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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年来ꎬ 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从 “转向和缺失” 到 “转变和重建” 的过

程ꎮ 从 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７８年ꎬ 因其独特的国内外环境充满着特有的曲折与探索ꎬ 是中国哲学研究困顿和曲折

演进的 ３０年ꎬ 中国哲学研究经历 “转向和缺失”ꎬ 走过了曲折变化和艰难演进的 ３０ 年历程ꎮ 改革开放以

后ꎬ 中国哲学研究进入转变和内在化发展阶段ꎮ 中国哲学研究摆脱了单一的、 他律的泛意识形态化写作ꎬ
历经 １９８０年代的 “反传统”、 １９９０年代对于传统的认同、 复归和 ２０００ 年以后方法范式的创新及哲学的新

建构ꎬ 走上了多元探讨与自主发展的新征程ꎬ 在激活传统的同时ꎬ 又开始塑造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和新生命ꎮ
关键词: 中国哲学ꎻ 叙事方式ꎻ 文化认同ꎻ 出土文献ꎻ 方法论ꎻ 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０１－１８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和轨迹ꎬ 大体上经历了从 “转向和缺失” 到

“转变和重建” 的过程ꎮ 前 ３０年因其独特的国内外环境充满着特有的曲折与探索ꎬ 是中国哲学研究

困顿和曲折演进的 ３０年ꎬ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ꎬ 中国哲学研究走上了学术化道路ꎮ 这表现为一系

列的转变: 从单一的、 他律的泛意识形态化写作到多元的、 自律的和学问本身的探讨ꎻ 从简单化的反

传统到对传统的同情理解、 认同与创造性转化ꎻ 从外在性范式的接受到方法范式的创新和哲学学说的

新建构ꎮ 中国哲学研究 ７０年的发展和转变ꎬ 是 ７０年来中国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整体发展和转变

的一部分ꎮ 如今ꎬ 站在 ７０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顾这一历程ꎬ 反省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曲折性ꎬ 回顾中国

哲学研究的转变和发展ꎬ 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我们将 ７０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整体上划分为两大阶段ꎬ 第一大阶段是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８ 年ꎬ 这

是中国哲学研究的 “转向和缺失” 阶段ꎻ 第二大阶段是从 １９７８年到现在ꎬ 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 “转
变和重建” 阶段ꎮ 在每个阶段内部的不同时期ꎬ 又有其侧重点和一定的差异ꎮ ７０ 年来中国哲学的演

变非常复杂ꎬ 这一回顾并非事无巨细地描述和说明ꎬ 而主要是通过一些例证和案例ꎬ 对 ７０ 年的发展

历程做出整体性和宏观性的概括ꎬ 以此把握 ７０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轨迹ꎬ 认识中国哲学研究在各个

阶段的状况ꎬ 保持其历史记忆并产生新的想像和预期ꎮ

一、 中国哲学研究的探索与曲折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是曲折变化和演进的 ３０ 年ꎬ 因独特的国内外环境ꎬ 中国哲学研究

逐渐偏离了学术自身的发展轨道ꎬ 失去了自律性和自我性ꎬ 走过了 “转向和缺失” 的 ３０ 年历程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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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中国哲学研究ꎬ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 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５６年ꎮ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ꎬ 是改造和批判旧的哲学体系ꎬ 以探索

和建立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范型ꎮ
１９４９年 ７月ꎬ “中国新哲学” 筹备会在北京成立ꎬ 这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开启ꎮ 该会

议提出ꎬ “中国新哲学” 研究会成立的宗旨ꎬ 即是 “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

泽东思想ꎬ 以期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ꎬ 并批判吸收旧哲学的遗产ꎬ 在文化思想战线上

展开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①ꎮ 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指导思

想ꎬ 批判 “旧哲学” 的话语体系ꎬ 以建立起 “新哲学”ꎬ 成为整个中国哲学界迫切的任务ꎮ
１９５０年前后ꎬ 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面铺开ꎮ 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号召ꎬ 加入到对自

身 “改造” “批判” 的大军ꎮ 冯友兰、 金岳霖等一批早已富有盛名的哲学家ꎬ 此时也拿起 “新哲学”
的武器对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猛烈地检讨和抨击ꎮ 冯友兰首先对准了自己的 “新理学”:
“我以前所讲的新理学ꎬ 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的回光返照ꎮ 其社会影响是与革命有阻碍的不仅妨

碍了自己的进步ꎬ 也妨碍了别人的进步ꎮ” 在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 «实践论» 并亲身参加了一些革

命实践之后ꎬ 冯友兰认识到了自己哲学史观的 “错误”: “我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ꎬ 在现在看它的立

场与观点都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方法是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ꎬ 这种哲学史工作

“不过是为了材料而材料”ꎬ “在知的范围内打圈子”ꎬ 不了解哲学史的规律也得不到哲学史的真相ꎮ②
金岳霖也对自己过去的哲学立场做了彻头彻尾的检讨ꎮ 他说自己一直有非常浓厚的纯技术观点ꎬ 注重

抽象分析方法ꎬ 但经过学习改造ꎬ 认识到了这种学风是脱离实际的ꎬ 是与 “新哲学” 格格不入的ꎮ
“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哲学本质上不同ꎮ 旧哲学是形而上的ꎬ 根本上是反科学的ꎬ 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

的哲学ꎬ 它硬是真理”ꎬ “我现在要打碎我的蜗牛壳ꎬ 肃清多年来支配我生活的资产阶级腐朽思

想”③ꎮ 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碰撞下ꎬ 哲学家们非常真诚地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ꎬ 他们开始改

造旧有的思想立场ꎬ 一场中国哲学界的 “革命” 与 “转向” 正在悄然展开ꎮ 梁漱溟在 １９５１ 年参加完

土地改革的工作后ꎬ 也写下 «两年来有了哪些转变?» 的检讨文章ꎬ 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改

变ꎬ 自己也发生了 “打破记录” 的转变ꎬ 不仅改变了自己理论立场ꎬ 也转变了原有的哲学思想ꎬ 在

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在建国上的种种成功后ꎬ “乃生极大惭愧心ꎬ 检讨自己错误之所在”④ꎮ 贺麟也对自

己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真诚忏悔ꎬ 说自己曾经宣扬神秘化的直觉和直觉化的唯心辩证法ꎬ
要求把儒家思想宗教化ꎬ 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结合来抵制马克思主义ꎻ 但经过思想改造ꎬ “深切痛

恨自己过去的反科学、 反唯物辩证法的直觉思想”ꎬ 希望自己能 “去掉旧包袱、 争取新成就在思

想上、 生活上、 学术研究工作上可以引起一个根本的改造”ꎮ⑤

在转变与改造自我的同时ꎬ 哲学家们也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ꎮ 如何在新的时代形势

和思想立场下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哲学人物与哲学观点ꎬ 构成了这一时期哲学史书写和研究的重

点ꎮ 在 １９５０年发表的 «中国哲学底发展» 一文中ꎬ 冯友兰即开始尝试着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重新

评价历史上的哲学人物ꎮ 在他的书写中ꎬ 孔子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孔子摇身一变ꎬ 成为

“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 “唯心主义的反动派”ꎬ 变成了落后的、 保守的、 应当遭到批判的对象ꎮ 与孔

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中国哲学年鉴 １９８２»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年ꎬ 第 ２９８页ꎮ
参见冯友兰: «一年学习的总结»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年 １月 ２２日ꎻ «学习 ‹实践论› 的收获»ꎬ «光明日报» １９５１年 ３月 ２４

日ꎬ 载 «三松堂全集» 第 １４卷ꎬ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３９７页ꎮ
金岳霖: «金岳霖文集» 第 ４卷ꎬ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年ꎬ 第 ２３－３８页ꎮ
参见 «梁漱溟全集» 第 ６卷ꎬ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年ꎬ 第 ８７５－８７６页ꎮ
参见贺麟: «两点批判ꎬ 一点反省»ꎬ 载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４５２－４６８ 页ꎮ 朱谦之也

提到ꎬ 自己解放后世界观发生了转变ꎬ 经过思想改造ꎬ 认识到 “艺术和教育都是有阶级性的”ꎬ 自己以前的 “超阶级思想” 是根本错

误的ꎬ 过去的 “个人英雄主义” 是万万要不得的ꎮ 朱谦之还专门写了 «实践论———开辟了新认识论的门径» «实践论———马克思主义

辩证认识论底新发展» 等文章ꎮ



子命运类似ꎬ 孟子、 庄子也被看成 “神秘主义的代表”ꎬ 老子被定性为 “没落的贵族底隐士”ꎬ 程颐、
朱熹被评价为 “客观唯心主义的人物”ꎬ 而程颢、 王阳明则成了 “主观唯心论的代表”ꎬ ３ 世纪末叶

到 １９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 “大抵都是地主统治阶级底哲学” 唯有墨子因为 “是孔子的反对者”、
韩非 “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益”、 王夫之等 “最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 而受到有限的推崇ꎮ①

冯友兰的这篇文章并非个例ꎮ 在 １９４９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ꎬ 中国哲学史全都是这么被公式化

地书写的ꎮ② 历史人物被塑造成了一个个的阶级、 斗士ꎬ 思想史料被肢解为了冷冰冰的遗产、 对象ꎬ
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一部唯物与唯心的 “两军” 交战史ꎮ １９５５年汤用彤也主动地检讨道: “在这部书中

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ꎬ 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ꎮ 我只是孤立地

就思想论思想、 就信仰论信仰ꎬ 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ꎬ
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ꎮ”③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间的改造和转向无疑是 “彻底” 的ꎮ 在经历了最大规模的 “大批判” 和 “大改

造” 后ꎬ 哲学家们纷纷 “转变” 了ꎬ 他们 “尽弃所学而学焉”ꎬ 从立场、 观点到方法均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转换ꎮ 这是一场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肃运动ꎬ 是中国哲学从炼狱中求得 “新生” 的大洗礼ꎮ
应当肯定ꎬ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视点下的中国哲学研究ꎬ 显示出了一定的活

力和生机ꎮ 但过于单一、 绝对甚至是照搬苏联教科书的统一模式来加以理解和阐释的偏向ꎬ 却也造成

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一定时期内的问题与误区ꎮ 丰富多彩的哲学史面貌开始被单一的、 一元论的哲学史

观所取代ꎮ 中国哲学的形象变得千篇一律ꎮ
第二个时期是从 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６年ꎮ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ꎬ 是反思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误区ꎬ 进一步探索和重建中国哲学研究新的方法与范式ꎮ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整合和对于具体人物

的批判运动ꎬ 理论建设和范式转型的使命和任务在此时也变得越来越迫切ꎮ
１９５７年前后ꎬ 一股 “反思” 的春风悄然而至ꎬ 中国哲学界迎来了一丝难得的转机ꎮ １９５６ 年首次

公开了毛泽东 “百花齐放ꎬ 百家争鸣” 的主张ꎬ 指出 “人民内部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ꎬ④ 这一信

号迅速被学界视为允许 “自由鸣放” 的契机ꎬ 哲学家们也纷纷开启了一股 “反对教条主义” 的风气ꎮ
“反思” 首先围绕着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展开ꎬ 对于唯心主义的过度批判和否定ꎬ 引发了哲学家

们的不满ꎮ １９５６年 １０月ꎬ 郑昕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 «开放唯心主义»ꎬ 提出允许大学开设唯

心主义课程、 允许一部分人坚持唯心主义的建议ꎻ⑤ 同月ꎬ 冯友兰发表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

问题»ꎬ 指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只有斗争ꎬ 也有相互吸收和转化”ꎻ⑥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ꎬ 朱伯

崑在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中指出ꎬ “曾经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采取全盘否

定的态度ꎬ 是过于简单化了 (唯物和唯心) 二者很难说哪一方面是基本的”ꎻ⑦ 贺麟、 陈修斋更

是直接提出ꎬ “唯心主义中也有好东西”ꎬ “唯心论不是完全消极的ꎬ 它促进着唯物论的发展ꎬ 是不容

否认的事实”⑧ 一时间ꎬ 要求肯定唯心主义的合理因素、 呼唤重新评价唯物与唯心关系的声音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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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而来ꎮ 反思、 争鸣的空气弥散于整个中国哲学领域ꎮ
有关 “中国哲学史” 该如何书写和继承的问题ꎬ 也在这场反思中得到了关注ꎮ 如果说哲学史不

过是唯物和唯心的斗争史ꎬ 那么整个中国哲学就变成了 “错误大全”ꎬ 这种 “公式化” 的书写和 “批
判式” 的研究ꎬ 引发了哲学家们的质疑ꎮ 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ꎬ 冯友兰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 «中国哲学

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ꎬ 提出哲学史上的许多命题包含两层意义ꎬ 一是 “抽象意义”ꎬ 一是 “具体

意义”ꎬ “具体意义” 与哲学家所处的社会状况直接相关ꎬ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ꎬ 而 “抽象意义” 可以

为一切阶级服务ꎬ 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ꎻ 中国哲学研究既要注意哲学命题的 “具体意义”ꎬ 也要

注意其 “抽象意义”ꎬ “必须两方面都适当的照顾”ꎮ① 这一所谓 “抽象继承” 的说法迅速引发争议ꎬ
“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ꎮ 据研究者指出ꎬ 冯友兰提出 “抽象继承法” 具有深层

的含义ꎬ 它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迂回的保护ꎬ 也是在政治化的写作方式下对于中国哲学学科

“生命” 和 “意义” 的隐晦的争取ꎮ②

反思的声音、 观点不断汇集ꎬ 并在 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主办的 “中国哲学史问题” 座谈会上达到了

高潮ꎮ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间的这场 “反思”ꎬ 是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一次难得的探索与尝试ꎬ 是对于政治

化的写作方式和一元论的哲学史观的一种突破ꎬ 也是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向和重建的一次有益的

探索ꎮ 思想改造中过火、 激烈的一面始终在困扰着哲学家们ꎬ 过度地批判历史上的唯心主义ꎬ 不仅否

定了他们以前工作的价值ꎬ 也否认了哲学家的人格和这门学科存在的意义ꎮ 因此贺麟提出 “唯心主

义中也有好东西”ꎬ 冯友兰认为 “中国哲学史命题具有抽象的意义”ꎬ 这些艰难的 “辩护” 与 “抗
争”ꎬ 既是对于 １９４９年以后单一化、 片面化学术研究而造成的哲学史内容单调和贫乏的不满ꎬ 同时也

是对于他们自身价值和学术自律与尊严的有限度的肯定与回归ꎮ
但是这场反思却很快遭遇了挫折ꎮ １９５７ 年下半年ꎬ 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风云动荡和党内对

“资产阶级右派浮出水面” 的估计ꎬ “反右” 运动很快便延伸至学术领域ꎬ 中国哲学界 “反对教条主

义” 的思潮被 “批判修正主义” 的口号所代替ꎮ 反思的成果和结论没有被继承下来ꎬ 反而导向了下

一轮更大规模的批判ꎮ 在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影响下ꎬ １９６０ 年前后ꎬ 学术领域的批判范围也在不断

地扩大ꎬ 批判的焦点和领域在不断深化ꎬ 受牵连的人物越来越多ꎬ 任何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都会被升

级为批判的导火索ꎮ③ 在 １９６２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一册中ꎬ 冯友兰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写

下的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 做了彻头彻尾地检讨ꎮ 在序言中他写下: “哲学史不是也不可能客观主义

地处理它的对象ꎬ 哲学史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哲学史工作的任务ꎬ 在于从无产阶级的立

场出发分析这些思想对他们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和估价ꎮ”④ 在这本凝聚了冯友兰一直以来 “重
写” 中国哲学史心愿的著作中ꎬ 显然已经彻底接受了把哲学史研究作为一种 “思想武器”、 一项 “政
治任务” 来看待ꎮ 即便如此ꎬ «中国哲学史新编» 的出版依然不可避免地招来非议ꎮ 学术的讨论被轻

易地置于政治的语境中了ꎬ 早已越过原有学术讨论的范围ꎮ 愈发单一、 绝对和教条化的哲学观与哲学

史观ꎬ 已经容不下更加冷静、 客观和中立的学术探讨与分析ꎮ 中国哲学的形象变得单调乏味ꎮ
应该说ꎬ １９５７年前后的这场 “反思”ꎬ 本是中国哲学领域一次难得的积极探索ꎬ 但是它的成果却

没有被继续下去ꎮ 在当时的中国ꎬ 学术与政治的捆绑问题ꎬ 是所有学者都无法回避的课题ꎬ 无论是反

思的开始、 高潮还是被迫中断ꎬ 都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关ꎮ 在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年间学者们并非没有注

意到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之间的复杂性ꎬ 如贺麟就曾指出ꎬ “哲学史上的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不同的”ꎬ

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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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普遍性形式” 的说法被定性为 “超历史、 超阶级的抽象方法” 而受到讨伐ꎮ 关锋: «批判冯友兰先生的 “抽象继承法” »ꎬ «哲
学研究» １９５８年第 ３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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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治与学术简单混同的做法是 “片面狭隘地理解哲学的党性和学术不能脱离政治ꎬ 把历史上的唯

心主义的大哲学家都当成哲学上的敌人来处理”ꎬ 这种做法造成了 “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ꎮ①

但遗憾的是ꎬ 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ꎮ 在 “学术就是政治” 或 “学术从属于政治” 的

惯性思维下ꎬ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ꎬ 哲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本就应该是为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服务的ꎬ 因

此对于政治与学术 “松绑” 的意见在当时很难产生影响ꎮ 而正是在这一学术与政治捆绑的进一步加

剧中ꎬ 中国哲学的转向与探索历程陷入了困顿与挫折ꎮ 发展到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年前后ꎬ 教条主义的哲学

史研究淹没了 “学术自律” 的意识ꎬ 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ꎮ
第三个时期是从 １９６６年到 １９７８年ꎮ “文革” 期间ꎬ 中国哲学研究走过了曲折与困顿的 １０年ꎮ 简

单粗暴式的政治批斗、 极端盲目的 “批林批孔” 和 “评法批儒” 充斥于学术领域ꎬ 在学术的政治化

和泛意识形态化走向极端的过程中ꎬ 中国哲学也彻底脱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ꎬ 丧失了作为一门学科的

独立性与真诚性ꎮ
１９７３年前后ꎬ 由于被视作 “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的 “思想武器” 和 “理论基础”ꎬ 孔子

和儒家再度成为被批判的中心ꎮ 批孔 “檄文” 大量涌现ꎬ 孔子的 “天命论” “鬼神观” “认识论”
“历史观”ꎬ 以及 “克己复礼” “德刑对立” “中庸之道” 等等全部被拎出ꎬ 并予以极端性地否定和推

翻ꎮ② “评法批儒” 的斗争也随之而来ꎮ １９７５ 年ꎬ 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发表文章指出: “儒
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ꎬ 一直影响到现在批判历史上的儒家ꎬ 也就是批判现实中的儒家ꎮ”③ 为了

配合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思想路线的斗争ꎬ 中国哲学史教材纷纷被改写或重写ꎮ 杨荣国重新修订了

«简明中国哲学史»ꎬ 赵纪彬重订了 «论语新探»ꎬ 方立天和张立文等合撰了 «中国哲学史讲话»ꎮ 在

这些哲学史教科书中ꎬ 历史上的所有人物统统被肢解进了 “儒法斗争” 的框架内ꎬ 而古代思想的演

变历程被强行统一成了儒法两家的交战史——— “儒法斗争” 和 “尊儒反法” 成为 “文革” 期间中国

哲学史书写与研究的唯一线索ꎮ④ 林彪为何会与孔子联系在一起? 现实的政治斗争如何与历史上的儒

法斗争发生关系? 对于这些荒唐的事情我们无法用理性来解释ꎬ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ꎬ 也已容不下更

多的理性可言了ꎮ “文革” 的动乱使得前 １０ 多年所有问题被充分暴露并推向极致ꎬ 学术的政治化与

意识形态化经过 “反右” 斗争在此时已经达到了顶点ꎮ 虽然 “儒法斗争” 在历史上并非全无依据ꎬ
但在极端非理性和绝对式的讨论下ꎬ 所谓 “尊儒反法” ———过分尊崇法家和全盘否定儒家———却只

能是对于真实的哲学史面貌的扭曲与肢解ꎮ 这种独断论式的写作并不能为中国哲学带来任何的突破与

创造ꎬ 反而造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极端贫乏与无聊ꎮ 在 “文革” 期间ꎬ 整个中国哲学学科

都面临着自身意义丧失的严重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 冯友兰、 朱伯崑、 金岳霖等一批老一辈哲学家ꎬ 也纷纷被扣上了 “资产阶级反动学

术权威” 的帽子ꎬ 他们不仅不能再为历史上的哲学人物做任何的辩护了ꎬ 甚至连自身都难保ꎮ 我们

不仅看不到哲学家任何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了ꎬ 他们仅余的一些文字也不过是盲目的、 荒谬的、 不加

反思的自我批判与批斗ꎻ 更为糟糕的是ꎬ 连学术研究的刊物都被一一停办ꎬ 哲学研究失去了发表成果

的园地ꎮ 在极端化的学术与政治的捆绑中ꎬ 知识分子被严重地 “非知识分子化” 了ꎬ 他们的学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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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丘»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５年ꎬ 第 ４９页ꎮ



诚、 良知、 独立和规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ꎮ 在 “文革” 期间发表的几篇长文中ꎬ 冯友兰接受了学

界对于自己的所有指控: 他不仅批判了两卷本的 «中国哲学史»ꎬ 也批判 «中国哲学史新编»ꎻ 他不

仅接受了关锋的观点彻底否定孔子的思想ꎬ 甚至连自己一直到 １９６０ 年代初还在坚持的 “抽象继承

法” 和 “普遍性形式说”ꎬ 也全盘地否定了ꎮ① 在时势的迫使下冯友兰迷失了自己ꎮ 事实上在 “文
革” 期间ꎬ 整个知识阶层都面临着自身意义全然丧失的严重问题ꎮ②

“文革” 的教训无疑是惨痛的ꎮ 中国哲学研究在 “文革” 中逐渐 “缺失” 的过程ꎬ 一方面是哲

学学科独立与意义的瓦解ꎬ 另一方面也是知识阶层独立价值与人格的丧失ꎮ 应该说ꎬ 知识分子的命运

浮沉ꎬ 和这门学科的命运总是休戚相关ꎬ 他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评判ꎬ 与他们自己的相互批判和

自我认知交织在一起ꎮ 冯友兰的遭遇当然并非个例ꎮ “学术” 与 “政治”、 “一元” 与 “多样” 的关

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没被处理好ꎬ 留下了一些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ꎮ 因此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程ꎬ 在

中国哲学研究这一 “非正常” 的时代ꎬ 不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抉择虽不尽相同ꎬ 但都是时代的缩影ꎬ
他们的学术生涯同样告诫着我们: 如果不能从单一的、 他律的研究模式中摆脱出来ꎬ 那么学术的自由

与思想的多元便无法成为可能ꎮ 而这一切ꎬ 都要等到 “文革” 结束以后才能真正有所改变了ꎮ

二、 学术回归、 “反传统” 与中国哲学叙事的转变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改革开放的开启ꎬ 为中国哲学的 “转变和重建” 带来了重要契机ꎮ 在摆脱了政治化的写作方式

和单一的、 大一统的泛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哲学研究ꎬ 终于改弦更张ꎬ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命ꎮ 在

学术化的写作方式中如何更好地转变和重建、 确立自身ꎬ 成为 ４０ 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和探索的新的主

题ꎮ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ꎬ 一股社会文化思潮在学术领域开始兴起ꎬ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走进了学者的视野ꎮ 文化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ꎬ 但 “反传统” 和 “西化” 的叙事

方式却为中国哲学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与争议ꎮ 正是在不断地检讨、 反思如何对待 “传统” 的讨论声

中ꎬ 中国哲学学者迈出了独立自主地探寻自身发展道路的下一个征程ꎮ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ꎬ 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ꎬ 中国哲学迎来了一次

“转变自我” 的重要契机ꎮ 在新修订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 的自序中ꎬ 冯友兰郑重地写下: “经过两

次折腾ꎬ 我得到了一些教训路是要自己走的ꎬ 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ꎬ 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

研究得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ꎬ 我决定再继续写 «新编» 的时候ꎬ 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

思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ꎬ 不依傍别人!”③ 冯友兰清醒地认识到ꎬ 中国哲学不应

该用外在于学术的观念来为自己进行定位ꎬ 而应该从这门学科本身来发现它的价值与意义ꎮ 在历经了

“文革” 的动乱和粉碎 “四人帮” 的数次 “折腾” 之后ꎬ 哲学家终于复出和回归了ꎬ 他们反省学术

良知的不幸丧失ꎬ 开始遵循自己的内心ꎬ “修辞立诚” 地书写中国哲学ꎮ
正是在哲学家们的反思和反省声中ꎬ 中国哲学学科的 “回归学术” 运动拉开了帷幕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 在山西太原召开ꎮ 作为 “文革” 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

会ꎬ 这次会议被视为是对前 ３０ 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集中性的反思ꎮ 反思首先从 “批林批孔” 开

始ꎬ 随后深入到对于 “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 的重新认识、 对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系的重新评

价、 对于哲学观点与政治逻辑的重新梳理ꎬ 百余名老中青学者参与了这场反思ꎮ 在汪子嵩等人看来ꎬ
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 “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 的定义ꎬ 不仅造成了哲学史研究 “乱贴标签”

６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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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ꎬ 也为中国哲学的书写带来了长期简单化、 公式化和符号化的弊病ꎬ 因此必须用列宁所说哲学

史 “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 的看法ꎬ 来重新纠正和反思日丹诺夫模式ꎮ① 任继愈也指出: “学术界

经常把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同起来ꎬ 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 政治进步ꎬ 哲学唯物ꎻ 政治反动ꎬ 哲学

唯心ꎬ 这个毫无根据的主观框框不打破ꎬ 就既不能认识唯物主义ꎬ 也无法识别唯心主义ꎮ”② 在结束

了长达 １０年的动乱之后ꎬ 哲学家们终于试图挣脱出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束缚了ꎬ 伴随着 “阶级斗

争为纲” 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巨大转变ꎬ 如何突破单一的政治化写作方式ꎬ 如何探索出属于

中国哲学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道路ꎬ 成为摆在哲学家们面前一项崭新的课题ꎮ
在张岱年看来ꎬ 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应该包含两层含义: 一为 “阶级意义”ꎬ 一为 “理论意义”ꎬ

对于历史人物和哲学观点的评价ꎬ 不应该拘泥于某个哲学家的 “阶级意义” 或 “阶级分析”ꎬ 也不能

执着于对某些哲学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反复纠缠ꎬ 而应该深入到哲学思想的 “理论意义” 中ꎬ “正
确理解每一个时代的每一思想家的哲学学说的真实涵义ꎬ 对于每一思想家的哲学命题进行全面的历史

的辩证的分析”ꎮ③ 张岱年对于哲学命题 “理论意义” 的强调ꎬ 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冯友兰 “抽象继承

法” 的一种补充与说明ꎬ 同时是对于前 ３０年研究中滥用 “两个对子” 和过度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突

破与纠偏ꎮ④ 这一对于 “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的强调ꎬ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的中国哲学界形成了重要影

响ꎬ 它为当时的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气象ꎬ 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哲学学者最早开始探

索自身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起点ꎮ 在 １９８３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中ꎬ 张岱年延续并发展

了这一观点ꎬ 他继续写道: “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与概念、 范畴的发生、 发展、 演变的历史是一致

的ꎬ 要注意概念、 范畴发展演变的历史ꎮ 我们要根据这一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ꎮ”⑤ 中国哲学研究的

“概念范畴分析方法” 浮出了水面ꎮ
应该说ꎬ １９７０年代末到 １９８０年代初的这场 “回归学术” 的反思运动ꎬ 无论是对于知识阶层的独

立意识ꎬ 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重新认同和自我建构来说ꎬ 都是一场有益的 “拨乱反正” 的思想

解放运动ꎮ 在摆脱了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之后ꎬ 哲学家们开始多元化地构建自己的方法和学说了ꎮ 多

元化的探讨和思想的迸发重新焕发活力ꎬ 失落已久的个性化特征终于得以重建ꎮ 从外在性的接受一种

模式到自觉反思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范式ꎬ 从单一的、 他律的泛意识形态化写作到多元的、 自律的和

学术本身的探讨ꎬ 中国哲学学科在反思中走上了正途ꎮ 接下来所要面临的问题ꎬ 便是如何更好地

“确立自我” 和 “发展自身” 的问题ꎮ 什么才是真正的 “自我”? 如何在自律的轨道中找到适合于自

身发展的道路ꎬ 成为中国哲学学者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ꎮ 在新的时代课题面前ꎬ 怎样更好地评价古代

哲学中的历史人物和思想传统的问题ꎬ 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ꎮ 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间ꎬ 一批有关 “孔
子重评” 的文章开始大量涌现: 李泽厚的 «孔子再评价»、 刘蔚华的 «孔子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庞朴的 «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 和 «中庸评议» 等ꎬ 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ꎮ 在这些重评文章中ꎬ 孔

子都不再以 “反动” “吃人”、 落后腐朽或面目可憎的形象示人了ꎬ 全盘否定式的激烈抨击和片面公

式化的政治书写很难再看到ꎬ 而代之以 “还孔子以本来面目”ꎬ “把孔子真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

究” 的呼声踊跃兴起ꎮ⑥ 且在重评孔子的同时ꎬ 要求对老子、 孟子、 庄子、 朱熹、 王阳明等进行 “平
反” 的声音陆续出现ꎬ 汉唐哲学、 魏晋玄学、 宋明理学、 近现代哲学等统统得到了重新评价与审视ꎮ
任继愈还提到: 对于哲学家只做笼统的阶级分析不足以说明各家各派的个性ꎬ 因为评价一个哲学家应

７曲折、 转变与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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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要看他提出了什么新范畴、 解决了什么新问题、 在人类认识史中起到了什么新作用ꎬ “哲学史工

作者的任务是把古代哲学思想用现代语言讲清楚ꎬ 既不增加也不减少”①ꎮ
不增不减地评价传统既是对于前一阶段研究的拨乱反正ꎬ 同时也构成了新研究的起点ꎮ 作为一门

与传统学术密切相关的学科ꎬ 对于 “传统” (传统人物和传统思想) 的认识和评价ꎬ 其实直接关联着

对于 “中国哲学” 自身的重构与理解ꎮ 因此在走出了泛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哲学学者ꎬ 当他们开始重

新建构自身的时候ꎬ 首先所要面临和解决的正是如何评价 “传统” 的问题ꎮ 正如任继愈所说ꎬ 在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ꎬ “传统” 曾一度被看成一种客观的、 历史性的、 有优有劣或好坏参半的 “遗产”ꎬ 不

增不减地评价传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调ꎮ 在 １９８５年中华孔子研究所 (即中国孔子学会的前身) 成立

大会的开幕词中ꎬ 张岱年即向整个中国哲学界发出呼吁: “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ꎬ 盲目反孔的时代

也已经过去了”ꎬ 我们的任务是对 “孔子和儒学进行科学的考察ꎬ 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②ꎮ 历史

的辩证的态度和客观科学的考察ꎬ 是 １９８０年代上半叶对待传统研究的主流声音ꎮ
但是在 １９８５年前后ꎬ 对待 “传统” 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ꎮ 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ꎬ 一股社会文化思潮

的兴起对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这便是发生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年间围绕着 “应以何种态度对待

传统” 所展开的文化讨论ꎮ 在 １９８５年前后ꎬ 随着 “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 的成立ꎬ 中国思想和学术

界正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三派 (或三个学术团体)ꎬ 三派围绕着 “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中西古今文

化的比较、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诸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ꎮ 在以 “走向未来丛书” 为代表的一

派学者看来ꎬ 中国古代传统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与启蒙ꎬ 因此必须高举西方 “科学主义” 的大旗才

能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ꎻ 而在 “文化: 中国与世界丛书” 为代表的一派学者看来ꎬ 中国文化的

现代化必须倚赖于 “人文精神” 的现代化ꎬ 因此他们拿起西方人文主义和人文学术的武器向中国传

统发起猛烈地冲击ꎻ 唯有 “中国文化书院派” 的老一辈学者仍然对传统抱有相当的肯定与同情ꎬ 但

是这一派学者 “并不居于潮流的中心”ꎮ③ 这场文化讨论开启了 １９８０ 年代对于 “传统” 的进一步反

思与争鸣ꎬ 它为长期处于闭塞的中国思想和学术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与冲击ꎮ
正是在 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的这场文化讨论中ꎬ “反传统” 和 “西化” 的思潮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ꎮ

在 “走向未来丛书派” 的代表人物金观涛等人看来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 封闭性的系统ꎬ
它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的科学与启蒙ꎬ 因此只有依靠引进外来传统ꎬ 才能创造出过去中国人民不曾有

过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ꎮ④ 这一对待 “传统” 的反思和期待迅速引发新一代年轻学者的反响与

共鸣ꎬ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共同的思想趋向与特征ꎮ 据有研究者指出ꎬ
这场以 “反传统” 为鲜明特质的文化讨论ꎬ 实质上反映了 １９８０ 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快速步入

“现代化” 的渴求ꎬ 它是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思想领域的复杂性在文化方面的反映和呈现ꎮ⑤ 于是大批

青年学者纷纷将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ꎬ 他们通过学习和引介西方学术著作和思想理论来评判传统ꎬ 通

过文化的比较与改造ꎬ 试图为现代化方案的重新设计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ꎮ⑥ 正是在这一号称 “新启

蒙运动” 的 “反传统” 思潮中ꎬ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兴起 “客观的” 和 “历史主义” 的态度不再普遍ꎬ 而

“批判传统” 与 “全盘西化” 的思潮开始成为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声音ꎮ
“反传统” 的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ꎬ 批判式的研究和否定式的写作成为这一

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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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国哲学叙事的主要特征ꎮ 不再把哲学泛化为政治斗争的中国哲学学者ꎬ 开始着眼于将哲学与文

化联系起来ꎬ 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 评价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优缺点的文章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ꎮ 在

蒙培元看来ꎬ “传统思维方式缺乏近代工业社会和科学思维的基础”ꎬ 而这些恰恰是现代社会所不能

超越的内容ꎬ 因此 “所谓现代化ꎬ 首先应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ꎮ 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是中国传

统思维方式特色或优势的说法 (如 “经验性” “整体性” “直觉性” “意向性” “稳定性” “和谐性”
等等)ꎬ 在此时已统统被视为是负面的价值、 或具有消极性意义的东西来重新认识和评价了ꎮ① 反思

和检讨传统的态度是如此的普遍和激烈ꎬ 以至于古代人物和思想传统全都不再以温情脉脉的形象示

人ꎬ 他们开始变得面目可憎ꎮ “传统” 还一度成为阻碍现代化发展的障碍ꎬ 文化落后被认为是近代以

来中国落后和退步的根源ꎮ 甚至有学者提到ꎬ 先秦 “中庸” 的和谐观念是一个 “论不过 ‘中’ꎬ 变不

出 ‘理’ 的封闭和谐体系”ꎬ 因此把这么一种 “带有明显缺陷的传统和谐理论原封不动地带入世界文

化宝库”ꎬ “是不明智与不科学的”ꎮ②

应该说ꎬ １９８０年代的这场 “新启蒙” 运动ꎬ 一方面在为中国哲学带来了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思想

资源的同时ꎬ 另一方面也暗含着自我否定、 自我解构的危险ꎮ 极端性地批判传统和不加反思的文明

“二分”ꎬ 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再次陷入到了 “西方文明中心论” 和 “反传统叙事” 的困境之中ꎮ 而到

了 １９８０年代末期ꎬ “传统叙事” 与 “启蒙叙事” 的对立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的紧张ꎬ “反传统” 和

“西化” 的各种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ꎬ 并在 １９８８ 年间以 «河殇» 为代表的 “文明二分法” 中达到了

极点ꎮ 在 «河殇» 的作者看来ꎬ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宗法性、 动物性的ꎬ 而西方的文化和文明才

是科学的、 理性的和更高级的ꎮ “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ꎬ 造

成了内向的、 求稳定的文化类型”ꎬ “五千年过去了ꎬ 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 它已不能教给我们ꎬ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ꎬ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ꎬ 走下去只能是 “自杀”ꎮ③ 这些文字在我们今天

读来仍然令人感到震惊! 本应属于广义的社会批判的内容ꎬ 却被简单地化约为了两种不同颜色的文明

差异ꎬ 从而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的非理性的诬蔑ꎮ 越来越极端和偏激的 “反传统” 倾向使得整个中

国哲学界对于 “传统” 的理解都呈现出了严重的偏向ꎮ 这大概是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ꎬ 对待 “传统” 的态

度会突然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回顾 １９８０年代ꎬ 在中国哲学重新复苏和返回自身的过程中ꎬ 中国哲学学者是带着 “检讨”

“反思” 传统的立场进入中国哲学的 “自律性” “自主性” 研究中的ꎮ 这种检讨性和反思性的态度ꎬ
既是西方近代以来 “反传统叙事” 和 “启蒙叙事” 的延续ꎬ 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人迫切地

希望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驱动ꎮ 这一真诚的反思和学术化探讨本是值得肯定与期待的ꎬ 然而令人遗

憾的是ꎬ 越来越偏激的 “反传统” 倾向却使得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再次陷入严重的偏向之中ꎮ 正如

许纪霖所说ꎬ “１９８０年代是一个真诚的、 激情的年代ꎬ 也是一个开放的、 混沌的年代”④ꎮ 在反思与

突破、 机遇与挑战、 真诚与开放并存的时代氛围下ꎬ 中国哲学学者带着重新转变对 “传统” 态度的

使命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ꎮ

三、 文化认同、 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的同情理解和 “走出疑古时代”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进入 １９９０年代ꎬ 中国哲学 “转变和重建” 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ꎮ 随着文化争鸣的退却ꎬ 对待

“传统” 态度的巨大转变成为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的一个重要转向和特征ꎮ 对于传统的批判式研究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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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写作在 １９９０年以后几乎中断ꎬ 同情地理解和复归传统最终成为主流ꎮ 伴随着出土哲学文本的不断

增加ꎬ 中国哲学的学理化研究和专门化探讨也取得重要进展ꎮ 经学的不断认同和复兴ꎬ 为更加深入、
内在地理解 “传统” 提供了可能ꎮ 在较强的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学术范式下ꎬ 中国哲学学者掀开了

进一步激活传统和建立起中国哲学 “主体性” 的新的篇章ꎮ
１９９０年代初ꎬ “文化热” 落下帷幕ꎬ “反传统” 与 “西化” 的思潮开始逐渐退却ꎮ 文化争鸣的中

断使得学术界一时陷入了沉寂ꎬ 但也正因为如此ꎬ 能使一些学者对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所走过的

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ꎬ 一场以 “反对文化激进主义” 为名ꎬ 检讨和反思 “１９８０ 年代”
的学术思潮开始兴起ꎮ 在一些传统主义者和新传统主义者看来ꎬ “文化激进主义” 在 １９８０ 年代的再

次当道为中国文化和学术界带来了 “灾难”ꎬ 传统在当代的不幸遭遇引发了他们的忧虑ꎮ① １９９３ 年ꎬ
在 «东方» 杂志的创刊号上陈来发表了 «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一文ꎬ 他写道: “１９８０
年代的文化思潮实际上是五四以来以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 以传统与现代水火不容、 要求彻底打倒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文化激进主义’ 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重新活跃”ꎬ “对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使文

化的继承与建设皆不可能ꎬ 也无法为良性的政治秩序准备一个稳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其结果只能是

千百年积累的文化遗产变成废墟”ꎬ “如果不在学术思想方面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ꎬ 是不可能促进

中国变革和进步的”ꎮ②

“国学热” 的兴起成为对待 “传统” 态度转向的又一个信号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ꎬ 在 “弘扬传统文

化” 政策的推动和学界自发的学术转向的影响下ꎬ 中国哲学与文化界掀起了一场 “国学” 研究的热

潮ꎮ 从民间 “读经热” 的出现ꎬ 到大众传媒对于 “传统文化” 的宣扬ꎬ 再到高校 “国学院” “儒学

院” 的纷纷设立ꎬ 各种各样为 “传统” 正名和辩护的立场也陆续兴起ꎮ 仅仅从当时学界出版的各种

杂志和丛书的名称中 (如 «国学季刊» «国学研究» «东方» «原道» 和 «国学丛书» 等杂志)ꎬ 我

们即可窥探到这一 “国学” 热潮在当时的盛况ꎮ 尽管对于 “国学” 之名存在争议ꎬ 但多数学者基本

赞同: １９８０年代的 “反传统” 思想是存在严重问题的ꎬ “传统” 并非一无是处的 “死物”ꎬ 它是有价

值、 有生命力的 “有机体”ꎻ 中国传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ꎬ 它会随着我们不断地理解ꎬ 特别是那

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与转生ꎮ 激进反传统的命题被彻底颠覆了ꎬ 一场有关 “传统” 态度的转向

与革命运动应运而生ꎮ
在反思、 转变对待传统态度的同时ꎬ 中国哲学学者也在重新审视本土文化与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关

系ꎮ 长期以来运用西方范式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做法引发了学者的不满ꎮ 不少学者指出ꎬ 近代以来

我们依靠临摹、 移植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 或以西方某家某派理论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削足适履ꎬ 这

样的做法不仅造成了中国哲学研究 “附会” 和 “误读” 的毛病ꎬ 也长期埋没、 甚至牺牲了中国哲学

自身的 “问题意识” “思考方式” 和 “内在结构与旨趣”ꎬ 给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一种整体性的伤

害ꎮ③ 于是要求改变 “以西释中” 范式、 要求回归中国哲学 “本土化” 语境的诉求开始不断出现ꎮ
与此同时ꎬ 一种新的文明观的生成和传入ꎬ 也客观上推动了 “中西” 态度的转向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ꎬ
以雅思贝尔斯 “文明轴心论” 为代表的多元文明观开始在中国学界产生反响 (如萨义德的 “东方主

义” 和柯文的 “中国中心观” 等)ꎮ 这种轴心理论将 “多元文化” 和 “差异性” 视为一种当然的设

定ꎬ 于是中国哲学学者不再把 “西方” 看成唯一的 “标准” 或 “尺度”ꎬ 在多元性的视角下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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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叙事模式ꎬ 改变把中国古代哲学 “边缘化” 的做法ꎮ 伴随着 “反传统叙事”
的逐渐松动ꎬ “全盘西化” 的叙事方式也开始失去了它们的市场ꎮ

在走出了 “西方中心论” 和 “反传统叙事” 困境后的中国哲学学者ꎬ 开始以较强传统认同的方

式来理解、 研究 “中国哲学”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兴起的一场有关 “儒学与宗教关系” 的讨论ꎬ 即可看

作这一转向的一个典型实例ꎮ 我们知道ꎬ 在儒学与儒教的发展史上ꎬ 有关儒家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一直

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话题ꎮ 在 ２０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 由于把 “宗教” 与 “迷信”
画等号ꎬ 使得中国哲学学者对于 “儒学” 的态度也因为其与 “宗教” 的关系而受到牵连ꎮ 不少学者

出于对儒家价值的保护、 而坚持主张 “儒学” 不是 “儒教”ꎬ 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末期还有学者延续了这

一思路ꎮ① 但到了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ꎬ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随着 “传统” 认同

的不断增强ꎬ 诸多学者开始重新肯定儒学的 “宗教性”ꎬ 或直接认为 “儒学就是宗教”ꎮ② 不过此时

的这种肯定却不是为了批判儒家ꎬ 恰恰相反ꎬ 肯定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就是肯定它有高于一般 “学”
的价值ꎬ 而认为儒学不是宗教或不具有宗教性ꎬ 在此时反而是贬抑了儒学的价值ꎮ 儒学与儒教关系的

变化ꎬ 与 “宗教” 地位的高下和对于 “传统” 态度的转向息息相关ꎮ
事实上ꎬ 在 １９９０年代出现的几乎所有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中ꎬ “传统” 都不再被视为应该被暴露

和颠覆的对象ꎮ 要求为传统正名、 为传统赋予活力的声音不绝如缕ꎬ 对于 “传统” 的同情理解成为

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ꎮ 无论是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有关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的探讨ꎬ 还是

随后兴起的 “传统与现代化” “人文主义和民族精神” “天人合一与主客合一”ꎬ 抑或是所谓 “新仁

学” “新道家” 或 “和合学” 的讨论ꎬ 都把 “传统” 视为了富有魅力的符号ꎬ 传统开始以一种温情

脉脉、 亲切可人的姿态重新示人了ꎮ 蒙培元虽然仍在继续探讨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 的问题ꎬ
但他所谓 “意向性” “内向性” “体验型” 或 “自我超越性” 的描述ꎬ 在此时已经不再是负面的评价

或 “落后” 的象征ꎮ③ 如果我们稍微检索一下这一时期有关孔子和儒家的文章ꎬ 更不难发现在这一时

期ꎬ 不仅 １９８０年代末还风靡一时的 “否定性批判” 消失了ꎬ １９８０ 年代初期曾颇为流行的 “客观性”
研究态度以及在此态度之下在评价古人优缺点时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也变得十分罕见ꎬ 而代之以完全

肯定性地评价、 彻彻底底地同情、 深入其中的好感甚至是对儒家自发的、 强烈的认同与信念ꎬ 仅仅从

文章的题目中就能看出这一倾向ꎮ
在较强传统文化认同的学术范式下ꎬ 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也在 １９９０年代取得了重要进展ꎮ

在先秦儒学方面ꎬ 有关孟子 “性善论” “四端说” “养气论” 和 “王道政治” 等问题引发广泛讨论ꎬ
对于儒家伦理学和 “亲亲相隐” 的争论也浮出水面ꎬ 黄俊杰的 «孟学思想史论»、 李景林的 «教养的

本原: 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陈来的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邵汉明等的

«儒家哲学智慧» 先后引发关注ꎮ 在宋明理学方面ꎬ 随着概念范畴分析方法受到重视ꎬ 对于宋明理学

中核心概念 (如理与气、 道与器、 已发与未发、 心与性、 良知、 本体与功夫) 的梳理和研究工作取

得突破ꎬ 蒙培元的 «理学范畴系统»、 张立文的 «宋明理学研究» 等成为必读的参考书ꎻ 对于理学中

不同流派核心人物的研究也被开拓出来ꎬ 陈来的 «朱熹哲学研究» «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和杨国荣的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等成为颇具代表性的成果ꎮ 在道家哲学方面ꎬ 陈鼓

应在 １９９０年提出了 “道家主干” 一说ꎬ 随后董光璧倡导 “当代新道家”ꎬ 儒道关系和道家哲学的重

要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ꎻ④ 此后许抗生、 陈鼓应、 王中江等在建构 “新道家” 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与

开拓ꎻ 王博的 «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 刘笑敢的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和冯达文的 «回归自然———

１１曲折、 转变与新进展

①
②
③
④

参见任继愈主编: «儒教问题争论集»ꎬ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ꎮ
参见牟钟鉴: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ꎬ 载 «儒教问题争论集»ꎬ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２６２页ꎮ
参见蒙培元、 邝柏林主编: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ꎬ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年ꎮ
陈鼓应: «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 儒、 墨、 法多元互补»ꎬ «哲学研究» 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ꎻ 董光璧:

«当代新道家» ꎬ 北京: 华夏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年ꎮ



道家的主调与变奏» 等也纷纷崭露头角ꎬ 这些新观点和新成果的出现开创了道家哲学研究的新局面ꎮ
此外ꎬ 李存山有关中国传统哲学中 “气论” 与 “仁学” 的研究也开始走入了学者的视野ꎮ

而 “经学” 在 １９９０年代的复兴和转向ꎬ 可以视为 “传统认同” 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ꎮ 作为曾

经四部学问中地位最尊、 影响最深的一门学术ꎬ 近代以来经学的衰落与传统的断裂密不可分ꎮ 因此ꎬ
不少学者认为ꎬ 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与哲学ꎬ 就必须恢复经学的研究ꎮ 自 １９９０ 年代开始ꎬ
伴随着传统认同的不断增强ꎬ “经学” 也在中国古典学术领域全面回归———经典注疏尤其是汉唐注疏

重获关注ꎬ 经学制度和一些单经学史的整理和研读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ꎮ 与此同时ꎬ “建立中国经典

解释学” 的声音开始浮出了水面ꎮ 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中存在着一个历史悠久且庞大的经典解释体

系ꎬ 而古人的大量思想正是通过这一体系表达出来的 ( “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 )ꎬ① 那

么如何发掘出一套不同于西方解释学传统的 “中国经典解释学” 或 “本土经典解释理论”ꎬ 便成为汤

一介等学者思考的重点ꎮ② 在随后将近 ３０年的时间内ꎬ 有关 “中国经典解释学” 的讨论不断深入和

扩展ꎬ 傅伟勋的 “创造的诠释学”ꎬ 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 “经典诠释学”ꎬ 成中英的 “本体诠释

学” 等陆续受到关注ꎮ “经典解释学” 的提出与 “经典研究” 的深入交相辉映ꎬ 在这一新的学术动向

下ꎬ 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 我们能否将经典文本纳入中国哲学的研究视域中? 经学与哲学有何关

系? 以及如何将经学问题与当代哲学或现代生活相互打通? 这样的思考进一步消解了古今在生活经验

和价值观念上的隔膜感ꎬ 增强了中国哲学学者对于 “传统” 在情感与学理上的认同ꎮ③
１９９０年代的中国哲学领域还有一种动向不可忽视ꎬ 这便是出土哲学文本的突破与进展ꎮ 我们知

