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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写北”和“以北隐南”

———«红楼梦»写作策略新探

张　 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红楼梦»在以假隐真、石头撰书、僧道交通等明显的策略之外ꎬ还采用了“以南写北”和“以北隐

南”的写作策略ꎬ这个超越了选材、地域局限的写作策略是可以通过文本分析和家世引证得到明证的ꎮ 发现并利

用它来分析小说ꎬ不仅可以调和红学研究中因南北因素共存导致的争论ꎬ而且对理解作者的“述祖德”“明盛衰”
的写作目的都大有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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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开篇ꎬ作者明言“将真事隐去ꎬ而借

‘通灵’之说ꎬ撰此«石头记»一书” [１]１ꎬ又道:“用假

语村言ꎬ敷衍出一段故事来” [１]１ꎬ并有一僧一道、太
虚幻境和贾宝玉、大观园等的设置ꎬ如此种种都是

策略性的设计ꎬ可以视为小说的写作策略ꎮ «红楼

梦»深刻的思想内涵ꎬ沉重的历史积淀ꎬ丰富的文

化内容ꎬ复杂的社会现象ꎬ人物众多ꎬ事件繁乱ꎬ作
者之所以能驾驭自如ꎬ游刃有余ꎬ除了其高超的写

作技巧ꎬ更重要的就在于它如此种种严谨的写作

策略ꎮ 曹雪芹为达到其述祖德、明盛衰、传闺阁、
显亲历等多种创作目的ꎬ精心设计了几则相应的

写作策略ꎬ值得我们另文详论ꎬ本文着重论证的

是ꎬ在环境选择和叙事方法方面对作品具有基础

意义的一种写作策略ꎬ即“以南写北”与“以北隐

南”ꎬ这是作者为达到其述祖德、明盛衰的写作目

的而选取的一种策略ꎬ与他明言的“真假”策略一

样具有主体策略的地位ꎮ
　 　 一、问题的缘起:“北”实“南”虚两中心

在«红楼梦»中ꎬ人物的原籍与居住地ꎬ人物移

动的轨迹ꎬ以及风俗物产的变化ꎬ大观园的园林特

色等ꎬ无不带有南北地域交叉与文化交融的痕迹ꎬ
实际上ꎬ«红楼梦»结构中存在着南北两个中心ꎬ且

“北”实而“南”虚ꎮ
小说从苏州开始ꎬ从南方写起ꎬ落到北方ꎬ以

姑苏城乡绅甄士隐一家的小荣枯映射京都贾府的

大荣枯ꎮ «红楼梦»开篇就以人名姓氏亮出“真”和
“假”ꎮ 贾雨村在扬州城外听那来自京城的古董商

人冷子兴演说荣国府ꎬ联想起他在金陵宁荣街上

见到的贾府老宅ꎮ 这是借人物之口特别说明:贾
府原籍金陵ꎮ 后文知鸳鸯的父母就在金陵老宅留

守ꎮ 贾雨村在金陵甄府所教的学生名唤甄宝玉ꎬ
后文知他与贾宝玉同岁同貌同性情ꎮ 甄府与贾府

是老亲ꎬ后文还写到甄府曾遣人上北京来贾府走

动ꎮ 我们从王熙凤与贾琏奶娘赵嬷嬷的对话中知

道ꎬ甄府曾接驾四次ꎬ富贵异常ꎮ 但甄府后来还是

获罪被抄ꎬ京都的贾府与它南北对应ꎬ也是在劫难

逃ꎬ在宫中元妃薨逝后被治罪削官ꎬ没收家产ꎮ
护官符上说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均为金陵

望族ꎬ贾、史、王三族都是南京和北京各住着几房

的ꎮ 宁荣亲派八房在都ꎬ原籍现居十二房ꎻ史家都

中现住者十房ꎬ原籍有八房ꎻ王家都中二房ꎬ原籍

住者十房ꎮ 对这三大家族而言ꎬ南京是他们的故

乡ꎬ而北京则是他们的宦游之地ꎮ 皇商薛家ꎬ虽常

住南京ꎬ在北京也是有房有产业的ꎮ 小说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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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点是荣府ꎬ贾母、邢王夫人、李纨凤姐三代

媳妇都是南方人ꎬ来自史家的老太太和王家的王

夫人、王熙凤自不待说ꎬ邢夫人侄女邢岫烟和李纨

的堂妹李纹李绮ꎬ小说明言他们从金陵进京来探

亲ꎮ 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实

则是京都贾府的根基和家园的印象ꎮ
在传统的章回小说中ꎬ实写一个、虚写一个的

技法ꎬ被称为“陪笔”ꎬ这种技法因其可使叙事显得

阔绰自然不至于板滞ꎬ而备受小说家青睐ꎮ «红楼

梦»故事的主体实写的是北京ꎬ而南京则因为有个

与贾府有镜像关系的甄府ꎬ有个相貌性情酷似贾

宝玉的甄宝玉的存在ꎬ而成为虚写的那一个ꎮ 为

什么把南京作为北京的“陪笔”去处理ꎬ我们只需

联系曹家五十八年在江宁织造任上的辉煌即可想

见ꎮ «红楼梦»中以元妃省亲暗写康熙南巡ꎬ而康

熙南巡有四次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ꎬ为修扬州茱

萸湾行宫ꎬ曹寅捐款二万两ꎬ加上四次接驾和馈送

的开销ꎬ致使曹寅债台高筑ꎬ曹家在雍正六年因巨

额亏空无力赔补而获罪抄家ꎬ之后举家迁回北京

归旗ꎮ 地理上的南和北ꎬ是区域的概念ꎬ在曹雪芹

的笔下也是兴衰记录的标记点ꎮ
曹雪芹这样书写南、北二京ꎬ并非只为实笔与

虚写ꎬ他是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依据的ꎮ 京都城

中的“南风”在«红楼梦»时代是已成为风尚了的ꎮ
邓云乡先生在其«红楼风俗谭»里ꎬ专篇考论“江南

风俗京都‘南风’”ꎬ其中论及南方风气在北京的

形成ꎬ他从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政治

的、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五个方面做了分析ꎮ
他特别强调了漕运沟通南北的作用ꎬ指出漕运还

给京都带来了大量的江南货物ꎬ吃的、穿的、用的ꎬ
无所不至ꎮ “在社会上ꎬ人们饮爱南酒ꎬ食重南味ꎬ
曲尚南曲ꎬ糖称南糖ꎬ衣着讲南式ꎬ园林效苏杭ꎬ一
说南方人ꎬ便受人另眼看待ꎻ能听懂南方话ꎬ也觉

十分得意ꎮ” [２]５０１«红楼梦»中的贾府日常生活ꎬ形
象地反映了这一时尚ꎮ 更兼贾府本就来自金陵ꎬ
那里是其祖上的发迹之地ꎬ是其精神所系的家园ꎬ
是贾母声声要回的那个故土ꎬ是王熙凤说落贾琏

“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ꎬ也该见些世面”时言语中

的风流繁华地ꎮ 正因为南京为代表的江南ꎬ是时

尚之地又是家乡ꎬ贾府上下非南物不乐ꎮ 布置大

观园时ꎬ专去江南采买器物用品ꎬ连家班女伶也是

苏州采买的ꎮ 薛蟠从江南做生意回来ꎬ特意带回

来两大箱子的江南物事让宝钗送人ꎮ
江南岁时情调、江南的生活习惯、江南的饮食

风味、江南的动用长物、江南的人物形象、江南的

语言称谓ꎬ在«红楼梦»中或艺术化或生活化ꎬ都有

所反映ꎬ熟读«红楼梦»的读者应该都能列举不少

出来ꎮ 正是因为南北交融的描写ꎬ才产生了诸如

«红楼梦»写南写北及神州何处大观园的公案ꎮ
金陵有着曹雪芹对于家族美好生活的记忆ꎬ

所谓“秦淮旧梦”ꎬ而«红楼梦»当是其记梦的载体ꎮ
据考证ꎬ回到北京的曹雪芹ꎬ大约在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 ) 开 始 他 的 小 说 创 作ꎮ 到 乾 隆 十 九 年

(１７５４)ꎬ«红楼梦»书稿已经“披阅十载ꎬ增删五次ꎬ
纂成目录ꎬ分出章回” [１]６ꎬ曹雪芹曾将书名题作

«金陵十二钗»ꎬ并题了一首绝句寄怀ꎬ“满纸荒唐

言ꎬ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ꎬ谁解其中味?” [１]７这

是整部小说中唯一一首以作者的名义题写的诗

句ꎬ犹如为其家族在金陵一个甲子的境遇而吟唱

的一曲挽歌ꎮ 重要的是ꎬ这曲挽歌却是以书写京

都贾府的兴衰遭际的形式吟诵的ꎮ
总之ꎬ小说中的南北对应格局ꎬ曹氏家族南北

播迁的历史ꎬ无不说明ꎬ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
时ꎬ在其意识里ꎬ在其笔端ꎬ必然有一个“以南写

北”和“以北隐南”的写作策略在的ꎮ
　 　 二、“以南写北”和“以北隐南”的写作

策略

(一)“金陵”的符号作用

曹雪芹曾以«金陵十二钗»命名小说ꎬ而金陵

十二钗ꎬ顾名思义ꎬ指向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ꎮ
“金陵”指南京ꎬ作为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城市ꎬ也可

以代指南方ꎮ 正钗十二的女子ꎬ除去贾府的女儿

和媳妇外ꎬ林黛玉、史湘云是贾府亲属ꎬ他俩是苏

州和金陵人ꎬ带发修行的妙玉ꎬ书中明确说其本籍

苏州ꎮ 副钗第一位的香菱ꎬ是«红楼梦»中第一个

出场的薄命女儿ꎬ出生在姑苏阊门外的甄家ꎮ 贾

府家班的十二位女伶都从苏州采买而来ꎮ 我们可

以想见ꎬ贾府中的“官话”当是带着吴侬软语的南

方腔ꎬ家蓄戏班演唱着南昆ꎬ说着苏州话ꎮ
金陵是贾府上下的感情寄托ꎬ也是落叶归根

之所ꎮ 贾母生儿子贾政的气时便会喊着回南去ꎮ
贾府中所有亡故的主子ꎬ都是要归葬金陵的ꎮ 小

说特别写了贾政护持贾母等的灵柩回南ꎬ林黛玉

临死时交代紫鹃的也是要归葬ꎬ王熙凤的判词是

“一从二令三人木ꎬ哭向金陵事更哀” [１]８０ꎮ
同时ꎬ金陵又是多朝国都ꎬ六朝之外ꎬ更是清

朝之前朝明朝的首都ꎬ具有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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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位ꎬ是文明之邦、时尚所在ꎬ有着精神家园

的象征意义ꎮ 这样ꎬ在«红楼梦»中ꎬ金陵和作为都

中北京的关系就是一而二的关系ꎬ既互相对应ꎬ又
合二为一ꎬ同时又是虚实关系ꎮ 北京是故事实在

的发生地ꎬ而金陵则是一种历史回忆ꎬ一种感情寄

托ꎬ一种精神守望ꎬ有时还是一种命运归宿ꎮ
«红楼梦»所写的贾家ꎬ家乡在金陵ꎬ京都则是

游宦之地ꎮ 曹家在金陵则是宦游ꎬ最后遭遇抄家

而落魄回到故乡北京ꎮ 小说所写与曹家实际恰好

南北对调ꎮ 是否因创作虚构的需要或是有所避

忌ꎬ这是红学研究的问题ꎬ此处不再展开论述ꎮ
(二)以南写北:以南俗写北京ꎬ南方风

俗入北方风物

«红楼梦»内涵的丰富性体现在史实与制度、
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文学艺术等等诸多方面ꎬ前
两者有国家层面和全社会的共同性ꎬ后两者则体

现出了南北方在风物风俗上的相通相融ꎮ «红楼

梦»以南俗写北京ꎬ南方风俗入北方风物ꎬ实是在

以南写北ꎮ
曹雪芹创作他的纸上园林大观园时ꎬ将他见

过的、听过的、书本上看过的ꎬ加上他天才的想象

都调动了起来ꎬ或模拟山水画ꎬ或取意田园诗文ꎬ
或借鉴自然景物ꎬ虚实糅合ꎬ才能为我们描绘出这

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奇观来ꎮ 从这个侧面

来说ꎬ曹雪芹原本就不打算在他勾画大观园时ꎬ拘
泥于南北之限ꎮ 故此ꎬ在书中京都的大观园里ꎬ建
筑和植物都兼有南北特色ꎮ 据有心的读者统计ꎬ
植物中有几十种只能生长在南方的ꎬ被作者“移
植”到了北方ꎬ即如北方有盆栽桂花ꎬ不可能成活

那种植于地上的大棵的桂花树ꎮ
第五十回芦雪广赏雪观梅ꎬ北方没有红梅ꎬ这

已不消说ꎬ那么是写江南的红梅吗? 书中写“这才

是十月ꎬ是头场雪”ꎬ在江南ꎬ十月里是绝对没有梅

花的ꎬ蜡梅得到冬至后ꎬ红梅是腊尽春回正月末才

可能开放的ꎬ“十月先开岭上梅”说的是大庾岭ꎬ绝
非江南ꎮ 曹雪芹这样南北借景ꎬ艺术地描绘京中

大观园的超现实的景观ꎬ应该为的是突出南方之

“南”ꎬ强调他的以南写北ꎮ
从作者描写的习俗来看ꎬ小说浓墨重彩描写

的“芒种节”ꎬ就很像江南的“花朝会” [３]１９－２２ꎮ 花朝

会的最核心活动是“赏红”ꎬ«红楼梦»第二十七回ꎬ
大观园中众女儿“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ꎬ或用

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ꎬ都用彩线系了ꎮ 每一

颗树上ꎬ每一枝花上ꎬ都系了这些物事ꎮ 满园里绣

带飘飖ꎬ花枝招展”ꎬ正合着江南花朝会赏花还要

护花的做法ꎮ 花朝会上ꎬ还有一样民俗活动就是

扑蝶ꎬ小说此处也写到宝钗扑蝶ꎬ且描写得生动

有趣ꎮ
书中写到清明节ꎬ大观园中女儿们放风筝ꎬ要

在放到最高时齐籰子根剪了ꎬ任它随风飘走ꎬ称作

“放晦气”ꎮ 这是地道的江南习俗ꎬ北方是没有的ꎬ
«红楼梦»中不仅大写特写ꎬ还用断线的风筝来预

示贾探春的远嫁不归ꎮ
饮食方面ꎬ«红楼梦»中描写的极尽排场ꎬ不仅

为了体现钟鸣鼎食之家的气派和规矩ꎬ更有南北

方饮食特色的区别ꎮ 贾府中人深爱南物ꎬ江南名

酒惠泉酒、名菜酸辣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ꎬ都被

写到ꎮ 芳官还喊着吃不惯那面条子ꎮ 小说中写到

苏式糕点、菱藕鸡头、玫瑰露、桂花露、椒油莼齑

酱ꎬ全是苏州一带的名小吃ꎮ
恰恰是细节的真实ꎬ又因为曹雪芹有意识地

去以南写北ꎬ瞒过了不少读者ꎬ以至于引发了“神
州何处大观园”的争论ꎬ不少读者竟至于不顾文本

中常提及的从南京来、到金陵去等说法ꎬ怀疑«红
楼梦»写的不是北京而是南京ꎮ

(三)以北隐南:以北京喻江南繁华衰

落皆在北京

作者既有一个自述的“真事隐去ꎬ用假语村

言”的主体性的写作策略在明处ꎬ他心底未能明言

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的
创作意图当不难隐藏了ꎬ其创作所用之法当不外

“背面傅粉ꎬ千皴万染”等ꎮ 曹雪芹以北京喻江南ꎬ
尽写贾府在京都北京的繁华与衰落ꎬ就是他“以北

隐南”写作策略的直接表现ꎮ
小说对京都贾府烈火烹油之声势的展示最突

出地体现在两个大场面的描写上ꎮ 曹雪芹妙笔之

下ꎬ在两场大热闹的场外ꎬ始终有个“美中不足、好
事多磨”的声音做着解说ꎮ

秦可卿乃“贫女得居富室”ꎬ她的葬礼却能惊

动整个京城的王公显族ꎬ依仗的当然是其婆家贾

府的地位声望ꎮ 这个时期ꎬ贾府依旧沉浸在荣华

富贵之中ꎮ 值得玩味的是ꎬ曹雪芹让这位出身微、
辈分低、无福无寿的“蓉大奶妈”在临死之时托梦

给当家奶奶王熙凤ꎬ告诉她可使贾府永保长久的

法子ꎮ 可惜ꎬ秦氏的嘱托不仅未被实施ꎬ连警示作

用都未起到ꎬ似是在为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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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富尊荣者尽多ꎬ运筹谋画者无一”作注释ꎮ
元妃省亲是贾家兴盛的高潮ꎬ为省亲建筑的

大观园ꎬ连贵妃自己都说过于奢华靡费ꎮ 实际上ꎬ
在这烈火烹油的荣光之下ꎬ作者写的是暗流涌动

着的败落ꎮ 元妃晋封给贾府带来政治荣耀的同

时ꎬ也带来了外人意想不到的经济负担ꎬ凤姐做梦

都怕宫里太监以借钱的名义来索贿ꎮ
又ꎬ小说的细节处ꎬ在贾府主子的日常描写

中ꎬ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时有细笔ꎮ 偷当老太太的

金银器物ꎬ管理家政的贾琏每每因为无力支付家

用叫苦连天ꎬ连老太太的米饭都要“可着头做帽

了”ꎮ 然而即便这样ꎬ钟鸣鼎食之家的架子和气派

是不能丢的ꎬ日用排场费用ꎬ不能将就省俭ꎬ所以

王夫人不同意裁减家中丫鬟仆妇的人数ꎬ贾母极

力维持簪缨世族的礼数与气象ꎮ “内囊却也尽上

来了”并没有警醒贾府“如今的儿孙”ꎬ子孙不肖与

运数合终ꎬ都在日常的“好事多磨、乐极悲生”的描

写中透出ꎮ 无怪乎ꎬ宁荣二公要哀叹:“吾家自国

朝定鼎以来ꎬ功名奕世ꎬ富贵流传ꎬ已历百年ꎮ 奈

运终数尽不可挽回ꎬ我等之子孙虽多ꎬ竟无可以继

业者”ꎮ 作者之泪笔ꎬ暗中祭奠的当是荣耀和败落

都发生在南京的曹氏家族ꎮ

　 　 三、“以南写北、以北隐南”策略的价值

意义

我们从小说开篇的“作者自云”可以知道ꎬ其
“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ꎬ锦衣纨绔之时ꎬ饫甘餍肥

之日ꎬ背父兄教育之恩ꎬ负师友规训之德ꎬ以至今

日一技无成ꎬ半生潦倒之罪ꎬ编述一集ꎬ以告天下

人”就是为了“赎罪”ꎮ 小说特笔书写了贾府所赖

之天恩祖德ꎬ但在表面富贵荣耀的背后ꎬ正隐藏着

大厦将倾的危机ꎮ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ꎬ此是普世

之理ꎮ 曹雪芹写的是北京的贾府ꎬ心里当追忆的

是江宁织造曹家ꎬ小说是艺术创作ꎬ自不必恪守史

家笔法ꎬ“以北隐南”与“以南写北”似纸之两面ꎬ对
应共存ꎮ

作者要“述祖德”ꎬ其写作的策略就是小说中

的“以南写北”ꎬ他明说要将真事隐去ꎬ恰恰说明有

其真事在ꎬ只不过在故事中隐而不明罢了ꎬ比如借

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ꎮ 而他想要“明盛衰”ꎬ也只

能采用“以北隐南”的写作策略ꎮ 小说极写贾府之

盛ꎬ却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ꎬ因为作者此著是一

种反思ꎬ作为不肖子对无力拯救家族的追悔ꎮ 今

天的我们ꎬ大可不必将曹雪芹的自悔其罪ꎬ解读成

对自己所在阶级的揭露ꎻ贾府结局的“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也不是什么对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预示ꎮ
另外ꎬ如果我们将“以南写北、以北隐南”视作

曹氏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之一ꎬ或许就能发现

«红楼梦»阅读中的一些问题更容易释解ꎬ对作品

的理解似更顺畅了ꎮ
小说中ꎬ作者屡次发出关于真假问题的声明ꎬ

让读者既明了他对故事、人物虚构的用意ꎬ又注意

到其逼真描写之中隐藏着的“以假作真”或“以真

作假”ꎬ使得“真事隐去ꎬ假语村言”这个写作策略ꎬ
达到了极高效的创作效果ꎬ于是ꎬ在阅读活动中ꎬ
有了索隐派的种种“本事”说ꎬ有了新红学的“自叙

传”说ꎬ有了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方

法、艺术技巧等等的艺术批评ꎮ «红楼梦»的选材ꎬ
其地域特色及家世入小说ꎬ在红学研究中从来都

是最受重视、成果最丰硕的ꎬ但也是聚讼纷纭处ꎮ
无论我们怎么反对“曹贾互证”ꎬ«红楼梦»研究注

定离不开曹雪芹家世研究的重要成果ꎬ这是红学

中一个绕不开的怪圈ꎮ 以贾证曹或以曹论贾ꎬ都
会产生无法合榫的矛盾与抵牾ꎬ这就提示我们ꎬ要
在真假、虚实之外ꎬ该当再行挖掘挖掘作者的写作

艺术ꎮ 如果我们在正视曹雪芹的写实意愿的同

时ꎬ去深切体会他“以南写北与以北隐南”的写作

策略ꎬ“大观园在南在北”的争论及“曹贾互证”的
窘况都会得到消解ꎮ 作者采用这样的写作策略ꎬ
为的就是要突破创作中选材、地域及家世诸多因

素的局限ꎮ
曹雪芹的写作态度是写实主义的ꎬ但他不是

作“回忆录”ꎬ无论他对规避文字狱在意着力的程

度如何ꎬ他借“通灵”之说ꎬ用假语村言ꎬ自是为了

遮盖某些真实的印记ꎬ故而小说所写的时间和地

点ꎬ都经过了模糊处理ꎮ 何况ꎬ烟云模糊的手法ꎬ
乃小说创作之常法ꎮ 就灯取影ꎬ可将南京、北京互

做影子参看ꎻ邀月对影ꎬ曹雪芹将自己放在了南京

和北京之间ꎬ由他的“以南写北”“以北隐南”的创

作ꎬ将南北的历史、文化勾连起来ꎬ国事家事都得

入题ꎬ还可以巧妙地将“真事隐去”ꎬ达到艺术创作

的自由自在状态ꎮ
曹雪芹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体验ꎬ通

过观察和想象ꎬ创造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由盛到

衰ꎬ最后覆灭的悲剧故事ꎮ 由了解其创作意图和

写作过程的脂砚斋、畸笏叟等脂批透露ꎬ曹雪芹确

有追怀其家世的创作动因在ꎮ 曹家在南京的兴与

衰ꎬ自己在北京贫病交迫的写作环境ꎬ无不促使曹

—４—



雪芹对人生的深刻思考ꎮ 可以说ꎬ«红楼梦»不仅

寄托了他对自己家族败落的追忆与反思ꎬ而且更

蕴含着他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ꎮ “悲凉之

雾ꎬ遍被华林”是一种超越自身的哲理层面的体

悟ꎮ 美学范畴里的“悲凉”ꎬ既指作者心态又指作

品风格ꎬ世情小说而能超越个人、家族的悲剧书

写ꎬ让悲凉风格ꎬ透过日常生活的烦琐而真实的描

写传达出具有普适性的“聚散离合”的人生哲理

来ꎬ如果没有南京的存在ꎬ恐怕京都中的贾府和大

观园的乌托邦意义ꎬ都要大打折扣ꎮ
«红楼梦»浓郁的诗意ꎬ自然不能简单地归因

于曹雪芹大量运用韵文体裁入小说ꎮ 笔者以为ꎬ
在南北地域联系和南北文化的关系之中ꎬ曹雪芹

把江南的柔美化作了一种营养注入了贾府上下的

日常生活和审美之中ꎮ 比如ꎬ美轮美奂的大观园ꎬ
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社会的ꎬ而是自然和人文

相结合的产物ꎮ 大观园的诗情画意ꎬ体现于它兼

具的南北园林之美ꎬ在于“金陵十二钗”们对春花

秋月的感伤ꎬ更渗透在大观园南北交融的文化氛

围之中ꎮ
清人周春在«红楼梦约评»中就曾指出:“开卷

云‘说此«石头记»一书’者ꎬ盖金陵城吴名石头城ꎬ
两字双关ꎮ” [４]５６７今天的读者固然还可以将曹家五

十八年宦游地江宁与这石头城作关联ꎬ给曹雪芹

取材自家的创作找到依据ꎬ但这样解释不免将文

学看死了ꎮ 史料之于文本是可以帮助解读ꎬ绝不

可坐实、呆看ꎮ 即如为什么«红楼梦»的悲剧历代

皆有ꎬ易地而皆然ꎬ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ꎬ这
与曹雪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法来写一部«红楼

梦»ꎬ是有着值得探讨的深刻关系的ꎮ 本文在«红
楼梦»楔子中清楚地提出的“真事隐去ꎬ用假语村

言”及“石头撰书”等写作策略之外ꎬ提出一个在效

用上接近于“真假”策略的又一个主体性策略———
“以南写北和以北隐南”ꎬ能否成立ꎬ期盼更多的研

究者参与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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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话小说的法律资料价值

———以明代官箴书、白话小说对司法官品质的表现为例

孙　 旭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 　 古代小说对社会现实、世态人情常有细致、真实的描摹ꎬ其中包含有大量的法律资料ꎬ是研究中

国法制史及法学理论的重要材料ꎮ 明代官箴书、白话小说对司法官品质的表现同中有异ꎬ从中既可见小说的表现

并非平地生波ꎬ自有其文献价值ꎬ又可以之管窥人生经历、创作目的、表现方法不同者ꎬ对法律认识的区别所在ꎮ
它们共同构成明代法律文化的一部分ꎮ

[关键词] 　 明代ꎻ　 官箴书ꎻ　 白话小说ꎻ　 品质ꎻ　 廉洁ꎻ　 仁爱ꎻ　 公正ꎻ　 宽恕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０６－０９

　 　 古代小说对社会现实、世态人情常有细致、真
实的描摹ꎬ其中包含有大量的法律资料ꎬ是研究中

国法制史与法学理论的重要材料ꎮ 以往关于明代

白话小说中法律资料的研究ꎬ主要集中于法律设

施、规范层面———通过与律典正史、方志笔记等的

比较ꎬ可见小说对大堂、监狱、惊堂木、刑具等法律

设施ꎬ以及刑事、民事、经济、诉讼法律规范等的表

现真实可靠ꎮ①事实上ꎬ除了法律设施、规范层面ꎬ
在法律人物层面———一般认为会多有作家虚构痕

迹的人物塑造方面———比如司法官的品质ꎬ明代

白话小说的表现与内容多涉及于此的官箴书也多

有相似之处ꎮ
官箴书指为官之箴言ꎬ主要阐述为官道德ꎬ总

结行政、司法经验ꎬ作者一般是欲有作为的中下层

官员ꎬ所秉持的理念和实践方式基本可归入循吏、
清官之类ꎮ 如果说明代白话小说代表了下层文人

的法律观念ꎬ那么明代官箴书则体现了中下层官

员的法律观念ꎮ 明代官箴书认为ꎬ合格的司法官

应具备廉洁、仁爱、公正、宽容的品质ꎮ 明代白话

小说的观点与此多有相似之处ꎬ表明不同社会阶

层对司法官品质的共同期待以及彼此对话、沟通

的可能ꎮ 当然ꎬ其中也不乏相异之处ꎬ表明人生经

历、创作目的、表现方法不同者在观念上的本质区

别所在ꎮ 无论如何ꎬ都昭示了明代白话小说不可

多得的法律资料价值ꎮ

　 　 一、廉洁

廉洁指不贪财货ꎮ
明代官箴书十分看重廉洁品质ꎬ将其视为司

法官最先应当具备的职业素质ꎬ“为政者ꎬ以正为

本ꎬ以廉为先” [１]２６６ꎬ“正以处心ꎬ廉以律己” [２]２４３ꎮ
关于廉洁品质的成就ꎬ官箴书认为在于平日

节俭习惯的养成ꎬ“凡要做清官不在服官之日ꎬ先
于居家、发榜时就要节省ꎮ 若能甘淡泊ꎬ则中后不

作婴儿之态ꎬ费用必少ꎬ所负于人者亦少” [３]５７ꎬ
“(初仕者)诚能节用于未任之先ꎬ守廉于既任之

后ꎬ婢仆不盛ꎬ服用不奢ꎬ俸赀虽薄ꎬ亦可饱孥享

子” [４]２９ꎮ
官箴书还指出廉洁的保有极为不易ꎬ嗜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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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ꎬ即可能沦丧之ꎬ“稍有私欲ꎬ鲜有不堕其计而为

所迷惑矣” [１]２６６ꎬ甚至“诗文之交ꎬ亦有移情败事

者” [５]３６ꎮ 沉溺偏好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ꎬ
对司法官来说却适足授人以贿赂营求之柄ꎬ这显

然对司法官的廉洁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官箴书认为廉洁一旦失去ꎬ恰如妇女遭玷ꎬ从

此清白不再ꎬ“不廉之吏ꎬ如蒙不洁ꎬ虽有它美ꎬ莫
能自赎” [１]２６６ꎬ“惟士之廉ꎬ犹女之洁ꎬ一朝点污ꎬ终
身玷缺” [６]３８１ꎮ 不可不谨慎处之ꎮ

官箴书还对廉与贪、无为与多能的关系进行

了思考ꎮ 一种观点认为廉而无能ꎬ或可原谅ꎻ多能

而贪ꎬ终当破败ꎬ“无能而廉ꎬ人将谅之ꎬ犹可以救

过ꎻ多 能 而 贪ꎬ 人 必 知 之ꎬ 百 孔 千 疮ꎬ 终 当 瓦

裂” [５]３６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廉而无为ꎬ亦属无益ꎬ
“凡事谦厚ꎬ与百姓干事可也ꎻ若廉而无为ꎬ廉何益

哉” [７]２－３ꎮ 在一般人看来ꎬ廉洁为民即是好官ꎬ贪
婪自私即是坏官ꎬ很少考虑廉洁无为、贪婪多能对

百姓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ꎬ而官箴书却对此展开

讨论ꎬ极为不易ꎮ
与官箴书相同ꎬ明代白话小说也十分看重司

法官的廉洁品质ꎮ 小说对清官断案如神的事迹较

感兴趣ꎬ较少直接描写其拒酬谢、绝贿赂的行为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忽视清官的廉洁品质ꎬ相反ꎬ
这是小说极为看重的ꎮ 每每清官出场前ꎬ小说都

要对其做一个大致的介绍ꎬ这一介绍具有盖棺定

论的作用ꎬ此后对清官的表现大体围绕其展开ꎻ在
介绍中ꎬ廉洁往往是清官诸多品质中率先为小说

所彰扬的ꎮ 如«名公案断法林灼见» 卷一 «奸情

类询故辨奸»中的颍上县主王惟用“素性简廉ꎬ
邑中敬慕”ꎬ«廉明公案»下卷«争占类李府尹判

给拾银»中的漳州知府李载阳“居官清廉ꎬ合郡感

戴”ꎬ«明镜公案»四卷«雪冤类陆尚书判释大

逆»中的刑部尚书陆瑜“为刑部属官十余年ꎬ有清

廉声”ꎬ可见小说的看重ꎮ
不止于此ꎬ小说还让作品中的清官“现身说

法”ꎬ亲身表达对廉洁品质的追求ꎮ «拍案惊奇»卷
二十中的裴习升任襄阳刺史ꎬ有人祝贺他从此不

愁富贵ꎬ裴习道:“天子教我为民父母ꎬ岂是教我残

害子民? 我今此去ꎬ唯吃襄阳一杯淡水而已ꎮ 贫

者ꎬ人之常ꎮ 叨朝廷之禄ꎬ不至冻馁足矣ꎬ何求富

为?”«东度记»第九十八回中的下吏徇私伤了穷

民ꎬ被州主访知ꎬ当堂戒谕道:“为民父母ꎬ要爱下

为先ꎬ更于穷民加恤ꎮ 这货财ꎬ谁不爱? 却不是你

我为官的所贪ꎬ公家自有养廉的俸禄ꎮ”可见小说

对廉洁品质何等看重ꎮ
但小说也透露了司法官俸禄的微薄与来源的

艰难ꎬ揭示了其廉洁根基的薄弱ꎮ «明镜公案»一

卷«索骗类顾察院判黜赃官»中的京兆尹顾佐因

笞挞犯法属吏赵高ꎬ遭其诬告ꎮ 小说在描述赵高

的诬告理由时ꎬ涉及了“折薪银”这一名词———“诉
佐私受皂隶折薪钱ꎬ不令供役ꎬ且放之回家耕种ꎮ
济私而妨公ꎬ非廉官所为也”ꎮ 此非小说虚构ꎬ乃
有史可证ꎮ 据«三朝圣谕录»:“盖今朝臣月俸止给

米一石ꎬ薪炭马刍咸资于皂ꎬ不得不遣半归ꎬ使备

所用ꎮ 皂亦皆乐得归耕ꎬ实官皂两便ꎮ 此京师大

小臣僚皆然ꎬ臣亦然ꎮ 自永乐以来如此ꎮ” [８]３５ｂ 原

来是将官员的一部分薪俸直接转嫁到皂隶身上ꎬ
由国家与衙门中处于最底层的皂隶共同承担官员

的生活开支ꎮ 一方面是对司法官不贪财货、立身

清白的热切企望ꎬ一方面是微薄的生活保障ꎻ一方

面是朝臣的赫赫威仪ꎬ一方面是转求皂隶的物质

依赖ꎬ反差之大ꎬ引人深思ꎮ 官箴书对此没有涉

及ꎬ小说的表现更为犀利、深刻ꎮ
有赖于对司法官微薄俸禄的清醒认识ꎬ小说

没有将其廉洁品质绝对化ꎬ而是对与之不相和谐

的因子采取了包容态度ꎮ «廉明公案»下卷«争占

类滕同知断庶子金»中的倪守谦家富巨万ꎬ嫡妻

生长子善继ꎬ妾生次子善述ꎮ 善继贪心爱财ꎬ有害

弟之意ꎮ 倪守谦临终前表面上将家私尽付善继ꎬ
暗地里却藏遗嘱于一幅画中ꎬ命善述“待廉明官

司ꎬ将此画轴去告”ꎮ 善述长大后ꎬ告理于滕同知

处ꎮ 滕同知于画中发现了遗嘱ꎬ“见其金银数多ꎬ
遂心生一计”ꎬ在倪家装神弄鬼ꎬ假装向倪守谦鬼

魂调查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倪守谦的“一百两酬

谢”换成“谢金一千两”ꎮ 故事的主人公、发生时

间、地点等被«海刚峰公案»卷四第五十九回、«喻
世明言»第十卷、«龙图公案»卷八«扯画轴»等屡

加改编ꎬ但主干部分大体如前所述ꎮ 其中最值得

关注的ꎬ是不同作品中遗嘱对司法官酬谢的数目

及司法官态度的不同ꎮ «海刚峰公案»卷四第五十

九回中的海公于画中发现了郑文忠的遗嘱ꎬ按其

重新分配家产ꎬ但没有接受“命应秋奉银一百两酬

谢”的好意ꎬ甚至此后并未对他人提及此事ꎮ «喻
世明言»第十卷中的滕大尹虽见倪守谦“后有贤明

有司主断者ꎬ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的承诺ꎬ但其

“最有机变的人ꎬ看见开着许多金银ꎬ未免垂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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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ꎬ遂采取和滕同知相同的手段ꎬ敲诈了千两黄

金ꎮ «龙图公案»卷八«扯画轴»中的包公则明确表

示:“适间倪老先生命谢我者ꎬ我决不要ꎮ 可与梅

夫人作养老之资ꎮ”海公、包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

清官ꎬ就是贪财的滕同知、滕大尹ꎬ作品也是作为

清官来塑造的———滕同知“既极清廉ꎬ极是明白”ꎬ
滕大尹是“贤明官府”ꎮ 在此ꎬ小说表现出了对司

法官清廉品质的态度:赞美“一清如水”的清官ꎬ也
不排斥某些司法官身上贪恋钱财的一面ꎮ «廉明

公案»的批语道:“虽设计骗金ꎬ是贪心所使ꎬ然骤

施此计ꎬ亦瞒得人过ꎬ所以为判断之巧ꎮ 乃知

财帛有命ꎬ而善继之强占、守谦之深谋ꎬ皆无益

也ꎮ”推重廉洁ꎬ却又服膺贪婪之心为断案技巧所

遮盖ꎬ并强调“生死有命ꎬ富贵在天”ꎬ显然是将廉

洁多元化、复杂化了ꎮ
«石点头»第八卷说得更明白:“财乃养命之

源ꎬ原不可少ꎮ 又如任彦升ꎬ位至侍中ꎬ身死

之日ꎬ其子即衣不蔽体ꎬ这又觉得太苦ꎮ 依在下所

见ꎬ也不禁人贪ꎬ只是取之有道ꎬ莫要丧了廉耻ꎮ 
书上说‘放于利而行’ꎬ这是不贪的好话ꎮ 又

道是:‘留有余不尽之财ꎬ以还造化ꎻ留有余不尽之

福ꎬ以还子孙ꎮ’”«型世言»第四十回中的湖广江夏

知县陈骝山ꎬ“百姓来告状ꎬ愿和的竟自与和ꎮ 看

是小事ꎬ出作不起的ꎬ三、五石谷也污名头ꎬ竟立案

免供ꎮ 其余事小的ꎬ打几下逐出免供ꎮ 人人都道

清廉ꎬ不要钱ꎮ 不知拿着大事ꎬ是个富家ꎬ率性诈

他千百ꎬ这叫‘削高堆’ꎬ人也不觉得”ꎬ这应是小说

所称颂的“取之有道”者的典范ꎮ
虽则如此ꎬ小说却并不认可贪ꎬ反而辛辣地嘲

讽了贪官的不法行径ꎮ «禅真后史»第十五回中的

新任县官简仁“莅任不上月余ꎬ肆恶无极ꎮ 一

曰全征ꎬ二曰全刑ꎬ三曰全情ꎬ四曰

全收ꎬ五曰全听ꎬ凡词讼差拨之事ꎬ或人情ꎬ或
财物ꎬ先已停妥ꎬ他自随风倒舵的审发去了ꎮ 
故有五泉之号”ꎮ «西湖二集»第十九回中的伟兀

氏做了一任荆南太守ꎬ“连荆南的土地老儿和地皮

一齐卷将回来ꎬ大的小的ꎬ粗的精的ꎬ尽都入其囊

橐之中ꎬ便可开一个杂货店相似”ꎮ
小说还形象地描摹了贪官在金钱面前的丑

态ꎮ «石点头»第八卷:“末联专指着坐公堂的官人

而言ꎬ说任你凶如狼虎ꎬ若孔方兄到了面前ꎬ便可

回得他的怒气ꎬ博得他的喜颜ꎬ解祸脱罪ꎬ荐植嘘

扬ꎬ无不应效ꎮ 故俗谚说:‘大官不要钱ꎬ不如

早归田ꎻ小官不索钱ꎬ儿女无姻缘ꎮ’可见贪婪的ꎬ
落得富贵ꎻ清廉的ꎬ枉受贫穷ꎮ 因有这些榜样ꎬ所
以见了钱财ꎬ性命不顾ꎮ 总然被人嘲笑鄙薄ꎬ也略

无惭色ꎮ”«西湖二集»第二十卷则借妓女曹妙哥之

口对此加以揶揄:“衣冠之中盗贼颇多ꎬ终日在钱

眼里过日ꎬ若见了一个‘钱’字ꎬ便身子软做一堆

儿ꎬ连一挣也挣不起ꎬ就像我们门户人家老妈妈一

般行径ꎮ 千奇百怪ꎬ起发人的钱财ꎬ有了钱便眉花

眼笑ꎬ没了钱便骨董了这张嘴ꎮ”以贪官比之老鸨ꎬ
与官箴书作者“一朝点污ꎬ终身玷缺”的看法暗合ꎮ

明代官箴书和白话小说都看重司法官的廉洁

品质ꎬ具体观点也多有相似之处ꎮ 如官箴书在廉、
能的问题上存在正反两种观点ꎬ小说则表示了对

廉洁中不和谐因素的包容ꎻ再如官箴书认为“一朝

点污ꎬ终身玷缺”ꎬ小说则描摹了贪官污吏在金钱

面前的丑态ꎮ 不同之处ꎬ官箴书涉及了廉洁的养

成途径ꎬ小说则揭示了廉洁根基的薄弱ꎮ 可以说ꎬ
官箴书与小说各擅其长ꎬ分别表达了对司法官廉

洁品质的思考ꎮ
　 　 二、仁爱

仁爱指宽仁慈爱ꎮ
明代官箴书认为ꎬ仁爱是司法官应当具备的

另一重要职业素质ꎬ“居官者ꎬ要必仁以存心” [５]３７ꎬ
“慈则不刻” [２]２４４ꎮ

在官箴书看来ꎬ司法官的仁爱首先体现在受

理词状上ꎮ “准状为取钱之媒” [９]１０８ꎬ不少司法官

为避嫌疑ꎬ少准状ꎮ 明代官箴书却认为ꎬ只要“我
之心至虚至平ꎬ原非状状不放空之心ꎬ虽多准何

害” [９]１０８ꎮ 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词状ꎬ官箴书认为

应批明不准的理由ꎬ以使百姓心安ꎬ“无理者ꎬ将状

后批写因何不准ꎬ次日俱贴于大门外ꎬ使各人知

之ꎬ安心休息ꎬ不致复行告扰” [３]６５ꎮ
官箴书认为司法官的仁爱还体现在审理时的

慎捕、慎监、慎打上ꎮ 对妇女ꎬ“告者故牵以图污

辱ꎬ差 者 易 藉 以 肆 需 求 ” [１０]１７ꎬ 故 “ 妇 女 勿 轻

捕” [１０]１７、“妇人莫轻打” [１０]１８、 “妇女勿监” [１０]２０ꎻ
“老 幼 可 怜 ” [１０]２０ꎬ 故 “ 老 不 打 ” [１０]１８、 “ 幼 不

打” [１０]１８、“老幼勿监” [１０]２０ꎻ “儒绅体面ꎬ宁厚毋

薄” [１０]２０ꎬ一旦被捕、被监ꎬ斯文扫地ꎬ故“儒绅勿轻

捕” [１０]１７、“儒绅勿轻监” [１０]２１ꎮ 此外ꎬ如果人犯精

神、身体状态不好ꎬ受刑后ꎬ“易于殒命” [１０]１９ꎬ故
“人忿勿就打” [１０]１８、“已拶莫又打” [１０]１９、“已夹莫

又打” [１０]１９、“要枷莫又打” [１０]１９ꎮ 凡此种种ꎬ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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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仁心之所在ꎮ
在此基础上ꎬ官箴书进一步指出滥刑的危害ꎮ

一者累及无辜ꎬ“仇扳之民往往怕刑屈认ꎬ覆盆黑

天者有之矣ꎮ 就令他日辨出ꎬ身家妻子必不

保矣” [９]１６６ꎻ二者有碍官声ꎬ“上司士民见我辈淫刑

以逞ꎬ以为酷以济贪” [９]１２８ꎻ三者上干天怒ꎬ“殊不

知刑者国之典ꎬ所以代天纠罪ꎬ岂官吏逞暴行私者

乎” [７]３ꎬ故不可不慎重对待ꎮ
关于仁爱品质的养成途径ꎬ官箴书认为ꎬ只要

司法官用刑之前有“思”ꎬ则一“思”之下ꎬ不忍之心

至矣ꎬ仁爱之心生矣ꎬ“一用刑ꎬ则思民亦父母所生

者ꎬ虽隶卒下人亦不轻怒詈” [４]３０ꎮ
官箴书指出司法官又不可太过仁爱ꎬ“居官不

可太仁慈ꎬ太慈即招疲软之名” [７]２ꎮ 威吓施刑有时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断案手段ꎬ“即取下各色刑具吓

说ꎬ务要供出真情” [３]６５ꎮ 这与官箴书作者多年的

司法经历与驭民经验有关ꎮ
明代白话小说关注在无状的情况下ꎬ司法官

所采取的仁爱举措ꎮ 如当事人不会写字ꎬ司法官

会命人代写ꎮ «韩湘子全传»第二十二回中的刘可

因母亲被害身死去官府告状ꎬ韩退之令刘可补状

以查访凶身ꎮ 刘可道:“青天老爷ꎬ小的不会写字ꎬ
只好口禀ꎮ”韩退之道:“可明白说来ꎬ我着书吏替

汝誊写ꎮ”如当事人身有疾患ꎬ表达有碍ꎬ司法官会

首先为之医治ꎮ «诸司公案»六卷«雪冤类王司

理细叩狂妪»中的倪氏无子夫死ꎬ为妾及庶子所

逐ꎬ“其痴愈甚ꎬ言语无序ꎬ笑哭不常”ꎮ 后倪狂妪

去王司理处诉告ꎬ王司理命手下人“于药店讨化痰

丸、镇惊丸来ꎬ与服得”ꎮ 待其迷痰暂开ꎬ王司理

“执笔在手ꎬ令倪妪道来ꎮ 其中间胡乱语时有ꎬ参
之前后言说”ꎮ

在小说中ꎬ仁爱的司法官对不符合受理条件

的案件ꎬ也批明不准的理由ꎮ «龙图公案»卷三«巧
拙颠倒»中的包公认为告夫妻巧拙颠倒相配ꎬ乃
“人心不足”事ꎬ故不予受理ꎬ“将数语批在原状子

上ꎬ粘在大门外”ꎮ 但也有不少司法官出于对百姓

受损的同情ꎬ最终受理了此类案件ꎮ «百家公案»
第十二回中的尚静在城隍庙焚香之际ꎬ丢失银子

四两ꎬ具状到包公前告理ꎮ 包公因“不知是何人拾

得ꎬ其事难以判问”ꎬ不准其状ꎮ 尚静叫屈连天ꎬ垂
泪而去ꎮ 包公自思:“某为民牧ꎬ自当与民分忧ꎮ
民若有忧ꎬ为人上者不能为民理直其事ꎬ亦守令之

过也ꎮ”命人微服私访ꎬ最终找出拾银人ꎮ

此外ꎬ小说还着重塑造了“慎捕”妇女的司法

官形象ꎮ «新民公案»三卷«伸冤究辨女子之孕»
中的郭公断饶秀娥无夫产子案时ꎬ因“房帷之事ꎬ
必究妇人”ꎬ决定提其母听审ꎬ遂问其父“尔妻多少

年纪”ꎮ 得知“五十已过”后ꎬ郭公方放下心来:“可
取来此听审ꎮ”司法官为此还颇费心思ꎮ «百家公

案»第六十一回中的李强隐于新妇床下ꎬ伺机行

窃ꎬ被发觉后ꎬ诈称为新妇医病者ꎮ 包公认为“彼
妇新妇ꎬ若使与盗证辩ꎬ辱莫大焉”ꎬ故命妓女装作

新妇ꎬ一试李强ꎬ将其诈出ꎮ
关于用刑的问题ꎬ小说的表现比较复杂ꎮ 在

小说中ꎬ确实有谨慎用刑的司法官ꎬ如«二十四尊

得道罗汉传却水罗汉第廿四尊»中的智威尊者ꎬ
“庭无私谒ꎬ民喜天开ꎬ仁恩流于刑罚”ꎬ但威吓用

刑的司法官更多ꎬ其“明实招认ꎬ免受苦楚”(«百家

公案»第九十一回)、“若不招认ꎬ活活打死” («新

民公案»三卷«赖骗分柴混打害叔命»)之声此起

彼伏ꎬ对官箴书“威吓用刑”的观点做了很好的注

脚ꎮ 需要明确的是ꎬ小说中的这类司法官并非贪

官污吏ꎬ而是“为官清政ꎬ宛若神明”的包公(«百家

公案»第十二回)等人ꎮ 他们此举的目的ꎬ是使胆

小的嫌犯开口吐实ꎬ从而免受皮肉之苦ꎬ故亦可视

作仁爱之表现ꎮ
小说中还不乏滥施刑罚的司法官ꎮ 出于对犯

罪行为的憎恶ꎬ有些司法官在人犯甫一带到ꎬ一语

未审的情况下ꎬ即大打出手ꎮ «百家公案»第十六

回中的龚胜被疑串通强盗抢劫客人银两ꎮ 包公命

人将龚胜拿到后ꎬ怒而大骂:“蛊贼谋财ꎬ罪该处

斩!”并“速唤薛霸将胜拷打一番”ꎮ 有些司法官滥

刑则是为了发泄案件不能及时告破的郁怀ꎮ «律
条公案»四卷«窃盗类冯县尹断木碑追布»中的

郁文告张华串贼盗其机布ꎬ张华据理辩说ꎬ冯县尹

不能断ꎬ“即将二人各责十板ꎬ发回家去”ꎮ
小说还以生动的例子指出酷刑为害甚巨ꎮ 首

先ꎬ使无辜者屈打成招ꎮ «诸司公案»一卷«人命

类胡宪司宽宥义卜»中的萧迈曾在平营家佣工ꎬ
后平妻被杀ꎬ萧迈被疑为凶手ꎮ 薛先令“用严刑拷

勘ꎬ萧迈不能自明ꎬ即自诬服”ꎮ 其次ꎬ受刑者甚或

有性命之忧ꎮ 很多明代白话小说对此直接加以抨

击ꎮ «醒世恒言»第三十卷:“(那些酷吏)每事不

问情真情枉ꎬ一味严刑锻炼ꎬ罗织成招ꎮ 任你铜筋

铁骨的好汉ꎬ到此也胆丧魂惊ꎬ不知断送了多少忠

臣义士!”此外ꎬ还可能祸延子孙ꎮ «醒世恒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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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卷:“不想捶楚之下ꎬ何求不得? 冥冥之中ꎬ
积了阴骘ꎬ远在儿孙近在身ꎮ”

明代官箴书和白话小说都认可司法官的仁爱

品质ꎬ都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受状及慎捕上ꎬ主张威

吓用刑ꎬ并对滥刑的危害进行了揭露ꎮ 不同之处ꎬ
官箴书认为司法官的仁爱还表现在“慎刑”上ꎬ小
说则以较多的笔墨揭示了司法官对刑讯的倚重ꎮ
此外ꎬ官箴书探讨了司法官仁爱品质的养成途径ꎬ
小说对此没有明确交代ꎬ但小说对包公“某为民

牧ꎬ自当与民分忧”的“自思”的描摹ꎬ已然昭示了

司法官自省对仁爱之心生成的重要影响ꎬ与官箴

书可谓殊途而同归ꎮ

三、公正

公正指秉公处断ꎮ
明代官箴书认为司法官还应具备公正的职业

素质ꎬ “居官守职ꎬ以公正为先” [１]２６２ꎬ “公以处

事” [７]２ꎮ
官箴书认为司法官的公正首先体现在拒绝请

托上ꎬ“或有上司官吏及亲旧人等嘱托ꎬ一例不可

准听” [１]２８７ꎬ“凡士大夫说事ꎬ如经奉上司ꎬ虽
分毫不可做人情” [７]４ꎮ

官箴书指出拒绝请托的态度应尽量委婉ꎬ“凡
士大夫说事ꎬ须和颜以待之ꎬ逊言以议论之” [７]４ꎮ
可以采取一些小策略ꎬ不给请托者开口的机会ꎬ
“(士夫)凡有先至者ꎬ令把门人请至寅宾亭少坐ꎮ
待比较毕ꎬ一同请进ꎬ则彼此相碍ꎬ虽有嘱托ꎬ亦难

开口” [７]４ꎬ“(乡宦)候请入座ꎬ即分付六房吏侍侧ꎬ
以免私嘱” [３]６２ꎮ 如实在推拒不掉ꎬ可先答应回话ꎻ
审时发现不法ꎬ则酌情轻责ꎬ“如有嘱者ꎬ当云诚如

尊命ꎬ诚为有理ꎬ待生问了回话ꎮ 若不实ꎬ于
杖责 时ꎬ 当 明 白 云: 某 先 生 分 付ꎬ 该 饶 你 打ꎮ
□□□名ꎬ众证明白ꎬ法度上去不得ꎬ我今将就责

罚” [７]４ꎮ
官箴书还指出如果所托事小ꎬ司法官姑且从

之ꎬ“凡士大夫说事ꎬ如法不违也ꎬ做人情不

妨ꎮ 自己手中小事ꎬ可依者依之” [７]４ꎬ“如有

求于州县ꎬ即人未必贤ꎬ待之不可无术ꎮ 果事体无

大关系ꎬ须曲处含忍” [９]１７８ꎮ
官箴书认为在处理请托问题上ꎬ切忌两点ꎮ

一是面是背非ꎬ取怨于人ꎬ“又不可于说时唯唯了ꎬ
后不从他” [７]４ꎻ二是先入为主ꎬ加之以罪ꎬ“切不可

先横一不畏强御之心ꎮ 一有此心ꎬ便以裁抑士夫

为公道ꎬ事事必不得其平ꎬ非所以服缙绅之心

也” [９]１７８ꎮ
关于消除请托的关键ꎬ官箴书认为主要在于

司法 官 的 自 身 修 养ꎬ “ 然 未 必 不 自 当 官 者 致

之ꎮ 诚主之以正大ꎬ出之以精门ꎬ持之以廉

平ꎬ济之以果决ꎬ则人且服吾之宽ꎬ□吾之公ꎬ惮吾

之严ꎬ请托何自而来” [９]１２６－１２７ꎬ“当官者果端操秉

公ꎬ使士夫不敢干以私ꎬ此包孝肃之流亚也” [９]１２７ꎮ
此外ꎬ官箴书认为司法官的公正还体现在“抑

强”上ꎬ“凡州县ꎬ多有权豪势要之家ꎬ或前朝官吏

或当处霸户ꎬ倚势结构官吏ꎬ凌虐细民ꎮ 为政

者ꎬ当抑强扶弱为先” [１]２７１ꎬ“居官者ꎬ以彰善瘅恶

为公ꎬ以抑强扶弱为正” [５]４４－４５ꎮ
与官箴书相同ꎬ明代白话小说也肯定司法官

的公正品质ꎬ对清官拒绝请托的实绩多有表现ꎮ
«龙图公案»卷九«借衣»中的赵进士因怀疑女儿自

尽与其未婚夫沈猷有关ꎬ“写书通知巡行包公ꎬ嘱
将猷处决ꎬ勿留致累”ꎮ 夫人知晓女儿死因ꎬ“私遣

家人往诉包公ꎬ嘱勿便杀”ꎮ 包公心疑:“均赵婿

也ꎬ夫嘱杀ꎬ妻嘱勿杀ꎬ此必有故ꎮ”他没有理会赵

进士的请托ꎬ而是详问沈猷来历ꎬ审出实情ꎮ
小说还表现了司法官在拒绝请托时对分寸的

把握ꎮ «型世言»第四十回中的湖广江夏知县陈骝

山ꎬ“乡官来讲分上ꎬ心里不听ꎬ却做口头人情ꎬ道
这事该问甚罪ꎬ该打多少ꎬ某爷讲改甚罪ꎬ饶打多

少ꎬ端只依律问拟ꎬ那乡官落得撮银子”ꎮ 文中夹

批道:“岂不感激ꎮ”与官箴书给出的方法相类ꎬ并
一语道出官箴书未予明说之深意ꎮ

但小说又表现了清官接受请托的情况ꎮ «龙
图公案»卷十«瓷器灯盏»中的泰州知州李马英“恪
守官箴ꎬ动遵王法ꎬ城狐社鼠ꎬ绝迹潜踪ꎮ 学校日

崇ꎬ吏胥日畏ꎮ 市无闹语ꎬ野有清评ꎮ 皆道:‘泰州

何幸ꎬ得此贤侯ꎮ’”清廉至此ꎬ却接受“亲故年家”
的请托ꎮ 事实上ꎬ就连身为清官表率的包公亦未

能免俗ꎮ «龙图公案»中的包公“生平最怪的是分

上一事ꎮ 听讼的听了人情ꎬ把虚情都当实了”
(«龙图公案»卷十«尸数椽»)ꎮ 但其得意门生卢

日乾与樵夫邹敬发生纠纷后ꎬ却“恃此脚力ꎬ就写

帖命家人送县” («龙图公案»卷六«瞒刀还刀»)ꎬ
显然与包公曾行此方便有关ꎮ 但清官并非毫无原

则地接受请托ꎬ而是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ꎬ掌
握了一个合适的度ꎮ 如李马英“只是遇了亲故年

家ꎬ略要听些分上”ꎬ包公也是“问及根由ꎬ知事体

颇小ꎬ纳其分上”ꎮ 这一点ꎬ与官箴书的观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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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ꎮ
小说还通过描摹请托者与受托者在事情败露

后ꎬ反目相向的口水仗ꎬ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对于请托ꎬ无论大小ꎬ还是不沾为好ꎮ «龙图公

案»卷十«尸数椽»中的县令任事接受上司齐泰的

请托ꎬ判巫梅死罪ꎬ举家流移ꎮ 巫梅死后ꎬ托梦往

包公处陈告ꎮ 包公命鬼卒将任事、齐泰拿来ꎮ 任

事道自己读书人出身ꎬ亦知砥砺节操ꎬ无奈一旦为

官ꎬ则进退两难———“徇情难为法ꎬ不徇难为官”ꎮ
齐泰翻转面皮ꎬ道:“今任知县为政多讹ꎬ枉死者何

止一巫梅ꎻ徇情太甚ꎬ听信者岂独一齐泰ꎮ 说不说

由泰ꎬ听不听由你ꎮ 你若不开门路ꎬ谁敢私通关

节?”在齐泰看来ꎬ任事并非偶尔徇私ꎬ而是一向枉

法ꎻ而且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ꎬ“若是任知县不肯听

分上ꎬ下官怎的敢去讲分上”ꎮ 和则沆瀣一气ꎬ为
非作歹ꎻ分则彼此攻讦ꎬ自圆其说ꎮ 早知今日ꎬ何
必当初?

小说中的司法官也“抑强”ꎬ但其所“抑”之强

并非地方的“权豪势要之家ꎬ或前朝官吏或当处霸

户”ꎬ而是皇亲国戚ꎮ 如«百家公案»中的包公“判
斩赵皇亲”(第四十八回)、“判放曹国舅”(第四十

九回)、“决判刘驸马” (第五十九回)、“判皇妃国

法失仪” (第八十三回)ꎬ做了很多摧折皇亲国戚

的事ꎮ
明代官箴书和小说都赞赏司法官的公正品

质ꎬ对请托都并非绝对排斥ꎬ一律拒绝ꎬ而是主张

根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ꎬ区别对待:小事ꎬ略略用

情ꎬ无伤大雅ꎻ大事ꎬ或涉于疑似ꎬ则绝不涉足ꎮ 官

箴书还指出了消除请托的关键ꎬ小说虽未明确涉

及于此ꎬ但其中齐泰对任事的责问———“说不说由

泰ꎬ听不听由你”ꎬ促使人们思考司法官的个人修

养与请托的关系ꎮ 此外ꎬ小说对司法官摧折皇亲

国戚行为的表现ꎬ为官箴书所不及ꎬ大有深意

存焉ꎮ

四、宽恕

宽恕指宽容饶恕ꎮ
明代官箴书认为司法官也应具备宽恕的职业

素质ꎬ“禁暴除奸ꎬ止宜去太去甚ꎬ不妨开一面之

网” [１１]５９８ꎬ“犯而不校最省事” [２]２４４ꎮ
在官箴书看来ꎬ司法官的宽恕主要体现两方

面ꎮ 一是审理时ꎬ尽量减少其入罪的机会ꎮ
如不存成见ꎬ不咎既往ꎬ“问事绝不可有成心ꎬ

又不可执拗到底” [９]１２１ꎬ“事已往ꎬ不追最妙” [１２]７７ꎮ

如参酌理、 情审断ꎬ “ 问 事 要 据 事 论 理 按

律” [９]１２１ꎬ“用律不原情尽法ꎬ无民矣” [１１]５９７－５９８ꎮ 按

郭建的解释ꎬ“理”指自然法则和人间道义ꎮ “情”ꎬ
一指人情ꎬ即人之常情ꎬ“不过分ꎬ不苛求ꎬ存大体、
容小过” [１３]２２６－２２７ꎻ二指情理ꎬ即“可以推出结论的

逻辑关系” [１３]２２８ꎮ 中国古代法律比较严苛ꎬ司法官

断案时如能遵循天理、体谅人情ꎬ将一定程度地降

低法律的摄人光芒ꎮ
二是判决时ꎬ尽量降低对当事人的惩罚力度ꎬ

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ꎮ
如慎罚钱物ꎬ“一钱一杖ꎬ不忍滥施” [５]３７ꎮ 之

所以如此ꎬ乃因科罚之事ꎬ实施不当ꎬ后果堪忧ꎬ
“若富者ꎬ罚之以免其罪ꎬ则富者之志益骄ꎬ其横自

益甚” [７]３ꎬ“穷民监追日久ꎬ力不能完ꎬ或至病死ꎬ
累及子孙” [３]６９ꎮ 此外ꎬ结合司法实践ꎬ还总结了一

些罚赎原则ꎬ如“慎罚凡十六条” [１０]２２ꎬ“自理词讼ꎬ
有理 者ꎬ 虽 富 不 罚ꎻ 无 理 而 穷 者ꎬ 虽 可 恶 不

罚” [９]１２９等ꎮ
如少判充军ꎮ 充军是明代的一种刑罚制度ꎬ

是将罪犯押解到边远地区补充军伍ꎬ分屯边防ꎮ
地点分极远、烟瘴、边远、边卫、沿海和附近ꎬ刑期

分终身、永远ꎮ[１４]１５２５官箴书认为ꎬ充军亦有失人道ꎬ
“凡军罪犯人ꎬ要佥妻起解ꎮ 中途脱逃ꎬ又将

负累族人ꎮ 若侵欺钱粮子孙军ꎬ则世世佥解ꎬ为害

尤不小矣ꎮ 此不但一人之害ꎬ而一族子孙之害

也” [９]１１７－１１８ꎬ故主张少判ꎮ
如少问“不应”之罪ꎮ 明时ꎬ对律无明文规定

但又应予惩治的轻罪ꎬ规定司法官可问以“不应”
之罪:“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ꎬ笞四十ꎻ事理重者ꎬ
杖八十ꎮ” [１５]２０５因是轻罪ꎬ官箴书主张少问ꎮ

官箴书还指出司法官如不能做到宽恕为怀ꎬ
将危及个人前程、阴骘ꎬ“枉问枉禁枉断ꎬ即系刑名

违错ꎬ不惟干碍前程ꎬ抑且有损阴骘” [１]２８５ꎬ“若素

性如此惨刻ꎬ不惟害人ꎬ且自不利ꎮ 盖人不可独

杀ꎬ天地鬼神必有报□” [９]１２０－１２１ꎮ
明代白话小说也肯定司法官的宽容品质ꎮ

«东度记»第五十四回:“为官的若不宽ꎬ只怕下情

有说不出来的情节ꎬ被这一严苦恼ꎬ有罣误不知ꎬ
犯了罪过ꎮ 偶然遗失了上官事物ꎬ被这一严畏怕ꎬ
送了残生ꎮ 若有循良ꎬ宁甘殿校ꎬ少缓五

刑ꎬ一从德劝ꎬ上不损伤国课ꎬ下不坑陷民生ꎮ 那

敲梆子念菩萨ꎬ哪里寻这见在活佛?”颇为客观ꎮ
在小说中ꎬ很多司法官审案时都能就事论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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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咎既往ꎮ «诸司公案»四卷«诈伪类杜太府察

诬母毒»中的巨富商称因继母胡氏“性过严厉ꎬ动
辄骂人”ꎬ与妻司氏商议ꎬ乘继母赐酒ꎬ由司氏投毒

其中ꎬ诬继母下毒ꎬ“从来继母狠毒者多ꎬ官必信

之”ꎮ 不想商称按原计划告官后ꎬ杜刺史并未在胡

氏的性格与商称的关系上大做文章ꎬ予以深求ꎬ而
是一如审断其他案件ꎬ询问谁人持杯、谁人斟酒等

细节ꎬ终将其奸计揭破ꎮ 甚至对以往多有过犯者ꎬ
亦能就事论事ꎬ不予深究ꎮ «龙图公案»卷十«铜钱

插壁»中的罗承仔“为人轻荡ꎬ不遵法度”ꎬ门下常

有败俗之士、污漏之徒出没ꎮ 同乡富户卫典被劫ꎬ
疑“劫贼俱是他家赌博的光棍”ꎬ告于包公衙门ꎮ
包公重刑勘问罗成仔ꎬ一无所得ꎬ意识道:“贼情重

事ꎬ最上捉获ꎬ其次赃证ꎬ又次扯扳ꎮ 三者俱无ꎬ难
以窝论ꎮ”遂许其保释ꎬ改恶从善ꎮ

司法官审案时还能适当考虑理、情ꎬ亦一大方

便也ꎮ «百家公案»第二十三回中的徐卿嫌女婿郑

国材家贫ꎬ欲将女儿淑云别嫁ꎮ 淑云遣丫鬟约国

材前来ꎬ欲资助钱财ꎮ 不想消息为庞龙知晓ꎬ冒名

顶替ꎬ杀害丫鬟ꎬ夺去金银ꎮ 徐卿拾到了女儿写给

国材的信ꎬ状告国材谋财害命ꎬ并贿赂薛知县害死

国材ꎮ 包公出面干预ꎬ国材得以洗雪冤情ꎮ 不仅

如此ꎬ包公还自做月老ꎬ“唤门子摆起香灯花烛ꎬ令
淑云就在厅上与国材拜了天地ꎬ成了夫妇”ꎮ 包公

此举ꎬ已超出了其作为执法官的职责ꎬ却极富人情

味ꎮ 甚至青年男女一时做出有乖于伦理、无雅于

风俗之事ꎬ只要其真情未泯ꎬ司法官也能曲意开

脱ꎮ «百家公案»第六十二回中的郭华与月英虽则

偶遇ꎬ却情好无猜ꎬ相约“先成佳期ꎬ后则通媒”ꎮ
但几次幽会ꎬ均因各种原因而错过ꎮ 郭华追悔莫

及ꎬ吞月英鞋帕而晕死过去ꎬ为人发现后告官ꎮ 包

公命人以卖鞋为由ꎬ寻出鞋帕主人为月英ꎬ检尸时

郭华亦醒来ꎮ 包公认为二人“夙世有缘ꎬ今生会

合”ꎬ故对其有乖于伦理之行ꎬ未“依律判断”ꎬ而是

予以开脱ꎮ
小说中的司法官还能够注意对小过、初犯不

判或轻判ꎮ «新民公案»四卷«霸占佃户争占耕

牛»中的石尚友将小牛租与吴茂养ꎬ待牛长成欲取

回时ꎬ吴茂反说是自己花钱买的ꎬ两人扭打至郭公

处ꎮ 郭公以计断出牛是石尚友的ꎬ吴茂遂不应声ꎬ
“郭爷见他认了ꎬ即饶了他刑”ꎮ «诸司公案»三卷

«盗贼类吕分守知贼诈丧»中的闻谐等贼人假装

丧车ꎬ过江劫掠ꎬ被吕分守看出ꎬ并从所载器械的

数量上推断其还有同伙ꎮ 因其为初犯ꎬ吕分守劝

其招出ꎬ并保证:“我命手下同你去拿来ꎬ一同供招

立案ꎬ许你后日改过ꎬ今番姑从薄治ꎮ”其余贼人被

招出后ꎬ吕分守果然从轻判处ꎬ“各打二十ꎬ拟发各

驿为徒”ꎮ
此外ꎬ小说还表现了司法官宽恕的不彻底性ꎮ

司法官判罚钱物及充军的情况很多ꎬ而且判罚时ꎬ
很少犹豫ꎬ对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甚少担忧ꎮ
虽然被判罚赎、充军者均有特殊情况ꎬ如«新民公

案»一卷«欺昧富户重骗私债»中的曾节身为“富
户”而“重骗私债”ꎬ«百家公案»第十一回中的夏

日酷不仅夜盗客布还“平昔害民”ꎬ但很多司法官

都判罚钱物及充军ꎬ则多少暴露了其内心的不

宽恕ꎮ
小说还塑造了执法上过于宽恕的司法官形

象ꎮ «详情公案»卷二«强盗门断明火劫掠»中的

刘县尹审出郑阳乃劫掠官家贼首ꎬ要其“实招”贼

党ꎮ 郑阳道:“此众人皆是小人倩来的ꎬ非管他事ꎮ
今日事发ꎬ小的身该自当ꎬ安可累及他人? 纵老爷

挟死ꎬ决不招扳ꎮ”刘县尹见其任打不招ꎬ“只得将

郑阳问斩偿命ꎬ赃给官元”ꎮ «详情公案»卷二«强
盗门断强盗掳劫»中的丁县令审出何子秀为掳

劫丁宅首犯ꎬ要其“报出伙党”ꎮ 何子秀道:“我贼

伙义重盟ꎮ 我今事发ꎬ宁做二命ꎬ死不敢连累

众人ꎮ 小人自招死罪ꎬ任受苦刑ꎬ死不扳人ꎮ”
丁县尹见说ꎬ“乃挥笔判之”ꎮ

对此ꎬ小说明确指出ꎬ司法官以“积德”为目的

的宽恕ꎬ不仅不会造福于民ꎬ还会给施政带来弊

端ꎮ «禅真后史»第四十七回:“盗既杀人放火ꎬ赃
证分明ꎬ成狱之后ꎬ即当待时取决ꎬ以警将来ꎮ 近

来官长只为自己前程ꎬ怎肯擅行杀戮? 前官道‘待
后官作孽’ꎬ后官复延挨如前ꎮ 你我互相推托ꎬ论
为阴德美事ꎮ 故狱中每多积犯ꎬ往往老死囹圄ꎮ
后面为盗的看了样子ꎬ谁肯学做好人? 拼着犯出

事端ꎬ尚好狱中受享官饭ꎮ”将司法官宽恕带来的

恶果逐一罗列ꎬ引人深思ꎮ
明代官箴书和小说都认为司法官的宽恕主要

体现在少入罪、轻判决上ꎮ 不同的是ꎬ小说还表现

了司法官宽恕品质的不彻底ꎬ塑造了过于宽容的

司法官形象ꎬ并指出司法官以“积德”为目的的宽

恕ꎬ不但不会造福于民ꎬ还会给施政带来弊端ꎬ显
示了小说作者直面现实的胸怀及一定的思想深

度ꎮ 就此而言ꎬ其价值在官箴书之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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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古代社会是人治而非法治ꎬ基于此ꎬ执法

者的品质与执法效果相挂钩ꎬ甚或成为决定其执

法效果的重要因素ꎮ 明代官箴书和白话小说作为

中下层官员与下层文人法律观念的载体ꎬ都确知

司法官的品质与司法工作关系密切ꎬ认为合格的

司法官应具备廉洁、仁爱、公正、宽恕的品质ꎬ大的

着眼点亦多有趋同之处ꎬ以此奠定了白话小说的

法律资料价值ꎮ
那么ꎬ白话小说为何会具备此种价值?
首先ꎬ与白话小说作者的早年经历有关ꎮ 白

话小说作者多为下层文人ꎬ所谓下层文人ꎬ是指读

过书ꎬ但没有考取功名ꎬ为官作宦者ꎮ 虽则如此ꎬ
从其所具有的文化水平看ꎬ其幼年很可能就学于

社学甚至府、州、县学ꎮ 明时ꎬ无论社学ꎬ还是府、
州、县学等地方学校ꎬ抑或国子监等中央学校ꎬ都
把法律作为学习科目之一ꎮ 如社学ꎬ除了学习以

资启蒙的教材及参加科举所必须熟读的经书外ꎬ
“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 [１４]１１２９ꎮ 平时学生

的考课ꎬ由社学教读及地方官员共同负责ꎮ 洪武

二十四年(１３９１)ꎬ明太祖命各社学“聚生徒教诵

«御制大诰»ꎬ欲其自幼知所循守ꎮ 阅三岁ꎬ为师者

率其 徒 至 礼 部 背 诵ꎬ 视 其 所 诵 多 寡ꎬ 次 第 赏

之” [１６]３１５９ꎮ
明时ꎬ社学的义学特色明显ꎬ不仅不会给学生

造成很重的经济负担ꎬ还时常减免束脩ꎮ 而学生

一旦学业有成ꎬ又可升入府、县学继续学习ꎮ 英宗

正统时就规定:“遇儒学生员名缺ꎬ即于社学无过

犯高等子弟内选补ꎬ庶得学业易成” [１６]４０７ꎮ 在这种

情况下ꎬ不少学生潜心于经书律令的学习ꎮ «醒世

姻缘传»第二十三回对此有所揭示:“差不多的人

家ꎬ三四个五六个合了伙ꎬ就便延一个师长ꎮ 至不

济的ꎬ才送到乡学社里去读几年ꎮ 摸量着读得书

的ꎬ便教他习举业ꎮ”
在社学或府、州、县学的学习经历ꎬ有可能使

白话小说作者获得与官箴书作者类似的教育经

历ꎬ习得类似的法律知识ꎬ培养起类似的法律

观念ꎮ
其次ꎬ与明帝重视法制宣传有关ꎮ 明太祖要

求ꎬ各地衙门门首设申明、旌善二亭ꎬ命“老人与之

详解«律»«令» «大诰»等本意ꎬ使之自改ꎻ旌善亭

则榜书民间善恶ꎬ以示劝惩” [１７]６２２ꎮ 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ꎬ下诏颁乡饮酒礼图式ꎬ规定乡饮酒仪式中

有“唱读律令”一节ꎬ“赞礼唱读律令ꎬ执事举律令

案于堂之中ꎮ 读律令者诣案前ꎬ北向立读” [１４]９４９ꎮ
凡此种种ꎬ增加了普通人了解法律的机会ꎮ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明律» «大诰»等的内容ꎬ
按照与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程度ꎬ重新编排ꎬ训释

其义ꎬ颁发全国ꎮ 他还规定家中藏有«律»«诰»者ꎬ
有罪减等处罚ꎬ“其百工技艺ꎬ诸色人等ꎬ有能熟读

讲解ꎬ通晓律意者ꎬ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ꎬ不
问轻重ꎬ并免一次” [１５]３６ꎮ 甚至在狱之囚ꎬ如藏有

«大诰»ꎬ亦能减等处罚ꎬ “囚有 «大诰» 者ꎬ罪减

等” [１４]１５２６ꎮ 实实在在的好处ꎬ推动了包括下层文

人在内的普通人的学法热情ꎮ
除了注重人间法的制定与宣传ꎬ明太祖还强

调冥世法的威慑力量ꎬ要求地方官适时祭祀鬼神ꎮ
明太祖在«授职到任须知»中把“祭神”放在第一

位[１８]５３ꎬ«大明律»中又专列“祭祀”一卷[１５]８７ꎮ 如

此规定ꎬ“他是要州县长官通过一本正经的祭祀活

动使百姓们对鬼神心存畏惧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

明’ꎬ减少犯上作乱的念头” [１９]２６１ꎮ 法定的祭祀活

动主要有祭社稷、祭城隍、祭厉ꎮ 如果说祭祀社

稷、城隍主要是祈祷神灵保佑境内风调雨顺、百姓

安居乐业ꎬ那么祭厉就更多地带有安抚孤魂野鬼ꎬ
“灌输上下等级、尊卑秩序的观念” [２０]２６３ꎬ呼吁“帮
助维护人间的统治秩序”的意味[１９]２６４ꎮ 正如«醒世

姻缘传»第二十六回所言:“一个神圣ꎬ原是塑在那

里儆惕那些顽梗的凶民ꎬ说是你就逃了官法ꎬ绝乎

逃不过那神灵ꎮ”
明中期以后ꎬ各地乡间的申明、旌善亭大多毁

坏殆尽ꎮ 为了扭转此种颓局ꎬ明世宗嘉靖年间ꎬ开
始在各地推广“乡约”ꎮ 各乡每百家为一约ꎬ设约

正、约副、约讲、约史ꎬ“必年高有德、乡评推重者ꎬ
始举为约正、约副ꎮ 次以淳朴无过者充之ꎬ无则宁

缺毋滥ꎮ 约史必公直明察者” [１１]６７２ꎬ而约讲就是专

门讲解圣谕ꎬ即皇帝诏令的ꎮ 可以说ꎬ乡约在一定

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申明亭的职能ꎮ
除了皇帝ꎬ作为民之父母的地方官ꎬ为了治下

的安靖与个人的政声ꎬ平时也注意向百姓灌输守

法意识ꎬ“民不习教化ꎬ但知有刑政ꎬ风俗难乎其淳

矣” [２]２４５ꎮ
由以上决定ꎬ作为下层文人的白话小说作者ꎬ

有可能获得与中下层官员类似的法律知识与观

念ꎬ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一定的法律资料价值ꎮ
但是ꎬ明代白话小说对司法官品质的表现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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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书又有相异之处ꎬ表明小说作者与官箴书作

者的法律知识、观念又有所区别ꎬ原因又何在?
其一ꎬ人生经历不同ꎮ 小说作者多出身于下

层ꎬ平时直接接触或耳濡目染的司法官ꎬ固然不乏

品质高尚者ꎬ却也多有人格低下者ꎮ 较之官箴书

作者ꎬ他们更多地触及社会黑暗面ꎮ 当他们以小

说描摹现实社会ꎬ表达人生感受时ꎬ除了塑造廉

洁、仁爱、宽容的司法官ꎬ见钱眼开、依仗刑讯、为
“积德”而宽恕的司法官等ꎬ也会一一漾出ꎮ

前文说过ꎬ官箴书作者可归入循吏、清官一

类ꎬ堪称地方官中的佼佼者ꎮ 其能力超群ꎬ心怀仁

恕ꎬ即便工作繁重ꎬ也能举重若轻ꎬ很好地处理各

方面的关系ꎬ爱惜百姓ꎬ谨慎用刑ꎬ宽容待人ꎮ 即

便在某一方面略有瑕疵ꎬ其在著作中劝说他人时ꎬ
也会有所弥合ꎮ

其二ꎬ创作目的不同ꎮ 除了劝善、讽世ꎬ白话

小说作者还有着制造热点话题ꎬ博取读者眼球的

目的ꎮ 皇亲国戚社会地位高、影响面大ꎬ让作品中

的司法官直接对其开刀ꎬ易于造成轰动效应ꎬ更能

凸显司法官的公正品质ꎬ故而小说作者将其作为

表现内容之一ꎮ
官箴书作者是要把自己的为官心得、经验提

供给他人ꎬ以供借鉴ꎬ必须扎实有效ꎮ 实际情况

是ꎬ州县官平时很少有机会与皇亲国戚打交道ꎬ其
接触较多的上司和乡宦ꎬ并且其施政需得到上司

和乡宦的支持ꎬ特别是乡宦ꎬ地方官与之是既相互

依存ꎬ又彼此对立的状态ꎬ故而只能“抑”之ꎬ而不

能摧折ꎻ秉持公正之余ꎬ需追求“人情做了ꎬ人心不

怨”的效果[７]７ꎮ 官箴书言“遇权豪势要ꎬ须当平日

易气处之ꎬ不可受其笼络挟制ꎬ亦不可故意窘辱ꎬ
自立门户” [２０]７５０ꎬ才是司法官真实的行事原则ꎮ

其三ꎬ表现方法不同ꎮ 为了吸引读者ꎬ小说作

者运用各种艺术手法ꎬ或虚构ꎬ或夸张ꎬ或细节描

写ꎬ或心理刻画ꎬ以突出形象ꎬ展示精深ꎮ 比如小

说表现了请托者与受托者在事情败露后的对话ꎬ
既形象揭示了请托心理的不堪ꎬ又顺理成章道出

勿行请托的告诫ꎮ
为了给出专业、切实的指导意见ꎬ官箴书作者

言简意赅ꎬ条分缕析ꎬ强调具备某种品质的重要

性ꎬ给出成就的具体方法ꎬ告诫缺失将导致的恶

果ꎬ不厌其烦ꎬ谆谆告诫ꎬ堪称“做官大全”ꎮ 比如

官箴书无法通过语言描写挖掘请托者、受托者的

心理ꎬ但是其关于如何不动声色拒绝请托的建议ꎬ

对即将为官者来说ꎬ非常具有实用性ꎮ
在表现司法官品质方面ꎬ明代白话小说和官

箴书各有优长:小说无法面面俱到ꎬ但在深入细致

方面ꎬ不遗余力ꎻ官箴书不能细致描摹ꎬ刻画心理ꎬ
但胜在全面揭示ꎬ针对性强ꎮ 它们的真实性都不

容怀疑ꎬ共同构成了明代法律文化的一部分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汪天锡.官箴集要[Ａ].官箴书集成第一册[Ｃ].合

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２]薛瑄.薛文清公从政录[Ａ].官箴书集成第一册

[Ｃ].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３]不著撰者.居官必要为政便览[Ａ].官箴书集成第

二册[Ｃ].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４]不著撰者.初仕要览[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

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５]吴遵.初仕录[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合肥:黄

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６]徐榜.宦游日记[Ａ].官箴书集成第一册[Ｃ].合肥:

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７]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

[Ｃ].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８]杨士奇.三朝圣谕录[Ａ].胜朝遗事[Ｃ].清刻本.
[９]佘自强.治谱[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合肥:黄

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１０]不著撰者.牧民政要[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

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１１]刘时俊.居官水镜[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合

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１２]不著撰者.居官格言[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

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１３]郭建.獬豸的投影———中国的法文化[Ｍ].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６.
[１４]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９.
[１５]大明律[Ｍ].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１６]明太祖实录[Ｍ].１９６２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影印.
[１７]何乔远. (万历)闽书[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２０４ 册[Ｃ].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６.
[１８]明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９.
[１９]郭建.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Ｍ].北

京:学林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２０]不著撰者.新官轨范[Ａ].官箴书集成第二册[Ｃ].

