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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论略∗

徐 海 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基地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　 要]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的世界观ꎬ实现主客二分到整体主义的转

变ꎮ 整体主义世界观认为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ꎬ人类善待自然ꎬ就是善待人类自身ꎮ 确立共享主义价值观ꎬ要
求摈弃对立、冲突思维ꎬ倡导合作共赢理念ꎬ摈弃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人类沙文主义ꎬ胸怀天下ꎬ关爱自然ꎮ
坚持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生观ꎬ实现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二元对立到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的多维统

一转变ꎮ 人类正在迈进新时代ꎬ要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确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ꎬ改变工业文明时代征服

自然、破坏自然的异化劳动ꎬ在生态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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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ꎬ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ꎮ” [１](Ｐ.８)

在这个新时代ꎬ“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ꎬ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 [１](Ｐ.４２)ꎮ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ꎬ学
术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向ꎮ 第一ꎬ从西方生态哲

学中汲取精华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ꎬ在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哲学最新发展成果的基础

上ꎬ对西方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物质主义价

值观、机械主义、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等进行反思和

批判ꎬ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理解为超越物质主

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ꎮ[２] 第二ꎬ从中国传

统哲学中汲取生态智慧ꎬ结合中国当代实践理解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ꎮ[３] 第三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汲取生态思想ꎬ建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ꎮ[４] 这些研究成果ꎬ对
我们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

了多维视角和有益借鉴ꎮ 生态文明是中国政府提

出的重大发展战略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确立ꎬ
需要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进行反思ꎬ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ꎮ
本文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ꎬ对生态文明

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进行探讨ꎬ对新时

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予以初步的回答ꎮ

一、世界观:从主客二分到万物一体的

整体论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

法ꎮ 不同文明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ꎬ工
业文明时代的世界图景是主客二分ꎬ生态文明时

代的世界图景是万物一体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ꎬ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ꎮ” [１](Ｐ.４０) 这一科学论断告

诉我们ꎬ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ꎬ生态文明时

代的世界观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万物一体的整

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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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业文明时代主客二分世界观的

反思

学界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观进行了深刻的

反思和批判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ꎮ 吉林大学

刘福森教授指出ꎬ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是工业

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５]ꎮ 工业文明时

代ꎬ人们奉行的是主客二分的世界观ꎬ在这种世界

观中ꎬ世界被两极化了ꎬ人是主体ꎬ自然是客体ꎮ
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ꎬ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ꎮ
人在自然面前是自由的主体ꎬ可以为所欲为ꎬ自然

则成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客体ꎬ成为人类剥夺的

对象ꎬ人与自然走向对立ꎮ
工业文明时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带来了严重

的后果ꎬ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分离与对抗ꎬ人类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发生

偏离ꎬ逐步走向野蛮ꎮ 工业文明走向野蛮ꎬ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ꎮ
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

度是傲慢和掠夺ꎬ人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人ꎬ人类

对自然的行为可以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ꎬ对
自然的肆意践踏和掠夺ꎬ带来了自然的污染和破

坏ꎬ生态危机爆发ꎬ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ꎮ 这是人

对自然野蛮施暴的后果ꎮ 第二ꎬ人与人的对立和

冲突ꎮ 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ꎬ不仅导致了

人与自然的对立ꎬ也带来了人与人的对立ꎮ 马克

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设“工资”“利
润”和“地租”三个主题ꎬ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

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ꎮ 资本家对无产阶级进行了

残酷的剥削和压榨ꎬ带来了劳动的异化ꎮ[６](Ｐ.１６８) 工

人的劳动走向异化ꎬ异化劳动带来的工人与资本

家的对抗ꎬ这是人对人的野蛮ꎮ 第三ꎬ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对立和冲突ꎮ 主客二分的世界观还带来了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对抗ꎮ 亨廷

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

明冲突理论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

是战争ꎬ“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

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

个文明的人” [７](Ｐ.２９)ꎮ 文明的冲突在西方工业文明

迅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成为常态ꎮ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文明走向野蛮的哲学根源

在于近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ꎮ 在这种世界观下ꎬ
人是主体ꎬ人性是自私的ꎬ国家也是自私的ꎬ人与

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主要基于利益的考量ꎬ

彼此之间是对立的甚至是敌我关系ꎮ 这与西方的

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私有制的存在和利己主义

是分不开的ꎮ
２.生态文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

世界观的重塑

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世界观是人类迈进生态

文明时代的必然要求ꎮ 整体论世界观认为ꎬ人与

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ꎮ 人类善待自然ꎬ就是善

待人类自身ꎬ人类伤害自然ꎬ最终必会伤害人类自

身ꎮ 张世英先生认为ꎬ人生在世历经三阶段:第一

阶段是“原始的天人合一”ꎬ是“前主客关系的天人

合一”结构ꎻ第二阶段是“主体———客体”关系的结

构ꎬ人在此阶段凸显了自己的主体性ꎻ第三阶段是

“高级的天人合一”ꎬ是“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ꎬ
人在此阶段既意识到自我ꎬ又超越自我而与他者

融通为一ꎮ[８] 这是从个人精神的发展阶段来加以

区分的ꎮ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ꎬ这种区分也同

样具有解释力ꎬ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农业文明

的天人合一、工业文明的天人二分ꎬ生态文明时代

的“高级的天人合一”ꎮ 可以说ꎬ整体论世界观古

已有之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整

体论世界观的朴素形态ꎬ生态文明时代的“高级的

天人合一”理念是整体论世界观的当代表达ꎮ 整

体论世界观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万物交融互

通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ꎮ 古代的天人合一与今天

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观念的

层面ꎬ认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ꎬ具有超验

性ꎬ后者是实践的层面ꎬ人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

构成一个整体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历史唯

物主义的方法论ꎬ生态文明时代的整体论世界观

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ꎮ 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ꎮ
这一论断与黑格尔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

史唯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ꎮ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阐述ꎮ 在

马克思看来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６](Ｐ.５１９)ꎮ 对于现实的、活生

生的人而言ꎬ生存在世的第一个前提是解决衣食

住行的问题ꎮ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

德国人ꎬ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ꎬ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ꎬ这个

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ꎬ必须能够生

活ꎮ 但是为了生活ꎬ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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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东西ꎮ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

这些需要的资料ꎬ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ꎬ而且ꎬ这
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

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ꎬ是一切历史的基

本条件ꎮ” [６](Ｐ.５３１)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表明ꎬ人类的

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是社会的基础ꎬ社会存在决

定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ꎮ 人类衣食住行的生产

和劳动ꎬ是人类文明生存的基础ꎬ人类的全部文明

都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ꎮ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ꎬ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劳

动发生了异化ꎬ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个整体ꎬ人类源

于自然ꎬ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ꎬ自然是人类的无机

身体ꎮ 然而ꎬ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ꎬ未
来的理想社会是要扬弃异化劳动ꎬ在人类的生态

劳动中把自然还给人本身ꎮ 人与自然是一个整

体ꎬ在这个整体的范围内ꎬ人与自然在劳动的过程

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的世界观ꎬ实现主客

二分到整体主义的转变ꎮ 整体主义世界观认为ꎬ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ꎬ人类善待自然ꎬ就是善待

人类自身ꎮ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共享论的价值观ꎬ
实现了从工具主义向共享主义的转变ꎮ 确立共享

主义价值观ꎬ要求摈弃对立、冲突思维ꎬ倡导合作、
共赢理念ꎬ摈弃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人类沙

文主义ꎬ胸怀天下ꎬ关爱自然ꎮ 坚持追求美好生活

的幸福论ꎬ实现了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二元

对立到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多维统一

的转变ꎮ 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ꎬ实现人与自然的

本质统一ꎬ促进大自然的生生不息ꎮ 因此ꎬ高级的

天人合一ꎬ不是观念层面ꎬ而是现实层面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ꎬ自然也不是人类的奴

隶ꎮ 人类从大自然发展演化而来ꎬ人与自然本来

就是统一的ꎮ 人类对大自然的行为受到伦理道德

的约束ꎬ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是尊重、顺应和保护ꎮ
破坏大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身ꎬ伤害大自然就是

伤害我们自己ꎮ 生态文明时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整体论世界观ꎬ要求我们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ꎬ改变工业文明时代以征服自然为

目的、破坏自然为过程的异化劳动ꎬ在生态劳动中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ꎮ
二、价值观:从工具主义到共享主义的

共享论
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ꎮ 工业文明时代奉行的是工具主义价值观ꎬ生

态文明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向共享主义转变ꎮ
１.工业文明时代工具主义价值观的

反思

工业文明时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决定了工具

主义的价值观ꎮ 自然物的价值包括生态价值和工

具价值ꎮ 生态价值指的是自然物对大自然的存在

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ꎮ 工具价值指的是自然物对

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ꎮ 工

业文明时代人们更注重自然物的工具价值ꎬ把自

然物看作是对人类有用的资源ꎬ对自然在生态系

统中所具有的价值关注不够ꎬ“西方近代主体性哲

学弊端ꎬ就在于它仅仅看到了自然物的‘工具性价

值’而没有看到自然物的‘生态价值’ꎮ 在‘单极价

值观’的支配下ꎬ使人的主体性恶性膨胀ꎬ使人类

为了贪婪的欲望ꎬ成为失去任何约束力的狂妄主

体” [５]ꎮ 工具主义价值观对人类劳动目的进行了

错误引导ꎮ 自然对人类有用ꎬ人类劳动的主要目

的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ꎬ从自然中获取巨额的

物质财富ꎬ满足人类的贪欲ꎮ 对劳动目的的单极

化追求ꎬ斩断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

换链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断裂ꎮ 现

代性劳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ꎬ却带来

了环境的严重破坏ꎬ劳动实现了自然的工具价值ꎬ
却破坏了自然的生态价值ꎬ造成人与自然的对抗ꎬ
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恶化ꎮ

工具主义价值观导致人类的生产力发展观出

现了偏差ꎮ 生产力是人类在劳动活动中促进人与

自然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能力ꎬ包含质和量两

个维度ꎮ 但受工业文明时代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影

响ꎬ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片面注重了生产力发展的

量的追求ꎬ认为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

数量越多ꎬ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ꎬ社会越进

步、越先进ꎮ 对生产力发展的量的过度追求ꎬ虽然

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ꎬ但是这种粗放式、
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ꎬ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ꎬ生态环境日益恶化ꎬ人类对美好生态环境

的需要成为奢望ꎮ
２.生态文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共享价

值观的超越

人类在劳动活动中ꎬ要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ꎬ需要改变工业文明时期

的工具主义的单极价值观ꎬ确立一种历史唯物主

义的共享价值观ꎮ
共享的本质在于相互承认对方ꎬ共享权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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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责任ꎮ 人类生存于世ꎬ首先要劳动ꎬ但人类的劳

动过程是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内部的物质、信
息和能量的交换活动ꎬ人类在劳动中既要满足人

类自身的需要ꎬ也不影响生命共同体的健全ꎬ这就

需要确立共享主义价值观ꎬ让人与自然、人与人、
国家与国家都能共享权利、共担责任ꎮ 人的本质

属性在于其社会性ꎬ人不是自私的ꎮ 共享主义价

值观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奉献意识、集体主义

精神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ꎬ这些决定

了生态文明时代共享主义价值观的实现可能ꎮ 确

立共享主义价值观ꎬ要求摈弃单极、冲突思维ꎬ倡
导合作、共赢理念ꎻ摈弃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
人类沙文主义ꎬ倡导集体主义、生命共同体意识ꎬ
胸怀天下ꎬ关爱自然ꎮ 进入生态文明时代ꎬ历史唯

物主义共享主义价值观宣告了文明冲突理论的破

产ꎮ 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三大领域ꎬ
共享价值观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

等共享、国与国合作共赢ꎮ 从类的层面来看ꎬ共享

价值观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ꎬ促进人

与自然在物质交换中共享世界ꎬ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ꎮ 从社会层面来看ꎬ共享价值观有利于促

进人与人平等共享ꎬ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享受大

自然的馈赠ꎬ实现代内共享、代际共享ꎮ 从国家层

面来看ꎬ共享价值观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打破文明冲突的魔咒ꎬ促进不同文明的融合ꎬ让不

同文明、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ꎬ实现合作

共赢ꎮ 中国秉持国与国的合作共赢理念ꎬ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ꎬ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仪ꎬ永不称

霸ꎬ坚定不移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ꎬ体现了历史唯

物主义共享价值观对工具主义价值观的超越ꎮ
从实践来看ꎬ历史唯物主义共享价值观要求

人类确立新的生产力发展观ꎬ在注重生产力的量

的发展的同时ꎬ提升生产力的高质发展ꎮ 我们既

要创造足够的物质财富ꎬ又要调整生产力的发展

方式和人们的劳动方式ꎬ通过生态劳动ꎬ提升生产

力的发展质量ꎬ促进中国由高速发展走向高质量

发展ꎬ创造丰裕的物质生活、崇高的精神生活和优

美的生态环境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ꎮ
三、人生观:从二元对立到美好生活的

幸福论
人生观是人们关于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怎样

生活以及人生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ꎮ 在

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ꎬ对幸福的追求构成了人

生在世的永恒目标ꎮ 什么是好生活? 如何理解幸

福? 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ꎬ从古

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ꎬ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呈现物

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二元对立ꎮ 习近平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ꎮ” [１](Ｐ.９)当前ꎬ中国面临的主要难题仍

然是环境问题ꎬ如何治理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打赢

蓝天保卫战ꎬ为人们重现碧水净土蓝天ꎬ建设美丽

中国ꎬ是重中之重ꎮ 因此ꎬ就目前而言ꎬ美好生活

至少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生活等方面ꎮ
迈进生态文明时代ꎬ人们的幸福观将实现物质需

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的统一ꎮ
１.传统社会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二

元对立

在传统社会ꎬ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主要围绕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来展开ꎬ不同时期的

人们对这两个方面的追求各有侧重ꎬ呈现二元对

立的格局ꎮ 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学

派和斯多葛学派都重视精神层面的需要ꎬ强调对

物质层面的控制ꎮ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

学»中提出ꎬ幸福是最高善ꎮ 最高的善不是快乐、
财富或荣誉ꎬ幸福是灵魂的一种活动ꎬ“是灵魂的

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 [９](Ｐ.３２)ꎮ 德性是以

选择适度为目的的品质ꎬ幸福的本质在于人们对

适度的精神追求ꎮ 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ꎬ这
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ꎮ 斯多

葛派认为ꎬ最高的善是德行ꎬ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

的原因剥夺掉德行ꎮ[１０](ＰＰ.１２７－１２８)与斯多葛派同时代

的伊壁鸠鲁则认为ꎬ快乐就是善ꎮ 他说ꎬ“快乐就

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ꎮ 第欧根尼拉尔

修引过他在«生命的目的»一书中所说的话:“一切

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乐ꎻ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

必须推源于此ꎮ”他说ꎬ“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

乐的观赏ꎮ 心灵的快乐之唯一高出肉体快乐的地

方ꎬ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

苦” [１０](Ｐ.３０９)ꎮ 拉尔修追求肉体快乐ꎬ与斯多葛学

派追求精神快乐完全相对ꎮ 中世纪奥古斯丁在

«上帝之城»中区分了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ꎮ 在中

世纪的人们看来ꎬ世俗的生活不值得过ꎬ人生的幸

福在于进入上帝之城ꎬ成为上帝的选民ꎮ 因此ꎬ中
世纪人们追求的是彼岸世界ꎬ追求的是精神幸福ꎮ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波

得拉克提出“我自己是凡人ꎬ我只要求凡人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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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问题复杂化条件下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

———读张康之、向玉琼«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

龚 鹏 斐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ꎬ人类社会越来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ꎬ由分析性思维主

导的既有政策问题建构模式陷入了困境ꎮ 在此情况下ꎬ人们把公众参与当作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案ꎬ这似乎是向民

主路径的回归ꎮ 但是ꎬ由于受到了工业社会治理结构与制度框架等的限制ꎬ既有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难以得到根

本性的变革ꎬ公众参与方案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也显得较为有限ꎮ 其实ꎬ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

下ꎬ包括政策问题建构在内的整个工业社会的治理及其理性和思维基础都需要得到重建ꎮ 如果能够走出形而上

学和分析性思维的窠臼ꎬ我们就会看到ꎬ社会是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的ꎮ 因而ꎬ我们对社会及其治理的思考也就

会转向对行动的关注ꎬ进而ꎬ也就会在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条件下通过合作行动去进行政策问题建构ꎮ
[关键词] 　 «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ꎻ　 社会问题复杂化ꎻ　 政策问题建构ꎻ　 合作行动ꎻ　 分析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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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问题建构是政策过程中的初始环节ꎬ只
有政策问题建构获得了成功ꎬ整个政策过程才有

现实意义ꎮ 然而ꎬ既有的政策研究并没有表现出

对政策问题建构的应有重视ꎬ它往往把政策问题

假定为一个给定的事实ꎮ 这说明ꎬ政策问题建构

本身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领域ꎮ 张康之和

向玉琼合著的«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一书

从多个角度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进行了

梳理ꎬ发现了政策问题建构的基本趋势ꎬ预测到未

来的政策问题建构将在合作行动中进行ꎮ 这对政

策问题建构研究来说ꎬ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表达了对当下政策问题建构所面

临的现实挑战的关心ꎬ并努力探讨政策问题建构

过程中所包含的变革要求ꎮ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

背景下ꎬ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是我

们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ꎮ 对于政策问题建构来

说ꎬ这一现实也表现为社会问题复杂性程度的大

幅提升ꎮ 在工业社会中ꎬ虽然政策问题建构路径

的变迁也源于社会问题的复杂化ꎬ但总体看来ꎬ其

中的社会问题还处在低度复杂性的阈限内ꎮ 然

而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ꎬ社会问题越来越

呈现出高度复杂性ꎬ这使得政策问题建构必须在

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中进行ꎮ
　 　 一、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对政策问题建构

的挑战

总体上看ꎬ在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中ꎬ各种

社会存在是简单的、确定的ꎬ进入工业社会后ꎬ则
具有了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ꎮ 大致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开

启ꎬ人类社会逐渐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

确定性的特征ꎮ 在此过程中ꎬ人类所面对的社会

问题也持续地复杂化了ꎮ 其实ꎬ政策问题建构的

主要任务就在于明确特定的社会问题ꎬ并把它转

化为政策问题ꎬ从而使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工

具的运用而得到解决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社会问题

可以看作是政策问题建构所面对的基本现实ꎬ而
政策问题建构则是对这一现实进行认识与界定的

过程ꎮ 因而ꎬ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必然会对政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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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建构产生新的挑战ꎬ提出新的要求ꎮ
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一书中ꎬ张

康之和向玉琼发现ꎬ工业社会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最初是在民主路径中进行的ꎮ 民主理论是把人民

设定为主权的所有者的ꎬ人民也被天然地认为是

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所有者ꎮ 但在实践中ꎬ政策问

题建构权与理论的设定是不一致的ꎮ 为了使民主

的理念得到遵奉ꎬ又要考虑到社会治理是由少数

人通过制定和运用政策进行的这样一个现实ꎬ人
们发明了代议制ꎮ 在代议制的设计中ꎬ人民这个

抽象的概念被转化为了现实的公民ꎬ公民通过选

举的方式将其政策问题建构权转移给代表ꎬ代表

在议会中表达其选民的诉求与意愿ꎬ或其自身关

于普遍利益的观念等ꎬ并在与其他代表的论辩等

互动中形成关于政策问题的共识ꎬ从而完成政策

问题建构ꎮ 张康之和向玉琼认为ꎬ“在政策问题建

构中ꎬ民主的原则、观念以及文化最典型的反映就

是共识追求ꎬ是通过共识的达成而将一项社会问

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ꎬ而且ꎬ政策问题本身也就是

人们关于社会问题的共识ꎮ” [１](Ｐ.２４３) 在社会问题的

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条件下ꎬ代议制民主的政策问

题建构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ꎬ它既是民主的ꎬ又是

合乎社会治理实际需要的ꎮ
然而ꎬ随着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ꎬ政策问

题建构的民主路径逐渐衰落了ꎮ 在讨论政策问题

建构路径的变迁时ꎬ张康之和向玉琼发现ꎬ在工业

社会中ꎬ人们拥有一种依赖于科学知识、技术理性

去认识与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思维习惯ꎬ而且其

合理性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ꎮ 根据张康之和向玉

琼的考察ꎬ“从 １６ 世纪到 １８ 世纪ꎬ科学知识以及技

术理性逐步被应用于制度设计ꎬ从而把社会的发

展置于一个新的平台上ꎬ或者说ꎬ开拓了社会发展

的新空间ꎬ塑造出了今天人们拥有的现代西方社

会生活形态ꎮ” [１](Ｐ.１０６)到了 １９ 世纪中期ꎬ社会问题

的复杂化已经使社会治理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

掌握科学知识、遵循技术理性的专家ꎮ 实际上ꎬ民
主的共识追求、同一性追求也使之往往需要求助

于技术理性ꎮ 但是ꎬ民主过程的政治性意味着ꎬ技
术理性是无法在政策问题建构的民主路径中得到

充分运用的ꎮ 因而ꎬ在社会问题的持续复杂化使

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理性时ꎬ从政治部门

中分化出来的行政部门就在管理精英的推动下成

了政策问题建构的主要部门ꎬ政策问题建构的科

学路径也由此胜出ꎬ而政策问题建构的民主路径

则日益式微ꎮ 在此过程中ꎬ政策问题建构逐渐依

赖于单一的技术理性ꎬ而其他思维形态则受到了

排斥ꎮ
其实ꎬ在政策问题建构从民主路径到科学路

径的变迁过程中ꎬ其同一性追求并未受到动摇ꎬ核
心的变化存在于获取同一性的方式上ꎬ代议制民

主与科学代表了获取同一性的两种途径ꎮ 对于政

策问题建构来说ꎬ同一性追求既是在技术理性的

应用中被确立起来的ꎬ又需要通过技术理性的运

用去加以实现ꎮ 所以ꎬ在同一性追求下ꎬ社会问题

的持续复杂化推动了技术理性的不断发展ꎮ 因

此ꎬ总体上看ꎬ工业社会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是由技

术理性主导的ꎬ是按照技术理性的原则进行设计

和运作的ꎬ这一特征在政策问题建构的科学路径

中显性化ꎮ 在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条件

下ꎬ这种政策问题建构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ꎬ并获

得了显著的成效ꎮ 例如ꎬ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重要

的社会问题能够被发现ꎬ结构化的社会问题能够

得到统一处理ꎬ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也能够通过

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应用而得到认识和解决ꎮ 然

而ꎬ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ꎬ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程度大幅

提升ꎬ既有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这

种新的现实ꎬ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ꎬ“构
建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ꎬ政策分析人

员的失误似乎更多地来自对错误问题的解决ꎬ而
非他 们 对 真 正 的 问 题 找 到 了 错 误 的 解 决

方案ꎮ” [２](Ｐ.１５６)

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所作了的相

关描述和批判中ꎬ我们可以概括出政策问题建构

的科学路径在社会问题复杂化条件下所存在的两

方面问题:首先ꎬ科学追求本身的目的化以及科学

方法所具有的祛魅、分析、抽象等特征使得政策问

题建构总是会脱离现实ꎬ因而ꎬ其所建构的也往往

是虚假的政策问题ꎻ其次ꎬ在虚假政策问题中往往

隐藏了特定的诉求ꎬ政策问题建构被异化为了少

数人实现其特殊目的的工具ꎮ 在此基础上ꎬ我们

试图对既有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在社会问题复杂

化条件下受到的挑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ꎮ 如果说

政策问题建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并把它界定

为政策问题的过程ꎬ那么ꎬ如何认识和界定社会问

题ꎬ就是一个影响政策问题建构效果的关键问题ꎮ
因而ꎬ要把握既有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ꎬ就要把握

其认识与界定社会问题的基本方式ꎮ 其实ꎬ技术

理性是从属于分析性思维的ꎬ既有的政策问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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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式实际上是通过分析性思维去认识和界定社

会问题的ꎮ 因此ꎬ要考察政策问题建构受到的挑

战ꎬ就必须考察分析性思维在认识和界定复杂社

会问题上的适用性与有效性ꎮ
分析性思维倾向于对其认识对象进行孤立

的、静态的考察ꎬ往往通过分析、抽象等方式去寻

找表象背后的普遍性与同一性的实质性内容ꎬ并
在此基础上去为事物确立秩序ꎮ 然而ꎬ复杂社会

问题往往涉及人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持续的互

动ꎬ因而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ꎮ 在持续变化的

过程中ꎬ我们难以把握社会问题中存在的普遍性

与同一性的实质性内容ꎬ因为它们往往是无法抽

象而又性质多变的ꎬ并不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实

质ꎮ 在此情况下ꎬ把握社会问题所涉及的特定关

系及其变化历程和所处情境或许比把握社会问题

的所谓实质性内容更为重要ꎮ 显然ꎬ通过静态的

观察视角和孤立的考察方法ꎬ我们是难以把握复

杂社会问题所涉及的关系及其历史与情境的ꎮ 因

而ꎬ据此形成的认识也必然是片面的、滞后的ꎬ以
这种认识为基础的政策问题建构往往难以反映真

实的社会问题ꎬ更无法在把握人类社会的主题和

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去界定政策问题ꎮ
相对于复杂性来说ꎬ分析性思维在总体上所

具有的是一种简化的认识方式ꎮ “‘经典’科学建

立在下述观念的基础上: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

和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

解ꎮ 因此复杂性是现实的表面现象ꎬ而简单性构

成它的本质ꎮ” [３](Ｐ.２６６) 的确如此ꎬ分析性思维假定

了现实本质的简单性ꎬ而复杂性则只是应当加以

消解的表象ꎬ它可以还原为简单性ꎮ 可见ꎬ分析性

思维实际上只是试图去消解或回避复杂性ꎬ而非

正视它ꎬ所以它也就不能真正把握复杂性ꎮ 实际

上ꎬ复杂性是拒绝还原论的ꎮ “复杂性不是属于现

实 的 现 象 的 泡 沫ꎬ 而 是 属 于 它 的 本 质 本

身ꎮ” [３](Ｐ.２１９)所以ꎬ分析性思维在复杂性面前表现

出了较大的局限性ꎮ 在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较

低时ꎬ通过简化和还原获得的认识结果在脱离现

实的程度上往往较低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政策问

题建构也较为有效而经济ꎮ 然而ꎬ当社会问题具

有了高度复杂性时ꎬ决定论在非线性因果关系面

前就不再有效ꎬ一旦简化和消解了偶然性、随机

性、主观性、无序性、差异等因素ꎬ我们就无法真正

认识现实ꎮ 因而ꎬ高度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直面

表象的复杂性ꎮ 实际上ꎬ“不存在一条在一切环境

条件下都持之有效的法则ꎬ也不存在一个始终可

以诉诸的因素ꎮ” [４](Ｐ.１５５) 作为一种思维与认知方

式ꎬ分析性思维并不是在任何现实条件下都能行

之有效的ꎬ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

转变思维与认知方式的要求ꎬ这意味着既有的政

策问题建构模式也需要得到根本性的变革ꎮ
在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条件下ꎬ既有的政策问

题建构模式不仅难以把握复杂社会问题ꎬ而且往

往使政策问题建构走向异化ꎮ 实际上ꎬ在追求同

一性的同时ꎬ分析性思维主导的政策问题建构也

追求确定性ꎮ 张康之和向玉琼看到ꎬ在工业社会

中ꎬ“社会问题可能是自发的ꎬ也可能是人为制造

的ꎬ但只要它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ꎬ或者说ꎬ只要

它被认为是社会问题ꎬ就是确定性框架中的异质

因素ꎬ就是一种不确定性ꎮ” [１](Ｐ.１８６) 就确定性追求

与同一性追求来看ꎬ工业社会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可理解为一个寻找特定的不确定性中的同一性的

过程ꎮ 然而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ꎬ复杂

性与不确定性反而成为一种社会常态ꎬ确定性追

求越来越显得脱离现实ꎬ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

适应则成了一项现实要求ꎮ 因而ꎬ不确定性不再

总是表现为社会问题ꎬ政策问题建构需要转而关

注那些对人的共生共在构成威胁的因素ꎮ 在此条

件下ꎬ如果政策问题建构保持对确定性的追求ꎬ就
会造成其目标的扭曲ꎬ即把发现真实的社会问题

置换为寻找不确定性ꎮ 目标的扭曲为社会的中心

对其边缘的控制与支配提供了支持ꎬ为政策问题

建构权的异化提供了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社会构成因素的多元化和社

会的差异化ꎬ同一性追求不仅越来越显得不合理ꎬ
而且也越来越难以实现ꎮ “当我们谈论影响深刻

的多元性的时候ꎬ我们指的是ꎬ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并不是同一个东西的各种形态ꎬ而是根本不同的ꎬ
所以不能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们ꎬ也就是

说ꎬ它们是‘不可通约的’ꎮ” [５](Ｐ.４０１)在此条件下ꎬ即
便强行指认出某种形式同一性ꎬ也必然会以排斥

差异和在多元社会构成因素中制造出中心—边缘

结构为代价ꎮ 同时ꎬ即便政策问题建构在理论上

被看作是一个科学的过程ꎬ它在实践上也无法摆

脱主观性与政治性ꎮ 所以ꎬ对道德、价值等因素的

祛除不仅没有使政策问题建构实现“价值中立”ꎬ
反而使政策问题建构失去了应有的道德规范ꎬ因
而更容易走向异化ꎮ 在此情况下ꎬ技术专家与政

治家的合谋使同一性追求转化为了对差异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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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ꎬ政策问题建构因而成了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工

具ꎬ以至于在现实中ꎬ大量的虚假政策问题都存在

着故意制造的成分ꎮ 可见ꎬ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已

经向我们提出了对既有政策问题建构模式做出根

本性变革的迫切要求ꎮ
　 　 二、反思工业社会中的政策问题建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政策问题建构的科学路

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ꎮ 张康之和向玉琼发

现ꎬ“在对政策分析的反思和声讨中ꎬ人们开始意

识到ꎬ政策分析应该在政治背景中进行ꎬ政治因素

应当 在 政 策 问 题 建 构 过 程 中 得 到 充 分 的 重

视ꎮ” [１](Ｐ.２２４)在此基础上ꎬ民主观念也被重新引入

政策问题建构中ꎮ 到了 ２０ 世纪后期ꎬ民主行政的

理想逐渐转化为了参与治理的现实行动ꎬ人们对

民主的关注逐渐从制度层面转向行动层面ꎬ民主

的可操作性成为关注的重点ꎮ 在此背景下ꎬ公众

参与政策问题建构成为这一反思的主要结论ꎮ 人

们相信ꎬ公众参与能够还原政策问题建构的政治

属性ꎬ使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技术理性从属于民主

价值ꎮ 因而ꎬ对于政策问题建构来说ꎬ公众参与方

案的提出既是对民主路径与科学路径进行双重反

思的结果ꎬ也反映了一种对两者进行变革与整合

的努力ꎮ
然而ꎬ近些年来ꎬ公众参与的实践告诉我们ꎬ

这一方案并没有使政策问题建构摆脱困境ꎬ反而

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ꎮ 显然ꎬ并非所有政策问题

建构都适合引入公众参与ꎬ因而需要明确公众参

与的适宜范围与恰当形式ꎮ 托马斯( Ｊｏｈｎ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认为ꎬ“为了促使公民参与优势最大化和

风险最小化ꎬ需要引入随机性的理论观点ꎬ即将公

民参与视为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不同参与程度ꎬ
采取不同参与形式的过程ꎮ” [６](Ｐ.２８) 就公众参与的

实现来说ꎬ随机性的理论观点是具有一定合理性

的ꎬ不过ꎬ它需要政府去加以落实ꎮ “因此ꎬ政府的

任务就是平衡及时决策的需要和参与的需要ꎬ同
时制定出采纳未来参与者提出的相关意见的标

准ꎮ” [７](Ｐ.４８)这样一来ꎬ我们就清楚地看到ꎬ由技术

专家主导的政府在公众参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ꎬ
不仅参与的过程是由政府主导的ꎬ而且参与的范

围、形式和标准也是由政府确定的ꎬ甚至连是否需

要参与也是由政府决定的ꎮ 在此情况下ꎬ政策问

题建构的科学路径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

摇ꎬ而公众参与反而成了为技术专家的政策问题

建构提供合法性的工具ꎮ

可见ꎬ公众参与并没有为社会问题复杂化条

件下的政策问题建构困境找到出路ꎮ 相反ꎬ在公

众参与方案中ꎬ“对于政府而言ꎬ可能唯一有助于

其做出复杂困难的决策的方法是限制参与ꎬ而不

是鼓励参与” [７](Ｐ.４８) 在实践中ꎬ公众参与方案的理

论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ꎬ实际上也无法实现ꎮ 因

为ꎬ正如张康之和向玉琼所深刻指出的ꎬ“公众参

与运动仍然没有改变政策过程背后的治理结构ꎬ
更未触动既有的社会结构ꎮ 所以ꎬ并未在政策问

题建构方面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实现民主

化ꎮ” [１](Ｐ.２１７)可见ꎬ公众参与方案所意味着的只是

行动层面上的变革ꎬ并未触动既有社会治理体系

的结构及其基本构成ꎮ 其实ꎬ如果既有的官僚制

组织模式、民主治理框架以及社会的中心—边缘

结构等行动赖以进行的社会设置没有得到改变的

话ꎬ那么ꎬ行动上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ꎮ 公众参与

的方案恰恰是以对既有政治体制和既有社会治理

模式的基本认同为前提的ꎬ这决定了其所能带来

的积极变革必然是有限的ꎮ 所以ꎬ公众参与方案

所代表的只是一种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对既

有的政策问题建构路径进行补充性修改的努力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它并不是直接基于社会问题复杂

化的现实而提出的ꎬ也无法应对社会问题复杂化

的挑战ꎮ
实际上ꎬ公众参与方案即便在行动层面上也

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变革要求ꎬ因而ꎬ结构层面上的

根本性变革对它来说或许是不必要的ꎮ 然而ꎬ当
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已经要求政策问题建构模式做

出根本性的变革时ꎬ我们就不得不对既有社会治

理体系的结构进行反思ꎮ 总体上看ꎬ人类社会及

其社会治理体系在农业社会阶段拥有的是一种等

级结构ꎬ在工业社会阶段则拥有了一种中心 边

缘结构ꎬ这两种结构都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的基

础上的ꎬ也都反映了一种不平等关系ꎮ 虽然相比

于等级结构ꎬ中心—边缘结构在平等追求的基础

上拥有了一种形式平等的特征ꎬ但是ꎬ在中心与边

缘之间仍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ꎮ 可见ꎬ如
果不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治理体系乃至整个社会所

具有的中心—边缘结构ꎬ那么ꎬ政策问题建构就会

继续成为中心支配、排斥边缘的工具ꎮ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ꎬ哲学总是围绕着诸如

真 /假、确定的 /隐喻的、实在的 /虚构的、经验的 /
先验的、观察的 /理论的、事实 /价值、严肃的 /非严

肃的、客观的 /主观的等等无数对立来建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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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而第一项总是先于、支配第二项ꎮ” [８](Ｐ.１４５) 从

思维方式上来看ꎬ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

立逻辑中ꎬ人类为世界建构了普遍的不平等关系ꎮ
在工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性思维并未走

出二元对立的逻辑ꎬ它对形式同一性的追求以及

对差异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心—边缘结构的

形成提供了动力ꎮ 如果说只有在承认差异、建立

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瓦解社会的中

心—边缘结构的话ꎬ那么ꎬ我们就必须走出形而上

学和分析性思维的窠臼ꎮ 同时ꎬ在工业社会的治

理体系中ꎬ也可以识别出社会治理的主—客体结

构和社会治理主体内部的官僚制组织结构ꎮ 实际

上ꎬ它们都是根据认识论的逻辑和技术理性、工具

理性的原则加以建构的ꎬ也支持那些符合认识论

逻辑或表现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行动ꎬ而排斥

其他行动ꎮ 所以ꎬ公众参与方案试图引入的价值

理性与政治实践理性等不仅仅是被处于中心的技

术专家等人所排斥的ꎬ更是被既有的结构及其思

维与理性基础所排斥的ꎮ 可见ꎬ这些结构既为技

术理性主导的政策问题建构提供了基础ꎬ也成了

其变革的障碍ꎬ而要解构既有的社会治理结构ꎬ就
要同时改变其思维与理性基础ꎮ

近些年来ꎬ在公众参与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非

政府组织等社会自治力量已经使既有的社会治理

体系及其结构受到了冲击ꎮ 不过ꎬ张康之和向玉

琼看到ꎬ“既有的社会中心—边缘结构则是制度化

的ꎬ是由制度来保障的ꎮ” [１](Ｐ.２３６) 除了保障既有的

社会结构之外ꎬ民主制度本身也阻碍了政策问题

建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ꎮ 其实ꎬ近代以

来的社会治理拥有的是一种制度主义的逻辑ꎬ几
乎所有行动都被要求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并受到

制度的规范ꎮ 所以ꎬ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ꎬ整个社

会治理都无法摆脱对同一性的追求ꎬ政策问题建

构也就无法摆脱对分析性思维和技术理性的依

赖ꎮ “可以设想ꎬ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条件下的行动而言ꎬ面对具体问题的共识和共享

理念要高于制度ꎬ人们往往是基于这些共识和共

享理念而不是制度来开展行动ꎮ” [１](Ｐ.２３６) 这说明ꎬ
张康之和向玉琼已经认识到ꎬ高度复杂性和高度

不确定性的条件已经对制度主义的社会治理提出

了挑战ꎮ
在此基础上ꎬ我们认识到ꎬ制度主义的社会治

理实际上也是与分析性思维相联系的ꎬ当高度复

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要求我们转变分析性思维

时ꎬ制度主义的社会治理也同时受到了冲击ꎮ 在

工业社会中ꎬ人们把一系列普遍性的社会设置放

置在所有个人之上ꎬ并将其作为社会治理和社会

活动的最终依据ꎮ 这些普遍性的设置包括宪法、
法律、法规、政策等ꎬ它们构成了工业社会制度体

系的主要内容ꎮ 可见ꎬ制度主义的社会治理把抽

象性、普遍性放置在了具体性、特殊性之上ꎬ这充

分反映了分析性思维的特征ꎮ 从内容上来看ꎬ制
度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共识ꎬ人们在这种

共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ꎬ而政府则需要促进这种

共识向行动转变ꎮ 也就是说ꎬ制度主义的社会治

理遵循的是从认识到行动的认识论逻辑ꎬ正因为

制度、法律、政策等认识上的共识被认为是行动的

基础ꎬ所以它们也被认为应当先于行动ꎮ 可见ꎬ不
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ꎬ制度主义的社

会治理都是与分析性思维相联系的ꎮ 在高度复杂

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ꎬ具体的行动相对于

抽象的制度具有了优先性ꎬ而且ꎬ认识与行动之间

的关系也需要得到重新思考ꎬ至少我们不能再用

过去的认识去对未来的行动做出过多的限定ꎮ 这

不仅意味着社会治理需要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

义ꎬ而且意味着我们需要转变社会治理中的思维

与认知方式ꎮ
可见ꎬ要应对社会问题复杂化所带来的挑战ꎬ

就必须在根本上实现既有社会治理体系的总体性

变革ꎬ政策问题建构的变革是包含在这种总体性

变革之中的ꎮ 其中ꎬ思维方式的变革尤为关键ꎮ
实际上ꎬ分析性思维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本

身是错误的ꎬ而在于人们把它当作了唯一正确的

思维形态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由分析性思维主导的

政策问题建构与社会治理总是无法处理好科学与

民主间的关系ꎮ 正如欧克肖特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ｓｅｐｈ
Ｏａｃｋｅｓｈｏｔｔ)所看到的ꎬ“很少人比帕斯卡更确定地

发现ꎬ理性主义的意义不是它承认技术知识ꎬ而是

它没有承认任何别的知识:它的哲学错误在于它

给予技术的确定性和它技术霸权的教条ꎻ它的实

践错误在于它相信使行为变成自觉意识只会有好

处而没有坏处ꎮ” [９](Ｐ.２０)也就是说ꎬ人类实践所需要

的知识是多种多样的ꎬ而生产知识的思维方式事

实上也并非唯一ꎮ 然而ꎬ由于技术知识被看作一

种真理性的知识ꎬ理性主义因而也只承认一种知

识生产方式ꎮ “由于对象决定方法ꎬ传统哲学对唯

一的终极真理的信仰决定了他们对‘唯一正确方

法’的迷恋ꎮ 现在随着‘绝对真理’偶像的倒塌ꎬ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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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绝对真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破落了ꎮ 在

此之后ꎬ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的多元主义真理观

和多元主义方法论ꎮ” [８](Ｐ.２０８) 在后结构主义、后现

代主义等的批判下ꎬ分析性思维在很多人那里已

经不再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ꎮ
然而ꎬ我们也并不认为在某一现实面前任何

思维方式都是适用的ꎮ 实际上ꎬ把分析性思维当

作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做法忽视了思维方式与

现实之间的关系ꎮ 我们看到ꎬ工业社会在总体上

具有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特征ꎬ各领域

之间也相对封闭ꎮ 在此条件下ꎬ倾向于静态地、孤
立地考察其对象的分析性思维对现实具有一定的

适用性ꎬ因而也发展成了工业社会中的主导思维

方式ꎬ并获得了良好的认识效果ꎮ 然而ꎬ２０ 世纪后

期以来ꎬ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ꎬ分析性思维逐渐陷

入了困境ꎮ “事实上ꎬ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

确定性条件下ꎬ认识论为我们设定的既有认识和

把握客观世界的程式ꎬ已经无法达致过往曾经给

予我们的认识效果ꎮ 这就决定了ꎬ我们不能囿于

分析性思维规划的认识路线ꎬ而是需要在符号学

既有的探索基础上ꎬ 去发展出一种相似性思

维ꎮ” [１０]可见ꎬ面对不同的现实ꎬ我们需要不同的思

维与认知方式ꎮ 当我们的社会在总体上呈现出高

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ꎬ我们需要发

展出一种相似性思维以作为主导的思维与认知方

式ꎬ以至于政策问题建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都

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重建ꎮ
　 　 三、在合作行动中进行政策问题建构

在反思工业社会及其治理的过程中ꎬ张康之

教授认识到ꎬ近代以来ꎬ人们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

式中把社会理解为了一个静态的、实体性的存在ꎮ
“正是因为人们把社会看成了一个实体性的存在ꎬ
所以ꎬ一直希望为社会建构寻找到一个原初的起

点ꎬ从而找到了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ꎮ” [１１](Ｐ.８) 然

而ꎬ我们在现实中却看到ꎬ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各

种社会关系并进行着各种互动的ꎬ社会也并非静

态的、实体性的存在ꎮ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

中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加凸显ꎬ社会也更

加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ꎬ因而也更加需要在系统

的、动态的意义上加以把握ꎮ 这要求我们走出形

而上学和分析性思维去把握人与社会及其关系ꎮ
“实际上ꎬ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ꎬ而
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ꎬ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

动之中的ꎮ” [１１](ＰＰ.８－９)作为人的生活与活动空间ꎬ社

会是在人的共同行动中得到不断建构的ꎮ 因此ꎬ
张康之教授认为ꎬ社会实际上是存在于人的共同

行动过程之中的ꎬ是人的行动的形式ꎮ
由于分析性思维难以把握人与人之间复杂

的、不断变动的关系ꎬ所以ꎬ在工业社会中ꎬ人被看

作是相互孤立的ꎬ社会则既是由人所构成的ꎬ又是

与人相分离的ꎬ因而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一种实

体性的存在ꎮ 在此基础上ꎬ人们总是试图在整体

层面上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ꎬ为它制定发展目标ꎬ
也在整体性的意义上对它进行治理ꎮ 然而ꎬ由于

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人与社会之间的分离ꎬ这种理

性设计往往脱离了个人的实际发展需要ꎬ从而使

各种社会设置成为压迫人的力量ꎮ 同时ꎬ社会治

理者关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也往往会脱离个人所面

对的具体问题ꎬ这在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条件下越

来越明显ꎮ 可见ꎬ由于建立在错误的关于人与社

会及其关系的观念基础上ꎬ工业社会的建构虽然

以人为出发点ꎬ但最终走向了对人的压制ꎮ 然而ꎬ
一旦在动态意义上把握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
认识到了社会是人的生活与活动空间ꎬ我们就会

把关注点转移到人的行动上ꎮ 实际上ꎬ社会问题

也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ꎬ相反ꎬ它是由人的行动

所引发和制造的ꎬ也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加以解

决ꎮ 在此基础上ꎬ社会治理也就会被理解为一种

建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行动ꎮ 在全球化、后
工业化的背景下ꎬ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于ꎬ
如何为社会及其治理建立一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

现实的共同行动模式ꎮ
正如张康之教授所看到的ꎬ“我们的社会中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ꎬ但是ꎬ在所有的问题中ꎬ人
的共生共在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社会主题” [１１](Ｐ.１)ꎮ
实际上ꎬ当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ꎬ
而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时候ꎬ就不难认识到人

的共生共在ꎮ 然而ꎬ在分析性思维中ꎬ人们却是无

法认识甚至无法容纳人的共生共在的ꎮ 在高度复

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ꎬ人类的整体性生

存压力陡增ꎬ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

面对的主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包括政策问题建构

在内的社会治理行动也必须要以人的共生共在为

目标ꎬ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行动模式ꎮ “在全球化、
后工业化背景中ꎬ人的行动既受社会的高度复杂

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规定ꎬ也受人的共生共在的

目的性所界定ꎮ 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要求ꎬ唯一的

选项就是合作行动ꎮ” [１１](Ｐ.１７８) 张康之和向玉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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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要实现人的共生共在ꎬ政策问题建构就需要在

合作行动中进行ꎮ 而且ꎬ在寻找政策问题建构的

趋势时ꎬ他们也发现ꎬ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ꎬ非政府组

织的兴起与网络空间的发展等已经使社会治理显

露出了走向合作的某些端倪ꎬ也使政策问题建构

的中心—边缘结构呈现出了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趋

势ꎮ 在此基础上ꎬ张康之和向玉琼预测到未来的

政策问题建构将在合作行动中进行ꎮ 就目前来

看ꎬ社会治理中的合作迹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

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条件下自发出现的ꎮ 然而ꎬ由
于把握住了人的共生共在的时代主题ꎬ张康之和

向玉琼提出了自觉地走向政策问题建构的合作模

式的要求ꎮ
在工业社会中ꎬ政策问题建构是由单一的主

体承担的ꎬ这一主体无法逐一考察大量而多样的

社会问题ꎬ因而只能对它们进行统一处理ꎮ 在此

条件下ꎬ往往只有那些结构化的社会问题才能得

到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关注ꎬ并有机会转化为政

策问题ꎮ 随着社会问题的复杂化ꎬ越来越多的社

会问题表现出迅速变动的特征ꎬ因而难以实现结

构化ꎮ 所以ꎬ有机会转化为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

就显得十分有限ꎬ同时ꎬ政策问题建构者的注意力

则成为一种稀缺资源ꎬ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通过各

种方式去进行争夺ꎮ 实际上ꎬ在人的共生共在的

主题下ꎬ每个人都需要投入到行动中来ꎬ人们既不

能逃避自己的社会治理责任ꎬ也不能阻止他人对

社会治理活动的参与ꎮ 当每个人都成为社会治理

的行动者时ꎬ政策问题建构的注意力资源就会丰

富起来ꎮ 因而ꎬ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都会得到

关注ꎬ都会得到是否应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考量ꎮ
在此条件下ꎬ由于政府需要更多地为其他社会治

理者提供服务和引导ꎬ更多地关注那些长远的和

宏观的事务ꎬ而非直接处理具体的社会问题ꎬ所
以ꎬ其政策问题建构的主要内容也会发生变化ꎮ
当然ꎬ我们也相信ꎬ只有在相互承认、相互包容的

基础上ꎬ或者说ꎬ只有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

作ꎬ人们才愿意积极地参与到行动中来ꎮ
在由分析性思维主导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

中ꎬ政策问题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了主体对

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揭示的过程ꎮ 因而ꎬ政
策问题建构必须如实地反映真实的社会问题ꎬ以
便于人们根据客观现实提出的要求去制定政策ꎮ
所以ꎬ政策问题建构成了一项科学认识活动ꎬ人们

是否参与也往往需要根据它是否有助于科学认识

而定ꎮ 然而ꎬ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条

件下ꎬ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变得不再可能ꎮ “这
样一来ꎬ也就无法从‘是’中推导出‘应当’ꎬ反而直

接摆在人面前的就是一个‘应当’与‘不应当’的问

题ꎮ” [１０]当我们对“应当”的考虑优先于对“是”的
考虑时ꎬ就不仅还原了政策问题建构的政治属性ꎬ
而且发掘了政策问题建构的道德属性ꎮ 在对“是”
的追求中ꎬ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祛除了道德因素ꎬ
从而使人成为一种抽象的工具而丧失了完整性ꎬ
也使政策问题建构失去了道德关怀和对人类命运

的应有关注ꎮ 相反ꎬ在关于“应当”与“不应当”的
道德思考中ꎬ行动者能够逐渐实现道德自觉ꎬ并在

此基础上与其他行动者建立一种伦理关系ꎮ 在伦

理价值的支持下ꎬ人们会逐渐形成对人的共生共

在的深刻理解ꎬ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行动中自觉

地走向合作ꎬ并把那些不利于人的共生共在的因

素建构为政策问题ꎮ 实际上ꎬ也只有恢复了道德

属性的完整的人ꎬ才能在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问

题时积极主动地做出随机选择和灵活反应ꎮ
在对近代认识论的反思中ꎬ人们也发现ꎬ现实

并不是直接呈现给我们的ꎬ对现实的认识无法脱

离符号ꎮ 在符号学的视野中ꎬ张康之和向玉琼看

到ꎬ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ꎬ高频流动的符号已经与客

观现实相分离ꎬ这使人们无法通过控制符号而控

制政策问题建构ꎬ一切权威的基础都将被摧毁ꎮ
“这样一来ꎬ政策问题建构将不再是一个在宏大的

符号体系中建构理性符号的过程ꎬ而是由多元化

的行动者赋予符号以意义的过程ꎮ” [１](Ｐ.２３６) 也就是

说ꎬ当意义丧失了客观依据时ꎬ每个人都可以为符

号赋予特定的意义ꎬ以至于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

到ꎬ“事实上ꎬ是权欲给予人们和制度这样的想法:
他们能代表别人说话并超越异己” [１２](Ｐ.２)ꎮ 因而ꎬ
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去为符号赋予意义ꎬ政策

问题建构将会成为一个具有充分开放性的主观建

构过程ꎮ 当然ꎬ要实现政策问题建构并解决社会

问题ꎬ就必须形成共同行动ꎬ这就要求行动者具有

相同或相近的意向性ꎮ 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活动

中ꎬ这种相同的意向性是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

霸权地位及其内在标准的单一性基础上确立的ꎬ
也是在中心对边缘的支配与控制中形成的ꎮ 现

在ꎬ这种形成共同行动的方式已经失去了基础ꎬ人
们只能在相互承认、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去形成共

同行动的一致意向性ꎮ
当然ꎬ我们并不是要求政策问题建构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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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与符号而忽略“是”与现实ꎬ因为这同样是

一种片面的、简化的观点ꎮ 实际上ꎬ在社会问题复

杂化的条件下ꎬ我们对“应当”的思考、对意义的赋

予都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根据具体的现实而做

出ꎬ它们是无法完全分离的ꎮ “复杂性是不可简化

的ꎮ 这正是从系统范式中推论出来的东西ꎮ 它之

所以复杂ꎬ因为它迫使我们把在简化 /化归的原则

的框架内互相排斥的概念连接起来” [３](Ｐ.２１９)

所以ꎬ在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条件下ꎬ行动者需要在

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运用一种能够把握总体性的

思维方式ꎮ 张康之教授认为ꎬ“在相似性思维中ꎬ
想象、类比、比喻等必然包含着主体所在的情境ꎬ
诸如他们生活的气候、生存条件、情感、心境和感

官体验等ꎬ都会发挥作用ꎮ 所以ꎬ相似性思维是包

含着总体性思维ꎬ它不会刻意剔除那些与人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因素ꎮ” [１０] 可见ꎬ政策问题建构的合

作模式既需要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

正的理解和正确的建构ꎬ也需要求助于相似性思

维才能适应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ꎮ
因而ꎬ我们认为ꎬ政策问题建构的合作模式应当是

由相似性思维主导的ꎬ它与既有政策问题建构模

式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其行动的出发点、目标和模

式上ꎬ还体现在其主导的思维方式上ꎮ
实际上ꎬ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总体性

的变革运动ꎬ某一方面或层面的变革既会要求其

他方面或层面的变革ꎬ也会引起其他方面或层面

的变革ꎮ 对于政策问题建构来说ꎬ行动模式的变

革和思维方式的变革都从属于社会问题复杂化的

现实所提出的总体性变革要求ꎬ两者是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ꎮ 例如ꎬ人们会在合作行动中获得新

的经验ꎬ并在此基础上积累起新的知识、建构起新

的知识体系ꎬ从而为思维方式的变革提供基础和

动力ꎮ 欧克肖特在批判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时发

现ꎬ政治活动中不仅存在着技术知识ꎬ还存在着实

践知识ꎮ 而且ꎬ“技术知识在教与学这两个字最简

单的意义上可以教与学ꎮ 另一方面ꎬ实践知识既

不能教ꎬ也不能学ꎬ而只能传授和习得ꎮ 它只存在

于实践中” [９](Ｐ.１０) 在分析性思维中ꎬ技术知识

被认为是可以脱离开经验而得到建构的ꎬ所以也

能够脱离具体的实践而得到传播ꎬ并在理论发展

中得到积累ꎮ 因而ꎬ技术知识也主要由专家进行

生产ꎬ并往往由专家所掌握和控制ꎮ 实际上ꎬ知识

不仅难以脱离开经验而得到建构ꎬ反而需要在实

践中加以积累ꎮ 而且ꎬ合作行动会更多地表现出

对实践知识的需要ꎬ既有的技术知识也需要经过

转化才能运用于合作行动中ꎮ 在此条件下ꎬ每个

行动者都会在行动中不断改善和调整其自身的知

识结构ꎬ以至于人们虽然会在具体的行动中因为

知识结构的差异而扮演不同的角色ꎬ却不会分化

出一个专家群体ꎮ 这种对新的知识的生产不仅提

出了转变思维方式的要求ꎬ而且为思维方式的转

变提供了基础ꎮ 总体上看ꎬ«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

史演进»一书对政策问题建构的发展趋势的判断

是基于现实而做出的ꎬ要应对社会问题复杂化带

来的挑战ꎬ我们就需要自觉地走向政策问题建构

的合作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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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研究
∗

宋 卫 佳　 张 仲 涛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８００)

　 　 [摘　 要] 　 大数据时代ꎬ日益复杂的网络传播环境ꎬ给政府的舆论公关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ꎬ传统

的政府公关方式已无法有效应对现下的网络舆论空间生态ꎮ 大数据和新媒体的发展融合为新时期政府公关工作

创造了新的条件和可能ꎮ 当前ꎬ政府在转变公关理念、完善不足的同时ꎬ还应挖掘大数据资源ꎬ及时掌握舆情动

态ꎬ结合新媒体优势ꎬ创新政府公关方式ꎬ倡导社会舆论多元共治模式ꎮ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ꎻ　 新媒体ꎻ　 政府舆论ꎻ　 政府危机公关能力ꎻ　 建设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４－０６

　 　 众所周知ꎬ“舆情是政府执政能力的晴雨表”
“它们对社会的间接控制比教会或国家通过威胁

制裁所进行的正式约束要有效地多” [１](Ｐ.１０９)ꎬ而以

“草根力量”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之

间的话语权争夺ꎬ更是成为当下政府舆论公关工

作的重中之重ꎮ
大数据时代ꎬ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以及传播

的广泛性和高速性ꎬ极易引发网络社会和现实社

会的“群体极化反应”ꎮ 如 ２０１５ 年的“广东漳州

ＰＸ 事件”、２０１６ 年的“北京雷洋事件”以及 ２０１７ 年

初的“云南丽江女游客被打事件”等ꎬ严重影响和

损害了政府形象ꎮ 在当下这个千变万化、日趋复

杂的网络舆论生态中ꎬ冲突事件在“风险社会”与

“媒介化社会”的交织作用下ꎬ风险的客观实在性

与媒介建构性之间的二元张力ꎬ使得弱势群体(社
会困难群体)在博弈过程中固化甚至极化对风险

的心理期待[２]ꎬ再加上政府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不

够及时ꎬ许多地方的老百姓甚至出现了“仇富”和

“仇官”心理ꎮ 当危机事件发生时ꎬ许多人的第一

反应除了对事件本身询问和质疑之外ꎬ更多的是

“不自觉地” 对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带有“有色眼

镜”ꎬ给政府公关工作造成很大的阻力和压力ꎮ
据第 ４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７.５１
亿ꎬ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ꎬ互联网普及率为

５４.３％ꎻ手机网民规模达 ７.２４ 亿ꎬ较 ２０１６ 年底增加

２８３０ 万人①ꎮ 随着我国互联网进入稳健发展期以

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ꎬ如何做好新时期政府舆论

公关工作ꎬ彰显政府影响力和公信力ꎬ就显得尤为

迫切和重要ꎮ
　 　 一、大数据时代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

的新机遇
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否迅速反应、及时处

理并对公众的疑问做出回应成为衡量政府职能、
考核政府行政效率的重要指标ꎮ 随着大数据舆情

监测站的陆续成立和完善ꎬ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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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数据会为政府公关工作带来诸多裨益ꎮ
　 　 １.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平台成为政府危机

公关的新渠道

信息化时代ꎬ虽然传统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
宣传引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ꎬ但不可

否认当下传统媒体的“主场优势”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冲击和挑战ꎮ 大数据时代ꎬ舆论危机的生成具

有突发性、紧急性、公共性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等特

点ꎬ传播渠道也日趋向以“两微一端”(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为代表的多样化态势发展ꎮ 当下以

“两微一端”为代表的移动 ＡＰＰ 成为舆论发布、传
播、扩散的重要路径ꎬ在传播速度、受众广度、互动

深度等方面ꎬ传统媒体都是不能与之匹敌的ꎮ 以

２０１６ 年新浪微博热搜十大社会时事热点排名第一

的“南海仲裁结果”为例ꎬ“南海仲裁”当日微博搜

索指数突破 ３０９ 万的峰值ꎬ而由＠ 共青团福建省委

发起的＃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话题则引发网友的接

力ꎬ产生了 ６５ 亿的阅读量和 ８７８ 万的讨论ꎬ形成了

强大的舆论声量①ꎮ 另外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

新媒体平台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ꎬ从而真

正意义上实现点对点、点对多、多对多的多维度空

间互动的情景ꎮ 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充分意识到新

媒体舆论公关的重要作用ꎬ积极、主动、灵活地使

用新媒体ꎬ畅通舆论公关新渠道ꎬ让新媒体为政府

公关创造更多价值ꎮ
　 　 ２.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政府舆情监测预

防ꎬ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２０１５ 年ꎬ国务院在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

和应用ꎬ强化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ꎬ建立网络安全

信息共享机制ꎬ通过大数据分析ꎬ对网络安全重大

事件进行预警、研判和应对指挥ꎮ 近年来ꎬ我国积

极推进国家智库建设ꎬ许多机构和高校陆续建立

大数据舆情监测中心ꎬ有些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ꎬ
比如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室、新华网的舆情在线、中
国人民大学的舆论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的网络

舆情研究所等ꎬ为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提供了

契机和保障ꎮ 新时期ꎬ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等多种新技术对突发事件进行事

前预测、事中监督、事后处置ꎬ全程全方位掌控整

个事件的危害程度、风险损失、舆情导向ꎬ将突发

性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３]ꎮ 例如ꎬ运用大数

据技术ꎬ采集与重大洪涝灾害事件相关的数据成

立突发事件信息库ꎻ然后根据事件的时空分布、灾
情预警级别和次生灾害情况以及演练场景设置参

数ꎻ最后以仿真技术为纽带ꎬ形成事件、部门、主体

等集成的应急融合平台ꎬ为洪涝灾害突发事件提

供预警和应急管理服务[４](ＰＰ.１１３－１１４)ꎬ从而将灾情损

失降到最小化ꎬ切实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ꎮ
　 　 ３.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政府监控舆论态

势ꎬ掌握公关主动权

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ꎬ在社会发展中既

起着社会监督、利益表达、舆论宣传等积极作用ꎬ
同时也存在着对公共权力的挑衅、丑化、恶搞政府

等消极行为ꎮ 政府面对舆论危机ꎬ既要看到舆论

消极的一面ꎬ也要看到舆论积极的一面ꎬ要善于转

“危”为“机”ꎮ 运用大数据技术ꎬ能够帮助我们找

出事件传播的信息源(发布者)、传播渠道(媒介)
以及主要参与者(包括转发者、评论者)等ꎮ 政府

可以借助大数据舆情监测技术ꎬ预防、监测、响应

和模拟危机事件ꎬ建立相应的专项工作组(见表

１)ꎬ将危机事件中的争论及时对外发布ꎬ解答公众

疑惑ꎬ抢占公关主导权ꎬ必要时可以多种方式方法

并用ꎬ既发挥传统媒体的主场优势ꎬ又施展新媒体

的积极作用ꎬ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ꎬ
进行“微直播”“微访谈”ꎮ 例如在深圳“５２６”交
通事故发生后ꎬ“＠ 深圳交警”不仅第一时间发出

数条微博ꎬ还举行了微访谈ꎬ就网友关注的事故的

诸多疑点一一进行在线解答ꎬ此外ꎬ还会同有关部

门召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ꎬ及时通报事故调查进

展ꎬ较好地化解了民众的疑惑ꎬ抢回了舆论的主

动权[５](Ｐ.４７)ꎮ
表 １　 大数据舆情监测四个阶段及其对应的工作组

阶段 职能 相应的工作组

第一阶段:预防 预防舆情生成 预防应对小组

第二阶段:监测 监察舆情走势 态势监测小组

第三阶段:响应 防止舆情蔓延 应急公关小组

第四阶段:仿真 建立舆情智库 模拟仿真小组

　 　 ４.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政府了解公众诉

求ꎬ清晰精准地引导舆情

伴随着网络舆情日趋普遍化和常态化ꎬ基于

网络技术的新媒体和各类信息交流平台ꎬ使得网

络虚拟社会演变为现实社会的镜像ꎬ通过大数据

分析ꎬ可以了解大众的意见诉求、生存痕迹乃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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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变化[６]ꎬ帮助政府清晰精准地了解公众的诉求ꎬ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ꎮ 伴随着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新兴网络技术的

成熟和应用ꎬ“通过对规模性、快速性、高价性以及

多样性的大数据资源进行实时感知、智能分析、预
测未来趋势、优化决策流程ꎬ辅助决策者更科学有

效地决策和行动” [７]ꎬ切实地让数据决策服务于

民ꎬ惠及于民ꎮ 此外ꎬ大数据可以科学化、系统化

地监测、研判和分析网民情绪并进行舆情预警分

析处理ꎬ帮助政府预测舆情ꎬ“将碎片化的数据信

息关联起来ꎬ通过大数据技术将网络空间中数据

信息绘制成一个可视化的社会景观” [８]ꎬ政府只有

清晰准确地了解公众的诉求和心理变化ꎬ获取正

确的网络舆情信息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ꎬ精准地

引导舆情的发展ꎬ并及时地与公众进行有效互动ꎬ
力争赢得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ꎮ
　 　 二、大数据时代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

　 　 １.政府公关人员的素养缺失是政府危机

公关能力建设的首要问题

大数据时代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国

际环境ꎬ网络上的一点儿“风吹草动”ꎬ都有可能引

起“蝴蝶效应”ꎮ 前不久ꎬ南方周末发布的一篇题

为«刺杀辱母者»的新闻报道掀起了全民舆论的热

潮ꎬ在网易新闻上有 ２００ 多万的跟帖评论和转发ꎮ
于欢在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是否公道? 执勤人员

是否失职? 案件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等等ꎬ一时

间群情愤怒ꎬ质疑声四起ꎮ 而在舆论热潮尚未冷

却之时ꎬ该地方某官方微博平台竟发了一张“毛驴

怼大巴”的图片ꎬ并配文:世间多奇葩ꎬ毛驴怼大

巴ꎬ语气狂傲、态度蛮横ꎮ 这一行为深深地伤害了

公众的感情和自尊ꎬ不仅没有为事件降温疏导ꎬ反
而促使事件的负效应进一步发酵ꎮ 政府部门在面

对舆论质疑时表现出的拖延、慌乱、强硬、“蛮横”
等行为ꎬ无疑会使得民众逐渐丧失对政府的信任ꎬ
从而抵触和排斥政府ꎮ 政府在化解舆情危机时ꎬ
既要避免出现沉默滞后的状况ꎬ也要避免先消极

懈怠、后大动干戈的被动局面ꎮ “毛驴怼大巴”事

件反映某些地方政府不仅在危机公关的方式方法

上存在问题ꎬ在公关人员的专业素质能力方面也

存在诸多不足和欠缺ꎮ
　 　 ２.信息能否及时公开成为政府危机公关

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

近些年来ꎬ各种突发性事件频发ꎬ给国家、社

会和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ꎮ 政府在处

理应对突发性事件时ꎬ相关信息能否及时公开成

为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环节ꎮ 同时ꎬ网络传播

又融合了网民不同的言论、观点和思想ꎬ如果政府

信息公开环节处理不好ꎬ难免会“落人以口舌”ꎬ长
年累月ꎬ政府将会跌入“塔西佗陷阱”之中ꎮ 在当

前的互联网事件中ꎬ我们可以看到ꎬ只要事件当事

方涉及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和管办机构ꎬ无论涉

事人员是以个人身份还是职务身份ꎬ无论是否有

理ꎬ都会被刻上“公共权力滥用”的帽子[９](Ｐ.２６)ꎬ这
种现象无疑是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表现ꎮ 面对突