道ꎬ 出土文献虽然在 ２０世纪初期开始便被不断发现 (如甲骨文出土、 敦煌文献重见天日ꎬ １９７０ 年代

以后银雀山汉简、 定州汉简、 马王堆帛书、 睡虎地秦简、 张家山汉简、 郭店楚简、 上博简、 清华简、
北大简等陆续发现)ꎬ 但直到 １９９０年代以后ꎬ 这一研究才被真正突出了出来ꎮ 新史料的发现总是难得

的历史机遇ꎬ 大批来自地下的文献与资料重见天日ꎬ 为中国人文学术带来了一次重大的突破与契机ꎮ
一批与古代哲学和思想有关的 “六艺类” 与 “子学类” 文本ꎬ 引发了中国哲学学者的关注ꎮ 近 ３０ 年

来ꎬ 大批中国哲学学者纷纷投入到这一新的学术热潮之中ꎬ 成为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学科又一个

新的知识增长点ꎮ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先秦子学尤其是道家和儒家的新进展ꎬ 同时也深刻

影响、 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于 “传统” 的诸多理解与研究方式ꎮ 其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 出土文本的发现加深了对于 “传统” 的进一步认同与确信ꎮ 我们知道ꎬ ２０ 世纪初期的中

国学术界曾经被一种 “疑古” 思潮所笼罩: «老子» 被推至汉代ꎬ «文子» 等被视为 “伪书”ꎬ «礼
记» 被看作 “晚作”ꎬ 中国早期经典文明的真实性更是受到了莫大的质疑ꎮ 但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ꎬ
近代疑古派所谓 “晚出” 或 “伪作” 的全盘否定之说已渐渐被多数学者所抛弃了ꎮ 例如ꎬ 郭店简

«老子» 的发现ꎬ 打破了 «老子» 晚于 «庄子» 的 “晚作” 说ꎻ 竹简本 «文子» «晏子» «尉缭子»
«六韬» «盖庐» «鹖冠子» «归藏» «缁衣» 等的出土ꎬ 使得大量 “伪作” 之说不攻自破ꎻ 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ꎬ 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中国学研究怀疑、 不承认儒家 “六经” 在先秦已经产生ꎬ 或将

“六经” 的定型及其解释学的出现推至汉代的看法ꎬ 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纠正———出土楚简中有关

“六经” 的大量解释和记载ꎬ 恰恰是儒家经典文明早成的一个很好的证明ꎮ 出土文献一方面印证了古

代文本尤其是经典文献的可靠性ꎬ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早期思想与历史记忆的真实性ꎮ 于是 “重建古

史” 和 “走出疑古时代” 的呼声陆续兴起ꎬ “改写” 甚至 “重写中国学术史” 的诉求成为 １９９０ 年代

以来影响颇大的思潮ꎮ 摆脱 “疑古” 思维方式的冯友兰的 “释古论” 也重新获得了关注ꎮ④

２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①
②
③
④

参见魏长宝: «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ꎬ «哲学动态» 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ꎮ
参见汤一介: «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ꎬ 载 «中国文化研究» ２０００年夏之卷ꎬ 第 １６－２０页ꎮ
参见皮迷迷: «改革开放 ４０年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回顾———转变、 范式及多样性形态»ꎬ «哲学动态»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ꎮ
参见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ꎬ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ꎻ 李学勤: «重写学术史»ꎬ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年ꎻ 李学勤: «谈 “信古、 疑古、 释古” »ꎬ 载陈明主编 «原道» 第 １辑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年ꎬ 第 ３１０页ꎮ



其二ꎬ 出土文本的研究也为 “传统” 带来了一些新的认知与理解ꎮ 我们知道ꎬ 面对千古未见的

简帛思想史新文献和与传世本差异或大或小的不同抄本与异文ꎬ 诸多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甚

至改变了我们对于 “传统” 的原有认知ꎮ① 例如: 在道家哲学方面ꎬ 马王堆帛书 «老子» 和郭店简

«老子» 的释读与研究ꎬ 对确立 «老子» 成书时间、 纠正传世本 «老子» 讹误、 恢复 «老子» 文本

原貌乃至重新认识 «老子» 的核心思想ꎬ 具有重要推进ꎮ 丁四新的 «郭店楚竹书 ‹老子› 校注» 即

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之作ꎻ 而老子之后道家宇宙论和形上学的发展演变ꎬ 则通过郭店简 «太一生水»
和上博简 «凡物流形» «恒先» 等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记忆ꎮ 王中江、 白奚、 陈静的相关研究揭示了

这一线索ꎮ 此外ꎬ 马王堆帛书 «黄帝四经» 的出土还推进了我们对于黄老道家政治哲学的认知ꎬ 有

关老子到黄老一系的演变过程以及道家 “法哲学” 和公共理性等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ꎮ 代表性成

果如曹峰的 «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 和王中江的 «根源、 制度和秩序: 从老子到黄老» 等ꎮ
在儒家哲学方面ꎬ 楚简中有关 “子思” 一系的部分篇章不仅填补了 “孔孟之间” 这一段儒家学术史

的空白ꎬ 其与 «礼记» 所载 “孔门七十子后学” 文献的对比与互证ꎬ 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孔门后学

的心性论、 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带来进展和突破ꎮ 陈来的 «竹帛 ‹五行› 与简帛研究»、 李存山的 «从
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 王博的 «简帛思想文献论集» 和梁涛的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 等均为

这一领域的成果ꎮ 此外ꎬ 对于帛书 “易传类” 文献与孔子 “十翼” 的比较研究ꎬ 推进了我们对于战

国末年至汉代初年易学思想的新认知ꎻ 对于东周信仰和神意论的研究与探讨ꎬ 则丰富了我们对于东周

子学思想谱系复杂性、 多元性发展脉络的理解ꎮ 丁四新的 «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 王中江的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等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ꎮ 在这些犹如层峦叠嶂的各个侧面中ꎬ 不

同于以往思想史记忆的新面貌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ꎮ 出土哲学文本的研究为中国哲学带来了强烈

的刺激与源源不断的活力ꎮ
其三ꎬ 新材料和新视域的不断涌现ꎬ 也为中国哲学的 “学理化” 研究和 “专门化” 探讨提供了

空间ꎮ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ꎬ 中国哲学研究的专人专书层出不穷ꎬ 中国哲学史的 “分阶段” 梳理取得长足

进展ꎬ 各流派重要哲学家的个案研究和人物评传陆续出版ꎬ 陈来的 «朱熹哲学研究»、 郭齐勇的 «熊
十力哲学研究»、 王中江的 «理性与浪漫: 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 杨国荣的 «王学通论: 从王阳

明到熊十力» 和张学智的 «贺麟» 以及董平等的 «陈亮评传» 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ꎮ 局部和个案

的分析深入到了哲学衍化的各个环节ꎬ 使哲学史的全貌呈现出更为细致的品格ꎮ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

出ꎬ 与 １９８０年代的学风颇为不同的是ꎬ １９９０年呈现出了明显 “细致化” “专门化” 的学术取向ꎮ 在

文化争鸣的热度退却以后ꎬ “思想家淡出ꎬ 学问家凸显”ꎬ 各种宏大、 抽象的文化主张ꎬ 如 １９８０ 年代

探讨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 中西文化的异同、 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等ꎬ 落实到对于具体文本和学术问题的考察上ꎮ 中国哲学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ꎬ 而进入

专业的学术领域ꎬ 他们通过专门化和局部化的学术梳理与积累ꎬ 试图为中国哲学和文化奠定一个更加

扎实的知识基础ꎮ② 这一取向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对于 “传统” 的诸多误解ꎬ 也为中国哲学创造了

条件ꎮ
在 １９９０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有关 “传统” 的转变与新动向ꎬ 既是中国哲学在 “回归学术” 和

“确立自身” 过程中一个极为关键性的节点ꎬ 也是中国哲学学者试图重新建立起 “主体性” 的一个很

好的体现ꎮ 在这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转变中ꎬ 无论是金春峰、 牟钟鉴等提出的建立 “现代儒学” 和

３１曲折、 转变与新进展

①

②

杜维明也提到: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ꎬ 整个中国哲学史、 中国学术史都要重写ꎮ” 参见杜维明: «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的

重新定位»ꎬ 载 «郭店楚简研究» (中国哲学第 ２０辑)ꎬ 沈阳: 辽宁教育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年ꎬ 第 ４页ꎮ
许纪霖提到ꎬ 由于对 １９８０年代文化讨论中出现的 “趋新骛奇ꎬ 泛言空谈” 的学风不满ꎬ １９９０年代的学者开始放弃抽象、 宏

观的研究论域ꎬ 热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ꎮ １９９１年 «学人» 丛刊所发起的 “学术规范” 的讨论ꎬ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社会科学规范

化与本土化” 的讨论均可视为这一 “学术转向” 的知识性产物ꎮ 参见许纪霖等: «启蒙的自我瓦解: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

重大论争研究»ꎬ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１９页ꎮ



“新儒学” 的主张ꎬ 还是陈鼓应、 董光璧、 许抗生、 王中江等倡导的 “当代新道家” 的概念ꎬ 抑或是

张立文所提出的有关 “和合学” 的体系以及郭齐勇、 陈来、 杨国荣等对于儒家哲学的研究ꎬ 王博、
白奚、 丁四新等对于出土文本的探讨———这些说法都共同体现出了建构中国哲学 “主体性” 的努力ꎮ
在摆脱了把 “传统” 当作一种 “遗产”、 或看成 “已死” 的 “过去之物” 的对象性立场之后ꎬ 中国

哲学学者开始试图重新激活并接续起传统: 他们不再把 “传统” 当作死的遗产而是作为活的源泉ꎻ
不再从外部审视而是从内部观察ꎻ 不再把 “传统” 看成阻碍现代化发展的障碍ꎬ 恰恰相反ꎬ 他们认

识到现代人必须凭借 “传统” 来创造ꎬ 而 “传统” 也会因为现代人的创新而焕发新的青春ꎮ
应该说ꎬ 中国哲学认同和复归 “传统” 的过程ꎬ 也就是中国哲学 “转变和重建” 的过程ꎮ 因为

不管如何ꎬ 在认同传统的同时ꎬ 中国哲学也在不断地 “自我意识” 和 “自我认同”ꎻ 在塑造传统的同

时ꎬ 中国哲学学者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自身ꎮ 当他们不再把传统对象化、 疏离化或静态化的时候ꎬ 便进

入对中国哲学的内在意识和深层结构之中ꎬ 这样的做法加深了他们对于自身的理解ꎮ “传统” 构成了

他们生活和存在的方式ꎬ 成为确定他们是 “谁” 的重要向度ꎮ 而也正是在这一对待 “传统” 态度的

不断转变和重新认识ꎬ 以及对于出土文本和传世文献的相互参照和进一步理解与互动中ꎬ 中国哲学的

“自主性” 和 “主体性”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阐扬ꎮ
当然ꎬ 与机遇并存的往往也有挑战ꎮ 由于过于急迫地想要摆脱 “反传统” 的心理ꎬ 也由于对于

“传统” 有些简单化或 “矫枉过正” 的理解ꎬ 坦率地讲ꎬ １９９０ 年代的中国哲学学者在复归 “传统”
的同时ꎬ 也造成了一些极端化或片面化的现象ꎮ 这些现象在促使中国哲学研究走向建设性方向的同

时ꎬ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危险与困惑ꎮ 诸如ꎬ 对于 “传统” 的认同是否会导向未经反思的保守主义或

复古主义? 对于传统的 “本土化” 诉求是否会陷入到另一种封闭或狭隘? 对于 “出土文献” 的过分

重视是否会造成对于 “传世文献” 的忽视或伤害? 以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ꎬ
中国哲学史是否能够 “改写” 或 “重写” 等等ꎮ 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与定位ꎮ

四、 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自觉与创造性转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２０００年至今ꎬ 是中国哲学研究探索更好地转变、 重建和确立自身的又一个新的阶段ꎮ 由 “合法

性” 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ꎬ 开启了对于 “传统” 在方法论层面的进一步反思ꎮ 探讨 “范式转换”
“方法创新” 和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问题成为新时期的重要主题之一ꎮ 对于传统的认同上升到了方

法论自觉的高度上ꎬ 而多元化的 “方法” “范式” 和多样性的 “领域” “视点” 也开始陆续兴起ꎮ 与

此同时ꎬ 一些新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以及具有整体性视角和典范性意义的宏大叙事进入学界视野ꎬ
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颇为值得注意的新动向ꎮ 诸种新学说、 新范式的出现ꎬ 均尝试回应如何通

过激活本土传统以塑造中国哲学新形态的问题ꎬ 而这一趋势仍在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其中ꎮ
２１世纪初ꎬ 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 “中国哲学合法性” 问题的大讨论ꎬ 这场讨论成为 “传

统” 进入方法论层面的一个典型标志ꎮ 在不少学者看来ꎬ １９８０ 年代对于 “传统” 的盲目批判固然不

对ꎬ 但 １９９０年代对于 “传统” 的认同和复归也同样存在问题ꎮ 对于 “传统” 简单化、 口号化的处理

(如将 “和谐” “天人合一” “万物一体” 变成一种公式和口号)ꎬ 不仅不能使传统变得更加充盈和丰

富ꎬ 反而造成了对于传统理解的单调与空白ꎮ “只要我们缺乏张力并简单地把传统视之为可恶或完美

的时候ꎬ 我们都失去了对传统的认知和转化能力ꎬ 传统对我们就丧失掉了丰富多彩的复杂内涵”①ꎮ
在经历了 “文化热” 中对传统的激烈否定和 “国学热” 中全面回归以及所突出的学术性要求之后ꎬ
人们开始不再把 “传统” 与 “现代” 视为根本对立的两极ꎮ １９９０ 年代 “认同传统” 的倾向与 １９８０
年代 “反传统” 的思潮同样引发了中国哲学学者的双向反思与批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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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更好地方式来继承和发展传统ꎬ 成为这场讨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传
统” 一度成为一种价值信仰和学者共同话语ꎬ “传统是有价值的” 几乎变成所有研究想当然的设定和

前提ꎬ “国学热” 与 “传统文化热” 的热度也居高不下ꎮ 但在这种普遍的传统认同的学术氛围中ꎬ 中

国哲学学者却再次开始感到不安和困惑了ꎮ 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 “传统”ꎬ １９９０ 年代人们所

认为的 “传统” 是否是真正意义上对于传统的正确理解? 以及如果说传统中一切都是好的是完美的ꎬ
那么认同传统是否会成为一种不加反思的盲从? 当我们从 “反传统” 立场转变为 “传统” 立场的过

程中ꎬ 是否再次陷入到了另一种对于传统的误解与隔膜? “如果不能在方法论的高度上对于传统做出

冷静的观察和思考那么这些问题是很难得到真正解决的”ꎮ① 于是对于 “传统” 的反思便上升到

了对于方法论自觉的高度上ꎮ
有关中国哲学诠释范式的有效性和正当性问题ꎬ 也在这场讨论中受到了关注ꎮ 对简单运用西学方

法解释 “中国哲学” 的不满ꎬ 进而对 “中国哲学” 这一概念本身也产生了排斥ꎮ 说既然中国传统中

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所谓 “哲学” 的概念ꎬ 那么用西方哲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做法便会造

成中国思想原貌与独特性的丧失ꎬ 为了摆脱这一 “合法性危机”ꎬ 我们应当用中国传统语言概念和思

维方式来自行表达ꎮ 这样的做法同样简单甚至幼稚ꎮ 因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不能通过对于术语的形式

化拒绝来实现ꎻ 中国哲学自产生之初便与西方哲学密切相连ꎬ 因此所有追求 “纯而又纯” 或回归

“纯粹” 中国思想 “原貌” 的主张都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ꎮ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我们不能对 “哲
学” 或 “中国哲学” 采取某种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界定ꎬ 而应放在变化着时空和境况中来理解 (只
有这样才不会陷入 “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无限后退)ꎬ 在变化的立场上 “哲学” 或 “中国哲学” 不

只是 “西方的” 术语ꎬ 它们也是近代以来中国 “新传统” 的一部分ꎬ 因此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不

使用 ‘哲学’ ”ꎬ “更不在于是 ‘谁’、 在 ‘哪里’ 提出了范式”ꎬ “而在于如何使用这种范式来不断

为 ‘哲学’ 赋予新的意义”② 正是在上述不同意见的相互讨论与争鸣中ꎬ 中国哲学学者对于

“传统” 与 “现代化”、 对于本土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关系有了更为成熟和理性的看法ꎮ
在世纪之交展开的这场以 “合法性” 为名的大讨论中ꎬ 中国哲学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并不只是

“中国有无哲学” 的问题ꎬ 而是应该以何种方式、 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

的问题ꎮ 在 ２１世纪多元文化兴起的背景下ꎬ 学者们其实已普遍同意对于 “哲学” 应当采取多元性的

理解ꎬ 因此问题并不是要证明中国有无西方意义上的 “哲学”ꎬ 而是应当以何种 “理性” 或 “方
法”ꎬ 进一步增强中国哲学研究的 “传统认同” 和 “方法自觉” 的问题ꎮ 在克服了把 “传统” 和

“现代” 截然对立的单向度立场后ꎬ 中国哲学学者开始努力地在 “传统” 与 “现代化”、 在 “可共度

性” 与 “不可共度性” 之间寻求一种双向的立场和方法ꎮ 如何在追求 “本土化” 的同时又不至于陷

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粹主义ꎻ 如何在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上又能挖掘出中国哲学中所内蕴的独特世界

性、 普遍性意义和现代性价值ꎬ 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学者所讨论与关注的重点话题ꎮ 也正是通过这

一讨论ꎬ 对于本土传统进行 “创造性转化” 的问题开始浮出了水面ꎮ
正是在这场 “合法性” 讨论中ꎬ “范式转换” 和 “方法创新” 走入了学者的视野ꎮ 不管是 “以

西释中” “以中释中” 还是 “以古释古” 的提出ꎬ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识到: 如果不能在 “方法论”
上具有高度的自觉并拥有一套 “系统的方法”ꎬ 那么中国哲学进一步的发展与突破便无法成为可能ꎮ
“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摆脱所谓的 ‘合法性’ 危机ꎬ 最好的办法就是创立自己的哲学范式ꎬ 在新的、
更独立、 更自主、 更有效的范式的基础上ꎬ 重新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解释框架、 叙述模式和研究路

径”③ꎮ 于是对待 “传统” 的方法论反思开始进一步扩展为对整个 “中国哲学学科” 的方法和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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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ꎮ
“合法性” 的讨论成为中国哲学书写范式转换的一个信号ꎬ 伴随着这一讨论的深入ꎬ 中国哲学界

掀起了一场探索 “学科范式” 和 “方法创新” 的新高潮ꎮ 在 ２１世纪初ꎬ “重写” “改写” “重构中国

哲学”ꎬ “范式转换” “方法创新” “创造性转化” 和 “创新性发展” 等一批说法纷纷涌现出来ꎬ 成为

这一时期具有强烈激发意义的建设性观点ꎮ 只要我们稍微检索一下这一时期所举办的学术会议ꎬ 仅从

这些会议的名称和题目中ꎬ 便可探知到学者们对于 “方法” “范式” 的诉求ꎮ 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启的

２０年ꎬ 中国哲学研究虽然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化范式中摆脱了出来ꎬ 但却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和震撼

力的学科范式ꎬ 这与人们时常忧虑 “问题意识” 和 “深度视点” 的缺乏有关ꎻ 因此到了 ２１ 世纪ꎬ 当

方法、 范式的诉求一下子被激发出来的时候ꎬ 学者们不仅重新检讨这门学科 “自身” 的性质ꎬ 他们

也开始反省我们所采取的研究 “路向” 和 “方法” 的有效性ꎻ 他们不仅积极地检讨和反观自己ꎬ 也

开始由对原有模式的怀疑而进入了对于新的方法和范式的 “创立”ꎮ “范式转换” “方法创新” 和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成为近 ２０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和探索的新的主题ꎮ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ꎬ 多元化的方法和范式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了出来ꎮ 无论是经典研究的视角、

语文学的方法ꎬ 还是比较哲学的视野、 社会史或思想史的进路ꎬ 抑或是新儒学的视角、 生态主义的视

点以及诸如民主、 自由、 人权、 人文精神、 终极关怀、 超越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经济伦理、 和

谐、 天人合一、 万物一体等等视点或方法ꎬ 都在不断地扩展着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方式ꎮ 从单一的

唯物、 唯心或 “传统” “反传统” 范式中摆脱出来的中国哲学研究ꎬ 开始呈现出理解和解释范式的多

样化ꎬ 一些具有深度视点和个性化特征的研究方式也陆续建立ꎮ 兹举二例: 汤一介有关 “中国经典

解释学” 的探讨引发普遍关注ꎬ 经学的开展与经典诠释学的深入为中国哲学带来了又一次范式转换ꎬ
一批原本处于边缘化而不受重视的经典文本 (如 «春秋» 学、 «孝经» 学、 «礼» 学等)ꎬ 开始被纳

入到中国哲学的视域中而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ꎬ 陈壁生的 «孝经学史»ꎬ 曾亦、 郭晓东的 «春秋公羊

学史» 等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ꎮ 另外ꎬ 受西方知识社会学影响ꎬ 中国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 “社
会史化” 或 “思想史化” 的倾向ꎬ 从哲学史与社会史、 思想史交叉互动的视角出发ꎬ 不仅细化了中

国哲学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图景ꎬ 也呈现出了学派、 人物和思想义理之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ꎮ 余英时

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田浩的 «朱熹的思维世界» 等就是这一研究进

路的例证ꎮ 与此同时ꎬ 探讨如何更加有效、 恰当地选择和运用 “范式” 的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ꎮ 从

单一的方法范式、 到多元化的方法范式、 再到追求 “范式” 与 “文本” 之间的 “共鸣” 与 “和谐”ꎬ
不断翻新的研究方法为既有的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ꎬ 也为中国哲学在 ２１ 世纪的新理解和新诠释提供

了方法论的储备ꎮ 多元化的方法也带来了多领域研究的蓬勃进展ꎮ 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与革新ꎬ 这一

时期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ꎬ 便是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形态的多样化ꎮ 层出不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相继出现ꎮ 在先秦哲学方面: 孟学与荀学持续升温ꎬ 道家与黄老成为热点ꎬ 其他子学流派的梳理和研

究工作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新局面ꎬ 代表成果如郭齐勇、 陈来、 陈少明、 李景林、 张汝伦、 梁涛、 安

乐哲等在先秦儒家哲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刘笑敢、 王中江、 王博、 白奚、 郑开、 曹峰等在先秦道家哲学

方面的探索ꎮ 在宋明理学方面: 从概念、 义理、 逻辑到人物、 流派、 思想的研究齐头并进ꎬ 从重要哲

学家的深入探讨到门人弟子与后学群体的广泛研究ꎬ 陈来、 杨国荣、 张学智、 吴震、 陈少明等做出了

各自的探索与突破ꎮ 在汉唐哲学方面: 随着中国哲学的经学转向和对儒道互补的重新评价ꎬ 汉魏六朝

的经学与玄学研究显现出新的生机ꎬ 余敦康的 «魏晋玄学史»、 杨立华的 «郭象 ‹庄子注› 研究»
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作ꎮ 在明清哲学方面: 对于 “乾嘉学术” 的哲学研究和对 “明清启蒙说” 的

学理化探讨也取得新的进展ꎬ 吴根友的 «戴震、 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许苏民的 «明清启蒙学术流

变»、 蒋国保的 «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 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ꎮ 在近现代哲学方面: 现代新儒学的研

究与本土化发展持续推进ꎬ 其他近代思想人物与观念、 话题的研究也获得了新的关注ꎬ 陈来的 «哲
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 王中江的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一个新的全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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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 和 «自然和人: 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 干春松的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 等是这

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ꎮ 此外ꎬ 多个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开始启动ꎬ 一批集体性成果走入学

者视野ꎬ 如北京大学 «儒藏» 工程、 姜广辉主编的 «中国经学思想史»、 汤一介主编的 «中国儒学

史» 等ꎻ 多个传统学术刊物开始创刊ꎬ 如陈鼓应主编的 «道家文化研究»ꎬ 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

中心编辑的 «儒家文化研究»、 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 «中国经学»、 中华孔子学会编辑的

«中国儒学» 等ꎮ
各个领域的研究进路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形态ꎮ 在道家哲学方面: 刘笑敢的 «庄子哲学及其

演变» 通过对语词的数据统计和分析ꎬ 对 «庄子» 一书内外杂篇之关系与庄子后学的分类问题提出

了新的看法ꎻ 王中江的 «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 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ꎬ 通过对道家形而上学概念

和重要术语 (如 “道” “德” “有无” “自然” “无为” “天” “命” “化” 等) 的考察ꎬ 为认识道家

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ꎻ 王博的 «庄子哲学» 则没有采用常见的概念分析或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ꎬ
而是从庄子的思想世界和生命体验入手ꎬ 宏观性地把握了庄子哲学中的生命意蕴ꎻ 郑开的 «道家形

而上学研究» 则通过对 “道家形而上学” 的全新界定ꎬ 从知识论、 道德形而上学、 审美形而上学和

境界形上学等的角度ꎬ 对道家哲学进行了富有新意和哲学性的分析ꎮ 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路提供了对于

道家哲学的多维度理解ꎬ 打开了道家哲学研究的新局面ꎮ
这一时期ꎬ 除了概念范畴分析方法在持续推进以外ꎬ 一种出自思想史视角的研究进路也开始受到

重视ꎬ 一批海外思想家的研究成果陆续引入国内ꎬ 如包弼德的 «历史上的理学»、 沟口雄三的 «中国

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等ꎬ 这些研究融合了思想史、 社会史、 政治史、 文化史和心态史诸要素ꎬ
提供了与传统概念或人物分析颇为不同的理解进路ꎮ 此外ꎬ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展和翻新ꎬ
那种在主要人物上扎堆研究的现象已完全改变ꎬ 不少学者转入到了对理学大家的门人弟子与后学群体

研究中ꎮ 如杨立华、 吴震对 “泰州学派” 的研究、 陈赟对王夫之的研究、 董平对邹守益、 陈亮等的

研究等等ꎮ 理学中的经学问题也在近年来受到瞩目ꎬ 如蔡方鹿的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ꎬ 朱汉

民、 肖永明的 «宋代 ‹四书› 学与理学» 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ꎮ 在多元且丰富的研究进路中ꎬ
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被大幅度拓宽ꎬ 学科建制进一步完善ꎬ 中国哲学步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ꎮ

２０１０年前后ꎬ 中国哲学领域又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ꎮ 一种动向是中国哲学研究的 “宏
大性叙事” 和 “整体性视角” 开始重新出现ꎮ 综上ꎬ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 “专门化” “局部化” 的取向成

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倾向ꎬ 这种倾向一方面在为学术积累和梳理创造条件的同时ꎬ 另一方面也隐含

了一些新的问题ꎮ 过于细碎化、 片段化的梳理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力度的深化ꎬ
应该说ꎬ 改革开放以来没能形成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ꎬ 一定程度上也是与整体性

视角和 “深度视点” 的缺乏有关ꎮ ２０１０年以后ꎬ 部分中国哲学学者开始不再满足于完全趋向局部的

研究偏向ꎬ 他们意识到韦伯所说的 “专家们没有灵魂ꎬ 纵欲者没有心肝”ꎬ 开始试图摆脱出越来越精

细化、 越来越空洞无味的研究取向ꎮ 他们努力地弥合 “整体意义” 与 “部分意义” 之间的断裂ꎬ 试

图将中国哲学放置在 “整体” 与 “部分” “宏观” 与 “微观” “尊德性” 与 “道问学” 的交互作用

中重新加以审视

另一种动向是中国哲学学者进一步从 “哲学史” 研究走向了 “哲学” 创造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ꎬ 冯友兰在写作 «新理学» 之时就曾提出过 “照着讲” 和 “接着讲” 两种研究路向ꎮ 但出于长期

文化 “断裂” 后重新认识传统的需要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主要采取 “照着讲” 的方式ꎬ 而

随着研究范式的不断创新和学科多领域的持续进展ꎬ 哲学建构的自觉性终于促使着中国哲学学者开始

“接着” 往下讲了ꎮ ２０１０年以后ꎬ 部分中国哲学学者开始不再满足于仅仅从事思想史料的 “整理”
与 “重述” 工作ꎬ 他们尝试通过 “哲学史” 的研究和梳理、 或是在 “概念史” 的重新理解和阐释

中ꎬ 努力开出一种新的 “思想学说” 和 “理论体系” 以及具有生命力、 影响力的新的哲学观与哲学

史观ꎮ 如部分学者所指出ꎬ “哲学史的写作ꎬ 不仅仅是一种回顾ꎬ 关键是对未来哲学发展的一种建

７１曲折、 转变与新进展



构”ꎬ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激活中国哲学ꎬ 那么我们在对中国哲学进行严肃反省的同时ꎬ 就必须转入

到对中国哲学进行千方百计的开拓性转化中”ꎬ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理解了 “返本开新” 和

“阐旧邦以辅新命”ꎮ①

在两种新动向的引领和刺激下ꎬ 一些具有开拓性意义和宏大性视角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争相迸

发了出来ꎬ 成为近 １０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景观ꎮ 诸如ꎬ 陈来的 “仁学本体论”ꎬ
杨国荣的 “具体形而上学”ꎬ 陈少明的 “做中国哲学”ꎬ 王中江的 “个体的关系世界观” 等等ꎮ 这些

“新学说” 的主张虽不尽相同ꎬ 但在哲学建构和萌生的意图上ꎬ 它们又具有某些共同的取向: 一是他

们都受到了西方新思潮、 新问题的启发ꎬ 如西方近代反形而上学或重建形而上学思潮ꎬ 也予以了响应

与批评ꎻ 二是他们是 “接着讲” 而不是 “照着讲”ꎬ 是接着中国传统讲、 同时又努力超越之ꎻ 三是他

们都尝试着将 “哲学史” 与 “哲学创造” 结合起来ꎬ 他们虽以哲学家的方式治史ꎬ 但又通过哲学的

创发深化了哲学史的内涵ꎬ 展示出 “哲学史” 研究与 “哲学” 研究ꎬ 即 “史” 与 “思” 相互融合的

趋向ꎮ② 当然ꎬ 这些 “新学说” 是否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还需经过时间的筛选与检验ꎬ 不管怎么说ꎬ 从

“照着讲” 到 “接着讲”ꎬ 从 “哲学史” 到 “哲学研究”ꎬ 从 “认同传统” 到传统的 “自主创造”ꎬ
从外在接受一种方法到方法的自创与建构ꎬ 这些转变和尝试本身ꎬ 即已体现出中国哲学学者在继承老

一辈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又试图重新建立和培育起中国哲学新形态与新生命的勇气和睿识ꎮ
总而言之ꎬ 经过 ７０年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ꎬ 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终于走到了这样的地步: 它重

新以 “哲学” 的形式出现ꎬ 但不是 “西方哲学”ꎻ 它是以中国传统古典学术为思想资源ꎬ 但不是原教

旨主义地回到从前ꎻ 它在广泛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ꎬ 又沿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延长线ꎬ 它以 “会通

中西” “熔铸古今” “返本开新” 为己任ꎬ 以 “旧邦新命” “贞下起元” “文明重建” 为使命ꎬ 以

“创造性诠释” 和 “综合性创新” 为目标ꎻ 它是既 “中国” 又 “哲学”ꎬ 既 “客观” 又具有 “原创

性” 精神的伟大灵魂ꎮ③ 这样的 “中国哲学” 拥有了一种真实和厚重的历史感ꎬ 也为未来的学术研

究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空间ꎮ
当然ꎬ 挑战依然存在ꎮ 如何在转变和重建的同时ꎬ 又能进一步开创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形态和新

局面ꎻ 如何在深沉地反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ꎬ 又能通过创造性地诠释使中国哲学得到进一步地转化与

发展ꎬ 这些问题仍然呼唤着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多元的尝试ꎮ 无论如何ꎬ 我们对于 ７０ 年来中国哲

学研究的回顾ꎬ 既是对于上一阶段成果和经验的总结ꎬ 同时也构成了新研究的起点ꎮ 我们走过了纷纭

复杂的共和国的第一个 ７０年ꎬ 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下一阶段ꎬ 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将继续在期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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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７０年社会结构变革及其研究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文章从群体结构的视角ꎬ 分三个阶段系统回顾了新中国 ７０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研究ꎬ 认为

适应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追求ꎬ 现代中国经历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一盘散沙” 的结构ꎬ 向基于社

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 分配和控制的结构变革ꎻ １９７８年以来ꎬ 又经历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变革过程ꎮ 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征程中ꎬ 如何适应日益分化和市场

化的社会结构ꎬ 协调因分化而产生的权利和利益的对立、 冲突ꎬ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 机制ꎬ 保持社

会的整合和秩序ꎬ 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关键词: 社会结构变革ꎻ 高度集中ꎻ 社会分化ꎻ 社会秩序与整合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１９－０７

本文从社会结构的角度ꎬ 对新中国 ７０年来的变革及其研究做一个回顾ꎬ 以期对认识中国社会结

构变革在新时代的意义有所裨益ꎮ 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有多重含义ꎬ① 本文从群体间稳定的关系模式

的意义上界定社会结构ꎮ ７０年来ꎬ 中国的社会结构曾经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ꎬ 我们分三个阶段进

行回顾ꎮ

一、 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ꎬ 标志着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 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了

社会主义社会ꎮ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ꎬ 中国社会实现了两个重要的变革: 一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

制ꎬ 从而消灭了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ꎻ 二是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或曰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

了原有的市场经济体制ꎮ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ꎬ 这两个变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ꎬ 但究竟

如何分析这种变革ꎬ 却存在巨大的分歧ꎮ
核心的问题之一是: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存在阶级? 广为流行的框架是所谓 “两个

阶级、 一个阶层”ꎬ 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知识分子阶层ꎮ 这一结构归根结底是两个阶级的图式ꎬ
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最终要经过改造ꎬ 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ꎮ 这一分析的基础在于: 社会主义是迈向

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ꎬ 虽然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ꎬ 但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程度上的差异ꎬ 工人阶级

和农民阶级仍然存在ꎮ 可以明显看出ꎬ 这一图式基本上是经典阶级图式的延续ꎬ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生

产资料所有制ꎮ 这一图式的问题在于: 资产阶级在这样的社会中是否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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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ꎬ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先抑后扬的过程ꎮ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期ꎬ 资产阶级作为整体

被认为已经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ꎬ 即所谓大规模的、 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ꎬ
但残余的敌对阶级分子仍然存在ꎬ 因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ꎮ 但是ꎬ 随

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ꎬ 资产阶级的存在得到了新的阐释ꎬ “敌对阶级分子” 变成了 “新生资产阶级”ꎬ
即所谓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ꎬ 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

级斗争ꎮ 但是和过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相比ꎬ 改变的是无产阶级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ꎬ 资产阶级

时刻想要复辟已经被推翻的资本主义ꎮ 这些看法的集中体现就是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

论ꎬ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灾难性的 “文革”ꎮ 这一 “党内新生资产阶级” 理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

完全错误的ꎬ 在理论上也存在极大的问题ꎬ 最主要的问题是ꎬ 这样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是

什么? 划分阶级的标准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相比ꎬ 是否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种改变是否合

理? 显然ꎬ 对第一个问题基本上没有给出什么正式的回答ꎬ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ꎬ 对第三个

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ꎮ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同ꎬ 国际学术界从不同的阶级理论视角出发ꎬ 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阶级结构也给予了回答ꎬ 尽管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社会的ꎮ 它们基本上沿袭了当代阶级理论基于 “管
理革命” 和 “技术革命” 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形成的新观点ꎬ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由革命转入建设ꎬ
会经历一个阶级化的过程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虽然传统的资产阶级因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消失而不复存

在ꎬ 但由于专业技术和管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ꎬ 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发达社会中

曾经出现过的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分化ꎬ 一个所谓的 “中产阶级” 会逐渐形成ꎮ① 与此同时ꎬ
有研究还认为ꎬ 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利益ꎬ 由此逐渐脱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

级ꎬ 形成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ꎮ② 当然ꎬ 在中国ꎬ 这一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学术性的讨论ꎬ “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了类似的现象ꎮ
虽然阶级和阶级结构问题占据了相关讨论的核心地位ꎬ 但其实不同的观点一直存在ꎮ 与阶级理论

不同ꎬ 不同的观点质疑到: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真的存在阶级吗?
对中国社会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ꎬ 在 “文革” 后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讨论ꎮ 因为

“文革” 前和 “文革” 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悲剧ꎬ 也基于新的理论认识ꎬ 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新

的关于此时期社会结构的图式ꎬ 即所谓 “身份制”ꎮ 此图式的核心是: 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ꎬ
阶级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群体结构ꎬ 甚至是否存在阶级都是一个问题ꎮ 基于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ꎬ 中

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基于 “身份” 分配社会资源和机会的体制ꎬ 身份制的核心是户籍制、 所

有制、 工作岗位管理制和 “单位制”ꎬ 这些制度因其带有强烈的固化特征而被称为 “身份制”ꎮ 所有

的社会成员几乎都被纳入这个体制中ꎬ 因地位的高低差异获得高低不同的资源和机会ꎮ
除了上述两种分别从关系和制度的视角构建的社会结构图式外ꎬ 还存在着第三种传统的社会不平等

图式ꎬ 即再分配的不平等或层化模式ꎮ 例如ꎬ 泽林尼 (Ｉｖａｎ 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曾经系统阐释了在中央计划经济

体制下ꎬ 或他称之为 “再分配体制” 下ꎬ 因为缺乏人力资源的评价信号ꎬ 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是如何

按照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在再分配体制中的位置进行分配的ꎬ 由此形成了基于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社

会不平等ꎮ③ 社会不平等的再分配体制图式后来成为 “市场转型” 理论的来源之一④ꎮ
群体结构分析的极端形式是所谓 “精英—大众” 模式ꎬ 或称 “原子化” 模式ꎮ 有学者认为ꎬ 由

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取消了市场经济ꎬ 因此ꎬ 该社会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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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那样的利益对立的阶级ꎮ 因此ꎬ 该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区分是少数担任社会管理责任的精英和多数

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差别ꎬ 而多数直接生产者因为缺乏组织ꎬ 所以呈现为所谓 “原子化” 状态ꎮ 精

英—大众模式后来也成为市场转型理论中重要的分析框架ꎮ①

上述阶级图式、 身份制图式和再分配图式等ꎬ 几乎囊括了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群体结构的分析

模式ꎮ 它们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ꎮ 遗憾的是ꎬ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ꎬ
人们没有能够在规范的学术框架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充分的研究ꎬ 特别是实证研究ꎮ 时过境迁ꎬ 改革

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 但上述图式仍不失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图式ꎮ
各种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的视角的差别在于这一社会结构具体的形式ꎬ 但所有的图

式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ꎬ 即无论什么样的结构形式ꎬ 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中央控制和分配

体制: 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ꎬ 根据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动员需要ꎬ 将这些资源和机

会分配到不同的组织、 群体和个人ꎮ 上述图式不过是具体的表现或实现形式ꎬ “党内资产阶级” 理论

是一种极端扭曲形式ꎮ 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这一体制可被称为 “国家再分配体制”ꎬ 从社会控制的角

度可称之为 “集权体制”ꎬ 在经济上表现为 “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ꎮ 这是一种国家建构的

自上而下控制、 分配、 协调的体制ꎮ

二、 社会转型期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自 １９７８年起ꎬ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时期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十九大新修订的 «中
国共产党章程» 从政治的视角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了阐释ꎬ 即 “在现阶段ꎬ 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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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

响ꎬ 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ꎬ 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ꎬ 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ꎬ 提出

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目标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出了类似的阐释ꎬ 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ꎻ “在我

国ꎬ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ꎬ 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ꎮ 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ꎬ 必须进行斗争”ꎮ 两个权威文献对当今中国社会

结构所做的阐释是从基本制度层面进行的阐释ꎮ 在此基本制度的框架下ꎬ 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ꎬ 中国

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逐渐遍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ꎮ
经济和社会转型凡 ４０年ꎬ 导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ꎮ②

１ 基本结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ꎬ 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即城乡结构ꎮ 中国曾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

社会和农民国家ꎬ 农民长期在社会总人口和就业总人口中占据绝对多数ꎮ 根本性的变革发生在改革开

放之后ꎬ 传统的农民阶级不仅绝对数量在缩小ꎬ 在社会总人口、 就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是大幅缩

小ꎮ 有数据表明ꎬ 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８年ꎬ 我国 ４ 亿多从业人员中ꎬ 有农民 (农业从业人员) ２ ８ 亿

人ꎬ 占就业人口总数的 ７０％ꎻ 至 ２０１６年ꎬ 农业从业人员下降到仅占就业总人口的 ２７ ７％ꎮ ４０年来ꎬ 随

着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ꎬ 农民阶级的趋势是规模逐渐减少、 地位逐渐下降ꎮ 与农民阶级的规模迅速下降

相比ꎬ “工人阶级” 的规模迅速上升ꎮ 至 ２０１６年ꎬ 非农产业就业的总人口达到约 ５ ５亿ꎬ 占全国就业人

口总数 ７ ７亿的 ７１ ４％ꎬ 远远超出了农业就业人口ꎮ 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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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结构变迁相关的就业结构变化ꎬ 也是一个社会基本结构变革的重要方面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

来ꎬ 中国不仅快速实现了工业化ꎬ 而且开始向所谓 “后工业社会” 迈进ꎮ 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８ 年ꎬ
我国 ４亿多从业人员中ꎬ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为 ６９００ 万左右ꎬ 占总人数的 １７ ３％ꎻ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近 ４９００万人ꎬ 占总人数的 １２ ２％ꎮ 到 ２０１６年ꎬ 在非农业就业人口中ꎬ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２ ２ 亿

人ꎬ 占 ２８ ８％ꎬ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 ３ ３亿人ꎬ 占 ４３ ５％ꎬ 超出了第二产业就业人口ꎮ 若按照当

年贝尔的理论ꎬ① 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 “后工业社会”ꎬ 传统的产业工人逐渐在社会结构中不再具有

绝对的重要地位ꎬ 在第三产业部门、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口已占据相对多数的地位ꎮ 当然ꎬ 中

国社会似乎因为自身的特色而无法简单地用后工业社会概念来描述ꎬ 但这是另外的题目范畴了ꎮ
２ “工人阶级” 的内部 “分化”
“工人阶级” 之所以在这里打上了引号ꎬ 是因为这里的 “工人阶级” 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概

念ꎬ 指的是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之后ꎬ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部分———全民所有制

为基础的社会成员ꎬ 因而包括了干部和工人、 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ꎬ 甚至包括了被改造为工人阶级一

部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ꎮ 与之相对的ꎬ 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部分———集体所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成员ꎬ 即农民阶级ꎮ 但是ꎬ 这样一个 “庞大的” 工人阶级内部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ꎬ 最

主要的是所谓新 “中产阶层” 的分化ꎮ
新中产阶层 ( “白领” ) 的分化在西方发达社会的研究中早已不是新问题ꎬ 但是ꎬ 在当代中国社

会中ꎬ 这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ꎮ 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层ꎬ 其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所谓 “管理人员”
群体ꎬ 包括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ꎬ 二是所谓的 “专业技术人员”ꎮ
中产阶层问题之所以是一个复杂问题ꎬ 不仅在于其在理论和实践中对经典理论提出的问题ꎬ 而且还在

于其所生存的制度环境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 中产阶层理论表述了这样一个判断: 那些管理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尽管仍然是被雇佣、 从而是被剥削的群体ꎬ 但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已

经逐渐脱离了直接生产者ꎬ 从而在社会结构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位置ꎮ 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国的情况完

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社会ꎬ 但是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过程却造就了类似的阶层现象ꎮ 有研究表

明ꎬ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间ꎬ 在全国 １６—６０岁的城市人口中ꎬ 相对于工人阶级所占比例的大幅下降ꎬ 中产

阶级所占比例上升ꎬ 且占据了重要地位ꎮ②

相对于所谓中产阶层规模的变化ꎬ 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日益突出ꎬ 这一点

党中央早就敏锐地认识到了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 ８０周年的讲话中ꎬ 第一次明确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ꎬ 出现

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 私营企业主、 中

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ꎮ 在 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ꎬ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

社会阶层的概念ꎮ 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人员: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

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 私营企业主、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ꎮ
在 ２０１５年颁发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 中ꎬ “新的社会阶层” 成为一个专有名

词ꎬ 按照官方的解释ꎬ 主要是指那些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工作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社会

组织从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 新媒体从业人员等ꎮ 对比十六大报告对于新的社会阶层的界定ꎬ 除了

私营企业主之外ꎬ 其他各类基本上保持一致ꎮ 如果参照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
中列出的其他相关群体ꎬ 可知 “新的社会阶层” 与 “党外知识分子”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平行并

列ꎬ 主要是指在非国有组织中工作的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ꎬ 与学术研究中的中产阶

层概念高度重合ꎮ 之所以 “新的社会阶层” 得到一致的承认ꎬ 是因为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速发展

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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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ꎬ 已经在中国社会中占有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４ 日ꎬ 中央统战部官方微信账号

“统战新语” 刊发的 « (印象 ２０１６) 数据告诉你不一样的统战» 稿件披露ꎬ 当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士

的总体规模约为 ７２００万人 (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 ９５ ５％ꎬ 约 ６９００万人)ꎮ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ꎬ 与中产阶层的分化同时发生的ꎬ 是传统工人阶级或所谓 “直

接生产者” 自身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ꎬ 即 “农民工” 逐渐成为传统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有数

据表明ꎬ ２０１６年全国 “农民工” 数量已达 ２ ８２亿ꎬ 约占生产第一线工人总数的 ６０％ꎮ 有研究者将原

有的城市工人阶级和 “农民工” 分别称为 “老” “新” 工人阶级ꎬ 认为他们在形成模式和行为模式

等方面存在诸多重要差别ꎮ①

３ 政治经济结构

这里的 “政治经济结构” 主要是指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视角区分的社会结构特征ꎬ 与上述主要基

于社会经济地位或职业地位所进行的结构性区分不同ꎬ 其中ꎬ 基于所有制结构的区分是核心内容ꎮ 改

革开放以来ꎬ 所有制结构发生的变化完全可以称为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据统计ꎬ 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７８年ꎬ 城镇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

中ꎬ 比例达 ９９ ８５％ꎮ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ꎬ 这个结构开始迅速发生变化ꎬ 到 ２０１７年时在国有和集体所

有制单位就业的仅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１５ ２４％ꎮ② 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口迅速下降相对照ꎬ
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口迅速上升ꎬ 从改革之初微不足道的 ０ １５％ꎬ 急速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８４ ８％左右

(详见下图)ꎮ 在港澳台资企业、 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就业的工人ꎬ 达到近 ２
亿人ꎬ 其中私营企业工人达 １亿多人ꎮ

城镇就业人口部门所有制变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说明: 这里的 “私营企业及其他” ＝城镇就业总人口－国有－集体－个体户ꎮ
数据来源: 吴晓刚: «静悄悄但革命性的社会变迁»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 ＿

２１５９５５８ꎬ 及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ꎮ

与就业人口的结构性变革一致ꎬ 中国的经济成分也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ꎬ 且国有经济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ꎬ 非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已经具有了重要地位ꎬ 它们贡献了

５０％以上的税收ꎬ ６０％以上的 ＧＤＰꎬ ７０％以上的技术创新ꎬ ８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ꎬ ９０％以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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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就业和企业数量ꎮ① “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 所有领域ꎮ 金融业中ꎬ ４５８８ 家银行业机

构中民营资本控股的超过 ３０００家ꎬ １７０ 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ꎬ 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绝大

部分也由社会资本控股ꎮ 即便是五家大型银行ꎬ 国内外非国有资本股权占比也平均达到约 ３０％ꎬ 有

的甚至超过 ４０％ꎮ 中国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现在只有 ３７％ꎬ 与欧美主要经济体相比ꎬ 市场集中度处

于明显偏低水平ꎮ”②

伴随这种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ꎬ 一个突出的结果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和发展ꎮ １９５７ 年中国

完成了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ꎬ 私营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就基本消失了ꎮ 改革开放

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ꎬ 为私营企业及私营企业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ꎮ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的统计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ꎬ 全国共有私营企业 １９０８万户ꎬ 私营企业主 (投资人) ３５６０ 万人ꎬ
要知道ꎬ 同时期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力不过 ３０００ 万人左右ꎮ 有学者将这种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

迁称为 “静悄悄但革命性的社会变迁”③ꎮ
４ 资源和机会分配机制———市场

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观察 ７０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ꎬ 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

上述变革ꎬ 都不能忽视内在机制的根本性变革ꎮ 众所周知ꎬ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之所以被称

为 “社会转型”ꎬ 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自此开始了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转型ꎬ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改革也被称为 “市场化改革”ꎮ “市场化改革” 曾经在当代中

国的转型过程中引起过大量的激烈争论ꎬ 最终被确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形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

本目标ꎮ 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ꎬ 从 “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 到市场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ꎬ 再到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ꎬ 不仅标志

着党和国家对市场机制的认识逐步深化ꎬ 而且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了成熟和深化ꎮ 有估计

称ꎬ 中国的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９７％ꎬ④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总指数的全国平均得分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５ ４５分上升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６ ７２分ꎮ⑤ 市场机制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已经渗透到了

