶悟澈可证ꎮ
繁华转眼梦ꎮ 总相关、魂销芳草夕阳村ꎮ 等

是有家归未得ꎮ 末路叹王孙ꎮ 末路叹王孙ꎮ
下走自妄制梦花魂创调以来ꎮ 谬蒙南北

名士赐和颇多ꎮ 琳琅满目ꎮ 美不胜收ꎮ 而其

中尤以海宁王静菴先生之大作为名贵ꎮ 兹拟

再征数阙ꎮ 辑成专集ꎮ 然后付梓ꎮ 以广流

传ꎮ 今静菴先生已于十六年六月一日ꎮ 投昆

明湖殉清作古ꎮ 而拙集行世ꎮ 先生未及见

之ꎮ 虽为细事ꎮ 然下走蒙先生之惠ꎮ 何敢忘

怀ꎮ 故每思及之ꎮ 不禁怆然ꎮ 谨将遗稿ꎮ 表

而彰之ꎮ 拙调ꎮ 海内诸大方家如不以作俑见

嗔ꎮ 慨和珠玉ꎮ 荣幸奚若ꎮ 倘蒙雪和ꎮ 可不

拘韵脚ꎮ 不拘原题ꎮ 赐件请寄至天津大直沽

存益公酒店后贻安里七号皖泾汪寓交汪爱棠

先生收转为妥ꎮ 愚盦谨启ꎮ
这个“妄制梦花魂创调”却无实名可稽的“愚

盦谨启”ꎬ写得很有意思ꎮ 是为博“南北名士赐和”

的“征和”启事乎? 抑或为“琳琅满目ꎬ美不胜收”
的“专集”“行世”发预告乎? 既为“兹拟再征”ꎬ当
属前者ꎻ然“拙集行世ꎬ先生未及见之”ꎬ似更着意

于后者ꎬ即“出版预告”ꎻ其点睛之笔ꎬ则在“尤以海

宁王静菴先生之大作为名贵”ꎬ故他要“谨将” “投
昆明湖殉清作古”的“王国维遗稿”先行“表而彰

之”ꎬ可谓借“名”造势ꎬ一举数得ꎮ
然而ꎬ经近人解读为王国维“绝命”之作ꎬ故尤

增其“名贵”度的“遗稿” «和愚盦创词梦花魂(落
花)»(以下简称“«落花词»”) [５] ①ꎬ果真是王国维

“大作”吗? 这可不是“细事”ꎮ 而难辨其真耶? 伪

耶? 首先不可不鉴别弁于此“大作”前的那篇“翟
子愚盦” “求代拍政” 的 “开场白”———亦即词序

(而非“小记”)ꎻ为辨其序之真伪ꎬ又不可不先审视

其行文风格ꎬ可与王国维的“相似”? 鼎堂郭氏说

到他当年吟读观堂王氏为罗振玉(雪堂) «殷墟书

契考释»所撰前后二序ꎬ曾用了“不仅内容充实ꎬ前
所未有ꎬ而文笔畅美ꎬ声光灿然ꎬ真是令人神往”ꎬ
表述其“感佩”之情[６]５８５ꎮ 而今ꎬ我们读其“词序”ꎬ
可有这样的“神往”? 先视“文笔”ꎬ不是“畅美”ꎬ
而是“饾饤”ꎻ不是“灿然”ꎬ而是“暗淡”ꎮ 再审“内
容”ꎬ且重录 “顷奉来书” “求代拍政” 以下一席

文字:
　 　 盖因仆平素于雕虫小技ꎮ 每于公后事

馀ꎮ 辄喜 藉 以 遣 怀ꎮ 愚 盦 则 谬 以 老 马 为

识途ꎮ
谨按:“政”者ꎬ正也ꎮ “拍”则是中国特色之音

乐术语ꎮ 笔者家在沪郊旁靠昆曲发源地昆山ꎬ犹
记儿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见父辈围坐八仙桌

吹笛唱曲情状ꎬ彼时乡人谓之“拍工尺”(用工尺乐

谱)ꎮ 老辈言:曲子要唱“入门”、能“出师”ꎬ须口

唱手拍ꎬ在八仙桌上将手掌拍肿哩!
然则ꎬ所谓“雕虫小技”ꎬ殆非一般“谦卑”用

语ꎬ而是曲家术语ꎻ其语非出王国维ꎬ而是发诸“以
精词曲”而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吴

梅ꎻ吴氏之言曰:“曲虽小技ꎬ艺兼声文万历中

吴兴臧氏(按ꎬ即臧懋循)有«雕虫馆元曲选»”ꎬ云
云[７]２８６ꎮ 一言以蔽之ꎬ “雕虫小技” 者ꎬ 词曲之

谓也ꎮ
准此ꎬ我们来看“因词之成功ꎬ而有志于戏曲”

的王国维ꎬ他被尊为曲学的“不祧之祖”②ꎬ从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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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发微»ꎬ此词原刊一九二七年«坦途»(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ａｔｈ)杂志第四期«文苑»栏ꎮ 该杂志由天津«南津»杂志、«益世报»社主办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六«乐曲学»ꎬ«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七册ꎮ



“雕虫小技”指称词曲ꎮ 他还曾以“曼声促节ꎬ繁会

相宣ꎻ清浊抑扬ꎬ辘轳相交”ꎬ赞赏清真(宋周邦

彦)之“妙解音律”ꎬ强调读其词于“文字之外ꎬ须兼

味其音律”①ꎮ 这是一方面ꎮ 另一方面ꎬ他又批评

“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的美成(清真)ꎬ“但恨创

调之才多ꎬ创意之才少耳”①ꎮ 就王国维本人而言ꎬ
恰如他精通甲骨文字ꎬ但从未以甲骨文书法招摇

一样ꎻ他的族祖父王欣甫有海宁“曲王”之誉ꎬ父亲

王乃誉能吹笛唱曲ꎬ但他虽自幼耳濡目染ꎬ谙熟声

律ꎬ却绝不附庸风雅拍曲ꎬ更没有染指创调ꎬ故“仆
平素于雕虫小技”ꎬ就不可能是王国维自己的话ꎮ
还有借拍曲来为他“公后事馀” “籍以遣怀”ꎬ也不

会是王国维的话ꎮ 胡适曾说ꎬ刘禹锡集中“依«忆
江南»”曲拍为句一语ꎬ是长短句如何产生的最为

可靠的说明ꎬ并且据以写成«词的起源»送呈王国

维指教ꎬ得到赞同ꎮ 按照胡氏所论ꎬ“取现成的乐

曲ꎬ依其曲拍ꎬ作为歌词”ꎬ这就是填词ꎬ并且将唐

五代以后的词人分而为二ꎬ即“借用词调作诗的”ꎬ
如苏轼、辛弃疾ꎻ“自己作曲ꎬ自己填词”ꎬ如姜夔、
吴文英[８]４６３－４６４ꎮ 王国维毫无疑问属于比肩苏、辛
的前者ꎮ 是故ꎬ绝不可含混其词ꎬ将王国维“用词

调作诗”的填词ꎬ与“雕虫小技”的“创调”混同起

来ꎮ 况且ꎬ王国维自述填词之成功ꎬ“自南宋以后ꎬ
除一二人外ꎬ 尚未有能及余者” (« 三 十 自 序

(二)»)ꎮ 啥叫“谬以老马为识途”? 这不是王国

维的语言风格ꎮ 尤其是他“以词自娱”(或曰“填词

自遣”)ꎬ仅限于写作«人间词»甲、乙稿的 １９０４—
１９０７ 年ꎬ即任教江苏师范学堂(苏州)ꎬ到初入清学

部(北京)ꎬ为期约三、四年ꎮ 自此以后ꎬ殊少长短

句之作ꎮ
兹列表如下:

表 １　 王国维填词表

填词时间 词数 见证者 编入何集

１９０８ 年 ７ 首 罗振常 «观堂长短句»

１９１０ 年 １ 首 吴昌绶(伯宛) «苕华词»

１９１８ 年 １ 首 孙德谦(隘庵) «苕华词»

１９１９ 年 １ 首 朱彊村(祖谋) «苕华词»

１９２０ 年 １ 首 况夔笙(周颐) «苕华词»

　 　 然则ꎬ所谓“每于”“辄喜”ꎬ从何说起? 迄于王

国维 １９２７ 年自沉的七年时间内ꎬ未见他所填“新
词”ꎻ硬指称他直至投昆明湖自沉前ꎬ还在“公后事

余”拍曲ꎬ这就不仅“讹言不实”ꎬ且更类似于“信口

雌黄”了!
尤当说明ꎬ词序落款“丁卯(按ꎬ１９２７ 年)暮春

草于京师客舍”ꎮ 何谓“京师客舍”? “京师”者ꎬ
国都北京(按ꎬ１９２８ 年改称“北平”)ꎻ“客舍”就是

旅馆ꎬ旧亦称“客栈”ꎮ 王国维曾在本年初致际彪

信中说他“十二日赴津ꎬ十三日午后本拟趋谒师

座ꎬ因在客寓稍感寒疾ꎬ是以即行回京” [９]７２５ꎮ 被

他敬称的“师座”即升允ꎬ时居天津罗振玉住宅ꎬ因
罗、王失和断交ꎬ故王国维抵津就只能住旅馆ꎻ“即
行回京”ꎬ是说他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家中ꎮ 事情

原本清楚而明白:王国维“赴津”是“客寓”ꎬ回京即

至家ꎻ家居清华三院十六、十八号ꎬ有赵元任夫妇

及陈寅恪为邻作人证ꎮ «落花词»所吟“等是有家

归未得”ꎬ固为托空不实之句ꎻ款署“京师客舍”ꎬ将
自己当成了京师之“客”ꎬ不回“朱红漆大门” “闪
着金光的铜门环”的清华教授宿舍ꎬ而硬要在“客
舍”里 “草” 其词序ꎬ你能相信这是王国维的手

笔吗?
写到这里ꎬ我们不能不连带着说及王国维死

讯报到天津ꎬ罗振玉连夜赶写“王国维跪奏”的遗

折ꎻ而在当时之所以能令溥仪“览奉陨涕”ꎬ“予谥

忠悫”ꎬ盖以罗氏“逆知观堂心事ꎬ故下笔适如观堂

所欲言” [１０]３３８ꎮ 准确地讲ꎬ就是罗、王“交垂三十

年”ꎬ故罗氏非仅知观堂学行(包括“心事”)ꎬ其造

假就连行文风格、手书笔迹ꎬ亦能造得 “适如观

堂”ꎬ足以乱真ꎻ而这位“翟子愚盦”ꎬ非但于观堂诗

文风格完全隔膜ꎬ甚至连其往返京津的行止ꎬ殆亦

一无所知ꎬ故所“草”之序ꎬ伪得如此离谱ꎬ也就不

足为怪了ꎮ
这样看来ꎬ序是伪的ꎬ词能是真的吗?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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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词ꎬ十分注重“收尾笔力”ꎮ 试观«落花词»结句:
“末路叹王孙ꎮ 末路叹王孙ꎮ”并无笔力可言ꎬ却有

三家村冬烘苦吟八股的韵味ꎮ 如此一唱二叹ꎬ花
落王孙ꎬ意何所指?

谨按:«辞源» “王孙”条ꎬ释义有五ꎬ除第一义

“王者之孙或后代”外ꎬ尚有公子、草名、猴子的别

称、复姓ꎮ 我们应予补充者三ꎬ即一为词牌(即曲

调)«忆王孙»ꎮ 二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

不归”ꎬ释义又有三:落魄王孙ꎬ不归的隐士ꎬ“流浪

者的代词” [１１]２７４ꎮ 三为王国维词 «齐天乐蟋

蟀»:“试问王孙”ꎬ则为蟋蟀的别名ꎬ典出«尔雅
释名»邢昺疏:“蟋蟀一名蛬楚人谓之王孙”ꎮ

上述“王孙”释义ꎬ参以“美景良辰”“等烟云”
的«落花词» 所 “叹” 王孙ꎬ则尤集中于王孙之

“游”ꎮ 先看上片:“萍飘絮泊ꎬ岂无果因ꎮ”这应指

王孙为“游兮不归”的流浪者ꎮ 然而ꎬ溥仪乃深居

“宫禁”之“皇上”ꎬ并非“飘泊者”ꎻ而王国维早年

词中虽有风“絮”点“萍”之句(«人间词甲稿采

桑子高城鼓动»)ꎬ但他二十一岁跨入上海«时务

报»馆前ꎬ寸步未离盐官故宅ꎬ亦无“萍飘”履踪ꎮ
再看下片:“落拓天涯我亦感沉沦ꎮ 贝叶澈悟可

证ꎮ”盖“贝叶”者ꎬ佛典也ꎮ 应当指出ꎬ王国维撰

«红楼梦评论»ꎬ虽立脚地“全在叔氏” (叔本华)ꎬ
但已对其取佛典的“涅槃说”提出“绝大之疑问”ꎮ
清十帝虽有世祖顺治剃度出家传说ꎬ而以天生“龙
种”自命的溥仪ꎬ则宁可去做伪满的傀儡“皇帝”ꎬ
也断不会“被发入山”ꎬ何谈“澈悟”? 况且负笈东

渡的王国维并未做不归的隐士ꎬ溥仪受英文老师

庄士敦怂恿曾想赴欧(英国)远游ꎬ但从一开始就

被陈宝琛等 “师保”ꎬ升允、罗振玉等遗老劝谏

阻拦ꎮ
当然ꎬ我们也应公允地说ꎬ«落花词»并未以

“耍猴子”“斗蟋蟀”的笔墨“戏说”王孙ꎮ 但是ꎬ即
使取«辞源»第一义ꎬ释其为“王者之孙或后代”ꎬ宣
统溥仪乃是爱新觉罗王朝之最后一朝皇帝ꎬ而非

一般“王孙”ꎻ民国肇始ꎬ宣统逊位ꎬ但溥仪并未降

格为“王孙”ꎬ故时至今日ꎬ我们仍称溥仪“末代皇

帝”ꎬ而不会改叫“末代王孙”ꎬ更何况当年的王国

维呢? 在他看来ꎬ“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

主之礼”ꎮ 有鉴于此ꎬ他曾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

表«宣言»ꎬ“指斥御名至于再三”ꎬ而“以考古学者

之资格”致信老友马衡等北大教授ꎬ慨然辞去“研
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ꎬ毅然收回交胡适拟登«国
学季刊»的文稿[１２]６９１－６９２ꎮ 当然ꎬ他作为“南书房行

走”ꎬ更要以“皇室侍从之资格”上疏“敬陈管见”ꎬ
以康熙、乾隆二朝“内无声色之好ꎬ外无流连之游”
劝谏溥仪ꎬ应励精图治ꎬ恢复帝业ꎬ做“中兴之主”ꎻ
即使在溥仪被逐出紫禁城ꎬ躲进了天津张园“行
在”ꎬ王国维犹于致友人书信中云:

　 　 现主人在津ꎬ进退绰绰ꎬ所不足者钱耳ꎮ
然困穷至此ꎬ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ꎬ乃与

承平时无异ꎮ 故弟于上月(按ꎬ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ꎬ全家亦拟迁往清华

园ꎬ离此人海ꎬ计亦良得[１３]６０５ꎮ
盖“主人”者ꎬ臣子对皇上敬称ꎮ 溥仪依然在

称“朕”下“旨”ꎬ做“关门皇帝”ꎬ何来“落拓天涯”?
王国维则因祸得福ꎬ任教清华国学院ꎬ高才学子入

其帐下做了“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寅恪语)ꎬ岂
但未“感沉沦”ꎬ而是“计亦良得”ꎮ

准上所述ꎬ我们以«落花词»结尾“末路叹王

孙”做切入口ꎬ也来按图索骥辨其所“叹”ꎬ盖有三

不合“拍”:一曰信仰ꎬ溥仪醉心卜卦ꎬ不信“贝叶”ꎬ
非佛教徒ꎻ二曰经历ꎬ溥仪三岁被抱入龙庭ꎬ绝无

晋文公重耳那等“萍飘絮泊”之落拓出逃的苦难历

程ꎻ尤其是三ꎬ王国维既为溥仪的文学侍从ꎬ并拜

“紫禁城骑马”ꎬ何能填词叹“末路王孙”? 这就不

只是对至尊的大清皇帝亵渎ꎬ实亦自贬他受溥仪

“特加拔擢ꎬ供职南斋”的“不次之隆遇”ꎮ 凡此ꎬ皆
足证其词之伪ꎬ则据以发“王国维绝命佚词” 之

“微”ꎬ就不免陷入了“以伪作真”受欺蒙的学术研

判之误区ꎮ
当然ꎬ«发微»称赏«落花词» “深婉凄绝ꎬ痛彻

心扉”ꎬ以至夸饰到“刳肝沥胆”这样“至矣极矣”
的顶峰ꎬ究其致误之因ꎬ则又与对该词所署“丁卯

暮春”之写作时间的误判密不可分ꎮ 实则ꎬ这同样

是显而易见的作伪ꎮ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谓
“新正赴津觐见”ꎬ“新正”就是正月ꎮ 前引王国维

致际彪信中所说“十二日赴津”ꎬ所指即农历正月

十二日(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ꎻ十三日则为溥仪生

日ꎬ众遗老敬之为“万寿节”ꎮ 郑孝胥记曰:“贺万

寿者百余人ꎬ西人来者二十余人”ꎬ并于“召见”后
“分班行礼ꎬ惟大臣十二人加恩行一跪九叩首

礼” [１４]２１３４ꎮ 看来王国维应在被“召见”的“百余人”
内ꎬ惟因住“客舍”受了风寒ꎬ故于当天午后就返京

了ꎮ 这样ꎬ“新正”与“暮春”首尾相差恰当一个季

节ꎻ若谓“和翟愚盦自创词ꎬ许是此次天津之行承

揽”ꎬ其时间差哪能差到近三个月! 故不惟“愚盦

所记王国维自沉时间有误”(即将 ６ 月 ２ 日记为“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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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 日”)ꎻ且据“金梁讲述”ꎬ称观堂“死志已决于

三日前”ꎬ他又怎能“在自沉前的一个月左右写下

了凄怆悲凉的绝命词 «和愚盦创词梦花魂 (落

花)»”呢? 加之ꎬ王国维只在天津带病住了一宿ꎬ
就连荐举他进“南书房”的“师座” (升允)他都未

及“趋谒”ꎬ又怎会“承揽”为素不相识者“和词”?
以此ꎬ反观«落花词»ꎬ显系于王国维自沉之后ꎬ紧
随罗振玉向溥仪“代递”遗折而赶“创”代“和”的

伪作ꎬ并补署了“丁卯暮春”ꎮ 如是而已ꎮ
　 　 三、“花落”之后思«落花»:陈寅恪并未

参与“落花诗”创作
王国维之死早已成历史ꎮ 如果以“落花”比拟

他的自沉ꎬ那么ꎬ“花落”之后我们再来反思«落花

诗»这个话题ꎬ尽管有上述«发微»诸误ꎬ但仍给我

们以有益的学术思考ꎮ 例如ꎬ«落花诗»起始于何

时? 笔者读诗甚少ꎬ非敢妄测ꎮ 谨举所见二诗ꎮ
其一ꎬ谢朓«王孙游»:
　 　 绿草蔓如丝ꎬ杂树红英发ꎮ 无论君不归ꎬ
君归芳已歇ꎮ
此诗承«楚辞招隐士»余绪ꎬ可确证王孙兼

指远游之士ꎬ实亦古人假“落花”抒怀之什ꎻ盖“君
归芳已歇”者ꎬ犹杜甫“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

逢李龟年»)耳ꎮ
其二ꎬ鲍照«梅花落»:
　 　 中庭杂树多ꎬ偏为梅咨嗟ꎮ 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ꎬ露中能作实ꎬ摇荡春风媚春

日ꎮ 念尔零落逐寒风ꎬ徒有霜华无霜质ꎮ
沈德潜注云:“以‘花’字联上‘嗟’字成韵ꎬ以

‘实’字联下‘日’字成韵ꎬ格法甚奇ꎮ”①余谓:此诗

之“奇”ꎬ盖在花开霜中ꎬ实媚春日ꎬ犹«诗»云“靡
不有初ꎬ鲜克有终”ꎮ 而诗题“花落”ꎬ其殆“落花”
之滥觞欤?

当然ꎬ我们探觅“落花诗”之源ꎬ非为效法黛玉

葬花ꎬ实缘于学术寻根ꎬ并借以说明:第一ꎬ诗以

“落花”为题ꎬ或有“落花”之句ꎬ其来殊早ꎬ至少可

上溯入选«昭明文选»的南朝诗人谢朓、鲍照ꎬ而
«唐诗三百首»已选有李商隐(义山)五律«落花»ꎬ
更无待“唐末韩偓”来“启”其“先河”ꎻ虽然“诗出

于义山”(王国维语)的韩冬郎(偓)有«惜花» «春
尽»之诗ꎬ但未见«落花»或«花落»之篇ꎬ故不可将

“落红”“惜春”等诗句与“落花诗”画等号ꎮ
第二ꎬ«落花诗»虽由明代沈周与其门人文徵

明及徐祯卿、吕 诸人唱和而盛传一时ꎬ其领首者

沈周乃以“莫怪流连三十咏ꎬ老夫伤处少人知”为

其所赋三十首«落花诗»收尾ꎬ固然不乏士大夫感

物伤怀之情ꎻ然而ꎬ包括清初曾赋“«落花»组诗”九
十九首的王夫之船山先生及与之唱和的归庄在

内ꎬ他们之中可有一人伤怀而致自杀者? 答曰:绝
无! 船山更以“戏墨”称其«落花»之作②ꎮ 是故ꎬ
«落花»非可等同于“绝命“ꎬ绝不可将«落花诗»与
自杀画上等号ꎮ

第三ꎬ睹物思人ꎮ 王国维之死ꎬ激起了巨大的

社会反响ꎬ尤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ꎬ师生因痛失大

师ꎬ争相传颂其生前书扇的«落花诗»以寄托哀思ꎻ
而在飘过的那阵落花旋风中ꎬ难免会有搭车乘风

之作ꎬ其中就有吴宓在王国维逝世周年(１９２８ 年 ６
月)ꎬ“追读”观堂“殁前书扇”而自作«落花»八首ꎮ
陈寅恪批曰:“后四首较前半更佳ꎮ” [１５]７０ 语甚婉

转ꎬ实乃对“中有数句ꎬ不甚切落花之题”的吴氏乘

风之作ꎬ不尽认可ꎮ 陈寅恪曾为观堂自沉作挽词ꎮ
他既指出以“心事落花寄ꎬ谁能识此情”为起句的

吴宓«落花»“前半”(即前四首)欠佳ꎬ他本人自不

会借“花”充“知音”ꎬ故将陈氏作于二十世纪三四

十年代有«残春»之题、“惜春” 之句的诗等同于

«落花»ꎬ直接与王国维自沉勾连是不妥的ꎮ 更说

他与吴宓等人一道参与了“落花诗”的创作ꎬ笔者

要负责任地说:绝无此事ꎬ并未参与!

　 　 四、立足“本事”ꎬ适当解读:王国维绝未

“修改润色”弢老«落花诗»
王国维词云:“本事新词定有无ꎬ斜行小草字

模糊ꎮ”(«人间词乙稿浣溪沙»)我们可以确认ꎬ
迄今为止ꎬ尚未发现有王国维本人手迹验证ꎬ或有

实名可稽的见证者指认ꎬ且与王国维自沉本事合

拍的他本人自作的«落花诗»或«落花词»ꎮ 这样ꎬ
吴宓所谓“临殁书扇”者ꎬ实仅限于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
日“为门人谢国桢书扇”的二首«落花诗»ꎮ 经查

证ꎬ此乃溥仪首席师傅陈宝琛«前落花诗»四首之

三、四ꎬ时人笔记“揭秘”ꎬ云:
　 　 沧趣(按ꎬ陈氏别署“沧趣楼主”) «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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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ꎬ原题为«落花和逊敏斋主人韵»ꎮ “逊敏

斋”者ꎬ载泽也ꎮ 其实为自步«感春»前韵ꎮ 陈

晚年弥谨慎ꎬ不欲自明ꎮ 其第四首“流水前溪

去不留”一诗ꎬ王静庵最爱之ꎬ为人书于扇头ꎬ
而未注为弢老(按ꎬ陈号弢庵)作ꎮ 未几ꎬ王自

沉于昆明湖ꎬ此诗即纷传为静庵作ꎬ以中有

“委蜕大难求净土”句ꎬ近于蓄念投湖也ꎮ 已

而报端有人又言为李义山诗ꎬ尤可噱ꎮ 弢老

与门人谈及此事ꎬ有“淄渑莫辨”之语ꎮ 此则

本为以讹传讹ꎬ无须自明者耳[１６]６１ꎮ
上述“揭秘”ꎬ使我们得悟其所以“次韵”逊敏

斋ꎬ盖以其人乃光绪帝同胞兄弟ꎬ慈禧命派出洋考

察宪政五大臣之领首者载泽ꎻ而陈氏“自步”的«感
春»四首ꎬ与此«落花»四首ꎬ均录载于上述笔记ꎻ至
于“报端有人”指称«落花»为“李义山诗”ꎬ则指谢

国桢在王氏自沉之初发表于«晨报»的悼念文章①ꎮ
这些咸为过往旧事轶闻ꎬ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该如

何解读王氏“蹈湖前一日书成”ꎬ即书扇赠谢国桢

的«落花»二首ꎮ 吴宓«空轩诗话»曾据笔记所“考
本事”ꎬ为“作于光绪乙未中日和议成时” (按ꎬ指
１８９５ 年中日«马关条约»)的«感春»逐首作注ꎻ实
则«落花»诸律ꎬ亦各有“本事”ꎮ 应予说明的是以

下几点ꎮ
其一ꎬ«落花»次于«沧趣楼诗集»卷八(起戊

午迄乙丑ꎬ即 １９１８—１９２５ 年)ꎬ诗题并未标“己未”
(１９１９ 年)字样ꎬ要当作于王国维 １９２３ 年春奉召

“入宫”前ꎬ王国维“入值南斋” 之际亲炙了作为

“太傅”的陈氏«落花»原稿ꎬ故“最爱”且尤能感悟

其所书第四首“流水前溪去不留”诗中所吟“委蜕

大难求净土”之况味ꎻ但若按一般古典诗词赏读ꎬ
而不知其所“本”之事ꎬ那只能寻典“问老天”、觅句

“叹流水”ꎮ 盖此首“本”于张勋丁巳复辟ꎬ七天告

吹(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７ 日“讨逆军”攻打北

京)ꎻ而落脚于末韵“庇根枝叶由来重ꎬ长夏阴成且

小休”ꎮ 这个“根”ꎬ就是大清三百年基业ꎻ即是说ꎬ
“复辟”虽失败了ꎬ但按照王国维所说ꎬ“天命未改ꎬ
民心未去ꎬ祖宗之功德在人ꎬ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

故也”②ꎮ 由是可知ꎬ其诗之所 “重”ꎬ观堂之所

“爱”ꎬ惟在此“根”ꎮ 这也是解读此诗之根本ꎮ
其二ꎬ回看王国维书扇之«落花»第三首ꎬ即被

«发微»深度解读之“生灭元知色即空”一绝ꎬ揆其

“本事”ꎬ实为刺袁之作ꎮ “色即空”出自佛典«心
经»ꎬ无须佛头着粪ꎬ另行析解ꎮ 所咏“惊回绮梦憎

啼鸟ꎬ罥入情丝奈网虫”ꎬ非感叹复辟失败ꎬ而是抨

击袁世凯称帝ꎮ 盖“绮梦”者ꎬ美梦也ꎮ “网虫”出
自«尔雅释名»:“蛛蝥作网”ꎬ实乃蜘蛛之代词ꎮ
所谓“太昊师蜘蛛而结网”(葛洪«抱朴子»语)ꎻ又
有“仕宦者ꎬ人之罗网也”(梁元帝«金楼子杂记

(下)»)ꎻ而袁氏怂恿群“臣”劝进ꎬ这不是自织罗

网吗? 终于ꎬ称帝梦破灭ꎬ一命呜呼ꎬ俗语“竹篮打

水一场空”ꎮ 何谓“返生香”? 古有闻香气死而复

生传说ꎬ然世上何来此等妙事? 洪宪八十三天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２３ 日)ꎬ袁氏在举国声讨

的声浪中被迫撤销帝制ꎬ竟然乞求恢复“总统之

号”ꎮ 蔡锷痛诋“再醮之妇ꎬ更求归本宗” [１７]７２９ꎬ无
耻之尤! 而陈氏乃以“返生香岂人间有”一语括

之ꎬ可谓入木三分! 王国维在辛亥以后ꎬ所作哀清

亡之短什长歌中ꎬ宣统逊位ꎬ项城移国ꎬ曾被反复

吟之咏之ꎻ他还以«游仙»为题咏“复辟”ꎬ感叹“方
流玉水旋成泥” “五山峙海根无著”ꎬ而上述陈氏

«落花»诗ꎬ可以说正是发了他的心声ꎮ
其三ꎬ陈氏早岁以甲午惨败而赋«感春»ꎬ实因

应和了变法图强之时代强音ꎬ并被陈衍录入«石遗

室诗话»ꎬ故曾“盛为人传诵”ꎬ到了做逊帝师傅的

晚年ꎬ他行“弥谨慎”ꎬ更“不欲自明”他作«落花»
的诗旨ꎬ实际上除了同在溥仪左右的“文学侍从

臣”王国维等人而外ꎬ能直接赏读其诗者无几ꎬ更
何谈“禁城传遍” “传诵之盛”? 如果他的«落花»
诗真被“广为传诵”ꎬ又怎会被“纷传”为静庵作ꎬ甚
至讹传为李义山诗? 足见其在当时ꎬ岂但没有“洛
阳纸贵”ꎬ而且知之者盖鲜ꎮ

准此ꎬ我们今天如果从诗词传播的角度重新

谛审陈宝琛«落花»诗ꎬ可否这样认为:经王国维临

终书扇而使其四首之三、四得以由“冷”转“热”进
“人间”ꎻ“生灭元知”五十龄ꎬ“委蜕大难”欠一死ꎬ
王国维自己确是借书«落花»而将早年“静观人生ꎬ
感慨系之”ꎬ升华为叹人生、慨家国ꎬ陈寅恪坚守文

化纲常ꎬ挽以“一死从容殉大伦”ꎻ顾颉刚立足文化

学术ꎬ惜以“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

—１２—

①

②

谢国桢:«悼王静安先生»ꎬ«晨报星期画报»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 １５７ 页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２００９ 年版ꎮ
王国维:«敬陈管见疏»(１９２３ 年)ꎬ据罗振玉所辑升允«津门疏稿»附录ꎬ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２００１ 年第一期ꎮ



当然ꎬ也有罗振玉以至其长孙继祖教授ꎬ以“殉清”
“尸谏”彰扬其“死节”ꎮ 我们则应去浮戒躁ꎬ尊重

原诗ꎬ适当解读ꎬ如吴宓所言ꎬ王氏书扇«落花»第

三、第四两首ꎬ“所书与原稿微有不同”ꎻ参以时人

笔记所录ꎬ第三首“生灭元知色即空”一律ꎬ惟颈联

“雨里罗衾寒不耐”ꎬ王书作“寒不寐”ꎬ不同在一

“寐”字ꎻ第四首“流水前溪去不留”一律ꎬ惟末联结

句“长夏阴成且小休”ꎬ王书作“且少休”ꎬ不同在一

“少”字ꎬ可证王氏书扇悉遵陈氏原稿ꎬ或有一、二
字不同ꎬ确由“记忆”ꎻ而被«发微»大书特书ꎬ谓之

“王国维有意将陈诗做点石成金之修改”者ꎬ诸如

将第三首颔联“唤醒绮梦憎啼鸟”之“唤醒”易为

“惊回”ꎮ 果真这样吗? 实则ꎬ王氏书扇“惊回绮梦

憎啼鸟”ꎬ系从陈氏原稿ꎻ而“唤醒”句ꎬ揭载于 １９４７
年周光午的回忆[１８]１３２ꎬ距王氏自沉整二十年(按ꎬ
其诗当出于 １９３８ 年刊行之«沧趣楼诗集»)ꎬ亦即

王国维生前未及见“唤醒”之刊印本ꎬ何能去“易”
之为“惊回”? 如此反前为后的“时间倒置”ꎬ则属

学术研判之误ꎬ能不慎之也哉!
是故ꎬ愚见以为ꎬ王国维“殁前书扇”ꎬ无论其

为唐人近人ꎬ均遵原作ꎬ稍有不同ꎬ盖因记忆ꎬ或所

据刊本之异ꎬ对于他“最爱”之弢老«落花»诗ꎬ并无

“点石成金”的修改之意ꎬ故绝不会去“修改润色”ꎬ
自为“一字师”ꎮ 这也是我们对王氏去世之际ꎬ闻
误传其诗而叹“淄渑莫辨”的这位同光体老诗人的

应有礼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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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女性解放

———以«隔绝»为例ꎬ探析五四初期女性写作

李　 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展现了五四时期女性反抗传统的艰难处境ꎬ以及女性面临传统观念与

现代思想碰撞时的困境ꎮ 这体现在女主人公在情感上爱母亲却难以认同其观念的矛盾心境ꎬ与情人结成反抗同

盟却无法摆脱待拯救的状态ꎬ通过性排拒将自我理想化等方面ꎮ 作家并非理性批判这种女性解放的未完成态ꎬ而
是表现出五四女作家们因性别身份和时代局限而产生的真实心理与文化无意识ꎬ即在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艰难

上浮ꎮ 发掘这种心理真实ꎬ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ꎬ对发萌于男性启蒙话语框架中的五四女性写作ꎬ给予更加

公允的文学史评价ꎮ
[关键词] 　 «隔绝»ꎻ　 主体性ꎻ　 牺牲ꎻ　 受虐ꎻ　 性排拒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２３－０４

　 　 在冯沅君为数不多的小说中ꎬ最常见的主题

便是觉醒的女性在婚恋自由问题上与封建家庭作

斗争ꎬ发表于 ２０ 年代的«隔绝»与«隔绝之后»就是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ꎮ 在«隔绝»中ꎬ女主人公

以书信体的方式表达了其对自由意志的向往ꎬ却
又在“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之间难以抉择ꎬ最
终只能以倒向死亡的姿态两不辜负ꎮ 对于«隔绝»
中女主人公反抗传统时所处的两难处境ꎬ鲁迅曾

做过这样的评价:“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ꎬ将毅然

和传统战斗ꎬ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ꎬ遂不得不

复活其 ‘缠绵悱恻之情’ 的青年们的真实写

照ꎮ” [１]２４５鲁迅的评价着实道出了«隔绝»中女性解

放意识的复杂性:一面坚定ꎬ一面犹疑ꎮ 这样的矛

盾心境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共同面临的思想困境ꎮ
本文拟用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观点ꎬ通过分析

«隔绝»中复杂的母女情、女性对情人的依从和遮

蔽的性书写三方面ꎬ来观照作品中未完成的女性

主体性ꎮ

一、复杂的母女情与艰难的主体性

在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中ꎬ主人公隽华

因反抗包办婚姻被母亲幽闭起来ꎬ只能通过表妹

相助ꎬ写信向情人求助ꎬ盼能私奔ꎮ 然而ꎬ值得玩

味的现象出现了:母亲的阻碍并未遭到女儿的恨

意ꎬ带来的只是女儿在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之间

的纠葛ꎮ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视角来观照文本ꎬ不

难发现ꎬ作为女儿的隽华对母亲的情感带有些许

“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ꎮ 通常认为ꎬ俄狄浦斯情

结的机制是“杀父娶母”ꎬ然而卡佳斯尔沃曼在

«声响的镜子精神分析与电影中的女性声音»中
指出: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还存在

另一重向度———“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ꎮ 在负面

的俄狄浦斯情结中ꎬ“欲望与身份认同不再像正面

的俄狄浦斯情结中那样区别开来”ꎬ而“女性与她

们的母亲不仅仅是认同的关系ꎬ而且也是爱恋欲

望的关系” [２]２３９ꎮ 在«隔绝»中ꎬ女主人公隽华虽然

意识到了母亲思想的落后ꎬ但在精神深处依然无

法割舍对母亲的爱恋:
　 　 我承认她是错了ꎬ我爱你ꎬ我也爱我的妈

妈ꎬ世界上的爱情都是神圣的ꎬ无论是男女之

—３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 李　 琦ꎬ女ꎬ河南三门峡人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爱ꎬ母子之爱ꎮ 试想想六七十岁的老母六七

年不得见面了ꎬ现在有了可以亲近她老人家

的机会ꎬ而还是一点归志没有ꎬ这算人吗?[３]４

隽华对母亲的依赖与愿望ꎬ实则给她确立自

我的主体性造成了障碍ꎮ 出于对母亲的爱ꎬ她既

无法以启蒙者的姿态批判母亲的封建思想ꎬ也不

能如五四时期叛逆的儿女冲出家庭的樊篱ꎬ尊重

自己的意愿为爱情“出走”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对母

亲的爱恋ꎬ使隽华身处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的夹

缝中ꎬ也决定了她的主体性的残缺ꎮ
既然在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欲望与身份认

同是可以共存的ꎬ那么在女儿隽华的身上ꎬ是否也

存在与母亲的认同呢? 笔者认为ꎬ与冰心等人笔

下的母爱不同ꎬ冯沅君在«隔绝»中塑造的母亲形

象是以阻碍者的姿态ꎬ站在了女儿意志的对立面ꎮ
因此ꎬ隽华实际上是痛苦地逃离着与母亲的认同ꎮ
正如周蕾所言:“女性主体要逃脱与母亲认同的强

烈倾向ꎬ以及进一步逃脱社会所指定的与母亲的

认同方式ꎬ即使不是不可能ꎬ但却也是十分困难

的ꎮ” [２]２４７因此ꎬ基于爱恋母亲却无法获得对方认

同的这一境况ꎬ隽华在情人与母亲之间两难选择

的痛苦和复杂的心静也就不难理解了ꎮ
众多研究者认为ꎬ«隔绝»中的母亲实际上是

封建父权制的代言人ꎬ母亲是封建思想的卫道者ꎬ
隽华和母亲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两个不相容的思

想冲突”ꎬ他们认为这是五四“精神弑父”后“无力

审视母亲逼婚立场中显而易见的父权专制实

质” [４]产生的结果ꎮ 诚然ꎬ这样的解读是符合作品

的意识层面的ꎮ 但是ꎬ我们不能忘记ꎬ冯沅君笔下

的母亲首先也是一个女性ꎬ在«隔绝之后»女主人

公隽华表妹的叙述中ꎬ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母亲:
　 　 我的姑妈的胃疼ꎬ本来刚刚好点ꎬ现在又

遇到这样不幸的事ꎬ当她听到我的哭声ꎬ外面

的褂子同鞋都来不及穿ꎬ就往这边跑ꎮ 苍白

的发ꎬ披在枯瘦而且满了皱纹的脸上ꎬ深凹的

眼睛充满了热泪ꎬ颤颤抖抖的把她从我的手

中接了过去ꎬ儿一声ꎬ乖一声的叫ꎮ[５]１５

若我们以拉普朗虚的“受虐”机制来关涉作

品ꎬ便会发现ꎬ小说中的母亲实际上也是一个受虐

者和牺牲者ꎮ 母亲的受虐源自她内化于思想深处

早已认同的父权制价值观ꎮ 作为女性ꎬ母亲不仅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封建父权制的牺牲者ꎬ而且在

不自知的状态下成了父权社会的维护者ꎬ旧式女

性陷入受虐———不自知———施虐(更深层受虐)的

生存状态ꎮ
在小说中ꎬ母亲的牺牲和受虐是以“不在场”

的状态呈现的ꎬ因此ꎬ女儿、母亲自己以及读者难

以感受到母亲的受虐ꎮ 在这一层面上ꎬ我们或许

可以认为:女儿没有意识到母亲实际上也是父权

制的牺牲者ꎬ也没有看到母亲的牺牲与自己牺牲

性质上的一致性ꎬ因此无法与母亲取得思想认同ꎬ
更无法以启蒙者的身份去唤醒母亲与她一同抗争

命运ꎮ 难以与母亲取得思想认同的隽华无法从母

亲那里寻得“一种健康的价值坐标” [６]６５ꎬ这也就暗

示了她虽没有像母亲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

牲ꎬ同样也找不到出路ꎮ
　 　 二、初醒的受虐者与不彻底的依从者

与没有意识到自身受虐的母亲不同ꎬ女儿隽

华作为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女学生ꎬ已然认识到了

自己的受虐ꎮ 文中这样写道:
　 　 我的一生可说是为爱情播弄够了ꎮ 因为

母亲的爱ꎬ所以不敢和刘家毅然解除婚约ꎬ所

以冒险回来看她老人家ꎮ 因为情人的爱ꎬ所

以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ꎬ天伦的乐趣ꎮ 这

幕惨 剧 的 作 者 是 爱 情ꎬ 扮 演 给 大 家 看 的

是我[３]１１ꎮ
隽华清醒地认识到ꎬ旧思想与新观念的冲突

造成了她的悲剧ꎮ 作者在结构作品时所采用的侵

略性叙事ꎬ更是加剧和强化了角色的受虐ꎮ 所谓

侵略性叙事ꎬ是指在叙事结构层面上ꎬ“残酷与牺

牲的持续显现” [２]１９７ꎮ 在这种叙事结构中ꎬ悲惨的

遭遇接踵而至ꎬ将人物逼向死角ꎮ 在侵略性叙事

模式下ꎬ女主人公最终走上死亡的道路ꎮ 在信中ꎬ
女主人公提到“此刻离那可怕的日子(逼我做刘家

媳妇的一天)还有三天”ꎬ “三天”的时间设置使女

主人公既无法与母亲商量ꎬ也只能在匆忙中与情

人联系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她选择走向死亡

的结局ꎮ 同样的侵略性叙事还见诸隽华逃跑当晚

母亲突然胃疼ꎬ这样的突发事件使隽华的逃跑计

划彻底落空ꎬ从而将她逼入死亡的绝境ꎮ
那么ꎬ意识到自我牺牲的隽华是否已与那迫

使她牺牲的一切决裂了呢? 显然是没有的ꎮ 她反

抗的不彻底性除了体现在爱恋母亲这一层面外ꎬ
还见诸她与情人的关系中ꎮ 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文

字ꎬ回忆了隽华就士轸亲密举动的回应:
　 　 听了你的“假如你承认这种举动对于你

是失礼的ꎬ我只有自沉在小河里ꎻ只要我们能

永久这样ꎬ以后我听信你的话ꎬ好好读书”教

—４２—



我心软了ꎬ我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ꎬ春草

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ꎮ 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

的天使ꎬ立即就允许了你的要求[３]８ꎮ
隽华对情人之间亲密举动的应允并不是出于

爱的本能ꎬ而是出于“心软”ꎮ 正如李玲所言:“由
怜惜而将自己抛出去成全别人ꎬ实际上仍是把女

性作为慰藉男性主体的爱情从属者ꎬ而不是和男

性同等的爱情主体来看待ꎮ” [４] 这种牺牲、奉献的

本质依然是男权文化的逻辑ꎬ即女性为了满足对

方的情感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ꎬ这与五四所提倡

的“男女两本位”的性别观相去甚远ꎮ 由此也可看

出ꎬ初醒的女性只将矛头对准了包办婚姻ꎬ追求婚

恋自由ꎬ未能进一步审视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

和文化逻辑ꎮ
除此之外ꎬ在隽华与情人所结成的“抗婚同

盟”中ꎬ隽华始终处于等待情人(男性)拯救的状

态ꎮ 她在给士轸的求救信中写道:“你现在也许悲

悲切切的为我们的不幸命运痛哭ꎬ也许在筹划救

我出去的方法ꎮ” [３]３由此可见ꎬ女主人公的主体意

识依然是不彻底的ꎬ其潜意识中还存有对男性的

依从意识ꎬ将自己的命运主动交给男性安排ꎮ 我

们或许可以说ꎬ五四时期初醒的女性依然没能逃

脱男性文化的樊篱ꎮ
茅盾曾对庐隐评价说:“她是资产阶级性的文

化运动‘五四’的产儿ꎻ五四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ꎬ
便停滞了ꎬ向后退了ꎬ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

义’的热情的ꎬ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

徊ꎬ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

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ꎬ可是他们的脆

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ꎮ”①与西方的女性主

义运动不同ꎬ中国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浪潮依然

是由男性启蒙者发起的ꎬ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浪潮

中被解放的女性反而成了男性的尾随者ꎬ她们没

有建构起自己的话语ꎬ依然在男性启蒙者的话语

框架中言说自我ꎬ这就决定了女性作家在创作之

初就带有先天不足ꎮ

三、性排拒与女性自我的理想化

细读«隔绝»ꎬ便会发现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
小说中描写隽华回忆他们爱情的过往时ꎬ常常出

现“纯洁”“神圣”等字眼ꎮ
　 　 呵ꎬ可惜人类的心太污浊了ꎬ最爱拿他们

那卑鄙不堪的心ꎬ来推测别人ꎮ 不然我怕没

有一个人ꎬ只要他们曾听见我们这回事ꎬ不相

信并且羡慕我们爱情的纯洁神圣ꎮ 试想两个

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

年ꎬ十几天除了拥抱和接吻密谈之外ꎬ没有丝

毫其他的关系ꎬ算不算古今中外爱史中所仅

见的ꎮ 爱的人儿ꎬ我愿我们永久别忘了郑州

旅馆中那神圣的一夜ꎮ

人之 所 以 能 为 人 也 在 于 这 点 灵 魂 的

纯洁[３]１０ꎮ
女主人公在信中多次用到“纯洁” “神圣”等

词ꎬ为的是对两者同处一夜的合法性赋权ꎮ 隽华

极力强调她与情人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发乎情

止乎礼”的阶段ꎬ并认为这样的感情才是纯洁和神

圣的ꎮ 可以说ꎬ隽华通过排拒性爱来佐证自己的

洁净和爱情的纯粹ꎬ这样的逻辑根源实际还在于

父权制ꎬ即在父权制的封建社会中ꎬ男性要求女性

在性方面保持纯洁ꎮ 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
所揭露的“节烈这两个字ꎬ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

德ꎬ所以有过‘节士’ꎬ‘烈士’的名称ꎮ 然而现在的

‘表彰节烈’ꎬ却是专指女子ꎬ并无男子在内” [７]８６ꎬ
封建父权制逻辑给予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价值标

准ꎬ而这套针对女性的标准使处于从属者地位的

女性虔诚地信服着性之不洁ꎬ通过对性的排拒ꎬ她
们将自己置于男性所需求的理想化的女性位置ꎮ

作品中女主人公将恋爱去性化ꎬ除了源自无

意识中对男权秩序的依从ꎬ也是在通过迎合传统

的性禁忌来给予自己与封建势力对抗的底气ꎮ 刚

刚觉醒的女性尚没有足够的能力将传统连根拔

起ꎬ也未能识破父权制的深层逻辑ꎬ因此只得在由

传统划定的道德准则之内反传统ꎬ这就必然导致

其反抗的不彻底ꎮ 正如隽华在临死前心有愧疚地

向母亲忏悔ꎬ忏悔的内容也是指向她在道德层面

犯下的过失:“不但不能好好的侍奉你老人家ꎬ并
且连累你受社会上不好的批评你看见我死

了ꎬ只当我们家谱上去了个污点ꎮ” [５]１４

冯沅君在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时ꎬ本意并非

是要批判隽华落后的性意识ꎬ反而是流露了她创

作中的潜意识ꎮ 这样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ꎮ 有研

究者指出ꎬ在冯沅君小说中时常出现一种耐人寻

味的现象ꎬ即以省略号来表达的话语空缺[８]ꎮ 在

—５２—
① 茅盾:«庐隐论»ꎬ载«文学»３ 卷 １ 号ꎬ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ꎮ



隽华的叙述中ꎬ每当遇到与性有关的字眼时ꎬ冯沅

君都不愿直言ꎬ而是以欲言又止的省略号来替代ꎮ
笔者认为ꎬ小说中的省略号省略的并非是以沉默

和空白的方式来反抗男性话语ꎬ而是试图掩盖冲

破封建旧道德时ꎬ犹疑和底气不足ꎮ 五四青年喊

出的反封建、反传统等口号ꎬ在很大程度上是飘浮

在主流意识形态表层的理性觉悟ꎬ尚未内化到心

理深层中去ꎬ真正成为他们行为的价值规范ꎮ” [８]

就像冯沅君在小说中ꎬ一方面ꎬ与封建旧思想、旧
家庭抗争ꎻ另一方面ꎬ又以崇尚“母爱”作为挡箭

牌ꎬ遮挡内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的矛盾心境ꎮ

结语

妇女的觉醒是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尺之

一ꎬ正如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所言:“如
果说传统中国文化是凭借女性的自我牺牲才得以

获得支撑力量ꎬ那么令人毫不意外地ꎬ在巨大社会

转变的时期中ꎬ关于传统崩落的最动人再现会出

现在传统最受到压迫的角色上ꎬ这些角色成为中

国受创的自我意识的‘替身’ꎮ” [２]２６１五四时期被公

认是启蒙和反传统最为激进的时期ꎬ甚至出现了

“打倒孔家店”这样激情昂扬的誓与传统决裂的口

号ꎮ 在这一呼唤民主、解放弱小者的时代背景下ꎬ
女性作为封建时代被压抑的性别主体ꎬ其解放受

到了五四作家与思想家空前的重视ꎬ女性“被书

写”的方式也暗喻了五四作家对于现代性、对于民

族国家的想象ꎮ 然而ꎬ五四初期的女性写作与成

就累累的男作家创作不同ꎬ她们于文学史上的位

置常是边缘的ꎬ她们试探性的、充满矛盾的文字到

底在诉说着什么? 对于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又该

如何评价?
本文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读五四女作家冯

沅君的«隔绝»ꎬ不难看出那斩钉截铁的女性解放

背后的虚弱:站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新”女性

仍然无法完全逃出父权文化的樊篱———她们向往

着自由的意志ꎬ却仍然在内心深处恐惧着、依从着

强大的男权文化ꎻ看似强势的母亲实则也是父权

制的牺牲者ꎬ与女儿一同暗喻了新旧两代女性均

难以逃脱牺牲者的命运ꎮ 庐隐的«海滨故人»、冰
心的«繁星»«春水»、苏雪林的«棘心»等诞生于五

四女作家之手的女性解放之作ꎬ皆有此意味ꎮ 因

此ꎬ通过探析冯沅君等五四女作家作品表现出来

的矛盾心境ꎬ可见五四女性自我写作中追求现代

的不彻底性ꎬ折射出历史语境下五四女性解放使

命的一种状态:如暴风骤雨般地发生ꎬ却并未

完成ꎮ
那么ꎬ诞生于五四初期的女性自我言说ꎬ是否

应该由于其“不彻底”性、具有“犹疑”的一面ꎬ而被

视为文学史的边缘存在? 当我们介入性别视角、
文化心态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这一写作现象时便

会发现ꎬ与男作家对女性解放的现代想象不同ꎬ这
类女性写作所展现出来的不完美恰恰蕴含着一种

文化和历史的真实ꎮ 冯沅君、冰心、庐隐等五四女

作家均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ꎬ然而这些走

在女性解放队伍前列的知识女性ꎬ在创作实践中

却展示出与五四女性解放理念的错位:她们渴望

独立与觉醒ꎬ却在传统与现代的牵拉中艰难上浮ꎬ
从而在创作中显示出未完成的、不彻底的主体意

识ꎮ 错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是源于作家自身的

性别身份ꎬ作为女性的她们ꎬ无法如男性作家一般

只在理论层面上将女性视为现代性想象的载体ꎬ
而是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心理真实与文化

无意识ꎮ 这种真实对于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发

展和细部还原无疑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ꎮ
因此ꎬ以新的标准和方法反思和重评五四初

期的女性写作ꎬ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ꎬ通过对

女性创作中心灵细节的拾遗ꎬ给予这些“未完成”
“不完美”的言说更为开阔和中肯的文学史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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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张翥宗杜诗探析

王 子 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张翥作为元代后期重要作家ꎬ被视为元末文坛的领军人物ꎮ 其宗杜诗不仅书写了元末广阔的社

会现实ꎬ也充分学习了杜甫工整流转的艺术手法ꎬ形成了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ꎮ
[关键词] 　 张翥ꎻ　 杜甫ꎻ　 宗杜诗ꎻ　 元代诗歌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２７－０５

　 　 宗唐是元代诗坛普遍的风气ꎮ 元代诗人缪鉴

有«解嘲»: “燕帘风里茶烟外ꎬ自选唐诗教子

孙ꎮ” [１]８可见在元代ꎬ诗歌学唐不仅是诗坛倾向更

是社会风气ꎮ 元人宗唐并不专主唐代某一人ꎮ 在

这其中ꎬ宗杜是人们无法忽视的一种诗坛倾向ꎮ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高ꎬ鲜有人能与

之比肩ꎮ 宋元之际的方回就指出:“诗至老杜ꎬ万
古之准则哉!” [２]３６１元代诗坛强烈的崇杜风气可见

一斑ꎮ 而张翥作为元人宗杜的佼佼者ꎬ其诗展现

了强烈的宗杜倾向ꎮ 这些诗既描绘了广阔的社会

现实ꎬ又充分展示了张翥学习杜甫的艺术倾向ꎬ被
胡应麟评为“雄浑悲壮ꎬ老杜遗风” [３]２３１ꎮ 张翥的

宗杜诗展现了历史动乱中的文儒情怀ꎬ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ꎮ
一 、元代诗坛宗杜风尚
元代诗人的宗杜倾向是十分明显的ꎬ明人杨

士奇就说道:“百年之前赵子昂、虞伯生、范德机诸

公ꎬ皆擅近体ꎬ亦皆宗于杜”ꎮ[４]３宗杜风尚中最明显

的表现即在诗歌中直接咏杜ꎬ如元初赵孟頫就有

«送杜伯玉四川行省都事»诗曰:
　 　 浣花溪上草堂存ꎬ今见能诗几代孙ꎮ

桔刺藤梢隐丛林ꎬ椒浆桂酒荐芳荪ꎮ
日长画省文书静ꎬ春近岷江雪浪奔ꎮ
我向东吴君向蜀ꎬ别离从古解销魂ꎮ [５]２５２

诗写送杜伯玉赴蜀ꎬ思及杜甫成都旧迹ꎮ 与

赵孟頫同时代的还有宋无ꎬ他在«杜工部祠» 中

写道:
　 　 老病思明主ꎬ乾坤入苦吟ꎮ

秋风茅屋句ꎬ春日杜鹃心ꎮ
诗史孤忠在ꎬ文星万古沉ꎮ
只应忆李白ꎬ到海去相寻ꎮ [６]３７５

诗人拜谒杜甫祠堂ꎬ感叹杜甫忠君爱国之心ꎮ
而在元代后期昆山地区ꎬ顾瑛等人参与的玉山雅

集中也展现了强烈的宗杜倾向ꎮ 雅集中用前人诗

句分韵赋诗 ３１ 次ꎬ仅选杜甫一人诗句就有 １４
次[７]ꎮ 如顾瑛就在«饯谢子兰分韵得东字»中提

道:“杜陵迁居忧国难ꎬ阮籍命驾嗟途穷ꎮ” [１]２３５２

不仅是咏杜ꎬ元代诗人还常化用杜诗ꎮ 如袁

凯«客中除夜»中的“戎马无体歇ꎬ关山正渺茫”
[８]３５６正是化用杜诗«登岳阳楼»中的“戎马关山北ꎬ
凭轩涕泅流” [９]９５２ 句ꎮ 这首诗是作者独在异乡的

除夕夜之作ꎮ 诗人思念儿女却只能 “看人儿女

大”ꎬ辛酸苦楚溢于言表ꎮ
而元代“闺秀之学杜者”郑允端有«题画»诗也

巧妙地化用杜诗:
　 　 谁貌江南景ꎬ风烟万里宽ꎮ

金银开佛寺ꎬ紫翠出林峦ꎮ
远客驰行役ꎬ幽人赋考槃ꎮ
苍茫无限意ꎬ抚卷为盘桓ꎮ[１０]１１１

诗歌首联中“风烟万里宽”化用杜甫“风烟巫

峡远”(«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９]７８７ꎬ“万里风烟

接素秋”(«秋兴八首»之六) [９]６４３句ꎮ 颔联中“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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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佛寺”从杜诗«龙门»中借来ꎬ可见郑允端步趋杜

甫之痕迹ꎮ
在咏杜与化用杜诗之外ꎬ集杜诗也成为元人

的一种创作风气ꎮ 如韩性的«集杜句题五马图»:
　 　 使君五马一马骢ꎬ声价歘然来向东ꎮ

飞电流云绝潇洒ꎬ迥立阊阂生长风ꎮ
肉鬃磊块连钱动ꎬ大宛立仗青丝鞚ꎮ
不须对此成叹嗟ꎬ古来才大难为用ꎮ[１３]６９

全诗并不是都出于杜诗ꎬ但以杜诗为主干ꎮ
其中首联“使君五马一马骢”出自杜甫的«冬狩

行»ꎬ“声价歘然来向东”出自«高都护骢马行»ꎬ颔
联“迥立阊阂生长风”出自«丹青引赠曹将军霸»ꎬ
而尾联“古来才大难为用”则出自«古柏行»ꎮ

除了韩性ꎬ郑允端的«桃华»也是集杜佳作:
　 　 细雨春寒江上时ꎬ小桃欹树出疏篱ꎬ

从教一簇开无主ꎬ终不留题崔护诗ꎮ[１１]１１５

“细雨春寒江上时ꎬ小桃欹树出疏篱”取自杜

诗“江上人家桃树枝ꎬ春风细雨出疏篱” («风雨看

舟前落花») [９]１０１２ꎮ 而“纵教一簇开无主”取杜诗

“桃花一簇开无主ꎬ可爱深红爱浅红” («江畔独步

寻花七绝句»之五) [９]３５４ꎮ 学杜意味浓厚却又流转

自然ꎮ
元代诗人在整体诗坛宗唐的影响下ꎬ咏杜、化

用杜诗、集杜成篇ꎬ宗杜佳作频出ꎮ 明胡应麟«诗
薮»中评论历代诗歌ꎬ书中有专章评论元诗ꎮ 其外

编卷六评元诸学杜诗家曰:
　 　 元五言古ꎬ率祖唐人ꎬ范德机、傅与

砺、张 仲 举 步 趋 工 部ꎻ 虞 文 靖 学 杜ꎬ 间 及

六朝ꎮ[３]２２９

元人力矫宋弊ꎬ故五言律多草草无复深

造ꎮ 虞、杨间法王、岑ꎬ而神骨乏ꎻ范、揭时参

韦、孟ꎬ而天韵疏ꎮ 新喻、晋陵二子ꎬ梢自振

拔ꎬ雄浑悲壮ꎬ老杜遗风ꎬ有出四家上者ꎮ[３]２３１

傅若金、张仲举不甚知名ꎬ而近休特多宏

壮ꎮ 高华雄畅ꎬ得杜陵句格ꎮ[３]２３５

在这其中ꎬ张翥作为宗杜的重要代表被反复

提及ꎮ 张翥作为元代后期重要作家ꎬ被视为元末

文坛的领军人物ꎮ 今人邓绍基先生认为:“张翥诗

歌的艺术成就并不在赵孟頫、虞集之下ꎮ” [１２]５２８张

翥诗歌鲜明地表现了元代诗人宗杜的风格ꎬ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ꎮ
二、张翥诗歌宗杜表现
张翥诗数量众多ꎬ诗歌中有许多直接提到杜