发事件并化解舆论危机ꎬ政府最重要也最直接做

的事就是要及时将信息公开ꎬ告诉公众“发生了什

么”“事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事件后续状况

如何”等ꎬ从而消除公众的质疑ꎮ 信息公开不仅需

要传统媒体发挥“主场作用”ꎬ也需要新媒体平台

的“鼎力相助”ꎬ两者相辅相成ꎬ共同为政府公关工

作“添砖加瓦”ꎮ 全方位重塑政府公信力ꎬ归根结

底是要塑造人民做主的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经
得起人民问责的政府ꎬ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

就是真相ꎬ唯有开诚布公、公开透明ꎬ政府公信力

才能伴着阳光不断成长[１０]ꎮ
　 　 ３.舆情数据的挖掘利用成为政府危机公

关能力建设的技术难题

大数据时代ꎬ信息数据急剧膨胀ꎬ面对繁多复

杂的数据ꎬ如何在海量化数据中准确地挖掘出真

实有效的数据信息是当前政府公关工作的新挑

战ꎮ 舆论常态传播与危机状态传播相比有着明显

的不同ꎬ后者比前者爆发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
传播范围更广ꎬ“社会安全风险隐匿在各类半结构

化、非结构化的数据之中ꎬ以传统认识思维面对海

量非结构数据只是‘望洋兴叹’” [１１]ꎮ 目前ꎬ国外

网络舆情监控在理论上主要分为政府立法管理和

技术手段控制两种方法ꎬ国内在面对网络法制化

不健全的条件下ꎬ主要包含网络舆情引导与控制

方式、网络舆情监控预警机制、网络舆情系统应用

研究、网络舆情应急处理四个方面[１２](ＰＰ.１７－１８)ꎮ 由

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处理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ꎬ数
据处理流程和知识匹配也相应发生了变化ꎬ而大

数据普遍适用的处理流程又分为采集、导入和预

处理、统计和分析、数据挖掘四部分ꎬ而信息挖掘

又包括关联数据挖掘、容错数据挖掘、智能数据挖

掘[１３]ꎬ板块、层次、结构众多ꎬ需要技术人员进一步

地深入研究和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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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政府数据开放程度成为政府危机公关

能力建设的重要议题

开放数据(０ｐｅｎ Ｄａｔａ)指的是一种经过挑选和

许可的数据ꎬ这些数据不受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其

他任 何 限 制ꎬ 并 开 放 给 社 会 公 众 查 询 和 使

用[１４](Ｐ.１４４)ꎬ公民可以凭借制度化的合法途径和渠

道ꎬ以便利顺畅的方式获知、取得和使用其中所需

的数据[１５]ꎬ这也是政府大数据开放的初衷和目的ꎮ
但是ꎬ从目前的实践状况来看ꎬ政府数据开放还存

在着诸多问题:(１)政府数据开放与国家安全ꎮ 如

何能够保证数据开放不涉及、不危害国家安全是

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的首要问题ꎻ(２)公共数据利用

与公民隐私保护ꎮ 如何协调好两者之间的矛盾是

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的重点问题ꎻ(３)政府数据开放

与信息技术支持ꎮ 如何能够有效融合两者的发展

是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的难点问题ꎻ(４)政府数据开

放与相关制度保障跟进是政府数据开放面对的核

心问题ꎮ 总体来说ꎬ现阶段我国的政府数据开放

还处于探索初期ꎬ在数据开放种类、数据开放目

录、数据开放原则、数据开放层级等多方面都没有

明确的说明和规范ꎬ政府数据开放程度和进度相

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滞后的ꎮ
　 　 三、大数据时代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

的对策建议

　 　 １.加快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公关理念的更

新和转变

第一ꎬ从政府透明度的角度来看ꎬ大数据时代

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要从封堵式公关理念向透

明性公关理念转变ꎮ 由于受我国传统政治影响ꎬ
中国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行政权力为中

心ꎬ对社会事务实行多方面、全方位的管制ꎬ传统

的管理方式主要表现为命令性、单方性、强制性、
管制型以及封闭性等特征[１６](ＰＰ.２８５－２８７)ꎮ 传统的以

“封－堵－禁”为特征的管理模式显然已不符合当下

的需要ꎬ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公关必须转变传统的

公关方式和思维方法ꎬ加快推进传统的封堵式政

府公关理念向高效、透明的现代化政府公关理念

转变ꎬ这样才能有助于责任型、阳光型政府的建

设ꎬ才能成为人民爱戴、信任的好政府ꎮ
第二ꎬ从政府危机公关的效率来看ꎬ大数据时

代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要从低效率公关模式向

高效率公关模式转变ꎮ 时间原则是危机公关的第

一原则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ꎬ危机公关的黄金

时间已由传统的“２４ 小时回应”变为现在的“黄金

四小时”、“黄金 ２ 小时”甚至更短ꎬ及时地掌握舆

论态势与“时间赛跑”ꎬ成为当前政府公关工作必

须跨过的坎ꎮ 另外ꎬ网民的注意力很容易被热点

事件调动起来ꎬ往往不存在任何预热便让事件讨

论快速传遍网络ꎬ同时网民的注意力也消散迅速ꎬ
仅持续在 ２４—７２ 小时之间[１７](Ｐ.２１４)ꎬ这种 “快餐

式”的舆论传播模式对政府公关效率提出了更高

要求ꎬ传统的低效率公关必须向现代化高效率公

关转变ꎮ
第三ꎬ从政府职能和社会责任来看ꎬ大数据时

代政府危机公关能力建设要从松散式公关方式向

制度化公关机制转变ꎮ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之

一ꎬ合法化和规范化是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ꎬ法治

要求政府依法行政[１８](ＰＰ.７１－７２)ꎮ 在发生突发事件

时ꎬ我们常见的公关套路多是对某一事件避重就

轻的描述性报道ꎬ特别在面对重大安全事故时ꎬ有
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业绩ꎬ对上级政府和公众

谎报、瞒报甚至不报与事件相关的信息ꎮ 当然ꎬ
“人不是万能的”ꎬ人治往往带来非理性的、有倾向

性的“拍脑袋决策”ꎬ为避免这种情况ꎬ必须“把权

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ꎬ用制度来加强对权力的制

约和监督ꎬ用法律规章制度来代替松散式的人治

管理模式ꎮ
　 　 ２.提高政府公关人员的素质能力ꎬ增强

与公众的互动性

第一ꎬ从公关人员的素养来看ꎬ要不断强化新

时代政府工作人员公关技能和素质的培养ꎮ 信息

化时代的政府公关ꎬ手段和方法不能再像过去那

样单一、粗暴ꎬ这就要求政府公关人员要与时俱

进ꎬ不断更新公关技能方法ꎮ 但是ꎬ目前政府公关

专业技术人才还不充足ꎬ特别是熟悉大数据和新

媒体的专业人才还很紧缺ꎬ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

做好公关人员的招聘培训工作ꎮ 一方面ꎬ政府公

关部门要招聘专业过硬、技术合格的优秀人才ꎬ能
岗匹配ꎬ落实职责ꎻ另一方面ꎬ政府公关部门要定

期加强对公关人员的业务培训ꎬ提高技能ꎬ娴熟应

对ꎮ 除此之外ꎬ政府公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一定

要展现出真诚、耐心、细心的工作态度ꎬ切莫出现

“毛驴怼大巴”的个人情绪化行为ꎬ让政府处于消

极被动局面ꎮ
第二ꎬ从危机沟通的频率来看ꎬ要注重政府网

站、微博等政务平台与公众的交流互动ꎮ 大数据

时代ꎬ政府要善于利用政务微博、微信、政府网站

及其他政务平台ꎬ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和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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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政务平台与公众的互动性不是很强ꎬ许多政

务平台很久才更新一次ꎬ有些地方政府的政务微

博、微信、网站等政务平台甚至好几个月都没更

新ꎬ更不用提与民众的交流互动了ꎮ 与公众沟通

是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一项重要功能ꎬ是政府了

解民意、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ꎮ 政府在电子政务

日常管理中要及时、耐心、真诚地与外界沟通ꎬ形
成良好的政民互动关系ꎬ这样即使遇见紧急事件ꎬ
通过这条高效的沟通渠道ꎬ能够使得政府公关工

作事半功倍ꎮ
　 　 ３.创新政府公关的方式方法ꎬ倡导社会

舆论多元共治模式ꎮ
当下ꎬ舆论传播是不可能封得完、堵得住的ꎬ

政府危机公关工作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是远远

不够的ꎬ还需要新闻媒体、意见领袖、媒体工作者、
公众等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配合ꎮ

第一ꎬ从危机传播的媒介角度来看ꎬ政府要塑

造有责任心、有担当的新媒体ꎮ 危机事件在网络

传播的过程中ꎬ新媒体发挥了极大的传播作用ꎬ作
为社会发展的产物ꎬ新媒体理应承担起自己的社

会公共责任ꎬ在舆论危机时要起到积极的宣传引

导作用ꎮ 新媒体时代ꎬ政府要做好网络思想引导

工作ꎬ必须抓紧实现从信息发布向舆论引导转变ꎬ
从传统阵地向网络阵地转变ꎬ从自上而下向双向

互动转变ꎮ 特别是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ꎬ新媒

体更要与政府密切联系合作ꎬ及时发布政府相关

危机事件的具体应对状况ꎬ并对后续情况加以跟

进报道ꎬ使得民众可以了解到足够清晰的信息ꎬ从
而避免社会恐慌[１９]ꎮ 政府通过与新媒体的有效合

作ꎬ协同共治ꎬ将更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及时发布和

与外界的有效沟通ꎬ也有利于打击网络谣言及不

法分子ꎬ为政府舆论公关方式增添了新方法和新

渠道ꎮ
第二ꎬ从危机传播的舆论导向来看ꎬ政府要与

媒体代表人士保持互动与有效沟通ꎮ 习近平在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指出ꎬ要加强和改善

与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沟通ꎬ建立经常性联

系渠道ꎬ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ꎬ让他们在净化

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ꎮ 危机

事件的传播离不开网民的参与ꎬ而以“网络意见领

袖”为代表的媒体代表人物在网络舆论中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ꎬ在公众与政府之间起着纽

带和桥梁作用ꎬ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渠道ꎮ
例如不久前“四川九寨沟地震”事件发生后ꎬ社会

各界参与到救援工作去ꎬ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工作

者深入前线报道ꎬ及时发布最新消息ꎻ以公众人物

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第一时间捐款捐物并为

灾区祈福ꎻ许多老百姓积极去血站献血ꎬ贡献自己

的一份爱心ꎬ传递社会的温暖和正能量等ꎮ
第三ꎬ从危机传播的参与者角度来看ꎬ政府要

培育遵纪守法、爱国理性的新网民ꎮ 网民在舆论

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信息接收者、聆听者、发布者和

传播者等多重角色ꎬ可以说网民在舆论传播中处

于至关重要的地位ꎬ网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政府舆论引导工作的效果ꎮ 但是在网络虚拟空间

中ꎬ网民鱼龙混杂、良莠不齐ꎬ网络空间真假难辨ꎬ
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ꎮ 例如四川的“柑橘蛆

虫事件”使得果农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ꎻ日本 ３
１１ 地震引起的食盐抢购风潮ꎬ严重扰乱了市场经

济秩序等ꎬ这些谣言给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诸多困扰和威胁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ꎬ首
次将网络谣言传播纳入刑法ꎬ虽然新法还存在着

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ꎬ但是新法的实施也为网络

空间树立了一条“高压线”ꎬ达到了一定的震慑效

果ꎮ 同时ꎬ还要继续加大对网络不正风气的整改

力度ꎻ深入推进网络平台责任化、规范化、法制化

建设ꎻ积极开展文明上网宣传教育活动ꎻ大力培养

理性、爱国、守法的合格网民ꎬ让网络空间风清

气正ꎮ
　 　 ４.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ꎬ逐步提高政

府数据开放程度

第一ꎬ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来看ꎬ要继续深

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ꎬ努力建设阳光型政府ꎮ
政府公信力是一项珍贵的社会资源ꎬ政府信息公

开既是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具体表现ꎬ也是政府开

诚布公、职责担当所在ꎮ “十三五”期间ꎬ随着大数

据ꎬ“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ꎬ电子政务

也将随之发展成熟ꎬ阳光型政府的建设必然离不

开信息公开和政民互动ꎮ 这就要求政府须以公众

为中心ꎬ主动公开信息ꎬ转变服务模式ꎬ不断创新

网络服务方式ꎬ改进网络服务方法ꎬ深入推进面向

全社会开放的网络服务型政府建设ꎮ 社会中的流

言蜚语在无形中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ꎬ面对这些

不利情况ꎬ政府要及时将政府信息对外公开ꎬ以坦

诚的态度面对社会的监督和质疑ꎮ 政府可以充分

利用当前“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优势ꎬ建立专门

的听取意见网络问政平台ꎬ形成有效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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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情况反馈机制[２０](Ｐ.８１) 等ꎬ只有切实加强立法

全过程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力度ꎬ才能建设好让

人民满意、百姓放心的阳光型政府ꎮ
第二ꎬ从政府数据的开放程度来看ꎬ要逐步提

高国民数据开放程度ꎬ努力建设开放型政府ꎮ 企

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直接对政府原始数据进行开

发利用ꎬ其效率与效益会大大超出原始数据仅由

政府机关掌控的模式[２１]ꎬ从这一角度出发必须加

快促进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数据资源的收集、整
合和分类ꎬ早日实现数据开放共享ꎮ 近年来ꎬ我国

也开始着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ꎬ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在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中强调了我国

要在 ２０１８ 年之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

台ꎬ拉开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序幕ꎻ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国务

院发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ꎬ进一

步规范和指导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工作ꎮ 各级地方

政府也积极加入到大数据这场革命当中ꎬ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随着«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的出台ꎬ我国第一部大数据地方性法规正式出台ꎮ
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ꎬ开放

政府数据除了做好国家层面的战略行动计划外ꎬ
还应确定数据开放的层级和原则ꎬ认真做好政府

数据开放管理保障工作ꎬ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

上ꎬ逐步提高政府数据开放程度ꎬ深入推进开放型

政府建设ꎮ
大数据时代ꎬ网络舆情态势成为政府关注的

重点和焦点ꎬ政府舆论的评价更是成为政府执政

能力和口碑的“度量衡”ꎮ 大数据逐渐成为我国政

府治国理政重要工具之一ꎬ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大

数据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重要作用ꎬ积极转变公

关思维理念ꎬ增强公关职员的技能素养ꎬ倡导网络

舆论多元共治ꎬ认真对待网络中出现的声音ꎬ坦诚

对待喧嚣中的质疑ꎬ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有威望、有
担当的好政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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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遗诏与皇太后垂帘听政

徐　 红　 苑 恩 达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ꎬ 湖南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 　 北宋一朝共有 ９ 位皇帝ꎬ却出现了 ５ 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ꎬ其中有些皇太后的地位与皇帝相差

无几ꎬ甚至与皇帝并称“二圣”ꎬ代皇帝奉祀太庙ꎬ与皇帝共同接受百官朝拜ꎮ 但是北宋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始终受

到各种限制ꎬ除了士大夫们的抵制、特有的政治体制、皇太后自身的能力与实力外ꎬ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遗诏始终

在限制着她们的权力ꎮ 遗诏既是皇太后得以垂帘听政的依据ꎬ又是限制她们听政的工具ꎬ由此使得北宋皇太后垂

帘听政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ꎮ
[关键词] 　 北宋ꎻ　 遗诏ꎻ　 皇太后ꎻ　 垂帘听政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２０－０５

　 　 后妃垂帘听政(或曰临朝称制)是中国古代社

会专制皇权与后宫制度相结合的产物ꎮ 在两千余

年的中国古代专制社会里ꎬ如果皇帝年纪轻轻去

世ꎬ太子还未成年ꎬ就需要皇太后辅政ꎬ辅助未成

年的皇帝执掌朝政ꎬ此即所谓的“垂帘听政”ꎮ 这

些临朝听政的太后ꎬ往往手握国柄ꎬ执掌朝政ꎬ成
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ꎮ 北宋从太祖赵匡胤开

始ꎬ到钦宗赵桓结束ꎬ一共有 ９ 位皇帝ꎬ由于古代医

疗技术落后ꎬ以及宫廷争斗、内忧外患压力巨大等

等的原因ꎬ北宋的皇帝大多英年早逝ꎬ这就导致继

位的皇帝年龄都比较小或者来不及培养继承人ꎬ
如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活了 ５５ 岁ꎬ在他死时ꎬ太
子只有 １３ 岁ꎻ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活了 ３８ 岁ꎬ
继位的宋哲宗赵煦才 ９ 岁ꎻ第七位皇帝宋哲宗去世

时ꎬ年仅 ２５ 岁ꎬ继位者端王赵佶几乎没有接受过治

国理政的教育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只得由皇太后垂

帘听政ꎬ因此北宋一朝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ꎬ即
９ 位皇帝相继统治天下ꎬ却出现过 ５ 位垂帘听政的

皇太后ꎬ其中有的皇太后地位与皇帝相差无几ꎬ甚
至与皇帝并称“二圣”ꎬ代皇帝奉祀太庙ꎬ与皇帝共

同接受百官朝拜ꎮ 但是北宋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始

终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大权独揽ꎬ登基称帝ꎮ 究其

原因ꎬ则是因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受到诸多因素

的限制ꎬ使其既不能像后来的慈禧皇太后一样始

终掌握着整个朝廷ꎬ也无法像武则天那样直接成

为一国之君ꎮ 在诸多限制因素中ꎬ最为特殊的便

是遗诏了ꎬ遗诏既是北宋皇太后得以垂帘听政的

依据ꎬ同时又是限制皇太后专权并最终迫使她们

撤帘归政的政治工具ꎮ

　 　 一、遗诏对皇太后听政的认可

遗诏亦称遗制ꎮ 北宋 ９ 位皇帝中ꎬ除宋徽宗未

驾崩即传位于其子宋钦宗ꎬ后徽宗、钦宗一并北狩

以外ꎬ其余 ７ 位皇帝均留有遗诏ꎬ其中有三篇遗诏

明确规定皇太后享有垂帘听政的权力ꎬ即«乾兴遗

诏»«元丰遗诏»«元符遗制»ꎬ现分述如下:
第一ꎬ «乾兴遗诏» (宋真宗)ꎮ 乾兴元年

(１０２２)ꎬ宋真宗赵恒病逝于延庆殿ꎬ皇太子赵桢当

时只有 １３ 岁ꎬ根本无法独自处理国事ꎬ无以稳定政

局ꎬ于是ꎬ皇太后刘娥在遗诏允许下开始帮助赵祯

处理国政ꎮ «乾兴遗诏»规定:赵祯“可于柩前即皇

帝位ꎮ 然念方在冲年ꎬ适临庶务ꎬ保兹皇绪ꎬ属于

母仪ꎮ 宜尊皇后为皇太后ꎬ淑妃为皇太妃ꎬ军国事

权兼取皇太后处分ꎮ 必能只荷庆灵ꎬ奉若成宪ꎮ
抚重熙之运ꎬ副率土之心ꎮ 更赖佑佐宗工ꎬ文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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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ꎬ辅其不逮ꎮ” [１](ＰＰ.２９－３０) 同时ꎬ礼仪院言:“准遗

制ꎬ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ꎮ”刘太后依据遗诏

表态:“勉遵遗命ꎬ不敢固辞ꎮ” [２](后妃一之一Ｏ) 大臣冯

拯对此评论说: “太后临朝ꎬ 盖先帝顾命之托

也ꎮ” [３](Ｐ.１６６)因此ꎬ刘太后凭借遗诏获得了垂帘听

政的权力ꎬ也得到了大臣们的认可ꎮ
第二ꎬ «元丰遗诏» (宋哲宗)ꎮ 元丰八年

(１０８５)ꎬ宋神宗病逝ꎬ皇子赵煦即位ꎬ是为宋哲宗ꎬ
年仅 ９ 岁ꎬ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依遗诏垂帘听政ꎮ
遗诏言:赵煦“可于柩前即皇帝位ꎮ 然念方在冲

年ꎬ庶务至广ꎬ保兹皇绪ꎬ实系母仪ꎮ 皇太后圣哲

渊深ꎬ慈仁恻隐ꎬ辅佐先帝ꎬ拥佑朕躬ꎬ识达几微ꎬ
闻于四海ꎮ 宜尊为太皇太后ꎬ皇后为皇太后ꎬ德妃

朱氏为皇太妃ꎮ 应军国事ꎬ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ꎬ
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施行ꎮ 如向来典礼ꎬ有所阙

失ꎬ命有司更加讨论ꎮ” [１](Ｐ.３０) 因此ꎬ高太后亦是凭

借遗诏ꎬ以新皇“方在冲年”之由得以垂帘听政ꎮ
第三ꎬ«元符遗制» (宋徽宗)ꎮ 元符三年正月

(１１００)ꎬ宋哲宗病逝于汴京ꎬ端王即位ꎬ是为宋徽

宗ꎬ向太后依遗诏听政ꎬ遗诏规定:“皇弟端王某ꎬ
先帝之子ꎬ而朕之爱弟也ꎮ 仁孝恭俭ꎬ闻于天下ꎬ
宜授神器ꎬ以昭前人之光ꎮ 可于柩前即皇帝位ꎮ
皇太后、皇太妃ꎬ保佑朕躬ꎬ恩德至厚ꎮ 凡在礼数ꎬ
其议所以增崇ꎬ以称朕欲报无已之意ꎮ 方嗣君践

祚之初ꎬ应军国事请皇太后权同处分ꎮ” [１](ＰＰ.３０－３１)

故向太后在宋徽宗已经成年的情况下ꎬ以“方嗣君

践祚之初”之名得以垂帘听政ꎮ
除上面 ３ 位皇太后依据遗诏获得听政的权力

外ꎬ还有两位皇太后也曾垂帘听政ꎬ只是未得到遗

诏的认可ꎬ她们分别是:
宋仁宗赵祯的曹皇后ꎮ 宋仁宗驾崩ꎬ宋英宗

赵曙进宫即位ꎬ尊曹皇后为皇太后ꎮ 英宗即位不

久ꎬ身体出现问题ꎬ曹皇后为了让国家机器继续运

转ꎬ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ꎮ 待英宗病情好转后ꎬ
曹太后即撤帘归政ꎮ

宋哲宗的孟皇后ꎮ 孟皇后曾经两度被废ꎬ但
正因为被废ꎬ她才逃过了金人掳走宋皇室的“靖康

之祸”ꎮ 当时皇帝的六宫中ꎬ凡有位号者都随徽、
钦二帝被虏往金国ꎬ只有孟皇后因被废而幸运地

留下ꎬ在恢复其元祐皇后尊号的前提下ꎬ开始垂帘

听政ꎬ最后政归赵构ꎮ
虽然 ５ 位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具体原因有所不

同ꎬ但事实上五位皇太后都是在相同的政治环境

下听政的ꎬ即皇权交接之时出现短暂的空缺ꎬ或者

新皇年岁太小无力独自处理朝政ꎬ或者新皇因身

体原因无法处理朝政ꎬ或者皇帝因特殊原因被迫

与皇权相隔离ꎮ 在专制时代ꎬ这种空缺就等于皇

权的遗失ꎬ但是国又不可一日无君ꎬ在这种情况

下ꎬ皇太后便充当起了皇权暂时代理人的角色ꎮ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ꎬ一旦皇帝足以支配皇权ꎬ皇
太后的使命便已经完成ꎬ必须交出权力ꎬ这时赋予

其听政合法性的遗诏又成为限制其听政的工具ꎮ
　 　 二、遗诏对皇太后听政的限制

北宋遗诏赋予了皇太后极大的权力ꎬ在其垂

帘听政期间相当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ꎬ但是ꎬ由于

宋之前已有武则天借垂帘听政直接登基称帝的教

训ꎬ宋人由此认识到:“唐氏政衰ꎬ或母后专制ꎬ或
妃主擅朝ꎬ树恩私党” [４](Ｐ.９８３６)ꎬ将唐之衰亡原因追

溯至后宫专权ꎮ 因此ꎬ从遗诏文本看ꎬ表面上赋予

了皇太后处分军国大事的权力ꎬ实则字里行间皆

包含着限制皇太后权力的内容ꎬ甚至可以这样理

解ꎬ遗诏同时也是北宋士大夫用以防止皇太后专

权的合法工具ꎮ
　 　 １.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条件限制

北宋遗诏在授予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时ꎬ
都会给出其听政的条件ꎬ在乾兴遗诏与元符遗制

中给出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条件是 “然念方在冲

年”ꎬ元丰遗诏有所不同ꎬ其言:“方嗣君践祚之初ꎬ
应军国事请皇太后权同处分ꎮ”也就是说皇太后垂

帘听政的原因是皇帝年龄太小ꎬ个人无法处理国

家大事ꎬ或者皇帝刚刚继位ꎬ需要有人来协助他稳

定政权ꎬ所以才需要皇太后垂帘听政ꎬ共同处理朝

廷事务ꎮ 这也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ꎬ即皇太后垂

帘听政的基础是皇帝年幼或者缺乏政治经验ꎬ皇
帝一旦成年ꎬ又有了从政经验之后ꎬ皇太后便失去

了垂帘听政的合法基础ꎮ 这便给了北宋大臣们要

求皇太后撤帘归政的理由ꎬ一旦条件成熟ꎬ大臣们

便会时时敦促皇太后还政ꎬ让皇帝早日亲政ꎮ 面

对士大夫所造成的压力ꎬ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不得

不及时归政于皇帝ꎮ
如徽宗赵佶以端王身份继位ꎬ未经过太子阶

段的相关教育ꎬ不得已由向太后听政ꎮ 数月后ꎬ内
侍高品白谔公然越职上奏“乞皇太后不候升祔还

政” [２](职官六七之三○)ꎮ 按照宋朝的制度ꎬ宦官是无权

议论国政的ꎬ徽宗“以太母故”ꎬ编管白谔于唐州ꎮ
但当时宰相曾布支持白谔ꎬ向徽宗进言“以太母

故ꎬ薄责可也ꎬ然施行不可过ꎮ”然后进一步指出ꎬ
“还政”之说并非白谔一人之言ꎬ朝堂内外皆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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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ꎬ认为皇帝已年长ꎬ皇太后“无可垂帘之理”ꎬ曾
布甚至自叹不如白谔敢于直言[５](ＰＰ.２９４－２９５)ꎮ 御史

中丞丰稷也上疏云:“自古母后临朝ꎬ危社稷ꎬ乱天

下ꎬ载在史册ꎬ可考而知ꎮ” [６](Ｐ.３４９) 于是ꎬ向太后在

听政 ６ 个月后便归政于徽宗ꎮ
但是ꎬ也有大臣利用遗诏劝皇太后归政失败

的例子ꎮ 如天圣年间ꎬ仁宗渐渐长大ꎬ宁国军节度

使李遵勖来朝ꎬ刘太后借机询问他:“比来外人有

何言?”李遵勖开始不愿意说ꎬ太后一再追问ꎬ遵勖

方言:“臣无他闻ꎬ但议者谓天子既冠ꎬ太后宜以时

还政ꎮ”虽然刘太后对此不置可否ꎬ但最后还是做

出了解释:“我非恋此ꎬ帝年少ꎬ内侍多ꎬ尚恐未能

制之耳ꎮ” [７](Ｐ.２８７８)可见ꎬ遗诏中对其听政条件的限

制使其不得不认真考虑士大夫的看法ꎮ
此外ꎬ另有史料记载了士大夫奏请太后还政

的内容ꎬ如在刘太后垂帘听政之时ꎬ秘阁校理范仲

淹“奏疏请皇太后还政” [７](Ｐ.２５２７)ꎬ刘太后未听ꎮ 后

殿中丞滕宗谅又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ꎬ火
失其性ꎬ由政失其本ꎮ’因请太后还政ꎮ” [７](Ｐ.２５８８) 高

太后当政时ꎬ翰林学士梁焘上疏要求其归政ꎬ“臣
恭以皇帝陛下富于春秋唯愿早出睿旨ꎬ直以

还政为指挥ꎬ不须更问故事ꎬ” [６](Ｐ.２５８)高太后未听ꎮ
虽然这几次劝太后归政都因为太后当政时间

太长ꎬ地位已经巩固ꎬ导致最终以失败告终ꎬ但是

从中还是可以看出ꎬ遗诏对于大臣来说是限制皇

太后的一个重要工具ꎮ
　 　 ２.遗诏对皇太后处理政务权力的限制

北宋时期ꎬ凡是授予皇太后垂帘听政权力的

遗诏对皇太后权力的规定都是一致的ꎬ那就是每

份遗诏中在涉及皇太后处理政务时始终都有“权”
字ꎮ «乾兴遗诏»的记载是“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

处分”ꎬ«元丰遗诏»为“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ꎬ
«元符遗制» 为 “请皇太后权同处分”ꎮ 这里的

“权”包含两个意思ꎬ一是“变通”ꎬ语出«孟子离

娄上»:“男女授受不亲ꎬ礼也ꎻ嫂溺ꎬ授之以手者ꎬ
权也ꎮ” [８](Ｐ.１７７) 汉代桓宽 «盐铁论诏圣» 亦言:
“高皇帝时ꎬ天下初定ꎬ发德音ꎬ行三章之令ꎬ权也ꎬ
非拨乱反正之常也ꎮ” [９]意为在特殊情况下实行的

一种变通办法ꎮ 用于遗诏中ꎬ就是暗指皇太后垂

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只不过是在特殊情况下实

行的权宜之计ꎬ即皇帝尚不能很好管理朝政的权

宜之计ꎬ一旦皇帝可以掌控朝政、独立处理军国大

事时ꎬ皇太后就可以撤帘归政了ꎮ “权”的另外一

个意思是“姑且、暂且”ꎬ如«汉书王莽传上»:

“臣闻周成王幼少ꎬ周道未成ꎬ成王不能共事天地ꎬ
修文武之烈ꎮ 周公权而居摄ꎬ则周道成ꎬ王室安ꎻ
不居摄ꎬ则恐周队失天命ꎮ” [１０] «文选»所录左思

«魏都赋»:“权假日以余荣ꎬ比朝华而庵蔼ꎮ”李善

注云:“权ꎬ犹苟且也ꎮ” [１１]“权”的这个含义对皇太

后的限制更加明显ꎬ即直接点明皇太后处理军国

大事只是暂且的ꎬ而不是永久的ꎬ皇太后只是最高

权力的临时保管人ꎬ她不能长久把持着最高权力ꎬ
尤其不能彻底取代皇帝而成为最高统治者ꎮ

众所周知ꎬ唐高宗皇后武则天在唐高宗死后

垂帘听政ꎬ最终代唐建周ꎬ如果将其与北宋垂帘听

政的皇太后进行对比ꎬ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借以垂

帘听政的遗诏对处理政务权力的规定有很大的不

同ꎮ 在«大帝遗诏»中ꎬ对武则天垂帘听政的规定

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ꎬ兼取天后进止”ꎬ与北宋的

遗诏相比少了一个“权”字ꎬ这一个字的缺失使得

武则天垂帘听政的权力无限扩大ꎬ甚至其实际地

位与权力已经超过了皇帝ꎬ只要大臣与皇帝、大臣

与大臣之间在处理政务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ꎬ此
即“军国大事有不决者”ꎬ武则天就可以凭借遗诏

所赋予的权力ꎬ合法地干预朝廷政务ꎬ甚至废立皇

帝ꎮ 比如关于唐中宗李显被废事件的记载言ꎬ唐
中宗想任命韦玄炎为侍中ꎬ又欲将乳母之子任为

五品官ꎬ大臣裴炎以为不可ꎬ中宗发怒ꎬ曰:“我以

天 下 与 韦 玄 贞ꎬ 何 不 可! 而 惜 侍 中

邪!” [１２](ＰＰ.６４１７－６４１８)裴炎将此事告知武则天ꎬ引起武

则天的不满ꎬ于是发动政变ꎬ废除李显的皇位ꎮ 仅

因为李显与裴炎争论时无心之下的一句气话ꎬ便
被武则天视为“军国大事有不决者”ꎬ并借机将其

废掉ꎬ重立皇帝ꎬ从中可以看出遗诏的话语十分重

要ꎬ武则天充分利用了遗诏天然的合法性ꎬ将所有

事情视作军国大事ꎬ并越过皇帝做出决定ꎬ皇帝却

不能表达任何不满ꎮ
北宋遗诏相关内容的变化始于拟定«乾兴遗

诏»时ꎮ «乾兴遗诏»记载为“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

处分”ꎬ针对“权”的使用ꎬ参知政事王曾和丁谓曾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ꎬ丁谓为了迎合刘太后ꎬ建议去

掉“权”字ꎬ王曾不同意ꎬ他认为“皇帝冲年ꎬ政出房

闼ꎬ斯已国家否运ꎬ称权尚足示后ꎻ况言犹在耳ꎬ何
可改也! 且增减制书有法ꎬ表则之地ꎬ先欲乱之

乎?” [１３]大臣们皆同意王曾的看法ꎬ由此ꎬ“权”字

成为定制ꎮ 这就决定了北宋亲政的皇太后与武则

天不同ꎬ她们虽然也可以代皇帝处理政事ꎬ但是她

们发布的命令名义上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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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皇帝直接对大臣发令ꎬ说到底她们只是皇权

的附庸而不能像武则天一样成为皇权的代言人ꎬ
即使如刘太后、高太后一直垂帘听政到去世ꎬ亦始

终不敢越过皇权的界限ꎬ可以说遗诏在其中起着

很大的制约作用ꎮ
　 　 ３.遗诏赋予大臣限制皇太后的合法权利

如果皇太后已经地位稳固且执意不归政ꎬ仅
仅通过遗诏规定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条件以及用

“权”字点明太后权力的临时性ꎬ其限制力度显然

是不够的ꎮ 所以ꎬ北宋遗诏也赋予了士大夫们限

制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ꎬ一旦皇太后无视遗诏

对其听政的限制ꎬ拒不归政ꎬ那么士大夫便可利用

遗诏所赋予的合法权利来限制皇太后种种想要专

权的行为ꎮ
在北宋三份遗诏中都提到了对朝中大臣的安

排ꎬ«乾兴遗诏»的记载为“文武列辟ꎬ辅其不逮”ꎬ
«元丰遗诏»记为“有所阙失ꎬ命有司更加讨论”ꎬ
«元符遗制»为“尚赖股肱近臣ꎬ中外百辟ꎬ协辅王

室ꎬ底绥万邦”ꎮ 这似乎看上去只是遗诏里的几句

套话ꎬ在其他遗诏里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记载ꎬ但是

考虑到北宋当时的时代背景ꎬ这又不仅仅只是几

句套话那么简单ꎮ 未提及太后听政的遗诏也有相

似话语ꎬ其用意主要是给予大臣以指正皇帝政令

失误的权力ꎬ依照这样的思路ꎬ我们可以认为这三

份遗诏中的记载其实是在暗示ꎬ北宋的大臣们拥

有限制太后擅权的权力ꎬ特别是«元丰遗诏»的“有
所阙失ꎬ命有司更加讨论”ꎬ表面上看是指大臣们

可以指出皇帝政令的失误之处并加以改正ꎬ但是

考虑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是皇帝ꎬ而是

垂帘听政的皇太后ꎬ所以此条令实际上更多的是

针对皇太后的垂帘听政ꎮ
因此ꎬ如果皇太后一再坚持垂帘听政ꎬ大臣们

就会利用遗诏所赋予的权力处处限制皇太后ꎮ 首

先ꎬ当皇太后欲违制擅权时ꎬ士大夫们会加以严厉

斥责ꎬ特别是当皇太后试图在名分和规格上超越

皇帝或者与皇帝平级时ꎬ大臣们更会激烈反对ꎮ
刘太后和仁宗“将同幸慈孝寺”ꎬ刘太后欲乘辇先

行ꎬ参知政事鲁宗道直接指出其错误:“妇人有三

从ꎬ在家从父ꎬ嫁从夫ꎬ夫殁从子”ꎬ警告刘太后不

应走在皇帝前面ꎬ刘太后无奈ꎬ只得 “命辇后乘

舆” [７](Ｐ.２４９４)ꎮ 天圣七年(１０２４)ꎬ仁宗欲率百官在

朝廷上给皇太后上寿ꎬ范仲淹直接上奏提出异议:
“天子奉亲于内ꎬ自有家人礼ꎮ 今顾与百官同列ꎬ
北面而朝ꎬ 亏君体ꎬ 损主威ꎬ 非所以垂法后世

也ꎮ” [１４](Ｐ.１８９)明道二年(１０３３)ꎬ刘太后谒太庙ꎬ“佞
者密请曰ꎬ陛下垂帘尊称山呼及舆服皆王者制度ꎬ
岂当以后服见祖宗耶”ꎬ刘太后“遂下诏服衮冕”ꎻ
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礼仪制度ꎬ参知政事薛奎用嘲

弄的口气奏道:“陛下大谒之日ꎬ还作汉儿拜耶?
女儿拜耶?” [１５](Ｐ.２０)刘太后听了ꎬ哭笑不得ꎬ终于不

敢穿和天子完全一样的衮服去谒拜太庙了ꎬ其衮

服“准皇帝衮服减二章ꎬ衣去宗彝ꎬ裳去藻ꎬ不佩

剑” [７](Ｐ.２５９５)ꎮ 此外ꎬ刘太后曾在乾兴元年(１０２２)
六月(仁宗已继位) “以上卧起晚ꎬ令内侍传旨中

书ꎬ欲独受群臣朝”ꎬ 结果遭到士大夫的严厉

指责[７](Ｐ.２２８５)ꎮ
其次ꎬ当皇太后政令上出现失误时ꎬ大臣们会

毫不迟疑地指出ꎬ甚至抵制皇太后的旨意ꎬ特别是

皇太后开始偏重外戚和宦官时ꎬ大臣们更会坚决

予以批评并采取抵制措施ꎮ 刘太后刚垂帘听政便

有大臣公开劝谏她不要纵容外戚势力ꎬ“上初即

位ꎬ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尝献«王凤

论»于皇太后ꎬ以戒外戚”ꎬ天圣七年(１０２９)ꎬ“部吏

马崇政ꎬ太后姻家ꎬ猾横不法ꎬ(王)彬发其赃罪下

吏” [３](ＰＰ.１６７－１６９)ꎮ 刘太后晚年ꎬ对外戚有纵容之势ꎬ
“稍进外家ꎬ任内宫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ꎬ崇勋

等以此势倾中外ꎮ 兄子从德死ꎬ姻戚、门人、厮役

拜官者数十人” [４](Ｐ.８６１５)ꎬ导致御史曹修古、杨偕、
郭劝、段少连等人的连番弹劾ꎮ 一旦皇太后想要

任命外戚以高官或者掌握实权的官职时ꎬ大臣们

更是会加以抵制ꎬ如钱惟演之妹乃是刘美继室ꎬ在
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ꎬ钱惟演多次谋求相位ꎬ却始

终遭到大臣们的反对ꎬ虽然后来他被刘太后提拔

为枢密使ꎬ但不久即因宰相冯拯的弹劾而遭罢免ꎬ
此后均未得再入二府ꎬ故他曾说:“吾生平不足者ꎬ
惟不得于黄纸尾押字耳ꎮ” [７](Ｐ.２６９０) 除了防止外戚

与皇太后相互联系外ꎬ北宋士大夫们也十分警惕

外戚与官员的交往ꎮ 徽宗时向太后的弟弟向宗

良、向宗回以及亲信宦官与朝中大臣相互结交ꎬ引
起士大夫们的反对ꎬ邹浩上奏:“(士大夫)往往奔

走其门ꎬ务相交结ꎬ甚者阴使腹心ꎬ密致诚意ꎬ似欲

因缘势力ꎬ以为进身固位之地”ꎬ督促徽宗下诏严

禁ꎻ陈瓘更是言词激烈地抨击道:“宗良兄弟ꎬ依倚

国恩ꎬ凭借慈荫ꎬ夸有目前之荣盛ꎬ不念倚伏之可

畏ꎮ 所与游者ꎬ连及侍从ꎬ希宠之士ꎬ愿出其门ꎮ
裴彦臣无甚干才ꎬ但能交通内外ꎬ漏泄机密ꎮ 遂使

物议籍籍ꎮ 或者以谓万机之事ꎬ黜陟差除ꎬ皇太后

至今与也ꎮ” [６](ＰＰ.３４７－３４８)将矛头直指向太后ꎬ指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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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向氏兄弟和宦官干预朝政ꎮ
　 　 三、遗诏限制皇太后听政的评价

遗诏固然可以起到限制皇太后专权的作用ꎬ
但是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ꎬ一是皇太后自身地位

不稳固ꎬ当政时间不长ꎬ二是大臣们的配合与支

持ꎮ 若条件不具备ꎬ则敦促皇太后归政就较为困

难ꎮ 如刘太后在仁宗 １３ 岁时垂帘听政ꎬ实则在之

前刘太后已经开始辅佐宋真宗处理政务ꎬ等仁宗

成年时ꎬ刘太后当政的时间已经有多年ꎬ其地位进

一步得到巩固ꎬ政治实力也有进一步加强ꎬ所以即

使大臣们多次上书劝刘太后归政ꎬ刘太后始终不

置可否ꎬ甚至对中枢机构人员多次进行大的调动ꎬ
一些屡次上谏的直臣也遭到贬黜ꎮ 此时ꎬ遗诏虽

然仍对刘太后起到限制的作用ꎬ但作用已经大为

削弱了ꎬ最多只是对其稍稍有些困扰ꎮ 因此ꎬ刘太

后一直当政到去世ꎬ甚至临死时的遗诰还要求

“(杨太妃)皇太妃宜尊为皇太后ꎮ 皇帝听断

朝政ꎬ一依祖宗旧规ꎬ如有军国大事ꎬ与皇太后内

中裁制” [１](Ｐ.７２)ꎮ 再如高太后于元丰八年(１０８５)
三月 ９ 岁的哲宗登基后“权同听政”ꎬ执掌朝政共

八年半ꎮ 高氏垂帘期间ꎬ哲宗“渊默不言” [４](Ｐ.１０８９３)

“每大臣奏事ꎬ但取决于宣仁后ꎬ哲宗有言ꎬ或无对

者” [４](Ｐ.１０８６７)ꎮ 而遗诏之所以对于高太后没有太大

限制作用ꎬ原因便在于大臣们的不配合与不支持ꎮ
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前ꎬ神宗一朝刚刚经历过王安

石变法ꎬ新旧党争激烈ꎬ高太后支持旧党ꎬ在其垂

帘听政期间尽贬新党ꎬ起用司马光、刘挚、王岩叟、
朱光庭等旧党ꎬ朝廷被旧党所掌控ꎮ 但是哲宗则

正好相反ꎬ他与其父神宗一样偏爱新法ꎮ 在这样

的情况下ꎬ掌权的旧党大臣们并不积极要求高太

后归政ꎮ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ꎬ军国大事都由她与

几位大臣处理ꎬ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

权ꎬ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ꎬ凡事都取决于高太

后ꎮ 朝堂上ꎬ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ꎬ大臣

们向来是向皇太后奏事ꎬ背朝赵煦ꎬ也不转身向赵

煦禀报ꎬ以致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ꎬ他只能

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ꎮ 到了赵煦 １７ 岁时ꎬ高
太后本应该还政ꎬ但她却仍然积极听政ꎮ 此时ꎬ众
大臣依然有事先奏皇太后ꎬ有宣谕必听皇太后之

言ꎬ也不劝皇太后撤帘ꎮ 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

态度惹恼了赵煦ꎬ赵煦心中很是怨恨他们ꎬ这也是

他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ꎮ
与前述刘太后、高太后不同ꎬ向太后受到遗诏

限制的程度比较大ꎬ之所以如此ꎬ是因为当时宋徽

宗已然成年ꎬ向太后垂帘听政的时间受到了极大

的影响ꎬ由此使得她的地位无法像刘、高二位皇太

后一样巩固ꎬ并且当时的大臣们强烈要求向太后

归政ꎬ多次上书宋徽宗和向太后ꎬ在这样的朝廷舆

论下ꎬ向太后自身实力又不足以与之相抗衡ꎬ无奈

之下只得撤帘归政ꎮ
总之ꎬ北宋一朝尽管有多位皇太后垂帘听政ꎬ

但她们始终没有像武则天那样迈出最后一步ꎬ直
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ꎮ 究其原因ꎬ除了士大夫们

的抵制、特有的政治体制以及太后自身的能力与

实力外ꎬ还因为先皇帝的遗诏始终在限制着她们

的权力ꎬ即使像刘太后一样已与皇帝并称“二圣”ꎬ
也不敢轻视遗诏的限制ꎬ只能一步一步将遗诏的

制约作用削弱到最小ꎮ 高太后亦是如此ꎬ尽管她

可以与大臣们一同架空皇帝的权力ꎬ但那只是出

于新旧党争的特殊要求ꎬ可以说是大臣们与高太

后互相妥协ꎬ削弱了遗诏对太后的限制ꎬ高太后也

明显知晓这个道理ꎬ所以她在听政期间没有太多

的逾制行为ꎮ 因此ꎬ北宋遗诏既是太后得以垂帘

听政的依据ꎬ又是限制太后听政的工具ꎬ由此使得

北宋太后垂帘听政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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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

苏 知 心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ꎬ 广东湛江　 ５２４０９４)

　 　 [摘　 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ꎬ为了解决当时高校存在的院系专业设置盲目无序、人才培养无法适应经济建

设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高校区域分布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ꎬ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ꎬ结合我国的

具体实际ꎬ对全国高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变革ꎬ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ꎮ 通过对高校院系调

整这一事件的历史考察ꎬ剖析其发生的历史动因ꎬ阐述其发展过程ꎬ并对院系调整的得失给予客观的评价ꎬ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新中国建立初期ꎻ高校ꎻ院系调整ꎻ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２５－０７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针对旧中国高等教育遗留

下来的高校院系专业设置盲目无序、重复建设ꎬ教
学资源分散ꎬ办学脱离实际效益低下ꎬ“通才教育”
培养的人才“学非所用”ꎬ高校地域布局不均衡等

一系列问题ꎬ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ꎬ借鉴并效仿苏联

的高等教育体制ꎬ对全国高校的院系专业、地区分

布、师资设备、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私立高校和教会

大学等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ꎬ初步建立起适合国

情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体系ꎮ 这场高等教育体制的调整变革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件大事ꎬ其涉及的高

校范围广、数量多、改造的规模力度大ꎬ史称“高校

院系调整”ꎮ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历

史动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一场大规模、长达数年的高校院系调整ꎮ 这次院

系调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ꎬ
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１.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迫切

需要

新中国成立伊始ꎬ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留

下的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烂摊子ꎬ首要任务就是

尽快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ꎬ以巩

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ꎮ 毛泽东主席在 １９４９ 年中

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ꎬ就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ꎬ
我们要迅速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ꎬ并使国家“稳步

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ꎮ”因此ꎬ新中国发展的

战略目标和方向ꎬ就是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工业强国ꎮ 而在当时ꎬ要实现国家工业化ꎬ建
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ꎬ则需要大量的

专业建设人才ꎬ尤其是工科专业技术人才ꎮ 但在

建国初期ꎬ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却极度匮乏ꎮ
所以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周恩来总理ꎬ
不无忧虑地指出“人才缺乏ꎬ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

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ꎮ” [１](Ｐ.３４)他曾粗略估算ꎬ如
果建设工作全面铺开ꎬ至少需要二十万名专业人

才ꎬ才能确保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ꎮ 新

中国成立之初ꎬ 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

地———高等学校ꎬ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却不过两

万人左右ꎮ 而且一些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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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如地质、采矿、冶金、水利、石油、钢铁、化工

等)ꎬ应届毕业生很少ꎬ甚至有些专业还没有毕业

的学生ꎮ 因此ꎬ新中国要尽快恢复经济和实现工

业化发展战略ꎬ就必须在高校加快培养重点领域

紧缺急需的工科专业技术人才ꎮ
但是ꎬ当时我国高等院校的系科专业设置却

严重失衡ꎬ具体表现为文法、财经类等专业过多ꎬ
工科专业偏少ꎮ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全国的工学院、
高等工业学校或设有工科专业的综合大学仅占高

等学校数量的三成左右ꎬ工科在校学生大约只占

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 ２６％ꎮ “专业人才已严重制

约着国家的恢复ꎮ” [２](Ｐ.１３０)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缺

乏ꎬ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和实现工

业化的重要障碍ꎮ 由于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建设

和工业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ꎬ因此调整高

等教育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区域布局、办学理

念、培养目标等ꎬ以便培养大量的工科专业技术人

才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ꎬ遂成为高等教育

发展的当务之急ꎮ 在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

国高等教育会议上ꎬ教育部长马叙伦明确提出:
“高等教育无论在其内容、制度、方法各方面ꎬ都必

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的建

设ꎬ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ꎬ首先适应经

济建设的需要ꎮ” [３] 所以在建国初期ꎬ共产党对高

等教育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ꎬ着重改变当时

高校文科专业过多、理工科专业偏少的状况ꎬ大力

增设和发展冶金、地质、石油、采矿、水利等工科院

校和专业ꎬ加快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ꎬ逐步建立健

全了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ꎬ在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对工科专门人

才的需求ꎬ并有力地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ꎮ

　 　 ２.高校地区分布不均衡ꎬ需要重新调整、
合理布局

新中国成立之前ꎬ由于受地理位置、历史文

化、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ꎬ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

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合理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我国

大部分高校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ꎮ 尤其

是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福州、厦
门、苏州、大连、青岛、济南、沈阳等十几个地处沿

海地区且经济发达的大城市ꎬ这些城市集中了当

时全国将近一半的高校ꎮ 然而在广大中西部地

区ꎬ高校分布既不均衡且数量又少ꎮ 如幅员辽阔

的大西北地区不过 ８ 所高校ꎬ像青海、宁夏、内蒙古

等省区竟然连一所高校都没有ꎬ高等教育资源十

分稀缺ꎮ 高等教育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力量ꎬ高校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合理ꎬ对于

我国区域之间未来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会造成极

大的障碍ꎮ 因此ꎬ高等教育资源必须要重新调整、
合理布局ꎮ 所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改善沿海和内

地高校布局不均衡的结构ꎬ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

整体或部分院系搬迁到内地另行组建新校和新专

业ꎬ或者把沿海高校的一些系科专业合并入内地

相应高校ꎬ扩大它们的办学规模并且增强其专业

实力ꎮ 通过东、西部高校布局结构、院系专业的调

整ꎬ大大改变了当时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少数沿

海大城市的情况ꎬ使高校地区分布逐步均衡ꎮ
　 　 ３.调整改造旧教育、维护教育主权ꎬ建立

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从旧社会留存下来的由中

国人自己办的私立大学以及外国基督教会或天主

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共有 ８２ 所ꎬ这类学校将

近占了当时全国高校总数的 ４０％ꎬ所占比重较大ꎮ
但是ꎬ大部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普遍存在着办

学规模较小、经费缺乏、教学设备简陋、师资短缺

等问题ꎬ专业设置上主要偏重于文、法、商科ꎬ工科

专业较少ꎬ并且这些旧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宗旨同

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根本不符ꎮ 所以ꎬ这些学校

的办学状况与专业设置难以符合新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ꎮ 另外ꎬ新中国

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妄图颠覆和

扼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ꎮ 而我国的教会大学ꎬ
极大部分都是接受美国津贴资助ꎮ 在当时ꎬ美帝

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拨付经费来暗中影响和操控

教会大学ꎬ教唆他们不去执行和遵守人民政府的

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令ꎬ企图通过减少教育经

费来阻碍教会大学向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转变ꎬ
甚至还提出要掌控教会大学的教育主导权以作为

继续拨付经费津贴的条件ꎮ 不仅如此ꎬ他们还在

学校利用传教活动作为掩护来进行反动政治活动

和宣传ꎮ 所以ꎬ要尽快接管和改造教会大学ꎬ以根

除美帝国主义在学校文化侵略渗透和颠覆破坏的

影响ꎮ 共产党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新体制ꎬ接收、接管了这些私立大学和教

会大学并收归国有ꎬ通过调整改造将其裁撤、拆
分、合并到公立高校ꎬ肃清了旧教育中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ꎬ维护了国家教育主权ꎬ
逐步拥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办学性质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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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一致、政令合一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新

体制ꎮ
　 　 ４.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ꎬ建立适合

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ꎬ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模式

主要是模仿美国的“通才教育”为主ꎮ 这种教育模

式的特点是重视学生知识的综合性和广泛性ꎮ 然

而过分强调对基础知识的广泛涉猎ꎬ忽视对专业

知识进行深入学习钻研ꎬ往往导致博而不专、广而

不精ꎬ甚至学非所用、学无所用ꎬ培养出来的人才

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ꎮ 所以要消除这些

弊端ꎬ必须对“通才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和改变ꎮ
然而在当时ꎬ新中国要对旧的高等教育模式进行

彻底的改造ꎬ唯有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

大成就的苏联老大哥学习ꎮ 因为ꎬ新中国成立后ꎬ
美国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

度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实行敌视和破坏政策ꎬ
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造成了严重威胁ꎮ 而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的革

命给予同情、支持和援助ꎮ 所以ꎬ新中国在政治、
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ꎬ提出“以苏为师”ꎬ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学习苏联的热潮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ꎬ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ꎬ明
确指出“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新教育的

方向ꎮ” [４](Ｐ.８４)于是ꎬ高等教育界开始认真学习和借

鉴苏联的教育模式、经验和理论ꎮ 与此同时ꎬ在高

等教育领域更是积极学习和照搬苏联的“专才教

育”模式ꎮ 这种模式强调高等教育要与国家经济

建设相适应ꎬ院系专业根据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

在生产建设中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设置ꎬ并且严

格按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来制定专业招生人数ꎬ重
点发展与国家产业部门发展相关的工程、科技等

理工科专业ꎬ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ꎮ 相比旧

中国高等教育采取的“通才教育”模式ꎬ苏联“专才

教育”模式能够很好地满足当时国家工业化建设

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ꎮ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ꎬ教育部积极倡导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ꎬ结合

国家经济建设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ꎬ对高校院

系专业设置、专业教育内容、培养模式等进行调

整ꎬ并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高等工科教育体系ꎬ初
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ꎮ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发

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ꎬ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国防、文

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推进ꎬ急需大量高素质专业

技术人才ꎮ 而在当时ꎬ以培养高层次专业技能人

才为主要目标的高校ꎬ却难以适应新中国全面建

设对各类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ꎮ 因为旧的高等教

育体制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各立门户、各自为

政” [５]ꎬ在专业设置、地域分布、教学内容、教学模

式、学制等方面都是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ꎮ 而且

由于旧中国高等教育长期效仿欧美高校的“通才

教育”模式ꎬ忽视和缺乏对专业知识的系统和深入

教育ꎬ教学内容笼统而宽泛ꎬ与社会实际相脱离ꎬ
导致“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ꎮ 
表现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ꎮ” [６](ＰＰ.３４５－３４６) 根

本无法满足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ꎮ 因此在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上ꎬ教育部长马叙伦指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随

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走上轨道ꎬ” “按照必要和可能

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ꎬ以便

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ꎮ” [７] 所以ꎬ建国初期

中央政府在对旧中国的高校进行接管、接收、整顿

和改造的进程中ꎬ积极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

得辉煌成就的苏联的丰富经验ꎬ借鉴其教育理论、
教育制度、“专才教育”模式等ꎬ开始有计划地对高

校进行调整ꎮ 最初为了稳妥地对旧中国的高等教

育进行接管与改造ꎬ以便顺利维持高校各项工作

的正常运作ꎬ并逐步实现从半殖民、半封建的教育

转变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ꎮ 教育部只是在北京、
天津、上海这几个城市对个别高校或院系进行尝

试性、局部性的撤并、调整ꎮ 而真正大规模的高校

院系调整则始于 １９５１ 年ꎬ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ꎮ
　 　 １.高校院系大规模全面调整阶段(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１９５２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ꎬ而工业化建设迫切

需要大量的工科专业技术人才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ꎬ教
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ꎬ参会代表认识

到当前的工学院存在着“师资设备分散ꎬ使用极不

经济ꎻ系科庞杂ꎬ教学不切实际ꎬ培养人才不够专

精ꎻ学生数量更远不能适应国家当前工业建设的

迫切需要” [８]等诸多问题ꎬ如不马上对这些工业院

校和系科专业进行有计划的、必要的调整ꎬ以便快

速、大量地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类工程技术专业人

才ꎬ那么势必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

展ꎮ 会议经过讨论研究ꎬ拟定了«全国工学院调整

方案»ꎬ提出重点对华北、华东、中南这三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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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工业专科学校、工科各系进行调整合并ꎮ
要求仿照苏联高等教育的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

和“专才教育”模式ꎬ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设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ꎬ有计划地调整、合并

和设置专门的工科院系专业以及确定招生人数ꎮ
教育部还决定要尽快制订出具体的调整方案和实

施细则ꎬ并打算于次年初开始着手做前期调整的

准备工作ꎬ以便在 １９５２ 年中方案能够全面付诸实

施ꎮ 这次会议正式揭开了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

序幕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ꎬ教育部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拟定

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 １９５２ 年的调整设置方案»ꎬ
要求根据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并结合各地区、各
高校的实际情况ꎬ统筹协调、合理安排ꎬ有计划、分
步骤地进行院系调整ꎬ重点培养国家各项建设事

业(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才ꎮ 方

案指出调整设置必须围绕着“以培养工业建设人

才和师资为重点ꎬ发展专门学院ꎬ整顿和加强综合

性大学” [９] 这一方针来展开ꎮ 这次调整以大行政

区为单位ꎬ各地区及各院校相继成立了高校院系

调整委员会ꎮ 院系调整方案主要参照苏联高校模

式ꎬ削减原有系科繁多的综合性大学ꎬ并把其改为

文理科大学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ꎮ 同时以建设单

科性专门学院为主ꎬ逐步取消综合性大学中学院

一级的建制ꎬ将它调整出来单独发展或合并为工

业、农林、医药卫生、师范、政法、财经等专门学院ꎮ
其中工学院是这次院系调整的重点ꎬ调整方案要

求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业院校ꎬ尽可能多办专

业性、单科性的工学院ꎬ以培养更多的专门工业建

设人才ꎮ 为此ꎬ各大行政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华
东三大区)及所在高校纷纷根据调整方案并结合

地方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要求ꎬ循序渐进地进行

院系调整ꎮ 在专业设置上严格依据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计划来细化分类ꎬ新设了钢铁、地质、土
木、电机、水利、石油、机械、邮电、航空工程等一批

工业专门学院ꎬ极好地满足了国家建设对工业技

术人才的需求ꎮ 同时加强和巩固综合性大学的发

展ꎬ调整设立校系两级管理体制ꎬ明确以培养科学

研究人才及中、高级师资作为其发展目标定位ꎬ而
且要求各大行政区至少要办一所综合性大学ꎮ

在这段时期里ꎬ人民政府还针对当时私立大

学和教会大学出现的私人筹募资金或接受外国津

贴逐渐减少、办学经费匮乏、生源锐减、办学规模

小、专业设置不合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专业少

等一系列问题ꎬ尤其是一些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

大学一方面抵触和阻挠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政策的实施ꎬ另一方面暗中进行造谣、诽谤和反动

宣传ꎬ甚至还勾结特务ꎬ从事策反、间谍等破坏活

动ꎬ人民政府利用这次高校院系调整ꎬ分期分批接

收、接管了所有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ꎮ 并且根

据国家建设的需要ꎬ通过院系调整把它们裁撤、合
并入国家管理的公立院校ꎬ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在

高教领域文化侵略的影响ꎬ维护了国家的教育主

权ꎬ结束了建国初期高校性质、宗旨不一的局面ꎬ
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高教领域得到了统一ꎮ

截至 １９５２ 年底ꎬ全国有四分之三的高等院校

进行了院系调整ꎮ 通过院系调整ꎬ工科院校得到

了较快发展ꎬ基本建成了专业比较齐全的高等工

科教育体系ꎮ 综合性大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ꎬ调
整和合并了一批工、农、医、财经、政法、语言、艺
术、体育、民族等专门学院ꎬ并明确了这些院校的

办学性质和发展任务ꎬ所有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

学也都收归国有并改为公立学校ꎮ 这一时期大规

模的院系调整符合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

需要ꎮ
２.高校院系继续调整阶段(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
虽然 １９５２ 年对高校的院系调整取得了很大成

绩ꎬ但是调整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没有结合学校实

际情况ꎬ对调整工作要求过高过急等问题ꎮ 因此

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 １９５３ 年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

政会议上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照顾到师资和设备

的条件ꎬ从主观愿望出发ꎬ有些院校独立的过早ꎬ
摊子摆的多了ꎬ不少院校专业设置也不够恰当ꎮ
总之ꎬ盲目现象是相当严重的ꎮ” [１０] 院系调整工作

中普遍出现了“重量轻质、贪多冒进、要求过急的

偏向ꎮ” [１１]为此ꎬ１９５３ 年高等教育部在着手进一步

调整时ꎬ认真吸取了上一年院系调整的经验教训ꎬ
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的计划»ꎬ要求调整计划必须建立在对各高校深入

调查、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ꎮ 在综合学校师资、教
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和校舍等情况ꎬ充分

酝酿分析、广泛讨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再制定出

调整实施计划ꎮ 强调院系调整必须有重点、有准

备地稳步推进ꎬ避免出现之前的贪多求快、急躁冒

进的弊病ꎮ
１９５３ 年院系调整的重点为此前尚未进行调整

的中南地区ꎬ以及对西南和西北这两个地区的部

分高校院系或专业进行局部调整ꎮ 主要任务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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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调整、改组与合并了一些系科庞杂的大学ꎬ“加
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

校ꎻ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做

法ꎬ以便进行整顿ꎮ” [１２] 由于此次调整准备比较充

分、考虑比较周全、计划切实可行、安排合理有序ꎬ
所以院系调整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ꎬ对相应学校

的师资、教学设备、系科专业设置等调配和规划做

到了有条不紊、稳步前进ꎮ 到 １９５４ 年ꎬ基于全国性

院系调整工作基本落实到位ꎬ高等教育部为了稳

定各高校教学工作和教学秩序ꎬ巩固发展和提高

质量ꎬ提出短期内一般情况下不再轻易进行调整

工作ꎬ如有学校确有必要只做个别微调ꎮ 经过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年的调整后ꎬ全国高校从原有 ２１１
所调整合并为 １８２ 所ꎬ系科专业设置比较合理ꎬ院
系调整基本达到预定的目标ꎬ顺利“走上了适应国

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道路ꎮ” [１３]

３.高校地区布局调整阶段(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
由于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的院系调整主要是针对院

系专业、教育模式、师资设备等ꎬ而对高校地区布

局不合理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改变ꎮ 虽然此前高校

历经了调整ꎬ但当时高校仍是过度集中在东部沿

海地区或靠近沿海的大城市ꎮ 据 １９５５ 年统计ꎬ仅
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 １７ 个沿海大城市的高校

就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５１％ꎬ而在校学生更是达到

全国总数的 ６１.９％ꎮ 高校地域结构分布的严重不

合理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ꎬ党和政府基于“一
五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

国防战略布局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ꎬ认为高校区

域分布不应过分集中ꎬ否则会影响到经济建设的

全面、协调发展ꎮ 所以ꎬ很有必要对当时高校的区

域设置进行调整ꎬ以使其均衡布局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ꎬ
高等教育部提出“高等学校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

义建设及国防建设要求ꎬ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计划相配合ꎻ学校的设置分布应避免过分集中ꎬ学
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ꎻ高等工业学校应逐

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ꎮ” [１４]要求高校的调整设置

应当按照“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和国民经

济的发展计划ꎬ并结合工业化建设以及国防现代

化建设来进行调整ꎮ 对全国高校、院系专业和师

资设备等教育资源的布局要均衡设置ꎬ避免过分

集中ꎮ 同时工科学校的设置和调整还应该逐步和

工业基地的规划和产业体系发展相结合ꎮ 所以ꎬ
高教部从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

区ꎬ将一些高校整体或部分系科专业迁至西安、成

都、重庆、兰州、太原等内地城市组建新的学校ꎬ或
者从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抽调部分院系专业、师
资设备合并入内地高校ꎬ以加强内地学校和专业

的办学实力和规模ꎮ 另外ꎬ还逐步通过增设或调

整工科院校来帮助西南、西北等内地工业基地的

建设发展ꎮ
此次院系调整大大改变了之前高校过于集中

在沿海地区和沿海大城市的布局不合理状况ꎮ 经

过调整ꎬ内地高校数量增加到 １１５ 所ꎬ占了当时全

国 ２２９ 所高校的一半ꎮ 通过在内地城市组建或调

整合并了一批测绘、矿冶、石油、电讯、航空、机械、
化工、电机等工科院校ꎬ为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的

开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工程专业技术人才ꎬ极大

地推动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ꎮ 至

此ꎬ我国高校院系调整基本结束ꎮ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

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高

校院系调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次大规模的

深刻变革ꎬ这次院系调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ꎬ基本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ꎮ 但调整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

与不足ꎬ造成了一定的失误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

制约了建国初期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ꎮ
１.高校院系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效

其一ꎬ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ꎬ建立

了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ꎬ为国家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ꎮ 通过院系调

整ꎬ大多数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等办学的基本

条件得到了较大的加强和改善ꎮ 一些高校及系科

专业通过调整、重组、合并后扩大了规模ꎬ增强了

实力ꎮ 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得到了大幅提升ꎬ在校

生从调整前的 １９５１ 年的 １５.３ 万上升至 １９５７ 年的

４４.１ 万ꎬ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

者ꎮ 另外ꎬ为了改变当时工业落后的面貌ꎬ必须尽

快培养大量工程技术专业人才ꎬ以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ꎮ 因此中央政府重点加强了工科院校、专
业的建设ꎬ着力培养工科专业人才来适应大规模