合肥:黄山书社ꎬ１９９７.

(责任编辑　 南　 山)

—４１—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第 ３５ 卷　 第 １ 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ꎬ２０１９

Ｖｏｌꎬ３５　 Ｎｏ.１

古代小说两性关系的特异描写

石　 麟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湖北黄石　 ４３５００２)

　 　 [摘　 要] 　 封建时代ꎬ婚姻、爱情、性三者之间并非水乳交融地存在ꎮ 古代小说对这些两性关系的特异性表

现有着生动而细腻的描写ꎬ进而言之ꎬ这些描写又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意蕴ꎮ
[关键词] 　 古代小说ꎻ　 夫妻ꎻ　 婚后情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１５－０９

　 　 当今世界ꎬ人们普遍认为婚姻、爱情、性三者

应该是密不可分的ꎮ 但在封建时代ꎬ三者之间却

不一定水乳交融地存在ꎮ 空有名义的婚姻而爱情

缺位、婚姻内的夫妻间并不情愿的性关系、婚外的

情和欲乃至利用身边的女人进行性贿赂的“色诱”
等现象反倒屡见不鲜ꎮ 有意味的是ꎬ古代小说却

对这些两性关系特异性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生动而

细腻的描写ꎬ更有甚者ꎬ这些描写还带有广泛而深

刻的文化意蕴ꎮ 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初步探

讨ꎬ以求教于学者方家ꎮ

　 　 一、夫妻间的婚后情和生死恋

有人说ꎬ婚姻是爱情的坟墓ꎮ 这话肯定不对ꎬ
但却具有片面的真理性ꎮ 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ꎬ
歌颂未婚青年男女爱情追求的作品汗牛充栋ꎬ而
歌颂夫妻之间婚后爱情生活的却寥若晨星ꎮ 这种

现象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婚前爱情多ꎬ婚后爱

情减ꎮ
正因如此ꎬ我们才对那些婚后坚持爱情常新

的夫妻表示敬意ꎬ才对那些为数不多的描写“婚后

情”的作品表示颂扬ꎮ
婚后ꎬ夫妻之间的情感应该处于何种状态?

或者说ꎬ什么样的状态才算夫妻加恋人的完美结

合? 对此ꎬ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借笔下的人物形象

早就做了明确的回答ꎮ 清初有一部才子佳人小说

«定情人»ꎬ其中男主人公双星说过:“君臣父子之

伦ꎬ出乎性者也ꎬ性中只一忠孝尽之矣ꎮ 若夫妻和

合ꎬ则性而兼情者也ꎮ 性一兼情ꎬ则情生情灭ꎬ情
浅情深ꎬ无所不至ꎬ而人皆不能自主ꎮ 必遇魂消心

醉之人ꎬ满其所望ꎬ方一定而不移ꎮ”(第一回) [１]５

此处所谓“性”ꎬ指的是责任和义务ꎻ而所谓

“情”ꎬ则指的是情感和欲求ꎮ 只有这两个方面完

满结合的夫妻才算完整意义上的夫妻ꎮ 在古代小

说中ꎬ两方面结合得水乳交融的范例是«浮生六

记»的作者沈复和他的妻子陈芸ꎮ 且看沈三白先

生在该书卷一«闺房记乐»中对夫妻之间婚后情的

自白性描写:
　 　 是年七夕ꎬ芸设香烛瓜果ꎬ同拜天孙于我

取轩中ꎮ 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 图章二

方ꎻ余执朱文ꎬ芸执白文ꎬ以为往来书信之用ꎮ
是夜月色颇佳ꎬ俯视河中ꎬ波光如练ꎬ轻罗小

扇ꎬ并坐水窗ꎬ仰见飞云过天ꎬ变态万状ꎮ 芸

曰:“宇宙之大ꎬ同此一月ꎬ不知今日世间ꎬ亦

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日:“纳凉玩月ꎬ到

处有之ꎮ 若品论云霞ꎬ或求之幽闺绣闼ꎬ慧心

默证者固亦不少ꎻ若夫妇同观ꎬ所品论者恐不

在此云霞耳ꎮ”未几烛烬月沉ꎬ撤果归卧ꎮ[２]５－６

余尝曰:“惜卿雌而伏ꎬ苟能化女为男ꎬ相

与访名山ꎬ搜胜迹ꎬ遨游天下ꎬ不亦快哉ꎮ”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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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此何难ꎮ 俟妾鬓斑之后ꎬ虽不能远游五

岳ꎬ而近地之虎阜、灵岩ꎬ南至西湖ꎬ北至平

山ꎬ尽可偕游ꎮ”余曰:“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

艰ꎮ”芸曰ꎻ“今世不能ꎬ期以来世ꎮ”余曰:“来

世卿当作男ꎬ我为女子相从ꎮ”芸曰:“必得不

昧今生ꎬ方觉有情趣ꎮ”余笑回:“幼时一粥犹

谈不了ꎻ若来世不昧今生ꎬ合卺之夕ꎬ细谈隔

世ꎬ更无合眼时矣ꎮ” [２]９－１０

这的确是一种极具境界的夫妻婚后情ꎬ纯洁、
宁静、悠远、甜蜜、真诚、执着ꎮ 其实ꎬ沈复和陈芸

也有很多生活中的烦恼ꎬ甚至还经常处于莫可名

状的矛盾漩涡之中ꎬ乃至于陈芸年轻的生命过早

消逝ꎮ 但是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ꎬ既然成就此段姻

缘ꎬ既然两情相悦、两心相照地走到了一起ꎬ就要

运用两副手眼来对待生活ꎮ 该油盐柴米、伦理道

德的时候就尽到责任、义务ꎬ该卿卿我我、春花秋

月的时候就放任情感、欲求ꎮ 沈复和陈芸就是这

样做的ꎬ至于成功与否ꎬ自会有相异的价值观、人
生观做出不同的评价ꎮ 或许他们在处理父子、婆
媳关系方面并不成功ꎬ但在夫妻之间的“婚后情”
方面却取得了绝大的胜利ꎬ并成为力量无穷的

榜样ꎮ
然而ꎬ榜样前面还有更早的榜样ꎬ在清代的

«浮生六记»以前ꎬ明代小说«双卿笔记»中就写了

一位致仕家居的官员华衮的儿子华国文与儿媳张

端的缠绵悱恻婚后情:
　 　 端与生伉俪之后ꎬ溺于私爱ꎬ小觑功名ꎮ
居北有名园一所ꎬ乃衮宦游憩之地ꎬ创有凉

亭ꎬ雕栏画栋ꎬ极其华丽ꎮ 壁间悬大家名笔ꎬ
几上列稀世奇珍ꎬ佳联掇画ꎬ耳目繁华ꎬ大额

标题古今坟典ꎬ诚人间之蓬岛ꎬ凡世之广寒

也ꎮ 生每与端游玩其间ꎬ或题咏ꎬ或琴棋ꎬ留

连光景ꎬ取乐不一ꎮ 一日ꎬ莲花盛开ꎬ二人在

亭ꎬ并肩行赏ꎮ 忽见鸳鸯一对ꎬ戏于莲池ꎮ 端

引生袂ꎬ谓曰:“昔人有谓‘莲花似六郎’ꎬ识者

讥其阿誉太过ꎬ今观此鸟双双ꎬ绝类妾与君

也ꎮ 不识称谓之际ꎬ当日鸳鸯之似妾与君乎?
妾与君似鸳鸯乎?”生曰:“予与君似鸳鸯也ꎮ”
端曰:“何以辩之? 反以人而不如鸟乎?”生即

诵古诗一绝以答之ꎬ端续题曰:“人传夙

世是韩凭ꎬ生也多情ꎬ死也多情ꎮ 共君挽柳结

同心ꎬ从此深盟ꎬ莫负深盟ꎮ”书成ꎬ二人交玩ꎬ
如出一手ꎬ喜不自胜ꎬ相与款狎亭中ꎮ («国色

天香双卿笔记») [３]１３９－１４０

相较于沈复、陈芸而言ꎬ华国文和张端更加沉

溺于小夫妻“婚后情”之中ꎮ 当然ꎬ张端夫妻的生

活状况较之陈芸夫妻要好得多ꎬ油盐柴米一类的

事距他们较为遥远ꎮ 这样ꎬ就造成了他们婚后生

活的略显单调ꎮ 然而ꎬ这种单调的夫妻婚后情对

传统的穿越更有力度、更为激烈ꎮ 尤其是张端的

词句:“人传夙世是韩凭ꎬ生也多情ꎬ死也多情ꎮ 共

君挽柳结同心ꎬ从此深盟ꎬ莫负深盟ꎮ”这简直是激

情喷溅的夫妻“婚誓”! 在他们面前ꎬ婚姻绝不是

爱情的坟墓ꎬ而是心灵给养的驿站、休憩的港湾ꎬ
是情爱的温床ꎮ

但是ꎬ她提到了韩凭ꎬ这就使得我们势必转入

下一个相关的话题ꎬ从夫妻之间的“婚后情”言及

夫妻之间的“生死恋”ꎮ 六朝小说中韩凭夫妇ꎬ就
是这方面的早期楷模:

　 　 宋时大夫韩凭ꎬ娶妻而美ꎬ康王夺之ꎮ 凭

怨ꎬ王囚之ꎬ论为城旦ꎮ 妻密遗凭书ꎬ缪其辞

曰:“其雨淫淫ꎬ河大水深ꎬ日出当心ꎮ”既而王

得其书ꎬ以示左右ꎬ左右莫解其意ꎮ 臣苏贺对

曰:“其雨淫淫ꎬ言愁且思也ꎻ河大水深ꎬ不得

往来也ꎻ日出当心ꎬ心有死志也ꎮ”俄而凭乃自

杀ꎮ 其妻乃阴腐其衣ꎮ 王与之登台ꎬ妻遂自

投台下ꎬ左右揽之ꎬ衣不中手而死ꎮ 遗书于带

曰:“王利其生ꎬ妾利其死ꎬ愿以尸骨ꎬ赐凭合

葬ꎮ”王怒ꎬ弗听ꎮ 使里人埋之ꎬ冢相望也ꎮ 王

曰:“尔夫妇相爱不已ꎬ若能使冢合ꎬ则吾弗阻

也ꎮ”宿昔之间ꎬ便有文梓木生于二冢之端ꎬ旬
日而大盈抱ꎬ屈体以相就ꎬ根交于下ꎬ枝错于

上ꎮ 又有鸳鸯ꎬ雌雄各一ꎬ恒栖树上ꎬ晨夕不

去ꎬ交颈悲鸣ꎬ音声感人ꎮ 宋人哀之ꎬ遂号其

木曰“相思树”ꎮ 相思之名ꎬ起于此也ꎮ 今睢

阳有韩凭城ꎬ其歌谣至今犹存ꎮ (干宝«搜神

记韩凭夫妇») [４]４１６

韩凭夫妇死了ꎬ但却留下了韩凭城、相思树ꎬ
还有歌谣ꎬ还有那一双千百年来飞翔在多情夫妇

眼前和心上的苦命鸳鸯ꎮ 韩凭夫妇的故事是一种

范型ꎬ是一种模式ꎬ是人间最美丽的爱情悲歌ꎮ 稍

后ꎬ又有梁祝化蝶的故事ꎬ不过那是写未婚儿女之

间诚挚坚贞的爱ꎬ不在本节讨论之列ꎮ 但无论如

何ꎬ鸳鸯蝴蝶却成为通俗文化中的永恒意象ꎬ直到

民国年间文学创作ꎬ直到现如今青年男女的潜意

识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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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夫妻生死恋ꎬ韩凭夫妇的鸳鸯模式

对后代白话小说影响尤大ꎮ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

一篇«李将军错认舅ꎬ刘氏女诡从夫»ꎬ讲述的就是

这么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故事ꎮ 且看作

者凌濛初开篇所言:
　 　 而今说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ꎬ死后精

灵还归一处ꎬ到底不磨灭的话本ꎮ 可见世间

的夫妇ꎬ原自有这般情种ꎮ 有诗为证:生前不

得同衾枕ꎬ死后图他共穴藏ꎮ 信是世间情不

泯ꎬ韩凭冢上有鸳鸯ꎮ[５]６８

这样一段“入话”ꎬ已经将整篇小说的基本精

神昭示无遗ꎬ而且直接点明该篇与«韩凭夫妇»之

间的继承关系ꎮ 但是ꎬ这篇拟话本小说作品篇幅

较长ꎬ引述颇为不便ꎬ只好忍痛割爱ꎬ读者自可查

阅原文ꎮ 好在它是根据一篇文言小说改编的ꎬ而
文言的表述较为精练ꎮ 以下ꎬ撮其要者而言之:

　 　 翠翠ꎬ姓刘氏ꎬ淮安民家女也ꎮ 生而颖

悟ꎬ能通诗书ꎬ父母不夺其志ꎬ就令入学ꎮ 同

学有金氏子者ꎬ名定ꎬ与之同岁ꎬ亦聪明俊雅ꎮ
诸生戏之曰:“同岁者当为夫妇ꎮ”二人亦私以

此自许ꎮ 遂涓日结亲ꎬ凡币帛之类ꎬ羔雁

之属ꎬ皆女家自备ꎮ 过门交拜ꎬ二人相见ꎬ喜

可知矣! 二人相得之乐ꎬ虽孔翠之在赤

霄ꎬ鸳鸯之游绿水ꎬ未足喻也ꎮ 然生本为

求妻而来ꎬ自厅前一见之后ꎬ不可再得ꎮ 
终夜不寐ꎬ乃成一诗ꎬ诗成ꎬ书于片纸ꎬ拆

布裘之领而缝之ꎬ以百钱纳于小竖而告曰:
“天气已寒ꎬ吾衣甚薄ꎬ乞持入付吾妹ꎬ令浣濯

而缝纴之ꎬ将以御寒耳ꎮ”小竖如言持入ꎮ 翠

翠解其意ꎬ拆衣而诗见ꎬ大加伤感ꎬ吞声而泣ꎬ
别为一诗ꎬ亦缝于内以付生ꎮ 诗曰:“一自乡

关动战锋ꎬ旧愁新恨几重重! 肠虽已断情难

断ꎬ生不相从死亦从ꎮ 长使德言藏破镜ꎬ终教

子建赋游龙ꎮ 绿珠碧玉心中事ꎬ今日谁知也

到侬!”生得诗ꎬ知其以死许之ꎬ无复致望ꎬ愈

加抑郁ꎬ遂感沉痼ꎮ 翠翠请于将军ꎬ始得一至

床前问候ꎬ而生病已亟矣ꎮ 翠翠以臂扶生而

起ꎬ生引首侧视ꎬ凝泪满眶ꎬ长吁一声ꎬ奄然命

尽ꎮ 将军怜之ꎬ葬于道场山麓ꎮ 翠翠送殡而

归ꎬ是夜得疾ꎬ不复饮药ꎬ展转衾席ꎬ将及两

月ꎮ 一旦ꎬ告于将军曰:“妾弃家相从ꎬ已得八

载ꎻ流离外境ꎬ举目无亲ꎬ止有一兄ꎬ今又死

矣ꎮ 妾病必不起ꎬ乞埋骨兄侧ꎬ黄泉之下ꎬ庶

有依托ꎬ免于作他乡孤魂也!”言尽而卒ꎮ 将

军不违其志ꎬ竟附葬于生坟左ꎬ宛然东西二丘

焉ꎮ (瞿祐«剪灯新话翠翠传») [６]７４－７７

明初瞿祐ꎬ在这篇极力描写夫妻生死恋的佳

作中ꎬ成功塑造了金定、刘翠翠这对悲苦的夫妻情

人形象ꎮ 他们幼而同窗ꎬ青梅竹马ꎬ情窦初开ꎬ私
心相许ꎬ最终如愿以偿ꎬ成为夫妻ꎮ 婚后ꎬ他们也

如同张端夫妻、陈芸夫妻那样ꎬ“二人相得之乐ꎬ虽
孔翠之在赤霄ꎬ鸳鸯之游绿水ꎬ未足喻也”ꎮ 然而ꎬ
由于战乱ꎬ由于不可抗力ꎬ金定的妻子成为别人的

爱宠ꎬ一入豪门ꎬ萧郎陌路ꎮ 而那悲情执着的丈夫

跋山涉水ꎬ劳碌奔波ꎬ千里寻妻ꎬ八年漂泊ꎬ最终却

只能与妻子以兄妹相认ꎮ 如此悲惨、如此痛苦、如
此难堪、如此无奈! 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ꎬ丈夫悄然离去、妻子遗恨无穷ꎻ要么ꎬ夫妻双

双在无尽的思恋中耗尽生命ꎬ在黄泉路上再植连

理! 他们选择了后者ꎬ悲情而又壮烈的后者ꎮ “肠
虽已断情难断ꎬ生不相从死亦从”ꎮ 结果ꎬ金定夫

妻将韩凭夫妇的鸳鸯情结发展到极致并长存于

永远ꎮ
以上所讲的几个爱情悲剧故事是叩击人心

的ꎬ但是ꎬ必须指出ꎬ韩凭夫妇和金定夫妻的悲情

故事只能算是夫妻之间生死恋的一种结局———死

恋ꎬ还有一种夫妻生死恋的结局ꎬ活下去ꎬ破镜重

圆! 其实ꎬ在刘翠翠回答金定诗中已经提到了“长
使德言藏破镜”的话头ꎮ 那么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

的故事呢?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ꎬ后主叔宝之妹ꎬ
封乐昌公主ꎬ才色冠绝ꎮ 德言为太子舍人ꎬ方

属时乱ꎬ恐不相保ꎬ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ꎬ
国亡必入权豪之家ꎬ斯永绝矣ꎮ 倘情缘未断ꎬ
犹冀相见ꎬ宜有以信之ꎮ” 乃破一镜ꎬ各执其

半ꎮ 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ꎬ我当

在ꎬ即以是日访之ꎮ”及陈亡ꎬ其妻果入越公杨

素之家ꎬ宠嬖殊厚ꎮ 德言流离辛苦ꎬ仅能至

京ꎮ 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ꎮ 有苍头卖半镜

者ꎬ大高其价ꎬ人皆笑之ꎮ 德言直引至其居ꎬ
予食ꎬ具言其故ꎬ出半镜以合之ꎮ 乃题诗曰:
“镜与人俱去ꎬ镜归人不归ꎮ 无复嫦娥影ꎬ空

留明月辉ꎮ”陈氏得诗ꎬ涕泣不食ꎮ 素知之ꎬ怆

然改容ꎮ 即召德言ꎬ还其妻ꎬ仍厚遗之ꎮ (孟

棨«本事诗杨素») [７]８３２－８３３

徐德言和乐昌公主ꎬ在所有悲情夫妇之中要

—７１—



算最幸运的一对ꎬ他们虽然历尽磨难ꎬ最终还是破

镜重圆ꎮ 这要感谢他们自身的执着ꎬ也要感谢杨

素的大度ꎮ 杨素这个人物ꎬ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并

非一个光辉形象ꎬ但在这一篇作品中却意外地辉

煌ꎮ 由此亦可见得人性的悲悯就是阳光ꎬ它照到

哪里ꎬ哪里就会一片灿烂ꎮ
在中国文学史上ꎬ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

是经常作为一个典故使用的ꎮ 其实ꎬ它正是恩爱

夫妻生死恋的一种结果ꎬ一种人们所希望的结果ꎮ
但凡有战乱ꎬ就极有可能会妻离子散ꎬ战乱之后ꎬ
人们当然会急切地企盼着失散的亲人能够团聚ꎮ
尤其是失散的夫妻ꎬ真正有感情的失散的夫妻ꎬ没
有不盼望破镜重圆的ꎮ 文学作品对此亦多有反

映ꎬ宋代文言小说«摭青杂说»中就有一则这样的

故事ꎮ 身陷贼群的范希周与被贼兵掳掠的吕顺哥

结为夫妻ꎬ后来ꎬ朝廷大军对这伙贼人进行围剿ꎮ
当战乱情势危急时ꎬ吕顺哥决意自杀ꎬ被范希周阻

止ꎬ并相约即使夫妻分离ꎬ双方均不嫁不娶ꎬ以报

答对方的恩爱ꎮ 故事最后ꎬ夫妻历尽流离颠沛终

得团圆ꎮ 且看其中两个精彩的片段:
　 　 吕氏引刀将自刎ꎬ希周救之ꎬ曰:“我

陷在贼中ꎬ虽非本心ꎬ无以自明ꎬ死有余责ꎮ
汝衣冠宦族之女ꎬ虏劫在此ꎬ为大不幸ꎮ 大军

将士皆是北人ꎬ汝既是北人ꎬ或言语相合ꎬ宛

转寻着亲戚骨肉ꎬ又是再生也ꎮ”吕氏曰:“果

然ꎬ妾亦终身不嫁人ꎮ 但恐为军士将校所虏ꎬ
吾誓再不辱ꎬ惟一死耳ꎮ”希周曰:“我万一漏

网ꎬ亦终身不娶ꎬ以答汝今日之心ꎮ”吕监

又问曰:“令孺人何姓? 初娶再娶乎?” 贺泣

曰:“在贼中时ꎬ虏得一官员女为妻ꎮ 是冬城

破ꎬ夫妻各分散走逃ꎬ且约苟存性命ꎬ彼此勿

娶嫁ꎮ 后来又在信州寻得老母ꎮ 见今不曾

娶ꎬ只有母子二人、一个爨妾而已ꎮ”语讫ꎬ悲

泣失声ꎮ 吕监感其恩义ꎬ亦为泣下ꎮ 引入堂

中ꎬ见其女ꎮ[８]５６６－５６７

该篇又被冯梦龙改写成拟话本小说«范鳅儿

双镜重圆»ꎬ收入«警世通言»中ꎮ 改编后作品的最

大特色是强调了“鸳鸯宝镜”ꎬ这实际上是将“苦命

鸳鸯”和“破镜重圆”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ꎬ用来表

现夫妻间生生死死的恋情ꎮ 当然ꎬ从本质上讲ꎬ它
还是属于“破镜重圆”模式的ꎮ 且看与«摭青杂说»
相对应的两个片段ꎬ尤其是对“鸳鸯宝镜”的一再

叙写:

　 　 希周道:“承娘子志节自许ꎬ吾死亦瞑目ꎮ
万一为漏网之鱼ꎬ苟延残喘ꎬ亦誓愿终身不

娶ꎬ以答娘子今日之心!”顺哥道:“鸳鸯宝镜ꎬ
乃是君家行聘之物ꎬ妾与君共分一面ꎬ牢藏在

身ꎮ 他日此镜重圆ꎬ夫妻再合ꎮ”说罢相对而

泣ꎮ 吕公又问道:“足下与先孺人相约

时ꎬ有何为记?”承信道:“有鸳鸯宝镜ꎬ合之为

一ꎬ分之为二ꎬ夫妇各留一面ꎮ”吕公道:“此镜

尚在否?” 承信道: “此镜朝夕随身ꎬ不忍少

离ꎮ”吕公道:“可借一观ꎮ”承信揭开衣袂ꎬ在

锦裹肚系带上ꎬ解下一个绣囊ꎬ囊中藏着宝

镜ꎮ 吕公取观ꎬ遂于袖中亦取一镜合之ꎬ俨如

生成ꎮ 承信见二镜符合ꎬ不觉悲泣失声ꎮ 吕

公感其情义ꎬ亦不觉泪下道:“足下所娶ꎬ即吾

女也ꎮ 吾女见在衙中ꎮ”遂引承信至中堂ꎬ与

女儿相见ꎬ各各大哭ꎮ[９]９７－９９

此处贺承信ꎬ实乃范希周“反正”后所改的姓

名ꎬ他成了朝廷军官ꎬ而提辖吕忠翊正是他的岳

父ꎬ乱军中救了女儿ꎮ 女儿誓死不改嫁ꎬ一日发现

前来投递公文的贺承信酷似丈夫范希周ꎬ请父亲

盘问之ꎬ于是便有了这段“范鳅儿双镜重圆”的故

事ꎮ 范鳅儿者ꎬ范希周之外号也ꎮ
本来还有«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冯玉梅团圆»

一篇改写这个“叫作‘双镜重圆’” [１０]９２的故事ꎬ但
笔者认为«京本通俗小说» 是一本伪书ꎬ故弃置

勿论ꎮ
总之ꎬ在中国文学史上ꎬ夫妻婚后爱情描写的

作品远不及未婚男女的爱情生活那样繁花似锦、
星光灿烂ꎬ但却自有其隽永与含蓄、炽烈与深沉ꎮ
其间ꎬ又可分为夫妻间的“婚后情”和“生死恋”两
大类型ꎬ而后者又可细分为“苦命鸳鸯”和“破镜重

圆”两种状态ꎮ 但无论是何种类型、何种状态ꎬ这
些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却都是具有恒久的未来指向

性的ꎮ
　 　 二、夫妻关系中最卑劣的状态

什么是“强奸”? 工具书的解释是“以暴力迫

奸妇女”ꎬ亦即违背妇女的意志而强行与之发生性

行为ꎮ 这样的理解ꎬ对于非法的男女性关系来说

是不言而喻的ꎮ 但如果是夫妻之间呢? 也存在强

奸行为吗? 现代文明告诉我们ꎬ丈夫强行与妻子

发生性关系也是违法的ꎮ 其实ꎬ在清代早就有这

种说法:
　 　 潘文勤公长刑部时ꎬ有妇人诉其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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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文勤曰:“是必有奸夫教之ꎬ欲以法死其夫

也ꎮ”盖清律ꎬ载夫与妇为非法交者ꎬ两相情愿

以和奸论ꎻ若妇不肯而夫用强ꎬ则照强奸论ꎮ
然有律而无案ꎬ诚以闺闱之中ꎬ事属暖昧ꎬ孰

知之而孰发之哉? 故文勤一见即知有唆使之

人ꎬ严鞠果然ꎬ遂并唆者而治罪焉ꎮ («清代野

记妻控夫强奸») [１１]１１４－１１５

不知这位坐观老人所谓“清律”云云根据何

在? 笔者曾翻阅过«清史稿刑法志»ꎬ却始终没

有看到这样的法律条文ꎮ 不过这不要紧ꎬ中国历

朝历代的正史其实都是后一时代整理前一时代的

资料编辑而成的ꎬ即便是民国年间产生的«清史

稿»对此没有记载也并不能否认这一情况的存在ꎮ
有时候ꎬ野史杂记中的一些片段往往更能反映历

史真实情况ꎮ 而«清代野记»这本书的可信度还是

比较高的ꎬ因为书中很多条目作者都交代了资料

来源ꎮ 譬如在以上这则记载的后面ꎬ坐观老人就

说: “此吴江范瑞轩比部为予言ꎬ 潘文勤门生

也ꎮ” [１１]１１５资料直接来自审理此案官员的学生ꎬ应
该是靠得住的ꎮ

当然ꎬ«清季野史»中记载的其实是一个假案ꎬ
是妻子在奸夫的指点下诬陷丈夫“强奸”自己ꎬ因
为碰到了潘公这样的清官ꎬ最后真相大白ꎬ歹徒受

到了惩罚ꎮ 值得注目的是ꎬ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却

感叹“丈夫强奸妻子”这样的事情是“有律而无

案”ꎬ也就是说ꎬ作者认为这种事只有法律条文而

缺乏具体案例ꎮ 或许在当时官方的资料中确实缺

乏这种案例ꎬ但在民间却实实在在有这样的事情ꎬ
不过ꎬ那不是在史料记载之中ꎬ而是在野史杂记的

后裔———章回小说中的描写:
　 　 狄希陈假做睡着ꎬ渐渐的打起鼾睡来ꎬ其

实眯缝了一双眼看他ꎮ 只见素姐只道狄希陈

果真睡着ꎬ叫玉兰拿过那尊烧酒ꎬ剥着鸡子ꎬ
喝茶钟酒ꎬ吃个鸡蛋ꎬ吃的甚是甜美ꎮ 吃完了

那一尊酒ꎬ方才和衣钻进被去睡ꎬ不多时ꎬ鼾

鼾的睡着去了ꎮ 狄希陈又等了一会ꎬ见他睡

得更浓ꎬ还恐怕他是假妆ꎬ扬说道:“这桌上

冷ꎬ我待要床上睡去ꎮ”一谷碌坐起来ꎬ也不见

他动弹ꎬ走下桌来ꎬ披了个小袄ꎬ趿了鞋ꎬ走到

床边ꎬ闻得满床酒香ꎬ他把手伸进被去ꎬ在他

身上ꎬ浑身上下ꎬ无不摸到ꎬ就如那温暖的香

玉一般ꎮ 他悄悄的上了床ꎬ把被子轻轻的揭

了ꎬ慢慢的拨他仰面睡着ꎬ与他素姐梦中

醒转ꎬ心里晓得着了人手ꎬ那身子醉的那里动

得? 两个睡在床上ꎬ都如芒刺在背的一

般ꎬ翻来覆去ꎬ再睡不熟ꎮ 狄希陈仍来桌上睡

了ꎬ素姐就不曾穿衣ꎬ又复睡去ꎮ («醒世姻缘

传»第四十五回) [１２]５９２

故事中的狄希陈ꎬ是一个官二代ꎬ娶了位妻子

薛素姐ꎬ不料却是自己前世射杀的仙狐投胎转世ꎬ
是专门找他寻仇来的ꎮ 因此ꎬ这女人见了丈夫就

觉得厌恶ꎮ 这一次ꎬ狄希陈用尽心机ꎬ引诱妻子喝

了大量的酒ꎬ最后终于强奸了薛素姐ꎮ 这种事ꎬ放
在今天ꎬ狄希陈是犯法的ꎬ当然ꎬ前提必须是薛素

姐作为受害人去报案ꎮ 进而言之ꎬ按照«清代野

记»中的说法ꎬ在那个时候也是违法的ꎬ也要受到

惩罚ꎮ 因此ꎬ引用这一段描写ꎬ足以证明许多在官

方档案库中缺乏记载的事物ꎬ很可能在民间这个

社会档案中存在ꎮ 由此看来ꎬ不仅治野史杂记者

要治正史ꎬ相反ꎬ治正史的学者们也要眼光向下ꎬ
抽点时间浏览一下野史杂记ꎮ

在清代ꎬ还有一种更为恶劣的行为:混账丈夫

故意让别人“强奸”自己的妻子! 这种社会影响极

其恶劣的行为ꎬ实际上已经成为“性贿赂”了ꎮ 清

代小说尤其是晚清小说对这种“性贿赂”行为多有

描写ꎮ 当然ꎬ这些自愿充当“王八乌龟”的丈夫也

不会平白无故地做这种赔本买卖ꎬ他们自有其“苦
衷”:某些身为下级的候补官员对上司进行色诱ꎬ
是为了“补缺”或“升职”ꎬ因为他们有太长的时间

“沉沦下僚”甚至“不得其位”ꎮ 小说«傀儡记»第

二回写当时做官的口号甚为精辟:“乌龟肚量贼脾

气ꎬ牛马精神狗骨头ꎮ” [１３]２９３ 其中所说的“乌龟肚

量”多半指的就是那些色诱上司间接“强奸”妻子

的混账丈夫ꎮ
或许有人会说ꎬ色诱上司为什么一定要自己

的妻子ꎬ收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不就行了吗?
尤其是妓女最合适ꎮ 殊不知ꎬ那些具有“乌龟肚

量”的丈夫却有自己的周密考虑ꎮ 他们固执地认

为ꎬ买一个妓女显然是不行的ꎮ 一来ꎬ那有欺骗、
玩弄上司之嫌ꎻ二来ꎬ那得花一大笔银子ꎻ三来ꎬ妓
女习惯于那种公开的、坦诚的色诱ꎬ谁愿意干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 于是ꎬ那些混账丈夫就开始思考

一不花钱、二有档次、第三能给上司绝对震撼的色

诱工具! 这样的“工具”ꎬ首选当然是自己的老婆ꎬ
因为他们的夫人“三项全能”ꎮ

一位姓绪的太守就是这样干的ꎮ 当他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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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台大人犯了一种需要按摩的怪病之后ꎬ太守就

让自己家的绪太太“移岸就船”了ꎬ而且那过程甚

为委婉曲折:
　 　 绪太太就宽去外衣ꎬ穿着一件玄色紧身

湖绉小袄ꎬ一条出炉银的湖绉夹裤ꎬ坐到床

上ꎬ慢慢的解了鞋带、褪了莲钩ꎬ拿那又尖又

小又软的金莲ꎬ在那抚台身上轻轻的踹来踹

去ꎮ 包容帅真有个贪近娇姿、惟恐讫事的意

思ꎬ让他慢慢的踹踏ꎮ 踹有半天ꎬ这绪太太粉

汗淫淫ꎬ觉得有点吃力ꎬ就团在里床坐着歇

息ꎮ 包容帅此刻病已全除ꎬ假做搔痒ꎬ拿手去

捻他莲瓣ꎮ 这绪太太并不着恼ꎬ微微一笑ꎬ反
暗暗的把那两只金莲伸入被底ꎬ任这位抚台

摩弄ꎮ 这包容帅自然得陇望蜀ꎬ那绪太太也

就移岸就船ꎮ 并不是这位绪太太春心易动ꎬ
实在因为这绪太守到省数年ꎬ未得一件好事ꎬ
竟有支持不下之苦ꎬ又无门路可钻ꎬ是以不惜

呈身邀宠ꎮ 昔人有两句诗道:“君如有意应怜

妾ꎬ奴岂无颜只为郎ꎮ”这真道着绪太太的苦

衷了ꎮ 自此ꎬ隔了两三日ꎬ就请他来按摩一

次ꎮ 在抚台呢ꎬ不过为治病卫生起见ꎬ所谓定

然是神针法灸ꎬ难道是燕侣莺俦? 而外间传

说的ꎬ却竟不堪入耳ꎮ 这位绪太守ꎬ倒觉得心

苟无瑕ꎬ人言何恤? 笑骂由他笑骂ꎬ好官我自

为之ꎬ但只盼这一份谢医的厚礼ꎮ («梼杌萃

编»第十回) [１４]９１

看到这里ꎬ不禁令人哑然失笑ꎮ 原来今天某

些带色情意味的按摩女郎都是这位绪太太的徒子

徒孙! 但更有文化意味的却是上则故事中的两句

诗:“君如有意应怜妾ꎬ奴岂无颜只为郎ꎮ”那可是

有典故的ꎬ而且ꎬ典故就出在«梼杌萃编»“本朝”的
太平盛世:

　 　 清乾隆朝ꎬ某翰林久不得试差ꎬ焦急殊

甚ꎮ 乃出其十钻千拜之手段ꎬ以谄事豪贵ꎮ
犹恐未能得力ꎬ令其妻某氏拜金坛于相国夫

人为母ꎬ古所谓“干阿奶”ꎬ即俗所谓“干娘”
也ꎮ 既而相国势衰ꎬ又往来钱塘梁尚书家ꎬ踪
迹甚昵ꎮ 时值冬月严寒ꎬ尚书早朝ꎬ某妻辄先

取朝珠温诸胸次ꎬ良久ꎬ然后亲为悬挂ꎮ 时有

人嘲以诗云:“昔年于府拜干娘ꎬ今日干爷又

姓梁ꎮ 赫奕门庭新吏部ꎬ凄凉池馆旧中堂ꎮ
郎如有貌何须妾ꎬ妾岂无颜只为郎? 百八牟

尼亲手挂ꎬ朝回犹带乳花香ꎮ” («清代官场百

怪录耐羞颜挂胡珠百八») [１５]１１６

中国的文人真有本事ꎬ中国官场文人的本事

真是大得无以复加! 就这么一件让士流感到很

“没脸”的事ꎬ居然能写出如此贴切生动的诗ꎬ居然

还能留下“警句”ꎮ 然而ꎬ更有意思的是ꎬ这故事还

不止一个版本ꎮ 另一个版本中的同一故事ꎬ一方

面明确了男主人公的姓氏ꎬ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诗

作者的姓名职衔ꎬ而且ꎬ事件的影响也写得更具有

轰动效应:
　 　 有一个吏科绘事张佩香ꎬ素来最爱和人

顽笑ꎬ便做了一首诗取笑他道:“昔年于府拜

干娘ꎬ今日干爹又姓梁ꎮ 赫耀门庭新甲第ꎬ凄

凉池馆旧中堂ꎮ 郎如得意休忘妾ꎬ妾岂无颜

只为郎ꎮ 百八牟尼亲手挂ꎬ朝衣犹带粉花

香ꎮ”这首诗一传出去ꎬ京城里头哄然一声ꎬ茶
坊酒店ꎬ到处张扬ꎬ竟没有一个不晓得陆太史

夫人的这桩笑柄ꎮ 陆太史晓得了ꎬ也只好付

之不闻不见ꎬ只当没有这件事儿ꎮ 正是:笑骂

由他笑骂ꎬ干爹我自拜之ꎮ («傀儡记»第十一

回) [１３]３５６

更有趣的是ꎬ“朝珠带香”故事居然还有第三

个版本ꎬ这位陆太史忽然又姓了“汪”ꎬ而且是三代

人以后的“后版本”故事:
　 　 有泰州王某ꎬ同治甲子举人ꎬ以部曹而为

军机章京ꎮ 一日入直ꎬ至半途ꎬ忽摸项下忘挂

朝珠ꎬ遍索车中亦不得ꎮ 时已入正阳门ꎬ势不

得回宅ꎮ 盖夜半开城ꎬ只许入不许出也ꎮ 不

得已ꎬ忆东城有好友浙人汪某ꎬ可往假之ꎮ 驱

车往叩门ꎮ 汪已寝ꎬ闻王至ꎬ亟起ꎮ 王告以

故ꎬ即入取珠出ꎬ且曰:“吾较尔长大ꎬ吾珠恐

不合用ꎬ兹以内子所用者假尔用之ꎮ”王致谢ꎬ
且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ꎬ归来犹带粉花

香ꎮ”此乾隆间京师讥某相义女诗也ꎮ 汪闻立

变色ꎬ返身入内ꎮ 王亦不俟其送ꎬ即匆匆出ꎮ
甫上车ꎬ见汪气汹汹ꎬ手白刃出ꎬ大骂曰:“尔

如此污蔑我ꎬ誓与尔不共戴天ꎮ”王亦不解ꎬ急
驱车去ꎮ 汪犹追ꎬ及斫车尾而返ꎮ 次早汪复

握刀至王所居巷口俟之ꎬ昼夜不懈ꎬ致王误班

数日ꎮ 王后询于人ꎬ始知所吟诗ꎬ即当时刺其

祖母之诗也ꎮ 嗣以汪寻仇不已ꎬ遂谢病归ꎬ终

身不入京ꎮ («清代野记谑吟召衅») [１１]９９

这位王大人真是无聊ꎬ人家好心将妻子的朝

珠借给你应急ꎬ你还要说什么“粉花香”之类的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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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朋友的便宜ꎬ这就该打ꎮ 更有甚者ꎬ这个玩笑开

得太大ꎮ 那个“粉花香”的风流典故的女主人公居

然就是汪某人的祖母ꎬ那就不是朋友之间的戏谑

了ꎬ那简直是揭人家长辈的老底ꎬ相当于挖人家的

祖坟! 无怪乎那位汪大人要白刃相见了ꎮ
但这个传说不知真实性有多大ꎬ上一篇中不

是明明说这“朝珠带香”故事的女主角的丈夫姓陆

吗? 怎么又姓起汪来? 其实ꎬ陆也罢ꎬ汪也罢ꎬ这
一点并不重要ꎬ只要留下风流话柄就行ꎮ 更重要

的是ꎬ这位陆太史或者汪大人指导老婆色诱上司

的做法毕竟只是“墙内开花”ꎬ更其严重的还有“墙
外香”者:让自己老婆去色诱洋大人ꎬ搞出点国际

影响ꎬ那才叫新潮哩! 有一部小说叫«官世界»ꎬ其
中有一位兵部郎中鲍心愚ꎬ他在“七八国的联军就

要进城”时ꎬ交代妻子去色诱洋大人:“你不要害

羞ꎬ尽管照常搽脂抹粉的去迷那个洋总兵ꎬ他是最

好色的ꎮ”(第一回) [１６]１３结果ꎬ当他引狼入室的“策
划”取得极大成功以后ꎬ这位五品郎中是怎样“参
见”那位“强奸”他妻子的洋总兵的呢? 且看:“心
愚便卑躬鞠膝ꎬ匍匐而进ꎮ 看见那位洋总统ꎬ高坐

在大床中间ꎬ他妻子眼泡红肿得像个桃子一样ꎬ带
的满头通草花ꎬ脸蛋子上胭脂ꎬ通红透亮ꎬ穿了一

件淡青衫子ꎬ站在旁边ꎬ挽起袖子ꎬ与洋大人剥果

子吃ꎮ 心愚一进厅门ꎬ便双膝跪下ꎬ磕头如捣蒜ꎮ”
(第三回) [１６]１８这样的丈夫ꎬ真正不知人间有羞耻

二字ꎮ
三、灭绝人伦的性贿赂

上述这些搞“色诱”巴结上司以谋求利益的混

账行为足以令千夫所指ꎬ然而ꎬ他们毕竟有一位美

貌妻子作为色诱的资本ꎮ 还有些更“可怜”的人ꎬ
他们没有“色诱”本钱ꎬ怎么办? 换言之ꎬ晚清小说

中这些下级官吏向上司实行“性贿赂”的工具除了

美妻之外还有谁呢? 当然是 “近水楼台先得

月”———自己的女儿和儿媳!
有一个“冒得官”而又想升更大官的人ꎬ实在

没有什么办法来巴结上司羊统领了ꎮ 本来ꎬ他也

可以学习上面几位ꎬ让老婆出马ꎮ 可惜的是ꎬ他老

婆是真正的“老婆”了ꎮ 人老珠黄ꎬ有什么用? 估

计送上去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ꎮ 于是ꎬ他想到

了千娇百媚的女儿ꎬ尚没有出嫁的亲生女儿! 而

且ꎬ这事还不能送货上门ꎬ第一步得守株待兔ꎬ还
得收买羊统领身边的“小戈什”ꎮ 经过一系列紧锣

密鼓的准备之后ꎬ这场灭绝人性的闹剧终于达到

了它的高潮:
　 　 约摸应酬到十一点多钟ꎬ毕竟心上有事ꎬ
便先吩咐打轿回去ꎮ 小戈什的心上明白ꎬ预

先叮嘱轿夫ꎬ叫他把轿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

公馆跟前ꎬ打门进去ꎮ 羊统领假充酒醉ꎬ跟了

进来ꎮ 此时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ꎬ当把他

一领领到小姐房中ꎬ众人一哄而出ꎮ 统领等

房中无人ꎬ才上前同小姐勾搭ꎮ 听说这一夜

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ꎬ冒小姐只是不答ꎬ
赛同哑子一样ꎮ 羊统领以为他是害羞ꎬ所以

并不在意ꎮ 良宵易过ꎬ便是天明ꎮ 羊统领正

在好睡的时候ꎬ忽听得大门外有人敲门ꎬ打的

震天价响ꎮ 随后接着有人出来开门ꎮ 这进来

的人分明是个男人声气ꎮ 朝外一望ꎬ只

见一个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ꎻ那

人低着头ꎬ亦看不出面貌ꎮ 羊统领满腹狐疑

更是摸不着头脑ꎮ 正在两难的时候ꎬ幸亏门

外跪的人先开口道:“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帅ꎮ
难得老帅赏脸ꎬ沐恩感恩匪浅!”说完这两句ꎬ
抬起头来听统领吩咐话ꎮ 羊统领仔细一看ꎬ
认得他是冒得官ꎬ直弄得毫无主意ꎮ 只听得

冒得官又说道:“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我求求统

领!”一言未了ꎬ他女儿亦跪下了ꎮ 羊统领至

此方才恍然大悟ꎮ («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一

回) [１７]５０９－５１０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冒得官的女儿也算得上是

一个孝女ꎬ她毕竟为了父亲的千秋大业贡献了自

己的亮丽青春ꎮ 当然ꎬ她也可以怨愤、忧郁ꎬ但如

果她想到一点ꎬ可能就会尽快地释然———皇家女

儿还和亲哩! 那公主与自己还不就是五十步和一

百步之间的关系ꎬ有什么值得长吁短叹、泪眼愁眉

的呢? 换位思考ꎬ父母将女儿养这么大ꎬ难道是白

养的吗? 有一分耕耘就得有一分收获呀! 这不是

中国人的共识吗? 不然ꎬ她爹凭什么在关键深刻

大声呼唤:“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我求求统领!”这种

喊声似乎带有点理所当然性ꎮ 更有意思的是ꎬ在
当时ꎬ或许还有人羡慕冒得官哩! 因为她毕竟有

这么一个“招官”的女儿ꎬ而那艳羡者却没有ꎮ 谓

予不信ꎬ请看苟才先生的故事ꎮ
苟才是吴趼人笔下的人物ꎬ是“我佛山人”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一ꎮ 苟才想当官ꎬ想当大

官、有实权的大官ꎬ只有去巴结更大的官———制

台ꎮ 制台这个“东西”比省长还大ꎬ他管几个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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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哩ꎬ俗话称之为“总督”或“大帅”ꎮ 那么ꎬ苟才

对大帅的进攻从那个方位进行呢? 色诱! 因为大

帅好色ꎬ而且刚死了姨太太ꎬ正处于如饥似渴的当

口ꎮ 但苟才虽然有好的方略却没有好的武器呀?
老婆太老ꎬ女儿没有ꎮ 怎么办? 苟才被置于绝地

而后生了! 没有女儿不是有儿媳吗? 况且儿子刚

刚死去ꎬ儿媳变成寡媳ꎬ空闲着难道不是绝大浪费

吗? 为什么不物尽其用呢? 但儿媳素性刚烈ꎬ对
儿子的感情实在太深ꎬ还没有从丧夫之痛中自拔

出来ꎮ 那么ꎬ只有“他拔”了ꎮ 苟才决计通过自己

率领老婆的特异行动将儿媳从痛苦的深渊里拔救

出来ꎬ为自己派上大用场———色诱大帅ꎮ 于是ꎬ中
国小说史上最为灭绝人伦和惨绝人寰的一幕上

演了:
　 　 苟才道:“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ꎬ望媳妇

大发慈悲ꎬ救我一救! 这件事除了媳妇ꎬ没有

第二个可做的ꎮ”少奶奶急道:“你两位老人家

怎样啊? 那怕要媳妇死ꎬ媳妇也去死ꎬ媳妇就

遵命去死就是了! 总得要起来好好的说啊ꎮ”
苟才仍是跪着不动道:“这里的大帅ꎬ前个月

没了个姨太太ꎬ心中十分不乐ꎬ常对人说ꎬ怎

生再得一个佳人ꎬ方才快活ꎮ 我想媳妇生就

的沈鱼落雁之容ꎬ闭月羞花之貌ꎬ大帅见了ꎬ
一定欢喜的ꎬ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ꎬ
将媳妇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ꎬ大帅已经答应

下来ꎮ 务乞媳妇屈节顺从ꎬ这便是救我一家

性命了ꎮ”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ꎬ犹如天雷击

顶一般ꎬ头上轰的响了一声ꎬ两眼顿时漆黑ꎬ
身子冷了半截ꎬ四肢登时麻木起来ꎮ («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八回) [１８]７１５

苟才这个儿媳与冒得官的女儿大不一样ꎬ她
是被公公“逼上梁山”的ꎬ而且ꎬ一开始ꎬ完全没有

心理准备ꎮ 这也难怪ꎬ但凡是个人ꎬ但凡是个正常

的女人ꎬ谁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呢? 但她最后还

是屈从了公公ꎬ做了苟才最锐利的武器ꎮ 但是ꎬ这
位女子的内心却是万分悲恸的ꎬ当她离开污秽的

家庭和猪狗不如的公婆准备去当“宪太太”的时

候ꎬ她到底用她如同美色一样锐利的言辞“回射”
了苟才一箭:

　 　 苟才得了信ꎬ这一天下午ꎬ便备了极丰盛

的筵席ꎬ饯送宪太太ꎬ先是苟才ꎬ次是苟太太

和姨妈ꎬ捱次把盏ꎮ 宪太太此时乐得开怀畅

饮ꎬ以待新欢ꎮ 等到筵席将散时ꎬ已将交二炮

时候ꎬ苟才重新起来ꎬ把了一盏ꎮ 宪太太接杯

在手ꎬ往桌上一搁道:“从古用计ꎬ最利害的是

‘美人计’ꎮ 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ꎬ自然是

一条妙计ꎻ但是你们知其一ꎬ不知其二ꎬ可知

道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 我这回进去了ꎬ
得了宠ꎬ哼! 不是我说甚么”苟才连忙接

着道:“总求宪太太栽培!”宪太太道:“看着罢

咧! 碰了我高兴的时候ꎬ把这件事的始末ꎬ哭

诉一遍ꎬ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说着ꎬ拿苟才

把的一盏酒ꎬ一吸而尽ꎮ («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第八十九回) [１８]７２７－７２８

其实ꎬ在晚清那么一个最为黑暗的时代ꎬ通过

妻子、女儿、儿媳去色诱上司的行为不仅不会得到

官场同僚的耻笑ꎬ而且会还成为某些爬上去和没

有爬上去的“官吏”的共识ꎬ因为这实在是升官发

财的最最“快捷方式”ꎮ 甚至有人对这种卑鄙龌龊

的行为进行了理论总结ꎮ 有一位老谋深算的资深

官场通老叔祖卜士仁(不是人)对其准备到官场去

混一混的侄孙卜通(不通)传授的官经是:“第一个

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ꎬ你巴结得

到ꎻ人家做不出的ꎬ你做得出ꎮ 我明给你说穿了ꎬ
你此刻没有娶亲ꎬ没有老婆ꎻ如果有了老婆ꎬ上司

叫你老婆进去当差ꎬ你送了进去ꎬ那是有缺的马上

可以过班ꎬ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ꎬ不消说的了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九回) [１８]８１２

如此斩钉截铁ꎬ如此毫无疑问ꎬ如此厚颜无

耻! 只是有一点让人不太明白ꎬ以上这些色诱上

司的男人考虑过那些女人的感受没有? 应该说没

有考虑ꎬ因为他们认为无须考虑ꎮ 其实ꎬ他们的态

度不无道理ꎬ在这些派去色诱上司的女人中间ꎬ固
然有苟才儿媳那种一开始并不愿意者ꎬ却也有不

少心甘情愿者ꎬ更有甚者ꎬ还有骄傲自负者ꎬ甚至

还以此作为资本来谩骂、挤兑、压迫、威胁那乌龟

丈夫而“反戈一击”者! 请看下面这一位:
　 　 侍郎夫妇见阔客已去ꎬ才敢爬起身来ꎮ
侍郎埋怨夫人道:“你怎么这样不济事ꎬ连这

两只畜生都服侍不下ꎬ使他们会打起架来ꎬ弄

的我几乎丢脸ꎮ”他夫人本已吓得花容失色、
粉面含嗔ꎬ一股怨气没处发泄ꎬ见侍郎再埋怨

自己ꎬ遂把这口气出在侍郎身上ꎬ伸出粉嫩的

一只玉手ꎬ指着侍郎脸子骂道:“你这乌龟ꎬ这
样不知好歹ꎬ良心究竟有没有! 你说我不济

事ꎬ你也摸摸头上ꎬ你那血滴滴红的顶子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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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不有我陪着人家玩笑ꎬ恐怕候到头发

白也不会有呢ꎮ 你翻开家谱瞧瞧ꎬ你家祖宗

替你祖宗争着红顶子的有过没有? 现在你顶

子是红了ꎬ官是大了ꎬ连你老子娘、太老子娘

都得着了诰封ꎮ 你娶着我这么一个老婆ꎬ不

知你祖宗大人几世的阴功积德! 你倒不晓得

感激ꎬ倒反埋怨我ꎬ真是好心不得好报ꎮ”侍郎

跺脚道:“我顶子虽是红了ꎬ帽子却是绿了ꎮ”
他夫人怒道:“你说什么帽子绿了ꎬ是放屁还

是说话?”侍郎见夫人发怒ꎬ慌道:“夫人休怒.
我说的是轿子绿了ꎮ”他夫人不觉嗤的笑了ꎮ
侍郎暗暗叹道:惭愧惭愧! 我留学十年ꎬ不及

她春风 一 度ꎬ 从 此 后 再 不 敢 看 轻 妇 女 了ꎮ
(«最近社会秘密史»第十六回) [１９]１２６

以上这则材料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侍郎大

人在遭到妻子辱骂之后ꎬ马上改口将“帽子绿了”
说成是“轿子绿了”呢? 因为当时官员乘坐的官轿

颜色也是有等级的ꎮ 清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坐

绿呢大轿ꎬ四品以下官员则只能坐蓝呢大轿ꎮ 道

台为正四品ꎬ知府为从三品ꎬ按理都只能坐蓝呢大

轿ꎮ 但又有规定ꎬ道台可以捐二品顶戴ꎬ故而可以

坐绿呢大轿ꎮ 在«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位黄知府

刚刚升为黄道台ꎬ家人戴升就说:“绿呢轿子可巧

今天饭后送来ꎮ 家人刚才看过历本ꎬ明天上好的

日子ꎬ老爷好坐着上院ꎮ”不料ꎬ绿呢大轿还没坐几

回ꎬ黄道台又因一桩案件被降至知府ꎬ而“这位黄

大人的太太最是知书识礼的ꎬ一听丈夫降了官ꎬ便
同戴升说:‘现在老爷出门ꎬ是坐不来绿呢大轿的

了ꎮ 我们那顶旧蓝呢的又被轿子店里抬了去ꎬ你
看向 那 位 相 好 老 爷 家 借 一 顶 来?’” ( 第 三

回) [１７]４３－４４至于«最近社会秘密史»中的那位侍郎ꎬ
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ꎬ乃堂堂二品大员ꎬ当然坐绿

呢大轿ꎮ 故而ꎬ他就用“轿子绿了”糊弄自己的娇

妻ꎬ解脱自己“帽子绿了”的失言和困窘ꎮ 可见ꎬ晚
清小说这些两性关系的特异描写的只言片语之中

也是深含文化意蕴的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古代小说的婚恋爱欲描写除

了歌颂男女爱情、鞭挞包办婚姻等“普通”描写之

外ꎬ还有诸如这种夫妻之间的“婚后情”和“生死

恋”、丈夫“强奸”妻子、下级通过妻子、女儿、儿媳

色诱上司等“特异”描写ꎮ 这些描写ꎬ有的明净晶

莹ꎬ充满了情爱的理想ꎻ有的则卑鄙龌龊ꎬ揭示了

伦理的堕落ꎮ 但无论如何ꎬ这些特异描写所包孕

的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文化意义都是巨大

而深刻的ꎬ其中ꎬ还有些描写更涉及社会学、心理

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复杂问题ꎮ 然而ꎬ这些深刻

的大道理并非这篇万余字的文章所能包括ꎬ故只

能另作他论了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 李落ꎬ苗壮. 定情人 [ Ｍ].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

社ꎬ１９８３.
[２]沈复.浮生六记[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３]吴敬所. 国色天香 [ Ｍ].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

社ꎬ１９９６.
[４]李剑国.新辑搜神记[Ｍ].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７.
[５]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ꎬ１９９６.
[６]瞿佑.剪灯新话[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７]李格非ꎬ吴志达.唐五代传奇集[Ｍ].郑州:中州古

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８]李剑国.宋代传奇集[Ｍ].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１.
[９]冯梦龙.警世通言[Ｍ].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９３.
[１０]京本通俗小说[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１１]坐观老人.清代野记[Ｍ].成都:巴蜀书社ꎬ１９８８.
[１２]西周生.醒世姻缘传[Ｍ].济南:齐鲁书社ꎬ１９８０.
[１３]苏同.傀儡记[Ｍ].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１４]诞叟.梼杌萃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１５]云间颠公.清代官场百怪录[Ｍ].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１６]蜀冈蠖叟.官世界[Ｍ].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ꎬ１９９３.
[１７]李宝嘉.官场现形记[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ꎬ１９５７.
[１８]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Ｍ].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ꎬ１９５９.
[１９]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Ｍ].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责任编辑　 南　 山)

—３２—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第 ３５ 卷　 第 １ 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ꎬ２０１９

Ｖｏｌꎬ３５　 Ｎｏ.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扶贫工作的探索及其启示∗

邹 开 明　 邹 春 梅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５２０)

　 　 [摘　 要] 　 消除贫困ꎬ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

终站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内在需求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扶贫工作ꎮ ４０ 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农村贫困标准及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ꎬ不断对帮扶对象、帮扶主体、帮扶路径等进行优

化调整ꎬ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 ３０４６ 万(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农村扶贫工作能力ꎬ
彰显了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ꎬ同时也启示了新时代的农村扶贫工作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ꎻ必须聚焦教育扶贫ꎻ必须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ꎻ必须关注可持续性ꎮ
[关键词] 　 改革开放ꎻ　 中国共产党ꎻ　 农村扶贫ꎻ　 启示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４－０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指出ꎬ全面解决农村贫困问题ꎬ摘除贫困县的所

有贫困帽子ꎬ使贫困人口如期脱贫ꎬ这是我们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低限度的任务ꎮ 这一庄严承诺

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决

心ꎬ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ꎮ ４０ 年来ꎬ中国共产党根据

不同时期农村贫困标准及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ꎬ
不断对帮扶对象、帮扶主体、帮扶路径等进行优化

调整ꎬ在农村帮扶对象上经历了由穷困农民向贫

困县、贫困户和贫困村再向真正的贫困人群转变ꎻ
在农村帮扶主体上经历了从依靠单一的政府向政

府主导与社会联动形成合力再向中央统筹、“省负

总责ꎬ市县落实”的演进ꎻ在农村帮扶路径上经历

了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再向立足实际、精准

扶贫演进ꎬ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农村贫困状况ꎬ走出

了一条具有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农村扶贫之路ꎮ
当前ꎬ我国正进入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

键时期ꎬ认真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党中央

的农村扶贫实践历程ꎬ对于做好新时期农村扶贫

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扶

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党中央一直从政治高度关

注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ꎬ为成功减少大量农村贫

困人口提供了必要思想前提ꎮ
１.做好农村扶贫工作ꎬ是国家和社会稳

定的需要

史实表明ꎬ农村贫穷是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

地区政局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党的十三届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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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

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ꎬ农民问题贯穿于中国革

命与建设过程的始终ꎮ 农村不安定ꎬ农村没有发

展ꎬ整个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和全面发展ꎮ 只有当

农民生活得到保障了ꎬ整个社会才可能稳定和全

面进步ꎮ 这里所提到的ꎬ实际上就是指解决农民

贫困问题与国家、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ꎮ 在中国

农村ꎬ居住着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口ꎬ农村想要和

谐、国家和社会想要稳定ꎬ就必须解决农村贫困问

题ꎮ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ꎬ在一些贫困地区ꎬ特别是

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ꎬ由于农民的贫困ꎬ许多

不稳定因素被隐藏起来ꎮ 如果长时间不能解决这

些地区的贫困问题ꎬ那么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

区的安定团结势必受到影响ꎮ 他认为ꎬ中国社会

安定与否ꎬ要取决于农村是否能发展ꎬ百姓生活能

否好起来[１]７８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ꎬ“三农”面临着许多

新问题和新矛盾ꎬ如何化解好这些问题和矛盾ꎬ直
接关系到农村扶贫问题ꎮ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妥善

解决ꎬ就会成为国家和社会不安定的巨大隐患ꎬ必
将危及国家和社会稳定ꎮ 因此ꎬ做好农村扶贫工

作ꎬ解决农民贫困问题ꎬ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ꎬ
不仅是践行我们党不忘初心的根本要求ꎬ更是维

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ꎮ

２.做好农村扶贫工作ꎬ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需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

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既定内容ꎬ也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目标ꎮ 党的十八

大确立了 ２０２０ 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目标ꎮ 改革

开放以来ꎬ党中央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ꎬ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但是我们也看到ꎬ尽管农村群

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ꎬ但农村发展问题依

然相当严峻ꎮ 就农村发展的总体态势上看ꎬ我国

的发展仍处在不平衡状态ꎬ这种不平衡状态体现

在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ꎬ尤其是在

中西部的一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地

区ꎬ不少农村还处在相当落后的状态ꎬ相当数量的

农民还没有脱贫ꎮ 而这部分人不能脱贫ꎬ就很难

完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这一任务ꎮ 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ꎬ小康社会要全面建成ꎬ最艰难的任务在于

按期消除农村贫困ꎬ尤其是如何按期消除边远地

区的农村贫困ꎮ 他强调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如果

农村没有达到小康ꎬ小康社会就不能算全面建成ꎮ
小康社会是否全面建成ꎬ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如期

让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２]ꎮ 习近平言简意赅的

话语不仅道出了消除农村地区贫困的重要性及小

康社会全面建成的艰巨性ꎬ也有力地说明了ꎬ做好

农村扶贫工作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ꎬ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ꎮ

３.做好农村扶贫工作ꎬ是社会主义的内

在需求

做好农村扶贫工作ꎬ消除农村贫困ꎬ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ꎬ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ꎮ 邓小平认为ꎬ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实现共同富裕ꎮ 社会

主义和贫困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ꎮ 要体现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ꎬ就必须发展生产力ꎬ促进经济增长ꎬ
而不是使经济长期停滞ꎮ 这些论断进一步表明ꎬ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ꎬ消除农村贫困ꎬ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ꎮ 离开共同富裕的原