甫的诗句ꎮ 如在«草堂为胡晋仲题»中他写道:“垂
窗已著卢鸿画ꎬ绕壁惟书杜甫诗ꎮ” [１３]８５除此之外ꎬ
张翥还在诗句中化用杜诗ꎮ «辑山村先生诗卷»
(其二)中“卷可留天地ꎬ诗尝泣鬼神ꎮ” [１３]４２正是

化用杜甫“笔落惊风雨ꎬ诗成泣鬼神”句ꎮ
除了直接歌咏杜甫、化用杜甫诗句ꎬ张翥诗的

宗杜倾向还表现在继承杜甫诗史传统与模仿杜诗

用词与对仗的艺术风格上ꎮ
在内容上张翥以诗为史ꎬ继承杜甫现实主义

的传统ꎬ诗歌生动地描绘了元代后期广阔的社会

现实ꎮ
张翥诗歌的史诗性首先表现在对元末战争的

描绘上ꎮ 在描写元末战争的声势和规模方面ꎬ张
翥有从宏观上勾画战争状况ꎮ 如在«授钺»中ꎬ张
翥就描写了元末农民战争的浩大声势:

　 　 天子临轩授械频ꎬ东南何处不红巾ꎮ
铁衣远戍三军老ꎬ白骨中原万鬼新ꎮ
烈士精灵虹贯日ꎬ仙家谈笑海扬尘ꎮ
只将满眼凄凉泪ꎬ哭尽平生几故人ꎮ[１３]９３

此时陈友谅已据江州为都ꎬ而京师却遭遇饥

荒ꎬ张翥作此诗寄友人周伯琦ꎮ 诗歌以雄浑的笔

触ꎬ广阔的视野描写了中原地区战火纷飞的景象ꎬ
“白骨中原万鬼新”更是触目惊心ꎬ不由地让人想

起杜甫在«兵车行»中所写“君不见ꎬ青海头ꎬ古来

白骨无人收ꎮ 新鬼烦冤旧鬼哭ꎬ天阴雨湿声啾

啾!”句ꎮ «元诗选»注此诗也提到“贼势猖獗ꎬ无异

唐末ꎮ” [１]１３６８足可见当时局势之惨烈ꎮ 除此之外

“烽火 连 齐 鲁ꎬ 干 戈 接 陇 秦ꎮ” (« 西 内 应 制 即

事») [１３]２５等诗句也从宏观上描画了北方地区战火

纷飞的状况ꎮ
张翥不仅从宏观上描写战争ꎬ也从细微处展

现出战争带来的惨烈景象ꎮ 在«杂诗» (其七)中ꎬ
更是描写出战乱过后ꎬ百姓民不聊生的场景:

　 　 河淮厌兵祸ꎬ城邑多荒榛ꎮ
百里无几家ꎬ但见风起尘ꎮ
燕雀归果树ꎬ豺虎饥食人ꎮ
乡来脂膏地ꎬ死骨今如银ꎮ
流亡使复业ꎬ牛种当及春ꎮ
安得百龚召ꎬ错落为拊循ꎮ
征讨尚未息ꎬ奈何尔遗民ꎮ[１３]５

“百里无几家”足可见战事之惨烈ꎬ“乡来脂膏

地ꎬ死骨今如银ꎮ”更是写出了繁华富庶之地在战

争的摧残下尸骨遍野ꎬ路有饿殍的惨状ꎮ
张翥诗歌也通过对农民战争的描写暴露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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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暴政ꎮ 如在«后出军»(其五)
中ꎬ他从统治者的角度描写了元廷对起义军的镇

压ꎮ 而“官军虽杀贼ꎬ 斯民已多残” (« 中 秋 望

月») [１３]３则从侧面展现了“官军”不仅残酷镇压起

义军ꎬ同时也大肆残杀平民百姓ꎮ
张翥诗歌的史诗性还表现在反映民生疾苦

上ꎮ 如«漷农叹»叙述了一位老农在王师出征时ꎬ
被官府抓去赶运军粮的遭遇:

　 　 漷南有农者ꎬ家仅一两车ꎮ 王师征淮蔡ꎬ
官遣给军储ꎮ

翁无应门儿ꎬ一身老当夫ꎮ 劳劳千里役ꎬ
泥雨半道途ꎮ

到军遭焚烹ꎬ翁脱走故闾ꎮ 车牛力既尽ꎬ
户籍名不除ꎮ

府帖星火下ꎬ尔乘仍往输ꎮ 破产不重置ꎬ
答捶无完肤ꎮ

翁复徒手归ꎬ涕泪满敝襦ꎮ 问家墙屋在ꎬ
榆柳余残株ꎮ

野雉雊梁间ꎬ狐狸穴阶隅ꎮ 老妻出佣食ꎬ
四顾筐箧无ꎮ

有司更着役ꎬ我实骨髓枯ꎮ 仰天哭欲死ꎬ
醉吏方歌呼ꎮ[１３]５

这位漷南老农被官府征粮ꎬ苦行千里ꎬ牛已经

拉不动车了ꎮ 然而官府仍然没有免除他的徭役ꎮ
他独自回来面对荒凉的房屋ꎬ只能仰天大哭ꎮ «漷
农叹»中描述的画面使人想起杜诗«石壕吏»中“有
吏夜捉人”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的情形ꎮ
诗歌语言朴实率直ꎬ细节描述例如“翁复徒手归ꎬ
涕泪满敝襦”生动逼真ꎬ深刻反映了元代农民沉重

的徭役负担ꎮ 显然可见其继承了杜甫“三吏” “三
别”等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民歌风格ꎮ

元至正时期ꎬ政治黑暗ꎬ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

荡ꎮ 全国形势已经异常严峻ꎬ天灾频繁ꎬ生灵涂

炭ꎮ 张翥有«书所见»(其一):
　 　 沟中人啖尸ꎬ道上母抛儿ꎮ 有眼何曾见ꎬ
无方能疗饥ꎮ

干戈未解日ꎬ风雪正寒时ꎮ 归向妻孥说ꎬ
毋嫌朝食糜ꎮ[１３]２０

原注 “戊戌七月”ꎬ描绘的正是至正十八年

(１３５８)大都发生的惨景ꎮ 当时大都发生饥荒ꎬ大
量流民涌入大都ꎬ饿死与病死的不计其数ꎬ京师城

门外ꎬ均挖掘大坑掩埋尸体ꎬ“沟中人啖尸ꎬ道上母

抛儿”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ꎮ
而在此状况下ꎬ元朝统治者为了抵御农民起

义军的进攻ꎬ驱赶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上战场ꎮ
“白丁驱上城ꎬ徒手不能兵ꎮ 斗将惟人色ꎬ行涂多

哭声ꎮ”(«四月十三日») [１３]２４充分展现了元朝统治

者的残暴ꎮ 而“醉使呼堂上ꎬ饥民死道边” («辛未

苦雨») [１３]３５则将醉酒的官吏与路旁饿死的百姓对

比ꎬ与“朱门酒肉臭ꎬ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

处ꎬ张翥用诗作将这些惨象记录下来ꎬ呈现出了元

末乱世的真实状况ꎮ
张翥的诗歌不仅描绘了壮阔的农民起义ꎬ民

众的凄惨生活ꎬ同样表现在描写统治阶级内部矛

盾上ꎮ 张翥在诗中记录了朝中各个党派争权夺利

的丑剧ꎮ «元史»记载元顺帝时ꎬ皇太子与勃罗帖

儿军事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ꎮ “勃罗帖木儿

之人京师也ꎬ命翥草诏ꎬ削夺扩阔帖木儿官爵ꎬ且
发兵讨之ꎬ翥毅然不从ꎮ 左右或劝之ꎬ翥曰:‘吾臂

可断ꎬ笔不可操也ꎮ’天子知其意不可夺ꎬ乃命他学

士为之ꎮ 勃罗帖木儿虽知之ꎬ亦不以为怨也ꎮ”
[１４]２８６２张翥面对勃罗帖木儿的威逼ꎬ仍不屈服ꎬ誓不

为逆臣贼子写下诏书ꎮ 在此情势下ꎬ张翥写下«自
誓»表明心志:

　 　 此丑行当殛ꎬ吾身敢顾危ꎮ 要看夺笏处ꎬ
正是结缨时ꎮ

万古千秋在ꎬ皇天后土知ꎮ 寸心三尺简ꎬ
肯愧史臣词ꎮ[１３]２３

而对于汉人出身的丞相太平被诛杀的事件ꎬ
张翥身处朝廷ꎬ十分清楚太平被杀的真相ꎮ «元

史»记载ꎬ太平为官公正ꎬ只因反对皇后和皇太子

谋夺帝位ꎬ遭到构陷ꎬ皇太子勾结丞相搠思监、御
史大夫普化ꎬ逼令自裁ꎮ 张翥对于太平被冤杀感

到十分痛惜ꎬ对于奸臣把持朝政感到愤慨ꎬ于是写

下了«悼太平公»:
　 　 晨起洒杯酒ꎬ北风吹泪痕ꎮ 岂徒歌楚些ꎬ
端欲叫天阍ꎮ

碧化苌弘血ꎬ春归杜宇魂ꎮ 千秋一史笔ꎬ
谁辨逐臣冤ꎮ[１３]３９

张翥化用望帝杜宇的典故表达了太平的冤

屈ꎮ 朝廷内部的忠奸不辨更是让张翥心痛ꎮ
张翥诗歌学习杜诗“诗史”的特点ꎬ尤其是从

描绘元末战乱、反映民生疾苦、叙写统治阶级内部

矛盾上ꎬ展现了元末黑暗的社会现实ꎬ继承了杜甫

抒写现实的史诗传统ꎮ
除了在内容展现社会现实ꎬ张翥诗歌的宗杜

倾向还表现在艺术形式上ꎮ 杜甫诗歌以对仗工

整ꎬ章法严谨而著称ꎬ而«元史»则以“其近体、长短

—９２—



句尤工” [１４]２８６２ 评张翥ꎮ
张翥诗歌之“工”首先体现在其律诗学习杜

甫ꎬ章法整饬ꎬ韵律和谐ꎮ 杜甫律诗在章法布局上

达到了严密周详又变化多姿的境界ꎬ«杜诗境铨»
中评价“唐法律甚严惟杜ꎬ变化莫测亦惟杜ꎮ” [９]１８０

而张翥诗歌同样章法整饬而富于变化ꎬ其七律如

«郡楼晚望»:
　 　 全晋山川气象开ꎬ满城烟树拥楼台ꎮ

土风旧有尧时俗ꎬ人物今无楚国材ꎮ
千嶂晚云原上合ꎬ两河秋色雁边来ꎮ
昔时胜赏空陈迹ꎬ落日登临画角哀ꎮ[１３]６５

首联总起全诗ꎬ写登高之后的全景ꎬ颔联抒发

对于今时民俗之叹ꎬ颈联“千嶂晚云原上合ꎬ两河

秋色雁边来ꎮ”更是对仗工整ꎬ千嶂云与河边雁相

互映衬ꎮ 尾联则抒发了自己古今对比下的悲叹之

情ꎮ 全诗声宏调激ꎬ写景抒情ꎬ形迹俱融于此律

之中ꎮ
其次ꎬ胡应麟评杜诗“体裁明密ꎬ有法可寻”

[３]１８０ꎬ杜诗的法度主要体现在运用声韵与对仗上ꎮ
«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中提道:“唐初律体盛行ꎬ
一而其法愈密ꎬ惟少陵尤熟于此ꎬ神明变化ꎬ遂为

用双声叠韵之极则ꎮ” [１５]４３１如«西阁夜»:
　 　 恍惚寒山暮ꎬ逶迤白雾昏ꎮ 山虚风落石ꎬ
楼静月侵门ꎮ

击柝可怜子ꎬ无衣何处村ꎮ 时危关百虑ꎬ
盗贼尔犹存ꎮ[９]６５７

其中“恍惚寒山暮ꎬ逶迤白雾昏”中“恍惚”为
双声词ꎬ“寒山” “逶迤”则为叠韵词ꎮ 杜诗中既有

双声对双声ꎬ也有双声对叠韵ꎬ诗歌错综变化ꎬ回
环往复ꎮ

杜诗中对仗之工整也使人叹为观止ꎮ 如«送
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 “南极一星朝北斗ꎬ五云多

处是三台ꎮ” [９]７８６为 “当句对”ꎬ即 “南极” 对 “北

斗”ꎬ“五云”对“三台”ꎮ 除了“当句对”ꎬ杜诗中也

多用而“流水对”ꎮ “谁怜一片影ꎬ相失万重云”
(«孤雁») [９]８２９ 一句即为“流水对”ꎬ诗句流转自

然ꎬ避免了对仗易出现的呆板之气ꎮ
而张翥律诗也非常重视声韵与对仗ꎮ 如“徘

徊远山暮ꎬ窈窕江南春ꎮ” («冯秀才伯学以丹青小

景山水求题») [１３]１４中“徘徊” “窈窕”即是运用叠

韵词ꎬ“星河不动秋空阔ꎬ钟鼓无声夜寂寥ꎮ” («中

秋张外史招赏失约赋以谢之») [１３]６２中“空阔”则运

用了双声词ꎮ 而“积阴霾日月ꎬ愁色满江湖ꎮ”(«寄

韩伯清») [１３]１２６、“半生县磬室ꎬ万事缺壶歌ꎮ”(«莫

矣») [１３]１２６ꎬ“四郊多壁垒ꎬ万里半烟尘” («西内应

制即事»)等句则对仗工整ꎬ被胡应麟评为“皆高华

雄畅ꎬ得杜陵句格”ꎮ
这样张翥诗歌通过对杜甫工整的对仗与流转

的韵律的学习ꎬ使诗歌达到“工极自然”的境界ꎮ
除此之外ꎬ张翥诗歌的语言上也学习杜甫朴实晓

畅、明白如话的语言风格ꎮ 如在«中秋望月»中抒

写战乱灾害:
　 　 漷南有农者ꎬ家仅一两车ꎮ 王师征淮蔡ꎬ
官遣给军储ꎮ

翁无应门儿ꎬ一身老当夫ꎮ 劳劳千里役ꎬ
泥雨半道途ꎮ

到军遭焚烹ꎬ翁脱走故闾ꎮ 车牛力既尽ꎬ
户籍名不除ꎮ

府帖星火下ꎬ尔乘仍往输ꎮ 破产不重置ꎬ
答捶无完肤ꎮ

翁复徒手归ꎬ涕泪满敝襦ꎮ 问家墙屋在ꎬ
榆柳余残株ꎮ

野雉雊梁间ꎬ狐狸穴阶隅ꎮ 老妻出佣食ꎬ
四顾筐箧无ꎮ

有司更着役ꎬ我实骨髓枯ꎮ 仰天哭欲死ꎬ
醉吏方歌呼ꎮ[１３]３

全诗不多加修饰ꎬ “官军虽杀贼ꎬ斯民已多

残ꎮ”即用白描的手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杭州城破

后ꎬ百姓饱受摧残的场景ꎮ 张翥在诗中直抒胸臆ꎬ
表达了对于亲朋安危的牵挂ꎬ对于生灵涂炭的痛

心ꎮ 胡应麟评张翥五古 “步趋工部” [３]２２９ 正在

于此ꎮ
张翥诗歌中在内容上表现了强烈的“史诗”风

格ꎬ在艺术上韵律流转ꎬ对仗工整ꎬ语言平实质朴、
雄浑悲壮ꎬ展现了其鲜明的宗杜风格ꎬ无愧于胡应

麟所评“老杜遗风ꎮ”
三、张翥诗歌宗杜原因
张翥诗歌继承诗史传统ꎬ恪守法度ꎬ其宗杜倾

向不是无源之水ꎬ无本之木ꎮ 张翥诗的宗杜倾向

不仅有其个人原因还有深刻的时代背景ꎮ
自宋以来ꎬ杜甫的人格受到高度评价ꎬ宋人通

过理论与行为树立起杜甫的人格典范ꎮ 莫砺锋先

生在«杜甫评传»中认为:“首先ꎬ宋人选择杜甫为

诗学典范的过程ꎬ从一开始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

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ꎮ 王安石、苏
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ꎬ也
对杜甫的人格及杜诗的思想意义表示了由衷的

仰慕ꎮ” [１６]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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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诗歌展现了他的儒家情怀ꎬ他反复以

儒自称ꎬ如 «江汉» 云: “江汉思归客ꎬ乾坤一腐

儒ꎮ” [９]９３５同时又关心国家大事ꎬ抒发人生理想ꎬ如
“致君尧舜上ꎬ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

二韵») [９]２４ꎮ 杜甫的这种关怀天下的胸襟自然受

到理学家的赞赏ꎮ 而他对百姓的仁爱精神如“安
得广厦千万间ꎬ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ꎬ风雨不动安

如山ꎮ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ꎬ吾庐独破受

冻死亦足ꎮ”(«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９]３６４更是振聋

发聩ꎬ赢得所有士人的尊重与敬佩ꎮ
张翥少时曾师从李存和仇远ꎮ 李存是元代著

名理学家ꎬ据«元史»记:“存家安仁ꎬ江东大儒也ꎬ
其学传于陆九渊氏ꎬ翥从之游ꎬ道德性命之说ꎬ多
所研究ꎮ” [１４]２８６２张翥不仅师从李存ꎬ同时又跟随仇

远学习诗文ꎮ “未几ꎬ留杭ꎬ又从仇远先生学ꎮ 远

于诗最高ꎬ翥学之ꎬ尽得其音律之奥ꎬ于是翥遂以

诗文知名一时ꎮ”理学与诗文的结合使张翥成了一

个文儒ꎬ杜甫“穷年忧黎元”的忧国忧民精神更是

引起了张翥强烈的共鸣ꎮ
张翥的宗杜倾向不仅是其儒家情怀的体现ꎬ

更是整体诗坛的影响ꎮ 元人尊杜在于重新认识杜

甫ꎬ查洪德在«元代诗学通论»里谈道:“黄庭坚等

学杜甫于承平无事之时ꎬ元人学杜于战争乱离之

后ꎬ漂泊困顿之际ꎮ 比之黄庭坚ꎬ元人更能认识杜

甫的襟怀和杜诗的精神ꎬ 能更深刻发现和认

识” [１７]３９７如舒岳祥«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晚易»叹道:
　 　 晚易图书烬ꎬ篆畦花木新ꎮ 承平三世积ꎬ
丧乱一朝贫ꎮ

清晓凭栏意ꎬ空山袖手人ꎮ 平生欲学杜ꎬ
漂泊始成真ꎮ[１８]３１９

舒岳祥认为杜甫之“真”诗写于漂泊丧乱之

中ꎬ只有经历了漂泊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真”精

神ꎬ真正学到杜诗精髓ꎮ
事实上ꎬ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也使诗人们与

杜甫产生了共鸣ꎮ 元代诗人们因为自己漂泊动荡

的人生而更加理解杜甫ꎬ因而他们主张不仅学习

杜诗的章法结构等艺术手法ꎬ更要学习杜甫的精

神与胸怀ꎮ
张翥“以一身历元之盛衰” [１９]５４８９ꎬ他出生时忽

必烈尚在位上ꎬ而至正元年其入朝为官时ꎬ道州地

区蒋丙等已经起义ꎬ 就在张翥去世的同一年

(１３６８)ꎬ朱元璋攻破大都ꎬ建立明朝ꎮ 张翥“白头

一觉湖山梦ꎬ谁料繁华有劫灰” [１３]１０８之感ꎬ可以说

正是对元王朝入主中原百年命运的概括ꎮ

在战乱之中ꎬ张翥已经能感受到帝国末日的

迫近ꎬ他忠于元朝ꎬ但又预感到元王朝不可避免的

败亡命运ꎮ 如在«忆广陵旧事(乙未)»中他写道

“豪华速尽悲离黍ꎬ形胜空存惨暮烟ꎮ 多少楚魂归

未得ꎬ江流无际海连天ꎮ” [１３]９１ 诗人回想当年的繁

华ꎬ现如今只空留黍离之恨ꎮ 这与杜甫在“安史之

乱”中的境遇颇为相似ꎮ 身处烽烟四起的动乱年

代ꎬ饱受乱离之苦ꎬ令张翥对于杜甫有着更深刻的

理解与认同ꎮ 共同的家国之痛ꎬ使得张翥自然地

继承了杜甫史诗传统与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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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中隐喻和转喻的连贯效用∗

魏 梦 婷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 　 为了使诗的主题升华ꎬ诗人会采取各种手段ꎬ大量使用隐喻和转喻就是其特点之一ꎮ 分析两种

隐喻和转喻的连贯形式ꎬ一为文化意象衔接ꎬ二为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衔接ꎮ 这两种方式赋予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空

间ꎬ以此反映出诗歌的魅力之处ꎮ
[关键词] 　 诗歌ꎻ　 隐喻ꎻ　 转喻ꎻ　 连贯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３２－０５

　 　 语篇的连贯一直是语言学者研究的重点ꎬ且
他们一直认为语篇生成和理解的基础就是连贯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连贯性几乎可以作为语篇性的代

名词[１]ꎮ 近几年来ꎬ越来越多的认知语言学家开

始从认知视角研究语篇的连贯ꎬ他们发现连贯既

是出于意义衔接的需要ꎬ也是为了统一内在的认

知系统ꎮ 因此ꎬ分析语篇连贯ꎬ主要应从深层次的

心理认知角度作为更为合理和圆满的解释[２]３５８ꎮ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形式ꎬ内部充斥着大量

的隐喻和转喻ꎬ这也是诗歌不同于其他语篇的重

要特点之一ꎮ 那么这些隐喻和转喻是否能对语篇

的连贯起到作用呢?

一、诗歌中的文化意象衔接

诗歌之所以能够被人理解ꎬ是因为其中的意

象在读者的头脑中产生了共鸣ꎮ 有人认为诗人将

其跳跃性的思维赋予到意象之上ꎬ故而意象似乎

影响了语篇的连贯ꎮ 但其实ꎬ意象的跳跃性是有

目的的ꎬ是诗人有意而为之ꎬ是遵循某种逻辑

联系ꎮ
用意象来表达诗人的情感是诗歌的重要特点

之一ꎮ 诗人描写大量事物ꎬ并将其作为抒发情感

的符号ꎮ 读者通过转喻机制ꎬ对特定意象进行联

想ꎮ 由于不同的读者所具备的文化特征不同ꎬ故
产生的联想也会有差别ꎮ 一个特定的意象联想是

某个民族在思维方面长期积累和承传的产物ꎬ即
文化转喻ꎮ

通过研究ꎬ我们发现诗人常常运用一些新奇

的隐喻和一些相对固定的转喻ꎮ 例如:
红杏飘香ꎬ柳含烟翠拖轻缕ꎮ 水边朱户ꎬ尽卷

黄昏雨ꎮ (苏轼«点绛唇»)
依旧ꎬ依旧ꎬ人与绿杨俱瘦ꎮ (秦观«如梦令

春景»)
春城无处不飞花ꎬ寒食东风御柳斜ꎮ (韩翃

«寒食»)
从上述的诗句中可以看出ꎬ诗人笔下的柳树

有的婀娜多姿ꎬ有的瘦骨嶙峋ꎬ有的摇摆倾斜ꎮ 但

无论是什么意象ꎬ它们所产生的联想却是一样的ꎬ
即用柳树转喻离情别怨ꎮ 自古以来ꎬ诗人常以柳

树暗示离别之痛、相思之苦ꎮ 由此看出ꎬ对于日常

事物的描写并不是诗人的随意选择ꎬ而是他们深

思熟虑、认真加工的精华ꎮ 因此ꎬ诗歌中某些看似

跳跃的意象因拥有一致的文化转喻意象而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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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照应ꎬ从而达成语篇的连贯ꎮ 例如:
碧云天ꎬ黄叶地ꎮ 秋色连波ꎬ波上寒烟翠ꎮ 山

映斜阳天接水ꎮ 芳草无情ꎬ更在斜阳外ꎮ 黯乡魂ꎬ
追旅思ꎮ 夜夜除非ꎬ好梦留人睡ꎮ 明月楼高休独

倚ꎮ 酒入愁肠ꎬ化作相思泪ꎮ (范仲淹«苏幕遮
怀旧»)

在本诗中ꎬ诗人描写了很多事物:碧云、蓝天、
黄叶、秋景、大地、江水、绿树、群山、烟雾、斜阳、芳
草、夕阳、明月、高楼、苦酒ꎮ 这些事物看似并无联

系ꎬ诗人对它们的描述也并没有过于深入细致ꎬ而
都是一笔带过ꎬ单看这些意象ꎬ跳跃性极强ꎬ似乎

与语篇的连贯背道而驰ꎮ 但若我们可以理解这些

事物背后的文化转喻ꎬ那么这整首诗就变成了意

义统一的整体ꎮ 首先ꎬ和前文的“柳树”一样ꎬ月亮

在中国文化中常常转喻相思ꎬ这是诗人惯用的手

法ꎬ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ꎮ 诗人用“明
月”表达了自己对月惆怅ꎬ思念亲人ꎬ顾影自怜的

情感ꎮ 在本诗中ꎬ借用“明月”这一意象ꎬ作者传达

了自己不想在一轮明月下独自依靠在高楼上ꎬ进
而传达出思念故土之情ꎮ “黄叶”和“秋景”也是诗

歌中常见的意象ꎬ大地上黄叶纷飞ꎬ与江水连成一

线ꎬ形成了一幅凄凉的秋景ꎬ转喻了当时诗人孤寂

悲凉的情绪ꎮ 江中水波荡漾ꎬ江面上弥漫着缕缕

烟雾ꎬ而当时的瑟瑟秋意似乎也赋予了这轻烟丝

丝凉意ꎮ 江边的树木在这秋景之下也尽显苍凉之

感ꎮ 群山映着斜阳ꎬ蓝天连着江水ꎮ 芳草似乎不

谙人情ꎬ与后面的“更在斜阳外”相呼应ꎬ旨在诉说

芳草一直延绵到夕阳照不到的天边ꎬ给人以凄惨

之感ꎮ 紧接下来ꎬ诗人进一步表达了自己思乡的

惆怅ꎬ他写道:默默思念故乡而黯然神伤ꎬ缠人的

羁旅愁思难以排遣ꎬ除非夜夜都做好梦才能得到

片刻安慰ꎮ 由于不愿在夜晚一轮明月下独自倚靠

高楼远望ꎬ只有频频地喝苦酒ꎮ 作者还用了“愁
肠”这一生理反应转喻思念情怀ꎮ 并且在全诗最

后ꎬ作者将“苦酒”喻成“相思泪”ꎬ与前文相照应ꎬ
进一步点明了思念故土的主题ꎬ达到情感最终的

升华ꎮ 因此ꎬ明月—黄叶—秋景—苦酒—愁肠因

为有共同的转喻含义—思乡ꎬ而形成了意象上的

衔接ꎮ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有时候ꎬ一首诗歌中会出现多个意象重合ꎬ这
些意象衔接联系在一起ꎬ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更

明确的意象网络ꎮ 例如:
塞下秋来风景异ꎬ衡阳雁去无留意ꎮ 四面边

声连角起ꎬ千嶂里ꎬ长烟落日孤城闭ꎮ 浊酒一杯家

万里ꎬ燕然未勒归无计ꎮ 羌管悠悠霜满地ꎬ人不

寐ꎬ将军白发征夫泪ꎮ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在这首诗中就存在着意象重合的两条线索ꎬ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雁送信的说法ꎬ因为它

们是按季节变化而行动的动物ꎬ会遵循一定的规

律定期迁徙ꎬ因此古人认为大雁的这种特点足以

使它们承担起信使这一工作ꎮ 诗中的“衡阳雁去

无留意”意为大雁又飞回衡阳了ꎬ一点也没有停留

之意ꎮ 年复一年ꎬ大雁迁徙ꎬ但战士们仍然无法归

家ꎬ大雁所送的信件也如同不归的大雁一般杳无

音讯ꎮ 诗人用此句来转喻思念亲人之感ꎮ “四面

边声连角起”与“长烟落日孤城闭”也分别描述了

同一意象ꎮ “连角”指的是军中号角ꎬ转喻战争ꎮ

“长烟落日孤城闭”意为层峦叠嶂里ꎬ暮霭沉沉ꎬ山
衔落日ꎬ孤零零的城门紧闭ꎮ 军营中的战士们饮

一杯浊酒ꎬ不由得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ꎮ “羌管”
是乐器羌笛ꎮ 悠扬的羌笛响起来了ꎬ天气寒冷ꎬ霜
雪满地ꎮ 夜深了ꎬ将士们都不能安睡ꎻ将军为操持

军事ꎬ须发都变白了ꎻ战士们久戍边塞ꎬ也流下了

伤心的眼泪ꎮ 这一场景与前文中孤寂的城门紧闭

相互照应ꎬ折射出军营中的将士们内心满怀煎熬ꎬ
思念远方亲人ꎬ想迫切归家的心情ꎮ 由此可以看

出ꎬ诗人对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ꎬ分成两条意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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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ꎬ以实现对主旨的重复ꎬ达到全诗歌意象上的

衔接ꎮ
但有时候ꎬ我们会发现诗歌中的各个意象所

指代的转喻意义并不相同ꎬ意象之间看似并无相

似之处ꎬ可是在它们之间仍然隐藏着一个潜在的

联系ꎬ进而形成意象上的衔接ꎮ 例如:
西城杨柳弄春柔ꎬ动离忧ꎬ泪难收ꎮ 犹记多

情、曾为系归舟ꎮ 碧野朱桥当日事ꎬ人不见ꎬ水空

流ꎮ 韶华不为少年留ꎬ恨悠悠ꎬ几时休? 飞絮落花

时候、一登楼ꎮ 便作春江都是泪ꎬ流不尽ꎬ许多愁ꎮ
(秦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

“杨柳”“小舟”“原野” “桥” “流水”这几个意

象乍看上去意义极为零散ꎬ让读者摸不着头脑ꎬ但
若细细品味ꎬ就可以发现“杨柳”在古诗中普遍用

来转喻离别之情ꎬ在前文中已有叙述ꎬ这一传统的

意象奠定了全诗离别之情的基调ꎮ 首句“西城杨

柳弄春柔”貌似纯写景ꎬ实则有深意ꎮ 因为这柳

色ꎬ通常能使人联想到青春及青春易逝ꎬ又可以使

人感春伤别ꎮ “弄春柔”的“柔”字ꎬ便有百种柔情ꎬ
“弄”字则有故作撩拨之意ꎮ 赋予无情景物以有

情ꎬ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ꎮ 不但如此ꎬ诗人还进一

步写到西城的杨柳逗留着春天的柔情ꎬ再结合后

面的“动离忧ꎬ泪难收”ꎬ由此读者不难理解ꎬ诗人

在怀念春天美好的时光ꎬ他想起了离别时的忧伤ꎬ
眼泪很难收回ꎮ “小舟”特指当年你为我拴着归来

的小舟ꎮ 下文中绿色的原野ꎬ红色的桥是看似常

见的事物ꎬ但在这里ꎬ这两个地点却是分离的地

方ꎬ这三个意象不禁唤起了诗人离别的愁绪ꎮ “水
空流”指的是只有水孤独地流着ꎮ 而这里的杨柳

也不是任何别的地方的杨柳ꎬ而是靠近水驿的长

亭之柳ꎬ所以当年曾系归舟ꎬ曾有离别情事在这地

方发生ꎮ 那时候ꎬ一对有情人ꎬ踏过红色的板桥ꎬ
眺望春草萋萋的原野ꎬ在这里话别ꎮ 一切都记忆

犹新ꎬ可是眼前呢ꎬ风景不再ꎬ人儿已天各一方了ꎮ
“水空流”三字表达的惆怅意味是深长的ꎮ “昭华”
是年轻的意象ꎮ 此句告知读者ꎬ正因为是风华正

茂的年纪ꎬ所以格外多愁善感ꎮ “恨悠悠ꎬ几时

休?”两句无形中又与前文的“泪难收” “水空留”
相照应ꎮ 在“飞絮落花”一句中ꎬ诗人用杨花比喻

雪花ꎬ暗示出此时是暮春时节ꎮ “便作春江都是

泪ꎬ流不尽ꎬ许多愁”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ꎮ 它

妙在一下子将从篇首开始逐渐写出的“泪流” “水
流”“恨流”合作一江春水ꎬ滔滔不尽地向东奔去ꎬ
使人沉浸感情的洪流中ꎮ 这比喻不是突如其来

的ꎬ而是逐渐汇合ꎬ水到渠成的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本诗歌中并没有零碎的意象ꎬ“杨柳”—“归舟”—
“水空流”—“落花”—“春江”分别利用转喻和隐

喻将诗人未直接表达出的中心思想跃于纸上ꎮ 如

图 ３ 所示:

图 ３

　 　 诗歌中的隐喻和转喻相辅相成ꎬ一个直接写

景ꎬ一个暗示情感ꎮ 隐喻的一大特点是会随着时

间、事件的发展而形成若干新奇隐喻ꎬ这些隐喻合

在一起又暗示了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关的转喻ꎬ从
而形成诗歌中的意象连贯ꎮ

　 　 二、诗歌中的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连贯

古典诗歌中隐喻的转喻的频繁互动ꎬ造就了

诗歌语言层峦叠嶂的审美意趣ꎮ 或者说ꎬ诗歌的

实质是隐喻和转喻的互动[３]ꎮ 描写景色的诗歌主

要特点是通过对外部景色的描写抒发内心情感ꎬ
之后又返回到外部景色ꎬ形成“景－情－景”的循环

模式ꎬ从而达到形式和意义上的连贯ꎮ 而诗歌中

的隐喻和转喻正好为这种连贯提供了途径ꎮ 隐喻

和转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ꎬ你中有我ꎬ我中有

你ꎬ共存于同一语言表达之中[４]４６ꎮ 诗人利用隐喻

渲染景色ꎬ在通过转喻深化主题ꎬ达到高度的

融合ꎮ
诗歌中的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连贯分为两种ꎮ

一种为局部连贯ꎬ一种为整体连贯ꎮ 局部连贯指

的是在诗歌中的某些部分由转喻和隐喻形成内外

联系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诗人通常就某一意象或某

一场景进行描述ꎬ从而形成自身的连贯ꎮ 例如:
东风夜放花千树ꎮ 更吹落、星如雨ꎮ 宝马雕

车香满路ꎮ 凤箫声动ꎬ玉壶光转ꎬ一夜鱼龙舞ꎮ 蛾

儿雪柳黄金缕ꎮ 笑语盈盈暗香去ꎮ 众里寻他千百

度ꎮ 蓦然回首ꎬ那人却在ꎬ灯火阑珊处ꎮ (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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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案元夕»)
在上阕中ꎬ诗人利用隐喻描绘出了一幅盛景ꎮ

首句中的“花”和“树”比喻花灯ꎮ “星如雨”比喻

空中的烟火ꎮ 东风还未催促百花盛放ꎬ却先吹放

了元宵节地上的花灯和天上的烟花ꎬ它们先冲上

云霄ꎬ然后降落ꎬ就像那成片的星雨一般ꎮ “宝马

雕车”指庙会上的车马ꎻ“凤萧”指乐器的演奏ꎬ形
成一幅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的仙境ꎮ “玉壶”比喻

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漫衍的“社火”百戏ꎬ极
为繁华热闹ꎬ令人目不暇接ꎮ 这些意象合在一起

转喻了当时的人生和社会的一幅美好境界ꎮ 下阕

中ꎬ诗人专门写人和抒情ꎮ “蛾儿雪柳”转喻当时

女孩子们头上的发饰ꎻ而“黄金缕”是女性的发型ꎮ
这些游女们ꎬ一个个雾鬓云鬟ꎬ戴满了元宵节特有

的发饰ꎮ “暗香”则转喻她们身上的衣香ꎮ 由此句

我们不难想到ꎬ这些衣着华服的游女们ꎬ边走边说

笑ꎬ身后留下隐隐衣香在空气中飘散ꎮ 但这些人

并不是诗人心中的关切之人ꎬ在百千人群中他只

想寻找一个倩影ꎬ但总是踪影难觅ꎬ已经没有什么

希望了ꎮ 此时诗人的情绪从节日的喜庆中脱离出

来ꎬ变成了失望和沮丧ꎮ 忽然ꎬ他眼睛一亮ꎬ在那

一角残灯旁边ꎬ分明看见了她ꎮ 她原来在这冷落

的地方ꎬ还未归去ꎬ似有所待ꎮ 此时诗人的情绪又

再次高涨ꎬ达到全诗的高潮ꎮ
诗人通过对元宵节庙会和意中人的描写ꎬ分

别形成了两个隐喻和转喻的连贯ꎬ这两个连贯镶

嵌在其他的隐喻和转喻中ꎬ产生隐喻和转喻的互

动意义ꎮ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整体连贯指的是隐喻和转喻必须在全篇诗歌

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ꎬ进而达到连贯ꎬ在局部的

语篇中是不能实现的ꎮ 例如:
喇叭ꎬ唢呐ꎬ曲儿小腔儿大ꎮ 官船来往乱如麻ꎬ全

仗你抬声价ꎮ 军听了军愁ꎬ民听了民怕ꎮ 哪里去辨甚

么真共假? 眼见的吹翻了这家ꎬ吹伤了那家ꎬ只吹的

水尽鹅飞罢! (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此诗题为咏喇叭ꎬ但并不是对喇叭歌功颂德ꎮ

首先第一句中的“曲儿小腔儿大”意为喇叭和唢呐

吹的曲子虽短ꎬ声音却很响亮ꎬ就为全诗的描写奠

定了基调ꎮ 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ꎬ
这是喇叭最突出的特征ꎮ 一“小”一“大”的对比

中ꎬ也流露出作者的爱憎之情ꎬ旨在借物抒怀ꎮ 一

个“腔”字ꎬ道出了喇叭和宦官的共同特征ꎬ把那些

贪官污吏的丑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ꎬ讽刺官员

的狐假虎威ꎬ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ꎬ表达了人民的

痛恨情绪ꎮ 接下来诗人写到官船来往频繁ꎬ如乱

麻一般ꎬ官船本无身价ꎬ却因为船上的喇叭和唢呐

声而身价倍涨ꎬ此时的喇叭和唢呐声已不是单纯

乐器所发出的声音ꎬ而是转喻宦官发出的命令ꎮ
而在下文中ꎬ“军”指代军队ꎮ 旧时皇帝为了加强

对军队统帅的控制ꎬ常派宦官监军ꎬ以牵制军队长

官的行动ꎮ 诗人更是直接挑明军队听了之后发

愁ꎬ百姓听了之后害怕ꎮ 宦官肆意侵害军民的利

益ꎬ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ꎬ
胆战心惊ꎬ哪里会去辨别什么真和假? 眼看着这

声音使得有的人家倾家荡产ꎬ有的人家元气大伤ꎬ
吹得水也干了、鹅也跑了ꎬ家破人亡ꎮ 这是宦官害

民的严重后果ꎮ 水尽鹅飞ꎬ官船就不能长久来往ꎬ
这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警告ꎬ比喻家破人亡ꎮ 诗

人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

借题发挥之作ꎬ是有所寄托的ꎮ 喇叭和宦官属于

不同类ꎬ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

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ꎬ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

到共性ꎬ以喇叭隐喻宦官ꎬ诗人实际上是比照着宦

(下转第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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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格里耶«反复»的构成及其意义

姚 公 涛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盐城　 ２１２０００)

　 　 [摘　 要] 　 “反复”是格里耶“新小说”的理念和叙述手法ꎮ «反复»采用了富有新意的“反复”手段ꎬ表现出

作者对“新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和提炼ꎬ使其在新时期的法国文坛上富有新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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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新小说”经历了 ２０ 世纪中期的繁荣后ꎬ
由于部分受众的抵触ꎬ很快进入了创作衰退期ꎮ
但这一过程中ꎬ也有部分作家初心不改ꎮ 例如作

为“新小说”的领军人物ꎬ罗布格里耶不仅在 ２０ 世

纪下半叶持续自己的创作走向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ꎬ在生

命的最后八个年头ꎬ还完成了具有“新小说”特色

的三部作品ꎮ 其中 ２００１ 年的«反复»ꎬ是“新小说”
理念和叙述手法的一次顽强的“反复”ꎮ 本文拟对

格里耶«反复»中的“反复”作一简要剖析ꎬ探求作

者透过“反复”表现出对“新小说”传统的承继和坚

持ꎬ并探讨这种“反复”对于格里耶整个创作体现

的意义ꎮ

一

格里耶一生涉足过小说、电影文学和新自传

等多种文学门类ꎮ 作为“新小说”的领军人物ꎬ他
在各类文学门类中都尝试着对传统叙事手法进行

革新ꎬ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ꎬ他创作了«橡皮» (１９５３)、«窥视者» (１９５５)、
«嫉妒»(１９５７)和«在迷宫» (１９５９)等“新小说”ꎮ
这些作品突破传统叙事要素ꎬ在淡化人物、淡化情

节等方面ꎬ做出了有益的探索ꎮ 尤其是在«窥视

者»中ꎬ作者采用碎片化叙述的手段ꎬ叙述了一个

并不复杂的故事ꎬ由于叙事中将人物的行动和思

绪都隐藏于“物化世界”ꎬ作品产生了全新的气息ꎮ

在«窥视者»的故事世界中ꎬ突出于背景之上的主

体ꎬ既不是马蒂亚斯前往推销手表的那个小岛上

的居民ꎬ也不是穿梭于小岛与大陆之间的过客ꎬ甚
至不是主人公马蒂亚斯自己ꎮ 传统小说中作为陪

衬的不起眼的“物”ꎬ在文本勾画的“物的世界”中
完全独立于人而自在ꎮ 如铺天盖地席卷读者意识

的海浪ꎬ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海边、并不断困惑

主人公的绳头等琐屑物ꎬ袒露在海岸线的高崖ꎬ竖
立在道路旁略略褪色的广告牌ꎮ 习惯传统小说章

法的读者ꎬ浮沉在“物”的世界中当然有些心烦ꎮ
只是ꎬ反复读下去ꎬ读者渐渐发现ꎬ这些“物”掩盖

故事情节和人物行动的同时ꎬ也成了探求故事线

索和人物所思所行的标的ꎮ 格里耶用完全不同于

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ꎬ让读者在并不新鲜的故事

中领略到新颖叙事的妙处ꎮ 事隔近半个世纪ꎬ在
创作«反复»时ꎬ格里耶对这部早期小说的经典之

作ꎬ当然得毫不吝啬笔墨加以“反复”ꎬ以向读者展

示经久不衰的“格里耶式叙事”:“在那被海浪遗弃

的尚且干燥的狭窄区域中ꎬ沿着漂流来的海藻线

走着ꎬ这些海藻描绘出花花绿绿的连绵不断的圆

弧ꎬ标志着最近一次浪潮到达的界线ꎮ 在被海浪

冲刷上来的一堆依然潮湿的残碎的海藻上ꎬ躺着

各种各样的碎屑ꎬ它们原先是什么ꎬ就只有靠丰富

的想象力去推测了:已经死了的海星ꎬ被渔民们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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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ꎬ一些甲壳残渣和骨头碎片ꎬ曾属于某些鱼

虾ꎬ一段裂成两片的尾巴ꎬ胖嘟嘟的ꎬ还挺新鲜ꎬ从
它挺大的体积来看ꎬ可能是一只海豚的ꎬ或者是一

头鲸鱼的ꎬ一个赛璐珞做的娃娃ꎬ胳臂被揪了下

来ꎬ但脸上还在微笑ꎬ一只瓶口塞紧的小玻璃瓶ꎬ
里面还装着一些黏糊糊的液体ꎬ在夜色中依然还

能看出是红色的ꎬ一只高跟舞鞋ꎬ鞋跟几乎被撕下

来ꎬ鞋面上覆盖着一块块蓝色的金属鳞片ꎬ闪耀着

一种不太可信的光芒” [１]６５这里对海滩环境和

物体的描写ꎬ类似于«窥视者»中马蒂亚斯立足渡

轮所眺望的海岸ꎮ 可以说当年侥幸逃出小岛的马

蒂亚斯又回来了ꎬ同样是独立于人的各种琐碎的

物件ꎬ同样是对这些物件的不厌其烦地叙述ꎬ同样

是毫无逻辑性地陈列的种种零碎ꎮ 我们甚至可以

透过海滩上的赛璐珞娃娃ꎬ看到«窥视者»中湮没

在物之中的那个可怜遇害者———小牧羊女雅克莲

的影子ꎮ 总之ꎬ叙述的同样是一个自在的“物的世

界”ꎬ同样是将故事的真相隐藏在对“物”的叙述的

后面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到 ７０ 年代ꎬ格里耶将更多的创作

精力用在电影小说上ꎬ发表了«去年在马里安巴»
(１９６１)、 «不朽的女人» ( １９６３ )、 « 欲念浮动»
(１９７４)和«漂亮的女俘虏» (１９７７)等作品ꎮ 在这

一时期ꎬ格里耶将“电影”与“小说”的叙事技巧有

机结合起来ꎬ叙述中既注重“物的世界”的展示ꎬ又
考虑到“场景”“镜头感”等电影美学元素的呈现ꎬ
使这些“电影小说”既不同于“小说”ꎬ也不同于

“电影分镜头”ꎮ 在«反复»的叙事中ꎬ格里耶脑海

中反反复复闪现着这类文本的“场景”ꎮ 他念念不

忘的当然首先是«去年在马里安巴»中的重点场

景———花园中的群雕:“没有种植物的整齐的花

园ꎬ到处有立在正方形高座石上的大型塑像ꎬ古装

穿着的王公贵妃和神话人物ꎬ他们气度不凡ꎬ摆出

的姿态好像有某种确切的意义ꎬ但动作中断了ꎬ所
以看不出他们的意图ꎮ 还有一些没有塑像的座

石ꎬ但刻着人的姓名ꎮ”这组石雕群像具有非凡的

象征意义ꎬ气度不凡的王公贵妃和神话人物一方

面摆出了好像有某种确切意义的姿态ꎬ另一方面

又呈现中断的动作格式ꎮ 这主要是因为在“物”的
世界中存在着妙不可言的东西ꎬ因而ꎬ即使有种种

风险ꎬ“妙不可言”还是诱惑着被物困扰其中的那

一对雕像中的侣伴ꎬ诱惑着面对雕像的那一对男

女主人公ꎮ 这里的叙事场景是独特的ꎬ是“物的世

界”的叙述与“场景”展现的完美融合ꎬ是格里耶式

的场景叙事ꎮ 格里耶对这样的叙述体验当然终身

铭记ꎮ 我们看整整 ４０ 年后他是如何“反复”这类

“场景”的:“我盯着广场中央空空的底座ꎬ渐渐地ꎬ
一组假想的铜像出现在我面前ꎬ栩栩如生ꎬ在一片

白花花平坦如镜的地上ꎬ令人惊奇地投下一团真

正的黑影子ꎬ轮廓细腻得如用剪刀铰出一般ꎮ 从

表象来看ꎬ那是一辆古代战车ꎬ由两匹奔腾的骏马

拉着ꎬ马儿撒欢地疯跑ꎬ鬃毛迎风飞扬ꎬ战车上乘

着好几个人物ꎬ充满象征意义ꎬ其姿势不太自然ꎬ
跟车马那飞驰的速度一点儿都不和谐ꎮ 后

面ꎬ是两个年轻人ꎬ两腿略微叉开ꎬ站得稳稳当当ꎬ
各自拉开一张巨大的弓ꎬ一个箭头冲着右前头ꎬ一
个箭头冲着左前方ꎬ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大约三十

度的角ꎮ 两个弓箭手并非肩并着肩ꎬ而是彼此间

隔半步ꎬ这样拉弓射箭更使得上劲ꎮ 他们高抬着

下巴ꎬ监视着来自地平线的某种危险ꎮ” [１]２８

２０ 世纪 ８０ 到 ９０ 年代ꎬ格里耶的创作重点转

向了一种新的体裁———传奇故事ꎮ 这种被称为全

新自传体文本的作品ꎬ有«重现的镜子» (１９８５)、
«昂热丽克或迷醉» (１９８８)和«科兰特的最后日

子»(１９９４)等ꎮ 作为全新的自传体文本ꎬ格里耶突

破传统自传体作品叙事主体的真实性和一致性ꎬ
从而带来新意ꎮ «重现的镜子»的叙事主体开始就

呈现出与以往自传文本不同的格调:“现在必须重

复 ５５ 年至 ６０ 年间那些可怕的行为吗? 肯定地说ꎬ
必须这样做ꎮ 然而‹我以后再解释原因›ꎬ我决然

在此一字不改地重新使用也已过时的初稿ꎬ即我

在 ７７ 年按自己的观点写下的那些东西ꎬ以便让它

迅速地赶上时代潮流ꎮ” [３]１１这里出现的既不是“过
去的我”ꎬ也不是“现在的我”ꎬ而是一个介于两者

之间的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形象ꎮ 这就从根本上否

定了叙述语式的一致性ꎬ形成了调式不一两种声

音ꎬ从而构成一种人为的叙事“隔断”ꎮ 格里耶对

这种“创造”颇为得意ꎬ他在«反复»中借用人物的

梦境开始“反复”隔断:“小亨利那时最多只有十来

岁ꎮ 他必须对辅导课老师请假ꎬ他憋不住了ꎬ要求

离开教室去小便ꎮ 现在ꎬ他行走在空无一人的游

戏场上ꎬ他沿途走过一个个带连拱廊的院子和一

个个没有尽头的荒凉走廊ꎬ他爬上一节节楼梯ꎬ进
入另外的一些走廊ꎬ无谓地打开一道道门ꎮ 任何

地方都没有任何人告诉他厕所在哪里ꎬ在这巨大

无比的学校(那可是布封中学吗?)中ꎬ他硬是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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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方可以方便一下ꎮ 稍后ꎬ在另一个世界

中ꎬ瓦勒醒了过来ꎬ他一脚踢开把它捂得太热的白

颜色被子ꎮ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ꎬ思考起关于时间

的重要问题ꎮ” [１]６０这里的小亨利就是少年时代的

瓦勒ꎬ他和瓦勒一起构成摇摆不定的叙事主体ꎮ

二

格里耶通过对各类文体文本的反复ꎬ对自己

半个世纪以来的主要叙事手法做了一个形象的小

结ꎮ 在一部新的作品中ꎬ对早年叙事内容和手法

进行反复ꎬ这其实是有风险的ꎬ因为无论有多少接

受视野上的差异ꎬ追求新意毫无疑问是叙事作品

受众一致的目标ꎮ 一部在内容和手法上都有似曾

相识之感的作品ꎬ很有可能引起接受者的厌烦ꎬ尤
其是在“新小说”表现技巧已不占优势的 ２１ 世纪

初ꎮ 为了使接受者的眼球能较长时间盯牢在«反
复»的图式世界中ꎬ格里耶既十分注重作品中“反
复”所占的比重ꎬ更是尝试着在“反复”形式上加以

革新ꎮ
«反复»中“反复”的主要是数十年来各类文体

中的叙事手法ꎬ因此ꎬ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

言重复ꎬ也不同于对语言提炼加工后的意义重复ꎮ
格里耶采用的叙事学意义上的叙述语言与叙述内

涵融为一体的反复ꎮ 如果我们将叙述语言视为

“象”ꎬ叙述内涵视为“意”ꎬ那可以在宽泛意义上将

这种反复称为“意象式”反复ꎮ 让我们试着解析一

段“反复”中的文字:“在近景ꎬ是一个受伤的小军

官ꎬ真人一般大小ꎬ他离得那么近ꎬ使人以为离房

子只有两步远ꎬ他也是德国人ꎬ摇摇晃晃的ꎬ受伤

的脑袋上胡乱包扎了一下ꎬ从一边耳朵包扎到另

一边耳朵ꎬ眼睛都被裹住了ꎬ绷带上眼睛的部位渗

出红色的血污ꎮ 鲜血还从他绷带下流出ꎬ流过鼻

沟ꎬ一直淌到小胡子上ꎮ 他右手伸出在脸前ꎬ手指

头张开ꎬ拍打着空气ꎬ好像担心面前有什么障碍

物ꎮ 然而ꎬ有一个十三四岁的金发小姑娘ꎬ穿戴得

像一个乌克兰或保加利亚小村姑ꎬ牵着他的左手ꎬ
领着他走ꎬ或者更确切地说ꎬ拖着他走ꎬ走向这一

扇不太真实、命中注定的窗户ꎬ这一扇她努力要从

时间的黑暗中达及的窗户ꎬ她空着的那只手(左
手)伸向了神秘的完好无损的窗玻璃ꎬ时刻准备敲

响它ꎬ希望能从里面得到某些援助ꎬ总之ꎬ一个避

难所ꎬ当然不是为她自己ꎬ而是为她负载着的这个

瞎了眼睛的人ꎬ谁知道是处于什么样的隐秘的意

图呢” [１]１０９这一段叙述中ꎬ含有多部格里耶的

小说的意象反复ꎮ 近景中那个受伤的小军官满脸

血污、一片狼藉ꎮ 类似情景在格里耶的«纽约革命

计划»«欲念浮动»和«金三角的回忆»等多部作品

中时有所见ꎮ 如«纽约革命计划»:“(劳拉)把手

伸向瓷拉手ꎬ却又中途停下血ꎬ一股黏稠、鲜
红的血液从屋内白色的门下边的缝隙中流出ꎮ 这

股血形成两指宽的舌头ꎬ微微隆起的舌尖沿着瓷

砖向劳拉脚上的鞋挺进ꎬ虽然相当缓慢ꎬ却整齐匀

称ꎮ” [４]１１３这类画面的叙事语言是明确的ꎬ如“血

污”“流出” “缓慢”等ꎮ 而类似语言的“反复”中ꎬ
格里耶叙事作品中这类语言的特有内涵“惨烈”
“暴虐”“侵犯”ꎬ清晰地进入接受者的视野ꎮ 接着ꎬ
这个被带血的绷带蒙上眼睛的小军官“右手伸出

在脸前ꎬ手指头张开ꎬ拍打着空气ꎬ好像担心面前

有什么障碍物ꎮ”这一场面一下子将读者带回到格

里耶早年作品«去年在马里安巴»:面对疗养院中

一座实实在在的塑像ꎬＸ 对 Ａ 诉说着自己曾在“马
里安巴”为她解释过的塑像姿态:“我对你说(塑像

中的)男子想阻止年轻女子再往前走ꎬ他觉察到什

么———肯定有危险———于是用手挡住了他的女

伴ꎮ”这两处的叙述语言显然是类似的ꎬ叙述中蕴

藏的“犹豫”“迟疑”“阻隔”等内涵也首尾相顾ꎬ相
互呼应ꎮ 接下来出现的是受伤士兵的牵引者ꎬ一
个十三四岁的金发小女孩ꎬ这个拖着他走的小村

姑ꎬ正在与他一起走向一扇不太真实的命中注定

的窗户ꎮ 小女孩的形象即刻使我们联想到«窥视

者»中的雅克莲ꎬ也是十三四岁的年纪ꎬ也是单纯

无辜的小村姑ꎬ尽管不是她引领ꎬ但事实上她与推

销员马蒂亚斯也都推开了不太真实却是命中注定

的人生之窗ꎮ 顺便说一句ꎬ这扇窗还像«嫉妒»中

那扇百叶窗似的内涵丰富:透过它或许能得知某

些隐秘的真相ꎬ敲开它或许能得到某些援助ꎮ
补充式反复也是«反复»采用的一种手法ꎮ 这

是说在叙事“反复”中补充了以往文本没有明确展

示的场景或细节ꎮ 以«窥视者»为例ꎬ马蒂亚斯在

前往小岛推销手表的行程中ꎬ因小牧羊女雅克莲

酷似他钟情的前女友ꎬ竟然做出奸杀抛尸的恶劣

事件ꎮ 由于叙述者竭力采用客观叙事的手法ꎬ将
大量叙事语言安置在对“物”的描述ꎬ因此故事的

情节包括许多细节并不明朗ꎮ «反复»中多次在重

叙中补充了马蒂亚斯的故事ꎬ在上文引用的片段

中ꎬ通过对被海浪冲刷到岸边的“碎屑”ꎬ读者看到

了被从悬崖抛尸到海滩上的小牧羊女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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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赛璐珞做的娃娃ꎬ胳臂被揪了下来ꎬ但脸上

还在微笑”ꎮ 而在对主人公房间的叙述中ꎬ几乎在

反复的基础上补充了马蒂亚斯小岛推销中隐匿的

作恶全程:“整个房间也乱七八糟地铺撒着各色杂

物ꎬ从高筒礼帽到手提旅行箱ꎬ从一辆男式自行车

到一大捆绳子”这里清晰地补充的是«窥视

者»中处于分散状态的“自行车” “旅行箱”和“绳
子”等人物识别尤其是作案的工具ꎮ 接着ꎬ叙述者

进一步补充:“所有这一切ꎬ常常是随手扔得满地

都是ꎬ堆积着ꎬ七扭八歪着ꎬ翻卷着ꎬ仿佛刚刚经历

了战乱ꎬ或者一阵飓风刚刚荡涤过ꎮ 各种衣裙ꎬ各
种内衣ꎬ还有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子ꎬ扔得满地开