的国家建设ꎮ 院系调整中设置的工科专业达到

１８３ 种ꎬ占了当时高校总专业数的 ５７％ꎮ 工科在校

生人数也不断增多ꎬ“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人数由

１９４９ 年的 ３０ꎬ３２０ 人ꎬ增加到 １９５７ 年的 １６３ꎬ０２６ 人

(约 ５ 倍多)ꎮ” [１５]而且还新设了采矿、冶金、机械、
材料、电力、石油、计算机、半导体、原子能等一批

工科专业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ꎬ
—９２—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能造桌子椅子ꎬ能造茶碗

茶壶ꎬ能种粮食ꎬ还能磨面、造纸ꎬ但是一辆汽车、
一 架 飞 机、 一 辆 坦 克、 一 辆 拖 拉 机 都 不 能

造ꎮ” [１６](Ｐ.３２９)的落后的状况ꎬ为工业化建设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ꎮ 院系调整优化了高等教育结构ꎬ建
立起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ꎬ促进了高等教

育的快速发展ꎮ
其二ꎬ高校区域布局的调整ꎬ促进了内地高等

教育的发展ꎬ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和经

济建设ꎮ 院系调整改变了旧中国高等学校主要集

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的不合理状况ꎮ 党中

央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战略的全局考

虑ꎬ对沿海和内地高等教育进行统筹调整、合理布

局ꎮ 根据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建设

等对专业和人才的需求ꎬ把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

高校ꎬ如上海交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南京工学

院等ꎬ整体或部分院系专业、师资设备迁往内地ꎬ
重组新校或合并入内地高校ꎬ有力地支援了内地

高等教育建设ꎮ 据统计ꎬ院系调整结束后ꎬ西部高

校总数比调整前增加了近 ３０ 所ꎮ 整个大西北地区

解放初期只有 ８ 所高校ꎬ到 １９５７ 年已增至 ２２ 所ꎬ
就连地处比较偏远的新疆地区都设有 ５ 所高校ꎮ
内地高校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ꎬ占全国在校生总

数的 ４４.１％ꎬ东西部高校的学生人数逐渐趋向均

衡ꎮ 同时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基本上都设有了综合

大学和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等专门学院ꎮ
院系调整后ꎬ高校的地区分布逐趋合理ꎬ大大增强

了内地高等教育的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ꎬ为中西

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援ꎬ
有力地促进了内地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建设ꎮ

其三ꎬ优化重组高等教育资源ꎬ提高了高校办

学效益ꎬ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ꎮ
旧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比较混乱ꎬ“高等学校办学庞

杂混乱ꎬ院系专业设置基本上是自发的ꎬ缺乏规划

和长远的考虑ꎮ 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浪费” [４]ꎮ
这根本无法适应新中国建设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需

要ꎮ 建国初期ꎬ针对当时高校存在的院系专业盲

目自发、重复无序的设置ꎬ“通才教育”的办学模式

和人才培养目标严重脱离社会实际ꎬ师资设备配

置不合理ꎬ教学资源浪费严重ꎬ办学效益低下等情

况ꎮ 中央政府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ꎬ从全国

一盘棋的思路来统筹安排和谋划推进高校院系专

业的调整ꎮ 根据各校师资、设备、经费、学生等进

行优化重组ꎬ将当时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

理配置ꎮ 通过调整ꎬ解决了系科专业设置庞杂重

叠ꎬ师资、设备、校舍配置不均衡等问题ꎬ有效地缓

解了大部分高校师资数量不足的压力ꎬ并使有限

的教学资源得到了较好利用ꎬ大大提高了办学效

益ꎮ 另外ꎬ通过接收、接办与改造教会大学和私立

高校ꎬ将其撤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立学校ꎬ结束

了新旧教育过渡阶段学校性质各异、管理体制不

一的弊端ꎬ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统一ꎬ从而奠定了

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ꎮ
２.高校院系调整的不足之处

第一ꎬ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大大削弱ꎬ人文教育

严重缺失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国家出于国民经济

快速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ꎬ急需大量

工科专业技术人才的考虑ꎬ提出高等教育应以培

养工业建设人才为重点ꎮ 因此ꎬ国家大力发展工

科专业和扩大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ꎮ 这就导致

了在院系调整中工科专业在整个高校专业设置中

占了主流地位ꎬ而许多文科专业由于被认为在国

家经济建设中学无所用、无所建树而得不到重视ꎮ
“文科无用论”思想逐渐在高等教育领域盛行ꎬ文
科专业在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大量地挤压和裁撤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过分强调人文社会学科的阶级性ꎬ
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ꎬ认为社会学、政治学、
心理学、法学等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学科

专业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ꎬ与执政党主导

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ꎬ必须将这些专业坚决裁撤

取消ꎬ因此造成在调整过程中一些人文社会学科ꎬ
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专业被撤销ꎬ哲学、法
学、管理、财经类等专业被调整合并、停办或缩减

招生ꎮ 一大批在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卓有建树的著

名教授学者ꎬ被迫转去从事外语、地理等教学或被

安排去图书馆整理资料ꎮ 文科类招生也被大量缩

减ꎬ文科类在校生从建国初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

３３.１％ꎬ到 １９５７ 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下降到 ９％ꎮ 高

校的人文社会学科被严重削弱ꎬ部分专业甚至出

现了断层ꎬ人文教育发展陷入了衰退ꎮ
第二ꎬ盲目地照搬苏联的做法和经验ꎬ专业设

置调整工作中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ꎮ 新中国

成立初期ꎬ文教部门机械地照抄苏联的教育体制ꎬ
将其移植到我们的高等教育ꎬ高度推崇苏联的“专
才教育”模式ꎬ全面否定和批判旧中国高校采用的

欧美式“通才教育”做法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高校

院系调整ꎬ在“专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ꎬ以培养国

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出发点ꎬ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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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高等教育专业分类的特点ꎬ专业设置过分强

调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ꎮ 专业教育仅注重于培养

学生获取某种专业技能ꎬ使其毕业后能够较快地

适应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和职业技能要求ꎮ 高校

专业分类过专过细ꎬ像专业设置甚至细分到如电

工、钳工、车工等专业ꎬ导致调整后的农学专业有

９０ 余种ꎬ工科专业竟然高达 １８０ 多种ꎮ 这样的专

业设置使得当时高等教育完全被局限于只是获取

某项专业知识和技能ꎬ学生知识面狭窄ꎬ“认为只

要在本专业是内行就行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

有技能ꎬ 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科学而完整的理

解ꎮ” [１７]所以学生毕业后社会适应能力差ꎬ综合素

质偏低ꎮ 过度的专业细化还造成了各专业之间彼

此独立ꎬ学科交叉渗透少ꎬ相互间无法进行交流沟

通、协同合作ꎬ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ꎮ
第三ꎬ院系调整中对所有私立大学收归国有ꎬ

并全部改为公立高校ꎬ这种一刀切的做法ꎬ考虑不

够周全ꎬ做法欠妥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中国人自己

创办的私立大学有 ６１ 所ꎬ约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

的 ３０％ꎮ 私立大学本来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

有益补充ꎬ只要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ꎬ遵
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ꎬ那么党和政府在对其加

强政治思想领导的基础上ꎬ应该积极支持私立大

学发展并给予必要的帮助ꎮ 而在院系调整中简单

地把所有的私立高校撤销或合并ꎬ特别是一些办

学历史较久、专业实力较强、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学

校ꎬ如私立南通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

商专科学校、私立大同大学、大夏大学等一大批办

学质量好的学校在调整中被拆分合并ꎬ导致了这

些办学成绩显著、特色鲜明的私立大学不复存在ꎬ
实非明智之举ꎮ 在当时ꎬ鼓励支持私立大学自主

办学ꎬ既有利于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ꎬ
又能够充分调动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等社会各

方面力量捐资办学的积极性ꎮ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

初期ꎬ为了尽快使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学校性质

统一到社会主义层面ꎬ简单地取消了私人办学ꎬ将
私立大学收归国有并改为公立ꎬ这样极大地“影响

了个人办学的积极性ꎬ影响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

的多样化ꎬ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ꎬ增加了国家

负担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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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城市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
∗

———以南京市为例

龙 天 贵

(怀化学院教育科学学院ꎬ 湖南怀化　 ４１８０００)

　 　 [摘　 要] 　 民国时期城市房地产发展基本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ꎬ尤以首都南京为甚ꎮ 不管是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７
年还是战后ꎬ南京的房地产公司业务相当庞杂ꎬ且因受资本短缺、规模小及时局影响ꎬ大多进行的是土地投机ꎬ直
接投资于住宅建筑者不多ꎬ所以不仅对解决城市住房短缺问题影响不大ꎬ反而成了当时城市地价高涨、房价房租

特昂贵的主要推手ꎮ
[关键词] 　 民国时期ꎻ　 城市房地产ꎻ　 南京ꎻ　 畸形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３２－０５

　 　 一、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７ 年南京的房地产公司

及土地投机
南京市近代意义的房地产业最早可以追溯到

清朝末年ꎮ 伴随着下关开埠带来工商业的日渐繁

荣ꎬ南京住房紧张现象开始凸显ꎮ 宣统二年ꎬ商人

吴回范等人集资在下关三汊河地方集资创办了南

京下关华宁地产公司[１]ꎮ １９１６ 年ꎬ法国天主教堂

以营利为目的ꎬ在下关天光、天保、天祥等处建造

里弄住房出租ꎬ并雇佣专人经营管理ꎬ这可视为南

京市房地产开发的肇始ꎮ
自 １９２７ 年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后ꎬ南京市的建

筑事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ꎬ个中原因主

要是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使得人口

激增ꎬ并且这些新增人口多数来自南京以外的其

他省市地区ꎬ除少数有资产者能自建房屋居住外ꎬ
绝大多数只得租房居住ꎬ所以民国南京市的房屋ꎬ
无论是商店还是住宅ꎬ均以租赁居多ꎮ 而当地旧

式房屋有限ꎬ且设备简陋ꎬ新式房屋往往求过于

供ꎬ必然助推房租腾贵ꎬ地价高涨ꎬ从而引起投机

者趋之若鹜ꎬ各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本ꎬ不遗余力

地购买地产ꎻ而一般企业家ꎬ也以机不可失ꎬ纷纷

集合资本ꎬ从事房地产经营活动ꎮ 大概自 １９３０ 年

左右ꎬ南京市的房地产业开始出现勃兴的势头ꎬ各
式地产公司ꎬ“风起云涌ꎬ相继成立” [２]ꎮ 抗战全面

爆发前夕ꎬ南京市营造业最多时已经达到 ４８０
多家ꎮ[３](Ｐ.６３)

根据经营模式ꎬ我们可将民国南京的房地产

公司分为专营和兼营两种ꎮ
　 　 １.房地产专营公司

南京市的房地产专营公司ꎬ开始以合作社的

形式出现ꎬ继而才有地产公司的设立ꎮ 这种公司

一般资本有限ꎬ有的公司甚至只有三四人合资经

营ꎬ即称为地产公司ꎬ因此其经营范围与经营规模

当然也不能与当时的上海普益公司等大的房地产

公司相比较ꎮ 在战前ꎬ南京市房地产专营公司主

要有金陵房产合作社、益昌地产公司、乐居房产公

司、现代房地产建筑工程公司、太平房地产公司、
中和地产公司、福陵地产公司等ꎮ

从金陵房产合作社的介绍ꎬ我们可看出战前

南京市专营房地产公司业务的概况ꎮ
金陵房产合作社ꎬ地址位于西华门四条巷良

友里ꎬ后来改称为金陵地产公司ꎮ 其最初成立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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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一些公务员为解决居住困难问题ꎬ遂联合起

来ꎬ组成这一机构ꎬ用集体的力量代社员购买地产

及建筑住宅ꎬ并代办登记及收租等事项ꎮ
这一公司名称虽为“合作”ꎬ实际上是一个营

利组织ꎬ从其所从事的业务就看见一斑ꎮ 其一ꎬ收
买土地ꎮ 该社收买大小土地ꎬ加以整理为适宜于

居住的住宅基地ꎬ并注意这些住宅基地的交通、环
境、下水道及公共给水的设置及改善ꎬ然后按原地

价ꎬ加整理费用ꎬ再加基础设施建设费用ꎬ规定各

块基地的价值ꎬ以听社员出价自由选购ꎮ 其二ꎬ建
筑房屋ꎮ 首先是建屋计划:该社的建屋计划随各

社员的需要ꎬ分甲乙丙三种房屋ꎮ 甲种房屋连花

园在内大约占地 ４０ 至 ６０ 方ꎬ建造单独两层小洋楼

一座ꎬ房间有八九间至十几间ꎬ每座房屋约需款

８０００ 元至 １５０００ 元ꎮ 乙种房屋连花园在内占地大

约二三十方ꎬ建筑单独两层小洋楼一座ꎬ房间有七

八间ꎬ每座房屋约需款 ６０００ 元左右ꎮ 丙种为连接

式二层楼房ꎬ每幢房屋占地约 ５ 方ꎬ房间 ６ 间ꎬ造价

约需款 ４０００ 元ꎮ 其次是绘制房屋图样:该社聘请

有建筑师ꎬ专门绘制各种新式住宅图样ꎬ供社员选

择ꎬ社员也可以按自己的设计要求委托该社绘制ꎮ
再次是接洽营造及水木作:为使社员避免在房屋

建造过程中因工程及质量问题而遭受损失ꎬ该社

特招“素著信用”的营造厂投标为社员承建房屋ꎬ
当然ꎬ如社员欲自行委托营造厂承建亦可ꎮ 最后

是监工:在社员房屋建筑之际ꎬ该社经常派工程师

及监工人员随时监视工程ꎬ以保障质量ꎬ防止偷工

减料等事情发生ꎮ 其三ꎬ代收租金ꎮ 该社社员暂

时离开南京ꎬ其自置的房屋如果没人照看ꎬ可以委

托该社代为经理收租ꎬ租金按月寄给社员或代存

银行ꎮ 其四ꎬ代办押款及保险ꎮ 社员如欲将其自

置的房地产抵押换取现款ꎬ该社可代为接洽办理ꎬ
如欲给房产保险ꎬ该社也可以给社员介绍保险行

家ꎮ 其五ꎬ代办土地呈报、勘丈、纳税ꎬ以及订约等

事项ꎮ 其六ꎬ酬金ꎮ 该社代办以上业务均向社员

收取一定酬金ꎮ 绘制建筑草图收酬金 ２ 厘ꎻ绘制正

式建筑图样ꎬ规拟施工章程ꎬ订立包工合同ꎬ监建

房屋ꎬ工程费用五千元以下酬金 ７ 厘ꎬ万元以下酬

金 ６ 厘ꎬ五万元以下 ５ 厘ꎬ十万元以下 ４ 厘ꎬ十万元

以上 ３ 厘ꎻ钢骨混凝土及钢结构另加 ２ 厘半ꎻ如果

社员欲自行监工ꎬ前项酬金均减两成ꎻ里弄式房

屋ꎬ在两万元以上者ꎬ照以上标准八折计算ꎻ监建

房屋工程者ꎬ照以上标准八折计算ꎻ测绘地图ꎬ每
亩收费 ２ 元ꎬ有树木及障碍物ꎬ每亩 ３ 元ꎬ不足五

亩ꎬ也以五亩计算ꎬ有建筑物者另议ꎻ水电设计及

招工装置酬金以二厘估计ꎻ估计工程价值ꎬ出具估

价书ꎬ收酬金 ２ 厘ꎻ验收一切工程并出具证明书取

酬金 ２ 厘ꎻ由该社出面购定土地ꎬ规划整理后ꎬ再行

出售给社员ꎬ要加收相当于该块土地全部成本六

厘的酬金ꎻ社员如自有地产ꎬ委托该社分划整理经

手出售ꎬ取酬金三厘ꎬ仅分划整理取酬金一厘ꎻ以
单纯经纪人地位代人经手房产交易ꎬ按照委托人

要求过付的主要款项ꎬ征收手续费二厘ꎬ由委托人

于成交时缴付ꎮ[４]

战前ꎬ这一公司所取得的主要经营业绩如下:
第一ꎬ西华门四条巷良友里的钢骨水泥新式两层

住宅 ３０ 幢ꎮ 这些住宅工程的购地ꎬ绘制图样ꎬ招
标ꎬ监工ꎬ开挖自流井ꎬ装置住宅自来水、卫生器具

及电灯等事项ꎬ完全由该社办理ꎬ经费总计支出 １２
万元ꎮ 第二ꎬ鼓楼金银街、刘公馆两层新式住宅的

园林布置、自来水、卫生器具及电器设备ꎬ均由该

社代为经营ꎬ并招工承建ꎮ 第三ꎬ在竺桥、大悲庵

一带购地 １６ 亩ꎬ经规划整理后ꎬ由该社社员十人承

购ꎬ开辟为桃园新村ꎬ建成住宅 ３０ 多幢ꎮ 该社所建

住宅质量较佳ꎬ构造推陈出新ꎬ“望衡对宇ꎬ气象轩

昂ꎬ入其境精神为之一振ꎬ居之者人人称为乐土”ꎬ
被当时南京房地产业界奉为楷模ꎮ[５]

以上分析可见ꎬ南京房地产公司的业务相当

庞杂ꎬ但因资本有限ꎬ直接投资于住宅建筑者不

多ꎬ且规模小ꎬ所以对解决城市住房短缺问题影响

不大ꎮ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ꎬ南京市政府以“近年来本京市

民经营房地产公司者日渐增多ꎬ营业范围漫无标

准ꎬ有以经营地产业为主者ꎬ亦有经营地产之外兼

办建筑打样工程者ꎬ似此毫无限制ꎬ任其极尽包揽

操纵之能事ꎬ若不于(予)以取缔ꎬ殊有影响土地行

政及社会秩序”为由ꎬ[６] 制定并公布了«南京市地

产公司营业取缔规则»ꎬ规定地产公司所经营的地

产业务仅限于“买卖地产”“地产典押”和“建筑房

屋放租”三项ꎬ如市政府认为地产公司所经营的业

务与公众利益有关ꎬ则有权命令财政局对地产公

司所经营的业务进行指挥或限制ꎬ并要求全市所

有营造企业重新到市财政局审查登记ꎬ换发执照ꎮ
然而ꎬ截至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底止ꎬ遵章前赴土地局登

记的公司虽然不少ꎬ但最后经过核准登记并由国

民政府实业部发给营业执照的ꎬ则仅有六合无限

公司驻京办事处和乐居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两家ꎬ
“其余均因资本不足ꎬ饬于筹足后ꎬ向社会局为增

资登记ꎬ再行发给执照ꎮ”以此事为契机ꎬ南京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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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将前项规则予以修正ꎬ规定“地
产公司资本额应在国币三万元以上ꎮ” [７]

　 　 ２.房地产兼营公司

民国南京市的房地产专营公司因“资本不充ꎬ
规模甚小ꎬ未能臻于蓬勃” [３](Ｐ.６３)ꎬ所以对整个房地

产市场的影响远不及兼营公司ꎮ 所谓房地产兼营

公司ꎬ就是指这些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以房地产为

主ꎬ这种公司在当时大多数为银行ꎮ 在南京兼营

房地产的银行很多ꎬ计有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农工银行、江苏银

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等等ꎮ 这些银行均以本行

名义或化用“信业堂” “储业堂” “信仁堂” “信德

堂”“信立堂” “惠农记”等名义兼营房地产业务ꎮ
其中以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及中国实业银行

所经营的规模为最大ꎮ 此外ꎬ还有其他机构也兼

营房地产业ꎬ如下关的祥泰木行及下关海关总税

务署等ꎮ 外国人在南京经营房地产的则有德国洋

行、天主堂ꎬ以及怡和洋行等ꎮ 其中尤以怡和洋行

最为活跃ꎬ该洋行在下关江边建筑新住宅 ３０ 余幢ꎬ
出租与外国人居住ꎬ在怡和坊又有铺房 ２０ 余幢

出租ꎮ
以上这些房地产兼营机构虽然也从事房屋建

筑出租出售业务ꎬ但它们的主要业务还是土地投

机ꎬ我们之所以说兼营机构比专营机构对房地产

的影响更大ꎬ就是从其所从事土地投机而言ꎮ 从

如下几个数据所显示的这些兼营机构所操纵的土

地就可管窥一斑: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ꎬ海
关总税务署购置土地 ９１ 亩ꎻ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ꎬ储业堂(上海银行)购地 ３３ 亩ꎻ１９３１ 年 ３
月至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ꎬ信立堂购地 ６１ 亩ꎻ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至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ꎬ信仁堂购地 １６９ 亩ꎻ１９３１ 年 ２ 月至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ꎬ信德堂购地 ５３ 亩ꎻ１９３１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ꎬ信业堂购地 ９６ 亩ꎻ１９３１ 年 ５ 月至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ꎬ
惠农记(农工银行)购地 １０１ 亩ꎮ[８](ＰＰ.６４－６７) 可见ꎬ单
就这七家公司所购置的土地就多达 ６００ 余亩ꎮ 而

且它们所购买的土地绝大多数处于南京市中心地

段ꎬ这些土地均为市民建筑房屋的理想地带ꎮ 如

储业堂所购置的老米桥、沈举人巷、半边街、新街

口、奇望街ꎬ以及下关鲜鱼巷等地ꎬ惠农记购买的

大悲巷、四条巷、国府路、升平路、新街口等土地ꎬ
均处在南京市的重要街区ꎮ 根据战前的南京房地

产业界人士的估计ꎬ“各大银行在所收买之土地ꎬ
均在百万元以上” “故南京市地价之提高ꎬ此等操

纵和 缩 小 土 地 供 给 的 投 机 家ꎬ 实 系 为 厉 之

阶ꎮ” [８](Ｐ.６７)从时间上看ꎬ战前南京市的土地投机主

要集中于 １９２９ 至 １９３１ 年间ꎬ九一八事变发生后ꎬ
受政治形势的影响ꎬ同时也因为上海市开设推行

地价税ꎬ使得这些投机者担心地价税或土地增值

税一旦也在南京实行ꎬ与他们不利ꎬ所以南京土地

投机的狂热有所收敛ꎮ 比如高信的统计就显示ꎬ
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１ 年南京的土地买卖呈逐年增加的

趋势ꎬ分别为 ２１８ 件ꎬ３９３ 件和 ９４５ 件ꎬ而 １９３２ 年

则骤减为 ５３２ 件ꎬ １９３３ 年 １ 至 ５ 月也仅 １６４
件ꎮ[８](Ｐ.６０)正因如此ꎬ事变后南京的地价也一度低

于 １９３１ 年ꎮ
　 　 二、战后南京房地产业的复员与式微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国民政府各级机关从重庆

等西南地区复员回迁ꎬ南京人口在短时间恢复到

南京沦陷前的水平后持续增长ꎬ严重房荒使得城

区地价暴涨ꎬ加上法币贬值ꎬ通货膨胀ꎬ社会上的

大量游资转向房地产ꎬ主要投到土地上来ꎮ 新街

口地区的土地已是寸土寸金ꎬ每平方丈价值黄金

十两ꎬ而且有价无市ꎬ只要买到土地ꎬ既太平保险ꎬ
又可待价而沽ꎬ南京房地产业因此一时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势头ꎮ 据调查统计ꎬ仅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间

复业或新成立的私营房地产公司有 １８ 家ꎬ其中 ４
家属于战后复员ꎬ其余为新设立的 １４ 家ꎮ[９]

在战后房屋及地基供需失调的畸形状态下ꎬ
这些公司以“先知者”的优越身份逐渐成长为南京

市的宠儿ꎬ其逐利目的虽显露无余ꎬ但其成立时也

无不要以冠冕堂皇的词汇粉饰自己ꎮ 比如 １９４６
年ꎬ孙荫浓、汤心佛、朱梦梅、邓玉明等人发起组织

华安房地产有限公司ꎬ他们在向官方申领营业执

照的呈文中就指出ꎬ“查首都前经沦陷ꎬ市区房屋

被毁于敌之炮火者不知凡几ꎬ房地主流离于后方ꎬ
今值胜利归来ꎬ原有房地被人侵占者有之ꎬ被人盗

卖者有之ꎬ图状遗失急须补领者有之ꎬ房屋损坏急

须借款修复者有之ꎬ战前订约买卖现须正式成交

者有之ꎬ种种情形不一而足ꎬ阴浓等有见及此ꎬ爰
拟集资组织华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ꎬ于首都办

理一切房地产业务ꎬ以服务大众为职志ꎬ以繁荣市

面为目的” [１０]ꎮ 战后这些私营房地产专营公司的

业务跟战前一样ꎬ根据该华安房地产公司的公司

组织章程可知ꎬ其业务主要有三项ꎬ分别设置三个

部门经办ꎬ地产部负责房地产买卖ꎬ代办房地产转

移、登记、纳税、保险等业务ꎻ经租部主掌房地产承

租出租业务ꎻ 建筑部经办房地产设计及建筑

业务ꎮ[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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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ꎬ战后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经过低

迷、繁盛及式微三个阶段ꎮ 抗战胜利到 １９４６ 年是

低迷阶段ꎮ 这期间由于国民政府开始复员ꎬ许多

敌伪乃至私人的房地产业被以接收的名义 “劫

收”ꎬ再加上物价高涨ꎬ建筑费用特高ꎬ私人资本对

这一行业望而却步ꎮ 从官方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

可看出当时南京房屋建筑较之战前减少甚多ꎬ战
前 １９３５ 年度ꎬ南京市民请领建筑执照者 ３１９５ 件ꎬ
核发 ２７７０ 件ꎬ而 １９４６ 年度仅核发出 ７９４ 件ꎬ不到

战前的三分之一ꎮ 就核发 ７９４ 件执照中ꎬ建筑执照

３６５ 件ꎬ占总数之 ４６％ꎻ修缮执照 ４０１ 件ꎬ占总数之

５０％强ꎬ杂项执照 ２４ 件ꎬ占总数之 ３％ꎮ “惟自各月

比较ꎬ一月仅 ２ 件ꎬ嗣后逐月增多ꎬ至十二月份达

９６ 件ꎬ修缮一项除二月份略少外ꎬ以后亦逐月增

多ꎬ可见房屋之修筑ꎬ在日渐增多中ꎮ” [１２] １９４７ 年

是繁盛阶段ꎮ １９４６ 年下半年开始到 １９４７ 年初ꎬ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建筑奖助的政策ꎬ在这些利好政

策的推动下ꎬ南京于 １９４７ 年出现了市民自建住房

的一个小热潮ꎮ 仅当年 １０ 至 １２ 月份ꎬ南京市工务

局核发的建筑执照就有 ６７６ 件ꎬ[１３]与 １９４６ 年全年

核定的 ７９４ 件相差[１２] 只 １１８ 件ꎬ几乎相当于 １９４８
年 １ 至 ３ 月核定 ３５３ 件[１４]的两倍ꎮ 根据工务局的

统计数据ꎬ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ꎬ南京市

民私人自建房屋总计 １１８０７ 间ꎬ总面积达 ２１１４０５
平方公尺ꎻ其中ꎬ平房 ５８７９ 间ꎬ１０４７５８ 平方公尺ꎬ
楼房 ５８２８ 间ꎬ１０６６４７ 平方公尺ꎮ[１５] 但这种状况只

是昙花一现ꎮ １９４８ 年ꎬ因国共内战造成局势动荡ꎬ
首当其冲的国统区最重要城市南京、上海等地的

富人“争先来港ꎬ”他们将大量资金在香港购产置

业ꎬ“香港房地产售价猛涨” [１６]ꎬ南京房地产业则

因游资南移而陷入式微境地ꎮ

三、结语

通过对战前战后南京房地产业状况的分析ꎬ
我们不难发现ꎬ民国南京房地产业虽然有所发展ꎬ
但其发展可以说是畸形的ꎮ 房地产专营公司因资

金短缺ꎬ对住宅建设的投资相当有限ꎬ而资金雄厚

的地产兼营者银行则多专注于土地的囤积居奇ꎬ
它们大批购置土地ꎬ并且闲置不用ꎬ从而减少土地

的供给ꎬ使地价人为提高ꎬ然后待价而沽以求高额

利润ꎮ 诚如有人所言ꎬ“在房荒声中的今日ꎬ地产

公司为那些为了寻找房屋而疲于奔命的人ꎬ安排

下最后一条路ꎮ 地价房价是用钞票筑起的 ‘高

栏’ꎬ当然ꎬ不经过地产公司的手ꎬ自己去找房屋ꎬ

也要有一次跳高的表演ꎬ而一经地产公司的手ꎬ这
个高栏ꎬ便使你跳着更加吃力ꎮ 你越吃力ꎬ他的业

务却愈发达ꎬ结果只给拥有高楼大厦的人‘锦上添

花’ꎬ予那些无力租屋购屋的人ꎬ聊献‘画饼充饥’
的安慰ꎮ” [９]这一行业的发展不仅未能使南京市房

屋短缺状况有根本改观ꎬ也成了当时南京地价高

涨ꎬ房价房租腾贵的主要推手ꎮ 对此ꎬ战前战后担

任南京市市长的马超俊更是感同身受ꎬ同时也无

可奈何ꎬ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都市化的结果使都市的土地问题尖锐

化ꎬ因土地是自然赐予之物ꎬ非人力所能损

益ꎬ都市土地的效用是供给人民居住的宅所、
营业的基础及工作的场地ꎮ 都市人口逐渐增

加ꎬ土地的需求随之急切ꎬ但是无从创造新的

土地ꎬ所以居奇垄断取巧渔利之弊ꎬ从此滋

生ꎬ弄得地价暴涨ꎬ地主坐享其利ꎬ造成社会

贫富不均的现象ꎮ 因为都市土地比较农村土

地利用更为集约ꎬ收益比较更多ꎬ地价也就特

别高ꎬ并且变迁极大ꎮ 如南京市新街口的土

地ꎬ在光绪末年每方尚不及十元ꎬ至民国十一

年便涨至二十元ꎬ十五年已涨至八十余元ꎬ其

后国府定都南京ꎬ一切建设突飞猛进ꎬ到二十

年该地地价便达到每方六百余的高价ꎮ 地价

增长完全是社会的进步ꎬ公众努力的结果ꎬ地

主无举手投足之劳ꎬ坐享其成ꎬ这是何等不公

平的事ꎮ 土地为人民生命之寄托ꎬ如果在少

数人的手里ꎬ对于社会的福利大有妨碍ꎮ 吾

人居住南京ꎬ对于高额房租的负担ꎬ已经直接

感到痛苦ꎮ 讲到垄断土地ꎬ待价而沽ꎬ使需要

土地利用的人无法取得土地ꎬ而空着的土地

不能利用ꎬ是有而不能尽其利ꎬ消极的使社会

蒙其损失ꎬ并且影响都市之自然发展ꎮ 至于

已经利用的土地ꎬ多少是不合理化ꎬ如街道过

窄ꎬ建筑物高度与形式不适于一定标准ꎬ影响

到人民生活与健康ꎬ社会的秩序及市容的观

瞻ꎮ 由以上的叙述ꎬ站在社会福利及都市发

展的立场ꎬ可见都市土地问题的严重ꎬ有急待

解决者ꎮ[１７](ＰＰ.１２７－１２８)

对于南京市的土地投机及其对南京市房地产

市场乃至市政建设的恶劣影响ꎬ时人还这样抨击

称ꎬ土地拥有者“多不能与外来之投资家合作ꎬ譬
如在某一繁盛地区ꎬ某人拥有巨大之空地ꎬ虽经投

资家给予相当优异条件ꎬ而地主仍一味居奇ꎬ其他

变通办法之合作ꎬ尤难有所成交ꎮ 故直至今日ꎬ南
—５３—



 

京城内ꎬ枢要地域之间ꎬ尚不少投闲置散之空地ꎬ
一任蔓草纵横ꎬ或宁可仅获园艺家甚微之代价ꎬ而
无所顾惜ꎮ” [１８]官方对此当然不会没有觉察ꎬ为此

也采取了诸如土地限期建筑、逾期收回等办法加

以限制取缔ꎬ但效果不甚明显ꎮ 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当时许多军政要员也参与土地居奇ꎬ战
前如张静江、曾养甫在新街口商业区未开发之前

买下现在新街口百货商店、大华电影院、中央商场

等处地皮ꎬ等待新街口的开发ꎻ战后如宋子文等人

则直接参与鸡鸣寺土地的倒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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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在场问题

王　 胜１ꎬ２

(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７００ꎻ２.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根据“两高三部”的规定ꎬ律师在场是认罪认罚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认罪认罚中赋予律

师在场的权利具有鲜明的协商性ꎬ即对案件定性、量刑、程序选择等协商的权利ꎬ虽然与理想中的“律师在场权”
存在一定差距ꎬ实务操作中也有不少缺陷亟待解决ꎬ但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将“律师在场

权”付诸实践的尝试ꎬ值得理论界重视ꎮ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ꎻ　 律师在场ꎻ　 律师在场权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３７－０４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ꎬ是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

根据全国人大授权下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

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

简称“两高三部”规定)ꎬ标志着改革试点工作正式

启动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简约化刑事诉讼程

序ꎬ从而达到司法效率的最大化ꎮ 在简约诉讼过

程中ꎬ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ꎬ引入

委托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在场制度ꎬ成了认罪认

罚制度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一、律师在场的设置

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是认罪

认罚从宽工作得以开展的充分必要条件ꎮ “两高

三部”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要求ꎬ认罪认罚案

件ꎬ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

助ꎬ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ꎬ自愿

认罪认罚ꎮ 该条明确了认罪认罚案件中嫌疑人或

被告人充分获得法律帮助是该制度适用的必要条

件ꎮ 该条第三款还补充规定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自愿认罪认罚的ꎬ没有辩护人的ꎬ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

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

助ꎬ这大大突破了原先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所规

定的司法机关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及聋、哑人或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将提供法

律援助范围扩展到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所有的认罪

认罚案件ꎮ
“两高三部”规定明确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

用时不仅必须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帮

助ꎬ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认罪认罚现场律师在场的

制度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虽然规定了犯

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

措施之日起ꎬ有权委托辩护人ꎬ但没有规定侦查人

员或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

利ꎮ 然而“两高三部”规定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要

求ꎬ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ꎬ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

用的ꎬ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签署具结书ꎮ 对此ꎬ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检法制定的«刑
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进一步规定ꎬ人民检察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ꎬ应当随案移送听取值

班律师或辩护人意见的材料以及证明犯罪嫌疑人

签署具结书时值班律师或辩护人在场的材料ꎮ 该

规定除了明确要求律师应当在场外ꎬ还要求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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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律师的意见一并移送法院ꎮ
实务中ꎬ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必须在讯问犯

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开展认罪认罚工作ꎬ律师也要

在充分了解案情及犯罪嫌疑人意愿的基础上予以

在场确认ꎬ这也就意味着律师必然监督、见证了侦

查人员或检察人员全程“问话”过程ꎮ 当前实践

中ꎬ办案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ꎬ确实会通知律

师到场参与见证办案人员与嫌疑人的协商过程ꎬ
也就是说律师参与了讯问过程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ꎬ
“两高三部”规定虽然形式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

签订具结书时律师在场的权利ꎬ但由于要求律师

当场对具结书予以书面签字确认ꎬ实质赋予了律

师在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

见证、监督的权利ꎮ

二、律师在场的内容

需要明确的是ꎬ认罪认罚中赋予律师在场的

权利与理论意义上“律师在场权”并不完全相同ꎮ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进行特定诉讼行为时律师有权在场ꎬ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有权要求律师在场ꎮ 近些年

来ꎬ刑事诉讼学界对“律师在场权”的研究颇多ꎬ
“律师在场权”也慢慢走近大众视野ꎬ再不是一个

陌生的名词ꎮ 国外ꎬ对于讯问嫌疑人时律师能否

在场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英、美、意、荷等国

家持肯定态度ꎬ法、德、加、日则采取否定立场ꎮ[１]

虽然尚无统一定论ꎬ但律师在场权就不仅只是在

场这么简单ꎬ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权利内容ꎬ通说认

为“律师在场权”定义可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ꎮ
广义是指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ꎬ包括侦查、起诉和

审判等阶段ꎬ辩护律师有权在场为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提供法律帮助ꎬ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利益ꎻ狭义上是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

阶段ꎬ即犯罪嫌疑人自受到第一次讯问时起至侦

查终结ꎬ凡是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侦讯行为ꎬ辩护

人均有权在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ꎮ[２](ＰＰ.３７０－３７１) 而认

罪认罚工作中所确立的律师在场的权利ꎬ仅是犯

罪嫌疑人签订具结书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ꎬ并
不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ꎮ 从法律属性上看ꎬ
“律师在场权”属于辩护权的组成部分ꎬ主要用于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ꎬ防止侦查过程中的

刑讯逼供行为ꎬ确保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实、可靠

与合法性ꎬ确保刑事审判公正、可靠ꎬ这与认罪认

罚工作中赋予律师在场的相关权利属性、作用是

基本一致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所确立的律师在场权利

与“律师在场权”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ꎬ但也有不

同之处ꎮ 一般而言ꎬ“律师在场权”应当有许多内

容ꎬ主要包含律师的异议权及律师的签字权ꎮ “所
谓异议权ꎬ指律师针对公权力机关的违法取证行

为有权利提出异议ꎮ 所谓签字权ꎬ指在公权力机

关取证行为完备后ꎬ律师有权利对这些取证行为

进行确认ꎬ没有律师签字的讯问笔录ꎬ不应当作为

审判时的证据材料使用ꎮ” [３] 而认罪认罚制度中律

师在场权利ꎬ则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签订具结书时

异议权ꎬ以及对具结书内容是否认可的签字权ꎮ
上述这两项权利的行使ꎬ势必使得认罪认罚制度

中律师在场的权利具有鲜明的协商性ꎬ即对案件

定性、量刑、程序选择等协商的权利ꎮ 当前实践

中ꎬ律师与办案机关之间的“讨价还价”在签订具

结书之前就已激烈ꎬ从实质意义上说ꎬ认罪认罚制

度赋予了律师某种程度上“诉辩交易权”ꎮ
首先ꎬ律师有对罪名协商的权利ꎮ 根据认罪

认罚制度规定ꎬ认罪认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ꎬ指控的

犯罪事实没有异议ꎬ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

签署具结书ꎮ 因此ꎬ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具体罪名

有异议的ꎬ并不影响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ꎬ只是影

响具体程序的选择和诉讼分流ꎬ即只能适用简易

程序ꎮ 律师有与办案机关协商罪名的权利ꎬ最大

程度维护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益ꎮ 其次ꎬ律
师有对量刑协商的权利ꎮ 办案机关听取犯罪嫌疑

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ꎬ是认罪认罚

制度下量刑建议的必经环节ꎮ 办案机关应尊重和

保障律师依法执业ꎬ切实保障其阅卷权、取证权等

合法权利ꎮ 律师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ꎬ与办

案机关协商ꎬ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争取到最轻

的量刑建议ꎬ这也是“律师在场”在认罪认罚制度

中存在的重要意义ꎮ 再次ꎬ律师有对程序适用协

商的权利ꎬ即对速裁或简易等诉讼程序的适用进

行协商ꎬ这也会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最终刑罚

的认定ꎮ

三、律师在场的程序

“两高三部”规定虽然赋予律师提供法律帮

助、在场见证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的权利ꎬ但对

如何提供法律帮助、如何见证等程序并未明确规

定ꎮ 目前实践中ꎬ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在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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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办案机关通知至办案场所为主(包括检察机

关办案场所或羁押看守所)ꎬ而非律师陪同犯罪嫌

疑人前来或在律师约定地点、时间开展ꎮ 这样不

免让人担心ꎬ如果律师被动地被许可仅在某个时

间节点见证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ꎬ很可能实质

上造成对犯罪嫌疑人自愿性、是否充分了解法律

后果等内容见证的失真ꎮ
具结书是一份由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双方

签订的ꎬ详细记载定性、量刑高低及适用程序等重

要内容的法律文书ꎮ 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第二十

条ꎬ对认罪认罚案件ꎬ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判决时ꎬ
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

议ꎮ 对如此重要的法律文书ꎬ如果没有律师帮助ꎬ
犯罪嫌疑人很难在与公权力对抗中维护自己的利

益ꎮ 虽然“两高三部”规定也没有明确律师参与具

结书的协商ꎬ但如果委托辩护律师在前期多次会

见及充分阅卷的基础上ꎬ势必能与办案机关就认

罪认罚的条件展开协商ꎬ及时地为犯罪嫌疑人提

供有效法律帮助ꎬ从而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中律师

在场的作用ꎬ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ꎮ 例如ꎬ笔者在

认罪认罚案件办理中ꎬ就多次遇到极会讨价还价

的律师ꎬ将犯罪嫌疑人量刑空间压低至极限ꎬ甚至

将缓刑列为达成认罪认罚的前提ꎬ不欢而散是家

常便饭ꎮ 但问题容易出在值班律师履职过程中ꎬ
“两高三部”规定中对如何保障值班律师充分履行

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职责只字未提ꎮ 当犯罪嫌

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ꎬ值班律师能否有效保障犯

罪嫌疑人权益ꎬ为其提供有效的法律意见ꎬ不仅取

决于值班律师前期的阅卷及会见等基础性辩护工

作ꎬ还取决于办案机关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值班律

师创造这样的条件ꎮ 如果考虑到当前认罪认罚案

件中ꎬ值班律师在场的比例要远远高出委托律师ꎬ
这种问题就显得越发突出了ꎮ

实践中ꎬ为节约时间提高办案效率ꎬ办案机关

往往在签订具结书时才通知值班律师到场ꎬ这就

要求值班律师将“提供法律帮助”和“见证”的两项

任务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完成ꎮ 值班律师在刚刚了

解案情的情况下ꎬ很难就具结书中关系犯罪嫌疑

人切身利益的定性、量刑等问题为嫌疑人提供有

效的帮助ꎬ也许其到场也仅仅就是一次“目击”而

已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很多值班律师由于业务繁忙ꎬ
值班期间缺勤、溜班现象严重ꎬ使律师在场工作难

以协调ꎬ即便在岗的ꎬ由于对认罪认罚程序重要性

缺乏认识ꎬ参与其中也是心不在焉ꎬ不仅使所谓的

值班制度流于形式ꎬ而且也对认罪认罚工作的开

展造成了障碍ꎮ

四、相关对策

笔者认为ꎬ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

讼权益ꎬ充分发挥认罪认罚工作中律师在场的作

用ꎬ有必要在今后的规则中进一步加强值班律师

工作ꎬ明确律师在场的程序、内容等ꎮ
首先ꎬ律师在场工作离不开高效的律师值班

制度ꎮ 当前ꎬ认罪认罚工作中值班律师的高效运

作ꎬ除了要克服经费不足、业务冲突和质量难以控

制等这类普通难题外ꎬ最为迫切的是要进一步提

高对律师在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ꎮ 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应当与律协通力合作ꎬ通过理论研究、座
谈会等形式ꎬ不断完善律师在场的内容ꎬ着重强调

此种“律师在场”与普通法律咨询法律性质截然不

同ꎬ明确律师在场工作的成效不仅决定了“律师在

场权”实践之成败ꎬ也势必影响今后立法者的决

心ꎬ并直接关系到呼吁多年的律师辩护权的进展ꎮ
其次ꎬ在程序上应当明确律师介入时间ꎮ 实

务中ꎬ由于认罪认罚案件案情简单ꎬ犯罪嫌疑人认

罪伏法ꎬ委托辩护律师的主观意愿很低ꎬ造成大部

分案件需要通知值班律师到场提供法律援助ꎮ 笔

者认为ꎬ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聘请委托辩护人还是

为其申请的值班律师ꎬ办案机关均应当事先保障

律师的阅卷权利ꎬ除此之外ꎬ值班律师应当在提供

法律援助之前获得案情摘要ꎮ 犯罪嫌疑人在签订

具结书之前ꎬ就应当听取律师对定罪、量刑的意

见ꎬ避免在签字现场仓促行事ꎬ造成木已成舟ꎬ难
以改变的尴尬局面ꎮ

再次ꎬ在内容上应当细化律师在场协商权ꎮ
前文已经提到ꎬ虽然“两高三部”规定只是要求犯

罪嫌疑人在签订具结书时律师在场ꎬ但实践中律

师实际上被赋予了在场协商权———“两高三部”规
定所明确的“见证”及“听取意见”的应有之义ꎮ 笔

者认为ꎬ为避免实践中产生混乱ꎬ应当进一步明确

上述“应然”内容ꎮ 另外ꎬ检察机关是认罪认罚工

作中定罪、量刑的主导部门ꎬ在此过程中ꎬ律师往

往在检察人员陪同下出入讯问室ꎬ不仅存在办案

安全隐患ꎬ而且也违反了开展讯问工作的相关规

定ꎬ今后也可以通过设置“认罪认罚协商室”等办

案场所加以解决ꎮ

五、余论

迄今为止ꎬ除了北京市人民检 (下转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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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
之法律冲突及其解决路径

∗

———以«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为视角

余 中 根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ꎬ 河南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 　 «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之规定ꎬ与«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 ２ 条存在法律冲突ꎮ 这一法律冲突属于纵向立法冲突ꎮ 民办学校与事业单位在资金来

源和举办主体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ꎮ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是事业单位ꎬ不能登记为事业单位ꎮ 解决路径在于

由国务院改变«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后半句的规定ꎮ
[关键词]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ꎻ　 事业单位ꎻ　 法律冲突ꎻ　 «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０１１.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０－０４

　 　 为了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ꎬ有关立

法机关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民办教育方面的法律法

规ꎮ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通过了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ꎬ国务院于同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通过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

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ꎬ教育部等部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联合印发了«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

理实施细则»及«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ꎮ
这一系列民办教育法律法规的颁布ꎬ对于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ꎬ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ꎮ 然而ꎬ«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

则»有关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的规定ꎬ却与其他

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现象ꎬ需要及时解

决ꎬ方能避免日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的不必

要麻烦ꎬ避免民办学校发展的某种混乱状况ꎮ

　 　 一、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

业单位或事业单位的权利与义务分析

«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共六章ꎬ１８ 条ꎮ
六章标题分别为:总则、设立审批、分类登记、事项

变更和注销登记、现有民办学校分类登记、附则ꎮ
其中第三章“分类登记”是该实施细则的核心内

容ꎮ «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规定:
“正式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ꎬ符合«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到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

企业单位ꎬ符合«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到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登记为事业单位ꎮ”按照该条规定ꎬ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可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事业单

位ꎮ 值得思考的是ꎬ«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

则»为什么做出这一规定? 换句话说ꎬ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事业单位ꎬ分别

享有什么权利ꎬ需要履行什么义务? 登记为民办

非企业单位或事业单位ꎬ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１.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按照«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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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句的规定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登记为民办非

企业单位ꎮ 那么ꎬ什么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非营

利性民办学校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登记为民办非

企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享有哪些权利、需要

履行哪些义务?
(１)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含义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第 ２ 条的规定ꎬ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

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ꎬ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

活动的社会组织ꎮ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概念包括三

个方面的属性ꎬ即举办主体、举办资产和活动性

质ꎮ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举办主体是非国家机关的

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ꎬ举办资产是非国有资产ꎬ活
动的非营利性ꎮ[１](Ｐ.３)

民办非企业单位能够提供政府或企业不能或

不愿提供的服务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ꎮ 第一ꎬ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和改善公共

服务绩效ꎮ 第二ꎬ吸纳社会就业和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ꎮ 第三ꎬ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

变ꎮ 第四ꎬ促进社会资本培育和公民社会成长ꎮ
(２)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条件

按照上述«暂行条例»第 ８ 条的规定ꎬ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要申请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ꎬ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第一ꎬ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ꎻ
第二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有规范的名称ꎬ有必要的

组织机构ꎬ如董事会或理事会、校长、党组织、教职

工代表大会、工会等ꎻ第三ꎬ有合格的教师ꎻ第四ꎬ
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ꎻ第五ꎬ有符

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ꎮ
(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权利

民办非企业单位具有行政相对人、准行政主

体和民事主体三种法律地位和身份ꎮ 作为相对

人ꎬ民办非企业单位享有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ꎬ包
括参与权、知情权、收益权、监督权、司法救济权、
受偿请求权等ꎮ 作为准行政主体ꎬ民办非企业单

位可以作为准公共管理主体ꎬ但一般须经法律、法
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ꎮ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事

主体地位ꎬ具有法人、合伙和个体三种地位ꎮ[２] 民

办非企业单位享有财产权、名称权、名誉权、知识

产权、诉权等权利ꎮ 同时ꎬ民办非企业单位还享有

一项重要权利ꎬ即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ꎮ
(４)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义务

民办非企业单位需要履行诸多义务:第一ꎬ不

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ꎻ第二ꎬ遵守法律法规和政

策ꎻ第三ꎬ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其

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ꎻ第四ꎬ不得违背社

会道德风尚ꎻ第五ꎬ不得设立分支机构ꎻ第五ꎬ要按

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ꎻ第六ꎬ按
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ꎬ如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报送

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等ꎻ第七ꎬ按照

规定办理变更登记ꎻ第八ꎬ资产来源必须合法ꎬ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

用捐赠、资助ꎮ 在这些义务中ꎬ最核心的义务就是

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ꎮ
何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第一ꎬ非

营利组织的资产及其所得ꎬ任何成员不得私分ꎬ不
得分红ꎻ第二ꎬ非营利组织注销后ꎬ剩余财产应移

交同类非营利组织ꎬ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

展ꎮ[３](Ｐ.１９)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１９ 条第二款

的规定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

学收益ꎬ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ꎮ «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 ５９ 条第二款规定ꎬ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学校

办学ꎮ 由此可见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具备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特征ꎬ应该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ꎮ
　 　 ２.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的

权利与义务
按照«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后

半句的规定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登记为事业单

位ꎮ 从实践来看ꎬ浙江省温州、宁波等地的部分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已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４ 日ꎬ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成为宁波市第

一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８ 日ꎬ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获

得民办事业单位法人证书ꎬ是温州市首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转登记为民办事业单位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台州市临海市实验幼儿园领到了民办学校«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ꎬ正式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ꎮ 那

么ꎬ什么是事业单位?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要具备

什么条件才能登记为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享有哪

些权利、需要履行哪些义务?
(１)事业单位的含义

按照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
２ 条的规定ꎬ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

的ꎬ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

举办的ꎬ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

服务组织ꎮ «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所规定的“公益

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的性质为事业单位ꎬ因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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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主体也是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ꎬ资金来源为

国有资产ꎮ
事业单位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要区别是:

第一ꎬ举办主体不同ꎮ 民办非企业单位举办主体

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

公民个人ꎬ事业单位的举办主体是国家机关和特

定的社会组织ꎮ 第二ꎬ资金渠道不同ꎮ 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资金来源是非国有资产ꎬ事业单位的资

金来源是国有资产ꎮ[４](Ｐ.１１) 第三ꎬ权利不同ꎮ 民办

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ꎬ事业单位

本身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ꎬ但可以依法举办

营利性经营组织ꎬ只是该营利性经营组织必须实

行独立核算ꎮ 营利性经营组织是指从事商品生

产、流通、经营和服务性经营活动ꎬ以营利为目的

的独立核算单位ꎬ一般为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ꎮ
从上述三点区别来看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如果登

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ꎬ则举办主体不能是国家机

关和特定的社会组织ꎬ资金来源为非国有资产ꎬ不
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ꎬ也不能举办营利性经营

组织ꎮ 而如果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

的话ꎬ则举办主体为国家机关和特定的社会组织ꎬ
资金来源是国有资产ꎬ可以举办营利性经营组织ꎮ

(２)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的

条件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 ６ 条的

规定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申请登记为事业单位法

人ꎬ应当具备如下条件:第一ꎬ由国家机关举办或

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ꎻ第二ꎬ经教育行

政部门批准设立ꎻ第三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有自己

的名称ꎬ有组织机构ꎬ有符合标准的教学场所ꎻ第
四ꎬ有合格的教师ꎻ第五ꎬ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

定的经费来源ꎻ第六ꎬ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ꎮ
(３)事业单位的权利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ꎬ事业单

位享有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权利ꎬ其中最

主要的权利为国有资产经营权和从事社会服务活

动权ꎮ 第一ꎬ国有资产经营权ꎮ 事业单位对国家

授权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享有经营权ꎬ即国有资

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ꎮ 第二ꎬ从事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服务活动的权利ꎮ
(４)事业单位的义务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ꎬ事业单

位应该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

策、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对国有资产应尽的

义务、接受监督管理的义务等ꎮ 其中最主要的义

务是对国有资产应尽的义务ꎮ 事业单位对国有资

产应尽的义务包括妥善保管、合理使用、保值增值

和依法处分ꎮ 如该条例第 １５ 条规定ꎬ事业单位取

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符合其宗旨和业务范围的

活动ꎮ 事业单位接受的捐赠和资助必须符合事业

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ꎬ并合法使用ꎮ
　 　 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

位”的法律冲突

　 　 １.«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

存在的法律冲突

按照«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的

后半句规定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符合«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等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有关规定

的ꎬ可登记为事业单位ꎮ 这一规定与我国有关事

业单位的相关规定存在着不一致、不衔接之处ꎬ从
而使法律条文规定的权利之间存在冲突ꎮ

要弄清楚这一法律冲突ꎬ需要从民办学校和

事业单位的概念及特征入手ꎮ 按照«民办教育促

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ꎬ民办学校是指国家机

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ꎬ利用非国家财政性

经费ꎬ面向社会举办的学校ꎮ 民办学校具有如下

特征:第一ꎬ从举办主体来看ꎬ举办者是国家机构

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ꎮ 第二ꎬ从办学资金来看ꎬ
其来源是非国家财政性经费ꎮ 第三ꎬ从教育对象

来看ꎬ是面向社会举办的学校ꎬ不得实施军事、警
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ꎮ 第四ꎬ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还有其自身的特性ꎬ即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

益ꎬ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ꎮ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ꎬ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

会公益目的ꎬ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

国有资产举办的ꎬ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

动的社会服务组织ꎮ 事业单位具有如下特征:第
一ꎬ从举办主体来看ꎬ举办者是国家机关或者其他

组织ꎮ “其他组织”是指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由

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ꎬ经国务院批准免

于登记的团体以及国有企业ꎮ 第二ꎬ从资金来看ꎬ
其来源是国有资产ꎮ 国有资产是指国有资产占用

单位所持有的ꎬ属于国家所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

资产ꎬ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由于资金投

入及其收益、拨入经费、接受馈赠等形成的各种形

态的资产ꎮ 也就是说ꎬ事业单位的资金主要由政

府供给ꎮ 第三ꎬ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

服务活动ꎮ
从民办学校和事业单位的概念及特征来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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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和事业单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ꎬ主要体

现在经费来源和举办主体上ꎮ 民办学校(包括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经费来源是非国有资产ꎬ而事

业单位的经费来源是国有资产ꎮ 国家机构以外的

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国有资产举办各级各类

民办学校ꎮ 利用非国有资产是民办学校区别于事

业单位的一个基本特征ꎮ 民办学校是利用非国有

资产举办的ꎬ事业单位是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ꎮ
民办学校的举办主体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

和个人ꎬ事业单位的举办主体是国家机关和特定

的社会组织ꎮ 由此可见ꎬ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是

事业单位ꎬ不能登记为事业单位ꎮ «民办学校分类

登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与«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第 ２ 条存在着明显的法律冲突ꎮ
　 　 ２.该法律冲突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发展

的不利影响
这一法律冲突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发展将

产生不利影响ꎬ易导致民办学校发展的混乱状况ꎮ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登记为事业单位ꎬ意味着

民办学校也可以利用国有资产举办ꎬ其举办主体

可以是国家机关或特定的社会组织ꎮ 这显然与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宗旨相悖ꎬ也不利于民

办教育的健康发展ꎮ 浙江、福建、湖南、广东等地

已经出台了相关文件ꎬ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

登记为事业单位ꎮ 例如ꎬ浙江省宁波市编制办等

四部门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联合发布了«宁波市非

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开展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办法»ꎬ该暂行办法第 ２ 条、第 ６ 条都规定了ꎬ登
记为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全日制民办学校的前提

条件之一就是利用国有资产举办ꎮ 这显然与«民
办教育促进法»第 ２ 条所规定的民办学校利用非

国有资产举办相悖ꎬ也与«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第 ２ 条所规定的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相

悖ꎮ 这一法律冲突将导致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无所

适从ꎬ如果登记为事业单位ꎬ不符合事业单位的相

关规定ꎻ如果不登记为事业单位ꎬ将丧失诸多

权益ꎮ
　 　 三、“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

位”法律冲突的解决路径
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的法

律冲突来看ꎬ该法律冲突属于纵向立法冲突ꎮ 纵

向立法冲突是指在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文件之

间ꎬ效力等级低的法律文件与效力等级高的法律

文件之间的冲突ꎮ[５](Ｐ.３) «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

细则»的立法机关为教育部等五部门ꎬ其性质为部

门规章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立法机

关为国务院ꎬ其性质为行政法规ꎮ 按照«立法法»
第 ８８ 条第二款的规定ꎬ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ꎮ
因此ꎬ«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效力高于

«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ꎮ
那么ꎬ如何处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

业单位”的法律冲突呢? 一般而言ꎬ法律冲突的解

决途径包括预防冲突、排除冲突和裁决冲突ꎮ 冲

突已经发生ꎬ因此其主要解决途径为裁决冲突ꎮ
裁决法律冲突主要有法规审查、改变与撤销、法规

清理三种制度ꎮ 就这一冲突而言ꎬ主要适用改变

与撤销制度ꎮ 按照«立法法»第 ９７ 条第三款的规

定ꎬ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ꎮ
就“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的法律冲

突而言ꎬ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民办学校分类登

记实施细则»第 ７ 条后半句的规定ꎮ 具体而言ꎬ国
务院可以撤销第 ７ 条后半句的规定ꎬ但保留第 ７ 条

前半句的规定ꎬ即“正式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ꎬ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到民政部

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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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研究

肖 　 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ꎬ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 　 «刑法修正案(九)»将恐怖犯罪的预备行为作为实行行为予以规定ꎬ对其正当性的讨论将为我

国当前刑事立法扩张的趋势提供依据ꎮ 从风险刑法的角度看ꎬ对恐怖主义犯罪这种“当代风险”进行提前预防具

有合理性ꎮ 但不可否认ꎬ这一刑罚处罚前置的手段也可能成为过分扩大处罚范围的问题手段ꎬ有必要在司法适用

和未来刑事立法上对其界限进行划定ꎮ
[关键词] 　 恐怖主义犯罪ꎻ　 预备行为实行化ꎻ　 风险社会ꎻ　 抽象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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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恐怖主义这一威胁人类安全、社会经济

发展的“毒瘤”有愈加恶化的趋势ꎮ 为了应对恐怖

主义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ꎬ２０１５ 年 ８ 月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主义犯罪做出了相应的

修正ꎬ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预备行为的实

行化ꎮ 将预备行为实行化是现代刑法扩张的手

段ꎬ是刑事处罚前置化的一种表现形式ꎮ 我国在

刑法总则规定了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内容ꎬ但由

于传统刑法强调刑法的保障机能ꎬ以处罚既遂犯

为原则ꎬ处罚未遂犯、预备犯为例外ꎬ在实践中预

备行为很少予以处罚ꎮ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

怖主义的犯罪增设了将预备行为作为实行行为处

罚的规定ꎬ突破了我国传统刑法学的理解ꎬ其是否

具有正当性ꎬ值得探讨ꎮ 本文将以恐怖主义犯罪

新增规定为切入点ꎬ对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

行化的理论基础展开讨论ꎮ
　 　 一、«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恐怖主义

犯罪的规定及其特点

　 　 １.«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恐怖主义

犯罪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恐怖主义犯罪的规

定主要集中在第 １２０ 条:
一是刑法配置的完善ꎮ «刑法修正案(九)»对

第 １２０ 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增加了财

产刑ꎮ
二是行为方式的扩大ꎮ «刑法修正案(九)»对

第 １２０ 之一所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进行扩

张ꎬ其一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列为本罪的行为

方式ꎻ其二增加了一款ꎬ将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

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纳入

本罪的规制范围ꎮ
三是增设新罪ꎮ 在第 １２０ 条之下增设了“准

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
动实施恐怖主义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

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

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ꎮ
上述新增规定中ꎬ第 １２０ 条之二“准备实施恐

怖活动罪”ꎬ是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的典型ꎬ“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ꎬ并处罚金ꎻ情节严重的ꎬ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为
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

的ꎻ(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

动培训的ꎻ(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

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ꎻ(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

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ꎮ”本款所规定的行为原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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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恐怖活动的预备行为ꎬ新增的“准备实施恐怖

活动罪”将其作为实行行为加以规定ꎬ不再适用总

则关于预备行为的规定ꎮ[１]

　 　 ２.恐怖主义犯罪新增规定的特点

(１)处罚模式的转变

我国传统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通常采用的

是“行为＋情节”或者“行为＋结果”的模式ꎬ[２] 这源

于我国传统刑法学中“结果本位”的立法思想ꎬ相
比危险结果ꎬ尤其偏重实害结果ꎮ 在此次新增的

恐怖主义犯罪中ꎬ采用的大都是实施“行为”即认

为构成犯罪的模式ꎮ 如«刑法»第 １２０ 条之二:“为
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

的”“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

联络的”即可构成该罪ꎬ不要求行为造成损害结果

或者危险结果ꎻ又如«刑法»第 １２０ 条之三ꎬ只要是

实施了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

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的行为即可构成

本罪ꎬ不需要满足情节和结果的要求ꎮ
(２)处罚的严厉化

处罚的严厉化主要表现为处罚范围趋“严”和
处罚力度趋“厉”ꎮ

处罚范围趋“严”体现为«刑法修正案(九)»
将很多原本不属于恐怖活动范畴的行为纳入恐怖

活动的范围ꎬ例如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服饰、标志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物品原本不属于刑法所规制的恐怖活动的范畴ꎬ
本次修正案将法网进一步严密ꎬ将上述行为纳入

了“恐怖活动犯罪圈” [３]ꎮ 同时ꎬ一些原本属于恐

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被实行化ꎬ作为独立的预

备犯在刑法分则单独加以规定ꎬ虽然刑法总则已

经规定了处罚预备行为的原则ꎬ但是在司法实践

中预备犯常常不予处罚ꎬ这次在刑法分则将恐怖

活动的预备行为予以独立规定ꎬ实则是将其真正

纳入刑法处罚范围ꎮ
处罚力度趋“厉”首先表现为新增犯罪都规定

了较重的法定刑ꎬ如«刑法»第 １２０ 条之四利用极

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ꎬ与«刑法»第 ２７８ 条煽动

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相比ꎬ几乎是同样的行为ꎬ如
果是利用极端主义煽动抗拒法律实施ꎬ即便不是

暴力抗拒ꎬ也会跟煽动暴力抗拒判处一样的甚至

更高的法定刑ꎬ由此可见我国对恐怖犯罪处罚之

“厉”ꎮ[２]其次ꎬ处罚力度之“厉”还体现为将预备和

帮助行为直接规定在刑法分则中ꎮ 因为如果按照

刑法总则的规定ꎬ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都可以减

轻甚至免除处罚ꎬ但«刑法修正案(九)»将其规定

在刑法分则后ꎬ不能再适用总则的减免规定ꎬ必须

严格按照法定刑予以处罚ꎮ
　 　 二、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正

当性
将实施恐怖活动之前的预备行为与实施恐怖

活动的实行行为视作具有等价性ꎬ不可避免地引

起了极大的争议ꎬ而且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恐怖主

义犯罪只要有“行为”即可成立ꎬ这与要求有危害

结果才成立犯罪的“结果本位”的传统刑法相悖ꎬ
其正当性遭到质疑ꎮ
　 　 １.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的性质之辨析

要讨论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是

否具有正当性ꎬ首先面临的问题的是:预备行为实

行行为化属于何种犯罪类型ꎬ因为ꎬ对恐怖主义犯

罪确定刑罚前置化手段的归属亦是一种证明正当

性的方式ꎮ 对此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质预备犯

抑或抽象危险犯ꎮ[４](Ｐ.４９)实质预备犯是指将尚未着

手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ꎬ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规

定在刑法分则ꎮ 抽象危险犯是将在社会一般观念

上认为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类型化之后所规

定的犯罪ꎮ[５](Ｐ.９５)

实质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都是刑事处罚前置

化的类型ꎬ在这一点ꎬ二者是相似的ꎮ 在我国刑法

分则规定的罪名中ꎬ有部分犯罪既是实质的预备

犯ꎬ也是抽象的危险犯ꎬ如持有型犯罪ꎮ 但是ꎬ二
者有明显不同的特征ꎬ实质预备犯是将认定犯罪

的“时点”从实行行为前移到预备行为ꎬ而实行行

为是使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发生现实危险性的行

为ꎬ因此ꎬ预备行为越是往前推置ꎬ其距离法益侵

害就越是“遥远”ꎮ[６]而相比之下ꎬ抽象危险犯是相

对实害犯而言的ꎬ抽象危险犯的成立不要求有危

害结果的发生ꎬ强调的是法益侵害的可能性ꎬ目的

在于提前预防现实的法益侵害的发生ꎬ抽象危险

犯的规定的增加不一定会影响其与法益侵害的

距离ꎮ
就概念的表面来看ꎬ实质预备犯的定义似乎

更契合预备行为实行化ꎬ其实不然ꎮ 预备行为相

对于实行行为而言ꎬ不具有实行行为的定型性ꎮ
如果根据«刑法»第 ２２ 条ꎬ将“为了犯罪ꎬ准备工

具、制造条件”的行为一律都认定为预备行为ꎬ有
假借预备犯处罚思想犯罪之嫌ꎬ会导致预备行为

的范围无限扩张ꎮ 因为很多“准备工具、制造条

件”的行为从外部来看ꎬ都是符合社会相当性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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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ꎬ为了杀人而购买菜刀的行为ꎮ 将客观上具

