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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新中国第一个 ３０ 年ꎬ 一言以蔽之ꎬ 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ꎬ 最终使中华民族以一个有尊严的形象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ꎬ 最伟大的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这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制度保障ꎮ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终于迎来强起来的时代ꎬ 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

代ꎬ 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ꎮ
关键词: 新中国ꎻ 改革开放ꎻ 社会主义ꎻ 站起来ꎻ 富起来ꎻ 强起来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０１－０９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ꎬ １９７８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

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ꎬ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迈入新时代ꎮ 新中国、 新时期、
新时代ꎬ 构成前后相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０ 年历史演进ꎮ ７０ 年历史变迁是显著的ꎬ 从新时代的认识

高度ꎬ 可以概括为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ꎮ ７０ 年历史内涵是丰富的ꎬ 但主线是社会主

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ꎮ 如果说历史变迁的视角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实际变化ꎬ 那么ꎬ 历史主线的视

角着重的则是制度ꎬ 也就是这种变化背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ꎮ 很明显的是ꎬ 制度更具有根本性、 全局

性、 稳定性ꎬ 所以ꎬ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奠基、 变革和发展ꎬ 无疑可以成为俯瞰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０ 年

历史的核心视点ꎮ 本文即以此为主题ꎬ 同时结合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毕竟制度的

好坏与效用需要实绩验证) 展开考察和分析ꎮ

一、 新中国: 为社会主义奠基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ꎬ 他说: “我们

有一个共同的感觉ꎬ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ꎬ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ꎮ” ① １０ 月 １ 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ꎬ 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史的终结ꎬ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ꎮ 从鸦片战争开始被西方列强打倒在地到站立起来是一个过程ꎬ
站稳、 不再倒下也需要一个过程ꎬ 这个过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３０ 年ꎮ 道理很简单ꎬ 就一个

国家而言ꎬ 经济实力和建基其上的国防实力ꎬ 是站起来并屹立不倒的基础和保障ꎮ 进一步讲ꎬ 在现代

世界ꎬ 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前提ꎬ 在此基础上拥有现代

化的国防ꎬ 是赢得世界尊重的保证ꎬ 而这样的基础或前提恰恰是新中国所缺乏的且亟须解决的ꎮ １９５２

１




年ꎬ 中国经济恢复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ꎬ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ꎮ 中国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

的 ７ ５％ꎬ 苏联的 ３１ ６％ꎬ 英国的 ５３ ８％ꎮ 人均差距更大ꎬ 只相当于美国的 ２ ３％ꎬ 苏联的 １０ ３％ꎬ
英国的 ５ ２％ꎮ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ꎬ 煤炭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的 ７ ４％ꎬ 苏联的 １８ ９％ꎬ 英国的

１４ ６％ꎻ 发电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１ ６％ꎬ 苏联的 ６ １％ꎬ 英国的 ９ ７％ꎻ 钢产量只有 １３４ ９ 万吨ꎬ 生铁

１４２ ９ 万吨ꎮ① １９５０ 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感叹: 中国是个大国ꎬ 但不是富国ꎬ 也不是强国ꎮ 汽车也

不能造ꎬ 飞机也不能造ꎬ 大炮也不能造ꎬ 坦克也不能造ꎬ 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ꎮ 我们还是一个农业

国ꎮ 在农业国的基础上ꎬ 是谈不上什么强的ꎬ 也谈不上什么富的ꎮ 所以ꎬ 全国各界都要努力ꎬ 把中国

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ꎮ② 经过 ３０ 年的努力ꎬ 到改革开放启动之际ꎬ 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ꎬ 特别是在东北、 中西部地区建设了一批重工业基地ꎬ 而没有重

工业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ꎬ “站起来” 也就缺乏保障ꎮ 毛泽东当年感慨不能造的东西已经都能制造

了ꎬ 不仅如此ꎬ 国防科技领域内更取得以导弹、 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的惊人成就ꎮ 概言之ꎬ
中国终于以一个有尊严的形象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ꎬ 并且站稳了ꎮ

这一成就的取得与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密不可分ꎮ 换言之ꎬ 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便不可

能取得这样的成就ꎮ 众所周知ꎬ 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ꎮ 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ꎬ 实现工

业化ꎬ 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ꎮ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ꎬ 其动因之一亦

在此ꎮ 如何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ꎬ 动员一切力量ꎬ 加快中国发展ꎬ 加速实现国家强大、 人民富

裕ꎬ 一直萦绕于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的胸怀ꎮ 何况ꎬ 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ꎬ 而社会主

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ꎮ 总之ꎬ 实现国强民富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ꎬ 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

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关键ꎮ 当然ꎬ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总体上还是属于以苏联为典

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ꎮ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ꎬ 从理论到实践ꎬ 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演进ꎬ 历经曲折ꎮ 马克思、 恩

格斯没有社会主义实践ꎬ 他们只是以 １９ 世纪资本主义为重要参照ꎬ 提出了一些十分粗略的设想ꎮ 例

如ꎬ 由社会取代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ꎻ 有计划地组织生产ꎻ 按劳分配ꎻ 尽可能增加生产力总量以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ꎬ “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

由的发展和运用” 等ꎮ③ 列宁领导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但由于他去世早、 实践短ꎬ 所以也只

提出过一些原则设想ꎬ 如 “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

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④ꎬ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⑤ 等ꎮ 我们日常所讲的传统

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并在其身后延续了数十年的苏联模式ꎮ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

征是单一公有制、 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单一按劳分配制度ꎬ 另外ꎬ 也体现在政治体制上高度集

权以及以 “政治挂帅” 为特征的单一价值追求与一元一体化的文化样态等方面ꎮ 这种社会主义模式

是时代的产物ꎬ 也发挥过特定的历史作用ꎬ 对此需要给予 “同情之理解” 和公正之评价ꎮ
具体到中国ꎬ 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建立重工业基础ꎬ 非社会主义制度莫属ꎮ 相关研究

表明ꎬ 工业革命以来ꎬ 主要有 ３ 种工业化模式: 一是英、 美等先期工业化国家ꎬ 以发展轻工业起步ꎬ
待资本大量积累后ꎬ 再发展重工业ꎮ 这种工业化模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ꎮ 二是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德国、
日本ꎬ 在继承先期工业化所创造的科技成果的基础上ꎬ 由政府投资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ꎬ 由民

间投资发展轻工业ꎬ 政府与民间合力ꎬ 很快成为后起工业化国家ꎮ 三是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ꎬ
为打破帝国主义包围ꎬ 捍卫国家安全ꎬ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ꎬ 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

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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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迅速成为欧洲强国ꎮ① 苏联工业化道路与苏式社会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ꎮ 苏联的快速工业化

与制度选择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之示范作用不言而喻ꎮ 在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尤其

是朝鲜战争的背景下ꎬ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全国后不久便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ꎮ 重工业

需要高积累ꎬ 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ꎬ 那么ꎬ 如何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最大程度地集聚起来ꎬ 如何

才能做到有效地抑制消费、 增加投资等ꎬ 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ꎮ 无疑ꎬ 单一公有

制、 高度指令性计划体制和单一分配制度ꎬ 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选择ꎬ 苏联就是这样做的ꎮ 由此ꎬ 我们

就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同时ꎬ 便启动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并且没

有按原定 １５ 年的计划表而是仅用 ３ 年就基本完成了ꎮ 实际上ꎬ 在多种所有制结构、 市场配置资源的

情况下ꎬ 国家是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在短期内集聚资源、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ꎮ 无论是从国际、 国内背景

看ꎬ 还是从实际结果看ꎬ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作用应给予客观评价ꎮ
在此ꎬ 还需要指出的是ꎬ 我们说改革开放前的 ３０ 年ꎬ 中国基本上遵循的是苏联模式ꎬ 并不意味

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方面均步苏联后尘ꎬ 照抄照搬ꎮ 事实上ꎬ 毛泽东在 １９５６ 年

就提出以苏联为借鉴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ꎮ 从这一原则出发ꎬ 毛泽东、 刘少

奇、 周恩来、 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积极探索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ꎬ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等ꎬ 便集

中地体现着这种探索ꎮ 从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起点的角度看ꎬ 这一探索主要包括: (１)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ꎬ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这种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ꎮ 由此ꎬ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ꎮ (２) 在经济体制方

面ꎬ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ꎬ 个体经营作补充ꎻ 计划生产为主体ꎬ 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

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补充ꎻ 国家市场为主体ꎬ 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ꎮ (３)
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ꎬ 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ꎮ (４) 在社会主义社会ꎬ 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的阶

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ꎬ 大量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ꎻ 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ꎬ 学会用法制保障国家建设ꎮ (５)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ꎬ 同时实行 “百花

齐放ꎬ 百家争鸣” 的方针ꎬ 尊重学术艺术自由ꎮ 这些探索虽然在当年并未得到完全落实ꎬ 甚至相当

长的时间内反其道而行之ꎮ 但是ꎬ ２０ 年后ꎬ 这些探索为改革开放、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局提供最

初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合法性支持与理论起点ꎮ 回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末 ８０ 年代初的历史情境ꎬ 在传统社

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ꎬ 在极 “左” 思想依然高强度地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情况下ꎬ 没有上述

探索ꎬ 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会更艰难ꎮ
当然ꎬ 就总体而言ꎬ 当年的中国依然处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内ꎮ 但如果进一步研究ꎬ 会发现改革

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距离传统社会主义还很远ꎮ 例如ꎬ 在分配方面ꎬ 更多的是平均主义

而不是按劳分配ꎮ 在所有制方面ꎬ 不仅是单一公有制ꎬ 而且追求 “一大二公”ꎬ 即公有制规模越大越

好、 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ꎮ 在政治方面ꎬ 不仅是高度集权ꎬ 而且发展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ꎬ 等等ꎮ
尽管如此ꎬ 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ꎬ 改革开放之前 ３０ 年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的作用ꎬ 这不仅表现在

前述经济基础方面ꎬ 而且表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等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方面ꎮ 正如习近平所言: “如果没有 １９４９ 年建立新中

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ꎬ 积累了重要的思想、 物质、 制度条件ꎬ 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ꎬ 改革

开放也很难顺利进行ꎮ”② 换言之ꎬ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奋斗ꎬ “为当

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３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

①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上册ꎬ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９７ 页ꎮ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ꎮ



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①ꎮ 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ꎬ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会

失去出发点ꎮ 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接续看ꎬ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脉相承ꎮ

二、 新时期: 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１９７８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ꎬ 标志着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ꎬ 这个新时期最鲜明的特

征便是改革开放ꎮ 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实现了富起来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亲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ꎬ 积贫积弱、 任人欺凌的历史悲情刻骨

铭心ꎮ １９４９ 年革命成功后变为执政者ꎬ 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强民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ꎮ 国家强

盛与人民富裕同步实现当然最理想ꎮ 然而ꎬ 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日趋严峻的对抗尤其是朝鲜

战争、 越南战争的爆发ꎬ 促使中共中央不能不将国家安全作为首要目标ꎮ 进一步言之ꎬ 就是优先发展

国防需要的重工业ꎬ 国家强大第一ꎬ 先国家后小家ꎬ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ꎬ 将生产发展的剩余最

大程度集聚起来交给国家发展重工业ꎬ 这就导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３０ 年后民众生活依然困苦ꎮ
不仅如此ꎬ 由于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治国理念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ꎬ “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

边缘ꎬ 人民温饱都成问题ꎬ 国家建设百业待兴”ꎮ 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ꎬ 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ꎮ② 周恩来总理去世前讲过这样的话: “古人说ꎬ 人活七十古来稀ꎬ 我已是七十七岁

多的人了ꎬ 也算得上是高寿了ꎮ 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ꎬ 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ꎬ 人民的生活多改

善一些ꎬ 去马克思那里报到ꎬ 才感到安心ꎮ 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ꎬ 总感到内疚、 羞愧ꎮ”③ １９７７ 年出

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ꎬ 深深震惊于调研发现的农村贫困状况ꎬ 他回忆当时 “农村问题特别严

重ꎬ 农民生活特别困难”ꎬ “吃不饱ꎬ 穿不暖ꎬ 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ꎮ 门窗都是泥土坯 (做)
的ꎬ 桌子、 凳子也是泥土坯 (做) 的ꎬ 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ꎬ 真是家徒四壁呀!”④ 这些也许能从一

个侧面说明问题ꎮ 当然ꎬ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数据ꎮ １９７８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６ ５％ꎬ 日

本的 １５ ２％ꎬ 西德的 ２０ ６％ꎮ⑤ 从国内居民生活来看ꎬ １９５７ 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６２４ 元ꎬ １９７６ 年下

降至 ５７５ 元ꎬ 不进反退ꎮ⑥ １９７６ 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３８０ ５６ 斤ꎬ 比 １９５６ 年减少 ２８ ０２ 斤ꎮ⑦ 全

国有 ２ ５ 亿绝对贫困人口ꎮ⑧ 正是在对贫困落后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ꎬ 邓小平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反复强调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ꎬ 长期贫穷影响社会主义声誉ꎬ 社会主义应该更富裕、 共同

富裕ꎮ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ꎬ 邓小平总结性地谈道: 中国在过去 “２０ 年时间ꎬ 实际上处

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ꎬ 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发展和提高ꎮ 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⑨

概言之ꎬ 贫穷拷问着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ꎬ 再不实行改革ꎬ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事业就会被

葬送ꎮ 由此ꎬ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ꎬ 希望探索出一条新的能够

较快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ꎬ 这就是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正如习

近平所言: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ꎬ 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ꎬ 是基

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ꎬ 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ꎬ 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

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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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深刻体悟ꎮ”①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ꎬ 中共十三大明确了 “三步走” 发展战略ꎬ 第一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解决温饱ꎬ
第二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现小康ꎬ 第三步 ２１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中共十六大宣布: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ꎬ “不过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不全面的、 发展很不平衡的

小康”ꎬ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ꎬ 集中力量ꎬ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ꎮ② 由此ꎬ 中国开启了进一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ꎮ 当改革开放行进到 ３０
年之际ꎬ 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已经引起世界瞩目ꎮ 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由 ３６４５ 亿元增长到 ２４９ ５００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９ ８％ꎬ 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 ３ 倍多ꎬ 经

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ꎬ “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ꎮ 进出口总额从 ２０６ 亿美元提高

到 ２１ ７３７ 亿美元ꎬ 跃居世界第三ꎬ 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ꎮ 改革开放 ３０ 年也是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最快、 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ꎮ 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３４３ 元增

加到 １３ ７８６ 元ꎬ 实际增长 ６ ５ 倍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１３４ 元增加到 ４１４０ 元ꎬ 实际增长 ６ ３ 倍ꎻ 农村

贫困人口从 ２ ５ 亿减少到 １４００ 万ꎮ “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ꎬ 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ꎮ 改革开放前

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ꎮ”③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ꎮ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０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４３００ 美元ꎮ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划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要在 ２０１０ 年基础上实现翻一番的目标ꎬ 也就是说ꎬ 届时中国人均 ＧＤＰ 将达到 １０ ０００ 美元

左右ꎬ 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ꎮ 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ꎬ 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人均 ＧＤＰ 已达 ８２３６ 美

元ꎬ 虽然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１０ ３０２ ４ 美元ꎬ 更是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４１ ０４５ ７ 美元ꎬ 但

已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８２０９ ６ 美元ꎬ 在世界银行统计的按人均 ＧＤＰ 水平排序中ꎬ 中国在

２１６ 个国家中列第 ９３ 位ꎮ④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绩单ꎬ 这就是富起来的表征ꎮ
富起来是改革开放的显见成就ꎬ 其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和保障ꎮ 制度更具有长期

性、 稳定性和全局性ꎮ 从这个角度说ꎬ 改革开放最集中、 最伟大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

发展ꎮ 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ꎬ 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ꎬ 正是这

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ꎮ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

大革命ꎬ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⑤ 回顾历史ꎬ 邓小平作为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ꎬ 一方面面对的是长期以来高调宣传的突出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 单一公有制、
指令性计划等内容的社会主义优越性ꎬ 另一方面则是贫困落后的残酷现实ꎮ 在理论言说与现实的巨大

反差面前ꎬ 邓小平开始深刻反思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ꎮ 最后结论是ꎬ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

是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ꎬ 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共同富

裕ꎬ “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ꎮ 空讲社会主义不行ꎬ 人民不相信”ꎬ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

裕ꎬ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ꎮ⑥ 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彻底改变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治国理念ꎬ 将精力集中于发展生产力ꎬ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ꎮ 不仅如此ꎬ 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

表明ꎬ 以苏联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需要进行大幅度变革ꎬ 其僵化呆板、 平均主义、 低效率等弊

端已显露无遗ꎬ 转变观念、 改变做法、 改革体制机制势在必行ꎮ 于是ꎬ 我们看到ꎬ 邓小平在 １９８０ 年

代中期高频率地提出 “什么叫社会主义ꎬ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ꎬ 指出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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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ꎬ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ꎬ “我们提出的课题是: 什

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等等ꎮ① 及至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邓小平有了结论: “什么叫社会主义

的问题ꎬ 我们现在才解决”ꎬ “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ꎬ 现在就突破了”ꎮ② 邓小平如此说ꎬ 显然是因为

１９８７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大ꎮ 十三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ꎬ 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国情判断和理论阐释ꎬ 概括了 “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ꎬ 确立了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 (包括加快 “培育社

会主义市场体系”ꎬ 逐步健全 “宏观经济调节体系”ꎬ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

经济”ꎬ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等)ꎬ 规划了以高度民主与完备法制为总目标ꎬ 以

提高效率、 增强活力为近期目标ꎬ 以下放权力和党政职能分工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ꎬ 回答

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ꎮ 邓小平对中共十三大寄予厚望ꎬ 不止一次地提出十三大报告

“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ꎬ “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 必要性ꎬ 这是十三大的主

题” 等等ꎮ 显然ꎬ 十三大报告做到了ꎮ 邓小平评价说ꎬ 十三大报告 “对过去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ꎮ
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ꎬ 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ꎮ③ 正因为此ꎬ 在他看来ꎬ “什么是社会主

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有了虽然初步却是基本的回答ꎮ 及至 １９９２ 年南方谈话ꎬ 邓小平明确概括道:
“社会主义的本质ꎬ 是解放生产力ꎬ 发展生产力ꎬ 消灭剥削ꎬ 消除两极分化ꎬ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ꎮ”④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ꎬ 具有里程碑意义ꎮ 这不仅表现在

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上ꎬ 更重要的表现在其打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ꎬ 旗帜鲜明地提出ꎬ 计划与

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ꎬ 资本主义有计划ꎬ 社会主义有市场ꎬ 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

来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ꎻ 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标准是 “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力ꎬ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ꎬ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ꎮ 邓

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市场化改革进程ꎬ 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和

重心的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ꎮ 实际上ꎬ 改革作为一场新的 “革命” 对社会

与民众的真正震撼和改变ꎬ 或者换言之ꎬ 社会与民众真正感受到改革作为一场 “革命” 的深刻意义ꎬ
是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八大的 ２０ 年间ꎬ 尤其是在世纪之交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ꎬ 涉及深层

理念的深刻转变、 体制机制的解构与重组、 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动ꎬ 不难想见其难度之大、 风险

之巨、 问题之复杂ꎮ 进一步言之ꎬ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 需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

制和理念ꎬ 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ꎻ 需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

业进行深度改革ꎬ 包括 “抓大放小” 的国有经济布局、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股份制改造等ꎻ 需要通过分配制度改革ꎬ 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活力充分迸发ꎻ 需要打

破地区、 行业区隔与利益ꎬ 促成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ꎬ 法治建设与法制改

革势必需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ꎻ 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ꎬ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

制ꎻ 市场经济需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ꎬ 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ꎻ 等等ꎮ 正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目标下ꎬ 更严格意义上的全面改革有规划、 有重点、 分领域、 分阶段ꎬ 整体推进、 纵深发展ꎮ
进入新世纪后ꎬ 一幅绚丽的改革画卷已经绘就ꎬ 其主画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ꎮ 进一步言之ꎬ 中

国已经不再是计划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ꎻ 中国已经不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ꎬ “两个毫不动摇” 是党和国家的长期战略方针ꎻ 中国也不再

只有单一的分配制度ꎬ 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ꎬ 资金、 技术、 智力等生产要素同时参与分配ꎮ 与此同

６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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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依法治国ꎬ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确立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 ２０１０ 年前后

已经形成ꎻ 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发展格局已经成型ꎬ 一元一体化的 “一字长蛇

阵” 式的文化格局已经转型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引领下的 “雁阵” 格局ꎻ 国家与社会混为一体或者

社会在国家面前消失的传统体制逐渐发生变化ꎬ 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探索前行ꎮ 与传

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ꎬ 上述总体性中国特色已经跃然纸上ꎬ 中国道路、 中国经验已然呈现在世人面前ꎮ
可以说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架构、 四梁八柱已经铸就ꎮ 这是改革开放历

史发展与实践发展的逻辑结果ꎬ 正如习近平所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

大革命ꎬ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① 换言之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ꎬ 是构成改革开放 ４０ 年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ꎮ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

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ꎻ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ꎬ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ꎬ 这一结论既

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实践逻辑ꎮ

三、 新时代: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ꎮ” 回看历史ꎬ 当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 １０ 年过去后或者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在进一步走向

富裕的同时ꎬ 也在加速度地强起来ꎮ 中国经济在十八大后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ꎬ 截止 ２０１７ 年ꎬ 国内

生产总值从 ５４０ ０００ 亿元增长到 ８２７ ０００ 亿元ꎬ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３０％以上ꎬ 居世界第一位ꎮ
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１ ８％上升到 １５ ２％ꎬ 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

界前列ꎬ “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ꎬ 科技创新持续发力ꎬ 一大批重大高科技成果相继

问世ꎬ 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ꎬ 信息畅通ꎬ 公路密布ꎬ 铁路成网ꎬ 巨轮远航ꎬ 飞机翱翔ꎮ “现在ꎬ 我

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商品消费第二大国、 外资流入第二大

国ꎬ 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ꎬ 中国人民在富起来、 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

伐!”② 十九大宣布了中国发展新的 “两步走” 战略ꎬ 从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ꎻ
从 ２０３５ 年到 ２１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１００ 年前后ꎬ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ꎮ 这比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 后来领导人不断重申的现代化目标实现时间大大提前ꎬ 且

内涵更丰富、 目标要求更高ꎮ 总之ꎬ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 综合国力

方面已经居于世界前列ꎬ 经过鸦片战争以来近 １８０ 年的奋斗ꎬ 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ꎬ 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ꎮ
不仅如此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

强大生机活力ꎬ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ꎻ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

论、 制度、 文化不断发展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

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ꎬ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ꎮ
回顾历史ꎬ 新中国建立后ꎬ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ꎬ 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ꎬ 立足中国ꎬ
放眼世界ꎬ 胸怀世界革命理想ꎬ 努力于 “红旗插遍世界”ꎮ 然而ꎬ 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

展的转化ꎬ 中国受国家实力和发展状况的制约ꎬ 只能导致力不从心和 “无可奈何花落去” 之局ꎮ 一

个激进但贫穷还有些神秘的东方大国便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ꎮ 改革开放后ꎬ 鉴于时代变化和历史教

７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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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ꎬ 邓小平及其后的领导人确立并遵循着韬光养晦、 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之原则ꎬ 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ꎬ 埋头苦干ꎬ 致力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ꎬ 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因此有了举世瞩目的巨大

提高ꎮ 中国成就、 中国道路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ꎬ 均成为富

有魅力的故事或者力图破解的发展之谜ꎮ “桃李不言ꎬ 下自成蹊”ꎬ 中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ꎬ
中国致力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是新时代的又一特征ꎮ 所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ꎬ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①ꎮ
无论是从强起来的角度看ꎬ 还是从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看ꎬ 无论是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看ꎬ 新时

代的基石与核心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强起来” 不会到来也不可持

续ꎻ 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便失去灵魂、 根基ꎬ 甚至无从谈起ꎮ 正如习近平所

言ꎬ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 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ꎮ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主题便是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ꎮ
换言之ꎬ 新时代就是在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奠定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四梁八柱、 基本架构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ꎮ 依据十九大确立的路线ꎬ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着力点在于贯彻落实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ꎬ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

的战略目标ꎮ”③ 要实现该目标ꎬ 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ꎬ 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ꎻ 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ꎬ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ꎬ 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ꎻ 必须坚持和完善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ꎬ 这些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ꎮ 在新时代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加快实现经济与社

会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换言之ꎬ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以加快实现共同富

裕和更好体现公平正义为目标ꎬ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保证一

个不能少ꎬ 一个不能掉队ꎬ 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ꎬ 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里程碑ꎮ 如

果说社会建设聚焦于人与人的关系ꎬ 那么ꎬ 建设生态文明ꎬ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则聚焦于人与自

然的关系ꎮ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天人合一” 的理想状态ꎬ 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ꎬ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必备的内涵与特征ꎮ 在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

主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三者辩证统一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ꎬ 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

治社会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不可或缺的内容ꎮ
综观世界历史ꎬ 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化ꎮ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ꎬ 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和国

际影响力的基础ꎬ 而军事实力则是必要保障ꎬ 但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则源于文化尤其是价值观ꎮ 在

经济、 科技、 军事等硬实力构成的综合国力相当的情形下ꎬ 竞争的恐怕就是文化软实力了ꎮ 正因为如

此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ꎬ 包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ꎬ 便显得格外重要ꎮ “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 发展道路ꎬ 而且将把自己

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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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持续推动的结果ꎬ 没有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没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ꎮ 新时代既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延续ꎬ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

的实践发展ꎮ 中国改革事业在十八大前后进入攻坚期、 深水区ꎬ 全面深化改革任重而道远ꎮ 但是ꎬ
“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①ꎬ 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 “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不断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ꎬ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②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

进的事业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③ꎬ 即永远在路上ꎮ
改革与开放是关联在一起的事业ꎮ 就开放而言ꎬ ４０ 年亦历经变化ꎮ 在改革开放启动后的 ３０ 年

间ꎬ “引进来” 构成开放的主基调ꎮ “文革” 结束后ꎬ 国门打开ꎬ 从高层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均越来越

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 发达国家物质财富的超速增长与现代化的

高歌猛进ꎮ 在国际比较中ꎬ 中国的贫困落后更为明显也更为刺眼ꎮ④ 中国素有知耻而后勇的传统ꎬ 于

是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 资金和管理经验ꎬ 设立经济特区、 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等一系列对外开放政

策相继面世ꎬ 而这就形成对国内改革的倒逼作用ꎬ 否则无法与国际接轨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与

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ꎬ 全方位对外开放登上历史舞台ꎬ 由此又倒逼改革向全面纵深发展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ꎬ 在继续大规模 “引进来” 的同时ꎬ “走出去” 越来越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ꎮ 十八大之后ꎬ “一带一路” 倡议更带来了中国开放的新思想、 新理念、 新顶层设

计ꎬ 也带来了中国开放的新面貌ꎮ 一方面是继续高质量 “引进来”ꎬ 进一步扩大开放ꎬ 另一方面ꎬ
“走出去” 更具系统性、 整体性ꎬ 并逐步走向高端ꎮ 这些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ꎬ 对于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可谓举足轻重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ꎮ 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中国建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ꎮ 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ꎬ 最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ꎮ 回首历史ꎬ 很清楚的是ꎬ 无论就改革开放启动而言ꎬ 还是不断深化和拓展而言ꎬ 无论是

大刀阔斧时期ꎬ 还是攻坚克难时期ꎬ 无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ꎬ 在关键时期、 关键

领域、 关键问题上ꎬ 均由中国共产党做出决定或决议ꎬ 或者由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创造加以认

可ꎬ 然后推向全国ꎮ 完全可以说ꎬ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觉主动选择ꎮ 也因此ꎬ 改革开放始终围

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ꎬ 保持正确的方向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 中华民族在为强起来

而自豪的同时ꎬ 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考验: 国内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发展差

距ꎬ 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的现状等ꎬ “世界百年未遇的大变局”ꎬ 阻抑中国崛起的意图和举动越来越

明显等ꎬ 这一切均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核心发挥更好作用ꎬ 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ꎬ 把自己建设得更为坚强和有力量ꎮ 而这就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ꎬ 以保证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ꎬ 保证 “两个百年” 奋斗目标如期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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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ꎮ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４ 页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代表团访问欧洲五国ꎬ 亲身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ꎮ 他在回国后的报告中列举了大量实例ꎬ 如ꎬ

西德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ꎬ 年产褐煤 ５０００ 万吨ꎬ 职工只有 ２０００ 人ꎮ 而中国现有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ꎬ 产

５０００ 万吨煤ꎬ 大约要 １６ 万工人ꎮ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ꎬ 年产 ３５０ 万吨ꎬ 全厂只有 ７０００ 名职工ꎮ 而中国武汉钢铁公司ꎬ 年产钢

２３０ 万吨ꎬ 不包括矿山ꎬ 职工有 ６７ ０００ 人ꎮ 参见谷牧: «关于访问欧洲五国情况的报告»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党的文献»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期ꎮ 阅读 １９７８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和 １９７９ 年访问美国的材料ꎬ 同样能够感受到邓小平当年感受到的现代化冲击ꎬ 这些对于改革开

放决策的出台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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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７０ 年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公丕祥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中国的乡村生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有机体ꎬ 展示出丰富多样的区域社会的独特性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乡村治理与自治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进程ꎬ 深刻反映了国家与乡村关系的

剧烈变动及其转型发展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ꎬ 为适应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社会法权要

求ꎬ 范围广泛的农业合作社运动以及随后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ꎬ 表明国家权力大幅度地延伸到

乡村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ꎬ 乡村自治缺乏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条件ꎮ １９７８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ꎬ 为乡村治理与自治的转型变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ꎮ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通过国家根本大法

的形式ꎬ 用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体制取代了 “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体制ꎮ 其后的 １９８７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以及修订后的 １９９８ 年村委会组织法和 ２０１０ 年村委会组织法ꎬ 旨在把乡村自治活动纳入制度化、 程序

化、 法治化的轨道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 乡村治理革命获得了新的强大动能ꎮ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的战略性任务ꎮ ２０１８ 年的新村委会组织法反映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的法权要求ꎮ 这充分表明新时代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正在经历深刻重塑的

过程ꎬ 乡村治理与自治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ꎮ
关键词: ７０ 年ꎻ 乡村治理ꎻ 村民自治ꎻ 法治ꎻ 国家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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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ꎬ 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品格ꎬ 是一个交织着正规化与非正规

化的双重治理机理的运动过程ꎬ 其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国家规则与制度的正规化机制与渊源于乡土社会

法则或法理的非正规化机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ꎮ 因之ꎬ 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的村落共同体及其乡村自治程序之构造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乡村自治与乡村社会治理秩序的运动变化经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ꎬ 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

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本文拟对这一论题进行初步研究ꎬ 藉此把握 ７０ 年进程中乡村治理与自治的历史运

动轨迹及其时代启示ꎮ

一、 初期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交织着经济、 政治、 社会、 法权、 文化、 民族、 历史乃至地理诸多方面因

素或条件的具有浓郁乡土风格的村社共同体ꎮ “从基层上看去ꎬ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ꎮ”① 在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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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 以郡县制度为主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ꎬ 形成一种强大的国家力量ꎬ 将国家意志与基层社会

内在地联结在一起ꎮ 诚然ꎬ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县制政区ꎬ 不仅构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基层单

位ꎬ① 而且向下延伸建立了具有特定地域管辖范围的多样性的县以下政区治理体系或准基层政区的治

理系统ꎬ② 从而保证了国家机器在广大乡村社会的持续运转ꎮ 从总体上看ꎬ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自成

一体ꎬ 具有内在的封闭性ꎮ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ꎮ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

限制ꎬ 区域间接触少ꎬ 生活隔离ꎬ 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ꎮ”③ 乡土社会是以区域性或地方性的

自然空间为枢纽的村落有机体ꎮ 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和衍化的有着明显区域性特征的乡俗与惯

例ꎬ 成为基层乡村社会生活关系的调整机制ꎬ 从而逐渐构造出一种自发生长的乡土社会的自治程

序ꎮ④ 而那些在乡村社会生活中保持着传统威望的绅士阶层ꎬ 往往成为基层乡村自治秩序的主导者ꎬ
以致形成所谓皇权与绅权并行不悖的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 “双轨制”ꎮ⑤

晚清政制改革在致力于建立县乡两级基层行政体制的同时ꎬ 试图仿效近代日本维新变法的经验ꎬ
遵行官治与自治相辅相成、 自治乃 “助官治之不足” 的地方自治主旨ꎬ⑥ 在开掘传统中国乡绅自治文

化的基础上推行地方自治改革ꎮ 按照清廷宪政九年筹备事项清单的安排ꎬ 拟于预备宪政 “第六年城

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ꎬ 厅州县地方自治则限年内粗具规模ꎻ 第七年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⑦ꎮ
不过ꎬ 从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的进展情况来看ꎬ 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不尽平衡ꎬ 效果迴异ꎻ 清廷颁行的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１９０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和 «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 (１９１０ 年 ２ 月 ６ 日) 的施

行状况亦不理想ꎮ 因此ꎬ 辛亥革命之后的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ꎬ 袁世凯下令暂缓推行地方自治ꎮ 进入民国时

期以来ꎬ 综合考量国内外社会政治情势ꎬ 袁世凯于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决定重启地方自治进程ꎬ 颁布 «地方

自治试行条例»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ꎮ 此后ꎬ 北洋政府先后制定 «县自治法»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
«市自治法»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３ 日) 和 «乡自治法»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３ 日)ꎮ 其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亦把推行

以县 (市) 为自治单位的地方自治作为 “训政” 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ꎬ 颁布 «县组织法»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５ 日公布ꎬ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７ 日修正) 和 «市组织法»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ꎮ 然而ꎬ 从晚清到民国的

地方自治进程ꎬ 始终贯彻着政府官治主导、 地方自治辅之的二元化的乡村社会治理主轴ꎬ 政府官治与

地方自治之间内在融合、 实为一体ꎮ 因之ꎬ 政府始终主导着乡村社会自治体系的构建ꎬ 地方自治缺乏

独立存在的地位ꎬ “不免徒具自治的虚名了”⑧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 开辟了创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法治发展类型的历

史新纪元ꎬ 中国的乡村治理与自治由此开启了现代转型发展的进程ꎮ 实际上ꎬ 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变

革运动ꎬ 要实现其预定的目标ꎬ 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制度安排ꎬ 进而创造新的

国家治理体系ꎬ 形成新的制度机制ꎬ 而且要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制度依托的基础上ꎬ 致力于建构

有机的乡村社会治理秩序ꎬ 释放广大社会民众建设新国家与新生活的巨大社会能量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ꎬ 国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国家制度重构的基础上恢复秩序与建构秩序ꎮ 其间ꎬ 土

地改革运动、 贯彻婚姻法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等ꎬ 对于基层乡村治理新秩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

响ꎮ 土地改革运动是初期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一场伟大的革命ꎮ 这一革命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代替了传统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制度ꎬ 从而实现了亿万农民 “耕者有其田” 的千年夙愿ꎬ 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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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ꎬ 为乡村治理的现代转型创造了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条件ꎮ 与土地改革运动相适

应ꎬ 国家还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贯彻婚姻法运动ꎬ 以便确保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 日颁行的第一部婚姻法

的有效执行ꎬ 推动了社会关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ꎮ 这场中国婚姻关系领域的深刻变革运动ꎬ 以乡村社

会为重点ꎬ 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和区乡、 村干部干涉婚姻自由、 支持落后思想和封建恶习的突

出问题ꎬ 建立诸如调解、 巡回审判、 定期访问已处理之婚姻案件当事人、 公开审判、 示范审判等审理

婚姻案件的基层司法机制ꎬ 进行了群众性司法斗争ꎬ 从而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家庭伦常秩序体系ꎬ
建构了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ꎬ 为构建乡村社会新秩序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ꎬ 国家尚未把基层乡村自治制度之法治化建构摆上重要议程ꎮ 无论是土

地改革运动ꎬ 还是贯彻婚姻法运动ꎬ 都充分反映了国家权力向基层乡村社会的广泛延展ꎬ 把国家与基

层乡村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ꎮ 诚然ꎬ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ꎬ 国家注重发挥农民协会的积极作用ꎬ
«土地改革法»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和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都明确农民协会

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ꎮ① 而作为农民自愿结合的基层乡村农民群众组织ꎬ 农民协会

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农民利益ꎬ 改善农民生活ꎬ 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ꎬ 提高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ꎬ 参

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ꎮ②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ꎬ 传统的家庭伦常秩序根深蒂固ꎬ 教育和引导广大

农民贯彻执行人民共和国的新婚姻法ꎬ 尤为迫切与重要ꎮ 在这里ꎬ 区乡和村干部担负主要责任ꎮ 中共

中央强调ꎬ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领导ꎬ 特别要和乡村密切联系ꎮ 内务部亦对加强区乡

(村) 干部对婚姻法的学习、 重视婚姻登记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ꎮ③ 不仅如此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初ꎬ 国家还在 «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中对基层乡村群众性的治安

保卫组织的建立、 职责及其工作关系做了明确设定ꎬ 规定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ꎬ
治安保卫委员会ꎬ 受村政府、 村公安员领导ꎮ④ 此外ꎬ 内务部 «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明确提出乡以下应根据不同情况划分工作单位: 一般可以自然村或选区为工作单位ꎬ
必要时在自然村或选区下亦可划定若干居民组ꎻ 人口居住集中的乡、 乡人民政府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

行工作ꎻ 地区辽阔、 居住分散的乡ꎬ 乡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政村ꎬ 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

居民组进行工作ꎮ⑤ 这些制度化的探索实践ꎬ 为后来的基层乡村自治法律制度之建立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ꎮ 但是ꎬ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大变革而言ꎬ “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ꎬ
政府就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ꎮ 这种渗入反过来应引起组织方式的细致演

变ꎬ 极大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热情ꎬ 使其从各种狭隘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⑥ꎮ 由此ꎬ 一个国家与社

会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有机体逐渐生成ꎬ 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达致集大成的程度ꎮ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初期乡村治理现代转型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ꎬ 人民公社体制则是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历史产物ꎮ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制度的一场深刻的变革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毛泽东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ꎬ 有些

地方已经到来ꎬ 全国也即将到来ꎮ 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ꎬ 带有极其伟

大的世界意义ꎮ 我们应当积极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ꎬ 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拉它向后退ꎮ” 他认

为ꎬ 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上ꎬ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ꎬ 而是要有全面的规划ꎬ 还要加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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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ꎮ① 同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ꎬ 对农业合作化这一社会

改革的形式作了全面估计ꎬ 分析了这场社会改革运动的必要性、 可能性及其基本方针和必须采取的进

一步措施ꎬ 对农业合作社的法权关系之性质以及股份基金和公积金这两种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形式之特

点与运作加以明确界定ꎬ 强调在农业合作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ꎬ 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

地领导运动前进ꎬ 而不应该缩手缩脚ꎮ② 按照当初的设想ꎬ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ꎬ 将采取分三步

走的逐步前进的办法ꎬ 第一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ꎬ 组织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

组ꎻ 第二步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ꎬ 组织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ꎻ 第三步

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ꎬ 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ꎮ 而要完成三步走ꎬ
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ꎮ③ 但是ꎬ 事实上后来的进程大大加快了ꎬ 到 １９５６ 年即已基本完成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ꎮ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和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

范章程» (以下简称 «示范章程»ꎬ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这两份法律文件为这一重大社会改革运动创

设了法律基础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ꎬ 国家权力大幅度广泛介入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ꎬ 造成了

“强国家—弱社会” 的格局ꎮ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法权标志ꎬ 乃是农村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ꎬ 亦

即农村主要生产资料的完全集体所有权的确立ꎮ １９５８ 年ꎬ 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人民公社化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ꎬ 强调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体制ꎬ “乡党委就是社党委ꎬ 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④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进一步规定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制度ꎮ 此后ꎬ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中央工作会议修订通过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明确规定农村

人民公社是 “政社合一” 的组织ꎬ 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ꎬ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

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ꎻ 并且确立了人民公社组织体系ꎬ 强调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

集体所有制ꎬ 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ꎮ⑤ 后来的 １９７５ 年 «宪法» 和 １９７８ 年 «宪法» 都规定人

民公社、 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ꎮ 因之ꎬ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

制ꎬ 构成了我国基层政权组织系统ꎬ 对于新中国的基层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当然ꎬ 在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运动中ꎬ 党和国家亦注重建构基层乡村社会的民主管理制度ꎬ 这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乡村自治的法权要求ꎬ 具有基层乡村社会治理的 “准自主性” 的某些法权

因素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强调ꎬ 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工作ꎬ 应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ꎬ 逐步改进ꎻ 不论采取何种劳动组织形式ꎬ 都

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民主讨论ꎬ 而后作出计划ꎮ 与此同时ꎬ 必须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财务工作的民主

管理与民主监督ꎬ 凡社内一切财务开支和对于农业贷款的运用ꎬ 必须经过民主讨论决定ꎮ 其批准权限

应按开支数目的大小ꎬ 分别由社员大会或理事会讨论决定ꎮ 各种账目必须适当地分类清楚ꎬ 并要定期

公布ꎬ 以便受到社员的经常监督ꎮ⑥ «示范章程» 亦对加强合作社民主管理给予了足够的关注ꎬ 把民

主管理作为合作社的总则ꎬ 把反对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为合作社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ꎬ 并且在

组织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ꎮ 着重发挥社员大会的作用ꎬ 加大社员大会的权力ꎬ 许多重大问题还要由出

席社员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ꎮ 如果限于客观的实际困难ꎬ 不能召开社员大会ꎬ 而由社员代表大会

代行社员大会职权的时候ꎬ 征求大家的意见和传达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ꎮ⑦ 即便在政社合一的高度集

３１新中国 ７０ 年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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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中ꎬ 也要充分地实行管理民主化ꎮ①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明确规定要贯彻 “民主办社” “民主办队” 的根本方针ꎬ 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中建立

社员代表大会制度ꎮ 生产大队的一切重大事情ꎬ 都由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定ꎮ 作为人民公社体制

内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ꎬ 实行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ꎬ 直接组织生产、 组织收益的分配ꎮ 生产队对生

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ꎬ 有自主权ꎻ 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ꎬ 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

讨论决定ꎬ 不能由干部决定ꎮ② 这些基层乡村社会民主治理的探索实践及其制度建构ꎬ 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当代中国乡村自治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ꎬ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ꎮ

二、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自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 ３０ 多年间ꎬ 基

层乡村治理与自治展示出若干鲜明的历史特点ꎮ
首先ꎬ 建构乡政村治体制ꎬ 为历史新时期乡村自治的兴起创设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ꎮ 如前所

述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 由于 “苏联模式” 的影响ꎬ 加之根深蒂固的

传统基础以及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ꎬ 建构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体制ꎬ 国家对社会经

济生活实行一元化的全面控制ꎬ 整个社会生活缺乏应有的活力ꎮ 毛泽东曾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应予认真

解决ꎬ 在 «论十大关系»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中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ꎬ 扩大一点

地方的权力ꎬ 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ꎬ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ꎮ③ 显然ꎬ 这里所涉及的是对国家治理结构

的清醒反思ꎬ 并且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格局中触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关系ꎮ④ 尽管在当时的历

史背景下毛泽东的这一国家制度建构的调整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ꎬ 但是强调调动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 乃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ꎬ 最终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蓬勃兴起的时代大潮中

成为生动的现实ꎮ 这亦是中国经济增长 “奇迹” 的重要成因之一ꎮ 而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ꎬ
建构乡政村治体制ꎬ 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创新基层乡村社会治理与自治体制、 重塑国家与乡村之间关

系格局的一个重大举措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建立起来的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ꎬ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规制着基层乡村社会治理进程ꎮ 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开放ꎬ 催生着国家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重构ꎮ 随着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ꎬ 人民公社体制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束缚ꎬ 推进

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历史性变革ꎬ 已经不可避免地提上党和国家的重大议事日程ꎮ 诚然ꎬ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出于政治运行策略的考虑ꎬ 依然强调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

础的制度稳定不变ꎬ 人民公社、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ꎻ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 干部选举、 账目公开ꎮ⑤ 但是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 特

别是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逐步推行ꎬ 人民公社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

求ꎬ 必须加以调整或改革ꎮ 因之ꎬ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１９８２ 年 «宪
法») 规定: “乡、 民族乡、 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 ９５ 条第 １ 款)ꎻ “农村人民公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 供销、 信用、 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ꎬ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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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经济” (第 ８ 条第 １ 款)ꎮ① 这些规定历史性地终结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ꎬ 建构了乡镇基层

政权体制ꎬ 但保留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形式ꎮ 用政社分开的乡镇政权体制取代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体制ꎬ 这是一场关系全局的深刻而复杂的农村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ꎬ 需要稳妥有序地

推进ꎮ 为了积极稳步地贯彻中央关于政社分开的重大决策部署和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关于建立乡镇政权

的有关规定精神ꎬ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 ２ 日ꎬ «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 的通知» 明确要求政

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 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ꎬ 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ꎻ 在政社尚未分设以前ꎬ 社队

要认真地担负起应负的行政职能ꎬ 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ꎻ 在政社分设后ꎬ 基层政权组织依照宪法建

立ꎮ② 同年 １０ 月ꎬ «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指出ꎬ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ꎬ 农村政

社合一的体制已经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了ꎮ 宪法明确规定在农村建立乡政府ꎬ 政社必须相应分

开ꎻ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ꎬ 建立乡政府ꎬ 同时建立乡党委ꎬ 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

逐步建立经济组织ꎻ 政社分开、 建立乡政府的工作要与选举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结合进行ꎬ 大

体上在 １９８４ 年底以前完成ꎮ③ 此后ꎬ 撤社建乡进程明显加快ꎮ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自治逐步兴起ꎬ 基层社会政治生活面貌发生了广泛变化ꎬ 构成了法治

型基层治理进程的社会基础ꎬ 从而成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新格局的内生动力ꎮ 乡政体制重建与村民

自治之间相互联系ꎬ 相互作用ꎬ 成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革命的两大制度基石ꎮ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在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以国家根本

大法的形式ꎬ 规定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 (第 １１１ 条第 １ 款)④ꎮ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ꎬ 村民自治乃是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载

体形式ꎮ 作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ꎬ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与主要作用得到了宪法的确认ꎮ
村民委员会的主任、 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ꎮ 村民委员会设有人民调解、 治安保卫、 公共卫生

等委员会ꎬ 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ꎬ 调解民间纠纷ꎬ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ꎬ 并且向政府

反映群众的意见、 要求和提出建议ꎮ 对此ꎬ 彭真在 «宪法» 修改草案说明中说道ꎬ 村民委员会是我

国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组织形式ꎮ “实践证明ꎬ 搞得好的地方ꎬ 它在调解民间纠纷、 维护社会秩序、
办好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搞好卫生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ꎮ 这次将它列入宪法修改草案ꎮ 规定它

是群众自治性组织ꎮ”⑤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也强调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ꎬ 应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ꎮ 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

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ꎮ 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ꎮ⑥ 由此ꎬ 一个具有

鲜明中国特质的乡政村治型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ꎮ
其次ꎬ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广泛推行ꎬ 为当代中国乡村自治进

程注入了强劲动能ꎮ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认为ꎬ “在这些现实关系中ꎬ 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
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ꎬ 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ꎬ 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 唯一有

助于理解的红线”ꎮ⑦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ꎬ 不仅促进了政社合

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ꎬ 而且成为当代中国乡村自治兴起和发展的强大力量ꎮ 面对着全党工作的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的历史条件和 “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 的政治与经济要

求ꎬ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ꎬ 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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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物质利益ꎬ 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ꎻ 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 资金、
产品和物资ꎻ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 干部选举、 账目公开ꎮ①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精神指引下ꎬ 农村社会经济政策逐步放宽ꎬ 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ꎬ 在实践中解放思想、 大胆探

索ꎬ 建立了体现按劳分配精神、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ꎮ②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的通知»ꎬ 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农业集体化过程的曲折和失误ꎬ 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 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

题ꎬ 强调各地应根据群众意愿ꎬ 加以引导ꎬ 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等多种形式

的农业生产责任制ꎬ 并且把扩大社队自主权同加强社员民主管理结合起来ꎬ 充分发挥社员代表会议和

各级管理委员会的职能ꎮ③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批转的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ꎬ 深入分析

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进展情况ꎬ 指出这是一场牵动亿万群众的深刻而复杂的

变革ꎮ 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ꎬ 从现在起除少部分地区和社队外ꎬ 从全局来讲应当稳定下来ꎬ 提出要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ꎬ 通过一定的合同机制ꎬ 健全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ꎻ 并且强调要切实

解决好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 不良现象滋生蔓延的问题ꎮ④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逐步终结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广阔的农村大地蓬勃兴起ꎬ 从而催生中国基层乡

村自治秩序的历史性重构ꎮ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 ２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印发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

问题› 的通知»ꎬ 明确提出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ꎬ 这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影响最深刻的变化ꎻ 强调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

合的原则ꎬ 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ꎮ 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ꎬ 必然使农业社

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更加符合实际ꎮ 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ꎬ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

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ꎮ⑤ 而善于利用合同的法律机制ꎬ 建立和健全承包合同制ꎬ 是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重要环节ꎬ 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ꎮ 这一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历

史性变革ꎬ 深刻推动了中国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的传统农业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的现代农业的革

命性转型ꎬ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ꎮ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的广大农户家庭ꎬ 不再像以

往那样受到国家权力的完全支配ꎬ 而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表达自由意愿和自主经营活动的基层社会主

体ꎬ 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之上的各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具体运用ꎮ⑥

为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的基层乡村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ꎬ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确立了基

层乡村自治制度ꎮ 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中的贯彻和运用ꎬ 固然要通过乡镇政权体制的重建获得延

展ꎬ 但是ꎬ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大国里ꎬ 建立起稳定的基层乡村的有机社会秩序ꎬ 仅凭通过国

家机器及其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介入是很难达致预期的治理目标的ꎮ 所以ꎬ 要按照 «宪法» 第 １１１ 条

的规定ꎬ 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作用ꎮ 在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的指引下ꎬ 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

心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强劲推动下ꎬ 全国范围内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积极探索、 渐次展开ꎮ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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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 全国已经建立了 ９０ 多万个村民委员会ꎮ①

再次ꎬ 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基层乡村自治制度的变革与发展ꎬ 把中国乡村自治进程纳入法治轨道ꎮ
在现代社会ꎬ 法治型的社会统治形式是形成与建构有机协调的法理型社会秩序的基本组织形态ꎬ 也是

构造现代乡村治理与自治体系的内在要求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７０ 年的历史进程中ꎬ 国家先

后制定或修订了 ４ 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ꎬ 确立了当代中国基层乡村自治发展的坚实法治基础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 (试行)»ꎮ 这是第一部全面调整村民自治关系的重要法律ꎮ 这部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总结

基层乡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ꎬ 适应农村经济改革与乡村治理变革的客观要求ꎬ 用法律形式系统规

定了中国特色的乡村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ꎮ 一是界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 法律地位及其主要职能ꎬ
明确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ꎬ 办理本村的公共

事务和公益事业ꎬ 调解民间纠纷ꎬ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ꎬ 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 要求和提出建

议” (第 ２ 条)ꎬ 并且对村民委员会在发展合作经济、 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 维护集体经济组

织和村民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亦作了具体规定ꎮ 二是确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设立和组成的基本要求ꎮ 考虑

到广大的乡村地区的村民居住状况、 空间分布和特点ꎬ 以及方便群众等多种因素ꎬ 这部试行的村委会

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 人口多少ꎬ 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 (第 ７ 条第 １
款)ꎮ “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ꎻ 几个自然村可以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ꎻ 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

个村民委员会ꎮ” (第 ７ 条第 ２ 款) 此外ꎬ 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ꎬ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 副主任和委员 ３
至 ７ 人组成ꎬ 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ꎻ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 ３ 年ꎬ 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ꎻ 村民委员会根

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 治安保卫、 公共卫生等委员会ꎻ 村民委员会可以分设若干村民小组ꎬ 小组长由

村民小组会议推选ꎮ 三是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具体运行机制ꎮ 如ꎬ 明确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之间

的关系ꎬ 规定 “村民会议由本村 １８ 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ꎮ “村民会议可以由 １８ 周岁以上的村民参

加ꎬ 也可以由每户派代表参加ꎮ 必要的时候ꎬ 可以邀请本村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派代表参加

会议ꎮ” “村民会议的决定ꎬ 由 １８ 周岁以上的村民的过半数通过ꎬ 或者由户的代表的过半数通过ꎮ”
(第 １０ 条) 该法律还规定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ꎮ “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

和主持ꎮ 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ꎬ 应当召集村民会议ꎮ 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ꎬ 村民委员会必

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ꎮ” “村民会议有权撤销和补选村民委员会的成员ꎮ” (第 １１ 条) 可见ꎬ 我国

第一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ꎬ 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乡村自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准则ꎮ
随着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不断发展和乡村自治的深入实践ꎬ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基层乡村自治

制度日益摆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 把

“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 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 作

为农村改革基本经验的第一条ꎬ 强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ꎬ 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ꎬ 尊重农民的民

主权利ꎮ 在任何时候、 任何事情上ꎬ 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准则ꎮ 并且把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确立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之一ꎬ 把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加强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建

设、 依法保障农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作为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而必须坚持的 １０ 条方针

之一ꎬ 对加强基层乡村自治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ꎮ②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 修订后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ꎬ 充分反映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时代要求ꎬ 强调村民委员会要 “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

管理、 民主监督” (第 ２ 条第 １ 款)ꎬ 对村民会议在基层乡村自治中的职能作用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

定ꎬ 明确 “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ꎬ 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ꎬ “有 １ / １０ 以上的村民提议ꎬ 应当召集村民会议” (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ꎻ 还列举式地详细规定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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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会议讨论决定关涉村民利益的村民自治具体事务ꎬ 涉及乡统筹的收缴办法和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
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 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村办学校、 村建道路等村公益

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 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 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 村民的承包

经营方案、 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第 １９ 条) 等ꎬ 并且建立了村务公开制度 (第 ２２ 条)ꎮ 与此同时ꎬ
«村委会组织法» 改变了村委会一般设立在自然村的规定ꎬ 而是设置在建制村ꎬ 并且规定村民委员会

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 (第 １０ 条)ꎮ 由此ꎬ 以建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逐渐展

示ꎮ①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 深入总结了当代中国农村改革

３０ 年的宝贵经验ꎬ 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依法治理ꎬ 推动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ꎬ 进而完善与农民政治

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历史性任务ꎬ 强调要以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分活力的

村民自治机制ꎬ 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 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决策实践ꎬ 以自我教育、 自我管

理、 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ꎬ 以村务公开、 财务监督、 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

实践ꎬ 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ꎬ 进而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

权ꎮ② 这无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新修订

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ꎬ 适应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ꎬ 确立党的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

中的领导地位ꎬ 健全村民自治组织体系ꎬ 规范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ꎬ 完善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

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的议事规则与程序ꎬ 加强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功能ꎬ 构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和

村委会成员任期与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ꎬ 建立了乡镇政府委托村委会实施事项的付费制度ꎬ 从而明显

提高了村民自治的法治化水平ꎬ 为建构法治型乡村治理与自治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层法治基础ꎮ

三、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进入新时代ꎬ 当代中国的基层乡村治理与自治亦

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ꎮ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ꎬ “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

治机制”③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时代要求ꎬ 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ꎬ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ꎬ 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ꎮ④ 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ꎬ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战略考量出发ꎬ 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摆上重大战

略议程ꎬ 对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提出了具体要求ꎮ⑤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ꎬ 强调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ꎬ 推

进社会治理精细化ꎬ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ꎬ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ꎮ⑥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ꎬ 则提出了全面推进法治

社会建设的战略性任务ꎮ⑦ 中共十九大在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与自治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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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ꎬ 面向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与法治现代化的宏伟愿景ꎬ 基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与长远

的考量ꎬ 强调要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ꎬ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ꎮ① 这些

都充分表明ꎬ 在新时代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格局中ꎬ 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ꎬ 乡

村治理与自治制度呈现出历史性变革的运动方向ꎮ 实现从传统的乡村控制体系向法理型的现代乡村治

理与自治体系的转型发展ꎬ 已经成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抉择ꎮ
第一ꎬ 坚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握乡村治理与自治的时代方位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

一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ꎬ 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ꎬ 旨在推动国家治理

体制、 体系和制度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ꎬ 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 更稳定、 更管用的制

度体系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社会工程ꎬ 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并在各个领域加以推进ꎮ 乡

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ꎬ 也是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ꎮ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题中应有之义ꎬ 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心所在ꎮ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农村、 数亿

人生活在农村、 “三农” 问题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国度ꎬ 加强乡村治理ꎬ 推进乡村自治ꎬ 无疑具

有特殊的重要性ꎮ 应当看到ꎬ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进程的深入展开ꎬ 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ꎬ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日益繁重艰巨ꎮ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ꎬ 一方面有力地改善

了城乡面貌ꎬ 成为解决 “三农” 问题的重要途径ꎬ 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 “村庄空心化” 现象ꎬ 带来

了乡村 “三留守” (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 留守老年人) 现象增多的严峻问题ꎮ 农村承包地 “三权”
分置制度改革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推进ꎬ 在增进乡村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ꎬ 亦不可避免地催生

乡村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格局ꎬ 乡村社会各阶层和各类组织的活动与诉求显著增多ꎮ 在一些乡村

社会治理薄弱的地区ꎬ 村民自治制度得不到有效落实ꎬ 非法干扰村民自治活动、 损害村民自治权益的

事件时有发生ꎻ 甚至在一些地方ꎬ 黑恶势力操纵着乡村自治组织的日常活动ꎮ 这些都对乡村社会治理

与自治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ꎮ 因此ꎬ 必须高度重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乡村社会治理与自治组织发展

变化的新情况新特点ꎬ 把促进乡村自治健康发展、 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固

本之策和长远之计ꎬ 确保乡村治理井然有序、 乡村自治充满活力ꎮ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中共中央每年以

“三农” 问题为主题的 “一号文件”ꎬ 都把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确立为重点任

务之一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提出要顺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城乡利益格局、 农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ꎬ 进一步健全

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ꎬ 建立健全符合国情、 规范有序、 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

制ꎮ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把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ꎬ 强调要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ꎬ 通过村民议事会、 监事会

等ꎬ 引导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ꎮ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提出要 “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工作ꎬ 完善多元共治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ꎬ 以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ꎮ④ 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ꎬ 乡村治理与自治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ꎮ 根据十九大的总体部署ꎬ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强调乡村振兴ꎬ 治理有效是基础ꎮ 必须把夯

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ꎬ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现代乡

村社会治理体制ꎬ 坚持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ꎬ 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ꎮ⑤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ꎬ 明确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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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ꎬ 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ꎬ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ꎬ 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第 １ 条)ꎮ 很显然ꎬ 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ꎬ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与自治面临

着全新的境况和时代要求ꎮ
第二ꎬ 加强和改进党对乡村治理与自治的领导ꎮ 在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ꎬ 作为掌

握国家政权的最强大、 最有权威的政治组织ꎬ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ꎮ “党政

军民学ꎬ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乡村治理与自治发展的实践

充分表明ꎬ 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和自治发展的过程之中ꎬ 确保乡村治理和自

治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ꎮ 早在 １９８８ 年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ꎬ 就明确规定ꎬ “中国共

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ꎬ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ꎬ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ꎻ 依照宪法和法律ꎬ 支持

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 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第 ３ 条)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 基层乡村依法治理不

断发展ꎬ 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深入展开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回顾总结当代中

国农村改革 ３０ 年经验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重要任务ꎮ②
因此ꎬ ２０１０ 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重申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的重

要政治原则 (第 ４ 条)ꎮ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ꎬ 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

机制ꎮ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提出要 “确保党在农

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ꎬ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ꎬ 并且健全和创新村党组

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ꎮ④ ２０１８ 年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 ４ 条进一步规定: “中国共

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ꎬ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进行工作ꎬ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ꎬ 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

会行使职权ꎻ 依照宪法和法律ꎬ 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 直接行使民主权利ꎮ” 这就为坚持党

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发布的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ꎬ 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政治原则出发ꎬ 明确规定以行政村为基本单

元设置党组织 (第 ５ 条)ꎬ 行政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 (第 ２ 条)ꎻ 强调村党组

织讨论和决定本村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振

兴中的重要问题ꎬ 需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事情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

重要事项ꎬ 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后ꎬ 由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或者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

定作出决定ꎬ 领导本村的社会治理 (第 １０ 条)ꎻ 并且提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第 ２０ 条)ꎬ 明确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

任村民委员会主任ꎬ 村 “两委” 班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ꎬ 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党员担任ꎬ 可

以由非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ꎮ 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民代表中党员应当占一定比例

(第 １９ 条)ꎮ⑤ 这些规定将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于乡村治理与自治活动领导的基本定位、
组织设置、 职责任务、 体制机制等重要事项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ꎬ 旨在于鲜明体现党在乡村治理

与自治中的全面领导地位ꎮ 这对于新时代推动乡村自治制度创新发展、 推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ꎬ 必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第三ꎬ 建构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ꎮ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基础ꎮ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ꎮ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基于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分两个阶段全面建

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ꎬ 设定了健全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 “三步走” 战略构想ꎬ 即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乡

０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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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ꎻ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ꎻ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包括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在

内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全面实现ꎮ① 由此ꎬ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治理与自治正在展示出崭新的运动方

向ꎮ 在构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新时代ꎬ 自治、 法治、 德治这三种治理方式相辅相成ꎬ 相互促

进ꎬ 三者缺一不可ꎬ 也不可偏废ꎮ 在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中ꎬ 自治是核心ꎬ 法治是保障ꎬ 德治是灵魂ꎮ
因之ꎬ 将自治、 法治、 德治三者内在地贯通相融ꎬ 无疑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革命的必然抉择ꎮ 在这

里ꎬ 将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时代进程纳入法治轨道ꎬ 实现乡土秩序与法治秩序的现代耦合ꎬ 这是

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在要求ꎮ ２０１８ 年中央 “一号文件” 基于实施新时代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体考量ꎬ 鲜明提出建设法治乡村的战略性任务ꎬ 强调要坚持法治为本ꎬ 树立依法治理理念ꎬ
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 规范市场运行、 农业支持保护、 生态环境治理、 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

的权威地位ꎮ②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与深化乡村自治发展、 建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

之中ꎬ 进而推动从传统的乡村控制体系向现代的法理型乡村治理体系的革命性转变ꎮ 当然ꎬ 乡村社会

生活中长期衍化生成的乡村社会非正式规则与制度的独特价值功用亦是不可忽视的ꎮ 构造法理型乡村

治理体系ꎬ 并不排斥诸如民俗习惯、 村规民约、 民间调解等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规则与制度ꎮ 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ꎬ 深入推动正式的制度化的国家法律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内在结合ꎬ
这亦是建设法理型的乡村社会治理与自治体系的时代要求ꎮ 应当看到ꎬ 在社会大变革进程中ꎬ 传统的

“德治” 理念及其治理机制表达并未因其是往昔的观念与制度构架而失去固有价值ꎬ 反而随着社会的

进化与转型发展愈益广泛深入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ꎬ 对包括乡村治理与自治在内的社会有机体形

成较为深刻的影响ꎮ 在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过程中ꎬ 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德治ꎬ 不可避免地成为

调节基层乡村社会生活关系的重要机制ꎮ 因之ꎬ “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

治”ꎮ③
在当代中国ꎬ 基层乡村自治与乡村社会治理活动密切关联ꎬ 彼此互动ꎬ 这是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

系的显著特征ꎮ 而乡村自治实践的深入展开ꎬ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探索ꎮ 村

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推行之际ꎬ 党和国家就对农民基层民主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ꎬ 对健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ꎬ 完善村

民选举、 村民议事、 村务公开、 村规民约等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ꎬ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

基层民主建设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ꎬ 全面规范村委会

直接选举工作ꎬ 推动了民主选举村委会工作的深入开展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 明确提出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

镇治理机制的历史性任务ꎬ 强调要以扩大有序参与、 推进信息公开、 健全议事协调、 强化权力监督为

重点ꎬ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ꎬ 扩大村民自治范围ꎬ 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ꎮ④ 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新时代ꎬ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深化乡村自治实践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ꎮ 十九大强调要巩

固基层政权ꎬ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ꎬ 保障人民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ꎮ⑤ ２０１８ 年的 «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 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基本要求贯穿于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等各个方面ꎬ 使之成为新时代村民自治实践的鲜明特色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关于建

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ꎬ 从完善村民自治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全局出发ꎬ 对村务

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职责权限、 监督内容、 工作方式、 管理考核、 组织领导等作出了全面系统的

１２新中国 ７０ 年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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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ꎬ① 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村级民主管理和监督ꎬ 建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ꎬ 必将产生重要作

用ꎮ 随着乡村治理与自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ꎬ 如何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ꎬ 已经成为完善

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ꎮ １９８７ 年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确立了以自

然村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的制度ꎬ 而 １９９８ 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后的 ２０１０ 年的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和 ２０１８ 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ꎬ 则规定以建制村为基础设置村民委员会ꎬ 开展村民自治活动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ꎬ 大量村民进城务工ꎬ 并且大量外来农民在一些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打工务

农ꎬ 这对推进乡村治理与自治带来了新的课题ꎮ 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ꎬ 在行使村民民主权利的过程

中ꎬ 有两个情况要把握好: 一是要处理好 “走出去” 和 “留下来” 的关系ꎻ 二是要处理好 “老村

民” 和 “新村民” 的关系ꎮ② 因之ꎬ 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显得尤为重要ꎮ ２０１４
年中央 “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ꎬ 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

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ꎬ 可开展以社区、 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给试点ꎮ③ ２０１５
年中央 “一号文件” 进一步提出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ꎬ 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ꎬ
继续搞好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ꎬ 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ꎮ④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则提出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ꎬ 探索在

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开展村民自治ꎮ⑤ ２０１６ 年中央 “一号文件” 继续要求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实践ꎬ 探

索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ꎻ 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

的村民自治试点ꎮ⑥ ２０１７ 年中央 “一号文件” 强调要开展以村民小组、 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

治试点工作ꎮ⑦ ２０１８ 年中央 “一号文件” 按照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时代

要求ꎬ 强调要继续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ꎬ 进而深化村民自治实

践ꎮ⑧ 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试点工作实践的基础上ꎬ ２０１８ 年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村民

小组的自治运行机制作出一般性的制度设计ꎬ 明确了村民小组的组成、 村民小组组长的任期以及村民

小组的自治议事范围等事项ꎬ 规定 “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 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

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ꎬ 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ꎬ 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

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 (第 ２８ 条第 ３ 款)ꎮ 因之ꎬ 积极稳妥地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

现形式ꎬ 对于创新和发展新时代的乡村自治制度ꎬ 将现代的法理型乡村治理体系构筑在坚实的农村基

层民主的基础之上ꎬ 确乎意义重大ꎬ 影响深远ꎮ

结　 　 语

　 　 乡村治理与乡村自治居于基础性地位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７０ 年间ꎬ 中国的乡村治理和自

治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史进程ꎮ 这个进程交织着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复杂矛盾运动ꎮ ７０ 年来乡村治理与

自治的转型发展ꎬ 乃是国家与乡村之间关系剧烈变动在基层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ꎮ
在传统中国ꎬ 国家与乡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统一的关系ꎬ 乡村社会始终构成专制国家体制赖以

存在的社会基础ꎮ 在内外因素的合力推动下ꎬ 近代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显现出新的历史特点ꎬ 晚

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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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 第 １、 ４ 版ꎮ
参见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６８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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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７０ 页ꎮ
参见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参见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５４６ 页ꎮ
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ꎬ 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号ꎮ



清政制改革把推进地方自治提上了议事日程ꎮ 进入民国时期以来ꎬ 地方自治又进一步活跃起来ꎬ 渐而

形成自治统于官治之内的基本格局ꎬ 政府始终主导着乡村控制体系的重建进程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ꎬ 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性变革ꎬ 国家与

乡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ꎮ 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体制之建立ꎬ 加

快了国家与乡村的同一化进程ꎮ 人民公社体制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历史产

物ꎮ 按照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的中共中央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及随后的«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ꎬ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的精神ꎬ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ꎬ 是我国社会主义政

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ꎬ 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制度ꎬ 一般实行公社、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人民

公社组织体系ꎮ 因此ꎬ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ꎬ 清晰地表明国家权力大幅度地广泛介入

基层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ꎬ 乡村自治缺乏应有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空间ꎬ 这对于新中国的乡村治

理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ꎬ 标志着当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ꎬ 进而

催生着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历史性重构ꎮ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ꎬ 打破了长期以来施行的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ꎮ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历史性地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ꎬ 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ꎬ
规定设立乡镇政权ꎬ 建构了乡镇基层政权体制ꎬ 而保留了人民公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形式ꎮ
很显然ꎬ 用政社分开的乡镇政权体制取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ꎬ 这是一场关系全局的深刻复杂的

乡村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ꎬ 推动了当代中国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转型发展ꎮ 与乡镇政权重建

进程相辅相成ꎬ 中国基层乡村自治逐渐兴起ꎮ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正式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基层乡村自治

制度ꎬ 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ꎮ 因之ꎬ 村民自治与乡镇

政权重建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ꎬ 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乡政村治体制为特质的乡村

治理革命的两大制度基石ꎮ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行 １９８７ 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以及修

订后的 １９９８ 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和 ２０１０ 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ꎬ 把基层乡村自治纳入法治轨

道ꎬ 进而使中国的乡村社会自治获得了有力的法治保障ꎮ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基层乡村治理与自治的创新发展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内深入展开ꎮ 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涵义丰富而深刻的重大命题ꎬ 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及其现代

化进程的前进方向ꎬ 鲜明体现了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转换ꎮ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制的基石ꎬ 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及其实际成效ꎮ 中共十九大基于对中国法治国情条件的深刻把

握ꎬ 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战略高度ꎬ 提出了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的重大战略任务ꎬ 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８ 年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进一步完善了新时代基层乡村自治制度ꎮ 自治、 法治、 德治的内在贯通融合ꎬ
展示了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革命的崭新的运动方向ꎮ 其一ꎬ 更加注重乡村治理与自治的基层民主基

础ꎬ 积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ꎬ 尊重和维护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ꎬ 把村民自治落

实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ꎮ 其二ꎬ 更加注重推动乡村治理与自治的法治

化进程ꎬ 为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活动创设可预期的规则模式ꎬ 着力促进正式的国家法律与非正式的乡

土生活惯例与准则的有效对接ꎬ 打造法理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ꎮ 其三ꎬ 更加注重德治对于乡村治理

与自治的价值引领作用ꎬ 深入推动传统的 “德治” 理念与制度机制的现代性转换ꎬ 关注乡村社会的

伦理价值规范对于乡村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道德判断ꎬ 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自治的内在调节

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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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新中国 ７０ 年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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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框架的
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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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ꎬ 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ꎬ
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ꎮ ７０ 年来ꎬ 中国扶贫模式经历了从直接救济到内生性扶贫ꎬ 从注重基础

设施建设到产业扶贫ꎬ 从国家主导型扶贫到鼓励多元化民间力量和发挥市场力量扶贫ꎬ 从单一扶贫政策框

架到系统性扶贫的制度变迁ꎮ 中国未来的扶贫工作应更加注重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建设和人文建设ꎬ 加强对

相对贫困人口的教育、 卫生医疗、 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普惠式供给和高质量供给ꎬ 注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

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ꎮ
关键词: 扶贫开发ꎻ 反贫困ꎻ 内生性扶贫ꎻ 制度创新ꎻ 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２４－０８

　 　 １９４９ 年以来ꎬ 中国在贫困人口数量大、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基础设施差、 基本公共服

务几乎空白的条件下开始大规模减贫工作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 中国扶贫开发力度明显加大ꎬ 成功实

现 ７ 亿贫困人口脱贫ꎬ 为世界反贫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ꎮ 近年来ꎬ 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ꎬ
贫困人口脱贫步伐加快ꎬ 贫困率大幅下降ꎮ 在漫长的扶贫开发进程中ꎬ 中国创造了有效的、 具有中国

特色的减贫模式ꎬ 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制度创新ꎮ 中国的反贫困模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ꎬ 其制度创新具

有世界意义ꎬ 对其他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和示范意义ꎬ 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关注ꎮ
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特点以及中国扶贫开发思路的演进过程ꎬ 对于全球反贫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和理论意义ꎮ

一、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ꎬ 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ꎬ 由小农经济

形态逐渐向合作社经济形态转变ꎬ 由分散的土地所有制逐步向大规模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转变ꎮ 这一转

变为中国大规模减贫和提升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ꎬ 也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

了体制基础ꎮ① １９５８ 年后ꎬ 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撑下ꎬ 交通、 农田水利、 电力、 饮水、 公共卫

生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ꎬ 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ꎮ 由图 １ 可以看出中国机耕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在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间的变化ꎬ 由图 ２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乡村水电站的发展情况以及农村用电的发展ꎮ 这

４２




一阶段以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供销社为基础的全国性农村信用网络和农村供销合作网络ꎬ 对于提升农村

信贷可及性和提高农村商业供销效率具有重要作用ꎮ 在教育和科技方面ꎬ 农村教育水平有了质的提

升ꎬ 大规模扫盲运动和初级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识字率ꎬ 教育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在农

村科技方面ꎬ 构建了覆盖整个农村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ꎬ 使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农村迅速推广ꎮ

图 １　 中国机耕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变化情况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①

图 ２　 中国乡村办水电站数量、 发电能力及农村用电量的变化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②

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成就突出ꎮ １９５０ 年代以来ꎬ 三级农村医疗卫生网络不断完善ꎮ 中

国农村以乡村卫生院和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全球农村卫生工作的样板ꎬ 极大地提高了农

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ꎮ 另外ꎬ 五保户、 储备粮等制度形成了初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ꎮ １９７８
年ꎬ 中国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占生产大队总数的 ８２％ꎮ③ 各省情况稍有不同ꎬ 有些省市合作医疗开

展得较好ꎬ 如上海的生产大队全部实行了合作医疗ꎬ 北京 ９９ ５％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ꎬ 陕西、 青

海、 新疆、 湖北、 湖南、 江苏、 天津等省市的比重达 ９０％以上ꎮ １９５８—１９７８ 年ꎬ 中国农村地区拥有的医

院数量由 １９５８ 年的 ４６ ０３１ 个 (１９５７ 年为 ２５２３ 个) 增加至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８ ８７３ 个ꎮ④ 农村地区专业卫生技

５２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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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ꎬ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３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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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除外ꎬ １９７８ 年西藏自治区有 １０１６ 个公社实行合作医疗ꎬ 占公社总数的 ４９％ꎬ 其余地区系全民免费医疗ꎮ
同期城市医院数量由 １９５８ 年的 ２５４９ 个增至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５４８ 个ꎮ



术人员占全国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比重达 ５３％—７０％ꎮ① 下表是农村合作医疗普及情况和农村赤脚

医生发展状况ꎬ 可以看出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 农村医疗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ꎬ 农村教育和医疗状况的改

善ꎬ 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了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ꎬ 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ꎮ

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发展情况表

单位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８ 年

一、 已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占全国生产大队

比重

万个 ４９ ８ ５７ １ ５６ ３
％ ７６ ６ ８４ ６ ８２ ０

二、 赤脚医生

每个生产大队平均

女赤脚医生

占赤脚医生总数比重

经过复训的赤脚医生

占赤脚医生总数比重

万人 １２１ ８ １５５ ９ １６６ ６
人 １ ９ ２ ３ ２ ４

万人 ５０ ２ ５８ ２
％ ３２ ２ ３５ ０

万人 ８６ ６ ９６ ９
％ ５５ ５ ５８ ２

三、 生产队卫生员 万人 ３５６ １ ３２８ ２ ３１１ １
四、 农村接生员 万人 ６１ ５ ７４ ３

说明: １９６８—１９７８ 年全国卫生部门到农村参加巡回医疗人次数累计 １２２ ６ 万人次ꎮ 其中ꎬ １９７２ 年 ２ ７ 万人次ꎬ
１９７３ 年 ３ ８ 万人次ꎬ １９７４ 年 ６ １ 万人次ꎬ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３ 万人次ꎬ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２ 万人次ꎬ １９７７ 年 ９ ５ 万人次ꎬ １９７８ 年

４ ４ 万人次ꎮ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ꎬ 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３６２ 页ꎮ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以农村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为核心ꎬ 以提升贫困农民的组织性和集

体行动能力为宗旨ꎬ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品 (主要是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 的大规模供给ꎬ 为

中国大规模扶贫提供保障ꎮ 这一阶段扶贫工作的核心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办教育、 办医疗、 办养老ꎬ 依靠人

民公社体制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ꎬ 对于大规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具有重要作用ꎮ

二、 通过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实现大规模扶贫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ꎬ 土地制度的调整尤其是承包制的实行ꎬ 释放了农村的潜在生产力ꎬ 激发了

农民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ꎬ 农村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ꎬ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ꎬ 粮食产量大幅上升ꎮ
这一时期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发展模式也使中国东部与西部、 城市与农村之间开始显现贫富分

化问题ꎬ 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应对贫困问题ꎮ
第一ꎬ 补贴产品价格ꎬ 提供税收优惠ꎮ 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ꎬ 大幅提升粮食的收购价

格ꎬ 棉花、 油料、 糖料、 畜产品、 水产品、 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不同程度提升ꎬ 农业机械、
化肥、 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 年则分别降低了 １０％和 １５％ꎬ 将更多

收益切实地转移给农民ꎻ② 视贫困情况对贫困地区给予 １—５ 年的农业税减免ꎬ 外地企业家到贫困地区兴

办开发性企业免缴所得税ꎬ 并视情况对乡镇企业、 家庭工厂、 个体商贩等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ꎮ
第二ꎬ 设立专属基金ꎬ 加大扶贫投入ꎮ 为了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ꎬ 中国建立了 “老、 少、

边、 穷” 地区发展基金ꎬ 增加扶贫投入ꎮ 此项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 ２％ꎬ 由财政部分配ꎬ 实行

６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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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拨款ꎮ 同时ꎬ 对民族自治地区的补助数额ꎬ 由 “一年一定” 改为 “五年不变、 实行包干” 的办

法ꎬ 五年内收入增长的部分全部留给地方ꎬ 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增长 １０％ꎮ①

第三ꎬ 试点区域减贫模式ꎬ 实现异地脱贫ꎮ １９８２ 年ꎬ “三西” 地区②农业建设工程ꎬ 开创了中国

扶贫区域开发和异地脱贫的先河ꎮ 考虑到中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于 ２３ 个省 (市)、 自治区的 １８ 个贫

困山区ꎬ 即 “老、 少、 边、 穷地区”ꎮ 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生产水平低下ꎬ 但幅员辽阔ꎬ 森林、
草场众多ꎬ 水能、 矿产资源丰富ꎮ 如何立足贫困地区ꎬ 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治穷致富

的根本出路ꎮ “三西” 工程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思路ꎮ 河西走廊自然条件优越ꎬ 粮食生产潜力很大ꎬ 但

需要解决水利问题ꎬ 而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自然条件差ꎬ 生产困难ꎬ 人口增加过多过快ꎮ 为此ꎬ 国

家需要统一调拨粮食用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ꎬ 同时将财政拨款及其他资金用于 “以工代赈”ꎬ
既可以吸引定西和西海固的劳动力参与河西粮食基地的建设ꎬ 也可以改善两地的生产环境ꎬ 包括退耕

还林、 修缮 “三地” (坝地、 梯地、 压砂地)ꎮ 这样既解决了工程的劳动力问题ꎬ 又可以实现有计划

的移民ꎬ 疏散当地人口ꎮ
第四ꎬ 调动多维资源ꎬ 开展智力支边ꎮ 一方面ꎬ 加强经济发达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的对口支援和

区域间的经济技术互助协作ꎬ 实现技术上重点帮扶、 物资上互通有无、 人才上共同培养ꎬ 取得了显著

成效ꎮ 另一方面ꎬ 鼓励社会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贡献ꎬ 包括鼓励大学毕业生支援边疆、 民

主党派开展经济科技咨询、 举办培训讲座等ꎮ
这一阶段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升级阶段ꎬ 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减少贫困

人口起到决定性作用ꎬ 其中制度变革是核心ꎮ 此阶段扶贫除了政府资金的支持之外ꎬ 还配合了更加丰

富的社会资源ꎮ 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从 ２ ５ 亿减少到 １ ２５ 亿ꎬ 下降了 ５０％ꎬ 平均每年减少

１７８６ 万人ꎬ 贫困发生率从 ３０ ７０％下降到 １４ ８０％ꎮ 但这一阶段国家对于扶贫工作投入较大ꎬ 但收效

却不理想ꎮ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年ꎬ 国家支出贫困资金多达 ３００ 亿元ꎬ 但全国农村人均纯年收入 ２００ 元以下

的贫困人口仍有 １ ２５ 亿ꎬ 其中近 ４０００ 万人人均年纯收入不足 １５０ 元ꎬ 扶贫压力依然很大ꎮ 主要原因

在于: 第一ꎬ 以救济式扶贫为主ꎬ 没有将更多资源用于经济开发ꎬ 难以根治贫困ꎻ 第二ꎬ 资金使用分

散ꎬ 不利于解决中国区域性贫困问题ꎻ 第三ꎬ 思想重视不足ꎬ 没有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部署扶贫工

作ꎮ③ 中国是人口大国ꎬ 扶贫需要更加长远、 细致的规划与安排ꎮ 当时的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起步阶段ꎬ 更关注的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ꎬ 以先富带动后富ꎮ

三、 构建和完善扶贫组织体系和有计划扶贫阶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东西部地区日益拉大的经济差距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叠加ꎬ 使贫困问

题愈发凸显ꎮ 为此ꎬ 中国政府不再采用救济式扶贫ꎬ 取而代之以系统、 规范的开发式扶贫ꎮ
第一ꎬ 调整扶贫方针ꎬ 设立专门机构ꎮ 在总结前一阶段的扶贫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ꎬ 这一阶段的

扶贫工作改变了过去分散救济的单一化扶贫模式ꎬ 强调利用贫困地区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和建

设ꎬ 以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脱贫和内生发展能力ꎮ 同时ꎬ 从按贫困人口平均分配扶贫资金向

按项目和效益分配扶贫资金转变ꎬ 从主要依靠外生性的国家行政体系扶贫向依靠内生性的经济组织扶

贫转变ꎬ 从资金单向度输入向技术、 物资、 教育的综合输入转变ꎮ 国务院增加专项贴息贷款用于种植

业、 养殖业和以农业为原料的粗加工业等能够尽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生产性开发项目ꎮ １９８６ 年ꎬ

７２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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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ꎬ 各省 (自治区) 及地、 区、 县也相继成立了扶贫领导机

构ꎬ 对于贫困地区发展和国家扶贫工作意义重大ꎮ
第二ꎬ 界定扶持对象ꎬ 落实管理责任ꎮ 精准确定扶贫对象是提高扶贫效率的基础ꎬ 为此ꎬ 政府将

农村人均纯年收入低于 ３２０ 元的县列入国定贫困县ꎬ 共确定了 ３３１ 个国定贫困县ꎬ ３３３ 个省定贫困

县ꎬ 共计 ６６４ 个贫困县ꎮ 以县为基础单位作为扶贫对象ꎬ 不仅可以更好地考虑不同县市的区域性差

异ꎬ 也有利于贫困地区政府将解决农户贫困问题与区域开发相结合ꎬ 综合治理贫困ꎮ
第三ꎬ 规范以工代赈ꎬ 完善管理办法ꎮ 自 “三西” 工程试点以来ꎬ 以工代赈在解决农村贫困问

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这些工程的建设对开发贫困山区资源、 繁荣山区经济、 改善群众生活有重大意

义ꎮ 然而ꎬ 以工代赈措施也逐渐暴露出问题ꎬ 主要是由于中西部贫困地区地质条件差ꎬ 施工环境复

杂ꎬ 专业技术人才少ꎬ 承担施工任务的队伍多为非专业化的民工ꎬ 而工程量大ꎬ 导致配套资金不足ꎬ
影响了工程进度ꎬ 忽视工程质量ꎬ 甚至出现人身伤亡事故ꎮ 为了规范以工代赈ꎬ 国家建立了层层责任

制ꎬ 注重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ꎬ 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加强对工人的培训ꎮ
国家扶贫组织的完善和扶贫标准的确定意味着中国扶贫工作进入了组织化、 计划化、 规范化和常

态化阶段ꎬ 标志着中国扶贫工作更加规范和系统ꎬ 扶贫资源能够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配置ꎮ 原因在于

这一时期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大多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 石山区、 荒漠区、 高寒山区及水库库

区ꎬ 自然资源极度贫乏ꎮ 虽然此时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ꎬ 农业结构有一定的调整ꎬ 但还不能发

挥直接经济效益ꎬ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缓ꎮ 自此ꎬ 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

攻坚阶段ꎮ

四、 大规模减贫的攻坚阶段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ꎬ 中国贫困人口集中于地域偏远、 交通不便、 生态失调的条件恶劣地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中央提出了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ꎬ 以 １９９２ 年农民人均纯年收入为依据ꎬ 划定 ５９２ 个国定贫困

县ꎬ 占全国总县数的 ２７ ３％ꎮ 国定贫困县中 １７５ 个县的人均纯年收入低于 ４００ 元ꎬ ３３０ 个农区县长期

缺粮ꎻ ５６００ 万人饮水困难ꎻ １６ ６ 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ꎻ ６ ６ 万个行政村不通电ꎻ ２１２３ 个乡无卫生院ꎬ
群众治病困难ꎮ① 面对如此严峻的扶贫形势ꎬ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提出在 ２０ 世纪末基本解决

８０００ 万人的温饱问题ꎬ 这意味着ꎬ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 年ꎬ 平均每年减少 ６２４ ８ 万贫困人口ꎬ 之后 ７ 年每年

要减少 １１４２ ８ 万贫困人口ꎮ②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国家实施了大规模减贫措施ꎮ
第一ꎬ 增加扶贫投入ꎬ 动员各界力量ꎮ 扶贫开发作为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的重要任务ꎬ

受到全社会的重视ꎮ 这一阶段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扶贫事业的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ꎬ 累计投入

扶贫资金 １１２７ 亿元ꎬ 相当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 年扶贫投入资金的 ３ 倍ꎮ 为了保证扶贫资金能够真正落实到

户ꎬ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ꎬ 一方面ꎬ 把群众是否真正脱贫、 脱贫进度作为国家对贫困地区领导干部考

核的主要标准ꎬ 加强领导干部的扶贫责任制ꎻ 另一方面ꎬ 将资金重点投入到贫困人群集中的地区ꎬ 省

定贫困县不得占用中央扶贫资金ꎬ 真正做到扶贫资金 “及时下达ꎬ 足额到位”ꎮ③ 同时ꎬ 社会各界也

以不同形式参加了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 共青团中央的 “希望工程”、 全国总工会的 “万人工培计

划”、 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 “光彩事业” 以及其他民间扶贫团体开展的多种扶贫活动ꎬ 都从不同方

面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８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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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坚持开发扶贫ꎬ 增强内源发展ꎮ 为了将开发式扶贫与扶贫到户结合起来ꎬ 我国探索了扶贫

经济实体组织经济开发的发展路径ꎮ 通过扶贫经济实体ꎬ 为贫困户提供产前、 产中、 产后服务ꎬ 真正

做到扶贫项目落实到户ꎮ 这种产业扶贫的方式被证明是目前最有效的、 可持续的扶贫模式ꎬ 在产业扶

贫的过程中ꎬ 这种扶贫方式也培育了大量有效率的、 内生的经济组织ꎬ 对于扶贫效果的巩固和农村可

持续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该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全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３０００ 万ꎬ 占比下降到 ３％ꎬ 国定

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 ５４％ꎬ 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近 １ 倍ꎬ 粮食产量增长 １２ ３％ꎬ 农民人均纯年收入

从 ６４８ 元增加到 １３３７ 元ꎬ 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这一阶段的扶贫成效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整体经济

实力的增长ꎬ 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解决贫困问题ꎻ 另一方面也由于探索出了符合当前中国国

情的开发式扶贫道路ꎬ 实现农村内生性的发展ꎮ

五、 中国扶贫开发的转型和深化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中提到: “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ꎬ 在较长时期内存在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ꎮ 当前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

口ꎬ 虽然数量不多ꎬ 但是解决的难度很大ꎮ 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ꎬ 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

本改变ꎬ 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ꎬ 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ꎮ 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ꎬ 其温饱的

标准还很低ꎬ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小康、 进而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ꎬ 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奋斗过程ꎮ 至于

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ꎬ 缩小地区差距ꎬ 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ꎮ 要充分认

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ꎬ 继续把扶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ꎬ 为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做出不懈努力ꎮ”① 中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扶贫开发的总奋斗目标是: 尽快解决少数贫困

人口温饱问题ꎬ 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ꎬ 巩固温饱成果ꎬ 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和综合素质ꎬ 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改善生态环境ꎬ 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 社会、 文化的

落后状况ꎬ 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ꎮ② 基于这一目标ꎬ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在以往扶贫经验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一些富于时代特色的创新性扶贫理念ꎮ

第一ꎬ 以发展为核心的扶贫理念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中所谓 “开发式扶

贫”ꎬ 实际上是一种以发展为核心的扶贫理念ꎬ 有别于以贫困人口救济为核心的扶贫理念ꎮ 以发展为

核心的扶贫理念强调在经济发展 (尤其是产业发展) 的过程中实现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群的减

贫脱贫ꎬ 这是一个重要的扶贫经验ꎬ 也是中国扶贫模式的核心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提出ꎬ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引导贫困地区群众在国家必要的帮助和扶持下ꎬ 以市场为导

向ꎬ 调整经济结构ꎬ 开发当地资源ꎬ 发展商品生产ꎬ 改善生产条件ꎬ 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 有自己特

色的发展道路ꎮ 通过发展生产力ꎬ 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能力ꎮ 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

根本出路ꎬ 也是扶贫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ꎮ 这一思想与学术界提出的 “内生性扶贫” 和政

府此后提出的 “产业扶贫” 理念完全一致ꎮ 通过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ꎬ 贫困地区利用资源禀赋开发

符合地域特色的产业ꎬ 从而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ꎮ 在以发展为核心的扶贫理念中ꎬ 实现贫困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全面发展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ꎬ 就要

把扶贫开发与资源保护、 生态建设相结合ꎬ 实现资源、 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ꎬ 提高贫困地区的可持

９２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框架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创新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

①

②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ꎬ 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卷 １６ꎬ 北京: 中国法制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４９１ 页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ꎬ 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卷 １６ꎬ 北京: 中国法制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４９１ 页ꎮ



续发展能力ꎻ 要实现贫困人口的全面发展ꎬ 一方面要把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ꎬ 加强

水利、 交通、 电力、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升贫困人群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

水平ꎬ 另一方面要重视科技、 教育、 卫生、 文化事业的发展ꎬ 改善社区环境ꎬ 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质

量ꎬ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ꎮ
第二ꎬ 以市场化机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理念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强调ꎬ

扶贫开发要 “以市场为导向”ꎬ 着力构建市场化机制ꎬ 把市场机制建设作为扶贫工作的指导方针ꎮ 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ꎬ 扶贫开发中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都应依赖市场机制ꎬ 而不是由

政府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ꎮ 但是ꎬ 政府在提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ꎬ 有其比较

优势和法律责任ꎻ 同时ꎬ 在组织层面ꎬ 政府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人力资本调配能力ꎬ 能够通过自

己的组织优势达到市场机制难以达到的效果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强调ꎬ “坚持

政府主导、 全社会共同参与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ꎬ 加强对扶贫开发

工作的领导ꎬ 不断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ꎮ 同时ꎬ 要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ꎬ 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

界ꎬ 通过多种形式ꎬ 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ꎮ” 政府的优势在于社会动员和公共品供给ꎬ 而不在于

资源的直接配置ꎮ
第三ꎬ 以提升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为扶贫工作的重点ꎮ 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提升是内生性扶贫的核

心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中特别强调科技、 教育、 卫生、 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

扶贫的重大意义ꎬ 其要旨在于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ꎬ 使其在减贫过程中可以利用自己

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自我脱贫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国务院发布了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ꎬ 对中国未来的扶贫

工作提出了更加系统的战略规划ꎮ ２０１０ 年之后ꎬ 中国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市场化、 国际化不

断深入ꎬ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ꎬ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ꎬ 为扶贫开发创造了有利环境和条件ꎮ 中国扶贫

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 加快脱贫致富、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发

展能力、 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针对扶贫攻坚阶段的新

形势ꎬ 强调对重点区域的重点扶贫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把连片特困地区①作

为主战场ꎬ 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 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ꎬ 坚持政府主导ꎬ 坚持统筹发

展ꎬ 将农田水利建设、 饮水安全、 生产生活用电、 农村危房改造、 教育和医疗卫生、 公共文化和社会

保障等作为核心任务ꎬ 为贫困人口减贫提供基本保障ꎮ 事实证明ꎬ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普惠

式供给是减贫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手段ꎮ
这一时期扶贫效果明显ꎬ 以低收入标准测算ꎬ 农村贫困人口从 ２００２ 年末的 ８６４５ 万人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末的 ２６８８ 万人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作为新的国家扶

贫标准ꎬ 按照新标准ꎬ ２０１１ 年末农村扶贫对象为 １２ ２３８ 万人ꎮ 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被纳入扶贫范围

是社会的巨大进步ꎮ②

六、 扶贫攻坚决胜阶段与未来展望

　 　 十八大以来ꎬ 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ꎬ 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ꎬ 并提出 ２０２０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彻底消除贫困的目标ꎮ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召开之前ꎬ 脱贫攻坚迅猛推进ꎬ 全

０３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学术 ７０ 年回顾与前瞻

①

②

所谓连片贫困地区ꎬ 主要是指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

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 四省藏区、 新疆

南疆三地州ꎮ
国家统计局: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新世纪实现新跨越ꎬ 新征程谱写新篇章»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ｊｃ / ｚｔｆｘ / ｋｘｆｚｃｊｈｈ / ２０１２０８ / ｔ２０１２０８１５＿７２８３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面建立脱贫攻坚制度体系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精准扶贫成效显著ꎬ 精准扶贫模式不断创新ꎬ 金融

扶贫、 教育扶贫、 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等新模式成效明显ꎬ 按照每人每年 ２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的贫困标准计算ꎬ ２０１６ 年农村贫困人口为 ４３３５ 万ꎬ 比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５５６４ 万ꎬ 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

约 １４００ 万ꎮ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 ２０１６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８４５２ 元ꎬ 扣除价格因素ꎬ 比 ２０１２ 年实际年均增长了 １０ ７％ꎬ 比全国农村居民年均增速提高

２ ７ 个百分点ꎮ① 从十九大召开到 ２０２０ 年的三年时间ꎬ 是中国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决胜时期ꎮ
在这一扶贫攻坚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ꎬ 精准扶贫成为解决扶贫 “最后一公里”

的主导思想ꎬ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识别 (贫困人口)、 精准施策 (精准地找到扶贫对策)、 精准发力

(瞄准贫困人口进行帮扶)ꎬ 同时还要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注重动员社会力量ꎬ 多元共进、 系统推动ꎮ
在乡村振兴战略、 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的协整合力之下ꎬ 这一阶段的

精准扶贫工作向纵深挺进ꎮ 精准扶贫战略必须与乡村治理的完善、 生态环境的改善、 农业产业化和现

代化、 乡村文化的复兴、 乡村教育和医疗健康养老体系的构建等结合起来ꎬ 并注重将政府的协调功能

与市场机制相结合ꎬ 才能成功实现精准扶贫ꎮ 同时ꎬ 这一阶段的国家扶贫力量向中国深度贫困地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汇聚ꎮ 如四省藏区②、 南疆四地州③、 大巴山区、 滇黔桂石漠化地区以及边疆民族

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ꎮ 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 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ꎬ 通过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ꎬ 实现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

和贫困人群生活生产方式的彻底转变ꎬ 在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的同时ꎬ 实现当地人民生计的转型ꎬ 这

对于中国的边疆稳定、 国家安全与民族和谐发展ꎬ 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通过对中国扶贫工作发展历程的梳理ꎬ 我们可以看到ꎬ 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ꎬ 中国的扶贫目标不

断提高ꎬ 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和全社会共同富裕ꎮ 同时ꎬ 扶贫工作经历了从直接救济到调动农民积

极性以实现内生性的扶贫ꎬ 从普惠性基础设施建设到鼓励贫困地区发展优势产业ꎬ 从政府主导到调动

多元化的民间组织力量和发挥市场力量ꎬ 从单一和有限政策到多管齐下的系统性扶贫ꎮ 随着贫困范围

的缩小ꎬ 彻底消除贫困的任务更加艰难ꎬ 应根据各地区自然条件和人文要素特点进一步开展扶贫工

作ꎻ 另外ꎬ 也应当重视提升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和可行能力ꎬ 挖掘其自身力量以实现自主脱贫ꎮ
消除绝对贫困只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就ꎬ 这一成就在中国扶贫史和世界减贫历程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ꎮ 但是ꎬ 就中国的整体贫困状况而言ꎬ 中国的相对贫困将会持续较长时间ꎬ 继续提高中

国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ꎬ 并保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发展ꎬ 是一项艰巨的

长期使命ꎮ 中国的减贫方向在于逐步减少相对贫困ꎬ 注重欠发达地区的生态建设和人文建设ꎬ 注重加

强对相对贫困人口的教育、 卫生医疗、 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普惠式供给和高质量供给ꎬ 注重欠发达地

区农村的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ꎬ 以构建有利于长久巩固扶贫效果的有效社会网络ꎬ④ 进一步开展社会

网络扶贫ꎮ 未来要增强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ꎬ 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和

医疗卫生建设、 公共文化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倾斜ꎬ 在保障边疆稳定和民族和谐的同时ꎬ 大规

模消除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ꎬ 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ꎬ 并向更加富裕文明

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迈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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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藏区” 包括四川、 云南、 甘肃、 青海四省的 ７７ 个县ꎬ 全部是民族县ꎬ 其中有 ６９ 个牧业县或半牧业县ꎮ
“南疆四地州” 包括喀什、 和田、 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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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的开启

李维武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发生在 １００ 年前的五四运动ꎬ 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ꎬ 从中产生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ꎮ 他们推动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 转向 “谈政治”ꎬ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ꎬ 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ꎬ 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ꎬ 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时代大问题ꎬ 进而以唯

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ꎬ 对革命、 阶级、 国家、 政党诸政治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ꎬ 开启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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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９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ꎬ 至今已整整 １００ 年了ꎮ 百年之间ꎬ 岁月沧桑ꎬ 神州巨变ꎬ 五四运动对

于中国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ꎬ 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是被消退、 被磨灭ꎬ 而是愈加鲜明、 更为深刻

地显现出来ꎮ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ꎬ 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ꎬ 以及由此而来的中

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展ꎬ 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地延续着ꎬ 即是这种影响经久不衰的体现ꎮ 早

在五四运动 ２０ 周年之际ꎬ 毛泽东就在总结这一运动的文化意义时指出: “在 ‘五四’ 以后ꎬ 中国产

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ꎬ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ꎬ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

观和社会革命论ꎮ” ① １０ 年之后ꎬ 在五四运动 ３０ 周年之际ꎬ 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ꎬ 再次

强调了五四运动后中国人精神世界这一新变化的重要意义ꎮ 他说: “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

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ꎬ 共计七十多年中ꎬ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② ꎻ 但是

五四运动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帝国主义及其文化 “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新文化ꎬ 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ꎬ 就要打败仗” ③ꎮ 毛泽东所说的 “共产主义的宇宙

观” 和 “科学的宇宙观”ꎬ 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ꎻ 而他所说的与这一世界

观相联系的 “社会革命论”ꎬ 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ꎮ 在他看来ꎬ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

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节点ꎬ 不仅在于从那时起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和领导者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ꎬ 而且从那时以来中国革命有了这种崭新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作为指南ꎮ 正是这

样ꎬ 回溯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ꎬ 考察其进路ꎬ 发掘其内涵ꎬ 总结其得失ꎬ 以此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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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ꎬ 启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 ２１ 世纪的新开展ꎬ 正是对五四运

动 １００ 周年的一个很好纪念ꎮ

一、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从 “不谈政治” 到 “谈政治” 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点ꎬ 在于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

化ꎬ 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投身这一运动的新青年中ꎬ 走出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ꎮ 中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只是致力倡导新文化的文人书生ꎬ 而是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知识精英ꎮ
作为革命家ꎬ 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ꎬ 发起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ꎻ 作为学问家ꎬ 他们为这

个党、 这个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ꎬ 使这个党、 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

下发展起来ꎮ 与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各种先进人物不同ꎬ 他们开始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ꎬ 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ꎬ 回答 “中国向何

处去” 这个时代大问题ꎬ 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ꎬ 对革命、 阶级、 国家、 政党诸政治问

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ꎬ 由此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ꎮ 因此ꎬ 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哲学ꎬ 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ꎬ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

具有的实践性、 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品格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ꎬ 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

转向 “谈政治” 相联系的ꎮ 伊始于 １９１５ 年的新文化运动ꎬ 本是陈独秀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保卫

辛亥革命成果而发起的ꎬ 但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ꎬ 又不得不打出 “不谈政治” 的旗号ꎬ 使这一

运动以思想文化运动的面貌出现ꎮ 胡适等自由主义派学人加入新文化运动后ꎬ 又按照他们的 “中国

文艺复兴” 构想来塑造新文化运动ꎬ 进一步强化了原来的 “不谈政治” 的色彩ꎮ 陈独秀对此深有体

会ꎬ 曾作过说明和检讨: “本志 («新青年») 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ꎬ 我偶然发点关

于政治的议论ꎬ 他们都不以为然ꎮ”① 这里的 “本志社员”ꎬ 指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 «新青年» 北京时期编

辑部成员和主要撰稿人ꎬ 他们大多数人主张 “不谈政治”ꎬ 由此决定了这一时期 «新青年» 的办刊特

点ꎮ 陈独秀当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ꎬ 与他们既有一致的地方ꎬ 也有不同的地方ꎮ 他曾为自己与 «新
青年» 同仁 “不谈政治” 的态度作出辩解: “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ꎬ 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

已经破产ꎬ 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②ꎮ 这些话表明ꎬ 陈独秀本人还是希望 “谈政

治” 的ꎬ 只是所要谈的是 “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ꎮ 但在五四运动前ꎬ “造成新的政治”
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还不具备ꎬ 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的 “不谈政治”ꎬ 没有去努力加以改变ꎮ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ꎬ 学生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ꎬ 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ꎬ “造成新的

政治” 的社会基础开始在中国形成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新走向ꎬ 推动新

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 转入了 “谈政治”ꎮ 陈独秀于 １９１９ 年与 １９２０ 年之交转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ꎬ 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他在 «新青年» 第 ７ 卷第 １ 号上发表

«‹新青年› 宣言»ꎬ 提出 «新青年» 今后要关注政治ꎬ 使政治成为 “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ꎬ
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③ꎮ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ꎬ 他在 «新青年» 第 ７ 卷第 ５ 号上发表 «新文化运动是

什么?»ꎬ 明确提出建立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的联系ꎬ 在于 “创造新的政治理想”ꎬ 摆脱 “现实政治

底羁绊”④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ꎬ 他在 «新青年» 第 ８ 卷第 １ 号上发表 «谈政治» 和 «对于时局的我见»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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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ꎬ 不仅公然宣称自己必须 “谈政治”ꎬ 而且明确表示自己是 “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① 来谈政治问

题的ꎮ 由此ꎬ “谈政治” 取代了 “不谈政治”ꎬ 成为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新特点ꎮ １９２０ 年底ꎬ
胡适曾致信陈独秀ꎬ 提出在 «新青年» 第 ９ 卷第 １ 号上 “发表一个新宣言”ꎬ “声明不谈政治”②ꎬ 但

这已是徒劳无功的努力了ꎮ
当然ꎬ 在陈独秀这些文章的背后ꎬ 还有他所直接参与的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 １９２０ 年初ꎬ 在李

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返回上海的途中ꎬ 二人商讨和确定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目

标ꎻ 这年 ８ 月ꎬ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ꎬ 一个名为 “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组织在上海成立ꎬ 陈独秀是这

个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人ꎮ 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书写中ꎬ 这个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ꎬ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发起和筹备的ꎮ 与此同时ꎬ 陈独秀实现了 «新青年» 编辑部

的改组ꎬ 陈望道、 李达、 沈雁冰 (茅盾)、 李汉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入并主持了编辑部ꎻ
«新青年» 从第 ８ 卷第 １ 号起ꎬ 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掌握的理论刊物ꎮ 这就有了陈独秀在这一号

«新青年» 上发表的 “谈政治” 的两篇文章ꎬ 宣告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 转入 “谈政治”ꎮ 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 «对于时局的我见» 中ꎬ 有多处 “吾党” 的提法ꎬ 阐述 “吾党” 的政治主张ꎮ③

这里的 “吾党”ꎬ 显然不是指某个抽象的政治群体ꎬ 也不是指 «新青年» 同仁ꎬ 而是指正在筹建中的

中国共产党ꎮ 这些都表明ꎬ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转向 “谈政治”ꎬ 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直接

相联系的ꎮ
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谈政治” 的内容ꎬ 大体涉及政治问题的两个层面: 一为现实

政治的层面ꎬ 主要是对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问题的观察与衡论ꎬ 这些内容都是具体

的、 易变的ꎻ 另一为政治理论的层面ꎬ 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ꎬ 对革命、 阶级、 国家、
政党诸政治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ꎬ 这些内容带有抽象性、 普遍性ꎮ 正是这些哲学层面

的思考和探讨ꎬ 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内容ꎮ 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明确地

把这些内容称为政治哲学ꎬ 但这些内容通过今天哲学史的发掘、 疏理和阐释ꎬ 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端的ꎮ

二、 “谈政治”: 由 “问题” 与 “主义” 之争开始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 转向 “谈政治”ꎬ 由此而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ꎬ
其间存在着很大的阻力和严重的分歧ꎮ 这种阻力和分歧ꎬ 表面上看是来自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

“不谈政治” 的历史惰性ꎬ 深入地看则是来自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者在 “谈政治” 上对马克思主义

所持的反对态度ꎮ 五四运动后不久ꎬ 当陈独秀因散发 «北京市民宣言» 还在被捕坐牢的时候ꎬ 在李

大钊与胡适之间已经发生了 “问题” 与 “主义” 之争ꎮ 这场思想争论就是因 “谈政治” 而引发的ꎬ
深刻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向中的阻力和分歧ꎮ

在五四运动前ꎬ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 “不谈政治” 的典型ꎬ 用他自己的话说ꎬ 曾 “打
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④ꎮ 但这并不意味胡适不关心政治ꎬ 不思考政治哲学问题ꎮ 他之所以 “不
谈政治”ꎬ 其实是在等待 “谈政治” 的适当时机ꎮ 正是这样ꎬ 在五四运动后不久ꎬ 胡适面对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影响的迅速扩大ꎬ 就很快从 “不谈政治” 转向 “谈政治” 了ꎮ 他后来对自己的这

一心路历程有过说明: “直到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中ꎬ 独秀被捕ꎬ 我接办 «每周评论»ꎬ 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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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ꎮ 那时国内的 ‘新’ 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ꎬ 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

义ꎮ 我看不过了ꎬ 忍不住了ꎬ ———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ꎬ ———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ꎮ 我在

«每周评论» 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ꎬ 叫做 ‘多研究些问题ꎬ 少谈些主义!’ ”① 这一号

«每周评论» 是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出版的ꎮ 在 «多研究些问题ꎬ 少谈些 “主义”!» 这篇 “政论的导

言” 里ꎬ 胡适强调 “谈政治” 的重心ꎬ 应放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 “问题” 上ꎬ 而不应放在空谈

什么 “主义” 上ꎬ 特别是不应倡导社会主义之类的 “过激主义”ꎮ 在他看来ꎬ 这类 “过激主义” 危

害大得很: “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ꎬ 这是中国思想世界破产的铁证ꎬ 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

告!”② 很明显ꎬ 胡适在这里是主张以自由主义而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时代

大问题ꎮ 只是他用实用主义的方法ꎬ 对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了伪装ꎬ 似乎所主张的不是一种 “主
义”ꎬ 而只是一种看待 “问题” 的态度和解决 “问题” 的方法ꎮ

与胡适不同ꎬ 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ꎬ 李大钊不仅是第一个打破新文化运动 “不谈政治” 局

面的人ꎬ 而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来 “谈政治” 的人ꎮ 在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出版的 «新青年»
第 ５ 卷第 ５ 号上ꎬ 他发表了 «庶民的胜利» 和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 两文ꎬ 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ꎬ
高度赞扬布尔什维主义ꎮ 针对胡适的文章ꎬ 李大钊在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出版的 «每周评论» 第 ３５ 号

上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 作出回应ꎬ 指出 “谈政治” 固然需要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 “问题”ꎬ
但同时也需要积极宣传理想的 “主义”ꎮ 文章说: “ «新青年» 和 «每周评论» 的同人ꎬ 谈俄国的布

尔扎维主义 (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 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ꎬ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

义的ꎮ”③ 在这里ꎬ 他明确地主张自己的 “谈政治”ꎬ 就是谈布尔什维主义ꎬ 也就是谈马克思列宁主

义ꎮ 为了阐明自己所主张的 “主义”ꎬ 李大钊集中精力、 深入研究ꎬ 撰写了长文 «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ꎬ 连载于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和 １１ 月出版的 «新青年» 第 ６ 卷第 ５ 号和第 ６ 号ꎮ 他告诉读者ꎬ 这篇文章

的目的在于: “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ꎬ 在我们的思辨中ꎬ 有点正确的解释”④ꎮ 李大钊由此在中

国思想世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ꎬ 确立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谈政治” 的基础和出发点ꎮ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 “问题” 与 “主义” 之争ꎬ 规模不大ꎬ 时间不长ꎬ 在当时的影响也有限ꎬ

但意义却是重大的ꎮ 艾思奇将这场争论称为 “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ꎬ “是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⑤ꎮ 这一争论已经预示: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ꎬ 尽管表现为不同的形

态ꎬ 但总是属于一定 “主义” 的ꎬ 总是表现为不同 “主义” 的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ꎮ 那种抽象的不

谈 “主义” 的政治哲学ꎬ 固然也有人鼓吹ꎬ 但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其

鲜明的 “主义”ꎬ 而与其他 “主义” 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不同的思想特征ꎮ

三、 从唯物史观出发 “谈政治”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显著特征ꎬ 莫过于以唯物史观作为

“谈政治” 的基础和出发点ꎮ 在当时ꎬ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了解辩证

唯物主义ꎬ 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ꎬ 强调 “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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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ꎬ 力主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ꎬ 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学派和思潮称为 “唯物史观

派”③ꎮ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ꎬ 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发现了人的政治活动的动因ꎬ 揭示了政治赖以存在与变

动的真实基础ꎬ 而不再把人的政治活动简单地看作人的观念活动的产物ꎬ 是由意识形态所最终决定的

东西ꎮ 这对于正确了解政治、 反思政治、 阐明政治具有基石性意义ꎮ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ꎬ 首

先认同并强调这个观点的是李大钊ꎮ 五四运动后ꎬ 他在 «新青年» 上发表了两篇文章ꎬ 一篇是上面

已经谈到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ꎬ 另一篇是发表在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出版的 «新青年» 第 ８ 卷第 ４ 号上

的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ꎬ 都比较集中地谈到如何依据唯物史观看待政治与经济基础的关

系问题ꎮ 在前一篇文章中ꎬ 李大钊从唯物史观、 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

作了较准确、 较系统的阐发ꎬ 而以唯物史观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ꎮ 他指出ꎬ 唯物史观 “以
‘物质的生产力’ 为最高动因”④ꎬ 认为 “一切社会上政治的、 法制的、 伦理的、 哲学的ꎬ 简单说ꎬ
凡是精神上的构造ꎬ 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⑤ꎮ 在后一篇文章中ꎬ 李大钊则通过新旧历史

观的比较ꎬ 对这一关系作了更详细的说明ꎮ 他指出ꎬ 旧历史观只是把历史认作过去的政治ꎬ 把政治的

内容只理解为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ꎻ 新历史观则认为历史就是社会生活史ꎬ 政治的历史不过是广大社

会生活的一部分ꎮ 而对于社会生活变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ꎬ “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ꎬ 则谓人的生存

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ꎬ 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⑥ꎮ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ꎬ 虽然受到李大钊的很大影响ꎬ 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ꎮ 这就是

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中ꎬ 以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问题为中心ꎬ 着重运用唯

物史观对上层建筑进行了探讨ꎬ 对革命、 阶级、 国家、 政党诸政治问题从哲学层面作出了阐发ꎮ 这些

问题ꎬ 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急需解决的ꎮ 这一特点ꎬ 在他开始 “谈政治” 之初ꎬ
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ꎮ 在他看来ꎬ 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ꎬ 固然有其客观依据ꎬ 有待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ꎬ 但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ꎬ 必须发挥革命、 阶级、 国家、 政党的作用ꎮ 他在 «谈政

治» 中强调: “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ꎬ 迫于情势ꎬ 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ꎬ 而且不能不用

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ꎬ 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⑦ꎻ “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ꎬ 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ꎬ 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⑧ꎮ 这就

通过对唯物史观的阐发ꎬ 引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主张从唯物史观出发 “谈政治”ꎬ 在于他们认定唯物史观是一种

“科学”ꎮ 陈独秀尤其强调这一点ꎮ “科学” 本是他在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倡导的一种新价值观ꎬ 旨

在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打破中国人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迷信ꎮ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后ꎬ 他又进一步扩大

“科学” 的内容ꎬ 把实证社会科学ꎬ 包括唯物史观纳入其中ꎬ 从而形成了广义的 “科学” 观念ꎮ 他特

别强调唯物史观的 “科学” 品格ꎬ 指出: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ꎬ 正因为他能

以唯物史观的见解ꎬ 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ꎬ 都

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ꎬ 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ꎬ 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ꎬ 这是马克

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ꎮ”⑨ 李达则对唯物史观之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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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更为全面的说明ꎮ 他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出版的 «新青年» 第 ８ 卷第 ５ 号上发表 «马克思还原»ꎬ 指

出: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ꎬ 其重要原则有五: 一、 唯物史观ꎻ 二、 资本集中说ꎻ 三、 资本主义

崩坏说ꎻ 四、 剩余价值说ꎻ 五、 阶级斗争说ꎮ 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ꎬ 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

中ꎮ”① 在他看来ꎬ 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具有根基性ꎬ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 “科学

的” 正在于此ꎻ 在马克思主义中ꎬ 唯物史观与政治学说本是关联一体的ꎬ 可以合而论之、 相互发明ꎮ
邓中夏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学派和思潮划分为科学方法派、 唯物史观派和东方文化派ꎬ 并对三派

的科学性进行了比较ꎮ 他在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出版的 «中国青年» 第 ６ 期上发表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ꎬ
指出从对待 “科学” 的态度看: “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ꎬ 非科学的ꎬ 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

的ꎬ 科学的ꎮ”② 而在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之间ꎬ 由于前者不懂得唯物史观而后者主张唯物史观ꎬ
因而唯物史观派 “尤为有识尤为彻底”③ꎬ 是最具有科学性的ꎮ 这样一来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

唯物史观出发 “谈政治”ꎬ 就具有了实证科学的可靠性和合理性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这些理解和阐释ꎬ 使他们的 “谈政治” 从一开始就以唯物

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ꎬ 也使他们的 “谈政治” 比其他政治哲学思潮更为合理和深刻ꎮ 正是立足于

这个基础和出发点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发ꎬ 着重探讨

了革命、 阶级、 国家、 政党诸问题ꎬ 由此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最初的基本内容ꎮ

四、 关于革命问题的哲学思考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端之时面对的首要问题ꎬ 就是对改造中国手段的选择: 是用革命方

式ꎬ 还是用改良方式ꎮ 这个问题实是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所面临的一个老问题ꎬ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

就曾发生过反清革命派与立宪改良派围绕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ꎮ 五四运动所表现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

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ꎬ 更激化了关于改造中国手段的争论ꎬ 而争论的中心点就是: 中国人要不要

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人ꎬ 以革命方式改造自己的国家ꎮ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

中国自由主义者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严重的分歧ꎮ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与胡适展开的 “问题” 与 “主义” 之争ꎬ 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造中国

应当采取何种手段ꎮ 胡适主张通过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 “问题”ꎬ 逐渐改良中国社会ꎻ 李大钊则针

锋相对ꎬ 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ꎬ 只能以 “根本解决”④ 的方式改造中国ꎮ 他指出: “若在有组织

有生机的社会ꎬ 一切机能都很敏活ꎬ 只要你有一个工具ꎬ 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ꎬ 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

作起工来ꎮ 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ꎬ 一切机能都已闭止ꎬ 任你有什么工具ꎬ 都没有你使用他作

工的机会ꎮ 这个时候ꎬ 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ꎬ 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ꎮ 就以

俄国而论ꎬ 罗曼诺夫家 (即俄国沙皇家族———引者注) 没有颠覆ꎬ 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ꎬ 一切问

题ꎬ 丝毫不能解决ꎬ 今则全部解决了ꎮ”⑤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ꎬ 所谓 “根本解决” 的方式也就是俄国

十月革命的方式ꎮ
继李大钊之后ꎬ 陈独秀亦强调以革命方式而不赞成以改良方式来改造中国ꎮ 对于梁启超、 张东荪

等研究系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只可开发实业、 不可进行革命的主张ꎬ 他通过比较中国与欧美的不同

情况指出: “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ꎬ 这种方法在英、
法、 德、 美文化已经开发、 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ꎬ 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 没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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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ꎬ 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ꎬ 若不取急进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

进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呢?”① 他与李大钊一样ꎬ 认为只有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ꎬ 才符合中国不同于欧美的实

际情况ꎮ
当时一些人学着日本人的腔调ꎬ 把共产党称为 “过激党”ꎬ 把马克思主义称为 “过激主义”ꎬ 认

为革命本来是不会发生的ꎬ 而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制造出来的ꎮ 针对这种论调ꎬ 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努力运用唯物史观ꎬ 对中国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进行具体分析ꎬ 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

行革命有其客观必然性ꎬ 并非什么 “过激” 之举ꎮ
李达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细致而深入ꎮ 在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出版的 «共产党» 第 ２ 号上ꎬ 他发表

«社会革命底商榷» 一文ꎬ 着重从一般理论上阐明了革命发生的原因ꎬ 指出: “社会构成的基础ꎬ 成

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ꎮ 一切革命的原因ꎬ 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ꎬ
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ꎬ 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ꎮ”② 他以 １７８９ 年法国大革命和 １９１７ 年俄国

十月革命为例ꎬ 驳斥了那种革命是 “过激主义” 制造出来的论调: “法兰西的大革命ꎬ 在现代人心理

中看起来ꎬ 都说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ꎮ 可是我试问当时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ꎬ 都已

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 俄罗斯的大革命ꎬ 人都说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ꎬ 可是我又问圣彼得堡莫斯

科那无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ꎬ 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 他们不过是受了当时绝大的经济上

政治上的压迫ꎬ 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ꎬ 总想打破现社会的压迫ꎬ 脱离现政府的铁锁ꎬ 就是他们想求

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ꎮ”③ 因此ꎬ 革命发生的原因ꎬ 实是现存社会的经济生活及其对民众生存状况

的影响ꎮ 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出版的 «新时代» 第 １ 卷第 ２ 号上ꎬ 他发表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ꎬ 进一步

将近代中国置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野ꎬ 对其经济生活和民生状况进行了分析ꎬ 指出: “自从鸦片

战争以后ꎬ 资本主义便渐渐侵入了中国的内地ꎬ 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ꎬ 全被破坏ꎬ 遂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ꎮ 从此便进于产业革命时代ꎮ 直到现在ꎬ 国际资本主义商品畅销全国ꎬ 本国产业的状况也进到纺织

工业的萌芽时代ꎬ 手工业大受摧残ꎬ 大多数人民遂陷于工钱奴隶和失业的地位ꎮ”④ 他认为ꎬ 这就造

成了在中国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ꎬ 中国共产党乘

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ꎬ 企图社会革命ꎬ 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ꎮ”⑤

李大钊还通过对当时新发现的马克思文献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的解读ꎬ 从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

世界历史总体运动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及其影响ꎬ 他指出: “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

迫ꎬ 造成了中国革命ꎻ 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ꎬ 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ꎬ 造成了英国革命、 欧

洲革命ꎬ 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ꎮ 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ꎬ 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ꎬ 是如此ꎻ 即在今

日ꎬ 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ꎬ 亦还是如此ꎻ 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ꎬ 总是如

此ꎮ”⑥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ꎬ 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ꎬ 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

进ꎬ 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ꎮ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ꎬ 只有日益增加ꎻ 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

动ꎬ 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ꎮ”⑦ 这就通过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ꎬ 阐明

了中国革命由发生而激烈而愈挫愈奋的深刻原因及其历史趋向ꎮ
因此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ꎬ 中国革命的发生ꎬ 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引ꎬ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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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ꎬ 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ꎬ 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

“过激党”、 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 “过激主义” 制造出来的ꎮ 这个观点一直为中国马克

思主义者所坚持ꎮ 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近 ３０ 年艰苦奋斗、 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时候ꎬ 毛泽

东仍然用这个观点解释这一胜利的根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ꎬ 是因

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ꎬ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ꎬ 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

握了ꎮ 任何思想ꎬ 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ꎬ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ꎬ 如果不为人民群众

所掌握ꎬ 即使是最好的东西ꎬ 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也是不起作用的ꎮ”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什

么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呢? 毛泽东的回答: 因为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②ꎮ 因此ꎬ
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ꎬ 才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ꎬ 作出正确的理解ꎮ

五、 关于阶级问题的哲学思考

　 　 与革命问题相联系ꎬ 阶级问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开始就面对的重要问题ꎮ 在近代中

国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最早讲革命的人ꎬ 在他们之前已有反清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倡

导革命ꎻ 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却是最早认同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革命的

人ꎬ 因而他们从不把革命当做少数先知先觉、 敢打敢拼的革命者的活动ꎬ 而主张这是被压迫、 被剥削

的广大群众以阶级斗争形式所进行的事业ꎮ 正如毛泽东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所指出的ꎬ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分析ꎬ 从阶级关系上分清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

友ꎬ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阶级问题ꎬ 在于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两者经验的比较ꎬ 发

现只有从阶级问题入手ꎬ 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ꎬ 才能找到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基本力量ꎮ 吴玉章就

曾以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亲身体会谈到这一点: “从辛亥革命起ꎬ 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ꎬ
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ꎬ 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ꎬ 最后陈炯明又叛变

了ꎮ 这样看来ꎬ 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ꎬ 我们要从头做起ꎮ 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

呢? 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 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ꎬ 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ꎬ 使我十

分烦闷和苦恼ꎮ”④ 他感慨地说ꎬ 只有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ꎬ 才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

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ꎬ 认识到 “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ꎬ 依靠下层民众”⑤ꎮ
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弄懂阶级问题ꎬ 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学得

的ꎮ 他们看到ꎬ 这个理论之所以重要ꎬ 就在于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所得

出的正确结论ꎮ 李大钊指出: “我们看那马克思和昂格思 (即恩格斯———引者注) 的 «共产者宣言»
(即 «共产党宣言» ———引者注) 中 ‘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的话ꎬ 马克思在他的 «经
济学批评» 序文中ꎬ 也说 ‘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

的’ꎬ 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ꎬ 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ꎮ”⑥ 陈独秀亦指出: “一八四八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 «共产党宣言»ꎬ 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ꎬ 这书底精髓ꎬ 正是根据唯物

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ꎮ”⑦ 李大钊说的 “阶级竞争”ꎬ 陈独秀说的 “阶级争斗”ꎬ 都是当时对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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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一词的翻译和表达ꎮ
从唯物史观出发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从经济关系入手来理解阶级问题ꎮ 李大钊指出ꎬ 在

西方思想家中ꎬ 讲 “阶级竞争” 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一人ꎬ 但只有马克思才从唯物史观出发ꎬ 从经济

生活中寻找阶级斗争的最终原因ꎮ “马氏所说的阶级ꎬ 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ꎬ 就是有土地或资

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ꎬ 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 一方是压服他人ꎬ 掠夺

他人的ꎬ 一方是受人压服ꎬ 被人掠夺的ꎮ 这两种阶级ꎬ 在种种时代ꎬ 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ꎮ”① 李大

钊列举了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传布、 十字军东征、 宗教改革运动、 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变动ꎬ 指

出: “这类的政治变动ꎬ 由马克思解释ꎬ 其根本原因都在特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ꎮ”②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从经济关系入手理解阶级问题的同时ꎬ 也注意到无产阶级要形成阶

级、 展开阶级斗争ꎬ 还需要实现阶级的自觉ꎬ 即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ꎮ 李大钊在 «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 中就已谈到ꎬ 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ꎬ 只有 “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ꎬ 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ꎬ
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ꎬ 才 “有了阶级的自觉”ꎮ③ 李达更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是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条件ꎬ 指出: “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ꎬ 一方面

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ꎮ 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ꎬ 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

动ꎬ 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ꎮ”④ 陈独秀则撰写了 «告北京劳动界» «告劳动» 等对劳动群众进行阶

级意识启蒙的文告ꎬ 引导他们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ꎬ 指出: “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ꎬ 只有各地各

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ꎬ 大家联合起来ꎬ 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

会ꎬ 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ꎮ”⑤ 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过程中ꎬ 提出劳工会组织要以

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其根本目标ꎮ 他说: “劳动组合的目的ꎬ 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

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ꎬ 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ꎬ 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ꎬ 谋全阶级的根本利

益ꎮ”⑥ 这样ꎬ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ꎬ 中国无产阶级实现阶级的自觉ꎬ 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ꎬ
就由理论走向了实践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问题的探讨ꎬ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ꎬ 有

一个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ꎮ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ꎬ 主要基于近代西欧的现实ꎬ 强调的是

工人阶级的力量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ꎬ 首先依靠的也是支持革命的工人和士兵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对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的发现和认识ꎬ 最初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

验ꎬ 从组织、 动员工人阶级和领导工人运动开始的ꎮ 但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于西欧ꎬ 也不同于俄国: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ꎬ 工人阶级的人数很少、 力量有限ꎬ 因此在中国进行革命ꎬ 就有

一个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纳入进来的问题ꎮ １９２５ 年ꎬ 李大钊在 «土地与农民» 中指出: “中国的浩大

的农民群众ꎬ 如果能够组织起来ꎬ 参加国民革命ꎬ 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ꎮ”⑦ １９２６ 年ꎬ 毛泽

东在为 «农民问题丛刊» 所写序中更强调: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ꎬ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

护国民革命ꎬ 国民革命不会成功ꎮ”⑧ 然而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看到并把握农民加入中国革

命的现实可行性ꎬ 还是在毛泽东 １９２７ 年初深入考察农民运动高潮中的湖南农村、 撰写 «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 之后ꎮ 这篇考察报告通过实地的具体调查指出ꎬ 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ꎬ “农民成就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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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ꎬ 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①ꎮ 报告进而对农民中的富农、 中农、 贫农

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分析ꎬ 指出: “这个贫农大群众ꎬ 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ꎬ 乃是农民协会的中

坚ꎬ 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ꎬ 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ꎮ”② 这就通过对农民的阶级分析ꎬ
发现了支撑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阶级力量ꎮ 以后的中国革命历程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ꎬ 而且还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

不是永远存在的ꎮ 李大钊指出: “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ꎬ 他只把他的阶级

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ꎬ 不是通用于过去、 现在、 未来的全部ꎮ”③ 依马克思所论ꎬ 阶级的出

现及阶级之间的斗争ꎬ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ꎬ 成为阶级之间相互

敌对的最后形式ꎻ 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后ꎬ 将使这种斗争成为过去ꎮ 只有在这时ꎬ 马克思所理想的

人类真正历史才从此开始ꎮ 因此ꎬ “马氏所谓真正历史ꎬ 就是互助的历史ꎬ 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④ꎮ
正是这样ꎬ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ꎬ 就已经提出了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ꎬ 由此把

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ꎮ 在他们看来ꎬ 只有这样才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阶级问题的完整理解ꎮ

六、 关于国家问题的哲学思考

　 　 与革命问题和阶级问题相联系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进行了着重阐发ꎮ 这是因为ꎬ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革命手段改造中国ꎬ 必然有一个如何对待国家权力的问题ꎮ 换言之ꎬ 国家问题

是 “谈政治” 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陈独秀在 «谈政治» 中就说: “强权、 国家、 政治、 法律是一件东西

底四个名目ꎮ”⑤ 然而ꎬ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ꎬ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不同政治哲学思潮间存

在着严重的分歧: 自由主义认为ꎬ 现存的国家权力尽管存在弊端ꎬ 但也不可加以根本推倒ꎬ 只能用改

良的手段来加以修补、 逐渐完善ꎻ 无政府主义则认为任何国家权力都是对人民的压迫和危害ꎬ 主张立

即废除一切国家权力ꎻ 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ꎬ 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

权力ꎬ 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权力ꎮ 正是这样ꎬ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ꎬ 自由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都持否定态度ꎬ 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持认同态度ꎬ 主张走俄国人的路ꎮ 很显然ꎬ
这些不同的国家观不仅是关于国家问题的不同学理ꎬ 而且形成了对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时代大问

题的不同回答ꎬ 因而国家问题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了不同政治哲学思潮争论的焦点ꎮ 正是这样ꎬ 在中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ꎬ 国家问题成为他们在 “谈政治” 时思考和探讨最多的问题ꎮ
五四运动前ꎬ 新文化运动虽然打出了 “不谈政治” 的旗号ꎬ 但实际上陈独秀、 李大钊已对国家

问题十分关注ꎮ 当时陈独秀所倡导的新价值观ꎬ 与 “科学” 并重的是 “民主”ꎮ 这个 “民主” 观念ꎬ
以及据此由陈独秀所提出、 李大钊所赞成的 “惟民主义之国家”⑥ 构想ꎬ 其实就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政治制度为标本来阐明国家问题ꎮ 而当他们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ꎬ 就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重

新解释 “民主” 观念ꎮ 李大钊首先提出ꎬ 对 “民主” 的追求必须由资产主义民主转进为社会主义民

主ꎮ 他指出: “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若已获得ꎬ 紧接着社会主义ꎬ 就是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中的

一个进程ꎬ 不要把他看作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是两个东西ꎮ”⑦ 陈独秀进而提出ꎬ 要顺应时代发展更新 “民
主” 的主体ꎬ 使之由 １８ 世纪的资产阶级转换为 ２０ 世纪的无产阶级ꎮ 他指出: “十八世纪以来的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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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克拉西’ 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ꎬ 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ꎬ 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

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 ‘德莫克拉西’ꎬ 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ꎬ 因为自身的共同

利害ꎬ 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ꎮ”① 通过对 “民主” 观念的这些新解释ꎬ 他们开

始重新考虑国家问题ꎮ
由此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奋斗目标ꎮ 陈独秀

在开始 “谈政治” 时ꎬ 就把国家区分为 “资本阶级的国家” 和 “劳动阶级的国家” 两大类型ꎬ② 旗

帜鲜明地反对前者而赞成后者ꎬ 指出: “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ꎬ 不是别的ꎬ 就

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ꎬ 利用国家、 政治、 法律等机关ꎬ 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

本势力底下ꎬ 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ꎮ 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ꎬ 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

成新的强力ꎬ 自己站在国家地位ꎬ 利用政治、 法律等机关ꎬ 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ꎬ 然后才可

望将财产私有、 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ꎬ 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ꎮ”③ 由此ꎬ 他向中国劳动群众

发出夺取政权、 组织政府的号召: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ꎬ 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

能代表人民的政府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ꎬ 压迫中国民众ꎬ 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ꎬ 一概消

灭ꎮ”④

围绕国家问题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ꎬ 这一争论成为了五

四运动后重要的思想论战ꎮ 五四运动后不久ꎬ 李达就在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版的 «民国日报» 上发表

了 «什么叫社会主义?»ꎬ 从国家问题入手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明确的划界ꎮ 他指出ꎬ “无
政府主义全然不承认有 ‘国家的组织’ ”ꎬ 而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ꎬ 虽然也是不承认现在这样的国

家ꎬ 这样的政府ꎬ 但是也要设一种代表社会的中央机关ꎬ 用着他统一社会产业”ꎬ 由此可见ꎬ “社会

主义也是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ꎬ 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的是不一样的”⑤ꎮ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ꎬ 李达在 «共产党» 第 ４ 号上发表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ꎬ 对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与流变进行了系

统考察ꎬ 着重对当时在中国思想世界最有影响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ꎮ 针对克鲁泡特金

反对一切国家的主张ꎬ 李达强调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并持不同的态度: “资本主义机关的国家、
法律、 政治ꎬ 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的ꎻ 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政治、 法律ꎬ 劳动阶级就会欢迎之不暇

了ꎮ”⑥ 陈独秀在 «谈政治» 等文中ꎬ 运用唯物史观对国家政权的作用问题进行了阐发ꎮ 他指出ꎬ 政

治的强权尽管带有 “恶” 的性质ꎬ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在人类历史进化中的积极作用ꎻ 在争取人类

进步的阶级斗争中ꎬ 国家政权对于相互斗争阶级的胜负盛衰起着关键的作用: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

制度争斗时ꎬ 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ꎬ 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ꎻ 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ꎬ
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ꎬ 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ꎮ”⑦ 他进而指出ꎬ 对

于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ꎬ 绝不能立即取消国家政权ꎻ 相反ꎬ 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国

家ꎬ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ꎬ 才能有效地维系已经掌握的政权ꎬ 保障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新型民主制度ꎮ
他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例指出: “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 (即克鲁泡特金———引者注) 的自由

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ꎬ 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ꎬ 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ꎮ”⑧

蔡和森与毛泽东也通过法中两国间的书信来往ꎬ 在政治哲学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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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国家观ꎬ 从两者的比较中揭示了前者的合理性和后者的不合理性ꎮ 蔡和森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致毛泽东的信中指出: “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ꎮ 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ꎮ 其

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ꎬ 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ꎮ”① 并进而指出ꎬ 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实行专

政的理由有二: 一是 “无政权不能集产ꎬ 不能使产业社会有ꎮ 换言之ꎬ 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ꎻ 二

是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ꎬ 不能防止反革命ꎬ 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ꎬ 革命将等于零”ꎮ② 他的结论是: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ꎬ 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ꎬ 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

多 (即专政———引者注)ꎬ 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ꎬ 俄国就是个明证ꎮ”③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致蔡和森信中与自己的好友相呼应ꎬ 也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错误: “我现在不

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ꎬ 有很强固的理由ꎮ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 (工厂生产分配管理

等)ꎬ 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ꎬ 与世界的政治组织ꎬ 只有大小不同ꎬ 没有性质不同况乎尚有非得政

权则不能发动革命ꎬ 不能保护革命ꎬ 不能完成革命ꎬ 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ꎮ”④ 以后蔡和