花”这是对马蒂亚斯作案现场的反复和补充ꎬ
我们可以看到马蒂亚斯骑来的自行车斜歪在草地

一侧ꎬ他的旅行箱的物体散落一地ꎬ尤其是捆绑过

小牧羊女的一节节结成的绳子ꎬ甚至还有被风吹

远的内衣和鞋子ꎮ 而这“飓风”甚或是“战乱”的始

作俑者ꎬ正是推销员马蒂亚斯ꎮ 而在没有补充反

复前的现场ꎬ看到的仅仅是一件毛线衣和几枚烟

头ꎮ 接下来ꎬ“我把被玷污的丝质小内裤塞进了我

最里面的衣袋中ꎬ这样做ꎬ也许并没有什么淫荡念

头在作怪ꎬ而是出于某种保守的直觉ꎬ仿佛是为了

消除我可能犯下的一桩罪行的痕迹ꎮ” [１]１６５这里的

补充式反复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ꎬ将马蒂亚斯的

自我犯罪认同清晰地展示出来ꎮ 我们将这种叙述

称为补充式反复ꎬ而不是简单称为对以往作品的

细节或全面的补充ꎬ是因为这里叙述的基础是反

复ꎬ对以往作品的补充叙述既建立在反复的基础

上ꎬ又与反复交融于一体ꎬ否则也不可能得到接受

者阅读瞬间的认同ꎮ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提出来的ꎬ是«反复»在叙

事技巧层面ꎬ对格里耶以往叙事作品所进行的“开
放式反复”ꎮ 格里耶从在公牛系谱树示意图草稿

背面ꎬ写下最早作品«弑君者»的初稿ꎬ直到创作

«反复»ꎬ始终注重叙事作品时空结构的开放性ꎮ
从故事时间看ꎬ要么像«窥视者»中马蒂亚斯那一

个小时可疑时间段似的难觅踪影ꎬ要么像«橡皮»
中酒店老板安东那样搞不清昨天与今天ꎬ要么像

«嫉妒»中的主人公那样零碎的时间点聚焦于特殊

的心理时间段ꎮ 从故事空间看ꎬ既有«在迷宫中»
类似场景的扑朔迷离ꎬ又有«去年在马里安巴»中

过去与现时场面的迭现ꎬ还有«纽约革命计划»中

画面情景与现实情景的融汇ꎮ 格里耶的叙事作

品ꎬ构成了综合复杂的开放性时空ꎮ 在他的故事

世界中ꎬ时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同在ꎬ空间的块状与

非块状共存ꎮ 这就构成了格里耶叙事作品的多维

时空ꎮ 如果说ꎬ时间与空间的多维性在以往的叙

事作品中是以分散状态展示的ꎬ那这种多维性在

«反复»中就以集中聚焦格式呈现在我们面前ꎮ 作

品中的时间是含混的ꎬ可以说包括故事的第一叙

述人罗宾根本无法确定情节的确切时间ꎬ标题的

“第一幕”到“第五幕”ꎬ看上去有从第一天到第五

天的意思ꎬ仔细揣摩又是含混的ꎮ 如果以第一到

第五天的线性时间为坐标ꎬ可以清晰地发现故事

情节中时序的混乱ꎬ时点的重叠ꎬ时段的缺失ꎮ 故

事的空间以各种场面的混搭为特色ꎬ而作为故事

大背景的故事地点则无从确定ꎬ好像是莱比锡ꎬ也
可能是哈雷ꎬ叙述者自己甚至“坚定地”认为两种

可能性一半对一半ꎬ谁也不多谁也不少ꎮ

三

法国是个具有优秀文学传统的国度ꎬ从中世

纪骑士文学诞生之日起ꎬ叙事文学在法国文坛上

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ꎬ直到出现以巴尔扎克为代

表的影响世界文坛的 １９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ꎮ 当农

学家出身的格里耶尝试着叙述故事时ꎬ他面对的

是一个成熟的叙事世界ꎮ 由于格里耶是一个不甘

于现状的叙述者ꎬ他向当时还算平静的文坛投入

了新的叙事因子ꎬ从而激起层层浪花ꎮ 他于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中期发表的«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自
然、人道主义、悲剧»等论文ꎬ后来被视为“新小说”
的理论宣言ꎮ 他提出了有关未来小说的想法ꎬ主
张不走巴尔扎克的老路ꎬ要在故事中把人和物区

分开ꎮ 他强调单独叙述物的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ꎮ 他自己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ꎬ他正在构建新

的叙事文学的体系ꎬ构建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作

品不同的体系:作品将没有明确的主题ꎬ没有连贯

的情节ꎻ人物也将没有思想感情ꎬ甚或被淹没在物

的世界之中ꎻ叙述者不表现自己的倾向ꎬ只是客观

冷静地叙事ꎻ作品将无视传统的时空观念ꎬ打破传

统叙事的时空界限ꎮ
然而ꎬ法国文坛是一个多元的文学世界ꎬ在

“新小说”兴起的同时ꎬ“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

派小说”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ꎮ 有不少作家和

批评家并不看好作为一个流派的“新小说”ꎬ经过

短暂的讨论和批评ꎬ“新小说”不但没有形成统一

的文学社团ꎬ而且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ꎮ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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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军人物的格里耶ꎬ经过«窥视者» «橡皮» 和

«嫉妒»等作品的实验ꎬ自己也发现:“我已经发表

的三部作品与我对于未来小说的理论观点之间ꎬ
只有泛泛的一致ꎮ”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格里耶将更

多的时间投入到新浪潮电影ꎬ除了创作大量的电

影小说和分镜头文本ꎬ他还参与了电影的拍摄ꎮ
尽管在这些文本仍旧受到早期创作理论的影响ꎬ
但与未来小说的想法有了些偏差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ꎬ格里耶又将创作精力分享到被称为传奇故

事的新自传ꎮ 传奇故事基本讲完了ꎬ或许有一天

坐在咖啡馆中的年迈的格里耶ꎬ突然想到了创作

«未来小说的道路»和«窥视者»的那段时期ꎬ突然

想到一度反响很大的“新小说”ꎮ 他的脑海中飘过

五个字:“新小说不死”ꎮ 于是ꎬ格里耶开始梳理早

年的代表作ꎬ反复那些再度涌现在记忆中的叙事

片段ꎮ 其实ꎬ一部不足十二万字的«反复»ꎬ不可能

概括格里耶实验作品的精彩叙事ꎬ更不能概括“新
小说”的叙事特色ꎮ 但是ꎬ我们至少从中可以看到

作为“新小说”领军人物格里耶ꎬ在“未来小说”理
念指导下的叙事变革的发展轨迹ꎮ

相对于重复ꎬ“反复”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ꎮ
这一手段只要运用适度ꎬ在抒情文本中ꎬ能强化甚

至增强情感上的荡气回肠或者一咏三叹ꎻ在叙事

作品中ꎬ则可能增加故事的厚度和力度ꎬ形成独特

的叙述格调ꎮ 这正是篇幅有限的«反复»ꎬ能够使

我们产生“新小说回来了”念头的原因所在ꎮ 当

然ꎬ过去的时光不可能完全重现ꎬ半个世纪后ꎬ“嫉
妒”之情或许开始趋向平和ꎬ神秘“迷宫”或许消退

了眩晕之色ꎬ冥冥中的“窥视”或许已为众生接纳ꎬ
打动人的“马里安巴”或许更为缥缈空灵ꎮ 我们不

能要求 ２１ 世纪初的格里耶回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我们不应要求格里耶还原一份有关他叙事的历史

真实ꎮ 在«反复»的扉页上ꎬ格里耶念念不忘多年

前有关小说观念的论争:“但愿人们别拿不确切或

矛盾的细节来永远指责我ꎮ 在这份叙述里ꎬ有的

是客观的现实ꎬ 而不是任意一种多为的历史

真实ꎮ”
格里耶的«反复»是远远超越“复印式”的再

现ꎮ 作品留给读者的不是机械的复制ꎬ而是精炼

的“再生”ꎮ 我们从«反复»可以看到格里耶对自己

创作特色的小结和提炼ꎬ看到他通过叙事所呈现

的对螺旋式上升的解读ꎮ 他在故事开始前引用了

克尔凯郭尔的名言:“反复与回忆是同一种运动ꎬ
却在相反的方向展开ꎻ因为ꎬ人们回想起来的ꎬ是
曾经有过的:所以是一种转身向后的重复ꎻ而反复

从本来意义上说ꎬ则是一种转向前的回忆ꎮ”这里

强调反复是一种运动ꎬ是一种将回忆中所保存的

事物在现实中向前推进具有重复性质的动作ꎬ这
或许正是«反复»留给文坛更为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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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弟子还是耶稣信徒

———论尤金奥尼尔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宗教观

田　 园

(南京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奥尼尔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仍停留在表层ꎬ他依旧受到天主教思想的规训ꎬ越到人生后期的创作

越发明显ꎬ这在奥尼尔自传性作品«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有着深刻体现ꎮ
[关键词] 　 尤金奥尼尔ꎻ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ꎻ　 道家ꎻ　 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４１－０４

　 　 尤金奥尼尔研究一直是我国戏剧学和英美

文学关注的热点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戏剧领域

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为美国戏剧之父的他四

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并于 １９３６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ꎬ更在于他对于古老中国道家文化的认同与追

求———这种信仰层面的亲切感使得多年来探索奥

尼尔与道家关系的研究热度始终不减ꎮ 然而ꎬ我
们也需要注意到尤金奥尼尔本身信仰的复杂

性ꎬ其出身的爱尔兰裔家庭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

信仰、２０ 世纪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哲学

以及东方宗教与哲学(包括神秘主义)都对他的生

活与创作历程产生影响ꎬ很难以一句“皈依道家思

想”来涵盖奥尼尔人生中后期的艺术取向ꎮ 概言

之ꎬ我们不能因为奥尼尔中后期有着明显的种种

偏向于道家学说的创作特质和生活情趣便为所谓

的“民族自豪感”绑架ꎬ仓促地去定义尤金奥尼

尔的人生中后期的宗教观ꎮ 欲对尤金奥尼尔进

行以“盖棺定论”为终极方向的宗教观研究ꎬ则须

要选择其人生中后期的戏剧作品研究ꎬ同时对他

的现实人生经历进行考察ꎬ因此带有剧作者本人

极强自传性质的作品«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便是

极好的样本———这部作品也是奥尼尔本人所认可

的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ꎬ甚至还在临终前特地

发出声明以安排好这部作品的未来ꎮ 从这部作品

中我们可以窥见奥尼尔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

思考ꎮ
　 　 一、道家思想对奥尼尔的影响及剧作文

本体现
尤金奥尼尔对中国道家思想的“皈依”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奥尼尔通

过阅读爱默生的著作了解东方哲学与宗教并进而

对中国的道家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还只是出于一

个少年人在学习阶段的好奇心使然———他在给朋

友的信中写道:“«老子»和«庄子»的神秘主义也

许比其他的东方哲学更使我感兴趣” [１]３５４———“神
秘主义”一词很好地表现了一个美国少年对于中

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哲学的初步印象ꎬ那么由青

年而壮年的奥尼尔对于中国道家思想的趋向则更

多是随着自己的家庭变故和当时美国的残酷社会

现实而产生ꎮ 与«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主人公

艾德蒙的经历相似ꎬ从小接受美国爱尔兰裔天主

教熏陶的奥尼尔也经历了母亲染上吸毒的恶癖而

带来的家庭阵痛ꎬ１９０３ 年母亲埃拉同样如«进入黑

夜的漫长旅程»中的母亲玛丽一般企图通过跳河

自尽来结束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ꎬ伴随着母亲的

逝去带给奥尼尔的除了对父亲老奥尼尔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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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便是与天主教的决裂ꎬ正如剧中主人公艾德蒙

说的“这件事使生活中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ꎮ 此

后ꎬ奥尼尔对上帝的叛逆与怨愤之情渐渐和当时

在西方甚嚣尘上的存在主义哲学相交融ꎬ成了一

个混杂着存在主义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不可知

论者ꎮ
奥尼尔“皈依”道家后ꎬ在生活中ꎬ将自己所获

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用于在加州营建自己的仿中

式别墅ꎬ命名为“大道别墅”ꎬ在他的大道别墅内ꎬ
“屋后花园里ꎬ顺墙还修了一条传说能避鬼驱邪的

九曲红砖道” [２]９ꎬ他“收藏有两种版本的«道德经»
与«庄子» 的英语合译本ꎬ都是著名汉学家詹姆

斯莱格的译作施梅美还赠送了一本«老子

的道与无为»ꎬ其中有«道德经»的新译和一篇解释

道学要义“无为”的文章ꎮ” [２]１１奥尼尔在创作中将

自己的人物、主题甚至体裁从对立紧张的状态解

脱出来ꎬ走向道法自然的和谐状态ꎬ甚至开始向着

庄子所推崇的“相齐”转化ꎮ 在«进入黑夜的漫长

旅程»中ꎬ泰隆父子三人和母亲玛丽之间互相的关

系很难说是爱还是恨ꎬ可谓“爱恨交织”ꎬ呈现出一

种太极式的“非黑非白”“亦黑亦白”状态ꎮ 作为奥

尼尔主要创作主题的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的处理层

面ꎬ与戏剧中的残酷现实相对的幻想世界由前期

作品中真实的美与意义转化为道家式的见素抱朴

和返璞归真———«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理想

不再是以往的波澜壮阔的浪漫情怀ꎬ而仅仅是母

亲玛丽能够戒除毒瘾和艾德蒙得的病不是肺结

核ꎬ这其实是一种道家式的升华ꎬ幻想中的世界变

得平实朴素ꎮ
在戏剧美学追求层面ꎬ奥尼尔在«进入黑夜的

漫长旅程»中继续求索一种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的

神秘境界ꎬ正如主人公艾德蒙对父亲泰隆所说:
“好像都跟海融成了一体ꎬ变成了白帆ꎬ变成了飞

溅的浪花ꎬ变成了美景与旋律ꎬ变成了月光ꎬ变成

了船ꎬ变成了星光闪烁的高高的天穹!”此刻的奥

尼尔为艾德蒙营造的不仅仅是道家天人合一的美

学境界ꎬ更是把他引入了庄子“庄周梦蝶”的物我

两忘的神秘状态ꎮ 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结

尾处ꎬ母亲玛丽所幻想的世界是少女时期的修道

学院的天真单纯的生活ꎬ奥尼尔此处的安排亦是

呼应了老子所提倡的“复归婴儿”的理想境界ꎮ 但

是“道”的概念远远不止这些ꎬ老子说:“有物混成ꎬ
先天地生ꎬ寂兮廖兮ꎬ独立不改ꎬ周行而不殆ꎬ可以

为天下母ꎮ 吾不知其名ꎬ字之曰道ꎬ强为之名曰

大ꎮ” [３]２７奥尼尔人生中后期的这部自传性剧作虽

然对于道家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入ꎬ不再如之前的

作品一般对道家思想进行牵强附会式的嫁接借

用ꎬ斧凿痕迹亦大为减轻ꎬ道家的“循环往复” “齐
物融通”“生死同一”的思想基本渗入了创作的方

方面面———从思想主题、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乃至

节奏风格都有所体现ꎬ但深入考察却会发现深藏

于道家思想表皮乃至血肉之下的却依旧是上帝锻

造的骨骼ꎮ

　 　 二、天主教义对奥尼尔的规训及剧作文

本体现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社会ꎬ如奥尼尔这般关

注东方思想文化的作家不在少数ꎬ他“如叶芝和艾

略特等一样ꎬ通过探索东方宗教来逃避摆脱双重

的西方重负如时间和自我ꎮ” [４]３２当时的美国社会ꎬ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早已进入物质生活极为

富裕的阶段ꎬ但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却成为一片荒

漠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这一点愈发严重

起来ꎬ尤其是年青一代在伦理道德方面与美国传

统的清教、天主教等愈加离心离德ꎮ 与美国众多

知识分子一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奥尼尔结合自

身的悲剧经历ꎬ在他的剧作中所力图呈现的是对

美国旧式乐观主义的反拨ꎮ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

程»中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困境、精神困境乃至人本

体困境之中ꎬ奥尼尔在此处以小见大ꎬ通过一个普

通美国家庭的困境与悲剧描绘整个美国社会的信

仰危机和人的价值与尊严无法挽回的失落ꎮ
奥尼尔让剧中人始终处于受苦与牺牲的状

态ꎬ但剧中所有人都从未放弃过希望ꎬ从泰隆到玛

丽ꎬ由詹米到艾德蒙ꎬ所有人所做的一切根源在于

“寻根”ꎮ 自身的家庭悲剧导致奥尼尔与天主教的

决裂ꎬ同时他也意识到“旧的上帝死了ꎬ科学和物

质主义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新上帝为残存的

原始宗教本能找到生存的意义ꎬ抚慰对死亡的恐

惧ꎮ” [５]２１从此“上帝死了”成为奥尼尔剧作中的重

要主题ꎬ且最终寄希望于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能

为自己的灵魂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寻到一个理想归

宿ꎬ这在其自传性剧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

得到充分体现ꎮ 然而奥尼尔却始终未曾意识到一

点ꎬ即尽管他早已背叛了爱尔兰人传统的天主教

义ꎬ但是在他心中的潜意识中仍有着上帝的身影ꎬ
而他对于中国道家思想的“皈依”亦如同同时代诸

多知识分子将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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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思想一般ꎬ未能真正领悟东方哲学的精髓ꎬ
甚至有些仅仅只停留在肤浅的表层ꎮ 在«进入黑

夜的漫长旅程»中ꎬ不难发现奥尼尔人生中后期毕

竟未曾彻底放弃自己的上帝信仰ꎬ天主教如同深

入其骨髓深处的基因般潜伏于道家思想的表皮

之下ꎮ
奥尼尔说过:“我总意识到在命运的后面有种

力量ꎬ那就是上帝ꎬ是我们过去的生命ꎮ” [６]３８６众所

周知ꎬ作为天主教原典的«圣经»本身就具有自足

的叙事结构ꎬ概言之是以堕落、受罚、忏悔、救赎四

部分依次组成的 Ｕ 型叙事体ꎮ 在奥尼尔人生中后

期为自己盖棺定论的作品«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中ꎬ剧中的人物(除女仆凯瑟琳外)都经历了堕落

与受罚的人生历程ꎬ且都需要依靠忏悔与拯救来

使自己得到上帝的宽恕进而完成灵魂的升华ꎮ 剧

中父亲泰隆早年依靠自己的才华成了著名的莎士

比亚演员ꎬ但由于出身导致的对贫困的恐惧与对

金钱的执着不仅使得妻子在庸医的手上染上毒

瘾ꎬ也使得自己的天赋浪费在了平庸的剧本身上ꎮ
大儿子詹米表面上看似乎是乐天派ꎬ但亦承受着

堕落的阵痛———夭折的弟弟尤金之死、自我消沉

于百老汇的纸醉金迷、对弟弟艾德蒙暗含敌意的

诱导ꎮ 母亲玛丽的堕落则更为明显ꎬ自欺欺人地

逃避现实ꎬ依靠回忆少女时期的学习与生活来忘

记此刻沉迷毒瘾无法自拔的自我ꎮ 小儿子艾德蒙

看似纯良ꎬ寄托着家庭的希望ꎬ但也染上了肺结

核ꎬ而身为奥尼尔自身投影的他也很难说“无罪”ꎮ
这出现代精神悲剧中的悲剧人物都是彻头彻尾的

失败者ꎬ都有着“原罪”ꎬ都受着惩罚ꎬ也都期待着

自我忏悔与上帝救赎ꎮ 可以说ꎬ尽管奥尼尔早年

即宣告了与天主教的决裂ꎬ但他在«进入黑夜的漫

长旅程»中的叙事指向无形中与«圣经»暗合ꎬ而参

考他先前的诸多言论ꎬ不难得出他实际上依旧身

为上帝选民的现实ꎮ
　 　 三、是道家的皈依ꎬ更是天主教的归源

从«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内容、叙事乃

至精神内核来看ꎬ其中所体现的宗教观基本就是

奥尼尔回首一生的人生总结与最终的宗教信仰去

向ꎬ且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生中后期的尤金奥

尼尔尽管早已表示自己成为道家思想的信徒ꎬ但
实质上他的灵魂依旧归属于上帝ꎬ道家思想为其

表ꎬ而天主教义则为其里ꎮ
以奥尼尔人生中后期在大道别墅所追求的隐

逸生活和其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投射人

物艾德蒙的生活旨趣来看———这在剧中艾德蒙身

患肺结核以及母亲玛丽再度吸毒的残酷现实最终

展现在剧中人和观众的面前时尤为明显ꎬ局面竟

无丝毫改变ꎬ泰隆一家开始变得听天由命ꎬ所有的

一切开始变得消极避世起来ꎮ 奥尼尔将道家思想

仅仅理解为一种消极避世、无用居下的生活哲学ꎬ
认为道家哲学的无为便是无所作为ꎮ 然而真正的

中国道家思想更多的是指向一种功成弗居与不为

物累的状态ꎬ其“无为”的真意乃是观天之道ꎬ执天

之行ꎬ法天地而为ꎬ最终达到自化、自足、自然的超

然境界ꎮ
至于最为奥尼尔所乐道与表现的道家神秘主

义成分ꎬ虽然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有着大

量的精彩体现ꎬ但是却“去道愈远”ꎮ 尤金奥尼

尔的本意是希望通过道家的神秘主义来追求神圣

的自我ꎬ最终达到自由的彼岸ꎬ与天地自然和谐为

一ꎬ但道家思想绝不是一种偏狭的神秘主义思想ꎮ
西方社会所通常谈及的神秘主义指的是他们对于

非欧美世界的一切白种人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的

现象的统一称呼ꎮ 由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

多问题ꎬ焦头烂额的西方学者将解决问题的希望

寄托在了脱离东方土壤便很难真正明白的神秘主

义身上ꎮ 道家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

然循环的规律ꎬ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

之中ꎬ道即是其基本法则ꎮ 而奥尼尔在神秘主义

的影响下却曲解了“道”ꎬ尽管在创作过程中运用

了阴阳对立、循环往复等诸多观念ꎬ但在根基层面

他将“道”人格化ꎬ下意识地走在了西方亚伯拉罕

三教的道路上ꎮ 众所周知ꎬ在天主教的语境中ꎬ上
帝是理性主义之中的最大的观念ꎬ上帝本身并不

是神秘的ꎬ上帝只是具有神秘的力量ꎬ因为«圣经»
记录上帝的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ꎮ 奥尼尔所探寻

的存在于万事万物背后的神秘的力量ꎬ不过是拥有

着神秘力量的神秘的上帝ꎬ而他将之命名为“道”ꎮ
尽管奥尼尔在后期多部作品中如尼采一般宣

告“上帝死了”ꎬ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ꎬ作者

的投影艾德蒙更是将之作为自己的台词ꎬ向父亲

泰隆的宗教观发起挑战ꎬ但我们不难看出上帝对

罪孽、对宽恕、对怜悯的教诲仍然主宰着奥尼尔ꎮ
根据«圣经»的教旨ꎬ人天性有罪ꎬ而«进入黑夜的

漫长旅程»中的四个主人公亦都有着原罪———都

为他人造成过痛苦ꎮ 以母亲玛丽为例ꎬ她既惹人

爱怜又让人谴责的自我同化状态ꎬ就是神秘主义

的一大特征ꎬ她用奥尼尔领悟的所谓的“道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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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们之中没人能阻止人生定数在我们身

上发生”并多次用责难来加深丈夫与儿子的痛苦ꎬ
作者所塑造的是一个变形的圣母玛利亚形象ꎮ 与

圣母同名的母亲玛丽由于无法面对儿子艾德蒙罹

患肺结核而准备退避并放弃作为母亲的责任ꎬ有
罪的她企图在自欺欺人中回到自己少女时代堕落

前的状态ꎬ此刻的她无疑是堕落的ꎮ 因此长子詹

米在第四幕引用史文朋的诗«告别»ꎬ宣告着母亲

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ꎬ她才是家庭的罪人ꎮ 确实ꎬ
奥尼尔在剧中下意识所表达的是父亲泰隆、母亲

玛丽、长子詹米乃至幼子艾德蒙ꎬ都因曾经的堕落

而有罪ꎬ承受着痛苦ꎬ都需要忏悔ꎬ最终得到上帝

的赦免ꎮ 他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开头给妻子

卡洛泰的献词中也明确表示“我怀着最同情、理
解、宽恕的心情写了这部戏ꎬ主要讲的是泰隆一家

四口经历苦难的故事”ꎬ即展现了明确的天主教

思想ꎮ
因此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虽然融入道家

思想结构全篇———剧名便宣示着昼夜循环以及人

生的转变往往发生在过往与当下的现实之间ꎬ但
我们最终所能看到的却是泰隆一家四口随着情节

推进ꎬ越是接近未来ꎬ便越是沉浸在各自的过往之

中ꎮ 较小的圆周转化也融合了其他对立的周期ꎮ
泰隆家族在爱与恨、罪与罚之间反复摇摆ꎬ作者以

此来展现对立冲突的情绪本自具足的密切相关

性ꎮ 长子詹米在第四幕对父亲泰隆与弟弟艾德蒙

三次提及的“我死掉的那部分”即指向了生死纠

结ꎬ而这一切又暗暗指向了罹患肺结核的艾德蒙

与活在少女时代的母亲玛丽ꎮ 因此我们最终在泰

隆一家身上看到的与其说是道家循环往复的平静

整一的神秘主义ꎬ毋宁说是泰隆一家在苦难绝望

的牢笼中挣扎到窒息的深沉悲哀ꎮ 对泰隆家族

(亦可看作是作者奥尼尔一家)来说ꎬ这种所谓“道
家”式的阴阳对立、循环往复乃至自然和谐下深藏

着的是一股不断下行的螺旋ꎬ一直通往迷失ꎬ乃至

苦难与死亡ꎮ 剧本结束的那一刻ꎬ道家思想的极

性学说已无形中成了主人公一家绝望的另一主

因ꎬ最终ꎬ泰隆一家(亦即奥尼尔)的唯一慰藉便是

回归到天主教的教义中去ꎬ如同母亲玛丽的最终

表现ꎬ向着圣母祷告ꎬ向着上帝忏悔ꎬ最终获得主

的宽恕ꎬ在上帝的怜悯中使他们的不幸命运及悲

哀情感得到疏泄ꎮ

四、结语

综上所述ꎬ尤金奥尼尔一生的宗教观表现

在他的作品中ꎬ人生中后期的奥尼尔已成为中国

道家忠实信徒这一观点ꎬ在学术界颇为流行ꎬ但笔

者并不认同ꎮ 如果说从«马可百万»和«拉萨路笑

了»开始我们可以看出奥尼尔对道家思想中无为

无我、自然和谐等观念的热情ꎬ那么在«进入黑夜

的漫长旅程»中ꎬ我们不难看出其西方宗教哲学思

想再次开始抬头的趋势ꎬ奥尼尔幼年耳濡目染的

天主教思想变得愈发强大ꎬ且往往天主教的诸多

观念如兄弟情谊、宽恕怜悯等胜过了中国道家的

自然无为、阴阳循环等观念ꎮ 这一点在与«进入黑

夜的漫长旅程»同期的作品如«送冰的人来了»和
«休伊»中也有着相同的体现ꎬ即在剧作的结尾ꎬ作
者最终的抉择都是拒绝东方之道而回归西方之

教ꎬ这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续集«月照不幸

人»中更加明确ꎬ该剧有着更为明显地对道家思想

的拒绝与否弃———当然这不过是尤金奥尼尔西

方认同性不可避免的结果ꎮ 尽管在早年和中年表

现出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浓厚兴趣ꎬ并努力实践成

为自己的作品和生活方式ꎬ但这不过是他遭受家

庭悲剧和面对当时西方社会热点问题无法解决的

产物ꎬ而到了他的人生中后期ꎬ虽然表面仍坚持着

道家式的生活ꎬ甚至作品中还闪烁着老庄思想的

光彩ꎬ但其在内心深处已经再次回归主的怀抱ꎬ这
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有着明显的体现ꎬ且
在续集«月照不幸人»中达到高峰ꎮ 因此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ꎬ与其说人生中后期的尤金奥尼尔是

信奉老庄哲学的太上弟子ꎬ不如说他依旧是童年

受洗时的那个基督信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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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评价研究

蔡　 涯

(莆田学院基建处ꎬ 福建莆田　 ３５１１００)

　 　 [摘　 要] 　 本文以福建省 １５ 所高校为研究对象ꎬ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高校基建工程质量

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ꎮ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ꎬ进度管理和资质控制在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衡量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在实际的工程管理过程中ꎬ提升这两大要素的管理水平可以从施工单位资质、施工单位事故率、按期交付率、施工

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度等几个方面入手ꎮ 通过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和实证研究结论ꎬ可以对某一高校的

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进行评价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ꎬ指导其基建工作的稳定有序开展ꎮ
[关键词] 　 高校基建工程ꎻ　 质量管理ꎻ　 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Ｇ９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４５－０４

　 　 近年来ꎬ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ꎬ我国高校

的招生人数逐年上升ꎬ学校原有的基础设施难以

满足广大师生的学习、生活需求ꎮ 为了营造良好

的学习环境ꎬ提高学校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ꎬ大多

数学校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ꎮ 在校园内大

兴土木的同时也要保持宁静的校园环境ꎬ这就使

得基建工作变得难上加难ꎮ 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本

就是一项耗时长、投资大、施工难的系统性工程ꎬ
对校园环境、教学工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ꎮ 在我

国ꎬ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不一样ꎬ对高校建设的

要求也不一样ꎮ 一些建校较早的高校一般位于城

市核心区域ꎬ对于这部分高校往往是在原有建筑

物的基础上进行扩建ꎮ 一些建校稍晚的高校一般

位于城郊区域ꎬ这部分高校则多是在主校区周围

新建各种教学设施ꎮ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基础设施

建设都会有多方参与ꎬ如施工、设计、运营、监理

等ꎬ这更加加大工程质量管理的难度[１]ꎮ 目前ꎬ我
国采取的一般是比较传统的质量评价方法ꎬ在面

对复杂的质量管理问题时越来越吃力ꎬ急需寻求

符合时代特点的评价方法ꎮ 因此ꎬ设计全新的评

价模型对于提高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ꎮ

一、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进行了大

量的研 究ꎬ 取 得 了 丰 硕 的 研 究 成 果ꎮ 马 延 昱

(２０１８)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高校基建

项目的增多ꎬ但基建工程管理水平有限对正常的

校园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ꎬ他从工程质量管理的

角度分析了提高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相关措

施[２]ꎮ 马志宏(２０１７)在研究中阐释了国家有关工

程质量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ꎬ从终身责任制角度

论述了工程质量管理的必要性ꎬ他主要是从国家

立法的角度来进行阐述[３]ꎮ 朱现磊(２０１７)则是从

工程材料来源的角度思考提高高校基建工程质量

管理水平的策略ꎬ他认为现场管理不规范、监督不

到位、劣质原材料的流入是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

的主要问题[４]ꎮ 在上述的研究中学者都提到了工

程质量管理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ꎬ但都缺乏全面

性ꎮ 本研究通过对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进行梳

理ꎬ结合实证研究方法来开发相对全面的有关高

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评价的指标体系ꎮ
二、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ꎬ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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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ꎬ提出本

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ꎮ
表 １　 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评价

维度 指标

投资管理 投资偏差额

设计费用所占比例

资质控制 施工单位资质

施工单位事故发生率

施工图纸规范程度

进度管理 施工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度

按期交付率

施工计划合理程度

信息管理 是否建立统一会议制度

设计文件规范制度

信息管理体系是否统一

组织协调度 组织结构是否合理

有效沟通程度

是否存在团队绩效

在基建工程质量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共分为

５ 大维度、１４ 个指标ꎬ详细说明如下:(１)投资管

理ꎮ 工程质量管理的初衷在于提高工程质量ꎬ降
低生产成本ꎬ成本管控在管理水平中占有重要地

位ꎮ 对于投资管理的测量主要选取预算与实际发

生的投资总额的吻合程度和设计费用所占总成本

的比例ꎮ (２)资质控制ꎮ 施工单位的选择对工程

质量的保证具有重要意义ꎬ通常来看ꎬ资质高、事
故率低的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往往能保质

保量完成建设任务ꎮ 资质控制主要选取施工单位

资质、施工单位事故发生率、施工图纸规范程度三

个指标进行评价ꎮ (３)进度管理ꎮ 高校开展基础

建设工作的重要原因在于现有设施不能满足目前

的需求ꎬ因此在对于工期有一定要求ꎬ本研究选取

进度管理作为评价的第三个维度ꎮ 本维度将从施

工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度、按期交付率、施工计

划合理程度三个角度进行评价ꎮ (４)信息管理ꎮ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多方主体ꎬ只有各方保持

有效沟通才能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ꎬ
保证工程按期推进ꎮ 信息管理维度选取是否建立

统一会议制度、设计文件规范制度、信息管理体系

是否统一三个评价指标ꎮ (５)组织协调度ꎮ 组织

管理的有效性对于提高管理效率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ꎬ组织协调维度选择组织结构是否合理、有效沟

通程度、是否存在团队绩效三个评价指标ꎮ
２.问卷发放与回收

根据不同的指标类别ꎬ采用不同的赋值方法ꎮ
定性指标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惯例分为五个等级ꎬ
定量指标根据不同的实施程度和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赋予不同的分数ꎮ 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

评价五大维度 １４ 项指标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评价维度与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投资管理
投资偏差额 １ ２ ３ ４ ５

设计费用所占比例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资质控制

施工单位资质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施工单位事故发生率 １ ２ ３ ４ ５

施工图纸规范程度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进度管理

施工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度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按期交付率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施工计划合理程度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信息管理

是否建立统一会议制度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设计文件规范制度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信息管理体系是否统一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组织协调度

组织结构是否合理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有效沟通程度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是否存在团队绩效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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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代表性ꎬ本研

究以福建省 １５ 所正在开展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的高

校为调查对象ꎮ 由于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多方参

与ꎬ为了使回收数据更具代表性ꎬ在问卷发放过程

中将问卷分为施工组、设计组、运营组、监理组四

组分别发放ꎮ 本次调研总计发放问卷 ４５０ 份ꎬ其中

有效问卷 ３９８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８８.４％ꎮ 问卷的每

个题项得分越高则说明管理水平越高ꎬ再结合项

目管理的实际情况来验证结论的有效性ꎮ

三、实证检验

１.问卷信度检验

结论的有效性与问卷的信度水平关系密切ꎬ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ꎬ
可能会对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问卷信度水平过

低就会失去研究的意义ꎬ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之

前有必要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ꎮ 本次调研问卷信

度检验结果如表 ３:

表 ３　 调研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Ａｌｐｈａ 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值

工程质量

管理水平评价

投资管理

资质控制

进度管理

信息管理

组织协调度

投资偏差额 ０.８７

设计费用所占比例 ０.７７

施工单位资质 ０.７６

施工单位事故发生率 ０.８３

施工图纸规范程度 ０.７８

施工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度 ０.８９

按期交付率 ０.７５

施工计划合理程度 ０.８０

是否建立统一会议制度 ０.７３

设计文件规范制度 ０.７９

信息管理体系是否统一 ０.７７

组织结构是否合理 ０.７６

有效沟通程度 ０.８１

是否存在团队绩效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８３

０.８６

　 　 如表 ３ 所示ꎬ投资管理、资质控制、进度管理、
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度 ５ 大维度的 Ａｌｐｈａ ｉｆ Ｉｔｅｍ￣
ｄｅｌｅｔｅｄ 值均在 ０. ７ 以上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值也在 ０. ７ 以

上ꎮ 一般来看ꎬ信度检验系数在 ０.７ 以上则表明问

卷信度较好ꎬ因此本研究所选取的问卷信度较好ꎬ
符合实证研究要求ꎮ

２.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ꎬ简称为 ＡＨＰꎬ是一种将复杂问题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ꎬ再将目标进行逐步分解ꎬ建
立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方法ꎮ 层次分析法通过

对分解的指标进行模糊量化ꎬ从而使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ꎬ为方案评价提供依据ꎮ 在本研究中主要

分为两个步骤ꎬ分别如方程(１)(２)所示:

Ｃ ｉｊ
′ ＝

Ｃ ｉｊ

∑ｍｊ１

ｉ ＝ １
Ｃ ｉｊ

( ｊ ＝ １ꎬ２ꎬ３....１４ (１)

Ｗｉｊ ＝
∑ １ｍｊ

ｉ ＝ １
Ｃ ｉｊ′

∑ｍｊｍｊ

ｉ ＝ １
Ｃ ｉｊ′

( ｊ ＝ １ꎬ２ꎬ３....１４) (２)

上述方程(１)主要是对每个指标进行归一化

处理ꎬ得到判断矩阵ꎮ 方程(２)则是对每个指标所

应赋予的权重进行计算ꎮ 根据方程(２)得到的指

标权重越大ꎬ则说明在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中

重要性就越强ꎻ指标权重越小ꎬ则说明在高校基建

工程质量管理中重要性就越弱ꎮ 本研究采用统计

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最后所得出的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７４—



表 ４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分析结果

检验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权重

工程质量管理

水平评价

投资管理

资质控制

进度管理

信息管理

组织协调度

投资偏差额 ０.０１４

设计费用所占比例 ０.０９８

施工单位资质 ０.１０２

施工单位事故发生率 ０.１００

施工图纸规范程度 ０.０９９

施工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度 ０.１４５

按期交付率 ０.１０３

施工计划合理程度 ０.０８９

是否建立统一会议制度 ０.０４３

设计文件规范制度 ０.０２５

信息管理体系是否统一 ０.０１５

组织结构是否合理 ０.０１８

有效沟通程度 ０.０７９

是否存在团队绩效 ０.０７０

０.１０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１９

　 　 通过上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ꎬ以及统计结

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实际的工程管理过程中ꎬ对
工程质量的把控和工程进度的稳步推进对于提高

工程管理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ꎮ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可知ꎬ在衡量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

平时进度管理和资质控制是影响评价结果的重要

因素ꎮ 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管理者应注重提升这两

大要素的管理水平ꎬ以此来提升高校基建工程质

量管理水平ꎮ 由二级指标结论可知ꎬ提升这两大

要素的管理水平可以从施工单位资质、施工单位

事故率、按期交付率、施工进度与原定方案吻合程

度等几个方面入手ꎮ 通过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

系和实证研究结论ꎬ可以对某一高校的基建工程

质量管理水平进行评价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ꎬ指
导其基建工作的稳定有序开展ꎮ

为此ꎬ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ꎬ采取必要

的激励措施保证施工进度的稳步推进ꎮ 在工程管

理过程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来提高施工人

员的积极性ꎬ对于表现良好的施工人员给予一定

的物质奖励ꎬ以此来提高现场人员的工作热情ꎮ
对于违规行为也应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ꎬ防止违

法乱纪氛围在现场蔓延ꎬ对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

不利影响ꎮ 第二ꎬ加强现场各类数据的收集和管

理ꎮ 各类数据资料是开展质量管理工作的基础ꎬ
质量管理政策的制定也应该以各类数据资料为依

据ꎮ 因此ꎬ在高校基建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应注

重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ꎬ在收集到需要的数

据之后应采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

析ꎬ判断质量管理的效果和水平ꎬ发现其中对管理

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ꎬ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

管控ꎬ从而使整个工程管理处于可控制状态ꎮ 第

三ꎬ从多角度开展工程质量管理工作ꎮ 从本研究

中可知影响基建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的五大要素ꎬ
虽然实证分析结果对这些要素所赋予的权重有高

低之分ꎬ但是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并不是说明权

重较低的要素不重要ꎮ 恰恰相反ꎬ在实际管理中

应注重从多角度开展质量管理工作ꎮ 投资控制实

际上是对全过程的把控ꎬ确保工程成本处于合理

范围ꎮ 资质控制则更注重工程质量的保证ꎬ工程

质量是工程管理的灵魂ꎮ 进度管理是对各阶段目

标的统筹协调ꎬ确保总进度的按期完成ꎮ 信息管

理和组织协调度则是注重提高现场管理工作的效

率ꎬ保证施工工作的正常开展ꎮ 这五大维度并无

先后之分ꎬ在管理工作中应做到面面俱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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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璐１　 戴祥玉２

(１.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８８ꎻ
２.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ꎬ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 　 政府治理对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尤为重要ꎬ政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成败ꎮ 政

府治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治理ꎬ需要全面系统评价ꎮ 我们从政府治理的内容、过程

和结果三个维度出发ꎬ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综合指标体系ꎬ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ꎬ对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政府治理进行综合评价ꎬ发现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差异明显ꎬ苏州、南京、无锡、常州为第一梯

队ꎬ南通、镇江、徐州、泰州、扬州为第二梯队ꎬ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为第三梯队ꎮ 针对实证结果ꎬ政府治理需要

健全“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协调ꎬ积极推进多主体的协调、加强空间关联ꎬ切实提高治理效率ꎮ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ꎻ　 政府治理ꎻ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４９－０８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经济经历了近 ４０ 年的快

速增长ꎬ这是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ꎬ在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的同时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凸

显ꎬ如果放任这种不平衡持续扩大ꎬ必然造成经济

社会的不稳定ꎬ因此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各

级地方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ꎮ 随着国家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ꎬ政府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管理者ꎬ完善政府治理ꎬ更好

地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尤为重要ꎮ
江苏区域协调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起步早、

成效大ꎬ示范效应好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江苏有着长三

角一体化、沿江开发、沿海开发、苏南现代化示范

区建设等各种战略机遇ꎬ各地级市因地制宜、错位

发展ꎬ协调发展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ꎮ 初期重

点在于扶持苏北发展ꎬ积极推进财政、产业、科技、
人才向苏北地区转移ꎮ 江苏省政府还成立苏南、
苏中、苏北发展的三个领导小组ꎬ专门协调解决区

域发展的重大问题ꎻ同时要求省级机关各部门对

三大区域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需要持续加

强ꎬ特别针对产业转移和园区共建等方面的支持

提出了具体要求ꎬ这都是政府治理推动的表现ꎮ
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ꎬ对区

域协调发展和政府治理都有新的要求ꎬ同样地ꎬ也
需要相应的评价指标和标准ꎬ这样区域协调发展

和政府治理才会有更加明确的方向ꎮ
一、文献综述
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ꎬ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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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ꎮ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ꎮ 国土开发与

地区 经 济 研 究 所 课 题 组 ( ２００３ ) [１]、 陈 栋 生

(２００５) [２]、李善同(２０１０) [３]、范恒山(２０１２) [４]、陈
秀山(２０１３) [５] 等持相同观点ꎬ认为区域协调包括

“区域总量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布局和发展时序

以及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ꎮ 二是关于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机制构建的研究ꎮ 周叔莲、魏后凯 (
１９９８) [６]ꎬ 田扬戈( ２０００) [７]认为ꎬ在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方面ꎬ要充分且积极发挥政府、企业和市

场的多重调控作用ꎮ 三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度

量ꎮ 如张敦富、覃成林( ２００１) [８]ꎬ薄文广、安虎森

和李杰(２０１１) [９] 等人的研究表明ꎬ评价的标准越

来越细致ꎮ 另外还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

素 研 究ꎬ 研 究 者 主 要 有 李 燕 茹、 胡 兆 量 等

(２００１) [１０]ꎮ 第二ꎬ关于政府治理的研究ꎮ 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ꎬ“治理”一词开始逐渐受到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ꎮ 国外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地方治理理论、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治

理经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和地方政府治理与公

民社会层面研究等四个层面ꎮ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

要包括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

素、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标准、地方政府治理路径和

模式研究等ꎬ可见于俞可平(２０００) [１１]ꎬ沈荣华、金
海龙(２００６) [１２]ꎬ王诗宗(２００９) [１３] 等学者的研究ꎮ
第三ꎬ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ꎮ 包括五

个方面:一是各种经济背景对政府治理的不同要

求ꎮ 研 究 者 有 顾 丽 梅 ( ２００２ ) [１４]、 陶 希 东

(２００４) [１５]、竺乾威(２０１５) [１６]ꎻ二是经济转型与政

府治理模式转变ꎮ 研究者有吴昊(２０１０) [１７]、唐皇

凤(２０１４) [１８]ꎻ三是政府治理经济的案例研究ꎮ 陈

桂生 ( ２０１４ ) [１９] 探 究 了 德 国 鲁 尔 区ꎬ 张 树 全

(２０１４) [２０]借鉴美国、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的

经验ꎬ提出减少政府干预ꎬ放松对经济社会资源的

过多控制ꎬ以此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ꎻ四
是政府治理对经济产出影响的研究ꎮ 如董直庆

(２００９)的研究颇具代表性[２１]ꎻ五是政府治理经济

的手段方面ꎮ 研究者有周亚越(２０１５) [２２]、熊光清

(２０１６) [２３]等ꎮ
纵观已有文献ꎬ区域协调发展和政府治理的

定性、定量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ꎬ但将两者有

效结合的文献相对较少ꎮ 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政

府治理的内容、过程和结果三大维度出发ꎬ将区域

协调发展和政府治理有效结合ꎬ构建区域协调发

展政府治理的综合指标体系ꎬ以此系统评价政府

治理的效果ꎬ并以江苏为例进行实证分析ꎮ
二、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综合指标体

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贯彻新发展理念ꎬ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ꎬ这就需

要有导向和评价体系来检验和衡量政府治理的好

坏ꎬ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的导向要求应该是实

现“五位一体”更好协调ꎬ区域内和区域间空间格

局的优化ꎬ以及治理效率的提高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

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综合指标体系需要

立足政府治理的过程、空间关联和治理效率这三

个维度ꎮ 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ꎬ空间关联体现的

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ꎬ而治理效率则是区域协

调发展的目标结果ꎮ
１.经济维度

经济是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的基础ꎮ 经济发展

的好坏对应的是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高低ꎬ经济

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描述:一是人均

ＧＤＰ 的差异ꎬ该指标值缩小一定程度反映协调发

展程度的提高ꎮ 二是产业梯度ꎬ经济协调发展治

理的标志是产业结构是否得以优化ꎬ一方面表现

为产业内的优化ꎬ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提高ꎻ另一

方面就是产业间优化ꎬ即一、二、三产业的有效协

调ꎬ以非农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来表示ꎮ 三是

城市化水平程度ꎬ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样也是区

域协调发展的体现ꎮ 四是开放程度的提高ꎬ区域

协调发展的不仅体现该地区的内部经济发展ꎬ还
要考虑该地区的对外经济社会合作状态ꎬ以实际

利用外资额和进出口总额来表示ꎮ
２.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后盾ꎮ 社会保障

能力的提高ꎬ文化层次的提升能够体现政府对社

会治理和文化治理的能力水平ꎮ 从社会治理来

看ꎬ主要体现在人们所享有的社会保障、社会福

利、医疗等情况ꎬ选取每万人拥有医院数、卫生院

床位数和每万人拥有医师数作为人们享有医疗水

平的指标ꎻ文化治理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ꎬ以
人均图书拥有量和每平方公里图书馆数量反映社

会大众的文化水平ꎬ以及接受文化知识的便捷程

度ꎻ每万人高校在校生数和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

数反映一个地区文化科技水平ꎻ每平方公里律师

事务所数量和人均法律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反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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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法律水平ꎻ另外ꎬ文化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是

比较直接的一个统计指标ꎮ
３.资源环境

资源环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持续保障ꎮ 资源

消耗的节约和环境污染的缓解ꎬ能够反映政府的

生态治理能力ꎮ 从资源视角来看ꎬ人均绿色资源

占有量是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的重要指标ꎬ可
用人均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表示ꎻ
另外ꎬ资源环境的好坏还要看环境治理的情况ꎬ工
业废水、废气、废弃物排放量是非常显性的指标ꎻ
各级地方政府对污染的治理完成情况ꎬ反映政府

对生态治理的执行力ꎬ以当年完成环保投资总额

表示ꎮ
４.空间关联

区域协调发展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空间关

联ꎬ即联地ꎮ 联地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ꎬ还包括区

域之间要素和人才的关联ꎮ 空间关联ꎬ交通先行ꎮ
区域内是否能有机场覆盖ꎬ高速公路是否联通ꎬ这
反映区域内基础设施的联通状况ꎻ此外ꎬ要素和人

才关联ꎬ即相互间的财政、技术、人才援助的情况ꎮ
只有做到了人、地、资源要素的关联ꎬ 区域协调发

展的过程才能顺利ꎬ分别选择公路里程数、货运

量、客运量等 ９ 个指标来衡量ꎮ
５.治理效率

治理效率是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的最终效

果ꎬ它是结果指标ꎮ 政府治理除了上述过程和空

间关联外ꎬ还需有一些非常显性的指标来体现ꎬ如
政府办事的效率、区域的投资环境以及居民生活

是否得以改善ꎮ 分别从每万人中机关人员数、行
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人
均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企业

所得税与 ＧＤＰ 的比率等指标来表示ꎮ 综合以上内

容ꎬ设置指标体系如图 １ꎮ
三、实证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

由于变量较多ꎬ分析问题变得更加复杂ꎮ 但

在实际分析问题的过程中ꎬ可以发现变量之间可

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ꎬ那么诸多变量就会可

能存在信息的重叠ꎮ 因为采用了多指标ꎬ那就需要

降维ꎬ以此克服相关性、重叠性ꎬ用较少的变量来

替代原先较多的变量ꎬ而这种替代可以反映原来

多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ꎬ这就是一种“降维”的思

想ꎮ 主成分分析的数学模型如下:
Ｆ１ ＝ａ１１ｘ１＋ａ１２ｘ２＋¼ａ１ｐｘ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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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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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效

果

经济维度

社会文化

资源环境

空间关联

治理效率

人均 ＧＤＰ(元 /人)

非农产业占比(％)

城市化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每万人拥有医院数、卫生院床位数(张)

每万人拥有医师数(人)

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件)

每万人高校在校生数(人)

公共图书馆藏量人均值(册 /人)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面积拥有量(平方米)

每万元 ＧＤＰ 中文化产业产值(元)

每百平方公里律师数(人)

每百平方公里律师事务所数(个)

林木覆盖率(％)

水资源拥有量人均值(立方米 /人)

工业单位产值用电量(瓦 /小时)

工业废水排放量(亿吨)

工业废气排放量(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亿吨)

当年环保投资总额完成量(亿元)

公路总里程(公里)

客运量(万人)

货运量(万吨)

互联网用户占地区人口比重(户 /人)

电话普及率(部 /百人)

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 的比率(％)

研发经费与 ＧＤＰ 的比率(％)

教育支出占比公共财政支出(％)

区域发展变异系数

每万人中机关人员数(人)

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居民恩格尔系数(％)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企业所得税与 ＧＤＰ 的比率(％)

图 １　 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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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是:第一ꎬ首先列出经济、社会文化、
资源环境、空间关联、治理效率的原始数据ꎻ第二ꎬ
对现有数据采取标准化处理ꎻ第三ꎬ运用 ＳＰＳＳ 分

析工具进行主成分分析ꎬ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

征根及累计贡献率ꎻ第四ꎬ提取的主成分的载荷矩

阵ꎻ第五ꎬ计算主成分得分ꎻ第六ꎬ进行聚类分析ꎮ
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江苏各个地

级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ꎮ 考虑到数据

的可得性ꎬ当年环保投资完成总额数据选取的是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数据的平均值ꎻ公共图书馆藏量人

均值、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数据选取的是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数据的平均值ꎻ每百平方公里律师

数、每百平方公里律师事务所数据选取的是 ２０１８
年的实时数据ꎬ其他数据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

的平均值ꎮ
在对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空间关联、治

理效率五方面进行测算后ꎬ再以五个维度的得分ꎬ
重新进行综合ꎬ再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ꎬ并
计算出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综合得分ꎮ

四、来自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的

实证研究
考虑到数据年均波动的影响ꎬ选取各变量指

标数据的均值ꎻ为消除各指标不同量纲难以综合

汇总ꎬ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ꎬ再对江苏 １３ 个地

级市的五个分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与主成分分析ꎬ
计算出因子得分ꎬ根据五个分指标按同样的过程

再进行聚类汇总ꎮ
１.经济维度(Ｅ)
苏州的经济实力全省第一ꎬ 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２９８３３ 元ꎬ非农产业占比为 ９８.４７％ꎬ实际利用外

资 ７６.０６ 亿美元ꎬ进出口总额为 ３０８６.７０ 亿美元ꎮ
以上指标均为全省之首ꎬ城镇化水平仅比南京和

无锡稍低ꎬ说明苏州不管对内经济还是涉外经济

水平都很高ꎮ 无锡和南京的综合评价值相差无

几ꎬ但各有千秋ꎮ 无锡的人均 ＧＤＰ、非农产业占比

高于南京ꎬ实际利用外资稍低ꎬ表明无锡对内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ꎬ而南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好ꎮ
这两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苏州ꎬ但远

高于其他城市ꎬ因此属于第二等级ꎮ 常州和镇江

属于第三等级ꎬ常州的所有指标数值均高于镇江ꎬ
不管是对内经济还是对外经济水平都处于领先地

位ꎬ综合评价值是镇江的两倍多ꎮ 南通、扬州、泰
州、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综合评价值皆

为负ꎬ说明经济实力处于全省均值水平之下ꎮ 南

通因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开始在苏中地区崛起ꎬ外
向型经济发展较好ꎬ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出口总额

都高于其他七个城市ꎻ扬州和泰州的整体经济水

平较为接近ꎬ要好于徐州ꎬ分别排名第七、第八和

第九位ꎻ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四个城市的众多

指标都较低ꎬ但由于接受了苏南地区的产业转移ꎬ
经济总量水平增速很快ꎮ 而盐城、连云港又纳入

沿海开发的国家战略中ꎬ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ꎮ
因此ꎬ对于宿迁和淮安而言ꎬ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

级ꎬ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ꎮ
２.社会文化(Ｓ)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社会与文化水平呈现的特点

是:第一ꎬ南京排名首位ꎬ每万人拥有医师数 ２６ 人ꎬ
每万人高校在校生数 ９８４ 人ꎬ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

馆面积 １７９ 平方米ꎬ每百平方公里律师数 ６３ 人ꎬ每
百平方公里律师事务所数 ５ 个ꎬ均为全省最多ꎬ说
明南京的医疗卫生水平、人才培养、文化水平以及

法律水平处于领先地位ꎮ 第二ꎬ苏州、无锡和常州

的综合评价值均大于零ꎬ社会与文化水平均高于

全省均值ꎮ 常州文化产业发达ꎬ每万元 ＧＤＰ 中文

化产业产值 １０８.８５ 元ꎬ远高于其他城市ꎬ但其他多

数指标低于苏州和无锡ꎬ因此社会与文化整体水

平落后于苏州和无锡ꎮ 第三ꎬ镇江、南通、淮安、徐
州、扬州、泰州和盐城属于第三等级ꎬ镇江每万人

拥有专利授权数、每万人高校在校生数、公共图书

馆藏量人均值、每百平方公里律师数皆大于其他 ６
个城市ꎬ因此排名第五位ꎻ盐城每万人拥有专利授

权数仅为 ８ 件ꎬ每百平方公里律师 ４.８７ 人ꎬ为全省

最低ꎬ每百平方公里律师事务所数 ０.６６ 个ꎬ仅高于

淮安ꎬ表明盐城的科技和法律水平较为落后ꎮ 第

四ꎬ连云港和宿迁两个城市的社会与文化水平处

于落后地位ꎬ特别是医疗卫生水平ꎬ与其他城市相

差较大ꎻ宿迁的多项指标数值较低ꎬ需要加大医

疗、科技、文化以及法律等各方面的发展ꎮ
３.资源环境(Ｒ)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资源与环境状况差异比较明

显ꎬ大体可划分为四个等级ꎬ各地级市资源与环境

呈现的特点是:第一ꎬ宿迁资源与环境状况排名首

位ꎬ林木覆盖率 ２９.２７％ꎬ仅低于徐州ꎬ拥有丰富的

森林资源ꎻ工业废水排放量 ０.５ 亿吨ꎬ工业废气排

放量 １０.２６ 万吨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０.０１ 亿吨ꎬ
均是全省最少ꎬ说明宿迁环境保护的最好ꎻ第二ꎬ
连云港、淮安、泰州、扬州、镇江、盐城六个城市资

源与环境状况综合评价值均为正ꎬ整体水平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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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均值之上ꎬ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指标数值较低ꎬ环境状况较好ꎻ第三ꎬ
常州、南通、徐州、无锡、南京属于第三等级ꎬ综合

评价值均为负ꎮ 常州和南通水资源丰富ꎬ人均水

资源拥有量分别为 ５６９.８４ 立方米 /人、５８９.２２ 立方

米 /人ꎬ工业废气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也低于

其他三个城市ꎬ因此排名第八和第九ꎻ徐州林木覆

盖率为全省最高ꎬ但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３９５.０９
立方米 /人ꎻ无锡和南京由于发展经济ꎬ工业废水、
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标数值较高ꎬ
环境保护仍需加强ꎻ第四ꎬ苏州资源与环境状况最

差ꎬ林木覆盖率 ２０.４５％ꎬ全省最低ꎬ人均水资源拥

有量 ４１３.２２ 立方米 /人ꎬ仅高于徐州ꎬ工业单位产

值用电量、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均为全省最高ꎬ可以看到ꎬ苏州在经济取得

快速发展的同时ꎬ环境却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ꎮ

４.空间关联(Ｋ)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空间关联强度大体可划分为

四个等级ꎬ各地级市空间关联呈现的特点是:第
一ꎬ苏州空间关联强度排名首位ꎬ客运量为 ３７５３０
万人ꎬ互联网用户占地区人口比重为 ０.２８ꎬ电话普

及率为 １７１ꎬ均为全省之首ꎬ其他指标也位于全省

前列ꎮ 说明苏州在交通运输、信息以及财政、技
术、人才援助方面做到了均衡发展ꎮ 第二ꎬ无锡和

南京两个城市综合评价值仅低于苏州ꎬ无锡的货

运量、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高于南京ꎬ
区域发展变异系数低于南京ꎬ其他指标较为接近ꎬ
总的来说无锡的空间关联强度大于南京ꎮ 第三ꎬ
常州、南通、徐州、镇江、扬州、泰州属于第三等级ꎬ
其中常州和南通的多项指标高于其他四个城市ꎬ
因此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五ꎻ徐州在交通运输、财政

支出、教育投入方面优于镇江ꎻ扬州和泰州的综合

评价值为负ꎬ低于全省平均水平ꎬ扬州的互联网用

户占地区人口比重、电话普及率指标数值大于泰

州ꎬ表明扬州的信息化水平更高ꎮ 第四ꎬ盐城、连
云港、淮安、宿迁排名靠后ꎬ说明相对其他城市在

交通、信息以及财政、技术、人才援助方面存在较

大差距ꎮ 其中宿迁的多项指标均是全省最低ꎬ迫
切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寻找突破口ꎬ摆脱落后局面ꎮ

５.治理效率(Ｘ)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治理效率水平差异比较明

显ꎬ大体可划分为四个等级ꎬ各地级市治理效率水

平呈现的特点是:第一ꎬ苏州的治理效率水平最

高ꎬ每万人口中机关人员数为 ６０ 人ꎬ仅高于宿迁ꎻ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９７６７ 元ꎬ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５９４７ 亿元ꎬ均为全省最高ꎻ人均住房面积为 ５１.６５
平方米ꎬ仅低于泰州ꎻ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２６.８３ꎬ仅
高于南京ꎻ表明苏州在办事效率、居民生活改善以

及投资环境改善等方面做得最好ꎮ 第二ꎬ无锡、南
京、南通、常州、泰州 ５ 个城市治理效率水平均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ꎬ无锡每万人口中机关人员数、行政

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南京略低ꎬ政府办事

效率则更高ꎬ在居民生活和投资环境改善方面不

相上下ꎻ南通和常州综合评价值相差不大ꎬ治理效

率水平较为接近ꎬ泰州除企业所得税与 ＧＤＰ 的比

率指标外ꎬ其他指标的值都比南通和常州差ꎬ各方

面需要进一步加强ꎬ不断提高治理效率ꎮ 第三ꎬ镇
江、宿迁、扬州、盐城同属于第三等级ꎬ镇江的综合

评价值为－０.２５５１５ꎬ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城市ꎬ具体

体现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居民恩

格尔系数、企业所得税与 ＧＤＰ 的比率的指标值更

好ꎬ因此治理效率水平排名第七ꎻ宿迁、扬州和盐

城综合评价值非常接近ꎬ各有优势ꎬ宿迁政府办事

效率较高ꎬ扬州居民生活质量较高ꎬ盐城投资环境

较好ꎮ 第四ꎬ徐州、连云港、淮安排名第 １１ 至 １３
名ꎬ治理效率水平较低ꎮ 徐州固定资产投资额

３６７６ 亿元ꎬ低于苏州、南京、无锡、南通ꎬ企业所得

税与 ＧＤＰ 的比率 ０.４７ꎬ全省最低ꎬ表明投资环境较

好ꎬ但居民生活质量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ꎬ需进一

步提高ꎻ连云港和淮安治理效率水平落后主要表

现在居民生活和投资环境两个方面ꎬ应结合自身

特点、发展战略ꎬ改善投资环境ꎬ吸引投资ꎬ从而带

动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ꎮ

６.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综合比较(Ｇ)
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 Ｇ ＝ ｆ(Ｅ、Ｓ、Ｒ、Ｋ、