则来谈论社会主义社会ꎬ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

义社会ꎮ 真正的社会主义强调消除贫困ꎬ着眼于

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富裕ꎮ 在邓小平看来ꎬ消除

贫困ꎬ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过程的核心价值取向ꎻ消除贫困ꎬ实现共同

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ꎮ 改革开放特

别是党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再三强调ꎬ摆脱贫困ꎬ
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ꎬ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ꎬ并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

最好体现ꎮ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贫困ꎬ贫
困状况长期不能改变ꎬ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

升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没有真

正体现出来ꎬ那也不是真正社会主义ꎮ 由上可见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把消除农村贫困

人口上升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高度ꎬ再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宽广情怀ꎮ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

扶贫工作的主要历程

根据对农村贫困内涵和扶贫实践的变化ꎬ改
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村扶贫工作的探索ꎬ大致分体

制改革带动农村扶贫、区域扶贫开发推动农村减

贫、实施国家扶贫开发计划、解决和巩固温饱及扶

贫攻坚决胜五个阶段ꎮ
—５２—



１.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５ 年:体制改革带动农

村扶贫阶段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ꎬ中国共产

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开始重

视扶贫工作ꎬ特别是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

知»ꎮ 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件ꎬ该文件确

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和扶贫理念ꎬ从原来的农

村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扶贫ꎮ 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扶贫工作第一次被置

于如此重要和突出的地位ꎮ 此后ꎬ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ꎬ如设立专项

资金和实施区域扶贫项目等ꎮ １９８２ 年ꎬ在甘肃省

定西、河西走廊等干旱地区ꎬ国务院实施“以工代

赈”和农业专项建设ꎬ指导农业区域扶贫开发ꎮ 尽

管当时投入的资金量不大ꎬ但其示范效应影响深

远ꎬ为随后的扶贫减贫积累了丰富经验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ꎬ由于中国

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试点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实

施ꎬ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ꎬ加上国家采取

了逐渐放开农产品流通和集市贸易、改革农产品

价格制度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出台

了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一系列措施ꎬ大大地

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使在较短的

时期内农村经济有了大幅度提升ꎬ农村减贫成效

较为明显ꎮ 据统计ꎬ这一时期ꎬ达不到解决衣食问

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１９７８ 的 ２ 亿 ５０００ 万下降到

１９８５ 的 １ 亿 ２５００ 万ꎬ每年下降 １７６８ 万ꎬ农村贫困

人口在 ７ 年时间就减少了一半ꎬ农村贫困率下降到

了 １４.８％ꎬ下降幅度相当明显ꎬ贫困人口大幅度减

少ꎮ 应当说ꎬ这个阶段通过体制变迁ꎬ增强了我国

农村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ꎬ农村扶贫工作初见

成效ꎮ
２.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３ 年:贫困区域开发推

动农村减贫阶段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ꎬ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带

来的扶贫效果逐渐衰减ꎬ扶贫脱贫面临着新瓶颈

和新挑战ꎮ 针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ꎬ党中央自

１９８６ 年起加强了扶贫投入力度ꎬ出台了专门的区

域扶贫开发政策ꎬ确定了区域扶贫的基本方针ꎬ成
立了国家层面的农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ꎬ专门负

责农村贫困地区的各项扶贫工作ꎬ开始实现从体

制变迁带动农村扶贫向贫困区域扶贫开发式转

变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ꎬ国务院印发了«对于加强贫困

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ꎬ明确了工作重点ꎬ落
实扶贫到户ꎻ发展商品经济ꎬ深化社会服务体系ꎻ
从当地实际出发ꎬ鼓励创办农村扶贫经济企业ꎻ扶
贫项目应实行招标、承包ꎬ资金应按效益分配ꎻ着
力于项目的前期准备和管理ꎻ把智力发展放在一

个重要位置ꎬ依靠科技进步ꎬ开辟脱贫致富的道

路ꎻ以科技为主体ꎬ发展商品经济等ꎮ 通过落实这

些措施ꎬ贫困区域的经济开发进展较快ꎬ效果

明显ꎮ
总体看ꎬ我国扶贫政策在这一阶段逐步规范

化、制度化ꎬ并开始尝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相关项

目的实施ꎬ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据统计ꎬ国家重点贫

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２０８ 元增加到 ４８３ 元[３]ꎬ国
家贫困农村人口由原来的 １.２５ 亿人减少了一半ꎬ
贫困率下降到 ８.２％ꎬ贫困人口的分布面积大大缩

小ꎬ全国大面积贫困人口减少到 ６９９ 个县ꎬ其中

３３１ 个是国家重点贫困县ꎬ农村贫困程度减缓了ꎮ
然而ꎬ由于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地处偏远的老少

山区ꎬ自然资源贫乏ꎬ气候条件恶劣ꎬ社会文化落

后等原因ꎬ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滞后的现象ꎬ这也意味着要尽快扭转我国贫困

区域特别是边远老少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ꎬ党中

央必须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ꎮ

３.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实施国家扶贫开

发计划阶段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

明确的扶贫纲要ꎬ其目标是从 １９９４ 起用 ７ 年时间

集中于全国各类资源ꎬ基本解决 ８ 千万农村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ꎮ 这份扶贫计划共公布 ５９２ 个重点

贫困县(以下简称“国家贫困县”)ꎮ 此后ꎬ这些贫

困县成为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全国扶贫工作的主要

对象ꎮ
按照“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ꎬ国定贫困

县展开八七扶贫攻坚的基本途径包括:重点投资

金额少、覆盖面积广、容易见效的种殖和养殖业以

及相关加工产业ꎻ积极利用当地资源ꎬ创办一些乡

镇企业ꎻ加快荒山、荒地、荒滩的开发利用ꎻ积极引

导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输出ꎻ对少部分自然条件

恶劣、交通又不便的贫困村庄进行整体移民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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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ꎬ国家还制定了信贷、财税、经济发展等优

惠政策ꎬ专项扶贫贷款年均增加 １０ 亿元等ꎮ 此外ꎬ
还出台了两份针对性很强的有关尽快帮助农村贫

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和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

决定ꎮ
这一时期ꎬ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ꎬ如

期完成了八七扶贫开发计划ꎬ全国贫困率明显下

降ꎮ 到 ２０００ 年底ꎬ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

比例从 １９７８ 的 １ / ３ 下降到 １ / ２０ꎬ贫困率由 ８.７％下

降到 ３％ꎮ 这些成绩的取得ꎬ除了与国家相关政策

的大力支持有关外ꎬ还与外部扶贫力量支持密不

可分ꎮ 这一阶段ꎬ国家还开展东西部对口帮扶、各
级政府和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展开定点扶贫ꎬ鼓励

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工作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１９９８
年底ꎬ通过“东西部定向扶贫”ꎬ贫困地区已收到超

过 １０ 亿元的资金和物质捐助ꎬ超过 ２６００ 个项目签

署了协议ꎬ实际投入近 ４０ 亿ꎬ转移了 ２５ 万贫困地

区剩余劳动力[４]ꎮ 内外扶贫力量的合力为消减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

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４.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解决和巩固温饱

阶段

进入新世纪ꎬ全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

困人口大大减少ꎮ 这些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

自然环境恶劣的边远老少地区ꎬ生活贫困ꎬ短期内

很难帮助他们脱贫ꎮ 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做好农村

扶贫工作ꎬ汇集各方力量ꎬ加快推进这些贫困地区

的扶贫开发进程ꎮ 在此情况下ꎬ国务院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以下简称“«纲要»”)ꎬ«纲要»的出台表明了

新世纪新阶段的农村扶贫工作开始了ꎮ 在这个阶

段ꎬ解决和巩固农村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成为农

村扶贫的工作目标ꎬ把覆盖了 ８０％贫困人口的 １４.
８１ 万个贫困村作为农村扶贫的工作重点ꎻ要求可

持续地全面发展贫困地区ꎻ鼓励贫困人群积极抗

贫致富ꎬ支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农村扶贫ꎻ积极调

整扶贫方针ꎬ改变扶贫开发由过去以攻为主转向

现在的攻守并举ꎬ由过去以贫困县为基本扶持对

象转为实施整村推进ꎬ国家扶持的重心转向中西

部的边远老少贫困地区ꎬ扶贫资金既用于扶贫开

发工作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乡村ꎬ又兼顾其他县的

贫困乡村ꎻ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ꎬ努力提高贫困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ꎻ创新扶贫模式ꎬ出现小额信

贷、设立贫困村互助资金、易地扶贫搬迁等多种

模式ꎮ
这一时期ꎬ通过推进整村扶贫开发ꎬ至 ２０１０

年ꎬ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 ７１.５％ꎬ在这一阶段有近

２ / ３ 农村人口脱贫ꎬ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

为 ７.４％ꎬ农村绝对贫困率总体下降ꎬ人民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高ꎮ 同时ꎬ扶贫对象开始从农村绝对贫

困人口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转换ꎬ这一扶贫对象

的转换体现出党中央扶贫战略的与时俱进ꎮ

５.２０１２ 年以来:农村扶贫开发已进入扶

贫攻坚阶段

２０１２ 年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

个宏伟目标ꎮ ２０１７ 年党中央在十九大上进一步做

出了“在全面实现小康路上ꎬ绝不能让一个贫困村

和贫困地区掉队”的庄严承诺ꎮ 自此ꎬ农村扶贫工

作进入了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ꎮ
为了打好扶贫攻坚战ꎬ进一步提高扶贫效能ꎬ

党中央强调ꎬ要创新农村扶贫思路与机制ꎬ要点面

结合ꎬ精准到户ꎮ 这为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开发

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ꎮ 长久以来ꎬ我
国把农村扶贫工作的关注点定格在了县级贫困地

区和特殊贫困区域ꎬ但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关注

较少ꎮ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ꎬ党中央对

农村扶贫工作更加强调精准ꎬ农村扶贫开发政策

更多地指向了具体的一个个贫困户及贫困人口ꎮ
这些贫困户及贫困人口都被建档立卡进行信息

化、动态化管理ꎬ使农村扶贫的对象具有更强的针

对性ꎮ 这为紧随其后的扶贫项目的精准安排、扶
贫资金的精准使用及扶贫政策的精准实施打下良

好的基础ꎮ
这一时期ꎬ国家通过采用“两轮驱动”和“创新

精准扶贫方式”ꎬ农村扶贫开发力度更大了ꎬ仅以

２０１５ 年例ꎬ中央政府在贫困农村地区投入了近

５０００ 亿元ꎬ用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生产、改善贫

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ꎻ就中央

专项扶贫资金来看ꎬ２０１６ 年安排补助地方就约 ６６１
亿ꎬ比上年增加了 ４３.４％ꎮ 在此背景下ꎬ农村扶贫

开发的效果更为显著ꎮ 到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农村贫困

人口下降到 ３０４８ 万ꎮ 按现行贫困人口标准ꎬ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时间内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了 ２ / ３ 以上ꎬ扶贫政策的减贫作用已经凸显ꎬ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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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了党中央在新时期强大的农村扶贫工作

能力ꎮ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扶贫

工作探索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共产党农村扶贫工作在

艰难中创新探索ꎬ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ꎬ积累了

丰富而宝贵的经验ꎬ这些经验对于今天进一步根

除贫困、改善民生有着重要的启示ꎮ
１.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农村扶贫事业

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办好我国一切事情的关键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就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

富裕作为党的执政职责ꎬ并始终把消除贫困、实现

共同富裕作为执政兴国的目标与归宿ꎮ 我国农村

扶贫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涉及人、财、物
等各个方面ꎬ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农民的切身利益ꎮ
不坚持党的领导ꎬ不可能成功完成这一复杂的系

统工程ꎮ 事实上ꎬ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过程就是

帮扶农村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ꎬ也是党

中央带领人民逐步摆脱贫困、从解决农村贫困地

区“温饱”到“全面建设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

康”的发展过程ꎬ而农村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终必须靠坚持党的领导ꎮ 因为ꎬ在农村扶贫事

业中ꎬ党和政府是决策者和推动者ꎬ肩负着制定扶

贫政策、凝聚扶贫力量及组织和监督农村扶贫的

各项工作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艰巨的任务ꎮ 为

此ꎬ各级党政一把手一方面把要农村扶贫事业当

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ꎬ要培养大量的干部去帮

扶本地区的贫困村脱贫ꎬ另一方面要加强贫困地

区的党组织建设ꎮ 农村扶贫事业能否完成ꎬ取决

于基层组织能否带领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扎实苦

干ꎮ “如果一个贫穷的村庄想要改变它的面貌ꎬ关
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者ꎮ 扶贫应与基层组织紧

密结合ꎮ 捐钱给物ꎬ更要帮助建设一个好的党支

部ꎮ 这是解决贫困村问题的根本办法ꎮ” [５]２３０几十

年蓬勃发展的扶贫开发事业已经证明:只有坚持

党的领导ꎬ才能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ꎬ才能取

得农村扶贫事业的最后胜利ꎮ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

告中进一步指出ꎬ建党九十七年来的实践告诉我

们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ꎬ才
不会成为空想ꎮ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一

切工作的先决条件ꎮ 这一论述清晰表达出ꎬ坚持

党的领导是中国农村扶贫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

保证ꎮ

２.重视教育扶贫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扶贫是扭转农村贫困落后状况、消除贫

困的重要途径ꎬ它也是促进农村帮扶对象自我变

化的内在动力ꎮ 农村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原因有很

多ꎬ但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教育落后ꎬ教育落后往

往导致贫困主体自我改变的认识和能力不足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期ꎬ在扶贫方面ꎬ党中央

重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资金进行自然资源开

发ꎬ而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关注不够ꎬ因此ꎬ贫困地

区的被帮扶对象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资源消亡等

因素影响致使返贫ꎬ扶贫效果缺乏可持续性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党中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ꎬ在进一步

坚持和完善以往扶贫方式的同时ꎬ对教育扶贫这

个动力之源紧抓不放ꎬ扶贫先扶人ꎬ在扶贫开发工

作中加大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科技素质的力

度ꎬ如中央财政设立教育专项资金ꎬ着力扩大贫困

人群受教育机会ꎻ建立起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阶段

这样大范围的学生资助制度ꎬ尽可能保证不让一

个学生因贫而没书读ꎻ全面加强农村中小学和幼

儿教师队伍建设ꎬ努力破解“教师不愿意去农村、
去了也留不住”的难题ꎻ努力开展教育对口帮扶ꎬ
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教育扶贫等ꎮ 实践证明ꎬ这种

既着眼于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经济收入增长ꎬ又注

重以培育贫困地区群众发展潜力的扶贫模式起到

了缓解贫困与未来彻底消除贫困的双重功效ꎬ是
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和可持续脱贫能力的根本

动力ꎮ
３.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稳妥推进

农村扶贫事业的根本大计

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ꎬ
也是今天中国能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ꎮ ４０ 年

来党中央之所以能在扶贫工作中取得如此巨大成

绩ꎬ关键一点就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ꎬ从
实际出发ꎬ因地制宜ꎬ发挥当地优势ꎮ 我国区域广

博ꎬ由于农村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环境差异

甚大ꎬ致贫缘由各有不同ꎬ这就决定了农村扶贫工

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方针ꎮ 为此ꎬ对
有发展条件的地方开展扶贫工作ꎬ可以通过引进

项目、产业带动来发展经济进而促进当地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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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收ꎻ在客观自然条件较差、无法就地实现脱贫

的边远地区ꎬ可采取整村移民ꎬ这样可以以较少的

投入取得较为显著的扶贫效果ꎮ 具体而言ꎬ如对

耕地资源特别少、产量低的地区ꎬ要抓好基本农田

建设ꎬ增加粮食生产ꎬ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ꎻ对耕

地稀缺、荒山贫瘠但非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ꎬ应大

力发展林果业和畜牧业ꎻ对耕地资源、非耕地资源

都不丰富但人口数量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地区ꎬ
要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力输出ꎻ而对资源极其短缺、
生态极端恶劣、交通极其不便的少数边远特困地

区ꎬ要有计划地实行整村移民搬迁、异地发展ꎮ 总

之ꎬ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工作必须从农村现实出发ꎬ
因地制宜ꎬ做到该农则农、该林则林、该牧则牧、该
生态旅游则搞生态旅游开发ꎬ真正发挥好自身比

较优势[６]ꎮ 只有这样ꎬ我们的农村扶贫事业才能

稳妥推进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最终

实现ꎮ

４.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做好农村扶贫事

业的根本原则

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

在要求ꎬ也是做好农村扶贫工作的根本原则ꎮ 农

村贫困地区的长期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缺乏相关ꎮ 为了发展经济ꎬ一
些农村贫困地区肆意开发自然资源ꎬ生态环境严

重破坏ꎬ于是出现恶性循环ꎮ ４０ 年我国农村扶贫

实践证明ꎬ在农村扶贫过程中只有坚持可持续发

展原则ꎬ才能既保证贫困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相互协调ꎬ又保证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ꎮ 当

前ꎬ我国正处于扶贫攻坚决胜的阶段ꎮ 这一阶段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开发这个理

念ꎬ强调了扶贫开发“精准”的重要性ꎮ 习近平认

为ꎬ扶贫开发ꎬ关键在 “精准”ꎬ既要 “精” 又要

“准”ꎮ 只“准”不“精”或只“精”不“准”都不能叫

“精准”ꎬ只有包含可持续性的“精准”ꎬ才能算是真

正意义上的“精准”ꎮ 在他看来ꎬ扶贫的“精准”不
仅强调扶贫路径的可持续性ꎬ而且也关系到扶贫

成效的可持续性ꎮ 如何才能实现扶贫的“精准”?
就是要根据习近平扶贫工作“精准”的要义ꎬ从贫

困地区实际出发ꎬ坚持实事求是ꎬ因地制宜ꎬ既着

眼于当前打攻坚战ꎬ也要有长远的战略考量ꎮ 习

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的“精准”方
式ꎬ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治国理念的长远思维ꎬ再一

次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终极奋斗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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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的中国智慧∗

王 瑞 芳　 袁 玲 红

(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合作共赢外交理念的深一步发展ꎬ是发展崛起的中国

主动融入世界、惠及世界的国际思考ꎮ 它突破并超越了传统西方地缘政治思想“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

夺”的地缘政治思维ꎬ“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ꎬ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和平等性ꎬ是对均势秩

序的完善、地缘冲突的缓和以及全球治理的提升ꎮ “一带一路”倡议ꎬ主张通过“一带一路”ꎬ使沿线国家实现国与

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政治合作和文化包容ꎬ形成合作共赢、平等互助的新局势ꎮ
[关键词] 　 “一带一路”ꎻ　 均势理论ꎻ　 地缘政治理论ꎻ　 国际秩序ꎻ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０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０－０５

　 　 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建立在以追逐权力

和控制世界为目的的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之上的ꎬ
国与国之间是对立冲突的ꎬ而我国则一直主张地

区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是紧密联系的ꎬ应共

建一个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方位命运共同

体ꎬ有效破解因大国追求主宰世界带来的世界地

缘政治冲突难题ꎮ
一、西方地缘政治学说———古典地缘

政治

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形成之初主要是英、美、德
等帝国主义国家用于服务于本国上层统治者的

“帝国梦”ꎮ 之后在经历了百来年的发展演变后ꎬ
地缘政治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维框架与理论

逻辑ꎬ并最终构成了系统权威的古典地缘政治理

论ꎮ 德国著名学者豪斯浩弗最早提出地缘政治

学ꎬ他秉承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ꎬ认为国家是一个

“社会有机体”ꎬ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和自然

界一样的ꎬ都要遵守“强存弱灭”的自然规律ꎮ 小

国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领土ꎬ而强国要想实现经

济上的自给自足ꎬ就需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ꎬ所

以ꎬ强国可以无条件地接管小国的领土ꎮ 因此ꎬ地
缘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强国规定适当的生

存空间”ꎬ并且主张世界应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欧非区”“泛亚区”和“泛美区”ꎬ分别由德国、日
本和美国领导ꎮ 之后英国学者麦金德和美国学者

斯皮克曼继承并发展了该理论ꎮ
１.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
英国地缘政治理论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ꎬ

为捍卫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ꎬ在面

对当时俄、德、美等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局势

下ꎬ敏锐地观察到国家间如果出现争端ꎬ不能完全

归因于国家间力量的不均ꎬ而是先天条件导致ꎬ由
于地球上的资源与战略机会的分配本就存在不均

匀ꎬ国家间自然而然就会存在实力悬殊ꎮ 因此不

是因为别的国家有优秀的人才ꎬ也不是因为别的

国家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致力于自身的发展ꎬ
而是因为该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１]１３ꎮ
所以ꎬ要想制定恰当的治国之策ꎬ必须“将自身所

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治地理理论相结合” [２]６ꎮ
因此他主要从地理角度对世界进行谋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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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将世界分为三个版块ꎬ先是内陆区域ꎬ
也就是欧亚大陆中心ꎻ再是“内新月形地带”ꎬ即边

缘地带ꎻ最后是“外新月形地带”ꎬ即美洲和澳大利

亚等临海的岛屿ꎮ 在他看来ꎬ在历史背景和地理

因素的影响之下ꎬ内陆区域会成为一个得天独厚

的地理枢纽地带ꎬ并成为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ꎬ
谁只要掌握了这个区域ꎬ那么一个超级世界帝国

就会很快诞生ꎮ
２.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
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主张

的“边缘地带”理论是与麦金德的理论迥然不同

的ꎮ 他认为“心脏地区与边缘地区ꎬ这两个区域之

间的局势境况、边缘地带对自身内部权势的分置、
以及来自海上强国对陆地沿海的打压ꎬ或者这种

打压也有西半球的功劳ꎬ所有这些都会深深地影

响着东半球的权力冲突” [３]９６ꎮ 因此ꎬ他认为处于

边缘地带的欧亚大陆作为权势斗争的起源地ꎬ人
口众多ꎬ资源富足ꎬ才应该是世界的核心ꎮ

斯皮克曼分析认为“边缘地带”的角色是不确

定的ꎬ会随着境况的不同进行调节ꎬ它可以作为海

上强国或心脏地带的共同伙伴ꎬ也可以被视为二

者共同打压的对象ꎬ可是不管是哪种状况ꎬ都与边

缘地带自身权力的配置状况有关ꎮ 这也揭示了权

势对抗的两种模式:一即海上国家和心脏地带国

家各自与边缘地带的一些国家结盟ꎬ然后双方发

生对抗ꎬ这样的模式称之为海路对抗ꎻ二即当边缘

地区的强国成为海上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的共同

敌人后ꎬ二者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ꎮ 最后ꎬ边
缘地区对权力的配置状况ꎬ就会决定这两种模式

中哪种处于优势地位ꎮ
“边缘地带”理论比前者更体现了地缘政治的

全局性和全球观ꎮ 地缘政治理论显然是赤裸裸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ꎬ它是一种外因决定论ꎬ与马克思

主义主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是相违背的ꎮ
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下ꎬ介于二者的一些

国家与人民就无辜成为强国争权夺利的陪葬品ꎮ
这种理论与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一味向外征服

主宰思维分不开:西方人抓住知识指向世界、指向

客体一面ꎬ主张主体要凌驾于客体之上ꎻ而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则传承中国优秀文化ꎬ指向对人

类自身的认识ꎬ知识和德行接近ꎬ注重圆融地处理

各种事情ꎬ具有普惠性和平等性ꎮ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理论及内

容透析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ꎬ国际形势总体呈现

出新的变化ꎬ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的提

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为了让发展成果惠及

更多的中国人和世界人民ꎬ中国政府对内提出建

设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调发展两大战略ꎬ在国

际上倡议“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ꎬ推动建立“新型

大国关系”ꎮ 一直以来ꎬ党和国家对外开放的脚步

从未停止ꎬ并也会一直坚持走下去ꎻ打开国门搞建

设是基本思路ꎬ也会始终坚持ꎬ“一带一路”的发展

扩展了对外开放新的思路ꎬ其目的就是将中国与

广阔的世界市场连接起来ꎬ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谋求更长久的道路ꎬ因此ꎬ我国对“一带一路”这一

国际合作会更加坚定地促进[４]６０ꎮ
１.“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渊源

(１)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

１９ 世纪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

的发展趋势ꎬ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历史必将

走向世界历史的论断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

著作中ꎬ马克思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ꎬ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工厂手工业转到机器大工

业ꎬ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发展ꎬ资产阶级为获得更

多利益ꎬ会不断去寻求更广阔的世界市场ꎬ人与人

的交往范围被不断扩大ꎬ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活动与交往产生的分工越来越密切ꎬ各个国家间

最初的封闭状态也将会逐渐被打破以致消失ꎬ历
史逐渐发展为世界历史ꎮ 各个国家会因为自身不

同的制度ꎬ最终进入世界历史的历史历程也会因

人而异ꎮ 历史发展到今天ꎬ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已

经越来越普遍ꎬ换言之ꎬ历史已经真正进入世界历

史阶段ꎬ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ꎬ可是ꎬ与此

同时ꎬ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共

存的ꎮ 因此ꎬ从理论上来看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相顺应ꎬ为当前的全球

治理提供了新的策略ꎮ
(２)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外交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

外交政策ꎮ 无论在什么时期ꎬ中国共产党人总会

根据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ꎬ为维护世界的和谐、稳
定和繁荣ꎬ提出有利的外交理念ꎮ 毛泽东等第一

代中央领导人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ꎬ提出“和平共

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ꎮ 美苏争霸期间ꎬ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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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应对国际上出现的新状况ꎬ坚持奉行“和平共

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ꎬ同时ꎬ为推动建立新的

世界新秩序ꎬ进而提出“和平发展”的新思路ꎮ 在

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ꎬ江泽民将

“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这一外交理念发展到我国的

和平外交政策中ꎬ主张我们不单单要意识到世界

的多元发展是值得我们理解的ꎬ同样地ꎬ这种多元

性也是需要我们共同去捍卫的ꎮ 他也对影响世界

的一些重要因素进行详细分析ꎬ为我们构想了一

个良好的国际秩序新面貌ꎮ 十六大后ꎬ胡锦涛在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理念下ꎬ提出要建构“和谐

世界”ꎬ即文化与文化间的交流要继续推进ꎬ文明

与文明间的联系也要更加密切ꎬ国家与国家间要

更加努力ꎬ早日达成和谐世界的共同目标ꎮ 新时

期ꎬ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ꎬ依旧是对我党和平

外交理念的一脉相承与推陈出新ꎮ
２.“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心脏地带理论”和“边缘地带理论”等传统的

西方地缘学说ꎬ其目的都是为地缘霸权的争夺和

军事战略服务的ꎮ 为突破西方传统地缘思维ꎬ进
一步推动各国间的合作ꎬ构建覆盖全方位的共同

体格局ꎬ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ꎮ
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ꎬ它
始终坚持国与国之间同商量、同建设、同享资源ꎮ
这一倡议的实施ꎬ不是我们国家的一枝独秀ꎬ它是

全体参与国共同发展的平台[５]ꎮ 其主要内容

包括:
其一ꎬ经济交融ꎮ “一带一路”倡议重在加强

国与国的经济往来ꎬ中亚和中南亚间的往来贸易

更是值得重视ꎬ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ꎬ表
达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ꎬ为全亚洲产业链的建

立与完善ꎬ为亚欧间新型合作关系的建立ꎬ一起携

手努力ꎬ早日打造覆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领域

的共同体格局ꎮ
“一带一路”大体需要三个阶段实施:其一ꎬ最

基本的配置如能源管道、铁道、电信、港口要做到

互通有无ꎬ方便资金与交易的交换流通ꎻ其次ꎬ要
重点推进中国与合作国家的自贸区建立ꎬ同时ꎬ在
必要时ꎬ也可通过实施产业转移ꎬ将一些产能过剩

或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出

去ꎻ最后ꎬ建立一个可以覆盖世界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内的ꎬ包括亚、欧、非等大洲的自贸区群ꎮ
其二ꎬ政治互信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ꎬ国

与国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ꎬ各国的发展也是相互

依存的ꎬ协调合作是必不可少的ꎮ 良好的政治互

信、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纽带和桥

梁ꎬ“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因其政治特点不同、发
展阶段存在差异性ꎬ都使得政策沟通面临不同程

度的挑战ꎮ 因此ꎬ在政策沟通过程中ꎬ要秉持求同

存异的原则和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ꎬ有效化解纷

争与纠纷ꎬ对接好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划ꎬ维
护好沿线国家的核心利益ꎮ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支撑ꎬ只有在政策上进行

充分交流才能促进经济稳步发展ꎬ这是进行经济

发展的基础ꎮ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不打破原有的市场和机

制的基础上ꎬ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的机制ꎬ为参与合

作的各个国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ꎮ 在开展“一带

一路”的过程中ꎬ中国尊重他国意愿ꎬ尊重他国的

国家主权与安全ꎬ尊重他国的选择ꎬ为其留有足够

的空间ꎮ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ꎬ而
是循序渐进的ꎬ在这个过程中ꎬ相关的参与者必须

牢牢树立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ꎬ推进政策

沟通ꎬ促进发展融合、利益互惠的新局面ꎮ
其三ꎬ文化包容ꎮ 孕育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一带一路”倡议ꎬ与古丝绸之路所传达的友

好往来、互惠互通的精神一脉相承ꎮ 西汉的张骞

对西域的出使ꎬ开辟了连贯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

路ꎻ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ꎬ开通了东西方往

来的海上丝绸之路ꎬ中国古代的陆地、海洋丝绸之

路就像一个“纽带”亦像是一个“桥梁”ꎬ这一历史

契机ꎬ紧密地将古东西方的命运联系到一起ꎬ使古

代中国走向世界ꎬ实现了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
化上的交流ꎮ 习近平同志在 ２０１３ 年访问哈萨克斯

坦时ꎬ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ꎬ倡导不同种

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ꎬ继续传承发

扬古代丝路的优秀精神ꎬ团结互助、互惠互利、和
平共处ꎬ共同发展[６]２８８ꎮ “丝绸之路精神”承载的

是中国历来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印记ꎬ在
新时期ꎬ这种精神依旧值得丰富与发展ꎮ “一带一

路”经济带的建设ꎬ极大地提高了沿线国家的参与

度ꎬ有助于沿线国家发挥自身的优势ꎬ极大地提高

自身的经济实力ꎬ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ꎮ
“一带一路”这一倡议自提出以来ꎬ国际社会

的态度虽然总体看来是积极的ꎬ但是西方部分政

策人士怀疑与“唱衰”的声音仍然存在[７]ꎮ 历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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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西方地缘理论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体

系ꎬ这种理论体系早已在部分西方人的意识形态

里根深蒂固ꎬ而长期受此思维的影响ꎬ部分西方学

者习惯于从传统西方地缘理论涉及的均势和地缘

理论思考ꎬ将“一带一路”与当下世界稳定受到的

冲击联系到一起ꎮ 然而ꎬ事实上ꎬ“一带一路”倡议

的践行不仅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新时代

发展之路ꎬ也带动发展了世界经济的新力量ꎬ为解

决全球问题建设了新路径ꎮ

三、“一带一路”倡议对西方传统地缘

政治学说的超越

“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焕发出勃勃生机ꎬ它
在完善均势理论秩序、缓和地缘冲突、构建国家新

秩序等方面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１.“一带一路”倡议对均势理论秩序的

完善

国家间实力对比均衡的“均势”概念被视为是

一种政治铁律ꎮ 西方中心观认为世界上存在四种

国际秩序:欧洲秩序、中东秩序、亚洲秩序和美国

秩序ꎬ而当前围绕均势理论的欧洲秩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当前的世界秩序ꎮ 在船坚炮利的轰炸

下ꎬ中国人从封建愚昧中日益清醒地认识到ꎬ只有

主动融入世界维持均势才能顺应时代潮流ꎮ 冷战

时期ꎬ毛泽东坚持均势理论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复

杂的微妙关系ꎻ邓小平通过实施改革开放ꎬ让中国

主动与均势体系接轨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世界形

式发生巨大变化ꎬ冷战格局彻底结束ꎬ世界进入全

球化趋势ꎬ江泽民带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参
与到世界经济体系ꎻ胡锦涛在和平外交的基础上ꎬ
主张构建一个和谐安定的世界格局ꎬ共同应对全

球治理的难题ꎮ 如今ꎬ习近平立足于当前新的国

际形势和全球化发展趋势ꎬ对内坚持反腐斗争ꎬ对
外创新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ꎮ 然而一些西方

地缘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存有疑虑ꎬ要么进行

历史类比ꎬ将中国与西方历史大国相比照ꎬ认为国

强必霸ꎻ要么想象中国会学习西方大国ꎬ通过军事

扩张来追求地区霸权ꎮ
其实“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让中国维护现

有秩序ꎬ更是完善、发展现有秩序并让其惠及世界

更多地方更多人们ꎮ 由此可见ꎬ相比于均势主义

主张的国家间应该是一种较量关系的理论ꎬ以及

相较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的均势体系ꎬ长

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秩序更多地依靠文化与

经济ꎬ因此就更开放、更和谐ꎬ也便决定了承继上

述厚重历史底蕴的“一带一路”能够助力中国更好

融入并完善当前的世界秩序[８]ꎮ

２.“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缘政治冲突的

缓和

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主张的“海权论”ꎬ作
为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的理论起源ꎬ认为世界是由

海权和陆权两个对立面组成ꎬ后面的麦金德提出

“陆权”思想———“心脏地带论”ꎬ之后的“边缘地

带”学说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ꎮ
通过这些理论ꎬ就可以得出陆权与海权之间ꎬ是一

种对立关系ꎮ 受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ꎬ“一带一

路”倡议中的两条经济带ꎬ自然会被解读成海陆间

的对立ꎬ是“陆上人”要从“海上人”那里夺取权势ꎮ
中国作为从边缘地带崛起的后起之秀ꎬ虽然是被

迫参与上述的对抗ꎬ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ꎬ越
来越希望通过运用中国的优秀文化来缓解西方地

缘政治理念的对抗状态ꎬ维护好世界的和平ꎮ
“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

阳和合思想ꎬ它覆盖区域广阔ꎬ涵盖了欧亚非大陆

在内的六十几个国家ꎬ其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ꎬ
自东向西东面承接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ꎬ
将东西两大经济圈紧密连接起来ꎬ极大地推动了

整个沿线区域的经济效率ꎮ 另一条“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则从中国的沿海港口出发ꎬ经南海到印

度洋ꎬ再连接至欧洲ꎬ成为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核心

纽带ꎮ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ꎬ“一带一路”倡议能

够将欧亚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ꎬ激发国与国

之间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６]２８９ꎮ

３.“一带一路” 倡议对国际新秩序的

构建

全面分析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理论ꎬ我
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ꎬ西方传统地缘理论虽然经

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与实践ꎬ但是ꎬ它仍旧存在着

严重的缺陷ꎮ 它将重心过分偏重于对地理因素的

分析与探索ꎬ从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因素对世界整

体格局的影响ꎮ “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这一传统

思维定势ꎬ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ꎬ从促进国际经

济、政治、文化的角度ꎬ推进各国的交流往来ꎬ将共

享和发展的理念深深根植在国际关系中ꎮ 使许多

中小国家摆脱了因传统地缘政治思想而成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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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争夺的牺牲品的命运ꎮ 通过加强政治沟通、
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ꎬ缓解地区间的冲突ꎬ化解国

际矛盾ꎮ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ꎬ始终坚守和平共处的外交理

念ꎬ更通过两条经济带的建设ꎬ打破世界关于中国

“国强必霸”的顾虑ꎬ也有助于构建新的国际秩序ꎬ
有效化解重返亚太论和亚太再平衡论对中国所设

的战略困局ꎬ为稳定、团结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奠定

了基础ꎮ
中国需要依托世界才得以发展ꎬ世界的发展

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ꎮ 习近平总书记依托经典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ꎬ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ꎬ“一带一路”不同于西

方传统地缘政治思想ꎬ而是尝试超越西方地缘政

治的“权力观”ꎬ通过交流合作ꎬ谋求互信[９]ꎮ 为了

更好地保障沿线国家的安全利益ꎬ中国一直强调ꎬ
“一带一路”的实施ꎬ不是为了谋求权力ꎬ而是希望

通过这条经济带ꎬ各国借此机遇各显神通ꎬ互惠互

利ꎬ提升各国总体经济实力[１０]２１ꎮ 就如习近平所

言ꎬ中国要加强与周边沿线国家的紧密联系ꎬ中国

愿意与周边国家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优

秀成果ꎬ让中国为世界贡献更多的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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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及标准化建设思考∗

岳　 申

(阜阳师范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ꎬ 安徽阜阳　 ２３６０４１)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如何推进党的基层建设做出重要部署ꎬ明确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ꎬ突
出政治功能ꎬ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ꎮ 基于此ꎬ高校基层党组织亟须转换传

统被动应对战略ꎬ多维度、多层次、综合性审视与把握党中央基层组织建设的新举措、新定位、新目标、新战略ꎬ进
而激发出高校党组织服务功能ꎬ全面推进党的基层建设ꎮ

[关键词] 　 高校ꎻ　 基层党组织ꎻ　 标准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Ｄ２６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５－０３

　 　 高校党组织隶属党的基层组织ꎬ肩负思想领

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之职责ꎬ是政党思想、政党

意识、政党路线方针与决策部署落实的保障ꎮ 要

想办民众满意的高等教育ꎬ必须强化党对高校工

作的全面领导ꎬ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及标

准化建设ꎮ 本文基于“四维建设”新视域ꎬ即立足

于思想、制度、载体及评估四个建设维度ꎬ多层次、
综合性审视与把握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发展与创新

之路ꎮ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功能及标准化建设

的当代价值

１.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落实的标准

始终把党的科学实践理论作为指导思想ꎬ对
有效落实“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目标具有重大的

决定性意义ꎮ 在高校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中ꎬ
要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做目标ꎬ以改革与创新新形势

下基层党组织建设体制为核心ꎬ以强化工作实效ꎬ

人才培养方向为根本问题ꎬ着眼于党的思想、制
度、载体、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ꎬ保证基层各项

工作严格贯彻落实ꎬ全面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长足发展[１]ꎮ
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

需要

高等院校担负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建设与

接班人职责ꎬ在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创新型国家

建设重大方针与决策部署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ꎮ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ꎬ高校要具备改革与创新精神ꎬ
善于探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ꎬ创新

新机制ꎬ培育学生主流思想与健全人格ꎮ 高校基

层党组织要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大

局ꎬ以各高等院校实际情况为基准ꎬ全面推进高校

党的思想、制度、载体、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ꎮ
只有将两者恰当、完美结合ꎬ才能有效、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ꎮ
３.构建文明和谐校园的有力保障

强化高校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ꎬ是推进高

校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ꎬ是构建文明和谐校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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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保障[２]ꎮ 不断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ꎬ意味着

工作制度与组织体系日趋健全与完备ꎬ有利于有

序推动各项工作开展ꎬ切实保证工作新进展的实

效ꎬ并进一步加强全体党员、师生思想政治教育ꎬ
对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ꎬ以及提升基层党组织生活质量与创新活动方

式具有重要意义ꎮ

二、新时期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

表征

１.意识形态淡化ꎬ转型目标定位模糊

随着高等院校扩招政策施行及基层党支部进

一步扩大ꎬ对高校党员全程培养、教育及发展均带

来较大压力ꎮ 据相关调查显示ꎬ当前思想建设是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ꎬ也是要率先解

决的难题ꎬ且集中表现在大学生入党动机多元化

及教职工党员思想意识淡化这两点问题ꎮ 究其原

因ꎬ主要是受当前文化生态多元、多样、多变性发

展影响ꎬ当代大学生身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

方、大众与群英等交流交融交锋文化生态领域时

代ꎬ视域开阔ꎬ思维敏捷ꎬ渴望精神文化需求ꎬ易接

受经典、高雅、内涵文化熏陶ꎬ也易被庸俗、低级、
粗放文化侵蚀ꎬ影响入党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及价

值追求ꎮ 随着党建工作改革的深化ꎬ部分教职工

对岗位职责认知欠缺ꎬ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党建

工作缺乏思考ꎬ执行政策完全按章办事ꎬ创新活力

与动力欠缺ꎬ甚至有些党员认为党务工作为“软要

求”ꎬ没必要加以重视ꎬ这均不利于高校基层党建

工作的开展ꎮ

２.党建制度不规范ꎬ存“越界”现象

党建管理制度对基层党组织的标准化建设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国家全面

加速推进党建制度构建ꎬ并取得了显著进展[３]ꎮ
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ꎬ部分基层党支部依然缺乏

健全的党建管理制度ꎬ或者是党建管理制度不够

细化ꎬ缺乏明确的标准ꎬ清晰的流程ꎬ这些均不利

于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ꎮ 同时高等院校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ꎬ在政党协作、共同负

责运行机制下ꎬ难以避免会出现所谓的“守界”与

“越界”之言论ꎬ究其原因ꎬ仍是党建制度不健全、
不完善所致ꎬ部分党员存在对党建工作与行政工

作的错误认知ꎬ淡化了党建工作“软任务”ꎬ盲目插

手行政工作“硬任务”ꎬ不仅使得党建工作处于尴

尬地位ꎬ也使得职权划分处于混乱状态ꎬ导致党组

织并不能有效发挥其领导、组织、凝聚之功能ꎮ

３.“高效”服务载体滞后ꎬ服务区域狭窄

高等院校载体是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向院

系、班级及寝室等活动与学习区域传达的重要媒

介ꎬ在新常态下能够运用一种符合时代气息且富

有人文化的方式来弘扬国家最新路线、方针及政

策ꎬ是检验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

记ꎮ 尤其随着当代新媒体扩张性冲击ꎬ传统广播、
校报等载体因素已经相对滞后ꎬ无法满足新生代

下高校教生群体的多元化需求ꎬ但是一些基层党

组织并没有与时俱进ꎬ依据新常态变化对党支部

工作形式及党员思想进行及时调整ꎬ依然沿袭过

去载体模式ꎬ一味“就党建抓党建”ꎬ注重搞形式与

走过场ꎬ未能将服务载体与校园生态文化相渗透、
融合ꎬ削弱了党组织的号召力与凝聚力ꎬ同时大部

分高校基层组织工作仅局限于校内ꎬ与校外、社会

严重脱轨ꎬ导致到基层组织服务区域较狭窄ꎮ

４.评估检查欠佳ꎬ考评体系不健全

在高等院校运行管理中ꎬ基层党组织要参与

决策相关重大事项ꎬ但是就目前实际开展工作而

言ꎬ高校基层党组织以何种方式进行参与以及参

与到何种程度ꎬ均未有明确的划分与界定ꎮ 本质

上来说ꎬ这与行之有效的考评体系缺乏有关ꎬ由于

考评体系标准拟定过程中ꎬ工作定性与定量把握

不精准ꎬ难以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协调性ꎬ工作重点

与工作落实的渗透性ꎬ对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
党支部各项工作职责规范不明确ꎬ由此导致各级

党组织与党员个人对工作参与方式、途径及内容

认知模糊ꎬ未真正发挥先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ꎮ
在评估检查过程中ꎬ与实际情况相脱离ꎬ存在一定

的形式主义或个人主义ꎬ导致评估检查流于形式ꎬ
甚至出现“轮班坐选”不良风气ꎬ严重挫伤基层党

组织工作的动力与活力[４]ꎮ

三、高校基层党组织功能及标准化建设

四维路径

１.强化思想意识

建设高校基层党组织ꎬ首先要解决建设主体

“愿不愿意”意识形态问题ꎬ这是思想指导与党建

开展的首要基础与前提ꎮ 因此在选聘高校基层党

组织党务干部时ꎬ要严把岗位任职关ꎬ严格按照聘

用人才选拔制ꎬ选用优秀且角色意识、使命意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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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意识强化的党员ꎬ并通过定期组织高校基层

党组织成员思想教育理论学习ꎬ进一步从整体上、
全局上提升党员同志的意识形态思想ꎬ打造一支

“以服务为本”理念的年轻化、实力化党员干部队

伍ꎬ促进高校文明和谐建设与内涵式发展ꎮ 同时

落实好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及教学任务ꎬ
这是高校党组织建设预期效果的实践检验标准ꎮ
具体而言ꎬ在社会新常态转型背景下ꎬ要正确把握

好服务好广大师生的目标ꎬ将有关师生工作执行

到实处ꎬ想师生之所想ꎬ急师生之所急ꎬ将师生利

益摆在建设首位ꎬ同时应对转型趋势ꎬ要汲取借鉴

地方高校思想转型领头羊经验ꎬ完善党建工作中

的各项细节ꎬ共同推进地方又好又快向前发展ꎮ
２.建立健全工作体制

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ꎬ因
此要构建党政协作、共同负责的运行机制ꎮ 在工

作体制拟定过程中ꎬ要不断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

任制度»«发展对象汇报制度»«发展前答辩制度»
«转正答辩制度»«党员目标管理制度»等制度ꎬ使
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ꎬ组织生活严肃规范ꎬ落实

党支部和党员个人党建工作责任ꎬ建立基层党建

的各项规章制度ꎬ保持党员的纯洁性与先进性ꎮ
在基层党组织各项规章制度健全与完备基础上ꎬ
明确院方领导人与行政领导职责范围ꎬ恪守岗位ꎬ
各司其职ꎬ有效完成分内工作ꎬ不得相互干扰扯皮

或纠缠不清ꎬ做好“守界”工作ꎬ同时也要强化沟通

与理解ꎬ同心同德ꎬ默契配合与支持ꎬ勇于“越界”
创造性完成全局工作ꎮ

３.创新载体

新常态背景下ꎬ要尤为注重“互联网＋”形式ꎬ
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党建专题网站、微信公众号、微
博客、新闻客户端、ＦＭ 电台等全媒体渠道ꎬ并充分

借用 ＱＱ 群、微信、电子邮箱、易信、飞信等工作平

台建立师生诉求管道ꎬ贯彻落实“汇民意ꎬ听民生”
基本原则ꎬ积极寻求、探索、创新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形势[５]ꎮ 其次ꎬ要注重将党建工作与网络

文化、课外文化及学术文化相渗透、融合ꎬ利用校

园文化生态载体优势ꎬ服务群众ꎬ引导舆论ꎬ强化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生动性及创造性ꎮ 同时ꎬ注重

实体宣传栏、培育典型、示范引导有效方式与重要

手段ꎬ推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点”的申

报评选工作ꎬ积极探索将信息化、智慧化延伸到基

层党建工作领域ꎬ实现党建宣传智慧化、党员教育

智慧化、党员活动智慧化和党员服务智慧化ꎬ遵循

“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ꎬ通过观摩示范、理论研

究、互动辐射等形式ꎬ将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抓实、
抓紧、抓好ꎬ抓出特色、抓出成效ꎬ不断提高党建工

作的科学化水平ꎮ
４.构建有效的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高校基层党组织评估体系ꎬ借以评

估检验ꎬ明确党总支、党支部各项工作职责ꎬ保证

各项规章制度有效贯彻落实ꎬ并通过评估总结实

践经验ꎬ对工作方向及工作任务及时做出调整及

优化ꎬ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前锋作用ꎬ
加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与创造力ꎮ 在制

定评估体系标准过程中ꎬ要把持定性与定量统一

性与融合性ꎬ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协调性ꎬ保证工作

重点与工作落实的渗透性ꎬ保持评估的客观性、合
理性与客观性ꎮ 在评估督查过程中ꎬ要注意评估

检查的科学全面性ꎬ坚持将自我评估与上级评估、
党员评估与群众评估、查阅资料与座谈问卷调查

相结合ꎬ严厉打击与杜绝形式主义ꎬ并通过组织评

估结果ꎬ从中自我总结ꎬ自我促进ꎬ自我提升ꎬ进而

为基层组织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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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ꎬ３５　 Ｎｏ.１

　 　 [主持人语]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系江苏省首批 １５ 家重点培育智库之一ꎬ是经省委宣传部批准设立的决策咨询研究

机构ꎬ由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负责日常管理运行工作ꎮ 研究院成立以来ꎬ坚持问题导向ꎬ注重实践取

向ꎬ把握正确定向ꎬ积极建言献策ꎬ举办智库论坛ꎬ开展了«江苏省高考综合改革初步方案可行性论证研究报告»和«江苏教

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规划纲要(学术版)»等重大项目的研制工作ꎬ取得丰硕成果ꎬ产生广泛影响ꎮ 期待本栏目的开设能够成为学

者们立足江苏、面向全国ꎬ聚焦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ꎬ开展研讨交流的舞台ꎬ提供决策咨询的平台ꎮ

建设一流省域高等教育体系探析∗

宋 旭 峰１ꎬ２　 钱　 蕾３

(１.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ꎻ
２.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研究所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ꎻ

３.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建设一流省域高等教育体系需要突破传统“重点建设”及“工程”“项目”建设套路ꎬ将关注的焦

点转向建设具有江苏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ꎬ加快建设一批与“强富美高”新江苏紧密相关的一流学科ꎬ
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等ꎬ不仅“扶优”ꎬ更重“补短”和新建ꎮ 同时ꎬ支持部分有条件的研究型大学向创

业型大学转型ꎬ统筹推进民办高校、民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转型发展ꎬ新建一批包括本科层次高职院

在内的应用科技大学ꎮ 加快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ꎬ扩大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规模ꎬ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ꎬ支持徐州、淮安、盐城等城市相关高校合并组建综合性大学ꎬ加快在连云港创建江苏海洋大学的步伐ꎮ
[关键词] 　 一流学科ꎻ　 高等教育体系ꎻ　 高校转型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８－０５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和服务贡献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为适应和引领

经济高质量发展ꎬ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结构包括资

源构成、配置方式和内外关系等ꎬ势必产生重大而

深刻的变革ꎮ 为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和新挑战ꎬ迫
切需要突破传统“重点建设”及“工程” “项目”建

设套路ꎬ从全局和战略上把握问题ꎬ对省域高等教

育体系进行整体谋划ꎬ将关注的焦点ꎬ从做强若干

学校和学科ꎬ转向建设具有江苏特色、世界一流的

高等教育体系ꎬ为大面积提升高等教育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ꎬ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建设“强富

美高” 新江苏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和文化

引领ꎮ
一、江苏高等教育体系结构面临的新

挑战
“十二五”以来ꎬ围绕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目标ꎬ以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和

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试验区建设为契机ꎬ借鉴发

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ꎬ江苏积极推进高等教

—８３—

∗[基金项目] 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２０１７ 年第二批立项课题“统筹推进高职强省建设的路径分析”(项目编号:
１７ＳＳＬ１０４)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 宋旭峰ꎬ男ꎬ江苏溧阳人ꎬ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ꎬ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研究所

所长ꎬ研究员ꎮ
钱　 蕾ꎬ女ꎬ江苏泰州人ꎬ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ꎮ



育结构调整ꎬ取得了重要进展ꎮ 但是ꎬ面对经济发

展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新形势、新要求ꎬ
江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面临新的使命担当和机遇

挑战ꎮ
１.江苏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现状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１４２
所(不含 ２５ 所独立学院)ꎬ高校数量居全国之首ꎮ
其中ꎬ本科院校 ５２ 所ꎬ高职高专院校 ９０ 所ꎮ “十二

五”以来ꎬ新增高校 １６ 所ꎬ其中ꎬ本科院校 ６ 所ꎬ高
职高专 １０ 所ꎮ 全省普通高等教育有在校生 １９４.４６
万人ꎬ其中ꎬ研究生 １７.６７ 万人ꎬ本科生 １０９.７ 万人ꎬ
专科生 ６７.０９ 万人ꎮ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５６.７％ꎬ
实现了高教普及化[１]ꎮ

首先ꎬ“双一流”建设迈出重要步伐ꎮ 现有 ２
所高校入围一流大学建设ꎬ１３ 所高校入围一流学

科建设ꎬ“双一流”建设高校数位列全国第二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底ꎬ全省 ２６ 所普通高校 １２３ 个学

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Ｉ)全球同类学科

前 １％行列ꎬ机构数和学科数分列全国第一和第

二ꎬ其中ꎬ１３ 个学科进入前 １‰行列ꎬ并列全国第

二ꎮ 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８ 年中国大学排

名”统计ꎬ江苏有 １６ 所大学进入全国高校百强ꎮ
９０ 所高职院校中ꎬ有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

１５ 所ꎮ
其次ꎬ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取得进展ꎮ 完善以

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专业建设机制ꎬ加强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相关专业建设ꎮ 从 ２０１０ 年起ꎬ已连续

９ 年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培养质量和重点

产业人才供应及专业和行业吻合度统计”公告制

度ꎬ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形成ꎬ严格控制重

复设置过多、社会需求不大、就业前景不好、现有

基础不实的专业ꎮ
再次ꎬ办学体制改革不断深化ꎮ 全省有独立

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 ２９ 所ꎬ民办高校占全省高校

总数的 ２０.４％ꎮ 有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

和苏州港大思培科技职业学院 ３ 所中外合作办学

高校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江苏省政府出台«关于鼓励社

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ꎬ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支持力度ꎬ全省民办机制

高等学校在校生 ３９.８３ 万人ꎬ占全省普通高校本专

科在校生的 ２２.５３％ꎬ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江苏高等

教育的重要力量ꎮ
最后ꎬ高校区域布局形成“亮点”ꎮ 推动地方

高校转型发展ꎬ遴选确定金陵科技学院、常熟理工

学院、三江学院等一批改革试点高校ꎮ ２００８ 年以

来ꎬ推动独立学院异地转设ꎬ先后有 ７ 所独立学院

迁址办学或签订迁址办学协议ꎮ 例如ꎬ南京林业

大学南方学院搬迁至淮安市ꎬ南京医科大学康达

学院搬迁至连云港市ꎬ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搬

迁至扬州市ꎬ江苏科技大学南徐学院搬迁至张家

港市ꎬ等等ꎮ 紧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ꎬ依托当

地支柱产业ꎬ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ꎮ
２.江苏高等教育体系结构面临的主要

挑战

２０１７ 年ꎬ江苏 ＧＤＰ 总量 ８.６ 万亿ꎬ人均 １.６ 万

美元ꎬ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ꎬ经济发展和产业升

级对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的要求更加迫切ꎮ
一是高等教育对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度有待提升ꎮ 江苏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相对不足ꎬ
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有待提高ꎮ ２０１７ 年全国“每十

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２５３０ 人ꎬ江苏 ２９３７ 人ꎬ低于

吉林、湖北等省(直辖市更高ꎬ但不具可比性) [１]ꎮ
高层次人才供给能力不足ꎮ 研究生占全体在校生

的比例为 ９.１％ꎬ低于吉林(１０.８％)、湖北(９.７％)
等省(不含直辖市)ꎮ

二是高校及学科专业布局与江苏产业转型升

级的匹配度有待增强ꎮ 在高校区域布局上ꎬ苏北

中心城市缺乏综合性大学ꎮ 在学科专业结构上ꎬ
传统学科专业仍占主流地位ꎮ 当前ꎬ以先进制造

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群快

速发展ꎬ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新

产业ꎬ跨境电商、智慧交通、远程教育等新业态ꎬ互
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新商业模式ꎬ网络预约拼

车、房屋共享等共享经济不断涌现ꎬ催生新需求、
新岗位和新工艺ꎬ挑战广大从业者的基本素质和

能力ꎮ 江苏在这些领域的学科专业布局存在短

板ꎮ 其他民生相关领域ꎬ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

一批关键学科专业长期处于 Ｂ 档ꎬ水平亟待提高ꎮ
三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贡献程度有待提

高ꎮ 江苏虽然高校众多ꎬ学科实力雄厚ꎬ科技奖项

数和发明专利数全国领先ꎬ也确有不少科技成果

转让给企业ꎬ支持了产业转型升级ꎮ 但是ꎬ由于缺

乏高水平的创业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ꎬ高校成

果转化渠道不畅及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十分突

出ꎮ 由于对高校、教师及科研的评价、奖励更偏重

申报课题和项目ꎬ成果以发表论文、获得专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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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ꎬ往往拿不出真正具有核心技术并有产业应用

前景的高科技成果ꎬ尤其缺乏熟悉掌握核心技术

并具备产业化运作能力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ꎮ
四是高职院校“小、散、低、多”的问题十分突

出ꎮ ２０１７ 年江苏普通高校录取各类新生 ３０.３４ 万

人ꎬ总录取率已达 ９１. ９１％ꎬ其中本科院校录取

２０.３２万人ꎬ高职院校录取 １０.０２ 万人ꎮ 表面上看ꎬ
校均录取学生达 １１００ 多人ꎬ实际情况是许多学校

几乎无人问津ꎬ有相当一批高职院校主要靠中职

升学维持(２０１８ 年全省中职升学量已达 １２. ７ 万

人)ꎮ 不难预见ꎬ几年以后ꎬ全省高职院校校均规

模将大幅下降ꎮ 这既是办学规模的巨变期ꎬ也是

高职教育结构调整的关键期ꎮ 此外ꎬ一批曾经的

改革先锋“职业大学”被边缘化ꎬ缺乏相应的制度

安排ꎬ发展空间严重不足ꎮ 为此ꎬ需要从宏观战略

着眼ꎬ对高职教育发展进行系统设计和整体谋划ꎮ

二、建设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思路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ꎬ以建设一流体系为目标ꎬ
以推进转型发展为重点ꎬ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人才和科技创新高地为落脚点ꎬ努力建成与“强
富美高”新江苏相匹配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ꎬ不断

提升高等教育引领和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与水平ꎮ

１.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引领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ꎬ不
是原有规模和结构的简单放大ꎬ而是要以深化改

革为动力ꎬ破除体制壁垒ꎬ进行系统重建和结构重

组ꎬ推动高等教育整体转型ꎬ形成具有普及化、多
样化特点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ꎮ 目前ꎬ江苏高

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ꎬ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ꎮ 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ꎬ如
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外延式发展的老套路

上ꎬ江苏的高等教育发展不仅难有出路ꎬ还会坐失

良机ꎮ 要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ꎬ
立足江苏、面向世界、融通中外、融入长三角ꎬ加快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江苏特点、世界水平的现代高

等教育ꎮ 同时ꎬ江苏地处东部发达地区ꎬ在推进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ꎬ没有现成的经验ꎬ必须

主动先行一步ꎬ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

维能力和实践探索能力ꎬ努力走出高质量推进省

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创新发展之路ꎬ为全国教育

现代化当先导、探新路ꎮ

２.以建设一流体系为目标

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和高等教育普

及化新趋势ꎬ必须突破传统的“重点建设”及“工
程”“项目”建设思路ꎬ从全局和战略上把握问题ꎬ
聚力综合改革ꎬ聚焦体系建设ꎬ将目光从做强若干

学校和学科ꎬ转向做强高等教育体系ꎬ对省域高等

教育体系进行整体谋划ꎬ为大面积提升高等教育

质量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ꎮ 一流体系是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ꎮ 纵观发达国家高等教育

发展进程ꎬ在其提升办学水平的关键时期ꎬ往往特

别重视创新体系、“重新设定框架”ꎬ其中最具代表

的当属«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５ 年)ꎬ通过协调加利福尼亚大学(简称“加州

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社区学院三大系统ꎬ
以适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总体需求、对教育平等

的需求、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对中间性职业人才的

需求ꎬ为把加州造就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

高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办好普及化高等教育需要进行系统重构ꎮ 目

前ꎬ江苏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ꎬ已经站到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ꎮ 普及化的高等教育ꎬ不是原有规

模和结构的简单放大ꎬ而是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ꎬ
破除体制壁垒ꎬ进行系统重建和结构重组ꎬ推动高

等教育整体转型ꎬ形成具有不同于大众化阶段外

延式发展特点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ꎮ

３.以推进转型发展为重点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ꎬ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提升

人才支撑和科技创新能力ꎬ但是江苏省现存各类

高校总体上难以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ꎬ迫切需要

推进高等教育整体转型ꎮ 不仅新建本科院校要转

型ꎬ其他各类院校同样面临转型的问题ꎮ 对于研

究型大学的转型ꎬ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研究

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学创业经验的基础上ꎬ提出

了创业型大学理念ꎮ 它的主要特征是“跨界”ꎬ在
从事学术创新的同时ꎬ还进行大量的应用开发研

究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坦福大学及依托它发展

起来的硅谷ꎮ 有关新建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和高

职院校的转型ꎬ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经验值得关

注ꎮ ２０１７ 年德国有应用科学大学 ２１５ 所ꎬ约占德

国高校总数的 ５５％ꎬ在册学生约占总数的 １ / ３ꎮ 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始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

初ꎬ最初被称作高等专业学院 ( Ｆａｃｈ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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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Ｈ)ꎬ它们有的是新设立的机构ꎬ有的则是由以前

的中等技术学校(如工程师学校、高级经济学校

等)升格而成ꎮ 经过近 ３０ 年的发展ꎬ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为适应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ꎬ１９９８ 年

改称为应用科学大学ꎮ 应用科学大学的产生和发

展ꎬ极大地改变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面貌ꎬ提升了德

国高等教育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ꎮ
４.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和科

技创新高地为落脚点

加强政府统筹ꎬ整合大学、企业和社团等多方

力量ꎬ建立健全大学和产业协同创新机制ꎮ 依托

大学科研力量ꎬ设立技术转让机构、共建研发中

心、创设高科技“衍生公司”、成立尖端科技孵化中

心等创新平台ꎮ 围绕地方特定产业发展ꎬ统筹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ꎬ构建高水平、开
放式、国际化高教创新资源聚焦高地ꎮ

三、建设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对策建议

根据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ꎬ未来一个时期ꎬ江苏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在健

全高校分类体系的基础上ꎬ加快推进高校转型发

展ꎬ建设一批新样式高校ꎬ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ꎬ把全省高教质量提升到一个新水平ꎮ
１.健全高校分类体系

统筹全省高等教育资源ꎬ构建以研究型大学、
应用型大学(学院)和高职院校(联盟)等多列“纵
队”为核心的省域高等教育体系ꎮ 一方面ꎬ进一步

明确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三
大类型”高校的目标定位ꎬ实行分类规划、分类管

理和分类评价ꎮ 根据江苏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

人口变化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全省普

通高校总数控制在 １６０ 所左右ꎬ其中ꎬ研究型大学

２０ 所ꎬ这其中的 １０ 所以上进入全国高校前 ５０ 强ꎻ
应用型大学(学院)６０ 所ꎬ其中ꎬ２０ 所左右具有国

际美誉度和全国影响力ꎻ高职高专院校 ８０ 所ꎬ其
中ꎬ本科层次的高职联盟校 １０ 所ꎮ

２.推进高校转型发展

努力在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高专

院校等各类型高校中ꎬ创建若干创业型大学、应用

科技大学、高职联盟校等不同寻常的新样式高校ꎮ
支持南京工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若干高校

先试先行ꎬ创新发展ꎬ探索形成不同于传统研究型

大学或教学研究大学的办学模式ꎮ 统筹推进新建

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二级学院和高职院校转

型发展ꎬ适应江苏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业、人工智能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对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ꎬ加快新建 ３０ 所左右应

用科技大学及一批本科层次的高职联盟校ꎬ使全

省本科院校由目前的 ５２ 所增加至 ８０ 所左右ꎮ 其

中ꎬ５ 所左右源自职业大学的转型升格ꎬ１０ 所左右

源自目前高职院校的资源整合与转型升格ꎬ１５ 所

左右源自独立学院、民办二级学院的转型发展ꎮ
加大高等职业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力度ꎬ通过合并、
划转、撤销等方式ꎬ将全省 ９０ 所高职院校调整到

８０ 所左右ꎮ 其中ꎬ由中等职业院校(包括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办学实体)升格约 ２０ 所(与
转型升格的高职院数量大致相当)ꎬ调减或撤并约

１０ 所ꎮ

３.优化“三大结构”
第一ꎬ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ꎮ 推进高等教

育层次结构从“宝塔形”向“橄榄形”转变ꎬ即处于

两端的专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所占比重较小ꎬ而
中间的本科教育所占比重很大ꎮ 经过多年调整ꎬ
江苏省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数量之比达

９ ∶ ５６ ∶ ３５ꎬ研究生比例低于辽宁、湖北等省份ꎮ 要

根据江苏产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ꎬ适当扩

大博士研究生规模ꎬ加快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

育ꎬ培养应用型研究人才ꎬ并使全省在校研究生、
本科生、专科生数量之比调整为 １５ ∶ ６０ ∶ ２５ꎮ

第二ꎬ优化学科专业结构ꎮ 完善省域高等教

育规划机制ꎬ促进高教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社会

发展规划相协调ꎬ促进高校学科专业链与产业链

的对接、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需求对接ꎮ 在加强

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ꎬ加强特色专业群和新兴科

学专业的培育ꎮ 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ꎬ健
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

制度ꎬ严格控制重复设置过多、社会需求不大、就
业前景不好、现有基础不实的专业ꎮ

第三ꎬ优化高校区域布局ꎮ 围绕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目标ꎬ通过合并组建、新设增设、调整撤并、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独立办学和独立学院迁

址办学等多种途径ꎬ不断优化全省高校布局结构ꎮ
支持徐州、淮安、盐城等城市相关高校合并组建综

合性大学ꎬ加快在连云港创建江苏海洋大学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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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ꎬ服务中心城市发展ꎬ引领区域产业转型ꎮ

４.促进高等教育“四度”提升

首先ꎬ提升人才供给的匹配度ꎮ 统筹产业发

展和人才培养开发规划ꎬ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ꎬ
加快培育重点行业、重要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人

才ꎮ 深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

新要求和新挑战ꎬ优化培养目标ꎬ改革培养模式ꎮ
例如ꎬ随着产业升级ꎬ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随之

发生相应的变化ꎬ如果再继续大量培养技能型操

作工ꎬ将来ꎬ他们很可能被机器所替代ꎮ 为此ꎬ需
要将培养目标调整为培养新型实用人才ꎬ着力培

养具有较强责任心、敬业精神、良好学习习惯、跨
界学习能力的技术人才及研发辅助人才ꎮ 本科应

用人才则应加强语言理解能力、数字运算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思维策略能力等通用能力的培养ꎮ
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ꎬ支持高校开展宽进严出、
荣誉学位、个性化培养等改革试点ꎮ 鼓励学生跨

校选修ꎬ支持同类型高校开展学分互认ꎬ切实提升

高校学生转专业的达成率ꎮ 鼓励和支持高校工科

类专业参加国际工程教育认证ꎬ进一步提升相关

专业参与国际认证的比例ꎮ
其次ꎬ提升资源配置的统筹度ꎮ 高校集群发

展模式在国外已不乏先例ꎮ 目前ꎬ美国有大约

８０％的学生在多校区大学系统中学习ꎮ 要立足长

远发展ꎬ破除体制壁垒ꎬ加强资源整合ꎬ对包括各

类高职院校在内的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进行系统思

考和整体谋划ꎬ打破院校类型及层次界限ꎬ加快建

设一批高校联盟或多校区大学系统ꎮ 创新多元化

的高等学校办学体制ꎬ积极探索教育资源的市场

配置体制与机制创新ꎮ 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创

办新型特色高校ꎬ探索多元举办者混合出资的社

会力量办学体制ꎮ

再次ꎬ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度ꎮ 深入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ꎬ结合

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和新型城镇

化ꎬ统筹优化教育和产业结构ꎬ同步规划产教融合

发展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ꎮ
围绕地方产业基地建设ꎬ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各要

素的功能协同ꎬ形成集成效应ꎬ促进校地融合发

展ꎬ完善创新生态体系ꎮ 重点建设一批高校—企

业创新联盟ꎬ推动校、地优质创新资源实现“零堵

点”流动ꎬ促进高校创新成果实现“零梗阻”转化ꎮ
最后ꎬ着力提升高教系统开放度ꎮ 多渠道提

升江苏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ꎬ积极引进国外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ꎬ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建成 ３ 所以上中外合作高水平大学和

１０ 所左右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ꎮ 引导和

鼓励各高校大力吸引境外留学生来江苏学习交

流ꎬ着力提高来江苏留学生的学历生比重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高等学校中留学生比例达 ９％ꎬ其中学历

生占 ７５％ꎮ 鼓励和支持高校教师和学生海外学

习、研修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高水平大学中的专任教师

５０％以上、其他本科院校 ３５％以上、高职院校 ２０％
以上具有一年及以上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ꎮ 高水

平大学中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本科生比例达 ２０％
以上、研究生比例达 ３０％以上ꎬ其他院校达 １０％
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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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宜兴市组建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的实践及启示

李 晓 波１ꎬ２　 张 琬 璐２　 周 徐 健３

(１.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教师教育现代化研究所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ꎻ
２.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ꎬ 江苏镇江　 ２１２０１３ꎻ
３.宜兴市和桥实验小学ꎬ 江苏宜兴　 ２１４２１６)

　 　 [摘　 要] 　 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新时代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ꎮ 为贯彻落

实«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ꎬ宜兴市教育局在总结教育共同体

创新成果的基础上ꎬ学习先进地区经验ꎬ探索组建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ꎮ 实践证明ꎬ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

育集团是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有效载体ꎻ落实保障措施、重视制度建设、强化考核评价是发挥城乡

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效能的关键ꎮ 组建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ꎬ对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ꎬ促进

城乡学校协同共进ꎬ缩小城镇和乡村学校办学质量差距ꎬ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广价值ꎮ
[关键词] 　 美丽乡村ꎻ　 教育现代化ꎻ　 途径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４３－０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ꎬ是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

务ꎮ 报告同时提出ꎬ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ꎬ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

重视振兴农村教育ꎬ美丽乡村建设需要推动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ꎬ加快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ꎮ
一、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

新时代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
选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ꎬ农村教育现代

化具有全局性的重要作用ꎮ 没有农村教育现代

化ꎬ农业农村现代化就难以实现ꎮ 义务教育是教

育工作的重中之重ꎬ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性事

业ꎬ是必须优先发展的公共事业ꎮ 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对整体提升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提

出了新要求ꎮ 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ꎬ促
进义务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国
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全面

系统地提出了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总体目标和发展举措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江苏省

人民政府颁发了«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ꎬ要求

“提高薄弱学校教育质量”ꎬ“鼓励县域内、跨地区

开展学校结对帮扶、托管、集团化办学ꎬ共享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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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ꎮ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

先导ꎬ“教育现代化主要包括观念层面的现代化ꎬ
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１]１０２ꎮ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有利举

措ꎬ是在“城乡教育均衡”理念指导下探索建立的

一种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新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

式ꎬ是我国新时代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

必然选择ꎮ
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是推进

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有效载体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ꎬ进一

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ꎬ促进城乡学校协同

共进ꎬ缩小校际办学质量差异ꎬ实现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ꎬ江苏省各地都做了有益探索ꎮ 宜兴市

教育局在总结教育共同体创新成果的基础上ꎬ学
习先进地区经验ꎬ探索组建了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教育集团ꎬ由 ２５ 所学校组建了 １２ 个教育集团ꎬ同
时明确了组建城乡义务教育集团的基本原则、具
体模式和工作要点ꎮ

１.城乡义务教育集团组建的基本原则

(１)区域推进原则ꎮ 根据宜兴市学校布局和

办学现状ꎬ加强城乡集团化办学的顶层设计和设

点布局ꎬ综合各方因素ꎬ确定以龙头校为核心、其
他校为分校的教育集团ꎬ由点及面ꎬ逐步推进ꎮ

(２)主体激发原则ꎮ 充分保障集团内管理人

员与教师在集团化办学中的主体地位ꎬ激发学校

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尊重龙头校和分校

在办学理念、管理方法、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价值认

同ꎬ以“双向选择、行政统筹”为原则ꎬ协调宜兴市

内学校进行组合ꎮ
(３)机制创新原则ꎮ 各城乡教育集团创造性

地制定集团化办学章程ꎬ优化内部管理结构ꎬ明确

发展规划ꎬ理顺决策、执行、监督、保障等各个环

节ꎬ建立以共同愿景为灵魂、以制度体系为框架、
以规则程序为纽带的集团运行机制ꎬ实现集团内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推广与合成再造ꎬ形成稳定