森继续深入研究国家问题ꎬ 撰写 «社会进化史» 一书ꎬ 由上海民智书局于 １９２４ 年出版ꎮ 在这部书

中ꎬ 他吸取了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思想ꎬ 从人类学古史研究视阈入手ꎬ 对国家

的产生、 本质、 演变、 消亡诸问题作出了哲学层面的系统说明ꎮ 这部书成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文献ꎮ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同时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人物伯恩施

坦、 考茨基等人的国家理论ꎮ 这些第二国际领袖人物的国家理论ꎬ 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的ꎬ
但却在根本精神上立足于自由主义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ꎮ 他们从这种国家理论出发ꎬ 以维护 “民主”
的名义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加以指责ꎮ 陈独秀把他们统称为 “马格斯 (即马克思———引者注) 修正

派”⑤ꎮ 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ꎬ 尽管在当时中国思想世界影响不大ꎬ 但仍然引起了中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警觉ꎮ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ꎬ 李达在 «新青年» 第 ９ 卷第 ２ 号上发表 «马克思派社会

主义»ꎬ 指出: “非社会主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ꎬ 乃是必然的道理ꎬ 我们可以不必计较ꎮ 只是最奇怪

的地方ꎬ 莫如社会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ꎬ 尤莫如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ꎮ”⑥ 针对来

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意见ꎬ 李达肯定了列宁的国家观与马克思、 恩格斯国家理论的一致性ꎬ 指

出: “据马克思说: 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ꎬ 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ꎬ 因此造出法律ꎬ 使这种压迫

继续持久ꎬ 借以缓和阶级冲突的机关ꎮ 又据恩格斯说: 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ꎻ
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ꎮ 列宁因此引用他两人的说话ꎬ 演出自己的国家

观ꎮ”⑦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中 “民主” 观念的首倡者ꎬ 则对第二国际领袖人物所主张的 “民主”
进行了反驳ꎮ 他在 «谈政治» 中尖锐指出: “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ꎬ 一听说

劳动阶级专政ꎬ 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ꎬ 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ꎮ 我敢说: 若

不经过阶级战争ꎬ 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ꎬ 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

有物ꎬ 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ꎮ”⑧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哲学思考还只是初步的ꎬ 但他们毕

竟已经开始运用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ꎬ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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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在于打碎旧的 “资本阶级的国家”、 建立新的 “劳动阶级的国家”ꎬ 从而在与其他

政治哲学思潮的激烈竞争中ꎬ 为 “中国向何处去” 指明了大方向ꎮ 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个大方向

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ꎬ 在五四运动 ３０ 年后使一个新中国诞生于世界的东方ꎮ

七、 关于政党问题的哲学思考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革命、 阶级、 国家等政治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ꎬ 还对政党问题、 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哲学思考ꎮ 在此之前ꎬ 不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ꎬ 还是中国近代哲

学家ꎬ 都未曾把政党问题作为政治哲学问题ꎻ 只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ꎬ 结合他们所致力的中国共

产党创建工作ꎬ 开始把政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来加以思考ꎬ 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题中应有之义ꎬ 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大特色ꎮ
今天所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对建党意义作出阐发的文献ꎬ 是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和 ９ 月 １６ 日从法国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ꎮ 在前信中ꎬ 蔡和森把党、 工团、 合作社、 苏维埃合称为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①ꎬ 认为四者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ꎮ 他说: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
共产党ꎮ 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 宣传者、 先锋队、 作战部ꎮ 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ꎬ 须先组织

他ꎬ 然后工团、 合作社ꎬ 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ꎮ 革命运动、 劳动运动ꎬ 才有神经中枢ꎮ”② 因此ꎬ 他

力主在中国 “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③ꎬ 认为这个党必须是一个 “主义明确ꎬ 方法得当ꎬ 和俄一

致的党”④ꎮ 在后信中ꎬ 蔡和森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阐明了建党的重要性ꎬ 提出了建党的基本步骤:
“ (１) 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ꎬ 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ꎮ (２) 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

要求集会、 结社、 出版自由的运动ꎬ 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ꎮ (３) 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ꎬ 分布

各职业机关、 工厂、 农场、 议会等处ꎮ (４) 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ꎬ 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

个中国共产党ꎮ”⑤ 对于蔡和森的这封信ꎬ 毛泽东深表认同ꎬ 在复信中说: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ꎬ 我

没有一个字不赞成ꎮ”⑥ 毛泽东把这封信收入了他所编的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第三集ꎬ 并在信前

加了一个提示性小标题: “共产党之重要讨论”⑦ꎮ 这一讨论当时只是在新民学会内部进行ꎬ 严格来说

主要是在毛、 蔡两人之间展开ꎬ 但由于毛、 蔡及新民学会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起的重要作用ꎬ 因此完

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影响中国历史的 “重要讨论”ꎮ 回首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程ꎬ 历史早已证明此

言非虚ꎮ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的问题ꎬ 发起和领导党的创建工作的南陈北李ꎬ 从政治哲学层面作了

更多的思考和阐发ꎬ 为这个党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党ꎬ 奠定了最

初的理论基础ꎮ
李大钊在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出版的 «曙光» 第 ２ 卷第 ２ 号上发表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ꎬ 对近

代中国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得失成败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总结ꎮ 他首先对清末民初的政党兴衰进行了衡

论ꎬ 指出: “中国自满清道、 咸 (即道光、 咸丰两朝———引者注) 海禁大开之日ꎬ 就有受些欧化洗礼

的两个大党产生ꎬ 一是同盟会ꎬ 一是强学会ꎮ 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ꎮ 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ꎮ
他们都自有他们的价值ꎮ 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ꎬ 都是趁火打劫ꎬ 植党营私ꎬ 呼朋啸侣ꎬ 招摇撞骗ꎬ 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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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之粗腿ꎬ 谋自己的饭碗ꎬ 既无政党之精神ꎬ 亦无团体的组织ꎬ 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

谋福利ꎬ 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ꎮ”① 他进而对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学生团体提出了批评ꎬ 指

出: “五四运动以后ꎬ 学生团体发生ꎬ 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ꎮ 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ꎬ 究

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ꎬ 其中缺憾正多ꎮ 到了现在又有 ‘强弩之末’ 的样子ꎬ 令人正自伤心无

极ꎮ”② 他由此提醒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ꎬ 要求他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定要从历史中吸取

教训ꎮ 他说: “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ꎬ Ｃ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

织ꎬ 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ꎬ 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ꎬ 或者有所附托!”③ 他所说的 “Ｃ 派

的朋友”ꎬ 就是指正在从事建党大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ꎮ 他希望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ꎬ 成为

“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ꎬ 成为 “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ꎬ 只有这样ꎬ 这个党才能成为 “中国

彻底的大改革” 的坚强领导者ꎮ
陈独秀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出版的 «新青年» 第 ９ 卷第 ３ 号上发表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ꎬ 明

确地提出在中国进行政党改造的目标ꎬ 在于创建与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ꎬ 即 “无
产阶级的共产党”④ꎮ 他指出: “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ꎬ 造谣、 倾陷、 贿卖、 假公肥私、 争权

夺利、 颠倒是非、 排斥异己ꎬ 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ꎮ 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ꎬ
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ꎮ”⑤ 在这种情况下ꎬ 政党如不彻底改造ꎬ 中国的政治绝没有改造的希望ꎻ 而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ꎬ 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ꎮ 然而ꎬ 中国共产党能否不负中国人民的希望呢? 陈独

秀指出: “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ꎬ 在理论上ꎬ 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

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ꎻ 但是天下事 ‘无征不信ꎬ 不信民弗从’ꎬ 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ꎬ 新的

共产党究竟如何ꎬ 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⑥ 在这一号 «新青年» 上ꎬ 还刊登了张

申府的法国来信和陈独秀的复信ꎮ 张信谈到: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ꎬ 但未必真

懂得、 真感着非革命不可ꎬ 真肯以生命来换ꎮ”⑦ 陈信则强调: “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ꎮ”⑧ 当

时的张申府正着手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工作ꎮ 陈信所强调的ꎬ 正是革命年代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

求ꎮ 后来ꎬ 从中共旅欧支部中果真走出了一批 “以生命来换” 中国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ꎮ
值得重视的是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富有远见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问题ꎮ 这个讨

论是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中展开的ꎮ 蔡和森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 “我以为

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ꎬ 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ꎬ 显然为无产阶级

的思想ꎮ 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ꎬ 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ꎬ 故我们今日研

究学问ꎬ 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ꎬ 才不至堕入迷阵ꎮ”⑨ 毛泽东则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复

信中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ꎬ 这是事实ꎬ 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ꎮ” 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ꎬ 毛泽东对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并不多ꎬ 但他的这一论断却精辟而深刻地揭示

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ꎬ 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ꎬ 抓住了中

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个极关键的问题ꎮ 在以后的中国革命中ꎬ 正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党与哲学的关系ꎬ
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作出了最为重要的思想贡献ꎮ

５４五四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大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ꎬ 载 «李大钊文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７８ 页ꎮ
李大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ꎬ 载 «李大钊文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７８ 页ꎮ
李大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ꎬ 载 «李大钊文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７９ 页ꎮ
陈独秀: «随感录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ꎬ 载 «陈独秀著作选» 第 ２ 卷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２８９ 页ꎮ
陈独秀: «随感录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ꎬ 载 «陈独秀著作选» 第 ２ 卷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２８９ 页ꎮ
陈独秀: «随感录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ꎬ 载 «陈独秀著作选» 第 ２ 卷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２８９ 页ꎮ
张申府: «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ꎬ 载 «张申府文集» 第 １ 卷ꎬ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０ 页ꎮ
陈独秀: «答张崧年 (中国改造)»ꎬ 载 «陈独秀著作选» 第 ２ 卷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２９１ 页ꎮ
蔡和森: «蔡林彬给毛泽东»ꎬ 载 «蔡和森文集»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６３ 页ꎮ
毛泽东: «致蔡和森»ꎬ 载 «毛泽东书信选集»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 年ꎬ 第 １５ 页ꎮ



以上引述的这些文献ꎬ 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所撰写发表的ꎮ
可以看出ꎬ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ꎬ 就已经对这个党进行了最初的哲学思考ꎬ 使

这个党从创建时起就是一个有组织、 有纪律、 有哲学基础、 有奋斗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ꎬ 既不同于

旧式的农民起义ꎬ 又不同于近代的资产阶级政党ꎬ 由此而昭显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们的 “初心”ꎮ

八、 回溯历史中需要把握的问题

　 　 在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 回溯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ꎬ 上述内容固然重

要、 值得重视ꎬ 但还有三个关键性问题尤其需要加以把握ꎮ
第一个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启的意义ꎮ 五四运动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

启ꎬ 有其具体的主体ꎬ 这就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ꎮ 这个

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特殊群体ꎬ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 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ꎬ 开始以马

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ꎬ 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ꎬ 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时代大问题ꎬ 从而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ꎮ 尽管他们所理

解和阐发的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还有比较大的局限性ꎬ 特别是他们尚不懂得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ꎬ 从理论与实践、 一般与特殊的关联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

实际情况的结合问题ꎬ 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ꎮ “其作始也简ꎬ 其将毕也必巨ꎮ” («庄子人间

世») 毛泽东、 习近平都引用 «庄子» 的这句名言来评价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ꎻ 对于中国共产党创

建者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ꎬ 其中的意义也可以如此看待ꎮ
第二个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用的评价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作用ꎬ 在本文开

头所引毛泽东的论断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评价ꎻ 但由于近些年来在中国思想世界重新出现了多种思潮相

激互动的格局ꎬ 因而又产生了与之不同的评价ꎮ 在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ꎬ 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哲学讲政治、 讲革命、 讲阶级斗争ꎬ 只是破坏有余、 建设不足的 “激进主义” 或 “反传

统主义”ꎮ 他们由此贬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理性与正义性ꎬ 遮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

哲学贡献和思想价值ꎬ 进而否定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ꎮ 为了回应这种历史虚无主义ꎬ 就需

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及其作用ꎬ 予以历史主义的考察、 疏理和衡论ꎬ 阐明其思想内

涵、 理论贡献和历史影响ꎬ 并进而昭显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ꎮ
第三个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与资源ꎮ 自五四运动以来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在百年发展中ꎬ 形成了自己的传统ꎬ 积累了丰厚的资源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政治哲学研究再度成为

中国哲学界的一大热点ꎬ 许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ꎮ 但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

当从哪里去寻找自己的传统和资源呢? 则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ꎮ 有的研究者只注重从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寻找ꎬ 有的研究者力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求得ꎬ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

古代儒家思想中就有这些东西ꎬ 因而只需在传统文化上下工夫即可ꎮ 而五四运动后由中国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ꎬ 则往往在他们的视野之外ꎮ 他们探古问今、 东寻西找ꎬ
却看不到只有这些先驱者的思想与志业才是自己要找寻的活水源头ꎬ 其中正有着 ２１ 世纪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哲学所需要直接承续的传统、 所需要认真吸取的资源ꎮ 在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 回溯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ꎬ 昭显这一传统ꎬ 发掘这一资源ꎬ 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在 ２１ 世纪的开展ꎬ 就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了ꎮ

责任编辑: 张利明

６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五四运动百年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１８ＺＤＡ２０１)ꎻ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科创新团队项目 (２０１６－ＣＸＴＤ－０３)ꎻ 河南大学哲学社科创新团

队培育计划 (２０１９ＣＸＴＤ０１５)ꎮ
作者简介: 张先飞ꎬ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ꎮ

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日本理论家柄谷行人写作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ꎬ 在講談社 １９８０ 年版

的第一章 「风景の発见」 («风景之发现») 中ꎬ 以 “风景” 的建立 / 发现为例ꎬ 解读近代日本新的认知模式 / 认知结构形成的有关现

象ꎮ 他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透视了 “风景” 的建立 / 发现这一特殊的认知活动ꎬ 将在此认知活动中被建构起来的近代人的新的认知结

构或认知模式ꎬ 称为一种 “認識の布置” (第 １７ 页)、 「認識的な布置」 (第 ２１ 页)、 「布置」 (第 ２６ 页)、 「認識的な布置」 (第 ３３
页)ꎬ １９９３ 年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英文版由 Ｂｒｅｔｔ ｄｅ Ｂａｒｙ 对应翻译为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第 １９ 页)、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第 ２２
页)、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第 ２７ 页)、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第 ３１ 页)ꎬ 意思大致相同ꎬ ２００３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文

版赵京华译为 “认识性的装置” (第 １２ 页)、 “认识装置” (第 ９、 １７、 ２２ 页)ꎮ １９９３ 年英文版中柄谷行人所做 “Ｋａｒａｔａｎｉ Ｋōｊｉ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１) («英文版作者后记»)将 “现代文学” “作家” “自己” “表现” 等视为一种近代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ꎬ
２００３ 年中文版译为 “装置”ꎮ ２００４ 年 『定本柄谷行人集 ‹１›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由岩波书店出版ꎬ 柄谷行人对全书进行了大幅度

修改ꎬ 由 「布置」 改称 「装置」ꎬ 对该术语的重视程度已降低ꎮ 其中在日文的 «英文版作者后记» 中ꎬ 他同样称 “现代文学” “作
家” “自己” “表现” 等为一种 “装置”ꎮ 不过ꎬ 柄谷行人始终未对这一概念作出专门的界定ꎮ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曾分析

过一个相近术语ꎬ 即福柯的核心概念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 (英文作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ꎬ 并追溯概念来源ꎬ 他引用了福柯所做的定义: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ａ￣
ｔｕｓ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ꎬ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ｇｅ ”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ꎬ
Ｐｏｗｅｒ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ꎬ １９７２－１９７７ꎬ ｅｄ. Ｃ. Ｇｏｒｄ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８０ꎬ ｐｐ １９４－１９６)ꎮ 参

见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ꎬ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ꎬ ｉ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ꎬ ｔｒａｎｓ ꎬ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ｓｈｉｋ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 Ｐｅｄａｔｅｌｌａ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ꎮ 应该说ꎬ 这些理论家对于知识型及有关认知模式 / 认知结构等机制构建问题的思考ꎬ 是

“后学” (ｐｏｓｔ－ｉｓｍ) 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ꎮ

“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与运作:
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

张先飞

(河南大学 文学院ꎬ 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 ２０ 世纪各时期的话语形态创构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建构 “认识性装置” 的现象ꎬ 从五四现代人道主

义 “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活动来看ꎬ “认识性装置” 在理论框架的搭建、 机制的架构与运作等方面具有普遍

性的建构与运作模式、 具有规律性的建构流程与程序ꎮ 系统探讨这一理论现象的系统ꎬ 可以从 ２０ 世纪世界思

想观念活动中寻找到一些固定的理论模型和认知机制ꎬ 并可将 “认识性装置” 建构作为考察 ２０ 世纪世界思

想探索的新的历史解释的理论维度ꎻ “认识性装置” 建构可谓后发展国家进行独立思想创造与生产的有效

方式ꎮ
关键词: 认识性装置ꎻ 后发展国家ꎻ 五四ꎻ 现代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Ｉ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４７－１０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欧美历史研究发生根本转变ꎬ 普遍将 ２０ 世纪各时期关于各类社会运动与思想潮

流的解说视为话语形态建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后中国学界深受影响ꎬ 以五四研究为例ꎬ 成为新关注

点的主要是五四运动、 各类社会改造思潮运动、 新文学运动等在五四的话语建构ꎬ 以及它们在此后百年

不断被不同话语建构的情况ꎮ 论者在考察这些话语系统及认知机制建构时ꎬ 发现柄谷行人提出的 “认识

性装置” 理论模式① 具有极强解释能力ꎬ 因此ꎬ 借用并深度改造该理论模式ꎬ 作为分析 ２０ 世纪各类

７４




话语系统及认知机制建构的主要工具ꎮ 论者认为ꎬ “认识性装置” 是一种 “意谛牢结” 构造物ꎬ 其建

造者通常会设计出一整套系统理论ꎬ 这是一种在新的观念与认知层面上的 “世界构造”ꎬ 他们试图以

此建立起一种新的虚拟的未来世界图景ꎬ 而在此世界图景中包括设计完整的思想机制和实践活动机制

等ꎮ 这些建造者的终极目标是依靠思想传播和实践活动的推动ꎬ 首先以新的思想机制完全置换当前统

御观念领域的 “世界认知”ꎬ 继而再凭此观念重新改造 / 构造世界ꎬ 并以新的实践活动机制更换掉现

实世界中正在运作的实践机制ꎬ 以实现全社会根本性的整体改变ꎮ 需要特别强调ꎬ 为了更为清晰、 准

确地呈现各种话语建构的活动样态ꎬ 论者使用的装置、 组件、 载体、 搭建、 安装、 运作、 变形、 拆

除、 同构、 零件等描述物质世界活动的语词ꎬ 均可视为是在概念隐喻层面上使用的ꎮ①
我们如使用这一新的 “认识性装置” 理论模式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五四的各类话语系统及认

知机制建构等问题ꎬ 便可清晰地看到ꎬ 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类关于五四的话语形态实际上正是不

同的 “认识性装置”ꎬ 而且在各类五四话语形态建构活动中ꎬ 明显呈现出各类 “认识性装置” 及其组

件、 载体等的搭建、 安装、 运作、 变形、 拆除等活动ꎮ 通观 ２０ 世纪各时期关于各类社会运动与思想

潮流的话语建构ꎬ “认识性装置” 的搭建、 安装与拆除等活动是普遍存在的现象ꎮ 本文拟通过解剖一

个极具典型性的 “认识性装置” ———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在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② 建构现代人

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搭建、 安装与拆除的具体流程ꎬ 对这一普遍性现象进行深入考察ꎮ 考察发

现ꎬ 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搭建出不同层级的 “认识性装置”ꎬ 基本可分为总体性、 小型、 单体型

三类ꎬ 它们不仅同质、 同构ꎬ 而且相互交叉、 汇融ꎬ 共同服务于构建现代人道主义 “世界认知” 与

根本改造社会的目标ꎮ 本文将借此案例ꎬ 分别对三个层级 “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活动作出完整探究ꎬ
具体解析 “认识性装置” 及其组件、 载体的搭建、 安装、 运作、 拆除等流程和机制ꎬ 力求全面归纳、
概括 ２０ 世纪 “认识性装置” 建构与运作等的普遍性特质ꎮ

一、 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自近代以来ꎬ 国人在探索整体改造中国并开创新的中国道路的伟大历程中ꎬ 多次尝试在观念领域

创造出新的 “世界体系”ꎮ 截至五四已涌现出康有为、 谭嗣同、 严复、 胡适、 周作人等杰出代表ꎬ 他

们各自搭建了系统完整、 自足、 自为的 “认识性装置” ———承载全新 “世界认知” 的整体构造物ꎬ
力图用它彻底置换传统中国固有的对世界的各类认知模式与指涉系统ꎬ 以推动 “世界认知” 的根本

转型ꎬ 并与古典中国的 “旧物” 整体性地 “断裂”ꎬ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实践层面建立包括中国在内

的人类共同生存的理想体制与机制ꎮ 这些思想家所创造的新的 “世界体系” 与搭建的自足、 自为的

“认识性装置” 呈现出两种不同样貌ꎬ 第一种类型以康有为、 谭嗣同为代表ꎬ 他们在近代西洋思想、
制度、 文化等初进中国之际ꎬ 广泛吸纳各类零碎、 分散、 杂乱的信息ꎬ 凭借想象力和创造力ꎬ 杂糅各

类中外知识ꎬ 各自搭建起恢宏奇异的 “宇宙体系” 与理想化的 “世界体系”ꎬ 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

“认识性装置”ꎮ １９ 世纪末的严复与五四时期的胡适、 周作人等对 “认识性装置” 的搭建属于第二种

类型ꎬ 他们接受过深厚的现代思想熏陶和完备的科学训练ꎬ 并对国外新知有着深刻的洞察与反思ꎬ 同

时各自服膺于某些国外系统观念ꎬ 因此ꎬ 他们与康有为、 谭嗣同的搭建方式完全不同ꎬ 是通过引介、
阐释ꎬ 乃至创造性转化、 改变同时期国外盛行的某些系统观念而建构起新的 “世界认知” 的认知谱

系与观念系统ꎬ 同时搭建、 安装成完整的 “认识性装置”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

８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五四运动百年

①
②

牛宏宝: «哲学与隐喻: 对哲学话语的思考»ꎬ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与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人的文学” 是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ꎬ 以宣扬现代人道主义 “真理” 为中心进行活动ꎬ 拥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创

作形态ꎬ 时间界限为 １９１８ 年末到 １９２２ 年ꎬ 该阶段可称为五四前期ꎬ 亦可称作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ꎮ 参见张先飞: «“人的文学”:
“五四” 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慈对严复构建新的宇宙观念、 “世界体系” 做出过创造性分析ꎬ① 汪晖赞同史华慈的判断并在 «现代

中国思想的兴起» 等论著中加以强调和引申ꎬ② 李泽厚在 «论严复» 中就此问题做出了不同阐释ꎻ③
关于五四时期胡适对新的 “世界认知” 的建构也已产生大量研究成果ꎮ 相形之下ꎬ 学界对五四社会

改造热潮期以周作人为中心的现代人道主义者的活动关注不多ꎮ
在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ꎬ 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掀起思想改造和社会变革运动ꎬ 通过系统引介、

阐释以及理论创造等方式ꎬ 创构出现代人道主义的新的 “世界认知”ꎮ 我们如对这些活动进行总体考察ꎬ
就会发现ꎬ 周作人等是在有意识地进行着 “认识性装置” 的系统搭建活动ꎮ 他们的活动不仅计划周详ꎬ
而且内容全面ꎮ 周作人等与严复、 胡适在为创构新的 “世界认知” 而搭建、 安装 “认识性装置” 的工

作方式上十分相近: 首先是要设计出 “认识性装置” 的基本组件ꎬ 之后通过构造不同组件以完成对 “世
界认知” 不同层面的搭建ꎬ 而这些组件的构造与塑型必须依托于一些载体ꎮ 论者将这类为创造总体性

“世界认知” 而搭建的宏大 “认识性装置” 命名为 “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ꎮ
就五四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搭建活动而论ꎬ 第一类载体ꎬ 是周作人撰写的 «人的文

学»④ꎬ 正是由它构建起了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意义框架ꎮ 论者认为ꎬ «人的文学» 是五

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 运动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献ꎬ 其发表作为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标志性事件ꎬ 具有

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ꎬ «人的文学» 成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与实践运动的总纲ꎮ 周作人在文

中对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做出最凝练的表述ꎬ 将现代人道主义核心理念全部纳入 “人的文学” 的中心

观念内ꎬ 提出了全面、 综合的思想方案与实践设想ꎮ 另一方面ꎬ «人的文学» 成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

思潮、 运动的真正起点ꎬ 为它们在思想内容、 实践拓展方面划定范围、 确定走向并提供强大推动力ꎮ
同时ꎬ 周作人在 «人的文学» 中对现代人道主义理论形态的完整构造不仅为人道主义共识观形成奠

定了核心理论基础———建造理论框架与提供观念系统等ꎬ 而且也为形成内容涵盖更丰富、 观念范围更

宽广的人道主义思想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发展空间ꎮ⑤ 很明显ꎬ 周作人通过 «人的文学» 不仅将搭建现

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意义提升到人类整体文明进步发展的高度ꎬ 而且阐明建构此 “认识性

装置” 的重要意义与历史使命———创造新的 “世界体系” 和意义世界ꎮ
第二类载体ꎬ 是周作人与皈依现代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群落所撰写的 “系统性的系列文章”ꎬ 包括

阐说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统系的各类议论说明性散文、 思想杂论、 文艺评论、 时事评论、 解说翻译作品的

译者附记等ꎬ 它们均依托于由新思想报刊 «新青年» «新潮» «每周评论» «少年中国» «新生活» «人
道» 和新思想著作等形成的意义生成与话语交往、 传播平台ꎬ 周作人等关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的新的

“意谛牢结” 及其建构机制ꎬ 即新的社会话语形态、 知识形态、 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新历史叙事等ꎬ 均是

在此平台借助相关载体进行系统建构的ꎮ 周作人等建构的新的社会话语形态包括: 新理想主义的总体时

代观、 现代人道主义观念谱系、 现代人道主义 “人间观” 等理想化社会政治学说、 “人的文学” 观等理

想社会改造工具论、 作为理想人性改造核心话语的科学 “人学” 观——— “现代灵肉一元观” 等ꎮ 以上

各类新的社会话语形态均存在着相应的新的知识形态ꎬ 这缘于周作人的有意识的建构ꎮ 他作为新理想主

义时代 “新人”ꎬ 深受实证科学观念影响ꎬ 在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的周作人不论做出何种关于 “主义”
的论断ꎬ 总会同时尝试提供具有科学实证依据的新的知识形态并架构起系统的范畴、 概念体系ꎬ 用以阐

明 “主义” 的合理性并尽力凸显其科学性ꎮ 而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新历史叙事包括近代 “人” 的真理发

现的三阶段说ꎬ 以及周作人分析人类文艺 “进化” 时所详细阐发的人类文明进化史观等ꎬ 论者对皈依现

９４“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与运作: 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杰明史华慈: «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ꎬ 叶凤美译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８２－１０１ 页ꎮ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第一部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８４４－９２３ 页ꎮ
李泽厚: «论严复»ꎬ «历史研究» １９７７ 年第 ２ 期ꎮ
周作人: «人的文学»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 ５ 卷第 ６ 号ꎬ １２ 月 ７ 日作ꎮ
张先飞: «五四前期 “新青年” 派现代人道主义 “公同信仰” 形成考论»ꎬ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代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写作活动和思想状况已有全面梳理与阐释ꎮ①

第三类载体ꎬ 是 “人的文学” /初期新文学活动ꎬ 包括以根本改造为核心任务的文学工作者联合

体的组织、 舆论阵地的建立ꎬ “为主义的艺术” 观的建构ꎬ 服务于现代人道主义改造并创造全新表现

主题、 题材和 “情感世界” / “感觉世界” 的文艺创作ꎬ 以有效阐发 “主义” 为鹄的的论争等ꎮ 据

论者研究ꎬ “人的文学” 活动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运动同源共生ꎬ 并参与到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

置” 搭建、 安装活动中ꎬ 成为主要载体ꎮ 周作人等借助这一载体完成了新世界与新生活叙事、 日常

生活形态塑造、 “情感世界” / “感觉世界” 整体转换等多项任务ꎮ 因为在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

看来ꎬ 新的 “世界认知” 不仅包括新的人类社会总体框架、 认知机制及相关宏大叙事ꎬ 还包括 “新
人” 关于 “生活世界” 和 “情感世界” 的全新认知方式、 感受模式、 情感机制等ꎬ 而后者只有通过

文艺活动才可能得以建构ꎮ②

第四类载体ꎬ 是现代人道主义 “世界认知” 的实践形态———社会改造活动和组织形态———新村

式的社会改造小组等ꎬ 借助于这些载体ꎬ 现代人道主义 “世界认知” 在群体性的实践运动层面得到

了完整呈现ꎬ 并被有效落实到新的社会机制的建构工程中ꎬ 推进了社会整体改造进程ꎮ 总之ꎬ 这四类

核心载体在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建构活动中的作用最为突出ꎮ

二、 小型 “认识性装置”

　 　 周作人等在借助核心载体搭建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的同时ꎬ 也在搭建一些相对独立的小型

“认识性装置”ꎬ 其中以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小型 “认识性装置” 最为典型ꎮ 纵观 ２０ 世纪后发

展国家历史ꎬ 它们往往以引介国外学说为基础建构本土现代思想ꎬ 而借助译介活动搭建 “认识性装

置” 成为进行这种思想、 文化建制的惯例ꎮ 当然总体性和小型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不仅具

有同构、 同质关系ꎬ 并且在五四中国的社会话语活动中ꎬ 两者之间非但没有明显的界限ꎬ 还彼此交

叉、 汇融ꎬ 共同服务于构建现代人道主义 “世界认知” 和根本性的社会改造ꎮ
以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搭建、 安装活动与总体性 “认知

性装置” 大致相近ꎬ 主要依托于三类载体ꎬ 分别对应搭建后者所依托的前三类载体ꎮ
以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 “认识性装置” 搭建依托的第一类载体仍是周作人的 «人的文

学»ꎬ 因为该文是站在整体历史的高度阐发世界文明历程并规划出人类未来的理想远景ꎬ 因此ꎬ 周作

人等以其搭建起这一小型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意义框架ꎮ
以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 “认识性装置” 搭建依托的第二类载体ꎬ 是对国外阐释现代人道

主义的论说文本的系统性译介ꎬ 对应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的第二类载体———阐发现代人道主义的

“系统性的系列文章”ꎮ 第二类载体中首要的是对日本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巨子武者小路実笃言论、 著

作的译介ꎬ 周作人对武者小路実笃介绍新村运动的系列议论说明性散文、 思想杂论、 时事评论等做了

一些摘译ꎬ③ 其他突出的翻译成果还包括鲁迅所译话剧 «一个青年的梦»ꎬ 与李宗武、 毛咏堂合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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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张先飞: «“人” 的发现: “五四” 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ꎻ 张先飞: «“人的文

学”: “五四” 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参见张先飞: «“人的文学”: “五四” 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读武者小路君所作 ‹一个青年的梦›»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４ 卷第 ５ 号ꎻ «日本的新村»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第 ６ 卷第 ３ 号ꎻ «访日本新村记»ꎬ «新潮»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第 ２ 卷第 １ 号ꎬ ７ 月 ３０ 日作ꎻ «游日本杂感»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６ 卷第 ６ 号ꎬ ８ 月 ２０ 日作ꎻ «新村的精神»ꎬ «民国日报觉悟»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２４ 日ꎬ １１ 月 ８ 日讲演ꎻ «新村运动的解

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ꎬ «晨报»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１ 月 １８ 日作ꎻ «新村的理想与实际»ꎬ «晨报副刊»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２４ 日ꎬ ６ 月 １９ 日讲演ꎻ «新村的讨论 (答黄绍谷的信)»ꎬ «批评»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第 ５ 号 (“新村号”)ꎬ １２ 月 １７ 日作ꎮ



著 «人的生活»ꎮ① 第二类载体中另一重要部分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所译介的专题性论说文本ꎬ 周

作人 １９１８ 年译介了英国 Ｗ Ｂ Ｔｒｉｔｅｓ 的 «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 日本与谢野晶子的 «贞操论» ( 『人
及女イシラ』 中之一篇)、 节译英国斯柏勤女士 «英文学上的神秘主义» 中关于布莱克的评论、 节译霭

理斯 «新精神» 中关于惠特曼的评论ꎬ １９１９ 年译介了英国 Ａｎｇｅｌｏ Ｓ 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 的 «俄国革命之哲学

的基础» 等ꎮ② 而沈雁冰、 郑振铎、 耿济之、 张崧年、 张闻天、 沈泽民等也译介了一些专题性论说文

本ꎬ 其中最重要的翻译文本包括耿济之所译介的列夫托尔斯泰 «艺术论»③、 张崧年译介的 «精神

独立宣言»④ꎬ 尤其需要强调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出版的 «小说月报» 第 １２ 卷号外 «俄国文学研究»ꎬ 其中刊

载耿济之、 陈望道、 周建人、 沈泽民、 夏丏尊、 胡根天、 灵光译介的有关俄国文学思潮与作家研究的

多篇论文ꎮ 如前所述ꎬ 以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 “认识性装置” 与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之间

没有明显的界限ꎬ 二者彼此交叉、 汇融ꎬ 因此ꎬ 可以将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第二类载体———阐发

现代人道主义的 “系统性的系列文章” (如周作人 １９１８ 年底—１９２０ 年底撰写的介绍现代人道主义思

想的论说性文本) 视作小型 “认识性装置” 第二类载体———对国外阐释现代人道主义的论说文本的

系统性译介的延伸性文本ꎮ
以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 “认识性装置” 搭建依托的第三类载体ꎬ 是对现代人道主义世界

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ꎬ 对应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第三类载体———初期新文学活动ꎮ 周作人译介成

果在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结集为 «点滴 (近代名家短篇小说)»ꎬ 部分收录在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版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 和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版 «现代日本小说集»ꎬ 鲁迅主要对俄、 日等国泛人道主义世界文学文本

与尼采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进行译介ꎬ 部分收录在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 和 «现代日本

小说集»ꎮ⑤ 耿济之、 郑振铎、 沈雁冰、 瞿秋白、 沈泽民、 王统照、 董秋芳、 周建人、 胡根天等在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间也有对现代人道主义世界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ꎬ 部分集中刊登于 «小说月报» 第 １２
卷号外 «俄国文学研究»ꎮ 作为载体的现代人道主义世界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绝非单纯的文字翻译ꎬ
这些译介文本具有重要功用并呈现出特异形态ꎬ 它们由负责语言间转换的译文和负责意义阐释的文本

两部分构成ꎬ 在每篇译文之前或结尾处ꎬ 有 “译者案” 或 “译者附记” 等阐释性文字ꎬ 用以阐发该

作品所蕴含的现代人道主义 “真理”ꎮ 事实上ꎬ 这一时期大批译文是依靠这些阐释性文字生成意义

的ꎬ 因为那些被笃信现代人道主义的翻译者纳入人道主义文学文本系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标准现

代人道主义文学文本ꎬ 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这些翻译者的解读ꎮ 因此ꎬ 这种翻译行为是典型的话语构

造活动ꎬ 其话语构造方式源自以严复、 林纾为代表的晚清翻译活动ꎮ 作为第三类载体的现代人道主义

世界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也有延伸性文本ꎬ 即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介绍国外现代人道主义文学的议论

１５“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与运作: 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武者小路実笃: «一个青年的梦»ꎬ 鲁迅译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２ 年ꎮ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译毕ꎬ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３ 日—１０ 月 ２５ 日连载于北京 «国民新报»ꎬ 该报被禁后ꎬ 鲁迅校订旧译并译完全书ꎬ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至 ４ 月连载于 «新青年» 第

７ 卷第 ２—５ 号ꎬ 后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ꎮ 武者小路実笃: «人的生活»ꎬ 李宗武、 毛咏堂译ꎬ 上海: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２２ 年ꎮ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６ 日周作人作序ꎬ 此书是武者小路実笃 １９２０ 年出版的著作ꎮ
Ｗ Ｂ Ｔｒｉｔｅｓ: «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ꎬ 周作人译ꎬ 原载 «北美评论» 七一七号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第 ４ 卷第 １ 号ꎻ

与谢野晶子: «贞操论» ( 『人及女イシラ』 中之一篇)ꎬ 周作人译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４ 卷第 ５ 号ꎻ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Ｆ Ｅ Ｓｐｕｒｇｅｏｎꎬ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１３ 关于布莱克的评论在第五章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ｙｓ￣
ｔｉｃｓꎬ 周作人节译一小部分ꎬ 见第 １３５－１３７ 页ꎻ 周作人: «随感录三十四»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第 ５ 卷第 ４ 号ꎻ Ａｎｇｅｌｏ
Ｓ 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ꎬ 起明 (周作人) 译ꎬ 原载 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ｌ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９ 年 ４—５ 月第

６ 卷第 ４—５ 号ꎮ
列夫托尔斯泰: «艺术论»ꎬ 耿济之译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１ 年ꎮ
罗曼罗兰等: «精神独立宣言»ꎬ 张崧年译注ꎬ «新潮»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底第 ２ 卷第 ２ 号 “附录” 栏ꎮ
«点滴»ꎬ 周作人辑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２０ 年ꎮ «现代小说译丛 (第一集)»ꎬ 周作人、 鲁迅、 周建人译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２ 年ꎻ «现代日本小说集»ꎬ 周作人、 鲁迅、 周建人译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３ 年ꎮ



说明性散文ꎬ 如周作人所撰数篇长文ꎬ① 以及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编著的 «欧洲文学史» 和 «近代欧洲文

学史» 教材ꎮ② 跟随周作人 “人的文学” 实践的前期文学研究会成员俞平伯、 沈雁冰、 郑振铎、 叶

绍钧等也撰写了介绍国外人道主义文学的议论说明性散文和文艺评论等ꎮ③ 第二类、 第三类载体也是

依托于由新思想报刊、 新思想著作等构成的意义生成与话语交往、 传播平台ꎬ 周作人等在此平台借助

相关载体系统建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的新的 “意谛牢结” 和认知机制ꎮ

三、 单体 (ｍｏｎａｄ) 型 “认识性装置”

　 　 在搭建总体性、 小型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同时ꎬ 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为便于

“主义” 推广ꎬ 特意搭建出一些更小的微型 “认识性装置”ꎮ 这种微型 “认知性装置” 与总体性、 小

型 “认识性装置” 同构、 同质ꎬ 虽体量很小ꎬ 但仍具有完备的组件、 载体和运作机制等ꎬ 布鲁诺和

莱布尼茨等的哲学概念 “单体 (ｍｏｎａｄ) ” 最适于概括其存在样态ꎬ 因此ꎬ 微型 “认识性装置” 可

命名为 “单体 (ｍｏｎａｄ) 型 ‘认识性装置’ ”ꎬ 周作人喜欢引述的布莱克神秘诗句 “一粒沙里看出世

界” 可对其存在特质作出形象化说明ꎮ④ 周作人与傅斯年、 罗家伦等现代人道主义者所精心谋划与编

辑出版的新翻译合集 «点滴 (近代名家短篇小说)»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单体型 “认识

性装置”ꎬ 其出版成为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现代人道主义 “意谛牢结” 宣传和社会改造的标志性事

件ꎮ⑤ 不过ꎬ 既然周作人等已开始建构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ꎬ 那么再搭建小型甚至单体型 “认识性

装置” 又有何意义呢? 就 «点滴» 而论ꎬ 它虽只是缩微版 “认识性装置”ꎬ 但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优

势: 首先ꎬ 作为 “认识性装置” 的 «点滴» 存在空间明晰ꎬ 集结于一部书稿ꎬ 不仅便于搭建ꎬ 而且

易于使用ꎬ 而总体性和小型 “认识性装置” 更像虚拟的意义空间ꎬ 并不容易捕捉与把握ꎻ 其次ꎬ 由

于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体量较小、 空间明晰ꎬ 因此ꎬ 借助一部书稿便能对现代人道主义新的世界

图景、 “世界认知” 作出集中与整体性的传达ꎮ
分析至此ꎬ 论者需要以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建构活动为例ꎬ 着重对三类 “认识性装置”

的关系予以界说ꎬ 便于更清晰阐明小型、 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的构造特点与运作机制ꎮ 在三类

“认识性装置” 中ꎬ 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可以看作一个独立、 自足、 自为的意义世界ꎬ 因为它是无

所不包的ꎬ 一切与现代人道主义 “意谛牢结” 宣传和社会改造活动有关的符码、 文本、 知识系统、
认知机制、 组织形态、 实践活动等都被纳入其中ꎬ 因此ꎬ 这个意义世界中所有组构成分不仅能搭建起

十分完整的思想机制与实践活动机制ꎬ 而且所有组构成分均可以彼此支撑并相互诠释ꎮ 相形之下ꎬ 以

２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五四运动百年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ꎬ «北京大学日刊» 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６ 月 １ 日第 １４１—１５２ 号ꎬ ４ 月 １７ 日作ꎻ «人的文学»ꎬ «新青

年»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 ５ 卷第 ６ 号ꎬ １２ 月 ７ 日作ꎻ «勃来克的诗» (后更名 «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ꎬ «少年中国»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 １ 卷第 ８ 期 “诗学研究号”ꎬ １９１８ 年作ꎬ 后文署明写作时间为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ꎻ «新文学的要求»ꎬ «晨报副刊»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８
日ꎬ １ 月 ６ 日讲演ꎻ 周作人: «‹点滴› 序言»ꎬ 载 «点滴»ꎬ 周作人辑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２０ 年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作ꎻ «欧
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ꎬ «妇女杂志»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７ 卷第 １０ 号ꎬ ７ 月 ２１ 日作ꎻ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ꎬ «晨报副刊»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１６ 日ꎬ １１ 月 ８ 日讲演ꎻ «圣书与中国文学»ꎬ «小说月报»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第 １２ 卷第 １ 号ꎬ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讲演ꎬ 等等ꎮ

周作人: «欧洲文学史»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１８ 年ꎻ «近代欧洲文学史»ꎬ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编著ꎬ 止庵等校注ꎬ 北京: 团结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ꎮ
张先飞: « “进化的还原论”: “五四” 前期俞平伯 “人的文学” 观建构解析»ꎬ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 «阐

释与延展: “五四” 前期文学研究会 “人的文学” 文艺观综论»ꎬ «鲁迅研究月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拙文对前期文学研究会成员关于

“人的文学” 观念的思考做了翔实论述ꎮ
周作人: «勃来克的诗» (后更名 «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ꎬ «少年中国»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 １ 卷第 ８ 期ꎬ １９１８ 年作ꎬ 后

文署明写作时间为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ꎮ 此为周作人所译 «无知的占卜» 序诗的前两句ꎮ
关于傅斯年、 罗家伦在五四热潮期对现代人道主义的接受情况ꎬ 参见张先飞: «五四前期 “新青年” 派现代人道主义 “公同

信仰” 形成考论»ꎬ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周作人在 «‹点滴› 序言» 说明此二人在编辑出版 «点滴» 时所起作用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作ꎬ 参见周作人: «‹点滴› 序言»ꎬ 载 «点滴»ꎬ 周作人辑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２０ 年ꎮ



翻译性文本作为主体支撑的小型 “认识性装置” 和以一册译著为主体的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体量

过小ꎬ 所能容纳内容有限ꎬ 因此ꎬ 如果仅依靠此两类 “认识性装置” 中所包含的组构成分是无法正

常运作的ꎬ 更遑论置换 “世界认知” 并推进根本革新ꎮ 事实上ꎬ 现代人道主义者在设计小型、 单体

型 “认识性装置” 的构造与运作机制时ꎬ 已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ꎮ 虽然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ꎬ 小

型、 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是独立、 自足、 自为的封闭的意义世界ꎬ 但是它们对总体性 “认识性装

置” 却始终完全敞开ꎬ 而且需要依赖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的支撑才能正常运转ꎮ 如果我们从小型、
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具体运作活动方式的角度来审视ꎬ 也可将三类 “认识性装置” 的关系描述为:
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的组构成分均是小型、 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的延伸性文本ꎬ 而小型、 单体

型 “认识性装置” 的正常运作、 进行意义生产和知识生产、 向全社会展示现代人道主义世界图景与

“世界认知” 等ꎬ 均需依赖自身所容纳文本和延伸性文本的合力支撑才可能完成ꎬ 很明显ꎬ 这是一种

交融混同的运行机制ꎮ 而且人们只有在由这两类文本构造出的现代人道主义互文性文本世界的大语境

中ꎬ 才有可能清晰辨识出小型和单体型这两类较小的 “认识性装置” 的存在ꎬ 进而准确解读由它们

建造的现代人道主义的意义世界ꎮ 根本而言ꎬ 三类 “认识性装置” 实为一体ꎬ 由现代人道主义互文

性文本世界共同支撑每一层级 “认识性装置” 对意义世界的创构ꎮ
当然ꎬ 以一部著作搭建起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并非易事ꎬ 而周作人对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的搭建独具匠心ꎬ 设计精妙ꎮ 首先ꎬ 周作人在编集伊始依托于第一类载体———书名 “点滴”
和全书题记搭建起宏伟的意义框架ꎬ 向全社会昭示小小 «点滴» 中所容纳的将会是一个宏大的意义

世界ꎬ 而此意义世界的建构完全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发展的高度ꎮ 第一类载体的主要延伸性文本

是鲁迅对尼采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的翻译与阐释ꎮ 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中决心 “复出” 经过

了复杂的思想历程ꎬ 他们最初是在理论层面借助 “尼采思路” 做出 “复出” 决定ꎬ 并采用一种特殊

方式———通过对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的翻译与阐释活动ꎬ 对自身思想抉择和未来新的身份、 任

务做出表述ꎮ 当周作人搭建 “认识性装置” «点滴» 时仍采用此方式ꎬ 他将鲁迅所译 «察拉图斯忒拉

的序言» 第四节倒数第二段置于全书之前ꎬ 作为题记ꎬ 并将其中核心意象 “点滴” 用作书名ꎬ① 即

“节取尼采的话ꎬ 称为点滴”②ꎮ 周作人正是借此直接阐明努力搭建单体型 “认知性装置” 的目的与

意义ꎬ 并宣告其将承担的任务: 首先ꎬ “认识性装置” 建造者以 “真理” 之光的宣示者和新的理想人

类即将来临的通告者自居ꎮ 其次ꎬ 他们以 “点滴” 自喻ꎬ 宣告自己将会携带承载着 “真理” 全息信

息的 “认知性装置” 到全体社会人群中传播现代人道主义 “真理”ꎬ 以实现造就理想社会、 理想人类

的宏伟目标ꎮ③ 换个角度说ꎬ 周作人是以这种方式表明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的异常重要

性ꎬ 认定它与总体性 “认识性装置” 同样承载着创造新的 “世界体系”、 意义世界的历史使命ꎮ 单体

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依托的第一类载体对应总体性、 小型 “认识性装置” 第一类载体ꎮ
在搭建意义框架后ꎬ 周作人马上通过 «‹点滴› 序言» 阐明这一新的意义世界的具体内涵ꎮ «‹点

滴› 序言» 是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现代人道主义和 “人的文学” 的重要宣言ꎬ 周作人在其中不仅表明

了对现代人道主义的忠实信仰ꎬ 而且申明入选的译作都具有 “共通的精神” ——— “人道主义的思想”ꎮ
承担阐明意义世界内涵任务的还有此书 «附录»ꎬ 其中由傅斯年、 罗家伦等人建议ꎬ 收录了周作人的

«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 «新文学的要求» ３ 篇论文ꎮ 它们作为宣传人道主义社会改革理想和 “人的

文学” 全新文艺观的核心文献ꎬ 很明显是为了彰明编辑出版 «点滴» 的真实目的ꎮ 这 ４ 篇文章是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依托的第二类载体ꎬ 对应总体性、 小型 “认识性装置” 第二类载体ꎮ

３５“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与运作: 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

①

②
③

«点滴»ꎬ 周作人辑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２０ 年ꎮ 尼采: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 唐俟 (鲁迅) 译ꎬ «新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第 ２ 卷第 ５ 号ꎬ 其中译为 “水滴”ꎬ 周作人在 «点滴» 题记中使用的是 “点滴”ꎮ

周作人: «‹点滴› 序言»ꎬ 载 «点滴»ꎬ 周作人辑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２０ 年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作ꎮ
张先飞: «“下去” 与 “上去”: “五四” 时期鲁迅、 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ꎬ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ꎻ 尼采: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ꎬ 唐俟 (鲁迅) 译ꎬ «新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第 ２ 卷第 ５ 号ꎮ



在 «‹点滴› 序言» 后是周作人对现代人道主义世界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ꎬ 包括他于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围绕人道主义宣传选择译介的 ２１ 篇欧洲短篇小说ꎮ 这些系列译介文本仍由负责语

言间转换的译文和负责意义阐释的文本两部分构成ꎬ 这是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进

行新话语构造的典型方式ꎬ 他们关于现代人道主义思想本质和社会改造观的很多精义均以此方式展

示ꎮ 如 «齿痛» 译文与周作人在 «译者附记» 中对安特来夫观念历程的描述相结合ꎬ 生成五四社会

改造热潮期最重要的现代人道主义宣传文本ꎻ «沙漠间的三个梦» 译文与其 «译者附记» 结合成为新

理想主义宣传核心文本ꎮ① 这一部分是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所依托的第三类载体ꎬ 对应总体

性、 小型 “认识性装置” 第三类载体ꎮ «点滴» 依托的第三类载体的延伸性文本较多ꎬ 包括五四社会改

造热潮期所有对现代人道主义世界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和引介国外人道主义文学的议论说明性散文ꎮ
最后需要说明周作人等特意选择翻译文学文本搭建 “认识性装置” 的原因ꎮ 依据 «‹点滴› 序

言» 的表述ꎬ 当时只有依靠由翻译文学文本搭建的 “认识性装置” 才可能即刻在实践层面上改造中

国ꎮ 这是因为在新文学初起之时ꎬ 标准的 “人的文学” 只有一些翻译文学文本ꎬ 因此ꎬ 具有特殊功

用的 “人的文学” 所要承担的核心任务只能依靠由翻译文学文本搭建的 “认识性装置” 来完成ꎮ 一

方面ꎬ 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ꎬ 人类一切不幸都根源于相互间厚重的精神 “隔膜” ——— “大家

对于别人的心灵ꎬ 生命ꎬ 苦痛ꎬ 习惯ꎬ 意向ꎬ 愿望ꎬ 都很少理解ꎬ 而且几于全无”ꎬ 因此ꎬ “拭去一

切的界限与距离” 便成为解决世界难题的首选方案ꎬ 而传达现代人道主义 “真理” 的 “人的文学”
正是完成这种社会改造 “最高上的功业” 的最佳工具ꎮ② 由于本土 “人的文学” 尚未真正出现ꎬ 于

是由翻译文学文本搭建的 “认识性装置” 就显得异常重要ꎬ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坚信可以通过介绍

其他国度、 地域或族群中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来沟通人类精神ꎬ 推动人类兄弟自觉泯除彼此间的 “隔
膜”ꎬ 最终使人类社会跃入理想境界ꎮ 另一方面ꎬ 在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ꎬ 实现现代人道主义理

想的关键还在于所有人在感情上完全改变ꎬ 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理想观念真正化作个人信仰并落实

为实际行动ꎬ 而善于 “传染人的感情” 的 “人的文学” 就是实现现代人道主义 “从思想转到事实”
的枢纽所在ꎬ 周作人称 “这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最大的期望与信托”ꎮ③ 因此ꎬ 在未出现本土 “人的文

学” 的情况下ꎬ 周作人将一批国外 “人的文学” 作品汇编成册ꎬ 力图依靠此 “认识性装置” 启动社

会改造机制并整体推进改造进程ꎮ 不过ꎬ 这些仅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以翻译文学文本为主体的

“认识性装置” 功能的判断ꎬ 不一定适用于 ２０ 世纪其他 “认识性装置” 建构者对此类 “认识性装置”
功能的认知ꎮ

四、 “认识性装置” 的拆除方式

　 　 在 ２０ 世纪动荡不息的世界思想领域ꎬ 观念变迁往往伴随着对 “认识性装置” 的拆除与重建ꎬ 这

使拆除 “认识性装置” 成为思想运动中的重要事项ꎬ 这一活动要求通过拆除各类组件和载体等来完

成ꎮ 不过ꎬ 拆除 “认识性装置” 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因为无论何种思想的根本变化总先要经历渐变过

程ꎮ 周作人与现代人道主义的分离作为一次典型的 “认识性装置” 拆除活动ꎬ 自然循此路径ꎮ
１９２１ 年后周作人开始淡出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运动ꎬ 并逐渐疏离现代人道主义信仰和社会改

造立场ꎬ 他在此后的思想摸索中频频回顾曾经的信仰时期ꎬ 不停做出反省并陈说当下每一时段的思想

渐变ꎬ 但始终未能作出彻底的思想清理ꎬ 仅在零打碎敲地清除着现代人道主义个别思想要素ꎬ 即拆除

４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五四运动百年

①

②
③

周作人: «‹齿痛› 译者附记»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７ 卷第 １ 号ꎬ １０ 月 ３０ 日作ꎻ 周作人: «‹沙漠间的三个梦› 译

者附记› »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６ 卷第 ６ 号ꎬ ４ 月 １２ 日作ꎮ
周作人: «‹齿痛› 译者附记»ꎬ «新青年»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７ 卷第 １ 号ꎬ １０ 月 ３０ 日作ꎮ
周作人: «‹点滴› 序言»ꎬ 载 «点滴»ꎬ 周作人辑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２０ 年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作ꎮ



作为信仰体系支撑物的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个别零件ꎮ 其拆除活动采取两种方式: 第一

种方式ꎬ 是反复质疑现代人道主义某些观念及实践ꎬ 持续不断地消解它们的 “真理” 性定位ꎬ 指出

它们仅是具有道德意味的 “意谛牢结” 表述ꎮ① 周作人不仅撰写 «诗人席烈的百年忌» «‹谈虎集›
后记»② 等大量论说文ꎬ 更以汇编旧作的方式较为完整地表明态度ꎮ １９２６ 年他将五四社会改造热潮

期的长篇论说文编集为 «艺术与生活»ꎬ 然后撰写 «自序» 集中评判ꎬ 断言这些文本所承载的现代人

道主义信仰只是乌托邦梦想ꎮ③ 第二种方式ꎬ 是对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结构完整性的破坏ꎮ
任何 “认识性装置” 首先必须具备内部的统一性ꎬ 周作人在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曾竭力将很多矛盾分歧

较大的观念糅合为一体ꎬ 以维系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内部的和谐完整ꎮ 但当其信仰发生了动

摇ꎬ 他便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刚辛苦搭建起的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 的内部结构出现了严重松

动ꎬ 已很难再将 “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ꎬ 共同生活主义与善种学ꎬ 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

例证” 等差异巨大的理念调和统一ꎬ 其已变成各类思想凌乱堆积的 “乡间的杂货一料店”ꎮ④

直至 １９２８ 年思想遽变的周作人终于表现出决绝的态度ꎬ 他不仅全面客观回顾与总结了自己短暂

的信仰时期ꎬ 而且坦承已与现代人道主义理想分道扬镳ꎬ 并无藕断丝连ꎬ 并随即开始完整拆除各种层

级的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装置”ꎮ 在周作人的大规模拆除活动中ꎬ 最具标志性的是对单体型 “认识

性装置” «点滴» 的精细化拆除ꎬ 这一拆除活动成为其宣告观念转变完成的标识ꎮ
１９２８ 年周作人借 «点滴» 重版的时机ꎬ 对此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进行拆除ꎬ 重点是拆除它所

依托的三类载体ꎮ 首先ꎬ 拆除第一类载体———书名 “点滴” 和全书题记ꎬ 周作人本是以此为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搭建意义框架的ꎮ 周作人的拆除方式是将书名 “点滴” 和题记一并撤去ꎬ 取

集内首篇翻译小说 «空大鼓» 之名冠为书名ꎮ 周作人在 «‹空大鼓› 序» 中解释自己是有意为之ꎬ
因为他已不再服膺五四社会改造热潮期 “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 的 “单纯的信仰 (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ａｉｔｈ) ”ꎬ 而在 «点滴» 中寄寓这种 “单纯的信仰” 的正是 “尼采的文句与题目”ꎬ 他强调自己已

“不喜欢那个意思”ꎮ⑤ 其次ꎬ 拆除第二类载体———宣传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革理想和 “人的文学”
全新文艺观的 «‹点滴› 序言» 和 «附录»ꎬ 此类载体的作用是彰明新的意义世界的具体内涵ꎮ 周作

人不仅将 «附录» 中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三大社会改造宣言 «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 «新文学的要

求» 剔除ꎬ 而且还将有着截然相反思想态度的两篇宣言 «‹空大鼓› 序» «‹点滴› 序言» («空大

鼓» 标为 «旧序») 并置一处刊印ꎬ 向世人坦白自身立场的根本改变ꎮ 最后ꎬ 拆除第三类载体———周

作人关于现代人道主义世界文学文本的系列译介ꎮ 周作人的拆除活动集中于对篇目和译者附记的重大

调整ꎮ 此时周作人强调之所以重新出版这些翻译作品ꎬ 只是因为 “觉得它写得还不错” 而已ꎬ 其实

他早已不再服膺其中 “内含的意思” 了ꎬ⑥ 因此ꎬ 他将可能展示现代人道主义信仰和社会改造热情的

部分尽量删除ꎮ 周作人先删去了日本江馬修的 «小小的一个人» 与南非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 的 «沙漠间

的三个梦» «欢乐的花园»ꎬ 这绝非普通的修订ꎬ 因为 «小小的一个人» «沙漠间的三个梦» 的翻译

文本在现代人道主义宣传活动中的意义非比寻常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小小的一个人» 与 «人的文

学» 在 «新青年» 第 ５ 卷第 ６ 号同期发表ꎬ «人的文学» 从理论层面阐释现代人道主义 “真理” 并

介绍新的理想文学形态ꎬ 而 «小小的一个人» 则是作为 “人的文学” 的范例展示于人ꎬ 同时它所揭

５５“认识性装置” 的建构与运作: 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先飞: «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 论 ２０ 年代前期周作人 “人学” 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ꎬ «鲁迅研究月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ꎮ

仲密 (周作人): «诗人席烈的百年忌»ꎬ «晨报副镌»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 ７ 月 １２ 日作ꎻ 周作人: «‹谈虎集› 后记»ꎬ «北
新»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第 ２ 卷第 ６ 号ꎬ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作ꎮ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 自序一»ꎬ 载 «艺术与生活»ꎬ 上海: 群益书社ꎬ １９３１ 年ꎬ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作ꎮ
仲密 (周作人): «山中杂信一»ꎬ «晨报副刊»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７ 日ꎬ ６ 月 ５ 日作ꎮ
周作人: «‹空大鼓› 序»ꎬ 载 «空大鼓»ꎬ 周作人辑译ꎬ 上海: 开明书店ꎬ １９２８ 年ꎬ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作ꎮ
周作人: «‹空大鼓› 序»ꎬ 载 «空大鼓»ꎬ 周作人辑译ꎬ 上海: 开明书店ꎬ １９２８ 年ꎬ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作ꎮ



示的人类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正是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方略的基点ꎮ 译介于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的 “比喻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ａ) 体”① 小说 «沙漠间的三个梦» 更为重要ꎬ 它解说了全人类从被奴役到将来完全自由解

放、 建成地上天国的艰难迈进的路线图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周作人将它视作理想社会改造的行动宣言与

实践指南ꎮ 其后ꎬ 周作人对译者附记作出重大调整ꎬ 主要改订 «‹齿痛› 译者附记»ꎬ 被去除的近六

成是五四宣传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观念最重要的文献ꎬ 周作人在该部分细致阐述安特来夫反战题材小说

«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自白»ꎬ 目的是为全面展示与诠释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核心观念: 彻底解决人

类问题并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案ꎬ 如 “爱的哲学” 等ꎻ 关于现代人道主义者精神禀赋问题的思考ꎬ 强

调他们必须能对人类苦难产生出 “感同身受” 的生命体验与情感震荡ꎻ 对理想社会最终实现的坚

信ꎮ② 通过对第二类和第三类载体的拆除ꎬ 周作人将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中的宏大意义世

界彻底消解ꎮ
总之ꎬ 周作人通过细致拆解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点滴» 所依托的三类载体ꎬ 将一个立体、 能

动的 “认识性装置” 改造成为一部单纯的文学翻译集ꎬ 同时与自己的信仰时代彻底告别ꎬ 这一成功

的拆除实践为众多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家、 文艺家的观念转换活动提供了重要表达范式并奠定了一种特

殊的思想传统ꎮ 当然ꎬ 这种拆除方式带有明显的周作人色彩ꎬ 不可能适用于所有 “认识性装置” 的

拆除活动ꎬ 如严复在民初的拆除活动便具有鲜明个人特征ꎮ

结　 　 语

　 　 活跃于 ２０ 世纪世界各历史时期的话语形态创构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建构 “认识性装置” 的现象ꎮ
整个 ２０ 世纪 “主义” 盛行ꎬ 思想家、 政治家们都热衷建造新的 “意谛牢结” 或进行体系性的学说创

建ꎬ 这使建构 “认识性装置” 成为最普遍的观念活动ꎬ 继而发展出新的思想传统和惯例ꎮ 建构 “认
识性装置” 的现象在社会大动荡、 思想大变换的转折时代最为突出ꎬ 如五四现代人道主义 “认识性

装置” 的建构便具有代表性ꎮ 不仅如此ꎬ 其在理论框架的搭建、 机制的架构与运作等方面也具有普

遍性特征ꎬ 论者力求抽演出其普遍性的建构与运作模式: 其一ꎬ 概括出 “认识性装置” 建构方式ꎬ
如同质、 同构的三类 “认识性装置” ———总体性、 小型、 单体型 “认识性装置” 的层级划分ꎬ “认识

性装置” 及其组件、 载体等的搭建、 安装、 运作、 拆除等运作机制ꎻ 其二ꎬ 抽演出新的理论范畴、
概念ꎬ 如装置、 组件、 载体、 搭建、 安装、 运作、 变形、 拆除、 同构、 零件等ꎻ 其三ꎬ 细致归纳

“认识性装置” 建构流程与程序的规律并抽演出理论模型ꎮ
“认识性装置”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 ２０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观念活动中一种固定的理论

模型和固有的认知机制ꎬ 可以作为考察 ２０ 世纪中国与世界思想探索的新的历史解释的理论维度ꎮ 更

为重要的是ꎬ 探究后发展国家思想生产规律急需有效的考察路径ꎮ 虽然后发展国家思想生产严重依赖

发达国家的思想资源ꎬ 但是ꎬ 后发展国家思想家们仍竭尽全力探索进行独立思想创造的手段与路径ꎬ
建构 “认识性装置” 就是他们尝试进行新的观念创建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ꎬ 并发展成为了特殊的思

想生产模式ꎮ 当然ꎬ 在理论归纳层面ꎬ “认识性装置” 建构活动具有普遍性特质ꎬ 但也应充分认识到

不同的 “认识性装置” 建构活动所表现出的多元化形态与特点ꎮ 所以我们无论考察何种 “认识性装

置” 建构活动ꎬ 都必须立足于由不同国家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 国民精神特质、 特定时代氛围等构

成的思想生产场域ꎬ 以期准确概括每种 “认识性装置” 建构活动的独有形态与特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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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的文化解析

孟建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 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既有深刻的哲学根源ꎬ 又有深厚的文艺根源ꎬ 还有深远的启蒙根源ꎮ 希

腊哲学是西方最早的自然哲学ꎬ 它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崇高的形而上基础ꎻ 文艺复兴不仅确立了人的主体性

和自然的客体性ꎬ 而且借助艺术找到了数学和实验方法ꎬ 从而为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ꎻ
启蒙运动通过对科学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启蒙ꎬ 确立了一种关于科学的社会认识论和价值论ꎬ 从而开启

了近代科学与社会的现代化之旅ꎮ 这三者的紧密关联和步步递进ꎬ 构成了一种极强的理性主义传统ꎮ 它们

对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ꎬ 都有着举足轻重并且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ꎮ 由此ꎬ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西方近代

科学深刻的文化根源ꎬ 而且能够看到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而不是在中国的文化根源ꎮ
关键词: 近代科学ꎻ 哲学根源ꎻ 文艺根源ꎻ 启蒙根源ꎻ 文化解析ꎻ 李约瑟

中图分类号: Ｂ０－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５７－０８

　 　 中国曾经在公元 ３ 世纪到 １３ 世纪长达一千余年间ꎬ 不仅在人文思想上有着举世公认的成就ꎬ 而

且在科学技术上也是遥遥领先于世的ꎮ 我们不仅有四大发明ꎬ 还有许多成果和发明领先于世界ꎮ 可以

说ꎬ 曾经有过无与伦比的辉煌ꎮ 于是ꎬ 李约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时候如

此强盛ꎬ 然而ꎬ 近代科学却产生在西方ꎬ 而不产生于中国? ① 这就是引人注目的 “李约瑟难题”ꎮ 对

这个问题的解答ꎬ 不仅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具有史学意义ꎬ 更重要的是ꎬ 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制

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ꎮ
近代科学的产生有两个最重要的根源: 一是经济根源ꎻ 二是文化根源ꎮ 经济根源主要表现为社会

对科学的技术需要ꎬ 这种技术需要构成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动因ꎮ 近代科学之所以产

生于欧洲ꎬ 与其当时的经济根源密切相关ꎮ 欧洲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最重要

的经济根源ꎬ 也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ꎮ 当然ꎬ 欧洲资本主义的

孕育与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一方面ꎬ 正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孕育和发

展促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ꎻ 另一方面ꎬ 也正是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又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孕

育和发展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没有这种经济根源和经济动因ꎬ 自然近代科学很

难产生在中国ꎮ 这是最显然的根本原因之一ꎬ 无需多讲ꎮ 本文要着重阐述的是文化根源ꎬ 也就是从文

化的角度来解析 “李约瑟难题”ꎮ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一是近代科学的哲学根源ꎻ 二是近代科学

的文艺根源ꎻ 三是近代科学的启蒙根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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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科学的哲学根源

　 　 斯蒂芬Ｆ 梅森说ꎬ 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 一个根源是 “技术传统”: “它将实际经验与技

能一代代传下来ꎬ 使之不断发展”ꎻ 另一个根源是 “哲学传统”: “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

扬光大”ꎮ① 也就是说ꎬ 最早的时候ꎬ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ꎬ 科学的前身要么属于哲学的范畴ꎬ
要么属于工匠的范畴ꎮ 于是ꎬ 科学有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往天上看的ꎻ 另一个维度是往地下看的ꎮ
往天上看的维度就是哲学的维度ꎬ 即理论的维度ꎻ 往地下看的维度就是技术的维度ꎬ 即解决实际问题

的维度ꎮ 在梅森看来ꎬ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ꎬ 两个传统 “大都是分开的”ꎬ 直到 “中古晚期和近代初

期” 才开始汇拢ꎬ 于是ꎬ 形成 “一种新的传统 ꎬ 即科学的传统”ꎮ②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历史根源来解析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ꎬ 而不产生在中国ꎮ 毫无疑问ꎬ 中

国有很强的 “技术传统”ꎬ 并且在公元 ３ 世纪到 １３ 世纪间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ꎬ 甚至达到令西方

“望尘莫及” 的地步ꎮ③ 我国古代有包括指南针、 火药、 造纸、 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和其他领先世

界的许多成果和发明: 有古代数学名著 «九章算术»ꎬ 传统农学的奠基之作 «齐民要术»ꎬ 世界第一

部茶学专著 «茶经»ꎬ 东方医学巨典 «本草纲目»ꎬ 古代手工业全书 «天工开物»ꎬ 百科全书式的学

术著作 «物理小识»ꎬ 贯穿 “农政” 思想的 «农政全书»ꎻ 还有包括赵州桥、 都江堰等等在内的著名

的古代工程技术ꎮ 所有这些可以说大都是往地下看的ꎬ 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ꎬ 都属于经验科学的层

面ꎬ 是 “技术传统” 中的不朽杰作ꎮ 当然ꎬ 直到今天ꎬ 这种 “技术传统” 在中国尚有很强的延续性ꎮ
我们有像袁隆平、 王选、 屠呦呦等这样的伟大科学家ꎮ 可以说ꎬ 他们是当今中国 “技术传统” 的伟

大代表ꎮ 还有像高铁、 桥梁等这样的技术领跑世界ꎮ 毫无疑问ꎬ 解决经验问题当然很重要ꎬ 这些科学

家当然也很伟大ꎮ 如果科学解决不了社会现实问题ꎬ 那么ꎬ 就会变成纸上谈兵的东西ꎬ 不可能得到应

有的尊重ꎮ
但是要注意ꎬ 科学还有另一个维度ꎮ 这个维度是往天上看的ꎬ 就是哲学的维度ꎬ 即理论的维度ꎮ

如果没有理论上的、 哲学上的维度ꎬ 近代科学就无法产生并得以确立ꎮ 这方面是西方的强项ꎮ 西方的

科学家中有一大批带有哲学家色彩ꎬ 如伽利略、 笛卡尔、 莱布尼兹、 牛顿、 达尔文、 爱因斯坦、 玻

尔、 海森堡、 狄拉克ꎬ 等等ꎮ 这类人显然不是经验科学家ꎬ 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哲人科学家ꎮ 相比之

下ꎬ 从古至今ꎬ 我们这类人物比较少ꎬ 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居多ꎮ 总的来说ꎬ 我们强于 “技术传

统”ꎬ 而弱于 “哲学传统”ꎮ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恐怕这同我们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的层面密切相关ꎬ 同我们强

于 “技术传统”ꎬ 而弱于 “哲学传统” 密切相关ꎮ 当然ꎬ 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哲学ꎮ 世界上曾经有三

种最早的哲学: 希腊哲学、 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ꎬ 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产生ꎮ 这三种哲学ꎬ 奠定了三种

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文化ꎮ④ 这三种哲学ꎬ 研究角度不一样ꎮ 希腊哲学最靠近自然 (科学)ꎬ 他们的

哲学叫做自然哲学ꎮ 所以ꎬ 古希腊哲学家一开始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家ꎬ 也称自然哲学家ꎬ 比如ꎬ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ꎮ 亚里士多德写了好多卷书ꎬ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学科都涉及了ꎬ 尤其是自然科

学ꎬ 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ꎮ 印度哲学最靠近宗教ꎬ 他们的哲学叫做宗教哲学ꎮ 而中国哲学既不靠

近科学ꎬ 又不靠近宗教ꎬ 中国哲学可以叫做人伦哲学ꎬ 也就是人文的、 伦理的哲学ꎬ 关于人文文化的

哲学ꎬ 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很大影响ꎮ 中国哲学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ꎮ 这种文化优越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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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地方? 直到今天ꎬ 我们中华文化中还有一种东西是全世界无法超越的ꎬ 这就是唐诗ꎮ 写诗有什么

用? 这个问题涉及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 有人回答是: 诗意的生活ꎮ
因此ꎬ 诗代表着一种文明的高度ꎬ 这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独特的东西ꎬ 是由古老的中国哲学所孕育出

来的一种灿烂的文化ꎮ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ꎬ 中国哲学造就了一种诗性文明和道德文明ꎮ 我们有更多的艺术的形而上和

道德的形而上ꎬ 但是ꎬ 似乎缺少了一种科学的形而上ꎮ 于是ꎬ 我们在科学上ꎬ 确实从一开始ꎬ 没有那

样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形而上的高度ꎮ 相反ꎬ 希腊人的哲学最靠近科学ꎬ 从柏拉图学园的门楣写着

“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就可看出ꎮ 这批哲学家们酷爱数学ꎬ 酷爱哲学ꎬ 这实际上为西方科学奠定了

一个伟大的基础ꎬ 即哲学基础ꎬ 也为西方科学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ꎬ 即哲学的高度ꎮ 而中国哲学

则似乎少了这个维度ꎬ 更多地在人文、 伦理和艺术方面奠定了哲学基础ꎬ 也为我们的人文、 伦理和艺

术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ꎬ 即哲学的高度ꎮ
显然ꎬ “哲学传统” 和 “技术传统” 这两个维度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ꎬ 是缺一不可的ꎮ 只有二者

的紧密结合ꎬ 才有完整意义上的科学ꎬ 才会使科学既具有伟大的哲学意义ꎬ 又具有伟大的技术意义ꎮ
所谓哲学意义ꎬ 就是改变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看法ꎮ 像牛顿、 爱因斯坦等这样的伟大科学家ꎬ 通过他们

的理论ꎬ 改变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ꎬ 因而他们是带有哲学家色彩的科学家ꎮ 所谓技术意义ꎬ 就是

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ꎬ 改变人类的生活ꎮ 例如ꎬ 从蔡伦的造纸术ꎬ 瓦特的蒸汽机ꎬ 一直到现代计

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等ꎬ 这都是对人类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发明ꎮ 怀特海说: “现代科学导源于希

腊ꎬ 同时也导源于罗马ꎮ”① 因为希腊代表着重理论的 “哲学传统”ꎬ 而罗马代表着重实践的 “技术

传统”ꎬ 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传统构成了近现代科学的两大源头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虽有伟大的 “技术传

统” 并且其成就要远远高于罗马ꎬ 但是由于缺乏自然和科学的 “哲学传统”ꎬ 因此ꎬ 在根源上始终缺

少一个源头ꎮ 这是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ꎬ 而不产生在中国的重要根源之一ꎮ

二、 近代科学的文艺根源

　 　 除了希腊哲学、 罗马精神以外ꎬ 近代科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ꎬ 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ꎮ 我

们说希腊和罗马是近代科学的两大源头ꎬ 但它们并没有直接导致近代科学的诞生ꎬ 真正直接导致近代

科学诞生的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ꎮ 因此ꎬ 近代科学不仅有很深的哲学背景ꎬ 而且还有很深的文艺背

景ꎮ 接着ꎬ 我们要阐述的是近代科学的文艺根源ꎮ 文艺复兴有两个最伟大的意义: 一个是 “人的发

现”ꎻ 另一个是 “世界的发现”ꎮ 从 “人的发现” 到 “世界的发现” 过程ꎬ 我们也可以大致理解为ꎬ
就是从 “文艺复兴” 走向 “科学复兴” 的过程ꎮ

文德尔班说: “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ꎮ”② 为什么? 因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带动了科

学的复兴ꎮ 当今很多人往往认为科学与人文艺术二者是互不关联的两码事ꎮ 其实ꎬ 通过对文艺复兴运

动的考察ꎬ 我们不难发现ꎬ 它们之间不仅相互关联ꎬ 而且几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ꎮ
我们从 “人的发现” 和 “世界的发现” 二者的关系中ꎬ 就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艺术之间的深刻

关联ꎮ 所谓 “人的发现”ꎬ 主要指的是人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发现ꎮ 它深深地触及诸如我是谁、 我从哪

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等一系列属于心灵世界的根本性的问题ꎮ 显然ꎬ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大大推进

“世界的发现”ꎮ 所谓 “世界的发现”ꎬ 主要是指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发现ꎮ 无疑ꎬ “世界的发现” 也有

助于解决诸如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等一系列属于心灵世界的根本性的问题ꎬ 从而大大

推进 “人的发现”ꎮ 换句话说ꎬ “世界的发现” 离不开 “人的发现”ꎮ 因为所谓 “世界的发现”ꎬ 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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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说就是人对世界的发现ꎬ 因此ꎬ 要发现世界首先要对人自身有所发现ꎻ 反之ꎬ “人的发现” 也离

不开 “世界的发现”ꎬ 因为 “人的发现” 不是空洞的ꎬ 只有在对外部世界的发现过程中ꎬ 人才能真正

发现自己内在的心灵世界ꎮ 这不仅是 “人的发现” 和 “世界的发现” 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ꎬ 而且也

是科学与人文艺术之间的深刻关联ꎮ 因为 “人的发现” 和 “世界的发现” 大致分别代表着人文艺术

和科学两大领域ꎮ
由此ꎬ 我们可以在文艺复兴运动中ꎬ 从 “人的发现” 到 “世界的发现” 过程中ꎬ 找到近代科学

的文艺根源的含义ꎮ
首先ꎬ 人的主体性的确立ꎮ 所谓 “人的发现”ꎬ 在文艺复兴中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确

立ꎮ 所谓人的自主性、 人的能动性和人的自由性ꎬ 都离不开人的主体性ꎬ 都可以归结为人的主体性ꎬ
确切地说ꎬ 都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形式ꎮ 反之ꎬ 也正是由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ꎬ 才会展开人的自主

性、 人的能动性和人的自由性ꎮ 在这里ꎬ 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近代科学的文艺根源ꎮ 因为人的主体性的

确立是近代科学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ꎮ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ꎬ 没有人的主体性ꎬ 就没有近代科学ꎮ 正

是由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ꎬ 人们才会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ꎬ 才有可能去借助各种方法和手段ꎬ
去拷问自然、 探究自然和发现自然ꎬ 于是ꎬ 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ꎮ

当然ꎬ 人的主体性首先是在文艺领域中得到确立ꎮ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高扬人的主体性成

为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艺术品的最伟大的主题ꎮ 在中世纪ꎬ 人并不是独立自主的ꎬ 思想也不是独立自主

的ꎬ 人的一切都是由全能的上帝决定的ꎬ 因而人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ꎮ 那时ꎬ 强调的是人性的卑微、
人生的悲惨和人世的罪孽ꎬ 因此ꎬ 人只有在上帝的庇佑下ꎬ 才能赖以生存ꎮ 但是ꎬ 到了文艺复兴时

期ꎬ 人的尊严、 人的崇高、 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ꎬ 特别是在各类艺术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

现和发挥ꎬ 许多艺术作品中描绘的人其实就是神ꎬ 或者同神一样伟大而崇高ꎬ 因而人的主体性在艺术

作品中首先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肯定ꎻ 二是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家成了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典范ꎮ 在文艺

复兴时期ꎬ 与其说许多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人其实就是神ꎬ 倒不如说艺术家本身就是神ꎮ 他们最高程

度地体现了人的自主性、 人的能动性和人的自由性ꎬ 因而是发现了的 “人”ꎬ 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典

范ꎮ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ꎬ 正是人的主体性首先在文艺领域中得到确立ꎬ 然后ꎬ 才有笛卡尔的 “我
思故我在”ꎬ 人的主体性才在科学领域得到确立ꎮ 显然ꎬ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

对希腊精神的继承ꎬ 更是对希腊精神的发展ꎮ 在这里ꎬ 不仅蕴含着一种关于自然哲学的精神ꎬ 更蕴含

着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精神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传统文化在根源上既缺乏希腊那种自然哲学的精神ꎬ 又

缺少文艺复兴那种人的哲学的精神ꎬ 并且往往沉浸在 “天人合一” 的观念中ꎬ 于是ꎬ 难以真正确立

人的主体性ꎬ 并且难以形成 “主客二分” 的观念ꎬ 而这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ꎮ
其次ꎬ 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ꎮ 由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ꎬ 人们在文艺复兴中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

界ꎮ 这个崭新的世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崭新的人文世界ꎮ 这个人文世界包括 “自然美的发现”
和 “人的发现”ꎮ 这时ꎬ 大自然 “已洗刷掉罪恶的污染ꎬ 摆脱了一切恶魔势力的羁绊”①ꎮ 艺术家们

用诗和画等各种艺术形式表明 “自然对于一个能感受的人的重要意义” ②ꎬ 揭示 “自然对于人类精神

有深刻影响”ꎮ③ 其实ꎬ 从这种意义上说ꎬ 关于 “自然美的发现” 在本质上还是属于 “人的发现” 范

畴ꎮ 关于人文世界中的 “人的发现”ꎬ 按布克哈特的叙述ꎬ 主要包括诗歌、 传记ꎬ 还有对民族和城市

国家、 人的外貌、 生活动态的描写等等ꎬ 其核心就是 “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④ꎮ 二是崭

新的自然世界ꎮ 这个自然世界包括 “地理上的发现” 和 “自然科学上的发现”ꎮ 意大利人通过旅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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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ꎬ 探索和发现了新大陆ꎬ 哥伦布就是其中 “最伟大的一个”①ꎮ 这时ꎬ 他们 “就已经从一个客观

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事物”②ꎬ 而且整个民族都 “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ꎮ③ 于是ꎬ
到 １５ 世纪末ꎬ 意大利产生了 “保罗托斯卡内利、 卢卡巴乔洛和列奥那多达芬奇” 等人物ꎬ
从而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 “据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ꎬ 就连哥白尼都承认自己 “是意大利的

学生”④ꎮ
很明显ꎬ 这是一条从面向人本身到面向现实世界的道路ꎬ 是一条从发现崭新的人文世界到发现崭

新的自然世界的道路ꎬ 也就是从 “人的发现” 到 “世界的发现” 的道路ꎮ 如果说ꎬ 人的主体性的确

立是对希腊精神的发扬和光大的话ꎬ 那么ꎬ 回归自然、 拷问自然和发现自然则是对罗马精神的发扬和

光大ꎬ 而回归自然、 拷问自然和发现自然又是近代科学得以确立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ꎮ 相比

之下ꎬ 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观上既没有确立走向 “我思故我在” 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ꎬ 又没有确立

走向揭示自然本体及其深层结构意义上的自然的客体性ꎬ 于是ꎬ 失去了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两个重要

前提ꎮ
最后ꎬ 找到了自然科学的方法ꎮ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得益于两种方法: 一种是数学方法ꎻ 另一种

是实验方法ꎮ 这两种方法的伟大意义在于ꎬ 通过它们可发现一个可量化和可控制的世界ꎮ 而这两种方

法的发现ꎬ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复兴ꎮ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工匠们首先运用数学方法来提高

他们的技巧ꎬ 以致达芬奇说: “绘画是一门科学ꎬ 其基础是数学”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达芬奇还说

过ꎬ 在科学中ꎬ 但凡没有用到数学的地方ꎬ 仍然是不可靠的ꎮ⑤ 这说明ꎬ 在他看来ꎬ 数学是绘画与科

学的共同基础ꎮ 当然ꎬ 数学只是基础ꎬ 仅仅靠数学是不够的ꎮ 除了数学以外ꎬ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和工匠们还大量运用解剖学、 透视法和明暗转移法等方法来提高其艺术水平ꎬ 而这些方法不仅同数学

密切相关ꎬ 而且还同实验密切相关ꎮ 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得画中的形象无比精确ꎬ 从而使达芬奇成为

最具有科学家色彩的艺术家和最具有艺术家色彩的科学家ꎮ
可见ꎬ 文艺复兴对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ꎬ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近代科学所需要

的思维与方法: 一方面ꎬ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关于数学方法的应用和对自然界数学比例的揭示ꎬ 为伽利

略的自然世界数学化和笛卡尔的 “普遍数学” 观念ꎬ 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ꎻ 另一方面ꎬ 文艺复兴的艺

术家又是一批实验哲学家ꎬ 他们为近代科学孕育了实验方法ꎮ 正如科学史学家萨顿所说ꎬ 文艺复兴作

为一场革命ꎬ 并不只是 “简单地回到古代”ꎬ 而是 “回到自然”ꎮ 人文主义者 “为此铺平了道路”ꎬ
但 “革命本身却只能由实验哲学家完成”ꎮ⑥ 在他看来ꎬ 这场革命的基本原因就是ꎬ “将这种工艺和

实验的精神用于探求真理ꎬ 这种精神突然由美术界扩展到科学界ꎮ 这正是列奥纳多以及他的同行们所

做的工作ꎮ 此时此地ꎬ 现代科学才得以诞生”⑦ꎮ 萨顿不无遗憾地说: “列奥纳多一直保持缄默ꎬ 而科

学的代言人ꎬ 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⑧

显然ꎬ 尽管中国古代科学在公元 ３ 世纪到 １３ 世纪长达一千余年间遥遥领先于西方ꎬ 但是ꎬ 由于

一直停留于经验阶段ꎬ 缺少数学和实验方法ꎬ 因而最终难以产生出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ꎮ 当然ꎬ 从

更深意义上说ꎬ 数学和实验这两种方法的运用ꎬ 同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客体性的确立密切相关ꎮ 如果

说ꎬ 没有 “我思故我在” 的精神ꎬ 在很大程度上就很难有 “普遍数学” 或世界数学化的思想ꎬ 那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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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归自然本身的精神ꎬ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很难有归纳和实验的思想ꎮ

三、 近代科学的启蒙根源

　 　 若要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近代科学的文化背景ꎬ 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启蒙运动的意义ꎮ 尽

管启蒙运动作为 １８ 世纪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ꎬ 发生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后ꎬ 而不是在产生之

前ꎬ 但是ꎬ 如果没有启蒙运动ꎬ 西方近代科学就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根基ꎬ 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巨大进

步ꎮ 对启蒙运动的理解ꎬ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 “李约瑟难题” 的文化解析ꎬ 表明不仅近代科学的产

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ꎬ 而且近代科学的成长与发展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ꎮ 而这些文化根源正是当

时中国难以具备的ꎮ 尽管文艺复兴通过对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客体性的确立ꎬ 以及关于数学和实验方

法的发现ꎬ 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可靠的基础ꎬ 但是应当看到ꎬ 这个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

体性的ꎬ 而不是社会性的ꎬ 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现代的社会化的知识工程ꎮ 正是启蒙运动大胆地吸收近

代科学革命的思想方法ꎬ 然后才使其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化的知识工程ꎮ 因此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西

方近代科学的真正确立ꎬ 不仅有深刻的文艺根源ꎬ 而且还有深刻的启蒙根源ꎮ
我们可以从对社会的启蒙和对科学的启蒙ꎬ 以及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启蒙三个方面分析近代科学

的启蒙意义ꎮ
先看对社会的启蒙ꎮ 启蒙运动的首要意义在于ꎬ 发现了科学的启蒙价值ꎬ 并用科学对社会进行启

蒙ꎮ 我们从法国数学家达朗贝尔下面这段激情洋溢的话中ꎬ 不难感受到这场启蒙运动的波澜壮阔:
“我们的世纪被称为卓越的哲学世纪新的哲学化方法的发现与应用ꎬ 与各种发现相伴随的那

种热情ꎬ 宇宙奇观在我们身上引起的理念的某种提升———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心智的强烈骚动ꎬ 就像

冲破了堤坝的江河一样从各个方向蔓延穿透大自然ꎮ”① 这是一个崇拜科学的时代ꎬ 也是一个崇拜英

雄的时代ꎮ 启蒙运动的特征是ꎬ 把科学看成所有文化中最伟大的文化ꎬ 把自然科学家变成英雄ꎮ 所有

的文化都要向科学学习ꎬ 社会普遍产生一种 “科学崇拜”ꎮ 在这样一种精神文化氛围中ꎬ 科学被看成

拉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架巨大马车ꎬ 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ꎮ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ꎬ 以 “自然” 取代 “上帝”ꎮ 在中世纪ꎬ “上帝” 是决定一切的ꎬ 没有 “人” 的地位ꎬ 也没

有 “自然” 的地位ꎬ 因为 “人” 是 “上帝” 创造的ꎬ 而 “自然” 只是 “上帝” 写的一本书ꎮ 到了文

艺复兴ꎬ “人” 的地位提高了ꎬ 特别是作为艺术家的 “人” 的地位提高了ꎬ 艺术家可以比作像 “上
帝” 那样的创造者ꎬ 其作品可以同自然相媲美ꎮ 到了启蒙运动ꎬ 一方面ꎬ “人” 的地位又进一步提高

了ꎬ 特别是作为科学家的 “人” 的地位提高了ꎬ 他们成了世间的英雄ꎻ 另一方面ꎬ “自然” 的地位也

进一步提高了ꎬ 因为 “自然” 具有科学所揭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一般的必然规律ꎬ 以致 “自然”
取代了 “上帝”ꎮ 当然ꎬ 从今天的观点看ꎬ 以 “自然” 取代 “上帝” 显然也有诸多问题ꎬ 但从历史

的观点看ꎬ 这对西方科学与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ꎮ
其二ꎬ 将自然科学扩展到 “人的科学”ꎮ 既然自然界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研究ꎬ 并取得了公认的

成就ꎬ 那么ꎬ 关于人、 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为什么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呢? 这正是启蒙思想家的重

要关切之一ꎮ 他们被牛顿的科学方法及其伟大成就所激励ꎬ 尝试建立一门新的科学ꎬ 即 “人的科学”ꎮ
所谓 “人的科学”ꎬ 就是包括政治学、 经济学、 法学、 历史学、 伦理学、 美学乃至教育学等等在内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ꎮ 关键是ꎬ 要以自然科学为典范ꎬ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改造传统的人文

社会领域的研究ꎬ 最终建立一门能同自然科学相媲美的 “人的科学”ꎮ
其三ꎬ 用科学与理性来推动社会进步ꎮ 启蒙思想家对 “自然” 和自然科学的推崇以及对牛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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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ꎬ 其目的是要用科学与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ꎮ 既然科学与理性能有效地解决自然界的问题ꎬ 为什

么科学与理性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呢? 启蒙运动蕴含着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 理性主义和乐观主

义ꎮ 它崇拜科学ꎬ 认为科学是人的智慧的源泉ꎬ 代表着人的日益发展的能力ꎬ 特别是代表着人用理智

控制自然的能力ꎮ 它推崇理性ꎬ 认为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ꎬ 用这个尺度就可以构建合理的社会

制度ꎬ 从而以真理、 正义、 平等和人权代替迷信、 特权、 偏见和压迫ꎮ 于是ꎬ 启蒙运动弥漫着一种强

烈的乐观气氛ꎬ 认为用科学与理性就可以战胜愚昧与无知ꎬ 最终必然导致社会进步ꎮ
再来看对科学的启蒙ꎮ 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对社会的启蒙ꎬ 同时也是对科学的启蒙ꎮ 确切

地说ꎬ 也是对科学走向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启蒙ꎮ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 推动知识的综合ꎮ 这是科学走向社会化和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ꎮ １８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

编纂 «百科全书»ꎬ 开启了人类新的综合知识的尝试ꎮ 这本书的全称是 «百科全书ꎬ 或科学、 艺术和

手工艺分类字典»ꎬ 由狄德罗任主编ꎬ 达朗贝尔任副主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此书编纂过程中ꎬ 还形

成了百科全书派ꎮ 编纂 «百科全书» 对科学来说ꎬ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外在的ꎮ 百科

全书派高举 “理性” 的大旗ꎬ 在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的同时ꎬ 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科学的进

步扫除了来自科学外部的各种障碍ꎮ 二是内在的ꎮ 百科全书派通过 «百科全书» 的形式ꎬ 力图以经

验为基础ꎬ 揭示近代各种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ꎬ 从而实现新的综合ꎮ 这无疑对科学本身有着直接的

影响ꎮ
其二ꎬ 促进科学活动的建制化ꎮ «百科全书» 的编纂过程ꎬ 实质上也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过程ꎮ 也

就是说ꎬ 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来促进科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ꎮ 此外ꎬ 启蒙运动还推动了科学活动的建

制化ꎮ 这是从科学活动的角度促进科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ꎮ 在早期ꎬ 既没有专门的科学家团体ꎬ 也没

有专门的科学家职业ꎮ 人们几乎只凭个人兴趣进行研究ꎬ 因此ꎬ 充其量只是 “业余科学家”ꎮ １６６２ 年

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ꎬ 是科学活动体制化的开端ꎮ 紧接着ꎬ １６６６ 年法国科学院的成立ꎬ 迈出了 “科
学专门职业化的第一步”①ꎮ 然而ꎬ 科学大规模的建制化是在 １８ 世纪实现的ꎬ 并深受启蒙精神的影

响ꎮ 例如ꎬ 柏林科学院成立于 １７００ 年ꎬ １７４３ 年改组ꎻ 俄国科学院成立于 １７２４ 年ꎻ 瑞典科学院成立

于 １７３９ 年ꎮ 此外ꎬ 在哥廷根 (１７５１ 年)、 波伦亚 (１７１４ 年)、 都灵 (１７５７ 年) 和慕尼黑 (１７５８ 年)
也建立了皇家学院ꎮ 还有类似的学会包括: 爱丁堡学会 (１７８３ 年)、 曼彻斯特学会 (１７８１ 年)、 哈勒

姆学会 (１７５６ 年)ꎮ 法国许多省份也纷纷建立了科学学会ꎮ② 如果说ꎬ 科学知识的传播是科学社会化

和现代化的基础的话ꎬ 那么ꎬ 科学活动的建制化则是科学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保障ꎮ
其三ꎬ 增强科学的社会效用ꎮ 启蒙运动对于推动科学社会化作用ꎬ 不仅体现在推动知识的综合与

科学活动的建制化ꎬ 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增强科学的社会效用ꎮ 如果科学不能发挥特有的社会功

能和社会效用ꎬ 那么ꎬ 科学也就难以实现其社会化ꎮ 当然ꎬ 科学社会化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ꎮ 这个

现代化的目标是双重的: 既是科学的现代化ꎬ 又是社会的现代化ꎮ 更确切地说ꎬ 启蒙运动的精神实

质ꎬ 就是既要以科学的现代化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ꎬ 同时ꎬ 又要以社会的现代化来推动科学的现代

化ꎮ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ꎬ 科学对社会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价值: 一是精神生活层面的启蒙的功

能和价值ꎮ 他们倡导用科学和理性来开启民智ꎬ 破除迷信、 愚昧和无知ꎬ 最终以真理、 正义、 平等和

人权代替迷信、 特权、 偏见和压迫ꎻ 二是物质生活层面的技术的功能和价值ꎮ 他们主张科学家不应局

限于为学术而学术ꎬ 而应当走出学术的象牙塔ꎬ 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服务于社会ꎬ 改善人类生活ꎮ
最后看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启蒙ꎮ 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是对社会的启蒙ꎬ 同时也是对科学的启

蒙ꎬ 而且更是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启蒙ꎮ 毫无疑问ꎬ 如果将科学同社会ꎬ 特别是同百姓的生活紧密地

联系起来ꎬ 那么ꎬ 科学必然会得到巨大的支持ꎬ 社会也将得到快速的发展ꎮ 西方科学为什么能够在近

３６“李约瑟难题” 的文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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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得到迅猛发展? 西方社会为什么能够最早实现现代化? 启蒙运动推进科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ꎬ
特别是对社会效用的强调ꎬ 显然起了巨大的作用ꎮ 它在为科学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声望和支持的同时ꎬ
又使科学服务于整个社会ꎬ 推动社会的进步ꎮ 于是ꎬ 科学的现代化又导致了社会的现代化ꎮ 这是一股

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于是ꎬ １８ 世纪被法国人称为 “光的世纪”ꎮ 这里的 “光” 就是科学ꎬ 就是理

性ꎬ 所以ꎬ “光的世纪” 就是科学的世纪ꎬ 理性的世纪ꎬ 就是在这个世纪里科学之光和理性之光照耀

着世界ꎮ 因此ꎬ 要理解西方科学的文化根源和背景ꎬ 不能不深刻理解启蒙运动及其精神的意义和

作用ꎮ

结　 　 语

　 　 综上所述ꎬ 从文化根源的角度看ꎬ 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既有深刻的哲学根源ꎬ 又有深厚的

文艺根源ꎬ 还有深远的启蒙根源ꎮ 三者构成了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希腊哲学是西方最早

的自然哲学ꎬ 它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崇高的形而上基础ꎻ 文艺复兴不仅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客体

性ꎬ 而且借助艺术发展了数学和实验方法ꎬ 从而为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ꎻ 启蒙运动

通过对科学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启蒙ꎬ 确立了一种关于科学的社会认识论和价值论ꎬ 从而开启了近

代科学与社会的现代化之旅ꎮ 这三者的紧密关联和步步递进ꎬ 构成了一种极强的理性主义的传统ꎮ 它

们对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ꎬ 都有着重要影响ꎮ 希腊是近代科学之母ꎬ 没有希腊哲学ꎬ 近代科学就没

有必不可少的哲学根源和哲学传统ꎻ 文艺复兴是对希腊精神的复兴与超越ꎮ 没有文艺复兴ꎬ 就难以确

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客体性ꎬ 当然也就难以从这两个尺度找到数学和实验方法ꎬ 因而近代科学就没

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ꎻ 启蒙运动又是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继承与发展ꎮ 没有启蒙运动ꎬ 就没有关于

科学的社会认识论和价值论ꎬ 也就没有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ꎬ 因而近代科学就没有立足的基

础和成长发展的巨大空间与动力ꎮ
由此ꎬ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西方近代科学深刻的文化根源ꎬ 而且能够看到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和发

展于西方而不是在中国的文化根源ꎮ 其一ꎬ 尽管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很强的工匠传统或技术传统ꎬ 但由

于没有类似希腊哲学那样的自然哲学ꎬ 于是ꎬ 在科学的源头上缺少了必不可少的哲学传统ꎻ 其二ꎬ 尽

管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强的艺术传统ꎬ 但由于没有类似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契机ꎬ 于是ꎬ 始终没有分离

出主体与客体两个尺度ꎬ 从而难以为自然科学确立数学和实验两种根本方法ꎻ 其三ꎬ 尽管中国自古以

来有格物致知、 经世致用的传统ꎬ 但由于没有类似启蒙运动那样的精神启蒙ꎬ 于是ꎬ 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科学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文化地位ꎮ 当然ꎬ 这三者也是密切相关的ꎬ 关键是ꎬ 在中国的传统

文化中缺少一种对于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来说所必需的极强的理性主义传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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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 女人与政治制度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黑格尔对女人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政治定义: 女人即是伦理社会的 “内在敌人”ꎮ 女人是作为一

个普遍共同体中被否定的外人ꎮ 在人类思想史上ꎬ 这是非常传统的论断ꎬ 但问题在于黑格尔思想的实现在

西方政治的新趋势中会被重新提出或被重新阐释ꎮ 而今ꎬ 我们相信ꎬ 是恩格斯通过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唯物

史观纠正了黑格尔关于女人的论述ꎮ 恩格斯针对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分析ꎬ 将性别集体主体之间的

道德—政治对抗与人们在生产体系中的确定位置联系起来ꎬ 同时ꎬ 他对女性自身、 依赖和独立以及感情与

共同体的关系这个主题上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ꎮ 他指出ꎬ 随着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发展ꎬ 性爱和

情爱的确都在运动中ꎬ 但婚姻制度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ꎬ 它们是自文明时代开始分裂为阶级的社会

的运动、 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ꎮ 在世界历史过程中ꎬ 随着后政治和后民主

时代的来临ꎬ 人们将要摆脱依存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而迈向友爱共同体ꎮ
关键词: 女人ꎻ 政治ꎻ 制度ꎻ 共同体ꎻ 感情

中图分类号: Ｂ０－０ꎻ Ｂ０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６５－１０

这篇论文的篇名ꎬ 是我主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所拟想的ꎬ 就这整个问题的理论讨论而言ꎬ 在

一定程度上ꎬ 标题未必恰切ꎬ 但就论辩的指向与意图而言是十分清晰的: 透过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一种

为女人们朝向普遍解放的信仰的努力ꎬ 有一种论点———女人作为历史主体不仅要 “修正”ꎬ 而且还要

“变更、 改动” 性别特殊性的伦理内容及其力量关系ꎮ 这不是与总体性概念相关的 “解放诺言”ꎬ 而

是从诸如福柯、 德里达、 利奥塔等微观政治哲学达成的对尼采的大政治的发展ꎮ 重点是政治性的ꎮ 在

其论证过程中ꎬ 女性主义会明确表现出以上所考虑的观点背后隐藏着的哲学思路ꎬ 即将马克思主义打

入冷宫并与黑格尔主义拉开一段距离ꎬ 以 “达成对尼采的发展”ꎮ 正是在这个方面ꎬ 女性主义试图凿

穿男权的水泥围墙ꎬ 以使 “这样一个新故事的合适主体能够使所有多元化领域清晰可见ꎬ 而这些领

域往往以具有代表性的男人为主体所书写的历史中受到压制” ①ꎮ ———被召唤来首肯它自己ꎬ 并由此

生成为女人ꎮ
我暂时不谈日渐平行于这个微观政治的种种结构性趋势ꎮ 这篇文章所要认正和辩护的是马克思和

恩格斯为妇女解放或反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赤子之心ꎮ 这里ꎬ 某些看似固定的 (普遍的) 结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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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 关于男性把自己作为 “历史的纯种的证明”①ꎬ 以及关于女性把自己作为封闭在家庭内的最高的

道德义务———被要求重新提出来审查ꎮ 但谦虚地讲ꎬ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在 “对文明ꎬ 对商品生产

社会ꎬ 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 之后尚缺的一个篇什ꎬ 就是为妇女作为 “自主独立

的个体” 解放和自由之政治制度基础的辩护ꎮ 这一点当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ꎮ 如果人们愿意理

解并批判地辨别马克思笔下的相关资产阶级叙事ꎬ 那么拯救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宰制之象征的男人形象

要比争论的分析或一味偏袒经济学解释收获更大ꎮ 这仍然是一种为承认的斗争ꎬ 然而这一过程显现的

不是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ꎬ 而是那种迫使妇女容忍压迫的考虑ꎮ 人们在资产阶级活动圈子里听不到

他们妻子的芳名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可疑的性别主义的表达不仅被承诺于、 而且在理论上被包含在爱的

形象或形式之中ꎮ 通过它ꎬ 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形象定义就从所谓男性化的连贯叙事中诞生

了ꎮ 而这里的理论对手显然属于被牵强附会的女性主义予以固化了的马克思主义ꎮ 然而ꎬ 任一公允的

读者都相信ꎬ 对于马克思来说ꎬ 关键是: 问题不在于女人的地位应当更低还是更高ꎬ 而在于对引起那

种地位的现实生活条件的侦讯以及由这些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制度的改变ꎮ 要察见在此敞开的视线ꎬ
必须植根于诸如原始历史学、 人类学等在此处敞开的本质之中ꎬ 所以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恩格斯说ꎬ
他写的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 “遗愿”ꎮ②

在这里ꎬ 恩格斯有一段评论摩尔根功绩的中肯说明: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

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ꎬ 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ꎬ 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

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ꎮ 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ꎻ 这一

略图ꎬ 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ꎬ 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ꎮ 非常清

楚ꎬ 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ꎮ 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

心ꎻ 自从它被发现以后ꎬ 人们才知道ꎬ 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ꎬ 以及应该如何整理所得的

结果ꎮ”③ 在此ꎬ 我们可以看到ꎬ 由原始的母权制到文明的父权制的发展ꎬ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女性获

取知识技能而非单单财富方面的可能性的变化ꎬ 是由于人们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ꎬ 并且引起了男女两

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ꎮ 我们可以在这个拒绝对 “存在” 与 “生成” 僵硬的对立的尝试

下理解恩格斯对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 问题的解答ꎮ 因此ꎬ 照恩格斯看来ꎬ 如果从父权神话推

导出男人作为男性拥有自然存在的自然本体论优势ꎬ 那这种观点不得不充填在现代意识形态之下的男

权主义世界观和阳性中心主义中ꎮ

女人: 共同体之 “内在的敌人” 的建构

　 　 马克思 (和恩格斯) 虽然没有关于女性观点的系统化论述ꎬ 但是他们的著述却对当代西方诸多

政治法学思想的批判形成有着重要影响ꎬ 这种重要影响是经由批判黑格尔道德之为道德、 伦理之为伦

理的规范秩序达成的ꎮ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克思在一个关于性别主义的权利话题的争辩方面奠定了历史

唯物主义基础的原因ꎮ
黑格尔在撰写 «法哲学» 伊始前 １５ 年就强调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别ꎬ 即伦理的差别ꎮ 在 «精

神现象学» 中有一些关键性的段落ꎬ 对自我意识和精神出现ꎬ 对性别、 血缘在道德和精神的历史出

现中的关键作用作了说明ꎮ 尽管在此ꎬ 黑格尔讨论了精神发展的客观精神阶段ꎬ 即第四阶段ꎬ 它相当

于现实历史的古希腊城邦社会ꎮ 但是ꎬ 它体现的东西却远远超过了人伦关系的希腊世界———或者说ꎬ
若对西方而言ꎬ 当下是一个展开中历史的特定案例的话ꎬ 对于黑格尔来说ꎬ 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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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现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永恒当下的特殊例子ꎮ 理性的精神已经在社会生活中

客观化了ꎮ 其体现在城邦国家、 民族伦理的力量ꎬ 意味着人的规律和规范家庭的神的规律既对立又依

存———对男女性别自身的定义ꎮ 一方面ꎬ 它既包含了在现代欧洲的一些对女性自身的传统含义: 好比

认为只有涉及私人领域的时候ꎬ 女性的品质才能得到赞扬ꎬ 这就是当它与表现家庭亲密生活 (诸如

汤、 佳肴、 美酒的制作、 私宅守护、 梳妆打扮以及照顾孩子等等一种跟生理欲望沾边的关联) 相联

系时ꎮ 简言之ꎬ 女性的伦理意义被暧昧地规定为是否定性的ꎬ 或者至少受到尚未完成观念的自我认

同ꎬ 因而真正说来是非自觉的、 非实存的意识形态而不被赋予公民身份一样的限制: 当她的活动限制

在家庭以内才能得到赞扬ꎬ 当她胆敢突破范围设定时就会遭到谴责和嘲笑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ꎬ
这种直接的、 基本的家庭伦理实际上隶属于既定社会的役使秩序 (话语、 行为和体制)ꎮ 它直接被应

用于身体并被迫嵌入主体的自由行动ꎬ 被强行扭向某个方向ꎬ 最终呈现出两端的性别形式ꎮ 另一方

面ꎬ 黑格尔也以揭示个别性 (家庭) 置于普遍性 (国家或共同体) 的伦理 “权威” 之上的最深刻、
最危险的秘密为己任: 他相信女性在共同体中是危险的、 难以控制的ꎬ 因为女性在本质上缺乏思想、
要搞 “特殊”ꎮ 对黑格尔来说: “人的规律ꎬ 作为一种普遍的实存ꎬ 是共同体ꎬ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行

动ꎬ 是男性ꎮ 作为一种现实的行动ꎬ 是政府ꎮ 人的规律之所以存在着、 运动着、 维系着ꎬ 原因在于ꎬ
它在自身内镇压了家庭守护神的特殊化ꎬ 镇压了女性所主导的家庭的独立孤立化ꎬ 先是把它们消解在

它的流体的连续性之中ꎬ 然后保存下来ꎮ”① 这里黑格尔假设ꎬ 政府、 国家是塑造人的机关ꎮ 它以法

律调节着人的自然、 出生ꎬ 而不是相反ꎮ 当然ꎬ 这并不是说ꎬ 家庭与人的规律毫不相干ꎬ 恰恰相反ꎬ
公共政治领域离不开家庭ꎮ 因为若家庭需要城邦ꎬ 没有城邦的家庭是不完全的ꎬ 那么相反的情形是ꎬ
家庭是一个起源性存在ꎬ 既是男性公民自身生存的起源ꎬ 也是人类的起源ꎮ 它是一个看得见又无处不

在的强大形象ꎮ 尽管在某种情形下会以可怕的肉体痛苦的形式发展成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ꎬ 并 “通
过压迫的举动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原则制造出来”②ꎮ 这同时意味着ꎬ 与生活道德不同ꎬ 这是一种救赎

的道德ꎮ 女人的存在无非是证明了这样的事实: “家庭又是人的规律的一般意义上的要素ꎬ 而个别意

识则是一个普遍的、 有所行动的基础ꎮ 共同体只有通过破坏家庭幸福并将自我意识消解在普遍意识中

才能获得持存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共同体为自己招致了一个内在的敌人ꎬ 亦即女性以下情形可以说

是对于共同体的一个永恒讽刺: 女性通过诡计把政府的普遍目的转化为一个私人目的ꎬ 把政府的普遍

成果转化为这一个特定的个体的事业ꎬ 把国家的公共财富转化为家庭私有财产的饰物ꎮ”③ 我之所以

引用这一段落ꎬ 是想对黑格尔何以被一般地指控为正统男性中心主义者这一问题给出某些想法ꎮ 这样

看来ꎬ 恐怕由于黑格尔的上述指认ꎬ 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ꎬ 由西欧现代化主要推手的基督教自身发展

出来的否定ꎬ 变成了男人们复杂诡异的所谓责任ꎮ 也就是说ꎬ 将女人从放逸和欲望的个别性中 “拯
救” 出来ꎬ 这是男人的责任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女性承担了实施共同体永远的反讽角色ꎬ 它包含着一

种能动的家庭与普遍共同体之间的否定之否定的意义ꎮ 无疑这种女人自身概念最自然不过是黑格尔意

识哲学推进的结果ꎮ 严格地说ꎬ 是源于黑格尔以 “正—反—合” 的辩证结构处理实践哲学问题的

要求ꎮ
马克思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这些论述? 马克思承认黑格尔要获得 “自然法” 作为 “正确理性” 的

古代含义的现代转化所具有的 “客观思维”ꎮ 但现代的 “道德姨妈和宗教姨妈” 与强制的必然性即压

迫相关ꎮ 马克思的任务是能够追问: 如果我 (女人) 根本不存在ꎬ 我 (女人) 怎么能有美德呢? 如

果我 (女人) 什么都不知道ꎬ 除了身体之外没有任何知识技能ꎬ 我 (女人) 怎么会富有良心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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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 黑格尔对女性伦理的全部看法和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口令为什么今天还占统治地位? 为什么黑

格尔的国家哲学在通常意识中被本末倒置了呢? 在马克思看来ꎬ 政治国家制度的原则不是在国家中的

“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ꎬ 而是 “现实的人”ꎮ 黑格尔既然把意识的 (倏忽即逝) 东西与用两手抓

得到的东西认作是现实的ꎬ 那他难免将 “现实的东西” 视为陌生的ꎮ 上面所引述的段落打动马克思

的地方正是包含其间之显而易见的真理要素: 即寻回把黑格尔的 “国家” 下降到 “市民社会” 层面

的可能性ꎬ 公正地对待源自 “下层的伦理使命”ꎮ 而今追问黑格尔的问题ꎬ 它确确实实更多是从上

层、 从统治者、 从男人的角度看政府、 国家ꎬ 而较少从下层、 从家庭、 从女人和市民社会的个人需要

的角度ꎮ 因此我们说ꎬ 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ꎬ 又必须突出来自底层的思想ꎬ 以及相关的主体化过程

与妇女解放的主题ꎮ 然而ꎬ 被马克思认为的 “现实中的” “活动着的” 个人① 却被黑格尔竭力地贬斥

为 “死者” “非现实的、 轻飘飘的幽灵”ꎮ② 明确地说来ꎬ 黑格尔的这个信念突出了政治国家之作为

更高的普遍性的自由的对象和来源远远超过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作为政治国家自然基础和人为伦理基

础的源头ꎮ 黑格尔对女性的疑惧ꎬ 是和他对逻辑泛神主义的信念合拍合节的ꎮ 或者换个说法ꎬ 正因为

在黑格尔看来 “活人” 的规律乃起源于 “神”ꎬ 就像尼采宣称的那样ꎬ 基督教中的上帝成为目的论的

化身ꎮ “来世” 的诉求成为现世实践的理由ꎬ “阴曹地府的势力” 反倒在大地上才 “发挥着效准”ꎮ③

用马克思比较通俗的话来说ꎬ “制约者被设定为受制约者ꎬ 规定者被设定为被规定者ꎬ 生产者被设定

为其产品的产品”④ꎮ 这是黑格尔的逻辑学ꎮ 人们在那里是以一种将偶像与幽灵ꎬ 与作为活—死人的

幽灵性关联起来的ꎮ
也许黑格尔本来想讲的只是: 个人 (男男女女) 欲求摆脱封闭性ꎬ 并作为一个现实的个人归顺

男女结合起来的自然—自由共同体ꎬ 但是这样ꎬ 即只要人尚未理解公共生活普遍目标的真实分量ꎬ 就

仍然只能把它们理解成为实现 “真实本性” 个人之纯粹抽象的手段ꎬ 那他 (她) 们就是共同体的一

个 “内在的” 敌人ꎮ 但为什么作为一个 “内在的” (或者说不得不成为如此的) 敌人恰好是女性呢?
为什么女人的德性取决于男人的德性? 硬说女性 “对于伦理本质具有一种最为强烈的敏感”ꎬ 又说

“她之所以没有认识到伦理本质的意识和现实性ꎬ 原因在于ꎬ 家庭规律”ꎬ⑤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的

意思是说ꎬ 是否德性在两种情形中具有不同的意思ꎮ 要知道ꎬ 如果以历史考察的态度ꎬ 父权制虽然符

合西方人的自然理解ꎬ 因为它与古代政治契合ꎬ 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黑格尔说的那种女人呀ꎮ 准确地

说ꎬ 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ꎬ 正是共同体之内在的敌人 (“公敌”) 这个相同的立场ꎬ 使得高高在上的、
正大光明 “发挥效准” 的人的规律成为可能 (事实上ꎬ 现代世界不但肯认、 接受女性特质自身ꎬ 也

肯认、 接受个别性精神ꎮ 我认为ꎬ 没有必要过分认真对待这种黑格尔主义意识形态符合什么法或合什

么理ꎮ 它要说的是这些现象或东西的存在ꎮ 随着科技发展ꎬ 这一切个别性———诸如感官快乐、 享受以

及现实的行为等———已经在被资本化之余被人侍奉到新的时代政治与社会建制中)ꎬ 其现实的生命力

表现寓于 “治者与被治者的同一” (所谓 “治理”)ꎮ 也就是说ꎬ 由男性和女性所定义的两端———普

遍的、 自觉的精神和特殊的、 不自觉的精神———逐渐由反义词的男性和女性同一性所取代ꎮ
于是乎被视为一个男人政治名分的最终否定ꎬ 黑格尔也有它关于好的或坏的男女统治社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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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ꎮ 黑格尔是通过反面 (两面性) 去设想政治ꎮ 生存经验已经让他领略了生存的政治艰难ꎮ① 马克

思当然认为ꎬ “与生俱来的王权” 也是可以取消的ꎮ 如果黑格尔在普鲁士袒护长子继承权ꎬ 实有难言

之隐的话ꎬ 那么在别的地方比如在英国却需加以谴责的ꎮ② 当然ꎬ 是否这一点在认受女人的统治方面

也同样不能抽象反对或赞同ꎬ 这一点并不清楚ꎬ 但却是可能的ꎮ 西方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女王ꎬ 她们不

仅瓜分ꎬ 甚至全盘掌握了整个权力ꎮ 其实这一点黑格尔是很清楚的ꎮ 但这不是我要在此提出的观点ꎮ
无论这看上去有多么矛盾ꎬ 对于黑格尔ꎬ 哲学之所以要成为科学ꎬ 并不是因为哲学应该通过它来做最

后的辩护ꎬ 而是因为哲学还没有以那个理所当然的样子获取无限知识 (神的知识) 去克服有限知识

(人的知识)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黑格尔如纺纱般缜密的思想是知识网络过多的线头ꎮ 一种令每一个成

员之间 “公正” 对待的旨趣便构成了黑格尔对男女之间整体平衡的阐述ꎮ 在黑格尔看来ꎬ 这种整体

平衡之所以产生且具有活力ꎬ 原因仅仅在于ꎬ “整体里面的不平等在产生出来之后ꎬ 通过一种公正而

复归于平等”ꎮ 也就是说ꎬ “公正并没有分裂为一个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和一个位于彼岸世界的本

质ꎮ”③ 这层意思可表达为ꎬ 性别、 血缘或其他同类或不同类的标准尽管限制了关爱的范围及程度ꎬ
但是不公正并不是源自共同体 (黑格尔眼中的 “绝对政府”)ꎬ 而是源自自然界以及包括那些 “阴曹

地府的势力” (死人统治活人之宗教)ꎮ 因此ꎬ 正如我们都知道ꎬ 作为个体ꎬ 我们尽管必将走向死亡ꎮ
但在个人消除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回事上ꎬ 如果只是反对共同体ꎬ 那仍然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死胡

同———因为黑格尔认为 “共同体并没有让他遭受不公正待遇”ꎬ 毋宁说ꎬ 如果我们还未承认 “不公正

是存在的一个抽象的普遍性”④ 那就更加严重误解了ꎮ 的确ꎬ 这里ꎬ 这个 “公正” 是用 “现在”ꎬ 总

是而且唯独是 “当今的” 来体会的ꎮ 黑格尔对此坦然地做出论断: 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 “作为

原住民的精神”ꎬ 既无需外求公正ꎬ 也无须等待ꎬ 甚至等待一辈子ꎮ 这里ꎬ 无论如何ꎬ 我们必须关注

其结论ꎬ 但我们也不能认为那就是黑格尔解释的终极结论ꎮ
在这里我们超越二者ꎬ 我们看到ꎬ «精神现象学» 俨然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议题: 一旦开始对象

征了男人对女人统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宰制给予 “武器的批判” 时ꎬ 自由人的联合体才可以说于

焉生成ꎮ 因此ꎬ 在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中ꎬ 那种把妇女当做共同体之内在的敌人来对待的观点显然缺

乏思想ꎮ 依马克思ꎬ 这个在以其是内在的敌人的意义来规定女性伦理的思路ꎬ 实际上是 “表现了人

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ꎬ 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ꎬ 以及在对直接的、 自然的

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ꎬ 都毫不含糊地、 确凿无疑地、 明显地、 露骨地表现出来ꎮ 人对人的直接的、 自

然的、 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ꎮ 因此ꎬ 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

度”⑤ꎮ

达成一个爱的共同体之可能性

　 　 从宇宙整体角度看ꎬ 所有物体要么因为它们的结构关系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ꎬ 因此具有一种相似

性ꎬ 或组织成分上的共通性ꎻ 要么彼此对抗ꎬ 不能直接结合在一起ꎬ 而是呈现出差异ꎬ 这些差异仿佛

使得物体间的任何相似性都被排除掉了ꎮ 另外ꎬ 考虑到作为人类整体这个物种ꎬ 自然是一个单一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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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ꎬ 在这个动物身体中ꎬ 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其隐秘的演进过程中产生变异ꎮ 于是ꎬ 共通性或相

似性与差异性或对抗性在关于自然联合体的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原因在于ꎬ 按照家庭为单位连接联

合体的两种形式 (男人—女人或者丈夫—妻子、 父母—孩子) 是一切国家共同的起源ꎮ 因此ꎬ 我们

会觉得这种联合是很自然的ꎮ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ꎬ 由这种形式联合起来的旧的氏族已经很不够了ꎮ 无

论是心灵相通还是物资交流均需突破旧的氏族组织ꎮ 而且在不同的时候可能对联合或对抗产生不同的

分际ꎮ 对于有些人例如施米特来说ꎬ 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均统摄于政治ꎮ 即人类活动的动力是敌—友

划分以及形成不同阵营的联合体ꎮ 但迄今所谓的敌—友划分的政治都是特殊性的政治ꎮ 这些政治根据

出身、 性别、 血缘、 财富、 知识学问或其他同类的标准来限制敌—友政治的范围ꎮ
现在ꎬ 唯物史观要考察现实的、 好的联合体ꎮ 引导着这一考察的问题是: 政治联合体即需要经过

顽强而长期斗争的社会体是否意味着包含一切的社会体ꎬ 抑或只是诸如奴隶制阶段或雅典和罗马地区

的社会体? 当然ꎬ 一般地说ꎬ 在除了快乐、 实用或德性之外不可能有交往ꎬ 也不可能出现社会体ꎮ 而

最大的最原初可能是家庭 (女人、 孩子) 和财产的联合体ꎮ 所以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唯物史观一跃而

成为最著名的政治理论ꎮ 而考虑到道德的或政治的根据存在于经济ꎬ 就其经济发展的文明成果来看ꎬ
同以前各个时代相比ꎬ 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份进到契约 (梅因)、 从家户经济进到扩展开来的

普遍经济即 “对大家庭也就是国家的治理”、 从自然状态进到自由状态ꎮ 但我们马上又看到ꎬ 人类的

这个成就是不稳定的ꎮ 正如自然从神性背景中剥离出来之后所呈现的现象一样ꎬ 伦理与自然彼此分裂

之后ꎬ 文明世界却成就了 “放任的野蛮”ꎮ 历史的讽刺如今又应验了: 网络文化已经将男性和女性视

为反义名词ꎮ 在资本逻辑进一步强化超级男或超级女 “ ‘性’ 质地” 之宰制斗争中ꎬ 它又只关注男人

—女人间可感的和明显的差异、 强分两极的作为ꎮ “难怪这些人对人采取憎恨的态度ꎬ 并且制造后者

的负担”ꎮ “一个男人不被其所爱的女人所接受ꎬ 他便联想到女人的水性杨花、 满腹谎言ꎬ 以及其他

古诗中常常咏叹的弱点ꎮ 但只要这女人回心转意ꎬ 前者对她的一切诅咒与不满顷刻间便化为乌有ꎮ”①

因此ꎬ 这一点当然就意味着ꎬ 我们有必要对建立在人的生存自然条件或自然本性上的道德政治进行理

性省思ꎮ 就这种省思来说ꎬ 基于快乐的人的伦理学概念乃是当务之急ꎮ 否则的话ꎬ 一个从自由出发的

爱之政治共同体难以成立ꎮ 假如国家建立在快乐而非痛苦、 友爱而非敌对基础上ꎬ 还有什么阻止它们

融合成一体呢? 故此ꎬ 我们能够设想到的最激进的表达是: 粗陋共产主义所说———比如女人、 妻子和

财产之类ꎬ 就是 “共同性” 的东西ꎬ② 直至 “全世界四海为家者联合起来”ꎮ③ 这个有惊人创造力、
又显然远离当今现实政治的思想几乎就是对特殊性政治进行解构的完美表达ꎮ

诚然ꎬ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ꎬ 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家庭般的友 (情) 爱的不变味之扩展ꎬ 而且令新

的人类或控制特殊性的人得以诞生ꎮ 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像政府和交易所这样的机关大概不可能结成兄

弟或兄弟姊妹般的联盟ꎮ 换言之ꎬ 男女共同体近乎只能相关于家庭同宗的友爱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ꎬ
“它是一个服务共同体ꎬ 因此是政治共同体ꎮ”④ 而在将来的政治社会中究竟存不存在这样一种机关的

可能ꎬ 绝非无关紧要ꎮ 因为它捍卫着那种作为政治问题的友 (情) 爱问题之可言明的共同体ꎮ 最终

依照唯物史观说来ꎬ 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 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维持有关人类感情的友爱

理解的人们才能联合起来ꎮ
按照唯物史观ꎬ 社会分裂为单个的、 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ꎬ 是以最初家庭中自然 (性别、 年

龄) 形成的分工为基础的ꎮ 但是ꎬ 有关婚姻家庭起源争论的肤浅的观点只是停留于让人看见男女的

分工差别: 我们选择了一个容易被证实的可感差别ꎮ 其实ꎬ 性别差别只是 “自然” 之博大表现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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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和自我发展ꎮ 它们起初只能归入或高或低程度的形式普遍性的抽象观念ꎮ 至于它们之间无数的差别

因超出我们想象而被忽略ꎮ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ꎬ 有些人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ꎬ 自然法对那些坚持男

权者ꎬ “不置可否”ꎬ 因为自然法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所谓规定即本质ꎬ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ꎬ 以

及是什么让该存在历时不变ꎮ 即便自然法规定女人要服从男人ꎬ 在诸原则上有一致性ꎬ 或者说ꎬ 这些

原则超乎一切地得到贯彻ꎬ 那也无法由所争论之理脉中得到推论ꎮ 准确地说ꎬ 相比起来ꎬ 它反倒不确

定地让人们看见其眼前发生之事的反面———比如说ꎬ 在当时罗马人看来ꎬ 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表

现得几乎不可理解ꎮ “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ꎬ 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

听取妇女的意见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ꎮ”① 自此ꎬ
对女性地位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ꎬ 绝不是因为赋予母权制以价值并被视为男性服从女性的命中注定使

然ꎮ 在这方面ꎬ 就正确的理解而言ꎬ 显示出来的不仅是明定了的明确的东西ꎬ 其中也包括了非明确的

与非制约的许多细节ꎮ 有如所有区分人类个体之间的外化形式ꎬ 即令男性看来是完全受规制ꎬ 他们仍

维持一些意外和自由ꎮ 若不预设一种基于自然或理性的权力ꎬ 则男性的故作示弱或女性专横都是不起

作用的ꎮ 它必以略带讽刺的装模作样来间接曝露权力的荒谬ꎮ
当然ꎬ 对于唯物史观而言ꎬ 问题不在于通过理性或哲学本身将他 (她) 们联系起来———这样做

易如反掌ꎬ 而且无足轻重ꎬ 只须让其中一个成为另一个的牺牲品 (比方说ꎬ 有人天真地相信: 男 /女
分殊所产生的文化贫困有害女性之处甚于男性ꎮ 诸流行的女性概念例如所谓 “女汉子” 就是例证ꎮ
但真正关键在于ꎬ 一个伪饰者不正可能是一个从她个人的坠落中兆示了更大文化危机的、 道德规范无

聊的日常生活批判者吗?) ———而是让他 (她) 们在新的共同体中一起站住脚ꎮ 恩格斯早已说过ꎬ 随

着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ꎬ 那个像一个女人或冒充一个女人或女人自身变得更为男人的现象ꎬ 也要消

失ꎬ 而且如同从一切压迫下获得解放一样ꎬ 人们对女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也会产生更多认识和认受

性ꎮ “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ꎮ”②

在这样的意义上ꎬ 唯物史观想要解放妇女的程度正如它想要解放男人的程度ꎮ 解放什么呢? 在文

化上ꎬ 是要选择的不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理性和自然之间使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与其本性 “相反”
的本性ꎮ 在人化过程中ꎬ 选择当然是要做的ꎮ 也就是说ꎬ 工具、 语言、 仪式、 书写和财产等是区分人

类和其他动物的外化形式ꎮ 从技术进化角度看ꎬ 这实际上就是记忆的外化和器官的解放过程———恩格

斯似乎只是在广义上肯定人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官的解放过程ꎮ 但在唯物史观中ꎬ 即便在这么

一个区分中悬搁一个压迫的历史叙事ꎬ 受压迫的受害者为维持他 (她) 们的人性似乎也要还原它的

存在ꎮ 因为历史作为记忆ꎬ 它能帮助我们记忆ꎬ 故此也造成了被遗忘的记忆 (对牺牲的记忆)ꎮ 所

以ꎬ 在男权或母权的经验发生后ꎬ 像恩格斯的那些人会认定人性只有一个 (两个侧面)ꎬ 不是两个

(一个侧面)ꎮ 一切问题似乎都在于看到特殊性的人的潜力ꎬ 以及性别化是无法被实体化的ꎮ 如果没

有这样一种最起码的 “大政治” (即对文明的问题洞察中得到政治结论) 的视野ꎬ 那么即将到来的古

代自由、 平等和博爱思想的复活ꎬ 不可避免地只是在很低级的形式上的复活ꎮ 不妨说ꎬ 就仅仅是诉诸

家庭化的博爱概念的复活ꎮ 这是反政治的ꎮ 但是在 “现代部落生活” 里ꎬ 他发现不了他已经陷入与

社会体隔绝的泥沼ꎮ 很显然ꎬ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进入某种友爱政治当中、 并进入被讲述给我们的

几千年的兄弟 (姊妹) 歃血为盟的历史的原因ꎮ 至于我们一开始就借以感受到黑格尔辩证转化理论

视域中的 “内在敌人的必要性” 问题之难以避免地出现ꎮ 它也需延续到压倒一切的真正的感情共同

体思想的出现ꎮ
因此ꎬ 暂且撇开一种历史性的追随———也就是黑格尔主体的主体哲学方面在今天要求我们重新思

考宗教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古代宗教所谓神和人之间的爱是无条件的ꎬ 共同体是无限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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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体制化了的基督教这里ꎬ 共同体被赋予了有限性ꎬ 与人类起源相关的爱是受限制的观点①) ———
不谈ꎬ 我在此处必须请那些想认真对待我对 “爱的共同体” 这个词的使用的读者重读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起源»ꎮ 读恩格斯的时候ꎬ 我们知道ꎬ 恩格斯在读摩尔根 «古代社会»、 巴霍芬 «母权

论»、 麦克伦南 «古代史研究»、 勒土尔诺 «婚姻和家庭进化»ꎬ 等等ꎮ 恩格斯召回了常常被西方社会

重复的名言: “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ꎮ”② 而此时我们

跟随恩格斯已经回到了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那里ꎮ 对于老阿那克里翁来说ꎬ “现代

意义上的性爱竟是如此无关紧要ꎬ 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ꎮ 更确切些

说ꎬ “现代的性爱ꎬ 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ꎬ 同厄洛斯 (情欲)ꎬ 是根本不同的”ꎮ 关键的差别在

于ꎬ “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 这是一个当时的新的道德标准ꎮ 然而ꎬ 在封建和资产阶

级的实践中ꎬ 这种新的道德标准自然总是与那些只索取不付出的人身上同样存在的光芒和语调联系在

一起ꎮ 这不仅在诸多伟大的小说创造的人物中是这样ꎬ 更在伟大哲学家笔下的启示中是这样ꎮ 与此相

适应ꎬ 那种付出而不索取的热情倏忽蜕变为复仇事业ꎬ 或者ꎬ 他 (她) 现在知道ꎬ 终于到达人们再

也不能给予、 不能索取的时刻ꎮ 从此之后ꎬ 这座从天而降的新城ꎬ 这座 “为了能彼此结合ꎬ 双方甘

冒很大的危险ꎬ 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③ 的圣城ꎬ 因为根本上的自然败落即经济—技术原因而被淹没

在硫磺湖中ꎮ 这是恩格斯给予我们的一道道德遗嘱ꎮ
这就是我们眼下迫切的难题ꎮ 我们知道ꎬ 自然道德可以追溯到自我保存ꎬ 但正如我们在原始先民

例如易洛魁人中看到的ꎬ 自我保存不仅会造成对 “荣誉” 的欲望ꎬ 而且会造成对于某种与从自我保

存中衍生出来的正义 (此处ꎬ 即 “完全确定的、 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 ) 的欲望ꎮ 对于原始先民来

说ꎬ 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了他们的 “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ꎮ④ 然而ꎬ 就友爱共同体将来的跨越血族

限制来说ꎬ 对 “荣誉” 和 “相互义务” 的欲望必定因受制于落后的经济因素产生某种先天不足ꎮ 我

们在前面已经看到ꎬ 世俗世界是通过否定而形成禁忌的ꎮ 要说现代人之世俗世界无神圣可言ꎬ 则意味

着曾经神圣的东西已经不再神圣了ꎮ 他们的血早就变质了ꎮ 我们再也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ꎬ 不再想只

承认女系或男系而固守血缘亲属集团的原则ꎮ 我们更多地是一个地球人ꎮ 选择做人则意味着承认世界

性、 承认我们是所有世代的后人ꎮ 从这方面看ꎬ 禁忌或戒律是沿着与亲属制度废存的方向运动的ꎮ 与

此同时ꎬ 它们会越来越明显地释放出自相矛盾的情感脉动及其力量ꎮ
同时ꎬ 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点ꎮ 比如说ꎬ 从命名的角度上看ꎬ “易洛魁人的男子ꎬ 不仅把自己亲生

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ꎬ 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ꎬ 而他们都称他为父

亲ꎮ 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ꎬ 他们称他为舅父ꎮ 反之ꎬ 易洛魁人的女子ꎬ 把

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概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ꎬ 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ꎮ 她把自己

兄弟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内侄和内侄女ꎬ 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⑤ꎮ 这些名称在此不是空疏的ꎬ
而是以这样的名分来加强兄弟、 姊妹关系的纽带和融合ꎮ 也许这种融合常常不可能也不一定是母权制

(正如母系社会也不一定是母权社会) 的ꎮ 但兄弟、 姊妹关系是制定原始先民之社会制度的基础ꎬ 而

作为我们的政治伦理遗产ꎬ 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ꎮ 一俟这些名称构成能指与所指

的特定联系ꎬ 那就危险了ꎮ 因为 “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ꎬ 也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ꎮ
一方面ꎬ 随着人们期待的占有方式不同ꎬ 家庭和婚姻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 社会的发

展因经济的原因会激发出一种不断松懈自然的血统的亲属关系以及后来的国家和民族之间胞族性纽

带ꎮ 正如易洛魁人的 “永世联盟”: 如果人是他人的兄弟ꎬ 如果他值得被 “尊敬”ꎬ 那不是因为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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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氏族ꎬ 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氏族的酋长ꎬ 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 “自尊、 公正、 刚强和勇敢”
的人ꎬ 他是一个 “站在社会之中” 的人ꎮ 作为大写的人ꎬ 他已失去令他变得 “愚蠢” “权威” 或

“暴力” 的所有性格ꎮ “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 自愿的尊敬” 是自然而然的ꎮ①

它是以德性、 智慧和快乐的贤人制度的兄弟关系为基础的民主制而建立起来的ꎮ 但另一方面ꎬ 确认摆

脱诸如出生、 性别、 氏族限制的制度是一种 “纯粹社会的制度”ꎮ 这种友爱是在同质性中前行ꎮ 对于

古人来说ꎬ 兄弟姊妹问题很重要ꎬ 也就是全体兄弟来源于同一个父亲ꎬ 可以说是构成兄弟与姊妹对立

而神秘地组成一个氏族的基础ꎬ 一如在后来经过深刻文化、 民主政治转型的希腊ꎬ 一套对兄弟同姊妹

关系平等描述的词汇出现加强了共血同宗的关系ꎮ 从本质上看ꎬ 它是和国家制度不同的ꎮ 因为从由兄

弟构成友爱共同体到兄弟姊妹共同构成友爱共同体ꎬ 也许只有使得性别形态标志着的差异及变化而显

得微不足道才有可能ꎮ 而一旦现代国家的产生ꎬ “我们” (即兄弟同姊妹) 将与其他或所有氏族共享

的形式就成了幻影ꎮ 为什么说是幻影呢? 因为ꎬ 当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不相适应时ꎬ 生产生活

资料方式绝不可能不变了ꎮ 这是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ꎮ 这种情况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 先民所知

道的一切知识都只限于这个组织制度之内ꎬ 而连年变化的生产方式ꎬ 会产生一种 “仿佛从外面强加

的冲突”②ꎮ 国家只能运用权威越来越削弱那些不可同化的多种强力ꎮ 或者更准确地说ꎬ 建立国家的

最初动机ꎬ 就是破坏氏族 (民族) 之间的联系ꎮ 所以恩格斯说: “国家是承认: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

解决的自我矛盾ꎬ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③ 的产物ꎮ 在我们这里的语

境ꎬ 这些对立面就是男女两性分工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二元论中的对立性权力关系的产物ꎮ 正如马克思

补充说: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ꎬ 不仅包含着奴隶制ꎬ 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ꎬ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

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ꎮ 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ꎮ”④

对于这一点ꎬ 恩格斯还指出ꎬ 我们现在关切两性关系的未来秩序所能推想的ꎬ “主要是否定性质的ꎬ
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ꎮ 但是ꎬ 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 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