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ꎮ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２０１７年至今)

　 　 ２０１７年不过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划分ꎬ 因为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ꎮ 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新时代的到来ꎬ 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是 “发展” 的视角ꎬ
即 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接近 ９０００美元ꎬ 已经进入了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ꎬ 实现了

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根本性转变ꎬ 开始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迈进ꎬ “两个一百年” 目标的

确定ꎬ 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ꎮ
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历程ꎬ 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

过程ꎮ 新的历程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ꎬ 包括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等ꎮ 本文想从社会结构变革

的角度对所谓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做一简要分析ꎮ
前面已经分析了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社会结构的基本状况、 变化ꎬ 并且特别提出了导致这一结

构状况的再分配机制ꎬ 即由国家自上而下型塑的社会结构体系ꎬ 是国家建构的自上而下控制、 分配、

４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中国学术 ７０年回顾与前瞻

①

②
③
④
⑤

刘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采访»ꎬ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２０日ꎬ 新华网ꎬ ｈｔｔｐ:/ /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８－１０/ ２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１７９０５７５ ｈｔｍꎮ

郭树清: «美国升级贸易摩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２１日ꎮ
吴晓刚: «静悄悄但革命性的社会变迁»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２１５９５５８ꎮ
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ꎬ ２０１７ ０７ ２６ꎮ
王小鲁、 樊纲、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８) »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ꎮ



协调资源和机会的体制ꎮ 前文也讨论和分析了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诸种革命性变革ꎮ 但是ꎬ 以往的

很多类似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就形式结构 (构成要素) 的变革讨论变革ꎬ 因而无法深刻理解社会

结构变革的重大意义ꎮ 阐释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中日益显著的决定性作用其实并非创新ꎬ
大量的文献对此已经进行了讨论和分析ꎮ 但是ꎬ 过去的研究往往是分别讨论二者的变革ꎬ 而没有特别

关注二者之间的联系ꎬ 往往忽视了市场作为资源和机会分配机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ꎬ 或者称之为

“市场机制的社会意义”ꎮ
本文认为ꎬ 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ꎬ 重要的是ꎬ 形式结构的变革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之间具有紧

密的联系ꎬ 并且是一个充满 “张力” 的场域ꎮ 如果我们能够暂且忽略阶级阶层、 社会经济地位、 职

业、 身份之间的不同ꎬ 而将其看作社会垂直差别或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形式的话ꎬ 那么ꎬ 它们之间的关

系模式ꎬ 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性质ꎬ 就成为重要的问题ꎮ 这里不是说构成社会结构的群体形式的变

化不重要ꎬ 而是说这些群体之间形成的关系性质是我们分析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基本问题ꎮ 这也是所谓

“形似” 和 “神似” 的区别: 结构形式和内在联系机制有可能形似而神不似ꎬ 也有可能神似而形不

似ꎮ 正如泽林尼曾经阐释过的ꎬ 不平等有可能是市场机制造成的ꎬ 也可能是再分配机制造成的ꎮ① 如

前所述ꎬ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ꎬ 尽管涉及方方面面ꎬ 但核心的变革是由社会主义中央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ꎬ 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和机

会分配的主要机制ꎬ 甚至是决定性的机制ꎬ 这一变革使得上述群体结构的变革具有了更为深刻的

涵义ꎮ
按照社会学的一般原理ꎬ 那些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群体ꎬ 其在社会中的位置ꎬ 从根本上来说是由

他们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决定的ꎻ 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ꎬ 资源和机会的形式是

不一样的ꎬ 例如ꎬ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中ꎬ 不同于其他很多社会ꎬ 社会成员的工作单位而不是他

们的职业ꎬ 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ꎮ 因此ꎬ 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机制就成为决定社会结构性质的基本要

素ꎮ 市场机制在具体运作上尽管和再分配机制之间存在某些 “互嵌” 的状况ꎬ 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

同的两种机制ꎬ 如果不能说二者是相互对立的ꎬ 至少也是充满张力的ꎮ 与再分配机制不同ꎬ 市场机制

的基础在于: 交易参与方利益和权利的独立性、 地位的平等性、 行为的竞争性和边界的开放性ꎬ 用经

典作家的话来说ꎬ 市场交易关系虽然在实质上仍然是不平等的ꎬ 但在形式上是 “平等” 和 “自由”
的ꎮ② 因此ꎬ 在本文看来ꎬ 上述群体形式的结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ꎬ 市场经济

的发展不断促使原有的社会群体日益分化ꎬ 新的社会群体不断产生ꎻ 不同群体的市场状况确定了不同

群体的权利和利益ꎬ 决定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基本关系ꎮ③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ꎬ 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适应日益分化和市场

化的社会结构ꎬ 保持社会的整合ꎻ 如何既激发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创造性ꎬ 建构一个全民创新的

社会ꎬ 同时又能够协调因分化而产生的权利和利益的对立、 冲突ꎬ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 机制ꎬ
保持社会秩序ꎮ 活力和秩序之间同样充满了张力ꎬ 中国社会将在这种张力中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ꎬ
实现 “两个一百年” 的宏伟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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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中国 ７０年社会结构变革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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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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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资本论» 第 １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年ꎬ 第 １０３页ꎻ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下册ꎬ 林荣远译ꎬ 北

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７年ꎬ 第 ２６４－２６５页ꎮ
特别说明ꎬ 这里强调市场机制的意义和影响ꎬ 不是说赞成不受控制的市场化进程ꎬ 这是一个几乎不言自明、 但仍然十分复

杂的问题ꎮ 这里对此不做讨论ꎮ



作者简介: 冯天瑜ꎬ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ꎬ 研究方向: 中国文化史ꎮ
①　 自幼被野兽带走ꎬ 脱离人类社会的 “狼孩” “豹孩” 没有语言能力ꎻ 明成祖朱棣夺取侄儿建文帝皇位后ꎬ 把建文帝的两岁儿

子朱文圭禁锢后宫ꎬ 不许与人交往沟通ꎬ ５０多年后获释ꎬ 朱文圭完全不会讲话ꎮ
②　 一些鸟类和兽类也可发出音响ꎬ 彼此沟通ꎬ 但这是动物的本能所致ꎬ 而人类的语言 “是纯粹人为的ꎬ 非本能的ꎬ 凭借自觉

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ꎮ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ꎬ 我们称人为 “语言动物”ꎮ 参见萨丕尔: «语言论»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７年ꎬ 第

７页ꎮ

概念词化的知识考古: 由词通道

冯天瑜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ꎬ 词是语言中在意义层面上自由运用的最基本单位ꎬ 由词方可通道ꎬ 故

考析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ꎮ 伴随文化交流ꎬ 在中国、 西方、 日本之间借词愈益普遍ꎬ 而此一过程应当追

求信、 达、 雅ꎬ 尤其是信实ꎬ 警惕并辨正词语的误植是一项必须的功课ꎮ 文章具论中国、 文明两词的古今

演绎和中外涵化ꎬ 以见释词以入文化史研习的路数ꎮ
关键词: 词义ꎻ 借词ꎻ 误植词ꎻ 中国ꎻ 文明

中图分类号: Ｇ１２２ꎻ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２６－２２

　 　 语言是思维工具ꎬ 是思想的直接现实ꎻ 语言是人类的创造物ꎬ 它并非先天具有ꎬ 而是后天在社会

生活中习得的ꎮ ①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ꎬ 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ꎮ 故具有思维能力、 结成社会的

人是 “语言动物” ②ꎮ
语言中能够在意义层面上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是词ꎬ 词具有语音特征ꎬ 并在思维过程中遵循语

法ꎬ 更重要的是ꎬ 词蕴含意义ꎬ 这便是词义 (或曰语义)ꎮ 在文化进程中形成的语言ꎬ 包括语音、 语

法、 语义三要素ꎬ 其中语义的历史延展性和运动性最为突出ꎮ 本文兼作静态的共时分析与动态的历时

分析ꎬ 对若干关键词进行语义学诠释ꎬ 以求得一种文化史的认知ꎮ

一、 由字通词ꎬ 由词通道

　 　 “语义学” 是考析语言意义的学问ꎬ 中国传统称之 “训诂学” ———用通俗话语解释深奥语义谓之

“训”ꎻ 用今语解释古语谓之 “诂”ꎮ 十三经之一的辞书 «尔雅»ꎬ 前三篇为 «释诂» «释言» «释
训»ꎬ “训诂” 一名得自此ꎮ 两晋训诂学家郭璞 (２７６－３２１) 为 «尔雅» 作注ꎬ 称训诂为以俗语释雅

言ꎬ 以今语释古语ꎮ 汉至清 ２０００ 年间的学术主干是经学ꎬ 而经学以小学 (包括音韵、 文字、 训诂)
为羽翼ꎬ 尤其与训诂学相为应援ꎬ 此种治学方式兴起于汉ꎬ 大盛于清ꎮ

上古与中古ꎬ 汉语有 “字” 无 “词”ꎬ 唐宋所用的 “词” 字ꎬ 指与 “诗” 相区别的另一种韵文ꎬ
又称长短句ꎬ 汉晋唐宋释经ꎬ 皆从释字入手ꎮ 语言学上的 “词”ꎬ 在近古方与 “字” 相离析ꎬ 指具有

独立意义的最小语文单位ꎮ 清代学者戴震 (１７２３—１７７７) 较早明确区分字与词ꎬ 并将词置于高过字

６２




的一个级次ꎬ 提出从字通词ꎬ 由词义明晓经义的学术理路:
　 　 经之至者道也ꎬ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ꎬ 所以成词者字也ꎮ 由字以通其词ꎬ 由词以通其道ꎬ 必有

渐ꎮ («与是仲明论学书»)
这里勾勒了 “字—词—道” 的推进线路ꎬ 诠释经义从 “字本位” 过渡到 “词本位”ꎮ

有些单字即具有独立意义ꎬ 此为一字词ꎮ 词更多由两字及多字按一定结构组成ꎬ 其词义更趋丰

富、 精准ꎮ 以二字词为例ꎬ 略有几种结构类型: 如偏正结构 (前字对后字起修饰或限制作用ꎬ 前谓

“偏”ꎬ 后谓 “正” )ꎻ 动宾结构 (前字表示动作或行为ꎬ 后字表示动作或行为涉及的对象)ꎻ 主谓结

构 (前字为陈述对象ꎬ 后字是对前字的陈述)ꎻ 联合结构 (两字并列)ꎬ 等等ꎮ
词具有独立含义ꎬ 组合成句子更可展示复杂意义 (如 «易传» “形而上者谓之道” 的那个

“道” )ꎬ 这种求索过程便是戴震所说的 “词以通道”ꎮ 沿此路径ꎬ 经由字词演绎史ꎬ “辨章学术ꎬ 考

镜源流”ꎬ 从词义的古今沿革、 中外对接ꎬ 认识概念演绎史及概念成词史ꎬ 通过字词历史情景的复

原ꎬ 认知形上之理ꎬ 使语义辨析更多地赋予思辨性和语用性ꎬ 较之偏重名物考辨的清儒训诂学ꎬ 更具

学理性并贴近社会生活实际ꎮ 这种探究ꎬ 包括字形与字义的关系、 词的结构类型、 词语与思维及学术

的联络、 语义的构成因素、 语义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译词在中外对接间的词义互动等语文事象ꎮ
而我们的考察既然与 “意义” 发生关联ꎬ 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ꎬ 从而进入文化史范域ꎬ 笔

者将此种研讨称之 “历史文化语义学”ꎮ①
明确指出由字 (词) 义考辨导入文化史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 (１８９０—１９６９)ꎮ １９３６年ꎬ 陈氏阅毕

沈兼士 (１８８７—１９４７) 论文 « “鬼” 字原始意义之试探»ꎬ 立即致函沈氏说:
　 　 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ꎬ 凡解释一字ꎬ 即是作一部文化史ꎮ 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ꎬ
以寅恪所见ꎬ 惟公此以当之无愧也ꎮ

沈兼士之文何以被眼界极高的陈寅恪推崇为 “近日著作” 中的仅见者呢? 检视沈文得知ꎬ 沈氏没有

满足于 “鬼” 字的后世流行义ꎬ 如 «说文解字» 所称 “鬼ꎬ 人所归为鬼ꎮ 从人ꎬ 象鬼头ꎮ 鬼阴气贼

害”ꎬ 而是追溯其原义: 从 “鬼” 字的甲骨文考辨入手ꎬ 发现其本义并非鬼魅、 鬼怪ꎬ 而是 “似人之

异兽”ꎬ 引申为异种之人ꎬ 用于族名ꎬ 有 “高大” 义ꎬ 与华夏之 “夏” ( “大” 义) 相似ꎬ 故 “魁、
嵬、 巍” 等形容高大的字由其演成ꎮ 古之 “鬼方” “鬼国” “媿” “隗” 等族名、 地名并无贬义ꎬ 如

鬼方意为大地方ꎬ 鬼国意为远国ꎮ “鬼” 的鬼蜮、 鬼怪义ꎬ 乃后世引申ꎮ 由此例可知ꎬ 探讨字 (词)
义的演绎过程ꎬ 方能防止望文生义、 浅尝辄止ꎬ 得见某一领域之文化史真相ꎮ 其实ꎬ 类似沈兼士这样

的文章ꎬ 清代考据学家自顾炎武、 阎若璩、 戴震、 惠栋ꎬ 到段玉裁、 王念孙、 王引之、 阮元等多有撰

著ꎬ 但近代已属少见ꎬ 故陈寅恪特别加以提倡ꎬ 以发凡起例ꎮ
笔者遵循陈氏 “释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 教言ꎬ 沿袭沈氏辨 “鬼” 文的理路ꎬ 考析近代关键词

在古今中外坐标系间的演进ꎬ 以迎候 “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 来临ꎮ

二、 词语的学科分野

　 　 近代定格的专科术语ꎬ 除个别新创词 (如哲学、 美学、 脑筋、 逻辑) 外ꎬ 大都承袭汉字古典词ꎬ
又在文化的近代转型和中外词语对接间ꎬ 进展为学术分科的关键词ꎬ 透过它们ꎬ 可以洞察中国文化古

今转捩点错综而多趣的状貌ꎮ
一般而言ꎬ 中国传统学术分类较为粗疏ꎬ 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 (１８９３—１９８０) 说:
　 　 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ꎬ 动称经史词章ꎮ 此

７２概念词化的知识考古: 由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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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ꎬ 非科学之统系也ꎮ①

国学底蕴深厚的新闻记者黄远庸 (１８８４—１９１５) 作 «晚周汉魏文钞序»ꎬ 将 “分科” 视作区别中

西学术的主要因素:
　 　 古无分业之说ꎬ 其思想论辨不由名学ꎬ 故常以一科之学ꎬ 包举万类ꎮ 欧洲古代学者ꎬ 举一切

物理、 心理、 政治、 道德之理论ꎬ 悉归之于哲学ꎮ 吾国自古亦以一切学问ꎬ 纳之于文ꎮ 其分合异

同之迹ꎬ 盖难言之ꎮ②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 (１９０９—１９７８) 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学术的不同:
　 　 然在中土ꎬ 则所谓文化之各领域素未截然划分ꎬ 此于中国图书分类之不能按照西方分类法即

已得其证ꎮ 中国传统之书籍分类ꎬ 如七略四部之分ꎬ 均以书籍体例分ꎬ 而不以学术之对象属于何

类文化领域分ꎮ 而此中尤以哲学文学中之分划为难ꎮ 集部之非同为文学ꎬ 如子部之非同为哲学ꎮ
而经史二部正治哲学文学者所同读ꎮ③

晚清以降ꎬ 西学东渐ꎬ 中西文化交融互摄ꎬ 近代初期在 “师夷长技” 谋略指导下ꎬ “格致学”
(自然科学) 诸科率先成长ꎬ 多种理科门类 (物理、 化学、 数学、 生物学、 医学等) 应运而生ꎻ 近代

中期以后ꎬ 固有的经学、 史学等也得以分化、 重组ꎬ 汲纳西学ꎬ 形成文学、 历史、 哲学、 经济学、 社

会学、 考古学、 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ꎬ 由较笼统的传统学术走向学科分野趋于明晰的近代

学术ꎮ
清末外交家薛福成 (１８３８—１８９４) 是较早对西洋学术分科加以介绍并作出肯定性评价的士人ꎮ

他 １８９０年任 “出使英、 法、 义 (意大利)、 比四国大臣”ꎬ 对欧洲各国学术分科发展留下深刻印象ꎬ
他发现ꎬ 中国官员 “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ꎬ 究其极乃一无所能”ꎮ 与之大相径庭ꎬ 欧洲各国担任

外交、 军事等官职者ꎬ “数十年不改其用焉”ꎬ “数十年不变其术焉”ꎮ 薛氏进而评论说:
　 　 他如或娴工程ꎬ 或精会计ꎬ 或谙法律ꎬ 或究牧矿ꎬ 皆倚厥专长ꎬ 尽其用不相搀也ꎮ 士之所

研ꎬ 则有算学、 化学、 电学、 光学、 天学、 地学ꎬ 及一切格致之学ꎬ 而一学之中ꎬ 又往往分为数

十百种ꎬ 至累世莫殚其业ꎮ 工之所习ꎬ 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羽毛及设色抟填ꎬ 而一艺

之中ꎬ 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ꎮ④

此谓 “各有专家ꎬ 而不相侵焉”ꎬ 正是分科之学的表征ꎮ 而与分科之学发展相为表里ꎬ 义位明确、 具

有特指性的各学科术语纷至沓来ꎮ
直至清末ꎬ 中国传统学术尚处在综合状态ꎬ 学科分野欠明ꎬ 故术语不发达ꎮ 国学大师章太炎

(１８６９—１９３６) 将汉语、 汉文视作 “国粹” 之首 (他有 “国文” “国史” “国伦” 共为国粹之说)ꎬ
对外来语大量涌入颇有保留与警惕ꎬ 但他在比较中西语文短长之后ꎬ 发现汉语的固有实词丰富且稳

定ꎬ 而 “汉土所阙者在术语”ꎬ “欧洲所完者在术语”ꎬ 故认为有必要创制汉字新术语ꎮ 鉴于汉字造词

能力强ꎬ 章氏又指出:
汉文既有孳乳渐多之用ꎬ 术语虽阙ꎬ 得并集数字以成名ꎬ 无所为病ꎮ («国故论衡转注假

借说»)
以国文为国粹的章太炎对于用汉字组创新术语充满信心ꎮ 近现代汉语发展的实践ꎬ 证明章氏的预见不

虚ꎬ 如以 “电” 字为词头ꎬ 可创制无数电工类术语: 电力、 电灯、 电话、 电报、 电信、 电线、 电路、
电阻、 电磁等ꎬ 这种创词还可推衍下去ꎬ 不断满足反映新知识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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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语言逻辑的章士钊 (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强调 “翻译名义” (译名问题) 的重要性ꎬ 他认为:
　 　 国于今日ꎬ 非使其民具有世界之常识ꎬ 诚不足以图存ꎻ 而今世界之学术ꎬ 什九非前代所有ꎬ
其表示思想之术语ꎬ 则并此思想亦为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ꎬ 比比然也ꎮ①

这就将新术语的创译提到救亡图存的高度ꎮ
随着学科的分途发展ꎬ 义位明确、 具有特指性的相关术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ꎬ 不少成为今日通用

关键词ꎮ 在现代英、 法、 德、 俄等语种的全部词汇中ꎬ 术语的数量早已超过半数ꎬ 而且还在与日俱

增ꎮ １７世纪以降ꎬ 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ꎬ 欧美近代文化连同其术语也传播到世

界各地ꎬ 其他地域的民族与国家ꎬ 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来自欧美的近代术语系统ꎬ 并结合自身语文特

征ꎬ 逐渐有所创发ꎬ 有所改造ꎬ 其语文天地呈现古与今、 内与外既相冲突又相融会的纷繁多姿状貌ꎮ
这在以中国为主体的汉字文化圈演绎得尤为精彩、 繁复ꎮ

三、 “借词” 的必需

　 　 由于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融会间生成发展的ꎬ 故作为关键词流行的近代术语ꎬ 在相当程度上

得益于广泛采撷外来概念ꎬ 这便是 “借词”ꎮ
“借词” 是英语 Ｌｏａｎｗｏｒｄ的直译ꎬ 又称 “外来语” “外来词” “外来概念词”ꎮ 修辞学家陈望道

(１８９１—１９７７) 指出ꎬ 语言分 “内发语” 和 “外来语”ꎬ 前者是 “本地自造的”ꎬ 后者是 “从外路输

入的ꎮ 引线是外路的知识ꎬ 新事物、 新势力的输入外来语也是新文化之一ꎮ”② 狭义外来语仅指

音译词ꎬ 广义外来语包括意译词ꎮ③

由于日本通过 “明治维新” 学习欧美近代文化有成ꎬ 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此间利用汉字

翻译了大量欧美词汇 (主要是学科术语)ꎬ 这些新词伴随日译西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ꎬ 故近代中国

通用的关键词ꎬ 不少是在中国、 西方、 日本三边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术语ꎮ
借词以新词语的形式进入借方语言中ꎬ 增加借方语言数量ꎬ 丰富借方语言表现力ꎬ 是语言作跨文

化旅行的表现ꎮ 借词通过翻译得以实现ꎬ 而翻译的实质是以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思想 (立基于

概念的普世性、 可沟通性)ꎬ 其任务主要是再现原文的思想ꎬ 而不一定重演原文的语音ꎮ 故 “借词”
除音译外ꎬ 更包括意译词和音意合璧词ꎮ

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ꎮ 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ꎬ 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ꎬ 而且汉字往往一

字多义ꎬ 可供翻译时选用ꎮ 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ꎬ 昭示其文化内蕴ꎻ 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

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ꎬ 如 “逻辑” “俱乐部” “拖拉机” “维他命” “霓虹灯” “保龄球” “绷带”
“可口可乐” 等ꎬ 以及近些年出现的 “奔驰” “黑客” “迷你裙” “托福” 之类ꎬ 在表音的同时ꎬ 又提

供某种意义暗示ꎮ 严复 (１８５４—１９２１) 在音译 Ｕｔｏｐｉａ 时ꎬ 取 “乌托邦” 三字ꎬ 在对音之外ꎬ 又可从

这三个汉字中产生 “乌有寄托之乡” 的联想ꎬ 以引出 Ｕｔｏｐｉａ 的 “空想主义” 意蕴ꎮ 另外ꎬ 波兰医生

柴门霍夫 (１８５９—１９１７) 创立世界语 (Ｅｓｐｅｒａｔｏ)ꎬ 近代中国人将 Ｅｓｐｅｒａｔｏ 音译作 “爱世不难读”ꎬ 而

这五个对音汉字包含的意义又与 “世界语” 的意义颇近似ꎮ 这些音意合璧译词都是充满睿智的汉字

文化绝妙创作ꎮ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语ꎬ 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ꎮ 王国维 (１８７７—１９２７) 积极评价新学语的

借取ꎬ 他指出ꎬ 随着社会生活中新事物、 新思想的层出不穷ꎬ 各个时代都有语不足用、 需要输入外来

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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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秦之语言ꎬ 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ꎻ 近世之言语ꎬ 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

足ꎮ 处今日而讲学ꎬ 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ꎻ 而人既造之ꎬ 我沿用之ꎬ 其势无便于此者

矣ꎮ①
王先生 “人既造之ꎬ 我沿用之”ꎬ 是指日本已用汉字造出若干表述西学的新词ꎬ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ꎮ

语言学家陈原 (１９１８—２００４) 也论及借词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ꎬ 它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ꎬ 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没有ꎬ 而

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语汇ꎬ 与此同时ꎬ 不可避免的是别的语言也向它借用某些同样

需要的语汇ꎮ 一方面是借入ꎬ 一方面是出借②
百年过去ꎬ 王国维肯认的 “新语之输入” 有增无已ꎬ 而诸如 “科学、 民主、 自由、 经济、 文学、 艺

术、 封建、 资本、 教育、 新闻、 物理、 化学、 心理、 社会、 革命、 共和、 政党、 阶级、 权利、 生产

力、 世界观、 社会主义、 知识分子” 等许多关键词的确立ꎬ 都是在古今演绎、 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

中实现的ꎮ 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ꎬ 词形皆是古典汉字固有的ꎬ 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

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ꎬ 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ꎮ 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ꎬ 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

概念 (词语为其物质表征) 的生成机制、 发展规律ꎬ 将展开中国、 西方、 日本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

图景ꎬ 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 (并非单线直进) 历程ꎮ
借词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ꎬ 既有 “跨文化适应”ꎬ 借方与借入方达成彼此适应的涵化ꎻ 同时ꎬ 借

词也会遭遇跨文化传播阻力ꎬ 发生 “跨文化曲解” “跨文化错觉”③ꎬ 这也是历史文化语义学需要探

讨的问题ꎮ

四、 “日语借词” 考析

　 　 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量译介西学概念的新名词ꎬ 张之洞称 “日本名词”ꎬ 林琴南称 “东人

之新名词”ꎬ 刘半农称 “东洋派之新名词”ꎬ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 “日语借词”ꎮ④ 有人认

为ꎬ 若去掉 “日语借词”ꎬ 近现代中国人便难以说话作文了ꎮ 然而ꎬ 试加具体辨析ꎬ 我们便发现近代

中国使用的反映新知识的新词语固然深受日本影响ꎬ 但称新语多为 “日语借词”ꎬ 则有夸张之嫌ꎮ 这

样说ꎬ 决非为 “词汇民族主义”⑤ 张目ꎬ 而是从近代汉语史的实况引出的平允结论ꎮ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ꎬ 中方惨败ꎬ 中国决意向强敌学习ꎬ 自 １８９６ 年开始形成留日高

潮ꎬ 经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ꎬ 尤其是数以万计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少数 “亡命客” (梁启超等以此自

名) 的转输ꎬ 汉字新语从日本大量涌入中国ꎮ⑥ 清末民初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语ꎬ 有如下几类:
(１) 音译词 (瓦斯、 俱乐部等)ꎮ
(２) 日本训读词 (入口、 手续等)ꎮ
(３) 日本国字 (腺、 膣等)ꎮ
(４) 日文译语 (基于、 对于等)ꎮ
(５) 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 缩小ꎬ 以对译西洋概念ꎮ 以 “现象” 为例ꎬ 本为汉译佛语ꎬ 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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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ꎬ «教育世界» １９０５年 ４月第 ９６期ꎮ
陈原: «社会语言学»ꎬ 北京: 学林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２８７页ꎮ
参见陈国明、 安然编著: «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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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西尼: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ꎬ 黄河清译ꎬ 北京: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１３７页ꎮ
关于晚清日本汉字新名词进入中国的途径及一般情况ꎬ 参见黄兴涛: «日本人与 “和制” 汉字新词在晚清中国的传播»ꎬ «寻

根» 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ꎻ «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ꎬ «新史学» 第 ３卷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９年ꎬ
第 １００－１２９页ꎮ



佛、 菩萨现出化身ꎬ 日本哲学家西周 (１８２９—１８９７) 的 «人生三宝说» (１８７５) 在 “现象” 词形中

注入新义ꎬ 成为与 “本质” 对应的哲学术语ꎮ
(６) 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新词ꎬ 以对译西洋术语 (暗示、 霸权、 饱和、 悲剧、 宠儿、 低调、 公

仆、 哲学、 美学、 战线等)ꎮ 其中 “哲学” 也是西周创制ꎬ 对译英语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爱智之学)ꎬ 准确而

且简练ꎬ 此译名一出ꎬ 逐渐取代以前诸译名ꎬ 如理学、 形上学ꎮ
上述几类词语 (以五、 六两种为多) 自日入华ꎬ 但上述新语并不能以 “日语借词” (或称 “日

源词” ) 一言以蔽之ꎮ 这里需要辨正处有二: 其一ꎬ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词ꎬ
如自由、 社会、 科学、 卫生、 小说、 机器、 参观、 大气、 代表、 单位、 发明、 反对、 范畴、 现象、 革

命、 共和、 左翼、 右翼、 讲师、 教授、 博士、 悲观、 标本等ꎬ 究其原本ꎬ 均来自中国古典词库ꎬ 是唐

宋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ꎬ 近代经日本改造后 “逆输入” 中国的ꎬ 故不可简单地以 “日源词” 视之ꎮ
其二ꎬ 还有一批反映西方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词ꎬ 如植物学、 物理学、 地球、 热带、 温带、 冷带、
寒流、 暖流、 细胞、 真理、 公理、 定理、 比例、 权利、 立法、 公法、 选举等ꎬ 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ꎬ
其实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ꎬ 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ꎬ 以 “西译中述” (西方人口

译ꎬ 中国人笔述) 方式在中国创制的ꎬ 它们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ꎬ 其载籍为在

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 (明清之际成书) 与晚期汉文西书 (清中末叶成书)ꎮ①

由于西学在幕末—明治日本远比同期的中国受到重视ꎬ 这些在明清中国未能广泛流布的学语ꎬ 在

近世 (江户时期) 和近代 (明治时期) 日本普遍使用ꎬ 并于清末民初伴随日本教科书、 工具书、 日

译西书、 新闻媒体大举入华ꎬ 被未究底里的中国人当做日制汉字词ꎬ “好奇者滥用之ꎬ 泥古者唾弃

之” (王国维评语)ꎮ 而一些严谨的日本学者历来都否认这批汉字术语的 “日源” 性ꎬ 指出它们来自

明末和清朝同光年间的汉文西书ꎮ 如果将这批表述西学的汉字术语认作 “日语借词”ꎬ 日本学者会哑

然失笑ꎬ 中国人更情何以堪! 因为译创那些汉字新词的中国士人与来华外国人士的劳绩历历在目ꎬ 不

容抹杀ꎮ 参与翻译上述汉字新词者甚众ꎬ 著名人物有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 艾儒略、 金尼阁、 邓

玉函、 熊三拔、 傅汎际、 汤若望等ꎬ 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慕维廉、 傅兰雅、 麦都思、 伟烈亚

力、 林乐知、 李提摩太等ꎬ 与西洋人合作汉译的中国士人有明末徐光启、 李之藻、 杨廷筠、 王徵ꎬ 清

末汪凤藻、 李善兰、 徐寿、 徐建寅、 华蘅芳、 王韬、 李凤苞、 管嗣复、 张福僖等ꎮ 这些中西人士若地

下有灵ꎬ 必为首创权被剥夺并拱手让与日本人而郁愤不已ꎮ
总之ꎬ 上述两类汉字术语ꎬ 前者并非 “新语翩至”ꎬ 而是 “旧词复兴”ꎬ 或曰 “古典词革新”

(承袭古典基旨而变通之)ꎻ 后者不是 “日词入华”ꎬ 而是 “侨词来归”ꎮ 直至现代ꎬ 中国出版的某些

外来语词典和语言学著作缺乏具体分析ꎬ 把它们视作 “日语借词”ꎬ 这是不恰当的ꎮ 从语源学角度视

之ꎬ 必须恢复上列两类词语的 “古典翻新” 和 “回归侨词” 身份ꎬ 并辨析翻新过程和在中—西—日

三边互动间的沿革情形ꎮ
我们并不轻忽日本消化西学形成的汉字语汇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ꎮ 近代日本创制少数汉字新词

(如哲学、 美学、 干部、 常识之类)ꎬ 大量运用中国古典词 (如伦理、 科学、 政治、 范畴、 艺术、 民

族等) 翻译西洋术语ꎬ 又普及一批前缀 (如老 ~、 小 ~、 第 ~、 非 ~等) 与后缀 (如 ~者、 ~力、 ~
性、 ~化等)ꎬ 丰富了汉字的语用ꎬ 此一劳绩应当肯定ꎬ 但不能由此对其语源张冠李戴ꎮ 这并非仅是

争夺词语发明权ꎬ 更重要的是端正对词语演绎线路的认识ꎬ 以准确把握词义异动及发展过程ꎬ 这不单

是语言学问题ꎬ 更是文化史学问题ꎮ
笔者以为ꎬ 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的贡献ꎬ 主要并不是提供了多少新词ꎬ 而在于结束了汉字新语的

散漫无序、 自生自灭状态ꎬ 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所制的汉字新语的现代意义ꎬ 并使之汇入学科体

系ꎬ 通过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ꎬ 为汉字文化构筑近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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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严复 (１８５４—１９２１) 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ꎬ 中国逐渐不再借助日译西书ꎬ 而直接

译述西学ꎬ 据英、 法、 德、 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语ꎬ 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ꎬ 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

效用并未中止ꎬ 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ꎬ 如严复苦心孤诣译创的 “计学” “群学” “母财” 固然准确、
典雅ꎬ 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 “经济学” “社会学” “资本” 明快易懂ꎬ 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不是严

译词而是日译词ꎮ 严复提出翻译 “信、 达、 雅” 三原则ꎬ 但因其译语过于古雅艰深ꎬ 不够畅达通俗ꎬ
而落败于日译词ꎮ 后之中国翻译者吸取了此一教训ꎮ

当然ꎬ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ꎬ 我们也不应忘却ꎬ 这些日译汉字词多半源自汉字古典词ꎬ
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ꎮ 拙著 «新语探源» 对此有详细考订ꎮ 新近一例颇能说明问题: 当

下日本天皇更替ꎬ 皇太子德仁继承平成天皇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成为新天皇ꎬ 日本公布新年号 “令
和”ꎬ 官方解释ꎬ 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 «万叶集» “初春令月ꎬ 气淑风和” 句中择字组成ꎬ 并宣称

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ꎬ① 这次日本官方刻意选字于日本古典ꎬ 显然有文化 “脱中” 用意ꎮ
但经考证发现ꎬ 公元 ８世纪成书的 «万叶集» “初春令月ꎬ 气淑风和” 句ꎬ 脱胎自公元 ２ 世纪的东汉

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 (７８—１３９) 诗作 «归田赋» 的 “仲春令月ꎬ 时和气清”ꎬ 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

典籍 «仪礼» 的句式ꎮ 有人戏称ꎬ “令和” 的父亲是 «万叶集»ꎬ 祖父是 «归田赋»ꎬ 曾祖是 «仪
礼»ꎮ 日本使用的汉字文化ꎬ 源出中国古典ꎬ 这是不必也不应当回避的历史事实ꎮ 与此同时ꎬ 日本近

代对汉字文化的创造性贡献ꎬ 我们也当记忆和利用ꎮ
综论之ꎬ 中日之间互为师生的语文交会历程ꎬ 为两国留下丰厚的文化财富ꎬ 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

挥作用ꎬ 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ꎮ

五、 对 “误植词” 的警惕与辨正

　 　 概念、 范畴的演变ꎬ 是人类思想变革的表征ꎬ 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思想的迁衍、 深化ꎮ 然

而ꎬ 由于概念古今转换、 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进步与民族性沿革两大往往并不总是互洽的过

程ꎬ 情形错综复杂ꎬ 概念与指称之间的误植时有发生ꎬ 这便是北魏文字学家江式 (? —５２３) 指出

的ꎬ 在 “世易风移ꎬ 文字改变” 之际ꎬ 往往出现字语 “谬错” “失真”ꎬ “俗学鄙习ꎬ 复加虚造ꎮ”
(«进‹古今文字›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不乏例证: 有的古典汉字词在演变为新语之后ꎬ 既完全脱离

汉语词的原义ꎬ 也不切合对译词的本义ꎬ 又无法从汉字词的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ꎬ 新词义全然是生

造的、 人为强加的ꎬ 这便是 “误植词”ꎮ 社会学家陶履恭 (１８８７—１９６０) 百年前说:
　 　 世人用语ꎬ 率皆转相仿效ꎬ 而于用语之真义反漫然不察ꎮ 物质界之名词ꎬ 每有实物可稽寻ꎬ
世人用之ꎬ 或能无悖词旨ꎬ 鲜支离妄诞之弊ꎮ 独进至于抽象之名词ꎬ 无形体之可依托ꎬ 而又非仅

依吾人官觉所能理会ꎮ 设转相沿袭ꎬ 不假思索ꎬ 非全失原语之真义ꎬ 即被以新旨ꎬ 而非原语之所

诂ꎬ 此必然之势也ꎮ②

“失原语之真义” “新旨” 亦 “非原语之所诂” 导致语文 “谬错”ꎬ 此种失误往往发生在译创新语中ꎬ
如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ꎬ 但在理解中也出现某些文化错位———用本民族传统理

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ꎬ 诸如 “理性” 概念的误读ꎬ “科学” 的实用化ꎬ “辩证法” 的降

级诠释ꎬ “实践” 概念的变形ꎬ “自由” 概念的附会等ꎮ③ 概念意译过程中旧名衍为新名导致文化错

位ꎬ 可列举一些典型例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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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古代第一个年号 “大化” 开始ꎬ 直至近现代的年号 “明治” “大正” “昭和” “平成”ꎬ 皆取自中国古典ꎬ 如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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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 “经济”ꎬ 旧名本义 “经世济民” “经邦济国”ꎬ 意近政治ꎬ 而在对译 ｅｃｏｎｏｍｙ时形成的新名

“经济”ꎬ 含义转为国民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之总和ꎬ 兼指节约、 俭省ꎬ 与本义脱钩ꎬ 新义又无

法从 “经济” 词形推衍出来ꎮ①

再如新名 “形而上学”ꎬ 是借 «周易» “形而上者谓之道” 一语对译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时形成的ꎬ 此新名

之一义 “超验哲理”ꎬ 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ꎻ 但后来衍生的反辩证法的 “静止论” “机械论” “外因

论” 诸义ꎬ 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ꎬ 也超出了旧名 “形而上” 词形所能提供的意义空间ꎮ② 但

“形而上学” 即静止论、 机械论、 外因论的强加义已深入人心ꎬ 很难清除ꎬ 有待持续不懈的解释ꎮ
至于我们 “日用而不辨” 的史学关键词 “封建”ꎬ 在中外对译之际ꎬ 概念误植尤其突出ꎬ 以致把

秦汉—明清这一制度主流并非封建的 ２０００年 (实行考选官僚政治、 土地可贾的地主经济) 称之 “封
建社会”ꎮ 这种滥用的 “封建”ꎬ 既与汉字词古典义 (封土建国、 土不可贾) 相悖ꎬ 也与对译英语词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贵族政治、 领主经济) 含义大异ꎬ 且无法从 “封建” 词形推演出君主集权、 非世袭的官

僚政治一类含义来ꎬ 故以 “封建” 概括周秦以降社会形态ꎬ 实乃偷换概念的错谬ꎮ③ 因而钱穆

(１８９５—１９９０) 称之 “削足适履”④ꎬ 林志纯 (１９１０—１９９０) 指为 “百年误译”⑤ꎮ
术语概念误植带来的不良后果ꎬ 往往会超越语言学范围而直达思想文化层面ꎬ 如因 “封建” 的

滥用ꎬ 导致中国史分期长久聚讼不决ꎬ 对各阶段社会形态认识发生紊乱ꎬ 不良影响十分广远ꎬ 故侯外

庐 (１９０３—１９８７) 批评曰 “语乱天下”⑥ꎮ
误植现象常发生在译词的选定上ꎬ 费正清 (１９０７—１９９１) 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指出ꎬ 某些西

方概念汉译后ꎬ 往往发生变异ꎬ 如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是欧洲启蒙运动后表述人权和尊重个性的褒义词ꎬ 译

成汉语 “个人主义”ꎬ 则演化为 “利己” “自私” 的同义语ꎬ 基本上成了贬义词ꎮ 现在译界将 ｅｇｏｉｓｍ
译作 “自私”ꎬ 恢复 “个人主义”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的褒义ꎬ 这是对上述偏误的纠正ꎬ 但力度尚不足以

克服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 “个人主义” 形成的错觉ꎮ 此外ꎬ “自由主义” “权利” 等译词ꎬ 也有从英

语原义转变为汉语词贬义的情形ꎮ 这表明ꎬ 异文化间词语的通约殊非易事ꎮ 而如果术语不能通约ꎬ 异

文化的互动交流便会陷入困境ꎮ 故应当揭示误植词发生偏差的机制ꎬ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ꎮ
综论之ꎬ 生生不已的关键词ꎬ 既勿固守语文民族本位ꎬ 拒斥外来佳词良意ꎻ 也不能截断新语的汉

字文化渊源ꎬ 数典忘祖ꎬ 任由外邦行使 “话语霸权”ꎻ 或自乱阵脚ꎬ 任某些关键词误植、 错乱ꎮ 词语

(尤其是术语) 的规范化、 精确化、 纯洁化ꎬ 避免被污染、 陷入紊乱和退化ꎬ 是弘扬文化传统、 确保

文化健康发展所必需的一项守望工作ꎮ 此项研究的致力要处有二: 其一ꎬ 追溯词语在汉字文化系统中

的生成与演变ꎬ 知词义由来有自ꎬ 变异有据ꎻ 其二ꎬ 开放门户ꎬ 博采外来概念的新颖含义ꎬ 致力对译

词的内外交会、 彼此涵化ꎮ
下以 “中国” 与 “文明” 二词的生成、 演变、 定格为例ꎬ 透视关键词的古今演变、 中外融通的历程ꎮ

概念词化例一: 中国

　 　 “中国” 一词ꎬ 人们耳熟能详ꎬ 使用广泛ꎮ 这一关键词从上古走来ꎬ 含义多有流变: 从先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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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冯天瑜: «中日西语文互动与 “经济” 概念的变迁» (日文)ꎬ 载 (日)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编 «日本研究» 第 ３１
期ꎬ ２００５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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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 义、 “邦国” 义ꎬ 汉唐的 “中土” “中原” 义ꎬ 到近代演变为与世界诸邦并列的民族国家之

名ꎬ 而 “居中立邦” 义则大体一以贯之ꎮ
１ 由 “中” 与 “国” 组成的偏正结构词

二字词 “中国”ꎬ 由 “中” 与 “国” 两个古老的、 具有独立含义的单字组成ꎬ 前字 (中) 对后

字 (国) 起修饰、 限定作用ꎮ
(１) 释 “中”ꎮ 中国之 “中”ꎬ 甲骨文 、 金文中ꎬ 皆写作有飘带的旗帜ꎬ 所谓 “有旒之旆”ꎬ

象形为旗杆插在一个圆圈形的栅栏中心ꎬ 表示中间、 中央之意ꎮ 故 “中” 的本义为内、 里ꎮ «说文解

字» 曰: “中ꎬ 内也ꎮ 从口、 ｜ ꎬ 上下通ꎮ”
成为方位名词的 “中”ꎬ 意谓空间的中央ꎬ 与四方、 上下等距离ꎬ 居左右之中、 两端之间ꎬ 为四

方之内核ꎮ 而甲骨文、 金文 “中” 字的象形明示: “中” 乃旌幡飘扬的旗帜ꎬ 居中而立ꎬ 显系指挥所

在处ꎬ 某区域或人群的枢机、 轴心ꎮ 中国最早的政治文书结集 «尚书» 有 “王来绍上帝ꎬ 自服于土

中” («尚书召诰»)ꎮ 之说ꎬ 唐人孔颖达 (５７４—６４８) 释曰: “言王今来居洛邑ꎬ 继天为治ꎬ 躬自

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ꎮ” («尚书正义»)汉初贾谊 (前 ２００—前 １６８) 曰: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ꎬ 中之

而为都ꎮ” («新书属远»)可见ꎬ 自先秦以至于汉唐ꎬ “中” 在地理上的空间居中义的基础上ꎬ 早已

引申出执政中心义或文化中心义ꎮ
“中” 还演绎为副词ꎬ 有 “适合、 合于” 之义 (如中用、 中听)ꎻ 演绎为形容词ꎬ 意指成、 好、

不偏不倚 (适中、 中庸)ꎻ 演为量词ꎬ 有 “中等” “半” 意以及 “正” “得当” 等意涵ꎻ 演绎为动词ꎬ
读音同 “重” (ｚｈｏｎｇ)ꎬ 意为对上 (如射中、 猜中)、 受到 (如中计、 中枪)ꎮ

作为专用名词 “中国” 构造成分的 “中” 字ꎬ 主要包含 “中心” “当轴处中” 之意ꎮ
(２) 释 “国”ꎮ 中国之 “国”ꎬ 繁体为 “國”ꎬ 甲骨文作 ꎬ 金文作国ꎬ 是由 “戈” 字 (兵器ꎬ

示武装) 与 “口” 字 (人口) 合成的会意字ꎬ 意谓武装保卫国人的地域、 军队护卫的城邦ꎮ
晚周使用的小篆国ꎬ 其外沿的囗 (音围) 指城垣ꎬ 国是以城垣环绕保卫的领域ꎬ 故把都城称

“國”ꎬ 又将地域称 “國”、 称 “方” (常有 “方國” 并称)ꎮ 更正式的说法ꎬ “國” 指天子赐给诸侯

的封地ꎮ 先秦有 “家—國—天下” 的分野ꎬ 士大夫之 “家” 组合成诸侯之国ꎬ 诸侯之 “國” 总汇为

周王的 “天下”ꎮ
国在家之上ꎬ 在天下之内ꎬ “國” 是 “天下” 的基本构成部分ꎬ 孟轲 (约前 ３７２—前 ２８９) 有

“天下之本在国” («孟子离娄上»)的名论ꎮ
“國” 字繁复ꎬ 东汉曾简化为 “囯”ꎬ 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意ꎻ 魏晋六朝出现 “囻” 字ꎬ 有

“民为邦本” 意ꎻ 不过通用的仍是 “國” 字ꎮ 直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时ꎬ 方定为 “国”
字ꎬ 有 “祖国美好如玉” 之意ꎮ①

秦汉以降ꎬ 郡县制取代封建制ꎬ 虽仍有贵族封国之例ꎬ 但已成次要ꎬ 政制区划主体是朝廷命官管

理的州、 郡、 县ꎬ “國” 在其上ꎬ 指由中央政权掌控的、 有特定疆域的国家ꎮ 故 “國” 与 “邦” 意

相通ꎮ «说文解字» 邦、 国互训: “國ꎬ 邦也ꎮ 从囗从或ꎮ” “邦ꎬ 國也ꎮ 从邑ꎬ 丰声ꎮ” 帝制传统讲

究 “避讳”ꎬ 帝王名号必须回避ꎬ 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 (前 ２５６—前 １９５) 的 “邦” 要避讳ꎬ 以近意

字 “國” 代用之ꎬ «汉书高帝纪上» 注引荀悦 (１４８—２０９) 语: “讳邦ꎬ 字季ꎬ 邦之字曰 ‘國’ ”ꎮ
颜师古 (５８１—６４５) 曰 “邦之字曰國者ꎬ 臣下所避以相代也”ꎮ 战国及秦通用的 “邦家” 一词ꎬ 汉代

以 “国家” 代之ꎬ 后世沿用如仪ꎮ 先秦以 “國” 指城中、 郊内、 有疆界的行政地区等ꎬ 秦汉以后的

诗文仍有承袭ꎮ
要言之ꎬ “國” 指执戈捍卫之城邑ꎬ 进而指称军事、 政治中心地ꎬ 秦汉以下主要指朝廷掌控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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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元话本、 唱词曾出现 “国” 字ꎬ 但未流行开来ꎮ



政区域之总称ꎬ 近古至近代正式获得在特定政权管理下的国家义ꎬ “国” 具有维持民族与文化的作

用ꎬ 张之洞 (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有 “保种必先保教ꎬ 保教必先保国” («劝学篇同心»)的吁求ꎮ 而 “新
民本” 思想家则指出ꎬ “国” 是统治者的政权所托ꎬ “天下” 才是万众百姓生命所寄ꎬ 顾炎武(１６１９—
１６９２) 对国与天下作新的诠释ꎬ 力主区分 “亡国” 与 “亡天下”:

　 　 有亡国ꎬ 有亡天下ꎮ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ꎬ 谓之亡国ꎻ 仁义充塞ꎬ 而至于率兽

食人ꎬ 人将相食ꎬ 谓之亡天下ꎮ («日知录正始»)
在宗法封建制的周代ꎬ 天下指周天子名义占有的广阔空间ꎬ 诸侯封地称国ꎬ 卿大夫领地称家ꎬ 天

下与国家是两个级次的政治领域ꎮ 秦汉以后ꎬ 国家指朝廷统辖的领土和政权ꎬ 渐与天下混同使用ꎮ 顾

炎武将这两个概念剥离开来ꎬ 这是寓有深意的——— “天下” 指国土、 民族文化ꎬ 属于全体人民ꎻ
“国” 指政权ꎬ 仅为帝王官僚拥有ꎬ 二者不可同日而语ꎮ 顾氏进而指出:

　 　 保国者ꎬ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ꎮ
　 　 保天下者ꎬ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ꎮ («日知录正始»)
２００年后ꎬ 近人梁启超 (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将顾氏语提炼为 “天下兴亡ꎬ 匹夫有责” («变法通议

论幼学»)流传广远ꎮ
顾炎武、 梁启超突破君国一体的固有观念ꎬ 发挥以人民为本位、 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国家观ꎮ 这

是 “国” 字诠释史上的重大飞跃ꎬ 当为今人记取与弘扬ꎮ 今之简体 “国”ꎬ 又含有国人像珍爱宝玉一

样珍视自己祖国的意蕴ꎮ
(３) 释 “中国”ꎮ 由 “中” 与 “国” 组成的 “中国”ꎬ 是偏正结构名词ꎬ “中” 为修饰语 (偏)ꎬ

“国” 为中心语 (正)ꎮ
“中国” 整词较早出现于周初ꎮ １９６３年于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何尊” (名 “何” 的