Ｘ)ꎬ选取以上实证结果ꎬ对经济、空间关联、资源环

境、社会文化和治理效率的结果再进行主成分分

析和聚类分析ꎮ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分别为:ＳＺ(苏
州)、ＷＸ(无锡)、ＣＺ(常州)、ＮＪ(南京) 、ＺＪ (镇

江)、 ＮＴ (南通)、ＹＺ(扬州)、 ＴＺ(泰州)、ＸＺ(徐
州)、 ＨＡ(淮安)、 ＬＹＧ(连云港)、 ＹＣ(盐城)、ＳＱ
(宿迁)ꎮ

使用 ＳＰＳＳ 分析工具进行主成分分析ꎬ得到相

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及累计贡献率ꎬ如表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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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江苏各地级市 ＥＳＲＫＸ 综合评价值正向化和标准化数据

Ｒｅｇｉｏｎ Ｚ(Ｅ) Ｚ(Ｋ) Ｚ(Ｒ) Ｚ(Ｓ) Ｚ(Ｘ)

ＳＺ ２.３９２１ １.８９３９８ －１.７５６０８ １.４３０７３ ２.１７０９４

ＷＸ ０.９９９４８ １.２５４５６ －０.７９８２６ ０.９８６７５ １.０４４１６

ＣＺ ０.４３００２ ０.５８５３１ －０.２１８８３ ０.８０８５５ ０.５００３７

ＮＪ ０.９９５７５ １.０６１０２ －０.９９１４ ２.００３８ ０.８７９３９

ＺＪ ０.１８１９３ ０.０３７３６ ０.１４７３６ －０.０１２０４ －０.２５９７３

ＮＴ －０.０７８８ ０.２４２８５ －０.３３３９９ －０.２８０６７ ０.５９９０７

ＹＺ －０.２５１１６ －０.２０５５６ ０.３３９８ －０.５２１８４ －０.５８６６７

ＴＺ －０.３７２８８ －０.５０２０７ ０.４３３２７ －０.５２５４８ ０.１５３８

ＸＺ －０.５６２８６ ０.０３８５１ －０.５１７９８ －０.４５９７８ －１.０８５９５

ＨＡ －０.８３２９９ －１.１３７７１ ０.４９３２７ －０.３６１０４ －１.１２１８

ＬＹＧ －０.９６６９９ －０.９５７６９ ０.６４８９５ －１.１７５７７ －１.１１８２１

ＹＣ －０.８１５４６ －０.８９６９８ ０.１３２８７ －０.６５７９３ －０.５９０９２

ＳＱ －１.１１８１６ －１.４１３５９ ２.４２１０２ －１.２３５３ －０.５８４４４

表 ２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４.４１９ ８８.３８４ ８８.３８４ ４.４１９ ８８.３８４ ８８.３８４

２ ０.３３１ ６.６２６ ９５.０１０

３ ０.１６３ ３.２５７ ９８.２６７

４ ０.０５５ １.１０９ ９９.３７５

５ ０.０３１ ０.６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

　 　 相关系数矩阵的第一个特征根为 ４.４１９ꎬ对应

的贡献率为 ８８.３８４％ꎬ已综合原来五个指标中的大

部分信息ꎬ可作为评价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

果的主成分ꎮ 提取的一个主成分的载荷矩阵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成分矩阵

成分

１
Ｅ ０.９７９
Ｋ ０.９８１
Ｒ －０.８８９
Ｓ ０.９３４
Ｘ ０.９１４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在 Ｅ、Ｋ、Ｒ、Ｓ、
Ｘ 上的载荷都较大ꎬ反映了经济、空间关联、资源与

环境、社会与文化和治理效率方面的信息ꎮ 根据

表 ２ 和表 ３ 的数据ꎬ可算出相应的特征向量ꎬ并计

算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综合评价值ꎬ在此

基础上进行聚类ꎬ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综合排序及聚类

Ｒｅｇｉｏｎ ＹＧ Ｒａｎｋ ４ 群集 ３ 群集

ＳＺ ４.３２００９ １ １ １
ＮＪ ２.６５１１４ ２ ２ ２
ＷＸ ２.２８１０５ ３ ２ ２
ＣＺ １.１４２９ ４ ２ ２
ＮＴ ０.３５３５７ ５ ３ ３
ＺＪ －０.０７８４４ ６ ３ ３
ＸＺ －０.７０１４９ ７ ３ ３
ＴＺ －０.７５７９１ ８ ３ ３
ＹＺ －０.８４３５９ ９ ３ ３
ＹＣ －１.４０３８８ １０ ４ ３
ＨＡ －１.７７５６２ １１ ４ ３
ＬＹＧ －２.１８０４３ １２ ４ ３
ＳＱ －３.００７４１ １３ ４ ３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

差异比较明显ꎮ 第一ꎬ苏州的区域协调发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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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效果最好ꎬ在经济、空间关联、治理效率方面

的综合评价值均排在首位ꎬ社会与文化综合评价

值为１.８０５３６ꎬ仅低于南京ꎬ唯一不足在于资源与环

境方面ꎬ因此苏州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ꎮ
第二ꎬ南京、无锡、常州属于第二等级ꎬ南京与无锡

差距较小ꎬ但两者与常州差距较大ꎮ 南京在社会

与文化方面优于无锡ꎬ而无锡在经济、空间关联、
资源与环境、治理效率方面优于南京ꎬ说明在区域

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表现方面ꎬ社会与文化具

有更重要的作用ꎻ常州只在资源与环境方面优于

无锡和南京ꎬ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综

合评价值较低ꎮ 第三ꎬ南通、镇江、徐州、泰州、扬
州作为第三等级的五个城市ꎬ其区域协调发展政

府治理效果是有差异的ꎬ主要表现在南通综合评

价值为正ꎬ而其他四个城市综合评价值为负ꎬ这表

明只有南通的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理效果优于全

省平均水平ꎬ镇江、徐州、泰州、扬州则处于落后地

位ꎮ 第四ꎬ四个苏北城市ꎬ其区域协调发展政府治

理效果及各个方面的解释也各有特点ꎮ 盐城的资

源与环境综合评价值为正ꎬ其他均为负ꎬ区域协调

发展政府治理效果排名全省第 １０ꎻ淮安在经济、空
间关联、治理效率方面都不如盐城ꎬ排名第 １１ꎻ连
云港和宿迁排名最后两位ꎬ这两个城市资源与环

境状况较好ꎬ但在经济、空间关联、社会与文化、治
理效率方面与其他城市存在较大差距ꎬ总的来说

连云港优于宿迁ꎮ
五、完善江苏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治理

的路径

１.政府治理必须坚持“五位一体”全方

位的协调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各方面的治

理首先需要完善治理机制ꎬ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

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ꎮ 不同地区在区域内需

明确其功能定位ꎬ应根据各地人口、要素、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及潜力ꎬ实行禁止发展、限制发展、重
点发展和优化发展ꎮ 从市场机制来看ꎬ应形成市

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ꎬ防止各地区恶性抢夺资

源ꎬ重复建设ꎬ在此过程中需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

导作用ꎻ合作机制的务实化也是重要的着力点ꎬ合
作并非一句空谈ꎬ需有相关部门的推动ꎬ应成立专

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构ꎬ加强与其他地市的

沟通与合作ꎬ明确合作的目标和方向ꎬ并明确合作

的“责、权、利”关系ꎬ这样的合作才能形成合力ꎻ互
助机制和扶持机制需要常态化ꎬ在一个大区域中ꎬ

必然有些地区发展很快ꎬ相对较发达ꎬ有些地区发

展慢ꎬ相对较落后ꎬ这需要有相应的互助机制ꎮ
２.政府治理必须加强多主体的协调ꎬ推

进空间关联

协调发展并不是政府单一的行为ꎬ还应该包

括民间主体的协调ꎮ 需要有相应的组织或者部

门ꎬ在一个大的区域环境内社会文化交流、产业行

业协会、环境综合治理ꎮ 江苏省政府曾提出“１＋３”
功能区战略构想ꎬ其中的 １ 是扬子江城市群ꎬ３ 分

别指连、盐、通的沿海经济带ꎬ以徐州为中心的淮

海经济区和宿迁、淮安为主ꎬ包括苏中部分地区的

“三湖”生态经济区ꎮ 这种构想实际上打破了“苏
南、苏中、苏北”这种简单的、基于地理和行政区的

划分ꎬ更多的结合地区自然禀赋特点和产业发展

现状ꎬ这无疑是在江苏省内一种“大洗牌”ꎬ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的资源大组合、区域内各地市政府的

大合作、民间的大交流ꎮ 基于此ꎬ空间关联度的提

高显得尤为重要ꎬ空间距离的缩短拉近了城市之

间、城市居民、城市文化之间的距离ꎬ这为区域协

调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空间基础ꎮ
３.政府治理必须切实提高效率

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自然、社
会的协调发展ꎮ 从人来看ꎬ考虑的是如何生存和

发展得更好ꎻ从自然来看ꎬ考虑的就是环境和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ꎻ从社会来看ꎬ考虑的是社会的车轮

稳步前进和长治久安ꎮ 具体来说ꎬ政府首先得提

升自身的办事效率ꎬ需要变更政府考核的指标ꎮ
如果我们政府的绩效考核还是唯 ＧＤＰ 论ꎬ追求

ＧＤＰ 的片面的增长ꎬ必然导致各地方政府会以各

自利益为中心ꎬ那么协调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ꎮ
若将协调发展考核指标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

中ꎬ那么区域协调发展就更加具有政策导向性ꎻ政
府还需改善生活与投资环境ꎬ那是因为中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ꎬ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成就巨大ꎬ但此过

程伴随资源的约束和环境的污染ꎬ直接影响了居

民的生活ꎬ也影响投资者的进一步投入ꎮ 因此ꎬ政
府需要着力改善生态ꎬ加大对污染行业的治理手

段和力度ꎮ 推进支持绿色发展ꎬ加大对绿色企业

的扶持引导力度ꎬ形成政府、企业、居民一体的环

境治理综合监督体制ꎻ最后ꎬ对政府治理的考核和

评价应是动态的ꎬ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ꎬ区域协

调发展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ꎬ应根据时代发展的

需要ꎬ创新相应的行政体制机制ꎬ去除区域间的行

政体制障碍ꎬ精简行政手续和流程ꎬ加强互助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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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切实提高效率ꎬ更好地为区域协调发展服务ꎮ
４.江苏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治理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将江苏分为三大区域ꎬ不同于

传统的苏南、苏中、苏北的划分:第一区域为苏州、
南京、无锡、常州ꎬ第二区域为南通、镇江、徐州、泰
州、扬州ꎬ第三区域为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ꎮ
区域特点各不相同ꎬ这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发展

策略ꎮ
第一区域中的资源与环境综合评价值较低ꎬ

其他方面的综合评价值都较高ꎬ这与其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密切相关ꎮ 但是这种高经济发展水平是

以相当程度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ꎬ因此第一区域

应侧重于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与建设方向ꎮ
生态环境保护既要注重从末端污染治理转向事前

的源头预防控制ꎬ向生产的过程控制与转移ꎬ还需

往清洁生产积极推行ꎮ 与此同时ꎬ还需促进经济

增长方式转型ꎬ构建以生态优先ꎬ能耗消减的绿色

ＧＤＰ 国民经济体系ꎮ
第二区域中除徐州外 ５ 个城市大多位于江苏

省的中部ꎬ在经济、空间关联、资源与环境、社会与

文化、治理效率等五个方面同样处于江苏省的中

间水平ꎮ 对于第二区域来说ꎬ目前来说重要的是ꎬ
发展经济的同时ꎬ尤其要注重环境的保护和资源

的节约ꎬ避免走第一区域的老路ꎬ需要趋利避害ꎮ
故而该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侧重于产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和节约型经济体系的构建ꎬ但需要

适度ꎬ需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匹配ꎮ
第三区域中地级市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都相

对较低ꎬ这与其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与投资环境密

切相关ꎮ 而这些地区开发滞后ꎬ故在资源和生态

环境方面则处于较好的水平ꎮ 正是由于其经济发

展水平低ꎬ其社会、文化生活条件也相对低下ꎮ 为

实现该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ꎬ必须在充

分利用、保护资源环境的基础上ꎬ选择性发展第

一、二区域的辅助行业ꎬ以及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

的行业ꎻ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当地要素、资源环境匹

配的行业ꎬ以此加快经济发展脚步ꎬ带动社会文化

发展ꎬ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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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中“小微权力”的规范及其主要问题∗

———基于河南的实践审视

李 三 辉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ꎬ 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ꎮ 规范“小微权

力”是时代所需ꎬ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近年来ꎬ河南省在基层权力运行监管

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ꎬ形成了一些规范“小微权力”运行的新模式ꎬ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ꎮ 但在实施“小微权力”
规范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境ꎬ包括基层治理运行成本增加、“限权”与“高责”之下的村干部工作积极性调动、村
监委会的工作定位及监督独立性、“小微权力”规范工作的宣传覆盖度以及村务公开的渠道单一与互联网运用缺

乏等问题ꎬ这都需要给予重视以完善乡村治理ꎮ
[关键词] 　 小微权力ꎻ　 社会治理ꎻ　 问题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５７－０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ꎬ让人民监督权力ꎬ同时加强社会治理

制度建设ꎬ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水平ꎬ即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１]ꎮ 随后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明确要

求ꎬ在农村基层基础工作中强化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推行ꎬ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

度[２]ꎮ 不难发现ꎬ规范“小微权力”符合时代要求ꎬ
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ꎬ有助

于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提升基

层社会治理能力ꎮ
一、规范“小微权力”的时代背景

１.规范“小微权力”是反腐败斗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上

升到事关全局的战略高度ꎬ坚持铁腕反腐ꎬ将“有

腐必反”和“重点突破”结合起来ꎬ遏制腐败蔓延的

势头ꎮ 在全面从严治党之下ꎬ反腐败斗争形势发

生了重大变化ꎬ在几年时间内ꎬ实现了“反腐败斗

争的压倒性态势”ꎬ“不敢腐”的局面正在形成ꎮ 人

民群众对反腐败的认同感越来越高ꎬ但期望值也

随之提升ꎮ 过去担心“只对下不对上” “只拍苍蝇

不打老虎”ꎬ现在却有“老虎太远、苍蝇扑面”的抱

怨ꎮ 老虎虽大ꎬ但并不直接祸害百姓ꎬ并且不易成

群ꎻ苍蝇虽小ꎬ但对于群众来说却有切肤之痛ꎬ并
且成群结队ꎬ直接祸害百姓ꎮ 如果说“打老虎”能

够振奋人心、提升正气的话ꎬ那么规范“小微权力”
就是改善社会风气的直观尺度ꎮ

“小微权力”的不规范表现为寻租和人为设

租ꎮ 无论是寻租还是设租ꎬ其本质都是腐败ꎮ 权

力的设置与行使符合当然之理ꎬ就不会存在所谓

的租金ꎬ人们也感受不到权力的存在ꎬ但是在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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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的前提下ꎬ本不应该存在管制的地方就会被

设置权力ꎬ权力本身会形成所谓的“租金”ꎮ 从这

个意义上说ꎬ寻租、设租并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ꎬ
而正是其结果ꎮ “小微权力”的失控同样不在于权

力本身ꎬ而在于权力的变异ꎬ它是特定环境的产

物ꎮ 在不良社会风气之下ꎬ非正常的权力不断涌

现ꎬ公 权 私 用 现 象 大 量 产 生ꎬ 这 才 是 问 题 的

本质[３]ꎮ
十八大以来ꎬ中共中央提出“治标为治本赢得

时间”的阶段性反腐战略ꎬ这是基于对标本关系的

认识而做出的选择ꎮ 当“小微权力”的滥用已经成

为一种习气的时候ꎬ外在的制度安排会由于人的

问题而出现问题ꎬ如果不消除邪气ꎬ就谈不上治

本ꎮ 因此ꎬ规范“小微权力”并不是简单的制约权

力ꎬ而是反腐败斗争的一部分ꎬ是实现基层社会长

治久安的战略选择ꎮ 在反腐败大战略之下认识

“小微权力”的规范ꎬ才能真正认清其现实意义ꎬ找
到解决“小微权力”失控的具体措施ꎮ

２.“小微权力”失控的社会危害

腐败是系统性问题ꎬ虽然在各个环节、各个领

域表现形式不同ꎬ但本质却别无二致ꎮ 与大型腐

败相比ꎬ“小微权力”失控的直接经济后果可能并

不严重ꎬ但是其社会危害却并不亚于前者ꎮ
首先ꎬ“小微权力”失控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ꎬ

造成官民隔阂与对立ꎮ “小微权力”直接面对民

众ꎬ权力行使所代表的是官方而不是个体ꎬ其失控

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ꎬ必然伤及政府公信力ꎬ
破坏官民关系ꎮ 当公信力下降到一定程度ꎬ就会

出现一种极端现象ꎬ即“民视官为贪官ꎬ官视民为

刁民”ꎮ “陀西塔陷阱”只讲到了民对官的不信任

所带来的危害ꎬ并没有涉及官对民的敌对ꎬ后者才

是更深层次的官民隔阂ꎮ
其次ꎬ“小微权力”失控严重败坏社会风气ꎮ

在良性的社会状态之下ꎬ权力的设置和运行符合

当然之理ꎬ人们感受不到其存在ꎬ但在权力失控的

环境中ꎬ人们处处感受到权力的压迫又不得不参

与其中ꎬ这必然造成日常生活的扭曲ꎬ其结果是

“羡腐”与“仇腐”同时存在ꎮ 这种腐败的亚文化一

旦形成ꎬ“是非观”就会让位于“利害观”ꎬ只要存在

制约和不对等关系ꎬ就会产生腐败ꎮ 因此ꎬ“小微

权力”失控的负面效应并不会局限在政治领域ꎬ它
是社会性腐败的标志ꎬ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

层面ꎬ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比一般的腐败事件更为

直接ꎮ

最后ꎬ“小微权力”失控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

原因ꎮ 分析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发现ꎬ
很多事件都是由“小事”引发的ꎬ本来是局部的ꎬ只
要认真对待就能够解决的问题ꎬ最终却变成影响

稳定的大事件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基层组

织的不作为和乱作为ꎮ “小事”不能解决ꎬ局部问

题层层上升ꎬ这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一件“大事”ꎬ这
说明基层组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ꎮ 社会矛盾

可以避免但却没有避免ꎬ利益诉求可以解决但却

没有解决ꎬ“小微权力”成为“大事件”的制造者ꎬ这
种状况持续下去ꎬ必然会进一步危及社会稳定ꎮ

二、规范“小微权力”的河南实践审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央高层相继进行了“四个

全面”战略部署、反腐倡廉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等

活动ꎬ对基层工作落实而言ꎬ一个突出难题和急于

转变的就是村(居)组织权力的规范化运行问题ꎮ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ꎬ让村(居) “小微权

力”在群众的监督下阳光运行ꎬ成为摆在党和政府

面前的一个现实且紧迫的课题ꎮ 近年来ꎬ河南省

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精神要求ꎬ
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基层权力监管方面展开了

积极探索ꎬ形成了以漯河“阳光三权”、信阳“四中

心一平台”为代表的新机制、新方法、新经验ꎬ对解

决基层党风政风问题ꎬ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

一定借鉴意义ꎮ
１.规范“小微权力”的河南实践

其一ꎬ漯河“阳光三权”体系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以

来ꎬ漯河市郾城区针对村(居)干部权力界定模糊、
决策随意、用权任性、监管薄弱等现实问题ꎬ在全

区探索村(居)“阳光三权”体系建设ꎬ主要包括三

方面内容:一是厘权ꎬ即厘清村级权力范围ꎬ做到

职权清单化ꎮ 郾城区组织各镇(街道)、民政、财政

等 ２０ 多个职能部门ꎬ对重大涉农资金项目、党务村

务、村(居)干部履职等 ４０ 多项事务进行梳理ꎬ编
制«村(居)组织权力清单»ꎬ理清了村级权力边界ꎬ
也让群众清楚了村级权力和责任ꎬ用制度约束了

村级组织权力[４]ꎮ 二是用权ꎬ即规范权力运行流

程ꎬ保证用权程序化ꎮ 郾城区对梳理出来的 １１ 大

类 ２７ 项权力逐一细化并制作流程图ꎬ让干部和群

众“看图操作”“照章办事”ꎬ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ꎬ
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群众对村级组织权力运行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ꎮ 三是监权ꎬ即监督权力

运行公开ꎬ确保结果透明化ꎮ 郾城区探索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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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监督、行政部门监督、监委会监督、群众监

督”等有机统一的监督体系ꎮ 同时建立村监委会

定期报告、“村财镇管” “村章镇监”、聘请村(居)
纪检联络员等督检制度ꎬ使村务监督无盲区、无死

角ꎬ确保村级组织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５]ꎮ
其二ꎬ信阳“四中心一平台”阵地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ꎬ信阳市按照省纪委要求ꎬ创新党风政风监督检

查机制ꎬ在全市各乡镇(办事处)建立“四中心一平

台”ꎬ即“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村务监督中心、速查

快办中心、远程廉政教育中心和纪委书记短信举

报平台ꎮ 其中ꎬ三资代理中心对村级的财务账目

进行规范管理ꎬ村务监督中心加强对基层干部权

力的制度约束ꎬ速查快办中心为群众办事提供快

捷服务ꎬ远程廉政教育中心定期对基层干部和群

众进行廉政教育培训ꎬ纪委书记短信举报平台接

受群众反映问题ꎮ “四中心一平台”环环相扣ꎬ共
同构建了严密的村级监督网络ꎬ巩固了基层党风

政风建设基础ꎮ 以“四中心一平台”建设为重要载

体ꎬ信阳市深入开展了规范“小微权力”综合治理

工作ꎬ以平桥区、息县为试点ꎬ完善制度、编制流程

图、建立台账、规范运作ꎬ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ꎬ推进了村级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ꎬ提高了基层

民主自治水平ꎮ
２.基本启示

直面基层群众且关乎民生的村(居)组织权力

虽小ꎬ但却是普通民众关注最迫切、感触最深刻的

权力ꎬ其行使的正确性和规矩性程度关系党的形

象和基层政权稳定ꎮ 第一ꎬ权力运行规范是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改善党风政风的有效手段ꎮ “小微

权力”规范紧扣村级权力规范高效、公开运行这一

抓手ꎬ刚性约束基层组织权力运行ꎬ促进了权力运

行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ꎬ乡、村两级新发生信访

事件大幅下降ꎬ从而提高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

度、满意度ꎬ化解和减少基层矛盾ꎬ助推基层党风

政风的不断转变ꎮ 第二ꎬ村监委是监督基层权力

运行的重要主体ꎮ 推促“小微权力”规范ꎬ需要充

分发挥村监委会以及广大群众在村务决策、村务

公开、财务管理、“三资”管理中的监督作用ꎬ让群

众在村级事务管理中享有主动权ꎬ不断深化村民

自治实践ꎬ推促村务决策管理的公开透明ꎮ 第三ꎬ
规范“小微权力”是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能力的有力抓手ꎮ “小微权力”规范下的

基层治理架构包括村(居)三委、党员代表会、村
(居)民代表会ꎬ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规范了权力

运行、严格了监督管理、发挥了群众作用ꎬ为解决

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权力集权化、村治行政化、监督

虚无化探索了新路径ꎮ
三、乡村治理中“小微权力”的内在关

系及其规范问题

乡村“小微权力”意指村级组织及村干部依法

依规享有的村级重大决策、重大活动、重大项目以

及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村务管理权力ꎮ 村级

“小微权力”涵盖面广、涉及内容多ꎬ认清“小微权

力”的内部结构关系ꎬ是透彻理解“小微权力”的前

提ꎬ也是进一步深化“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必要

基础ꎮ
１.“小微权力”规范的内在关系结构

从权力事项的划分看ꎬ当前河南地方实践对

村级权力事项主要形成了责任主体、岗位职责、村
务类型三种结构主线划分:按照责任主体视角ꎬ将
村级事务分为需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表决、
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村“两委”联席会

议研究和村干部依法依规办理代办等 ４ 大类ꎻ根据

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组织委员 (纪检委

员)、宣传委员、妇女主任、会计等不同职责岗位ꎬ
梳理具体内容ꎬ列出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清

单和服务清单ꎻ根据村务类型不同ꎬ将村级事务分

为“三资”管理、村级建设、村级工作人员使用、公
共服务、党务村务等类别ꎬ再进行逐一细化ꎮ

从权力运行结构看ꎬ党的领导是核心ꎬ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是首要前提ꎻ依法依规开展村民自

治和村级事务管理是主体ꎻ构建“三级”监督体系

是机制保障ꎻ挖掘村规民约等传统文化力量是有

效的价值补充ꎮ 四者共同织就了严密的制度牢

笼ꎬ约束“小微权力”在其中规范运行ꎮ
从“小微权力”的监督体系看ꎬ监督主体有三

个层面:一是下级监督ꎬ监督者主要是村民、村民

代表和普通党员ꎻ二是平级监督ꎬ主要指专门的村

级监督机构ꎬ即村监委会ꎻ三是上级监督ꎬ监督者

主要是上级相关部门ꎬ如乡镇(街道)纪委、三资管

理服务中心等[６]ꎮ
从“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生命历程看ꎬ“清单

化权力以明晰———程序化运行以规范———痕迹化

管理以追溯———透明化监督以保障———制度化权

力以治理”ꎬ形成了“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内在循

环ꎬ也是“小微权力”规范与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的

关系透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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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微权力”规范中的问题表征

第一ꎬ基层治理运行成本增加ꎮ 规范“小微权

力”运行的设计初衷是规范化、正规化村级事务ꎬ
这一点无可厚非ꎬ但落实又缺乏灵活性ꎬ有些会议

召开、表格填写、工作部署往往会出现为了规范而

规范的情况ꎬ死抠制度流程ꎬ影响工作实效ꎮ 从工

作内容上看ꎬ村级干部普遍反映工作任务比之前

重了ꎬ工作不好做ꎮ 如息县«“小微权力”工作台

账»要求村干部严格对照流程图ꎬ对每项权力的使

用情况进行实时记录以建立内容真实、时间及时、
简单易懂的基层权力运行记录档案ꎬ为村务公开

提供资料ꎬ为后续问题溯源提供依据ꎮ 然而ꎬ由于

村级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ꎬ村级基础设施配套不

足ꎬ再加上基层事务的细小琐碎、不规则、季节性、
复杂性等特质ꎬ使得“小微权力”规范操作困难ꎬ不
能达到良好预期ꎮ 从人员配备上讲ꎬ“小微权力”
规范下的村部值班运转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ꎬ必
须匹配完整村三委ꎮ 鉴于各个村集体经济发展情

况不同ꎬ在人力成本上投入的力度不一ꎬ“小微权

力”规范运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ꎮ
第二ꎬ“限权”与“高责”之下的村干部工作动

力不足ꎮ 规范“小微权力”是制度化权力运行ꎬ本
质上不会出现权力变小或缩减情况ꎬ但从实际效

果和心理感受上来说ꎬ村干部普遍认为权力受限ꎬ
其涉及的最重要指标是自由度问题ꎮ 一是权力自

由度ꎮ “小微权力”规范之前ꎬ由村干部保管的公

章是权力的象征ꎬ为“小贪小腐”提供了便利条件ꎮ
现今村务办理有了明确的流程和程序ꎬ制度用章、
权力规范正成为常态ꎬ这就限制了村干部用章的

主观性和随意性ꎮ 二是工作自由度ꎮ 村级“小微

权力”规范工作开展后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村干部

变忙了ꎮ 一方面ꎬ村部规范化了值班制度ꎬ干部轮

流值班以方便群众办事ꎻ另一方面ꎬ规范化管理办

事程序后ꎬ工作记录、表格文本等越来越完善ꎬ这
在增加村干部日常工作量的同时ꎬ也是对其工作

自由度的限制ꎮ 与“限权”相伴的是村干部还面临

“高责”问题ꎮ 如息县把“小微权力”规范工作成绩

作为干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ꎬ对不认真履行村

级“小微权力”综合治理的单位和个人ꎬ进行严肃

批评问责ꎮ “限权”与“高责”之下的村干部难免会

出现为了应付检查而记录ꎬ为了免责而规范的行

为ꎬ如何保持其工作积极性是一个现实难题ꎮ
第三ꎬ村监委会的定位困境和监督独立性难

以保证ꎮ 遵照制度设计ꎬ村务监督委员会独立行

使监督权ꎬ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

工作ꎬ不从事具体的村务管理工作ꎮ 然而ꎬ调研发

现ꎬ由于村监委会的监督作用ꎬ村民认为其拥有更

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ꎬ同时监委会成员多由普

通村民代表组成ꎬ日常交往较多ꎬ所以出现了村民

在办事前愿意先向监委会主任或监委会成员报

告、询问以打探想办理的事情能否通过的现象ꎬ这
既加大了监委会的工作量ꎬ也容易带来监委会和

村委会工作业务上的隔阂ꎬ混沌化职责定位ꎮ
尽管有村民坚信监委会的监督权威ꎬ但另一

个事实是其监督的独立性境况堪忧ꎮ 作为一项新

的制度设计ꎬ监委会在监督内容、权限和程序等方

面都存在一些规范性问题:一是监委会对其监督

职责不够清晰ꎬ有的监委会主任只知道涉及财务

报销等手续时需签字确认ꎬ而对如何开展工作、落
实监督、配合村委会都是一知半解ꎻ二是“想让你

监督的你才能监督到ꎬ不想让你监督的你触及不

到”ꎬ村监委会并不列席全部会议ꎬ村里通知了才

参会ꎮ 有时村两委将代办事项商定后再告诉他

们ꎬ村监委成了“空架子”ꎬ只能“事后监督”ꎬ无法

“全程监督”ꎻ三是有的村监委会主任由村支部成

员、村民代表兼任ꎬ实质上变成了自我监督ꎬ监督

效用大打折扣ꎮ
第四ꎬ“小微权力”规范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够ꎮ

河南省开展农村“小微权力”运行规范工作尚处于

起步和探索阶段ꎬ试点工作尚未全面铺开ꎬ影响力

尚待提高ꎮ 如息县ꎬ由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

行时间短、区域覆盖少ꎬ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都

普遍不高ꎬ有些政策村级干部也并不完全了解ꎬ甚
至个别村仅限于“村三委”干部知晓ꎬ党员群众对

村级权力规范运行工作了解很少ꎬ这就给工作展

开带来诸多不便ꎬ也暴露出对群众宣传工作的缺

乏系统性和工作人员政策掌握的全面性问题ꎮ
第五ꎬ村务公开的渠道单一与互联网运用缺

乏ꎮ 目前村务公开渠道仍以村公告栏为主ꎬ短信、
互联网、ＱＱ、微信等信息载体的扩展度和利用度普

遍不高ꎬ这与网络化时代、人口高度流动等现实背

景不太相符ꎮ 新形势下ꎬ基于网络的无限时空延

展性ꎬ充分运用多种网络形式来展示村务情况ꎬ是
保障村民知情权、民主权利的有效途径ꎮ 总体来

看ꎬ由于大多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ꎬ家
用互联网的覆盖面较窄ꎬ村级在利用网络开展村

务工作方面还很欠缺ꎬ有的村网络信号较差ꎬ影响

工作效率ꎻ有的村虽然建立了村民微信群或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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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群ꎬ但缺乏日常维护和沟通ꎻ有的村甚至未通

网络ꎬ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作的开展ꎮ
四、结语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表明ꎬ要加大整治基层

“小微权力”腐败的力度ꎬ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
单ꎬ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

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２]ꎮ
规范“小微权力”的目的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ꎬ而治理有效又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要求ꎮ 新时代ꎬ深化乡村基层“小微权力”规范

需要从时代基础、组织保障、人员主体、文化支撑

等方面寻求突破ꎮ
一是立足时代变化开辟规范“小微权力”的新

实践ꎮ 在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导引下ꎬ
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ꎬ人民群众反对和痛恨什么ꎬ就防范和纠正什

么ꎬ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展开规

范“小微权力”的探索实践ꎬ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

制机制ꎬ以完善的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

监督体系ꎮ
二是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为“小微权力”规范提

供基础保障ꎮ 当前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大风

险就是ꎬ农村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ꎬ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ꎮ 这也是乡村基层“小微

权力”失范现象时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要配

齐、配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ꎬ正所谓“给钱给物不

如给个好支部”ꎬ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发挥党支部

教育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凝聚服务群众的

职责ꎮ 同时ꎬ切实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ꎬ推进

“阳光党务”“阳光村务”ꎬ畅通党员参与党务、监督

党组织和干部的渠道ꎬ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和知

情权ꎮ
三是着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做好“小微

权力”规范的主体保障ꎮ 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

织带头人队伍建设ꎬ选对人、用好人ꎬ加强对党员

干部的教育监督ꎬ激励干部担当作为ꎬ引导党员干

部堂堂正正做人ꎬ老老实实干事ꎬ清清白白为民ꎻ
另一方面要搞好业务培训ꎬ县区重点培训村支书、
村主任、村监委会主任以强化其工作能力ꎬ乡镇要

对所有村组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培训和“小微权

力”知识讲解ꎬ使其明白权力界线、工作流程、纪律

要求ꎮ
四是构建三治协同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规范

“小微权力”筑造机制保障ꎮ 深化自治实践ꎬ稳固

乡村民主政治制度和维系乡村自治传统ꎻ补齐法

治短板ꎬ增强新形势下民众的秩序意识和法治精

神ꎻ强化德治建设ꎬ融化人心ꎬ夯实社会善治的思

想基础[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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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知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基于 Ｃ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元回归模型研究

程 圆 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 　 以往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结构层面来考量不同因素对某一单独群体的政府信任度

影响ꎬ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主观要素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表现ꎮ 本文利用 ＣＳＳ２０１５ 调查数据ꎬ采用多元分析的方

法ꎬ以乡村居民为参照对象ꎬ从微观视角出发ꎬ研究影响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作用机制ꎬ发现当前城乡居民对

政府的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具有显著差异ꎬ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城市居民ꎻ回归结果表明ꎬ住房、个
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ꎬ其中ꎬ城乡收入、城市居民的年龄与政府信任呈 Ｕ
型相关ꎬ社会公平感知变量对政府信任影响最大ꎮ 以上三个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ꎮ

[关键词] 　 政府信任ꎻ　 住房ꎻ　 社会经济地位ꎻ　 公平感知ꎻ　 城乡居民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６２－０８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ꎬ社
会处于渐进转型状态ꎬ政府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

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ꎬ政府内部的管理、行政权力

的使用、机关人员的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绩效体系

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ꎬ在此过程中民众对政

府的信任度也发生了以下的变化:一是在城乡二

元结构下ꎬ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存在差别ꎬ尤其是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正日

趋降低[１]ꎻ二是从纵向来看ꎬ个人或群体对政府的

信任存在差序化ꎬ即从中央到地方ꎬ信任度呈递减

态势[２]ꎮ 那么ꎬ城乡之间对政府信任变化的同一

性与异质性是否反映了现代化到来后ꎬ工业文明

对城乡之间的传统文化的冲击? 是不是意味着城

市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变化是未来乡村居民对政府

信任变化的前奏?
基于此ꎬ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当

前我国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实际水平如何? 不同群

体间如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是否存在显著区别?
二是探索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社会

公平的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是否有明显影

响? 不同的作用机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

对政府的信任?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政府信任是链接国家与个人的重要机制ꎬ不
仅具有象征多元阶层融合的符号性意义ꎬ而且镜

像反映出国家、社会、公民的多向互动关系ꎮ 民众

对政府信任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政府人员、政府

所颁布的政策的预期[３]ꎮ 目前ꎬ有关民众对政府

信任是否增长的研究成果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

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呈下降趋势[４]ꎻ二是认

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呈上升趋势[５]ꎮ 近年来ꎬ
众多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日趋活跃ꎬ其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对不同

地域、不同群体间的政府信任度差异比较[６]ꎬ形成

了主要由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学者参与

的一个日趋活跃的研究领域ꎮ 已有研究侧重于从

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ꎬ研究发

现ꎬ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是影响政

府信任的关键[７]ꎮ 此外ꎬ不同区域的政府信任格

局呈现出“东中西递增”状态ꎬ而城乡二元结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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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在政府信任上则表现出差序性层次特征ꎬ
即央强地弱ꎬ乡强城弱ꎬ并且ꎬ农民的政治信任呈

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１]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１: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有着显著差

异ꎬ其中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高于城市居民对

政府的信任ꎮ
现有研究对不同区域或不同群体间的政府信

任所存在的差异性进行解释的路径之一———制

度ꎬ该要素主要表现在政府绩效和保障房政策等

客观政府行为上[８]ꎮ 有学者认为ꎬ人们对政府绩

效的满意度越大ꎬ政府信任度也就越高ꎬ而这一信

任主要基于理性人假设ꎬ当人们无法从政府机构

获得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回报时ꎬ信任度便会降低ꎮ
此外ꎬ李培于 ２００７ 年对北京市 １１８４ 位住户进行问

卷调研ꎬ并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了居民对政府所提

供的保障住房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ꎬ发现居

民对保障住房越满意对政府信任度越高ꎮ 鉴于

此ꎬ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ꎬ很大程度上可

归因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ꎬ民众所获实惠越

多ꎬ对政府也会越满意ꎮ
依据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ꎬ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住房因素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

显著影响ꎮ
假设 ２ａ:住房与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相关ꎬ有自

住房的居民对政府信任越高ꎮ
假设 ２ｂ:住房与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相关ꎬ居民

对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房越满意ꎬ对政府的信任

也就越高ꎮ
解释影响政府信任的路径二———社会资本ꎬ

社会资本作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ꎬ暗含外生性

和内生性两种机制ꎬ外生性主要指的是个体在社

会网络中所拥有的资源ꎬ如拜年网、职业网对人与

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信任的影响[９]ꎮ 内生性则

是个人的身份地位、收入、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的

影响ꎬ有学者认为收入、教育、个人的社会阶层对

个体的政府信任会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１０]ꎮ 赵晓

航等人利用 ＣＦＰＳ 数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

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ꎬ发现个人

的社会经济地位能有效缓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如贫

富差距、腐败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ꎮ 此外ꎬ地区性

经济发展的快慢也会对政府信任产生作用[１１]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信任之间

有显著影响ꎮ
假设 ３ａ:个人收入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 Ｕ 型

相关ꎬ收入越高或越低者对政府信任度较高ꎬ收入

中等者对政府信任较低ꎮ
假设 ３ｂ:个人教育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

影响ꎬ教育水平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ꎮ
假设 ３ｃ: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政府信

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ꎬ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越高对

政府越信任ꎮ
解释影响政府信任的路径三———文化ꎬ文化

作为一种规范的延续ꎬ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被建

构ꎬ反过来又会对行动者施以规训ꎮ 有学者提出ꎬ
在具有等级的文化中ꎬ信任无法生根[１２]ꎮ 因此ꎬ社
会公平程度高的社会ꎬ民众自然对他人、对社会的

信任度较高ꎬ而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也存在

正相关ꎮ 此种公平ꎬ不仅需要体现在实际权力中ꎬ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人员在程序上遵循公平公正的

法律规范、 执法部门能够限制偏袒和不公ꎬ由此ꎬ
便能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１３]ꎮ 除公平文化

外ꎬ文化的具体类型ꎬ像传统的儒家思想、犬儒主

义以及族群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较大ꎮ 此

外ꎬ政府所塑造的形象作为一种公关文化同样对

政府信任产生影响ꎬ尤其是当政府形象与其所扮

演的角色行为一致时ꎬ 民众便会倾向于信任

一侧[１４]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假设 ４:个人对社会公平感知

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ꎮ
综上可见ꎬ国内外学者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做

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ꎬ既探讨了制度因素对政府

信任的影响ꎬ也阐述了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对政

府信任的作用ꎬ但诸多研究仍存在一些尚待完善

之处:一是需要厘清或者验证当前民众对政府信

任的情况ꎬ尤其是发现城乡居民对此所存在的差

异ꎻ二是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结构主义视角来

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ꎬ缺乏微观视角和主观

分析ꎻ三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上述框架之内ꎬ缺
乏对其他因素的探究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拟在以往

研究的基础之上ꎬ将加入新变量ꎬ如住房、主观公

平感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等均纳入回归模

型之中ꎬ并对研究结果提出符合本土化的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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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测量

１.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２００５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

项目ꎬ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ꎬ采用概率抽样

的入户访问方式ꎮ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 ＣＳＳ 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到 １１ 月实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ꎮ 问

卷调查范围包括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的城乡区域ꎬ
具体涉及 １５１ 个县(区)ꎬ６０４ 个村(居)社区ꎮ 抽

样过程中以每个村(居)的地图地址为抽样框ꎬ也
是实地抽样的基准ꎮ 调查时ꎬ抽取相应的家庭户、
集体户ꎮ 在抽中的家庭户中抽取 １ 位受访者进行

访问ꎻ在抽中的集体户中ꎬ按人员规模确定访问人

数ꎮ 调查对象为 １８—６９ 周岁的公民ꎬ问卷发放总

量为 １０２６８ 份ꎬ实际回收 １０２４３ 份ꎬ问卷回收率为

９９.８％ꎮ 依据本文研究需要ꎬ对数据筛选过后ꎬ选
取 ５５８１ 个城市样本ꎬ占总样本数(有效百分比)
５４.５％ꎬ选取乡村样本量 ４６６２ꎬ占总样本数(有效百

分比)４５.５％ꎮ
２.模型的选择与变量的测量

(１)模型的选择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将自变量逐次纳入回归模型ꎬ以了解不

同自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对因变量的作用ꎬ发现解

释变量在各阶段的解释力ꎮ 而本文旨在考察三类

影响因子即自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ꎬ利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能准确地发现各个变量的影响效

应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将从个体层面的住房测量、社
会经济地位状况、社会的公平感知视角考察城乡

居民对政府的信任ꎮ
(２)被解释变量

政府信任是本研究所需要解释的变量ꎮ 此次

研究中将政府信任的对象界定为对党政机关干部

的信任ꎮ 某一群体的关键人物是该群体网络的重

要节点ꎬ具有符号性作用ꎬ对关键人物的信任更能

体现出人们对该人物所象征的群体的信任ꎮ 因此

对政府信任的操作性测量是对问卷中“请问、您信

任党政机关干部吗”问题的测量ꎬ要求被访者在李

克特量表上就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进行评价ꎬ答
案设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
常信任” “不好说”５ 个选项ꎮ 笔者对答案进行了

重新编码ꎬ形成二分变量ꎬ即将“完全不信任”和

“不太信任”合并成“不信任”ꎬ赋值为“０”ꎻ将“比
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合并成“信任”赋值为“１”ꎻ
将“不好说”与缺失值一并处理ꎬ视为系统缺失ꎮ

３.解释变量

(１)住房

住房问题代表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解决

的客观问题ꎬ它既可以体现为现实生活中政府行

动的客观结果ꎬ也可以通过公民主观评价和客观

的住房拥有来反映对政府的信任ꎮ 本研究将主观

评价和客观测量相结合ꎬ目的在于探究住房因素

是否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显著影响ꎮ 对应

问卷中的问题为“您目前所居住的住房性质是?”
笔者将本题重新编码并赋值为“自有住房 ＝ １”“租
房＝ ０”ꎻ“您对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
租房等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吗”其中对答案进行重

新赋值ꎬ得到“满意＝ １”“不满意＝ ０”ꎮ
(２)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是测量个体性社会特征的重要

指标ꎬ本研究将客观经济地位和主观经济地位来

综合起来测量个人层面的特征与社会层面的政府

信任之间的关系ꎮ 收入变量———收入指的是个人

的年收入ꎬ我们将收入取标准分ꎮ 教育程度———
变量的测量来源于“您的教育程度是?”笔者对本

题重新编码赋值ꎬ分别得到:“小学及以下 ＝ １”“初
中＝ ２”“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 ３” “大专 ＝ ４” “本
科及以上＝ ５”ꎮ 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是个纵向的主

观比较ꎬ包括过去五年、现在、将来五年的社会经

济地位自评ꎬ笔者利用平均值将其综合为一个变

量: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３)社会公平感知

社会公平感知代表了被访者对社会整体公平

状况的主观体验ꎬ本研究在此变量的测量中主要

利用个体的主观公平感知进行检验ꎮ 具体测量问

题来源于问卷中李克特量表所包含的 ９ 个问题ꎬ即
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 指

标有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

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

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力、待遇、
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ꎮ 笔者对本题重新编码赋值

为“觉得公平＝ １”“觉得不公平＝ ０”ꎮ
(４)其他控制变量

本次研究中ꎬ我们控制了社会人口性特征和

个人幸福感体验ꎮ 社会人口性特征包括ꎬ性别、民
族、年龄、政治面貌ꎮ 这些变量中ꎬ社会人口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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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部分变量为定类变量ꎬ我们按照虚拟变量来处

理ꎬ而个人幸福感体验为定序变量ꎮ 其中ꎬ性别赋

值为:“男＝ １”“女＝ ０”ꎻ民族赋值为“汉族 ＝ １”“非
汉族＝ ０”ꎬ政治面貌赋值为“中共党员 ＝ １” “共青

团员＝ ２”“民主党派 ＝ ３” “群众 ＝ ４”ꎻ年龄是个连

续变量ꎬ最小者 １８ 岁ꎬ最大者 ７２ 岁ꎮ 个人幸福感

重新编码赋值为“幸福＝ １”“不幸福＝ ０”ꎮ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城市居民样本 农村居民样本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性别 ５５８１ ０.４５ ０.４９７ ４６６２ ０.４６ ０.４９９

民族 ５４６０ ０.９６ ０.１９０ ４５０３ ０.９３ ０.２６３

年龄 ５５８０ １.８２３９ ０.３１４３２ ４６６２ １.９００１ ０.２９５１５

政治面貌 ５５７３ ３.４７ １.０８２ ４６３６ ３.７５ ０.７７４

个人幸福感 ５５６４ １.８８ ０.３２１ ４６６０ １.８２ ０.３８４

自变量

有无自住房 ５５８１ ０.７８ ０.４１５ ４６５７ ０.９６ ０.１９４

基本住房保障的满意度 ５５７８ ３.６４ ３.４０５ ４６４８ ２.９４ ３.６６２

教育水平 ５５２３ ３.０７ ２.１８３ ４５５１ １.９６ １.６８９

过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５４４１ ２.５４ ０.５７８ ４６１４ ２.５４ ０.５７５

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５０２４ ２.５６ ０.５９８ ４５８４ ２.５９ ０.５８２

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５０６９ ２.１５ ０.７６０ ４１４１ ２.１８ ０.７６１

高考制度的公平感知 ５０１９ ０.８０３７ ０.３９７２３ ４０１０ ０.８７３１ ０.３３２９４

政治权利的公平感知 ４８６５ ０.６２４６ ０.４８４２７ ４０２７ ０.６８９８ ０.４６２６１

司法的公平感知 ５３５９ ０.６２６５ ０.４８３７８ ３８７０ ０.７１９９ ０.４４９１１

公共医疗的公平感知度 ６２６５ ０.６８０７ ０.４６６２４ ４４２６ ０.７５６０ ０.４２９５５

就业机会的公平感知 ５１６６ ０.５１１２ ０.４９９９２ ３９５５ ０.５６９４ ０.４９５２２

收入分配公平感知度 ５２０５ ０.４０３５ ０.４９０６４ ４２００ ０.４７２４ ０.４９９３０

社会保障公平感知 ５２９６ ０.５９６９ ０.４９０５７ ４３５９ ０.６８９６ ０.４６２７１

城乡权利公平感知 ５１８１ ０.４６９０ ０.４９９０９ ４２１８ ０.４２３７ ０.４９４２０

社会公平感知 ５４０３ ０.６８１５ ０.４６５９５ ４４４６ ０.７３１７ ０.４４３１４

　 　 三、研究发现

１.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

为了全面了解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及

特点ꎬ发现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的差异性ꎬ本
研究利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对城乡差异进行探索ꎮ
具体结果见表 ２ꎮ

表 ２　 城乡独立样本 Ｔ 检验

城乡划分 Ｎ 平均数 标准差 Ｆ 值 显著性 信任度

是否信任政府
城镇 ５５２５ ０.５１ ０.５００ ５５.６％

乡村 ４６４３ ０.６０ ０.４９０ ２２２.６７４ ０.０００ ６４.２％

　 　 由表 ２ 可以得出以下结果:首先ꎬ从整体上看ꎬ
城乡之间在政府信任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ꎬ即无

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对政府的信任度均处于中等偏

上的水平ꎬ而且ꎬ从信任度测量的标准差来看ꎬ也
可得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具有较高的同一性ꎮ

该结果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２]ꎮ 其次ꎬ从城乡居

民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性来看ꎬ依据表二的独立样

本 Ｔ 检验结果可知ꎬＦ 值为 ２２２.６７４ꎬ显著性水平小

于 ０.００１ꎬ说明城乡样本在对政府信任上存在显著

差异ꎬ此外ꎬ从城市居民信任政府的人数占 ５５.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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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信任政府人数占 ６４.２％ꎬ前者比后者低 ８.
６％ꎬ由此可以看出ꎬ城乡之间对政府的信任度不仅

存在差异ꎬ且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乡村居

民的政府信任度ꎬ此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研究假

设 １ꎮ

２.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性分析

对政府信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中ꎬ本文主要

考察了个体的住房因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

素、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因素ꎬ并控制了社会人口

特征变量和个人的幸福感变量ꎮ 其中个体的住房

因素包括公民是否拥有自住房的客观事实测量以

及对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满意度的主观心理测量ꎬ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包括ꎬ收入、教育、个体过去五

年、当前、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ꎬ其中ꎬ为
了更准确地考察收入与其他变量的连接比较ꎬ我
们增加了收入标准分和收入标准分的平方ꎮ 个体

的社会公平感知变量则包括 ９ 个主观测评客观事

实的问题ꎬ具体有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

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
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

权力、待遇ꎬ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ꎮ 在控制变量

中ꎬ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主要有个人的性别、民族、
年龄、政治面貌ꎬ此外个人的幸福感也纳入控制范

围之内ꎮ 在本文的回归研究中ꎬ依据以上变量ꎬ我
们设置了 ６ 个模型ꎮ 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 是对城

市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的影响因素探究ꎬ模型 ４、
模型 ５、模型 ６ 是对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因

素进行探究ꎮ 其中ꎬ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在控制变量的

基础上ꎬ主要加入了住房因素ꎮ 模型 ２ 与模型 ５ 则

是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社会

经济地位变量ꎻ模型 ３ 与模型 ６ 在控制变量、住房

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的

社会公平感知变量(见表 ３)ꎮ 鉴于此ꎬ我们希望可

以从微观视角全面考察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以及

这些因素在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ꎮ

表 ３　 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城市 乡村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性别ａ －０.１６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０)

控制变量

民族ｂ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７)

－０.３１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３９７∗∗∗

(０.１２５)
－０.４５７∗∗∗

(０.１４１)
－０.２９０
(０.１９４)

年龄
－０.１５０∗∗∗∗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４∗∗∗∗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年龄对数的平方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２８６)
－０.２６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８４)

－０.２８５∗

(０.１３９)

政治面貌ｃ ０.３１７∗∗∗∗

(０.０８８)
０.２４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４)
－０.２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７)

个人的幸福感
０.２７２∗∗∗∗

(０.０６８)
０.３７１∗∗∗∗

(０.０６９)
０.２９５∗∗∗

(０.０８９)
０.３６７∗∗∗∗

(０.０８１)
０.３０７∗∗∗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７)

住房

有无自住房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６)

０.０８４
(０.２３４)

对基本住房
保障的态度

－０.１６７∗∗∗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６∗∗∗∗

(０.０６０)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４)

社会经济地位

收入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１)

收入标准分
的平方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１)

０.５２０∗∗

(０.２６２)

教育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社会经济地位
自评感知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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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城市 乡村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社会公平感知

高考制度的
公平感知

０.５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９)

政治权利的
公平感知

０.８５３∗∗∗∗

(０.０７４)
０.５７５∗∗∗∗

(０.１１２)

司法的公平感知
０.２０１∗∗∗

(０.０７５)
０.７４５∗∗∗∗

(０.１１４)

公共医疗的
公平感知度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８)

就业机会的
公平感知

０.２１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９)

收入分配公平
感知度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０８)

社会保障公平
感知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０)

城乡权利公平
感知

０.３８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１)

常数 －０.１７５ １０.０６９∗∗∗∗ －０.９２２∗∗∗ ３８.９０２∗∗∗∗ ４０.６２７∗∗∗∗ ０.４２１∗∗∗∗

Ｎ ５３５４ ７９８１ ５４８３ ４４４５ ３８２１ ２４４１

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７ ０.２２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７ ０.２０５

Ｆ ２６.２５５∗∗∗ ７.３９８ １９.３４６∗∗ ５.２４８ ６.４５９ １０.７３４

　 　 注:(１)∗Ｐ<０.１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０１
(２)ａ 参考类别为“男性”ꎬｂ 参考类别为“汉族”ꎬｃ 参考类别为“中共党员”
(３)括弧中为标准误差系数

　 　 (１)控制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总体而言ꎬ控制变量中ꎬ性别、民族、年龄、政
治面貌、个人幸福感在作用于城乡居民对政府信

任的过程中ꎬ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异

质性和同一性ꎮ 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性别仅在模型

１ 中差异显著ꎬ即不同性别的公民在城市中对政府

信任度不同ꎬ此外ꎬ民族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乡

村ꎬ也就是说在乡村社会中不同民族间对政府信

任的差异极为显著ꎮ 同一性表现在年龄、政治面

貌、个人幸福感对城乡居民的作用均具有显著性ꎬ
即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ꎬ这些变量都会影响公民

对政府的信任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ꎬ年龄对政府

信任的信仰影响的回归系数为负ꎬ但年龄的平方

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系数为正ꎬ该现象说明ꎬ年龄对

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主要表现为 Ｕ 型ꎬ即年

龄越大或年龄越小者越信任政府ꎬ而青年或中年

相对而言信任度较弱ꎮ
(２)住房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对住房因素的考察主要表现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４ꎬ由表 ３ 可知ꎬ住房因素对政府信任有着重要影

响ꎬ其中ꎬ公民对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对城

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显著影响ꎬ而有无自住

房对城市居民作用显著ꎬ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并无

显著影响ꎬ数据呈现出的城乡差异符合我国城乡

现实情况ꎬ在乡村社会中ꎬ宅基地的存在在一定程

度上缓和了年轻一代的住房需求ꎬ尤为重要的是

政府在对宅基地的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为稳

定ꎬ人们对此政策还是呈肯定态度ꎬ在城市社会

中ꎬ年青一代的买房需求更为旺盛ꎬ因此对市场中

有关房价、政府的相关政策关注度较高ꎬ政府行为

与公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ꎬ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城

市中有无自住房的影响高度显著ꎬ从而验证了假

设 ２ꎮ
(３)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由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的调整 Ｒ２结果可知ꎬ社会

经济变量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大ꎬ且收

入、教育、个体对过去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的作用尤

为显著ꎬ因此便验证了研究假设 ３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收入的回归系数为负值ꎬ但收入标准分的平方

与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正值ꎬ说明收入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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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关系呈 Ｕ 型ꎬ即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对政

府信任较高ꎬ中等收入者对政府信任度较低ꎬ这一

结果也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 ３ａꎬ而教育对政府信

任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ꎬ说明教育层次越高对

政府的信任度越有可能降低ꎬ由此ꎬ假设 ３ｂ 也得

以验证ꎮ 同样ꎬ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政府信任也

呈现出显著负相关ꎬ城市居民对过去社会经济地

位的自评较低者反而对政府越信任ꎬ该结果无法

验证假设 ３ｃꎮ 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很重要的现

象ꎬ学界所公认的利用收入和教育水平所测量的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不一致ꎬ表
面上看ꎬ的确矛盾ꎬ但事实上ꎬ这与城市的区隔效

应有关ꎬ往往在城市中ꎬ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布

在不同区域ꎬ在同一区域内部ꎬ人们的同质性高于

异质性ꎬ教育和收入的相对剥夺感体验较少ꎻ而中

等收入者ꎬ接触底层和上层的概率较高ꎬ对群体间

的差别感受明显ꎬ同时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

对社会、对政府的行为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ꎬ信息

获取能力的提升也是影响这部分群体的政府信任

的重要机制ꎮ 就乡村样本来看ꎬ与城市显著不同

的是ꎬ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村民的政府信任影响

较城市居民而言弱ꎮ 该现象的存在也镜像反映了

我国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二元分化问题ꎬ即收

入和教育对个体的影响ꎬ较低收入者和较低受教

育程度者的聚集区ꎬ往往会形成一种文化ꎬ而政府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具有较强威权ꎬ也是由于信息

接收较少ꎬ在该场域中习惯性认同当前的话语体

系是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的重要作用机制ꎮ
(４)社会公平感知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由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比较可知ꎬ个体的社会公平

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较强解释力ꎬ
在没有加入公平感知变量时ꎬ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的调

整 Ｒ２仅为 ５.７％和 ６.７％ꎬ加入改变了后ꎬ模型 ３ 和

模型 ６ 的调整 Ｒ２达到了 ２２.５％和 ２０.５％ꎮ 此外ꎬ公
平感知变量的加入还削弱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

控制变量的作用ꎮ 由此ꎬ可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

４ꎮ 具体而言ꎬ公平感知变量对城居民的政府信任

影响存在较大差异ꎮ 在城市居民中ꎬ加入公平感

知后ꎬ原来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收入、教育、
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的影响明显减弱ꎬ而在公平感

知中对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公共医疗、就业

机会、收入分配、城乡权利的主观感知对城市居民

的影响尤为显著ꎬ社会保障的公平感知却对政府

信任无明显影响ꎮ 就乡村样本来看ꎬ人们对政治

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极为显

著ꎬ而医疗、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城乡权利对其

影响不大ꎬ着也可以看出ꎬ在乡村地区ꎬ村民对政

府的信任主要体现在司法的公平和权力的公平ꎮ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通过提炼 Ｃ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中影响政府信任

度的相关因素ꎬ以城乡居民为分析单位ꎬ运用多元

回归分析的方法ꎬ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和个人幸福

感ꎬ探讨个人的住房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

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ꎬ尤其是对在这些变量

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的解释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城
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ꎬ其中ꎬ
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乡村ꎻ在控制变量中ꎬ
性别的影响仅存在于城市ꎬ而民族因素在乡村中