的合作机制ꎮ
(４)共享共生原则ꎮ 通过实施辐射先进的办

学理念、共建科学管理制度、柔性流动骨干教师、
共享教育教学资源、共用设施设备场地、共生学校

办学文化等策略ꎬ增强学校“改进”与“重建”的能

力ꎬ逐步形成各自的办学优势ꎬ创建学校的办学特

色ꎬ提升教育品质ꎮ

２.城乡义务教育集团组建的具体模式

采用“１＋Ｎ”模式ꎬ由龙头学校牵头ꎬ选择 １—２
所学校作为龙头学校分校ꎮ 龙头学校为集团总

校ꎬ加挂“××教育集团”校牌ꎬ分校保留原有校名ꎬ
加挂“××教育集团××分校”校牌ꎮ 各学校法人不

变ꎬ局核编不变ꎬ人事关系不变ꎬ人、财、物保持相

对独立ꎮ 龙头校和分校之间建立管理互通、师资

互派、研训联动、质量同进、文化共建、考核同步的

紧密型关系ꎮ 通过各集团充分发挥集团办学的优

势ꎬ实行管理模式共建、教育资源共享ꎬ不断提高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ꎬ实现优质资源再扩大、办学

品位再提升ꎬ更好地推动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ꎮ
３.城乡义务教育集团组建的工作重点

(１)建立决策中心ꎮ 城乡教育集团的最高决

策机构为校长联席会议ꎬ由集团总校长、各分校校

长以及教育局相关领导组成ꎬ主要任务是制定集

团办学章程ꎬ优化内部管理结构ꎬ明确发展规划ꎬ
理顺决策、执行、监督、保障等各个环节ꎬ建立集团

运行机制ꎬ同时研究管理制度、师资流动、质量评

价、特色发展、考核奖惩等ꎬ实现“两块牌子ꎬ一套

班子ꎬ管理互动ꎬ文化共建ꎬ研训联动ꎬ质量同进ꎬ
考核一体ꎬ协调发展”的格局ꎮ

(２)明确领导机制ꎮ 城乡教育集团实行总校

长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ꎮ 集团总校长由龙头学校

校长担任ꎬ负责按照确定的集团模式提出动议ꎬ递
交校长联席会议讨论决策ꎮ 集团分校校长由集团

总校副校长兼任ꎬ是集团决策的执行者、实践者、
反馈者、创造者ꎬ对总校长负责ꎬ执行并实践校长

联席会议决策ꎬ在实践过程中ꎬ创造性地生成新的

措施与方法ꎮ 市教育局相关领导负责指导和协调

集团的运行ꎮ
(３)优化管理模式ꎮ 市教育局赋予城乡教育

集团更多的自主发展和内部管理职权ꎮ 教育集团

根据具体情况ꎬ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模

式ꎬ建立并统一管理制度ꎬ在文化塑造、品牌创建、
队伍建设、管理创新、质量提升等方面整体推进ꎬ
放大优质教育资源ꎬ促进集团各学校全方位的良

性互动和教育教学水平均衡发展ꎮ
(４)推进教学管理ꎮ 集团内各学校实行同步

的教学管理模式ꎬ在教学计划制订、教学评估、教
学常规检查、教学进度、教研活动、教学质量评价、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各类考试等方面协调一致ꎬ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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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ꎬ统一要求ꎮ 在高质量实施国家课程的基

础上ꎬ集聚集团内各成员学校以及社区资源ꎬ建设

具有本集团特点和地域特色的优质课程的开发、
共享、配送机制ꎮ

(５)加强师资调配ꎮ 建立集团内的教师信息

资源库ꎬ摸清各学科教师结构和骨干教师资源ꎮ
按照“总量不变、合理流动、促进均衡、共同提高”
的原则ꎬ建立集团内干部和教师的定期交流制度ꎮ
创新教师培养新机制、新方法、新途径ꎬ建立优秀

教师引领下的教科研训一体化的集团培训制度ꎬ
重点做好上岗三年内教师的培养工作(试用期教

师一律先在总校带培一年)ꎬ市教育局对骨干评选

指标适当增量后分配到教育集团ꎬ由集团内部统

筹安排ꎬ逐渐形成既“造峰”又“填谷”的良性发展

态势ꎬ促进城乡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和整体发展ꎮ
(６)统一考核奖励ꎮ 制订城乡集团化办学考

核指标ꎬ整体评价集团的办学水平ꎬ重点考查优质

资源增量与校际差距缩小情况以及每所学校学生

进步、教师成长、学校持续发展等情况ꎮ 引入第三

方评估机构进行绩效评价ꎬ将学生、家长与社区老

百姓满意度作为检验城乡集团化办学成效的重要

标尺ꎮ 集团内部建立统一的办学绩效、教育教学

质量考核标准ꎬ建立统一的考核奖励办法ꎮ 分校

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参照总校的分配原则ꎬ
根据校情加以改进后实施ꎮ 市教育局对集团办学

进行统一考评ꎬ对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ꎬ并根

据考评情况对集团总校校长和分校校长实施一定

系数增量的奖励性绩效工资ꎮ
(７)促进特色发展ꎮ 把推动集团发展与努力

办好每一所学校结合起来ꎬ注重先进的学校文化

在集团内部的培植和发展ꎬ大力塑造城乡教育集

团的文化品牌ꎬ在办学理念、学校文化上形成集团

的特色ꎮ 在坚持集团发展一盘棋的同时ꎬ尊重各

学校(校区)原有的文化特色ꎬ使各校(校区)既有

集团共同的主体色调ꎬ又有个性化的亮点ꎬ努力形

成“一校一品”ꎮ
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组建运

行成效:宜兴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个案

介绍

宜兴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由总校宜兴市实验

小学和分校宜兴市新建小学组建而成ꎬ成立以来ꎬ
通过文化建设、师资培养、研训联动ꎬ形成了质量

共生的有序高效运行机制ꎮ

１.和而不同ꎬ重塑价值理念ꎬ为质量共

生导航

在集团化办学进程中ꎬ分校充分吸纳总校“博
健”这一文化基因ꎬ重塑校园核心价值观ꎬ办学思

想传承创新ꎬ教师观念与时俱进ꎬ实现学校文化共

生共存ꎬ在秉承“心手相谐”文化(以“和谐”为主

旨ꎬ以“心”与“手”为实施途径)的基础上ꎬ立足特

色ꎬ提出了校训“和乐”ꎬ并将其解读为几点:一是

和谐而快乐ꎬ指向体育传统项目———快乐篮球ꎻ二
是和谐的音乐ꎬ指向艺术特色教育———怡情二胡ꎻ
三是和而不同、敬业乐群ꎬ致力营造一种师生友好

竞争、错位发展、互促共赢的生长环境ꎮ
２.教师为本ꎬ助力团队成长ꎬ为质量共

生奠基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ꎬ“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ꎬ肩负着塑造灵魂、塑
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 [２]ꎮ 师资作为质量共

生的“第一力量”ꎬ既是学生家长关注的焦点ꎬ也是

实现优质均衡的关键要素ꎮ 集团以“修师德、强师

能、展师风”为主线ꎬ培育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主

体意识ꎬ着力抓好教师管理与培养工作ꎮ
(１)师德教育ꎬ营造场域ꎮ 在集团化治校理政

新方略的统领下ꎬ分校充分借鉴总校“学单位规章

制度、学‘教书育人奖’‘突出贡献奖’典型、做‘重
要他人’”的成功经验ꎬ不断优化“最美新小(新建

小学)人”评选办法ꎮ 对内通过师道分享“夸夸我

的好同事”ꎬ让老师们站到“师竹讲堂”中央ꎬ说经

历的事、赞身边的人、抒心中的情ꎻ对外通过宣传

橱窗、校报校网、微信公众号等对“最美新小人”的
先进事迹进行宣讲ꎬ让心灵感动心灵、人格感化人

格ꎬ释放正能量ꎬ传递精气神ꎬ人人争做“重要他

人”ꎬ个个争当“他人榜样”ꎮ
(２)班子建设ꎬ厘清思路ꎮ 一是实施“结伴成

长”工程ꎮ 两校行政按分工职能对口结对ꎬ签订牵

手协议ꎬ密切日常交流ꎬ创新学习机制ꎬ分校以总

校工作思路为蓝本ꎬ结合自身实际ꎬ有的放矢开展

学校工作ꎮ 二是扎实“进城挂职”工程ꎮ 分校组织

行政领导分批次到总校挂职锻炼ꎬ身临其境ꎬ思行

并进ꎬ真切感悟总校高位推进课改和高峰学科建

设的正能量与原动力ꎮ 三是推进“下乡蹲点”工

程ꎮ 总校定期派出班子成员深入分校指导教育教

学、条线管理、文化建设、师生发展等办学行为ꎬ把
脉问诊ꎬ活血化瘀ꎬ顺气补心ꎮ 眼界决定境界ꎬ品
质彰显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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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积淀ꎬ丰厚底蕴ꎮ 集团以发展教师专

业素养、提高教学能力为着力点ꎬ把读书滋养底

气、培训开阔视野和锤炼提升技艺作为教师成长

的主抓手ꎬ创设学习化氛围ꎬ打造学术型队伍ꎬ培
养学者型教师ꎬ明确目标ꎬ分类实施ꎬ精准发力ꎬ让
更多教师破茧成蝶ꎮ

３.教研兴校ꎬ聚焦中心问题ꎬ为质量共

生把脉

(１)严格常规ꎬ问诊质量ꎮ 常规是规范的具体

体现ꎮ 集团教学常规做到了三个“严格”:严格法

规管理ꎬ严格课程管理ꎬ严格负担管理ꎬ向常规要

质量ꎬ问管理求效益ꎮ 扎实教学“五认真”考核ꎬ拉
开过程ꎬ认真查评ꎬ分开档次ꎬ奖优罚懒ꎮ

(２)做实科研ꎬ提升品质ꎮ 分校充分借助总校

教科研工作“实行先验”的优势ꎬ以教学研究为基

石ꎬ以课题研究为龙头ꎬ以特色研究为亮点ꎬ积极

探索“以教兴研、以研促教”的教科研一体化实践

之路ꎮ 贴近实际抓教研ꎬ着力在“实”字上下功夫ꎬ
在“研”字上求发展ꎬ真正使教研活动经常化、专题

化和系列化ꎮ
(３)课程引路ꎬ精心改课ꎮ 课程改革的目标始

终是指向教学质量的提升ꎮ 分校按照总校课程建

设的总思路ꎬ尝试将学校课程分为人文与社会、阅
读与表达、数学与逻辑、体育与健康、艺术与审美

五大类ꎬ建构多层、多向、多类别的模块化课程ꎮ
(４)骨干蹲点ꎬ精准辐射ꎮ 积极响应教育部关

于课堂革命的要求ꎬ投身课堂改革ꎮ 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ꎬ发展核心素养ꎮ 集团继续在课堂的高

度、广度、深度、灵活度和长效度上做深入探究ꎬ从
教学设计走向设计教学ꎮ 强化对分校课堂教学的

指导与辐射ꎬ采取学科骨干蹲点联系的形式ꎬ帮助

分校提高课堂教学质量ꎮ
(５)高效监测ꎬ完善体系ꎮ 集团内形成质量研

究与监测的统一模式ꎬ实现研究内容、研究广度、
研究深度的基本一致ꎮ 进一步健全教育质量监测

体系ꎬ创新监测方式ꎬ强化质量调研ꎬ通过定期、不
定期的学科质量监测ꎬ全面了解教学质量情况ꎬ实
现监测时间、监测范围、监测方式、监测评价基本

一致ꎬ分析存在问题ꎬ及时寻求对策ꎬ进行矫正调

控ꎬ逐步建立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学质量监测评价

体系ꎮ
通过文化建设、师资培养、研训联动ꎬ宜兴市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在探寻城乡义务教育共荣和共

赢的过程中实现了质量共同提升ꎮ

四、落实保障措施、重视制度建设、强化

考核评价是发挥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

团效能的关键
组建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ꎬ按照“重点

扶持、试点先行、阶段推进”的工作思路ꎬ坚持“共
享、联动、互补、协调和尊重”ꎬ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放大和再生ꎬ促进集团内学校“共生共赢”ꎬ整体

提升办学效益ꎬ加快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优质化

进程ꎬ使优质的城镇学校和普通的乡村学校协同

发展ꎬ是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促进县域内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有益探索ꎮ 宜兴市组建城乡义

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的实践ꎬ给我们以下启示:
１.落实保障措施

(１)加强组织领导ꎮ 为保证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教育集团能发挥实效ꎬ宜兴市教育局专门成立

了城乡集团化办学推进工作领导小组ꎬ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ꎬ充分发挥各集团的主观能动性ꎬ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ꎮ 教育局各科

室强化职能ꎬ加强调研ꎬ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成功

典型和失败案例进行科学剖析ꎬ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ꎬ积极完善实施方案ꎮ
(２)加强投入保障ꎮ 教育局在经费保障上积

极向集团倾斜ꎬ支持开展试行工作ꎮ 设立专项经

费ꎬ保障城乡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学校领导及骨干

教师流动、优质课程开发、教科研训联动、场地资

源共享等方面的需要ꎬ率先保障集团分校的基本

建设ꎬ努力在活动场所建设、设施设备添置、办公

条件改善等方面缩小与龙头学校之间的差距ꎮ
(３)营造良好氛围ꎮ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ꎬ

加大宣传力度ꎬ坚持典型示范、以点带面ꎬ对城乡

集团化办学中涌现出的“家门口的好学校”ꎬ以及

推进城乡集团化办学的经验与成效及时进行总结

和宣传ꎬ引导和动员全社会重视、关心、支持基础

教育改革和发展ꎬ形成全社会理解、支持城乡集团

化办学的良好氛围ꎮ
２.重视制度建设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育集团组建后的首要工

作是制定集团办学章程ꎬ优化内部管理结构ꎬ明确

发展规划ꎬ研究管理制度ꎮ 如宜兴市和桥小学教

育集团由和桥实验小学、南新小学组成ꎬ制定了

«和桥小学教育集团章程»ꎬ明确“和桥小学教育集

团成立管理委员会ꎬ由各学校法人代表组成ꎬ集团

总校校长任集团管理委员会主任ꎬ集团分校校长

任集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ꎮ 集团管理委员会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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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最高决策机构ꎬ负责教育集团全面工作”ꎮ 集团

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
第一ꎬ承担教育集团的领导工作ꎬ遵照集团章

程ꎬ对集团发展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ꎬ规范和协调

集团的办学行为ꎮ
第二ꎬ充分发挥龙头学校在集团内的示范作

用ꎬ保证龙头学校乃至整个集团在区域内义务教

育的领先地位ꎮ
第三ꎬ统一引领教育集团各成员学校ꎬ充分发

挥集团化办学优势ꎮ 统一协调教育集团内各成员

学校之间的各类教育科研、教学研究、师资培训、
学生活动等教育教学活动ꎮ

第四ꎬ统一负责集团的对外形象宣传ꎬ不断提

升集团的品牌效应ꎮ
集团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考核集团内

各成员学校ꎮ 教育集团下设集团办公室、教育教

学工作部、教师发展工作部、后勤保障部ꎬ负责人

由龙头学校相关部门管理人员担任ꎬ成员学校设

对应的联络人ꎮ 对教育集团办公室负责的教育集

团的规范管理和运行、教育集团教育教学工作部

负责的教育集团教育教学工作、教育集团教师发

展工作部负责的教育集团内教师培训工作、教育

集团后勤保障部主要负责的集团内各项后勤服务

和保障ꎬ都做了明确的规定ꎮ
总校定期召集分校领导班子参加集团行政联

席会议、智慧管理座谈、外出学习考察等研讨活

动ꎬ帮助分校行政不断优化管理举措ꎬ提升管理水

平ꎬ同心同行ꎬ竭诚为师生发展服务ꎬ保证了教育

集团秉承统一理念、分享共同智慧、追求统一目

标、个性多元发展ꎬ从而实现融合多元文化、坚持

特色办学、打造奋进团队、提升办学品位的办学

目标ꎮ
３.强化考核评价
(１)考核评价原则ꎮ 其一ꎬ坚持增量评价的原

则ꎮ 注重发展性增量评价ꎬ从起点看变化ꎬ科学客

观地评价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新作为、新
增长、新发展ꎮ 其二ꎬ坚持优质均衡的原则ꎮ 积极

推进教育集团内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下沉、融
合、互补ꎬ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ꎬ促进全市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ꎮ 其三ꎬ坚持创新发展的原则ꎮ
以夯实基础为前提ꎬ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发展的路

径和方法ꎬ努力实现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优化和

办学水平的迅速提升ꎮ
(２)考核评价内容ꎮ 考核评价内容包括管理

制度、师资队伍、环境资源、教学活动、办学质量、

创新特色ꎮ
(３)考核评价步骤ꎮ 采用学校自评和市级综

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ꎬ每年度

进行一次ꎮ 其一ꎬ学校自评ꎮ 各教育集团认真对

照考核细则ꎬ逐项逐条对每学年集团化办学工作

进行自查自评打分ꎬ提交自查自评报告ꎮ 其二ꎬ市
级综合评价ꎮ 市教育局组织评审小组结合相关科

室日常调研情况ꎬ通过听取汇报、调查问卷、查阅

资料、实地考察等考核方式ꎬ对各教育集团相关工

作进行全面了解ꎬ并根据各集团推进情况和实效

进行综合评价打分ꎮ
(４)考评结果应用ꎮ 第一ꎬ实施评优树先ꎮ 对

各教育集团考核评价结果分“优秀”和“合格”两个

等次ꎮ “优秀”等次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全市教育

集团总数的 ４０％ꎮ 考核结果同时作为教育集团总

校校长、分校校长年度考核和奖惩的依据ꎮ 第二ꎬ
实行以奖代补ꎮ 设立市教育集团化办学专项资

金ꎬ对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的教育集团兑现奖

补ꎮ 第三ꎬ实行一票否决制度ꎮ 若集团内分校出

现严重违规办学行为、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严重违

纪违法案件、严重信访案件等任何一项ꎬ不得评为

“优秀”ꎮ
“发展乡村教育ꎬ帮助乡村孩子成才ꎬ阻止贫

困现象代际传递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ꎮ” [３]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ꎬ只有地方政

府、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共同努力ꎬ通过实行管理模

式共建、教育资源共享ꎬ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

质量ꎬ实现优质资源再扩大、办学品位再提升ꎬ才
能更好地推动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ꎬ从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ꎬ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ꎬ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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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困境与突破

———首届“南京长江教育论坛”综述

刘 学 东　 黄 正 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已转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ꎮ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部署ꎬ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新目标新要

求ꎮ 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引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和主线ꎬ其核心是人的现代化ꎮ 在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ꎬ
要以创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为引领ꎬ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ꎬ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教育结构、更加和

谐的教育生态、更高水平的教育公平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　 教育现代化ꎻ　 教育公平ꎻ　 教育质量ꎻ　 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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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ꎬ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ꎬ长江教育研究院、江苏教育现代化

研究院、江苏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南京长江教

育论坛”ꎮ 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 ６０ 余人

参会ꎬ共同商讨“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ꎬ加快教

育现代化”的新理念与新路径ꎮ

　 　 一、新时代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与发展

理念

教育兴则国兴ꎬ教育强则国强ꎮ 我国古代教

育论著«学记»就提出“建国君民ꎬ教学为先”ꎬ明清

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朱舜水也指出“敬教劝学ꎬ
建国之大本ꎻ兴贤育才ꎬ为政之先务”ꎮ 这都表明

了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价值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ꎬ我们党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上ꎬ始终牢记“百年大计ꎬ教育为

本”的宗旨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教育

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ꎬ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ꎬ加快教育现代化ꎬ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我国教

育发展也进入新时代ꎬ基本特征就是由提高教育

普及程度为主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教育部

原副部长王湛指出ꎬ新时代我国教育面临的主要

矛盾已转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ꎬ这也是我国教

育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

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ꎮ ２０１６ 年底ꎬ我国

各项教育指标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水平ꎬ在实现

或基本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后ꎬ人民群众对教

育的需求迅速转化为“学有优教”ꎮ 但是ꎬ城乡区

域教育的不平衡ꎬ中小学课业负担重ꎬ“择校热”ꎬ
职业教育招生难ꎬ校外教育辅导机构急剧膨胀等

问题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ꎮ
王湛指出ꎬ要运用十九大精神来分析这种不

平衡不充分ꎬ必须做到“四个坚持”ꎬ即坚持从国情

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不忘

初心ꎮ 他提出ꎬ化解新时代我国教育主要矛盾ꎬ必
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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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ꎬ需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一是坚持创新发

展ꎬ着力发展素质教育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ꎻ二是

坚持协调发展ꎬ促进各类教育、不同办学主体举办

教育之间的均衡ꎻ三是坚持绿色发展ꎬ营造良好的

教育生态ꎬ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ꎻ四是

坚持开放发展ꎬ面向世界、面向社会ꎬ鼓励引进国

外优质教育资源ꎬ加大社会力量办学ꎻ五是坚持共

享发展ꎬ促进区域、城乡和不同社会群体教育均

衡ꎬ让教育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ꎮ

　 　 二、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新意蕴与

新实践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ꎮ 党的十九大做

出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部署ꎬ提出深化教育改革ꎬ
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新目标、新要求ꎮ 教育的根本

任务是立德树人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ꎬ教育现代化

的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ꎮ 天津市教育发展与规划

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伟认为ꎬ从定性维度讲ꎬ教育现

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ꎻ从定量维度讲ꎬ教育现代化

就是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ꎮ 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

宏启认为ꎬ教育现代化是指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

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ꎮ 他提

出ꎬ教育现代化不能妄自尊大ꎬ要承认其依附性ꎬ
即教育现代化的全面开展与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

主体结构的现代化ꎬ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ꎻ教
育现代化要接地气、有灵魂ꎬ要走进课堂ꎻ不能只

从民族主义视角定义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ꎬ要
转向注重理性、民主和人道ꎻ实际的教育目标要有

国际竞争力ꎬ要从“分数挂帅”转向“创新为王”ꎻ我
国教育体系存在战略性短板ꎬ必须优化教育结构

体系ꎬ发展英才教育ꎻ教育活力、教育民主严重缺

失ꎬ要以民主促活力ꎬ加强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ꎮ
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引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

主题和主线ꎬ要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ꎮ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社长孙其华基于教育现代化的

“首宣”“首论”“首试”的分析ꎬ提出新时代教育现

代化应具有新意蕴ꎬ即前进方向感、全球方位感、
内部方略感ꎮ 当前ꎬ我国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还

不平衡不充分ꎬ主要表现为资源条件配置依然不

平衡ꎬ教育形态多样化发展不充分ꎬ优质教育的供

给能力不足ꎬ高质量发展还有待落实等方面ꎮ 江

苏省教育厅原厅长沈健提出ꎬ新时代推进区域教

育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举措为:一要突出规划的引

领作用ꎬ二要突出公平的基础作用ꎬ三要突出结构

的调节作用ꎬ四要突出改革的杠杆作用ꎬ五要突出

开放的借鉴作用ꎬ六要突出信息化的支撑作用ꎮ
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ꎬ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我

国国情的、完善的、科学的、客观的教育监督体制

体系ꎮ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所长杨小微基于京沪苏浙粤 ５ 省市教育现代化评

价指标体系的分析ꎬ提出学校现代化的“５Ｅ”标准ꎬ
即 Ｅｍｐｏｗｅｒ(赋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公平)、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效
能)、Ｅｃｏｌｏｇｙ(生态)ꎬ最后汇聚为一个大的“Ｅ”ꎬ即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优秀的学校)ꎮ 湖北教师教育研

究中心副主任张炜认为ꎬ应采取人本主义和人的

现代性的核心要素来设计教育现代化指标要素ꎬ
建构包括整体、普惠、健康、师资、信息、开放、均衡

七个核心指数的中国(湖北)教育现代化指标体

系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结果ꎬ提出进一步提

升教育满意度的策略ꎬ即提升教育公平水平ꎬ提高

教师待遇标准ꎬ提高乡村教育质量ꎬ加快中西部教

育发展ꎬ满足中西部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ꎮ

　 　 三、新时期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持续

探索

我们“要按照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对教育

的新要求ꎬ瞄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目

标ꎬ加强顶层设计ꎬ谋划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战略ꎬ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ꎮ 当前ꎬ我国教育发展与制

度供给、健康教育生态营造之间仍不平衡ꎬ教育治

理能力现代化仍不充分ꎮ 与会专家围绕当前我国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ꎬ进行了

深入剖析ꎬ为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持续

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ꎮ

　 　 １.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ꎬ绘好新时代“江

苏样本”
江苏率先在全国开展教育现代化实践和探

索ꎬ经历了试点探索、逐步推开、县域建设和全省

推进四个阶段ꎬ创造了在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发

展区域不平衡的省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江
苏样本”ꎮ 沈健总结了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做

法与经验:一是注重顶层设计ꎬ画好“施工图”ꎻ二
是坚持深化改革ꎬ增强“牵引力”ꎻ三是突出工程带

动ꎬ筑牢“顶梁柱”ꎻ四是汇集多方力量ꎬ凝聚“向心

力”ꎮ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院长陆岳新提出ꎬ江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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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现代化发展应采取“三步走”战略ꎬ即到 ２０２０ 年

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

平ꎬ到 ２０３５ 年教育发展进入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行

列ꎬ到 ２０５０ 年教育发展进入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前列ꎮ
教育现代化应从直接服务科技现代化起步ꎬ

从教育的基本建设起步ꎬ从勇于探索的江苏起步ꎮ
陆岳新指出ꎬ当前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

盾表现为:教育供给的单一、粗放及教育运行的内

向和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多样、个性及社会对教

育参与不充分的矛盾ꎬ要重点解决好教育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ꎮ 他提出ꎬ要以“适合的教育”
的理念为引领ꎬ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核心ꎬ以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为重点ꎬ以促进教育信息化

和国际化为双翼ꎬ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突破ꎬ
探索江苏教育现代化的新路径ꎮ

　 　 ２.改革教育管理体制ꎬ推进教育治理现

代化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保障教育改革成功实施

的需要ꎮ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

究院院长周洪宇认为ꎬ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主要解

决的是权力和责任在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学校

之间的分配问题ꎬ其中ꎬ教育的“放、管、服”改革和

“管、评、办”分离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解决

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弊端的主要途径ꎮ 他建议建立

稳定的教育投入增长机制ꎬ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ꎮ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逐步达到

４.５％ꎻ鼓励社会民间资本投入教育ꎬ使之达到２.５％
左右ꎻ实施重大教育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

专委会主导制ꎬ加快推进教育立法工作ꎬ完善教育

法治保障机制ꎮ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其核心是服务与破解新时代教育的主要矛盾ꎬ
其根本任务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ꎬ建立和完

善新型教育治理关系ꎮ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研

究院院长范国睿指出ꎬ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协调

处理好三对关系ꎬ即要完善府际关系ꎬ建构新型政

府 学校关系ꎬ优化公共教育与社会组织的关系ꎮ
湖北省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申国昌提出通过大

数据助推教育治理运行机制现代化ꎬ主要体现为:
数据分析促进教育治理决策机制科学化ꎬ数据应

用促进教育治理执行机制精细化ꎬ数据反馈促进

教育治理监督机制实时化ꎬ数据共享促进教育治

理协调机制民主化ꎬ数据推送促进教育治理服务

机制人本化ꎮ

　 　 ３.增强教育结构活力ꎬ建构现代教育

体系

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ꎬ这个

“新”是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新”ꎮ 江苏

省教育科学规划办主任彭钢指出ꎬ当前我国教育

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为“一是短板明显ꎻ二是不通

较多ꎻ三是缺少包容ꎻ四是封闭性较强ꎻ五是选择

单一ꎬ导致竞争激烈等”ꎮ 他指出ꎬ完善我国教育

机制的聚焦点在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ꎬ要以机制

变革保障质量提升ꎬ突出低重心战略设计ꎬ升级资

源配置高端性ꎬ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ꎬ健全专业

服务保障体系ꎬ强化制度政策驱动力ꎮ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提出构

建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教育体系的五个着力点:
一是以分类管理、特色发展为导引ꎬ构建适切性、
协调性的教育体系ꎻ二是以尊重主体、激发活力为

导引ꎬ构建主动性、能动性的教育体系ꎻ三是以个

人学习账户和学分累计认证转换为导引ꎬ构建人

性化、个性化的教育体系ꎻ四是以“互联网＋”教育

和线上线下相结合为契机ꎬ构建泛在化、终身化的

教育体系ꎻ五是以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为保障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体系ꎮ

　 　 ４.推进教育均衡发展ꎬ确保实现教育

公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努力让每一个人

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ꎬ这是一种公平基础上

的质量ꎬ更是一种有质量的公平ꎮ 进入新时代ꎬ农
村地区、经济及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地区人民群众

对教育的需求也从“学有所教”转变为“学有优

教”ꎬ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平衡仍将长

期存在ꎬ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ꎬ尤其是需要高度关

注中部地区ꎮ 王湛指出ꎬ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生均公共

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中ꎬ东部和中部地区差距较

大ꎬ普通小学达到 ５ 倍左右ꎬ普通高中达到 ７ 倍之

多ꎬ普通高校达到 ４.５ 倍ꎮ
当前ꎬ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沉重ꎬ火爆的校

外培训市场破坏了教育生态ꎬ加剧了教育不公平ꎮ
校外补课现象屡禁不止ꎬ学校减负、家庭增负ꎬ校
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愈演愈烈ꎮ 据统计ꎬ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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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校外教育机构营业收入高达 ８０００ 亿元ꎬ参加学

生超过 １.３７ 亿人次ꎮ 王湛一针见血地指出ꎬ急剧

膨胀的中小学生校外辅导产业已经成为严重影响

教育生态的一股“雾霾”ꎬ不仅加重了中小学生的

课业负担ꎬ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ꎮ
褚宏启对此更是直言ꎬ“把社会上所有的补习班都

砍掉也不为过”ꎮ 他还提出ꎬ英才教育是实现人的

充分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ꎬ发展英才教

育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ꎮ 我国应发

展英才教育ꎬ因为英才教育能够体现出教育公平

的三原则ꎬ即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ꎮ

　 　 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ꎬ创新教师管理

体制

百年大计ꎬ教育为本ꎻ教育大计ꎬ教师为本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坚
持兴国必先强师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ꎬ切
实理顺体制机制”ꎮ 周洪宇建议建立公立中小学

教师教育公务员制度ꎬ完善教师队伍保障机制ꎻ明
确公立中小学教师职业的法律属性和管理方式ꎬ
建立健全国家教师荣誉制度ꎮ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副院长邵泽斌提出创新教师管理制度ꎬ
解决由流动儿童规模化进城读书引发的城市代课

教师问题ꎮ 他指出ꎬ深化我国义务教育供给侧改

革ꎬ统筹解决城市代课教师问题ꎬ如以政府购买岗

位方式统筹解决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ꎻ推进义务

教育办学形式多样化ꎬ在城市释放更大的就学接

纳空间等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快推进农村教育现

代化ꎬ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乡村教师队伍

的现代化ꎮ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原院长李晓波

提出了推进乡村教师队伍现代化的措施ꎬ如强化

师德建设ꎬ激励乡村教师成为仁爱之师ꎻ定向培养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具有乡情的教师ꎻ加
快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轮岗

等ꎮ 曾天山指出ꎬ当前乡村教育的满意度比较低ꎬ
要缩小城乡差距ꎬ就要提高乡村教育质量ꎮ 此外ꎬ
还要不断完善乡村学校课程设置ꎬ尤其是英语教

育和理科教育ꎮ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现代化“两个十五年”做出

了战略部署ꎬ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ꎮ
国家也将颁布«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ꎬ对新时期

推进教育现代化做出重大部署ꎮ 深化教育体制机

制改革ꎬ推进教育现代化ꎬ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ꎬ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ꎮ 在教育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ꎬ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衷ꎬ
以创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为引领ꎬ大力推

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ꎬ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教育

结构、更加和谐的教育生态、更高水平的教育公

平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ꎮ

(责任编辑　 师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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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效率 ＤＥＡ 的江苏省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分析∗

舒 服 华

(武汉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ꎬ 湖北武汉　 ４２００７０)

　 　 [摘　 要] 　 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ＤＥＡ)只能判断评价单元是否有效或无效ꎬ当出现多个评价单元同时有

效时无法对其做进一步评判ꎮ 超效率 ＤＥＡ 克服了传统 ＤＥＡ 的不足ꎬ能对同时有效的评价单元做更细致的评判ꎬ
区分它们的效益高低ꎮ 本研究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 对江苏省部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分析ꎬ方法对 ６ 个经济发

展质量同时有效的城市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评判ꎬ使它们的效益分出了高低ꎮ
[关键词] 　 江苏省ꎻ　 部分城市ꎻ　 经济发展ꎻ　 质量ꎻ　 评价ꎻ　 超效率 ＤＥＡ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５２－０６

　 　 当前ꎬ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ꎬ经济发展

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ꎬ经济发展模式

从注重速度转向速度和质量并重ꎮ 这不仅是顺应

现代经济发展形式的客观要求ꎬ也是实现把我国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ꎮ 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ꎬ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为

支撑ꎬ但更需要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依托ꎬ做到发展

速度和质量有机统一ꎮ 首先ꎬ没有速度ꎬ就谈不上

质量ꎬ在较长的时间内ꎬ我国经济发展仍然要保持

一定的速度ꎻ其次ꎬ没有质量和效益的发展速度算

不上真正的发展ꎬ因为它不仅不能真正创造财富ꎬ
发展生产力ꎬ改善民生ꎬ而且还会造成资源浪费ꎬ
生态环境破坏ꎬ是倒退和拖后腿ꎮ 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ꎬ概括起来就是要使“投资有回报ꎬ产品

有市场ꎬ企业有利润ꎬ员工有收入ꎬ政府有税收ꎬ环
境有改善” [１]ꎮ 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就必须实

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

方式转变ꎻ经济增长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变ꎻ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向主

要依靠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ꎻ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ꎬ淘汰落后产能ꎬ走新型工业化之路ꎬ坚持循

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ꎮ
评价地区经济发展质量ꎬ对总结地区经济建

设中的经验和教训ꎬ引导各级政府确实把经济发

展的重心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ꎬ在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宗旨的经济建设中ꎬ激励先进、鞭策落

后、共同进步ꎬ形成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共创佳绩

的良好氛围ꎬ促进整个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ꎬ既具体又抽象ꎬ抽象的是社会和

谐和环境状况指标无法量化ꎬ具体的是人民的获

得感可以直观感受量化ꎮ 如何客观公正衡量地区

经济发展质量ꎬ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ꎮ 衡量地区

的经济发展质量ꎬ不能仅看 ＧＤＰ 多少ꎬ也不能光看

居民收入高低ꎮ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好坏ꎬ既然

要横向比较ꎬ又要纵向比较ꎬ它应与本地的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协调ꎬ主要考察地区发展成果与经

济发展总量是否相匹配ꎮ 发展成果是多方面的ꎬ
如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居民储蓄等ꎬ经济发展总

量又牵涉到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生产要素投入等

有问题ꎬ因此ꎬ评价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多投

入和多产出规划问题ꎮ ＤＥＡ 方法是一种测算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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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多产出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评价方法ꎬ该方

法不需要构建生产函数、不受指标的影响、不需事

先人为设定参数、不需要预先赋予指标权重ꎬ通过

建立线性规划模型ꎬ便可评价多投入、多产出的决

策单元是否相对有效ꎬ在经济和工程等许多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２]－[８]ꎮ 传统 ＤＥＡ 模型只能区别

决策单元有效与无效ꎬ对同时有效的决策单元无

法做进一步比较和区分ꎬ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是对传

统 ＤＥＡ 模型的改进ꎬ当遇到多个决策单元同时有

效时ꎬ能够对其效率高低进行进一步判断ꎬ确定它

们效率的高低细微差别ꎬ对评价单元一一排序ꎬ避
免了传统 ＤＥＡ 模型当出现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情况

时ꎬ无法更进一步确定其效率大小的缺点ꎮ 本课

题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评价江苏省部分城市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ꎮ

一、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基本理论

１.传统 ＤＥＡ 模型

假设有 ｎ 个同类型的决策单元(ＤＭＵ)ꎬ每个

决策单元有 ｍ 个输入变量 ｘｊ ＝ (ｘ１ ｊꎬｘ１ ｊꎬꎬｘｍｊ)和
ｐ 输出变量 ｙｊ ＝ ( ｙ１ ｊꎬｙ１ ｊꎬꎬｙｐｊ)ꎬｖ ＝ ( ｖ１ꎬｖ１ꎬꎬ
ｖｍ)为 ｍ 个输入变量的权重集合ꎬｕ ＝ (ｕ１ꎬｕ１ꎬꎬ
ｕｐ)为 ｐ 个输出变量的权重集合ꎬ第 ｋ 个决策单元

的 ＤＥＡ 决策模型为:
ｍａｘｈｋ

ｓ.ｔ.

ｕＴｙ ｊ － ｖＴｘ ｊ £０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ｍ

ｖＴｘｋ ＝ １

ｈｋ £１

ｕ > ０ꎬｖ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１)

式中ꎬｈｋ(ｋ＝ １ꎬ２ꎬꎬｎ)为第 ｋ 个 ＤＵＭ 的效益

评价指数ꎮ
式(１)的对偶规划为:
ｍｉｎθ

ｓ.ｔ.

∑ ｎ

ｊ ＝ １
λ ｊｘ ｊ ＋ ｓ － ＝ θｘｋ

∑ ｎ

ｊ ＝ １
λ ｊｘ ｊ － ｓ ＋ ＝ θｙｋ

λ ｊꎬｓ
－ꎬｓ ＋⩾ ０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ｎ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式中ꎬθ(０<θ≤１)为某个 ＤＭＵ 的技术效率值ꎬ
ｓ－、ｓ＋为松弛变量ꎬλｊ为规划决策变量ꎬ这里为决策

效益指数ꎮ
当 θ＝ １ꎬ且 ｓ－ ＝ ０、ｓ＋ ＝ ０ 时ꎬ则该 ＤＭＵ 为有效ꎻ

当 θ≠１ 时ꎬ则该 ＤＭＵ 为无效ꎮ

２.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

传统的 ＤＥＡ 模型只能判断 ＤＭＵ 是有效或无

效ꎬ对于多个同时有效的 ＤＭＵꎬ无法做出进一步的

评价与区分ꎮ 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可以克服这一缺

点ꎬ能够对传统 ＤＥＡ 模型结果有效的 ＤＭＵ 再次进

行比较ꎬ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的效率值可以大于 １ꎬ这
样就能实现对同时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益状况加

以区分ꎬ排出优劣次序ꎮ
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与传统 ＤＥＡ 模型主要区别

是: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在评估某决策单元时ꎬ将该决

策单元本身排除在决策单元的集合之外ꎬ用其他

ＤＵＭ 的投入产出的线性组来代替ꎮ
假定有 ｎ 个独立的决策单元 ( ＤＭＵ)ꎬ每个

ＤＭＵ 都有 ｍ 种输入和 ｐ 种输出ꎬｘｉｊ为第 ｊ 个 ＤＭＵ
的第 ｉ 个投入量ꎬｙｉｊ为第 ｊ 个 ＤＭＵ 的第 ｒ 个产出量

则对于第 ｋ 个 ＤＭＵ 对应的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的形

式为:

ｍｉｎ[θ － ε(∑
ｍ

ｉ ＝ １
ｓ －ｉ ＋ ∑

ｐ

ｒ ＝ １
ｓ ＋ｉ )]

ｓ.ｔ.

∑
ｎ

ｊ ＝ １

ｊ≠ｋ

λ ｊｘｉｊ ＋ ｓ ＋ ＝ θｘｉｋ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ｍ

∑
ｎ

ｊ ＝ １

ｊ≠ｋ

λ ｊｙｉｊ ＋ ｓ － ＝ ｙｒｋꎬｒ ＝ １ꎬ２ꎬꎬｐ

λ ｊꎬｓ
－ꎬｓ ＋⩾ ０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ｎ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３)

式中ꎬε 阿基米德无穷小量ꎮ
这里ꎬλ 能反映了某个决策单元的有效程度ꎬλ

越大ꎬ则该决策单元的有效程度越高ꎻ反之ꎬλ 越

小ꎬ则该决策单元的有效程度越低ꎮ 超级 ＤＥＡ 模

型只是对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益指数的效益指数按

规律放大ꎬ区分它们效益指数的高低ꎬ对无效单元

的效益指数不做改变ꎮ
３.确定输入输出指标的权重

虽然 ＤＥＡ 法不需要确定指标的权重ꎬ但如果

引入指标的权重ꎬ那样会使决策效果更客观可靠ꎮ
由于 ＤＥＡ 模型有很强的决策能力ꎬ权重对决策结

果的影响有限ꎬ因此ꎬ文中采用较为简单的环比评

分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ꎮ 具体方法为ꎬ首先根

据评价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大小ꎬ对每个评价

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评分ꎬ然后以指标评分在

总评分的比重确定其权重ꎮ 设评价指标 Ｘ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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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分 Ｐ ｉꎬ则 Ｘｉ的权重为:

ｗ ｉ ＝
Ｐ ｉ

∑
ｎ

ｉ ＝ ｉ
Ｐ ｉ

(４)

二、江苏省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评价
江苏省是我国的东部沿海省份ꎬ改革开发的

前哨ꎮ 江苏省坚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结构调

整ꎬ以“调高调优调强”为基本取向ꎬ着重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ꎬ形成新兴产业的先发优势、服务业

的配套优势、传统产业的品牌优势ꎮ 江苏自主创

新能力强ꎬ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ꎬ大力发

展创新型经济ꎬ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ꎬ提高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ꎬ目前已发展形成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

和服务外包、物联网等六大新兴产ꎮ 民营经济和

区域经济发达ꎬ经济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ꎬ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达 ８.５９００ 万亿元ꎬ在全国排名第二ꎬ主要得益

于江苏省城市群的均衡发展ꎮ 以江苏省 １０ 个

ＧＤＰ 排名靠前的城市为例ꎬ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

对它们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评价ꎮ 经济的发展质

量不能只看 ＧＤＰ 多少ꎬ要看 ＧＤＰ 产生的效益ꎬ因
此ꎬ评价经济发展质量首先应以 ＧＤＰ 为研究对象ꎬ

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否与 ＧＤＰ 相匹配ꎮ 固定资

产投资应以高回报为宗旨ꎬ这一指标应划归投入ꎮ
人口数量影响人均 ＧＤＰ、社会总消费、社会总财富

积累ꎬ例如人口少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住户存款

余额多ꎬ则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好ꎮ 城镇化率也会

影响社会总消费、社会总财富积累ꎬ城镇居民收入

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同ꎬ消费能力也不同ꎬ城镇居民

收入高、消费能力强ꎬ如果城镇化率低ꎬ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和住户存款余额又多ꎬ那么说明该地经

济发展质量越好ꎬ故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也应视

为投入ꎮ 经济发展效果主要从居民收入、社会财

富积累、社会消费能力等方面考察ꎮ 本着全面性、
代表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的原则ꎬ本课题以地

区生产总值(ｘ１)、固定资产投资额(ｘ２)、人口数量

(ｘ３)、城镇化率(ｘ４)为投入ꎬ地区居民年人均收入

(ｙ１)、财政收入(ｙ２)、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ｙ３)、住
户存款余额( ｙ４)为产出ꎬ运用数据包络法分析研

究江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ꎮ 表 １ 为江苏省这 １０ 个

城市 ２０１７ 年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口

数量、城镇化率、居民年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住户储蓄额统

计数据ꎮ
表 １　 江苏省部分城市 ２０１７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城市
国内生产

总值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人口数量

/万
城镇化率

/ ％
居民年人均

收入 /元
税收

/亿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亿元

居民存款余额

/亿元

南京 １１７１５.１０ ６２１５.２０ ８３３.５０ ８２.２９ ４８１０４ １２７１.９３ ５６０４.６６ ６２０２.９５

苏州 １７３２０.００ ５６２９.６０ １０６８.４０ ７５.５０ ５０６０３ １９０８.０１ ５４４２.８２ ７９１４.００

无锡 １０５１１.８０ ４９６７.５１ ６５５.３０ ７６.００ ４６４５３ ９３０.００ ３４５８.０４ ５１４３.４９

南通 ７７３４.６０ ４９５９.２０ ７３０.５０ ６６.０３ ３３０１１ ５９０.６０ ２８７３.４０ ５４６９.１０

徐州 ６６０５.９５ ５２７７.０３ ８７６.３５ ６３.８０ ２４５３５ ５０１.６４ ２９７７.２０ ３３４９.４５

常州 ６６２２.３０ ３８９６.３０ ４７１.７０ ７１.８０ ４１８７９ ５１８.８０ ２４４４.００ ３５７８.５０

盐城 ５０８２.７０ ４２７８.５０ ７２４.２２ ６２.９０ ２６７４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８０６.２０ ２８８８.６６

扬州 ５０６４.９２ ３６９０.００ ４５０.８２ ６６.０５ ３１３７０ ３２０.１８ １４９４.０１ ２６６４.６４

泰州 ４７４４.５３ ３６２３.３３ ４６５.１９ ６４.９３ ３０９４４ ３４３.９７ １２５４.２２ ２６３６.５０

镇江 ４１０５.３６ ２６９４.３６ ３１８.６３ ７０.５０ ３７１６９ ２８４.３４ １３６６.０３ １９８２.６７

　 　 设 Ｘ＝(ｘ１ꎬｘ２ꎬｘ３ꎬｘ４)ꎬＹ＝(ｙ１ꎬｙ２ꎬｙ３ꎬｙ４)ꎬ则 Ｘ
与 Ｙ 是一个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多目标决策问题ꎮ

确定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权重ꎮ 取国内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口数量、城镇化率重要性

得分分别为:１０.０ꎬ９.５ꎬ９.０ꎬ８.５ꎬ则得到输入指标的

权重集为 ｖ ＝ (０.２７０３ꎬ０.２５６８ꎬ０.２４３２ꎬ０.２２９７)ꎻ取
居民年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住户存款余额重要性得分分

别为:１０.０ꎬ９.５ꎬ９.０ꎬ８.５ꎬ则得到输入权重集为 ｕ ＝

(０.２７０３ꎬ０.２５６８ꎬ０.２４３２ꎬ０.２２９７)ꎮ
首 先 运 用 传 统 ＤＥＡ 模 型 求 解ꎮ 通 过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２ 软件工具编程运算ꎬ得到了上述 １０ 个

城市的发展质量的效益指数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从

表 ２ 知ꎬ６ 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效益指数为 １ꎬ表
明它们都有效ꎬ也就是经济发展质量都比较好ꎬ但
对这 ６ 个经济发展质量有效的城市不能做进一步

区分ꎬ比较它们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ꎮ
由于存在有多个评价单元同时有效的情况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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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只能通过超效益 ＤＥＡ 模型来解决ꎮ 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２ 软件工具编程运算ꎬ得到超效益 ＤＥＡ
模型的求解结果ꎬ决策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从表 ２
知ꎬ原 ６ 个效益指数为 １ 的城市的效益指数发生了

变化ꎬ效益指数均大于 １ꎬ并且分出了高低ꎬ而原 ４
个效益指数小于 １ 的城市的效益指数并未发生改

变ꎬ说明超效益 ＤＥＡ 模型只是对多个有效的评价

单元做进一步区分ꎮ
根据表 ２ 超效益 ＤＥＡ 模型求解结果ꎬ按效益

指数大小对这 １０ 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排

序ꎬ效益指数越大ꎬ表明经济发展质量越好ꎬ结果

如表 ２ 所示ꎬ苏州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最好ꎬ扬州市

的经济发展质量最差ꎬ但其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水

平也不低ꎬ离有效的值 １ 距离近在咫尺ꎬ只是相对

其他城市来说ꎬ略有差距ꎬ希望扬州市能够查找不

足ꎬ采取相应措施ꎬ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ꎬ
奋起直追ꎬ弯道超车ꎮ 评价结果直观图如图 １
所示ꎮ

表 ２　 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评价结果及比较

城市
传统 ＤＥＡ 模型

效益指数

超效益 ＤＥＡ 模型

效益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

排序

南京 １ １.３８７４５０ ３

苏州 １ １.６５６１３２ １

无锡 １ １.０４５２９９ ６

南通 １ １.３０８３０８ ４

徐州 ０.９４８２６３ ０.９４８２６３ ９

常州 １ １.０５９６３７ ５

盐城 ０.９３４２５２ ０.９３４２５２ ８

扬州 ０.９０６２４７ ０.９０６２４７ １０

泰州 ０.９６４７７０ ０.９６４７７０ ７

镇江 １ １.４２１０７１ ２

图 １　 评价结果直观图

三、讨论

在新常态下ꎬ我国经济既要保持稳定的增长

速度ꎬ继续把量做大ꎬ又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

量ꎬ努力把质做强ꎮ 它不仅决定着我国经济能走

多远ꎬ而且决定着我国经济能飞多高ꎬ关系到我国

经济能否成功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ꎮ
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当前ꎬ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

业比重仍然过大ꎬ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相对比较

落后ꎬ给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力资源带来严峻

的挑战ꎮ 许多这类产业的产能出现了严重的过

剩ꎬ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一路走低ꎬ企业利润空间

大幅压缩ꎬ一些行业甚至陷入全面亏损状态ꎮ 必

须加快产业调整步伐ꎬ坚决淘汰落后产能ꎬ积极对

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ꎬ优化产业布局ꎬ大力发展

新兴战略性产业ꎬ使我国经济从产业链低端迈向

产业链高端ꎬ从价值链低端迈向价值链高端ꎮ
２.加强科技创新

我国目前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不强ꎬ除少数几

个行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外ꎬ大部分行业仍处于

跟跑阶段ꎬ许多关键技术受制于人ꎬ制约了我国科

学技术的进步ꎬ很多产品的核心部件不得不依赖

进口ꎬ在价格上没有发言权ꎬ产品的大部分利润被

别人拿走ꎮ 必须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ꎬ加大对

科技研发的投入ꎬ加强人才队伍建设ꎬ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创新ꎬ努力研发更多原创性、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创新产品ꎬ实现我国科技水平从跟跑到并

跑和领跑ꎮ
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虽然我国自然资源丰富ꎬ但我国人口众多ꎬ人
均资源占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ꎬ随着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ꎬ资源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ꎬ加之我国

资源利用效率不高ꎬ浪费自然资源现象严重ꎬ不仅

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ꎬ也给我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了阴影ꎮ 必须合理开发和

节约利用自然资源ꎬ珍惜爱护自然资源ꎬ对珍稀资

源ꎬ要保护和利用并重ꎬ有序有效利用自然资源ꎬ
发挥每一份资源的最大效用ꎬ让自然资源不仅满

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ꎬ而且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

发展空间ꎮ
４.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村的有效发

展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虽然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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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覆地的变化ꎬ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ꎬ但我国农村发展滞后仍然是国民经

济的短板ꎮ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ꎬ农业生产现代化

水平低ꎬ农业生产效益不高ꎬ农民增收致富缓慢ꎬ
全国还有好几千万农民没有摆脱贫困ꎮ 加快农村

的发展既是提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ꎬ也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空间ꎮ 必须统筹城

乡一体化建设ꎬ全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ꎬ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ꎬ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ꎬ努力探索农村新产业、
新模态ꎬ助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ꎮ

５.提高投资的效益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ꎮ
过去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ꎬ长期的

盲目高投资不仅造成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ꎬ也
使得我国的资源和环境严重透支ꎮ 今后ꎬ必须适

当控制投资规模ꎬ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投资ꎬ循序渐

进ꎬ有节有度ꎮ 要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内涵

式发展方向上ꎬ要依靠科技创新、深化管理、挖掘

潜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ꎮ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ꎬ使
固定资产投资向改善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工

程、民生保障工程倾斜ꎮ 要注重投资的质量和效

益ꎬ精打细算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ꎬ让投出去的

每一份钱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ꎮ

６.坚持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ꎬ经
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

量ꎮ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ꎬ
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ꎮ 如果没有良好

的生态环境做基础ꎬ即使经济再发达ꎬ人民生活的

改善和幸福也就无从谈起ꎮ 必须树立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理念ꎬ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ꎬ坚持绿色发展ꎬ走绿色、低碳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惜和保护生态环境ꎬ努力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ꎬ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

好的生态产品和服务ꎬ促进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同

步发展ꎮ

７.加强对外开发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得到

了大幅提升ꎮ 目前ꎬ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ꎬ在经济建设中仍然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

后、管理经验不足、生产效益低等诸多问题ꎮ 要继

续坚持对外开放ꎬ让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开ꎬ充
分利用和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ꎬ加速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ꎬ充分利用

国外资源弥补我国资源短缺和不足的矛盾ꎬ同时ꎬ
突破我国市场空间狭小的局限ꎬ开辟广阔的国际

市场ꎬ使我国的产品更多走向世界ꎮ 要积极扩大

进口国外优质产品和服务ꎬ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ꎮ

８.坚持以人为本

保证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归宿ꎬ也
是最大的政治ꎮ 经济发展的质量归根结底反映在

民生的改善上ꎮ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ꎬ
实现发展依靠人民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ꎮ
要创造条件ꎬ让劳动者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ꎬ保证

老百姓钱袋子ꎮ 要完善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ꎬ提
高低收入群体收入ꎬ缩小贫富差距ꎬ维护社会的公

平公正ꎮ 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ꎬ增加城市居

民的可支配收入ꎬ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ꎬ提高

农民的纯收入ꎮ 要积极推进教育、医疗、文化、养
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ꎬ缩小城乡差距ꎮ 要大力发

展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ꎬ加强民生建设ꎬ
增强人民的福祉ꎬ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更
加安全、更加有幸福感ꎬ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

发展ꎮ

四、结语

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ꎬ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ꎮ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同

时ꎬ我们也必须正视ꎬ我们经济的发展质量并不

高ꎬ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建立

在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基础之上的ꎬ这使得我国的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受了较大的压力ꎬ给可持

续发展带来影响ꎮ 同时ꎬ我国在资源能源上利用

效率不高ꎬ单位 ＧＤＰ 的能耗和水耗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ꎬ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ꎬ而且使

生产成本增加ꎬ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ꎮ 此外ꎬ我国

产业大部分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ꎬ自主创

新能力普遍不强ꎬ产品科技含量不高ꎬ附加值低ꎬ
尽管中国制造的身影遍布全球ꎬ但许多品牌的利

润与世界同类品牌相比有着天壤之别ꎬ导致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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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加利润反而减少的局面ꎮ 最令人痛心的是ꎬ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

的ꎮ 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增长速度ꎬ不顾后果地上

马一些高污染、高危害项目ꎬ给国家生态安全带来

严重的威胁ꎬ许多企业为了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ꎬ
漠视生态环境ꎬ公然违法国家环保有关法律ꎬ在生

产过程中ꎬ偷排废气、废水、废渣ꎬ对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的破坏ꎬ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ꎮ 这样没有质量的发展速度ꎬ不仅不利于社会

的发展进步ꎬ而且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使
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成果远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速

度对应的水平ꎮ 因此ꎬ今后我国各地在经济建设

中ꎬ必须把发展质量放在突出的位置ꎬ将发展速度

与发展质量统一起来ꎬ不断提高发展质量ꎬ保持我

国经济有效、有力、可持续发展ꎮ 客观评价地区经

济发展质量ꎬ对总结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ꎬ努
力提高发展质量具有主要意义ꎮ ＤＥＡ 方法通过建

立线性规划模型来评价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

率ꎬ具有黑箱子方法的特色ꎬ具有客观性强、操作

简便、结果直观清晰等特点ꎬ对于评价多输入和多

输出问题效果十分明显ꎮ 鉴于传统的 ＤＥＡ 方法遇

到多个决策单元同时有效时ꎬ无法对有效决策单

元的效率高低做进一步判断的不足ꎬ文中运用超

效率 ＤＥＡ 模型对江苏省主要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进行了评价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ꎬ对传统 ＤＥＡ
方法评价 ６ 个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指数同时为 １ 的

城市ꎬ进行了更进一步评判ꎬ分出了它们经济发展

质量的高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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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马 琦 雁

(郑州大学商学院ꎬ 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 　 保险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ꎬ在微观层面保险投资是其支柱之一ꎬ
保证了保险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ꎻ从宏观上看ꎬ保险业合理的投资能够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ꎮ 在我

国ꎬ保险业持续拓宽的投资渠道和不断扩大的投资规模使得保险投资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ꎬ保险行业的投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关键词] 　 经济增长ꎻ　 保险投资ꎻ　 格兰杰检验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５８－０６

　 　 众所周知ꎬ投资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ꎬ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保险行业的持续和稳定的

发展对国家宏观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着十分积

极的意义ꎮ 随着保险业自身的发展ꎬ保险行业逐

渐成为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十分紧密的行业之

一ꎬ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的作用越来越大ꎬ并逐渐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平稳

快速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ꎮ 作为保险业的

两大命脉即保险投资和承保业务ꎬ两者在经济发

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ꎬ尤其是保险投资已经成

为在日益加剧的产品竞争和保险行业整体承保能

力日趋过剩的当下用来弥补因庞大的承保业务而

可能造成的利益损失和减小保险行业整体经营风

险的重要举措ꎮ 所以研究我国保险投资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时ꎬ应该从国情出发ꎬ以理论为基础ꎬ以
事实为依据ꎬ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借助实证

进行分析[１]ꎮ 而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对于这两

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ꎮ 随着我国整个保险

行业投资的快速兴起和飞速发展ꎬ怎样全面而客

观地探讨保险投资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ꎬ促进

我国的保险行业平稳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增

长提出有价值的建议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ꎮ

一、保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保险投资ꎬ是各保险企业在日常进行组织经

济补偿中ꎬ将可运用的资本金、各项准备金等保险

资金加以整合利用ꎬ以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ꎮ 保

险投资能增加非保金收入、增强保险行业的赔付

能力ꎬ使保险行业的资金进入良性循环ꎮ 保险业

是我国各行业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ꎬ维持了年均

２０％以上的增长速度ꎮ 作为金融行业的支柱之一ꎬ
保险业不断增强着自身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巨大影

响和积极贡献ꎮ 在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三十多年

以来ꎬ保险业的投资总规模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近

６ 百万元扩大到了 ２０１６ 年的近 １３ 万亿元ꎬ保险行

业的可投资领域也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而变得越

来越大ꎮ[２]本文所研究的两者之间的关系ꎬ主要是

指保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规律和程度大

小等ꎮ
１.保险投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即消费、储蓄、
投资ꎮ 而投资在投资加速原理以及投资乘数理论

的作用下使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ꎮ 可

以说ꎬ保险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ꎬ也是实现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ꎮ 而本文则从保险投资的规模、结构以及期限

—８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９－１２
[作者简介] 马琦雁ꎬ男ꎬ河南平顶山人ꎬ郑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等方面来研究保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ꎮ
(１)投资的规模

一方面ꎬ保险行业因其自身持有大量的资金

并积极进行各种投资活动使其逐渐成为现在市场

上最为强大的投资者ꎬ我国保险行业总的投资规

模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ꎬ而该比例

还在逐年上升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大背景下ꎬ我国保险行业的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

步的宽松ꎬ保险行业的大量资金得到了充分利用ꎬ
投资领域也逐年变得越来越宽ꎮ 可以预见ꎬ保险

行业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将变得越来越大ꎬ保
险行业的投资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

越来越大ꎮ 另一方面ꎬ保险行业的投资规模的快

速扩大也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ꎮ 整个保险行业的投资规模的平均增长速

度要快于 ＧＤＰ 的增速和金融行业的投资增速ꎬ同
时它们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ꎮ 而且保险投资

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升ꎬ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的一年保险行业总体的投资行为为

经济增长创造了 ２５.９４％的贡献率ꎬ并且保险投资

总规模的增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ꎮ
(２)投资的结构

我国保险行业投资资金主要流向了银行存款

以及债券市场ꎬ且用于投资股票市场的比例随着

我国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而呈逐年上涨的态势ꎮ
另外在我国逐年放开投资领域的大背景下ꎬ基础

设施的建设等实体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保险资金的影子ꎮ 保险行业的资金的有效运用得

益于其投资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ꎬ而且ꎬ这种调整

优化还能够加速社会上的一些储蓄转向投资领

域ꎬ使资本积累更加快速的再次完成同时还能促

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ꎮ 金融机构也由于保险行

业的投资行为得到了大量资金ꎬ促使社会对金融

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优化调整了金融机构的资源

配置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保险行业的大量资金能够

保证为我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项目和与国

家发展战略有关的企业和建设项目提供了巨大的

资金支持ꎬ因此ꎬ保险行业在自身的投资行为中既

参与了国家发展的重要大局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ꎮ 因此ꎬ从微观层面讲保险行业不断拓

宽的投资渠道和不断加大的投资规模是能够促进

保险行业自身的收益的提高的ꎬ进而能够较好地

保障了整个保险业的平稳运行和发展ꎻ在宏观层

面讲保险行业长期的平稳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经济

的平稳较快发展ꎬ维持社会安定ꎮ 保险行业的投

资结构还可能会引起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

质量的提高ꎬ加快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保险行业

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出了一定的要求ꎮ 为了能

够充分发挥保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需

要由具体的发展情况来随时调整相适应的保险投

资结构ꎮ
(３)投资的期限

正常来说公司会根据自身拥有资产的期限来

决定其负债ꎬ其中保险公司则由于其特殊的行业

性质所以其负债周期一般都比其他类型的公司较

长ꎬ其中更以一些寿险公司为甚ꎮ 它们的资金的

期限一般比银行的储蓄资金等非寿险性质的期限

要长ꎬ因此ꎬ保险行业中的寿险公司的资金十分适

合于投资ꎮ 长期且稳定是保险行业的资金所独有

的特点ꎬ这些特点使保险资金推动了金融市场、不
动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ꎮ 第一ꎬ保险

行业的资金符合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长期且稳定

的资金来源这一要求ꎬ在保险行业的资金支持下ꎬ
整个社会实现了保险资金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协调

发展ꎬ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平稳发展ꎬ而金融

行业在进一步发展之后又能够带动社会经济的发

展ꎬ为其提供动力ꎮ 第二ꎬ保险投资优化了社会发

展中的资金配置ꎬ提高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人们

和企业对长期类型的证券的需求ꎬ这一过程既实

现了金融市场的稳步发展ꎬ又能够减小公司的融

资难度和成本ꎬ特别是中长期投资ꎬ进而促进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ꎮ 第三ꎬ在不动产和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等中长期的投资项目中ꎬ保证了较为稳定

的回报率ꎬ在保证保险行业自身的发展需要的同

时也加速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和进步ꎮ 综上所述ꎬ
保险投资确实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ꎮ

２.保险投资通过对支柱产业的投资间

接影响经济增长

保险业通过自身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直接

促进了经济增长以及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的影响

也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ꎬ保险业在整个社

会经济的产业关联度越来越大ꎮ 可见ꎬ两者的关

系随着社会发展已经变得十分紧密了ꎮ
(１)金融业

金融行业一直拥有着市场经济的重要地位ꎬ
尤其是在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中有着十分重要

的积极作用ꎮ 金融业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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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金融业促进要素投入ꎬ金融行业对要素投

入量的控制可以提高社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增

加就业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ꎮ 二是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ꎮ 金融行业利用规模经济和知识发展等

要素不仅能做到节约资本和劳动的成本同时还加

快了市场中的资本流动ꎬ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ꎬ进而提高了资本的运用效率ꎮ 三是金融行业

借助自身快速的发展所直接创造的产值对 ＧＤＰ 的

增加所做出的直接贡献ꎮ 因而ꎬ金融业的发展对

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３]ꎮ
另外ꎬ在银行存款业务方面ꎬ保险行业的资金

给银行提供了充足的长期且稳定的存款资金ꎬ充
足的资金保障为其信贷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ꎮ
在债券市场方面ꎬ保险行业逐渐成为债券市场中

强大的投资者之一ꎬ它们的参与ꎬ极大地推动了债

券市场的飞速发展ꎮ 而在股票市场上保险行业的

投资活动除了能够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ꎬ还可以

迫使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以满足因市场快速发

展所带来的新的需求ꎬ所以说保险资金对金融领

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２)公共基础设施

近年来保险行业十分重视对国内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ꎮ 对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在为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重大贡

献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了稳定且丰厚的投资收

益ꎮ 保险资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ꎬ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ꎬ保险行业的投

资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充足的持续的资金

来源ꎬ进而提高了资金的投入力度ꎬ提高了生产能

力ꎬ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ꎮ 另一方面ꎬ
保险行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间接带动了相关

建材企业与其他相关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ꎬ提
高产能ꎮ 同时还能提高就业率ꎬ和收入水平ꎬ同时

能进一步的刺激消费的增加ꎬ增大投资乘数ꎬ从而

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和良好发展ꎮ
(３)房地产业

在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环境下ꎬ房
地产行业抓住了这一发展的良好时机ꎬ社会上的

资金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比重也越来越大ꎬ这一

过程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４]ꎮ 因此ꎬ投资不动产对于保险行业是一种十

分明智的选择ꎮ 保险资金因其特有的属性使其在

投资中更倾向于选择对那些投资周期长的项目进

行投资ꎬ特别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ꎮ 保险行业

的大量投资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ꎬ将更有效的匹

配资产与负债ꎮ 因此ꎬ将保险行业的资金运用到

房地产行业能确保保险公司得到较为稳定的收

益ꎮ 随着我国商业物业的发展ꎬ在物业投资这一

新的领域ꎬ逐渐显现出了可投资价值ꎮ 一方面ꎬ房
地产行业由于行业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系统性

风险的影响ꎬ所以利率和通货膨胀等不稳定因素

容易对其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ꎬ届时房价有可能

会遇到贬值的风险ꎮ 而商业地产则由于具有公共

服务的功能ꎬ且该功能在受到不利的环境因素的

影响时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ꎬ因此它的价值并不

会受到较大的波动ꎬ所以商业地产受到系统性风

险的影响较小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政府持续加大对

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ꎬ短期内政府的诸多调控

措施可能会对住宅市场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ꎬ而
商业地产则能在诸多调控政策下安然无恙ꎮ 所

以ꎬ商业地产在将来为保险行业提供了新的投资

选择方向ꎮ
３.保险行业投资对社会经济的双重

作用

我国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进步ꎬ使其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也越来越高ꎮ 长期来看ꎬ保
险行业的组织赔偿、资金配置和社会管理等功能

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所起的积极作用逐渐

加大ꎬ保险行业的投资行为社会的发展ꎬ经济的持

续增长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ꎮ 如果说保险行业的

投资方向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时ꎬ将会起促进

作用ꎮ 但如果保险行业的投资方向与社会经济的

发展方向并不匹配时ꎬ将会起一定的阻碍作用ꎮ
比如ꎬ保险行业的投资额过大或者过小以及投资

结构的配置失当都会产生一定的投资风险并进一

步地对社会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ꎮ
４.保险投资规模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

响分析

一般来说ꎬＧＤＰ 是目前世界各国常用的衡量

国民经济发展总水平指标ꎬ所以本文也使用我国

ＧＤＰ 来表示经济增长水平ꎮ 同时用投资额来反映

投资量的多少ꎬ因为我国主要通过投资额的大小

来反映某一时期的社会总投资量即投资规模ꎮ 虽

然大部分的时间序列变量多数是平稳的但一般的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却大多是非平稳的ꎬ
所以如果依然用之前研究平稳时间序列的实证方

法来研究经济学中非平稳的变量时ꎬ一般都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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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统计结果上完美相关但这一统计结果却毫无现

实的经济意义的情况ꎬ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对的ꎮ
针对这一问题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ｇｌｅ 教授和 Ｃｌｉｖｅ Ｇｒａｎｇｅｒ
教授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检验最终得出了协整理

论ꎬ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ꎮ 协整理论通过分析

这些非平稳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ꎬ来判断

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５]ꎮ 在实证检验过程中ꎬ一
般都要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变

量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ꎬ之后再进行协整关系检

验ꎬ最后再建立协整变量与均衡之间的模型ꎮ
二、实证分析

１.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的相关数据作为

样本ꎬ用 ＧＤＰ(单位:亿元)代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ꎬ将 ＩＮＳ(保险投资额ꎬ单位:亿元)表示为我国保

险投资规模并对两者进行实证研究ꎮ 本文所有数

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ꎬ或由相关数据计算

得出ꎮ
表 １　 ＧＤＰ 与 ＩＮＳ 实证分析

年份 ＧＤＰ ＩＮＳ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ＩＮＳ)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２８０.１０ ２６７０.７９ １１.５１５７２２５５ ７.８９０１２９５９

２００１ １１０８６３.１０ ３７０２.７９ １１.６１６０５１３９ ８.２１６８４１８７

２００２ １２１７１７.４０ ５５３０.３３ １１.７０９４５７２４ ８.６１８００２７７

２００３ １３７４２２.００ ８７３９.００ １１.８３０８１１７６ ９.０７５５５１０５

２００４ １６１８４０.２０ １０７７８.６２ １１.９９４３６４７１ ９.２８５３１９８２

２００５ １８７３１８.９０ １４０９２.６９ １２.１４０５６７７９ ９.５５３４１１５０

２００６ ２１９４３８.５０ １７７８５.４０ １２.２９８８２７２９ ９.７８６１３３１７

２００７ ２７０２３２.３０ ２６６４７.８１ １２.５０７０３７２４ １０.１９０４６２２５

２００８ ３１９５１５.５０ ３０５５２.８３ １２.６７４５６１０６ １０.３２７２１２６０

２００９ ３４９０８１.４０ ３７４１７.１２ １２.７６３０６０４１ １０.５２９８８３６３

２０１０ ４１３０３０.３０ ４６０４６.６２ １２.９３１２７６２３ １０.７３７４０９６４

２０１１ ４８９３００.６０ ５５１９２.９８ １３.１００７３２３０ １０.９１８５９１０５

２０１２ ５４０３６７.４０ ６８５４２.５８ １３.２００００４５６ １１.１３５２１０４４

２０１３ ５９５２４４.４０ ７６８７３.４１ １３.２９６７２７３６ １１.２４９９１５３２

２０１４ ６４３９７４.００ ９３３１４.４３ １３.３７５４１３６３ １１.４４３７３００４

２０１５ ６８５５０５.８０ １１１７９５.４９ １３.４３７９１２２４ １１.６２４４２６５０

２０１６ ７４４１２７.００ １３３９１０.６７ １３.５１９９６７００ １１.８０４９２８２１

　 　 ２.计量模型

(１)单位根检验

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法进行变量平稳性的检

验ꎮ 检验单位根的方法很多ꎬ 例如 ＡＤＦ ( Ａｕｇ￣
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检验、ＤＦ(ＤｉｃｋｅＹ －Ｆｕｌｌｅｒ)
检验、ＰＰ(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检验等ꎮ 本文仅采用

了经典的 ＡＤＦ 检验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ꎮ ＡＤＦ
检验的原假设 Ｈ０:存在单位根ꎻ备择假设 Ｈ１:不
存在单位根ꎮ 在计量结果中ꎬＡＤＦ 检验可以通过

ｔ 值来判断检验结果ꎬ当 ｔ 值通过检验时ꎬ则表明

序列是平稳的ꎬ如果未通过检验则说明序列是不

平稳的ꎬ这时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差分然后再检

验其平稳性ꎮ
(２)协整检验

为了研究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

关系ꎬ本文采用了单一方程的 ＥＧ 两步法协整检

验ꎮ 由于第一步已经做过单位根检验了ꎬ所以在

接下来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就不重复

叙述了ꎮ
在 ＥＧ 两步法检验中ꎬ通过用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作协整回归ꎬ并得到残差序列 ｅꎮ 若残差序