定ꎮ”⑤

然而ꎬ 就我们的主题来说ꎬ 试图重新找出什么是真正 “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 路标ꎬ
它与共同体、 与政制理解、 异质要素中作为敌对的部分之间有哪些联系呢? 在哪个性别上去指称

“谁是朋友” 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ꎬ 不应仅限于人类学ꎬ 而要遵循 “人—未知动物” 实际的紧密结

合ꎮ 但 “人—未知动物” 的意思是什么? 事实上ꎬ 基督教赋予集体灵魂一种表面的个人形象———小

羔羊ꎬ 恰恰就是一头一边撕咬、 一边喊着 “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的狮子ꎮ 多么奇怪的形象ꎮ 正是

这一点将使得世界历史的讽刺神秘莫测ꎮ 我们今天太过旺盛的民族主义ꎬ 只是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洗

劫的较为文明的形式ꎬ 但它却必定要为 “二元性别构造进行解域” (德勒兹) 或 “友爱政治” (德里

达) 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ꎮ 它在恩格斯的眼中瞥见一缕妇女解放的曙光ꎬ 即 “第一个先决条件”ꎮ
这个条件是 “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⑥ꎬ 也就是说当女性回到公共的事业而成为劳动者

之后ꎬ 她们重新获得了本身的知识技能ꎮ 所以ꎬ 女性在这里更像是古典古代之人性的复归ꎮ
因此ꎬ 假如我们这样正确地以唯物史观为背景理论来看待社会制度变迁ꎬ 那么再也不存在某个性

别主体能够上升至普遍形象的地位途径了ꎬ 不管是通过成功的途径或失败的途径ꎮ 更确切地说ꎬ 我们

的立足点不是思维ꎬ 而是实践(“做事”)ꎮ 此处ꎬ 谈到社会制度重新现实化ꎬ 令人想起从前的认识途

径和方法ꎬ 那就是像黑格尔那样以法律、 伦理关系的制度化为前提ꎬ 试图从这制度化中得出人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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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关系的定义并把它规范下来ꎮ 然后依照从通常意识的种种感觉和现象ꎬ 如法律或戒律在字面上规

定男女双方平等———比方说ꎬ “你应当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你的爱人”ꎬ 诚然在婚姻道德标准字面上ꎬ
也是被承认的———妇女被吸纳于社会劳动生产等等当中导出某个所谓 “规律” 论证ꎬ 证实妇女意志

是自由的ꎮ 基于此ꎬ 这些论证证明了ꎬ 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以及怎样的女子ꎮ 但老实说ꎬ
与其采用这种理想 (或者说ꎬ 实际上ꎬ 这种论证 “规律” 始终停留于应当ꎬ 但不具有任何现实性)
方法ꎬ 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把感情 (以自由和意志来说也是一样) 当做被给予的实践观念的一个事实ꎬ
从而不得不对它予以把握来得更究竟、 更方便ꎮ 因为法律和制度规制本身并不与感情和爱情直接相

关ꎮ 所以ꎬ 恩格斯告诫我们ꎬ 现代人已经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了 “买卖婚姻”ꎬ 迄今为止的订立

婚约的法律和道德实践无论如何不能与资产阶级的爱情论协调起来ꎮ 毋宁说ꎬ 婚姻的伦理目的被那种

看法———例如ꎬ 爱情ꎬ 本是心情ꎬ 岂能是戒律———抛弃了ꎮ 从唯物史观的观点看来ꎬ 我们今日形成的

国家制度ꎬ 只是婚姻关系的文明形式ꎬ 而带有一切文明形式的利弊ꎮ 尽管如此ꎬ 今日的公共事务比原

始社会多得多ꎬ 可是ꎬ 丝毫也没有削减人们借由稳定的情感联结在一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ꎮ
因此ꎬ 我们越来越有一种需要ꎬ 对感情的本性以及在感情基础上是否可能建立任何制度予以更加

彻底的认识ꎮ 因为正如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对于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

会制度进行历史考察所指出的ꎬ 再没有一门历史的学科像原始历史学ꎬ 即通常所称的人类或文明起源

学说ꎬ 处在轻忽感情化的人际交往关系的糟糕处境中ꎮ 在某种较为普遍的看法看来ꎬ 感情与制度的对

立在这种处境中是不能不提的ꎮ 因为人性中的温软一面在公共领域中是无关宏旨的ꎮ 即便是作为一种

情感的善行也只能作为 “一个完全个别的行动” 来看待ꎬ 要把它从自然性和主观性中聚集为关于实

体性或客观思维的东西ꎬ 总需要进一步的阐发ꎮ 然而ꎬ 如果这里有人问: 为什么从 “爱” 中找到某

种交往互动模式不可能采取制度分析的形式呢? 想必ꎬ 恩格斯的回答必然是ꎬ 如果没有存在过一种

“尚不知道国家为何物的社会的组织” 的情况ꎬ 它就不能为瞻望以相互之间爱的形式提供稳定的条

件ꎬ 这是从人类学领域而非伦理领域引入制度概念ꎮ 至此ꎬ 对我们来说ꎬ 最好承认唯物史观不是在偏

爱自然的需求的意义上来谈论爱的共同体的ꎮ 而当前我的这篇论文可能仅仅是针对此项要求的一种准

备性研究ꎮ

结　 　 语

　 　 在当代西方ꎬ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只极边缘地牵涉到唯物史观ꎮ 至于它是否应该涉及唯物史观

当然完全是不刊之论ꎮ 唯物史观试图在它自己的文化畛域和历史观中捕捉自然 /文化的各种落差ꎬ 这

么做也不光是基于认为女性的以及反体制的种种运动仅仅是修正了的阶级斗争一类的观点的余绪ꎮ 这

是因为ꎬ 在唯物史观的理路中———尽管不是至极重大———它本身是有其重要性及深刻意义的ꎮ 同样真

实地ꎬ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ꎬ 唯物史观对男人—女人这个问题的低度关注ꎬ 却反而使得前此这些曝出的

成见对男人和女人间的各种不同之处加倍地忧心在意ꎮ 直到最近几年ꎬ 我们才得以在两者所共同具有

的单义性之中比较充分地把握它的意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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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中的善意强制及其可能

———医学父权主义的实践合理性解析

刘月树１ꎬ２

(１ 南开大学 哲学院ꎬ 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ꎻ ２ 天津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ꎬ 天津 ３０１６１７)

　 　 摘要: 自由主义理念在当今医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赋予了患者自主决定的权利ꎮ 然而ꎬ 患者作

为特殊境遇下的个体ꎬ 其常有的理性能力和相关知识的不足状态往往使这种自主权利演变为空洞的道德理

想ꎮ 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状况看ꎬ 一种与患者自主权相对应的医学父权主义的行为方式ꎬ 即医生对于

患者可能危害自身健康利益的行为施加干预措施ꎬ 依然有其合理的价值ꎮ 然而ꎬ 实践医学父权主义行为所

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其不仅可以行善ꎬ 还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而成为一种医学的恶行ꎮ 对此ꎬ 需要我

们在分析这一行为的道德性质的基础上ꎬ 通过建构一系列具有实践合理性的支持系统ꎬ 以获得可公度的行

为规则ꎬ 医患道德共识以及医疗风险的回报正义ꎬ 这将有助于实现一种道德的医学父权主义ꎬ 最终达成医

疗中的自主精神与行善义务的和谐统一ꎮ
关键词: 医学实践ꎻ 自由主义ꎻ 父权主义ꎻ 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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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 是医学的道德义务基础ꎬ 也是医疗活动得以展开的价值前提ꎬ 而如何行善

则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ꎬ 牵涉到患者的病情、 意愿和医疗技术水平等ꎬ 存在着多样化的行动方式ꎮ
其中ꎬ 一种传统的方式是父权主义的ꎬ 即 “医生根据一种他相信能够保护和促进他人利益的方式做

出行动ꎬ 尽管这种行动可能不符合他人的愿望ꎬ 或者可能会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ꎮ” ① 在今天ꎬ 随着

患者自主权理论的兴起ꎬ 医疗中的父权主义理念衰落了ꎬ 甚至广为学术界所诟病ꎮ 但是ꎬ 简单地否定

和抛弃这一理念不仅会贬损医学的道德形象ꎬ 也可能挫伤医务人员的道德热情ꎮ 因此ꎬ 探究医学父权

主义的内涵和价值ꎬ 建构一种富有合理性的实践支持体系ꎬ 实现医疗中的自主精神与行善要求的和谐

统一ꎬ 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 什么是医学父权主义

　 　 父权主义ꎬ 英文为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国内学术界又译为 “父爱主义” 或 “家长主义”ꎬ 主要在政治学和

法学的意义上使用ꎬ 其拉丁文词源是 ｐａｔｅｒꎬ “意思是指像父亲那样行为ꎬ 或对待他人像家长对待孩子一

样ꎮ” ②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ꎬ 父权主义源于家长对于孩子有损自身利益行为实施干预的一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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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ꎮ 在家庭生活中ꎬ 人们往往将这种行为视为正常的规制方式ꎬ 体现了一种尽责任的亲情之爱ꎬ 在社

会生活中ꎬ 国家、 社会或某些主体在很多时候也会承当起这种家长式的角色ꎬ 通过立法、 社会管理制

度或具体行为等来干预某些个体的自损行为ꎬ 就有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父权主义ꎮ
对于父权主义的内涵ꎬ 杰拉尔德德沃金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 曾经给出过一个经典的定义: “父权

主义ꎬ 我的浅显理解是ꎬ 干预一个人自由的行动ꎬ 理由是为了这个人的福利、 善、 快乐、 需求、 利益

或价值ꎮ”① 在这一定义中ꎬ 父权主义意味着主体间一种特殊的支配性权力关系ꎬ 当某一个体出现了

可能危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时ꎬ 另一相关主体会出于善意而采取措施ꎬ 限制这种危害行为的发生ꎮ 德沃

金对这一概念还做过如下的细致分析ꎬ 指出 Ｐ 针对 Ｑ 的行为在符合如下特征的时候就是父权主义的:
“ (ａ) Ｐ 的行动目的是为了避免 Ｑ 受到伤害或者为了促进 Ｑ 的利益ꎻ (ｂ) Ｐ 采取行动反对 (或无视)
Ｑ 当前的偏好、 渴望或价值ꎻ (ｃ) Ｐ 的行动限制了 Ｑ 的自主或自由ꎮ”② 比彻姆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和邱

卓思 (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 也就这一概念给出了类似的表述: “父权主义ꎬ 就是一个人故意地控制另一个人的

已知偏好或行为ꎬ 而这种控制行为是以有益于或免于伤害受控制的人为目的来证明其正当性ꎮ”③ 由

此可见ꎬ 父权主义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主动的善行为ꎬ 蕴含着行善的道德精神ꎮ 父权主义的行为方式

在生活中会经常见到ꎬ 如立法要求机动车驾驶员系好安全带、 禁止在危险区域游泳、 禁止和惩罚吸毒

行为、 禁止女性和未成年人从事不适合的工作、 要求购买强制性保险等ꎮ
当这种行为发生在医学的临床实践活动中时ꎬ 就有了医学父权主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ꎮ 是指

医生为了患者的健康利益而限制患者的行为或代替患者做出医疗决定ꎬ 其实质是医生承担起家长式的

道德责任ꎬ 以维护处于脆弱状态的患者的最佳利益ꎮ 这一概念的内涵复杂ꎬ 可以进一步解析为四个要

件: (１) 医生的行为动机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利益ꎻ (２) 医生的干涉行为不以患者的同意为前提ꎻ (３)
患者处于行为意志受到重大限制或严重忽视自身健康利益的状况ꎻ (４) 患者会受到强迫性质的诊断

和治疗ꎮ 其中ꎬ (１) 意味着医生的行为动机是善的ꎬ 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利益ꎬ 而非其他人的或社会

的利益ꎮ (２) 是指医生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行动的决定ꎬ 无意 (或无法) 获得患者的同意ꎬ 甚至不

顾患者的反对ꎮ (３) 限定了患者所处的状况ꎬ 包括无法做出符合自身健康利益的合理、 有效的判断

或者能够做出理性判断但却由于各种原因无视自身健康利益的情况ꎬ 而且结果具有较大危害性ꎮ (４)
指医生采取了强制性的手段使患者接受诊疗ꎬ 强制手段既可以指向身体ꎬ 也可以指向思想ꎮ

根据干预措施是否违反了患者的追求健康利益的真实意愿ꎬ 医学父权主义可以分为软的 (Ｓｏｆｔ)
和硬的 (Ｈａｒｄ) 两种形式ꎮ④ 其中ꎬ 软的医学父权主义假定在患者可能产生错误认知的情况下ꎬ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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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ꎬ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ｓｔ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７２ꎬ ｐ ６５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ꎬ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ｕｄｉ ｅｄ 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６４９
Ｔｏｍ Ｌ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２７４
对于父权主义的类型划分ꎬ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ꎮ 杰拉尔德德沃金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 将父权主义划分为多种类型ꎬ

包括硬的 (ｈａｒｄ) 和软的 ( ｓｏｆｔ)ꎬ 广义的 ( ｂｒｏａｄ) 和狭义的 ( ｎａｒｒｏｗ)ꎬ 弱的 (ｗｅａｋ) 和强的 ( ｓｔｒｏｎｇ)ꎬ 纯的 ( ｐｕｒｅ) 和不纯的

(ｉｍｐｕｒｅ)ꎬ 道德的 (ｍｏｒａｌ) 和福利的 (ｗｅｌｆａｒｅ)ꎮ Ｓｅｅ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 ꎬ “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Ｆｒｏｍ ｈｔ￣
ｔｐｓ: / /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 ꎮ 乔尔范伯格 (Ｊｏｅｌ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 也提出了父权主义的多种划分方式ꎬ 如积极的 (ａｃｔｉｖｅ)
和消极的 (ｐａｓｓｉｖｅ)ꎬ 混合式 (ｍｉｘｅｄ) 和非混合式 (ｕｎｍｉｘｅｄ)ꎬ 防止侵害的 ( ｈａｒｍ－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和提升利益的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ꎬ
单方的 (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ｔｙ) 或双方的 (ｔｗｏ－ｐａｒｔｙ) 等ꎬ 但他主要将父权主义分为硬的 (ｈａｒｄ) 和软的 ( ｓｏｆｔ) 两种形式ꎬ 区分的依据是看

其是否违反了受干涉对象的意愿ꎮ 如果为了使对方免受自愿选择的损害而故意违背对方意愿ꎬ 就是硬的父权主义ꎻ 如果采取措施使

被干涉对象免于自我损害行为的无意发生ꎬ 则是软的父权主义ꎮ Ｓｅｅ Ｊｏｅｌ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ａｒｍ ｔｏ Ｓｅｌｆ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８－９ꎬ １２－１３ꎮ 对于医学父权主义的类型ꎬ 恩格尔哈特 (Ｈ 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ꎬ Ｊｒ) 将之

划分为三类ꎬ 即 “对无行为能力者的家长主义”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ｓ)ꎬ “委托性家长主义” (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和 “最佳

利益家长主义” (ｂｅｓ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ꎮ Ｓｅｅ Ｈ 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ꎬ Ｊｒꎬ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３２１－３２６ꎮ 本文吸取了上述的基本理念以及国内学者朱伟、 肖健、 苏玉菊等的见解ꎬ 并依据对医学实

践特殊性质的理解ꎬ 进行了医学父权主义的类型划分ꎮ



理性能力的不足、 做出判断的信息有误、 价值倾向的不当等ꎬ 由医生采取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医疗信

息以及采取说服、 劝阻等方法ꎬ 引导患者的观念ꎬ 避免患者做出不利于自身健康利益的行为ꎮ 这种行

为方式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ꎬ 如不告知某些癌症晚期患者真实的信息ꎬ 或者对急性重症发作但拒绝

治疗的患者进行劝导等ꎮ 这种干预措施一般不具有明显的外在强制性ꎬ 而是通过对患者的思维和意愿

的干预使其依从医生的意见ꎮ 还有一种是硬的医学父权主义ꎬ 是指采取直接的强制手段阻止有明确自

主能力的患者做出严重危害自身健康利益的行为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一些患者明知危险却由于价值偏好

或心理因素等的影响依然做出伤害自身健康利益的行为ꎬ 如由于宗教信仰原因或突遇家庭变故心理崩

溃而拒绝治疗等ꎮ 硬的父权主义会采取对患者的身体和行为施加直接的干预措施ꎬ 包括强制住院、 强

制治疗等ꎬ 以增进患者的健康利益ꎬ 是临床中的一种极端情况ꎮ 此外ꎬ 在患者缺少自主能力ꎬ 如陷入

昏迷或精神疾病发作ꎬ 同时又没有患者的预先嘱托或家属代为决定的情况下ꎬ 由医生做出医疗决定ꎮ
如果最终证明医生的代为决定符合患者的意愿ꎬ 则是软的医学父权主义ꎬ 但如果违反了患者意愿ꎬ 则

应当认定是硬的医学父权主义ꎬ 这是医学父权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ꎮ
不同类型的医学父权主义所带来的道德争议不尽相同ꎮ 其中ꎬ 软的医学父权主义常为人们所接

受ꎬ 甚至在很多时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父权主义ꎬ 因为这种干涉行动实质上符合患者的真实意愿ꎮ 而

硬的医学父权主义则往往遭到严重反对ꎬ 认为是对个人自主权的严重侵害ꎬ 如恩格尔哈特就认为ꎬ 在

道德共同体 (拥有共同的善恶等级观念以及认可医疗之善果超过个人自由) 之外 “从事这样的父权

主义行为将应受到道德上的责备”①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硬的和软的医学父权主义往往在现实中难

以完全区别开来ꎬ 不仅因为决定患者真实意愿的自主决定能力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ꎬ 而且患者的

偏好在很多时候也是变动不居的ꎮ 而从医生干预的 “善意” 角度来看ꎬ 这两种父权主义的区别则更

加模糊ꎮ
医学父权主义之所以存在ꎬ 根本性的原因是医学技艺的专业性和患者自主判断能力的缺陷ꎬ 在某

些情况下需要医生主动干预以维护患者的健康利益ꎮ 这本来是一种近乎自然的社会权力关系ꎬ 但在当

代医疗实践中却受到了重大的挑战ꎮ 这种挑战与当今社会中医生权力的日渐兴盛密切相关ꎬ 人们在反

抗医生权力泛滥的同时ꎬ 一并将医学父权主义作为了批判和否定的对象ꎮ
在当代医学的图景中ꎬ 医学知识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大相疏离ꎬ 成为由一系列理化指标所建构

出的自洽的符号系统ꎬ 只有医学专业人员才拥有解释的能力ꎮ 与此同时ꎬ 医院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

制ꎬ 其专业化职能不断增强ꎬ “在 ２０ 世纪ꎬ 医院已经成为社会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的主要的机构资

源”②ꎮ 此外ꎬ 医疗实践活动开始受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全面规制ꎬ 如严格的医师执照系统和医疗服务

的专卖资格等ꎬ 医学已经是一种被国家赋权的职业活动ꎬ “正是国家的支持赋予了医疗行业在专业知

识和实践上的垄断权利”③ꎮ 由此ꎬ 医生借助于知识、 社会建制和国家权力的支持而日益居于强势地

位ꎬ 医患权利关系因此严重失衡ꎮ
这一状况显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相背离ꎮ 在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中ꎬ 个体的自由与自主是理

性人的核心诉求ꎬ 而平等是一个社会应当的道德理想ꎮ 当医学执业者日渐拥有了对于患者的支配性力

量ꎬ 对这种权力的批判和反抗也就出现了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受到美国的民权运动和消费者权

利运动的影响ꎬ 兴起了患者权利运动ꎮ 该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确立了患者的 “自主权”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ｙ)ꎬ 也即认可和赋予患者做出最终医疗决定的权利ꎮ 这一理念从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性假设出发ꎬ 认

为患者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ꎬ 因此需要赋予患者自主权以维护其尊严与利益ꎮ 在今天ꎬ “自主概

７７医疗中的善意强制及其可能

①
②
③

Ｈ 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ꎬ Ｊｒꎬ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３２６
威廉科克汉姆: «医学社会学» (第 ７ 版)ꎬ 杨辉、 张拓红等译ꎬ 北京: 华夏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２２９ 页ꎮ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Ｌｕｐｔｏｎ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ｌｌ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ｄｙꎬ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 ꎬ ２０１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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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有时又称 ‘自我决定’ 或 ‘尊重个人’) 在现代生命伦理学领域中已经扮演着核心的角色ꎮ”①

结果导致了任何干预患者自由和自主的行为都面临着自证合理性的困难ꎮ 故此ꎬ 医学父权主义行为也

一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和抛弃ꎮ
自主权理念的压倒性胜利却没有解决所有问题ꎬ 现实的情况是医学父权主义从未在医学实践中缺

席过ꎬ 依然有很多医生在运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形式ꎬ 将之作为实现医学行善精神的基本依据ꎮ 之所以

出现这种矛盾的状况ꎬ 根本原因是医学父权主义行为内含着善与恶的双重可能ꎮ

二、 医学父权主义的善与恶

　 　 医学父权主义的尴尬处境ꎬ 在于其道德属性的复杂性ꎮ 无论是从实践目的还是从实践性质来看ꎬ
这一行为都与医学的目的和实践结构具有同一性ꎬ 故此被赋予了内在的善性质ꎮ 与此同时ꎬ 医学父权

主义行为也可能在实现过程中因为主体意愿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其固有目的ꎬ 成为一种医学的恶

行ꎮ 善性与恶行的交织常常使人们陷入对这一行为性质的判断困难之中ꎮ
１ 医学父权主义之善

自古以来ꎬ 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观念: “健康” 对于一个人而言是基础性的善事

物ꎬ 是人的诸多价值的根基与源泉ꎬ 抑或可以被视为是一种 “内在善”ꎮ 而医学作为拯救人类疾痛的

专门技艺ꎬ 就是为了促进和维护这种善事物的实现ꎬ 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医术的目的是健康ꎮ”② 由

此ꎬ 医学被赋予了行善的道德性质ꎬ 并且这种善行贯彻在医学技艺的整个过程之中ꎮ 从这一立场来

看ꎬ 医学父权主义作为一种医疗干预行为ꎬ 是医学道德性质的特殊体现ꎬ 也具有了本然的善性ꎮ
医学父权主义的善性首先表现在有助于患者实现健康利益判断的合理性ꎮ 谁是患者健康利益的最

佳判断者?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ꎮ 自主权理论认为ꎬ 患者是疾病的切身感知主体ꎬ 同时又把握着自

己所希求的社会性价值ꎬ 因此有能力做出有关自身健康利益的最佳判断ꎬ 医生的重要职能是协助患者

达成这种判断的真实和有效ꎮ 从这样一种理论前提出发ꎬ 当代医学形成了 “尊重自主权”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的基本理念ꎬ 并通过 “知情同意”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 的方式贯彻到医疗实践的整个过程

之中ꎮ
尊重自主权理念的一个主要理据是密尔关于自由的学说ꎮ③ 在 «论自由» 一书中ꎬ 密尔区分了涉

己和涉他两种性质的行为ꎮ 对于涉他的行为ꎬ 只要存在危害性ꎬ 社会就有权进行管控和惩罚ꎮ 而对于

涉己的行为ꎬ 个人则拥有绝对的自由ꎬ “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ꎬ 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

的ꎮ 对于本人自己ꎬ 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ꎬ 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④ꎮ 在当代的社会观念中ꎬ 个体有

关自身健康利益的判断通常被视为涉己行为ꎬ 因此普遍认可患者拥有自主的医疗决定权利ꎬ 认为这样

做不仅是患者的个人自由ꎬ 也将符合其自身的最佳利益ꎬ 对此密尔也主张 “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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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ꎬ 廖申白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４ 页ꎮ
对于患者自主权的理论依据ꎬ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ꎮ 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由 Ｔｏｍ Ｌ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和 Ｊａｍｅｓ 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 所

阐述的ꎬ 认为康德和密尔的自主理论共同构成了患者自主权的思想来源ꎮ Ｓｅｅ Ｔｏｍ Ｌ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ｓｓ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１２５. 但 Ｏｎｏｒａ Ｏ̓Ｎｅｉｌｌ 反对这一观点ꎬ 认为康德意义上的

自主只是指 “理性的自律”ꎬ 并没有个体的独立行动或个性表现的意味ꎮ Ｓｅｅ Ｏｎｏｒａ Ｏ̓Ｎｅｉｌｌꎬ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８３. 苗力田先生也曾指出: “康德所说的自主性 (Ａｕｔｏｋｒａｔｉｅ) 指的是理性的自我主宰、 自我制约、
克服自己ꎬ 克服那些由爱好、 欲望、 一切非理性冲动带来的动机ꎮ” 参见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ꎬ 苗力田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序言第 ５ 页ꎮ 本文探究患者在涉及自身个体健康利益时的自主性问题ꎬ 这里所谈的 “自主” 用于指称个体的自我决

定ꎬ 因此主要以密尔的自主理论作为讨论的对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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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监护者ꎬ 不论是身体的健康ꎬ 或者是智力的健康ꎬ 或者是精神的健康ꎮ”① 但是ꎬ 这样简单地理

解个体的健康利益判断问题是偏颇的ꎬ 因为不仅密尔所言的涉己自由是一个被限定的概念ꎬ 而且对于

患者自主判断能力的理解也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ꎮ
密尔所谓涉己自由的重要前提ꎬ 即只有拥有成熟理性的人才可以对自身行为做出有效的利害判

断ꎬ 而一些理性不成熟者ꎬ 包括幼童或未成年人以及文明落后的族群ꎬ 都被排除在涉己自由的主体之

外ꎬ 对其涉己行为施加干涉是合理的ꎬ 这有益于他们自身的善ꎮ 另外ꎬ 密尔还主张即使一个人拥有了

成熟理性ꎬ 但当他做出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判断时ꎬ 如走上了一座危险的桥而不自知ꎬ 他人也可以予以

制止ꎬ 因为这种行为结果并非是行为者所欲求的ꎬ 所以 “这不算真侵犯了他的自由” ②ꎮ 尽管密尔是

父权主义的反对者ꎬ 但是他所列举的上述例外依然可以被归于父权主义的范畴ꎮ 也就是说ꎬ 密尔反对

的是硬的父权主义ꎬ 但是在软的父权主义的意义上ꎬ 密尔持认可的立场ꎮ 故此ꎬ 我们今天持有的用以

抗拒父权主义的自主权论证并不严密ꎬ 常常使得这一理论处于脆弱的境地ꎮ
密尔所设定的 “涉己自由的不能自主” 的情形ꎬ 即软的父权主义可以干涉的情形在医学中却是

一种普遍的状况ꎮ 在医学实践中ꎬ 患者常常会处于理性脆弱或容易判断错误的境地ꎬ 包括病痛的困

扰、 知识的限制、 社会角色的突变、 身体功能的限制、 理性尚未成熟或意识的丧失等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 一味强调患者的自主判断能力是不可行的ꎬ 经常需要医生实施父权主义的干预来保证患者的健康

利益ꎬ 医学父权主义的行动因此而具有了正当性ꎮ 这样来看ꎬ 医学父权主义行为只是患者健康利益判

断主体的一种临时转换ꎬ 填补了患者自主能力缺陷时所遗留下来的主体空间ꎬ 有助于患者获得 “健
康” 这种善事物ꎬ 故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善行为ꎮ

除了有助于最佳健康利益判断的实现ꎬ 医学父权主义的善性还内在于医疗实践的行动结构之中ꎮ
众所周知ꎬ 医学起源于对身体痛苦的拯救ꎬ 如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所指出的ꎬ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医

学的最初观念是来自原始人的痛苦和惧怕我们不应漠视这种发展道路”③ꎮ 因此可以说ꎬ 医学实

践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技艺手段以减少人类的疾病痛苦并实现健康ꎮ 在救治的过程中ꎬ 医学技艺需要采

取干预性的措施ꎬ 不仅涉及对患者身体生理机能的干预ꎬ 也会涉及对行为自由的干预ꎬ 后者是实现医

学目的的必要代价ꎮ 也就是说ꎬ 当作为治疗手段的药物和器具作用于人体的时候ꎬ 必然会表现为对人

的 “身” 与 “心” 的全面介入ꎬ 这是医学实践活动的一种根本性的行动结构特征ꎮ
可以看到ꎬ 医学技艺的本质之一就是 “干预”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而且是一种被患者 “邀请而来的

干预”ꎬ 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医生被赋予了一种特有的权能ꎬ 福柯认为: “一般说来ꎬ 医生的身份在

社会和文明所有的形式中是相当特殊的这个角色有说出医嘱的权力ꎬ 因为医生要求医嘱有解除痛

苦和死亡的权力ꎮ”④ 对于患者而言ꎬ 为了健康这种善事物ꎬ 源自医生的对于身体甚至是思想的干预

是可以被接受的ꎬ 并且通常不认为是一种侵犯ꎮ 因为病人一旦主动要求医学的治疗ꎬ 实际上就是认可

了医学的目的ꎬ 而这也是医学技艺本身所蕴含的目标ꎮ 依此推理ꎬ 一旦出现了危害患者健康的情况ꎬ
无论是疾病的自然发生还是患者的行为ꎬ 都可以成为医生的干预对象ꎮ 因此ꎬ 在患者的判断失误和有

意行为具有危害性的情况下ꎬ 无论是软的医学父权主义还是硬的医学父权主义的干预就成为了可能甚

至是应当ꎮ 从这一角度看ꎬ 医学父权主义行为与医学实践活动具有本质上的价值同一性ꎬ 并且内在于

医疗实践的行动结构之中ꎮ 由于医学实践的目的是人类的健康之善ꎬ 因此医学父权主义行为也就天然

地具有了善性ꎮ
综上所述ꎬ 无论从最佳健康利益判断还是从医学实践的行动结构来分析ꎬ 医学父权主义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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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患者的自我损害行为并促进患者的健康利益ꎬ 具有内在的善本质ꎮ 这也是在自主权理论兴盛的今

天ꎬ 医学父权主义依然不能被完全代替的主要原因ꎮ
２ 医学父权主义之恶

医学父权主义行为虽然具有本质上的善性质ꎬ 但作为这一行为的主体———医生却并不可能永远依

据纯然的善良意志来行动ꎮ 作为负载着多种社会利益诉求和拥有有限理性的实践主体ꎬ 医生很可能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医学父权主义行为偏离其固有的目的ꎬ 甚至演变为一种医学的恶行ꎬ 导致患者

利益的损害或者违反患者的合理意愿等ꎮ 从行为动机的角度来看ꎬ 这种恶行可以是故意为之ꎬ 也可能

是无意导致ꎮ
首先ꎬ 医学父权主义行为可能会蕴含着故意之恶ꎬ 这主要体现在医生在做出相关判断时在道德动

机上是有瑕疵的ꎬ 会导致一种善恶混杂的行为后果ꎮ 如前所述ꎬ 医学父权主义的善性是以医生动机的

利他性 (指向患者) 为前提的ꎬ 也就是说ꎬ 干预行为只有为了患者的利益才是正当的ꎮ 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ꎬ 医生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职业主体ꎬ 往往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或其他限制因素的干扰而难以保

证行为动机的纯粹利他性ꎮ 这就出现了某一行为虽然具有父权主义行为的形式ꎬ 但却不符合其应有的

道德性质的情况ꎮ
这种干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因素的考量ꎬ 一是制度因素的考量ꎮ 其中ꎬ 经济因素已经

成为干扰医生道德判断的首要问题ꎮ 尽管对于市场化手段在医学中的应用领域及其限度依然有着很大

的争议ꎬ 但毋庸置疑ꎬ 今天的医疗行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ꎬ 医学职业也具有了一定

的市场化特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医生不可避免地要在医疗判断中考虑各种经济利益主体ꎬ 包括自身以

及自身所处医疗机构等的诉求ꎬ 故此ꎬ 利己倾向会在很多特定境遇下压倒医学目的中的利他要求ꎬ 从

而造成医生不是单纯为了患者的利益而采取一种父权主义式的行为ꎮ 例如ꎬ 医生对于拒绝治疗的患者

施加劝阻和干预ꎬ 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是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因素ꎮ 这样做显然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父

权主义行为ꎬ 很可能会导致患者利益的损害ꎬ 带来恶的后果ꎮ 另外ꎬ 制度性因素也会带来同样的干

扰ꎮ 随着医学实践的科学化和社会化趋势不断加强ꎬ 当今的医疗实践已经处于各种严格的制度控制之

下ꎮ 这些制度规范在有效维护医疗行动的规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时ꎬ 也存在着制度失当和制度泛滥的风

险ꎬ 导致了医生在很多时候会迫于制度的压力而做出不适当的干预行为ꎬ 如要求患者接受实际不必要

但符合制度要求的诊断检查等ꎬ 也可能带来恶的后果ꎮ 正如康德在论述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时所言:
“假如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ꎬ 这些特性就可能变成最大的恶ꎮ”①

其次ꎬ 医学父权主义还可能带来无意之恶ꎮ 无意之恶是指某一行为在动机上符合医学目的的道德

要求ꎬ 但在后果上却无意间偏离了父权主义善的目的ꎮ 在道德实践中ꎬ 行为动机与行为后果之间存在

着巨大鸿沟ꎬ 二者间往往是一种或然的而非必然的联系ꎮ 规范伦理学中效用判断和义务判断的难以协

调ꎬ 就是这一鸿沟的重要体现ꎮ 道德动机的良善却可能带来恶的后果ꎬ 这在医学父权主义的行为上主

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医生做出的替代判断并不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ꎬ 一种是治疗后果偏离了预

先的良好设想ꎮ
不可否认ꎬ 在有些情况下ꎬ 医生代替患者做出的健康利益判断并不符合患者的意愿和偏好ꎮ 在医

疗实践中ꎬ “下述情形并不是必然会有的: 医生认为对患者有益的东西与患者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是同样的ꎮ”② 判断患者所希求的 “善” 是一个困难的问题ꎬ “ ‘有利患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ｃｋ) 很多

时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事情ꎬ 很多问题由此产生”③ꎮ 由于临床工作的特点ꎬ 医生难以在短时间内进

入到患者的个人体验与生活价值的世界ꎬ 导致了在医生看来患者的不适当决定ꎬ 却可能隐含着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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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和生活基础ꎮ 还有ꎬ 当患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时ꎬ 如何推断出患者所希求的 “善”ꎬ 也往往没

有直接的依据ꎮ 必须要认识到ꎬ 医患之间虽然在很多时候会意愿相近或相同ꎬ 但也在很多情况下是

“道德的异乡人”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ꎬ 相互之间难以达成价值认知的一致ꎬ “这些不同源于道德争议各

方持有的不同的前提和不同的证据规则”①ꎮ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意愿和偏好的差异性ꎬ 往往会造成医

生的父权主义行为基于一种 “专横” 的判断ꎬ 而并不符合患者的欲求ꎮ 这是医学父权主义行为导致

无意之恶的重要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 医学父权主义的无意之恶还可能来自医学实践的特征ꎮ 众所周知ꎬ 医学是一项非常复

杂的实践活动ꎬ 影响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ꎬ 遗传、 环境、 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等因素都会导致疾病的

发生及发展ꎬ 而在治疗的过程中ꎬ 医生则要面对的治疗手段的普遍性和人群的异体性、 人体的异质

性、 疾病的异现性之间的矛盾问题ꎬ 特别是疾病转归的复杂性进一步导致了医疗活动的认识模糊性和

效果不确定性ꎬ 造成了很多情况下医生的诊疗措施无法实现甚至会背离原先的目标ꎬ 这是医疗活动难

以克服的内在限制ꎮ 医学实践的这一特点也会对医学父权主义行为产生重要影响ꎬ 医生的善意干预可

能出现不可预知的医疗风险ꎬ 从而生成一种无意的恶果ꎮ
从上述可知ꎬ 医学父权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ꎬ 混杂着善恶的不同性质和可能ꎮ 完全抛弃这

一行为是不可行的ꎬ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损医学的行善精神ꎬ 对这一行为不加限制也是不可取的ꎬ 会

使很多恶行借着父权主义的行善之名而肆意妄为ꎮ 为此ꎬ 我们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出发ꎬ 探究一种可

行的医学父权主义实践方式ꎬ 以便能够规避其恶而践行其善ꎮ

三、 医学父权主义实践合理性的建构

　 　 上述分析为我们实现一种合理的医学父权主义提供了基础ꎮ 医学父权主义之善的论证明确了这一

行为的正当性ꎬ 这是我们用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行善义务高于自主原则的重要理由ꎮ 医学父权主义之

恶的论证则使我们了解到这一行为存在的两大伦理困难: 一是善恶后果的不确定性问题ꎬ 其中ꎬ 医生

做出医学判断时所受的利益和制度制约为故意之恶留下了空间ꎬ 而医患价值偏好差异和疾病转归的复

杂性又可能导致无意之恶的出现ꎻ 二是医疗风险的责任负担问题ꎬ 由于这一行动涉及两个主体ꎬ 一个

主体做出的行为后果风险由另一个主体来承当ꎬ 这很容易使医疗风险的负担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ꎮ
一种行为之所以为社会所普遍接受ꎬ 需要具有实践的合理性ꎬ 这种实践合理性不仅体现为行为的

合事实规律性ꎬ 而且体现为合价值目的性ꎬ 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ꎮ 对于医学父权主义而

言ꎬ 为获得实践的合理性ꎬ 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医学实践的技术性特征和医患主体偏好的特殊性问题ꎬ
从实现 “行善” 义务与 “自主” 要求之间相互协调的目的出发ꎬ 来构建医学父权主义的行为支持系

统ꎮ 为此ꎬ 本文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出规范性的努力ꎬ 包括形成可公度的行为规则、 构建医患道德共识

以及实现医疗风险的回报正义ꎬ 这样将会有效破解上述伦理风险并维护这一行为的善性质ꎬ 使医学父

权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出于良知的个体行为ꎬ 而且能够成为可普遍化的医学职业责任ꎮ②

１ 形成可公度的行为准则

实现医学父权主义的实践合理性ꎬ 首先要解决这一行为的善恶后果不确定性问题ꎮ 对此ꎬ 一个首

要的途径是形成可公度的行为准则ꎮ
在医疗活动中ꎬ 医学父权主义所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于: 对如何实践这一行为ꎬ 也就是在何

１８医疗中的善意强制及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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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中所述ꎬ 两种类型的医学父权主义行为之间的界限模糊ꎬ 并且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ꎬ 因此需要从整体性的层面来构

建医学父权主义的支持体系ꎮ 与一些作者专注于对医学父权主义某一类型 (硬或软) 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不同ꎬ 这里提出的三种路径

希望对硬的和软的医学父权主义行为都能提供某种程度的支持ꎮ



种情况下、 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来实施干预的问题上ꎬ 在医学界并没有一致性的意见ꎬ 这显然给干预

的实现带来了诸多的困难ꎮ 众所周知ꎬ 医学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知识活动ꎬ 无论是对患者病情的判断、
技术条件的把握ꎬ 还是在患者行动能力的了解方面都是非常经验化的ꎬ 界定哪些情况下要尊重患者的

自主权ꎬ 哪些情况下可以采取父权主义的行动往往比较困难ꎮ 现实中ꎬ 很多医生只是依据自身的经

验、 常识和热情来实践这一行为ꎬ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随意性和不规范性问题ꎮ 由于没有有效的行为标

准ꎬ 使得医学父权主义的故意之恶成为可能ꎬ 也是无意之恶的主要原因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 需要我们形成可公度的行为规则ꎮ 所谓可公度的行为规则ꎬ 是指医学界依据科学

规范和临床经验所形成的一种共同认可和可以据此行动的行业规范ꎮ 这种规范并非仅仅经由医学界的

协商合意而达成ꎬ 而是同时涵盖了技术的客观标准、 临床经验的归纳、 复杂境遇的考量等因素ꎬ 体现

了医学界共同的经验积累和共同的道德诉求ꎬ 是有关父权主义干预的时机、 手段和方式的一致性要

求ꎮ 可公度的行为规则为医学父权主义行为框定了一个基本的行动架构ꎬ 从而可以有效地抑制行为的

主观恶意和减弱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无意之恶问题ꎮ
在行业规范的构建过程中ꎬ 应当注意吸收业界已有的实践经验ꎬ 同时进行行业内部的广泛协商和

论证ꎬ 最大限度地形成一致性的认知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要处理好行业规范的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问

题ꎮ 这里所谓科学标准ꎬ 主要是指基于患者的病情和意识状况而确定的干涉范围和干涉手段的标准ꎬ
其核心是从医学知识的角度来决定哪些情况下可以采取干预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干预措施ꎮ 这种标准与

医学的客观知识相关联ꎬ 容易形成行业的共同认可ꎮ 而价值标准与之不同ꎬ 是一种有关干预措施的

“善” 和 “应当” 的社会道德标准ꎬ 具有复杂性、 经验性、 不确定性和境遇性特征ꎬ 难以标准化ꎬ 也

最容易引发争议ꎮ 对此ꎬ 行业规范可以做出原则性的规定ꎬ 以医学的行善精神为指南ꎬ 以社会公众普

遍认可的生命与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依据来设定价值标准ꎬ 并赋予医生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利ꎮ 这

两种标准密不可分ꎬ 价值标准更具有优先性ꎬ 决定着科学标准的认知以及实际行动的性质ꎮ
明确的行业规范有助于形成系统和清晰的行为准则ꎬ 可以有效制约医学父权主义的故意之恶并减

弱无意之恶ꎬ 为行善精神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ꎮ
２ 构建医患道德共识

仅仅依靠可公度的行为准则ꎬ 显然不能完全解决医学父权主义的恶行问题ꎬ 特别是在医患的偏好

差异所导致的无意之恶方面ꎬ 医学行业规则只能制约医生一方的行为ꎬ 却不能实现医生对于患者价值

偏好的深入理解ꎬ 因此依然留存了无意之恶的可能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 医患间的偏好差异往往演变为相互间的价值分歧ꎮ 究其原因ꎬ 一方面在于医患间

的信息不对称ꎬ 肯尼斯阿罗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Ａｒｒｏｗ) 指出: “医学知识是如此复杂ꎬ 医生所掌握的治疗

结果和可能性的信息必然要比患者所知道的多得多ꎬ 至少双方是这么认为的ꎮ 进一步而言ꎬ 由于双方

都意识到了这种信息不对称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他们的认识也因此扭曲了他们的关系ꎮ”① 信

息不对称造成了医生的知识强势地位ꎬ 也容易被某些医生所滥用ꎬ 从而破坏了医患间价值沟通的基

础ꎮ 另一方面ꎬ 医生与患者在疾病认知及其意义赋予方面也是不同的ꎬ 会出现 “诸如不同的参照系

统、 不同的思维习惯、 不同的典型化和解释程序、 病情的不可分享性等等”②ꎮ 也容易导致二者间价

值观念的分歧ꎮ 上述状况如果比较严重ꎬ 往往会使父权主义行为成为不可能ꎮ
为实现一种具有实践合理性的医学父权主义行为ꎬ 需要努力弥合医患间的价值的鸿沟ꎬ 对此最有

效的方式是在二者间构建道德共识ꎮ 所谓 “道德共识ꎬ 是对某一确定范围内道德 ‘公度’ (ｃｏｍｍｏｎ

２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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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的共同认可ꎮ 因此它意味着存在某种可普遍化的和可公度的道德”①ꎮ 道德共识奠定了医

患双方共同认可的价值基础ꎬ 为医学父权主义的实践铺平了道路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这种共识意味着受

干涉主体的自主 “同意”ꎬ 以 “同意” 为基础将使医学父权主义行为更具正当性ꎮ
在实现医患道德共识的过程中ꎬ 应当注意倚重人的交往理性ꎬ 通过平等的对话与协商来实现主体

间的相互理解和同意ꎮ 对此ꎬ 医患之间的直接沟通是必要的和可行的ꎬ 但是ꎬ 一旦涉及比较重大的和

困难的问题ꎬ 如实行硬的医学父权主义行为ꎬ 或者实行软的医学父权主义行为而产生了冲突的时候ꎬ
往往需要寻求 “伦理委员会” 的支持ꎮ 这是一种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的专门性的伦理咨询机构ꎬ
承担着 “案例审查、 政策建议和人员培训” 等一系列职能②ꎮ 之所以需要寻求伦理委员会的支持ꎬ 重

要的一点是委员会成员往往具有道德专家的素养ꎬ “他 (她) 能够为整个作为道德规则之起源的交谈

程序提供哲学理据ꎬ 能够以专业的方式与论据打交道ꎬ 能够敏锐地发现论证中的矛盾、 循环论证及不

合宜的类比”③ꎮ 伦理委员会可以就医学父权主义行为牵涉到复杂的技术和伦理因素向医患双方开展

咨询和监督工作ꎬ 为道德共识创造前提性条件ꎮ 同时可以通过制度性的安排ꎬ 促进双方的平等协商ꎮ
商谈过程中要尊重各方的权利诉求ꎬ 尽量弥合各方的价值差异ꎬ 以期实现一种充满内容的实质性的道

德共识ꎮ 在确实难以做到价值观念一致的情况下ꎬ 也要努力实现一种各方可接受的形式化的共识

结论ꎮ
道德共识的实现可以使医生的干预行为变得严谨、 合理ꎬ 尽量不行 “专横” 的无意之恶ꎬ 也有

助于医患双方减少分歧ꎬ 实现相互的理解与信任ꎮ
３ 实现医疗风险的回报正义

实践医学父权主义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ꎬ 即行动主体与行为后果的分离所导致的医疗风险的

责任负担问题ꎮ 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一风险责任的负担问题ꎬ 必然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的出现ꎬ 也会使得

医生群体对此失去道德热情ꎬ 最终损害到患者的利益以及医学的社会形象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 需要我们努力实现一种 “回报的正义”ꎬ 合理地负担这种风险后果ꎮ 这里所谓

“回报的正义”ꎬ 是借鉴于但不是在严格意义上应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ꎮ 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

论中ꎬ 回报的正义是与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同样重要的正义类型ꎬ 是指商业服务交易中的受惠一

方要履行回报的责任以实现正义ꎬ 这是一种 “基于比例的而不是基于平等的回报”ꎮ④
如果以这样一种理念来审视本文的主题ꎬ 我们就可以将医患之间正常的医疗活动视作一种 “服

务—报偿” 关系ꎬ 双方负担各自的责任、 义务和风险ꎬ 实现着一种有序的回报正义ꎮ 但是ꎬ 医学父

权主义行为却打破了这一秩序ꎬ 因为医生需要为此做出额外的道德奉献ꎬ 而一旦干预的目标没有实

现ꎬ 还可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医疗风险ꎮ 从回报正义的角度看ꎬ 如果说医生的道德奉献还有职业荣誉和

高尚情感作为报偿的话ꎬ 那么新的医疗风险的负担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ꎮ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于

医生来承担ꎬ 因为医生没有为此得到额外的物质报偿ꎬ 而且也往往难以承受相应的经济压力ꎮ 当然也

不能归于患者一方ꎬ 因为新风险的产生并没有其同意的基础ꎮ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路径是建立一套公

共性质的后果救助制度ꎮ 这种后果救助制度应当是一种综合化的制度体系ꎬ 覆盖风险补偿和责任确定

等方面ꎬ 在制度的建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医学父权主义的行善性质ꎬ 更关注行为动机的价值而非单

纯的结果ꎬ 以人类群体间的互助精神为指导ꎬ 并愿意为此付出公共资源的代价ꎮ
如果将回报的正义理念推展开去ꎬ 还需要我们处理好宏观意义上的医学职业群体的利益回报问

题ꎮ 医学职业群体在日常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时间、 知识和经验成本ꎬ 而医疗活动的非典型市场特征

３８医疗中的善意强制及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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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这种付出难以简单地经由市场化手段得到合理回报ꎮ 因此ꎬ 一种来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物质补偿

和利益平衡就显得非常重要了ꎮ 如果我们在这一层面也做到了回报的正义 (从国家的职能角度来看

又是一种分配的正义)ꎬ 就可以尽量排除经济因素的困扰ꎬ 最大限度地保证医生动机的纯粹性ꎮ 为

此ꎬ 需要我们不断强化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ꎬ 如此才能增益医生的职业美德ꎬ 才会实现一种纯粹意义

的医学父权主义ꎮ

结　 　 论

　 　 医学父权主义的实践充满了矛盾和困难ꎬ 这源于其复杂的价值属性ꎮ 有助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使这

一行为具有了本然的善性ꎬ 但是实践过程中的可能的恶意以及无法预知的风险又会使其变成恶行ꎮ 这

往往会让我们在践行和评价这一行为时陷入困境ꎮ 一种合理的观念是———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一行为在

弘扬医学道德精神上的可贵价值ꎬ 也要看到其在出现目的偏离时的危害后果ꎮ 也就是说ꎬ 对这一行为

同时抱有热情与警惕ꎬ 才是正确的立场ꎮ 我们必须努力避免一种危险的倾向ꎬ 即单纯依靠医生的美德

来保证医学父权主义的善性的实现ꎮ 任何医疗主体在实践此类行为时都会存在着理性的局限以及利益

的纠缠ꎬ 不可能总是出于善良意志ꎮ 故此ꎬ 我们需要做出制度上的安排ꎬ 将这一行为框定在制度的规

范之下ꎮ 这种制度安排应当尊重医疗实践的特殊规律ꎬ 尽量消弭医学父权主义行为所面对的后果不确

定性、 多元价值冲突以及风险责任缺位等问题ꎮ 只要我们努力设定出一种具有实践合理性的制度安

排ꎬ 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医学父权主义就有可能实现ꎮ 此外ꎬ 我们应当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回到道德常

识ꎮ 这种常识是健康作为人类的内在之善ꎬ 在医学的价值体系中具有最高的位置ꎬ 无论是患者自主权

还是医学父权ꎬ 都应当促进这一最高价值的实现ꎮ 只有理解和坚定了这一点ꎬ 我们才不会陷入医学父

权主义与患者自主权之间的各种无谓的理论纷争ꎮ 我们应当尊重患者自主权ꎬ 但却不能以此作为医学

父权主义的对抗性力量ꎮ 只有自主精神与行善义务都在医疗中得到充分体现ꎬ 当代医学才会成为维护

人类健康之善的坚定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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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周期分化
与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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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ꎻ ２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 近年来ꎬ 随着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不断分化ꎬ 货币政策越发难以同时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ꎮ
文章研究发现ꎬ 在经济周期内ꎬ 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的协同性不断提高ꎬ 稳定经济周期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

须及时摒弃促增长目标ꎬ 转为稳增长ꎮ 当前ꎬ 数量型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有效性仍然优于价格型货币政

策ꎬ 数量型调控对金融周期的影响更加中性ꎬ 而价格型调控在熨平增长周期的同时会加剧价格周期与金融周

期的波动ꎮ 鉴于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不断分化ꎬ 加快构建和完善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的双支柱调

控框架具有现实合理性ꎬ 以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熨平金融周期ꎬ 为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周期减负增效ꎮ 此外ꎬ 货

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必须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构建齐头并进、 相辅相成ꎬ 防止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合意后

果ꎬ 未来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仍需倚重数量型调控ꎮ 研究结果为理解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内外部改革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ꎮ
关键词: 经济周期ꎻ 金融周期ꎻ 货币政策ꎻ 宏观审慎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２０ ３ꎻ Ｆ１２３ 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０８５－０８

引　 　 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ꎬ 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以稳定价格为核心ꎮ 传统的经济学理

论认为ꎬ 价格稳定有助于实现产出稳定、 金融稳定等目标ꎬ 是货币政策的调控核心ꎮ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ꎬ 西方经济 “大稳健” 展现的 “低通胀、 高增长、 低失业” 特征在实践中印证了通胀目标制

货币政策的优越性ꎮ 但随着经济金融关系的不断复杂化ꎬ 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间的协同关系越发微

弱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表明ꎬ 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已无法保证金融稳定ꎮ 甚至有观点认为ꎬ 正是由于

中央银行局限于稳定价格ꎬ 导致价格上涨的压力从实体部门转移至虚拟领域ꎬ 使部分国家的资产价格

泡沫在价格相对稳定时发生ꎬ Ｔｒｉｃｈｅｔ 将这一现象称作 “央行信誉悖论” ②ꎮ 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目

标不一致性ꎬ 反映了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分化甚至悖离的新常态ꎮ

５８




马克思认为ꎬ 金融波动不仅是实体经济波动的一种表现ꎬ 而且越来越凸显的独立的周期性运动规

律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源泉ꎮ① 事实证明ꎬ 这一洞见正在成为现实ꎮ 金融危机以来ꎬ 金融周

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迅速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热议话题ꎮ②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等分析 ４４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ꎬ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在不同阶段都存在显著关联ꎮ③ Ｄｒｅｈｍａｎｎ 等对 ７ 个工业国 １９６０—２０１１ 年的季度

数据进行滤波分解ꎬ 测算各国的金融周期ꎬ 发现金融周期波幅普遍大于经济周期ꎬ 且金融周期波峰过

后往往会爆发金融危机ꎮ④ 邓创和徐曼通过构建金融形势指数并结合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ꎬ 分析了中国的

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及其非对称特征ꎮ⑤ 马勇等综合分析了金融周期、 货币周期和信贷周

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ꎬ 发现金融周期不仅是驱动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ꎬ 而且对经济周期变化具有良好

的预测性ꎮ⑥ 范小云等运用季度数据测算了中国的金融周期并分析了其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ꎬ 发现金

融周期比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更大且具有显著的领先放大作用ꎮ⑦ 陈雨露等对 ６８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分析表明ꎬ 无论金融周期高涨还是下行ꎬ 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都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ꎮ⑧
本文通过测算中国的金融周期并比较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内的增长周期和价格周期ꎬ 发现: (１)

增长周期和价格周期的协同性不断增强ꎬ 这表明经济周期的内在一致性不断提高ꎬ 而金融周期与经济

周期的协同性先增强后减弱ꎬ 呈现 “倒 Ｕ 型” 关系ꎻ (２)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表现出

明显的分化甚至悖离态势ꎬ 以货币政策为主的短期宏观调控已无法同时熨平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ꎬ 必

须针对不同周期采取针对性调控ꎬ 做到有的放矢ꎮ
囿于各级政府强烈的 “ＧＤＰ 情结” 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缺失ꎬ 中国过去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以促

进经济增长为第一导向ꎬ 价格稳定被迫处于从属地位ꎮ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ꎬ 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ꎬ
金融系统性风险显著提高ꎬ 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极大考验ꎮ 如何在经济金融周期不断分化的新常态

下ꎬ 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如何使宏观调控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 本文将

通过定量分析回答上述问题ꎬ 并提出政策建议ꎮ

一、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趋同到分化

　 　 １ 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度量

对于经济周期ꎬ 学术界通常以产出和价格为基准衡量变量ꎬ 但对于金融周期的刻画ꎬ 目前尚未形

成统一认识ꎮ 以往多数文献简单将信贷 / ＧＤＰ 或 Ｍ２ (广义货币供应量) / ＧＤＰ 作为金融周期的代理变

量ꎬ⑨ 虽然信贷和广义货币量是宏观金融运行的关键指标ꎬ 但无法较全面地刻画整体金融状况ꎬ 尤其

是无法有针对性地反映房地产、 证券和保险等金融市场的运行态势ꎬ 而这些领域的极端波动恰恰是引

６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洪银兴、 葛扬、 秦兴方: « ‹资本论› 的现代解析»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ꎮ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Ｅ Ｖ Ｂｏｒｉｏꎬ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８２－１９８
Ｓｔｉｊｉｎ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ꎬ Ａｙｈａｎ Ｍ Ｋｏｓｅꎬ Ｍａｒｃｏ Ｅ Ｔｅｒｒｏｎｅｓꎬ “Ｈｏｗ Ｄ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８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７８－１９０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Ｄｒｅｈｍａｎｎꎬ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Ｅ Ｖ Ｂｏｒｉｏꎬ Ｋｏｓｔａｓ Ｔｓａｔｓａｒｏｎｉｓ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Ｄｏｎ’ ｔ Ｌｏｓ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ｒｍ!” Ｂ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１２
邓创、 徐曼: «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马勇、 冯心悦、 田拓: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ꎬ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范小云、 袁梦怡、 肖立晟: «理解中国的金融周期: 理论、 测算与分析»ꎬ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陈雨露、 马勇、 阮卓阳: «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ꎬ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Ｒｏｓｓ Ｌｅｖｉｎｅꎬ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ｏａｙｚａꎬ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Ｂｅｃｋ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１－７７ꎻ Ｍｏｒｉｔｚ Ｓｃｈｕｌａｒｉｃｋꎬ Ａｌａｎ Ｍ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ｏｏｍｓ Ｇｏｎｅ Ｂｕｓ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ｙ￣
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ꎬ １８７０－２００８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０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０２９－１０６１



发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ꎮ Ｂｏｒｉｏ 提出信贷总量和房地产价格是度量金融周期的基础变量ꎮ①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指出ꎬ 评判金融周期最核心的两个指标是广义信贷和房

地产价格ꎬ 前者代表融资条件ꎬ 后者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态度ꎮ 有鉴于此ꎬ 范小云等选取信贷、
信贷 / ＧＤＰ、 房地产价格、 股票价格来测算金融周期ꎮ② 邓创和徐曼利用主成分分析构建了覆盖股市、
债市、 汇市、 房地产、 货币市场、 银行体系的综合金融状况指数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周期ꎮ③

本文构建了综合金融稳定指数 (ＡＦＳＩ) 来度量中国的金融周期ꎮ 具体做法是: 首先ꎬ 参考中国

人民银行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ꎬ 从银行体系、 证券业、 保险业、 房地产业、 国内经

济和开放经济 ６ 大维度ꎬ 选取 １７ 个指标合成表征金融整体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数ꎮ④ 然后ꎬ 利用因子

分析进行降维处理ꎬ 合成对整体金融波动解释能力最强的 ５ 个公共因子ꎬ 并依据相应权重构建总因子

ＡＦＡꎮ⑤ 最后ꎬ 利用 ＨＰ 滤波提取 ＡＦＡ 的周期性成分即 ＡＦＳＩꎬ 用以表示整体金融状况偏离趋势运行的

波动性特征ꎬ 为正表示金融过热ꎬ 为负表示金融遇冷ꎮ
周期刻画选取 １９９９Ｑ１—２０１７Ｑ４ 的季度数据ꎬ 数据来源于 ＩＦＳ 数据库、 ＯＥＣＤ 数据库、 ＷＩＮＤ 数

据库、 国泰安数据库、 中经网、 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ꎮ 利用 ＨＰ 滤波剔除 ＧＤＰ 同比

增速、 同比 ＣＰＩ 中的趋势性成分ꎬ 分别保留其周期性成分代表增长周期和价格周期ꎮ 利用 ＨＰ 滤波和

因子分析合成 ＡＦＳＩ 以表示金融周期ꎬ 其中ꎬ 对标准化后的变量先进行 ＫＭＯ 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状检

验ꎬ 得出 ＫＭＯ 值为 ０ ６４ꎬ 大于 ０ ５ꎬ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状检验 Ｐ 值为 ０ ００ꎬ 小于 ０ ０５ꎬ 因此ꎬ 样本数据适

用因子分析ꎮ 以特征值大于 １ 为标准ꎬ 选出 ５ 个因子ꎬ 其方差贡献率和特征值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１ꎬ
总因子 ＡＦＡ ＝ ０ ４ＦＡ１ ＋ ０ １９ＦＡ２ ＋ ０ １６ＦＡ３ ＋ ０ １３Ｆ４ ＋ ０ １３Ｆ５ꎬ 累积解释能力达到 ７９％ꎬ 因子分析

效果良好ꎮ

表 １　 因子分析结果

综合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方差解释比例 (％)
ＦＡ１ ５ ３０ ０ ３１ ０ ３１ ４０
ＦＡ２ ２ ５３ ０ １５ ０ ４６ １９
ＦＡ３ ２ １０ ０ １２ ０ ５８ １６
ＦＡ４ １ ７５ ０ １０ ０ ６９ １３
ＦＡ５ １ ７４ ０ １０ ０ ７９ １３

２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关系

图 １ 显示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７ 年中国增长周期、 价格周期与金融周期的走势ꎮ 由图可知ꎬ ２０１２ 年以

前ꎬ 三大周期的波动都非常大ꎬ 但金融周期与以增长周期和价格周期为代表的经济周期运行趋势基本

趋同ꎻ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经济周期的波动明显减小ꎬ 但金融周期的波动仍然较大ꎬ 导致金融周期与经济

周期逐渐分化ꎬ 甚至在某些节点出现明显的方向性悖离ꎮ
表 ２ 利用相关系数测算了不同周期间的协同性ꎮ 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的协同性不断提高ꎬ 表明货

币政策越发难以同时实现控价格与促增长两大目标ꎮ 因此ꎬ «中国人民银行法» 规定 “稳定货币币

７８经济金融周期分化与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Ｅ Ｖ Ｂｏｒｉｏꎬ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８２－１９８

范小云、 袁梦怡、 肖立晟: «理解中国的金融周期: 理论、 测算与分析»ꎬ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邓创、 徐曼: «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１７ 个指标是: 预算赤字 / 工业增加值、 ＲＥＥＲ 同比变化率、 ＣＰＩ 同比变化率、 存贷款利差、 信贷同比增长率、 Ｍ２ / 储蓄存款、

人民币贷款 / 储蓄存款、 货币当局对其他存款机构的债权 / 信贷量、 股票市值 / 工业增加值、 市场无风险利率、 股票指数同比变化率、
保费 / 工业增加值、 保险公司投资额 / 保险公司资产、 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变化率、 ＯＥＣＤ－ＣＬＩ、 布伦特原油价格同比变化率、 美元实际

有效汇率同比变化率ꎮ
所有原始数据都经过 Ｘ１２ 季节处理ꎬ 由于指标的量纲各不相同ꎬ 采用公式 Ｙ ＝ (Ｘ － ＭＩＮ) / (ＭＡＸ － ＭＩＮ) 进行标准化处理ꎮ



值ꎬ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的调控愿景已不适应于当前经济ꎬ 货币政策法定目标亟待由促增长转变

为稳增长ꎬ 从制度上保障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的协同运行ꎬ 执著于促增长目标只会破坏经济周期的内

在一致性ꎮ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逐渐分化甚至悖离ꎬ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金融周期与价格周期背道而驰ꎬ
这表明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已无法同时熨平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ꎬ 必须针对两大周期采取针对性调控ꎬ
做到有的放矢ꎮ 因此ꎬ 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的双支柱调控框架ꎬ 以宏观

审慎政策专门熨平金融周期ꎬ 为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周期减负、 增效ꎮ

图 １　 增长周期、 价格周期与金融周期

表 ２　 不同周期间的协同性

相关系数 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 增长周期与金融周期 价格周期与金融周期

全样本 ０ ３８８２ ０ ３４６１ ０ ６１１１
１９９９Ｑ１—２００５Ｑ４ ０ ０９３３ ０ １３８２ ０ ６７１８
２００６Ｑ１—２０１２Ｑ１ ０ ４４００ ０ ４６３２ ０ ７９３３
２０１２Ｑ２—２０１７Ｑ４ ０ ６１２３ ０ ２０５０ －０ ２７９７

表 ３ 显示ꎬ 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相互驱动ꎬ 而金融周期与价格周期不是驱动对方的原因ꎬ 增长周

期是驱动金融周期的原因ꎬ 反之不然ꎮ 可见货币政策锚定价格周期的同时可以稳定增长周期ꎬ 但无法

稳定金融周期ꎮ 如果货币政策过分关注金融周期ꎬ 势必会弱化对价格周期乃至增长周期的调控ꎬ 因

此ꎬ 必须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并使之与货币政策协调ꎮ 此外ꎬ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亟待由促增长转

变为稳增长ꎬ 稳定增长周期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稳定ꎬ 但促增长反而会引起经济

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剧烈波动ꎮ
表 ３　 识别周期驱动原因的格兰杰因果分析

原假设 观察个数 Ｆ 检验量 Ｐ 值 是否为驱动原因

价格周期不是驱动增长周期的原因 ７４ ９ １６１ ４１ ０ ０００３ 是

增长周期不是驱动价格周期的原因 ７４ ８ ９６５ ７９ ０ ０００３ 是

金融周期不是驱动增长周期的原因 ７４ ２ ２７２ １３ ０ １１０８ 否

增长周期不是驱动金融周期的原因 ７４ ８ ７８７ ２４ ０ ０００４ 是

金融周期不是驱动价格周期的原因 ７４ ０ ７３２ ４３ ０ ４８４４ 否

价格周期不是驱动金融周期的原因 ７４ ０ ８７３ ８３ ０ ４２１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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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ꎬ 中国的货币政策常常受制于 “增长导向”ꎬ 政策基调名为稳健ꎬ 实则宽松ꎮ ２０１６ 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ꎬ 进一步约束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扩张动

机ꎬ 为真正熨平经济金融周期营造了稳定的政策环境ꎮ 当前ꎬ 迫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ꎬ 货币政

策虽然暂时转向稳健ꎬ 但毋庸置疑ꎬ 中性货币政策才是最终的进化方向ꎮ 而促增长的货币政策通常会

刺激经济过快增长ꎬ 表现为 ＧＤＰ 增速正向偏离趋势性水平ꎬ 还会带动金融运行过热ꎬ 当政策利好消

失殆尽ꎬ 过度调整后的反转效应很容易诱发金融不稳定ꎮ 本文构建了增长周期、 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

的三变量 ＶＡＲ 模型ꎬ 分析刺激增长周期扩张背景下ꎬ 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动态响应路径ꎮ 图 ２ 显

示了当 ＧＤＰ 增速的周期性波动增加 １ 个单位标准差时ꎬ 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动态响应的累积路径ꎮ
可以看出ꎬ 经济过快增长会导致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同时膨胀ꎬ 即价格偏高、 金融过热ꎮ 价格偏高不

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金融过热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ꎬ 这些都是促增长导向带来的潜在额外成本ꎮ 破除

ＧＤＰ 政绩导向、 树立合理适度的稳增长目标是当前熨平宏观经济和金融周期的首要前提ꎮ

图 ２　 增长周期扩张对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动态效应

二、 货币政策调控: 数量型还是价格型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ꎬ 传统以 Ｍ２ 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绩效日渐

式微ꎬ ２０１６ 年开始将统计范围更广的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新的政策目标ꎬ 但仍然无法准确掌握以非信

贷融资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活动ꎮ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 中国不再公布 Ｍ２ 和社会融资规模的数量目标ꎬ 这表明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又迈出了重要一步ꎮ①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市场发育程度和传导机制要求较

高ꎬ 而目前中国的货币市场、 债券市场等仍存在明显割裂ꎬ 存贷款基准利率与 Ｓｈｉｂｏｒ 等市场化利率并

存ꎬ 仍相当于事实上的双轨制ꎮ② 对于货币政策的转型困境ꎬ 郭豫媚等指出ꎬ 在货币政策由量到价的

转型过程中ꎬ 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ꎬ 建议货币政策应强化预期管理ꎬ 这有助于填

补其不断下降的有效性ꎮ③ 伍戈和连飞则认为ꎬ 采取数量与价格型结合的混合货币政策框架是较好的

选择ꎮ④

本部分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分化的大背景出发ꎬ 探讨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

调控对经济金融周期的影响ꎬ 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比较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的利弊ꎬ 并

以熨平经济金融周期为准绳ꎬ 提出进一步完善短期宏观调控的切实建议ꎮ 选择 Ｍ２ 和 ７ 天期的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分别作为货币政策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的代理变量ꎬ 样本为 １９９９Ｑ１—２０１７Ｑ４ 的季

度数据ꎬ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ꎮ 经 Ｘ１２ 季节调整后ꎬ 分别与增长周期变量、 价格周期变量、 金融周期

９８经济金融周期分化与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逻辑

①
②

③
④

徐忠: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ꎬ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易纲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８ 年年会分论坛 “货币政策正常化” 的问答实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２８１１０５００＿

４６０４４９ꎮ
郭豫媚、 陈伟泽、 陈彦斌: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第 １ 期ꎮ
伍戈、 连飞: «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研究: 基于数量与价格混合规则的探索»ꎬ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变量构建三组 ＶＡＲ 模型ꎬ 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经济金融波动效应ꎮ
通过分析货币冲击和利率冲击对增长周期、 价格周期、 金融周期的动态影响ꎬ 可以研判数量型货

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熨平产出波动、 价格波动、 金融波动上的效果ꎮ 由图 ３ 可知: (１) 正向

货币冲击会刺激产出正向波动ꎬ 对应于增长周期的高涨阶段ꎻ 期初会导致价格稍微负向波动ꎬ 但之后

会刺激价格明显正向波动ꎬ 价格周期高涨ꎻ 对金融波动的影响先负后正ꎬ 总体上非常中性ꎬ 金融周期

几乎没有明显变化ꎬ 这一点目前鲜有研究涉及ꎮ (２) 正向利率冲击期初会引起产出稍微正向波动ꎬ
但之后会导致产出明显负向波动ꎬ 增长周期衰退ꎻ 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先正后负ꎬ 总体上会引起价格周

期高涨ꎻ 对金融波动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ꎬ 金融周期高涨ꎮ

图 ３　 货币冲击和利率冲击对各周期变量波动的动态影响

总的来看: (１) 在数量型调控下ꎬ 产出波动与价格波动的大方向一致ꎬ 产出波动领先于价格波

动ꎬ 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具有较好的协同性ꎬ 且数量型调控对金融波动的影响较为中性ꎬ 可使货币政

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时避免对金融周期造成额外扰动ꎻ (２) 在价格型调控下ꎬ 货币政策紧缩利率会导

致通货膨胀ꎬ 表明存在显著的成本渠道效应ꎬ① 产出波动与价格波动背道而驰ꎬ 表明货币政策难以同

时稳定增长周期和价格周期ꎬ 且价格型调控对金融波动的影响非常显著ꎬ 此时还将面临稳定经济周期

还是金融周期的取舍ꎮ
在增长周期与价格周期协同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ꎬ 数量型调控对二者的影响趋同有助于实现熨平

经济周期的目标ꎬ 且不会对金融周期造成非中性影响ꎬ 在以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时ꎬ 既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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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经济周期的内在协同性ꎬ 也不会明显干扰金融周期ꎮ 而价格型调控作用于实体经济时ꎬ 会面临

“按下葫芦浮起瓢” 的调控困境ꎬ 不仅无法消除经济周期的内部冲突ꎬ 而且会对金融周期造成显著的

非中性影响ꎬ 因此ꎬ 必须采取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熨平金融周期ꎬ 化解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金融领域

留下的负面效应ꎮ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ꎬ 当前中国在积极推进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同时ꎬ
还积极构建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的双支柱调控框架ꎬ 完全符合当前经济运行内在规律ꎮ

三、 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内在逻辑

　 　 长期以来ꎬ 中国的宏观政策组合以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核心ꎬ 宏观审慎政策

缺位ꎬ 导致金融粗放式服务实体经济ꎬ 潜在金融风险伴随经济发展而逐步积累ꎮ 进入经济新常态以

来ꎬ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和调整ꎬ 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的同时ꎬ 刺激政策的边际效

果锐减ꎬ 金融领域风险不断暴露ꎬ 这种 “增长减速后遗症” 迫使货币政策在稳定金融和服务实体经

济上左右为难、 进退维谷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 促增长的政策导向容易引发价格周期和金融周期同时膨

胀ꎬ 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金融稳定ꎬ 货币政策应及时将促增长目标调整为稳增长目标ꎻ 而在增长

周期与价格周期的协同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ꎬ 稳增长目标与稳价格内在一致ꎬ 可以避免货币政策在经

济稳定与刺激之间频繁转换ꎬ 提高货币政策的可预见性和连贯性ꎮ 从这一点看ꎬ ２０１６ 年底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货币政策的促增长目标ꎬ
未来应进一步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有关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述ꎬ 明确货币政策的经

济稳定功能ꎮ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ꎬ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 中国的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表现出明显的分化甚至悖离态势ꎬ

这表明仅仅依赖货币政策已无法同时熨平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ꎮ 根据 “丁伯根法则”ꎬ 一国的经济政

策数量至少要等于经济目标数量ꎬ 而且政策之间必须保持独立性ꎬ 在经济金融周期分化的大趋势下ꎬ
单一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两大目标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 “健全货

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ꎬ 以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ꎬ 以宏观审慎政策熨平金融周

期ꎮ 由表 ４ 可知ꎬ 早在 ２０１２ 年ꎬ 宏观调控就开始关注金融稳定ꎬ 彼时防控金融风险仍然作为货币政

策的调控任务之一ꎬ 尚未凸显宏观审慎政策在遏制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专门责任ꎮ ２０１５
年底出台 ＭＰＡ 考核才表明遏制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正逐步移交宏观审慎政策ꎮ ２０１６ 年防

控金融风险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ꎬ 并首提货币政策与金融审慎监管协调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７ 年成立

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将来协调多种政策搭建了沟通平台ꎮ 中国的宏观调控历经了 “货币

政策稳定经济金融大周期→双支柱调控框架协调稳定经济金融周期” 的思路转变ꎮ 这一改革逻辑符

合理论规律和当下实际ꎬ 有利于货币政策挣脱调控疲态ꎬ 提高宏观治理的有效性ꎮ
表 ４　 从主要文件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演变

时间 文件 表述

２０１２ ９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 “十二五” 规划» 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ꎬ 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 保持物价稳
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

２０１５ １２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将对银行业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合意贷款管理升级
为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ＭＰＡ)

２０１６ ３ « “十三五” 规划纲要» 将 “防控风险” 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ꎬ 并首次提出要 “构
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

２０１７ ７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宣布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０ 十九大报告 提出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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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ꎬ 双支柱调控框架并非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的简单组合ꎬ 双支柱调控框架

的推出旨在维护经济和金融的双稳定ꎬ 但货币政策、 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稳定、 金融稳定之间究竟是

何对应关系ꎬ 目前ꎬ 官方的表述仍不十分明确ꎮ 国内外研究给出了三种目标分配模式: 目标集成授权

模式即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作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共同目标ꎻ 目标分置授权模式即货币政策

锚定经济稳定ꎬ 宏观审慎政策锚定金融稳定ꎻ 目标交叉授权模式即货币政策同时锚定经济稳定与金融

稳定ꎬ 宏观审慎政策锚定金融稳定ꎮ 从当前货币政策由稳健向稳健中性过渡的趋势来看ꎬ 中国双支柱

调控框架似乎更加倾向于目标分置授权模式ꎬ 但应确保货币政策的经济稳定目标不会影响宏观审慎政

策的制定ꎮ 当前ꎬ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决策独立性面临两个不确定因素: 一是两类政策

均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即中央银行ꎬ 中央银行的偏好或外部约束可能影响政策独立性ꎻ 二是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具体制度安排尚未落地ꎬ 财政部、 发改委、 银保监会等部门对双支柱调控框架的介

入形式和程度将影响政策独立性ꎮ 这是完善双支柱框架运行制度的重要方向ꎮ
此外ꎬ 本文的实证分析还表明ꎬ 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有效性仍然优于价格型货币

政策ꎬ 数量型调控对金融周期的影响更加中性ꎬ 而价格型调控在熨平增长周期的同时会加剧价格周期

与金融周期的波动ꎬ 这一点目前鲜有研究涉及ꎮ 早在 ２０１２ 年ꎬ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 “十二五” 规划»
就提出 “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ꎬ 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ꎬ 但囿于价格型调控所需的

金融市场良好发育这一约束所限ꎬ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处于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搭配使用、 甚至数

量型调控更加主动的过渡阶段ꎮ 本文认为ꎬ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货币政策仍需倚重数量型调控ꎬ
一方面数量型调控对稳定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明显高于价格型调控ꎻ 另一方面价格型调控对金融波动具

有显著非中性影响ꎬ 在进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同时ꎬ 必须辅以宏观审慎政策ꎬ 消除额外的金融

效应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的分析也从一个新的视角论证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内改革 (数量型转向价格型)

和对外改革 (构建双支柱调控框架) 协调并进、 相辅相成的必要性和有效性ꎮ

责任编辑: 孙中博

２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７ＦＪＹ００２)ꎻ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攻关计划项目 (２０１６ＧＨ０１８)ꎮ
作者简介: 傅昌銮ꎬ 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监管ꎻ 潘伟康 (通讯作者)ꎬ 浙江省政府研

究室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金融监管ꎮ
①　 徐忠: «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ꎬ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②　 Ｂｅｎ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ꎬ Ｍａｒｋ Ｌ Ｇｅｒｔｌｅｒꎬ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ꎬ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ꎬ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９ꎬ １９８６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ꎻ

Ｊｏｒｄｉ Ｇａｌíꎬ Ｍａｒｋ Ｊ Ｇｅｒｔｌ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

中国 “双支柱” 调控框架
与宏观审慎国际前沿

傅昌銮１　 潘伟康２

(１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ꎻ ２ 浙江省政府研究室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５)

　 　 摘要: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冲击了传统货币经济学信条ꎬ 促使全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当局审视金融周期因

素在经济失衡中的作用ꎮ 中国中央银行在面临异常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条件下ꎬ 积极

探索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 的 “双支柱” 金融调控政策框架ꎮ 文章深入分析中国 “双支柱” 调控理论和实

践经验ꎬ 从金融周期视角全面总结梳理了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前沿理论的新进展、 新动向以及操作中的新模式、
新策略ꎬ 对于把握本轮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ꎬ 促进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优化ꎬ 推进新常态下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经济失衡ꎻ 双支柱调控ꎻ 宏观审慎政策ꎻ 金融周期ꎻ 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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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作为重要节点ꎬ 警醒各国重新审视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监管实践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实践表明ꎬ 西方经济金融理论曾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ꎮ 然而ꎬ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国的经济体量与质量早已今非昔比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正在引起世界关注ꎬ 因此ꎬ 既有必要认清国际金融形势ꎬ 亦有必要提升中国模式

的理论高度ꎮ① 同时ꎬ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风险方面应形成相互借鉴、 和衷共济的双向

模式ꎮ
当前ꎬ 全球金融反思的核心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监管制度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重点关注货币供应量ꎬ 紧盯物价和产出稳定目标ꎬ 却忽略了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波动积聚的风险对经济

的潜在冲击ꎮ 对于金融因素和经济周期的关系ꎬ 尽管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提出的 “金融加速器” 已经预

示了信贷供给对经济周期的放大效应ꎬ② 但直到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ꎬ 金融因素仍未得到足够的重

视ꎬ 如新古典学派的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 与新凯恩斯学派的 Ｇａｌí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在建模时依然聚焦于实体经济ꎬ③ 未

纳入除货币或利率变量之外的金融因素ꎮ 实际上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金融冲击已经成为经济周

３９




期波动的重要来源ꎮ① 金融市场机制的不完善ꎬ 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不通畅ꎬ 使金融资源在

系统内空转ꎬ 出现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的严重背离即通胀低位运行ꎬ 货币政策目标已实现ꎬ 但由于金

融周期上行阶段资产价值、 风险偏好与对待风险、 金融约束的态度之间存在自我增强作用ꎬ② 缺乏监

管的高杠杆推动资产价格泡沫放大ꎬ 成为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ꎬ③ 为整个经济系统埋下巨大隐患ꎮ 在

防风险事前机制中ꎬ 传统监管框架中的微观审慎关注金融市场机构的个体稳健ꎬ 无法覆盖整体考量的

系统性风险防范ꎬ 由于金融因素具有顺周期性ꎬ 且存在跨市场传染机制和外部性ꎬ④ 一旦发生局部较

小的风险冲击ꎬ 会引发连锁反应并导致资产价格的急剧逆转ꎬ 甚至可能导致明斯基时刻下金融系统的

崩塌ꎬ⑤ 而金融波动的增加显著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增长ꎬ 提高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ꎮ⑥ 综合来看ꎬ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交织叠加关系ꎬ 金融周期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必须纳入货币政策制定

的考量ꎬ 仅仅货币政策调控和微观审慎监管无法适应当前金融稳定发展的要求ꎬ 多重目标的实现亟需

系统性考量全局政策工具的介入与配合ꎮ
次贷危机后ꎬ ＩＭＦ、 ＢＩＳ 和 Ｇ２０ 等国际组织普遍重视 Ｃｏｏｋ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巴塞尔委员会前身) １９７９

年提出的 “宏观审慎”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ꎬ 各国也在积极推进以宏观审慎政策为主线的金融监管体

系改革ꎮ⑦ 自 ２０１１ 年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以来ꎬ 中国中央银行探索建立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 的双支柱调控政策框架ꎬ 实施宏观审慎与数量型、 价格型货币政策结合的调

控模式ꎬ⑧ 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其初步成效得到了 ＩＭＦ 的认可ꎮ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ꎬ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ꎬ 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ꎬ
将双支柱调控框架上升为金融调控监管的国家意志ꎮ 总体上看ꎬ 在应对金融风险方面ꎬ 中国方案与全

球央行反思的思路一致ꎬ 但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常态下的鲜明特征ꎬ 中国卓有成

效的金融调控框架改革将不断为全球金融稳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ꎮ

一、 货币政策、 金融因素与宏观经济模型

　 　 宏观经济理论总是在危机中不断地接受检验ꎬ 并日臻完善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 “大萧条” 引发了

凯恩斯革命ꎬ⑨ 其有效需求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ꎬ 为政府主导需求管理熨平经济波动

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现的 “滞胀” 引发经济学界反思ꎬ 理性预期学派的 Ｌｕｃａｓ 批判凯

恩斯主义缺乏考虑微观主体对政策变动的反应ꎬ 而以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货币政策单一

４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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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以治理通胀ꎬ① 与二者一脉相承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② 成为新古典宏观理论主流ꎮ ２００８ 年肇始

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ꎬ 再次引发各国政策当局和学界的思考: 在全球金融深化的时代ꎬ 过

分简化金融市场设定ꎬ③ 单纯地围绕经济周期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已无法维护经济稳定ꎬ 金融失调的负

面冲击远超预期ꎬ④ 需要建立 “金融＋实体经济” 内生性框架以重构宏观经济模型ꎮ⑤

１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ＮＫ) 兴起

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 “滞胀” 时期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ꎬ 但在其后 ３０ 多年的货币数量

控制政策实践中效果不佳ꎬ 尤其是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ꎬ 遵循货币主义下自然实验的失利ꎬ 证

明货币政策分析依然无法完全割裂凯恩斯主义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Ｔａｙｌｏｒ 等人借鉴新

古典主义的理性预期和供给冲击假说ꎬ 尝试在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理论框架下建立工资、 价格粘性的微

观基础以及货币政策规则ꎬ⑥ 这一学说被命名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ꎬ⑦ 并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新

生ꎬ 此后ꎬ 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开发了大量具有微观基础的价格粘性模型ꎬ⑧ 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和发达

国家货币当局意识到应将金融部门的不完全性纳入宏观调控政策考量ꎬ 而货币政策分析应当求助于具

备微观基础、 理性预期和一般均衡特征的结构性方法ꎮ⑨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更接近于经济现实ꎬ 既

保留了价格粘性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ꎬ 又吸收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ꎬ 充分揭示了预期管

理对于实现最优货币政策的重要性ꎬ 逐步晋升为各国货币经济的主流研究方法ꎮ
２ 金融因素纳入 ＤＳＧＥ 分析框架

在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研究中ꎬ 传统宏观经济模型几乎不会考虑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等因素ꎮ 直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金融因素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在机制才得到重视ꎬ 如金融加速器机制、 抵押

品约束机制 以及引入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ꎬ 金融摩擦是引发经济运

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Ｇｅｒｔｌｅｒ 和 Ｋｉｙｏｔａｋｉ 将银行中介部门引入 ＤＳＧＥ 模型ꎬ 研究表明银行具有

内生信贷约束机制ꎬ 信贷摩擦会放大外生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ꎬ 这是对 ＢＧＧ 模型 缺乏银行系

５９中国 “双支柱” 调控框架与宏观审慎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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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融资约束的补充和改进ꎮ Ｇｅｒｔｌｅｒ 和 Ｋａｒａｄｉ 在 Ｇｅｒｔｌｅｒ 和 Ｋｉｙｏｔａｋｉ 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银行同业拆放市

场ꎬ 用中介结构和存款人代理模型模拟了存在中介杠杆率内在约束的条件下ꎬ 银行借贷行为的变

化ꎮ① 也有学者将房地产市场引入 ＤＳＧＥ 的研究ꎬ 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 考察了借贷约束、 房价与货币政策之间的

互动关系ꎬ② 认为盯住房价变化的货币政策是防止房价泡沫的最优选择ꎬ 而货币政策是美国房价波动

的重要因素ꎮ③ 此外ꎬ 也有不少学者运用 ＤＳＧＥ 模型研究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ꎮ Ｈａｆｓｔｅａｄ 在建

模中引入了银行部门ꎬ 研究发现金融冲击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造成了宏观经济的波动ꎬ 由银行挤兑

引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ꎮ④

３ 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

童中文等的研究表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添加了逆周期资本要求和金融脆弱性反应ꎬ 高风险状态下

其 “逆周期缓冲” 机制会减弱意外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ꎬ 获取更高的福利收益ꎬ 同时兼顾通货膨

胀和产出的目标要求ꎮ⑤ 鉴于金融冲击下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的失效ꎬ Ａｎｇｅｌｉｎｉ、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ｇｅｌｉｎｉ 等认

为ꎬ 应当采用宏观审慎政策作为补充ꎮ⑥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认为ꎬ 货币政策专注于稳定物价的同时ꎬ 也可以熨

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ꎬ 预防系统性风险ꎮ⑦ 但也有学者指出ꎬ 兼顾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更易于

暴露缺陷ꎬ 损坏中央银行信誉ꎬ⑧ 逆周期操作的货币政策与顺周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之间存在冲突ꎬ 使

价格与金融双重稳定目标无法同时实现ꎮ⑨ 从主流文献看ꎬ “逆风向” 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配合逐

渐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ꎬ 如通过逆周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ꎬ 央行可使用利率微调实现物价稳定ꎬ 而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减缓金融加速器ꎬ 完善动态拨备制度可缓解信贷过度紧缩ꎬ 增强

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ꎮ Ａｎｇｅｌｉｎｉ 等指出ꎬ 宏观审慎监管只有在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条件下ꎬ 才能获得

政策绩效ꎮ

６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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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 “双支柱” 调控框架与实践模式

　 　 １ 宏观审慎政策措施与调控工具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得益于超长金融周期下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渗透ꎬ① 国内金融领域

的创新取得重大进展ꎬ 金融机构产品体系日益复杂ꎬ 对于优化资金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然

而ꎬ 也有部分金融业务游走在监管缝隙中ꎬ 出现盲目扩张甚至 “野蛮式” 增长ꎬ 金融的顺周期特征

体现得淋漓尽致: 传统金融机构通道、 引流、 表外、 资管等业务体量不断扩大ꎬ 互联网金融对地产投

资的资金输送迅速助推了杠杆ꎬ 一旦经济下行ꎬ 不良资产就会进入风险集中爆发期ꎬ 因此ꎬ 必须纳入

宏观审慎监管范畴以防风险积聚ꎮ ２０１０ 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构建 “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

理制度框架”②ꎬ 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采用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的表述ꎬ 但事实上ꎬ 宏观

审慎理念在中国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的政策实践中早已得到体现 (如表 １)ꎮ 中央银行于 ２００９ 年正式启动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系统研究ꎬ 在此轮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中走在前列ꎬ ２０１６ 年建立起较完整的宏观审

慎评估体系ꎬ ２０１７ 年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ꎬ 这表明中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顶层设计与体制

机制初步成型ꎮ

表 １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措施的演进

阶段 年份 措施 目标

探索阶段

２００３ 通过调节按揭比例和利率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 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

２００４ 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制约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
构信贷扩张

２００９ 央行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系统研究 理论探索

发展阶段

２０１０ 提出构建 “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
架” (十七届五中全会) 政策导向

２０１１
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ꎻ
引入社会融资总量概念ꎬ 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存款纳入 Ｍ２ 统计口径

促进货币信贷平稳增长ꎬ 提升金融机构稳健性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调整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参数ꎬ 完善差别
准备金动态调整规则

引导 “支小支农” 信贷平稳增长ꎬ 增强金融机
构抗风险能力

２０１５ 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染

完善阶段

２０１６

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基
础上构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ＭＰＡ)③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ꎬ
适应资产多元化趋势

使用贷款价值比 ( ＬＴＶ)、 债务收入比 (ＤＴＩ)
等逆周期调节工具调控房地产信贷

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性杠杆的增长

２０１７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ꎬ 优化宏观审慎治理

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增速考核 防范表外理财快速增长和刚性兑付引发的风险

２０１８
拟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 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同业融资流动性管理

将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信息及各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整理ꎮ

７９中国 “双支柱” 调控框架与宏观审慎国际前沿

①

②

③

作者根据 ＢＩＳ 数据ꎬ 运用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 / ＧＤＰ 增长率指标和 ＨＰ 滤波法测算了中国金融周期ꎬ 结果显示ꎬ 中国大致经

历了两个半周期的货币宽松: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ꎮ 限于篇幅ꎬ 本文不汇报测算过程和结果ꎬ 读者如需可向

作者索取ꎮ
周小川: «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 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ꎬ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 期ꎮ
张卓元: «新时代经济改革若干新举措»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含了机构安排、 系统性风险监测和宏观审慎工具等多方面内容 ( ＩＭＦ、
ＦＳＢ)ꎬ 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和校准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ꎮ 目前ꎬ 中国已经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跨境企业和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应用了宏观审慎调控工具 (表 ２)ꎬ 除了危机管理小组 (ＣＭＧ) 是

针对 ＦＳＢ 公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 (Ｇ－ＳＩＩｓ) 名单作出的回应外ꎬ 其他各项都针对国内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去杠杆的要求ꎮ 中国的宏观调控跟随发达国家寻求某种工作手册的时代可能

终结ꎮ①

表 ２　 中国宏观审慎调控工具

工具 机构 内容

危机管理小组 (ＣＭＧ)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平安集团

建立了危机管理小组 (ＣＭＧ) 制定并按年度更新恢复
和处置计划 (ＲＲＰ)ꎬ 完成可处置性评估 (ＲＡＰ)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ＭＰＡ) 银行业金融机构
从资本和杠杆、 资产负债、 流动性、 定价行为、 资产
质量、 跨境业务风险、 信贷政策执行情况 ７ 个方面引
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②

外汇流动和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
慎政策框架

企业与金融机构
建立并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ꎻ
针对银行远期售汇ꎬ 按照远期售汇签约额的 ２０％收
缴外汇风险准备金③

贷款价值比 (ＬＴＶ)、 债务收入比
(ＤＴＩ) 等房地产信贷逆周期调节工具

房地产市场
包含因城施策、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等内容的住房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动态拨备制度 银行业金融机构
将银行贷款损失计提与经济周期、 银行经营状况结
合ꎬ 经济上行且财务状况好时多提拨备

资本充足率调节 银行业金融机构 按照巴塞尔协议Ⅲ标准执行资本充足率要求

　 　 资料来源: 根据央行、 银监会网站及各年度 «中国金融稳定发展报告» 整理ꎮ

２ 双支柱调控框架协调机制

从经济体均衡实现的过程看ꎬ 单一宏观审慎政策或货币政策可能会阻碍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ꎬ 形

成 “米德冲突”ꎮ 货币政策针对总量问题ꎬ 关注物价、 产出与就业的平衡ꎬ 而宏观审慎针对金融体

系ꎬ 侧重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ꎮ 宏观审慎监管是货币政策的延伸ꎬ 二者政策目标并不完全一致ꎬ 但也

并非完全独立: 货币政策通过信贷、 资产价格等传导渠道对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目标产生影

响ꎬ④ 宏观审慎在风险防范层面为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实现分忧解难ꎬ 降低金融系统杠杆的顺周期行

为ꎬ⑤ 也可能会因控制信贷供给伤害实体经济ꎬ⑥ 因此ꎬ 必须考虑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ꎮ
相对于国外学者更多关注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ꎬ⑦ 国内学者在研究二者协调配合模

８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陆磊: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宏观审慎管理»ꎬ «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ꎮ
张晓慧: «宏观审慎政策在中国的探索»ꎬ «中国金融»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张卓元: «新时代经济改革若干新举措»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王爱俭、 王璟怡: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Ｋｕｔｔｎｅｒꎬ ＩＩｈｙｏｃｋ Ｓｈｉｍꎬ “Ｃａ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５７ Ｅｃｏｎｏ￣

ｍ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１－４４
Ｓｔｉｊｎ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ꎬ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ꎬ”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１４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Ｊ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ꎬ Ｄｅｌｌ ’ Ａｒｉｃｃｉａꎬ Ｍａｕｒｏ Ｐａｏｌｏꎬ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Ｃｒｅｄｉｔ ＆ Ｂａｎｋ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９９－２１５ꎻ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ｌａｉｎꎬ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ＤＳ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ꎬ” Ｄｙｎａｒ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１１



拟及效果、① 应对冲击时政策组合稳定性和效果、② 互补或替代关系、③ 政策规则协调机制④ 等方面

做了基础性的工作ꎬ 为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示ꎮ 实践方面ꎬ 张晓

慧认为ꎬ 执行货币政策时ꎬ 中央银行必须同时考虑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ꎬ 权衡把握政策方向和力度ꎬ
实现 “双支柱” 充分协调、 灵活配合ꎮ⑤ 中国的 “双支柱” 调控框架见下图ꎮ

中国 “宏观审慎＋货币政策” 双支柱调控监管模式图

三、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前沿

　 　 金融全球化时代ꎬ 各国宏观政策相互交织、 关联ꎬ 相互竞争、 制约ꎬ 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需要统一

的指引框架作为行动准则ꎬ 国际社会于 ２０１０ 年首尔峰会达成共识ꎬ 要求 ＩＭＦ、 ＦＳＢ、 ＢＩＳ 承担总结全

球宏观审慎政策核心要素这一建设性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ＩＭＦ、 ＦＳＢ、 ＢＩＳ 联合发布 «有效宏观审慎政

策要素: 国际经验与教训»⑥ꎬ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 目标、 组织安排和政策工具进行了系统研

究ꎬ 为各国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提供参考ꎮ 从全球维度看ꎬ 近年来各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针

对系统性风险监测、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ꎬ 组织安排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 (见表 ３)ꎮ
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不仅需要丰富的政策措施与工具ꎬ 更需要密切配合、 协调的治理机制ꎬ «报

告» 归纳了三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治理机制模式: 一是由央行董事会或行长承担宏观审慎决策的职

责ꎬ 保证决策的时效性ꎻ 二是由央行内设监管委员会承担宏观审慎职责ꎬ 缓解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

策目标间可能的冲突ꎻ 三是由独立于央行的跨部门委员会承担宏观审慎职责ꎬ 通过信息共享、 政策协

调等方式实施宏观审慎政策ꎮ 从各国实践看 (见表 ４)ꎬ 三种模式皆有利弊ꎬ 并不存在普适性的完美

监管模式ꎬ 政策因各国政治、 经济、 社会条件而异ꎮ

９９中国 “双支柱” 调控框架与宏观审慎国际前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勇、 陈雨露: «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与搭配: 基于中国的模拟分析»ꎬ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ꎻ 马勇: «基于金融稳定

的货币政策框架: 理论与实证分析»ꎬ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３ 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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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期ꎻ 闫先东、 张鹏辉: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ꎬ «金融论坛»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方意、 赵胜民、 谢晓闻: «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分析———兼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问题»ꎬ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程方楠、 孟卫东: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基于贝叶斯估计的 ＤＳＧＥ 模型»ꎬ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期ꎮ
张晓慧: «宏观审慎政策在中国的探索»ꎬ «中国金融»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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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宏观审慎管理进展

组织 /经济体 年份 措施

巴塞尔银行
监督委员会
(ＢＣＢＳ)

２０１５ 修订信用风险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ꎬ 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差异性ꎻ 修订完成市场风险
框架ꎻ 简化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框架ꎻ 完成杠杆率的最终校准

２０１６ 修订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框架、 杠杆率框架ꎻ 制定发布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监管框架ꎻ 着手开展
信用风险计量、 操作风险计量、 Ｇ－ＳＩＢｓ 额外杠杆率要求、 资本下限、 信息披露等监管改革

金 融 稳 定
理 事 会
(ＦＳＢ)

２０１６
更新 Ｇ－ＳＩＢｓ 名单ꎻ 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 ＩＡＩＳ) 更新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 (Ｇ－ＳＩ￣
Ｉｓ) 名单 (２０１３ 年起)ꎻ 推动 «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 在 Ｇ－ＳＩＢｓ 母国的实施ꎻ
制定并完善银行业 «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评估方法»

Ｇ２０

２０１０ 批准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 (包含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增强逆风向调节)
２０１５ 确立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 (ＴＬＡＣ) 的共同国际标准

２０１６
总结宏观审慎政策的基本要素ꎻ 鼓励 Ｇ２０ 各成员国消除实施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 存
在的差距ꎻ 支持金融稳定理事会 (ＦＳＢ) 及各国际组织为增强抗风险能力、 恢复计划和可处
置性等工作作出的努力

美国
２０１０

颁布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ꎬ 全面推动金融监管改革ꎬ 加强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ꎬ① 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ꎻ 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ＦＳＯＣ)ꎻ
强化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ꎻ 建立有序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机制ꎻ 在美
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ＣＦＰＢ)

２０１６ 发布巴塞尔协议ⅢＣＣｙＢ 政策实施框架

英国

２０１０ 赋予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权限ꎻ 在央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
会 (ＦＰＣ)ꎬ 负责宏观审慎管理

２０１２ 将金融服务管理局 (ＦＳＡ) 拆分为两个监管机构: 审慎监管局 (ＰＲＡ) 和行为监管局 (ＦＣＡ)
２０１３ 构建英格兰银行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 (ＦＰＣ) 与审慎监管局 (ＰＲＡ) “双峰” 金融监管

２０１４ 英格兰银行发布 «补充资本要求政策»ꎬ 进一步明确逆周期资本监管要求

２０１５ 成立支付系统监管局 (ＰＳＲ)
２０１７ 财政部发布 «监管创新计划»

欧盟

２００９ 成立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ＥＳＲＢ)ꎬ 负责协调欧盟各国有效实施宏观审慎政策

２０１２ 欧盟委员会推动建立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 (ＳＳＭ)
２０１３ 实施 “资本要求指令和资本要求监管条例” (ＣＲＤⅣ/ ＣＲＲ)ꎬ 统一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２０１４ 开始实施 “资本要求指令和资本要求监管条例” (ＣＲＤⅣ/ ＣＲＲ)ꎬ 搭建统一的银行业宏观审
慎管理框架ꎬ 赋予宏观审慎管理部门一系列政策工具

２０１５ «银行复苏和清算指令» (ＢＲＲＤ) 生效

韩国

２０１０ 开发系统性风险评价模型 (ＳＡＭＰ)
２０１１ 征收银行税ꎬ 实施期货外汇头寸额度政策ꎬ 监督资本流动性

２０１２ 实施 ＬＴＶ 和 ＤＴＩ 比例限制政策ꎬ 改善家庭债务结构

００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

① 李胜男、 安然: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国际经验»ꎬ «ＩＭＩ 研究动态»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合辑ꎮ



表 ４　 各国家和地区宏观审慎监督跨部门委员会

国家 /组织 跨部门委员会 年份 协调部门

Ｇ２０ 集团 金融稳定理事会 (ＦＳＢ) ２００９ 成员国央行、 财政部、 金融监管机构、 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美国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ＦＳＯＣ) ２０１０ 财政部、 美联储、 货币监理署、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

欧盟 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ＥＳＲＢ) ２０１１ 欧洲央行、 成员国央行、 欧盟银行业监管局、 欧盟保险
业和职业年金监管局、 欧盟证券业监管局等

德国 金融稳定委员会 (ＦＳＣ) ２０１３ 财政部、 央行、 联邦金融监管局

英国 金融政策委员会 (ＦＰＣ) ２０１０ 央行、 审慎监管局、 行为监管局、 财政部

法国 金融稳定委员会 (ＦＳＢ) ２０１３ 财政部、 央行、 金融审慎管理局、 金融市场管理局、 会
计准则委员会

韩国 金融监督委员会 (ＦＳＣ) １９９８ 财政部、 央行、 金融监督院

中国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ＦＳＤＣ) ２０１７ 央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印度 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 (ＦＳＤＣ) ２０１０ 储备银行、 保险监管发展局、 证券交易委员会、 养老金
监督和发展局等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各年度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整理ꎮ

结　 　 语

　 　 当前ꎬ 全球金融反思的核心在于如何运用宏观审慎措施防范顺周期性金融风险ꎮ 基于国际金融危

机教训与中国国情而建立的 “双支柱” 调控框架ꎬ 是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与升华ꎬ
“精准化滴灌” 式的价格型稳健货币政策精确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和方向ꎬ 对于熨平金融周期的波

动、 实现有效金融调控、 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有重要意义ꎮ 高端制造、 新型

城镇化、 消费升级等将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健康的 “金融血

液”ꎬ “双支柱调控” 为金融与实体而生ꎬ 将成为未来中国保持政策定力ꎬ 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主攻

方向ꎮ
同时ꎬ 我们应看到ꎬ 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源于国际前沿的理论发现ꎬ 却在实践中超越并提升了原

有理论的内涵ꎬ “双支柱” 调控的理论先导和政策协调实践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金融环

境具有范例式的参考价值ꎮ 在全方位开放格局下ꎬ 内外部宏观政策存在相互溢出作用ꎬ 作为拥有庞大

内需市场和外汇储备的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国将致力于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ꎬ 为金融风险国际传

导构筑隔离带ꎬ 为全球经济运行预留缓冲区ꎬ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密切配合的 “双支柱”
调控 “中国模式” 也将走向世界舞台中央ꎮ

责任编辑: 孙中博

１０１中国 “双支柱” 调控框架与宏观审慎国际前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４ＺＤＡ０８４)ꎮ
作者简介: 夏杰长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服务经济理论与政策ꎻ 姚战琪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服务经济与国际投资ꎮ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夏杰长　 姚战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

　 　 摘要: 文章通过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公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４ 个经济体和 ５６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ꎬ 系

统分析了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程度ꎮ 研究发

现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和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都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ꎬ 但国内生产性服务

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显著小于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ꎻ 生产

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显著大于其对制造业与第一产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影响ꎻ
服务进口的中间投入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ꎻ 制造业服务化ꎻ 中间投入ꎻ 服务外包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０２－０９

　 　 ２０１７ 年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 «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ꎬ 提出 “推动

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互促共进”ꎬ 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ꎬ 也为

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找到了新路径ꎮ 随着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和制造业升级步伐的不断加

快ꎬ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需求不断增加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越来

越显著ꎬ 加快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ꎬ 将逐渐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 共生共赢的格局ꎮ 一般

而言ꎬ 生产性服务中的一部分由制造业企业自身提供ꎬ 另一部分则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或专业供应商

以社会化、 专业化的方式提供ꎮ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包括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和进口生产性服

务的中间投入ꎬ 那么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与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

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有何不同?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与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

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有何不同?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与国内生产性服务中

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有何不同? 当前ꎬ 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学术成果很少ꎬ 本文通过计算制

造业服务化指标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ꎮ

一、 文献综述与假设

　 　 １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ｒｗｅ 和 Ｒａｄａ 最早提出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ꎬ 首次将制造业产出扩展到服务外包ꎬ 并认

２０１




为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ꎮ① Ｂｕｒｇｅｒ 和 Ｌｅｓｔｅｒ 首次提出 “服务增强型制造” 的概念ꎬ
认为服务增强型制造是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必然发展趋势ꎮ② 夏杰长等认为ꎬ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

发展包括两方面: 一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广泛扩散和渗透ꎬ 制造业依靠 “服务要素” 的投入实现 “服
务型制造”ꎻ 二是制造业突破自身边界ꎬ 不断向服务业延伸ꎬ 从而实现 “制造业服务化”ꎮ 根据制造

业服务化的过程和结果ꎬ 可以将制造业服务化分为 “投入服务化” 和 “产出服务化”ꎮ 要加快制造业

服务化ꎬ 必须加大生产性服务的投入ꎬ 这是实现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动力ꎮ③ 学界计算制造业服务化

变量的方法不尽相同ꎮ 夏杰长、 倪红福利用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ꎬ 重新评估了中国服务业在出

口贸易中的作用ꎬ 分解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的价值ꎬ 发现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主要通过隐含在制

造业部门的间接出口来实现ꎬ 因而服务业的贸易出口价值被严重低估了ꎮ④ 刁莉、 朱琦使用制造业各

部门提供的服务产品占该部门总产出的比重计算了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ꎮ⑤ 因此ꎬ 生产性服务投

入会促进制造业服务化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会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ꎮ 综上ꎬ 本文提出假设

１: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将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２ 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学者使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研究成果发现ꎬ 中国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进口规模会整体上促进中

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刘维刚、 倪红福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ꎬ 实证分析了生产性

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ꎬ 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额会促进制造业服务化ꎮ⑥ 朱琦构建

投入产出模型ꎬ 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⑦ 杨玲使用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１３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ꎬ 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会显著提高制造业中间

品的投入率ꎬ 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服务化ꎬ 因

而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 ＯＥＣＤ 国家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会显著促进制

造业服务化ꎮ⑧ 综上ꎬ 本文提出假设 ２: 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会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３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中国第一产业与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都有关联ꎬ 其中ꎬ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关联紧密ꎬ 制

造业各行业对第一产业之间的依赖程度显著小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ꎬ 因此ꎬ 生产性

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显著大于其对第一产业的影响ꎮ 王娜娜、 郭辉研究发现ꎬ 渔业和

农林牧渔服务对第一产业的贡献不断增强ꎬ 而且农林牧渔服务对金融保险业和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较

强ꎬ 农业和林业对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等部门的依赖性也较强ꎬ 而畜牧业、 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对

消费品制造业和中间品制造业的依赖度较高ꎬ 因此ꎬ 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显著高于其对第

二产业的依赖度ꎮ⑨ 综上ꎬ 本文提出假设 ３: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显著大

于其对制造业各行业与第一产业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影响ꎮ

３０１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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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ｄｒａ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ｒｗｅꎬ Ｊｕａｎ Ｒａｄａꎬ “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３１４－３２４

Ｂｕｒｇｅｒ Ｓ ꎬ Ｌｅｓｔｅｒ Ｒ ꎬ Ｍａｄｅ ｂｙ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
夏杰长、 倪红福: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还是工业?»ꎬ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

第 ３ 期ꎻ 夏杰长、 肖宇: «构建中国服务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ꎻ 刘朝阳: «生产性服务业

提升制造业效率的路径研究———基于成本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ꎮ
夏杰长、 倪红福: «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 全球价值链视角»ꎬ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刁莉、 朱琦: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ꎬ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ꎮ
刘维刚、 倪红福: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技术进步: 效应及作用机制»ꎬ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ꎮ
朱琦: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ꎬ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８ 年ꎮ
杨玲: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效应研究»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王娜娜、 郭辉: «新疆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产业关联度及波及效应分析»ꎬ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二、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１ 模型构建

ｓｔｍｉｔ ＝ α０ ＋ α１ｐｓｍｉｉｔ ＋ Ｘ ｉｔ ＋ ｖｔ ＋ εｉｔ

ｐｉｍｉｔ ＝ α０ ＋ α１ｐｓｍｉｉｉｔ ＋ Ｘ ｉｔ ＋ ｖｔ ＋ εｉｔ

其中ꎬ ｓｔｍｉｔ为中国 ｔ 年制造业 ｉ 行业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ꎬ ｐｉｍｉｔ为中国 ｔ 年制造业 ｉ 行业对第一产

业的完全消耗系数ꎬ ｐｓｍｉｉｔ为中国 ｔ 年制造业 ｉ 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占比ꎬ ｐｓｍｉｉｉｔ为中国 ｔ 年制造

业 ｉ 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占比ꎬ Ｘ ｉｔ为控制变量ꎮ
２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当前学术界主要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数据来计算制造业服务化ꎮ① 本文根据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数据ꎬ 经计算得到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列昂惕夫逆矩阵、 完全消耗系数矩阵ꎬ
并将各产业分别进行合并ꎬ 计算得到完全消耗系数矩阵ꎬ 并间接得到制造业服务化指标ꎮ 本文选择的

服务业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ＷＩＯＤ 中 ５６ 个行业中的 ２７ 个服务业ꎬ 选择的制造业为 ＷＩＯＴ 中产业代码为 ５
至 ２２ 的 １８ 个行业ꎬ 制造业服务化计算方法如下:

ｆｕｗｕｉｔ ＝ βｉｊ ＋ ∑
ｎ

ｍ ＝ １
βｉｍβｍｊ ＋  ＋ ∑

ｎ

ｈ ＝ １
∑

ｎ

ｍ ＝ １
βｉｈβｈｍβｍｊ ＋ 

第一产业为 ＷＩＯＴ 中的产业代码为 １、 ２、 ３ 的三个产业ꎬ 包括 (１) 农作物和动物的生产、 狩猎

和相关服务活动ꎻ (２) 林业和伐木ꎻ (３) 渔业和水产养殖ꎮ 本文使用与制造业服务化相同的方法计

算中国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ꎬ 即先将第一产业各产业进行合并ꎬ 然后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制造

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ꎮ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ｎｏｎｇｉｔ ＝ χ
ｉｊ ＋ ∑

ｎ

ｍ ＝ １

χ
ｉｍ
χ
ｍｊ ＋ ＋  ＋ ∑

ｎ

ｈ ＝ １
∑

ｎ

ｍ ＝ １

χ
ｉｈ
χ
ｈｍ
χ
ｍｊ ＋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以下产业为生产性服务业 (不包括房地产业)ꎬ 即陆路运输及管道运输、 水运、 航空运

输、 仓储及运输支援活动、 计算机编程以及咨询及信息服务活动、 保险和养老金除外的金融服务活

动、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以及再保险和养老金、 金融服务和保险辅助活动、 法律和会计活动以

及总部活动和管理咨询活动、 建筑和工程活动、 技术测试和分析、 科学研究与发展、 广告和市场

调查ꎮ
ｐｓｍｉ 为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ꎬ ｐｓｍｉｉ 为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占总投入

之比ꎬ ｆｓｈｚｈ 为国内服务中间投入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ｆｓｈｊ 为进口服务中间投

入额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ｆｕｊｉｎ 为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ꎬ ｆｆｊ
为进口中间投入扣除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ｇｕｏｚｈ 为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

比ꎬ ｆｆｚｈ 为国内中间投入扣除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ꎮ
(３) 控制变量

ｃａｐ 为以各国百万货币计的资本补偿ꎬ ｌａｂ 为以各国百万货币计劳动报酬ꎬ ｃａｐｌａｂ 为资本补偿与劳

动报酬之比ꎮ 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为 ｉ 产业是否为高技术产业ꎬ ｚｈｏｎｇ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为 ｉ 产业是否为中高技术产业ꎬ
ｚｈｏｎｇｄｉ 为 ｉ 产业是否为中低技术产业ꎬ ｄｉ 为 ｉ 产业是否为低技术产业ꎬ 具体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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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产业加权技术水平指标计算行业

技术类别 产业名称 代码

低技术产业 食品、 饮料和烟草产品的制造 Ｃ１０—Ｃ１２
低技术产业 纺织品、 服装和皮革制品的制造 Ｃ１３—Ｃ１５
低技术产业 木制品和除家具外的木制品和软木制品、 稻草制品和编织材料的制造 Ｃ１６
低技术产业 纸和纸制品的制造 Ｃ１７
低技术产业 记录媒体的印刷和复制 Ｃ１８

中低技术产业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 Ｃ１９
中高技术产业 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Ｃ２０
中高技术产业 基本医药产品和药物制剂的制造 Ｃ２１
中低技术产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的制造 Ｃ２２
中低技术产业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的制造 Ｃ２３
中低技术产业 基本金属制造 Ｃ２４
中低技术产业 制造金属制品ꎬ 机械及设备除外 Ｃ２５
高技术产业 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 Ｃ２６

中高技术产业 电气设备制造 Ｃ２７
中高技术产业 机械设备制造 Ｃ２８
中高技术产业 汽车、 挂车和半挂车的制造 Ｃ２９
中高技术产业 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 Ｃ３０
低技术产业 家具制造ꎻ 其他制造 Ｃ３１—Ｃ３２

　 　 ３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 ＷＩＯＤ 公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４ 个经济体和 ５６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ꎬ 以各国百万货币

计的资本补偿、 以各国百万货币计劳动报酬均来源于 ＷＩＯＤ 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２０１６ 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ｄｅｘꎬ 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

库) 指标体系ꎮ 笔者经过计算得到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ꎮ 表 ２ 为

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ꎮ
表 ２　 描述性分析

变量 变量名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ｓｔｍ 制造业服务化 ０ ０２３１ ０ ３３８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５４４
ｐｉｍ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０ ０１８１ ０ １８１８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３５２
ｐｓｍｉ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８７４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１２８
ｐｓｍｉｉ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占总投入之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３

ｆｓｈｚｈ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
额后占总投入之比

０ ０８５７ ０ １５３９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１７５

ｆｓｈｊ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
入进口额后占总投入之比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３

ｆｕｊｉｎ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投入之比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５

ｆｆｊ 进口中间投入扣除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
总投入之比

０ ０６６８ ０ ２４６０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４１３

ｇｕｏｚｈ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 ０ １０４２ ０ １９２７ ０ ０４８２ ０ ０２５０

ｆｆｚｈ 国内中间投入扣除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
总投入之比

０ ５７７８ ０ ６７５８ ０ ４０１３ ０ ０６５０

ｃａｐ 以各国百万货币计的资本补偿 ３３１ １７９ ５０ １６６３ １５５ ００ ２３ ４８９ ７７ ２８８ ２７３ ３０
ｌａｂ 以各国百万货币计劳动报酬 ２３０ ０２４ ８０ ９３４ ７１６ ３０ ２７ ３８６ ５４ ２０８ ７１８ ００

ｃａｐｌａｂ ｃａｐ 与 ｌａｂ 交互项 １ ５８１５ ３ ５３９２ ０ ５８０５ ０ ５６５４
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是否为高技术产业 ０ ３３３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７２３

ｄｉ 是否为低技术产业 ０ ０５５６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２９５
ｚｈｏｎｇｇ~ ｕ 是否为中高技术产业 ０ ３３３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７２３
ｚｈｏｎｇｄｉ 是否为中低技术产业 ０ ２７７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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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

　 　 １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表 ３ 显示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均

有显著影响ꎮ 同时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也有显著促进作用ꎮ 因此ꎬ 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得到验证ꎮ 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

口额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２２ ２７４ ２６０、 １２ ５６０ ５２０ꎬ 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ꎮ 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的估计系数也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ꎮ 因此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

投入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均有显著促进作用ꎬ 同时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

中间投入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也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增长ꎮ 也可

看到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对制造业对

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影响程度ꎬ 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的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中

间投入紧密关联ꎮ 现阶段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的需求结构不断升级ꎬ 生产性服务业显著促

进制造业的结构升级ꎬ 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显著小于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

数ꎬ 因此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对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促进作用较小ꎬ 假设

３ 得到验证ꎮ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促进作

用ꎬ 显著大于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的促进作用ꎮ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主要表现为参与中间品加工贸易ꎮ 依托低劳动力成本和政策扶

持的比较优势ꎬ 中国大量进口包括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在内的资本密集型中间品和资本品ꎬ 进行加工

组装后出口ꎬ 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ꎮ 因此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程度

显著大于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影响程度ꎮ

表 ３　 生产性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ｃａｐ ０ ８７５ ２３６∗∗∗

(９ ７７０)
０ ４９０ １９７∗∗∗

(４ ４３０)
０ ９７７ ２２９∗∗∗

(５ １００)
０ ４５７ ７２８∗∗∗

(４ ８７０)

ｌａｂ －０ ７５５ ９９６∗∗∗

(－８ ２８０)
－０ ４３９ ３２０∗∗∗

(－４ ０１０)
－０ ９０４ ６８１∗∗∗

(－４ ８２０)
－０ ４０２ ４５８∗∗∗

(－４ ３２０)

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４９４ ２３０∗∗∗

(－８ ２１０)
－０ ２６５ ４３６∗∗∗

(－３ ５８０)
－０ ５９５ １９６∗∗∗

(－４ ８１０)
－０ ２４２ ９９７∗∗∗

(－３ ８６０)

ｐｓｍｉｉ ２２ ２７４ ２６０∗∗∗

(３ ５１０)
１２ ５６０ ５２０∗∗∗

(２ ５６０)

ｐｓｍｉ ３ ８３９ １３０∗∗∗

(３ ９７０)
２ ０６０ ０８１∗∗∗

(３ ０９０)

ｚｈｏｎｇ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１７０ ７００∗∗∗

(－５ ８７０)
－０ ０７３ ３９７∗∗∗

(－２ ３５０)
－０ １６３ ６７０∗∗∗

(－５ １６０)
－０ ０８４ ９６０∗∗∗

(－２ ６９０)

ｚｈｏｎｇｄｉ －０ ０８６ ５７９∗∗∗

(－５ ３８０)
－０ ０６０ ２９９∗∗∗

(－２ ３５０)
－０ ０９９ ６３５∗∗∗

(－２ ９１０)
－０ ０６４ ３８４∗∗∗

(－２ ６００)

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３１６ １０９∗∗∗

(－２ ３４０)
－０ ２６９ ５５４∗∗∗

(－２ ０３０)
－０ ３１０ ４７１∗

(－１ ５１０)
－０ ２３５ １６２∗

(－１ 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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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ｓ －０ ９５４ ０８３∗∗∗

(－６ ０３０)
－０ ３３７ ９０３∗∗∗

(－３ １９０)
－０ ２７８ ７３４∗

(－１ ６３０)
－０ ４３０ ５９０∗∗∗

(－４ ５３０)
ＡＲ (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ＡＲ (２) ０ ０７８ ０ ２８５ ０ １６０ ０ ０６３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２９ ２１０ ２８ ９８０ ２８ ９３０ ２９ ２８０
　 　 说明: ∗、 ∗∗、 ∗∗∗ 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 的显著性水平ꎬ 下同ꎮ

２ 非生产性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表 ４ 显示ꎬ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制

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均有显著影响ꎮ 但是ꎬ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

口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不具有促进作用ꎮ 进口服务

中间投入额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后占总投入之比每增长 １％ꎬ 制造业服务化就降低 ７９ ３４％ꎬ
同时ꎬ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也降低 １９ ７９％ꎮ 因此ꎬ 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是促进中国

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因素ꎬ 进口非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不利于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本文使用回归结果显示ꎬ 在模型 １—４ 中ꎬ 是否为高技术制造业、 是否为中高技术产业、 是否为

中低技术产业虚拟变量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抑制作用ꎮ 另外ꎬ 在使用进口非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情

形下ꎬ 中国以百万货币计的劳动补偿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ꎬ 但在使用国内非生产性服务中间

投入的情形下ꎬ 中国以百万货币计的劳动补偿不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ꎮ

表 ４　 非生产性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ｃａｐ －０ ６０１ ５８２∗∗∗

(－１０ ０９０)
－０ １７９ ８５２∗∗∗

(－３ ４４０)
０ ０４７ ７５７
(０ ６２０)

０ １１３ ２５４∗

(１ ７２０)

ｌａｂ ０ ６２７ ７１１∗∗∗

(１１ ４８０)
０ １９７ ０１３∗∗∗

(３ ５３０)
－０ ０２６ ５０４
(－０ ３６０)

－０ ０９２ ３５２
(－１ ４６０)

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６０５ ０１５∗∗∗

(１５ ７５０)
０ ２０５ ２７７∗∗∗

(３ ７８０)
０ １３４ ７９０∗∗∗

(３ ７７０)
０ ０３３ ５８５
(０ ８４０)

ｆｓｈｊ －７９ ３４４ ０１０∗∗∗

(－１８ １５０)
－１９ ７８７６７０∗∗∗

(－２ ９５０)

ｆｓｈｚｈ ５ ３８６ ９７１∗∗∗

(７ ８００)
２ １７０ ９５５∗∗∗

(４ ０７０)

ｚｈｏｎｇ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１７４ ３０８∗∗∗

(－８ ７２０)
－０ ０３５ ７２５∗∗∗

(－２ ２１０)
－０ ２３５ ６１１∗∗∗

(－３ ２６０)
－０ １３２ ９７３∗∗∗

(－２ ８８０)

ｚｈｏｎｇｄｉ －０ ０８４ ５０４∗∗∗

(－３ ９７０)
－０ ０２７ ０７６∗∗∗

(－２ ９８０)
－０ １８６ ７４１∗∗∗

(－３ ２７０)
－０ １１９ ７８６∗∗∗

(－２ ６６０)

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１８５ ４４１∗∗∗

(－６ ６６０)
－０ ０４７ ９３６∗∗∗

(－２ ５２０)
－０ ０８１ ３００
(－１ ２７０)

－０ ０６０ ９３８∗

(－１ ７１０)

＿ ｃｏｎｓ －０ ６２７ ９１０∗∗∗

(－３ ４９０)
－０ ３４６ ５７６∗∗∗

(－３ ７２０)
－０ ７５７ ５６５∗∗∗

(－６ ４３０)
－０ ４１８ １２６∗∗∗

(－５ １８０)
ＡＲ (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ＡＲ (２) ０ ３２４ ０ １８３ ０ ３８６ ０ ６７３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２９ ４６０ ２１ ９８０ ２５ ８９０ ２０ ４２０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使用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ꎬ 代替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占总投入之

７０１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比ꎻ 使用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ꎬ 代替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进行稳健

性检验ꎮ 表 ５ 是稳健性检验结果ꎮ 从结果可见ꎬ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对制造业服务化的

影响与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占总投入之比差异较小ꎮ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对制造

业服务化的影响与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也没有太大差异ꎮ 因此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

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占总投入之比可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ｃａｐ ０ ２５２ ３１８∗∗∗

(４ ７８０)
０ １５９ ２２２∗∗∗

(４ ２７０)
０ ２７７ ５６８∗∗∗

(２ ７７０)
０ １４３ ０８３∗∗∗

(２ １１０)

ｌａｂ －０ １９０ ５０７∗∗∗

(－４ ０２０)
－０ １３０ ２３８∗∗∗

(－３ ８９０)
－０ ２５４ ９７４∗∗∗

(－２ ６８０)
－０ １１８ ８９０∗

(－１ ８４０)

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０５２ ８２９∗∗∗

(－２ ２００)
－０ ０５５ ７００∗∗∗

(－３ ９１０)
－０ ０４８ ０２５
(－０ ７８０)

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 ０９０)

ｆｕｊｉｎ ６ ６１２ ９６９∗∗∗

(２ ４３０)
４ ７２８ ８０９∗

(１ ６６０)

ｇｕｏｚｈ ２ ４００ ２７３∗∗∗

(３ ７１０)
１ １３３ ４２７∗∗∗

(３ ２９０)

ｚｈｏｎｇ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０１４ ９６２
(－０ ４５０)

－０ ００９ ２１５
(－０ ４２０)

－０ ５６３ ４１４∗∗∗

(－２ ９６０)
－０ ３４２ ７７０∗∗∗

(－４ ３１０)

ｚｈｏｎｇｄｉ －０ ２４４ ４１８∗∗∗

(－３ ９６０)
－０ ０２７ ９６７
(－１ ３２０)

－０ ４２６ １７５∗∗∗

(－２ ４８０)
－０ ２９６ ３４５∗∗∗

(－４ ３３０)

ｄｉ ０ ０４５ ７６８
(０ ９００)

０ ０７５ ５１６∗∗∗

(６ ０９０)
－０ ３８７ ８０４∗∗∗

(－２ １２０)
－０ ２６７ ４３６∗∗∗

(－３ ５６０)

＿ ｃｏｎｓ －０ ７１１ １０７∗∗∗

(－１２ ２００)
－０ ３４２ ８９１∗∗∗

(－３ ８７０)
－０ ０７４ ８３３
(－０ ３４０)

－０ １５４ ９９３∗

(－１ ５００)
ＡＲ (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２
ＡＲ (２) ０ ８７９ ０ ０８９ ０ ３５２ ０ ３１１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２０ ９３０ ２６ ９７０ ２７ ９００ ２１ ３６０

　 　 我们使用进口中间投入扣除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代替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扣除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使用国内中间投入扣除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

之比ꎬ 代替国内服务中间投入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继续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从表

６ 可见ꎬ 使用进口中间投入扣除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 国内中间投入扣除国内服务中

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对制造业服务化及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影响ꎬ 与前文没有太

大差异ꎮ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ｃａｐ ０ ０３９ ６２１
(１ １２０)

０ ０２４ ４７１∗

(１ ８１０)
０ １８７ ５６５∗∗∗

(２ ６６０)
０ ０８７ ４１８∗

(１ ８５０)

ｌａｂ －０ ０２３ ９９１
(－０ ７００)

－０ ００３ １２７
(－０ ２４０)

－０ １５６ ２５９∗∗∗

(－２ ４６０)
－０ ０８１ ３４５∗

(－１ 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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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０６４ ０４１∗∗∗

(３ ０３０)
０ ０４９ ７４８∗∗∗

(４ ６６０)
０ ００１ ０４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４ ３５３
(０ １５０)

ｆｆｊ －１ ３３６ ４３７∗∗∗

(－７ ４２０)
－０ ４９４ ２８６∗∗∗

(－８ ０４０)

ｆｆｚｈ ０ ９３５ ２３９∗∗∗

(２ ４８０)
０ ５５１ ６６８∗∗∗

(２ ５１０)

ｚｈｏｎｇ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０４０ ８６２∗∗∗

(－２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７６０
(－０ ２５０)

－０ ０５９ ４２８
(－０ ９５０)

－０ ０５７ ６７４∗∗∗

(－２ １９０)

ｚｈｏｎｇｄｉ －０ ０２５ １６９
(－１ ４１０)

－０ ０１３ ２６１
(－１ ３９０)

－０ ３０５ ３６０∗∗∗

(－５ ２９０)
－０ １５１ ０３１∗∗∗

(－８ ２８０)

ｇａｏｊｉｓｈｕ ０ １５１ ２９５∗∗∗

(４ ３７０)
０ ０６８ ５９８∗∗∗

(２ ５５０)
０ ０１３ ４９２
(０ ２００)

０ ０１０ ２５７
(０ ２８０)

＿ ｃｏｎｓ －０ １８０ １７３∗∗∗

(－２ ７６０)
－０ ２９９ ３１２∗∗∗

(－５ ９２０)
－０ ８５６ ９３２∗∗∗

(－２ ８８０)
－０ ３４９ ９１０∗∗∗

(－３ ８２０)
ＡＲ (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ＡＲ (２) ０ ２０８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２ ０ １０１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２１ ９００ ２５ ０４０ ２５ ０８０ ２０ ６００

４ 内生性检验

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ꎬ 该变量与制

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ꎬ 即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

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会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ꎮ 同时ꎬ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不但影响商品

贸易结构ꎬ 而且增加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需求ꎮ 制造业中间投入中服务业所占比重快速增

加ꎬ 会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的同步增长ꎬ 因此ꎬ 制造业服务

化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相互影响ꎬ 内生性可能会影响方程的可靠性ꎮ 为了进行内生性检验ꎬ 本文首先

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等各变量进行因果

关系检验ꎬ 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不是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格兰杰) 因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是中国制造业服

务化变动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格兰杰) 因ꎬ 即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

务中间投入进口额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ꎮ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ꎬ 本文将下一期的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

额ꎬ 作为当期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的控制变量ꎬ 此方法符合工

具变量的选择原则ꎮ 为了防止变量选择出现过度识别的问题ꎬ 本文选择的有效工具变量个数不少于内

生解释变量个数ꎬ 检验结果见表 ７ꎮ
本文对选择的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ꎬ 考察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否均为外生ꎬ 检验结果接受所

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ꎮ 我们使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ꎬ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检验结果发现ꎬ 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显著相关ꎮ 弱工具性检验结果发现ꎬ 模

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均至少通过了 ５％的临界值ꎬ 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值均显著大于 ５％的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显著性水平ꎬ 因此不存在内生性问题ꎮ

表 ７　 内生性检验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９０１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ｐｓｍｉｉ ６ １４０ ３１０∗

(１ ６００)
３ ３１２ １２０∗

(１ ５６０)

ｐｓｍｉ １ ８２４ ７０１∗∗∗

(２ ２８０)
０ ９３３ ６１０∗∗∗

(２ ３４０)

ｃａｐ ０ ０９３ ５８８∗∗∗

(４ ０９０)
０ ０４６ ３４９∗∗∗

(４ ２３０)
０ １０３ ５５４∗∗∗

(３ ８２０)
０ ０４７ ７９５∗∗∗

(３ ５３０)

ｌａｂ －０ ０６０ ９８７∗∗∗

(－３ ２８０)
－０ ０２６ １７２∗∗∗

(－２ ８６０)
－０ ０７６ ０８２∗∗∗

(－３ ３２０)
－０ ０２９ ３８９∗∗∗

(－２ ５７０)

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０３１ １３１∗∗∗

(－２ ７５０)
－０ ００６ ３９４
(－１ １２０)

－０ ０３９ ４７３∗∗∗

(－２ ９４０)
－０ ００９ ３１４
(－１ ３９０)

Ｎ １４４ １０８ １８０ １８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ｃｏｒｒ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１ ９１０
０ ００００

４５ ８７０
０ ００００

４１ 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０

４１ 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０ ５１８ １７ ０４７ １７ ６７２ １７ ６７２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ｗｅａｋ ＩＤ
ｔｅ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５％)
１１ ５９０ １０ ８３０ １３ ９１０ １３ ９１０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使用 ＷＩＯＤ 公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４ 个经济体和 ５６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ꎬ 研究生产性服务

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ꎬ 研究发现: 第一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额对制造业服务

化影响显著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制造业服务化也有显著促进作用ꎮ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

口额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

系数的影响程度ꎮ 第二ꎬ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扣除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ꎬ 对制造业服

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均有显著影响ꎮ 第三ꎬ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能

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ꎬ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占总投入之比也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ꎬ
国内服务中间投入扣除国内服务中间投入额后占总投入之比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促进作用ꎮ

本文认为ꎬ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ꎬ 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进口额可显著促进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ꎬ 但非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对制造业服

务化和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不具有促进作用ꎮ 因此ꎬ 应加大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力度ꎬ 提

高生产性服务业进口的技术含量ꎬ 高度重视非生产性服务的改革ꎬ 改善营商环境ꎬ 释放服务业发展活

力ꎬ 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ꎮ 第二ꎬ 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和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都能促进中国

制造业服务化ꎬ 因此ꎬ 应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ꎬ 鼓励在岸服务外包ꎬ 促进制造企业剥离相关

服务业务ꎬ 专心耕耘主业ꎬ 竭力推动服务业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ꎮ 第三ꎬ 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进口额

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显著大于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ꎬ 因此应大力推动

离岸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ꎬ 扩大离岸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进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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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投资意愿

杨玲丽

(上海政法学院 社会管理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７０１ )

　 　 摘要: 学界关注正式制度对企业转移投资意愿的影响ꎬ 却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ꎮ 文章基于对企业

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ꎬ 将企业转移投资行为视为嵌入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中的经济活动ꎬ 实证了

多维度的制度嵌入对企业投资意愿存在不同作用机制ꎬ 即 “正式制度嵌入—显性成本—投资意愿” 和 “非

正式制度嵌入—隐性成本—投资意愿”ꎬ 并发现 “非正式制度” 通过 “隐性成本” 对企业转移投资意愿的

影响更大ꎮ 通过比较检验方法ꎬ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控制正式制度的嵌入ꎬ 发现引入非正式制度嵌入后ꎬ 模

型的解释力明显提高ꎬ 再次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转移投资的作用机制ꎮ
关键词: 产业转移ꎻ 制度嵌入ꎻ 企业投资ꎻ 经济社会学ꎻ 正式制度ꎻ 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３９ 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１１－１０

　 　 目前学界关于企业经营隐性成本的研究ꎬ 主要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ꎬ 以企业办

理各种行政审批工作的耗时作为核心指标进行测度ꎮ 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量化ꎬ 有利于政府找出行政

管理流程中的短板ꎬ 进行针对性整改ꎬ 但学术性稍显不足ꎮ 实际上ꎬ 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感受不仅限于

正式制度ꎬ 如韦伯认为ꎬ 基督教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ꎻ ① 较多学者认为ꎬ 日本、 新加坡等

东亚经济的成功应归因于儒家文化的优点: 强调勤劳、 刻苦、 节俭、 重视知识、 重视长幼次序、 重视

朋友有信ꎬ② 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理性文化共同促进了东亚经济发展ꎬ③ 特别是以诚待人、 以义制利的

中国儒家理念型商人在生意场上表现出色ꎮ④ 因此ꎬ 经过历史沉积的社会规范、 经商文化和价值观念

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非常重要ꎮ 中国各地的非正式制度差异较大ꎬ 企业更倾向于在非正式制

度背景相近的地方投资ꎬ 以避免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冲突ꎮ 上述讨论潜在指向 “嵌入性” 概念ꎬ 即将

企业投资意愿嵌入当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中ꎬ 这正是本文关注的主题ꎮ
本文将制度嵌入分为正式制度嵌入和非正式制度嵌入ꎬ 探讨其如何约束和促进企业转移投资ꎬ 并

基于对企业家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ꎬ 发现制度嵌入显著影响企业转移投资意愿ꎮ 宏观政策、 法律制

度和区域政策等正式制度通过显性成本影响企业转移投资意愿ꎻ 社会规范、 政府观念和经商文化等非

正式制度通过隐性成本影响企业转移投资意愿ꎮ 而且ꎬ 非正式制度通过隐性成本对投资意愿的影响作

用显著大于正式制度通过显性成本对投资意愿的影响作用ꎮ 更重要的发现是ꎬ 非正式制度中的政府观

念对隐性成本的影响作用最大ꎬ 也验证了投资软环境的改变取决于政府观念的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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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回顾

　 　 １ 制度嵌入性范式

自从波兰尼在其巨著 «大转变» 中提出嵌入性概念后ꎬ① 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概念进行了探讨ꎬ
嵌入性迅速成为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和核心理论ꎮ 格兰诺维特早期并没有直接论述制度嵌入

理论ꎬ 但是他的结构嵌入论述已包括非正式制度嵌入的思想ꎬ 即行为者嵌入在特定的经商文化和价值

观念等社会结构中ꎮ② 倪志伟和尹格兰提出了制度嵌入性概念ꎬ③ 并迅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ꎬ 如学者

从制度嵌入性角度实证了 “赢者通吃” 市场和劳动力市场ꎮ④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詹姆斯和约翰超越

政治学的原有范式ꎬ 从多种视角对制度作出诠释ꎬ “制度嵌入性” 成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纲

领———将正式制度、 传统、 文化、 社会心理等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作为嵌入性制度的约束条件ꎬ 纳入

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中ꎬ 比如东亚的经济组织嵌入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家长制权威关系 (非正式制度)
中ꎮ⑤ 格兰诺维特后来也开始关注制度嵌入ꎬ 并提出了著名命题———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ꎮ⑥ 因此ꎬ
制度嵌入性理论是对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修正ꎬ 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可看作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ꎮ 至此ꎬ 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实现了从 “网络嵌入性” 到 “制度嵌入性” 研究