备正常社会行为属性的行为认定为预备行为ꎬ实
则是仅仅根据犯意就认定构成犯罪ꎮ

抽象危险犯是针对“功能上的边界限制”的一

种策略ꎬ即在行为对法益产生侵害结果之前就予

以处罚ꎬ对法益采取更加有效的提前保护ꎮ 与实

质预备犯不具备类型化不同ꎬ抽象危险犯强调只

有对法益的抽象危险的这样一种行为ꎬ才有可能

被认定为抽象危险犯ꎬ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发挥

着边界控制的功能性作用ꎮ
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到底是何性质ꎬ是实质

的预备犯抑或抽象危险犯? 认为预备行为实行化

属于抽象危险犯的学者大多是以实质预备犯不具

有类型化的限制对其进行抨击的ꎮ 也有学者对此

采取了折中的方式ꎬ认为两者同为刑罚前置化手

段ꎬ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ꎬ但是抽象危险犯与实质

预备犯在刑罚处罚界限上达到了相交点:预备行

为实行化是指对法益具有抽象危险的实质预备

犯ꎮ[４](Ｐ.５０)笔者认为ꎬ这种折中说虽然仍然坚持实

质预备犯的观点ꎬ但其实际只是冠以实质预备犯

的名义ꎬ内涵与抽象危险犯并无差别ꎮ 预备行为

之所以纳入刑法分则的规制范围ꎬ就在于其对法

益的侵害性ꎬ在进行认定时ꎬ只要具有分则规定的

行为ꎬ就应当受到刑法处罚ꎬ是典型的抽象危

险犯ꎮ
　 　 ２.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理论

依据

将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定性为抽

象危险犯后ꎬ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风险刑法ꎮ
这个概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

著作«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的“风险社会”一词ꎮ
所谓风险社会是指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各种全

球性风险和危机对整个人类生活ꎬ对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ꎮ[７](Ｐ.２４)这种风险社会

理论产生了所谓“风险刑法”或者说是“安全刑法”
的理论ꎮ

风险社会的“风险”相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风

险有很多不同的特征:一是风险的内生性ꎮ 传统

的工业社会ꎬ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ꎬ而在风险社

会中ꎬ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ꎬ“我
们所面临的最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ꎬ它
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ꎮ” [８](Ｐ.１１５)

二是难以感知性和不确定性ꎮ 风险社会的风险通

常表现为核或者化学污染、空气污染等ꎬ人类不能

直接感知ꎬ且其造成的后果是难以通过传统的风

险计算方法加以确定的ꎮ 三是风险的平等性和全

球性ꎮ 风险社会的风险使阶层的界限逐渐模糊乃

至消失ꎬ它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ꎬ即
所谓“飞去来器效应”ꎮ 由于科技使人们的生活高

度关联在一起ꎬ风险亦从局部的、区域的风险转化

为全球性的风险ꎮ 四是风险和危害后果的因果关

系的难以把握性ꎮ[７](Ｐ.３０)现代化的风险形成有害影

响的曲折途径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ꎬ而风险社

会中结果的产生往往又是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ꎬ
加上现代风险引起的影响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滞

后性ꎬ导致以结果为基础的传统因果关系认定失

去了依托ꎮ 正因为上述特征ꎬ风险社会已经不同

于以往传统的工业社会ꎬ工业社会的发展动力在

于因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追求平等ꎬ风险社会的

发展动力在于安全ꎮ 简单来说ꎬ工业社会的驱动

力可以概括为“我饿”ꎬ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

表达为“我害怕”ꎮ[９](Ｐ.５６)

恐怖主义犯罪是 ２０ 世纪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犯

罪类型ꎬ其是否属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 这个问

题的关键在于恐怖主义犯罪是否具有上述现代风

险的特征ꎮ 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ꎬ国际社会

和学者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ꎬ但基本都认可

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手段暴力ꎻ
二是旨在制造恐惧或者恐怖气氛ꎻ三是行为对象

的不特定性ꎮ 就从恐怖主义犯罪的上述特征来

看ꎬ正好符合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特征ꎮ 恐怖

主义正因为其影响的全球性ꎬ而成为超越社会制

度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公敌ꎬ是多数国家的打击对

象ꎮ[１０]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具有极大的突然性ꎬ一
旦发生ꎬ造成的危害后果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ꎮ
恐怖主义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使这个世界上任何

人ꎬ因为时刻都有可能遭遇到恐怖袭击而感到害

怕ꎬ感到深深的恐惧和不安ꎮ 恐怖主义犯罪使当

代社会每一个人比以往更加期盼安全ꎬ这也就是

“我怕”在驱使人们追求防御更坏的东西ꎬ而不是

关心如何获得“好的”东西ꎬ这与风险社会的乌托

邦———每一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ꎬ[９](Ｐ.５７) 是一

致的ꎮ
现代风险诸如恐怖主义活动等的出现引发了

公众强烈的不安感ꎬ这种不安感使得公众诉诸国

家以寻求更为有力的保护ꎮ 刑法作为保障社会安

全和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ꎬ不得不担负起控制风

险和防御危害的使命ꎮ 但传统的刑法价值取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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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权利保障ꎬ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ꎬ这种权利保

障刑法在处理现代风险时容易遭遇挫败ꎮ
传统刑法的法益局限于具体化、物质化的利

益、以结果犯为主要模式、严格的因果关系证明与

以责任主义为原则的特征使其在对现代风险的处

理上显得力不从心ꎬ在常规安全计算体系的情况

下建立的传统刑法面临危机ꎬ[１１] 因而必须有所转

变ꎮ 正如日本学者田宫裕所言:“期待于刑法这种

手段发挥机能的无疑就是后现代的要求ꎬ刑法和

刑法理论也必须从田园社会的刑法向后现代的风

险社会的刑法转变ꎮ” [１２](Ｐ.８９) 首先ꎬ法益概念逐步

抽象化、精神化ꎬ出现了如安全感、秩序等抽象的

法益概念ꎻ受“社会本位”理念的影响ꎬ法益逐渐向

超个人法益的集体法益发展ꎮ 其次ꎬ现实的法益

侵害不再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ꎬ危险犯成为重

要的犯罪模式大量出现在刑法规定中ꎬ也就是犯

罪成立的提前化ꎮ 最后ꎬ在归责方面ꎬ突破以往因

果关系准则的限制ꎬ出现了疫学因果关系ꎬ在公害

犯罪中降低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ꎻ代理责任这

种全新的责任形式开始出现ꎬ使集体责任也能得

到追究ꎮ
风险社会对传统刑法的影响下ꎬ催生了风险

刑法或者说是安全刑法ꎬ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最

大的不同在于其将刑罚的目的转为积极的一般预

防ꎮ[１３]这种积极的一般预防在刑事立法上的上表

现为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ꎬ呈
现出鲜明的预防特征ꎬ仅仅以行为为根据就可以

发动刑事制裁ꎬ危险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被大

量采用ꎬ只要具有“不安感”即可处罚ꎬ由此促使公

众规范意识的觉醒和强化ꎬ从而达到预防风险结

果的发生ꎮ 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ꎬ一方

面是为了对公共安全这一集体法益提前保护ꎬ防
止公众被“不安感”笼罩ꎻ另一方面ꎬ对预备行为的

提前处罚也是为了强化公众的规范遵守意识ꎬ进
而防止其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行为ꎮ 恐怖主

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作为刑事处罚前置化的体

现的抽象危险犯的一种ꎬ正是在风险社会这一背

景下做出的、应对现代风险的不可或缺的调整ꎮ
　 　 三、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的

界限

　 　 １.对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划定

界限的必要性

将特定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ꎬ
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ꎬ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

实行化受到的批判如下:其一ꎬ与刑法谦抑性冲

突ꎬ有过于扩大刑罚处罚范围之嫌ꎮ 刑法谦抑性

体现为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１４]ꎮ 黎宏

教授指出ꎬ“在风险刑法的名义下ꎬ将一些在传统

上使用行政手段或者民事手段处罚的行为纳入刑

法的规制范围ꎬ 显然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

则ꎮ” [１３]其二ꎬ与刑法的保障机能相冲突ꎮ 为了消

除公众的不安感而进行的刑罚处置提前化将使刑

法本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法”ꎬ实则颠覆了

近代刑法的基本宗旨———保护公民的自由ꎮ 公民

的“安全感”是什么也具有模糊性ꎬ如果用本身含

义极不确定的概念为基础来确定某种行为是否应

该予以处罚ꎬ无疑具有极大的随意性ꎮ 其三ꎬ与责

任主义冲突ꎮ 恐怖主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将行

为作为处罚对象ꎬ认为法益侵害的结果不再是犯

罪构成的必备要件ꎬ不考虑法益侵害的结果ꎬ意味

着行为一经实施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受到处罚ꎬ至
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则不必考虑ꎬ给人一种强烈

的客观归责的印象ꎬ很难说符合责任主义ꎮ[１５]

上述反对的观点虽然不无道理ꎬ但是如果一

味地批判刑事立法的扩大化ꎬ而对于惩治恐怖犯

罪太过保守ꎬ则不利于法益的保护ꎮ 大多数学者

在赞成刑罚处罚前置化的同时ꎬ也提出应当“适度

犯罪化”的建议ꎮ 刑法很难说是一种“治本”的法

律ꎬ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冲

突ꎬ对恐怖主义行为应持有一种理性、谨慎的态

度ꎬ“非犯罪化”和“过度犯罪化”都不可取ꎬ而应当

“适度犯罪化” [１６]ꎮ 笔者赞成这种观点ꎬ当代恐怖

主义犯罪已经成为一种极难预测且危害后果极大

的风险ꎬ除了采取事前预防的方式ꎬ别无良策ꎬ«刑
法修正案(九)»将特定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

“实行行为”化的方式ꎬ正是对风险进行事先防控

的一般做法ꎮ 但同样要意识到的是ꎬ刑法作为最

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ꎬ还是应当遵循刑法的谦抑

性ꎬ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ꎬ否则就会导致侵犯公民

的合法权利ꎬ违背自由主义ꎮ 因此ꎬ明确恐怖主义

犯罪提前规制的界限实为必要ꎮ
２.如何进行限制

如何对恐怖主义提前规制划定边界涉及两个

方面:一是现行规定在司法上如何适用ꎻ二是未来

刑事立法的走向ꎮ
在司法适用上ꎬ必须对刑事立法的规制范围

进行限缩解释ꎬ“司法机关实际处置的犯罪圈必须

小于或者等于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圈ꎮ” [１７]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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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犯罪侵害的法益ꎮ 我国关于恐怖主义犯罪

的规定都位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ꎬ
也就是所有的恐怖主义犯罪都不例外ꎬ必须要危

害到“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
体、财产安全ꎬ方可成立ꎮ 而不能将仅仅危害到社

会秩序的行为认为是危害到“公共安全”ꎮ 二是坚

持罪行法定原则ꎮ 就“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而

言ꎬ以法律明文规定以外的方式为恐怖活动提供

准备的ꎬ不能构成本罪ꎮ 三是遵守责任原则ꎮ 其

一ꎬ实质不法性ꎮ 在对作为抽象危险犯的恐怖主

义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进行判断时ꎬ不能因为刑

法规定中只要求行为而没有要求结果ꎬ就对这里

的“危险”做完全形式上的判断ꎬ这样会导致虽然

形式上符合规范但实质上并没有侵害法益的情

况ꎮ 在个案中ꎬ行为虽然抽象危险的构成要件ꎬ但
又确实不会对公共安全有所损害的ꎬ应当排除其

不法性ꎮ 其二ꎬ实质的责任ꎮ 行为人必须对自己

抽象危险行为的不法具有认识可能性和控制可能

性ꎬ而不能认为ꎬ一旦行为人实施了具有抽象危险

的行为ꎬ就能推定具有故意ꎮ
未来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立法必须避免对某些

行为实行不必要的犯罪化:
一是坚持比例原则ꎮ 比例原则是一项宪法原

则ꎬ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适当性、必要性和相当

性ꎮ 考虑到刑法着重强调的是法益保护与自由保

障两者之间的平衡ꎬ比例原则事实上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从侵害法益的角度看ꎬ动用严厉的刑法手

段对法益采取严格保护是否具有必要性ꎻ二是从

刑罚上看ꎬ刑法规定的刑罚是否是行为应受的刑

罚ꎮ[１８]这两个方面不是没有先后次序随意判断的ꎬ
而是明确区分层次ꎮ 第一个层次主要包括法益侵

害原则和最小化原则ꎮ 法益侵害原则要求:只有

重要的法益遭到侵害才值得刑法保护ꎻ对重大法

益的侵害并不是将行为犯罪化的充分条件ꎬ还应

该从法益侵害的程度上考虑ꎮ 最小化原则是指由

于刑法是十分严厉的强制措施ꎬ只有其他较轻的

如民法、行政法规等都不足以规制某种行为时ꎬ才
能动用刑法ꎮ 如果要将某种行为纳入“恐怖主义

犯罪”的范畴ꎬ要看其是否已经侵犯到公共安全ꎬ
其侵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非用刑法规

制不可的地步ꎮ 第二个层次与罪责相适应原则类

似ꎬ就增加预备行为实行化这种抽象危险犯来说

需要遵循的是:只有在实害犯不足以预防危险的

发生ꎬ才能考虑将该种行为规定为危险犯ꎬ首先考

虑规定为具体的危险犯ꎬ只有在确实必要时才规

定为抽象的危险犯ꎮ[１９] 因为抽象危险犯相对于实

害犯和具体危险犯来说ꎬ其成立犯罪相对比较好

证明ꎬ是对行为人的自由实施更大限制ꎬ只有在确

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抽象危险犯的手段ꎮ
二是刑法规定的类型化ꎮ «刑法修正案(九)»

中规定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采用的是“列举＋
兜底条款”的模式ꎮ 列举式的规定无疑符合类型

化、定型化的要求ꎬ有利于厘清刑事处罚之边界ꎬ
实现刑法的明确性ꎬ值得肯定ꎮ 但是«刑法修正案

(九)»虽然对“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列举了 ４ 种

定型化的规定ꎬ但其所规定的兜底条款“为实施恐

怖活动进行其他准备的”ꎬ实则退回到 １９９７ 年刑

法第 ２２ 条确立的形式预备犯的老路上ꎬ[２０]使本罪

失去了类型化的特性ꎮ 与刑法明确性的要求相

悖ꎬ同时也使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ꎬ容易

导致将一些不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认定为本

罪ꎬ使犯罪成立范围不当的扩张ꎮ 成文刑法由于

文字本身的特性而具有不周延性、不完整性ꎬ列举

式的规定虽然具有类型化的特点ꎬ但仍然不能穷

尽所有的情况ꎬ所以我国刑法设立兜底性的条款

时常有之ꎬ也无可厚非ꎬ但就预备行为实行化这种

抽象危险犯来说ꎬ刑法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本就已

经大大提前ꎬ如果还设立兜底性的条款ꎬ授权司法

机关自由认定ꎬ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将会受到极大

的限制ꎬ“不明确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ꎬ就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而言ꎬ第 ４ 项的兜底规定

应予废除ꎮ 在刑法立法时ꎬ要注意立法的定型化ꎬ
尽可能少地设置兜底性的条款ꎬ对已经设置的兜

底性条款ꎬ必须根据列举式的规定进行同类性解

释ꎬ特别是对法益予以提前保护和刑罚处置前置

化时ꎬ更加要强化刑法的明确性ꎬ不设置诸如“其
他”的兜底性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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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３９ 页)察院第二分院等个别地区不成功

的试点外ꎬ[４] 认罪认罚工作所确立的律师在场制

度ꎬ是国内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律师在场权”第一

次系统性尝试ꎬ意义非凡ꎮ 但我们同样深知ꎬ一项

新制度在推行之初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在所难

免ꎮ 过去ꎬ即便不少学者及司法实务界持保守观

点ꎬ但也有很多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律师仍然希望能

将“律师在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ꎮ 从长远趋势来

看ꎬ“律师在场权”对侦查权的制衡ꎬ本质上是公民

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权ꎬ反映了刑事诉讼主体性

理论、程序公正理论、多元价值平衡理论的客观要

求ꎬ更是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方向ꎮ 鉴于此ꎬ我们

任重而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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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饥饿”

———章永璘们的人生难题

汪 　 杨

(安徽大学文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 　 以张贤亮系列小说人物章永璘为切入视角ꎬ论述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在文本中对建国初期进行

构建和追忆的ꎬ以此探求中国当代知识群体的思维特征ꎮ 章永璘这一系列人物的建构来源于作者“致命”的生活

体验ꎬ这一不可复制的经历构成了一代知识者无法规避的生命底色ꎻ而由此催生的知识分子叙事困境造就了章永

璘系列人物的出现ꎬ并因此形成的叙事特征是论文第二部分的论述重点ꎻ“第二种忠诚”既构成了这代知识分子

的精神内质ꎬ又成了他们书写历史和人性的方式ꎮ
[关键词] 　 知识分子ꎻ　 “饥饿”ꎻ　 “致命”的经验ꎻ　 躲闪与搁置ꎻ　 “第二种忠诚”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０－０５

　 　 在新时期关于“十七年”以及“文革”追忆和反

思的文学中ꎬ张贤亮是最早写出“饥饿”的作家ꎬ他
笔下的以系列小说人物章永璘为代表的那群被划

为右派的知识分子ꎬ开启了以觅食为指南的“苦难

的历 程 ”ꎬ 和 他 们 过 去 的 “ 诗 神 永 远 地 告 别

了” [１](Ｐ.４６３)ꎮ 当饥饿“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

实体ꎬ在胃里横冲直撞的时候” [２](Ｐ.３９１)ꎬ他们的理

性思维已然退化为想方设法找吃的ꎬ当面对物品

时ꎬ章永璘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一物品的用处和

性质ꎬ而是能不能吃ꎬ世间万物至此简化成了可吃

的和暂时不可吃的两类ꎮ 相较于身体层面如何存

活的生活技术难题ꎬ在“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

时代ꎬ基于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精神追问更显现

出章永璘们的窘迫与焦虑ꎬ他们对于身份认知的

饥渴是精神层面的“饥饿”ꎬ他们渴求着被理解与

认可ꎬ却只能“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ꎬ“战栗ꎻ诅
咒自己” [１](Ｐ.３８８)ꎮ 显然ꎬ除了人道层面的吃饭问题

以及由此带出的社会生存难题ꎬ章永璘们还需要

面对灵魂如何解脱的形而上难题ꎮ 他们面对“饥
饿”的如何表达ꎬ怎样表述ꎬ明晰地显现出一代知

识群体的思想与文学体系ꎮ

一、“致命”的经验

张贤亮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进行文学创作

的ꎮ １９５７ 年他因在«延河»文学杂志发表长诗«大
风歌»被划成“右派分子”ꎬ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

造 ２２ 年ꎮ 在很多学者看来ꎬ张贤亮既是最中国最

本土的作家(源于其内容书写)ꎬ但同时又是在精

神上最贴近西方的ꎬ除了他的小说里不断出现的

外国作品的引用ꎬ还因为在他反复叙写的知识分

子章永璘身上出现了“我亦有罪”的忏悔意识ꎬ“张
贤亮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ꎬ在创作中绝没有淡

化苦难ꎬ也绝没有美化世界ꎮ 他们的笔下都出现

了一连串颠沛无告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图景ꎬ都出

现了一幅幅有时简直可以重叠(但又决不)重复的

灵魂受伤、人性扭曲、躯体痉挛和心灵淌血的阴暗

画面” [２]ꎮ 为何一个从内容到模式(“落难书生”与
“风尘女子”)都极其典型的中国式书写ꎬ会与 ２０
世纪异国作家的创作存在着气质相通之处? 在笔

者看来ꎬ这一相通并非源于张贤亮崇拜式的致敬

书写ꎬ因为张贤亮的意趣从骨子里看还是抒情式

的ꎬ王尔德或许更贴近他的个人喜好ꎻ也并非因为

信仰的认同ꎬ作为“唯物主义启示录”而诞生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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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物章永璘ꎬ是无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

国度里找到救赎的ꎬ所以ꎬ当章永璘在现实世界和

精神领域里挣扎泅渡的时候ꎬ他的“求生”工具是

«资本论»ꎮ 那么ꎬ这一跨越时空的重合ꎬ真正的交

汇点在何处呢?
１８６６ 年出版的«罪与罚»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代表作ꎬ小说叙事的重点并不在犯罪与惩罚

的细节ꎬ而是着重刻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惶惑与

忏悔ꎬ这一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的心理描写ꎬ得力于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过的 “致命” 的经验ꎮ 在

“１８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沙皇政府准备处死比特拉谢

夫斯基小组的二十一名组员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

在其中ꎬ他的罪状是在一次集会中宣读了别林斯

基致果戈理的那封反农奴制的信ꎮ 陀思妥耶夫斯

基一边数着生命残余的几分钟ꎬ一边向朋友告别ꎮ
一直到最后一刻ꎬ侍从武官才拍马赶到ꎬ宣布以苦

役和流放代替死刑ꎮ 此后ꎬ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

了长达九年的西伯利亚苦役和军营生活” [２]ꎮ 这

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致命”体验ꎬ造就了日后的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ꎮ １９２７ 年的戴望舒也曾经历

过ꎬ之后他从思想激进的革命者变成了写下“寂寞

而惆怅”的«雨巷»的诗人ꎮ 章永璘这一系列人物

的诞生路程ꎬ亦是如此ꎮ
虽然没有直面过刑场上的死亡威胁ꎬ但以张

贤亮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也历经过“在清水

里泡 三 次ꎬ 在 血 水 里 浴 三 次ꎬ 在 碱 水 里 煮 三

次” [１](Ｐ.３６０)的人生炼狱ꎮ 单说生理层面的饥饿ꎬ张
贤亮就曾饿到了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唤食物的地

步ꎬ这饥饿是经年累月的ꎬ它虽不至于让人毙命ꎬ
但也无法支撑起人正常的生活和思考ꎬ只能最低

限度地延续着生命ꎬ这样的饥饿使得“一个文质彬

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ꎬ为了活下去

“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 [３](Ｐ.１５６)ꎬ当右

派的亲人来探望时ꎬ“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ꎬ期望

能得到一块饼干ꎬ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
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 [４](Ｐ.１７) 人之所以为

人ꎬ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具有生命力ꎬ有基本的营

养维持身体机能的运转ꎬ然后才能寻求社会性、个
性ꎬ从这个层面上而言ꎬ在灾荒的岁月ꎬ人的首要

需求确实同“饥饿的野兽”一致:对食物的渴求ꎮ
更遑论食物ꎬ向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杀伐决

断之功ꎮ 在张贤亮的另一篇代表作品«灵与肉»
中ꎬ许灵均和他的父亲虽有血缘关系ꎬ长相相似到

走到大街上会被旁人认出ꎬ但两人在感情上是南

辕北辙ꎬ这一抽象化的情感与身体的认知博弈ꎬ张
贤亮就选了最具中国化的表述方式———食物的喜

好ꎬ来描述这份“非我族类”的认知:沙枣是西北特

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ꎬ西北是儿子扎根落

户、重新做人的第二故乡ꎬ儿子吃沙枣品出的是一

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ꎬ而从未经历这身心洗

礼的归国的父亲怎么会吃沙枣呢? “民以食为

天”ꎬ是中国社会公认的人文底线ꎬ“只要‘有一口

饭’吃ꎬ中国老百姓就不会造反ꎻ只要上面保障下

面‘皆有所养’ꎬ下面就不会因‘性格平等’ 这类

‘灵魂化’的需要去为自己争‘人权’ꎮ” [５](Ｐ.４６)我们

就不难理解为何“创业史”走到章永璘这一步时ꎬ
重点不再是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化ꎬ«大风

歌»中那位有信心有可能ꎬ已经自觉地挑起担子ꎬ
要将“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

人”ꎬ要以“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的诗

人ꎬ转而追求“是饱ꎬ而不是胀”ꎬ为了一口食物的

恶形恶状ꎬ那是基于“致命”的经验之下的生存之

道ꎬ也正因此ꎬ章永璘们才会一遍遍强调:这样普

遍性的饥饿是他们这代人的宿命ꎬ谁也逃不了ꎬ所
有的人都在受苦ꎬ所有的人都在死亡边缘挣扎ꎮ

二、叙事的躲闪与搁置

这样普遍性的饥饿确实成了章永璘那代人的

生命底色ꎮ 其实不单单是张贤亮ꎬ在当时ꎬ整个

“归来者作家群”都有类似的潜在意象在规约着小

说的书写ꎬ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 «天云山传

奇»、古华的«芙蓉镇»、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

兰»ꎬ等等ꎬ这些作品在叙事上也呈现出和张贤亮

一致的特征:以亲历者的身份去展示同时代他人

的灾难ꎮ 正如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曾经谈到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ꎬ中国文坛轰然而起的知青

文学都把下乡视为炼狱ꎬ把一切苦难简单归结为

某块土地和那块土地的愚昧ꎮ 知青下乡的确是一

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ꎬ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就一

直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ꎬ他们几千年来的命

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呢?” [６](Ｐ.９０) 这代知识分子在

尘埃落定之后进行讲述的时候ꎬ生于斯却逃于斯ꎬ
困境一旦被泛化ꎬ原本鲜活纷繁的基于个体的苦

难体验ꎬ就不可避免地在叙事时出现了群体化的

“修饰”与“加工”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ꎬ这是继十七

年“«青春之歌»修改现象”之后又一次源于创作者

的主动自觉的文本修改ꎮ
其实ꎬ张贤亮本人也好ꎬ小说人物章永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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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ꎬ甚至«布礼»中的钟亦成、«天云山传奇»中的罗

群、«芙蓉镇»里的秦书田ꎬ这场降临在这代知识分

子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ꎬ来自他们接受的

劳动改造ꎬ这是一场“从工农中来ꎬ到工农中去”、
意在祛除知识分子身份的“洗澡”ꎬ而非固守知识

分子精英意识的政治流亡ꎮ 在«夹边沟记事»里ꎬ
杨显惠也写到ꎬ大多数右派分子就算明知即将饿

死也不愿逃走ꎬ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定了劳动改造

就是赎罪的表现ꎬ只要被认可了被解放了ꎬ苦也就

到头了ꎬ一旦逃跑ꎬ则是前功尽弃ꎬ所有的苦就白

受了ꎮ 从这个层面上而言ꎬ以张贤亮为代表的“归
来者”在对曾经的苦难进行讲述的时候ꎬ创作心态

难免是犹疑的ꎬ一方面作为幸存的知识者ꎬ重述那

段历史既是为后来者搭建起连接昨天与今天的桥

梁ꎬ让历史不至于断层ꎬ又是一种社会责任ꎬ因为

代替死难者言说既是亲历者的资格也是知识分子

不可规避的使命ꎻ但另一方面ꎬ当章永璘们“赢得

了生存的胜利ꎬ却难免要付出心理变形的代价ꎮ
也许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残酷法则ꎬ为了满足生存

的功利需求ꎬ人类经常会解除道德上的自我约

束” [７](Ｐ.１８５)ꎮ 出于生存的本能ꎬ章永麟只得运用起

知识分子的智慧ꎬ将奶粉罐头筒改装成带把的搪

瓷缸ꎬ利用视觉误差ꎬ让炊事员多打一些稀饭ꎻ他
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ꎬ利用统计学的原理ꎬ放弃定

量的一个稗子面馍馍ꎬ只为了能刮笼屉布的馍馍

渣ꎮ 在劳改农场ꎬ章永麟跟中国第一流的供暖工

程师ꎬ学会的是最简便的砌烟灶方法ꎬ而这技能可

以让他以打炉子为借口ꎬ领来了稗子面ꎬ运用运筹

学原理来煎烙饼饱腹ꎻ章永璘不就曾利用自己的

知识去耍心眼偷懒、骗农民的黄萝卜吗? 对待黄

香久ꎬ章永璘也不是全然的无辜与正义ꎬ在这样道

德瑕疵的情境下ꎬ一旦选择发声ꎬ在坦陈社会与国

家一段历史的同时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将自我

放置审判席拷问的困境ꎮ
«夹边沟记事» 的作者杨显惠ꎬ虽然也曾在

１９６５ 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

团安西县(瓜州县)小宛农场ꎬ耳闻目睹了很多关

于劳改农场羁留右派的事情ꎬ也因此促使了他日

后的追访和写作ꎬ但他的写作立场很明确ꎬ他是历

史忠实的记录者ꎬ是以他者(后来者)的身份ꎬ纯客

观地去调查和揭开被尘封的历史ꎬ就这个叙事心

态而言ꎬ他只需要从一些细节去推敲出全局的面

貌ꎬ他不是亲历者ꎬ他可以以民族良知的身份进入

文本ꎬ他不需要也不可能面对自我的责查ꎬ因为在

他的文本里ꎬ“我”是要绝对摒除的ꎮ 可是ꎬ对亲历

者的张贤亮们而言ꎬ作为一段历史的幸存者ꎬ正如

黄翔在 １９６８ 年的诗歌«野兽»中所写的那样ꎬ他们

既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ꎬ同时也是践踏野兽的野

兽ꎬ在解除“饥饿”的过程中ꎬ这群知识分子免不了

做了些或轻或重的伤害他人、违背良心的事ꎮ 高

尔泰在«寻找家园»里就曾记录过自己以绘画能力

求生的经历ꎬ他画出来的是“桌上鱼肉酥脆流油ꎬ
馒头热气腾腾”ꎬ而“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

延”ꎬ他虽曾责问自己“是在说谎ꎬ是在参与扩大灾

难”ꎬ但是能顺利完成任务就能吃饱能恢复自己的

生命力ꎬ所以这些反思终究是“浮光掠影ꎬ并不影

响工作” [８](Ｐ.１８５)ꎮ 现实与表述出现如此巨大的偏

差ꎬ究其原因ꎬ正是上文“致命”的经验在作祟ꎬ这
样两难而又无可回避的精神困境ꎬ造就了“我多少

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ꎬ但不是为这段经历

感到懊悔ꎬ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

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ꎬ终于搁笔ꎮ 自己常常是

自己的对立面” [９](Ｐ.１)的叙事心态ꎮ
更何况ꎬ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ꎬ知识分子的形

象指称更多的是落在“气节”上ꎬ而不是知识的本

身ꎬ士大夫屈原被历代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更多的

是他九死不悔的精神ꎬ而非他的个人学识ꎬ拥有知

识习得本领不过是读书人的本分而已ꎬ并不是什

么值得特别宣扬与自豪的事情ꎬ而读书人这一群

体让整个社会阶层尊重和敬仰的是他们的名节ꎬ
所以才有伯夷叔齐的采薇而不食周粟ꎬ即使是在

阶级斗争中ꎬ知识分子“臭”掉的也只是对时代“无
用的”知识而非“气节”ꎬ时代对于这代知识分子的

苛求就在于此ꎬ即便章永璘们所属的阶级已经覆

灭了ꎬ但身为知识分子ꎬ恒定的价值观和社会伦理

要求他们ꎬ首要的任务不是生存而是要保持自身

可供识别的“精神洁癖”ꎮ 所以ꎬ章永璘们固然可

以痛苦地思考着“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ꎬ尽情

地对心灵进行自我鞭挞ꎬ他们“不仅‘夹着尾巴做

人’ꎬ而且不断地批判自己ꎬ否定自己ꎬ奴役自己ꎬ
践踏自己” [１０](Ｐ.１５５)ꎬ但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又必

须警醒自己与饥饿的野兽乃至非知识分子群体区

别开来ꎬ “士大夫再潦倒ꎬ仍有其心理上的优越

感” [２]ꎮ
叙事的躲闪与搁置ꎬ使章永璘被张贤亮创作

出来ꎬ代替作者承担文本的叙事功能ꎬ这与郁达夫

的“自叙传”式抒情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不乏相同之

处ꎬ因为感情的间离ꎬ也因为全知全能的第三方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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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ꎬ作者早在落笔之前就已规划好了主人公的命

运ꎬ叙事人章永璘的设立ꎬ和«沉沦»中的“我”一

样ꎬ想要间离的并不是作者个体的精神历程ꎬ而是

要隔开求生时的“自私” “自保”乃至“背叛”的道

德困境ꎮ 一方面ꎬ这代知识分子明了文字的责任

就是要记录历史正视历史尊重历史ꎬ所以巴金在

«随想录»里敢于直面自己灵魂的书写被赞为“二
十世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ꎻ但另一方面ꎬ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ꎬ达
则兼济天下”的“出入世”理论教诲之下的知识分

子ꎬ张贤亮们在写作时不免时刻铭记士人的“仁义

礼智信”ꎬ这就决定了张贤亮这代知识分子在评论

历史和追忆个人遭遇时ꎬ叙事的态度必然是有节

制的ꎬ他们不会如“伤痕文学”般展示伤口ꎬ痛陈

“血与泪”ꎬ而是有意淡化个人的受难史ꎬ甚至会出

现“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ꎬ但也就

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了生活的美丽” [１](Ｐ.５５２) 这般

激情昂扬的叙事ꎮ

三、“第二种忠诚”的新历史主义书写

对于回顾性的文学作品而言ꎬ用最真实的细

节、最彻骨的惨痛去还原历史ꎬ去唤醒读者的“感
同身受”ꎬ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审美要求ꎬ但正如

鲁迅所言ꎬ悲剧在于毁灭有价值的东西ꎬ这样就要

求我们在讲述苦难记忆时ꎬ唤起读者(后来人)心

理共鸣的叙事目的并不能仅停留在让人为过去的

困苦和悲哀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共情层面ꎬ如果文

学仅止步于情绪宣泄ꎬ甚至为了营造悲剧效果而

不惜运用戏剧化的手段“为悲而悲”ꎬ那么ꎬ其价值

与影响力与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中的苦情戏并

无二致ꎬ在大众化的书写要求下ꎬ历史的苦难不过

是跌宕起伏的故事背景ꎬ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

学也正因为叙事者情感的不加节制而备受诟病ꎮ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ꎬ以张贤亮为代表的归来者知

识分子的历史书写无疑是反通俗去大众的ꎬ作者

讲述苦难ꎬ但不消费苦难ꎬ作者从不过度展示个人

的苦难生活ꎬ也不拿自己的血泪来换取同情ꎬ他们

甚至认为这一场身心双重“饥饿”的磨难恰恰是

“增益其所不能”的中国士大夫式的必经之路ꎬ因
为在他们看来ꎬ饥饿也好困苦也罢ꎬ都如茨威格在

«昨日的世界»里的感慨一样———这是一代知识分

子命该遇到的时代ꎬ“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ꎬ我不

下地狱谁下地狱” [１](Ｐ.４１６)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则成了整个知识阶层的自我赎罪ꎬ由此而诞生的

章永璘们才会津津乐道于自己适应生存的能力ꎬ
会把单调繁重的劳动看作是展现个人价值的另一

种舞台ꎮ
在大陆的文学史表述中ꎬ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市场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调的时候ꎬ与革命历

史小说相对抗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才走上文坛ꎮ 其

实ꎬ早从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开始ꎬ就已经出现以个

人视角去摹写恒定不变历史客体的新历史主义书

写ꎬ叙事的偏差与搁置导致小说文本对历史真相

的追寻出现了可供质询的暗处ꎬ但对于张贤亮这

代知识者而言ꎬ“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ꎬ文本是

一段压缩的历史” [１１](Ｐ.３９６)ꎮ 张贤亮对于历史的追

忆是个体抒情式的ꎬ这与新历史主义的艺术主张

是相通的ꎬ读者不难从张贤亮的小说语句、用词中

看出作者压抑不住的抒情因子ꎮ 除此之外ꎬ在代

表作«绿化树»中ꎬ章永璘个人独处时在借助«资本

论»进行反思的同时ꎬ还有“朵连格莱”(通译为道

连格雷)这一意象的出现ꎬ这是以“为艺术而艺术”
为准则的王尔德代表作品«道连格雷的画像»的
主人公ꎬ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创设这一人物的目的

是为了在动荡和纷乱的年代ꎬ用艺术营造的美来

让人忘忧ꎬ从而抵达“理想国”ꎬ对此ꎬ张贤亮在情

感上显然是认同的ꎬ所以ꎬ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章

永璘才会有那么多的感叹句式ꎬ才会在解决“吃
饱”问题后给尔舍讲«灰姑娘» «丑小鸭»ꎬ这些与

时代氛围和现实处境皆不相容的童话故事ꎬ显现

出了作者潜隐中的意趣ꎮ 若深究这群作者的创作

意图ꎬ我们不难发现ꎬ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再现历史

恐怕并非执笔缘由ꎬ张中行“旧笔剩墨”似的“负暄

续话”才更接近他们的创作初衷ꎬ这代知识分子的

历史感体现在用小说去追寻一种历史的情绪ꎬ去
诠释变幻无常的时代表象下的人性ꎬ诸如章永璘

一般的政治上的弃儿ꎬ却都能在被放逐的“荒原”
里找到归宿ꎬ得到劳动人民的拯救ꎬ从而踏上重生

之路ꎮ 与商品经济时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野史

化”“家族化”的倾向不同ꎬ章永璘这类人物形象的

群体化出现ꎬ显现了张贤亮们对历史注入的强烈

自我经验是胡风式的“第二种忠诚”ꎬ这既是这一

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ꎬ又是一代中国作家人性

观的真实体现ꎮ
对中国知识阶层而言ꎬ千秋家国梦俨然成为

一种生命自觉与责任担当ꎮ 早在 １９２５ 年ꎬ“鞭着

时间的罡风ꎬ擎一把火”的诗人闻一多ꎬ面对着“噩
梦挂着悬崖” 的惨痛现实ꎬ写下了“呕出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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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在我心里”的“发现”ꎬ这首«发现»的可贵

可叹之处不仅在于诗人“苟利国家生死以ꎬ岂因祸

福避屈之”的报国之心ꎬ而且在于对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的忠诚之心ꎻ即便在建国初期ꎬ当整个社会对

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定出现了巨大的偏转时ꎬ对知

识者自身而言ꎬ那为饥寒所迫而不得不从事的体

力劳动ꎬ成了体认自身存在的唯一路径ꎬ从心理层

面而言ꎬ在这场生死考验中的“心之所向”恰恰是

非战争时代对于个体忠诚之心的绝佳验证ꎬ章永

璘们如同«离骚»中的屈大夫一样ꎬ“既替余以蕙攘

兮ꎬ又申之以揽芗ꎻ亦余心之所善兮ꎬ虽九死其犹

未悔”ꎬ整日食不果腹衣衫不整ꎬ仿若唐僧取经ꎬ只
有经历那九九八十一难ꎬ方能修成正果ꎮ

对张贤亮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ꎬ他们遇上了

一个注定要被书写被追问的时代ꎬ“一切历史都是

精神史ꎮ 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ꎬ在某种意义上说ꎬ
也是它的命运史” [１２](Ｐ.２)ꎮ 章永璘们人生的双重困

局ꎬ既是当时这群创作者自身困境的真实写照ꎬ又
彰显出了建国初期“归来者”们人性书写的难题ꎮ
经典的文学作品必然要体现普世价值ꎬ但文学创

作的主体又必隶属某个特定的时代和民族ꎬ个体

的不可超越性造就了历史叙写的局限ꎬ但借助笔

下的章永璘们ꎬ这代知识分子割裂出了人性的缝

隙ꎬ并以此显示出了身处绝对秩序时代的从物质

到精神的完整图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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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郭 大 章

(西南大学文学院ꎬ 重庆北碚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 　 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既有小说散文化和理论化的文体混杂特点ꎬ又有作者介入叙事的叙事风格ꎬ
在叙事视角上ꎬ既有“全知”ꎬ又有“限知”ꎬ既有“表层”ꎬ又有“深层”ꎬ既是“零散”的ꎬ又是“整体”的ꎬ同时ꎬ韩少

功还借鉴了传统小说叙事中的时空混沌等手法ꎬ并把它们混杂在一起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特殊叙事策略ꎮ
[关键词] 　 韩少功ꎻ　 长篇小说ꎻ　 叙事ꎻ　 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５－０７

　 　 作为一个极具探索精神的小说作家ꎬ韩少功

很注重小说的叙事ꎬ尤其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ꎬ
更是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ꎬ完成了对传统小说叙

事的颠覆和重构ꎮ 韩少功曾这样陈述小说的理想

状态:“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ꎬ有很多出口和

入口ꎬ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ꎬ也可以从任

何一个门口出去ꎮ” [１](Ｐ.２２９)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

下ꎬ韩少功的小说ꎬ尤其是最能代表其成就的长篇

小说ꎬ便呈现出独特的叙事策略ꎮ

一、文体混杂

韩少功对小说创作中的“文体”有这么一些说

法:日常的意识与言说ꎬ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

错ꎬ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ꎻ我们应该对文体

分隔壁垒抱有必要的反思与警觉ꎬ对某些“非典型

写作”援以宽容ꎬ这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ꎬ这只是

无法禁锢的心灵自由ꎮ[２](ＰＰ.６７－７０) 因此ꎬ在韩少功那

里ꎬ“文体永远是敞开的ꎬ边界在不断打破中重新

确立ꎬ结构在不断瓦解中获得再造” [１](ＰＰ.２４０－２４１)ꎬ要
么是小说向理论敞开ꎬ要么是理论向小说敞开ꎬ要
么散文和小说也是可以融合的ꎬ韩少功总是在进

行着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实验ꎬ甚至在他看来ꎬ“跨
文体也只是文体的一种ꎬ叙事方式从来就是多种

多样的” [１](ＰＰ.２４０－２４１)ꎮ

１.小说的散文化

韩少功在接受王尧采访时曾说:“中国最大的

文体遗产ꎬ我觉得是散文ꎮ 古代散文是‘大散文’ꎬ
也可说是‘杂文学’ꎬ不光是文学ꎬ也是历史和哲学

甚至是科学ꎮ 为什么我心目中的这些优秀作

家都把目光投向散文?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道理?
中国的散文遗产里包含了丰富的写作经验ꎬ包含

了特殊的人文传统ꎬ我们不能随意把它抛弃ꎮ 否

则ꎬ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遗产ꎬ也是对世界文化遗

产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ꎮ” [１](ＰＰ.２１７－２１９) 可见ꎬ韩少

功对散文这种文体是有着高度自觉意识的ꎬ这便

不可避免地使其在小说创作时出现明显的散文化

倾向ꎮ
什么是小说的散文化? 简言之ꎬ即是在小说

中穿插和运用一些散文的手法ꎬ使小说具备散文

的很多因素及特点ꎮ 比如故事和环境的淡化以及

人物的虚化ꎬ作家审美眼光的细化和主观感受的

强化ꎬ叙事技巧的轻松化和小说结构的松散化ꎬ等
等ꎮ 小说的散文化ꎬ在现代作家写作中有突出的

体现ꎬ比如沈从文和废名的小说ꎬ而当代的汪曾祺

更是集大成者ꎬ把小说的散文化发展到了极致ꎮ
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便是

小说散文化的典型体现ꎮ 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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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突破了小说以时间和地点以及人物等为中

心的叙事结构模式ꎬ弱化了事件的冲突ꎬ淡化了形

象及故事ꎬ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记录ꎬ把着力点用

在了小说“感觉”的营造上ꎮ
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ꎬ作家用词典的形式

来编撰一个个故事ꎬ一个或几个词条即是一个故

事ꎬ一个个词条零散而独立ꎬ但各词条间又形成一

种网状结构ꎬ由若干个词条群形成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ꎬ并在词条的推演过程中ꎬ夹杂着作家关于

民族文化以及生命哲理的思考ꎬ摆脱了小说一以

贯之的严肃叙事话语ꎬ借助语言思考来穿插形象ꎬ
若即若离地呈现出各个看似无关实则紧密相连的

事件ꎬ显示出一种松散随意的散文化创作特色ꎮ
长篇小说«暗示»则更进一步显示散文化的创

作手法ꎮ 整个小说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整体ꎬ没
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ꎬ没有一种稳定的时空秩

序ꎬ甚至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形象ꎬ而是围绕

日常生活的“具象细节”来展示“真正的生活”ꎬ进
而阐释语言背后的深层次问题ꎬ诸如僵化的思想

意识和思维方式以及现代知识的危机ꎬ等等ꎮ 同

时ꎬ小说打乱了顺序叙事ꎬ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ꎬ
将生活中的具象一一进行阐释ꎬ构成了一个个故

事的片段ꎬ并且ꎬ作家在这些片段中夹杂着随意而

发的感想ꎬ使得散文化的创作手法分散在小说的

各个细节处ꎮ
韩少功小说散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ꎬ即是

其小说的语言ꎮ 他在小说中追求语言的突破ꎬ突
出语言的功能意ꎬ力图用丰富优美的语言来构筑

丰富多彩的形象及结构ꎬ达到一种小说散文化的

效果ꎮ 这个特点几乎充斥其长篇小说的各个角

落ꎮ 比如«马桥词典»中的“清明雨”一节:“我无

话可说ꎬ看见山冲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ꎬ
扑湿了牛栏房的一面土墙ꎬ扑皱了田里一扇扇顺

风而去的水面ꎬ向前推去ꎬ一轮轮相继消失在对岸

的芦草丛里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

积水窝ꎬ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ꎬ盛满了

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ꎮ” [３](Ｐ.２０２)再比如«暗示»中的

“月光”一节:“月光灌进窗内ꎬ流淌到房里的每一

个角落ꎮ 月夜竟如白日一般大亮ꎬ远处的树叶竟

清晰得历历在目ꎮ 湖水是月光的冰封ꎬ山峦是月

光的垒积ꎬ云雾是月光的浮游ꎬ蛙鸣是月光的喧

闹ꎮ 月光让窗前人通体透明ꎬ感觉到月光在每一

条血管里熠熠发光ꎮ” [４](Ｐ.２９０)

乍一看ꎬ这样的语言更像是散文的语言ꎬ而不

像是小说的语言ꎬ小说语言注重的是客观冷静的

叙述ꎬ散文语言注重的才是浓墨重彩的描摹ꎮ 韩

少功小说中的这些散文化语言增添了小说的魅

力ꎬ给小说带来了一种诗画般的意境ꎬ从而使其小

说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风味ꎮ

２.小说的理论化

韩少功在论及文学和理论的关系时曾说过ꎬ
“作者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当然

很对ꎮ 中国早有古训:‘文以载道ꎮ’文学总是用来

表达一定的思想ꎬ也可以说是包含一定的理论的

吧? 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大作家ꎬ他们的创作成

就正是得益于他们深邃而又精到的理论素养ꎮ 如

果茅盾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ꎬ
他不可能写出«子夜»ꎮ 鲁迅如果不接触达尔文和

尼采的理论ꎬ也不一定写得出«呐喊»和«野草»ꎮ
那么ꎬ当今的作者不多读理论著作ꎬ怎么能掌握科

学的世界观? 不掌握科学的世界观ꎬ又如何能写

出黄钟大吕之作?  我对这些论证是诚服

的” [５](Ｐ.９)ꎮ “一种文体的能量如果出现衰竭ꎬ文体

就自然会发生变化尝试理论的文学化ꎬ或是

文学的理论化把理论与文学截然分开是欧洲

理性 主 义 的 产 物ꎬ 并 不 是 什 么 天 经 地 义 的

东西ꎮ” [１](ＰＰ.２４０－２４１)

由此可见ꎬ韩少功是并不排斥理论的ꎬ在其小

说中穿插理论辨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ꎬ这也成了

其长篇小说一个很明显的叙事策略ꎮ 很多时候ꎬ
韩少功是把小说当成理论来写的ꎮ 这样的例子ꎬ
遍布韩少功长篇小说的各个角落:

　 　 更进一步说ꎬ不仅是小说ꎬ所有的语言也

不过是语言ꎬ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ꎬ就

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ꎮ 不管钟表是如

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ꎬ塑造了我们所

能了解到的时间ꎬ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ꎮ 即

使所有的钟表都砸碎了ꎬ即使所有的计时工

具 都 砸 碎 了ꎬ 时 间 仍 然 会 照 样

行进ꎮ[３](ＰＰ.３６９－３７０)

一旦有了候任铜像或石像的劲头ꎬ再苦

的日子都会变得无足轻重ꎬ甚至还能放射出

熠熠光辉———在日后某些观察者的眼里ꎬ宗

教不就是这样吗? 在缺少宗教的地方ꎬ革命

—６５—



 

不常常就是这样吗? 在革命退场的地方ꎬ商

业消费不常常也是这样吗?[６](Ｐ.８６)

长篇小说«暗示»更是可以看成一部用小说写

成的理论著作ꎬ其间到处穿插着韩少功对于政治

经济历史的理论辨析和阐释ꎮ 韩少功这种小说理

论化的叙事策略ꎬ使«暗示»从出版之初便成了评

论界的争论对象:«暗示»作为一种十分罕见的小

说文体不仅全面颠覆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

观念和话语形态ꎬ而且还大力消解了小说和理论

等文体之间的话语差异ꎬ形成一种奇谲的跨文体

写作姿态ꎮ[７]重要的分歧还是在于«暗示»的理论

化倾向ꎬ尤其是议论文字的大量使用ꎮ 如果我们

把小说理解为一种“叙述”ꎬ那么ꎬ在任何一种叙述

背后都隐藏着观念ꎬ叙述依托观念而组织各种材

料ꎬ并结构成故事ꎬ从而产生意义———只是有的明

显ꎬ有的深藏不露而已ꎮ 因此ꎬ形式的冲突ꎬ常常

意味着观念的冲突ꎮ 绝对的终极的真理并不存

在ꎬ叙事的再现只是率领我们不断向真理逼近ꎮ[８]

正是由于«暗示»的理论化倾向ꎬ使得其文体

特征变得模糊不清ꎬ甚至无法界定:同以往的任何

一种小说形态和我们能够对小说所进行的想象相

比ꎬ«暗示»都更不像小说了现成的理论和经

验在 这 样 的 作 品 面 前 不 能 不 有 点 茫 然 不 知

所措ꎮ[９]

小说理论化是韩少功长篇小说一个极其重要

的叙事策略ꎬ也正是因其理论化ꎬ才催生了韩少功

小说另一个明显的叙事策略———作者介入叙事ꎮ

二、作者介入叙事

小说是通过形象的刻画和故事的叙述来呈现

出作者思想(主题)的一种文体ꎬ不论是小说的思

想(主题)ꎬ还是小说的叙事ꎬ于作家而言ꎬ都很重

要ꎮ 在多数人看来ꎬ小说的思想(主题)实现形态

应该是含蓄ꎮ 一部小说的完成ꎬ需要欣赏者一起

参加ꎬ如果思想(主题)单一ꎬ并且十分明确ꎬ那就

使欣赏者不可能获得想象ꎬ没有了进行再创造的

余地ꎮ 一切显山显水和一览无余的作品ꎬ只能使

读者感到乏味和无聊ꎮ 而小说的思想(主题)在很

大程度上是通过作者的叙事来体现的ꎬ但叙事方

式多种多样ꎬ就像小说的思想(主题)多种多样一

样ꎬ那么ꎬ作为小说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的

叙事ꎬ哪种叙事方式更好呢?
作为叙述者的作者ꎬ理应隐藏于小说的故事

之下ꎬ不露声色ꎬ尽可能客观冷静地叙事ꎬ在多数

人看来ꎬ这样的叙事方式才会成就一个具有思想

(主题)深度的小说ꎬ值得作者去努力追求ꎮ 然而ꎬ
韩少功小说的叙事方式ꎬ与此大相径庭ꎬ作为叙述

者的作者时不时跳将出来ꎬ用一种超越叙事者的

态度和语气ꎬ对故事及小说本身进行横加干涉ꎬ甚
至评头论足ꎮ

在韩少功的小说中ꎬ我们经常会看见诸如这

样的叙述:
　 　 你原以为那些事是可以重复的ꎬ还有下

一次ꎬ但你错了ꎮ 包括你儿时的万花筒或纸

飞机ꎬ抄作业或买糖果ꎬ早就是此生的最后一

次———只是当时没有行刑官高举白手套ꎬ宣

布那些日子的死亡ꎮ[６](Ｐ.２２５)

生活正在眼前展开ꎬ正滴滴答答扑面而

来ꎮ 如果我不愿像他那样活那我又能怎

样活?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ꎬ有

更高的东西ꎬ那更高的在哪里?[６](Ｐ.３６)

这正像美国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以吸大

麻为时尚ꎬ因为大麻来自下层民间ꎬ因为贫穷

流浪者更多瘾君子ꎬ中产阶级的少男少女们

便据此求得阶级身份的转换ꎬ宣示自己对主

流社会的绝不妥协ꎮ 中国吸旱烟和美国吸大

麻都与生理需求无关ꎬ只是一种光荣地成为

穷人的精神加冕ꎮ[４](Ｐ.３９)

类似这样的叙述语言ꎬ其实更多的是作者的

观点或结论ꎬ本来应由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

自行得出ꎬ而不该由作者说出ꎬ韩少功却在小说中

抬了出来ꎬ或许是韩少功觉得说出来能更好地体

现出作者的意图ꎬ也或许是韩少功在进行着一种

叙述方法上的实验ꎬ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ꎬ作
为叙述者的作者ꎬ确实是介入了叙事ꎬ让我们在阅

读小说的过程中受到了叙述者的干扰ꎮ
文学阅读ꎬ其实是一个读者和作者以及文本

等多方因素相互交流的过程ꎬ少了任何一方的参

与ꎬ阅读便变得有些兴味索然起来ꎮ 格非在«文学

的邀约»中曾说:将文学视为一种邀约ꎬ一种召唤

和暗示ꎬ只有当读者欣然赴会ꎬ并从中发现作者意

图和文本意图时ꎬ这种邀约才会成为一场宴席ꎮ[１０]

韩少功的这种作者介入叙事的策略ꎬ使我们在阅

读过程中ꎬ极易被叙事者的观点所固化ꎬ很难跳出

叙事者所设定的圆圈ꎬ只能在预先存在的某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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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完成阅读ꎬ这样的阅读其实失去了很多自我

意识的觉醒ꎬ有一种被强制阅读的意味ꎮ
韩少功小说中的作者介入叙事ꎬ有时也会以

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作者和叙述者以及小说中

虚构的某个形象ꎬ在同一时刻交错纵横ꎬ互相缠绕

在一起ꎬ形成一种奇特的叙事风格ꎮ
　 　 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ꎬ我已经不认

识他了他说他就是魁元ꎬ就是马兆青最

小 的 满 崽 呵ꎬ 少 功 叔 你 怎 么 就 不 认 识

了呢?[３](Ｐ.３１３)

好吧ꎬ不说李局长了ꎮ 上面对这个事是

有看法的ꎮ 省里的韩主编也认为我没什么问

题ꎮ 韩主编你们都认识吧? 怎么? 你们

连韩主编都不晓得? 他是我老爹最好的朋友

呵! 原来就是我们这个县文化馆的呵! 我劝

你们打个电话去问一问ꎬ问一问他ꎬ省政府对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ꎮ[３](Ｐ.３５２)

十多年来ꎬ我忝为作家ꎬ写过一些小说ꎮ
从本质上说ꎬ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ꎬ一本

一本的小说ꎬ其实就像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

情———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ꎬ松了

口气ꎮ[３](Ｐ.３７０)

中国有一句俗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ꎬ
可见生活中很多信息已溢出了语言的边界ꎮ
我们不妨将这些信息名之为“象”ꎮ 这个概念

将在这本书中反复用到ꎮ[４](Ｐ.８)

我在编辑«天涯»杂志的时候发表过一篇

文章ꎬ文章谈到 １９４８ 年[４](Ｐ.６０)

我需要再次离开小说主线对不起ꎬ
我的写作由此多了很多犹豫ꎬ也会有些混乱ꎮ
这个秀鸭婆眼下就坐在我面前ꎬ提到的一段

婚礼胡闹ꎬ倒是让我略有印象ꎮ[６](Ｐ.２３９)

在这些叙述话语中ꎬ作为作者的韩少功ꎬ作为

叙述者的作者ꎬ以及小说中某个虚构的形象ꎬ同时

出现在了小说的叙述中ꎬ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叙事

元素ꎬ他们彼此杂糅和影响ꎬ让我们在一种虚构同

真实的交互错觉中ꎬ推进小说的阅读ꎬ享受到一种

由叙事策略所带来的奇特小说世界ꎮ

三、叙事视角

说到小说的叙事ꎬ叙事视角是怎么都绕不开

的一个话题ꎮ 其实ꎬ从韩少功小说的作者介入叙

事中我们就可以得知ꎬ韩少功小说的叙事视角不

应该是单一的ꎬ而是多种视角混杂在一起的ꎬ不但

有全知叙事视角ꎬ也有限知叙事视角ꎬ不仅有“亲
历者”的叙事模式ꎬ也有“他者”的叙事模式ꎬ并且

随着小说的推进ꎬ各种叙事视角还会根据需要不

断地进行转换ꎮ

１.亲历者和他者

综合考察韩少功的三部长篇小说ꎬ我们会发

现一个很明显的叙事视角:亲历者视角ꎮ 在这种

亲历者叙事中ꎬ叙事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参与了

叙事ꎬ增强了叙事的某种真实性和可靠性ꎮ 韩少

功在和刘复生的对话中曾说:“从我的写作经验来

看ꎬ有两种东西最不好写ꎬ一是特别不熟悉的ꎬ二
是特别熟悉的ꎬ知青题材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后一

种ꎮ” [１１]在韩少功的这些知青题材长篇小说中ꎬ叙
事者都被韩少功设置成了一个个亲历者ꎬ他们以

各种形象出现在小说的叙事中ꎬ他们既有事件的

参与者ꎬ也有事件的见证者ꎬ还有事件的讲述者ꎬ
既是小说中的某个男女主角或配角ꎬ也是置身于

小说之外的某个思考者ꎮ 正是由于这种亲历者叙

事视角的设立ꎬ韩少功的小说大多是以“我”来完

成叙事的ꎬ也正因为有了“我”这样一个叙事者ꎬ读
者便更容易借助“我”来想象和建构故事ꎬ甚至走

进故事ꎮ
我们很容易在韩少功的小说中找到诸如这样

的叙事语言: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ꎬ是从县城里回马

桥去ꎬ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ꎮ
我在他的茅屋前ꎬ被他儿子警觉地挡在门外ꎬ
他 朝 我 吐 口 水ꎮ 我 说 我 是 来 看 他 爹

爹的ꎮ[３](Ｐ.５９)

我不知道大川是不是明白了这一点ꎬ他

公司已经破产ꎬ股票走水ꎬ汽车变卖ꎬ甚至穷

得有时连电费都欠交ꎮ[４](Ｐ.１６２)

我下乡后还见过这位罗同学ꎮ 他不知为

何没去越南ꎬ红色公主似乎也没下文ꎮ 但他

同我说起了马涛ꎬ一个他无比崇拜却无缘得

见的思想大侠ꎮ[６](Ｐ.８９)

很显然ꎬ韩少功小说中的这些话语只有事件

的亲历者才能说出ꎬ而这种叙事ꎬ也是典型的亲历

者叙事ꎮ 韩少功正是用这种亲历者叙事ꎬ让我们

穿行于历史和往事中ꎬ让小说有了一种历史的记

录者这么一种思想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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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除了这种亲历者叙事ꎬ韩少功的小说中

也不乏这么一些叙事语言:
　 　 如果我们绘出一张文字发育地图ꎬ又绘

出一张政统和道统扩展的地图ꎬ可以发现这

两张地图大致吻合ꎮ 这当然证明“文以载道”
的认定ꎬ甚至可以证明“夷”和“野”天然的反

礼教和反文治倾向ꎮ[４](Ｐ.１８８)

马桥的全称是“马桥弓”ꎮ 弓指村寨ꎬ但

包括村寨的土地ꎬ显然是传统的一种面积单

位ꎮ 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ꎮ[３](Ｐ.９)

这即是韩少功小说中的“他者”叙事视角ꎬ亦
即是叙事的“旁观者”立场ꎮ 韩少功在和刘复生谈

到自己的知青题材小说时曾说:“我因此想拉开一

点距离ꎬ它所置于中景位置ꎬ既不是远景也不是近

景ꎬ这样或许能看得清楚ꎮ[１１]”韩少功清楚地知道ꎬ
小说叙事的亲历者视角ꎬ作为一种“在场”ꎬ有时是

很容易抹杀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ꎬ为了使小

说拥有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感ꎬ必要时还得借助

“他者”来进行叙事ꎬ让叙事者处于一种置身事外

的旁观者立场ꎬ才能使小说悬置于叙事和历史之

外ꎬ获得一种客观的真实ꎮ
于是ꎬ这便涉及韩少功小说叙事的另一对关

系———全知和限知ꎮ

２.全知和限知

亲历者叙事是一种有着特殊效果的双重聚焦

叙事策略ꎬ既可以是全知叙事ꎬ也可以是限知叙

事ꎬ叙事者既可以透过自我的亲身经历来“全知”
叙事ꎬ也可以用个体的一面之词ꎬ来完成“限知”叙
事ꎬ叙事的空间及其灵活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ꎬ使
得小说可以无限开放和延展ꎬ从而形成一种独特

的文本张力ꎮ 毕竟ꎬ作为事件的亲历者ꎬ是既可以

看见事件的全貌ꎬ也有可能只看见事件一角ꎬ是一

种双重的存在ꎮ
同样ꎬ“他者”叙事也如此ꎮ 从传统叙事来说ꎬ

“他者”叙事更多的是“全知”型的ꎬ是一个无所不

知且无所不在的见证者ꎬ既知事件是如何发生的ꎬ
也知事件为什么发生ꎬ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ꎬ“他
者”叙事也未尝不是“限知”型的ꎬ作为主观叙事者

的“他者”ꎬ并不是真的无所不知ꎬ而仅仅只是作者

或叙事者的一个代言者ꎬ这就注定了其“限知”的

层面ꎮ 只要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叙事ꎬ不管是不是

“他者”ꎬ都必定会具有很大程度的“限知”成分ꎮ

如此说来ꎬ韩少功小说中的叙事ꎬ也必定是

“亲历者”和“他者”交织、“全知”和“限知”并行的

一种特殊叙事策略了ꎬ而且ꎬ在韩少功这种特殊的

叙事策略下ꎬ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表层结构ꎬ以及

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ꎮ
徐岱在其著作«小说叙事学»里这样解释:所

谓“叙事表层结构”是相对于我们所切分的“叙事

深层结构”而言ꎬ更确切地说ꎬ是指一个叙事行为

所完成的叙事文本的“现象形态”ꎬ这种形态将一

些人物和几个故事汇拢组合在一起ꎬ向我们提供

一个欣赏与批评的具体框架ꎮ[１２](Ｐ.１０７) 如果我们把

以语言层为单位的叙述话语作为叙事作品的表层

结构ꎬ那么ꎬ作为其深层结构的自然应该属于整个

叙事活动的发生背景和展开的基础ꎬ具体讲ꎬ也就

是叙事的主体、客体与文体ꎮ[１２](Ｐ.７１)

具体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里ꎬ叙事的表层结

构就是«马桥词典»中复杂且内涵丰富的单个词

条ꎬ是«暗示»中看似互不相关的各个具象ꎬ是«日
夜书»中由一些形象所构成的零散故事ꎬ它们看起

来似乎混乱不堪ꎬ实则隐藏着作者的精心安排以

及井然有序的深层叙事结构ꎬ那便是小说中立体

的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ꎬ那些单个的词条和具象ꎬ
那些零散的形象和故事ꎬ被韩少功用一种带有现

代意识ꎬ实则来源于传统的叙事手法串联在一起ꎬ
使得整个小说看起来像一条由各个支流汇集而成

的大河ꎬ浩浩荡荡且波澜壮阔ꎮ

四、借鉴传统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曾经谈到了对传统小

说的认识:“(传统小说)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

读者的视野ꎬ让人们无暇旁顾充当了接近真

实的一个视角ꎬ没有什么不可以ꎬ但只要稍微想一

想ꎬ在更多的时候ꎬ实际生活不是这样ꎬ不符合这

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ꎮ” [３](Ｐ.６４)由此ꎬ我们可以看

出ꎬ韩少功对待传统小说的态度是以回避居多的ꎬ
甚至倾向于反叛ꎬ他总是希望把小说从传统的叙

事中解脱出来ꎬ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叙事结构ꎬ但
我们细读其文本ꎬ发现韩少功的小说其实受到了

传统小说的极大影响ꎬ具有传统小说的很多特质ꎬ
最终形成一种传统和现代兼具、中方和西方结合

的特殊小说叙事模式ꎮ

１.“水浒—史记”模式

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小说中ꎬ有一种常见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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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手法ꎬ即形象的“互见”法ꎮ 比如ꎬ«水浒»在前半

部分一个形象接一个形象地分别刻画ꎬ各个形象

之间互有交集ꎬ一个故事又涉及前面故事中的形

象ꎬ或者后面故事中即将出现的形象ꎬ然后在下半

部中ꎬ前面出现的各个形象聚集在一起ꎬ形成另一

个整体的故事ꎮ 再比如史学名著«史记»ꎬ不同传

主着墨各不相同ꎬ重要角色着墨相对较多ꎬ次要角

色着墨相对较少ꎬ传主的轨迹也有交集ꎬ有时根据

故事及叙事的需要ꎬ某一传主的事迹在其本传中

未必提及ꎬ反而放到其他传主的故事中去写ꎬ同一

事件会涉及不同的传主ꎮ
显然ꎬ韩少功的长篇小说中此类叙事手法的

运用非常明显ꎬ比如«马桥词典»里ꎬ相同的形象会

在不同的“词条”及故事中出现ꎬ也会在“他者”的
空间里出现ꎬ各个形象不仅在“此点”上有联系ꎬ而
且在“彼点”上也有联系ꎻ反过来ꎬ相对于“他者”而
言ꎬ也是一样ꎮ 在«暗示»里ꎬ亦是如此ꎬ只是把“词
条”换成了“具象”而已ꎮ