列是平稳的ꎬ则所检验的变量之间是协整的ꎻ若残

差是不平稳的ꎬ则不存在协整关系ꎮ 这里对残差

的平稳性检验依旧采用的是 ＡＤＦ 检验ꎮ
(３)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本论文中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别检验各

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ꎮ 该检验的思想是

对于时间序列 Ｘ 和 Ｙꎬ如果 Ｘ 能引起 Ｙ 的变化ꎬ则
Ｘ 会在 Ｙ 变化之前变化ꎬ并且 Ｘ 的过去值应有助

于预测 Ｙ 的未来值ꎬ但 Ｙ 的过去值不应该能预测

Ｘ 的未来值ꎮ 以此思想为基础ꎬ格兰杰检验通过添

加 Ｘ 的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ꎬ来观察是否能够

显著的增加相关回归模型的解释力ꎬ来判断 Ｘ 是

否是 Ｙ 的格兰杰原因ꎮ 对于 Ｘ 对 Ｙ 的格兰杰因果

关系的检验的原假设是:Ｘ 不是 Ｙ 的格兰杰原因ꎮ
３.计量结果

(１)单位根检验

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两组原变量序列均不平

稳ꎬ进行一阶差分后仍不平稳ꎬ做出二阶差分后得

出以下结果(见表 ２、表 ３):
表 ２　 单位根检验结果(对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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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单位根检验结果(对 ＩＮＳ)

　 　 由表可得ꎬ变量 ＧＤＰ 和变量 ＩＮＳ 的二阶差分

项是平稳的ꎬ也就是说变量 ＧＤＰ 和变量 ＩＮＳ 分别

是二阶单整的ꎮ 因此可以说明保险投资规模和社

会经济增长也均是二阶单整的ꎬ所以接下来对两

者进行相关的协整分析ꎮ
(２)协整检验

用 ＯＬＳ 法做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４:
表 ４　 ＯＬＳ 回归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Ｃ １２４８４７.６ １６４２３.７ ７.６０１６７ ０

ＩＮＳ ５.３３４７０２ ０.２７９４６２ １９.０８９ ０

　 　 由此可得回归方程: ＧＤＰ ＝ １２４８４７. ６ ＋ ５.
３３４７０２ＩＮＳꎬ并对该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

验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残差检验

从以上表中可以得出ꎬ５％的显著性水平下ꎬ残
差序列是平稳的ꎬ说明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ꎬ进而

以上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ꎬ进一步说明我

国保险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

的均衡关系ꎮ
(３)格兰杰因果关系

对原序列进行取对数处理后的格兰杰因果检

验结果如表 ６:

表 ６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滞后期:１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ｂ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结论

ＧＤ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ＮＳ １６ ０.３２８１５ ０.５７６５ 接受

ＩＮ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ＧＤＰ １３.３４４ ０.００２９ 拒绝

滞后期:２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ｂ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结论

ＧＤ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ＮＳ １５ １.００１５５ ０.４０１４ 接受

ＩＮ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ＧＤＰ ３.１６６６８ ０.０８６ 拒绝

滞后期:３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ｂ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结论

ＧＤ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ＩＮＳ １４ １.１２８２６ ０.４００８ 接受

ＩＮ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ＧＤＰ ３.２８８４４ ０.０８８１ 拒绝

　 　 实证结果:在滞后期为 １ 的情况ꎬ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ꎬ拒绝原假设ꎬ所以变量 ＩＮＳ 是变量 ＧＤＰ 的

格兰杰原因ꎮ 在滞后期为 ２ 的情况ꎬ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下ꎬ拒绝原假设ꎬ所以变量 ＩＮＳ 是变量 ＧＤＰ 的

格兰杰原因ꎮ 在滞后期为 ３ 的情况ꎬ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下ꎬ拒绝原假设ꎬ所以变量 ＩＮＳ 是变量 ＧＤＰ 的

格兰杰原因ꎮ 综上ꎬ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在加入滞

后期的因素后ꎬ保险投资规模是社会经济增长的

格兰杰原因ꎮ
４.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对以上实证结果的分析ꎬ本文得出

了以下结论:首先ꎬ保险投资规模和社会经济增长

的长期均衡关系很好地通过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

模型证明了ꎮ 由于保险投资的相关系数为正ꎬ说
明了保险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ꎬ因
此ꎬ保险投资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

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ꎬ即在长期时间内ꎬ
保险行业的投资额的增加是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

展的[６]ꎮ 其次ꎬ从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ꎬ保险投资

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随着滞后期的

扩大也变得越来越显著ꎬ也就是说ꎬ保险行业的投

资虽然对社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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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作用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ꎮ
三、建议
综上所述ꎬ我国保险行业的投资行为与社会

经济的增长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ꎬ由此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ꎮ
第一ꎬ根据国家发展情况拟定合理的投资策

略ꎬ保证投资收益ꎮ 同时整个保险行业还应树立

理性的投资观念ꎬ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保险投资体

系ꎬ要结合现实的社会发展情况制定正确的投资

策略并选择稳健的投资方式ꎬ不能过分盲目的追

求高收益率ꎬ还要视实际情况合理设定投资期限

来制定合理的投资组合策略ꎮ 同时要合理设置投

资期限ꎬ注意加强保险资金的流动性ꎮ 由于保险

公司的保费收入的赔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ꎬ当
面临自有资金无法满足赔付需求时ꎬ就会面临因

筹集资金而可能要承担的损失ꎮ
第二ꎬ保险行业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ꎬ

同时拓宽投资渠道来减轻所持资金的配置压力ꎮ
保险行业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将使保险行业的

资金的融通功能更有效地发挥ꎬ进而支持国家的

各项经济基础建设ꎬ优化保险业资产结构的调整ꎬ
为整个保险行业创造全新的盈利模式ꎮ 所以我们

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ꎬ确保保险行业的

资金投资渠道的拓宽ꎮ
第三ꎬ进一步完善优化保险投资的风险监控

体系来预防或者减小投资风险ꎮ 在预防风险上ꎬ
一方面要避免方向性的失误ꎬ另外更要洞察市场

发展方向ꎬ抓住投资发展的机会ꎬ特别是针对权益

类的投资活动ꎬ要做到以资金配置为主ꎬ战术操作

为辅ꎮ 还要时刻注意防范流动性风险ꎬ提前掌握

保险行业的资金的出入情况ꎬ时刻留意发现那些

急需资金的客户、做到合理正确预测ꎬ在面对回购

市场的波动时能做到快速应对采取合理措施ꎬ以
便能够确保满足突发的资金需求ꎮ 建立完善的资

产负债管理体系ꎬ调整优化内部信用评级和风险

预警管理机制ꎬ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的控制和

管理ꎮ
总之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保险投资和经济

增长的相互关系ꎬ今后应继续合理加大保险行业

的投资力度ꎬ在政策推动下开拓优化保险行业资

金新的投资渠道ꎬ同时还要注意提高资金的运用

效率和收益ꎬ防范和降低保险投资的投资风险ꎬ完
善保险资金运用的标准体系ꎬ在确保一定的投资

收益下ꎬ使保险资金能够更好地更高质量地服务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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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背景下中国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研究

刘欣悦１　 尤宏兵２

(１.吉林大学经济学院ꎬ 吉林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ꎻ
２.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　 要] 　 本文以正式生效的 ＣＰＴＰＰ 和中国正在进行谈判的 ＲＣＥＰ 为背景ꎬ研究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的进入

与否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ꎮ 本文采取全球贸易分析模型ꎬ对八种情况下各国的经济增长变动、总福利

变动、产业变动进行测算ꎬ研究结果表明: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的成立会对其成员国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ꎬＲＣＥＰ 的成

立会使中国从中受益ꎬ而 ＣＰＴＰＰ 则会对中美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冲击ꎬ但中美两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都是对双方最有

利的选择ꎮ 在此基础上ꎬ建议我国积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ꎬ同时注重保护弱势产业ꎬ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关键词]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ꎻ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ꎻ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ꎻ　 福利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６４－０８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ꎬ尤其是加入 ＷＴＯ 以

来ꎬ中国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

成本优势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外代工

合同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体系之中ꎬ
这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

高速增长ꎬ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

息化水平的提升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要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ꎬ拓展对外贸易ꎬ培育贸易新

业态、新模式ꎬ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ꎬ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ꎬ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ꎮ 习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支持开

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ꎬ促进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随着以 ＷＴＯ 框架下的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多次受挫ꎬ各国开始进行多边

谈判和双边谈判并行的贸易自由化方案ꎬ其中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ＣＰＴＰＰ)和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ＲＣＥＰ)最具有代表性ꎮ ＣＰＴＰＰ
的前身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ＴＰＰ)ꎬ美国退出 ＴＰＰ 之后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

等 １１ 个亚太国家共同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ꎬ宣布

“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ꎬ并
决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ＣＰＴＰＰ)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ꎬ１１ 国代表在圣地亚

哥举行协定签字仪式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ＣＰＰ 正

式生效ꎮ ＣＰＴＰＰ 以全球价值链构建为基础ꎬ努力

将其打造成为高标准、高质量的跨区域自由贸易

区ꎬ其覆盖 ４.９８ 亿人口ꎬＧＤＰ 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

的 １３％ꎮ
ＲＣＥＰ 是由东盟十国发起ꎬ邀请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１０＋６”)ꎬ
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ꎬ建立 １６ 国统一市场

的自由贸易协定ꎬ目前ꎬＲＣＥＰ 谈判已进入提速阶

段ꎬ若其成功ꎬ则将建立一个涵盖 ３５ 亿人口ꎬＧＤＰ
总和 ２３ 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ꎮ

随着 ＣＰＴＰＰ 的正式生效ꎬ成员间 ９０％的关税

即将取消ꎬ未来取消关税的品种将会多达 ９５％ꎬ基
本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ꎬ其将会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现有的贸易格局ꎬ为了在未来的贸易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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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取得优势ꎬ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ꎬ有必

要对 ＣＰＴＴＰ 生效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

的影响进行研究ꎬ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进行研

究ꎬ同时ꎬ中国正在积极参加 ＲＣＥＰ 谈判ꎬ若其成

功ꎬ其亦会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外贸发展产生重要

的影响ꎬ因而有必要对 ＲＣＥＰ 生效对中国经济与外

贸的影响进行研究ꎮ

一、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

研究的重点内容ꎮ Ｖｉｎｅｒ(１９５０)提出了关税同盟理

论ꎬ其认为两国或是多国可设立统一的关境ꎬ在关

境内推行关税减免政策ꎬ能对关税同盟国产生贸

易创造、贸易转移和贸易扩大等静态效应ꎬ其在长

期还能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ꎬ推动技术进步ꎬ关税

同盟理论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１]ꎮ
Ｈｅｒｔｅｌ ( １９９７) 提出可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ＧＴＡＰ)对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行研究[２]ꎮ Ｂａｎ、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等(１９９７)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 ＡＰＥＣ 谈判进行模拟分析ꎬ结果显示

贸易自由化可以提升区域的储蓄和投资水平ꎬ最
终推动中长期经济发展[３]ꎮ Ｈｅｒｔｅｌ(１９９９)对 ＧＴＡＰ
模型进行了优化ꎬ重点对模型的内部结构和开放

程度进行了重新规划[４]ꎮ Ｈｕｆｆ、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００)将福

利水平分解出来ꎬ使得 ＧＴＡＰ 模型能够对贸易所得

的贡献程度进行测算[５]ꎮ Ｋｅｅｎｅｙ、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０５)将
ＧＴＡＰ 引入农业贸易的研究之中ꎬ形成了 ＧＴＡＰ －
ＡＧＲ 这 一 针 对 农 业 贸 易 的 ＧＴＡＰ 子 系 统[６]ꎮ
Ｃｏｒｏｎｇ、Ｈｅｒｔｅｌ(２０１７)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ꎬ提供多

种产品部门和异质性产品部门的测算分析ꎬ形成

了第七版 ＧＴＡＰ 模型ꎬ使得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得到

进一步扩大[７]ꎮ
杨军等(２００５)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中澳建立自

由贸易区对双方的影响进行了测算ꎬ测算结果表

明设立自贸区会改善中澳两国和世界的总福利ꎬ
中国的工业部门将会收益ꎬ但农业部门会受到负

面影响[８]ꎮ Ｃｈｕｎｄｉｎｇ、Ｊｏｈｎ(２０１２)利用 ＧＴＡＰ 分析

了 ＴＰＰ 对中国的影响ꎬ其发现 ＴＰＰ 将会对中国造

成负面影响ꎬ但若中国加入 ＴＰＰꎬ则中国和其他

ＴＰＰ 国家的总福利都会得到改进[９]ꎮ 张新春等

(２０１６)在对中国的农产品和制造业贸易进行关联

性分析之后ꎬ指出在 ＴＰＰ 背景下ꎬ中国应当尽快实

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ꎬ同时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

的转变[１０]ꎮ 王宇等(２０１８)对美国退出 ＴＰＰ 对中

国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ꎬ其发现美国退出 ＴＰＰ

将会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１１]ꎮ 杜

永红(２０１７)认为在美国退出 ＴＰＰ 的情况下ꎬ中国

应当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ꎬ并逐步实现产业

链的升级[１２]ꎮ 赵灵翡(２０１８)通过构建一个包含

２３ 个国家和 １０ 个产业部门的 ＧＴＡＰ 模型ꎬ对 ＴＰＰ
和 ＣＰＴＰＰ 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ꎬ其发现 ＴＰＰ
和 ＣＰＴＰＰ 会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冲击ꎬＧＤＰ 和

福利水平受到负面影响ꎮ 但若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

是 ＲＣＥＰꎬ则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将得到改善ꎬ也
有利于中国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１３]ꎮ

陈淑梅(２０１４)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 ＲＣＥＰ 建立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ꎬ模拟结果表明若 ＲＣＥＰ 成立ꎬ
大部分成员国的总福利都会得到改进[１４]ꎮ 王孝松

(２０１６)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对 ＴＰＰ 国家的贸易依存

度逐年下降ꎬ但若 ＴＰＰ 达成ꎬ则其会对中国的制造

业尤其是以服装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产生较大的

冲击ꎬ会带来较大的失业问题[１５]ꎮ 刘威等(２０１５)
认为 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之间存在竞争关系[１６]ꎮ 竺彩华

(２０１３)则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ꎬ其
良性竞争为成员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选

择[１７]ꎮ 唐国强等(２０１４)则指出 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的

成员国存在一定的重合性ꎬ二者是互补的[１８]ꎮ
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可以发现 ＴＰＰ 或是 ＣＰＴＰＰ 的设立将会对中国的

外贸与经济产生负面冲击ꎬ但若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是 ＲＣＥＰꎬ则会对中国的外贸与经济产生正面影

响ꎬＧＴＡＰ 方法是当前定量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

各参与国或其他国家影响的主要方法ꎬ其可以对

不同地区 ＧＤＰ、对外贸易和产业受 ＣＰＴＰＰ 或是

ＲＣＥＰ 的影响进行定量测算ꎮ 本文将会利用 ＧＴＡＰ
方法对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对中国

经济、贸易、产业的影响ꎮ
二、研究方法与模拟情形
本文首先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不同情形下各国

的经济增长变动、总福利变动、产业变动进行

测算ꎮ
ＧＴＡＰ 是由 Ｈｅｒｔｅｌ 提出ꎬ该模型包括了多个国

家地区和产业部门ꎬ通过设置冲击经济变量ꎬ可以

对冲击经济变量对各国经济产出、福利、进出口和

产业的影响进行模拟测算ꎬ从而为进行外贸谈判

决策提供参考ꎮ 本文采用 ＧＴＡＰ 第八版本数据库ꎬ
其涵盖了 １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５７ 个生产部门和 ５
中生产要素ꎬ本文将会对国家和地区进行重新分

类ꎬ具体见表 １ꎬ对生产部门的分类见表 ２ꎬ生产要

素采用默认的 ５ 种生产要素ꎮ
—５６—



表 １　 ＧＴＡＰ 模型中国家分类

类别 国家

中国 中国

日本 日本

加拿大 加拿大

韩国 韩国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新西兰

印度 印度

智利 智利

ＣＰＴＰＰ 东盟四国 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

其他东盟国家 其他东盟国家

墨西哥 墨西哥

秘鲁 秘鲁

美国 美国

欧盟 欧盟

表 ２ 　 ＧＴＡＰ 模型中产业分类

类别 产业部门

粮食种植产业

小麦、水稻、其他谷物、蔬菜、水果、
坚果、植物纤维、糖料作物、油料作

物、其他作物、加工大米

畜牧养殖及肉类
牛、马、羊、奶、羊毛、桑蚕茧、其他

肉制品

挖掘采掘产业
林业、渔业、煤、原油、天然气、其他

矿产

食品加工业
食品油脂、乳制品、糖、饮料及烟

草、其他食品制品

纺织产业 纺织品、服装制品

轻工业

皮革制品、木材制品、金属制品、机
动车及零部件、纸张及印刷品、其
他运输设备、其他制造业

重工业

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矿物制品、
石油及煤制品、钢铁、其他金属、电
子设备、其他机械设备

基建行业 电力、天然气、水、建筑

运输通信行业
贸易、海运、空运、通讯、其他运

输业

其他服务业
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公共管理、
健康、教育、住宅、国防、娱乐

　 　 在 ＣＰＴＰＰ 正式生效之后ꎬ各成员国之间的关

税优惠政策即将落地ꎬ各成员国之间 ９０％至 ９５％
的关税均被取消ꎬ各成员国之间基本实现了零关

税ꎬ为了简化计算ꎬ本文假设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

为 ０ꎮ 目前ꎬ美国对于重回 ＴＰＰ 即加入 ＣＰＴＰＰ 持

摇摆态度ꎬ中国亦未彻底关掉加入 ＣＰＴＰＰ 的大门ꎬ
未来美国、中国都存在加入 ＣＰＴＰＰ 的可能性ꎮ
ＲＣＥＰ 谈判也已经进入深水区ꎬ但还存在部分关键

问题亟待解决ꎬ本文假设其存在谈判成功(各潜在

成员国关税削减为 ０)、谈判失败(关税不变)两种

情形ꎮ 因而综合考虑 ＲＣＥＰ 和 ＣＰＴＰＰꎬ本文将会

进行表 ３ 所示的 ８ 种情形的模拟ꎮ
表 ３　 ８ 种 ＧＴＡＰ 模拟情景

情形 ＲＣＥＰ ＣＰＴＰＰ

一 谈判失败 中国不加入ꎬ美国不加入

二 谈判失败 中国不加入ꎬ美国加入

三 谈判失败 中国加入ꎬ美国不加入

四 谈判失败 中国加入ꎬ美国加入

五 谈判成功 中国不加入ꎬ美国不加入

六 谈判成功 中国不加入ꎬ美国加入

七 谈判成功 中国加入ꎬ美国不加入

八 谈判成功 中国加入ꎬ美国加入

　 　 三、模拟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ＧＴＡＰ 方法对八种情形分别进行模拟ꎬ得

到表 ４ 所示的各类别国家 ＧＤＰ 的变动情况ꎬ表 ５
所示的各类别国家总福利的变动情况ꎬ表 ６ 所示的

各类别国家进口的变动情况ꎬ表 ７ 所示的各类别国

家出口的变动情况ꎬ表 ８ 所示的中国各行业的变动

情况ꎮ
１.各类别国家 ＧＤＰ 变动分析

在情形一下ꎬ中国的 ＧＤＰ 会下降 ０.１０％ꎬ美国

的 ＧＤＰ 会下降 ０.１４％ꎬ可见 ＣＰＴＰＰ 的成立对中国

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ꎬ美国退出 ＴＰＰ
使其经济增长受损ꎬ韩国、印度、其他东盟国家、欧
盟和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ꎮ
ＣＰＴＰＰ１１ 个成员国之中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日本

的 ＧＤＰ 分别提升 ０.８３％、０.６０％和 ０.５９％ꎬ增幅最

高ꎬ这也解释了上述三个国家在美国退出 ＴＰＰ 后

一直主导 ＣＰＴＰＰ 谈判的原因ꎬ东盟四国、加拿大、
秘鲁和智利的 ＧＤＰ 也有小幅提升ꎬ墨西哥的 ＧＤＰ
未得到改善ꎬ这说明在中美都不加入的情况下ꎬ
ＣＰＴＰＰ 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三个发达国家ꎮ 在情形二下ꎬ美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中
国不加入ꎬ中国的 ＧＤＰ 下降了 ０.２１％ꎬ韩国、印度、
其他东盟国家、欧盟和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均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下降ꎬＣＰＴＰＰ 国家之中ꎬ日本、澳大利

亚、东盟四国的 ＧＤＰ 增长较多ꎬ均超过了 ０.４０％ꎬ
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的 ＧＤＰ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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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ꎬ智利的 ＧＤＰ 出现增长了 ０.０５％ꎬ美国的 ＧＤＰ
也出现了 ０.０１％的下滑ꎬ可见ꎬ在中国不参与的情

况下ꎬ美国参加的 ＣＰＴＰＰ 将只会使日本、澳大利

亚、东盟四国得益ꎬ美国自身的 ＧＤＰ 会出现下降ꎬ
但幅度较小ꎬ可见ꎬ中国若不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美国即

便加入ꎬ也不会促进其经济增长ꎮ 在情形三下ꎬ日
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ＧＤＰ 有较大幅度的提升ꎬ其
中日本的受益最大ꎬ高达 ３.４０％ꎬ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均出现下降ꎬ其中中国的下降幅度为 ０.０３％ꎬ美国

的下降幅度为 ０.５６％ꎬ这说明只有中国ꎬ没有美国

的 ＣＰＴＰＰ 将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国家

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ꎮ 在情形四下ꎬ中国

ＧＤＰ 增长 ０.６６％ꎬ日本 ＧＤＰ 增长 ２.６７％ꎬ美国 ＧＤＰ
增长 ０.５０％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速要慢于前三

个方案ꎬ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增速均会受到负面影响ꎬ
这说明在 ＲＣＥＰ 谈判失败的情况下ꎬ中国和美国同

时加入 ＣＰＴＰＰ 将会使双方都大为受益ꎬ但会损害

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ꎮ
在情形五之下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四

国经济增长提升的幅度较大ꎬ上述七个国家同时

参加了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ꎬ其能从两个自由贸易协

定中同时获益ꎬ也使得其经济增幅最大ꎬ其他国家

的经济增速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ꎬ其中中国和

美国的经济增长降幅分别为 ０.１６％和 ０.７４％ꎬ即便

ＲＣＥＰ 谈判成功ꎬ 若中美均不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 则

ＣＰＴＰＰ 依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ꎮ

在情形六下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

四国 ＧＤＰ 增速会提升ꎬ其中日本的 ＧＤＰ 增速提升

最高ꎬ高达 ４.１２％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 ＧＤＰ 增速也

提升了 １.５０％以上ꎮ 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均会出现一

定幅度的下降ꎬ其中中国 ＧＤＰ 增速下降了 ０.１４％ꎬ
美国 ＧＤＰ 增速下降了 ０.５８％ꎬ在 ＲＣＥＰ 谈判成功

的情况下ꎬ中国若不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则中美的 ＧＤＰ
增速均会受到负面影响ꎮ 在情形七下ꎬ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国家的 ＧＤＰ 增速

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ꎬ其中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

提升了 ０.０６％ꎬ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增速均出现下降ꎬ
其中美国 ＧＤＰ 增速下降了 ０.８４％ꎬ在八个情形中ꎬ
情形七是美国的最差解ꎮ 在情形八下ꎬ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四国、美国的

ＧＤＰ 增速均出现上升ꎬ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增速则出

现下降ꎬ本方案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优解ꎬ对于美国

来说是次优解ꎮ
综上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是 ＣＰＴＰＰ 协议

生效的最大受益者ꎬ不论 ＲＣＥＰ 是否成立ꎬ也不论

中美是否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上述三国的 ＧＤＰ 增长都会

受益于 ＣＰＴＰＰꎻ东盟四国除了方案四外ꎬ其 ＧＤＰ
增长也都会受益于 ＣＰＴＰＰꎬ这可以解释为何上述

七个国家热衷于加入 ＣＰＴＰＰꎻ在 ＣＰＴＰＰ 已经成立

的情况下ꎬ中国和美国只有同时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才能

最大限度地促进双方经济的增长ꎬ增加贸易壁垒ꎬ
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ꎮ

表 ４　 八种情形下各类别国家 ＧＤＰ 变动情况

项目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情形六 情形七 情形八

中国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６６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７４

日本 ０.５９ ０.７１ ３.４０ ２.６７ ３.８４ ４.１２ ３.８５ ３.１１

加拿大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７５ －０.３１ －０.６０ －０.２２ －０.９５

韩国 －０.１０ －０.１７ －１.２１ －２.３６ １.３７ １.５０ １.２２ ０.２２

澳大利亚 ０.６０ ０.４７ ０.８８ ０.２６ １.５９ １.５５ １.６３ ０.９８

新西兰 ０.８３ ０.８２ ０.８６ ０.５３ １.０４ ０.８３ １.１１ ０.７３

印度 －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４４ －０.９３ －０.５６ －０.６１ －０.８７ －１.３６

智利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３７ －１.００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８１ －１.４４

ＣＰＴＰＰ 东盟四国 ０.１８ ０.４４ ０.１６ －０.３２ ０.８９ ０.４８ ０.８７ ０.３７

其他东盟国家 －０.１７ －０.３２ －０.９２ －１.８４ －０.３３ －１.１０ ０.２０ －０.７４

墨西哥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１０ －０.６５ －０.４５ －０.６１ －０.３０ －０.８６

秘鲁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４５ －０.９７ －０.４５ －０.６０ －０.６８ －１.２０

美国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７４ －０.５６ －０.８４ ０.２２

欧盟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３４ －０.７５ －０.５３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９５

其他国家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３５ －０.８３ －０.６４ －０.７１ －０.６６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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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各类别国家总福利变动分析

在情形一下ꎬＣＰＴＰＰ 各国的总福利均出现了

正向变动ꎬ其中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总福利增加最

多ꎬ非 ＣＰＴＰＰ 各国的总福利均出现了负向变动ꎬ其
中美国和中国的总福利减少最多ꎬ 这说明在

ＣＰＴＰＰ 成立的情况下ꎬ中美若不采取对策ꎬ双方的

总福利都会受损ꎮ 在情形二下ꎬ 若美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则包括美国在内的 ＣＰＴＰＰ 成员国的福利

均会出现正向变动ꎬ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福利均会受到负面影响ꎬ情形二是中国的最差解ꎮ
在情形三下ꎬ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而美国不加入 ＣＰＴ￣
ＰＰꎬ中国的总福利有所增加ꎬ此外ꎬＣＰＴＰＰ 现有成

员国的总福利也都有所上升ꎬ以美国为代表的其

他国家的总福利有所下降ꎮ 在情形四下ꎬ中国和

美国均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在这种情况下ꎬ中国和美国的

总福利均有所增长ꎬ非 ＣＰＴＰＰ 国家的总福利有所

下降ꎬＣＰＴＰＰ 国家之中ꎬ加拿大、智利的总福利有

所下降ꎬ中国和美国的加入对其总福利造成了一

定的冲击ꎮ 在情形五下ꎬＲＣＥＰ 的成立使得中国的

总福利有所增加ꎬ其他 ＲＣＥＰ 国家的福利也有所增

加ꎬ除智利外的 ＣＰＴＰＰ 国家福利增加ꎬ但以美国为

代表的其他国家总福利受损ꎮ 在情形六下ꎬ中国

福利增加ꎬ除其他东盟国家外的其他 ＲＣＥＰ 国家总

福利增加ꎬＣＰＴＰＰ 国家之中ꎬ日本、加拿大、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四国、秘鲁的总福利增加ꎬ
其他国家的总福利减少ꎬ美国的总福利有所减少ꎮ
在情形七下ꎬ以中国为代表的 ＲＣＥＰ 国家总福利增

加ꎬ除智利之外的 ＣＰＴＰＰ 国家总福利也出现增加ꎬ
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总福利减少ꎮ 在情形

八条件下ꎬ中国的总福利增加的最多ꎬ美国的总福

利也出现了大额增长ꎬ加拿大、智利、其他东盟国

家、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福利则出现了下降ꎮ
综上ꎬ日本是 ＣＰＴＰＰ 成立的最大受益者ꎬ不论

中美如何决策ꎬ日本都会从 ＣＰＴＰＰ 中受益ꎮ 情形

四是中国的最优情形ꎬ也是美国的次优情形ꎬ方案

八是中国的次优情形ꎬ是美国的最优情形ꎬ这说明

不论 ＲＣＥＰ 是否成立ꎬ从总福利的角度考虑ꎬ中美

同时加入 ＣＰＴＰＰ 是对双方最有利的选择ꎮ
表 ５　 八种情形下各类别国家总福利变动情况

项目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情形六 情形七 情形八

中国 －１７６５.７１ －３３８８.９７ ６４２９.８８ ４００４１.３０ ４８４３.４３ ４３７２.３７ ７４５６.９３ ４０９９４.７０

日本 ５１１４.３７ ７５９２.４０ ２６５３５.７７ ２４０１４.５６ ３００３９.４５ ３３１２５.８８ ２９８９０.７２ ２７３５０.９９

加拿大 １００１.５２ １０７４.８６ １７０１.５６ －４６２.６３ ５９６.７４ ３３８.７９ １５０５.５３ －６６１.５４

韩国 －３６４.８４ －６０５.５３ －３８８６.２２ －７０４０.３４ ７１６８.０７ ７４３６.１６ ６７４７.２６ ３９５７.９０

澳大利亚 １５８０.２４ １４０７.７９ ２３７３.８５ １５８５.６３ ４０８８.４５ ４０９７.４９ ３８８９.６８ ３２６１.８９

新西兰 ２９８.２４ ３０２.３９ ３５２.９０ ３２７.０２ ４１１.８６ ３９８.３１ ４１８.５０ ３８６.０９

印度 －１９１.６８ －３６８.９４ －７３６.０７ －１６３５.１９ ２５１８.８１ ２６００.０１ ５２６０.４１ ４３６０.９３

智利 １２６.１８ １１２.０４ ４５.３８ －２００.１４ －２２３.３４ －２３１.８８ －１５６.３６ －４０４.９４

ＣＰＴＰＰ 东盟四国 １０９８.１４ １９５８.４８ １８６６.２４ １５３６.６８ ４１０２.５２ ３４６２.３９ ３９７０.０２ ３６１９.９７

其他东盟国家 －５３４.０１ －８７７.４２ －２５６２.０６ －４１３９.７３ ２１５.６９ －２１１.１２ １４３３.７４ －１７１.１１

墨西哥 ６２６.７３ ２３６.９６ １５８７.９６ １９４.８６ １４０.００ －３０９.４３ １２９８.３２ －１０４.９８

秘鲁 １８.２１ ２６.７８ ３４.８０ ３２.７０ ９.４０ １７.１０ ３０.１０ ２７.９３

美国 －２６９１.１６ １３５４.１５ －８９５９.８５ ２０６６４.６５ －１０９１３.１９ －５７９２.００ －１３１１７.８３ １６４５８.４２

欧盟 －９７５.７９ －２０３３.７７ －４７７７.３４ －１１５５２.７５ －７７９０.２１ －７８９６.４０ －７８０６.９８ －１４６４１.２２

其他国家 －２９８.２９ －１３７７.７３ －３１７４.７８ －９６２２.３２ －８３３２.９０ －９４３４.８８ －８６８６.２５ －１５２１１.２３

　 　 ３.各类别国家进口变动分析

在情形一下ꎬＣＰＴＰＰ 各成员国的进出口均会

出现增长ꎬ以中美为代表的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则

会出现下降ꎬ其中中国的进口下降了 ０.１５％ꎬ出口

下降了 ０.１３％ꎬ美国的进口下降了 ０.２６％ꎬ出口下

降了０.１６％ꎬ这说明 ＣＰＴＰＰ 的成立促进了各成员

国对外贸易的增长ꎬ但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外贸增

长ꎮ 在情形二下ꎬＣＰＴＰＰ 各国的进出口均会出现

增长ꎬ美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使得其进口增长了 ０.３６％ꎬ
出口增长了 ０.５８％ꎬ中国的进口下降了 ０.２６％ꎬ出
口下降了０.２４％ꎬ其他国家的进出口也都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降ꎮ 在情形三下ꎬ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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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进口增长了 ３. ５５％ꎬ 出口增长了 ２. ４８％ꎬ
ＣＰＴＰＰ 各国的进出口均出现增长ꎬ以美国为代表

的其他国家进出口出现了下降ꎬ其中美国的进口

下降了 １.０４％ꎬ出口下降了 ０.６４％ꎮ 在情形四下ꎬ
除智利外的 ＣＰＴＰＰ 各国进出口均有所增长ꎬ因加

入 ＣＰＴＰＰꎬ中美的进出口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ꎬ其中中国的进口增长了３.５５％ꎬ出口增长了 ４.
１７％ꎬ美国的进口增长了 ２.８７％ꎬ出口增长了 ３.
７０％ꎮ 在情形五下ꎬＲＣＥＰ 成员国的进出口均出现

了增长ꎬ其中中国进口增长了 ４.８１％ꎬ出口增长了

３.３７％ꎬ除加拿大和智利外的 ＣＰＴＰＰ 国家的进出

口也均出现了增长ꎬ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

进出口出现了下降ꎬ说明 ＲＣＥＰ 的成立不仅会对其

他国家的进出口造成冲击ꎬ也会冲击 ＣＰＴＰＰ 内的

部分国家ꎮ 在情形六下ꎬ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

ＲＣＥＰ 国家的进出口均出现增长ꎬ美国虽然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但其进出口依然出现了一定的下降ꎬ除智

利外的 ＣＰＴＰＰ 各国的进出口均出现了增长ꎮ 在情

形七下ꎬＲＣＥＰ 国家的进出口均出现增长ꎬ除智利

外的 ＣＰＴＰＰ 各国的进出口也出现了增长ꎬ美国的

进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ꎮ 在情形八下ꎬ
ＲＣＥＰ 谈判成功ꎬ中美加入 ＣＰＴＰＰ 使得除智利外

所有的 ＲＣＥＰ 和 ＣＰＴＰＰ 国家的进出口均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ꎬ其中中国的进口增加了 ６.９７％ꎬ出
口增加了 ５.４０％ꎬ美国的进口增加了 ２.３１％ꎬ出口

增加了 ３.３５％ꎮ
综上ꎬ 不论 ＲＣＥＰ 谈判是否成功ꎬ 中美在

ＣＰＴＰＰ 中的对外贸易利益是一致的ꎬ即双方均选

择加入 ＣＰＴＰＰ 是最优的选择ꎬ而不论中美如何决

策ꎬ除智利之外的 ＣＰＴＰＰ 国家均会从 ＣＰＴＰＰ 中收

益ꎬＲＣＥＰ 的成立会使所有的 ＲＣＥＰ 国家进出口受

益ꎬ但除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国家外的其他国家的进

出口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ꎮ

表 ６　 八种情形下各类别国家进口变动情况

项目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情形六 情形七 情形八

中国 －０.１５ －０.２６ ３.５５ ５.２９ ４.８１ ４.４１ ５.２３ ６.９７

日本 １.４１ ２.２６ ７.５１ ６.９４ ８.５０ ９.３７ ８.４８ ７.９１

加拿大 ０.３２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３８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４７ ０.１６

韩国 －０.１２ －０.１９ －１.７０ －３.２９ ５.２３ ５.０８ ５.０９ ３.６２

澳大利亚 ２.１６ ２.１０ ３.７２ ２.９０ ５.４８ ５.４７ ５.２２ ４.６３

新西兰 １.９５ ２.３４ ２.７２ ２.６９ ３.２１ ２.９１ ３.１４ ３.１９

印度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５４ －１.２２ ３.８０ ３.７４ ４.８１ ４.１３

智利 ０.５３ ０.５６ ０.２０ －０.６５ －０.７０ －０.５９ －０.３２ －１.１８

ＣＰＴＰＰ 东盟四国 ０.９５ １.６４ ２.２９ １.８９ ３.７５ ３.３７ ３.７３ ３.３２

其他东盟国家 －０.２０ －０.３２ －１.２８ －２.６１ ４.６３ １.３６ ５.１７ ３.８３

墨西哥 ０.５７ ０.５４ １.２１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０８ １.０３ ０.２７

秘鲁 ０.７５ １.５７ １.４３ １.８６ ０.１６ １.００ １.１７ １.６１

美国 －０.２６ ０.３６ －１.０４ ２.８７ －１.４０ －０.６９ －１.５９ ２.３１

欧盟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４０ －０.９０ －０.６７ －０.７１ －０.６７ －１.１８

其他国家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４７ －１.１３ －０.８９ －０.９７ －０.９２ －１.５８

表 ７　 八种情形下各类别国家出口变动情况

项目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情形六 情形七 情形八

中国 －０.１３ －０.２４ ２.４８ ４.１７ ３.３７ ３.１２ ３.７２ ５.４０

日本 ０.８８ １.５０ ４.４０ ４.３０ ５.１５ ５.６８ ５.１４ ５.０４

加拿大 ０.２１ ０.７１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０４ ０.４９ ０.３８ ０.４５

韩国 －０.０６ －０.０９ －１.２０ －２.４０ ３.５５ ３.５０ ３.４５ ２.３３

澳大利亚 １.３６ １.３７ ２.６３ ２.０９ ４.０８ ４.１２ ３.９５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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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情形六 情形七 情形八

新西兰 １.４５ １.７５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７１ ２.２１ ２.６７ ２.７１

印度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３９ －０.９５ ４.４７ ４.４５ ５.６４ ５.０８

智利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５７ －０.４３ －１.１０

ＣＰＴＰＰ 东盟四国 ０.５８ １.１０ １.３６ ０.９６ ２.４８ ２.１５ ２.４６ ２.０６

其他东盟国家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９１ －１.９６ ３.１１ ０.６０ ３.５９ ２.５３

墨西哥 ０.３４ ０.３９ ０.６６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５８ ０.２４

秘鲁 ０.５０ ０.９９ ０.８６ １.１４ ０.０５ ０.５５ ０.６６ ０.９４

美国 －０.１６ ０.５８ －０.６４ ３.７０ －０.８０ －０.０１ －０.９９ ３.３５

欧盟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５９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７８

其他国家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７６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６２ －１.０９

　 　 ４.中国各产业变动分析

随着 ＣＰＴＰＰ 的成立ꎬ中国的粮食种植业会受

到一定的冲击ꎬ美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会对中国的粮食

种植业造成更大的冲击ꎬ但一旦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是

ＲＣＥＰ 谈判成功ꎬ中国的粮食种植业便会出现一定

幅度的增长ꎮ 中国的畜牧养殖及肉类会受到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的冲击ꎬ在八种情形下产值全部

出现下降ꎮ 加入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同时也会使得中

国丧失在挖掘采掘产业的比较优势ꎬ该产业的产

值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ꎮ ＣＰＴＰＰ 的成立会对

中国的食品加工业造成一定的冲击ꎬ但若是中国

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 ＲＣＥＰ 则会促进食品加工业的增

长ꎮ 纺织产业和轻工业也会受到 ＣＰＴＰＰ 的冲击ꎬ
但中国在纺织产业和轻工业具有较大的比较优

势ꎬ一旦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是 ＲＣＥＰꎬ则中国的纺织产

业的增速则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ꎮ ＣＰＴＰＰ 的成

立会使中国的重工业收益ꎬ其增速会有所提升ꎬ若

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 ＲＣＥＰꎬ则中国的重工业会受

到较大的冲击ꎬ增速会有所下降ꎮ ＣＰＴＰＰ 的成立

会对中国的基建行业造成冲击ꎬ但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

ＲＣＥＰ 则会发挥中国在基建行业的比较优势ꎬ其增

速提升较大ꎮ 因各国的通信行业均具有较强的排

他性ꎬ在八种情形下ꎬ通信行业增速的变动均较

小ꎮ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的成立会对中国的其他服务

业造成较大的冲击ꎬ只有在中美同时加入 ＣＰＴＰＰ
的情形四和情形八之下ꎬ中国的其他服务业增速

会有所提升ꎮ 可见ꎬ加入 ＣＰＴＰＰ 或 ＲＣＥＰ 可以进

一步扩大食品加工、纺织产业、轻工业、基建行业

的比较优势ꎬ但重工业、畜牧养殖及肉类、挖掘采

掘产业则会受到一定的冲击ꎬ 中国同时加入

ＣＰＴＰＰ 则有利于中国以金融、保险、商业服务为代

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ꎬ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ꎬ这也是美国拒绝加入 ＣＰＴＰＰ 并阻碍

ＲＣＥＰ 谈判的主要原因ꎮ
表 ８　 中国各产业变动分析

项目 情形一 情形二 情形三 情形四 情形五 情形六 情形七 情形八

粮食种植产业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４９ ０.１６ ０.９７ １.０４ ０.９４ ０.６１

畜牧养殖及肉类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６１ －０.５２ －０.６６ －０.７５ －０.６８ －０.５９

挖掘采掘产业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２９ －０.８２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３９ －０.９２

食品加工业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３２ ０.３７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４４ ０.４９

纺织产业 －０.１２ －０.１３ ３.１１ ６.１３ １.７８ １.６８ ２.６８ ５.７１

轻工业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７０ ２.０２ ０.５７ ０.５１ ０.６９ ２.００

重工业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８２ －２.３２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８０ －２.３０

基建行业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４４ ０.９３ ０.５０ ０.４４ ０.５６ １.０６

运输通信行业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其他服务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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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ＣＰＴＰＰ 正式生效和中国正在进行的

ＲＣＥＰ 谈判为背景ꎬ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八种情形下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总福利、贸易和产业数

据的变动情况进行测算ꎬ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与

建议:
第一ꎬＣＰＴＴＰ 的成立对其各成员国的经济发

展、总福利、对外贸易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ꎬ其中

日本是 ＣＰＴＰＰ 成立的最大受益者ꎬ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四个东盟国家也会从中受益ꎬ其他 ＣＰＴＰＰ 国

家能否受益取决于中美的决策ꎬ这也就解释了为

何上述七个国家在美国退出 ＴＰＰ 之后继续推进

ＣＰＴＰＰ 谈判ꎮ ＣＰＴＰＰ 的成立对中美的经济发展、
总福利、对外贸易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ꎮ

第二ꎬＲＣＥＰ 的成立会对其各成员国的经济发

展、社会福利、对外贸易产生正向影响ꎬ中国也会

从中受益ꎬ但无法抵消 ＣＰＴＰＰ 带来的负面影响ꎬ日
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受益更

大ꎬ印度和其他东盟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关税ꎬ取得

廉价的商品ꎬ进而提升社会福利ꎬ但其自身的经济

发展却会受到负面影响ꎮ 因而ꎬ中国应当积极推

进 ＲＣＥＰ 谈判ꎬ并尽量争取获得较为有利的谈判

条款ꎮ
第三ꎬ中美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并不存在绝对冲突ꎬ二者的最优和次优方案是重

合的ꎬ不论 ＲＣＥＰ 是否成立ꎬ中美两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都是对双方最有利的选择ꎮ 因而ꎬ中国在未来应

当抓住时机ꎬ加入 ＣＰＴＰＰꎬ美国也有充分的动机重

返 ＣＰＴＰＰꎮ
第四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ꎬ加入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有利于提升食品加工业、纺织业、轻工业、基
建业等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竞争力ꎬ其他服

务业也会有所收益ꎬ但畜牧养殖及肉类、挖掘采掘

产业和重工业则会受到较大的冲击ꎬ这说明区域

经济一体化将会使区域分工进一步细化ꎬ各国的

优势产业将会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ꎬ而弱势产业

的劣势也会被进一步放大ꎬ在进行区域经济一体

化谈判时ꎬ要注重保护弱势产业ꎬ在实现经济发

展、福利增加、对外贸易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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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李 星 辰　 赵 奇 钊

(吉首大学商学院ꎬ 湖南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ꎬ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ꎬ而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

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ꎮ 在此背景下ꎬ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式发展模式成为后现代农业经

济发展的基础走向ꎮ 面对当前抑制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等问题ꎬ我国应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ꎬ以低碳经济

发展为核心ꎬ坚持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协调ꎬ搭建低碳生产结构ꎬ推行低碳技术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ꎮ
[关键词] 　 低碳经济ꎻ　 农业发展模式ꎻ　 循环农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７２－０５

　 　 «左传»有云:“事以厚生ꎬ生民之道”ꎬ其中生

民正是民生ꎬ一切社会活动都要以民生为归宿点ꎬ
而民生之根本正是在于农业ꎮ 民乃国之根ꎬ农乃

国之本ꎬ农业乃国家发展之基础ꎬ关乎国际民生ꎮ
然而长期以来以化肥、农药等化石能源为支撑的

现代农业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ꎬ农药残留、
二氧化碳超高排放问题ꎬ大量化石能源被消耗等

问题愈益严重ꎬ农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等
严重威胁生态环境ꎬ这种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

式已然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趋向ꎮ 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精辟论断ꎬ放诸农业发展上ꎬ就要切实推行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之策ꎬ遵循自然规律ꎬ基于生态发

展ꎬ确保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永

续性发展协调统一[１]ꎮ 而低碳经济正是围绕“低
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ꎬ是实

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必然之径ꎮ 发展低碳经

济的本质就是在于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ꎬ减少环

境污染ꎬ优化能源资源结构ꎻ而低碳农业则是绿

色、生态、有机的循环经济、脱石油经济及后现代

经济ꎮ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ꎬ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模式ꎬ走低碳

化之路ꎬ建设美丽农村ꎬ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有效之径ꎮ
一、何谓“低碳经济”“低碳农业”
低碳经济是环保理念日益深化的今天出现的

新型社会发展形态ꎬ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

主要特征ꎬ以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ꎬ以技术、工艺、
制度等的创新为手段的新型发展形态[２]ꎮ 低碳经

济是以降低碳排放量为要务ꎬ提高能源利用率为

核心ꎬ优化能源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形式ꎬ
旨在降耗减排的基础上ꎬ实现经济环保ꎬ实现低碳

环保式发展ꎬ这种方式极具绿色化、生态化与环保

化特色ꎬ与当前的低碳环保理念极为契合ꎮ
在此背景下ꎬ我国农业经济要想实现长足持

续发展ꎬ应秉持科学的低碳发展理念ꎬ加大基础创

新与应用ꎬ摆脱对农药、化肥等化石能源的消耗ꎬ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ꎬ确保农业生产实现节能降耗ꎬ
优化产业结构ꎬ构建绿色环保型、节能低碳型农业

发展体系ꎮ 现如今ꎬ我国正在从农业大国向农业

强国迈进ꎬ在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上应将现代化低

碳经济理念融入其中ꎬ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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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的双向驱动ꎮ
二、低碳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模

式的必要性

农业经济是推动国计民生之根本ꎮ 但是ꎬ伴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ꎬ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ꎬ资
源的使用更为频繁、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ꎬ人们生

存环境受到极大威胁ꎮ 在此背景下ꎬ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于 １９８７ 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

出可持续发展理念ꎬ提出社会的发展既要满足当

代人需求ꎬ更不能危害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ꎬ即
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满足现代人的需求ꎮ 这一

理念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ꎮ 而农

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们、社会发展的基础ꎬ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之根本ꎮ 国际粮农组织

于 １９９１ 年曾明文指出为未来农业应向着保障供

给、保护环境、保证增长三方向演进ꎬ走向低碳化、
生态化、现代化之路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开发与发展的春风吹遍大江

南ꎬ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ꎬ随之推动了农

业现代化发展进程ꎬ农业发展规模不断状大ꎬ质与

量不断优化与改善ꎬ但是必须承认ꎬ在过去的几十

年ꎬ农业发展一味寻快ꎬ而忽视了对土地、环境的

保护ꎬ水土流失、水体、土壤污染等问题愈发严重ꎬ
由此也限制了农业科技的推广进程ꎬ以环境的污

染、资源的破坏换取的农业表面化的繁荣注定难

以长久ꎬ这严重背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导向ꎮ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ꎬ农业经济的科学化发展之路

应在追求生态效益的基础上ꎬ实现对环境的保护ꎬ
对社会经济的推动ꎬ对社会供给的充分保障ꎮ

在过去ꎬ基于农药、化肥等化石能源上的农业

经济发展模式ꎬ以大量农药化肥的应用换取农产

品的高产ꎬ尽管保证了眼下的农产品供给ꎬ满足了

现阶段社会与农产品的需求ꎬ但长此以往ꎬ对土

壤、水环境的破坏将会越来越严重ꎬ进而引发食品

安全问题ꎬ危及人们的生存健康ꎮ 我国近年来在

农业经济发展上的主要问题在于:化肥、农业的使

用导致水体、土壤污染愈发严重ꎬ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仍有待完善ꎬ农业科技普及率、农业生产效率不

高ꎬ这样长期发展下去ꎬ只会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

足ꎮ 低碳经济时代下ꎬ农业发展应秉承可持续发

展理念ꎬ应用低碳化农业生产技术ꎬ推动农业产业

升级ꎬ以低碳化助力农业现代化ꎬ为农业经济提供

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ꎬ实现健康、持续、高效发展ꎮ

三、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ꎬ城市企业逐渐迁移

至农村ꎬ同时也将工业“三废”排放至农村ꎬ农村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ꎬ土壤中铅、铬、砷等重金属含量

升高ꎬ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健康性与安全性ꎬ由此

阻碍了农业经济的有序发展ꎮ 此外ꎬ农民文化水

平不高ꎬ为获取更高农作物产量ꎬ不顾绿色环保政

策要求ꎬ盲目过度使用农药、化肥ꎬ导致农村土壤

环境、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ꎬ土壤、水出现富营养

化现象ꎬ农作物产量不断降低ꎬ农业持续发展受到

严重威胁ꎮ

２.农业生产率较低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者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

民ꎬ他们在生产经营上缺乏现代化理念ꎬ仍然沿袭

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ꎬ一味埋头苦干ꎬ不擅于应

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策略.城市化的深入

发展ꎬ使得农村青壮年与农村大学生纷纷进驻城

市谋求发展ꎬ农村中留守下的往往是妇女、儿童和

老人ꎬ但此类群体文化程度低、思想保守ꎬ不喜于

接受新鲜事物与农业技术ꎬ现代农业技术难以在

农村广泛推广与普及应用ꎬ新型农业技术难以在

广大农村腹地推广开来ꎬ现代化机械推广使用范

围及使用效率有限ꎬ导致农业整体生产效率不高ꎮ

３.农业科技含量不高

农村地区远离于现代化都市ꎬ农户知识水平

有限ꎬ传统的农业生产思想根深蒂固ꎬ一心专注于

自己的几亩耕地ꎬ对新型农业科技关注度不高ꎬ获
取新型农业知识与农业技术的渠道有限ꎬ始终沿

袭传统工艺开展农作物的耕作与生产ꎬ新型农业

科技成果在农村的转化率较低ꎮ 较之发达国家ꎬ
我国科技成果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低

３０％ꎮ 在科技成果的推广上ꎬ尽管在农业科技成果

的研发力度上不断加大ꎬ年产出达 ６０００ 余项ꎬ但投

诸实际应用的却不足三分之一ꎮ

四、低碳经济时代农业经济转变的方向

１.循环农业经济

我国人口众多ꎬ土地资源有限ꎬ并且在环境污

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ꎬ可耕地越来越少ꎬ人地矛盾

日益突出ꎻ同时ꎬ农业用水过度浪费ꎬ农业灌溉用

水利用效率较低ꎬ农业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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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了农业生产效率ꎬ同时给资源、环境造成较大

压力ꎮ 为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持续满足不

断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ꎬ应转变传统的粗放型农

业发展方式ꎬ而循环农业经济则为农业发展方式

的转变提供了契机ꎮ 循环农业经济是在农业生产

系统中借助物质多层利用及循环再生技术ꎬ提高

资源利用率ꎬ同时产生较少废弃物的新型农业生

产方式ꎬ
多种农业资源的反复、多项流动ꎬ既能达到节

能减排之效ꎬ又能实现增收创益ꎮ 循环农业的推

行有助于协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ꎬ
以高效的能源利用ꎬ实现低投入高效益ꎬ低消耗高

产出ꎬ实现农业经济的节能型增长ꎮ 循环农业经

济基于减量化、再利用、适量化原则ꎬ确保节能、节
水、节地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实现资源的再生回

收利用、高效节能利用ꎬ构建起低成本、低能耗、低
排放的“资源———产品———废物循环利用”的农业

生产循环模式ꎬ确保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发

展有机协调ꎮ 循环农业经济的根本正是在于以低

消耗、低排放实现高产出、高收益ꎬ应对人地矛盾

等资源环境问题ꎬ将农业经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

内涵式扩展ꎬ从传统粗放型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向

低碳节能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化ꎮ

２.生态农业经济

低碳经济时代既倡导节能ꎬ也强调生态环保ꎬ
因此ꎬ生态农业经济是低碳经济时代下农业经济

发展的新型方式ꎮ 生态农业经济旨在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ꎬ降低资源、能源损耗率ꎬ这就需要对资源

的充分利用ꎬ减少资源浪费与污染排放ꎬ在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ꎬ提高农业收益ꎮ 合理利用

农业资源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ꎬ借助现代化农

业技术ꎬ提高资源利用率ꎬ优化农业生产环境ꎬ为
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ꎮ 在生态农业的

发展上ꎬ应切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ꎬ科学评估农业

资源ꎬ因地制宜ꎬ甄选与地域环境相契合的生态发

展路线ꎬ对于滥用农药、化肥等不合理农业生产行

为基于相应惩罚ꎬ以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ꎬ引导

农民实施绿色生态化生产方式ꎬ在提高农业生产

经济的同时ꎬ生产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ꎮ 减少因

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业污染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ꎬ
避免土壤沙化ꎬ减少洪涝灾害ꎮ 以绿色生态农产

品提高农业经济收益ꎬ打破国际贸易壁垒ꎬ提升我

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业舞台上的竞争优势ꎬ实现农

业经济的多向增长ꎮ

３.后现代农业经济

现代农业的发展虽然解决了现阶段人类的温

饱问题ꎬ但没有顾及土壤盐渍化、被侵蚀化等问

题ꎬ出现了诸多资源、环境问题ꎬ农业的产品纯粹

依靠资源的损耗与环境的破坏ꎬ故此而失彼的现

代农业经济难以持续发展[３]ꎮ 而后现代农业讲究

农业与土地同步发展ꎬ注重创建持续性发展的健

康农业ꎬ这种农业模式具有生态性、可再生性、持
续性、和谐性、多元性ꎬ强调应用先进技术ꎬ保障农

产业产出与品质ꎬ实现多功能发展ꎮ 提高农业产

出的有效途径有二:其一ꎬ增加投入ꎻ其二ꎬ提高效

率ꎮ 在增加投入上ꎬ需要顾及环境承受力与资源

供应量ꎮ 在我国ꎬ则注重从提高效率上着手减少

资源投入ꎬ提高资源利用率ꎬ以有限的资源获取更

大的产出ꎬ弱化对资源的依赖ꎮ 在资源短缺、生态

环境严重污染的今天ꎬ对于仍处于现代农业之中

的中国农业ꎬ可借助现代化互联网技术实现跨越

式发展ꎬ在后现代化中打造农业＋互联网模式ꎬ打
造“精准农业”ꎬ利用互联网实现农民与消费者的

精准对接ꎬ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与产出模式ꎬ铸就

智能化农业生产ꎮ 依靠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方式ꎬ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ꎬ有效提高农

业生产经营效率ꎬ以现代科技推动农业经济的持

续健康发展ꎮ

４.有机农业经济

低碳经济时代ꎬ农业发展围绕生态的改善、环
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而行ꎬ而这些正是发展有机

农业的主旨所在[４]ꎮ 有机农业指在农业生产中少

用甚至不用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化石能源ꎬ
以有机肥满足农产品生长需求ꎬ发展原生态农业ꎬ
减少农药、化肥对土壤与水环境的污染与耗损ꎬ以
有机方式推动农业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双向真正增

长ꎬ保障土壤资源与水资源为农业发展提供永续

动力ꎮ 在有机农业经济的发展上ꎬ可以从以下两

方面着手:其一ꎬ提高有机肥使用率ꎬ由此保护水

土资源的健康ꎬ同时产出更加安全健康的有机农

产品ꎬ满足现代人对有机绿色食品的需求ꎻ其二ꎬ
减少或杜绝秸秆焚烧ꎬ减少对环境的污染ꎬ优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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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环境ꎬ将秸秆制成沼气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ꎻ其
三ꎬ在病虫害的防治上ꎬ循环运用有机物ꎬ采用科

学的轮作与养护防治方法对抗病虫害ꎬ减少农药

使用量ꎮ 利用无害化肥ꎬ优化农业生产环境ꎬ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ꎮ

５.农村旅游业

农业经济结构应该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ꎬ作
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应是其发展首选ꎮ 农村旅游

业可依托农村卓越的天然环境ꎬ以较小的环境破

坏度ꎬ较少的能源需求度进行大力推广ꎬ以多元化

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农业低碳经济的永续发

展ꎮ 同时ꎬ打破传统固定的农业发展模式ꎬ利用农

村天然环境获取经济收益ꎬ在不损耗资源、不破坏

环境的基础上丰富农业经济发展结构ꎬ是低碳经

济时代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５]ꎮ 发展休闲

农业观光旅游是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的有效之

径ꎬ既可以满足现代人对自然的向往ꎬ又可以农村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的前进ꎮ 旅游业与农

业的有机集合ꎬ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体现ꎬ有
利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ꎬ为农民增收创益ꎬ拓展

农业就业渠道ꎮ

　 　 五、低碳经济时代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之径

１.建构低碳能源结构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ꎬ对石油、天然气

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ꎬ资源耗损问

题突出ꎬ因此ꎬ大力开发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
能、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资源是当前解决资源能源

危机的必然之选[６]ꎮ 农村低碳经济发展同样需要

从优化能源结构出发ꎬ改变农村能源利用上单纯

依靠秸秆燃烧的传统模式ꎬ这种模式下能源转化

率仅为 １０％－１５％ꎬ转化率过低ꎬ且污染环境ꎮ 对

此ꎬ可从能源利用结构上改变这一现状ꎬ如借鉴辽

宁省沼气“四位一体”的能源开发利用项目ꎬ这种

能源利用模式充分体现了低碳、环保、循环理念ꎬ
其模式见图 １ꎮ

图 １ 的能源结构主要指在同一土地上开发种

植业、养殖业ꎬ同时进行沼气与积肥处理ꎬ由此对

种植业和养殖业产出资源进行循环利用ꎬ这种能

源循环利用干净环保ꎬ不仅可实现资源的高效利

用ꎬ创造收益ꎬ更可减少农业产出对环境的污染ꎬ

图 １　 “四位一体”能源结构示意图

一举两得ꎮ 相关报道显示ꎬ辽宁省应用此模式以

来ꎬ每户年产沼气 ３５０ｍ３ꎬ沼肥 １８ｍ３ꎬ蔬菜产出

１０００ｋｇꎬ生猪 １０ － １５ 头ꎬ由此给农户带来净增收

８０００ 元左右ꎮ

２.推行低碳环保成本内在化

农业生产低碳化的发展需立足于时下农业经

济发展现状ꎮ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ꎬ现代社会

对农产品的需求更为多样化ꎬ传统初加工农业模

式已然不适于现代市场需求ꎮ 为保证农业生产的

高效化ꎬ农业经济发展的稳定化、低碳化与持续

化ꎬ现代农业经济应该朝着低碳环保成本内在化

方向发展ꎬ这也是推动农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存的有效之径ꎮ 基于此ꎬ政府应在对市场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ꎬ加大对农业经济低碳化

发展的微观调控ꎬ基于农业发展现状ꎬ优化农业资

源配置ꎬ着力发展高科技、绿色化、低碳化农业ꎮ
要达到目的ꎬ确保低碳环保成本内在化是关键环

节ꎮ 譬如ꎬ采取征收农业低碳环保税的措施ꎬ以此

对农业生产行为进行约束ꎬ将低碳生产归诸农业

生产内在发展之中ꎬ将低碳环保的意识、行为内融

于农业生产之中ꎬ借助市场这一有力杠杆ꎬ实现对

农业生产行为的有力调控ꎬ制约农业生产中的破

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ꎬ从农业生产的内在取向

制约农业生产外在行为ꎮ

３.推广低碳技术

低碳技术主要是对低碳能源、清洁能源、可再

生资源等的创新技术ꎬ可归纳为以下三类:其一ꎬ
无碳技术ꎬ如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等技术ꎬ
此类属于可再生能源技术ꎬ扩充了能源储备ꎬ为农

业生产提供了更多可利用能源ꎻ其二ꎬ减碳技术ꎬ
主要针对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领域开发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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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技术ꎻ其三ꎬ去碳技术ꎬ二氧化碳捕捉与埋存

技术ꎮ 开发农业低碳技术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ꎬ引导、帮助农民推行应用沼气技术ꎬ利用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农业生产ꎬ减少对不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ꎻ第二ꎬ生活垃圾、牲畜排泄物

等农村“三废”进行无害化处理ꎬ实现污染物低排

放ꎬ甚至零排放ꎮ 第三ꎬ开发实施高科技灌溉技

术ꎬ推动循环农业的发展ꎬ节约农业用水ꎮ 第四ꎬ
减少化肥用量ꎬ推广使用有机肥ꎬ应用无害化农

药ꎬ减少污染ꎬ产得绿色、无公害化农产品ꎮ 第五ꎬ
加大对农民低碳理念的教育ꎬ加大低碳农业技术

培训ꎬ促使农民更有效地应用现代低碳技术发展

绿色、生态、有机的后现代农业[７]ꎮ

４.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力度

在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上ꎬ人是重要的生产

要素之一ꎬ更是实施低碳农业的组织者与落实者ꎬ
低碳农业发展的效果依赖于农民的低碳意识、生
产理念与生产技术等ꎬ对此ꎬ需要从加强对农民的

教育入手ꎬ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思想武装农民头

脑ꎬ以科技化的生产技术提升农民农业生产技术ꎬ
加强文化与科技教育ꎬ培养文化素质与科学素养

兼具的新农民ꎮ 对于文化水平不高、难以快速提

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农民ꎬ可先培养出文化素质与

科学素质较高的带头人ꎬ有带头人带领全村农村

开展科技化、低碳化农业生产ꎬ实现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ꎬ依靠科技力量引动农业生产发展新热潮ꎮ
在农民教育上ꎬ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ꎬ完善农业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ꎬ例如ꎬ创建农村图书馆、计算机

技术培训部ꎬ专项农业技能培训中心ꎬ切实提高农

民科学文化素养ꎮ 加强对农民科学技术应用技能

的现实指导ꎬ引导农民利用科学技术开展低碳农

业生产ꎮ

５.切实落实惠农政策

第一ꎬ政府应加大农业生产倾斜扶持力度ꎬ落
实惠农政策ꎬ引导农民发展机械化农业ꎬ带领农民

进行农产品加工ꎬ提升农产品附加值ꎬ帮助农民拓

宽农产品销售渠道ꎬ发展互联网销售ꎬ扩大农产品

销售范围ꎬ以农业产业经济的切实提升ꎬ提高农民

发展低碳农业的积极性ꎮ 第二ꎬ国家因针对乱占

用耕地、强制出售土地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ꎬ确保

国家土地资源不受侵害ꎮ 第三ꎬ在减轻农民赋税

的基础上ꎬ健全农业补偿机制ꎬ给农业以切实的政

府福利ꎬ激发农民全面开展脱贫攻坚战ꎬ积极落实

农业低碳政策ꎮ 第四ꎬ当地政府应明确本地农村

经济发展状况ꎬ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研ꎬ梳理农村

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ꎬ立足当地农村区域

特点ꎬ发展特色化农业ꎬ加强招商引资ꎬ立体整合

农村经济发展资源ꎬ推动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ꎮ
第五ꎬ加强人才引进力度ꎬ为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

提供高素质人才基础ꎬ保障现代科技得以切实落

实到农业生产之中ꎬ有效推动农业经济的低碳化

变革ꎮ
总之ꎬ可持续发展理念下ꎬ低碳农业经济是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应然之举ꎮ 同时ꎬ低碳经济时

代给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契机与挑战ꎬ低
碳经济时代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变

革与发展机遇ꎬ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后
现代农业、农业旅游等渐趋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主

流ꎬ农业经济更为低碳环保化ꎬ经济机构更为多元

化ꎬ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ꎬ在生态环保、低碳节能

的基础上可以为农民创造出更大收益ꎬ实现农业

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多项丰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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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意义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李 忠 洋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 　 唐朝与西域文化交流活动频繁ꎮ 文化交流活动的发生ꎬ其主要方向是由唐向西域输出ꎬ但偶尔

也有从西域向唐输出的现象ꎮ 文化交流符合双方的既定利益ꎬ从唐朝方面看ꎬ是怀柔羁縻、华夷平等的民族政策

的需要ꎮ 从西域方面看ꎬ接受唐输出的文化是一种政治臣服的政治姿态ꎬ也是一种利于地区发展的强国需求ꎮ 文

化交流活动对唐和西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促进两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ꎻ二是推动唐诗迅速传播ꎻ三是为文献

校勘和文学研究提供史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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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化至唐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灿烂的时

期ꎬ其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利于凝聚各民族的共

同力量ꎬ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ꎬ为
周边国家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环境ꎮ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相互的ꎬ取长补短ꎬ增进

主体与推动客体同时进行ꎬ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

发展ꎮ 西域原住民及移民对从中原传播来的汉文

化持接受态度ꎬ与文化强国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ꎮ
吐鲁番出土文书本身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ꎬ以
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文书为切入点ꎬ研究唐与西

域的文化交流活动ꎬ一方面可以印证史籍的记载ꎬ
还原历史事实ꎻ另一方面也可为相关的文献整理

和文学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ꎮ 本文所论之西域ꎬ
主要取其狭义概念ꎬ即今新疆一带ꎮ

一、促进两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唐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ꎬ促进了两地文化

互融ꎬ文化交流活动对西域的社会发展具有特别

意义ꎬ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推动了西域汉文化教育的发展ꎮ 吐鲁

番地区作为汉唐时期重要的西域古国ꎬ由于地理

环境ꎬ此地汉人最为集中ꎮ 尤其在唐代ꎬ汉文化更

是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ꎬ一度成为当时西

域的汉文化中心ꎮ 汉文化的影响由物质领域扩展

到精神领域ꎬ其影响的群体慢慢转向普通民众ꎬ这
为唐代有效统治西域以及大规模地传播书籍文化

奠定了基础ꎮ «北史西域传»载:“(高昌)文字

亦同华夏ꎬ兼用胡书ꎮ 有«毛诗»«论语»«孝经»置
学官弟子ꎬ以相教授ꎮ” [１]３２１５由此可见ꎬ在唐代西州

之前的高昌就已经设有官学ꎬ并在官学中设博士

并以«五经»等为教材ꎬ教授学生ꎮ 吐鲁番出土的

«唐故西州交河县唐君志铭»载:“君讳字护ꎬ平阳

人也ꎮ 古五帝唐尧之体胤也ꎮ 祖讳谦ꎬ任伪

学博士ꎮ 父讳明ꎬ任伪学博士ꎮ 并门袭英风ꎬ
代傅文石ꎮ 积善之庆ꎬ其在兹乎? 粤以上元

二年(６７５ 或 ７６１)十二月五日寝疾ꎬ卒于私第ꎮ 春

秋八十有四ꎮ 即以其年其月十日葬于交河县城西

原ꎬ礼也ꎮ” [２]５６２出土墓志的内容印证了传世文献

所记载的内容ꎬ高昌(吐鲁番)地区出现了儒学世

家ꎬ而且是子承父业ꎬ均担任官学中的儒学博士ꎮ
吐鲁番在唐代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ꎬ作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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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古国而且距离中原比较近ꎬ因此汉文化通过吐

鲁番传播到西域各地ꎬ中原汉籍很有可能就是在

这样一种文化氛围里传播到西域各地ꎮ 随着汉文

书籍的大量涌入ꎬ不仅促进了西域地区汉文化繁

荣与发展ꎬ也加速了汉文化教育的发展ꎮ
由于吐鲁番地区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ꎬ

而唐代地方教育体制又得以顺利推行ꎬ虽然不能

肯定西州的儒学教育是否已经很发达ꎬ但是可以

确定其水平与中原地区基本无异ꎮ 与此同时ꎬ在
上述书籍传播的基础上ꎬ唐初高祖与太宗重视文

化教育而采取的举措更加推动了西域地区的汉文

化教育ꎮ «旧唐书»载:“及高祖建义太原ꎬ初定京

邑ꎬ虽得之马上ꎬ而颇好儒臣ꎮ 以义宁三年(６１９)
五月ꎬ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ꎬ太学置生一百四

十员ꎻ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ꎮ 上郡学置生六十员ꎬ
中郡五十员ꎬ下郡四十员ꎮ 武德元年(６１８)ꎬ
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ꎬ 于秘书外省别立小

学ꎮ” [３]４９４０这直接反映出国家对学习教育的重视ꎬ
并将儒家九经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ꎬ而科举更是

以九经取士ꎮ 吐鲁番出土文书有«论语» «孝经»
«礼记»等典籍ꎬ这些书籍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精髓

所在ꎬ也已成为西州地方学校的教材且与中原地

区学校教材无异ꎮ 上文所述唐西州私学学生卜天

寿ꎬ虽然抄写的郑玄«论语注»ꎬ书法确实不佳ꎬ文
字也有差讹ꎬ但一想到他才年仅十二岁ꎬ就达到如

此水平ꎬ仍不得不为当时西北边陲及西域地区汉

文教育基点之高感到惊讶[４]９８! 由此可见ꎬ汉籍的

西传对西域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其二ꎬ促进西域汉籍阅读风气的流行ꎮ 随着

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大量涌入某一地区ꎬ势必会

在其传入地掀起一股文化热潮即阅读这些涌入的

书籍ꎮ 众所周知ꎬ除了西域地区以外ꎬ唐还与周边

的日本、新罗及东南亚国家有过书籍交流活动ꎬ这
些历史事件在相关的书籍中均有记载ꎮ 但书籍活

动都无一例外地对促进些书籍传入国汉籍阅读风

气的流行ꎮ 以新罗、日本为例ꎬ如«三国史记»载:
“(薛聪) 以方言读九经ꎬ训导学生ꎬ至今学者宗

之ꎮ” [５]５２９这反映新罗国阅读汉籍的风气ꎮ 儒家经

书成为唐代日本士大夫的必读之书ꎬ公元 ７５７ 年ꎬ
孝廉天皇下令每家必读«孝经» [６]３９ꎮ 可见大量儒

典由唐传入日本ꎬ儒学及其经典已成为日本文化

的精神支柱ꎮ 以此类推ꎬ受书籍活动影响ꎬ西域地

区汉籍尤其是儒典阅读风气的流行的情况较之于

日本和新罗有过之而无不及ꎮ 由于儒家思想在唐

代已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ꎬ上至王公贵族ꎬ下至

平民百姓对它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ꎬ那么儒

典阅读风气的流行便是对此最直接的反映ꎮ «旧
唐书卷一百四»:“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

也ꎮ 世居安西ꎮ 翰好读«左氏春秋转»及
«汉书»ꎬ蔬财重气ꎬ士多归之ꎮ” [３]３２１１－３２１２别什八里

(北庭)僧人古萨里是维吾尔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

家ꎬ他深谙中原文化ꎬ能熟读汉籍并读精通汉语ꎮ
他将«金光明经»和«玄奘传» («大唐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从汉文译成回鹊语[７]７４ꎮ 上述论证更