宗室贵族的祭器)ꎬ 尊内底铸铭文 １２２ 字ꎬ 记述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ꎬ 营建成周 (今洛阳)ꎬ 铭文转

述武王廷告辞云: “余其宅兹中国ꎬ 自兹乂民ꎮ”① 这是迄今所见首出之专词 “中国”ꎬ 意谓 “天下之

中央”ꎮ
较早的传世文献 «尚书周书» 亦有 “皇天既付中国民” 的用例ꎬ② «诗经» «左传» «孟子»

等先秦典籍也多用 “中国” 一词ꎮ
“中国” 初义是 “中央之城”ꎬ 即周天子所居京师 (首都)ꎬ 与 “四方” 对称ꎬ 如 «诗经» 云:
　 　 民亦劳止ꎬ 汔可小康ꎮ 惠此中国ꎬ 以绥四方ꎮ («诗经大雅民劳»)

毛传释曰: “中国ꎬ 京师也ꎮ” «民劳» 篇 ４次出现 “惠此中国”ꎬ 其 “中国” 皆指京师ꎮ
战国时孟子追述ꎬ 舜深得民心、 天意ꎬ “夫然后之中国ꎬ 践天子位” («孟子万章上»)ꎮ 这些

用例的 “中国”ꎬ 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ꎬ 即京师ꎬ 如东汉刘熙 (约生于 １６０年左右) 为 «孟子» 作

注所说:
　 　 帝王所都为中ꎬ 故曰中国ꎮ

上例为本义京师的 “中国”ꎬ 以后又有多种引申: 初指西周京畿地带ꎬ 继演为诸夏列邦ꎬ 即黄河中下

游这一文明早慧、 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ꎬ 如 «春秋公羊传» 载 “南夷与北狄交ꎬ 中国不绝若线”
(«公羊传僖公四年»)ꎬ 这里的 “中国” 即指中原一带ꎬ 西周时主要包括宋、 卫、 晋、 齐等中原诸

侯国ꎬ 此义的 “中国” 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拓展ꎬ 包括长城内外ꎬ 北至漠河ꎬ 南至五岭、 海南岛ꎬ 西

极葱岭ꎬ 东临沧海的广大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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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武王廷告上天曰: 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ꎬ 自己统治这些民众ꎮ «何尊» 记周成王在洛邑营建成周ꎬ 训告宗族ꎬ 讲到周

武王克商ꎬ “廷告上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ꎬ 自之辟民ꎮ’ ” 参见于省吾: «释中国»ꎬ 载 «中华学术论文集»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１
年ꎮ 笔者引述铭文ꎬ 据铭文实态ꎬ 取 “自兹乂民”ꎮ

«尚书周书梓材» 追述周成王说: “皇天既付中国民ꎬ 越厥揠疆土ꎬ 于先王ꎮ”



此外ꎬ 中国还派生诸义ꎬ 如指国境之内①ꎻ 中等之国②ꎻ 中央之国③ꎬ 等等ꎮ
以上多种含义之 “中国”ꎬ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 “四夷” 对称的诸夏义的 “中国”ꎬ 如 «毛诗注

疏» 释 «诗经» 云: «小雅» 尽废ꎬ 则四夷交侵ꎬ 中国微矣ꎮ 南朝刘义庆 (４０３—４４４) 云: “江左地

促ꎬ 不如中国ꎮ” («世说新语言语»)唐人韩愈 (７６８—８２４) 辟佛云: “夫佛者ꎬ 夷狄之一法耳ꎬ 自

后汉时传入中国ꎬ 上古未尝有也ꎮ” («论佛骨表»)
诸例 “中国”ꎬ 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ꎬ 即中央之邦ꎮ 其近义词有 “中土” “中原”

“中州” “中华” “中夏” “诸夏” “神州” “九州” “海内” 等ꎮ 近代通用之 “中国”ꎬ 指以华夏文明

为源泉、 中华文化为基础ꎬ 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ꎮ
２. “中国”: 从地理中心到政治—文化中心

(１) 中国疆域拓展ꎮ 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ꎬ 形态为 “天圆地方”ꎬ 所谓 “中国”ꎬ 是以王城

(或称王畿) 为核心ꎬ 以五服 (甸、 侯、 宾、 要、 荒) 或九服 (侯、 男、 甸、 采、 卫、 蛮、 夷、 镇、
藩) 为外缘的方形领域ꎬ④ 作 “回” 字状向外逐层延展ꎬ 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ꎬ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ꎬ
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ꎬ 秦、 楚、 吴、 越等尚不在其内ꎬ 但这些原称 “蛮夷” 的边裔诸侯强大

起来ꎬ 便要 “问鼎中原”⑤ꎬ 试图主宰 “中国” 事务ꎮ 至战国晚期ꎬ 七国都纳入 “中国” 范围ꎬ «荀
子» «战国策» 诸书所论 “中国”ꎬ 已包含秦、 楚、 吴、 越等地ꎮ

秦一统天下后ꎬ “中国” 范围更扩展至长城内外、 临洮 (今甘肃) 以东的广大区间ꎮ 班固 (３２—
９２) 说: “及秦始皇攘却戎狄ꎬ 筑长城ꎬ 界中国ꎬ 然西不过临洮ꎮ” («汉书西域传»)汉唐以降ꎬ
“中国” 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ꎬ 诸正史多有描述ꎬ 略言之ꎬ 包括东南至于海、 西北达于流

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ꎮ 清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 北起萨彦岭ꎬ 南至南

海诸岛ꎬ 西起帕米尔高原ꎬ 东至库页岛ꎬ 约 １３８０万平方公里ꎮ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ꎬ 西东列强攫取中国

大片领土ꎬ 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捍卫ꎬ 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ꎮ 今中国陆地面积 ９６０万平方公里ꎬ 仅次

于俄罗斯、 加拿大ꎬ 居世界第三位ꎮ
(２) 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ꎮ “中国” 原指华夏族的活动区域ꎬ 具有地理中心的意味ꎻ

因都城建此ꎬ 又衍出政治中心义ꎬ 进而派生文化中心义ꎮ 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 (前 ３４４—前

２９５) 仿行 “胡服骑射” 时ꎬ 如此论 “中国”:
　 　 中国者ꎬ 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ꎬ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ꎬ 贤圣之所教也ꎬ 仁义之所施也ꎬ 诗书礼

乐之所用也ꎬ 异敏技能之所试也ꎬ 远方之所观赴也ꎬ 蛮夷之所义行也ꎮ («史记赵世家»)
公子成在赵王室围绕 “中国” — “蛮夷” 关系的辩论中ꎬ 阐发了 “中国” 的文化中心内蕴ꎮ 此后两千

余年间ꎬ 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 “中国”ꎮ 汉代扬雄 (前 ５３—１８) 有 “五政之所加ꎬ 七赋之所养ꎬ 中于

天地者为中国” («扬子法言»)的名论ꎬ 申发文明中心、 天地中心之义ꎮ 唐代道士李淳风 (６０２—６７０)
说: “四夷宗中国” («乙巳占»卷三)ꎮ 也是强调文明中心的意涵ꎮ 这种观念沿袭至明清ꎮ 晚清记名海

关道志刚 (１８１８—?) １８６８年出访欧洲时ꎬ 外人问及 “中国” 的含义ꎬ 志刚答曰:
　 　 中国者ꎬ 非形势居处之谓也ꎮ 我中囯自伏羲画卦已来ꎬ 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公、
孔、 孟所传ꎬ 以至于今四千年ꎬ 皆中道也ꎮ⑥

此言淡化 “中国” 的地理中心义ꎬ 强化其文化中心义ꎬ 将 “中国” 释为 “中道”ꎬ 凡不符合中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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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雅»: “文王曰咨ꎬ 咨女殷商ꎬ 女炰烋 (意为咆哮———引者注) 于中国ꎬ 敛怨以为德ꎮ” «春秋谷梁传昭公三十

年» 注: “ ‘中国’ꎬ 犹国中也ꎮ”
«管子» 按大小排列ꎬ 将国家分为王国、 敌国、 中国、 小国ꎮ
«列子» 按方位排列ꎬ 将国家分为南国、 北国、 中国ꎮ
“五服” 见 «国语周语»ꎬ “九服” 见 «周礼夏官职方氏»ꎮ
鼎为国家权力象征ꎮ «左传宣公三年»: “楚子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ꎮ”
志刚: «初使泰西记»ꎬ 长沙: 岳麓书社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３７６页ꎮ



即非中国ꎬ “英吉利富强已极ꎬ 颇有持盈之虑”ꎬ “法郎西夸诈相尚ꎬ 政以贿成”ꎬ 皆不合中道ꎬ 故不

具中国意味ꎮ
先贤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ꎬ 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 在 «读通鉴论» «思

问录» 等著作中ꎬ 对 “中国” 与 “夷狄” 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ꎬ 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

衰落、 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ꎬ 证明华夷可以易位ꎬ “中国” 地位的取得与保有ꎬ 并非天造地

设ꎬ 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ꎮ 王夫之还指出ꎬ 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ꎬ 中国也并非唯

一的文明中心ꎬ 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
　 　 天地之气ꎬ 衰旺彼此迭相易也ꎮ 太昊以前ꎬ 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ꎮ 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

也ꎬ 必有一方如唐、 虞、 三代之中国也ꎮ («思问录外篇»)
认为上古时 “中国” 之人如同禽兽聚集ꎬ 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

明ꎬ 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ꎮ
３. “中国” 并非我国专称

古代中原人常在 “居天下之中” 意义上称自国为 “中国”ꎬ 但也有越境远游者发现: “中国” 并

非我国的专称ꎬ 异域也有自视 “中国” 的ꎮ 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 (约 ３３７—约 ４２２) 归国后指

出ꎬ 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ꎬ 将其称为 “中国”①ꎮ 可见 “中国” 并非华夏专属ꎮ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 艾儒略 (Ｇｉ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ꎬ １５８２—１６４９) 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

念ꎬ 部分士人 (如瞿式谷) 服膺其说ꎬ 省悟到 “按图而论ꎬ 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ꎬ 亚细亚又居天下

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ꎬ 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ꎬ 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职方外纪小言»)ꎮ 明代万

历间王圻 (１５３０—１６１５) 纂集 «三才图会»ꎬ 作地为圆球形之图ꎬ 标示寒带、 热带等五带ꎬ 并确切指

示四大洋、 六大洲ꎮ 此皆获自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ꎮ 惜乎 “三才图会” 之类地理

知识少有传播ꎬ 至清中叶朝野基本忘却ꎬ 从乾隆至道光ꎬ 仍拘守在 “中国者ꎬ 天下之中也” 的固有

隘见之内ꎮ
晚清魏源 (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接触到较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ꎬ 认识到列邦皆有自己的 “中国” 观:
　 　 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ꎬ 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知德亚为中国ꎬ 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ꎮ

(«海国图志»卷七四)
戊戌变法期间ꎬ 近人皮嘉佑 (经学家皮锡瑞之子) 著文说:
　 　 若把地球来参详ꎬ 中国并不在中央ꎮ 地球本是浑圆物ꎬ 谁是中央谁四旁?②

这都是对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ꎮ
４. 欧人辨正: “契丹” 即 “中国”
吾人的 “中国” 观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ꎬ 外国人更是如此ꎮ 以中古至近古为例ꎬ 欧洲人曾长

期误将 “中国” 与 “契丹” 两个地理概念或相混淆ꎬ 或相割裂ꎮ 直至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ꎬ 才

解开此一迷团ꎬ 在西方建立起正确的 “中国” 观ꎮ
人所共知ꎬ 利玛窦首先告知中国人四大洋、 五大洲等世界地理知识ꎮ 而利玛窦还有一项中国人不

大知晓的地理学贡献ꎬ 这便是证明了 «马可波罗行记» 所称 “契丹” (Ｃａｔｈａｙ) 与 “汗八里” 的确

切位置ꎮ③ 从而揭示 “契丹” 即 “中国”ꎬ “汗八里” 即北京ꎮ 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科学发现ꎮ
１５—１６世纪东西方直接对话ꎬ 发端于西方对马可波罗所说 “契丹” 的寻觅ꎮ 哥伦布、 达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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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晋) 法显 «佛国记» 载ꎬ 超日王时期称中印度为 “中国”ꎬ “中国寒暑调和、 无霜雪ꎬ 入世殷乐ꎬ 无户籍官法ꎬ 惟耕王

地者乃输地利ꎬ 欲去便去ꎬ 欲住便往ꎬ 王治不用刑罔ꎮ 有罪者但罚其钱ꎬ 随事轻重ꎬ 虽复谋为恶逆ꎬ 不过截右手而已ꎮ 王之侍卫ꎬ
左右皆有供禄ꎬ 举国入民悉不杀生ꎬ 不饮酒ꎬ 不食葱蒜ꎬ 唯除旃荼罗ꎮ 旃荼罗名为恶入ꎬ 与入别居ꎬ 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ꎬ 入则

识而避之ꎬ 不相唐突ꎮ 国中不养猪、 鸡ꎬ 不卖生口ꎬ 市无屠ꎬ 酤及佔酒者ꎬ 货易则贝齿ꎬ 唯旃荼罗、 猪师卖肉耳”ꎮ
皮嘉佑: «醒世歌»ꎬ «湘报» 第 ２７号ꎬ 光绪廿四年三月十六日 (１８９８年 ４月 ６日)ꎮ
参见 «利玛窦中国札记»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５４１—５６６页ꎮ



马都是为了追寻那个据说金银遍地的 “契丹” 而进行远航的ꎮ 利玛窦的功绩在于: 澄清了 “契丹”
与 “中国” 这两个地理术语的关系问题ꎬ 其学术意义和对中西交往的实际意义都不可低估ꎮ

由于中国与西欧处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ꎬ 相距悬远ꎬ 古代罕有直接交往ꎬ 故长期以来西欧人对中

国的认识ꎬ 多为影响模糊之词ꎬ 称呼也极不统一ꎬ 有的称 Ｓｉｎａｉꎬ Ｔｈｉｎａｉ (秦尼)、 Ｃｈｉｎ (秦)ꎬ 托勒密

时代称中国 Ｓｉｎａ (丝国)、 Ｓｅｒｉｓ (赛里斯)ꎻ 中世纪欧洲又称中国为 Ｋｈｉｔａｉ、 Ｃａｔｈａｙ (契丹)ꎬ 这与传

教士的陆路东行见闻有关: １３世纪ꎬ 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柏朗嘉宾、 法国人鲁布鲁克自西亚、 中亚

抵达并访问蒙古汗国后ꎬ 著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ꎬ 向欧洲人介绍中国ꎬ 采用了

“契丹” 一名ꎬ 并认为 “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ꎮ 这是一种中古时期的地理观ꎮ
１３世纪后期沿丝绸之路、 陆上来华的马可波罗ꎬ 沿袭先辈传统ꎬ 也称中国为 Ｃａｔｈａｙ (契丹)ꎮ

但进入大航海时代ꎬ １６世纪由海路抵达南中国的葡萄牙人ꎬ 遵从印度习惯ꎬ 称中国为 Ｃｈｉｎａ (支那)ꎮ
此外ꎬ 暹逻人称中国 Ｃｉｎ、 日本人又称中国为唐、 鞑靼人称中国为汉ꎬ 等等ꎮ 总之ꎬ 长期以来ꎬ 异邦

人士对东亚大陆的那个大国给名纷乱ꎬ 并不知上述名目同指中国ꎮ
在众多关于中国的称呼中ꎬ 中世纪欧洲人多以 “契丹” 称东亚大国ꎮ
契丹本指一个中国北方民族ꎬ 曾建立辽朝ꎬ 与北宋对峙ꎮ 金灭辽后ꎬ 契丹人西迁中亚并建立国

家ꎬ 领地达 ４００万平方公里ꎬ 中国史书称之西辽ꎬ 西方史籍则称哈刺契丹ꎬ 将其描述为一个财富遍地

的庞大帝国ꎬ 民众几乎都是基督徒ꎬ 这是欧洲人以契丹指称北中国的原因ꎮ
１２７１—１２９５年来元朝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ꎬ １２５４—１３２４) 返欧后所著 «东方

见闻录» (即 «马可波罗行记»ꎬ １２９９ 年撰成)ꎬ 将所见富庶的东方之国称 “契丹” (Ｃａｔｈａｙ)ꎮ 马

可波罗使用这一名称ꎬ 除沿袭欧洲中世纪固有说法外ꎬ 还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依蒙古习惯ꎬ 称中国

北方为 “契丹” 有关ꎮ «马可波罗行记» 又将元朝繁盛的都城大都 (地址在今北京) 称 “汗八

里”ꎬ 是因为蒙古人称首领为 “大汗”ꎬ 入主中原后ꎬ 习惯性地称皇帝为 “大汗”ꎻ “八里” 指其城范

围广大ꎬ 故元朝皇帝所在的都城便叫 “汗八里”ꎮ «行记» 说: “汗八里城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驰

名遐迩ꎮ” 欧洲人既仰慕马可波罗介绍的契丹和汗八里ꎬ 却不知究竟在东方何处ꎬ 当然也不明白契

丹、 汗八里与中国及北京的关系ꎮ
大体言之ꎬ 直至 １６ 世纪ꎬ 欧洲人对东亚大陆的认识还十分混乱ꎬ 从海路来华者ꎬ 称中国为

“秦” 或 “支那”ꎻ 从陆路来华的称中国为 “契丹”ꎮ 在欧洲人那里ꎬ 这两种称呼相并列ꎬ 互不搭界ꎮ
１５７５年夏到过福建的西班牙人奥斯丁会传教士、 地理学家拉达ꎬ 是第一位认识到契丹即中国的欧洲

人ꎬ 他在介绍中国地理的报告中说:
　 　 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国家ꎬ 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王国ꎮ①

但拉达的报告影响很小ꎬ 真正使欧洲人建立正确的东亚地理观并对中国给定统一专名的是继马可波罗

之后的又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ꎬ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ꎮ 耶稣会士利玛窦 １５８２ 年从印度果阿乘

船抵达澳门ꎬ 次年进入广东ꎬ 当然属于从海路来华者ꎮ 他在华南生活 １０ 余年ꎬ １５９６ 年 １０ 月在致耶

稣会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ꎬ 根据自己亲见的南京城的特点 (如桥梁甚多)ꎬ 发现与 «马可波

罗行记» 对 “契丹” 城市记述相类似ꎬ 由此报告了自己的推测———南京城 “应当就是马可波罗所

记载的 ‘契丹’ 都市之一”②ꎮ 利氏 １６０１ 年从长江流域经陆路抵达北京ꎬ 并在这座京城定居ꎬ 直至

１６１０年去世ꎮ 利玛窦通过对北京城市建筑及社会生活的观察ꎬ 并作经纬度的实测ꎬ 断定北京即汗八

里ꎬ 中国北方即契丹ꎬ 契丹与支那同指中国ꎮ 他在 １６０５年寄往意大利的函札中以断然的语气申述:
　 　 现在无疑地可以肯定中国就是马可波罗的 “契丹”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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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吴孟雪: «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７２页ꎮ
«利玛窦书信集» 上ꎬ 载 «利玛窦全集» ３ꎬ 罗渔译ꎬ 台北: 台北光启出版社、 新北: 辅仁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２３３页ꎮ
转引自吴孟雪: «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８１页ꎮ



１６０８年又在函札中指出:
　 　 自从四年前我首次到北京ꎬ 从回教人获知ꎬ 中国就是契丹ꎬ 汗八里就是北京ꎬ 这是波斯人这

样称呼的ꎮ 再从这里的风俗习惯、 地理位置、 城市的数位以及其他种种迹象ꎬ 我确切地可以肯

定ꎬ 并曾告诉过您———总会长神父与全体会友知晓ꎬ 目前我所在的中国ꎬ 就是 (元代的) “契
丹”ꎮ①

然而ꎬ 中世纪以来关于 “契丹” 的传说在欧洲影响巨大ꎬ 教会及其他欧洲人士均对利玛窦的这些新

见持怀疑态度ꎬ 耶稣会驻印度视察员特派遣懂波斯语的葡萄牙籍修士鄂本笃 (Ｂｅｎｔｏ ｄｅ Ｇｏｅｓꎬ １５６２—
１６０７) 从印度翻越帕米尔ꎬ 经中亚东行ꎬ 考察入华路线ꎮ 鄂本笃病卒在肃州 (今甘肃酒泉)ꎬ 却终于

证实利玛窦 “契丹即中国北方” 的判断ꎬ 从而驱散了西方人关于东亚大陆认识的疑团ꎮ
«利玛窦中国札记» 第 ５卷第 １１ 章 «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兄弟的不平凡的远游»、 第 １２

章 «契丹与中国被证明是同一个国家» 和第 １３ 章 «鄂本笃修士在中国逝世»ꎬ 对此有详细记述ꎬ 其

中关键段落ꎬ 讲到一支西域商队 “按伪装成外国使节的惯例ꎬ 到达了所谓契丹的首都”ꎮ 而这里正是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居留的北京ꎬ 西域商人与耶稣会神父们共住同一个使节的馆舍中ꎮ 胡商是陆路入华

者ꎬ 称中国北方为 “契丹”ꎻ 耶稣会士是海路入华者ꎬ 称此地为 “支那” 或 “中国”ꎮ 而现在胡商与

耶稣会士相会合ꎬ 自然得出 “契丹即中国” 的结论ꎮ 商队西返ꎬ 在中亚的察理斯城 (又译 “焉
耆” ) 遇到鄂本笃ꎬ 并向其陈述以上经历ꎬ “鄂本笃才首次极为高兴地得知ꎬ 中国真是他所要去的契

丹”ꎮ② 法国人费赖之著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有类似记载: 商队首领向鄂本笃出示利玛窦所

写葡萄牙文信札ꎬ “本笃及其同伴喜甚: 契丹确为支那ꎬ 汗八里确为北京ꎬ 无可疑也”ꎮ③ 鄂本笃

１６０２年 １０月从印度亚格拉出发ꎬ 经拉合尔、 白沙瓦ꎬ 翻越帕米尔高原ꎬ 到达新疆莎车ꎬ 沿丝绸之路

南线东行ꎬ 历 ５年时间ꎬ 进入嘉峪关ꎬ 终点为肃州ꎮ 这一条路线是 ３００年前马可波罗一行入元时所

走过的ꎬ 也正是欧洲人形成以 “契丹” 指称北中国这一观念的旅行路线ꎮ 而抵达肃州的鄂本笃从胡

商那里获悉利玛窦在北京的消息ꎬ 立即去信联络ꎬ 利氏马上派中国修士钟鸣礼去肃州迎接鄂本笃ꎬ 其

时鄂已病入垂危ꎬ 与钟见面后不久即辞世ꎮ 但这毕竟是从陆路入华者 (鄂本笃) 与从海路入华者

(利玛窦) 的一次交接ꎬ 这一交接证明他们到达的是同一个国度ꎬ 从而雄辩地证明了 “契丹” 即 “支
那” (中国)ꎮ

鄂本笃为之献出生命的旅行证实了利玛窦的发现ꎬ 而且ꎬ 这一 “证实” 是通过利玛窦的著述

«中国札记» 向西方世界公布的ꎮ 因此ꎬ 利玛窦在中国地理专名的厘定以及使西方形成正确的中国观

方面ꎬ 贡献是空前的ꎮ 何兆武 (１９２５—) 称:
　 　 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 (Ａｍｅｒｉｇｏ Ｖｅｓｐｕｃｃｉꎬ １４５１—１５１２) 之证实哥伦

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ꎬ 堪称为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ꎮ④

这一类比是恰当的ꎬ 哥伦布 (约 １４５１—１５０６) １４９２ 年驶抵中美洲群岛ꎬ 但误以为到达了印度ꎬ 其

后ꎬ 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齐抵达ꎬ 方证实这里并非印度ꎬ 而是新大陆ꎬ 故新大陆以亚美利哥命

名ꎬ 并未以哥伦布命名ꎮ 马可波罗等从陆路抵达元朝ꎬ 但他不知这就是中国ꎬ 而以 “契丹” 称之ꎻ
利玛窦则证实了 “契丹” 即中国ꎬ “汗八里” 即北京ꎮ 这在西方地理史上的贡献ꎬ 确乎可与亚美利哥

的发现相提并论ꎮ “中国” 自此在欧洲得以正名ꎮ
５. “中国” 衍为国名

我国古代对自己国家有若干称号ꎬ 如赤县、 神州、 海内、 华夏、 中夏ꎬ 还称九州、 九牧、 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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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吴孟雪: «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８１页ꎮ
参见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ꎬ 何高济等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５５７页ꎮ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ꎬ 冯承钧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５年ꎬ 第 １０２页ꎮ
参见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ꎬ 何高济等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年ꎬ «中译者序言» 第 ９页ꎮ



九域等 ( “九” 非实数ꎬ 指多数)ꎬ 更常以朝代作国名 (如汉代称 “汉” “大汉”ꎬ 唐代称 “唐国”
“大唐”ꎬ 宋代称 “大宋”ꎬ 明代称 “大明”ꎬ 清代称 “清国” “大清” )ꎮ 以朝代作国名乃为通例ꎬ 外

邦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 (如秦、 汉、 唐) 或当时的王朝相称ꎮ 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 “秦
人”ꎬ 称中国为 “汉土” “唐土”ꎻ 江户时期称中国人为 “明人” “清人”ꎻ 明治时期称中国为 “清
国”ꎬ 中日甲午战争称 “日清战争”ꎮ 此外ꎬ 希腊、 罗马称中国为 “赛里斯”ꎬ 意谓 “丝国”ꎻ 古印度

称中国为 “支那”ꎬ 约为 “秦” 的音译ꎬ 又称 “震旦” “脂那” 等ꎬ 为 “支那” 的异译ꎮ 英、 德、 捷

克等语写作 Ｃｈｉｎａꎮ 清末外交家薛福成在 «出使四国日记» 中说: “欧洲各国ꎬ 其称中国之名: 英称

‘采依纳’ꎬ 法曰 ‘细纳’ꎬ 意曰 ‘期纳’ꎬ 德曰 ‘赫依纳’ꎬ 拉丁之名则曰 ‘西奈’ꎮ 问其何义ꎬ 则皆

秦字之音译ꎮ”
以 “中国” 为非正式国名ꎬ 与异域外邦相对称ꎬ 首见于 «史记» 载汉武帝 (前 １５６—前 ８７) 派

张骞 (约前 １６４—前 １１４) 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 安息之属ꎬ 皆大国ꎬ 多奇物、 土著ꎬ 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

为发间使ꎬ 四道并出ꎮ («史记大宛列传»)
这种以 “中国” 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ꎬ 汉唐间还有例证ꎬ 如 «后汉书» 以 “中国” 与 “天
竺” (印度) 并称(«后汉书西域传»)ꎻ «唐会要» 以 “中国” 与 “波斯” “大秦” (罗马) 并称ꎮ
(«唐会要大秦寺»)但这种用例当时并不多见ꎮ

“中国” 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槪念ꎬ 萌发于宋代ꎮ 宋不同于汉唐的是ꎬ 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

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ꎬ 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ꎻ 赵宋则不然ꎬ 北疆

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ꎬ 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 自创文字并且

称帝的国家ꎬ 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ꎬ 宋朝一再吃败仗ꎬ 以致每岁纳币ꎬ 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

子ꎬ 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ꎬ 故宋人所用 “中国” 一词ꎬ 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

味ꎮ “宋初三先生” 之一的石介 (１００５—１０４５) 首次以 “中国” 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ꎬ 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ꎮ 四夷外也ꎬ 中国内也ꎮ
　 　 四夷处四夷ꎬ 中国处中国ꎬ 各不相乱ꎮ («徂徕集中国论»)

石介虽仍持 “内中外夷” 观念ꎬ 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ꎬ 强调彼此独立ꎬ “各不相乱”ꎮ 宋以后ꎬ
“中国” 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ꎮ

一个朝代自称 “中国”ꎬ 始于元朝ꎮ 元世祖忽必烈 (１２１５—１２９４) 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ꎬ 称

自国为 “中国”ꎬ 将日本、 高丽、 安南、 缅甸等邻邦列名 “外夷” («元史外夷一»)ꎮ 明清沿袭此

种 “内中外夷” 的华夷世界观ꎬ 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 “中国” 一词ꎬ 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ꎮ
国体意义上的 “中国” 概念ꎬ 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ꎮ

欧洲自 １７世纪开始形成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ꎬ 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

序ꎮ 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ꎬ １６４８年西班牙、 神圣罗马帝国、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法兰西波旁王朝、
瑞典等国签订 «威斯特法伦和约»ꎬ 承认诸国领土主权ꎬ １７世纪中叶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ꎮ

远在东亚的清政府虽然对发生在西方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ꎬ 却因在客观上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

的西方民族国家 (如俄罗斯) 打交道ꎬ 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ꎬ “中国” 便为首选ꎮ 这种国

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ꎮ 沙皇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ꎬ 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 (１６５４—
１７２２) 的清朝军队遭遇ꎬ 争战后双方于 １６８９ 年签订 «尼布楚条约»ꎬ 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

职衔ꎬ 译成汉文是: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ꎬ 与后文的 “斡罗斯

(即俄罗斯) 御前大臣戈洛文” 相对应ꎬ 康熙朝敕修 «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ꎬ 言及边界ꎬ 有 “将流

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 河之南岸属于中国ꎬ 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 等语ꎬ “中国” 是与 “鄂罗

斯” (俄罗斯) 对应的国名ꎮ
１７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ꎬ 此后清政府仍在 “华夷秩序” 框架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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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外务ꎬ 如乾隆皇帝 (１７１１—１７９９) 八十大寿时ꎬ 与英王乔治三世的往还信函中ꎬ 英王国书恭称

“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ꎬ 多次称清方为 “中国”ꎬ 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自国为 “中
国”ꎬ 通篇自命 “天朝”ꎮ 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帝与英王的来往文件中ꎮ 可见ꎬ 直至第一次鸦片战

争前ꎬ 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 “天下” 观、 “天朝” 观ꎬ 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 国际观ꎮ
至 １９世纪中叶ꎬ 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ꎬ 古典的 “华夷秩序” 被近代的 “世界

国家秩序” 所取代ꎬ “中国” 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ꎬ 其 “居四夷之中” 的含义逐渐

淡化ꎮ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ꎬ 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ꎬ 言及中方ꎬ 有 “大清” “中华” “中国” 等多种

提法ꎬ 而 “中国” 用例较多ꎬ 如林则徐 (１７８５—１８５０) 所拟致英吉利国王的檄文说: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ꎬ 无一非利人之物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 中国若靳其利而不

恤其害ꎬ 则夷人何以为生? 外来之物ꎬ 皆不过以供好玩ꎬ 可有可无ꎬ 既非中国之需
(«拟谕英吉利国王檄»)
林氏的对外信函ꎬ 一再用 “中国” 与 “外国” 对举ꎬ 以 “中国” 称自国ꎮ

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 (１７７２—１８４３) 给英军统帅写信ꎬ 称自国为 “中国” 与 “大
英” “贵国” 对应ꎬ 文中有 “贵国所愿者通商ꎬ 中国所愿者收税” 之类句式(«致英帅书»)ꎻ 英国钦

奉全权公使璞鼎查 (１７８９—１８５６) 发布的告示中ꎬ 将 “极东之中国” 与 “自极西边来” 的 “英吉利

国” 相对应ꎬ 文中多次出现 “中国皇帝” “中国官宪” “中国大臣” 等名目ꎮ①

汉文 “中国” 正式写进外交文书ꎬ 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１８４２年 ８月 ２９日) 签署

的中英 «江宁条约» (通称 «南京条约» )ꎬ 该条约既有 “大清” 与 “大英” 的对称ꎬ 又有 “中国”
与 “英国” 的对称ꎬ 并多次出现 “中国官方” “中国商人” 的提法ꎮ② 此后清朝多以 “中国” 名义与

外国签订条约ꎬ 如中美 «望厦条约» 以 “中国” 对应 “合众国”ꎬ 以 “中国民人” 对应 “合众国民

人”③ꎮ
近代中国而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ꎬ 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ꎬ 那种在封闭环境

中形成的虚骄的 “中国者ꎬ 天下之中” 观念已日显其弊ꎮ 具有近代意义的 “民族国家” 意识应运而

生ꎬ 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ꎮ 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ꎬ 拥有一个恰当的

国名至关重要ꎬ “中国” 作为流传久远、 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ꎬ 当然被朝野所袭用ꎮ 梁启超、 汪康年

(１８６０—１９１１) 等力主扬弃中国为 “天下之中” 的妄见ꎬ 但认为 “中国” 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

续使用ꎬ 以遵从传统习惯ꎬ 激发国民精神ꎮ 汪康年指出ꎬ 用含义虽不确切ꎬ 但已经约定俗成的专词作

国名ꎬ 是世界通则ꎬ 西洋、 东洋皆不乏其例ꎬ 故 “中国” 之称不必革除ꎮ④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 反帝国主义运动ꎬ 更赋予 “中国” 以爱国主义内涵ꎮ １９０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自强氏撰 «独立论»ꎬ 称 “中国者ꎬ 吾中国人之中国ꎬ 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ꎻ 保全中国者ꎬ 吾中

国人自己之责任ꎬ 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ꎮ 此后ꎬ 此一句式广为使用ꎬ 如 １９０３ 年湖北留学生著文曰:
“中国者ꎬ 中国人之中国ꎬ 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ꎮ”⑤ 此语 １９０５ 年还写入 «同盟会方略»: “中国者ꎬ
中国人之中国ꎻ 中国之政治ꎬ 中国人任之ꎮ”⑥ 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 “中国”ꎬ 渐成国

民共识ꎮ 梁启超更作 «少年中国说»ꎬ 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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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５４年ꎬ 第 ４４５、 ４５０页ꎮ
参见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１册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１９５７年ꎬ 第 ３０－３３页ꎮ
参见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１册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１９５７年ꎬ 第 ３０－３３页ꎮ
汪康年指出: “吾国古来自称中国ꎬ 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ꎬ 或不免有所错误ꎬ 而承袭既久ꎬ 安能革之ꎮ 即

西入之各种名称ꎬ 似此者多矣ꎮ 安能———革之乎ꎬ 又如日本二字ꎬ 今日核之于理ꎬ 岂有当乎ꎮ”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ꎬ «湖北学生界» １９０３年 ４月第 ３期ꎮ
«孙中山全集» 第 １卷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１年ꎬ 第 ２９７页ꎮ



　 　 美哉ꎬ 我少年中国ꎬ 与天不老! 壮哉ꎬ 我少年中国ꎬ 与国无疆!
“大清” 和 “中国” 在清末曾并列国名ꎬ 交替使用ꎬ 新锐人士更多以 “中国” 作国名ꎮ 辛亥革

命推翻清王朝ꎬ 公元 １９１２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ꎬ 国际通称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简称 “中国”ꎬ 英文为

Ｃｈｉｎａꎮ 自此ꎬ “中国” 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亦

以 “中国” 为其简称ꎮ “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 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ꎮ

概念词化例二: 文明

　 　 与 “文化” 含义相近却又有重大差异的关键词是 “文明”ꎮ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和

社会组织诸方面达到的进步状态ꎬ 是对文化发展到特定高度的命名ꎮ
１. 古典词 “文明”
“文明” 是由 “文” 与 “明” 两字组成的联合结构词ꎮ
(１) 释 “文”ꎮ “文明” 之 “文”ꎬ 是象形字ꎬ 甲骨文作 ꎬ 指文采、 文藻、 文华ꎮ
«庄子马蹄» 谓: “五色不乱ꎬ 孰为文采”ꎬ «楚辞九章桔颂» 谓: “青黄杂糅ꎬ 文章烂

兮”ꎬ 其 “文” 皆有文采意ꎻ «礼记乐记» 谓: “乐盈而反ꎬ 以反为文”ꎬ «注» 曰: “文ꎬ 犹美也ꎬ
善也ꎮ” 此 “文” 为文藻意ꎮ 另如常语 “文采风流” “文情并茂”ꎬ 其 “文” 皆有文华意ꎮ

(２) 释 “明”ꎮ “文明” 之 “明”ꎬ 系会意字ꎬ 早期甲骨文作 ꎬ 金文作明ꎬ 由日、 月两部分组

成ꎬ 寓意明亮ꎮ 后期甲骨文ꎬ 有的以 “冏” 代日旁ꎬ 成 “朙” 字ꎬ 寓意从窗口见月亮ꎬ 意为光明ꎮ
秦汉隶书左边字形改为 “目”ꎬ 成 “眀” 字ꎮ 继改为 “日”ꎬ 恢复早期甲骨文的 “明”ꎬ 所谓日月交

辉ꎬ 大放光明ꎬ «易传» 曰: “日月相推ꎬ 而明生焉”ꎮ
在上述诸义基础上ꎬ 作为名词的 “明”ꎬ 引申出眼睛、 视力、 神灵、 白昼、 指代太阳、 有才德见

识之人等意ꎻ 转为形容词ꎬ 引申出光线充足、 政治有法度、 聪慧、 贤能、 清楚等意ꎻ 转为动词ꎬ 引申

为照亮、 点燃、 点亮ꎬ 进而引申出开明、 明智、 昌明、 公开、 光明正大诸意ꎮ
(３) 释 “文明”ꎮ 文与明合成的 “文明”ꎬ «周易» 有六见ꎬ 最重要的是如下两条:
　 　 见龙在田ꎬ 天下文明ꎮ («周易乾卦文言»)
　 　 刚柔交错ꎬ 天文也ꎮ 文明以止ꎬ 人文也ꎮ («周易贲卦彖传»)
“见龙在田ꎬ 天下文明” 条ꎬ 唐人孔颖达疏解说: “天下文明者ꎬ 阳气在田ꎬ 始生万物ꎬ 故天下

有文章而光明也ꎮ” («周易正义»)揭示 “文明” 的意蕴为: 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ꎮ 孔颍达疏解 «尚
书舜典» “睿哲文明” 说:

　 　 经天纬地曰文ꎬ 照临四方曰明ꎮ («尚书正义»)
将文明诠释为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的辉光ꎮ

关于 “刚柔交错ꎬ 天文也ꎻ 文明以止ꎬ 人文也” 条ꎬ 孔颖达 «周易正义» 疏解说: 天文是指刚

柔交错的自然变化及其法则ꎬ 人文是人类制礼作乐以对人类行为加以规范ꎬ 这便是文明ꎬ 而人类的文

明创制不可以无限扩张ꎬ 应有所节制ꎬ 止其当止之处ꎮ 这里提出的 “文明以止”ꎬ 是一个含义深刻的

命题ꎬ 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ꎬ 对疗治无节制发展的现代病尤具启示意义ꎮ① 中国古典也

将 “文明” 视为进步状态ꎬ 与 “野蛮” 对应的ꎬ 如 «新唐书» 赞良臣陆亘谓: “亘文明严重ꎬ 所到

以善政称” («新唐书陆亘传»)ꎮ 明末清初李渔 (１６１１—１６８０) 所言 “辟草昧而致文明” («闲情偶

寄词曲下格局»)ꎮ 至近代ꎬ 文明的文化进步义更为突现ꎬ “鉴湖女侠” 秋瑾 (１８７５—１９０７) 说:
“文明种子已萌芽ꎬ 好振精神爱岁华” («愤时迭前韵»)即为用例ꎮ 清末李伯元 (１８６７—１９０６) 长篇

小说 «文明小史»ꎬ 此 “文明” 指庚子国变前后近代文化的曲折变迁ꎮ

２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文化史研究

① 参见方克立、 林存光: « “文明以止”: 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上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４日ꎮ



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早期汉译

“文明” 词义的近代性引申ꎬ 是由翻译西语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时触发的ꎮ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源于拉丁文 Ｃｉｖｉｓꎬ
本意是城市居民ꎬ 引申为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达到此状态的过程ꎬ 指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

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ꎮ
以 “文明” 对译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始于入华新教传教士、 普鲁士人郭实腊 (１８０３—１８５１) 编的中文杂

志 «东西洋每月统记传» (１８３３—１８３８)ꎬ 虽然该刊出现 “文明” 一词不下 １０处ꎬ 但这一译词当时在

中国影响不大ꎮ
１８８５年ꎬ 江南制造局刊行英国人傅兰雅 (１８３９—１９２８) 口译ꎬ 应祖锡笔述 «佐治刍言» 一书ꎬ①

«佐治刍言» 第 ３章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汉译为 “文教”:
　 　 或谓野人由于天赋ꎬ 而文教则出于人为者ꎬ 余以为非确论也ꎮ 凡文教之与野人ꎬ 其性情皆由

于天赋ꎻ 故其始虽为野人ꎬ 一经渐渍薰陶ꎬ 亦可变为文教ꎮ②
从早期英汉词典来看ꎬ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词出现的较晚ꎮ １８４７ 年问世的入华美国传教士麦都思

(Ｗ Ｈ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ꎬ １７９６—１８５７) 所编 «英华字典» 第 １ 卷中ꎬ 有西语动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ꎬ 被译作 “教化ꎬ
化之”③ꎮ １８６６年出版的德国传教士罗存德 (Ｗ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ꎬ １８２２—１８９３) 编 «英华字典» 第 １ 卷中ꎬ
才始见西语名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在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意义上ꎬ 汉译 “教化者ꎬ 开化者”ꎻ 在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意义上ꎬ 汉译为 “礼文者ꎬ 通物理者ꎬ 管物者”④ꎮ

１８６９年出版的艾约瑟 (Ｊ Ｅｄｋｉｎｓꎬ １８２３－１９０５) 编 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ｉａｌｅｃｔ ( «上海方言

词典» )、 １８７２年刊行的入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 (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ꎬ １８２４－１８８０) 编 «英华萃林韵府»、
１８８７年印行的中国士人邝其照 (生卒不详) 编 «华英字典集成» 中ꎬ 均只出现了动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ꎬ 其译

名一词为 “教化”⑤ꎬ “教化ꎬ 化之”⑥ “教化ꎬ 感化”⑦ꎮ １９０８ 年刊行颜惠庆编 «英华大辞典» 有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条ꎬ 在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意义上译为 “教化ꎬ 感化”ꎻ 在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意义上ꎬ
译作 “文明ꎬ 开化ꎬ 有教化”⑧ꎮ 其中的 “文明” 当来自日本ꎮ

３. “文明” 对译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译介西洋术语时ꎬ 注意了对文化与文明两词的区分: 以 “文化” 译 Ｃｕｌ￣

ｔｕｒｅꎬ 以 “文明” 译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而与 “文明” 对译的英文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源于 “城市”ꎬ 表示城镇社

会生活的秩序和原则ꎬ 是与 “野蛮” “不开化” 相对应的概念ꎮ 明治维新的中心口号之一 “文明开

化”ꎬ 以及 １８７５年出版的福泽谕吉 (１８３４－１９０１) 的名著 «文明论概略»ꎬ 都是在与 “野蛮” 对应的

意义上使用 “文明” 一词的ꎮ 福泽谕吉还参考欧洲的文明史观ꎬ 将人类历史划分为 “野蛮—半开化

—文明” 三阶段ꎮ 明治间日本文明史观的翻译书和日本人自著甚多ꎬ “文明” 成为流行语ꎬ 吃 “文明

饭” (西餐)、 跳 “文明舞” (西式交际舞)、 拄 “文明棍” (西式拐杖) 成为一时风尚ꎮ
日译 “文明” 传入中国的语例ꎬ 早见于 １８９１年 １１月上海 «字林沪报» 所载 “日本秋山鉴三草ꎬ

岩谷忠顺译” «人类社会变迁说» 一文:
　 　 盖高加索人之文明ꎬ 一种特异之文明也ꎮ 人类社会事物ꎬ 不论有形与无形ꎬ 一感染乎此空气

而靡然变其势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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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 «佐治刍言»ꎬ 应祖锡译ꎬ 江南制造局ꎬ １８８５年ꎬ 第 ９页ꎮ
麦都思: «英华字典» 卷 １ꎬ 上海: 墨海书馆ꎬ １８４７年ꎬ 第 ２３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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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其照: «华英字典集成» (１８８７年版)ꎬ 香港: 循环日报承印ꎬ １８９９年ꎬ 第 ６２页ꎮ
颜惠庆: «英华大辞典» (小字本)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０年ꎬ 第 １６７页ꎮ
秋山鉴三草: «续人类社会变迁说»ꎬ 岩谷忠顺译ꎬ 载 «字林沪报»ꎬ 上海: 字林沪报馆ꎬ １８９１年 １１月 １５日ꎬ 第 ２版ꎮ



甲午战争以后ꎬ 新名 “文明” 的使用在中国日趋普遍ꎮ 据黄克武考察ꎬ １８９６—１８９８ 年出版的 «时务

报» 中 “文明” 共出现了 １０７次ꎬ 其中 ６次为传统语汇ꎬ １０１ 次为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翻译ꎻ 而且 １０１ 次之

中都是从日文的文章之中翻译而来ꎬ 大多出现在 “东报译编” 中ꎬ 还有少数出现在专论栏内ꎮ① 黄遵

宪、 康有为、 梁启超、 汪康年等采纳日本这一译词ꎬ 自 １９ 世纪末也多在与 “野蛮” “半开化” 相对

的意义上使用 “文明” 一词ꎮ 如梁启超 １８９６年在上海主笔的 «时务报» 上ꎬ 便多次出现 “文明之奇

观” “外国文明” “文明大进” “文明渐开” “文明之利器” 等语ꎮ 梁氏 １８９８ 年在日本主编的 «清议

报» ꎬ 则并用 “文明” “文化”ꎬ 其 “西洋文明” “西洋文化” 的含义相同ꎮ
１８９８年 ３月 ７日ꎬ «湘报» 创刊ꎮ 唐才常 (１８６７—１９００) 撰 «湘报叙» 云:
　 　 执途人而语之曰: 中国为极疲葸极滞拙之国乎? 必怫然曰: 余不信也ꎮ 又语之曰: 中国为极

聪强极文明之国乎? 必愕然曰: 余不信也夜叉见而佛道成ꎬ 烦恼生而智慧出ꎮ 其运至奇ꎬ 其

机至捷ꎬ 其理至平ꎮ 轮船也ꎬ 电线也ꎬ 铁路也ꎬ 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之人ꎬ 坐漆室ꎬ 面垩壁ꎬ 而

我亲见之ꎮ 造织也ꎬ 矿化也ꎬ 工商杂沓于寰宇也ꎬ 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ꎬ 堰塞蕴藏之奇ꎬ 而发其

覆ꎬ 而阐其珍ꎬ 而我亲见之ꎮ 学堂也ꎬ 学会也ꎬ 若官ꎬ 若绅ꎬ 若民ꎬ 通力合作也ꎬ 由今日以前五

千余年ꎬ 磅礴樛窒之气ꎬ 而启其钥ꎬ 而破其扃ꎬ 而我亲见之也ꎮ 故以我所见者方之ꎬ 欧美各国则

诚疲葸矣ꎬ 滞拙矣ꎻ 而方之今日以前之中国ꎬ 则为聪强文明之起点ꎬ 而未有艾也ꎮ②

同年ꎬ «湘报» 第五十七号刊载张翼云 «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ꎬ 其中有云:
　 　 或曰: 今南学会开矣ꎬ 湘报馆设矣ꎻ 时务学堂尤大有规模矣ꎻ 省垣及各府州县书院亦渐讲变

通矣ꎻ 制造则有公司ꎻ 矿产亦将开采ꎻ 举积不能行之电线而行之弗阻ꎻ 创屡不可通之轮船而通之

弗违ꎻ 铁路已露机牙ꎻ 方言特营馆舍ꎻ 保卫初议ꎬ 禀请速行者纷如ꎻ 舆算求精ꎬ 专门为会者林

立ꎻ 推而至于一不缠足会ꎬ 入其籍者ꎬ 新闻纸日日题名ꎮ 苟非风气之大开ꎬ 文明之成化ꎬ 其雷动

飚驰ꎬ 云蒸霞起ꎬ 能如是乎? 能如是乎? 张翼云曰: 唯唯否否ꎮ 风气之开ꎬ 或者此为起点ꎻ 文明

之化ꎬ 其实尚未权舆ꎮ③

«湘报» 两例中的 “文明”ꎬ 无疑是近代新名ꎮ
４. “物质文明” 与 “精神文明”
清末新名 “文明” 流播伊始ꎬ 人们便注意到了 “物质文明” 和 “精神文明” 的区分和联系ꎮ 较

早将 “物质文明” 与 “精神文明” 加以区分且并列使用的ꎬ 当属梁启超ꎮ 他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在 «清
议报» 第 ３３册上以 “哀时客” 笔名发表 «国民十大元气论» (一名 «文明之精神» )ꎬ 区分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
　 　 文明者ꎬ 有形质焉ꎬ 有精神焉ꎬ 求形质之文明易ꎬ 求精神之文明难ꎮ④

１９０３年阴历 １１月ꎬ «译书汇编» 刊登攻法子 «物质文明之必要» 一文ꎬ 其中有云:
　 　 欧美之文明ꎬ 有物质与精神之别ꎮ 若爱国心ꎬ 若武士道等类ꎬ 所谓精神上之文明也ꎮ 此外ꎬ
凡俨然有形式可见者ꎬ 均属物质上之文明ꎬ 衣、 食、 居住、 制造之类是也ꎮ 精神文明为一国生气