的作用较为明显ꎬ政治面貌和个人幸福感因素对

城乡居民是否信任政府影响显著ꎮ 就政府信任的

影响因素而言ꎬ住房、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

平感知都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解释力ꎬ但社会公

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ꎮ 从住房变量来

看ꎬ有无自住房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大ꎬ
而乡村居民受该因素的影响十分微弱ꎻ但无论是

乡村还是城市ꎬ基本住房保障的影响非常显著ꎮ
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来看ꎬ收入、教育和过去五年

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

非常显著的影响ꎬ并且ꎬ收入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

Ｕ 型相关ꎬ而教育和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对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显著ꎮ 从社会公平感

知变量来看ꎬ影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公平感知

因素远多于乡村ꎬ具体有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
法ꎮ 公共医疗、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城乡权力ꎬ影
响乡村居民政府信任的主要有政治权利和司法的

公平感知ꎮ
本研究对政府信任具有城乡差异性、城市居

民的信任度低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研究结论

与先人研究较为一致ꎮ 但不同的是ꎬ收入和教育

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政府的影响与以

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ꎬ尤其是城市居民更注重过

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ꎬ而乡村居民则已未

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ꎬ此外ꎬ本研究发

现ꎬ住房因素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ꎬ有无自住房

在城市中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较大ꎬ而在农村却无

明显影响ꎬ主要因为相对于城市而言ꎬ农村人口较

少ꎬ且农村有宅基地ꎬ而城市没有ꎮ 而社会经济地

位自评与居民的政府信任呈显著负相关ꎬ除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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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教育有关外ꎬ主要还是由于不同群体间的

文化不同ꎬ所体验的相对剥夺感不同ꎬ以及接收到

外界信息的范围和处理思路不同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在社会公平感知中ꎬ城市居民对权力、司法、财
富分配、就业等事实的主观感受对政府信任影响

较大ꎬ而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仅仅与政治权利和

司法的公平感知有关ꎬ从某种程度上说ꎬ这与乡村

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关ꎬ威权主义与小农

经济使得人们对财富分配和就业并不在意ꎬ相反

对权力和司法公平更为关注ꎮ
尽管本研究努力将各种误差控制到可接受的

范围内ꎬ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ꎮ 一是鉴于原始资

料是全国综合调研数据ꎬ无法深入并有针对性挖

掘某一现象背后的发生逻辑ꎻ二是本研究主要采

用微观视角从个体的主观层面测量ꎬ可能会忽视

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ꎻ三是本研究发现住房、个
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

信任均有影响ꎬ且影响程度不同ꎬ但究竟为何存在

这种不同ꎬ如何去解释这种不同ꎬ文章并未做出进

一步有效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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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骤减之原因探析∗

王　 艳　 李 晓 英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ꎬ 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带钩为束人衣带和佩挂饰物之物ꎬ萌生于新石器时代ꎬ发展于春秋战国ꎬ繁荣于秦汉时期ꎬ于魏

晋南北朝忽而大幅衰落ꎮ 带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忽然衰落ꎬ这与较其有更为便利功能的带扣有一定的关系ꎬ但这

种情况的发生与魏晋南北朝早期的薄葬制度、频仍战争导致的社会生产力下降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社会上

流行的玄学思想风气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ꎮ
[关键词] 　 带钩ꎻ　 带扣ꎻ　 魏晋南北朝ꎻ　 社会背景ꎻ　 思想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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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带钩为金星村遗址中所

出土的玉带钩(见图 １[１])ꎮ 自石器时代始ꎬ先民着

衣之时便会在腰间束带ꎬ以求着衣后的行动便利ꎮ
古人最先用来固定衣裳的工具为绳状物ꎬ将其缠

于腰间形成“缔”或“钮”ꎮ 但«说文解字»有言曰:
“缔ꎬ 结不解也ꎮ” [２]２７３ “纽ꎬ 系也ꎮ 一曰结而可

解ꎮ” [２]２７５这种将绳状物缠于腰间并打结的方式ꎬ
很容易形成死结ꎬ从而增加解结的难度ꎮ 这便促

使便于解结的钩状物———带钩的产生ꎮ
学术界对目前出土的带钩在考古方面做了详

尽的研究ꎮ 中国国内最先对带钩进行研究的为王

仁湘ꎬ王仁湘曾论述了带钩的分类ꎬ并按照出土地

点罗列出自长城至西南地区的带钩出土数量ꎮ 同

时ꎬ王仁湘针对有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带钩是受

“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观点ꎬ提
出了“中国带钩是本土起源的ꎬ它不是舶来品”的

看法[３]ꎮ 王仁湘亦在«古代带钩用途考实»中指出

了带钩的四种用途:连接衣带、佩器、佩物和佩

饰[４]ꎮ 其后有学者对带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ꎬ并
参照王仁湘先生的标准ꎬ对带钩进行了进一步的

分类ꎬ如王莉根据外形、材质、纹饰三个方面对带

钩进行了细致的分类ꎬ并对带钩产生、发展与衰落

的历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等[５]ꎮ 同时ꎬ也有很多

学者从服饰方面来探讨带钩之起源及其与服饰关

系的ꎬ如马振凯将带钩的发展历程融合每个朝代

的服饰背景ꎬ加以解释[６]ꎮ 邓咏梅不仅讲述了古

代服装的系扣方式ꎬ还针对带钩指出汉朝带钩使

用具有等级性质的特点[７]ꎮ
学术界对带钩的研究虽各有偏重ꎬ但带钩于

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忽然锐减的现象ꎬ却是不容

置喙的事实ꎬ然而学术界却鲜见对这一现象产生

原因的研究ꎮ 所以ꎬ探究长期存在于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带钩为何忽然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衰落是有

必要的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

社会背景入手ꎬ探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带钩忽然衰

落之因ꎬ以补充和丰富带钩与带扣方面的相关学

术研究ꎮ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环境对带钩数

量的影响

本文所讨论的带钩为我国古代唐朝以前用于

束带及佩系之钩状物ꎬ其萌生于新石器时期ꎬ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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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金星村遗址出土的玉带钩

夏商西周的沉寂ꎬ于春秋战国时期重新发展ꎬ并于

秦汉时期达到繁荣状态ꎮ 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忽

然衰落ꎬ直至元明清时期ꎬ才又重新以玩赏器物的

形式回归人们的生活ꎮ 在带钩的发展历程中ꎬ魏
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ꎮ 很多学者在探

究带钩发展源流时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带钩的

衰落与带扣有很大的关系ꎮ 但是带扣早就在东周

就与带钩处于同一时空之中ꎬ其在魏晋南北朝时

期繁盛ꎬ而同时带钩也恰在此时忽然衰落ꎬ这种情

况的发生不仅仅是由带扣相较于带钩的优越性ꎬ
更是由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时代环境造成的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之一ꎬ亦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融合最活跃的

时期之一ꎮ 西晋是建立在曹魏基础上的政权ꎬ长
期的安逸使得西晋统治者大多养成了荒淫奢侈的

生活作风ꎮ 西晋王朝最终在贾后企图篡夺王权的

阴谋中走向崩溃ꎬ由“八王之乱”发展为“五胡乱

华”直至“永嘉南渡”ꎬ南北朝格局形成ꎮ 中原地区

由北方游牧民族占领并混战ꎬ东晋王朝则凭借天

堑偏安江南一隅ꎮ 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促成了带

钩的衰落ꎬ带扣的兴盛ꎮ
１.曹魏时期薄葬制度对带钩数量的影响
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背景来看ꎬ在北方少数

民族尚未入住中原之前ꎬ中原地区带钩数量锐减ꎬ
是由于曹魏政权统治者提倡薄葬所造成的ꎮ 带钩

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发展ꎬ其性质和材质皆获得

更进一步的发展ꎬ至秦汉繁盛时期ꎬ便有了“满堂

之座ꎬ视钩各异” [８]７６９ 的盛况ꎮ 带钩虽为日用品ꎬ
但其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ꎬ材质自然是贵重的ꎮ
同时汉代崇尚儒学ꎬ儒学与玉的关系又十分密切ꎬ
故汉代玉质带钩实则为数量最多者[９]ꎮ 汉代墓葬

崇尚以玉陪葬ꎬ汉代人认为玉可以使人灵魂不散ꎬ
从形成“九窍”、玉衣等墓制ꎮ 魏晋基本承袭了汉

代的用玉之风ꎬ其带钩亦为贵重之物ꎮ 但曹操于

建安十年下令禁止厚葬ꎬ“殡琀之物ꎬ一皆绝之”ꎬ

故目前所发掘的曹魏时期墓葬中未有带钩存在ꎮ
西晋时期ꎬ统治阶级生活奢靡ꎬ用具极尽奢华ꎮ 同

时ꎬ西晋时期亦是门阀士族形成时期ꎬ曹魏薄葬制

度在西晋初期仍有一定的影响ꎬ至西晋中晚期ꎬ门
阀士族的兴起ꎬ使得厚葬制度逐步复兴ꎮ 西晋重

臣刘弘墓葬中便出土了两件玉质带钩ꎬ分别长 ８.４
厘米和 ４ 厘米ꎬ皆为白玉所制ꎬ为上乘之作[１０]ꎮ 刘

弘为西晋名将ꎬ任荆州刺史兼镇南大将军ꎬ其带钩

如此华美ꎬ西晋其他贵族之使用带钩亦可见一般ꎮ
曹魏与西晋时期出土带钩数量的减少主要是

王朝内部环境造成的ꎬ但至“永嘉南渡”之后ꎬ十六

国与东晋、南北朝时期带钩数量的减少则与外部

环境的变化有着很大的联系ꎮ
２.频仍战争对带钩数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天下处于分裂状态ꎬ这一时

期的战争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下降ꎬ另一

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多种文化的交流ꎮ 这两

方面特征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带钩数量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ꎮ 带钩繁复精致的花纹对技艺的要求

之高可以想见ꎬ战争频仍ꎬ社会动乱必然会造成社

会生产力的下降ꎬ从而导致带钩数量的锐减ꎮ 这

一方面于此不做过多的叙述ꎬ下面从战争造成的

社会交流方面来论述带钩数量减少之因ꎮ
(１)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中原地区带钩

数量的影响

东汉以来ꎬ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种种原因逐渐

向内地迁移ꎮ 至西晋末年朝廷发生政变ꎬ北方少

数民族入主中原①ꎮ 此时ꎬ少数民族衣着上使用带

扣的习俗也被带入中原ꎬ使得中原带扣用于人物

衣着上的数量大大增加ꎮ 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

区混战ꎬ争夺绝对统治权ꎬ具有紧密连接的连接

物———带扣自然也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ꎮ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ꎬ使得中原地区带扣数量

增加ꎬ而曾经带钩的主要使用者———晋朝贵族大

部分皆南渡至长江以南地区ꎬ自然也就减少了中

原地区带钩的数量ꎮ
但“永嘉南渡”并非所有中原地区的汉人皆渡

江避难ꎮ 也有很多门阀士族ꎬ滞留中原ꎬ自成坞壁

以卫氏族ꎮ 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ꎬ为了在

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中获得优势和中原王朝的

绝对统治权ꎬ少数民族首领积极笼络汉人士族ꎬ在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化交流ꎮ 尤其在北魏王朝统

一北方之后ꎬ孝文帝表现出了很强的汉化意识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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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原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ꎮ



通婚、着汉服、讲汉语等ꎬ但即使是这种全面的汉

化制度ꎬ也没有使北魏舍弃其自身具有优势的器

物ꎮ 从出土的北魏人物雕刻可以看出ꎬ该武士衣

物上连接革带之物仍为带扣(见图 ２[１１] )ꎮ 在目前

发现的魏晋南北朝中原墓葬中暂时未出现带钩之

物ꎬ则可说明滞留于中原的晋朝门阀也于民族交

流中舍弃了带钩一物ꎮ

图 ２　 北魏人物雕刻

(２)南北交战对南方地区带钩数量的影响

晋朝贵族渡江避难ꎬ凭借长江天险ꎬ暂且休养

生息ꎮ 此时晋朝王室想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ꎬ
却不得不借助江南士族的力量ꎬ故东晋皇朝最为

显著的特征便是王室与士族共治天下ꎬ从而亦有

了“王与马ꎬ共天下”之说ꎮ 东晋王朝虽偏居于江

南一角ꎬ但其毕竟是“正统”所在ꎬ东晋王朝前期ꎬ
士族致力于王朝的北伐ꎮ 在多次的战争中ꎬ南北

两方自然也存在着交流ꎮ 但目前并没有发现东晋

墓葬中有带扣的存在ꎮ 从南京象山王氏家族 ９ 号

墓出土的玉带钩[１２] 和南京东郊高崧及其家族

墓[１３]中出土的四件玉带钩可以看出ꎬ当时战争虽

然使得双方文化有所交流ꎬ但东晋时期仍是以带

钩为主ꎬ但数量和质量皆不及汉朝带钩ꎬ这与当时

战争频仍ꎬ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下降有着必

然的联系ꎮ
南北朝时期ꎬ南朝与北朝之间依然存在着战

争ꎬ但此时南方战争的主将不再是世家大族ꎬ而是

寒门将士ꎮ 拥有政治绝对优势权的世家大族崇尚

清谈ꎬ鄙夷武事ꎬ这就使得身份较低的寒门士族掌

握军事大权ꎮ 寒门将士掌典章机要ꎬ靠军功上位ꎬ
故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ꎬ将士发现带扣的实用性

优于带钩ꎬ且他们皆是靠军功来实现自己政治价

值的ꎮ 故将士们用带扣取代使用价值不如带扣的

带钩ꎬ亦是有可能的ꎮ 从图 ３ 的南朝武士佣可见其

腰间束带之物为带扣ꎮ

图 ３　 南朝武士佣

魏晋南北朝前期的薄葬制度和频仍的战争使

得其早期墓葬中带钩数量的大量减少ꎬ而在其中

后期ꎬ带钩数量的减少更多是由于人们在生活中

有意识减少使用造成的ꎮ 即使是少数民族的统治

者改胡服为汉服ꎬ但还是出现了“中国衣冠ꎬ自北

齐以来ꎬ乃全用胡服ꎮ 窄袖绯绿ꎬ短衣长靿靴ꎬ皆
便于涉草ꎻ所垂鞢韄ꎬ盖欲佩带弓箭ꎬ帉帨ꎬ算囊ꎬ
刀砺之类” [１４] 的情况ꎮ 实用功能更强的胡服被汉

族劳动人民所学习并推广ꎬ带扣作为胡服的一部

分ꎬ自然也被吸收到人们的生活中ꎮ 同时ꎬ带钩是

贵族们使用之物ꎬ其数量的减少与贵族的使用习

惯有着很大的关系ꎮ 曾经作为贵族身份象征的带

钩为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于贵族之间使用数量骤

减? 这与当时的时代思想不无关系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想对带钩数

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

期ꎮ 世家大族的崛起ꎬ使得秦汉时期专制主义制

度在此时被虚弱和改造ꎬ为汉代所尊崇的儒术也

从神坛上被推倒下来ꎬ此时是儒、释、道三教并重

的时期ꎮ 士人学者们崇尚玄学清谈ꎬ鄙视武事ꎬ追
求洒脱恣意ꎮ

魏晋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学说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ꎮ 王弼、何晏等

人是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ꎬ他们在唯心主义范围

内重新解释天道自然ꎬ形成了“贵无”的思想体系ꎬ
以“清谈”的形式对哲学问题进行辩理分析ꎮ 西晋

时期的嵇康、阮籍等人亦以庄、老为师ꎬ放浪形骸ꎬ
玩世不恭ꎬ继续研究发展玄学思想ꎮ 其后ꎬ晋朝内

部和外部的长期斗争使得大部分士人只谈玄理ꎬ
逃避时事ꎬ更有甚者借助借酒避世ꎬ长醉不醒ꎮ 玄

学思想不仅能给予士人精神上的慰藉ꎬ其在战争

频仍、庶族崛起的年代里ꎬ亦是士族阶层用于彰显

自身身份等级的一种思想武器ꎮ 所以ꎬ士族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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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思想上追求庄子的肆意洒脱与飘然之像ꎬ在
生活上亦力求着衣宽松飘逸ꎬ以达到飘然欲仙

之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崇尚清谈的士族们喜着宽袍

大袖还有另一主要原因ꎬ即对五石散的服用ꎮ 最

先服用五石散的人为曹魏时期魏晋玄学的创始人

何晏ꎮ 由于何晏的身份及五石散的神奇功效ꎬ使
得人人模仿何晏服食五石散ꎬ再加上五石散价格

昂贵ꎬ士人们也以此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ꎮ 正如

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所载皇甫谧言:“近世尚

书何晏ꎬ耽声好色ꎬ始服此药ꎬ必加开朗ꎬ体力转

强ꎬ京师翕然ꎬ传以相授晏死之后ꎬ服者弥繁ꎬ
于时不辍ꎬ余亦豫焉ꎮ” [１５]１７１－１７２ 五石散在服用之

后ꎬ会使人全身发热ꎬ皮肤变得极其敏感ꎬ不能接

触硬面料的衣物ꎮ 故魏晋南北朝的士人在服食五

石散后ꎬ多着宽袍大袖ꎬ用散步的方式来散发体内

的热气ꎮ
所以ꎬ这种追求飘然之状的思想和服用五石

散的副作用造成了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皆喜宽袍大

袖ꎬ而少用束衣紧带的带钩之物的状况ꎮ 根据南

京出土的竹林七贤图砖刻拓本(见图 ４)可见ꎬ其中

八人(多出一人为春秋高士荣启期)ꎬ皆着宽袍大

袖ꎬ腰间虽有束腰ꎬ但是以丝织物缠绕于腰间绑节

束腰ꎬ不见带钩踪迹ꎮ 崇尚清谈和服食五石散的

名士ꎬ是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ꎬ其行为会引

起人们的效仿ꎬ从而形成“一班名人都吃药ꎬ穿的

衣都宽大ꎬ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ꎬ把衣服宽大

起来了” [１６]１１１的现象ꎮ 根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

研究»中关于魏晋时期人物着装方面所列举的魏

晋时期出土的人物雕像及流传于世的人物画像ꎬ
可以发现从帝王乃至仆从ꎬ生活中亦以丝织物的

腰带缠绕腰间ꎬ最后于腰前打结以达到束腰的目

的ꎮ 可见ꎬ当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丝织品而不是

带钩来绑束衣物(见图 ５)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因崇尚玄学ꎬ追求仙人

飘飘欲仙之势和服用五石散的缘故ꎬ使得他们习

惯于着宽衣ꎬ以丝织品缠腰ꎮ 因此ꎬ原来束人腰带

的带钩慢慢退出人们的日常服饰ꎬ数量锐减ꎮ
三、带扣在实际使用中的优势
上文提到ꎬ带钩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后ꎬ带扣就

成为士兵、贵族等主要系扣腰带之物ꎮ 带扣为我

国古代装于带头ꎬ具有环孔与舌针的环状物ꎮ 关

于带扣的起源ꎬ学术界仍有一定的争议ꎬ目前的主

流观点认为带扣是北方草原民族连接衣带和马具

图 ４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画

图 ５　 洛阳宁懋石室出土的各式丫鬟石刻画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摹本)

之物ꎮ 而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带扣是作为马具出

现的ꎮ 考古发掘中原地区墓葬中所出现的带扣皆

是与马匹相关的ꎮ 如陕西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

遗址的 Ｋ１７、Ｋ１２１ 的祭祀车马坑之内出土的带

扣[１７]、邯郸赵王陵的车马坑中出土的带扣(见图

６[１８])ꎬ又如秦始皇陵 ２ 号兵马俑坑 Ｔ１２ 出土的陶

马腹带(见图 ７[１９])ꎮ 从邯郸赵王陵所出的带扣和

秦始皇陵中的带扣可以看出ꎬ带扣的型制分为两

种———死舌和活舌ꎮ 死舌带扣较带钩就具有更好

的固定和调节皮带的优势ꎬ带扣的活舌结构与革

带上的洞孔使得这种优势更为明显ꎮ 带扣作为北

方少数民族的腰带连接物和马具ꎬ也是由其这种

优势所决定的ꎮ 北方少数民族多依靠游猎为生ꎬ
其服饰是“以裤为外服”的[２０]３０４ꎮ 带扣对革带的紧

密连接符合游牧民族骑马而居的现实状况ꎮ 而马

匹作为古代游猎和战争必备的要素ꎬ其运动量是

可以想见的ꎬ负于其上的物件亦必须以稳固性良

好的连接物来连接ꎮ 除了直接将革带打结连接

外ꎬ带扣是当时最好的选择ꎮ
带扣的结构和使用优势明显优于带钩ꎬ其取

代带钩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连接物是必然的ꎮ
目前已在一些汉代墓中发现了少数华美带扣的存

在ꎮ 如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中就存在着两副

—３７—



金扣腰带ꎬ徐州西汉宛胊侯刘埶墓中亦出土了一

副金带扣[２１]ꎮ 带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上层

贵族身份的象征ꎬ带扣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

用具ꎬ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的进化ꎬ华美的带扣亦

逐渐成为民族中贵族身份的象征ꎮ 汉朝初年有与

少数民族联姻的传统ꎬ汉孝文帝更是有投匈奴单

于所好ꎬ遣使送其黄金饰具带之举ꎬ可见汉朝与少

数民族之间的交流ꎮ 但在汉朝墓葬中所发现的黄

金带扣ꎬ是由中原王朝自行制造[２１]ꎬ同时带扣并不

处于墓主人的腰际ꎬ且使用痕迹并不明显ꎬ可以推

测墓中所出带扣可能为赏赐之物ꎮ
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ꎬ无论是

带钩从早期的厚重转为后来的华美轻便ꎬ还是带

扣从死舌发展为更为便捷的活舌形制ꎬ都是事物

发展进步的过程ꎮ 在带扣与带钩共存的时间中ꎬ
带扣已经慢慢渗入到中原王朝贵族的生活中ꎬ但
为何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扣才实现了对带钩的

取代? 这是带扣本身的优势结合当时的时代环

境、社会风气、人们思想等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

现象ꎮ

图 ６　 邯郸赵王陵车马坑出土的带扣

图 ７　 秦始皇陵 ２ 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腹带

四、结语
带钩与带扣皆为中国古代束人衣带之物ꎮ 目

前发现最早的带钩属于新石器时代ꎬ而带扣最晚

出现于东周时期ꎮ 两者在同一个时空内并存几百

年ꎬ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带扣才取代带钩成为人

们衣物的连接物ꎬ并不能简单看作是带扣取代带

钩的结果ꎮ 这是带扣自身优势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特殊社会环境及玄学思想共同影响的结果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带钩的减少和带扣的增加

虽是这一时期内同时发生的两个现象ꎬ但不能说明

带扣是使得带钩数量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ꎮ 魏晋

南北朝时期带钩出土数量骤减主要还是由于受到

当时魏晋薄葬制度、社会生产力下降、玄学的兴起

和士人服用五石散等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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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船区在早期雅典城邦中的作用

杨　 波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ꎬ 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 　 “造船区”是早期雅典城邦重要的人口划分方式ꎬ在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ꎬ以及克莱

德莫斯和安德罗提翁的残篇中均有提到ꎮ 其诞生时间不迟于梭伦改革ꎬ承担着为城邦提供船舶、收支税金的职

责ꎬ造船区提供的船只会参与雅典的军事行动ꎬ经水路前往圣地神庙时充当人员运输船或是护卫舰船ꎬ也会参与

城邦的商贸、殖民或是海盗活动ꎬ造船区基金则会被用于出使德尔菲神庙ꎮ 早期雅典城邦的造船区可能兼具军

事、财政、宗教等多种职能ꎬ作为雅典居民之间跨血缘的纽带ꎬ造船区在履行其主要职能的同时ꎬ造船区居民实际

上也履行了对城邦的义务ꎬ变得与雅典城邦密不可分ꎮ
[关键词] 　 造船区ꎻ　 职能ꎻ　 早期雅典城邦

[中图分类号] 　 Ｋ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５－０５

　 　 “造船区”(ναυκραριαιꎬ ｎａｕｋｒａｒｉａｉ)是古代希

腊阿提卡地区早期的人口区划方式ꎬ与古代雅典

海军密切相关[１]１００１ꎬ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青铜

时期ꎮ 据亚里士多德所说ꎬ在梭伦所处的时代ꎬ阿
提卡有 ４ 个部落(ｐｈｙｌａｉ)ꎬ每个部落分为 ３ 个三一

区(ｔｒｉｔｔｙｓ)和 １２ 个造船区ꎬ合计 ４８ 个造船区ꎬ每个

造船区都设有造船区长(ναυκραροςꎬ 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ꎬ
掌管税收与开支[２]８.３ꎬ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中ꎬ造船

区被德莫(ｄｅｍｏｓ)取代[２]２１.５ꎮ 波洛克斯(Ｐｏｌｌｕｘ)也
提到ꎬ德莫曾被称呼为造船区ꎬ而德莫的管理者被

称呼为造船区长ꎬ雅典的每个部落有 １２ 个造船区ꎬ
其中每个三一区有 ４ 个造船区ꎬ每个造船区需为雅

典提供一艘船和两名骑士①[３]２６ꎮ 按照弗提乌斯

(Ｐｈｏｔｉｕｓ)的说法ꎬ造船区是由梭伦创立的ꎬ类似于

后来的捐助团(ｓｙｏｍｍｏｒｉｅｓ)或德莫ꎬ造船区长则类

似于德莫长( ｄｅ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６ꎮ 被归为克莱德莫斯

(Ｃｌｅｉｄｅｍｕｓ)名下的残篇记载ꎬ克里斯提尼用新划

分的 １０ 个地域部落取代了旧有的 ４ 个部落ꎬ并划

分了 ５０ 个造船区[３] ２６ꎮ 克莱德莫斯被波桑尼阿斯

(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称为最早描述雅典人历史习俗的作

家[４]１０.１５.５ꎬ他的残篇中并没有提及梭伦或是克里斯

提尼以前存在任何造船区ꎬ也没有说造船区是“三
一区”的细分或是被德莫取代ꎬ似乎是想把创立造

船区这一功劳划归克里斯提尼名下ꎮ 德国著名古

典学家雅各比(Ｆｅｌｉｘ Ｊａｃｏｂｙ)为了弥合克莱德莫斯

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歧ꎬ提出是梭伦创设了造船区ꎬ
克里斯提尼只是为了配合改革中新划分的 １０ 个地

域部落ꎬ将造船区重新划分增加至 ５０ 个ꎬ论其原因

可能是为了增加民主派代表人物克里斯提尼的

荣耀[５]ꎮ
实际上ꎬ至少在梭伦改革以前ꎬ造船区已经存

在[６]ꎮ 据希罗多德的记载ꎬ正是造船区首领们驱

逐了占领卫城的库隆(Ｃｙｌｏｎ)及其追随者[７]５.７１ꎬ这
说明至少在公元前 ７ 世纪的时候ꎬ造船区已经存

在ꎬ且在雅典城邦事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ꎬ“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一词的各组成

部分早在迈锡尼时期就有迹可循[８]ꎬ由此可见ꎬ造
船区很有可能是一种延续自青铜时代的制度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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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认为ꎬ“ 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最初意为船长( ｓｈｉｐ －
ｃｈｉｅｆ)ꎬ可以被认为是拥有航海经验的富人ꎬ包括

海盗、商人或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土地所有者ꎬ他
们出资为雅典提供船只、装备以及船员ꎬ也负责维

修保养船舶ꎬ船只出动时担任指挥官[９]ꎮ 现存文

献中对造船区的记载并不充分ꎬ对于造船区最初

的功能是什么ꎬ在当时的雅典又处于何种地位也

多有争议ꎮ 但是通过对造船区已知主要职能的探

究我们可以发现ꎬ造船区在早期雅典城邦事务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一、提供船只及“造船区”的军事职能

海洋对于古希腊人的意义非比寻常ꎬ很早就

有希腊人漂洋过海从事经济贸易、海盗和殖民活

动ꎬ船舶无疑是这些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ꎮ
赫西俄德忧心忡忡的提醒兄弟要把握好扬帆出海

的时机ꎬ并做好船只的保护工作[１０]６２０－６２９ꎮ «奥德

赛»中水手们忙着为他们黑色的帆船制作缆绳和

风帆ꎬ打磨桨叶[１１] ６.２６８－２６９ꎻ英雄奥德修斯可以用四

天的时间制造一艘由 ２０ 棵高大树木组成ꎬ装配有

船舷、船舵、桅杆、风帆的筏船ꎬ并用杠杆推入海

中[１１] ５.２４３－２６０ꎮ 说明希腊人早已掌握了一定的航海

知识和船舶制造以及维护技术ꎮ 荷马在«伊利亚

特»中详细记述了进攻特洛伊时希腊船队的构成ꎬ
总数多达 １１８６ 艘ꎬ其中雅典派出 ５０ 艘黑色帆船ꎬ
由 佩 特 奥 斯 ( Ｐｅｔｅｏｓ ) 之 子 墨 涅 斯 透 斯

(Ｍｅｎｅｓｔｈｅｕｓ)率领[１２] ２.５５０－５５６ꎮ 按照波洛克斯每个

造船区需提供船只的说法ꎬ这些黑色帆船大部分

应该是由雅典各造船区提供的ꎮ 弗提乌斯拿造船

区和三层桨战舰捐助团(Ｔｒ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 Ｓｙｍｍｏｒｉｅｓ)作
类比ꎬ三层桨战舰捐助团出现在公元前 ４ 世纪中叶

左右ꎬ是由雅典各个部落的富有者组成的群体组

织ꎬ主要负责购置维护三层桨战舰ꎮ 由此可以推

测ꎬ造船区和三层桨战舰捐助团一样ꎬ可能负有为

雅典提供船只的责任ꎮ 有学者根据词源学的解

释ꎬ把“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中的“ｋｒａｒ－”(ｈｅａｄ)与“κληρος”
(ｌｏｔꎻ ｌａｎｄ)相联系ꎬ解释为船主(ναυκληροςꎬ ｓｈｉｐ￣
ｏｗｎｅｒ)ꎮ 依据这种观点ꎬ造船区长只是负责把个人

所有的船只交予城邦调动ꎬ以满足城邦在战争、海
外殖民、商贸活动等情况下对较大规模船队的需

求ꎮ 但词源学解释并非完全可靠ꎬ目前并没有明

确的证据表明在梭伦所处的时代有雅典个人所有

的船只在为雅典城邦提供服务ꎮ 不过基本可以确

信的是ꎬ古代雅典造船区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城

邦提供船只ꎬ且造船区长在船只行动时会担任船

长或者指挥官的职务[１３]ꎮ 与提供船只密切相关的

是造船区的军事职能ꎮ
据希罗多德记载ꎬ曾在奥林匹亚赛会获得优

胜的库隆(Ｃｙｌｏｎ)企图成为僭主ꎬ集结年龄相仿的

年轻人占领了卫城ꎬ最终遭到当时治理雅典的造

船区首领团体、镇压[７]５.７１ꎮ 库隆事件的解决说明

造船区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ꎬ造船区提供的船只

也很可能会被用于军事行动ꎮ 之前提及ꎬ雅典用

于进攻特洛伊的黑色帆船就很有可能由造船区提

供ꎮ 事实上ꎬ早在公元前 ６ 世纪左右雅典人已经拥

有了自己的舰队[１４]６－９ꎮ 美国学者费格拉(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Ｆｉｇｕｅｉｒａ)认为ꎬ于公元前 ４８４ 年被放逐的桑希波

斯(Ｘａｎｔｈｉｐｐｏｓ)就是当时的一位造船区领袖(ｐｒｙ￣
ｔａｎｉｓ)ꎬ而他被放逐的原因就可能包括作为造船区

长未能及时提供足够的袭击埃吉纳(Ａｅｇｉｎａ)的舰

船ꎬ从而给城邦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ꎬ以及他与底

米斯托克利(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ｋｌｅｓ)就造船区在雅典地位的

分歧ꎬ后者主张废除造船区[９]ꎮ 据希罗多德记载ꎬ
雅典与埃吉纳发生冲突时ꎬ科林斯人以每艘 ５ 德拉

克马(ｄｒａｃｈｍａｅ)低价向雅典人提供了 ２０ 艘战舰ꎬ
加上雅典人自己的船ꎬ一共有 ７０ 艘[７]６.８９ꎮ 马拉松

战役取胜之后ꎬ米提亚德(Ｍｉｌｔｉａｄｅｓ)曾率领 ７０ 艘

战舰围攻帕罗斯ꎬ以期获得巨额赔款[７]６.１３２ꎮ 围攻

帕罗斯(公元前 ４８９ 年)距雅典与埃吉纳发生冲突

(公元前 ４９１ 年)的时间很接近ꎬ科林斯提供的舰

船很可能也参与了围攻ꎮ 两次军事行动中雅典人

的 ５０ 艘船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 ５０ 个造船区应

该有明显联系[１５]ꎮ 需要明确的是ꎬ在古代希腊国

王贵族等富有的人出资建造船只不仅仅是出于军

事政治目的ꎬ同时也会参与经济贸易、宗教、殖民

甚至是海盗活动ꎬ因此ꎬ早期雅典造船区提供的舰

船与后来在底米斯托克利的建议下用马洛尼阿

(Ｍａｒｏｎｅａ) 银矿 的 收 入 建 立 的 雅 典 舰 队 有 所

不同[２]２２.７ꎮ
从库隆事件我们也可以推测ꎬ造船区不仅仅

承担着提供舰船的职责ꎬ也负责步兵的集结、调
动ꎮ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ꎬ在得知库隆占领卫城

后ꎬ雅典人从乡下涌向卫城并包围了那里[１６]１.１２６ꎮ
在公民兵制度下ꎬ雅典公民构成了雅典军队的主

体ꎬ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ꎬ大多数雅典人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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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乡村[１６] ２.１４.２ꎻ ２.１６.１－２ꎬ平时耕种自己的土地ꎬ战
时拿起武器装备奔赴战场ꎮ 因此集结、调动军队

是一件迟缓的事情ꎬ这可能也是雅典人未能针对

库隆的行动及时做出反应的原因之一ꎮ 按照希罗

多德的说法ꎬ造船区首领团体镇压了库隆及其追

随者ꎬ这说明造船区长或许也肩负着集结、协调各

地公民兵的职责ꎮ 费格拉据此猜想ꎬ波洛克斯曾

提到每个造船区要提供两名骑士ꎬ那么 ４８ 个造船

区一共可以提供 ９６ 名骑士ꎬ对于整个阿提卡地区

而言ꎬ用于作战未免捉襟见肘ꎬ而充当在紧急情况

下警告居民、集结部队的信使可能更为合理[９]ꎮ

二、收支税金及“造船区”的宗教职能

除了为雅典城邦提供船只并承担一定的军事

职责ꎬ雅典造船区还负责收支税金ꎮ 亚里士多德

在«雅典政制»中提到ꎬ造船区长有征收和支付造

船区基金( ｎａｕｋｒａｒｉｃ ｆｕｎｄ)的责任[２]８.３ꎮ 造船区长

收取税金的目的很容易和造船区向雅典提供舰船

的职能联系起来ꎮ 在古代ꎬ修建和维护舰船的费

用十分高昂ꎬ扬帆远航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意味着

需要承担船毁人亡的风险ꎬ在古代希腊人眼中海

洋并不和善ꎬ«奥德赛»中不止一次提到海洋的凶

险ꎬ它让劫掠特洛伊的英雄们在返回时遭受了巨

大的损失ꎬ“世上没什么比海洋更能折磨人ꎬ即使

他非常健壮” [１１] ８.１３５－１３９ꎮ 赫西俄德也叮嘱他的兄

弟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节出海ꎬ即使在最适合出

海的时候波塞冬和宙斯也可能加害于人ꎬ且要尽

快返航[１０]６６５－６７５ꎮ 因此ꎬ穷人很难承担得起建造较

大船只需要的费用和出航的风险ꎮ 类似于后来的

三层桨战舰捐助团ꎬ这些费用很可能由造船区内

的贵族或富有者提供ꎮ 但是随着雅典的殖民范围

与商贸体系逐步扩大ꎬ提供船舶装备、维护保养船

只以及招募水手的花费不断增加ꎬ原先的出资者

不再愿意或是难以继续支付这些费用ꎬ因此改为

用造船区长收集的资金来支付ꎬ这可能是我们已

知雅典最早的公共开支(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ｓｅ) [１３]ꎮ 德裔

美国古典学者奥斯瓦尔德(Ｍａｒｔｉｎ Ｏｓｔｗａｌｄ)认为造

船区长征收税金的前提是存在某种形式的造船区

居民身份及财产记录ꎬ并据此分配纳税额ꎬ造船区

长的记录后来逐渐转变为由德莫长持有登记德莫

成员名字和财产的官方名册 ( ｌｅｘｉａｒｃｈｉｋｏｎ ｇｒａｍ￣
ｍａｔｅｉｏｎ) [１３]ꎮ 如果奥斯瓦尔德的推测是正确的ꎬ
那么造船区还可能涉及财产估价( ｔｉｍｅｍａｔｉ)的职

能ꎮ 弗提乌斯曾拿造船区长和德莫长作类比ꎬ波
洛克斯和亚里士多德更认为造船区长就是德莫长

的前身ꎬ说明两者可能具有一些相似的职能ꎮ 事

实上ꎬ基于财产估价的财产等级也早在梭伦改革

之前就已出现ꎮ 德拉古(Ｄｒａｃｏ)制定的法律中就

包括ꎬ议事会成员不出席议事会或公民大会者ꎬ五
百麦斗者罚款 ３ 德拉克马(ｄｒａｃｈｍａｅ)ꎬ骑士罚款 ２
德拉克马ꎬ双牛者罚款 １ 德拉克马[２]４.３ꎮ 生活在公

元前 ９ 世纪的一位贵妇的陪葬品中包括一件盖子

上装饰着五个谷仓模型的陶箱ꎬ说明她或许是某

位五百麦斗者的亲属ꎬ甚至可能是某位执政官的

妻子[１７]ꎮ 然而造船区具有财产估价的职能仅仅是

一种合理的推测ꎬ仍缺乏明确的证据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造船区与船舶的联系可以追

溯到很早的历史时期ꎬ但是提供船只并非是造船

区的初始功能ꎬ只是收支税金的附带职责ꎬ也是造

船区长作为收税者必需的贡献[８]ꎮ 关于造船区基

金的具体用途ꎬ据公元前 ４ 世纪时安德罗提翁

(Ａｎｄｒｏｔｉｏｎ)的记述ꎬ财务官( ｋｏｌａｋｒｅｔａｉ)曾用造船

区基金支付出使德尔菲圣地的使团的费用[１３]ꎮ 而

雅典出使德尔菲、奥林匹亚等圣地的使团往往会

选择更为便利的水路而非陆路ꎬ直到古典时期ꎬ雅
典人仍然会派船舶载着游行队伍前往德洛斯岛ꎬ
向阿波罗表达感谢和敬意[２] ５６.３ꎻ [１８]５８ａ－ｂꎮ 由此可

见ꎬ造船区基金与雅典的宗教活动存在着一定的

联系ꎮ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ꎬ“ 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的前缀

“ｎａｕ－”是由“ναος”(ｎａｏｓ)演变而来的ꎬ意为庙宇ꎮ
派罗斯石板(Ｐｙｌｏｓ ｔａｂｌｅｓ)上的“ｎａ－ｕ－ｄｏ－ｍｏ”一

词ꎬ意为造船工或是建庙人ꎬ在古典时期希腊语中

“－ｄｏｍｏｓ”多用于砖石结构建筑中ꎬ那么“ｎａ－ｕ－ｄｏ－ｍｏ”
更可能指建庙人[８]ꎮ 结合后缀“ ｋｒａｒ －” ( ｈｅａｄ)可

知ꎬ把“ 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 解释为神庙的监护者 (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ｅｍｐｌｅ)可能比解释为船长或是船主更为合理ꎬ是
一种自青铜时代延续至古典时期的古老的制度ꎮ
如果这种基于词源学的解释是正确的ꎬ 那么

“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 就兼具财务官和宗教管理者的职

能[１９]ꎬ对于雅典而言就是雅典娜圣殿的监护者ꎬ负
责管理雅典娜圣殿宝库中的财产ꎬ甚至控制着地

方税金(如“六一税”)的征收[２０]１４９－１５０ꎮ 因此ꎬ当库

隆占据神坛向雅典娜祈祷时ꎬ是造船区首领前往

交涉ꎬ以保证生命为条件诱使库隆离开神坛ꎮ
“ｎａｕｋｒａｒｏｓ”负有收支税金的职责ꎬ又掌握着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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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库中的巨额财产ꎬ因此有义务为城邦提供船只ꎬ
在作战时给予支援ꎬ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

典为了应对危机会动用神庙中储存的金钱ꎮ 事实

上ꎬ所谓希腊宗教的实质是城邦宗教ꎬ雅典的宗教

崇拜同样与城邦事务紧密交织ꎬ融为一体[２１]ꎮ 造

船区毫无疑问可以兼具军事、财务、宗教等多种职

能ꎬ但其初始功能究竟是什么ꎬ尚缺乏定论ꎮ

三、“造船区”职能的废黜

“造船区”的职能涉及雅典的税金收支ꎬ以及

城邦的宗教、军事活动ꎬ是早期雅典重要的区域空

间和人口划分方式ꎮ 造船区基金曾在城邦事务中

发挥过重要作用ꎬ造船区长或许还承担着神庙司

库(ｔａｍｉａｉ)的职责ꎬ掌管税金收支ꎮ 但是随着雅典

的发展ꎬ城邦事务逐渐复杂化ꎬ造船区收支税金的

职 能 已 被 财 务 官、 公 共 财 产 征 集 委 员 会

(ａｐｏｄｅｋｔａｉ)、雅典娜宝库司库以及阿提卡其他神

庙的司库等职务取代[２２]５６－６３ꎮ 克里斯提尼改革后ꎬ
德莫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ꎬ涉及财产、司
法、宗教甚至是军事等多方面职责ꎬ五百人议事会

(Ｂｏｕｌｅ)的候选人由德莫提供ꎬ成为全权公民的前

提条件之一也是要在德莫登记入籍[２３]ꎮ 亚里士多

德提及是德莫取代了造船区ꎬ波洛克斯更认为造

船区是德莫的前身ꎮ 实际上ꎬ“德莫”一词早在线

形文字 Ｂ 和荷马史诗中就有迹可循[１]４３０ꎮ 奥古斯

特伊曼纽尔贝克(Ａｕｇｕｓｔ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Ｂｅｋｋｅｒ)在
他编订的«古希腊轶事集»(Ａｎｅｃｄｏｔａ Ｇｒａｅｃａ)中记

录了一个名为科利亚斯(Ｋｏｌｉａｓ)的造船区ꎬ归属于

哈利莫斯(Ｈａｌｉｍｏｕｓ)德莫的一块狭小的土地ꎬ曾为

五百人议事会提供了 ３ 名议事会成员 ( ｂｏｕｌｅｕ￣
ｔａｉ) [２４]ꎮ 由此可见ꎬ克里斯提尼改革后ꎬ造船区在

雅典城邦体系中地位有所下降ꎬ但或许并未被废

除ꎮ 底米斯托克利曾劝说雅典人用银矿岁入建造

三层桨战舰ꎬ每艘船的指挥官由将军选出ꎬ候选人

须在雅典拥有地产以及房产ꎬ年龄不得大于 ５０ 岁

且育有合法后代ꎬ抽签决定指挥哪一艘战舰ꎬ将军

还征召 ２０ 岁以上 ３０ 岁以下的士兵ꎬ每艘战舰配备

１０ 名战士 ４ 名弓箭手ꎬ指派桨手百人[３]５３－５５ꎮ 这些

三层桨战舰在后来的萨拉米斯海战中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ꎮ 此时雅典已无须造船区来购置维修船只

和提供水手与指挥官ꎬ转为由公共开支和富裕公

民组成的捐助团来维持舰队ꎬ因此造船区更有可

能是在底米斯托克利声名鹊起的公元前 ５ 世纪初

期被正式废除的ꎮ
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逐渐完善ꎬ造船区最终

退出了历史舞台ꎬ但是造船区在早期雅典城邦事

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应被忽略ꎮ 造船区最明确

也是最重要的职能应属为雅典城邦提供船舶ꎬ古
代希腊人与海洋的关系十分密切ꎬ他们像是“蚂蚁

和青蛙围在池塘周围” [１８] １０９ｂꎬ船只则像是“深海上

的快马ꎬ载着人们穿过广阔的海洋” [１１] ４.７０５－７１０ꎬ必
不可少ꎮ 造船区提供的船舶会参与到雅典城邦的

军事行动中ꎬ造船区长往往充当船长甚至负责聚

集指挥公民步兵ꎻ在前往圣地朝圣或是祈求神谕

等宗教活动中充当人员运输船或是护卫舰船ꎻ也
会参与城邦的商贸、殖民或是海盗活动ꎬ重要性不

言而喻ꎮ 造船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能是收支税

金ꎬ造船区基金被用于出使德尔菲神庙ꎬ与城邦的

宗教活动密切相关ꎬ但遗憾的是我们对造船区收

取税金的具体方式、征收对象以及时间间隔等诸

多问题都只是停留在推测层面ꎮ
作为早期雅典城邦重要的人口区域划分方

式ꎬ是雅典居民之间跨血缘的纽带ꎬ他们首先是属

于城邦层面的人ꎬ同时也是属于部落、三一区和造

船区的人[２３]ꎮ 在造船区履行其主要职能的同时ꎬ
造船区居民实际上也履行了对城邦的义务ꎬ变得

与雅典城邦密不可分ꎮ 恩格斯认为造船区破坏了

旧有的氏族制度ꎬ与年轻的国家相伴而生ꎬ它创造

了一种公共权力ꎬ第一次不是依靠血缘而是依据

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雅典居民[２５]１１７－１１８ꎮ
事实上ꎬ学界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仍未

停止ꎬ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针锋相对ꎬ反映了古典

史和人类学领域相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重大分

歧[２６]ꎮ 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认为国家是一个强制性

政治组织ꎬ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具有一个集权政府ꎬ
通过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维持社会秩序ꎮ 造船区

的职能说明早期雅典城邦存在一个具有一定权力

的集权政府ꎬ且可以通过造船区等跨血缘组织有

效地促使地方居民参与到城邦事务中ꎮ 随着社会

的发展ꎬ造船区的职能被更为专业化的公职取代ꎬ
逐渐完善、复杂和细化的管理机构ꎬ也印证了雅典

城邦具备国家的某些特征ꎮ 虽然无法仅据此来断

定雅典城邦的国家资格ꎬ但是对于造船区的研究

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雅典城邦的社会

状况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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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道德相对主义思想辨析

丁 雨 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ꎬ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良性的道德相对主义ꎮ 这种良性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逻辑上连

贯的理论ꎬ也不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ꎮ 但哈曼的三个论证并没有成功论证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ꎮ
[关键词] 　 哈曼ꎻ　 道德相对主义ꎻ　 道德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０－０５

　 　 相对主义思想早在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中就可

以窥探到一点影子ꎬ例如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

的尺度”ꎮ 相对主义持有的主张是:没有一个普遍

的确定的标准ꎬ什么都是相对的ꎬ因个体ꎬ环境ꎬ文
化的不一样而不一样ꎮ 相对主义思想也蔓延到了

道德领域中ꎮ 道德相对主义思想一直是哲学界争

论的一个热点ꎮ 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文化ꎬ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规范ꎬ不存在一个普遍

的道德准则让所有人都有理由去遵守ꎮ 道德相对

主义认为道德规范是相对的ꎬ会因文化和社会风

俗的不同而不同ꎮ 因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与我们

不同文化中的道德行为进行评判ꎮ 随着道德相对

主义思想的发展ꎬ至今它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ꎮ
在本文中我只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人物的道德相

对主义思想来研究ꎮ 这样会使我的文章更具有针

对性ꎬ也更具体ꎮ
吉尔伯特哈曼是道德相对主义思想最具代

表性的人物ꎮ 他写了很多文章来辩护道德相对主

义思想ꎮ 在 １９７５ 年ꎬ他写下«道德相对主义之辩

护»一文ꎬ希望可以通过这篇文章来澄清道德相对

主义思想ꎬ没想到却招来很多的批判ꎮ 哈曼又写

文章来辩护自己的道德相对主义立场ꎮ 不同的学

者对哈曼论证的态度不一样ꎮ 有人批判哈曼的论

证ꎬ认为哈曼对道德相对主义的论证不够充分ꎬ但
是他并不是站在道德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来批判ꎬ

只是认为如果要使道德相对主义成为更可信的理

论ꎬ哈曼要拿出更好的论证才行[１]５９４ꎮ 有的学者是

站在道德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来批判哈曼的论证

的ꎬ认为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思想面临着很多难

题ꎬ它难以表达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道德分歧ꎬ
也不能解释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如何进行道德批

判ꎬ他认为道德客观主义是一种更好的道德理

论[２]２６ꎮ 还有的学者是为哈曼做辩护的ꎬ认为那些

对哈曼论证的批判是没有力量ꎬ是对哈曼的误读ꎬ
认为哈曼的论证具有不可动摇的合理性[３]８３ꎮ 我

站的立场是上面提到的第二种立场ꎬ是站在反对

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哈曼的论证的ꎮ 本文

认为虽然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可以应对一些挑

战ꎬ但依然面临问题ꎬ哈曼的论证并没有成功证明

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ꎮ

一、哈曼对道德相对主义的论证

哈曼觉得他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道德相对主

义者ꎮ 他觉得:道德来源于一些约定和人们之间

的约定ꎬ这是很明显的[４]１６５ꎮ 因为不同的人们之间

达成的共识不一样ꎬ所以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

人的道德要求ꎮ 哈曼甚至认为别人应该都和他的

观点一样ꎮ 但是相反的是ꎬ当时站在支持道德相

对主义立场这边的人是较少的ꎮ 作为一个坚定的

道德相对主义者ꎬ哈曼当然要站出来澄清他的立

场ꎬ希望可以为道德相对主义做辩护ꎬ消除人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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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这种思想的担忧和误解ꎮ 他在不同的时间里

写了好几篇文章来为自己的立场做辩护ꎮ 我将他

的论证总结成三个论证:一是“内心判断” ( ｉｎｎｅ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的论证ꎬ二是自然主义的论证ꎬ三是道

德多样性的论证ꎮ
１ .“内心判断”的论证
这个论证也被别的学者称为 “古怪性的论

证” [３]２６ꎬ还有学者称它为“来自逻辑的论证” [４]７９ꎮ
当时的人们一般对相对主义进行如下定义:

(１)没有普遍的道德原则ꎻ(２)我们应该按照我们

所在的文化或社会团体中的原则来行动ꎮ 这个定

义引起人们的批评ꎮ 有人认为这样导致道德相对

主义是一个不融惯的理论ꎮ 因为(２)被相对主义

者们看为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了ꎬ但他们却又声称

没有普遍的道德原则ꎮ 理论内部就产生了矛盾ꎮ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ꎬ哈曼提出了“内心判断”的论

证ꎮ 他认为自己的道德相对主义理论是一个合乎

逻辑的理论ꎬ是一个关于逻辑形式的理论[５]３ꎮ
我们首先来解释什么是“内心判断”ꎮ 内心判

断是:“某人应当做或者不应当做某事”和“某人这

样做是错的或者是对的”ꎬ或者是“某个机构是不

公正的”ꎮ “内心判断”不包括:“某人是邪恶的ꎬ反
人类的ꎬ卖国贼等”这样的判断[５]４ꎮ 举例来说ꎬ前
不久ꎬ“毒疫苗”事件在国内是被众人关注的ꎮ 很

多人都骂:这些制造假疫苗的人真是该死ꎬ太不道

德了ꎮ 这样的判断就不是哈曼所说的内心判断ꎮ
但当我们说:这些人不应该制造假疫苗ꎮ 这样的

判断才是内心判断ꎮ 内心判断是一种关系性的描

述ꎬ描述了一个行为者和一个行为之间的关系ꎬ行
为者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一个行为ꎬ或者是行为者

做了某一个行为是不对的ꎮ 哈曼认为内心判断有

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内心判断蕴含了“行为者有理

由去做某事” [５]８ꎻ 第二个特征是做出判断的判断

者也认同这些理由ꎬ并且他们假定听众也认同这

些理由ꎮ 但非内心判断不具有这样的蕴含ꎬ虽然

它们可能也是关于行为者的ꎮ
哈曼在他的文章中对他的理论进行了逻辑化

的描述ꎬ“如果 Ｓ 说 Ａ 应该去做 Ｄꎬ那么这蕴含 Ｓ
认为有动机 Ｍꎬ这个动机 Ｍ 是 Ｓ、Ａ 还有听众都共

同认同的” ꎮ 也就是说ꎬ当 Ｓ 做内心判断时ꎬ是必

须有着这样一个动机 Ｍ 存在的ꎬ这个动机 Ｍ 也是

Ｓ 行动的理由ꎮ 所以当 Ｓ 做道德判断时ꎬ他是相对

于 Ｍ 来做判断的ꎮ 而这个动机 Ｍ 是如何产生的

呢? 哈曼说这个Ｍ 是产生于一项协议[５]１１ꎮ “这个

隐性的协议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调整以及隐性的讨

价还价这个过程达成的ꎮ” [５]１３举个例子来说ꎬ在社

会生活中ꎬ通过不同的人之间的交往ꎬ不管是穷人

还是富人ꎬ强壮的还是弱小的ꎬ他们不断地磨合ꎬ
最终达成一个协议:不准偷窃ꎮ 所以这个协议是

在社会生活中ꎬ人们之间进行不断调整和互相妥

协而产生的ꎮ 那么不同的社会也就会产生不同的

协议ꎬ这样 Ｍ 也就会不同ꎮ 通过以上的论述ꎬ哈曼

也就论证了道德判断是相对于社会习俗的ꎮ
哈曼还举了几个例子ꎮ 当外星人来到地球

时ꎬ他们根本不关心人类的幸福ꎮ 他们可能会伤

害人类ꎬ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由不去伤害人类ꎮ
我们也不能去评判外星人不应该伤害我们或者外

星人伤害我们是不对的ꎮ 哈曼认为当我们这样去

判断的时候就会显得古怪[５]５ꎮ 因为当我们说:外
星人不应该伤害我们的时候ꎬ我们认为外星人有

理由不伤害我们ꎬ并且外星人也认同这个观点ꎮ
但实际上外星人并没有理由不伤害我们ꎮ 同理ꎬ
一个杀手他被培养的目的就是去杀人ꎬ他没有理

由不去杀人ꎮ 我们也不同评判说:杀手不应该去

杀人ꎮ 我们只能评判说这个杀手是罪犯ꎮ 哈曼也

认为我们也不能评判:希特勒不应该屠杀犹太人ꎮ
因为希特勒没有理由不去杀人ꎮ 我们只可以说希

特勒是邪恶的ꎮ
２.自然主义的论证
经过上面内心判断的论证之后ꎬ哈曼发现他

并没有解决人们心中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担忧ꎬ反
而发现在他的学生很多都不同意他的立场[４]１６６ꎮ
所以他又继续给出自然主义的论证来说明他的

立场ꎮ
哈曼认为研究伦理学有两种不同的路径ꎬ一

种是自然主义 (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另一种是自律主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ｅｔｈｉｃｓ)ꎮ 它们对科学的看法不同ꎬ这
也导致了它们对道德的态度也是不同的ꎮ 自然主

义者一般认为道德判断可以以还原成一些和科学

世界观相符合的事实描述ꎮ 或者伦理学根本就不

可能融入这个被科学概念描述的世界ꎮ 还有的自

然主义者认为道德判断根本就不是在描述这个世

界ꎬ仅仅只是在表达某人自己的态度ꎮ 所以自然

主义往往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还有怀

疑主义ꎮ 哈曼认为最可信的自然主义理论包含道

德相对主义[４]１６６ꎮ 但自律主义都会倾向于道德绝

对论ꎬ认为存在适合所有人的道德律ꎬ例如:禁止

伤害他人ꎮ 但道德相对主义否认这点ꎮ
哈曼想要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支持道德相对

主义ꎮ 由于哈曼给出的论证的前提一太长ꎬ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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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前提一拆写成两个前提ꎮ 所以下面的前提一

和前提二合并就是哈曼的前提一ꎬ前提三是哈曼

的前提二ꎮ
前提一:一个有充足理由去做某事的人ꎬ但最

后却没有成功决定去做那件事ꎮ 原因只能是经验

探索的失败、分心、缺乏时间或者是没注意到某个

论证ꎬ或者忽视了有用的证据ꎬ或者推理上的错

误ꎬ或者不理性ꎬ或者是意志软弱ꎮ
前提二:如果某人不打算去做某事ꎬ并且原因

不是因为经验探索的失败ꎬ分心ꎬ或者缺乏时间ꎬ
或者没有注意到某个论证ꎬ或者推理上的失误ꎬ或
者不理性ꎬ或者意志软弱ꎬ那么自然主义就认为他

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做那件事ꎮ
前提三:存在这样的人ꎬ例如一些职业杀手ꎬ

他们并不按照“禁止伤害他人”这个原则来行动ꎮ
但并不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某个论证ꎬ或者推理上

的失误ꎬ或者分心ꎬ没时间ꎬ或者不理性ꎬ或者意志

软弱ꎮ
结论:存在着一些人ꎬ他们没有充足的理由ꎬ

也没有充足的道德理由去遵行“不要伤害他人”这
个道德命令[４]１７３ꎮ

哈曼还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解释ꎮ 他说这个结

论并不是想要说明罪犯有特权不去遵守不伤害他

人这条原则ꎬ而是不伤害他人这条原则对职业杀

手不起作用ꎬ因为职业杀手没有充足的理由去遵

行这条原则ꎮ
通过上面的论证ꎬ哈曼反驳了道德绝对主义ꎮ

哈曼想要说明并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人的道德

律ꎬ道德原则都是相对的ꎮ 我们接着来看哈曼的

第三个论证ꎮ
３.道德多样性的论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哈曼关于道德相对主义的

思想也更加清晰、成熟和完善ꎮ 相对于之前含蓄

间接的论证ꎬ哈曼在«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客观

性»一文中给出的论证更加直接和丰富ꎮ
我们可以将哈曼新的道德相对主义思想总结

为以下三个命题:
命题一:为了确定一个道德判断的真假ꎬ我们

应该把“某人 Ｐ 做 Ｄ 行为道德上是错的”这个判断

形势理解成是“相对于道德框架 Ｍꎬ某人 Ｐ 做 Ｄ 行

为道德上是错的”这个判断的省略形式ꎮ
命题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正确的道德ꎮ 存