是直接反映了唐代吐鲁番及西域地区汉籍阅读风

气的流行ꎮ 近些年从吐鲁番大量出土«毛诗郑笺»
«论语»«孝经»等儒典残卷ꎬ也直接印证了在唐与

西域文化互动影响之下西域社会汉籍阅读风气的

流行ꎮ
其三ꎬ促进了西域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融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唐代的书肆与藏书量ꎮ 美

国学者谢弗指出ꎬ“八、九世纪时ꎬ唐朝的市民很可

能在大都市里就能买到关于外国的道里方位ꎬ外语

字典等书籍ꎬ甚至有可能会直接买到外国书籍ꎮ 
在成都有出售新印成的书的地方———大多是一些

圆梦、占星以及家谱之类的书籍” [８]５９４ꎮ 在繁荣昌

盛的汉文化熏陶下ꎬ有更多的人愿意充当汉文化

的传播者ꎮ 而西北边地的异质文化诸如民俗、饮
食、服饰等也渗透到唐人生活的各个领域ꎬ不仅开

拓了唐人的眼界ꎬ也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和题材ꎮ
诸如反映唐代西域自然景观、地理气候、民俗风

情、军事和农事生活、文化艺术、战争等内容的西

域诗歌ꎮ
二、促进唐诗迅速传播
中原与西域文化频繁交流ꎬ越来越多的西域

人在心理上自觉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文化ꎬ他们甚

至身体力行ꎬ跨越艰难险阻进入中原ꎮ 向达先生

指出ꎬ“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ꎬ大致不出四类:魏
周以来入居中夏ꎬ华化虽久ꎬ其族姓犹皎然可寻

者ꎬ一也ꎮ 西域商胡逐利东来ꎬ二也ꎮ 异教僧侣传

道中土ꎬ三也ꎮ 唐时异族畏威ꎬ多遣子姪质于唐ꎬ
入充侍卫四也” [９]６ꎮ 以上四类人都是唐代中

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参与者ꎬ这些人大多受汉文

化熏陶精通汉语ꎬ他们研习唐诗ꎬ甚至能直接创作

唐诗ꎬ在«全唐诗»«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中均

有记载ꎮ
西域人利涉创作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有收

录ꎬ«全唐诗»卷八百八«讥韦玎吟以韦字为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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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利涉ꎬ西域婆罗门也ꎬ从玄奘三藏入中国ꎮ 诗

一首ꎮ 明皇开元初ꎬ秘校韦玎奏释道二教蠹政ꎬ欲
与定胜负ꎮ 帝集三教内殿ꎮ 玎与涉辨理屈ꎬ涉复

以韦字为韵ꎬ揭调长吟云云ꎮ 帝忆阿韦之事ꎬ凛然

变色ꎬ贬玎象州ꎬ以钱绢赍涉造寺ꎮ”其诗曰:“我之

佛法是无为ꎬ何故今朝得有为ꎬ无韦始得三数载ꎬ
不知此复是何韦ꎮ” [１０]９１１７可见利涉对近体诗有相

当深入的研究ꎬ这正是基于唐诗的影响ꎮ 开元时ꎬ
西域胡僧宝月也有诗一首收录于«全唐诗»之中ꎬ
其诗«行路难»:“君不见孤雁关外发ꎬ酸嘶度扬越ꎮ
空城客子心肠断ꎬ幽闺思妇气欲绝ꎮ 凝霜夜下拂

罗衣ꎬ浮云中断开明月ꎮ 夜夜遥遥徒相思ꎬ年年望

望情不歇ꎮ 寄我匣中青铜镜ꎬ情人为君除白发ꎮ
行路难ꎬ行路难ꎬ夜闻南城汉使度ꎬ使我流泪忆长

安ꎮ”此诗为乐府旧题ꎬ多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

之意ꎮ 诗人以孤雁哀鸣写游子思妇ꎬ抒发自己对

西域故土的思念ꎮ
有些西域诗人创作的汉诗流入中原ꎬ但其诗

人的姓氏已不可考ꎮ 如«伊州歌»五首ꎬ«全唐诗»
卷二十七«杂曲歌辞伊州歌»序:“伊州ꎬ商调曲ꎬ
西凉节度盖嘉运所进ꎮ” [１０]３２８ «旧唐书»卷九:“北
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突骑施于碎叶城ꎬ杀苏禄ꎬ
威震西陲ꎮ” [３]２１１«旧唐书地理志»:“隋伊吾郡ꎬ
隋末西域杂胡据之天宝元年为伊吾郡ꎮ 
在敦煌之北ꎬ大碛之外ꎬ秦汉之际戎居之ꎮ” [３]１６４３

“伊吾郡”即“伊州”ꎬ为西域杂胡所居之地ꎮ 据此

可知ꎬ«伊州歌»作者之姓氏虽不可考ꎬ但可以确定

此诗系汉化西域诗人所作ꎬ之后经西凉节度使盖

嘉运传到中原ꎮ «伊州歌»其一:“秋风明月独离

居ꎬ荡子从戎十载余ꎮ 征人去日殷勤属ꎬ归雁来时

数寄书ꎮ”其二:“彤闱晓辟万鞍回ꎬ玉辂萶游薄晚

开ꎮ 渭北清光摇草树ꎬ州南嘉景入楼台ꎮ” 其三:
“闻道黄花戌ꎬ频年不解兵ꎮ 可怜闺里月ꎬ偏照汉

家营ꎮ” [１０]３８２诗歌描写了戍边士兵的思乡之情ꎬ在
内容上类似于边塞诗ꎮ

以上这些西域文人创作的汉诗ꎬ在格律、意
境、内容、情感等方面都与唐代诗人所作之唐诗基

本无异ꎬ这主要归因于汉文化的影响ꎮ 唐代是我

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ꎬ其文化也达到了空

前繁荣的程度ꎬ汉文化对西域产生了很强的冲击

力ꎬ唐人好诗的风气也深入到西域ꎮ 由于汉文字

在西域的广泛应用ꎬ汉文典籍在西域的传抄流行ꎬ
汉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置和汉文本读物的使用ꎬ使
中原文化全方位深层次地进入西域各地的社会生

活[１１]６４ꎬ从而有了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ꎮ 在汉文化

熏陶下ꎬ有更多的人愿意充当中原汉文化西进得

传播者ꎬ便有了西域诗人及其创作的“唐诗”ꎮ
还有一些善工诗文却没有留下作品传世的西

域文人ꎮ 如西域康国人康洽、李颀«送康洽入京进

乐府歌»ꎬ李端«赠康洽»ꎬ戴叔伦«赠康老人洽»均
提及此人ꎮ 康洽曾长期住在酒泉一带ꎬ后至长安ꎬ
拜谒权门ꎬ气度豪爽ꎬ他善作乐府诗篇ꎬ博得了长

安文人的赏识ꎮ «唐才子传»卷四:“(康洽)盛时

携琴剑来长安ꎬ谒当道ꎬ气度豪爽ꎮ 工乐府诗篇ꎬ
宫女梨园ꎬ皆写于声律ꎮ 玄宗亦知名ꎬ 尝叹美

之ꎮ” [１２]８８由此可见ꎬ康洽是一个精通词曲又极富

才华的西域诗人ꎬ李颀、李端、戴叔伦等诗人都与

他有交往ꎬ只可惜他没有留下诗作传世ꎮ 此外ꎬ唐
时还有一些西域裔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造

诣ꎬ李珣即其一ꎮ 他原是波斯国人ꎬ黄巢起义时ꎬ
随僖宗入蜀ꎬ后来就在当地定居ꎮ 李珣的诗文颇

有特色ꎬ著有«琼瑶集»等ꎮ «全唐诗»有收录他的

诗作五十多首[１３]２５５－２５６ꎮ 他们从事汉诗创作或从事

与之相关的活动ꎬ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汉文化的

熏陶ꎬ从而自觉地接受汉文化ꎮ
三、为文献校勘和文学研究提供史料
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ꎬ在文

献学方面的价值不容小觑ꎬ而其中涉及唐与西域

书籍活动的唐写本文书ꎬ有助于我们鉴定古籍版

本的年代、完善书籍的版本目录ꎬ尤其在校勘文字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
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ꎮ 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传

抄、刻印、排印等ꎬ容易出现字句篇章上的错讹ꎬ极
大影响了后人的解读及理解ꎮ 这样一来ꎬ利用出

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勘便显得格外重要ꎬ最大

限度地恢复或接近文献的本来面貌ꎬ正本清源ꎮ
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总结出了校法四

例ꎬ即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理校法ꎮ 而本节

所讨论的校勘方面的意义主要指对校法ꎮ 所谓对

校法ꎬ指的是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ꎬ遇不同之

处ꎬ则注于其旁ꎮ 其主旨在校异同ꎬ不校是非ꎬ故
凡校 一 书 必 须 先 用 对 校 法ꎬ 然 后 再 用 其 他

校法[１４]１４４ꎮ
以 １９６８ 年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唐写本«孝

经» 残卷跋为例ꎬ将其与清阮元刻 «十三经注

疏» [１５]３５４９－３５５０对校ꎬ发现交河本五注疏且正文与阮

刻本稍有差异ꎮ 柳洪亮先生在«交河故城出土唐

写本‹孝经›残卷跋»一文中对其进行了对校ꎬ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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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如下:
(１)阮刻本:故天子至于庶人ꎬ孝无终始ꎬ而患

不及者ꎬ未之有也ꎮ
交河本:而患不及己者ꎮ
(２)阮刻本:夫孝ꎬ天之经也ꎬ地之义也ꎬ民之

行也ꎮ
交河本: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ꎮ
(３)阮刻本:诗云:“赫赫师尹ꎬ民具尔瞻ꎮ”
交河本:赫赫师尹ꎬ人具尔瞻ꎮ
(４)阮刻本: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ꎬ示之以好

恶ꎬ而民知禁ꎮ
交河本:“民”作“人” [１６]３８２－３８３ꎮ
将两者对校之后ꎬ发现以下三点差异:第一ꎬ

交河抄本避李世民讳ꎬ“民”字均写作“人”字ꎻ第
二ꎬ交河抄本少语气词“也”字ꎬ但对原文影响不

大ꎻ第三ꎬ交河抄本多一“己”字ꎮ 历代儒学大师对

阮刻本中提到的“故天子至于庶人ꎬ孝无终始ꎬ而
患不及者ꎬ未之有也”一句的解释意义相一致ꎬ但
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ꎮ 而对校之后可有效解决这

一问题ꎬ为研究者消除分歧提供了依据ꎮ 柳洪亮

先生据此认为ꎬ第二种说法即“就封建社会礼不下

庶人的信条而言ꎬ强调尊卑不同而孝道是一样的ꎬ
由于自身微贱担心孝道礼仪涉及不到自己的人从

来没有过ꎮ”而这正是交河抄本多一“己”字ꎬ以证

第二种解说更为贴切ꎮ 而阮刻本可能是在传抄或

排印的过程中将“己”字脱落ꎬ这才衍生出了两种

不同的解释[１６]３８４－３８５ꎮ 此外ꎬ这一出土文书也为我

们研究唐代的文化教育及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

文献材料ꎮ
再举一例ꎬ以证在上文所提到的校勘学及完

善古籍版本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如 １９６９ 年在吐鲁番

阿斯塔那 ３６３ 号墓土的唐景龙四年(７１０)写本«论
语郑氏注»ꎬ此残卷原为«论语»的前五篇ꎬ现存«八
脩»«里仁»和«公冶长»三篇ꎬ«学而»全篇缺ꎬ«为
政»大部分缺ꎮ １９７２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１８２ 号墓

出土开元四年(７１６)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片ꎬ属
于«雍也»至«乡党»五篇ꎮ «论语»直至今天还存

在各种版本ꎬ但是就“郑注本”而言还是比较稀奇ꎮ
此版本自唐代以后就失传了ꎬ这卷出土以后ꎬ加上

以前所出土的零片和残卷ꎬ“郑注本”的重新出现

大约可超过一半了[１７]３４３ꎬ丰富和完善了«论语»的
版本ꎬ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ꎮ

学术界往往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本文与

«经典释文»等古籍中所引的«郑注»经相结合ꎬ相

互对校ꎮ 以下试举几例:
(１)«郑注»本:举直措诸枉则民服ꎬ举枉措诸

直则民不服ꎮ 各本“措”均作“错”ꎮ («为政»)
　 　 «释文»:引郑本作“措”ꎮ
(２)«郑注»本:君子无所争必须ꎮ («八脩»)
　 　 « 释 文 »: 郑 本 以 必 也 绝 句ꎬ 写 本 无

“也”字ꎮ
(３)«郑注»本:如有复我者ꎬ则吾必在汶上矣ꎮ

(«雍也»)
　 　 «释文»:郑本无“则吾”二字ꎮ
(４) «郑注» 本:君子之于天下ꎬ无适ꎬ无慕

(莫)ꎮ («里仁»)
　 　 «释文»:“适”郑本作“敌” [１７]３４６ꎮ
以上几例说明«经典释文»中所引的«论语郑

氏注»与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还是

有些差异的ꎬ将二者相互对校发现后者较之于前

者有误字、异文和脱漏等方面的问题ꎬ这有利于我

们恢复古书的原貌ꎮ 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吐鲁番

和西域地区的文化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还是比较

落后的ꎬ从中原传播过去的«论语郑氏注»ꎬ其本身

着重于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解释ꎬ 在当地广为

流传[１８]ꎮ
文学研究的主要宗旨就是求因明变ꎬ同时也

要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考证ꎮ 梁启超先生说:“史料

为史之组织细胞ꎬ史料不具或不确ꎬ则无复史之可

言ꎮ 史料者何? 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ꎬ
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ꎮ” [１９]４９－５０王国维先生也说

过:“古来新学问起ꎬ大都由于新发现ꎮ” [２０]８７ 新材

料的发现有助于人们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ꎬ可见

史料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ꎮ 在西域

及西北边陲地区出土了大量唐写本吐鲁番文书残

卷ꎬ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ꎬ不仅为研究唐代文学乃

至中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材料ꎬ也弥补了抄

本时代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了解文学背

景的困难ꎮ 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唐代文学背景、
文学发展演变、文学主体形态以及文学传播和接

受[２１]ꎬ而这些都需要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文书加

以补充ꎮ
唐写本吐鲁番文书残卷作为唐代乃至中古文

学史书写的重要载体ꎬ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材料ꎬ
也是文化交流和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见证ꎮ 也

为我们弄清文学沿变与发展的背景提供了重要依

据ꎬ由于写本时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有不少是经

过当事人的篡改ꎬ以至于在后世流传中失实ꎬ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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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唐写本吐鲁番文书残卷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

足ꎮ 如出土的薛道衡«典言»残卷体现出了骈体文

与类书相互渗透的特点ꎬ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

类书与文学的关系ꎮ «典言»正文叙事部分用骈文

句式书写ꎬ而且都用典故ꎮ 如“之类ꎬ莫贵于

人ꎻ天子达黔黎ꎬ兴国隆家ꎬ率由兹道ꎮ” [２２]１６０

这反映出南北朝时期骈体文所必备的两个特

点———对偶和用典ꎬ对后代编纂类书和诗文用典

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唐代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

记»等ꎬ唐诗中的用典恐怕是受此影响ꎮ 由此我们

可以认为:“类书对于文学的影响在唐以前以文章

尤为突出ꎬ而之后则侧重于诗歌ꎮ” [２１]４６ 这有助于

呈现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ꎬ体现出文学与政治的

关系ꎮ 这也象征着权利的扩张ꎬ是国家强大的文

化实力在西域边陲地区的体现ꎬ作为官方文化意

识形态被广泛接受的表现ꎬ在无形之拉近中原与

西域之间的文化距离ꎮ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象征

着国家文明ꎬ文化的传播也就象征着权力的扩张ꎮ
对于接受文化输出的一方而言ꎬ先进的文化能加

快当地的文明进程ꎬ同时这也是一种政治臣服姿

态ꎬ利于地区的稳定发展ꎮ 唐向西域输出文化ꎬ对
推动西域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ꎬ特别在推进

西域汉文化教育的发展、普及汉籍阅读、促进汉文

写作等方面ꎬ影响尤为突出ꎮ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

作为唐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切入点ꎬ能证实文化交

流活动确有发生ꎬ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ꎬ以
补史之阙ꎬ可校勘文献的重要参考ꎮ 更为重要的

是ꎬ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如何演进ꎬ
以及如何演进做进一步思考ꎬ重新审视抄本时代

文学观念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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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与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批判路径

李 天 昀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哲学学院ꎬ 俄罗斯圣彼得堡　 １９９０３４)

　 　 [摘　 要] 　 ２０ 世纪以来中西方思想界都面临了虚无主义的严峻挑战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然追溯到欧洲近

代哲学与近代文学中登峰造极的人物ꎬ黑格尔与托尔斯泰ꎮ 黑格尔与托尔斯泰并非没有意识到虚无主义的挑战ꎬ
而是主动解构了虚无主义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回应ꎮ 黑格尔通过对于逻辑确定性的不懈追求ꎬ以真理压倒了

虚无ꎻ托尔斯泰则通过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重新建立ꎬ使得生命的虚无得到了拯救ꎮ 真理与信仰实为我们时代虚无

主义倾向的“荒漠甘泉”ꎮ
[关键词] 　 黑格尔ꎻ　 托尔斯泰ꎻ　 虚无主义ꎻ　 理性主义ꎻ　 信仰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Ｂ５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２－０５

　 　 黑格尔与托尔斯泰是欧洲近代哲学和近代文

学中登峰造极的人物ꎬ但是 ２０ 世纪形而上学没落

以来ꎬ他们却成为欧洲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最富有

争议的人物ꎮ 黑格尔将活生生的生命赋予僵死的

逻辑范畴ꎬ使得它们活了起来ꎬ现在我们却说我们

不需要任何逻辑ꎬ只需要生命、意志和“此在”ꎮ 年

迈的托尔斯泰为无数饱受暴力残害的生命发出呐

喊ꎬ现在我们却说他是“肉的洞见者”ꎬ是喋喋不休

的“布道者”ꎮ 总而言之ꎬ我们今天的时代异常不

适合于理解黑格尔和托尔斯泰ꎮ 这究竟是已然安

息的先贤错了ꎬ还是我们今天的时代错了ꎬ谁都说

不清楚ꎮ 但是事实是ꎬ黑格尔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仍然是经典ꎬ而我们今天的时代却陷入了深深的

虚无ꎮ ２０ 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尼采»中这

样界定“虚无主义”这个基本概念ꎬ他说:“虚无主

义意味着什么? ———最高价值自行贬黜ꎮ 没有目

标ꎻ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ꎮ” [１]７３１虚无与其说

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虚无主义”ꎬ不如说是一种亟

待解决的“虚无问题”ꎮ 如果在我们今天的解构主

义中找不到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之道ꎬ那么

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检查我们时代的基本思维方

式ꎬ以至于重新检查我们今天对于黑格尔和托尔

斯泰等经典作家的理解? 当我们时代的思想已经

无法回应内心深处的虚无与绝望ꎬ我们是否有必

要重新认识近代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 本文试图

回到黑格尔与托尔斯泰的文本中ꎬ看看黑格尔与

托尔斯泰是怎样认识虚无主义问题并且解决它

们的ꎮ
一、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的阐释

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

是带有逻辑学的眼光的ꎮ 首先ꎬ黑格尔将“有—
无—变”的思想放在大、小«逻辑学»中进行阐述就

已经说明问题ꎮ 虚无主义问题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是一个生存论问题ꎬ但是对于近代理性主义者黑

格尔而言ꎬ存在的虚无和变易首先是逻辑学问题ꎮ
其次ꎬ西方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申明

“Ａ＝Ａ”和“Ａ≠－Ａ”的不矛盾律ꎬ这一点甚至可以

追溯到爱利亚派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名言“存在物

存在ꎬ非存在不存在”ꎮ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习惯于

“是者是ꎬ不是者不是”的知性思维方式ꎬ而黑格尔

的为近代辩证法奠定基础的«逻辑学»在开端处就

否定了这一传统思维方式ꎮ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这样说:“但这种纯有是

纯粹的抽象ꎬ因此是绝对的否定ꎮ 这种否定ꎬ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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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来ꎬ也就是无ꎮ” [２]１９２ 黑格尔在此甚至引用了

东方佛学的思想来说明问题:“那些佛教徒认作万

事万物的普遍原则、究竟目的和最后归宿的‘无’ꎬ
也是同样的抽象体ꎮ” [２]１９２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
的“无”或“否定”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关系ꎬ历
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ꎮ 其一ꎬ中国现代新儒

家贺麟先生在«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中则认为黑格

尔没有止步于无ꎬ而是继续推演到了变ꎬ因此与儒

家«周易»更为接近ꎬ他说:“黑格尔由谈有无ꎬ进而

谈变化ꎬ谈易ꎬ实近于儒ꎮ” [３]１５４ 其二ꎬ或许正如中

国当代新批判主义者邓晓芒先生在 «思辨的张

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一书中所言ꎬ中国乃至

整个东方的思想都始终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ꎬ东
方哲学总体来说是“无的哲学”ꎬ有是以无为基础

的有ꎬ西方哲学总体来说是“有的哲学”ꎬ无是以有

为基础的无ꎬ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无’是有(既定

之物)的‘缺少’ꎬ如黑暗只是光明的缺少ꎬ寒冷只

是温暖的缺少ꎻ没有‘有’ꎬ也就无所谓‘无’ꎬ有在

无之先” [４]１９３ꎮ 黑格尔在论述变易时说:“如果说ꎬ
无是这种自身等同的直接性ꎬ那么反过来说ꎬ有正

是同样的东西ꎮ 因此‘有’与‘无’的真理ꎬ就是两

者的统一ꎮ 这种统一就是变易ꎮ” [２]１９５ 作为«法哲

学原理»的作者ꎬ黑格尔的思想是具有强烈的现实

感的ꎬ于是他的假想敌也举了很多现实中的例子:
“如果有与无无别ꎬ那么ꎬ我的房子ꎬ我的财产ꎬ我
所呼吸的空气ꎬ我所居住的城市、太阳、法律、精
神、上帝ꎬ不管它们存在(有)或不存在(无)ꎬ都是

一样的了ꎮ” [２]１９５现实中的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

的房子、自己的财产ꎬ但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开

始就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ꎮ 但是黑格

尔在«小逻辑»中否定现实中的房子和财产ꎬ并非

要“积攒财宝在天上”ꎬ这毋宁说是一种托尔斯泰

主义的立场ꎬ而黑格尔主义对于房子和财产的否

定则是与黑格尔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身份密切关联

在一起的ꎮ
二、托尔斯泰对于虚无主义的阐释
虚无主义不仅仅有德意志虚无主义ꎬ而且还

有俄罗斯虚无主义ꎮ 当代俄国学者指出:“直到我

们的时代ꎬ对于‘俄罗斯理念’的理解仍然是成问

题的和不确定的ꎮ 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对于俄罗斯理念的考察一定是在它的字义之

外得到确定的” [５]ꎮ 托尔斯泰首先是小说家ꎬ然后

也是一位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积极宣传者ꎬ使得

托尔斯泰舍弃世界一流小说家的身份ꎬ而写作大

量小册子宣传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动机就是对于

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ꎮ 托尔斯泰对于虚无主义问

题的提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ꎬ因此本文选择了«战
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忏悔录»三部著

作进行分析ꎮ
写作«战争与和平»时ꎬ年轻的列夫托尔斯

泰已经对于生死的问题有所思考ꎮ 小说的主人公

安德烈公爵在妻子去世之后有过一段消沉的时

期ꎬ他曾经对好友皮埃尔这样说:“我以前就这样

为别人而生活ꎬ结果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了自己

的生活ꎮ 直到我只为自己生活ꎬ我心里才觉得平

静ꎮ” [６]４０当新加入共济会的皮埃尔秉着坚定的基

督教信仰反问他说ꎬ那么这样应该怎样处理儿子、
妹妹与父亲ꎮ 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们这些人等于是

他自己ꎬ不是别人ꎮ 我们自以为神圣的亲亲之爱

在基督教中无非是最大的自私ꎮ 在小说中ꎬ安德

烈公爵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生命的意义ꎬ然而只

有在死前才领悟到生命的真谛ꎮ 列文被认为是

«安娜卡列尼娜»中真正进行精神探索的人物ꎬ
但是安娜的生与死也同样反映了虚无的问题ꎮ 伏

伦斯基在第一次遇见安娜时就发现了安娜身上强

烈的生命力ꎮ 有欲望ꎬ就有痛苦ꎬ叔本华哲学已经

证明了这一点ꎮ 当伏伦斯基的爱情越来越不能满

足安娜对于爱的渴望时ꎬ安娜除了取消自己的生

命意志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ꎮ 在安娜的“最后

一站”中ꎬ托尔斯泰这样描述说道:“那支她曾经用

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

的蜡烛ꎬ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ꎬ把原来笼罩在黑暗

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ꎬ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

毕剥声ꎬ昏暗下去ꎬ终于永远熄灭了ꎮ” [７]７３１尼古拉

哥哥的死亡对于列文影响巨大ꎬ使得他对于生死

问题产生了痛苦的思考ꎬ甚至于一度产生了自杀

的念头ꎮ «安娜卡列尼娜»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

解决集中在了全书的大结局部分ꎬ虚无主义问题

得到解决ꎬ全书的故事也就随之结束ꎮ 相比在«安
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以列文这一小说人物

代替自己进行精神探索ꎬ在 １８８２ 年发表的«忏悔

录»中主要是托尔斯泰自己的现身说法ꎮ 他沉痛

地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赌博ꎬ挥霍ꎬ吞没农民

的劳动果实ꎬ处罚他们ꎬ过着淫荡的生活ꎬ吹牛撒

谎ꎬ欺骗偷盗ꎬ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

人” [８]８然而年近 ５０ 的列夫托尔斯泰逐渐意

识到了这种巴比伦人的生活的无意义ꎬ甚至他毕

生从事的文学艺术作为贵族老爷的消遣也是毫无

—３８—



意义的ꎮ
总而言之ꎬ相比西方近代最大的理性主义者

黑格尔从逻辑学或不矛盾律的角度提出虚无主义

问题ꎬ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对于虚无问题的

提出完全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的ꎮ 在托尔斯泰

的著作中ꎬ无论是像«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

尼娜»这样的文学名著ꎬ还是像«忏悔录» «论生

命»那样带有“布道”性质的小册子ꎬ对于虚无问题

的论述一定是从现实中的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出发

的ꎮ 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格尔是哲学家ꎬ而托尔斯

泰作为小说家习惯于说故事ꎬ也不仅仅是因为 １９
世纪以来西方的“时代精神的状况”发生了某些根

本性的变化ꎬ更重要的是ꎬ生长于俄罗斯大地的独

立思想家与德国大学校园里严谨刻板的理论家不

同ꎬ他们历来不习惯于运用抽象的逻辑进行思考ꎬ
他们关注的是人生哲学ꎮ

三、理性主义路径:黑格尔对于虚无主

义的批判
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正如他对于

虚无主义问题的提出ꎬ都是在逻辑学范围内进行

的ꎮ 黑格尔提出虚无主语问题的相关章节和阐述

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相关章节共同构

成了逻辑学“存在论”的第一个大的范畴“质”ꎮ 可

见对于黑格尔而言ꎬ只有首先解决了虚无主义问

题ꎬ事物才有可能确定自身的“质”ꎬ而只有首先确

定了自身的“质”ꎬ才有可能谈得上“量”ꎬ以及“质
量互变”的辩证法ꎮ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在变易中ꎬ与无为

一的有及与有为一的无ꎬ都只是消逝着的东西ꎮ
变易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过渡到有与无皆被扬弃于

其中的统一ꎮ 由此所得的结果就是定在ꎮ” [２]２００

“定在” (Ｄａｓｅｉｎ)这一术语在杨一之先生翻译的

«大逻辑»中被译为“实有”ꎬ在梁志学先生的«哲
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 (即«小逻辑»)中译

本中被译为“特定存在”ꎮ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

解这个“定在”呢? 武汉大学杨祖陶先生在«德国

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这样说:“变易的结果就是

‘定在’(又译‘限有’)ꎬ即有规定性的存在” [９]１８４ꎮ
“Ｄａｓｅｉｎ”这一术语在德国哲学中很重要ꎮ 从

传统哲学的方面来看ꎬ康德在对于安瑟尔谟、托马

斯等人的先验神学进行批判时ꎬ运用的表述方式

就是“对于上帝 Ｄａｓｅｉｎ 的证明” 而非“对于上帝

Ｓｅｉｎ 的证明”ꎬ以此说明对于上帝在时间空间中的

“这一个存在”我们无法证明ꎬ至于上帝作为物自

体是否存在ꎬ我们人类理性不得而知ꎮ 从当代哲

学的方面来看ꎬ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

的“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更是对于这一术语的充分阐

释ꎮ 张祥龙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海德格尔思想与

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中对于“缘
在”(Ｄａｓｅｉ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简言之ꎬ缘在就

是解释学和现象学化了的人本身ꎮ” [１０]８１因此他甚

至非常认真地考虑到以“缘”来翻译“Ｄａ”(这个)ꎬ
以“缘在”翻译“Ｄａｓｅｉｎ”ꎮ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ꎬ以康德哲学、黑格尔

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中的“Ｄａｓｅｉｎ”与以海德格

尔哲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中的“Ｄａｓｅｉｎ”不是同一

概念ꎮ 从传统哲学方面来看ꎬ黑格尔提及“定在”
是在“存在”沦为虚无与变易而失去确定性时ꎬ他
引入“定在”的概念是为了确定事物的“质”ꎬ赋予

处于无限流变之中的事物以某种固定的“质”或确

定性ꎮ 黑格尔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位

理论家ꎬ引入“定在”的概念是为了从不断流逝的

现象背后看到不变的确定性ꎮ 从当代哲学方面来

看ꎬ海德格尔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ꎬ
他引入“此在”或“缘在”是为了追问存在的意义ꎬ
关心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处境远胜过关心普

遍的、一般的逻辑学范畴ꎮ 黑格尔引入“定在”是

为了从特殊过渡到普遍ꎬ而海德格尔使用“此在”
或“缘在”则是为了将传统形而上学对于普遍的追

求转向对于个别存在的追问和思虑ꎬ因此黑格尔

和海德格尔在“Ｄａｓｅｉｎ”这一术语的运用上走的是

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ꎮ
然而“定在”概念的引入并不能够表明事物的

“质”的确立ꎬ如果一个定在需要另一个定在来确

立它的存在ꎬ那么这另一个定在又需要第三个定

在来确立它的存在ꎬ于是就形成了某种无穷后退

或无穷追溯ꎮ 黑格尔这样说:“某物成为一个别

物ꎬ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别物ꎬ因此它也同样成为

一个别物ꎬ如此递推ꎬ以至无限ꎮ” [２]２０６黑格尔将这

种无限性称为“坏的无限性”或“恶的无限性”ꎮ 于

是之前表面上已经由“定在”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

确定性又被打破了ꎮ 为此黑格尔又引入了一个新

的概念ꎬ这就是“自为存在”ꎮ 北京大学张世英先

生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这样说:“‘自为的存

在’是‘质’的第三个阶段ꎮ 它是‘存在’和‘有限

的存在’的统一ꎬ它消融了它的‘别物’ꎮ” [１１]１６８ 如

果每一定在都需要另一定在来确定ꎬ那么当然会

陷入恶的无限性ꎬ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确立某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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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ꎬ这个存在能够自己决定自己ꎬ自己是自己

的原因ꎬ而不需要另一个定在确定自身的存在ꎮ
这就是黑格尔的“真的无限性”ꎮ 只有一直追问到

“自为存在”这里ꎬ事物的“质”才算是最终建立起

来了ꎮ
总体来说ꎬ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

仍然是在逻辑学范围内的ꎬ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

是问题的解决ꎬ都没有超出逻辑学的讨论范围ꎬ归
根结底ꎬ无非是对于逻辑学要求的严格的确定性

的不懈追求ꎮ 从历史文化上来讲ꎬ黑格尔是德国

启蒙哲学家之一ꎬ黑格尔逻辑学对于确定性的反

复追问无疑带有启蒙理性主义的内涵在其中ꎮ 西

方近代启蒙运动试图运用理性和科学的精神破除

宗教神秘主义的阴影ꎬ将人民从畏惧与战栗中拯

救出来ꎮ 至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科学和理性是否

真正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ꎬ对于神的敬畏又是否

是愚昧无知的表现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托尔斯泰

所回答的问题之一ꎮ
四、信仰主义路径:托尔斯泰对于虚无

主义的批判
俄罗斯著名哲学史家古留加在其晚年著作

«俄罗斯理念及其创造者»中说:“今天俄罗斯理念

正在经历第二次诞生ꎬ作为我们时代的文化现

实ꎮ” [１２]１２正如讨论俄罗斯民族对于虚无主义的阐

释不可或缺一样ꎬ讨论俄罗斯民族对于虚无主义

的批判同样必不可少ꎮ 当列夫托尔斯泰还是一

位正值盛年的著名作家时ꎬ他的文学名著«战争与

和平»在对于虚无问题进行解决时采取了较为外

在的手法ꎬ也就是诉诸现实具体的情节ꎮ 安德烈

公爵在小说中始终被虚无的问题所折磨ꎬ直到娜

塔莎在他死前回到他的身边ꎬ他才用含糊的方式

表达了自相矛盾的意思:“爱阻止死ꎮ 爱就是生ꎮ
因为我爱ꎬ我才懂得一切ꎬ一切ꎮ 因为我爱ꎬ世间

才存在一切ꎬ一切ꎮ 只有爱才能把一切联系起来ꎮ
爱就是上帝ꎬ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

永恒的起源ꎮ” [６]１００５在托尔斯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世界观中ꎬ家庭幸福或爱具有与上帝等同的神圣

地位ꎮ 如果将«战争与和平»当作宗教哲学专著来

阅读ꎬ那么这段著名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战争与

和平»全书的结论ꎮ 在这段结论中“爱”与“上帝”
两个名词被一个系词“是”联系在了一起ꎬ形成了

一个判断:“爱就是上帝”ꎮ 这显然非常生硬ꎬ爱毕

竟是此世间的ꎬ甚至主要是男女之间的ꎬ而上帝是

超越于现象世界之外的超验存在者ꎬ两者是难以

画上等号的ꎮ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新宗

教意识”发起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于在其代表

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将托尔斯泰视

作“肉的洞见者”ꎬ与“灵的洞见者”陀思妥耶夫斯

基相对而言ꎬ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地处于永恒的矛

盾和永恒的统一之中ꎬ———俄罗斯文艺复兴的这

两个恶魔———肉的洞见者托尔斯泰和灵的洞见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ꎻ一位追求肉的灵魂化ꎬ另一位追

求灵魂的肉体化” [１３]３０３ꎮ
托尔斯泰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同时以爱和上帝

两个概念来解决虚无的问题ꎬ生命的意义似乎在

于上帝ꎬ但是又似乎在于此世间的爱ꎬ只有到了 ７０
年代的«安娜卡列尼娜»中ꎬ托尔斯泰才对于这

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ꎮ 在«安娜卡列尼

娜»中ꎬ安娜虽然也是一位热衷阅读的女性ꎬ但是

毕竟没有列文那样深邃的思想ꎬ因此在全书的大

结局中安娜最终被虚无主义问题打败ꎬ走向了死

亡ꎬ而列文则通过艰难的探索解决了虚无主义问

题ꎮ 如前所述ꎬ列文虽然获得了爱ꎬ获得了家庭幸

福ꎬ但是生命的意义问题仍然没有着落ꎬ那么生命

的意义显然只能在于超越于此世间之上的上帝ꎮ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这样叙述这段经

过:“‘这真的就是信仰吗?’他想ꎬ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幸福ꎮ ‘我的上帝呀ꎬ我感谢你!’” [７]７６０ 由此

可见ꎬ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期间ꎬ托尔斯泰已

经开始思考生与死的意义问题ꎬ但是具体的思想

过程只有在随后发表的«忏悔录»中才有了详细的

论述ꎮ
那么生与死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北京大学

徐凤林先生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这样说:“托尔

斯泰 从 人 的 内 在 精 神 方 面 来 理 解 生 命 的 本

质ꎮ” [１４]５８具体而言ꎬ托尔斯泰为了解决他的“精神

危机”ꎬ首先在人类已有的知识中进行搜索ꎮ 在进

行地毯式搜索之前ꎬ他首先对于人类知识的结构

进行了一次划分ꎮ 一类是形而上学等思辨科学ꎬ
另外一类是数学和实验科学ꎮ 托尔斯泰作为俄罗

斯思想家ꎬ对于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逐渐传入俄

罗斯的德国古典哲学一方面认真地吸取其中的精

深思想ꎬ一方面又对其持批判态度ꎮ 对于托尔斯

泰来说ꎬ西方哲学主要是当时流行一时的叔本华

哲学ꎬ东方的思想则包括希伯来的«传道书»和印

度的佛学ꎮ 毋庸置疑的是ꎬ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些

学说中找到生命的意义ꎮ 于是ꎬ托尔斯泰放弃了

哲学ꎮ 托尔斯泰虽然是文学家、哲学家ꎬ但是自青

年时代起就有着良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修养ꎮ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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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数学和科学却不能回答是什么生命ꎬ为什么要

活着ꎬ而且也不研究这类问题ꎮ 于是ꎬ托尔斯泰又

不得不放弃数学和科学ꎮ 这时列夫托尔斯泰想

到了宗教ꎮ 托尔斯泰这样说道:“‘活下去ꎬ寻找上

帝ꎬ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ꎮ’我心中和我周

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ꎬ这光明从此没有

离开过我ꎮ” [８]８９然而东正教会散布的迷信又阻碍

着有着理性头脑的托尔斯泰接受基督的学说ꎮ 托

尔斯泰一一列出了东正教会的谬误之处ꎮ 首先是

对于其他教派的迫害ꎬ这也是主要的方面ꎮ 东正

教会的另一主要谬误在于对于战争和暴力的态

度ꎮ 正是出于对于这两点的批判态度ꎬ托尔斯泰

与东正教会决裂ꎬ最后又被教会革除教籍ꎮ 从此

孤独的托尔斯泰走上了宣扬他的“托尔斯泰主义”
或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道路ꎮ 但是无论托尔斯泰

怎样反抗东正教会的正统学说ꎬ他都难以脱离俄

罗斯东正教的文化土壤ꎬ例如«自传忏悔———从奥

古斯丁到卢梭»一书作者曹蕾女士在«托尔斯泰<
忏悔录>的自传忏悔特色及其成因»中这样说道:
“虽然托尔斯泰后来与东正教决裂ꎬ但他所决裂的

是代表沙皇专制制度利益的俄罗斯官方教会ꎬ东
正教作为俄罗斯文化基础对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的

影响是内在的、根深蒂固的” [１５]ꎮ
很多现代文明遇到的问题ꎬ近代思想家已经

意识到ꎬ并且做出了解答ꎮ 黑格尔与托尔斯泰作

为欧洲近代哲学与近代文学的大师ꎬ并非没有意

识到生命的荒诞与虚无ꎬ而是直面危机并且回应

了虚无主义的挑战ꎮ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ꎬ
都需要神圣的价值ꎮ 这对于我们现代人具有极大

的启示作用ꎬ我们的前人也曾经面临过虚无主义

的挑战ꎬ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沉沦于解构主义与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如果说我们现代文明遇到了

某种思想上、理论上的困境ꎬ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

返过头去ꎬ向近代的思想大师求教? 我们认为ꎬ在
后现代主义泛滥ꎬ精神领域陷入解构主义与反逻

各斯中心主义的时代ꎬ我们有必要向近代思想求

教、向近代思想家求教ꎮ 黑格尔与托尔斯泰是截

然相反的两位思想家ꎬ同样面对生命的虚无ꎬ黑格

尔诉诸启蒙理性主义ꎬ诉诸逻辑学的确定性ꎬ诉诸

真理ꎻ然而托尔斯泰则诉诸宗教ꎬ诉诸基督的学

说ꎬ诉诸爱ꎬ诉诸信仰ꎮ 黑格尔也认识到了世界的

虚无ꎬ但是黑格尔通过不断地追求真理ꎬ终于找到

了某个特定存在ꎬ或者说“定在”ꎮ 托尔斯泰也感

受到了生命的无意义ꎬ但是托尔斯泰通过对于信

仰的重新建立ꎬ终于获得了存在的意义ꎮ 通过对

于真理与信仰的不懈追求ꎬ近代思想家扬弃了生

命的无意义ꎬ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ꎬ或者说雅典

精神与耶路撒冷精神是西方文明的两块基石ꎮ 我

们的立场是ꎬ对于真理与信仰ꎬ对于雅典与耶路撒

冷ꎬ我们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ꎬ偏向任何一方

都是对于西方精神的误读ꎬ只有将两方面结合起

来ꎬ才能真正地压倒虚无主义的挑战ꎮ 在欧洲文

化中ꎬ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是克服虚无主义的两

条主要路径ꎮ 德意志民族一般采取的是理性主义

立场ꎬ俄罗斯民族往往采取的是信仰主义态度ꎮ
在这一点上ꎬ俄罗斯理念与欧洲理念不仅不是冲

突的ꎬ而且是互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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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归正信仰及“启示”方法论探析∗

陈　 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启示”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奠基ꎬ是神本宗教区别人本宗教的最大特质ꎮ 加尔文的神启论

重溯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神学理路ꎬ其思想逻辑以知识(拉丁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作为神学的主旨ꎬ但加尔文所建构

的并非奥氏形而上学的知识论ꎬ却是救赎性的知识论ꎬ它不是纯知性的一种认知ꎬ而是与“敬虔”链接在一起ꎬ这
亦呈显了加尔文为其基督归正信仰所坚守的始终一贯ꎮ 对加尔文而言ꎬ这系统化认知的得获渠道只能源自上帝

的“启示”ꎬ这样ꎬ神启方法论便奠定了他整个神学思想的架构ꎬ而对该方法论的研究有助于对其整体归正思想的

宏观把握ꎮ
[关键词] 　 加尔文ꎻ　 归正信仰ꎻ　 “启示”
[中图分类号] 　 Ｂ９７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７－０６

　 　 一、归正宗传统史学维度探源及其神学

述要

１.宗教改革与归正宗传统的历史源起

和发展

西方基督教神学当中一个重要的崭新时期源

端于 １６ 世纪ꎮ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风格终于要让

位给新的代模(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ꎮ 其中最重要的发展要

算是宗教改革运动ꎬ这场运动冀望引领西方教会

的信仰系统、道德生活及教会架构回归更加强固

圣经的基础ꎮ 宗教改革引致欧洲更正教教会的

出现ꎮ
当我们研习宗教改革历史时ꎬ或许ꎬ我们惯常

倾向于把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观念”( ｉｄｅａｓ)置
于边缘位置ꎬ并以现代的世界观来了解 １６ 世纪ꎮ
不过ꎬ恰如任何历史现象一样ꎬ宗教改革运动也要

求它的诠释者进入它的世界观中ꎮ 我们必须学习

融入其关怀和观点中ꎬ借此弄清这些事情如何影

响历史的洪流ꎮ 瑞士及日耳曼的宗教改革运动ꎬ
直接建基于值得考量的宗教观念ꎮ 即使是在英格

兰ꎬ当地的情势亦使得政治因素比宗教观念影响

更大ꎬ这些观念仍然对宗教发展具有核心意味ꎮ
综览来看ꎬ对于卷席欧洲、震撼教廷的 １６ 世纪

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ꎬ历代神学家、史学家们有着

各种不同的阐解和说明ꎮ 由于它始于德国ꎬ德国

民族主义者把它看成是发自德国灵魂深处的一个

热潮ꎮ 此外ꎬ也有人认为ꎬ改革运动的产生是由于

天主教不能充分满足 １６ 世纪早期的“精神饥渴”ꎬ
由于教职人员的失职ꎬ僧侣们的愚昧无知和道德

沦丧ꎮ 总之ꎬ“宗教改革是教会腐败的结果” [１]４５９ꎮ
还有人提出ꎬ更正教是适宜于北方民族气质的基

督教形式ꎬ而天主教适宜于南方民族的气质ꎮ 在

局势稳定之后ꎬ不是北欧大部分是更正教而南欧

大部分是天主教吗? 人们从地理的、心理的、种族

的等等方面去找寻缘由ꎮ 可以说ꎬ被恩格斯誉为

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ꎬ它是欧洲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ꎬ反过来又推促了欧洲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ꎮ
１５、１６ 世纪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

时代ꎮ 这时涌现的时代骄儿们坚毅地探索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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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ꎮ 他们时而联合起来ꎬ向旧的营垒抛掷无情

的投枪ꎻ时而又彼此对垒ꎬ争执喋喋ꎮ 然而ꎬ正是

从他们那满布生气和活力ꎬ满布偏执和狂热的喧

嚣声中ꎬ我们体察到一种激流勇进的时代精神ꎮ
详细考究ꎬ“宗教改革”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一词是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用来标示西欧以路德、慈运理

与加尔文为轴心的运动ꎬ这场运动关联着西欧地

区基督教会在道德上、神学上及体制上的改革ꎮ
从起初到大约 １５２５ 年ꎬ宗教改革运动可说是环绕

今日的德国东北部发生ꎬ以马丁路德与威丁堡大

学为核心ꎮ 然而ꎬ在 １５２０ 年代早期ꎬ宗教改革运动

亦在瑞士的苏黎世独立地萌芽ꎮ 经过一连串复杂

的发展ꎬ苏黎世的宗教改革运动渐渐历经了一连

串政治和神学的调整ꎬ最终便与日内瓦(即今日瑞

士的一部分ꎬ然而当时是一独立的城邦)及加尔文

等名字结下不解缘ꎮ
宗教改革运动是非常复杂及多样性的ꎬ它的

议程已经超出了教会论的改革ꎮ 它提出了基础性

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议题ꎮ 可以说ꎬ每个国家都有

迥异的改教观点ꎬ在某个国家(如德国)神学议题

可能很重要ꎬ但在另一个地方(如英国)神学议题

可能相对次要ꎮ
面对宗教改革运动ꎬ天主教会不得不整理门

户ꎮ 鉴于法、德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ꎬ欧洲政治不

稳ꎬ令到原本早预备要召开的宗教会议一再推延ꎬ
教宗保禄三世最后终于在 １５４５ 年召开了天特会议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ꎬ目的是阐明天主教思想与

实行ꎬ并且针对改教者(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的批评做出

抗辩ꎮ
事实上ꎬ早在 １５２５ 年的农民战争(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

Ｗａｒ)就已使得路德的声誉受到极大损毁ꎮ 在他看

来ꎬ针对农民的叛乱ꎬ封建地主有权制止的ꎬ且在

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ꎮ 路德对这一问题的申述ꎬ
在其论著«斥亦盗亦凶的农民暴众»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ｒｄｅｒｏｕｓ Ｈｏｒｄ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中有所

体现ꎬ该著作对于叛乱差不多没有任何影响ꎬ但却

严重破坏了他的形象ꎬ而他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

也渐次式微下去ꎮ 而相较于外部的威胁ꎬ宗教改

革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加让人不安ꎮ 罗马教会逐渐

复辟ꎬ激进的改革派慢慢瓦解ꎬ并且加之闵采尔嗜

血ꎬ他们遭逢更多的不信任ꎮ 正当此时ꎬ加尔文以

一位新运动的领导者和新神学的缔造者形象出

现了ꎮ
促成归正宗教会(如长老会)出现的加尔文派

改教运动是肇端于瑞士联邦之内ꎮ 相对于路德宗

改教运动发源于书院中ꎬ归正宗却起源于一连串

教会的道德与崇拜的改革(但不一定触及教义的

改革)ꎬ使之更契合圣经的训诲ꎮ 格外需加强调的

是ꎬ虽然加尔文模塑了此派之宗教改革运动的终

极形式ꎬ但它的源端可追溯到更早期以瑞士第一

大城市苏黎世为基地的改教家ꎬ如慈运理(Ｕｌｒｉｃｈ
Ｚｗｉｎｇｌｉ)和布灵格(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ｕｌｌｉｎｇｅｒ)ꎮ

虽然大部分早期归正宗神学家如慈运理等大

多深具学术背景ꎬ但他们的改革本质上并非学术

导向ꎮ 他们的改革方案均针对瑞士城市如苏黎

世、伯恩(Ｂｅｒｎｅ)和巴塞尔(Ｂａｓｅｌ)的教会ꎮ 相对于

路德以因信称义的教义为其社会及宗教改革的指

标ꎬ早期归正宗思想家对教义改革的兴趣相对较

低ꎬ更遑论对某一特殊之教义的关注ꎮ 他们的改

革重点放在体制、社会和伦理上ꎬ与来自人文主义

运动的诉求有不少相仿之处ꎮ 虽说ꎬ慈运理与加

尔文的背景都带有这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色

彩ꎬ但他们却又共同相信ꎬ只有人文主义是不够

的ꎮ 和路德一样ꎬ他们是学者ꎮ 又和路德类似ꎬ他
们发现各种事件驱使他们成为实践家ꎮ 而关于所

有主要改革家的教义ꎬ一件最令人震惊的事情ꎬ是
它的广泛的一致性ꎮ 他们有不同的着重点ꎬ尤其

在圣餐问题上ꎬ但他们一致采纳圣经中上帝的圣

言为他们思想上帝的主要资料ꎮ 然而ꎬ在一个方

面加尔文有别于路德和慈运理ꎮ 路德和慈运理的

各种著作ꎬ大部分都是临时的ꎬ匆忙完成以满足当

时的需要ꎮ 加尔文也写过这种重要而短暂的作

品ꎮ 但在«要义»中ꎬ他还尝试概括改革派的教义ꎮ
最初它是一本小册子ꎬ后来多年不断再版ꎬ篇幅也

大大增加ꎮ １５５９ 年最后的拉丁文版ꎬ即便依然在

规模上无法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Ｓｕｍｍａ Ｔｈｅｏ￣
ｌｏｇｉａ)相比ꎬ但该书对后世的影响ꎬ完全可以与«神
学大全»相提并论ꎬ后在此书中发展出一整套更正

教归正宗的神学(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体系ꎮ
一般认为ꎬ归正宗教会的巩固期乃始于 １５３１

年———慈运理那年在战役中阵亡———在继承者布

灵格的领导下ꎬ苏黎世的改教运动进入稳定阶段ꎬ
直到 １５５０ 年代ꎬ以加尔文为代言人及日内瓦成为

改教运动的强大基地为止ꎮ 在 １５２０－１５６０ 年间ꎬ
归正宗教会的权力重心历经转移(由起初的苏黎

世转移到伯恩ꎬ然后再由伯恩转移至日内瓦)ꎬ最
终确立了日内瓦———包括它的政治体系(共和政

体)和宗教思想家(加尔文和承继者伯撒)———为

归正宗教会中举足轻重的地方ꎮ 这种发展在以训

练归正宗教会牧师为宗旨的日内瓦学院(Ｇｅｎｅｖａ
—８８—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１５５９ 年成立)出现后得到加固ꎮ
在更正教改教运动的三大派别中ꎬ归正宗对

英语世界尤为重要ꎮ 在 １７ 世纪英国历史上显赫著

名ꎬ并在该世纪和以后大大影响新英格兰的宗教

及政治观点的清教徒主义(Ｐｕｒｉｔａｎｉｓｍ)ꎬ就是归正

宗的一支ꎮ 要了解新英格兰的宗教及政治历史ꎬ
或要了解诸如爱德华兹(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等作家

的观点ꎬ至少某种程度上就要掌握清教徒的神学

观点及部分宗教取向ꎬ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取态就

是源于这些观点ꎮ
纵观这些宗教改革家们的进路ꎬ能够以概要

的形式在英国教会«三十九条信纲» (１５７１)①中得

到研究ꎬ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三十九条信

纲»和 １６ 世纪的其他信纲相比较②ꎮ 在承续而来

的 １７ 世纪ꎬ更正教信仰的经典表述是«威斯敏斯

特信条»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ｉｔｈ) ( １６４６
年)ꎮ «威斯敏斯特信条»成为长老会教义的标准

化表述ꎮ 在教会治理的诸问题上ꎬ尽管长老会区

隔于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ꎬ但他们探索真理的

进路基本上是相同的③ꎮ 这也适合 １８ 世纪的福音

派教会ꎮ 福音派教会中的许多人ꎬ都属于英国国

教徒ꎮ 他们所寻找到的东西ꎬ不是某种接近真理

的新方法ꎬ而是把他们已经在圣经中获知的真理

全新地用于当时的生活中ꎮ 所有这一切看来似乎

是出自时代ꎬ其实是出自古典哲学的某种遥远的

诉求ꎬ而这主要是从改教家们的著作中澄明出

来的ꎮ
２.神学立场认献
我们已经提到ꎬ宗教改革运动相当重看圣经

的权威ꎮ 不过ꎬ圣经是需要解释的ꎮ 随着宪制派

与极端派改教家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ꎬ解经的问

题就既会导致失和ꎬ也着实叫人费解ꎮ 显然有必

要用某种“官方”形式说明宗教改革运动的观念ꎬ

以祈避免混乱ꎮ 这个角色是由“信条”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ｉｔｈ)来扮演的ꎮ

归正宗在这场变革中在相当强调注重圣经权

威的同时ꎬ也承认以往基督教共识的角色———即

所谓的早期“传统”ꎮ 一般来说ꎬ归正宗神学家可

以说是承认三层权威的:
第一ꎬ圣经ꎮ 他们认为ꎬ圣经在基督徒的信仰

和德行上ꎬ拥有至高的权威ꎮ
第二ꎬ基督教信经ꎮ 他们肯认ꎬ这些文献(如

«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代表了早期教会的

共识ꎬ而且是圣经的准确和权威解释ꎮ 虽然它们

的权威被视为衍生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或从属的( 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ꎬ却是对抗极端宗教改革运动(一般拒绝承

认这些信经拥有任何权威)的个人主义的重要查

检ꎮ 信经的权威是同时被更正教和天主教所承认

的ꎬ也包括构成主流宗教改革运动的不同成员ꎮ
第三ꎬ信条ꎮ 这些文献被宗教改革运动中某

些团体视为权威ꎮ 这一时期ꎬ产生了许多伟大的

教义问答和信条ꎬ为归正宗所接受和引纳并透射

出强烈的归正宗传统的神学取向ꎬ如第一瑞士信

条 ( Ｆｉｒｓｔ Ｈｅｌｖｅ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 第 二 瑞 士 信 条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ｅｌｖｅ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海德堡要理问答»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Ｃａｔｅｃｈｉｓｍ)、英美长老宗的«苏格兰宣

言»(Ｓｃｏｔ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和«威斯敏斯特信条»ꎬ皆以

这些宣言为蓝本ꎮ
由此推见ꎬ归正宗所推崇的基本格局是承认

圣经拥有首要性和普遍性的权威ꎻ信经是拥有从

属性和普遍性的权威ꎻ而信条则是拥有第三位和

地区性的权威ꎮ
除此之外ꎬ最能反映归正宗神学立场的ꎬ当属

它的发起人和后继者们的著述文献ꎮ 加尔文在他

的«要义»ꎬ以及其圣经注释、小册丛书中延展出他

归正神学思想的轨迹ꎮ 在加尔文的神学架构中ꎬ

—９８—

①

②

③

这些条款ꎬ出现在«公祷书»(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ａｙｅｒ)中ꎮ 前述给出的日期ꎬ是它们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形成的日期ꎮ 但是ꎬ
它们较早的内容ꎬ可追溯到较早的英文版ꎮ 它们部分受惠于大陆的种种信仰陈述ꎮ 关于英国改革家们的一般教义ꎬ参见 Ｐｈｉｌｉｐ Ｅｄｇｃｕｍｂ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Ｈｏｄ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ꎬ １９６５.

对基督教信条收集最广的文集ꎬ依然是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ｃｈａｆ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ｄｏｍ[Ｃ] .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ｓ:Ｂａｋｅｒ Ｂｏｏｋ 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７７ꎻ又见 Ａｒ￣
ｔｈｕｒ Ｃ.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 ꎻＬｏｎｄｏｎ:ＳＣＭ Ｐｒｅｓｓ ꎬ１９６６ꎬ 书中带有种种历史

引论ꎻＷｉｌｈｅｌｍ Ｎｉｅｓｅｌꎬ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ꎬ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ꎬ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Ｍ].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Ｏ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ｙｄꎬ１９６２ꎻＥｒｉｃ
Ｒｏｕｔｌｅｙ . Ｃｒ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ꎬ１９６２ꎻ至于在美国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

的信条ꎬ见 Ｊ. Ｇｏｒｄｏｎ Ｍｅｌｔ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ｒｅｅｄｓ[Ｍ] . Ｄｅｔｒｏｉｔ:Ｇａ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８８.
至于后宗教改革的神学ꎬ见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Ｈｅｐｐ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 ꎬＳｅｔ Ｏｕｔ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Ｍ] . Ｌｏｄｏｎ: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

ｗｉｎꎬ１９５０ ꎻ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Ｓｃｈｍｉｄ.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Ｌｕｔｈｅｒ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 [Ｍ]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 ꎬ３ｒｄ ｅｄ.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ｎ. ｄ.ꎻ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Ａ.Ｍｕｌｌｅｒ. Ｐｏｓ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ꎬ １ 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ｔｏ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Ｍ] .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ｓ :Ｂａｋｅｒ Ｂｏｏｋ 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８７ꎮ Ｍｕｌｌｅｒ 的«拉丁

文、希腊文神学术语词典ꎬ主要出自更正教的经院神学»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ｋ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ꎬＤｒａｗ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Ｍ] .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ｓ :Ｂａｋｅｒ Ｂｏｏｋ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８５)ꎬ不但对各种术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ꎬ而且说明了宗教改革思想和早期神学

与哲学的连续性ꎮ



预定论的教义最是鲜明突出:他主张人类因着罪

的存在是全然堕落ꎬ无力自救ꎮ 而上帝在立世以

先却在基督里择定一部分人ꎬ将他们分别出来ꎬ使
之成圣ꎬ且借由基督的救恩与圣灵的保守ꎬ信徒必

蒙救赎到底ꎮ 虽然在细节的信仰教义上ꎬ各归属

归正宗传统的宗派会略有歧义ꎬ但基本轮廓和认

同皆与«要义»相近ꎬ而强调上帝绝对主权拣选的

预定论教义ꎬ更是普遍接纳的共识ꎮ 因为加尔文

归正神学深具系统性ꎬ其影响波及至诸多教派ꎬ所
以ꎬ迅速成为更正教的思想主流ꎮ

１９ 世纪末叶ꎬ当归正宗神学的影响伸展到荷

兰时ꎬ无形中ꎬ又为归正宗大军添设更多更负权威

式的影响人物ꎬ 诸如巴域克 ( Ｈｅｒｍａｎ Ｂａｖｉｎｃｋꎬ
１８９５— １９６４ 年 ) 及 凯 帕 尔 (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Ｋｕｙｐｅｒꎬ
１８３７—１９２０ 年)ꎻ凯帕尔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Ｆｒ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的创立人ꎬ他也是荷

兰的首相ꎮ 后来ꎬ继之而起的苏格兰的俄尔(Ｊａｍｅｓ
Ｏｒｒ)和英国的华菲德(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Ｗａｒｆｉｅｌｄ)ꎬ麦根

(Ｊ Ｇｒｅｓｈａｍ Ｍａｃｈｅｎ)及温狄尔(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Ｖａｎ Ｔｉｌ)
成为 ２０ 世纪归正宗传统的代表ꎮ 他们的神学思想

与主张同样传递出浓厚的归正神学气息ꎮ
３.神学取向
加尔文以及受其影响的归正宗神学的主要特

质是程度上的深刻和内容上的全面ꎮ 为了更好地

把握它ꎬ我们需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宏观广阔的历

史场阈中ꎬ可以说ꎬ它既继承了以奥古斯丁和阿奎

那为代表的教父和中世纪神学家的思想ꎬ同时又

为加尔文之后认同他的思路的后继者们所吸纳并

发扬ꎮ 综括起来ꎬ归正宗传统具体呈现以下几个

神学取向:
(１)认同宗教改革的五个“Ｓｏｌａｓ”
五个唯独(Ｆｉｖｅ Ｓｏｌａｓ)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五个

拉丁文短语融合而成的术语ꎬ这是改教家们基本

神学信仰的综纳与表达ꎬ与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教

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拉丁语“ｓｏｌａ”在中文中是

“唯独” “单独”或“只有”的意思ꎮ 这五大宣言就

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
独上帝的荣耀ꎮ 改教家们相信这是基督教生活与

实践中要旨的基石ꎬ是圣经的真理ꎬ是基督教最重

要的教义基础ꎮ 這五个唯独把基督教信仰带回合

乎圣经原初旨意的真道上ꎮ 五个唯独毫无保留地

拒斥与反驳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教义ꎬ他
们力图把罗马天主教所劫持的上帝的神圣属性从

其所谓圣统阶层之中释放出来ꎮ 这亦成为后来归

正宗所极力推崇的信仰回归正统的努力意向ꎮ

(２)维护新旧约圣经的逻辑一致性

约翰福音第五章 ３９ 节说ꎬ“你们应当查考圣

经ꎬ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ꎬ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

经”ꎮ 在教会历史上ꎬ因着处理新旧约关系问题

上ꎬ出现了马吉安异端(第 ２ 世纪)ꎮ 马吉安的思

想不同于诺斯底主义ꎻ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显得那

种臆度抽象ꎬ且舍弃了隐喻的讲经法ꎬ认为新约圣

经与旧约圣经的相互抵触的ꎬ律法与福音不相合ꎮ
马吉安把二者的不相合ꎬ以如新酒不能放在旧皮

袋里ꎬ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ꎬ他说:“教会及教

父ꎬ甚至使徒所相信的都犯了错误ꎬ只有保罗在加

拉太书中指出犹太人的错误来ꎮ 可惜保罗的意思

也倾向犹太化ꎻ总之ꎬ«新约»与«旧约»、律法与恩

典、基督教与犹太教ꎬ两者是绝不相容的ꎮ” [２]１９而

在加尔文看来ꎬ律法与福音二者并非相互抵牾ꎬ福
音的呈现并没有贬抑律法的价值与有效性ꎮ

与此同时ꎬ归正宗神学视旧新约圣经同为圣

经正典ꎬ主张圣经是一个整体ꎬ表达一套一致的神

学ꎮ 是基督徒信仰与行为的唯一标准ꎮ 旧约和新

约并不互相违背ꎬ前后本质也没有发生变更ꎮ 旧

约和新约中都有律法ꎬ也都有福音ꎮ 不过ꎬ归正宗

也承认新旧约彼此之间仍有分别ꎬ但是这些分别

纯粹是发展性的ꎮ 换言之ꎬ它恰恰预示着圣经历

史由前期至后期的信仰发展轨迹ꎮ
由此便引发了归正宗在解经的问题上存有这

样的特点:首先看重总原则基础上的“以经解经”ꎬ
以免陷入乱解谬解的窠臼ꎻ其次ꎬ看重反合性经文

(ｐａｒａｄｏｘ)的解经方式ꎬ即悖论ꎬ似非而是ꎬ一些经

文虽然看起来矛盾ꎬ实际上是不矛盾ꎬ以一种反论

观念来诠解圣经ꎮ 而这两个特点都是在强调“全
本”圣经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的神学思想ꎮ

(３)推崇上帝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

归正信仰其根本是以上帝为中心ꎬ这亦成为

归正宗神学的主题ꎮ 而上帝的中心性ꎬ强调上帝

的主权统管着一切ꎬ内蕴着这样的意涵在其中:唯
有上帝圣善之灵的光照ꎬ人才能取获对自我的认

知ꎬ并承认自我罪性的存在ꎻ圣父预备、圣子成全、
圣灵施行的救恩完完全全是上帝自己的作为ꎬ人
因为罪的玷污没有丝毫的功劳ꎻ按照上帝形象和

样式所造的人理当降服在上帝绝对的主权下面ꎬ
接受上帝的管治ꎬ其生活和制度也应该以圣经为

依据并向上帝负责ꎮ
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观念更是呈现在加尔文

的思想中ꎮ 在他看来ꎬ祂不单是创造万物的起始

者ꎬ祂也是托住万有的维系者ꎬ一切的始与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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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嬗变与演进都在祂的掌控当中ꎮ
二、加尔文神启方法论视角
在明晰了加尔文整个归正信仰的神学概貌

后ꎬ对其奠基归正信仰的逻辑方法论我们需加考

究一番ꎮ
加尔文常以这样的祷告开始他的授课:Ｍａｙ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ｇｒ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ｔｔｅ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ｗｉｓ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ｉｅｔｙꎬ ｔｏ ｈｉｓ
ｇｌ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ｕｒ ｅ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 他所要传达的是:无论是

神学研究抑或世间所有的学习ꎬ我们都当抱持一

颗虔敬的心灵祷告主使我们得以进入祂属天的奥

秘智慧ꎬ而一切的获得也必须是为着上帝的荣耀ꎬ
并在其间更新长进自己ꎮ 可以说ꎬ加尔文终身是

抱持这种精神从事神学研究的ꎬ他的思想进路始

终一贯ꎬ井然有序ꎮ
在此ꎬ我们留意到他与路德神学研习始发点

之间的区隔ꎮ 在路德看来ꎬ人在堕落中的彻底无

能与无力自救ꎬ无法仰赖行为夸胜ꎬ因而必须靠着

上帝所预备的基督救恩ꎬ才能因信称义ꎮ 路德神

学虽不是人本中心ꎬ却是从人开始ꎮ 而相形之下ꎬ
加尔文的归正神学并不是发端于个体属灵体验ꎬ
他的信仰中心是上帝的道ꎬ起点则是上帝的启示ꎮ

１.“上帝的事”
加尔文在«要义»的第一章选择谈论对上帝的

“认识”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而不是上帝的“存在” ( ｅｘｉｓｔ￣
ｅｎｃｅ)或“实质”(ｂｅｉｎｇ)ꎬ这个事实表明加尔文的神

学不管在架构上或内容上ꎬ启示都占据着中心地

位ꎮ 与此相仿的ꎬ当他提到“造物者” (Ｃｒｅａｔｏｒ)一

词时ꎬ这包括了三位一体、创造和护理的教义ꎮ 他

所强调的是上帝的启示之工或作为ꎬ而不是上帝

的本质ꎮ 中世纪的经院学派和之后的加尔文学者

则强调上帝的本质ꎮ 虽然«要义»的第一和第二卷

讨论人对上帝的认识ꎬ但一直到第三卷‹我们如何

领受基督的恩典›ꎬ加尔文的认识论才更明晰地表

显出来ꎮ
然而ꎬ二者何为先ꎬ是对上帝的认识ꎬ还是对

我们自己的认识? 加尔文意识到我们不容易弄清

楚“二者哪个在前并产生了另一个”ꎮ 二者是同时

发生的ꎬ对上帝的适当认识都包括对自身的理解ꎮ
我们面临的不是两个层面的知识ꎮ 在这条道路上

的每一步ꎬ以及生活的每个领域ꎬ我们都会遇到看

似矛盾的问题: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驱使我们去查

看上帝ꎬ而它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对祂有所沉思ꎮ
然而ꎬ当加尔文说到对上帝的双重认识时ꎬ他

指的并不是始终存在的神人相遇的二元性ꎮ 他指

的是认识上帝是创造者———这在创造宇宙中表现

出来ꎬ以及认识上帝是拯救者———这只能从基督

的脸上看到①ꎮ
加尔文认为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

造物ꎮ 没有一个人能避免“与上帝发生联系”ꎮ 上

帝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安置了对祂自己的意识ꎮ
加尔文称这种意识为“宗教的种子” “对神性的意

识”“良心的谴责”ꎮ 根据加尔文的说法ꎬ不管一个

人偏离上帝多远ꎬ即使到了否认上帝存在的地步ꎬ
“那种子也绝对不会被连根拔起” [３]４.４ꎮ 此外ꎬ他
又将上帝看作做工的人ꎬ把“无数证据”和“祂荣耀

的清楚印记”展现在祂在宇宙中的工作上[３]５.１ꎮ 的

确ꎬ宇宙像“一面镜子ꎬ叫我们能看到那原是无形

无象的上帝”ꎬ或者换个比喻ꎬ宇宙是“一座炫目的

剧院”ꎬ上帝的荣耀在上面闪耀[３]５.８ꎮ
上帝启示在自然中的知识不可避免地引起人

们的回应ꎮ 对上帝的认识不会是客观的、冷漠的ꎮ
认识上帝对人的存在至关重要ꎬ因此不可能有中

立的反应ꎮ “宗教的种子”必然会产生两种反应:
敬虔或偶像崇拜ꎮ 加尔文给敬虔的定义是“从认

识上帝的福祉而生的敬爱上帝之心” [３]２.１ꎮ 偶像崇

拜是将被造的假神代替了独一的真神上帝ꎮ
而所有这些恰恰是对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开

篇那句著名格言的诠述:“祢造我们是为了祢ꎬ我
们的心如不安息在祢怀中ꎬ便不会安宁ꎮ”然而ꎬ对
加尔文来说ꎬ虔诚的终极目标不是个人得救ꎮ 加

尔文说过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话:“即使没有地

狱”ꎬ真正虔诚的人一想到要冒犯上帝的荣耀也会

战栗不已ꎮ
２.失落在迷宫里

根据以上所述之内容ꎬ人们可能会得出一个

结论ꎬ即加尔文拥护纯粹的自然神学ꎮ 有时他的

确承认自然的秩序可能带来对上帝的正确认识ꎮ
如果人类没有堕落ꎬ便可以将上帝临在于自我之

中的痕迹以及世界带入与创造主的正确关系之

中ꎮ 然而ꎬ由于罪ꎬ这永远不可能完满ꎮ “在世上

真正的虔诚之人已经荡然无存” [３]４.１ꎮ 从自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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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认识上帝只能产生负面效果———使得人类的偶

像崇拜无可推诿ꎮ
“在创造宇宙的工作中ꎬ有那么多点亮的灯为

我们照耀着ꎬ向我们展示其作者的荣耀ꎬ然而这一

切都是徒劳的ꎮ 虽然它们使我们完全沐浴在光辉

之中ꎬ但是它们却无法将我们引上正路ꎮ 它们只

能让我们无可推诿ꎮ” [３]５.１４

加尔文最喜欢用迷宫的比喻来描述人与上帝

的疏离ꎮ 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ꎬ加尔文必定知

道忒修斯(Ｔｈｅｓｅｕｓ)的神话ꎬ忒修斯进了米诺斯的

迷宫ꎬ杀死了弥诺陶洛斯(Ｍｉｎｏｔａｕｒ)ꎬ在克里特公

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ꎬ用一个线团找寻到了回

去的路ꎮ 而人类却全然迷失在混乱中了ꎮ
“整个世界都陷入无边而肮脏的错误的泥潭

里ꎮ 每个人的心灵都宛如一座迷宫ꎬ难怪各民族

都有他们自己虚伪的一套ꎬ 甚至各人有自己

的神ꎮ” [３]５.１２

的确ꎬ人的心灵是一座真正的“偶像工厂”ꎬ制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灵ꎮ “世上所有错误的迷宫”
都出自这一共同的来源[４]１３１ꎮ “邪恶之人想要成

为自己的主人ꎬ开始情不自禁地忘记或曲解善的

来源ꎻ出于蛮横的忘恩负义的行为ꎬ他们开始抬高

自我ꎬ而怠慢那无与伦比的工匠与作者ꎮ” [４]５８所以

尽管上帝最初的形象还保留在人类中ꎬ但已经遭

到了彻底的玷污和毁坏ꎮ 在他们堕落的想法中ꎬ
“自然理性不能带领人到基督那里” [４]１３２ꎮ

３.俯就的启示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 Ｒｅｖｅｌａ￣
ｔｉｏｎ)