所系ꎬ 有之则兴ꎬ 无之则亡ꎬ 其必要不待言矣ꎮ 物质文明有助成精神文明之用ꎮ 今之论者往往以

物质文明为不必注意ꎬ 非确论也ꎮ 夫物质者ꎬ 精神之所附ꎮ 使无物质ꎬ 则精神亦何所寄托? 腐败

之物质ꎬ 终无精神复振之望ꎮ 故非但精神文明不能离物质文明而独立ꎬ 欲造精神文明ꎬ 当先以物

质文明为基础ꎬ 有断然也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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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国民十大元气论»ꎬ «清议报» 第 ３３册ꎬ 横滨: 清议报馆ꎬ １８９９年阴历 １１月 ２１日ꎬ 第 １页ꎮ
攻法子: «物质文明之必要»ꎬ «译书汇编» 第 ２年第 １１期ꎬ 东京: 译书汇编发行所ꎬ １９０３年阴历 １１月ꎬ 第 １０７页ꎮ



此为迄今所见中国语文系统中较早分疏 “物质文明” 和 “精神文明” 之例ꎮ 关于两种文明的关

系的论述ꎬ 该文可谓妥当ꎮ
１９１２年 ７月 ２１日ꎬ 上海 «真相画报» 刊载王赫译述的 «论世界之文明将由物质而进于精神» 一

文ꎮ 认为 “现代之文明” 发展的弊端在于过分注重物质追求ꎬ “以物质之伟力概例一切之事物ꎬ 其间

绝不认有精神之作用ꎬ 且对于古来精神作用之价值ꎬ 大示其反对之态度”ꎬ “及十九世纪以降ꎬ 科学

之发明愈著ꎬ 而精神文明之真理愈湮矣”①ꎮ 关于未来的变化发展ꎬ 该文则并未机械静止地看问题ꎬ
而是阐述了 “物质文明” 和 “精神文明” 与时消息的历史进程:

　 　 独是精神之文明ꎬ 虽因科学之抵触稍有挫折ꎬ 然古人之真理至今犹有存者ꎮ 盖以科学之势

力ꎬ 虽可以破坏传习之形式ꎬ 而对于坚固精确之真理ꎬ 则终不得而汩没之ꎮ 人生之要求愈演愈

进ꎬ 而精神之文明遂不禁为人所渴望ꎬ 而不能已矣物质论已达穷极之地ꎬ 势不得不展开一

步ꎬ 以求进于所谓精神文明者ꎮ②

该文确信ꎬ 物极必反ꎬ “物质的文明” 势必 “触起精神的文明之一大反动”③ꎮ
１９１３年 ６月 １日ꎬ «东方杂志» 刊载英国约翰斯顿 (Ｒ Ｆ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杨锦森译) «联合中西各国

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ꎮ 面对当时汹涌的 “物质文明之潮流”ꎬ 提倡注重 “精神文明”ꎻ 并对

“物质文明” 提出了新认识:
　 　 吾人今日所当惧者ꎬ 殊不在此而在精神文明之丧失ꎮ 东西方之文化ꎬ 今均陷入于物质文明之

潮流ꎬ 遂致有丧失精神文明一层之可虑ꎮ 物质文明一名词ꎬ 每为世人所误用ꎮ 宗教家之理论ꎬ 每

以科学家之以科学方法研究真理为物质文明ꎮ 然真确之科学研究ꎬ 决不至与诗词美术相牴触相冲

突ꎮ 而作者所谓之物质文明ꎬ 则仅指世人对于美术上、 精神上之事物所持之藐视不知尊重的态度

耳ꎮ④

１９１５年 １２月 １８日ꎬ 霆锐发表 «论中国亟宜发达物质文明» 一文ꎬ 认为 “精神” 和 “物质” 是

“创造近世文明” 的 “二大要素”ꎻ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ꎬ 二者要不可以偏而废”⑤ꎮ 对于 “西人称

我为半化之民、 不文明之国” 的论调ꎬ 作者深感 “耻之”ꎬ 力主 “雪之”ꎮ 他认为ꎬ “雪之之道” “惟
有至改进自己之文明而已”ꎻ 我国文明上之缺憾ꎬ 不在精神方面ꎬ 而在物质方面ꎮ 所以ꎬ “不欲增进

自己之文明则已ꎻ 如欲增进自己之文明ꎬ 则当自物质进步始矣ꎮ” “中国物质文明上无进步ꎬ 即不啻

中国物质文明上有退步也ꎮ 退步不已ꎬ 必至亡国ꎬ 必至灭种ꎮ 吾国人岂可不有此惊惕乎!”⑥

１９２１年 ９月 １０日ꎬ «东方杂志» 刊载署名三无的文章ꎬ 对 “文明” “物质文明” 和 “精神文明”
提出了独到的诠解:

　 　 文明者ꎬ 人类社会的现象之革新也ꎮ⑦

　 　 物质文明ꎬ 因利用自然之物质与力而成ꎬ 即境遇之开拓及征服之谓ꎮ 精神文明ꎬ 为宗教的、
道德的、 审美的、 智的 “事功” 之全体ꎬ 即文明之内容及本质之谓也ꎮ⑧

１９２４年 ７月 １０日ꎬ 周鼎发表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ꎬ 对中国文明进行反思ꎬ 并对中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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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ꎬ 第 ２４页ꎮ



建设提出了原则性意见:
　 　 中国从前空谈精神文明ꎬ 好高骛远的旧习ꎬ 决不是可以保存安宁ꎬ 获得幸福的ꎻ 就是西人向

来正用物质文明ꎬ 也决不是可以达到人类最高目的ꎮ 必须调和这两种文明ꎬ 一面推挽同类ꎬ 由其

竞争ꎬ 转于互助之倾向ꎬ 阻止物质用于野蛮方面ꎬ 残杀同类之一道ꎬ 能移其精神于积极方面ꎬ 利

用厚生之一道ꎮ 这是可以见西人的弊病ꎬ 一面根据环境ꎬ 教人适于环境ꎬ 而后得生活的原则ꎬ 以

自致其生活于不能缺乏ꎬ 生活之基本一定ꎬ 人类的幸福自然就增进了ꎮ 这是可以见中国人的弊

病ꎮ 如照以上的方法ꎬ 那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总可以永久不能造害人的罪恶ꎬ 并且永久可以保

存种族上的安宁ꎬ 和生活上的幸福ꎮ①
在这样的不断诠解中ꎬ “文明” 概念流播开来ꎬ 渐入人心ꎬ 不断引发文明的觉醒ꎬ 促进文明的生长ꎮ

５. “文明” 与 “文化” 分野

在汉语的日常语用中ꎬ 文明与文化时被交替使用ꎮ 然略究学理便可发现ꎬ 这两个关键词应当区

分ꎬ 以助思维及其表述的确切化ꎮ
(１) 不可混同的两个概念ꎮ 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上海 «协和报» 刊载译自德国 Ｋｕｎｓｔｗａｒｔ 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ｗａｒｔ的阿维纳留 (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 所著 «何往» 之 “文化与文明” 一节ꎮ 为华文世界中较早对 “文
明” 与 “文化” 予以分辨者ꎮ 其文曰:

　 　 文化也ꎬ 文明也ꎬ 两义本绝对的不同ꎬ 而世俗不察ꎬ 动辄互相引用ꎬ 其怪诞亦可谓极矣ꎮ 况

间有一二能分晰其界限者ꎬ 而又不实行其主义乎!
　 　 文化 Ｋｕｌｔｕｒ者ꎬ 吾人性状 Ｅｉｇｎｓｃｈａｆｔ之养育保护监督教育也ꎮ
　 　 文明 Ｚ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者ꎬ 吾人方法器俱 Ｍｉｔｔｅｌ之养育与发达发生、 进化、 开发、 发展、 发育也ꎮ②

区分了 “文化” 与 “文明”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ꎬ 并由此反驳当时西方人普遍所持的 “文明优ꎬ 野蛮

劣” 的世界图式和西方优越论ꎬ 认为 “文明高ꎬ 文化亦逾高者ꎬ 乃欺人之语”ꎻ “文明缺少之各民族ꎬ
其精神与灵魂实较优于多文明之各民族”③:

　 　 生番野人ꎬ 其能力多有超过吾人者ꎮ 目光锐ꎬ 耳听聪ꎬ 其手艺能将吾人已失者而保存之也ꎮ
然吾人所失者ꎬ 非吾人固有之文化乎? 吾故曰: 野人者ꎬ 文化超过于吾人也ꎮ 夫吾人既不知葆爱

其损失ꎬ 而又日日逗遛于口头禅之文明范围内ꎬ 安可不于其关系中而觅一种仪器ꎬ 以为之补助

耶? 然则精神上之能力将如何? 曰: 吾人苟非专在表面上讲究ꎬ 则精神上性质与能力ꎬ 凡由文明

中所得者ꎬ 终多萎缩不前也ꎮ④
亦即说ꎬ 西方人的 “文明” 优势ꎬ 并不等于 “文化” 优势ꎻ 甚至在 “文化” 上输于 “生番野人”ꎻ
西方人若一味沉湎于自身 “文明”ꎬ 必将导致 “文化” (精神上性质与能力) 的停滞和衰颓ꎮ

中国人认真区分 “文明” 与 “文化” 者ꎬ 当推 １９２３年 ７月 １日 «革新» 杂志所载石正邦 «文化

和文明» 一文:
　 　 所谓文化者ꎬ 即人类在社会生活上ꎬ 因想满足各个底欲望ꎬ 及获得真正的价值ꎬ 那么才协力

的ꎬ 去经营一切ꎮ 这经营活动底过程及其最后所得到的产物ꎬ 都叫做 “文化”ꎮ 至于 “文明”ꎬ
则是人类在生活底过程上ꎬ 所形成的外部形体ꎬ 如政治、 制度一方面皆是ꎮ 质言之ꎬ “文化” 属

实质ꎬ “文明” 属形式ꎮ⑤
１９２６年ꎬ 胡适刊发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一文ꎬ 将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定义为 “一

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ꎬ 将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定义为 “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ꎮ 同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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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 «文明或文化» 一文则称: “文化是活的ꎬ 文明是结果ꎮ”
(２) 区分之要处ꎮ 区分文明与文化两概念ꎬ 对文化研究ꎬ 无疑是一种向精准方向的引导ꎮ
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现象ꎬ 但二者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又颇有差异: “文化” 的本质内涵是 “自然

的人化” ꎬ 人通过有目的的劳作ꎬ 将天造地设的自然加工为文化ꎮ
“文明” 则指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ꎬ 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ꎮ 文化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

根 (Ｌｅｗｉｓ Ｈ Ｍｏｒｇａｎꎬ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 在其名著 «古代社会» (英文本 １８７７年发表) 中将人类史划分为

“蒙昧时代” — “野蛮时代” — “文明时代” 三个大段落ꎬ “文明” 指超越蒙昧期 (旧石器时代) 和

野蛮期 (新石器时代) 的历史阶段ꎮ 进入 “文明时代” 的标志有四: 一是文字发明与使用ꎻ 二是金

属工具发明与使用ꎻ 三是城市出现 (国家形成)ꎻ 四是礼仪中心出现ꎮ
文化始于原始人诞育ꎬ 而距今 ５０万年的北京人ꎬ 距今约百万年的元谋人ꎬ 足证中国文化史长达

百万年之久ꎻ 而跨入创制并使用文字和金属工具的文明门槛的时代ꎬ 则晚近许多ꎬ 中国文明史的长度

约为 ３７００年至 ４０００年ꎮ
(３) “五千年文明史” 辨ꎮ 国人常言: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ꎬ 此一判断是从传说中的黄帝算起ꎬ 也

即以发明农业的新石器时代作为文明起始点ꎬ 黄帝因以被称为 “人文初祖”ꎮ “五千年文明史”ꎬ 是一种依

托于传说的通俗命题ꎬ 然也获得考古材料证实ꎮ 如农业已然成熟、 出现军事民主制乃至早期国家建制的辽

河流域的红山文化ꎬ 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 仰韶文化ꎬ 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良渚文化、
屈家岭文化等ꎬ 皆在 ５０００年前左右ꎬ 已跨入 (或接近跨入) 文明门槛ꎬ 故 “五千年” 说并非子虚乌有的

空想ꎮ 当然ꎬ 若以发明农业为文明史开端ꎬ 中国文明史又不止 ５０００年ꎬ 仅以浙江的河姆渡遗址、 良渚遗址

为例ꎬ 便发现 ７０００年前的种植水稻ꎬ 湖南道县更发现 １００００年前的人工培育水稻ꎮ 故如果以农业发明为起

点ꎬ 则中华文明史并非 ５０００年ꎬ 而长达 ７０００年乃至 １００００年ꎮ
若以发明金属器具、 发明文字、 建立国家 (城垣为其遗址) 为文明标志ꎬ 中国文明史又不足

５０００年ꎬ 其起始点约在夏商之际 (距今 ４０００年左右的齐家文化、 龙山文化后期使用红铜ꎬ 马家窑文

化有青铜刀ꎬ 并有城址)ꎮ 文明三标志完整发现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墟 (商代中期都城ꎬ 既广有青铜

器ꎬ 更有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ꎬ 此距今约 ３７００年ꎮ
作为常用词ꎬ “文明” 更通行的含义是ꎬ 使人类脱离野蛮 (泛义上的野蛮) 状态的社会行为和自

然行为的集合ꎬ 是人类发明创造、 形成公序良俗的总称ꎬ 约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

和ꎮ 因时间、 空间上的差异ꎬ 文明呈各种形态ꎬ 有古代文明、 中世文明与近现代文明之别ꎻ 亦有东方

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异ꎻ 在中国之内ꎬ 有种种区域之分ꎬ 诸如长江流域的羌藏文明、 巴蜀文明、 荆楚文

明、 吴越文明等ꎮ
“文明” 在语用中要作历史阶段划分、 地望划分ꎬ 还有专业性用法和常识性用法、 通俗性泛用等种

种区别ꎬ 这些皆当置于特定语境中加以辨析ꎬ 作恰如其分的运用ꎮ 混淆滥用ꎬ 便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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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最近就有学者尖锐地提出: “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却面临着既没有确立本学科的学术规范ꎬ 又没有建立起学科体系ꎬ 而且随时

可能被消解的尴尬境地ꎮ 甚至到现在我们还说不清什么是 ‘文化’ꎬ 什么是 ‘文化史’ꎮ” 参见王艺: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史

研究»ꎬ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年ꎬ 第 ３４５页ꎮ
　 　 ②　 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ꎬ 载 «钱宾四先生全集» 第 ８卷ꎬ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ꎬ １９９８年ꎬ 自序第 ４页ꎮ

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百余年来ꎬ 中国的文化史学取得了长足进展ꎮ 文化史学的任务ꎬ 由寻求民族独立、 思想启蒙、 文

明再造ꎬ 更新到实现民族富强和文化复兴ꎻ 研究领域ꎬ 由精英文化、 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主ꎬ 扩展到社会文

化史、 大众文化史、 媒介文化史、 物质文化史等众多领域ꎻ 研究资料ꎬ 由域内传世文献扩大到域外文献、 地

下资料和大数据ꎻ 理论方法ꎬ 由文明史观发展到唯物史观ꎬ 再到借鉴西方的新文化史学ꎮ 瞻望未来ꎬ 中国的

文化史学既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ꎬ 确保理论的先进性和开放性ꎬ 又要坚持中国史学的主体地位ꎬ 从古史中寻

资源ꎬ “复古求解放”ꎬ 还要重视与政治史学、 社会史学等的交流与互动ꎬ 共同解决重大学术前沿问题ꎮ
关键词: 文化史学ꎻ 史学理论ꎻ 学术史ꎻ 新文化论ꎻ 新文化史学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０３ꎻ 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４８－１２

１９０２年ꎬ 梁启超发表 «新史学»ꎬ 标志着中国文化史学的诞生ꎮ 文化史学从西方引入ꎬ 到 ２０ 世

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次著述高峰ꎬ 从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式微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复兴ꎬ 开展得

并不顺利ꎮ 即便是新时期 ４０年ꎬ 中国的文化史学在理论方法讨论和学科建设等方面ꎬ 也不及同期兴

起的社会史学ꎮ 近些年来ꎬ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命题的提出以及西方新文化史理论方法的输入ꎬ 为中国

文化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资源和机遇ꎬ 作为学科的文化史却面临着被消解的尴尬ꎮ① 值此关键

期ꎬ 中国的文化史学该何去何从ꎬ 亟须予以反思和研究ꎮ 故此ꎬ 本文拟在梳理百年学术史的基础上谈

点浅薄认识ꎬ 聊作抛砖引玉ꎬ 敬请方家指教ꎮ

一、 新时代、 新问题与文化史学的任务

　 　 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 云: “一时代之学术ꎬ 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

精神ꎬ 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ꎬ 而莫能自外ꎮ 逮于时代变ꎬ 需要衰ꎬ 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ꎮ” ② 学术随

时代而嬗变ꎬ 中国文化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时代的需要密不可分ꎮ
中国的文化史学可上溯至 ２０世纪初的新史学———文明史学ꎮ 在 “史界革命” 中ꎬ 梁启超等 “新

史氏” 之所以提倡文明史学ꎬ 首先是源自追求现代文明、 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ꎮ 在他们看来ꎬ 中国

欲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ꎬ 实现文明化ꎬ 第一步需要 “我国民考求他国文明所自来ꎬ 而发其歆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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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 嫉妒之心”①ꎬ 而文明史学恰堪此重任ꎮ 他们将文明史学视作中国摆脱 “野蛮” 落后、 铸造文

明社会的利器ꎬ 故引入和译介西方的文明史著成为不二选择ꎮ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ꎬ 胡适、 梁启超等人掀起 “整理国故” 运动ꎬ 亦有其现实考量ꎮ “整理国故” 即

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ꎬ 用平等的眼光、 科学的方法董理中国文化史ꎮ “整理国故ꎬ 再造文明”ꎬ “整理

国故” 的现实目标是为了 “再造文明”ꎬ 为中国人提供具有现代性滋养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资源ꎮ 梁启

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曾自我作答: “今日之史ꎬ 其读者为何许人耶? 既以民治主义立国ꎬ 人人

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ꎬ 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ꎻ 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ꎬ
然后史之需求生焉ꎮ 质言之ꎬ 今日所需之史ꎬ 则 ‘国民资治通鉴’ 或 ‘人类资治通鉴’ 而已ꎮ”② 他

们将传统的历史学改造为现代的中国文化史学ꎬ 与他们将西方的民主、 科学等现代性因素引入中国两

相一致ꎮ 用李大钊的话说ꎬ “文化的历史ꎬ 就是启蒙的历史”③ꎬ 他们重视文化史学ꎬ 是因为文化史蕴

含着启蒙精神ꎬ 可以作启蒙民众的工具ꎮ
梁启超、 胡适等致力于实现中国文化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ꎬ 与国际 “接轨”ꎮ 柳诒徵、 钱穆等

人则注重彰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ꎬ “明吾民独造之真际”④ꎬ 同样是在解答时代课题ꎮ
新文化运动后期ꎬ 西学大规模输入中国ꎬ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变为中国文化的西方化ꎮ

一些有识者深忧: 中国文化有无独立性和正统性之可言? 有感于斯ꎬ 柳诒徵撰写了 «中国文化史»
一书ꎮ 他在书中断言: 中国文化纚纚相属ꎬ 未尝中绝ꎬ 必有其独具之特质ꎮ “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

下ꎬ 抟结此天下者ꎬ 果何术乎?” “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ꎬ 沟通此诸族者ꎬ 果何道乎?” “试问吾

国所以开化甚早ꎬ 历久犹存者ꎬ 果何故乎?”⑤ 这些问题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ꎮ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ꎬ 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ꎬ 救亡图存乃最为紧迫的任务ꎮ 从历史的高度说

明中国的前途ꎬ 从文化上为抗战提供精神动力ꎬ 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ꎬ 对史家来说责无旁贷ꎮ 钱穆对

时代的需要有清醒的认识ꎬ “九一八” 事变后ꎬ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ꎬ 呼吁创建 “今日所需的新史学”ꎮ
他在 «国史大纲引论» 中写道: 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当 “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

文化演进之真相ꎬ 明白示人ꎬ 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 社会、 文化、 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

知识ꎻ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ꎬ 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

考ꎮ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ꎬ 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ꎻ 后者在消极的指

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ꎬ 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⑥ꎮ 钱穆所著 «国史大纲» «中国文化史导论»
«文化与教育» 等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有力地说明了一个道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ꎬ 根深蒂固ꎬ 过去

从未现在也绝不会凋谢ꎬ 中国不会亡ꎮ 陈安仁在抗战期间先后出版了 «中国近世文化史» 和 «中国

上古中古文化史»ꎮ 他在书中郑重指出ꎬ 文化兴则民族兴ꎬ 文化衰则民族衰ꎬ “这是我们研究文化史

者ꎬ 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定律”ꎮ⑦ 他的这两部书就在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ꎬ 探寻 “中国文化

之本质的价值ꎬ 与中国民族创造文化力量之本质的价值”ꎬ 为民族复兴奠立基石ꎮ⑧ 抗战时期是中国

文化史著述的一个高峰ꎮ 这些著作的党派立场和学术风格或有不同ꎬ 但无不固执民族大义ꎬ 振奋了民

族精神ꎬ 从文化上给予抗战强有力的支持ꎮ
历史表明ꎬ ２０世纪前期ꎬ 中国的文化史学在启蒙民众、 建立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 促进中华民

９４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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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的复兴诸方面ꎬ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ꎮ 遗憾的是ꎬ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ꎬ 中国的文化史研究

被人为地削减了ꎬ 时间长达 ３０年ꎮ
１９７８年起ꎬ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ꎬ 文化史学再度担负重任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一以贯之的总目标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与此同行ꎬ 中国文化史学从学术角度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ꎮ
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ꎬ 解放思想ꎮ 以梁漱溟、 季羡林、 周谷城、 蔡尚思、 张

岱年、 匡亚明、 庞朴、 李泽厚、 朱维铮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ꎬ 为时代发声ꎬ 他们以重新评价历史作思

想革新的先导ꎮ １９７８年ꎬ 庞朴在 «历史研究» 第 ８ 期发表 «孔子思想的再评价»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李泽厚

在 «中国社会科学» 第 ２ 期发表 «孔子再评价»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匡亚明所著 «孔子评传» 由齐鲁书社出

版ꎮ 在他们的引领下ꎬ 学界发表了一批论著ꎬ 重评孔子ꎬ 重估儒学ꎬ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

代化的关系ꎮ 这些成果既推动了文化史研究ꎬ 又引导人们破除相沿已久的僵化思维和一些政治上的错

误认识ꎮ
１９８４年ꎬ 经济改革全面铺开ꎮ 经济改革推动了包括文化史、 文化比较、 文化理论在内的文化研

究ꎬ 而文化研究反过来助推了人的现代化ꎮ 以 １９８４年 １０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为例ꎬ 该

书院的本旨在于培养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人才ꎬ 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社会效应ꎮ 所办的各种

中国文化讲习班、 读书班、 函授班和研讨班ꎬ 得到了高校知识分子、 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人的热烈响

应ꎬ 客观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ꎮ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文化论争ꎬ 其核心问题是中国走什么路ꎮ① 学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

讨论ꎬ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ꎬ 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等ꎬ 都与此密切相关ꎮ 针对

当时的 “新启蒙” “反传统” 思潮ꎬ 一些史家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ꎬ 主张尊重文化的民族性ꎬ 尊重中

国的文化历史ꎬ 强调实现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ꎮ 庞朴提出ꎬ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ꎬ “只
有考虑传统ꎬ 才会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ꎬ 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ꎮ② 他们的观点起了矫枉

守正的作用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文化史研究者从历史出发ꎬ 并不是一股守旧的力量ꎮ 其中一些学者从正

面阐发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ꎬ 与另一些学者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ꎬ 殊途而同归ꎬ 共

同推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潮流ꎮ
１９９２年以后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快速发展ꎮ 人们的生存方式因经济的增长而得到了改善ꎬ

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生活ꎮ 同时ꎬ 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国际地位的不高ꎬ 其间的反差

激起了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主体意识ꎮ 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抬头ꎬ 要求回归传统的

声音高涨ꎮ 有关 “孔学” “儒学” 等问题的讨论ꎬ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还较为敏感ꎬ 这一时期已堂而皇

之地步入学术殿堂ꎬ 而且 “国学” “儒学” “经学” 等独具中国特质的话语进入了主流文化ꎬ 甚至出

现了 “国学热”ꎮ 无论是按照现代化理论ꎬ 还是从反思现代性或民族主义的视角分析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要求回归传统ꎬ 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的真相和价值ꎬ 寓有不同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意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的文化史研究肩负着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任务ꎬ 那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则强调在现代化潮

流中寻求中国特色和文化认同ꎮ 在此过程中ꎬ 文化史研究者既与时代一起前行ꎬ 又与 “国学热” 保

持了一定距离ꎬ 对部分人近于原教旨主义式的宣扬国学ꎬ 特别是那些借国学 (或儒学) 之名排斥包

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做法ꎬ 秉持警惕和反对态度ꎮ③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ꎬ 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

世界第二位ꎮ 中国不仅要建设一个经济强国ꎬ 而且要建设一个文化强国ꎮ 坚定文化自信ꎬ 建设中国特

０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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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化研究ꎬ 可参见邵汉明主编: «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ꎻ 李宗桂: «４０ 年

文化研究的反思和前景展望»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期ꎮ
庞朴: «民族性的再认识»ꎬ 载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ꎬ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年ꎬ 第 １４０页ꎮ
罗卜: «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ꎬ «哲学研究» １９９４年第 ６期ꎮ



色、 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等提法ꎬ 经常见诸各种官方文件和大小媒体ꎮ ２０１７ 年起ꎬ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ꎮ 新时代有新要求、 新任务ꎬ 在当今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局势下ꎬ 有许多

重大课题需要文化史家协同攻关ꎮ
其一ꎬ 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和文化挑战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文化新秩序ꎮ 世

界已步入文明多元化与一元化两种理论主张和社会势力对峙与博弈的阶段ꎬ 规避和减少文明的冲突ꎬ
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ꎬ 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ꎮ 为实现此目标ꎬ 这就需要思考该如何应对文化霸

权主义的挑战ꎬ 走出二元对立、 “丛林法则” 和 “零和思维” 的陷阱ꎮ 审视世界大势ꎬ 中国学者应掌

握话语主动权ꎬ 学会利用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方面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史中发掘智

慧ꎬ 主动去化解人类社会的种种冲突和危机ꎬ 另一方面与其他文明持续开展交流与对话ꎬ 达成和解与

共识ꎬ 推动建构 “和而不同ꎬ 美美与共” 的共同体ꎮ
其二ꎬ 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下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ꎬ 促进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ꎮ 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灵魂ꎬ 文化史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石和土壤ꎬ 它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支持

和滋养ꎮ 文化史研究者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ꎬ 从文化上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文睿

智和历史经验ꎬ 持续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ꎮ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元的文化格局中ꎬ 探寻中国文化

的价值和特色ꎬ 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ꎮ
百余年来ꎬ 中国的文化史学由追效西方文明到研寻本民族的文化认同ꎬ 从谋求民族独立到推进人

的现代化ꎬ 其学术任务和时代课题之变换不可谓不大ꎬ 但无不紧扣时代脉搏ꎬ 心系民族和国家前途ꎮ

二、 新领域、 新材料与文化史学的拓展

　 　 “古来新学问起ꎬ 大都由于新发见ꎮ”① 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材料的利用ꎬ 是文化史学进步的重要

标志ꎮ
１ 新领域

２０世纪初期ꎬ 文化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迥异于传统史学的、 崭新的史学领域ꎬ 故有 “新
史学” 之称ꎮ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ꎬ 胡适、 梁启超等倡导文化史研究ꎬ 极为重视扩展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

围ꎮ 胡适执笔的北大 «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ꎬ 将 “扩大研究的范围” 和 “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作

为开展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ꎮ 胡适称ꎬ “过去种种ꎬ 上自思想学术之大ꎬ 下至一个字、 一只山歌之

细ꎬ 都是历史”ꎬ 都属于文化史的研究范围ꎮ② 胡适等人不仅将传统的经学、 子学纳入文化史的考察

范围ꎬ 而且主张对戏曲、 小说和歌谣等予以文化史的研究ꎮ 相对于旧史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而言ꎬ 这

是一个质的突破ꎮ 再者ꎬ 胡适当时所采用的是一个广义的带有总体史性质的文化史范畴ꎬ 他规划的中

国文化史包括了民族史、 语言文字史、 经济史、 政治史、 交通史、 思想学术史、 宗教史、 文艺史、 风

俗史、 制度史等ꎮ 这些专史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ꎬ 都是有待开拓的新领域ꎮ 梁启超这一时期从

“研究法” 入手ꎬ 注意区分文化的广义与狭义ꎬ 但即便其所说的狭义文化史ꎬ 如语言史、 文字史、 神

话史、 宗教史、 学术思想史、 文学史、 美术史等ꎬ 也是新的学术领域ꎮ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末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ꎬ 以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史见长ꎮ １９４９年以后ꎬ 尽管语言

史、 文学史、 艺术史等部门史取得了一定成就ꎬ 但就整体而言ꎬ 史家对文化的理解遵循 “一定的文

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③ꎬ 将文化视作第二位的东西ꎮ 马克思

主义史家所写的文化史基本上是取观念形态的文化为研究对象ꎮ

１５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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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 ８０、 ９０年代ꎬ 文化史焕发出新的活力ꎬ 研究领域大为扩展ꎮ 从时段上看ꎬ 从先秦到民国

各个时期的文化史均取得了重要进展ꎬ 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史ꎬ 成了改革开放 ４０ 年最为活跃的研究

领域之一ꎮ 从空间上看ꎬ 中国疆域内各地区的文化史都有了研究成果ꎬ 长江大河也有了自己的文化

史 (如 «长江文化史» «黄河文化史» )ꎮ 从民族看ꎬ 不仅有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种文化史ꎬ 而且改善

了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ꎬ 出版了系列高质量、 成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化史论著ꎮ 从阶层看ꎬ 不

仅有上层的精英文化史ꎬ 而且有民间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ꎮ
２０００年以后ꎬ 随着新文化史学由西方传入中国ꎬ 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ꎮ 彼得伯克

在 «文化史的多样性» 一书中所列举的内容ꎬ 如日常生活、 物质文化、 媒介文化、 性别、 身体、 医

疗、 形象、 记忆、 语言、 阅读等ꎬ 目前皆有中国学者从事上述领域的研究ꎮ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主题

之丰富多样ꎬ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ꎮ
也应看到ꎬ 由于缺乏总体性的学科规划和布局ꎬ 近些年来ꎬ 研究领域的扩张带来了一些问题ꎮ

(１) 精英和经典的文化史研究不是加强了ꎬ 而是弱化了ꎮ 自梁启超、 钱穆到蔡尚思、 朱维铮等著名

文化史家ꎬ 均一再强调学术思想史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ꎮ 研究者如果不重视经学史、 学术史、 思想史

研究ꎬ 甚至将他们从文化史门类中排挤出去ꎬ 就难以回答中国文化的特质等重大问题ꎮ 诚如顾颉刚所

说: “必将经典弄清ꎬ 中国文化史方能写作ꎬ 否则识其外层而不能解其核心ꎬ 于事仍无益也ꎮ”① (２)
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不是加强了ꎬ 而是弱化了ꎮ “吾民族抟成之基本ꎬ 吾文化持续之渊源ꎬ 吾国家

建立之精神ꎬ 凡此种种重要大问题”②ꎬ 过去曾受到梁启超、 柳诒徵、 钱穆等近代史家的高度重视ꎬ
当下仍具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ꎬ 需予以足够重视ꎮ

２ 新材料

“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ꎬ 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ꎮ”③ ２０ 世纪初以来ꎬ 中国史学在史料开发和

利用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ꎬ 其形式和来源实现了多元化ꎬ 包括各种文字资料、 图像资料、 电子资

料以及考古资料、 口述史料、 田野调查资料等ꎮ 这里ꎬ 着重介绍地下资料的发现、 域外文献的利用、
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建设及其对于文化史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ꎮ

其一ꎬ 地下资料ꎮ
现代考古事业在中国的兴起ꎬ 给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ꎮ 其中许多材料能弥补传世

文献的不足ꎮ 对此ꎬ 李学勤、 裘锡圭、 李零等有系统的研究④ꎬ 这里仅从文化史学的角度予以阐述ꎮ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ꎬ 甲骨文的发现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为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

证据ꎬ 一些学者据此反驳西方学者所主张的中国文化外来说ꎮ 甘肃敦煌文献的发现则揭开了中古文化

史研究崭新的一页ꎮ 莫高窟藏经洞发掘出土的文献达 ５ 万多卷ꎬ 涵盖宗教、 历史、 语言、 文学、 政

治、 经济、 民族、 科技、 法律、 艺术、 民俗等众多领域ꎬ 内容异常丰富ꎮ 这批文献不仅提供了新的研

究对象和课题ꎬ 而且促进了学术理念和方法的更新ꎮ 正是有感于斯ꎬ 陈寅恪提出: “一时代之学术ꎬ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ꎮ 取用此材料ꎬ 以研求问题ꎬ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ꎮ”⑤ 罗振玉、 王国维、
陈垣、 陈寅恪、 吴士鉴、 吴承仕、 陈邦怀等以此为基础ꎬ 建立了中国的敦煌学ꎮ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ꎬ 甘肃武威汉墓简牍的出土ꎬ 被学界视为晋汲郡魏冢出土竹书以后的又一次经

书大发现ꎮ 其中ꎬ 武威汉简 «仪礼» 甲、 乙、 丙三种与戴德、 戴圣本及刘向 «别录» 本、 今本ꎬ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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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差别ꎮ 武威汉简中的 «丧服»ꎬ 对研究 «仪礼» 一书的形成有重要参考价值ꎬ 且为纠正后世

«仪礼» 传本之误提供了线索ꎮ 依据这批材料ꎬ 沈文倬发表了著名的 «武威出土 ‹礼› 汉简考辨四

种» (即 « ‹礼› 汉简异文释» « ‹礼› 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 «汉简 ‹服传› 考» « ‹礼› 汉简非

庆氏经本辨» ) 等论著ꎬ 反驳康有为的 “古文经为刘歆作伪” 说ꎬ 订正了 «礼经» 文本在流传过程

中产生的许多讹错ꎮ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ꎬ 中国考古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ꎮ １９７２年ꎬ 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土竹

简近 ５０００枚ꎬ 包括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六韬» «尉缭子» «管子» «晏子春秋» 及阴阳占卜

等佚书ꎮ 这批简书为研究兵家、 道家及先秦历法、 文字、 书法、 艺术、 简册等提供了珍贵资料ꎮ １９７３
年ꎬ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ꎬ 达 １２万余字ꎬ 包括 «老子» «黄帝内经» «周易» «春秋

事语» «五行» «战国纵横家书» 等古书ꎬ 涉及六艺、 诸子、 兵书、 术数、 方伎等领域ꎮ 这批考古资

料直接促进了对儒家、 道家、 兵家、 纵横家及汉代术数、 方伎之学的研究ꎮ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ꎬ 以郭店出土战国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竹简最受人瞩目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湖北

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文献ꎬ 专家汇编为 «郭店楚墓竹简» (文物出版

社ꎬ １９９８年)ꎮ 郭店楚简的时间介于孔、 孟之间ꎬ 除 «五行» «缁衣» 等少数篇目外ꎬ 其他多在秦汉

以后失传ꎮ 因此ꎬ 这批竹简具有填补从孔子到孟子 １００多年间儒学发展史之空白的意义ꎮ 而且ꎬ 对于

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经在先秦时期的流传等重大问题ꎬ 价值独具ꎬ 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近代疑古

派所认为的先秦没有 “六经” 之说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于 １９９４ 年购自中国香港的文物市场ꎬ
是继郭店楚简之后先秦古籍的又一重大发现ꎮ 这批文献包括战国楚简 １２００ 余枚ꎬ 内容以儒家文献为

主体ꎬ 兼及道家、 兵家、 阴阳家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７ 册) 的整理和出版ꎬ 推进了儒学

文献与早期儒学史研究ꎮ
２０１５年ꎬ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出土的简牍ꎬ 内含 «诗经» «论语» «礼记» 等典籍ꎮ 这批

简牍是研究早期儒家学说及经典演变史的宝贵资料ꎮ 其中ꎬ 海昏侯本 «诗经» 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

最多的 «诗经» 古本ꎮ 海昏侯本 «论语»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最早的 «论语» 抄本ꎬ 它展示了

«齐论» 的面貌ꎬ 为今人研究 «论语» 的形成和流传过程提供了证据ꎮ
地下资料对于包括文化史在内的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ꎬ 人所共知ꎮ 例如ꎬ 王国维撰写 «殷周制

度论»ꎬ 其部分核心史料便来自于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ꎮ 当代学者李学勤撰写的 «走出疑古

时代» (辽宁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年) 等一批具有引领学术潮流的论著ꎬ 葛兆光的 «中国思想史» 第 １
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 思想与信仰世界»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 李零的 «中国方术考»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年) 和 «续中国方术考»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 等思想文化史领域的优秀著

作ꎬ 均长于利用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ꎮ
其二ꎬ 域外文献ꎮ
就书写文字而言ꎬ 域外文献可分为两大类ꎮ 一类是用中国的文字 (如汉文、 满文、 蒙古文、 藏

文等) 书写的文献ꎬ 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海外珍藏善本丛书” 即属此类ꎮ 一类是用外国文字

书写的史料ꎬ 包括官方档案、 报刊文章、 个人著述等ꎮ 众所周知ꎬ 除各国外交档案中收藏有大批文化

交流资料ꎬ 英、 法、 德、 美、 俄、 日本等国家的国立图书馆ꎬ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牛津大学、 柏林大学、 东京大学、 莫斯科大学等中国学研究重镇ꎬ 也藏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历史资料ꎮ
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所编 «西人论中国书目»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中译本ꎬ 中

华书局ꎬ ２０１６年)ꎬ 详尽收录了西方自 １６世纪中叶至 １９２４年有关中国文献的目录ꎬ 包括用各种欧洲

语言写成的专著和文章ꎬ 甚至小启事和书评ꎬ 方便了中国文化和海外汉学研究ꎮ 在近现代史领域ꎬ 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所编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ꎬ 就收录有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较有影响

的 ２０００余名来华外国人ꎬ 涉及著作约七八百种ꎮ
域外文献的译介和利用ꎬ 是 ２０世纪初以来文化史学乃至整个历史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因素ꎮ 例如

３５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的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之建立ꎬ 就直接得益于域外文献的发掘ꎮ 张星烺的 «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 一书以大量爬梳中外文史料见长ꎬ 书中首次翻译和使用了英国学者亨利玉尔 (Ｈｅｎｒｙ Ｙｕｌｅ)
的 «契丹路程» 等一批资料ꎮ 冯承钧研究交通史ꎬ 翻译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Ｐ Ｐｅｌｌｉｏｔ) 的 «郑和

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ꎬ 费琅 (Ｇ Ｆｅｒｒａｎｄ) 的 «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苏门答腊古国

考» 等系列作品ꎮ 方豪所著 «中西交通史» 引用外国文献达 ３００ 余种ꎬ 涉及英、 法、 俄、 意、 德、
梵蒂冈、 阿拉伯、 瑞典等 １０余个国家的文献资料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外文资料的大规模引入和

翻译助推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ꎬ 知名者有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ꎬ 大象出版社出

版的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和 “中外文化交流史文献丛书”ꎬ 以及 “国
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翻译丛刊” 等ꎮ 中山大学还于 ２００６ 成立了 “西学东渐文献馆”ꎬ 系统搜集和收

藏西学东渐方面的文献资料ꎮ①

外国人在华游记ꎬ 由于其不同于中国人的视角ꎬ 往往能弥补中文史籍之不足ꎮ 以中亚学者阿里
阿克巴尔 (Ｓｅｉｄ 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Ｋｈａｔａｉ) 于 １５００年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用波斯文写成的 «中国纪行» 一

书为例ꎮ 该书源自作者来华游历时的见闻ꎬ 对中国的行政制度、 城市建设、 历史、 地理、 文化艺术、
宫廷礼仪、 宗教信仰、 社会习俗等做了生动描写ꎬ 是 １３ 世纪 «马可波罗游记»、 １４ 世纪 «伊本
白图泰游记» 至 １７世纪中叶耶稣会士的中国记录之间唯一而又全面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文献ꎮ
鸦片战争以后ꎬ 外国来华人数剧增ꎬ 有关中国的记载明显增多ꎮ 黄兴涛、 杨念群主编的 “西方的中

国形象丛书”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６ 年)ꎬ 收有罗伯茨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明恩溥 «中国人

的气质» 等 １０余种英美人士的作品ꎮ 这些作品贴近生活ꎬ 为研究近代社会文化提供了生动、 具体的

历史资料ꎮ 国内出版的日本人游记仅有张明杰主编的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译丛等数种ꎮ 实际上ꎬ
日本所藏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ꎮ 其中ꎬ 日本小岛晋治监修的 «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
２０卷和 «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 １０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材料ꎬ 令人

遗憾的是ꎬ 目前中国学界尚未对其予以重视ꎮ
外文史料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不用多言ꎮ 傅斯年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曾

提出史学进步的 ３条标准: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ꎬ 便进步”ꎻ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ꎬ 便

进步”ꎻ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ꎬ 则进步”ꎮ② 在全球化的当代ꎬ 外文已成为开

阔学术视野、 提高文化史研究水准的基本工具ꎮ
其三ꎬ 大数据ꎮ
电子计算机技术、 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ꎬ 绝不亚于古代雕版印刷术和近代古腾堡印

刷术的发明ꎮ ２０世纪末以来ꎬ 古籍、 报刊等各类大型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ꎬ 极大地扩展了史料搜求

的范围ꎬ 提高了利用史料的效率ꎬ 为文化史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ꎮ
目前ꎬ 中国历史典籍已基本实现文本信息的数字化ꎬ 数据库的容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家图

书馆的纸质典藏ꎮ 以 «中国基本古籍库» 为例ꎮ 该库收录先秦至清代 (公元前 １１ 世纪至公元 ２０ 世

纪初) 历代典籍和文献达 １万种、 １６万余卷ꎬ 选用版本 １２ ５００个、 ２０万余卷ꎮ 每种典籍均制有数码

全文ꎬ 并附有所据版本及其他重要版本的影像ꎬ 全库总计文字达 １７ 亿字、 影像 １ 千万页ꎮ 该数据库

称得上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ꎬ 目前已成为古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库ꎮ
报刊数据库以 «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所收资料最为丰富ꎮ 其中ꎬ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

库» 收录 １８３３—１９１１年出版的 ５００余种期刊ꎬ 含 ２１ ９００余期、 ５５万余篇全文ꎬ 当时出版的各种期刊

尽收其中ꎮ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目前已出版 １１ 辑ꎬ 收录 ２０ １８９ 种期刊ꎬ 含 ３５５ ５６２ 期、 ９０６
万余篇文章ꎮ «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库»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ｃ￣

４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文化史研究

①
②

梅谦立 «欧洲传教士文献里的中国» ( «文汇报»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４日) 一文ꎬ 对明清之际的西方文献有系统介绍ꎮ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ꎬ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１９２８年第 １本第 １分册ꎬ 第 １－３页ꎮ



ｔｉｏｎꎬ １８３２—１９５３) 则收录了从 １８３２年至 １９５３年在中国出版的 «中国丛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ꎬ
１８３２—１８５１)、 «北华捷报» / «字林西报»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ꎬ １８５０－１９４１)、 «中国评论周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ꎬ １９３９—１９４６)、 «密勒士评论报» (Ｍｉｌｌａｒｄ̓ｓ Ｒｅｖｉｅｗ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１７—
１９５３) 等 １２种英文报纸ꎮ

还有一些专题性数据库ꎬ 如 «文渊阁四库全书» 数据库、 «四部丛刊» 数据库、 «国学宝典» 数

据库、 «抗日战争数据库» «中国方志库» «中国寺庙祠观造像数据库» «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中国历代人物印鉴数据库»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等ꎮ 利用这些数据库ꎬ 研究者可实

现全方位、 快速海量检索ꎬ 高效完成校勘、 标注、 分类和编辑等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ꎮ
更引人瞩目的是ꎬ 大数据引发了理论方法的革新ꎬ 将史学研究推进到了 “数字人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阶段ꎮ “数字人文” 突破了仅从技术维度去界定 “数字化” 的限制ꎬ 它通过技术逻辑和人

文研究的耦合ꎬ 解决一些前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ꎮ 目前ꎬ “数字人文” 在古籍语义分析、 字频统计、
信息挖掘、 智能标点以及数字化地图建设等方面ꎬ 已经比较成熟ꎮ 以线上共享的关系型数据库 «中
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简称 ＣＢＤＢ) 为例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该库

已收录约 ４２２ ６００人的传记资料ꎮ 除提供海量的人物传记资料存储外ꎬ 该库具备 “数字人文” 的功

用———把史料中分散的与人物相关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进行结构化标注ꎬ 如将人名 (别名、 字、
号)、 时间 (生平、 年谱)、 地址 (籍贯、 游学、 入仕地等)、 职官、 履历、 亲属关系、 社会关系、 著

作、 财产、 人物参与的重大事件等标注后ꎬ 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ꎬ 并大规模著录ꎮ 通过该库ꎬ 研究者

可以方便地利用数据进行历史人物的地理空间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和数字统计分析等方面课题的

研究ꎮ
计算机技术、 互联网和数据库使学术研究的工具与效率发生了质的变化ꎬ 并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史

研究的未来ꎮ 文化史研究者应重视并分享大数据所带来的福利ꎬ 开发出一批 “数字人文” 方面的研

究成果ꎮ

三、 新理论、 新方法与文化史学的进步

　 　 新理论、 新方法促进了文化史学的进步ꎮ 随着历史的演进ꎬ 以下 ３种理论方法先后对中国文化史

学影响较大ꎮ ２０世纪前期ꎬ 以文明论和文明史观为代表ꎮ 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ꎬ 历史唯物论和唯物史观

占据主导地位ꎮ 新世纪以来ꎬ 新文化论和新文化史学渐引人关注ꎮ
１ 文明论和文明史观

２０世纪前期ꎬ 文化史学最为基础的理论是文明论和文明史观ꎮ 世纪之初的 “史界革命”ꎬ 集中表

现为以文明史为核心的新史学代替以儒家伦常为指导的旧史学ꎮ 概括地说ꎬ 旧史学建立在农业社会的

基础上ꎬ 重在总结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ꎬ 维护儒家伦常秩序和君主集权统治ꎬ 以 “正史” 为典范ꎮ
新史学所追求的则是现代工业文明ꎬ 以 “民” (民众、 人民、 民族) 为主体ꎬ 以自由、 民主、 科学、
理性、 进步等现代性观念为核心价值ꎬ 以进化史观为指导ꎬ 重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人的价值ꎬ 目标是

撰述文明史 /文化史ꎮ 诚如蔡元培所说: “新体之历史ꎬ 不偏重政治ꎬ 而注重于人文进化之轨辙ꎮ 凡

夫风俗之变迁ꎬ 实业之发展ꎬ 学术之盛衰ꎬ 皆分治其条流ꎬ 而又综论其统系ꎬ 是谓文明史ꎮ”①

梁启超的 «新史学» «中国历史研究法» 及 «补编»ꎬ 胡适执笔的 « ‹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ꎬ 何

炳松所写的鲁滨逊 «新史学» “译者导言” 等ꎬ 对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而言有发凡起例之功ꎮ 这些论

著的理论范本主要是日本和欧美文明史学著作ꎬ 如日本浮田和民的 «史学原论» (又译 «新史学»
«史学通论» )、 英国博克尔的 «英国文明史»、 德国兰普雷希特的 «近代历史学»、 美国鲁滨孙的

５５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① 蔡元培: «历史»ꎬ 载高平叔编: «蔡元培史学论集»ꎬ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１３９页ꎮ



«新史学» 等ꎮ 五四以后ꎬ 柳诒徵的 «中国文化史» 及陆懋德、 陈登原等的同名作ꎬ 在理论方法上程

度不同地接受了源自西方的文明论、 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ꎮ 对此ꎬ 他们在相关著作中有比较明确的说

明ꎬ 兹不赘述ꎮ
值得指出的ꎬ 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学不偏重政治ꎬ 但是不意味着将政治、 经济等因素隔离出去ꎮ 从

梁启超、 胡适、 王云五等所列的中国文化史目录看ꎬ 政制史、 财政史、 民族史等都在其考察范围之

内ꎮ 故从方法论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ꎬ 这一时期所写的中国文化史是文明 (广义上的文化) 视角下

的历史ꎮ
当然ꎬ 这只是就其重要者而言ꎮ ２０ 世纪前期文化史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并不止限于此ꎬ 尤其是五

四以后ꎬ 西方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联翩涌入ꎬ 包括文化学、 人类学、 民俗学等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在中

国相继建立ꎬ 在理论方法上为文化史学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２ 唯物论和唯物史观

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ꎬ 在这百年中ꎬ 中国学者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尽一

致ꎮ 由于其身份特殊ꎬ 特别是 １９４９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ꎬ 它们对文化史学影响巨大ꎮ
五四时期ꎬ 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唯物史观ꎬ 把唯物史观等同于 “经济史观” 甚至

经济决定论ꎮ １９１９年ꎬ 李大钊在 «新青年» 先后发表 «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和

«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ꎬ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ꎬ 并运用于思想文化

史研究ꎮ 李大钊接受了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观点ꎬ 将唯物史观理解为 “经济史观” 或 “历史的经济