视角的转变ꎮ⑦

２ 制度嵌入视角下的企业转移投资研究

国外关于企业转移投资的研究ꎬ 主要是从地区比较优势变化的角度来探讨企业国际间转移投资的

机制ꎮ⑧ 本文关注国家政策导向下一国内部的企业转移投资ꎮ 随着近年来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

距的拉大ꎬ 国家宏观政策一直积极引导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西部转移投资ꎬ 但东部区域内的

企业转移投资仍然是主流ꎮ⑨ 相邻省份的京津冀、 泛长三角、 泛珠三角的泛区域内的企业转移投资也

是近年的趋势之一ꎬ 如广东的低技术制造业整体呈现向湖南、 江西、 广西的扩散趋势ꎬ 但是其高技术

行业却向发达地区集聚ꎻ 山西承接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转移ꎻ 长江经济带下游 (江苏、 浙江、 上海

等地) 企业向中上游 (安徽、 湖北、 四川等地) 转移投资ꎮ 但是ꎬ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ꎬ 东

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投资将是大势所趋ꎮ
在区域产业转移投资的内外互动中ꎬ 地方政府的行为是重要的经济变量ꎮ 在偏重经济增长导向的

绩效考核机制下ꎬ 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到产业转移投资的竞争中ꎬ 为所辖区域争取更多的投资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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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度差异ꎬ 各地的竞争结果大相径庭ꎬ 比如中部地区在地方财政分权度、 政府效率、 产权多元化、
科技创新制度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制度差距ꎬ 制约了东中部地区产业深度分工和要素优化配

置ꎬ 阻碍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ꎮ① 因此ꎬ 学者建议后发地区通过制度创新吸引

先发地区的产业转移投资ꎬ 比如地方政府通过转变观念、 革新政府机制、 构建激励机制、 创新区域政

策等制度创新吸引产业转移投资ꎮ②

这些研究强调正式制度对企业转移投资的约束作用ꎬ 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ꎮ 实际上ꎬ 在东

部地区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投资的过程中ꎬ 国家已经给予了西部地区足够的正式制度激励ꎬ 但是企业

转移投资的步伐仍然较慢ꎬ 这说明除了正式制度外ꎬ 还存在非正式制度的约束ꎮ

二、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１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上海、 浙江、 江苏等地制造型企业的调查ꎬ 调查对象主要是企业的总经理和董

事长ꎮ 调查企业或在长三角地区有总部或工厂ꎬ 或在西部地区有投资或者有投资意向ꎬ 并了解西部地

区与东部地区的投资差异ꎮ
本文的质性研究设计了企业家深度访谈大纲ꎬ 借助文献研究的理论ꎬ 对 ２３ 位董事长和总经理等

进行发散式的面对面交流ꎬ 获得企业对外投资的一手资料ꎬ 然后对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ꎬ 形成概念、
变量及变量的测量维度、 变量的路径关系等ꎮ 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方

法验证变量的测量维度及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ꎬ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３８３ 份ꎬ 对问卷调查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和 ＡＭＯＳ１７ ０ 结构方程软件进行分析ꎮ 量化研究的样本特征见表 １ꎮ

表 １　 量化研究的样本特征

企业成立时间 ２０ 年以上ꎬ 占 ７ ０％ꎻ １０—１９ 年ꎬ 占 ３２ ６％ꎻ ５—９ 年ꎬ 占 ４７ ８％ꎻ ５ 年以内ꎬ 占 １２ ６％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ꎬ 占 ８ ６％ꎻ 合资企业ꎬ 占 １９ ７％ꎻ 民营企业ꎬ 占 ７１ ７％
企业规模 (员工总人

数)
２０ 人及以下ꎬ 占 １１ ６％ꎻ ２１—５１ 人ꎬ 占 ２６ ８％ꎻ ５０—１００ 人ꎬ 占 ４２ ５％ꎻ １００ 人以上ꎬ 占

１９ １％
企业生产的产品 出口ꎬ 占 ４２ ３％ꎻ 内销ꎬ 占 ６５ １％

企业的业务特征
产品生产商ꎬ 占 ５２ ３％ꎻ 设备供应商ꎬ 占 １２ ３ ３％ꎻ 原料供应商ꎬ 占 ８％ꎻ 零配件供应

商ꎬ 占 ２７ ４％

２ 变量定义及测量

本文根据质性研究结果调整变量的测量维度ꎬ 然后对所有变量进行 ２６ 个小样本的初测ꎬ 删掉回

答率低于 １０％且信度与效度较低的测项ꎬ 形成变量的正式测项ꎮ 所有测项均采用 １０ 级尺度测量ꎬ １
分代表最低分ꎬ １０ 分代表最高分ꎬ 然后请被访者对每个测项进行打分评价ꎮ

(１) 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主要手段ꎬ 中国企业受到较强势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ꎬ 测量指标主

要是长期与短期的调控与激励政策ꎬ 如财税政策、 信贷政策等ꎮ③ 本文的宏观政策主要指政府为了调

节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ꎬ 促进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投资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ꎬ 有 ２ 个测

项: “一带一路” 倡议引导企业向西部投资ꎻ 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导企业向西部投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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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法律制度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ꎬ 法律制度通过提供合约的执行机制使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ꎬ 如果没有法律

对合同的保障ꎬ 人们之间的交易很难进行ꎬ 因此ꎬ 本文主要测量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程度ꎮ① 本文探

讨保障一个地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ꎬ 有 ２ 个测项: 当地保障企业诚信合作的法律

法规完善ꎻ 当地的企业利益诉求制度完善ꎮ
(３) 区域政策

本文的区域政策特指区域经济政策ꎬ 是地方政府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经济增长与稳定、 公平

分配和扩大国际关系的目标而制订的政策ꎬ 具有区域性、 公共性、 差异性、 阶段性和系统性的特

征ꎮ② 本文主要关注与企业转移有关的区域经济政策ꎬ 有 ３ 个测项: 当地政府出台的各种财政补贴、
土地供给优惠和税收减免政策ꎻ 当地政府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ꎻ 当地政府出台的各种信贷政策 (观
测变量净化分析后ꎬ 删除此测项)ꎮ

(４)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的、 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规范ꎬ 主要从风俗习惯、 道德规

范、 价值标准、 社会团体行为准则等方面测量ꎮ③ 本文以 ４ 个测项测量社会规范: 当地良好的社会规

范和社会习俗、 当地良好的道德模式和伦理习惯、 当地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当地完善的行业协会和

社团组织发展 (观测变量净化分析后ꎬ 删除此测项)ꎮ
(５) 政府观念

政府观念指政府的行为准则ꎬ 主要从政府是否愿意接受并自觉执行普遍认可的市场规则方面来测

量ꎮ④ 本文以 ３ 个测项测量政府观念: 当地政府转变观念ꎬ 真正为企业服务ꎻ 当地政府对企业的盘剥

与乱收费现象少ꎻ 当地政府较少干预企业发展ꎮ
(６) 经商文化

一个地区的经商文化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 道德、 风俗等ꎬ 它以世代相传的方式引导着商人

的价值取向和经商精神ꎮ⑤ 本文以 ３ 个测项测量经商文化: 当地互帮互助的企业家文化认同、 当地诚

信的企业家经商文化、 当地勤奋的企业家精神ꎮ
(７) 显性成本

经济学家根据是否发生财务支出将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ꎬ⑥ 定义相对狭窄ꎮ 显性成本是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支付的、 显而易见的、 可计算的成本ꎮ 本文以 ２ 个测项测量显性成本: 企业转

移投资后ꎬ 水电煤气和土地费用、 员工工资和税收等显性成本ꎻ 企业转移投资后ꎬ 交通运输等显性

成本ꎮ
(８) 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但并未实际发生的成本ꎬ 这类成本难以计算ꎮ⑦ 本文以 ３
个测项测量隐性成本: 企业转移投资后ꎬ 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成本ꎻ 企业转移投资后ꎬ 与其他企业打

交道的成本ꎻ 企业转移投资后的管理成本ꎮ
(９) 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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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意愿指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ꎮ 结合访谈资料和研究目的ꎬ 本文以 ３ 个测项测量投资意愿: 企

业在西部地区投资办厂的意愿ꎻ 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西部地区的意愿ꎻ 企业将企业全部搬迁到西部

地区的意愿 (观测变量净化分析后ꎬ 删除此测项)ꎮ
３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观测变量净化分析 (ＣＩＴＣ) 和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检验定量研究

中的 ９ 个变量的量表信度和效度ꎮ 对于每一个变量的测量ꎬ 通过计算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信度值ꎬ 在删除一

些信度较低的测项后ꎬ 所有保留题项的 ＣＩＴＣ 值都超过 ０ ６ (大于建议值 ０ ５)ꎬ 说明保留的测项有

效ꎬ 而且各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也显著提高ꎬ 删去任一测项后各变量的总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信度系

数并没有显著提高ꎬ 从而获得最高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信度指标值ꎬ 说明本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ꎬ
内部信度和一致性也比较理想ꎮ 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ꎬ 通过 ＫＭＯ 值测度

和 Ｂａｒｔｋ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结构方程中各变量是否具备因子分析的条件ꎮ 表 ２ 的结果显示ꎬ ９ 个变量的

ＫＭＯ 值均大于 ０ ８ (超过建议值 ０ ５)ꎬ Ｂａｒｔｋ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在 ｐ<０ ０００ 水平上均是双尾显著ꎬ 说明各

变量测量量表的建构效度较好ꎮ
表 ２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变量类型
变量

维度

原测题

项　 数

删除题

项　 数

保留题

项　 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 ＫＭＯ 检验

Ｂａｒｔｋ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
χ２ 统计值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正　 式

制度嵌入

宏观政策 ２ ０ ２ ０ ９１５
法律制度 ２ ０ ２ ０ ９７９
区域政策 ３ １ ２ ０ ８８１

０ ８１４ １９９５ １５ ０ ０００

非正式

制度嵌入

社会规范 ４ １ ３ ０ ９５６
政府观念 ３ ０ ３ ０ ９０２
经商文化 ３ ０ ３ ０ ９５５

０ ８４８ ３０４４ ３６ ０ ０００

成本投资

意愿

显性成本 ２ ０ ２ ０ ８３７
隐性成本 ３ ０ ３ ０ ８６６
投资意愿 ３ １ ２ ０ ６３１

０ ８１７ １１３５ ２１ ０ ０００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１ 研究框架的形成

西部地区为什么没有有效吸引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转移投资呢? 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企业转

移投资的制度嵌入约束ꎮ 虽然正式制度基本一致ꎬ 但是各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有较大差异ꎬ 这是因为一

个地区的制度环境与当地政府的市场监管和经商文化密切相关ꎮ
即使在正式制度的约束下ꎬ 个人也总是以自己的价值观面对现实世界ꎬ 即人们拥有一整套反映自

己利益偏好的价值观效用函数ꎮ① 因此ꎬ 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ꎬ 否则将形同虚设ꎻ② 所以ꎬ 要将制度嵌入视作一种多维分析范式ꎬ 注重不同制度以及制度与制度

之间的关系对现实的影响ꎮ③ 推及本文ꎬ 也可发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深深嵌入在当地的正式制度和

非正式制度等制度环境中ꎬ 如果企业迁出当地ꎬ 将失去嵌入其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保障ꎬ 使

企业失去诚信合作的基础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ꎮ 但是ꎬ 正式制度嵌入和非正式制度嵌入通

过什么来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呢? 经济学家认为是成本ꎬ④ 精明且理性的企业家在转移投资时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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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是企业的成本ꎮ 对企业家的深度访谈资料显示ꎬ 国家正式制度的激励降低了企业的显性成本ꎬ 而

区域的非正式制度却又增加了企业的隐性成本ꎬ 使企业对转移投资望而却步ꎮ 因此ꎬ 本文引入成本

(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作为中介变量ꎬ 构建企业转移投资意愿的制度嵌入性约束预设模型ꎮ

企业转移投资意愿的制度嵌入性约束模型图

２ 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在理论综述的基础上ꎬ 结合对企业家的深度访谈形成的ꎮ 制度嵌入是一种多维

分析范式ꎬ① 诺斯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 (如规则、 法律、 宪法) 和非正式制度 (如行为规范、 习

俗、 行为准则)ꎬ② 正式制度较容易划分和界定ꎬ 而非正式制度在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ꎬ 经由千百年

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活动积淀下来ꎬ 具有持久生命力ꎮ 企业家深度访谈资料也显示ꎬ 影响企业转

移投资意愿的制度嵌入并非单维结构ꎮ 因此ꎬ 本文基于理论综述及质性研究ꎬ 建立研究假设 １ (制度

嵌入的多维结构)ꎮ
Ｈ１: 制度嵌入存在不同意义的多维结构ꎬ 即正式制度嵌入 (宏观政策、 法律制度和区域政策)

和非正式制度嵌入 (社会规范、 政府观念和经商文化)ꎮ
正式制度约束可以减少人们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ꎬ 提高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ꎬ 降低交易成本ꎮ

在政府导向的市场经济下ꎬ 企业要主动嵌入正式制度ꎬ 获得正式的行政认可ꎬ 减少机会主义倾向及风

险ꎬ③ 并得到政府的政策性保护ꎮ④ 因此ꎬ 基于理论综述及质性研究ꎬ 本文建立研究假设 ２ (正式制

度嵌入约束论)ꎮ
Ｈ２ａ: 宏观政策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 (Ｈ２ａ－１)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 (Ｈ２－２)ꎻ
Ｈ２ｂ: 法律制度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 (Ｈ２ｂ－１)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 (Ｈ２－２)ꎻ
Ｈ２ｃ: 区域政策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 (Ｈ２ｃ－１)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 (Ｈ２－２)ꎮ
诺斯认为ꎬ 正式制度只是制度的 “冰山一角”ꎬ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却不可小觑ꎮ⑤ 企业家深度访

谈资料显示ꎬ 除国家宏观政策等正式制度以外ꎬ 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还有非正式制度带来的无法计算

的隐性成本ꎮ 国家给西部各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差异并不大ꎬ 但是西部各地的经济发展差异却较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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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安、 成都、 重庆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ꎬ 这与当地政府的观念转变有较大的关系ꎮ 因此ꎬ 基于理

论综述及质性研究ꎬ 本文建立研究假设 ３ (非正式制度嵌入约束论)ꎮ
Ｈ３ａ: 社会规范影响企业的隐性成本 (Ｈ３ａ－１)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 (Ｈ３－２)ꎻ
Ｈ３ｂ: 政府观念影响企业的隐性成本 (Ｈ３ｂ－１)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 (Ｈ３－２)ꎻ
Ｈ３ｃ: 经商文化影响企业的隐性成本 (Ｈ３ｃ－１)ꎬ 从而影响企业转移投资的意愿 (Ｈ３－２)ꎮ

四、 统计分析与实证结果

　 　 １ 假设 １ 的检验: 制度嵌入的多维结构

制度是多维的ꎬ 相应的制度嵌入也是多维的ꎮ① 首先ꎬ 我们通过开放式、 挖掘式的深度访谈探寻

影响企业转移投资意愿的制度嵌入ꎮ 大多数企业家认为 “一带一路”、 西部大开发等国家的宏观政策

有利于吸引东部企业家向西部投资ꎬ 但企业家并不完全受宏观政策和经济激励的影响进行投资ꎬ 除了

考虑正式制度的吸引力ꎬ 还需要考虑非正式制度的约束ꎮ

表 ３　 制度嵌入性的因子分析结果

制度嵌入性因子 因子 １ 因子 ２ 因子 ３ 因子 ４ 因子 ５ 因子 ６
因子命名 经商文化 社会规范 政府观念 法律制度 宏观政策 区域政策

一带一路政策引导企业向西部投资 ０ １４０ ０ ２１３ ０ １４８ ０ ２６２ ０ ８８５ ０ １４２
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导企业向西部投资 ０ １３７ ０ ３４３ ０ ２６５ ０ ３２６ ０ ７３２ ０ ２３８
当地保障企业诚信合作的法律法规完善 ０ １５８ ０ ２２５ ０ １７１ ０ ８８６ ０ ２５７ ０ １４８
当地的企业利益诉求实现制度完善 ０ １３３ ０ ２３９ ０ １６０ ０ ９０１ ０ ２４２ ０ ０９８
当地政府出台各种财政补贴、 土地供给优惠

和税收减免政策
０ １１６ ０ ２８７ ０ ２１９ ０ ３３３ ０ ４８７ ０ ６５０

当地政府出台人才引进与落户政策吸引人才 ０ ００９ ０ ５０６ ０ ２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４２４ ０ ５９４
当地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习俗 ０ ２３６ ０ ８０４ ０ ２８２ ０ ２８８ ０ １９６ ０ ０９５
当地良好的道德模式和伦理习惯 ０ ２０７ ０ ７９５ ０ ３８６ ０ １４１ ０ ２１９ ０ １７４
当地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０ ２３３ ０ ８２２ ０ ２５５ ０ ２５１ ０ ２４８ ０ １７２
当地政府观念转变ꎬ 真正为企业服务 ０ ２３１ ０ ２４４ ０ ７９９ ０ １６６ ０ １８９ ０ ０９２
当地政府对企业的盘剥与乱收费现象少 ０ １７５ ０ ３３６ ０ ８１８ ０ １８２ ０ １８３ ０ ０１９
当地政府较少干预企业发展 ０ ３２６ ０ ２１０ ０ ８０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５ ０ ２２１
当地互帮互助的企业家文化认同 ０ ９０３ ０ １５７ ０ １８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６４
当地诚信的企业家经商文化 ０ ９２０ ０ １７６ ０ １８７ ０ ０７３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４
当地勤奋的企业家精神 ０ ９１０ ０ １４１ ０ ２３４ ０ １３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２
特征值 ８ ５１２ ２ １２６ １ ２２６ ０ ８１２ ０ ７４４ ０ ３６０
解释的方差 ５６ ７４９ １４ １７１ ８ １７５ ５ ４１３ ４ ９６１ ２ ３９８
累计解释的方差 ５６ ７４９ ７０ ９２１ ７９ ０９６ ８４ ５０９ ８９ ４７１ ９１ ８６８

其次ꎬ 采用量化的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制度嵌入是否存在多维意义结构ꎮ 本文对 １５ 个制度嵌入的

测项进行因子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６４ (超过建议值 ０ ５)ꎬ Ｂａｒｔｋ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在 ｐ<０ ０００
水平上双尾显著ꎬ 表明制度嵌入的测项存在多维结构ꎬ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ꎮ 然后ꎬ 本研究以 Ｋａｉｓｅｒ 标
准化的正交旋转法ꎬ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共因子ꎬ 旋转在 ６ 次迭代后收敛ꎬ 共提取 ６ 个因子后ꎬ 解

释掉的总方差为 ９１ ８６８％ꎬ 说明解释力很强ꎮ 表 ３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ꎬ 制度嵌入存在有意义的六维结

构ꎮ 其中ꎬ 因子 １、 因子 ２ 和因子 ３ 均是非正式制度ꎬ 归于非正式制度嵌入范畴ꎻ 因子 ４、 因子 ５ 和

因子 ６ 是正式制度ꎬ 归于正式制度嵌入范畴ꎮ 因子 １ 由反映经商文化属性的 ３ 个测项构成ꎬ 将因子 １

７１１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投资意愿

① 王宁: «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３ 页ꎮ



命名为经商文化因子ꎮ 因子 ２ 由反映社会规范属性的 ３ 个测项构成ꎬ 将因子 ２ 命名为社会规范因子ꎮ
因子 ３ 由反映政府观念属性的 ３ 个测项构成ꎬ 将因子 ３ 命名为政府观念因子ꎮ 因子 ４ 由法律制度属性

的 ２ 个测项构成ꎬ 将因子 ４ 命名为法律制度因子ꎮ 因子 ５ 由反映宏观政策导向属性的 ２ 个测项构成ꎬ
将因子 ５ 命名为宏观政策因子ꎮ 因子 ６ 由反映区域政策导向属性的 ２ 个测项构成ꎬ 将因子 ６ 命名为区

域政策因子ꎮ 结果表明ꎬ 制度嵌入存在有意义的两维结构———正式制度嵌入 (因子 ４、 因子 ５ 和因子

６) 和非正式制度嵌入 (因子 １、 因子 ２ 和因子 ３)ꎮ 正式制度嵌入存在有意义的三维结构: 法律制度

(因子 ４)、 宏观政策 (因子 ５) 和区域政策 (因子 ６)ꎮ 正式制度嵌入存在有意义的三维结构: 经商

文化 (因子 １)、 社会规范 (因子 ２) 和政府观念 (因子 ３)ꎮ
２ 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的检验: “正式制度嵌入—显性成本—投资意愿” 和 “非正式制度嵌入—隐性

成本—投资意愿”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ꎬ 本文将制度嵌入分为正式制度嵌入 (宏观政策、 法律制度、 区域政策) 和

非正式制度嵌入 (社会规范、 政府观念、 经商文化) 多维结构ꎬ 将正式制度嵌入的 ３ 个因子和非正

式制度嵌入的 ３ 个因子同时引入预设的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外生自变量ꎬ 将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作为内

生中介变量ꎬ 将企业投资意愿作为内生因变量ꎬ 采用量化的结构方程分析方法对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进行

验证ꎬ 以探讨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ꎮ 结果显示ꎬ 经过 ＣＩＴＣ 净化和信度分析后的各潜变量的复相关

系数 Ｒ２ 均在 ０ ３０ 以上ꎬ 且所有路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ꎬ 不存在删除潜变量的可能性ꎮ 用 Ａ￣
ＭＯＳ１６ ０ 软件进行模型拟合后ꎬ 发现模型的 χ２ 值 (１１１０) 在 ｐ <０ ０００ 的水平上显著ꎬ χ２ / ｄｆ ＝ ５ ４６ꎬ
模型拟合正好处于可接受范围ꎬ 模型的相对拟合度指数 ＣＦＩ＝ ０ ９２３ꎬ ＮＦＩ＝ ０ ９０７ꎬ 拟合优度为优ꎮ 拟

合优度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ＥＳＡ＝ ０ ０９７ꎬ 属较好的适配ꎮ 因此ꎬ 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ꎬ 模型无需

修正ꎮ
(１) 检验假设 ２ 的影响路径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 正式制度嵌入 (宏观政策、 法律制度和区域政策) 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显性

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ꎬ 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显著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２ꎮ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

的大小来看ꎬ 区域政策通过降低显性成本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强 (０ ５５３)ꎬ 超过宏观政策

和法律制度的影响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２ｃꎬ 也验证了学者的观点ꎬ 即区域政策创新能够更大程度地吸引

东部企业向西部投资ꎬ 从而带动西部经济发展ꎮ① 相比较而言ꎬ 宏观政策通过显性成本对企业投资意

愿的影响程度略小 (０ ２６３)ꎬ 但同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２ａꎬ 验证了企业通过寻求

政策性保护而减少机会主义倾向及风险ꎬ 也验证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对企业向西部的投资行为有重要影

响ꎮ② 法律制度通过显性成本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程度 (０ ２４７) 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 支持研究

假设 Ｈ２ｂꎬ 验证了法律制度质量 (法治完善度与产权保护度等) 影响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ꎮ③
(２) 检验假设 ３ 的影响路径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 非正式制度嵌入 (社会规范、 政府观念和经商文化) 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隐

性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ꎬ 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显著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３ꎮ 从标准化回归系

数来看ꎬ 改变政府观念通过降低隐性成本影响企业转移投资意愿 (０ ５５５)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３ｂꎬ 验

证了大多数企业家的观点ꎬ 即西部地区能否吸引投资ꎬ 政府的观念转变非常重要ꎮ 这一结果也验证了

学者的观点ꎬ 即个人 (政府官员) 总是以他们所领悟到的观念来面对现实世界ꎬ 他们的行为反映个

人利益偏好的价值观ꎻ 同时ꎬ 验证了制度是一种工具逻辑ꎬ 制度的执行效果必然受制度执行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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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影响ꎮ① 相比较而言ꎬ 经商文化通过隐性成本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程度略小 (０ ２２２)ꎬ 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２ｃꎮ 社会规范通过隐性成本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程度 (０ １３４) 也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２ａꎮ
本文的重要发现是ꎬ 由非正式制度嵌入所引起的隐性成本 (０ ５２６) 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程度

明显高于显性成本 (０ ３５４)ꎮ 其中ꎬ 政府观念通过隐性成本对企业投资意愿的影响作用最强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 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对企业的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均显著ꎬ 影响路径明确ꎬ 支持研究假设

Ｈ２－２ 和 Ｈ３－２ꎮ 但是ꎬ 由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隐性成本上升才是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ꎬ 证

明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经济行为分析的重要性ꎬ② 补充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降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

区的制度差距ꎬ 吸引企业转移投资)ꎬ 即在降低东西部地区的制度差距时ꎬ 更要降低非正式制度的差

距ꎬ 改变政府思想观念ꎬ 真正为企业服务ꎮ

表 ４　 制度嵌入—成本—投资意愿的路径分析结果

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标准误 (Ｓ Ｅ ) Ｔ 值 (Ｃ Ｒ ) 显著度 (Ｐ) 结论

经商文化→隐性成本 ０ ２２２ ０ ０３６ ４ ３６２ ０ ０００∗∗∗ Ｈ３ｃ－１: 支持

宏观政策→显性成本 ０ ２６３ ０ ０４８ ５ ８５５ ０ ０００∗∗∗ Ｈ２ａ－１: 支持

区域政策→显性成本 ０ ５５３ ０ ０５４ ９ ３５３ ０ ０００∗∗∗ Ｈ２ｃ－１: 支持

法律制度→显性成本 ０ ２４７ ０ ０３４ ４ ７６０ ０ ０００∗∗∗ Ｈ２ｂ－１: 支持

政府观念→隐性成本 ０ ５５５ ０ ０４７ ９ ８４６ ０ ０００∗∗∗ Ｈ３ｂ－１: 支持

社会规范→隐性成本 ０ １３４ ０ ０３７ ２ ６６９ ０ ００８∗∗∗ Ｈ３ａ－１: 支持

隐性成本→投资意愿 ０ ５２６ ０ ０５１ ６ ３７０ ０ ０００∗∗∗ Ｈ２－２: 支持

显性成本→投资意愿 ０ ３５４ ０ ０４４ ４ ４０１ ０ ０００∗∗∗ Ｈ３－２: 支持

　 　 说明: ∗∗∗、 ∗∗、 ∗分别表示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ꎮ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尝试从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两个视角对核心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首先ꎬ 检验非正式制度

嵌入对企业转移投资的影响作用ꎬ 即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影响ꎬ 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进行 “正
式制度嵌入—成本—投资意愿” 的路径分析ꎬ 然后引入非正式制度嵌入ꎬ 原有模型各变量的路径关

系和方向不但没有改变ꎬ 而且总体解释力明显提高ꎬ 投资意愿路径的调整后 Ｒ２值从 ０ ４３５ 增加到

０ ６８４ꎬ 各路径均在 ｐ<０ ０００ 水平上显著ꎬ 见表 ５ꎮ 比较检验的结果证实ꎬ 将非正式制度嵌入引入模

型ꎬ 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ꎬ 也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向西部地区投资意愿有较强影响力ꎮ
表 ５　 模型比较检验分析结果

结构方程
调整 Ｒ２值 显著性水平

未进入非正式制度嵌入 进入非正式制度嵌入 未进入 进入

显性成本路径 ０ ４０３ ０ ５７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隐性成本路径 ０ ６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投资意愿路径 ０ ４３５ ０ ６８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说明: ∗∗∗、 ∗∗、 ∗分别表示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ꎮ

其次ꎬ 通过恒等性检验ꎬ 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ꎮ 分别将结构方程模型在总样本和分样本中

进行检验ꎬ 以证实总体模型在总样本和各分样本中是否保持稳健性ꎮ 本文从总样本中分别随机抽取约

６０％ (２２４ 份) 和约 ７５％ (２８８ 份) 样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ꎮ 结果表明ꎬ 总样本中的模型对

两个分样本均适用ꎬ 不同分样本得到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ꎬ 且与总样本的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ꎮ 恒等

９１１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投资意愿

①
②

Ｓｃｏｔｔ Ｗ Ｒ 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ꎬ ＣＡ: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ｃ 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２３－９２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 ꎬ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８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７３４－１７４１



性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可靠ꎬ 研究结果稳健ꎮ

五、 结论与启示

　 　 实证研究证明ꎬ 制度嵌入显著制约着企业的转移投资意愿ꎮ 制度嵌入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嵌入

(宏观政策、 法律制度和区域政策) 和非正式制度嵌入 (社会规范、 政府观念和经商文化)ꎮ 正式制

度通过政府为企业提供支持与激励ꎬ 如 “一带一路” 和 “西部大开发” 等宏观政策引导企业向西部

投资ꎬ 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土地优惠、 税收减免、 人才引进与落户等区域政策吸引东部地区企业去西

部地区投资ꎬ 西部地区的法律制度也越来越完善ꎬ 以保障企业的投资ꎮ 但是ꎬ 多数企业仍然对转移投

资犹豫不决ꎬ 原因在于ꎬ 尽管正式制度给企业带来的显性成本容易计算ꎬ 而非正式制度给企业带来的

隐性成本则不可控且难以计算ꎮ 企业家眼中的营商软环境主要指政府的服务ꎬ 而政府的服务取决于政

府观念的转变ꎮ 此外ꎬ 当地企业的诚信经营也影响着一个地区的营商软环境ꎬ 当地企业是否能够诚信

经营ꎬ 与当地几千年沉积的社会规范和经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密不可分ꎮ 比如ꎬ 网络上流传的对东北

及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的总结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ꎬ 政府应该改变价值观念ꎬ 针对企业家反映强

烈、 意见较大的问题进行整改ꎬ 尽早改善当地的投资软环境ꎮ
虽然西部的总体投资软环境不尽如人意ꎬ 但是近年来仍然有部分城市的投资软环境取得了明显改

善ꎬ 比如成都、 西安、 重庆等地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 我们要重视非正式制度 (政府观念) 的重要性

及其对正式制度 (政策导向) 的削弱作用ꎮ 诺斯论证了非正式制度 (习俗、 行为准则和规范) 对于

良好经济运行有重要作用ꎮ① 韦森探讨了 “习俗→惯例→法律制度” 的制度化过程ꎮ② 本文实证检验

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家投资决策的重要性ꎬ 证明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成文ꎮ 人们都遵从 “约定

俗成” 的非正式制度ꎬ 而正式制度却不一定被很好地执行ꎬ 因此ꎬ 真正制约着人们经济行动的非正

式制度更重要ꎮ 本文的结论进一步解释了ꎬ 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各项振兴西部的政策ꎬ 投资了大量

资金改善西部基础设施ꎬ 但多数企业家仍然不愿意去西部投资ꎬ 主要是由于非正式制度嵌入所导致的

隐性成本的上升ꎬ 有些企业家甚至认为ꎬ 隐性成本的上升完全抵消了显性成本的下降ꎬ 从而对向西部

投资望而却步ꎮ 政府应从改变当地历史沉积的经商文化和人们的价值观着手ꎬ 营造新型政商关系ꎮ 我

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政策导向型ꎬ 区域政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地区经济发展ꎬ 即区域优先发

展、 区域援助、 区域均衡发展ꎮ③ 中央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给后发地区带去机遇ꎬ 此战略提出

后ꎬ 各地政府纷纷制定和出台了本地的区域经济政策 (正式制度)ꎮ 但是ꎬ 如果政府不能改变价值观

念、 优化区域经商文化ꎬ 后发地区将缺乏企业发展的社会规范约束ꎬ 错失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机遇ꎮ 因

此ꎬ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给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新的独特视角ꎬ 即从区域文化和价值观上改变政府的

服务意识ꎬ 使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内化到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中ꎬ 成为一种习俗和惯例ꎬ 增强企业对当

地政府的信任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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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韵:
１９ 世纪竹枝词里的成都日常生活

王　 笛

(暨南大学 历史系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 本研究以竹枝词为基础ꎬ 探讨 １９ 世纪成都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ꎮ 中国传统的诗词一般都是

表现抽象情感ꎬ 但竹枝词不同ꎬ 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记录ꎮ 由于这一特点ꎬ 其包含了丰富

的日常生活信息ꎬ 而这些在传统史料中往往缺失ꎮ 通过竹枝词ꎬ 我们还可以看到地方精英是如何看待普通百

姓和大众文化的ꎮ 研究中国大众文化的史家越来越多地把文学资料作为主要史料ꎬ 包括地方戏曲剧本、 通俗

小说、 谚语等ꎬ 然而学者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竹枝词作为史料的价值ꎮ 在竹枝词中ꎬ 地方精英评判大众文化

和普通人ꎬ 有赞赏也有批评ꎬ 这种复杂的态度反映了他们与大众文化和民众的复杂关系ꎮ 文章使用竹枝词作

为主要资料ꎬ 试图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揭示中国城市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ꎬ 二是讨论精英对民众和大众文化

的态度ꎮ 把竹枝词比作 “城市之韵”ꎬ 其诗词的节奏确实反映了城市生活的韵律ꎬ 描述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氛

围、 感觉和意念ꎮ
关键词: 竹枝词ꎻ １９ 世纪ꎻ 成都ꎻ 日常生活ꎻ 大众文化ꎻ 精英ꎻ 民众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２１－１７

引　 　 言

　 　 竹枝词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ꎬ 其表现形式通常为 ４ 句ꎬ 每句 ７ 字ꎬ 多为精英阶层对人们

日常生活的刻画ꎮ① 中国传统诗词一般都是表达作者的抽象思维ꎬ 思考人生哲学ꎬ 但竹枝词多是客观

地描述彼时的人或所发生的事ꎬ 因此其可被视为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一种形式ꎬ 与抒情诗相对应ꎮ ②

值得注意地是ꎬ 尽管清代诗人与唐、 宋和元等前代诗人不同ꎬ 并 “没有创造出新的诗歌体裁”ꎬ 但竹

枝词以其独特的笔法大量地描写了彼时人们的日常生活ꎮ 因此ꎬ 相比前人ꎬ 这种文体更贴近人们的日

常生活ꎮ 同时ꎬ 竹枝词也对 “清代现实主义诗的兴起” 产生了影响ꎮ③ 正是由于竹枝词这种写实的特

点ꎬ 使其能传递大量关于日常生活的信息ꎬ 而这在传统史料中是十分罕见的ꎮ 此外ꎬ 竹枝词还为我们

提供一个内在的视角去观察传统中国精英是如何看待普通民众与大众文化的ꎮ

１２１




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学者开始以文学作品———如地方戏、 通俗小说、 谚语等———作

为主要资料ꎬ 去寻找相关的历史信息ꎮ① 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ꎬ 在 ２０ 世纪以前的历史档案中ꎬ 我

们很难找到与成都彼时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历史资料ꎮ 因此ꎬ 通俗文学的使用对重建 １９ 世纪成都的

日常生活来说ꎬ 至关重要ꎮ 虽然民间歌谣并非对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ꎬ 但它们的确揭示了一种文化观

念和想象ꎮ 正如 Ｍ 德舍都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 所指出的ꎬ 如果说 “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

谋略”ꎬ 那么那些 “编造的故事” 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ꎮ② 不过ꎬ 以往的学者们并没有充分意识

到竹枝词所包含的史料价值ꎮ③ 本文希冀以竹枝词为基础ꎬ 来探寻 １９ 世纪成都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公

共生活ꎮ④ 对于以竹枝词作为主要资料来进行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ꎬ 一方面是希望其可以展现中国城

市中多姿多彩的公共生活ꎬ 另一方面希望可以通过其来探寻彼时精英对普通民众的态度ꎮ 因此ꎬ 在本

文的研究中ꎬ 竹枝词可以被视为成都的 “城市之韵”ꎬ 其声韵的抑扬顿挫便如同生活的节奏一样ꎬ 而

其中的文字则抒情地传达了城市中日常生活的氛围、 感觉和观念ꎮ
学界公认四川是竹枝词的发源地ꎮ 前人的研究表明ꎬ 许多唐诗之中都多次描述了四川的 “竹枝

歌”ꎮ⑤ 而竹枝词之所以在成都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ꎬ 可能是由于竹子在成都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ꎮ 竹丛于成都的公园、 公馆宅邸以及后院花园或其他公共空间里随处可见ꎬ 而农民的房屋更

是被茂盛的竹丛所围绕ꎮ 人们所使用的家具 (如桌子、 椅子和床) 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物件 (如风

扇、 席子和筷子) 都是用竹子制成的ꎮ 事实上ꎬ 就连外国传教士也时常对竹子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津

２２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近代文化史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Ｓｃｒｉｐ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台北) «汉学研

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７－５５ 页ꎻ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Ｔｅｍｐｌ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ｈａｎｓｉ: Ｔｈｅ Ｓａｉ ｏｆ Ｎａｎ－ｓ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ｇ Ｗｅｓｔ
Ｇａｔｅꎬ” (台北) «民俗曲艺» 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４１－７３４ 页ꎻ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ｅｍｐｌ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ＳＡＩ)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ｈａｎｓｉ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ｒｉｓ)ꎬ １９９５ꎻ Ｊｕｄｉｔｈ
Ａ Ｂｅｒｌｉｎｇ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Ａｎ￣
ｄｒｅｗ Ｎａｔｈａｎ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ｌｙ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１８８－２１８ꎻ
Ｄａｖｉｄ Ｒ Ａｒｋｕｓｈꎬ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ｙ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ꎬ” ｉｎ Ｋ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ｇ Ｌｉｕ ｅｄ ꎬ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３１１－３３１ꎮ 此外ꎬ 也有研究者开始运用大众顺口溜来研究中国社会、
文化和大众思想ꎮ Ｓｅｅ Ｐｅｒｒｙ Ｌｉｎｋ ａｎｄ Ｋａｔｅ Ｚｈｏｕꎬ “ Ｓｈｕｎｋｏｕｌｉｕ: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ａｔｉｒｉｃａｌ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ｉｎ Ｐｅｒｒｙ Ｌｉｎｋ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 Ｍａｄ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Ｇ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 ｅｄｓ 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８９－１０９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ꎬ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２３
有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竹枝词进行研究ꎮ 罗威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ｅ) 在他关于汉口的研究中引用了叶调元 «汉口竹枝词» 来研

究其城市和人民ꎬ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ｅꎬ Ｈａｎｋｏ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ꎬ １７９６－１８８９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ｅꎬ Ｈａｎｋｏ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ꎬ １７９６－１８９５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ꎮ 司昆仑

在其关于民国四川的政治幽默的研究中也使用了竹枝词ꎬ 参见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Ｈｕｍｏｒ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ｅｍｉｎａｒꎬ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ꎬ １９９７ꎮ

成都历史相关研究ꎬ 参见笕文生: «成都重庆物语»ꎬ 东京: 集英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ꎻ 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 Ｆａｕｒｏｔꎬ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２ꎻ 张学君、 张莉红: «成都城市史»ꎬ 成都: 成都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ꎮ 关于成都现代

城市史研究ꎬ 参见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第 ４ 章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３ 年ꎻ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ꎬ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ꎬ １８７５－１９３７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００ꎮ 关于成都现代文化史研究ꎬ 参见 Ｗａｎｇ
Ｄｉꎬ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３４－７２ꎻ Ｗａｎｇ
Ｄｉꎬ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ꎬ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１８７５－１９２８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
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９８ꎻ Ｗａｎｇ Ｄｉꎬ “Ｔｈｅ Ｉｄ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ｙ: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４１１－４３７ꎮ

任半塘: «竹枝考»ꎬ 载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ꎻ 孙旭军、 蒋松、 陈卫东: «四川民俗

大观»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ꎮ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竹枝词诞生的确切时间ꎬ 但它早在唐代就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民间文学体

裁了ꎮ 有的学者相信竹枝词的名称来源于民间艺人的举动ꎬ 他们在说书或者唱歌时打竹板ꎮ 参见任半塘: «竹枝考»ꎬ 载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１６－１７ 页ꎮ 据明代文人方以智所述ꎬ 旧式竹枝词可分为两种: 野唱和精唱ꎮ 野

唱大多是普通民众唱诵的ꎬ 特别是在节日庆典、 公共仪式和庙会上ꎮ 精唱则向在朝市ꎬ 入教坊ꎬ 乃女伎专长ꎬ 其人谓之 “竹枝娘”ꎮ
参见任半塘: «竹枝考»ꎬ 载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１３ 页ꎮ 前者多见于平民之中ꎬ 后者大

多数在私人场合的表演中ꎬ 仅有精英阶层可以接触ꎮ



津乐道ꎮ① 由此ꎬ 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在四川竹子和民间文学存在着微妙的联系ꎮ
与中国其他的诗歌体裁不同ꎬ 竹枝词风格简洁、 明了ꎬ 不需严格遵循传统诗歌的声韵规则ꎮ 因

此ꎬ 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通常将竹枝词称为 “民歌” 或者 “民谣”ꎮ 这种诗歌形式让诗人们可以自由

地表达他们关于城市、 市民和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思ꎮ 尽管人类任何形式的表达都无法避免主观性ꎬ 但

许多诗歌都可以说是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描绘ꎮ 例如ꎬ 许多诗人在诗中都会提及真实的人名和地名ꎮ 而

有的诗人则强调他们的创作是对 “地方风俗” 的描绘ꎮ② 一位诗人曾写道: “ «竹枝» 歌罢夜何其ꎬ
布被蒙头细想之ꎮ 风土人情皆纪实ꎬ 任他笑骂是歪诗ꎮ”③

对于文学发展的历程ꎬ Ａ 洛德 (Ａｌｂｅｒｔ Ｌｏｒｄ) 认为ꎬ 由口口相传到书写的形式要经过 ３ 个稳步

发展的阶段: 口语传统、 过渡阶段和最终书写的形式ꎮ④ 同样ꎬ 竹枝词的演变也经历了这 ３ 个阶段的

发展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ꎬ 人们认为竹枝词是较为低级的通俗文化ꎬ 在四川东部被汉人认为只有是野

蛮的少数民族才会唱诵竹枝歌ꎮ 清初ꎬ 人们时常以相同的口吻来提及竹枝词和莲花落 (或莲花闹)ꎮ
莲花落是一种由乞丐传唱的民间歌谣ꎮ 明代著名画家及学者郑板桥写道: “尽风流ꎬ 小乞儿ꎬ 数莲

花ꎬ 唱竹枝ꎻ 千门打鼓沿街市”ꎮ⑤ 这表明ꎬ 这些民间歌谣通常在未受教育的民众中传唱ꎮ
若我们审视竹枝词的发展ꎬ 就会发现这种诗歌体裁是由普通民众发展至精英阶层ꎬ 之后又重新回

到普通民众之中ꎮ⑥ 精英阶层从口口相传的民间歌谣中吸收了竹枝词这种创作形式ꎬ 然后在其影响

下ꎬ 竹枝词又在普通民众中变得更加流行ꎮ 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相互影响

与吸收的流动性关系ꎮ 因此ꎬ 一些强调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学者认为ꎬ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

文化ꎬ 它可为不同教育背景、 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和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接受ꎮ⑦ 而另一些强调大众

文化与精英文化分离的学者则认为ꎬ 在中国封建王朝晚期ꎬ 尽管正统文化在教育和其他机构中占主导

地位ꎬ 但精英阶层试图控制下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ꎮ 由于中国地域广袤ꎬ 国家权

３２１城市之韵: １９ 世纪竹枝词里的成都日常生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ｃｋ Ｍｕｌｌｅｔｔꎬ “Ｂａｍｂｏｏꎬ” ｉｎ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 Ｂｒａｃｅ ｅｄ 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ｌｕｍｎｉ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７４ꎬ ｐｐ ２３０－２３１

定晋岩樵叟: «成都竹枝词»ꎬ 载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６２ 页ꎮ
定晋岩樵叟: «成都竹枝词»ꎬ 载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６２ 页ꎮ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Ｒｅｓｕｍ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ｅ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２２
任半塘: «竹枝考»ꎬ 载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２６－２７ 页ꎻ 孙旭军、 蒋松、 陈卫

东: «四川民俗大观»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４３０ 页ꎮ
“民间” (或 “口头的” ) 对应 “精英” (或 “书写的” ) 在社会学和文学中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ꎮ 学者们试图找到民谣和

早期诗歌的关系ꎮ 关于这个问题ꎬ 参见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ｏｆ Ｔａｌ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０ꎻ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ꎬ Ｅｐｉｃ Ｓｉ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ꎻ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Ｌ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ｅｒ Ｒｅｓｕｍ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ｅ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ꎻ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ｌｅ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ｉｃ Ｂｕｒｅａｕ Ｐｏｅｔｒｙꎬ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ꎬ １９９２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Ｅｇａｎ 在他最新的研究中仔细分析了匿名 “民歌” 与 “文人模仿”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之间的关

系ꎮ 他认为ꎬ 乐府或许始于口语诗歌ꎬ 但 “口头的” 并不总是等同于 “民间”ꎮ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Ｅｇａｎꎬ “Ｗｅｒｅ Ｙｕｅｈ－ｆｕ Ｅｖｅｒ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ｌｌａｄｒｙ 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ꎬ”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ｓｓａｙｓ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ꎬ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１－
６６ 但竹枝词的发展表明了这种艺术形式既来源于 “口头的”ꎬ 也起源于 “民间”ꎮ

麦克格尔写道ꎬ 精英和普通民众处于同一文化连续体的两端ꎬ 这个文化可以超越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同ꎮ 司马富也指

出: “前现代中国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文化的同一ꎮ” 他特别注意到大众娱乐的形式ꎬ 从打球到麻将ꎬ 都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和推行ꎮ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ꎬ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ｉｎ Ｂ 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ｅｄ ꎬ Ｐｏｐｕ￣
ｌ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２７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Ｓｍｉｔｈꎬ Ｆｏｒｔｕｎｅ－ｔｅｌ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６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Ｓｍｉｔｈ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１６４４－１９１２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２６２ꎻ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Ｌ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
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ｅｎ Ｈｏｕ ( “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ｓｔꎬ ９６０ － １９６０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Ａ Ｊ Ｎａｔｈａｎꎬ ａｎｄ Ｅ Ｓ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２９２－２９３ꎻ
Ｌｉｕ Ｋ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ｇ ｅｄ ꎬ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２ꎻ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Ａ Ｊ Ｎａｔｈａｎꎬ
ａｎｄ Ｅ Ｓ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３５ꎻ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 Ｗａｒｄ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Ａ Ｊ Ｎａｔｈａｎꎬ ａｎｄ Ｅ Ｓ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１８７



力很难深入那些分布在偏僻地区数以万计的村庄中ꎬ 这使得精英阶层很难有效地实施他们的文化霸

权ꎮ① 对此ꎬ 笔者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同一性和分裂性实际上是共存的ꎬ 而表现在公共生活中

两者的关系又十分复杂ꎮ 这个关系还会根据社会、 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ꎮ 事实上ꎬ 大众

文化同精英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分ꎬ 并经常与之发生冲突ꎬ 而这也就是地方精英为何加入由国家发动的

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进行改良和控制运动中的原因ꎮ②
在 １９ 世纪ꎬ 精英阶层通常认为竹枝词只是表达幽默感的一种方式ꎬ 因而并没有将其视为严肃文

学的一种ꎮ 但无论如何ꎬ 他们因此创作并留下了大量的竹枝词ꎮ 其中ꎬ 许多竹枝词的作者都有科举功

名ꎮ 例如ꎬ 创作竹枝词的杨燮是一个举人ꎬ 也是一个地方的学官ꎮ 另一位竹枝词创作者冯家吉也有举

人头衔ꎮ③ 此外ꎬ 还有一位竹枝词作者吴好山ꎬ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功名ꎬ 但是根据一些存留的

文献显示ꎬ 他有不少刊印的文集ꎮ④ 同时ꎬ 一些精英阶层的女性也写了许多竹枝词ꎬ 如明代成都姚氏

所创作的竹枝词ꎬ 其集子被称为 «玉鸳阁遗稿»ꎮ⑤ 这个时期的竹枝词亦被大量刊行ꎬ 如杨燮 «锦城

竹枝词百首» 印于 １８０４ 年ꎬ 吴好山 «笨拙俚言» 刊于 １８８５ 年ꎮ 此外ꎬ 许多竹枝词作者在作品中使

用化名ꎬ 如杨燮化名为 “六对山人”ꎬ 以至一些竹枝词诗人的真实名字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ꎮ⑥ 同时ꎬ
我们还会发现竹枝词诗人们通常不会选择高雅的笔名ꎬ 而是选择如 “樵叟” “山人” 这样通俗的称

呼ꎬ 来匹配他们所创作的幽默、 通俗的民间诗歌ꎮ
竹枝词与中国其他形式的诗歌创作不同ꎬ 通常并没有具体的标题ꎬ 而作者一般以诗歌的数量来为

诗集命名ꎬ 如前述杨燮的 «锦城竹枝词百首»ꎮ⑦ 再者ꎬ 如定晋岩樵叟虽然没有以数量来命名竹枝词

诗集ꎬ 但他总会在诗歌后面附上关于数量的注解ꎮ 如 “三十首落稿之后ꎬ 因思风土情尚有未尽ꎬ 复

续二十首于后”⑧ꎮ 而吴好山干脆将他的诗集命名为 «笨拙俚言»ꎬ 以表达他写诗时的情趣ꎮ⑨
竹枝词覆盖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ꎬ 从城市的宗教仪式、 节日庆典和公共娱乐到阶级和族群冲突

以及彼时对城市普通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批评ꎮ 尽管它并没有像传统历史资料那样提供关于政治、 经济

和社会问题的详细描述ꎬ 但确实提供给我们关于那时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知识空白ꎬ 补充了珍贵的

４２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近代文化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林培瑞等相信ꎬ 大众文化的 “意识、 思想和实践的产生至少部分是不受国家制约的”ꎮ 罗威廉也强调: “当研究公共活动时ꎬ
我们应记住儒家传统与大多数大众宗教 (以敬鬼神安抚灵魂为中心) 和大众文学 (如吟唱和评书) 是相分裂的ꎮ” Ｓｅｅ Ｐｅｒｒｙ Ｌｉｎｋ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ｄｓｅｎꎬ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Ｇ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Ｌｉｎｋꎬ Ｍａｄｓｅｎꎬ ａｎｄ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 ｅｄｓ ꎬ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ꎬ ｐ ５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ｅꎬ Ｈａｎｋｏ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ꎬ
１７９６－１８９５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ꎬ ｐ １７３ꎻ Ｄａｖｉｄ Ｒ Ａｒｋｕｓｈꎬ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ｙ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ꎬ” ｉｎ Ｋ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ｇ Ｌｉｕ ｅｄ ꎬ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３３１ꎻ Ｉｓｓｅｉ
Ｔａｎａｋａꎬ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Ｄｒａｍａ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Ａ Ｊ Ｎａｔｈａｎꎬ ａｎｄ Ｅ Ｓ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１４３－１６０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６７－８３ꎻ Ｗａｎｇ Ｄｉꎬ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３４－７２ꎻ Ｗａｎｇ Ｄｉꎬ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ꎬ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１８７５－１９２８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９８

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４２、 ８５ 页ꎮ
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６９ 页ꎮ 有些竹枝词的作者可能是不太富裕的文人ꎬ 他们过

着平民的生活ꎬ 因此ꎬ 他们能直接观察底层百姓们的日常生活ꎮ
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１２３ 页ꎮ 有关于明清妇女著作的研究ꎬ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Ｆｕｒｔｈꎬ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８ꎻ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Ｋｏ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５７３－ １７２２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ꎻ Ｓｕｓａｎ Ｍａｎｎꎬ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ｃｈａｐ ４ꎻ Ｒｏｂｙ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Ｆａｍｅ: Ｌｕｏ Ｑｉｌａｎ (１７５５－１８１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ꎬ”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３９－７１ꎮ 但是在本文写成之时ꎬ 还没有关于内陆文人妇女的研究ꎮ

如 «成都竹枝词» 的作者定晋岩樵叟ꎬ 参见林孔翼编: «成都竹枝词»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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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ꎮ 此外ꎬ 由于这些竹枝词是由精英阶层所创作的ꎬ 所以它们也为我们提供了精英的视角去观察彼

时的日常生活ꎬ 还为历史研究者拓展了研究角度ꎮ 通过那些诗词ꎬ 不仅能观察成都的公共生活ꎬ 而且

可以探究精英阶层关于大众文化和普通民众的观点和态度ꎮ

一、 城市景观与公共空间

　 　 从竹枝词中ꎬ 我们能否获得过去关于成都城市景观的信息呢? 一首描述彼时成都的富裕景象的竹

枝词也许会给我们答案: “名都真个极繁华ꎬ 不仅炊烟廿万家ꎮ 四百余条街整饬ꎬ 吹弹夜夜乱如

麻ꎮ”① 一些竹枝词中还描绘了彼时成都城市布局的独特之处ꎬ 即 “三座城成一座城”ꎮ 彼时ꎬ 成都

作为一座大城ꎬ 其中另有两个小城ꎬ 即满城和皇城ꎬ 而且这两个小城都有自己的城墙ꎮ② 正如创作于

１９ 世纪中期的竹枝词中所描述的: “蜀王城上春草生ꎬ 蜀王城下炊烟横ꎮ 千家万家好门户ꎬ 几家高过

蜀王城?”③ 另一首竹枝词则描述了从市中心的鼓楼眺望西座满城所看到的景象: “鼓楼西望满城宽ꎬ
鼓楼南望王城蟠ꎮ 鼓楼东望人烟密ꎬ 鼓楼北望号营盘ꎮ”④

古时ꎬ 成都又称 “芙蓉城”ꎬ 因曾经全城栽种芙蓉而得名ꎮ 杨燮的一首竹枝词中曾描绘道: “一
扬二益古名都ꎬ 禁得车尘半点无ꎮ 四十里城花作郭ꎬ 芙蓉围绕几千株”⑤ꎮ 定晋岩樵叟在其竹枝词中

也有如下描写: “巍巍城雉足开襟ꎬ 域外芙蓉密如林ꎮ”⑥ 关于成都栽种芙蓉的传统ꎬ 可以追溯到五代

十国的蜀后主时期ꎬ 从那时到彼时ꎬ 成都城一直延续着这个习惯ꎮ 据 «四川通志» 记载ꎬ １７８３ 年城

墙重新建成以后ꎬ 四川总督下令禁止推车进入城中ꎬ 以保全城绿树成荫ꎬ 遍种芙蓉ꎮ⑦ 因此ꎬ 几百年

来ꎬ 成都的日常生活均与芙蓉花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以至于 “蓉城” 成为成都的简称ꎮ⑧

城市的公共空间在中国城市中占中心地位ꎬ 城市居民在那里可以参与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ꎮ 尽管

我们无法从竹枝词中找到前人对古代成都城市公共空间的全面描述ꎬ 但是依旧可以从中找出关于彼时

城市场景的具体描写以及关于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信息ꎮ 过去公共空间经常扮演着贸易市场的角色ꎮ
在古代成都ꎬ 街头月市便形成并具有了商业和庆祝活动的双重功能ꎮ 这些月市包括灯市、 花市、 蚕

市、 锦市、 扇市、 香市、 宝市、 桂市、 药市、 酒市、 梅市和桃符市ꎬ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ꎮ
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 “成都月市竹枝词” 二十四首 (每个月市两首)ꎬ 生动地描述了这些盛大的商业

活动ꎮ⑨ 其中ꎬ 灯市和花市最受欢迎ꎮ 因此ꎬ 关于这两个月市所创作的竹枝词要远远多于其他月市ꎮ

春天ꎬ 锦江河两岸人们络绎不绝ꎬ 无数花摊卖各种花草ꎮ 每当花会开市ꎬ 喜欢花草的成都人蜂拥而

５２１城市之韵: １９ 世纪竹枝词里的成都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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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ꎬ 便出现了 “青羊小市卖花天ꎬ 何惜缠腰十万钱”① 的壮观景象ꎮ 成都的妇女更是花会的常客ꎬ 对

她们来说花会犹如节日来临ꎬ 充满期盼之情ꎮ 一首竹枝词描述道: “一夜闺中嘱夫婿ꎬ 明朝多买并头

莲”ꎮ②

同时ꎬ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ꎬ 在古代成都ꎬ 花会实际上成为一个商品交易会ꎬ 那里 “货积如山色

色宜”③ꎮ 此外ꎬ 花市还是普通民众间相互交往的最重要的公共聚会ꎮ 每年ꎬ 随着春天的临近ꎬ 一扫

阴冷冬日的萎靡ꎬ 人们恢复了活力ꎮ 尽管成都的春天总是阴雨绵绵ꎬ 但人们还是热情地参加到这些户

外的活动中ꎮ 实际上ꎬ 当地人是喜爱春雨的ꎬ 就如同人们常常所说的谚语 “春雨贵如油” 一般ꎬ 而

这同时也是竹枝词诗人们喜爱描述春雨的原因ꎮ 一首竹枝词写道ꎬ 当春天花市开张时ꎬ 到处是 “澹
烟和雨润香泥”④ꎬ 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感觉ꎮ 在花会期间ꎬ 农村中常见的运输工具 “鸡公车” 以其价

廉很受青睐ꎬ 成为花会的一大趣点ꎮ 有一首竹枝词半嘲讽地描写道: “水程陆路免周旋ꎬ 花市游人惯

省钱ꎮ 一二十文廉价雇ꎬ 独轮车子半头船ꎮ”⑤

除了关于街头月市的描绘ꎬ 竹枝词中还记录了许多关于其他商业活动的信息ꎮ 这些诗歌向我们描

述了成都的店铺ꎮ 竹枝词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著名店铺的记录ꎬ 如草药铺纯仁堂、 出售眼药的半济堂、
出售高档中药的同仁堂等ꎮ 有首竹枝词称: “试问谁家金剪好? 无人不道 ‘烂招牌’ ”⑥ꎬ 又有 “同
仁丸药有谁先? 数过京庄数二川ꎮ 除却大街洋广货ꎬ 中和号里放官钱”⑦ 的描述ꎮ 另外ꎬ 竹枝词中还

有不少店铺具体位置的信息ꎬ 由于纱帽街经营各种戏装ꎬ 艺人便成为那里的常客ꎮ⑧ 去庙宇进香的人

们ꎬ 则在附近市场购花献佛ꎬ 像小东门、 娘娘庙、 安顺桥等便是买卖花草的好去处ꎮ 据说这些地方每

天可售花千篮以上ꎬ 因而杨燮曾有竹枝词描绘道: “卖尽千筐供佛少ꎬ 日高齐上万乌云ꎮ”⑨ 会府则多

为古董店ꎬ 各种铜、 木以及瓷佛像有售ꎮ 丝绸店多集中在按察司街ꎬ 刻字匠散布在盐道街ꎬ 裱画师聚

集在藩司街ꎮ 于是有 “按察司前绸缎店ꎬ 最繁华是北打金” 这样的诗句ꎮ 在成都ꎬ 特定的商帮总是

控制特定的生意: “瓷器店皆湖州老ꎬ 银钱铺尽江西人ꎮ 本城只织天孙锦ꎬ 老陕亏他旧改新ꎮ” 各商

铺在夏天会一起搭遮阳棚ꎬ 一首竹枝词便记载了这种活动: “万商云集市廛中ꎬ 金碧辉煌户户同ꎮ 春

暮日长天渐热ꎬ 凑钱齐搭过街篷ꎮ” 反映了商人们相互协作的传统ꎮ
此外ꎬ 竹枝词中也反映了商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ꎮ １９０９ 年成都劝业场建成ꎬ 可容纳 １５０ 多家

店铺ꎬ 并且以展览国外和地方著名产品为特色ꎮ 改良者将其看作成都迈向商业近代化的重要里程

碑ꎮ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郭沬若ꎬ 当时还是一个读书孩童ꎬ 就曾在他的作业中写了若干关于商业场的竹

枝词ꎮ 其中一首是: “蝉鬓疏松刻意修ꎬ 商业场中结队游ꎮ 无怪蜂狂蝶更浪ꎬ 牡丹开到美人头ꎮ”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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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盛装的妇女游劝业场的情景ꎮ 此外ꎬ 他还写了一首竹枝词ꎬ 表达看到电灯出现在成都的感受:
“楼前梭线路难通ꎬ 龙马高车走不穷ꎮ 铁笛一声飞过了ꎬ 大家争看电灯红ꎮ”①

除了商场ꎬ 茶馆也是彼时商业、 工作和休闲的重要公共场所ꎮ② 因此ꎬ 有许多竹枝词描写了成都

茶馆的文化和生活ꎮ 公园、 庙宇中的茶馆总是不愁客源ꎬ 地方文人用竹枝词吟道: “个个花园好卖

茶ꎬ 牡丹园子数汤家ꎮ 满城关庙荷池放ꎬ 绿树红桥一径斜”③ 以及 “文庙后街新茶馆ꎬ 四时花卉果清

幽ꎮ 最怜良夜能招客ꎬ 羊角灯辉闹不休”④ꎮ 此外ꎬ 在店铺打烊后ꎬ 还有不少人在茶馆中消磨时光:
“萧条市井上灯初ꎬ 取次停门顾客疏ꎮ 生意数他茶馆好ꎬ 满堂人听说评书ꎮ”⑤ 有的竹枝词诗人作者则

描绘了花会附近的茶客们: “久坐茶棚看路口ꎬ 游人如织不停梭ꎮ”⑥ 同时ꎬ 一些诗人还在竹枝词中描

写ꎬ 拥挤的茶馆中 “艺人一个接一个地表演他们的节目” 的景象ꎮ⑦ 由此ꎬ 我们可以看出ꎬ 城市中的

公共空间、 顾客和艺人都成为了竹枝词诗人们笔下所描写的对象ꎮ

二、 节日、 庆典和宗教仪式

　 　 写竹枝词的文人多为传统节日庆典场景所吸引ꎬ 故而在词中多有描写ꎬ 并记录了许多节日的细

节ꎬ 如环境、 氛围、 人物和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ꎮ 正如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所注意到的ꎬ 相关的时间要

素ꎬ 诸如季节、 日期或者时间都被记录在诗歌里ꎮ⑧ 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基本都是以时令的变化为基

础ꎬ 因而季节性的节日和庆典活动的描写大量出现在竹枝词中ꎮ 虽然这其中有些活动可以在其他历史

文献中找到相关资料ꎬ 但是竹枝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彼时节日庆典的独特信息ꎬ 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中

国的民间文化ꎮ
许多竹枝词都描绘了春节的场景ꎮ 每年春节ꎬ 成都居民都会在家门口张贴春联和圣谕ꎬ 锦城处处

彩灯高照ꎬ 歌舞升平ꎮ⑨ 如 “锦江春色大文章ꎬ 节物先储为口忙ꎮ 男客如梳女如箆ꎬ 拜年华服算增

光”ꎮ 放鞭炮是春节最重要的娱乐活动: “街头爆竹响愁人ꎬ 肖像桃符彩换新ꎮ 勘笑成都迷信久ꎬ 年

年交替说门神ꎮ” 同时ꎬ 一些竹枝词详细地描写了春节的主要活动ꎮ 例如ꎬ 一首竹枝词的注释提到:
正月初一早上ꎬ 人们相互拜年祝福ꎬ 然而也有许多人将 “贺岁名签ꎬ 多贴大门ꎬ 不见主人而去”ꎮ
在其他资料的记述中ꎬ 笔者从未见过此类相关的描述ꎬ 而这也正可以说明竹枝词中可能记录其他资料

缺失的信息ꎮ 此外ꎬ 春节还给孩子们带来无限的欢乐ꎬ 他们也给这个城市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儿童

行乐及新正ꎬ 击鼓敲锣喜气盈ꎮ 风日不寒天向午ꎬ 满城都是太平声ꎮ” 春节期间ꎬ 各种民间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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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街头表演ꎬ 据称是 “清唱洋琴赛出名ꎬ 新年杂耍遍蓉城ꎮ 淮书一阵莲花落ꎬ 都爱廖儿 «哭五

更» ”①ꎮ 词中透露出当时受欢迎的表演和艺人ꎮ
竹枝词作者还钟情于描绘春节时分悬挂于各处色彩缤纷的灯笼ꎮ 节日期间ꎬ 街上到处点缀着各式

各样的灯笼ꎬ 于是赏灯便成为当时人们最重要的娱乐活动ꎮ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实际成了一个 “灯
会”ꎮ 这期间ꎬ 无数美丽的彩灯装饰着成都ꎬ 人们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象ꎮ 人们同时还耍龙灯ꎮ② 灯

会吸引了许多观众ꎬ 如一首竹枝词记述: “府城隍庙卖灯市ꎬ 科甲巷中灯若干ꎮ 万烛照人笙管沸ꎬ 当

头明月有谁看ꎮ”③ 又如另一首竹枝词中所描绘的: “元宵灯火敞玲珑ꎬ 锦里繁华入夜中ꎮ 最是无知小

儿女ꎬ 出门争看爆花红ꎮ”④ 同时ꎬ 许多男人也借机上街看那些穿着鲜亮的女人ꎬ 有竹枝词讥讽道:
“六街莺燕带娇声ꎬ 朵朵莲花数不清ꎮ 到底看灯还看妾ꎬ 偎红倚翠欠分明ꎮ”⑤

晚清时的成都ꎬ 庆祝节日总是夹杂着宗教崇拜仪式ꎬ 这种庆典活动也由此成为城市公共生活中重

要的一部分ꎮ 人们相信灶神在年前要上天去给玉皇大帝磕头ꎬ 因此在阴历十二月廿四拜灶神ꎮ 除夕

“守岁”ꎬ 彻夜不眠ꎮ 正月初一清晨ꎬ 各家各店开门迎据说从玉皇大帝那里归来的灶神ꎮ 过年期间ꎬ
家家户户拜财神和土地: “只鸡尊酒算奇珍ꎬ 祭罢财神又土神ꎮ 只恐旁人忘忌讳ꎬ 不祥语至最堪

嗔ꎮ”⑥ 此外ꎬ 正月十五后ꎬ 生活在成都的人们通常会聚集南郊举行 “迎喜神” 的活动ꎮ⑦

除春节以外ꎬ 竹枝词作者还热衷于记述许多其他的庆典活动ꎮ 阴历七月十五日ꎬ 人们会庆祝盂兰

盆节并迎城隍ꎬ 活动延至深夜ꎮ 在清明节ꎬ 人们祭祀已故亲人ꎬ 敬祖和扫墓ꎮ⑧ 阴历九月九日ꎬ 人们

会 “吃九皇斋”ꎬ 各家无论贫富皆 “祈富消灾惬素怀”ꎮ⑨ 各饭馆和小食摊都整理干净炉灶、 锅盘碗

盏ꎬ 贴上黄条ꎬ 在以后的 ９ 天 (有的半月甚至更长) 戒荤ꎬ 并焚香磕头ꎮ 此外ꎬ 家家户户还在门上

贴对联ꎮ 从一幅晚清的画上ꎬ 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一副对联: “十位、 十帝、 十刹轮回□ꎬ 九天、 九

皇、 九日斋戒愚ꎮ” 此外ꎬ 从一些诗歌的描述中ꎬ 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彼时有很多女人去大慈寺后面

的广生庙祈求生子ꎮ 一首竹枝词描写道ꎬ 在青羊宫ꎬ “摩抚青羊信女流ꎬ 灵签默默对神抽ꎮ 赪颜不

管旁人笑ꎬ 郎自烧香妾磕头”ꎮ 正月初一大清早ꎬ 很多妇女都会赶早到庙里ꎬ 因为她们相信 “烧香

幸得占头香”ꎮ 每当寺庙里的新佛像铸成ꎬ 人们总会敲锣打鼓ꎬ 焚香庆祝ꎬ 同时还会在庙的戏台上

表演地方戏ꎮ 人们在清明节时会举行传统的 “城隍出驾” 仪式ꎬ 抬着城隍的塑像穿过街头ꎬ 这个活

动每年春天由社区组织ꎬ 社会各阶层从地方官、 精英到普通市民ꎬ 甚至乞丐都广泛参加ꎮ 据传教士观

察ꎬ “城隍出驾时ꎬ 成千上万的人都出来观看”ꎮ 同时ꎬ 人们举行 “寒衣会” (又称 “赏寒衣” 或

“赏孤”)ꎬ 给 “孤魂” 做衣服ꎬ 并抬着这些纸衣在街上穿行ꎬ 送到城外的坟地焚烧ꎮ 不少竹枝词记载

了这个活动: 其一ꎬ “北郭城隍神至尊ꎬ 清明旧例赏孤魂ꎮ 游人欢喜买欢喜ꎬ 几串携回媚子孙”ꎻ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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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ꎬ “驾出三神万众观ꎬ 北门门外赏孤酸ꎮ 年年到得寒衣会ꎬ 穷鬼齐添一段欢”ꎻ 其三ꎬ “寒风十月念

泉台ꎬ 五色楮衣费剪裁ꎮ 送去不愁强鬼夺ꎬ 三城隍按北关来”ꎮ① 这些节日庆典活动不仅仅是宗教仪

式的一部分ꎬ 也逐渐演变为人们城市生活娱乐的一部分ꎬ 在这些活动中ꎬ 各式各样的人ꎬ 甚至连乞丐

都能参与其中ꎬ 享受活动所带来的乐趣ꎮ

三、 大众娱乐活动

　 　 除了庆典和宗教仪式以外ꎬ 成都的街头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街头表演ꎬ 这也成为文人们争相描写

的对象ꎮ 在城市中ꎬ 市民将公共空间看作娱乐的中心ꎮ 春天通常是进行户外娱乐活动的最好时机ꎮ 随

着春天的临近ꎬ 温暖、 舒适的天气为许多户外公共娱乐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好时机ꎮ 正如一首竹枝词所

描述的: “灯市未残花市到ꎬ 春风何处不相逢ꎮ”② 庙前空地也经常成为大众娱乐和社会活动的中心ꎬ
如白马寺、 武侯祠、 雷神庙等ꎮ③ 当春天来临ꎬ 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ꎬ 一首竹枝词称: “青羊宫

里仲春时ꎬ 赶会人多密似蚁ꎮ”④ 此外ꎬ 市民们还可以在许多地方开展娱乐ꎬ “呼郎伴妾三桥去ꎬ 桥底

中间望四川”ꎬ 或是 “安顺桥头看画船ꎬ 武侯祠里问灵签”ꎮ⑤

那么ꎬ 彼时的成都人最青睐哪些娱乐活动呢? 有一首竹枝词指责胡琴演唱 “淫词”⑥ꎬ 而另一些

竹枝词提到人们喜欢逛妓院ꎮ 明末是中国士林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ꎬ 逛妓院并不被认为是严重的

道德问题ꎬ 结交高级艺妓甚至成为时尚ꎬ 因而风月场所流行ꎮ⑦ 在江南地区ꎬ 民风开化、 文人风流自

不待言ꎬ 甚至成都这样闭塞的内地ꎬ 也颇为盛行ꎮ⑧ 所以ꎬ 词人才有这样的告诫: “锦官城东多水楼ꎬ
蜀姬酒浓消客愁ꎮ 醉来忘却家山道ꎬ 劝君莫作锦城游ꎮ” 另有词曰: “江上小楼开户多ꎬ 蜀侬解唱巴

渝歌ꎮ 清江中夜月如昼ꎬ 楼头贾客奈乐何ꎮ” 除了精英和商人ꎬ 下层劳动者也常去这样的地方消遣ꎬ
一首竹枝词透露: “杨柳昽昽天雨明ꎬ 锦江夜雨江水生ꎮ 盐船无数恶年少ꎬ 闲上江楼看晓晴ꎮ”⑨ 另一

首词描述了类似的活动: “子弟寻花新巷子ꎬ 玉 (御) 河沿畔亦消魂ꎮ 几回不遂狭邪兴ꎬ 川主庙前半

掩门ꎮ” 通常ꎬ 妓女在公共场所中是极为引人注目的ꎬ 一首竹枝词描写道: “镶鞋净袜一双双ꎬ 游遍

罗城又粉江ꎮ 蜀妓如花浑见惯ꎬ 逢场端不看高腔ꎮ”

此外ꎬ 竹枝词中还时常出现街头或其他公共空地上进行的斗鸡、 斗蟋蟀及各种儿童游戏等活动的

场景描绘ꎮ 斗蟋蟀是儿童喜爱的娱乐活动ꎬ 其在夏季最为流行ꎬ 小贩们用稻草编的小笼子装蟋蟀和

南瓜花ꎬ 吸引小孩儿争相购买ꎮ 小贩们通常在街上叫卖ꎬ 叫卖声吸引着人们ꎬ 并成为成都 “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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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① 街头也时常是孩子们游玩的场所ꎬ 并成为竹枝词诗人笔下所聚焦的场景ꎮ②

春天ꎬ 孩子们聚集在东较场比赛放风筝ꎬ 经常在风筝上画些美人或马羊等动物的图案ꎬ 于是杨燮在一

首竹枝词中描写道: “春来东角较场前ꎬ 赌放风筝众少年ꎮ 马尾偏牵羊尾小ꎬ 一群高放美人边ꎮ”③

过年是演戏的旺季ꎬ 春节期间成都有 “超过一百台戏” 上演ꎮ 春天来临ꎬ 各社区邻里或行会便

出钱组织演戏ꎬ 称为 “春台戏”ꎬ 也称 “春戏” 或 “花灯”ꎮ 人们寻着锣鼓的声音ꎬ 便聚集到街头或

广场ꎬ 在街道两旁站着或坐着观看表演ꎬ 老少皆宜ꎮ 人们便是这样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之下ꎬ 共享喜怒

哀乐ꎮ 正如一首竹枝词所云: “花灯正好月华催ꎬ 无那书声入耳来ꎮ 看戏看花都未了ꎬ 伤心竹马竟成

灰ꎮ”④ 另一首竹枝词同样描写了节日期间的境况: “庆云庵北鼓楼东ꎬ 会府层台贺祝同ꎮ 看戏小民忘

帝力ꎬ 只观歌舞飏天风ꎮ”⑤

每年清明节之前ꎬ 较富的人居住的街区还会放火炮ꎬ 又称 “演灯彩”ꎬ 人们还会雇木偶或皮影戏

班子在街上助兴ꎬ 并以敬土地神为名大摆筵席ꎬ 其真实目的是集街众热闹一番ꎮ 一首竹枝词生动地描

述道: “福德祠前影戏开ꎬ 满街鞭爆响如雷ꎮ 笑他会首醺醺醉ꎬ 土偶何曾饮一杯?”⑥ 通常ꎬ 一些地方

社区组织或行会会组织安排公共演出ꎬ “清醮会” (又称 “土地会”) 代表一个社区或街道举行这样

的活动ꎬ 笔者在另外一篇关于街头文化的文章中也曾经探讨过ꎮ⑦ 至于行会在这些演出活动中所扮演

的角色ꎬ 吴好山的一首竹枝词也许会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争修会馆斗奢华ꎬ 不惜金银亿万花ꎮ 新

样翻来嫌旧样ꎬ 落成时节付僧家ꎮ”⑧ 其时陕西会馆便以演戏著称ꎬ 如一首竹枝词所云: “会馆虽多数

陕西ꎬ 秦腔梆子响高低ꎮ 观场人多坐板凳ꎬ 炮响酧神散一齐ꎮ”⑨ 每个会馆演戏都有自己的规矩ꎬ 陕

西会馆演出最准时ꎬ 如果戏班不能在爆竹响起时开演ꎬ 今后将不再被允许在此演戏ꎮ

姜士彬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指出ꎬ 地方戏及其相关的仪式是 “传统中国非精英社会两个最重要的公

共机构”ꎮ 但是在成都ꎬ 大多数演出的戏曲都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剧目ꎬ 这与姜士彬所观察的山西目

莲戏不同ꎬ 在那里 “地方戏与民间宗教联系紧密”ꎮ 此外ꎬ 成都与中国另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区别ꎮ
如上海并 “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文化风格”ꎬ 各地的不同种类的地方戏都能到那里演出ꎮ 然而在成

都ꎬ 川剧无疑占有统治地位ꎮ 这种文化历史特点表明ꎬ 成都城市居民们享有一种在当地创造并发展的

共同的生活方式ꎮ
在四川ꎬ 川剧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代表ꎬ 并由此吸引了大量的地方观众ꎮ 彼时ꎬ 任何个人、 社会

团体或者社会组织都不需要经地方政权的准许ꎬ 便可以组织地方戏演出ꎮ 但组织类似于戏剧表演这样

的活动需要大量金钱、 人力与物力的投入以及良好的协作ꎮ 因此ꎬ 在成都ꎬ 无论是对于活动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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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ꎬ 还是各式各样的观众来说ꎬ 戏剧表演都成为促进集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力量ꎮ①

四、 对城市人的描述

　 　 成都为各色人等的居住地ꎬ 正如 １９ 世纪末一个传教士所写的: “贵族、 学者、 乞丐、 地主、 农

民、 商人、 强壮蛮人、 闲杂人等、 富的、 穷的、 聋的、 瘸的、 瞎的ꎬ 令人惊奇地杂居在一起ꎮ”② 城

市人口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ꎬ 而这通常体现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ꎮ 同时ꎬ 各式各

样的人群也成为竹枝词诗人们笔下创作的源泉ꎮ
城市的军民和外来者通常聚集在市场、 公共广场和街头中ꎮ 竹枝词作者描写了成都街头各种各样

的劳动者ꎬ 如街头的工匠和小贩等ꎮ 文人是这样描述一个石刻匠的: “曹老爷称名塑匠ꎬ 水侵不坏蜕

沙神ꎮ 阿罗汉与阎王殿ꎬ 活像装成亿万身ꎮ”③ 而有些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艺人的日常生活上: “岂
但机房顾绣家ꎬ 行行生理也无差ꎮ 多年吃惯相因菜ꎬ 每日清晨买豆芽ꎮ” “每逢佳节醉人多ꎬ 都是机

房匠艺哥ꎮ” 另一首词则描绘了宰杀牛羊的屠夫: “屠牛为计更屠羊ꎬ 身寄成都算异乡ꎮ 人物衣冠俱

不类ꎬ 还多一副狠心肠ꎮ”④

此外ꎬ 成都以美食闻名ꎬ 特别是芳香可口的小吃ꎬ 吸引了众多食客ꎮ 清末ꎬ 外国游客把成都街头

卖小吃的摊点叫做 “街头厨房” (ｓｔｒｅｅｔ ｋｉｔｃｈｅｎｓ) 或 “流动饭馆” ( 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ｔ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ꎮ⑤ 在欢喜庵

前ꎬ 许多小吃摊贩会出售各式各样的米团ꎬ 竹枝词对此进行了描述: “欢喜庵前欢喜团ꎬ 春郊买食百

忧宽ꎮ”⑥ 而另一位当地文人写道: “豆花凉粉妙调和ꎬ 日日担从市上过ꎮ 生小女儿偏嗜辣ꎬ 红油满碗

不嫌多ꎮ”⑦ 把一个喜欢吃辣的小女孩描绘得惟妙惟肖ꎮ
此外ꎬ 民间艺人和江湖人ꎬ 如算命的、 变魔术的、 卖膏药的、 演杂耍的和卖艺的也经常出现在竹

枝词中ꎮ 在杨燮的竹枝词中曾出现一位名为芶莲的艺人ꎬ 因其出色的表演ꎬ 吸引了大量观众: “见说

高腔有芶莲ꎬ 万头攒看万家传ꎮ” 另外一位艺人曾双彩擅长绘画ꎬ 而川剧名优张士贤则喜欢吟诗作

赋ꎬ 经常待在茶馆酒店与顾客讨论唐宋大家古文ꎮ⑧ 说书人的故事也常出现在竹枝词里ꎬ 其中一首诗

中写道: “说书大半爱吴暹ꎬ 善拍京腔会打跹ꎮ 一日唱来闲半日ꎬ 青蚨一串尚嫌廉ꎮ” 由不同作者所

写的两首竹枝词还共同描述了 １９ 世纪早期的一位算命先生胡海山ꎮ 一位说胡海山是成都著名的算命

先生: “胡海山原测字清ꎬ 赵飞鹏算命果精ꎮ 两人声价无人比ꎬ 冷淡江西刘汉平ꎮ” 另一位则把他描

述成一个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ꎬ 他教人道德和怎样为人处世: “测字导人胡海山ꎬ 世情烂熟笑言欢ꎮ
痛规钱铺南昌老ꎬ 苦劝乡农莫到官ꎮ” 竹枝词中的此类赞赏是很难得的ꎬ 因为在一般的材料中ꎬ 精英

们通常批评江湖术士ꎬ 认为他们不过是愚弄人民而已ꎮ⑨

人口的多样性使得成都这个城市生机勃勃ꎬ 整座城市人声鼎沸ꎮ 这和许多早期的西方城市不同ꎬ
后者的城区间是相互分离的ꎬ 以便 “使居住在城市不同地区的人们享受不同的生活”ꎬ 通常人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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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与居住的地方有明显的间隔ꎮ① 但成都居民生活和做工经常是在同一区域里ꎬ 他们在诸如工

作、 娱乐等日常生活中接触密切ꎬ 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ꎮ

五、 阶层、 族群和性别

　 　 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人们通常都是城市的底层居民ꎬ 能够反映出城市居民中财富、 受教育程度、 族

群和性别之间的差别ꎬ 这些在竹枝词中均有所体现ꎮ 虽然诗人们并非特意揭露以上现象ꎬ 他们的作品

却客观上关注并强调了这些社会问题ꎮ 如在成都城东的顺城街、 五童庙以及东较场这样的地方ꎬ 通常

是民间艺人的集中地ꎮ② 在这种公共空间里ꎬ 能轻易分辨出处于不同居住环境中的人: “无人不为吃

穿忙ꎬ 多少挨饥忍饿肠ꎮ 一伙骄娃真受福ꎬ 下床先买米花糖”ꎮ 因此ꎬ 人们不禁要问: “南文北武各

争奇ꎬ 东富西贫事可疑ꎮ 一座城中同住下ꎬ 然何分别竟如斯?”③ 在另一位文人笔下也有相似的城市

图景: “风雪萧萧三九天ꎬ 重裘犹自拥青毡ꎮ 最怜人静黄昏后ꎬ 听卖一声红炭圆ꎮ”④ 在这些竹枝词的

描述中ꎬ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文人雅士对社会不公的批评以及对底层穷人的同情ꎮ
幸运很难光顾穷人ꎬ 即使春节也不能带给他们快乐ꎮ 节日来临ꎬ 穷人们却要操心果腹的食物ꎬ 还

要担心逼债人上门ꎮ “商量入市营柴米ꎬ 门外先来索债人”ꎬ 真可谓雪上加霜ꎮ 在节日期间ꎬ 他们

“愁听长街击磬声ꎬ 惊心岁短倍伤情ꎮ 可怜案上无杯酒ꎬ 也向神天祝太平”ꎮ⑤ 即便生活艰辛ꎬ 穷人们

依然会找到办法生存下去ꎮ 例如ꎬ 春节便是乞丐们讨钱的良机ꎮ 他们在街头来回敲住户或铺户的门ꎬ
唱喜歌、 讨 “喜钱”ꎮ 一位文人吟道: “才购门钱又彩钱ꎬ 庭除净扫待新年ꎮ 贫儿只唱齐天乐ꎬ 博得

豚肩乙乙穿ꎮ” 作者在这首竹枝词后又注曰: “岁终ꎬ 乞人向屠门唱喜ꎬ 屠者惠以肉片ꎬ 有积至数斤

者ꎮ”⑥ 就是说卖肉的会给他们一些剩下的碎肉ꎬ 一天下来ꎬ 可以积累不少ꎮ
在成都ꎬ 尽管汉人和旗人被满城的城墙分隔在不同的区域ꎬ 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仍然十分频

繁ꎮ⑦ 李劼人在他的小说 «大波» 里便描述了这样的冲突ꎮ⑧ 这些冲突在竹枝词中也多有体现ꎮ 晚清

时期ꎬ 成都大约有 ４０００ 多户旗人ꎬ 总人口将近 １９ ０００ 多人ꎬ 他们大都住在满城ꎬ 并有着跟汉人不同

的生活方式ꎮ⑨ 竹枝词中便有不少描绘成都旗人打猎、 看戏、 钓鱼的活动: “旗人游猎尽盘桓ꎬ 会馆

戏多看不难ꎮ 逢着忌辰真个空ꎬ 出城添得钓鱼竿ꎮ” 一首竹枝词写到成都旗人的生活嗜好: “西较场

兵旗下家ꎬ 一心崇俭黜浮华ꎮ 马肠零截小猪肉ꎬ 难等关钱贱卖花ꎮ” 这是说旗人喜花ꎬ 收到月钱即

用来买花ꎬ 但等买食物无钱时ꎬ 只好贱卖花来维持生存ꎮ
当地文人的竹枝词作品里ꎬ 对旗人的生活总有不少负面的描述ꎮ 在他们眼里ꎬ 旗人之所以变得越

来越穷ꎬ 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闲散ꎮ 就如同一首竹枝词中写道: “吾侪各自寻生活ꎬ 回教屠牛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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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ꎮ 只有旗人无个事ꎬ 垂纶常到夕阳斜ꎮ”① 另一首竹枝词也表现了类似的看法: “蚕桑纺织未曾挨ꎬ
日日牌场亦快哉ꎮ 听说北门时演戏ꎬ 牵连齐出内城来ꎮ”② 欧立德关于江南八旗驻防的研究中发现ꎬ
汉人与旗人之间的对抗表现在 “军队与平民” 和 “旗人与市民” 两个层次上ꎬ 这两个层次反映了

“在权力结构中优势和劣势间的对立”ꎮ③ 类似的冲突也发生在成都ꎮ 而族群冲突问题在政治危机期间

则变得更为突出ꎬ 如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发生时ꎬ 成都城内的冲突便证明了这点ꎮ④

此外ꎬ 由于种种原因ꎬ 成都城市居民对乡下人一直抱有歧视、 敌对的态度ꎮ⑤ 与中国的其他城市

一样ꎬ 冲突通常发生在成都城市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ꎮ 除上述提及的满汉冲突以外ꎬ 成都本地居民与

外省移民之间的对立、 冲突也一直存在ꎮ 一首竹枝词写道: “名公巨族满蓉城ꎬ 生子生孙气象清ꎮ 但

愿市场城外去ꎬ 好将荍麦认分明ꎮ”⑥ 成都一直以来都以城市移民著称ꎬ 如一首竹枝词中所云: “戚友

初逢问原籍ꎬ 现无十世老成都ꎮ”⑦ 许多乡下人会来成都谋生ꎬ 因此吴好山写道: “三年五载总依依ꎬ
来者颇多去者稀ꎮ 不是成都风景好ꎬ 异乡焉得竞忘归ꎮ”⑧ 来自外省的大批商人到成都后就逐渐定居

下来ꎬ 开店营业ꎮ 他们大多数人都专营来自其家乡的商品ꎮ 一首竹枝词对此抱怨道: “叫喊闻声知老

陕ꎬ 几回争价不相饶ꎮ”⑨ 成都居民经常将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人看做 “乡巴佬” 或 “野蛮人”ꎮ 一

个地方文人用谐谑的口吻写道: “西蜀省招蛮二姐ꎬ 花缠细辫态多憨ꎮ” 经济交往虽然能够增进相互

理解ꎬ 但文化隔离和歧视也伴随其中ꎬ 并由此构建了社群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ꎮ
虽然成都妇女大多被囿于家庭生活之中ꎬ 但她们仍有许多机会到街上活动ꎮ 即使是在习惯上男性

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共空间内ꎬ 妇女们仍然占有一席之地ꎮ 过去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限制ꎬ 至少在成

都ꎬ 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格ꎮ 一些竹枝词提供了与我们既定观念相反的资料ꎮ 例如ꎬ 在传统社会

中ꎬ 中国人重男轻女ꎬ 但一首竹枝词称: “比户十儿长受饿ꎬ 谁家五女乐炮羔ꎮ 生儿不若多生女ꎬ 儿

价平常女价高ꎮ” 因此ꎬ 至少那个时候的成都ꎬ 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低ꎮ

竹枝词作者们似乎对妇女出现在公共场合中十分感兴趣ꎬ 也由此相应地描写了许多妇女的公共活

动ꎮ 一位文人便在竹枝词中描述了妇女们植树的情况: “成都蚕市正春光ꎬ 妇女嬉游器具场ꎮ 买得鸦

锄勤拂拭ꎬ 夕阳桥畔种新桑ꎮ” 同时ꎬ 竹枝词中所记录的信息让我们对当时的时尚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ꎬ 可以看出彼时的女人们也很善于打扮: “鬓梳新样巧趋时ꎬ 淡点朱唇淡扫眉ꎮ 云绿色衫镶滚好ꎬ
扎花裤脚一双垂ꎮ” 此外ꎬ 一些诗还描绘了沿街行走时女人们的姿态: “浓妆淡抹费安排ꎬ 姊妹相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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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偕ꎮ 珍重街头须缓缓ꎬ 恐他泥污踏青鞋ꎮ”① 这些以妇女公共行为为主题的竹枝词ꎬ 用写实的手

法ꎬ 把她们的风情描绘得十分生动ꎮ 我们能从诗中看到女人和花之间的关系: “百花潭对百花庄ꎬ 小

小朱楼隐绿杨ꎮ 听得门前花担过ꎬ 隔帘呼买夜来香ꎮ”② 在竹枝词中ꎬ 女人和夜来香总是被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ꎬ 另一首 １ 个世纪后写的竹枝词描绘了一幅相似的图画: “绣余摇扇共招凉ꎬ 斜挽云鬟时样

妆ꎮ 忽听卖花声过去ꎬ 隔帘争唤夜来香ꎮ”③

在节日庆典和庙会上ꎬ 出行的妇女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ꎮ 清明节是家人去给祖先和亲人上坟扫

墓的日子ꎬ 城里的居民乘机到郊外去踏青ꎮ 对此ꎬ 一位地方文人在竹枝词中描写道: “城中上冢趁晴

天ꎬ 女轿夸多走接肩ꎮ 穿过街坊来狭陌ꎬ 菜花黄到绣裙边ꎮ”④ 在阴历正月十六 “游百病” 那天ꎬ 成

都的女人们就会沿着整个城墙漫步ꎬ １９ 世纪初的一首竹枝词是这样描述的: “为游百病走四遭ꎬ 约束

簪裙总取牢ꎮ 偏有凤鞋端瘦极ꎬ 不扶也上女墙高ꎮ”⑤ 光绪年间的举人冯誉骧写了 １０ 首关于药王庙的

竹枝词ꎬ 词中表明女人是寺庙活动的重要参加者ꎮ 一首词这样写道: “花飞草长雨初晴ꎬ 游女如云数

不清ꎮ 一辆笋舆隔纱幔ꎬ 钗光鬓影未分明ꎮ” 当她们许愿时ꎬ “暗祝恐防人窃听ꎬ 自家心事自家

知”ꎮ⑥ 到药王庙参加活动时ꎬ 女性的面貌各有不同ꎬ 有的 “脂粉不施露真面”ꎬ 而有的来自富裕人

家则会盛装打扮ꎬ 坐轿而来ꎬ “轿帷深下豪家女”ꎮ⑦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ꎬ 妇女在公众场合与陌生人的

直接社会接触或交往是 “不道德” 的ꎬ 但这个传统并非严格适用于宗教活动和节日庆典ꎮ 例如ꎬ 阴

历二月间ꎬ 一首竹枝词描写 “进会朝山二月天ꎬ 旗一面伞新鲜ꎮ 男人妇女沿街走ꎬ 遇庙烧香礼拜

虔”⑧ꎮ 由此可见ꎬ 当春天来到时ꎬ 人们会在街上搭竹拱门ꎬ 也会到庙里拜药王ꎮ 这时的成都ꎬ “妇女

丁男齐结束ꎬ 药王庙里烧拜香”⑨ꎮ
从竹枝词中ꎬ 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许多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 有贫穷的ꎬ 也有富裕的ꎻ 有慵懒

的ꎬ 也有忙碌的ꎻ 有受人尊敬的ꎬ 也有受鄙夷的ꎻ 有家庭妇女ꎬ 也有职业女性等等ꎮ 吴好山有几首竹

枝词描绘了这些阶级差别: 有的女子住华美屋宅ꎬ “可怜无事打丫头”ꎬ 有的 “满头珠翠绮罗身”ꎬ 还

有的 “出入玻璃新轿子ꎬ 端因嫁得是红人”ꎮ 另一首竹枝词则详细叙述了富裕人家主妇的日常生活:
“梳妆初毕过辰牌ꎬ 小唤童奴且上街ꎮ 米菜油盐和酱醋ꎬ 出门犹说买干柴ꎮ” 甚至还有对吸鸦片成瘾

妇女的描述: “流毒中华隐祸深ꎬ 红闺日午傍鸳衾ꎮ 不辞典卖金钗钏ꎬ 鸦片烟迷女眷心ꎮ”

另一些资料则记载了下层妇女在公共场所中如何谋生ꎮ 傅崇矩曾批评说ꎬ 一种叫 “花婆子” 的

小贩 “以售首饰、 玉器为名ꎬ 其实勾引良家妇女ꎬ 无所不至”ꎬ 虽然他没说明她们为什么和怎样 “勾
引” 妇女ꎬ 但是人们一般认为 “老媪卖花兼卖玉ꎬ 骗人闺阁善能言”ꎮ 在成都ꎬ 接生婆的业务繁

忙ꎬ 她们的屋檐下悬挂一块木牌作为招牌ꎬ 如果生男孩ꎬ 她们还会得到 “红包”ꎮ 竹枝词有云: “门
前挂得接生牌ꎬ 老妇神情尚不衰ꎮ 接得男娃忙万福ꎬ 三朝还要喜红来ꎮ” 此外ꎬ 还有一些女性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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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经营一些生意ꎬ 有竹枝词云: “卓女家临锦水滨ꎬ 酒旗斜挂树头新ꎮ 当垆不独烧春美ꎬ 便汲寒浆也

醉人ꎮ”① 这些描写彼时成都妇女的竹枝词如同画卷一般ꎬ 将女性的日常生活展现得栩栩如生ꎬ 而这

些描绘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是很难找到的ꎮ

六、 精英对民众的批判

　 　 竹枝词作为历史资料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ꎬ 其展现了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ꎮ 从

衣食住行到宗教信仰ꎬ 竹枝词的文人们确实留下了许多对普通人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性作品ꎮ 例如ꎬ 茶

馆常常是竹枝词诗人们抨击的对象: “啧啧其如利口何ꎬ 每从平地起风波ꎮ 世人休被谣言惑ꎬ 茶馆由

来上谕多ꎮ”② 同时ꎬ 普通市民的穿着、 行为等也时常成为文人嘲讽的对象ꎬ 在他们眼里ꎬ 这些人是

卑下、 愚昧、 空虚、 不诚实的ꎬ “中年便喜服长袍ꎬ 一朵花簪鬓二毛ꎮ 镇日斗牌无别事ꎬ 偷闲沽酒醉

陶陶”③ꎬ 便是他们所描绘的民众的画像ꎮ 此外ꎬ 吴好山也批判了一些纨绔子弟: “公子衣装别省腔ꎬ
跟班轿后数双双ꎮ 东街已遍南街去ꎬ 分付明儿过锦江ꎮ”④ 同时ꎬ 他们也批评那些行为不端的 “街娃

儿”: 蓄着长发ꎬ 与狗逗乐ꎬ 揣着匕首ꎬ 酗酒赌博ꎬ 结交妓女ꎮ⑤ “街娃儿” 经常到某个固定场所聚

集ꎬ 比如御河岸边ꎮ 因此ꎬ 吴好山告诫人们: “莫向御河边上去ꎬ 染成逐臭一班人ꎮ”⑥ 还有一些竹枝

词诗人们则嘲笑那些被 “挑牙虫” (主要来自安徽凤阳ꎬ 带着雨伞) 愚弄的人: “南门桥畔喊牙虫ꎬ
也与扬州一样风ꎮ 持伞如来凤阳郡ꎬ 愚人多少受朦胧ꎮ”⑦ 据笔者的采访ꎬ 以前大多数人认为牙齿的

腐坏是由虫所致ꎬ “挑牙虫” 的人使用小伎俩来欺骗顾客ꎬ 一只手里藏着虫ꎬ 然后宣称他从顾客的牙

齿里挑出一条虫来ꎮ⑧ 一些地方文人也嘲笑一些普通居民的虚荣: “肆外衣裳亦美哉ꎬ 携他一个大壶

来ꎮ 分明贮米归家去ꎬ 却道街前打酒回ꎮ”⑨ 有人买了大米谎称打酒ꎬ 因为米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ꎬ
而酒是奢侈品ꎬ 以此来显示一种优越感ꎮ 我们在同样的资料中找到相似的故事: “街东走过又街西ꎬ
巾帕斜包手自提ꎮ 买得豆渣归去后ꎬ 声声说是削皮梨ꎮ” 这可能是爱面子但又捉襟见肘的小市民经

常玩弄的花招ꎬ 因此ꎬ 地方文人对此竭尽讥讽之能事ꎮ
此外ꎬ 精英阶层通常认为宗教仪式都是基于迷信、 落后的ꎬ 对此大力抨击ꎮ 许多成都人都迷信巫

术ꎬ 每当家里有人生病了ꎬ 他们就会去请端公ꎮ 端公号称有超自然力量ꎬ 可以驱恶除魔、 救治病

人ꎮ 当时成都许多人都相信巫术ꎬ 精英们对此多有批评ꎮ 一首竹枝词中曾描写道: “闾阎难挽是巫

风ꎬ 鬼哭神号半夜中ꎮ 不管病人禁得否ꎬ 破锣破鼓跳端公ꎮ” 这里ꎬ 他们指责端公施法的过程中ꎬ
午夜时分方圆几里都可以听见鬼神哭嚎的声音ꎮ 端公跳神时要敲锣打鼓ꎬ 却全然不顾病人恐惧得全身

发抖ꎮ 端公在屋顶上挂上符咒ꎬ 所谓驱散游魂野鬼ꎮ 但精英揭露ꎬ 他们未能驱散鬼魂ꎬ 反而使病人情

况恶化ꎬ 还趁机敛钱ꎮ 因此ꎬ 端公实际是 “阎罗” 的帮凶ꎬ 因为他们 “无刀会杀人”ꎮ 又如ꎬ 每年

正月十五ꎬ 人们都会拣回一些象征金元宝的鹅卵石ꎬ 以驱除 “穷鬼”ꎮ 一首竹枝词嘲笑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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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日拾来鹅卵石ꎬ 贫富都作送穷言ꎮ 富家未必藏穷鬼ꎬ 莫把钱神送出门ꎮ”① 此外ꎬ 他们还嘲笑许多

市民每当新年将至ꎬ 就在自己的家门上贴门神ꎬ 真是迷信、 愚蠢至极: “街头爆竹响愁人ꎬ 肖像桃符

彩换新ꎮ 堪笑成都迷信久ꎬ 年年交替说门神ꎮ”② 有趣的是ꎬ 上述的许多批判大多出现于 １９ 世纪初ꎬ
在西方和现代科技进入中国社会之时ꎮ 对此ꎬ 之前的研究大多眼于 “现代化的” 和社会精英们对大众宗

教的批判ꎬ③ 但 “旧精英” 对民俗和信仰的审视与所持的态度ꎬ 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ꎮ

结　 　 语

　 　 正如民间诗歌可以被视为研究者了解民间传统和大众文化的渠道ꎬ 竹枝词毫无疑问也可以作为一

种更为客观的历史资料ꎮ④ 葛兰西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 在对民间文化中的通俗歌曲进行考察时指出ꎬ
通俗歌曲可能有 ３ 种形式: (１) “由民众为民众而谱写”ꎬ (２) “为民众谱写但不是由民众谱写”ꎬ
(３) “既不由民众谱写也不为民众谱写ꎬ 但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感情”ꎮ⑤ 如果我们将竹枝词看作民

间歌谣的一种ꎬ 那么它可能会被归入第三类ꎬ 但竹枝词并非一定表达民众的 “思想和感情”ꎮ 或许ꎬ
我们可以将竹枝词看作第四类歌谣ꎬ 即不由民众谱写也不为民众谱写ꎬ 且不表达民众的思想和感情ꎬ
却记录了民众生活ꎮ “民间传统是基于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⑥ꎬ 竹枝词这种文体从定义上就涵盖了

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中的种种信息ꎬ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竹枝词ꎮ
虽然竹枝词不是通过口头传播的ꎬ 但它以通俗浅白的语言写成ꎬ 并保留了口头传播的形式在精英

与平民之间进行传递ꎮ 作为民俗的一部分ꎬ 口头文学是 “由人们听说且传颂的歌谣、 故事和谚语组

成”⑦ 的ꎮ 这样的诗歌易于被普通民众理解并接受ꎮ 口头的民俗传统并不仅仅只有农民文化ꎮ 事实

上ꎬ 在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涵盖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共同的民俗传统ꎮ １９ 世纪初ꎬ 经典的文

言传统在中国文学中仍占有绝对支配地位ꎬ 但以通俗浅显的语言所创作的竹枝词却表明了在中国社会

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野ꎮ 竹枝词的创作表明了文化精英阶层在吸收普通民众的

民间传统后ꎬ 将其转化为书面文学ꎬ 从而将大众文化注入精英文化之中ꎮ 而这些特点也使得竹枝词成

为珍贵的文化研究资料ꎮ 开始于 ２０ 世纪早期至 １９２０ 年代初的文学运动一直备受学界的重视ꎬ 研究者

们聚焦了胡适及其他新一代知识分子对白话新诗的贡献ꎮ⑧ 然而ꎬ 从竹枝词的研究中ꎬ 我们可以看

到ꎬ 早在 １９ 世纪初ꎬ 中国文人就已经开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来创作诗歌ꎬ 这种表达形式非常贴近口

语和社会现实ꎬ 所以通常可以看作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ꎮ 因此ꎬ 我们或许可以说竹枝词是白话新

诗的真正先锋ꎮ
竹枝词通常可以反映出作者对城市、 大众文化、 民间传统和普通民众的复杂感情ꎮ 从对成都景观

的描写中ꎬ 我们可以看出竹枝词的创作者对他们家乡保有热爱之情ꎬ 而其中所蕴含的爱乡精神或许是

创作这些诗歌的重要动力ꎮ 更准确来说ꎬ 这种感情体现为一种对成都的热爱ꎬ 即当地文人在创作中所

重点描绘的家乡ꎮ⑨ 不过ꎬ 文人们也常常在竹枝词里批判大众文化ꎮ 从精英的字里行间中ꎬ 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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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感受到他们之于普通民众与大众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其中对民众的嘲弄ꎮ 清代文人刘沅以成都新

年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竹枝词ꎬ 其中阐述道: “民俗相沿ꎬ 可笑者多ꎬ 愚居乡久ꎬ 新正无事ꎬ 就所闻

见书之ꎬ 或亦笑谈之一助ꎬ 时年八十有一ꎮ”① 可以看出ꎬ 精英阶层在竹枝词的创作中会对大众文化

和普通民众进行评判ꎬ 这种评判是时而赞赏ꎬ 时而讥讽的ꎬ 这种晦涩的态度也导致了他们与大众文化

和普通民众的复杂关系ꎮ
阅读竹枝词时ꎬ 精英阶层对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ꎮ 地方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关于妇女的竹枝词ꎬ 虽然他们有时也批评女性ꎬ 但他们对女人描写的基调是愉快

的ꎬ 并且敢于直接欣赏女人的美丽ꎮ 在竹枝词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男性在公共场合行为的批

评ꎬ 但是对女性的却很少ꎮ 对这些妇女的公共活动和抛头露面的描述ꎬ 或许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

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ꎬ 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ꎮ 实际上ꎬ 当时的女性是有很多机会出现并享有城市的公

共生活ꎮ 这与 ２０ 世纪初的社会改良者完全不同ꎬ 他们对女性的公共活动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敌意ꎬ 并

且对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有着诸多限制ꎬ 希望女性的生活只限于其家庭内部ꎮ 大多数 １９ 世纪的资料

记录中都相对缺乏关于女性和平民形象的描述ꎬ 竹枝词却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记录ꎬ 即便这些记

录仅仅是源于一个特定的文体ꎮ
事实上ꎬ 精英阶层对城市普通民众公共行为的批判不仅仅反映出其关于行为适当的不同认知ꎬ 更

主要的是反映出其关于公共空间支配权利的争夺ꎮ 随着地方精英不断参与、 介入地方事务之中ꎬ 他们

需要更多的空间去开展活动以及施展影响ꎮ 对此ꎬ 他们有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 一个是按照他们

的意愿去改造公共空间ꎬ 另一种是加强他们在普通民众间的领导权ꎮ 由 ２０ 世纪初开始ꎬ 精英便在政

府支持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良运动ꎮ 他们似乎认为其超越了大众文化ꎬ 实际上却不可避免地成

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ꎬ 他们在批判节日和宗教庆典的同时ꎬ 却又参与其中ꎮ 即使竹枝词作者在创作时

抱有对大众文化的偏见ꎬ 他们的作品依然成为成都 “城市之韵” 的最佳表达ꎬ 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

成都日常生活和城市意识的宝贵资料ꎮ
不可避免地是ꎬ 将竹枝词用作历史资料时会涉及关于资料诠释的问题ꎮ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

信这些诗歌是基于作者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创作的ꎬ 但是它们同时受作者感情、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

响ꎮ 这个原因不应该成为阻止研究者通过竹枝词ꎬ 去寻找曾经 “失声” 的底层民众声音的理由ꎮ 大

众文化的研究和政治事件研究不同ꎬ 它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精准的事件描述ꎬ 只要其可以为地方文化发

声ꎬ 即使描述不具体ꎬ 我们仍能有所获益ꎮ 当然ꎬ 城市的日常生活比这些竹枝词中所描述的更加复

杂ꎬ 因此ꎬ 在用竹枝词来展现公众生活会有一定局限性ꎮ 比如ꎬ 作者可能不会十分地慎重对待他们的

作品ꎬ 也不那么在意描述的准确性、 细节和全面性ꎬ 因为他们创作竹枝词可能只是用来消遣ꎮ 同时ꎬ
城市生活某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很有可能从来没被涉及ꎮ 但是ꎬ 除了上述局限以外ꎬ 竹枝词中所记录的

信息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ꎬ 甚至可以说是无价的ꎮ 至少ꎬ 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特别的历史角度ꎬ
让我们一窥彼时城市的公共生活的内涵和外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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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伪经考» 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
①

於梅舫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 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对 «新学伪经考» 的认识与反应ꎬ 大体经历了梁启超所谓从学术而入政治

的过程ꎮ 此由 «新学伪经考» 具备的双层特质所决定ꎮ 时人对 «新学伪经考» 的反应ꎬ 显现学术与政治一而

二、 二而一交织成一体的历史ꎮ 大体来说ꎬ 单纯读 «新学伪经考» 文本者ꎬ 多从学问的角度判其 “考据” 之

得失ꎬ 或称其可成一家言ꎬ 或讥其纯任主观、 武断ꎮ 与康氏接触较深者ꎬ 则多从其口说、 书信中ꎬ 透知 «新

学伪经考» 深意ꎬ 根据其学说背后屡经 “口说” 推阐的政治寓意与现实指向ꎬ 对康氏政学理念取同情或反对

的态度ꎮ 内中牵动当时官场与士林对君权与民权关系的思考ꎮ
关键词: 康有为ꎻ «新学伪经考»ꎻ 素王改制ꎻ 戊戌政变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３８－１１

“今文学运动” 是牵动晚清学术与政治的大事ꎮ ② 其中ꎬ 康氏撰 «新学伪经考» (以下简称 «伪
经考»)ꎬ 树立 “今文” 排斥 “古文”ꎬ 大张 “今文” 门户ꎬ 依托 “今文真经” 阐发 “托古改制” 之

义ꎬ 引起较长时段内士林与官场之连续反响ꎬ 为 “今文学运动” 中一大枢纽ꎮ③ 由此入手ꎬ 抉发时人

品评此书之不同内涵与背后立意ꎬ 成为探究 “今古文之争” 本事与流变的绝佳视角ꎮ “躬与其役” 的

梁启超称ꎬ 这一运动展现为 “学术之争ꎬ 延为政争” 的多歧进程ꎮ④ 这一多歧进程ꎬ 与 «伪经考» 的

政学多歧反响ꎬ 实互为因果ꎬ 而非绝然区分为学术与政治之别ꎮ
今人对康氏 «伪经考» 反响的考察ꎬ 以张勇 «也谈 ‹新学伪经考› 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

“学术之争”»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贾小叶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 “两
考” 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二文为要ꎮ 张文注重时人对 «伪经

考» 因人因境之不同认识及背后意思ꎬ 揭示了 «伪经考» 第一次被人参劾的实情ꎬ 也注意到时人对

«伪经考» 与 «孔子改制考» 的不同反应ꎮ 贾文立足于时人对 “两考” 的不同反应ꎬ 揭示了 «改制

考» 内容所透露出的 “民权平等与托古改制”ꎬ 才是时人赞成或反对 “康学” 的核心ꎬ 诸人对 «伪
经考» 的反应主要落于学术一面ꎮ 以上两文相对于前人研究来说进展明显ꎬ 然相应于当时史事来看

仍不无空间ꎮ
最扼要处在于ꎬ 考究士林、 官场人物对 «伪经考» 的不同反应ꎬ 虽着眼于各家因时、 因地、 因

人而异的观感、 态度及其背后意味ꎬ 具备脱离于 «伪经考» 本身的意义ꎬ 显现批评者的眼界、 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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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学意图ꎬ 然在此整体过程与链条中ꎬ 作者撰意仍会不同程度影响、 制约后者的判断与思路ꎮ 故不

能忽略康氏勾勒 «伪经考» 的理路及其旨趣ꎬ 作为考究此事之开始ꎮ 张、 贾二文皆未充分注意 «伪
经考» 本身的论述策略与特质———既有学术表达ꎬ 也寓开放的近于政治的阐释ꎬ 故对于学术与政治

区分过于清晰ꎬ 对于 «伪经考» 与 “素王改制” 说的联系有所割裂ꎬ 而对于由 “学术” 为何可以延

为 “政争” 的内在意蕴ꎬ 也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与落实ꎮ 本文主要基于 «伪经考» 合考据与口说的论

述策略ꎬ 以见康氏学说流传的一而二、 二而一的面相以及由此引起的多歧反响ꎬ 以见 “学术之争ꎬ
延为政争” 并非单线转化的复杂面相ꎮ①

考据与微言

　 　 «伪经考» 去 “伪经” 存 “真经”ꎬ 重序 “真经” 的传授系统ꎬ 以此作为 “发明” 孔子微言大义

的根本——— “古本” 与 “道统”ꎬ 其逻辑自然接上 “真义理”ꎬ 故 «伪经考» 实是一个近似于开放的

学说阐释系统ꎬ 也即据此所释的 “微言大义” 在康氏学说中实可因时而进 (异)ꎮ «伪经考» 的 “经
说” 与必将阐发的 “微言” ——— “素王改制”ꎬ 实会因读者阅读目力的高下或作者口说阐释的深浅ꎬ
而连动为一体ꎮ 这也是后续士人对 «伪经考» 认识多歧的一大因素ꎮ

众所周知ꎬ “以经营天下为志” 的康氏于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踌躇满志地第一次上书ꎬ 最终结局

却大出预料ꎮ 因 “内容讦直” “同乡京官无结” 诸因ꎬ 上书未得上达ꎬ 可谓无疾而终ꎮ② 如果考虑

到ꎬ 康氏在中法马江之役后ꎬ 受师友激荡ꎬ 在时人纷纷上书抗议的氛围中ꎬ 仿龚自珍 “自改革” 之

论ꎬ 匆匆缉定 «教学通义»ꎬ 欲 “通治于教”ꎬ 以此 “反古复始” “创法立制”ꎬ 以为 “王者取法”ꎬ
替 “生民托命”ꎬ 当然也不无为自己出人头地作一番努力的考虑ꎮ 第一次上书ꎬ 便是这一 “创法立

制” 豪情壮志的延续与实践ꎮ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ꎬ 康氏上书不仅不能上达ꎬ 也未获得如梁鼎芬、 朱

一新上书的直言之声ꎬ③ 反而引起 “朝士大攻之” 的反响ꎬ 被迫离京返乡ꎮ 心理预期与事实境遇的迥

异ꎬ 对于初出茅庐的康有为来说ꎬ 不可谓一大冲突ꎬ 为人生一大变故ꎬ 引来很多思想上的刺激ꎬ 也实

实在在地促动其学说的转变ꎮ
然康氏之为康氏ꎬ 正在其愈挫愈勇之处ꎮ 在康氏看来ꎬ 时势已经很紧迫了ꎬ “外度之天时人事ꎬ

而有迟不及待之势ꎮ 内求之精神年力ꎬ 而有时不我与之伤ꎮ”④ 故在康氏看来ꎬ 所上书乃不得不发ꎮ
奈何 “虎豹狰狞守九关ꎬ 帝阍沉沉叫不得”⑤ꎮ “许身不自量ꎬ 窥比稷契属” 的 “狂生”ꎬ 面对的是

“狰狞守九关” 的虎豹以及 “人情日淡漠” 的士人ꎮ 于是ꎬ 康氏强烈地表现出要唤起士人 “任道之

心” 的欲望ꎬ 所给出的答案在于变儒弱宽敷之教ꎮ
康氏回乡前赠别沈曾植的函内ꎬ 便揭出此层意思: “世变大ꎬ 则教亦异ꎬ 不复能拘常守旧ꎬ 惟是

正之ꎮ”⑥ 此信在排斥一系列计划后ꎬ 将志向寄于 “教”ꎮ 此 “教” 绝不是如 “佛氏之降伏其心”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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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像 “老氏之弱其志”ꎬ 而是要发挥强毅气节、 救人于水火的 “不忍人之心”ꎮ 他很自信地表达:
伊尹曰: 先知觉后知ꎮ 孔子曰: 诲人不倦ꎮ 凡比吾先而生ꎬ 后吾而出者ꎬ 皆吾人民也ꎮ 声气所

通ꎬ 舟车所及ꎬ 皆吾土地也ꎮ 二帝、 三王、 先圣、 诸儒ꎬ 皆吾统绪也ꎮ 立义树说ꎬ 皆吾事权也ꎮ①

“二帝、 三王、 先圣、 诸儒ꎬ 皆吾统绪也” 之论ꎬ 已然具备傲视一切的气概ꎬ 何尝相让于 «伪经

考» 发两千年未发之覆的狂傲ꎮ 与黄绍箕亦言同理: “大约世变不同ꎬ 今非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不得ꎮ
虽禅者说ꎬ 正不得以异教论ꎬ 不然ꎬ 终为依阿世故之人ꎬ 非可置于铁轮顶上旋者ꎮ”② 主旨即在于坚

韧任道ꎬ 以出世心行入世事ꎮ 那么ꎬ 讲之于乡时ꎬ «长兴学记» 便可以这么表达: “人貌而天心ꎬ 犹

恐血气未能融液ꎬ 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ꎬ 在有如无ꎬ 视危如安ꎬ 至于临深崖ꎬ 足二分垂在外ꎬ 从容谈

笑ꎬ 其庶几乎? 死生不知ꎬ 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ꎬ 岂复省识? 故行吾心之安ꎬ 虽天下谤之而不

顾ꎬ 然后可以当大任也ꎮ”③

如无上书不达群谤纷起的经历ꎬ 康有为或很难逼出此番真实的体悟ꎮ 也预示康氏正要打破 “缚
手缚脚” 的绳索ꎬ 绝不拘守故常ꎬ 行不动之学ꎬ 大起变教心ꎮ 而一部能反映此义、 承载此学的不寻

常著论——— «伪经考»ꎬ 也呼之欲出了ꎮ
返乡途中ꎬ 康氏谒白鹿洞紫阳书院ꎬ 咏诗云:

汉宋有晦翁ꎬ 集成学为至大学与中庸ꎬ 纯粹有次第ꎮ 孟子配论语ꎬ 洙泗心传继ꎮ 五经失

微言ꎬ 四书发大义ꎮ 八百年学风ꎬ 无出新安制ꎮ 实为新教主ꎬ 后圣范一世大道虽未闻ꎬ 太平

法尚蔽ꎮ 此乃刘歆罪ꎬ 难为考亭喟ꎮ④

此诗大意明晰ꎬ 体现出康氏 “世变大ꎬ 则教亦异” 的大体思路ꎬ 描绘了因刘歆篡乱经典ꎬ 使得

«五经» 失微言ꎬ 宋儒朱熹创辟新路ꎬ 以 «四书» 别出于 «五经» 之外ꎬ “洙泗心传继”ꎬ 发得 “大
义”ꎮ 于是 “八百年学风ꎬ 无出新安制ꎮ 实为新教主ꎬ 后圣范一世”ꎬ 朱子之学已形如路德新教ꎮ 诗

中ꎬ 康氏留着塑造孔子学说的新通道——— «五经» 的 “微言” 究竟是什么? 这是朱熹所 “大道虽未

闻ꎬ 太平法尚蔽”ꎬ 而待发挥的义理核心ꎮ 这几乎就是 «伪经考» 的诗化ꎮ 事实上ꎬ 当康氏确认朱子

发挥的 «四书» 为 “新教”ꎬ 也便带入了 “恢复” 孔子真教义的相对于后世来说的 “变教” 之举ꎮ
这也是康氏抱负与实际走向的结合ꎮ 他尝问沈曾植道: “今日尚可为孔子、 释迦、 耶稣、 谟罕默德

否?”⑤ 欲立教为宗师意明白显露ꎮ
«伪经考» 一如上诗所咏ꎬ 循康氏理解的朱子之道ꎬ 而反向运之ꎬ 首先在得 «五经» 真本ꎬ 以续

先 “失” 的微言ꎮ 其逻辑与路径大致为———获得真经古本ꎬ 疏通真经古本与义理的传授脉络ꎬ 发明

微言ꎮ 要将此意落实ꎬ 首先需获得真经的本子ꎬ 一如朱熹以 «四书» 别出 «五经»ꎬ 康氏以真 (新)
«五经» 别出 «四书»ꎮ 因此ꎬ «伪经考» 非常重要的一步ꎬ 就是 “采西汉之说ꎬ 以定孔子之本经ꎻ
亦附 ‘新学’ 之说ꎬ 以证刘歆之伪经”⑥ꎮ 其次ꎬ 真经承载着义理 (微言大义)ꎬ 证明真实性要素之

一ꎬ 即必须流传有序ꎮ 这又是极度接近朱熹的道统说ꎮ 此传承体系即公羊学 (孔子改制之义) 的传

授脉络ꎬ 大体见于下文:
秦火虽焚ꎬ 而 «六经» 无恙ꎬ 博士之职不改ꎬ 孔氏世世不绝ꎬ 诸儒师师相受ꎬ 微言大义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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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存ꎬ 以为 “乖绝” 及 “书缺简脱ꎬ 礼乐崩坏”ꎬ 皆歆邪说ꎬ 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ꎮ 且所谓

“微言大义”ꎬ 即孔子改制之学业: 申公、 辕固生、 韩婴、 伏生、 高堂生、 田何、 胡毋生、 董仲舒ꎬ
四百年传之不绝ꎮ 自歆伪经出ꎬ 托之周公ꎬ 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ꎬ 实乖绝于歆也ꎮ①

此文明确地述说ꎬ 孔子之后ꎬ 孔子改制之 “道” 传授有序ꎬ 一直传至董仲舒ꎬ 微言大义犹存ꎬ
只是因为刘歆伪造经典ꎬ 致使后世惑于伪说ꎬ 才使之不传ꎮ 此微言大义即 “孔子改制之学业”ꎮ 这也

就是康氏在上引诗中所咏 “ «五经» 失微言” 的原因ꎬ 所谓 “此乃刘歆罪”ꎮ
«伪经考» 几乎因袭了这一逻辑ꎮ 康 «序» 论刘歆作伪ꎬ 郑玄篡统ꎬ 导致道统的式微ꎬ “伪学”

颠覆 “正统”ꎮ 故 «伪经考» 也承担着类似于 «四书» 的职责ꎬ 要 “提圣法于既坠ꎬ 明 «六经» 于

闇曶ꎬ 刘歆之伪不黜ꎬ 孔子之道不著”②ꎮ 两者相通ꎮ 稍加改变的是ꎬ 朱熹道统说谓孟子之后不得其

传ꎬ 康氏则为董仲舒之后经刘歆伪说覆盖而不得其传ꎮ
“考据” 确定孔子 “本经” 及传承系统ꎬ 最终目的在于引出真义理ꎮ 前引诗已明确咏叹 “ «五

经» 失微言ꎬ «四书» 得大义”ꎬ 辨真伪ꎬ 得 “真经” 后ꎬ 必要引出失去的 “微言”ꎮ 真义理的基础

在于真 «五经» (此为根本) 以及自身流传有序ꎮ 此即上述二义的逻辑ꎮ 这是康氏学说的根本与奠

基ꎬ 此根本坚实ꎬ 后续方能进一步阐释义理ꎮ «伪经考» 以 “考据” 的形式出现ꎬ 与此当大有关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 康有为声明: 孔子 “改制之意ꎬ 著于 «春秋»ꎮ 孔子早而从周ꎬ 晚莫道不行ꎬ 思告

后王ꎬ 于是改制ꎬ 与颜子论四代ꎬ 子张言十世是也ꎮ 盖周衰礼废ꎬ 诸子皆有改作之心ꎬ (棘子成之恶

文ꎬ 老、 庄之弃礼ꎬ 墨子之尚俭ꎬ 皆是) 必知孔子改制 «六经»ꎬ 而后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圣之

大成ꎬ 贤于尧、 舜ꎬ 法于后王也”③ꎮ 故孔子改制ꎬ 首在改制 «六经» 这一意思ꎬ 改制度、 立法制ꎬ
皆是其中之意ꎮ

“改制之义” 且贯穿于群经ꎬ 所谓: “孔子改制之学首在 «春秋»ꎬ «春秋» 之传在 «公» «穀»ꎬ
«公» «穀» 之法与 «六经» 通ꎮ”④ «公羊» 家说实统合 «六经»ꎬ «六经» 全为孔子改制之学ꎮ 于

是ꎬ “凡所云 ‘儒’ 者ꎬ 皆与异教对举而言ꎮ 盖孔子改制后ꎬ 从其学者皆谓之 ‘儒’ꎮ 故 ‘儒’ 者ꎬ
譬孔子之国号”ꎮ “儒者ꎬ 孔子之教名ꎮ”⑤

«伪经考» 极欲指明这一微言大义ꎮ 康有为在与 «伪经考» 相呼应的 «考定王制经文序» 中明

确说: “西汉以前ꎬ 学出于一ꎬ 皆为孔子改制之礼ꎮ 而 «王制» 者ꎬ 盖孔子将修 «春秋»ꎬ 损益周礼

而作ꎮ 王者ꎬ 谓素王ꎻ 庄子说王制者ꎬ 素王改制之义ꎮ (句容陈立、 德清俞樾皆有此说ꎮ) 乃知孔子

以布衣之贱ꎬ 而上继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公之统者ꎬ 不因道德之高ꎬ 实沿制度之大一统也ꎮ
孟子论尧、 舜、 三王而及孔子ꎬ 必以 «春秋» 为据ꎬ 又云 «春秋» ‘天子之事’ꎮ”⑥

康有为的言说ꎬ 一反朱熹道统以心性道学为孔子接上古圣贤统绪之意ꎮ 而孟子最知孔子处ꎬ 即在

孔子 “继四圣之功ꎬ 不言其德ꎬ 惟言 «春秋»ꎮ 孟子私淑孔子者ꎬ 必不谬矣”ꎮ 孟子恰是朱熹道统论

中程子之前最后得孔学之传者ꎬ 也被认为是发挥心性之学的贤圣ꎮ 故康有为阐释的孔教之统ꎬ 实为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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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义理、 制度二统者ꎬ 而犹以制度之统为要ꎬ 以 “作 «春秋» 以继王迹” 为 “微言大义”ꎬ① 且有以

制度压过心性之势ꎮ
简言之ꎬ 康氏将朱子 «四书» 阐释的孔门微言大义ꎬ 勾勒为刘歆伪造经说之后的偏安之学 (路

德新教)ꎬ 至多得孔门教义之半ꎬ 而自己则以朱子将 «四书» 别出于 «五经» 之外的办法ꎬ “还复”
孔子真 «五经»ꎬ 反别出于 «四书» 之上ꎬ “重新” 判定朱子所不知的 “真经” 及其传授系统ꎮ “掌
握” 了这一数千年不知的秘密后ꎬ 便可从新的 “道统” 中集后学大成的董仲舒处 “接续” 孔子改制

之义理ꎮ
故 «伪经考» 实际上并非有意争立与 “古文” 对立的 “今文” 立场ꎬ 而是学朱子且欲超拔于朱

子之上ꎮ 而且ꎬ 他在确立了 “真经”、 微言大义相承的 “道统” 后ꎬ 留有一个待充分阐释又相对 “开
放” 的 “孔子改制” 的义理ꎮ 而 “圣人微言大义ꎬ 其文著于经ꎬ 其说授于徒之传”②ꎬ 皆待康氏抉

发ꎬ 为 «伪经考» 的自然逻辑延伸ꎬ 且一开始多以口说 (书信) 传之ꎬ 正应了 “其说授于徒之传”ꎮ
正因此ꎬ 康氏阐释的素王改制之 “微言大义” 具备了因时可进 (异) 的 “开放” 性ꎬ 导致后续士人

认识的多歧ꎮ

政学多歧之反响

　 　 «伪经考» 初刻于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 七月ꎬ 成稿则在 １ 年前ꎮ 在未刻前ꎬ 康氏已将 «伪经考»
稿本向朱一新呈教ꎮ 朱一新或是目前所知 «伪经考» 最早的读者ꎬ 更是真正仔细品评且留下详细记

录的第一位学人ꎮ 仔细阅读朱、 康往来论扎ꎬ 会发现朱氏既据康氏考据而辨学ꎬ 也进一步由辨学而入

康氏论学背后的心曲ꎮ③

朱一新对 «伪经考» 的概述性认识ꎬ 体现于他获读此书后的第一次书信答复ꎬ 基本上根据 «伪
经考» 文本ꎬ 就 “考据” 谈 “考据”ꎬ 立足于学术一面ꎮ 朱一新基本认可康氏 “扶植孔氏之遗经ꎬ
摘发嘉新之伪制ꎬ 以是自任ꎬ 成一家言”ꎮ 然对其 “摘发” 伪经的具体考据过程ꎬ 则不无怀疑ꎬ 即

“窃以为伪 «周官» «左传» 可也ꎬ 伪 «毛诗» 不可也ꎻ 伪 «左传» 之羼乱者可也ꎬ 伪其书不可也”ꎮ
且对康氏 “今文与今文ꎬ 古文与古文ꎬ 皆同条共贯” 之论断提出质疑ꎮ 提示陈寿祺所疏证之 «五经

异义»ꎬ “所采有今文与今文、 古文与古文各异者ꎬ 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ꎬ 就其所采已如此ꎬ 况

许、 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④

朱一新清楚地感觉到康有为 «伪经考» 存有以 «公羊» 学孔子改制义统辖六经的立意ꎮ 今文与

今文同条共贯之意ꎬ 落实于此ꎮ 从这个角度出发ꎬ 朱一新颇重视辨析 «公羊» 家法ꎮ 以为 “近儒为

公羊学者ꎬ 前则庄方耕ꎬ 后则陈卓人ꎮ 方耕间有未纯ꎬ 大体已具ꎮ 卓人以 «繁露» «白虎通» 说 «公
羊»ꎬ 乃真 «公羊» 家法也”ꎮ 其中缘故ꎬ 便因 «春秋繁露» «白虎通» 融汇当时公羊家以经学阐发

政见之论ꎬ 陈立能深知究竟ꎬ 以汉还汉ꎬ 得公羊家之义ꎮ 故新王、 通三统诸素王改制之说ꎬ 只可还于

西汉公羊家ꎬ 不可上达孔子立意ꎬ 自也不能延伸于当下ꎬ 此类 “非常可怪之论ꎬ 至于董子、 邵公可

以止矣”ꎮ
然而ꎬ 清人治 «公羊» 学ꎬ 又有突破汉人家法 (或者说不明 «公羊» 家法)ꎬ 以 «公羊» 义疏

２４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中国近代文化史

①

②
③

④

康有为: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ꎬ 载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 第 １ 集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３１３ 页ꎮ

康有为: «来书三»ꎬ 载 «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ꎬ 光绪乙未菁华阁刊ꎮ
参见於梅舫: «以董生正宋儒: 朱一新品析 ‹新学伪经考› 旨趣»ꎬ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本文注意处在于 «伪

经考» 的政学歧见ꎮ
朱一新: «朱侍御答康长孺书»ꎬ 载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 第 １ 集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３１８ 页ꎮ



通别经者ꎮ 如 “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ꎬ 毅然言之ꎬ 卮辞日出ꎬ 流弊甚大ꎮ «公羊» 与 «论语»ꎬ
初不相涉ꎬ 而作 «论语述何» 以疏通之ꎬ 戴子高复推衍之ꎬ 其说精深ꎬ 剧可寻绎ꎮ 然谓 «论语» 当

如此解也ꎬ 然乎? 否乎?”① 就此ꎬ «无邪堂答问» 亦有进一步辨析:
近儒惟陈卓人深明 (公羊) 家法ꎬ 亦不过为穿凿ꎮ 若刘申受、 宋于庭、 龚定庵、 戴子高之

徒ꎬ 蔓衍支离ꎬ 不可究诘ꎮ 凡群经略与 «公羊» 相类者ꎬ 无不旁通而曲畅之ꎮ 即绝不相类者ꎬ
亦无不锻炼而傅合之ꎮ 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ꎬ 凭臆妄造以诬圣人ꎬ 二千年来ꎬ 经学之

厄ꎬ 盖未有甚于此者ꎮ②

朱一新明言: “援 «公羊» 以释四子书” 的刘、 宋、 戴诸人 “析言破律ꎬ 乱名改作ꎮ 圣人复起ꎬ
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ꎮ 实讽将其推至极致的康氏ꎬ 称: “以足下之精识ꎬ 而亦为所惑溺ꎬ 岂不异哉ꎮ
圣门教人ꎬ «诗» «书» 执礼ꎬ 性与天道ꎬ 不可得闻ꎮ «易» «春秋» 皆言性道之书ꎬ 游、 夏且不能赞

一辞ꎮ 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论ꎬ 变 «易» «诗» «书» «礼» «乐»ꎬ 将使后人何所取信? 学者何所持

循?”③ “新周、 故宋、 黜周、 王鲁ꎬ 惟圣人能言之ꎮ 圣人且不敢明言之ꎬ 汉儒言之ꎬ 亦未闻疏通

«六经» 以言之ꎮ”④

朱一新除详辨康氏 «伪经考» 内容与环环相扣的立学理路外ꎬ 更在此基础上ꎬ 透析其撰 «伪经

考» 之政学野心ꎮ 朱一新以为康有为有以董仲舒之论、 素王改制之义ꎬ “压倒东汉以下儒者”ꎬ 所谓

“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论ꎬ 而欲扬之使高ꎬ 凿之使深ꎮ 足下以是疑宋儒ꎬ 而虑其同于佛、 老ꎬ 仆则窃以

是为足下危也”ꎮ 进而推康氏用心ꎬ 则在 “以董子正宋儒”ꎮ⑤ 此为朱一新论辩核心ꎮ 更加值得注意

的是ꎬ 朱一新论析康有为学术之正邪ꎬ 点明康氏除 “以董生正宋儒”、 与朱子争胜之意外ꎬ 更有 “欲
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ꎮ⑥ 朱一新在书信中表达道: “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ꎬ 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ꎮ”
“故于圣人之言ꎬ 灿著六经者ꎬ 悉见为平澹无奇ꎬ 而必扬之使高ꎬ 凿之使深ꎮ”⑦ 此说一般被论者认为

反对康有为变法ꎬ 内中却别有深意ꎮ 朱一新在 «无邪堂答问» 中则说得分明: “夫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 谓理也ꎬ 义也ꎮ 天以五常之理赋人ꎬ 故 «乐记» 谓之天理ꎮ 义之用多端ꎬ 而莫大于君臣ꎮ 故天

泽之分ꎬ 必不可逾义理之学ꎮ” 又说: “近人知理之不可恶ꎬ 宋儒之不可仇ꎬ 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ꎬ
独言圣人罕言之理ꎬ 高则高矣ꎬ 夫理而可以高言邪?” 强调: “今夫义之实ꎬ 莫大乎君臣ꎻ 仁之实ꎬ
莫大乎父子ꎮ 世衰道微ꎬ 臣弑其君者有之ꎬ 子弑其父者有之ꎮ 孔子惧ꎬ 作 «春秋»ꎮ «春秋»ꎬ 天子之

事ꎬ 乃正名定分ꎬ 以诛乱贼之事ꎬ 非干名犯义ꎬ 以改制度之事也ꎮ”⑧

显然ꎬ 朱一新由 «伪经考» 所显露之素王改制义ꎬ 怀疑康有为 “日新义理”ꎬ “独言圣人罕言之

理”ꎬ 颇有 “逾义理之学”、 突破君臣之分ꎮ 是为朱一新品析 «伪经考»ꎬ 考辨康氏学术旨趣之更深一

层寓意ꎮ 相对于今人多视朱一新为从古文家立场批评康氏之今文经学ꎬ 实际上朱氏更注意 «伪经考»
之不明今文家法———也即今文经各有家法ꎬ 今文不能和今文同条共贯ꎮ 而此层批评ꎬ 实是康氏学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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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之根柢ꎬ 也是朱一新品评之起始ꎮ 此为辨学一层ꎮ 进一步指向康氏借 “公羊学” 之 “非常异义”ꎬ
“日新义理”ꎬ① 有溢出 “纲常” 之嫌疑ꎮ 已由辨学ꎬ 深入一层ꎮ

朱一新对 «伪经考» 的整体运思与深层意趣的辨析ꎬ 大体已揭示 «伪经考» 在 “考据” 的面目

下ꎬ 既有反映汉代经今古文历史名相的一面———故可立足 “考据” 的确实与否ꎬ 加以再 “考据”ꎬ 此

为所谓 “学问” 一路ꎮ 也有反映康氏自身政学抱负 (野心) 的一面———故可立足康氏据 “考据” 真

伪经典ꎬ 确立 “孔教” 经典ꎬ 阐释 “素王改制” 义的 “日新义理” 及其流露的突破固有 “纲纪” 的

倾向ꎬ 而辨其政学 “心术”ꎬ 此已近于 “政治” 一路ꎮ 而两者实为一体ꎬ 不可区分ꎮ 戊戌政变之前ꎬ
士林、 官场人士对 «伪经考» 的认识ꎬ 大体不离此ꎬ 又相互因应ꎮ

朱一新与康有为辩后ꎬ 将 «伪经考» 寄呈乃师俞樾ꎮ 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 二月二十三日ꎬ 俞樾