此种叙事手法在«日夜书»里体现得最为明

显ꎮ 初读«日夜书»时ꎬ可能会觉得其叙事混乱甚

至不合逻辑ꎬ但细细分析ꎬ我们即可得知ꎬ小说其

实是以各个形象为中心ꎬ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

故事ꎬ各个小故事里又包含了众多形象ꎬ这些小故

事汇集在一起ꎬ则构成了小说的整体故事ꎮ 韩少

功在«日夜书»中涉及的形象比较分散ꎬ需要互相

勾连才可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ꎮ 例如小说中从

贺亦民到郭又军ꎬ从马涛到吴天保ꎬ从郭又军到小

安子ꎬ等等ꎬ看似分散而莫名其妙ꎬ实则在他们背

后都有一个隐含的联系———白马湖ꎬ这些当年同

在白马湖下乡的知青用各自的故事ꎬ构成了«日夜

书»的整体故事ꎮ
我们把韩少功小说中的这种叙事策略称为

“水浒—史记”模式ꎬ很显然ꎬ这种“水浒—史记”叙
事模式正是韩少功向传统叙事借鉴的一种重要

方式ꎮ

２.时空混沌

时空混沌也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手法ꎬ在我国

古代的许多作品里即有体现ꎬ比如晚唐李商隐那

首著名的«夜雨寄北»ꎮ 君问归期未有期ꎬ巴山夜

雨涨秋池ꎮ 何当共剪西窗烛ꎬ却话巴山夜雨时ꎮ
李商隐这首诗里ꎬ作者打乱了时空ꎬ然后组合ꎬ形
成一种混沌的状态:首联和颔联即是现在ꎬ亦即当

时ꎬ颈联却是想象中的未来ꎬ尾联又回到了未来时

的过去ꎬ亦即是现在这么一个时空状态ꎬ过去和现

在以及未来等时空观念完全被打乱ꎬ显得模糊和

混沌ꎮ
韩少功在创作小说时无疑也借鉴了这种传统

的时空混沌的叙事手法ꎬ给读者造成一定程度阅

读障碍的同时ꎬ也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策略ꎮ
在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ꎬ作者不是

以传统的时空观念来结构小说的ꎬ而是以碎片化

的词条将所讲述的内容呈现在我们面前ꎬ整个小

说也被碎片化了ꎬ既可以看成是一个大故事ꎬ也可

以看成是一个个的小故事ꎬ作者将贯穿其间的形

象和事件以及时间和空间全部打乱ꎬ让其在词条

的统领下重组ꎬ那种传统的时空秩序早已不复存

在ꎬ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乍看几乎摸不着门道的

词条和符号ꎬ我们熟知的传统时空观念ꎬ也在小说

中随着这些碎片化叙事被解构得不知所踪ꎮ
小说«马桥词典»里的时间不是正常的时间ꎬ

而是一种感知的时间: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

物ꎮ[３](Ｐ.１２０)比如马桥的一九四八年ꎬ其实并不是很

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ꎬ而且ꎬ他们表示时

间的词ꎬ都是含混和模糊的ꎻ比如长沙大会战那年

也并不是真正的长沙会战那年ꎬ而是推迟了将近

六年的那一年ꎮ 同时ꎬ马桥乡亲对于时间的概念ꎬ
也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时间ꎬ而是他们感知下

的一个单独存在的时间ꎬ他们不用公元多少年来

命名时间ꎬ而是用诸如“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张
家坊竹子开花那年”“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ꎬ
等等ꎬ这样的时间是模糊的ꎬ而在这样的时间下ꎬ
整个小说也呈现出一种时间混沌的状态ꎮ

«马桥词典»里的空间ꎬ也是作者用语言建构

起来的以村落为中心的生存空间ꎬ在这个特殊的

空间里ꎬ有几十上百个有名的和无名的形象ꎬ他们

在这个作家设置的同一空间里言说和劳作以及斗

争和死亡ꎮ “在时间的长河中ꎬ空间影像摇晃而迷

离”ꎬ而且ꎬ叙述者“也在营造一个乡村文化空间ꎬ
对应于这一文化空间ꎬ其叙述结构也是空间的”ꎬ
因而ꎬ在马桥这个“地方志”中ꎬ“遥远的‘我’ꎬ过
去的‘我’ꎬ现在的‘我’ꎬ在同一空间游走并遭遇ꎬ
历史旧事与当下进行的事件簇拥于一处” [１３]ꎬ使得

小说的空间也显得模糊而含混ꎮ
长篇小说«暗示»也一样ꎬ唯一不同的则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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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词典»中的“词条”置换成了“具象”ꎬ而在这

许许多多的“具象”之下ꎬ实则隐藏着作者对语言

对文字对生命以及对万能的时间及空间的思考ꎮ
长篇小说«日夜书»也同样呈现出时空混沌的

叙事特点ꎬ所不同的是ꎬ作者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把

现实和过去(有时是梦境)相互交织起来的叙事手

段完成的ꎮ 在«日夜书»中ꎬ作者的叙事在白马湖

和回城后以及梦境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插ꎬ并且不

时把一些时空打乱ꎬ然后融合到一个个具体的叙

事单元(句子)之中ꎬ造成一种时空混沌的叙事状

态ꎬ比如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叙事话语:
“多少年后ꎬ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ꎬ却把我家的电

视遥控器揣走” [６](Ｐ.１)ꎬ“多少年后ꎬ我差不多忘了

白马湖ꎮ 多少年后ꎬ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

上吊自杀的消息ꎬ顿觉全身发软ꎮ 当时我正乘坐

长途大巴ꎬ脑子里轰的一声ꎬ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 [６](Ｐ.２１)ꎮ
这些叙事话语ꎬ把时空在一个短短的句子中

打乱ꎬ以现在的时空写未来的时空ꎬ又从未来的时

空反观现在的时空ꎬ现在和未来在一种时空交错

中行进ꎬ使小说的叙事显得时空混沌ꎬ奇妙丛生ꎮ
当然ꎬ韩少功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可能远远

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ꎬ只是在我们看来ꎬ这些叙事

策略显得比较明显罢了ꎬ所以论及至此ꎮ 总而言

之ꎬ韩少功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ꎬ既有小说散文化

和理论化的文体混杂特点ꎬ又有作者介入叙事的

叙事风格ꎻ在叙事视角上ꎬ既有“全知”ꎬ又有“限
知”ꎬ既有“表层”ꎬ又有“深层”ꎬ既是“零散”的ꎬ又

是“整体”的ꎬ同时ꎬ还从传统小说的叙事中借鉴了

时空混沌等手法ꎬ而所有的这一切叙事手法ꎬ都被

韩少功混杂在了一起ꎬ构成了其长篇小说特殊的

叙事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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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３]韩少功.马桥词典[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４]韩少功.暗示[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５]韩少功.文学中的“二律背反”[Ｍ] / / 韩少功研究

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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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格非.文学的邀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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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组的词“骨”及其意义

邰 　 旻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 　 “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ꎬ当它进入词论后ꎬ况周颐曾提出“艳骨说”ꎮ 陈廷焯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ꎬ将“骨”论细分成“骨韵”“骨力”“骨气”“风骨”“骨格”“语骨”等方面ꎬ具体体现在«云韶集»
等词论中ꎮ 曹组词雅俗兼善且“滑稽词”特色突出ꎬ其词“有骨”的特征大多出现在他的雅词中ꎮ

[关键词] 　 曹组ꎻ　 词“骨”ꎻ　 陈廷焯ꎻ　 «云韶集»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２－０６

　 　 曹组作为北宋晚期“滑稽词派”①的重要代表ꎬ
其词以浅近、通俗的特点闻名于世ꎮ 曹氏一生仕

途坎坷ꎬ六举未第ꎬ因晚年受宋徽宗赏识ꎬ名气方

驾柳永ꎬ被誉为“滑稽无赖之魁” [１](Ｐ.５４)ꎮ 有学者

已认识到曹组词作并非一味滑稽无赖ꎬ他的雅词

创作合乎音律ꎬ寄寓遥深ꎬ其作品实雅俗兼善ꎮ 曹

组有«箕颖集»二十卷ꎬ但已被毁板ꎬ现存词仅三十

七首②ꎮ 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在«云韶集»中提出:
“元宠词颇有骨ꎮ” [２](Ｐ.５８) 这一论点尚未引起学界

的关注ꎬ本文试图对陈廷焯此论作一剖判ꎮ

一、词学范畴中“骨”之含义

陈廷焯谓曹组“词有骨”ꎬ那么ꎬ何为“词骨”?
从字形字义方面ꎬ«说文解字骨部»曰:“骨ꎬ肉之

覆也ꎬ从冎有肉ꎮ 凡骨之属皆从骨ꎮ” [３](Ｐ.８０) «释名

释形体»曰:“骨ꎬ滑也ꎮ 骨坚而滑也ꎮ” [４](Ｐ.２４) 可

见ꎬ“骨” 的本义是指骨骼刚健滑利、活动自如ꎮ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谨和五味ꎬ
骨正筋柔ꎬ气血以流ꎬ腠理以密ꎬ如是则骨气以

精ꎮ” [５](Ｐ.４２)这是说骨刚正坚韧ꎬ筋柔弱无力ꎬ气血

流畅ꎬ筋骨则饱满充盈ꎮ

“骨”得以进入文论ꎬ最初源于古代的“相骨之

术”ꎮ “骨”即骨骸ꎬ是人体的支架ꎬ引导、决定着人

体生长的方向ꎮ 汉代“骨法”占有重要地位ꎬ人们

往往根据人的骨性来揣测性格、命运ꎮ 如«论衡
骨相»中认为人的骨节纹理是高低贵贱的标志ꎬ也
是品行操守的外在体现ꎮ 历史上还有大量关于以

“骨”相人的记载ꎬ“骨”逐步蔓延到时人的社会生

活了ꎮ 随着相骨之术的不断发展ꎬ这种识人之术

被用于人才选拔ꎬ汉魏以后ꎬ以“骨”为标准的人物

品评为文人所借鉴ꎬ如«诗品»中曾称曹植“骨气奇

高”ꎮ 后来引申到书法绘画理论、文艺批评中ꎬ如
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出画有六法ꎬ“骨法用笔”是
其第二法ꎮ[６](Ｐ.１) “骨” 遂成为重要的文学美学

范畴ꎮ
“风骨”ꎬ是刘勰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

范畴ꎬ泛指文艺作品的笔力和风貌ꎮ 他在«文心雕

龙»中专设«风骨»篇进行阐释ꎮ 对于“风骨”的解

释ꎬ各家众说纷纭ꎮ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

提出:“风者ꎬ运行流畅之物ꎬ以喻文之情思ꎻ骨者ꎬ
树立结构之物ꎬ以喻文之事义也ꎮ” [７](ＰＰ.９７－９８) 郭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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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认为:“风骨”是思想性和

艺术性的统一体ꎬ其基本特征ꎬ在于明朗健康ꎬ遒
劲而有力ꎮ[８](Ｐ.２５６) 蔡镇楚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

归纳道:“(风骨)是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ꎬ是人的

主体人格之美的集中体现者ꎮ 用之于文学理论批

评ꎬ他所强调的一是情感ꎬ二是人格力量ꎬ三是辞

采之美ꎬ因而是魏晋时代的人文精神、美学理想与

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ꎮ” [９](Ｐ.１０４) 总而言之ꎬ各家都

认为“风即文意ꎬ骨即文辞”ꎬ“风骨”是文意与文辞

的统一ꎮ “建安风骨”ꎬ则是典型的一例ꎬ它既凝聚

了当时文人建功立业的“骨气”ꎬ又包含了文人不

愿入仕的“傲骨”ꎮ
然而“风骨说”用于词学ꎬ则显得扞格不入ꎮ

词多是“风骨不飞” “膏腴害骨”之作ꎬ刘勰所反对

的绮靡柔弱之文风ꎬ正是词体之特性和主流ꎮ 在

“风骨说”的文论背景下ꎬ结合词之体性与词作实

际ꎬ词学范畴内的“艳骨说”应运而生ꎮ “艳骨”是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创立的词学概念ꎬ是对词

体文学基本艺术经验的描述ꎬ体现了蕙风词学思

想的主旨ꎮ «蕙风词话»中以“艳”论词的约五十五

处ꎬ其中直接言及“艳骨”的有五处ꎬ“艳”不等于有

“骨”ꎬ那么词中的“骨”之含义又为何? 蕙风进行

了解释:“真字是词骨ꎬ情真景真所作必佳ꎬ且易脱

稿ꎮ”“真”乃生命之真ꎬ是人最原始的生命状态ꎬ意
在提醒人们关注感性生命的价值所在ꎮ 诚如梅向

东先生所归纳:“在蕙风那里ꎬ艳骨既指词的情艳

骨柔的艺术形态ꎬ亦指词人真骨顽艳的精神形

态ꎮ” [１０](ＰＰ.１１８－１２６)就是说在遵循词绮丽本色的基础

上ꎬ将词人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词中ꎬ形成流艳而

又不失风骨的独特词风ꎮ
陈廷焯的“骨”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况周颐的

“艳骨说”有相似之处ꎮ 陈氏的词学思想存在一个

发展变化的过程ꎬ其前期代表作«云韶集»将“雅
正”作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ꎬ重视性情ꎬ强调作词

要“真”ꎬ因而表现出对豪放词、艳情词的喜好ꎮ
«词则»和«白雨斋词话»是陈廷焯后期词学理论的

代表ꎬ体现了他由浙派向常派的转变ꎮ «白雨斋词

话»中提出的“沉郁顿挫”说在近代词坛产生了深

远影响ꎬ甚至成为品评历代词人的批评标准ꎮ 我

们在探讨陈廷焯词学思想时不应该将前后期割裂

开来ꎬ而应关注到陈氏论词思想渐进发展的实际

进程ꎮ
陈廷焯论词中所涉及“骨”的概念ꎬ具体体现

在他的词评和词话中ꎮ «云韶集»为其早期的词选

本ꎬ凡二十六卷ꎬ选历代词人词作三千四百三十四

首ꎮ 陈廷焯为所选词写了大量评语ꎬ体现了其高

超的词学理论水平和独特的鉴赏能力ꎮ[２](ＰＰ.４５－７２)

由于该书未刊ꎬ现仅存两部ꎬ一部为稿本ꎬ藏于南

京图书馆ꎬ另一部为抄本ꎬ藏于国家图书馆ꎮ 好在

孙克强先生和杨传庆先生将«云韶集»中的评语加

以汇辑整理ꎬ为笔者研究提供了方便ꎮ 据孙克强

«‹云韶集›辑评»统计ꎬ该集中出现与“骨”有关的

评论共 １０６ 处ꎬ这些“骨”含义各不相同ꎬ大致可分

为以下八类:
一、直接以“骨” “词骨”论词ꎬ凡 ３１ 处ꎮ 如评

论曹组“元宠词颇有骨”、向子諲“伯恭词ꎬ骨不为

高ꎬ遣词琢句亦不为高ꎬ 而其味深长ꎬ 耐人寻

索” [２](Ｐ.５９)等ꎬ较为笼统概括ꎬ包括立意、风格、语言

等多方面ꎬ总体评价词作是否明朗向上ꎬ刚健挺

拔ꎻ二、以“骨韵”论词ꎬ凡 ２１ 处ꎮ 如评贺铸«感皇

恩»(兰芷满汀州) “笔致宕往ꎬ骨韵俱高ꎬ情深一

往” [２](Ｐ.５４)、黄子行«花心动» (谁倚青楼) “精秀绝

伦ꎬ骨韵自高ꎬ元人词中罕见者” [１１](Ｐ.５８) 等ꎮ “骨

韵”并称ꎬ乃从语言角度而言ꎬ“韵”指音律和谐ꎬ语
言流利畅达ꎬ“骨”则指遣词琢句雄健有力ꎬ不软媚

靡丽ꎮ 三、以“骨力”论词ꎬ凡 １６ 处ꎮ 如评赵善扛

«重迭金» (玉关芳草连天碧) “解林词颇见骨力ꎬ
揖让进退庶几古人” [２](Ｐ.６９)、林子威«齐天乐» (昨
宵梦约江流住)“武宣所作寥寥ꎬ然骨力却高ꎬ兼有

南北宋之长” [１２](Ｐ.３９) 等ꎮ 陈廷焯认为“«花间»
诸选ꎬ背缪不可言矣ꎮ 所宝在此ꎬ词欲不衰ꎬ得

乎?” [１３](Ｐ.２１４)针对其意格不高之弊ꎬ陈氏提出“诗
词一本”ꎬ即诗和词有着同样的本原ꎬ均是本原与

情的ꎬ因而填词时也应融入自己浓郁的情感ꎬ真实

表现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ꎮ 四、以“骨气” “气
骨”论词ꎬ凡 １６ 处ꎬ如评张炎«扫花游»(烟霞万壑)
“有笔力ꎬ有骨气ꎬ白石不能过也” [１１](Ｐ.４９)、萧泰来

«霜天晓角» (千霜万雪) “刻埴尽矣ꎬ即词可以见

气骨ꎬ但微妙浑涵之致耳” [１４](Ｐ.９１)等ꎮ “气骨”乃陈

廷焯提出的“五圣”说之一:“贺方回之韵致ꎬ周美

成之法度ꎬ姜白石之清虚ꎬ朱竹垞之气骨ꎬ陈其年

之博大ꎬ皆词坛中不可无而能有者也ꎮ” [１２](Ｐ.３５) 所

谓“气骨”ꎬ指有婉约之美却清劲有力ꎬ正如朱彝尊

的词 “艳而不浮ꎬ疏而不流” [１２](Ｐ.３４)ꎮ 五、以 “骨

格”“品骨”论词ꎬ凡 ８ 处ꎮ 如评周邦彦“自美成出ꎬ
开阖动荡ꎬ骨格清高ꎮ 如羲之之书ꎬ伯玉之诗ꎬ永

—３６—



 

宜独步千古” [２](Ｐ.５７)、刘儗«念奴娇» (西风何事)
“诗人之辞ꎬ文人之笔ꎬ名士胸襟ꎬ英雄气概ꎬ他人

无此品骨焉ꎬ敢望其项背” [２](Ｐ.６６) 等ꎮ 这是陈氏

“沉郁顿挫”观的体现ꎮ “沉郁”即以深刻的思想性

为出发点ꎬ “写怨妇思夫之怀ꎬ 寓孽子孤臣之

感” [１５](Ｐ.２０)ꎬ同时融入自己的感情ꎮ “顿挫”指章法

上纡徐曲折ꎬ结构上回环反复ꎮ 他认为周美成的

«清真词»是沉郁顿挫的典范ꎬ将深厚的情思与委

婉的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美成词大半皆以纡徐曲

折制胜ꎬ妙于纡徐曲折中有笔力ꎬ有品骨ꎬ故能独

步千古ꎮ” [２](Ｐ.５８)六、以“风骨”论词ꎬ凡 ７ 处ꎮ 如评

温庭筠“飞卿虽工绮语ꎬ然风骨不高” [２](Ｐ.４６)、虞集

“词不多ꎬ然即此寥寥数篇ꎬ而风骨崚嶒ꎬ自足雄跨

一时” [１１](Ｐ.５９)等ꎮ 此“风骨”与况周颐所提“艳骨”
有异曲同工之妙ꎬ强调“真字是词骨”ꎬ重视词人真

骨顽艳的精神状态ꎮ 七、“语”“骨”并称论词ꎬ凡 ４
处ꎮ 如评严绳孙«风入松» (星移帆影) “情韵并

胜ꎬ语似元人ꎬ骨似宋人” [１２](Ｐ.３５)、王潞«风流子»
(晚风吹荷叶) “此词骨似北宋ꎬ语似南宋ꎬ精工凄

秀ꎬ卓然佳作” [１２](Ｐ.３６)等ꎮ 这是从文辞与文意两个

方面进行论述ꎬ认为词作不仅要有辞采之美ꎬ还应

有明朗强健的思想情感和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ꎮ
八、其他以“骨”论词ꎬ凡 ３ 处ꎮ 评王顼龄“螺舟词

不独情词兼胜ꎬ其骨法亦遒炼” [１２](Ｐ.３３)、张四科

“«迈陂塘»清骨珊珊ꎬ言中有味” [１２](Ｐ.５０)、张诩«摸
鱼儿» (甚悠悠) “此笔亦是仙骨珊珊ꎬ超越凡

俗” [１４](Ｐ.８１)ꎮ
其后期代表作«白雨斋词话»论及“骨”不多ꎬ

凡 ５ 处ꎮ 卷一以“气骨”评论孙光宪词:“孙孟文

词ꎬ气骨甚遒ꎬ措语亦多警炼ꎮ 然不及温、韦处亦

在此ꎬ坐少闲婉之致ꎮ” [１３](Ｐ.８) 言辞清劲有力ꎬ警醒

凝练ꎮ 卷 三 称 张 翥 词 “ 树 骨 甚 高ꎬ 寓 意 亦

远” [１３](Ｐ.５５)ꎮ 卷四评厉鹗词:“樊榭词拔帜于陈、朱
之外ꎬ窈曲幽深ꎬ自是高境ꎮ 然其幽深处ꎬ在貌而

不在骨ꎬ绝非从楚骚来ꎮ 故色泽甚饶ꎬ而沉厚之味

终不足也ꎮ” [１３](Ｐ.８２)这两处“骨”指作词之立意ꎬ即
词作中是否蕴含作者真切深沉的思想感情和生活

体验ꎮ 卷五以“品骨”论谭献词:“仁和谭献ꎬ字仲

修ꎬ著有复堂词ꎬ品骨甚高ꎬ源委悉达ꎮ 窥其胸中

眼中ꎬ下笔时匪独不屑为陈、朱ꎬ仅有不甘为梦窗、
玉田处ꎮ 所传虽不多ꎬ自是高境ꎮ” [１３](Ｐ.１１０) 卷六以

“骨韵”论词:“姜、张词以骨韵胜ꎮ” [１３](Ｐ.１４９)

二、曹组词中“骨”之体现

尽管曹组的滑稽词代表了其词作的主体风

格ꎬ在当时广为流传ꎮ 但他的词作保存下来最多

的还是风格典雅的作品ꎬ其词共 ３７ 首ꎬ其中俗词仅

７ 首ꎮ 曾慥的«乐府雅词»是南宋初期的雅词选本ꎬ
其序称“虽名公又涉俳谐则去之” [１６](Ｐ.２９５)ꎮ 是集

选词 家 ３４ 位ꎬ 曹 组 词 有 ３１ 首 入 选ꎬ 位 列 第

６ꎮ[１６](Ｐ.２９５)黄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也是以“崇
雅黜俗”为选词宗旨的ꎬ其选词家 １３４ 位ꎬ选曹组

词 ８ 首ꎬ位列第 １０ꎮ[１７](Ｐ.６８) 由此可知ꎬ曹组并非仅

仅是“滑稽无赖之魁”ꎬ他亦是一位雅词高手ꎬ其词

的“骨”大多体现在雅词之中ꎮ
曹组雅词颇具“骨韵”ꎬ如«青玉案» (碧山锦

树明秋霁)即为典型:
　 　 青玉案

　 　 碧山锦树明秋霁ꎮ 路陡转ꎬ疑无路ꎮ 忽

有人家临曲水ꎮ 竹篱茅舍ꎬ酒旗沙岸ꎬ一簇成

村市ꎮ
凄凉只恐乡心起ꎮ 凤楼远、回头谩凝睇ꎮ

何处今宵孤馆里ꎮ 一声征雁ꎬ半窗残月ꎬ总是

离人泪ꎮ
词人秋山行旅ꎬ陡转迷路ꎬ忽见临水人家ꎬ不觉触

动乡心ꎬ进而感叹独在异乡ꎬ最后推想今宵孤馆之

凄凉况味作结ꎮ 陈廷焯在«云韶集»评论:“柳暗沙

明又一村即此意也ꎮ 情兼景ꎬ韵味无穷ꎬ«西厢
长亭»套此ꎮ” [２](Ｐ.５８) 首句一个“明”字为整首诗增

添了明亮的色彩ꎬ为后文抒发羁旅乡愁铺垫ꎬ以形

成节奏的变化和情绪的跌宕ꎮ 接下来“山重水复

疑无路ꎬ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旅行者的乐趣ꎬ词人

写得开合顿挫ꎬ饶有风致ꎮ 一切景语皆情语ꎬ这充

满了温馨的竹篱茅舍ꎬ词人悄然萌发了思乡愁绪ꎮ
下片点明“乡心”ꎬ词人想起了家中的妻子ꎬ随即运

笔入虚ꎬ联想到今宵孤馆独自一人的孤寂情景ꎬ不
禁黯然神伤ꎮ 全词景中寓情ꎬ虚实错综ꎬ有骨有

韵ꎮ 与此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青门饮» (山景

烟沈)ꎬ陈廷焯合评此二词:“婉雅幽怨ꎬ已为梅溪

导其先路ꎮ” [１８](Ｐ.１２５８)«如梦令»(门外绿荫千顷)一
词也富有骨韵ꎬ沈际飞评价“韵味深远”ꎬ他认为:
“‘不胜情’从‘千顷’字、‘相应’字生出ꎮ 因‘不胜

情’而行ꎬ行而无人ꎬ只见‘风弄一枝花影’ꎬ更难为

情ꎮ ‘一枝’字幽隽ꎮ” [１８](Ｐ.１２５７) 以动衬静是本词的

一大特色ꎬ词中主人公闻鸟鸣而起ꎬ起而踽踽独

行ꎬ伤春之情油然而起ꎻ而词人下笔时不直抒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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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ꎬ而韵流弦外ꎬ意蕴句中ꎬ欲言而止ꎬ留给读者想

象的空间ꎮ 最后“一枝”以“幽隽”著称ꎬ尤显骨韵ꎮ
“骨韵”除了包含遣词琢句强健有力外ꎬ还体现在

音律和谐ꎬ语言流利畅达上ꎮ 曹组善于选用一些

叠字、象声词、双声叠韵字等ꎬ使语言表达活泼形

象、流利生动ꎮ 如«渔家傲» (水上落红时片片)中
“片片”落红、“渺渺”碧波ꎻ«临江仙»(青琐窗深红

兽暖)中落霰之“纷纷”ꎻ«阮郎归»(檐头风珮响丁

东)中“丁冬”作响的风珮ꎮ 这些叠词、象声词与全

词意境完美融合ꎬ增加了词形象流利的艺术效果ꎬ
表现了作者从容悠然的姿态ꎬ使词作清新雅致而

又富有骨韵ꎮ
陈廷焯所论“骨力”在曹组词中也多有体现ꎬ

如«忆少年»(年时酒伴):
　 　 忆少年

　 　 年时酒伴ꎬ年时去处ꎬ年时春色ꎮ 清明又

近也ꎬ却天涯为客ꎮ
念过眼、光阴难再得ꎮ 想前欢、尽成陈

迹ꎮ 登临恨无语ꎬ把阑干暗拍ꎮ
这是作者在清明节之前登临旧游之地所作的一首

怀人词ꎬ开头三个“年时”不但无重复之感ꎬ反而雄

浑刚劲ꎬ新颖别致ꎬ词之“骨力”顿显ꎮ 随后笔锋一

转ꎬ写眼下清明将至ꎬ往日酒伴却散落天涯ꎬ抚今

追昔ꎬ失落、怀念之情自然而然引起读者的共鸣ꎮ
下片“想前欢、尽成陈迹”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
“向之所欣ꎬ俯仰之间ꎬ已为陈迹ꎬ犹不能不以之兴

怀”ꎬ感慨颇深ꎮ 一个“恨”字含义丰富ꎬ既恨知己

难遇ꎬ也恨“光阴难再得”ꎬ这满腔幽恨无处可诉ꎬ
只能“把阑干暗拍”ꎮ 陈廷焯在 «云韶集» 评论:
“起有姿色ꎮ 何怨于阑干而必欲拍之ꎬ且暗拍之

耶? 真妙、真妙ꎮ” [２](Ｐ.５８) 整首词感情真挚ꎬ语言简

练ꎬ结尾含蓄ꎬ意味深长ꎮ 全篇近乎白描ꎬ却于字

里行间寄寓深情ꎬ渗透骨力ꎮ «点绛唇» (云透斜

阳)也颇具骨力ꎬ其名句被徽宗所赞赏ꎮ 王弈清

«历代词话»卷六引«松窗录»:宣和中ꎬ成进士ꎬ有
宠于徽宗ꎬ曾赏其«如梦令» “风弄一枝花影” 及

«点绛唇»“暮山无数ꎬ归雁愁边度”之句ꎮ[１８](Ｐ.１２５８)

陈廷焯也评论该句:“何者为愁边ꎬ何者知雁向愁

边去? 总由心中、眼中有多少血泪ꎬ 故写入化

境ꎮ” [２](Ｐ.５８)仅此一句ꎬ足可见骨力坚拔ꎬ气韵沉雄ꎬ
血泪化境ꎬ感人至深ꎮ 曹组另一首羁旅行役词«青
玉案»(田园有计归须早)也足见其骨力ꎮ 上片“在
家纵贫亦好”ꎬ道尽了多年漂泊之沧桑ꎬ可叹自己

的青春年华都在无休止的行役中消磨殆尽了ꎻ下
片词人将自己的孤寂、思念融入孤馆残灯ꎬ末句

“一声鸡场ꎬ马嘶人起ꎬ又上长安道”ꎬ尽管内心满

是不愿ꎬ但仍不得不踏上“长安道”那条名利场ꎮ
一个“又”字ꎬ融入了作者无数次的失望与辛酸ꎬ十
分具有情感力度ꎬ饱含思想内涵ꎮ

曹组词之“骨”离不开主题的高尚ꎬ体现了他

作为士大夫的高雅品格ꎬ表现为“骨格” “品骨”ꎮ
如其«好事近» (茅舍竹篱边)为咏梅词ꎬ上片“一
阵暗香飘处ꎬ已难禁愁绝”ꎬ情景交融ꎬ词人的满腹

愁绪与阵阵暗香交错相融ꎮ 接着又以梅自喻ꎬ借
梅花之冰清玉洁表现自己品格之高尚ꎬ又叹“恨无

人攀折”ꎬ暗含怀才不遇的苦闷ꎮ 全词格调较高ꎬ
意境不凡ꎬ王弈清«历代词话»卷六引«词品»:曹组

咏梅词ꎬ皆有佳句ꎮ 其«好事近»云:“一阵暗

香飘处ꎬ已难禁愁绝ꎮ”亦何减孤山风致ꎮ[１９](Ｐ.１２０３)

可见曹组善写梅花精神ꎬ展现梅花骨格ꎮ 再如其

«卜算子兰»ꎬ咏空谷幽兰:
　 　 卜算子兰

　 　 松竹翠萝寒ꎬ迟日江山暮ꎮ 幽径无人独

自芳ꎬ此恨凭谁诉?
似供梅花语ꎮ 尚有寻芳侣ꎮ 着意闻时不

肯香ꎬ香在无心处ꎮ
首句写兰花与松竹为伴ꎬ接着化用杜甫“迟日江山

丽”之句ꎬ改“丽”为“暮”ꎬ更能体现苍山暮霭中的

幽兰情韵ꎮ 次句颇有孤芳自赏之意味ꎬ借花寓意ꎬ
书写骨格坚芳而默默无闻的才人怀抱ꎮ 下片以

“岁寒三友”衬兰之高洁ꎬ但又期望出现“寻芳侣”ꎮ
末句写幽兰的幽香可以为人无心领略ꎬ却不可以

有意强求ꎬ表现自己虽欲出仕ꎬ又自占身份ꎮ 这两

句一开一合ꎬ暗喻才士出处的节操与品骨ꎮ 俞平

伯评:“这两句形容梅花香味ꎬ极工ꎬ亦补足上文

‘非以无人而不芳’意ꎮ” [２０](Ｐ.１５６) 曹组另一首咏梅

词«蓦山溪»(洗妆真态)也是描写了在幽寂环境中

的梅花形象ꎬ虽无人欣赏ꎬ但骨格自高ꎮ 吴从先

«草堂诗余隽»:“白玉为骨冰为魂ꎬ耿耿独与参黄

昏ꎮ 其国色天香ꎬ方之佳人幽趣何如ꎮ” [１８](Ｐ.１２５６) 以

白玉来喻其骨格ꎬ可见其坚芳ꎮ 许昂霄«词综偶

评»:“几于合杜苏而一之矣ꎮ” [１９](Ｐ.１５５５) 老杜以“沉
郁顿挫”著称ꎬ以委婉的笔力表达深厚的情思ꎻ又
因“竹外一枝斜ꎬ想佳人、天寒日暮”一句化用东坡

“竹外一枝斜更好”句ꎬ遂“合杜苏而一”ꎮ 俞陛云

«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此调加处ꎬ而纯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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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提笔描写ꎬ梅花品格之清高与赏梅者情怀之伊

郁ꎮ” [２１](Ｐ.３３３)词人融情于物ꎬ以梅花之孤芳高洁喻

自己的不屈品骨ꎮ 黄苏«廖园词选»从语言角度称

其“语语超隽” [１９](Ｐ.３０６２)ꎬ颇见骨格ꎮ
在曹组的其他雅词里ꎬ也存在陈廷焯所论的

“骨”的特点ꎮ 如«婆罗门引望月»一词可见风

骨ꎮ 该词上片写漏断人静、月影参差的冷寂环境ꎬ
下片触景生情ꎬ怀念佳人ꎬ化用唐代诗人赵嘏«早
秋诗» 的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ꎬ长笛一声人倚

楼”ꎬ表达了词人的悲凉心境ꎮ 全词语言典雅ꎬ含
蓄委婉ꎬ情真景真ꎬ风骨蕴于境界之中ꎮ 再如«小
重山»(深拥熏篝倏已冥)一词ꎬ以绮艳流利的言辞

抒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ꎬ化用“衣带渐宽终不悔”
之境ꎬ表达自己真挚热切的情感ꎬ颇具艳骨ꎮ 曹组

还有一些幽情闲趣之作ꎬ如«点绛唇»(小小朱桥)、
«渔家傲»(水上落红时片片)、«浣溪沙» (柳絮池

塘淡淡风)等作ꎬ描写词人从容悠闲之态ꎬ清新雅

致ꎬ而又不乏仙骨珊珊ꎬ超尘脱俗ꎮ
在曹组仅存的 ７ 首俗词中ꎬ透过表面的滑稽

语ꎬ也能看到它们内在蕴含的“骨”ꎮ «品令» (乍
寂寞)有“促织儿ꎬ声响虽不大ꎬ敢教贤、睡不着”等
口语化的句子ꎬ然周蕙风却赞道:“至今不觉其俗ꎬ
反觉其雅ꎮ” [２２](Ｐ.１３２) 俞平伯评“月转惊飞鸟鹊”一

句“用曹操 «短歌行» 语”ꎬ 以及结句 “口语流

美” [２０](Ｐ.１５７)ꎮ 尽管乍看偏俗ꎬ但细细品味ꎬ全词蕴

藉了深厚孤寂的情感ꎬ语言流美ꎬ化用曹操«短歌

行»之句ꎬ有魏晋风骨之意味ꎮ «扑蝴蝶» (人生一

世)和«相思会» (人无百年人)均为感悟人生、抒
发哲理之作ꎬ“有人争奈ꎬ只知名与利”“粗衣淡饭ꎬ
赢取暖和饱ꎮ 住个宅儿ꎬ只要不大不小”等ꎬ虽然

语言直白如话ꎬ但词人在自嘲和诙谐中ꎬ表达人生

一世ꎬ何必汲汲于功名的态度ꎬ具有较高的思想价

值ꎬ自然也属于有“骨”之作了ꎮ

三、陈廷焯论曹组词“骨”的意义

首先ꎬ对曹组词的风格有全面的认识ꎮ 曹组

词向来以滑稽戏谑的特点为人们所熟知ꎬ如«忆瑶

姬»(雨细云轻)一词ꎬ以方言俗语入词ꎬ以独白的

方式将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ꎬ语言诙谐ꎬ传诵

一时ꎮ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记载:
　 　 今之士大夫学曹组诸人鄙秽歌词ꎬ则为

艳丽如陈之女学士狎客ꎬ为纤艳不逞、淫言媟

语如元、白ꎬ为侧词艳曲如温飞卿ꎬ皆不敢也ꎮ
其风至闺房妇女ꎬ夸张笔墨ꎬ无所羞畏ꎬ殆不

可使李勘见也ꎮ[２３](Ｐ.３４)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出ꎬ曹组滑稽戏谑之

词流行一时ꎬ士大夫欲效仿却有所顾忌ꎬ而妇女则

可以尽情挥洒笔墨ꎮ 曹组滑稽词一反传统词作

“温柔敦厚”的中庸之道ꎬ以其通俗性和幽默性引

领时代潮流ꎬ因而形成“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

卿ꎬ则学曹元宠也”之局面ꎬ曹组词名之盛可想而

知ꎮ 因而学者关注的都是他的滑稽词ꎬ以及词中

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思想:一方面迫于生计ꎬ不得不

为功名而奔波ꎻ另一方面又渴望能以出世之心看

淡功名利禄ꎬ向往平淡生活ꎮ 但陈廷焯以独到的

眼光ꎬ提出曹组词“颇有骨”ꎬ从不同角度对其词展

开了深入的讨论ꎬ有助于后代学者更全面、更客观

地认识曹组的词作ꎮ
其次ꎬ促进对宋词的客观判断ꎮ 陈氏以“骨”

论词ꎬ在«云韶集»和«白雨斋词话» 中一共出现

１１１ 处ꎬ具体分为“骨韵”“骨力”“风骨”等方面ꎬ从
思想、修辞、韵律、品格等处品评ꎬ其核心乃强调

“真”ꎮ 陈氏“骨”论ꎬ不仅对当时的轻泛纤弱之风

带来一定的纠弊作用ꎬ而且突破过于讲究“雅正”
和“格律”的文坛风气ꎬ一定程度上使词的本体特

征更为突出ꎬ为宋词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ꎮ 词

自产生以来ꎬ便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的特殊属性ꎬ可
以说与诗是互补的ꎮ 正如王国维 «人间词话»
所云:

　 　 四言弊而有«楚辞»ꎬ«楚辞»弊而有五言ꎬ
五言弊而有七言ꎬ古诗弊而有律绝ꎬ律绝弊而

有词ꎮ 盖文体通行既久ꎬ染指遂多ꎬ自成陈

套ꎮ 豪杰之士ꎬ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ꎬ故遁而

作他体ꎬ以解自脱ꎮ[２４](Ｐ.３５)

在内容上ꎬ词与诗的最大区别在于ꎬ词本为声

学ꎬ可以突破伦理纲常的束缚ꎬ以抒情作为其主要

特征ꎮ 龙榆生先生也曾以词之形式特征论其抒情

本质:
　 　 特其句度参差ꎬ极语调之变化ꎬ又其抑扬

轻重ꎬ流美动人之音节ꎬ诵之而利于唇吻ꎬ听

之犹足以激发人之意志感情ꎬ但得宛转相谐ꎬ
声情相称ꎬ固己足尽长短句歌词之能事ꎬ以自

抒其身世之感ꎬ与心胸之所欲言ꎮ[２５](Ｐ.１０７)

陈氏“骨”论ꎬ无论作词、评词ꎬ都强调词自然而然

的抒情性ꎬ可谓是对词抒情本体特征的一次正本

清源ꎬ为后代学者更深入、正确地解读宋词打下

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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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ꎬ加强文论、诗论中“骨”的概念对词论形

成的影响ꎮ “骨”得以进入文论ꎬ其根本原因在于

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思想ꎮ 当这一概念被移入诗

文评后ꎬ泛指文学作品的笔力和风貌ꎬ成为重要的

文学美学范畴ꎮ 对于“风骨”ꎬ刘勰于«文心雕龙»
中«风骨»一章进行了精辟的阐释ꎬ即文意与文辞

的统一ꎻ而“文骨”则偏重文章言辞的规约ꎬ是语言

文辞所依附的枝干ꎬ所谓“练骨”ꎬ即追求精要劲健

的语言表达ꎮ 而陈氏的“骨”论在此基础上有所继

承和发展ꎬ不仅注重用词ꎬ更重视用意ꎬ即表情达

意需要情真景真ꎬ刚健有力ꎮ 何为“诗骨”? 古代

彝族女学者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针对“诗骨”
有这样的阐述:

　 　 上面这首诗ꎬ又是一种体ꎬ自是有风味ꎬ
自是有根源ꎬ有骨可下传ꎬ诗要有主旨ꎬ无旨

不成诗ꎬ有旨才有“风”ꎬ诗骨从旨来ꎬ有风才

有题ꎮ[２６](Ｐ.４５)

诗有诗的“骨”ꎬ诗骨如种子ꎬ种子有各

样ꎬ各样种不同ꎻ不能将种子ꎬ混成一笼统ꎮ
诗歌也如此ꎬ诗骨各有异ꎮ 诗骨有硬的ꎬ诗骨

有小的ꎬ因诗而不一ꎮ[２６](Ｐ.６９)

在阿买妮看来ꎬ“诗骨”从主旨而来ꎬ含有诗歌的思

想意义ꎬ促使诗歌流传下去ꎮ 也就是说ꎬ她更强调

诗歌的内容与结构ꎬ要真实且有主旨ꎮ 这与陈氏

的“骨”论有相似之处ꎬ都强调创作要具有真切的

思想感情与合理的骨架结构ꎮ 词晚于诗、文ꎬ很多

应用于诗、文的创作理论ꎬ同样值得借鉴ꎬ再结合

词体特性ꎬ巧妙地用于词论ꎬ为词论的发展开辟新

的领域ꎮ
最后ꎬ揭示中国近现代词论家的词学观念ꎮ

陈氏的«白雨斋词话»是清代影响较大的词话论

著ꎬ他所提倡的“沉郁说”ꎬ更是成为后世学者赏析

评论词作所参考的标准ꎮ 但是ꎬ陈氏并不是用“沉
郁”这一个准绳来评价所有的词作ꎬ他的词学观念

是多维的ꎮ 以“骨”论词ꎬ也是他所评判的重要参

考之一ꎬ这包含了词的语言、结构、情感、内容等范

畴ꎬ以«云韶集»中有关“骨”的概念为立足点ꎬ可以

理清其“骨”说的内涵ꎬ进一步揭示并丰富陈氏词

学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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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学视域下的乐府体七绝探索

———以王昌龄七绝为例

张 东 哲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乐府体七绝以七绝为“体”ꎬ乐府为“用”ꎮ 王昌龄七绝的乐府之“用”主要表现在叙事、表意、造
语、入乐方面ꎬ但仍不失七绝本色ꎬ终成盛唐正格ꎮ 王昌龄已经认识到乐府体七绝的文体功用在于入乐演唱ꎬ具有

娱乐遣兴功能ꎬ其创作积极适应了演唱的需要ꎬ以唐代流行歌手的身份进行七绝创作ꎮ
[关键词] 　 王昌龄ꎻ　 乐府体七绝ꎻ　 文体学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８－０５

　 　 诗至唐代而体制大备ꎬ唐人将诗体大致分为

五:歌行、乐府、古体诗、律诗、杂体诗ꎮ 划分标准

为:先按音乐分为“歌” “诗”两类ꎬ“歌”再以音乐

关系划为歌行、乐府ꎬ“诗”再以声律分为古体诗、
律诗ꎮ 唐诗体裁系统中主要存在两对对立统一:
“诗”与“歌”和“格”与“律”ꎮ[１] 乐府体七绝ꎬ作为

盛唐七绝的正格ꎬ本质是将“歌”入于“诗”“格”入
于“律”的一种诗体ꎮ 以体用关系释之ꎬ七绝为体ꎬ
乐府为用ꎮ 王昌龄作为第一个大力创作乐府体七

绝且成就最高者ꎬ对于这一诗体的定型和演进起

着重要作用ꎮ 前贤时彦多从七绝风神和盛唐气象

两方面论述王少伯七绝ꎬ如明代胡震亨、胡应麟、
陆时雍ꎬ清代吴乔、沈德潜等ꎬ都对其“七绝之体”
进行了精当的概括和理论分析ꎮ 而对于“乐府之

用”ꎬ用工最多者为钱志熙先生ꎬ钱先生主要从绝

句源流、代言体、入乐而歌等方面对于乐府体七绝

进行了开拓性研究ꎮ 笔者受其启发ꎬ对这一问题

试做进一步探索ꎮ 本文将立足乐府体七绝这一诗

体ꎬ对于王昌龄七绝的乐府风调、文体意义以及王

昌龄的文体观进行探究ꎮ

一、王昌龄七绝的乐府之“用”
乐府绝句ꎬ为“以古入律”的一种诗体ꎮ 七绝

为其“体”ꎬ乐府作为表现和叙述手法为其“用”ꎮ
“以古入律”的优势ꎬ明代方弘静所言极是:“以古

诗为律诗ꎬ其调自高ꎮ 太白、浩然所长ꎬ储诗御亦

多此体ꎮ” [２](Ｐ.２４７) 王昌龄乐府体七绝ꎬ在叙事、表
意、造语、入乐四方面体现出乐府风味ꎬ却不失七

绝本色ꎬ终成绝句正格ꎮ
七绝受篇幅限制ꎬ不容大笔濡染用墨如泼ꎬ必

须含蓄蕴藉咫尺万里ꎬ固以抒情为本ꎮ 乐府的篇

幅长容量大ꎬ故常铺陈ꎬ“感于哀乐ꎬ缘事而发”是

其精神实质ꎬ故以叙述为主ꎮ 王昌龄于七绝中发

挥了乐府的叙事传统ꎬ他善于构思经营ꎬ方能尺水

兴波ꎮ 在其多数七绝中ꎬ人物、性格和情节变化都

很完备ꎬ叙事性较强ꎮ 如其«春宫曲»叙一失宠嫔

妃于月上中天时立于未央殿前ꎬ遥观平阳宫中新

得宠女子歌舞升平ꎬ君王赐其锦袍御寒ꎻ«青楼曲»
(其一)叙少妇于闺中弹琴ꎬ遥想夫君于京城十万

旌旗中骑马游行ꎻ«从军行» (其一)叙苍凉边塞独

坐的将士耳闻羌笛ꎬ遥想万里外闺中妻子正思念

自己ꎮ 其七绝率皆如此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

单元ꎮ 虽有叙事意味ꎬ但限于七绝之体ꎬ王昌龄并

不片面追求篇意完整ꎬ而以精心的构思ꎬ选取最能

表现事件的情节ꎮ 钱志熙先生指出:“作为一位代

言体诗人ꎬ王昌龄表现的是一种客观的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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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首诗ꎬ至少都要为它寻找到一个别出心裁的

巧妙情节或场面ꎮ 所以王昌龄七绝的一个重要特

点ꎬ是以巧妙的构思与精致的结构取胜ꎮ” [３](Ｐ.１８４)

钱先生此论亦说明其七绝的双重特征ꎬ正因篇制

短ꎬ故须借助构思来取胜ꎬ需巧妙安排情节场面来

叙事ꎬ这是其乐府特征的体现ꎻ“精致的结构”ꎬ是
七绝的体质特征ꎬ亦是合理叙事的保障ꎮ

再从叙事学角度来观其乐府体七绝ꎬ会有些

新的发现ꎮ 从叙述视角来看ꎬ其七绝可划为两类:
其一为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叙述(叙事学理论

称为“内聚焦”)ꎬ这是代言体最典型也最普遍的叙

述方式ꎬ主人公自言自语ꎬ表露内心ꎬ如«长信秋

词»(其三)是班婕妤的自怨自艾ꎬ«长信秋词»(其
四)亦是宫人自述其梦境与现实的所见所感ꎬ近乎

内心独白ꎮ 其二为一首七绝中具有二个或以上的

叙述视角(叙事学理论称为“双重聚焦”和“多重聚

焦”)ꎬ如«长信秋词» (其五):“长信宫中秋月明ꎬ
昭阳殿下捣衣声ꎮ 白露堂中细草迹ꎬ红罗帐里不

胜情ꎮ” [４](Ｐ.１４４)是诗一三句写失宠者ꎬ二四句写得

宠者ꎬ而从叙述视角来看ꎬ既可当成是失宠者的叙

述ꎬ为代言体的一种变体ꎬ有实有虚虚实并行ꎬ形
成了一个纵深的结构ꎬ使风格偏向于哀怨柔美ꎻ也
可以释为一个全知视角或者无聚焦视角ꎬ那么则

都是实写ꎬ也使风格偏向开阔壮美ꎮ 又如«青楼

曲»(其一):“白马金鞍随武皇ꎬ旌旗十万宿长杨ꎮ
楼头少妇鸣筝坐ꎬ遥见飞尘入建章ꎮ” [４](Ｐ.１４５) 可视

为少妇自叙其夫ꎬ也可理解为少侠想象其妇ꎬ一实

一虚ꎬ成刚柔并济之势ꎬ当然除上述两种叙事视角

外ꎬ也可以理解为无聚焦视角和全知视角ꎬ一首诗

即有三个叙述视角ꎮ 再如«从军行(其一)»:“烽
火城西百尺楼ꎬ黄昏独坐海风秋ꎮ 更吹羌笛关山

月ꎬ无那金闺万里愁ꎮ” [４](Ｐ.１２５) 可视其为无聚焦视

角ꎬ可视其为士兵或思妇单方面的叙述视角ꎬ但以

上都比不上“倩女离魂法”有意蕴ꎮ “倩女离魂法”
通俗地讲就是“对写法”ꎬ钱钟书称为“分身以自

省ꎬ推己以忖他” [５](Ｐ.１１４)ꎮ 此诗不仅叙述视角独

到ꎬ且三句写征人ꎬ一句写思妇ꎬ打破了绝句两句

一单元的对称结构ꎬ未在征人思妇两端均匀用笔ꎬ
但仍将七绝刚柔相济这一特色发挥毕至ꎮ

叙述结构的多样尤其是“倩女离魂式”的复合

聚焦叙述ꎬ使王昌龄七绝的结构和意境更为纵深ꎬ
也使其表意更加复杂ꎮ 如前所举«春宫曲»ꎬ若以

其为无所不知的全知叙事ꎬ那么其表意就指向了

皇帝耽于女色ꎬ荒淫误国ꎮ 杨慎对于此诗的理解

就为:“咏赵飞燕事ꎬ亦开元末纳玉环事ꎬ借汉为喻

也ꎮ” [６](Ｐ.２６６)若以其为失宠者的叙述视角ꎬ那么表

意就指向弃妇之悲ꎬ沈德潜对此诗即谓:“只说他

人之承宠ꎬ而己之失宠ꎬ悠然可思ꎬ此求响于弦指

外也ꎮ” [７](Ｐ.２１９－２２０)不仅叙述视角的多样导致其诗歌

具多重之意ꎬ其七绝诗法上多用逆势ꎬ亦利于其多

重之意的表达ꎮ 七绝的典型结构是一二句铺垫ꎬ
确定基本的表现对象和内容ꎬ第三句转ꎬ对第四句

引成逼出之势ꎮ 势有顺势和逆势之分ꎬ逆势的使

用并不普遍ꎬ但有利于情节矛盾的发生ꎬ亦使其表

意更加委婉曲折ꎮ 盛唐诗人中ꎬ王昌龄逆势用得

最多ꎬ如其«从军行»«闺怨»«长信怨»为逆势之典

型ꎮ 龙城飞将在ꎬ胡马就不会度过阴山ꎻ若无杨柳

之色ꎬ就不会“悔教夫婿觅封侯”ꎻ玉颜已不及寒鸦

色ꎬ却还是等待昭阳殿的一抹日影ꎮ 逆势使

得情感更加激烈ꎬ产生种更深的矛盾和缺陷ꎬ使冲

突更加鲜明ꎬ情感更加热烈ꎮ 明人陆时雍云:“书
有利涩ꎬ诗有难易ꎮ 难之奇有曲涧层峦之致ꎬ易之

妙有舒云流水之情ꎮ 王昌龄绝句ꎬ难中之难ꎮ 李

青莲歌行ꎬ易中之易ꎮ 总之ꎬ人力不致自成ꎬ
难易两言都可相忘耳ꎮ” [８](Ｐ.１４２３) 陆时雍将诗歌的

两种基本的美学特征阐述得很精妙:昌龄为曲涧

层峦之难ꎬ太白为舒云流水之易ꎮ 简言之ꎬ难主要

难在意象繁密多重意蕴ꎻ易主要易在意象疏落情

韵为胜ꎮ 以王昌龄自己的诗论解其诗也颇契合ꎬ
«文镜秘府论»载王昌龄要求作诗立意须“用意于

古人之上” [９](Ｐ.１２８)ꎬ又指出:“古文格高ꎬ一句见意ꎬ
则‘股肱良哉’是也ꎻ其次两句见意ꎬ则‘关关雎鸠ꎬ
在河之洲’是也ꎻ其次古诗ꎬ四句见意ꎬ则‘青青陵

上柏ꎬ磊磊涧中石ꎮ 人生天地间ꎬ忽如远行客’是

也ꎮ 又刘公干诗云‘青青陵上松ꎬ飋飋谷中风ꎮ 风

弦一何盛ꎬ松枝一何劲’ꎬ此首从首至尾ꎬ唯论一

事ꎬ以此不如古人也ꎮ” [９](Ｐ.１２９) 由此可知ꎬ王昌龄主

张:越是用简短的诗句表明诗“意”越佳ꎬ一首诗中

能囊括更多诗“意”为佳ꎮ 然虽讲求造意ꎬ细味又

觉其胜处不全在意ꎮ 虽注重乐府之感事而发的特

点ꎬ但始终未变七绝之本色ꎬ终成盛唐七绝之正

格ꎬ易闻晓师所言“若情以主之ꎬ意以贯之ꎬ则一气

浑沦ꎬ气韵生动” [１０](Ｐ.２７)当如是ꎮ
王少伯乐府体七绝取材继承了乐府传统ꎬ征

夫、思妇、宫怨为其最擅长者ꎬ有些七绝直接用乐

府旧题ꎬ如«从军行»(«相和歌辞平曲调»)、«出
塞» («横吹曲»)、 «采莲曲» («清商曲  江南

弄»)、«浣纱曲» («近代曲辞»)等ꎮ 从造语看ꎬ其
乐府七绝多用汉代之事ꎬ且多脱化自乐府诗ꎮ 以

下列举之:如“莫教兵士哭龙荒” («从军行»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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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汉书叙传» “龙荒暮朔ꎬ莫不来庭”事ꎻ
«出塞»(其一)“万里长征人未还”本自卢思道«从
军行»“塞外征人殊未还”ꎬ“但使龙城飞将在ꎬ不教

胡马度阴山”本自初唐崔湜的«大漠行»“但使将军

能百载ꎬ不须天子笑畏城”ꎬ又用卫青龙城之战和

李广号称飞将军之事ꎻ“平阳歌舞新承宠” («春宫

曲»)用武帝皇后卫子夫得宠之事ꎻ“朦胧树色隐昭

阳”(«西宫春怨»)用赵飞燕得宠居于昭阳殿事ꎻ
“谁分含啼掩秋扇” («西宫秋怨»)、“且将团扇共

徘徊”«信秋词»(其三)用班婕妤«怨歌行»本事及

意境ꎻ«青楼曲»(其一)中“白马金鞍”脱化自曹植

«白马篇»ꎬ“楼头少妇鸣筝坐ꎬ遥看飞尘入建章”脱
化自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小妇无所为ꎬ挟瑟上

高台”ꎬ“从武皇” “入建章”又用汉事ꎻ«青楼曲»
(其二)中“金章紫绶千余骑ꎬ夫婿朝回初拜侯”暗
用汉乐府«陌上桑» “东方千余骑ꎬ夫婿后上头”ꎻ
“吴王在时不得出ꎬ今日公然来浣纱”(«浣纱女»)
用春秋吴王夫差事ꎻ“万年甘露水晶盘” («甘泉

歌»)用汉武帝作甘露求仙之事ꎻ «采莲曲» (其

二):“荷叶罗裙一色裁ꎬ芙蓉向脸两边开ꎮ 乱入池

中看不见ꎬ闻歌始觉有人来ꎮ”全篇意境脱化自梁

元帝«采莲曲»:“碧玉小家女ꎬ来嫁汝南王ꎮ 莲花

乱脸色ꎬ荷叶杂衣香ꎮ 因持荐君子ꎬ愿袭芙蓉裳ꎮ”
据此知ꎬ王昌龄乐府体七绝多用汉事ꎬ多化用汉乐

府语ꎬ也有少部分化用齐梁乐府ꎬ将乐府的古老诗

意撷入七绝意境中ꎮ
唐人七绝ꎬ于初盛唐时最大的功用是配乐演

唱ꎬ已和魏晋南朝时乐府诗的音乐功用相差无几ꎮ
«唐音癸签»载:“古乐府不入俗ꎬ而后以唐绝句为

乐府ꎮ” [１１](Ｐ.２６) 王 骥 德 云: “ 唐 之 绝 句ꎬ 唐 之 曲

也ꎮ” [１２](Ｐ.７２)唐代是新旧音乐交续的时代ꎬ一方面

结束乐府体ꎬ一方面开辟曲体ꎬ而能于唐代称得上

音乐文学者ꎬ便是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绝句ꎮ 当

然并非所有绝句都入乐歌唱ꎬ其创作之初仍是“眼
看的”文本ꎬ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付诸管弦用作唱

词ꎮ 在以写本为诗歌传播主要手段的年代ꎬ配乐

歌唱有利于诗歌的传播ꎬ使其由文人书斋案头进

入了梨园教坊、歌宴酒席ꎮ 另一方面ꎬ将文人诗歌

披之管弦不仅满足了乐府对曲词的需求ꎬ也提升

了诗人的知名度ꎬ促进了诗歌的传播ꎬ文人皆以乐

伎能够吟唱自己的诗歌为荣ꎮ 薛用弱«集异记»所
载“旗亭画壁”一事ꎬ作为文人雅士茶余饭后的谈

资ꎬ也侧面说明了王昌龄乐府体七绝的广泛传唱ꎮ
唐代七绝入乐最多者ꎬ为李白和王昌龄ꎮ 而为何

昌龄七绝较多入乐ꎬ将在下节详论ꎮ

二、王昌龄的七绝文体观

王昌龄在当朝得到广泛称誉的诗歌为其五言

古诗ꎬ«河岳英灵集»中收其五古 １３ 首ꎬ七绝仅 ３
首ꎬ其品题为“元嘉以还ꎬ四百年内ꎬ曹刘陆谢风骨

顿尽ꎮ 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ꎮ
且两贤气同体别ꎬ而王稍声峻” [１３](Ｐ.１５) 以“风骨”
“声峻”推举之ꎮ 纵观有唐一代ꎬ未见对其七绝大

加称赞者ꎮ 唐代诗坛整体的时代风尚和审美取向

是尊崇风雅传统建安风骨、贬斥绮靡华艳六朝风

味ꎬ虽也偶有与之相悖者ꎬ但复古作为唐代诗坛的

主旋律自是无可置疑ꎮ 诗体形成的古近差异是决

定诗体尊卑的重要因素ꎬ七绝这一诗体于唐诗近

体中数较为晚近者ꎮ 钱志熙先生指出ꎬ五律源于

汉魏五言诗且为唐代最早成熟的律诗诗体ꎬ五绝

之源流可追溯至先秦歌谣、于汉魏古绝和六朝吴

曲中发展且在晋宋之际就已有徒诗出现ꎬ七绝虽

也源于南朝民歌但因六朝七言体不发达之故ꎬ其
定型远远晚于五绝ꎬ格调也较为浅近ꎮ 易师亦从

语用和句法角度指出ꎬ论七言五言体的确立须追

溯七言五言句式的确立ꎬ汉代五言蔚为正宗ꎬ且久

经文人精工锻炼ꎻ而七言句式汉代才出现ꎬ七言新

体形成晚且文人视其为俗制ꎮ 古人有关此的论述

也并不少见ꎬ如许学夷«诗源辨体»云:“五言绝调

易古ꎬ七言绝调易卑ꎮ” [１４](ＰＰ.１８７－１８８) 胡应麟«诗薮»:
“五言绝ꎬ尚真切ꎬ质多胜文ꎮ 七言绝ꎬ尚高华ꎬ文
多胜质ꎮ” [１５](Ｐ.１１１) 初盛唐诗人不仅创作的七绝数

量少ꎬ且有些诗人将其放在唐代众诗体中较低的

位置ꎮ 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才逸气

高尝言:‘寄兴深微ꎬ五言不如四言ꎬ七言又其

靡也ꎬ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 [１６](Ｐ.１２)太白觉七言

本绮靡ꎬ七绝限于歌唱需要风骨更弱ꎬ不屑之态可

见ꎮ 元结所编«筐中集»入选的全是古体诗ꎬ其序

称“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 [１７](Ｐ.１００) 者ꎬ尤
指七绝一体ꎮ 可见在初盛唐的诗体尊卑考量中ꎬ
诗人们普遍认为七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俳玩游戏

之体ꎮ
基于初盛唐人对于七绝这一诗体的认识ꎬ再

探求王昌龄七绝的创作心态ꎮ 昌龄创作的各类诗

体中ꎬ五古和七绝数量最多且质量最高ꎬ故将其五

古和七绝对比之ꎬ从其体貌风格差异ꎬ以窥昌龄的

文体观ꎮ
从命题立意而观ꎬ其五古多写实事ꎬ所表之意

主要有三:抒建功立业的壮志及怀才不遇之悲愤、
反映边塞生活及军中黑暗腐败的现实、对佛道禅

理的体悟和修道生活的快意ꎮ 从造语角度及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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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看ꎬ多用汉魏古事抒怀ꎬ学建安诗风ꎬ风格严

正肃然ꎬ高古劲健ꎬ饶有风骨ꎮ 如其«少年行»:“西
陵侠少年ꎬ客过短长亭ꎮ 青槐夹两路ꎬ白马如流

星ꎮ 闻有羽书急ꎬ单于寇井陉ꎮ 气高轻赴难ꎬ谁顾

燕山铭ꎮ” [４](Ｐ.９) 全篇脱化自曹植«白马篇»ꎬ尾用

«后汉书窦融传» “遂登燕然山ꎬ去塞三千余里ꎬ
刻石勒功ꎬ纪汉威德ꎬ令班固作铭” [１８](Ｐ.１１３７) 事ꎬ白
马少年飒爽英姿ꎬ报国英雄慷慨赴死ꎬ气格高古直

逼建安ꎮ 再如«放歌行»:“幸蒙国士识ꎬ因脱负薪

裘ꎮ 今者放歌行ꎬ以慰梁甫愁ꎮ 但营数斗禄ꎬ奉养

每丰羞ꎮ 若得金膏逐ꎬ飞云亦何俦ꎮ” [４](Ｐ.６９)用晏子

广招贤士之事ꎬ又以诸葛亮自喻ꎬ表达其登第后定

要有所作为的入世之志ꎮ 又如«宿裴氏山庄»:“苍
苍竹林暮ꎬ吾亦知所投ꎮ 静坐山斋月ꎬ清溪闻远

流ꎮ 西风下微雨ꎬ晓向白云收ꎮ 遂解尘中组ꎬ终南

春可游ꎮ” [４](Ｐ.５６)绘清幽雅致之境ꎬ学陶诗之自然不

事雕琢ꎬ有王孟诗派之清淡闲远的意趣ꎬ尾句抒出

尘方外之念ꎬ又似谢灵运山水诗结尾模式ꎮ 其五

古中固然也有如«采莲曲»«浣纱女»这类写女性的

诗作ꎬ但为数极少ꎮ 可见ꎬ王昌龄写作五古的态度

十分认真ꎬ将自己的志向抱负寄于诗中ꎬ是对于唐

代复古主张的践行ꎬ从中也可知昌龄对于五古诗

体的认识:其体为心中之志ꎬ其用表现为造语表意

中对于风骨的追求、对于自我的表现以及经营世

务的文体功用ꎮ
王昌龄创作七绝的心态以及对于七绝文体功

用的认识则完全不同于五古ꎮ 首先ꎬ若言其五古

之“体”主“志”ꎬ其七绝之“体”则主“情”ꎮ 其七绝

并未表现自己的心志ꎬ而是代他人立言ꎬ非代一个

人而是一类人ꎬ主要代征人、思妇、怨妇和少女言

情ꎮ 虽然傅璇琮等先生已经考证出王昌龄确曾去

过边塞ꎬ但其乐府七绝写作和其自身经历并无直

接关系ꎮ 宇文所安之言精准而幽默:“王昌龄所有

边塞诗都是乐府或体现乐府风貌ꎬ这是唐代诗人

用来公开描写虚构角色的少数几种形式之一ꎮ 设

想王昌龄曾在边塞军幕中任职ꎬ就如同设想他是

皇帝后宫的宫女一样荒唐无稽ꎬ因为它运用了同

样的技巧写宫女诗ꎮ 王昌龄在盛唐的重要地位ꎬ
部分正来自他对虚构手法的兴趣ꎬ以及由此而获

得的自由ꎮ” [１９](Ｐ.１１６)

再从其“用”来看ꎬ王昌龄也希望通过七绝的

歌唱而扩大诗名ꎮ 七绝乐府主要是在士大夫和贵

族阶层的歌席酒宴花间樽前演唱ꎬ演唱哪首绝句

的决定权在歌伎乐工手中ꎬ他们根据歌词的题材

风格、演唱场合和听众身份而选择歌词ꎬ而征夫思

妇、送别恋情题材的七绝ꎬ营造出的凄婉的情调和

伤别的氛围ꎬ且其类型化代言体创作能够引起大

众的共鸣ꎬ当属最为适宜者ꎮ 杨慎云:“唐人乐府

多唱诗人绝句ꎬ王少伯李太白为多ꎮ 杜子美七言

绝近百ꎮ 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ꎮ” [６](Ｐ.４４５)

杜甫绝句入乐者极少ꎬ与其题材风格与宴会场合

不符有极大的关系ꎮ 李白和王昌龄成功地使其乐

府七绝被广泛传唱ꎬ自因他们的七绝题材风格适

于演唱环境和听众ꎮ «唐音癸签»载:“徐献忠曰:
少伯天才流丽ꎬ音唱疏越ꎮ 七言绝句ꎬ几与太白比

肩ꎬ当时乐府采录ꎬ无出其右ꎮ” [１１](Ｐ.２０) 王昌龄概已

清楚意识到七绝这一诗体的文体功用主要在于入

乐演唱和娱乐助兴ꎬ其创作也积极适应了演唱的

需要ꎮ 他的七绝写作虽未如创作五古般严肃雅

正ꎬ但也绝不像元结等人一般轻视七绝ꎬ而是将社

会生活与乐府风调结合ꎬ以唐代流行歌手的身份

进行七绝创作ꎮ 因此ꎬ有学者认为七绝的在唐代

的文体功用与词在北宋的功用并无二致ꎬ木斋先

生就说:“在盛唐之际ꎬ文学本体还没有意识到这

个高度ꎬ历史的时间坐标还没有能标识出来词体

独立的位置ꎬ词人的作者群体也还没有能及时产

生ꎬ歌女只能从诗人的诗作中选取适合演唱的作

品来作为歌诗传唱ꎮ” [２０]