所有对上帝真正的认识都来自一个事实:上
帝出于伟大的仁慈屈尊启示自己ꎮ 启示是上帝自

由决定的结果ꎬ这一点对加尔文来说非常重要ꎮ
没有人催逼上帝启示祂自己ꎬ更没有人强迫祂创

造宇宙ꎮ 即使上帝让人类在罪的迷宫里漫无目的

地徘徊游荡ꎬ祂还是公义的ꎬ这一点毋庸置疑ꎮ 出

于祂绝对的善ꎬ上帝定规消除“我们与祂在天上的

荣耀 之 间 宏 达 的 距 离”ꎬ 道 成 肉 身 来 到 我 们

中间[４]１３１ꎮ
为了描述启示的过程ꎬ加尔文使用了“俯就”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这个词①ꎮ 加尔文认为ꎬ上帝不能

被我们理解ꎬ除非祂使自己俯就我们的标准ꎮ 而

且ꎬ上帝“与我们讲话时也俯就我们的能力” [５]５３ꎮ
此处ꎬ“俯就”一词意指“调整或调节ꎬ从而满足情

况的需要”ꎮ 他主张ꎬ上帝在启示之中调整自己ꎬ
从而适应人的心智的领受能力ꎮ 上帝描绘了一幅

我们能够理解的自画像ꎮ 加尔文很可能借用了古

典修辞学的俯就原则ꎬ他还是个人文主义者的时

候曾学习过古典修辞学ꎮ 修辞学的确切目的就是

俯就、顺应、遵循和符合某人的语言ꎬ这样就能使

语言适合于预期的听众ꎮ 上帝在让人们知晓祂的

时候也是这样做的ꎮ
上帝在俯就启示的过程中自由地决定对道不

再“闭口不谈”ꎬ而是要将其说出来ꎮ 在创造的秩

序中ꎬ道表现在“上帝的做工”里ꎬ而后者是“上帝

荣耀的见证人和信使”ꎮ 加尔文看到了阿西西的

法兰西斯(Ｆｒａｎｃｉｓ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ｉ)的一段话ꎬ他对里面表

现出的“自然启示”欣喜若狂:“小鸟歌唱ꎬ歌唱上

帝ꎻ野兽为祂嚎叫ꎻ风雨雷电害怕祂ꎬ山岳回应祂ꎬ
喷泉和流水眺望祂ꎬ 小草和花卉在祂面前微

笑ꎮ” [４]６８我们看到ꎬ因为人的罪性ꎬ上帝在自然中

做工的拯救是没有效果的:它们只能使人在审判

台前没有辩解的借口ꎮ 而且ꎬ上帝希望“自己靠近

我们ꎬ并为我们所熟悉”ꎬ将祂的旨意传达给我们ꎮ
为了做到这一点ꎬ道降低自己俯就人类ꎬ道成肉

身ꎬ“写在”圣经里ꎬ并且可以在圣礼和圣言中被看

到和听到ꎮ 只有通过这些上帝的晓谕ꎬ人才能获

致对拯救者上帝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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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借形想象绘画活动对儿童审美创造力的提升作用∗

张 学 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是采用“借形想象法”开展的儿童美术教育实践活动ꎮ 与传统儿童美术教育

活动相比ꎬ借形想象绘画活动在提升儿童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效果显著ꎮ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对儿童审美创

造力的提升主要源于四个方面:第一ꎬ借形想象绘画是以拓展儿童的审美能力为基础的欣赏活动ꎻ第二ꎬ借形想象

绘画是以提升儿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创造活动ꎻ第三ꎬ借形想象绘画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儿童审美创造力的发

展ꎻ第四ꎬ借形想象绘画活动本质上是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教育ꎮ
[关键词] 　 借形想象ꎻ　 绘画活动ꎻ　 儿童ꎻ　 审美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３.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９３－０４

　 　 “借形想象法”是一种特殊的绘画创作方法ꎬ
其原理是对抽象图式进行审美联想ꎬ并在既有图

式的基础上进行美术创作ꎮ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是

采用借形想象法开展的儿童美术教育实践活动ꎮ
在我国现阶段学前和小学低年级儿童美术课程

中ꎬ较为常见的借形想象绘画活动包括拖墨借形

画、拓墨借形画、拖色借形画、滴色借形画、吹色借

形画ꎬ等等ꎮ “借形想象法”由我国儿童美术教育

家薛文彪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在“智慧创意儿童美术教

学体系”中提出ꎮ 近 ２０ 年来ꎬ我国美术教育工作

者对儿童借形想象绘画活动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实

践探索ꎬ各地区的幼儿园及美术教育机构在课程

教法上不断创新ꎬ开发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富有趣

味的借形想象绘画活动ꎮ 作为一种新颖的儿童美

术教育实践活动ꎬ与其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教学实

践相比ꎬ借形想象绘画活动的内涵和意义还有待

研究者进一步探索ꎮ
对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是美术教育的

基本价值取向ꎬ 也是美术教学的两种基本指

向[１]３７ꎮ 与以临摹、写生为主的传统美术教学活动

相比ꎬ借形想象法这一独特的绘画创作方法不但

满足了学前儿童审美情感的需要ꎬ而且以一种积

极有效的方式对儿童的审美能力及创造能力起到

了同步提升作用ꎮ 对借形想象绘画活动的理论探

索ꎬ有助于儿童美术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好地

理解和开展这一类型的儿童美术教育实践ꎬ完善

儿童创意美术教学体系ꎬ帮助儿童充分体验由艺

术创作带来的快乐ꎮ

一、借形想象绘画是以拓展儿童审美能

力为基础的欣赏活动

绘画是人观照世界和表达自我的艺术途径之

一ꎮ 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创作方法ꎬ借形想象绘

画创作并不直接向外观照现实世界中的事物ꎬ而
是通过对抽象图式的联想来反向观照具象的现实

世界ꎮ 以拖色借形绘画活动为例ꎬ拖色借形绘画

创作共分三个步骤:首先ꎬ儿童运用特殊工具(如
纸巾、抹布等)蘸取颜料在底材上任意拖行ꎬ留下

画痕ꎻ其次ꎬ通过观察画痕的造型ꎬ儿童展开丰富

的联想ꎬ将抽象、随机的画痕与丰富的现实世界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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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ꎻ最后ꎬ儿童在画痕原形的基础上进行二次

美术创作ꎬ生成新的图式ꎬ创造出新的意义ꎮ
在传统美术教育中ꎬ审美能力是指在一定审

美观念的引导下ꎬ对生活或艺术作品中的客观对

象进行审美发现、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的能力ꎮ
儿童美术欣赏课程作为我国审美教育的载体ꎬ教
学形式往往是教师在课堂上将社会普遍认同的审

美趣味和审美观念灌输给儿童ꎬ教学内容也取决

于社会现实和艺术作品中既定的美与丑的观念ꎮ
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审美教育中ꎬ美往往被归为客

观的一方ꎬ主观的一方并非来自学生自身的主观

审美感受ꎬ而是来自教育者强加给学生的既定审

美标准ꎮ 这种审美教育方式的实质是教育者按照

社会既定的审美标准给客观对象贴上标签ꎬ并让

学生对社会固有审美取向逐渐接纳并承认的被动

接受过程ꎮ 显然ꎬ儿童在被动接受固有审美观念

的过程中ꎬ创新意识会受到抑制ꎬ因此ꎬ传统儿童

美术欣赏课程中的被动审美教育与儿童创新能力

的发展需要本质上是相悖的ꎮ
与传统儿童美术欣赏课程不同ꎬ借形想象绘

画活动为儿童创造了主动审美的空间ꎮ 传统美术

教育中的审美能力一般指在既有的审美规范下发

现和判断美的能力ꎬ这种对审美能力的定义缺乏

创造性ꎮ 而在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ꎬ儿童通过审

视随机画痕并展开想象ꎬ从中发现独特的美ꎬ将审

美的概念由“发现既定规则下的美”扩展到“发现

规则之外的独特的美”ꎬ从而在审美与创造之间建

构了意义联结ꎮ 儿童在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的审

美发现并不一定被他人(尤其是成年人)认同ꎬ是
超越了社会固有审美规范的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

内容ꎮ 因此ꎬ儿童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借形

想象画的创作中虽然形成了形式上的统一ꎬ但是ꎬ
儿童的审美创造力在创作过程中得到显著提升ꎮ

二、借形想象绘画是以提升儿童创新能

力为核心的创造活动

创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意为抛弃旧的创造新的ꎬ是
指能提出别人未提出的思想ꎬ做别人未做过的事ꎬ
或在事物原有的基础上ꎬ重新排列组合ꎬ引申发

散ꎬ否定、重构等ꎬ创造出一种与原来既有一定联

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新事物[２]７ꎮ 创新能力是指创造

新观念、新事物、新方法的能力ꎮ 十九大以来ꎬ我
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ꎬ创新技术正逐渐成为我

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ꎬ实践发展永无止境ꎬ解
放思想永无止境ꎮ” [３] 这意味着ꎬ一个能够持续发

展的社会ꎬ需要创新力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

动力ꎮ 教育承担着培养社会成员创新能力的基本

社会功能ꎬ应该持续为人提供适宜其发挥创造力

的优良环境ꎮ
在学校教育中ꎬ创新往往建立在审美的基础

之上ꎬ传统的审美教育ꎬ本质上却是对固有规范的

认同和接受ꎬ这导致学校教育与培养儿童审美能

力和创新能力不相符合ꎬ甚至存在一定对立性ꎮ
审美与创新二者的对立性并非不可调和ꎮ 由于每

一次创新都会导致固有的审美观念的变化、新的

审美规范的诞生ꎬ审美的社会标准也在随时代发

展不断变迁ꎮ 美术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ꎮ １８７４
年ꎬ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的名作«日出印象»
首次展出时ꎬ被固守传统的学院派画家和评论家

们嘲讽为“印象派”ꎬ嘲讽莫奈画法随便ꎬ不懂绘

画ꎮ 然而到了当代社会ꎬ印象派已经得到了公众

的普遍认可ꎬ甚至成为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绘画风

格之一ꎮ 可见ꎬ创新的确能够起到推动审美规范

变迁的作用ꎬ创新一旦打破并改变了固有的审美

标准ꎬ新的审美规范确立ꎬ它也就完成了与审美的

统一与融合ꎮ
在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ꎬ儿童需要在随机画

痕的基础上ꎬ充分展开联想、想象ꎬ观照现实世界ꎬ
再借助极具表现力的涂鸦ꎬ将脑海中的联想付诸

纸面ꎬ创作出新的图式ꎬ最终形成别具一格、富有

意义的儿童艺术作品ꎮ 以拓墨借形画为例ꎬ儿童

借助橡皮、纸团等工具将墨汁拓印在底材上ꎬ形成

大小不一、构图随机的墨点、墨线和墨块ꎬ教师可

以通过引导儿童观察这些墨迹ꎬ启发儿童展开丰

富的联想ꎬ充分发挥创新能力ꎬ用涂鸦的方式在抽

象的墨迹基础上画出富有个性的画ꎬ创作出充满

儿童特色的美术作品ꎮ 在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ꎬ
教师示范不再是必要的环节ꎬ因此ꎬ以示范—临摹

为主导的集体美术教学中出现的儿童美术作品千

篇一律、缺乏创新的问题也迎刃而解ꎮ 儿童在借

形想象绘画活动中能够自由表达观点、抒发内心

情感、释放创作激情ꎬ感受用绘画语言与他人交流

的喜悦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ꎬ这也是借形想象美术

—４９—



活动深受儿童喜爱的原因ꎮ

三、借形想象绘画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

儿童审美创造力的发展

创造是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潜能ꎮ 在儿童美

术能力发展过程中ꎬ从涂鸦期、象征期到图式期ꎬ
儿童绘画能力的每一步发展都显示出他们独特的

创造力ꎮ 当然ꎬ这种创造力与成年人的创造力不

同ꎬ成年人的创造力是指其为社会带来的某种质

的变革的能力ꎬ而儿童的创造力是指创造出对其

个人来说为全新的事物的能力ꎮ 儿童的创造力是

一切更高层次的创造力的基础ꎬ培养儿童的创造

力对人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ꎮ 具体来说ꎬ儿童在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的创造力是指儿童利用物质

材料及个人经验加以重组ꎬ制作出对其个人来说

是新颖、有意义的美术作品的能力ꎮ 这种创造能

力不仅在儿童创作的借形想象美术绘画作品中体

现出来ꎬ也从儿童进行美术创作的过程中反映出

来ꎮ 在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ꎬ成年人关于美术创

作的规定和权威被打破ꎬ儿童自由奔放的创作中

往往出现许多在成年人看来稚拙而可笑的 “错

误”ꎬ如不合逻辑的构思、不符合比例的造型、主观

臆想的色彩、凌乱随意的构图等ꎬ这恰恰体现出儿

童大胆的想象和丰富的创造力ꎮ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对儿童创造力的培养是建

立在儿童主动审美的基础之上的ꎮ 原本随机创作

的无意义画痕被儿童插上了想象的翅膀ꎬ变幻为

飞禽走兽、山川湖海ꎮ 儿童对抽象图式的欣赏和

对现实世界的联想ꎬ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ꎬ证明儿童对线条、形状、色彩具有强大的直觉

感受和把握能力ꎬ这正是儿童能够对艺术作品表

现出热烈的、富有激情和创造性的反应的审美

基础ꎮ
毋庸置疑ꎬ美术教育是培养儿童想象和创造

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ꎮ 培养想象和创造能力的重

要条件之一是要有想象的自由ꎬ而借形想象画正

是最为自由的绘画创作形式之一ꎮ 借形想象画不

受临摹的规范和限制ꎬ没有固定标准ꎬ给予儿童自

由挥洒的广阔空间ꎮ 借形想象画的评价标准丰富

多元ꎬ不论是对创作过程而言还是对儿童的绘画

作品而言ꎬ都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ꎮ 因此ꎬ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为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提供了比传统美术教育更为丰富的可能性ꎮ 此

外ꎬ教师在借形想象活动中对儿童的引导也直接

影响着儿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展ꎮ 虽然借形想

象画是一种儿童自主式的绘画活动ꎬ但并不等同

于“放羊式”的美术教育ꎮ 在借形想象绘画活动

中ꎬ教师适宜的鼓励、引导和启发是非常有必要

的ꎮ 教师的指导可以提高儿童的创作兴趣ꎬ便于

儿童打开创作思路ꎬ激发儿童表达自我的热情ꎮ
只要教师能够为儿童提供自由想象和创作的时间

与空间ꎬ并给予适当的指导ꎬ儿童的审美创造能力

就能够在不同类型的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中得到显

著提升ꎮ

四、借形想象绘画活动本质上是以儿童

为中心的美术教育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

出了学校教育的“儿童中心论”ꎮ 杜威认为ꎬ儿童

的本能是他们获得经验的基础ꎬ而教育就是对经

验的改造ꎬ因此ꎬ教育的出发点应是儿童的四种本

能ꎬ即语言和社会的本能和活动ꎬ制作和建造的本

能和活动ꎬ研究和探索的本能和活动ꎬ艺术的本能

和活动[４]２３ꎮ 学校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的选

择应顺应这些自然的倾向ꎬ满足和发展儿童本能

的需要ꎮ 英国艺术教育家赫伯里德在«通过艺

术的教育»一书中也认为ꎬ儿童生来具有艺术潜

能ꎬ并概括出儿童艺术的八种表现类型ꎮ 里德主

张ꎬ在儿童美术教育中ꎬ教师应该按照儿童艺术潜

能的不同表现类型进行指导ꎬ用艺术教育促进儿

童个性与人格的发展[５]４４ꎮ 同样ꎬ罗恩菲德也认

为ꎬ儿童创造乃是儿童自发的本能的反映ꎬ美术教

育的意义在于提供儿童自我表达的机会ꎬ主张通

过艺术创作发展儿童的个性、智力与创造力[６]５９ꎮ
学前美术教育、中小学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

教育是三个不同的概念ꎬ虽然它们实施的都是美

术活动ꎬ但学前美术教育并不推崇技法训练ꎬ即便

在基础美术教育中ꎬ技法训练也只占到一小部分ꎮ
对低龄儿童来说ꎬ过早接受专业美术教学所使用

的临摹加写生的技法训练方法ꎬ除了使他们获得

一些不成熟的技术之外ꎬ对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

的提升毫无益处ꎮ 随着教育价值观的改变ꎬ近年

来ꎬ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法中心取向的美术教育的

严重不足ꎬ原国家教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制定的

“美术教学大纲”中曾有意识地将这种“技法式”教
育转变成“审美式”教育ꎬ在教学内容上加入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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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欣赏课ꎮ 然而ꎬ现阶段我国儿童美术欣赏课教

学运用的仍然是专业化教学手段ꎬ学生通过欣赏

课教学所获得的只是一些抽象的知识点和概念化

语言ꎬ审美能力难以提高ꎮ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突破了以往美术课程以

“画”为中心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ꎬ转而以

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个性心理为出发点ꎬ借助儿童

自主创作、教师鼓励引导的儿童中心教学模式ꎬ充
分给予儿童审美、创造美的自由ꎬ这与儿童中心论

所主张的艺术教育方式完全相符ꎮ 借形想象儿童

绘画活动具有三大环节:第一ꎬ鼓励儿童借助非传

统绘画工具或用非传统绘画方式在底材上大胆制

造出任意形式的画痕ꎻ第二ꎬ引导儿童展开审美想

象ꎬ在随机画出的画痕中发现独特的美ꎻ第三ꎬ提
供不同材料ꎬ让儿童在无意义画痕的基础上做添

画ꎬ生成新的、有意义的绘画图式ꎮ 在借形想象画

的各个环节ꎬ教师主要扮演材料提供者和鼓励者

的角色ꎬ一切以促进儿童的发展为中心ꎬ让儿童在

自发的、低成人干预的状态下自由发挥内在的审

美与创造潜能ꎮ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不以任何伤害

儿童创造力的成人标准为价值尺度ꎬ对儿童的创

意绘画成果也不加以简单的等级划分ꎬ这体现出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本质上是以儿童为中心的美术

教育ꎮ 艺术是儿童的朋友ꎬ当言语不足以表达儿

童的喜怒哀乐时ꎬ艺术创作便成为儿童表达自我

的途径ꎮ 儿童美术教学活动必须创造条件ꎬ运用

积极有效的语言、简单有趣的材料、灵活多样的方

式ꎬ丰富儿童对美的体验ꎬ培养儿童的艺术兴趣ꎬ
引导幼儿用心灵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ꎮ 陶行知

先生提出ꎬ要让孩子在玩中学ꎬ在学中玩ꎮ 借行想

象绘画活动以游戏化的教学形式、多变的教学内

容和宽松的教学氛围ꎬ能初步培养儿童的审美能

力和美术兴趣ꎬ发展儿童简单的美术技能ꎬ提高儿

童的创造才能ꎮ 借形想象绘画活动使儿童美术教

育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价值得到充分发挥ꎬ儿童的

审美创造力得到长远发展ꎬ儿童艺术创作的内在

动力也在绘画活动中被持续激发出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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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相互作用理论视角下的幼儿入园适应难问题解析

史 晓 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社会相互作用理论认为ꎬ群体成员的社会相互作用方式随着长期的交往得以固化ꎬ群体成员处

于均势状态ꎮ 入园这一剧烈变化ꎬ打破了幼儿在家庭中所形成的均势ꎬ家庭内部长期稳定、高频率的社会相互作

用率急剧下滑ꎬ幼儿所习惯的社会相互作用方式无法维系ꎬ进而引发哭闹、拒绝入园等种种入园适应困难等问题ꎮ
幼儿园应重视通过游戏建立幼儿与同伴间相互作用的联结ꎬ家庭应创造幼儿与他人相互作用的条件ꎬ从而解决幼

儿入园适应难这一问题ꎮ
[关键词] 　 入园适应ꎻ　 幼儿ꎻ　 社会相互作用理论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９７－０５

　 　 入园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环节ꎬ面对突

如其来的剧烈变化ꎬ如何适应幼儿园生活是每个

小班幼儿都要面临的挑战ꎮ 大多数孩子会面临不

同程度的困扰ꎬ出现哭闹不止、拒绝入园、易怒易

躁、央求教师送其回家、抑郁寡言等情形ꎬ甚至会

出现严重的生理不适ꎮ
鲍尔比的依恋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等已分别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就类似现象给

出了大量的解释ꎬ社会学中也有诸多理论对此现

象做出强有力的解释ꎬ如米德的社会角色扮演论、
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ꎮ 本

文以怀特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为依据ꎬ重新审视

幼儿入园适应困难这一普遍现象ꎬ将幼儿在家庭、
幼儿园中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对比作为切入点ꎬ以
期丰富对此现象的解释ꎬ为家长和幼儿园解决幼

儿入园适应困难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ꎮ

一、社会相互作用理论对幼儿入园不适

现象的阐释

怀特在«街角社会ꎬ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

会结构»中通过对街角帮中意裔青年的研究指出ꎬ
街角帮作为一个群体ꎬ其群体核心的形成可追溯

至成员们的少年时代ꎬ在长期的相互作用中ꎬ群体

活动的组织形成了固定的规律和场所ꎬ群体成分

也得以固化ꎬ成员之间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ꎬ进而

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ꎮ 与此

同时ꎬ群体成员的相互作用方式也随着这种长期

的交往得以固化ꎮ 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群体结构也随之产生ꎬ“街角帮的每个成员在帮的

结构中都有自己的位置” [１]３４５ꎬ处于某一位置的个

体与群体其他成员发生相互作用时遵循着一种习

惯的方式ꎮ 由此可见ꎬ街角帮的活动按照固定的

模式进行ꎬ成员们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相互作用ꎬ
群体处于一种均势状态ꎮ “但突如其来和剧烈的

变化会破坏这种均势” [１]３４５ꎬ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

方式及其在群体中的位置也随之受到影响ꎬ进而

产生种种精神困境ꎮ
怀特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为我们研究幼儿入

园适应困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的思路和范

式ꎮ 我们通过对怀特的社会相互作用理论的分析

可知:幼儿入园所产生的种种不适应多数来源于

幼儿由家庭进入幼儿园这一突如其来的剧烈的变

化ꎬ这种变化破坏了幼儿在家庭群体中原有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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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ꎬ幼儿所习惯的相互作用方式无法维系ꎬ家庭内

部长期稳定的高频率的社会相互作用率急剧下

滑ꎮ 不仅如此ꎬ幼儿还面临着与他人发生相互作

用方式的转变ꎬ并要建立起与教师、与同伴新的相

互作用方式ꎮ 这一系列的挑战在幼儿内心产生了

极大的不平衡ꎬ进而引发幼儿种种入园不适应

现象ꎮ

二、幼儿在家庭中的社会相互作用

“家庭是幼儿最早来到的生活环境” [２]１４９ꎬ也
是幼儿社会相互作用的核心环境ꎬ它是以婚姻关

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ꎬ这决定了家庭

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情感为纽带的ꎬ幼儿在

其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方式及所处的位置有着区

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体的独特性ꎮ
首先ꎬ幼儿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儿童的发

现”这一观点日益上升ꎬ幼儿甚至成为家庭成员相

互作用的中心ꎬ尤其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

来ꎬ多子女家庭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ꎬ在核心化

的家庭结构中ꎬ幼儿没有能与之进行相互作用的

兄弟姐妹ꎬ仅有来自父母、祖父母纵向的相互作

用ꎬ之所以说是纵向ꎬ是因为这种相互作用发生于

知识、力量不均衡的长幼之间ꎬ加之幼儿独立、自
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ꎬ其进餐、盥洗、如厕等基本

生活事宜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家长ꎬ在这种自上

而下的相互作用中ꎬ父母总是习惯以爱的名义把

交往带给孩子ꎬ幼儿在其中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

地位ꎮ 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ꎬ幼儿天性中结群的

需要与乐群的倾向不能得到充分满足ꎬ失去了与

兄弟姐妹一同成长、游戏的经历ꎬ幼儿对成人会更

加依赖ꎬ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围绕着成人展

开ꎮ 自二孩政策实施以来ꎬ与我国历史上曾出现

的多子女家庭结构相比ꎬ幼儿在二孩家庭中的社

会相互作用模式更为复杂和微妙ꎮ 传统多子女家

庭中ꎬ家长们较为豁达ꎬ对幼儿教育的要求相对简

单ꎬ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ꎬ家长对专业的育儿知

识、理论不够了解ꎬ幼儿有机会、有精力在同伴群

体中享受儿童的世界而较少受到成人的干预ꎬ儿
童之间社会相互作用的模式较为自然ꎬ能够在游

戏、生活、学习中发展起充分的同伴间的相互作

用ꎻ如今的家长对子女成长不再抱有一种“望天

收”的心态ꎬ而是把所有的期望、资源等全部投入

幼儿的成长与教育中ꎬ二孩家庭中的父母对子女

的期望丝毫不亚于独生子女家庭ꎮ 因此ꎬ与传统

多子女家庭相比较ꎬ幼儿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

作用更多来自家长纵向的指导和干预:当幼儿与

兄弟姐妹产生矛盾冲突时ꎬ家长会主动出面迅速

调停ꎬ当幼儿表现出关心助人的举动时ꎬ会立刻受

到家长的夸赞ꎮ 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互作

用ꎬ幼儿与家庭内部的同伴交往都有成人的直接

参与ꎮ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ꎬ二孩家庭中幼儿与

成人的相互作用率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减ꎬ与兄弟

姐妹间的相互作用让幼儿获得了更多的同伴交往

的经验ꎬ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分享、合作等品

质ꎬ有利于幼儿入园后与他人快速建立起新的社

会相互作用模式ꎮ
其次ꎬ随着平房大院逐渐被单门独户的单元

住宅所取代ꎬ幼儿之间自然结群、呼朋唤友的时代

也随着这一便利空间的消失而不复存在ꎮ 与此同

时ꎬ一旦有机会走出家庭ꎬ与大社会接触ꎬ幼儿又

被禁止与陌生人说话ꎬ时刻提防着周围潜在的坏

人ꎬ幼儿与他人之间自发的互动与交往被谨慎的

父母以叮嘱、命令、关爱的形式所阻隔ꎮ 此外ꎬ在
信息时代下ꎬ电子产品已经渗透到幼儿的生活之

中ꎬ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２０１５)发布

相关信息白皮书表明ꎬ３２.４８％的受调查儿童每天

花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为 １—３ 小时ꎮ 幼儿容易被

光怪陆离的电子产品所吸引ꎬ所谓“指尖滑一滑ꎬ
宝宝笑哈哈”ꎮ 大多数幼儿被成人安排在室内独

自游戏已是常态ꎬ他们在家中日益习惯与电视、电
脑为伴ꎬ这种发生在幼儿与电子产品之间的相互

作用是一种“假”的相互作用ꎬ幼儿被动地接收信

息ꎬ仅有外界信息机械地输入ꎬ未见幼儿能动地输

出信息ꎬ幼儿缺少存在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

的信息互换与情感的体验ꎬ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幼儿与家长、兄弟姐妹发生相互作用的频率ꎬ剥
夺了幼儿在一个有意义的真实情境中学习和建立

多样化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机会ꎮ 面对面社会相互

作用的匮乏ꎬ使幼儿较多体会到的是孤独感和被

忽视感ꎬ长此以往ꎬ会妨碍幼儿提高自我表达和观

点采择的能力ꎬ这对幼儿顺利入园并建立起更为

开放的社会相互作用模式无疑是不利的ꎮ
由此可见ꎬ入园前ꎬ幼儿可与他人发生相互作

用的空间被核心化的家庭结构、崛起的高楼大厦、
日益普及的电子产品阻隔ꎮ 局限在家庭这一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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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环境中ꎬ幼儿的生活日复一日按照一种固

定的模式进行ꎬ家庭成员之间非常频繁地发生相

互作用ꎬ幼儿与家长的相互作用方式也随着家庭

内部的长期活动而固定下来并达到一种相对稳定

的状态ꎮ 然而这种看似稳定的状态是虚幻、脆弱

并缺乏灵活性的ꎮ 幼儿所习惯的这种相互作用方

式仅在家庭这一环境中能够得以维系ꎬ一旦脱离

了家庭ꎬ脱离了他们日常活动的轨道ꎬ原本稳定的

相互作用方式就会全面受挫ꎮ
因此ꎬ尽管幼儿在与家长的相互作用中可以

表现得很自信、活泼ꎬ但这终究是一种外在赋予ꎬ
改变不了幼儿内心孤独、受控的状态ꎬ幼儿在有限

的交往半径内迷失于家长的宠爱与关怀之中ꎬ家
庭中纵向的相互作用的内容围绕着家长发现并满

足幼儿物质与精神上的需要等抚养关系进行ꎬ家
庭中横向的相互作用又多了家长“裁判式”的介

入ꎬ在浓厚的亲情氛围下ꎬ家庭中的秩序及规范缺

少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体刚性的约束ꎬ幼儿与家长

的相互作用较为随意、自由ꎬ幼儿甚至表现出任性

而为的状态ꎬ他们与兄弟姐妹间的相互作用又少

了从家长的关爱中独立出来的自然的情境与体

验ꎮ 所以ꎬ幼儿在家庭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方式

只有到更为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得到修复和完善ꎮ

三、幼儿在幼儿园中的相互作用

幼儿园作为组织性程度较高的集体教育机

构ꎬ其群体环境为幼儿建立新的相互作用方式提

供了条件ꎬ这其中存在的相互作用要比家庭复杂

丰富得多ꎬ不仅有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师幼相互作

用ꎬ还有幼儿与同伴之间的幼幼相互作用等ꎮ

１.师幼间相互作用

虽然幼儿和教师的相互作用与幼儿和家长之

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发生在幼儿和成人之间的相互

作用ꎬ但仍存在诸多不同ꎮ
首先ꎬ作为幼儿集体生活的照看者ꎬ教师为了

保证日常生活能按既定的轨道进行ꎬ师幼之间的

相互作用往往都是由教师发起的ꎬ其内容多是围

绕指导、教育和命令幼儿ꎬ教师制定规则ꎬ幼儿遵

守规则ꎬ与幼儿的相互作用中ꎬ教师以教育权威的

姿态在主宰着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方向和进程ꎬ教
师权威背后是社会规范、道德、价值观等ꎬ幼儿在

师幼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处于服从者、学习者的地

位ꎮ 幼儿向教师主动发起的相互作用少之又少ꎬ

内容也仅仅是围绕着寻求帮助、提问、告状等展

开ꎬ这种在制度化环境中建构的师幼间相互作用

带来的是制度化的色彩和行动逻辑ꎮ 与幼儿园中

教师对相互作用的高度控制不同ꎬ在家庭以情感

为纽带构筑的相互作用中ꎬ幼儿可以频繁地向家

长主动发起相互作用ꎬ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形成鲜

明对比ꎬ家长把全部的爱和心血倾注在一个或两

个孩子身上ꎬ与集体教育机构中一个教师带几十

个孩子相比ꎬ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回应由

孩子发起的相互作用ꎬ其内容也延伸至生活的方

方面面ꎮ 由此可见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ꎬ面对不

同的身份角色的成人ꎬ幼儿发出的相互作用及引

发的回应方式和内容是不同的ꎮ
其次ꎬ在幼儿园细致的常规和教师权威的双

重压力之下ꎬ幼儿在园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被规

定着ꎬ幼儿与教师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牢牢固定在

既定的轨道上ꎬ幼儿被动地跟随教师的脚步ꎬ处于

被控制的状态ꎮ 刚入园时ꎬ幼儿也曾试图改变这

一状态ꎬ他们做出反抗ꎬ不管是外显的攻击性行为

还是内隐的逃避行为ꎬ幼儿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捍

卫他们熟悉的相互作用方式ꎬ挣扎着想要回到他

们习惯的生活中去ꎮ 然而这种微弱的反抗都被教

师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打压回去ꎬ根深蒂固的师

道尊严得以捍卫ꎬ集体生活的秩序、规则得以巩

固ꎮ 经过多次的失败尝试ꎬ幼儿意识到在亲情文

化下习得的那一套方式在与教师的相互作用中失

效ꎬ渐渐地ꎬ他们学会了服从ꎬ习惯于遵守并期望

通过服从获得教师分配给他们的荣誉ꎮ 相反ꎬ在
家庭生活中ꎬ幼儿在与家长的相互作用中多了一

些主动反抗的行为ꎮ 幼儿作为尚未充分社会化的

个体ꎬ自带一种任性、冲动的气质ꎬ新入园的幼儿

正值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ꎬ以做出对抗性的行为

为乐ꎬ他们在对家长的指挥做出反抗的同时又离

不开家长ꎮ 在核心家庭中ꎬ幼儿身上承载了家庭

成员太多的爱ꎮ 幼儿在与家长的相互作用中ꎬ若
遇到不想做的事ꎬ他们本能地提出质疑与反抗ꎬ长
期频繁的相互作用使得他们能够大致把握与家长

相互作用中复杂的内在机制ꎬ通过捕捉家长的语

言、表情、体态等社会参照机制ꎬ幼儿已习得了一

套成功的“反抗”方式ꎮ 可以说ꎬ家庭中的相互作

用关系因幼儿的质疑和反抗与家长的让步及妥协

共同维系并得以固化ꎮ 幼儿在家中若反抗失败ꎬ
—９９—



这种失败所引起的心理冲突的强度也不足以对其

原有的相互作用方式构成“结构上的干扰”ꎬ幼儿

只需做出微调便可以使自己重新回到群体均势的

状态中去ꎮ

２.幼儿与同伴的相互作用

一旦进入幼儿园ꎬ幼儿与同伴群体的相互作

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ꎮ 入园前ꎬ幼儿与同伴的

相互作用是零散的、片段的、不成系统的ꎻ入园后ꎬ
幼儿身处一个群体化的班级空间ꎬ同伴间的相互

作用、结群、游戏等便成为可能ꎮ
较之幼儿与成人的相互作用ꎬ幼儿同伴间发

生的相互作用使幼儿更多获得的是一种相对主动

的社会角色ꎮ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ꎬ不存在一方控

制、另一方服从或反抗ꎻ不存在“为所欲为”的霸占

与独享ꎬ幼儿体会到更多的是平等与分享ꎮ 不论

是友好的合作还是发生矛盾冲突ꎬ群体生活为幼

儿创设了一种共同学习和生活的社会情境ꎬ为去

除幼儿在家庭中得以反复强化的自我中心提供了

契机ꎬ让幼儿可以慢慢走出家庭中狭隘的相互作

用方式ꎮ 通过与同伴日复一日相互作用ꎬ在多次

反复的冲突和自我调适与让步中ꎬ幼儿习得了群

体生活的秩序与规范ꎬ结交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同伴ꎬ弥补了家庭生活中没有兄弟姐妹所带来的

缺失ꎬ有了同伴作为参照ꎬ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比

较ꎬ幼儿才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自我认知ꎬ进而

学会如何协调自己与同伴的关系ꎬ如何被群体所

接纳、认可ꎬ如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ꎬ从而进

一步减轻对成人的依赖ꎬ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作

用方式更为立体、灵活、开放ꎮ 可以说ꎬ是幼儿园

密集的同伴间的相互作用让幼儿从家庭中形成的

虚幻的相互作用方式得以改善ꎬ使幼儿从家庭个

体化生活中孤立与隔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ꎬ有了

同伴参与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幼儿的生活ꎬ幼儿

也因此获得真正的发展ꎮ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可知ꎬ入园作为一种外

界的干预力量必然要和幼儿已有的社会相互作用

模式发生冲突ꎮ 处于入园初期这一过渡阶段的幼

儿ꎬ其相互作用方式在外界干扰和内部失衡的双

重压力的作用下ꎬ会经历一个暂时的混沌、无序甚

至是断裂的状态ꎬ幼儿入园初期种种适应困难的

反应即是这种状态的外显ꎬ然而正是这种状态为

幼儿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契机ꎮ 怀特指出ꎬ“正常人

要学习在一定限度内适应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的

频率和类型的变化” [１]３４６ꎬ因此ꎬ入园这一过程是

指向未来的ꎬ随着幼儿入园后与教师、同伴交往的

发展ꎬ在幼儿园教师与家长的配合、引导下ꎬ幼儿

会建构一种新的、开放程度更高、灵活性更强的相

互作用模式来适应群体生活ꎬ从而减少从家庭到

幼儿园这一跨越所造成的困扰ꎮ

四、减少幼儿入园适应困难的建议

在以上影响幼儿入园适应的种种因素中ꎬ同
伴间的相互作用是减少幼儿入园适应困难的重要

突破口ꎬ笔者认为ꎬ家园合作ꎬ可利用同伴这一重

要他人帮助幼儿渡过难关ꎮ

１.幼儿园方面

幼儿园带给幼儿最大的改变在于集体化生

活ꎬ幼儿无法维系独占、独享、独玩的状态ꎬ他们不

得不学会分享、合作ꎬ学会与同伴相互作用ꎬ而同

伴间相互作用的发生与维系均需要幼儿参与各种

活动ꎬ游戏因其对幼儿天性的满足便成为此类活

动的首选ꎮ 加达默尔说:“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吸引

游戏者的东西ꎬ就是使游戏者卷入游戏中的东西ꎬ
就是来束缚游戏者于游戏的东西ꎮ” [３]１３７每个幼儿

在游戏活动中可以加深同伴间的相互作用ꎬ游戏

促进了幼儿与同伴间的联结ꎬ引发了幼儿之间密

集的相互作用ꎬ促进了幼儿对群体及自身的认同ꎬ
维系了幼儿同伴间相互作用的意识ꎬ为幼儿适应

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的频率和类型的变化提供了

契机ꎮ
同时ꎬ游戏和幼儿同伴间的相互作用是共生

的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ꎬ不能对二者进

行手段和目的的区分ꎮ “目的和手段分离到什么

程度ꎬ活动的意义就减少到什么程度ꎬ并使活动成

为一种苦工ꎬ 一个人只要有可能逃避就会逃

避ꎮ” [５]１１７罗素指出:“热爱游戏是幼小动物———不

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最显著的易于识别的

特征ꎮ 对儿童来说ꎬ这种爱好是与通过装扮而带

来的无穷的乐趣形影相随的ꎬ游戏与装扮在儿童

时期乃是生命攸关的需要ꎬ若要孩子幸福、健康ꎬ
就必须为他提供玩耍和装扮的机会ꎮ” [４]７３游戏对

幼儿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作为引发幼儿同伴间相互

作用的手段ꎬ相反ꎬ应通过幼儿同伴间的相互作用

让游戏成为自然ꎬ让游戏回归幼儿生活中最本真

的目的ꎮ 因此ꎬ游戏中的相互作用不在于它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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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少教育价值ꎬ不在于成人施加了多少外在的

功利性目的ꎬ关键在于幼儿在游戏中的专注与愉

悦ꎮ 在享乐的体验下ꎬ幼儿是一种自由的存在ꎬ他
们在游戏中身心得以放松ꎬ素不相识的幼儿在其

中可以迅速熟悉起来ꎬ可以快速结群ꎬ幼儿同伴间

的相互作用在游戏中得以自然生成ꎬ在持续的共

同活动中得以固化ꎬ因入园适应困难所引发的紧

张、焦虑等负面情绪在游戏中能得以缓解ꎮ

２.家庭方面

当下很多家庭特别是核心家庭中幼儿与他人

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较为单一ꎬ家庭中缺乏能够

与幼儿分享物质及情感的兄弟姐妹ꎬ家长应进一

步促进幼儿与他人相互作用方式的多样化ꎬ扩大

幼儿所接触的社会生活范围ꎬ积极寻求来自亲朋

好友的社会支持ꎬ让幼儿在大社会中ꎬ通过与不同

身份、不同角色的人的接触ꎬ通过亲身参与社会生

活事件ꎬ延伸幼儿的生活半径ꎮ 幼儿长期只由老

人或保姆专人看护会进一步缩小幼儿与家庭成员

之外的人员发生社会相互作用的范围ꎬ减少幼儿

与他人的接触和感知ꎮ 因此ꎬ提倡多人看护ꎬ提倡

为幼儿创设与同伴相互作用的机会ꎬ为幼儿提供

游戏的场地ꎬ增加其与同伴发生社会相互作用的

频率ꎬ进而增强幼儿与同伴的亲密关系ꎬ降低对成

人的依从ꎬ使幼儿逐渐从家庭走出来ꎬ学会建立新

的、稳定的社会相互作用方式ꎬ习得从同伴的角度

建构自己的世界观ꎬ并由此逐步改变幼儿在家庭

中较为单一、固化的社会相互作用模式ꎮ 同时ꎬ家
长们应清醒地认识到ꎬ电子产品不能代替自己陪

伴孩子、不能代替孩子在真实世界所获得的社会

相互作用的体验ꎬ应积极帮助幼儿回归游戏、回归

共同生活ꎮ 有了更为多元、更加灵活的社会相互

作用经验后ꎬ幼儿在进入新环境时ꎬ各种焦虑、退
缩等负面行为则会消退ꎬ取而代之的是积极的调

试和适应ꎮ
幼儿园不仅是一个求知的场所ꎬ一个习得规

范与秩序的场所ꎬ更为重要的是ꎬ它是一个幼儿完

善其社会性、健全其各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ꎮ
入园适应的结果应使幼儿不仅仅建立起新的社会

相互作用方式以适应幼儿园生活ꎬ更为重要的是ꎬ
幼儿通过适应相互作用模式的变化能积累个人经

验ꎬ逐步成长为真正适应社会生活的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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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零食选择与消费情况的现状调查∗

宣 兴 村 　 孙　 诚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１３)

　 　 [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和对部分家长的访谈ꎬ研究大班幼儿在家时的零食选择与消费情况ꎬ包括食用零

食的时间及其频率ꎬ零食的提供者及主动提供情况ꎬ幼儿零食选择的类型及其原因ꎬ家长选择幼儿零食的途径及

其健康卫生考量ꎬ零食花费及家长的态度与行动ꎬ家长对幼儿零食的总体认识及其原因等ꎮ 研究发现ꎬ家长对幼

儿选择及进食零食的教育引导与要求不到位ꎬ选择购买零食时考虑因素不够全面且主次不分ꎬ对幼儿零食进食时

间段缺乏科学合理的安排ꎬ对幼儿零食进食的量与类型等的控制不够坚决ꎮ 建议家长明确幼儿食用零食的目的ꎬ
不过于主动为幼儿提供零食ꎬ选择新鲜、营养密度高的零食ꎬ鼓励幼儿参加零食选择或制作过程ꎬ注意零食的食用

安全ꎬ调控零食的食用时间与量ꎮ
[关键词] 　 大班幼儿ꎻ　 零食ꎻ　 选择ꎻ　 消费ꎻ　 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０２－０５

　 　 一、问题提出

本研究对零食的界定ꎬ采用«中国儿童青少年

零食消费指南»对零食所下的定义ꎬ即“非正餐时

间食 用 的 各 种 少 量 的 食 物 和 饮 料 ( 不 包 括

水)” [１]２１０ꎮ 早在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中国营养学会共同编制的

«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对学龄前儿童零

食消费提出过 ７ 条具体的建议ꎬ为家长及幼儿合理

选择和消费零食提供了权威的参考标准ꎮ 马超等

人主要就中小学生的零食摄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２]ꎮ 韩艳等也主要就

中小学生的零食消费情况、消费原因和地点、消费

时间、消费种类及其频率、零食来源等进行了调

查ꎬ探讨零食消费对中小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３]ꎮ

欧阳一非等通过抽样调查中国十二省市儿童青少

年零食消费情况ꎬ归纳出城市儿童青少年零食消

费模式和农村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模式ꎬ从保证

儿童青少年健康发育的角度考虑ꎬ建议加强营养

干预和健康教育[４]ꎮ 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小学

生开展的ꎬ未涉及幼儿ꎮ 高永清等 １９９９ 年对合肥

市幼儿的零食行为(包括种类、次数等)开展了调

查活动[５]ꎬ但时间久远ꎮ 笔者对安徽省部分大班

幼儿家长进行了调查ꎬ旨在了解大班幼儿的零食

选择与消费情况ꎬ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ꎬ以期能够指导幼儿家长、教师等正确认识

零食的作用ꎬ帮助幼儿合理选择ꎬ引导幼儿适时适

度食用零食ꎬ同时希望社会大众也能关注幼儿零

食质量ꎬ积极创建良好的幼儿食物环境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访谈法ꎮ
笔者抽取安徽省皖中片区的合肥市、皖北片

区的阜阳市、皖南片区的黄山市这 ３ 个城市市区

８０ 所幼儿园的 ２６００ 名大班幼儿家长为调查对象ꎮ
自编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幼儿零食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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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及其频率ꎬ幼儿零食的提供者及主动提供

情况ꎬ幼儿选择零食的类型及其原因ꎬ家长为幼儿

选择零食的途径及其健康卫生考量ꎬ幼儿零食花

费及家长的态度与行动ꎬ家长对幼儿零食的总体

认识及其原因等ꎮ 本次调查共发放 ２６００ 份问卷ꎬ
收回 ２４４０ 份ꎬ有效问卷 ２４４０ 份ꎮ

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ꎬ本研究还采用集

体访谈方式ꎬ选取了 ３０ 位家长进行访谈ꎮ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幼儿零食食用时间及其频率

(１)幼儿食用零食的时间段

该问题的答案设为多选ꎮ 调查可知ꎬ占比

４３.９％的大班幼儿是在下午从幼儿园回来后这个

时间段吃零食ꎬ占比 ３３.２％的幼儿选择在两餐之间

的中间时间段ꎮ 一般来说ꎬ这两个时间段都属于

幼儿比较容易感到饥饿、需要补给能量的时段ꎮ
此时ꎬ大部分幼儿是拿零食当作饥饿时“填饱肚皮

之用”ꎮ 几乎所有幼儿园不允许幼儿私带零食进

园ꎮ 因此ꎬ幼儿从幼儿园回家后没多久吃零食的

比例最高ꎮ 占比 １４.８％的幼儿是在用餐后紧接着

吃零食ꎬ或下一餐临开饭前吃零食ꎬ占比 １１.１％的

幼儿在早晨上幼儿园之前吃零食ꎬ 占比 １２.３％的

幼儿会在晚上临睡前吃零食ꎮ 笔者认为这样的时

间选择不太合适:幼儿在用餐后紧接着吃零食ꎬ增
加肥胖风险ꎻ在正餐前吃零食影响正餐食欲ꎻ临睡

前吃零食更是危害多多ꎮ 占比 １２.３％的家长没有

关注过幼儿吃零食的时间ꎮ 在回答“您认为孩子

在哪个时间段食用零食较为合理(该问题答案设

为多选)”这一问题时ꎬ占比 ５８.２％的大班幼儿家

长认为幼儿下午从幼儿园回来之后没多久吃零食

比较合理ꎬ占比 ４９.６％的家长认可两餐之间的中间

时段ꎬ占比 １１.９％的家长选择距离上一餐或下一餐

较近的时间ꎬ占比 ５.７％的家长选择早晨上幼儿园

之前没多久这个时间段ꎬ只有占比 ２.５％的家长选

择晚上临睡前ꎮ 笔者认为ꎬ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

幼儿零食食用时间段是比较合理的ꎮ 还有占比

７.８％的家长比较认可其他时间段ꎬ比如ꎬ幼儿饥饿

时就可以吃ꎬ不设相对固定时间ꎮ 当问及家长对

幼儿吃零食的时间是否有规定时ꎬ有几乎一半的

大班幼儿家长对幼儿吃零食时间不会生硬规定ꎻ
另有占比 ３８.９％的家长会给孩子规定吃零食的时

间ꎬ这部分家长主要希望通过时间段的约定ꎬ帮助

幼儿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ꎻ还有占比 １１.９％的家长

说不清楚孩子吃零食的时间ꎮ
(２)幼儿食用零食的频率

调查显示ꎬ幼儿平时在家ꎬ一周之内很少食用

零食的比例为 ３５％ꎬ频率为“一般”和“经常”的比

例分别为 ３４％与 ３１％ꎮ 由此ꎬ我们可以看出ꎬ一周

以内ꎬ每个大班幼儿都会摄入一定量的零食ꎮ 每

天食用零食的幼儿人数占 ４６.３％ꎬ占比 ３３.６％的幼

儿并不是每天食用零食ꎮ 可见ꎬ每天食用零食的

大班幼儿几乎占到一半ꎮ
２.零食的提供者及主动提供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ꎬ大班幼儿的零食购买者主要

是母亲ꎬ占 ５９. ８％ꎬ父亲为幼儿购买零食的占

１７.６％ꎮ 笔者认为ꎬ这可能与父亲不常关注幼儿饮

食ꎬ甚至对整个家庭的饮食也都很少考虑有关ꎮ
祖父母为幼儿购买零食的比例为 １４.４％ꎬ外祖父母

为幼儿购买零食的比例为 ５.７％ꎮ 祖父母、外祖父

母为幼儿购买零食与部分幼儿由祖辈照顾有很大

关系ꎮ 另外ꎬ还有其他人为幼儿购买零食ꎬ占比

２.５％ꎬ他们大多是幼儿家长的亲朋好友ꎮ
结果显示ꎬ占比 ５８.２％的家长会主动向幼儿提

供零食ꎬ占比 ４１.８％的家长通常会在幼儿主动要零

食吃时ꎬ或是幼儿感到饥饿却又没到吃饭时间ꎬ才
会变通向幼儿提供零食ꎮ 笔者认为ꎬ家长主动给

幼儿吃零食ꎬ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幼儿对零食的

好奇心ꎬ培养其对零食的正确态度ꎬ从而在源头上

控制幼儿进食零食的量ꎻ家长在孩子自己提出需

要零食时才提供给孩子ꎬ容易让孩子在饥饿时吃

得更多ꎮ 无论是家长主动还是被动向幼儿提供零

食ꎬ均要有意识控制幼儿进食零食的量ꎬ家长过于

主动提供零食ꎬ会因为超量满足幼儿的需求结果

适得其反ꎻ家长过于被动提供零食ꎬ幼儿容易因为

好奇心、补偿心理等的作用ꎬ零食吃得更多[６]３３－３４ꎮ

３.幼儿选择零食的类型及其原因

(１)零食类型

该问题的答案设为多选ꎮ 调查显示ꎬ占比

７５.８％的幼儿选择的零食是奶类ꎬ新鲜蔬菜水果类

的零食也是幼儿非常喜欢的ꎬ占比 ６８.０％ꎬ仅次于

奶类ꎮ 看来ꎬ大部分大班幼儿选择的零食还是比

较健康的ꎮ 有占比 ５０％的幼儿选择了坚果类ꎮ 幼

儿适当吃些坚果类零食ꎬ不仅能为幼儿提供生长

发育所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无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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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对牙齿也是一种锻炼ꎬ并能使牙齿自洁ꎬ可减

少牙周炎、蛀牙、牙菌斑等疾病的发生率ꎮ 有占比

４８.８％的幼儿选择西式甜品类ꎬ４１.０％的幼儿选择

含糖饮料类ꎬ可见幼儿对甜食的喜爱程度也比较

高ꎬ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ꎬ因为含糖量过高的零食

对幼儿的健康还是存在不少负面影响的ꎬ例如会

增加幼儿肥胖的概率ꎮ 占比 ３４.４％的幼儿选择动

物肉干类ꎬ占比 ３２.０％的幼儿选择果脯类ꎮ 肉干、
果脯因为盐分(或糖分)较大ꎬ口感、味道较好ꎬ容
易引起幼儿关注ꎬ且为幼儿所喜好[１]２１２ꎮ 占比

１９.３％的幼儿选择中式油炸类零食ꎬ占比 ９.０％的

幼儿选择了罐头ꎬ还有占比 ２.０％的幼儿选择了其

他类型零食ꎮ 笔者统计后得知ꎬ幼儿最爱的零食

依次是奶类、新鲜蔬菜水果类、坚果类、西式甜品

(食)类、含糖饮料类、动物肉干类、果脯类ꎮ 在这

些排序靠前的零食当中ꎬ奶类、新鲜蔬菜水果类零

食比较健康ꎬ可以提倡每天食用ꎬ家长应适当控制

幼儿食用其他种类零食ꎮ
(２)原因

问卷中ꎬ当问到“您认为孩子喜欢某种零食的

原因是什么”时ꎬ家长做出了多项选择ꎮ 选择口味

口感的家长占６４.８％ꎬ说明幼儿喜爱零食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零食美味可口ꎮ 选择幼儿喜欢零食中附

带的玩具的家长占 ５１.６％ꎬ笔者认为ꎬ这可能是零

食生产商的营销策略ꎬ幼儿很可能并不特别喜欢

某种零食ꎬ但因为零食包装中附带他们所喜欢的

玩具ꎬ幼儿就会产生获得这种零食的强烈欲望ꎮ
认为孩子出于对零食的外形及颜色的喜爱而选择

食用的家长占 ４７.５％ꎬ认为孩子被外包装吸引而消

费的家长占 ２１.７％ꎮ 这是因为这些零食牢牢抓住

了幼儿的注意力及其好奇心ꎮ 只有占比１８.４％和

９.４％的家长认为幼儿看重的是零食的营养价值与

安全卫生ꎮ ６.１％的家长说不清孩子喜欢某种零食

的原因ꎬ这可能是因为家长对零食的了解与认识

还不够ꎬ甚至从未关注过此问题ꎮ
４.家长选择零食的途径及其健康卫生

考量

(１)家长零食选择途径

该问题的答案设为多选ꎮ 占比 ８５.７％的家长

会选择大型(连锁)超市作为购买幼儿零食的理想

之地ꎬ家长认为大型超市零食质量一般能得到安

全保障ꎮ 占比 ３９.８％的家庭基于方便ꎬ选择在离家

近的超市小卖部给幼儿购买零食ꎮ 有占比 １６.４％

的家长会去专门的零食售卖部ꎬ选择这个途径可

能是因为这样的地方有更多的零食可供选择ꎬ同
时还能基本保证零食的安全卫生ꎮ 另有占比 １１.５％
的家长会选择网上购买零食ꎮ

(２)家长选择零食的影响因素

在问及“什么因素最能令您或家人购买以前

没有买过的零食”时ꎬ多数家长给出了多个答案ꎮ
占比 ５０.４％的家长认为品牌吸引会让他们购买以

前没有买过的零食ꎬ这是品牌效应所带来的影响

力ꎻ占比 ４６.３％的家长认为是食品质量安全“ＱＳ”
标志这个因素ꎬ这是保证零食质量的前提条件ꎻ占
比 ４１.０％和 ３８.１％的家长选择零食的外包装与广

告宣传ꎻ占比 ３３.６％的家长觉得他人介绍会令自己

购买新零食ꎻ占比 ２１.３％的家长则是受到现场促销

的影响ꎬ一时兴起ꎬ购买零食ꎮ
当问及“您或您的家人会为孩子的零食分等

级吗? 例如:可经常食用、适当食用、限制食用”
时ꎬ占比 ６９.６％的家长回答会给幼儿所食用的零食

分等级ꎬ说明家长对幼儿食用零食有一定的限定

与要求ꎮ 但也有占比 ２３.０％的家长还不会对零食

做出等级区分ꎮ 若将幼儿的零食分为三个等级ꎬ
即可经常食用、适当食用、限制食用ꎬ这样一来ꎬ家
长在选择及安排幼儿零食时就更加方便ꎬ且能充

分发挥零食助力幼儿健康成长的作用ꎮ 另有占比

７.４％的家长还没有此类意识ꎬ这类家长应及早加

强学习ꎮ
在回答“您或家人是否会出于健康考虑ꎬ选择

在家自制零食”这一问题时ꎬ回答“有时会”的家长

占 ３４. ４％ꎬ选择“经常会”的家长占 ３２. ８％ꎬ选择

“偶尔会在家自制零食”的家长占 ２９.５％ꎮ 三组数

据比较接近ꎬ由此可知ꎬ家长们注重零食的卫生安

全问题ꎬ就算麻烦ꎬ他们也会选择为幼儿在家制作

零食ꎮ 只有占比 ３.３％的家长几乎不会考虑为孩子

在家自制零食ꎮ
５.零食月花费及家长的态度与行动

(１)零食花费及其承受情况

在幼儿零食月开销上ꎬ调查结果显示ꎬ占比

６.１％的家庭花费在 ５０ 元以下ꎬ占比 １７.２％的家庭

花费在 ５０—１００ 元之间ꎬ占比 ２３.４％的家庭花费在

１００—１５０ 元之间ꎬ占比 ２０.１％的家庭花费在 １５０—
２００ 元之间ꎬ占比 １８. ０％的家庭花费在 ２００ 元以

上ꎬ还有占比１５.２％的家庭并未关注过孩子零食月

花费金额ꎮ 由此可见ꎬ每个家庭用于零食的开销

各不相同ꎬ但花费金额的差距也不算太大ꎮ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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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开销ꎬ占比 ８４.８％的家长觉得可以承担得起ꎬ
没有一个家长表示经济上承担不起ꎬ由此说明ꎬ幼
儿所食用的零食支出不会对家庭造成经济负担ꎮ

(２)家长对幼儿零食花费的认可度及其行动

情况

占比 ５１.３％的大班幼儿家长觉得在孩子零食

方面的花费是值得的ꎬ占比 ３０.７％的家长说不清楚

这类花费是否值得ꎬ还有占比１８.０％的家长觉得此

项花费不值得ꎮ 在笔者看来ꎬ这项花费是否值得ꎬ
得结合幼儿的健康状况、进食零食的类型以及进

食量等因素予以考虑ꎮ 购买的零食若是不健康

的ꎬ即使花费再少ꎬ也不值得ꎻ如果孩子在进食零

食时ꎬ家长丝毫没有限制其进食量ꎬ幼儿零食的进

食量比正餐量还要大ꎬ同样会因为“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而不被提倡ꎮ 家长若能正确引导幼儿食用

相对健康的零食ꎬ并且控制进食时间和进食量ꎬ零
食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ꎬ这样

的花费无疑是值得的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有占比 ６１.５％的家长会控制孩

子的零食进食量ꎬ占比 ２０.９％的家长不会控制ꎬ还
有占比１７.６％的家长说不清楚有没有控制过孩子

的零食进食量ꎮ 笔者建议ꎬ家长应该对幼儿的零

食进食量加以控制ꎬ才会防止幼儿因进食过度造

成肠胃负担、增加肥胖等隐患ꎮ
６.家长对幼儿进食零食的总体认识及

其原因

该问题的答案设为多选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家
长对于幼儿进食零食最常见的态度是“零食吃的

时候要看时间ꎬ不把握好会影响正餐的进食”ꎬ占
３６.９％ꎬ认为 “小孩子都喜欢吃零食” 的家长占

３４.４％ꎬ认为“多吃点有营养的零食是可以的”的家

长占到２９.９％ꎬ占比２８.７％的家长认为“吃了零食ꎬ
小孩子就不好好吃饭”ꎬ认为“零食可以补充体力

或调节口味等”的家长占２４.２％ꎬ认为“零食是必需

品”的家长占１９.７％ꎮ 另外ꎬ不赞同孩子吃零食的

家长占１８.０％ꎬ认为“无所谓ꎬ想吃就吃”的家长占

１２.７％ꎮ 笔者借助问卷调查及对 ３０ 位家长的集体

访谈了解到ꎬ家长对零食有前述认识判断ꎬ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首先ꎬ家长认为喜欢吃零食是幼儿

的天性ꎬ应该尊重孩子的天性ꎻ其次ꎬ除了新鲜蔬

菜水果类、奶类ꎬ其他零食加工制作的程序较多ꎬ
在此过程中多多少少存在安全卫生方面的问题ꎬ
且许多零食外在形式(例如包装等)远远大于内容

(营养、质量等)ꎬ所以部分家长控制幼儿零食的种

类、进食量及进食时间ꎬ乃至禁食ꎻ也有些幼儿是

因为家长爱吃零食ꎬ受家长习惯的影响ꎬ幼儿也非

常爱吃零食ꎮ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ꎬ大部分大班幼儿家长对幼儿进食

零食有一定的认识ꎬ比较重视零食的健康安全问

题ꎮ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ꎬ比如幼儿喜欢哪些零食ꎬ
家长的教育引导不到位ꎻ选择购买零食时所考虑

的因素不够全面ꎻ对幼儿进食零食的时间段关注

不够ꎬ缺乏合理安排ꎻ对幼儿进食零食的量及类型

等的控制不够坚决ꎮ
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ꎬ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ꎮ
１.明确幼儿食用零食的目的

幼儿食用零食能在正餐与正餐之间起到必要

的营养补充作用ꎬ零食可以为幼儿提供一定量的

能量及营养素ꎬ科学合理地进食零食对幼儿身体

发育是有益的ꎬ零食是幼儿饮食的重要内容ꎬ是其

合理膳食的组成部分[７]２３４－２３５ꎮ 但不管怎样ꎬ零食

毕竟是零食ꎬ它不能代替正餐ꎬ不能因为幼儿吃零

食而影响其进食正餐ꎮ 因此ꎬ家长在选择零食时ꎬ
不要一味满足幼儿的口味和喜好ꎮ 大班阶段依然

是儿童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也是培养其良

好饮食习惯的关键时期ꎬ家长若不优先考虑健康

营养ꎬ一味满足儿童的口味和喜好ꎬ很容易令其养

成乱吃零食、只吃零食、不吃或少吃正餐的不良

习惯ꎮ
２.不过于主动为幼儿提供零食

幼儿吃零食已然成为一种常态ꎬ但也不是随

便怎么吃都可以ꎬ我们不鼓励幼儿消费零食ꎮ 家

长要做到不过于主动为幼儿提供零食ꎮ 如果幼儿

明确要求一定要吃零食ꎬ那么家长应及时与幼儿

做好沟通工作ꎬ共同协商解决吃什么零食、怎样吃

零食、什么时间吃零食ꎮ 在此基础上ꎬ再为幼儿提

供零食ꎬ为幼儿合理补充营养ꎮ
３.选择新鲜、营养密度高的零食

家长应教育幼儿认识和科学挑选零食ꎮ 奶类

食物(主要是酸奶、纯牛奶等ꎬ而非乳饮料或炼乳

等)富含优质蛋白和钙ꎬ新鲜的蔬菜水果类零食富

含多种维生素、无机盐和膳食纤维素ꎬ可以多选这

些食物作为零食每天食用ꎮ 油炸的零食能量过于

集中易导致幼儿发胖ꎬ含糖高的零食容易引起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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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龋齿ꎬ含盐高的零食会大大增加幼儿今后患高

血压等心脑疾病的风险ꎬ家长必须引导幼儿不食

或少食这些零食ꎮ 饼干、膨化食品、糖果等营养密

度低的高热能食品ꎬ虽然是很多幼儿的最爱ꎬ但一

定要限制幼儿的食用频率ꎬ一周最多吃一次ꎬ最好

是不吃ꎮ
４.鼓励幼儿参加零食选择或制作过程

建议家长在适应幼儿心理发育需要的基础

上ꎬ帮助幼儿增加对零食的正确认识ꎮ 在此过程

中ꎬ需要父母或其他长辈积极引导教育ꎬ家长和幼

儿共同选择零食ꎮ 让大班幼儿参与零食制作ꎬ有
利于幼儿在对零食的正确认识基础上ꎬ进一步激

发幼儿的成就感、主人翁意识ꎬ进而积极接纳自制

零食ꎬ以免幼儿形成“零食都是需要购买的成品”
的错误观念ꎮ

５.注意零食的食用安全

幼儿吃零食时需要注意卫生ꎬ家长要督促其

养成吃零食前洗手、吃零食后及时漱口的习惯ꎬ以
免病从口入或发生龋齿ꎮ 另外ꎬ成人完全可以引

导大班幼儿认识食品营养标签ꎬ帮助幼儿学会辨

识零食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ꎻ辨识食品包装是否

安全ꎬ例如有无包装袋胀气、瓶装胀盖、罐装胀罐

等问题ꎮ 如需购买零食ꎬ家长也应选择信誉良好

的商场、零食售卖点等购买安全卫生的零食ꎬ而不

是随便购买街头巷尾甚至是“三无”(无生产厂家、
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五毛零食” [８]ꎮ

６.注意控制幼儿食用零食的时间与量

幼儿吃零食的时间是在两正餐之间ꎬ且与两

正餐的时间不要间隔太短ꎬ因此ꎬ幼儿在家的零食

食用时间ꎬ差不多就是其在幼儿园的加餐(点心)

时间ꎬ如果零食食用时间离正餐时间太近ꎬ容易影

响其正餐的食欲和食量ꎮ 幼儿在晚上睡前 １ 个小

时ꎬ最少半个小时ꎬ避免吃零食ꎬ以免影响肠胃及

牙齿的健康ꎮ 零食的食用量应少ꎬ因为零食提供

的营养素远不如正餐全面和丰富ꎬ更不能代替正

餐ꎮ 因此ꎬ幼儿在食用零食时ꎬ家长一定要控制好

幼儿的零食进食量ꎬ以量少作为重要原则ꎬ不可放

任、迁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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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斯基对美国国家课程标准的批判与重构

贡 如 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桑德拉斯托斯基是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批判阵营的领军人物ꎮ 她指出ꎬ由于开发程序不

合规范ꎬ英语与数学课程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存在严重缺陷ꎬ其质量低劣、平庸与落伍ꎮ 她竭力倡导修订美国

国家课程标准ꎬ并自主开发了«全国公立学校英语课程框架:一种模型»ꎮ 对斯托斯基的观点予以分析ꎬ以期对部

分问题做进一步的澄清ꎮ
[关键词] 　 桑德拉斯托斯基ꎻ　 美国国家课程标准ꎻ　 英语ꎻ　 数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０７－０５

　 　 桑德拉斯托斯基(Ｓａｎｄｒａ Ｓｔｏｔｓｋｙ)ꎬ美国阿肯

色大学教育学荣誉退休教授ꎬ哈佛大学教育研究

生院阅读教学和研究专业博士ꎮ 她曾有过短暂的

中小学法语、德语任教经历ꎻ曾任职于哈佛大学教

育哲学研究中心长达 １６ 年时间ꎬ担任哈佛大学读

写及公民教育夏日研究所所长 １２ 年时间ꎬ在该校

教授过研究生的阅读、儿童文学、写作教学法等课

程ꎻ还曾担任美国英语教师协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英语教学研究»的主编ꎻ是美国国家数学学科顾

问组成员ꎻ曾领衔修订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马萨诸塞州

各科 Ｋ－１２ 课程标准①ꎻ领衔制定美国评价最高的

入职教师专业标准和认证考试标准ꎻ参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中东地区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项

目ꎻ参与美国信息处等部门组织的东欧地区公民

教育项目开发ꎻ 曾任美国教育进步评估项目

(ＮＡＥＰ ) 指 导 委 员 及 « 共 同 核 心 州 立 标 准 »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简称为 ＣＣＳＳ)审定

委员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由全美州长协会(ＮＧＡ)、州首席

教育官理事会(ＣＣＳＳＯ)与成就公司(Ａｃｈｉｅｖｅ)等共

同开发的美国英语与数学课程«共同核心州立标

准»(以下简称为“«共同标准»”)颁布ꎬ美国国家

课程标准时代正式来临ꎮ 但是该标准实施 ９ 年来ꎬ
其实施支持方和反对方展开了持续激烈的论战ꎬ
且呈愈演愈烈之势ꎮ 斯托斯基是«共同标准»批判

阵营的领军人物ꎬ她多次出席“共同标准论坛”、州
教育立法听证会②ꎬ并对该标准的合法性提出了强

烈的质疑ꎮ 由于斯托斯基在课程标准研制领域享

有崇高而特殊的威望ꎬ她的立场和观点在美国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ꎮ 本文拟围绕斯托斯基对美国国

家课程标准的批判与重构展开论述ꎬ以期引起更

多我国同仁的关注ꎬ并借此对我国课程标准的制

定、修订和实施产生有益的影响ꎮ
一、斯托斯基对«共同标准»的批判

１.对英语«共同标准»的批判
(１)«共同标准»是“内容缺失”的标准

斯托斯基说ꎬ«共同标准»忽略了很多有意义

的文学内容或文学史内容ꎬ如没有涉及莎士比亚

之外的其他对英美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和文

学片段ꎬ也很少对智力目标进行阐释ꎬ缺少对文化

知识的呈现ꎬ未能体现阅读难度层级的区分ꎬ等
等ꎮ 可见ꎬ缺失内容的标准ꎬ不是严格的标准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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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维基百科提供的有关“Ｓａｎｄｒａ Ｓｔｏｔｓｋｙ”的资料表明ꎬ该课程标准与加利福尼亚州课程标准被评为全美最好的州课程标准ꎬ而斯托斯

基也因此被福海姆研究所评为 ２０ 年内美国最优秀的课程标准制订专家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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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能的传授策略ꎬ也无法为学生的入学和生涯

发展打好基础ꎮ 比如«共同标准»中提供了这样一

条锚定标准:“根据情节分析人物、事件和主题之

间是如何与为何发展和相互关联的”ꎬ而 １１—１２
年级的标准又“清晰地展开”了这个锚定标准:“根
据情节发展分析复杂的主题和事件的顺序ꎬ并解

释人物、事件和主题之间是如何与为何发展和相

互关联的”ꎮ 这显然是一个自由浮动的技巧阐释ꎬ
它可以应用到任何文本ꎬ比如«三头小猪»或«莫
比迪克» [１]ꎮ

(２)信息类文本与文学类文本分配失衡

斯托斯基称ꎬ«共同标准»为每个年级都制定

了锚定标准ꎬ其中信息类文本有 １０ 条ꎬ文学类文本

有 ９ 条ꎬ并将文学学习时数降低了约 ５０％ꎮ 但事

实上没有任何研究显示ꎬ增加纪实类作品学习更

能使学生“为入学和生涯做准备”ꎬ也没有任何信

息来源要求教师们必须这样进行教学ꎮ 英语教师

接受的教育与培训通常都是教各类文学作品ꎬ诸
如诗歌、小说、戏剧和纪实文学ꎬ目的是为学生解

读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元素等ꎬ而不是解读不同时

代的信息类文章ꎮ 比如ꎬ１９９７ 年马萨诸塞州的«英
语综合评估系统»所提供的标准规定ꎬ大约 ６０％的

选文应为文学作品ꎬ而 ２０１１ 年前的马萨诸塞州的

课程标准则限定阅读课时的 ２０％用于纪实作品学

习ꎬ包括信息类材料阅读ꎮ
(３)制定主体从未对学生“为大学入学做准

备”进行界定

斯托斯基曾批判ꎬ“为大学入学做准备”到底

指什么? 制定主体并未明确告知各州教育董事

会ꎬ而后者在执行标准前也并未就此进行过调查ꎮ
事 实 上ꎬ 两 位 负 责 人 大 卫  科 尔 曼 (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ｅｍａｎ)与苏珊皮门特尔(Ｓｕｓａｎ Ｐｉｍｅｎｔｅｌ)从未

解释过何为“为入学和生涯做准备”ꎬ也未提供过

与年级相应的具体文本的例子ꎮ 诚然ꎬ附录 Ｂ 中

提供了例如 １１—１２ 年级的阅读书目等内容ꎬ并指

明它们的质量和复杂度需适合学生ꎬ但是这些书

目横跨了一系列阅读层级ꎬ以致哪些层级包括了

“为入学和生涯做准备”并不清楚ꎮ 而且 １１—１２
年级的书目中包括了«梦见古巴人»ꎬ这是一部适

合初中低年级阅读的小说ꎬ另外居然还有托马

斯潘的«常识»ꎮ 那么学生们是否通过学习这些

内容真的“为大学入学做好准备”了呢? 实际状况

是ꎬ大学英语教师几乎不愿提及新生的阅读水平ꎬ
因为许多学生连教科书都读不懂ꎮ “我获悉这一

状况的途径有二:一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的‘海滨图

书’报告ꎻ二是 ２０１５ 年的‘恢复学习’报告ꎮ” [２]