得孙妇及从孙笃臣十七日之书信ꎬ 内附朱一新来信ꎬ 即含朱所寄赠之 «伪经考»ꎮ 此前ꎬ 俞樾已获沈

能虎所赠 «伪经考»ꎮ 俞樾阅后ꎬ 以为康氏书: “力攻古文之伪ꎬ 故凡后出之 «毛诗» «左传» 皆以

为伪ꎬ 并因 «说文» 有籀古亦排摈之ꎮ” 对于这一结论ꎬ 俞樾以为 “其所论似正”ꎬ 所谓似正ꎬ 即有

不正ꎬ 不过亦承认可为 “一家之说”ꎮ 但对康氏在书中 “以诸伪经皆刘歆所造ꎬ 故目之曰新学ꎬ 以歆

固新莽国师也”ꎬ 颇不表认可ꎬ 以为 “然此究谁见其执笔而书乎?” 对于康氏求证过程中 “凡古书中

有与己意不合者ꎬ 皆以为刘歆窜入”ꎬ 认为 “亦未免武断矣”ꎮ②

俞樾之品论ꎬ 与朱一新有相近处: (１) 俞、 朱对康氏谓 «毛诗» 伪、 «左传» 伪ꎬ 一定程度上

接受或可存疑ꎬ 大致因 «毛诗» «左传» 确有可怀疑处ꎬ 且自宋以来便已有考辨ꎮ (２) 俞、 朱皆不

满康氏以 “考” 为名的论著中ꎬ 却以己意治经、 任意涂抹之弊ꎮ 至于康氏深层立意ꎬ 俞樾并未论及ꎮ
俞、 朱皆深明 «公羊» 家法ꎬ 故二人有关康有为以己意治经的批评ꎬ 或为定论ꎮ③ 但至少皆以为

«伪经考» 或可成一家之说ꎮ
之后ꎬ «伪经考» 在江浙地区颇有流传ꎮ 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 八月之前ꎬ 沈善登得读 «伪经考»ꎮ

沈善登ꎬ 浙江桐乡人ꎬ 师从钟文烝ꎮ 钟氏为穀梁学专门名家ꎬ 著有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ꎬ 故沈氏学

问颇有来历ꎮ 好友谭献称其 “谈艺深创ꎬ 不能为他人道”④ꎮ 沈氏读 «伪经考» 后叹美不已ꎬ 特意致

信谭献ꎬ 至少以为谭献或感兴趣ꎮ 谭献在闰六月记录此事ꎬ 言 “此书暇日当持平论之”ꎮ
谭献治学宗尚常州庄氏ꎬ 喜好公羊学说ꎬ 以庄存与 «春秋正词» 为绝业ꎮ 然谭献尊 «公羊»ꎬ 亦

不废 «左传»ꎬ 喜今文ꎬ 亦好 «周官»ꎬ 足见其学无门户ꎮ 谭献 “少时酷嗜马氏书(«绎史»ꎬ 引者

注)ꎬ 尝欲董理删补ꎬ 尽收近代校雠纂录诸善本ꎬ 为古书真伪别白定真ꎬ 以诒学子ꎬ 事繁未就”⑤ꎬ 故

亦好辨别伪书ꎮ
谭献接沈谷成书后ꎬ 于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 八月十一日初读ꎬ 认为 “行阵壁垒ꎬ 非方植之所敢

望ꎮ 然以当六艺干城ꎬ 九儒正流ꎬ 恐犹未也ꎮ 今年岁余ꎬ 尚思鳃理之”⑥ꎮ 谭实赞康氏立论坚实ꎬ 过

于方东树ꎮ 相对于康氏自期ꎬ 谭献对 «伪经考» 的学术创见仍有所保留ꎮ 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十

一月廿六日ꎬ 谭献又阅 «伪经考»ꎬ 以为 “此亦独照者ꎬ 但以锻炼行之ꎮ 尚欲平情推究其本末”⑦ꎮ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二月十二日ꎬ 谭献再阅 «伪经考»ꎬ 认为: “康氏书持之有故ꎬ 不无周内ꎮ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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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中涉古文字往往骾出ꎬ 此有迹可寻者”①ꎮ 反复阅读之后ꎬ 谭献看法实与初读时相近ꎬ 即康氏论

证有据ꎬ 亦有按己意锻炼而成者ꎬ 不无深文周内之嫌ꎮ
俞樾、 谭献皆当时东南学术大儒ꎬ 品论如此ꎬ 可见一斑ꎮ 事实上ꎬ 当时士人对 «伪经考» 之最

大控诉ꎬ 不离治经武断ꎬ 判分今古文优劣失当ꎬ 而非所谓今古门户之争ꎮ 此大可注意ꎮ
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 至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ꎬ 梁启超与洪良品有数次书信来往ꎬ 讨论今古问题ꎬ

皆围绕 «伪经考»ꎮ 洪良品大旨以为ꎬ 当时所谓今古文ꎬ 并非指经说之不同ꎬ “皆指字画言之ꎮ 古文

科斗ꎬ 今文隶书”ꎮ 今古文皆传孔子之学ꎮ 洪氏揣度康有为之意ꎬ 乃 “特歆于魏默深 «诗、 书古微»
之冒称绝学ꎬ 欲于二千年后特标一帜ꎬ 而无如二千年以上事实ꎬ 见于史策者昭昭ꎬ 因见近儒解经不

通ꎬ 则必藉口刘歆窜入ꎬ 因附会 «王莽传» «西京杂记» «史通» 诸书ꎬ 以入其罪ꎬ 然后经典可以肆

其抨击”ꎮ 其意在与先儒争胜ꎬ 夺所谓二千年不传之密ꎮ 故推衍前人以为 «周礼» «左传» 出于刘歆

作伪之说ꎬ “以遍及各经”ꎬ 以 “想当然” 定圣人之经ꎬ 流弊恐至侮圣毁经ꎮ 洪氏自称: “未尝分某经

为孔子之传ꎬ 某经非孔子之传ꎬ 亦未尝言今文不及古文也ꎮ” 其批评重心ꎬ 在康氏言刘歆遍伪诸经出

于 “想当然”ꎬ 无实证ꎬ 恐后人受此影响ꎬ 流风更为肆虐ꎮ 对于康氏 «伪经考» 所言及梁启超所发挥

的孔子改制大义ꎬ 倒无驳义ꎮ②

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四月十一日ꎬ 皮锡瑞浏览 «伪经考»ꎬ 评曰: “其说皆从今文以辟古文ꎬ 所

见颇与予合ꎬ 而武断太过ꎬ 谓 «周礼» 等书皆刘歆所作ꎬ 恐刘歆无此大本领ꎮ 既信 «史记»ꎬ 又以

«史记» 为刘歆私窜ꎬ 更不可据ꎮ”③

五月二日ꎬ 翁同龢读 «伪经考»ꎬ 指康氏 “以为刘歆古文ꎬ 无一不伪ꎬ 窜乱六经ꎬ 而郑康成以下

皆为所惑云云ꎬ 真说经家一野狐也ꎬ 惊诧不已”④ꎮ 然仍视康为 “说经家”ꎬ 与皮锡瑞之见可通ꎮ
此类皆可见当时对 «伪经考» 多实事求是之评价ꎬ 斥其以己意治经ꎬ 致多有武断、 想当然ꎬ 几

乎不见以所谓今古立场展开的批评ꎮ 此类评论者皆有一共通特点ꎬ 即只凭 «伪经考» 文本本身加以

评论ꎬ 故多据 “考据” 论学术的高下ꎬ 而不涉 “非常异义”ꎮ
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七月ꎬ «伪经考» 遭到奏劾ꎬ 勒令其自行抽毁ꎮ 这对康氏应是一大打击ꎮ

«伪经考» 之遭参劾ꎬ 主要在人事ꎬ 不在学术ꎬ 这已为论者所揭明ꎮ⑤ 但终究是以书为借口ꎬ 攻击点

在学术ꎮ 阅此奏片ꎬ 着力处在 «伪经考» 判刘歆作伪ꎬ 以古文经为伪书ꎬ 证孔子之学在今文ꎮ 而判

定真伪之权操于康有为手ꎬ 似可对孔子有所上下ꎮ 故参劾者有康有为自号长素ꎬ 以为长于素王之

说ꎮ⑥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ꎬ 此奏已有引向康氏有意 “立教” 处ꎬ 此也实是康氏 «伪经考» 本具的意

思ꎮ 也可见ꎬ 奏劾 «伪经考» 者ꎬ 作过充分的准备ꎬ 也颇采访当时流行口说ꎬ 因此多少识得 «伪经

考» 背后的意趣ꎮ
随着康氏之学传播及其本人的口说ꎬ «伪经考» 颇受一些趋新人士之欣赏ꎬ 恰在于康氏学说所体

现出的立孔教有君民共主的 “民权” 色彩ꎮ
孙宝瑄谓 “长孺、 粹卿辈专以圣人作妄语为宗旨”⑦ 颇能动人ꎬ “伪造之说出于康长素ꎬ 彼欲以

新奇之说胜天下ꎬ 而不考事理ꎮ 粹卿惑焉”⑧ꎮ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二月廿三日ꎬ 宋恕致信杨定甫:

５４１«新学伪经考» 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谭献: «复堂日记»ꎬ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３９３ 页ꎮ
洪良品: «洪右丞给谏答梁启超论学书»ꎬ 载苏舆编: «翼教丛编»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１５－２４ 页ꎮ
皮锡瑞: «皮锡瑞日记» (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一日)ꎬ 载吴仰湘编: «皮锡瑞全集» 第 ９ 集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２７２ 页ꎮ
陈义杰整理: «翁文恭公日记» 第 ５ 册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２６９６ 页ꎮ
张勇: «也谈 ‹新学伪经考› 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 “学术之争”»ꎬ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ꎻ 茅海建: «从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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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康长素ꎬ 顷晤谈半日ꎬ 所学似过季直、 志三ꎮ 上海张经甫ꎬ 博古不及长素ꎬ 而通今似过之ꎮ 仁

和夏穗卿ꎬ 见解颇近恕ꎬ 恨未深谈ꎮ”① 宋恕谓夏曾佑见解与自己颇近ꎬ 大致在于复原孔教之举ꎬ 而

夏曾佑之说实受康有为影响ꎮ 宋恕四月初九日言夏曾佑之说ꎬ “与鄙见有小异者: 执事判长夜神州之

狱归重兰陵ꎬ 岭南康子判斯狱也归重新师ꎬ 下走判斯狱也归重叔 (叔孙通ꎬ 引者按)、 董、 韩、 程”ꎮ
除此之外ꎬ 亦有改教、 复教之辨ꎬ 言: “执事倡议改教ꎬ 甚负盛意ꎮ 然下走窃以为图拯神州ꎬ 不必改

教也ꎬ 复教也ꎮ”② 与康氏提倡孔教实有相通处ꎮ 夏曾佑在回信中说: “执事来书云鄙人归狱兰陵ꎬ 长

素归狱新师ꎬ 公则归狱叔、 董、 韩、 程ꎬ 似乎所见不同ꎬ 各行其是ꎬ 然实则无不同也ꎮ”③ 这些皆是

有闻于康氏 “口说” 后所下的论断ꎮ
主张不立门户的孙宝瑄谓: “ «周礼» 实非伪书ꎬ 而为君统中治之最善者也ꎮ”④ 由此ꎬ 孙宝瑄对

康有为 «伪经考» 证 «周礼» 为刘歆伪造以为不然ꎬ 言: “ «周官» 一书ꎬ 长孺决为刘歆伪造以媚新

莽ꎮ 然观其书ꎬ 条理精密ꎬ 广大美备ꎬ 且多名理ꎬ 使歆能伪造ꎬ 歆亦圣人也ꎮ” 对其说刘歆遍伪诸

经ꎬ 亦有所保留ꎮ⑤ 对宋恕驳 «伪经考» 语亦表赞同ꎮ⑥
然亦承认 «伪经考» “疑 «左氏传» 为 «国语» 所分出者ꎬ 颇有见”ꎮ 又谓 “ «毛诗» «左传»

二书ꎬ 实为可疑ꎮ” 似在疑信之间ꎮ 孙氏尤其对康有为复原孔教极表赞成: “长孺诋刘歆列儒于诸子

之一ꎬ 比之胡、 汉并称ꎬ 不为无见ꎮ 儒为孔子国号ꎬ 尤与愚意暗合ꎮ”⑦ 对 «公羊» 家三统说甚表赞

同: “今人皆悟民主之善ꎬ 平等之美ꎬ 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ꎬ 所立法度ꎬ 多有未当ꎬ 于是敢于非

圣人ꎮ 自据乱、 升平、 太平三世之说兴ꎬ 而后知古人有多少苦衷ꎬ 各因其时ꎬ 不得已也ꎬ «春秋» 公

羊家之所以可贵ꎮ” 记严复 «天演论» 序更云: “ «公羊春秋» 之旨ꎬ 多与群学之公例合ꎮ”⑧

故章太炎谓: “初ꎬ 南海康祖诒长素著 «新学伪经考»ꎬ 言今世所谓汉学ꎬ 皆新莽之遗ꎻ 古文经

传ꎬ 悉是伪造ꎮ 其说本刘逢禄、 宋翔凤诸家ꎬ 然尤恣肆ꎮ 又以太史多据古文ꎬ 亦谓刘歆之所羼入ꎮ 时

人以其言奇譎ꎬ 多称道之ꎮ”⑨ 出自熟悉江浙趋新学人风向的章太炎的言说ꎬ 可概 «伪经考» 之流行

及其因果ꎮ
当时可以接受 «伪经考» 的士人、 官僚不在少数ꎮ 张之洞当时颇重视康氏之才ꎮ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ꎬ 为办上海强学会事ꎬ 九月十五日康氏 “入江宁ꎬ 居二十余日ꎬ 说张香涛开强学会ꎬ 香涛颇

以自任ꎬ 隔日一谈ꎬ 每至夜深”ꎬ 可见宾主相契ꎮ 之后双方破裂ꎬ 由 “隔日一谈” 至 “背盟”ꎬ 内

在原因值得揣摩ꎮ 康氏当时的反应是: “强学会之散ꎬ 由 «伪经考» 今古学意见不同ꎮ” 后在 «我
史» 内称 “今古学意见不同” 之内核为张氏不信 “孔子改制”ꎮ 关键在于ꎬ 所谓 “孔子改制” 之义

为何? 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ꎬ 为张之洞延主钟山书院的缪荃孙致信王先谦ꎬ 用语中称康氏为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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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ꎬ 不可不注意ꎮ 王先谦的回函中ꎬ 可见重要信息: “尊论康逆造意ꎬ 勘见隐微ꎮ 至谓志在开化者ꎬ
并无附逆之心ꎬ 实不敢信其必然ꎮ 此辈引事ꎬ 出人意表ꎬ 持此以往ꎬ 更何事不可为邪ꎮ”① 其中 “志
在开化者ꎬ 并无附逆之心”ꎬ 或指一些湖南维新人士ꎬ 如谭嗣同、 唐才常等ꎮ

前已揭示ꎬ 若仅从 “经学” 视 «伪经考»ꎬ 当时士人最多讥其武断ꎬ 以己意锻炼ꎬ 为说经之野狐

禅ꎮ 然若与康深谈如朱一新者ꎬ 便往往更注意及于 «伪经考» 背后之野心与抱负ꎬ “孔子改制” 之义

理不同寻常ꎬ 极具阐释性ꎬ 且在当时康氏的阐释中ꎬ 多带有新时期的时代特色ꎬ 颇有以 “师统” 代

“治统” 之意ꎮ②

谭嗣同初闻梁启超 “述其师康南海之说ꎬ 肇开生面ꎬ 然亦有不敢苟同者”ꎬ 即以为 “孔子作 «春
秋»ꎬ 其微言大义ꎬ 公羊固得其真传ꎬ 顾托词隐晦ꎬ 虽何休为之解诂ꎬ 亦难尽晓”ꎬ 需从 «左传» 征

之实事ꎮ 然转而接受且理解者ꎬ 在于 “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申为说ꎬ 欲假之以行其道也”ꎮ 而之所

以如此ꎬ 即因此为梁氏口传乃师意思ꎬ 反比读 «伪经考» 显明也ꎮ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三月ꎬ 唐才常、 谭嗣同所办 «湘学报» 在长沙创刊ꎬ 其章程内单列: “或

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ꎬ 然言之未免过激ꎬ 故暂阙如ꎮ”③ 标明不列 “素王改制” 说ꎬ 可以想

见当时氛围ꎮ 然此凡例不啻于此地无银三百两ꎬ 事实是往往陈仓暗度ꎮ 康有为对此实多知之ꎬ 稍后即

赞 “ «湖南学报» 极佳”④ꎮ 此事不久便入张之洞之眼ꎮ 是年九月ꎬ 谭嗣同致汪康年信内ꎬ 便透露:
“湘信言南皮强令 «湘学报» 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ꎬ 自己认错而学使不敢不从ꎮ 南皮词甚严厉ꎬ 有揭

参之意ꎬ 何其苛虐湘人也ꎮ 湘人士颇为忿怒ꎬ 甚矣! 达官之压力ꎬ 真可恶也ꎮ”⑤

之所以对 “素王改制” 说如此 “严厉”ꎬ 是因其有违于当时的 “纲常”ꎬ 也即张謇所谓 “如人人

言宜伸民权ꎬ 而海内名人ꎬ 自南皮以下ꎬ 尚言须保君权ꎬ 以为此为下不信之义”ꎮ⑥ 在张之洞严词禁

止 «湘学报» 言素王改制说之前二月ꎬ 谭嗣同在与欧阳中鹄的信中言: “教不行而政乱ꎬ 政乱而学

亡ꎮ”ꎮ 故教为本ꎬ 其理在于:
自君权日盛ꎬ 民权日衰ꎬ 遂乃绝地天通ꎬ 惟天子始得祀天ꎬ 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ꎬ 而天子

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ꎮ 天下俱卑ꎬ 天子孤立ꎬ 当时之强侯因起而持其柄ꎬ 然民之受制则仍如故

也ꎮ 孔子忧之ꎬ 于是乎作 «春秋»ꎮ «春秋» 称天而治者也ꎬ 故自天子、 诸侯ꎬ 皆得施其褒贬ꎬ
而自立为素王ꎮ «春秋» 授之公羊ꎬ 故 «公羊传» 多微言ꎮ 其于 «尹氏» 卒曰: “讥世卿也ꎮ”
卿且不可世ꎬ 又况于君乎? 诸如此类ꎬ 兴民权之说ꎬ 不一而足ꎮ 且其战例ꎬ 亦往往与今之万国公

法合ꎮ 故 «公羊春秋»ꎬ 确为孔氏之真传ꎮ⑦

此中微言ꎬ 极可深思ꎮ 谭嗣同在是年二月致函梁启超ꎬ 谓 «知新报» 第一册中 “吴介石乃似龚

定庵ꎬ 其中颇具微言大义ꎬ 而妙能支离闪烁ꎬ 使粗心人读之不觉ꎮ 亦大奇ꎮ 译西报以美、 法列前ꎬ 尤

见匠心”⑧ꎬ 即因美、 法皆反君主制ꎬ 用共和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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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ꎬ 唐才常发表 «师统说»ꎬ 核心在提出孔子纪年ꎬ 以师统加于君统之上ꎬ 纯然康学ꎮ “君统

可以治一国ꎬ 不能治天下ꎮ 可以致小康ꎬ 不能致大同ꎮ 昔者尧、 舜、 禹、 汤、 文、 武之为治也ꎬ 几几

致大同之盛者ꎬ 以君统而兼师统也ꎮ 孔子之祖述尧、 舜ꎬ 宪章文、 武ꎬ 而不居帝王之位者ꎬ 天所以开

万世师统之运也ꎮ”① 亦是同条共贯ꎮ 故梁启超后言: “先是嗣同、 才常等ꎬ 设南学会聚讲ꎬ 又设

«湘报» (日刊)、 «湘学报» (旬刊)ꎬ 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ꎬ 实阴相策应ꎮ”②

因此ꎬ 奉康氏学说者ꎬ 颇能于其 “微言” 中感知 “民权” 之意ꎬ 反之则视之为 “逆” 或 “雅各

宾主义”ꎮ③

结　 　 语

　 　 综合上文ꎬ «伪经考» 具备双层特质ꎬ 既有 “熔铸事物”ꎬ 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历史的 “考据”
过程ꎬ 更有在 “考据” 揭明 “真经”、 重订 “道统” 后ꎬ 打开的发明 “素王改制” 义理的窗口ꎮ 康

氏发明 “素王改制” 之义理ꎬ 又多 “因承” 于 “公、 穀、 董、 何之口说”ꎬ 本身亦带有很强的 “康
子口说” (包括文字) 色彩ꎬ 因此也包含了康氏因时而进的政学理念与抱负ꎬ 其中不时显露出突破中

国固有纲常ꎬ 以师统驾于治统之上的 “非常异义”ꎮ «伪经考» 本身的这一 “双面” 特质ꎬ 深刻地影

响、 约束了当时士林与官场中人物对 «伪经考» 的认识ꎬ 故出现多歧的政学反应ꎮ
当时的士人、 官员ꎬ 因对于 «伪经考» 特质的了解深浅ꎬ 出现迥异的认识与反应ꎮ 大体上说ꎬ

单纯读文本者ꎬ 多从学问的角度视之ꎬ 或称其可成一家言ꎬ 或惜其考据粗疏ꎬ 或讥其纯任主观、 武

断ꎮ 也是从 “考据” 角度ꎬ 判其 “考据” 之得失ꎬ 纯出于论学一面ꎬ 此一层恰恰不见所谓今古文之

争的意味ꎮ 与康氏有较深往来者ꎬ 则从其口说、 书信中ꎬ 了解 «伪经考» 更深一层意思ꎮ 其中人士ꎬ
大体也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正面视之ꎬ 如江浙的宋恕、 孙宝瑄、 夏曾佑等ꎬ 论学虽未必与康氏完全合

辙ꎬ 却颇认可 «伪经考» 显现出来的 “君民共主” 的民主色彩ꎮ 尤其以谭嗣同、 唐才常为中坚ꎬ 不

仅赞同 “素王改制” 之说ꎬ 且在湖南的南学会、 时务学堂、 «湘学报» «湘报» 多有推扩ꎬ 也因此引

起张之洞及湖南当地士绅的强力反弹ꎮ④ 另一类对此有所保留、 忌讳ꎬ 如朱一新ꎬ 由 «伪经考» 所显

露之素王改制义ꎬ 怀疑康 “日新义理”ꎬ “独言圣人罕言之理”ꎬ 颇有 “逾义理之学”ꎬ 便是指其有突

破君臣之分ꎮ 更进者ꎬ 如张之洞早先对康氏虽颇表赞同ꎬ 多加赞助ꎮ 而在知悉其 “素王改制” 说后ꎬ
对其政治抱负顿起忌心ꎮ 从张氏一系列行动及幕僚的观察ꎬ 甚至有将康氏视为法国大革命中 “雅各

宾” 派之意ꎬ 可见对康氏 «伪经考» 的反对ꎬ 主要围绕 “素王改制” 说的 “非常异义”、 近乎于

“教匪” 的 “异心”ꎬ 绝非所谓 «公羊» «左传» 的今古文学问之争ꎬ 也不能以改革与守旧限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对围绕 «伪经考» 及题中应有的 “素王改制” 义的争议ꎬ 双方皆心知肚明ꎬ 主

要都落于政治一层ꎬ 然在历史中展现出来的面目ꎬ 恰恰显示双方都有意将此归结为今古文的学术之

争ꎬ 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学人对此期学术与政治内涵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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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的性别维度

———以工作与家庭对香港制衣业工人的意义为中心

叶汉明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ꎬ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９９９０７７)

　 　 摘要: 世界史坛已肯定口述史的重要性ꎬ 口述史料和口述史研究法的运用已蔚然成风ꎮ 利用口述史料和

研究法治史所得的成果ꎬ 成为 ２０ 世纪出现的各种新史中的一大门类ꎬ 对传统主流史学做出挑战ꎮ 与此同时ꎬ
口述史本身也受到各种新史的影响和冲击ꎮ 文章以性别史与口述史的互动为例ꎬ 透过个人采访香港制衣女工

和男工的经验以及比较男女工个案的研究所得ꎬ 指出采性别维度治劳工口述史的重要性ꎮ 在这个作为 “人民

史” 重要环节的劳工史研究中ꎬ 女工话语与男工话语的对比ꎬ 有助于理解香港的性别意识如何影响男女工人

在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的看法ꎬ 对解构家内领域这个维护固有性别关系的 “最后堡垒” 尤具启发性ꎮ 除措意

当下性别史最前沿的 “私领域” 研究的开拓外ꎬ 文章也论及口述史如何裨助文字史料常缺的 “人民史” 的研

究以及 “人民史” 的口述史料如何接受性别史研究法的检验ꎮ
关键词: 口述史ꎻ 妇女 / 性别史ꎻ 人民史ꎻ 香港制衣工人ꎻ 工作ꎻ 家庭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７ꎻ Ｋ２９６ ５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４９－１０

一、 口述史、 性别史、 人民史

　 　 口述史是以口述史料为主要材料写成的史著ꎮ 所谓口述史料ꎬ 主要是透过访问有关人物而获得关

乎个人或一群人的生命史或生活经验资料ꎮ 发掘和搜集口述史料的口述史法对研究较少用文字ꎬ 又较

少出现于文字记载的社会基层群众的历史特别有用ꎮ 正如口述史大师 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所说: “口述史

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的历史ꎮ” ① 这个 “人民史” 范畴中的妇女史往往也得靠口述史料来重建ꎮ 由于

传统文字史料所能揭示的妇女史内容甚为贫乏ꎬ 妇女相对于掌握文字书写能力的男性精英分子而言ꎬ
可说是弱势群体ꎮ 口述史便成了记录这个占人类人口半数的群体中的大多数基层妇女的历史的重要体

裁ꎮ 正如一本讨论口述史作为前沿性妇女研究手段的重要论文集指出ꎬ 口述史能令妇女在历史上变得

“可见可闻” ② ꎬ 不再是无声、 无息、 无史的群体ꎮ 对于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 “私领域” ③ 的大多数

妇女而言ꎬ 口述史比偏重 “公领域” 的传统史著更能兼顾一些 “不登大雅之堂” 的 “女界琐事” 和

个人感受ꎬ 而令历史的包容面更广ꎬ 摆脱精英化和男性化的局限性ꎮ 不少研究者也表示ꎬ 由于口述史

料较诸文字更有利于主体性的发掘ꎬ 亦即较能突显叙述者的立场、 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意识ꎬ 他们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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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过程中往往惊觉垄断性成见的严重无知和谬误ꎮ 故口述史的撰述不仅挑战主流历史ꎬ 也有助于性别

平等观的建立这一女性主义目标ꎮ① 上述论文集即揭橥这个理想的跨学科集体著作中的佼佼者ꎬ 也总

结了有关女性的主体性、 女界的性别认同以至女性话语和记忆的特性等问题的深层检讨ꎮ
承接这方面的反思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主流历史学受到新观念、 新方法和新史料挑战的同

时ꎬ 出现了妇女史与性别史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ꎬ 其所强调的是要全面了解男女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塑

造了历史ꎮ 不少学者已肯定妇女史不仅是妇女所写的历史、 关于妇女的历史或采女性观点的历史ꎬ 而

且是性别观念和两性社会关系的历史ꎮ② 正如性别史大师 Ｊｏａｎ Ｓｃｏｔｔ 所说ꎬ 妇女史往往只局限于女人

出现过的历史领域ꎮ 从性别的角度看历史ꎬ 则可使解释范围扩大ꎮ 采用这个研究门径ꎬ 我们可探讨男

女的相对关系如何建立ꎬ 男女社会分类的意义如何维持ꎬ 性别差异的论述在什么情境或结构安排下产

生ꎮ③ 性别分析法也可为历史研究带来突破ꎮ 华裔女学者成令方就指出ꎬ 性别的角度不仅适用于妇女

史ꎬ 也适用于主流历史ꎬ 如政治史、 军事史、 经济史和思想史ꎮ④ 目前ꎬ 在各种专题史中ꎬ 加入性别

议题的作品时有突破ꎮ 笔者的一项华南地方妇女史研究就因涉及两性互动关系ꎬ 使这个本以口述史和

地方史研究法发掘平民女性声音的妇女史研究计划ꎬ 终须兼采性别史的研究进路ꎮ⑤ 其实ꎬ 强调男女

比较的性别史研究取径也终为妇女史研究者所采用ꎬ 正如一位女性主义史学研究者指出ꎬ “妇女不是

孤立地生活在社会中ꎬ 妇女史必须有比较研究在检查部分事实时ꎬ 我们不仅要注意男人的观念ꎬ
而且要观察男人本身”⑥ꎮ 如此说来ꎬ 妇女史与性别史研究的关系已不言而喻ꎮ

笔者现以个人所参与的另一项口述史采集活动为例ꎬ 指出妇女史和性别史并举的进路对人民史的

启示ꎮ 有关香港制衣业生产的劳工口述史计划本拟透过访问制衣工人 (主要是前线车间工人) 的工

作和生活故事ꎬ 记录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至 ９０ 年代香港制衣业和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做出巨大贡献

的基层工人的经验ꎮ 这些故事的采访者和编写者所着意的是出版一本制衣工人的口述史ꎮ 我们虽非故

意偏重女工ꎬ 但最终成书时ꎬ 这本名为 «千针万线———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⑦ 的劳动人民口述史素

材集只包含 １ 位男工的故事ꎬ 与 １３ 位女工的叙述不成比例ꎮ 虽然ꎬ 根据这些女工的故事ꎬ 我们总可

以整理出一些属于妇女史的内容ꎬ 但没有男工故事作对比ꎬ 难以论断女工叙述的特色ꎬ 这也是笔者近

年主张妇女史和性别史并举的原因所在ꎮ⑧ 适逢是书出版期间ꎬ 笔者借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机

会ꎬ 得以接触多个成衣男工的故事ꎮ⑨ 现将前后所得的 ２０ 个男、 女工故事详加比较ꎬ 尝试从性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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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汉明: «权力的次文化资源: 自梳女与姊妹群体»ꎬ 载马建钊等编: «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ꎬ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ꎻ 叶汉明: «地方文化的性别视角: 华南宗族社会与自梳风习»ꎬ 载 «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ꎬ 香港: 香港教

育图书公司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１７５－２０９ 页ꎻ 叶汉明: «地方史与妇女 / 性别议题: 一个研究案例的启示»ꎬ 载刘咏聪主编: «性别视野中的

中国历史新貌»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３４－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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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汉明: «妇女、 性别及其他: 近廿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及其发展前景»ꎬ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３ 期ꎮ
参见李维觉: «工作、 家庭、 性别: 以香港制衣业工人为例的分析»ꎬ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８ 年ꎮ



度总结出一些观察心得ꎮ
在比较男女时ꎬ 性别分析法的一个要项是以性别为文化表述系统ꎬ 将性别史与论述分析勾连起

来ꎮ① 这些方法论重视的是文本分析ꎬ 强调在语言中体验世界ꎮ② 口述史的文本分析ꎬ 就是要对口述

文本作为一种历史呈现方式做出分析ꎮ 口述史的性别维度就是要比较男女的口述文本ꎮ 一位妇女史家

在讨论口述史与女性记忆的建构时ꎬ 也提到如何结合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ꎬ 以深探有关叙述中的用词

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ꎬ 以至沉默不语处所藏的玄机ꎮ③ 以上述的方法论为基础ꎬ 本文指出口述史如何

裨助文字史料常缺的人民史研究以及人民史的口述史料如何接受性别史研究法的检验ꎮ 如果 «千针

万线———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 的导读部分所突显的ꎬ 是个人微观故事与全球化大时代和宏观社会

经济变迁间的关系以及大历史在个人身上的流转ꎬ④ 本文则利用这些故事中的口述素材ꎬ 辅以更多的

采访个案 (尤其是男工的故事)ꎬ 做出结合阶级维度和性别维度的口述文本分析ꎬ 不啻是以小历史为

主场对大历史的诠释ꎮ

二、 香港制衣工人口述史的性别维度

　 　 香港制衣业是一个有性别倾斜的行业⑤ꎬ 进行性别维度的分析实属必要ꎮ 如果按以上方法学指引

来分析制衣工人口述史文本ꎬ 我们可以发现男工和女工话语有以下 ４ 个微妙的可比之处:
１ 工作与家庭

首先ꎬ 只看女工的故事ꎬ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她们与男工迥异之处ꎬ 在于她们得兼顾工作与家庭两

方面的责任ꎮ 如果 Ｊａｎｅｔ Ｓａｌａｆｆ 早年对香港基层家庭靠女儿养家的研究已指出未婚女性的家庭负担ꎬ⑥

成衣女工的故事则充斥着已婚女工兼负家庭中妻职和母职的主妇角色的内容ꎮ 受访者的境况大致相

似ꎬ 多在照顾子女方面无亲人帮忙而选择中小型制衣厂工作ꎬ 因厂方容许她们带小孩到厂ꎮ 件工制工

作虽不稳定ꎬ 但上下班时间有弹性ꎬ 方便她们照顾家庭ꎮ 而香港制衣工业也因这些身兼双职的女工ꎬ
才能维持多层分判结构的灵活件工制ꎮ⑦ 例如ꎬ 从陈再活的个案可见ꎬ 她选择入制衣厂工作ꎬ 就因为

这一行能配合她照顾女儿的时间表ꎮ 她说:
后来我女儿读书ꎬ 我就好聪明ꎬ 跟老板、 阿姐讲: “老实说ꎬ 现在我的女儿读书ꎬ 有长短

周ꎬ 如果是一至五ꎬ 我就不能开夜ꎮ” 他说: “行ꎬ 没问题ꎮ” 那时是有勤工的ꎬ 多好ꎮ 我说:
“老实说ꎬ 如果你是很赶急的ꎬ 要是每晚开夜ꎬ 我就帮你开ꎬ 要是长周开夜ꎬ 我就帮你开ꎬ 但要

是短周就不可以了ꎮ” 他说: “好吧! 好吧!” 女儿不用上学的日子ꎬ 我就说要带她来ꎬ 他说:
“要是你的女儿乖巧就没问题ꎮ” 那时劳工处查得很严ꎬ 我唯有叫她站在我身旁ꎬ 不许她动ꎮ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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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发工都是分判对象ꎮ 参见王哓鑫、 蔡宝琼: «香港成衣业的起落: 微观与宏观的剖析»ꎬ 载蔡宝琼主编: «千针万线———香港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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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幼儿园ꎬ 小学也是这样ꎬ 到她大一点时才留她在家ꎮ 我丈夫又要上班ꎮ 当时的情况也不错的
那时长短周会带女儿上班ꎬ 如果是圣诞假就一定带她上班ꎮ ( 〔采访者问:〕 那老板娘又会容

许的吗?) 要先问准的ꎬ 早已说好了ꎮ 她说: “我可以让你带同女儿上班ꎬ 但你的女儿一定不可

以乱动东西ꎮ” 我说不会ꎮ 她说一是我在旁边看管女儿ꎬ 那时有好多线要剪ꎬ 她就说不如让女儿

跟那些剪线的阿婆、 阿婶在一起①

孩子在工厂其实很不安全ꎬ 又违法ꎬ 故劳工处经常来查ꎮ 问她怕不怕巡查ꎬ 陈说:
走鬼 (走避巡查) 呀ꎬ 走到后巷ꎬ 真的是走到后巷、 洗手间的ꎮ 躲到洗手间或把衣服

叠起ꎬ 遮盖小朋友ꎮ 劳工处的人很快就离开ꎮ 有时就会看看你的身份证ꎬ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

话ꎬ 就没有所谓ꎮ
我的女儿真的很乖ꎮ 怎料有一日ꎬ 我的一个工友见我的女儿在工厂里这么开心ꎬ 她又带她的

女儿来ꎮ 那时ꎬ 我女儿已到工厂很多星期了ꎮ 工友带她女儿来的那一天ꎬ 劳工处就刚好上来查ꎮ
一个小孩要罚 ５００ 元ꎮ 劳工处因安全问题ꎬ 担心小孩会碰到衣车ꎬ 会弄伤ꎬ 所以就不准带小孩到

工厂去ꎮ 劳工处警告老板说: “你第一次初犯ꎬ 下次就要罚啦!”②

这些经历其实属于两代人ꎬ 陈再活女儿就曾对她说: “妈妈ꎬ 那时候ꎬ 我们也算很凄凉ꎮ” 当时

的中小企业老板都很通情达理ꎬ 他们明白只要让兼顾家庭责任的女工们能照顾子女ꎬ 她们便能继续留

厂工作ꎬ 进而稳定工厂的人手ꎮ③ 较小的制衣厂确实能为带小孩的女工提供方便ꎮ 有女工就说:
有些人做惯细厂就不喜欢 (大厂) 那时细厂有人带仔女返工ꎬ 阴功! 我见过那时一个

人早上要带小孩上学ꎬ 便迟些上班ꎻ 小孩半日 (上学) 呀ꎬ 或者下午三时放学ꎬ 便带他到工厂

来ꎬ 坐在一旁做功课! 我们便逗他、 跟他玩、 给他糖吃ꎮ 他便一直坐到下班ꎬ 有些更在那儿睡ꎮ
细厂就可以④

从这些事例可见ꎬ 身兼妻、 母职的女工带小孩上班的情况其实很普遍ꎮ 反之ꎬ 兼顾工作及主要家

务的男工很少见ꎬ 更未见带子男工ꎮ 他们都专注于工作ꎬ 视之为生计和事业ꎮ 访问内容显示ꎬ 男工自

觉是家庭的糊口者、 家庭经济的 “支柱”ꎮ 有男工表示: “我地系家中既职责主要系 ‘出钱’ꎬ 至于系

家务上既负担通常都系俾老婆去处理ꎮ”⑤ 不过制衣工作收入未必足够支付全部家庭开支ꎬ 对仍然在

“学师” 或刚任师傅的男工而言ꎬ 压力尤大ꎮ 受访男工身处该业的萧条期ꎬ 都异口同声道: “靠一份

工实维唔到皮ꎮ” 他们中不少要做兼职帮补家计ꎮ 而半技术级或当杂工的制衣男工更因养不起家庭而

有晚婚的情况ꎮ⑥ 若社会仍视男性为养家的主力ꎬ 他们的负担便不小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不少工厂迁

往内地ꎬ 男工为了生计和事业ꎬ 多愿随厂北上ꎬ 女工却多为照顾家庭子女而留港ꎮ 对她们来说ꎬ 工作

和事业似是两码子事ꎬ 无论是因自愿或无可奈何ꎮ⑦
２ 家的性别意涵

从上述比较可见ꎬ “家” 对女工和男工有着不同的意涵ꎮ 从童年时代起ꎬ 穷家女便常要为养家而

２５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口述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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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学业ꎬ 把念书的机会留给兄弟ꎮ① 一个女工愤慨地说: “我们每一个都没有读书啦ꎮ 只是自己去

读过三年夜学ꎮ (笑) 我老窦 (老爸) 又供不起我们ꎮ 我妈又衰 (差劲)ꎬ 说女子无才便是德ꎬ 读这

么多书做什么? 日后要嫁人嘛ꎮ 谁知现在嫁了人更惨! (笑) ”② 也有不少孝顺③ 女儿为帮补家用而

从小工作ꎬ 例如一个 １３ 岁便半工半读的女工 Ｓｈａｒｏｎ 说:
上午去上学ꎬ 下午便回来找工作做不想给老板知道ꎬ 又不想给同学知道ꎮ 自己想挣些钱

回家ꎮ 那时大约是七零、 七一年ꎬ 我也是每日挣数元回去ꎮ (〔采访者问:〕 十三岁便出来工作ꎬ
你当时怎样想的?) 那时心想家里穷ꎬ 想帮轻下家庭ꎮ④

有学者讨论香港制衣业时ꎬ 提到 “要解释香港制衣业的劳动力供应ꎬ 不能光看产业的全球趋势

和海外买家与本地厂家的联系ꎮ 一个十分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是个别工人对自己职业和生活的抉

择ꎬ 而这又牵涉到个人与家庭的互动”⑤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香港制衣业有大量稳定而可靠的劳动力供应ꎬ 就因不少女工是 Ｓｈａｒｏｎ 这种

“乖女儿”ꎬ 都有帮忙减轻一下家庭负担的想法ꎮ
另一位女工因父亲 “不生性”ꎬ 她作为长女要和母亲分担家庭生计ꎬ 供弟妹读书ꎮ 身为长子的大

哥却不用养家ꎬ 也不必做家务ꎮ 对男女在家中所受的不公平待遇ꎬ 她表示: “既是环境不好ꎬ 做女儿

的就要去工作ꎮ” 至于家务ꎬ 她说: “都是那样子啦ꎬ 女孩子应该要做家务的ꎮ”⑥ 在没有更多选择的

情况下ꎬ 这种接受现实的态度ꎬ 往往被认为是女性心甘情愿的自由抉择ꎬ 甚或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贤惠” 品性ꎮ⑦ «千针万线———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 一书中的唯一男性受访者则对这些女性深表

同情ꎮ 说到自己的妹妹ꎬ 他有这样的感慨:
四个弟妹跟过我做制衣ꎮ 我最大和最细 (小) 的也是妹妹ꎬ 其他都是弟弟ꎮ 我对下的细妹

就是做车衣服年轻时ꎬ 我对下的妹妹做得比我还要苦ꎬ 十四五岁就出来做ꎮ 她比我才小四

年ꎮ 一出身不是做车衣ꎬ 是做纺织ꎬ 一年ꎬ 又做过电池厂ꎮ 她比我还辛苦ꎬ 没办法ꎬ 女仔她

去读夜校ꎮ 后来去做假发ꎬ 那时很时兴ꎮ 之后才跟我去制衣厂ꎮ⑧

这位裁床师傅断言女人比男人辛苦:
无论什么年代ꎬ 女性都比男性辛苦ꎮ 我常常对我太太说: 如果好像你这样做ꎬ 我一定会死!

女人的耐力比男人大ꎬ 这是事实ꎮ 她们身兼数职ꎬ 要理家、 带子女ꎬ 又要出外做工ꎮ 男人只需出

外工作ꎬ 赚钱维持家庭就成了ꎮ
为什么我觉得女性比我们男性辛苦? 其实你看自己父母就知道啦! 你妈妈一定比你爸爸

辛苦吧? ( 〔采访者问:〕 你是否好支持我们女人?) (沉吟几秒) 也不是这么说ꎮ 难道 (男人)
自己赚两个钱就 “大晒”? 何况现在女人都会到外面赚钱回来帮补家计ꎮ 老实说ꎬ 我现在自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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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都不够开支ꎬ 太太也有出外工作ꎮ 还好有 “帮补”ꎬ 自己又算是有些 “落雨柴”ꎮ①
然而ꎬ 无论女性的收入多高ꎬ 她们都无法像男性般专注于工作和事业ꎮ 在两性的话语中ꎬ 工作和

家庭的优次序列迥异ꎮ 制衣女工以家为首要考虑因素ꎬ 在工作和家庭不能兼顾时ꎬ 她们多会选择后

者ꎬ 男工则以工作和事业为重ꎮ “家” 对男工而言ꎬ 是要他们在经济上全力支撑的ꎬ 工作以外还是工

作ꎮ 在男人看来ꎬ 兼职是另一份工作ꎮ 对女人来说ꎬ 要兼顾的却是家务ꎬ 永无休止的繁琐家务ꎮ 据制

衣业、 文职及零售业职工总会总干事张丽霞回忆: 当时大部分制衣工人工作时间由早上九时至晚上六

时ꎬ 若加班则工作至八时或十时ꎮ 但是不少女工放工后仍需负责家务ꎬ 包括 “洗衫” “拖地” 等ꎮ 很

多女工不但在凌晨一、 二时才可休息睡觉ꎬ 到了清晨六时ꎬ 她们又要 “煲汤煮饭” 给小孩和自己带

回厂吃ꎮ 当接送小孩上学后ꎬ 她们便要立刻赶返工ꎮ
张氏指出ꎬ 当时很多妇女都这样辛苦ꎮ 其实不论男、 女工都需要加班ꎬ 但女工会自觉地以家庭为

重ꎬ 而选择早点回家照顾小孩ꎮ 相反ꎬ 男工却没有这种心理压力ꎮ 他们会说: “连食饭的时间也没

有ꎬ 怎样理会家务?” 按观察所得ꎬ 在夫妇都从事制衣业的家庭中ꎬ 丈夫回家多不会协助妻子做家务

或照顾小孩ꎮ 少数表示只 “间唔中” 或 “老婆大肚果时会帮手抹地、 煲姜醋咁” 总体来说ꎬ 这

些男工都非常热衷工作ꎬ 绝少主动参与家务ꎮ 他们解释说ꎬ 由于工时长ꎬ 工余又常要与工友聚会ꎬ 所

以只能寄望妻子照顾家中子女ꎮ② 这些应酬除为消遣和一叙工友间的 “兄弟情” 外ꎬ 也许还有了解业

界行情、 建立对事业有利的 “人脉” 等好处ꎮ
在女工方面ꎬ 为争取时间在家照顾儿女和处理家务ꎬ 也接外发工作ꎬ 即使工资比工厂的低ꎮ 她们

的故事中充斥着兼顾无偿家务和有偿工作的叙述:
我早上很早起床ꎬ 日间煮饭ꎬ 送孩子上学ꎬ 哄年幼的入睡后ꎬ 我便开始工作ꎮ 晚上待他们入

睡后ꎬ 我又开始工作ꎬ 在阳台开一盏小灯ꎬ 在灯下工作③

除了早上出去买东西ꎬ 中午及夜晚煮饭之外ꎬ 其余时间都用来车衣ꎬ 女儿睡觉后又继续车ꎬ
其实很多时间都用来车衣ꎬ 比在厂做还辛苦ꎮ

早上带女儿出去买菜回来ꎬ 就叫女儿自己玩ꎬ 好饭之后就又开始车了ꎬ 虽然每次时间不长ꎬ
一两个小时ꎬ 但整天加起来就很多ꎮ 每晚女儿睡觉之后ꎬ 可以车的时间就会长一点ꎮ④ 其实女人

工作就更辛苦ꎬ 返家后又要工作ꎮ 在工作之上又要工作ꎮ⑤
双重负担令已婚女工终年无休ꎮ 未婚女工下班后或有消遣ꎬ 但大部分有子女的女工下班后得马上

回家处理家务和带小孩ꎮ 男工则相反ꎬ 下班后可消遣至深夜才回家ꎮ 有人下班后和亲朋或邻居逛街、
打麻将或打桌球等ꎮ 一名男工表示: “通常搞掂手头上啲野就会去打ꎬ 打到十、 十一点就回家ꎮ”⑥ 反

之ꎬ 大部分已婚女工下班后仍要处理家务、 照顾子女ꎬ 鲜有消遣活动ꎮ⑦
３ 母职与父职

已婚女工如有孩子ꎬ 双职 (或三职) 角色其实涵盖工作、 家务和照料子女方面ꎮ 对有小孩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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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言ꎬ 儿女最为重要ꎮ 这些口述记录中的一句 “我觉得我一生人都系为家ꎬ 为仔女”①ꎬ 就扼要地

道尽了一切ꎮ 一位女工生了 ４ 个子女ꎬ 岂料丈夫不认ꎬ 她便身兼父职ꎬ 也不再嫁ꎬ 独力把孩子都拉扯

大ꎬ 她们成了她的一切ꎮ 她自述道:
我勤力便有得食ꎬ 带大仔女便可以ꎬ 我抱住这个心理ꎮ 所以有很多人都叫我改嫁ꎬ 但我也不

嫁ꎮ 我心想我有四个仔女ꎬ 嫁得好就好ꎬ 若不好ꎬ 不嫁比改嫁好ꎮ 是不是ꎬ 所以我专心带大我的

子女ꎮ 那时两个在内地ꎬ 现在所有子女也在香港ꎮ 总之我专心工作ꎬ 早上 ６ 点起床煮饭ꎬ 带饭ꎬ
天天多是吃冷饭ꎬ 吃了这么多年也是吃冷饭ꎮ 下班后买菜回去做饭ꎬ 煮完晚上便加班ꎬ 夜晚加班

就买面包ꎬ 以前面包便宜ꎬ 几毫子ꎮ 晚上回家才再吃②

照顾子女的工作要项是督促他们做功课ꎮ 一切以女儿为生活中心的陈再活就主要以女儿的故事为

话题ꎬ 当中有关功课的部分ꎬ 她说得很细致ꎬ 以下是其中一段:
那时候ꎬ 人家问我有无看电视ꎬ 就是八十年代的电视剧ꎬ 我说不要问了ꎬ 因为没有时间看ꎮ

那时候下班回家就煮饭ꎬ 吃饭后就帮女儿洗澡ꎬ 然后检查她的功课ꎮ 如果要默书的话ꎬ 虽然我不

懂英文ꎬ 但 ２６ 个字母我也懂ꎮ 我就叫我的女儿一路一路读ꎬ 即是一路串出来ꎬ 那我就知道是什

么字ꎬ 我跟她的功课到 ５ 年级下学期ꎮ 那时ꎬ 她跟我说: “妈ꎬ 不用了ꎬ 我自己可以了ꎮ”
我女儿较小的时候ꎬ 如果她考试的话ꎬ 我就一定准时下班ꎮ 不加班了ꎬ 朝九晚六ꎮ 我一定会

准时下班ꎮ 如果不用考试的话ꎬ 就勉勉强强ꎬ 功课少的晚上ꎬ 我都一定会打电话给她ꎬ 问她:
“今天怎样啦?” 我的女儿就会说: “我的功课做完了ꎮ” 我说: “那么妈妈开夜ꎬ 可以吗?” 她会

说: “随得你啦!”③

在制衣厂赶货期间ꎬ 男女工也要加班ꎬ 已婚女工则会尽量抽时间与子女相处和处理家务ꎬ 只有未

婚女工才有较多任务与消遣活动ꎮ 但已婚女工仍会因未能全职照顾孩子ꎬ 尤其在功课方面的督促时间

不足ꎬ 而感到内疚ꎮ 如一位女工就说: “没有想过ꎬ 一边工作ꎬ 一边带小孩会有问题ꎮ 其实严格来

说ꎬ 我也觉得自己对孩子照顾不够我根本没有时间全职照顾孩子为了两餐ꎬ 就只好这样

捱ꎮ”④ 男工却很少有这种罪疚感ꎬ 工余消遣活动也较女工多ꎮ 即使妻子已投身职场ꎬ 丈夫的家内角

色也无大变化ꎮ 有人甚至认为若子女误交损友ꎬ 乃妻子之过ꎮ 部分男工的妻子也从事制衣业ꎬ 他们在

家中也绝少帮忙做家务或带小孩ꎮ 有些男工称即使帮忙带小孩ꎬ 也只是看孩子温习功课ꎬ 他们坦承自

己知识有限ꎮ 受访的男工中少数提及家务者ꎬ 也只是对怀孕的妻子施援而已ꎮ⑤ 当一位女工被问及:
“你丈夫帮不到你 (照顾小孩) 吗?” 她犹豫了一会ꎬ 才答道: “他当时也是干这一行 (制衣) 的ꎬ
但我觉得他帮不到我ꎮ”⑥

家务女性化以及母职与父职的差异ꎬ 似是根深蒂固的家内普遍现象ꎮ
４ 个人成就感

在工作与家庭之间ꎬ 制衣厂男工肯定以工作和事业为重ꎬ 女工则以家庭为重ꎮ 虽然她们开工时拼

劲十足ꎬ 极富专业精神ꎬ 甚至近乎完美主义ꎮ 她们在香港制衣业高峰期的收入很好ꎬ 有人每月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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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甚至是丈夫的 １０ 倍ꎮ① 在个人层面ꎬ 女工的成就感也往往离不开家庭和子女ꎬ 兼顾工作和照料家

小的双重负担ꎬ 也意味着超凡能力ꎬ 辛劳背后竟亦有一份 “自豪感”ꎮ② 例如ꎬ 那位不靠丈夫而只手

把 ４ 名子女拉扯大的妈妈就说: “所以我是靠我一只手凑大我的仔女ꎬ 从子女结婚至买楼也是我自己

捱出来的ꎮ”③ 一切以女儿为中心的陈再活是位骄傲的母亲ꎬ 她说: “我就一直工作到现在ꎮ 但是就一

直是个家庭主妇ꎬ 对个女ꎬ 我可以说ꎬ 她自己也这样说ꎬ 我照顾得她很周到”④ 在肩负家务重担

的同时ꎬ 有人也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惊叹: “我发觉自己原来可以做那么多事ꎮ 起初不知道ꎬ 自己可

以负担子女的生活开支ꎬ 又不用申请综援ꎬ 可以支撑起整个家庭ꎮ”⑤ 有人突然惊觉: “真的ꎬ 我觉得

我跟一个男人没什么 (分) 别的!”⑥

至于男工ꎬ 他们的自尊之源较单一ꎬ 主要是制衣本行的专业技术和足以养家的工作收入ꎮ 所以ꎬ
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 “够唔够钱养家?” “唔可以饿死老婆瘟臭屋” 等ꎮ⑦ 不少接受访问的男工指出ꎬ
他们努力去进修、 做 “包头”、 成为制衣厂的高层等ꎬ 都是希望让家人丰衣足食ꎮ 他们认为ꎬ 男人应

负担所有家庭开支ꎬ 收入不足才让配偶出外工作ꎮ 事实上ꎬ 不少男工慨叹他们在日间的工作收入不足

以维持家计ꎬ 故不少男工婚后为增加收入ꎬ 愿意 “走厂” 和加班ꎮ 正如上文指出ꎬ 男工以家为供养

的对象ꎬ 而作为家庭收入的 “支柱”ꎬ 他们为应付开支ꎬ 有时要找兼职ꎬ 如 “走厂” 和加班ꎮ 女工兼

顾的是家内无偿家务ꎬ 而男工兼做的是家外的有偿加班工作ꎮ 这些有偿工作都与他们在 “公领域”
的身份认同有关ꎬ 制衣技术的掌握也是个人事业成就感所系的专业能力ꎮ 如曾令 “大哥张” 感到高

人一等的裁床师傅身份就不仅关乎专业技术ꎬ 同时具性别等级的象征意义ꎮ 制衣行业中ꎬ 各工序层级

之间存在性别分隔ꎬ 裁床师傅是一个典型ꎮ “大哥张” 就说: “裁床全都是男性ꎬ 没有女性的ꎮ 因为

那年代老板大多比较信任男性ꎬ 重男轻女ꎬ 觉得男仔会本事些ꎮ”⑧

当制衣业走下坡时ꎬ 工友都很不愿转行ꎬ 男工尤其失落ꎬ 为生计而无可奈何转业的都很伤感ꎮ 一

些男制衣师傅表示: “系呢个时期好多工人都有一份伤感ꎬ 因为佢地对自己既制衣技术有一份自豪

感ꎬ 所以佢地并唔想转行ꎮ”⑨ 在应对转型方面ꎬ 男工的调适力似较女工为低ꎮ 如果男工的个人认同

和成就感主要源自于工作和事业ꎬ 而足令双职女工引以为傲的还有自己兼顾家庭的能力的话ꎬ 那么ꎬ
两性在转型适应力方面的差异应是不难理解的ꎮ

三、 工作与家庭的口述史、 性别史、 人民史意涵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香港主要工业之一的制衣业ꎬ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逐渐萎缩ꎮ 这个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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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期雇用了香港 ３ 成多在职人口的工业ꎬ① 在一个 “资本无国界” 的全球化时代ꎬ 可以转到生产成本

更低的地区继续发展ꎬ 但终难逃转业或失业的命运ꎮ
«千针万线———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 一书中满载的丰富口述史素材仍有待开发ꎬ 以显其对质性

的性别分析的启示ꎮ 这正是本文对该书导读所作的补充ꎮ
口述史法确能鲜活地浮现中小制衣厂女工一面工作ꎬ 一面带孩子的景象ꎬ 这些讯息是无法单凭实

证的量性资料获得的ꎮ 除让女性作为主体得以发声外ꎬ 更有利于性别分析的ꎬ 是对男性的日常家内生

活这个一向被忽略的层面的呈现ꎮ 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在谈口述史对劳工史的影响时已指出ꎬ 前者可令后

者的有关课题从公共生活转向工作和家庭的日常经历ꎬ 让更内在的生活故事留下印记ꎮ② 女性主义方

法论也肯定ꎬ 深探男女在私密空间中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ꎬ 对研究性别关系的社会再生产ꎬ 至为重

要ꎮ③ 其实ꎬ 家庭这个 “私领域” 与家外的公共空间密不可分ꎮ 例如ꎬ 不少学者已关注到主要由女性

担负的家务ꎬ 是一种隐蔽的无偿劳动ꎬ 蕴涵着家内性别矛盾和不公平ꎮ④ 这类连马克思也看不到的隐

蔽性劳动却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ꎬ 单从本文所举的案例可见一斑ꎮ 事实上ꎬ 社会上清晰可见又极有价

值的必需劳动力恒与模糊不清、 无法量化和技术上难以判定其价值的家内劳动共存ꎮ 无可置疑的是ꎬ
家务作为一种劳动ꎬ 虽与社会劳动相异ꎬ 却与社会劳动同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劳动成

分ꎮ 其价值虽难以衡量ꎬ 却在攫取 “剩余价值” 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ꎮ⑤ 多年来ꎬ 中国台湾妇女运动

积极分子就一直为争取 “家务有给” 政策的出炉而对地方政府施压ꎬ 但至今似仍是唯一的呼吁者ꎮ
Ｇａｉｌ 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 新近的力作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ｓｔ⑥ 则针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妇女劳动做出分析ꎬ 也强调非用口述史法不可ꎮ 她指出ꎬ 由于妇女对历史和时间

的记忆和叙事方式与国家的主流迥异ꎬ 她们的话语正好为宏大的国家话语补白ꎮ 待填补的内容包括一

直深藏于妇女记忆中的无形、 无酬的家内劳动ꎮ 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 细心倾听西北农村妇女就家务缠身而诉苦

不绝的话语ꎬ 并深刻地指出ꎬ 因为这些在家内空间对隐蔽劳动所作的诉苦话语ꎬ 苦无公共表述ꎬ 所以

这种苦对妇女无论多深多重ꎬ 都无法引起社会甚至家庭的关注ꎬ 遑论国家在政策上的相应措置ꎮ⑦ 再

看香港制衣女工的叙述ꎬ 那种终年无休、 深夜挑灯苦干的景象如出一辙ꎮ 但如果刻意比较男女的言

说ꎬ 我们会发觉ꎬ 虽然 “男人养家、 女人理家” 仍是普遍的男人话语ꎬ 但男性中也有如 “大哥张”
认为女人比男人苦ꎬ 他们因自家女眷的辛劳而有此感慨ꎮ “大哥张” 对家中女性的叙述就用了不少

“苦” 字ꎮ 然而ꎬ 对女性美德的高度赞扬ꎬ 无法改变家内习惯性的男女分工模式ꎮ 那些义无反顾地肩

负起双职重担的女性被视为勤勉成性ꎬ 尤其在母职方面ꎬ 更是伟大母性的表现ꎮ 所以ꎬ 只见携孩上班

的女工ꎬ 不见带子男工ꎮ 家务的女性化及母职与父职的分隔似是一种普世甚或永恒的停滞ꎬ⑧ 并易于

被约化为与自然生理有关的现象ꎮ 普遍看来ꎬ 家庭可能是一个隐藏或维护固有性别意识和权力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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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现实还是平等理念?»ꎬ «台湾社会学刊»ꎬ 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４ 期ꎮ



最后堡垒ꎮ① 家向来是个安乐窝、 避难港ꎬ 它予人一个安身之所的代价许是个人愿意付出的ꎬ 而隐性

权力关系于焉长存ꎬ 自由意志下的自由抉择亦成了一种流行话语ꎬ 配合着维系家庭的和谐论以及自然

生理说ꎬ 发挥着令深层意识凝固的作用ꎬ 几可抵御任何骚动或颠覆ꎮ 正如一位分析权力运作的理论家

所说ꎬ 最高超和最奸狡的权力运作能令人 “接受事物的现存秩序中自身的角色ꎬ 或因他们看不到或

想象不到其他选择ꎬ 或因他们视之为自然和不可变ꎬ 或因他们以之为有益或敬之如神圣的使命”②ꎮ
的确ꎬ 对于香港的制衣女工而言ꎬ 母职肯定是神圣的ꎮ 故她们任劳任怨ꎬ 无怨无悔ꎬ 母职也给她们带

来骄傲和满足ꎮ 对一些人来说ꎬ 相对于母职ꎬ 工作和个人事业成就几乎是次要的ꎬ 这无疑是她们的主

观抉择ꎮ 当然ꎬ 她们也能够从工作中建立尊严和自信ꎬ 甚或拥有超越男性的经济能力ꎬ 部分女性更是

独力支撑家计ꎮ 在她们口中ꎬ 有时男人好像可有可无ꎮ 单亲家庭如此ꎬ 有丈夫者亦只集中谈自己和子

女ꎮ 她们的主体性常是多重的ꎬ 一方面ꎬ 她们集母亲、 家计支撑者、 家务操持者的角色于一身ꎬ 另一

方面ꎬ 她们作为人妻的身份也涉及婚内性别关系ꎮ 家庭既是个有形空间和场所ꎬ 也是个复杂的文化系

统ꎬ 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也影响着家内成员ꎮ
是故ꎬ 家庭既是认同和归属感所系的安乐窝、 避难所ꎬ 也是两性角力的场域ꎮ 当中既有爱情ꎬ 也

有操控和竞争ꎻ 有关怀ꎬ 也有冲突ꎻ 有分歧ꎬ 也有磨合ꎮ 性别角度让我们看到在女性的主体性之外ꎬ
还有复杂的性别关系ꎮ 家内与家外、 家庭与工作、 爱情与金钱、 无私奉献与追求一己之福等恐不全是

二元对立的ꎮ 一位家庭学专家就反对家内与家外为两个分离的领域的认识ꎮ③ 这种微妙的复杂性与我

们的性别观念密切相关ꎬ 而刻板的性别观念的根深蒂固ꎬ 难以动摇ꎬ 乃因它深埋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

最阴沉、 死寂的底层之下ꎮ④ 要有所改变ꎬ 便几乎需要一场潜意识的革命ꎮ 口述史最扣人心弦的ꎬ 往

往是那些 “说不出” 之处ꎮ 还记得当笔者问那位 “埋夹高手” 汤月娥: “你丈夫帮不到你吗” 时ꎬ
她犹豫了一会ꎬ 才答道: “他当时也是干这一行 (制衣) 的ꎬ 但我觉得他帮不到我ꎮ”⑤ 那一刻的犹

豫、 沉默ꎬ 其实道尽了一切ꎬ 令人低回不已对口述史作语言分析时ꎬ 要挖掘那些 “说不出” 的

话所藏的玄机ꎬ⑥ 似是个莫大的难题ꎮ 就言者来说ꎬ 这却许是对 “一言难尽” 的无奈的一种表述ꎮ 如

上文所述ꎬ 双重、 三重甚或四重 (包括有薪工作、 外发工及无偿家务和对子女的照顾) 负担令女工

透不过气来ꎮ 过去只需理家、 育儿的家庭妇女ꎬ 现在需要投身职场以帮补家计ꎮ 但男女在家内的传统

分工无大改变ꎮ 女性的内疚来自于对家务和儿女照顾的不足感ꎬ 男性则常因无力养家而自卑ꎮ 但家务

的无偿却一直 “不成问题”ꎮ 看来ꎬ “不必说” “说不得” “说不出” 等口述史难题也许既是人民史接

受性别史研究法检验时的诠释要项ꎬ 也是小历史对大历史和宏观理论的一种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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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亦然ꎬ 文化差异的因素当然值得考虑ꎬ 但从性别维度对家庭 (连婚姻、 母职等课题) 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

做出解构的努力ꎬ 已见诸从美国到欧洲的学界ꎮ Ｓｅｅ Ｍ Ｍ Ｆｅｒｒｅｅ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Ｎｏ ５２ꎬ １９９０ꎻ Ａ Ｋｏｍｔｅｒꎬ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ꎬ” Ｇｅｎｄｅｒ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９ꎻ Ｍ ＭｃＭａｈｏｎꎬ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ｉｖ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ꎻ Ｐ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５

Ｌｕｋｅｓꎬ Ｓ ꎬ Ｐｏｗｅｒ: 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２４
Ｓｅｅ Ｍ Ｍ Ｆｅｒｒｅｅ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Ｎｏ ５２ꎬ １９９０
Ｓｅｅ Ａ Ｋｏｍｔｅｒꎬ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ꎬ” Ｇｅｎｄｅｒ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９ꎬ ｐ ２１４
叶汉明、 王哓鑫: «埋夹高手: 少年工汤月娥的故事»ꎬ 载蔡宝琼主编: «千针万线———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ꎬ 香港: 进一

步多媒体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０７ 页ꎮ
Ｊ Ｓａｎｇｓｔｅｒꎬ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５－２８



作者简介: 陈鸿超ꎬ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 口述史学、 史学史ꎻ 杨祥银ꎬ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口述史学、 中国近代医疗史ꎮ

　 　 ①　 一般认为ꎬ １９４８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

述史学的诞生ꎮ 参见杨祥银: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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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陈鸿超　 杨祥银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ꎬ 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摘要: 英国现代口述史学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 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英国学术环境、 英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思潮与美国口述史学趋势的共同影响ꎬ 形成了较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ꎬ 作为一场社会民主运动ꎬ 英国的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深入不同的社会边缘群体ꎬ 涵盖诸如工人、 农民、
妇女、 儿童、 士兵与罪犯等主题ꎬ 出现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ꎬ 也进而拓展了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ꎮ 在英国口

述历史学家看来ꎬ 口述历史不仅仅要做到倾听 “民众的声音”ꎬ 更要引导民众参与历史的书写ꎬ 这使英国口

述史学呈现出鲜明的公共性特征ꎮ
关键词: 英国ꎻ 口述史学ꎻ 马克思主义史学ꎻ 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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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 受美国现代口述史学潮流的影响ꎬ ① 口述史学在英国开始兴起与发展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 英国口述史学自诞生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社会史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的影响ꎬ
集中呈现出 ３ 个特点: (１) 与早期美国口述史学主要面向社会精英阶层不同ꎬ 英国口述史学致力于

展现 “自下而上的历史”ꎬ 更注重发掘工人、 农民、 妇女等社会边缘群体的历史ꎮ (２) 英国口述史学

非常关注政治、 经济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ꎮ (３) 相较美国口述史学早期服务于内部机构的

“档案实践” 活动ꎬ 英国口述史学在其发展之初便已呈现出公共性特征ꎮ②

在英国口述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ꎬ 它充分吸收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诸多特征ꎬ 对推动口述史

学研究对象的 “多元化”、 口述历史资料的 “公共化” 以及口述历史目标的 “社会服务化” 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本文拟围绕这些特征ꎬ 对英国口述史学发展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做一个较为

系统的梳理与评价ꎮ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形成的基础与背景

　 　 英国口述史学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绝非偶然ꎬ 其形成的基础与背景主要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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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方面:
首先ꎬ 英国马克思主义与口述历史传统的渊源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ꎮ 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资本主义

工业化的国家及马克思著作的主要创作地ꎬ 英国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一员ꎮ 众所周知ꎬ
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世界的ꎮ 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口述材料的利用ꎬ 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诞

生之初ꎮ 例如ꎬ 马克思、 恩格斯在英国创作的经典之作 «资本论» 和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ꎬ 均

引用了生动、 翔实的口述史料ꎮ① 此后ꎬ 在涉及工人、 农民、 妇女等社会史研究领域ꎬ 英国学者更是

广泛采用口述史料的搜集方法ꎮ② 这说明自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初ꎬ 尽管当时英国还未形成现代学科意

义上的口述史学ꎬ 但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已经非常重视利用口头资料ꎬ 并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口述历史的

方法ꎮ 这一传统反过来成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英国现代口述史学赖以孕育的土壤ꎬ 并使之带有强烈的社

会史倾向ꎮ
其次ꎬ 英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与发展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

后期开始ꎬ 不少英国共产党史学家自觉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历史研究ꎬ 由此开启了英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研究的风气ꎮ③ 尤其是二战以后ꎬ 随着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开展ꎬ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不

断扩大ꎬ 在 ２０ 世纪世界史坛占据了重要地位ꎬ 诞生了诸如莫里斯多布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ｏｂｂ)、 罗德尼
希尔顿 ( Ｒｏｄｎｅｙ Ｈｉｌｔｏｎ)、 克里斯托弗希尔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ｉｌｌ)、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Ｅ Ｐ 汤普森 (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雷蒙威廉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约翰萨维尔

(Ｊｏｈｎ Ｓａｖｉｌｌｅ) 和拉斐尔塞缪尔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Ｓａｍｕｅｌ) 等一大批左派史学家ꎮ④ 他们推崇 “自下而上”
的治史方法ꎬ 聚焦社会底层ꎬ 以 “人民历史” 的视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⑤ 展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正如希尔顿所说: “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历史ꎬ 我们就有可能获

得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较为确切的图景ꎮ”⑥ 更为重要的是ꎬ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始终将口述历史视

为历史实践 “民主化” 的重要方式之一ꎬ 以此积极推动英国口述史学的建立与发展ꎮ １９６９ 年ꎬ 英国

口述历史学家于英国录音学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ｏｕｎｄ) 召开首届大会ꎬ⑦ 并于 １９７３ 年正

式成立口述历史学会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ꎮ⑧ 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 １３ 位创始成员中有 ３ 位是英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ꎬ 他们已在劳工史、 乡村史和社会经济史等研究领域成果斐然ꎮ 其中ꎬ 约翰萨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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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谢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ｈｅｒａｒｄ) 在撰写的 «英格兰的白人奴隶»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Ｓｌａ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时曾避开工厂雇主ꎬ 亲身访

问过工人ꎮ 查尔斯布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ｏｔｈ) 于 １８８９—１９０３ 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 «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曾广泛使用口头证据ꎬ 给我们呈现出 １９ 世纪末伦敦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ꎮ 西伯姆朗特里 ( Ｓｅｅｂｏｈｍ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 的

«失业问题: 一项社会研究»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使用了问题采访的研究方法ꎬ 并在文中时常引用采访者的原话ꎮ 比阿特

丽斯韦伯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Ｗｅｂｂ) 在 １８９１ 年出版的 «大不列颠合作运动»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以及与其丈夫悉尼韦伯

(Ｓｉｄｎｅｙ Ｗｅｂｂ) 合著的 «工会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ｍ) 中ꎬ 亦充分吸收了口述资料ꎮ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ｏａｎｎａ Ｂｏｒｎａｔꎬ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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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斐尔塞缪尔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重要成员ꎬ① 他们积极倡导口述历史学科的建立ꎬ 萨

维尔还担任了第一届英国口述历史学会副会长ꎮ 另一位是约翰马歇尔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他作为左

翼分子ꎬ 曾于二战期间加入共产党ꎮ 尽管其余成员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ꎬ 但他们大都在口述历史协会

成立之前就已热衷于研究经济、 劳工、 妇女、 乡村等社会问题ꎮ 例如首届口述历史学会主席西奥巴

克 (Ｔｈｅｏ Ｂａｒｋｅｒ) 及克里斯托弗斯莫特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ｍｏｕｔ) 都是英国知名经济史学家ꎬ 身兼历史

学家和广播员的梅尔芬琼斯 (Ｍｅｒｆｙｎ Ｊｏｎｅｓ) 对威尔士的社区、 农村、 移民颇有研究ꎬ 乔治埃文

斯 (Ｇｅｏｒｇｅ Ｅｗａｒｔ Ｅｖａｎｓ) 在乡村民俗领域多有建树ꎬ 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ｔｏｒｍ－
Ｃｌａｒｋ) 以及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 (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都曾系统研

究过英国工人阶级ꎮ 因此ꎬ 不同于美国口述史学的发起人大多是档案学家和传记作家ꎬ 英国口述史学

创始人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更容易将口述历史与自己的原有研究相结合ꎬ 因而更关注经济基础、 工人

阶级、 乡村社会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ꎮ
最后ꎬ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ꎬ 除英国本土因素之外ꎬ 英国口述史学这一特点的形成也与当时美国口

述史学的 “新社会史转向” 有一定关系ꎮ 美国口述史学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也出现了 “自
下而上” 的视角转变ꎮ 美国第二代口述历史学家开始重视下层平民大众的作用ꎬ 超越了第一代口述

历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ꎮ② 实际上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英国口述历史组织正式成立之前ꎬ 部

分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已经把焦点转向了 “下层” 群体ꎮ 比如在工人方面ꎬ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从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ꎬ 采访了约 １００ 位粉末厂、 造纸厂和纺织厂的退休工人ꎬ 用以展现 ２０ 世纪工业技术、
劳资关系和工业社区生活的发展变化ꎮ③ 在黑人方面ꎬ 美国劳工史专家詹姆斯格罗斯 ( Ｊａｍｅｓ
Ａ Ｇｒｏｓｓ) 呼吁建立口述历史项目ꎬ 以撰写那些非决策、 非正统、 非知识分子黑人工人的传记ꎮ④ 另

外ꎬ 在美国口述历史学会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１６ 日于阿西洛玛 (Ａｓｉｌｏｍａｒ) 召开的学术会议上ꎬ 由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 (ＵＣＬＡ) 的经济学家保罗布洛克 (Ｐａｕｌ Ｂｕｌｌｏｃｋ)、 民权文献中心主任文森特布

朗恩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Ｊ Ｂｒｏｗｎｅ) 和玛丽霍姆斯学院 (Ｍａｒｙ Ｈｏｌｍ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口述历史项目主任克拉伦斯西

蒙斯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Ｍ Ｓｉｍｍｏｎｓ) 组成的讨论小组专门探讨了口述历史对于黑人研究的意义ꎮ⑤ 此外ꎬ 在

印第安人土著方面ꎬ 美国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伯纳德方塔纳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 Ｆｏｎｔａｎａ) 十分推崇在对美

国印第安人的研究中使用口述历史方法ꎬ 认为口述历史和民族志同样重要ꎬ 因为它反映了印第安人的

日常生活ꎮ⑥ 美国作为现代口述史学的发源地ꎬ 其口述史学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ꎬ 逐渐摆脱只针对

“精英” 的书写模式ꎬ 开始讨论及实施涉及平民大众的口述历史计划ꎬ 由此呈现研究视角 “下移” 的

趋向ꎮ 美国口述史学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转向时ꎬ 正值英国口述史学创立与兴起之际ꎬ 这一趋向影

响了英国口述史学早期的发展导向ꎮ

１６１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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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受到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社会史思潮以及口述史学整体发展趋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
英国口述史学从创立之初便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社会史传统ꎬ 这也使得英国口述史学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追求 “自下而上” 的实践与研究理念ꎬ 并积极推动口述历史走向 “民众”ꎮ

二、 追求 “自下而上” 的历史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ꎬ 英国口述史学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致力于将历史实践 “民主化”ꎬ 改变传

统历史研究只关注历史重要事件及显耀人物的状况ꎮ 为了能够让普通人发出声音ꎬ 平民阶层乃至社会

底层与弱势群体成为英国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ꎮ
这首先要归功于英国左派史学家的积极推动ꎮ 在 １９７２ 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官方刊物 «口述历

史»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创刊当年ꎬ 约翰萨维尔就发文专门讨论口述历史对于劳工史研究的意义ꎮ① 他

认为ꎬ 口述历史可以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被排除在传统书面记录之外的工人历史ꎮ② 约翰萨维

尔身体力行ꎬ 曾采访一大批工人运动的先驱ꎮ 例如ꎬ 就 １９ 世纪第一次钢铁罢工事件ꎬ 采访了共产党

的前牛津区秘书ꎻ 为收集有关英国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康拉德诺尔

(Ｃｏｎｒａｄ Ｎｏｅｌ) 的资料ꎬ 采访了其女婿杰克普达路尔 (Ｊａｃｋ Ｐｕｔｔｅｒｉｌｌ)ꎻ 为了解 ２０ 世纪早期工人运

动ꎬ 采访了原英国共产党员哈利麦克肖恩 (Ｈａｒｒｙ ＭｃＳｈａｎｅ) 等ꎮ 而且ꎬ 具有史学家严谨素养的萨

维尔并没有止步于口述采访ꎬ 而是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ꎬ 倡导对劳工史进行全面、 深入的研

究ꎮ 例如ꎬ 萨维尔已注意到ꎬ 在采访工人运动领导者时ꎬ 他们的语气措辞与普通的劳动人民截然不

同ꎮ 他指出ꎬ 这是劳工口述历史研究中需要着重考虑的ꎮ③ 同时ꎬ 萨维尔在行政事务方面的表现尤为

突出ꎬ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职务即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经济和社会历史委员会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以下简称 “ＳＳＲＣ”)主席ꎬ 来推动英国

口述历史学科的建立ꎮ 在他的主持下ꎬ ＳＳＲＣ 资助了 １９７９ 年埃塞克斯 (Ｅｓｓｅｘ) 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口

述历史会议ꎮ 这次会议为日后国际口述历史协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建立奠

定了基础ꎮ④

另一位重要的左派史学家是拉斐尔塞缪尔ꎮ 他领导的 “历史工作坊运动”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以 “社会主义历史”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或 “人民历史”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为旗号ꎬ 提倡

广泛搜集与研究大众记忆ꎮ⑤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的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本质上是工人的大学预科

(ｐ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学院ꎬ 在此任教的塞缪尔面对的主要是工会学生ꎮ 因此ꎬ 工人阶层成为塞缪尔首选

的采访对象ꎮ 他在罗斯金学院做了一个重要项目ꎬ 即采访黑丁顿 (Ｈ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ｎ) 的采石工人ꎮ⑥ 在采

访过程中ꎬ 塞缪尔更注重一些事实细节ꎬ 比如家庭历史和工作生活ꎬ 以反映工人生活的真实面貌ꎬ 而

不是直接询问更主观抽象的理解性问题ꎮ 除此之外ꎬ 塞缪尔还尝试接触从未引起正统历史学家关注的

社会最底层ꎬ 他花了 ６ 年时间采访一位住在伦敦东区的罪犯亚瑟哈丁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ａｒｄｉｎｇ)ꎮ 塞缪尔着

眼于哈丁的日常生活ꎬ 描绘了哈丁平凡却又特殊的生活经历ꎬ 例如他如何获得钱财、 如何生存等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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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勾勒出社会底层复杂的生活图景ꎮ① 此外ꎬ 塞缪尔领导的 “历史工作坊运动” 于 １９７５—１９９１ 年间

推出了一套 “历史工作坊系列丛书”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ｅｒｉｅｓ)ꎬ 其关注对象和研

究方式与英国历史学正统派截然不同ꎮ② 与此同时ꎬ 他还于 １９７６ 年创办 «历史工作坊杂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章涉及口述历史主题或利用口述历史资料ꎬ 都清晰地呈现出口

述历史在 “底层” 历史研究中的作用ꎮ③

可以说ꎬ 左派史学家引领了英国口述史学 “自下而上” 的研究风向ꎮ 在他们的推动下ꎬ 叙述

“平民大众历史” 的倡议得到了英国学界的广泛认同ꎮ １９７４ 年ꎬ 英国口述历史学界专门就英国口述史

学的未来展开了一次讨论ꎮ 诸多学者表示应在 “大众” 领域开展广泛的研究ꎮ 正如西奥巴克在会

上发言: “它 (口述历史) 为那些过去没能发出声音的人发声ꎬ 他们经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ꎮ”④ 正

是在这样的呼吁下ꎬ 整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初期ꎬ 口述史学在英国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人阶级

历史、 妇女历史、 少数民族历史、 社区历史以及地方历史的研究当中ꎮ
英国学者利用口述历史研究劳工史起源很早ꎬ 甚至要早于 “口述历史” 作为学科在英国的兴起ꎮ

从 １９６１ 年开始ꎬ 来自苏格兰劳工历史学会的伊恩麦克杜格尔 (Ｉａｎ 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就通过口述记录的

方式保存劳工运动参与者的记忆ꎮ 这些记忆包括苏格兰农场雇佣者联盟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Ｆａｒｍ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Ｕ￣
ｎｉｏｎ)、 全国矿工工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与苏格兰劳工学院运动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Ｌａｂｏｕｒ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的发展历史ꎮ⑤

步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劳工史领域成为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ꎬ 它呈现出 “传统”
与 “创新” 相结合的特点: 一是受到传统劳工史研究范式的影响ꎬ 尤为重视工人的经济活动和工人

运动ꎻ 二是利用 “自下而上” 的视角ꎬ 重视让普通工人自己说话ꎬ 挖掘过去被忽视的底层史料ꎮ
在工人经济活动及政治运动方面ꎬ １９７２ 年ꎬ Ｃ 皮尔斯 (Ｃ Ｐｅａｒｃｅ) 在哈德斯菲尔德地区 (Ｈｕｄ￣

ｄｅｒｓｆｉｅｄ) 进行了 ９ 次采访ꎬ 以获得有关 ２０ 世纪早期约克郡纺织区劳工运动鲜为人知的资料ꎮ⑥ １９７６
年ꎬ 伊丽莎白罗伯茨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Ｒｏｂｅｒｔｓ) 对生活在 １８９０—１９３０ 年间巴罗 (Ｂａｒｒｏｗ)、 普雷斯顿

(Ｐｒｅｓｔｏｎ) 和兰卡斯特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的工人进行了口述采访ꎬ 取得不少宝贵资料ꎮ⑦

作为最早建立工业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ꎬ 英国矿工数量众多ꎬ 因此ꎬ 矿工成为英国劳工史学家特

别是英国口述历史学家尤为关注的对象ꎮ １９４５ 年ꎬ 斯旺西大学 (Ｓｗａｎｓｅ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获得了社会科学

研究委员会的一项重要拨款ꎬ 用于对南威尔士煤田的历史进行为期 ３ 年的研究ꎮ 而从 １９７１—１９７４ 年ꎬ
斯旺西大学海维尔弗朗西斯 (Ｈｙｗｅｌ Ｆｒａｎｃｉｓ) 和金豪尔斯 (Ｋｉｍ Ｈｏｗｅｌｌｓ) 发起了一个新的项目ꎬ
将口述历史引入这一研究当中ꎮ 他们采访了许多老矿工ꎬ 采访内容包括矿业制度、 采矿工作、 劳资纠

纷等ꎬ 用以反映矿工真实的工作生活以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工业衰退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影

响ꎮ⑧ 不过ꎬ 英国口述历史学家对矿工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南威尔士ꎮ 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在对

英国各地采矿社区的研究中ꎬ 大量使用了口述采访的方式ꎮ 他录制了 ５０ 盘磁带 (大约 １５０ 小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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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回忆ꎬ 涉及矿井工作、 罢工、 事故、 产业萧条等方方面面ꎮ① 与此同时ꎬ 约翰马歇尔

(Ｊ 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也记录了那些正在消失的贸易ꎬ 对这些行业的工人 (尤其是老矿工) 进行了口述采

访ꎮ②
除工人个体之外ꎬ 不少英国学者还利用口述历史研究工人运动背后的组织———工会ꎮ 为了考察

２０ 世纪英国工会的发展历史ꎬ Ｒ Ａ 利森 (Ｒ Ａ Ｌｅｅｓｏｎ) 采访了大约 ８５ 名罢工者ꎬ 采集资料的时间

跨度从维多利亚时期一直到 １９７１ 年ꎮ 在研究中ꎬ 他揭露了一些过去未被知晓的、 由工会组织的罢工

运动ꎮ 例如他发现 １９２６ 年罢工是由矿工、 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三方联盟所引发的ꎮ③ 同样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埃塞克斯大学阿伦豪金斯 (Ａｌｕｎ Ｈｏｗｋｉｎｓ) 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 １９ 世纪后期诺福克

(Ｎｏｒｆｏｌｋ) 社区的农业工会ꎬ 由于在研究中使用了口述历史方法ꎬ 他首次详细地描述了农业工人与工

会主义及政治社会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ꎮ④
尽管在劳工史研究中使用口述访谈的做法遭到一些传统史学家的质疑ꎬ 但对于当时的传统史学而

言ꎬ 口述历史的出现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ꎬ 并且具有书面文献不具备的鲜活性ꎬ 更能反映出工人阶级

的真实情感ꎮ 因而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口述历史受到越来越多劳工史学家的重视ꎮ 而口述历史带

来的最大价值在于ꎬ 不同于以往劳工史研究偏重于工人运动或工人领袖ꎬ 口述历史的目标是让主流社

会能够听到普通工人的声音ꎮ 工人的工作、 家庭、 教育、 医疗、 娱乐与社交等各方面内容ꎬ 共同组成

了其鲜活、 完整的生活面貌ꎮ
在这一学术思潮的推动下ꎬ 英国口述历史学家对各类工人群体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ꎮ 这些研究

有针对某一地区不同行业的工人群体ꎮ 比如ꎬ １９７２ 年诺里奇博物馆 (Ｎｏｒｗｉｃｈ Ｂｒｉｄｅｗｅｌｌ Ｍｕｓｅｕｍ) 的

布丽奇特耶茨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Ｙａｔｅｓ) 对艾克堡 (Ｃａｓｔｌｅ Ａｃｒｅ) 组织了 １６ 次采访ꎬ 采访对象包括黑帮劳

工、 家庭佣人、 农场工人、 砖匠和渔民等ꎮ 耶茨正是透过这些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展现出艾克堡地区

工人阶层的社会风貌ꎮ⑤ 此类研究也有针对大区域内某一行业的工人ꎮ 例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 保

罗汤普森、 托尼韦利 (Ｔｏｎｙ Ｗａｉｌｅｙ) 和特雷弗拉米斯 (Ｔｒｅｖｏｒ Ｌｕｍｍｉｓ) 共同主导了一项针对

英格兰及苏格兰渔业工人的研究ꎮ 他们将口述历史与文字资料相结合ꎬ 叙述渔民的日常生活ꎮ 这项研

究打破了过去渔业史研究的范式ꎬ 它将渔业视为一个产业ꎬ 对英国渔业生产、 加工和贸易的复杂过程

进行了清晰的解释ꎮ 更重要的是ꎬ 它还以渔民的亲身经历为中心ꎬ 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渔民丰富多彩的

生活ꎮ⑥ 除英国本土工人之外ꎬ 还有学者注意到移民工人ꎮ 杰里怀特 (Ｊｅｒｒｙ Ｗｈｉｔｅ) 就将焦点转向

罗斯柴尔德大厦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的犹太工人ꎮ 通过对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成长于该社区的工

人进行口述访谈ꎬ 并且广泛使用未公开的文字资料ꎬ 怀特重新描绘了这个社区犹太移民工人的丰富生

活及其与周边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ꎮ⑦
传统劳工史的研究对象大都偏重于男性ꎬ 缺乏对女性的专门研究ꎬ 而对女性工人的重视是英国早

期口述史学的特征之一ꎮ⑧ 对于忽视女性所带来的问题ꎬ Ｊ Ｍ 温特 (Ｊ Ｍ Ｗｉｎｔｅｒ) 就以已婚妇女为

例ꎬ 指出人口普查通常不会记录已婚妇女的工作ꎬ 这可能导致历史学家忽略社会工作结构的完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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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ꎬ 她用口述历史来弥补这一缺失ꎬ 证明这类工作的范围ꎬ 并探索已婚妇女的工作动机ꎮ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 伊丽莎白罗伯茨在巴罗、 兰卡斯特和普雷斯顿采访了 １６０ 位女性工人ꎬ 以展现 １９ 世

纪末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女性工人的风貌ꎮ 不过ꎬ 罗伯茨并没有使用社会学复杂的解释模型ꎬ 而是充分

利用口述历史的长处ꎬ 致力于描绘女性工人真实的成长经历和生活、 情感状态ꎮ 她不仅将女性工人视

为 “工人”ꎬ 也将她们视为 “妻子” “家庭主妇” 与 “邻居” 等多元身份ꎮ 这些角色构成了女性工人

完整的生活面向ꎬ 涵盖了女性工人的社会化趋向、 对隐私和公共社会的认知能力以及女性工人价值观

的形成等方面ꎮ② 类似的研究还有马里恩科扎克 (Ｍａｒｉｏｎ Ｋｏｚａｋ) 的口述历史项目ꎮ 他在 ＳＳＲＣ 资

助下ꎬ 对英国东部地区劳动妇女展开调查ꎬ 其目的在于关注该地劳动妇女的生活经历ꎬ 尤其是她们在

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状态ꎮ③

当然ꎬ 英国口述历史学家对妇女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工人群体ꎬ 还扩展到其他阶层ꎮ 过去ꎬ 女性的

弱势处境使其很少被纳入文献记录中ꎬ 为数不多的史料也呈现出鲜明的男性视角ꎮ 英国女性史学家玛

丽张伯伦 (Ｍａｒｙ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说: “女性的历史并不存在ꎮ 事实证明ꎬ 传统的工具和历史资料对

新类型的女性历史来说是不够的ꎮ”④ 为此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她采访了居住在剑桥郡沼地的

农村妇女ꎬ 涵盖了少女、 教育、 婚姻、 工作、 政治和宗教等主题ꎮ 通过细致的采访与编辑ꎬ 张伯伦讲

述了作为劳动者和劳动者妻子的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故事ꎬ 以折射剑桥郡沼地农村 １００ 年间的社会结

构和生活变化ꎮ 而这一时期ꎬ 苏珊斯图尔特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 也对乡村妇女颇感兴趣ꎬ 她通过采访

２０ 世纪初在汉韦尔 (Ｈａｎｗｅｌｌ) 和伊令 (Ｅａｌｉｎｇ) 出生和长大的女性ꎬ 绘制了这两地乡村和郊区更为

完整的生活画卷ꎮ⑤

二战后ꎬ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盛ꎬ 妇女政治地位有了极大提高ꎬ 越来越多的女性史学家开始重视女

权运动的历史ꎬ 这也反映在新兴的口述史学当中ꎮ 牛津大学的布莱恩哈里森 (Ｂｒｉａｎ Ｈａｒｐｉｓｏｎ) 在

ＳＳＲＣ 的帮助下ꎬ 于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开始实施关于妇女投票权运动 (ｗｏｍａｎ ｓｕｆｆｒａｇ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的口述历

史项目ꎬ 采访了参与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２８ 年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当事人ꎮ⑥ 当然ꎬ 女权运动也受到当地出版

商和口述历史团队的持续关注ꎬ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女权主义者的口述历史作

品ꎮ 其中ꎬ «强硬的安妮: 从妇女参政论者到斯特尼议员» 记录了 ９２ 岁的女权运动者安妮巴尼斯

(Ａｎｎｉｅ Ｂａｒｎｅｓ) 的口述回忆ꎮ 安妮出生于 １８８７ 年ꎬ 她从妇女参政论者到斯特尼的议员ꎬ 一直参与伦

敦东部的女权主义活动ꎬ 例如反对地方政府控制生育和歧视贫民窟的做法ꎮ⑦ «一个布拉德福德磨坊

女孩的回忆» 和 «进进出出» 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马吉纽伯里 (Ｍａｇｇｉｅ Ｎｅｗｂｕｒｙ) 和伊丽莎白布

莱克本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ꎮ 比如ꎬ 她们都出生于北部纺织小镇ꎬ 早年都在

纺纱厂工作ꎬ 都曾参与女权主义运动ꎮ 马吉曾在当地选举权会议室门口参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ꎬ
伊丽莎白则以 “妇女权利” 为口号组织了一场学校罢工ꎮ 此外ꎬ 还有涉及黑人移民妇女历史的作品ꎬ
如 «纯粹的奔波: 生活的故事» 讲述了一位牙买加移民妇女的辛酸故事ꎬ 作者在书中对贫穷问题及

白人社会中黑人女性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现实的描述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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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是乡村ꎮ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ꎬ 专门针对农村的英国口述历史作品

中ꎬ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乔治埃文斯的 «留胡子的人»ꎮ① 埃文斯非常重视口头证据ꎬ 搜集了东英吉

利 (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 的农夫、 马夫、 工匠、 农场工人的口头资料ꎬ 以重拾那些正在消亡的乡村记忆ꎮ 这

本书最突出的特色是关于农村移民工人的研究ꎬ 这些工人每年从东英吉利出发ꎬ 到伯顿特伦特 (Ｂｕｒ￣
ｔｏｎ－ｏｎ－Ｔｒｅｎｔ) 的农场工作ꎮ 通过这一研究ꎬ 埃文斯生动地展现了 ２０ 世纪被人忽视的、 已融入资本市

场的农村社会ꎬ 包括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大萧条对农村带来的影响ꎮ②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ꎬ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波及范围最

广、 参战国最多的两次战争ꎮ 二战之后ꎬ 鉴于两次大战对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ꎬ 各国都非常重视对战

争历史的记录与评价ꎬ 但对于战争的传统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史书、 档案记录ꎮ 它们大都只记载

重要战役或著名军事将领ꎬ 而对于战争主体———普通士兵的个人经历与情感则缺乏关注ꎮ 在英国左派

史学 “自下而上” 史观的影响下ꎬ 英国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也逐渐延伸到普通军人ꎮ 比如ꎬ 从 １９７２
年开始ꎬ 桑德兰理工学院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教育系彼得利德尔 (Ｐｅｔｅｒ Ｌｉｄｄｌｅ) 在学生的帮

助下ꎬ 采访了超过 ４００ 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ꎬ 涵盖了所有战争前线的战士和后勤人员ꎬ
包括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的红十字会医生、 护士、 农民和工人等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他们录制的

磁带包括受访者的家庭和教育背景、 生活状况和 １９１４ 年以前的就业情况等内容ꎮ 这种方式不仅拓展

了战争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ꎬ 而且通过战前、 战后的鲜活对比ꎬ 更有助于人们深刻反思战争带来的影

响ꎮ③ 此外ꎬ 自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开始ꎬ 位于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Ｗａｒ Ｍｕｓｅｕｍ) 提供了一项

公共服务ꎬ 搜集了近 ２０００ 个小时的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口述资料ꎬ 受访者为海军及海军航空兵中的

下层士官ꎮ④

实际上ꎬ 早期英国口述史学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分为两种类型ꎬ 一种是上述针对某一群体的研究ꎬ
另一种是对某一时间段内不同群体的综合研究ꎮ 保罗汤普森的 «爱德华时代的人: 英国社会的重

塑» 就是后一种类型的突出代表ꎬ 该书充分利用口述历史的取材优势ꎬ 通过近 ５００ 份访谈资料ꎬ 以

民众的 “个人” 经历为中心ꎬ 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ꎬ 也为社会史研究

增加了新的维度ꎮ 因此ꎬ 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ꎮ⑤ 正如罗伯特格雷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ｒａｙ)
评述道: “该书使 ‘社会史’ 呈现为个人的经验和意识口述访谈材料因此具有 ‘社会感知’ 与

‘社会意义’ꎮ”⑥ 可以称为其姊妹篇的西娅汤普森 (Ｔｈｅ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的 «爱德华时代的孩子们»ꎬ
搜集了出生在 ２０ 世纪世纪之交———爱德华时代的 ９ 个人对童年的回忆ꎮ 通过这些回忆ꎬ 西娅汤普

森很好地说明了爱德华时期英国的阶级构成及家庭生活方式ꎬ 以展现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横截面ꎮ⑦

与之类似ꎬ 斯蒂芬汉弗莱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利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底层儿童的 “不端” 行

为ꎬ 包括破坏行为、 流氓活动与帮派活动等ꎮ 汉弗莱斯的研究生动地反映了那些出身底层、 “品行不

端” 儿童的生命经历、 真实想法和感受ꎬ 进而揭示了底层儿童的叛逆不仅是社会的产物ꎬ 更有着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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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且引人注目的历史ꎮ①

不应忽视的是ꎬ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英国口述史学的繁荣离不开英国共产党及劳工组织的积极推

动ꎮ 在英国工人运动中ꎬ 共产党的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密切关注ꎮ 为此ꎬ 在英国共产党的引导

下ꎬ 这些学生对英国共产党员进行采访ꎬ 开展口述历史项目ꎮ 这个项目挖掘出很多过去隐匿的信息ꎬ
例如地方层面上英国共产党和工党关系的变化、 生活中英国共产党员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ꎮ② 劳

工组织方面ꎬ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巴特西和旺兹沃斯劳工与社会历史团体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召开的会议上就口述历史展开专门讨论ꎬ 提出该团体应促进大众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和参与ꎬ 并为该地

区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提供可供讨论和研究的平台ꎮ③
尽管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的发展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ꎬ 但是它对于历史的记录兼具深度与广度ꎬ

而且所提供史料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也是传统文献无法比拟的ꎮ 因此ꎬ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它日益

受到英国学者的重视ꎮ 英国早期口述史学深受左派史学思潮的影响ꎬ 目的在于使历史记录重新找到平

衡ꎬ 让主流社会听到普通人的声音ꎬ 从而通过大众阶层的个人经历透视宽广的社会生活ꎮ 可以说ꎬ 对

平民阶层乃至社会底层的研究热情ꎬ 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初期英国口述史学发展的一个鲜明

特点ꎮ

三、 英国口述史学的公共性

　 　 在英国口述历史学家看来ꎬ 口述历史不仅仅是要做到倾听 “民众的声音”ꎬ 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人

民参与历史的书写ꎮ 因此ꎬ 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ꎬ 尽管英国口述史学的诞生带有学术背景ꎬ 但它并没

有成为 “高高在上” “曲高和寡” 的学科ꎬ 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公共性特征ꎬ 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ꎮ
首先ꎬ 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的公共性体现在开放性方面ꎮ 作为英国口述史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组织力

量与口述历史收藏机构ꎬ 英国录音学会成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ꎬ 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资料收藏中心

之一ꎬ 其创立目的是建立一个全面的有声档案库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它的平均存入量是每月 １０ ０００ 盘

磁带ꎮ 尽管该协会主要受政府资助ꎬ 但并不只对政府或专业人士开放ꎬ 而是积极向社会提供免费服

务ꎬ 每周一到周五对所有有需求的公众开放ꎮ
更重要的是ꎬ 英国早期口述史学不只是内容开放ꎬ 更是对参与者开放ꎮ 它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

学术活动ꎬ 还致力于建立一项全民参与的社会活动ꎮ 从 １９７６ 年开始ꎬ 以马滕加拉格尔 (Ｍａｒｔｅｎ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为首的达灵顿农村档案馆 (Ｄ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档案工作者展开了对当地村庄的口述

历史采访ꎬ 他们向社会招募了 １０ 到 １５ 名志愿者ꎬ 每个志愿者负责 １ 到 ３ 个村庄ꎬ 从而记录了该地 ２０
世纪初的农村记忆ꎮ④ 这类向公众招募的做法也顺带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ꎬ 比如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

始ꎬ 许多口述历史项目通过人力服务委员会 (ＭＳＣ) 为年轻的失业人员提供短期工作ꎮ⑤ 当然ꎬ 对参

与者开放并不意味着降低口述历史的门槛ꎮ 相反ꎬ 口述历史不是简简单单的对话访谈ꎬ 而是需要较高

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ꎮ 因此ꎬ 很多机构在发起口述历史项目的同时ꎬ 也在大力推广面向社会的口述

历史培训ꎮ 如 １９７１ 年德比郡工人教育协会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围绕社区的经济、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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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



变化ꎬ 举办了一场社会历史课程ꎬ 其中就包括 ３０ 周的口述历史课程ꎮ① 这类培训课程还常常借助广

播、 电视等媒体ꎬ 向更多社会群体传播ꎮ 如从 １９７２ 年秋季开始ꎬ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与基尔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ｅｌｅ) 成人教育系合作ꎬ 制作了一系列口述历史教育节目ꎬ 旨在向社会推广和普及口

述历史专业知识ꎮ②

其次ꎬ 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的公共性还体现在对社区的重视上ꎮ 社区作为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组织

单位ꎬ 不仅是大众活动的主要场所ꎬ 也是宏观社会的缩影ꎬ 因而受到口述历史学家的格外关注ꎮ 然

而ꎬ 英国社区口述历史实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ꎬ 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唤醒民众作为历史主体的意

识ꎬ 正如保罗汤普森所言: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美国与英国对于社区群体的口述历史实践有着很

大的不同ꎮ 英国地方的口述历史实践具有长期激进的发展传统他们的导师主要是社会主义历史学

家爱德华汤普森ꎮ”③ 因此ꎬ 英国社区口述历史非常重视社区群众的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ꎬ 英

国口述历史成为社区民众与历史互动的重要桥梁ꎬ 其背后往往有工人协会的支持ꎮ 比如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ꎬ 在阿伦豪金斯系列讲座的推动下ꎬ 牛津郡西部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ꎬ 小组成员定

期采访社区里的老人ꎬ 以记录、 保存他们对工作与日常生活的记忆ꎮ④

伴随二战后城市的改建与拓展ꎬ 很多社区逐渐消亡ꎬ 而口述历史自然成为保存这些社区记忆的最

佳方式ꎮ 英国伦敦东部克莱普顿有 ５ 条街道因受周围街道阻隔ꎬ 曾被形象地称为 “岛”ꎮ 此后的 １００
年间ꎬ “岛” 内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ꎬ 逐渐发展成为孤立的、 自给自足的 “封闭” 社会ꎮ １９７０ 年ꎬ
这些街道面临拆除和重建ꎮ 为了记录老街区独特的历史ꎬ 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ｕｔｏｂ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Ｈａｃｋｎｅｙ) 组织了一次口述采访ꎬ 搜集了 １５ 名 “岛民” 的生活记录ꎮ⑤ 这些 “岛民” 积极

参与街道的历史书写ꎬ “重新构建并呈现出他们自己的历史ꎬ 而不仅仅是一组独立的事件”ꎮ⑥

英国社区口述历史最为瞩目的是对社区工人的研究ꎮ 相对于一般的工人研究而言ꎬ 很多英国口述

历史学家之所以看重社区ꎬ 是因为社区作为城市阶层相对封闭的区域ꎬ 代表了广泛、 普遍且种类各异

的文化ꎮ 社区文化可以呈现出整个工人阶层的完整生活面向ꎮ 换言之ꎬ 社区中的工人不只是 “工作

中” 的人ꎬ 更是丰富多彩的个体ꎮ 正如约翰马歇尔所说: “我们真正需要的ꎬ 当然是对社区中主要

群体的详细了解: 他们所迁移的地区ꎬ 他们的宗教信仰ꎬ 他们的政治ꎬ 他们的劳动斗争ꎬ 甚至他们当

地政府和社会机构的特殊性ꎮ”⑦ 这一研究范式的典型是 １９７７ 年夏在托特纳姆 (Ｔｏｔｔｅｎｈａｍ) 开展的

社区口述历史采访ꎮ 托特纳姆是伦敦工人的聚居区ꎬ 有着强大的劳工组织和悠久的劳工运动传统ꎮ 这

个项目主要是由一群劳工活动人士发起ꎬ 他们希望在社区中探索当地工人运动的特点ꎮ 不过ꎬ 这一研

究并非只涉及工人运动ꎬ 而是选取了 ３ 个截面ꎬ 即家庭和社区生活、 家族历史及劳工运动ꎬ 从而形成

对社区工人运动更为立体的认识ꎮ⑧ 除此之外ꎬ 对社区连续几代人的采访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

中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ꎬ 桃瑞丝勒梅 (Ｄｏｒｉｓ Ｌｅｍｅｒ) 和苏珊斯莫尔 (Ｓｕｓａｎ Ｓｍａｌｌ) 在科文特花园社区

协会 (Ｃｏｖｅｎｔ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支持下ꎬ 展开对特定家庭连续三代人的研究ꎮ 他们收

集了约 ２０ 个访谈ꎬ 以此作为对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研究的一部分ꎮ⑨ 该项目最显著的特点是关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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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ｓｔꎬ”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７８ꎬ ｐｐ ４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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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成长经历ꎬ 特别是由受访者自己定义的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经历ꎬ 以便记录下几代人相对微妙

的文化变迁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英国口述史学对社区基层的关注ꎬ 改变了过去书写地方史的单一模式ꎬ 因而

受到越来越多地方机构和活动人士的重视ꎮ 比如伯克郡地方历史协会 (Ｔｈｅ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就将口述历史实践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ꎮ① 这些地方机构和活动人士通过口述历史来记录

身边的历史ꎬ 从而开创了地方史书写的新局面ꎮ 例如多塞特郡博物馆采访当地手工业者ꎬ 汉普郡博物

馆采访当地乡村工匠ꎬ 伯纳姆与地方历史学会、 萨克福克 (Ｓｕｆｆｏｌｋ) 阿伯斯霍尔博物馆采访当地农场

工人ꎬ 牧师 Ａ Ｓ Ｊ 霍尔顿在科尔切斯特与当地工人教育协会合作ꎬ 对该地工人进行采访②ꎬ 柴郡诺

斯维奇博物馆开展对柴郡盐业工人的采访项目ꎬ③ 卡那封郡图书馆对当地老人进行采访ꎬ 切姆斯福德

地区 图 书 馆 记 录 了 当 地 居 民 的 回 忆ꎬ④ 诺 福 克 布 罗 德 兰 生 活 博 物 馆 在 Ｇ Ｒ 索 思 盖 特

(Ｇ Ｒ Ｓｏｕｔｈｇａｔｅ) 带领下ꎬ 收集老居民的口述资料等等ꎮ⑤ 这些地方口述历史项目形形色色、 种类繁

多ꎬ 但都立足于地方ꎬ 通过口述历史这一互动形式ꎬ 书写了当地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ꎬ 共同为英

国地方史的编纂与研究注入了强大活力ꎮ
综上ꎬ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在左派史学家的大力推动下ꎬ 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力量ꎬ 英国口述

史学以记录 “大众的历史” 为目标ꎬ 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ꎬ 重视口述历史的公共价值ꎬ 使口述史

学在英国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运动ꎮ 它唤起了社会边缘群体与普通个体对自我历史书写的渴望与诉

求ꎬ 并对整个口述历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ꎮ⑥ 而英国早期口述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使口述史学

在英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ꎬ 并形成良性的发展模式ꎬ 英国口述史学也由此成为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

一支重要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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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７ＺＤＡ２８２)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１９ＹＪＣ７５２０２７)ꎮ
作者简介: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蒂尼亚诺夫 (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ыняновꎬ １８９４—１９４３)ꎬ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 文学评论家、 作

家ꎬ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关键人物ꎬ 与什克洛夫斯基、 艾亨鲍姆被并称为 “革命的三套马车”ꎮ 蒂尼亚诺夫的学术思想是

俄形式论学派成熟期的产物ꎬ 其理论探索并未局限在文学的形式层面ꎬ 具有动态性和功能性ꎬ 为此后形式主义与捷克结

构主义的对接提供了可能ꎮ
①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ꎬ 方珊等译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１９８９ 年ꎻ 扎娜明茨、

伊切尔诺夫编: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ꎬ 王薇生编译ꎬ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ꎮ
②　 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 «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ꎮ

　 　 【编者按】 译介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方式ꎬ 其中不仅涉及语言ꎬ 更关涉理论的理解及文

化传统等更为本质和深刻的问题ꎮ 西学东渐百年有余ꎬ 学术界对很多译介作品也多有反思ꎬ 其中一个

突出的问题是ꎬ 很多理论著作不是从源语种直接翻译ꎬ 而是从其他语言转译而来ꎬ 这不利于对原理论

的精准把握ꎮ 本刊 ２０１９ 年推出 “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研究” 专栏ꎬ 刊发由源语种直译的经典

理论著作ꎬ 约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讨论ꎬ 希望能够以文学理论为切入点ꎬ 推动经典理论的汉译与研

究工作ꎬ 敬请广大学者关注与支持ꎮ

论文学的演变

———致艾亨鲍姆

[俄] 尤里蒂尼亚诺夫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５９ꎻ Ｉ１０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７０－０９

　 　 原作简介: «论文学的演变» 系蒂尼亚诺夫文学理论探索后期的成熟之作ꎬ 也是蒂氏转变文学传统观的

见证之作ꎮ 蒂尼亚诺夫总是着意区分两类事实ꎬ 一类无法构成系统ꎬ 蒂氏把它们归入 “起源” 的范畴ꎬ 另一

类则有规律可循ꎬ 他把这一类归为 “演变” 的范畴ꎬ 或曰 “传统”ꎮ 演变说的确立对于蒂尼亚诺夫乃至整个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文学研究转向都具有决定性意义ꎮ 演变说要求保持绝对的结构观ꎬ 用体系的方法切入文

学研究ꎬ 以寻找功能的动态变化为旨归ꎮ 这种内含 “动态” “体系” 与 “功能” 的文学演变观与巴赫金的文

学发展观不谋而合ꎮ 究其本质ꎬ 二者都认为ꎬ 文学动态演变是一种成熟典范与艺术变体之间辩证的二位一体

机制ꎮ
«论文学的演变» 首次于 １９２７ 年发表在刊物 «文学的职责»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 第 １０ 期上ꎮ 后

经部分修改ꎬ 被收入蒂尼亚诺夫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论文集 «仿古者与创新者»(«Архаисты и новаторы»ꎬ
１９２９)ꎮ 国内重要的关于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的研究著作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由俄文直译ꎬ 分别由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ꎬ① 但并未收入 «论文学的演变» 这一重要篇章ꎬ 唯一可

见的汉译是由法文转译ꎬ 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出版的 «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ꎮ②

本篇译文首次由俄文原著译出ꎬ 译自 １９２９ 年 «仿古者与创新者» 论文集中«论文学的演变»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эволюции»)ꎮ 在参考现有译文的基础上ꎬ 对部分地方给予了修正ꎮ 新译文集中调整了蒂氏重

要文论关键词的译法ꎬ 意在推动我们准确理解蒂尼亚诺夫的学术思想ꎬ 重新审视其文论建树ꎬ 进而更新我们

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 “旧有认知”ꎬ 丰富斯拉夫文论的理论话语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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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所有的文化学科里ꎬ 文学史现在仍处于殖民领主的地位ꎮ 一方面ꎬ 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 (尤
其是在西方) 受到个人的心理主义的控制ꎬ 这种心理主义用作者心理问题偷换文学问题ꎬ 用文学现

象的起源问题偷换文学的演变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 用粗略的因果论方法看待文学系列ꎬ 会导致文学系列

的观察视点与文学系列本身脱节ꎬ 而前者往往成为最主要的ꎬ 却是最遥远的社会系列ꎮ 如果把文学系

列看作一个封闭的建构ꎬ 并在其中研究其演变ꎬ 我们时常会遇到邻近的文化系列ꎬ 即广义上的日常系

列和社会系列ꎬ 因此ꎬ 我们的研究必然是不全面的ꎮ 文学科学中的价值理论一度把我们引向研究主要

的但却是孤立的现象ꎬ 这使文学史沦为 “将军的历史”ꎮ 盲目地反对 “将军的历史” 又唤起人们对大

众文学的研究兴趣ꎬ 但是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和意义上都没有达到明确的理论认知的程度ꎮ
最后ꎬ 文学史与活跃的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有利于科学ꎬ 并为科学所需要———对于

发展中的文学而言ꎬ 并非总是必要的和有利的ꎮ 发展中的文学的代表情愿认为ꎬ 文学史就是确立某些

传统标准和规律ꎬ 并把文学现象的 “历史性” 和文学现象研究中的 “历史主义” 混淆起来ꎮ 这一对

立导致人们倾向在历史维度之外研究具体的事物及其结构规律 (文学史因此遭到消解)ꎮ

二

　 　 文学史如果最终要成为一门科学ꎬ 就应符合真实性的要求ꎮ 文学史的一切概念ꎬ 首先是 “文学

史” 这一概念本身ꎬ 都应重新加以审视ꎮ “文学史” 这个概念异常宽泛ꎬ 它既包括物质上的文学作品

之历史ꎬ 也包括一切语文学和文献之历史ꎻ 另外ꎬ 这个概念也自命不凡ꎬ 因为它把 “文学史” 预设

为一门随时可被列入 “文化史” 范畴的学科ꎬ 而 “文化史” 已是具有科学编目分类的系列ꎮ 可是直

到现在ꎬ 文学史还没有被列入文化史ꎮ
按照视角的不同ꎬ 文学史研究至少可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一是研究文学现象的起源ꎬ 一是研究文

学系列的演变ꎬ 也就是文学的变动性研究ꎮ
在研究一种现象时ꎬ 采取不同的观点不仅决定了被研究现象的意义ꎬ 也决定了它的性质ꎮ 因此ꎬ

在文学演变的研究中ꎬ 起源问题有其自身的意义和性质ꎬ 这当然不同于研究起源本身的意义和性质ꎮ
文学演变研究ꎬ 或曰变化性研究ꎬ 应当摒弃那些由于观点混乱而形成的幼稚的评价理论ꎬ 例如:

以某一时代体系的评价标准去判断另一体系的现象ꎮ 因此ꎬ 应该消除评价本身的主观色彩ꎬ 某种文学

现象的 “价值” 应被看作 “演变的意义和性质”ꎮ
对待以下这些暂时具有评价意义的概念ꎬ 如 “模仿” “业余爱好” 或者 “大众文学” ①ꎬ 应当持

同样的视角ꎮ
“传统” 作为旧文学史的基本概念ꎬ 是一种体系中担负一种 “角色”、 起一种作用的一个或多个

文学要素之不合理的抽象ꎻ “传统” 也是上述要素与另一体系中的同类要素 (这些要素担任着另一种

“角色” ) 之对接ꎬ 从而结合为一种虚假统一的、 似乎完整的系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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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只要分析一下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的 “大众文学”ꎬ 就可以发现这两者存在巨大的演变差异ꎮ ３０ 年代是旧传统发生

自动化的年代ꎬ 人们靠累积起来的文学材料开展研究ꎬ “业余文学” 具有宏大的演变意义ꎮ 正是源自这种业余喜好ꎬ 在 “书页白边上

的诗” 的气氛中ꎬ 孕生出一种新现象———丘特切夫以亲切的语调对诗歌的语言与体裁加以改造ꎮ 对文学的日常态度ꎬ 从评价角度来

看ꎬ 似乎是瓦解了文学自身ꎬ 实际上却是在改变文学体系ꎮ ２０ 年代是人才辈出的年代ꎬ 是创造新的诗歌体裁的年代ꎮ 那时的 “业余

文学” 和 “大众文学” 被称为 “写作迷” 的文学ꎬ 而 ３０ 年代的一流诗人 (就他们的演变意义而言) 在同旧规范的斗争中陷入 “业
余水平” (丘特切夫、 波列扎耶夫) 和 “模仿者与学徒” (莱蒙托夫) 的尴尬境地ꎻ 在 ２０ 年代ꎬ 甚至二流诗人也曾被誉为一级大师ꎮ
像奥林这样的大众诗人的作品甚至也体现出 “普世性” 和 “宏伟性” 的价值ꎮ 显然ꎬ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 类乎 “业余水平” “模仿”
等现象的演变意义各有不同ꎬ 对此类现象持高傲的评判态度则是古代文学史的一宗遗产ꎮ



体系的更替成为文学演变的主要概念ꎬ “传统” 问题则转入另一层面ꎮ

三

　 　 要分析这一基本问题ꎬ 就应先承认文学作品是一个体系ꎬ 文学也是一个体系ꎮ 只有达成这一基本

认知ꎬ 方可谈文学科学的建构ꎮ 这种科学不致力于清理各种现象、 系列的杂乱无章ꎬ 而是要对之加以

研究ꎮ 这样做并不排除文学演变中邻近系列的作用问题ꎬ 相反是实实在在地提出这样的问题ꎮ
过去我们对作品具体要素的分析工作并非徒劳无益ꎬ 如: 对小说情节和风格、 节奏和句法的分

析ꎬ 对诗歌节奏和语义的分析等ꎮ 我们由此确定ꎬ 抽象后的这些要素ꎬ 就像研究的假设ꎬ 在一定的范

围内是成立的ꎬ 而且这些要素都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ꎮ 研究诗歌的节奏和散文的节奏就可发现ꎬ
同一种要素在不同的体系中的作用各不相同ꎮ

作为体系的文学作品中的每一要素与其他要素产生联系ꎬ 进而与整个体系产生联系ꎬ 我把这种关

系称为该要素的结构功能ꎮ
通过仔细的研究ꎬ 我们发现ꎬ 这种功能是个复杂的概念ꎮ 一个要素同时与许多要素产生联系: 一

方面ꎬ 它与属于其他作品体系的、 甚至属于其他系列的诸多类似要素产生联系ꎻ 另一方面ꎬ 它又与同

一体系的其他若干要素建立联系 (自主功能与共主功能)ꎮ
因此ꎬ 从一方面来看ꎬ 一部作品的词汇同时与文学词汇和词汇的整体具有联系ꎻ 另一方面ꎬ 它又

与这部作品的其他要素建立联系ꎮ 这两股分力ꎬ 确切地说ꎬ 这两种势均力敌的功能并不等同ꎮ
例如ꎬ 古语的功能完全依赖于使用古语的那种体系ꎮ 在罗蒙诺索夫的体系中ꎬ 古语带有所谓

“崇高” 用词的功能ꎬ 因为在这一体系中ꎬ 词汇色彩具有统领作用 (作者借助与教会语言的词汇组合

使用古语)ꎮ 在丘特切夫体系中ꎬ 古语还有另外一些功能ꎬ 这些古语经常是抽象的: 如 фонтан－
водомёт ꎮ① 有趣的是ꎬ 使用古语表示讽刺的功能ꎬ 有个诗人在诗中写了 Пушек гром и мусикия②ꎬ
他用些像 музыкинский (音乐的) 这样的词表示另外的功能ꎮ 自主功能不决定什么ꎬ 它只是提供可

能性ꎬ 它是共主功能的一个条件ꎮ (因此ꎬ 在丘特切夫时期之前ꎬ 广泛的戏仿文学在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

纪就已形成ꎬ 古语在此具有戏仿功能ꎮ) 不过ꎬ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此作品的语义体系和语调体

系ꎬ 这一体系使当前的表述不与 “崇高” 的用词相关联ꎬ 而与 “嘲讽” 的用词相关联ꎬ 即该体系决

定表述之功能ꎮ
从这一体系中抽离部分要素ꎬ 将其置于体系之外ꎬ 即不考虑它们的结构功能ꎬ 把它们与其他体系

的类似系列加以比较ꎬ 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ꎮ

四

　 　 对作为一种体系的作品进行所谓的 “内部” 研究ꎬ 而忽略它与文学体系的关系ꎬ 这种研究有可能成

立吗? 这种孤立的作品研究ꎬ 和那种对一部作品的某些具体要素加以抽象的做法并无二致ꎬ 同属抽象ꎮ
这种抽象的做法常被用于分析当代作品ꎬ 并且颇有成绩ꎬ 因为一部当代作品与当代文学的联系是人们默

认的既定事实ꎮ (一部作品与作者的其他作品之关系ꎬ 与作者体裁之关系等ꎬ 就属于这一类型ꎮ)
但是ꎬ 即使是对当代文学ꎬ 孤立的研究之路也不可能行得通了ꎮ
像文学事实这样的事实之存在ꎬ 取决于其差异化的性质 (也就是说ꎬ 或是取决于它与文学系列

的类比关系ꎬ 或是取决于它与非文学系列的类比关系)ꎬ 换句话说ꎬ 取决于它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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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俄文: 喷泉、 喷水池ꎬ 第二种形式是古语ꎮ ———译者注

俄文: 大炮的轰鸣和乐曲声ꎬ мусикия 的形式是古语ꎮ ———译者注



某一个时期的 “文学事实”ꎬ 在另一个时期就会成为普遍的日常言语现象ꎬ 反之也是一样ꎮ 这取

决于该事实所诉诸的整个文学体系ꎮ 因此ꎬ 杰尔查文致友人的书信是日常事实ꎬ 而在卡拉姆津和普希

金时代ꎬ 致友人的书信却成为文学事实ꎮ 在某一文学体系中ꎬ 回忆录和日记具有文学性质ꎬ 而在另一

种体系中ꎬ 就有非文学的性质ꎬ 这就是明证ꎮ
当孤立地研究一部作品时ꎬ 我们不能确信ꎬ 是否在准确地谈论它的结构 (谈论作品本身的结构)ꎮ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ꎬ 就是自主功能ꎬ 也就是一个要素与其他体系和其他系列内的诸多类似要

素之类比关系ꎬ 自主功能是该要素生成共主功能和结构功能的必要条件ꎮ
所以ꎬ 某种要素是否 “老套”、 是否 “衰退”ꎬ 并不是无关紧要的ꎮ 那么ꎬ 诗歌、 格律、 情节等

的 “老套” 和 “衰退” 究竟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ꎬ 什么是某种要素的 “自动化” 呢?
我借用语言学里的一个例子: 当富有涵义的形象变得陈旧时ꎬ 表示这个形象的词就变成联系和关

系的表达ꎬ 成为虚词ꎮ 换句话说ꎬ 就是它的功能改变了ꎮ 自动化ꎬ 任何文学要素的 “衰退”ꎬ 也是同

样的情况: 它不会消失ꎬ 只是它的功能发生改变ꎬ 变成辅助功能ꎮ 如果一首诗的格律 “衰退”ꎬ 那么

它的重要地位就会被诗歌的其他特征和作品的其他要素所取代ꎬ 而格律则承担另外的功能ꎮ
因此ꎬ 报纸上连载的诗体作品大多是根据一种衰退的、 平庸的、 早就被诗歌抛弃的格律写成的ꎮ

不会有人把它当作一首 “诗” 来读ꎬ 也不会把它记载在 “诗歌” 之内ꎮ 在这里ꎬ 衰退的格律是一种

将报纸新闻上大众所关心的日常材料与文学系列联系起来的手段ꎮ 它的功能与在诗歌作品中的功能完

全不同ꎬ 它的功能是辅助性的ꎮ 诗体连载作品里的戏仿也属于此类事实ꎮ 只有被戏仿的作品有文学活

力时ꎬ 戏仿作品才有文学活力ꎮ 千百次戏仿莱蒙托夫的 «金黄的田野波浪起伏的时候»ꎬ 或是普希金

的 «预言»ꎬ 又能有什么文学意义呢? 然而ꎬ 诗体连载作品却经常使用戏仿ꎮ 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
戏仿的功能变成了辅助性的ꎬ 它的功用在于把非文学的事实与文学系列联系起来ꎮ

如果说情节小说 “衰退” 了ꎬ 本事① 就在作品中担负起新的功能ꎻ 与情节小说在文学体系中没有

衰退时相比ꎬ 本事所担负的功能有所不同ꎮ 本事可能只是风格的一种理由ꎬ 或是陈述材料的一种

手法ꎮ
大体说来ꎬ 当我们活动于特定的文学体系时ꎬ 就容易把古代小说里对自然的描写贬到只起辅助作

用的地位ꎬ 认为它只是在连接或放慢故事情节 (因此几乎想要把描写抛掉)ꎻ 但当我们在另一文学体

系活动时ꎬ 我们又愿意把自然描写看作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要素ꎬ 因为本事可能只是理由ꎬ 是展开

“静态的描写” 的动机ꎮ

五

　 　 用上述方式即可解决最困难的、 且最缺乏研究的问题———文学体裁的问题ꎮ 长篇小说看似是一个

整体ꎬ 是在几个世纪里独立发展的一种体裁ꎮ 实际上ꎬ 小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而是多变的ꎬ 小说的

材料从一种文学体系进入另一体系时会发生改变ꎬ 把文学之外的言语材料引进文学中的方法也在改

变ꎬ 并且体裁的特点本身也在变化ꎮ 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的体系里ꎬ “故事体小说 (短篇小

说) ” 和 “中篇小说” 是按照其他特征被赋予的体裁概念ꎬ 这与当代的体裁概念不同ꎬ 这一点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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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事” 是与 “情节” 对立的诗学概念ꎬ 相当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ꎬ 有其发生、 发展和结束的自然顺序ꎮ 情节是加工后的

本事ꎮ



们的名称本身也明显地表现出来ꎮ① 我们喜欢根据次要的结果性特征指称各类体裁ꎬ 大体上说ꎬ 是按

篇幅长短考虑的ꎮ 我们认为ꎬ “故事体小说” “中篇小说” “长篇小说” 等名称等同于一定数量的印

刷页面ꎮ 这表明的不是我们的文学体系内各类体裁的 “自动化” 现象ꎬ 而是我们根据其他特征给体

裁所下的定义ꎮ 篇幅的规模、 言语的空间感都并非恒定特征ꎮ 就一部孤立于整个体系的作品而言ꎬ 我

们根本无法确定它的体裁ꎬ 因为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乃至在费特时代所谓的 “颂诗”ꎬ 在罗蒙诺索夫

时代也被称为 “颂诗”ꎬ 然而新的 “颂诗” 早已不再以原先那些特征为依据了ꎮ
因此ꎬ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脱离开与文学体裁相关的那一体裁体系研究孤立的体裁ꎬ 是不可能的

事情ꎮ 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与扎戈斯金② 的历史小说无关ꎬ 而是与其同时代的小说相关ꎮ

六

　 　 严格说来ꎬ 人们从来不脱离开文学现象的相互联系去考察文学现象ꎮ 我们举散文和诗歌作例子ꎮ
不言而喻ꎬ 我们都认为有格律的散文仍然是散文ꎬ 而无格律的自由体诗仍然是诗歌ꎬ 可是我们没有考

虑到ꎬ 在异样的文学体系里就很难自圆其说ꎮ 这是因为ꎬ 散文和诗歌是彼此关联的ꎮ 散文与诗有一种

共同的功能 (参见鲍艾亨鲍姆提出的散文与诗歌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对应关系)ꎮ
在一定的文学体系中ꎬ 承担诗歌功能的是格律的形式要素ꎮ
但是ꎬ 散文在发生差异ꎬ 在演变ꎬ 与此同时ꎬ 诗歌也在演变ꎮ 被关联的一种类型发生变化ꎬ 总是

导致另一种被关联类型的变化ꎬ 或者确切地说ꎬ 与另一种被关联的类型之变化有关系ꎮ 后来出现有格

律的散文 (如安德烈别雷的散文)ꎬ 这是由于诗的功能从格律转移到诗的其他特征上ꎬ 其中一部分

是次要的、 结果性的特征ꎬ 也就是说ꎬ 诗的功能被转移到作为诗歌单位符号的节奏上ꎬ 特殊的句法

上ꎬ 特殊的词汇上去ꎬ 等等ꎮ 与诗歌相比ꎬ 散文的功能仍继续存在ꎬ 但是标志散文的形式要素已变成

其他要素ꎮ
后来形式的演变ꎬ 或是在几个世纪内可以把诗的功能运用到散文上ꎬ 并把诗的功能转移到其他若

干特征上ꎬ 或是违背诗的功能ꎬ 降低它的重要性ꎮ 如同当代文学毫不重视各种体裁的相互关系 (根
据次要的结果性特征) 一样ꎬ 也可能出现把作品写成诗体或散文体都无关紧要的时期ꎮ

４７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研究

①

②

１８２５ 年 «莫斯科电讯» 刊登的一篇关于 «叶甫盖尼奥涅金» 的文章ꎬ 那里提出 “故事体小说” 一词的用法: “哪一位诗

人的目的是讲述ꎬ 即完成一部长诗? 哪一位小说家的目的是要创作大规模的作品? 在 «项狄传» 里ꎬ 故事体小说显然包罗一切ꎬ 但

故事本身根本不是创作的目的ꎮ” 参见 «叶甫盖尼奥涅金»ꎬ «莫斯科电讯» １８２５ 年第 １５ 期增刊专号ꎬ 第 ５ 页ꎮ 也就是说ꎬ 此处的

“故事体小说” (рассказ) 这个词显然接近我们 “讲述” 这个词 (сказ)ꎮ 这一术语并非偶然出现ꎬ 它已存在很久ꎮ １８４９ 年ꎬ 德鲁日

宁对体裁的定义: “作者自己 (扎戈斯金) 把这部作品 («十八世纪初的俄国人») 称为 ‘故事体小说’ꎻ 目录里又称其为 ‘长篇小

说’ꎻ 但目前还很难确定这究竟是什么ꎬ 因为它还没有写完我认为ꎬ 这既不是故事体小说ꎬ 也不是长篇小说ꎮ 说它不是故事体小

说ꎬ 因为叙述不是出自作者之口或另一个人物之口ꎬ 相反ꎬ 它是戏剧化的 (或者确切些说ꎬ 是 ‘对话性的’)ꎮ 因此ꎬ 场景和谈话不

断相互交替ꎻ 最后ꎬ 叙述只占最小的一部分ꎮ 说它不是 ‘长篇小说’ꎬ 因为这个词包含有诗歌创作的意思ꎬ 包含有人物性格和情景的

艺术再现以后我会把它称为 ‘长篇小说’ꎬ 因为它表现出小说的各种意图ꎮ” (参见德鲁日宁: «外城订户的来信» 第 ６ 卷ꎬ 圣彼

得堡ꎬ １８６５ 年ꎬ 第 ４１ 页) 我在此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ꎮ
在不同时期ꎬ 不同的民族文学里ꎬ 人们注意到有一类 “故事体小说”ꎬ 在开头几行就出现一个讲述者ꎬ 随后ꎬ 他就不再起任何情节

性的作用ꎬ 而讲述却以他的名义继续下去 (莫泊桑、 屠格涅夫)ꎮ 这个讲述者的情节性功能就很难解释ꎮ 如果把介绍这个人物的头几行

去掉ꎬ 情节也不会因此而改变ꎮ (这些故事里常见的 “开场套语” 是: “某某点上一支烟ꎬ 然后就讲述起来”)ꎮ 我认为ꎬ 这种现象不

属于情节范畴ꎬ 而属于体裁范畴ꎮ “讲述者” 的出现就是一种体裁的标签ꎬ 用以表明这是某一文学体系中的 “故事体” 的体裁ꎮ
这一信号说明ꎬ 作者用以指称其作品的体裁属性是稳定的ꎮ 因此ꎬ 这里的 “叙述者” 是旧体裁的体裁退化物ꎮ 因而ꎬ 列斯科夫的

“讲述体” 作为一种 “复活” 和更新旧体裁的手段ꎬ 先以旧体裁为目标ꎬ 然后才发展出体裁功能ꎮ 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ꎮ
米尼扎戈斯金 (１７８９—１８５２)ꎬ 俄国作家、 剧作家ꎬ 著有著名历史小说 «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ꎮ ———译者注



七

　 　 功能和形式要素的演变关系是一个完全没有探索过的问题ꎮ 我举过一个例证ꎬ 说明形式的演变会

带来功能的演变ꎮ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例子ꎬ 说明一种功能不明确的形式能产生一种新功能ꎬ 并且决定

这种功能ꎮ 也有另一类例子ꎬ 说明功能在寻找自己的形式ꎮ
我举一个两种情况相结合的例子ꎮ
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仿古的文学潮流使叙事诗又风行一时ꎬ 这种叙事诗功能既高雅又大众化ꎮ 文

学与社会系列的相互关系使作品转向寻找宏大的诗歌形式ꎮ 但是由于缺少形式要素ꎬ 社会系列的

“订货” 与文学的 “订货” 并不相同ꎬ 社会系列的 “订货” 仍然得不到满足ꎮ 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形

式要素ꎮ 卡捷宁在 １８２２ 年提出把八行诗作为叙事诗的形式要素ꎮ 八行诗看似无可指摘ꎬ 但每当人们

就其展开激烈争论时ꎬ 总是伴有对缺乏形式之功能的悲惨同情ꎮ 仿古者的叙事诗命运不济ꎮ ８ 年之

后ꎬ 舍维廖夫和普希金将该形式用于另一种功能———通过改变整个四音步抑扬格叙事诗ꎬ 创造出一种

新的 “通俗” 叙事诗 (而不是 “高雅的” 叙事诗) 和散文化的叙事诗 («科洛姆纳的小屋»)ꎮ
功能与形式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的ꎮ 如果说ꎬ 某种类型的词汇先在卡捷宁的作品里与某种格律结

合起来ꎬ 二三十年之后ꎬ 同样的结合又出现在涅克拉索夫的作品里ꎬ 而涅克拉索夫可能并没有吸取卡

捷宁的任何见解ꎬ 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ꎮ
某种形式要素的功能的变动性ꎬ 形式要素中某种新功能的出现ꎬ 形式要素与功能的结合ꎬ 这些都

是文学演变的重要问题ꎬ 目前尚无人试图解决和研究这些问题ꎮ
我只讲一点ꎬ 文学作为系列、 作为体系ꎬ 关于它的全部问题都有赖于未来在这方面的研究ꎮ

八

　 　 我们对文学现象关联的方式有一种不完全正确的印象: 人们以为文学作品是自行进入共时的文学

体系ꎬ 并在其中获得一种功能ꎮ “不断演变的共时体系” 这一概念本身就自相矛盾ꎮ 文学系列的体系

首先是文学系列的功能之体系ꎬ 它与其他系列处于不间断的联系之中ꎮ 一些系列的组成部分发生改

变ꎬ 但人类活动的差异性却继续存在ꎮ 文学的演变和其他文化系列的演变一样ꎬ 并非在节奏和性质上

与它所关联的系列相一致 (鉴于文学使用的材料所具有的特殊性)ꎮ 结构功能的演变快速完成ꎬ 文学

功能的演变则需要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地发生ꎮ 与邻近系列的快速演变相比ꎬ 整个文学系列的功能之

演变却需要几个世纪ꎮ

九

　 　 由于体系不是所有要素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作用ꎬ 而是表现为推崇一批要素 (“主导”)ꎬ 并使其

他要素变形ꎮ 作品正是借助这个主导进入文学并获得自己的文学功能ꎮ 因此ꎬ 只需依照诗歌的部分特

点ꎬ 而非其全部特点ꎬ 即可把诗歌归于诗歌系列 (而不应归于散文系列)ꎮ 文学体裁的划分也是同样

的情况ꎮ 现在ꎬ 我们根据作品篇幅长短的特点和情节走向的性质ꎬ 把一部小说归于长篇小说体裁ꎬ 在

过去ꎬ 则是根据这部作品是否包括爱情的曲折情节来归类的ꎮ
这里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从演变角度看来有趣的事实ꎮ 我们把一部文学作品与某一个文学系列加

以对比ꎬ 以作品被划入的文学系列为标尺衡量这部作品的 “违规” 和 “差异性”ꎮ 例如ꎬ 对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批评家来说ꎬ 普希金的诗歌体裁问题是非常大的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ꎬ 是因为普希金

的体裁是一种混杂的、 崭新的组合ꎬ 当时还没有什么现成的 “名称”ꎮ 体裁与某种文学系列的差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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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ꎬ 带有分歧和差异的那个体系就越突出ꎮ 例如ꎬ 自由体诗强调诗歌的原则是无格律特征ꎬ 斯特恩

的长篇小说则强调情节的原则是无本事特征 (什克洛夫斯基)ꎮ 语言学也是同样的情况: 词干的多变

性特点使我们赋予它最大限度的表现力ꎬ 并使它从前缀网系中解脱出来ꎬ 因为前缀的词形是不变化的

(旺德里耶斯)①ꎮ

十

　 　 文学和邻近系列的类比关系是怎样的? 这些邻近系列指的是什么? 对此我们都有个现成的答案ꎬ
就是日常ꎮ

但是ꎬ 为了解决文学系列和日常的关系问题ꎬ 我们还应提出一个问题: 日常如何并在哪些方面与

文学发生联系呢? 日常就其组成而言是多方面的ꎬ 只有日常各方面的功能是独特的ꎮ 日常首先在言语

方面与文学相关ꎮ 文学系列与日常的关系也是这样ꎮ 文学系列和日常系列的这一关系是通过言语路线

建立起来的ꎬ 文学较之日常有一种言语功能ꎮ
我们有一个词ꎬ 叫做 “取向”ꎬ 它的大致意思是 “作者的创作意图”ꎮ 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 意