解释”ꎬ 今天看来显然有误ꎬ 但从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认知水平看ꎬ 唯物史观仍不失为理论方法上

的一大突破ꎮ 因为在此之前ꎬ 中国人习惯于用儒家的道德观念来分析和评判历史ꎬ 而经济的解释某种

程度上找到了决定文化发展的 “社会基址”ꎮ 职是之故ꎬ 唯物史观在当时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欢迎ꎮ 即

便那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ꎬ 也承认唯物史观的价值ꎮ 胡适称: “唯物的历史观ꎬ 指出物质文明

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ꎬ 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ꎮ”①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后ꎬ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量传播到中国ꎬ 深化了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

解ꎮ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等广受

重视ꎮ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理论框架ꎬ 运用阶

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ꎬ 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色ꎮ 关于 “文化” 的概念ꎬ 文化史家普遍引用毛

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的表述ꎬ 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ꎮ 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写的文化史基本

上是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历史ꎬ 也就是狭义上的文化史ꎮ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文化史研究ꎬ 长于从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看待文化ꎬ 重视分析文化

与社会、 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ꎮ 这无疑是对就文化谈文化ꎬ 特别是对文明 /文化决定论的超越ꎮ 但长

期以来ꎬ 学界也存在一定的教条化、 简单化倾向ꎬ 总有一些学者将唯物史观等同于 “经济决定论”
“经济条件论” “阶级决定论”ꎬ 过分强调经济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ꎬ 而对人的主体价值和能动性ꎬ 对

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意志的作用ꎬ 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及相对独立性等估计不足ꎮ 有的学者片面理解和

一味强调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ꎬ “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 等说法ꎮ 还有学

者在从事文化史研究时ꎬ 机械地套用历史唯物论ꎬ 将历史上的思想家、 政治家和学者及其思想学说公

式化ꎬ 贴上唯心史观或反动的统治阶段意识形态的标签ꎻ 甚至不经辨析ꎬ 将文明史 /文化史视作没落

的资产阶级史学和反动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ꎮ 这些做法无不阻碍了文化史学的正常开展ꎮ
改革开放后ꎬ 学界以辩证的方法、 发展的眼光较为全面地看待唯物史观ꎬ 改变了对文化史的狭隘

认识ꎬ 中国的文化史学在理论上呈现出开放、 包容、 多元的特点ꎮ 史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者此前对文化史学的理解ꎬ 另一方面接续了民国时期的文化史成果ꎬ 并广泛汲取海内外的相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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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ꎬ 特别是现代化理论ꎮ 诸如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亨廷顿的 «变革社会中的

政治秩序»、 罗荣渠的 «现代化新论» 等ꎬ 均曾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起过理论指导作用ꎮ 完全可

以说ꎬ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学的兴盛和活跃ꎬ 得益于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ꎮ
３ 新文化论和新文化史学

新文化论体现了信息化时代对文化的理解ꎮ 所谓的新文化论ꎬ 可以视作西方 “文化研究”、 新文

化史学、 后现代主义、 文化人类学等学术思潮激荡下的文化理论ꎮ 新文化论主张破除学科界限、 整合

不同领域、 对文化做一种整体性的而不是分科式的理解ꎬ 尤其关注阶级、 性别、 身份、 种族、 民族、
传媒、 受众等社会文本ꎮ 福柯、 德里达、 布尔迪厄、 巴赫金、 汤普森 (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人是他们

共尊的理论领袖ꎮ
学者们对 “文化” 的解释ꎬ 以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的观点最具代表性ꎮ 格尔

茨主张从符号学和象征性上来理解和使用 “文化” 的概念ꎮ 他说: “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

编织的意义之网ꎬ 因此ꎬ 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ꎬ 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

学ꎮ”① 在他看来ꎬ 文化是一种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ꎬ 包括行动、 象征和符号等方面ꎬ 文化解释就是

解开一层层的意义ꎬ 对日常生活中那些对他们已经具有意义的行动和表述进行描述和再描述ꎮ
新文化史学以新文化论为基本理论支撑ꎬ 强调通过对权力、 符号、 话语、 表象、 仪式等的文化解

释ꎬ 来解读历史的内涵和意义ꎮ 在史观上ꎬ 史家将文化因素和文化解释放在历史的首要位置ꎬ 从而表

异于此前的经济基础或社会结构决定论ꎮ 新文化史学主张文化是一种视角和方法ꎬ 故其研究对象所含

甚广ꎬ 不仅指上层文化ꎬ 更重视下层和弱势群体的文化ꎬ 还包括习俗、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日常文

化ꎮ 从形式上看ꎬ 新文化史学似乎回到了广义上的文化史学或文明史学ꎬ 但主题和内涵又有所变化ꎬ
它尤关注物质文化史、 身体史、 阅读史、 微观史、 性别史、 言语史、 旅行史、 收藏史、 表演史等领

域ꎮ 新文化史学不仅更新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主题ꎬ 而且引发了对文化及其与社会、
政治、 经济关系的再思考ꎬ 带动了一些学者尝试从文化视角研究政治史、 社会史和经济史ꎬ 进而促进

了历史整体格局和结构的优化重组ꎮ
２１世纪以来ꎬ 一些中国学者对源自西方的新文化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ꎬ 但就现状来看ꎬ 尚处

于追效和模仿阶段ꎮ 目前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ꎬ 多少存在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方法的现象ꎬ 学术研究的

原创性和本土化的问题意识有待加强ꎮ

余论: 展望未来之路

　 　 当下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进入了关键期ꎬ 这既为文化史研究创造了社会

条件ꎬ 提供了创新的动力ꎬ 又对文化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文化史研究者有责任调整坐标ꎬ 再次

出发ꎮ
其一ꎬ 以全球史的视野ꎬ 重写中国文化史ꎮ
近代以来ꎬ 西方学者掌握史学话语权ꎬ 他们在世界历史叙述中并未予中国文化以平等的地位ꎮ 他

们所谓的人类文明、 历史经验及其评价标准ꎬ 带有浓厚的西方主义ꎮ 全球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西方

为中心的历史观念ꎬ 它不再仅是围绕西方文明的命运来塑造和建构历史ꎬ 而是主张以全人类 (或者

说不同文明共同体) 的命运为主轴ꎬ 来书写不同文化间交往和对话的历史ꎮ 全球史与西方中心主义

以文明的竞争和冲突为单一指向的历史学相比ꎬ 补上了不同文明间融合、 协同和共生的方面ꎬ 历史叙

述较以前趋于全面、 平衡和客观了ꎮ 全球史时代的来临ꎬ 与现实世界中中国崛起的步伐基本一致ꎬ 一

些中国学者从中感悟到: 西方经验不再是历史的绝对尺度ꎮ 对于长期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的中国学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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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 这堪称是一次思想大解放ꎮ 中国文化史研究者需要自觉调整坐标系统ꎬ 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位

置ꎬ 重新评判中国文化的价值ꎮ 中国的研究者不能以人蔽己ꎬ 也不能以己自蔽ꎬ 要充分认识到: 中国

文化不仅是中国 ( “天下” ) 之文化ꎬ 由中国内部多民族文化交流、 融合和传衍而来ꎬ 而且是亚洲之

文化、 世界之文化、 全球化之文化ꎬ 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 互动和融合的产物ꎮ
全球史对于中国文化史学之价值ꎬ 具体从概念史研究可见一斑ꎮ 近些年兴起的概念史研究已取得

一定成绩ꎬ 但若想更上一层楼ꎬ 除借用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ꎬ 全球史的视角不可或缺ꎮ 比如在研究路

径上ꎬ 从近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ꎬ 循流探源ꎬ 既要上溯中国古史ꎬ 又要到日本历史和欧美历史中去

探寻ꎬ 复由古希腊经近代欧美、 日本ꎬ 返回中国ꎮ 这就意味着ꎬ 既要从求真的角度考察这些概念在西

方的起源和流变及其语境和语义ꎬ 又要从致用的角度分析这些概念引入中国时的困境及其调适、 变容

和异化ꎬ 然后从求其是的角度加以断案ꎮ 就此而言ꎬ 研究一个概念的历史ꎬ 就是要研究一个概念的环

球史ꎮ
反言之ꎬ 全球史与全球化时代的区块链思维具有一致性ꎬ 它要求不以西方为中心ꎬ 当然也不能以

中国主义自居ꎮ 从全球史角度研究和书写中国文化史ꎬ 有利于预防和规避自我中心主义ꎮ 尤其在民族

主义情绪浸染学界的当下ꎬ 全球史对于矫正一些学者的 “复古” “自大” 心态ꎬ 的确是一剂良药ꎮ
其二ꎬ 接续传统ꎬ “复古求解放”ꎮ
中国文化史学之未来ꎬ 取决于其本来与外来ꎮ 然而ꎬ 曾几何时ꎬ 以创新之名ꎬ 轻视传承ꎬ 甚至杀

鸡取卵ꎮ 近年来ꎬ 笔者注意到多位学贯中西、 严于治学的著名学者ꎬ 不约而同地呼吁年轻一代要走走

回头路ꎬ 补补课ꎬ 重拾旧学门径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饶宗颐在 «人民日报» 发表 «寄语中华文化之学»
一文ꎬ 着重指出: “我国在学术史上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 持之以恒的国学研究方法: 辨伪、 辑

佚、 目录、 版本、 校勘、 训诂 (文字、 音韵)、 考据、 笺释等学ꎮ 这些传统小学的研究方法ꎬ 我看非

常科学ꎬ 合乎学术原理ꎬ 绝不可丢弃ꎬ 只有老老实实经过这些貌似枯燥的程式性工作ꎬ 得出来的理和

论ꎬ 才会让人感到踏实ꎬ 才会有真正价值ꎬ 才会有说服力ꎮ”① 饶氏此言乃有感而发ꎮ 据他观察ꎬ 当

下不少人以国学者自居ꎬ 实际上大都忽略了传统国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乾嘉朴学方法ꎮ 我们知

道ꎬ 欲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史ꎬ 历史上的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自是最为核心的文献ꎬ 而欲读懂这些文

献ꎬ 仅靠当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ꎬ 难以办到ꎮ 因此ꎬ 了解古人之治学门径和思维方式就变得必要ꎮ
经、 史皆然ꎮ 张之洞在 «书目答问» 中曾言: “由小学入经学者ꎬ 其经学可信ꎻ 由经学入史学者ꎬ 其

史学可信ꎮ”② 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ꎬ 往往有一定的旧学训练ꎬ 熟悉旧学的门径ꎬ 他们倡导新学ꎬ
实出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现实需要ꎮ 此后的一代又一代学者ꎬ 以新学开蒙ꎬ 新上求新ꎬ 往往缺乏老

辈的旧学常识ꎬ 更难说有多少旧学根底ꎬ 故补上旧学的短板已不容缓ꎮ 就文化史学的理论建设而言ꎬ
欲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ꎬ «史通» «通典» «通志» «文史通义» 等中国古代典籍不同程度地含有文

化史学元素ꎬ 值得大力发掘ꎬ 深入研究ꎬ 进而阐发出时代新义ꎮ 笔者以为ꎬ 目前多数研究者热衷于

“旁采远西”ꎬ 而不愿在 “吾家旧物” 上痛下功夫ꎬ 这并不一定是源自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ꎬ 倒很可

能是受 “跟风” 等浮躁心态的驱使ꎮ “源浚者流长ꎬ 根深者叶茂ꎮ” 中国文化史学的动力和前途取决

于自身ꎬ 尊重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而不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史ꎬ 这应是建设中国文化史学的基

本理路ꎬ 也符合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ꎮ 而且ꎬ 这一理路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全球史学、 新文化史

学ꎬ 并不矛盾ꎮ
其三ꎬ 植根生活实践ꎬ 讲述普通人的故事ꎮ
文化源自生活ꎮ 如果把文化分为意义层和实践层ꎬ 按发生时序ꎬ 意义层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居于终

端或上层ꎬ 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ꎮ 近代以来ꎬ 梁启超、 胡适、 钱穆等学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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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 都曾主张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和文化史ꎮ 当代学者李泽厚也曾在 «历史本体论» 一书

中提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的命题ꎮ① 但长久以来ꎬ 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熟悉的是民族主义、 革命史、 现

代化等大叙事的框架ꎬ 而对个体的尊严特别是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明显关注不足ꎬ 未能真正将普通人视

作历史的主人ꎬ 去考察他 /她日常生活的历史状态及不同个体的文化差异性ꎮ 生活史正是弥补和充实

一些文化史论著 “空谈” 的手段之一ꎮ
中国人对本民族的生活 (方式) 习以为常ꎬ 留下的记载特别是关于普通人的记载较少ꎬ 故搜集

史料有一定难度ꎮ 这种状况近些年来大为改善ꎮ 大型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和外国人中国游记等域外

文献的传入ꎬ 特别是与普通人相关的日记、 书信、 笔记、 回忆录、 日用类书、 民间契约、 碑刻、 地方

志、 小说、 文集、 报刊等文字材料和实物材料的成批量整理、 出版和数字化ꎬ 为研究历史上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创造了史料条件ꎮ
实际上ꎬ 近年来日常生活史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重视ꎮ 文化史家可以借鉴社会史特别是西方新文

化史和微观史学的成果ꎮ 新文化史的 “实践” 转向ꎬ 诸如阅读史、 记忆史、 收藏史、 旅游史、 身体

史等ꎬ 所叙述的主要是历史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ꎮ 微观史学所书写的也多是普通人的故事ꎮ 他们不仅

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可供参考ꎬ 而且可以提供理论方法上的支持ꎮ 当然ꎬ 虽同以生活史为研究对象ꎬ 文

化史学与社会史学亦会有所区别ꎮ 文化视角下的生活史、 生活的文化史和人的文化生活史应是文化史

学的着重关注点ꎮ 在探索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ꎬ 揭示日常生活之常道ꎬ 解读人的德性、 修为和心灵世

界ꎬ 考察家风、 家教和家训等方面ꎬ 文化史学较社会史学有其优势和特色ꎮ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ꎮ” 在当今自媒体时代ꎬ 这句口号某种意义上正变成现实ꎮ 新媒体

不仅记录日常生活ꎬ 为后人留下了生动、 丰富的一手资料ꎬ 而且成了普通人借以表达和传播日常生活

史喜闻乐见的平台ꎮ “旧时王谢堂前燕ꎬ 飞入寻常百姓家ꎮ” 借助新媒体ꎬ 生活史将会由古代帝王的

“起居注”ꎬ 变为今天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ꎮ 文化史研究者不仅应探讨关系民族和国家复兴的

“大历史”ꎬ 而且应提供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的 “小历史”ꎮ 笔者乐观地以为ꎬ 因其讲述的是普通人

的故事ꎬ 生活史很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广受欢迎ꎬ 成为文化史学的学术增长点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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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哲学研究所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在心身问题研究中尽管居绝对统治地位ꎬ 但副现象论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ꎬ
堪称心身问题研究中的奇葩ꎮ 它表面上不能见容于常识、 直觉乃至大量的科学事实ꎬ 强调心理现象有本体

论地位而没有任何因果作用力ꎬ 但它在发展中演化出了花样繁多的理论形态ꎬ 而且具有严密的逻辑和时兴

的科学根据ꎮ 对它的否定性论证很多ꎬ 如基于常识直觉的论证、 基于他心知的论证、 基于自心知识的论证

等ꎮ 副现象论是有软性、 有前途的ꎬ 最近的发展以及在发展中表现出的新的倾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ꎮ 它能

面对强势的物理主义存活下来ꎬ 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秘密ꎮ
关键词: 心身问题ꎻ 副现象论ꎻ 物理主义ꎻ 因果性ꎻ 物理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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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问题 (ｂｏｄｙ－ｍｉ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是著名的宇宙之谜ꎬ 追问的是心灵的本体论地位及其与身体的

关系等问题ꎬ 因此是最能体现心灵哲学区别于相近的心理科学特点的一个研究领域ꎬ 当然也是心灵哲

学投入精力最大、 最多、 成果最丰硕的一个研究领域ꎬ 诞生了大量不计其数的创新理论ꎮ 仅就占主导

地位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来说ꎬ 就有数十种之多ꎬ 如功能主义、 同一论、 构成物理主义、 取消论ꎬ
等等ꎮ 有一种说法是ꎬ 英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哲学家倾向于物理主义或与之相近的自然主义ꎬ 尽管物

理主义在这个领域居绝对统治地位ꎬ 但只要有其他可能性的选择ꎬ 不管它多么离奇和怪异ꎬ 就总有人

去尝试ꎬ 副现象论就是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尝试ꎬ 堪称心身问题研究中的奇葩ꎮ 它表面上不能见容于

常识、 直觉乃至大量的科学事实ꎬ 但副现象论在其发展中演化出了花样繁多的理论形态ꎬ 而且具有严

密的逻辑和时兴的科学根据ꎮ 副现象论能面对强势的物理主义存活下来ꎬ 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

究的秘密ꎮ

一、 副现象论的兴起和基本观点

　 　 副现象论 (Ｅｐｉ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ｓｍ)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是由赫胥黎 (Ｔ Ｈ Ｈｕｘｌｅｙ) 最先创立的ꎬ 但

为该理论最先命名的则是心理学家詹姆斯 (Ｗ Ｊａｍｅｓ)ꎮ １８７９ 年ꎬ 他在讨论赫胥黎在英国科学促进会

上的主席就职演说 «论动物是自动机的假说及其历史»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ｒ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文时ꎬ 不仅对赫胥黎的有关观点作了批判ꎬ 而且还把这一观点称作副现象论ꎮ 赫胥

黎主张: 心理事件由大脑事件所引起ꎬ 但对后者不产生任何原因作用ꎬ 正像机器的声音由机器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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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机器本身没有任何影响一样ꎮ①

副现象论的结论不仅反常识ꎬ 而且表面上也反科学ꎬ 但创立和发展它的原因恰恰主要来自于科

学ꎮ 占主导地位的物理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的物理原因具有封闭性ꎬ 即认为世界是由纯物理原因组成

的ꎬ 物理原因又由物理规律所决定ꎬ 由物理力所驱动ꎮ 当然ꎬ 它的创立也与二元论的信念有关ꎬ 例如

它以二元论理论中心根本有别于脑的原则为理论前提ꎮ 人们提出副现象论的目的ꎬ 就是要调和这两个

原则ꎮ 他们认为ꎬ 只要坚持副现象论ꎬ 那么就能使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得到消除ꎮ 因为如果心理事

件对物理事件没有任何原因作用ꎬ 那么现代科学只承认物理事物有原因作用的观点就与二元论没有任

何矛盾ꎮ 我们在 «现代西方心灵哲学» 和 «心与身» 等书中ꎬ 曾对副现象论的起源以及现代较早的

副现象论样式作过考察ꎮ 这里ꎬ 我们拟在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对其最新发展作一探讨ꎬ 讨论新的认知ꎮ
副现象论的一般观点是ꎬ 心理或意识是由大脑的中枢事件所产生的ꎬ 是物理原因的结果ꎮ 但心理

或意识被产生出来后ꎬ 仅是现象性的存在ꎬ 而不能作为原因发挥反作用ꎬ 因此是像地上的树影一样对

树没有什么作用的 “副现象”ꎮ 例如杰克逊 (Ｆ Ｊａｃｋｓｏｎ) 通过对他所构想天才科学家玛丽的思想实验

的分析ꎬ 不仅证明存在着物理主义说明不了的感受性质ꎬ 而且论证了一种比古典副现象论弱的理

论ꎮ② 之所以这样说ꎬ 是因为杰克逊不像古典副现象论那样认为心理现象以有关的物理、 神经生理过

程为原因ꎬ 但它产生出来后对大脑、 身体不能发挥原因作用ꎬ 即不能影响、 干预身体的生理、 物理过

程及行为ꎬ 只是一种无用的、 没有原因效力的伴随或附带现象ꎬ 就像在阳光下树所投下的影子对树本

身没有任何作用一样ꎮ 杰克逊只是强调: 从因果关系上说ꎬ 经验的感觉性质对物理世界是没有作用

的ꎬ 只是伴随我们心理过程而发生的一种对这一过程的主观感觉或体验ꎬ 而其他的心理现象则不是没

有用的副现象ꎮ 这就是所谓的 “有限制的副现象论”ꎮ
副现象论尽管有诸多发展ꎬ 但它的结论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ꎮ 新副现象论仍然认为ꎬ 它由两个相

对独立的主张所构成ꎬ 其中第一个比第二个更强ꎬ 一是心理状态或属性没有因果效力ꎬ 二是即使分清

了自主体的心理状态或属性ꎬ 也不能用它们对自主体的行为作因果解释ꎮ 也可表述为如下三点: (１)
心理属性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ꎮ (２) 心理属性由物理属性所产生ꎮ (３) 有些心理属性没有任何因果

作用ꎬ 因为表面上被认为是由心理属性产生的结果ꎬ 其实是由物理属性产生的ꎮ 支持的人很多ꎬ 如杰

克逊在知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有限制的副现象论ꎬ 查默斯尽管没有明确把自己的观点称作副现

象论ꎬ 但认为他的观点隐含着一种弱副现象论形式ꎮ③

在当今ꎬ 主张或倾向副现象论的人有两种情况: 一是自觉倡导和论证ꎬ 二是不自觉地陷入ꎬ 例如

许多人认为戴维森的解释主义就是如此ꎮ 金在权等人甚至认为ꎬ 功能主义和别的非还原物理主义都陷

入了副现象论ꎮ 因为如果因果作用封闭于物理实在之内ꎬ 那么相信存在着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的心理

属性ꎬ 就只会陷入否认心理属性有因果作用的副现象论ꎮ 金在权的推论是: 如果心理事件不同一于物

理事件ꎬ 而只是随附于物理事件ꎬ 那么这样的心理事件就会与物理事件一起来争夺因果作用ꎮ 而根据

因果排除原则ꎬ 不能同一于物理事件的心理事件就必然失去因果作用ꎮ

二、 副现象论的主要根据、 论证和 “优点”

　 　 很多人认为ꎬ 相信心理现象没有对行为的因果作用ꎬ 这既违反常识和直觉ꎬ 也是与脑科学等有关

成果相左的ꎮ 但是ꎬ 为什么仍有人赞成副现象论呢? 比恩巴赫尔 (Ｄ Ｂｉｒｎｂａｃｈｅｒ) 的看法是: 赞成副

现象论关于心身的因果解释的理由有二: 第一ꎬ 它符合形而上学的节俭原则ꎬ 即在解释行为时ꎬ 越简

１６副现象论: 心身研究园地的奇葩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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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越清楚就越好ꎬ 而诉诸大脑中的物理作用的解释就是这样ꎻ 第二ꎬ 它一致于已确立的能量守恒之

类的物理学原则ꎮ① 著名心灵哲学家皮科克 (Ｃ Ｐｅａｃｏｃｋｅ) 概括说: “尽管副现象论就它的某些结论

来说存在着在直觉上的自相矛盾ꎬ 但用现在的理论化的观点来看ꎬ 它仍是关于大脑过程和意识之间的

因果关系的最好说明ꎮ”②

雅布罗 (Ｓ Ｙａｂｌｏ) 认为ꎬ 坚持副现象论既有形而上学方面的原因ꎬ 又有经验方面的原因ꎮ 就前

者来说ꎬ 要证明心理事件有因果作用ꎬ 必须涉及关于因果作用的条件、 标准等形而上学问题ꎮ 而坚持

副现象论的人中许多是基于自己对原因或因果关系的标准的理解ꎬ 否认心理事件的原因地位ꎮ 例如ꎬ
如果认为原因是有自己的能量进而有真正的让自己和别的事物发生变化的事件ꎬ 那么心理事件由于不

符合这个条件因此就没有资格被看作原因ꎮ 经验方面的根据主要来自于对有关自然科学成果的特殊解

读ꎮ 雅布罗在此基础上对源自笛卡尔的本体论论证作了重新表述ꎬ 进而论证说ꎬ 只要坚持二元论ꎬ 就

会得出副现象论的结论ꎮ 根据笛卡尔的二元论ꎬ 既然心灵与身体不同质ꎬ 如心灵是质上不同于身体的

存在ꎬ 因此它就没有可能对身体发挥原因作用ꎮ 这个论证可这样表述: 假设 ｘ、 ｙ代表的是物理事件ꎬ
ｘ∗代表的是非物理的有意识事件ꎮ

(１) 如果 ｘ (原因) 对 ｙ (结果) 是因果上充分的ꎬ 那么不同于 ｘ 的 ｘ∗与 ｙ 就没有因果相关性

(因果排除原则)ꎮ
(２) 对于每一物理事件 ｙ来说ꎬ 某些物理事件 ｘ对 ｙ是因果上充分的 (物理决定论)ꎮ
(３) 因此ꎬ 对于每一物理事件 ｙ来说ꎬ ｘ∗与 ｙ在因果上没有相关性 (事件副现象论)ꎮ③

不难看出ꎬ 通过本体论论证得出副现象论结论是基于两个理由: 一是认为心与身具有异质性ꎬ 能

量、 原因作用都封闭于物理王国之内ꎬ 因此心不可能有因果作用ꎻ 二是认为ꎬ 即使可以说有非物理的

原因ꎬ 但它对有机体的行为是多余的ꎮ
普兰丁格 (Ａ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 根据现在常用的解释排除原则与因果排除原则ꎬ 对副现象论作了这样

的论证:
(１) 根据解释排除原则 (ＥＥ)ꎬ 对于任何事件ꎬ 只有一个完善的、 独立的解释ꎬ 不可能有两个

同时完善的解释ꎮ (２) 根据因果排除原则———物理因果封闭原则 (ＣＥ)ꎬ 任何事件的原因只能是物理

的ꎬ 物理的原因对它既必要、 又充分ꎬ 不存在非物理的原因ꎬ 或者说ꎬ 对任何事件ꎬ 只有一个充分独

立的原因ꎬ 即物理原因ꎬ 原因作用完全封闭于物理世界ꎮ 一事件的唯一完善的解释之所以是完善的ꎬ
是因为它有本体论基础ꎮ 这基础可由解释实在论提供: (３) (ＥＲ) 由于下述事实ꎬ Ｃ是一个对事件 Ｅ
的解释ꎬ Ｃ具有与 Ｅ的某种确定的、 客观的关系 Ｒꎮ 结论只能是ꎬ 如果心理现象是非物理的ꎬ 那么它

就不可能有引起结果的原因作用ꎮ④

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 陷入副现象论是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失败、 错误的一个表现ꎮ 莱康 (Ｊ Ｃ
Ｌｙｃｏｎｓ) 的新看法是: “副现象论不仅不是非还原物理主义的问题ꎬ 反倒是它的一个优点ꎮ” 更明确地

说ꎬ 副现象论有属性副现象论和事件副现象论两种ꎬ “非还原物理主义有一种特殊的版本ꎬ 它蕴含着

属性副现象论”ꎬ 而这恰恰是这一观点富有魅力之处ꎮ⑤ 他的论证是ꎬ 不仅在人身上ꎬ 而且在许多事

物内部ꎬ 都存在着没有因果作用的属性ꎬ 因此副现象论具有普遍的有效性ꎮ 以球砸破了窗户为例ꎬ 窗

户破了ꎬ 是结果ꎬ 其原因是飞过来的球ꎮ 而球自身有许多属性ꎬ 并非一切属性都有这样的作用ꎬ 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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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因的组成部分ꎮ 例如球的颜色、 形状等就是副现象ꎮ 同样ꎬ 人脑内的东西对行为的发生有原因作

用ꎬ 但并非一切都是原因ꎬ 或参与到了原因作用中ꎬ 例如心理属性就是如此ꎮ①
另外ꎬ 莱康还认为ꎬ 属性副现象论有许多优点ꎬ 例如ꎬ 它们满足这样的要求ꎬ 即心理现象必须有

其真实性ꎬ 但又不那么真实ꎬ 例如没有物理属性真实ꎮ 他说: “属性副现象论的优点在于ꎬ 它能确保

心理现象不那么真实ꎮ”② 因为心理种类相对于物理种类来说ꎬ 就不那么真实ꎮ 这意思是说ꎬ 后者比

前者更基础、 更根本ꎮ 例如质量、 电荷等是世界的基本特征ꎬ 不是某物的由于别的东西而具有的特

征ꎮ 此外ꎬ 副现象论的优点还在于: 它有其他理论不具有的解释力ꎬ “副现象论的主要优点恰恰在这

里ꎮ 计算功能主义在解释力上优于别的心灵理论ꎬ 之所以如此ꎬ 主要是因为其内包含有副现象论ꎮ”③
“如果心理状态就是计算状态ꎬ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ꎬ 纯物理的事物也能有这类状态ꎮ” 因为计算机

是纯粹的、 完全的物理事物ꎬ 甚至是机器ꎬ 既然它能有计算状态ꎬ 那么其他物理事物也可有计算状

态ꎮ 更重要的是ꎬ 通过这样的事例ꎬ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 纯物理事物是怎样有计算状态的ꎮ 根据计算

功能主义的心灵理论ꎬ “心理现象纯粹是一种副产品ꎬ 它们对于执行结构的因果力没有作出任何独立

的贡献”④ꎮ 莱康认为ꎬ 心理现象本身是解释的产物ꎬ 例如通过说明一系统怎样成为有智能的东西ꎬ
就对心理作出了解释ꎬ “一系统所做的事情ꎬ 在一个层次上可以说是盲目的、 机械的ꎬ 但在另一层次

上说就是有创造性的、 有理性的”⑤ꎮ
莱康认为ꎬ 这样的对心灵的计算主义说明有很多优点ꎮ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 坚持了本体论的节俭

或紧缩原则ꎬ 例如它对心理现象作了比其他理论要节俭得多的说明ꎮ 由于节俭ꎬ 它通过消除心理现象

的被强加的效力、 作用ꎬ 而使笼罩在它上面的神秘性得到了消除ꎮ “这个说明之所以有解释力ꎬ 是因

为它是紧缩的ꎮ 它的紧缩体现在它使心理现象成了副现象ꎮ” 即把过去许多哲学赋予它的因果作用扫

地出门了ꎮ 他说: “一当不太神秘的物理现象得到了说明ꎬ 心理属性的副现象性就能让我们不去做别

的解释工作ꎮ”⑥

在他看来ꎬ 根据副现象论重新阐释的计算功能主义有如下三个关键特点: (１) 它提出了可称作

“例示解释” 的解释ꎮ 而这个解释能解释: 借助低阶属性的例示ꎬ 某些高阶属性ꎬ 为什么能得到例示ꎮ
(２) 它提出了 “实现解释”ꎬ 即能解释低阶属性是怎样实现高阶属性的ꎮ (３) 它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两项

工作ꎬ 是因为它既坚持高阶属性与低阶属性的区别ꎬ 又强调后者做了该做的一切ꎮ 因此前者仅是被实现

了ꎬ 没有什么作用或效力ꎬ 即仅是副现象⑦ꎮ 莱康自认为ꎬ 如此阐释的计算功能主义ꎬ “是认知科学基

础上迄今所能找到的最有解释力的理论ꎬ 也许是我们这里所能得到的唯一有解释力的理论”⑧ꎮ
总之ꎬ 基于副现象论的计算主义的实质在于: 它对心理现象提出了一种紧缩的或节俭的说明ꎬ 即

遵循了 “奥康剃刀” 原则的说明ꎮ “根据这一说明ꎬ 心理现象是基础层次发生的纯机械的、 非智能的

过程的迟钝的副产物ꎮ” 这一说明能解释心理现象留给我们的这样的印象ꎬ 它没有物理事物那么真

实ꎬ 但又不是纯粹的无ꎮ 换句话说ꎬ 心理现象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ꎬ 正因为有真实性ꎬ 因此电脑在经

验心理学中被赋予了种种角色ꎮ 但不管怎么真实ꎬ 其真实性又不会超出自然主义解释能到达的范围ꎮ
心理现象表面上出现在了因果规律之中ꎬ 因而是真实的ꎬ 但由于它们的所谓因果作用其实是由其他东

西所履行的ꎬ 因此又不那么真实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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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层出不穷的理论形态

　 　 副现象论的形式在以前就很多ꎬ 最近又新增了许多ꎮ 根据不同标准ꎬ 可作不同的分类ꎮ 如根据它

们对本原和本体论的不同回答ꎬ 可分为二元论的副现象论和物理主义的副现象论ꎮ 二元论的副现象论

认为ꎬ 心理现象有不同于物理现象的本原和本体论地位ꎬ 同时对物理现象没有任何原因作用ꎬ 如各种

形式的平行论就是这样看的ꎮ 物理主义的副现象论认为ꎬ 心对物有依赖性ꎬ 或由后者所派生ꎬ 是后者

的结果ꎬ 但产生出来后对后者没有原因作用ꎮ 非还原物理主义尽管认为ꎬ 不能根据后者说明前者ꎬ 强

调心理类型不能还原为物理类型ꎬ 但认为心理个例可随附于物理个例ꎬ 有的个例物理主义者也赞成副

现象论ꎬ 如莱康等就是如此ꎬ① 当然有的不赞成ꎬ 只是由于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某些欠缺而不得已陷

入了副现象论ꎮ 例如在一些批评者看来ꎬ 戴维森的异常一元论或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就是这样ꎬ 当然他

和他的追随者极力否认这一点ꎬ 并作了大量申辩ꎮ
从因果关系的主体看ꎬ 可把副现象论分为属性副现象论、 个例副现象论与事件副现象论ꎮ 事件副

现象论认为ꎬ 心理事件是副现象ꎬ 属性或类型副现象论认为ꎬ 心理属性是副现象ꎮ 有两个要点: (１)
一事件只有从属于物理类型才能成为原因ꎬ (２) 但不能因从属于心理类型而成为原理ꎮ 莱康在坚持

非还原物理主义的同时ꎬ 就极力倡导这种副现象论ꎬ 认为所谓属性指的是柏拉图式的共相或可能性集

合ꎬ 心理现象作为属性就都是副现象ꎬ 唯一与原因作用有关的只能是事件ꎮ 他说: “副现象论不仅不

是非还原物理主义的问题ꎬ 反倒是它的一个优点ꎮ” “非还原物理主义有一种特殊的版本ꎬ 它蕴含着

属性副现象论ꎮ” 而这恰恰是这一观点富有魅力的表现ꎮ② 他的根据已如前所述ꎮ 他强调: 人脑内的

东西对行为的发生有原因作用ꎬ 但并非一切都是原因ꎬ 或参与到原因作用中ꎬ 例如心理属性就是如

此ꎮ③ 在戴维森的批评者看来ꎬ 他所陷入的副现象论就是个例副现象论ꎬ 因为他反对属性物理主义ꎬ
而坚持个例物理主义ꎮ 这种副现象论有两个要点: (ｉ) 物理事件能引起心理事件ꎬ (ｉｉ) 但心理事件

不能引起任何事件ꎮ④

另外ꎬ 还可根据心理样式对副现象论作这样的分类: 一是强调所有一切心理样式都是副现象ꎬ 二

是只承认某一些心理样式是副现象ꎬ 其他的心理样式则有对行为的因果作用ꎮ 这又有两种形式:
其一ꎬ 质的事件的副现象论ꎮ 它只承认感受性质是副现象ꎬ 不否认命题态度的因果有效性ꎬ 认为

感受性质由神经生理属性所引起ꎬ 但本身没有原因作用ꎮ 相对于传统的副现象论ꎬ 它有两个明显的改

进: 第一ꎬ 不认为所有心理状态都是副现象ꎬ 只承认有感受性质或质的事件才是副现象ꎻ 第二ꎬ 强调

其他心理状态不是非物理的ꎬ 只有处在感受性质中才是非物理的ꎮ 这种 “新副现象论” 的标准论证

是: (１) 感受性质或现象性质不同于任何物理性质 (非同一论)ꎮ (２) 如果物理事件有充分的原因ꎬ
那么它是由于它的物理属性而有这样的充分的原因 (物理因果封闭原则)ꎮ (３) 物理事件在因果上不

会是多元决定的 (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ꎮ (４) 行为完全由物理事件所决定ꎮ 因此行为不会由任何事件的现

象性质所引起ꎮ 坚持感受性质副现象论还依赖于节俭或简单性论证ꎮ 心理学家冯特早就注意到ꎬ 现象

性质相对于质的事件的复杂的中枢原因来说ꎬ 具有简单性特点ꎮ 这一比较促发了后来关于副现象论的

简单性论证ꎮ 可这样表述: 任何可归属于质的事件 (如关于辛辣气味的报告) 的行为都离不开许多

神经元的共同作用ꎮ 气味的质的信息内容比神经作用的信息内容要少得多ꎬ 同时ꎬ 有这样的事件ꎬ 它

恰好有一定的复杂性ꎬ 这事件是质的事件的中枢原因ꎮ 因此结论自然是ꎬ 身体的行为ꎬ 如对气味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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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ꎬ 是由质的事件的原因即中枢属性而引发的ꎬ 与质的事件的现象性无关ꎮ 罗宾逊 (Ｗ Ｓ 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 是明确倡导这种形式的副现象论的代表ꎮ

一般认为ꎬ 副现象论没有提出正面的主张和论证ꎬ 只是提出了一些否定的或辩护性的观点ꎮ 罗宾

逊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ꎬ 对之作正面的阐发ꎮ 首先ꎬ 他根据成熟科学所形成的下述假定ꎬ 即人

的行为只能由人内部的神经生理过程所引起ꎬ 论证说ꎬ 心理现象即使存在ꎬ 也没有对行为的原因作

用ꎮ 其次ꎬ 将心理现象区分为两大类ꎬ 即 “质的事件” (包括疼痛、 痒、 余像、 余味、 幻觉、 光幻

视) 和 “命题状态”ꎬ 然后分别考察它们与行为的关系ꎮ 他认为ꎬ 每种心理现象中都包含有支持副现

象论的事实ꎬ 但这事实是各不相同的ꎮ 例如根据质的事件ꎬ 对副现象论只能作这样的推论: (１) 人

的行为是由肌肉行为引起的ꎬ 肌肉行为又由神经事件所引起ꎬ 神经事件又由神经事件所引起神经

事件最终由从身体和感官而来的输入和再进入的联系所引起ꎮ (２) 质的事件中的许多性质真实地被

例示了ꎬ 但既不能同一于神经事件ꎬ 也不能由神经事件的表征属性充分地予以说明ꎮ 因此结论只能

是: 质的事件中的性质不是任何行为的原因ꎮ 赞成这一形式的副现象论的人还有鲁滨逊 (Ｄ Ｒｏｂ￣
ｉｎｓｏｎ)、 希普洛普 (Ａ Ｈｙｓｌｏｐ) 等ꎮ

其二ꎬ 命题态度副现象论ꎬ 即只承认命题态度是副现象ꎬ 强调身体的行为不是由命题态度所引起

的ꎮ 有两种论证: 第一ꎬ 因果排除论证ꎬ 即根据物理因果封闭原则所进行的论证ꎮ 第二ꎬ 功能性论

证: 行为是短暂的事件ꎬ 信念等命题态度则相反ꎬ 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状态ꎮ 短暂事件的发展需短暂

事件作为原因ꎮ 因此信念等不能成为行为的原因ꎮ 最后ꎬ 可根据副现象论的倾向、 侧重点ꎬ 把它分为

形而上学的副现象论和方法论副现象论ꎮ① 坎贝尔 (Ｋ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是现当代副现象论的有较高知名度

的代表人物ꎬ 在其著名的 «身与心»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ｄ) 一书中明确倡导解释性副现象论ꎬ 后又在许多

论著中作了进一步的辩护ꎮ② 他认为ꎬ 通常对赫胥黎的副现象论的解读是不恰当的ꎬ 有必要作出新的

解读ꎮ 在重新解读的基础上ꎬ 他提出和论证了一种副现象论的新的形式ꎬ 即解释性副现象论ꎮ 根据这

种副现象论ꎬ 对 Ａ的心理属性的认识并不等于提供了对 Ａ 的行为的因果解释ꎮ 其根据是: 即使异常

一元论没有导致类型副现象论ꎬ 但当它与其他附带的主张结合时ꎬ 就会导致这样的结论: 对 Ａ 的理

由的认识并不能从因果上解释 Ａ的行为ꎮ 即 Ａ的理由不足以解释他的行为ꎮ 因此心理属性是副现象ꎮ
副现象论的形式还有很多ꎬ 如有一种副现象论主张: 有生理特征的事件也有心理特征ꎬ 一个有心

理特征的事件绝不会凭它的心理特征而引起另一事件ꎬ 只会凭它的生理特征产生这种作用ꎮ 另还有这

样的形式ꎬ 它主张: 不会有同时具有心理和生理特征的事件ꎬ 但任何有心理特征的事物的全部原因都

是有生理特征的一个事件或一组事件ꎮ 在别的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的事件的因果关系中ꎬ 有心理特征

的事件不可能成为其中的原因因素ꎮ 可见ꎬ 导致副现象论之间不同的一个原因是ꎬ 它们对心理事件的

本质、 特点有不同的看法ꎮ 这种分类就是据此而作出的ꎮ 第一类副现象承认有的事件同时有心理和生

理特征ꎮ 第二类则断然否定这一点ꎬ 认为一事件要么是心理的ꎬ 要么是生理的ꎮ 此外ꎬ 还有语义副现

象论、 模块副现象论、 基于多元决定论的副现象论ꎬ 等等ꎮ

四、 个案考释: 模块副现象论、 多元论证与副现象论的前途

　 　 模块副现象论是由韦格纳 (Ｄ Ｗｅｇｎｅｒ) 所创立的一种极富个性和深度的心灵哲学理论ꎬ 也是一

种极富革命或叛逆意义的理论ꎮ 它的矛头直接对准的是传统和常识: 人的身体的行为ꎬ 不管是肢体的

随意的行为ꎬ 还是人的言语行为ꎬ 乃至内部的心理行为ꎬ 都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ꎮ 自由意志的

作用不仅表现在作出行为的决定ꎬ 还表现在随时的调控上ꎮ 而韦格纳提出: 过去赋予自由意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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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幻觉ꎮ 说它是幻觉可这样理解ꎬ 有意识心理状态根本就没引起行为的作用ꎬ 它们是副现象ꎮ 因为意

志的有意识经验是由这样的大脑系统产生的ꎬ 它不同于产生行为的系统ꎮ 这就是说ꎬ 产生经验与产生

行为的大脑系统不是同一个ꎬ 它们是不同的模块ꎮ 产生经验的系统能解释行为ꎬ 但不能引起行为ꎮ
通常用心灵或具体的心理的东西 (如信念、 愿望等) 解释行为也是错误的ꎮ 这种解释表面上触

及心与行为的因果关系ꎬ 其实是弄错了行为的因果关系ꎮ 因为 “人的行为后的真实的因果关系包含

有大量复杂的机制”ꎮ 认识、 解释了心灵ꎬ 并不等于解释了行为的真实的原因ꎮ① 有意识的意志、 自

我等都是幻觉ꎬ 通常赋予它们的主宰作用从来就不存在ꎮ 他说: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ꎬ 我们似乎有有

意识的意志ꎬ 我们似乎有自我ꎬ 我们似乎有心灵ꎬ 我们似乎有自主体ꎬ 我们似乎引起了我们所做的事

情”ꎬ 其实ꎬ 这些都是幻觉ꎮ② 当然ꎬ 不能由此认为他陷入了取消论ꎬ 因为ꎬ 一方面ꎬ 韦格纳不否认意

志等心理现象的存在ꎻ 另一方面ꎬ 他承认意志尽管没有决定行为的原因作用ꎬ 但有特定的解释作用ꎬ
“毕竟ꎬ 明确的心理因果关系方案并没有完全抛弃有意识意志ꎬ 不过ꎬ 它只是解释了经验最终是什么ꎬ
我们关于有意识意志的经验只会影响我们的道德生活ꎬ 而不会影响我们的真实的行为因果关系”③ꎮ 不

难看出ꎬ 韦格纳投入了副现象论的怀抱ꎬ 当然它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副现象论———模块副现象论ꎮ
韦格纳所建构的副现象论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ꎬ 它不仅没有承诺二元论ꎬ 而且自认为它是反抗二

元论的一种方式ꎮ 韦格纳强调他的副现象论像赖尔的行为主义一样ꎬ 矛头直指常识和传统的心灵观ꎬ
或 “权威的” “官方的” 学说ꎬ 即 “机器中的幽灵” 说ꎬ 强调传统和常识赋予心灵的那些作用是没

有根据的ꎮ 当然ꎬ 他的副现象论并未像赖尔的行为主义那样完全剥夺传统哲学所说的心灵的本体论地

位ꎬ 质言之ꎬ 他不否认心灵的存在ꎬ 而主要是否定二元论赋予心灵的那种高不可攀的决定作用ꎮ
韦格纳的模块副现象论的特点还在于: 它不满足于解决自由意志和心理因果性之类的局域性问

题ꎬ 而努力上升到心灵观的高度ꎬ 一方面否定传统的心灵观ꎬ 另一方面又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心灵观ꎮ
其基本观点是强调不存在引起身体行为的心理力ꎬ 不存在控制人这个机器的幽灵ꎮ 他自认为ꎬ 这是继

弗洛伊德之后的人格理论、 心灵观的又一场思想革命ꎮ 在他之前ꎬ 已发生过三次思想变革: 一是哥白

尼将地心说发展为日心说ꎬ 二是达尔文让人们从神创说中走出来ꎬ 三是弗洛伊德将自我中心说发展为

本我中心说ꎬ 而韦格纳的模块副现象论据说是第四种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ꎮ 它对传统的自我图式发起

了革命性改造ꎬ 因此可看作后弗洛伊德理论ꎮ 它强调有意识的意志力在行动的产生中没有任何作用ꎬ
不过是一个幻觉ꎮ 根据这种心灵观ꎬ 心不过是身体的无用的伴随现象ꎬ 就像机器嗡鸣声由机器产生但

对机器没有任何影响一样ꎮ 因为过去视作中心和主宰的有意识的意志、 自主体不过是由特定模块产生

的一种现象ꎬ 它有存在地位和解释经验的作用ꎬ 但没有决定行为的作用ꎮ 决定行为的是人脑中专门的

模块ꎮ 总之ꎬ 有意识经验在行为中不是完全无用ꎮ 一方面ꎬ 它们对行为的产生的确没有作用ꎬ 因为行

为的产生是由其他更复杂的机制、 模块产生的ꎮ 另一方面ꎬ 它们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ꎬ 它们的作用一

是在于 “帮我们理解和记住我们所做的事情”④ꎬ 二是在于促进人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ꎬ⑤ 纳米

亚斯 (Ｅ Ｎａｈｍｉａｓ) 据此把这种副现象论称作 “模块副现象论”⑥ꎬ 得到了学界的认可ꎮ
之所以被称作模块副现象论ꎬ 是因为韦格纳把有意识经验的意志力称作大脑中的一个模块或子系

统ꎬ 其专有功能是根据信念、 愿望、 计划等对行为作出解释ꎮ 除此之外ꎬ 这模块还有记住行为的作

用ꎬ 对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作用ꎬ 负责产生关于意志的经验的作用ꎮ 除了这个模块之外ꎬ 大脑中还有

实际上主宰、 引起行为的模块ꎮ 韦格纳把这一模块称作 “经验的意志力”ꎮ 在这里ꎬ 他明确把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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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 与 “意志的经验” 分开来了ꎬ 其实是把两个模块区别开来了ꎮ 前者是产生行为的模块ꎬ 后

者是解释性模块ꎬ 它有对行为作出观察、 理论化、 记忆的作用ꎬ 但没有产生行为的作用ꎮ 而产生行为

的模块则是专门负责行为产生的ꎮ
基于这样的区分ꎬ 他自认为纠正了过去心灵哲学理论相关错误ꎬ 即将不属于自主体、 意志力的作

用强加给它们的错误ꎮ 根据他的新看法ꎬ 它们只有记住、 解释行为、 为其负道德责任的作用ꎬ 而没有

引起行为的作用ꎬ 因为引起行为的是其他模块ꎮ 他认为ꎬ 模块副现象论既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ꎬ 也是

一种关于大脑中的事件间的联系和调节的经验性理论ꎮ 作为一种经验理论ꎬ 其基本观点是: 迟钝的有

意识过程发生太慢ꎬ 如不会在行为产生前发生ꎬ 它们处在行为产生系统的一道口ꎮ 因为在大脑中有不

同的结构或模块ꎬ 如一个是作为行为基础的动力结构ꎬ 一个是让意志的经验产生的结构ꎬ 意志的经验

是由多个大脑系统的相互联系决定的ꎬ 而产生行为的系统是专门的ꎬ 完全有别于产生意志经验的系

统ꎮ 总之ꎬ 模块副现象论认为ꎬ 自由意志等是有存在地位的ꎬ 甚至是由物理东西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模块ꎬ 但它没有通常赋予它的对行为的因果决定作用ꎮ 行为作为结果是有原因的ꎬ 这原因就是大脑中

的其他模块ꎮ
穆尔 (Ｄ Ｍｏｏｒｅ) 通过对多元决定论 (ｏｖ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和因果排除论的考察、 分析ꎬ 也论

证了一种副现象论ꎮ 因果排除论认为ꎬ 世界上只有物理事物有因果作用ꎬ 其他的非物理的原因是多余

的ꎬ 应予排除的ꎮ 而多元决定论是对立于因果排除论的一种理论ꎬ 强调一个结果可由两个以上的原因

包括非物理的心理原因所引起ꎮ 质言之ꎬ 该理论所说的多ꎬ 包括物理原因和心理原因ꎮ 由于该理论对

它们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ꎬ 因此有下述两种形态: (１) 独立的多原因决定论: 两个原因可以独自分