三、王昌龄七绝的文体意义

刘学锴先生指出:“在唐代七绝发展过程中ꎬ
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有的诗人ꎬ在七绝内

容的拓展和艺术风貌的新变上做出过明显努力ꎬ
但其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成就总的来说并不很高ꎬ
如杜甫的七绝ꎮ 有的诗人ꎬ其七绝的艺术水准完

全可以列入一流ꎬ但从七绝发展的角度看ꎬ无论内

容与艺术ꎬ都缺乏明显创新ꎬ如李益ꎮ” [２１]刘氏实则

指出了在文学史和文体史上评判和衡量作家创作

的标准是不同的ꎮ 而就七绝这一诗体来讲ꎬ文学

史和七绝文体史上均有重要开拓且成就极高者ꎬ
当为李白和王昌龄ꎮ

中国古代诗歌从上古到近古的发展ꎬ主要经

历了三种形态:歌谣、乐章和徒诗ꎮ 歌谣是中国诗

最早的形态ꎬ是最原始、最自然诗歌形式ꎻ入乐的

乐章歌诗是比歌谣高一级的诗歌艺术ꎬ具备了固

定的文本ꎬ但仍以音乐为主体ꎻ徒诗体是诗歌史发

展的最高形态ꎬ体现了诗脱离歌的自觉ꎮ 从诗歌

史来看ꎬ王昌龄的七绝属于乐章向徒诗的过渡形

态ꎬ即兼有乐章和徒诗二者的特征ꎬ李白虽也有乐

府七绝创作ꎬ但其徒诗体七绝成就最高ꎮ 再从七

绝诗体的历史演变来看ꎬ初唐七绝主要用于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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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歌辞和宫廷应制唱和ꎬ作者多为宫廷诗人ꎬ间
有抒写关山离别、相思怀人和托物言志者ꎬ犹未形

成普遍的创作风气ꎮ 据刘青海统计:“初唐七绝用

于郊庙歌辞的有 ３０ 首ꎬ宫廷应制唱和的 ６０ 余首ꎬ
余下不过 ２０ 余首ꎮ 而这 ２０ 余首ꎬ就题材而言ꎬ也
和应制、宫廷唱和有很深的渊源ꎮ” [２２] 因此初唐七

绝多为粉饰太平、雅颂应制之作ꎬ辞藻虽丽但格调

低ꎬ成就不高ꎮ 王昌龄作为第一个大力创作七绝

的文人ꎬ只继承了初唐七绝的演唱传统ꎬ但在题材

上却进行了全面革新ꎬ未沿袭宫廷诗人的取材ꎬ而
是直溯汉魏六朝乐府ꎬ将边塞将士、怨女思妇、离
别爱恨甚至历史人物纳入七绝创作ꎬ将七绝这种

轻巧灵便的体裁于乐府旧题的回归中提升气势ꎬ
以轻驭重ꎬ从根本上提升了七绝的气格ꎮ 他还以

其创作初步确立了盛唐七绝曲折含蓄、兴象玲珑

的美学风格ꎬ为徒诗体七绝的发展做好了铺垫ꎬ而
且也为中晚唐七绝主“意”、以“意”胜提供了示范ꎮ

乐府体为绝句之正格ꎬ惜盛唐以降ꎬ乐府体渐

衰ꎬ徒诗体愈盛ꎬ乃因七绝文体之独立ꎬ必要逐渐

摆脱音乐对其的限制ꎮ 又因老杜徒诗体七绝着重

于日常生活和赋法的运用被广泛模仿ꎬ七绝创作

从写意走向写实ꎮ 陆时雍«诗镜总论»云:“中唐诗

近收敛ꎬ境敛而实ꎬ语敛而精ꎮ 势大将收ꎬ物华返

素ꎮ 盛唐铺张已极ꎬ无复可加ꎬ中唐所以一反而之

敛也ꎮ” [８](Ｐ.１４１５)及至晚唐ꎬ七绝又呈现工巧悦俗之

貌ꎮ 但是对于王昌龄绝句的学习模仿ꎬ仍大有人

在ꎬ且不乏七绝名家ꎮ
中唐李益为继王昌龄之后大力创作乐府绝句

且成就斐然者ꎮ 李益创作七绝时有着自觉地合乐

意识ꎬ其七绝为宫廷乐师所喜ꎬ被广泛传唱ꎮ «旧
唐书»称李益“长于歌诗ꎬ贞元末ꎬ与宗人李贺齐

名ꎮ 每作一篇ꎬ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ꎬ唱为供奉歌

词ꎮ” [２３](Ｐ.３７７１)其七绝亦多写边塞闺怨ꎬ多代言体ꎬ
为王昌龄之后乐府体绝句成就最高者ꎬ沈德潜称

其“音节神韵ꎬ可追逐龙标、供奉”ꎮ[２４](Ｐ.６６５) 又中唐

刘禹锡ꎬ七绝也多乐府体ꎬ如«阿娇怨» «秋扇词»
«踏歌词四首»等仍用乐府旧题ꎬ善于构思ꎬ婉而多

讽ꎬ实出王昌龄、李益一派ꎮ 中唐王建作«宫词一

百首»ꎬ承王昌龄宫怨诗善于构思代人而言之特

色ꎬ惟重在讽喻纯粹叙事ꎬ实为中唐风貌ꎬ与昌龄

之温柔敦厚兴象浑融不同ꎮ 又如中唐白居易«后
宫词»、张祜«赠内人»、朱庆馀«宫词»等作ꎬ皆托

物寓端追步盛唐ꎬ亦可视为王昌龄乐府七绝之流

亚ꎬ然或流于浅近直露ꎬ或寄托讽喻失之重意ꎬ终
不似盛唐风调ꎮ 要之ꎬ王昌龄对于后世乐府体绝

句的取材、体貌、风格影响极深ꎬ虽乐府体自盛唐

后渐衰微ꎬ但后世诗家能从昌龄处学其风神ꎬ为己

所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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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理论视阈下的学术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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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学术批评是研究者在学术写作中基于现有文献资源的不足提出的否定评价ꎮ 基于巴赫金的对

话理论ꎬ对国际期刊中的学术批评实例进行分析ꎬ从对话语境、对话表情、对话关系考察了学术批评的对话本质ꎬ
旨在阐释作者在对话中构建意义和关系的过程ꎬ有助于细化学术批评的内涵ꎬ更新学术批评规范ꎬ以进一步推动

我国英语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评价行为的研究ꎮ
[关键词] 　 学术批评ꎻ　 巴赫金ꎻ　 对话理论ꎻ　 学术写作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３－０６

引言

评价是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ꎬ是学术写作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评价从来不是

凭空而来的ꎬ客观有力的评价必然基于作者对相

关领域的把握ꎬ是个人见解、态度和立场的表现形

式ꎬ是衔接现有研究成果与当下研究的有效机制ꎬ
也是作者与相关学术社区、读者群体的互动和关

系管理途径ꎮ 评价的使用是定义学术写作的重要

指标ꎬ正如 Ｈｙｌａｎｄ 和 Ｄｉａｎｉ(２００９)所说ꎬ“在所有学

术实践中ꎬ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评价” [１](Ｐ.５)ꎮ 学

术写作中最常见的评价行为之一便是作者基于对

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反思ꎬ通过梳理当前研究现状ꎬ
质疑或挑战前人研究(成果)的弊端和不足ꎬ我们

将这种评价称之为学术批评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ｒｉｔｉ￣
ｃｉｓｍ)ꎮ[２]

本文旨在借鉴巴赫金的语言观ꎬ结合学术批

评实例ꎬ从对话理论切入探讨学术批评的内涵ꎬ以
期加深学界对学术批评的认识和理解ꎬ更新学术

批评规范ꎬ从新的视角为我国学术写作的教学提

供启示ꎮ

一、学术批评相关研究

学术批评有助于论证学术研究的立足点ꎬ为
作者在相关领域树立威信[３][４]ꎬ以促进学术争论ꎬ
并在“对话” 中推进认识真理的进程ꎮ 陈新仁

(２０１７)强调将研究“语境化”是学术创新的必经之

路ꎬ具体表现为培养和强化“文献意识、批判意识、
问题意识” [５]ꎬ学术批评正是凸显研究者对相关语

境进行反思的学术实践ꎮ 但是ꎬ学术批评不应盲

目追求夸张的批判效果用以衬托当前研究的意义

和价值ꎬ而应为发现并解决问题服务ꎮ 只有树立

健全的学术批评规范ꎬ才能成为促进学术自由、激
励学术创新、净化学术环境、保障学术质量繁荣与

发展的助推器[６]ꎮ
国外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探索学术批评的内涵

和使用ꎬ集中关注跨语言 /文化视角及跨学科视角

的考察ꎮ 少量研究针对体裁差异、性别差异及时

间性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ꎮ 国内学术界对学术批

评的关注近年虽得到重视ꎬ但取得的进展并不大ꎬ
主要是理论探索ꎬ如对该开展学术批评必要性的

个人观点陈述ꎬ实证性研究局限于分析书评中的

评价和礼貌策略)ꎬ鲜有实证性研究涉及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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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阐释和学术批评的研究维度的分析ꎮ 我国

学术批评和争鸣的惨淡研究氛围与高速发展的文

化、思想和学术繁荣期显得格格不入[７]ꎬ唯有“进
行一次彻底的学术批评观念的变革”ꎬ才能激发学

者们思想的碰撞ꎬ在和自我、他人的对话中探索真

理ꎬ“才能大兴学术批评之风ꎬ积极推进不同学术

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术争鸣” [６]ꎮ
二语学习者在学术写作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之一就在于评价资源的使用[８]ꎬ虽然针对中国英

语学习者的二语写作特征研究不在少数ꎬ但是对

该群体的评价行为并未达成相对一致的结论ꎬ同
时ꎬ专门针对学术写作的实证研究在数量上严重

不足ꎬ且现有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

文献引用行为ꎬ对中国学习者基于文献资源引用

的评价行为的考察寥寥无几[２]ꎬ难以给学习者在

使用评价资源、构建评价立场时提供有效的解惑

和指导ꎬ因此ꎬ我们亟须明确学术批评的内涵与构

想ꎬ引导学生学术写作能力ꎬ尤其是学术批评能力

的健康发展ꎮ
　 　 二、对话理论对学术批评研究的启示

学术批评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ꎬ但是前

人把学术批评当成是一种静态的呈现或存在ꎬ在
鉴别学术批评时往往只针对孤立的句子或具有评

价性的词语ꎬ没有从对话性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使

用者对学术批评本质的理解及其在应用学术批评

时的价值取向ꎮ 笔者认为ꎬ学术批评因其内在的

复杂性ꎬ不应理解为作者单方面的评论ꎮ 其实ꎬ当
写作者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时ꎬ便与该领域的其

他研究者展开了对话[９]ꎬ包括被评价的研究(者)
以及被引用的研究(者)ꎬ也是与读者的对话ꎬ更是

与作者自身的对话ꎮ 学术批评具有其特殊的冲突

性ꎬ但是受制于写作形式ꎬ作者无法与读者或被评

价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和商榷ꎬ因而在遣词造句上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一方面更为清楚地表达

意义ꎬ以免产生误解ꎬ另一方面从态度和情感上避

免冲突ꎬ构建和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ꎬ在看似独白

的对话中权衡利弊ꎬ寻求说话之道ꎮ
巴赫金将“话语”作为研究对象ꎬ其语言观可

以简单归纳为:对话性是一切话语的根本属性ꎬ对
话是产生意义的基础ꎬ并且总是伴随着“主观的情

感评价态度” [１０](Ｐ.１６９)ꎬ在表达意义和情感的同时ꎬ
也表达着对话对象的主体间性和人际关系ꎬ无论

是表意ꎬ表情抑或是表达关系ꎬ都会受到语境的制

约ꎬ因而理解话语必须依靠语境ꎮ[１１]巴赫金的语言

观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的语义、句法、结构的

静态关照ꎬ而是主张从社会学视角入手解读语言

符号是如何在动态交际中构建意义、反映关系、交
流意识ꎮ 巴赫金注重对交际中话语产生和理解双

向过程的考察以及对话关系的考察ꎬ包括说话人

与听话人的对话关系ꎬ说话人与语境的对话关系

等等ꎮ 同时ꎬ他相信话语具有情态性ꎬ不同的对话

语境和对话关系都有可能影响表述的态度、立场、
声音ꎮ 总而言之ꎬ“语言体现着其使用者的意识形

态、世界观、各种观点和阐释相互之间的生生不息

的对话性冲突”ꎮ[１２]

有鉴于此ꎬ笔者认为ꎬ对学术批评的研究应该

结合学术写作上下文的语境ꎬ分析该言语行为所

传达的表情和态度ꎬ阐释作者在对话中构建意义

和关系的过程ꎮ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学

术批评的对话本质:对话语境、对话表情、对话

关系ꎮ
在本研究中ꎬ对话语境指的是作者通过对受

众的考量ꎬ对写作体裁的观照ꎬ为体现和达成学术

写作的效果ꎬ推敲进行学术批评的语言和策略ꎮ
研究前人对学术批评的界定和分析我们发现ꎬ到
目前为止学界大多以句子为单位对学术批评的频

率进行计算ꎬ关注评价性的语言表达ꎬ对句子的语

义内容和语用策略进行分析ꎬ往往从静态的角度

来考察形式和内容ꎬ脱离了整体行文的语境ꎮ 实

际上ꎬ只有结合上下文语境考察学术批评ꎬ才能为

我们鉴别学术批评及判断其必要性、适切性和功

能性提供深入而全面的依据ꎮ
对话表情指的是在进行学术批评时作者的主

观情感和态度ꎮ 学者们在定义“评价”这一学术行

为时ꎬ强调了该行为蕴含的人际特征ꎬ捕捉到了评

价者的主观感受ꎮ 如 Ｈｕｎｓｔｏｎ(１９９４)将评价视为

彰显个人独立判断并引起价值观共鸣的表述ꎬ
Ｈｕｎｓｔｏｎ 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也关注到评价所能传

递的说话者态度和立场ꎬＨｙｌａｎｄ 和 Ｇｉａｎｉ(２００９)将
评价定义为语言的人际使用ꎮ 在对其他研究者的

研究过程、方法等进行评价时ꎬ尤其是面对一些被

视为权威的研究(者)ꎬ评价者必将处在较为复杂

的心理动态中ꎮ 为了完整理解学术批评的声音ꎬ
我们需要去体会信息和思想表达中传递的感觉和

情感色彩ꎬ从而剖析作者的态度和立场ꎮ
对话关系指的是在进行学术批评时作者通过

语言资源所传达与构建的与话语本身及对话对象

的互动关系ꎮ 学术批评的目的在于构建现有研究

—４７—



 

与自身研究的联系ꎬ凸显自身研究的创新性ꎬ树立

权威ꎬ增强自身研究的说服力和可信度[５]ꎮ 在评

估前人研究时ꎬ作者因而置身于复杂的对话关系

中:与被评价的研究(者)对话———需要充分考虑

可能存在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礼貌ꎬ与读者对

话———需要通过评价引导读者理解和信服自身研

究的眼界和胸襟ꎬ与自己对话———需要明确评价

的作用和功能ꎬ为自己的研究服务ꎮ 这种关系不

是稳定的ꎬ也不是相互割裂的ꎬ而是作者通过语言

资源的配置在对话中动态构建的ꎮ

三、学术批评的对话性

１.对话语境

学术批评蕴涵着研究者求索、挑战、突破的精

神ꎬ点破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ꎬ提出新的概念和研

究方向、方法ꎬ是思维方式的革命ꎬ不断翻新人们

对世界、真理和自我的认识ꎮ 但是学术批评并非

在真空的状态中产生的ꎬ而是与语言甚至超出语

言的语境相互交融ꎬ相互制约也互为促进ꎬ为更好

地追求否定和超越服务ꎮ
基于对期刊论文的分析ꎬ我们发现在进行学

术批评时ꎬ大多数作者都会遵循先汇报后评价的

顺序ꎬ首先回顾相关研究的前沿与发展ꎬ并基于对

现存理论和实践的反省和质疑ꎬ从而提出批评ꎬ而
非先发制人ꎬ如例(１)ꎮ 作者首先以自己的分类和

评价标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ꎬ体现了其对所参

考的研究(者)的认可ꎬ并通过这些文献的呈现指

向研究和问题中心ꎬ为接下来的批评进行铺垫ꎬ这
种认可但不认同的冲突语境影响了作者在进行学

术批评时的话语使用策略ꎬ同时引用“ａ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表明自己并非与旨在前人的一切研究

对立和割裂开来ꎬ调和了语境状态ꎮ 作者紧接着

补充自己的研究目的ꎬ将对前人研究的批评与本

研究对批评对象的解决力联系起来ꎬ丰富了语境

的内容ꎮ
(１)Ｓｉｎｃｅ Ｌａｒｓｅ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２００８ａ)

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ｌｏ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ａｎｓｗｅｒｓꎬ ＣＤＳＴ ｈａ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ａ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
(Ｂａｉｒｄꎬ Ｂａｋｅｒꎬ ＆ Ｋｉｔａｚａｗａꎬ ２０１４)ꎬ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Ｂｌｏｍｍａｅｒｔꎬ ２０１４ )ꎬ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 ｄｅ Ｂｏｔꎬ
２０１２ꎻ Ｊｅｓｓｎｅｒꎬ ２００８ )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Ｈｕｌｔꎬ ２０１０ )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Ｌ２ )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Ｍｅｒｃ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Ｓｅｅｄ￣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ｎｏｗ ａｐｐｅａ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ｏｓ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ＣＤＳＴ ｉｓ ｈｅｒｅ 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ｎｙ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ｂｏｒｒｏｗ ＣＤＳＴ ａ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ｕｎａｐｏｌｏｇｅ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ａ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ｅ.ｇ.ꎬ Ｂｙｒｎｅ ＆ Ｒａｇｉｎꎬ ２００９ꎻ Ｄöｒｎｙｅｉꎬ ２０１４ꎻ Ｖｅｒ￣
ｓｐｏｏｒꎬ ｄｅ Ｂｏｔꎬ ＆ Ｌｏｗｉ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ＣＤＳＴ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ｔｏｐ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ｌｏｗ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ｅ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ｈｅａｄ－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ＤＳ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ｂｏｔｈ ｆｏｒ Ｌ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００
(４): ７４１－７４２

除此之外ꎬ也有少数作者会开门见山ꎬ以批评

直接切入研究主题ꎬ如例(２)、例(３)ꎮ 例(２)是论

文部分的第一句话ꎬ同时ꎬ作者为了凸显批评的力

度与分量ꎬ使用了“ｖｅｒｙ”来强调较为具体的相关研

究的匮乏ꎮ 但是即使种种迹象表明作者进行较为

直白学术批评的决心和倾向性ꎬ仍然客观地陈述

了教师发展研究大背景下的身份问题已得到相应

的重视和探讨ꎮ 从(１)、(２)两例作者构建学术批

评语境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ꎬ作者较为重

视缓和批评这一对抗和冲突行为ꎮ 例(３)中作者

以“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作为句首进行学

术批评ꎬ似乎营造了一种对之前文献梳理的总结

和评价的语境ꎬ但是考察上下文我们发现ꎬ在提出

此批评之前作者并没有综述相关文献ꎬ而是通过

批评给读者植入先入为主的意识ꎬ并以此为契机

引出下文对相关研究的介绍ꎮ 然而ꎬ例(２)和例

(３)这种一笔带过的研究背景介绍是否有损学术

批评的说服力有待进一步考察ꎮ

(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ｂｕｔ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ｓ ｍ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ｓｓｏ￣

—５７—



 

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０ (２): １５０

(３)Ｙｅ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ｐｅｅｒ ｔｕ￣
ｔｏｒｓꎬ ａ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 ｂ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００
(２): ５０８

２.对话表情

学术批评是一个发现、纠正、再发现不断往复

又不停超越的过程ꎬ背负着是推动理论和实践的

革新、重新审视语言的意识形态、引导观念的自由

和开放的使命ꎮ 在与各个对话主体进行互动和交

流中ꎬ批评者的态度和立场跃然纸上ꎮ
从例(４)我们可以看出ꎬ作者选择了直接的表

达方式层层递进地将批评剖析在读者面前ꎬ并通

过使用“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ｅｎｔｉｒｅｌｙ”这类表示程度的副

词强调前人研究不足的严重性ꎬ直面批评和冲突ꎮ
作者强硬的态度还体现在其对批评对象的 “点

名”ꎬ将矛头直接指向具体的研究(者)ꎬ营造了具

有独立意志的批评者形象ꎬ深入读者人心ꎮ

(４)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ｉｎ ｍｉｎｄꎬ ｗｅ ｃａｎ ｎｏｗ 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 ｔｏｐｉｃ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ａｐｐａｒ￣
ｅｎｔｌｙ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ｅｘ￣
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２)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ａｔ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ꎬ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ａｂｓｅｎｔꎬ ａ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ｓｉ ａｎｄ Ｇａｒｄｎｅｒ ’ ｓ
(２０１２) ｂｏｏｋ－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ＢＡＷ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Ｂｉ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ꎬ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６７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ꎬ ｂｕｔ ｄｏ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
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 ( ２): ２００
－２０１

相较而言ꎬ例(５)中作者清楚地呈现了对前人

研究所做的具体分类ꎬ并且表明了对相关研究成

果的认可态度ꎬ但唯独在批评时没有使用明显的

否定词汇或表达ꎬ凸显了作者无意直面冲突而模

糊批评的委婉态度ꎮ 但是ꎬ我们也可以从作者看

似客观和中立的表情中读出这种含蓄的批评ꎮ

(５)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ｕｓｉｎｇ ｆｏ￣
ｃｕ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ｅｌ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ｆｏｒｍｓ (Ｂｅｌｚ
＆ Ｋｉｎｇ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００３)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ｅｌｚ ＆ Ｖｙａｔｋｉｎａꎬ ２００８ꎻ Ｖｙａｔｋｉｎａꎬ ２００７)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 Ｖｙａｔｋｉｎａꎬ ２０１２)ꎬ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ｂａ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Ｓａｒｄｅｇｎａ ＆ Ｍｏｌｌ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Ｋａｋｅｇａｗａꎬ
２００９).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ｅｌ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ｓｏ ｂ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ｅｘ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００
(２): ２８５

与前两例不同ꎬ例(６)中作者既明确了对相关

研究“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存在的

这一问题的批评态度ꎬ又通过为批评对象寻求导

致不足的原因ꎬ表达了缓和冲突的价值倾向ꎮ 作

者这种复杂的主观情感在论文实例中并不少见ꎬ
为批评中的对话互动增添了更为深层的意蕴ꎮ

(６)Ｔｈ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ｆｌ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ｒｏａｄ ｈａ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ｏｎ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ｇａｉｎｓ ｂ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Ｌ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６ꎬ １００
(３): ６１１

例(７)是更为有趣的发现ꎬ在该例中作者通过

反问这一表达方式强调对前人研究不足的批判ꎬ
虽然类似的表述方式在学术论文中并非常态ꎬ但
是其增强了学术批评的冲击力ꎬ使批判与革新的

维度更为丰富ꎬ反问体现了作者关注整个学术群

—６７—



 

体的态度ꎬ警醒人们务必对研究时刻保持清醒ꎮ

(７) 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ａｓｋ: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ｂ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Ｒ?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ｓｏ ｆａｒ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ｂａｓｅｄ 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０(１): ７

３.对话关系

学术批评作为学术交流与发展的纽带ꎬ体现

了多重且复杂的对话关系ꎬ虽然批评者看似是唯

一的发声者ꎬ我们不能忽视对话中的其他主体ꎬ如
被批评的研究者、被引用但未被批评的研究者及

普通读者ꎮ 通过分析批评者的语言和策略的选

择ꎬ可以从中探讨对话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ꎮ
以(８)为例ꎬ作者首先指出相关研究对非母语

人群初级培训课程的忽视ꎬ引导读者对紧接着的

文献回顾的理解ꎬ同时也是为更有针对性的学术

批评作铺垫ꎮ 作者对具体文献的引用和解释“Ｆｅｒ￣
ｇｕ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ｎｎ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 Ｈｏｂｂｓ ｂｕｉｌｄ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其实也是被评价者的发声过程ꎬ虽然这种声

音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作者的主观选择和控制ꎮ 作

者最后再集中火力点出前人研究更为具体的不

足ꎬ在对话中展示了较为强势的主体地位ꎬ体现了

学术批评中形成的冲突和对立的对话关系ꎮ

(８)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ａｉｄ ｔｏＮＮＳｓ 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ｎｎｏ (ｏｐ.ｃｉｔ.: ２７)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ꎬ ａ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Ｓｓ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ｔｈｅ ‘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 ’ꎬ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ａ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ＮＮ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ｃｏｐｅ .
. .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ｂｉｄ.: ３１). Ｈｏｂｂｓ (２０１３: １７３)
ｂｕｉｌｄ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ａｔ ‘ ｔｈｅ ｎｏｎ－ｎ￣
ａｔｉｖｅꎬ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ＮＮ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ｓ.

———Ｅ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０(３): ２６２

在进行学术批评时ꎬ作者有时会引用他人的

评价为自己的观点增加分量ꎬ如例(９)、(１０)ꎮ 在

该例中ꎬ作者将第三方对话对象引入学术批评中ꎬ
在树立与被批评者对立关系的同时ꎬ构建与第三

方的相对统一关系ꎬ即此时的批评并非一对一或

一对多的对话ꎬ如果将观点看成是一种旋律ꎬ则可

以将学术批评理解为一种复调ꎬ相同的旋律以不

同的变体缓缓展开ꎬ节奏上一致ꎬ互为共鸣ꎮ

(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Ｏｔｓｕｊｉ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ｙｃｏｏｋ (２０１０) ｄｒａｗ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ｔｒｏ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ｚｅ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ａｓ ａ ｆｉｘ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 ｎｏ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 Ｍａｋｏｎｉ ａｎｄ
Ｐｅｎｎｙｃｏｏｋ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１２)ꎬ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 (４): ３７７

(１０)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 ｅｉｔｈｅｒ －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ｏｒ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ｄｅｎ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ｅａｎｓ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 (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９９８ꎬ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７: １６３).

———Ｅ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０(４): ４４５

我们还发现作者会选择自己曾发表的文章作

为批评的对象ꎬ如例(１１)ꎮ 这种批评一方面体现

了作者对自己研究的认可ꎬ即以自己的研究作为

重要的参考ꎬ另一方面指出不足则体现了该作者

作为研究者坚持思考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态度ꎮ 从

此例可以看出ꎬ作者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置身于该

学术群体中ꎬ拉近了自己与(被评价的)其他研究

者的距离ꎬ同时又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的

成果ꎬ是对学术身份的一种评价与反思ꎬ在与自我

的对话中刷新对自我的认知ꎮ

( １１ )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ｎｏｕｎｓ ａｒｅ ａｂｓｅｎｔ ｉｎ
Ｈｙｌａｎｄ’ 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ｗｏｒｄｌｉｓ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ｎｅｇ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 ｉｎ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 (１): ３
—７７—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话理论ꎬ通过分析国际核心期

刊发表的论文中的学术批评ꎬ全面细致地阐释了

学术批评的内涵ꎬ揭示其对话本质ꎬ更新了学术批

评的鉴别和评判标准ꎮ 本研究仅对论文实例进行

了初步的分析ꎬ具有相当的局限性ꎬ如:分析论文

的数量稍显不足ꎬ局限于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研究领域的考察ꎬ也仅仅针对期刊论文这一体裁

进行了探讨ꎬ后续研究可以探究不同学科、不同体

裁、不同质量写作中的学术批评特征ꎬ以丰富对学

术批评对话本质的理解与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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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力:学生充分发展的核心力

李 国 平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教研室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２９９)

　 　 [摘　 要] 　 “生活力”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ꎮ 生活力ꎬ不仅指独立生存的习惯和技

能ꎬ更是包括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勇于探索的创新能力和追求生命价值的发展能力ꎮ 生活力与创造力、生
命力是融为一体的ꎮ 生活力ꎬ与当代教育提出的“综合素养”和“充分发展”两个指向学生、面向未来健康成长的

关键词的内涵完全一致ꎮ 因此ꎬ通过各种有效途径ꎬ培养学生的生活力ꎬ对于坚持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都具有巨

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关键词] 　 陶行知ꎻ　 生活力ꎻ　 学生发展ꎻ　 培养途径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９－０７

　 　 过去ꎬ我们理解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

论ꎬ都是把“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

合一”作为它的组成部分ꎬ而忽略了“生活力”这个

很重要的概念ꎮ 其实ꎬ陶行知先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倡导“生活教育”的时候ꎬ就把“生活力”的培养

作为“生活教育”的目标提了出来ꎮ 在陶行知先生

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ꎬ“生活力” 是核心和

灵魂ꎮ

一、陶行知对“生活力”概念的论述

１.“生活力”的内涵

«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专门的“生活

力”词条ꎬ但有“生活”和“力”的解释ꎮ 我们可以

把“生活”和“力”加以组合来解读“生活力”的意

义ꎬ即生活力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各种

活动的能力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陶行知就提出了教育要

以培养“生活力”为目标:
(１ ) “ 教 育 应 当 培 植 生 活 力ꎬ 使 学 生 向

上长ꎮ” [１](Ｐ.７８)

(２)“这个学校对于学生培植的也是生活力ꎮ
他的目的是要造就有生活力的学生ꎬ使得个人的

生活力更加润泽、丰富、强健ꎮ 更能抵御病痛ꎬ胜
过困难ꎬ解决问题ꎬ担当责任ꎮ 学校必须给学生一

种生活力ꎬ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ꎬ改
造社会ꎮ” [２](Ｐ.７９)

(３)“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ꎬ发动

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ꎮ 创造的考成所要考

的是生活的实质ꎬ不是纸上谈兵ꎮ” [３](Ｐ.１３０)

(４)“以后看学校的标准ꎬ不是校舍如何ꎬ设备

如何ꎬ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ꎮ 看他们是否

开垦了荒地ꎬ绿化了荒山ꎬ人人是否都能自食其

力ꎬ是否已经使社会变成民众自有、自治、自享的

社会ꎮ” [４](Ｐ.８６)

在陶行知先生看来ꎬ生活力就是:融入社会、
参与生活、改造生活的能力ꎻ强健身体、抵御病痛、
克服困难的能力ꎻ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绿化环境

的能力ꎻ解决问题、担当责任、改造社会的能力ꎮ
２.“生活力”内涵的发展

陶行知先生在提出培养“生活力”的同时又提

出了培养“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主张ꎬ使“生活

力”的内涵更加丰富ꎮ
陶行知先生指出:“教育上最重要的事是给学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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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种改造社会的力ꎮ” [５](Ｐ.２２) “儿童的创造力是

千千万万祖先ꎬ至少经过五十万年与环境适应斗

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ꎮ 教育要在

儿童自身的基础上ꎬ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ꎬ以培

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ꎬ使他长得更有力量ꎬ以贡献

于民族与人类ꎮ 教育不能创造什么ꎬ但它能启发

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ꎮ” [６](Ｐ.４４６) “我们

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ꎬ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ꎬ就须

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ꎮ” [６](Ｐ.４４８) “应用

自然界和社会界的助力、阻力去培养幼年人的生

命力ꎮ” [１](Ｐ.７８)

陶行知先生的«改革高等教育之管见»一文给

当时的高等教育提了三点建议ꎬ其中第一点建议

就提出了培养“生命之力”的主张:“其中为今后高

等教育应养成富于创造性革命性之学生ꎬ绝不容

继续造出继承旧社会之驯奴ꎮ 应使学生皆能发扬

其生命之力ꎬ成为新时代的开辟者ꎬ至少亦应使其

能适应时代ꎮ” [７](Ｐ.４２９) “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不是

放茅草火! 不是灭茅草火! 是依照烧煤的过程点

着生命之火焰ꎬ放出生命之光明ꎮ” [８](Ｐ.１６２)

３.“生活力”的实质

(１)生活力是包含创造力、生命力的综合素养

学习陶行知先生对“生活力”概念全面而深刻

的阐述ꎬ使我们对“生活力”的丰富内涵有了清晰

而正确的认识ꎮ “生活力”不仅指独立生存的技

能、主动学习和健康生活的习惯、与人和谐相处合

作的情商ꎬ更包括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勇于

探索的创新能力和追求生命价值的发展能力ꎮ 表

面看ꎬ生活力、创造力、生命力是三个有各自内涵

的概念ꎬ但从实质看ꎬ这三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相
辅相成的一个整体ꎮ 生活力是最基本的行动力、
实践力ꎬ是“教学做”合一的能力ꎬ是创造力、生命

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ꎬ没有生活力的提升ꎬ创造力

和生命力的形成就失去了根基和方向ꎮ 创造力和

生命力是人的潜能及人的生活力开发的极致ꎬ是
优化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动力ꎬ是生活力

发展的最高境界ꎮ
(２)生活力是新教育、活教育、真教育的培养

目标

陶行知先生倡导培养“生活力”是针对当时旧

的传统教育的弊端提出来的ꎮ 他认为ꎬ旧教育是

教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教育ꎬ是教学生赶

考ꎬ培养“书呆子” “人上人”的教育ꎮ[９](Ｐ.４４６) 他尖

锐地批判说ꎬ这是死的教育ꎬ是“教学生自己吃自

己ꎬ教学生吃别人”的教育ꎮ[１０](Ｐ.５２０) 他指出ꎬ教育

的根本目的不是为读书而读书ꎬ不是为了赶考ꎬ不
是为了做“人上人”ꎬ而是为了生活ꎬ为了做人ꎬ为
了立国ꎮ 因此ꎬ他提出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ꎬ要
“培植生活力”ꎬ[１](Ｐ.７８) 要使学生人人有“康健的体

魄ꎬ农夫的身手ꎬ科学的头脑ꎬ艺术的兴趣ꎬ改造社

会的精神” [１](Ｐ.３６１)ꎬ是有健全人格的“真善美的活

人” [１２](Ｐ.３)ꎮ 学生具有旺盛的生活力(包括创造力

和生命力)正是陶行知先生心目中的新教育、活教

育、真教育的培养目标ꎮ

二、培养“生活力”的现代价值

　 　 １.培养生活力符合当代世界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走向

１９９６ 年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
财富蕴藏其中»提出ꎬ２１ 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
学会认知ꎬ学会做事ꎬ学会共同生活ꎬ学会生存ꎮ
这份报告还明确指出ꎬ基础教育就是指导学生获

得“走向生活的通行证”ꎬ“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

自己ꎬ理解他人ꎬ从而参与集体事业和社会生活”ꎮ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和“生活力”培养

目标与当今世界的教育理念完全一致ꎬ都是把教

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ꎬ培养学生面对挑战、适应

时代发展应该具有的生活本领ꎬ使人们生活得幸

福快乐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ꎮ
　 　 ２.培养生活力集中而具体地体现了当今

社会人才培养的目标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ꎬ工作负担重ꎬ生活节奏

快ꎬ要求人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ꎬ有追求和实现

人生价值的自信ꎬ有不怕困难挫折的意志ꎬ有健康

的身心素质ꎮ 从小培养生活力ꎬ发展创造力ꎬ提升

生命力ꎬ不但能保证学生一生的生活质量ꎬ更是为

他们一生的可持续发展ꎬ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夯

实牢固的基础ꎮ
　 　 ３.培养生活力针对了当代学生思想情感

的主要问题

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生活安逸之后ꎬ拜金主

义、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等不知不觉地入侵学生的

心灵ꎻ独生子女教育的失位ꎬ带来学生从小生活习

惯差、生存能力差、自我中心意识太强、不善合作

等等毛病ꎮ 培养生活力ꎬ正是纠正学生这些人格

缺陷最好的药方ꎮ

三、“生活力”内涵的组成

不同年龄阶段ꎬ生活力培养的达成度不一样ꎬ
—０８—



 

由简单向复杂逐步攀升ꎮ 以小学教育为例ꎬ小学

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走向文明科学的

奠基阶段ꎬ是一个人的生活力开始形成的重要阶

段ꎬ因此ꎬ小学生的“生活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ꎮ
小学生的生活力最主要的组成元素大致包括以下

七个方面:生存力、健康力、学习力、思维力、品德

力、合作力、审美力ꎮ
１.生存力

无须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个人生活基本能够自

理ꎻ养成爱清洁、讲卫生、保持个人和生活场所整

洁的习惯ꎻ有自我保护意识和一定的自我保护能

力ꎻ能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ꎻ遇到

挫折、失败不气馁、碰到自己能够解决的困难不依

赖别人ꎮ
２.健康力

有良好的讲究卫生、起居作息和锻炼身体的

习惯ꎬ心理和身体健康ꎻ有生命安全意识ꎬ发生突

发事故时不惊慌ꎬ能想办法保护自己ꎬ不参加对身

体有危害和有危险的活动ꎻ保护眼睛ꎬ视力好ꎻ保
护牙齿ꎬ咀嚼力强ꎻ重视饮食卫生ꎬ远离垃圾食品ꎻ
认真上好体育课ꎬ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ꎬ
掌握一定的体育技能ꎮ

３.学习力

有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习惯ꎬ包
括预习、独立完成作业、课外阅读、收集信息、参加

综合性学习ꎬ等等ꎻ在学习活动中积极发言ꎬ能清

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ꎬ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ꎻ平
时乐意与人交谈ꎬ能说普通话ꎬ讲话礼貌ꎬ注意倾

听对方讲话ꎻ能专心听老师讲课ꎬ积极思考ꎬ认真

写字、熟练计算、细心实验操作ꎬ按时完成课外作

业ꎬ课外喜欢阅读ꎻ有较好的学习方法ꎬ会学习ꎬ善
于学习ꎻ能主动观察生活、自然和社会ꎬ对周围事

物、现象感兴趣ꎬ有好奇心和求知欲ꎮ
４.思维力

有独立思考的习惯ꎬ在学习活动中能有自己

独特的体验和感悟ꎬ不人云亦云ꎻ思维具有条理

性ꎬ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说话、学习和做事ꎻ喜欢观

察ꎬ能发现事物的特点ꎻ喜欢奇思妙想ꎬ有联想和

想象的能力ꎮ
５.品德力

热爱共产党ꎬ热爱国家ꎬ热爱家乡ꎻ讲诚实ꎬ不
撒谎ꎬ不抄袭作业ꎬ考试不作弊ꎬ不拿别人的东西ꎻ
讲文明礼貌ꎬ不说脏话ꎬ不打架ꎬ遵守交通规则ꎻ讲

友善ꎬ与同学友好相处交往ꎬ肯帮助有困难的同

学ꎬ不嫌弃学习困难生和有残疾的同学ꎻ孝敬老人

和父母ꎬ尊敬老师ꎬ心里话愿意讲给他们听ꎻ爱劳

动ꎬ主动做自己能做的家务劳动ꎬ认真做好班级值

日生和保洁区的卫生工作ꎮ
６.合作力

在各种活动中ꎬ能与小伙伴和睦相处、合作学

习、互相帮助ꎬ共同分享ꎻ有乐意帮助别人的意识

和爱心行动ꎬ不嫌弃家庭困难和有残疾的同学ꎻ关
心亲人ꎬ爱护老人ꎬ能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ꎻ尊
敬老师ꎬ乐意完成老师交办的事情ꎮ

７.审美力

喜欢音乐课、美术课ꎬ平时坚持练习毛笔字书

法ꎻ能积极参加艺术活动ꎬ如参加艺术社团活动和

文艺演出ꎻ会一项艺术技能ꎬ如会弹吹一种乐器或

会画一种画(儿童画、水粉画、国画等)ꎻ对艺术格

调的高下优劣有一定的识别力ꎻ对优秀的艺术作

品有一定的鉴赏力ꎮ

四、“生活力”培养的途径

　 　 １.遵循陶行知先生编制“生活历”的方

法ꎬ建立“生活力”培养的有序长效机制

陶行知先生在«编制小学生活历案»和«生活

历»两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运用“生活历”培养

“生活力”的主张和方法ꎮ 行知先生还身体力行ꎬ
在他创办的晓庄学校、育才学校和他指导的新安

学校中建立“生活历”的实施制度ꎮ
什么是“生活历”?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历是

一种生活日程ꎬ亦即实施生活教育之切要工具ꎮ”
“生活历系有定期生活之系统ꎬ亦即有定期教学系

统ꎮ”“生活历皆为之序列ꎬ是一切教学做ꎬ有所遵

循ꎮ 故人为政ꎬ贵在不违农时ꎬ故颁历书ꎮ 使人亦

然———教在其时ꎬ则事半功倍ꎻ失其时ꎬ则事倍功

半ꎬ 或 竟 全 失 其 时ꎮ 故 办 学 贵 在 不 违 人

时ꎮ” [１３](Ｐ.３２８) 他还具体建议将有关人类进化之大

事ꎬ编为世界儿童生活历ꎻ将有关本国进化之大

事ꎬ编为全国儿童生活历ꎮ 不仅如此ꎬ他还进一步

要求:“最重要之工作ꎬ即为本校教师依据本地实

际生活ꎬ编一适于此种生活之生活历ꎬ并活用之ꎮ
以充分培养本校儿童之生机ꎮ” [１４](Ｐ.４７５)

根据陶行知先生主张编订“生活历”的精神ꎬ
结合当代学校教育内容ꎬ我们在学生的“一日生

活”“学年生活”和“学段生活”中ꎬ在某些固定的

时间点应该有一定活动的安排ꎬ形成系列和规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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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过有规律的

健康生活和建立有意义的活动制度ꎮ 例如ꎬ一日

生活中ꎬ现在所有学校在周一都有升国旗仪式ꎻ大
部分学校每天开展三项活动:大课间阳光体育活

动ꎬ午间阅读活动和放学前社团活动ꎮ 一个学年

中ꎬ在重要节日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元旦迎新、
学雷锋活动日、清明祭扫烈士墓、六一儿童节庆祝

自己成长、教师节感恩老师、重阳节敬老、国庆节

抒发爱国情怀ꎬ等等ꎻ还有ꎬ每学年举行一次体育

节、艺术节、科技节ꎮ 有些学校ꎬ从学校文化建设

出发ꎬ定期举行主题活动ꎬ例如ꎬ苏州市吴江经济

技术开发区天和小学在中国传统节日和时令节气

开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主题活动ꎬ已经成为学校

的特色项目ꎮ 在整个小学阶段ꎬ有些学校会举行

四次礼仪活动:七岁入学礼、八岁入队礼(加入少

先队)、十岁成长礼、十三岁小学毕业礼ꎮ 这一系

列的活动ꎬ正是陶行知先生所主张的“用生活来教

育ꎬ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ꎬ“教学要通过

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１５](Ｐ.３５８)ꎮ

　 　 ２.按照陶行知先生“过什么生活便是受

什么教育”和“课程为社会需要与个人能力

调剂的工具”的理念ꎬ建构生活化课程ꎬ营造

优质健康快乐的学习生活

陶行知先生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

中指出“须将一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或该有的力量ꎬ
一样一样的列举ꎬ归类组成一个整个的生活系统ꎬ
即组成一个用书系统”ꎮ 为此ꎬ陶行知先生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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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ＰＰ.５３５－５３７)ꎮ
陶行知先生的这个做法告诉我们ꎬ培养生活

力要通过生活化的课程学习ꎮ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

化课程的建构中坚持实行了“生活教育”的三个要

义———“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

一”ꎮ 当前ꎬ我们建构生活化课程ꎬ要遵循陶行知

生活教育理论ꎬ一要改善学生的生存状态和生活

方式ꎬ为学生提供生动的、充满生活情趣的学习内

容和学习环境ꎬ让学生学会生活ꎬ并努力去创造积

极健康的新生活ꎮ 二要全方位地整合教育资源ꎬ
把家庭、社会的教育资源与学校的教育融合起来ꎬ
把课本资源与课本外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资源融

合起来ꎬ拓展教育的新时空和学习的新时空ꎬ改变

死读书、读死书和以知识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

传统教育模式ꎮ 三要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ꎬ转变

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ꎬ实现在“做中学”、在“做中

教”ꎬ帮助学生学会学习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ꎮ 四要坚信学生有创造力ꎬ为学生创设

创造的环境和条件ꎻ在学科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个

性感悟和发现ꎬ实行启发式和探究式ꎬ与学生平等

对话ꎬ实施因材施教ꎬ不以机械划一的标准评价学

生ꎻ在综合实践活动和校本课程的教学中指导学

生主动积极参与进行研究性学习ꎻ在社团活动中

尊重学生的意愿并帮助学生发展特长ꎮ
课程改革实施十多年来情况表明ꎬ生活化课

程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活动类校本课程的建构ꎬ一
是学科课程的综合与延伸ꎮ

(１)活动类校本课程的建构

活动类校本课程的建构大体有如下几条生活

化路径:
其一是适应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主动学习的意

愿ꎬ开发个性特长发展校本课程ꎮ 陶行知先生创

办育才学校ꎬ培养艺术人才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

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特长的典范ꎮ 学校开发

社团活动课程ꎬ正是行知先生这种教育主张和实

践的传承ꎬ也符合“多元智能理论”ꎮ 真实而踏实

地坚持ꎬ使社团活动课程成为学生快乐学习、增长

知识、提升素养、发展特长的平台ꎬ也给学校的特

色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和层次增添了动力和活力ꎮ
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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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学校所在地的经济传统

支柱产业和民俗民风文化活动ꎬ是校本课程开发

的丰厚资源ꎬ既可以从中学习陶行知先生所说的

“活”的“有用”的知识ꎬ又能从价值观的高度培养

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情感ꎮ 以区域经济发

展和文化特色项目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

内容ꎬ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构建成校本课程ꎬ使两

个课程有机融合起来实施ꎬ校本课程由此成为稳

定的长线课程ꎬ这就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策略ꎮ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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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学校特色是在继承学

校办学传统和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ꎬ
而且学校特色应该在学生的身上得到普遍的体

现ꎮ 全体学生都参加的彰显学校办学特色的校本

课程就体现了这样的指导思想ꎮ 苏州市吴江区屯

村小学从最初少数学生参加的书法兴趣小组到现

在人人写毛笔字的社团活动ꎬ不但建立了常年坚

持的校本课程ꎬ而且形成了学校教育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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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屯村孩子都写出一手好字ꎮ 这个特色犹

如一张名片ꎬ使这所学校获得了较好的声誉ꎮ
(２)学科课程的综合与延伸

学科类课程的生活化ꎬ主要聚焦在以下四个

方面:
其一是教材资源和生活资源的整合与运用ꎮ

教材是过去的历史生活经验的概括和知识技能的

结晶ꎬ因此ꎬ教材是重要的教学资源ꎮ 但是ꎬ学科

知识的学习ꎬ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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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Ｐ.１８９)ꎮ “如果以为书本为一切知识之泉源ꎬ
那就难免坐井观天了ꎮ” [１８](Ｐ.２８９) 所以ꎬ学科课程的

知识学习ꎬ需要选择与教材知识相关的生活资源ꎬ
把课内外的教学资源加以整合ꎬ陶行知把这样的

整合形象地比喻为植物学上的“接枝”ꎮ[１９](Ｐ.２７０) 而

且ꎬ学习并不是为学习而学习ꎬ学习是为了运用ꎬ
“死”的知识、“静态”的知识只有到新的动态的生

活情境中运用ꎬ才能成为“活”的知识和有用的技

能ꎮ 学生具有这样的学习力ꎬ是“生活力”培养的

重要内容ꎮ
其二是学科课程的综合ꎮ 现代学校教育的根

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ꎬ这种发展是综合性

的ꎬ它有助于学生更快地适应综合化的社会环境

和社会生活ꎬ为改造社会发挥作用ꎬ并在其中逐步

实现整体的自我ꎮ 反之ꎬ社会的发展也客观要求

其建设者具有综合性的知识和能力ꎮ 而把社会和

学生协调统一在一起的是从社会中提炼出来并让

学生系统学习的课程知识ꎮ 这些知识必须具有一

定的综合性ꎬ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桥梁作用ꎬ使社

会发展与学生发展相互促进ꎮ 因此ꎬ课程内容综

合化是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综合化程度不断加

强的必然体现ꎮ 江苏省课改新教材中的«科学»就
是这种综合型课程ꎮ «科学»原来在小学三年级开

设ꎬ２０１７ 年起一年级就要学ꎬ足见课程管理者对课

程综合化的重视ꎮ «科学»这种课程打通了学科之

间的阻隔ꎬ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ꎬ体现了面

向未来的现代教育理念ꎮ
其三是学科学习的延伸ꎮ 学科课程的学习要

摆脱教材为中心、教室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误

区ꎬ必须走出教材、走进社会、走向学生的需要ꎬ学
科学习的延伸拓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ꎮ 学科课程

拓展延伸ꎬ不是学科知识的补充和强化ꎬ更不是加

重学生的课业负担ꎬ而是学科视野的拓宽和学科

知识的实践运用ꎬ采用的主要是研究性学习方式ꎮ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的校本课程«玩转数学»就
是«数学»课程的延伸拓展ꎬ它以研究性学习为载

体ꎬ以生活中数学问题为内容ꎬ让学生在实践活动

中领悟数学独特的魅力ꎬ感受数学无穷的奥秘ꎮ
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的«科学»课程关注学生的生

活ꎬ满足学生的探究意识和求知欲望ꎬ开发了«金
钥匙少科院»的校本课程ꎬ研究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萌发的对周围现象的种种质疑和问题ꎬ激励学生

保持好奇心ꎬ增强观察力ꎬ开发想象力ꎬ提高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ꎮ
其四是学习方式的转变ꎮ 课程改革以来ꎬ教

师“满堂灌”的接受式教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ꎬ
但是“满堂问”又成了课堂教学的常态ꎮ 其实ꎬ这
两种教学方式ꎬ实质是一样的ꎬ教师是教学的主

宰ꎬ学生是被动学习ꎮ 陶行知先生对这样的教学

是严厉批评的ꎬ他说:“灌注的教授法最要不得ꎮ
他把接受文化的人当作天津鸭儿填ꎮ” [２０](Ｐ.３９３) 他

主张:“好的先生不是教书ꎬ不是教学生ꎬ乃是教学

生学ꎮ” [２１](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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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我们知道的交给

学生ꎮ” [２２](Ｐ.４１２) 学生能够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有

自动力ꎬ能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ꎬ也就掌握了

“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ꎮ 这是培养学生的学习

力、思维力的根本关键ꎮ
　 　 ３.运用陶行知先生关于培养生活力的两

种力量的论述ꎬ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生活快

乐成长充分发展的环境

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在生活环境中培养学生

的生活力ꎬ他说:“我们的生活是为整个民族乃至

人类所有ꎬ我们要以卫生教育与环境教育来代替

医生ꎬ造成健康的堡垒ꎬ使得一点一滴的生活力与

创造力都不致浪费” [２３](Ｐ.４５７)ꎮ
如何利用环境? 陶行知先生明确提出:“应用

自然界和社会界的助力、阻力去培养幼年人的生

命力ꎮ” [２](Ｐ.７８)在他看来ꎬ生活环境中有两种力量:
一是助力ꎬ二是阻力ꎮ 所谓助力ꎬ就是正面的力

量ꎬ即有益于学生成长的力量ꎬ如令人心旷神怡的

自然风光、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环境、教学相长的

师生关系、相亲相爱真诚善良的家风传承、优秀文

化的电视和文艺节目、爱心传递的志愿者活动ꎬ等
等ꎮ 所谓阻力ꎬ就是负面的力量ꎬ即有害于学生成

长的力量ꎬ如脏乱差的生活环境、过重的课业负

担、过多的节假日补课、亲情缺失的单亲家庭和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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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纵容的隔代照顾、低俗的民风和格调低下的文

艺节目、不劳而获贪图享受的生活追求ꎬ等等ꎮ
利用助力推动学生发展ꎬ自不必多说ꎬ几乎所

有的小学都在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理念指导

下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ꎬ把行知先生所说的助

力发挥到极致ꎮ 关键是阻力如何转化为助力ꎬ这
是一项系统工程ꎬ需要学校、家庭、社会ꎬ尤其是政

府ꎬ各司其职ꎬ形成合力ꎬ尽最大的努力ꎬ改变各种

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因素ꎬ创造推动学生充分发

展的大环境ꎮ
转化阻力为助力ꎬ学校不是无能为力的ꎬ学校

可以做很多事情ꎮ
第一件事情ꎬ就是要充分重视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项目设计ꎬ真正把这门课程的学习当作学

生生活力培养的重点ꎮ 针对学生怕苦怕累和不会

应对突发困难的缺陷ꎬ北京有所学校设计了“生存

与发展”的学习项目ꎬ有负重跑、攀岩、障碍跳跃、
匍匐逃生、打救命绳结等ꎬ以增强学生的生存知识

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ꎻ针对很多学生节假日忙

于补课ꎬ文化底蕴薄弱的问题ꎬ南京有所学校策划

了“乡土文化体验”的项目活动ꎬ要求学生在一年

内至少游玩市内 ２０ 个景点ꎬ并用文字和照片记录

游玩过程ꎬ在班级的 ＱＱ 群里展示ꎬ来培养学生健

康快乐休闲的生活方式ꎬ增加文化积淀ꎬ提高审美

能力ꎮ
第二件事情ꎬ就是学校应该执行教育部关于

加强劳动教育的规定ꎬ在地方课程的课时安排中

开设劳动课ꎮ 当前ꎬ很多学生对厌恶劳动、向往奢

华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以为耻ꎮ 不少学校期望

通过劳动教育ꎬ来改变学生的价值观ꎮ 苏州市吴

江区莘塔小学ꎬ在校园中专门辟出一片地建成“耕
乐园”ꎬ每个班级有一小块地种植蔬菜和花ꎬ学生

在劳动课上到菜地劳动ꎬ平时每天安排值班的小

组负责浇水、拔草ꎮ 这对在家里什么事情都由长

辈做的小宝贝们的确是一种非常适切及时的

教育ꎮ
第三件事情ꎬ也是最迫切的事情ꎬ就是要坚决

停止陶行知先生深恶痛疾的 “毁灭生活力的考

试”ꎬ实行“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ꎮ 陶行知先

生针对当时脱离生活的“死读书”ꎬ培养“书呆子”
的会考制度ꎬ批评说“中国现行之会考制度ꎬ是对

自己所委任之校长、教职员表示总不信任ꎬ把活泼

泼的青年一起变成书呆子ꎬ一群一群的赶进牛角

筒里去ꎮ 它的影响之坏是无以复加” [２４](Ｐ.２５８)ꎮ 他

强烈呼吁:“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考试ꎬ发
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ꎮ 创造的考成所要

考的是生活的实质ꎬ不是纸上谈兵ꎮ” [２５](Ｐ.１３０) 为在

考试中拿到高分的应试教育ꎬ导致考什么才教什

么练什么ꎬ给学生压上过重的学业负担ꎬ“使儿童

失去 学 习 人 生 的 机 会ꎬ 养 成 无 意 创 造 的 倾

向” [６](Ｐ.４５１)ꎮ 这种教育在当代也许看不到严重的

后果ꎬ但是几十年之后ꎬ国家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活

力和竞争力ꎬ在世界上失去话语权ꎮ
课程改革的难点ꎬ在于评价制度的改革ꎮ 对

学生学业水平的考量ꎬ考试是需要的ꎬ特别是国家

层面的中考和高考ꎬ关键是考试内容的改革ꎮ 就

一所学校来说ꎬ考试也是需要的ꎬ但是教育质量的

监控不能单靠考试ꎬ而且教育质量也不是只有考

试成绩一个指标来衡量ꎮ 教育质量的监控ꎬ首先

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ꎬ要看重综合素养ꎮ 其次

要创新方法ꎬ鼓励动脑与动手结合和纠错的评价ꎮ
再次要减少统考ꎬ减轻导致厌学的过重负担ꎬ提倡

符合数量要求和质量标准的课课清、单元清ꎮ 第

四要在作业和练习的内容上紧密联系生活ꎬ增加

解决实际问题的权重ꎮ
第四件事情ꎬ就是家校联系ꎬ学校要有指导家

庭教育的意识ꎮ 改变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ꎬ家庭

教育非常关键ꎮ 学校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和家访ꎬ
以及班级 ＱＱ 群ꎬ引导家长发挥变阻力为助力的作

用ꎮ 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学校制定的“一日生活”常
规可以给家长们尝试用一用ꎬ特别是放假在家ꎬ应
该让学生知道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ꎬ做事情

应该讲效率ꎬ以改变睡懒觉、不做家务劳动、长时

间玩手机、看电脑、做作业拖拉不讲速度等陋习ꎮ
日前ꎬ国家教育部颁发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管

理标准»ꎬ提出了“综合素养”和“充分发展”两个

指向学生面向未来健康成长的关键词ꎮ 该标准强

调: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ꎬ要进一步体现提升学

生生活技能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要求ꎬ要帮助

学生学会学习ꎬ培养生活本领ꎬ提高综合素养ꎻ要
突出充分发展ꎬ着力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ꎮ
九十年前ꎬ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力”概念

与当今教育提出的“综合素养”“充分发展”的内涵

完全一致ꎬ足见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革命性、前
瞻性和科学性ꎮ 学习和践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

理论ꎬ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生命力ꎬ对于坚

持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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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造就“梦之队”ꎬ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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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指标体系研究
∗

曹 　 清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ꎬ 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４)

　 　 [摘　 要] 　 “核心素养”是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ꎬ是 ２１ 世纪人才培养的总趋势ꎮ 借鉴于国内外“核心素

养”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经验ꎬ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ꎬ对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进行界说ꎻ以大学生

核心素养的内涵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为基准ꎬ坚持时代性、整体性、可操作性、导向性为原则ꎬ将大

学生核心素养指标细化为:巩固人文底蕴和提升科学精神ꎬ增强信息意识和提倡健全人格、自我管理ꎬ强调责任担

当和强化实践创新ꎬ助力于新时代大学生人才培养ꎮ
[关键词] 　 大学生ꎻ　 核心素养ꎻ　 内涵ꎻ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８６－０５

　 　 ２０ 世纪末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启动

“ＤｅＳｅＣｏ”研究项目ꎬ并在其最终研究报告中使用

了“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ꎬ“核心素养”或说“关键能

力”概念出现在国际研究视域中ꎮ 而“核心素养”
成为国际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以及相关理论

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欧盟(ＥＵ)、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ＵＮＥＳＣＯ)的相继研究和大力推动ꎮ 受到国际

研究热潮的影响ꎬ“核心素养”一说渐渐走入国门ꎬ
国内教育界知名专家和有识之士在借鉴国际组织

和机构研究成果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国际上的相关

解释ꎬ结合我国教育实情对学生“核心素养”进行

了新的阐释和论述ꎮ 从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ꎬ目
前我国对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丰硕ꎬ已形

成具有统一认识的基本框架ꎮ 笔者以为“核心素

养”的研究须进一步贯彻落实到学生发展的各个

阶段ꎬ是以本文拟对大学生核心素养做一些探讨ꎮ

一、大学生核心素养内涵的厘定

当前ꎬ关于大学生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成果

相对较少ꎬ暂时未形成较为明确、统一的观点和论

述ꎮ 因此ꎬ笔者以为ꎬ进行大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

首要的是考量现有的国内外关乎“核心素养”的理

论观点ꎬ并且在内涵上对大学生核心素养加以

厘定ꎮ

１.国外核心素养研究概述

２０ 多年来ꎬ国际上很多组织和国家经过深入

的研究基本上已提出了适合本地区或本国发展的

核心素养目标和要求ꎬ也建立了与之相并行的基

本框架ꎮ 有研究调查发现ꎬ国际核心素养研究中

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心素养

框架”ꎻ欧盟构建的“核心素养指标”ꎻ以美国、日本

和新加坡等国为代表的“２１ 世纪技能框架”等ꎮ[１]

学界一般将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ＤｅＳｅＣｏ”的
项目启动视为核心素养研究的起初点ꎬ其在 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项目研究报告中制定的核心素养框架被

学界认为是“关键能力说”ꎮ 其主要内容为“能互

动地使用工具” (Ｕｓｅ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ｙ)、“能在异

质社会团体 中 互 动 ”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和“能自主地行动” (Ａｃ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ｙ)三

个类别ꎮ[２] 而欧盟构建的“核心素养指标”以促进

终身学习为目标ꎬ提出了母语沟通、外语沟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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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力及基本科技能力、数位能力、学会如何学

习、人际、跨文化与社会能力及公民能力、创业家

精神和文化表达等八大核心素养ꎮ[３](Ｐ.３) 美国“２１
世纪技能”提倡以阅读、写作、算术等传统核心学

科为载体ꎬ融汇全球意识、金融素养、健康素养、公
民素养、环境素养等 ２１ 世纪重要主题ꎬ确立了学习

与创新技能ꎬ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ꎬ生活与职业

技能等三项 ２１ 世纪不可或缺的技能ꎮ[４] 日本则侧

重于学生语言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外语能力、注
重传统文化、实践能力、道德素养、身体健康、参与

社会活动八个方面素养的培养ꎮ[５] 新加坡提出的

“２１ 世纪技能”包括三个部分:价值观技能、社交和

情感技能、全球化技能ꎮ[６]

当然ꎬ除了以上列举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外ꎬ同
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以学

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学会改变

作为“五大支柱”的核心素养框架ꎮ[７](Ｐ.４) 还有法国

提出的“共同文化”、德国提出的“关键能力”等国

家的研究同样不可忽视ꎮ 这些都为我国深入研

究、探讨和阐释 ２１ 世纪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提

供了宝贵资源和良好借鉴ꎮ
２.国内核心素养研究总体情况

就国内而言ꎬ近年来理论界高度重视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ꎬ但就研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来说ꎬ
与国外仍有一定差距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ꎬ自“核
心素养”一词传入我国ꎬ国内学界专家对“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ꎮ
总体上看ꎬ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针

极大促进了“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ꎮ 党的十八大

报告强调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ꎬ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ꎮ 这为新时期“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做出

了明确指示ꎬ也为学界研究“核心素养”的相关内

容提供了指向性清晰的视觉和思路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将“核心素养”置于深化

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基础地位ꎮ[８] 这使

得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教育改革的核

心目标ꎬ也使核心素养相关的研究成果呈迅猛上

升的趋势ꎮ
从检索的文献资料看ꎬ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

除了分析、对比国际核心素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

加以阐述我国核心素养问题之外ꎬ还主要集中于

内涵界定、基本框架构建、特定学科核心素养探讨

以及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关系分析这几大

方面ꎮ 在这些研究中ꎬ虽然内涵和基本框架的表

述纷纭ꎬ但其实质大同小异ꎬ即核心素养是“学生

应具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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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以及三大类别、六大方面

基本框架在学界达成较为统一的认识ꎮ 还有研究

者认为ꎬ“核心素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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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１０](Ｐ.２９)ꎮ 其他方

面ꎬ学者专家的理论观点各有千秋ꎮ 核心素养的

细化与分段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ꎮ
３.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界说

鉴于国内外“核心素养”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与经验ꎬ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ꎬ本文围绕

大学生发展阶段展开研究ꎬ致力于提升大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ꎮ
关于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界说ꎬ首先应当

参考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相

关界定ꎬ大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要使他们养成良好

的品格和具备关键的能力ꎮ 同时ꎬ要以当前学界

达成的较为一致的核心素养的内涵共识为基础ꎬ
结合大学生阶段的学情和现实需求对其进一步凝

练ꎮ 笔者以为ꎬ大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指向仍以

“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并且以“立德树人”为主

旨ꎮ 而且ꎬ既要提倡符合社会现实发展要求也重

视大学生个人的发展需要ꎮ 大学生的核心素养内

涵ꎬ即是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最基础、最
核心、最关键的共同素养ꎻ是以“人类文化遗产与

现代文化为基轴” [１１]、以主流价值观为导向ꎬ在学

校中通过学习和实践所形成的适应学生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ꎮ
　 　 二、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遴选遵循

的原则

如何遴选和制定我国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

系也是教育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ꎮ 笔者认为ꎬ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遴选ꎬ以大学生核心素养的

内涵为基准ꎬ还可以参考我国学生核心素养总体

框架和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素养指标ꎬ才能制定

出满足大学阶段学生自身发展、符合社会需要的

指标体系ꎮ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发现ꎬ无论是国际

组织还是各个国家ꎬ他们所制定的素养指标都是

基于学生自身发展现状和需要ꎮ 因此ꎬ我们构建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不能全盘吸收国外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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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ꎬ而要侧重于我国的核心素养总体框架

构建ꎮ
但是ꎬ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可知ꎬ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包含的

内容十分丰富ꎮ 其具体内容被概括为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ꎬ综合表现为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
践创新六大素养ꎬ并具体细化为社会责任等 １８ 个

基本要点ꎮ[２]面对内容如此全面丰富的框架ꎬ本文

坚持时代性、整体性、可操作性、导向性为原则ꎬ来
筛选与大学生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切合的指标ꎮ

１.时代性原则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遴选和界定要把

握时代性原则ꎮ 核心素养突出的是 ２１ 世纪所需要

的素养教育问题ꎮ[１３]第一ꎬ要具有与时俱进性ꎮ 全

球化与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模式、职业

模式和生活方式ꎬ进而对未来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ꎮ[１０](Ｐ.２) 因此ꎬ建构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