此外ꎬ这一标准的缺陷还包括:写作与阅读的

关系处置失衡ꎻ标准遏制了学生批判思维的发展ꎻ
写作标准与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吻合ꎻ标准降低了

学生发展分析思维的机会ꎬ等等ꎮ 兹不详述ꎮ
２.对数学«共同标准»的批判

(１)标准存在严重缺陷

斯托斯基直言道ꎬ相对英语标准ꎬ数学标准有

着更为严重的缺陷:一是按照标准规定要求直到

５—６ 年级才能完成运算法则的教授ꎻ二是许多“代
数 １”的概念推迟到了 ９ 年级学习ꎬ这就导致许多

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难以在 ９ 年级之前完成“代
数 １”的课程ꎻ三是许多州到 ９ 年级还在教欧几里

得几何学方法ꎮ 在斯托斯基看来ꎬ这并非新的方

法ꎬ它已经有大约 ２０００ 年的历史了ꎬ无论怎么说ꎬ
这种方法编入«共同标准»都是令人诧异的事情ꎬ
要知道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苏联曾尝试教授过这一方

法ꎬ但试行几年后就放弃了ꎮ
(２)学生并未“为入学做好准备”
斯托斯基和米尔格拉姆(Ｍｉｌｇｒａｍ)曾于 ２０１３

年联合发布过一个报告———«降低了基准线»①ꎮ
报告称ꎬ当一些州执行数学标准的时候ꎬ它们被告

知标准将能令学生为入学和生涯发展做好准备ꎬ
并为理工科专业( ＳＴＥＭ)发展铺设关键的通道ꎮ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ꎬ因为除了某些标准之外ꎬ数学

课程标准到“代数 ２”就结束了ꎮ 对于新生的学习

基础ꎬ许多大学数学教师比英语教师有着更为深

切的体会ꎬ因为多数新生缺乏学习微积分课程应

有的基础ꎮ
(３)标准低于国际基准线

斯托斯基说ꎬ许多标准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ꎬ
并没有严格参照国际基准线ꎬ可以说标准制定者

放弃了国际基准线ꎬ而且标准缺乏明确的研究证

据ꎮ 斯托斯基指出ꎬ许多国家的数学课程标准希

望学生学习更多的内容ꎬ但是美国的情况却相反ꎮ
接着她又援引米尔格拉姆的话说:“整个标准不会

太高ꎬ当然不可能跟其他国家相比ꎬ包括东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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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那里的国家数学教育比较发达ꎮ” [３] “我们 ８ 年

级孩子的数学水平只相当于甚至还赶不上多数国

家 ６ 年级孩子的水平ꎬ数学教育发达国家ꎬ它们的

代数于 ７ 年级开设ꎬ几何则于 ８—９ 年级开设ꎬ到 ９
年级止ꎬ它们的学生能学完所有的几何课程内容、
所有的‘代数 １’课程内容、‘代数 ２’中部分重要的

课程内容ꎬ这就为它们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前腾出

时间学习微积分ꎮ” [４] 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份的马萨诸

塞州的基础教育董事会上ꎬ标准制定负责人之一

贾森辛巴(Ｊａｓｏｎ Ｚｉｍｂａ)也坦承:“«共同标准»并
不是为理工科专业做准备的ꎬ为入学做准备的学

生最低限度就是能学完‘代数 ２’ꎮ 如果学生想在

大一修微积分ꎬ那你需要学习超过«共同标准»规

定的数学课程ꎮ” [５]

斯托斯基坦言:总体上看ꎬ两份«共同标准»质
量“低劣”“平庸”与“落伍”ꎮ 其原因在于ꎬ主导标

准开发的是三家私人机构ꎬ由于利益的驱动ꎬ制定

团队及审定委员产生程序不合规范ꎬ许多成员缺

乏专业资质ꎬ多数利益相关者未能参与进来ꎬ许多

审定意见未被采纳ꎬ这就直接导致标准出现了重

大缺陷ꎮ
斯托斯基强调ꎬ为避免偏见ꎬ她可以引用福海

姆研究所 ２０１０ 年的标准评估报告说明问题ꎮ 福海

姆给了 ２００８ 年德州英语标准 Ａ－的评分ꎬ«共同标

准»Ｂ＋的评分ꎬ以下是对它们的总体评价:德州标

准比共同标准更为清晰具体ꎬ逻辑上更为严谨ꎮ
比如围绕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分析ꎬ
包括作品内容、隐喻技巧ꎬ德州标准目标表述要更

为明确ꎮ 此外德州标准根据不同年级确定了优先

学习的写作文体类型ꎮ 另外数学«共同标准»评分

为 Ｂ＋ꎮ
斯托斯基概括道ꎬ尽管人们都希望«共同标

准»是严格的、具有竞争力的、参照国际标准的、基
于研究成果的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ꎮ «共同标

准»在全面铺开之前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实验ꎬ出台

这样一个标准ꎬ是对美国人民的欺骗ꎬ执行«共同

标准» 的各州与其纳税人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

代价ꎮ
二、斯托斯基对美国国家课程标准的

重构

１.竭力倡导修订«共同标准»
近年来ꎬ斯托斯基又被负责«共同标准»修订

的机构之一———先锋研究中心(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聘为研究顾问ꎮ 斯托斯基指出ꎬ现在的问

题并非标准高低的问题ꎬ无论是英语标准还是数

学标准ꎬ许多方面根本就是错误的ꎬ即使具体执行

的州增加 １５％的内容也无济于事ꎬ因为大家根本

不能改动它ꎬ所以«共同标准»需要尽快修订ꎮ
在康尼迪克州的听证会上ꎬ斯托斯基说ꎬ应暂

停使用现行的«共同标准»ꎮ ５—１２ 年级的学生需

要更高要求的数学课程ꎬ包括完整的“数学 ２”课

程、微积分课程基础、满一年的基于实验的化学课

程、满一年的基于实验的物理课程等ꎬ从而使学生

为大学理工科学习做好准备ꎮ 应考虑邀请州之外

独立的研究组织对«共同标准»(比如数学标准)的
实施影响进行研究ꎬ因为州教育部参与开发了«共
同标准»ꎮ 州教育董事会应与中小学英语及数学

教师、家长组织、地方学校董事会、与理工科相关

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磋商ꎬ目前他们被排除在«共
同标准»的制定和评估之外了ꎬ应听取他们的改进

建议ꎮ
在科罗拉多州的会议上ꎬ斯托斯基指出ꎬ科州

教育董事会应该邀请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理

工科教师和高中数学教师参与进来ꎬ让他们对«共
同标准»的“为入学和生涯做准备”进行界定ꎬ并提

出自己的建议ꎬ毕竟他们对学习理工科专业需要

怎样的数学基础才具有最终的发言权ꎮ 应尽快修

订数学«共同标准»ꎬ这样ꎬ美国学校才能够为 ５—６
年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业支持ꎬ也才能够为有数

学天赋的学生提供准备ꎬ除非科州的用人单位对

美国出生的工程师、博士和科学家不感兴趣ꎮ
２.自主开发了«全国公立学校英语课程

框架:一种模型»
福海姆研究 所 的 迈 克  皮 特 利 尔 ( Ｍｉｋｅ

Ｐｅｔｒｉｌｌｉ)和麦考布里克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声

称ꎬ目前问题是ꎬ很难找到更好的新标准取代它ꎮ
但是ꎬ斯托斯基表示反对ꎬ她说马萨诸塞州与加州

２１ 世纪初都开发过被公认为全国最好的标准ꎬ像
使用马萨诸塞州标准的学生ꎬ其学业成绩就比较

优异ꎮ 根据 ＮＡＥＰ 的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３ 年测试评估ꎬ马萨诸塞州的 ４ 年级和 ８ 年级

学生数学和阅读水平排名全国第一ꎮ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和 ２０１３ 年 ＴＩＭＳＳ 测试统计ꎬ马萨诸塞州 ４ 年级学

生数学国际排名第三ꎬ８ 年级学生数学国际排名第

六ꎮ 该州公立学校通过 ＡＰ 课程的学生数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 １５.２％ꎮ
接下来ꎬ斯托斯基于 ２０１３ 年在马萨诸塞州之

前的 ３ 个英语课程标准的基础上ꎬ自主开发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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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立学校英语课程框架:一种模型»(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ｒｔ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Ａ Ｍｏｄｅｌ)作为各州、学区的公立学

校实施«共同标准»的“辅助材料”ꎮ 该框架包括

１０ 条基本原则ꎬ这些原则体现了对英语教学和评

价的基本信念ꎬ它们都直接沿用了 ２００１ 年版的课

程原则ꎮ 该框架旨在引导教授阅读和语言课程的

教师开发累积式的 Ｋ－１２ 英语课程ꎬ这一课程应基

于两个前提:英语学习是累积式的ꎻ累积式的文学

与非文学阅读以及拓展式的研究报告写作是发展

独立思考的基础ꎮ 框架中的四大学习领域———听

说、语言学习、阅读和文学、研究和写作ꎬ它们是相

互影响的ꎮ 各年级的英语学习都应围绕四大领域

积累知识ꎬ发展技能ꎮ 阅读和文学课程应调动学

生将语言技巧应用到层进式的阅读中去ꎬ阅读、研
究和写作课程应拓展和加深学生的文学和历史知

识ꎬ进而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ꎬ增强其独立的批判

思维能力ꎮ
尽管该框架的“前言”部分说ꎬ它是作为辅助

«共同标准»的方式开发的ꎬ但根据著名作家、编辑

与全国名师多娜佳娜(Ｄｏｎｎａ Ｇａｒｎｅｒ)的评述ꎬ斯
托斯基本人的意图是以此暂时代替«共同标准»ꎬ
以供各州的中小学选用ꎮ 佳娜说:“斯托斯基非常

了解学生英语学习的需求ꎬ课程框架的研制是建

立在长期的阅读研究基础之上的ꎬ它很容易理解ꎬ
年级之间的衔接非常自然ꎬ它非常重视传统的阅

读技能ꎬ这些技能有助于学生成为健全的人ꎮ 所

以ꎬ许多州与学区没有必要花费财力重新开发课

程标准ꎮ” [６]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傅丹灵

教授也称:“该课程框架是目前全美最好的、整体

性最强的英语课程标准ꎮ”
三、问题背后的问题
最后ꎬ有几个问题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或

澄清ꎮ
第一ꎬ关于英语«共同标准»的“内容”

呈现问题

在这一点上双方存有分歧ꎬ斯托斯基认为ꎬ
«共同标准»是偏重技能、“缺失内容”的标准ꎮ 但

普克博士反驳道ꎬ标准应该聚焦技能ꎬ而非内容ꎬ
因为内容是课程ꎬ而不是标准ꎬ斯托斯基犯了分类

的错误ꎬ她对«共同标准»的许多批评ꎬ实际上都是

在批评国家课程ꎮ 普克的言外之意是ꎬ«共同标

准»无须涉及具体的教学内容ꎬ应该说这一点无可

非议ꎮ 但是他说«共同标准»应“聚焦”技能ꎬ那么

核心知识又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显然这并未平

衡好知识与技能的关系ꎬ因为内容标准通常就包

括知识和技能目标ꎮ 斯托斯基的意思是ꎬ既然«共
同标准»也称作内容标准ꎬ那么核心知识的呈现应

相对明晰、具体ꎬ应该说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ꎮ
严格地讲ꎬ这并非要不要内容的问题ꎬ而是要哪些

内容的问题ꎬ也即“核心知识是什么”的问题ꎬ这才

是关键ꎮ 就此意义上讲ꎬ无论是原加州标准ꎬ还是

基于马萨诸塞州标准的新«课程框架»ꎬ它们关于

核心知识的呈现都要比«共同标准»细致得多ꎮ
第二ꎬ关于信息类文本的权重问题

课标制定负责人之一皮门特尔说ꎬ斯托斯基

对«共同标准»产生了误读ꎬ标准只是讲ꎬ到高中结

束时ꎬ信息类阅读占 ７０％ꎬ文学类阅读占 ３０％ꎬ这
种比率分配适用于所有学科ꎬ包括社会研究课和

科学课ꎬ只是说ꎬ像社会研究课教学«葛底斯堡演

说»时ꎬ«共同标准»主要视其为历史性文本ꎬ而语

言课教师更应关注文章的语言风格、修辞和词汇ꎮ
客观地讲ꎬ«共同标准»确实未要求低年级信息类

文本阅读占一半比重ꎬ斯托斯基应以«共同标准»
本身ꎬ而非大卫科尔曼之前的设想予以评判ꎮ[７]

但是用过多的历史性文本ꎬ而不是文学类文本去

教文章的语言形式ꎬ发展学生的读写能力ꎬ显然不

符合母语教学的基本规律ꎮ 实际上ꎬ从批判教育

理论的角度分析ꎬ这里还隐藏着一个秘密:信息类

文本并非完全客观中立ꎬ其中包含大量美国历史

上的政府文件ꎬ它们是一种承载统治阶级意识形

态的隐性课程ꎬ企图以“指向实用”的“合法”外衣ꎬ
巧妙地渗透进课程标准ꎮ 借用阿普尔的话讲就

是ꎬ教育改革主要是由国家来进行的ꎬ这就决定了

教育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政治过程ꎬ它涉

及什么被看作官方知识、如何选择知识、谁有权选

择知识以及权力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等

问题” [８]序言ꎮ “美国项目计划” 则表达得更为具

体:“该标准在课程内容上以政治宣传代替了经

典ꎬ它淡化了经典文学ꎬ选入了过多的所谓信息类

文本ꎬ包括政府文件、法院意见、技术指南ꎬ６—１２
年级的阅读材料超过一半都是信息类文本ꎬ而非

文学类文本ꎮ” [９]

第三ꎬ关于国际基准线的问题

«辍学的国度»主编里沙文彼得(ＲｉＳｈａｗｎ
Ｂｉｄｄｌｅ)指出ꎬ斯托斯基所言失实ꎬ«共同标准»确实

参照了国际基准线ꎬ包括研究了 ＰＩＳＡ 标准、ＴＩＭＳＳ
标准以及新加坡的课程标准ꎮ 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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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主体已开始搜集相关研究成果ꎬ到 ２００８ 年ꎬ成就

公司发布了它们的报告———«为了成功的基准

线»ꎬ该报告为«共同标准»的开发提供了许多框架

性建议ꎮ 根据福海姆研究所 ２０１０ 年的评估报告ꎬ
英语«共同标准»与 ＮＡＥＰ 标准质量持平(评估结

果同为 Ｂ)ꎬ但要优于 ＰＩＳＡ 标准(Ｄ)ꎮ 数学标准质

量(Ｂ)要超过 ＮＡＥＰ 标准(Ｃ)和 ＰＩＳＡ 标准(Ｄ)ꎬ
但是要落后于 ＴＩＭＳＳ 标准(Ａ)ꎮ 里沙文彼得继

续说ꎬ但这不能掩盖«共同标准»存在的问题———
与国际标准存在落差ꎻ而且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我们确实没有在数学教师或数学家那里做过统

计ꎬ哪些孩子应该学习哪种层级的数学课程ꎮ[１０]应

该说ꎬ作为第三方ꎬ彼得的观点相对比较公允ꎬ但
是这仍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平衡各州教育利益

的两难性ꎮ «共同标准»就高了ꎬ基础较弱的州达

标自然有困难ꎻ«共同标准»就低了ꎬ虽容易达标ꎬ
但又易招致未参照国际基准线的诘难ꎬ而这与政

府的改革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ꎮ
课程标准的制定是一种社会现象ꎬ它是关涉

价值的事情ꎬ杜威等人早就认识到ꎬ“凡有价值的

地方就有探究的因素” [１１]９６ꎬ因而课程标准离不开

批判ꎮ 作为美国国家课程标准批判与重构的旗

手ꎬ斯托斯基继承了教育批判的优良传统ꎬ她这种

“思的行动”对«共同标准»的价值重估、后续修订

以及课程改革的有效推进都将产生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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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现代化视域下的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研究∗

薛　 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人的现代化在教育改革中不是一个空洞与抽象的概念ꎬ而是体现在具体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

方法及实施路径的操作等层面ꎮ 在人的现代化视域下ꎬ对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的可行性进行探索ꎬ并具体

到大中小学校在地方传统音乐传承上的实际操作ꎬ即“小学阶段的欣赏与模仿”“中学阶段的判断与领悟”“大学

阶段的传承与研究”ꎬ使地方传统音乐在学校教育传承中代代承继ꎬ生生不息ꎮ
[关键词] 　 人的现代化ꎻ　 地方传统音乐ꎻ　 学校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９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１２－０４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有学者在批判“人的现

代化”理论抽象研究时指出:“如果人的现代化的

内容和途径都是抽象的ꎬ是脱离一定社会历史的

要求和条件的ꎬ那么ꎬ它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现代

化ꎬ而且它自身的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ꎮ 这就要

求‘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必须是具体的、历史的ꎬ方
能指导社会的现代化进程ꎮ” [１] 人的现代化应该是

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主体和实施者贯穿于物质、制
度和观念层面的现代化ꎬ它不隶属于现代化的任

何一个层面或类别ꎮ 但是ꎬ对于如何培养、转化和

造就“现代化的人”的问题ꎬ不仅“体现在教学内

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物化层次方面ꎬ
也更深刻地反映在诸如教育理论、教育思想ꎬ以至

教育观念、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精神、思想和心

理层面” [２]１３ꎮ
我国地域辽阔ꎬ民族众多ꎬ在不同地区与民族

中形成了各具地域性和民族特色的地方传统音

乐ꎮ 可是ꎬ长期以来ꎬ我国音乐教育仍以欧洲音乐

教学体系为中心ꎬ即奉行“欧洲音乐中心论”ꎬ这导

致地方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得不到应有的重

视ꎮ 但是ꎬ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ꎬ世界范

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全面实施ꎬ地
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

升ꎬ“弘扬民族文化ꎬ理解多元文化”已经成为重要

的教育理念ꎬ由此ꎬ地方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承

也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ꎮ 虽然地方传统音乐有

着社会自然传承与学校教育传承两大途径ꎬ但是

由于当前社会自然传承所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不

佳ꎬ使得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比社会自然

传承更具普遍性、有效性和可取性ꎮ 另外ꎬ学校完

备的教育体系对地方传统音乐有效传承也给予了

保障ꎮ
一、地方传统音乐与学校教育传承

地方传统音乐ꎬ是指具有地方性区域特色或

民族特征的传统音乐ꎬ它是具有地域性或民族原

生性特征的传统音乐体裁或类型ꎮ 例如ꎬ某一地

区或民族的歌种、舞种、乐种、曲种及剧种等ꎮ 学

校教育传承ꎬ是指在新式学校教育体制下进行的

传承活动ꎬ它是目前绝大多数人都要接受的一种

教育形式ꎮ
当下ꎬ地方传统音乐如何更好地进行有效传

承ꎬ已成为教育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ꎮ 虽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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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传承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社会自然

传承来完成的ꎬ但是我们不可忽视一个重要的事

实ꎬ那就是地方传统音乐应以学校教育传承为主

渠道ꎬ尤其体现在大中小学校乡土音乐教学与地

方传统音乐的校本课程建设上ꎮ 具体表现在ꎬ一
方面ꎬ各类学校在学校教育传承中注重对地方传

统音乐的相关内容的教学ꎬ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

一系列教育传承活动ꎬ例如ꎬ地方传统音乐教学内

容的选择、教材的编写、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与

运用等ꎻ另一方面ꎬ地方传统音乐以学校教育传承

为载体ꎬ充分考虑地方传统音乐的特性及规律ꎬ努
力做到地方传统音乐的有效传承ꎬ例如ꎬ开展地方

传统音乐的教学活动、讲座报告、艺术实践、兴趣

小组活动等ꎮ
二、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现状

目前ꎬ我们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有关地方传统

音乐的教学内容仍然偏少ꎬ对地方传统音乐文化

的课堂教学多是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的介绍ꎬ这也

囿于现在音乐教师大多对地方传统音乐文化意识

不强ꎬ尤其是因为我国高等学校专业音乐教育大

多采用欧洲音乐教育模式及体系ꎬ以学生在国际

性的声乐、钢琴、西洋乐器演奏比赛中获奖作为衡

量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ꎮ 不过ꎬ可喜的是ꎬ很多学

校已经意识到地方传统音乐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

性并开展了多方面的推动工作ꎮ
１.“京剧进课堂” 和地方传统音乐进

校园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ꎬ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印发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的通知”(教体艺(２００２)６ 号)ꎮ 通知指出ꎬ自«全
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１９８９—２０００)» (体育、
卫生、军训和国防教育【文号】 (８９)教社科字 ００３
号)颁布实施以来ꎬ我国学校艺术教育在法规建

设、行政管理、教学活动、教师队伍、设备器材、科
学研究等方面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ꎮ 可是ꎬ学校艺

术教育目前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况ꎬ必须尽快改

变这一现状ꎮ 为了适应 ２１ 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ꎬ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和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１]２１ 号)以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 (教
育部令第 １３ 号)的精神ꎬ教育部特制定了«全国学

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作为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奋斗目标和

行动纲领ꎬ并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重视我

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的教学ꎬ发展有民族特色

的情趣高尚的艺术教育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中宣部、教育部颁布了«中

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教
基[２００４]７ 号)ꎬ在这份纲要中明确指出各学科应

“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ꎬ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ꎬ贯穿在学校教育的

各个环节、各个方面ꎮ 艺术(音乐、美术)课应包含

经典民乐、民歌、民族戏剧欣赏和中国画、书法艺

术欣赏的内容”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 日ꎬ教育部办公厅((艺体卫厅)

２００８[２]文件)下发了«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

堂试点工作的通知»ꎬ在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
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甘肃等十省市中小

学音乐课程增加京剧内容ꎬ并拟定了 １５ 首唱段分

别实施在一到九年级的音乐课教学中ꎮ “京剧进

课堂”的实施ꎬ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地方传统音

乐进校园之高潮ꎬ例如ꎬ江苏省苏州市教育局教研

室为苏州市中小学生编发了«乡土音乐»教本ꎬ其
中就选入了苏州民歌、苏州弹词和昆曲选段ꎮ 福

建省泉州市的文化教育部门ꎬ早在 １９８９ 年就把本

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古老乐种———“福建南音”规定

为当地中小学音乐课的必修内容ꎮ 显然ꎬ“地方传

统音乐进课堂”是对“京剧进课堂”必要且有益的

补充ꎮ 不过ꎬ我们从总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上来看ꎬ
目前仍然尚未完全改变基于“学堂乐歌” “重西轻

中”理念的教育体制ꎬ这也足以说明ꎬ中国现代音

乐教育要建立基于民族传统音乐基础上的、融合

世界一切优秀音乐文化的音乐教育ꎬ绝非朝夕之

功ꎬ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必须有一个集思

广益、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ꎮ
２.大学音乐教育现状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

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ꎬ都十分明确地要求要尽

快改变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相对薄弱的现状ꎬ提高

大学生的音乐艺术素养ꎮ 其中ꎬ针对音乐艺术院

校及综合性大学音乐学专业的民族传统音乐教

学ꎬ教育部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教体艺[２００４]１２ 号)ꎬ其中就音乐学专业在课程

结构方面提出了除公共课程安排外ꎬ对于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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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ꎬ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

成ꎬ在必修课中明确规定了必须有民族传统音乐

的相关内容ꎮ 其中谈到“地方和学校课程(即根据

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

课程)可以包括:民族音乐历史与文化、区域音乐

历史与文化、少数民族乐器、民间音乐采风、民族

音乐教学研究、民族语言的音乐教育实践等”ꎮ 实

际上ꎬ各个院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可以根据本校

师资、所处地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ꎮ 可是ꎬ
我们在传统音乐实际教学中ꎬ还多是以讲解及视

频欣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ꎬ尤其面向非音乐

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的音乐鉴赏类课程更是如此ꎮ
客观地说ꎬ大学生通过这种方式的学习ꎬ只能对我

国传统音乐有一个泛泛的了解ꎬ并不能使其对抢

救传统音乐文化产生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ꎮ ２００６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
(教体艺厅(２００６) ３ 号)的颁布ꎬ进一步强调了在

全国高校要强化大学生艺术中心的建设ꎬ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等高校ꎬ还先后组建了多个戏曲社团ꎬ这
些社团的大学生们无论是从文本研究ꎬ还是参与

舞台表演ꎬ都为戏曲艺术的传承传播做出了重要

贡献ꎮ
３.民族地区地方传统音乐传承例举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和教育

厅联合发出了«关于下发‹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

育传承计划实施纲要›的通知»ꎬ要求各市县文化

局、教育局、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ꎬ结合工作

实际ꎬ认真组织实施ꎬ并制定了五年实施总体目

标ꎮ 其中明确规定:在中小学生的音乐教育校本

课程中要加入“花儿” “口弦”等课程ꎻ在高等院校

中要开设“宁夏回族‘花儿’讲座”等课程ꎮ 而今ꎬ
在自治区文教部门的同心协力下ꎬ“花儿”乡土音

乐文化的教育传承已形成普及化、合法化和常态

化趋势[３]ꎮ
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新疆艺术学院开创

性地设立了木卡姆艺术研究中心ꎬ将传统传承艺

术学习方式与现代教育机制及教学方法进行有机

结合ꎬ彻底改变了传统艺术“师徒传授”、自生自灭

的局面ꎬ从传承机制上保证了木卡姆艺术的有效

传承与弘扬ꎬ并在学校教育传承中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４]ꎮ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ꎬ先后创办了“芦笙班”“侗

族大歌班” [５]ꎻ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内的各级学

校对蒙古族长调进行了学校教育传承实践ꎬ这也

使得“长调”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具有了更好的可行

性[６]ꎮ 以上这些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承的成

功经验ꎬ无不说明ꎬ通过学校教育传承来实现地方

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与传播是继承和弘扬少

数民族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较好途径ꎮ
三、地方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承构想

地方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承要遵循由近及

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原生性到改编的原则ꎬ制定

在小学、中学、大学实施传统音乐课程的层次性目

标ꎬ实现传统音乐在各层次学校教育体系传承中

的有效衔接ꎮ
１.在小学教育阶段ꎬ注重对地方传统音

乐的欣赏与模仿

通过引导小学生对地方传统音乐的聆听、欣
赏及熏陶ꎬ使其认识、接受、喜爱地方传统音乐ꎬ引
导其进行模仿也是对地方传统音乐进一步认知的

必要手段ꎮ 例如ꎬ对学生进行对传统戏曲表演的

模仿训练ꎬ即所谓“四功五法”ꎬ通过模仿训练使小

学生感知戏曲艺术的魅力ꎮ 可以说ꎬ传统戏曲表

演功法的模仿训练的目的ꎬ就是为了使小学生能

够掌握一定的戏曲艺术外在的形体表现手法ꎬ形
成一系列身体记忆ꎬ借助于这些动作ꎬ即表演“程
式”ꎬ引导小学生步入戏曲艺术“百花园”ꎬ使他们

对我国戏曲艺术表达方式与艺术魅力形成最基本

的认知ꎮ
２.在中学教育阶段ꎬ注重对地方传统音

乐的判断与领悟

中学生这一年龄段在生理、心理上都出现了

一定的变化ꎬ也基本形成了个人的性格及一定的

世界观ꎮ 中学生对地方传统音乐的认识多数情况

下是在一种比较、选择的前提下进行判断性地欣

赏、认知ꎬ从而达到对地方传统音乐艺术特征及艺

术魅力的领悟ꎮ 尤其是中学阶段的青少年有着强

烈的求知欲ꎬ这对学习和掌握地方传统音乐可谓

是最佳时期ꎮ 只要地方传统音乐等乡土文化的传

承能够遵从教育规律、从青少年入手ꎬ在他们长身

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段将地方传统音乐的种子

播种在他们的心里ꎬ那么地方传统音乐就会有在

他们身上开花结果的机会ꎮ
３.在大学教育阶段ꎬ注重对地方传统音

乐的传承与研究

大学生有着较为扎实的文化基础ꎬ他们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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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传统音乐文化上比中小学生有着质的飞

跃ꎬ并且大学校园浓厚的学术氛围也为地方传统

音乐的传承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首先ꎬ从
人才培养上看ꎬ高校可以为地方传统音乐提供各

层次专业人才ꎮ 这些专业人才在地方传统音乐的

“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
振兴”等各个环节都大有作为ꎮ 其次ꎬ从科学研究

上看ꎬ高校可以提供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ꎬ其所

产生的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可为地方传统音乐的传

承与研究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ꎮ
可见ꎬ我们在大中小学校建立的全方位、多层

次的地方传统音乐教育传承体系ꎬ使各类学校都

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ꎬ使学校教育中地方传

统音乐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实施方式形成多层

次发展ꎮ 另外ꎬ我们在地方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传

承中还要务必关注以下几项内容:一是应树立以

传统音乐为本的教育观念和意识ꎬ建立完整的中

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ꎬ彻底改变高等音乐教育“西
化”的现状ꎻ二是应增强培养传统音乐师资的“母
机”———师范院校的责任ꎻ三是应加强学校传统音

乐教材的建设ꎻ四是应组织好课外传统音乐活动ꎻ
五是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承与研究亟待专家学

者的充分介入ꎮ
综上所述ꎬ地方传统音乐的传承应充分发挥

学校教育的力量ꎬ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ꎬ因
材施教ꎮ 譬如ꎬ对于小学生ꎬ应以参与和娱乐的方

式ꎬ培养他们对地方传统音乐的热情与兴趣ꎻ对于

中学生ꎬ应该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ꎬ尤其在地方传

统音乐事项最为集中、最为全面展示的节庆之时ꎬ
向他们介绍更多的地方传统音乐知识和相关技

能ꎬ让他们掌握一些具有相当难度又必须要学习

的知识和技能ꎻ对于大学生ꎬ则可以通过选修课的

形式ꎬ使他们成为地方传统音乐的“追星族”ꎬ发挥

他们专业知识扎实和理论功底深厚的特点ꎬ从中

培养一批民族传统音乐的学习研究者ꎬ以成为未

来地方传统音乐的研究者、推广者及宣传者ꎮ 另

外ꎬ高校应是地方传统音乐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ꎬ
也是优秀文化的生产基地和传播基地ꎬ有义务和

责任推动传统音乐文化的生产和发展ꎬ尤其是在

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ꎬ地方高校作为区域文化的

价值集散地ꎬ更应该为地方传统音乐及社会文化

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价值支撑ꎮ 俗话说“礼失

而求诸野”ꎬ根植于民间的价值准则可以使更多人

产生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ꎮ 由于地方高校

在地缘上与当地风土人情有着更深层次的关联ꎬ
师资和生源也以本地区域内的民众为主体ꎬ所以

地方高校完全可以通过对地方传统音乐的研究ꎬ
从中发掘区域音乐文化遗产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价

值和精神品质ꎮ
总而言之ꎬ当下地方传统音乐的挖掘、保护、

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参与ꎬ其在学校教育

体系中的传承要找准定位ꎬ针对不同层次的学校、
学生采用不同的传承方法ꎬ更好地实现地方传统

音乐的有效传承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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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非文学类专业古典诗词情景教学法探索∗

梅　 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使用情景教学法可在高校非文学类专业学生的古典诗词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教师可

以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尝试从认真搜集材料ꎬ深挖诗词背景ꎻ注意主题总结ꎬ做好分类引导ꎻ大胆发挥想象ꎬ体会诗

词魅力ꎻ尝试情景再现ꎬ体会古人情感ꎻ安排实地访吊ꎬ感受诗词温度等途径入手设置教学情景ꎬ使非文学类专业

的学生更好地学习古典诗词ꎬ感悟古典诗词之美ꎮ
[关键词] 　 古典诗词ꎻ　 情景教学法ꎻ　 非文学类专业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１６－０４

　 　 高校非文学类专业的古典诗词教学是一项难

度相对较大的教学任务ꎬ因学生的文学基础、学习

兴趣和热情差别很大ꎬ教师如果能多在情景创设

和互动交流方面做一些创新和设计ꎬ便可在教学

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以下ꎬ结合高校非文学

类专业古典诗词教学实践ꎬ就情景教学法的具体

应用做一些讨论ꎮ

一、认真搜集材料ꎬ深挖诗词背景

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

说:“不知古人之世ꎬ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ꎮ 知

其世矣ꎬ不知古人之身处ꎬ亦不可以遽论其文

也ꎮ” [１]２７８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有其相应的写作背

景ꎬ古典诗词也不例外ꎮ 创作一篇作品ꎬ是基于什

么样的情势和条件ꎬ作者又有什么样的动机和心

情ꎬ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信息对我们准确、深刻地

理解作品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在教学实践

中ꎬ教师在教授一篇古诗词之前ꎬ大多会先介绍作

者的生平和写作背景ꎬ但多为泛泛介绍ꎬ这对于学

生产生不了触动ꎮ 情景教学法中的“深挖背景”ꎬ
是指教师需要联系所要教授的诗词内容ꎬ为构筑

相关情景、强化学生认知提供必不可少的内容ꎮ

对于作者一般的生平和文学成就ꎬ学生可做一般

性了解ꎬ但更有针对性和应作为重点内容的是作

者创作这篇作品的前因后果ꎬ来龙去脉ꎬ包括作者

在此阶段的宦海浮沉、生活状态、交游访历、情绪

心理乃至家庭生活、性格情操ꎬ等等ꎬ只要与文章

作品有关ꎬ有助于学生体会、读懂作者心理和作品

内容的线索ꎬ都属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挖掘

的对象和范围ꎮ
以讲授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为

例ꎬ教师除简要介绍杜甫的生平经历和文学成就

外ꎬ还应把重点放在把握杜甫写下这首欢喜溢于

言表的诗的原因和背景上ꎬ从而帮助学生体会杜

甫一反读书人的矜持、斯文ꎬ涕泪满衣而又放歌纵

酒、疯癫欲狂的情感历程ꎮ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

德元年(公元 ７６３ 年)的春天ꎮ 自唐玄宗天宝十四

年(公元 ７５５ 年)十一月ꎬ安史之乱爆发ꎬ叛军自范

阳一路南下ꎬ势如破竹ꎬ所过州县多望风而降ꎮ 翌

年六月长安沦陷ꎬ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ꎮ 天下汹

汹ꎬ生民堕于水火之中ꎬ殒命沟壑者不绝于途ꎬ杜
甫亦挈妇将雏随众逃亡ꎮ 后肃宗在灵武即位ꎬ杜
甫离亲往投ꎬ途中不幸为叛军所掳ꎬ押于长安达八

月之久ꎮ 期间受威逼利诱ꎬ生命系于旦夕之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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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７５７ 年 ４ 月杜甫侥幸逃出ꎬ后被肃宗任命为左

拾遗ꎬ但很快又因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被贬谪ꎬ
最终弃官而去ꎮ 由于安史叛军内部相互争斗ꎬ安
禄山、安庆绪、史思明等先后被杀ꎬ叛军势力渐弱ꎮ
宝应元年(公元 ７６２ 年)冬ꎬ唐军乘势反攻ꎬ收复了

东都洛阳和郑、汴等州ꎬ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

纷纷投降ꎮ 宝应二年(公元 ７６３ 年ꎬ代宗即位改元

广德ꎬ是为广德元年)ꎬ其叛军将领田承嗣、李怀仙

等相继投降ꎬ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ꎬ至此

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ꎮ 杜甫辞官

之后ꎬ带着全家辗转流离ꎬ居无定所ꎬ先后居停于

华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等地ꎬ常常寄人篱下ꎬ
衣食无着ꎮ 这时避乱于梓州的诗人突然听到安史

之乱平定ꎬ朝廷收复河南河北的捷报ꎬ饱经丧乱的

诗人ꎬ听闻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后ꎬ回想八年来的

颠沛困顿ꎬ如今可以返回故园ꎬ方才欣喜若狂ꎬ遂
挥笔写下此诗ꎮ

有了上述的背景知识铺垫ꎬ学生才能够充分

体会诗人那种听到官军收复蓟北而骤然狂喜的情

感ꎬ对于诗人的欣喜若狂学生也才能做到感同身

受ꎬ对于诗歌的意境和内容也才能有更为深刻和

准确的理解ꎮ 因此ꎬ教师对于作品进行充分、深入

的背景挖掘ꎬ可以为学生准确、细腻地体悟诗歌打

下良好的基础ꎮ
二、注意主题总结ꎬ做好分类引导

古诗词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ꎬ
例如宋词一般可粗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ꎬ而根据

主题的不同ꎬ常见的诗词分类又有田园诗、山水

诗、送别诗、边塞诗、悼亡诗、励志诗、闺怨诗、伤时

诗ꎬ等等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为了让学生对诗词文化

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和体会ꎬ以便能更好地把握所

学内容ꎬ教师可以按照诗词主题向学生介绍相关

知识ꎬ在所学古诗词之外ꎬ教师还可以根据情况组

合相同主题的其他三两首诗词同时予以讲授ꎬ以
便学生进行分类比较ꎬ进行情景体悟ꎬ对诗词的主

题表现有一个更为直观的感受ꎮ
以最常见的送别主题古诗词来讲ꎬ不同的诗

人针对同一主题ꎬ因为送别对象、送别事由乃至地

点天气的不同ꎬ会创作出精彩纷呈、风格各异的作

品ꎮ 南朝时江淹还专门创作了«别赋»ꎬ开篇即道:
“黯然销魂者ꎬ唯别而已矣”ꎮ 在唐诗宋词之中ꎬ亲
友之间的送别继续以各种形式和角度得到谱写和

渲染ꎮ 教师在讲这一主题时可以把李白的«送孟

浩然之广陵»、王维的«山中送别»、王昌龄的«芙蓉

楼送辛渐»三篇送别诗拿出来分别加以讲解、比
较ꎬ让学生进行体会ꎮ

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

楼ꎬ烟花三月下扬州ꎮ 孤帆远影碧空尽ꎬ唯见长江

天际流ꎮ”首两句明快了当ꎬ直奔主题ꎬ交代了送别

的时间、地点和友人准备前往的地点ꎬ读者从而知

道诗人的朋友孟浩然在春光明媚的三月准备东下

扬州ꎬ诗人在黄鹤楼为其送别ꎮ 关键是本诗的三

四句ꎬ写朋友上船动身之后ꎬ诗人仍然一直伫立在

原地ꎬ望着朋友所乘之船渐行渐远ꎬ直到最终消失

在水天相接的碧空之中ꎬ再也看不到了ꎬ只能看见

眼前滔滔大江流向远方的地平线ꎮ 诗人并未直接

叙述与友人之间情意的深厚ꎬ表面上只是描述了

诗人在送别之地所看到的眼前景物ꎬ但却让人明

确感受到了其与友人之间的深厚情意ꎮ
王维的«山中送别»:“山中相送罢ꎬ日暮掩柴

扉ꎮ 春草年年绿ꎬ王孙归不归ꎮ”本诗名为“送别”ꎬ
实际上一开头就告诉读者ꎬ友人已经送走了ꎬ诗人

已经回到了自己在山中的家院里ꎬ这时已经暮色

苍茫ꎬ就顺手把院门给关上ꎮ 友人离去ꎬ一起相处

的快乐时光已经结束ꎬ只剩下诗人独自在隐居山

中的庭院里寂寥无声ꎬ这时又开始想念已经远去

的友人ꎬ明年春天的时候ꎬ他还会不会再来呢? 说

明虽然刚刚分手ꎬ已经又在盼着友人早日归来ꎬ但
其来与不来又实在不能确定ꎬ就只留下诗人深深

的想念了ꎮ 这首短诗不写歧路饯别的场景ꎬ而是

选取了送别之后的落寞ꎬ可谓匠心独具ꎮ
王昌龄的«芙蓉楼送别辛渐»:“寒雨连江夜入

吴ꎬ平明送客楚山孤ꎮ 洛阳亲友如想问ꎬ一片冰心

在玉壶ꎮ”首两句表明诗人在寒雨淅沥的夜晚赶到

吴地润州ꎬ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给辛渐送别ꎬ面对着

远方一片苍茫中峥嵘突兀的孤山ꎬ正处于人生低

潮中的诗人ꎬ其心绪是沉郁而悲凉的ꎮ 辛渐马上

就要动身回到洛阳了ꎬ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自己

怎么说呢ꎬ就告诉他们自己依然冰清玉洁ꎬ坚守着

人生的信念和当初的人格吧ꎮ 王昌龄通过设想洛

阳亲友的问询ꎬ表明了自己的人生立场和态度ꎮ
同样的送别情景ꎬ三位大诗人的三首送别诗ꎬ

选取了不一样的着眼角度和处理手法ꎬ但都展现

出极高的诗歌艺术和语言美感ꎬ在同题材的诗歌

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ꎮ 教师选取不同题材诗歌

进行对比赏析教学ꎬ可以给学生带来强烈的直观

感受ꎬ使他们认识到诗歌创作的多样技巧和表现

手法ꎬ对古典诗词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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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胆发挥想象ꎬ体会诗词魅力
想象力是人们在感知或意会已有形象的基础

上ꎬ在头脑中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ꎮ 想象力对人

类来说ꎬ是一种非常重要且特殊的能力ꎮ «韩非

子解老篇»中对“想象”的解释是:“人希(稀)见
生象也ꎬ而得死象之骨ꎬ按其图以想其生也ꎮ 故诸

人之所以意想者ꎬ皆谓之象也ꎮ” [２]１５５人们常说ꎬ想
象是人类无形的翅膀ꎬ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ꎮ 正

是通过想象ꎬ发明家才能创造发明ꎬ画家才能绘出

栩栩如生的画作ꎬ诗人才能写出绚丽多彩的诗篇ꎮ
对于想象力与文学的关系ꎬ古人已有深刻的

思考和认识ꎮ 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说:“其
始也ꎬ皆收视反听ꎬ耽思旁讯ꎬ精骛八极ꎬ心游万

仞ꎮ”就是说ꎬ在文学创作之初ꎬ创作主体要全部身

心感知官能向内收缩ꎬ对表现对象保持高度的审

美关注ꎬ在做艺术构思时ꎬ思想可以纵横驰骋ꎬ不
受时空的限制ꎮ 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
说:“文之思也ꎬ其神远矣ꎮ 故寂然凝虑ꎬ思接千

载ꎻ悄然动容ꎬ视通万里”ꎬ“故思理之妙ꎬ神与物

游” [３]４９３ꎮ 就是说文学创作要能够展开想象ꎬ以便

思绪能够连接古今ꎬ目视可以达到万里ꎬ其意也是

在强调想象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ꎮ 可以说ꎬ文
学创作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ꎬ这个想象可以奇特、
大胆ꎬ也可以瑰丽、夸张ꎮ

想象不仅对创作者至关重要ꎬ对于读者来说

同样重要ꎮ 对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想象ꎬ有人

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在脑中跑马ꎬ一些人曾经根据

叔本华的说法ꎬ认为读别人的著作ꎬ就是在自己的

脑里给作者跑马ꎮ 对此ꎬ鲁迅在«读几本书»中反

驳到:“不过要明白ꎬ死抱住叔本华这句金言的天

才ꎬ它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ꎬ踏得一塌

糊涂了” [４]４９５ꎮ 鲁迅在批判一些人自己不愿读书

的错误观点时ꎬ不仅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ꎬ同样也

强调了阅读过程中想象的重要性ꎮ 学习古典诗

词ꎬ同样需要诵读吟咏和想象体会ꎬ甚至从某种程

度上说ꎬ想象体会应该更为重要ꎮ 对于诵读和想

象在学习体会古典诗词过程中的意义ꎬ刘勰在«文
心雕龙»中写道:“吟咏之间ꎬ吐纳珠玉之声ꎻ眉睫

之前ꎬ卷舒风云之色”ꎮ 其意思是说ꎬ吟咏古典诗

歌ꎬ如同口吐珠玉ꎬ声音动听而优美ꎬ同时脑海浮

现出相关的美丽壮观景象ꎬ就好像是历历在目ꎮ
在我国古典诗词中ꎬ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很多ꎮ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ꎬ遥看瀑

布挂前川ꎮ 飞流直下三千尺ꎬ疑是银河落九天ꎮ”

其中ꎬ“三千尺” “落九天”等语夸张、奇特ꎬ生动活

泼ꎬ富于表现力ꎮ 在吟咏朗诵过程中ꎬ也需要读者

慢慢读ꎬ细细品ꎬ展开丰富的想象ꎬ才能充分体会

诗歌磅礴宏大的气势ꎮ 刘禹锡的«望洞庭»:“湖光

秋月两相和ꎬ潭面无风镜未磨ꎮ 遥望洞庭山水色ꎬ
白银盘里一青螺ꎮ”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实为想象瑰

丽的神来之笔ꎮ 在诗人眼里ꎬ浩荡的洞庭湖不过

是闺房奁镜、餐桌银盘而已ꎬ奇思妙喻ꎬ极富浪漫

想象ꎮ 吾辈吟诵时的凝思ꎬ似乎也不自觉地拉长

了镜头ꎬ而被赋予了神奇的上帝视角ꎮ
学习古典诗词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想

象ꎬ让学生学会体味和意会ꎬ这个过程可以是复

原、忠实的ꎬ也可以是自由发挥、拓展的ꎮ 在古典

诗词教学过程中ꎬ教师要引导学生沉浸在诗人所

营造出来的特定情境中ꎬ从而充分体会、理解和领

悟诗人的心绪和诗词的魅力ꎮ
四、尝试情景再现ꎬ领悟古人情感

情景再现ꎬ是新闻传播上的一个专业术语ꎬ是
指播音员或主持人为把新闻等信息准确生动地再

现给听众、观众而采取的迅速调动情感的一种手

段ꎮ 在新闻传播领域ꎬ情景再现主要是一种联想

和想象的活动过程ꎬ是以稿件提供的文字为基础ꎬ
展开再造想象ꎬ使稿件中的人物、事件、情节、场
面、景物、情绪等在播音员或主持人脑海中不断浮

现ꎬ形成连续的、活动的画面ꎬ并不断引发相关的

态度和情感的过程[５]１１３－１１５ꎮ
在古典诗词教学中ꎬ教师也可以通过借助情

景再现的手段来改善课堂氛围、提高教学效果ꎮ
教学中的情景再现也是一个调动学生联想和想象

的过程ꎬ是以古典诗词提供的材料为原型ꎬ通过影

像、对话、表演等形式ꎬ使诗词中的人物、情节、场
面、景物、情绪、事件等得以重现ꎬ从而激发参与者

和旁观者的想象ꎬ不断引发他们态度、情感上的反

应和变化ꎮ 在情景再现课堂中ꎬ教师要通过对诗

词内容、情景的表达ꎬ让学生对诗人或者创作者的

情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ꎬ从而引起他们对诗词所

反映问题的联想和思索ꎬ最终使学生能够在理解

的深刻度和记忆的牢固度上得到一个较大的

提升ꎮ
对于教师来说ꎬ古诗词的情景再现存在一定

的难度ꎬ但借助多种资源和手段可以很好地呈现

相关场景ꎮ
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七言古诗ꎬ是诗人在得

罪权贵以后ꎬ被贬为江州司马期间ꎬ因连遭打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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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凄凉ꎬ满怀郁愤ꎬ在一次江边送客时ꎬ遇到琵

琶女之后所创作的一首叙事长诗ꎮ 全诗结构严

谨ꎬ错落有致ꎬ其中大段都是诗人和琵琶女———两

个未曾相识的天涯沦落人之间互诉身世的对话ꎮ
对此ꎬ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稍加改造ꎬ让学生以角色

扮演的形式对诗词加以表现ꎬ对话以外的内容可

以旁白形式呈现ꎬ搭配古装服饰ꎬ在课堂上分为数

组进行表演ꎬ其他同学可进行品评ꎮ 在教师的指

导下ꎬ通过这样的形式学习ꎬ学生自娱自乐ꎬ热情

参与ꎬ在感受生动的课堂氛围的同时又达到了吟

咏记忆古诗词的效果ꎬ对诗人的心境思想也会有

更为深刻准确的体会ꎮ
情景再现的形式多样ꎬ手段灵活ꎬ可以短剧、

对白、歌舞、视频、卡通等形式呈现ꎬ目的在于最大

限度地再现诗词情景ꎬ激发学生内心情感ꎬ实现学

生与古人思想的契合和心灵的对话ꎬ使学生通过

课堂教学更好地领会和体验诗词的意旨ꎮ
五、安排实地访吊ꎬ感受诗词温度
“夫天地者ꎬ万物之逆旅ꎻ光阴者ꎬ百代之过

客ꎮ”正所谓“人事有代谢ꎬ往来成古今”ꎬ“江山依

旧在ꎬ几度夕阳红”ꎮ 我们生活的土地曾经也是古

人活动之所ꎬ中间曾经有过多少金戈铁马、田园牧

歌、礼乐祥和与天灾人祸ꎬ能记录下来为后人所知

的ꎬ只是极少一部分ꎮ 我们可以通过诗词来感受

前人的闲愁逸绪、喜怒哀乐ꎮ 千百年过去了ꎬ如果

我们再次站在他们曾经站的地方ꎬ映入我们眼帘

的亭台楼榭、花草树木、厚地高天、远山近水ꎬ和古

人看到的、描绘的并无大异ꎬ我们能否涌现和他们

一样的豪情和感慨呢? 此时此刻ꎬ他们在诗词中

的兴叹与悲歌能否引起我们情感与心理上的共鸣

呢? 王羲之在兰亭之会后曾写道:“每览昔人兴感

之由ꎬ若合一契ꎬ未尝不临文嗟悼ꎬ不能喻之于

怀ꎮ”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ꎬ相同的风物和境遇ꎬ可
激起别人同样的心绪和反应ꎬ因此我们能够思接

千载ꎬ神交古人ꎮ 因此ꎬ杜甫登泰山看到“孔子小

天下处”ꎬ在«望岳»中才会有“会当凌绝顶ꎬ一览众

山小”之叹ꎮ
因此ꎬ教师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构建更具宽度和深度的古典诗词教学课堂ꎮ 以

六朝古都南京为例ꎬ其为江南文枢ꎬ曾是文人墨客

聚集之地ꎬ与南京相关的诗词众多ꎬ在相关诗词学

习中ꎬ可供学生实地吊望之所甚多ꎮ 例如宋代王

安石曾写过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送

目ꎬ正故国晚秋ꎬ天气初肃ꎮ 千里澄江似练ꎬ翠峰

如簇ꎮ 征帆去棹残阳里ꎬ背西风ꎬ酒旗斜矗ꎮ 彩舟

云淡ꎬ星河鹭起ꎬ画图难足ꎮ 念往昔ꎬ繁华竞逐ꎬ叹
门外楼头ꎬ悲恨相续ꎮ 千古凭高对此ꎬ谩嗟荣辱ꎮ
六朝旧事随流水ꎬ但寒烟衰草凝绿ꎮ 至今商女ꎬ时
时犹唱ꎬ后庭遗曲ꎮ”

这首词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江宁府时

所作ꎮ 诗人在一个深秋傍晚登高览胜ꎬ以号称龙

盘虎踞的金陵山河为背景ꎬ抒发其古今盛衰之感ꎮ
该词凭吊山河ꎬ雄浑沉厚ꎬ立意高远ꎬ为历代凭高

怀古之佳作ꎮ 教师在讲授这首词的前后ꎬ可以与

学生同登紫金山(钟山)ꎬ临江览胜ꎬ凭高吊古ꎬ去
感知天气初肃、红销翠减的金陵秋天ꎬ远眺长江似

带和群山如砺ꎬ目览碧空尽处之舟船ꎬ江渚盘桓之

飞鸟ꎬ下瞰市区之繁华喧闹ꎬ紫陌红尘ꎬ遥想六朝

宫室与秦淮烟水ꎬ感叹一番历史的盛衰兴亡和悲

恨沧桑ꎬ学生对于半山老人这首词当别有一番体

会和认知ꎮ
在古典诗词学习中ꎬ通过实地凭吊ꎬ目览胜

迹ꎬ手触旧物ꎬ与古人心有灵犀ꎬ感情相通ꎬ意念相

融ꎬ这种感觉震撼而深刻ꎬ所以孟浩然才会有“江
山留胜迹ꎬ我辈复登临”ꎬ“羊公碑尚在ꎬ读罢泪沾

襟”的情感经历ꎮ 如果教师能根据教学进程和客

观条件ꎬ在诗词教学当中合理安排实地教学ꎬ这样

的课程必然会在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过程中留下

深刻的印象ꎮ
情景教学法是一种生动、形象且教学效果较

好的教学方式ꎬ在保证基本教学任务和进程的情

况下ꎬ教师可以因地制宜ꎬ因生制宜ꎬ不断改进教

学方法ꎬ提高非文学类专业学生对于古典诗词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Ｍ].叶瑛ꎬ校.北京:中华书

局ꎬ２００５.
[２]韩非子.韩非子[Ｍ].陈秉才ꎬ译注.北京:中华书

局ꎬ２００７.
[３]刘勰.文心雕龙[Ｍ].范文澜ꎬ注.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ꎬ２０１４.
[４]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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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典诗文与色彩教学的融通

蔡 晓 骝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ꎬ 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 　 色彩教学课程开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具备较高的色彩审美能力和色彩修养ꎬ其更深层次的目的

是教师通过色彩教学ꎬ让学生从文化、情感等层面认识色彩ꎬ了解色彩ꎬ并学会借助色彩更好地进行画作的创作ꎬ
借此更好地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意图ꎮ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文对色彩的运用方法ꎬ使学生了解

色彩的象征之意ꎬ深刻认识色彩ꎻ探寻色彩的搭配之美ꎬ多样使用色彩ꎻ巧用色彩的对比之鲜明ꎬ创造性活用色彩ꎮ
[关键词] 　 色彩教学ꎻ　 中国古典诗文ꎻ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Ｊ５１－４ꎻ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３

　 　 色彩教学是当前美术教育的必修课ꎬ其课程

开设的目的在于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备

基础的色彩知识ꎬ了解不同色彩的表现力ꎬ掌握正

确使用色彩的方法ꎬ使学生可以独立运用色彩进

行创作ꎬ从而具备较高的色彩审美能力和色彩

修养ꎮ

一、当前色彩教学面临的困境

众所周知ꎬ囿于我国考试制度的相关规定ꎬ目
前我国高校招收的相关美术专业的考生多为“艺
术特长生”ꎬ这类学生有部分因为兴趣爱好等原因

在进入大学前便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美术知识和技

巧的训练ꎬ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将报考“美
术专业”作为“升学捷径”ꎬ这部分学生在较短时间

内突击学习了相关美术知识和技巧ꎬ以应对“艺术

类统考”ꎬ但他们的美术基础训练系统性不够ꎬ色
彩知识欠缺ꎬ美术素养不高ꎬ同时他们的综合文化

素养也并不高ꎬ学生美术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双重

“薄弱”成为当前美术教育特别是色彩教学面临的

一大问题ꎮ
色彩教学是大学美术教育的基础课程ꎬ教学

过程主要包括教师示范———范例临摹———色彩写

生训练三个部分ꎬ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正确的作

画用色方法和步骤ꎬ多为色彩技巧方面的教学ꎬ教
师对于色彩理论方面的教学目前还停留在枯燥的

理论知识讲解上ꎬ缺少对色彩内涵的分析ꎬ因此通

过目前的色彩教学很难使学生理解色彩蕴含的文

化、情感等方面的深层含义ꎬ也很难使学生从文

化、情感层面真正学会使用色彩表情达意ꎮ

二、色彩教学的价值意义

世间万物ꎬ万紫千红ꎬ色彩缤纷ꎬ但是画作中

的色彩本身不应只是对大千世界客观物质颜色的

简单记录与描绘ꎬ“而是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社会和

民族文化的染体基因ꎬ蕴含了特殊的意义ꎬ并通过

对物象的视觉转换成一种对内视心象的文化反

思” [１]ꎮ 因此人们绘制画作ꎬ对色彩进行运用ꎬ应
“成为一种主观的符号和图式” [１]ꎬ并赋予其特殊

的情感和文化理念ꎬ并使其成为本民族色彩语言

审美的重要特征ꎮ 画作者选择作画的色彩不应仅

仅是对客观事物颜色的简单描绘ꎬ更应该通过对

色彩的选择和描绘ꎬ使其对事物的视觉形象转换

为一种对内情感的文化反思ꎮ 而这些ꎬ应是美术

教育色彩教学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意义ꎮ 因

此ꎬ教师通过色彩教学ꎬ需要让学生从文化、情感

等更深层面认识色彩ꎬ了解色彩ꎬ并学会借助色彩

更好地进行画作的创作ꎬ并借此更好地传达画作

者的主观感受和意图ꎮ 教师应“通过对色彩的研

究ꎬ使学生在理性和感性方面对色彩规律有较充

分的认识ꎬ并指导自己的绘画实践ꎬ对色彩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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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力有深切的感悟ꎬ自觉地运用色彩语言表达

自己特有的色彩感觉” [２]１５６ꎮ

三、中国古典诗文与色彩教学

除了写实性的美术作品外ꎬ其余美术作品不

仅要反应画作者的审美ꎬ还应是画作者情感上的

表达ꎬ因此画作者选取的色彩不仅是用来表达事

物形态上的“红黄蓝绿”ꎬ还应是画作者主体观照

过的色彩ꎬ是经过画作者情感浸润过的色彩ꎮ 这

与文人作家在进行诗文作品创作过程中选择色彩

进行表情达意有相通之处ꎮ 色彩在文人作家笔下

已不是简单的“红黄蓝绿”ꎬ而是被赋予了思考和

情感的“色彩符号”ꎮ 从色彩角度分析中国古典诗

文作品ꎬ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文人作家的创作

意图ꎻ从诗文作品角度学习色彩运用ꎬ有助于我们

更深刻地理解色彩所承载的文化意义ꎬ从而学习

更加准确地运用色彩进行画作的创作ꎮ
中国古代文人ꎬ大多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造诣

颇深ꎮ 例如我们熟知的明代“江南四大才子”:唐
伯虎、祝枝山、文徴明、徐祯卿ꎬ其诗文书画无一不

精ꎮ 大诗人王维、苏东坡、欧阳修在书画方面也堪

称大家ꎮ 这些才华横溢的文人ꎬ对于色彩的感知

极为敏锐ꎬ他们不仅是丹青圣手ꎬ更善于用精致的

色彩语言表情达意ꎬ通过其诗文ꎬ为我们展现了一

幅幅更加多彩且多情的画卷ꎮ 因此中国古典诗文

作品同中国书画作品一样ꎬ借用丰富的色彩形象ꎬ
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丰富的情感世界ꎮ 本文尝试

借鉴中国古典诗文作品对色彩的运用方法ꎬ以期

为色彩教学探寻一条具有文化传承意味的教学

之路ꎮ

四、中国古典诗文对色彩教学的启示

教师可以通过挖掘中国古典诗文对色彩的运

用方法ꎬ引导学生学会认识色彩、使用色彩、活用

色彩ꎮ
１.了解色彩的象征之意ꎬ深刻认识色彩
认识色彩是进行色彩教学最基础的部分ꎮ 教

师引导学生认识色彩ꎬ不是简单告诉学生什么是

“红黄蓝绿”ꎬ更应让学生了解这些颜色背后的文

化和情感含义ꎮ 学生只有深刻地认识了色彩ꎬ对
色彩背后的含义有了深刻的把握ꎬ在使用色彩的

时候才会做到成竹在胸、游刃有余ꎮ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ꎬ色彩具有鲜明的象征

意义ꎬ这种象征意义具有悠久的文化渊源ꎬ反映了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ꎬ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

折射出来的文化心理ꎮ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

的“五行之说”便有“青红黄白黑”五种色彩与之呼

应ꎻ“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也有相应的色彩与之形

成重要的象征关系:青色ꎬ即青龙ꎬ象征东方ꎻ红
色ꎬ即朱雀ꎬ象征南方ꎻ白色ꎬ即白虎ꎬ象征西方ꎻ黑
色ꎬ即玄武ꎬ象征北方ꎮ 这些重要的色彩符号ꎬ对
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ꎻ
同时ꎬ当这些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出现时ꎬ凝聚其

中的色彩符号又成为这些深刻文化内涵的显性

代表ꎮ
色彩的象征意义还表现在塑造人物、展示场

景上ꎬ可以反映人物的身份地位ꎬ刻画人物的性格

特征等ꎮ 以«红楼梦»第三回描写王熙凤的华丽出

场:“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ꎬ绾着朝阳五凤挂

珠钗ꎻ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ꎻ裙边系着豆绿宫

绦ꎬ双衡比目玫瑰佩ꎻ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

洋缎窄裉袄ꎬ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ꎻ下着翡翠

撒花洋绉裙ꎮ”这段文字中使用了“金”“赤金”“缕
金”“大红”等耀眼的颜色ꎬ这些华丽的色彩细致描

写了王熙凤遍体锦绣、妖艳凌人的气势ꎬ同时将王

熙凤此时在贾府的春风得意和炙手可热淋漓尽致

地表现出来ꎮ
曹雪芹用“大红”“赤金”之类热烈的颜色反映

了王熙凤在贾府独一无二的地位ꎬ也刻画了她

“辣”的内在性格ꎬ曹雪芹在不同场合同样使用“红
色”却代表了不一样的意义ꎮ «红楼梦»第五十三

回写道:“尤氏上房早已袭地铺满红毡ꎬ当地放着

象鼻三足鳅沿鎏金珐琅大火盆ꎬ正面炕上铺新猩

红毡ꎬ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引枕ꎬ外另有

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ꎬ大白狐皮坐褥ꎬ请贾母上

去坐了”这是一段年节时尤氏上房中的场景

描写ꎮ “红色”是贯穿«红楼梦»的主色调ꎬ红色用

之于王熙凤ꎬ彰显了她的“华贵、妖娆”ꎬ而此处的

红毡、猩红毡和大红的靠背引枕ꎬ不仅反映了“红
色”在年节时期代表的“喜庆气氛”ꎬ同时也能看出

红色是贾府上下装饰的重要“用色”ꎬ这里的红色

更增添了厚重、高贵的内涵ꎬ象征的是贾府传承百

年的气韵和这个家族的底气ꎮ
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了解色彩的象征意义ꎬ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通过色彩反映的

独特的艺术表现力ꎬ充分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彰显的艺术精神ꎮ
２.探寻色彩的搭配之美ꎬ多样使用色彩
和谐的色彩搭配可以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和

精神的愉悦ꎬ这种和谐的形成绝不是颜色的无序

拼凑和堆砌ꎬ而应遵循色彩世界的内在“秩序”ꎬ这
种“秩序”复杂而多样ꎬ显现了色彩旺盛的生命力ꎬ
体现了色彩组合内在的美学规律ꎮ 教师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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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色彩描写片段引导学生学

习并把握这种规律ꎬ使其遵循色彩的美学原则ꎬ将
多种色彩有机融合在一起ꎬ勾画出色彩丰富又和

谐统一的画面ꎮ
“两个黄鹂鸣翠柳ꎬ一行白鹭上青天ꎮ”诗人杜

甫在前两句诗中使用了“黄、翠、白、青”四色的组

合ꎬ用艳丽的色彩勾画了由点至线、无限延展的空

间ꎬ展现了一幅明快、生动、开阔的景象ꎬ营造了清

新轻松的氛围ꎬ使人感受到勃勃的早春生机ꎮ
多种色彩的搭配也可以用来刻画人物形象ꎮ

曹雪芹前后两次描写袭人的穿着打扮ꎬ在不同场

合、时节运用了不同色调的搭配ꎮ
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ꎬ写袭人“穿着银红袄

儿ꎬ青缎子坎肩ꎬ白绫子细折儿裙子”ꎮ 这里用“银
红”上衣配“白色”裙子ꎬ外面罩的是“青色”坎肩ꎬ
这是寻常的家居装扮ꎬ又是在冬日ꎬ颜色深了许

多ꎻ在«红楼梦»第五十一回ꎬ写袭人“身上穿着桃

红百花缂丝银鼠袄ꎬ葱绿盘金彩绣绵裙ꎬ外面穿着

青缎灰鼠褂”ꎮ 这是袭人在初夏外出时的装扮ꎬ桃
红色和葱绿色的搭配本是一对对比鲜明的颜色ꎬ
而且显得有点艳丽夺目ꎬ但是配搭“青色” “灰色”
使原本显得娇艳的色调暗了下来ꎬ艳丽中透出了

素雅ꎬ更加符合袭人的身份ꎮ 前后两段描写ꎬ深浅

不一ꎬ色调有别ꎬ但是不同颜色的准确搭配使袭人

这个人物形象顿时鲜活了起来ꎮ
３.巧用色彩的对比之鲜明ꎬ创造性活用

色彩
色彩的对比包括色相的对比、明暗的对比、纯

度的对比、冷暖的对比、黑白灰的对比、画面面积

的对比ꎬ等等ꎮ 色彩的碰撞可以使画面更加丰富

多彩ꎬ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ꎮ
诗人杨万里的一句“接天莲叶无穷碧ꎬ映日荷

花别样红”ꎬ描绘出了西湖荷花的别样风韵ꎮ 诗人

大面积渲染“碧”色的莲叶ꎬ其目的是突出阳光下

鲜红的荷花ꎮ 绿色和红色的鲜明对比仿佛为我们

画就了一幅红碧交相辉映的锦绣画卷ꎬ正可谓“诗
中有画”ꎬ画面绚丽ꎬ“画中有诗”ꎬ情感热烈ꎮ

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ꎬ曹雪芹通过颜色对

比为我们绘就了一个仙境般的冰雪世界:“宝玉此

时欢喜非常忙忙地往芦雪庵来ꎮ 出了院门ꎬ
四顾一望ꎬ并无二色ꎬ远远的是青松翠竹ꎬ自己却

似装在玻璃盒内一般ꎮ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ꎬ顺着

山脚ꎬ刚转过去ꎬ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ꎮ 回头一

看ꎬ恰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ꎬ如胭脂

一般ꎬ映着雪色ꎬ分外显得精神ꎬ好不有趣!”自一

片冰雪世界里ꎬ白雪映衬着红梅ꎬ越发显得白雪之

纯白ꎬ红梅之娇艳ꎬ这样的色彩对比将色彩的使用

融于小说意境的创造ꎬ在阅读小说的同时ꎬ一幅白

雪红梅图已刻在读者脑中ꎮ
同样是在这一回ꎬ众钗雪中赏梅花ꎬ黛玉的装

束是“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ꎬ束一

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ꎬ皑皑白雪中ꎬ黛玉

一身红衣ꎬ用“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作为点

缀ꎬ“白色”与“红色”形成鲜明对比ꎬ“红色”又与

“青金”“绿色”形成撞色对比ꎬ真是灵动而细致ꎮ
两种亮丽的色彩可以带来对比之美ꎬ颜色的

明暗对比也能产生别样的画面美感ꎮ 例如杜甫写

«春夜喜雨»中的一句“野径云俱黑ꎬ江船火独明”ꎬ
就是先用大面积的黑色作为底色ꎬ后又用局部

“火”的亮色与之相对比ꎬ勾画了一幅明暗分明的

画面ꎮ 这些色彩的运用都深深打上了作者情感的

烙印ꎮ 现实世界缤纷的色彩由作者主体心灵进行

观照和同化ꎬ从而使客体物象的色彩具有深邃含

蓄的审美意义ꎮ
中国古典诗文对色彩的运用反映了其具有的

丰富的文化内涵ꎬ也彰显了这些诗文作品独特的

艺术表现力ꎮ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色彩背后的文化

内涵ꎬ对于学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审

美心理、所展现的礼仪礼节、风俗风貌具有重要作

用ꎬ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ꎬ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ꎬ提升学生的艺术理解力和鉴赏能力ꎮ
例如平面、服装、动漫、室内外装饰、园林等美术设

计相关专业的学生ꎬ在深刻认识色彩和掌握色彩

的基础上ꎬ还应大胆尝试ꎬ主动选择色彩、掌控色

彩ꎬ开阔色彩思维空间ꎬ学会以自我的感受为起

点ꎬ依据所要表达的自我情感对色彩做出主观性

的选择和改变ꎬ不断拓宽自己的艺术创作思路和

艺术表现空间ꎬ不断丰富自己今后的艺术表现手

段ꎬ增强自己对色彩运用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ꎬ
从而更好地实现色彩教学的实践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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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主办ꎬ双月刊ꎮ 主要刊登教育学、
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ꎮ

一、开设栏目
主要开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文学研究”“史政经研究”“素质教育论坛”“德育心育”“课程与教

学研究”“学前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等栏目ꎮ
二、来稿要求
１.来稿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ꎬ严格遵守学术规范ꎬ字数以 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字为宜ꎮ 优质稿件可不受字

数限制ꎮ
２.来稿请注明详细信息ꎬ包括作者简介(作者姓名、性别、籍贯、单位、职称、学历)和联系方式(通信地

址、邮编、电子邮箱、电话)ꎮ 课题、基金项目请注明详细的项目名称、课题名称和项目编号ꎮ
３.文稿按论文基本格式要求制作ꎬ用ＷＯＲＤ 格式排版ꎮ 题目一般不超过 ２０ 字ꎬ必要时可加副标题ꎻ摘

要应能客观反映论文的主要观点ꎬ字数控制在 ３００ 字以内ꎻ关键词选取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的术语 ３—６ 个ꎻ
提供相应的英文翻译(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及关键词)ꎮ

４.正文各层级序号依次用“一、”“１.”“(１)”ꎻ使用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ꎻ如有表格ꎬ应采用三线表ꎬ
并有相应的表题和表序ꎮ

５. 文章中的标点符号和相关数字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ꎬ即按 ＧＢ/ 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标点
符号用法»及 ＧＢ/ 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ꎻ参考文献标注按照文献著录规则(ＧＢ/ 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ꎮ

三、说明事项
１.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在其系列数据库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总、发行、传播本刊全文ꎮ 作者在本刊发表
文章即视为同意本刊行为ꎮ

２.本刊优先发表国家级、省部级等高级别课题资助论文ꎬ并视论文质量酌情支付稿酬ꎮ
３.因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或一稿多投引发的侵权责任由作者自负ꎮ
４.编辑部对来稿实行匿名评审ꎬ评审通过的稿件将发电子用稿通知ꎮ 评审周期为 １ 个月ꎬ逾期未收到

用稿通知者ꎬ稿件可另投他处ꎮ 来稿概不退回ꎬ请作者自留底稿ꎮ
５.本刊在不违背作者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有权对稿件进行删改ꎬ不同意者请在投稿时予以说明ꎮ 若因故

撤稿ꎬ须及时向编辑部说明情况ꎮ
６.来稿一经发表ꎬ即赠当期刊物两册ꎮ
７.本刊已发表的文章(含原创图片)ꎬ版权均归«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所有ꎮ 除注明来源的

引用外ꎬ未经本刊书面授权ꎬ不得转载、摘编、翻译或者以其他形式使用ꎮ 违者视为侵权ꎬ本刊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ꎮ 本刊从未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有偿组稿ꎮ

四、联系方式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７７ 号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邮编: ２１００１３)
投稿邮箱: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学、学前教育类文章:ｊｓｊｙｈｕｉ＠１６３.ｃｏｍꎻ

课程教学(文科)、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类文章: ｊｙｘｂｃｈｅｎ＠１６３.ｃｏｍꎻ
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类文章:ｂｉａｎｊｉｗｕ＠１６３.ｃｏｍꎻ
政史经法类、哲学、社会学类文章:ｈｕ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ａｏ６３＠１６３.ｃｏｍꎻ

编务邮箱: ｘｕｅｂａｏ＿ｌｉｕ＠ ｓｉｎａ.ｃｏｍ
网　 　 址: ｈｔｔｐ: / / ｘｂ.ｊｓｓｎｕ.ｅｄｕ.ｃｎ /
电　 　 话: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６０(编务办公室)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６５(编辑办公室)
０２５－８３７５８２６６(编辑办公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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