别地、 充分地产生一个结果ꎮ 例如一个行为既可由物理原因独立地、 充分地产生ꎬ 又可由心理原因独

立地、 充分地产生ꎮ 穆尔认为ꎬ 这一理论不能成立ꎬ 因为一个原因如果是充分的ꎬ 那么能决定此结果

的其他多原因就成了多余的了ꎮ (２) 有依赖性的多原因决定论: 一个物理原因对于一特定结果来说

既必要又充分ꎬ 但它在产生那结果时ꎬ 又离不开心理原因的作用ꎮ 穆尔认为ꎬ 这一理论也是错误的ꎬ
因为如果心理原因有其必要性ꎬ 那么独立的物理原因就不是充分的ꎮ① 通过考察ꎬ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ꎬ 行为的确根源于大脑中特定的模块ꎬ 但这模块不是自由意志ꎬ 而是别的大脑过程ꎮ
副现象论尽管存在种种问题ꎬ 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甚至颠覆性论证ꎬ 但却是有软性的ꎮ

可以肯定ꎬ 它也是有前途的ꎮ 最近的发展包括利用新出现的科学成果ꎬ 或通过关注并深入研究因果排

除原则、 物理封闭性原则、 物理完全性原则、 多元决定论ꎬ 阐发一种带有折中调和性的副现象论ꎬ 即

一方面坚持只有物理事件才是行为的真正的原因ꎬ 另一方面又不同于传统的副现象论ꎬ 而赋予心理事

件以特定的作用ꎬ 如强调心理事件可作为物理事件发挥原因作用的条件而起作用ꎮ 维森特

(Ａ Ｖｉｃｅｎｔｅ) 认为ꎬ 多原因决定论证并没有证明世界上的实在都是物理的ꎬ 它只是表明: 所有进入了

与物理世界的相互因果转化的事物才是物理的ꎬ 因此是一种不利于物理主义的论证ꎮ②

根据这种新副现象论ꎬ 行为结果的产生一方面离不开物理的原因ꎬ 因为物理原因的完全性原则告

诉我们ꎬ 一切结果的发生都离不开物理的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 行为的产生又离不开特定的心理原因ꎬ 就

此而言ꎬ 心理原因是行为的必要条件ꎬ 因为心理原因具有不可还原性ꎮ 赞成这一理论的人很多ꎬ 如西

德尔 (Ｔ Ｓｉｄｅｒ)、 贝内特 (Ｋ Ｂｅｎｎｅｔｔ)、 美尼克 ( Ａ Ｍｅｌｎｙｋꎬ) 和贝尔波恩 (Ｄ Ｐｅｒｅｂｏｏｍ) 等ꎮ③ 这

一理论要冲破的理论障碍是: 要说明心理有这样的作用ꎬ 首先要证明多原因的决定作用是存在的ꎮ 因为

根据物理主义的因果封闭原则和排除原则ꎬ 世界上只存在物理力量这一种原因作用ꎮ 它进而通过分析典

型事例作了自己的探讨ꎮ 例如ꎬ 在枪决一死刑犯时ꎬ 一颗子弹击心脏ꎬ 可以让他毙命ꎬ 但如果同时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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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脏打了两枪ꎬ 那么可以说ꎬ 这两个原因都是独立的、 充分的ꎮ 如果是这样ꎬ 这个罪犯的死就是由多

原因决定的ꎮ
基于这样的分析ꎬ 有人提出了有依赖性的多原因决定论ꎬ 它对立于独立多原因决定论ꎮ 多原因决

定论认为ꎬ 独立原因决定论没有体现物理主义的相关原则ꎬ 即心理原因依赖于、 决定于物理原因ꎬ 而

把它看作独立的、 充分的原因ꎮ 为克服这一不足ꎬ 有些人便提出了有依赖性的多原因决定论ꎮ 其基本

观点是ꎬ 某物理原理 ｐ对事件 ｅ 是必要且充分的ꎬ 但这个原则 ｐ 又使事件 ｍ 发生了ꎬ 而心理因果性

使事件 ｍ必然引起 ｅꎬ 因此这个原因即 ｍ必然发生了ꎬ 且必然引起了结果 ｅꎮ 这意思是说ꎬ 物理原因

可以独立地、 充分地产生某结果 ｅꎬ 就此而言ꎬ 心理事件是副现象ꎮ 但同时应注意的是ꎬ 心理原因依

赖于物理原因ꎬ 使物理原因必要且充分ꎬ 这就是说ꎬ 随附的心理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ꎬ 而且对物理

原因发挥它的因果作用有一定的作用ꎬ 如作为物理原因起作用的一个条件ꎮ 质言之ꎬ 物理原因对结果

是充分的ꎬ 但在物理原因发生这个作用时ꎬ 由于心理原因随附发生ꎬ 并且是物理原因具有独立性、 充

分性的必要条件ꎬ 因此有其特定的作用ꎮ
毫无疑问ꎬ 尽管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家不遗余力地论证副现象论ꎬ 但它无疑是心灵哲学中的边缘话

语ꎬ 且经常受到严厉的批判ꎮ 常见的否定性论证是: (１) 基于常识、 直觉的论证ꎮ (２) 基于进化和

自然选择的论证: 它违反了进化论所发现的事实ꎮ (３) 基于他心知的论证ꎮ 如果有关于他心的知识ꎬ
心理现象就不是副现象ꎮ 因为他心与他人的行为之间有双向因果联系ꎮ 这一论证也可这样表述: 我们

能在他人身上看到心理事件与行为的联系ꎬ 完全相似于它们在我们身上的联系ꎬ 这是客观事实ꎬ 而副

现象论不能说明这一事实ꎮ (４) 基于关于自心知识 (自我意识、 知识) 的论证ꎮ 这是各种论证中最

有力量的一个论证: 如果副现象论是对的ꎬ 我们就不可能成功指涉我们自己的心灵ꎬ 而事实是ꎬ 我们

每个人都可随心所欲地这样做ꎮ

责任编辑: 马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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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文君ꎬ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ꎬ 德国耶拿大学哲学博士ꎬ 研究方向: 德国哲学ꎮ

①　 在这部戏剧中ꎬ 波吕涅刻斯和厄特奥克勒斯两兄弟在战场上同归于尽ꎬ 特拜时任国王克瑞翁下令禁止埋葬波吕涅刻斯ꎬ 因

为他背叛了城邦并联合其他城邦向特拜发动战争ꎬ 厄特奥克勒斯则誓死抵抗ꎬ 被视为为城邦捐躯的英雄ꎮ 安提戈涅作为他们的妹妹ꎬ
违背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波吕涅刻斯ꎬ 因为地下的神灵要求亲人安葬死者ꎻ 克瑞翁惩罚安提戈涅欲将其活埋ꎬ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

自杀事件: 首先安提戈涅自杀ꎬ 接着其未婚夫海蒙即克瑞翁的儿子自杀ꎬ 最后欧律狄克即海蒙的母亲、 克瑞翁的妻子自杀ꎮ

家庭与城邦: 黑格尔 «安提戈涅»
诠释中的古希腊伦理问题

牛文君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 黑格尔早年视古希腊城邦式的伦理生活为理想典范ꎬ 但随着其思想成熟逐渐认识到希腊伦理的

内在局限性及其消亡的必然性ꎬ 这主要体现在他对 «安提戈涅» 的诠释中ꎮ 安提戈涅作为黑格尔哲学的重

要议题ꎬ 是其阐发悲剧伦理思想的经典例证ꎬ 他把悲剧冲突归为伦理冲突、 两种 “法” 之间的对立ꎬ 安提

戈涅作为女性ꎬ 代表家庭法、 家庭伦理ꎬ 她的行为触犯了克瑞翁作为男性所代表的城邦法、 城邦伦理ꎬ 其

实质是代表了两种性别的法的对立ꎮ 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ꎬ 何种法是合法的? 何者的伦理行为是正当的?
黑格尔将悲剧冲突的解决最终诉诸伦理自身的内在发展ꎬ 论证了从古代伦理的消亡到现代伦理的产生这一

进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ꎬ 同时也为现代伦理克服古希腊以来的性别形而上学、 为性别平等提供了哲学依据ꎮ
关键词: 安提戈涅ꎻ 悲剧ꎻ 伦理ꎻ 法ꎻ 女性

中图分类号: 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６９－０８

对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 «安提戈涅» 这部古希腊悲剧的典范ꎬ 黑格尔始终保持极高的兴趣ꎬ 在精神

现象学、 法哲学和美学中均有论及ꎬ 尽管涉及诸多不同的论域ꎬ 这些诠释却始终聚焦于伦理问题ꎬ 并以

此揭示了希腊伦理的内在矛盾和冲突ꎮ 这部悲剧被黑格尔视为伦理悲剧ꎬ 其悲剧冲突实质上是伦理冲

突ꎬ 即 “神法” 与 “人法”、 女性法与男性法、 家庭伦理与城邦伦理之间的冲突ꎬ 从而产生以下问题:
何种法是合法的? 冲突双方何者的行为符合法与正义? 在黑格尔看来ꎬ 悲剧冲突的解决最终必须诉诸伦

理自身的发展ꎬ 实现不同伦理要素、 环节的相互承认和统一ꎮ 黑格尔的 «安提戈涅» 诠释受到古希腊以

来性别形而上学的影响ꎬ 但其根本目的不在于为此辩护ꎬ 按照其思想的内在逻辑ꎬ 自然的性别差异恰恰

应当在伦理生活的进展中逐渐得到克服ꎬ 从而为性别伦理、 性别平等提供了哲学根据ꎮ

一、 伦理冲突: “神义论” 抑或 “人义论”?

　 　 对于 «安提戈涅» ① 的戏剧情节ꎬ 黑格尔说道: “根本的悲剧性就在于ꎬ 这种冲突内部的对立双

方各有其自身的辩护理由 (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ｕｎｇ)ꎬ 同时ꎬ 双方按其目的和性格所能完成的真正内容却只是否

定、 侵犯具有同等合法权限的对方ꎮ 因此ꎬ 双方都处于其伦理性之中ꎬ 通过这种伦理性也同样陷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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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之中ꎮ”① 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各自的 “辩护理由” 指向特定的 “法” (ｎｏｍｏｓꎬ Ｒｅｃｈｔ)ꎬ 双方仅按各

自所承认的 “法” 行动ꎬ 因而黑格尔把这种伦理冲突进一步归结为两种法ꎬ 即神的法则 ( ｄａｓ
ｇöｔｔ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ｔｚ / Ｒｅｃｈｔ) 与人的法则 (ｄａｓ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ｔｚ / Ｒｅｃｈｔ)② 之间的冲突ꎬ 也是两种权利 /法
权 (Ｒｅｃｈｔ)、 两种正义的冲突ꎬ 暴露了家庭人伦与城邦生活、 政治生活之间的张力ꎮ 安提戈涅站在一

种 “神义论” (Ｔｈｅｏｄｉｚｅｅ) 的立场ꎬ 做冥神所要求的天经地义之事ꎬ 克瑞翁则持一种 “人义论”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ｄｉｚｅｅ) 的立场ꎬ 坚持让叛国者暴尸野外ꎬ 这符合他对城邦正义的理解ꎮ

这里的 “神义论” 是指关于地下神灵的信仰ꎬ 并对这种信仰进行辩护和论证ꎮ 黑格尔以一种自

然宗教的表象 “皮那顿” (Ｐｅｎａｔｅｎ) 来解释安提戈涅的伦理立场ꎬ 皮那顿属于古罗马神话和宗教中

的家神ꎬ 属于地下的神灵③ꎬ 在 «安提戈涅» 中自然不可能出现这一形象ꎬ 但戏剧中出现了厄里尼厄

斯 (Ｅｒｉｎｎｙｅｓ)④ꎬ 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ꎬ 她们也被认为是地下的神灵ꎬ 具有维护家族血缘关系

的职能ꎬ 从而与皮那顿有一定的相似性ꎮ 安提戈涅信仰地下的神灵ꎬ 在她看来ꎬ 地下神灵的法则虽不

成文ꎬ 却不容置疑、 永恒不变ꎬ “它们并非从今天或昨天以来才存在ꎬ 而是已经向来就在那里ꎬ 没有

人知道ꎬ 它们何时开始出现”⑤ꎮ 这段著名的言辞也被黑格尔引用和阐释ꎬ 在这种神话、 宗教观念中ꎬ
神的法则具有以下特征: (１) 它直接在那里并且普遍有效ꎬ 拒绝被追问ꎬ 一旦人们追问它的起源和

有效性ꎬ 就已经越界ꎮ “伦理的意向就在于ꎬ 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当的东西ꎬ 避免对其作出任何变动、
动摇和追溯ꎮ”⑥ 伦理法则的这种简单存在 (Ｓｅｉｎ) 具有根本地位ꎬ 不容人们去审核ꎬ 黑格尔在此一

方面表明了审核法律的理性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ｔｚｐｒüｆｅｎｄｅ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之 “无能”ꎬ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神的法则之

局限性ꎬ 它是一种自然的精神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ｒ Ｇｅｉｓｔ)ꎬ 简单、 无中介、 未经反思ꎬ 它藏而未显ꎬ 晦暗不

明ꎮ (２) 正因为这种不成文的 “神法” 模糊隐蔽、 起源不明ꎬ 黑格尔称之为 “地下的法则”ꎬ 这种

法还不具有现实性ꎮ 信仰这种法则乃是信仰 “那种可怕的、 未知的命运之夜ꎬ 信仰欧墨尼德斯已故

的幽灵”⑦ꎮ 在 «安提戈涅» 剧本中ꎬ 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控诉了克瑞翁对地下神明的不敬ꎬ “你要

知道你把一个属于地下神明的尸体扣留在人间ꎬ 没有埋葬、 没有祭奠ꎬ 这件事你和上界神明都不

应过问ꎬ 你却以此冒犯他们ꎮ 为此ꎬ 冥王哈得斯和众神之中的复仇女神厄里尼厄斯正在暗中窥伺ꎬ 策

划不幸ꎬ 将使你陷入同样的灾难ꎮ”⑧ 复仇女神代表地下的血亲势力ꎬ 家庭作为一种 “自然的伦理共

同体” 和 “无意识的、 尚为内在的概念”⑨ꎬ 它只是 “伦理的一般可能性”ꎬ 还不是现实性ꎮ (３)
黑格尔把神的法则归为主观的伦理法则ꎬ 因为安提戈涅主要是依其情感 (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 信仰和虔敬

(Ｐｉｅｔäｔ) 而行动ꎮ (４) 神的法是女性的法ꎬ 女性留在家庭ꎬ 是家庭伦理的守护者ꎮ 与 “神法” 相对

的是 “人法”ꎬ 即克瑞翁所代表的城邦法、 城邦伦理ꎮ 他能在政治生活中清醒地区分好的公民和坏的

公民ꎬ 区分城邦的敌人和朋友ꎬ “谁若把朋友置于自己的祖国之上ꎬ 这种人我瞧不起要是我看到

灾祸而不是康乐逼近了人民ꎬ 我决不沉默ꎬ 我绝不会把城邦的敌人当作朋友ꎬ 我知道ꎬ 唯有城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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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ｇｅｌꎬ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Äｓｔｈｅｔｉｋ ＩＩＩꎬ Ｗｅｒｋｅ １５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ꎬ １９９０ꎬ Ｓ ５２３.
在 «精神现象学» 有关安提戈涅的诠释中ꎬ 黑格尔较多地使用 Ｇｅｓｅｔｚꎬ 偶或使用 Ｒｅｃｈｔꎬ 其含义近似ꎬ 并未对二者进行区分ꎬ

中文可译为 “法” “法则”ꎬ 即神的法则 (ｄａｓ ｇöｔｔ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ｔｚ / Ｒｅｃｈｔ) 和人的法则 (ｄａｓ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ｔｚ / Ｒｅｃｈｔ)ꎮ 在法哲学中ꎬ 黑格

尔赋予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内涵ꎬ Ｒｅｃｈｔ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自由意志的定在ꎬ 通常译为 “法” “法权”ꎻ Ｇｅｓｅｔｚ具有实定含义 (被颁布

出来)ꎬ 也就是自在的法 (Ｒｅｃｈｔ) 设定在其客观定在 (Ｄａｓｅｉｎ) 中ꎬ 通常译为 “法律”ꎮ
Ｖｇ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ｉｅ－ｇｏｅｔｔｅｒ ｄｅ / ｉｍ－ａｌｔｅｎ－ｒｏｍ－ｈａｕｓｇｏｅｔｔｅｒ.
Ｖｇｌ Ｓｏｐｈｏｋｌｅｓꎬ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ꎬ Ｖｅｒｓｅ １０７０－１０８０ꎬ ｅｄ Ｍａｒｋ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０８－１０９.
Ｓｏｐｈｏｋｌｅｓꎬ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ꎬ Ｖｅｒｓｅ ４５６－４５７ꎬ ｅｄ Ｍａｒｋ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８８.
Ｈｅｇｅｌꎬ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Ｍｅｉｎ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ＳＳ ２８６－２８７.
Ｈｅｇｅｌꎬ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Ｍｅｉｎ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４４３ 在希腊神话中ꎬ 欧墨尼德斯 (Ｅｕｍｅｎｉｄｅｓ) 是复仇女神厄

里尼厄斯 (Ｅｒｉｎｎｙｅｓ) 的别称———笔者注ꎮ
Ｓｏｐｈｏｋｌｅｓꎬ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ꎬ Ｖｅｒｓｅ １０７０－１０７７ꎬ ｅｄ Ｍａｒｋ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０８－１０９.
Ｈｅｇｅｌꎬ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Ｍｅｉｎ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２９４.
Ｈｅｇｅｌꎬ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ꎬ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Ｍｅｉｎ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２９３.



保护我们ꎬ 只有当城邦平稳地载着我们行驶的时候ꎬ 我们才有可能结交朋友ꎮ 我要按照这样的基本原

则ꎬ 促进城邦繁荣ꎮ”① 与神的法则相比ꎬ 人的法则具有以下特征: (１) 有意识的反思性ꎮ 它 “本质

上采取现实性的形式ꎬ 这种现实性对其自身有自我意识”②ꎬ 国家这种伦理力量的运动是 “自觉的行

动”③ꎮ 城邦伦理不是直接的存在ꎬ 而是以普遍的劳动为中介形成并维系的ꎮ (２) 人的法则具有公开

性ꎬ 正如克瑞翁向其城邦公民所作的宣告ꎮ 人的法则不再仅仅是伦理的一般内在可能性ꎬ 而是现实的

普遍性ꎬ “它的真理性是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有效性”④ꎮ 确切地说ꎬ 现实的实体是共同体、 人民ꎬ
公民是其现实的意识ꎬ 现实的伦常、 习俗和政府构成 “人法” 的不同表现形式ꎮ (３) 人法是男性的

法ꎬ 男性从家庭走出进入公共领域ꎬ 过上一种政治的生活ꎬ 作为公民他在人的法则中获得自我意识ꎮ
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代表不同的伦理立场ꎬ 戏剧冲突围绕波吕涅刻斯是否应当被埋葬展开ꎬ 黑格尔将其

阐释为两种 “法” 之间的对立ꎮ 这两种法则的对比可以用下述引文来概括: “因此ꎬ 虔敬 (Ｐｉｅｔäｔ)
在索福克勒斯的 «安提戈涅» 中以一种极其崇高的方式展现出来ꎬ 首先作为女性的法被表达出来ꎬ
它是情感的、 主观的实体性之法ꎬ 是内在的法ꎬ 尚未被充分实现出来ꎬ 它是古代神灵即冥国鬼神的

法ꎬ 是 ‘永恒的法ꎬ 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ꎬ 这种法同公共的国法相对立ꎮ 这种对立是最

高的伦理性的对立ꎬ 从而也是最高的、 悲剧性的对立ꎬ 在女性和男性中得到个体化的体现ꎮ”⑤

二、 伦理整体与正义

　 　 由于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坚持各自的法权和伦理立场ꎬ 伦理的思想意向陷入最为深刻、 最为不幸的

分裂之中ꎮ 那么ꎬ 何种法才是合法的? 谁的伦理行为才是正当的? 对于这个问题ꎬ 黑格尔并没有给出

直接的回答ꎬ 而是以古希腊伦理生活为背景ꎬ 通过描述两种伦理力量的整个运动过程和逻辑进展予以

提示ꎮ
起初ꎬ 神的法则和人的法则之间并无冲突ꎬ 而是平静地互相转化或过渡ꎮ 男性最初作为家庭成员

处于家庭生活之中ꎬ 成年后从家庭走出进入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公民ꎬ 人的法则取代神的法则占主导地

位ꎬ 后者过渡到前者ꎮ 按照黑格尔的阐释ꎬ 只有当男性公民去世时ꎬ 才能真正回归家庭ꎬ 作为死者他

摆脱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ꎬ 从普遍的城邦生活中退隐ꎬ 归于安宁ꎮ 由于他不再作为公民而具有现实性

和实体性ꎬ 因而 “只是不真实的虚弱无力的阴影”⑥ꎬ 死亡显现为一种非理性的自然变化之结果⑦、
一种抽象的否定性ꎬ “它自己本身不带有任何安慰与和解ꎬ 本质上必须借助于一种现实的和外在的行

为才能得到一点安慰与和解”⑧ꎮ 家庭成员承担起这项职责ꎬ 为其举行葬礼ꎬ “这最后的义务就构成了

完满的神的法则ꎬ 或者说ꎬ 构成对个体肯定的伦理行为”⑨ꎮ 由此ꎬ 人的法则又返回到神的法则ꎮ 根

据黑格尔的分析ꎬ 家庭伦理的本质既不在于劳务ꎬ 也不在于教育或紧急援助ꎬ 其伦理行为的重要内容

就是给个体举行葬礼ꎬ 葬礼的意义在于: 打破死亡的自然进程ꎬ 把意识添加进来ꎬ 把死去的存在提升

为自为的存在ꎬ 使死亡摆脱自然性ꎬ 把死亡转换成精神的作品ꎬ 大地作为 “冥界” 也获得了伦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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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体所进行的最高劳动”ꎬ 但只要个体在本质上是个别的人ꎬ 那么这种 “鞠躬尽瘁” 式的死亡就只是偶然的ꎬ 因此ꎬ 大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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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ꎬ 而留守在家庭之中的女性ꎬ 成为 “神法” 的最后守护者ꎮ
其次ꎬ 两种伦理力量互相支持、 互相印证ꎮ “正如家庭以共同体 (这里指城邦或国家———笔者

注) 为其普遍实体和持续存在那样ꎬ 反过来ꎬ 共同体则以家庭为其现实性的形式元素ꎬ 以神的法则

为其力量和证实ꎮ”① 两种伦理力量和谐相处ꎬ 互相依赖、 互相支撑ꎬ 家庭与城邦之间 “相安无事”
并互相证实ꎬ 城邦的普遍生活以家庭为出发点ꎬ 并且以此为基础ꎬ 反之ꎬ 家庭也只能在城邦中才能得

以持存ꎮ “二者之中没有哪一方单独地自在自为”②ꎬ 人的法则植根于神的法则ꎬ 并向神的法则返回ꎬ
同时家庭生活在城邦、 社会中成为持存的现实ꎮ

最后ꎬ 两种法则走向对立、 冲突ꎬ 直至两种伦理力量 “同归于尽”ꎬ 自然伦理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 Ｓｉｔｔｌｉ￣
ｃｈｋｅｉｔ) 走向消亡ꎮ 安提戈涅的行为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平静转化和互相支撑ꎬ 问题的关节点在于ꎬ 冲

突的每一方都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ꎬ 既作为家庭成员ꎬ 又作为公民ꎮ 女性虽然留守家庭ꎬ 但也被包围

在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之中ꎬ 男性虽然走出家庭进入城邦ꎬ 却也要回归家庭ꎬ 尤其是当他死亡之

时ꎮ 当安提戈涅面对死亡的兄长ꎬ “如果不履行埋葬的义务ꎬ 就会违反对家庭的虔敬ꎬ 因此她违背了

克瑞翁的命令”③ꎬ 在遵循 “神法” 的同时也触犯了 “人法”ꎬ 她的行为对公共领域构成挑衅ꎮ 在克

瑞翁那里情况刚好相反ꎬ 当他下令禁止埋葬叛国者时ꎬ 在遵循 “人法” 的同时也触犯了 “神法”ꎮ
“由于伦理意识只看到它自己那一方正当 (Ｒｅｃｈｔ)ꎬ 而认为对方不正当 (Ｕｎｒｅｃｈｔ) ”④ꎬ 因而产生两

种对立的伦理视角: 从克瑞翁这一方来看ꎬ 对方桀骜不驯、 无法无天、 固执私意ꎬ 政府的命令则是

“普遍的、 光天化日之下的公意”⑤ꎬ 是对那种私意的矫正ꎻ 从安提戈涅这一方来看ꎬ 对方暴力专制或

诡计欺骗ꎬ 地下的法则虽不成文却明确可靠ꎬ 对这种法则的侵犯要通过复仇恢复正义ꎬ “死者ꎬ 由于

他的权利受到侵害ꎬ 他就懂得使用与伤害他的势力同样现实、 同样强有力的势力为工具以从事复

仇ꎮ”⑥ 家 庭 伦 理、 城 邦 伦 理 这 两 种 伦 理 力 量 在 黑 格 尔 那 里 始 终 处 于 “法 ” 和 “正 义 ”
(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 的论域之中ꎬ 在冲突出现之前ꎬ 正义表现为伦理整体的 “安静的平衡” ( ｒｕｈｉｇｅｓ
Ｇｌｅｉｃｈｇｅｗｉｃｈｔ)ꎻ 当伦理行为造成冲突ꎬ 正义被分裂ꎬ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ꎬ 对立双方也仍然处于法权、
正义的论题之中ꎬ 因为他们追求的既不是异己的彼岸本质ꎬ 也不是配不上称为正义的此岸现实 (如
尔虞我诈、 忘恩负义等)⑦ꎬ 而是各自努力去实现他们所认为的正当、 正义之事ꎻ 正义的分裂预示着

双方的片面性和恢复平衡的必要性ꎬ 正义应当表现为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 “有活力的平衡” ( ｌｅｂｅｎ￣
ｄｉｇｅｓ Ｇｌｅｉｃｈｇｅｗｉｃｈｔ)ꎬ “在它里面产生着不平等ꎬ 而这种不平等又由正义使之复归于平等”⑧ꎬ 正义既

要保障人的法权ꎬ 也要抵制普遍性对个体的压迫ꎬ 保障地下王国的权利ꎬ 使之复归平衡ꎮ 安提戈涅的

伦理行为及其对公共领域的挑战ꎬ 就是对那种压迫的反抗ꎬ 她 “把晦暗带向光明ꎬ 使隐匿的东西变

得可见ꎬ 把地下的神灵带向地上的神明”⑨ꎬ 她使地下的权利 /法则从隐蔽走向公开ꎬ 使之受到关注ꎬ
从而使这种直接的伦理力量得到反思和张扬ꎮ 随着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对立不断激化ꎬ 这种冲突

“只有在双方都经历同样的毁灭时才达到真正的终止”ꎮ “只有双方都同样屈服ꎬ 绝对法权 /公正

(Ｒｅｃｈｔ) 才能实现”ꎮ 从悲剧情节中我们看到ꎬ 造成 “神法” 灭亡的 “人法” 自身也走向了灭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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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中无一胜者ꎬ 而是两败俱伤ꎮ 在黑格尔看来ꎬ 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有过失ꎬ 这不仅仅是一种批

评ꎬ 他强调伦理行为中包含着犯罪与过失这一环节ꎬ 过错是伦理行动的内在要素ꎬ “只有像一块石头

的存在那样不行动 (Ｎｉｃｈｔｔｕｎ)ꎬ 才能无过失”①ꎮ 上述悲剧冲突导致古希腊优美和谐的伦理走向瓦解ꎬ
简单统一的伦理精神消逝了ꎮ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于ꎬ 制定形式统一的法律ꎬ 在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ꎬ 不成文的地下法与

政府命令之间的意见分歧将不复存在ꎮ 由此得出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过渡ꎬ 如黑格尔所展示的ꎬ 希腊

伦理过渡到罗马的法权状态 (Ｒｅｃｈｔｓｚｕｓｔａｎｄ)ꎮ 希腊伦理的毁灭在于其直接性、 自然性ꎬ 并且将家庭

伦理和城邦伦理两种伦理力量分配给两种自然性别ꎬ “由于这种自然性的缘故ꎬ 这一伦理民族一般乃

是由自然所规定了的、 因而是受到限制的个体性ꎬ 因此它从而发现自己是在被另一种个体性扬弃

着”②ꎮ 在希腊伦理中ꎬ 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个体性ꎬ 也没有出现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ꎬ 这里有的只是各种角

色的扮演者 (Ｒｏｌｌｅｎｓｐｉｅｌｅｒ)ꎮ 只有当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抽象法被制定出来ꎬ 个体才能被有效地承认ꎮ
在希腊伦理消亡之后ꎬ “普遍之物破裂成绝对众多的个体原子ꎬ 这个死亡了的精神现在成了一个平等

(原则)ꎬ 其中所有人被视为每个人ꎬ 被视为人格”③ꎮ 由此ꎬ 个体性获得了现实性和效准ꎬ 曾经在直

接伦理形态中的个别的人只是作为家庭成员或扮演着家庭成员的角色而有效准ꎬ 而实际上是 “无我

的” (ｓｅｌｂｓｔｌｏｓ)ꎬ 现在个体性在抽象普遍的法权意义上获得了有效性ꎮ 在统一的抽象法面前ꎬ 每个人

都是一个有效的人格ꎬ 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ꎬ 从而可以避免不同的伦理立场之间的冲突ꎮ 当然ꎬ
这种法权状态还只是安提戈涅难题的临时解决方案ꎬ 由于罗马法权的抽象性、 破碎性和局限性ꎬ 它还

要被更高的精神形态扬弃ꎮ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 (１) 根据黑格尔的诠释ꎬ 两种法、 两种伦理行为都具有合法性ꎬ 同时

又都是片面的、 不合法的ꎬ 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比另一方更本质、 更优越ꎮ “通过这种冲突ꎬ 永恒的正

义 (Ｇ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 利用个体及其目的以如下方式发生作用ꎬ 即它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性恢复过来了ꎬ
与之伴随的乃是那种打破其平静状态的个体性走向毁灭ꎮ”④ 在古代悲剧中ꎬ 这种永恒正义是以绝对

命运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ꎬ 它是全能而公正的ꎬ 两种法则都被吞噬于这个整体之中ꎮ (２)
伦理的诸环节必须被统一起来ꎬ 作为一个整体被思考ꎬ “在伦理整体中ꎬ 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

节ꎬ 但二者只是这同一个伦理的 (两种) 形式”⑤ꎮ 不同的伦理环节需要互相承认、 再度和解ꎬ 不成

文的 “神法” 和制定的 “人法” 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统一起来ꎬ 只有这样的伦理整体才是合乎正义

的ꎬ 这是现代伦理有待完成的工作ꎮ (３) 在黑格尔看来ꎬ «安提戈涅» 的悲剧冲突在古希腊无法解

决ꎬ 对立双方作为角色扮演者、 义务履行者ꎬ 既不可能作为个体的人私下达成和解ꎬ 也不可能在抽象

法的层面上得到调解ꎬ 冲突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日益发展的意识和主体性以及建立合乎理性的国家形

式ꎮ “只有当 (现代) 市民社会形成ꎬ 知识提升为国家中的本质之物时ꎬ 只有这时国家才能采取被意

识到的普遍性这种完整的形式ꎬ 从而两种实体规定性之间的悲剧冲突也才能被克服ꎮ”⑥ 尽管这一冲

突在古代不可能解决ꎬ 但安提戈涅伦理行为的意义在于ꎬ 暴露古代伦理的局限性ꎬ 为开启现代伦理、
现代国家理念做出了准备ꎮ 黑格尔的 «安提戈涅» 阐释并非只是历史地描述古代伦理向现代伦理的

过渡ꎬ 而是展示了这种过渡的必要性和逻辑必然性ꎬ 同时也为现代伦理克服古希腊以来的性别形而上

学和性别伦理中的正义和性别平等预先提供了哲学论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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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别伦理: 性别角色与性别平等

　 　 从表面上来看ꎬ 黑格尔的安提戈涅诠释不仅设置了固化的性别角色分配ꎬ 而且设置了性别等级秩

序ꎬ 难免有歧视女性之嫌ꎮ 其中展开的两种伦理规定性分别对应着男性伦理和女性伦理ꎬ 女性被诠释

为家庭法、 家庭伦理的守护人ꎬ 而男性被视为城邦法、 城邦伦理的代言人ꎬ “自然ꎬ 而不是环境或选

择的偶然ꎬ 把一种性别分配给一种法则ꎬ 把另一性别分配给另一种法则———或者反过来说ꎬ 是两种伦

理力量自己使自己分别在两种性别中获得其个别的定在和实现”①ꎮ 从而两种性别的自然规定性 “获
得了理智的和伦理的意义”②ꎮ 人的法则 “在其普遍的定在中ꎬ 是共同体ꎬ 在其一般的活动中ꎬ 是男

性ꎬ 在其现实的活动中ꎬ 是政府”③ꎻ 女性则是 “共同体的永恒讽刺———她以诡计把政府的公共目的

变成私人目的ꎬ 把政府的公共活动转化为特定个体的事业ꎬ 把国家的公共财产倒换成家私”④ꎮ 在黑

格尔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表述⑤ꎬ 尤其是 «法哲学原理» 的 １６５节和 １６６ 节ꎬ 其中最具性

别意见色彩的是 １６６节的补充说明: “女性也许可以教养很好ꎬ 但她们天生不适合研究较高深的科

学、 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ꎬ 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东西ꎮ 女性可能有想法、 趣味和文雅ꎬ 但她们

不具有理念性的东西ꎮ 男女之别如同动物与植物: 动物更符合男子的性格ꎬ 植物更符合女子的性格ꎬ
因为女性更多的是安静发展ꎬ 这种发展以不确定的情感一致性为原则ꎮ 如果女性当政府首脑ꎬ 国家将

陷于危险之中ꎬ 因为她们不是按照普遍性的要求而是按照偶然的偏好和意见行事的ꎮ 女性似乎是在表

象的层面受到教育———人们不知这是如何发生的ꎬ 她们更多是通过生活而不是通过习得知识而受到教

育的ꎬ 而男子则只能通过思想上的成就和诸多技术上的努力ꎬ 才能获得他的地位ꎮ”⑥ 此外我们也看

到ꎬ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ꎬ 国家伦理高于家庭伦理ꎮ
那么ꎬ 黑格尔是否关照了性别伦理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众多女性主义思潮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女性

形象定位给予了回应ꎬ 乃至试图颠覆整个性别形而上学的传统ꎬ 有三种倾向值得一提: (１) 批评黑

格尔哲学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中的男权主义ꎬ 把女性的性别角色界定为被动的、 向内的ꎬ 使之禁锢于家

庭之中ꎬ 将其排除在公共领域和历史之外ꎬ 女性充其量不过被当作从感性的反复无常通向普遍意识的

过渡环节ꎮ 代表人物有波伏娃⑦、 伊利格瑞 (Ｌｕｃｅ Ｉｒｉｇａｒａｙ)⑧ 等ꎮ (２) 奥特纳 (Ｓｈｅｒｒｙ Ｂ Ｏｒｔｎｅｒ) 和

巴特勒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 认为ꎬ “自然 (女性) —文明 (男性) ” 的区分本身就是在文化、 文明的意

义上所做出的区分ꎬ 性别特征、 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秩序也都是被建构起来的ꎬ 这种区分应当被克服ꎬ
这种建构应当被解构⑨ꎮ “男性和女性能够而且必须平等地参与到创造和超越的事业之中ꎮ 只有如此ꎬ
女性才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与文明保持同步ꎬ 在文明的进程中与自然保持辩证关系ꎮ” (３) 埃弗拉

特—列夫科维奇 (Ｒａｋｅｆｅｔ Ｅｆｒａｔ－Ｌｅｖｋｏｖｉｃｈ) 则试图利用黑格尔的思想资源颠倒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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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秩序ꎬ 重建一种 “母权” 神话ꎮ 她把黑格尔关于 “女性” 特征 (前历史、 前社会、 前精神) 的定

位对应于欲望、 幻想和记忆这种认知阶段ꎬ 这些认知而后被融入男性的主体 (历史的、 社会的、 精

神的) 之中并对知识建构具有本质性的意义ꎬ 按照这种解读ꎬ 女性比男性更为重要ꎬ 因为 “这些非

历史的实践可以被称为社会历史主体之可能性的前提条件”①ꎮ
不得不承认ꎬ 黑格尔的安提戈涅阐释显然打上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性别形而上学的烙印ꎬ 因而招致

许多女性主义哲学家的批评或改造ꎮ 在这种人类学的性别形而上学中ꎬ 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如同自然与

精神、 质料与形式、 私人性与公共性ꎬ 以至于女人被认为是有缺陷的ꎬ 是男人的附属ꎮ 这种思想可以

追溯到亚里士多德ꎬ 在其形式与质料的理论框架中ꎬ 男性被视为主动的原则ꎬ 女性被视为被动的原

则ꎬ 他在 «动物的生殖» 中提出ꎬ 新生命的产生在于形式与质料的结合ꎬ 从父方获得非物质的形式

的力量ꎬ 从母方获得质料ꎬ 在 «形而上学» 中也有类似的观点ꎮ 黑格尔的性别伦理思想受到传统观

念和所处时代状况的影响ꎬ 他当然也不可能经历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ꎬ “男性作为法人在外面代表家

庭ꎬ 这一主张也归因于上述角色认知和当时的法律实践”②ꎮ
如果全面客观地看待黑格尔的性别伦理思想ꎬ 我们会发现其重点并不在于为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

进行辩护ꎬ 毋宁说ꎬ 黑格尔为克服上述性别形而上学、 实现性别平等以及女性解放开辟了可能性ꎮ
第一ꎬ 黑格尔的女性观、 婚姻观和家庭观在诸多方面冲破了传统的偏见ꎬ 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ꎮ

他批评康德把家庭关系归在物权性质的人格权 (ｄａｓ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 这一范畴之下ꎬ 批评

罗马法对妇女、 儿童人格权的剥夺或限制ꎬ 主张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的人格、 平等的法权主体③ꎻ 主张

女性不仅有权拥有财产ꎬ 而且有权自行选择配偶ꎬ 婚姻应当基于爱情ꎬ 建立在两个主体自由选择的基

础之上④ꎬ 对此甚至有人进行一种更加开放的解读ꎬ 既然婚姻以两个主体的自由选择为基础ꎬ 那么同

性婚姻似乎也应当被认可ꎮ 根据 １７９４ 年的普鲁士一般邦法⑤ꎬ 婚姻自由还是被严格禁止的ꎬ 参照这

一时代背景ꎬ 足以看出黑格尔性别伦理思想的现代性和超前性ꎮ
第二ꎬ 如前所述ꎬ 在黑格尔看来 «安提戈涅» 中体现的 “男性法” 和 “女性法” 都是片面的ꎬ

“两种势力中没有任何一方优越于另一方”⑥ꎬ 二者没有高下之分ꎮ 青年黑格尔向往希腊伦理ꎬ 然而在

«精神现象学» 中ꎬ 他已明确看到其缺陷ꎬ 并指出希腊伦理的缺陷就在于把两种法则自然地分配到两

种性别之上ꎮ “它没有扬弃掉把两种法则归属于两种性别这种自然的分配ꎬ 反而作为守法的单一倾向

停留于自然的直接性之内ꎬ 作为行动它使这种片面性造成过失: 只抓住本质的一个方面ꎬ 对其另一方

面采取否定态度ꎬ 亦即破坏另一方面ꎮ”⑦ 由此可见ꎬ 黑格尔并不认为男性法高于女性法ꎬ 相反ꎬ 女

性法和男性法、 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必须互相承认ꎮ
第三ꎬ 伦理意识的发展水平与认知相关ꎬ 而与性别没有必然关系ꎬ 男性不必然具有比女性更高的

伦理意识ꎮ 与俄狄浦斯 “不知情” 的弑父娶母相比ꎬ 安提戈涅的伦理行为具有更强的目的性、 意愿ꎬ
“如果伦理意识事先就已认识到它所反对的、 被它当成暴力和不公 (Ｕｎｒｅｃｈｔ)、 当成伦理上的偶然性

的那种法则和势力ꎬ 像安提戈涅那样明知故犯ꎬ 那么ꎬ 伦理意识就更完全ꎬ 其过失也更纯粹”⑧ꎮ 黑

格尔从希腊悲剧中发展出一套行为理论ꎬ 涉及其实践哲学的若干核心概念ꎬ 包括故意、 意图、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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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责任ꎬ 借此他阐明ꎬ 严格意义上的伦理行为必定包含着知识和意图ꎬ 由此对行动 (Ｔａｔꎬ ｔｕｎ)
和行为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ꎬ ｈａｎｄｅｌｎ) 进行了区分ꎮ 离开意图ꎬ 无法对行动者进行德行或过失方面的归责ꎬ
“意志的法在于ꎬ 仅以它在其目的中所知道的行动的前提条件和存在于意志的故意 (Ｖｏｒｓａｔｚ) 之中的

东西为限ꎬ 在意志的行动 (Ｔａｔ) 中仅仅承认这种东西是它的行为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并只对其负责———行

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这是认识的法”①ꎮ 离开对行动与行为的区别ꎬ 离开对外部

情况、 故意以及对环境的认知进行反思ꎬ 离开对结果的具体分析ꎬ 而把整个行动的过失接受下来ꎬ 如

同在俄狄浦斯那里发生的ꎬ 黑格尔称之为 “英雄的自我意识”②ꎮ
第四ꎬ 在 «精神现象学» 的安提戈涅诠释中ꎬ 性别差异首先应当在 “法权状态” 的人格平等原

则中被克服ꎬ 而后在教化的现实世界中进一步被克服ꎬ 在此自然的、 生物学意义的性别差异不再具有

本质意义ꎬ 因为教化恰恰意味着对自然存在的异化ꎬ 是意识和个体性的发展ꎻ 在 «法哲学原理» 的

理论体系中ꎬ 当子女被教养成自由的人格ꎬ 走向市民社会ꎬ 家庭 “解体”ꎬ 所有人都成为市民社会的

成员ꎬ 所有人都被视为具有平等权利的主体ꎬ 这里没有 “男女之别”ꎬ 性别不平等理应在现代市民社

会中被扬弃ꎮ 上文所引 «法哲学原理» １６６节的补充说明并非直接出自于黑格尔之手ꎬ 正如 Ｅｒｚｓｅｂｅｔ
Ｒｏｚｓａ所言: “其正文和附释并没有贬低女性的迹象ꎬ 毋宁是一种对性别角色的细致分析ꎮ 黑格尔对

女性的诠释基于安提戈涅这一人物形象ꎬ 她表现的是女性的法ꎬ 对峙于男性的法ꎮ 她的缺陷不是从传

统的男性角色的角度ꎬ 而是从现代的个体观念这一视度展示出来ꎮ”③ 神法的缺陷虽然是在女性身上

被个体化地表现出来ꎬ 但其缺陷不在于女性本身ꎬ 而在于其神法的 “自然性”ꎬ 在于其缺乏主体性和

现代性ꎻ 同时女性也不必局限于家庭角色定位ꎬ 她在现代社会中应当被承认为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主

体ꎬ 成为合法的市民社会成员和国家成员ꎬ 古代伦理的那些缺陷将在现代伦理生活中被克服ꎮ
最后ꎬ 伦理精神的 “变形记” 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ꎬ 其中家庭伦理被扬弃于国家伦理之中ꎬ

这种 “扬弃” 不意味着后者摧毁前者ꎬ 而恰恰表明ꎬ 家庭伦理必须作为国家伦理不可或缺的要素被

保存下来ꎮ 当现代国家采取理性的形式ꎬ 承认家庭这一伦理力量ꎬ 它才能作为客观精神的最高形态ꎬ
不再是家庭的对立面ꎬ 同时家庭和市民社会也必须在国家中才能得到保障和持存ꎬ 那曾经由和谐走向

分裂的伦理规定性在反思的层面上再度统一ꎮ 按照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内在逻辑ꎬ 在现代伦理中ꎬ 不仅

自然的性别差异应当被扬弃ꎬ 家庭与国家的对立也要被扬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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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增长与增强经济韧性
的国际比较和体制安排

张　 平　 张自然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摘要: 经济新常态开启了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转换ꎮ 转向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是要从大规

模物质生产为目标导向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消费和服务ꎬ 通过人力资本累积、 人的新链接与互动推动

创新发展ꎬ 形成 “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的跨期效率补偿” 机制ꎮ 但这一转变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和跨期性ꎬ 因此ꎬ 打破原有路径依赖ꎬ 增强经济体制韧性ꎬ 化解和防范经济风险ꎬ 提升新体制安排的激励成

为转型的关键ꎮ 文章通过高质量发展与增强经济韧性的国际比较ꎬ 指出应当增强经济韧性ꎬ 弥补消费升级短

板ꎬ 提高制度质量ꎬ 激励创新与可持续增长ꎬ 完成高质量增长转型ꎬ 建立现代治理体制ꎮ
关键词: 经济韧性ꎻ 高质量发展ꎻ 以人民为中心ꎻ 高效增长ꎻ 消费升级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７７－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年来成功地推进了工业化ꎬ ２０１２年工业化达到顶峰ꎬ 此后工业占 ＧＤＰ 的

比重逐步下降ꎮ ２０１９年我国城市化率将突破 ６０％ꎬ 随着 ＧＤＰ 的不断增长ꎬ 城市人口聚集推动了服务

业和消费比重不断上升ꎬ 服务业成为发展的新引擎ꎬ 逐步替代增长靠工业、 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物质生

产模式ꎮ ２０１３年经济新常态开启了我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转换ꎬ 转变过渡阶段的摩擦

使经济发展面临挑战ꎮ 本文从高质量发展与增强经济韧性的国际比较入手ꎬ 分析如何提高我国经济增

长的体制韧性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ꎬ 弥补发展短板ꎬ 完成高质量增长转型ꎬ 建立现代治理体制ꎮ

一、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ꎮ 党的十九大针对我国的发展阶段指出ꎬ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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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ꎮ 这一判断指出了我国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本质是要从物质生产体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①、 创新、 高效、 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

道ꎬ 是要建立 “消费—人力资本提高—创新效率补偿循环” 的高质量发展机制ꎮ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ꎬ 提高经济效率与居民福利ꎮ 提高经济效率和保持经济平稳是提升福利水平的根本ꎬ 是高质

７７




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度量指标ꎮ 德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艾哈德在 «大众福利» 中反复强调ꎬ
“生产率—物价稳定—真实工资提高” 形成了大众福利ꎮ 日本的 «收入倍增计划» 也提出了效率提升

与收入倍增的图景ꎮ① 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将增长的规模目标让位于 “效率—居民收入提高”ꎬ 积

极保持经济商品与资产价格的稳定ꎬ 降低负债风险ꎬ 提升全民福利水平ꎮ
通过创新驱动持续提升效率具有跨期效应、 复杂性和不确定ꎮ② 因此ꎬ 创新指标中强调跨期的投

入特性ꎬ 如创新投入占比ꎮ 在效率指标中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促进可

包容性发展等ꎮ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复杂度更高ꎬ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难以避免产生一些内部

和外部冲击ꎬ 需要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ꎬ 降低通货膨胀、 汇率波动、 资产价格和 ＧＤＰ 尾部风险ꎮ
第二ꎬ 消费升级ꎮ 持续提升科教文卫体等知识消费比重ꎬ 让人民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ꎬ 提高初次

分配比重ꎬ 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ꎬ 降低收入差距ꎬ 推动我国经济包容性发展ꎮ
第三ꎬ 提高经济韧性ꎬ 包括制度质量和市场效率两大核心指标ꎬ 前者是指政府提供的监管服务、

公共服务、 营商环境等ꎻ 后者直接表现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上ꎮ 政府资源性干预在后发国家

的赶超阶段具有重要作用ꎬ 但往往不顾风险ꎬ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ꎬ 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ꎬ 完善产权保护ꎬ 校正过度干预行为ꎬ 降低风险ꎬ 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质量ꎬ 发挥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ꎮ③

第四ꎬ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高质量发展既要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ꎬ
也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ꎬ 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我国在完成 “十三五” 规划后ꎬ 将迈入 “十四五”ꎬ 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越来越聚焦于在提

高生产率的基础上提升大众福利ꎬ 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实现消费升级ꎬ 增强体制韧性ꎬ 推动包容性和可

持续发展ꎮ④

本文构造了可与国际比较的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见表 １)ꎬ 分析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成就与不

足ꎮ 指标体系包含如下四方面: 一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即效率ꎬ 提出高效增长的一级指标ꎬ 将其

分解为经济增长效率、 福利 (波动和负债的反向指标)、 创新投入ꎻ 二是消费升级指标ꎬ 强调消费促

进和平等准则ꎬ 设立了包括消费促进和包容性在内的二级指标ꎻ 三是经济体制韧性指标ꎬ ＯＥＣＤ定义

经济韧性为经济体消除脆弱的能力ꎬ 市场、 制度质量、 经济社会均衡、 宏观政策和框架等影响经济韧

性ꎬ 强调经济韧性是对经济增长和风险性的一种均衡ꎬ 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我国经济已经进