体系要立足于 ２１ 世纪信息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大

舞台ꎬ体现 ２１ 世纪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ꎮ 与此相

应地ꎬ应立足时代要求ꎬ兼顾传统基本素养与现代

关键素养ꎬ选择有助于大学生适应时代发展、社会

进步以及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的素养指标ꎮ 第

二ꎬ要具有时代前瞻性ꎮ 建构大学生核心素养指

标体系不仅要反映当前的时代发展要求ꎬ还应预

见社会动态发展的趋向ꎬ具有前瞻性ꎮ 这种时代

前瞻性能够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关键能力ꎬ并使

大学生拥有足够的自信心面向未来ꎬ能持续有效

地满足信息化时代人才结构转型诉求ꎬ也能使大

学生与社会发展形成良好对接ꎮ

２.整体性原则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强调整体

性原则ꎮ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应在我国学生

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建构ꎬ
它应该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素养构成的丰富而完整

的体系ꎮ 第一ꎬ强调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包含不

同层次的要素ꎮ 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核心素养

框架都体现了从不同的层次对公民或学生的素养

要求ꎮ 譬如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心素养框

架从个人生活需求和社会愿景中囊括了个人与自

己、个人与工具、个人与社会不同层次的素养指

标ꎮ 这是我们在构建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时

需要参考借鉴的ꎮ 第二ꎬ强调大学生核心素养指

标的跨学科整合性ꎮ 基础教育对学生发展的核心

素养要求可以从学科属性上加以细化和具体化ꎬ
但就高等教育来说ꎬ大学生核心素养不适宜再从

学科上进行拆分ꎬ而应强调跨学科的有序协调和

整合ꎮ 第三ꎬ强调素养指标的有机统一ꎮ 不同层

次的素养指标不是相互割裂、相互独立的ꎬ它们之

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ꎮ

３.可操作性原则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应当具有可操作

性ꎮ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考量其

实际可操作性ꎬ不然“核心素养”只能是“教育口

号”的抽象性存在ꎬ它被束之高阁ꎬ既不能贯彻落

实到教育实践中ꎬ也不能发挥核心素养的应然作

用ꎮ 素养ꎬ原指经过后天努力和环境影响所形成

的特质ꎬ没有“先天素养”的说法ꎮ 素养与“修养”
“教养”几乎同义ꎮ[１２] “修养”指向学生自身ꎬ“教
养”指向教育者ꎮ 可见ꎬ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应当注重考量其可学和可教的实际操作性ꎮ 第

一ꎬ要具有可学性ꎮ 从大学生现有的个性心理发

展水平和成熟度出发ꎬ核心素养的指标既要超越

基础教育相关内容ꎬ也要关注大学生长远发展需

要学习的内容ꎬ使他们保持努力的基础和动力ꎮ
第二ꎬ要具有可教性ꎮ 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不仅

要能够作为教育者实施教育的风向标ꎬ而且还能

使教育者将其切切实实融入于教学过程ꎬ为教育

者所运用ꎮ

４.导向性原则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衡量应当坚持明

确的导向性原则ꎮ 坚持导向性原则是实现新时代

教育目的和价值的内在保证ꎮ 第一ꎬ要注意方向

性导向ꎬ即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坚持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方向性指导ꎮ 我们遴选和制定大学生核

心素养的方向要明确ꎬ不能打着学习和借鉴西方

的理论而全盘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既有经验ꎬ暗
地里搞“教育全盘西化”的脱离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方向的一套ꎮ 第二ꎬ要注意目标导向ꎮ 如果

说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指向“教育培养什么样的

人”的问题ꎬ那么其总体目标是人才培养ꎬ并且是

强调“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 ２１ 世纪“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人才培养ꎮ 作为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ꎬ
其体系构建上更要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德性”
“德行”ꎬ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目标ꎬ致力于协

调培养和发展学生德育、智育、美育、体育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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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素养和能力ꎮ 第三ꎬ注意价值追求导向ꎮ 欧

盟和经合组织核心素养框架的价值追求指向“终
身学习”ꎬ美国以“２１ 世纪职场需要”为取向ꎬ新加

坡则提出“思考型学校和学习型国家”ꎮ[１３] 考虑大

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的发展要求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承担的历史责任ꎬ
构建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时ꎬ应坚持从个人发展、社
会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导向上进行

考量ꎮ

　 　 三、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主要

内容

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关乎各个学

段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ꎮ 对于大学阶段的学

生ꎬ其核心素养指标要求必须更加具体和细化ꎬ因
此ꎬ在现有的“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中进一步概括出大学生核心

素养指标的主要内容很有必要ꎮ
１.巩固人文底蕴和提升科学精神

经过 １２ 年的基础教育ꎬ大学生已经具备了基

本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等文化基础素养ꎬ因此

到了大学阶段ꎬ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应为巩固学

生的人文底蕴和提升科学精神ꎮ
首先ꎬ巩固人文底蕴具体细化至大学生的“审

美情趣”ꎮ 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不是仅仅使之成

为“工具性”的人ꎬ而是包含培养其成为具有审美

情趣等人文素养的人ꎮ 细化大学生“审美情趣”素
养指标ꎬ要注重大学生内心审美情感的修养和提

升ꎮ 它的内容应包括三点:一是涵养大学生高雅

的审美意识ꎬ尽量避免大学生审美意识出现肤浅、
浮躁的倾向ꎻ二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方

向ꎬ尽量防止大学生审美方向出现低级化、功利化

的偏离ꎻ三是塑造大学生健康的审美趣味ꎬ尽量杜

绝大学生审美趣味存在媚俗、腐化的态势ꎮ
其次ꎬ提升科学精神主要强调大学生的“理性

批判”和“勇于探究”ꎮ 若从基础教育起就着手抓

学生的理性思维ꎬ那么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应注重

巩固学生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勇于探究精神ꎮ 作为

大学生ꎬ理性批判的指标应包含:一是巩固学生独

立思考意识ꎬ不能人云亦云ꎻ二是发展学生反思意

识ꎬ不能单纯武断ꎻ三是强调培养学生“否定之否

定”意识ꎮ 勇于探究精神的指标应包含:一是提升

学生解决问题的精神ꎻ二是提升学生坚持不懈的

探索精神ꎮ

　 　 ２.增强信息意识和提倡健全人格、自我

管理

２１ 世纪是信息高速运行和传递的大数据时

代ꎬ发展 ２１ 世纪大学生核心素养要强调学生的自

主发展ꎬ着力于增强大学生信息意识和大学生健

全人格、促进其进行自我管理ꎮ
首先ꎬ增强信息意识ꎮ “互联网＋”时代ꎬ信息

资源的发布和传播极为迅速ꎬ在基础教育阶段ꎬ学
生应当掌握利用基本的计算机知识、技能以及使

用自媒体平台去获取信息、扩充信息的素养ꎮ 而

高等教育阶段ꎬ教育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大

学生能在浩瀚的“信息库”里保护自我和正向发展

自我ꎬ这就要求大学生的信息意识素养指标应具

有:信息鉴别意识ꎬ辨别信息、资源的真伪性、美丑

性和善恶性ꎻ信息安全意识ꎬ提高个人信息的保密

性、警觉性ꎻ信息伦理意识ꎬ发布、传播和使用信息

符合伦理要求和道德准则ꎮ
其次ꎬ提倡健全人格与自我管理ꎮ 大学阶段

是大学生人格发展和成型的重要时期ꎮ[１４] 健全人

格的素养指标应当指向成为“健康成熟”的人ꎬ具
体要求大学生能正确认识自我、调节自我情绪ꎬ接
纳和尊重别人以及持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ꎮ
自我管理的素养指标应当指向成为“自我实现”的
人ꎬ具体要求大学生能在互联网时代使用电子智

能工具时合理有效的管控自我ꎬ避免形成过度的

工具依赖ꎻ能依据自身的特质和潜能选择未来的

职业方向ꎮ
３.强调责任担当和强化实践创新

大学生核心素养指标要进一步强调责任担当

和强化实践创新ꎮ 新时代大学生步入社会与走向

未来ꎬ都必须要以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看待

自我与社会、国家与国际等关系ꎬ以实践创新精神

和方式迎接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并解决相关问题ꎮ
首先ꎬ进一步强调责任担当ꎮ 无论在哪一学

段ꎬ都要引导学生养成责任担当的意识和行为ꎬ大
学阶段更要强调学生责任担当的主体自觉ꎮ 大学

生“责任担当”核心素养指标应强调:一是社会责

任感ꎬ强调大学生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准则、履行社

会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ꎻ
二是国家认同感ꎬ强调大学生对国家文化认同、情
感认同和行为认同ꎻ三是国际理解度ꎬ强调大学生

既坚持国家立场ꎬ又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ꎬ以包容、尊重的态度增进其对不同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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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认识和理解ꎮ
其次ꎬ进一步强化实践创新能力ꎮ 大学生“责

任担当”核心素养指标包括:进一步强化学生劳动

意识ꎬ尽量减少学生产生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心理

和行为ꎻ进一步强化学生技术应用能力ꎬ增强技术

运用训练ꎬ夯实他们的专业基础和职业能力素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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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若干问题释义

史 　 威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文章主要以渗透教学模式为主的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为考量ꎬ从“概念混同”“对象内涵”“共

同体思想”“人类困境”“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基础”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契合”等几方面切入ꎬ对涉及本学科课

程主要内容框架的若干问题进行释义ꎬ冀望教学双方能从中获得些许可借鉴之处ꎬ能够对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

实践有所补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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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伦理通识教育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走

进我国高校ꎬ至今已有 ２０ 多个年头ꎮ 目前ꎬ我国高

校开展环境伦理通识教育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ꎬ总体而言ꎬ仍处于不断推进和深化过程

中ꎮ 从教学上看ꎬ独立课程和渗透式教学是其两

种基本模式ꎬ且后一种模式的影响显得更为广泛ꎬ
接受度也更高ꎮ 渗透式教学模式虽然教学规范性

和统一性程度相对较低ꎬ但它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和适应性ꎬ使得其易于同不少学科专业的部分课

程内容进行协调整合ꎻ一定程度上讲ꎬ也能满足或

达到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的目的ꎮ 鉴于此ꎬ笔
者结合个人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ꎬ就渗透式教学

模式开展大学环境伦理通识教育中可能存在的若

干认知问题ꎬ做较深入分析和探讨ꎬ借此供教学同

仁及学习者参考ꎮ

一、混同使用的概念

我们注意到ꎬ在环境伦理通识教育实施过程

中ꎬ“环境伦理”与“环境道德” “生态伦理”与“生
态道德”这两对概念在话语表达或教学语境中ꎬ常
常被混同使用ꎬ甚至这四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也

是可以相互替代的ꎬ且似乎并不妨碍人们对该课

程内容的进一步学习和讨论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ꎬ在现代社会话语中ꎬ“伦

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常常不加区分地被使用

已经形成一种表达习惯ꎬ“伦理”和“道德”都指向

了“伦理道德”这个包容且有些许模糊的概念意

涵ꎮ 实际上ꎬ即便从学术角度讲ꎬ这两个伦理学的

核心概念混乱问题ꎬ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学术

话语中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１]ꎮ 虽然如此ꎬ这
两个概念存在差异是肯定的ꎬ因此ꎬ精准把握两者

概念意涵的差异ꎬ对透彻理解课程内容显然是有

帮助的ꎮ 理论上讲ꎬ伦理仍是指人际行为事实如

何的规律及其应当如何的规范ꎬ而道德仅仅是指

人际行为应当如何的规范ꎻ也就是说ꎬ伦理是指人

类的伦常关系和人际道德行为的客观规律ꎬ道德

则是指人际间道德行为的具体准则和规范[２]ꎮ 或

者简言之ꎬ前者侧重理论和规律ꎬ后者侧重行为和

实践ꎮ 因此可以说ꎬ环境伦理是环境道德认知和

道德实践活动最本质的客体ꎬ是道德调节的对象ꎬ
是提出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依据ꎻ而环境道德

则是环境伦理的现实化[３](ＰＰ.１４２－１４７)ꎮ
另一方面ꎬ毋庸置疑ꎬ今天我们对理解“生态”

和“环境”这两个概念并不存在困难ꎬ因为它们各

自的概念是明确的ꎮ 然而ꎬ当它们分别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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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结合形成“环境伦理”与“环境道德”、
“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这两对概念时ꎬ情形就

较为复杂些ꎮ 原因是多方面的ꎬ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这与环境伦理思潮的源起以及该思想的形成演变

和发展过程也存在着关联ꎬ譬如说ꎬ从较早期对动

物的关注到后来延伸至对所有生命的关怀ꎬ再由

此拓展到生命以外的非生命自然界等ꎬ每一步实

际上都反映了本学科在核心思想上的理论飞跃ꎮ
因此ꎬ对学习者而言ꎬ重视本学科的理论发展史及

其相关的历史逻辑ꎬ也是学好本学科课程不可或

缺的重要方法论之一ꎮ

二、对研究对象内涵的释义

自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ꎬ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思

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具有明显阶段性变化的历

史演进过程ꎬ每一个阶段都有众多纷杂的学术流

派ꎮ 在这些众多学术流派持续的思想交锋、交融

过程中ꎬ不断汰旧鼎新、并支合流ꎬ继而共同搭建

起了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基础ꎮ 如果大致以研

究对象为基本考察对象ꎬ那么“生命中心主义”“地
球整体主义”以及“代际均等主义”等环境伦理观

则最具代表性[４](ＰＰ.３７５－３７６)ꎮ 前两者属于非人类中

心主义的价值观范畴ꎬ后者则偏向于人类中心主

义的价值观范畴ꎮ
现代环境伦理思想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停

止过发展ꎬ“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可以说是

目前最具前瞻性的环境伦理观(尽管其自身理论

仍需发展和完善)ꎮ 就其内涵而言ꎬ它反映的是可

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

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ꎬ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

伦理观和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观的整合和超

越ꎮ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ꎬ将道德目的的重

心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ꎬ主张内在价值既不仅

归于人类ꎬ也不单独归于自然ꎬ而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的整体性质ꎬ在这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中ꎬ人
又占有其特殊的位置[５]ꎮ 这种特殊的位置或许可

以理解为人类以其文化自觉和道德自觉ꎬ努力获

得与自然的平衡并进而达到协同自然而演进的终

极目的的能力ꎮ
总体说来ꎬ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是“人对自然的

伦理”ꎬ与传统“人际关系伦理”有质的区别ꎮ 环境

伦理学基于平衡的哲学思维ꎬ站在人类与自然共

同的立场上ꎬ赋予自然以主体地位ꎬ强调人的责任

和义务[６]ꎮ 简而言之ꎬ环境伦理学就是研究平等

主体人类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学科ꎬ是伦理学

的现代发展ꎮ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ꎬ它要始终体现

出“思想超越性”“内容拓展延伸性”以及“目标终

极性”等基本特征[６]ꎮ

三、学科的理论依据和人类需求

１.生态学及其“共同体”思想

１８５９ 年ꎬ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惊世之作

«物种起源»震撼世界ꎬ该书作者认为从物种的起

源角度看ꎬ所有生命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ꎬ该书

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ꎬ尽管其没有揭示生

物在当前状态下的相互联系方式[７](ＰＰ.２９９－３１６)ꎬ但却

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最早的科学性渊源ꎮ １９ 世纪

末ꎬ“生态学”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西方科学界ꎬ可
以说ꎬ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ꎬ由于其

整体主义倾向ꎬ生态学这一学科被证明是环境伦

理学的生长沃土ꎻ且同时由于其整体主义取向ꎬ生
态学 家 们 常 常 从 科 学 领 域 跨 入 道 德 哲 学 领

域[８](ＰＰ.９１－９３)ꎮ 在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中ꎬ亨利
考利斯(Ｈ. Ｃ. Ｃｏｗｌｅｓ)、费雷德里克克莱门兹(Ｆ.
Ｌｅｍｅｎｔｓ)、亚瑟汤普逊(Ｊ.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伯利提

海德贝里(Ｌ. Ｈ. Ｂａｉｌｅｙ)、查尔斯艾顿(Ｃ.
Ｅｌｔｏｎ)、亚瑟坦斯利(Ａ. Ｇ. Ｔａｎｓｌｅｙ)、阿尔弗雷德

艾默生(Ａ. Ｅｍｅｒｓｏｎ)、华尔特泰勒(Ｗ. Ｐ. Ｔａｙ￣
ｌｏｒ)、 阿 尔 弗 雷 德  诺 斯  怀 特 海 ( Ａ. 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等在生态学(尤其作为相互依存的“共
同体”而存在的)为伦理学提供科学基础的认知方

面ꎬ无疑起了巨大的贡献ꎬ而其中的阿尔伯特史

怀泽 ( Ａ.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 奥尔多  利奥波德 ( Ａ.
Ｌｅｏｐｏｌｄ)的环境伦理思想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ꎮ

１９２３ 年ꎬ史怀泽出版了«文明的哲学:文化与

伦理学»一书ꎬ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ꎬ要求

将道德的视野投向人之外的生命ꎬ将“敬畏生命”
作为伦理学的根本原则ꎬ作为判断人的行为善恶

的价值准绳ꎬ为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奠定了科学

基础ꎮ 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扬弃了道

德生活中人和自然的区分和对立ꎬ促使人们重新

思考对人类、对动植物、对整个自然界的关系ꎬ使
其成为 ２０ 世纪具有特殊道德感召力的环境伦理学

说之一ꎮ １９３３ 年ꎬ利奥波德发表了«自然保护伦

理»的论文ꎬ该文被认为是“开创伦理学新纪元的

文章”ꎬ后经修改收入他的«沙乡年鉴»一书ꎬ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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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伦理”为篇名ꎬ提出了一些堪称经典的伦理

思想———大地伦理ꎬ成为环境伦理学创立的标志

之一ꎮ 大地伦理思想突破了传统伦理的范畴ꎬ将
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人之外的动物、植物乃至土

地ꎮ 即承认生态系统、环境或大地的权利ꎬ开创了

以“大地”的健康和完善为尺度的整体论的伦理思

维方式ꎬ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的环境伦理思想的

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我们至今能从其经典语录

中体会到其简洁而深刻的有关自然的伦理意涵:
“所有的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
体是一个其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ꎮ
“大地伦理学不过是扩展了共同体的范围ꎬ使之包

括土 壤、 水、 植 物 和 动 物ꎬ 或 从 总 体 上 说: 大

地ꎮ” [８](Ｐ.６７)约瑟斐伍德克鲁齐则进一步解释

说“我们所缺少的是爱ꎬ是对那个包容一切的共同

体的同情和了解ꎬ这个共同体是由岩石、土壤、植
物和动物构成ꎬ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ꎮ” [８](Ｐ.６７)

此后ꎬ环境伦理学经历了现代发展过程ꎬ例
如ꎬ有“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之说”“自然价值

论之说”以及被认为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及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思想

等ꎬ也都为我们在保护自然方面提供了道德依据ꎮ
然而ꎬ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上讲ꎬ
即使今天的“地球整体主义思想”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内涵”等延伸出来的现代观念ꎬ毫不客气地

讲ꎬ都能从较早时期的生态学及其“共同体”思想

中找到其环境伦理的内在的科学性认知原型ꎮ

２.人类的困境与现实需求

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ꎬ从根本上说

都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ꎬ
没有正确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导

致的ꎮ 如今尽管人类已经普遍认识到资源短缺、
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以及诸如生物多样性锐减、臭
氧层破坏和碳排放温室效应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

严重性ꎬ然而ꎬ人类超用地球资源的状况仍在持

续ꎬ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

缓解ꎬ反而由此衍生出呈现多样化和新特点的社

会及区域热点问题或冲突ꎮ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ꎬ实际上ꎬ早在

１８９２ 年恩格斯就曾写道:“至于说到无林化ꎬ那么

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ꎬ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

要条件之一ꎮ 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未出现过

无林化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是社会因素ꎬ也是

社会后果ꎮ” [９](ＰＰ.２３－２４)马克思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各

种行径也进行过深刻揭露ꎬ他曾经指出:“资本主

义生产使它汇聚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

优势ꎬ这样一来ꎬ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

力ꎬ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间的物质交换ꎬ也
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

能回到土地ꎬ从而破坏了土地肥力的永恒的自然

条件ꎮ” [１０](Ｐ.５４)然而ꎬ工业革命以来的多次技术革

命使人类自我崇信急剧膨胀ꎬ“人类中心主义”占

据统治地位ꎬ鲜有人真正体味恩格斯的那句名言: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ꎮ 对于每

一次这样的胜利ꎬ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ꎮ” [１１](Ｐ.１５８)

蕾切尔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对传统

观念和行为的早期反思ꎬ当其振聋发聩的呐喊声

传来时ꎬ时间已经走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此时环

境问题已呈全球化趋势ꎻ而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

限»中所发出的警告和担忧也绝非空穴来风ꎬ杞人

忧天ꎮ 这之后的全球性环境保护浪潮一波高过一

波ꎬ且西风东渐ꎬ由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ꎬ从
«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到全球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等ꎬ无不映射出人类为人

与自然关系的困境找寻可行出路这一现实需求的

强烈愿望和不懈追求ꎮ
因此ꎬ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

机ꎬ必须首先从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做起ꎮ 这意

味着人类必须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
决裂ꎬ并创造一种适合 ２１ 世纪人类生存的新的文

明ꎬ这种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ꎮ 重建人与自

然的和谐友好关系ꎬ意味着要在价值观上对自然

有新的认识[４](Ｐ.３７３)ꎮ 解除人类困境ꎬ满足人类的

现实需求ꎬ说到底根子还在人类自身ꎬ如何约束人

类经济活动及自身行为成为首要任务ꎬ而环境伦

理及其实践探讨则是该方面的显学ꎮ

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定义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 ( ＷＥＣＤ) 于 １９８７ 年 在 «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１２](ＰＰ.５２－８１)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ꎬ它被认为是

使环境与发展思想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

跃ꎬ是被蕾切尔卡尔逊形容的“另一条道路ꎬ一
条人迹罕至的岔路ꎬ却为我们提供了保住地球的

最后唯一的机会” [１３](ＰＰ.２５９－２７８)ꎮ １９９２ 年ꎬ作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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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里程碑的里约会议ꎬ一致通过了«里约环境

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２１ 世纪议程»
两个纲领性文件ꎬ国际社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
作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ꎬ庄严承诺把可持续发

展从概念推向行动[４](Ｐ.１５９)ꎮ 也正是从此时起ꎬ现
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体系及其学科建构出现了新

的动向ꎬ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环境伦理学得到了

广泛的认同ꎬ即“可持续发展观”赋予了环境伦理

以新的内涵ꎮ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被认

为是超越了以往任何流派(无论其为“生命中心主

义”还是“非生命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ꎬ具有更

强的发展指向和生命力ꎮ
然而ꎬ我们必须要指出:“可持续发展观”与

“环境伦理观”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人类思想的

契合ꎬ是相容相承的关系ꎬ而非排斥抵触ꎮ 可持续

发展观对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突显其发展方向的

指引作用ꎻ而环境伦理学则可为可持续发展战略

提供思想基础ꎮ 现代环境伦理学将从可持续发展

观的持续发展中获得方向指引和思想指导ꎻ而可

持续发展观同样也会从不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中

丰富自己的思想内涵ꎬ充实自己的思想内容ꎮ 例

如ꎬ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ꎬ都能够从环境伦理思

想内容中得到很好的体现ꎬ由此可见一斑ꎮ 我们

都知道ꎬ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有:公平性原则

(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

原则等三大原则ꎮ 环境伦理观主要内容常简约表

达为:尊重与善待自然、关心自己并关心人类以及

着眼当前并思虑未来等[４](ＰＰ.３７６－３８３)ꎮ 很显然ꎬ尊重

与善待自然包括尊重地球上一切生命物种、尊重

自然生态的和谐与稳定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活等ꎬ
无不体现了可持续性原则的精神ꎻ而关心自己并

关心人类显然侧重体现的是共同性原则ꎻ着眼当

前并思虑未来则更多表达了代际公平性原则的核

心意涵ꎮ

五、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以来ꎬ儒、释、道逐渐走

向合流ꎬ最终呈现出几近水乳交融的新样貌ꎬ延续

着文明的基本脉络和价值内核ꎮ 之所以如此ꎬ固
然有多重原因ꎬ但儒、释、道三家在人与自然关系

问题上基本理念的相容乃至一致等ꎬ是不容忽视

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因而也可以这么说ꎬ中国传统

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或观念ꎬ尽管ꎬ

这些传统伦理思想或观念总体上来说仍然还是有

关人际的伦理或观念ꎬ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

传统人际伦理的框框ꎬ与现代生态伦理沟通[１４]ꎮ
譬如ꎬ道家讲究“天人合一”ꎬ提倡返璞归真ꎬ

回归自然ꎬ甚至一切皆法于自然ꎮ 儒家也讲究“天
人合一”ꎬ但侧重于“天人和谐”的观念ꎬ因此有学

者认为中国文化从它诞生时起就确立了它“天人

合一”的基本格调ꎬ“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传统文化

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１０](ＰＰ.４５－４７)ꎮ 中国传统文化不

断发展着“天人合一”思想ꎬ所谓“天”不仅有自然

的天ꎬ还有信仰的天、德行的天ꎬ只有合而为一才

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ꎬ也才是中正之道ꎮ 植根于

农耕文化发展起来的文明ꎬ敬畏自然ꎬ崇尚天、地、
人和谐的价值取向ꎬ这其中ꎬ儒家更看重人的德

行ꎬ所谓“参天地ꎬ与天地合其德”ꎮ 即使从今天环

境伦理学的角度讲ꎬ也是极为先进的思想理念ꎮ
与此同时ꎬ儒家不反对利用自然ꎬ但要有节制ꎬ即
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ꎬ荀子的“节用”思想ꎬ孟
子的“爱物”思想等都可说是这方面的体现ꎮ

道家提倡自然ꎬ反对人为ꎬ尤其反对人为了自

身需要而任意改变自然ꎮ 不仅如此ꎬ还要效法自

然ꎬ所谓“人法地ꎬ地法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ꎮ 庄

子说:“天地与我并存ꎬ而万物与我合一”ꎬ老庄主

张无为ꎬ即是不做违背自然的事情ꎬ而是顺应自然

的规律ꎬ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时的相融相

合的协调顺应思想ꎮ 按今天的话说ꎬ就是按客观

规律办事ꎬ无疑是最科学的ꎮ 佛家与上述儒道思

想并不抵触ꎬ恰恰相反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容甚

至是补充的关系ꎮ «涅槃经»中有一句话:“一切众

生悉有佛性ꎬ如来常住无有变异”ꎮ 佛教强调众生

平等、万物平等ꎮ 佛教正是从万物平等的理念出

发ꎬ主张善待万物ꎬ把“勿杀生”奉为自己的“五戒”
之首ꎬ 显 示 出 极 为 强 烈 的 生 态 温 情 主 义 色

彩[１０](ＰＰ.４７－４８)ꎮ 这与今天提倡的尊重与善待自然ꎬ
包括尊重地球上一切生命物种、尊重自然生态的

和谐与稳定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活等观念何其相似

契合ꎮ
面对我国历史积淀下来如此丰厚的环境伦理

思想价值遗产ꎬ无论对于学习者还是研究者而言ꎬ
首先要重塑我们的文化自信ꎬ自信我们传统文化

经典、文化氛围以及孕育这一文化经典的土壤之

生命力ꎬ能够发现并找到与现代环境伦理意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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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的生长点ꎮ 其次ꎬ对经典必须采取抽象继承

的态度和方法ꎬ就是在尊重传统文化经典的同时ꎬ
摈弃亦步亦趋、照搬照抄的做法ꎮ 尊重的是传统

文化精神ꎬ汲取其养分ꎬ尤其要善于发现经典中与

当下社会现实和实践需求相适合的精神元素、价
值元素ꎮ 第三ꎬ深化交流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

环境伦理研究新成果ꎬ使我们自己不断推陈出新ꎬ
与时俱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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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德育低效表现的成因及对策探析
∗

李 朝 宝

(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蔡实验学校ꎬ 江苏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摘　 要] 　 基于中学德育现状方面的调研ꎬ概括中学德育的低效表现:“管理”取代德育目标、“考核”取代

德育手段、“成绩”取代品德评定ꎮ 学生主体地位弱化、德育课堂及课程建设滞后、德育目的错位是德育低效产生

的原因ꎮ 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提高教师素质、改变传统说教方式、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是破解德育低效的有效

策略ꎮ
[关键词] 　 中学德育ꎻ　 低效成因ꎻ　 立德树人ꎻ　 实践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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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ꎬ互联

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ꎬ为广大中学生了解世

界、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带来了便利条件ꎬ但是ꎬ一
些领域假冒伪劣、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现象有所

蔓延ꎬ一些成年人价值观扭曲ꎬ享乐主义、极端主

义、拜金主义滋长ꎬ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

不止ꎬ同时ꎬ庸俗落后的文化和不良信息也乘虚而

入ꎬ这给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带来了严峻挑

战ꎮ 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阵

地ꎬ通过调研当前中学德育现状ꎬ概括中学德育的

低效表现ꎬ进一步分析其形成原因ꎬ建构中学德育

实效性的实践对策ꎬ把“立德树人”贯穿中学德育

的全过程ꎮ

一、当前中学德育的低效表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笔者成功申报江苏省中小学教

学研究第十二期课题ꎮ 根据课题研究需要ꎬ笔者

对江苏省宿迁市部分中学的德育现状进行了调

研ꎮ 各个学校在德育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ꎬ德育

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ꎮ 但是ꎬ学生间的“欺
凌”现象频发ꎬ学生违纪现象时有发生ꎬ中学德育

成效不容乐观ꎮ 因此ꎬ通过调查中学德育现状ꎬ找
寻中学德育低效表现ꎬ探寻解决路径具有重要

意义ꎮ

１.以“管理”取代德育目标

调研发现ꎬ在一些学校教师的潜意识里ꎬ学生

成绩高于一切ꎬ学生文化成绩成为大多数学校前

行的“航标”ꎮ 通过月考、期中、期末考试等对各班

级考试成绩进行量化、排名ꎬ学校大多围绕成绩这

个“中心”来开展各项工作ꎬ认为把学生成绩提高

上去ꎬ再抓抓纪律、搞搞卫生即可ꎮ 只抓学生成绩

而淡化了育人ꎬ育人被简化为管理ꎮ 笔者通过听

德育处工作介绍、班主任座谈以及学生的问卷调

查获悉:各项工作开展大多是“管”字当头ꎬ导致德

育工作以“管理”为目标ꎬ管理成为实施德育的主

旋律ꎬ管理取代了德育目标ꎮ 学生迟到要管、学生

上课打瞌睡要管、学生间发生矛盾要管ꎮ 管理是

必要的ꎬ但是调查发现ꎬ学校德育工作常常是重

“管”轻“理”ꎬ只“堵”不“疏”ꎬ只注重解决当下的

问题ꎬ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则很少考虑ꎬ导致学

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ꎬ出现了“两张皮”现象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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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德育目标严重背离ꎮ 学校管理和德育目标

是有诸多不同的:管理是为了保证学校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ꎬ其目的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ꎬ着眼于当

下ꎻ而德育目标是指依据党的教育方针ꎬ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ꎬ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对学

生进行有目的的培养ꎬ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为

爱国、文明、遵章、守法的公民ꎬ它不仅关注学生当

前的发展ꎬ而且更为关注学生未来和长远的持续

发展ꎮ

２.以“考核”取代德育手段

调查发现ꎬ各校都制定了详尽的校纪校规ꎬ比
如«班级常规管理办法» «中学生一日常规细则»
等ꎮ 学校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考核ꎬ这也成为德育

处每周工作主要内容ꎮ 各学校都能定期召开班主

任会议ꎬ研究德育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ꎬ总结

上周工作并安排下一周工作ꎮ 德育处把平时量化

积分作为班级考核的主要依据ꎬ为此ꎬ班主任也制

定相应的班规班约ꎬ如果学生因为被扣分影响班

级荣誉ꎬ班主任就会找学生算账ꎬ轻则批评教育、
面壁思过ꎬ重则请家长到校共同接受教育ꎬ或把批

评信息发到家长朋友圈ꎬ让表现差的学生“众人皆

知”ꎮ 毫不夸张地说ꎬ量化考核几乎占据了德育手

段的全部ꎮ 其实ꎬ量化考核只是德育手段的一种

形式ꎬ它并不是德育手段的全部ꎬ德育手段还有榜

样示范、陶冶教育、情境体验、修养指导、反思自我

等诸多方式ꎬ简单把量化考核作为德育实施的基

本形式ꎬ势必造成德育手段单一、学生感到厌倦、
师生关系对立、德育效果低下等后果ꎮ

３.以“成绩”取代品德评定

品德评定是依据品德评定标准ꎬ根据学生的

基础表现、发展状况、品德达成而进行的综合性评

价ꎮ 从评价的方式看ꎬ有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ꎬ定
量主要是指学生思想品德知识的掌握情况ꎬ通常

是以分数体现的ꎬ定性包括等级、鉴定、评语等ꎬ通
常是以文字形式来表述的ꎻ从评价的主体看ꎬ包括

自我评价、他人评价ꎻ从评价作用看ꎬ包括诊断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ꎮ 品德评定是对

学生品德发展状况的总结ꎬ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环

节ꎬ也是常常被淡化或被轻视的环节ꎮ 笔者通过

查阅学生“家庭报告书”ꎬ了解“三好学生”评选过

程ꎬ发现品德评定有一定的偏差ꎮ 一是把思想品

德学科的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品德操行得分ꎻ二是

在评定“三好学生”时ꎬ通常是以成绩为第一要素ꎬ
成绩不优秀ꎬ“三好学生”免谈ꎻ三是对学生的评语

“千人一面”ꎬ大同小异ꎬ没有去挖掘学生身上的闪

光点ꎬ也没有针对性的个性化评价ꎬ导致岁岁年年

“人”不同ꎬ年年岁岁“语”相似ꎮ “这些评价方式

带有单一性、片面性、随意性ꎬ不能全面、客观、真
实地反映学生品德的实际状况ꎬ达不到促进学生

品德形成的目的ꎮ” [１]

二、中学德育低效成因探析

德育低效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主观上存

在对立德树人的认识不足ꎬ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ꎻ
客观上对德育目标认识偏离ꎬ德育目的错位ꎬ德育

课堂及德育课程建设滞后ꎬ以“教”代“育”ꎬ误以为

“道德认知”等同“道德行为”ꎬ错误把“育知”代替

了“育德”ꎮ

１.学生主体地位弱化

德育工作的对象是人ꎬ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而非可随意摆布的“工具”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告诉我们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ꎬ内因是变化的根

据ꎬ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ꎮ 学生良好品

德的养成ꎬ需要在教育者指导和示范引领下依靠

自身的内化而生成ꎬ学生立场应是德育实践的总

基调ꎬ学生立场主要体现在:站在学生角度考虑问

题ꎬ尊重学生的人格ꎬ尊重学生的合理需求ꎬ尊重

人的认知发展规律ꎬ提供多元的可供选择的内容、
方法、形式、时间、空间等ꎬ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ꎮ 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

促进学生道德判断、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ꎬ而不是

向他们传授某些具体的道德规则ꎮ 当前ꎬ我们的

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德育工作的呢? 调查发现ꎬ各
个学校都能定期开展系列德育活动ꎬ如法制教育

月、感恩教育月、学雷锋活动月、规范管理强化月

等ꎬ在安排系列活动时ꎬ一般都是学校制定方案ꎬ
班主任负责落实ꎬ学生参与ꎬ很少去考虑学生的需

要及感受ꎮ 在学雷锋活动座谈会上ꎬ个别学生说

对此不解ꎬ针对这类极个别学生ꎬ我们必须从学生

实际出发ꎬ考虑其德育基础状况ꎬ做到 “有的放

矢”ꎬ否则ꎬ教育就失去了针对性ꎬ同时ꎬ这种没有

考虑学生需求的教育ꎬ也恰恰忽略了教育是为

“人”服务的宗旨ꎬ因此ꎬ学生主体地位的弱化是导

致德育低效的一个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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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德育课堂及课程滞后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我们要改变课

程实施重视知识传授、死记硬背、照抄照搬的现

状ꎬ倡导学生勤于思考、大胆尝试、积极探究ꎬ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通过

调研德育课堂ꎬ笔者发现各个学校也都进行了相

应的教学改革ꎬ但是改革还是浮于表面ꎬ传统的

“说教化”课堂“涛声依旧”ꎬ这样的课堂把教学转

化为单一的知识传授和习题训练模式ꎬ导致课堂

枯燥、学生无趣的状态ꎮ “说教化”课堂关注的是

知识、考试、分数ꎬ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

常常是被淡化的ꎮ 因此ꎬ我们应以«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为指南ꎬ从学生长远发展的高度ꎬ重新

审视当下的课堂ꎬ审视那些违背“人性”的教育方

式ꎬ更新教育观念ꎬ完善教育手段ꎬ努力使学生的

知识增长过程同时成为学生的能力提升、人格健

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ꎮ 再

从德育课程开发来看ꎬ学校开展的德育活动是零

碎的ꎬ没有上升到课程的高度ꎬ没有形成体系ꎬ也
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ꎬ更没有让活动课程化ꎬ
没有让活动引领学生发展ꎮ 德育课程建设滞后、
资源不足ꎬ是导致以管代育、空洞说教的客观原

因ꎮ 此外ꎬ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主要看教学成绩ꎬ德
育评价标准模糊ꎬ教师关注与考试相关的知识ꎬ漠
视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ꎬ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恰恰又是中学德育的重要目

标ꎮ 因此ꎬ德育课堂及德育课程建设滞后是造成

德育低效的又一原因ꎮ

３.德育目的错位

德育的经验形式包括课程教育、主题活动、规
范管理、环境影响等ꎮ 毋庸置疑ꎬ对学生的管理是

必不可少的ꎬ管理是为了规范行为ꎮ 一位哲人说

过ꎬ良好行为产生要经过强制、认同、内化三个环

节ꎮ 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ꎬ管理的主要措施包

括威胁、命令、监督、体罚、权威等ꎮ 德育要按照党

的教育方针ꎬ根据学校育人目标ꎬ运用课程体系对

学生知情意行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和强化ꎬ
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ꎮ 管

理是一种手段ꎬ管理的目的是维护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ꎬ管理所采取的措施不是目的ꎬ更不是德育

目的ꎮ 调查发现ꎬ有的学校错把管理当作德育目

的ꎬ其实ꎬ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要依靠道德认知、

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的整体作用ꎬ道德

情感和道德意志在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过程

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ꎮ 通过调研发现ꎬ学
生在学雷锋活动月里之所以去做好事ꎬ目的是能

够为班级或个人加分ꎬ而不是来自自身的道德素

养ꎬ这种管理措施容易导致学生知行不一的双重

人格ꎮ 因此ꎬ把管理措施当成德育目的也是导致

德育低效的原因之一ꎮ

三、破解中学德育低效的对策探析

克服中学德育低效性ꎬ必须探寻德育实效性

的内涵ꎬ即德育的内在效果———“德育要求能够顺

利地转化为学生个体的道德素质ꎬ并外显良好的

道德素养和文明习惯” [２]ꎮ 要实现中学德育的实

效性ꎬ教育者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ꎬ改变传

统的说教方式ꎬ提升教师自身的素质ꎬ建立科学的

德育评价体系ꎮ

　 　 １.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是实现德育实

效性的前提

人是社会的主体ꎬ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ꎬ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是实现德育实效性

的前提ꎮ “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就是以人为中心ꎬ重
视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ꎬ实质是指人类的一

切活动都要以人的生存、安全、自尊、发展、享受为

出发点和归宿ꎮ” [３]

(１)要把握学情

美国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说:“影响学生学习唯

一的重要因素就是学生知道了什么ꎬ要探明这一

点ꎬ并应据此进行教学ꎮ” [４] “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发

展是有规律的ꎬ就如刚出生的婴儿要吃母乳、牛奶

一样ꎮ 好吃的东西虽然很多ꎬ但是不能拿过来给

婴儿吃ꎬ因为吃了会消化不良ꎮ” [５] 教育学生同样

如此ꎬ我们绝不能脱离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

律ꎬ否则德育实效就无从谈起ꎮ 有效的学情分析

是有效教育的前提ꎬ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开始ꎬ也
是实施针对性教育的前奏ꎮ 比如ꎬ我们要针对现

实情况ꎬ了解学生的德育基础ꎬ找准学生的德育

“基点”ꎬ从“不妨碍别人”入手去要求学生ꎬ也许有

人会说这个要求有点太低了ꎬ这个要求确实不高ꎬ
但是如果这个低的要求学生都没有达到ꎬ提出较

高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就失去了意义ꎮ 如果每个人

都能做到在公众场合不妨碍别人ꎬ那么整个社会

风气将大有好转ꎬ这就要求他们从公众场所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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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喧哗”“不乱扔垃圾”等细节做起ꎮ
(２)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尊重学生的人格是实施德育的关键ꎬ教师和

学生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ꎮ 在德育实践中ꎬ我
们经常听到“弱智” “蠢猪”这些侮辱性的话语ꎬ这
种对学生人格藐视的行为会使我们的教育步入误

区ꎮ 这种嫌弃和斥责会极大伤害学生的自尊心ꎬ
导致学生对教师的逆反心理ꎬ同时也暴露出教师

师德的缺憾ꎮ 教师应当关心、呵护每一个学生ꎬ了
解学生的品德基础ꎬ尊重学生的品德差异ꎬ在充分

尊重学生的人格基础上ꎬ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适

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ꎮ
(３)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ꎬ受“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ꎬ师生之

间是一种上下级的不平等的关系ꎬ在这种关系中ꎬ
教师是塑造者ꎬ学生是被塑造者ꎬ学生要按照教师

的标准去做ꎬ学生由于对教师畏惧也不敢把自己

的苦恼向教师倾诉ꎮ 就教育工作的效果来说ꎬ很
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师生间的关系如何ꎮ 和谐的师

生关系犹如一个良性通道ꎬ能消除师生间的心灵

隔阂ꎬ拉近师生间的心灵距离ꎬ让师生情感相融ꎮ
它也是一种催化剂ꎬ能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进取

心ꎬ有利于提高教育效率ꎮ 因此ꎬ建立和谐的师生

关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ꎬ而应该实实在在落实

到教育实践中ꎬ它要求教师不能凌驾于学生之上ꎬ
沦为学校德育的“灌输者”和“管束者”ꎬ而应成为

学生的良师益友ꎬ这才是获得德育实效性的关键

所在ꎮ

　 　 ２.改变传统说教方式是实现德育实效性

的手段

“道德教育的传统教学模式着重于传授知识、
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ꎬ这种模式在特定的时期顺

应了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ꎮ” [６] 随着社会

的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ꎬ这种只按德育目标而无

视学生的实际需求的教育ꎬ是无法培育出符合未

来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的ꎬ我们必须找寻行之有

效的科学方法取而代之ꎬ“科学方法具备很强的实

用性、可操作性ꎬ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７]ꎮ
(１)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老师指出:“让儿童认

识一个真实的世界ꎬ让符号学习与生活连接ꎻ用美

的愉悦唤起情感ꎬ在熏陶感染中促进儿童主动发

展ꎻ用情感生成内驱力ꎬ让情感伴随着儿童的认知

活动ꎻ在广远的意境中ꎬ通过想象开发儿童潜在智

慧ꎮ” [８] 让学生带着情感去体验生活ꎬ让课程走进

学生的心灵ꎬ学生就能体味出德育课程的“味道”ꎬ
它就会浸入学生的“血液”中ꎮ 一是帮助学生通过

情感体验ꎬ体味出德育课程的“真味”ꎮ 品德教育

在于形成核心价值ꎬ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前提是

真实ꎬ真实的内容能启发学生的情感ꎬ引发情感共

鸣ꎮ 二是通过情感体验ꎬ体味出德育课程的“善
味”ꎮ “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要素ꎬ体味

“善”的过程ꎬ就是将“善”的种子植入学生的心灵ꎬ
让他们拥有善而自觉完善人格ꎮ 三是通过情感体

验ꎬ体味出德育课程的“美味”ꎮ 品德课程作为铸

造灵魂的课程ꎬ它应教会学生审美ꎬ教师应充分挖

掘教材中“美”的元素ꎬ把这些元素转化为学生的

情感ꎬ引导学生通过美的体验ꎬ形成积极健康的审

美情趣ꎮ
(２)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华东师大郅庭瑾教授提出“为思维而教”的命

题:“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照抄照搬的模仿

者ꎬ而是要培养善于思考的创造者ꎮ 思维能力的

培养本是教育的应有之义ꎬ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没

有担负起这个责任ꎬ教育不仅要掌握知识ꎬ而且要

善于运用知识ꎬ唯有当知识被用来开启心智ꎬ知识

被用于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时候ꎬ知识才真正

体现其价值ꎮ” [９](Ｐ.２３４)思想品德课需要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ꎬ学生的好奇心来自问题ꎬ问题能促使他

们去学习、去思考、去实践ꎮ 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ꎮ 在面对人

生挫折时ꎬ如何才能自尊自信、意志坚强? 在面对

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时ꎬ如何保护环境、亲近自

然? 在面对诸多人际关系时ꎬ如何尊重他人、乐于

助人? 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时ꎬ如何做到

竞争与合作的和谐统一? 在面对生活困境时ꎬ如
何面对挫折、自我调适? 我们应引导学生带着问

题去反思ꎬ在反思中去寻找结论ꎬ在反思中反观内

心ꎮ “问题推动反思ꎬ反思是寻求解决问题合适、
合理、合情、合法的路径ꎮ” [１０]

(３)要重构学材

“说教化”课堂是“无视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

神状态ꎬ对学生耳提面命ꎬ所制定的教学计划以自

我为中心ꎬ教育者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僵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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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 [１１](Ｐ.１)ꎮ 长此以往ꎬ势必造

成课程“无味”、学生“无趣”的状态ꎮ 要改变这种

状况ꎬ必须重构学材ꎬ立足学生实际ꎬ引入时代“活
水”ꎬ德育课程才能焕发生机ꎮ 重构学材必须遵循

以下原则:一是顺应ꎬ即顺应知识的逻辑结构、学
生身心发展的实际、学生的认知规律ꎻ二是调整ꎬ
即对原教材的内容进行删减ꎬ对教材中知识呈现

的顺序、方式、学习活动的策略等ꎬ根据学情和学

习目标进行重组ꎬ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ꎬ引进

与学生紧密相关的现实素材ꎬ让学生去体验和感

悟ꎬ激发学生的情感ꎬ提高课堂的实效性ꎻ三是同

化ꎬ即教师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转换ꎬ以使它与学

生的认知方式相符ꎮ 建构学材时ꎬ要找准新知识

的“生长点”和课堂的“主干知识”ꎬ即“能生长新

知识的知识”ꎬ以丰富、延展知识的逻辑结构ꎬ提高

学生课堂学习的实效性ꎮ

　 　 ３.提高教师素质是实现德育实效性的

保证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好比一架精致的乐

器ꎬ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ꎬ使之影响到每一

个学生的心灵ꎬ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ꎬ必须把乐器

的音调准ꎬ教师、教育者就是调音师ꎮ” [１２] 可见ꎬ教
师是教育的组织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ꎬ提高教师

素质是实现德育实效性的保证ꎮ
(１)要提高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

要想把学生培养成怎样的人ꎬ教师首先就得

成为这样的人ꎮ 教师思想品德学科的专业素养ꎬ
是德育课程有效开展的基础ꎮ 品德课堂的教育质

量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ꎬ这就要求我们

要密切关注思想品德课堂ꎬ深入挖掘教材ꎬ深入了

解学生ꎬ精心设计每一节课ꎮ 这不仅要求教师具

备基本的学科知识、教学技巧、组织能力ꎬ也要求

教师具有合理地应用知识、整合知识的能力ꎮ 教

师只有以自身的精湛的学识、方法、教育艺术去影

响学生ꎬ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ꎬ才能收

到良好的教育效果ꎮ 因此ꎬ每个教师只有提升自

身的学科素养ꎬ实现德育课堂的实效性才能成为

可能ꎮ
(２)要提高教师的育德素质

育德素质包括端正的育德思想和较强的育德

能力ꎮ 可以说ꎬ育德素质是由德育的本质要求决

定的ꎬ提高教师育德素质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ꎬ也

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ꎬ这就需要教师具

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育德智慧ꎬ在育德过程中要

给学生权利ꎬ让他们自己去选择ꎻ给学生机会ꎬ让
他们自己去探究ꎻ给学生时间ꎬ让他们自己去思

考ꎻ给学生空间ꎬ让他们健康成长ꎮ 提高教师育德

素质的路径为:一是教师要接受继续教育ꎬ积极参

加培训ꎬ获取现代教育理念ꎬ不断更新育德观念ꎻ
二是开展育德研究ꎬ积极探索提升育德实效性的

合理之路ꎻ三是要勤于德育实践ꎬ运用现代教育理

念指导实践ꎬ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ꎬ在德育实践

中去探索育德实效性ꎮ
(３)要提升教师的人格素质

“其身正ꎬ不令而行ꎻ其身不正ꎬ虽令不从”ꎬ
“身教胜于言教”ꎬ教育具有示范性ꎬ教师的人格就

是一种德育影响ꎮ 教师的人格素质包括:公平待

人、热爱教育、关心学生、严于律己等ꎮ 教师只有

具备高尚的人格才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ꎬ才能

成为学生的楷模ꎮ

　 　 ４.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是实现德育

实效性的根本

评价是教育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ꎬ纵
观各校的经验教训ꎬ确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ꎬ能
为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指明方向ꎮ 德育评价要依

据党的教育方针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ꎬ遵循教

育发展规律ꎬ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ꎬ要保证评

价体系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ꎬ同时还

要考虑被评价者的实际情况ꎬ准确把握评价体系

中各指标体系的内涵、作用、结构及相互联系ꎮ
(１)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德育主要目标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回
应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教育方面的根本问题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贯穿教育教学整个过

程ꎬ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深化解

读ꎬ能否科学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关系到其

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教师一定要全面掌握其

背景、要素及培育路径ꎻ二是要细化分解ꎬ要把总

目标细化分解到德育教材的各个章节中ꎬ这样才

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到实处ꎬ教师必

须领会其精神实质及其关联度ꎬ有计划地将其细

化分解为可操作的三维教学目标ꎻ三是要融化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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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ꎬ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合到

每节课堂里ꎬ要做到“优化观”和“整体观”并举ꎬ既
要统观教材、优化选择ꎬ又要通盘考虑、彼此兼顾ꎻ
四是要内化践行ꎬ既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内化于心ꎬ又要让其外化于行ꎬ既要借助先进的

德育理念ꎬ又要紧密贴近学生生活实际ꎬ还要借助

互联网等现代化载体ꎮ
(２)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要做到德育评

价的科学化

中学德育评价既要评价德育实践的阶段性效

果ꎬ又要考虑德育的基础性和过程的发展性ꎬ科学

评价要做到终结性评价、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

有机结合ꎮ 因此ꎬ学校德育评价不能只看到德育

的结果ꎬ还必须对学生德育基础性和发展性进行

评价ꎻ不仅要看到学生现有的表现ꎬ还要看其未来

发展趋势ꎮ 所以ꎬ中学德育评价不能简化为鉴定、
选拔、表彰等内容ꎬ而要注重个体在评价过程中的

积极体验ꎬ注重形成性评价ꎬ以调动评价对象的积

极性ꎬ实现德育评价的终极目标ꎮ
(３)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要做到德育评

价主体的多元化

评价主体除了由教育者担当外ꎬ还可由学生

自己或家长等其他人员来评定ꎬ实施自评、互评、
他评相结合ꎬ使评价从单向性向多元性转变ꎬ让教

育者、被教育者、家长及他人共同参与评价ꎮ 尤其

是学生自我评价能力的提高ꎬ将极大提升学生的

自我教育意识ꎬ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ꎬ有助于德育

实效性的提高ꎮ
综上所述ꎬ要提高德育实效性ꎬ既得注重德育

内容的基础性、过程的体验性、伦理方法的可接受

性ꎬ又要构建新型的育人理念ꎮ 基于中学德育实

效性建构策略ꎬ就是要树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ꎬ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ꎬ改变传统的说教方

式ꎬ提升教师的素质ꎬ建立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ꎬ
实现学生发展需要和德育目标的协调平衡ꎮ 我们

要深入分析ꎬ积极探索ꎬ大胆实践ꎬ努力提高德育

工作的实效性ꎬ为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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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美术融入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必要性与实践要旨
∗

周 　 红

(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 　 后现代主义美术所具有的争议性导致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到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回避与

排斥ꎮ 作为不容忽视的时代印记ꎬ后现代主义美术的价值需要得到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正视ꎮ 推动经典与优秀

的后现代主义美术走进普通学校美术教育ꎬ是实现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目标并统整其教育内容的要求ꎮ 将后现代

主义美术付诸普通学校美术教育实践ꎬ应把握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文本特质以及相关美术教学活动的对话本质ꎮ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美术ꎻ　 普通学校美术教育ꎻ　 文本ꎻ　 对话

[中图分类号] 　 Ｊ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２－０５

　 　 后现代主义美术是 ２０ 世纪中期欧美各国继现

代主义美术之后的前卫美术的总称ꎬ又称后现代

派、后先锋派ꎮ 一般认为ꎬ二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

是美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现的波普艺术即为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

主义美术ꎮ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ꎬ后现代主义美术

高扬反现代主义美术的旗帜ꎬ力图冲击与颠覆以

美为主要价值标准的精英艺术观ꎮ 对此ꎬ美学界

褒贬不一ꎮ 有美学家持谨慎态度ꎬ认为“要用历史

上从未尝试过的方法去听、去看、去谈ꎬ以汲取后

现代主义美术中有价值的东西” [１](Ｐ.７０)ꎻ有美学家

持批判态度ꎬ认为后现代主义美术“根本算不上艺

术ꎬ只是西方艺术出现危机的迹象” [１](Ｐ.７０)ꎻ也有美

学家持赞赏态度ꎬ认为后现代主义美术“具有一种

新的类型的审美价值ꎬ实际扩大和丰富了审美价

值的 范 围 并 发 展 了 它 的 接 受 者 的 审 美 敏 感

性” [１](Ｐ.７５)ꎮ 我们认同第一种观点ꎬ强调必须正视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价值ꎬ不仅如此ꎬ还应将优秀的

后现代主义美术与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相融合ꎮ
　 　 一、后现代主义美术是不容忽视的时代

印记
后现代主义美术涵盖波普艺术、最少派艺术、

大地艺术、观念艺术、光效应艺术、偶发艺术、人体

艺术、超级写实主义艺术等多个流派ꎮ 其中ꎬ波普

艺术将身边事物视为艺术品ꎬ把街头巷尾看成是

最现代化的画廊ꎻ大地艺术渴望扩大艺术的界限ꎬ
尝试从画廊中买卖性的商品体系中挣脱出来ꎬ与
大自然进行平等的对话ꎻ超级写实主义则实践着

使人深感不安的逼真ꎬ等等ꎮ[２](Ｐ.５) 不论以何种外

在形式加以表现ꎬ后现代主义美术都在试图使原

本对立或截然分离的思想与行动、艺术与非艺术、
审美与非审美进行对话ꎬ并在这一过程中超越自

身ꎬ形成一种全新的风貌ꎮ 美国后现代主义艺术

理论家哈罗德卢森堡(Ｈａｒｏｌｄ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这样归

纳后现代主义美术的特征[３](Ｐ.２３５):第一ꎬ主张与现

代主义完全割裂ꎬ如竭力摆脱现代主义强调的形

与色ꎮ 第二ꎬ主张用行动来恢复创造的生命力ꎮ
画家的行动和偶发事件被视为创作过程中最重要

的东西ꎮ 第三ꎬ主张在美术与非美术、反美术之间

画等号ꎬ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ꎬ提倡生活就是艺

术ꎮ 第四ꎬ主张到大众中去ꎮ 倡导作品的批量生

产ꎬ打破美术品为少数美术馆、收藏家、画商操纵

与独占的现代主义局面ꎮ
后现代主义美术诞生且之所以呈现以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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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ꎬ从根源上追溯ꎬ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滋养而成

的产物ꎮ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ꎬ现
代文明带来一系列的发展恶果ꎬ如核战争威胁、环
境恶化、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等ꎮ 个体面对社会规

则的嬗变、思想的冲突以及情感上的焦虑不安与

痛苦矛盾ꎬ再也无法借助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优美

与和谐的艺术形式进行表达ꎬ看似离奇、怪诞的后

现代美术风格便应运而生ꎮ 当代中国ꎬ“西方后工

业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以及观念、心态、时尚的

强制性侵入已经将其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东方这块

广 袤 的 土 地 上ꎬ 投 射 到 亿 万 人 的 心 灵 之

中ꎮ” [４](ＰＰ.１６２－１６３)虽然关于当代中国是否有后现代

主义还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ꎬ但在西方后工业社

会的巨大影响下ꎬ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标准、思想体

系、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正发生变化ꎮ 这样的背

景下ꎬ中国的美术领域也正发生着变革ꎮ “全球化

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当代艺术ꎬ是一种真正意义上

的国际艺术ꎬ这种国际艺术不仅消解了艺术种类

的分割ꎬ使艺术门类边界模糊、画种概念趋于融

混ꎬ而且消解了艺术的地域性和民族性ꎮ 正是基

于此种对于艺术‘当代性’的理解ꎬ造成了国内不

少青年艺术家主动放弃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和雕

塑在内的架上艺术ꎬ而积极投身以观念、行为、装
置、影像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创作ꎮ” [５] 姑且不论

上述变化造成的中国美术发展在当代的困境ꎬ但
西方后现代美术的理念与精神已在深刻地影响着

我们是不争的事实ꎮ
后现代主义美术不仅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艺

术ꎬ它同样是当代中国人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艺术

形式ꎮ 对于这样的艺术形式ꎬ我们不能否认ꎬ也无

法回避ꎮ 不论后现代主义美术的表达方式如何不

同于传统ꎬ其间都蕴含了当代人对自我、对社会、
对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思考ꎬ
是人类内在真实的表现与表达ꎮ 促使我们正视当

代ꎬ不断反思自我与人类文明ꎬ这正是后现代主义

美术的核心价值所在ꎮ 对普通学校教育中的学生

而言ꎬ后现代主义美术亦是他们反观自身、审视当

代社会的重要窗口ꎮ

　 　 二、后现代主义美术应成为普通学校美

术教育的重要组成

后现代主义美术中确实存在一些故弄玄虚、

走向极端之作ꎬ但也不缺少“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和

高贵的伦理价值ꎬ对人及人与世界的多样性关系

有独到的洞察与揭示”的“真正的艺术” [６](Ｐ.３６７)ꎮ
由于其中的纷繁复杂ꎬ后现代主义美术的价值常

被普通学校美术教育所否认ꎬ优秀的后现代主义

美术作品亦常被排斥ꎮ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ꎬ教育

对象因在学校中未有机会接触或甚少接触后现代

主义美术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艺术形式时ꎬ往往缺乏基本的分析批评能

力ꎬ只是一味地感到茫然、困惑与不解ꎮ 这种将学

校美术生活与社会美术现象割裂开来的做法ꎬ有
悖于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ꎮ

其一ꎬ是普通学校美术教育实现“培育

多层次、多审美趣味的美术消费者”这一教

育目标的要求

艺术教育存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分层ꎮ 其中ꎬ
专业艺术教育旨在培养专门的艺术人才(即艺术

生产者)ꎬ非专业艺术教育旨在培养艺术及美的欣

赏者(即艺术消费者)ꎮ[７](ＰＰ.２２２－２２３)艺术生产者是艺

术创造的主体ꎬ艺术消费者是艺术接受的主体ꎮ
没有艺术生产者的创造劳动ꎬ艺术消费者对其劳

动成果的再次创造不会发生ꎮ 没有艺术消费者对

艺术生产者劳动成果的重新建构与创造ꎬ艺术生

产者无法获得新的生产的动力与前提ꎮ 著名社会

文化学家与艺术史家阿诺德豪泽尔 ( Ａｒｎｏｌｄ
Ｈａｕｓｅｒ)对两者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解释ꎮ 他指出ꎬ
“如不存在作为集体的创造群体一样ꎬ世上也并不

存在作为集体接受者的公众ꎻ” [８](Ｐ.１４３) “每一个社

会有多少种艺术ꎬ就有多少支持这些艺术品的社

会阶层ꎬ有多少种风格ꎬ就有多少接受这些风格的

情感范畴ꎮ” [８](Ｐ.２００) 即是ꎬ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消费

者的类型都是多元化的ꎬ艺术生产的种类决定了

艺术消费的种类ꎮ 不同时代背景下ꎬ艺术生产者

与艺术消费者、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ꎬ均左

右着这个时代艺术的繁荣与发展ꎮ 正基于此ꎬ社
会既重视培养艺术生产者的专业艺术教育ꎬ也重

视培养艺术消费者的非专业艺术教育ꎬ强调二者

各司其职并落实相应教育目标ꎬ协同促进艺术这

一人类精神生产的可持续发展ꎮ
普通学校艺术教育作为一种非专业艺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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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ꎬ其核心功能是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

教育活动ꎬ帮助学生这一艺术生产的“隐含观众”ꎬ
形成能够进行艺术消费的前提条件ꎬ即感受和理

解艺术生产的“艺术修养”ꎮ 美术教育是普通学校

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ꎬ其目标是培养多层次和多

审美趣味的美术欣赏者和接受者ꎬ包括古典美术、
近代与现代美术ꎬ以及后现代美术的消费者ꎮ 为

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ꎬ普通学校美术教育有必要

将美术史上不同时代与风格的优秀作品引入作为

教育内容ꎮ 后现代主义美术中ꎬ存在一些深刻反

映人类情感ꎬ且契合学生情感生活并有助于他们

创造有意义的学校生活的有价值的作品ꎮ 这部分

优秀作品ꎬ应为普通学校美术教育所吸纳ꎮ “艺术

教育应该把人们从闭锁的、既定的欣赏习惯中解

放出来ꎬ使人们能够以最大的审美阀限去欣赏古

今中外多种多样的艺术ꎬ从而改变人的文化心理ꎬ
提高人的素质ꎬ促进人们不断建构健康健全的审

美心理和人格心理ꎬ促进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和文

明程度的不断提高ꎮ” [７](Ｐ.２２４) 这启示普通学校美术

教育ꎬ塑造学生健全的审美心理ꎬ并非为其构筑起

将一切非传统的美术生产排除在外的“安全”空

间ꎬ而是基于学生的年龄特点与审美心理发展规

律ꎬ为他们接触并学习如何应对美术本身在当代

的复杂发展提供机会ꎮ

其二ꎬ是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统整“艺术

史、艺术批评、艺术哲学及艺术创造”等教育

内容的要求

艺术教育史上ꎬ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理

论(ＤＢＡＥ)倡导艺术教育是涵盖艺术史、艺术批

评、艺术哲学和艺术创造的综合性人文学科ꎮ 其

中ꎬ艺术史在于从时代、传统与风格出发来理解艺

术作品ꎬ艺术批评在于完善人的感知能力和做出

质性判断ꎬ艺术哲学在于澄清主要的概念与思想ꎬ
艺术创造在于制作独特的对象ꎮ[９](Ｐ.２４５) 以学科为

基础的艺术教育理论表明ꎬ普通学校艺术教育并

非只是教授技能ꎬ还应培育个体形成多角度感知、
分析与评价艺术作品的能力ꎮ 提出后现代主义美

术应融入普通学校美术教育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

认识ꎮ
从艺术史的维度ꎬ人类历史上存在模仿与再

现生活的古典艺术、表现主观情感的近代艺术、表
达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等类

型ꎮ “既然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特点和来历ꎬ学生就

有必要和有权利去了解这些艺术的生存环境ꎬ知
道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哪些优秀艺术ꎬ艺术是如何

产生的ꎬ怎样才能学会艺术等ꎮ” [１０](ＰＰ.６７－６８) 将艺术

史作为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内容ꎬ必然要求优秀

的后现代主义美术进入学生的学习视野ꎮ 从艺术

批评的维度ꎬ艺术批评是以感受为基础ꎬ通过分析

揭示作品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过程ꎮ 沃尔夫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Ｆ. Ｗｏｌｆｆ)和吉伊根(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ａｈｌｇａｎ)视
确认新的艺术为艺术批评的重要功能ꎮ “确认新

的艺术ꎬ使之能被理解并得到公正的评价不

论这些新创作的艺术如何怪诞ꎬ不符合艺术标准ꎬ
甚至逆潮流ꎻ”“昨天的艺术已经归于艺术史ꎬ能理

解并接受 ５ 年前、１０ 年前或者 ２０ 年前创作的艺术

作品固然可嘉ꎬ但同时ꎬ如果教师和学生不能掌握

目前正在流行的艺术ꎬ那他们将不能得到唯有艺

术批评才能带来的独特好处ꎮ” [１１](Ｐ.２０) 将艺术批评

作为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内容ꎬ必然要求已成为

历史的经典后现代主义美术创作和当代流行的优

秀后现代主义美术创作成为艺术批评的重要对

象ꎮ 从艺术哲学的维度ꎬ艺术哲学是关于艺术“最
根本的东西的思考” [１２](Ｐ.１)ꎮ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诞

生与发展模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ꎬ促使人们

跳出各种传统标准ꎬ重新审视“何谓艺术”这一艺

术哲学的本质命题ꎮ 普通学校美术教育在充分考

虑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ꎬ将优秀的后现代

主义美术创作有效融入ꎬ无疑可激发学生关注与

探讨“什么是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何在”等
艺术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ꎮ 澄清艺术哲学命题的

过程ꎬ能帮助学生形成艺术哲学的思维ꎬ更好地把

握艺术这一文化现象ꎬ进而对学生的艺术创作实

践产生相应的指导作用ꎮ[１０](Ｐ.８６) 从艺术创造的维

度ꎬ后现代主义美术融入普通学校美术教育ꎬ则有

助于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ꎬ启发学生形成

个性化的美术创造风格ꎮ

　 　 三、将后现代主义美术付诸普通学校美

术教育的实践要旨

随着后现代主义从文化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多

个领域ꎬ后现代理念或后现代精神成为一个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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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表述ꎬ但至少包含对差异性、开放性和不确

定的张扬ꎬ以及对统一性、整体性的摈弃ꎮ 在普通

学校美术教育中实践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教学ꎬ要
在后现代理念或精神的指引下把握两个关键问