图是好的ꎬ 但成果不佳ꎮ 我们还认为ꎬ 作者的意图可能只是一种催化剂ꎮ 作者一面运用特殊的文学材

料ꎬ 一面受到材料的制约ꎬ 从而远离他本来的意图ꎮ 例如ꎬ «智慧的痛苦» 本该是 “崇高的” 甚至是

“宏伟的” (根据作者与我们不同的表述)ꎬ 但是却变成 “仿古” 风格的政治讽刺喜剧ꎮ 又如ꎬ «叶甫

盖尼奥涅金» 本该成为 “讽刺长诗”ꎬ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 “发泄了愤怒”ꎮ 然而ꎬ 当普希金创作至

第四章时ꎬ 他已经这样写道: “我的讽刺跑到哪里去了? 在 «叶甫盖尼奥涅金» 里根本看不到它的

痕迹ꎮ”
结构功能ꎬ 即作品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ꎬ 将 “作者意图” 转变为一种催化剂ꎬ 但仅此而已ꎮ “创

作自由” 成为一句乐观的口号ꎬ 但是口号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ꎬ 并且服从于 “创作的需要”ꎮ
文学的功能ꎬ 即作品与文学系列的关系ꎬ 使服从的过程臻于完善ꎮ
让我们从 “取向” 这个词里剔除掉一切目的论的色彩和 “意图”ꎮ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文学作

品 (文学系列) 的取向将是它的言语功能ꎬ 即它和日常的关系ꎮ
罗蒙诺索夫的颂诗之取向、 他的言语功能就是演说的取向ꎮ “取向” 的标准是能上口ꎮ 最遥远的

日常 (社会) 团体的希望是能在大殿上发言ꎮ 到卡拉姆津时代ꎬ 颂诗作为一种体裁的文学意义 “衰
退” 了ꎮ 取向本身的意义或消失或缩减ꎬ 转而投向其他日常形式ꎮ 赞歌和其他各种颂歌变成了 “口
袋诗歌”ꎬ 变成日常的事情ꎬ 没有现成的文学体裁ꎮ 这样ꎬ 它们的地位就被日常的言语现象所取代ꎮ
言语功能ꎬ 即取向ꎬ 开始寻找形式ꎬ 结果在罗曼司、 笑话、 限韵诗、 字谜里找到了这种形式ꎮ 这时ꎬ
起源问题ꎬ 某种日常言语形式之出现ꎬ 就获得自己的演变意义ꎮ 在卡拉姆津时代ꎬ 上流社会的沙龙成

为此类言语现象最遥远的日常系列ꎮ 沙龙———作为一种日常事实———这时变成一种文学事实ꎮ 这就是

日常形式与文学功能的接合ꎮ
同样ꎬ 家族的、 私人的或群体的语义永远存在ꎬ 但只在某些时期内它才会获得文学的功能ꎮ
文学上某些偶然成果的接合亦是如此ꎮ 普希金的诗稿提纲和剧本草稿彻底变成散文ꎮ 只有当整个

系列在演变、 它的取向也在演变时ꎬ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ꎮ
当代文学也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取向相冲突的例子: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 («颂诗») 的集会取向与

叶赛宁 («哀歌») 的 “室内” 罗曼司取向ꎬ 就是相互对立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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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在考察文学在日常中的反扩张问题时ꎬ 我们也应关注言语功能ꎮ 在不同时期ꎬ “文学个性” “作
家个性” “主人公” 就是文学的言语取向ꎬ 并由此走向日常ꎮ 拜伦的抒情主人公就是这样ꎬ 他们与作

家的 “文学个性” 相关ꎮ 这一生动个性被读者在诗歌中构建出来ꎬ 并跨入日常的范畴ꎮ 海涅的 “文
学个性” 也是这样ꎮ 这个文学个性与生活中的海涅本人相去甚远ꎮ 在某些时期ꎬ 传记成为一种不足

为信的口头文学ꎮ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ꎬ 它取决于所处体系的言语取向ꎬ 如普希金、 托尔斯泰、 勃洛

克、 马雅可夫斯基、 叶赛宁等作家所创造的神话ꎬ 再比较一下列斯科夫、 屠格涅夫、 迈科夫、 费特、
古米廖夫等没有文学个性的文学家ꎬ 他们没有针对 “文学个性” 的言语取向ꎮ 文学为了向日常扩张ꎬ
当然要求具备某些特殊的日常条件ꎮ

十二

　 　 文学的最邻近的 (第一) 社会功能就是这样ꎮ 只有从研究邻近系列出发ꎬ 只有通过分析邻近的

条件ꎬ 而不是强行从虽属重要却远不可及的因果系列出发ꎬ 才能确立文学的地位ꎬ 开展文学研究ꎮ
还需要提出一点: “取向”ꎬ 即言语功能的概念ꎬ 与文学系列或文学体系相关ꎬ 但不与具体作品

相关ꎮ 必须先在具体作品与文学系列之间建立联系ꎬ 然后才能谈作品的取向ꎮ 适用于多数事物的规律

并不适用于少数事物ꎮ 如果我们对每一部具体作品和每个特定作家都立即确立起遥远的因果关系系

列ꎬ 那么ꎬ 我们研究的便不是文学的演变ꎮ 文学的改变ꎬ 不是文学如何在与其他系列的关联中发生演

变ꎬ 而是文学如何受邻近系列影响而发生变形ꎮ 这个问题也有待研究ꎬ 不过是从一个角度去研究ꎮ
直接研究作者的心理ꎬ 在他所处的环境、 他的生活、 社会阶级和他的作品之间建立因果联系ꎬ 这

是一种极不可靠的做法ꎮ 巴丘什科夫① 的情诗是他研究诗歌语言的成果 (参见他的演讲词 «论轻佻

诗歌对语言的影响»)ꎬ 维亚泽姆斯基② 也拒绝从巴丘什科夫的心理探寻这种情诗的由来ꎮ 诗人波隆

斯基③ 从来不是理论家ꎬ 但他作为诗人ꎬ 作为文学大师ꎬ 理解了文学创作的本质ꎮ 他在评论别涅季

克托夫④ 时写道: “很可能严峻的大自然———森林、 牧场、 岩石———影响了未来诗人童稚般敏感的心

灵ꎬ 究竟是怎样影响的呢? 这是个困难的问题ꎬ 没有人能够圆满地解决它ꎮ 大自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一样的ꎬ 它在这里并不起主要的作用” 艺术家发生转变很常见ꎬ 这类转变是不能用他的个性之

改变来解释的ꎮ 例如ꎬ 杰尔查文和涅克拉索夫的转变就是这样ꎮ 在青年时期ꎬ 他们的高雅诗与通俗、
讽刺诗并行不悖ꎬ 并在客观条件下ꎬ 这两类诗歌会融合在一起ꎬ 产生一些新的现象ꎮ 显然ꎬ 问题不在

于个人的和心理的条件ꎬ 而在于客观条件ꎬ 在于文学系列相对第一位的社会系列而发生的功能的

演变ꎮ

十三

　 　 因此ꎬ 必须重新考虑文学演变中一个复杂的问题ꎬ 就是 “影响” 的问题ꎮ 有些属于个人心理的

和日常的深刻影响ꎬ 在文学方面并没有显现出来 (恰达耶夫⑤ 和普希金)ꎮ 有些影响改变了文学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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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巴丘什科夫 (１７８７—１８５５)ꎬ 俄国诗人ꎮ ———译者注

维亚泽姆斯基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ꎬ 俄国诗人ꎬ 普希金的好友ꎮ ———译者注

波隆斯基 (１８１９—１８９８)ꎬ 俄国诗人ꎮ ———译者注

别涅季克托夫 (１８０７—１８７３)ꎬ 俄国诗人ꎮ ———译者注

恰达耶夫 (１７９４—１８５６)ꎬ 俄国作家ꎮ ———译者注



没有演变的意义 (米哈伊洛夫斯基① 和格列布乌斯宾斯基②)ꎮ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情况是: 一些外

部的迹象说明影响的存在ꎬ 尽管从来没产生过这样的影响ꎮ 我举过卡捷宁和涅克拉索夫的例子ꎬ 这样

的例子比比皆是ꎮ 南美洲的部落创造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ꎬ 但是这些部落从未受过古代文化的影响ꎮ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趋同的事实ꎬ 重合的事实ꎮ 这些事实极为重要ꎬ 以至完全超出了心理学对影响问题

的阐释范围——— “是谁第一个先说话的?” 这个年代学的问题并不是主要的ꎮ 当某些文学条件适时地

在某一方向出现时ꎬ “影响” 就会随之发生ꎮ 在功能重合的情况下ꎬ “影响” 为艺术家提供形式要素ꎬ
用以发展和稳定功能ꎮ 如果没有这样的 “影响”ꎬ 一种类似的功能也可能单独引导我们找到类似的形

式要素ꎮ

十四

　 　 现在应该提出文学史使用的主要词语的问题了ꎬ 也就是 “传统” 这个词ꎮ 如果我们承认演变是

一个体系中各种成分之关系的变化ꎬ 也就是说ꎬ 是功能和形式要素的变化ꎬ 那么演变就变成各个体系

的 “更替”ꎮ 这样的更替在不同时代急缓不一ꎬ 其前提不是突然地、 全面地更新与替换形式要素ꎬ 而

是创造这些形式要素的新功能ꎮ 因此ꎬ 某种文学现象与另一种文学现象不能单从形式上进行对比ꎬ 也

应从功能上进行对比ꎮ 有些现象看来彼此截然不同ꎬ 并且属于不同的功能体系ꎬ 但在功能上可能是类

似的ꎬ 反之亦然ꎮ 因为每一文学流派都在一定时期会从以前的体系中寻求支持ꎬ 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难

于理解ꎮ 可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传统主义”ꎮ
因此ꎬ 普希金散文的功能可能更接近托尔斯泰散文的功能ꎬ 而普希金诗歌的功能可能更接近他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的模仿者和迈科夫的诗歌功能ꎮ

十五

　 　 总而言之ꎬ 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系列ꎬ 看作一种和其他系列或体系建立联系并受其制约的体系ꎬ
我们才有可能研究文学的演变ꎮ 要从结构功能到文学功能ꎬ 从文学功能到言语功能开展研究ꎮ 应该澄

清功能和形式的演变的相互作用ꎮ 演变研究应从文学系列向关联的邻近系列延伸ꎬ 而不是向虽重要却

遥远的系列延伸ꎮ 这种研究方法非但不会否定主要社会因素的主导意义ꎬ 反而会就文学演变的问题对

主导意义加以全面阐释ꎬ 而直接确立主要社会因素的影响ꎬ 就是用文学作品的变化及其变形研究偷换

文学演变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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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米哈伊洛夫斯基 (１８４２—１９０４)ꎬ 俄国社会学家ꎮ ———译者注

乌斯宾斯基 (１８４３—１９０２)ꎬ 俄国作家ꎮ ———译者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７ＺＤＡ２８２)ꎮ
作者简介: 伊琳娜波波娃 (Ирина Попова)ꎬ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巴赫金学ꎮ

①　 原题为: Бахтин и формалисты: об одном незамеченном случае сближенияꎮ

巴赫金与形式论学派:
一种未被观察到的交集

①

[俄] 伊琳娜波波娃

(俄罗斯科学院 世界文学研究所ꎬ 莫斯科 １２１０６９)

　 　 摘要: 形式论学派在俄罗斯文学学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公认ꎬ 同时ꎬ 包括巴赫金

在内的其他学者或学派对形式论学派的批评与论辩ꎬ 以不同形式和视角相继展开ꎬ 这共同形成了俄罗斯 ２０
世纪文学学的百家争鸣ꎮ 我们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关照巴赫金及其圈子对形式论学派的批评ꎬ 理解其历史现

实性ꎬ 由此确定形式论学派向语言学的转向和巴赫金诗学向美学的转向ꎮ
关键词: 巴赫金ꎻ 形式论学派ꎻ 诗学ꎻ 美学ꎻ 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９ꎻ Ｉ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７９－０９

一

　 　 形式派在俄罗斯文学学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理论 (不管是学院派的文

学学———О М 弗莱登堡的著作ꎬ 还是 М М 巴赫金圈中学者的著作) 业已成型ꎬ 在和形式方法的

对位中认知到自我ꎮ 可以这样说: 形式派位于新理论的焦点ꎬ 这既是由于其理论主张ꎬ 也是由于其高

效的辩论ꎮ 为什么和形式派的辩论在俄罗斯理论形成中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呢? 不仅因为在其中讨论

了如何理解和分析文本: 是否需要把文本视为内在结构ꎬ 是否必须把文本和现实、 历史、 意识形态进

行对比ꎬ 还因为没有进入议题的其他公理———遵照这些公理或者不遵照ꎬ 在 ５０ 余年中ꎬ 俄罗斯文学

学依此进行着自决ꎮ
在文学学作为一门科学 (具有独立研究对象、 目的、 方法和术语语言) 形成的过程中ꎬ 形式派

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ꎬ 即完成了俄罗斯欧洲意义上的诗学变革ꎬ 这一变革始于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

奇维谢洛夫斯基ꎮ 正是这一步决定了形式派在 ２０ 世纪俄罗斯理论中的关键性地位ꎮ
在 ２０—３０ 年代和形式派的多声辩论中ꎬ 巴赫金的批评占据了独特的地位ꎮ 巴赫金一方面批评了

他认为的形式派最薄弱的观点ꎬ 另一方面批评了形式派把自设的诗学、 语言学概念认定为公理ꎬ 这些

都促进了 ２０ 世纪文学学的发展ꎮ
２０—３０ 年代时ꎬ 巴赫金和其周围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展开了对形式派的批评ꎬ 到了 ６０—７０ 年

代ꎬ 为了明确科学的诗学究竟是什么样子ꎬ 这些内容又被作为重要的方法论提及ꎮ 而且ꎬ 在 ２０ 世纪

最后的二三十年ꎬ “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 在方法论上的对立激化到不可化解的地步ꎬ 要求研究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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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抉择: “等距” 援引形式主义者和巴赫金的著作被认为或者是专业上不在行ꎬ 或者是专业上温情ꎮ
是什么使研究这场久远的辩论中形成的立场又具有了现实意义呢? 巴赫金对形式派的批评被多种

语言全面阐释ꎬ 被语言学家、 哲学家、 文艺学家们多维度研究ꎮ 其基本立场大家都明了ꎬ 而且其早就

进入到大学的教学大纲、 教材和文选ꎬ 每个认真的大学生都可以弄懂ꎮ 可以这么说ꎬ 巴赫金对形式派

的批评作为这一时代的大事ꎬ 我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ꎬ 诸如巴赫金对永远有争议的作者问题、 主

旨、 文本等问题的看法ꎮ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ꎬ 但依然没有给出我们感兴趣问题的答案ꎮ
为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ꎬ 应当历史地看待巴赫金对形式派批评的问题———按照 １９２４ 年 Б М 艾

亨鲍姆给 «莱蒙托夫» 做的前言中所说:
历史地研究事件并不意味着要把它作为该时代独特环境下的独特事件来描写ꎮ 这是天真的历

史主义ꎬ 会使科学失去创造力ꎮ 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反映过去ꎬ 而是要厘清事件的历史现实性、 确

定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驱动作用ꎬ 这种能量是始终如一存在而不会消失的ꎬ 因此在时间之外起作

用ꎮ①

我们可以看出ꎬ 艾亨鲍姆用能量的范畴重新定义了历史主义的原则ꎮ 这一推论性选择的前提是什

么? 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ꎬ 对唯能论兴趣的复兴和多次尝试透过其棱镜研究俄罗斯哲学、 语言学和文学理

论———这些都使我们要专门研究一下艾亨鲍姆的术语偏好ꎮ
显然ꎬ 使用能量范畴并不会把人引入歧路———证明形式主义者是罗伯特迈尔和威廉奥斯特瓦

尔德的追随者ꎬ 但证据不多ꎬ 正如把巴赫金—沃洛申诺夫的语言理论称为 “东正教唯能论”② 的变体

一样ꎮ 能量论这一术语是 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代科学和哲学辩论的一部分ꎬ 在该情形下ꎬ 把它阐释为恰当

的科学隐喻更为准确ꎮ 可以说ꎬ 艾亨鲍姆论述了能量范畴中的历史主义原则后ꎬ 按照相应规则 (或
原则) 定义了保存历史的原则:

历史研究开创了事件的动态变化ꎬ 其规则不仅仅在特定年代发挥作用ꎬ 也时时处处发挥作

用ꎮ 在该意义上———尽管听上去离奇ꎬ 历史就是关于不变的、 不动的、 一直存在的科学ꎬ 尽管和

变化、 和进展有关———历史上什么都不会重复ꎬ 但正因为如此ꎬ 什么也不会消失ꎬ 而只会形态发

生变化ꎮ③

因此ꎬ 我们尝试用历史眼光来看待巴赫金对形式派的批评ꎬ 即套用艾亨鲍姆的说法ꎬ 理解其历史

现实性ꎬ 确定其在作为科学的诗学发展中的作用ꎮ 我们想强调的是ꎬ 我们说的是巴赫金和他对形式主

义方法的批评ꎮ 尽管 “巴赫金圈子” 这一概念在该问题的背景中是不可少的ꎬ 尽管 М М 巴赫金、
П Н 梅德韦杰夫、 В Н 沃洛申诺夫及其他学者对形式主义方法的批评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相互关

联ꎬ 但把这些作者的文本都视为一个不存在宣言的统领是错误的ꎮ 不应当忘记ꎬ 说起 “巴赫金圈子”
或 “涅维尔斯克圈子” (当然ꎬ 这不是完全重叠的圈子)ꎬ 我们指的不是历史事实ꎬ 而是研究结构ꎮ
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及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不同的是ꎬ “巴赫金圈子” 并未把自己作为一个具有一般纲领

的科学流派进行宣言ꎮ
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方法的批评初见于 １９２４ 年ꎬ 在 １９７０ 年以 «话语美学» «文学作品中内容、 材

料和形式问题»④ 为题ꎬ 部分发表了其批评ꎮ 全文 ２００３ 年发表在 «巴赫金全集» 第 １ 卷中ꎬ 具体在

«文学作品的美学方法论问题» 文中的第一部分 “文学作品的形式、 内容和材料问题” 中ꎮ⑤

按照巴赫金自己所述ꎬ 该文章是应 «俄罗斯现代人» 杂志的邀约而写ꎬ 该杂志创刊于 １９２４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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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Лермонтов: опыт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ценки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 изд－воꎬ １９２４ С ８－９
没有任何证据的这种尝试在 １９９０ 年代出现ꎬ 参见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５ М :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ꎬ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１９９６ С ６３３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Лермонтов: опыт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оценки Л : Гос изд－воꎬ １９２４ С ８－９
Бахтин М 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к эстетики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ꎬ １９７５ С ６－７１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Т １ М :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０３ С ２６５－３２５



由于新闻检查ꎬ 到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或 １９２５ 年初的第 ４ 期中止发行ꎮ 在杂志档案中并未找到给巴赫金的

约稿信息ꎮ
对于我们的题目而言ꎬ 重要的是形式派和 «俄国现代人» 的批评和索引栏目合作: Б М 艾亨鲍

姆 («守候文学»ꎬ «俄国现代人» １９２４ 年第 １ 期ꎻ «体裁探索»ꎬ «俄国现代人» １９２４ 年第 ３ 期)ꎻ
В Б 什克洛夫斯基 («论电影规则»ꎬ «俄国现代人» １９２４ 年第 １ 期ꎻ «当代人和同步者»ꎬ «俄国现

代人» １９２４ 年第 ３ 期)、 Ю Н 蒂尼亚诺夫 («今日文学»ꎬ «俄国现代人» １９２４ 年第 １ 期ꎻ «间隔»ꎬ
«俄国现代人» １９２４ 年第 ４ 期)ꎬ 如此ꎬ 上述刊物形式派占了主导地位ꎮ 此外ꎬ １９２４ 年艾亨鲍姆的

«透视文学» 问世ꎬ 同年第 ２ 期 «俄国现代人» 上发表了 Г О 维诺库尔对该书的评论ꎮ 这篇评论写

于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ꎬ 当时维诺库尔与 “列夫” (左翼艺术阵线) 处于巨大的分歧中ꎬ 维诺库尔脱离形式

派ꎬ 转向 Г Г 施佩特的诠释学———我们还未重新审视这篇书评ꎬ 更确切地说是还未回顾它与巴赫金

批评相互呼应的地方ꎮ
下面我们请大家注意: 巴赫金正是在这一时期撰写了文章ꎬ 当时对形式派的形式方法的批评无论

多么尖刻和绝对ꎬ 我们都要引用 １９２３ 年 А С 多利宁① 的评价———形式方法是占上风、 占主导地位

的科学流派ꎮ
因此ꎬ 在 １９２４ 年的文章中ꎬ 巴赫金假设了形式主义方法批评的基础ꎬ 表述了该问题的本质: 诗

学和美学 (诗学是文学创作的美学) 与诗学和语言学形成对照ꎮ
巴赫金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关键点ꎬ 其余的都是这两点的衍生物ꎮ 首先ꎬ 他非常认可形式主义对科

学思维的推崇———形式主义 “不惜一切代价” 建立一门科学ꎬ 把 “科学性” 变得时尚② ꎮ 其次ꎬ 他

指出诗学与 “普通哲学美学系统”③ 的界限ꎬ 以及诗学向语言学转向并归附语言学ꎬ 成为 “语言学

一部分”: “诗学紧贴语言学”ꎬ 语言学开始占据 “与其自身不相称、 原本是普通美学的领导地位”④ꎮ
我提请注意的是: 在这一点上ꎬ 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与维诺库尔 １９２４ 年对艾亨鲍姆的书评

如出一辙ꎬ 维诺科尔分析了艾亨鲍姆 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以及之后的论文ꎬ 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方法论和修

辞上的断裂ꎬ 维诺库尔认为ꎬ 和艾亨鲍姆本人所承认的一样ꎬ 他对 «外套»⑤ 的分析文章成为转向

“形式” 方法的开端⑥ꎮ 鉴于此ꎬ 维诺库尔如此论述 “艾亨鲍姆的二重性” 及他的批评: 早期的艾亨

鲍姆依靠的是 “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美学” 来进行对诗歌的文学批评ꎬ 在诸如对文学文本进行具体分

析这类科学研究上———依靠的是 “形式和形态的美学” (提请注意的是ꎬ 巴赫金称之为 “材料美

学” )ꎮ 维诺库尔认为书中存在的方法论上的矛盾是由于低估了 “整个结构中的诗学话语”ꎬ 他认为

在对文学形式进行具体分析时ꎬ 哲学美学还是应该成为其分析的依据:
如果美学需要哲学理由ꎬ 那么在分析具体的审美形式时ꎬ 依旧需要这一理由的存在ꎬ 因

为这种审美形式的特点显然会成为美学本身的哲学依据ꎮ⑦
因此ꎬ 维诺库尔提出ꎬ 对于艾亨鲍姆而言ꎬ 下一步研究就是回归哲学ꎬ “这种回归充满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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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学史的分析、 被诗学材料确认的知识” ———这是综合性的回归ꎬ 是 “最终综合的链条”ꎮ①

二

　 　 为什么不同作者 (如巴赫金和维诺库尔) 在对形式研究做出评价时ꎬ 哲学的美学问题会成为关

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ꎬ 有必要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人文科学的发展过程ꎬ 在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 年ꎬ 亚历山

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在柏林的报告中如此写道: “修辞和诗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ꎬ
接下来 “在历史哲学领域里正在完成一场变革ꎬ 这可能是自古典的学问伟大复兴之后ꎬ 又一次重大

事件”ꎮ②

当然ꎬ 我们的任务不包括对诗学改革的任何完整描述ꎬ 诗学改革的兴起是由于历史主义原则和人

文科学规范的提出ꎮ 在我们的主题背景下ꎬ 存在以下最重要的三种情况ꎮ
第一ꎬ 诗学研究对象的扩展ꎮ 诗学开始不仅仅是文学创作ꎬ 而是转入对文学创作的研究ꎬ 即文学

科学ꎮ
第二ꎬ 新诗学 (或文学理论)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ꎬ 与文学史即以前的普通诗学一起存在ꎬ 它制

定出作品的创作和评价的普遍标准ꎬ 但它是历时制定的ꎬ 即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该时代和语言文化的

诗学技巧与这些一般规则是什么关系ꎮ
第三ꎬ 与隶属于哲学综合门类的其他人文学科一样ꎬ 诗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础ꎬ 哲学和美学不

再像以前一样需要诗学了ꎮ А В 米哈伊洛夫这样定义哲学: “哲学把以前归附于哲学综合体中的各

个学科剥离ꎬ 并让它们完全独立地存在ꎮ”③

维谢洛夫斯基的 «历史诗学» 是第一部独立于哲学和美学之外的俄罗斯诗学ꎬ 它建立在自身的

基础上ꎮ 维谢洛夫斯基理论源于这样一种观念ꎬ 即立于哲学和美学之上的科学是不被需要的ꎬ 前者先

于科学并预设其结论ꎮ 然而ꎬ 不应该由此否定综合科学知识ꎬ 但综合不是由哲学概念预先判断ꎬ 而是

必须通过大量经验事实的科学概括来实现ꎮ
早在 １８７０ 年ꎬ 也就是在自己的 «历史诗学» 问世之前的 ２０ 年里ꎬ 维谢洛夫斯基不无满意地说ꎬ

比较方法 “动摇了德国美学”ꎬ 他总结道: “美学仍然需要重建ꎬ 有必要将形式问题与世界观问题进

行更严格的区分ꎮ”④ 维谢洛夫斯基的 “形式问题” (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学研究对象)、 克服科学

中的 “形而上学” 残留、 文本分析的新原则 (包括形态分析、 情节和主题结构分析) 等一起被俄罗

斯形式派承袭ꎮ 在从主旨研究过渡到形式研究、 过渡到将文学形式理解为内在结构的过程中ꎬ 形式派

部分依据的就是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ꎮ
我们没有触及这一被专门研究过且研究得很不错的问题ꎬ 但提请注意的是ꎬ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В Б 什克洛夫斯基在解释形式主义者如何看待维谢洛夫斯基时ꎬ 将 «历史诗学» 的作者维谢洛夫斯

基比作 “双目失明的参孙”ꎬ “他不但没有摧毁圣殿ꎬ 恰恰相反ꎬ 而要试图建立它ꎬ 但不像他的追随

者ꎬ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建造什么”ꎮ⑤ 当然ꎬ 超出问题的起源背景ꎬ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什克洛夫斯基

的说法是不合理的ꎮ 然而ꎬ 还是有必要考虑到这一说法ꎬ 尽管它使用了修辞强化的形式ꎬ 其中还是包

含了关于建立科学理论的原则问题ꎮ 诗学是一个系统的问题ꎬ 特别是ꎬ 考虑到后果方面的这种变化比

关注个别诗学范畴的变化更为激进和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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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方法诗学提出了理论史的 “从属” 经验ꎬ 将陌生化原则作为共时和历时条件下文学的普遍

特征ꎬ 作为其内在发展的基础ꎬ 而将文学演变视为动态系统的变化ꎮ 形式主义结构的严苛至少有一部

分原因是对实证主义的 “折中主义” 的回应: 文学事实被放入严格的概念系统中研究ꎬ 这一系统不

是由哲学或美学决定 (形式主义者排斥语文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美学ꎬ 这一点与实证主义一致)ꎬ 而是

由科学理论来决定ꎮ
巴赫金以另一种方式在自己的著作中解决了科学和哲学问题ꎬ 他是从哲学在精神科学中的特殊地

位出发ꎬ 从必须创造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出发的ꎮ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巴赫金及其研究小组 (В Н
沃洛申诺夫、 И И 卡纳耶夫、 П Н 梅德韦杰夫) 在文学学、 语言学、 生物学和精神分析的文献基

础上ꎬ 对科学和哲学边界进行了研究———即作为一门综合科学和论述它的著作ꎬ 要重新定义哲学家的

地位ꎬ 如果一位哲学家想研究哲学ꎬ 他必须同时学习美学、 心理学、 诗学、 语言学和文学史ꎮ 巴赫金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同时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ꎮ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上半段ꎬ 巴赫金开始撰写题为 «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 的著作①ꎬ 其文本内容

与那些年的许多理论一样ꎬ 仍未完成ꎮ ２０ 年后ꎬ 在 «６０ 年代—７０ 年代初期的工作札记» 中ꎬ 出现了

«人文学科方法论» 的草稿ꎬ 也是未完成稿②ꎮ 因此ꎬ 在专门的文章中主要的方法论问题还没有得到

集中阐述ꎬ 到目前为止ꎬ 人们更愿意使用所谓的 “争议性” 文本来阐述它ꎬ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展开

和完成ꎮ 然而ꎬ 尽管 В Н 沃洛申诺夫和 П Н 梅德韦杰夫的著作完成度很好ꎬ 它们的结构性和层次

建构与巴赫金未完成文本相比更胜一筹ꎬ 但却很少涉及该主题ꎮ
虽然在 «形式方法» 中有专门章节论述哲学和科学的综合ꎬ 其中讨论了实证主义、 “生命哲学”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可能性ꎬ 而在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 中则讲述了语言哲学与文学、 宗教、 道

德的关系ꎬ 在沃洛申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这些著作或其他作品中没有提到巴赫金提出的最重要问题ꎬ
这些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１) 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本的支配下人文学科的自我认知的批评ꎻ (２) 克

服实证主义科学综合和避免出现新的整体哲学 (更广泛的意识形态)ꎻ (３) 伽达默尔后来称之为 “将
审美维度扩展到超验领域”ꎮ③

在创立人文学科方法论时ꎬ 巴赫金把它与两个内部矛盾形成对比ꎬ 在 ２０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俄罗

斯这两个矛盾观点同样有影响力 (尤其是借助于 «逻格斯» 期刊): 其一是狄尔泰的历史方法哲学ꎬ
该哲学向诠释学做出了决定性转向ꎬ 其二是以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巴登学派的新康德哲学ꎮ 然而ꎬ 巴赫

金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和这两个学派等同起来ꎬ 而且ꎬ 他发现了批评这两个学派的共同领域———理论

主义、 理论上的自我认知ꎮ 巴赫金认为对话可以克服这些问题ꎬ 对话可以首先从根本上用另一种方式

确定人文学科的对象ꎬ 然后确定它们的方法ꎮ
巴赫金跟随狄尔泰ꎬ 努力将人文学科从其从属的自然科学ꎬ 即归纳方法中解放出来ꎬ 但 “描述

和分裂” 心理学作为历史方法的基础没有被接受: “不能在心理学中消解意义———它对任何心理学来

说都是客观的: 意义逻辑不是心理逻辑ꎮ” 狄尔泰描述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是直接感受心理活动的内在

联系ꎬ 这种联系被理解为目的论ꎮ 由于现实中个人精神生活表现为孤立的世界ꎬ 其相互渗透是有限

的ꎬ 不能从意义派生的角度去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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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中ꎬ 巴赫金找到了一种超越个人性心理解释的方法: 他将人文学科的对象定义为 “表达

和说话的存在”①ꎬ 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札记中ꎬ 通过部分 “他者的话语” 将认知对象的对话理念

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ꎮ 他设定了事物认知和个人认知的界限: 前者是独白式的和永恒的ꎬ 后者是对话

式的和历史的ꎬ 前者的标准是准确性ꎬ 后者的标准是观察力的深度ꎮ 因此ꎬ 在巴登学派中形成特定认

知方式的 “理解” 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ꎬ 而在狄尔泰这里和 “解释” 相反的概念ꎬ 被巴赫金论证

为对话ꎬ 这不是观察一个他人封闭的世界ꎬ 而是 “深入感受” 或 “移情”ꎬ 这不是主客体关系ꎬ 而是

歌德的意思———他曾经说: “理解意味着把别人的话内化为自己的”ꎮ

三

　 　 如何将理论贯彻在诗歌研究实践中ꎬ 我们以果戈理风格研究为例子ꎬ 可以很方便展示这一问题:
首先ꎬ “果戈理技巧手法” 是当时重要的科研问题之一ꎻ 其次ꎬ 对作家风格的研究能够最清晰地体现

巴赫金诗学的 “美学” 倾向和形式主义诗学的 “语言” 倾向ꎮ
巴赫金对果戈理的兴趣持续了几十年 (根据有关记载ꎬ 他打算写一本关于果戈理的书)ꎬ 最终ꎬ

唯一完成的是论文 «语言艺术和民间笑文化 (拉伯雷和果戈里)» (１９４０ 年ꎬ １９７０ 年)②ꎮ 尽管在巴

赫金的草稿和提纲中对果戈理的诗学进行了研究ꎬ 其中一些已经在作品集中发表ꎬ 有些仍在等待出

版ꎬ 但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文章中的视角ꎬ 应该认识到ꎬ 果戈理风格的研究材料主要与关于拉伯雷的

书修订有关ꎬ 目的是发展其中的 “拉伯雷和果戈理” 主题ꎮ 我们将对这一争议性的情节展开表述ꎮ
俄罗斯文学学中的 “拉伯雷和果戈理” 问题研究与巴赫金的名字紧密相关ꎮ 同时ꎬ 在风格历史

和理论背景下ꎬ 两位作家的名字并置也有其自身的命运ꎮ В В 维诺格拉多夫在 １９４９ 年提到这一点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在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了巴赫金手稿ꎬ 并且 “拉伯雷和果戈理” 问

题研究被一致认为是失败的ꎬ 维诺格拉多夫提请注意这一事实ꎬ 早在巴赫金之前ꎬ １９０２ 年ꎬ 赫尔辛

基大学教授约瑟夫叶梅利亚诺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在他的书 «论果戈理的风格特征» 中提出了同

样的想法:
关于拉伯雷对果戈理影响的想法是错误的ꎮ １９４２ 年③ 曼德尔施塔姆对这一想法进行了延伸ꎬ

使之在资产阶级文学研究中得到传播ꎻ 巴赫金也提及了这个想法ꎬ 但通过认可民间文学的影响ꎬ
对这一说法做了一些改变ꎮ④

的确ꎬ 在第二十一章 («果戈理的幽默») 中ꎬ 分析名字的修辞时ꎬ 曼德尔施塔姆描述了起名字

时使用双关语的技巧ꎬ 并列举了莫里哀和拉伯雷作品中的例子ꎬ 关于拉伯雷的风格也指出了 “声音

不可思议的组合ꎬ 这些声音引起笑声ꎬ 只因为它们与这个词有略微的相似之处”:
首先ꎬ 果戈理起了一些自己并没考虑 “含泪的笑”ꎬ 但这样的名字把自己也逗乐了ꎬ 如:

Пупопуз (蒲柏布思)、 Голопуз (果洛布思)、 Довгочхун (多夫果奇洪)、 Голопупенко (果洛

布边卡)、 Свербыгуз (思维尔贝古思)、 Кизякопупенко (基则亚郭布边卡)、 Персперчиха (皮
尔士皮尔奇哈)、 Крутотрыщенко (克鲁多特雷先科)、 Печерыця (皮切雷恰)、 Закрутыгуб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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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现实主义历史上的弗朗索瓦拉伯雷» (１９４０ 年) 手稿最后几页的文本历史ꎬ １９７０ 年对其进行了补充ꎬ １９７３ 年首次

出版ꎬ 该书的书名为 «语言艺术和民间笑文化 (拉伯雷和果戈理)»ꎬ 其中包含了 “背景” 的年鉴ꎮ 参见 Бахтин М М К эстетике
слова / / Контекст １９７３ М : Наукаꎬ １９７４ С ２５８－２８０ 一年后出现的片段 «致语言美学»ꎮ 参见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４
(２)  М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１０ꎬ С ６９３－６９４

速记记录如此ꎮ 对曼德尔施塔姆书的引用见维诺格拉多夫著作ꎮ 参见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ＸＶＩＩ－ＸＩ вв ３－е изд —М : Высшая школаꎬ １９８２ С ３７９ꎬ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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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可鲁得古巴) 等ꎮ 这种编造好笑名字的方式依然存在于果戈理后来的作品中: «结婚» 中的

Яичница (亚 依 奇 尼 查)ꎬ «外 套 » 中 的 Неуважай корыто ( 涅 无 瓦 扎 依  郭 雷 多 )、
Велобрюшкова (维洛布柳什科娃)、 Башмачкин (巴什马奇金)ꎬ 最后的名字是一个文字游戏ꎮ 有

时他有意选择存在的名字: Акакий Акакиевич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 Трифилий (特力菲

利)、 Дула (杜拉)、 Варахасий (瓦拉哈希)、 Павсикихий (巴弗西基希)、 Вахтисий (瓦赫基西)
等等ꎮ

在其他情况下ꎬ 他使用了双关语的名字 (这种手法已经早就被所有幽默作家使用过)ꎮ 莫里

哀为自己的读者选择了这些名字匹配到人物身上ꎬ 比如: Ｐｏｕｒｃｅｕｇｎａｃ (布赫苏尼亚克)、 Ｄｉａｆ￣
ｏｕａｓ (迪亚福瓦)、 Ｐｕｒｇｏｎ (布赫贡)、 Ｍａｃｒｏｔｏｎ (马克东)、 Ｄｅｓｔｏｎａｎｄｒｅｓ (德斯托南德尔)、 Ｖｉ￣
ｌｅｂｒｅｑｕｉｎ (维勒布乐甘)ꎬ 拉伯雷则更多的是使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组合ꎮ 它通过与单词的略

微相似性来表达笑声ꎬ 如 Ｓｏｌｍｉｇｏｎｄｉｎｏｙｓ (索勒米贡迪诺瓦)ꎬ Ｔｒｉｎｑｕａｍｅｌｉｅ (谭卡梅利)ꎬ Ｔｒｏｕｉｌ￣
ｌｏｇａｎ (图约冈) 等等ꎮ①

曼德尔施塔姆从拉伯雷和果戈里的语言中找出一般的修辞技巧———因而维诺格拉多夫的看法是对

的ꎬ 这为比较分析奠定了实际基础ꎮ 尽管如此ꎬ 经验事实很重要ꎬ 这对于实证主义诗学既必要又充

分ꎬ 但对于 ２０ 世纪的理论来说还不够ꎮ 我大胆地猜测在长期观察果戈理风格及其来源的一系列叙述

中简短地提及拉伯雷未必能让人记住ꎬ 当然ꎬ 特别是ꎬ 如果艾亨鲍姆没有在文章 «果戈里的 ‹外套›
是怎样做成的» 中引用曼德尔施塔姆这个观点ꎬ 谁都不会想到 “拉伯雷和果戈理” 的问题ꎮ②

还是在关于 «外套» 的文章中———艾亨鲍姆认为这是按照 “形式主义” 方法做研究的开始和转

折点ꎬ 曼德尔施塔姆的书被定性为 “有趣的观察ꎬ 但在方法论上是混乱的”ꎮ 相反ꎬ 艾亨鲍姆对曼德

尔施塔姆的修辞分析没有任何评论ꎬ 只在问题历史背景中引用了这一点ꎬ 还包括了其他人对果戈理笔

下人名的语义和修辞的讨论: Д А 奥博连斯基的回忆和 О Н 斯米尔诺娃的报道ꎮ 然而ꎬ 在文章的

问题研究领域方面ꎬ 引文获得了新的、 原文中没有的概念意义ꎮ
由此ꎬ 在俄罗斯文学学中拉伯雷和果戈理的名字一起被纳入讲述体理论中ꎬ 也纳入了声音语义问

题和作为表达技巧的语音游戏中:
讲述体不仅是叙述ꎬ 也不仅是说话ꎬ 而是用面部表情和声音再现词语ꎬ 句子的选择

和串联不仅是根据逻辑语言的原则ꎬ 而更多是根据语言的表达原则ꎬ 在这过程中发音、 面部表

情、 声音手势等起着特殊作用ꎮ 因此ꎬ 这是他的语言中的声音语义现象: 无论逻辑或实际的含义

如何ꎬ 词语的声音外在、 声音特征在果戈理的言语中都是有意义的因此ꎬ 他喜欢用名称、 姓

名等为这种声音游戏开启广阔空间ꎮ③

认识到由曼德尔施塔姆发现和确定的经验事实很重要ꎬ 也就应该承认ꎬ 在艾亨鲍姆的文章中ꎬ 这

一事实获得了富有成效的理论背景ꎮ 因此ꎬ 巴赫金和继艾亨鲍姆之后的其他研究者一样ꎬ 从曼德尔施

塔姆的书中ꎬ 找到了拉伯雷和果戈理语言的比较分析的例子ꎬ 这运用的不是原始实证方法ꎬ 而是严格

的形式诗学概念体系ꎮ 巴赫金的一系列研究问题尤其关注语言游戏的声音手法、 面部表情和声音手势

的研究ꎮ 在建立自己的果戈理风格概念时ꎬ 巴赫金不能完全摆脱 “形式主义方法” 的理论ꎮ
当然ꎬ 这并不意味着巴赫金只通过艾亨鲍姆的文章了解曼德尔施塔姆的研究结果ꎮ 对于巴赫金来

说ꎬ 曼德尔施塔姆的另一个评论同样重要ꎬ 其中比较了拉伯雷和果戈里所使用的不体面的名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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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无论这些名字本身多么可笑ꎬ 它们只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组合ꎬ 但它们并不总是处于粗鲁

幽默的第一阶段ꎬ 因为它们常常作为一种形式符合已知的内容ꎮ 无论如何ꎬ 果戈理并没有超越文

学礼节的边界ꎻ 而如果你把他的姓氏放在与之相关的名字旁边ꎬ 像拉伯雷发明的姓名ꎬ 你必须认

识到他巧妙地使用了所谓有伤风化的词汇和名称ꎬ 如: Ｍｏｒｐｉａｉｌｌｅ (莫合皮埃尔) 大尉、 Ｂａｉｓｅｃｕｌ
Ｈｕｍｅｒｅｓｓ (贝斯古玉墨海斯) 法官、 官员 Ｔｒｅｐｅｌｕ (特贝吕) 等等ꎮ 与此相比ꎬ 果戈里的

Свербигуз (斯维尔贝古斯) 和 Голопуз (果罗布斯) 实际上有着 “高贵” 的起源ꎬ 具有惊人的

表现力ꎬ 而 “迪夫斯拉夫尔” 市却是简陋的ꎮ①

在 “拉伯雷和果戈里” 问题的美学转向中ꎬ 巴赫金根据新的理论基础回归到 ２０ 世纪第一个十年

的理论思想上ꎬ 并且他的风格研究ꎬ 主要依赖于卡尔沃斯勒学派的元语言学原理ꎬ 日尔蒙斯基称该

学派为 “美学语言学”ꎮ 巴赫金遵循沃斯勒学派的传统ꎬ 把 “正确的风格问题” 作为美学中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ꎬ② 认为作家的风格是他 “看待事物” 的表达方式ꎮ
不管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研究ꎬ 还是 ３０ 年代末—４０ 年代上半段的拉伯雷

语言研究ꎬ 莱奥施皮策的作品对巴赫金的修辞学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巴赫金将施皮

策的方法和理念移植到拉伯雷的语言研究中ꎬ 同时也用于果戈里的语体风格研究ꎮ
继施皮策之后ꎬ 巴赫金将拉伯雷 “有意的词语荒诞性” 视为他的修辞亮点ꎬ 这一手法是对固有

语汇形式的蔑视ꎬ 对诗歌固化理解的蔑视ꎮ 在施皮策之后ꎬ 巴赫金把 “混乱修辞” 作为描述拉伯雷

风格的重要术语之一③ꎮ 有意的词语荒诞违反了正常联系ꎬ 也正因为这一原因 “事物和现象之间的边

界才能抹去ꎬ 世界的怪诞面孔显得更加清晰”:
在有层级的世界图景被彻底摧毁、 建构新图景的情境下ꎬ 在所有陈腐的词汇、 事物和概念重

新排列的情境下ꎬ “混乱修辞” 作为一种形式ꎬ 使它们从所有有意义的联系中暂时解放出来ꎬ 成

为再创造的自由组合形式ꎬ 这具有重要意义ꎮ④

沃斯勒学派认为拉伯雷是一位杰出的作家ꎬ 研究他的语言会带来理论上的突破ꎮ 巴赫金在 «人
文哲学基础» 的草稿中也坚持同样的观点:

拉伯雷揭示了小说的起源、 历史和理论等非常深刻的问题ꎮ 我们顺便在这里列出这些问题并

初步划分: 绰号、 不体面的言语、 跨语言等ꎮ 我们建议系统使用这些广义的材料ꎬ 在其他地方研

究这些问题ꎮ⑤

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没有完成ꎬ 我们可以先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前半期的草稿来判定研究的计划和

方向ꎮ
在巴赫金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研究中ꎬ 小说体裁修辞的关键概念是 “多语” ———元语言学范畴ꎬ

它描述了长篇小说话语对话关系的形成历程ꎮ 艾亨鲍姆的声音游戏手段ꎬ 把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拉伯雷

和果戈里作品中的姓名、 称呼诗学比较的研究作为例子ꎬ 成为讲述体理论的要素之一ꎬ 巴赫金将拉伯

雷和果戈里的风格研究嵌入多语概念ꎬ 把这一概念变成小说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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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成语 “混乱修辞” 作为一种类型来源于克莱曼马洛 «东拉西扯的简体诗» (１５３０ 年) 诗歌的名称ꎮ 作为诗歌的讽刺

类型理论出现在托马谢比耶的 «法国诗歌艺术» 中ꎬ 参见 Ｓｅｂｉｌｌｅｔꎬ １５４８ꎬ ｐｐ １６７－１６８ꎮ 莱奥施皮策广泛用它来表示十六世纪法

国文学中的风格ꎻ 施皮策认为拉伯雷风格诞生于逻辑和语言混乱中ꎬ 并称之为混乱风格ꎮ 参见 Ｓｐｉｔｚｅｒꎬ １９１０ꎬ ｐ ７５ 有关混乱概念起

源和含义的更多信息ꎬ 参见 Попова И Л «Рабле и Гоголь» как научный сюжет М М Бахтина / /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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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５ М :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ꎬ １９９６ С １０



“多语” 一词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巴赫金关于小说研究的作品中ꎮ 但是ꎬ 如果在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５ 年的文章 «长篇小说话语» 中ꎬ 巴赫金只谈到 “多语” 的一个方面———关于内部杂语、 关于

“他者语言的他者话语”①ꎬ 那么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多语 (“跨语言”) 探索已经在笑形象、 “名字和

绰号” “赞美和责骂” “严肃和滑稽” 等类型学背景下进行ꎮ② 与此同时ꎬ 焦点仍然集中在名字问题

上ꎬ 从这一个问题开始ꎬ 在俄罗斯文学学研究中出现了 “拉伯雷和果戈里” 情节ꎮ 巴赫金没有创造

他自己的姓名哲学ꎬ “姓名和绰号” 的问题引起他的兴趣ꎬ 这也是诗歌和小说话语的最初现象ꎮ 因

此ꎬ 在探讨名字问题时ꎬ 将名字转换为绰号和绰号转换为名称的模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ꎬ 这种模型

具有破坏话语的修辞明确性和体裁边界的机制ꎮ③ 因此ꎬ 例如ꎬ 巴赫金认为杜撰的人物和 /或作者的

名字是从史诗到长篇小说的 “过渡公式” (显然杜撰的人物不能有名字)④ꎬ 而把假定作者———杜撰

名字的载体的游戏ꎬ 视为表达对世界 “特别的、 非诗学的” 看法ꎮ⑤

艾亨鲍姆运用 “多语” 概念将拉伯雷和果戈里风格问题理论化ꎬ 他将这一问题置于科学语言学

和诗学的边界地带ꎬ 使得 “多语” 成为文学创作的美学对象ꎮ 在孤立的科学情节史中ꎬ 出现了一种

常见的发展线路ꎬ 即俄罗斯语文学在 ２０ 世纪认知了自我ꎬ 至少某种程度上ꎬ 它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

义: 诗学与美学 ｖｓ 诗学与语言学ꎮ 艾亨鲍姆和巴赫金对曼德尔施塔姆发现的具体例子进行了理论研

究ꎬ 这标志着形式主义诗学向语言学转向ꎬ 也标志着巴赫金诗学的美学转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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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３ М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１２ С ７８
这种长篇小说理论的新视角详见巴赫金 «多语是长篇小说话语发展的前提» 的初稿 (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５ М :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ꎬ １９９６ С １５７－１５８ )ꎬ 也分别出现在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文学研

究报告上: «长篇小说中的话语» («论长篇小说的修辞» ) 和 «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ꎮ 在第一篇文章的基础上ꎬ 撰写的新文章

是 «长篇 小 说 话 语 的 发 端 » ( Бахтин М 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ꎬ １９７５ꎬ С ４０８ －
４４６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３ М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１２ С ５１３－５５１ )ꎻ 基于第二篇写出的新文章是 «史诗

和长篇小说 (论长篇小说研究的方法论)» ( Бахтин М 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ꎬ
１９７５ С ４４７－４８３ )ꎬ 报告全文见: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３ М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１２ С ６０８－６４３ 笑和多语

在这里被认为是小说话语的两个最重要基础ꎬ 巴赫金写道: “我们认为ꎬ 两个重要因素奠定并创造了长篇小说话语ꎻ 其中一个是笑ꎬ
另一个是多语” (Бахтин М 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ꎬ １９７５ С ５２２)ꎮ

巴赫金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上半段ꎬ 特别是在 «修辞ꎬ 最好的欺骗» 初稿中尖刻地提出了狂欢式破坏话语的修辞的问题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５ М :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ꎬ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１９９６ С ６３－７０ )ꎮ 参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

始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的改写ꎬ 其材料是关于修辞对话和狂欢对话、 修辞 “理性” 和狂欢 “理智”(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６ М :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ꎬ ２００２ С ３０１－３６７ )ꎮ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４ (１)  М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０８ С ７０４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 соч : В ７ т Ｔ ３ М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ꎬ ２０１２ С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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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中文主编: «巴赫金全集» 第 １ 卷ꎬ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３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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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小说理论: 背景、 线索与特色

凌建侯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初是巴赫金专攻小说理论时期ꎮ １９８１ 年英文版 «对话性想象» 问世ꎬ 随之

“巴赫金小说理论” 作为专名在西方流传开来ꎬ 对当时或新或旧的理论流派产生了影响ꎮ 小说研究在巴赫

金学术生涯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前承哲学美学探索ꎬ 后启哲学人类学思考ꎮ 巴赫金从哲学美学跨入语

文学 (文艺学 / 语言学) 领域ꎬ 努力探寻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体裁的源流ꎬ 而从基督教渊源转向民间

笑 (狂欢) 文化渊源ꎬ 又使他求索到堪与早期所批判之独白思维倾向相抗衡的反独白思维倾向ꎬ 最终假诗

学之形确立有哲学之实的独白论与反独白论互动关系的文化思维体系ꎮ 从研究起点与内在线索、 学理架构

与思想格局看ꎬ 特别就人文科学新范式而言ꎬ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是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文艺学无法容纳下

的ꎬ 其整套术语及理论学说ꎬ 也早应引起哲学界的重视了ꎮ
关键词: 巴赫金小说理论ꎻ 基督教与民间笑文化ꎻ 对话与狂欢ꎻ 独白论与反独白论

中图分类号: Ｉ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１８８－１０

　 　 面对巴赫金小说理论遗产ꎬ 后辈学人仔细寻绎、 探赜索隐ꎬ 不断得到新的体悟ꎬ 收获新的发现ꎮ 究

其根源ꎬ 在于巴赫金的学术思维具有超前性、 开放性、 跨界性、 微观与宏观融为一体性等特质ꎬ 其论著

可供启迪的思想资源非常丰富ꎮ 诚然ꎬ 任何理论都不会凭空出现ꎬ 探析其 “前因” 和 “后果”ꎬ 梳析其

内在思想发展线索ꎬ 有助于更合理地阐明其创新之处ꎬ 更深刻地窥得其核心特色ꎮ “每一起文化行为都

是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 ①ꎬ 巴赫金喜欢采用边缘性视角ꎬ 看似在论专题ꎬ 实则已越出具体学科

范围ꎬ 背后总能触及文化、 哲学领域的大问题ꎮ 如钱中文先生所说ꎬ “他的根本性的构思ꎬ 如交往哲

学、 对话哲学ꎬ 竟能深入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ꎬ 干预我们的实际存在的生活层面”②ꎬ 而这类大问

题又暗中指向更高层面的文化思维倾向ꎬ 形成巴赫金所特有的开放的理论架构ꎮ 这是一种非传统意义

上的思想体系ꎬ 其内核是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倾向的互动关系ꎬ 任何现实行为、 文化活动、 学术思想、
理论方法等ꎬ 都能在这个开放的思维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ꎬ 并不断丰富、 充实这个体系ꎮ 在探索小

说理论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开放的思维体系ꎬ 为此建立起相应的人文研究新范式ꎬ 是巴赫金对世界文化

作出的重大贡献ꎮ 正是凭借这份特殊的贡献ꎬ 他才有机会被公认为是传统的学者ꎬ 现代的、 后现代

的、 “理论之后” 时代的学者ꎬ 并在 ２０ 世纪被归入 “下个千年思想家”③ 的行列ꎮ

一、 单一的传统与稀缺的理论

　 　 １９７５ 年ꎬ 巴赫金的第一本文集 «文学与美学诸问题» 出版ꎮ 全书共收录 ６ 篇文章ꎬ 有 ４ 篇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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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的话语———论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 «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

述» «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 «史诗与长篇小说———论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 是专论长篇小说体裁

的力作ꎮ 实际上它们均撰写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ꎮ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巴赫金以 “长篇小说的话语” 为题完

成了一部书稿ꎬ 主要探讨了小说体裁和文学话语两个问题ꎬ 该书稿后来被拆成 «诗歌的话语与小说

的话语» «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 «史诗与长篇小说» 三篇论文ꎬ 于 １９６５—１９７２ 年间陆续发表在期刊

«文学问题» 与文集 «俄罗斯与国外的文学» 上ꎻ 论时空体一文的主体部分写于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ꎬ “结
束语” 增补于 １９７３ 年ꎬ 全文于 １９７４ 年由 «文学问题» 刊出ꎮ① １９８１ 年ꎬ 美国学者选编出版了这 ４ 篇

长文ꎬ 辑为英文版文集ꎬ 取名 “对话性想象: 巴赫金论文四篇”②ꎮ 此后ꎬ “巴赫金小说理论” 成为

了一个专有名词ꎬ 在西方学术界迅速流传开来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前后是巴赫金主攻长篇小说体裁时期ꎬ 当时已有一些小说专论问世ꎬ 最著名的当

推卢卡奇 (Ｇｅｏｒｇ Ｌｕｋáｃｓ) 的 «小说理论» (１９２０)ꎬ 而格里弗佐夫 (Ｂ Ａ Ｇｒｉｖｔｓｏｖ) 的 «小说理论»
(１９２７)、 维诺格拉多夫 (Ｖ Ｖ 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 的 «论艺术散文» (１９３０) 只在苏联流行ꎮ 二战之后ꎬ 有

关小说的著述不断增多ꎬ 但是厚重之作依然稀缺ꎬ 影响较大的也不过寥寥数部ꎬ 如伊恩Ｐ 瓦特的

«小说的兴起: 笛福、 理查逊、 菲尔丁研究» (１９５７)、 吕西安戈尔德曼的 «论小说的社会学»
(１９６４)ꎮ 在巴赫金 “被发现” 前ꎬ 准确地说ꎬ 在上述 ４ 篇长文出版前ꎬ 小说研究通常遵循由黑格尔

开创、 经卢卡奇发扬的传统———对史诗的怀念和对发端于史诗的小说形式的期待ꎮ
巴赫金对 “长篇小说风格大多数情况下被归于 ‘史诗风格’ ” 深表不满ꎬ 批判俄罗斯哲学家施

佩特 (Ｇ Ｇ Ｓｈｐｅｔ) 把小说看成 “道德说教的现代形式非艺术性的雄辩体裁”ꎬ 驳斥艾亨鲍姆

(Ｂ Ｍ Ｅｉｋｈｅｎｂａｕｍ) 解释小说时求助于 “雄辩术形式” 的做法ꎬ 也反对维诺格拉多夫视小说为 “雄
辩术和纯诗作之混合物” 的观点ꎮ③ 他认为ꎬ 体裁上缺乏稳定性、 程式化和明晰性等所谓的消极因

素ꎬ 恰恰应该被看作是小说的优势之所在ꎬ 唯有如此ꎬ 才能真正把握长篇小说体裁的特殊性ꎬ 将其从

文学史上低下的地位中解放出来ꎬ 从而 “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文类ꎬ 使其从纯文学领域纵身一跃ꎬ
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④ꎮ 施佩特深受德国学术的影响ꎬ 在洪堡特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语

言学思想的影响下ꎬ 于 １９２７ 年出版专著 «词的内部形式»ꎬ 小说与史诗的关系在书中只被附带论及ꎬ
但巴赫金还是读出了上述基本立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施佩特写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艺术哲学手稿被整理出

版ꎬ 使读者有机会看到他对小说更明晰、 更直接的定位: “长篇小说终究不具备自己的形式”ꎬ 它不

过是 “史诗 (在叙事—雄辩上) 的退化”ꎮ⑤ 很明显ꎬ 施佩特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ꎬ 而且在抑小说、
扬史诗这一点上ꎬ 比前人走得更远ꎬ 立场更为激进ꎮ 巴赫金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核心成员ꎬ 如什

克洛夫斯基 (Ｖ Ｂ Ｓｈｋｌｏｖｓｋｉｉ)、 雅各布森 (Ｒ Ｏ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蒂尼亚诺夫 (Ｙ Ｎ Ｔｙｎｉａｎｏｖ)、 艾亨鲍

姆等ꎬ 和外围成员ꎬ 如日尔蒙斯基 (Ｖ Ｍ Ｚｈｉｒｍｕｎｓｋｉｉ)、 维诺格拉多夫ꎬ 均出生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当他们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时候ꎬ １８７９ 年生辰的施佩特已是很有影响的名学者了ꎮ 仅就小说体裁研

究来说ꎬ 虽然艾亨鲍姆、 维诺格拉多夫具有折中倾向ꎬ 但是来源于史诗的基本见解ꎬ 无疑继承了黑格

尔—卢卡奇—施佩特的传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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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 «文学与美学诸问题 (不同年代的研究)»ꎬ 莫斯科: “文学” 出版社ꎬ １９７５ 年ꎬ “出版说明”ꎬ 第 ４－５ 页ꎮ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ｂｙ Ｍ Ｍ Ｂａｋｈｔｉｎꎬ ｅ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ｌｑｕｉｓｔ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Ｃａｒｙｌ Ｅｍｅｒｓｏｎ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ｌｑｕｉｓｔꎬ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
钱中文主编: «巴赫金全集» 第 ３ 卷ꎬ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２、 ４４－４５ 页ꎻ 亦可参见 «巴赫金文集» 第 ３

卷ꎬ 莫斯科: “斯拉夫文化诸语言”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８、 ２０－２１ 页ꎮ
加林吉哈诺夫: «米哈伊尔巴赫金: 含义不同的发现与文化转型»ꎬ 汪洪章译ꎬ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关于巴赫金与黑格尔—卢卡奇小说研究传统的关系ꎬ 亦可参见 Ｇａｌｉｎ Ｔｉｈａｎｏｖꎬ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Ｌｕｋｃｓꎬ Ｂａｋｈｔｉ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ꎬ ２０００ꎮ

施佩特: «文化哲学选集: 作为知识门类的艺术»ꎬ 莫斯科: “政治百科全书”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４９－８９ 页ꎬ 转引自 «巴
赫金文集» 第 ３ 卷ꎬ 莫斯科: “斯拉夫文化诸语言”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７３５ 页ꎮ



巴赫金研究小说理论的学术背景相当复杂ꎬ 涉及当时俄罗斯国内的广泛讨论ꎬ 也或明或暗地回应

德、 法学者ꎬ 尤其是后者关于歌德、 拉伯雷小说研究方法的争论ꎮ 不过ꎬ 令人惊讶的是ꎬ 巴赫金一反

当时流行的观点———小说是史诗与戏剧的混合物ꎬ 试图另起炉灶ꎬ 为长篇小说寻找 “安身立命” 之

所ꎬ 即寻找史诗之外的体裁来源ꎮ 在 １９４３ 年写就的补充性材料 «长篇小说理论与历史诸问题» 中ꎬ
巴赫金旗帜鲜明地指出ꎬ 现有的文学理论根本无法满足小说体裁研究的需要:

长篇小说改造了欧洲的文学思维ꎮ 文学、 文学形象、 文学话语不再是它们在长篇小说占主导

地位之前的那个样子了ꎮ 然而ꎬ 文学理论一如以前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ꎮ 长篇

小说也应该改造关于文学的理论思维ꎮ 世界、 人、 话语的模式本身在长篇小说那里是不一样的ꎮ
不一样的还有形象建构的基础本身ꎮ①

在巴赫金写下这段文字之前及之后很长时间里ꎬ 小说研究始终没有突破史诗来源的窠臼ꎬ 难怪韦

恩布斯 (Ｗａｙｎｅ Ｃ Ｂｏｏｔｈ) 会发出感叹: “如果巴赫金是正确的ꎬ 那么我们西方批评者所付出的大

部分努力要么是错误的ꎬ 要么是肤浅的ꎬ 要么既错误又肤浅ꎮ”② “错误” 与 “肤浅” 的说法不免夸

大其词ꎬ 毕竟黑格尔的传统并未被全盘推翻ꎮ 巴赫金把长篇小说体裁分成两条 “修辞路线”③ꎬ 第一

条归属于史诗—雄辩体ꎬ 第二条为他所首创ꎬ 其源头被追溯到了古代民间笑文化ꎮ 正是这两条路线的

彼此交织与相互斗争ꎬ 共同推动了小说体裁的形成与不断演进ꎮ
巴赫金小说理论也如同其哲学美学、 语言学、 符号学、 文化学等其他理论ꎬ 在被低估中不断得到

修正与补充ꎬ 历久弥新ꎬ 影响广泛、 深刻而持久ꎮ 霍奎斯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ｌｑｕｉｓｔ) 认为ꎬ 巴赫金研究小

说时打破常规ꎬ 从既有观念的对立面出发ꎬ 挖掘出与之形成对话关系的新思想ꎮ④ 毫无疑问ꎬ 巴赫金

小说理论中的新思想ꎬ 在对黑格尔传统的反拨中凸显出独具一格的活力ꎬ 在受巴黎结构主义—后结构

主义符号学派的推崇中展现出非同一般的魅力ꎮ 顺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小说理论杰作之稀缺语境ꎬ 巴

赫金小说理论俄文原著文集出版后第 ５ 年英文版问世ꎬ 很快引起了欧美学界极大的阅读热情ꎬ 对叙事

学⑤、 解构主义耶鲁学派⑥、 接受美学⑦、 后殖民理论⑧、 新史学⑨ 等理论流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ꎮ 德曼 (Ｐａｕｌ ｄｅ Ｍａｎ) 总结称ꎬ 托多罗夫 (Ｔ Ｔｏｄｏｒｏｖ) 和霍奎斯特对巴赫金的赞誉ꎬ “都出自

于巴赫金对小说理论的贡献”ꎬ 他为能在其小说理论中读出 “阐释学的力量” 而赞叹不已ꎮ

二、 从基督教转向民间笑 (狂欢) 文化

　 　 俄文版 «巴赫金文集» 第 ３ 卷 «小说理论 (１９３０—１９６１)» 问世于 ２０１２ 年ꎬ 共收录 １８ 篇文字ꎬ

０９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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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长篇小说理论与历史诸问题» «长篇小说» 两文、 三封书信、 一份德俄双语读书笔记之外ꎬ 其

他所有篇目均创作于 １９３０—１９４１ 年间ꎮ 与文集 «文学与美学诸问题» 相比ꎬ 第 ３ 卷把 «史诗与长篇

小说» 还原为最初讲座稿 «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 状态ꎮ 构成巴赫金小说理论之基本内容的ꎬ
除了上述 ４ 篇长文外ꎬ 还有遗失的专著手稿 «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意义» 的详细提纲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之前是巴赫金学术创作的高峰期ꎬ 其大多数重要论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或完成了

主体部分ꎬ 且大多与 “巴赫金毕生的主要事业———研究长篇小说的历史与理论”① 有关ꎮ 不过ꎬ 巴赫

金在考察小说理论问题的过程中ꎬ 立场发生过一次重大而有趣的 “转向”ꎮ
在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初出版的专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 中ꎬ 巴赫金提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话与 «圣经» 对话的相似ꎬ 而与柏拉图对话的不同ꎬ 还隐约透露出有机会要一探究竟的想法:
不是作为独白性结论的思想ꎬ 哪怕结论是辩证性的ꎬ 而是各种声音相互作用的事件ꎬ 才是陀

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终极存在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以此区别于柏拉图的对话ꎮ 就后者而言ꎬ 它是完全独白化的、 教育型

的对话ꎬ 众多声音终究被吞噬在了思想中ꎮ 思想并未被柏拉图看作是事件ꎬ 而被看成是存在ꎮ 参

与思想ꎬ 意味着参与思想的存在ꎮ 不过ꎬ 认知的人们之间ꎬ 因他们对思想的参与程度不同而造成

的一切充满等级的相互关系ꎬ 最终都被整个思想本身所抹灭ꎮ 我们认为ꎬ 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对话与柏拉图的对话ꎬ 完全是无关紧要和徒劳无益的ꎬ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根本不是纯认

知的、 哲学的对话ꎮ 更有意义的是把其对话与 «圣经» 及 «福音书» 对话进行比较ꎮ 约伯的对

话和 «福音书» 的某些对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毋庸争议ꎬ 而柏拉图式的对话根本不在他

的兴趣范围内ꎮ 约伯的对话ꎬ 就其结构而言ꎬ 具有内在的无尽性ꎬ 因为心灵与上帝的对峙———不

管是斗争还是顺服———在其对话中都被视为是必定的和永恒的ꎮ 不过ꎬ 我们不会做出 «圣经»
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最本质艺术特征之根源的结论ꎮ 提出影响和结构相似的问题之前ꎬ 必

须用眼见为实的材料揭示这些特征ꎮ②

１９６３ 年ꎬ 巴赫金增补、 修订出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ꎬ 不但删除了以上数段文字ꎬ 而且还另

辟蹊径ꎬ 从看似全新的角度阐发复调小说的体裁来源ꎮ 变化之大ꎬ 令人惊讶ꎮ 但是ꎬ 考察巴赫金的学

术发展逻辑ꎬ 一切都有迹可循ꎬ 且完全没有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原子论转向日常语言论的那种 “违和”
感ꎮ 我们试着从后往前逆推这一 “转向” 的线索ꎮ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的一份笔记里巴赫金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现成的基督教转向希腊化

时代的前基督教ꎮ”③ 这行文字说明ꎬ 在研究小说理论时期ꎬ 复调小说体裁来源于基督教的看法ꎬ 已

悄然发生重大转变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的第四章ꎬ 实际是对此看法的具体化ꎬ 而就其内容

而言ꎬ 亦可理解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来自基督教对话的进一步前溯ꎬ 一直追溯到古希腊、 罗马甚

至更早的民间笑文化ꎮ 古基督教或早期基督教文学受到梅尼普讽刺体的 “决定性影响”ꎬ 及至中世

纪ꎬ “在直接继承古基督文学传统的拉丁宗教文学的某些体裁里”ꎬ 梅尼普体的特点 “继续存在并不

断更新”④ꎬ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既熟悉基督教正经文学ꎬ 也了解基督教伪经文学ꎬ 因此其创作中会出

现 “基督教化了的梅尼普体” 场景: «罪与罚» 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初访索尼娅和诵读 «福音书» 就

属于这类场景中 “几乎完美无缺” 的一个ꎮ⑤ 应该说ꎬ 复调小说体裁来源从基督教转变为 “前基督

１９１巴赫金小说理论: 背景、 线索与特色

①

②
③
④

⑤

克林格、 霍利科夫编: «２０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家: 传记词典» 第 １ 卷ꎬ 莫斯科、 圣彼得堡: 涅斯托尔—历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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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时代的民间笑文化ꎬ 是巴赫金经历整整 １０ 年的小说体裁专题研究后得出的结论ꎮ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携妻启程前往流放地前几天ꎬ 巴赫金写下了提纲 «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①ꎮ

这是研究长篇小说体裁这项工程的蓝图ꎬ 其后巴赫金 １０ 余年的学术探寻ꎬ 基本上未脱离此蓝图规划ꎮ
尤其是ꎬ 他看到了不同于史诗—小说的第二条修辞路线ꎬ 在追寻这条路线上发展起来的小说体裁渊源

时ꎬ 发现了民间笑文化现象ꎬ 并在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中寻找证据ꎬ 将之命名为民间狂欢节文化ꎮ
从文化根源上拓宽了体裁研究的视野和方法ꎬ 最终为复调小说体裁是文学狂欢化不断演变的结果提供

了理论依据ꎮ 这里使用 “最终” 一词ꎬ 是因为客观上达成了这一结果ꎮ 那么ꎬ 巴赫金是否从一开始

主观上就抱有改变复调小说之体裁来源的目的?
１９１１ 年ꎬ 俄国象征主义诗人、 理论家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Ｖｉａｃｈ Ｉ Ｉｖａｎｏｖ) 做了 “陀思妥

耶夫斯基与小说—悲剧” 的讲座ꎮ 他吸取小说源自史诗的观念ꎬ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作是史

诗与戏剧的融合形式ꎬ 将之取名为 “小说—悲剧”: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ꎬ 一面是抒情诗和史诗性抒情作品ꎬ 包容诗人的一切自说自话ꎬ 另一面则

是戏剧ꎬ 涵纳诗人有意让各人物开口说出的一切话ꎬ 它们实质上是两种自然天成而无杂质的文学

类型ꎬ 而史诗呢ꎬ 将来自抒情诗的东西和来自戏剧的东西容纳于一身ꎮ 史诗具有这种混合特性ꎬ
因为其来源乃是原始社会的综合性艺术ꎬ 在那里它尚未从神圣的音乐—合唱演出和化妆表演中分

离出来ꎮ 历史根据就是如此ꎬ 而我们因此不应该把小说—悲剧视为是对纯史诗性小说的歪曲ꎬ 而

应该看成是对它的丰富ꎬ 以及对其所固有之全部权利的恢复ꎮ②

１９１６ 年讲座稿被作者收录于文集 «犁沟与田塍» 出版ꎮ “小说—悲剧” 范畴为文学体裁大家庭

增添了一种新样式ꎬ 是其首创者心目中未来有望复兴悲剧体裁而非卢卡奇寄望复兴史诗体裁的先驱形

式ꎮ “涅维 里 哲 学 小 组 ” 的 成 员 们 十 分 重 视 “ 小 说—悲 剧 ” 理 论ꎮ 重 要 成 员 蓬 皮 杨 斯 基

(Ｌ Ｖ Ｐｕｍｐｉａｎｓｋｉｉ) 深受启发ꎬ 开始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古希腊、 罗马» (１９２２) 一书ꎮ １９１９ 年

夏季ꎬ 小组成员们专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问题ꎮ 巴赫金为小说研究新路径的出现而欢欣鼓

舞ꎬ 但不认同把小说与悲剧结合起来的做法ꎬ 讨论中他成了 “小说—悲剧” 观最有力的反对核心ꎮ
“亲爱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即巴赫金———本文作者注)ꎬ 那您就系统研究、 分析、 补充

吧!”③ 蓬皮杨斯基对巴赫金提出了深入探究的要求ꎬ 这应该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 问世的

最直接动因ꎬ 从中亦可看出ꎬ 他们并不纯粹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ꎬ 而是在质疑、 探寻

小说有否真诞生了一种新形式ꎮ
从 «巴赫金文集» 第 ２ 卷的题解来看ꎬ “涅维里哲学小组” 的质疑和探寻存在明暗两条线索ꎮ 质

疑是明线ꎮ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开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时代”ꎬ 然而他使用了 “错误

的词汇 ‘悲剧’ ‘俄罗斯的悲剧’ ”④ꎬ “第一个摸索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结构特点

的ꎬ 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⑤ꎮ 探寻是暗线ꎮ 既然不同意 “小说—悲剧” 观ꎬ 那怎么界定陀思

妥耶夫斯基小说体裁才合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ꎬ 巴赫金并没有抛开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ꎬ 而是

继续追问其提出小说—悲剧范畴的思想源头ꎮ
直接源头显而易见是尼采的酒神精神理论ꎮ 日神与酒神 (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 两种精神的对

立ꎬ 推动了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发展ꎮ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是始终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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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追随者ꎬ 其 «苦难神: 希腊化时代的宗教» «尼采与狄奥尼索斯» «瓦格纳与酒神事件» 等文

章ꎬ 对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细致的比较ꎮ 在 １９２３ 年的专著 «狄奥尼索斯与原始酒神精神»
中ꎬ 他通过对尼采、 酒神、 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详尽分析ꎬ 展示了自己的文学立场:

尼采强烈地促使我去研究狄奥尼索斯宗教ꎮ «悲剧的诞生» 的天才作者ꎬ 展现出当代性中的

超时间精神因素ꎬ 这一因素活跃着生活ꎬ 仿佛是其第一引擎ꎮ 他认为这一因素的激发是一切更新

的保证ꎮ 而更早ꎬ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自己的语言ꎬ 借对 “贴近” 尘世、 “喜悦与癫狂” 的宣

扬ꎬ 想要说明的是否也是同一个东西? 是不是两人都相信狄奥尼索斯ꎬ 相信他是 “解决问题的

人”ꎬ 即依据叔本华关于他人眼中某人 “孤独” 与 “隔膜” 的思想和术语体系来解决如何摆脱

“个性化” 桎梏的问题? 实际上ꎬ 两人谈论的是同一种力量ꎬ 然而两人的意志差别甚远ꎬ 期望大

相径庭ꎬ 彼此互为论敌ꎬ 一个是有意识地对抗柏拉图ꎬ 另一个是无意识的柏拉图主义者ꎮ①

顺着被引者的思路ꎬ 巴赫金自然找到了尼采这个源头ꎮ “如果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长文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 之思想观念的直接来源ꎬ 其理论建构背后的尼采 «悲剧的诞生» (１８７２)
一书则是隐藏的来源ꎮ”② 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修订草案里ꎬ 巴赫金未注明尼采之名而暗

引其书: “取代悲剧对话的 ‘苏格拉底对话’ꎬ 乃是长篇小说新体裁史上的第一步ꎮ”③ 尼采的 “对
话—小说” 观是建构复调小说理论的思想源泉之一ꎬ 准确地说ꎬ 巴赫金不满于 “小说—悲剧” 观ꎬ
返回源头———尼采 «悲剧的诞生» ———寻求灵感ꎬ 初步形成了复调小说理论思想ꎬ 这是巴赫金 “第
一次专门研究小说理论”④ꎮ 在这一时期ꎬ 他其实已暗中受到尼采的影响ꎬ 不过他更倾向于把复调小

说体裁的渊源追溯到基督教文献ꎮ 随之而来的 “转向”ꎬ 缘起于完成提纲 «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ꎬ
但没有想象中那么突然ꎬ 因为 “酒神精神” “苏格拉底对话” 很大程度上早已埋下了思想伏笔ꎬ 缺少

的只是一个契机ꎮ 这个契机就是巴赫金又从其他渠道获得了建构民间笑 (狂欢) 文化理论的思想

启示ꎮ
据俄罗斯学者波波娃 (Ｉ Ｌ Ｐｏｐｏｖａ) 考证ꎬ 拉伯雷进入巴赫金的视野ꎬ 当在酝酿提纲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ꎮ １９３７ 年的论时空体一文及之前 «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意义» 的手稿ꎬ 都用

大篇幅分析了拉伯雷的笑ꎮ 在写于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３８ 年间有关歌德亲历 １７８８ 年罗马狂欢节的笔记中ꎬ 巴

赫金又不指名地暗引 “新洪堡特派” 创始人浮士勒 (Ｋａｒｌ Ｖｏｓｓｌｅｒ) 的 “语词狂欢节 ( ｌｅｘ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ｒ
Ｋａｒｎｅｖａｌ) ” 范畴ꎬ 并提出了 “狂欢节的思想作为语词狂欢节的拉伯雷修辞面貌” 的写作计划ꎮ 由

此可见ꎬ 浮士勒及其学生施皮策尔 (Ｌｅｏ Ｓｐｉｔｚｅｒ) 对拉伯雷语言的研究ꎬ 歌德对罗马狂欢节的生动描

述ꎬ 应是巴赫金形成狂欢化理论的第一思想来源ꎮ⑤

从时序上看ꎬ 巴赫金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构思了提纲 «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ꎬ 此后遵循该提纲研

究小说体裁ꎬ 发现了不同于史诗的另一种渊源ꎬ 即民间笑 (狂欢) 文化ꎬ 由此形成了巴赫金从倾向

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本质特征归结为根源于 «圣经» «福音书» «约伯记» 的对话ꎬ 向归结为根

源于民间狂欢文化的 “苏格拉底对话” 和 “梅尼普讽刺体” 的重大转向ꎮ 这一转向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突然ꎬ 还因为它符合巴赫金本人的个性ꎮ 在彼得堡大学求学期间ꎬ 巴赫金参加了 Ｏｍｐｈａｌｏｓ 学生社

团ꎮ 这类社团起源于西欧诸国ꎬ 早期的斯威夫特就是英国类似社团中的一员ꎮ 巴赫金与其志同道合者

当年就亲近于讽刺别人同时也嘲笑自己的民间文化ꎬ 都爱用笑来看待一切ꎬ 笑看最严肃的人和事ꎬ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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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成分ꎮ 巴赫金的哥哥尼古拉创作的一部长诗 Ｏｍｐｈａｌｏｓ Ｅｐｉｐｈａｌｅｓ①ꎬ 近乎社团

纲领ꎬ 就很能说明问题ꎮ 仅凭诗题和序诗开头诗行ꎬ 即能探得作者把神圣降格、 使一切相对化的自由

不羁、 戏谑的创作立场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 巴赫金在与弟子鲍恰罗夫 (Ｓ Ｇ Ｂｏｃｈａｒｏｖ) 的交谈中ꎬ
提到拉丁文滑稽人物是其大学生活的话题之一ꎬ “收集了大量材料ꎬ 然后在 ３０ 年代才回到这个话

题”②ꎬ 语气中颇有 “失而复得” 的欣慰感ꎮ
复调小说体裁的来源从基督教转向古希腊、 罗马ꎬ 经历几乎整个 ３０ 年代才实现的这次转向ꎬ 在

巴赫金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ꎮ 它让读者有理由相信ꎬ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

说、 论歌德的教育小说、 论拉伯雷的狂欢小说 ３ 部专论ꎬ 还有前面重点提到的有关小说理论的多篇长

文ꎬ 以及探讨言语体裁问题的未完成稿ꎬ 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专论长篇小说体裁的大书ꎮ 它由三编构

成ꎬ 第一编是三个小说名家的个案研究ꎬ 第二编是针对长篇小说体裁源流的历史诗学研究ꎬ 第三编是

为作为 “言语体裁百科全书” 的长篇小说提供语言哲学基础的语言学研究ꎮ

三、 新范式与 “词汇库”

　 　 巴赫金晚年接受杜瓦金访谈ꎬ 被问 “您更多的是哲学家还是语文学家”ꎬ 他答 “更多是哲学家ꎮ
直到今天还是如此ꎮ 我是个哲学家ꎬ 是个思想家”ꎮ③ 俄文版 «巴赫金文集» 第 １ 卷 «１９２０ 年代的哲

学美学»ꎬ 收录巴赫金早期论著 ４ 篇和多次哲学讲座笔记ꎬ 其中 «文学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 (第一

部即 «文学作品的形式、 内容与材料问题») 撰写于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④ꎬ 与其他 ３ 篇文章相比ꎬ
写得最晚ꎬ 且哲学美学色彩淡化很多ꎬ 作者主要批判了形式主义诗学的材料美学倾向ꎬ 阐明了以普通

美学为根基的重要性ꎮ 继此文之后ꎬ 直到 １９２９ 年才出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ꎬ 及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巴赫金再未回归早期所钟爱的纯哲学美学研究ꎬ 即便到了晚年ꎬ 哲学美学长篇大论也再未

出现ꎬ 而多为短小的札记式散思ꎮ 由此可以确定ꎬ 巴赫金学术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１９１９—１９２４ 年

的早期哲学美学阶段ꎻ １９２４—１９６５ 年的文艺学 /语言学阶段 (或用颇具俄罗斯特色的术语表达ꎬ 是语

文学阶段)ꎻ １９６５—１９７５ 年的晚期人文散论阶段ꎮ
巴赫金从哲学美学向文艺学 /语言学的转变ꎬ 为其提供了尽情展现作为哲学家研究文艺理论的独

特空间ꎬ 小说理论的特色恰恰与这个转变及由此而来的独特空间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ꎮ 在早期哲学美

学阶段ꎬ 巴赫金提出了 “存在事件” 或 “存在犹如事件” 范畴ꎬ 他把每个具体之人 (我与他人) 及

其行为看成是犹如存在的事件整体ꎬ 认为考察这样的整体ꎬ 需要采用参与性思维而不是西方哲学史上

占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ꎬ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其心目中 “第一哲学” 的目标ꎮ 不过ꎬ 巴赫金没有

采用纯哲学美学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ꎬ 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语文学领域ꎮ 诚然ꎬ 正如巴赫金学界公认的

那样ꎬ 这一转变具有很深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ꎬ 但是笔者认为ꎬ 外因终归只是外因ꎬ 起着决定性

作用的应该是内因———符合巴赫金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ꎮ
在 １９２９ 年的专著中巴赫金指出ꎬ “哲学上的独白化路径———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批评的

基本路径”ꎬ 研究者无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看作是 “由一个统一的世界观支配的独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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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ꎬ / 我来到了你的面前ꎮ / 我曾得到过潜来猛豹的温存ꎬ / 也曾目睹了不敬神祇者的酒筵ꎮ / / 有两百零八个民族的女人ꎬ / 永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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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ꎬ① 而在巴赫金看来ꎬ 事实并非如此:
长篇小说结构的一切要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深刻的独特性ꎻ 所有要素都取决于一个

新的艺术任务ꎬ 这个任务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提出来ꎬ 并在极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加以解决ꎮ
这就是: 创造一个复调的世界ꎬ 并且打破已经定型的、 基本上是独白式 (单旋律) 的欧洲小说

诸形式ꎮ②

以对话艺术思维为核心的新型小说即复调小说体裁ꎬ 是能够抵御 “哲学上的独白化路径” 的强劲力

量ꎬ 这应该是巴赫金义无反顾地从哲学美学转入语文学领域的主要内在动因ꎮ 在追踪复调小说体裁渊源

时ꎬ 他又发掘出民间笑文化及其 “文学狂欢化” 倾向ꎬ 从而在其论域中形成了颠覆独白思维倾向的对话

与狂欢两种既联系又相异的思维倾向ꎮ 这样看来ꎬ 巴赫金别具匠心建构小说理论ꎬ 背后隐藏着对独白思

维倾向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文化的不满ꎬ 同时还有对与之针锋相对的思维倾向的不懈追求ꎮ
巴赫金以诗学之形构建有哲学之实的小说理论ꎬ 其中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倾向相互斗争又彼此颉颃

的关系是隐而未显且又最引人入胜的特色ꎮ③ 这个特色实际上涉及巴赫金整个学术遗产是否具有体系

性、 整体性的问题ꎬ 而有关这个问题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一直争论不休ꎮ 本文作者曾引入 “问题

域” 概念ꎬ 即阐发某个问题可以构成思考各种文化现象的专门领域ꎬ 借鉴俄罗斯学者诠释巴赫金哲

学思想的成果ꎬ 提出了巴赫金学术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有机的体系的观点ꎮ④ 体系确实存在ꎬ 只是不

同于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体系ꎬ 也不同于 ２０ 世纪哲学—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体系ꎬ 而是以语文学

(主要是小说理论) 为主要内容ꎬ 前承早期哲学美学思想ꎬ 后续哲学人类学思考或人文散思ꎬ 构建起

来的人类独白思维倾向与对话—狂欢思维倾向互动关系的体系ꎮ 戈戈季什维利 (Ｌ Ａ Ｇｏｇｏｔｉｓｈｖｉｌｉ) 在

解读巴赫金时详细论证了若干独白思维倾向与由对话—狂欢构成的反独白思维倾向的互动关系ꎬ⑤ 能

够符实地说明俄罗斯思想家一生的学术求索ꎬ 而求索的结果足以引发 “哥白尼式的革命”ꎬ 可惜这一

结果至今未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ꎬ 更无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明晰、 深入而全面的阐发ꎮ 当然ꎬ 有关这

两大思维倾向互动关系的理论洞见ꎬ 不管有意或者无意、 主动或是被动ꎬ 研究者都从中不断地获得启

发ꎮ 在美国ꎬ 学术思潮更新换代迅速ꎬ 红极一时的 “学术明星” “知识界的崇拜对象” 更替频繁ꎻ 仅

就俄罗斯学而言ꎬ 从过去炙手可热的苏联学变为现今的斯拉夫学ꎬ 式微态势相当明显ꎬ 俄国形式主义

学派、 布拉格学派、 塔尔图—莫斯科结构主义历史—文化符号学派等的理论家们ꎬ 无一例外纷纷淡出

了研究视野ꎬ 唯有巴赫金一枝独秀ꎬ 坚持的时间最长ꎬ “除了巴赫金之外ꎬ 斯拉夫学系再无任何东西

能把研究生们深深地吸引住了”⑥ꎮ 西方的巴赫金研究在 “热劲” 过后出现的新常态⑦ 表明ꎬ 即便是

在学术思潮快速更迭的美国ꎬ 若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形容ꎬ 巴赫金的 “理论” 依然 “是常青的”ꎬ 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ꎬ 就是利用文艺学与语言学合为一体的语文学形态探索哲学研究新范式ꎬ 从客观结

果看ꎬ 成就了小说理论ꎬ 也催生了迄今仍未得到应有重视的哲学思想ꎮ 这恰恰是巴赫金与包括形式主

义者在内的同时代俄罗斯语文学家的最重要区别之所在ꎮ 作为形式主义学派的外围成员ꎬ 苏联科学院

院士维诺格拉多夫晚年专门谈及该学派兴起的原因ꎮ 在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 (１９１４—１９２４) 再

变为列宁格勒的前后 ２０ 年里ꎬ 一批青年学子深受博杜恩德库尔特内 (Ｂａｕｄｏｕｉｎ ｄｅ Ｃｏｕｒｔｅｎａｙ) 和

沙赫马托夫 (Ａ Ａ Ｓｈａｋｈｍａｔｏｖ) 语言学思想的影响ꎬ 对当时的俄国语文学现状极度不满: 大学语言

学课大都教授死板的语法规则ꎬ 偶尔会以历史语音学为例来说明ꎬ 无人关心各类文学作品中语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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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规律ꎻ 在文学课堂里千篇一律讲解使徒行传ꎬ 偶尔会引入文化史和神秘主义视角ꎬ 无人关心作

品的内生艺术特质ꎮ 如此课程内容绝非学生所期待ꎮ 他们想学什么? 当然是如何揭示文学本质特征的

办法ꎮ 于是他们在课堂外经常聚在一起ꎬ 讨论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的关系ꎬ “诗语研究会 (奥波亚

兹) ” 便应运而生ꎬ 后来又联合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ꎬ 共同寻找解决文学特质问题的方法ꎬ 主动接

触谢雷多宁 (С М Середонин) 的历史地理学和浮士勒的新语文学ꎬ 阅读克里斯特安森 (Ｂｒｏｄ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的 «艺术哲学»ꎬ 还有诸如哈曼 (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Ｈａｍａｎｎ)、 让－保罗里希特 (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ｉｃｈｔｅｒ)、 缪勒－弗雷恩菲尔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üｌｌｅｒ－Ｆｒｅｉｅｎｆｅｌｓ) 的美学论著ꎬ “不过他们都

未提供任何范例”①ꎮ 形式主义者先研究较容易把握的诗歌言语的特质ꎬ 自然而然地碰到了有否合法

性的问题: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言语被证明不具有诗性ꎬ 而诸如夏多布里昂与屠格涅夫的小说言语充满

了音乐性 (诗性)ꎮ 于是他们不得不扩大研究视野ꎬ 开始涉猎小说言语ꎮ 然而ꎬ 研究长篇小说时ꎬ 很

难涵盖诗性 (文学性) 的全部要素ꎬ 往往只能选取一两个方面进行解析ꎬ «小说 ‹黑桃皇后› 的节

奏» «屠格涅夫小说的旋律» «语言学视角下的诗歌与小说» 等论著ꎬ 无不说明了这种两难的窘境ꎬ
而且由此还产生了更重大的问题: 怎么研究作品整体的形式? 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中?
整个审美客体通过哪些手段得到呈现? 一言以蔽之ꎬ 怎么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诗性整体? 应该说ꎬ 整

个形式主义学派所做的种种努力客观上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ꎮ
联系 «巴赫金访谈录» 第二节的内容看ꎬ 维诺格拉多夫对形式主义学派之形成原因及其所讨论

问题的上述梳理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ꎮ 当时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被施佩特的美学论著所吸引ꎬ 把

他介绍给了列宁格勒的 “奥波亚兹”ꎮ 施佩特的学说同样无法令列宁格勒的年轻人满意ꎬ 只有施佩特

关于体系与结构关系的观点被他们悄悄地且不标明出处地应用在了自己的论著中ꎮ② 这个观点为形式

主义者研究作品整体的艺术本质特征提供了启示ꎬ 经他们发扬ꎬ 特别是后来被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所完

善ꎬ 对 ２０ 世纪中期莫斯科—塔尔图结构主义历史—文化符号学派的诞生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总体上看ꎬ
形式主义者和巴赫金一样ꎬ 都受到了德国哲学美学思想的熏陶ꎬ 都试图从德国学术中寻求解答自己问题

的方案ꎮ 不过ꎬ 形式主义者钻研哲学美学论著是为了解决诗学问题ꎬ 巴赫金研究诗学隐藏着解决哲学问

题的努力ꎬ 两者的研究起点与内在逻辑、 学理架构与思维格局都存在着明显差异ꎮ 巴赫金作为语文学家

与形式主义者不可能不发生学术联系ꎬ 尤其在诗学研究方法和文学体裁领域ꎬ 两者分歧很大ꎬ 但共同推

动了俄罗斯语文学派的发展③ꎻ 巴赫金作为哲学家ꎬ 其理论学说ꎬ 特别是其所建立的人文科学新范式ꎬ
超越了具体学科范围ꎬ 是形式主义文艺学及紧随其后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文艺学所无法容纳下的ꎮ

从哲学美学转向语文学ꎬ 由此形成的独特空间ꎬ 一方面令巴赫金拥有了谋划上节所述之大书的可

能性ꎬ 另一方面也让其论著令读者感到很不适应ꎬ 众多借用和自造的术语带有 “隐喻” 色彩ꎬ 字面

浅显直白ꎬ 含义却令人捉摸不定ꎬ 有人批之为缺乏严谨性ꎬ 有人对之进行 “适应性改造”ꎬ 但无论赞

成还是反对ꎬ 读者都表现出 “有话要说” 的激情ꎮ 与文论界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相比ꎬ 哲学界则始终

表现出 “敬而远之” 的姿态ꎬ 只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得到了个别哲学家的认可④ 与接受⑤ꎮ 这

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ꎬ 毕竟巴赫金的绝大部分重要论著都是以语文学的形态见诸读者的ꎬ 而且潜藏在

其整套范畴背后的学术新范式ꎬ 足以改变人文研究之基本格局ꎮ “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ꎮ”⑥ 破

旧立新通常在危机时刻或反常时期ꎬ 但新范式 (新理论) 从诞生到被学术共同体接受并不一帆风顺ꎮ
“范式提供的工具能继续表现出有能力解决它所规定的问题ꎬ 通过有信心地使用这些工具ꎬ 科学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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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快和最深入的发展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ꎬ 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这么做ꎮ”① 巴赫金早期所

处的时代ꎬ 正是本应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学、 艺术和生活的统一意义被人为消除的时代ꎬ 科学主义把

人客体化的独白思维倾向引领整个文化发展的时代ꎬ 欧洲陷入 “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② “欧洲诸民

族病了”③ 的时代ꎮ 别立新意创建新范式虽正逢其时ꎬ 但想要为整个哲学界所承认与普遍接受ꎬ 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ꎮ
巴赫金奉献了人文研究 “独白论与反独白论思维体系” 这一新范式ꎬ 为此独创了不少新范畴ꎬ

采用 “自铸新词” 和 “旧词新意” 的方法ꎬ 捉对使用许多通俗易懂甚至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概念ꎬ 如

“独白—对话” “独白性—对话性” “独白小说—复调小说” “句子—话语” “作者直接话语—非作者

直接话语” “标准语 (统一语、 规范语) —杂语” “向心力—离心力” “史诗—小说” “完成性—未完

成性” “诗歌性—小说性” “庄严 (严肃、 崇高) —笑 (诙谐、 戏谑) ” 等ꎬ 还有描述 “狂欢节” 世

界感受的 “官方文化—民间文化” 及其意蕴丰富的延伸概念ꎬ 如 “狂欢化” “文学狂欢化” “意识狂

欢化” “常规生活狂欢化”ꎮ 为了阐发由 “对话—狂欢—小说—话语—杂语—离心力—未完成性—笑”
等系列范畴构成的反独白文化思维倾向的特征ꎬ 同时也为了阐明长篇小说体裁的特殊性ꎬ 为了将其上

升到缘起性体裁之一ꎬ 并提高其辨识度ꎬ 巴赫金还采纳了诸如事件、 行为、 双重性、 言语体裁、 小说

化、 时空体、 混合、 语调、 镶嵌、 讽拟 (戏仿)、 声音、 多声性、 他人话语等概念ꎮ 上述种种词汇在

巴赫金学术遗产的语境中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ꎮ 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被文学与文化研究者所采信ꎬ
俄罗斯学者甚至专门编写出版了 «巴赫金词汇库»④ꎬ 详细解释这一整套术语及其内在关联ꎮ 令人遗

憾的是ꎬ 国际哲学界对此反响甚微ꎬ 究其原因ꎬ 不外乎与现行哲学范式扞格不入ꎬ “无法被现有范式

同化”⑤ꎬ 所以得不到哲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ꎮ
考察巴赫金小说理论ꎬ 如果离开其诞生和被发现的时代背景ꎬ 很难认清他为什么热衷于探求欧洲

文化史上由对话和狂欢所构成的反独白思维倾向ꎻ 如果不深究其本人学术发展的线索ꎬ 很难深刻认识

到诗学之形与哲学之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ꎻ 如果不深入阐发他特有的 “词汇库”ꎬ 很难真

正领悟其富有革命性的人文研究新范式ꎮ 总之ꎬ 巴赫金研究小说理论ꎬ 隐含着对独白论与反独白论思

维关系的思考ꎬ 这足以引起研究者深思ꎮ 在追求平等对话生活方式的当代ꎬ 共享作为一种理念已成共

识ꎬ 立足中国传统文化ꎬ 构建以反独白思维为根基的 “共学理论 (Ｃｏ－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ꎬ 或可成为巴

赫金提供给东方文化的重要启迪之一ꎮ

承蒙钱中文先生抬爱ꎬ 遵嘱撰写中文 «巴赫金全集» 第三版第三卷之序ꎬ 遂得拙作两篇ꎬ 此为

其二ꎬ 芹献于读者ꎮ 写作过程中得到钱中文、 白春仁两位先生的悉心指点ꎬ 在此谨致谢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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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道德到公共生活: 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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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道德范畴的公益慈善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传统社会管理结构ꎬ 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比传统

社会而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沿用传统道德来阐释现代社会的公益慈善会面临解释力匮乏的问题ꎮ 现代

社会的公益慈善已经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补充ꎬ 所以宜将公益慈善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来理解ꎬ 并将

其常态化为一种公共生活来认识ꎮ 这是因为ꎬ 一方面公益慈善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形成ꎬ 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是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自主实现的ꎮ 认识到公益慈善从传统道德到公共生活的转变ꎬ 有助于澄清现代公益

慈善的本质ꎬ 对人们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也有指导意义ꎮ
关键词: 公益慈善ꎻ 传统道德ꎻ 公共生活ꎻ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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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缘起

　 　 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识在我国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

间内ꎬ “慈善是伪善” 的观点盛行ꎬ 慈善事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 公益慈善事

业逐渐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ꎬ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要 “健全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ꎬ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以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

会福利为基础ꎬ 以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ꎬ 以慈善事业、 商业保险为补充ꎬ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ꎬ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完善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慈善事业、 优抚安置等

制度ꎬ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 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ꎮ 但在这个阶段ꎬ 公益慈善仍然只是被作为

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ꎮ ２０１６ 年出台的 «慈善法» 明确规定公益慈善事业包括促进教育、 科

学、 文化、 卫生、 体育等事业的发展ꎬ 保护环境等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ꎬ 将 “小慈善” 扩展

到 “大慈善”ꎬ 公益慈善事业才超越社会保障的范畴ꎬ 上升到一个新高度ꎮ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全新的

定位ꎬ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开始息息相关ꎮ
尽管党和国家在大政方针层面已经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置于一种新高度ꎬ 但普通大众对于现代公

益慈善还存在观念上的滞后和误解ꎮ 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是公益慈善主体的精英化ꎬ 诸多公益慈善

“盛典” 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政府官员、 资本大咖和明星演员的表演舞台或是彰显身份的仪式ꎮ 另一方

面是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识还停留在熟人之间的社会救助层面ꎬ 对陌生人则表现出冷漠心理ꎮ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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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则是ꎬ 虽然公益慈善在政策上被足够重视ꎬ 但在实践层面的社会治理活动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

用ꎮ 所以ꎬ 推动社会公众公益慈善观念的转变ꎬ 塑造和强化现代公益慈善观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那么ꎬ
当我们谈到观念转型的时候ꎬ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ꎬ 现代公益慈善究竟如何认识和定位? 它和传统公

益慈善又有什么区别?
对于上述问题ꎬ 有学者认为存在两种公益慈善的范式: 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 “圣道”ꎬ

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 “仁道”ꎬ 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

型ꎮ① 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ꎬ 在理解现代公益慈善时从哲学层面抽离了其传统道德要素ꎬ 揭示了公共

慈善发生的基础在于一种交互主体的共同体化的经验ꎬ 指向的是公共善ꎮ 但因为是从形而上层面来阐

释公共慈善ꎬ 所以在引导人们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时还不够直接和彻底ꎮ 也有学者指出要解开中国慈善

的道德枷锁ꎬ 推动公益慈善从 “恻隐之心” 到 “公共责任” 的价值转变ꎬ 关键在于强调公益慈善的

公共责任属性ꎮ② 这跟英国早期的济贫制度从宗教慈善转向世俗公益的趋势是一致的ꎬ③ 可以理解为

公益慈善世俗化的过程ꎮ 但是ꎬ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ꎬ 公益慈善在传统社会构建起来的道德和宗教色彩

被逐渐解构之后ꎬ 它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又该如何来建构ꎬ 以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其时代价值和功能ꎮ 对

于这个问题ꎬ 社会治理层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ꎬ 在世俗国家的内部治理中来定位公益慈善ꎬ
将公益慈善嵌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ꎬ 在社会治理层面建构公益慈善的意义ꎬ 最后将公益慈善常态

化为一种公共生活来理解ꎮ 通过将公益慈善生活化、 常态化、 情景化、 大众化ꎬ 以此推动现代公益慈

善事业的发展ꎮ

二、 公益慈善: 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补充

　 　 由公益和慈善的内涵可知ꎬ 它们指向的都是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ꎮ 国内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在用到

公益和慈善这两个概念时ꎬ 有时对其加以区分ꎬ 有时又作为同一概念使用ꎮ 其实ꎬ 公益和慈善有不同

的含义ꎬ 公益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即公共利益ꎬ 是社会成员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在政府之外寻求

解决社会问题ꎬ 增加和维护公共利益ꎮ 例如ꎬ 对环境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各种政策的推进

等等ꎮ 慈善的英文表达是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ꎬ 其源自于希腊文 ｐｈｉ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 ( ｐｈｉｌｏ ＋ ａｎｈｔｒｏｐｏｓ)ꎬ ｐｈｉｌｏ 指

“爱”ꎬ 而 ａｎｈｔｒｏｐｏｓ 指 “人类”ꎬ 所以 ｐｈｉ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 的意思是 “爱人类”ꎬ 有爱心、 博爱之意ꎮ «犹太百

科全书» 将慈善界定为义务地捐赠财物以救助贫困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ꎮ④ 而 «中国大百科全书»
对慈善的定义是 “私人或社会团体基于慈悲、 同情、 救助等观念ꎬ 为灾民、 贫民及其他生活困难者

举办的施舍、 救助活动的统称”⑤ꎮ 虽然慈善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特定私人的利益ꎬ 但因为贫困、 灾

难等问题本来就具有公共性ꎬ 所以它最终指向的也是社会公共问题ꎮ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将公益和慈善统称为公益慈善事业ꎬ 从古代的施粥ꎬ 到现代的公益捐赠

和志愿服务ꎬ 公益慈善一直以来就是政府之外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渠道ꎮ 朱友渔曾指出ꎬ 中国古代政

府管理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国家对社会公益和民生事业的忽视ꎬ “西方公民普遍认为筑路、 铺设路灯、
垃圾清理、 供水、 办学、 维护治安、 消防等种种公共事业都是地方政府的责任ꎬ 中国政府官员却在这

些公共领域甚少作为”⑥ꎮ 这些公共需求的满足只能部分由民间慈善来实现ꎬ “有的时候ꎬ 自助或者互

助并不足以满足需求ꎬ 而政府资源既不合适而且难以利用ꎬ 所以我们只能求助于慈善ꎮ 而还有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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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ꎬ 由于其他回应方式的缺席ꎬ 只能完全地依赖慈善”①ꎮ 就现代社会而言ꎬ 这更加成为一个不争的

事实ꎮ 例如ꎬ 我国 ２０１５ 年度接收社会现金及物资捐赠量达到 １２１５ 亿元ꎬ 另有彩票公益金募集量为

１０３９ 亿元ꎬ 各类志愿服务的折算价值约为 ４９５ ６５ 亿元ꎬ 共计 ２７４９ ６５ 亿元ꎮ② 而 ２０１５ 年我国中央和

地方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为 １３５４７ ７９ 亿元ꎬ 也就是说 ２０１５ 年我国慈善资源总量占到了政府一般公

共服务预算支出的两成ꎮ 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ꎬ 今后社会慈善资源总量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

中所占比重还会更高ꎮ 再来看公益慈善事业主要关注的社会领域ꎬ 下图描述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我国主

要社会捐赠意向分布比例ꎬ③ 依图可见教育和医疗健康两个领域占到了社会总捐赠量的一半以上ꎬ 其

他占比较大的有扶贫、 减灾救灾和生态ꎮ 教育、 医疗健康、 扶贫、 减灾救灾和生态都是现阶段我国政

府关注的重点ꎬ 是迫切需要加大投入解决的重大公共问题ꎮ 所以说公益慈善事业所关注的领域ꎬ 始终

是与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方向相联系的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主要社会捐赠意向分布比例 (％)

与政府和现代市场提供公共服务不同ꎬ 公益慈善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渠道具有自身的特性ꎮ
首先ꎬ 公益慈善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间性ꎮ 民间性是区别于政府主办而言的ꎬ 它不同于政府主导的

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的内容ꎮ 公益慈善不依靠政府的强制而存在ꎬ 它属于民间主体的自助

行为ꎮ 当然ꎬ 公益慈善要发挥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ꎬ 适宜的制度环境可以助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

展ꎮ 社会力量举办慈善事业在我国自古就存在ꎬ 只是一直没有成为主流ꎬ 直到中华民国时期ꎬ 灾害战

乱频仍ꎬ 中央政府救济无力ꎬ 民间团体举办慈善事业才首次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ꎮ 就当前而

言ꎬ 民间力量已经成为公益慈善主体的主要构成ꎬ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监测数据抽样测算ꎬ ２０１５ 年

我国社会捐赠中企业捐赠金额占 ７０ ７％ꎬ 个人捐赠金额占 １６ ３８％ꎮ 在这些社会捐赠中ꎬ 有 ７９％是通

过社会组织接收ꎬ 通过政府和事业单位接收的分别只占到 １８％和 ３％ꎮ
其次ꎬ 公益慈善提供公共服务的志愿性ꎮ 志愿供给公共服务是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之外公共服务

供给的第三种方式ꎬ 公益慈善提供公共服务属于志愿供给ꎬ 它在参与上具有志愿性ꎮ 政府供给公共服

务带有强制性ꎬ 而且要根据严格的集体选择程序来决定和分配ꎮ 市场供给公共服务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ꎬ 且以营利为目的ꎮ 志愿性则表明公益慈善的参与主体是无偿或者半无偿的ꎬ 他们可能是出于同

情、 爱心或者公义ꎬ 甚至是其他间接性动机ꎬ 但都不以直接的利益回报为目的ꎮ 另外ꎬ 志愿性还意味

着公益慈善配置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选择性ꎮ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ꎬ 它们的主要服务领域一般都是

基于组织的宗旨和理念设定的ꎬ 不会受到政府和市场过多影响ꎮ 而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参与者而言ꎬ
他们在进行公益捐赠和志愿服务时ꎬ 既可以根据社会问题的迫切程度来选择ꎬ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

和习惯来选择ꎬ 总之都完全是基于主体的意愿做出的ꎮ
最后ꎬ 公益慈善提供公共服务的补充性ꎮ 这种补充性的存在主要基于如下两个事实: 一方面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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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ꎬ 当发生政府、 市场 “双失灵” 的时候ꎬ 公共服务供给就

会出现无效或低效现象ꎬ 公益慈善组织正好可以在这时拾遗补缺ꎬ 充当 “第三方补充性角色”ꎮ 另一

方面是社会发展中新的或突发的公共需求的存在ꎬ 在政府和市场体系内无法及时得到满足ꎬ 此时公益

慈善将发挥补充功能ꎮ 公益慈善之所以能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补充作用ꎬ 主要是相较于政府供给和

市场供给而言有着自身的优势ꎮ 第一ꎬ 公益慈善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无偿性ꎬ 所以其对公共服务提供中

的成本是一种弱关注ꎬ 这样就更有可能进入那些成本与效益不显著对等的公共服务领域ꎬ 如野生动物

保护、 科普宣传等ꎮ 第二ꎬ 公益慈善供给公共服务既可以是捐赠 (出钱出物)ꎬ 也可以是志愿行为

(出力)ꎬ 所以具有直接性ꎬ 一定程度上可以实地快速地满足人们的公共需要ꎬ 这是政府和市场都难

以做到的ꎬ 如抢险救灾、 交通协管等ꎮ 第三ꎬ 由于公益慈善的民间性ꎬ 其参与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ꎬ
更加了解底层社会的需要ꎬ 尤其是偏远地区或者容易被政府忽视的底层公共问题ꎬ 一直是公益慈善事

业关注的重点ꎬ 如支教助学、 法律援助等ꎬ 这是对政府缺位的补充ꎮ

三、 嵌入社会治理: 公益慈善的道德驱动及其不适

　 　 政府部门可以凭借其权力优势强制实现公共服务的分配ꎬ 市场上人们通过等价交换追逐财富最大

化也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分配ꎬ 而公益慈善部门既不具有强制性权力ꎬ 也无法提供财富回馈ꎬ 其主要

是通过人们的道德自省而自愿参与到一些公共服务的生产或资助中来 (见下表)ꎮ

三部门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特征

部门 方式 目标 特征 核心要素

政府部门 公共行为 公共利益 强制 权力

市场部门 私人行为 私人利益 交换 财富

公益慈善 私人行为 公共利益 志愿 道德

一直以来ꎬ 人们都将道德视为理解公益慈善行为的核心要素ꎮ① 一方面ꎬ 慈善被认为具有道德精

神ꎬ 属于道德范畴ꎬ 是一种道德活动ꎮ② 之所以将公益慈善界定为一种道德行为ꎬ 主要是因为 “慈善

是人们用来实现他们的道德愿景ꎬ 塑造和提升我们社会道德议程的首要手段”ꎬ “是为提升他人生活

的志愿介入ꎬ 旨在服务他人、 促进公益ꎬ 慈善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其固有的道德性”ꎮ③ 另一方面ꎬ 人

们的公益慈善行为本身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ꎬ 受道德驱使和影响ꎮ 王卫平曾考证指出ꎬ 中国古代慈善

事业的思想基础包括儒家的仁义学说、 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善恶报应学说和民间善书所反映的道教思

想ꎬ④ 而这几方面恰恰是传统道德的主要基础ꎮ 道德对慈善行为的影响表现为ꎬ 道德直觉与人们的慈

善捐赠行为具有一种程度的相关性ꎬ 有约束力的道德直觉偏向于促进内部指向的捐赠ꎬ 个性化的道德

直觉偏向于促进外部指向性的捐赠ꎮ⑤ 道德认同影响人们对于慈善行为的判断ꎬ⑥ 它对于消费者选择

购买公益产品和慈善捐赠具有影响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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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ꎬ 阐述公益慈善的道德属性ꎬ 或者将道德作为公益慈善的驱动力ꎬ 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公益

慈善与道德之间的密切联系ꎬ 公益慈善作为一种道德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ꎮ 但是ꎬ 从社会管理实践

的发展来看ꎬ 这种联系的建立和观念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ꎮ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

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ꎬ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ꎮ”① 公益慈善作为纯粹的道德行为赖

以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传统社会管理结构ꎮ 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ꎬ 公共服务匮乏ꎬ 个人与个人、 个

人与国家、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ꎬ 单中心社会管理体制下公众议程无法进入政策议程ꎬ 所

以公益慈善就成了贫穷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相互同情和救助的重要方式ꎬ 而这种无私和怜悯之情正是

最朴素的传统道德ꎮ 另外ꎬ 因为劳动人民之间的公益慈善短暂减缓了整体社会苦难ꎬ 客观上起到了缓

冲社会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ꎬ 也就缓解了政府压力ꎬ 政府因此便对其加以认同和接纳ꎬ 在政治

宣传上将公益慈善塑造为一种公共道德ꎮ
现代社会结构相比传统社会而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公益慈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ꎬ 其表现形

态、 社会功能、 主体规模等也已发生变化ꎬ 现代公共慈善与传统道德的不协调性越来越明显ꎮ 例如ꎬ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慈善捐赠蕴含着道德冲突ꎬ 具体包括企业慈善捐赠的道德冲突 (企业捐赠的营

利性与公益性之间的冲突)、 个人慈善捐赠的道德冲突 (裸捐与适度捐赠的冲突) 和官方慈善机构的

道德冲突 (信任危机和信息不对称)ꎮ② 如果仍然将现代公益慈善视为纯粹的道德行为ꎬ 难免要面临

道德尴尬的境况ꎮ 事实上ꎬ 公益慈善不仅仅属于道德范畴ꎬ③ 更不能将其局限于道德范畴ꎮ 所以ꎬ 有

必要继续探讨现代公益慈善与道德之间的不适问题ꎬ 也就是公益慈善中的非道德现象ꎮ 具体表现在两

方面: 首先ꎬ 是主体参与公益慈善动机的非道德性ꎮ 企业捐赠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捐赠的主要来源ꎬ 然

而企业捐赠更多是出于经济动机④、 政治动机⑤ꎬ 或者是复杂社会资本影响下的结果ꎬ⑥ 而很难说主

要是出于无私的道德考虑ꎮ 这一现象很难从公益慈善的道德范畴来解释ꎬ 当然也有学者坚持道德分析

的视角ꎬ 他们在试图重新调和二者的关系时ꎬ 提出 “效果优先ꎬ 兼顾动机” 的方针来评价企业家慈

善行为的道德性ꎬ⑦ 或者将慈善行为区分为纯粹的慈善行为和带有功利性的慈善行为ꎬ⑧ 其实ꎬ 前者

有 “泛道德” 倾向之嫌ꎬ 而后者所做的分类也并无建设性意义ꎮ 其次ꎬ 是公益慈善参与过程中存在

的非道德行为ꎮ 一方面ꎬ 是对慈善经济存在的道德合理性的质疑ꎬ 因为慈善经济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

“慈善异化” 的道德风险ꎬ 而且慈善经济由于有特殊政策的支持也会妨碍市场竞争的公平性ꎮ⑨ 另一

方面ꎬ 是公益慈善组织内部出现的贪污、 挪用捐赠资金等现象ꎬ 像前几年出现的 “郭美美事件” “尚
德诈捐门” 等ꎬ 这些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公益慈善组织和组织参与者的形象ꎮ

我们看到ꎬ 自古以来公益慈善就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补充方式ꎬ 在传统社会ꎬ 人们参与

公益慈善主要是基于道德考量ꎬ 这种道德源自劳动大众之间的同情和救助并得到政府的认可ꎮ 但是到

了现代社会ꎬ 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ꎬ 公益慈善的形态、 角色、 功能也已发

生变化ꎮ 虽然不能否认ꎬ 现代社会人们参与公益慈善仍然具有道德性质ꎬ 但是现代公益慈善已经不再

局限于道德范畴ꎮ 坚持沿用道德分析视角来审视公益慈善难免会出现不适ꎮ 例如ꎬ 慈善捐赠活动中出

现的 “道德胁迫” 现象表明ꎬ 现代公共慈善已经超出了道德的适用范围ꎬ 所以急需一种新的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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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框架相适应的方式来理解现代社会的公益慈善ꎮ

四、 现代治理体系中公益慈善的公共生活化

　 　 公共生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ꎬ 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生活的表现形态也不同ꎮ 从

古到今公共生活经历了从 “组织化的公共生活” “私域性的公共生活” 到 “有机的公共生活” 的转

变ꎮ① “组织化的公共生活” 出现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古希腊时期ꎬ 它是为适应城邦的需要而形成

的ꎮ “私域性的公共生活” 存在于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之中ꎬ 表现为私人为共同对抗公共权力

而达成的自由集合ꎮ 在这两种生活形态中ꎬ 前者体现为为维护共同体而展开的公共生活ꎬ 后者体现为

为维护个体权利而展开的公共生活ꎬ 它们都是围绕国家或社会的某一方而建构的ꎮ 现代社会的公共生

活是一种 “有机的公共生活”ꎬ 它以保持个体和国家各自的独立性为前提ꎬ 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有机互

动、 相互协商与合作的过程ꎬ 其目标是实现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ꎮ②

从 “私域性的公共生活” 向 “有机的公共生活” 的转变ꎬ 是由社会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的增加、
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相应变化及调整引起的ꎮ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ꎬ 社会生活相对简单ꎬ 政府更

多充当 “守夜人” 的角色ꎬ 大多数公共物品的配置由市场和私人部门来完成ꎬ 自由市场的发展则需

要他们联合抵制政府的干涉ꎮ 后来随着市场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ꎬ 以及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程度

的增加ꎬ 私人部门越来越不能保证公共物品的有效配置ꎬ 政府部门在公共物品提供中逐渐发挥主要作

用ꎮ 这样市民共同生活所获得的公共性就不再是纯粹的私域公共性ꎬ 它融入了国家的元素ꎬ 开始具有

国家意志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国家对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加深ꎬ 国家自身也不得不经历着变化ꎬ 面临挑

战ꎬ 最直观的就是政府机构变得越来越庞大ꎬ 以致 “行政国家” 的出现ꎬ 造成行政机构的臃肿和行

政成本的增加ꎬ 政府逐渐不堪重负ꎮ 治理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发展起来的ꎬ 它通过重新调整社会管

理结构ꎬ 把个人、 社会团体和市场糅合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ꎬ 使之跟政府一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

一ꎬ 进而调动私有资源参与促进公共利益ꎬ 实际上是构建了私人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换机制ꎬ 在保障

公共物品充分供给的同时ꎬ 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ꎮ 而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ꎬ 就是私人生活的公共化趋

势ꎬ 私人生活和国家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ꎬ 最后发展成为 “有机的公共生活”ꎮ 公共生活或者 “有
机的公共生活” 的存在是维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ꎬ 公共生活也是多元治理时代

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ꎮ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公共生活可以理解为全体社会成员以生活化的方式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过

程ꎬ 而公益慈善就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方面ꎬ 所以公益慈善是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ꎮ 而进一步提出公

益慈善公共生活化这一命题ꎬ 主要是因为: 第一ꎬ 公益慈善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形成ꎻ 第二ꎬ 这个过程

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自主实现的ꎮ 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ꎬ 这在论述公益慈善作为公共物品供给

的重要补充时已经充分证明了ꎬ 接下来要着重论证的是第二点ꎮ 传统行政模式下强调公共利益形成过

程中的组织性、 纪律性ꎬ 它发生的场所也必定是公共场合ꎮ 而公益慈善作为公共利益的促进过程则完

全没有这些特性ꎬ 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完成的ꎬ 这意味着:
首先ꎬ 人们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具有自主性ꎮ 这种自主性可以用吉登斯 “生活政治” 的反思自主性

来解释ꎬ “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ꎬ 这就是晚期现代性的系统ꎬ 它在个体和集体的

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ꎮ 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ꎬ 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

政治ꎬ 在那里这种反思性把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接在一起”③ꎮ 所以ꎬ 人们参与公益慈善

３０２从传统道德到公共生活: 现代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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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自主性也是源于对个体—集体关系的反思以及对社会作为完整系统的感知ꎬ 这是现代性发展必

然带来的人们观念变化的结果ꎬ 人们选择主动成为行动者之一来融入系统和维持系统的完整ꎬ 同时在

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ꎮ
其次ꎬ 人们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日常性ꎮ 随着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ꎬ 人们参加公益慈善活动

越来越不需要实行严格的组织化督促和规制机制ꎬ 公益慈善活动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ꎮ 第

一ꎬ 随着现代公益慈善活动形式的多样化ꎬ 它逐渐发展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体验ꎮ 例如ꎬ 人们在工作

之余从事义工、 助残等活动ꎬ 或者大学生假期赴偏远的地区支教ꎬ 短暂地离开熟悉的工作而接触新的

环境和工作ꎬ 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体验ꎮ 另外就是网络技术在公益慈善发展中的应用ꎬ
给公益慈善活动带来了娱乐性和便捷性ꎬ 使其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ꎮ 例如ꎬ 支付宝推出的每日步数的

捐赠、 蚂蚁森林和蚂蚁庄园等带有娱乐色彩的慈善活动ꎬ 使得人们在做公益的同时得到一种娱乐体

验ꎮ 第二ꎬ 人们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ꎮ 公益慈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ꎬ 都

是在人们的生活场景中进行和完成的ꎬ 它在时间和地点上不再具有固定性ꎬ 只是与人们对生活方式和

内容的选择有关ꎮ

余论: 作为公共生活的公益慈善带来的启示

　 　 将公益慈善放到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来理解ꎬ 并将其视为一种公共生活ꎬ 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如下

启示: 首先ꎬ 要摒弃将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完全道德化的思维ꎬ 现代公益慈善虽然具有某些道德色彩ꎬ
但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不属于道德的范畴ꎬ 所以ꎬ 要避免对其贴上道德标签和进行道德绑架ꎮ 人们参与

公益慈善活动无论是出于无私的目的或者功利性的考虑ꎬ 无论在内容、 形式、 数量上有何差异ꎬ 非要

在道德上对其做出高下评判是没有意义的ꎮ 其次ꎬ 要将公益慈善活动作为现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常

态来认识ꎬ 它已经从多个方面以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生活中ꎮ 所以ꎬ 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没有资格和门

槛之说ꎬ 与个人能力、 社会地位、 财富多寡等都没有必然的关系ꎮ 所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人ꎬ 都是

公益慈善事业的参与者ꎬ 对生活化的公益慈善都有一种反思性的自主与自觉ꎮ 最后ꎬ 作为一种公共生

活ꎬ 公益慈善也体现为人们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参与ꎮ 这个参与过程实际上也是私人资源向公共资源的

转换过程ꎬ 而个人对于转换的细节拥有较大的自主权ꎮ 这不仅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形成ꎬ 而且也是个体

自我实现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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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必须首先明确它的话语对象ꎬ 这决定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本质

与特色ꎮ 在本质上ꎬ 区分不同政治话语的关键在于它们所指向的政治关系的差异性ꎮ 政治关系是重大时代挑

战的交叠所指向的核心问题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结构层面的规定性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千

变万化ꎬ 其主要内容有阶级关系、 党政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间关系ꎮ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具有政治主体平等性、 基本关系和谐性、 处理方式协调性和调整手段自觉性等基本特征ꎬ
这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比较性优势ꎮ 在此基础上ꎬ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

系必须确立总体性认识ꎬ 把握政治发展规律ꎬ 在思维方法上遵循 “主体—态势—结构” 的基本途径ꎮ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ꎻ 政治关系ꎻ 政治话语ꎻ 阶级关系ꎻ 党政关系ꎻ 国家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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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工程ꎬ 首先必须明确它的话语对象ꎬ 这决定了中

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本质与特色ꎮ 在本质上ꎬ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厘清

中国特色的政治关系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ꎬ 政治关系和谐稳定ꎮ 但也应承认ꎬ 政治关系的片面化、 碎片化、 过度化等

问题依然存在ꎮ 作为一种总体性关系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必须建立在当代中国的 “总问题”
和时代挑战的阶段问题上ꎮ 正是在不断解决时代挑战和 “总问题” 的基础上ꎬ 当代中国的政治关系

实现了在良性演进中的自我优化ꎬ 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ꎬ 并成为坚持和完善改革开

放的鲜明佐证ꎮ 理解政治关系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总开关” 意义ꎬ 弄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

治关系的基础内容ꎬ 全面审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ꎬ 才能进一步合理有效地处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ꎬ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ꎮ

一、 重大挑战的交叠指向核心问题: 政治关系是诸多时代挑战的集中体现

　 　 所谓政治关系是指人类社会中不同政治主体在以利益为核心的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复杂关系ꎮ 在所

有社会关系中ꎬ 虽然政治关系是上层建筑ꎬ 但却处于关节点起着神经元的作用ꎮ 政治关系具有经济相

关性ꎬ 破解政治关系需要从经济关系入手ꎻ 政治关系具有社会普遍性ꎬ 任何具体社会关系一旦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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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或表现为全局问题ꎬ 就上升为政治关系ꎻ 政治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ꎬ 政治主体的历史性存在决

定了政治关系的历史形态、 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ꎬ 它是动态发展的ꎻ 政治关系结构具有复杂性ꎬ 其涉

及多元社会政治现象、 反映多种关系类型、 承载不同层次和性质的政治行为ꎮ 良好的政治关系意味着

经济可持续发展、 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ꎻ 反之ꎬ 当不同社会领域面对矛盾问题和时代挑战时ꎬ 政治关

系就成为统摄全局的根本关系ꎮ 换言之ꎬ 政治关系的混乱绝不是政治领域的关系失序ꎬ 而是全局的系

统性紊乱ꎬ 必然阻碍经济发展、 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政治稳定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考察的基本理论论题和重大时代课题ꎮ 近年来ꎬ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ꎬ 政治关系即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关系ꎮ 在这里ꎬ 政治生活是一个模糊概念ꎬ 对政治

生活的理解差异直接决定了对政治关系的不同解释ꎮ 持此种观点的人总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需要

的 “证据”ꎬ 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ꎬ 以尊重政治的相对自主性为名ꎬ 实则将政治生活看作一个孤立领

域ꎬ 进而将抽象的 “制度” “权利” “体制” 看作政治关系的核心内容ꎮ 在这里ꎬ 政治关系的全部秘

密就在于: 在抽象的宪政、 民主、 选举、 政治权利 (人权) 与自由、 平等、 正义等类型化的理想观

念中通过语词的 “修辞术” 实现所谓的超越生产方式、 意识形态、 “左” 与 “右” 及历史传统性、
文化地域性、 社会现实性等限制的泛化的政治关系类型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之所以 “政治体制改革滞

后论” 在不同阶段改头换面屡次出现ꎬ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来衡量我国政治

关系ꎬ 进而得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停滞的错误认识ꎮ 其二ꎬ 以强调政治的相关性为由ꎬ 实则

将政治生活看作一个 “附属” 领域ꎬ 从而错误地将政治关系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社会现象ꎮ 与过度

强调政治的独立性截然不同ꎬ 将政治生活、 政治建设与政治领域视为其他社会领域的附属范畴也是一

种偏见ꎮ 在一段历史时期ꎬ 强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往往就会刻意贬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ꎬ 不但总体性

的政治关系被彻底忽视了ꎬ 而且具体的政治关系也从政治关系的解释范畴中被剥离出去了ꎮ 其三ꎬ 以

凸显具体政治关系的稳定性为借口ꎬ 实则将政治生活看作一个静止不动的结构领域ꎬ 即政治关系的产

生、 发展、 变化不过是具体结构领域内的内容或程度的增减ꎮ 例如ꎬ 阶级关系被细化为 “阶层关系”
且以阶层这一新概念为由试图取消阶级关系的客观现实ꎬ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 “政府博弈” 中演算着

政治利益的 “输入—输出”ꎬ 党政关系则被限定在 “分开” “合并” 的二元选择之中ꎬ 等等ꎮ 这就造

成了政治关系作为理解政治的一个客观现象、 核心范畴甚至关键议题的积极作用面临着被弱化的危

险ꎮ 进而言之ꎬ 以上三种观点ꎬ 偏颇之处各有不同ꎬ 但也存在共同的错误ꎬ 即将政治关系的经济相关

性、 社会性和动态性的某一方面过分放大ꎮ
事实证明ꎬ 现实生活的复杂、 矛盾问题的多发和利益结构的变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现象的碎片

化、 网络化与重构化等问题使政治关系的 “单向度” 不断增强ꎬ 从而遮蔽甚至消除政治关系的总体

性存在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如何科学有效地处理千头万绪的经济社会问题ꎬ 如何客观对待越来越现象化

的社会政治生活ꎬ 如何有效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格局ꎬ 如何真正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关系ꎬ
这些问题是 “全面性如何与重点性相互统一” 历史难题的时代表现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尽管相关的矛

盾与问题的内容和特征大多各不相同ꎬ 然而就其挑战性而言却是高度一致的ꎬ 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

段始终都要正确回答同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ꎮ 对于我国而言ꎬ 一切的发展与问题、 所有的矛盾与变化、 全部的历史和现实都

离不开这一根本的 “时代挑战”ꎬ 正如习近平所言: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ꎬ 就是继续把这篇

大文章写下去ꎮ 坚持马克思主义ꎬ 坚持社会主义ꎬ 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ꎮ 我们的事业越前进、 越发

展ꎬ 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ꎬ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ꎬ 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ꎮ”① 继

续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绝不是政治口号ꎬ 而是历史、 理论、 实践的必然选择ꎬ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前进的基调和底色ꎮ 正因为如此ꎬ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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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ꎬ 这个 “新” 的时代挑战必然体现在政治关系的新背景、 新逻辑和

新话语中ꎬ 即在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时必须植根于强国时代的新背景ꎬ 认清强国

时代又必须遵循强国逻辑ꎬ 找准凸显强国逻辑则需要强国理论的话语支撑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政治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结构层面的规定性ꎬ 并决定着其性质、 框架

与基本样态ꎬ 但这种结构规定性并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内容ꎬ 否则就会沦为一种武断的社会本质决定

论ꎮ 在我国政治社会的发展脉络中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制度结构、 发展态势与行动选择的综合ꎮ 虽

然制度结构是基础性、 本质性的ꎬ 但是发展态势的复杂性多变性特别是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

态等各种因素在不停地相互作用中交汇成一种基本态势ꎬ 它们在不断自我变化和彼此影响中决定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 条件性等特征ꎮ 与此同时ꎬ 社会主体的行动选择作为一种兼具隐性结构特

征与显性行动导向的 “后台力量”ꎬ 表现出较强的多元化和偶变性ꎮ 如果发展态势和行动选择与制度

结构的规定性不能相互符合ꎬ 政治关系的不稳定性等消极性就会不断积累ꎬ 当其达到颠覆制度结构的

程度时ꎬ 政治关系的性质将会发生本质变革ꎮ 虽然相关问题的显著程度有所不同ꎬ 但都是三种要素交

织下的结果ꎬ 构成了时代挑战的内涵与外延ꎬ 共同揭示出当代中国政治关系问题的复杂性ꎮ

二、 核心问题的具体化催生主要关系: 当代中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方面及其变化

　 　 政治关系是诸多时代挑战的集中表现ꎮ 因此ꎬ 必须从经济关系、 物质利益关系层面理解和把握政

治关系ꎬ 绝不能停留在 “政治” 的修辞话语中ꎮ 一个国家的政治关系因政治主体的多样性、 利益关

系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差异性而表现不同ꎬ 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和变

化ꎮ 具体而言ꎬ 当代中国的主要政治关系包括阶级关系、 党政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

系以及国家间关系等ꎮ 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ꎬ 必须立足于主要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与现实

状况ꎬ 从历史轨迹的共性中总结规律、 揭示中国特色ꎮ
其一ꎬ 新的社会阶层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决定性政治关系ꎮ 阶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政权的性

质ꎬ 其是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依据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纲”ꎬ 为科学

认识和正确处理新阶段社会阶层关系提供了政治保证ꎮ 在科学判断我国所处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

础上ꎬ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状况、 社会矛盾做出了客观准确的判断ꎬ 既反对阶级斗

争消亡论又警惕不同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论ꎬ 提出构建以非对抗性为特点的社会阶层结构新格

局ꎮ 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ꎬ 以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为抓手ꎬ 将理顺社会阶层关系、 化解社会

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主要任务ꎬ 不断优化社会阶层关系ꎮ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ꎬ 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发挥协商民主作用、 保障改善民生水平ꎬ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

战ꎬ 新时代社会阶层关系的协调程度不断提升ꎮ
其二ꎬ 党政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性政治关系ꎮ 由于社会制度性质的原因ꎬ 社会主义国家的

党政关系与西方国家的 “国家与政党” 的关系存在本质差异ꎮ 因此ꎬ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ꎬ 调整党政

关系的根本在于如何真正提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关键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党政分工进行相

应的调整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党政关系调整与改善的核心是加强和改善党的统一领导ꎮ 面对 “文革”
造成的党政关系混乱ꎬ 以党政职能明晰、 党政组织架构重建和党政职能合理区分为抓手ꎬ 重塑了党的

形象和权威ꎬ 党政关系得以修复ꎻ 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ꎬ 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契机ꎬ
在嵌入与融合中ꎬ 党政关系更加平衡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ꎬ 明确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①ꎬ 真正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ꎬ 通过增强 “八项本领” 真正

７０２政治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基础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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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党始终能够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ꎬ 党政关系有了新气象ꎮ
其三ꎬ 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ꎮ 毛泽东指出: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

个矛盾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ꎬ 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ꎮ”① 改革开放以来ꎬ 调整改善中央

与地方关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到既能增强中央权威ꎬ 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ꎮ 在这里ꎬ 具体实践探索的

内容主要表现为单一制国家的本质和结构得以有效维护和巩固ꎬ 具体关系的处理做到了既坚持原则又

手段灵活ꎬ “集权与分权” 的关系模式保持平衡协调发展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全面” 成为当代中国

改革发展的核心关键词ꎬ 平衡性、 协调性、 可持续性日益成为新标准ꎮ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ꎬ 习近平认

为 “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②ꎬ 这就

为新时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涵外延、 总目标以及处理方法等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ꎮ
其四ꎬ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征ꎮ 恩格斯认为: “随着阶级的消失ꎬ

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ꎮ 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ꎬ 将把全

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ꎬ 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ꎬ 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ꎮ”③ 国家终将

回归社会ꎬ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ꎮ 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之处正在于它致力于实

现这种 “回归” 与 “统一”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破除了西方政治话语中 “国家—社会” 的对抗性逻辑ꎬ
围绕 “为什么人的问题”ꎬ 在国家与社会间逐渐实现了 “强—强” 互补的结构性关系ꎬ 国家治理结构

的内在关系不断优化ꎬ 国家的社会管理手段越发丰富有效ꎬ 社会治理格局不断趋向共建共治共享ꎬ 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 “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新实践新思想ꎮ
其五ꎬ 国家间关系是现代国际秩序与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和 “三个世界划分” 理论的提出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ꎬ 成为战后重要

的国际关系准则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建立国际经

济政治新秩序的主张ꎬ 并在安全观、 文明多样性、 全球经济格局、 世界人权问题、 维护联合国机制和

反对恐怖主义等领域不断提供中国智慧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和政府既有效维护国际安全ꎬ 又密切关

注身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ꎬ 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使命ꎬ 在处理具体的国家间关

系时形成了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积极促进 ‘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观” 等策略体系ꎮ 面向新时代ꎬ 在新型国家间关系

中ꎬ 中国已经树立了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④ 的负责任

大国形象ꎮ
总之ꎬ 上述政治关系在所有政治关系类型中居于核心地位ꎬ 发挥着关键作用ꎬ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其他政治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变化ꎮ 历史证明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越发成熟了ꎮ 这

主要体现在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将人民立场、 人民利

益、 人民幸福作为评价政治关系是否稳定健康和谐的根本依据ꎻ 始终坚持从全局出发ꎬ 将总体性、 整

体性、 系统性和协调性作为处理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ꎻ 始终将符合中国实际、 文化传统和具体实践作

为处理和调整政治关系的前提条件ꎻ 始终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ꎬ 将矛盾产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具体社

会实践相结合ꎬ 在解决政治关系新矛盾中整体推进政治关系的积极变化ꎻ 始终坚持发展的眼光ꎬ 善于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ꎬ 统筹利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历史性建构中ꎮ

８０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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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关系的维系彰显比较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确定和界定政治关系的关键在于全面理解 “政治关系”ꎬ 那么认识和把握政治关系的关键

则在于具体厘清 “政治关系”ꎬ 也就是认清政治关系的全面性、 系统性与具体性、 重点性相互结合、
有机统一的根本特点ꎮ 在这里ꎬ 核心是把握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基本路径ꎬ 不但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关系的本质优势ꎬ 更要体现其比较优势ꎮ 在唯物史观视阈中ꎬ 政治关系的核心是矛盾ꎬ 科学地

认识社会矛盾、 全面地把握社会矛盾、 以正确的策略和方法解决矛盾ꎬ 这是维系政治关系稳定健康和

谐的根本途径ꎮ 毛泽东指出: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了ꎬ 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ꎮ 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ꎬ 解决的方法ꎬ 就是从团结出发ꎬ 经

过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ꎮ”① 改革开放以来ꎬ 当代中国的政治关系之所以能够在

有序调整中积极发展ꎬ 关键在于既以团结为前提又以团结为目的和方法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