在着许多不同的道德框架ꎬ没有哪一个道德框架

是比另一些道德框架更正确的ꎮ
命题三:道德是通过人们之间相互协调、约定

产生的[６]ꎮ
哈曼通过引用相对论ꎬ类比运动参考系来解

释命题一ꎮ 物理知识告诉我们运动是相对ꎬ当我

们去判断一个物体是否在运动的时候ꎬ我们需要

选择参考系ꎮ 选择不同的参考系ꎬ物体的运动状

态就会不同ꎮ 并且哈曼认为没有一个优先的参考

系决定这个物体的真实运动ꎮ 举个简单的例子:
河里有两条速度相同的小船ꎬ它们匀速前进ꎮ 如

果以河岸为参考系ꎬ那么这两条就是运动的ꎮ 如

果以另一条船为参考系ꎬ那么这两条船就是静止

的ꎮ 道德判断也是这样ꎮ 当我们评判某人做某事

是不道德的ꎬ我们是相对于我们所选择的道德参

考系ꎬ也就是道德框架来说的ꎮ 在这个道德框架

中被认为是对的事ꎬ在另一个道德框架中可能被

认为是错的ꎮ
哈曼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命题二ꎮ 我们都知

道不同的文化中关于对和错的观念有很大的不

同ꎮ 不同的文化中的礼节也是非常不同的ꎮ 例如

一种文化中认为吃完饭打嗝是有礼貌的表现ꎬ另
一种文化却认为吃完饭打嗝很不礼貌ꎮ 不同社会

中ꎬ婚姻的形式也不一样ꎮ 有的社会允许一位男

性拥有好几位妻子ꎬ但在其他社会中只允许一夫

一妻ꎮ 在不同的社会中ꎬ女性的地位也不一样ꎮ
有些社会女性地位很低ꎬ但一些社会提倡男女平

等ꎮ 在一些社会里ꎬ奴隶的存在是允许的ꎬ但一些

社会不允许ꎮ 所以哈曼认为通过上面的例子来

看ꎬ根本不存在一个被所有社会都普遍接受的道

德原则ꎮ 而且道德多样性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不同

社会之间ꎬ也出现在同一社会甚至是家庭中ꎮ 在

一个家庭中ꎬ一个人可能是素食主义者ꎬ其他人是

非素食主义者ꎮ 素食主义者认为应该像对待人一

样对待动物ꎬ食用肉食是不道德ꎮ 但非素食主义

者一点都不这样认为ꎮ 在一个社会中ꎬ不同的人

对同一个道德话题的看法也会不一样ꎮ 例如关于

堕胎、安乐死是否是对的ꎮ 我们花很多钱去追星

但却不帮助有需要的人ꎬ这在道德是否是错的ꎮ
不同的人看法都不一样ꎮ

哈曼通过他对法律产生的看法解释了命题

三ꎮ 哈曼认为法律内容的产生并不是在所有人的

决定之前ꎮ 法律条文都是经过了人们的讨论、协
调才产生的ꎮ 例如在市场里买东西ꎬ卖家和买家

关于一件货物的价格意见不一样ꎬ买家认为这件

货物只值 ５ 元ꎬ但卖家认为这件货物值 ９ 元ꎮ 最终

通过双方的商量ꎬ买家以 ７ 元买下这件货物ꎮ 哈曼

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也是这样ꎮ 例如:在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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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ꎬ刚开始人们对男女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距

离才是好的有不一样的看法ꎬ通过讨论ꎬ协商然后

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ꎬ那么这个标准就变成人们

都遵守的一个道德规范ꎮ 命题三其实也是在表达

命题二的意思ꎮ 因为既然道德是通过人们协商约

定产生的ꎬ那么通过不同社会不同的人讨论产生

的道德自然就会不一样ꎮ 这也表明道德是后天产

生的ꎮ 不存在一个先天对每个人都有效的道德ꎮ
通过以上三个命题ꎬ我们可以看到哈曼对道

德相对主义进行了较丰富的论证ꎮ 因为哈曼主要

是从道德多样性的角度来论证ꎬ所以将整个论证

概括为道德多样性的论证ꎮ

二、对哈曼论证的分析与反驳

道德相对主义经常会招来的批评之一是它会

导致道德虚无主义ꎮ 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可以从

上文中的道德多样性论证的命题二推出来ꎮ 道德

虚无主义也认同命题二ꎬ认为不存在一个单一确

定的道德ꎬ只有不同的道德框架ꎬ没有哪一个道德

框架比另一个更好ꎮ 这成为道德虚无主义拒绝道

德的理由ꎮ 他们的观点是ꎬ既然没有一个确定的

单一的道德可以作为客观评价的依据ꎬ也没有一

个道德框架比另一个更正确ꎬ那坚持某一种道德

观点也就没有什么意义ꎬ道德还不如被遗弃掉ꎮ
但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可以应对这个挑战ꎮ 哈曼

的道德相对主义并不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ꎮ 哈曼

认为道德相对主义是反对道德虚无主义的ꎬ在他

的书中他明确表示:道德不应该被遗弃ꎬ相对的道

德判断在道德思考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ꎮ 哈

曼的道德多样性论证还包含命题三:道德是通过

人们之间相互协调、约定产生的ꎮ 这样产生的道

德在产生共识人们之间是具有约束力的ꎬ人们也

有理由按照这种道德框架去行动和做判断ꎮ 所以

有学者将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思想成为“良性的

相对主义” ( ｂｅｎ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７]３３３－３３５ꎮ 对道德相

对主义常见的批评之二是:道德相对主义在逻辑

上是不连贯的ꎮ 如前面提到的ꎬ道德相对主义一

般被定义为:没有普遍的道德原则ꎬ我们每个人应

该按照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中的原则来行动ꎮ
这样道德相对主义者就将这个道德命题看成了一

个普遍的道德原则ꎬ与自己所声称的没有普遍的

道德原则相冲突ꎮ 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可以应

对这个批评ꎮ 暂且不去评判上面哈曼的论证是否

合理和充分ꎬ但是他们至少在逻辑上是连贯的ꎮ
而且哈曼关于“道德”和“道德判断”的逻辑命题并

不是一个行为的道德准则ꎮ 所以哈曼的道德相对

主义可以面对逻辑不连贯的挑战ꎮ
虽然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良性的相对

主义ꎬ可以应对一些挑战ꎬ但是他依然不能说服我

们接受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ꎮ
首先ꎬ笔者认为哈曼将“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

道德律”与“存在所有人都有理由去遵行的道德要

求”相等同了ꎬ并且将“存在所有人都有理由去遵

行的道德要求”等同于“存在所有人都遵守的道德

要求” [４]１７２ꎮ 在哈曼的理解中ꎬ如果存在适用于所

有人的道德要求ꎬ那么这个道德要求或者道德律

是所有人都有理由去遵行的ꎬ并且人们都在遵行ꎬ
没有出现过不遵行的反例ꎮ 我认为哈曼的内心判

断论证和自然主义论证都有这样的思路ꎮ 这样的

转化显然是不合理的ꎮ 举例来说ꎬ在一个社会中ꎬ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ꎮ 中国也有古

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ꎮ 一个国家存在适用

于所有人的法律ꎬ不管你认同不认同ꎬ你有没有理

由去遵守法律ꎬ法律对你都是有效用的ꎮ 即使你

不认同某条法律ꎬ但如果你没有遵行ꎬ你也会被追

究法律责任ꎮ 虽然一个国家的法律对那个国家每

个人都有效力ꎬ但是违法的行为在一个国家天天

都在发生ꎮ 所以有违法行为的发生ꎬ或者某人有

理由去做违法的事ꎬ并不能使我们去判断法律对

那个人没有效用ꎮ 道德律也是这样ꎮ 存在一个对

所有人都有效用的道德律ꎬ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

认同那条道德律ꎬ更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遵行那

条道德律ꎮ
所以某个人没有做某事的理由ꎬ不代表道德

准则对他不起效用ꎮ 其实每一个违反道德原则的

人ꎬ他们都有理由去做违反道德原则的事ꎮ 在职

业杀手的例子中ꎬ我认为那个杀手也认同不应该

伤害他人ꎬ只是这个原则并没有成为他行动的理

由ꎮ 不应该伤害他人这个原则对他依然是有约束

力的ꎬ只是他选择了不遵守这个原则ꎮ 我们依然

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对他进行评判ꎮ 再举例来说ꎬ
一个小偷家族ꎬ他们靠偷东西为生ꎮ 孩子们从小

就被父母教育要去偷东西ꎮ 他们内心可能根本不

认同“不能偷盗”这个原则ꎬ他们也没有不去偷盗

的理由ꎮ 但是当他们去偷盗时ꎬ就是在违反“不准

偷盗”这个道德原则ꎮ
其次ꎬ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将道德还原成了

社会习俗ꎮ 不管是在“内心判断”论证还是在道德

多样性论证中ꎬ哈曼都认为道德框架 Ｍ 是产生于

人们之间的隐性协议ꎮ 隐性协议是通过人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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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协调约定产生的ꎮ 不同民族ꎬ不同社会的人

通过协调约定产生的协议肯定就会不一样ꎮ 这样

道德的产生其实就是社会习俗的产生ꎮ 例如ꎬ中
国人通过隐性协议达成吃饭要用筷子ꎬ而西方人

通过隐性协议达成吃饭要用刀和叉ꎮ 如果道德可

以还原成风俗习惯ꎬ那“道德”似乎没有存在的必

要性了ꎮ 而且如果道德变成和风俗习惯一样ꎬ道
德也就会很容易改变ꎮ 例如之前中国是不过圣诞

节的ꎬ现在每年圣诞节ꎬ中国也有很浓的过节氛

围ꎮ 之前没有“双十一”ꎬ现在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１ 号ꎬ
成为中国人的购物狂欢节ꎮ 如果道德也是易变

的ꎬ那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ꎬ一段时间里人们

通过协议达成不可以杀人ꎬ然后一个世纪或两个

世纪之后ꎬ人们又通过协议达成杀人是可以的ꎮ
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ꎬ一个国

家认为可以杀人ꎬ一些国家认为不可以杀人ꎮ 按

照哈曼举的外星人的例子ꎬ那么 Ａ 国家认为可以

杀人ꎬ进入认为不可以杀人的国家 Ｂꎮ Ａ 国家的人

没有理由不去杀 Ｂ 国家的人ꎮ 当 Ａ 国家的人杀害

了 Ｂ 国家的人ꎬＢ 国家的人还不可以说:Ａ 国家的

人杀人是不对的ꎮ 这显得有点可笑ꎮ 所以将道德

还原成风俗习惯是不合理的ꎮ 汉娜阿伦特在

«反抗平庸之恶»这本书中对这一点也进行了批

判ꎮ 汉娜阿伦特认为当时道德体系的崩溃ꎬ背
后其实就是人们把道德瓦解成可以随意改变的风

俗ꎬ习惯和传统[８]７２ꎮ 那些客观的道德原则人们已

经不再重视ꎮ
最后ꎬ哈曼的道德多样性论证并不能论证道

德相对主义ꎮ 因为道德多样性的存在ꎬ并不代表

背后没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存在ꎮ 只是因为

社会文化的不同ꎬ一个道德原则的运用ꎬ在不同的

社会有不同的体现ꎮ 例如哈曼举的例子:在一些

社会中认为吃完饭打饱嗝是礼貌的ꎬ一些社会认

为吃完饭不打饱嗝ꎮ 其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

体现的都是:对一起吃饭的人要尊重这个普遍的

原则ꎮ 再比如ꎬ在英国ꎬ车辆要统一在左边行驶ꎻ
而在中国ꎬ车辆要统一靠右行驶ꎮ 这也是同一个

原则“要遵守交通规则”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体

现ꎮ 所以道德多样性并不能论证道德相对主义ꎮ

三、 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ꎬ我们可以看到ꎬ哈曼的道德

相对主义可以面对道德虚无主义和逻辑上不连贯

的挑战ꎬ是一种良性的道德相对主义ꎮ 但这种良

性的道德相对主义依然面临着困难ꎮ 哈曼的道德

相对主义思想中ꎬ将“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道德

律”与“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有理由遵行的道德律”
想等同ꎮ 所以哈曼对道德绝对主义反驳主要是我

们找不到一条道德律是所有人都遵守的ꎮ 但就像

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所有人都有效ꎮ 或者国际法对

所有国家都有效ꎬ但依然有人不遵行ꎮ 道德律也

是一样ꎮ 不存在所有人都遵行的道德律并不能证

明没有一条对所有人都有效的道德律ꎬ只能说明

有些人不遵守这些道德律ꎮ 所以哈曼并没有成功

论证不存在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ꎮ 哈曼的论证也

使道德沦为社会习俗ꎬ这样道德就可以被社会习

俗取缔ꎮ 除此之外ꎬ道德多样性的现象只能说明

道德行为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体现ꎬ但道德多

样性的现象背后依然可以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原

则ꎮ 所以道德多样性的论证也不能说明不存在一

个普遍的道德原则ꎮ 综上所述ꎬ哈曼的道德相对

主义论证并没有成功论证不存在一个普遍的道德

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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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活力:当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力∗

———兼论陶行知“教师生活力”的内涵和价值

李 国 平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教研室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２００)

　 　 [摘　 要] 　 陶行知先生主张学生的生活力要靠有生活力的教师来培养ꎮ 行知先生对学生生活力有很具体

的阐述ꎬ但对“教师生活力”的内涵则没有明言ꎮ 我们可以从陶行知对学生生活力内涵的阐述中ꎬ从陶行知“生活

教育”学说的建构中ꎬ从陶行知亲力亲为培养有生活力的学生的实践中ꎬ感悟“教师生活力”的内涵ꎮ 行知先生关

于“教师生活力”对学生成长具有决定作用的论述为当代教师的专业成长指明了方向ꎮ 时代变迁ꎬ社会进步ꎬ对
教师生活力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ꎬ那就是教师应该具备对教育本质的正确理解力、对教育问题的科学批

判力、对课程建设的有效领导力、对教育过程的创新建构力ꎮ 这是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ꎬ也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核心目标ꎮ
[关键词] 　 陶行知ꎻ　 教师生活力ꎻ　 教师教育ꎻ　 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５－０９

　 　 陶行知先生创建的“生活教育”学说以培养

“生活力”为核心目标ꎮ 他在«我们的信条»一文中

指出:“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ꎬ使学生向上长ꎮ” [１]７４

他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一文中认为“生活力”
不仅是生存的基本能力和生活习惯ꎬ更是“抵御病

痛ꎬ胜过困难ꎬ解决问题ꎬ担当责任”ꎬ“可以单独或

共同去征服自然ꎬ改造社会”的能力ꎮ[２]７９ 他又在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列举了 ７０ 种要

培养的生活力及与之配套的教学用书ꎬ并将其归

成五类课程:“康健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
术生活、社会改造生活” [３]５２８ꎬ展现了“生活力”的

培养路径ꎮ
陶行知先生认为ꎬ培养“生活力”是教师的责

任ꎬ他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一文中指出“有生

活力的国民是要靠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 [４]７８ꎮ
但是ꎬ纵观«陶行知全集»ꎬ陶行知先生对教师应该

具有怎样的生活力并没有具体的阐述ꎮ 所以ꎬ教
师生活力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命题ꎮ

其实ꎬ从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生活力内涵的阐

述中ꎬ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建

构中ꎬ从陶行知先生亲力亲为培养有生活力学生

的实践中ꎬ我们都可以感悟到他眼中教师生活力

的内涵ꎮ 除了包含应该成为学生表率的基本生活

能力、生活好习惯和健康的身心、真诚仁爱的人格

魅力的内容以外ꎬ教师的生活力更体现在他们从

事的教育职业生活中ꎮ
陶行知先生关于“教师生活力”对学生成长具

有决定作用的论述给当代教师的专业成长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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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ꎮ 时代变迁ꎬ社会进步ꎬ对教师职业生活力的

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ꎬ那就是当代教师应

该像陶行知先生那样ꎬ有对教育本质的正确理解

力、对教育问题的科学批判力、对课程建设的有效

领导力、对教育过程的创新建构力ꎮ

一、对教育本质的正确理解力

对教育的理解ꎬ核心的问题是对教育本质的

认识ꎮ 在陶行知先生的心目中ꎬ教育的本质集中

体现在两个方面:立国和树人ꎮ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ꎮ 他指出:

“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ꎬ关乎国家百年大计ꎮ” [５]４５３

“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ꎮ 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

命ꎮ 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ꎬ才算是我

们的教育ꎮ” [６]３７６行知先生面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旧中国ꎬ想“用四通八达的教育ꎬ来创造一个

四通八达的社会”ꎬ“来挽救国家的厄运ꎬ并创造一

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人” [７]５０４ꎮ 虽然ꎬ在
陶行知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ꎬ依靠教育来拯救苦

难深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ꎬ但他的“教育是立国之

本”的论述无疑是体现教育价值的真知灼见ꎮ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应该“树人为先”ꎮ 陶行

知先生指出:“治平有道ꎬ树人为先ꎮ”“教育就是教

人做人ꎬ教人做好人ꎬ做好国民ꎮ” [８]１４６在行知先生

的演讲和文章中ꎬ对“树”什么样的“人”、教人做什

么样的“好人”ꎬ有很全面的阐述ꎮ 他希望学生做 ７
种人:一是“人中人”ꎬ即“平民”ꎬ不做“人上人”和
“人下人” [９]１３０ꎻ二是“真人”ꎬ即既有私德又有公德

的人[１０]５２８ꎻ三是“人格健全的人”ꎬ即“知情意合一

的人” [１１]４６８ꎻ四是“整个的人”ꎬ即有“健康的体魄”
“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

社会的精神”的人[１２]２３６ꎻ五是富有“生活力” “创造

力” “ 生 命 力 ” 的 人[１３]２７９ꎻ 六 是 “ 真 善 美 的 活

人” [１４]３ꎻ七是“长久的现代人” [１５]２０７ꎮ 这 ７ 种人ꎬ
虽然提法不同ꎬ但本质一样ꎬ都是身心健康、品德

优良、有真实本领和责任担当、能适应时代变化的

公民ꎮ 所以ꎬ陶行知先生认为:“先生不应该专教

书ꎬ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ꎮ 学生不应当专读书ꎬ他
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ꎮ” [８]１４６

陶行知先生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与当代中国现

代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ꎮ 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问题的系列讲话使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有了全新的

认识ꎮ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阐述了“百年大计ꎬ教育

为本”的核心价值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联合国举行

“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ꎬ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视频贺词指出:“百年大计ꎬ教育为

本ꎮ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
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ꎮ”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教师

节座谈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提高人

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ꎬ是民

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ꎬ是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ꎮ”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举行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ꎬ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ꎬ教育强则国家强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上ꎬ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

基石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ꎬ对提高

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

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

性意义ꎮ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系列讲话还全面阐

明了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深刻内

涵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

业ꎬ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ꎬ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ꎬ引导学生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ꎮ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

程ꎬ要遵循青少年成长特点和规律ꎬ扎实做好基础

的文章ꎮ”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做的是传

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ꎬ是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ꎮ 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

本知识的教书匠ꎬ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
品味的‘大先生’ꎮ”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ꎬ是教育

的首要问题ꎮ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ꎬ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ꎬ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
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ꎮ 这

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ꎬ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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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ꎮ”

１.只有正确理解教育“立国”和“树人”
的本质ꎬ才能激发和增强广大教师的使命感

和责任心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每一位教师:“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ꎬ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ꎬ做学生

创新思维的引路人ꎬ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ꎮ”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当好“引路人”提出了做“四
有”好教师的要求:“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ꎮ”这就是当代教师的神圣

使命和伟大责任ꎮ

２.当“四有”好教师是保证教书育人的

根本措施

有理想信念ꎬ这是实现振兴中华民族中国梦

的思想基础ꎬ体现了思想育人的导向ꎻ有道德情

操ꎬ这是教师人格魅力的表率作用ꎬ体现了道德育

人的导向ꎻ有扎实知识ꎬ这是教师专业素养的基本

要求ꎬ体现了知识育人的导向ꎻ有仁爱之心ꎬ这是

教师职业特点的集中表现ꎬ体现了情感育人的

导向ꎮ
当今知识、信息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ꎬ“知识

育人”的导向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出了更多更高

的要求:其一ꎬ教师要全面掌握任教学科的知识体

系ꎬ知道知识的来龙去脉ꎬ掌握知识的产生、发展、
更新的过程ꎬ特别是学科的前沿性知识ꎬ不断更新

自我知识结构ꎮ 其二ꎬ教师要拓宽视野ꎬ进行不限

于本学科知识的继续学习ꎬ突破单科进修的老模

式ꎬ努力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中加强综合意识ꎬ
学习和丰富综合性知识ꎮ 其三ꎬ知识的学习不能

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ꎬ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有分析

知识、选择知识、运用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ꎮ 教

师要树立智慧比知识更重要、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的意识ꎮ

二、对教育问题的科学批判力

一百多年前ꎬ陶行知先生从美国留学归来后ꎬ
对中国传统旧教育的指导思想、制度、内容、形式

和教育方法ꎬ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有步骤

的、带有革命性的改造ꎬ以期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

变:一是把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只为“小众”服务的

封建教育ꎬ改变为“大众”服务的平民教育ꎻ二是把

脱离劳动、脱离群众ꎬ以培养“书呆子”和“人上人”
为目标的“死教育”ꎬ改变为教育与生活、理论与实

践密切结合的ꎬ以培养能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真善

美的活人”为目标的、不断“创造新价值”的“真教

育”“新教育”和“活教育”ꎮ
陶行知先生强大的批判力不仅体现在对当时

中国旧教育的否定上ꎬ还在于创造性地吸纳国外

先进教育思想和合理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上ꎮ
在世界教育史上ꎬ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一直为教育

家们所关注ꎬ其中在近代ꎬ对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探

讨最为深入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ꎬ他提出了“教育

生活论”的 ３ 个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
做中学ꎮ 陶行知留学美国时是杜威的学生ꎬ他回

国后ꎬ在从事普及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师

范教育的过程中ꎬ发现杜威的教育主张不适合中

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ꎮ 于是ꎬ他对杜威的“教育生

活论”进行了革新和创造ꎬ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做学教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ꎬ
按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话说ꎬ是把杜威的理论主张

“翻了半个跟斗”ꎮ 陶行知读大学时特别推崇明代

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ꎬ所以为自

己取名“知行”ꎮ 后来ꎬ他从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

育改革的实践中领悟到思维的经验一定是在实践

行动中产生并在实践行动中得到运用和发展的ꎬ
所以ꎬ他提出了“行知行”的观点ꎬ并且把自己的名

字从“知行”改为“行知”ꎮ
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人生中ꎬ我们可以深切

地感受到科学的批判力对于解决教育的实际问

题、改革、创新和发展教育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ꎮ
虽然ꎬ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ꎬ教育也有了很快的发展ꎬ但陶行知先生思考

的教育问题、批判的教育现象还时不时出现在我

们的面前ꎬ困扰着当今的教育ꎮ 所以ꎬ我们每一个

教育工作者ꎬ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教育一线

的校长和教师ꎬ都应该不忘教育的本义和初心ꎬ努
力提升科学的批判力ꎬ努力解决各种矛盾和困难ꎬ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不动摇ꎮ

“批判力”来自批判性思维ꎮ 批判性思维ꎬ并
非是全盘否定ꎬ它常常表现为质疑、反思、求异、换
位、假设求证、结论延伸等思维形态ꎬ这些思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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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教育工作者对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思考、分
析和批判ꎬ往往催生新的教育理念ꎮ 所以ꎬ批判性

思维与创新性思维是紧紧相连的ꎮ 因此ꎬ培养批

判性思维ꎬ生成批判力ꎬ创新教育理念ꎬ应该是每

一位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ꎮ
教育理念一旦形成ꎬ就会成为相对稳定的精

神力量ꎬ它会影响教师对教育本质意义的理解、对
教育教学中各种矛盾的处理以及在学科课程建设

和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行为ꎮ ２０ 世纪末ꎬ我国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国家层面对应试教育弊端的

深刻认识和批判ꎬ对当时的课程影响和素质教育

全面推进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反思ꎬ设计了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方案ꎬ并在 ２１ 世纪初开始实施ꎮ 现在

课程改革已经进入校本化实施的攻坚阶段ꎬ每一

位教师都是课程改革的参与者ꎮ 因此ꎬ课程改革

的目标———让一切学生获得发展———应该成为教

师的核心理念ꎮ 这个核心理念要转化为教师的自

觉行动ꎬ关键在于教师对“发展”这个关键词的内

涵要有正确全面的理解ꎮ “发展”应包含 ５ 个方面

的内容: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多元发展、个性发展

和持续发展ꎮ 人的全面发展ꎬ首先是人的完整发

展ꎬ即人的各种最基本或最基础的素养得到完整

的发展ꎬ虽然各方面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ꎬ但缺一

不可ꎮ 完整发展ꎬ强调的是人的发展不可缺失的

底线ꎻ和谐发展ꎬ是指人的各种素养的协调发展ꎬ
没有某一方面发展过低的情况ꎬ避免出现失衡甚

至畸形的状态ꎻ和谐发展ꎬ强调的是人的各个基本

素养之间关系的协调ꎻ多元发展ꎬ即人的各种基本

素养的各个要素和具体能力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

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发展ꎻ个性发展ꎬ即人自主的具

有独特性和个性特点的发展ꎻ个性发展的核心是

人的素养构造的独特性和与众不同的优势ꎻ持续

发展ꎬ是指人为了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ꎬ永不

停止自身的学习和追求ꎬ使人的素养不断得到提

升ꎮ 这 ５ 个方面的发展正是一线教师积极投身课

程改革的核心理念ꎬ确立这样的理念ꎬ才能使课程

改革校本化实施有一个明确且正确的方向ꎮ
当前ꎬ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ꎬ必然会面临各种

问题的困扰ꎬ尤其需要教育从业者有科学的批判

的眼光ꎬ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ꎮ 例如ꎬ受所谓的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论调的影响ꎬ很多学校

和教师不遗余力地重弹应试教育的老调ꎬ加重学

生课业负担ꎬ不惜牺牲孩子们的身心健康ꎬ只注重

考试分数ꎬ加大升学竞争压力ꎬ放松了对学生德善

品格的培养ꎮ 很多家长更是错误地理解“孩子的

起跑线”概念ꎬ逼迫孩子参加校外各种各样的补习

班ꎬ进一步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ꎮ 对这种教育

现象ꎬ有教育理想和责任心的教师应该坚持教育

是“立德树人”的初心ꎬ正确认识“孩子的起跑线”
不是靠超前学习知识来赢得时间ꎬ不是有一个考

试的好分数就万事大吉ꎬ不是为了把别的孩子比

下去ꎬ而是要养成好的习惯ꎬ包括做人的习惯和学

习的习惯ꎮ 好习惯的养成ꎬ才是孩子人生的起跑

线ꎮ 因此ꎬ养成教育ꎬ应该成为幼儿、小学、中学甚

至大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ꎮ 没有良好的做

人习惯的养成ꎬ就没有健全人格的形成ꎬ孩子到了

将来也很难融入社会大家庭ꎻ没有良好的学习习

惯的养成ꎬ就没有主动自觉勤奋踏实的学风ꎬ就会

影响学生可持续学业的发展和职业前程ꎮ

三、对课程建设的有效领导力

陶行知先生以“生活教育”思想为指导ꎬ对课

程地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

和师生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明晰而科学的阐述ꎮ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课程论ꎬ为当今教师投身

课程改革、提升学科教育的有效性、促进课堂革命

指明了方向ꎮ 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学习陶行知先

生ꎬ做一个有先进理念、有探索勇气、有改革精神、
有建构能力的教育家ꎮ

１.教师应该努力成为课程的建设者、改
革者、创新者

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ꎮ 早在

１９２４ 年ꎬ陶行知先生就在«‹小学课程概论›序»一
文中明确指出:“今日教育界责任之最重要且最紧

迫者ꎬ莫若利用教育学理解决学校课程问题ꎮ 盖

课程为学校教育之中心ꎬ假使课程得有圆满解决ꎬ
则其他问题即可迎刃解决ꎮ” [１６]５５０当今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

养提出了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高目标ꎬ这促使教育

要为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及时进行变革与

发展ꎮ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首先反应在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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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现在正在实施的课程改革ꎬ提出了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３ 个板块ꎮ 课程改革校本化

实施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学科课程的综

合化ꎬ二是建构适应本地特点和学生发展需要的

校本课程ꎮ
学科课程综合化是世界范围内课程改革的共

同趋势ꎮ 这是因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ꎬ科学发展

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两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边缘ꎬ
在学科交叉、重叠的地方产生重大突破ꎬ因而在各

个学科、在各行各业最活跃的人才都是具有综合

知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ꎮ 世界各国学科课程综合

化的主要方向是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发展方向

打破学科界限ꎬ构建综合性课程ꎬ例如ꎬ综合理科、
综合社会科、ＳＴＳ(科学、技术、社会)等综合化的课

程形式ꎮ 目前ꎬ我国学科课程基本是分科型的ꎬ虽
然小学有«科学»这门课ꎬ表面上看似乎是理科性

质的综合课程ꎬ但细细一看ꎬ理科各门课程的知识

并没有真正融合ꎮ 现在ꎬ我国学科课程的综合发

展主要是两条路径:一是统整ꎬ课程内部各板块知

识的链接与整合和课程之间内容的交融与沟通ꎻ
二是拓展ꎬ课程之间以及校内向校外的延伸ꎮ 学

科课程综合化的改革趋势要求教师加强学科综合

意识ꎬ扩展知识视野ꎬ丰富综合知识ꎬ更新知识结

构ꎻ能够在学科教学中发现与其他学科可以交融

拓展的知识点ꎬ进行知识综合教学的尝试ꎮ
课程改革以来ꎬ课程建设最活跃的是校本课

程的建构ꎮ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学生个性发展的

多元化给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ꎮ 学

校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基地建设、研究性学习

和社团活动建构校本课程ꎬ主要有 ４ 种类型:一是

挖掘和依托学校当地资源ꎬ开发区域经济文化特

色校本课程ꎻ二是适应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主动学

习的意愿ꎬ开发适应学生个性特长发展校本课程ꎻ
三是根据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愿景ꎬ开发学校

特色建设校本课程ꎻ四是利用学校环境特有的功

能和特点ꎬ开发优秀文化浸润校本课程ꎮ 校本课

程的建构主体是教师ꎬ因此ꎬ教师首先要有建构校

本课程的积极性和奉献精神ꎬ其次要有设计校本

课程的创新能力ꎬ第三要有实施校本课程的能力ꎮ
这是课程改革对教师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提出的

新要求ꎮ

２.教师要拓宽生活和知识的视野ꎬ做课

程资源的发现者、整合者、创新者

课程内容的改革ꎬ核心是课程资源的选择、整
合和创造ꎮ 过去ꎬ教材和教参是教师最主要和最

重要的教育资源ꎮ 教师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将教材

和教参中的内容传授给学生ꎬ这对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探究的学习品质、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ꎮ 所以ꎬ教师要善于多

方面发现、丰富和整合教育资源:(１)生活化教育

资源ꎮ 陶行知先生指出:“读书只是追求已经发现

的知识的一种方法ꎮ 读书虽然重要ꎬ但是ꎬ如果以

书本为一切知识之泉源ꎬ 那就难免坐井观天

了ꎮ” [１７]２８９因此ꎬ他提出要引进课外的生活资源以

补充教材的不足:“课本虽是需要ꎬ但教的人不可

死靠课本ꎬ他必定要运用补充材料及临时材料ꎬ以
适应特殊及生活之需要ꎮ” [１８]１８９课程改革要求教师

紧密联系生活ꎬ在生活情境中寻找新的教学内容ꎬ
或是将教材的教育资源“返回”到生活中去ꎬ实现

学科知识的应用ꎮ (２)结构化教育资源ꎮ 这种教

育资源ꎬ不仅需要教师对知识有充分的理解ꎬ形成

自己对知识的整体和独特的解读ꎬ还要求教师能

够系统地呈现教学内容ꎮ 不仅如此ꎬ教育教学的

发展和创新ꎬ更向教师提出了要知晓学科知识的

创新发展、前沿成果和有关学科教学内容相互渗

透、有机融合的综合化的改革方向ꎮ (３)信息化教

育资源ꎮ 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化ꎮ 利

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的来源、表现

形式和效用ꎬ建设交互、协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和

学习氛围ꎬ是新时代教师的一项基本功ꎮ

３.教师要像陶行知先生那样ꎬ以学生为

主体ꎬ改革教学方式ꎬ建立师生教学共同体ꎬ
做学生学习的合作者、指导者、研究者

陶行知先生改进教学过程提出了很多革命性

的主张ꎬ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教学方式和师

生关系ꎮ
陶行知先生改革教学方式提出了 ６ 个观点:一

是反对“灌输”的教学方法ꎬ要求将“教授法”改为

“教学法” [１９]１０６ꎬ他认为ꎬ“活的人才教育ꎬ不是要灌

输知识ꎬ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ꎬ尽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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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交给学生” [２０]４１２ꎮ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ꎬ不是教

学生ꎬ乃是教学生学ꎮ” [２１]１９二是倡导学生“自学”
“自动”ꎬ他说“智育注重自学” [２２]２３ꎮ “自动教育是

教大众自己干ꎬ教小孩自己干ꎬ不是代替大众、小
孩干ꎮ” [２３]１０２“民主的教育方法ꎬ要使学生自动ꎬ而
且要启发学生使能自觉ꎮ” [２４]４７９三是强调“教学做

合一”的教学法ꎬ他指出:“教学做是一件事ꎬ不是

三件事ꎮ 我们要在做上教ꎬ在做上学ꎮ 不在

做上用功夫ꎬ教固不成为教ꎬ学也不成为学ꎮ 
所以做是学的中心ꎬ也是教的中心” [１９]１０６－１０７ꎮ “要
想教得好ꎬ学得好ꎬ就须做得好ꎮ 要想做得好ꎬ就
须在‘劳力上劳心’ꎬ以收手脑相长之效ꎮ” [２５]４５１四

是主张教学始于“问题”ꎬ他说:“教学的法子ꎬ先要

使他产生疑问ꎻ查出他疑问的地方ꎬ使他想种种方

法ꎬ去解决这个问题ꎻ从这些方法中ꎬ选出顶有成

效的法子ꎬ去试试看对不对ꎻ如其不对ꎬ就换个法

子ꎬ如其对了ꎬ再去研究一下” [２６]２６８ꎮ 五是注重“试
验”和“实验”ꎬ他说:“教育出新需要试验ꎮ 要有试

验的精神” [２６]２７１ꎮ “试验的教学方法ꎬ有一个最要

之点ꎬ这要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

力ꎮ” [２７]２６３“我们天天在讲革新教育使有进步ꎬ其实

怎样革新以求进步ꎬ断不是空谈的事ꎬ一定要借重

实验ꎮ” [２８]３１７“实验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

织、有步骤、有创意的把戏(指科学把戏)ꎮ 把戏与

实验都是一种行动ꎮ” [２９]４１３六是倡导“集体探讨”ꎬ
他建议:“说到应用ꎬ凡是不必按班级学习之功课

都可采用集体探讨之方式ꎬ如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艺术之一大部分ꎬ只需要文化锁匙略会运用ꎬ
即可开始从事于集体探讨ꎮ” [３０]４０８“集体探讨之目

的ꎬ在以集体之努力ꎬ追求真理ꎮ 探讨之路有五ꎬ
即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ꎬ称之为五路探讨ꎬ
也可称之为五步探讨ꎮ” [３０]４０８

陶行知先生倡导新型的师生关系ꎬ充分体现

了他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与学生为友、相信学生

有创造潜能的人本主义思想ꎮ 这方面ꎬ他的很多

言行阐释了教师成为“人师”的标准和范式ꎬ彰显

了“爱的教育”的情感力量ꎮ 他认为教师的天职是

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ꎬ把你的和你的

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 [３１]３６４ꎮ 所以ꎬ他说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ꎮ 唯独从心里发出的

来的ꎬ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３２]３６３ꎮ “乡村教育之能

否改造ꎬ最要紧的事要问我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

献给乡村儿童ꎮ” [３３]３１０ 这种 “真教育” 的灵魂是

“爱”ꎮ 所以ꎬ他把“爱满天下”作为毕生的座右铭ꎬ
他“为了苦孩ꎬ 甘为骆驼ꎮ 于人有益ꎬ 牛马也

做” [３４]８３７ꎮ 他“待学生如亲子弟” [３５]２５３ꎮ 他要求自

己与学生“同甘共苦”ꎬ“以学生之乐为乐ꎬ以学生

之忧为忧ꎬ学生之休戚即我之休戚ꎬ学生之苦恼即

我之苦恼” [３６]２２１ꎮ 他认为教师有这样的“奉献精

神”和“服务精神”是“教育的命脉” [３７]３３４ꎮ 他希望

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ꎬ善于发现学生的优

点ꎬ“切莫轻于断定小朋友的品格ꎮ 我们看他是坏

蛋ꎬ他未必就是坏的ꎮ 容或教师眼中之坏蛋ꎬ倒是

一个真正的爱迪生” [３８]９５－９６ꎮ 他提倡教学相长ꎬ要
求教师“跟小孩子学习ꎬ不愿向小孩学习的人ꎬ不
配做小孩的先生” [３９]５２６ꎮ 他主张“六大解放ꎬ把学

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 [３９]５２７ꎬ“把学生从学校的

‘鸟笼’中解放出来ꎬ到大自然和大社会中去自由

翱翔ꎬ培养生活力和创造力” [４０]８ꎮ 陶行知的为师

之道体现了“师范”之真髓ꎬ教育之真谛ꎬ育人之

真经ꎮ
当前ꎬ课程改革已经进入校本课程实施的攻

坚阶段ꎬ一线教师是课程改革的主体ꎮ 广大教师

应该像陶行知先生那样充分认识课程在学校教育

中的核心地位ꎬ积极投身课程改革ꎬ不断培养和加

强自己对本学科课程改革的领导力ꎬ努力形成个

性化的教育主张和教学风格ꎮ

四、对教育过程的创新建构力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过程是学生“自学” “自
动”、教师“教学生学”ꎬ是“教学做合一”“行知行”
“劳力上劳心”ꎬ是“师生共同生活” “得到精神沟

通ꎬ感情融洽”的过程ꎮ 陶行知先生的这些主张对

当今的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仍然有着巨大的

指导价值ꎮ 按照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和学生发

展的需求ꎬ教师创新教育教学过程至少可以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１.建构学生主动、合作、探究与教师精

讲、启发、点拨相结合的教学

课程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ꎬ注
重培养学生主动、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ꎬ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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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影响ꎮ 培养学生这些学习品

质ꎬ起点和重点在“主动”上ꎮ 主动ꎬ首先是一种好

习惯ꎮ 叶圣陶先生说过ꎬ教育就是培养习惯ꎮ 当

然ꎬ叶老所说的习惯指的是好的习惯ꎬ应该还包括

做人的习惯ꎮ 这里ꎬ我们讨论的是学习的习惯ꎮ
教师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以下学习

习惯:(１)学会预习ꎻ(２)学会记录听课要点和整理

听课笔记ꎻ(３)学会思考ꎬ包括反思ꎬ善于发现问题

和独立解决问题ꎻ(４)能根据需要从文本中寻找和

选择有效的信息ꎻ(５)能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和网络

解决学习困难ꎬ拓展学习领域ꎻ(６)关注现实生活ꎬ
喜欢阅读ꎬ能主动寻找课外学习资源ꎬ拓宽视野ꎮ
这样的好习惯实际上就是能力和素养ꎮ

由于当今的教育基本还是班级授课制ꎬ教学

的过程主要还是依靠教师来组织ꎬ因此教师的作

用是客观存在的ꎮ 但教师如何发挥作用呢? 精

讲、启发、点拨ꎬ这 ６ 个字应该是教师角色的正确定

位ꎮ 过去的教学大多是教师讲得多而学生思考活

动少ꎬ所以“精讲”应该是关键所在ꎮ 如何精讲?
(１)当学生学习需要某种知识背景(或条件)ꎬ没有

这个背景(条件)就不能理解时ꎬ教师应当适时介

绍ꎻ(２)当学习新知没有与旧知形成联系时ꎬ教师

应当及时地唤醒学生的记忆ꎬ为新旧知识牵线搭

桥ꎻ(３)当学生碰到疑难自己不能解决时ꎬ教师应

当给以点拨ꎬ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ꎻ(４)当学生

学得不够灵活ꎬ不能举一反三时ꎬ教师应当想方设

法帮助学生迁移知识ꎬ触类旁通ꎻ(５)当学生的理

解发生错误或不够完善时ꎬ教师应当旗帜鲜明地

加以纠正或补充ꎮ

２.建构以问题为纽带推进探究过程的

教学

传统的教学ꎬ问题都是教师提出来的ꎬ教师备

课时主要就是设计问题ꎬ而且问题还是成系列的ꎬ
以至在“满堂灌”行不通后ꎬ“满堂问”成为课堂教

学的常态ꎮ 问题为纽带的教学ꎬ其目的是培养学

生的问题意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ꎬ学习探究

的方法ꎬ形成学生解决问题的独立见解ꎬ这是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基础ꎮ 所以ꎬ问题主

要还是应该来自学生ꎮ 学生要学会在生活中观

察、体验过程中发现问题ꎬ在预习教材时发现问

题ꎬ在师生、生生对话过程中发现问题ꎻ学生不但

提出问题ꎬ还思考分析问题的解决办法ꎬ在解决了

一个问题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ꎮ 学生带着这些

问题走进教室ꎬ教师通过问题推进探究ꎬ使学生带

着更多的问题走出教室ꎬ这才是以问题为纽带进

行教学的真正境界ꎮ[４１]６

那是不是教师就不能提出问题了呢? 答案是

教师应在必要的时候提出问题ꎮ 什么是教师必须

提问的时候? (１)学生预习后提出的问题需要教

师加以归类、提炼ꎬ然后提出有利于理解文本重点

和难点的问题ꎻ(２)学生没有发现的ꎬ在看似没有

问题、实际有探究价值的地方提出问题ꎻ(３)在学

生讨论问题的时候ꎬ需要通过问题的启发或点拨

来引导解决方法的探究的时候ꎻ(４)在学生思考探

究问题出现方向偏离的时候ꎬ或者学习需要深度

开掘的时候ꎮ 因此ꎬ教师自身也应该具有问题意

识、发现意识、探究意识ꎮ

３.建构符合学科特点的知识转化为智

慧[１４]的教学

学科教学ꎬ自然要符合学科特点ꎮ 华东师范

大学袁振国教授通过科学学科教育与文科教育的

比较阐明了这个道理:其一ꎬ科学学科与文科有着

不同的性质ꎬ发挥着不同的功能ꎮ 科学学科在于

揭示自然和社会运动的规律ꎬ而文科则在于探求

生活的意义ꎻ科学学科追求的是精确性和简约性ꎬ
文科追求的则是生动性和丰富性ꎻ科学学科的标

准是规范和统一的ꎬ文科的标准是多变的和多样

的ꎻ科学学科强调客观事实ꎬ文科强调主观感受ꎮ
其二ꎬ各类学科的不同价值和性质决定了不同学

科的教育有不一样的价值ꎮ 科学学科的教育工具

性价值超过目的性价值ꎬ文科教育目的性价值超

过工具性价值ꎮ 这就是说ꎬ科学教育更主要的是

为了传授知识ꎬ为了提供工具ꎬ是启智的过程ꎮ 文

科教育虽然也要传授知识ꎬ也为人们提供生活的

工具ꎬ但它更是情感、人格的陶冶ꎮ[４１]４６笔者认为学

科教育要符合学科的特点还有第三个原因ꎬ那就

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ꎬ当今各类学科的教育失

去自己价值和特点的情况很严重ꎬ突出的表现是

各个学科教育都是习题化教育ꎬ即解题技巧和方

法的训练ꎮ 学科教育应纠正这种违反教育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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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ꎮ
知识转化为智慧ꎬ这是学科教育改革的一个

聚焦点ꎮ 我们现在教育的知识ꎬ主要来自教材ꎬ记
录的是人类过去奋斗探索取得的成功经验ꎬ是学

生必须学习的ꎮ 但是ꎬ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在

发展之中ꎬ一切知识也都在发展之中ꎮ 教师教课

本上的知识ꎬ目的不是要学生牢牢记住这些已经

产生的结果ꎬ而是要学生从积累知识、认识这些知

识的价值开始ꎬ培养发现和探究的意识ꎬ学会掌握

和运用知识的方法ꎬ了解现有知识的发展方向ꎬ主
动吸纳新的知识ꎬ不断更新知识结构ꎮ 这就是知

识向智慧转化的教育ꎮ 让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

器ꎬ不再是考试的机器ꎬ而是能够用自己的智慧不

断丰富知识甚至创新知识ꎬ这才是教育真正成功

的一个标志ꎮ
对教育本质有正确理解力ꎬ使教师有从教的

使命感和责任心ꎻ对教育问题有科学批判力ꎬ使教

师有指导教育行为的先进理念ꎻ对课程建设有有

效的领导力ꎬ使教师能自觉积极投身于课程改革ꎻ
最后ꎬ这三种力都要落实到教师的教育行为中ꎬ所
以ꎬ对教育过程的创新建构力ꎬ是教师生活力培养

的最终目标ꎮ 这几种力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ꎬ
理解力、批判力是宏观着眼ꎬ领导力是中观着力ꎬ
建构力是微观入手ꎻ没有理解力、批判力和领导

力ꎬ建构力失去方向ꎻ没有建构力ꎬ理解力和批判

力就是没有落地的理念ꎬ领导力也发挥不了积极

主动的作用ꎮ
陶行知先生说:“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要靠着

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ꎮ” [４]７８教师在职前ꎬ师
范学校对教师生活力的培养负有责任ꎻ教师在职

后ꎬ教师生活力的提升应该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内

容ꎮ 地方教师发展中心和学校组织的继续教育以

及教师个人的自我进修应该把它作为教师专业发

展的主要目标ꎮ
教师如何养成和提升自身的教师生活力? 主

要的路径有:一是教师应确立教师的职业精神ꎬ做
一个有志于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奉献

爱心和智慧的“灵魂工程师”ꎻ二是教师应加强学

习ꎬ学习现代先进教育理论ꎬ学习优秀教师的成功

经验ꎬ提高自身素养ꎬ遵循教育规律ꎬ改进教学方

法ꎬ做一个有思想有理念有功底有方法的教育家ꎻ
三是教师应积极参加教育研究ꎬ把问题当作课题ꎬ
适应学生的学习心理ꎬ把握学科教育特点ꎬ提高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ꎬ做一个智慧型、研究型、创新型

的改革者ꎮ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ꎮ 教师生活力的

丰富内涵ꎬ实际是教师作为“人师”的素养体现ꎮ
这是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根

本保障ꎮ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系列讲话高

度肯定教师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ꎬ也
对教师队伍队伍建设寄予厚望ꎬ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ꎬ他说:“一个人一生遇到好老师ꎬ这是一个人的

幸运ꎻ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ꎬ这是这个学校的光

荣ꎻ一个民族拥有源源不断的好老师ꎬ这是这个民

族发展的根本依靠、未来依托ꎮ”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ꎬ就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落

到实处ꎮ 教师要担当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责任ꎬ加强自身修养ꎬ扎实学识功底ꎬ拓宽

文化视野ꎬ提高创新能力ꎬ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

播者、我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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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９]陶行知.平民教育实施法[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０]陶行知.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Ｃ]∥陶行知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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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４.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１]陶行知.教育改进[Ｃ]∥陶行知全集:卷 ２.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２]陶行知.学做一个人[Ｃ]∥陶行知全集:卷 ２.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３]陶行知.桂林战时民众教育工作人员须知[Ｃ]∥

陶行知全集:卷 ４.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４]陶行知.创造宣言[Ｃ]∥陶行知全集:卷 ４.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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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陶行知.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Ｃ]∥陶行知全

集:卷 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６]陶行知.小学课程概论[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７]陶行知.通不通[Ｃ]∥陶行知全集:卷 ３.成都:四

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８]陶行知.怎样做小先生[Ｃ]∥陶行知全集:卷 ３.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１９]陶行知.教学做合一[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０ 陶行知.育才二周岁前夜[Ｃ]∥陶行知全集:卷 ４.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１]陶行知.教学合一[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２]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Ｃ]∥陶行知全集:

卷 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３]陶行知.普及什么教育[Ｃ]∥陶行知全集:卷 ３.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４]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Ｃ]∥陶行知全集:

卷 ４.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５]陶行知.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Ｃ]∥陶行知全集:

卷 ２.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６]陶行知.新教育[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成都:四

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７]陶行知.试验教育的实施[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８]陶行知.中国中等教育之先锋[Ｃ]∥陶行知全集:

卷 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２９]陶行知.儿童科学教育[Ｃ]∥陶行知全集:卷 ３.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０]陶行知.育才二周岁之前夜[Ｃ]∥陶行知全集:卷

４.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１]陶行知.怎样做大众的教师[Ｃ]∥陶行知全集:卷

３.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２]陶行知.这一年[Ｃ]∥陶行知全集:卷 ２.成都:四

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３]陶行知.晓庄试验师范的第一年[Ｃ]∥陶行知全

集:卷 ２.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４]陶行知.武训先生画赞[Ｃ]∥陶行知全集:卷 ７.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５]陶行知.我之学校观[Ｃ]∥陶行知全集:卷 ２.成

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６]陶行知.师范生应有之观念[Ｃ]∥陶行知全集:卷

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３７]陶行知.孟禄博士与各省代表讨论教育之大要

[Ｃ] ∥陶行知全集:卷 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

社ꎬ１９９１.

[３８]陶行知.不如学阿尔[Ｃ]∥陶行知全集:卷 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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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课程研究的现状及启示∗

闫 淑 惠１ꎬ２　 徐 林 祥１

(１.扬州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ꎻ
２.赣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ꎬ 江西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 　 以教师教育课程为研究对象ꎬ对中国知网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部分文献进行统计分析ꎬ研究显示:(１)
论文总体情况:教师教育课程的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ꎻ教育类权威刊物是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ꎻ研究机构主

要是以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院校ꎻ有一批学者持续关注教师教育课程研究ꎻ(２) 研究内容方面:教
师教育课程取向呈现实践取向、人本主义取向、整合取向等态势ꎬ重视教育者在课程目标中的作用ꎬ关注课程设

置、整合问题ꎬ课程实施侧重课程资源的开发与信息化时代教学方式的变革ꎬ倡导多元化的评价方式ꎮ 针对分析

结果ꎬ提出应关注教师教育课程自身历史的反思研究、加强教师教育课程各领域研究的平衡性等建议ꎮ
[关键词] 　 教师教育研究ꎻ　 教师教育课程ꎻ　 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９４－０８

　 　 １８９７ 年清朝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在上海创立南

洋公学师范院ꎬ成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开端ꎮ 此后ꎬ
我国的师范教育在摸索中不断发展ꎬ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我国师范教育逐渐转向国际通行的

教师教育ꎮ 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ꎬ更是理念和内

涵的革新ꎬ高校普遍设立的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教

育发展中心等机构、国家层面«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制度»等政策推行进一步

推动了教师教育理念实施[１]ꎮ 近年来ꎬ随着高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开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文件实施ꎬ教师教育问题持

续受到学界关注和重视ꎮ
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ꎬ是提升教

育质量的动力源泉ꎬ教育事业的成败取决于教师

教育培养质量的高低ꎮ 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发

展迅速ꎬ成果显著ꎻ与此同时ꎬ也存在一些比较突

出的问题和矛盾ꎮ 教师教育研究诸多问题ꎬ起始

于教师教育课程ꎬ最终也需要在教师教育课程研

究中得以实践和解决ꎮ 教师教育课程问题的研究

和回顾ꎬ有助于我们厘清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论问

题、发现教师教育的实践困境ꎬ探明教师教育的现

实出路ꎮ

一、研究方法设计

为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ꎬ确保研究结果准确ꎬ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论文数据库为检索库ꎬ采
用高级检索ꎬ选择“期刊”ꎬ检索“篇名”为“教师教

育课程”ꎬ匹配:精确ꎬ时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ꎬ来源

类别为“ＣＳＳＣＩ”和“核心期刊”ꎬ检索得到论文 ３０８
篇ꎬ结合手工检索ꎬ剔除无效文献ꎬ有效文献样本

为 ２８９ 篇ꎮ 以此为研究样本ꎬ主要运用文献计量分

析研究方法ꎬ对“教师教育课程”的研究成果进行

梳理及统计研究ꎬ分析样本的论文数量、期刊分

布、论文作者、高产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ꎬ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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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研究主要内容等ꎬ为教师教育课程研究提

供参考ꎮ

二、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发文数量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国内“教师教育课程”研究

总体趋势ꎬ笔者根据统计的有效文献ꎬ绘制论文刊

载篇数随年度变化图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发文年度趋势图

由图 １ 可知ꎬ近 １８ 年我国关于教师教育课程

的研究论文发表呈现整体上升趋势ꎮ ２００３ 年之

前ꎬ学者们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关注程度明显不高ꎬ
甚至在 ２００１ 年无一篇有关教师教育课程的论文发

表ꎮ 随着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策划并指导的“全
国教师教育课程教材资源展示”在京举办ꎬ这都引

起了研究者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关注ꎮ 次年ꎬ曲铁

华和马艳芬从教师发展需要什么专业素质方面对

教师教育课程提出“门类要广、内容要精ꎬ重点培

养教师学习能力” [２] 的改革意见ꎮ ２００４ 年相关研

究发文量激增ꎬ当年有 １０ 篇关于教师教育课程的

论文发表ꎮ 教育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发布实施

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ꎬ同年北京师范大

学主办第一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ꎬ“课程”是当年 ５
个分主题之一ꎮ 这两大事件再次点燃研究者对于

教师教育课程研究的热情ꎬ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发

文数持续走高ꎬ并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高峰值ꎬ当年发

文 ３８ 篇ꎬ如吴剑峰基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
行)»对研究性教育实践课程的构建进行思考研

究[３]、王艳玲基于«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对
我国高师教育学课程开发提出见解[４]ꎬ张文军、钟
启泉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颁布后ꎬ对其

展开分析和解读[５]ꎮ 此后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发文

量每年保持 ２０ 篇以上ꎮ
(二)期刊分布情况分析

为考查期刊载文情况ꎬ笔者通过 Ｅｘｃｅｌ 的筛选

功能ꎬ结合人工统计ꎬ发现 ２８９ 篇有效文献样本涉

及 ８４ 个期刊ꎬ部分高频发文期刊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高频发文期刊及发文量

从图 ２ 可知ꎬ教师教育课程研究论文的高频发

文期刊全部是教育学类期刊ꎮ 其中 «课程教

材教法»发文量最多ꎬ达 ２１ 篇ꎬ«教师教育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紧随其后ꎬ发文

量都达 １５ 篇以上ꎮ 这 ４ 个期刊发文总数达 ７２ 篇ꎬ
占样本总量的 ２４.９１％ꎬ近总发文量的四分之一ꎮ
图 ２ 显示其他期刊的发文量相差不大ꎬ发文量均在

１１ 篇以上ꎮ 此外ꎬ其他教育类重要权威期刊也发

表了不少教师教育课程相关的论文ꎬ如«教育研

究»５ 篇、«比较教育研究»７ 篇、«高等教育研究»３
篇ꎬ发文数量反映了教育专业刊物对教师教育课

程的关注度很高ꎮ 同时ꎬ本文样本来源均为北大

中文核心期刊与南大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ꎬ这些期刊

研究水准相对较高ꎬ能反映教师教育课程研究的

优秀成果与研究趋势ꎮ 结合图 １ 教师教育课程研

究论文量总体上升趋势ꎬ我们认为教师教育课程

研究受到学术刊物的持续关注和重视ꎮ
(三)高产作者及其单位分析

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统计ꎬ列出发文量 ３ 篇及以上的

作者(仅统计独著或第一作者)ꎬ并汇总其发文量、
单位与所处地区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由表 １ 可知ꎬ所列高产作者所属单位均属师范

院校ꎬ发文量前三位分别是戴伟芬、杨跃、姜勇ꎮ
戴伟芬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姜勇所在的华东师

范大学都隶属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ꎮ 这表明高

师院校ꎬ特别是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特别关注教

师教育课程研究ꎬ教师教育课程研究的主要力量

集中在这些单位ꎮ 此外ꎬ对研究者所在地域进行

分析ꎬ发现高产研究者单位都位于国家一线、二线

经济发达城市ꎮ 高产作者的研究论文大多受到课

题基金资助ꎬ主要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以及各省级社科教科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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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这意味着我国一二线经济发达城市ꎬ对教师

教育课程研究尤为重视ꎬ在教师教育课程研究方

面投入更大、关注更多ꎬ相应的研究成果更多、研

究水平更高ꎮ 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

对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关注度低ꎬ教师教育研究者、
研究成果、研究层次与水平等相对较少、较低ꎮ

表 １　 高产作者及其发文数、单位、地区汇总

作者 篇数 单位 地区

戴伟芬 ８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

杨跃 ７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姜勇 ５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

郭志明 ４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

谢赛 ４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贺晔 ３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

王加强 ３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周宁之 ３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四)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近 １８ 年来的教师教育课程研究ꎬ研究者采用

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教育科学研究方

法ꎬ对教师教育课程取向、目标、设置、评价等内容

进行了全面地研究ꎬ呈现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ꎬ
现进行概要式扫描如下:

１. 课程取向研究

教师教育课程从何而来ꎬ课程提出的依据是

什么ꎬ这是教师教育课程研究中的基本问题[６]ꎮ
课程取向制约着教师培养的全部课程活动和所有

教学环节ꎬ它既是课程设计的起点ꎬ又是课程实践

的终点ꎮ 吴桂翎把课程取向归为四类:知识取向、
专业取向、实践取向、生命取向[７]ꎮ 王芳亮和杨必

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ꎬ指出教师教育课程出

现过知识取向、社会取向、技术取向和人本取向这

四类价值取向[８]ꎮ 教师教育课程取向研究在样本

中所占分量较大ꎬ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教师教育课

程取向问题的重视ꎮ
姜勇等认为实践哲学转向为幼儿园职前教师

教育课程建设提供了新思路[９]ꎻ刘晓燕认为波兰

尼的默会知识论为教师教育课程的实践取向转变

提供了理论基础[１０]ꎻ汤颖对实践取向教师教育课

程体系的保障条件进行了分析[１１]ꎻ彭寿清等探讨

了实践取向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建构[１２]ꎮ 王少非

强调实践取向要求教师教育课程必须关注教师的

专业实践和教育现实问题ꎬ必须支持实践问题解

决和实践能力发展ꎬ必须支持对实践反思和教育

知识建构[１３]ꎮ 这些研究从理论基础、条件保障、课
程建构等方面论述教师教育课程实践取向的重要

性和可行性ꎬ展现我国教师教育课程逐步转向实

践取向的发展趋势ꎮ
与此同时ꎬ教师教育课程取向体现出“人本主

义”转向ꎮ 王丽华认为从“无儿童”到“儿童为本”
的教师教育课程理念反映了教师教育价值追求的

嬗变[１４]ꎻ肖维认为将儿童科学引入教师教育课程

是向“儿童发展本位”的教育原点回归ꎬ认为教师

教育者的专业素质是课程发挥作用的核心因

素[１５]ꎮ 许海深、濮实、曲铁华等则重视教师的发

展ꎬ认为教师教育者的专业素质是课程发挥作用

的核心因素ꎬ强调树立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的价

值取向ꎮ 教师和学生(儿童)是教师教育课程中两

个最重要的主体ꎬ研究者充分论证二者地位和价

值ꎬ体现了这一时期教师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另

一种转变趋势[１６][１７][１８]ꎮ 这也与“旨在教师终身专

业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１９]