题:其一ꎬ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本质是什么? 其二ꎬ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教学的本质是什么? 前者是对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本体追问ꎬ后者是对后现代主

义美术的教学的本体追问ꎮ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本

质ꎬ决定着与之相关的教授与学习的方式ꎮ 后现

代语境下ꎬ后现代主义美术本质上是文本ꎬ对话因

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美术教学的必然选择ꎮ

　 　 １.把握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本质:以“文

本”超越“作品”
后现代主义美术的出现ꎬ打破了以技艺或以

美来衡量艺术的既有准则ꎮ “艺术不是别的ꎬ不是

美学的夸夸其谈ꎬ不是理论的独断专行ꎬ也不是精

神贵族的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象牙之塔ꎬ艺术仅

仅是一种游移不定的、永远无法确定的可能性ꎬ是
一 种 由 我 的 意 图 和 观 念 所 决 定 的 关 系

值ꎮ” [１２](Ｐ.１５０)从后现代主义美术的特性出发ꎬ美学

家迪尔特亨希尔(Ｄｉｅｔｅｒ Ｈｅｎｒｉｃｈ)提出必须“作
出全新的理解”ꎬ“不能求助于衰落已经加剧或将

来也许还能进步等值得怀疑的先验图示” [１](Ｐ.５１)ꎮ
结合后现代的理念ꎬ文本成为审视后现代主义美

术的新视角ꎮ
文本是不同于作品的新概念ꎮ 根据法国文学

评论家罗兰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等人的观点ꎬ
文本主要在以下方面超越作品:其一ꎬ意义属性方

面ꎮ 作品往往包含作者的“原意”ꎬ其意义是既定

和现成的ꎬ作者是解释意义的权威ꎮ 文本否定既

定“原意”的存在ꎬ其意义是非确定和非现成的ꎬ作
者并非解释意义的权威ꎬ读者也是意义的建构者、
他们的亲自参与对建构意义尤为重要ꎮ 其二ꎬ与
读者的关系属性方面ꎮ 作品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神

圣的和最好的ꎬ它致力于对读者的教谕和思维灌

输ꎬ它与读者之间是不平等的“主 客”关系ꎮ 文

本不为自己加冕神圣和最好的光环ꎬ它力图建立

的是与读者之间平等的“主 主”对话关系ꎮ 后现

代主义美术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无限性ꎬ处处体

现出文本的特质ꎮ 将后现代主义美术引入普通学

校美术教育ꎬ务必要求教育实践者认可并理解这

类艺术的文本特性ꎬ为以后现代主义美术为内容

的教学活动提供充分的文本空间ꎬ即教学不再是

教师单向灌输作品既定意义的过程ꎬ而是师生基

于平等立场、深化彼此对于后现代主义美术文本

意义的理解的过程ꎮ

　 　 ２.把握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教学的本质:
以“对话”超越“灌输”

后现代主义美术一直在回避被贴上既定的意

义标签ꎮ “为了逃避解释ꎬ这些艺术或是变成拙劣

的模仿ꎬ或是变得极为抽象ꎬ或是变成装饰性的ꎬ
或是变成非艺术的ꎻ”“当然这种反解释倾向ꎬ并不

是力图使艺术品成为一种不可言喻的、不能描述

的或不能释义的东西它追求的是让批评服务

于艺术作品ꎮ” [１３](ＰＰ.２６３－２６４) 这里所言的批评ꎬ笔者

理解为是由艺术的接受者发起并积极参与的、建
构艺术文本意义的过程ꎮ 由此出发ꎬ后现代主义

美术的教学ꎬ应是同为美术接受者的教师与学生ꎬ
通过对话共同建构美术文本意义、探寻某种美术

影响的过程ꎮ
对话即交谈或谈话ꎬ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沟通方式ꎬ也是人与人的精神产品之间的交流ꎮ
对话具有深刻的教育意涵ꎬ体现在教育目的、教师

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师生关系中[１４]ꎮ 以对话观思

考教育目的ꎬ教育旨在培养有对话态度与对话能

力的个体ꎮ 对话的教与学ꎬ意在打破传统的教师

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ꎬ倡导师生在交往和

互动中合作学习ꎬ最终达到“洋溢生命色彩”的状

态ꎮ 对话的师生关系ꎬ是“民主、平等、互动、双方

促进”的关系ꎮ 这其中ꎬ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ꎬ而
是对话的支持者、引导者、参与者和倾听者ꎬ与学

生“互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ꎮ 以对话来指导后现

代主义美术的教学实践ꎬ强调的是学生、文本与教

师三者相互开放、构筑同为主体的平等关系ꎬ强调

的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文本、学生与学生ꎬ以及

教师与文本、教师与学生的多边互动ꎬ强调的是在

不同“视界”的碰撞中生成意义而非“寻求获得统

一答案”ꎮ 这一过程中ꎬ既作为教学目的又作为教

学手段的对话合二为一ꎬ后现代主义美术及其教

学的本真意义在“形成中”得到彰显ꎮ
概括起来ꎬ后现代主义美术是后工业社会的

衍生物ꎬ是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艺术ꎮ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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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看似离奇与怪诞ꎬ但形式背后隐含的是艺术家

对于现代人生存与生活方式的深思与探索ꎮ 对于

后现代主义美术ꎬ普通学校美术教育不应简单地

回避和排斥ꎬ而应慎重思考其文化价值、美学价值

和教育价值ꎬ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学校教育中的

可能性与可行性ꎬ以培育学生的思想开放度与包

容度ꎬ帮助他们理解与应对多元社会背景下美术

发展的不同向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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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探究
∗

索 长 清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ꎬ 辽宁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 　 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与相关学科或相关理论的关系错综复杂ꎬ明晰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的理论

基础ꎬ并对其进行全方位阐释ꎬ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理解并展现幼儿园教师文化ꎮ 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的理论

基础涉及许多基础学科ꎬ包括哲学、社会学、生态学、行政学等ꎮ 相关的理论也涉及生活世界理论、符号互动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系统组织理论等ꎮ 基于多元的理论和一定的研究方法论ꎬ可以为分析幼儿园教师文化的特点ꎬ确
定幼儿园教师文化的结构ꎬ考察幼儿园教师文化的现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ꎮ

[关键词] 　 幼儿园教师文化ꎻ　 理论基础ꎻ　 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７－０６

　 　 随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对西方学校重构运

动的深入反思ꎬ教育改革中关于“人”的因素日益

受到重视ꎮ 在新近的关于教育质量提升和组织文

化建设的相关主题论述中ꎬ归根结底要求组织中

“人”的改变ꎮ 各种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中对

“人”的强调促成了对教师文化的关注ꎬ突出教育

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ꎮ 在

这样的背景下ꎬ幼儿园教师文化也作为现代学前

教育转型的内容和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转

向而出现ꎮ 幼儿园教师文化是幼儿园组织文化的

一种亚文化ꎬ也是一种群体文化ꎮ 分析和探讨幼

儿园教师文化ꎬ对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ꎬ提
高幼儿园教育质量ꎬ深化学前教育改革都具有重

要意义ꎮ
幼儿园教师文化作为一个幼儿园的次级团体

(或次级群体)而存在ꎬ它与社会以及幼儿园文化

相比ꎬ都有其特殊的文化体系ꎮ 幼儿园教师文化

的形成并非是单一的ꎬ它受到幼儿园内外各种人、
物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ꎬ日积月累而形成ꎮ 因此ꎬ

幼儿园教师文化的内涵也是丰富的ꎮ 从多学科和

多理论视角探究幼儿园教师文化ꎬ可以使我们拥

有更加全面综合的理念ꎬ并对幼儿园教师文化进

行深入的研究和合理化分析ꎮ 生活世界理论、符
号互动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系统组织理论等不仅

为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ꎬ也为相

关研究带来一定的研究启示ꎮ

一、生活世界理论与幼儿园教师文化

１.生活世界是一个交互主体的文化世界

生活世界是一个与人的主体较为贴近的生活

经验直观的感性经验世界ꎬ亦是一个历史的和文

化的世界ꎮ 胡塞尔关心先验主体性的作为ꎬ他认

为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ꎬ也是

一个共同的世界ꎬ包含其他人的共在(ｍｉｔｄａｓｅｉｎ)ꎮ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ꎬ并通过个体和群

体化的行动而创造出一个文化世界ꎮ 同一个世界

的人又生活在一个松散的甚至没有任何文化的共

同体中ꎬ并由此构造各种不同而具体的生活世界

的文化ꎮ 我们在生活世界之中的经验是被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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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常态的预期指导的ꎬ我们的理解总是被那些

早先的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普遍和类型的结构、原
型和模式所塑造ꎬ这些原型和模式是人们世代相

传的文化产物ꎮ 常态也是一种习俗和文化ꎬ它在

其存在中超越了个体ꎮ 胡塞尔强调ꎬ只有在共同

体里的常态的成员的共识ꎬ才具有相关性ꎬ也就是

说ꎬ每个常态的人ꎬ只有在共同体之中ꎬ且通过共

同体才能成为常态的ꎮ[１](Ｐ.２１２)

所有文化成果都具有对生活世界有效的性

质ꎬ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不断地被追加到生活世

界的库存里ꎬ为了阐明人的活动以及所有文化的

获得物ꎬ首先必须考察具体的生活世界ꎮ 生活世

界作为我们生活和行动的地平线(视域)包括了一

切ꎬ石头、树木、房屋、动物都是生活世界中的事

物ꎬ可以说ꎬ人就在生活世界之中生活ꎬ人超出生

活世界是不可想象的ꎬ也没有任何意义ꎮ 一切文

化构成物ꎬ包括科学、逻辑等这些更高级的理念性

的构成物ꎬ它们也是与人的现实性和潜在性有本

质关联的构成物ꎬ因此ꎬ仍然属于生活世界的这种

具体的统一的整体ꎮ 也就是说ꎬ无论是人的实践

构成物ꎬ还是理论构成物ꎬ都是通过生活世界中人

的活动的连续构造而获得的ꎮ

　 　 ２.教师的生活世界是以其为中心的文化

世界

胡塞尔主张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他对其

日常生活经验的反应、认识、解释以及统合ꎮ 日常

生活最重要的原始特质ꎬ就是所谓的 “习常性”
(ｓａｍｅｎｅｓｓ)ꎮ 我们对所在习常世界的每一个经验

都产生于“平常的”生活ꎬ并和我们过去的经验连

续成为一体ꎮ 素朴地生活于生活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知道ꎬ其所在的世界是一个与他人共有的实在

世界ꎬ他和与他共处的人们实际或潜在地生活在

一起ꎬ而且每个个体都会有不同的视域ꎬ只是他们

所指涉的东西取自同一个多样性的整体ꎮ 生活世

界的概念提醒我们:作为研究者所面对的施为者

或受访者ꎬ乃是质性研究的“表层对象”ꎻ至于施为

者背后的生活世界ꎬ才是质性研究的“深层对象”ꎮ
而生活世界是以语言为核心所建构出来的意义世

界ꎬ它是以背景共识、情境定义的方式预先存在人

类象征互动的过程中ꎬ成为人与人互动、沟通、交
往的前提ꎬ对生活世界意义的掌握ꎬ也能因而掌握

文化集体性的意义ꎮ

“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文化世界ꎮ” [２](Ｐ.２９５) 教

师所生活的世界就是教师的一个文化世界ꎬ教师

身体就是这个世界的圆心和轮轴ꎮ 正如莫迪恩所

言ꎬ“我的身体就是确定周围所有事物位置的参照

点ꎮ 我成为一个巨大的圆圈———我的环境———的

中心ꎬ它的每一条半径都规定了我的一个视

角” [３](Ｐ.１８８)ꎮ 由此ꎬ教师身体的位移必然带来人的

环境中心、认识视角的变化ꎬ进而导致其整个教育

生活世界的改观ꎮ 教师身体在教育生活世界中的

位置与位移不仅带动了教师教育生活世界的变

动ꎬ而且也建构着其独特的教育生活样式和教师

文化ꎮ 因此ꎬ教育生活世界既是教师身体的栖居

地ꎬ又是教师文化的生发地ꎮ 在幼儿园教师的研

究中ꎬ已有研究如 «幼教工作者生活世界的探

究———朝向文化研究取向的可能性»ꎬ以幼儿园教

师生活世界的冲突与情绪劳动作为例子ꎬ强调需

要贴近现场的脉络ꎬ看见不同文化脉络下的文化

建构ꎮ[４]

二、符号互动理论与幼儿园教师文化

　 　 １.社会文化生活是个体间的符号互动

过程

文化通过一定的载体而存在ꎬ创制文化和解

读文化的内容与意义只有透过符号系统的运用和

识别才有可能ꎮ 文化总是体现为多种多样的符

号ꎬ人们的语言与行为、使用的工具ꎬ甚至是内隐

的思想观念都是文化的文本或者符号ꎮ 从某种程

度上讲ꎬ文化的创造就是符号的创造ꎮ 而符号的

基本功能在于意义的表征ꎬ通过创造和使用符号

意在传达某种意义ꎮ 就此看来ꎬ文化即为人们借

助各种符号传达意义的行为和过程ꎮ 正是基于这

样的考虑ꎬ一些文化学者坚持认为ꎬ文化的核心即

在于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ꎮ[５](总序)

社会文化是一种意义的人际沟通体系ꎬ个人

的自我观念是透过人际互动的社会行动不断建构

的ꎮ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就创生了社会文

化生活ꎬ群体行动、连带行动或者互动都可以视为

是个体分散的行动之间的一种关联、一种汇聚ꎮ
在互动之初ꎬ汇聚到这一过程中的个体并不明确

自己可以在他人那里期待什么ꎬ所以会尝试检验

各种推测ꎬ逐渐把其他个体界定为按照某种规则

采取行动的人ꎬ“互动”因此成为个体之间相互界

定的形式ꎮ 与此同时ꎬ在这一相互过程的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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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个体理解的对等结构的常规化中ꎬ社会文化

的结构得以形成ꎮ 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持续

的过程ꎬ社会文化的结构也就处于不断更新之中ꎮ
这一结构的不稳定常常是因为互动的协商机制取

决于参与者的相互对应且互不相同的理解ꎻ当参

与者各自感到互动的常规机制是有用的或者是有

意义的ꎬ或者比不坚持这项常规机制要更好时ꎬ个
体参与者才会坚持互动的这项常规机制ꎮ

社会、文化或社区的情形ꎬ既不是什么系统ꎬ
也不是什么整体ꎬ而是各种连带发生的行动和各

种各样的关联的集合ꎬ所有这些都服从于它们的

个体参与者的旨趣ꎬ而不是来自系统的要求ꎮ 社

会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行动路线中的个体之间

不断进行的协调ꎮ 研究文化ꎬ就是要讲述众多的

个体在象征性的常规里周而复始的交汇ꎬ这些象

征性的常规体现了共同的形式以及无穷多样化的

个体的意志ꎮ “互动”传递出这样一种感觉ꎬ即通

过互动中的行动以及互动行动本身ꎬ个体的集合

逐 渐 被 融 入 一 个 不 断 发 展 的 格 局 和 线

路中ꎮ[６](ＰＰ.１９０－１９１)

　 　 ２.幼儿园教师文化透过符号互动得以

建构

符号互动理论是关于人与社会行动的理论ꎮ
这一理论注重社会互动的过程与性质ꎬ重视人们

对周遭世界与社会生活所赋予的社会意义ꎮ 从符

号互动理论出发ꎬ所有文化、组织以及群体中的人

都会间接地解释其所在的周围世界ꎬ如何理解、解
释和定义情境决定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ꎮ 在与世

界的互动中ꎬ人们有创造的主动性ꎬ并凭借自身与

他人的互动而解释经验、构建其经验的意义ꎮ 所

以ꎬ如果要了解人们的行为ꎬ就必须试着进入人们

解释定义经验的过程之中ꎮ 符号互动理论这些观

点对研究文化、教育以及幼儿园教师文化都具有

很强的借鉴意义ꎮ
幼儿园教师文化不仅在理论上ꎬ而且在实际

的运作过程中都隐含着符号互动的概念ꎬ脱离不

了符号互动的范畴ꎮ 幼儿园教师作为社会的次级

群体ꎬ其中的人、事、物所组成的各种活动和事件

等也透过各种有形无形的象征符号而互动ꎮ 由此

可见ꎬ符号在幼儿园教师文化中代表的真实意涵ꎬ
是因符号互动而产生幼儿园教师文化的建构、解
构、再建构、再解构的一个动态历程ꎮ 以往有关教

师文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ꎮ 戴维哈格里夫

斯的«人际关系与教育»一书就是符号互动理论在

教育领域应用的最好例子ꎮ 哈格里夫斯认为在师

生关系上ꎬ学生被强迫去学校ꎬ在那儿ꎬ教师有权

决定并将自己对情境的定义强加在学生身上ꎮ 因

此ꎬ在师生互动之中ꎬ教师需要更多磋商的技巧ꎮ
桑德拉阿克在其著作«教师工作的现实:从来没

有沉闷的时刻»中也强调“符号互动论的方法作为

社会学中的一派学术观点ꎬ已经在教师研究中受

到推崇ꎬ尤其是在英国教育社会学中” [７](Ｐ.１８)ꎮ 这

些研究成果对研究幼儿园教师文化也有很好的

启示ꎮ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幼儿园教师文化

　 　 １.人类以其文化性存在参与生态系统

运行

毋庸置疑ꎬ环境作为物质世界ꎬ必然要受到热

力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支配ꎮ 我们可以将引

进到文化中去加以说明的热力学第一定理ꎬ理解

成人类对自然独占的过程ꎮ 但是ꎬ考虑人类有机

体参与环境运作时ꎬ不能忽略文化作为精神世界

存在的实质ꎬ去与物质世界发生关系ꎮ
人聚合成群体ꎬ在群体中共同创造文化ꎬ在本

质上必须经历对自然的独占过程ꎮ 从文化唯物论

的角度去观察文化ꎬ自然认为将人类包含在其中

的生态系统ꎬ其所有构成因素都是建构文化的原

材料ꎮ 为了实现对上述原材料的独占ꎬ人类必须

把自己的中介作用置入其中ꎬ以下三个内容必须

加以整合分析ꎮ 第一ꎬ技术ꎬ这是指开发原材料的

文化存在形式(例如ꎬ为制造铁刀而采用的打铁和

点燃炉火的方式)ꎻ第二ꎬ组织ꎬ这是去将劳动力聚

合成加工原材料所需群体的文化存在形式(组合

打铁劳动、点燃炉火劳动等的方式)ꎻ第三ꎬ观念

(即为什么、如何做ꎬ是否用其原材料制造工具)ꎮ
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ꎬ体现为具体的思想组合ꎬ从
而使人类能够把原材料加工成工具使用ꎬ进而使

人类对所涉及的原材料获得三位一体的认识ꎮ 于

是ꎬ上述三种观念的整合就成了人类独占自然过

程的属性ꎬ这就使得文化原本就具有精神世界的

特性ꎬ就具有抽象性ꎮ

　 　 ２.幼儿园教师文化是一个多元复合的

生态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考察幼儿园教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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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发现ꎬ幼儿园教师作为“社会存在”ꎬ其群体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幼儿园教师与其所在的周遭

环境ꎬ以及与其他相关群体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并不断持续的结果ꎮ 从幼儿园教师文化所产生的

环境因素来看ꎬ这一群体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必然

受到一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传统等

宏观系统的影响ꎻ而在中观系统中ꎬ幼儿园教师文

化的产生也会受到幼儿园园所文化、社区文化的

规约与影响ꎻ在微观生态系统中ꎬ幼儿园教师文化

的产生是幼儿园教师这一基本生态主体与所在园

所的幼儿园行政人员、同事、幼儿、幼儿家长等发

生联系和互动的直接结果ꎮ 因此ꎬ影响幼儿园教

师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生态因子是多元的、复合的ꎮ
在幼儿园文化系统中ꎬ教师文化群自身也有

一个“文化化”的问题ꎮ 幼儿园是按照既存社会文

化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文化实体ꎬ是一个幼儿“文
化化”的社会执行机构ꎮ 根据幼儿园文化功能实

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ꎬ可以将幼儿园文化系

统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文化群:儿童文化群、教师文

化群、家长文化群ꎮ 幼儿园教师这一主要社会角

色ꎬ形成社会对之所期望的职业特性是其“文化

化”的主要内容ꎮ 在幼儿园教师“文化化”的进程

中ꎬ总是受到儿童文化以及家长文化的影响ꎬ进而

生成和变革自身的文化ꎮ[８] 显然ꎬ幼儿园教师、儿
童、家长三者的关系具有某种连锁性ꎬ幼儿园教师

与儿童之间发生的关系会影响到教师与家长之间

的互动ꎬ幼儿园教师与家长之间发生的关系会影

响到教师与儿童之间的互动ꎮ 在“三维互动”式的

三角关系中ꎬ幼儿园教师不仅要同工作应尽职责

与家长教育期望之间的张力抗争ꎬ而且也不得不

在各种解决张力问题的方案中进行选择ꎮ 但是ꎬ
幼儿园教师无论做何种抉择都要在组织要求与家

长需求之间寻求平衡ꎮ

四、系统组织理论与幼儿园教师文化

　 　 １.组织文化是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相互协

作的系统

系统组织理论的奠基人切斯特巴纳德认

为ꎬ“组织不是集团ꎬ而是相互协作的关系ꎬ是人相

互作用的系统” [９](Ｐ.５３)ꎮ 这一系统包括两种组织形

式ꎬ即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ꎮ 尽管两者相互依

存ꎬ而且非正式组织是相应于正式组织的建立而

产生的ꎬ但两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ꎬ其中最大的区

别是正式组织以追求效率为逻辑ꎬ组织内有明确

的制度规范ꎻ非正式组织不具有明确的制度规范ꎬ
其运转是以情感为逻辑的ꎬ成员之间依赖默契与

习惯维系ꎮ 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强调把组织同

物质子系统、人员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连接成为一

个复合的整体来考察组织ꎬ并将组织作为这个协

作系统的核心ꎬ将人的行为作为这个核心的主体ꎮ
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可以说是同一种现象

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ꎬ正如巴纳德所说ꎬ社会是由

正式组织构成的ꎬ正式组织靠非正式组织增添活

力ꎬ并以非正式组织为条件ꎮ[１０](Ｐ.６２) 因此ꎬ对一个

正式组织和组织行为的了解ꎬ只依据它的组织章

程、组织规则ꎬ乃至对组织人员的考察和监督都是

远远不够的ꎬ必须深入了解组织的“内情”ꎮ 非正

式组织在正式组织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不

可缺少的职能之中ꎮ 第一个职能是沟通职能ꎬ它
使信息交流通畅ꎬ使人们交往密切ꎮ 第二个职能

是维持内聚力职能ꎬ人们对工作有一定的想法和

兴趣ꎬ而权力的规定又存在客观性ꎬ不以个人意志

为转移ꎬ非正式组织通过调节这两者的稳定性来

维持正式组织的内聚力ꎮ 第三个职能是保护个人

正直的职能ꎬ它维护着个人心目中的正直、自尊和

独立选择的感觉ꎮ 非正式组织的相互作用并没有

受到某种非人格化的目标或作为组织表现的权力

的有意识的支配ꎬ因此ꎬ这种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

选择性ꎬ并且常常为个人态度的强化提供机会ꎮ
尽管这种职能可能造成对正式组织的破坏ꎬ但是ꎬ
它也被看作是抵御正式组织破坏个性的某些影

响ꎬ维持个人个性的一种手段ꎮ 总之ꎬ非正式组织

的职能是维护正式组织的手段ꎬ对正式组织的正

常运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ꎮ

　 　 ２.幼儿园教师文化是正式与非正式组织

的连接

在大中型的幼儿园中都有正式组织结构存

在ꎬ幼儿园教师在其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ꎬ拥有特

定的地位ꎬ幼儿园教师依照幼儿园组织规章ꎬ达成

机构目标ꎮ 不过ꎬ绝大多数幼儿园也都有非正式

组织存在ꎬ要全盘了解幼儿园生活的动态ꎬ不仅需

要了解正式组织的运作ꎬ也必须了解非正式组织

的规范、价值观与互动ꎮ 美国著名教育管理学者

韦恩霍伊认为ꎬ学校组织中的行为ꎬ基本上是三

个基础元素互动产生的作用ꎬ这三种元素为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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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期待、非正式的规范、个人需求ꎮ 科层体制

的期待包括组织中每个角色所要遵守的规则及政

策的规定ꎮ 在正式科层体系之外ꎬ学校存在着一

些非正式团体ꎬ例如教师同侪团体ꎬ其间也产生某

些非正式的规范ꎬ即所谓的“教师文化”ꎮ[１１]

幼儿园教师文化并非仅仅是教师之间的非正

式连接ꎬ幼儿园正式组织中既存的行政体系及正

式规范也同样创生着幼儿园教师文化ꎮ 因此ꎬ对
幼儿园教师文化的理解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幼儿园

的非正式组织文化ꎮ 毕竟ꎬ幼儿园教师文化存在

于一定的组织中ꎬ呈现为一种次级组织文化ꎮ 相

应地ꎬ幼儿园教师文化也会带上幼儿园科层体制

期待和正式规范的烙印ꎮ 正式组织文化与非正式

组织文化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ꎬ对幼儿园教师

文化的理解也应合理考察幼儿园正式组织文化和

非正式组织文化ꎮ

五、团体动力学理论与幼儿园教师文化

　 　 １.群体文化的形成源于个体间的交流

互动

团体动力学理论一般倾向于将小团体作为研

究对象ꎬ并将小团体视为一个基本的实体ꎮ 人是

群居动物ꎬ个体无法脱离团体独自生存ꎬ团体与个

体之间都随时相互牵绊、互动ꎬ也因此才能产生出

所谓的“团体行为”ꎮ[１２] 在勒温看来ꎬ团体既是社

会学的整体ꎬ也是心理上的有机整体ꎬ它具有不同

于组成群体的单个个体的性质ꎮ[１３](Ｐ.２０５) 在这种意

义上ꎬ勒温把团体看作一种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动

力整体来加以分析ꎮ 团体的本质不在于团体成员

的相似或者差异ꎬ而是团体所属成员的相互依存ꎮ
团体是一个动态的整体ꎬ其先备条件则是个体与

团体之间彼此的相互依存ꎮ 依据勒温场论的观

点ꎬ以所有发生影响的相互依存的事实为基础的

团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相像ꎬ而这些相互依存的事

实正是构成团体的本质ꎮ 因此ꎬ从根本上来讲ꎬ个
体的集合并不等于一个团体ꎬ团体是一个包容多

个个体的“格式塔”ꎮ 作为一个团体ꎬ其特征取决

于团体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ꎬ而非取决

于每个个体的特征ꎮ
团体产生动力的过程也是一个团体成员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过程ꎮ 在团体动力学理论

看来ꎬ团体动力是在团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ꎬ任
何一个团体都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变化进程中ꎬ这

样ꎬ团体动力也就不断形成和发展ꎮ 因此ꎬ团体动

力被视为团体中的人们交互作用与影响过程中所

形成的交往效应ꎮ 团体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特征共

同构成团体动力ꎬ团体的愿景与目标的一致性ꎬ以
及团体的人际关系都会对团体动力产生影响ꎮ 一

般而言ꎬ个体的行为都会受到团体内部其他成员

的影响ꎬ如果团体成员对团体的目标达成一致ꎬ并
且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ꎬ个体在团体中的工

作意愿与热情就会更加强烈ꎬ进而会产生团体动

力“１＋１>２”的放大效应ꎮ 可以看出ꎬ团体动力的产

生是一个团体所有成员同团体目标达成力量的相

加的总和ꎬ却有别于每一个团体成员原始力量的

简单相加ꎮ 由于团体成员之间会相互协助、相互

促进和相互影响ꎬ这就使得团体动力往往会大于

每一个团体成员原始力量的相加总和ꎬ这也是团

体动力的价值所在ꎮ

　 　 ２.幼儿园教师文化是成员间相互依存的

动力整体

群体文化不断得到不同个体的建构和重新建

构ꎬ这些个体组织成特定社会的层级结构(在层级

内不断移动)ꎮ 群体文化是通过建构它的个体间

的交流互动而形成的ꎮ 因此ꎬ群体文化总是存在

着一系列相似的形式(由参与各个社会群体的不

同个体同时建构的)ꎮ[１４](ＰＰ.８１－８２) 勒温在«社会科学

中的场论»一书中提到ꎬ团体虽然是个人的集合

体ꎬ但绝非乌合之众ꎬ是需要一个完整个体的形成

过程ꎮ 与一般的社会心理学不同的是ꎬ团体动力

学既不是从单纯的个体为基础进而对人际关系问

题进行研究ꎬ也不是从团体机制出发替代个体心

理的研究ꎬ而是将以上两者结合起来ꎮ 团体行为

被视为是团体成员在与社会环境互动过程中产生

的ꎬ团体每个成员的情感思维及行为均依赖所属

的团体本身ꎬ甚至团体成员的人格也会被所属的

团体进行创生ꎬ由此ꎬ团体被赋予了充分的心理学

意义ꎮ
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的工作中ꎬ所面对的团

体成员应该是行政人员、同事、幼儿以及幼儿家

长ꎮ 在团体性质上应该认识到ꎬ幼儿园教师群体

是一个幼儿园教师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的整体ꎬ这
一群体并非静止不动ꎬ它是动态而有生命的组织ꎬ
这个生命体是由幼儿园教师与行政人员、同事、幼
儿、幼儿家长的互动所组成的ꎬ互动的过程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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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幼儿园教师个体及整个团体的力量ꎮ 幼儿园

教师群体可成为一个整体ꎬ会形成动力来影响个

人的思绪以及经验ꎮ 与此同时ꎬ幼儿园教师群体

应该被视为由一个互动的部分所共同组成ꎬ也就

是任何时间内ꎬ这一团体具备一个心理场ꎮ 群体

行为的变化过程可以从幼儿园教师个体间的关系

以及整个群体氛围中去把握ꎬ这也有助于认识幼

儿园教师个体、幼儿园教师群体和社会三位一体

的关系ꎮ
总而言之ꎬ幼儿园教师文化与相关学科或相

关理论的关系错综复杂ꎬ幼儿园教师文化研究本

身不能仅通过某一学科或某一理论来分析和论

证ꎮ 通过对哲学、社会学、生态学、行政学、心理学

等学科中相关理论分析可知ꎬ幼儿园教师文化是

一个以幼儿园教师为中心的生活世界ꎬ幼儿园教

师文化透过符号互动得以建构ꎬ幼儿园教师文化

是社会、幼儿园、班级ꎬ以及幼儿、家长、教师群体

共同镶嵌的复合生境ꎬ是幼儿园正式组织与非正

式组织的连接与协作系统ꎬ也是幼儿园组织成员

间相互依存的动力整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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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科技园平台的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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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 　 大学科技园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高校师生创业的实践基地ꎬ也是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的重要平台ꎮ 在分析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现状的基础上ꎬ就当前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以及大学科技

园在高校创业教育体系中的优势作了深入分析ꎬ并以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例ꎬ从集聚教育资源、优化

政策环境、打造服务平台、构建投融资体系、营造文化氛围等方面提出了构建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思路和措施ꎮ
[关键词] 　 大学科技园ꎻ　 创业教育ꎻ　 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３－０５

　 　 创业教育ꎬ既是时代赋予高校新的历史使命ꎬ
也是迫切的现实社会需要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ꎬ鼓励多渠道多形式

就业ꎬ促进创业带动就业ꎬ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

点的青年就业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就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方面做出

部署ꎮ 截至目前ꎬ国务院已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众创空间等支持性

政策文件ꎬ进一步强调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化

建设ꎮ 高校作为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阵地ꎬ应
积极营造创业氛围ꎬ开展有针对性和有特色的创

业教育活动ꎬ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

创业能力ꎬ激发大学生释放更多的创造力ꎮ 但由

于我国创业教育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晚、基
础薄弱ꎬ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ꎮ 因此ꎬ

探索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模式ꎬ是现阶段创

业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ꎮ

一、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现状

１.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合理

国内部分高校的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尚

未融合ꎬ创业教育与学科教学、与专业教育脱节ꎬ
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ꎬ学科内容

缺乏创新性ꎬ未能与时俱进ꎬ这使得创业教育内容

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学生的创业需求相脱节ꎬ
最终必将导致创业教育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ꎬ
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ꎬ严重阻碍

了大学生创业热情的培养以及创业知识的系统

教授[１]ꎮ
高校创业教育课程普遍存在多重管理主体的

问题ꎬ创业教育强化课程一般由经济管理学院提

供ꎬ专业化创业教育课程隶属于不同的专业学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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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则由团委和学生处等单位负责ꎬ各类创业

课程相互独立、分散实施ꎬ缺乏联动机制ꎮ 课程体

系的设计也多以讲授创业理论知识为主ꎬ辅以专

家讲座、实习参观等活动ꎬ缺少创业实践类教育ꎮ

２.创业导师队伍建设匮乏

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

创业导师队伍的建设ꎮ 当前ꎬ不少高校还未能建

立起专职的创业导师队伍ꎬ未能开展完整的、系统

的创业师资培训ꎮ 多数创业导师ꎬ没有创办和经

营企业的经历ꎬ其授课内容往往与社会现实脱节ꎬ
不能满足学生实际创业需要ꎮ

不少高校的创业导师队伍主体由兼职教师和

离退休教师构成ꎬ存在着难以管理、年龄结构老化

等一系列问题ꎮ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ꎬ弥补专

职教师的经验不足ꎬ部分高校会邀请一些创业成

功人士和企业家来校举办创业经验分享会和创业

指导讲座ꎮ 但因为缺乏资金支持和组织协调ꎬ这
些活动往往难以常态化和系统化ꎬ创业者或企业

家往往缺乏教学经验ꎬ 教学效果也难以得到

保证[２]ꎮ

３.创业实践平台建设不足

创业实践是创业教育的必要环节ꎬ在实践过

程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是创业教育

的最终落脚点ꎮ 高校主要是通过组织参加创新创

业大赛、校内外创业孵化基地等方式为大学生提

供创业实践的机会ꎮ 创业大赛的主要目标是营造

创新创业氛围、弘扬创新创业文化以及提升创新

创业水平ꎬ目前大学生参赛多数停留在创意阶段ꎬ
项目并未得以实施ꎬ赛后缺乏有效跟踪指导ꎬ项目

最终的结果只是比赛的名次ꎬ对提升大学生的创

业实践能力非常有限[３]ꎮ
多数高校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和资源ꎬ校内

外创业实践基地能提供的场所较少ꎬ供求严重不

对等ꎬ多数大学生根本无法参与到实践基地的创

业实践中来ꎮ 对于学生规模大的高校而言ꎬ显得

“捉襟见肘”ꎬ仅有少部分大学生能得到创业实践

的机会ꎬ即使建有创业实践平台ꎬ也存在“重参观ꎬ
轻使用”的问题ꎮ 数据显示ꎬ大学生实际的创业情

况不容乐观ꎬ一半以上的自创公司由于资金问题

根本无法投产ꎬ本科生创业成功率不足 １％ꎮ 因

而ꎬ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创业实践平台ꎬ在其真正

创业之前进行有效的实践锻炼是创业教育的重要

任务ꎮ

４.创业扶持资金短缺

创业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ꎬ这表现在注册资

金和生产经营的成本ꎬ有些科技项目的研发也需

要资金投入ꎬ资金的情况决定创业的韧性和持久

性ꎮ 大学生在自主创业过程中不乏好的创意和想

法ꎬ但是在目前现有的环境下ꎬ大学生的创业资金

主要还是来自家庭资金的扶持ꎬ缺少为创业大学

生投资的风险基金ꎮ 据中国人民大学发布«２０１６
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显示ꎬ超过半数的大学生认

为创业资金短缺是制约他们创业的最大困难ꎬ资
金短缺源于大学生外部融资约束ꎬ六成创业者主

要使用自有资金ꎬ仅有不到四成的创业者利用了

外部资金ꎬ其中有 ２４.７％的创业者利用了贷款ꎮ 这

显示出我国现阶段大学生创业融资体系发展较为

滞后ꎬ创业者面临较多融资约束[４](Ｐ.３５)ꎮ
有些大学生创业项目也获得了风险投资基金

的青睐ꎬ但风险投资基金对创业项目的要求较高ꎬ
申请程序严格ꎬ且大学生创业初期ꎬ由于各种原因

的限制ꎬ往往暂时很难打开市场ꎬ因此能申请到风

险投资基金的项目只是很少一部分ꎮ 高校对大学

生创业扶持资金的扶持保障也不够完善ꎬ这也制

约与降低了大学生创业的热情和成功率ꎮ

　 　 二、大学科技园在高校创业教育体系中

的优势

大学科技园是以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大学为

依托ꎬ将大学的综合智力资源优势与其他社会优

势资源相结合ꎬ建立起来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
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ꎬ
在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１.资源整合优势

大学科技园内生于高校、外延于社会ꎬ可以有

效整合政府、高校、企业、行业等各种资源ꎬ从创业

教育角度来看ꎬ其具备完善的创业教育培养体系

所必需的条件ꎬ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

资源平台ꎬ从而实现对大学生从创业精神培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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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学、科技活动、学术创新、项目开发、研究创

业、实践训练到自主创业的全过程训练ꎬ使创业教

育由浅入深地形成一个系统的链条[５]ꎮ 大学科技

园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依托高校

具有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平台优势等ꎬ不断积聚

创新创业要素资源ꎬ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群ꎬ为
其开展产学研合作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ꎮ

２.创业文化氛围优势

大学科技园是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育策

源地和发展启蒙地ꎬ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提供

了良好的外部环境ꎬ对于培养“勇于探索、不畏失

败的创新意识和坚定果断、敢闯敢干的风险意识

以及开放包容、协同合作的团结意识”的大学生创

业者有着“春风化雨ꎬ润物无声”的作用ꎮ 大学科

技园内综合服务体系可以为大学生创业保驾护

航ꎬ比如创业服务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知识

产权服务平台等ꎬ这些综合服务平台使大学生在

大学科技园内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和感受真实的

创业氛围ꎬ让他们体会创业的流程ꎬ参与到企业的

运营管理ꎬ逐渐提升自身的创业理念和创业精神ꎮ
另外ꎬ大学科技园内拥有数量较多的大学生创业

成功人士ꎬ他们深切了解大学生创业的过程和需

求ꎬ对即将创业的大学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ꎮ

３.创业导师优势

大学科技园作为企业和高校的枢纽ꎬ在创业

导师聘请方面ꎬ既可以为大学聘请有企业经营经

验和专业理论知识的企业家或管理人员到大学传

授创新创业知识ꎬ又可以将高校内从事创新创业

教育的专任教师派往大学科技园ꎬ通过培训、实
训ꎬ或在企业中兼职锻炼ꎬ有效提升高校创业教育

教师的专业素养、知识结构以及实战经验ꎮ 可以

说ꎬ创业教育开展得成功与否ꎬ与创业导师的师资

力量和教学水平是呈正相关的ꎮ 大学科技园内有

着为数众多的科技型企业ꎬ又聚集了千人计划专

家、双创人才、海外精英等高端创新创业人才ꎬ他
们不仅具备创新精神同时还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

理经验ꎮ

４.创业实践优势

大学科技园是创业教育的重要实践平台ꎬ为

大学生投身创业活动提供基础平台ꎬ通过实践锻

炼ꎬ提升大学生创业所需的能力和素质ꎬ这恰好弥

补完善了高校传统创业教育在创业实践方面的不

足之处ꎮ 高校、科技园区和企业协同构建大学生

创业实践基地ꎬ在大学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的指

导下ꎬ以高技术企业为载体ꎬ为大学创业教育提供

了实际的课堂ꎮ 相比高校内部提供的创业平台ꎬ
大学科技园区是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ꎬ大学生在

实践基地内接受创业教育、开展创业实践活动ꎬ身
临其境地感受创业氛围ꎬ经历企业成长的全过程ꎮ
其次ꎬ大学科技园拥有创业软服务资源集中的优

势ꎬ开展创业指导、培训等资源优势[６](Ｐ.１８)ꎮ

　 　 三、基于大学科技园平台的创业教育体

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本文以笔者所在的南京工业大学为例ꎬ探索

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ꎮ 作为国家首批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和全国首批“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校ꎬ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ꎮ 近年来ꎬ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在“创新引领创业ꎬ创业推动创新”理念引领

下ꎬ不断完善综合服务体系ꎬ集聚创业教育资源ꎬ
优化创业政策环境、完善投资孵化功能ꎬ营造良好

文化氛围等ꎬ形成政府、高校、学生、社会、企业五

位一体的创业教育体系ꎬ培养了一批创新创业人

才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ꎮ ２０１０ 年ꎬ依托国家大学科

技园与南京市人社局共同建设了“南京市大学生

创业示范园”ꎬ２０１１ 年获得国家“高校学生科技创

业实习基地”称号ꎬ２０１２ 年大学生创业园被认定为

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ꎬ２０１３ 年学校

成功入选国家首批“２０１１ 计划”ꎬ２０１４ 年获批江苏

省侨界人才创新创业基地ꎬ２０１５ 年获批江苏省互

联网众创园和省级众创空间ꎬ２０１７ 年获批国家级

众创空间ꎮ

１.集聚创业教育资源

大学科技园作为整合和集聚区域创新要素的

平台ꎬ蕴含着丰富的创业教育资源ꎬ是推动高校创

业教育的“天然沃土”ꎬ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了

从创业精神培育、理论教学、实践训练到自主创业

的全过程训练ꎬ使创业教育由浅入深地形成一个

系统的链条ꎮ 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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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校开设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课程ꎬ开展园区

创客的创业教育ꎬ同时积极拓展资源ꎬ与南京市人

社局职业技术培训指导中心、南京思齐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合作等协同打造创业教育体系ꎬ通过对

大学生大力开展创业基础教育培训和创业培训ꎬ
为大学生创业保驾护航ꎻ举办全国训练营暨培训

师资班ꎬ培训大学生创业培训师、创业咨询师ꎮ 聘

请校内外知名教授、政府官员、优秀企业家以及杰

出校友等社会资源充实“创业导师团”ꎬ面向大学

生开展创业教育与实践、创业指导与职业素质、技
能培训ꎬ提升创新创业能力ꎮ 创业导师团由创业

教育导师和创业实践导师组成ꎬ创业教育导师主

要由从事工商税务、知识产权、财务人事管理等领

域的知名专家和创业型大学教授等人员组成ꎬ创
业实践导师主要由校友企业家及有管理经验的入

驻园区企业家组成ꎮ

２.优化创业政策环境

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促进大学科技园发展

的优惠政策ꎬ使大学科技园在税赋、融资等方面享

有优势ꎬ减少创业项目孵化和成果转化的负担ꎮ
对外积极为大学生创业项目争取各类创业扶持优

惠政策ꎬ并提供各种综合配套服务ꎬ对内不断通过

政策驱动优化创业环境ꎬ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激情和动力ꎬ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保驾护航ꎮ
第一ꎬ大学科技园协调学校制定了激励政策ꎬ鼓励

师生入园创新创业ꎬ允许有创业能力的在校学生

在一定期限内以保留学籍的方式进入大学科技园

创业ꎻ对入园创办企业的教师ꎬ允许在不影响教

学、科研正常工作的前提下ꎬ一定期限内保留原有

身份和职称ꎬ档案工资正常晋升ꎻ第二ꎬ为大学创

业项目提供资金扶持ꎬ对入园创业的大学生ꎬ园区

提供一定面积的办公场所ꎬ免费提供办公桌椅、文
件柜等基本办公设施ꎬ一定期限内减免房租、水电

费等ꎻ为了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的引领、培育、孵
化作用ꎬ先后出台了«南京工业大学互联网众创园

扶持创新创业项目的实施办法»等项目扶持办法ꎬ
对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资金扶持ꎬ创新创业项目

额度分别为 ２ 万元—３ 万元和 ６ 万元—１０ 万元ꎮ

３.打造创业服务平台

大学科技园拥有完善、高效的创业服务体系

是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全方位孵化的前提ꎬ园
区通过打造系列创业服务平台ꎬ为大学生创业提

供完善的创业条件和环境ꎬ实现一站式服务ꎬ从而

让大学生更专注于创业企业的发展ꎮ 南京工业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积极构建服务机制多级支撑ꎬ
整合校内外资源ꎬ引进政府资源和科技中介资源ꎬ
建有多元化、全覆盖的创新公共服务平台ꎬ包括创

业公共服务平台、科技中介平台、成果转化平台、
分析测试平台、互动交流平台、创业实训平台和投

融资平台七大公共服务平台ꎬ为园区(在孵)企业

提供工商、法律、税务、人力资源、财务代理、科技

查新、知识产权、创业培训以及投融资等全方位的

优质服务ꎮ 如向企业开放校内科技资源ꎬ包括各

类科研仪器装备及分析测试表征仪器等ꎬ鼓励企

业将其技术中心建到学校ꎬ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

技术、装备、人才、信息等全方位服务ꎻ专门成立了

“一站式服务中心”平台ꎬ邀请鼓楼科技工商所、鼓
楼区国地税局、南京科技广场、鼓楼区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中国银行等部门工作人员定期上门提供

包括工商、税务、金融、人事代理等在内的“一站

式、柜台化”服务ꎮ

４.构建创业投融资体系

针对目前投融资体系构建中的瓶颈ꎬ大学科

技园应积极引入投融资机构ꎬ或与银行、科技担保

等金融机构合作ꎬ提供投融资、科技贷款、担保、质
押等科技金融服务ꎬ构建较为完善的投融资体系ꎬ
为创新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来源ꎮ 南京工业大学国

家大学科技园通过引入民营资本入股成立实体化

运作的“众筹基金”公司———南京南工劝业公社孵

化器管理有限公司ꎬ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ꎮ 以众筹基

金建设为切入点ꎬ即时对接投融资资源ꎬ不断整合

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银行资

源ꎬ积极打造科技园投融资平台ꎮ 根据各类科技

企业个性化的金融需求ꎬ量身定做金融服务解决

方案ꎬ提供专业化投融资服务ꎮ 平台先后吸引了

“六翼天使投资基金”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ꎬ众筹基

金股东之一ꎬ已经募集创投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南京

市四方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入园企业ꎬ注册资本２.５
亿元ꎬ由园区江苏大展投资公司、江苏瑞明创投公

司、江苏海明投资担保公司等数家创风投公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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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组建而成)ꎬ同时与农业银行南京模范路科技支

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等ꎮ 通过持续不断的创

新ꎬ打造全方位服务的投融资平台ꎬ多渠道解决企

业融资问题ꎮ

５.营造创业文化氛围

大学科技园作为创新创业前沿阵地ꎬ引导鼓

励大学生创业企业培育创新及冒险精神ꎬ营造一

种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创业文化氛围ꎬ增强大学

生创业信心ꎬ形成创新创业的“正向叠加”效应ꎬ起
到“春风化雨ꎬ润物无声”的效果ꎮ 南京工业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正着力打造“劝业”文化氛

围ꎬ劝业取名于 １９１０ 年在现模范路举办的中国首

届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ꎬ意喻勉励创新创业ꎮ
科技园目前已成功建设了“劝业咖啡”“劝业茶吧”
以及“劝业汇客厅”等劝业服务品牌ꎮ 此外ꎬ科技

园还打造了“创业门诊”和“下午茶”两个创业服务

品牌ꎬ“创业门诊”就是邀请各行业资深人士作为

“创业医生”ꎬ开展“门诊式”服务ꎬ对创业企业进行

面对面的“诊断”ꎻ“下午茶”是园区创设的创业者

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平台ꎬ每周五下午在园区茶吧

举办线下创业家交流分享活动ꎬ让园区青年企业

家、个人创业者和科技工作者在喝下午茶的间隙

里自由地进行“头脑风暴”ꎬ分享自己的创业过程、
融资经验、失败教训、创意点子ꎬ也可以在线上微

信平台交流创业想法ꎬ分享创业经验ꎬ通过线上线

下互动平台ꎬ加强创业者之间的交流与分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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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绩效评价研究
∗

张 华 武

(宿迁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ꎬ 江苏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摘　 要]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是对高校微课学习者而言ꎬ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ꎬ以网络基础设施、网
站管理、技术标准和服务保障为生态环境ꎬ以相关规章制度和激励政策为运行机制的一个系统ꎮ 绩效评价是对过

程和结果进行测量的过程ꎮ 本研究首先确定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概念模型ꎬ然后厘清相关要素关系ꎬ探寻高校微

课资源绩效评价的标准和依据ꎬ确定评价指标ꎬ最后提出评价的方法和过程ꎬ以期形成多方参与的持续性动态绩

效评价机制ꎮ
[关键词] 　 高校微课ꎻ　 资源应用ꎻ　 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８－０５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教育部全国高校网络教育

中心组织了两轮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ꎬ掀起了

全国高校教师制作和应用微课的热潮ꎮ 然而ꎬ数
量巨大、科目众多的高校微课资源应用情况如何ꎬ
管理者该如何对高校微课资源的应用进行绩效评

价? 微课学习资源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调整、
不断完善的过程ꎬ它的创生过程既有具体的、现实

的ꎬ也有长远的、社会性的ꎬ并且涉及许多方面ꎬ存
在着绩效优劣问题ꎬ所以应该有一种简便易行且

可及时追踪实施的绩效评价办法ꎮ

一、相关概念界定

１.高校微课资源

高校微课资源ꎬ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

体ꎬ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如重点、难点、疑点、考
点等)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主题、实验、任务

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

的高校在线视频课程资源ꎬ是基于移动互联技术

的数字化微型教学视频及其服务的总和ꎮ 微课学

习资源是典型的数字化教育资源ꎬ具备优质、共融

共享和初步再生等特点ꎬ具有基本教育公共服务

的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就近性和参与性等特

征ꎮ 微课学习资源更加突出开放性、个性化和便

捷性ꎬ能够有效实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ꎮ
２.绩效

绩效是指员工在一定时间与条件下完成某一

任务所表现出的工作行为和所取得的工作结

果[１](ＰＰ.２－３)ꎬ它主要包括: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
成本费用以及为改善组织形象所做出的其他

贡献ꎮ
３.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绩效及评价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绩效ꎬ是高校学习者的

自身各项学习能力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综合反

映ꎬ是学习需求、学习能力、心理素质、技术水平等

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绩效评价是将绩效评价

的理论、内容与方法应用到微课学习资源评价之

中ꎬ对微课学习资源应用绩效进行评价ꎮ 其主要

内涵是:学习者在微课学习资源应用系统实践中ꎬ
效率和效果的实现程度ꎬ是绩效目标的达成度的

测量与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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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评价研究

现状
在中国知网的期刊类和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

库中ꎬ检索“关键词”或“篇名”或“主题”为“高校

微课绩效”或“微课绩效”结果均为“无对应分组数

据”ꎻ期刊类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检索篇名“高校微课”共
１４ 条记录ꎬ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３.６ ２０１６.７)ꎬ其中两

条记录为会议和比赛通知ꎬ４ 条记录是评析两届微

课大赛作品或评分标准的论文ꎬ其他论文内容涉

及微课视频制作、微课教学模式、微课发展现状等

方面ꎬ尚未有关于高校微课应用效果的绩效评价

问题的研究ꎮ
期刊类核心和 ＣＳＳＣＩ 检索篇名 “绩效” 共

２７１０２ 记录ꎬ内容涉及绩效管理、绩效技术、绩效评

价、创新绩效、组织绩效、政府绩效、企业绩效等内

容ꎬ博硕士学位论文检索题名“绩效评价”有 ５４７３
条记录(检索截止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ꎮ 这些

绩效或绩效评价的论文研究领域多为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企业财务等领域ꎬ对高校微课资源应用

的绩效评价研究少之又少ꎮ
在数字化资源绩效评价领域ꎬ２００２ 年ꎬ南京师

范大学殷雅竹、李艺较早提出信息化教育绩效概

念ꎬ从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教育

过程安排等方面提出信息化教育绩效评价原

则[２]ꎻ２００７ 年ꎬ焦宝聪认为ꎬ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

应该包括技术和应用两个方面[３]ꎻ２０１４ 年ꎬ余胜泉

提出将学习评价和学习认证列入微课结构中[４]ꎻ
２０１４ 年ꎬ柯清超对基础教育数字化资源评价进行

了系统研究ꎬ提出了基础教育数字化资源评价的

构成要素、评价框架、评价指标、方式方法、动态过

程的评价机制[５]ꎻ万力勇研究制定了基于资源支

持系统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６]ꎻ
寇海莲对数字化资源质量评价进行过实证研

究[７]ꎻ２０１６ 年ꎬ北京工业大学韩景毅硕士在«北京

基础教育微课学习资源应用绩效评价研究»论文

中ꎬ从教育均衡和资源共享的视角对基础教育领

域的 微 课 资 源 应 用 的 绩 效 评 价 进 行 了 系 统

研究[８](ＰＰ.３－４)ꎮ
总之ꎬ期刊检索研究结果表明ꎬ目前对数字资

源或微课的研究大多是从内容、组织形式、运行管

理情况等宏观方面的研究ꎬ对数字资源或微课的

评价也多体现在基础教育数字化资源评价指标体

系的开发和应用上ꎬ而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等

中观和微观领域的评价研究少之又少!

三、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概念模型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对象是大学生或同等学

力的学习者ꎬ影响学习者微课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的因素有:第一ꎬ微课视频本身ꎬ包括教学内容的

选择ꎻ教学设计ꎻ教师形象、语气、语速等ꎻ音视频

质量ꎻ视频交互性ꎻ辅助材料提供ꎻ微课平台共享

程度等ꎮ 第二ꎬ微课资源应用的生态环境ꎬ包括网

络基础设施、网站管理、技术标准和服务保障是高

校微课应用的最基本的生态环境ꎮ 第三ꎬ微课资

源应用的运行机制ꎬ包括学校重视程度ꎻ教师的态

度和要求ꎻ学生兴趣ꎻ微课学分认证激励政策ꎻ微
课制作、科研、机房、摄录设备等管理制度ꎮ

据此ꎬ笔者提出了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概念

模型ꎬ如下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概念模型

该概念模型ꎬ体现了影响高校微课资源应用

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ꎮ
中心三角形代表的是微课本身要素ꎮ 从底部

到顶端分别代表微课的基本要求到高级要求ꎬ分
别是微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微课教学设计、音视频

质量保障、视频交互性设置、共享性设置ꎮ 该三角

形处于模型的中心位置ꎬ表示它的质量好坏、投入

多少、交互能力强弱、共享程度ꎬ对学习者微课资

源应用绩效起主要作用ꎮ
四边的矩形框ꎬ代表学生能够顺利在网络条

件下的客户端完成微课学习所必需的软硬件条

件、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支持ꎬ这些也对学习者

微课资源应用效率和效果有很大影响ꎮ
三角形和矩形之间的线条ꎬ代表微课应用的

生态环境ꎬ包括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态度及对学

生学习微课的要求、对微课应用的学分认证等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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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政策、学校微课应用的相关管理制度等ꎬ也直接

影响学习者微课应用效果和效率ꎮ

四、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ꎬ是具备独特的自身

素质和学习能力的高校学习者和具体的高校微课

资源应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ꎮ 主要包括

过程绩效和结果绩效ꎮ
１.过程绩效

过程绩效是对学习者体验过程的测量ꎬ侧重

于对学习者在微课应用系统中的效率评价ꎬ其要

素构成为学习认知、学习情感、学习意志和学习

行为ꎮ
２.结果绩效

结果绩效是对学习者获得感的测量ꎬ侧重于

对学习者在微课资源应用中的效果评价ꎬ根据加

涅学习结果理论ꎬ其要素构成为言语信息、智力技

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态度ꎮ 另外ꎬ结合微课学

习的特殊性ꎬ这里的学习结果还应该包括信息技

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水平ꎬ下文统称为技术水平ꎮ

五、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评价

１.标准和依据

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来评价高校微课资源应用

绩效ꎬ是高校微课制作者和管理者都要思考的问

题ꎮ 微课资源应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为学生

提供高品质的微课资源ꎬ并且保证高效率地满足

学生微课学习的需要ꎬ实现过程绩效目标和结果

绩效目标ꎮ 微课资源应用绩效的评价ꎬ可以以学

习质量作为评估依据ꎮ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ꎬ学习的过程是学习

者在一定的情境下ꎬ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

伙伴)的帮助ꎬ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ꎬ通过意义建

构的方式而获得ꎮ “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

建构”是学习四大属性ꎮ
为了能实现对学习质量的评价和衡量ꎬ参考

ＰＺＢ 组织的服务质量量表[９](ＰＰ.３１２－３１７)ꎬ笔者设计了

学习质量量表ꎬ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微课学习质量量表

纬度 项目 涉及概念模型要素 过程绩效 结果绩效

情景性
１.微课提供情景设置
２.学习者有角色任务
３.虚拟环境的配置

微课视频本身(教学内容、教学
设计、交互性)

认知、情感
意志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态度

协作性

４.学生之间有合作的任务
５.学生之间有交流的途径
６.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７.假设的提出与验证
８.学习成果的评价

１.微课视频本身(教学内容、教学
设计、交互性、共享性)
２.微课资源应用的生态环境(网
络基础设施、网站管理、技术标
准和服务保障)

认知、情感、
意志、行为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态度
技术水平

会话性
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会
话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
务的计划

１.微课资源应用的生态环境(网
络基础设施、网站管理、技术标
准和服务保障)
２.微课资源应用的运行机制(学
校重视程度、教师的态度和要
求、学生兴趣、微课学分认证激
励政策等)

认知、情感、
意志、行为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

态度技术水平

建构性
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
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

１.微课视频本身(交互性、共享
性)
２.微课资源应用的生态环境(网
络基础设施、网站管理、技术标
准和服务保障)

认知、情感、
意志、行为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态度
技术水平

　 　 表 １ 中ꎬ最左列“纬度”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中提到的学习的四大属性ꎬ即为了完成学习目标ꎬ
学习的过程涉及的四大纬度ꎬ第二列“项目”是对

学习纬度包含内容的细化和学习过程或学习活动

的要求ꎬ也是高校微课资源应用模型中各构成部

分要素的终极目标ꎬ即第三列“涉及概念模型要

素”ꎬ不同的学习过程或学习活动对应不同的模型

要素或者是模型要素的多方面协同配合ꎬ第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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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绩效”和第五列“结果绩效”ꎬ指对应于不同

的学习纬度和学习项目ꎬ过程绩效需要评估的内

容和结果绩效需要评估的内容也是不完全相

同的ꎮ
　 　 ２.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假设

根据图 １ 微课资源应用概念模型和表 １ 学习

质量量表ꎬ笔者提出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２ 所示ꎬ一级指标为过程绩效和结果

绩效ꎻ二级指标分别为过程绩效包含的认知、情
感、意志、行为ꎬ结果绩效包含的言语信息、智力技

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态度、技术水平ꎻ指标构

成是二级指标的细化ꎬ是产生或影响二级指标的

微课资源应用过程ꎬ也是决定高校微课资源应用

绩效评价效果的关键因素ꎻ指标的操作说明ꎬ是获

得评价指标结果的可操作性说明ꎮ

表 ２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构成 指标的操作说明

过程绩效层次

认知

情感

意志

行为

微课视频内容的选择符合教学大纲要求ꎬ适宜
微课教学ꎬ时长合适

微课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的设计恰当ꎬ符合学习者认知特点 微课教学设计

微课中教师讲解准确、思路清晰、表达流畅、易
于接受

微课教师

多媒体使用恰当 微课教学设计

微课视频中教师亲切友好 微课教师

微课教学内容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微课教学内容

微课视频界面友好、清晰度高、有交互性、易于
共享

微课视频制作水平

微课视频中教师激励性活动或话语 微课教学设计

微课视频中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 微课教学内容

微课网站平台运行稳定情况、网速快慢 微课应用生态环境

高校对微课重视程度和激励机制 微课应用运行机制

微课视频的交互性 微课视频交互性

微课视频内容能否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微课教学内容

教师的态度和要求 微课应用运行机制

学校的激励机制 微课应用运行机制

结果绩效层次

言语信息

智力技能

认知策略

动作技能

态度

技术水平

是否能够准确口头或书面陈述知识 学生在作业或活动中的表现

是否认知达到一个更深入的层次 学生在作业或活动中的表现

是否对解决问题有了新的思路 学生在作业或活动中的表现

是否能够根据所学内容修正自己知识加工过程 学生在作业或活动中的表现

是否能够根据所学内容快速、准确做出身体
反映

学生在作业或活动中的表现

是否高效、愉悦地实现学习目标 学生反馈留言、满意度调查问卷

是否期待下一个微课单元的学习
学生满意度调查问卷、微课点击
率和持续时间

是否能够在微课平台上顺利完成学习、参与活
动、表达思想、展示成果

学生活动中表现、反馈留言、调
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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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评价的方法和

过程

绩效评价是一种手段ꎬ其目的是通过绩效评

价发现问题ꎬ找出解决办法ꎮ 在设计评价体系和

实施评价的过程中ꎬ可以借鉴现代化的管理方法

和管理工具ꎬ比如ꎬ电子政务领域绩效评估中常用

的“标杆管理”ꎬ就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建立绩效

标准、设计绩效过程、确定量度方法和管理目标的

现代管理方法ꎬ我们可以借鉴标杆管理的方法和

步骤ꎬ结合表 ２ 绩效评价指标ꎬ形成多方参与的动

态评价机制ꎮ
(１)标杆管理的概念和思想

标 杆 管 理ꎬ 又 称 基 准 管 理 或 参 照 管

理[９](ＰＰ.３１８－３２１)ꎬ“是一个识别并引进最佳实践以提

高绩效的过程” (帕特夏利基利)ꎮ 即能够用量

化结果表明一个企业或单位的产品或服务绩效居

于行业领先位置的管理经验ꎮ
对于高校微课资源ꎬ首先是甄别同类ꎬ通过调

查调研ꎬ选择微课应用绩效高的高校ꎬ以微课视频

设计、微课应用生态环境、微课应用运行机制为基

准ꎬ树立学习与追赶的目标ꎬ根据具体情况ꎬ完善

表 ２ 指标体系ꎬ通过资料搜集、比较分析、跟踪学

习、革新设计并付诸实施等一整套规范化程序ꎬ将
本校实际情况与标杆学校微课资源应用情况进行

量化、比较和评价ꎬ在此基础上选取改进本校微课

资源应用绩效的最佳策略ꎬ并付诸实施ꎮ
(２)标杆管理的实施步骤

第一步是计划:组建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绩效

评价项目小组ꎬ担当发起和管理整个标杆管理流

程的责任ꎻ明确标杆管理的目标ꎻ确定标杆项目ꎻ
选择最佳实践高校ꎻ制定数据收集计划ꎬ设置调查

问卷ꎬ安排参观访问ꎬ充分了解标杆高校并及时沟

通ꎻ开发测评方案ꎬ为标杆管理具体项目赋值以便

进行衡量比较ꎮ
第二步是内部数据收集与分析:收集并分析

内部公开发表的信息ꎻ遴选内部标杆高校ꎻ通过内

部访谈调查ꎬ收集内部第一手研究资料ꎻ通过内部

标杆管理ꎬ为进一步实施外部标杆管理提供数据

和基础ꎮ
第三步是外部数据收集与分析:收集外部公

开发表的信息ꎻ通过调查和实地访问收集外部第

一手研究资料ꎻ分析收集的有关最佳实践的数据ꎬ
与自身绩效计量相比较ꎬ提出最终标杆管理报告ꎮ

第四步是实施与调整:根据标杆管理报告ꎬ确
认正确的纠正性行动方案ꎬ制定详细实施计划ꎬ在
学校内部实施最佳实践ꎬ并不断对实施结果进行

监控和评估ꎬ及时做出调整ꎬ以达到最终提高微课

应用绩效的目的ꎮ
第五步是持续改进:标杆管理ꎬ是持续的管理

过程ꎬ不是一次性行为ꎬ高校应该维护好标杆管理

数据库ꎬ制订和实施持续性的绩效改进计划ꎬ以实

现不断地学习和提高ꎮ

六、总结

高校微课资源应用的绩效评价ꎬ是一项多方

参与的、复杂的、动态持续的工程ꎬ需要专门的专

业化团队ꎬ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科学的实施步骤ꎬ对
指标体系进行量化ꎬ并借鉴管理学的思想和方法

分步实施ꎬ最终制订和实施持续性的绩效改进计

划ꎬ实现阶段性最佳绩效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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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ＸＵ Ｈ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Ｅｎ－ｄ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ꎬ Ｈｕｎａｎꎬ ４１１２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ꎬ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ｆｉｖｅ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ｓ ｗｈｏ ｈｅｌｄ ｒｅｇｅｎｃｙ.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ｉ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Ｙｏｕ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Ｔｈｅｙ ｗｏｒｓｈｉｐ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Ｔｅｍ￣
ｐｌｅ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ａｄ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 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
ｓ ｏｗ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ｌａｓｔ ｗｉｌ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ｌａｓｔ ｗｉｌｌ ｉ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ｉｍ￣
ｐｏ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ｇｅｎ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ｓ ｔｏ ｈｏｌｄ ｒｅｇｅｎｃ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ꎻ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ｌａｓｔ ｗｉｌｌꎻ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ꎻ ｒｕｌ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Ｌｉｆ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ｆｅｉꎬ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３００３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ｔｈｅ ｈｅｒｏ 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ｌｉａｎｇ’ ｓ ｎｏｖｅ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 ｆａ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ｒ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ｌｉｆ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ꎬ ｉ.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ꎻ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ꎻ “ｆａ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ꎻ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ｒｍｅｎｔꎻ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Ｈａｎ Ｓｈａｏｇｏｎｇ’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ＧＵＯ Ｄａ－ｚｈ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４００７１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ｎＳｈａｏｇｏｎｇ’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ｙ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ｍｎｉｓ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ｇｌｅꎬ ａ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Ｈａｎ Ｓｈａｏｇｏｎｇ ａｌｓｏ ｂｏｒｒ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ｏ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ꎬ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ｎ Ｓｈａｏｇｏｎｇꎻ ｎｏｖｅｌꎻ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ꎻ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