系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主体平等、 关系和谐、 发展协调和调整自觉的基本特征ꎮ
第一ꎬ 政治主体的平等ꎮ 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间的相互关系ꎬ 政治主体的性质直接影响到政治关

系的性质ꎮ 众所周知ꎬ 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ꎮ 然而ꎬ 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ꎬ 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在范围、 程度和内容上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ꎮ 在这里ꎬ 群体、 阶层、 性别、 利益团体、 阶

级甚至民族等就成为现实的政治主体ꎮ 在资本主义社会ꎬ 阶级关系将长期制约社会ꎬ 政治主体被假想

为抽象个体ꎬ 平等是抽象的政治权利的平等ꎬ 从而排斥真实的平等感ꎬ 成为一种虚幻的理念ꎮ 而真正

的平等不是抽象、 孤立的空洞梦想ꎬ 其始终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关ꎬ 是在特定的交往关系中体现出

来的原则和价值ꎮ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ꎬ 才有真正平等的政治主体ꎬ 才能形成

政治关系的真正平等ꎮ 在我国ꎬ 政治主体是由劳动者组成的ꎬ 劳动者在本质上是平等的ꎬ 因此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是以平等作为其显著特征的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ꎬ 全体劳动者对生产

资料的占有虽然存在不同形式ꎬ 但是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仍是平等的ꎬ
绝对的剥削和压迫已被消灭ꎮ 与此同时ꎬ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平等的劳动者通过社会主

义民主制度的建构而确立的ꎬ 作为政治主体的劳动者在政治参与、 政治权利、 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广泛

平等的政治关系ꎮ 虽然具体的政治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不同领域、 制度和行动中的确居于不同地

位、 具备不同功能、 发挥不同作用ꎬ 但是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ꎬ 更没有结构性的 “剥削

与被剥削” “压迫与被压迫” 的阶层划分ꎬ 仅仅是因领域、 分工、 任务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性

现象ꎮ 因此ꎬ 主体平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首要基础特征ꎮ
第二ꎬ 基本关系的和谐性ꎮ 一方面ꎬ 政治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源于经济关系ꎬ 是特定经济关系的集

中表现ꎮ 恩格斯指出: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ꎬ 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

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 (在有分工的条件下) 的方式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ꎬ 决定着国家、
政治、 法等等ꎮ”② 理解政治关系必须从经济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层面把握ꎬ 避免将政治关系孤

立化ꎮ 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ꎬ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ꎬ 因而在目的、 结构

与内容上保持广泛的一致性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始终保持着根本利益的高度

一致和基本经济关系 (物质利益关系) 的普遍相通性ꎬ 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和谐ꎮ
当然ꎬ 由于具体利益的差异性、 经济形式的多元化、 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非一致性等问题的存在ꎬ 作

为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具体载体的政治关系也无法彻底摆脱特殊利益间的博弈ꎮ 在特殊利益影响下ꎬ
不同的具体政治关系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性和矛盾性ꎬ 但是此种冲突与矛盾在现代化经济体系

９０２政治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基础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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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不断吸收ꎮ 围绕相关的矛盾和冲突ꎬ 需要通过利益协调或者矛盾引导机制来解决ꎬ 唯有如此ꎬ 社

会主义社会才能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ꎮ 另一方面ꎬ 政治关系还会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交织ꎮ
在社会生活中ꎬ 社会关系十分复杂ꎬ 数量多且作用不一ꎮ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项整体性事业ꎬ 任

何一种社会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社会关系ꎮ 不同的社会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自然转化成

政治关系ꎬ 且由政治关系构成主要社会关系或次要社会关系ꎮ 在社会主义国家ꎬ 这种关系互构方式需

要在不同社会关系间围绕政治关系的根本需要相互调整ꎬ 最终达到较为和谐的状态ꎮ
第三ꎬ 处理方式的协调性ꎮ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ꎬ 以非对抗性为特征的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方

面ꎮ 然而ꎬ 阶级矛盾只是基本上消失了ꎬ 还未达到彻底消失的阶段ꎬ 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 形式、 程

度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也会出现激化的现象ꎮ 为此ꎬ 必须解决对抗性冲突ꎬ 在具体矛盾可能激化的方

面有所预见ꎬ 做到预判、 预案、 预警ꎬ 避免矛盾积累而造成严重后果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ꎬ 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处理复杂交错的政治关系ꎬ 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ꎮ 一则ꎬ 坚持统筹协调ꎬ 从 “两手抓” “三位一体” “四位一体” 到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坚持 “点—面—点” 结合ꎬ 围绕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推

进整体发展ꎬ 关键是在不断增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真正实现了政治关系的统筹协调ꎻ 二则ꎬ 厘清

主次关系ꎬ 从 “大政治观” 到 “讲政治” “政治和谐”ꎬ 再到 “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

大梦想”ꎬ 在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准确把握影响政治关系变化的主要方面ꎬ 通过政治关系的调整和

变化直接推进其他社会关系的积极调整ꎻ 三则ꎬ 科学规划ꎬ 从 “三步走战略” 到 “新三步走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再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ꎬ① 精准认

识政治关系变化中新现象、 新矛盾、 新事物的历史地位并在积极探索、 寻求和总结中推动其向社会实

践的彻底转变ꎬ 使得政治关系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保驾护航ꎮ
第四ꎬ 调整手段的自觉性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是动态发展的ꎬ 其之所以能够在不断运动

中持续稳定、 不断完善并最终达到和谐状态ꎬ 主要原因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调整ꎮ 一方面ꎬ 作

为社会主义国家ꎬ 中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对抗性的关系ꎬ 其本质就是以剥削和被剥削为基础的阶级对立

基本消失了ꎬ 解决政治关系以及由其所表现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不但不会导致政治关系

的结构性崩溃ꎬ 反而有利于其不断增强内在的稳定性和外部的和谐性ꎬ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的

调整所不可能实现的ꎮ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能够做到自觉调整的根本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 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ꎬ 权力关系的内在调整也存在僵化的可能ꎬ 既得利益仍有可能 “以利益集团” 的

形式不断固化ꎬ 甚至会阻碍政治关系的自觉调整ꎮ 毛泽东指出: “我们不要迷信ꎬ 认为在社会主义国

家里一切都是好的”②ꎬ 因此ꎬ 中国共产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ꎮ 历史证明ꎬ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自我

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ꎬ 大力弘扬 “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精神ꎬ 在政治关系本身出现不同程度的

问题时ꎬ 能够直面困境、 彻底变革ꎬ 有理有力地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扭转困境ꎬ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关系向前发展ꎮ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自觉调整的关键力量ꎮ

四、 基本优势的维系需要科学方法: 合理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ꎬ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

出了许多新要求ꎮ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ꎬ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ꎬ 大力提升发

展质量和效益ꎬ 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ꎬ 更好推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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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①ꎮ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ꎬ 既要把握主要矛盾变化ꎬ 继续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ꎬ 同时也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为此ꎬ 必须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ꎮ

第一ꎬ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ꎬ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ꎮ 在一段时间

内ꎬ 一些同志将政治关系看作客观存在ꎬ 试图寻求在西方理论与实践中找到处理政治关系标准的普遍

准则ꎬ 使得政治关系本身在西化过程中失去了基本遵循ꎮ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遵循ꎬ 更是党领导人民开展

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ꎮ 随着时代发展ꎬ 政治关系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发展ꎮ 因此ꎬ 要将马克思主义

融贯到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全过程中ꎮ 这就必然要求ꎬ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要求观察和分析全部社会关系的新动向ꎬ 切不可妄自菲薄地照搬西方经验ꎬ 甚至陷入西方

新和平演变的话语陷阱ꎮ 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 历史文化传统、 时代要求紧

密结合起来ꎬ 在具体的政治关系处理中彰显马克思主义作为信念根基、 根本依据、 核心理念和基本方

法的地位ꎮ
第二ꎬ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ꎬ 要遵循科学严谨的基本原则ꎮ 作为一种总

体性关系ꎬ 政治关系要从社会中吸纳大量的具体关系或关系要素ꎬ 因而十分复杂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发展ꎬ 政治关系始终处在变化之中ꎬ 相关具体问题和矛盾更是层

出不穷ꎮ 为了使主观设想与关系安排符合客观情况ꎬ 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 其一ꎬ 必须有利于增强

党的集中领导、 巩固党的长期执政、 维护党的光辉形象ꎮ 不能抽象地谈论我国社会政治关系优劣ꎬ 衡

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状况ꎬ 首要是绝不能动摇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ꎬ 绝不能动摇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ꎮ 其二ꎬ 必须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ꎮ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

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特征ꎬ 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关键在 “人”ꎬ 即通过制度保障

人民中心的本质ꎬ 避免社会政治关系失调和社会矛盾加剧ꎬ 系统研究培育新时代国家主人翁的基本要

件ꎮ 其三ꎬ 必须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持续推

进ꎮ 正确处理政治关系的关键不在于 “划分界限” “明晰关系”ꎬ 而在于通过妥善处理这种关系统筹

经济社会进步、 协调推进各个领域发展ꎮ
第三ꎬ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ꎬ 要准确把握政治发展规律ꎮ 列宁指出: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 相互依赖和总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ꎮ”② 相对于现

象ꎬ 规律具有持久性、 稳定性、 本质性的特点ꎮ 只有把握政治发展规律ꎬ 才能处理好政治关系ꎮ 问题

的关键在于把握何种政治发展规律以及如何把握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 科学理解政治发展规律ꎬ 必须坚持

“三个统一”ꎬ 即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 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ꎮ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 “发展定

律” 往往是以西方政治实践的现实遮蔽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ꎬ 以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否定实践中

的实现方式ꎬ 以抽象形式代替实质内容ꎮ 与此不同ꎬ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规律是从人民民主的政治底

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丰富实践与发展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的基本诉求中凝炼而成的ꎬ 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背景、 实践逻辑和理论话语有机统一

基础上的科学规律ꎮ 另一方面ꎬ 准确把握我国政治发展规律ꎬ 必须注重 “人民决定、 国情使然、 持

续发展” 的基本逻辑ꎮ 习近平指出: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ꎬ 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

的ꎬ 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 文化传统、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 渐进改进、 内生性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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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ꎮ”① 这就明确揭示了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规律ꎬ 本质基础在于中国人民的选

择ꎬ 客观依据是中国的历史特点、 文化基因和发展面貌ꎬ 根本方式是持续、 渐进、 内生地推进ꎮ 换言

之ꎬ 否定、 取消或忽视中国政治发展的本质基础、 客观依据、 根本方式ꎬ 或者简单片面地强调其中一

个或两个方面ꎬ 必然会阻碍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ꎬ 甚至会出现停滞不前、 内耗严重、 倒退混乱的现

象ꎮ 我们认为ꎬ 只有准确把握我国政治发展规律ꎬ 才能在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

时ꎬ 增强定力和信心ꎬ 认清焦点和抓手ꎬ 把握时代脉搏ꎬ 围绕主要矛盾、 夯实基本关系ꎬ 聚焦战略导

向、 理清重点关系ꎬ 加强制度供给、 协调全面关系ꎬ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解决特殊关系ꎮ
第四ꎬ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ꎬ 还要掌握合理有效的思想方法ꎮ 习近平指

出ꎬ 面对重大挑战和考验ꎬ “要赢得优势、 赢得主动、 赢得未来ꎬ 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ꎬ 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

力、 化解重大矛盾、 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②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掌握这种能力的核心是真正理解科学

性、 正确性和有效性的思想方法ꎮ 换言之ꎬ 只有掌握合理有效的思想方法ꎬ 才能处理好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ꎮ 我们认为ꎬ 这些思想方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则ꎬ 始终坚持人民中心的立

场ꎮ 突破利益遮蔽下的政治关系迷障ꎬ 高度警惕形式性的 “最佳方案” 或理想性的 “关系模型”ꎬ 必

须以 “有利于谁” 作为正确处理政治关系的根本思想方法ꎮ 政治关系是一种复杂性关系ꎬ 被内容的

复杂性、 类型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复杂性所遮蔽的是核心利益ꎬ 即 “主体的核心利益”ꎮ 相似的政治关

系内容、 相近的政治关系类型抑或相同的政治关系形式会使得判断相关政治关系的问题变得异常困

难ꎬ 因此必须辨明 “为了谁” 的问题ꎮ 二则ꎬ 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准则ꎮ 正确区别具体利益关系、
具体社会关系以及主要政治关系ꎬ 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中ꎬ 将控制问题、 分析特点、 调节矛盾

有机统一起来ꎬ 有的放矢地提出处理各种具体的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准则与基本思路ꎮ 政治关系既不是

孤立存在的社会关系ꎬ 也并非不同社会关系的维恩图式重合的结果ꎮ 政治关系的总体特质是主要政治

关系的共同特征的总和ꎬ 而为了准确把握这一特征ꎬ 则必须对具体政治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解析ꎮ 三

则ꎬ 始终注意政治主体功能的发挥ꎮ 在人民中心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ꎬ 必须进一步将唯物主义论点投

射到政治主体特别是政治主体功能的实现上ꎬ 通过社会分工的科学化、 社会分配的公平化与社会进步

的持续化ꎬ 理顺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ꎬ 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它们在政治关系调整中的应有作

用ꎮ 当前ꎬ 实现伟大目标ꎬ 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ꎬ 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ꎬ 这是推

进政治关系积极调整的出发点ꎬ 也是决定政治主体功能发挥的自变量ꎮ 同时ꎬ 还要注意发展中的不平

衡问题ꎬ 抓住政治关系变化的牛鼻子ꎮ 正是在这里ꎬ 主体诉求的内在变化需要外部表达形式ꎬ 因此必

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ꎬ 这就为政治主体能动性提出了基本关切的实质性要求ꎻ 同时ꎬ 实现美好

生活还需要 “建设者、 奋进者、 搏击者”ꎬ 这就明确了政治主体的调整边界ꎬ 继而对政治主体能动性

提出了内在气质的标准ꎮ
总之ꎬ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关系ꎬ 既要把握其总体性方面ꎬ 即以 “扬弃” 的社会发展规律

为核心、 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准的具体关系且以 “上升—下降” 规律为基本遵循的政治关系的总体

性认识ꎻ 又要把握它的构成性方面ꎬ 即在具体社会领域中围绕该领域内主要问题的发展变化趋势特别

是总体化可能趋势的政治关系构成性认识ꎮ 面向新时代ꎬ 通过不断揭示和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

层本质ꎬ 找到其 “形成———变化———消失” 的根本原因ꎬ 进而谋求解决之道ꎬ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新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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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
风险评估研究

衡 霞１　 陈 果２

(１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ꎻ ２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ꎬ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１)

　 　 摘要: 集成推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ꎮ 但是任何一项

改革都有风险ꎬ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集成改革也不例外ꎬ 它既有政治和经济的风险ꎬ 也有制度和社会风险ꎬ 如

何客观评估这些风险ꎬ 找到风险的临界值ꎬ 对于这项创新性改革的可持续推进将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ꎮ 文

章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ꎬ 通过模糊综合评价得出集成改革的整体性风险较低ꎬ 以及政

治风险和经济风险高于制度风险和社会风险的研究结论ꎬ 并针对有较高发生概率的具体风险指标提出了对策

性建议ꎮ
关键词: 统筹城乡发展ꎻ 集成改革ꎻ 风险评估ꎻ 乡村振兴ꎻ 城乡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１３－０９

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城乡统筹发展是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紧密结合ꎬ 树立工农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ꎬ 通过统筹

城乡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 统筹城乡管理和收入分配制度解决城市和农村日益扩大的差距问题ꎮ 自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立以来ꎬ 各级政府从积极试点到全面推进再到集成推进统筹城乡改革ꎬ
使得我国城乡关系逐渐走向融合和一体化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 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

制与政策体系ꎬ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ꎮ 这表明ꎬ 我国城乡统筹发展集成改革还要加快推进ꎬ 通过集成改

革彻底打破城乡藩篱ꎬ 重塑城乡关系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力争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

缩小、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ꎮ 那么ꎬ 集成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创新性举措ꎬ 各地是否

已经具备集成改革条件? 集成改革风险与责任承担是否匹配? 从实践层面来看ꎬ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许

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集成改革示范推进的实施方案、 时间路线图等ꎬ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

综合改革的碎片化ꎬ 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改革风险ꎮ 部分基层政府认为要改革一定会有风险ꎬ 集

成推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是党的要求ꎮ 事实上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各领域改革和改进要联动、
集成ꎬ 但随后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强调ꎬ 有

条件的地方和领域要实现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ꎮ 由此可见ꎬ 部分基层政府忽略了 “有条件” 三个字ꎬ
不切实际地推行全域集成改革ꎬ 不可避免地给统筹城乡发展带来系列风险ꎬ 比如制度虚化与失衡风

险、 群体性事件、 区域差距不减反增等制度与社会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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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ꎬ 关于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和统筹城乡风险的相关论文在 ２０１３ 年时达到高

峰ꎬ 从风险评估视角来看ꎬ 学界关注的风险领域越来越广泛ꎬ 如农业领域的风险①、 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风险②、 各项改革风险③ꎮ 从风险评估方法来看ꎬ 评估指标体系单一化特征较为明显ꎮ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Ａｈｍａｄｖａｎｄꎬ Ｅｚａｔｏｌｌａｈ Ｋａｒａｍｉ 通过对国际组织指导与规则委员会 (ＩＣＧＰ) 制定的社会影响评估运行框

架的研究ꎬ 认为在实际评估过程中仍需要加强理论建构ꎬ 尤其是在流程方面ꎬ 从而为其进一步的发展

搭建平台和提供方法论ꎮ④ 但关于全国多数地方积极推行的集成改革及其风险评估的论文却非常少ꎬ
尽管有关于地票交易制度和农村金融风险等方面的研究ꎬ⑤ 却几乎没有从集成的角度分析统筹城乡发

展中集成改革的风险ꎮ 不过ꎬ 从相关学者对统筹城乡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到ꎬ 一方面学界聚

焦集成改革的风险来源ꎬ 比如任远、 蔡圣丞等人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举措与现行观念、 制度

和法规等存在重大不协调ꎬ 从而提高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ꎻ⑥ 郑财贵认为综合配套改革的举措

违背了部分机构和社会群体的利益ꎬ 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权益保障ꎬ 致使这部分群体产生强烈的不合作

或反抗行为ꎮ⑦ 另一方面ꎬ 学界对于相关风险的评估方法倾向于多元化ꎬ 比如钟杨通过结构化访谈、
专家咨询等方法对地票制度改革的整体风险进行了定性评估ꎬ⑧ 蒋萍等人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地票

交易制度的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ꎮ⑨ 尽管如此ꎬ 现有研究将集成改革风险归类到某一领域ꎬ 忽视了集

成的系统性、 协同性ꎮ 因此ꎬ 本文将从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性与战略理性出发ꎬ 对集成改革中可能

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ꎬ 通过风险临界值的计算ꎬ 为各地核算集成改革风险防范成本与构建相应的预警

方案和防范措施提供理论启示ꎮ

二、 资料来源与评估方法选择

　 　 １ 资料来源

集成改革成效与是否存在风险的认知等决定了集成改革风险评估的客观性ꎮ 本文通过政府网站、
报刊、 信息机构和网络渠道对集成改革示范效果较好的区域进行资料搜集、 整理与分析ꎬ 以保证评估

结果的客观科学ꎮ 在文献搜集过程中ꎬ 以公开资料中显示有 “集成” 二字的改革年作为起点年ꎬ 判

断标志为政府网站或政策文本中有 “集成” 字样ꎻ 以改革成效较为显著的地区为样本ꎬ 判断标志为

公开资料中通常被冠以 “某某模式”ꎻ 最后以扎根理论和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形式识别出风险类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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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析框架»ꎬ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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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Ｖａｎｃｌａｙꎬ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ꎬ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
ｔ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０３ꎻ 范逢春、 姜晓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转型的多源流分析: 构成、 耦合及建议»ꎬ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ꎻ 韩立达、 谢鑫: «变权为利: 突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私人成本障碍»ꎬ «理论

与改革»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陶鹏、 童星: «分权、 争功与避责: 简政放权改革风险的生成及消减»ꎬ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 张雷: «国家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风险规制的意义及对策»ꎬ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Ａｈｍａｄｖａｎｄꎬ Ｅｚａｔｏｌｌａｈ Ｋａｒａｍｉꎬ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ｅｈ－Ｂｙｇｏｎｅ 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２６－１３６
惠献波: «“地票” 交易制度风险评价及防范对策研究»ꎬ «华北金融»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ꎻ 蒋萍: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

易风险及防范研究»ꎬ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２ 年ꎮ
任远、 蔡圣丞: «中国农村土地银行的风险分析与发展战略»ꎬ «湖北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郑财贵: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风险评估»ꎬ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钟杨: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风险防控研究»ꎬ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２ 年ꎮ
蒋萍: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风险及防范研究»ꎬ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２ 年ꎮ
比如ꎬ 重庆龙华的 “燕坝模式”ꎬ 福建的 “古田模式”ꎬ 浙江的 “岩坦模式”ꎬ 四川的 “成都模式”ꎬ 湖北的 “仙人模式” 等ꎮ



再对集成改革风险进行评估ꎮ 按照上述条件ꎬ 最终确定 ２０１２ 年以后推行统筹城乡集成改革的四川省、
重庆市、 湖北省、 浙江省、 福建省 ５ 省市为研究样本ꎬ 以实地调研、 深度访谈、 电话访谈等形式分别

对从事统筹城乡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进行调查ꎬ 以获得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

料ꎮ 另外ꎬ 由于部分指标的特殊性ꎬ 本文还通过对搜集到的与集成改革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政府发言稿

等二手资料进行比较研判ꎬ 以此判断集成制度是否与原有政策目标相适应或相冲突ꎬ 从而发现集成改

革中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ꎮ
２ 研究方法选择

从现有文献来看ꎬ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风险的研究较少ꎬ 更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

假设ꎮ 从本文构建的指标层属性来看ꎬ 大多偏向定性ꎬ 为了能用科学的方法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

价ꎬ 解决模糊的、 难以量化的问题ꎬ 本文拟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风险进行

评估ꎮ 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中ꎬ 权重值的确定和合成算子的选择是两项关键技术ꎬ 层次分析法刚好能

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ꎮ
本文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ꎬ 首先对学界和实务界依扎根理论以问卷调查形式筛选出的指

标进行再次筛选ꎬ 并生成了 ３ 个层级的梯阶层次结构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本文以 “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

革风险” 为总目标 (目标层 Ａ)ꎬ 以 “制度风险” “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 和 “社会风险” 为准则

层 (准则层 Ｂ)ꎬ 以 １０ 个基础指标作为指标层 (指标层 Ｃ)ꎮ 然后通过 ＳＰＳＳ１６ ０ 进行分析ꎬ 得到目标

层、 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值 (表 １)ꎻ 再通过构建判断矩阵对指标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ꎬ 当阶数 ｎ ＝
４ 时ꎬ ＣＲ＝ ０ ００１９ꎬ 小于 ０ １ꎬ 说明目标层与准则层、 准则层与指标层通过一致性检验ꎻ 在总层次排

序权重的确定及一致性检验中ꎬ ＣＲ＝ ０ ０５３ꎬ 仍然小于 ０ １ꎬ 说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通过了总体一

致性检验ꎬ 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ꎮ

表 １　 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风险评估体系赋值

目标层 数值 准则层 数值 指标层

统筹城乡发

展中集成改

革风险

３ ９１ Ｂ１ 制度风险
３ ７３ Ｃ１ 集成改革中的制度虚化

３ ６８ Ｃ２ 集成改革中的制度失衡

３ ６８ Ｂ２ 政治风险

３ ８２ Ｃ３ 群体性事件

３ ０４ Ｃ４ 基层干部晋升

３ ４５ Ｃ５ 耕地红线保持

３ ３７ Ｂ３ 经济风险

３ ４６ Ｃ６ 区域差距扩大 /缩小

３ ２７ Ｃ７ 三大产业协调

３ ７８ Ｃ８ 金融资本保障

３ ７８ Ｂ４ 社会风险
４ ０４ Ｃ９ 权利主体利益保护

３ ６４ Ｃ１０ 环境保护

　 　 数据来源: 根据问卷分析统计而得ꎮ

３ 评估指标解释

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形成了集成改革风险识别的三级指标体系ꎬ 最高的一级是目标层ꎬ 是指研究

决策的最终目标ꎬ 即本研究的总目标 “集成推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风险评估”ꎮ 中间一级为准则层ꎬ
是因研究而产生的中介ꎬ 包括所需考虑的父准则和子准则ꎬ 即制度、 政治、 经济和社会四大风险类

型ꎮ 其中制度风险主要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ꎬ 对集成改革中的制度虚化和制度失衡问题进行测

量ꎻ 政治风险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对集成改革中可能出现的与群体稳定、 干部晋升、 土地规划相关的

风险进行测量ꎻ 经济风险是从集成改革中的区域规划、 产业协调、 资本保障等角度对风险进行测量ꎻ
社会风险是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ꎬ 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 (主要是权利主体的利益保护

等) 以及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等进行测量ꎮ 最低的一级是指标层ꎬ 包括为了实现研究目标而需要具

体操作的指标或是作为决策考虑的每个备选方案ꎬ 为了简化研究ꎬ 本文在学界和实践界的咨询建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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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保留了十大指标 (表 ２)ꎮ
表 ２　 集成改革风险识别的三级指标体系

目标层 Ａ 准则层 Ｂ 指标层 Ｃ

Ａ
集成推进统筹城乡

综合改革风险评估

Ｂ１ 制度风险
Ｃ１ 集成改革中的制度虚化

Ｃ２ 集成改革中的制度失衡

Ｂ２ 政治风险

Ｃ３ 群体性事件

Ｃ４ 基层干部晋升

Ｃ５ 耕地红线保持

Ｂ３ 经济风险

Ｃ６ 区域差距扩大 /缩小

Ｃ７ 三次产业协调

Ｃ８ 金融资本保障

Ｂ４ 社会风险
Ｃ９ 权利主体利益保护

Ｃ１０ 环保事件

三、 评估结果分析

　 　 １ 问卷发放与回收

(１) 问卷样本设计与回收

考虑到时间、 精力和能力等原因ꎬ 本文在样本设计时采用了非概率抽样方法ꎬ 即滚雪球抽样方

法ꎬ 因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集成改革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而言都是应该开展的基础性工作ꎬ 各个层级

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各个政府内部单位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推进集成改革工作ꎮ 所以ꎬ 在对统筹城

乡发展中集成改革风险评估的样本进行设计时ꎬ 没有对所有政府部门进行编号并运用概率抽样方法进

行抽样ꎬ 而是以各层级政府中主要从事统筹城乡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为中心ꎬ 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选取被

调研的对象ꎬ 收集用于进行集成改革风险评估的数据ꎮ 问卷的量表设计上ꎬ 为了避免将 “风险” 等

字眼标注在问卷中而导致调查对象对风险和问题的高度敏感ꎬ 以致问卷结果失真ꎬ 所以在问卷设计时

采用了五级李克特量表ꎬ 以 “非常不同意” 到 “非常同意” 来设置五个分值ꎻ 调查资料收集采用的

是 “集中填答问卷ꎬ 当场完成ꎬ 当场检查ꎬ 当场回收” 和电子邮件、 网络问卷等方式结合进行ꎬ 本

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５３６ 份ꎬ 其中有效问卷 ４１８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７８％ꎮ
(２)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测

根据克朗巴哈 α 模型ꎬ 基础研究中克朗巴哈 α 信度系数至少要达到 ０ ８ꎬ 探索研究中克朗巴哈 α
信度系数应达到 ０ ７ꎬ 实务研究中克朗巴哈 α 信度系数需要达到 ０ ６ꎮ 本文属于实务研究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的值为 ０ ９２３ꎬ 说明本文所使用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ꎮ 至于效度的检测ꎬ 由于统筹城乡发展

中的集成改革风险指标体系是通过文献梳理、 访谈记录、 专家咨询、 政策比对等方式构建出来的ꎬ 所

以其内容效度和准则效度的测度更加符合本研究的实际ꎮ 通过 ＫＭＯ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的检验ꎬ
本文问卷效度的 ＫＭＯ 值达到 ０ ９２１ꎬ 表明问卷所收集的数据具有较高的效度ꎮ

２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ꎬ 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风险评估的最终结果为 ３ ７２９ꎬ
制度风险值为 ３ ７９３、 政治风险值为 ３ ６３５、 经济风险值为 ３ ６８４、 社会风险值为 ３ ９３９ꎮ① 由此可见ꎬ
集成改革的总体风险值偏低ꎬ 这可能与各地的制度、 资金、 人才等的集成度有关ꎻ 在准则层指标中ꎬ
风险值最高的是政治风险ꎬ 最低的是社会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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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制度风险” 层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模糊向量单值化的运算结果可知ꎬ “制度风险” 层的风险阈值为 ３ ７９５ꎬ 高于集成改革总体

风险值ꎬ 接近 “较低风险”ꎮ 结合隶属度矩阵 Ｒ１ 而言ꎬ 如图 １ 所示ꎬ “制度风险” 下设的两个指标在

评语集上具有不同的响应度ꎮ 其中ꎬ “集成改革中的制度失衡” 在 “较低风险” 一项所占比例达到了

４５％ꎬ 在 “风险一般” 的所占比例达到了 ２８％ꎬ 即该指标的满意度较高ꎬ 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

性较小ꎮ 同样ꎬ “制度风险” 的另外一个指标 “集成改革中制度虚化” 的风险评价处于较高的满意度

水平ꎮ 相比较而言ꎬ 集成改革中的制度失衡的风险要较制度虚化的风险更高ꎬ １０％的人认为制度失衡

风险较高或高ꎬ 而只有 ７％的人认为制度虚化风险较高或高ꎮ 所以ꎬ 在制度风险维度ꎬ 集成改革者应

该更多地思考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融合性、 协调性问题ꎬ 避免出现制度统筹推进时的相互掣肘和冲突ꎬ
避免重走制度单向推进的老路ꎬ 在制度统筹中实现制度系统性、 功能性提升ꎮ

图 １　 “制度风险” 层在评语集上的映射

资料来源: 根据隶属度矩阵 Ｒ１ 绘制ꎮ

(２) “政治风险” 层评估结果分析

图 ２　 “政治风险” 层在评语集上的映射

资料来源: 根据隶属度矩阵 Ｒ２ 绘制ꎮ

通过模糊向量单值化计算ꎬ 本研究得到了 “政治风险” 层的风险阈值为 ３ ６３５ꎬ 远高于集成改革

风险的总体阈值ꎮ 因此ꎬ 本研究认为统筹城乡发展集成改革风险中的 “政治风险” 较大ꎬ 需要引起

集成改革者的高度重视ꎮ 具体到 “政治风险” 的内部指标ꎬ 对 “群体性事件” 的评价朝向高风险和

低风险两级延伸ꎬ 近 ７ 成的人认为群体性事件在集成改革中的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影响力较小ꎬ 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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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１ 成多的人认为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比较严重ꎮ 相较于 “基层干部晋升” 和 “耕地红线保持”ꎬ 更多

的评价者认为两者的风险一般并总体倾向于弱风险维度ꎮ 虽然在 “政治风险” 内部的三种风险项的

区分上不那么明显ꎬ 但是由于 “政治风险” 是整体风险中最偏向强风险维度的项ꎬ 所以此项风险仍

然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ꎮ
(３) “经济风险” 层评估结果分析

“经济风险” 的风险阈值为 ３ ６８４ꎬ 位于总体风险阈值之下ꎬ 其风险的强度处于四项风险中的第

二位ꎬ 属于相对较强的风险项ꎮ 在 “经济风险” 内部ꎬ “区域差距扩大 /缩小” “三大产业协调” 和

“金融资本保障” 三者之间的风险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金融资本保障” “三大产业协调” “区域差

距扩大 /缩小”ꎮ 其中 “金融资本保障” 处于 “一般” 及以上等级风险的比重为 ４５％ꎬ 而 “三大产业

协调” 占比为 ４０％ꎬ “区域差距扩大 /缩小” 占比为 ３１％ꎮ 这表明政府工作人员在评价经济风险时认

为金融资本保障和产业协调的风险更高ꎬ 即单向经济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小ꎬ 存在的问题更大ꎻ
而对于区域间的差距的风险等级评价更小ꎬ 即区域间的经济要素的集成较好ꎮ

图 ３　 “经济风险” 层在评语集上的映射

资料来源: 根据隶属度矩阵 Ｒ３ 绘制ꎮ

(４) “社会风险” 层评估结果分析

“社会风险” 的模糊向量经过单值化计算后的风险阈值为 ３ ９３９ꎬ 位列四个准则中的第一位ꎬ 表

明其风险等级和风险发生概率在四项准则层中是最低的ꎮ 具体到 “社会风险” 下设的各项指标ꎬ “环
境保护” 的风险等级相对于 “权利利益主体保护” 而言更低ꎮ 民众或者企业的权利保护是更为重要

的风险项ꎬ “环境保护” 在 “高风险” 等级中的占比为零ꎬ 这表明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不会造成

极端的环保问题ꎬ 当然这也同笔者在调研期间正处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在部分省份视察的现实情况

有关ꎮ
综上所述ꎬ 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风险体系中的目标层与准则层、 准则层与指标层的评

价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ꎬ 我们发现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集成改革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集成改革总体

风险低ꎬ 风险阈值为 ３ ７２９ꎬ 处于 “较低风险” 与 “一般风险” 之间ꎬ 并偏向 “较低风险”ꎻ 二是集

成改革风险中四大风险等级从高到低排序为: 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制度风险>社会风险ꎬ 政治风险与

经济风险大于总体风险ꎬ 制度风险与社会风险小于总体风险ꎻ 三是在集成改革的制度风险中ꎬ 制度失

衡风险的主观感知大于制度虚化风险的主观感知ꎻ 四是在集成改革的政治风险中ꎬ 对群体性事件风险

的风险感知向高、 低两个极端倾斜ꎻ 五是在集成改革的经济风险中ꎬ 金融资本保障风险和三大产业协

调风险的风险感知高于区域差距缩小 /扩大风险ꎻ 六是在集成改革的社会风险中ꎬ 权利利益主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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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风险感知强于环境保护风险ꎮ

图 ４　 “社会风险” 层在评语集上的映射

资料来源: 根据隶属度矩阵 Ｒ４ 绘制ꎮ

四、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１ 研究结论

(１) 集成改革总体风险偏低

统筹城乡发展中集成改革风险等级处于 “较低风险” 与 “一般风险” 之间并偏向 “较低风险”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ꎬ 这得益于各级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改革中的实践努力ꎬ 促

进了集成功能的有效释放ꎻ 同时它还是各级政府及公共部门进行风险合理沟通的结果ꎮ 从风险评估的

过程来看ꎬ 它受到了评估者选择的矛盾性影响ꎻ 同时它还同集成改革的阶段性过程有关ꎮ 一是集成改

革的集成功能得到有效释放ꎮ 集成改革不同于统筹城乡改革中的固有改革方式ꎬ 集成推进的方式打破

了单地、 单项式的改革模式ꎬ 实现了全域、 全局、 全方位的制度融合与协调ꎬ 尤其是 “公平” 与

“效率” 价值的融合ꎮ 与此同时ꎬ 集成改革通过各项制度的集成推进ꎬ 实现了制度之间的融合和协

调ꎬ 增强了改革的系统性ꎬ 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ꎬ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水平不断靠近ꎮ
二是集成改革中的风险沟通和利益协调较为充分ꎬ ５５ １７％的人认为在集成改革中民众能够充分参与

集成改革的日常管理ꎬ ４９ ６％的人认为集成改革能够很好地保护群众权益ꎬ ６２ ５２％的人认为集成改

革是一种上下互动式的改革ꎮ 显然ꎬ 利益相关方的信任与利益协调从风险治理维度上降低了集成改革

的风险发生率ꎮ 三是从目前来看ꎬ 集成改革已经跨过攻坚阶段ꎬ 进入成果巩固时期ꎬ 破冰之旅所带来

的大量新问题已经消解ꎬ 风险不再大规模涌现ꎬ 这也是很多地方的城乡统筹机构被取消的原因之一ꎮ
另外ꎬ 集成改革的整体性风险偏低还可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ꎮ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ꎬ 部分基层工作人

员大多回避对 “风险” 的看法ꎬ 往往顾左右而言他ꎮ 显然ꎬ 改革风险是存在的ꎬ 可能因为复杂性或

政治性使得大家人为地降低了风险评价等级ꎮ
(２) 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的部分风险指标大于制度风险和社会风险指标

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风险高于总体风险并高于制度领域与社会领域风险的原因不仅在于各自领

域的风险特性ꎬ 同时还在于评估者对不同领域的识别度和感知力ꎮ 从评估结果来看ꎬ 不同领域在集成

改革中的地位和功能存在差异ꎬ 而不同的地位会导致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投入的资源存在差异ꎬ 投入

的资源越多ꎬ 改革的力度越大ꎬ 持续的时间越长ꎬ 范围越广ꎬ 深度越深ꎬ 那么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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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ꎬ 触及的利益面就会越广ꎬ 面临的阻力就越大ꎬ 改革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和可损失性就会越

强ꎬ 而管控这种不确定性的主体主要是政府ꎬ 故而调查对象对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认同度较高ꎬ 使

得评估结果与实际认知呈现较高一致性ꎮ 另外ꎬ 政府工作人员作为评估主体对不同领域风险的压力感

知度不同ꎮ 改革、 发展与稳定是一组矛盾ꎬ 如何在集成改革中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并维持社会稳定是政

府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ꎮ 而具体到集成改革的政治风险指标中ꎬ 群体性事件最关乎改革的稳定ꎬ 基层

干部晋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评估者对风险的整体评价ꎬ 耕地红线的保持则是改革中的底线和原则ꎮ 这

些风险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ꎬ 即不可逾越性ꎮ 一旦改革中出现此类事件并造成损失ꎬ 上级部门管控的

政治意识将层层加码并逐级传递ꎬ 作为基层从事集成改革的工作人员对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风险的压力

感知度变得很大ꎬ 所以ꎬ 他们对政治风险发生概率、 影响力的评价也会更高ꎮ
２ 对策建议

(１) 更新思想观念ꎬ 建立与改革发展同步的集成思维ꎬ 合理规避政治风险

在改革的过程中ꎬ 制约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个体自身头脑中长期沉淀的东西ꎬ 这些固有的

思维理念一方面会使人们害怕变革ꎬ 担心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ꎬ 从而拒绝变革ꎻ 另一方面ꎬ 有些人已

经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ꎬ 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和观念滞后ꎬ 不敢走出 “舒适区” 或者往 “错误” 的

方向发展ꎮ 这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ꎬ 极大地影响改革的步伐ꎮ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ꎬ 成都市集成推

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风险评估的过程中ꎬ 部分政府以及民众对于风险认识存在思维固化的问题ꎬ 必须

帮助他们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ꎬ 树立起与改革同步的新观念、 新思维ꎬ 与时俱进地解决改革中的

新问题ꎮ 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正视风险ꎬ 既要正确看待风险的正负面影响ꎬ 又要以身作则ꎬ 积极宣

传和弘扬集成理念ꎬ 引导民众积极应对风险ꎬ 力争将风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ꎬ 绝不能以 “政绩”
等为借口对风险避而不谈ꎬ 视而不见ꎬ 要随时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ꎮ 二是既要稳步推进改革又要大胆

创新ꎬ 从而避免部分民众认为集成改革降低了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不愿意配合改革的现象发生ꎮ
(２) 完善制度集成的平衡机制ꎬ 强化制度集成执行环节ꎬ 降低制度风险

一个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ꎬ 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ꎬ 是政府的执行力引擎ꎬ 是改革高效推进的基

石ꎮ 近年来ꎬ 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集成改革的推进创新性地出台了许多新制度ꎬ 但是从评估结果来看ꎬ
制度风险阈值高于集成改革总体风险值ꎬ 制度失衡与制度虚化问题依然存在ꎬ 制度风险不可忽视ꎮ 因

而还要继续推进制度集成与制度集合的平衡ꎬ 强化集成改革制度的可执行性ꎮ 首先ꎬ 与时俱进、 因地

制宜地依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原有的不太适宜的制度ꎬ 再根据各地的现实条件不断进行细化、 补

充ꎬ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ꎬ 收集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和利益诉求并将其反映到制度中ꎬ 力争做到制度的

科学性、 准确性和合理性的统一ꎮ 其次ꎬ 必须梳理制度框架ꎬ 采取措施使制度形成横向分类、 纵向分

级的立体网络ꎬ 促进制度集合的平衡ꎮ 再次ꎬ 要注意制度执行的 “艺术” 性ꎬ 使已经集成的制度体

系和具体条例更具体化和易于执行ꎮ 最后ꎬ 要以管理集成构建改革的风险防范机制ꎬ 包括改革前、 改

革中和改革后三个阶段ꎬ 以及建立健全集成改革风险防范责任与成本分担机制、 集成改革风险评估与

防范机制等ꎮ①

(３) 强化对各参与主体的权益保护ꎬ 让改革成果惠及各参与主体

集成改革是一项宏大的工程ꎬ 需要社会各主体参与到其中来并发挥作用ꎬ 这些主体不仅是改革的

参与者ꎬ 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改革的命运ꎬ 维护了他们的利益ꎬ 改革才有持续下去的动力ꎮ 调研中发

现ꎬ 权利主体的权利利益保护风险相较于其他项高出许多ꎬ 说明目前对于各参与主体的权益保护做得

还不是很到位ꎬ 依然存在部分参与主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损害的现象ꎮ 对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 法

令主动赋予各参与主体权利ꎬ 使各参与主体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会因为权利缺失而 “束手束脚”ꎬ 从而

成为真正的改革推动者与参与者ꎻ 积极完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体系ꎬ 使除政府以外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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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方在保障生活品质的同时还能积极参与到改革事项中来ꎮ 另外ꎬ 在改革的过程中ꎬ 必定会因为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改革的复杂性而出现或大或小的争端ꎬ 这些纷争如果处理不当ꎬ 就会对集成改革

造成极大威胁ꎬ 一个良好的纠纷处理机制ꎬ 对于规避改革风险是至关重要的ꎬ 这要求政府各部门间要

形成协调一致的工作格局ꎬ 加强与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协调与沟通ꎬ 将发展的意图与目的向社会作更

加公开、 更加透明的交代ꎬ 尽力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ꎮ
(４) 保障改革所需金融资本的投入ꎬ 增强金融改革的活力ꎬ 降低经济风险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ꎬ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ꎬ 经济越发展ꎬ 金融越重要ꎮ 虽然大多数地方在集成

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过程中ꎬ 金融机制创新和改革一直在稳步地推行ꎬ 在农村设立 ＡＴＭ 机和金

融服务点ꎬ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ꎬ 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ꎬ 等等ꎬ 但是从评估结果来

看ꎬ 集成改革中的金融资本保障风险高于产业协调风险和区域差距风险ꎬ 说明金融资本的保障功能在

目前还不能满足改革需要ꎮ 对此ꎬ 还需要加大金融资本的投入ꎬ 保障改革的动力ꎻ 优化金融资本投入

结构ꎬ 对农村、 农业、 农民给予倾斜ꎻ 做好金融资本监管活动ꎬ 进一步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ꎬ
依法打击各类违法金融活动ꎬ 积极稳妥做好各类违法案件处置ꎬ 切实保护民众的利益ꎬ 为金融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并助力集成改革创造良好环境ꎮ 集成推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初衷本来就是缩小城乡差

距ꎬ 振兴乡村ꎬ 金融资本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器ꎮ
(５) 加强社会建设ꎬ 增强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ꎬ 提高改革风险防范意识

一般来说ꎬ 一个社会改革的力度越大ꎬ 对传统的撕裂越强烈ꎬ 利益的重新分配力度越大ꎬ 风险水

平也会越高ꎮ 随着集成推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步伐的加快ꎬ 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ꎬ 风险增大不可避

免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风险预测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ꎬ 还需要不断提高社会自身对

于风险的承受能力ꎬ 从根本上减少风险带来的影响ꎮ 可以通过加强社会建设、 夯实社会基础、 激发社

会活力ꎬ 来提高社会自我调节、 自我修复的能力ꎮ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ꎬ 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水平ꎬ 通

过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社会发展ꎬ 以社会发展进步减少风险损失ꎮ 二是全力发展民生事业ꎬ 俗话说民富

则民心稳ꎬ 加强与改善民生是规避社会风险最有效的途径之一ꎬ 以社会发展带动民生发展ꎬ 以民生发

展化解社会矛盾ꎬ 减少风险隐患ꎮ 三是集成推进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推进进程中ꎬ 还要通过大力发展

社会组织和居民自组织来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ꎬ 提高社会自身抗击风险的能力ꎬ 只有贴近农民生活、
符合农民价值观的组织ꎬ 才能够在农村社会秩序的调整与农村社会价值重塑中真正起到消解分歧、 协

调关系、 帮扶弱势群体、 化解风险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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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阶段医疗服务业
发展与治理的路径选择

高传胜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保障 “病有所医” 是新时代实现 “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ꎮ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的重要

根源即在于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ꎬ 未能适应民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ꎮ 因此ꎬ 推进医疗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 “病有所医” 的关键ꎮ 为此ꎬ 必须有效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 遵循

“在发展中保障与改革民生” 的基本方略ꎬ 推进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ꎮ 可供选择的实现路径起码有

二: 一是保持公立医院为主体的格局ꎬ 分拆地区性公立大医院ꎬ 让它们在重新空间布局的基础上ꎬ 实现公平

竞争、 有序发展ꎻ 二是走多元化办医之路ꎬ 促进营利性医疗服务产业、 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事业和兜底保障性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与分类治理ꎮ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ꎻ 医疗服务ꎻ 包容性发展ꎻ 公立医院ꎻ 行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 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２２－０８

一、 保障 “病有所医”: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ꎬ 不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ꎬ 而且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ꎮ 正如 «人民日报» “社论” 指出的ꎬ “高质量发展ꎬ 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发展ꎬ 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①ꎬ 因此ꎬ 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需要为基本导向ꎮ 而有效破解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ꎬ 更好地实现 “病有所医”ꎬ 正是新时代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ꎮ 鉴于此ꎬ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ꎬ 必须全面践行 “以
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 贯彻落实 “创新” “协调” “开放” “共享” 等新发展理念ꎬ 直面 “看病

难” “看病贵” 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ꎬ 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ꎬ 破解这一长时间困扰国人的社会

顽疾ꎮ
造成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的原因ꎬ 可以从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 医疗用药和医疗器械等多

方面分析ꎮ 首先是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包容ꎬ 造成医疗服务供给侧难以有效适应多层次、
多样化的需求侧ꎻ 其次是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完善ꎬ 一方面未能筹集到足够多的基金收入用于提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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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ꎬ 另一方面在医疗支付方面未能解决好 “第三方支付” 可能滋生的道德风险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问

题ꎬ 使得医疗费用支出增长较快、 医疗资源使用绩效尚待提高ꎬ 并影响保障水平的提升ꎻ 再次是医药

产业不够发达ꎬ 不仅原创药的自主研发能力较为有限ꎬ 药品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ꎬ 而且仿制药的生产

工艺与技术水平亦与邻国印度有不小差距ꎬ 导致药价较高、 药品费用负担较重ꎻ 最后是医疗器械的自

主研发、 设计与创新水平还有待提升ꎬ 不少技术先进的医疗器械主要依靠进口ꎬ 这也会造成医疗费用

较高ꎮ
由此可见ꎬ 不仅高质量发展需要保障 “病有所医”ꎬ 而且要更好地实现 “病有所医” 又离不开相

关领域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ꎬ 其中包括医疗服务行业、 医疗保障事业、 医药行业和医疗器械行业ꎮ 在

这四个方面中ꎬ 相对而言ꎬ 医疗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更为紧迫ꎬ 这不仅是因为医疗服务在 “四医”
中居于主导地位ꎬ 其他 “三医” 都是为其提供配套与保障ꎬ 而且是因为医疗服务业发展在短期内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难度相对较小ꎬ 制约其全面发展的主要障碍———行政性管理体制与机制———更容易破

除ꎮ 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受制于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医疗保障基金筹资能力与偿付能力ꎬ 医药产业

和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则受制于自主研发、 设计与创新能力ꎬ 需要持续不断地累积性创新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实现渐进式发展ꎬ 尽管颠覆性创新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跳跃式发展也时有发生ꎬ 但

这往往难以预期ꎮ

二、 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 “病有所医” 的关键

　 　 实现高质量发展ꎬ 切实保障 “病有所医”ꎬ 首先要有与需求相适应的、 充分的、 多层次多样化的

医疗服务供给ꎮ “看病难” “看病贵” 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ꎬ 首要的原因即医疗服务供给侧未能有效

适应需求侧ꎮ 在供给侧方面ꎬ 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包容ꎬ 具体反映在医疗服务

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并存上ꎮ 中国不仅是人口众多且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ꎬ 而且地域辽阔ꎬ
城市化水平较低ꎬ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ꎬ 因此ꎬ 要有效满足如此复杂国情下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医疗服务需求并非易事ꎮ 更何况ꎬ 在人员流动日益频繁、 国内外全方位交流极为广泛的全球化大背

景下ꎬ 国人的医疗服务需求不会停留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上ꎬ 而是会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

泛影响ꎮ 鉴于此ꎬ 结合中国现实国情ꎬ 广泛借鉴国际经验ꎬ 积极推进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增

加医疗服务的充分有效供给ꎬ 是新时代更好地保障 “病有所医” 的关键ꎮ

图 １　 中国每千人口医疗卫生资源变化状况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的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ꎮ

客观而言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ꎬ 这从图 １ 所示的每千人口医

疗卫生资源数量的变化趋势上可以明显看出ꎮ １９７８ 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仅为 １ ０８ 人ꎬ ２０１６ 年

已经升至 ２ ３１ 个ꎬ 增长了 １ 倍多ꎻ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则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０ ４７ 人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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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增长了 ４ 倍多ꎻ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亦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 ９４ 张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３７ 张ꎬ
增长了近 ２ 倍ꎮ 相应地ꎬ 我国医护比亦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２ ４９ ∶ １ꎬ 变化为 １ ∶ ０ ９１ꎬ 医护资源得到更加合

理的配置ꎮ 尽管如此ꎬ 我国医疗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ꎬ 每千人口医疗资源数量总体上还比较低ꎬ 尤

其是在医疗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医生和护士数量ꎮ 根据世界银行 (ＷＢ)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 提供的数据 (如表 １ 所示)ꎬ ２０１３ 年中国每千人口医生数仅为 １ ６７ 人ꎬ 虽然略高于同期的世

界平均水平 １ ４９ 人ꎬ 却远不及 ＯＥＣＤ 成员国家 (２ ８６ 人) 和按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 (ＨＩＣ)
平均水平 (３ ０１ 人)ꎬ 也低于中国所属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ＵＭＣ) 的平均水平 (１ ９２ 人)ꎻ 而每千

人口护士数ꎬ 中国只有 ２ ０３ 人ꎬ 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 ８ ６８ 人和 ＯＥＣＤ 成员国的 ７ ９０ 人ꎬ 也低

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 ３ ３５ 人和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 １４ 人ꎮ 尽管从 ２０１１ 年的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看ꎬ
中国的指标表现好于 ＯＥＣＤ 成员国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ꎬ 而逊色于高收入国家ꎬ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ꎬ 在医疗服务中医护人员起主导性作用ꎬ 而中国恰恰在这些方面无论是相对于 ＯＥＣＤ 国家还是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表 １　 国际视野中中国每千人口医疗资源数量

２０１３ 年 中国 世界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ＯＥＣＤ 成员国 高收入国家

医生数 (人) １ ６７ １ ４９ １ ９２ ２ ８６ ３ ０１
护士数 (人) ２ ０３ ３ １４ ３ ３５ ７ ９０ ８ ６８
医院床位数 (张) ３ ８０ 　 ３ ３２ ３ ７７ ４ ２３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说明: 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为 ２０１１ 年数据ꎮ

表 ２　 中国每千人口医疗资源的城乡差距

　 执业医师数 (人) 注册护士数 (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张)
年份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１９８０ ３ ２２ ０ ７６ １ ８３ ０ ２０
１９８５ ３ ３５ ０ ８５ １ ８５ ０ ３０
１９９０ ２ ９５ ０ ９８ １ ９１ ０ ４３
１９９５ ２ ３９ １ ０７ １ ５９ ０ ４９
２０００ ２ ３１ １ １７ １ ６４ ０ ５４
２００５ ２ ４６ １ ２６ ２ １０ ０ ６５
２００６ ２ ５６ １ ２６ ２ ２２ ０ ６６
２００７ ２ ６１ １ ２３ ２ ４２ ０ ７０
２００８ ２ ６８ １ ２６ ２ ５４ ０ ７６
２００９ ２ ８３ １ ３１ ２ ８２ ０ ８１
２０１０ ２ ９７ １ ３２ ３ ０９ ０ ８９ ５ ９４ ２ ６０
２０１１ ３ ００ １ ３３ ３ ２９ ０ ９８ ６ ２４ ２ ８０
２０１２ ３ １９ １ ４０ ３ ６５ １ ０９ ６ ８８ ３ １１
２０１３ ３ ３９ １ ４８ ４ ００ １ ２２ ７ ３６ ３ ３５
２０１４ ３ ５４ １ ５１ ４ ３０ １ ３１ ７ ８４ ３ ５４
２０１５ ３ ７２ １ ５５ ４ ５８ １ ３９ ８ ２７ ３ ７１
２０１６ ３ ９２ １ ５９ ４ ９１ １ ４９ ８ ４１ ３ ９１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ꎮ

除发展不充分之外ꎬ 中国医疗服务业发展也不平衡不包容ꎬ 不仅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仍然比较大ꎬ 而且主要面向庞大规模的中低收入阶层以及经济困难人群的医疗服务事业发展得还很不

够ꎬ 不少医疗服务机构都是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的ꎮ
(１) 城乡发展差距ꎮ 表 ２ 反映了中国城乡居民每千人口医疗资源状况ꎬ 从中可以看出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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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存在着ꎬ 只不过随着医疗服务业发展ꎬ 相对差距总体上已经有了明显减小ꎬ 尽管其间曾有所波

动ꎮ 具体而言ꎬ 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的城乡之比已经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４ ２４ 倍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４７ 倍ꎬ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的城乡之比则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９ １５ 倍大幅度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 ３０ 倍ꎬ 每千人口医疗

机构床位数的城乡之比也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 ２８ 倍微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１５ 倍ꎮ
(２) 地区发展差距ꎮ 图 ２ 反映了 ２０１６ 年各地区每千人口医疗资源状况ꎬ 从中可以看出地区之间

的差距同样是非常明显的ꎮ 其中ꎬ 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最高的北京 (４ １１ 人) 与最低的江西 (１ ７２
人) 之比达到约 ２ ３９ 倍ꎻ 即使不考虑具有首都因素的北京ꎬ 选择次高水平的浙江 (３ ０１ 人)ꎬ 其与

江西之比亦达到 １ ７５ 倍ꎮ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最高的仍然是北京ꎬ 为 ４ ５１ 人ꎬ 最低的为西藏ꎬ 只有

１ １６ 人ꎬ 两地之比达到约 ３ ８９ 倍ꎻ 若撇开这两个特殊的地区ꎬ 次高的上海 (３ ２８ 人) 与次低的河

北 (１ ９２ 人) 之比亦达到 １ ７１ 倍ꎮ 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最高的新疆 (６ ５４ 张) 与最低的天津

(４ ２１ 张) 之间的相对差距则远低于医护人员的地区间差距ꎮ

图 ２　 中国每千人口医疗卫生资源的地区差距 (２０１６ 年)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上述这些反映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包容等数据ꎬ 既未反映出医疗

服务质量的差异ꎬ 也未考虑患者的跨地区就医状况ꎮ 跨地区就医ꎬ 说明医疗服务水平与质量有地区差

别ꎬ 这更说明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ꎮ 实质上ꎬ 正是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包容ꎬ 才造成

医疗服务供给侧难以有效适应需求侧ꎬ 进而导致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ꎮ 鉴于此ꎬ 要保障 “病有

所医”ꎬ 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推进医疗服务业更加充分、 平衡和包容性发展ꎬ 亦即通过深化

改革的办法ꎬ 破除阻碍医疗服务业发展的行政性障碍ꎬ 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发展的积极性ꎬ 让

他们能够有公平机会、 较强激励ꎬ 投身于医疗服务领域ꎬ 进而通过多元化、 多渠道的医疗服务供给来

满足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ꎬ 实现 “病有所医”ꎮ 之所以强调要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ꎬ 主要是

因为目前医疗服务业仍然是行政审批环节较多、 较严的领域ꎬ 因而需要通过深化 “放管服” 综合改

革ꎬ 来简政放权、 降低行业准入壁垒和行政性成本ꎮ 作为对此政策诉求的积极回应ꎬ 相关部门已经开

始推出并不断更新医疗服务领域的 “放管服” 政策措施ꎬ 如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 «医师

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２０１７ 年卫生计生委 １３ 号令)、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改革

完善医疗机构、 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 (国卫医发 〔２０１８〕 １９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医

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８〕 ６３ 号)ꎬ 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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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包容性发展与治理: 医疗服务业的未来之路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ꎬ 切实保障 “病有所医”ꎬ 必须抓紧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与原则要

求ꎬ 积极推进医疗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构筑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性的包容性制度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① 体系ꎬ 促进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ꎬ 进而逐步解决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包容问题ꎮ 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

举世瞩目发展成绩的重要经验总结ꎬ 也是社会经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发展与治理前沿理论的学理要

求ꎬ 更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ꎬ 解决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的现实需要ꎮ
首先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不断破除行政性体制机制障碍ꎬ 有

效调动原本被体制抑制的各类主体的发展积极性ꎬ 进而让他们有了充分发挥与生俱来潜能与创造力的

机会与空间ꎬ 民营经济从无到有、 取得了 “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具有典型特征的发展成绩就是最好

例证ꎮ② 因此ꎬ 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破除发展障碍、 调动各方积极性ꎬ 构筑包容性制度框架ꎬ 促进包

容性发展与治理的过程ꎬ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ꎬ 实质上亦在于此ꎮ 医疗服务业之所以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不包容ꎬ 其根源即在于改革滞后、 行政壁垒较高ꎬ 导致公立医疗机构占据市场主导地位ꎬ 而各

种社会力量不仅长期进入困难、 审批程序繁琐ꎬ 而且发展还面临不公平竞争ꎮ 长时间行业准入难ꎬ 造

成非公医疗机构发展严重不足ꎬ 加之支撑其规范成长的政策体系、 市场环境并未形成ꎬ 所以才会出现

公立医疗机构独木难支ꎬ 无法满足规模庞大、 收入水平不同的民众的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ꎮ
在很多制造行业业已出现产能过剩的今天ꎬ 医疗服务领域却还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与供需结构性失衡

并存现象ꎬ 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在于此ꎮ 由此可见ꎬ 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ꎬ 全面放开医疗服务市

场ꎬ 促进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ꎬ 对保障 “病有所医”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其次ꎬ 作为一种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共进的新型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ꎬ 包容性发展超越了广基式增

长 (ｂｒｏａｄ－ｂａｓ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益贫式增长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和包容性增长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等旧

“增长” 理念与模式ꎬ 主张发展主体上的共同参与、 人人有责ꎬ 强调发展内容上的统筹协调、 和谐共

进ꎬ 倡导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ꎬ 并特别重视发展成果分配中的利益共享与弱者保护ꎮ③

包容性治理则是与包容性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治理形态ꎬ 与此相对应ꎬ 它亦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治

理内容的全面性、 治理过程的公平性和治理结果的共享性ꎮ 医疗服务业属于典型的社会经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领域ꎬ 具有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不同性质与定位的多种类型行业ꎬ 而且目前在我国发展得

还很不充分ꎬ 因而ꎬ 迫切需要按照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理论的学理要求ꎬ 积极推进其全面发展ꎬ 并实行

不同类型行业的分类治理ꎮ 进而言之ꎬ 一方面应该全面放开服务市场ꎬ 有效降低行业准入ꎬ 充分发挥

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各类主体参与医疗服务业发展与治理的积极性ꎬ 通过共同参与、 公

平竞争、 全面发展与分类治理ꎬ 来满足不同收入水平与需求层次民众的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服务需

求ꎻ 另一方面则应明确一直享受政府诸多政策优惠的公立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ꎬ 确保其对经济困难人

群的兜底保障责任ꎬ 同时还要严格限制其进入营利性服务领域ꎬ 防止其与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形成不

公平竞争ꎬ 扰乱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ꎬ 进而最终形成不同类型医疗服务行业分类协同发展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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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良性运行格局ꎮ
最后ꎬ 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现已成为不少国家、 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日益推崇并广泛践行的新型发展

理念与治理模式ꎬ 业已进入新时代、 但仍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更需要以此

推进高质量发展ꎬ 进而破解 “看病难” “看病贵” 等社会难题ꎮ 正因为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先进性ꎬ
因而ꎬ 早在 ２００６ 年印度公布的 “十一五” 计划中便强调这一理念ꎬ 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０７) 和世界银

行 (２００８) 等国际组织也积极推荐这一发展理念与治理模式ꎬ 欧洲联盟 (２０１０) 甚至将其写进了

«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 中ꎮ 新时代的中国不仅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ꎬ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比较大ꎬ 而

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更需要通过包容性发展与治理来激发全社会

各种力量的内生发展动力ꎬ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ꎬ 进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美

好生活需要ꎬ 其中包括 “病有所医” 需要ꎮ 不仅如此ꎬ 推进包括医疗服务业在内的社会经济包容性

发展与治理ꎬ 还是新时代中国全面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 积极践行 “共享发展” 等新

发展理念ꎬ 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ꎬ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ꎬ 毕竟ꎬ 无论是 “以人民为中

心” 的发展思想ꎬ 还是 “共享发展” 等新发展理念ꎬ 都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 发展必须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应该由人民共享ꎬ 而 “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 也正是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核心

要义之所在ꎮ

四、 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实现路径选择

　 　 以 “病有所医” 为导向ꎬ 推进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ꎬ 必须结合中国现实国情ꎬ 选择合

理可行的实现路径ꎮ 尽管前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ꎬ 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

经验ꎬ 积极推进以 “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 为基本内容的分级医疗ꎬ 为此还

进行了医疗联合体建设等多项配套改革ꎬ 但是ꎬ 分级诊疗的推进效果并不十分理想ꎮ 无论是从图 ３ 所

示的诊疗人数ꎬ 还是从图 ４ 所示的入院人数看ꎬ 医院的占比都呈上升趋势ꎬ 而基层医疗机构的占比则

呈下降趋势ꎮ 由此可见ꎬ 坚持以需求为取向来发展医疗服务业对新时代解决 “病有所医” 问题的重

要性ꎬ 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ꎮ 因此ꎬ 新时代选择医疗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具体路

径ꎬ 必须汲取以往医疗服务业发展中的教训ꎬ 坚持需求取向、 问题导向ꎬ 否则ꎬ 可能还是难以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ꎮ 鉴于此ꎬ 新时代推进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

具体实现路径ꎬ 起码可以有以下两条可供选择:

图 ３　 诊疗人次占比　 　 　 　 　 　 　 　 　 　 　 　 　 　 图 ４　 入院人数占比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ꎮ

１ 分拆公立大医院ꎬ 让其在公平竞争中再发展

由于长时间的行业准入难、 门槛高ꎬ 审批太严ꎬ 行政环节与手续繁琐ꎬ 加之公立医院在市场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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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占据主导性地位ꎬ 影响了民办医疗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ꎬ 因此ꎬ 民众对公立医院特别是地区性公立

大医院ꎬ 不仅高度依赖ꎬ 而且情有独钟ꎮ 更何况ꎬ 由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与方式

方法等多方面的原因ꎬ 优秀的医护人员、 先进的医疗器械和更多的医药品种大都集中在地区性公立大

医院中ꎮ 此外ꎬ 由于历史性原因ꎬ 国人对公立医疗机构一直都有着特殊的偏好ꎬ 而一些经营不规范的

民办医疗机构的不良甚至不法医疗行为ꎬ 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民办医疗机构的不信任程度ꎮ 在此大

背景下ꎬ 推进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ꎬ 保障 “病有所医” 的可选路径之一就是继续维持以公

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运行格局ꎬ 但是ꎬ 需要学习借鉴 “新公共管理” (ＮＰＭ) 理论的学理内核ꎬ 积极

引入竞争机制ꎬ① 迫使公立医疗机构不断改善管理水平、 提升服务质量ꎮ
鉴于地区性公立大医院在市场上具有主导地位ꎬ 民众对公立大医院有特殊偏好ꎬ 而不少地区目前都

有限制公立大医院扩张规模的规定ꎬ 因而可供选择的方式就是分拆地区性公立大医院ꎬ 然后在空间重新

布局的基础上ꎬ 让其在公平竞争中再发展ꎮ 在进行空间重新布局时ꎬ 既要考虑医疗服务业的集聚效应ꎬ
又要考虑空间平衡发展的需要ꎬ 然后在权衡二者利弊并征询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ꎬ 作出理性选择ꎮ
在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发达、 民众交通工具不断改善的今天ꎬ 医疗服务行业适当集聚ꎬ 不仅有利于行业自

身发展ꎬ 也为民众就医提供了方便ꎬ 这与百货商场的空间集聚布局有一定的类似性ꎮ 考虑到拆分地区性

公立大医院的目的是为了引入竞争机制ꎬ 因而ꎬ 具体的拆分方式ꎬ 可以参考台湾地区长庚医院曾经采取

的类似做法ꎬ 即将同一科室中不同师门的医护人员拆分成两个科室ꎬ 让他们在提供可替代性的同类医疗

服务中进行公平竞争ꎮ 这样ꎬ 既增加了患者的可替代性选择ꎬ 又可以通过竞争增加社会福利ꎮ
２ 推进医疗服务行业分类协同发展与分类治理

维持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的医疗服务体系并非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ꎬ 而充分调动市场组

织、 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力量的积极性ꎬ 推进不同性质与定位的医病服务行业分类协同发展与

分类治理ꎬ 则是医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另一条实现路径ꎮ 具体地ꎬ 即通过推进营利性医疗服

务产业、 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事业和兜底保障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与行业分类治理ꎬ 来

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ꎮ 由于三类医疗服务行业的微观主体是性质不同、
功能定位不同且按不同行业规则运行的不同类型的组织ꎬ 因而ꎬ 需要促进其分类协同发展与分类

治理ꎮ
第一种类型是营利性医疗服务产业ꎬ 其主体即为营利性市场组织ꎬ 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疗服

务企业ꎬ 它们主要面向中高收入者提供要求较高、 甚至个性化需求的医疗服务ꎮ 这类群体对医疗服务

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低ꎬ 但对医疗服务的内容、 水平、 质量和效率等则更加在意ꎮ 这类组织主要按市

场规则运行ꎬ 并依此进行行业治理ꎮ
第二种类型是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事业ꎬ 其主体包括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两类社会组织ꎬ 其中一类

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传统非营利组织 (ＮＰＯ)ꎬ 它们主要面向低收入者特别是经济困难者提供慈善性医

疗服务ꎬ 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外部捐赠与资助ꎻ 另一类是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企业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它一方面保留着传统非营利组织 (ＮＰＯ) 的非营利性特征与社会价值追求ꎬ 另一方

面则按照营利性企业的市场化方式运营ꎬ 因而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提供医疗服务而取得的经营性收入ꎬ
而不是以外部捐赠与资助为主ꎮ② 正因为医疗服务类社会企业ꎬ 既不像营利性医疗服务企业那样以追

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ꎬ 又不像传统非营利组织那样主要依靠外部捐赠与资助ꎬ 因而其提供的医疗服

务要同时顾及患者的基本需求、 负担能力以及机构自身的永续经营ꎮ 目前ꎬ 我国第一类医疗服务类社

会组织极为罕见ꎬ 第二类医疗服务类社会企业实际已经有了ꎬ 包括注册登记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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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和公办医疗机构ꎮ 从学理上而言ꎬ 这两类社会组织的行业规则有着明显不同ꎬ 在我国也都还没有建

立起来ꎬ 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尚未确立社会企业的合法地位ꎬ 更不用说相关行业规则的制定了ꎮ
第三种型类是保障底线公平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业ꎬ 其主体是政府职能部门下属的专业性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ꎮ 从功能定位上看ꎬ 它们应该主要面向低收入者特别是经济困难者提

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ꎬ 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ꎬ 进而承担起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兜底保

障职能ꎮ 长期以来ꎬ 这类组织主要是按事业单位运行ꎬ 但其运行规则实际上又并不十分明确ꎬ 行业治

理也面临不少问题ꎬ 其中又以公立医院为甚ꎮ 因为公立医院特别是地区性公立大医院ꎬ 一方面没有承

担起应有的兜底保障责任ꎬ 另一方面还享受着诸多政策优惠ꎬ 却与民办医院在同一市场上进行不公平

竞争ꎬ 这也正是公立医院目前处境比较尴尬并经常遭受民众抱怨甚至质疑的重要原因ꎮ

结　 　 语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ꎬ 不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ꎬ 而且经济亦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有

效破解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ꎬ 更好地实现 “病有所医”ꎬ 既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需要ꎬ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ꎬ 毕竟ꎬ 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更好地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基本取向ꎮ 虽然保障 “病有所医” 离不开 “三医联动” 改革ꎬ 但医疗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

更为重要ꎬ 这一方面是因为医疗服务在 “三医” 中居于主导性地位ꎬ 而医疗保障、 医药和医疗器械

等都是为医疗服务提供配套与保障的ꎬ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疗服务相对于医疗保障、 医药和医药器械

行业而言ꎬ 在近期内更容易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其关键在于有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ꎬ 破解阻碍医疗服务

业发展的行政性障碍ꎬ 全面放开医疗服务市场ꎬ 让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能够有进入该领域投资发展的公

平机会与有效激励ꎮ
鉴于医疗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包容的现状ꎬ 通过深化改革ꎬ 构建包容性制度体系ꎬ 推进医

疗服务业包容性发展与治理ꎬ 则是更好地保障 “病有所医” 的重要努力方向ꎮ 而且ꎬ 作为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也更需要顺应国际大趋势ꎬ 全面推进包容

性发展与治理ꎬ 其中包括医疗服务业ꎮ 这不仅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

历史经验总结ꎬ 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治理的前沿理论的学理要求ꎮ 而可供选择的具体实现路径ꎬ
起码包括两条: 一是维持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服务运行格局ꎬ 但需要运用 “新公共管理” 理论ꎬ
积极引入竞争机制ꎬ 亦即分拆地区性公立大医院ꎬ 然后在空间重新布局的基础上ꎬ 让他们在公平竞争

中再发展ꎻ 二是按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ꎬ 通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ꎬ 促进营利性医疗服务

产业、 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事业和兜底保障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与行业分类治理ꎬ 更好

地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ꎮ 其中ꎬ 尤其要重视主要面向规模庞大的中低收入

者的医疗服务类社会企业的发展ꎬ 因为社会企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 追求社会价值的使命与宗旨ꎬ 以

及市场化运营方式ꎬ 有助于为中低收入者持续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ꎮ 为此ꎬ 需要尽快

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与行业规则ꎬ 以保障与支持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快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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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视角下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研究

宋宝安

(通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ꎬ 吉林 通化 １３４００２)

　 　 摘要: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意在突破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治理格局ꎬ 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

线性区分逻辑ꎬ 构建多元主体合作、 协商式的水平治理模式ꎮ 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ꎬ 必然有助于从根

本上化解基层残联组织建构定位不确定问题与残疾人 “两个体系”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挑战ꎮ 基层残联作为直

面残疾人群体的组织ꎬ 应在政府、 市场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结构前提下挖掘自身优势ꎬ 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机

制ꎬ 拓展资源渠道ꎬ 优化资源配置ꎬ 实现职能差异化定位ꎬ 稳定残疾人服务队伍ꎬ 促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发育ꎬ
形成不同类型残疾人所需要的区域服务特色ꎬ 更好发挥服务残疾人的作用ꎮ

关键词: 社会治理ꎻ 基层残联ꎻ 组织发展ꎻ 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 ６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３０－０７

一、 社会治理创新对基层残联组织建构的意义

　 　 在吸收、 融合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ꎬ 顺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

新需求ꎬ 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元化、 复杂化的趋势ꎬ 以及社会意识萌发、 社会力量不断壮大

的发展特征ꎬ 是国家积极应对传统社会管理危机的重大举措ꎮ① 与传统社会相比ꎬ 现代社会呈现出高

度的多元化、 流动化、 复杂化特征ꎬ 对传统社会管理理念、 方法提出严峻挑战ꎬ 形成新社会风险ꎬ 造

成社会管理机制失灵ꎬ 因此进行社会治理改革成为现代国家面临的重要议题ꎮ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政治

制度创新和社会结构重塑之间能否达成适度的匹配ꎬ 可以说ꎬ 行政组织结构、 功能调整和社会建设形

影相随ꎬ 成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ꎮ ②

在新形势下ꎬ 一个已经达成的共识是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ꎬ 这表明中国社会管理格局发生了重大

变革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了国家覆盖社会的总体性格局ꎬ 构建了国家—单位—社会的纵向管

理体制ꎬ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ꎻ 伴随政府和市场的相继失灵ꎬ 社会成为第三大治理

主体出场ꎮ 因为宏观社会三大部门掌握的资源不同ꎬ 离开任何一个主体都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新风

险ꎬ 因此ꎬ 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具有联动性、 协同性、 有效性且权责分明的多元社会治

理体制ꎬ 合理划定党、 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界限ꎬ 形成党领导下的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与企业

组织合作共治的格局ꎬ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ꎬ 进一步强化其管理职能ꎬ 推动社会自治的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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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意在突破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治理格局ꎬ 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

线性区分逻辑ꎬ 提倡多元主体合作、 协商式的水平治理结构ꎮ 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必然有助于

从根本上化解基层残联组织建构定位不明确及残疾人 “两个体系”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ꎮ 基层残

联作为直面残疾人群体的组织ꎬ 如何认知残疾人及自身组织角色与功能ꎬ 在政府、 市场与社会合作共

治的结构前提下ꎬ 提升科学决策水平ꎬ 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机制ꎬ 促进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配置的有效

性ꎬ 进一步实现残疾人权益等ꎬ 是无法绕开必须解决的问题ꎮ 在中国残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ꎬ 习

近平总书记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地方残联及残疾人工作者的职责做出了明确定位ꎬ 指出作为残联和残

疾人工作者ꎬ 要做好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努力推动全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工作ꎬ 同时还

要做好解放和发展蕴含在广大残疾人中的社会生产力、 增强和提升残疾人及残疾人组织社会活力的工

作ꎬ 更充分地展示残疾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ꎮ 残联及残疾人工作者要更加充分

地依靠残疾人、 发挥残疾人的聪明才智ꎬ 密切和残疾人群众的血肉联系ꎬ 深入到残疾人中去ꎬ 踏踏实

实地把工作做到残疾人身边ꎬ 切实为残疾人解难题、 办实事、 谋福祉ꎬ 把残疾人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

满意、 赞成不赞成、 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ꎮ 但是ꎬ 我国地方基层残联的组织

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ꎬ 还难以满足这一要求ꎮ 因此ꎬ 残联和残联工作者任重道远ꎬ 提升基层残联社会

治理能力与水平刻不容缓ꎮ

二、 中国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现状及问题

　 　 按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ꎬ 中国残疾人组织为三级架构ꎬ 即中国残联、 中国残联的各级地方组

织和村、 社区一级的组织ꎬ 亦包括残疾人集中的企业事业单位所建立的残疾人协会ꎮ① 自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宣告成立ꎬ 中国残疾人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组织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中残联工作重点

开始转向基层ꎬ 历经 １０ 余年的时间ꎬ 我国基层残联组织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残疾人组织机

构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ꎬ 县 (市、 区) 残联组建工作全部完成ꎬ 乡 (镇、 街道) 残联组建也基本

完成ꎬ 社区残疾人协会建设全面铺开ꎬ② 基层残联组织实现了由无到有的根本性变化ꎮ 但是ꎬ 我国基

层残联组织也存在诸多问题ꎬ 影响基层残联组织自身建设与功能发挥ꎮ
１ 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的基本情况

中国残联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６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残联发 (２０１８) ２４
号]) 指出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全国省、 市、 县、 乡 (除兵团、 垦区外) 共成立各级残联组织 ４ ３ 万

个ꎬ 全国各省 (区、 市) 所有的市 (地、 州) 全部建立了残联ꎻ 全国 ９３ ５％的县 (市、 区)、 ９８ ７％
的乡镇 (街道) 建立了残联ꎻ ９５ ４％的社区 (村) 建立了残协ꎬ 基层残协组织总数达 ５８ ６ 万个ꎬ 即

每万名残疾人中有 ７ 个残协组织直接为其提供服务ꎮ 从残联队伍规模来看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省、 市、
县、 乡四级残联组织共有工作人员 １１ ３ 万人ꎬ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选聘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达

５９ 万人ꎮ ９３ ５％的省级残联、 ６７ ５％的地市级残联、 ５２ ７％的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专职管理服务人

员ꎬ 残疾人组织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ꎬ 奠定了残疾人服务、 管理的人员基础ꎮ
基层残疾人组织的建立ꎬ 增强了政府、 社会各界与残疾人群体的血肉联系ꎻ 业已形成的县

(市)、 乡 (镇)、 村 (社区) 三级残联组织框架ꎬ 为建立覆盖全体残疾人的服务体系创造了前提条

件ꎻ 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的全面推广ꎬ 提出了基层残联组织定位与功能调整的课题ꎮ 由于我国幅员辽

阔ꎬ 不同地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ꎬ 导致基层残联组织发展不均衡ꎮ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ꎬ
基层残联组织建设与功能还很不完善ꎮ 根据中国残联有关统计资料可知ꎬ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乡镇街道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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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展到 ３９ ８４７ 个ꎬ 基层残疾人协会发展到 ５８６ ３９２ 个ꎬ 但是仍然有 １７８９ 个乡镇街道没有建立残联ꎬ
占比 ４ ３％ꎻ 在全国 ６９１ ５１０ 个行政村中ꎬ 只有 ５１７ ７６８ 个村建立了残协ꎬ 仍然有 １７３ ７４２ 个村没有建

立残疾人协会或小组ꎬ 占比高达 ２５％ꎮ 残联工作人员发展到 １１３ ３６９ 人ꎬ 其中乡 (镇、 街道) 残联

３９ ８４７ 人ꎬ 村级残疾人组织 ５１７ ７６８ 人ꎬ 社区残协组织 ６８ ６２４ 人ꎬ 同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 基层残疾人组织

在数量、 组织人数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ꎬ 但是相对于我国规模庞大的残疾人群体ꎬ 选聘足够数量

的残疾人专职委员ꎬ 困难十分巨大ꎮ 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农村地区ꎬ 普遍建立乡镇级残联和村

社级残疾人协会的条件还不具备ꎬ 选聘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困难更大ꎬ 农村基层残联组织建设任重

道远ꎮ
２ 基层残联基本工作条件普遍较差

在我国基层残联组织中ꎬ 基本工作条件差的问题长期存在ꎬ 时至今日也并未得到彻底改观ꎮ 这个

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ꎬ 国家财政经费投入严重不足ꎮ 根据现行规定ꎬ 我国基层残联的

资金来源与其他残疾人组织一样ꎬ 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财政预算拨款与社会募集ꎬ 前者要考虑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现状ꎬ 而后者则需社会力量的支持ꎬ 以及政府对公众捐赠行为的指引与约束ꎮ 然而ꎬ 无论是

政府投入ꎬ 还是社会募集都非常有限ꎬ 难以有效地维持基层残联组织的日常运行ꎮ 在经济欠发达的西

部农村地区ꎬ 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ꎮ 其次ꎬ 基层残联组织缺乏基本工作条件ꎬ 无法开展正常

活动ꎮ 特别是在西部偏远的农村地区ꎬ 乡镇、 村社残联组织缺乏基本办公设备和基本交通工具ꎬ 服务

质量难以保证ꎮ 最后ꎬ 直接接触残疾人、 为残疾人提供最直接服务的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待遇低ꎬ
甚至个别人没有任何的工资福利待遇ꎮ 同时ꎬ 由于基层残疾人工作者身兼数职ꎬ 工作任务较重ꎬ 极大

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ꎮ 以江西省兴国县残联为例ꎬ 这个县残联现有在编职工 １６ 人ꎬ 无编职工

１２ 人ꎬ 其中在县残联工作 １０ 年以上的 ７ 人ꎬ 劳动合同制工人 ５ 人ꎬ 每年县财政预算事业费 ２ 万元ꎬ
而每年劳动合同制工人的社保、 残联职工的医保、 住房公积金需 ３５ ０００ 元ꎬ 再加上办公的纸张、 笔

墨、 水电和新农村建设、 招工等费用ꎬ 每年的经费缺口都在 １５ 万元以上ꎬ 差额部分全部靠残联管理

人员向外 “讨要”ꎮ 全国残代会后ꎬ 各乡、 镇、 区和村 (居委会、 社区) 都成立了残联组织ꎬ 但其经

费零增长ꎮ① 基层残联组织基本工作条件差ꎬ 导致其难以开展正常活动ꎮ
３ 基层残联工作人员素质偏低

我国基层残联组织普遍存在工作人员素质较低问题ꎮ 从乡镇残联到村 (社区) 残协ꎬ 很大一部

分工作人员属于年龄偏大、 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岗职工ꎬ 其政策理论水平、 综合业务素质、 对残疾人工

作的认知程度等综合素质不够高ꎬ 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残疾人工作的需要ꎮ 从目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的

构成来看ꎬ 绝大多数人为公益性岗位人员ꎬ 这部分人员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政府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ꎬ
或是因政府机构改革而从其他部门调整过来的人员ꎬ 他们职业发展期待较低且年龄较大ꎬ 多持消极的

工作态度ꎬ 工作能力难以适应新时期要求ꎮ 具体说来ꎬ 这些人员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定式: 做好做

坏一个样ꎬ 干与不干无人晓ꎬ 愿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不出事的干部屈指可数ꎮ② 总之ꎬ 基层残联

组织人员普遍存在 “时间偏长、 年龄偏大、 素质偏低、 身体偏差、 干劲偏低” 的 “五偏” 问题ꎬ 缺

乏开拓创新精神ꎬ 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普遍较差ꎮ 这种局面很难在短期内扭转ꎮ 中国残联为提升基

层残疾人服务质量ꎬ ２０１４ 年动员全国各级残联举办了 ３ ３ 万期培训班ꎬ 培训机关干部、 协会干部及

残疾人专职委员 ７０ ３ 万人次ꎮ③ 但这种培训的效果并不显著ꎬ 仍然难以改变基层残联工作人员文化

素质与专业素质偏低的现状ꎮ 此外ꎬ 伴随基层残疾人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专业化、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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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 对基层残联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但是ꎬ 在现实的基层残联组织中ꎬ 具备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残疾人工作者极为少见ꎬ 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残疾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知

识教育和技术培训ꎮ
４ 基层残联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我国基层残联组织中普遍存在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ꎬ 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ꎮ 究其原

因ꎬ 在于基层残联组建时间短、 服务经验不足、 经费匮乏、 工作人员素质偏低、 工资福利待遇差影响

了工作积极性等ꎮ 基层残联服务供给能力差的表现形式多样ꎮ 首先ꎬ 基层残联组织提供服务的形式过

于单一ꎬ 提供的服务呈现大众化、 普遍性的特点ꎬ 与残疾人的多元化需求相脱节ꎮ 基层残联组织多为

残疾人提供临时性的物质援助ꎬ 尚未为残疾人有效提供就业、 医疗保障、 康复保健、 法律援助等相关

服务ꎮ 其次ꎬ 基层残联组织难以针对不同残疾人群体提供有效、 可及的个性化服务ꎮ “为残疾人提供

个性化服务ꎬ 就是将各级党委、 政府发展残疾人事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ꎬ 以及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提供

的各项帮扶ꎬ 与残疾人实际情况和个体需求实现有效对接ꎬ 为每户残疾人量身定做个性化的发展方案

或帮扶方案ꎬ 并使之落实”①ꎮ 各个残疾人群体最渴望的服务需求呈现出个性化特征: 具有一定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渴望获得就业服务ꎬ 增加就业培训机会ꎬ 提升就业能力ꎻ 身体健康程度差的残疾人渴望

获得相应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障方面的服务ꎻ 身体残疾正在恢复的残疾人ꎬ 渴望获得康复保健

服务ꎮ 这种残疾服务供给的大众化与残疾人群体服务需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ꎬ 对有效满足残疾人服

务需求提出迫切要求ꎮ 最后ꎬ 由于基层残联是政府领导下的残疾人管理、 服务、 代言组织ꎬ 而并非公

共服务主体ꎬ 不能提供针对残疾人各类型需求的公共服务ꎬ 因此需要协同整合社会资源ꎮ 然而ꎬ 基层

残联组织形式单一ꎬ 尚未密切联系和整合各类社会组织ꎬ 不能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投入基层残疾人事

业ꎬ 难以有效获得社会资本的持续性注入ꎬ 难以有效建立基层残联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助合作关系ꎬ
无法有效扩大基层残联组织的公共服务覆盖范围ꎮ

５ “双重身份” 下的定位不清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ꎬ 去行政化已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ꎮ 然而ꎬ 自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日起ꎬ 残联组织的官办色彩就十分浓重ꎮ 基层残联组织的成立与运作是在政府

的扶持下进行的ꎬ 亦即各级残联组织是由政府部门衍生出来的半官半民组织ꎬ 其工作人员往往还是政

府工作人员ꎮ 在基层残联组织的具体运作中ꎬ 工作人员往往会倾向于政府的利益诉求ꎬ 强调对残疾人

的管理和约束ꎬ 而对残疾人服务ꎬ 以及如何服务的认识不够ꎬ 难以发现残疾人的利益诉求ꎮ 基层残联

组织的这种 “亦官亦民” 的 “双重身份” 引发自身认知矛盾ꎬ 使得基层残疾人服务定位模糊ꎬ 政府

管理色彩过重ꎬ 出现双重管理ꎬ 导致管理混乱ꎬ 产生管理空位与缺失ꎬ 不利于残疾人事业的长远发

展ꎮ 此外ꎬ 基层残联组织的双重身份定位ꎬ 导致其过于依靠政府扶持ꎬ 自身发展的主动性不足ꎬ 缺乏

长期发展规划ꎮ 适度的政府干预有益于基层残联组织的发展ꎬ 尤其是政策、 方针、 原则方面的宏观指

导ꎬ 政府干预的意义尤为明显ꎮ 然而ꎬ 政府对基层残联组织的过度干预会造成基层残联组织对政府的

过度依赖ꎬ 以及基层残联组织自身独立性的缺失ꎮ 基层残联组织的 “他助性” 与 “自主性” 之间的

矛盾不断加深ꎬ 使得基层残联组织的改革已然成为现实需要ꎮ
６ 基层残联组织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基层残疾人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复杂的过程ꎬ 在这一过程中ꎬ 基层残联组织缺乏自

身发展动力ꎬ 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政府经费投入与社会募集的不足ꎬ 社会扶残、 助残意识的淡薄ꎬ
基层残联组织过度依赖政府扶持与干预ꎬ 自身独立性缺失等ꎬ 都是造成基层残联组织发展动力不足的

重要原因ꎮ 其中ꎬ 自身独立性、 自主性的缺失ꎬ 对致基层残疾人组织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ꎬ 使得基

层残联组织难以可持续发展ꎮ 基层残联组织发展动力不足ꎬ 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ꎬ 阻碍残疾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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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发展ꎮ 一方面ꎬ 会造成基层残联组织服务能力不足ꎬ 残疾人服务落地情况不好ꎻ 另一方面ꎬ 导

致社会力量难以参与其中ꎬ 丧失了社会事业应有的 “社会性”ꎬ 造成基层残联组织的畸形发展ꎬ 反过

来进一步影响基层残联组织的可持续发展ꎮ

三、 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的基层残疾人组织既包括县 (社区)、 乡 (街道办事处) 残疾人联合会、 村民委员会 (或居

委会) 的残疾人协会 (或小组)ꎬ 也包括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站、 残疾人用品用

具供应服务站及助残志愿者联络站等ꎮ① 虽然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ꎬ 残疾人事业得到长足发展ꎬ 但是

基层残联组织结构优化与功能发挥ꎬ 仍旧面临诸多挑战ꎮ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体制、 格局的弊端ꎬ 政

绩考核体系下的政府行为导向ꎬ 以及制度体系中其他相关制度ꎬ 例如财税制度、 户籍制度的变化等ꎬ
都会对基层残联组织建设产生重要影响ꎮ 由此可见ꎬ 基层残联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ꎬ 取决于

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解读ꎮ 基层残联的主要职责是衔接政府与残疾人ꎬ 贯彻政府政策ꎬ 直面残疾人进行

社会治理ꎮ 随着整个社会治理模式从传统的垂直型金字塔模式走向扁平的网络模式ꎬ 基层残联应当积

极跟上时代的脚步ꎬ 进行自我革新ꎬ 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ꎬ 为残疾人生活提供便捷舒适的服务ꎮ 社会

治理体系的创新意味着不能再走老路ꎬ 依靠政府坐吃山空ꎬ 而是积极开发社会资源ꎬ 整合来自政府和

社会的资源ꎮ
１ 社会治理框架下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的出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ꎬ 创新社

会治理ꎬ 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ꎮ 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ꎬ 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ꎬ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ꎮ 相较社会管理而言ꎬ 社会治理更加强调治理主

体的多元化ꎬ 对解决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结构性与制度性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ꎮ 社会治

理体系的形成即符合中国社会实践特征的新型政府、 市场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形成ꎬ 是对政府、 市场与

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理顺ꎬ 从而努力达到 “四个最优”ꎬ 即资源供给主体格局最优、 资源输出机制最

优、 资源供输监督机制最优ꎬ 以及资源供输评价体系最优ꎮ
(１) 挖掘自身优势进行职能差异化定位

首先ꎬ 基层残联的优点是接近残疾人ꎬ 缺点是缺乏足够的专业性ꎬ 因此ꎬ 可以以服务性作为角色

定位ꎬ 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ꎮ 考察部分发达国家残疾人服务及服务机构的发展趋势ꎬ “大而全”
“小而全” 的发展模式正在被 “小而专” 和社区化的发展模式所取代ꎬ 在社区中开设服务需求量大且

专业性要求不高的项目ꎬ 提高社区残疾人组织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ꎮ 县级残联相比社区残联拥有

更好的场地与条件ꎬ 其缺点是对残疾人的日常服务性比较差ꎬ 因此可以为残疾人提供良好的学习条

件ꎬ 为残疾人特殊教育和就业培训提供场地、 专业指导等支持ꎬ 专业培训并服务于管理人员ꎬ 培养符

合社会发展、 时代需求的人才ꎮ 例如ꎬ 充分考虑本地经济产业结构状况以及残疾人福利状况、 年龄结

构、 残疾种类等ꎬ 并深入社区了解残疾人就业需求ꎬ 开展针对性培训ꎬ 帮助残疾人积极就业ꎬ 自力更

生ꎬ 更好地服务于残疾人ꎻ 市级残联拥有较大的场地和较为充足的人才ꎬ 可将专业化要求高、 占地面

积大的服务项目安排在此类综合性或专业性服务机构进行ꎮ 然而ꎬ 市级残联的缺点是残疾人的服务可

及性比较差ꎮ 因此ꎬ 市级残联应以培训更高级别的服务人员、 管理人员为目标ꎬ 保证高质量残疾人工

作者充沛、 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残疾人需要的地方ꎬ 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服务ꎮ
其次ꎬ 加强基层残联自身组织建设ꎬ 做到透明化、 规范化管理ꎮ 完善残疾人基本信息数据库ꎬ 为

政府提供精准的残疾人信息ꎬ 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ꎮ 各个社区的残联定期沟通ꎬ 共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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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和共享资源ꎮ 所有资源上报市残联备案ꎬ 市残联倾听各社区建议ꎬ 共同促进完善基层残联运行机

制ꎮ 各个社区之间形成竞争机制ꎬ 根据自身资源与条件ꎬ 发展各具特色的服务项目ꎮ 通过先进带落

后ꎬ 实现共同进步的服务能力提升格局ꎮ 进步的社区主动分享管理经验ꎬ 落后的社区到先进社区实地

学习ꎬ 并且反馈总结ꎬ 在优化残疾人服务的同时ꎬ 达到服务格局整体优化的效果ꎮ 基层残联与市级及

以上的残联可分工协作ꎬ 形成 “以残疾人为导向” 的职能差异化定位ꎬ 将 “大而全” 服务机构职能

分散于社区ꎬ 这样既可增加残疾人服务机构数量ꎬ 实现分工细化ꎬ 提升专业水平ꎬ 大大提高残疾人服

务的可及性ꎬ 又能避免残联服务职能同质化现象严重问题ꎬ 解决政府、 社会资源分布不均ꎬ 做到资源

效用最大化ꎮ
(２) 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机制拓展服务资源

一般而言ꎬ 资源分配的三大机制包括政府、 市场和社会ꎬ 其中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具有先天优

势ꎬ 因此政府在资源分配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ꎮ 我国自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以来ꎬ 关于政府责任的争论

不断ꎮ 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内的作为不够ꎬ 应该进一步提高公共福利支出ꎮ 然而ꎬ 一个无法

回避的事实是ꎬ 政府必须要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之间做出选择ꎬ 这是因为社会投资难以在短期内产

生经济效益ꎬ 所以就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投入的目标而言ꎬ 二者是矛盾的ꎮ 扭转发展残疾人

事业是花钱的事、 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观念ꎬ 对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尤为重要ꎮ 在加强政府主导

作用的同时ꎬ 应该充分地、 合理地发挥市场与社会的作用ꎬ 深入实际了解残疾人需求ꎬ 积极推动公益

性和有反哺社会意识的企业参与到残疾人事业中来ꎬ 与残联组织一同有效解决政府资源供给失灵问

题ꎬ 扩大残疾人服务供给空间ꎮ
由于供求信息不对称ꎬ 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壁垒且在短时间内难以破除ꎬ 因此政府无法及

时、 准确了解基层残联与残疾人的需求ꎬ 在进行资源分配时难免出现 “错配” 问题ꎮ 因此ꎬ 基层残

联组织化建设首先应确切了解资源供需情况从而做到按残疾人不同需求来分配资源ꎮ 具体说来ꎬ 就是

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网络信息化平台ꎬ 倾听民众的声音ꎬ 充分发挥市场这只 “无形的手” 的指引作用ꎬ
积极弥补政府决策失灵ꎮ 在市场原则作用下ꎬ 企业根据残疾人需求进行服务产品和项目的开发ꎮ 此

外ꎬ 随着一些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ꎬ 企业反哺社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ꎮ 基层残疾人

组织建设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ꎬ 发挥残联的协调作用ꎬ 积极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ꎮ 与市场

更多地受利益驱动不同ꎬ 社会组织受伦理、 道德的支配ꎮ 社会组织作为残疾人服务供给的第三重保障

或第三支柱ꎬ 可以有效弥补第一和第二部门的资源配置失灵ꎮ
(３) 逐渐形成稳定的残疾人服务队伍ꎬ 积极鼓励、 扶持残疾人社会组织发育

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不仅面临 “钱” 的挑战ꎬ 同时还面临 “人” 的问题ꎮ 目前我国专业化的残

疾人管理和服务人才短缺ꎮ 由于各级残联组织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处于弱势地位ꎬ 对高素质管理人才

的吸引力较小ꎻ 同时ꎬ 残疾人康复、 医疗、 护理、 日常生活照料、 心理慰藉、 人际关系指导等方面的

专业服务人才十分匮乏且稳定性差ꎮ 为此ꎬ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ꎬ 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残疾

人的知识普及及新残疾人观教育ꎬ 使人们充分认识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ꎬ 学会如何正确

认识、 帮助和关怀残疾人ꎮ 其次ꎬ 继续在有条件的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中发展残疾人管理和服务专

业ꎬ 培养多层次的管理和服务人才ꎮ 再次ꎬ 提高教育制度的包容性ꎬ 努力推动有能力的残疾人进入普

通院校接受教育ꎬ 进而增强其社会表达和参与能力ꎮ 最后ꎬ 形成明确的残疾人服务人才去向ꎬ 提高残

疾人工作的职业和社会认同度ꎮ 除了发挥政府在残疾人服务人才建设方面的推动作用之外ꎬ 还应大力

发展以公益、 慈善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ꎮ 在此基础上ꎬ 进一步探索社会组织发展形式ꎬ 创新

社会参与形式ꎬ 以满足不同社会成员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需求ꎮ
２ 发挥基层残联作用的路径

在残疾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中ꎬ 基层残联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ꎮ 之所以将县级确定为基

层ꎬ 是基于中国 “政不下县” 和 “封建止于郡县” 的国家治理传统ꎮ “县” 历来在国家实现有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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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具有重要地位ꎮ 基于此ꎬ 县级残联作为连接上级残联和残疾人的枢纽ꎬ 应进一步发掘基层残联在

残疾人 “两个体系” 建设中的作用ꎮ
(１) 充分发挥基层残联上传下达的作用

就组织体系的纵向结构来看ꎬ 基层残联的地位特殊ꎮ 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ꎬ
它是中残联和省市残联了解残疾人问题的窗口ꎬ 是执行中残联和省市残联政策的媒介ꎬ 是反映残疾人

需求和问题的晴雨表ꎮ 另一方面ꎬ 基层残联的行动指令不仅来源于上级残联科学的政策指导ꎬ 还应来

源于残疾人以分散和整体形式传递出来的问题信号ꎮ 正如基层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得以交互的制度

空间ꎬ 基层残联应协调这两种信号ꎬ 并使二者实现有效对接ꎮ
(２) 充分发挥基层残联统筹协调的作用

就我国残疾人 “两个体系” 建设的现实情况来看ꎬ 大块的、 充分的财政投入难以实现ꎮ 因此ꎬ
只有将那些零散的、 潜在的资源发掘出来并加以整合ꎬ 才是推动 “两个体系” 建设的现实可行之举ꎮ
对此ꎬ 应充分发挥残联的统筹功能ꎮ 首先ꎬ 残联要掌握残疾人的需求动向ꎬ 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资源

配置情况ꎮ 其次ꎬ 赋予残联资源配置总调度的权力ꎬ 提高政府各部门合作共治的意识ꎬ 在残联的协助

下实现国家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ꎬ 以及本部门资源的合理利用ꎬ 形成以残疾人服务为导向的社会治理

运行机制ꎮ 不同层级的残联对本层级的资源整合和统筹利用起到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 就目前我国基层残

联的发展情况而言ꎬ 基层残联统筹协调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ꎮ 提高基层残联的组织建设水平ꎬ
提升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ꎬ 解决残联组织的边缘化问题ꎬ 是发挥基层残联统筹协调作用的关键ꎮ

(３) 充分发挥基层残联外联内合的作用

相对于市场和社会ꎬ 残联和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ꎮ 残联开发来自市场和社会的资源可视为 “外
联”ꎬ 而如何将资源更好地转换为残疾人可及性高的服务和产品ꎬ 则离不开残联与政府各部门的合

作ꎬ 此为 “内合”ꎮ 通过这种 “外联内合” 实现资源渠道的多元化和有效供给ꎮ 随着社会的整体进

步ꎬ 社会和市场领域中存在一定规模的服务资源ꎬ 但是这仅是原始材料ꎬ 直接流向残疾人必然会产生

诸多问题ꎬ 只有在经过残联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加工和组织调整后ꎬ 才能更稳定地、 更公平地覆盖残疾

群体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中国残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树立残疾人是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支重要力量的残疾人观ꎬ 并强调ꎬ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ꎬ 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ꎬ 残疾人完全有志向、 有能力为人类

社会作出重大贡献ꎮ 这一重要论述ꎬ 进一步强调了残疾人的价值ꎬ 阐释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残疾人

应有的社会地位ꎬ 揭示了残疾人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ꎮ 基层残联只有挖掘自身优势进行职

能差异化定位ꎬ 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机制拓展服务资源ꎬ 形成稳定的残疾人服务队伍ꎬ 充分发挥上传

下达、 统筹协调、 外联内合的作用ꎬ 才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加快残疾

人小康进程ꎬ 帮助残疾人过上安居乐业、 衣食无忧美好生活ꎬ 激励残疾人自尊、 自信、 自强、 自立ꎬ
更加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ꎬ 带领残疾人把实现自身的梦想自觉地融入实现 “中国梦” 的奋斗实践

之中ꎬ 开创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新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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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２０２０ “参与式” 反贫困路径探索
王　 一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在分配正义原则视角下ꎬ 贫困可以被视为社会参与的失败ꎬ 即贫困者没能有效参与到经济社会生

活当中ꎬ 无法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效收益ꎮ 而诉诸 “平等” 的绝对价值ꎬ 要求政府有

责任为贫困者提供恰当的救济ꎬ 以使贫困者有效且可及地获得实质性自由ꎮ 具体而言ꎬ 需要通过立足于必需

品权利的 “底线” 和立足于矫正正义的 “边界” 的共同作用ꎬ 使贫困者获得基本的道德能力、 智力能力和体

力能力ꎬ 推动贫困者实现有效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分配ꎬ 摆脱困境ꎬ 规避陷入贫困的风险ꎮ
关键词: 反贫困ꎻ 分配正义ꎻ 社会参与ꎻ 必需品权利ꎻ 矫正正义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 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３７－１０

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ꎮ 改革开放之初ꎬ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普遍性贫困问题ꎬ 按照世

界银行每人每天 １ ９ 美元购买力平价的国际贫困标准ꎬ １９８１ 年末中国贫困人口约 ８ ７８ 亿人ꎬ 贫困发

生率高达 ８７ ７１％ꎮ① 面对问题ꎬ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发展思维ꎬ 从经济外溢效应下的 “开发式扶贫”
到综合动员策略下的 “精准扶贫”ꎬ 走出了一条以综合发展为目标、 以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为

动力、 政府主导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扶贫道路ꎮ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ꎬ
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到 ２５１１ 万人ꎬ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１ ９％ꎮ②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ꎬ 通过实施精准扶贫

战略ꎬ 扶贫工作成绩斐然ꎬ 并且正在致力于到 ２０２０ 年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ꎮ 当然ꎬ 绝对贫困问

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现象的终结ꎬ 贫困始终是所有国家必须长期面对的挑战ꎮ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ꎬ
后 ２０２０ 应该如何重新审视贫困问题ꎬ 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常态化反贫困制度体系ꎮ

一、 贫困的共识与困惑: 从收入到可行能力

　 　 当我们用追根溯源的态度来审视 “贫困” 时ꎬ 不得不面对很多复杂而模糊的问题ꎬ 如什么是贫

困? 怎样看待贫困?
关于贫困ꎬ 较早出现的是 “生物学” 意义上的界定ꎮ １９０１ 年ꎬ 罗恩特里在关于贫困家庭的研究

中提出ꎬ 处于贫困的家庭是指 “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③ꎮ 这

种观点常常被应用于 “贫困线” 的界定ꎬ 但由于个体差异、 区域差异、 成本选择等因素ꎬ 很难准确

确定最低营养标准线ꎬ 并将最低营养标准线转化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 (或食物)ꎮ 而且ꎬ 虽然

“饥饿” 是贫困的重要方面ꎬ 但其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ꎬ “贫困的最低生活定义中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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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几乎都有缺陷”①ꎮ 但如果完全摒弃 “生物学” 视角ꎬ 则对贫困的界定似乎就显得无的放矢ꎬ 而

从不平等、 贫困感、 价值判断等角度对 “贫困” 的界定ꎬ 也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同ꎮ 直到阿玛蒂亚
森提出 “可行能力” 视角ꎬ 才真正丰富了贫困概念的维度ꎮ 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个人的 “可行能力”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 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ꎮ 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ꎬ 是

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或者用日常用语说ꎬ 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

自由)ꎮ② 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ꎬ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ꎬ③ 因此要更加关注失业、
缺医少药、 缺乏教育、 社会排斥等因素对贫困的影响ꎮ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深化了

对贫困性质的理解ꎬ 开拓了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新领域ꎮ 其后ꎬ 还出现了更为宽泛的 “可及利益”④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的观点ꎮ 可以看出ꎬ 对于贫困的概念界定ꎬ 已经从单纯的收入 (贫困线) 转向

更为综合的研究视角ꎮ
在实践领域ꎬ 确定贫困标准的主流方法包括收入 /消费标准、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ꎬ 简称 ＨＤＩ) 和多维贫困指数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简称 ＭＰＩ)ꎮ 收入贫困标准一般

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ꎬ 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来定

义国际贫困线标准ꎮ⑤ 在 １９９０ 年的 «世界发展报告» 中提出每日生活费 １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ꎮ 由于

国际贫困线在各国使用时需要通过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换算ꎬ 因此每次制定新的购买力平价都需要对

国际贫困线进行调整ꎬ １９９３ 年上调为每日生活费 １ ０８ 美元ꎬ ２００５ 年上调至 １ ２５ 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上调

至 １ ９ 美元ꎮ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８５ 年首次制定了中国的农村贫困线ꎬ 标准为每人每年 ２０６ 元ꎻ⑥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政府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２３００ 元为基数制定了新的农村贫困标准ꎮ⑦ 收入贫困标准是全球使用最广

泛的贫困标准ꎬ 但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ꎬ 为弥补其不足ꎬ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出用 “人类发展指数”
来衡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程度ꎬ 主要包括预期寿命指数、 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三个基础性

变量ꎮ 人类发展指数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发布ꎬ 开启了全面衡量 “贫困” 的量化领域ꎬ 在全球具有较高的

认可度ꎮ 其后ꎬ 阿玛蒂亚森提出了更为丰富的 “多维贫困指数”ꎬ 从基本可行能力视角出发ꎬ 提出

了健康、 教育、 生活水平三个维度ꎬ 营养状况、 儿童死亡率、 儿童入学率、 受教育程度、 饮用水、
电、 日常生活用燃料、 室内空间面积、 环境卫生和耐用消费品十个指标ꎬ 多维贫困指数是对人类发展

指数的进一步完善ꎬ 致力于反映不同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ꎮ ２０１０ 年 «人类发展报告»
首次公布了全球 １０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ꎬ 为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视角ꎮ

可以看出ꎬ 虽然收入贫困标准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贫困标准ꎬ 但在前沿的理论和实践当中ꎬ 对贫

困的概念理解和衡量标准都远远超越了经济或收入的增长ꎬ 这虽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进步ꎬ 但也并不

是无可指摘的ꎮ 以 “多维贫困指数” 为例ꎬ 作为较为全面的贫困标准ꎬ “健康、 教育、 生活水平” 三

个维度是否能有效反映全面、 真实的贫困状况? 是否可量化为 “营养状况” 等十个指标? 这些指标

的可测量性和可获得性如何? 这些问题都很难得到明确的答案ꎬ 因此ꎬ “全面、 真实地反映贫困状

况” 这个命题仍然有充分的讨论空间ꎬ 我们能获得的共识是: 贫困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ꎬ 还应当包

括健康、 教育等诸多丰富的内涵ꎮ

８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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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ꎬ 任赜等译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８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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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将人均营养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天 ２１００ 大卡ꎬ 然后根据 ２０％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测算出满足这一标准所需要

的食物量ꎬ 再按照食物的价格计算出相应的货币价格ꎮ
新标准在满足 ２１００ 大卡的食物摄取基础上ꎬ 同时满足了每人每天 ６０ 克的蛋白质需求ꎮ



二、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贫困问题: 以参与为基础的分配

　 　 “怎样看待贫困” 是贫困问题的又一个关键点ꎬ 传统的 “进取发展模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①

认为贫困者不努力进取导致了贫困的发生ꎬ 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外部环境的作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复

杂性ꎮ 其后ꎬ 学界对于贫困发生机制问题ꎬ 分别基于 “外部环境制约性” 和 “贫困群体自主性”ꎬ 形

成了 “社会结构” 和 “社会文化” 两种研究路径ꎮ 社会结构视角更注重贫困的外在性因素ꎬ 强调外

在环境对贫困发生的影响ꎬ 认为缺乏经济竞争和自由民主制度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ꎬ② 教育、 财

产、 土地制度、 精英主导社会等不公平造成了 “贫困制度陷阱”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ꎮ③ 但社会

结构视角面临的难题是: 为什么在几乎相同的社会结构下人们的收入和生活会完全不同? 社会文化视

角认为 “贫困文化” 使得贫困和贫困之间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ꎬ④ 贫困文化是贫困者的一种心理防

卫ꎬ 为其面对困境时提供意义感、 认同感和获得感ꎬ 制约了减贫的动力ꎮ 这种理论上的分野本质上是

在思考造成贫困的究竟是外在因素还是内在因素ꎬ 如果说贫困源于外因ꎬ 那么对贫困者的救助就可以

被看作对社会成本的补偿ꎬ 福利应该是无条件和普惠的ꎬ 不应与收入、 工作、 德行等因素相关ꎻ⑤ 如

果说贫困源于内因ꎬ 贫困者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ꎬ 对贫困者的救助就应当是短期的、 有限的、 有

条件的ꎮ 这事实上是在追问 “贫困现象中的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如何划分”ꎬ 属于 “超越了基于私人

财产权之要求的需要和应得问题”ꎬ 涉及 “分配正义” 问题ꎬ 因此ꎬ 如何看待贫困取决于我们选择怎

样的分配正义观ꎮ
１ 西方古典分配正义思想: 财产权利与必需品权利

关于稀缺性资源的分配是一个古老的学术话题ꎬ 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ꎮ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

论体系当中ꎬ “分配正义” 和 “矫正正义” 是共生概念ꎬ 分别对应依据美德对社会资源进行的分配和

对错误的惩罚ꎬ 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美德和错误进行界定ꎮ １７ 世纪之后ꎬ 胡果格劳秀斯引入了

“附加正义” 和 “属性正义”ꎬ 认为附加正义对应法律权利和严格权利ꎬ 属性正义则对应社会美德ꎮ
在此基础上ꎬ 塞缪尔普芬多夫进一步提出法律义务是 “完美权利”ꎬ 而其他不能强迫实施的则是

“不完美权利”ꎬ “不完美权利” 是属于法律之上的美德范畴ꎬ 只能依靠于 “良知” 之类的要素ꎬ 而

不能强制实施ꎮ⑥ 可以看出ꎬ 当时的思想界关注的是国家对穷人的资助是否符合公共利益ꎬ 而不考虑

这种行为属于慈善还是属于正义的范畴ꎮ
对贫困问题而言ꎬ 分配正义领域关于必需品权利的探讨十分关键ꎮ 托马斯阿奎纳认为ꎬ 财产权

的破坏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被比财产权更重要的需要合法化ꎬ 这是财产制度内的合法行为ꎮ⑦ 格劳秀斯

同样将必需品权利置于矫正正义的框架下ꎬ 对必需品权利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定ꎬ 饥饿和赤裸甚至都不

在范围之内ꎬ 因此ꎬ 这种必需品权利只是理念上的探讨ꎬ 很难付诸实践ꎮ 大卫休谟同样认为必需品

权利不同于正常情形的正义ꎬ 虽然富人在道德上应该帮助穷人ꎬ 但如果没有履行这个义务也并不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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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ꎮ 在他们看来必需品权利是普遍正义法则的例外ꎬ 而并非其中的一部分ꎬ 是用以应对普通法律和

政治框架遭遇失败时的紧急情况的ꎬ 因此ꎬ 任何法律或者政策都不能作为必需品权利的延伸ꎬ 财产权

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穷人因此被剥夺生存条件的可能性ꎮ①

在实践层面ꎬ 早期的基督教社会福利政策把对穷人的帮助视为出于宗教动机ꎬ 认为穷人有权利得

到救济ꎬ 而生活富裕的人有义务提供一些救济ꎬ 但这种救济并不是世俗承诺ꎬ 而且只认定某些情况下

的穷人应该得到救济ꎮ 到了 １６ 世纪中期ꎬ 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ꎬ 政府逐渐获取了救济穷人的控制权ꎬ
汉堡、 尼德兰等地区都出现了救济穷人的法律ꎬ 但这些政策仍然将救济穷人视为慈善ꎬ 而不是正义的

体现ꎬ 认为照顾穷人源于 “共同的人性冲动”ꎮ
可以看出ꎬ 在 １８ 世纪之前的欧洲ꎬ 财产合法权通常被置于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正义” 之上ꎬ 思

想家们从整体上肯定了财产权在维持自然秩序、 促进劳动、 维持和平良好局面方面的作用ꎬ 也没有否

认财产权会使富人享受、 穷人受苦的反面作用ꎮ 但当时思想界还没有将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结构视为

正义问题ꎬ 也没有把正义作为在分配资源时要考虑的个人需求ꎮ②

２ 现代分配正义原则: 人类平等的价值与基本需要的满足

１８ 世纪末ꎬ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ꎬ 消除贫困逐渐成为政府的责任ꎬ 分配正义理念发生深刻

变化ꎮ 让－雅克卢梭对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ꎬ 认为贫困是商业社会的社会成本ꎬ
穷人遭受着私有财产的不公正压榨ꎮ 他把穷人作为公民来看待ꎬ 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穷人免受剥夺ꎬ
防止财富的不公平分配ꎬ 希望包括穷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成为负责任的积极公民ꎮ

亚当斯密是改变对穷人看法的重要贡献者ꎬ 与卢梭相比ꎬ 斯密更关注贫困对个体的伤害ꎮ 当时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肯定社会结构等级差别的正当性ꎬ 认为财富、 权力等社会资源应当永远传承下

去ꎬ 穷人则应当受穷ꎬ 而斯密否认了这种禀赋差异的观点ꎬ 认为 “不同的人在天生能力方面的差别

实际上远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大习惯和教育是造成哲学家和街头小贩之间所谓的巨大差异的主要

原因”③ꎮ 贫困并非 “宿命” 和 “应得”ꎬ 那么穷人就有改变困境的需要和可能ꎬ 政府减少贫困的行

动就应当是义务而非恩惠ꎬ 这一转变对现代分配正义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ꎮ 斯密在 «国富论» 中提

出财富至少可以以三种方式实现重新分配: 一是财产从富人直接转移给穷人ꎻ 二是对富人征收比穷人

更高的税ꎻ 三是运用税收提供主要为穷人带来利益的公共资源ꎮ④

伊曼努尔康德从国家义务角度看待政府对穷人的救济问题ꎬ 认为 “在对陷入困境的人给予帮

助或付给东西时ꎬ 我们应当意识到这并不是给小费的行为ꎬ 而是帮助归还我们这个非正义的体制从他

们身上剥夺的东西”⑤ꎮ 富裕阶层对贫困阶层的物质帮助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ꎬ 因为每个人都拥有

“绝对价值”ꎬ 也就是平等的价值ꎮ 其后ꎬ 流产政变的领袖格拉古巴贝夫在 １７９６ 年首次明确提出国

家重新分配财富给穷人是正义的要求ꎮ 巴贝夫从政治权利角度认识贫困ꎬ 是现代分配正义原则产生的

重要思想来源ꎮ 这一时期ꎬ 分配正义实践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兴起ꎮ 在英国的反济贫院抗议活动中ꎬ
“英国、 家庭、 自由: 地方权利、 健康食物、 巴士底狱没有歧视” 被作为口号ꎮ 社会底层汇聚成 “工
人阶级”ꎬ 将解决贫困问题从恩惠变成权利ꎮ

进入 ２０ 世纪ꎬ 分配正义的范畴开始扩张ꎬ «世界人权宣言» 明确社会保障的权利包括人的尊严

和性格自由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ꎬ 保护自己免受失业的权利ꎬ 以及食物、 衣服、
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权利ꎮ⑥ 分配正义的概念在 ２０ 世纪中期已经被牢固地确立下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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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ꎬ 在分配正义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约翰罗尔斯的理论ꎮ 罗尔斯从社会契约论传统出

发ꎬ 试图 “为社会提供一个原则ꎬ 在这个原则之下能够实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ꎬ 同时

为评价现实制度提供标准”①ꎮ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 “两个正义原则”ꎬ 第一个正义原则被称为

“平等的自由原则”ꎬ 第二个正义原则被称为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和 “差别原则”ꎮ 第一个原则

关注的是平等的自由ꎬ 第二个原则关注的是平等的分配ꎮ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以平等为核心的ꎬ 他一

再重申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ꎮ
在罗尔斯之后ꎬ 众多思想家致力于探讨 “平等的本质”ꎬ 其理论分野首先表现在是否把平等本质

上视为一种关于实质性物质平等的观念ꎮ 戴维米勒在其多元主义正义理论中强调 “社会 (地位)
的平等”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伊丽莎白安德森强调 “民主的平等”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而萨缪尔
谢夫勒强调的是 “平等者的社会”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ｓ)ꎮ 这些观点更强调把人视为道德平等者的立

场ꎬ 突出社会关系中平等的重要性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作为道德平等者彼此公平对待的理念ꎬ 具有实质

性物质资源再分配的内在要求: 国家需要保障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基本能力的培养和基本功能的正常发

挥ꎮ １９７９ 年阿玛蒂亚森提出了 “平等物 (ｅｑｕａｌｉｓａｎｄｕｍ)” 概念ꎬ 平等的衡量标准和人际比较开始

成为争论焦点ꎬ 经济资源再分配的正当性在争论中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地位ꎬ 也推动了对贫困问题的价

值基础的不断反思ꎮ
３ 分配正义视角下贫困问题的分析框架: 实质、 底线与边界

可以看出ꎬ 现代意义上的 “分配正义” 为达到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获得基本物质手段的目标ꎬ
要求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财产分配ꎮ 从 “按美德得到利益” 到 “每个人都应该过上物质不匮乏

的生活”ꎬ 分配正义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ꎮ 但无论是 “美德” 还是 “物质不匮乏的生活”ꎬ
所追求的实质都是让社会成员能够 “充分参与合作”ꎬ 因此ꎬ “社会参与” 是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ꎬ
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参与的失败ꎬ 即贫困者没能有效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ꎬ 无法从经济社会发展

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效收益ꎮ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ꎬ 分配正义理论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主要障碍ꎬ 并非 “财产权的绝对信

念”ꎬ 而是 “穷人应该受穷” 的观点ꎮ 现代贫困观念的价值基础是: 贫困的存在限制了公民的基本自

由权利ꎬ 国家为穷人提供救济是正义的要求ꎮ 这是至关重要的进步ꎬ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

走回头路ꎮ 贫困问题研究应当建立在 “我们彼此负有义务” 这一规范基础上ꎬ 主要不是从社会或者

作为整体的人类ꎬ 而仅仅由于其是一个人的自然事实或每个人都具有先天的平等尊严 (平等对待要

求) 这一规范性事实ꎬ 国家运用强制性权力保障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必需品的必要份额ꎬ 即从自由而

平等的个体之间所负有权利和义务的角度ꎬ 要求国家无条件保障所有个体的基本需要满足ꎮ② 政府消

除贫困的行动是为了实现每个人都具有的诉诸平等的 “绝对价值”ꎮ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ꎬ 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ꎬ 贫困问题始终与必需品权利、 矫正正义相关联ꎮ

必需品权利为贫困问题提供了底线ꎬ 矫正正义则明确了贫困的边界ꎮ 现代贫困观念下的必需品权利至

少应该包括: 每个人必须通过国家获得必要程度的经济资源ꎬ 以满足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ꎮ “矫正

正义” 对于贫困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ꎬ 即便对于以诺奇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右翼而言ꎬ “矫正正义”
仍然是必要的ꎬ 问题的关键在于矫正的范畴ꎬ 是程序正义、 原生运气ꎬ 还是 “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

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 从现代分配正义理念出发ꎬ 矫正正义应当针对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各种不平

等ꎬ “不试图判断人们对导致不幸结果的选择如何负责”ꎬ 但需要 “公民根据他们相对他人的平等而

不是低劣ꎬ 对彼此提出要求”ꎬ 要求 “通过限制以集体方式所提供的善的范围ꎬ 并且期待个人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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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的其他善承担个人责任”①ꎬ 同时ꎬ “就算公民并不具有平等的能力ꎬ 他们也具有———至少是在根

本性的最低程度上———使他们能够终身成为充分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道德能力、 智力能力和

体力能力”②ꎮ 综上ꎬ 在贫困领域ꎬ 现代分配正义视角下的矫正正义针对的是公民自身能力的提升ꎬ
由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带来的贫困需要通过完善公民最低程度的基本能力来实现ꎬ 这些基本能力包括

“善” 和 “正义” 的道德人格能力、 基本的智力能力、 身心健康自主的体力能力ꎬ 而维持和发展公民

最低程度基本能力所需的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ꎬ 包括维持基本的收入、 接受必要的教育、 确保基本的

健康等等ꎮ
至此ꎬ 在现代分配正义理论视角下我们得到了关于贫困研究的一种基本框架ꎮ 贫困问题的实质是

社会参与的失败ꎬ 价值基础在于政府消除贫困的行动是为了实现每个人都具有的诉诸平等的 “绝对

价值”ꎬ 国家为穷人提供救济是正义的要求ꎮ 贫困问题的底线立足于必需品权利ꎬ 主要包括公民必须

通过国家获得必要程度的经济资源ꎬ 以满足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ꎮ 贫困问题的边界立足于矫正正

义ꎬ 立足于维持最低程度基本能力的政策基础ꎬ 通过维持基本收入、 接受必要教育、 确保基本健康的

相关公共政策来实现ꎮ 通过 “底线” 和 “边界” 两方面的共同努力ꎬ 使贫困者最终获得基本的道德

能力、 智力能力和体力能力ꎬ 规避陷入贫困的风险ꎮ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 社会结构制约性与贫困主体参与性

　 　 在现代分配正义原则下ꎬ 贫困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参与的失败ꎬ 贫困不仅是对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

剥夺ꎬ 也是对平等、 正义的破坏ꎮ 接下来ꎬ 我们从分配正义原则视角出发ꎬ 分析和反思中国贫困治理

实践ꎮ 学界通常将 １９８２ 年召开的 “三西” 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扶贫工作的

发端ꎬ 自此中国政府开始明确扶贫开发方针ꎬ 分阶段制定扶贫规划纲要ꎬ 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行

动ꎮ 从整体上来看ꎬ 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大致上可以分为经济外溢效应下的 “开发式扶贫” 阶段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 和综合动员策略下的 “精准扶贫” 阶段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ꎮ
１ 经济外溢效应下的 “开发式扶贫” 阶段: 划定贫困区域

中国的扶贫工作首先从深度贫困地区开始ꎬ 在比较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选定优先开展

扶贫工作的区域ꎮ １９８５ 年前后ꎬ 中国政府确定了 １８ 个集中贫困区域和 ２５８ 个国家级贫困县ꎬ １９９４ 年

将国家级贫困县调整为 ５９２ 个ꎻ ２００２ 年ꎬ 在 “贫困县” 的基础上ꎬ 又识别了 １４８ ４００ 万个贫困村ꎮ 针

对贫困区域ꎬ 采取开发式扶贫战略ꎬ 以 “协助贫困者有效参与经济发展活动” 和 “有利于贫困者的

开发性扶持” 为策略ꎬ 围绕着农业产业开发、 农业生产条件改善、 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等中心

工作ꎬ 通过扶贫贷款、 以工代赈、 财政发展资金等方式ꎬ 致力于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ꎮ
这一阶段中国的减贫工作集中在农村地区ꎬ 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ꎬ 这其中既有经济快

速增长、 农业高速发展的作用ꎬ 也有乡镇企业崛起ꎬ 以及其后快速工业化、 城镇化的因素ꎮ 中国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４６５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３ ７４５ 元ꎬ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９１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９４３０ 元ꎬ 粮食总产量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３２ ０５６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０ １９４ 万吨ꎬ 农业的发展为

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ꎮ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中期ꎬ 中国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ꎬ 乡镇

企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０％左右增长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５０％左右ꎬ 乡镇企业

吸纳就业人数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０ ５２ 亿左右增长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３０ 亿左右ꎬ 乡镇企业所带来的农村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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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这一阶段的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重要动力ꎮ① 此后ꎬ 城镇化、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外出务工成

为广大农村居民的现实选择ꎬ 也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ꎬ 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的比例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３％增加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８％ꎮ②

中国政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ꎬ 围绕着农业发展、 乡镇企业发展、 工业化、 城镇化等

中心工作ꎬ 在经济外溢效应的带动下ꎬ 制定针对性的扶贫开发策略ꎬ 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ꎮ 按照中

国新的贫困标准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ꎬ 农村贫困人口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７６ ５４２ 万人减少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２４９ 万

人ꎬ 贫困发生率从 ９６ ２％下降到 ８ ５％ꎮ③ 扶贫开发策略的有效性也得到验证ꎬ 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

居民消费增长要比非贫困县的农村居民快ꎻ④ 贫困村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比非贫困村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速度快ꎮ⑤

２ 综合动员策略下的 “精准扶贫” 阶段: 识别贫困人口

“开发式扶贫” 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ꎬ 但以 “贫困县” 和 “贫困村” 为载体的区域性扶贫在

瞄准贫困人口方面始终存在问题ꎬ 贫困人口底数不清、 情况不明、 针对性不强、 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

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中国政府开启了以瞄准贫困人口为目标的精准扶贫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ꎬ 要

求对每个贫困村、 贫困户 “建档立卡”ꎬ 在干部驻村帮扶常态化的基础上ꎬ 强调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

困识别结果相衔接ꎬ 深入分析致贫原因ꎬ 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ꎮ ２０１４ 年共识别 １２ ８ 万个贫困村、
２９４８ 万户贫困户、 ８９６２ 万贫困人口ꎻ⑥ 政府投入巨大资源ꎬ ２０１５ 年中央、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约 ７７７
亿ꎬ ２０１６ 年约 １１５４ 亿ꎬ ２０１７ 年约 １４００ 亿ꎬ 年均增长率达 ３４％ꎮ 累计共有超过 ５０００ 万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ꎮ⑦

“精准扶贫” 战略不仅通过 “建档立卡” 摸清了贫困户的底数ꎬ 而且建立了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制

度ꎬ 动员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投入ꎬ 同时ꎬ 将 “两不愁ꎬ 三保障” 和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纳入扶贫目

标ꎬ 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扶贫工作体系ꎮ
３ 扶贫工作的特点与转向

面对贫困问题ꎬ 中国政府从经济外溢效应下的 “开发式扶贫” 到综合动员策略下的 “精准扶

贫”ꎬ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ꎬ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效ꎬ 既表现出 “以农村地区为主

体、 以提高收入为主要目标” 的共性特征ꎬ 也表现出从关注 “地区” 到关注 “个体” 的变化ꎬ 这事

实上体现出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出现了从重视 “社会结构制约性” 到 “贫困主体自主性” 与

“社会结构制约性” 并重的转变ꎮ
中国的扶贫工作主要是围绕 “农村” 和 “收入” 展开的ꎬ １９８５ 年制定的每人每年 ２０６ 元的农村

贫困线ꎬ 可以被看作极端贫困线或温饱线ꎻ⑧ ２０１１ 年ꎬ 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２３００ 元为基数制定的农村贫

困标准ꎬ 处于世界银行采用的极端贫困标准和一般贫困标准之间ꎬ⑨ 相较于之前的标准有了大幅度提

升ꎬ 说明中国的扶贫标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ꎮ 扶贫工作的展开针对的是收入在贫困

线以下的农村居民ꎬ 这是由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条件决定的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 中国仍然是以农村、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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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２００６)»ꎬ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９２－９３页ꎮ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 (１９９６)»ꎬ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７８－８１ 页ꎮ
李小云等: «中国减贫四十年: 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ꎬ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Ｊｙｏｔｓｎａ Ｊａｌａｎ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ꎬ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ｏｒ－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６７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６５－８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ꎬ «中国发展报告 ２００７: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ꎬ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３６ 页ꎮ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２０１５)»ꎬ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ꎬ 第 ６４－６６页ꎮ
汪三贵: «中国 ４０ 年大规模减贫: 推动力量与制度基础»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李小云等: «中国减贫四十年: 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ꎬ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王萍萍等: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ꎬ «调研世界»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业、 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形态ꎬ 绝对贫困人口也基本集中在农村地区ꎮ 在 ２０２０ 年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ꎬ
我们对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标准和选择ꎮ

中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从 “划定贫困区域” 到 “识别贫困人口” 的转变ꎬ 这不仅是扶贫对象的

精准化ꎬ 更是扶贫逻辑的转变ꎮ 关注贫困区域事实上是将贫困视为整体性、 外部性问题ꎬ 这是由于改

革开放初期ꎬ 受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ꎬ 中国存在着很多 “深度贫困” 地区ꎬ① 这些地

区大都存在自然环境或地理条件恶劣、 经济发展极端落后、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于全国

平均水平、 社会文化与市场经济难以融合等问题ꎬ 成为制约深度贫困地区人口脱贫的重要阻力ꎬ 因

此ꎬ 扶贫工作的重点围绕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少、 见效快的扶贫开发项目展开ꎮ② 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扶贫工作力度的不断增强ꎬ 深度贫困地区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ꎬ 目前主要存

在于 “三区” 和 “三州”ꎮ 而且ꎬ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ꎬ 即便是在深度贫困地区ꎬ 也并不是所有成员都

陷入贫困ꎬ 这说明贫困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外部环境的改善ꎬ 还要发挥扶贫对象的主体力量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 «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ꎬ 提出要更加注重培育贫困群众主

体意识ꎬ 更加注重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能力ꎬ 更加注重改进帮扶方式ꎬ 更加注重营造健康文明新风ꎬ 激

发贫困群众立足自身实现脱贫的信心决心ꎬ 形成有劳才有得、 多劳多得的正向激励ꎬ 树立勤劳致富、
脱贫光荣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ꎮ③ 中国的扶贫实践证明ꎬ 在贫困问题当中ꎬ 社会结构因素与贫困文

化因素同样重要ꎬ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有所侧重ꎬ 而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之后ꎬ 贫困文化因素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出来ꎮ 这也恰好印证了现代分配正义理论的观点ꎬ 矫正正义应

当针对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ꎬ 而且 “不试图判断人们对导致不幸结果的选择如何负责”ꎬ 但

需要 “公民根据他们相对他人的平等而不是低劣ꎬ 对彼此提出要求”ꎮ

四、 后 ２０２０ 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 提高贫困者社会参与能力

　 　 中国正在致力于到 ２０２０ 年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ꎬ 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ꎬ 因此ꎬ
２０２０ 年之后贫困问题需要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取向ꎮ

１ 后 ２０２０ 贫困问题基本框架探索

在 ２０２０ 年之后ꎬ 假定绝对贫困问题整体上已经得以解决ꎬ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扶贫攻坚的

模式将会转型为常态化的扶贫机制ꎬ 我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ꎬ 重新面对 “如何识别贫困者ꎬ
并采取恰当的方法推动其改善困境” 的问题ꎮ

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谁是贫困者ꎮ 分配正义原则视角下贫困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参与的失

败ꎬ 那么ꎬ 贫困者就是无法有效进行社会参与、 共享社会分配的社会成员ꎬ 表现为缺乏谋生能力或意

愿、 收入低下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ꎬ 标准是收入和能力两个方面ꎮ 自此ꎬ 我们得到了分配正义原则

视角下关于贫困问题的分析框架ꎮ 贫困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参与的失败ꎬ 贫困语境下的社会参与意味着

社会成员以生产性、 社交性、 团体性等方式ꎬ 参与经济、 社会、 文化生活ꎬ 体现自身价值ꎬ 获得收益

能力ꎮ 而贫困者没能有效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ꎬ 无法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

效收益ꎮ 贫困问题的价值基础来源于诉诸 “平等” 的绝对价值ꎬ 政府有责任为贫困者提供恰当的救

济ꎬ 以使其有效且可及地获得实质性自由ꎻ 贫困问题的底线立足于必需品权利ꎬ 目标是获得基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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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贫困发生率超过 １８％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２０％的贫困村ꎬ 包括 “三区”: 西藏、 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ꎻ
“三州”: 甘肃的临夏州、 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ꎮ

国务院: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ꎬ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ꎮ
国务院扶贫办等: «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产和发展需要ꎬ 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实现ꎻ 贫困问题的边界立足于矫正正义ꎬ 具体是指维持最低

程度基本能力的政策基础ꎬ 通过维持基本收入、 接受必要教育、 确保基本健康的相关公共政策来实

现ꎻ 通过 “底线” 和 “边界” 的作用ꎬ 使贫困者最终获得基本的道德能力、 智力能力和体力能力ꎬ
推动贫困者有效地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ꎬ 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效收益ꎬ 摆

脱困境ꎬ 规避陷入贫困的风险ꎮ

后 ２０２０ 贫困问题基本框架

　 　 ２ 贫困问题的底线: 基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分配正义原则视角下ꎬ 贫困者是无法有效进行社会参与、 共享社会分配的社会成员ꎬ 表现为缺乏

谋生能力或意愿、 收入低下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ꎬ 标准是收入和能力两个方面ꎮ 贫困问题的底线是基

于必需品权利的基本的生产和发展需要ꎬ 运用的是收入标准ꎬ 与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密切相关ꎮ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成员进行补助ꎬ 以解除贫困者

生活困境的社会保障制度ꎬ 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和基础ꎮ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别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在城市和农村确立实施ꎬ 已经形成稳定的制度框架和广泛的社会认可ꎮ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

盖人数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５６ ９ 万人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２６１ ０ 万人ꎬ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人数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５６６ ３ 万人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０４５ ２ 万人ꎮ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总人口中的覆盖率最

高达 ５ ６３％ (２０１１ 年)ꎬ 近 ５ 年维持在 ５％左右ꎮ① ２０１７ 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 ５４０ ６ 元 /人
月ꎬ 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 ４３００ ７ 元 /人年ꎮ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目前中国最具普遍性的贫困治理制

度ꎬ 覆盖范围与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社会救济金的范围 (４％—６％) 大体相当ꎬ 保障水平高于现行

的农村贫困线ꎬ 其覆盖范围和标准是建立常态化扶贫机制的重要依托ꎬ 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改进ꎮ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程序是申请、 入户调查、 民主评议、 审批、 公示、 发放ꎬ 采取的是典型

的传统救济金发放模式ꎮ 这显然与现代分配正义理念下的贫困治理路径相悖ꎬ 从诉诸 “平等” 的绝

对价值出发ꎬ 我们倡导一种基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ꎮ 关于 “基本收入” (Ｂａｓｉｃ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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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数据来源于民政部: «２０１７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ꎬ 第 ７ 页ꎻ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６０、 １６１ 页ꎮ
相关数据来源于民政部: «２０１７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ꎬ 第 ７ 页ꎮ



ｃｏｍｅ) 的讨论可以追溯到 １８ 世纪托马斯潘恩 (Ｔ Ｐａｉｎｅ) 的构想ꎬ 而目前比较权威的定义是指一

个政治共同体向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ꎬ①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特点是无需家计调查ꎬ 也没有工作要

求ꎬ 采取的是收入权优先于工作权的原则ꎬ “全体真实自由要求我们最大化人们的最小购买力ꎬ 并尊

重每一个人的形式自由ꎮ 直截了当地说ꎬ 我们的理想要求我们将最低收入上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ꎬ 使