这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趋势相一致ꎮ
教师教育课程取向研究还呈现多元整合化趋

势ꎮ 戴伟芬等从不同视角介绍美国教师教育课程

取向的发展历程ꎬ提供了域外经验参考[２０]ꎻ王加强

指出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亟须拓展教师教育课程价

值ꎬ即从工具价值拓展到本体价值ꎻ从理论价值拓

展到实践价值ꎻ从专业价值拓展到通识价值[２１]ꎻ付
光槐进一步指出从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到解放旨

趣ꎬ是未来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诉

求[２２]ꎻ陈荣全、李丽华、王艳玲等主张教师教育课

程取向的多元化与整合性[２３][２４][２５]ꎮ 对于教师教

育课程取向的探讨ꎬ研究者注重吸收历史经验和

域外经验ꎬ注重从课程整体出发审视这一问题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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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呈现全面、客观态势ꎮ
２. 课程目标研究

课程目标在课程体系中地位重要ꎬ它是课程

内容选择与组织、实施与评价的直接依据ꎬ也是课

程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ꎮ 课程目标与课程取向有

着直接的关系ꎮ 课程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

程目标的确定ꎮ 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ꎬ直接

论述教师教育课程目标的研究并不多ꎬ但研究质

量都很高ꎬ现对教师教育课程目标发展历程进行

细致的梳理和理论探讨ꎮ
周宁之站在历史分析立场ꎬ对近代中国教师

教育课程目标从多个维度进行纵向比较分析ꎬ并
提出教师教育课程目标应坚持制定者遴选的多领

域性、制定资料收集的全面性、内容的均衡性、形
式的多样性、具体要求的兼顾性、价值取向的包容

性等[２６]ꎮ 张沿沿对美国“全球胜任力”教师教育

课程体系进行分析ꎬ认为美国教师教育课程目标

包括技能、知识与理解力、态度等 ３ 个维度[２７]ꎮ 陈

娴对爱尔兰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进行探析ꎬ发现其

课程目标涵盖五大领域:深刻理解教育对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ꎻ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ꎬ
熟练掌握一般教学方法和学科教学方法ꎻ充分认

识班级对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ꎻ形成与发展职前

教师的职业态度和价值观ꎮ 爱尔兰教师教育课程

目标从“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高度出

发ꎬ有着丰富的内涵[２８]ꎮ 这些学者的研究从历史

纵向比较和中外横向比较的角度展现了我国教师

教育课程目标的发展沿革ꎬ国外教师教育课程目

标内涵的经验ꎬ为确立我国当代教师教育课程目

标提供了借鉴和参考ꎮ
教师教育课程是培养人的课程ꎬ它所培养的

人主要是从事未来教育事业ꎮ 张静等对面向

ＴＰＡＣＫ(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发展的职前教

师教育课程例析ꎬ指出在其教师教育课程目标定

位上ꎬ应从培养教师成为技术“消费者”转向技术

“设计者” [２９]ꎮ 李丽华认为教师教育课程的最终

目的是培养具有个性、智慧和创造性的教育者ꎮ
因此“教育者”在教师教育课程目标确定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２４]ꎮ
这一时期ꎬ对于教师教育课程目标影响最大

的是我国自 ２００５ 年启动、２０１１ 年正式颁布ꎬ由华

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研制、教育部师

范教育司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ꎬ其
规定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体系由“教育信念与

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和“教育实践与体验”三
大目标领域组成ꎮ 这一目标制定的直接依据是理

想教师的形象及体现出的教师专业标准ꎮ 社会文

化的发展、基础教育的改革、学生的发展水平与学

习方式的差异也是考虑因素ꎮ 三大目标领域“勾
勒出职前教师教育的核心范畴、展现了职前教师

教育的关键专业特征” [３０]ꎮ 这一课程目标注重总

体框架的统一性与不同学段的差异性ꎬ汲取了以

往研究和实践经验ꎬ同时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

挑战ꎮ
３. 课程设置研究

课程设置反映课程取向和课程目标ꎬ是课程

实施的依据ꎬ在整个课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有

关课程设置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ꎬ反映了研究者

对课程设置问题的重视ꎮ
这一时期ꎬ学者们遵循“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路看待教师教育课程设置ꎮ 李广等对我

国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进行调研ꎬ发现存

在课程目标定位不准、课程内容陈旧、课程结构趋

同、课程文化落后等问题[３１]ꎮ 周钧等采用内容分

析法ꎬ选取 ３０ 所本科院校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１９２ 份ꎬ通过分析培养方案ꎬ发现课程设置存

在总学时相差大ꎬ课程学分结构呈现“学科本位”
特点ꎬ选修公共课程学时数不高、没有体现积极的

教学观、学习观和教师观、对教育内容认识不统

一、没有体现课程的整合性和关联性等问题[３２]ꎮ
这些研究都是从实证的角度出发ꎬ对我国教师教

育课程设置进行调查ꎬ揭示了我国教师教育课程

设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ꎬ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ꎮ
研究者对于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具体思路和

建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者普遍

认为我国教师教育需要调整课程设置中各类课程

所占比例ꎮ 我国高校本科教师教育中ꎬ教育专业

课程所占的学分比例很低ꎬ仅为 ８.６％ ~ １０.５％ꎬ占
实践课程主体的教育见习与实习占总学分的比例

仅有 ２.２％~１０.７％ꎮ 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仍以“学科

知识”教育为主体ꎬ周钧等主张适当减少学科专业

课程ꎬ增加教育研究方法类课程ꎬ增加与基础教育

和教学实践直接相关的课程ꎬ增加“自然科学”“人
文社会科学”选修公共课程[３２]ꎻ刘利民认为应加强

通识教育课程ꎬ减少学科专业课程课时比例[３３]ꎮ
贺晔指出英国教师教育课程中教育类课程占总课

时的比例高达 ７５％ꎬ而在我国ꎬ教育类课程不到总

课时的 ３０％ꎬ急需调整[３４]ꎮ 杜静认为我国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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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需要通过调整课程结构、加大自主课程的比例

等措施ꎬ构筑“厚基础、高素质、强实践”的教师培

养平台[３５]ꎮ 二是研究者普遍认为应重视课程间的

整合性和关联性ꎮ 杨跃指出深化教师教育课程改

革ꎬ需要切实加强学科专业课程与教育专业课程、
教育通识类课程与学科教育类课程、教育学类课

程与心理学类课程、教育理论性课程与教育实践

性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贯通ꎬ重视并引导师范

生在不同课程中激发和产生的学习经验之间加强

深层次关联[３６]ꎮ 戴伟芬介绍了美国基于全球观培

养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课程设

置[３７]ꎮ 李广等对我国 １２ 所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

程进行调查ꎬ指出存在的问题ꎬ提出我国教师教育

课程应综合考虑自然、社会、人生的内容ꎬ构建包

含艺术、道德、科学在内的课程结构ꎬ课程设置应

具有整体性ꎬ重视均衡性ꎬ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

展[３８]ꎮ 李爱秋借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验ꎬ认为我

国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应该打破人才培养目标的趋

同性ꎬ在教师教育类课程、教育基础课程和实践教

学等方面加强建设ꎬ通过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合

理化建构ꎬ实现教师教育的特色化培养和教师专

业发展[３８]ꎮ 倪文锦强调要从课程建设层面ꎬ推进

教师教育的创新:贯彻科学发展观ꎬ建立教师教育

的长效机制ꎻ适应终身学习的需要ꎬ实施“一体化”
的培养模式[３９]ꎮ

４. 课程实施研究

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将课程付诸实践ꎬ课程实

施的状况与程度将决定课程的整体效果ꎮ 肖少北

和赖秀龙就指出ꎬ教师教育课程的实施效果难以

得到学生的认可ꎬ这是因为学生在课堂中看不到

教师教育者“以身作则”———在教师教育者的教学

过程中展现不出其所传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ꎬ也
无法体现教师应具备的素养[４０]ꎻ徐佳等也认为我

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存在教师教育者的筛选机制

不完善、资源意识淡薄、表达形式单一、普遍缺乏

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支持等问题[４１]ꎮ
面对课程实施问题ꎬ一部分研究者提出从课

程资源开发的角度支持课程实施ꎮ 徐佳、吴刚平

指出可从提高教师教育者在课程资源建设中的地

位与能力ꎬ强化素材性资源建设、优化共建共享机

制、重视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

术研究、推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建设[４１]ꎮ 杨跃认

为教师教育者应细心发现、用心体验、潜心研究教

育生活和各类师生的生活史ꎬ充分发挥生活史的

课程潜能ꎬ彰显“体验课程”的魅力[４２]ꎻ唐芬芬等

认为童年生活史是独特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教育

课程资源ꎬ这类课程资源凸显了“知识课程”向“体
验课程”的内涵转换ꎬ有助于提高教师教育课程质

量[４３]ꎻ薛正斌探讨了回族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课程

资源开发与实施[４４]ꎻ姜勇、戴伟芬、贺晔等还译介

了土耳其、美国、英国等国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课

程资源开发情况ꎮ 研究者关注教师教育课程实施

过程中的资源开发ꎬ具有开放性、多元化的教师教

育课程资源开发意识ꎬ丰富了教师教育课程资源ꎮ
另一方面ꎬ研究者积极应对现代信息技术给

教师教育课程带来的变革ꎮ 吕立杰认为ꎬ实践、反
思、学习社群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重要方式[４５]ꎻ
蒋立兵等提出教师教育课程开放资源建设的经验

及开放资源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４６]ꎻ余德

英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ꎬ确立教师教育课程

“大资源”观、重构以信息化为核心的课程资源ꎬ并
努力从课程资源平台建设、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
已有课程资源再创生、教师学习共同体建立等方

面ꎬ促进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共享[４７]ꎻ从技

术工具层面、教学认知层面和教学智慧层面融合

推动教师教育课程实施[４８]ꎮ
对于课程实施的管理ꎬ有学者提出课程实施

上实行“学科专业＋教育学专业”模块化的课程管

理ꎬ贺晔介绍了英国灵活多样的模块式课程和教

学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４９]ꎮ 左岚介绍了美国多元化教师教育课

程运用个案研究、课堂教学的展示、教学档案袋、
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等策略进行课程实施的情

况[５０]ꎮ 教育实习是教师教育实践类课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是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ꎮ 童

三红等认为现行的教师教育实习实践存在实习实

践时间安排不合理、实习模式建构不健全、实习保

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ꎬ实习逐渐流于形式ꎬ他们提

出构建“二次递进实习、四段连环实践”实践教育

体系[５１]ꎮ 章跃一认为ꎬ我国教师教育实习课程在

实践、内容、组织、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ꎬ建议

在加强顶层设计ꎬ出台规范教育实习的规范性文

件ꎬ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ꎬ理清与实习学校的关系

等方面进行探索[５２]ꎮ
５. 课程评价研究

我国传统的教师教育评价范式是基于知识的

评价ꎬ其出发点是检测未来教师对相关内容、原理

等知识的掌握程度、知识的应用能力ꎮ 这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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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对于未来教师基础知识掌握有明确的引导意

义ꎬ但也容易导致在知识掌握与运用上在低水平

徘徊ꎬ缺乏反省和觉醒意识[５３]ꎮ 课程取向的改变ꎬ
必然带来课程评价的变革ꎮ 周文叶分析«教师教

育课程标准»框架下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的范式、理
念和方法ꎬ指出将教师定位为“反思性实践者”ꎬ这
就意味着对其评价采取的是能检测真实情境中实

践性知识的评价范式ꎬ即基于表现的评价ꎮ 这种

评价范式所遵循的理念包括全面而整体的素养、
引发真实情境中的表现、发挥学习者的主体作用

和促进专业的持续发展[５４]ꎮ 付光槐讨论了职前教

师教育课程评价的基本理路:即作为“鉴赏”的多

元化评价ꎬ作为“解释”的质性化评价、作为“存在”
的主体性评价ꎬ从而实现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

走向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审美性和意义诠释过

程[５３]ꎮ 夏小英等认为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应重视职

前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５５]ꎮ
国外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研究方面ꎬ学者们最

为关注美国经验ꎮ 苟顺明等介绍了美国教师教育

评价分为教师教育机构外部专业组织开展的认证

和机构内部的学生学习评价ꎬ重视对学生学习过

程和结果的评价[５６]ꎮ 谢赛分析了美国儿童学习取

向影响下的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方法:一是儿童学

习成绩增值评价法ꎬ二是职前教师教学表现评价

法ꎮ 儿童因素在教师教育课程评价中得到凸

显[５７]ꎮ 美国经验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儿童因素、
引入第三方评价ꎮ 左岚基于美国实践导向的教师

教育课程探索ꎬ认为中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需以

核心的教师知识和技能作为实践教学的评估

标准[５０]ꎮ
伴随着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理念、范式研究的

深入ꎬ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方法随之多样化ꎮ 常用

的评价方法有档案袋评价法、微格教学评价法、课
堂观察评价法、开放性试题与小论文等ꎮ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对中国知网数据平台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有关教

师教育课程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ꎬ可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ꎬ我国关于教师教育课程的研究整体上

呈上升趋势ꎬ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ꎻ«课程教材教法» «教师教育研究» «教育

发展研究»等刊是该类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ꎻ

教师教育课程研究的主要机构以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类院

校ꎻ戴伟芬、杨跃、姜勇等学者持续关注教师教育

课程研究ꎬ为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学

术贡献ꎮ
第二ꎬ２０００ 年以来研究者对教师教育课程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ꎬ对于课程取向的研究成果

最为丰富ꎬ反映了实践性、人本主义、多元整合的

课程取向发展趋势ꎻ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较多ꎬ课程

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ꎮ 研究者围绕«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的拟定、制定、解读、实施、反馈

等开展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ꎮ 以戴伟芬为代

表的研究者对于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土耳

其、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教育课程发展历史

与现状的研究ꎬ带来了“他者”经验与对比思考ꎮ
(二)建议

第一ꎬ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１８９７)的创办

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１９０２)ꎬ再到国民政府

对教师教育制度和体制的完善ꎬ及至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教师教育革新发展ꎬ我国教师教育走过了

一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ꎮ 一百多年来ꎬ我国教

师教育课程不断变革ꎬ有经验ꎬ有不足ꎮ 然而ꎬ与
学者们对于域外教师教育经验的研究相比ꎬ我国

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的理性分

析还较少ꎮ 因此ꎬ建议加强对我国教师教育历史

经验的研究ꎬ在历时与共时的视野中ꎬ探讨我国师

范教育、教师教育的得失ꎮ
第二ꎬ综上研究内容分析ꎬ可看出学者们对于

教师教育课程内部各领域的关注程度、各领域研

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均衡ꎮ 教师教育课程内

部各领域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ꎬ应重视教师教

育课程各领域的研究平衡性ꎬ特别是加强课程评

价等薄弱环节的研究ꎬ从整体上推进我国教师教

育课程研究的水平和层次ꎮ
第三ꎬ教师教育研究要培养什么样的人ꎬ与社

会发展、社会政策等教育外部环境紧密相关ꎮ 教

师教育课程研究不能局限于课程本身和课程内部

的研究ꎬ而要注意联系社会和时代的变化ꎬ从更为

宏大的视角关注教师教育课程问题ꎬ同时应正视

教师教育课程的发展性与适应性ꎮ
第四ꎬ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力量集中在高师院

校ꎬ研究成果发表集中在教育类期刊ꎬ研究影响力

有限ꎮ 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ꎬ应该鼓励更多的研究者关心教师教育课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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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鼓励更多的学术期刊关注教师教育课程研究、
鼓励更多的单位部门支持教师教育课程研究和成

果推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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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ꎬ是官

方害民的帮凶ꎬ到处作威作福ꎬ惹得军民共愤ꎬ直
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ꎮ 作者在对宦官害民

的黑暗现实进行揭露的同时ꎬ也向最高统治者发

出警告ꎬ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ꎮ 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三、结语

诗歌通过简洁韵美的语言使其寓意浓缩ꎬ增
大内涵ꎬ用高信息密度来实现诗歌的想象力ꎬ进而

引起读者的情趣ꎬ获得诗歌的意境ꎮ 古典诗歌中

有大量的隐喻和转喻ꎬ并且通过不同意象向读者

传达思想ꎮ 这些意象看似孤立ꎬ但绝不是简单的

拼凑ꎬ在隐喻和转喻的共同作用下ꎬ它们步步衔

接ꎬ达到篇章的连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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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应对教学变革的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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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数据的应用带来高校教学的各项变革ꎮ 高校教师作为教学变革的重要主体之一ꎬ面临着机遇

和挑战ꎮ 通过对国内高校教师的现状和大数据时代下的教学变革进行剖析ꎬ提出了高校教师应采取的“三转一

提高”策略ꎬ即转变传统教学方式、转变传统教学评价方式、转变自身角色定位ꎬ提高自身大数据素养ꎬ努力探索

高校教师应对大数据时代教学变革的具体途径ꎮ
[关键词] 　 高校教师ꎻ　 大数据时代ꎻ　 教学变革ꎻ　 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０２－０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首先指出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ꎬ这让人们意识到大数据已

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ꎬ包括交通、医
疗以及教育等领域ꎬ并且会对这些领域产生深刻

的影响ꎮ[１]大数据在众多领域掀起了变革的浪潮ꎬ
教育领域也不例外ꎮ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以

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ꎬ越来越多的物联网终端

和移动设备接入大学课堂ꎬ整个教学过程产生了

海量、多样、易变的数据ꎬ我们将其称作教育大数

据ꎮ 针对教育大数据的处理ꎬ需要考虑其数据体

量大、数据类型多、价值密度低以及处理速度快的

特点ꎬ要实现对教育大数据的合理利用就需要高

校顺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对教学模式进行变革ꎬ
并且需要高校教师具备一定的大数据素养ꎮ 目

前ꎬ我国的大数据产业规模加速增长、融资持续升

温、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展ꎬ高校应当借助大数据发

展的热潮积极进行教学变革ꎬ促进我国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ꎬ更有效地贯彻国家“人才强国”的战

略ꎮ 与此同时ꎬ高校教师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主

体ꎬ需要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ꎬ以适应大数据时代

对教育教学提出的要求ꎬ从而提高我国高校的教

学质量ꎬ更好地寻求自身专业的发展ꎮ[２]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分析

１９９９ 年以来ꎬ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张ꎬ
学校数量持续增长ꎬ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化”向

“大众化”转变ꎮ 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为

中心ꎬ一般通过语言、板书、多媒体等形式向学生

传授教学内容[３]ꎬ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ꎬ
在这种教学方式中ꎬ教师按照教学目标、教学重难

点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教学ꎬ学生通过听课获取知

识并对其进行加工ꎬ最终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ꎮ
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ꎬ大部分高校教师在现阶

段的教学过程中仍注重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灌

输而疏于对其思维方式、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

的培养ꎬ这种教学方式虽可以高效地传授知识ꎬ却
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ꎮ 另外ꎬ在教学

的过程中ꎬ教师在课堂上往往采用“一对多”的教

学方式ꎬ由于教师精力有限ꎬ无法发掘每位学生的

特长ꎬ因此也很难做到因材施教ꎮ 除此以外ꎬ现在

我国各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能力要求越来越高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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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师面对科研和教学的双重压力ꎬ难免顾此

失彼ꎮ
教学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充分发挥

教学评价的作用有利于教师教学质量、个人专业

发展以及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ꎮ[４] 目前我国各大

高校对教师采用的教学评价方式主要是学生评

教、督导评教以及教师自评这 ３ 种形式ꎬ根据相关

调查①ꎬ约 ６０％的学生认为这些方式不能全面评价

教师的教学过程ꎬ甚至超过 ４０％的学生不会在评

价过程中反馈真实想法ꎬ可见传统评价方式因评

价主体过于单一ꎬ评价内容过于狭窄且易受主观

因素影响ꎬ教师无法从评价中获得真实的教学反

馈信息ꎮ
由上可见ꎬ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已

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ꎬ想要

提高现阶段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就必须先改变教

师的现状ꎬ使其适应大数据时代引发的教学变革ꎮ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教学变革

春秋末期ꎬ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思想ꎬ打破

了教育对象的限制ꎻ岳麓书院的“会讲制度”打破

了教育的门户之见自教育产生之日起ꎬ就一

直处于变革之中ꎮ[５]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ꎬ大数

据技术在教学领域中被广泛运用ꎬ传统的教学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ꎬ势必要进行信息化

教学变革ꎮ
在大数据思维的影响下ꎬ新型的教学方式和

课堂形式日益增多:ＭＯＯＣ、微课、翻转课堂这些新

型课堂已经成为一种更加便捷的教学方式ꎬ同时

大数据创造了更具个性化的学习方式ꎬ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进度进行自主学习ꎬ同时网络平台也

会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状态ꎬ如此一来ꎬ教
师就可以及时对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ꎬ从
而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和质量ꎮ 除了新型课

堂ꎬ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实现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进行量化的统计与处理ꎬ促使教育向个性化教

学转变ꎬ但这也对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数据处理

和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ꎬ教学过程会产生大

量的数据ꎬ这就为我们量化分析教师的教学过程

和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了可能ꎬ此时高校的教学

评价可以通过校园内的各类信息系统收集大量与

教学有关的数据ꎬ筛选出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数

据ꎬ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ꎬ从而对教师的教学质量

进行科学性评价ꎬ这种教学评价方式将传统的以

学生为主体的评价方式转变为多维度的评价方

式ꎬ避免了评价内容过于主观、评价主体过于单

一、评价方式过于松散等问题ꎬ使评价更为客观准

确ꎬ这样的教学评价结果也会具有更大的参考性ꎮ
大数据时代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ꎬ在这个时

代ꎬ数据量急剧增长ꎬ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ꎬ教育领域应当善于借助其

他领域在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趋势ꎬ对现阶段国内

不成熟的教育体系进行变革ꎬ借助教育大数据对

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做出科学的预测ꎬ根据预测

结果及时做出调整ꎬ促使高等教育向普及化、个性

化和开放化发展ꎮ

　 　 三、大数据时代的教学变革给高校教师

带来的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ꎬ高等教育变得更加开放而多

样ꎬ高校不再是教学资源的唯一提供者ꎬ学生拥有

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选择互联网上相对应的课程进行自主学习ꎬ这也

使得学生可以选择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ꎬ不再局

限于课堂学习ꎮ[６] 这种教学模式既为学生的学习

提供了便捷的方式ꎬ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ꎬ给
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ꎬ与此同时ꎬ也给高校

教师带来了很多挑战:

１.教学方式转变带来的挑战

传统的教学方式中ꎬ高校教师主要通过课堂

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ꎬ这种单一的“一对多”的授

课形式可以帮助学生高效地接受新的知识ꎬ但是

却弱化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ꎬ教师也不能清

晰地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ꎬ无法提供及

时的指导ꎮ 然而随着互联网广泛普及ꎬ越来越多

的学习方式出现在学生的身边ꎬ课堂上的理论教

学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诉求ꎬ学生开始利用互联

网主动探求知识ꎬ而网络终端也可以记录下学生

具体的学习过程ꎬ教师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帮助学

生“扬长补短”ꎮ 此时ꎬ对于高校教师来说ꎬ需要改

变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ꎬ针对学生的需求开创新

的教学方式ꎬ充分利用教育大数据更好地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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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服务ꎮ
２.教学评价方式转变带来的挑战

教学评价主要由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和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两方面组成ꎮ 传统的教学评

价中ꎬ我们主要通过学生评教、督导评教和教师自

评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价ꎬ通过学生的学习成

绩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ꎮ 这种评价方式虽

然也可以起到诊断、激励、调节和教学的作用ꎬ但
是往往评价结果中的信息并不真实、全面ꎬ很容易

对教学工作产生误导ꎮ 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可
以帮助我们收集大量的教育大数据ꎬ这些数据往

往可以展现教学过程的真实情况ꎬ为教学评价提

供参考ꎮ 大数据时代的教学评价可以帮助高校更

好地开展教学工作ꎬ但是这种教学评价对教师的

数据处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ꎬ基于郝媛玲对

上海地区高校教师进行调研的结果来看ꎬ目前教

师对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利用能力都有待提高ꎮ[７]

３.教师角色转变带来的挑战

韩愈曾在«师说»中谈道:“师者ꎬ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ꎮ”教师一直充当着知识的“搬运工”的
角色ꎬ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用更方便于学生理解

的形式传授给学生ꎬ他们在整个教学活动中也一

直是教学的主导者ꎬ而学生则是知识被动的接收

者ꎬ整个教学过程呈现为“教师教” “学生学”的不

断反复ꎮ 显然ꎬ在大数据时代的教学变革后ꎬ以往

高校教师的角色将不再适用ꎮ 根据相关调查结果

显示①ꎬ超过 ９０％的学生更加倾向于实践操作和创

新思维的培养ꎬ由此可见ꎬ现在的学生更加注重自

身能力的发展ꎮ 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ꎬ提
高高校的教学质量ꎬ教师必须重塑自己在教学过

程中的角色ꎬ为社会培养综合型人才ꎮ
４.大数据素养要求为教师带来的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与校园生活的交汇融合ꎬ教育

大数据呈现猛增趋势ꎬ为了改善教育现状ꎬ我国高

校急需对教育大数据进行科学的收集、存储、处
理、分析ꎮ 大数据素养的培养内容里面融合了多

种学科的知识ꎬ既需要高校教师拥有扎实的计算

机基础ꎬ同时也需要其对图书情报学、统计学等专

业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ꎮ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的能

力锻炼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ꎬ高
校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大数据素养ꎬ以顺应

时代的发展ꎮ

　 　 四、高校教师应对教学变革的具体策略

１.积极改革教学方式

大数据时代下ꎬ高校教师面临的挑战越来越

多ꎮ 在时代的影响下ꎬ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有

了很大的提高ꎬ开始主动利用身边的学习资源扩

充自己的知识体系ꎬ高校教师则应当根据学生的

实际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ꎬ鼓励他们进行自主探

究ꎬ锻炼思维能力ꎮ
高校教师需要充分利用新型的教学方式来培

养学生ꎮ 线上教学方式是综合利用网络上的各种

资源和工具ꎬ促进学生自主学习ꎬ提高其学习效率

的方法ꎮ 线上教学方式可以避免线下的“一对多”
的课堂授课方式弊端ꎬ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

资源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及反馈数据ꎬ并对其进

行分析ꎬ进而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

过程ꎬ不断改善教学质量ꎮ 线下教学方式是通过

面对面的授课方式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ꎬ
完成对学生思想、情感、品德等方面的教育的方

法ꎮ 虽然线下教学存在着很多弊端ꎬ但是也不可

以全盘否定它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ꎮ 当前的高等

教育不仅仅在专业培养方面存在着不足ꎬ在心理

教育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ꎬ而线上教学很难

顾及这一点ꎮ 在线下教学阶段ꎬ教师应更注重对

学生情感、社交等方面的培养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ꎮ 因此ꎬ作为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教师ꎬ就需要结

合线上线下这两种教学方式来实现教书育人的教

学目标ꎮ[２]

２.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能力

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ꎬ高校教师自身的专

业能力也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ꎬ因为教师的

专业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其教学水平ꎮ 高校教师的

专业能力包括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学术水平和科

研能力等方面ꎮ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ꎬ在这个科技

日益更新的时代ꎬ他们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

念ꎮ 在线教师专业发展(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ＯＴＰＤ)是一种突破了传统的教

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学习模式ꎬ该模式可以依托大

数据平台ꎬ将相同学科的高校教师组成学习小组ꎬ
相互协作监督ꎬ促进自己专业能力的提升ꎮ[６] 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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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ꎬ回收样本问卷 １０５ 份ꎬ有效样本数为 ９８ 份ꎬ有效样本率为 ９３.３％ꎮ



以外ꎬ高校教师也应当充分利用身边的学习资源ꎬ
学习更多的知识ꎬ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ꎬ为教学能

力的提高夯实基础ꎮ
３.转变自身的角色定位

课堂教学是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教学变革的重

要内容ꎬ而高校教师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ꎬ随着教学方式的不断变革ꎬ对高校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的表现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ꎬ为了适

应新型的教学方式ꎬ高校教师必须要找准自己的

角色定位ꎮ
在大数据时代ꎬ高校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者ꎬ更应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引导者ꎮ 教师需

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ꎬ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合作

探索ꎬ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ꎮ 在专业

知识方面ꎬ高校教师还需要从授业者转变为学习

者ꎬ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以身作则ꎬ不
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以满足不断提高的教学要

求ꎮ 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ꎬ高校教师只有顺利完

成自身角色的转变ꎬ才能客观地提高课堂的教学

效果、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自身的教学水平ꎮ
４.努力提高自身的大数据素养

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教师必须提升自己的大数

据素养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ꎮ 大数据素养是

指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对数据的实际运用能

力ꎬ包括对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和对大数据进行分

析的思维模式ꎮ 大数据时代ꎬ教育领域对大数据

的应用势必会越来越广泛ꎬ这就对高校教师的大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教育大数

据具有很强的实时性、全面性ꎬ因此高校教师需要

培养自己的数据意识ꎬ保持自己对数据的敏感性ꎬ
在科研和教学中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ꎮ 除此以

外ꎬ教师还需要积极提升自己的数据处理能力ꎬ既

要从海量的教学数据中筛选能够促进自身教学质

量提升的相关性因素ꎬ进行系统分析以提高教学

质量ꎬ也要收集可以分析学生学习行为的数据ꎬ给
学生提供更为全面的指导ꎮ 教师作为时代进步的

重要推动力量ꎬ必须抓住这个时代的契机ꎬ主动迎

接时代带来的挑战ꎬ提升自己的大数据素养ꎬ提高

自身的综合竞争力ꎮ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我国高校的教学模

式应不断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ꎮ 在信息技

术逐步融入教育领域的当下ꎬ高校教师应该不断

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ꎬ更新教学观念ꎬ尝试采用新

的教学模式来适应教学的变革ꎬ以促进我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ꎬ为国家培养更多优质的人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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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文体与民国初期国文教科书经典的建构∗

郑 园 园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ꎬ 安徽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 　 “五四”文学革命确立的“文学”观念ꎬ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独特的内涵ꎮ 西方现代“文学”
观念在这一时期取得支配性话语权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新文学文体均被“五四”新文化整合和纳入这一整

体性的“文学”观念之中ꎮ 为拓展“新文学”的公共空间ꎬ新文学作家群体开始积极地参与到教育场域之中ꎬ以胡

适、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者将新文学文体纳入新学制国文国语课程标准之中ꎬ通过对国文教科书文学经

典的建构ꎬ规定着新一代知识分子将要接受的新文学知识体系ꎮ
[关键词] 　 新文学文体ꎻ　 国文教科书ꎻ　 经典建构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０６－０７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ꎬ文学教育所需要的

知识与思想已远远超出传统文言所能阐释的范

围ꎬ语言的变革成为新文学与文学教育共同的目

标ꎬ因此在新学制课程改革将国文课程命名为“国
语”之时ꎬ国文课程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ꎬ体现了

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国文课程的文学性转向ꎬ这种

转向成为新文学知识进入国文课程的重要契机ꎮ
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形成的以小说、诗歌、戏剧与散

文为主的新文学文体ꎬ既成为新文学作家探索文

学创作的主要形式ꎬ更是在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努

力下成为建构国文教科书经典的文学谱系ꎮ
在民国初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ꎬ西方现代“文

学”观念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支配性话语权ꎬ诗歌、
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文体均被整合和纳入“新
文学”这一整体性观念之中ꎮ 在此后的新文学建

设中遵循的这种新文学文体的逻辑准则ꎬ成为改

变古代文体谱系ꎬ重塑文学文体价值的主流模式ꎮ
在进化论文学观念作用下ꎬ白话文学优于传统文

学、外国文学优于中国文学的所谓“欧洲文学标

准”取得了“合法地位”ꎬ以小说、诗歌、戏剧与散文

为主体的文学体系ꎬ开始打破传统文学的既有秩

序ꎬ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也开始以此为框架为

学生开具课外阅读书目ꎬ白话小说、新诗、散文、新
剧等新文学作品开始在民国初期的国文教科书中

出现ꎬ逐渐成为培养学生新文学素养的重要载体ꎮ

　 　 一、“短篇小说”的诞生与国文教科书对

白话小说的遴选

在传统文学标准中ꎬ小说是一种“异乎文学”
的存在ꎬ但在民族急需启蒙与觉醒的特殊时期ꎬ小
说以其通俗的语言形式与灵活的传播方式成为备

受新文化知识分子青睐的文体ꎮ 恽铁樵指出ꎬ小
说在陶冶人的性灵上ꎬ“其力量大于学校课程奚啻

十倍” [１]５３６ꎬ因此在青年学子的文学教育中ꎬ应提

倡学生阅读小说ꎮ 另一方面ꎬ从学生写作需求着

眼ꎬ阅读白话小说既能提高学生白话表达能力ꎬ同
时能够使学生学到白话小说中较为成熟的写作技

术ꎬ比如自然主义作品中的描写技能ꎮ 白话小说

与其他新文学文体相比ꎬ“材料实多一点ꎬ而且用

白话文较早ꎬ影响于今日所谓新文学者甚大” [２]ꎮ
基于此ꎬ民国初期ꎬ白话小说成为新文学在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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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知识再生产的重要媒介ꎮ
　 　 １.“短篇小说”与教科书中的白话小说

新文学运动初期ꎬ因白话小说理论与创作技

术的匮乏ꎬ导致其作品寥寥ꎬ为鼓励创作ꎬ«小说月

报»特设“创作”栏目ꎬ但据茅盾回忆ꎬ每期“连散文

在内ꎬ多亦不过六七篇ꎬ少则仅得三四篇” [３]８３ꎮ 这

一困局在胡适引入“短篇小说”这一新文体后才得

以破解ꎮ 胡适指出ꎬ“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

手腕ꎬ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ꎬ而能使

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４]ꎮ 这一文体既解决了小说

创作的篇幅问题ꎬ又迎合了新文学初期提倡的写

实主义文学主张ꎬ运用描写的技术———这一最经

济的文学手段将事件的横截面这一最精彩的部分

呈现于读者面前ꎮ 在这两个条件的衡量下ꎬ胡适

将“短篇小说”上溯至中国的先秦诸子文章ꎬ比如

«庄子»«列子» «韩非子» «吕览»诸书中所载的寓

言ꎮ 以«庄子徐无鬼篇»为例ꎬ在胡适的评介中ꎬ
“好像真有此事”即可称之为“有文学价值”ꎬ全篇

仅 ７０ 个字即能让人产生无限感慨ꎬ实称得上“经
济的手腕”ꎮ 此外还有陶潜的«桃花源记»、韵文

«孔雀东南飞» «木兰辞»ꎬ杜甫的«石壕吏»、白居

易的«新乐府»«琵琶行» «长恨歌»、张说的«虬髯

客传»ꎬ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今古奇观»、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ꎬ等等ꎬ这些被新文学家“命名”的“短
篇小说”ꎬ成为国文教科书选文的重要内容ꎮ 例

如ꎬ根据 １９２３ 年«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编纲要»著
的«初级国语读本»(第三册)选入胡适的«中国短

篇小说的略史»ꎬ将«庄子» «列子» «韩非子» «吕
览»中所载的寓言纳入学生的阅读篇目中ꎮ

在新的文学标准下重新界定传统文学作品ꎬ
有两种考量ꎬ一是提升“短篇小说”这一新文体在

中国文学界的接受度与认可度ꎬ使人们认为该文

体自古有之ꎮ 二是缓解新文学运动初期白话小说

作品数量不足的尴尬局面ꎮ 蔡元培指出ꎬ在国语

运动中ꎬ古代白话文学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ꎬ其
“描写的技能ꎬ更显出大有进步ꎮ 这仿佛西洋美

术ꎬ从古典主义进到写实主义的样子” [５]ꎮ 将古代

白话文学放置于西方文学衍化的坐标之中ꎬ在写

实主义的标准衡量下ꎬ«水浒传» «三国演义» «石
头记»等语体小说ꎬ均可成为中学生阅读的作品ꎮ
对此观点ꎬ胡适极为赞同ꎬ他认为除这几种白话文

学作品外ꎬ«儒林外史»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等ꎬ亦应进入中学生阅读范畴ꎮ
除善于利用传统文学资源之外ꎬ新文学作家

一方面用白话翻译西方短篇小说ꎬ比如«欧美小说

译丛»«域外小说集»等ꎬ另一方面积极尝试进行短

篇小说的创作ꎬ比如胡适的«尝试集» «终身大事»
«短篇小说»等ꎮ 近代白话小说与翻译小说成为

１９２３ 年«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纲要»中学生阅读的

主要内容ꎬ也进而成为该历史阶段国文教材选文

的重要资源ꎮ 正如何忠英所言ꎬ在当前国语文教

材中ꎬ“白话小说独居特殊的地位” [６]ꎮ 一方面ꎬ白
话小说有助于学生国语的学习ꎬ另一方面ꎬ在内容

上ꎬ写实主义小说能够引导学生反思社会问题ꎬ这
反映出新文学运动者对民族命运的关照与深远

考虑ꎮ

　 　 ２.教材选文首重白话小说———以«白话

文范»为例

出于对白话小说在国语学习中的重要性的考

量ꎬ何仲英建议选入国文教材的白话小说有 １０ 部ꎬ
包括«上下古今谈»«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官场

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镜花缘» «西游

记»«红楼梦»«水浒传» «侠隐记»ꎮ[７] １９２０ 年由洪

北平、何仲英编纂的目前为止“唯一的白话文教

本”———«白话文范»(共 ４ 册)问世ꎬ这套教材进一

步践行了何仲英关于白话小说进入国文教材的

主张ꎮ
在这套教材中ꎬ近代白话小说与西方翻译小

说占据主要地位ꎬ其次还编入新文学理论建设文

章ꎬ供研究白话文之人学习与参考ꎮ 第一册共 ４０
篇选文ꎬ以白话文章为主ꎬ如 «尝试集序» (钱玄

同)、«人生目的何在»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
«人生真义» (陈独秀)、«工作与人生» (王光祈)
等ꎬ在初级中学第一册选入多篇关于人生的白话

文ꎬ用意正在于引起学生研究人生问题的兴趣ꎬ进
而关注社会、关注民族命运ꎮ 第二册共 ３３ 篇选文ꎬ
以近代白话小说与翻译小说为主要内容ꎬ近代白

话小说包括«王冕» «郭孝子寻亲记» (节选自«儒
林外史»)、 «季遐年» «荆元» (节选自 «儒林外

史»)、«君子国» (节选自«镜花缘»)、«桃花山»
«玉大人诬盗记»(节选自«老残游记»)、«孙悟空»
(节选自«西游记»)等ꎬ这些白话小说均在新文学

作家群体建议阅读范围之内ꎮ 西方翻译小说有

«铃儿草»(法国莫泊桑著ꎬ恽铁樵译)、«畸人»(法
国伏兰氏著ꎬ周瘦鹃译)、«最后一课» (法国都德

著ꎬ胡适译)、«航海» (俄国杜仅纳甫著ꎬ耿济之

译)ꎮ 第三册共 １９ 篇选文ꎬ以梁启超、胡适、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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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新文学作家的游记与曾国藩、郑板桥等人的

数封家书为主ꎮ 第四册主要为古今白话论说文

章ꎮ 从这 ４ 册教材选文体裁来看ꎬ白话小说占相当

大的比重ꎬ其次为散文ꎬ新诗仅有傅斯年、周作人、
沈尹默等人创作的几首ꎬ戏剧作品更是匮乏ꎬ这反

映出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创作的艰难境遇ꎮ
但总体而言ꎬ«白话文范»的问世在新文学运

动初期有着特殊的意义ꎬ它标志着国文教科书开

始以新文学文体为体系来编排选文ꎬ重塑以白话

文为正宗的文学阅读经典ꎬ为新文学作品进入语

文课程开启了前奏ꎮ 新文学家创作的白话小说ꎬ
如叶绍钧的«地动»、冰心的«烦闷» «超人» «去

国»、鲁迅的«故乡»、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
等ꎬ与近代白话小说、西方翻译小说开始共同构成

国文教科书小说部分ꎮ

　 　 二、新诗的创作与在国文教科书中的

传播

１９１９ 年尚为新诗创作方兴未艾之时ꎬ被胡适

称之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的小诗«小河»发表

于«新青年»六卷二号ꎬ作者为周作人ꎬ这源于«小
河»在白话的运用、文体形式的自由以及精神的表

现方面均为新诗创作的典范ꎮ 小诗用拟人的修辞

方式、写实的创作技术ꎬ描写出原本温和友善的小

河在被人为阻断之后呜咽悲鸣、恼怒烦忧的心理

变化ꎬ寄托着知识分子在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

立之时备受挫折的苦闷与无奈ꎮ 小诗缜密的观察

描写、平实清净的语言表达以及所蕴含的知识分

子共有的对人生体会的心绪ꎬ亦获得朱自清、郑振

铎等人的不吝赞美ꎮ 这体现出新诗创作初期文人

的一种共识:运用白话在不受格律拘束的文体形

式中ꎬ运用写实的手法充分地表现人生与命运、表
达情感与理想ꎮ 在这种共识之下ꎬ新文学运动初

期出现了新诗发表的高潮ꎬ并逐渐体现出鲜明的

散文化与写实主义风格ꎬ大量的新诗被选入国文

教科书ꎬ成为发展学生语体文技术、涵养文学兴趣

的重要内容ꎮ 大量新诗也在新学制课程改革时期

进入国语课程与国文教材之中ꎬ用以培养学生文

学之兴趣与语体文运用之能力ꎮ

　 　 １.新诗的文体解放与写实主义风格

诗体的解放是尝试新诗创作的重要维度ꎬ诗
的形式在文学革命时期与内容形成不对等的相互

关系ꎬ新诗重心在于表达思想与情感ꎬ形式的不自

由就变成了新诗创作的羁绊ꎮ 因此诗的文体得到

解放ꎬ“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
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 [８]ꎮ 对于诗体解

放ꎬ并非毫无章法ꎬ集中表现为不用韵、创造新韵

以及增加诗体 ３ 个方面ꎬ其中创造新韵与增加诗

体ꎬ本质上都仍接受诗作的押韵特征ꎬ只是不再被

束缚于五言七律之中ꎮ 创造无韵诗ꎬ却是新诗的

大胆尝试ꎬ郑振铎名之曰散文诗ꎬ以最大限度地表

述情绪与想象ꎬ“诗之所以为诗ꎬ与形式的韵毫无

关系” [９]ꎮ 总体而言ꎬ用韵与否ꎬ诗体改革都为诗

的精神与内涵提供了足够的话语空间ꎮ
新文学运动初期提倡的写实主义观念与人道

主义精神ꎬ也是新诗创作所要表现的核心内涵ꎮ
俞平伯指出ꎬ白话诗不等于用白话写成的形似诗

歌的作品ꎬ它之所以称为“诗”在于其所负载的“诗
的重量”ꎬ既要“主义”与“艺术”一致ꎬ又要着重表

现人生ꎮ 其中“主义” 就是 “含有浓厚人生的色

彩”ꎬ这与周作人提倡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契合ꎬ“艺
术”指“注重实地的描写、使用材料的调和、造句安

章的错综和限制文言的借用”４ 个方面ꎮ[１０] 其中注

重描写、组织材料均是写实主义文学技术的重要

主张ꎬ如刘半农在«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中所言ꎬ
“自后无论何物ꎬ倘非亲眼见过ꎬ决不妄为描写ꎮ
无论何人ꎬ倘其意向与欲望ꎬ尚未为我深悉ꎬ我亦

决不望我之情感ꎬ为彼之哀乐所动” [１１]ꎮ 这其实蕴

含了诗人的一种人格ꎬ既要善于在自然活动中获

取直觉与灵感ꎬ又要能够在社会活动中体察人性

与世相ꎮ
　 　 ２.国语教科书中的新诗———以«初级中

学国语文读本»为例

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中指出ꎬ中学生

阅读诗歌ꎬ既能涵养性情ꎬ又能启发文学之兴趣ꎬ
益处颇大ꎮ 周予同亦强调国文教材对诗歌的选

入ꎬ“诗歌可以涵养性情ꎬ宣导血气ꎬ增进学生享受

文艺的快乐” [１２]ꎮ 但总体来看ꎬ１９２０ 年之前学生

阅读的诗歌ꎬ主要为古代诗词ꎬ因为在新诗创作初

期ꎬ“新诗没有规律ꎬ尚在尝试时期ꎬ将来或可‘独
树一帜’ꎬ现在是很难选择的” [１３]ꎮ 随着新诗在语

言、文体及精神层面达成的共识ꎬ较为成熟的新诗

作品开始涌现ꎬ成为学生诗歌阅读的重要篇目ꎮ
以国文教材«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６ 册)为

例进行分析ꎬ一方面在于其编者孙俍工、沈仲九皆

为新文学运动参与者ꎬ能够以较严格的标准对编

入教材的新诗进行筛选ꎬ使教材选文更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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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能够间接反映文坛新诗创作的状况ꎮ 另一方

面在于此套教材基于新文学立场ꎬ以白话文学为

主体进行编纂ꎬ较能反映新文学运动者对文学知

识再生产的构想与规划ꎮ 其中对新诗的编选是其

一大亮点ꎬ第二编 ５７ 篇选文中ꎬ新诗就占了 １８ 首ꎬ
选入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新月» «南风»等 ５
首新诗ꎬ郑振铎的«荒芜了的花园»以及俞平伯、刘
半农、周作人、徐玉诺等人的新诗ꎮ 第四编以小诗

作为分隔课文单元的节点ꎬ共插入 １６ 首小诗ꎬ包括

冰心的«歧路»、成仿吾的«啊ꎬ笨重的乌云呀»、刘
大白的«整片的寂寥»、宗白华的«冬景»等ꎬ使以论

说文为主的第四编教材摆脱了枯燥乏味的阅读体

验ꎬ增强其文学色彩ꎮ
作为出版最早的以白话文学为主体编辑的国

文教科书ꎬ«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６ 册)对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国文教科书的影响甚大ꎬ比如沈星编的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初级国语读本» (３ 册)、秦同

培编的由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学国语文读本» (４
册)ꎬ甚至是由周予同、吴研因、叶绍钧、顾颉刚等

编辑的«初中国语教科书»ꎬ均大量选入了这些新

文学作家的作品ꎮ 比如周作人的«小河»、叶绍钧

的«锁闭的生活»、胡适的«一颗星儿»、朱自清的

«静»、郑振铎的«旅程»ꎬ等等ꎮ 除直接选入新诗作

品外ꎬ为提高学生阅读新诗的兴趣与研究新诗的

能力ꎬ中学教材同时将胡适的«谈新诗»、周作人的

«论小诗»«诗的效用»、叶绍钧的«诗的泉源»等选

入ꎬ作品与诗论相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对新诗的理

解与新诗的传播ꎮ

　 　 三、新剧与戏曲:国语教科书对戏剧的

选择

从中国近代戏剧的发展阶段看ꎬ新文学运动

的新剧创作与传统戏曲改良有着内在的传承关

系ꎬ这种传承关系体现在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国文

教科书之中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ꎮ 在新学

制国语课程标准中可以看到ꎬ各阶段的国语教材

中戏剧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ꎬ但区别在于小学

与初中阶段国语教材选入的主要是以新剧为底本

的剧本选文ꎬ而高中选入的则是近代白话戏曲ꎬ主
要包括杂剧与传奇ꎮ 这一方面源于对学生语言能

力的考虑ꎬ新剧由白话写就ꎬ降低了阅读与背诵的

难度ꎬ而高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阅读能力ꎻ另一

方面ꎬ从文学性上比较ꎬ近代白话戏曲的写作手法

和情节设置与戏剧改革所提倡的写实主义与悲剧

观念较为契合ꎬ有助于和其他文学文体相呼应ꎬ培
养学生新文学阅读与写作的能力ꎮ
　 　 １.新剧实验与悲剧观念的引入

戏剧因其特殊的表现形式ꎬ在社会影响力与

感染力方面远超于其他 ３ 种文体ꎬ时局的动荡与民

族的积弱ꎬ使得围绕物质、情欲种种展开的传统戏

曲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ꎮ 戏剧的发展面临着转折

与改革ꎬ除晚清已开始的戏剧改良运动之外ꎬ新文

学作家群体则致力于对西洋戏剧的引入与模仿ꎮ
１９１８ 年胡适即提出翻译“一百种长篇小说ꎬ五百篇

短篇小说ꎬ三百种戏剧ꎬ五十家散文”的宏伟计划ꎬ
不久ꎬ北京大学法文学教授宋春舫拟选西方近五

六十年来之戏剧百种予以响应ꎮ 胡适认为这很能

代表世界新戏的精华ꎬ于新文学模仿与创作多有

助益ꎮ
但在新剧创作之时ꎬ西洋戏剧所蕴含的精神

未必与中国人情相符ꎬ如何选择新剧创作需要的

精神与理论ꎬ是翻译与借鉴西洋戏剧的根本目的ꎮ
对此傅斯年坦言ꎬ“创造新戏ꎬ比创造新体文学ꎬ难
好几倍ꎬ都因为后者可以孤行己意ꎬ不必管社会容

受的情形ꎬ前者却不能对于社会宣告独立” [１４]ꎮ 新

剧的题材ꎬ应取于中国社会现实ꎬ离不开中国百姓

的日常生活ꎬ这就与西洋戏剧展现的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截然不同ꎬ是新剧创作所无法借鉴的ꎬ只可

取其与中国人情相通之处ꎮ 但从戏剧的形式上ꎬ
傅斯年认为应学习西洋戏剧ꎬ打破传统戏剧大团

圆结局的迷梦ꎬ使其变成“不快的结果”或没有结

果的形式ꎬ以使观者情感产生波动ꎬ引起对人生与

社会的反思ꎮ[１５]３９０－３９１这种所谓“不快的结果”ꎬ实
际上正是胡适提倡的“悲剧观念”ꎮ

在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ꎬ“悲剧观念”似

乎非常符合新文学建设初期的社会诉求ꎬ无论是

短篇小说ꎬ还是新剧ꎬ文学观念及其创作方法都在

强调“悲剧的观念”与“文学的经济方法”ꎮ 用精炼

的新剧表现社会与人生的横剖面ꎬ将阴暗的社会

现实赤裸裸地加以展现ꎬ从而唤醒民众ꎬ增强其教

育色彩ꎮ 因此庐隐指出ꎬ悲剧是最易感人、最能引

人反省的作品ꎮ 除创作观念及其方法外ꎬ新剧创

作一律使用白话ꎬ其目的仍是最大限度地将思想

传染给人ꎬ力求浅显易懂ꎮ 总体来讲ꎬ这一时期主

要是翻译西方戏剧与创作理论的学习借鉴ꎬ新剧

作品尚少ꎬ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田汉的新剧

«环珴璘与蔷薇»以及陈大悲、郭沫若、叶圣陶等人

的作品可见诸报端ꎬ均体现出新剧创作的理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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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ꎮ
　 　 ２.各阶段国语教科书对戏剧选择的侧重

通过这一时期国语教科书对剧本的编选状况

来看ꎬ小学阶段选择的剧本重在国语的学习ꎻ初级

中学选择的剧本重在唤醒学生的国民意识ꎬ通过

直面社会现实催发主体觉醒ꎻ高中阶段偏重对戏

剧艺术性方面的学习ꎬ包括鉴赏与文学技术ꎮ
在 １９２３ 年«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中ꎬ新

剧首次进入国家制度性文件之中ꎬ成为培养学生

文学欣赏力、想象力与思考力的重要内容ꎮ 小学

国语教科书对剧本的选择ꎬ源于两方面的考量ꎬ一
是与国语运动相呼应ꎬ使学生从小学即全面学习

白话ꎬ另一方面ꎬ新剧的内容更容易为学生所理

解ꎬ便于诵习与表演ꎮ 根据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ꎬ
由黎锦晖、陆费逵等编辑的«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

本»ꎬ初级小学共 ８ 册ꎬ高级小学 ４ 册ꎮ 虽然课标

规定自第三学年就接触剧本ꎬ但从国语教材来看ꎬ
初级小学教材选文多以寓言、童话、儿歌、故事等

体裁的记叙文为主ꎬ剧本一般分布在高级小学国

语教材中ꎮ 比如«高级国语读本»(第一册)中一篇

对话形式的剧本«痛快的赏赐»ꎮ 在魏冰心编辑的

«新学制小学教科书高级国语文读本» (第一册)
中ꎬ选入新剧«压倒书生»ꎬ通过貌似武夫的邓弼与

自负博古通今的书生之间的博弈ꎬ导致书生最后

的“相顾失色”ꎬ提醒学生做学问要扎实谦虚ꎬ不可

目中无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课后练习中ꎬ要求学

生将剧本改作散文ꎬ以进一步练习语体文的写作ꎮ
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着重选入具有悲剧精神

的写实主义风格的剧本ꎬ通过直面社会的黑暗与

丑恶ꎬ唤醒国民意识ꎬ唤起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人

类的同情ꎮ 但这一时期新剧创作仍处于尝试阶

段ꎬ教材中选入的多为新文学作家翻译的西方戏

剧ꎮ 依据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ꎬ由沈星编辑ꎬ黎锦

熙、沈颐编校的«初级国语读本» (第三册)选入周

作人译武者小路实笃的 «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的

信»ꎬ这封信主要在探讨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
个青年的梦»ꎬ该剧本最早由鲁迅译介入中国ꎬ并
对其评价到ꎬ“思想很透彻ꎬ信心很强固ꎬ声音也很

真” [１６]ꎮ 周作人在评论该剧时指出ꎬ青年若能意识

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ꎬ而非国家主义下的个

人ꎬ和平便有望实现ꎮ[１７]他以敏感的个人主义情怀

捕捉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主体精神ꎬ本着人道主

义精神研究人生诸问题ꎮ 除此之外ꎬ此套教材还

选入胡适的长文«易卜生主义»ꎬ文章结合易卜生

的多部戏剧如«我们死人再生时» «群鬼» «娜拉»
«社会的栋梁»«国民的公敌»«尺牍»等选文ꎬ论述

易卜生对家庭、社会、人性的深刻披露ꎮ 胡适指

出ꎬ“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

思ꎬ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 [１８]ꎮ 其他

著名戏剧如«悭吝人»«哈姆雷特»«春之循环»«雷
雨»等也相继译入我国ꎬ亦成为中学生戏剧阅读的

重要部分ꎮ
鉴于高中学生的语言基础及其理解力ꎬ高中

国语教科书中的戏剧则以近代白话戏剧杂剧和传

奇为主ꎬ在新文学标准的衡量下ꎬ近代白话戏剧因

其表现出的悲剧观念及其写实主义风格ꎬ成为高

中学生戏剧阅读的主要选本ꎬ比如«汉宫秋»«牧羊

记»«铁冠图»等ꎮ 对传统戏曲的筛选ꎬ使得戏剧的

社会地位得以提升ꎬ同时反映出新文学作家群体

对传统文学的客观思考与对待ꎬ能唤醒被压迫民

族的意识ꎬ是高中国文教材选入戏曲的重要目的ꎮ
　 　 四、国文教科书中的散文:展现个性与

自由发表思想

“五四”时期ꎬ个性、主体性、自由成为个人觉

醒与发声的关键词ꎬ在传统观念羁押下的人性ꎬ成
为新文学运动伊始拯救与弘扬的重要对象ꎮ 报

刊、书籍、宣传标语中处处可见“自由” “自觉” “自
知”“觉悟”等个人主义话语ꎬ人性的解放与否甚至

一度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区分人与非人的第一标

准ꎬ“人之所以为人ꎬ即恃此自主自用之资格ꎬ
惟具有此资格也ꎬ故能发表独立之意见ꎮ 此人品

之第一义也ꎬ亦即舆论正当之源泉” [１９]ꎮ 能独立自

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ꎬ为人发声ꎬ亦是新文化运动

的首要使命ꎮ 在新文学创作中ꎬ人的文学开始见

诸笔端ꎬ受自然主义思潮影响ꎬ尊重天性、崇尚人

性的教育理念与人的文学观念不谋而合ꎬ散文也

以其自由的写作形式成为表现人性、表达思想的

首选文体ꎮ 国文教科书对散文的选入ꎬ用以培养

学生的自由意志ꎬ以养成独立自主之人格ꎮ
　 　 １.“散文”之名及其最初形态

散文这一文体出现之初ꎬ似乎就处于一种尴

尬的境地ꎬ这源于新文学对“散文”这一外来词汇

的使用ꎮ 文学革命之初ꎬ小说、戏曲、诗歌均已凸

显出各自新文学文体的特征ꎬ但“散文”却因为白

话文有限的自身生长条件ꎬ“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

类” [２０]１８４ꎮ 周作人是着眼于西方文学体系而言ꎬ指
出在 ４ 种文学文体中ꎬ唯独散文在中国尚未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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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ꎮ 郁达夫则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学ꎬ他认为除古

代韵文之外ꎬ均可称之为散文ꎬ只是从未使用“散
文”这一名称而已ꎮ 那么ꎬ用西方文学文体“散文”
之名贯之以传统文学无韵之文ꎬ是否名副其实呢?
这就使得西方术语被直接嫁接过来的正当性受到

质疑ꎬ刘禾曾就此指出ꎬ“东西方语言之间的这种

相互作用ꎬ其含义是多层面的” [２１]９ꎮ 用简单的翻

译虽不能完全解决新文学建设初期的文体问题ꎬ
但在新文学建设初期ꎬ用散文之名ꎬ借鉴西方散文

文体特征进行白话散文的创作ꎬ是新文学作家的

大胆尝试ꎮ 陈独秀尝试创作的长篇散文 «随感

录»ꎬ就明显地带有西方散文的色彩ꎮ 新文学的

“散文”ꎬ在未形成稳定的文体特征之前ꎬ被约略地

定义为除其他 ３ 种文体之外的一种文体ꎬ这恰恰为

新文学作家提供了灵活自由的创作空间ꎮ
由此ꎬ基于其他 ３ 种文体明显的文体界限ꎬ当

思想与内容不适于使用小说、诗歌等文体形式时ꎬ
都可以使用散文这种文体ꎮ 周作人就此评论道ꎬ
“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ꎬ只是真实简明便

好” [２２]ꎮ 形式可以模仿西方此种文体ꎬ但重在用自

己的文句表达自己的思想ꎮ 郁达夫更进一步ꎬ明
确指出新文学散文与古代散文相比ꎬ它的最大特

征就是能够为每一位作家提供展现个性的空间与

自由ꎮ[２３]２０１形式不受拘束ꎬ就为思想留存出足够的

余地ꎬ这也是新文学为人发声的重要选择ꎮ
　 　 ２.国文教材中的散文———以«新中学教

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为例

散文被选入国文教材源于三层考量:一是散

文在凸显个性与思想方面的强表现力ꎻ二是体裁

的随意性与自由度ꎻ三是白话文学文体系统性的

呈现ꎮ 何仲英谈到国语文教材的范围时ꎬ将白话

议论文、写情文、叙事文、学术文、应用文以及语

录、禅宗、古人的白话尺牍、札记均纳入散文的范

畴ꎬ但在分析各自之篇幅、思想及其语言后指出ꎬ
很少有能符合“第一要叙述得有头有尾ꎬ干干净

净ꎻ第二要深入浅出ꎬ容易了解” [２４]两个条件的ꎬ尤
其是写情文ꎮ 刘半农也曾为新文学散文提出 ３ 个

条件:第一ꎬ破除对古时文体之迷信ꎬ求得散文形

式的解放ꎻ第二ꎬ在文学革命初期白话尚未成熟之

时ꎬ散文语言可兼用文言ꎻ第三ꎬ“不用不通之字”ꎬ
力求文意明确ꎮ[２５]散文创作的尺度初步形成ꎬ其干

净利落的文体形式也为学生的阅读提供了方便ꎬ
而将学习的重心放在对散文所蕴含思想的理解与

领悟上ꎬ以逐步养成其“发表思想之能力”ꎮ
尽管在 １９１２ 年«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

已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发表思想之能力”的国文要

旨ꎬ但出于教材内容的限制ꎬ这一要旨也仅仅停留

于文件层面ꎬ很难付诸实行ꎮ 至 １９２３ 年ꎬ“使学生

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成为«新学制初级中学国

语课程纲要»的首要课程目的ꎮ 在教材支配上ꎬ传
记、杂文均被列入精读范畴ꎬ除散文之精读选本之

外ꎬ又详列略读散文选本ꎬ依著作人、文体、问题等

维度ꎬ将梁启超、章士钊、胡适等人文选ꎬ议论文、
传记、描写文之选本以及文学革命问题与社会问

题讨论集等纳入学生散文略读范畴ꎮ 从散文精度

与略读选本来分析胡适、叶圣陶等课程纲要制定

者的新文学散文构想ꎬ不难看出其寄托于国文散

文教学的目的ꎬ通过散文的学习ꎬ既要培养学生自

由发表思想的能力ꎬ又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ꎬ增强

其对社会的关注ꎬ以期其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

独立自主、觉悟自知的人ꎮ
随着新文学作家创作散文作品的出现ꎬ国文

教科书不再单纯依靠文言文体的散文ꎬ而较多地

选入白话散文作品ꎮ 以 １９２４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初级国语读本»为例ꎬ因“国语文的内容ꎬ至最近

十年间始渐渐地改善充实”ꎬ故教材文体多样ꎬ富
有文学性ꎬ大多皆为新文学作家的小说、新诗、散
文等文学作品ꎮ 在这套教材中ꎬ«笑» (冰心)、«梦
境»(王统照)、«地中海道中» (宰平)、«农家生活

的一节»(王统照)、«西山小品»(周作人)、«匆匆»
(朱自清)、«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宗白华)、«自己

的园地»(周作人)等文质兼美的散文出现在国文

教材之中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散文创作的文体随

意性也给新文学作家造成一定的难度ꎬ在新文学

运动初期ꎬ小说、诗歌与剧本的作品数量要大大高

于散文ꎬ而经发表的散文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就更

少了ꎮ 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编纂的国文教材中

的白话散文数量远低于其他新文学文体ꎬ选入的

散文也大多是新近几年刊载的作品ꎬ比如冰心的

«笑»写于 １９２１ 年ꎬ朱自清的«匆匆»写于 １９２２ 年ꎬ
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同样写于 １９２２ 年ꎮ

五、结语
在新文学作家群体的积极参与下ꎬ在 １９２３ 年

颁布的«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纲要»中ꎬ小说、诗
歌、戏剧、散文均以制度化形式确定下来ꎬ国文教

科书选文系统得以在新文学文体范畴下重建ꎬ各
类文体的新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在国文教科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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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并在历次教科书编纂过程中逐步稳定下来ꎬ最
终获得国文教科书经典的位置ꎮ 在民国国文教科

书建构过程中ꎬ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学观念、社会

问题、民族矛盾以及人身自由等因素ꎬ考察民国国

文教科书的现代性问题ꎬ必须将其纳入具体的历

史情境之中ꎬ重塑民国语境下国文教科书的生存

状态ꎮ 现代文学文体进入国文教科书的过程ꎬ也
正是新文学运动所期待的促进国人进行文化反思

与精神重建的过程ꎬ从这点着眼ꎬ可以作为理解当

今语文教科书与文学教育的一种视角与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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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学习共同体视域下的“读写融通”实践探索∗

尚 延 联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ꎬ 江苏连云港　 ２２２１００)

　 　 [摘　 要] 　 面对学生读写常常分离的现状ꎬ尝试寻求读写融会贯通、读写一体化的教学范式ꎬ即“读写融通”
范式ꎮ 在师生学习共同体视域下师生共同参与ꎬ对现代文阅读材料进行再利用ꎬ从小说阅读中“融通”细节描写

之法、散文阅读中“融通”文脉构建之法、论述类文本阅读中“融通”深刻的思想、传记阅读中“融通”丰富的素材

这四个方面进行有益的实践尝试ꎮ
[关键词] 　 读写融通ꎻ　 师生学习共同体ꎻ　 现代文阅读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３－０４

　 　 叶圣陶先生说过:“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

养料”ꎬ提醒我们要在阅读过程中吸取一些有营

养、有价值的东西ꎻ他在论述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时

又进一步提到“阅读和写作ꎬ吸收和表达ꎮ 一个是

进ꎬ从外到内ꎻ一个是出ꎬ从内到外” [１]１０２ꎮ 这些真

知灼见ꎬ都为教师在思考读写关系时提供了理论

上的支撑ꎮ
以现代文阅读为例ꎬ现代文阅读包括文学类

文本阅读、论述类文本阅读与实用类阅读等ꎬ是高

中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ꎮ 日常教学中教师都

十分重视现代文阅读教学ꎬ但在指导学生完成现

代文阅读的专项练习之后ꎬ大多把阅读材料弃置

一旁不再使用ꎬ造成阅读资源的极大浪费ꎮ
那么ꎬ该如何在现代文阅读教学之后对阅读

材料进行再利用呢? “读写融通”不失为避免读写

分离、强化读写结合的一种有效举措ꎮ 所谓“融
通”ꎬ就是融合通达、融会贯通ꎬ具体指情智相融、
言意相通ꎻ所谓“读写融通”ꎬ就是指把阅读与写作

融会贯通ꎬ构建读写一体化的教学范式ꎬ追求阅读

理解的通透和写作实践的通达ꎬ最终达到阅读与

写作的“融合通达”之境ꎮ

黄厚江老师在论述“共生写作课型”中的“他
者共生”时提到ꎬ“所谓他者共生ꎬ就是借助别人的

文章ꎬ写出自己的文章” [２]ꎮ 而现代文阅读中的这

些“别人的文章”ꎬ恰恰最值得我们在写作中加以

借鉴和学习ꎮ
要实现“读写融通”ꎬ首先要找准阅读与写作

之间的“融通点”ꎮ 依据阅读文本的不同设定不同

的“融通点”:像文学类文本中的小说以情节曲折、
描写细腻见长ꎬ可由此融通为记叙类文本写作的

细节描写之法ꎻ像文学类文本中的散文选材看似

信手拈来ꎬ其实思路缜密ꎬ可由此融通为夹叙夹议

类文本写作的文脉构建之法ꎻ像论述类文本饱含

哲思、见解独到ꎬ可由此融通为议论类文章的深刻

思想ꎻ而实用类文本中的传记所写的大多是术业

有专攻的特别之人ꎬ他们的事例足以融通为写作

中的丰富素材ꎮ
要实现“读写融通”ꎬ还需要转变学习观念ꎬ构

建师生学习共同体ꎮ 叶圣陶先生在论及教师与学

生在写作中的关系时曾这样说:“教师的任务就是

用切实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下水ꎬ练成游泳的本

领ꎮ” [１]１１７如果教师只是在岸上指挥ꎬ学生是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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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会游泳的ꎮ 这也就要求教师要由教学者转变

为学习者ꎬ要能与学生一起构建为共同读写的学

习共同体ꎮ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根本上唯发生于

对话中ꎮ” [３]４２－４３海明威也说过ꎬ作者写作就是“寻
找属于自己的句子”ꎮ 黄厚江老师说:“教师和学

生一起写作文ꎬ是教师用自己的写作体验激活学

生的写作体验ꎬ是教师用自己的写作经历丰富学

生的写作经历ꎬ是教师融进学生的写作过程ꎬ是学

生融进教师的写作过程ꎮ” [４] 在学习共同体内ꎬ师
生共同进行“读写融通”ꎬ教师是“融通”的引领者、
参与者ꎬ而学生则是“融通”的实践者、完成者ꎮ 下

面ꎬ具体谈谈“读写融通”的几点实践尝试:
　 　 一、从小说阅读中“融通”细节描写之法

小说一直受高中学生青睐ꎬ但学生自主阅读

时关注更多的还是小说的情节ꎬ只有在教师指导

下的阅读训练中学生才会用心对小说的细节进行

琢磨ꎬ这个赏析细节的过程就是对小说精妙之处

细细体味的过程ꎮ 这就需要师生学习共同体共同

阅读某些小说ꎬ尤其是对小说的诸多细节先进行

个性化鉴赏ꎬ再在学习共同体内部进行交流ꎬ最后

融通到记叙类文章的细节描写中ꎮ 学生如果能养

成在阅读小说时自觉融通细节描写方法的良好习

惯ꎬ那么在写人叙事、写景状物时自然就多了几分

神韵ꎬ文章的血肉就会更丰满ꎮ
不同作家处理细节的艺术各不相同ꎮ 师生学

习共同体可再分为几个小型的学习共同体ꎬ分别

通过阅读不同小说家的小说来详细了解他们的细

节描写方法ꎮ 比如ꎬ鲁迅小说阅读学习共同体的

学生通过阅读鲁迅小说与查阅资料发现ꎬ鲁迅先

生擅长用“画眼睛”的笔法描写人物ꎮ 由此ꎬ教师

可以对鲁迅“画眼睛”笔法和学生进行共同赏析:
在鲁迅笔下ꎬ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是“顺着眼”ꎬ第
二次“也还是顺着眼”ꎬ后来就“直着眼” “瞪着眼

睛ꎬ不说一句话”ꎬ最后“只有那眼睛间或一轮ꎬ还
可以表明那是一个活物”ꎮ “以一目尽传精神”ꎬ鲁
迅对祥林嫂的眼睛虽着墨不多ꎬ但就仅有的几个

动词却足以表现祥林嫂辛酸哀苦的悲惨人生ꎮ 学

生阅读鲁迅的其他小说还会发现ꎬ鲁迅还描写了

茶客“板滞”的眼睛、未庄人“惊惧”的眼睛、单四嫂

子“呆呆”的眼睛、孤独者“闪闪发光”的眼睛等ꎮ
正如鲁迅所言ꎬ“要极俭省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ꎬ
最好是画他的眼睛”ꎬ这些眼睛内涵丰富、以形传

神ꎬ深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动ꎮ
受赏析鲁迅“画眼睛”笔法的启示ꎬ其他学习

共同体的学生也可以搜集其他作家“画眼睛”的更

多范例:如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写王小玉的眼

睛ꎬ“如秋水ꎬ如寒星ꎬ如宝珠ꎬ如白水银里养着两

丸黑水银ꎬ左右一顾一看ꎬ连那里在墙子里的人都

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ꎻ巴金在«家»中写琴的眼睛

“非常明亮ꎬ非常深透ꎬ里面含着一种热烈的光ꎬ不
仅给她底热烈、活泼的面庞添了光彩ꎬ而且她一旦

走进房里ꎬ连这房间也似乎明亮起来”在悟得

“画眼睛”要从其形、色、光、神等角度描画的基础

上ꎬ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画眼睛”的练笔:
“王老师厚厚镜片后的那双小眼睛眼神犀利ꎬ把正

想打盹的同桌惊出了一身冷汗”ꎻ“妈妈明亮的眼

神掠过我的书包ꎬ掠过我手中的试卷ꎬ倏地黯淡

了”ꎻ“爷爷幽幽的眼神似乎在回望ꎬ回望那年雪地

里跋涉的辛苦ꎬ回望那月一家人团聚的欢喜”ꎬ
等等ꎮ

其实ꎬ小说这种“画眼睛”的笔法不只局限于

眼睛ꎬ还用于描写那些表现人物最富有特征意义

的部分ꎬ即写好景物、动作、语言、心理等细节ꎮ 要

学会画好“眼睛”ꎬ就要学会多观察:既要观察生

活ꎬ更要观察小说“画眼睛”的各种笔法ꎮ 这就更

需要师生阅读共同体来分组完成更多的小说阅读

任务ꎬ以便在交流时准备更充分的细节材料ꎮ 当

然ꎬ细节融通到写作中时不能为了细节描写而描

写ꎬ而应考虑到精彩的细节描写是出于表情达意

的各种需要:正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死前伸出

“两个指头”的细节是为了突出他的吝啬ꎬ«林教头

风雨山神庙»中“那雪正下得紧”的细节是为了预

示气氛正趋于紧张ꎬ«荷花淀»中水生嫂“怎么了ꎬ
你”的细节是为了凸显她的体贴机敏ꎬ等等ꎮ 融通

了这样一些细节安排的用意ꎬ写作时自然能处理

好整体构思与细节描写之间的关系ꎬ从而让细节

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点化主题之效ꎮ
　 　 二、从散文阅读中“融通”文脉构建之法

散文因为其“形散”ꎬ让学生读起来会感觉“理
还乱”ꎬ很难聚焦其“神”ꎮ 在平时的文学阅读中ꎬ
学生主动阅读散文的不多ꎬ大多是因为课堂学习

的要求才进行被动阅读的ꎮ 但在考场作文中ꎬ擅
长写散文的学生又容易得高分ꎬ这又让其他学生

羡慕不已ꎮ 此时ꎬ针对学生这种不想读却又想写

的微妙心理ꎬ构建师生散文读写共同体ꎬ在共同研

读中为散文“把脉”ꎬ或许可以化解散文读与写的

这一尴尬ꎮ
散文的文脉有思想情感之脉ꎬ或明或暗ꎻ也有

—４１１—



使行文起承转合、衔接过渡自然的语言之脉ꎮ 阅

读时唯有先理清文脉ꎬ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

意图ꎮ 文脉的分析如果由教师包办代替ꎬ那么学

生就会被牵着鼻子读书ꎬ全无阅读发现的获得感ꎮ
因此ꎬ师生学习共同体在阅读散文时ꎬ教师要把自

己放低到学生的阅读水平ꎬ完全脱离相关资料的

参考ꎬ做到静心“裸读”ꎬ试着感知内容ꎬ发现疑难ꎬ
理清文脉ꎻ唯有如此ꎬ才能在课堂导读时和学生产

生阅读共鸣ꎬ智慧地点拨学生的阅读困惑ꎮ 例如ꎬ
师生共读史铁生的«想念地坛»ꎬ散文开头写道ꎬ
“想念地坛ꎬ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ꎬ文中涉及地

坛、安静、写作、零度等关键词ꎬ那文脉到底是如何

搭建的? 师生通过逐层分析会发现:地坛让心灵

安静ꎬ安静让人想写作ꎬ写作让人回归“生命的零

度”ꎬ回归了“零度”也就拥有了地坛的安静ꎮ 原

来ꎬ“安静”是散文的起点也是归结点ꎬ是散文的文

眼ꎻ文脉亦由“安静”连接:地坛的安静———心灵的

安静———写作的安静———生命的安静———地坛的

安静ꎮ 理清了此文脉ꎬ也就察知了作者的心事ꎬ理
解了他生命哲思中的“安静”ꎮ

“把脉”是散文阅读的关键ꎮ 所以ꎬ阅读林清

玄的«可以预约的雪»ꎬ要理清作者“变与不变”的
思想脉络ꎻ阅读于坚的«云南冬天的树林»ꎬ要理清

作者赞美生命“自在” 的情感脉络ꎻ阅读冰心的

«笑»ꎬ要理清“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的
语言脉络ꎬ等等ꎮ 坚持在散文阅读中多进行这样

的文脉分析ꎬ则能逐渐洞悉散文作者运思的诀窍ꎬ
从而在写作中也能做到“一脉相承”ꎮ

写作中要融通散文的文脉构建之法ꎬ就要借

鉴散文作者以思想深化、情感变化或时空转换的

方式运思的方法ꎬ要在行文前进行缜密的构思ꎬ做
到“意在笔先” “脉在笔先”ꎮ 也就是说ꎬ要加强拟

写提纲的练习ꎮ 如果只是布置一下作文题就直接

让学生列提纲ꎬ学生的思路也无从打开ꎮ 而在散

文阅读之前ꎬ让学生猜读———假想自己写作此文

会怎么写ꎬ迅速列个简要提纲ꎮ 然后ꎬ带着好奇阅

读散文ꎬ可能会有阅读共鸣或“惊异的发现”ꎬ再让

学生把散文还原到写作之前ꎬ即给散文列提纲ꎬ也
就是画出作者写作的思维导图(文脉)ꎮ 通过对比

读前与读后的提纲ꎬ散文文脉构建的高明之处也

就显而易见了ꎮ
例如ꎬ阅读贾平凹的«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

面»之前ꎬ教师可让学生列提纲:作者可能会写怎

样的三个画面? 之后ꎬ学生通过阅读散文了解到

贾平凹写的是维也纳五月的玫瑰、三月的姑娘、四
月的小花等三幅画面ꎮ 接着再让学生思考作者为

什么不按时间顺序构思呢? 学生细读散文就会发

现ꎬ原来作者是按生命的活力、诗意、勇气等带给

作者震撼力的程度来造设文脉的ꎬ真可谓匠心独

运!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融通了散文从不同

侧面、依次渐进表达主题的文脉构建之法之后便

可以让学生仿写作文«爷爷的小院»———分别从菜

香、花香、果香等不同角度写爷爷小院春天、夏天、
秋天的三幅画面ꎬ从而展现爷爷晚年自然质朴的

美好生活ꎮ
另外ꎬ像高考散文阅读的选文«上善若水»«何

容何许人也» «比邻而居»等ꎬ大多写“我”的所见

所闻ꎬ以“我”的所感连缀生活中常见的人、事、景、
物ꎮ 让学生多揣摩这样一些经典选文的文脉构建

之法ꎬ融通在自己的练笔中ꎬ也能比较轻松地写出

以“我”的视角来记录生活的夹叙夹议的写人叙事

类散文ꎬ而且更能写出真情实感ꎮ

　 　 三、从论述类文本阅读中“融通”深刻的

思想

论述类文本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书
评等ꎬ论述内容注重说理性和逻辑性ꎬ其思想深刻

而往往造成学生阅读的困难ꎮ 在写作教学中ꎬ教
师更应该注重引导学生去拓深思想内涵ꎮ 正如叶

圣陶所言:“我们不能只思索作文的法度、技术等

等问题ꎬ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等问

题ꎮ” [１]２５６因此ꎬ师生学习共同体在共同阅读时要

注意把握作者观点ꎬ理解含义深刻的语句ꎮ 由于

论述类文本的作者大都是现当代名家ꎬ他们善于

旁征博引ꎬ表达委婉含蓄ꎬ这就需要教师引领学生

对文本进行抽茧剥笋式的析读ꎬ挖掘语句中的丰

富内涵ꎮ
例如ꎬ«罗丹的雕塑»文末“开向生命的窗子”

一句ꎬ写罗丹的雕刻开启了雕刻历史、欣赏者、艺
术家、罗丹对生命思考的窗子ꎬ这四层含义是对全

文的主题升华ꎮ 再如ꎬ«从脸谱说起»文末“有规律

的自由”一句ꎬ包含了舞台艺术的规律、演员表演

的自由等意义ꎬ是对全文的精练收束ꎮ 优秀论述

类文本的这些结尾ꎬ言简意赅ꎬ是文本思想最深刻

之处ꎮ 阅读时不但要体会其深刻含义ꎬ还要深入

探究作者是如何在论述中一步步让思想深刻起来

的ꎮ 还是以上面的两篇文章为例:«从脸谱说起»
开头的“脸谱”只是议论的由头ꎬ由此抽象出京剧

—５１１—



艺术的“谱”ꎬ再联想到菜谱的规范与“火候”ꎬ最后

归纳艺术家要把“谱”用“活”的道理ꎻ而«罗丹的

雕刻»主要从雕刻的理念、内容、形式等方面展开

对雕刻本身的评论ꎮ 两篇文章的思想深刻之法各

异:前者注重横向联系ꎬ在比较与类推中阐明道

理ꎻ后者注重纵向多维点击ꎬ在立体化透析中深化

认识ꎮ 在学生完成论述类阅读练习之后ꎬ教师应

多引导学生进行这样的置身“文”外的“深度观

察”ꎬ再把这些由表及里、追因溯果、以小见大、由
此及彼等思想深刻之法融通到议论类文章的写作

中ꎬ可以使学生在练习中不断形成自己的独特

思想ꎮ
当然ꎬ思想深刻仅靠思维方法是无法达成的ꎬ

还需要有学生融会贯通众多名家的思想ꎬ吸纳精

髓ꎬ逐渐由思想的涓涓细流融汇成思想的“汪洋”ꎮ
　 　 四、从传记阅读中“融通”丰富的素材

传记属于实用类文本ꎬ是用形象化的方法来

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以及历史背景的

一种叙事文体ꎮ 传记可以记载传主的一生ꎬ也可

以记载传主的某些生活片段ꎮ 好的传记应该透出

历史价值ꎬ折射时代气息ꎬ能让学生在体味传主的

人生经历中有所收益ꎮ 与小说的虚构不同ꎬ传记

是真实的ꎬ所以阅读传记ꎬ重要的是把传主的事例

融通到写作中ꎬ使作文素材丰富、内容充实ꎮ
传记阅读的考查点有概括传主事例、分析传

主品质或特点、赏析写人方法等ꎬ在完成这些阅读

练习之后ꎬ教师要督促学生及时地把传主的素材

进行摘记ꎮ 为了让学生认识到阅读传记对写作的

重要作用ꎬ教师可展示运用传记素材进行写作的

融通范例ꎮ 例如ꎬ从«黄永玉:大师之境»中积累了

黄永玉怒杀保长、师从弘一法师、写作«比我老的

老头»等素材ꎬ融通到以“青春不朽”为主题的作文

中ꎬ可以分别用来表现黄永玉的侠义、仁义、情义

等不朽的青春风采ꎮ 再如ꎬ阅读«丰子恺究竟为今

天画了什么»ꎬ从中可以了解丰子恺画作的内容、
其艺术境界与艺术追求等ꎬ在此基础上再拓展阅

读丰子恺传记ꎬ进而整合丰子恺的更多事例ꎮ 把

这些素材融通到以“童心”为主题的作文中ꎬ可以

借此表达对儿童时代是人生“黄金时代”的赞美、
对“孩子们那真实而纯洁”的生活的渴盼ꎬ还可以

由此阐发丰子恺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

活”的三境界学说ꎮ
素材丰富了ꎬ写作的思想也会随之丰富ꎮ 鼓

励学生坚持摘记传记素材并拓展相关阅读ꎬ可使

学生建立起一二十个人物素材的微专题ꎮ 形形色

色的人“认识”得多了ꎬ自然能扩大学生视野、丰盈

学生思想ꎮ
总之ꎬ师生学习共同体视域下的“读写融通”

实践ꎬ不仅关注写作技法的融通ꎬ更关注素材与思

想的融通ꎮ 阅读与写作的“融通”之桥建成了ꎬ读
写一体化的两翼就能相融并进ꎬ学生的阅读会因

此更高效ꎬ写作也会因此更具个性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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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高考命题改革探析

熊 宁 利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自语文核心素养提出以来ꎬ语文高考的相关改革备受教育工作者关注ꎬ也由此为语文教育活动

带来了系列变化ꎮ 在重视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要求下ꎬ语文高考命题改革势在必行ꎮ 为了更好地体现语文

核心素养的理念与价值ꎬ在语文高考命题改革中首先要明确高考命题与语文核心素养的关系ꎬ其次要遵循科学的

改革理念以及采用符合实际的命题改革策略ꎮ 如此才能充分发挥高考命题对教学活动的引导作用ꎬ促进语文核

心素养在语文教育活动中得到真正落实ꎬ并在高考中得到有效合理的检测ꎮ
[关键词] 　 语文核心素养ꎻ　 语文高考ꎻ　 命题改革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７－０４

　 　 “核心素养”近年成为教育界研究的热点ꎬ同
时就具体课程而言提出了各学科的相关核心素

养ꎮ 学科核心素养提出后必然要得到落实以及接

受检测ꎬ才能确定核心素养提出的各项要求是否

适用于各科的教育活动ꎮ 教育评价是一种重要的

检测途径ꎬ而高考又是教育评价的重要代表方式ꎬ
应发挥其积极的正面评价作用ꎬ让核心素养真正

融入高考的话语体系中ꎮ 语文高考命题的改革可

以推动语文核心素养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效落实ꎬ
以达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的目的ꎮ
　 　 一、语文核心素养的含义及与语文高考

命题之间的关系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ꎬ充分体现了时

代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ꎬ即在知识、技能、
情感的基础上ꎬ更关注人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我国颁布了各学科新的课程标准ꎬ
凝练提出了各学科的学科核心素养ꎮ 在«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以下简称“«课程

标准»”)阐明了“学科核心素养”概念后接着阐释

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概念ꎬ即“学生在积极的语言

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ꎬ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

境中表现出来个体语言经验和言语品质ꎻ是学生

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ꎬ思维

方法和品质ꎬ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 [１]ꎬ
并将其归纳为 ４ 个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ꎬ思维发

展与提升ꎬ审美鉴赏与创造ꎬ文化传承与理解ꎮ 这

４ 个方面并非简单并列ꎬ而是具有整体性、综合性

以及建构性的关系ꎬ上述的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

及其 ３ 个特征ꎬ将渗透于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各

级语文考试评价中的各个方面ꎮ
语文高考是对考生语文各方面的能力进行区

分从而为高等院校选拔人才的考试ꎮ 既然是考

试ꎬ便会因人与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产生ꎬ伴随着人

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完善ꎮ[２]２２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ꎬ新课改的不断推进ꎬ高考也面临改革

的压力ꎮ 落实到语文学科来说ꎬ涉及高考语文到

底考什么、如何考等问题ꎬ这就关乎语文高考的测

试与评价ꎮ 高考试题是测试与评价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长期以来作为语文高考的载体ꎬ最能直观反映

高考的问题ꎬ因此ꎬ语文高考命题的改革值得

关注ꎮ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贯穿

于整个语文教育ꎮ 但至今语文核心素养作为新理

念ꎬ尚未形成系统的考评体系ꎬ以至在高考中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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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合理有效的检测ꎬ使得语文核心素养面临被

架空的危险ꎮ 要想避免核心素养被架空ꎬ需要寻

求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化解高考与核心素养之间

的矛盾ꎬ而高考命题改革可以作为其中重要的手

段ꎮ 由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可以看出ꎬ语文核心

素养为语文高考命题指明了方向和思路ꎬ通过完

善语文高考命题ꎬ更好地选拔具有较高语文素养、
能适应社会进步新形势的人才ꎮ 语文高考命题改

革作为语文高考改革的直接呈现ꎬ必须与核心素

养要求保持一致ꎬ贯彻和落实语文核心素养ꎬ体现

语文学核心素养的考查目标ꎬ才能使语文核心素

养于无形变为有形ꎮ

　 　 二、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高考命题

改革的重要性

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高考命题之间紧密联

系ꎬ语文高考命题体现与语文核心素养落实是时

代要求与改革趋势ꎬ那么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语

文高考命题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ꎬ具体来说有以

下几点:

　 　 １.有助于形成语文核心素养培育观念

一切改革进行的基础是观念的更新ꎬ要想落

实语文核心素养ꎬ其前提便是树立语文核心素养

培育观ꎮ 语文核心素养强调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

活动ꎬ在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方面实现全方

位、立体化发展ꎮ 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具有“高利

害性”ꎬ并且人们心中早已形成了“高考定终身”的
普遍观念ꎬ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会根据高考的要

求来指导其日常的教育、教学与学习ꎬ一味追求语

文高考的功利性ꎬ导致学生在语文学习活动中偏

重于听说读写行为ꎬ更多进行的是“知识复制”以

及技能技巧训练ꎬ而忽视了很多如情感、态度、性
格、意志等非能力因素ꎬ这无疑不符合语文核心素

养理念的相关要求ꎮ
语文核心素养强调综合发展ꎬ带动着一系列

语文教育活动的改革ꎬ但是语文核心素养尚未在

民众观念中形成广泛认同ꎬ要想将培养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落到实处ꎬ真正发挥语文核心素养的

价值ꎬ解决语文高考与语文核心素养之间的矛盾ꎬ
并非易事ꎮ 因此ꎬ发挥高考这一“指挥棒”的作用ꎬ
对高考命题进行改革就显得格外重要ꎮ 可以通过

高考命题来体现核心素养ꎬ考出核心素养ꎬ从而推

动民众更新观念ꎬ在更广的范围内培育语文核心

素养观念ꎮ

　 　 ２.有助于落实语文核心素养教学理念

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ꎬ语文课程着重强调外

显功能与隐性价值的并重ꎮ 语文核心素养的提

出ꎬ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ꎮ 语文教育要引导学生

丰富其语言积累ꎬ强调对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创
造能力的表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ꎬ就必须依托具

体的语文教育教学实践活动ꎬ更要充分利用课堂

教学时间ꎮ 然而当前的相关研究ꎬ多围绕于对核

心素养的内涵意义进行阐述ꎬ少有对核心素养与

一线教学结合方式的具体论述ꎬ这使得语文核心

素养的理念以及价值很难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得

到真正落实ꎮ
由此可见ꎬ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与真正的落

实存在脱节现象ꎮ 就目前而言ꎬ围绕语文核心素

养进行高考命题改革ꎬ可以让习惯于围绕“高考”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在高考的导

向作用下围绕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培育开展教学

活动ꎬ保证“教学内容的确定与选择以中学生核心

素养能力与关键能力的提升为旨归” [３]１２ꎬ从而在

教育实践过程中真正体现语文核心素养的理念与

价值ꎮ
　 　 ３.有助于语文核心素养评价的量化

教育评价是检测教育效果的手段ꎮ 语文核心

素养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ꎬ也要通过教育评价

来进行检验ꎮ 高考是教育评价中重要的一个评价

手段ꎬ其本质上是一项测量、甄别、选拔和评价考

生的教育测量与评价活动ꎮ[４]２１６高考命题对考试质

量具有决定性意义ꎮ 要想在高考中通过一张试

卷、一套试题检测出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

发展与提升水平、审美与创造能力、文化传承与理

解程度并非易事ꎮ 要想使语文核心素养在高考中

得以体现以及得到检测ꎬ关键就在于高考分数能

否客观、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素养高低ꎮ 进一步而

言ꎬ需要从高考命题的角度ꎬ即题型、结构、素材等

各方面实现对语文核心素养的量化评价ꎮ
　 　 三、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高考命题

改革理念

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高考命题改革应该

遵循科学的理念ꎬ才能在实践过程保证实践行为

的方向ꎮ
　 　 １. 以彰显教育的 “立德树人” 功能为

目标

从考试的本质以及高考的发展历史来看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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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具有选拔、评价、诊断、预测、行政、文化、经济等

多项功能ꎬ高考作为连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

关键环节ꎬ必须服从于我国教育“立德树人”目标ꎮ
在“一体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中ꎬ“立德树

人”是终极理想ꎬ而“学科素养”作为“四层”之一ꎬ
是教学中师生要完成的现实任务ꎬ所有的教育活

动完成的现实任务都必须以“立德树人”为目标ꎮ
“立德树人”既是教育的总目标ꎬ也是语文高考的

自觉追求ꎮ 语文这一学科的高考命题ꎬ要通过命

题来引导学生学会做事与做人ꎬ语文高考的内容

材料都应引导考生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ꎬ以符合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ꎬ实现

高考的综合育人功能ꎮ

　 　 ２.以考查语文核心素养为内容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ꎬ高考内容更加注重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考查ꎬ实现了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变ꎬ
高考试题强调学以致用ꎬ强调与社会、生活实际的

联系ꎻ同时鼓励学生打破常规ꎬ注重考核学生的开

拓精神和创造力ꎬ这也是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ꎮ
核心素养的提出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

教育方向ꎮ 在语文这一科目上ꎬ从语文核心素养

的内涵可知ꎬ教师进行教学不仅是知识的教授ꎬ也
应关注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与方法以及传达出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ꎮ 那么在对教学效果进行检测

时ꎬ要淡化评价的甄别以及选拔功能ꎬ要体现语文

的“核心”理念ꎬ发挥评价的发展功能ꎬ使其积极反

作用于教学ꎮ 在«课程标准»中也指出ꎬ“语文课程

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学科核

心素养”ꎮ 由此可见ꎬ在高考语文中不但要重视对

语言文字的考查ꎬ也应注重对学生各项能力的检

测ꎬ才能很好地解决在实际教学中“语文实然教什

么”与“语文应然教什么”的矛盾ꎬ真正发挥语文高

考对学生语文各方面素养以及各项能力的评价

功能ꎮ

　 　 ３.以突显语文学科特性为原则

学科核心素养应该体现本学科的特性ꎬ立足

于学生在该学科所应具备的最基础的素质与能

力ꎮ 因此ꎬ就语文学科而言ꎬ语文高考命题改革必

须立足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ꎬ即语文核心

素养是要学生通过一系列语文学习活动可以得到

培育与塑造的素质和能力ꎮ[５] 根据语文核心素养

的内涵可以得知ꎬ高考命题除了考查学生的知识

与能力外ꎬ还包括考查学生对文学的审美与鉴赏

能力、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能力ꎮ 语文核心素养蕴

含着丰富的内容ꎬ但是不能因此被泛化ꎬ不能超出

语文学科的边界ꎬ否则语文学科便难以实现基于

本学科的考查目标ꎮ
语文高考命题要借助语言以及语文思维工

具ꎬ整合学生所学的语文知识ꎬ来考查学生在语文

方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语文高考命题

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ꎬ不管是命题目的还是学

习要求都要体现语文学科独有的且有利于培育学

生核心素养的内容ꎬ并将这些反馈到语文教育教

学活动中ꎬ发挥语文学科独特的教育功能ꎮ
　 　 四、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高考命题

改革策略

　 　 １.考查目的要有导向性

考试可以反映教学基本任务的完成情况ꎬ有
督促教学完成并检验教学目标实现的程度的目

的ꎮ[６]１２由此可见ꎬ考试本身具有导向作用ꎮ 高考

试题作为高考考试的载体ꎬ题目呈现会在很大程

度上引导教育活动的进行ꎬ语文高考也应发挥其

对语文教育活动的导向作用ꎬ«课程标准»在提及

“测评与考试目的”也说到ꎬ测评与考试“要真实反

映出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过程与现有水

平ꎬ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原因ꎬ并且要对高中

语文教学改革发挥积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１]ꎮ
因此ꎬ在语文高考命题过程中ꎬ不管是命题的思

路、内容、材料还是结构与形式都应该以语文核心

素养为中心ꎬ要充分地体现语文核心素养的理念

与价值ꎬ通过具体的高考题目将语文素养内涵呈

现出来ꎬ将语文核心素养落实到具体的考什么、怎
么考上ꎬ以有效促进语文教学的发展ꎮ

２.考查内容要有综合性

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ꎬ也是一种纸笔测试的

考试ꎬ必然要考虑试题题量、难易程度、时间限制

等因素ꎮ 要想在诸多限制因素之下ꎬ全方位、立体

化、科学化地考查考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实非易事ꎮ
因此ꎬ有必要整合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四方面内

容ꎬ使其以科学、合理的考查内容呈现在高考试卷

上ꎮ 首先ꎬ语文核心素养四方面内容相互贯通ꎬ考
查内容必须综合化ꎮ 在高考命题时ꎬ无论是阅读、
写作、口语交际ꎬ还是综合实践活动ꎬ都是语文核

心素养 ４ 个方面的综合体现ꎬ既要体现学生语言素

养ꎬ更要注重对学生语篇识解能力与语篇评价能

力的培养ꎮ 其次ꎬ在命题过程中ꎬ应该考虑语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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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对学生在解答题目过程中的思维能力、思维方

法的选择与运用的考查ꎮ 最后ꎬ命题题目材料的

呈现是语言运用的典范ꎬ学生解题的过程也能显

现其对语言的审美鉴赏与理解能力ꎬ因此ꎬ选用的

语言材料在体现前面两者特点的基础上ꎬ要展现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ꎬ要能起到文化传承的

作用ꎮ 另外顺应信息化社会超大阅读量的要求ꎬ
试题语料的选择应涉及科技、哲学、艺术等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ꎬ只有做到考试内容全方位、立体

化ꎬ语文高考试卷才能实现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的整体性考查ꎮ
３.考试命题语言材料要有灵活性

高考命题的过程ꎬ既是新课程实践的过程ꎬ又
是对新课程理念的再确认和再完善的过程ꎬ需要

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ꎮ 在«课程标准»“命题和

阅卷原则”这一部分ꎬ便强调命题所用的语言材料

要有时代性ꎬ紧跟时代步伐ꎻ要有多样性ꎬ充分贴

近学生丰富的生活ꎻ要有典型性ꎬ能代表语文学科

知识ꎮ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ꎬ所选命题语料应引导

学生从中获得对当代文化问题的思考ꎮ 所以试题

材料的选用要注重书本与学生生活的联系ꎬ引导

学生关注生活以及知识的实用性ꎮ 语文核心素养

的 ４ 个方面ꎬ要想真正通过高考加以呈现ꎬ并得到

全方位、立体化的考查ꎬ就必须注重语言材料的灵

活性ꎬ通过语言材料引导学生的思维ꎬ检测学生具

备的语文素养ꎮ
命题选用的语言材料ꎬ其一是要美ꎬ要雅ꎬ要

考查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ꎻ其二考试命题选

用的语料还要能考查学生的鉴赏与创造能力ꎮ 这

就需要命题过程借用具体情景ꎬ精心设计再现生

活情境ꎬ让学生通过具体的情景材料展现自己的

语文能力ꎻ其三ꎬ语料选择要避免模式化的倾向ꎮ
４.考试题目形式要有创新性

高考考试题目作为高考与学生的直接联系ꎬ
其命题质量直接决定了考试能否准确测评出学生

特定的素质与能力ꎮ 除了上述要注重命题材料以

及内容的选择以外ꎬ题目的呈现形式也非常重要ꎮ
传统高考的命题形式存在模式化现象ꎬ如各种题

型的结构、分值相对固定ꎬ命题所选用的语料内容

也有模式化倾向ꎮ 这导致学生进入了模式化答题

“怪圈”ꎬ如在现代文阅读以及古诗词鉴赏中ꎬ学生

经过技巧性训练ꎬ往往会用“作者使用了手

法ꎬ通过描写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

之类的模式答题ꎬ但其对诗文的理解并不深入ꎬ这
反映了考试命题对学生语文素养测试目的的偏

离ꎮ 试卷中文本丰富的内涵以及蕴含的审美精

神ꎬ常常被工具性的技术操作代替ꎬ这极大地限制

了对学生人文精神以及审美趣味的培养ꎮ 因此ꎬ
要想在高考中真实地检测出学生具备的语文素养

与能力ꎬ就必须注重对高考题目形式的改革ꎮ
首先是要避免题型、试卷结构的模式化ꎬ从整

体上进行考试设计ꎬ建立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整

体意识ꎮ 要在遵循语文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灵活地

设置试题ꎻ其次ꎬ客观题答案的呈现设计要不断创

新ꎮ 注重对学生文字感悟能力和综合文化积累能

力的考查ꎬ从多个角度检测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能

力ꎻ最后ꎬ在考虑题量的情况下ꎬ多设计开放性题

型以及探究性题型ꎬ考查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ꎬ反
映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分析问题的意识ꎮ 还要注

重探究题命题的意义与价值ꎬ要注意对学生解题

思路上的引导ꎬ多创设学习情境ꎬ让学生在情景中

全方位思考与分析问题ꎮ
考试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传统制度ꎬ但考试不

能作为全方位考查学生素养与能力的唯一评价方

式ꎮ 就语文学科而言ꎬ高考命题应该指向语文核

心素养ꎬ考查学生实际的语文能力ꎮ 在推进语文

高考命题改革过程中ꎬ应立足于语文学科本身ꎬ围
绕学生核心素养培育ꎬ不断完善高考语文的命题ꎬ
以更好发挥高考的教育评价作用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Ｓ].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２]廖平胜.考试是一门科学[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３]郑国民.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语文学科能力研究

[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４]李雄鹰.高考评价研究[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４.
[５]胡向东.语文核心素养在高考中的考查原则与路

径[Ｊ].中国考试ꎬ２０１７(７):５８－６５.
[６]闫蒙钢.中学考试学概论[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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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育人价值层次分析

叶　 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体育部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立足于当代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需要ꎬ从精神、行为和物质三个层次对竞技育人的价值进行系

统阐述ꎬ探讨竞技育人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竞技育人ꎻ　 精神层次ꎻ　 行为层次ꎻ　 物质层次

[中图分类号] 　 Ｇ８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２１－０４

　 　 竞技育人的价值层次分析ꎬ是根据社会的现

实需要从“育人”角度依次展开ꎬ根据竞技育人的

功能和特点从精神、行为和物质等三个层次分别

进行系统的梳理ꎮ 竞技育人的每一个层次并非是

与体育属性功能的简单对接ꎬ往往是多个属性功

能共同作用于同一层次ꎬ而不同层次所对应的也

可以是相同的属性功能ꎻ三个层次之间也存在着

有机的联系ꎮ 分析竞技育人价值层次ꎬ既要考虑

到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ꎬ又要考虑到完善自我的

个人诉求ꎮ 此外ꎬ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价值的时

效性ꎬ竞技育人的价值不能在短期实践中得到充

分体现ꎬ而必须经过长期学习和参与竞技过程的

反复历练和积淀ꎮ 价值形成的过程也是价值被认

识的过程ꎮ

一、精神层次

竞技育人的价值表现在精神层次上ꎬ首先是

竞争意识ꎮ 在社会竞争的大环境里ꎬ大至国家小

至单位只有竞争才会有发展ꎬ这已经成为社会的

发展趋势ꎮ 尽管竞争在根本上取决于竞争实力ꎬ
但是竞争意识与勇于竞争是一切竞争的前提ꎬ培
养竞争意识是竞技育人重要的内容ꎮ 从当代社会

发展的现实需要的角度看ꎬ强调竞争意识ꎬ必须强

调人的进取精神与勇敢品德ꎬ“在勇敢品德的基础

上才能形成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等一系列意志品

德” [１]ꎮ 当代社会“重利轻义”现象突出ꎬ缺少一种

“亮剑” 精神和担当精神ꎬ “«论语» 中多处讲到

‘勇’ꎬ有所谓‘勇者不惧’、‘仁者必勇’之说ꎮ 按

照孔子的要求ꎬ要把‘勇’字落实在行动上ꎬ既要具

备健壮的身体ꎬ也要掌握一定的技能ꎬ同时还要有

一种可贵的精神” [２]ꎮ 在弱化竞技的中国古代已

有这样的认识ꎬ足可说明在当下社会强调竞争意

识的重要性ꎮ 只有通过不断地强化竞争意识ꎬ才
能培养人的勇敢品德ꎬ才能激发出人“亮剑”精神、
担当精神和开拓精神ꎮ 从个人的自我完善角度

看ꎬ竞争意识意味着理想ꎬ是改变现状的进取之

心ꎮ 人有理想、有目标ꎬ才会去努力创造与积累竞

争的资本ꎮ 竞技育人是通过学习和参与竞技鼓励

人们勇于竞争、正面竞争ꎬ在竞技的过程中学会如

何竞争ꎬ如何运用竞争的策略和谋划ꎬ从而达到最

佳的竞争效益ꎬ这既是竞争的智慧也是生存的智

慧ꎬ是主动适应环境和社会的需要ꎮ 此外ꎬ长期学

习和参与竞技ꎬ经常面对竞争的考验ꎬ有利于培养

和提高人的抗“压”能力ꎬ不断积累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可以借鉴的经验ꎮ
其次是团队精神ꎮ 当下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

分工细化ꎬ凭借一己之力打拼天下的时代早已一

去不返ꎬ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更加突显和重要ꎬ分工

合作、团队协作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ꎬ也是企

业、部门、学校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创建各自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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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ꎮ 竞技所具有的培养团队意识和协作精

神的实际功能ꎬ是在学习和参与竞技的过程中自

然实现的ꎮ 团队协作是竞技获胜的重要保障ꎬ竞
技过程中团队意识自然形成并自觉融入行为和生

活当中ꎬ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说教ꎮ 从社会的现

实需要上看ꎬ竞技育人在培养团队精神和提高社

会整体效率上具有显著意义ꎬ有利于增强社会的

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ꎮ 这种由竞技而衍生出的

“团队文化”逐步向全社会各个领域渗透ꎬ能极大

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ꎬ融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

系ꎮ 从个人的自我完善角度看ꎬ团队精神其实是

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ꎬ有利于摆正自我在社

会集体中的位子ꎮ 竞技过程中的分工合作能够让

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作用ꎬ明白帮助

同伴就是帮助全队ꎬ就是帮助自己ꎬ在竞技的历练

中养成团队意识ꎬ增长借助团队力量发挥个人特

长的智慧ꎬ同时得到友谊和尊重ꎮ
再次是陶冶情操ꎮ 竞技体育倡导的是“更高、

更快、更强”ꎬ这种永无止境追求卓越的精神符合

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ꎬ竞技将其娱乐属性与追求

卓越的精神相结合ꎬ上升为享受、欣赏和审美的精

神高度ꎬ具有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功能ꎮ 无论是

竞技的参与者还是观赏者ꎬ都能从竞技的过程中

得到熏陶和慰藉ꎻ这种精神上的刺激对竞技观赏

者的作用也很明显ꎬ如 １９８０ 年代的“女排精神”ꎮ
竞技带来不仅仅是视觉享受ꎬ更重要的是心灵的

震撼和对运动美的向往ꎬ“此外ꎬ竞技教化的对象

是人的‘内在精神’ꎬ其关键词是陶冶、熏陶、渗透、
塑造、修炼等概念ꎬ它们有着‘润物细无声’的自由

的教化效果” [３]ꎮ 从社会的现实需要看ꎬ竞技育人

能够净化人的心灵ꎬ竞技的过程是一个激动而又

充满感染力的过程ꎬ竞技的魅力让人陶醉ꎬ从中能

够得到启发和励志ꎬ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ꎮ 当今

社会各种庸俗的娱乐文化充斥媒体与日常生活之

中ꎬ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越

加显得重要ꎬ某种程度上说体育竞技是一种有效

的净化社会心理的精神抚慰剂ꎻ从个人的自我完

善角度看ꎬ陶冶情操、享受竞技和欣赏竞技符合个

人精神生活的需求ꎬ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指标ꎮ
既从竞技过程中得到慰藉、启发ꎬ又让精神得到放

松、调节ꎬ在竞技胜负的反反复复锤炼中ꎬ提升思

想境界、开阔心胸ꎮ 并且ꎬ学习和参与竞技有利于

缓解和释放在社会生活和学习中的精神压力和负

担ꎬ转化心境ꎬ从中还得到激励和帮助ꎮ

二、行为层次

竞技育人价值表现在行为层次上ꎬ主要是构

建奥林匹克精神的普世价值观ꎮ 价值观是影响和

决定人们行为规范的关键因素ꎬ竞技育人所遵循

的就是奧林匹克精神ꎬ“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

育运动的可能性ꎬ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ꎬ并体现

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

神”(奥林匹克宪章)ꎮ 何振梁先生在 ２００９ 年奥林

匹克大会上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可从三个层次来

理解:一ꎬ通过体育与文化及教育相结合ꎬ培养身

体、精神、意志三者平衡而和谐发展的人ꎻ二ꎬ以此

为基础ꎬ构建尊重人的社会ꎻ三ꎬ进而缔造一个和

平、更加美好的世界” [４]ꎮ 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公平

公正与和谐发展的普世价值观落实到竞技育人

上ꎬ对人的行为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首先是公平竞争ꎮ 竞技的规则属性ꎬ一方面

有效地过滤竞争中过于暴力的成分ꎬ使竞争归于

文明ꎻ另一方面竞技规则要确保竞争的公平性ꎬ对
整个竞技过程中人的行为举止具有约束作用ꎬ长
期学习和参与竞技过程有利于养成良好的运动行

为规范ꎮ “在体育规则的适用上ꎬ实现在‘规则面

前、人人平等’ꎬ人人受到体育竞赛的规则制约ꎬ任
何人触犯规则都必须受到处罚ꎬ这正是契约体育

精神带来的启示ꎮ 在西方文明中ꎬ契约需要强制

执行ꎬ人们破坏契约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得到的

利益ꎬ这样就会使人们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行为

习惯ꎬ并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ꎮ” [５] 从社会的

现实需要看ꎬ当下社会需要弘扬"公平公正" 的价

值观ꎬ反对一切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ꎬ强调遵

纪守法ꎬ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ꎬ养成良好的行

为规范ꎮ 行为规范要从青少年抓起ꎬ学校体育必

须充分发挥竞技的这一属性功能ꎬ让学生在长期

学习和参与竞技的过程中ꎬ在规则的制约下逐步

养成良好的运动行为习惯ꎬ“竞技规则的强迫性正

潜移黙化地发挥着对人的秩序性的教化作用ꎬ这
种教化作用既体现出由于规则的自行设定而有着

‘自律’的特征ꎬ又由于发挥了教化人的作用而体

现出‘他律’的特征” [３]ꎮ 由此养成的行为、举止的

规范性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显现ꎬ竞技育人在培养

行为规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从个人的自

我完善角度看ꎬ公平公正是健康的社会生存的保

证ꎬ人要得到社会的尊重、要过得有尊严ꎬ必须尊

重社会ꎬ遵守社会道德和社会法律制度ꎬ两者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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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缺一不可ꎬ“遵循游戏规则的必要性则导致

对礼节的服从ꎮ 由于这种服从ꎬ在现实的生存斗

争中ꎬ那些有利于社会交往的规则也同样地被遵

守” [６]５９ꎮ 竞技的过程既是适应规则制约的过程ꎬ
更是公平公正普世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过程ꎮ

其次是和谐发展ꎮ 当今社会在国际上由于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不断ꎬ
在国内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和体制因素造

成各阶层矛盾日显突出ꎬ增进相互了解、沟通和团

结尤为重要ꎬ和谐发展被上升到国家生存与发展

的高度ꎮ 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尊重不同民族的文

化ꎬ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ꎬ提倡文化的多样

性ꎬ鼓励人们通过竞技相互交流ꎬ打破封闭狭隘的

视域ꎬ增进友谊ꎬ竞技的合作属性将竞技本身的合

作需要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ꎮ 从社会的现实

需要看ꎬ竞技育人提供了一个平台ꎬ“竞技的平台

也是交流的平台ꎬ大到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增

进交流ꎬ维护和平ꎻ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解ꎬ
增进友谊” [１]ꎮ 中国的“乒乓外交”不仅突破国际

社会长期的外交封锁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ꎬ
而且向全世界诠释了竞技平台对世界和谐发展的

重要作用ꎮ 社会需要竞技平台ꎬ增进人们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ꎬ减少相互之间的隔阂ꎬ避免社会矛盾

的进一步激化ꎮ 事实证明ꎬ即便处于战争背景之

下ꎬ竞技仍然有可能带来短暂的和平ꎮ 从个人的

自我完善角度看ꎬ和谐发展是生存的基本条件ꎬ人
离不开社会ꎬ处处需要交流与沟通来适应所处的

社会ꎬ人的成功与否ꎬ其实就是看其是否得到社会

方方面面的认可ꎬ正所谓“天行健ꎬ君子自强不息ꎮ
地势坤ꎬ君子厚德载物”ꎮ 通过长期学习和参与竞

技ꎬ培养相互尊重、交流沟通的行为习惯ꎬ提高人

与人沟通交流的水平和技巧ꎬ特别是针对当下独

生子女、任性、封闭和自私等种种陋习ꎬ加强合作、
沟通更具有积极的作用ꎮ

三、物质层次

竞技育人价值表现在物质层次上ꎬ首先是强

身健体ꎮ 强身健体是竞技的运动属性最重要的功

能ꎬ是体育从诞生之初最先被社会广为认可的属

性功能ꎮ 强身健体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的重

要性是不言而喻的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ꎬ人们甚至

为满足国家或民族的需要将强身健体作为体育的

根本目的ꎮ 在古希腊早期城邦战争期间ꎬ体育就

是作为备战的最好活动ꎬ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每

个市民绝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ꎬ应该有最坚实

的身体条件ꎬ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出征ꎬ尽自己

保卫国家的义务ꎮ” [７]３４近代中国内外交困ꎬ体育也

成为强国的重要手段ꎬ蔡锷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

就是要强身健体、救国图存ꎬ“中国民族之起衰振

强ꎬ必由‘野蛮其体魄’始ꎬ欲野蛮其体魄ꎬ必须大

力提倡‘体育’ꎬ此为军国民主义之根本大计” [８]ꎮ
此时ꎬ体育的一切就是为了强身健体ꎬ强身才能强

国、救国ꎮ “我们看到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ꎬ体育始

终无法摆脱国家的价值取向ꎬ它的兴衰跌宕极大

地影响了社会民众对体育的普遍认知ꎬ深刻地影

响了人们的体育观念以及近代体育的发展指

向ꎮ” [９] 竞技育人强调竞技健身ꎬ竞技的运动属性

对体能体质提出很高的要求ꎬ而竞争更是将增强

体能、体质推向极致ꎮ 从社会的现实需要上看ꎬ当
下社会青少年学习压力太大ꎬ营养过剩ꎬ体能体质

下降ꎬ健康状况令人担忧ꎬ“２０１０ 年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结果同时显示ꎬ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方面仍

然存在不少问题ꎬ如大学生的耐力、速度、爆发力、
力量素质继续出现下降ꎬ中小学生超重与肥胖检

出率不断增加ꎬ学生视率不良检出率持续增高且

出现低龄化倾向等” [１０]ꎮ 成年人由于工作节奏加

快、缺乏运动ꎬ“工作中的体力活动大幅度减少ꎬ再
加上摄入的能量提高ꎬ工作繁忙等因素ꎬ导致成年

人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ꎬ未老先衰ꎮ 成年人超重

与肥胖率持续增长” [１１]ꎮ 很明显ꎬ体能体质的全社

会整体下滑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持续发

展ꎮ 群众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仅仅围绕健康运作

已不能解决现实问题ꎬ必须强化竞技、鼓励竞争ꎬ
通过学习和参与竞技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ꎮ 从个

人的自我完善角度看ꎬ强身健体是生活的需求ꎬ身
体是工作和生活的基础ꎬ是生活质量的保证ꎬ是最

起码的尊严ꎮ 强身健体使人精力充沛、富有活力ꎬ
更加健康和自信ꎮ 很多人热爱体育ꎬ特别是成年

人和老年人ꎬ正是因为长期坚持参加体育运动使

身体获益ꎬ对他们来说ꎬ某种程度上强身健体近乎

体育的全部ꎮ
其次是娱乐ꎮ «奥林匹克宪章»第二条提出:

“将运动、文化和教育融合在一起ꎬ奥林匹克主义

是欲建立一套已通过努力所产生的愉悦、模范性

的教育价值及尊重普遍性道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

方式ꎮ”娱乐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ꎬ忽视竞技的

娱乐属性是对体育运动功能的偏废ꎮ 竞技的娱乐

属性与竞技运动中身体层面的勾连产生“乐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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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ꎬ“以现代科学的观点ꎬ娱乐是一种生理和

心理的综合反应ꎬ但就习传用法而言ꎬ娱乐就等同

于身体ꎬ身体被视为娱乐的欲求者、来源地和受恵

者” [１２]ꎮ 竞技育人强调运用竞技的娱乐属性功能

来完善人ꎬ以此促进心理健康、调节生活ꎬ追求身

心均衡发展ꎮ 在我国体育发展的过程中ꎬ竞技的

娱乐属性功能被体育强身健体和培养意志品德的

功能所遮蔽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ꎬ在学校体育的

教学中ꎬ更是强调运动技术和技能ꎮ 其实ꎬ运动技

术和技能只是追求竞技效益极大化的一种手段和

方法ꎻ从竞技育人的角度看ꎬ娱乐属性功能的价值

远比运动技术和技能的价值更有社会意义ꎮ 从社

会的现实需要看ꎬ当下社会强调“以人为本”ꎬ强调

有“尊严”的生活ꎬ竞技的娱乐是健康的、积极向上

的ꎬ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ꎬ一个缺少娱乐的社会注

定是郁闷的社会ꎮ 由社会矛盾、生存压力和生活

节奏引起的种种焦虑是严重影响社会心理健康的

隐患ꎬ需要一个安全有效的情绪宣泄口ꎬ需要一个

良好的平台使精神和心理得到调节和慰藉ꎬ竞技

具有如此的功能ꎮ 在竞技过程中情绪伴随着能量

的释放而释放ꎬ身体在竞技过程中得到快感ꎬ心理

得到满足ꎮ 从个人的自我完善角度上看ꎬ娱乐是

生活的诉求ꎬ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ꎬ是构成

幸福感的基础ꎮ 人相对于社会来说是“小我”ꎬ必
须时刻服从社会这个“大我”的秩序制约ꎬ“小我”
的利益和需求同样受制于“大我”不能充分得到满

足ꎮ 此外ꎬ“小我”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事事顺心ꎬ日
积月累带来的烦恼、苦闷需要宣泄和转化ꎮ 竞技

是一种最佳选择ꎬ不但可以将内心的烦恼、牵挂、
忧郁和苦闷一扫而净ꎬ而且使身体得到锻炼保持

活力ꎮ 此外ꎬ竞技过程中既加强了沟通与交流又

获得愉悦和友谊ꎬ甚至能重拾信心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叶羽.论“竞技育人” [ Ｊ].体育与科学ꎬ２０１２(１):

１０７－１１１.
[２]王京龙.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概念[ Ｊ].体

育科学ꎬ２０１２(１):７７－８０.
[３]孙玮.竞技中“游戏精神”的遮蔽及其教化[ Ｊ].体

育科学ꎬ２０１１(１):８９－９２.
[４]何振梁.奥林匹克价值观与奥林匹克普世性———

在 ２００９ 年奥林匹克大会上的两次讲话[ Ｊ].体育

文化导刊ꎬ２０１０(４):１－２.
[５]王增鑫ꎬ于涛.西方五种主流体育精神探析[ Ｊ].体

育学刊ꎬ２０１１(１):４２－４５.
[６]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Ｍ].王德峰ꎬ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７]今村嘉雄.西洋体育史[Ｍ].东京:日本体育出版

社ꎬ１９６１.
[８]韩丹.对我国体育认识和概念演变之起源的探讨

[Ｊ].体育与科学ꎬ２０１２(１):１－９.
[９]程卫波ꎬ孙波ꎬ张志勇.中国近代体育发展阶段的

历史审视———一种身体社会学视角[ Ｊ].体育科

学ꎬ２０１１(３):９３－９７.
[１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Ｊ].中国

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９):１０２５－１０２６.
[１１]２０１０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０９－０４.
[１２]赵国炳ꎬ杨忠伟.古希腊与中世纪体育的兴衰探

源:基于对身体和娱乐的考察[Ｊ].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２
(１):８８－９５.

(责任编辑　 南　 山)

—４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