之和对强制性劳动的禁止相适应”②ꎮ 目前ꎬ 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与国情不符ꎬ 但应

尽快建立面向贫困群体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ꎮ 面向贫困群体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基本逻辑是从

申请制向多维贫困标准过渡ꎮ 多维贫困标准是通过综合的信息来源动态掌握贫困群体的体系ꎬ 从社会

参与出发ꎬ 建立既包括残疾、 大病、 意外灾害、 失业、 破产、 长期贫困等致贫因素ꎬ 也包括健康、 教

育、 生活水平等生活质量指标的居民生活状态调查数据库ꎬ 关注重点群体ꎬ 辐射全体社会成员ꎮ 当

然ꎬ 数据库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ꎬ 在此期间贫困对象的确定需要依据申请和重点群体锁定两个方

面的共同作用ꎮ 最终实现无条件基本收入逻辑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ꎬ 为扶贫政策奠定基础ꎮ
３ 贫困问题的边界: 推动社会参与ꎬ 共享社会分配

常态化扶贫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相关公共政策ꎬ 使贫困者获得基本的道德能力、 智力能力和体力

能力ꎬ 推动贫困者有效地参与到经济社会生活当中ꎬ 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中获得有效收

益ꎬ 摆脱困境ꎮ 具体地说ꎬ 就是通过教育、 医疗、 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使贫困者获得进行有效

社会参与的基本能力和素质ꎬ 同时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使贫困者能够运用其经济资源 (知识、 劳动

力、 土地、 工具等) 进行消费、 生产或交换ꎬ 既要满足基于平等的社会公共目标ꎬ 又能长期促进贫

困者的经济竞争力ꎮ
包容性、 机会平等和公平的公共空间参与至关重要ꎬ 核心在于在完善教育、 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的基础上ꎬ 提升贫困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ꎮ 在现代社会ꎬ 参与劳动力市场不仅是维持基本生活的

基础ꎬ 而且具有满足社会交往、 维护自尊、 自我价值实现等内在价值ꎮ 为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能力

适应新变化ꎬ 要把承受最大贫困风险的人们整合进来ꎬ 提升应对风险的基本能力ꎮ 一方面需要投资于

人力资本建设ꎬ 致力于终身学习理念ꎬ 使教育成为社会成员获得基本能力的最重要途径ꎬ 强化针对性

培训的投入ꎬ 通过公益性岗位、 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等形式ꎬ 为贫困者提供参与市场竞争的过渡性平

台ꎬ 增强贫困者的适应力和灵活性ꎬ 保障公民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参与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 要提升医

疗保障水平ꎬ 提高社会成员抵御疾病经济风险的能力ꎬ 最大限度地规避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问

题ꎮ 同时ꎬ 通过社会参与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担当ꎬ 致力于培育有竞争力且负责任的公民ꎮ 当然ꎬ 社

会参与并不是狭义的工作ꎬ 因为许多残障人士终生都不适合工作ꎬ 而且很多人都会面临摩擦性失业或

选择性失业ꎬ 包容性社会需要的是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和多样性的生活目标ꎬ 使贫困

群体不仅获得收入ꎬ 而且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有尊严的公民ꎮ
本文无意设计一个完备的可行性方案ꎬ 仅仅是在确定的原则之下提供了关于贫困问题的方向性设

想ꎬ 这种设想的基本逻辑提出了以 “社会参与” 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ꎬ 为后 ２０２０ 贫困问题的发展

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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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的
识别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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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准确识别与及时防范粮食供应链风险ꎬ 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ꎬ 更是深化改革开放、
应对国际形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文章在重新归纳新时代中国粮食供应链六大特征的基

础上ꎬ 识别出物资配置水平、 现代化信息平台、 合同恶意违约、 税制变动、 政府干预、 国际格局、 新贸易

环境限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八个可能引发粮食供应链风险的因素ꎮ 在此基础上ꎬ 文章从风险预警、 信息平台

建设、 国际信息收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营商环境方面提出了风险防范对策ꎮ
关键词: 中国粮食ꎻ 粮食供应链ꎻ 关键风险点ꎻ 风险识别ꎻ 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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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在国际贸易新形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

景下ꎬ 粮食供应链管理尤为重要ꎮ 作为粮食供应链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ꎬ 准确识别与及时防范粮食供

应链风险ꎬ 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ꎬ 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应对国际形势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粮食供应链是指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ꎬ 由粮食生产主体、 粮食收储机构、 粮食加工企业、

粮食经销商及物流服务商、 消费者连接起来的功能网链ꎮ 粮食供应链风险则是粮食供应链上的各种不

确定因素ꎬ 这些因素会触发供应链内部和外部的多种风险ꎬ 使供应链无法顺利实现预期目标ꎬ 导致粮

食生产效率低下ꎬ 引发粮食安全问题ꎮ① 粮食供应链风险已扩展到供应链的各个环节ꎬ 从粮食安全问

题扩展到食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问题ꎬ 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农业三大体系 (农业产业体系、 农业生产

体系、 农业经营体系)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课题ꎮ 随着农业新时代的到来和农业新技术的应

用ꎬ 粮食风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ꎬ 这要求我们准确识别粮食供应链的关键风险点ꎬ 预判粮食供应链发

生风险的可能性ꎬ 及时提出风险防范的对策与措施ꎮ

一、 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九大以来ꎬ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转换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ꎬ
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国际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ꎬ 加快了中国粮

食供应链风险的变化ꎬ 研究中国粮食供应链的新特征已经成为寻找其关键风险点的必经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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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安全” 是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核心ꎮ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ꎬ 人们生活的第一

层需求就是生存需求ꎬ 即对粮食的需求ꎬ 而粮食安全和不断提升的粮食安全标准是对该需求的最基本

保障ꎮ① 从粮食安全到食品安全再到生态安全ꎬ 安全贯穿粮食供应链的始终ꎬ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ꎬ 都会影响生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对粮食供需方面的决策ꎬ 最终导致粮食供应链潜在风险的出现ꎮ
第二ꎬ “质量” 是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关键ꎮ 在安全成为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核心的

情况下ꎬ 质量成为防范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的关键ꎮ ２０１８ 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 高度重视农业产品质量以及三大体系的发展质量ꎮ 只有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ꎬ
提高粮食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和稳定程度ꎬ 拓展粮食供应链的深度和广度ꎬ 才能缓解粮食供应链

风险ꎮ
第三ꎬ “金融” 是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焦点ꎮ 近年来ꎬ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防范

与化解重大风险的核心内容ꎮ 在市场机制越来越完善、 信用体制越来越健全的背景下ꎬ 粮食供应链的

全链条都离不开金融系统的支持ꎮ 同时ꎬ 各个区域或农业企业的融资水平ꎬ 也决定着粮食生产领域的

人才培育水平、 技术创新水平、 财务费用管理水平ꎬ 进而对中国粮食供应链产生决定性影响ꎮ
第四ꎬ “改革” 是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主题ꎮ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ꎬ

也是中国粮食供应链全链条提升的动力ꎬ 更是从政策层面、 制度层面防范和化解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

的重要保障ꎮ 中国粮食供应链涉及土地改革、 科技改革、 农业农村经营机制创新、 城市流通消费机制

创新等方面ꎮ② 可以说ꎬ 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主题ꎮ
第五ꎬ “人才” 是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未来ꎮ 粮食生产、 加工需要研发人才ꎬ 粮食企业经

营、 流通及相关服务企业发展需要复合型管理人才ꎮ③ 当前ꎬ 中国的人才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 医疗

等相关领域ꎬ 而现代农业劳动者从事粮食生产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ꎬ 这使粮食供应领域人才稀缺ꎬ 不

利于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ꎮ
第六ꎬ “贸易” 是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关切ꎮ 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ꎬ 国际贸易对中国国

内贸易价格、 粮食生产结构、 粮食加工业的行业结构等有重要影响ꎬ 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粮食供应链的

风险ꎮ 为此ꎬ 在研究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问题时ꎬ 需要重视贸易环境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汇率、 关税、
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情况ꎬ 同时ꎬ 也要关注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风险及其国内粮食贸易等情况ꎮ

二、 中国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识别

　 　 粮食消费的基础性决定了粮食供应链属于风险规避型供应链ꎮ 由于粮食供应链具有参与主体多、
环节多、 领域广的特点ꎬ 易受到供应链内部环节不确定性及外围环境复杂性的影响ꎬ 引发供应链中断

的风险ꎮ 本文结合粮食供应链概念及其运行的实际状况ꎬ 从粮食供应链的内部核心环节、 供应链节点

衔接、 供应链外围环境角度对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进行识别ꎮ
粮食供应链内部核心环节由粮食生产经营主体、 粮食加工制造业和粮食产品经销商共同组成ꎬ 粮

食供应链管理面临的内部风险可从三个核心组成部分来识别ꎮ④ 第一ꎬ 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面临的

风险包括自然灾害风险、 原材料风险和生产风险ꎮ 其中ꎬ 原材料变动风险包括物质匹配不平衡、 资源

成本增加等因素ꎮ 生产风险包括粮食种植面积减少、 粮食产量低等因素ꎮ 第二ꎬ 粮食加工制造业面临

的风险包括经营风险、 库存风险和财务风险ꎮ 其中ꎬ 经营风险包括土地、 户籍制度不完善、 组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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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等因素ꎮ 财务风险包括前期投入资金大、 农业融资渠道少、 供应链金融发展缓慢等因素ꎮ 第三ꎬ
粮食产品经销商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粮食生产与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ꎮ

粮食供应链节点之间的风险主要源于上游节点经营主体与下游节点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配送效

率不高和节点企业间耦合度较低等问题ꎬ 其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ꎬ 信息风险ꎬ 主要源于供应链节点企

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扭曲ꎬ 以及现代化信息平台构建水平ꎻ① 第二ꎬ 合作风险ꎬ 即粮食供应链节

点各主体之间因利益分配不均、 合作周期长短争议等引发的风险ꎻ 第三ꎬ 信用风险ꎬ 源于信用机制不

完善和利己利益驱使因素导致供应链节点企业恶意违约的风险ꎻ② 第四ꎬ 物流风险ꎬ 源于配送效率低

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引发的供应链运营风险ꎮ
粮食供应链的外部风险主要源于供应链与外部宏观环境摩擦引起的危机事件ꎬ 这些事件破坏了供

应链的正常运行ꎮ 这些外部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ꎬ 经济风险ꎬ 即由新贸易环境、 税制改革、 汇率波

动、 政策变化等引发的风险ꎻ 第二ꎬ 政策法规风险ꎬ 即政府干预、 产业结构调整及国际格局变动等带

来的风险ꎻ 第三ꎬ 竞争风险ꎬ 源于中国粮食深加工设备与粮食加工业发展水平较低、 农户缺乏议价能

力引起的风险ꎮ
本文将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分为三类ꎬ 即粮食供应链内部风险、 供应链节点之间衔接风险、 供应

链外部风险ꎬ 每个风险类别又分为多个风险影响因素ꎮ 识别中国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ꎬ 应首先在所

有影响因素中排除因个体风险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引起的风险ꎬ 如人力资源成本增加、 种植面积减

少、 粮农数量减少、 利己利益驱使、 农户缺乏议价地位、 粮食深加工水平低、 各主体信息不对称、 前

期投入资金较大、 替代品多等因素ꎮ 一方面ꎬ 这些因素所引起的风险是常态风险或者个体风险ꎻ 另一

方面ꎬ 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引发粮食供应链的风险ꎮ
根据对粮食供应链的影响程度ꎬ 依托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与上文所述 “六大特征” (即安全、 质

量、 金融、 改革、 人才、 贸易) 互相作用的机理ꎬ 可以分析确定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粮食

供应链的关键风险点ꎮ 第一ꎬ 在粮食供应链运行的过程中ꎬ 供应链金融系统的融入可以对用户进行多

维度信用分析ꎬ 并动态监测粮食作物的生产周期、 外围环境变化ꎬ 及时评估潜在的内外风险因素ꎮ 杨

军等认为ꎬ 与金融有关的风险影响因素涵盖多方面ꎬ 包括物资配置水平、 现代化信息平台建设、 合同

恶意违约和国际格局变动等ꎬ 这些因素对中国粮食供应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ꎮ③ 第二ꎬ 在乡村振兴

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ꎬ “改革” 与 “人才” 将对中国粮食供应链运行产生重大影响ꎬ 主

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 税制变动与政府干预等ꎮ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ꎬ 粮食供应链应通过供应链内外部

各环节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来培育粮食经营发展的新动能ꎮ 第三ꎬ 粮食供应链通过商流、 信

息流、 资金流以及物流的发展ꎬ 在提高粮食生产经营效率的同时ꎬ 完善中国土地流转机制ꎬ 形成新型

经营主体ꎬ 优化产业结构ꎬ 以达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ꎮ 与 “质量” 和 “安全” 特征密

切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物资配置水平、 产业结构调整、 现代化信息平台建设、 合同恶意违约、 税制变

动、 新贸易环境限制、 政府干预、 国际格局ꎮ④ 第四ꎬ 目前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ꎬ
国内外粮食价格 “倒挂” 现象严重ꎮ 这种情况导致国外低价粮食挤占中国的粮食市场份额ꎬ 进口粮

食冲击国内市场的矛盾凸显ꎮ 因此ꎬ 与 “贸易” 特征密切相关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税制变动、 政府

干预、 国际格局、 新贸易环境限制ꎮ⑤
综上ꎬ 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粮食供应链运行需要关注的关键风险点主要包括物资配置水平、 现代化

信息平台建设、 合同恶意违约、 税制变动、 政府干预、 国际格局、 新贸易环境限制和产业结构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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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需重点防范税制变动、 产业结构调整、 新贸易环境限制的影响ꎮ

三、 中国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防范

　 　 识别中国粮食供应链的关键风险点的目的在于防范化解粮食风险ꎬ 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ꎬ 认为中国粮食供应链关键风险点的防范主要有四个方面ꎮ
１ 突出关键风险点ꎬ 构建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

预警是防范风险的第一步ꎬ 为防范中国粮食供应链风险ꎬ 必须着力构建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ꎮ 根

据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的功能ꎬ 可设立风险收集子系统、 风险预警指标识别子系统、 风险分析子系

统、 风险处理子系统以及动态监测数据库子系统ꎮ 其中ꎬ 风险收集子系统是风险预警系统的基础ꎬ 风

险预警指标识别子系统是风险预警系统的核心ꎬ 风险分析子系统是风险预警系统诊断与监测的关键ꎬ
风险处理子系统是风险预警系统的应急板块ꎬ 风险动态监测子系统是风险预警系统的样本信息方案储

存库ꎬ 并伴随粮食供应链的发展不断升级ꎮ
２ 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信息平台ꎬ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是引起粮食供应链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ꎬ 为此ꎬ 中国粮食供应链的发展必须利用数字

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ꎬ 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大数据技术ꎬ 全面整合国内各类粮食相关产

业的信息平台资源ꎬ 尽可能地向生产主体、 经营主体公开政策信息以及专家建议信息ꎬ 让生产主体、
经营主体按市场规律自行决策ꎬ 自发应对粮食供应链风险ꎮ① 在大数据背景下ꎬ 政府可以引导和扶持

供应链各环节主体建立大数据信息驱动的商业模型ꎬ 推广 “互联网＋” 及云技术ꎮ 生产主体与经营主

体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效互动可以促进粮食信息虚拟平台与现实市场的有效融合ꎬ 及时发现与应对市场

风险与经济风险ꎮ 同时ꎬ 粮食供应链的各主体作为市场参与者与受益者ꎬ 应及时将决策信息反馈给政

策制定部门和信息平台中枢ꎬ 以便使相关部门对未来粮食风险变化的趋势和粮食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行

科学判断ꎮ
３ 提升国际信息获取和预判能力ꎬ 弱化国际风险的不良影响

伴随粮食供应链全球化水平的提高ꎬ 国际格局、 新贸易环境以及他国政府干预、 国际合同恶意违

约等风险ꎬ 也倒逼中国政府以及产业界加强国际信息的获取以及研判能力ꎮ 一方面ꎬ 中国要加强专业

人才培养ꎬ 在粮食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培养一批既懂粮食供应链知识ꎬ 又能进行信息渠道建设的复合型

人才ꎻ 另一方面ꎬ 要推动粮食供应链上的企业主体以及智库主体通过组织国际会议、 参加国际展销会

等方式来收集国际信息ꎬ 强化对粮食风险的研判和防范ꎮ
４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优化粮食产业链营商环境

优良的营商环境有利于粮食产业链形成内生风险防范机制ꎮ 税制变动、 政府干预以及产业结构调

整等因素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密切相关ꎮ 一方面ꎬ 中国要在税制变动、 政府干预等

方面着力保障制度的稳定性、 政策的连续性和粮食供应链的市场属性ꎬ 按照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逐步

优化政策环境ꎬ 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ꎻ 另一方面ꎬ 要加强技术引导与市场引导ꎬ 推动市场主体通

过自发调整粮食产品结构、 提高粮食产品的科技含量、 调整市场结构来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ꎬ 从

根本上防范中国粮食供应链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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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直播的审美文化特征

李函擎

(吉林大学 文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网络直播在经历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ꎬ 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特点ꎮ 网络直播是消费社会中技

术推动与资本支撑的产物ꎬ 作为一种全新的视像传播审美文化ꎬ 在带来全新审美体验的同时ꎬ 也伴随着审

美异化ꎮ 在消费社会理论视阈下ꎬ 网络直播的审美文化特征呈现出审美方式交互化、 审美指向消费化、 审

美动机欲望化、 审美体验虚实一体化和审美价值资本化等特征ꎮ 把握网络直播的审美文化特征ꎬ 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理解网络直播的传播特点与规律ꎬ 充分利用其传播优势ꎬ 引导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ꎮ
关键词: 网络直播ꎻ 审美体验ꎻ 消费ꎻ 女性ꎻ 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ꎻ Ｂ８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５１－０５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重要的视像传播方式ꎬ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ꎮ 网络直播不仅制造出

了全新的审美消费对象ꎬ 而且正在改变我们的视像传播审美文化理念ꎮ 依照麦克卢汉和保罗利文森

的看法ꎬ 人类媒介的进化史是人类追求感官再平衡的历史ꎬ 媒介演进将会越来越便利和人性化ꎮ ① 随

着移动端媒介、 智能媒介技术不断进步ꎬ ４Ｇ 网络以及正在兴起的 ５Ｇ 网络提供的流畅网络体验、 ＶＲ
技术等提供的沉浸式传播环境ꎬ 使网络直播模式下的视像传播媒介逐渐成为一种视觉、 听觉乃至 ＡＲ
状态下触觉相结合的融合媒介ꎮ 网络直播给人类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ꎬ 也在审美方式、 审美动机、 审

美指向、 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上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ꎮ

一、 审美方式的交互化

　 　 交互是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核心特征ꎮ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社交网络平台ꎬ 其审美方式必然是交

互化的ꎮ
１ 审美方式的交互化是网络直播模式形成的基础

“社交网络上基于内容选择机制所建立的交互行为考虑的是用户间是否对内容具有相似的兴

趣爱好ꎮ” ② 作为欣赏性、 审美性的社交网络ꎬ 网络直播以弱关系模式下的内容分享与兴趣聚落作为

自身构成的主要方式ꎬ 可以说ꎬ 没有交互就没有网络直播ꎮ 在网络直播中ꎬ 主播与粉丝之间、 粉丝与

粉丝之间的交流是一种人际互动的交流ꎮ 主播根据粉丝的需求ꎬ 实时调整演播内容ꎬ 并在演播的过程

中与粉丝充分互动ꎬ 粉丝与粉丝之间ꎬ 实时分享对主播、 演播内容甚至彼此之间的观感与评论ꎬ 网络

直播各参与方 (主播、 粉丝、 监管者、 直播平台管理者等) 之间充分互动ꎬ 共同参与制作演播内容ꎮ
在这一交互、 创新的过程中ꎬ 参与的各方均是演播过程中的主体ꎬ 继而能够使参与方产生获得感ꎬ 并

１５２




在交互中获得主体性知觉ꎬ 这不仅是指欣赏演播内容过程中得到的审美愉快ꎬ 还包括作为主体参与其

中的自我认同ꎮ 网络直播有效满足了各参与方的媒介使用需求和审美需要ꎬ 实时互动的交互性、 直

播—交互—调整—满足的传播模式ꎬ 是网络直播得以形成的核心审美方式ꎮ
２ 审美方式的交互化塑造出网络直播中的关系结构

以交互化的审美方式、 互动性的传播符号ꎬ 网络直播的各参与方重新建构起对自我、 他者以及相

互关系的认知ꎬ 形成一种新的审美存在ꎮ 网络直播与针对不确定受众的电视直播等不同ꎬ 网络直播通

过虚拟时空ꎬ 将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参与者纳入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当中ꎬ 而且这一空间相对封闭ꎬ 构

成了具有排他性的演播场景ꎮ 依照麦克卢汉的看法ꎬ 这是将不同时空的人 “重新聚落化” 的结果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通过与现实世界呈现出差异化的自我符号表达ꎬ 建构起一个 “镜中我”ꎬ 在不同参与

主体的共谋中ꎬ 使网络直播场景形成了一个鲍德里亚所说的 “拟像” 世界ꎮ 在网络直播各参与方的

互动过程中ꎬ 交互重塑了关系ꎬ 按照柯林斯所阐释的 “互动仪式链理论”ꎬ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互动审

美方式ꎬ 也是网络直播当中 “人们最基本的活动”①ꎬ 它不仅使网络直播可以塑造关系ꎬ 而且互动审

美方式所获得的情感体验ꎬ 也是网络直播存在的审美价值之一ꎮ
可以说ꎬ 交互化的审美方式ꎬ 是网络直播得以形成的关键ꎮ 审美方式的交互化ꎬ 使各参与方在参

与过程中获得审美满足ꎬ 同时也在网络直播过程中使参与者实现自我认同和关系建构ꎬ 建立一种

“再部落化” 或者说 “重新聚落化” 的关系网络ꎮ

二、 审美指向的消费化

　 　 审美指向的消费化ꎬ 指的是网络直播链条中各参与方的审美活动的目标都是指向引导消费的ꎮ 无

论是作为隐形存在者的网络直播平台及其运营管理者ꎬ 还是作为表演主体的主播ꎬ 或者是在直播间中

发表评论、 一掷千金的 “土豪”ꎬ 他们的审美指向ꎬ 大多是消费ꎮ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提供的是一种幸

福和 “极大满足” 的符号ꎬ② 消费能够使人们暂时遗忘日常生活中的平庸ꎬ 而生成一种满足感ꎮ 很大

程度上ꎬ 我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讨论网络直播审美的消费化ꎮ
在网络直播尤其是非公共性直播③ 过程中ꎬ 网络直播的 “主播” 与大众传媒时代的 “主播” 迥

然不同ꎮ 网络直播 “主播” 们的审美表达及其传播目的本身并不在于价值观念与 “艺术美感” 的传

达ꎬ 而在于推动消费ꎬ 至少是基于这一核心诉求的主播 “时间” 贩卖ꎮ 而当前众多的网络直播平台ꎬ
则无一不是精心建构消费场景ꎬ 在这一场景中的参与者ꎬ 更无一不是寻求 “奇迹”、 希望超越 “平
庸” 的 “消费者”ꎮ 有研究者指出: “主播与用户的最根本关系是 ‘卖家’ 与 ‘买家’ꎮ”④ 实际上ꎬ
在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主播的时代ꎬ 消费化不仅体现在这种主播与粉丝之间的 “买卖关系” 上ꎬ 更

体现在各参与方共同参与到意义生产与内容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满足感上ꎬ 这种满足感的价值 “在超

越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展现出来”⑤ꎮ
网络直播审美指向的消费化ꎬ 不仅指向直播的各参与方对于消费的促进、 推动和所追求的消费

“满足”ꎬ 实际上ꎬ 它还指向直播过程中的审美消费本身ꎮ 这种审美指向上的消费化ꎬ 主要指的是主

播和粉丝的审美形象包装和塑造ꎮ 主播的审美形象包装ꎬ 以一种消费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ꎬ 从其衣

饰、 用品到饮食ꎬ 无一不是消费符号ꎬ 粉丝则通过打赏、 购买礼物等消费符号来建构自我形象ꎮ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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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为某某代言的 “推销” 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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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中的自我在虚拟的满足中形成娱乐的狂欢和价值的认同ꎮ
网络直播审美指向的消费化ꎬ 是现实社会消费化的网络呈现ꎬ 也是网络直播的核心诉求之一ꎮ 当

然ꎬ 我们并不认为消费性仅仅就是 “追逐名利”ꎬ “背后是中国人精神信念的缺失”ꎮ① 比如当前网络直

播中诸多垂直领域的内容直播、 扶贫产品的直播营销等ꎬ 都具有超越名利的追求ꎮ 所以ꎬ 我们可以

说ꎬ 网络直播审美指向的消费化是一个事实ꎬ 但却不能对网络直播的内容作出一概而论的价值评判ꎮ

三、 审美动机的欲望化

　 　 康德认为ꎬ 审美的愉悦首先必须是无利害的ꎬ 不带有欲望的 “静观”ꎬ 是在官能和理性方面都没

有利害感ꎮ② 对康德所说的审美的无利害感ꎬ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阐述ꎬ 然而ꎬ “要正确理解审美是

‘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 这一思想ꎬ 首先就应该分清 ‘欲望’ 和 ‘需要’ 这两个概念”③ꎮ 网络直

播一开始是基于实际需要产生的ꎬ 即网络直播是建立在人类传播重新人际化、 便利化的实际需要基础

之上的ꎬ 但是ꎬ 我们也能够看到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历程ꎬ 实际上一直未能摆脱 “欲望” 的支配ꎮ
可以说ꎬ 网络直播平台的审美出发点是基于需要的ꎬ 但其指向却是欲望化的ꎮ

网络直播审美动机的欲望化ꎬ 集中表现在泛娱乐化内容直播当中ꎬ 其突出表征是以身体为审美对

象ꎮ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ꎬ 身体是一种负载了丰富内涵的 “物品”ꎬ 而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中ꎬ
性祛魅之后对身体的物化认知与鲍德里亚所论实在并无二致ꎮ 在网络直播当中ꎬ 即便是经过几轮的网

络监管与清查ꎬ 我们也不难发现ꎬ 主播与粉丝的互动、 粉丝之间的互动ꎬ 充满着以身体为对象的欲

望ꎬ 并在泛娱乐状态下表现出来ꎮ 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欲望ꎬ 从来不是遮遮掩掩的ꎬ 在对身体之

美的围观当中ꎬ 欲望得以表达ꎮ
网络直播审美动机的欲望化ꎬ 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便是性ꎬ 身体审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为性欲望

的表达ꎮ “和我们刚刚定了性的美丽密切联系并且如今在各处指导着身体之 ‘重新发现’ 及消费的ꎬ
就是性欲ꎮ”④ 而且这种性欲望的表达ꎬ 首先是针对女性的ꎮ 虽然性的欲望与行为是双方的或者多数

时候是两性的ꎬ 但在网络直播中ꎬ 女性则是这种性欲望表达的主要角色ꎮ 这不仅是因为 “对男人来

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ꎬ 她就是 ‘性’ꎬ 其他什么都没有”⑤ꎬ 也不是说男

性不能作为性欲望的表达对象ꎬ 只是ꎬ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 “身体向美学 /色情的交换价值蜕变的过程

在触及到女性之时ꎬ 也同样触及到了男性然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女性”⑥ꎮ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

使人类审美感官实现再平衡的媒介传播方式ꎬ 其审美动机的欲望化为众多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

做了绝佳的说明ꎬ 这不是理论适用性的问题ꎬ 这是人类欲望表达以镜像化的方式、 缺乏人际约束的虚

拟模式投射到网络直播的结果ꎮ 当我们揭示出网络直播审美欲望化特征的时候ꎬ 才会发现ꎬ 原来无论

是波伏娃所说的女性解放还是鲍德里亚阐释的对女性及其身体的消费ꎬ 在当前都未过时ꎮ
当然ꎬ 网络直播审美动机的欲望并非仅仅表现在身体和性方面ꎮ 比如ꎬ 网络直播对个人表达欲望

的激发根本上是因为网络直播给了普通人表达的机会ꎬ “个人不再被埋没在普遍性之中”⑦ꎮ 因而ꎬ 当

我们谈论欲望的时候ꎬ 也不仅仅是简单的 “女性” 话语可以概括ꎬ 而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ꎬ 所以

在消费与性欲望的满足之外ꎬ 我们也应该注意网络直播审美动机欲望化其他的文化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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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美体验的虚实一体化

　 　 当前网络及虚拟现实技术 (ＶＲ) 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模拟真实世界环境进而创造一种人工虚拟

环境的可能ꎮ 网络直播正在建构起这样一种虚拟环境或者说虚拟世界ꎬ “虚拟世界是对一个世界的仿

真ꎬ 在物理学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ꎬ 但是在其效应上ꎬ 它给观众以真实而深刻的印象”①ꎮ 虚拟世界

提供真实而深刻的审美体验ꎬ 构成了我们论述虚实一体化的一个层面ꎮ 而从另一个层面上说ꎬ 虚拟世

界所带来的审美体验是一种全新的真实体验ꎬ 与以往的任何审美体验都不相同ꎬ “由于你全身心沉浸

在虚拟的世界之中ꎬ 所以虚拟实在便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人类经验”ꎮ②

网络直播的特殊性在于其以时间的同一和视像的交互超越了空间距离ꎬ 将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在

同一时间轴上推进ꎬ 使两者之间的距离在时空意义上彻底消失ꎬ 因而ꎬ 审美体验的获得感与真实感空

前增强ꎮ 也正是基于此ꎬ 我们可以说网络直播审美体验具有虚实一体化的特征ꎮ 当然ꎬ 这种审美体验

的虚实一体化在网络直播中呈现于不同层面ꎮ
一是网络直播各参与主体层面ꎮ 各参与主体审美体验的虚实一体化ꎬ 是将后台前台化的过程ꎮ 主

播的后台私生活呈现于前台ꎬ 并表演出来ꎬ 这是真实的一层涵义ꎮ 同时ꎬ 这种播演的过程ꎬ 又是互动

交流过程中努力与各方期待相契合的调试过程ꎬ 这是虚拟或者说失真的一层涵义ꎮ 在审美过程中ꎬ 网

络直播提供的场景对主播来说是同一时空意义上的真实场景ꎻ 对粉丝来说ꎬ 则是远程获得审美体验的

异空间ꎬ 是一种虚拟场景ꎮ 在意义生产和内容制作上ꎬ 各参与主体的审美体验、 互动过程、 意义输出

结果在网络直播这一虚实一体的场景中是一种真实存在ꎬ 而其消费过程则无论在 “线上” 与 “线下”
都是真实的ꎬ “人们的 ‘线下’ 生活和 ‘线上’ 生活获得了进一步的融合”③ꎮ

二是网络直播过程中的关系建构层面ꎮ 审美体验的虚实一体化改变了网络直播过程中关系建构的方

式、 关系实现的过程甚至关系本身ꎮ 网络直播所建立起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的弱关系ꎬ 大多数时

候ꎬ 这种关系只应该存在于网络直播场景之中ꎬ 关系各方具有各自的虚实一体性ꎬ 而关系本身也因之具

有了这种虚实一体性ꎮ 也就是说ꎬ 网络直播场景中建构起来的关系相对于网络直播场景来说ꎬ 是且必须

是真实的ꎬ 唯有如此ꎬ 在这一关系中的诸多核心诉求ꎬ 如消费、 知识传授、 队友合作等才有实现的可

能ꎮ 然而ꎬ 相对于这种网络直播场景中的真实来说ꎬ 关系本身可能随着网络直播场景的终止而终止ꎬ 也

可能会因为 “线上” 和 “线下” 的融合ꎬ 而超越网络直播场景ꎬ 对现实世界的关系产生影响ꎮ
当然ꎬ 网络直播审美体验的虚实一体化ꎬ 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审美体验特征ꎬ 在消融 “线下” “线

上” 边界的同时ꎬ 容易造成沉浸其中、 逃避现实社交等诸多问题ꎬ④ 但这不是网络直播本身的问题ꎬ
而是人们对虚实一体化审美特征把握不够、 认知不足造成的ꎮ

五、 审美价值的资本化

　 　 中国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ꎬ 是在资本狂欢中不断壮大的ꎬ 资本支配着网络直播的发展ꎬ 构成了网

络平台传播中关系网络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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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曾经讨论过手机作为一种媒介ꎬ “是便捷的商务交换平台它是获取资本增益的利

器”①ꎬ 实际上ꎬ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论断移用来评论网络直播的资本属性ꎮ 我们在论述网络直播审

美指向的消费化时ꎬ 已经将网络直播各参与主体的资本属性进行了说明ꎬ 因为消费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活动形式ꎮ 在网络直播平台的运作过程中ꎬ 无论是网红主播的培养、 游戏道具的开发ꎬ 还是平台本身

的扩张ꎬ 资本的支撑都必不可少ꎬ “网络直播是资本和技术在消费社会之下融合的产物”②ꎮ 而技术的

研发与进步ꎬ 同样又离不开资本的注入与支撑ꎬ 所以技术推动网络直播不断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资本逐

利的结果ꎮ 因而ꎬ 在网络直播的审美过程中ꎬ 最快、 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本的增值是网络直播审美价值

的基础和方向ꎮ
在网络直播审美活动中ꎬ 网络直播的各参与主体对于这一点有着清醒认识ꎮ 直播平台的运营者和

主播一开始就是朝着资本增值的目标而来的ꎬ 他们促动消费ꎬ 吸引打赏ꎬ 开发游戏ꎬ 植入广告ꎬ 力争

将用户流量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本变现ꎮ 这一点对于用户来说ꎬ 也是明确的ꎮ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自愿消

费模式ꎬ 虽然基本没有强制消费的可能ꎬ 但即便不打赏ꎬ 用户的流量和关注也是推动资本增值的重要

力量ꎮ 网络直播审美活动并不是本雅明所说的商品世界的审美化ꎬ 而是审美活动本身成为商品ꎬ 这不

是 “美学收编了文化工业ꎬ 引导了工业生产”ꎬ 而是一种审美直接与资本挂钩的新的 “审美资本主

义”ꎮ③

作为一种审美体验ꎬ 虚实一体的网络直播是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呈现ꎮ 体验本身构成了一种新的

资本价值实现的源泉与动力ꎮ “体验是第 ４ 种经济提供物当他购买一种体验时ꎬ 他是在花费时间

享受某一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ꎮ”④ 作

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ꎬ 网络直播比任何一种 “戏剧演出” 都能够使人产生 “身临其境” 的感

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ꎬ 他真的是 “身临其境”ꎮ 体验经济所兜售的唯一商品就是 “体验”ꎬ 因而

作为体验经济的网络直播迫切希望以资本的力量推动用户审美体验的提升ꎬ 增强用户黏性与忠诚度ꎮ
商业资本在推动行业发展与扩张的阶段ꎬ 甚至并不那么急于获得资本的变现与增值ꎬ 因为 “在跑马

圈地的竞争时期ꎬ 盈利并不是最主要的ꎬ 吸引用户才是根本”⑤ꎬ 而吸引用户的手段无疑是提升用户

的审美体验ꎬ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ꎬ 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说ꎬ 网络直播的审美价值是资本化的ꎮ
本文对网络直播审美文化特征所做的讨论中ꎬ 审美方式的交互性是网络直播传播的核心特点ꎬ 审

美指向的消费化和审美动机的欲望化构成了网络直播传播的内在动力与价值指向ꎬ 审美体验的虚实一

体化则是网络直播传播形成影响力和传播力的重要因素ꎬ 审美价值的资本化则构成了网络直播传播的

推动因素ꎮ 分析网络直播审美文化特征ꎬ 实际上能够概括出影响网络直播传播的诸多要素及其不同作

用ꎮ 目前ꎬ 学界在探讨网络直播在各领域展开应用的同时ꎬ 对网络直播的版权保护、 低俗乱象以及对

价值观念的冲击等也表达了忧虑ꎮ 网络直播 “是所有媒体传播中最具感染力的一种形式ꎬ 直播内容

也是最难管控的”⑥ꎮ 深入分析网络直播的审美文化特征ꎬ 把握其传播特点与规律ꎬ 无疑是引导其健

康发展的前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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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学视阈下道德文化与
语言模因之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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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ꎬ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 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的社会ꎬ 生态语言学必然备受人们关注ꎬ 语言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更加促进

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ꎮ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ꎬ 道德文化传承与语言模因传播相互交融ꎬ 展现了生态语言学

的整体性特征ꎮ “大美” 与 “最美”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完美阐释ꎬ 是中华民族精神与生

态文明建设的完美凝练ꎬ 因而ꎬ 在道德文化传承过程中被广泛复制与传播ꎬ 特别是在新闻媒体中ꎬ 业已成

为一种强势模因ꎮ 语言模因与道德文化之交融使语言生态链条能够更加和谐地发展ꎬ 这也是建设生态语言

的有效途径ꎮ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ꎻ 道德文化ꎻ 语言模因ꎻ 大美ꎻ 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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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语言学ꎬ 又称语言生态学ꎬ 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ꎬ 最初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

Ｅ Ｈａｕｇｅｎ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ꎮ Ｅ Ｈａｕｇｅｎ 将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或非生物生态与语言所生存的状态及

其环境进行隐喻类比ꎬ 并指出ꎬ 任何一门语言与它所处的环境都有着紧密的联系ꎮ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的

大力推进ꎬ 生态语言学也随之进一步发展ꎬ 成为广受关注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ꎮ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语

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 语言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标志ꎬ 能够折射出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灵魂ꎬ 同时

亦是对道德文明的一种阐释ꎮ “良好的语言生态需要宽松的语言环境ꎬ 各种语言或方言各有主次、 互

相补充、 协调发展ꎬ 共同为人们的交际服务ꎬ 发挥继承文化、 弘扬优秀文化的独特功能ꎮ” ①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ꎬ 很多思想经过文化的沉淀ꎬ 以精练的文字表达传世ꎬ 本文将以集中

代表中华文化精神的 “大美” “最美” 为例ꎬ 分析语言模因与道德文化的交融ꎮ 由于当代传播媒介日

益多元化ꎬ 在弘扬主流文化、 传承道德文化之时ꎬ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之 “大美” 高频出现于各大媒

体ꎬ 中华民族精神之 “最美” 更是频频出现于新闻报道之中ꎬ 如 “大美中国” “大美吉林” “大美人

生” “最美教师” “最美医生” “最美现象”ꎬ 等等ꎮ “大美” 与 “最美” 的迸发ꎬ 无疑是中华主流文

化与传统道德的显现ꎬ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体现ꎬ 是生态文明、 生态语言学的最佳演绎ꎬ 更

是彰显 “大美中国”、 感受 “最美中国人” 的历史积淀ꎮ 中华传统文化之 “大美” 与 “最美” 在传

播伊始ꎬ 便秉承生态文明之理念ꎬ 铸就生态语言之重任ꎬ 注定会因其高尚性、 生态性而被广泛复制与

６５２




传播ꎬ 其已成为一种成功的模因ꎮ

一、 生态语言 “大美” “最美” 模因与道德文化

　 　 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链条ꎬ “基因” 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ꎮ “模因” 是由

生物进化论中的 “基因” 一词而来ꎬ 模因是一个文化信息单位ꎬ 是一个文化进化单位ꎬ 也是一个文

化传播单位ꎬ 存在于文化的各个领域ꎮ 任何一个通过模仿而被复制传播的文化信息单位都可以称为模

因ꎬ 能够得到广泛复制与传播的模因就是强势模因ꎮ 模因具有多样性ꎬ 多样性又是生态语言学最基本

的特征之一ꎮ “多样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ꎬ 语言文化多样化的社会也更趋

于和谐稳定ꎮ”① 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种类上ꎬ 也体现在不同时期、 不同词语的类型特点上ꎮ
“大美” 与 “最美” 宣扬的都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ꎬ 这种通过仁爱所展现出

的大善大美情怀ꎬ 无疑就是中国最美精神的体现ꎮ 这种道德文化被不断地复制与传播ꎬ 已经深深地植

根于我们的大脑之中ꎬ 俨然已成为一种强势模因ꎮ 文化可以通过复制而传播ꎬ 语言同样也可以通过复

制得以传播ꎬ 文化和语言都是模因的载体之一ꎮ 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ꎬ 文化信息需通过语言得以表

达ꎬ 文化内涵需通过语言得以表现ꎬ 文化传承需通过语言得以实现ꎮ 在文化传承过程中ꎬ 有着大量的

语言模因得以复制和传播ꎮ 正如何自然所言: “模因作为文化基因ꎬ 靠复制、 传播而生存ꎬ 语言是它

的载体之一ꎮ”② “媒体中常被提及的、 娱乐节目的演员常用的口头禅、 时髦话、 流行语ꎬ 一旦被模仿

或复制并得到广泛传播ꎬ 那就是模因ꎮ”③

在主流文化传承过程中ꎬ 相应的模因可以通过语言得以广泛复制与传播ꎮ “大美” 与 “最美” 就

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传承的主流文化的代表ꎬ 随着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ꎬ 已成为一种稳定型强势语言

模因ꎮ “稳定型强势语言模因在语言中稳定性最强ꎬ 使用率最高ꎬ 存活时间最长ꎮ”④ 何自然认为语言

中的基本词汇、 语法结构等都是稳定型强势语言模因ꎬ 而流行语大多都属于变动型强势模因ꎬ 因为流

行语大多都是在某一段时期内流行的ꎬ 它的传播可能会随着宿主的意向转移而发生变化ꎮ 语言生态系

统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ꎬ 新词的出现、 旧词的消亡正如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一样ꎬ 是一种必然现象ꎬ
也正是这样ꎬ 才能维持语言生态系统平衡发展ꎮ 那些趋善向美的模因正如生态系统中的绿色生物一

样ꎬ 是众多宿主们所追寻的目标ꎮ “大美” 与 “最美” 完全符合人们追求 “美” 的认知心理ꎬ 因而

在人们的认知世界里极易与其他认知结构相连接ꎬ 并被理解和接受ꎮ “大美” 与 “最美” 在保留自身

核心文化因子 “善” 与 “德” 基础之上ꎬ 承载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ꎬ 便于植根于人们记忆之中ꎮ
宿主将这种模因通过 “大美 ＸＸ / ＸＸ 大美” “最美 ＸＸ” 等表达形式传输给其他宿主ꎬ 逐渐被大众所

接受ꎬ 使其成为语言生态系统的核心成员ꎬ 进一步发展壮大语言生态系统ꎮ 而它们本身又是充满正能

量的ꎬ 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美好向往ꎬ 更是对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力弘扬ꎬ 通过各大新闻媒体的传

播使其带有了一定的权威性ꎬ 这无疑会激发其他宿主广泛地复制与传播ꎮ 这种在文化视角通过大众媒

体所传播的生态性语言模因ꎬ 负载了更加独特与丰富的含义ꎮ 其传播速度之快ꎬ 传播领域之广ꎬ 使得

“大美” 与 “最美” 成为了一种强势模因ꎬ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ꎬ 被应用于多个领域ꎬ 具有多产性和长

寿性ꎮ 在传播过程中ꎬ 不论 “大美” 与 “最美” 所修饰的对象为何物ꎬ 其 “美” 的本质意义始终没

有改变ꎬ 这也就具备了复制的忠实性ꎬ 即保真度ꎮ 同时ꎬ “大美” 和 “最美” 在这三个模因特点的维

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表现值ꎬ 因而ꎬ 可以说它们是成功的强势模因ꎮ “如果我们的语言模因和模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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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传递的是一些正面信息ꎬ 它们会演变为强势模因ꎬ 必然会给社会带来正能量ꎮ”① “大美” 与 “最
美” 体现了语言生态链条的动态性、 多样性与整体性ꎬ 在语言与道德的交融中ꎬ 维护了语言生态链

条的平衡发展ꎮ

二、 传统道德文化 “大美” 与生态语言模因 “大美” 之交融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ꎬ 生态语言学秉承生态文明发展之重要使

命ꎬ 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天人合一” 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基ꎬ 可见ꎬ 中国自

古就将自然与人紧密相连ꎬ 自然之美也成了古人对美的审评标准ꎮ 庄子所提出的 “天地大美而不

言”ꎬ 意即天地之美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ꎬ 可见ꎬ 庄子认为 “大美” 是 “美” 的最高层级ꎮ 这种

“大美”ꎬ 是天地自然之美ꎬ 是朴素永恒之美ꎬ 是大功大德之美ꎬ 是庄子对老子 “道法自然” 的完美

继承与发展ꎬ 是在自然中体会 “美” 的真谛ꎬ 感悟 “美” 的永恒ꎮ “大美” 呈现出了难以言表之美、
只可意会的色彩ꎮ “天地大美而不言” 在文化传承过程中ꎬ 起初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化信息存在个

人大脑之中ꎬ 而后传入其他人脑中ꎬ 被越来越多的宿主理解和接受ꎬ 并逐渐植根于记忆中ꎮ 它具有极

强的衍生性ꎬ 会再次传给其他宿主ꎬ 从而得以广泛复制与传播ꎮ 在文化传承过程中ꎬ 主要就是依靠语

言载体将其传播开来的ꎬ 因而也就成为了语言模因ꎮ
在历经了 ２０００ 多年的岁月洗礼之后ꎬ 这种无言之大美再度掀起热潮ꎮ 如今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

的时代ꎬ 在传承道德文化与弘扬社会美德的今日ꎬ “大美” 模因再次被触发ꎮ 在彰显自然之美的同

时ꎬ “大美” 也是在回馈自然ꎬ 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高度赞扬ꎮ 在传播过程中ꎬ 生态语言模

因 “大美” 已经逐渐跳出天地自然之美的局限ꎬ 而融入了生活艺术、 思想境界之美ꎬ 出现了 “大美

无言” “大善大美” “大爱大美” 等形式ꎮ 在媒体的宣传下ꎬ “大美体” 被广泛运用:
１. 大美新疆ꎬ 大爱无疆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７－０７－０７)
２. 大美吉林ꎬ 也是速度吉林ꎻ 精彩吉林ꎬ 也是潜力吉林ꎮ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８－０３－０７)
３. 通过努力奋斗成就大美人生ꎮ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
“大美 ＸＸ” 等形式在新闻报道标题中很常见ꎬ 媒体人多用其吸引读者的眼球ꎮ 基于 ＣＣＬ 语料库、

ＢＣＣ 语料库的考察ꎬ 我们发现这种 “大美体” 作定语直接用来修饰地点的用例占绝大多数ꎮ 庄子所

提出的 “大美” 是源于自然、 出于自然、 归于自然的ꎬ 是对 “道” 的本性概括ꎮ 吴正荣指出: “‘大
美’ 并非 ‘更美之美’ꎬ 而是指 ‘无形之道’ꎬ 或由 ‘无形之道’ 显现出来的 ‘本源之美’ꎮ”② “大
美” 正是庄子所赞扬的自然无言之美ꎬ 这种美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ꎮ 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语言模

因的传播不是孤立存在的ꎬ 而是在动态平衡发展中融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ꎬ 这就要求我们从动态

性、 整体性角度去把握语言ꎮ 语言生态链条不断向前发展ꎬ “美” 的情感也在随之变化ꎬ 庄子所提出

的 “大美” 可以形容不同领域的美ꎬ “大美” 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ꎬ 成了人情感的寄托ꎮ 用 “大
美” 描述某个地方、 某些景象或某种现象之时ꎬ 正是将自己置身于所言之地ꎬ 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

所述之地ꎬ 这种 “大美” 是对描述对象的最高赞扬ꎮ 如例 ２ 中的 “大美吉林”ꎬ 言者定是将自己的情

感融入吉林ꎬ “大美” 是对吉林之美的高度赞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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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传统道德文化 “最美” 与生态语言模因 “最美” 之交融

　 　 近些年来ꎬ “最美事迹” “最美现象” 的报道在媒体上频繁出现ꎬ 使越来越多的 “最美人物” 被

大家熟知ꎮ 这些 “最美” 的出现ꎬ 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升华ꎬ 是对人们内心良知的嘉许ꎬ 是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推进ꎮ
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美ꎬ 那么究竟 “美” 在何方? 外在美ꎬ 多用来形容女性外貌之美ꎬ 古时用

“沉鱼落雁” “闭月羞花” “倾国倾城” “国色天香” 等词语来形容外表美丽的女人ꎮ 而与外在美相对

的是内在美ꎬ 内在之美是人内心世界的美ꎬ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赞颂的ꎮ 在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的今天ꎬ “最美体” 成为传统文化的道德符号ꎬ 成为生态语言的象征ꎬ “最美” 是真善美的统一ꎮ 在

动态平衡发展的语言生态链条上ꎬ “最美” 可以形容艺术、 生活、 生态等ꎬ 美是无处不在的ꎮ 其实ꎬ
“最美” 在使用之初只是一个弱势模因ꎬ “最美 ＸＸ” 凸显的是 “美” 的最高极限ꎬ 是人们认知情感

中的一种高度的赞扬ꎮ 后来随着广泛使用ꎬ 得以广泛流传ꎮ “最美” 作为 “美” 的最高层级ꎬ 它不仅

仅是一种语言符号ꎬ 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ꎬ 被越来越多的宿主认可和接受ꎬ 逐渐成为语言生态

链条上的重要成员ꎮ
生态语言模因 “最美” 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ꎬ 其语境和传播形式不断变化ꎮ “最美女教师” “最

美警察” “最美妈妈” 等 “最美人物” 的出现表明ꎬ 言者将自己的情感投注于草根阶级ꎬ 宣扬这些草

根英雄的高尚道德情操ꎬ 弘扬他们真善美的理性光辉ꎬ 这无疑是语言对社会道德良知缺失的一种有益

补偿ꎮ 草根文化的崛起ꎬ 展现了文化的多元性ꎬ 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有益补充ꎬ 同时也是对生态语

言的进一步拓展ꎮ 在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下ꎬ 强势模因 “最美” 修饰的对象ꎬ 早已从外貌容颜扩展

到了伦理道德ꎬ 如:
４. 心中大爱成就 “最美”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７－０２－０９)
５. 这座桃源般的小村庄被评为 “全国最美渔村”ꎮ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８－０１－３０)
但同时ꎬ 语言的使用要适应语言生态环境ꎬ 因而我们应注意其用法的合理性ꎮ 网络上有时会出现

“最美杀人犯” “最美女魔头” “最美小偷” 等ꎬ 尽管从语法角度讲ꎬ 这种用法是没有问题的ꎬ 但

“最美” 模因在人们内心中早已成为高尚伦理道德情操的象征ꎬ 所以 “最美小偷” 等不合乎人们心理

预期ꎮ 我们在语言表达上不仅要注意语法使用的规范ꎬ 还要考虑到它的社会影响ꎮ
“大美” 与 “最美” 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ꎬ 赞扬的不论是外在美还是内在美ꎬ 不论是具体美还是

抽象美ꎬ 不论是形式美还是内涵美ꎬ 其主流文化核心是不变的ꎬ 它们都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完

美体现ꎬ 是我们国家道德文化根基的历史传承ꎮ

四、 “大美” “最美” 交融之美维护语言生态平衡

　 　 “大美” 诠释经典ꎬ “最美” 秉承理念ꎬ 它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ꎮ 现在越来越

多 “最美人物” “最美现象” “最美事迹” 的出现ꎬ 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者精神的高度弘扬ꎬ 是

大善、 大爱、 大美的最佳演绎ꎬ 更是维护和谐生态语言链条的最佳体现ꎮ
中国之美ꎬ 不仅美在自然景观ꎬ 更美在中国人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操ꎮ 中国的草原、 山川、 河

流、 沙漠等自然景观勾勒出了中国地域之大美ꎻ 中国人的淳朴、 善良、 真诚、 豁达以及高尚的道德情

操构建了中国风土人情之最美ꎮ 中国评选出的 “最美教师” “最美医生” “最美妈妈” 等一系列 “最
美人物”ꎬ 彰显出了 “大美中国” 的道德之美ꎬ 这些 “最美人物” 身上传递的大爱就是一种大美ꎮ 评

选 “最美人物”ꎬ 就是让我们用民族最美精神展现中华大美文化ꎬ 用最美语言彰显中国大美生态ꎬ 使

大家更好地认识 “大美中国”ꎮ 在高道德标准的衡量下出现的 “最美人物” 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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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精神ꎬ 是 “大美中国” 的 “最美精神” 的完美呈现ꎮ 这种 “最美”ꎬ 是崇德向善之美ꎬ 是无私奉

献之美ꎬ 是敢于担当之美ꎬ 更是文化传承之大美ꎮ 对高尚道德情操之美的完美演绎是提高语言生态意

识的一种基本策略ꎬ 对传统自然景观之美的重新阐释是构建生态语言的一种有效途径ꎬ 这两者的有机

结合便构建出 “大美” 与 “最美” 的交融之美ꎮ
“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ꎬ 所用语言的社会以及所用语言之人的态度决定了语言生存环境ꎮ”①

“最美人物” 构建了 “大美中国”ꎬ 而 “大美中国” 又滋养了 “最美人物”ꎬ 这种类比修辞带有一种

强烈的主观性色彩ꎬ 具有极高的评价ꎮ “大美” 与 “最美” 模因的广泛复制与传播使其自身的生存环

境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ꎮ 如今ꎬ “大美” 与 “最美” 已在新闻媒体领域广泛使用ꎬ 并且越来越多地被

用作新闻标题ꎬ 其目的就是在弘扬道德文化之时ꎬ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ꎬ 从而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ꎬ
提高生态文明意识ꎬ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大美” 与 “最美” 模因宣扬了正面的、 积极向上的

社会现象ꎬ 这无疑会给社会带来正能量ꎬ 同时其也是语言生态系统中崇德向善的缩影ꎮ 这种正能量正

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外在流露ꎬ 是人们内心追求真善美理性光辉的良好期许ꎬ 是道德信仰危机

的有益补充ꎬ 是对中华文化的全面刻画ꎬ 更是建设生态语言的有效途径ꎮ “生态环境是语言发展的基

本条件ꎬ 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ꎬ 语言发展和语言保护就有了基本的保障ꎬ 语言生态的平衡就会保证文

化生态的平衡ꎬ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保障”②ꎬ 而这种正能量的传播必然会促使生态环境和

谐发展ꎮ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ꎮ 作为一种主流文化ꎬ “大美” 与 “最美” 演变成为强势模因ꎬ 是民心所

向ꎬ 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ꎮ “可以说ꎬ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过时的ꎮ 这些文化引导着我们对生态

的态度和行为ꎬ 帮助我们ꎬ 也帮助我们下一代成为 ‘敬畏自然、 善待环境、 懂得感恩、 关怀生命ꎬ
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思维方式ꎬ 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ꎬ 也追求人与他人、 与自身的和谐’ 的 ‘生
态人’ꎮ”③ “人类要安家乐业和幸福生活ꎬ 首先是有生态平衡ꎬ 生态平衡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语言生

态平衡ꎮ”④ 由此可以看出ꎬ 语言生态平衡对文化平衡乃至社会的平衡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ꎮ “大美”
与 “最美” 文化驱恶向善ꎬ 其模因有助于建构和谐的语言生态链条ꎬ 在不断传播与交融之中进一步

促使生态语言和谐发展ꎬ 维护语言生态平衡ꎮ
“美是难的”⑤ꎬ 我们很难对 “美” 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ꎮ “大美” 展现自然ꎬ “最美” 趋向内善ꎻ

“大美” 传承文化ꎬ “最美” 崇尚道德ꎮ 尽管 “大美” 无言ꎬ “最美” 无声ꎬ 但 “大美” 蕴涵 “最
美”ꎬ “最美” 彰显 “大美”ꎬ 我们从 “最美” 中可以认识 “大美”ꎬ 从 “大美” 中可以寻到 “最
美”ꎬ 两者的交融之美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灵魂ꎬ 也是维护语言生态平衡的基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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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的
特点与传承发展

李　 蕾

(长春大学 音乐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要: 文章以东北地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满族萨满仪式、 萨满音乐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ꎬ 通过分析新

宾地区萨满音乐文化的 “仪式性” “原生态” 等特点ꎬ 探索萨满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思路ꎮ 文

章认为ꎬ 需要深入剖析满族萨满音乐文化在满族人族群文化认同、 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作用ꎬ 并从文化传承

与媒介传播的角度对传统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进行深入剖析ꎬ 才可能对满族萨满音乐

文化进行创新与重构ꎬ 探索出其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ꎮ
关键词: 萨满ꎻ 萨满仪式ꎻ 萨满音乐文化ꎻ 满族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Ｇ０３ꎻ Ｊ６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６１－０５

“萨满教文化ꎬ 是原始自然宗教主宰与支配下的原始人类文化遗存与文化结晶ꎬ 是北方原始人群

在原始信仰的维系下ꎬ 不断同强大的自然界进行谋求生存空间和种的繁衍的生命抗争中ꎬ 所显示的智

慧并创造、 发扬、 传袭下来的精神与物质经验成果的文化总合ꎮ”① 按照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的观点ꎬ
萨满文化蕴含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原型要素ꎬ 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ꎮ 我国东北地区满族的萨

满教具有典型性ꎬ 但清代以来ꎬ 随着满族与其他民族ꎬ 尤其是汉族的深入融合ꎬ 很多民族特征已经淡

化ꎮ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清代以来ꎬ 一直以满族为主要人口ꎬ 较好地保存了满族的民族特征ꎬ 可以作

为研究萨满文化的一块活化石ꎮ

一、 新宾地区满族萨满仪式与萨满音乐文化

　 　 富育光先生在论及萨满教文化特点时指出: “萨满教文化在原始哲学、 神话、 族史、 医学、 法

律、 象征、 符号与语言、 文学艺术、 天文、 地理、 航海、 预测以及生产技艺、 生活智能与知识等诸多

方面ꎬ 均有独特的贡献与成就ꎮ”②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ꎬ 萨满文化在物质及科技层面的印记已

经逐渐淡去ꎬ 但作为精神传承的文学艺术却以文化基因的方式传承下来ꎬ 尤其是以乐舞为核心的萨满

仪式ꎬ 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与民族认同价值ꎮ
１ 新宾地区的萨满仪式概况

萨满文化起源于氏族的共同信仰ꎬ 后来随着氏族的分流发展ꎬ 形成了其重要的民族特征ꎮ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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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 满族是信仰萨满教的主要民族ꎬ 满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ꎬ 尤其是广袤的大小兴安岭地

区ꎮ 新宾满族自治县属辽宁省抚顺市辖区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撤销新宾县成立新宾满族自治县ꎮ 由于新

宾地区满族人口居住较为集中ꎬ 以及该区域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ꎬ 该地满族人在生活习惯、 文化习俗

等方面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特征ꎬ 萨满文化就是新宾地区满族文化中最浓重的一笔ꎮ
从宗教仪式的角度来看ꎬ 萨满文化最常见的呈现方式是 “自然崇拜” 和对本民族的 “祖先崇拜”

仪式ꎮ 萨满仪式既有传统宗教特点ꎬ 又有地方性、 民族性特征ꎮ 萨满仪式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

民间遗存、 较为少见、 大多在野外进行的满族 “野萨满” 仪式ꎮ 这种类型的萨满仪式ꎬ 不仅展现了

仪式的早期文化特征ꎬ 还揭示出满族萨满仪式在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分流特征ꎮ 二是用于家庭治疗疾

病、 祈求平安或丧葬祭祀的 “家萨满” 仪式ꎬ 这种仪式展现了萨满仪式的传统特征ꎮ 三是一些寺庙、
殿堂等场所中的萨满仪式ꎬ 这种萨满仪式更具有 “人” 的意志特点ꎬ 这些仪式被用于唤起同族、 同

乡人的共同记忆ꎬ 意在沟通彼此间的情感的萨满仪式俨然有了现代文化的特点ꎮ
东北地区的满族萨满文化打破广义萨满教中几乎没有宗派、 没有教祖、 没有祖坛的特点ꎬ 其具有

地域性的宗派特点和本民族的信仰教义ꎬ 甚至拥有专门的萨满组织团体ꎮ 新宾地区至今还有一些萨满

活动组织人、 萨满文化交流人员在庙宇等场所组织活动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拥有相对固定的活动

机构与活动地点ꎮ 满族萨满仪式的 “跳神祭祀” 最为常见ꎬ 但新宾地区的萨满仪式有其不同于传统

仪式的特点ꎬ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满族萨满仪式的发展、 变化ꎮ
２ 新宾地区满族萨满音乐文化

新宾地区的萨满音乐文化是萨满仪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ꎬ 秉承了原始艺术言、 乐、 舞不分的特

点ꎬ 使用早期原始语言、 运用方言并配合粗犷动作的舞蹈、 法器表演ꎮ 虽然在杂居的大环境下ꎬ 满族

文化难免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ꎬ 但是与汉族、 朝鲜族、 回族、 蒙古族等民族的通婚、 杂居、 交

流等ꎬ 并没有改变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根本特点———传统的、 带有很强 “原生态” 特征的音调、 韵

律、 节奏ꎬ 以及各种带有原始特征的法器、 伴唱、 伴舞等ꎮ 比如 “野萨满” 音乐ꎬ 多限于一个或几

个人参与ꎬ 用具有神秘性特征的化妆、 道具、 表演、 吟唱、 吟诵等完成活动ꎬ 具有民间色彩ꎮ 这种现

在已经较为少见的、 在野外进行的祭天和祭祖的 “野萨满” 仪式音乐充斥着最原始的萨满教色彩ꎮ
这种 “野萨满” 仪式音乐文化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世界其他地区萨满教仪式的活动形态特点ꎬ
尤其在沟通天、 地、 神、 祖等崇拜对象时ꎬ 音乐歌舞是最具情感性与形象特征的ꎮ

新宾地区的满族萨满音乐文化ꎬ 是满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在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过

程中遗留下来的、 少见且难得的民族记忆ꎮ 这些保留下来的满族萨满音乐大多以形象、 灵动的形态和

风格留存在各类民间仪式、 生活习俗与文化风俗中ꎮ 如新宾地区 “家萨满” 仪式中的唱段 «唔嘘»ꎬ
主要用于为家人治疗疾病、 祈求家庭富裕、 保佑远行的家人平安归来ꎬ 也用来表现丧葬中送别亲人魂

灵的场面ꎮ «唔嘘» 展现了这类满族萨满音乐的典型特征: 在表演中大多以吟唱、 念诵为主ꎬ 运用少

量的法器、 乐器和伴奏ꎬ 舞蹈动作具有象征性特点ꎬ 但动作少ꎬ 表演的幅度也较小ꎬ 一般是家庭成员

作为仪式的参与者和表演者ꎬ 萨满巫师作为领诵者ꎮ
现代文化的融入使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在寺庙、 殿堂中的举行成为可能ꎮ 在年节或特殊时日举

行的萨满仪式的歌舞规模相对较大ꎬ 表演的内容多具有很强的技巧性、 审美性ꎬ 大多是创意后的

“标准动作”ꎬ 仪式中的音乐相对易懂ꎬ 是一种 “翻译” 过的语言ꎮ 满族萨满仪式在展现人创造力之

余ꎬ 还具有明确的实用功能———唤起满族人、 同乡人对萨满文化和共同祖先的情感ꎬ 以实现现实中情

感沟通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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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特点

　 　 １ 仪式性

满族萨满音乐源于满族传统的萨满仪式ꎬ 即使萨满仪式后来发展、 演变为不同类型、 风格的仪

式ꎬ 也依然能体现出传统萨满文化 “仪式性” 的特点ꎮ 新宾地区满族传统萨满仪式具有典型的 “仪
式性” 特点ꎮ 如ꎬ 在新宾地区的满族丧葬仪式中ꎬ 既有传统的跳萨满舞表演仪式ꎬ 也有满族传统的

“走百病” “打秋千” 等常见仪式ꎬ 这些萨满仪式中简洁多样的舞蹈动作有着强烈的仪式感ꎬ 形成了

萨满音乐 “仪式性” 的表演风格特征ꎮ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 “仪式性” 特点具体体现在 “原始性”
和 “神秘性” 两方面ꎮ

首先ꎬ 这些不同的萨满仪式展现出了深厚的 “原始性” 文化特征———无论是祭祀天地、 祖先的

“野萨满”ꎬ 还是祈求神灵治疗疾病、 保佑平安、 除灾安民的 “家萨满”ꎬ 或是唤起共同文化、 仪式记

忆的 “庙堂萨满”ꎬ 所用的音乐和举行的仪式都具有满族早期文化 “原始性” 的特点ꎮ 这些不同类型

的萨满仪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满族人在传统生活中对 “具体对象” 的 “原始认知” 特点ꎮ 如用于

官方祭祀的迎宾、 待客的满族萨满仪式中ꎬ 道具、 服饰、 化妆的精细设计与个性化方式的呈现ꎬ 体现

了新宾地区满族人在宗教信仰、 祖先崇拜方面的特点———不仅展现出满族人对神灵和先祖的敬畏、 赞

美之心ꎬ 还表现出满族人对客人可以为自己的民族带来好运、 驱走邪气的传统认知ꎮ
其次ꎬ 传统的满族萨满音乐文化还具有典型的 “神秘性” 特点ꎮ 如在 “野萨满” 的图腾崇拜与

天地崇拜仪式中ꎬ 就体现出了 “野萨满” 崇拜仪式的狂野风格与神秘色彩: 开阔的表演空间ꎬ 狂野、
神秘的肢体动作ꎬ 带有狩猎、 降妖特征的咒语ꎬ 带有无明确意义的怪异手势ꎬ 这些都体现了仪式的

“神秘性”ꎮ 即使是用于满族人日常丧葬、 治疗疾病等祈祷仪式ꎬ 也充满了很强的神秘性ꎮ 丧葬仪式

中ꎬ 家人、 亲友长时间跪地祈福、 祝愿ꎬ 巫师的咒语以及手舞足蹈的 “驱魔” “降妖” 仪式等都表现

出萨满仪式的 “神秘性” 特征ꎮ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 “神秘性” 在 “家萨满” 中也有体现ꎮ 巫师作

法ꎬ 口念咒语、 挥剑斩妖等活动都沉浸在神秘的着装、 诡异的气氛和烟雾缭绕的环境中ꎮ 满族萨满仪

式中的音乐体现了新宾地区满族人特有的民族语言、 方言、 传统音乐音调和生活语言特征ꎮ 无论是将

家中最好的食物、 物品拿出来供奉神灵ꎬ 将家中、 个人的秘密告知萨满巫师ꎬ 还是将内心深处的困惑

在念咒语的过程中与 “诸神” 进行 “沟通”ꎬ 每一个仪式环节都对应着不同的神秘动作ꎮ
２ 原生态

满族萨满音乐源于传统满族萨满表演仪式ꎬ 满族萨满音乐在历史的传承中表现出稳定的 “原生

态” 特点———萨满音乐文化继承了传统萨满仪式文化中神秘的、 带有仪式感的活动ꎮ 其 “原生态”
特点ꎬ 主要体现在仪式音乐节奏、 韵律、 语言、 表达风格等方面ꎮ

满族人的民族文化崇拜和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传承是密不可分的ꎬ 治疗疾病、 祈福、 卜卦等活

动和祈福、 驱邪、 斩妖等活动ꎬ 都展现了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的 “原生态” 特点ꎮ
在满族传统的 “野萨满” 仪式音乐中ꎬ 其音乐的音调、 节奏带有强烈的神秘感ꎮ 现在在新宾满

族聚集地区ꎬ 已经很少能够见到 “野萨满” 的仪式活动了ꎮ 在活动中巫师使用的吟诵性音调、 带有

恐吓性质的、 夸张的不明咒语以及具有原始打猎、 比武活动特征的节奏组合ꎬ 都与现代音乐气质大相

径庭ꎬ 带有很强的早期 “原生态” 文化特点ꎮ 满族萨满音乐不仅在巫师的化妆与使用的道具方面ꎬ
能够表现出满族人早期崇拜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 掌管不同领域的 “大神” 形象ꎬ 在语言表达与音

乐演唱方面也呈现出 “非人” 的语言特点ꎬ 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ꎮ 他们往往是一到四人ꎬ 在跳神过

程中ꎬ 不仅每个人都口念不同咒语ꎬ 吟诵不知所云的 “经文”ꎬ 还会演唱各类具有方言特征的怪诞歌

曲与据说可以 “通神” 的音调ꎬ 从而体现出原始、 粗犷、 质朴的 “原生态” 特点ꎮ 满族人的萨满仪

式音乐还与本土的传统表演、 咒语音调、 肢体动作、 多变的节奏相结合ꎬ 无论是新宾满族萨满音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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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 “野萨满” “家萨满”ꎬ 还是具有民族意志体现的 “庙堂萨满”ꎬ 所使用的音乐曲调、 韵律节

奏、 方言韵脚都有与之配合的舞蹈形态、 肢体动作、 乐器伴奏、 法器表演等ꎬ 这种综合的音乐形式ꎬ
具有很强的 “原生态” 特点ꎮ

新宾地区的满族人在长期的 “野萨满” 仪式发展中ꎬ 还将 “跳神祭祀” 的内涵从祭祀领域扩展

到了包括祈福、 治疗疾病、 临终关怀以及辟邪等在内的不同生活领域ꎬ 体现出满族人 “原生态” 的

习俗传统ꎮ “野萨满” 这种在满族历史上盛行的传统仪式ꎬ 虽然当前已经式微ꎬ 但随着满族萨满仪式

文化的发展ꎬ 传统的音乐文化及其 “原生态” 的习俗传统在满族人的生活中还是较为常见的ꎮ 比如

在满族人的 “家萨满” 仪式中的 “原生态” 特点主要体现在道具使用、 化妆、 跪拜仪式等环节中ꎬ
这些道具、 人物化妆以及跪拜动作都展现出了萨满文化的原生态性ꎮ 与这些环节相对应ꎬ 仪式中神话

人物有关的形象化妆、 与各位神仙相关的拂尘和利剑表演、 念诵音调、 歌唱韵律以及与神灵沟通时采

用的表达等音乐形式同样体现出萨满音乐文化的 “原生态” 特点ꎮ

三、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１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传承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传承ꎬ 需要在 “扬弃” 的原则上进行ꎮ 一方面ꎬ 当前萨满仪式与萨满音乐

文化濒临消失ꎬ 作为传统仪式文化一部分的萨满音乐文化ꎬ 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传承ꎻ 另一方

面ꎬ 鉴于满族萨满仪式和萨满音乐文化源自巫术ꎬ 所以ꎬ 文化的传承还需要 “去伪存真” “去粗取

精” 分层次进行ꎮ
对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中今天仍具有艺术价值和积极作用的因素ꎬ 要大力挖掘、 传承和发展ꎮ

第一ꎬ 在形式、 内容、 风格等艺术本体方面ꎬ 要在尊重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仪式性、 原生态特点和

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丧葬音乐的基础上ꎬ 吸收满族萨满仪式中的 “跳神音乐” “撵鬼秧歌” 等ꎬ 重构

出能够体现新时期满族丧葬文化和习俗文化的内涵、 风格、 形式的体系架构ꎮ 第二ꎬ 在价值、 意义等

衍生层面ꎬ 要对仪式性、 原生态性特征较强的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进行深度挖掘ꎮ 从传统满族萨满

仪式音乐的精髓ꎬ 到萨满仪式中神话内容和乐舞表现形式等ꎬ 发掘出适合表现新时代精神的表达方

式ꎬ 而这些都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合理继承ꎬ 寻找具有新意的形式表达ꎬ 融合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萨

满音乐文化精髓ꎮ 对新宾地区满族萨满仪式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承ꎬ 尤其体现在 “野萨满” 与 “家
萨满” 仪式的音乐中ꎮ 对这些萨满仪式音乐文化元素进行深度提炼、 挖掘与创造性运用ꎬ 成了满族

进行独特的萨满音乐文化身份呈现的重要渠道ꎮ 鉴于庙堂等场所中表演的满族萨满仪式音乐具有连接

官方与民间文化的特点ꎬ 以及其非常重要的满族萨满文化身份验证、 族群角色认同等意义ꎬ 尤其是在

东北地区满族与其他民族趋同ꎬ 很多独特的民族特征已消失的情况下ꎬ 少量尚存的萨满仪式音乐就变

得尤为珍贵ꎮ 庙堂等场所进行的萨满仪式表演ꎬ 以及借助多种媒介进行的创意性表演是当前人们最容

易见到的萨满仪式ꎬ 这也成为多数人了解萨满音乐文化的切口ꎮ 满族萨满仪式音乐借助现代媒介的传

播和庙堂等场所中的仪式表演ꎬ 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更多的创新ꎬ 不仅重构了一种新形式的萨满仪

式ꎬ 让更多人能够接受萨满文化ꎬ 其创意也使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具有了更强的感染力和更广泛的

影响力ꎮ 比如使用满语演唱的 “萨满神歌”ꎬ 不仅可以发挥传统萨满仪式的诸多功能ꎬ 还可以在仪式

音乐的运用中ꎬ 重构出带有浓郁民间特征的萨满活态形态特征ꎬ 有助于满族萨满音乐文化更好地推广

与传承ꎮ
由于萨满的原始宗教性ꎬ 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反科学的质素ꎬ 比如祛病驱鬼萨满仪式等ꎬ 要深

入理解和剖析ꎬ 寻求其中合理的要素加以发扬ꎬ 而一些封建迷信的部分则要批判和抛弃ꎮ 以祛病仪式

为例ꎬ 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保护和研究ꎬ 但绝对不能用它代替现代医学的科学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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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创新发展

满族萨满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ꎬ 还应进行创新ꎮ 创新可以使萨满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更有活

力ꎬ 传统文化的创新既是为了传承ꎬ 更是为了发展ꎮ 对满族萨满音乐文化进行创新需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ꎮ
首先ꎬ 形式内容创新ꎮ 萨满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ꎬ 但在现代化的今天也同样存在与现实难

以接轨的问题ꎮ 为此ꎬ 可以将萨满仪式音乐文化中的精髓抽取出来ꎬ 使其与现代的艺术形式完美结

合ꎬ 创造出既体现原始文化要素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ꎮ 如可以使用多样的音乐、 舞蹈形式进行

戏曲、 戏剧、 杂剧的表演ꎬ 将萨满文化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ꎬ 不仅可用于萨满仪式活动中ꎬ 也可用于

萨满文化表演中ꎮ “对仪式中所运用的音乐进行创新性的 ‘建构’ 是一条重要的创新之路ꎮ”①

其次ꎬ 传播媒介创新ꎮ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注重对其传播方式和媒介的创新ꎬ 让萨

满音乐在成为满族萨满仪式文化表达载体的同时ꎬ 通过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ꎬ 产生更大的影

响力ꎮ 传统的萨满仪式音乐多在仪式表演中呈现ꎬ 且范围较为狭小ꎮ 在传统的传播途径上ꎬ 应扩大仪

式表演范围ꎬ 在民族文化村及旅游地点进行推广ꎻ 同时也要与新媒体结合ꎬ 开发在线传播方式ꎬ 以适

应网络时代的新变化ꎮ
最后ꎬ 适应新的审美及民族认同心理ꎮ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创新需要符合大众的现代审美和心理

需要ꎬ 满足人们在现实中的精神需求ꎮ “当前所遗存的 ‘文化基因’ 无法适应 ‘满族’ 这一身份需

求ꎬ 需要对其现实需求进行 ‘建构’ꎮ”② 满族萨满仪式音乐文化的创新不仅需要萨满传统仪式文化

发挥出民族身份认同的作用ꎬ 同时也要在萨满音乐的创新中ꎬ 注意音乐和文化等元素的结合ꎬ 在萨满

音乐原生态特征基础上ꎬ 吸收更多的现代文化元素ꎬ 创造出体现满族人现实生活的 “创新文化”ꎮ 在

探索满族萨满音乐 “创新文化” 的过程中ꎬ 注重萨满音乐的形态、 风格与内涵的创新ꎬ 充分发挥传

统萨满音乐形态的多样性、 风格的灵动性的特点ꎬ 让创新文化的传统文化特征更加明显ꎬ 既能很好地

继承传统音乐文化ꎬ 又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及心理需求ꎮ 满族人居住地分布较广ꎬ 新宾地区就有很

多与其他民族ꎬ 甚至与邻国俄罗斯人通婚的满族人ꎬ 他们生活、 工作的地点也不仅限于满族人集聚

地ꎬ 有的已经搬离原居住地ꎬ 有的已在国外定居ꎬ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满族文化心理的认同感

与国人身份认同感ꎮ 要结合当前满族人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心理ꎬ 在传承满族萨满仪式精髓的

基础上进行多种形式的创新ꎮ 传统萨满仪式中的丧葬习俗及其他各种祭祀仪式ꎬ 都可以体现出满族传

统文化的风格特征ꎬ 在萨满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ꎬ 具有传统的原生态的文化元素ꎬ 存续满族萨满音乐

文化ꎬ 对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重要作用ꎮ
新宾地区满族的萨满音乐文化ꎬ 经过传承、 融合、 创新展现出新的仪式音乐特征ꎮ 萨满音乐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发展ꎬ 不仅是推动满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ꎬ 也体现出满族族群从身份认同、 文化

认同到集体意识认同的心理需求ꎮ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ꎬ 一方面需要遵循其仪式性和

原生态的特点ꎬ 从其特点出发寻找传统萨满音乐文化与现代音乐文化的契合点ꎬ 另一方面ꎬ 要对传统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进行创新与重构ꎬ 发挥现代传播媒介的优势ꎬ 扩大萨满音乐文化的影响力ꎬ 发挥其

凝聚民族认同作用的优势ꎬ 使其更好地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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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式协商质量评估方法概述

陈 旭　 李 靖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利用协商民主的技术和方法来优化治理中的决策过程ꎬ 提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质量已经成为一

般发展趋势ꎮ 西方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ꎬ 文章旨在从理论基础、 方法过程和简要评价三个维

度对西方民主协商质量评估方法作一般概述ꎬ 期望能够为协商质量评估方法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要点与关键元素ꎬ 从而在不同方法的权衡中找到可供借鉴的核心共性并规避其中的困境ꎮ
关键词: 协商质量评估ꎻ 理性共识ꎻ 话语行为ꎻ 协商过程ꎻ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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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ꎮ 协商的过程实质就是交换

理性的对话过程ꎬ 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构成了协商的重要价值ꎮ 虽然我国几乎所有协商民主的政治

理论家都在强调协商质量的重要性ꎬ 但是有关协商质量、 协商能力、 话语评价的研究却并不多见ꎮ 西

方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探索由来已久ꎬ 也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协商质量评估方法ꎮ 以协商整个过程

考察的节点作为划分依据ꎬ 当前在西方学界主要存在静态指标评估与动态过程评估两类评估方法ꎮ

一、 静态指标评估方法

　 　 静态指标评估方法ꎬ 是使用一套制度和指标来衡量协商质量———实践中测量的结果与理想建构出

的指标进行对比ꎬ 以检验接近的程度ꎮ 在这种方法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角ꎬ 第一种视角通常选择协

商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并将其视为协商质量的关键指标ꎮ 从方法论上讲ꎬ 这是对协商前和协商后的变化

部分进行比较ꎬ 保持对协商结果的关注ꎬ 以协商性民意测验、 主体间理性为代表ꎻ 第二种视角根植于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ꎬ 并使用了一套与协商相关的指标ꎬ 以话语质量指数和言语行为分析为代表ꎮ
１ 协商性民意测验与主体间理性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协商性民意测验方法考察的是在遇到 “更合理的论点” 时人们改变最初偏好和观点的程度ꎮ 一

般而言ꎬ 协商前参与者所持有的观点反映了其日常的意见ꎬ 但这既不是论点也不是理性思考ꎮ 而那些

回答协商前民意测验并同意参与协商的人都会收到有关协商事项的详细信息与协商流程ꎬ 并要求参加

小组讨论和全体会议ꎮ 这就使他们有机会 “在与异质对话者的讨论中权衡反对论点ꎬ 然后收集他们

更多的意见” ① ꎮ 在讨论结束时ꎬ 进行相同的调查并与事前回答结果相对比ꎬ 以观点改变程度为标准

６６２




衡量整个协商过程的质量ꎮ 协商前后民众意见偏好的变化表明了当参与者获取足够背景信息时通过协

商能够产生影响的能力ꎬ 而程度大的偏好变化既受沟通信息驱动ꎬ 同时也受协商过程中理性论辩与说

服能力的影响ꎮ 虽然成功地建立协商的价值使参与者在意见形成过程中更加细致、 在表达己方论点时

寻求更具说服力的论据ꎬ 但比较协商前和协商后的偏好转移并不能够确定这种变化是由于 “更好论

证的力量” 而非外部诱因或胁迫所致ꎮ 即使有完善的制度条件ꎬ 这种方法仍然面临着两个无法解释

的问题ꎬ 其一是协商质量不仅要考虑协商结果的质量ꎬ 还要考虑实际协商过程的质量ꎻ 其二是以民意

协商前后变化的程度作为协商结果的衡量标准是值得怀疑的ꎮ 这引导我们首先应该对协商性民意测验

方法的前提作出解释ꎬ 即为什么改变自己的意见偏好是对协商恰当或准确的衡量标准的理由ꎮ
另一种是与协商性民意测验具有相同评价逻辑的方法ꎬ 即主体间理性ꎮ 德雷泽克认为ꎬ 真实性的

协商应该产生出两种类型的结果ꎬ 一是产生 “元共识” 或者是关于所讨论议题的实质性核心的意见

聚合ꎬ 而不必是实际结果的完全一致ꎻ 二是产生结果合理性的某种形式ꎬ 换而言之就是好的结果并不

是参与者就什么是 “正确” 的决策达成一致的情况ꎬ 而是协商所产生的立场反映了所有相关问题的

扩大领域的整合程度ꎮ 在方法论上ꎬ 协商质量是根据 “主体间一致性” 的水平来衡量的ꎮ 参与者的

主观性是通过让他们从一组陈述中排序来确定的ꎬ 即从 “最同意” 到 “最不同意”ꎬ 这些是与正在讨

论的问题有关的价值观和信仰的陈述ꎬ 也称 Ｑ 方法ꎮ 然后通过因子分析来总结有序的主观立场或 Ｑ
排序ꎬ 最后根据参与者对政策选择的有序偏好评估这些主观立场ꎮ 批判者认为ꎬ 这种方法只能说明协

商的前后转变性成分ꎬ 而不能直接评估其过程的质量性ꎮ 虽然主体间的理性为协商结果提供了一个复

杂的说明ꎬ 但仍未能捕捉到产生 “元共识” 所涉及的程序ꎮ 还有待解释的是ꎬ 关于协商质量中以

“主体间一致性” 作为标准或理想类型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论述ꎮ 一个 “理想的结果”ꎬ 即协商过程

中参与者就实现这种具有价值的政策达成一致意见是基于假设某些价值观和主观立场是正确的ꎮ 这种

假设背离了协商的一个关键要点ꎬ 即超越个人的有限理性ꎬ 并意识到个人的主观立场和政策偏好存在

很多变化ꎮ
２ 话语质量指数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任何对话语质量的分析方法都离不开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的理论支撑ꎬ 因为他激发了对协商民主的

兴趣和辩论ꎮ 话语质量指数的支持者认为ꎬ 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捕捉了不同协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ꎬ 具

有很高程度的兼容性ꎬ 并且在实践上也具有应用的广泛性ꎮ 该方法在严格遵守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的基

础上ꎬ 确定了五个编码类别ꎬ 分别为参与、 理由 (辩护) 程度、 理由 (辩护) 内容、 尊重、 共识性

建设ꎮ 其中每一个编码类别里又包括具体的编码原则与分类ꎮ ＤＱＩ 的分析单位是在协商过程中的一段演

讲ꎬ 也就是某个人在辩论的某个特定时刻提供的公共话语ꎮ 该方法区分相关和不相关的部分ꎬ 只有相关

的部分进行编码ꎮ 相关部分是一个包含需求的部分ꎬ 也就是关于应该或不应该做出什么决定的提议ꎻ 不

相关的部分则是与辩论问题无关的部分ꎮ 这种对需求的强调源于理论的指导ꎬ 因为它们构成了协商的核

心ꎮ ＤＱＩ 方法已经应用于评估在线协商论坛以及确定谁在工作场所拥有交流能力的测评中ꎮ
定量和指标分析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在每种情况下得出明确的结论ꎬ 并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比

较ꎮ① 因而基于 ＤＱＩ 的研究能够贯穿协商中对于话语的多层级分析ꎮ 在微观上ꎬ 它可以分析特定的话

语ꎬ 人们可以清晰而直观地得出这个演讲 ＤＱＩ 得分ꎬ 以及将它与相关参与者之间的话语质量进行对

比ꎻ 在中观层次上ꎬ 我们可以将参与者级别的 ＤＱＩ 分数进行汇总ꎬ 然后查看整个协商的得分ꎻ 在更

高层次上ꎬ 可以考虑此地与彼地的 ＤＱＩ 分数ꎬ 随后在多个地区进行多次协商ꎬ 对 ＤＱＩ 得分进行汇总

分析ꎮ 从理论上来讲ꎬ 这是一种灵活的实践测量工具ꎮ 然而ꎬ 正如德雷泽克所言ꎬ “虽然 ＤＱＩ 可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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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ａｔｒｉｚｉａ Ｎａｎｚꎬ Ｊｅｎｓ Ｓｔｅｆｆｅｋ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３６８－３８３.



用于所有地点的沟通ꎬ 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在各个系统中对不同地点的贡献进行加权”①ꎮ 这种方

法的另一种批评是指标的适当性和对理论的忠诚度ꎮ ＤＱＩ 也需要证明为什么选定的协商指标或编码类

别具有正当性和同等重要性ꎮ 因而ꎬ 我们不应以一个静态的视角去评价在共同利益方面得分多少ꎬ 而

更应该以协商理论的精神为指导ꎬ 以考虑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如何推进共同利益

的实现ꎬ 而不是某些发言者个人决定的分数ꎮ 不幸的是ꎬ 与其他方法一样ꎬ 这种方法并不能解释关于

共同利益的争论ꎮ
３ 言语行为分析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由于言语行为分析工具之前并未在社会科学中应用过ꎬ 所以对这种方法的理解离不开对言语行为

理论的了解ꎮ 该理论是由奥斯丁和塞尔在语用学领域首先论证的ꎬ 语用学关注的是在给定语境下重构

语言的意义ꎮ 与语用学不同的是ꎬ 这种方法不关心什么是 “说”ꎬ 而是话语 “意味着什么”ꎮ 言语是

“由规则支配的故意行为”②ꎬ 它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言语行为 (纯粹的声音与话语)、 构成命题内

容可参照和预测的行为、 言语外的行为 (说话者所做的动作)、 能够给言语行为带来影响的言语后行

为ꎮ 塞尔制定了一个解释言外行为的工具ꎬ 对于必须有效的条件作出明确界定ꎬ 以便每个单独的言外

行为都可以通过句子的话语来实现ꎮ 塞尔区分了几组构成规则: (１) 命题内容的规则: 可以说什么?
(２) 介绍性规则: 必须适用哪些社会性先决条件? (３) 真诚性规则: 必须假设说话者的动机是什么?
(４) 基本规则: 该行为包含哪些内容?

言语行为分析方法就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加以转化ꎬ 以便能够识别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言语

行为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它使哈贝马斯的语言学向着核心价值更推进了一步ꎬ 认为语言是解释主体间

理解和彼此融合的中心ꎮ 具体来说ꎬ “它通过将他们分类为言语行为并考虑他们的语义和语用关系来

检查个别话语”③ꎮ 更进一步发展ꎬ 还可以对识别协商和交流结构的系统性失真语言进行审查ꎮ 因此ꎬ
言语行为分析是一种定性方法ꎬ 原则上可以定性地理解争论或讨价还价的过程和结果ꎬ 而单独的话语

也必须被分类为言语行为及其语义关系ꎮ 该方法也可以通过计算某些类型的言语行为来定量应用ꎮ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 通过对立法程序记录的言语行为分析来证明这一说法ꎬ 她认为ꎬ “从经验角度讲ꎬ 讨价还价

和争论只能在个别话语或言语行为的层面上明确区分”④ꎮ 塞尔将预期会发生在讨价还价中的言语行

为和那些争论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类ꎬ 然后进行定量分析ꎬ 分析这些言语行为的分布情况ꎮ 结果表

明ꎬ 争论与讨价还价两种交流方式事实上并行发生ꎬ 在数量上ꎬ 争论甚至比讨价还价更具有代表性ꎻ
只有在对事实或价值的理想类型冲突中ꎬ 纯粹的争论才会出现ꎮ 但同时ꎬ 他本人也认识到ꎬ 量化分析

“失去了这样一个事实ꎬ 即个人争论或讨价还价的言语行为 (可以) 与整个过程完全不同”⑤ꎮ 因此ꎬ
这种方法除了对协商过程中纯粹的言语进行文本分析外ꎬ 还需要对隐含的言语行为进行测量ꎮ 换而言

之ꎬ 不是去寻找与沟通交流或协商主题相关的 “话语”ꎬ 而是只分析边际话语与对话语产生影响的诸

多要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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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ꎬ Ｓｉｍｏｎ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ꎬ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６３４－６４９

Ｊｏｈｎ Ｒ Ｓｅａｒｌｅ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１１５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２００５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２３９－２５４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２００５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２３９－２５４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ꎬ” 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ꎬ ２００５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２３９－２５４



二、 动态过程评估方法

　 　 不论是协商前后对比的方法还是将话语作为分析协商质量核心的方法ꎬ 都忽略了协商过程诸多要

素对协商质量的影响ꎬ 也未能将 “交换理由” 是协商过程的核心这一理念应用于评估方法的程序设

计中ꎮ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指出: “仅仅考察协商的制度和静态特征ꎬ 并检验这些过程是否符合协商民主理论所

提出的一致性、 逻辑和对共同利益的标准ꎬ 并不能够直接涉及主体间互动协商中发生的质量ꎮ”① 为

了把握协商实践的本质ꎬ 仅仅对其制度标准进行判断是不够的ꎬ 还应对参与者间交换意见与偏好转移

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ꎬ 从而使协商过程与协商话语实现更紧密的结合ꎮ 在此背景下ꎬ 就发展出了考察

协商动态过程的方法ꎬ 即务实话语辩证法ꎮ 它通过将启发式工具固定在协商的语言基础上ꎬ 为协商的

过程提供了连贯的说明ꎮ 这种方法是一个话语过程分析链ꎬ 采用动态的视角审视从意见分歧的出现到

讨论这种分歧最后到分歧被解决或忽略的整个体系ꎮ 在方法论上ꎬ 注重对协商语言元素的考察ꎬ “论
据在语言中是明确的”②ꎬ 并且是通过交换理由或论据的过程来塑造协商的过程ꎮ 这种方法区别于其

他方法的重要一点在于对协商过程中语言所承载的论据交换的评价ꎬ 而非只是在静态的某一时间节点

对语言的分析ꎮ 这种方法是务实的———因为解决意见分歧的行动可以是口头活动 (言语行为) 或特

定形式的口头或书面语言使用 (言语事件) 的形式ꎬ 而对这些的分析是以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作为

基础的ꎻ 这种方法也是辩证的———因为它看到了参与者之间进行口头交流时的协商过程所展现的强烈

反对、 沟通和推动理由是从最初的猜想和观点转向更为深思熟虑的信念ꎮ
务实话语辩证法使用批判性讨论的模型来分析协商实践ꎮ 批判性讨论的模型是一种 “理想的论

证性话语ꎬ 旨在通过确定问题的立场来判断内在的观点是否应该被接受来解决意见分歧ꎮ 这个模型具

有启发式功能ꎬ 因为它可以作为检验和理论解释与批判性评价相关的话语或文本的每个要素和方面的

指导”③ꎮ 因为这个模型在理论上是基于话语的共识导向本质ꎬ 所以它在收集实践数据时的选择标准

主要集中在解决意见分歧时发挥作用的言语行为上ꎮ 这些数据信息往往是隐含的ꎬ 却在话语分析中被

视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ꎮ 对于这类隐藏式元素的考察ꎬ 则需要鼓励分析人员依靠背景信息来确定其是

否有助于解决意见分歧ꎮ 确定一组相关言语行为后的下一个任务是确定这些言语行为属于协商过程的

哪一阶段ꎬ 因为不同的协商阶段具有不同的话语规则ꎮ
首先是对立阶段ꎮ 该阶段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明确各方参与者的相关立场ꎬ 以及这些立场间如何

相互关联ꎮ 确定这一点后ꎬ 评估者可以跟踪通过平等交流和论证处理了哪些分歧ꎬ 哪些分歧被忽略ꎬ
哪些分歧通过战略行动取得了 “胜利”ꎮ 这一阶段的一个关键规则是所有参与者都有权提出己方论点

并挑战对方立场ꎮ 其次是各方参与者决定解决意见分歧的开放阶段ꎮ 在这个阶段ꎬ 分配主角和对手的

角色ꎬ 如果一方推进了他或她自己的替代立场ꎬ 而不是仅仅拒绝反对者的表述ꎬ 讨论者就有可能同时

承担这两种角色ꎮ 确定参与者的讨论角色是为了清楚认识到讨论者对命题采取立场的力量ꎬ 因为立场

的力量和范围能够表明参与者对其外部观点的承诺水平ꎮ 如果一个参与者对另一个观点表示轻微怀疑

或肯定ꎬ 那么在后期阶段则不太可能承担对其观点的全面辩护ꎻ 反之ꎬ 则会强烈推动负责任的论辩ꎮ
这就揭示了讨论者的相互承诺或在后期可能采取的策略ꎬ 德雷泽克关于 “元共识” 的概念就是在这

个阶段形成的ꎬ 因为这是参与者建立共享承诺的前提ꎮ 协商过程中的隐性参与者或对话语分析有重要

价值的隐形元素也应该被标识出来ꎬ 这就要求评估者依赖背景信息和补充方法去考察ꎬ 如访谈和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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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ꎬ 以更好地掌握协商背景ꎮ 再次是论证阶段ꎮ 主角提出他的 “旨在有系统地克服对手的怀

疑或反驳对手给出的批判理由”① 的论点ꎬ 而对手辩护的立场则取决于格莱斯交往原则的两个最低要

求——— “辩护必须以辩论的方式进行ꎬ 而且这些论点必须与被辩护的立场真正相关”②ꎮ 即对手可以

以承诺接受的方式同意主角的论证ꎬ 也可以通过否定承诺而拒绝这种论证ꎬ 还可以引发新的论证ꎮ 务

实话语辩证法认为ꎬ 如果一个论证有可能解决意见分歧和讨论者的可接受性ꎬ 那么这个论证就是合理

的ꎮ 最后是评估意见分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解决或对谁有利的阶段ꎮ 如果主角撤回立场ꎬ 则意见分歧

将有利于对手ꎻ 如果对手放弃了他的疑虑ꎬ 那么它就会得到主角的支持ꎮ 但是ꎬ 一个立场的成功辩护

仅仅表明这种立场可以成功地得到捍卫ꎬ 并不意味着这个观点在广义上必然是真实的或可接受的ꎮ 最

后阶段可能会导致意见分歧的解决ꎬ 也可能成为下一轮讨论的开端ꎮ
由此可见ꎬ 务实话语辩证法的模型在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理论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维度的思考: 对协

商的动态阶段关注和协商话语适用于哪个阶段ꎮ 但这种方法仍未能回答一些关键问题ꎬ 如 “为什么

意见会改变?” 不能简单地认为讨论者根据他或她的对手提出的论点撤回了他或她的意见ꎮ 在这方

面ꎬ 诸如采访或二手数据分析等补充方法仍然有效ꎮ 此外ꎬ 尽管务实话语辩证法是规定的启发式工

具ꎬ 但我们必须承认评估者在解释方面仍有很大的自由度ꎮ

三、 未来研究的方向

　 　 对协商质量或协商能力的评估意味着对实践中的协商能有更为清晰的认知ꎬ 也是将理论上的民主

向实践中的民主推动的关键一步ꎮ 诚然ꎬ 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的ꎬ 就算审视了协商实践全过程的务实

话语辩证法ꎬ 也不能保证在参与者讨论过程中用完全定量的方法对意见的同意与否定做出一定的解

释ꎬ 何况那些以静态视角仅仅测评理论上对实践有所指导的纯抽象价值呢? 然而ꎬ 我们只有对西方民

主协商质量评估方法进行细致了解ꎬ 才能够将其中的争论进一步扩展ꎬ 才能以一种至少是接近合理成

分的方式将批判式思考与创新带入更为广泛的实践中ꎮ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来构建一套扎根

中国现实的协商质量评估体系和理论框架ꎬ 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原创性的贡献ꎮ
首先ꎬ 加强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ꎮ 尽管大多数评估方法都强调对哈贝马斯理论

的借鉴与坚持ꎬ 但是却鲜少明确地将其方法和分析工具用于协商的语言与过程评估中ꎮ 我们需要对诸

如 “什么是论证” “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 “在协商中采取什么策略加强交流” 等关键问题在他的理

论中找到明确的方法论回答ꎮ 其次ꎬ 探索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协商质量评估方法ꎮ 正如前文所述ꎬ 一

些评估指标的设置能够通过不同程度的赋值算出得分ꎬ 甚至在言语行为方法基础上对话语分布状态进

行定量分析ꎮ 但是对于协商过程中的许多要素并不能单纯依靠定量ꎬ 而是应该深入其中ꎬ 由评估者根

据协商议题本身、 沟通交流以及辩论的过程做出基于协商结果的文本记录ꎮ 一个评估方法没有对实际的

协商程序进行追踪ꎬ 就会缺失对协商最本质内涵的关注ꎮ 参与者在协商公共环境中提出的论点ꎬ 连同他

的承诺和背景假设ꎬ 在单纯语言评价中都是不够明确的ꎬ 因而需要进一步的审查和分析ꎮ 最后ꎬ 构建与

本土化协商实践相配套的协商质量评估体系ꎮ 任何协商实践在运行中都因地域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发

展趋势ꎬ 反映着当时当地现实语境的特色ꎮ 学者应该在普遍意义上借鉴方法的核心价值ꎬ 并根据协商的

不同形式与发展状况作出相应调试ꎬ 以求建构基于本土化协商实践的评估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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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１９ＮＤＪＣ１１２ＹＢ)ꎮ
作者简介: 张庆花ꎬ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ꎻ 王丽欣ꎬ 吉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ꎮ

改革开放中的思维变革及其精神意蕴

张庆花１　 王丽欣２

(１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ꎻ ２.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ꎬ 彰显了思维变革的启蒙创新意

蕴ꎮ 日常思维的回归打破了意识形态束缚ꎬ 深刻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需求ꎬ 体现了实事求是的

理性精神ꎮ 辩证思维以思想解放为前提ꎬ 深化了人们对 “社会主义本质” 的认识ꎬ 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了协

调发展与创新ꎮ 多元思维促使人们跳出点、 线、 面的限制ꎬ 强化了个体能动性和发展全面性ꎬ 激发了现代化

建设新活力ꎮ 人本思维坚持了 “人民中心论” 理念ꎬ 体现了人民群众认识主体、 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

统一ꎮ
关键词: 改革开放ꎻ 思维变革ꎻ 中国道路ꎻ 思想启蒙ꎻ 价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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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开启了 “中国道路” 探索的新征程ꎬ 也引发了当代中国最深刻的思维变革和思想启蒙

运动ꎮ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ꎬ 思维变革同社会转型具有内在统一性ꎬ 把握住了思维变革实质也就从根本

上抓住了社会大变革的基本运动规律ꎮ 因此ꎬ 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探讨不仅要关注政治、 经济、 社

会、 文化、 生态等具体领域的变化ꎬ 还要关注其背后的思维变革对现实世界的启蒙与思想引领作用ꎮ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改革开放实践中提炼出这些思维理念ꎬ 进而发挥好其对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指导意

义ꎮ 探讨改革开放中思维方式创新有利于深化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ꎬ
增强对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的认同ꎬ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ꎮ

一、 以回归日常思维解决现实问题ꎬ 彰显 “实事求是” 的理性精神

　 　 “实事求是” 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ꎬ 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处理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ꎮ “实事求是”
就是从当前实际出发ꎬ 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开动脑筋解决现实问题ꎬ 包含了 “一切从实际出发ꎬ 理论

联系实际ꎬ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等内容ꎮ 而立足于中国国情的 “实事求是” 要求我们回归

日常思维ꎬ 创造一切条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吃穿住用行等日常生活需求问题ꎮ 回归日常思维的改革

开放深刻把握了当代中国的最大需求ꎬ 勇于面对和解决困扰日常生活需求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ꎮ 在彰

显实事求是理性精神的同时ꎬ 摆脱了感性思维的束缚ꎬ 开始走出盲目崇拜及政治运动的迷雾ꎮ
回归日常思维的改革开放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ꎬ 凸显了鲜明的问题意识ꎮ 改革开放前ꎬ “以阶级

斗争为纲” 的政治路线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国情ꎬ 导致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ꎮ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

新确立了 “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ꎬ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ꎬ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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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日常思维ꎬ 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ꎮ 邓小平同志曾旗帜鲜明地

指出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ꎬ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①ꎮ 正是本着 “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日常思维ꎬ
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ꎬ 立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ꎬ 求真务实

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ꎮ 当前ꎬ 中国正处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期ꎬ 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秉

承 “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日常思维ꎬ 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

的矛盾ꎮ
回归日常思维的改革开放推进了理论的与时俱进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ꎬ 曾指导

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ꎮ 这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ꎮ 改革开放后ꎬ 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马克思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及发展问题ꎬ 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ꎬ 提出要准确地理

解、 掌握、 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ꎮ 实践证明ꎬ 不坚持实事求是ꎬ 理论就难以与时俱

进ꎬ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实现新发展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社会主

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成果ꎮ 同理ꎬ “三个代表” 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ꎬ 都离不开对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的科学判断ꎮ
回归日常思维的改革开放坚持实践标准ꎮ 依据什么评价人类社会活动ꎬ 是一个历史性难题ꎮ 马克

思认为应该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的社会历史ꎬ 凸显了社会历史评价的实践依据ꎮ 改革开放把实

践作为标准ꎬ 摒弃了 “两个凡是” 的判断标准ꎮ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ꎬ 以是否有利于生

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为标准ꎬ 切实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ꎮ 邓小平指出ꎬ 改革是一

场革命ꎬ 是一场社会历史发展判断标准的思想革命ꎮ 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回归现实世界ꎬ 以平常心、 日

常思维审视我们的活动ꎮ “白猫黑猫论” “摸着石头过河” “三个有利于” 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实

践标准灵活运用的重要理论成果ꎮ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高度统一ꎬ 仍然是新时代检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的唯一标准ꎮ 正如习近平所言ꎬ “当代

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ꎬ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ꎬ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

模板ꎬ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ꎬ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②ꎬ 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发

展模式选择的正确与否ꎬ 是由现实所决定的ꎬ 也应该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去判断ꎮ

二、 以辩证思维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ꎬ 体现了协调发展精神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而辩证思维是改革开放中人们驾驭复杂局面和

处理复杂问题的基础ꎮ 辩证思维就是承认事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ꎬ 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ꎬ 既全面

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又重点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ꎬ 坚持 “两点论” 与 “重点论” 的统一ꎮ 中国共产

党人用 “一分为二” 的辩证思维深化了对 “社会主义本质” 的认识ꎬ 既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
又强调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ꎬ 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ꎮ

以往ꎬ 我们过于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ꎬ 而忽视了如何彰显其优越性的难题ꎮ 邓小

平指出ꎬ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ꎬ 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

展ꎬ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③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与社会主

义的本质密切相连的ꎬ 不能辩证地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ꎬ 也就难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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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社会主义的本质ꎬ 是解放生产力ꎬ 发展生产力ꎬ 消灭剥削ꎬ 消除两极分化ꎬ 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ꎮ”① 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的解放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上ꎬ
为此ꎬ 我们应该辩证地审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 通过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ꎬ 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ꎮ 改革开放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再深化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ꎬ 其实践的成功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ꎮ 当然ꎬ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还有赖于社

会历史的发展ꎬ 改革开放越有活力ꎬ 越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ꎬ 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ꎬ 就越能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ꎮ 可见ꎬ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推进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中辩证地审

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 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辩证思维使人们克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弊端ꎬ 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将是一个长期并存的过程ꎬ 社会主义不能在封闭和与世隔绝中发展自己ꎬ 只能以开放的姿态牢牢抓

住全球化发展机遇ꎬ 利用好全球资源ꎬ 借鉴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来发展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ꎬ 使中国道路兼具民族地域特色和世界意义ꎮ 正是在辩证思维指导下ꎬ 人们才突破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零和竞争态势ꎬ 摒弃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ꎬ 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 的保守思维范式ꎬ 通过引进、 借鉴、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 管理经验及丰厚资金、
优秀成果ꎬ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发展ꎮ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ꎬ “中国道路不仅没有

背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大势ꎬ 而且通过自身的成功探索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

新的经验和动力ꎬ 为破解困扰人类社会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经验和希望” ②ꎮ 新时代ꎬ 中国更应该

在辩证思维指导下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往来ꎬ 互通有无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辩证思维除了讲 “两点”ꎬ 还讲 “重点”ꎬ 即抓住关键、 找准核心ꎮ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

大的优越性ꎬ 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方面ꎬ 实现共同富裕说到底要靠发展ꎬ 发展是硬道理ꎮ 改

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首先和重点发展经济ꎬ 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居并稳居世界第二位ꎬ 为其他方面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新时代ꎬ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变ꎬ 国家建设的重

点也进行了调整ꎬ 如经济建设要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ꎬ 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ꎻ 政治

建设要通过发扬民主激发人民创造活力ꎻ 文化建设要坚持文化自信ꎬ 坚守民族立场ꎻ 社会建设要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ꎬ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ꎬ 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断努力ꎻ 生态文明建设要遵循自

然规律ꎬ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ꎮ

三、 以多元思维激发现代化建设活力ꎬ 体现了开放创新精神

　 　 多元思维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必备的思维方式ꎬ 也是改革开放道路探索中人

们从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发生发展过程系统考察事物必备的思维方式ꎮ 多元思维就是跳出点、 线、 面的

限制ꎬ 从前后左右上下 “立起来思考” 问题ꎬ 确保思考的全面性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人以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以史为鉴的历史思维、 防患未然的底线思维全方位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

题ꎬ 激发了现代化建设新活力ꎮ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使中国共产党以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把握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和方向ꎬ 坚定

了人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ꎬ 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力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受东

欧剧变、 苏联解体及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ꎬ 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 “一个中心、 两个基

本点” 基本路线及中国走什么道路等问题出现模糊认识ꎬ 甚至出现姓 “资” 姓 “社” 的争论ꎬ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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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现出很大的波动性ꎮ 紧要关头ꎬ 邓小平发表了 “南方谈话”ꎬ 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从全局、 整

体出发ꎬ 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ꎬ 为迷茫中的人们指明了

方向ꎬ 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ꎮ “南方谈话” 后ꎬ 人们鼓足干劲ꎬ 把 “坚持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ꎬ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ꎬ 使

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 ①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同志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提出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等战略宏愿ꎬ 继续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活力ꎮ
以史为鉴的历史思维使中国共产党从历史视野和发展实践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ꎬ 指导人们全面了解历史、 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增强人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勇气

和力量ꎮ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思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果断做出的

选择ꎬ 彻底突破了一元论思维、 直线性思维的局限性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

中善于以史为鉴ꎬ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不变ꎬ 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方向不动摇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ꎬ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日益凸显ꎬ 为

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ꎬ 国家在改革实践中强化法治建设ꎬ 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ꎮ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历史思维分析问题ꎬ 通过学习历史、 研究历史、 借鉴历史

经验来把握今天、 开创明天ꎮ 全面深刻总结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史、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１７０ 多年

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 ９０ 多年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０ 年发展史ꎬ 尤其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探索史中

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ꎬ 以史为鉴ꎬ 使我们对改革开放实践的认识更加多元ꎬ 进而将群众活力的激发

统一于民族复兴大业之中ꎮ
防患未然的底线思维使中国共产党凡事能从最坏处准备ꎬ 根据事物发展趋势和运行状态及早划定

恪守的底线ꎬ 牢牢把握事物的主动权ꎮ 底线思维虽然为多种利益主体留出了活动空间ꎬ 但不是消极被

动地应付了事ꎬ 而是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忧患意识ꎬ 强调未雨绸缪与激发活力的统一ꎮ 改革开放以

来ꎬ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底线思维解决了种种棘手问题ꎬ 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ꎬ 体现了现代

化建设的自信ꎮ 在讨论改革开放工作基点问题上ꎬ 邓小平强调 “四项基本原则” 是四大底线ꎬ 一个

都不能突破ꎬ 从而为改革开放立下 “定海神针”ꎮ 在香港回归问题上ꎬ 他强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ꎬ 是

中国政府的底线ꎬ 从而为香港顺利回归奠定了基础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重视运用底线思维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ꎮ 在谈到政治建设问题时ꎬ 习近平强调 “必
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ꎬ 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②ꎬ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ꎮ 在谈到国家核心利益时ꎬ 他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但决不能

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ꎬ 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ꎮ 当然ꎬ 底线思维还要弘扬进取精神ꎬ 在攻守结合中

开创新局面ꎬ 激发新活力ꎮ

四、 以人为本思维秉承 “人民中心论” 理念ꎬ 凸显主体价值意蕴

　 　 人本思想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主体的行为取向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

开放中必须秉持的价值观念ꎮ 人本思维以人为根本ꎬ 重视人、 尊重人、 关心人ꎬ 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为目的ꎮ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本思维ꎬ 始终 “以人民为中心”ꎬ 一切为了人民ꎬ 一切依靠人民ꎬ 努

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 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思维ꎬ 也构成了改革开放进

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出发点、 落脚点和根本价值追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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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思维秉承了 “人民中心论” 立场ꎬ 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

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ꎬ 确立起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为出发点的路

线、 方针、 政策ꎬ 实现了从 “物” 本位价值取向到 “人” 本位价值取向的转变ꎮ 人本思维关注的人

不是抽象的ꎬ 而是现实的、 建立在一定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关系基础之上的人ꎬ 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ꎮ 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ꎬ 不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ꎬ 不改变人民群众的现实困境ꎬ 就无法

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 办事情ꎬ 把实现

好、 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ꎬ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①ꎬ 把尊

重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价值诉求ꎮ 可见ꎬ 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人民中

心论” 思想ꎬ 既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民群众ꎬ 又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得以发展的物质性条件ꎮ
人本思维使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ꎬ 调动起人民群众干事业、 促发展的主观能动

性ꎮ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出ꎬ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创造者ꎬ 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ꎬ
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ꎮ 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主要体现在 “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 上ꎬ 而

创造力居于首位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肯定、 尊重并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ꎬ 取得了辉煌的成

绩ꎮ 在谈到改革中的伟大创举时ꎬ 邓小平肯定地说: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ꎬ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ꎮ
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ꎬ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ꎬ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ꎮ”② “乡镇企业

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ꎮ 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ꎬ 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的创

造ꎮ”③ 实际上ꎬ 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统一ꎬ 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ꎮ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ꎮ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

事业ꎬ 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ꎬ 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ꎬ 同时 “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

创造伟力”ꎬ “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ꎮ⑤ 依靠人民干事业既是坚持群众路线的

具体体现ꎬ 又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ꎮ
人本思维价值取向发扬了民主ꎬ 释放了人民主体能动性ꎬ 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权益ꎬ 促进人民全面

发展ꎮ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⑥ꎬ 缺少民主ꎬ 人们合理的多元价值选择就难以获得制度支撑和

舆论氛围ꎬ 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无法实现ꎮ 由民主引发的思想解放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主体责任意

识ꎬ 为他们大胆探索、 尝试新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支撑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发扬民主有助于 “破除

束缚人民群众创造性的体制机制障碍ꎬ 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变成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⑦ꎮ 因

此ꎬ 必须把发扬民主看成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国家逐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

题ꎬ 通过不断推进权力下放ꎬ 激发地方、 企业及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性ꎬ 让他们拥有更多自主权ꎮ 党

的十八大以来ꎬ 国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ꎬ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ꎬ 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改革开

放探索的主体ꎬ 真正做到了依靠自己、 发展自己ꎬ 不断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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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初论

张泽鹏　 刘　 蓓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ꎻ 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 “家庭” 准主体性ꎬ 认为家事法亟待转变限缩的 “婚姻” 立法视角ꎬ 回归 “家庭”
立法视角ꎬ 从而加强对 “家庭” 单位的法律规范ꎮ 家事法 “家庭” 立法视角的最大立法挑战即是多元化家庭

法律调整ꎮ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 “事实伴侣家庭” 未受法律规制ꎬ 导致国家对 “家庭” 单位规范式微ꎬ 进而造

成更多社会问题ꎮ 这些事实伴侣家庭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有关ꎬ 如男女地位平等化、 人权 (性权利、
家庭权) 的兴动、 人口老龄化等ꎮ 所以应借鉴国外成熟的 “拟家式” 调整经验保护传统婚姻ꎬ 同时ꎬ 加强对

新型 “伴侣家庭” 的立法ꎮ 研究以 “家庭” 为理论线索ꎬ 以 “拟家式” 为具体调整策略ꎬ 加强对 “家庭”
单位的管理和控制ꎬ 最终实现家事法律规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ꎮ

关键词: “家庭” 准主体性ꎻ 家事法立法ꎻ “拟家式” 调整ꎻ 伴侣家庭

中图分类号: ＤＦ５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５－０２７６－０５

一、 “家庭” 准主体性与家事法 “家庭” 立法视角

　 　 “家” 乃华夏文明之独特载体与基核ꎬ “中国百姓在 ‘家庭’ 上的特殊关注恰是中国 ‘家’ 文化

个性化的展示”① ꎮ 中国人之生存基本哲学倚赖于家庭之构造与文化ꎮ②
１ 中国法治中 “家庭” 准主体性剖析

家庭生活对国人的思维与实践的浸染早已深入骨血ꎬ 家庭生活熏染了国人特有的权利义务观ꎬ 继而

对法之实践有一种特殊的意义ꎮ 所以当代中国法治须关照这一现实ꎬ 关照 “家庭” 的准主体性角色ꎮ 为

何称 “准主体性”ꎬ 是因为在现行法律规范中ꎬ “家庭” 均不是法定的主体ꎬ 即使在家事法中也未将

“家庭” 作为法律主体ꎮ 事实上中国社会中 “家” 与 “户” 是社会形态的基本形式ꎬ 其基础的地位一直

延续至今ꎮ③ 所以既要考虑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基因ꎬ 也要尊重中国当代法治现状ꎬ 以 “准主体性” 来表

述家庭具有类似或接近于法律主体地位的性质更为合适ꎮ
(１) 家庭文化陶冶下的权利与义务观

按照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 理论ꎬ④ 中国社会亲属关系的亲疏与权利意识的强弱成反比ꎮ 我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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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虽受到西方个体权利至上观念的濡染ꎬ 但家庭与亲属法律关系依然相对紧密ꎮ 在家文化陶冶之下的

中国人的权利观念ꎬ 同西方存在着诸多分歧ꎮ① 在西方的家庭中ꎬ 家庭与亲属法律关系非常松散ꎮ 我

国常以 “分家” 方式最终处理财产ꎬ 西方多以遗嘱方式处理财产ꎻ 我国家长对子女婚姻通常有建议

权ꎬ 西方则是婚姻自由ꎬ 家长很少干预子女的婚姻ꎻ 我国配偶多采用夫妻共同所有制ꎬ 西方则推崇约

定财产制ꎻ 医疗决定权上我国由家属签订手术同意书ꎬ 西方实行 “自我决定”ꎻ 我国家庭中的隐私权

意识远比西方淡薄ꎻ 我国在亲子间抚养与赡养义务上ꎬ 比西方要负担更多责任与义务ꎮ②
(２) 家庭文化侵染下的法律实践

第一ꎬ 中国古代视家庭为独立法律主体ꎮ 古代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ꎬ 称作户ꎮ 在深受

大陆法影响的日本、 韩国仍然保留有 “家制” 的一些规定ꎮ③ 第二ꎬ 法律肯定家产ꎮ 我国立法与司法

均肯定 “家产”ꎬ 如司法实践中未成年子女名下的大额财产在执行中一般会被认定为 “家产”ꎬ 除却

未成年子女接受赠与或继承的财产等特殊情况外ꎮ 第三ꎬ 法律承认亲属利益共同性、 法律行为代理

性ꎮ 我国法律明确赋予部分家庭成员以辩护资格ꎮ④ 第四ꎬ 法律承认亲属间特殊的权利和义务ꎬ 如抚

养、 扶养、 赡养、 探望、 祭奠等ꎮ 第五ꎬ 法律重视诉讼中 “家庭” 内部的和解ꎮ 如在家事审判中调

解是法定程序ꎮ 又如发生在亲属间的犯罪可以最大限度地通过无罪化或轻刑化的方式处理ꎮ⑤
２ “家庭” 准主体性要求家事法 “家庭” 立法视角回归

家事法与中国法治理论应保持整体性、 一致性ꎬ 并且家事法与 “家庭” 的关系最为密切ꎮ 然而

事与愿违ꎬ 目前家事法的立法视角主体并不是 “家庭”ꎬ 而是限缩在 “婚姻” 一隅ꎮ 所以尽快扭转家

事法立法视角变得更为紧迫ꎮ 实现家事法 “家庭” 立法视角回归ꎬ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ꎮ
第一ꎬ 确立 “人格独立的团体主义” 原则ꎮ 人格独立的团体主义是近年家事法专家提出的婚姻

家庭领域立法原则ꎮ 在人格独立的团体主义原则中ꎬ 第一位阶是团体主义ꎬ 第二位阶是个人主义ꎮ 在

团体中以 “责任与义务” 与他人结成法律关系网络ꎬ 再以 “权利” 作为保障ꎬ 这种团体性中的人格

平等和独立可以使国家、 社会更为和谐、 安定ꎮ 而西方个人化权利观与中国家庭、 社会、 政治生活并

不能良好衔接与相融ꎬ “权利本位” 的过度ꎬ 并不利于家庭、 社会、 国家的团结稳定ꎮ
第二ꎬ 加强关于 “家庭” 和 “亲属” 的立法ꎮ 首先ꎬ 最重要的就是立法视角要从 “婚姻” 回归

到 “家庭”ꎮ 其次ꎬ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部分学者建议改 “婚姻法” 为 “婚姻家庭编”ꎬ 但笔者认为婚

姻完全可归入家庭法ꎬ 因此更名为 “家庭编” 更为科学简洁ꎮ 再次ꎬ 家庭编要强化亲属制度、 家庭

关系内容ꎮ 最后ꎬ 科学对待 “家庭” 多元化的立法ꎮ 目前的传统婚姻家庭已经失去垄断地位ꎬ 这意

味着国家对于婚姻家庭的控制和管理范围在萎缩ꎬ 使越来越多的 “事实伴侣家庭” 游离在国家管理

之外ꎬ 这种趋势完全没有回落的可能ꎬ 这会造成国家管理 “家庭” 单位的效能弱化ꎮ 面对这一事实ꎬ
立法专家也多方呼吁从立法上规制 “事实伴侣家庭”ꎬ 但关于 “家庭” 模式多元化调整问题可谓立法

挑战最大ꎮ
第三ꎬ 进一步巩固 “家事和解” 的诉讼调解手段ꎮ 中国家文化认为家庭矛盾是内部矛盾而追求

“和解”ꎮ 中国传统家事诉讼强调倚靠情理、 道德、 法律融合来消化家庭内部纠纷ꎬ 通过调停、 协商、 和

解的方式化解矛盾ꎮ 司法实践应该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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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 “家庭” 的准主体性要求在立法上和首要的作为就是在家事法领域尽快实现 “家庭” 立法

视角的构建ꎬ 而家事法 “家庭” 立法视角构建的最大挑战即是多元化家庭法律调整ꎮ

二、 我国家事法 “婚姻—家庭” 立法视角下的伴侣家庭

　 　 我国古代家事法以 “家庭” 为立法视角ꎮ 古代历来重视 “家庭”ꎬ 古代的政治制度与近现代社会

大相径庭ꎮ① 中国古代社会对家庭关系中的婚姻制度给予了特殊重视ꎬ 这么做的出发点并非关乎 “婚
姻”ꎬ 而是关乎 “家庭” 利益、 “家族” 秩序及其延续ꎮ 古代家事法调整的关键性出发点与落脚点均

在于 “家庭” 与 “家族”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的革命主义思潮主要是以 “封建糟粕代表的家庭” 为革命对象ꎬ 新中国的法制

现代化完全建立在全面彻底解构 “家庭” 的基础上的ꎬ 与亲属 “轻描淡写” 的立法与社会实践形成

了极大反差ꎮ 由于针对 “封建家庭旧制” 的斗争进行的过于彻底ꎬ 甚至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文化传

统也一并彻底割除ꎬ 导致婚姻家庭立法视角从 “家庭” 限缩为 “婚姻”ꎬ 亲属规定缺失ꎬ 家庭视角湮

灭ꎮ 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名称即可窥见一斑ꎬ 立法内容同样限缩于 “婚姻” 一隅ꎮ 如此ꎬ
立法者思维一直囿于 “婚姻”ꎬ “家庭” 立法缺失ꎬ 非婚姻家庭更是无从谈起ꎮ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型社会的解构、 家庭观念复归、 传统文化的复兴ꎬ 重塑中国当代家庭法规范显

得越发重要ꎮ 家事法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 “家庭” 之重要性ꎬ 在家事法治体系的完善推进中ꎬ 首要

任务就是尽快实现从 “婚姻” 立法视角到 “家庭” 立法视角的回归与转变ꎮ
我国现代家事法需转换视角ꎬ 从 “家庭” 的角度来构建我国的 “家庭编”ꎮ 如前文所述ꎬ 需要从

法律调整名称、 内容、 体系等方面做出努力: 在 “家庭编” 中应当包括通则 (包含亲属、 姻亲、 亲

系、 亲等、 近亲属、 监护)、 结婚、 家庭关系 (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财产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 收

养、 其他家庭成员关系)、 离婚四章ꎮ 此外ꎬ 家庭编还面临另外一个重大挑战与变化ꎬ 即伴随婚姻的

“国家认可主义” 的式微ꎬ 非婚事实伴侣家庭展现了快速的发展态势ꎮ 随着传统 “家庭” 概念的更

新ꎬ 非婚同居 “家庭” 则有机会被纳入家庭的范围内ꎬ 甚至同性结合也可以组成家庭ꎮ 总之ꎬ 非婚

家庭在我国一向缺乏法律调整的传统ꎬ 但目前这种漠视的立法态度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并不相符ꎮ 越

来越多的 “事实家庭” 客观存在着ꎬ 法律上却没有给予回应、 规制ꎬ 这必然会造成国家控制、 管理

“家庭” 单位的弱化ꎮ
除异性同居家庭外ꎬ 还有同性家庭以及搭伴养老的非性关系家庭需要进行法律规制ꎬ 这与人类社

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有关ꎬ 例如男女地位平等化、 对人权 (性权利、 家庭权) 的重视、 人口老龄

化等原因ꎬ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ꎬ 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ꎮ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科学借鉴国外

已有的 “拟家式” 调整策略的成熟经验就变得十分必要ꎮ

三、 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策略

　 　 伴侣家庭指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自愿结合且在经济、 情感、 生活上相互承担权利、 义务的稳

定的、 持续的生活共同体家庭ꎮ② 从世界范围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看出ꎬ 伴侣家庭的法律关系主体

包含同性伴侣、 异性伴侣、 涉中性伴侣、 非性联系伙伴等ꎮ “拟家式” 调整指通过法律拟制手段将事

实状态的伴侣结合家庭关系拟制为家庭法律关系或直接定性为家庭法律关系ꎬ 从而实现在法律上调整

的效果ꎮ 针对伴侣家庭的 “拟家式” 调整策略ꎬ 国外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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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外 “拟家式” 调整策略的成熟经验

首先ꎬ “拟家式” 调整策略与 “家庭” 的立法视角有关ꎮ 早在 ２００６ 年始ꎬ 美国 “同居家庭” 不

再是小概率群体ꎬ 比例赶超婚姻家庭ꎮ① 在 １９９６ 年的英国ꎬ 同居伴侣约 １５０ 万ꎬ ２０１６ 年则已经发展

到 ３３０ 多万ꎮ 德国 ２０１７ 年时非婚生子女已经高达 ２９ ９％ꎮ② 与如此惊人的数据相匹配的是ꎬ 绝大多

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立法或司法中均对 “非婚家庭” 给予回应ꎮ 这根源于罗马法当时的立法视角定位

于 “家庭”ꎬ 没有定位于婚姻ꎮ 欧洲国家在传承罗马法的同时接受了罗马法 “家庭” 的立法视角ꎬ 采

用了与 “伴侣家庭” 相近的称谓ꎮ 家庭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慢慢改写ꎬ 即使欧洲有着深厚的宗教

传统ꎬ 也能顺利地认可 “非婚家庭” 存在ꎮ
其次ꎬ “拟家式” 调整策略产生于 “伴侣家庭” 规制的实践探索与 “家庭” 概念理论的交互发

展过程中ꎮ 在理论上非婚伴侣家庭是否属于家庭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ꎬ 但是实践显然已经走在了理

论的前头ꎮ 我们可以从各国存在制度及其名称来观察ꎬ 如德国有 “生活伴侣登记法”ꎬ 荷兰有 “家庭

伴侣法”ꎬ 挪威有 “联合家庭法” 等ꎮ③ 瑞典的立法没有明确分割非婚同居结合与婚姻ꎮ 在魁北克法

律制度中家庭结合模式分为婚姻、 民事结合、 事实结合ꎮ 多国或地区在 “反家暴法” 中将同居伴侣

视作 “家人”ꎮ 这些实践极大地推动了理论的发展ꎬ 反过来又催化了 “家庭” 定义的重生与升华ꎬ 扩

充了 “家庭权”④ 主体范畴ꎮ 如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８ 条是关于 “保护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的法条ꎬ
欧洲人权法院对该法条做出了明确的司法解释: 家庭生活包括婚姻家庭生活、 非婚同居等事实家庭生

活ꎮ “家庭” 定义已经进入被重新改写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ꎮ
再次ꎬ “拟家式” 调整策略的优势与启示ꎮ 这种 “拟家式” 法律调整策略在实践当中已经取得了

成效ꎬ 原来不被法律调整的结合模式被拟制为或直接定性为 “家庭” 而受到法律规制ꎬ 从而实现了

对 “家庭” 单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和控制ꎬ 家庭中的代际抚养和教育问题也得到了有效控制ꎬ 家庭

社会保障功能也得以更好地发挥ꎮ 人们在多元化的 “家庭” 中得以安身立命ꎬ 国家也依然对 “家庭”
单位实现有效管控ꎬ 可谓两全其美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也观察到 “拟家式” 调整策略仍存在混乱、 不

成熟的现象ꎮ ２００９ 年英国绿党东牛津选区的候选人彼特塔切尔曾精准描述称: 欧洲既存的林林总

总的伴侣关系立法好似一堆 “混杂物”ꎮ 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伴侣家庭法律主体范畴各不相同ꎻ 二

是不同类型伴侣家庭间的权利、 义务设定层次混乱ꎻ 三是伴侣家庭冲突法无法相互衔接ꎮ 如果先头两

个问题可以解决ꎬ 第三个问题就会得到缓解ꎬ 所以我国需针对 “主体范畴” 和 “法律效果层次” 做

出立法布局ꎮ
２ 我国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策略

首先ꎬ 采取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策略具有紧迫性ꎮ 数据显示我国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年

间ꎬ 年龄处于 １８ 岁至 ６１ 岁的未婚人口存在同居事实者比例大约是 ２０％ꎬ 时至 ２０１５ 年激增到

３１ ４％ꎮ⑤ 实践中ꎬ 愈来愈多的非婚同居现象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ꎬ 如非婚同居诉争增多ꎬ 矛盾主

要集中在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方面ꎬ 而法律空白致使矛盾无法及时化解ꎬ 极有可能激化为刑事案件ꎬ
带来诸多社会隐患ꎮ⑥ 很多学者呼吁将其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ꎮ 从长远看ꎬ 非婚伴侣家庭在得不到法

律的认可与调整、 家庭稳定性差的情况下ꎬ 使代际抚育与培养问题将成为重大挑战ꎮ 此外ꎬ 在我国

“家庭” 依然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单位ꎬ 家人相互间的扶养、 救助、 照顾、 慰藉依然是人们生存与生

活的重要保障ꎬ 而大量 “事实家庭” 却无法享有这份传统 “保单”ꎮ 若依然对非婚家庭采用不鼓励、

９７２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初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薇: «美国非婚同居法律制度述评»ꎬ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鲁晓明: «从家户并立到家庭统摄———我国民事法上家户制度的问题与出路»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刘蓓: «中日韩伴侣家庭法律调整研究»ꎬ «东疆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家庭权” 具体指在家庭成立、 存续中与解体时家庭成员所享有的权利ꎮ
张楠、 潘绥铭: «性关系的核心结构及其意义»ꎬ «学术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罗冠男: «从罗马法的姘居制度看欧洲 “事实家庭” 的规制———从与中国比较的视角»ꎬ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不禁止、 不理会的立法态度ꎬ 漠视非婚家庭的激增趋势ꎬ 必然造成管理和控制的式微ꎬ 带来更多的连

锁性社会问题ꎮ 鉴于此ꎬ 应尽快推动非婚伴侣家庭从 “事实现象” 到 “法律制度的” 路径转化ꎮ①

其次ꎬ 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策略需要 “家庭” 立法视角这一话语背景ꎮ 有保守派婚姻法学

者认为ꎬ 两性结合关系犹如一块饼ꎬ 如果法律调整同居关系、 同性关系等其他非婚姻关系ꎬ 必然造成

婚姻关系在饼中的比例缩小ꎬ 不利于保护婚姻ꎮ 这种担心是必要的ꎬ 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确实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ꎬ 并且无法通过法律强行干预ꎬ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ꎮ 鉴于此ꎬ 法学家应该

以发展的眼光面对问题ꎬ 当立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强制人们在婚姻中静卧、 达到社会控制和管理的目的

时ꎬ 为何不及时调整思维ꎬ 把立法视角从 “婚姻” 转变到 “家庭” 上ꎬ 通过对多元化 “家庭” 的管

控ꎬ 达到国家治理目的ꎬ 并且使人们可以 “各安其所”ꎬ 疏解社会矛盾ꎮ 固执地死守原有的婚姻观念

毫无意义ꎬ 婚姻变革不可能停滞或走回头路ꎬ 立法者的研究视野应该符合这一规律ꎮ 当 “家庭” 立

法视角回归ꎬ “拟家式” 调整策略就能 “名正言顺” 地具备基本理论根基ꎬ 否则 “婚姻” 一家独大ꎬ
非婚家庭永远缺乏基本的话语权背景ꎮ

再次ꎬ “拟家式” 调整策略的基本布局ꎮ 前文提及我国需主要针对 “主体范畴” 和 “法律效果层

次” 两大核心问题做出立法布局ꎬ 以规避国外立法弯路ꎮ 在横向维度ꎬ 以 “共治” 立法理念平等统

筹主体 “性别”ꎮ 须对 “性别” 组合差异 (异性、 同性等) 平等对待ꎬ 推崇立法表述为 “性别中

立”ꎬ 弱化 “性别” 引发的社会矛盾ꎮ 在纵深维度ꎬ 分两个梯度设计伴侣家庭制度层次ꎮ② 第一梯度

设立登记伴侣家庭 (民事结合) 制度ꎬ 其性质类似于事实婚姻与同性婚姻的替身ꎮ 第二梯度设立同

居家庭制度ꎬ 鼓励同居伴侣在法律框架内积极签订合法同居契约ꎮ
最后ꎬ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非婚伴侣家庭 “拟家式” 调整策略的根本目的ꎬ 并非为保护 “小概率

群体” 的利益而牺牲传统婚姻的垄断地位ꎬ 这也不符合 “法学利益权衡” 规律ꎮ 研究的起点是始于

对国家、 社会利益的全盘与长远考虑ꎬ “拟家式” 调整策略终极目的是强化国家对 “家庭” 单位的控

制与管理ꎬ 使多元化 “家庭” 各安其所ꎮ 在由 “婚姻” 立法视角向 “家庭” 视角回归时ꎬ 依然要抓

住 “主要矛盾”ꎬ 即对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加强保护ꎬ 降低离婚率ꎮ 处理好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与非婚

伴侣家庭关系ꎬ 将保护传统婚姻家庭作为第一要务ꎬ 最终实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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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０８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ｗｈｉｃｈꎬ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ꎬ ｐｒｏｍｐｔ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ꎬ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ｐｉｌｌａ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ｖｅ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ｕａｌ－ｐｉｌｌａｒ”ꎬ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ａｒ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８２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Ｚｈｕｚｈｉ Ｃｉ
Ｗａｎｇ Ｄｉ　 (１２１)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Ｚｈｕｚｈｉ Ｃｉ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ｖｅ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ｍｅ)ꎬ ｗｈｉｃｈ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ｙｒ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ꎬ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ｒｅ￣
ｃｏｒｄ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ꎬ Ｚｈｕｚｈｉ Ｃｉ ｉｓ ｒｉｃｈ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ꎬ ｗｈｉｃｈꎬ ｈｏｗ￣
ｅｖｅｒꎬ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 ｇａｐ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Ｚｈｕｚｈｉ Ｃｉ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ｈｏｗ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ｖｉｅｗｅ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ｕ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ｄａｔａ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ｓ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Ｚｈｕｚｈｉ Ｃｉ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ｅｍｓꎬ ｔｈｅｙ ｊｕｄｇ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ｙꎬ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ｌｅｓｓ ｓｏ.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ｗｏ ｆｏｌｄｓ ｉｎ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ｌｋ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ｅｌｉｔ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Ｚｈｕｚｈｉ Ｃｉ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ａｌｏｇｉｚ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ｃｉｔ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ｅｅｄ ｍｉｍｉ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ｒｈｙｔｈｍｓ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ｗｈｏｓｅ ｔｅｘｔ ｌｙｒ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Ｏｎ Ｂａｋｈｔ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ｉｎｇ Ｊｉａｎｈｏｕ　 (１８８)

１９３０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４０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Ｍ. Ｍ. Ｂａｋｈｔｉ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Ｉ￣
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８１ꎬ Ｆｏｕ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ꎬ “Ｂａｋｈｔ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ｅｒｍ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ｋｈｔｉｎ̓ｓ ｗｈｏｌ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ａｒｅｅｒꎬ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ｏ ｈｉｓ ｌａｔｅ ｙｅａｒｓ’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ｈｉｓ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ｏ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Ｓｕｃｈ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
ｓｏ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ａｋｈｔ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ｂｅｇａ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ｓ ｄｉ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ꎬ ｔｈ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ｌｋ ｌａｕｇｈ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ｏｎ ｔｏ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ｉ－
ｍ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ｍ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ｈｉｓ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ｏｌｏｇ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 －ｍｏｎｏｌｏｇｉｓ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ｏ ｍｕｃ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 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ｏｕｂｔꎬ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Ｂａｋｈｔ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ｇｏｅｓ ｆａ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２８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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