入高质量转型阶段ꎬ 国际和国内不确定性的冲击越来越大ꎬ 而且转型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ꎬ 因

此ꎬ 经济韧性是加强对经济增长波动的理解和提高市场、 政府配置资源效率的重要指标ꎻ 四是可持续

发展指标ꎬ 主要集中在生态指标的比较方面ꎬ 尤其是水、 能源效率和空气排放ꎮ 计算采用的数据及其

来源年份见表 ２ꎮ

二、 高效增长与消费升级的国际比较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ꎬ 核心是从规模优先转为效率优先ꎬ 结构变化依效率方向

配置ꎬ 结构不是最重要的指标ꎻ 从物质生产转向消费升级ꎬ 提高大众可得福利ꎮ 本节以 ＯＥＣＤ发达国

家作为参照样本ꎬ 计算和比较上节讨论的一级指标中的 “高效增长” 与 “消费升级”ꎬ 分析我国和

ＯＥＣＤ发达国家的差距ꎬ 这有助于发现短板ꎬ 探索缩小差距的途径ꎮ

８７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高质量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ｉｒｋｓꎬ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Ｈｕｃｈｅｔꎬ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Ｒｉｂａｕｌｔꎬ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ｒａ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９８
袁富华、 张平、 李兆辰: «增长非连续的原因与创新路径的转换»ꎬ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张自然、 张平、 袁富华、 楠玉: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８年ꎮ
张平、 楠玉: «改革开放 ４０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从表 ３可见: (１) 我国经济增长与效率增长指标非常强劲ꎬ ＧＤＰ、 ＴＦＰ、 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增长都名列世界前 ２５名以内ꎻ (２) 影响居民福利特征的波动排名较靠后ꎬ 特别是汇率和净出口波动

大ꎬ 房地产价格波动率在 ６３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４２位ꎬ ＣＰＩ指标比较稳定ꎻ (３) 负债水平高ꎬ
居民和企业负债水平都名列尾部ꎬ 前者在 １３３ 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１０５ 位ꎬ 与发达国家基本没

有差距ꎬ 后者在 １３２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１２６ 位ꎬ 我国已经成为最高的企业负债国之一ꎬ 但政

府负债水平依然较低ꎻ (４) 创新方面ꎬ 数量指标列居前两位ꎬ 研发强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排名较靠前

(１３ / ３６ꎬ ４９ / １３７)ꎬ 但经计算后的差距仍然很大ꎮ 表中数据表明ꎬ 生产率提高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基

础ꎬ 但增长的代价是波动与负债ꎬ 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ꎮ
表 １　 高质量发展指标设计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解释 国际可比

高效增长

增长效率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ＤＰ 年度增长率 是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不变价) 增长率 是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不变价) 增长率 是

ＴＦＰ 增长率 ＴＦＰ 增长率 是

福利

ＣＰＩ波动率∗ ＣＰＩ指数同比增长率 是

汇率波动率∗ ２０１７年各货币兑美元月平均汇率的标准差 是

净出口波动率∗ ２０１７年净出口的标准差 是

房地产价格波动率∗ ２０１７年房地产价格变动率 是

居民负债水平∗ 家庭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排名 是

企业负债水平∗ 企业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排名 是

政府负债水平∗ 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 比重排名 是

创新

ＰＣＴ国际专利数量 ２０１７年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数量 (按来源国统计) 是

科技论文发表数量 Ｓ ＆ 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６ 是

研发强度 研发费用 / ＧＤＰ 是

知识产权保护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１－７ (ｂｅｓｔ) 是

消费升级

消费促进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 是

城市化率 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是

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调查失业率 是

(科教文卫) 消费比重 (科教文卫) 消费比重 是

大学教育人力资本比重 大专以上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 是

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 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 是

包容性

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否

社会保障 社保缴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是

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
数下降的影响

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可以使基尼系数下降的水平 是

城乡居民收入差别 (缩小) 城市居民收入差别 (缩小) 否

９７高质量增长与增强经济韧性的国际比较和体制安排

① 资料来源: 张自然、 张平、 袁富华、 楠玉: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ꎬ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年ꎮ 以下表 ３、 ４、 ６、 ７皆来源于此ꎮ



经济韧性

市场效率

货物市场效率
综合指标ꎬ 包括地方竞争强度、 反垄断的有效性、
税收负担率、 创业时间、 货物关税等等

是

劳动力市场效率
综合指标ꎬ 包括工资的灵活性、 劳资关系、 吸引
人才的容量等等

是

金融市场发展
综合指标ꎬ 包括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风险资本的
可获得性、 贷款的可获得性、 银行的稳定性等等

是

技术成熟度
综合指标ꎬ 包括前沿技术的可及性、 企业层面的技术
吸收能力、 互联网使用人数、 ＦＤＩ和技术转移等等

是

市场规模
综合指标ꎬ 包括国内市场规模、 国外市场规模、
ＧＤＰ、 出口

是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出口产品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是

附加值率 产业的增加值 /总产出 是

政府效率

营商指数

包括开办企业、 办理施工许可证、 获得电力、 登
记财产、 获得信贷、 保护少数投资者、 纳税、 跨
境贸易、 执行合同、 办理破产ꎬ 每方面都从程序
个数、 所需时间长度、 所需要成本等质量和成本
效率方面设置若干个指标ꎬ 最后根据这些指标计
算一个综合性指标即营商便利度

是

ＰＭＲ: 产品市场监管指标∗
ＯＥＣＤ产品市场数据库 ( ＰＭＲ) 是一套全面的、
可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指标ꎬ 衡量政策促进或抑
制竞争可行的产品市场领域的竞争程度

是

专业服务监管 (含法律、
会计等的规范)∗

ＯＥＣＤ专业服务业部门监管指标ꎬ 衡量专业服务和
零售分销部门的监管条件ꎬ 专业服务指标涵盖法
律、 会计、 工程和建筑行业的入门和行为规范ꎮ

是

能源、 交通、 通信监管指

标 (ＥＴＣＲ)∗
ＯＥＣＤ的 ＥＴＣＲ 包括电信、 电力、 天然气、 邮政、
铁路、 航空客运和公路货运 ７个部门的监管规定

是

零售业监管指标∗ ＯＥＣＤ零售指标包括进入门槛、 运营限制和价格控制 是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满意度
公民对医疗体系的满意度和公民对教育体系的满
意度的加权

是

法治指数 法治指数 是

政府开放度指数
ＷＪＰ 开放式政府指数使用 ４ 个维度来衡量政府开
放度: 宣传法律和政府数据、 信息权、 公民参与
和投诉机制

是

可持续发展 生态

人均水资源量 水资源量 /年底总人口数 是

万元 ＧＤＰ 能耗指标∗ 万元 ＧＤＰ 能耗＝能源消费总量 / ＧＤＰꎻ 万元 ＧＤＰ 能
耗指标＝ １ /万元 ＧＤＰ 能耗ꎻ 是

ＣＯ２ / ＧＤＰ∗ ＣＯ２ 排放量和 ＧＤＰ 的比值 是

　 　 说明: 带∗的是负向指标ꎬ 已正向标准化ꎬ 以下表同ꎮ 计算的具体数据来源于 ＷＤＩ、 ＩＬＯ 数据库、 ＷＩＯＤ、 ＩＭ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ｂ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ＩＰ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美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 ＧＣＩ、 ＯＥＣ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ＷＥＦ)、 ＧＣＩ (全球竞争力指数)、 世界银行、 ＷＪＰ、 ＳＷＩＩＤꎮ

０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高质量发展研究



表 ２　 数据来源年份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０ 大学教育人力资本比重

２０１３ ＰＭＲ、 专业服务监管、 能源交通通讯监管、 零售业监管

２０１４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ＷＩＯＤ)、 附加值率、 资本回报除以资本存量、 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

２０１５ 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ＰＭ２ ５、 能耗、 可用水资源、 教科文卫体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 法
治、 开放政府、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２０１６ ＧＤＰ 增长率、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家庭债务、 企业债务、 政府债
务、 论文、 ＴＦＰ、 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 (５年平均)

２０１７ 货物市场效率、 劳动力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发展、 技术成熟度、 市场规模研发强度 (ＯＥＣＤ)、 失业率、
二氧化碳排放、 ＣＰＩ、 汇率、 净出口、 房价、 ＰＣＴ专利

２０１８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营商环境

表 ３　 我国与前沿国家高效增长方面的排名和差距情况

指　 　 标 世界排名 差距 (１－我国值 /最前沿国家值) 国家或地区数

ＧＤＰ 增长率 ２３ ０ ７７ ２３４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１０ ０ ８５ ２０８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２３ ０ ８２ ２１０

ＴＦＰ 增长率 １１ ０ ６１ １２０
ＣＰＩ波动率∗ ４５ ０ ６８ １０８
汇率波动率∗ １３５ １ ００ １９６

净出口波动率∗ １０５ １ ００ １０５
房地产价格波动率∗ ４２ １ ００ ６３

居民负债水平∗ １０５ ０ ９９ １３３
企业负债水平∗ １２６ ０ ９９ １３２
政府负债水平∗ ４１ ０ ７９ ８８
ＰＣＴ国际专利数量 ２ ０ １４ １１１
科技论文发表数量 １ ０ ００ ５０

研发强度 １３ ０ ５０ ３６
知识产权保护 ４９ ０ ３２ １３７

消费升级指标中剔除了国际不可比项目ꎮ 从表 ４ 可见: (１)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ꎬ 就

业情况良好ꎬ 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在 ８８ 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２２ 位ꎬ 与 ＧＤＰ 增长速度排名相

近ꎻ (２) 城市化率在 ２６０ 个样本国家 /地区排名第 １３８ 位ꎬ 我国城市居民仍然有户籍限制ꎬ 户籍人口

城市化率较低ꎬ 反映在城乡居民差距上ꎬ 阻碍了消费水平的升级ꎻ (３) 居民消费从吃穿用三大基本

品ꎬ 转向吃住行ꎬ ２０１８年三者之和比重达到 ６４％ꎬ 知识消费升级步伐缓慢ꎬ 科教文卫占消费的比重

低ꎬ 在 ４２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３７ 位ꎻ (４) 居民教育年限提高较缓慢ꎬ 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

占整体劳动力的比重在 １４６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１０６ 位ꎻ (５) 包容性增长因素更令人担忧ꎬ 虽

然社会保障指标排名较靠前ꎬ 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ꎬ 在 ４２个样本国家 /地
区中排名第 ２６位ꎬ 国家再分配调整的基尼系数名列最后一名ꎬ 没有发挥再分配的作用ꎮ 从数据比较

看来ꎬ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仍然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ꎬ 就业、 社会保障情况稳定ꎬ 但城市化、 科教文卫

消费占比、 大学教育劳动力占比、 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占比、 基尼系数再分配调整等相对指标仍然

落后ꎬ 需要加强经济增长转型中的消费升级与公平ꎮ

１８高质量增长与增强经济韧性的国际比较和体制安排



表 ４　 我国与前沿国家消费升级方面的排名和差距情况

指　 　 标 世界排名 差距 (１－我国值 /最前沿国家值) 国家或地区数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 ２２ ０ ４８ ８８
城市化率 １３８ ０ ４３ ２６０

城镇调查失业率∗ １６ ０ ４３ ３５
(科教文卫) 消费比重 ３７ ０ ６ ４２
大学教育人力资本比重 １０６ ０ ９２ １４６

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 ２６ ０ １６ ４２
社会保障 ２９ ０ ４６ ９３

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下降的影响 ４０ １ ４０

三、 经济韧性与可持续性

　 　 效率与持续发展有替代性ꎬ 规模化效率导致风险上升ꎮ 经济韧性是针对如何持续减低金融与经

济风险而设置的ꎬ 我国经济的三大攻坚战ꎬ 首先是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ꎬ 这就对增强经济体制韧性提

出了总要求ꎮ 经济韧性是一个经济体在经受冲击后ꎬ 保持原有状态或恢复原有发展路径的能力ꎬ 具体

测量涵盖以下特征: 要求市场配置性特征强ꎬ 通过市场分散和转移风险ꎬ 降低集中干预导致的经济体

制脆弱ꎻ 强调提高经济主体的自我治理水平ꎬ 吸收和化解金融冲击ꎻ 强调高质量的制度提供和宏观管

理协调ꎬ 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累积ꎻ 平衡经济、 社会、 环境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ꎮ 为了理解经济韧

性对经济增长、 金融风险、 ＧＤＰ 尾部风险的影响ꎬ 强调效率性与韧性的替代特征ꎬ ＯＥＣＤ将经济韧性

和可持续性特征总结如表 ５: (１) 制度质量是最后的指标ꎬ 对经济增长有益处ꎬ 在降低风险方面ꎬ 制

度质量、 产品市场和贸易的作用最突出ꎻ (２) 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组合有利于经济增长ꎬ 最低工资

制降低了 ＧＤＰ 尾部风险ꎻ (３) 金融市场强调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波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有

效ꎬ 但明显提升了金融风险ꎻ (４) 宏观审慎政策会抑制经济增长ꎬ 但也能有效降低风险ꎬ 一方面抑

制了过度信贷导致的高杠杆和资产价格上涨过快ꎬ 另一方面通过监管减低金融系统性危机ꎮ 总体来

看ꎬ 体制质量促进经济增长ꎬ 降低金融脆弱性ꎻ 产品市场和贸易促进经济增长ꎻ 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增

长ꎬ 提高金融脆弱性ꎻ 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增长ꎬ 降低尾部风险ꎻ 宏观审慎政策抑制经济增长ꎬ 降低

金融脆弱性ꎮ
与国际相比ꎬ 我国关于经济韧性的讨论非常少ꎬ 传统的政策、 市场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经济

增长ꎬ 对风险的重视度不够ꎮ 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后ꎬ 经济风险、 金融风险、 外部冲击等波动因素开

始逐渐为人们所认识ꎬ 国家设立的三大攻坚战中首位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风险ꎬ 由此可见ꎬ 不仅

发达国家关注经济韧性ꎬ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关注经济韧性ꎮ 我们设立了市场效率和政府效率

指标ꎬ 这两个效率指标对经济增长有益ꎬ 也能降低经济增长的风险ꎬ 与前沿国家进行初步对比分析后

发现 (见表 ６): (１) 市场效率差距很大ꎬ 在 ３６ 个国家 /地区样本中ꎬ 我国货物市场效率、 劳动力市

场效率、 金融市场发展效率、 技术成熟度分别排名第 ２８、 １９、 ２５、 ３５ 位ꎬ 前三项指标均不足发达国

家的 ３０％ꎬ 技术成熟度为发达国家的 ３５％ꎻ (２) 市场规模排名第一ꎬ 附加值率排名末尾ꎬ 只有规模

没有价值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ꎻ (３) 政府提供的制度质量更令人堪忧ꎬ 从监管角度看ꎬ 四大监

管指标中产品市场监管指标在 ４７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４６位ꎬ 专业服务监管指标在 ４２个样本国

家 /地区中排名末位ꎬ 能源交通通信监管指标 (ＥＴＣＲ) 在 ４６ 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４５ 位ꎬ 政府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ꎬ 以 “父爱主义” 的态度放松了经济监管ꎬ 零售监管指标在 ４７ 个样本国家 /地区

中排名第 ３６位ꎻ 从公共服务比较看ꎬ 营商指数在 １９９ 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７８ 位ꎬ 公共服务满

意度在 ４５个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２８位ꎬ 法治指数在 １１３ 个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７５ 位ꎬ 政府开放度指

２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高质量发展研究



标在 １０２个样本国家 /地区中排名第 ８７ 位ꎬ 从排名看好于监管指标ꎬ 但经计算ꎬ 与发达国家差距

更大ꎮ

表 ５　 经济韧性和可持续性

政策领域 政策工具
激励 脆弱性

经济增长影响 金融风险
ＧＤＰ 尾部风险

金融市场
较大的资本账户放开 ＋ ＋

较大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 ＋

宏观审慎政策

全面的宏观审慎指标 － －
借贷—目标指标 －
收入负债比率 －
金融机构税收 － －
资本附加费 －

对外国现金贷款限制 －
国际储蓄 －

产品市场和贸易

互联网企业的低管制 ＋
企业进入低管制障碍 ＋
对竞争的全面放松 ＋

低关税进口 ＋ －

劳动力市场

活跃劳动市场较高支出政策 ＋ －
较高的最低工资 －

去中心化的集体谈判 ＋

制度质量

政府效率 ＋ －
管制质量 －

反馈与责任 ＋ －
法律规则 －
控制腐败 ＋ －
政治稳定 ＋ －

宏观框架
自由浮动汇率 ＋ －

较强的自主财政稳定机制 － －

表 ６　 我国经济韧性排名和差距

指　 　 标 世界排名 差距 (１－我国值 /最前沿国家值) 国家或地区数

货物市场效率 ２８ ０ １８ ３６
劳动力市场效率 １９ ０ ２４ ３６
金融市场发展 ２５ ０ ２８ ３６
技术成熟度 ３５ ０ ３５ ３６
市场规模 １ ０ ３６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７ ０ １２ ４３
附加值率 ４２ ０ ４３ ４３

ＰＭＲ: 产品市场监管指标∗ ４６ ０ ６８ ４７
专业服务监管 (含: 法律、 会计等的规范)∗ ４２ ０ ８５ ４２

能源交通通信监管指标 (ＥＴＣＲ)∗ ４５ ０ ７７ ４６
零售业监管指标∗ ３６ ０ ９２ ４７

营商指数 ７８ ０ ２５ １９９
公共服务满意度 ２８ ０ ２６ ４５

法治指数 ７５ ０ ４４ １１３
政府开放度指数 ８７ ０ ４７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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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ꎬ 加大食品监管、 金融监管力度ꎬ 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ꎬ
但政府提供的监管体系的目标、 手段稳定性差ꎬ 经常与政策变化同步ꎬ 宏观政策放松ꎬ 监管也放松ꎬ
宏观政策收紧ꎬ 监管也收紧ꎮ 监管应该是独立中性的ꎬ 不能进行相机抉择ꎬ “父爱主义” 与 “竞争性

监管” 的来回替换增加了金融风险ꎬ 可见ꎬ 制度质量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一环ꎮ
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 (见表 ７)ꎬ 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展ꎬ 从与国际比较看ꎬ 可持续

发展的瓶颈是水、 能源和空气排放ꎬ 国家以攻坚战的方式进行环保督察ꎬ 提升了可持续发展的水平ꎬ
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付出的成本项ꎮ

表 ７　 我国与前沿国家可持续发展 (生态) 排名和差距情况

指标 世界排名 差距 (１－我国值 /最前沿国家值) 国家或地区数

人均水资源量 ２９ １ ３５
万元 ＧＤＰ 能耗指标∗ ３３ ０ ６８ ３６
暴露在 ＰＭ２ ５> ３５ (微克 /平方

米) 的人群比例∗ ８９ ０ ９９ １０３

四、 增强经济韧性的体制安排

　 　 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型与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并行ꎬ 高质量转型依赖于体制转型ꎮ 工业化体制安

排的主要功能包括: 降低工业化成本ꎻ 构建自上而下的纵向工业化管理体系ꎬ 形成上下游完整的产业

链ꎻ 体现集中性ꎬ 通过产业政策与选择性金融支持发展极ꎬ 形成区域集中的基础设施配套和生产体

系ꎬ 并进行高强度开发ꎻ 实现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ꎬ 体制安排上追求同质化ꎻ 实行低价竞争策略ꎬ 不

论是销售战略、 技术引进模仿策略还是环境保护、 劳动保护等ꎬ 都要保障低价竞争的成功ꎻ 实现市场

化和国际化ꎬ 这是促进竞争和拓展需求的两大引擎ꎬ 有利于提高规模效率ꎮ 工业化与标准、 集中、 规

模、 低成本特性配套的体制安排ꎬ 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ꎬ 我国的 “物质” 生产能力已经排名全球第

一ꎬ ２０１２年后工业化从数量顶峰逐步迈向了产业升级推动的质量过程ꎬ 服务业比例大幅度提升ꎬ 成

为新的增长来源ꎬ 与工业化物质生产不同ꎬ 它以 “人” 作为服务对象ꎬ 其体制要求有了很多新的变

化ꎮ 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ꎬ 不是结构、 技术的调整ꎬ 而是体制、 激励制度的

转向ꎮ
按照恩格尔定理ꎬ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ꎬ 食品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ꎬ 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也逐步下降ꎬ 这符合马斯洛需求原理ꎬ 也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一致ꎬ 因此ꎬ 人们精神消费的需求与

工业化物质供给会逐步脱离ꎬ 一国经济发展必然引致产业调整ꎮ 进一步探索需求变化ꎬ 出现了诸多新

特征: 需求多样化ꎬ 不是温饱时期的 “标准化” 需求ꎻ 城市聚集和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 “范围经

济”ꎬ 人们需要范围性服务ꎻ 居民消费过程中对人的质量提高的需求激增ꎬ 因为通过科学、 教育、 医

疗、 体育、 娱乐、 旅游等多方面的消费ꎬ 不仅仅提高了人们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水平ꎬ 更提升了人力

资本质量ꎬ 人的质量提高是消费弹性最高的领域ꎬ 需要大量的公共服务ꎻ 居民消费质量要求不断提

高ꎬ 食品安全、 商品安全、 环境安全等诉求越来越强ꎻ 我国居民的财产累积超过了年收入水平ꎬ 安全

偏好加强ꎬ 没有摆脱基础物质消费ꎬ 吃住行仍然占比偏高ꎬ 但居民消费升级转型的需求已经非常强

烈ꎬ 消费的物质满足转变为对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ꎬ 增加了与工业化的体制安排冲突ꎮ① 工业化的体

制安排以集中、 标准、 规模、 低成本为特点ꎬ 满足物质需求ꎬ 具有极高的规模效率ꎬ 但经济韧性差ꎬ
很难适应当前的需求安排ꎮ 对高质量增长与经济韧性进行国际比较后发现ꎬ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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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升级困难、 包容性弱、 政府提供的制度质量和可持续性差ꎬ 这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我国高质量

增长的障碍ꎮ 转型的关键是通过体制补短板ꎬ 逐步转变工业化体制安排的路径依赖ꎬ 增强经济韧性ꎬ
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同时ꎬ 建立现代治理体系ꎮ

第一ꎬ 增强经济韧性ꎮ (１) 市场机制是增强经济韧性的根本体制安排ꎮ 传统计划经济推动工业

化是极端的安排ꎬ 被比喻为 “硬且脆”ꎬ 经济波动过大ꎮ 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体制ꎬ 将直接干预

改为宏观管理ꎬ 增强了经济韧性ꎬ 因此ꎬ 推进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和功能的拓展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关

键ꎻ (２) 防风险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性考核指标ꎮ 提高经济韧性很容易与集中、 标准、 规模的工

业化管理思维和体制冲突ꎬ 经济韧性体制要求的多样性、 差异化和创新能否实现不是一下子能确认

的ꎬ 它会降低风险ꎬ 但不一定提高效率ꎬ 这与直接干预的资源堆砌规模效率不同ꎬ 因此ꎬ 增强经济韧

性必须通过强调防范风险累积指标才能推动体制转型ꎬ 否则好大喜功、 借债发展等惯性思维会直接摧

毁增强经济韧性的体制新安排ꎻ (３) 监管中立性和制度性是增强经济韧性最需补的短板ꎻ (４) 实现

宏观体制安排转型ꎮ 原有的体制安排服务于工业化ꎬ 配合了低成本的需求ꎬ 当前的宏观体制需要基于

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变化进行转型ꎬ 金融政策防范风险是根本目标ꎬ 应从过去低成本资源分配的干

预模式转到防风险ꎬ 积极推动从集中收入和分散支出的不对称性财政体制向基于主体纳税—服务匹配

的体制过渡ꎬ 通过主体来约束财政行为ꎻ① (５) 增强系统协调性ꎮ 工业化体制的纵向分割使总体协调

性变弱ꎬ 改革开放后地方竞争推动了增长ꎬ 也导致了系统协调性变弱ꎬ 这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ꎬ 增

强经济韧性本质上也是增强系统协调性的过程ꎮ
第二ꎬ 消费升级需要补短板ꎮ (１) 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基础上保持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ꎬ

稳定消费者负债水平和资产波动水平ꎬ 提高消费者科教文卫消费比重和劳动力的教育年限ꎬ 这需要市

场化的改革和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ꎬ 克服上学难、 看病难、 养老难等问题ꎻ (２) 提升消费

质量ꎬ 满足大众的安全感ꎬ 这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不断提高制度质量ꎬ 防止化工厂爆炸、 毒奶粉、 毒疫

苗等事件发生ꎻ (３) 提升包容性ꎬ 满足大众的公平感ꎮ 目前扶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ꎬ 但依然有很多

的不足ꎬ 公平是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因此ꎬ 再分配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ꎻ (４) 稳定居民

负债ꎬ 减低波动性ꎮ 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ꎬ 当前居民负债过高、 资产市场波动大ꎬ 降低

了居民的财富效应ꎬ 减少了支出ꎻ (５) 加大社保覆盖面ꎬ 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ꎬ 统筹社保ꎬ 推

动包容性增长ꎮ
第三ꎬ 提高制度质量ꎮ 由政府提供的最终公共产品就是制度质量ꎬ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ꎬ 法制

化、 开放透明、 高效服务、 优质监管是制度质量最重要的构成因素ꎬ 补政府服务的短板是我国高质量增

长转型的根本性战略ꎮ
第四ꎬ 激励创新与可持续增长ꎮ 我国创新和效率增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ꎬ 但仍有很多方面显示

创新能力不足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新发展理念指数国际比较»② 认为ꎬ 我国在创新方面仍然与

发达国家差距较大ꎬ 具体来说ꎬ 创新环境、 创新设施较好ꎬ 创新投入和产出偏低ꎬ 创新仍集中在物质

构造层面ꎬ 对人的创新激励是真正的短板ꎮ 创新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激励ꎬ 要实现这一点ꎬ 需要高质量

的制度安排ꎬ 当前创新活动非常活跃ꎬ 涉及领域范围广ꎬ 风险高ꎬ 因此ꎬ 传统工业化集中性创新要让

位于市场化的分布式创新ꎬ 创新治理制度安排是关键ꎮ③ 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能真正解决工业化对不

可持续增长的破坏ꎬ 在此基础上紧抓环保不放松ꎬ 完成三大攻坚战ꎬ 才能真正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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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质量发展是描述发展状况而不是发展方式的概念ꎬ 二者不能混淆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ꎬ 而且随着发展条件发生变化ꎬ 高速增长存在缺陷ꎬ 难以为继ꎮ
文章提出ꎬ 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产品和服务质量高、 经济效益高、 社会效益高、 生态效益高、 经济发展状态好

的发展ꎮ 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 高水平的科技、 优化的经济结构、 科学的发展方式、 现

代化的管理、 合理的制度和政策ꎬ 为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创新、 完善相关制度和

政策ꎬ 改进国民经济、 企业经营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管理方式ꎬ 更好地发展各类教育事业ꎬ 更快地推进科学

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和进步ꎬ 有效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ꎬ 切实转变发展方式ꎮ
关键词: 高速增长ꎻ 高质量发展ꎻ 产品和服务质量ꎻ 经济效益ꎻ 社会效益ꎻ 生态效益ꎻ 经济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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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① 要真正

有效实现高质量发展ꎬ 必须明确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和任务是什么、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 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ꎬ 但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

研究还相当不足ꎬ 本文特做初步探讨和论述ꎮ

一、 高速增长的动因和利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上罕见的高速增长ꎬ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增

长速度的提升而是发展质量的提高ꎬ 为了明确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 怎样实现高

质量发展ꎬ 本文首先回顾高速增长的动因和利弊ꎮ
１ 高速增长的动因

改革开放开始时ꎬ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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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几亿人的温饱即 “有没有” 的问题ꎬ 还没有条件和可能考虑 “好
不好” 的问题ꎬ 迫在眉睫、 刻不容缓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ꎬ 想方设法增加工农业生产ꎬ 尽快把 “蛋

６８




糕” 做大ꎬ 改变缺衣少食、 连火柴肥皂都要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状况ꎬ 首要的任务是实现高速增长ꎮ
１９７８年中国的 ＧＤＰ 总量排名世界第 １１ 位ꎬ 是美国 ＧＤＰ 总量的 ６ ４％ꎬ 仅占世界 ＧＤＰ 总量的

１ ８％ꎻ 人均 ＧＤＰ 只有 １５６美元ꎬ 在 ２００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 ３ꎬ 是美国人均 ＧＤＰ 的 １ ５％ꎬ 是当

年世界平均 ＧＤＰ 的 ７ ８％ꎬ 是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国家ꎮ① 中国当时有 ８２ １％的人口生活在农村ꎬ 根

据 １９７８年中国政府确定的每人每年 １００元的贫困标准ꎬ 当年不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 ２ ５ 亿ꎬ 贫困发

生率为 ３０ ７％ꎬ 如果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 ２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的收入统计ꎬ １９７８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超过 ７ ７亿ꎬ 贫困发生率达到 ９７ ５％ꎮ② 在改革开放之初ꎬ 中国总体上面临生产力

发展水平低、 人民温饱问题待解决、 科技教育落后、 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问题ꎮ 要解决这些问题ꎬ 首先

要通过改革开放ꎬ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ꎬ 改善人民生活ꎮ
２ 高速增长的利弊

(１) 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实现了 ４０年 ＧＤＰ 年均 ９ ６％的高速增

长ꎬ 是同期世界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 ２ ９％的 ３ ３倍 (见图 １)ꎬ③ 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ꎬ 还是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ꎬ 都领先于其他经济体ꎬ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伟大的 “经济奇迹”ꎮ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和世界 ＧＤＰ 增长率 (％)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ꎮ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１９７３ 年的日本以及 ２０
世纪 ６０年代至 ８０、 ９０年代的亚洲 “四小龙” 都发生过 “经济奇迹”ꎬ 回顾和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奇迹”ꎬ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高速增长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治上一分为二ꎬ 经济上千疮百孔ꎮ 在美国的支持下ꎬ 西德采取了一系

列刺激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政策ꎬ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创造了西德的 “经济奇迹”ꎮ 从 １９４８ 年下半年开

始ꎬ 西德经济迅速恢复ꎬ １９５０ 年就超过了 １９３６ 年的经济水平ꎬ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３％ꎬ④ １９６０年超越英、 法两国ꎬ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ꎮ 这一阶段ꎬ 西德 ＧＤＰ 增长率

最高的年份为 １９５５年ꎬ 达到 １２ １％ꎬ 最低的年份为 １９５８年ꎬ 仅 ４ ５％ (见图 ２)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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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西德 ＧＤＰ 增长率 (％)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数据库ꎮ

但 １９６０年之后ꎬ 西德经济增长开始放缓ꎬ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降至 ４ ５％ꎬ 其中ꎬ
１９６７年 ＧＤＰ 首次出现负增长 (－０ ３％)ꎬ① １９６８ 年被日本超越ꎬ 退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三强国ꎬ 高速

增长没有持续ꎮ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至 １９７３年日本经济迅速崛起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了极大的经济衰退

与恶性通货膨胀ꎬ 陷入了极度的危机状态ꎮ １９４６ 年日本的生产水平仅为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平均水平的

３１％ꎬ 甚至衰退至战时最高生产水平 １９４４ 年的 ２０％ꎮ 随后ꎬ 依靠解散财阀、 土地改革、 将义务教育

从 ６年延长至 ９年等一系列措施ꎬ 加之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 “特需增大” 的客观原因ꎬ 日本经济开始逐

渐恢复ꎮ②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年日本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９％ꎬ 其中ꎬ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 年连续 ４ 年的 ＧＤＰ 增速

超过 １０％ (见图 ３)ꎬ 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ꎬ 被视为 “日本奇迹”ꎮ

　 　 　 图 ３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年日本 ＧＤＰ 增长率 (％)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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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数据库ꎮ
赵瑞琪: «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和老龄化问题»ꎬ «青年文学家» ２０１２年第 １８期ꎮ



　 　 １９７３年以后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ꎬ 日本经济增速开始放缓ꎬ １９７４年 ＧＤＰ 出现负增长 (－１ ２％)ꎻ
１９７４—１９８５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７％ꎬ 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低速ꎻ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 年是日本泡沫经

济由膨胀到破灭的时期ꎬ 年均增长率为 ４ ７％ꎻ 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ꎬ 经济平均增速仅

０ ８％ꎻ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经济平均增速略有提升ꎬ 为 １ ３％ꎮ①

亚洲 “四小龙” 指的是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新加坡和韩

国ꎮ 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ꎬ 实施出口导向战略ꎬ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ꎬ 在

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ꎬ 一跃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ꎮ 中国香港 １９６１—１９８１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８％ꎬ 中国台湾 １９６１—１９８７年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９ ４％ꎬ 新加坡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８％ꎬ 韩国 １９６１—１９９１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９ ６％ (见图 ４)ꎮ②

　 　 　 图 ４　 １９６１—２０１７年亚洲 “四小龙” ＧＤＰ 增长率 (％)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统计年鉴ꎮ

“经济奇迹” 之后的 １０年ꎬ 亚洲 “四小龙” 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６ ４％—７ ０％ꎬ 经济增长

由高速转向中高速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亚洲 “四小龙” 的 ＧＤＰ 增长率均保持在 ３ ０％—４％ (中国香港为

３ ０％、 中国台湾为 ３ ２％、 新加坡为 ４ ０％、 韩国为 ３ ０％)ꎬ 经济增长转向中低速ꎮ③
对比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奇迹”ꎬ 从持续的时间来看ꎬ 西德高速增长仅持续 １０ 余年、

日本高速增长持续近 ２０年、 亚洲 “四小龙” 高速增长持续 ２０ 余年 (韩国为 ３１ 年)ꎬ 但均无法同中

国持续 ４０年的高速增长相比ꎮ 从 “经济奇迹” 期间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来看ꎬ 中国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９ ６％ꎬ 高于西德的 ８ ３％、 日本的 ８ ９％和亚洲 “四小龙” 的 ８ ８％—９ ６％ (与韩

国 ９ ６％的水平相当)ꎮ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ꎬ 一个国家连续 ５ 年 ＧＤＰ 增速超过 １０％的记录可能只

有 ３次ꎬ 后 ２次均发生在中国ꎬ 分别是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以及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ꎮ④ 总之ꎬ 相比西德、 日本

和亚洲 “四小龙” 的 “经济奇迹”ꎬ 中国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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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史上更大的奇迹ꎬ 是更惊人、 更伟大的 “经济奇迹”ꎮ
除了长时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ꎬ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其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 ＧＤＰ 总量排名世界第 ２ꎬ 达到美国 ＧＤＰ 总量的 ６３ １％ꎬ 占世界 ＧＤＰ 总量的 １５ ２％ꎬ 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ꎮ① ２０１７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３４％ꎮ②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５６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８８２６美元ꎬ 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ꎬ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

列ꎬ 人均国民收入是美国的 １４ ９％ꎬ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８２ ４％ꎮ③ 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９９００美元ꎬ 距离 “破万” 仅一步之遥ꎬ 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速推测ꎬ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 ２０２３ 年

左右将超过高收入国家最低标准的 １２ ２３５ 美元ꎬ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

２９ ３％ꎬ 达到了联合国划分的 ２０％—３０％的富足标准ꎮ④
从贫困发生率来看ꎬ 如果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 ２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的收入统

计ꎬ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９７ ５％降低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１％ꎮ⑤ 其中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农

村贫困人口从 ９８９９万减少到 ３０４６万ꎬ 中国政府共帮助 ６８００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ꎮ⑥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开始实施的 “十三五” 规划目标ꎬ 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脱贫ꎬ 贫困县全部摘

帽ꎬ 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ꎬ 城镇人口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

的 １７ ９％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５８ ５％ꎮ⑦ 此外ꎬ 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升ꎬ 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６５ ９
岁上升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７６ ７岁ꎮ⑧

总之ꎬ 自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经济保持了 ４０年的持续高速增长ꎬ 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ꎬ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ꎬ 创造了发展中大国罕见的 “增长奇迹”ꎮ
(２) 高速增长的问题和缺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是高投入、 高消耗、 外延扩大、 数量扩张、 以量取胜的增长ꎬ 虽然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ꎬ 但也存在突出的问题和缺陷: 消耗大量资源ꎬ 严重污染环境ꎬ 一般产能过

剩、 高端产能不足ꎬ 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低端ꎬ 城乡差距扩大、 地区发展不平衡、 财产和收入差距扩

大ꎬ 经济增长动力减弱ꎬ 经济效益不高、 发展不可持续ꎮ
从能源产出率来看ꎬ 以 ＧＤＰ 单位能源消耗⑨ 指标为例ꎬ １９９０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单位能源消耗为

２ ０ꎬ 是当年世界平均水平 ５ ６的 ３５ ８％ꎻ ２０１４年中国的 ＧＤＰ 单位能源消耗为 ５ ７ꎬ 是当年世界平均

水平 ７ ９的 ７２ ２％ꎮ 可见ꎬ 虽然中国的 ＧＤＰ 单位能源消耗不断提高ꎬ 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存

在不小的差距ꎬ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ꎮ
从污染排放来看ꎬ 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标为例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 ９２３２ ６ 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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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ꎬ 经作者测算求得ꎮ
杨曦、 李栋: «２０１７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３４％左右»ꎬ 人民网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４１３ /

ｃ１００４－２９９２３３４０ ｈｔｍｌ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ꎬ 经作者测算求得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ꎬ 人均国

民收入不足 １００５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ꎬ １００６—３９５５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ꎬ ３９５６—１２ ２３５ 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ꎬ 超过 １２ ２３５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ꎮ 恩格尔系数大于 ６０％为贫穷ꎻ ５０％—６０％为温饱ꎻ ４０％—５０％为小康ꎻ ３０％—４０％属于相

对富裕ꎻ ２０％—３０％为富足ꎻ ２０％以下为极其富裕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ꎬ 经作者测算求得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ꎮ
ＧＤＰ 单位能源消耗是指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产生的 ＧＤＰ 美元数 (按 ２０１１ 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计算)ꎬ 单位是

２０１１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 /千克石油当量ꎬ 数值越大ꎬ 每千克石油当量的消耗生产的 ＧＤＰ 越多ꎮ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ꎮ



吨ꎬ 排名世界第 １ꎬ 是排名第 ２的美国的 １ ８倍ꎬ 是排名第 ３ 的印度的 ３ ９ 倍ꎬ① 甚至有外国科学家

指出ꎬ 中国燃煤致使 ２０１７年全球碳排放量激增 ２％ꎮ② 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标来看ꎬ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了 ３ ９ 倍ꎬ 但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提高 １５ ２％ꎻ ２０１４ 年中国

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５倍ꎬ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ꎮ③ 有关研究表明ꎬ 从 “十三

五” 到 ２０３０年ꎬ 中国主要污染物要在 ２０１５年总量水平上减排 ６０％以上ꎬ 才能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性

改善ꎮ④

从制造业的结构和水平来看ꎬ 尽管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ꎬ 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ꎬ 但

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存在大而不强的特点ꎬ 在关键装备、 核心技术、 高端产品、 关键材料、 高端芯片、
高档数控机床、 高端装备仪器、 运载火箭、 大飞机、 航空发动机等领域依然严重依赖进口ꎮ 中国制造

的产品存在附加值不高、 可靠性不足、 实用性不强等问题ꎬ “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 等现象也时有

发生ꎮ 根据 «２０１５年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公报» 的数据ꎬ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虽然逐年提

高ꎬ 部分行业产品质量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ꎬ 但家具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以及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业等行业依然属于欠竞争力行业ꎮ «关于公

布 ２０１７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状况的公告» 显示ꎬ ２０１７年中国 １６４ 种 １９ １２４ 家企业生产的２０ １９２
批次产品中ꎬ 抽查合格率为 ９１ ５％ꎬ 这意味着每 １００件产品中ꎬ 有 ８ ５件不合格产品ꎬ 其中ꎬ 与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具消毒柜、 空气净化器、 净水器、 电磁灶等产品的抽查合格率不到 ８０％ꎮ⑤

从产业价值链来看ꎬ 中国制造业的整体产出效率偏低ꎬ 许多制造业企业研发设计能力有限ꎬ 营销

渠道和品牌建设滞后ꎬ 仍然以 “代工” 为主ꎬ 自主品牌较少ꎮ 学者通常以 ＧＶＣ 地位指数来衡量制造

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ꎬ 王涛等的研究表明ꎬ ２０１１ 年中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为－０ ０２０１ꎬ
远低于日本的 ０ １７９５、 美国的 ０ １１８３ꎬ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ꎬ 依然处于中下游水

平ꎮ⑥

城乡发展差距在 ２０１３年以前一直呈现扩大趋势ꎮ 以城乡居民收入为例ꎬ １９７８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２ ５７倍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这一数值均在 ３ １１以上ꎬ 最高峰达到

了 ３ ３３ꎬ ２０１３年之后ꎬ 这一比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ꎬ 但仍然高达 ２ ７１ꎬ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偏

大ꎮ⑦ 此外ꎬ 在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 基础设施等方面ꎬ 农村与城市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ꎬ 阶

层固化的风险正在增大ꎮ
区域发展不平衡ꎬ 差距较大ꎮ 在整体上ꎬ 目前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落后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东部地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部地区的 １ ５ 倍ꎬ 是西部地区的 １ ７ 倍ꎬ 是东北地区的

１ ４倍ꎻ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 ３ ８倍ꎮ⑧

从居民收入差距来看ꎬ 根据 «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 的数据ꎬ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中国的基尼系

数一直在 ０ ４６以上ꎬ 远超国际公认的 ０ ４的警戒线水平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更是

达到了 ０ ４９以上ꎬ 收入差距接近悬殊级别ꎬ 属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ꎮ 从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出ꎬ
自 ２００９年以来ꎬ 中国的收入分配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ꎬ 但总体来说ꎬ 在收入分配领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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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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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数据来源: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ꎮ
«外国科学家: 中国燃煤致使 ２０１７年全球碳排放量激增 ２％»ꎬ 网易科技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ｂｅｔａ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６７００８３ ｈｔｍ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ꎬ 经作者测算求得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编: «迈向高质量发展: 战略与对策»ꎬ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２５２页ꎮ
«２０１７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 １６４种合格率为 ９１ ５％»ꎬ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ｑｓｉｑ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１３３８６/ ｚｘｘｘｇｋ / ２０１８０２/ ｔ２０１８０２１３＿ ５１２９８２ ｈｔｍꎮ
王涛、 赵晶、 姜伟: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ꎬ «科技管理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１９期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ꎬ 经作者测算求得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ꎬ 经作者测算求得ꎮ



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ꎬ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基尼系数甚至有上升的趋势 (从 ０ ４６２ 上升到 ０ ４６５、
０ ４６７)ꎮ① 居民收入差距大ꎬ 会扩大消费需求差距: 高收入群体追求高质量的消费品ꎬ 但目前国内产

品质量还无法很好地满足这类需求ꎻ 中低收入群体虽然存在较高的基本品消费需求ꎬ 但购买力有限ꎮ
从资本投入产出来看ꎬ ２０１６年中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的 ２５ ３％ꎬ 制造业产出占 ＧＤＰ 的

２８ ８％ꎬ 投入产出基本相当ꎻ 美国制造业投资仅占 ＧＤＰ 的 ２ ９％ꎬ 创造的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１２％ꎮ② 中国制造业的资本投入产出比远低于美国ꎮ
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用于衡量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益

水平ꎮ 根据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９ ０ ③ 的数据ꎬ 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恒等于 １ 为基准ꎬ 中国自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ꎬ 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上不断提升ꎬ 但仍然显著低于美国、 日本、 韩国

等发达国家ꎮ 以 ２０１４ 年为例ꎬ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 ０ ４３ꎬ 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

０ ７１ꎬ 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 ０ ６２ (见图 ５)ꎮ

　 　 　 图 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

数据来源: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９ ０ꎮ

二、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自从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来ꎬ 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ꎬ 但对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和外延出现了不同的解读:
李伟认为ꎬ 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的供给、 高质量的需求、 高质量的配置、 高质量的投入产出、

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ꎮ④ 任保平和李禹墨认为ꎬ 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 改革开放的高质量、 城乡发展的高质量、 生态环境的高质量以及人民生活的高质量ꎮ⑤ 张帆认

２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高质量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基尼系数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住户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来源于宁吉喆: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ꎬ «求是»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ꎮ
黄汉权: «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ꎬ 经济日报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ｚｘｇｊｚｈ / ２０１７１１ / ０７ / ｔ２０１７１１０７ ＿

２６７８９９７８ ｓｈｔｍｌꎮ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９ ０ (ＰＷＴ ９ ０) 即佩恩世界表 ９ ０数据库ꎬ 是联合国的 ＩＣＰ (国际比较计划) 委托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国际比较中心编制的有关总量增长和发展的跨国分析标准数据集ꎬ 提供有关收入、 产出、 投入和生产率相对水平的信息ꎬ 涵盖

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 １８２个国家的数据ꎮ 现该数据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格罗宁根大学共同编制和维护ꎮ
李伟: «以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 »ꎬ «新经济导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ꎮ
任保平、 李禹墨: «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ꎬ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期ꎮ



为ꎬ 高质量发展是商品和服务质量普遍持续提高ꎬ 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ꎬ 是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 协调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共享的发展ꎮ① 张晓晶从三个层面界定了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 第一个层面包括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ꎻ 第二个层面包括以人民为

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ꎻ 第三个层面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加上高质量政府ꎮ② 师博认为ꎬ 结

合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ꎬ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概括为具有增速稳定和

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础ꎬ 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ꎬ 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ꎮ③ 王永昌和尹江燕认为ꎬ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

一动力、 协调成为内生特点、 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ꎮ④

王一鸣和陈昌盛认为ꎬ 高质量发展是满足高质量需求的发展ꎬ 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ꎬ 是可持续

的发展ꎮ⑤ 迟福林认为ꎬ 高质量发展包括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发展ꎮ⑥ 赵大全认为ꎬ 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是人尽其才ꎬ 物尽其用ꎬ 地尽其利ꎮ⑦ 安淑新认为ꎬ 应该从社会矛盾变化和新发展理念角

度、 宏中微观角度、 供求和投入产出角度、 问题角度全面分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ꎮ⑧ 田秋生认为ꎬ 高

质量发展是能够产生更大福利效应的发展ꎬ 是 ＧＤＰ 内涵更加丰富的发展ꎬ 是动力活力更强、 效率更

高的发展ꎬ 是更高水平、 层次、 形态的发展ꎬ 是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ꎮ⑨ 冯莉和曹霞认为ꎬ 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三点: 第一ꎬ 必须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ꎬ 调整经济结构ꎬ 转变经济发展目标ꎬ 推

动中国 “质” 造和中国 “智” 造ꎻ 第二ꎬ 让创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ꎻ 第三ꎬ 将高质量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于保障和改善民生ꎬ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ꎮ

笔者认为ꎬ 上述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和解读ꎬ 都有正确的一面ꎬ 但都不完整准确ꎬ 有的甚至

把高质量本身的特征和要求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针和路径混为一谈ꎬ 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容ꎬ 比

如把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质量、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 高质量政府等也看成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ꎬ 这种情况不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ꎬ 也就难以合理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ꎮ
高质量发展应该是描述发展状况而不是发展方式的概念ꎮ 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ꎬ 不能混淆ꎬ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相应的发展方式ꎬ 但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式本身并不就是高

质量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８年 ４月在视察湖北时指出: “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ꎬ 是经济发

展 ‘有没有’ 转向 ‘好不好’ꎮ” 这形象、 通俗、 准确地说明了高质量发展的实质ꎮ “有没有” 是数

量问题 (数量、 规模、 扩大、 速度)ꎬ 主要通过高速度增长解决ꎻ “好不好” 是质量问题ꎬ 主要通过

高质量发展解决ꎮ 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就是好的发展ꎬ 是协调、 平衡、 持续、 高效、 公平、 绿色的

发展ꎮ
笔者认为ꎬ 衡量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看五个方面的情况即 “四高一好”: 一是产品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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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 “高质量发展” 的思考: 内涵及发展路径»ꎬ «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１８年第 ２１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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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ꎮ 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性能好、 品种齐全、 经久耐用、 价格合理、 品质优良、 适销对路、 物美

价廉ꎬ 特别是不能质次价高、 假冒伪劣ꎻ 二是经济效益高ꎮ 投入和消耗少ꎬ 成本尽可能低ꎬ 产出尽可

能高ꎬ 收入更多更合理ꎬ 投入产出比、 劳动生产率、 资金利润率、 全要素生产率高ꎻ 三是社会效益

高ꎮ 养老、 医疗、 卫生、 教育、 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完善ꎬ 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良好均等ꎬ 财

产和收入差距较小ꎬ 发展成果共享ꎬ 不断走向共同富裕ꎬ 社会治安状况良好ꎬ 犯罪率低ꎬ 能够实现社会

公平、 和谐、 稳定ꎻ 四是生态效益高ꎮ 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环境改善优化、 生态保持平衡ꎻ 五是经济发

展状态好ꎮ 产业结构、 地区结构、 城乡结构趋向合理优化ꎬ 地区、 城乡、 工农差别缩小以至消失ꎬ 进入

世界产业价值链上游ꎬ 供求、 积累 (投资) 与消费比例协调ꎬ 财政、 信贷、 进出口贸易、 国际收支基本

平衡ꎬ 基本实现充分就业ꎬ 物价基本稳定ꎬ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兼顾ꎬ 经济增长冷热适度ꎬ 速度合

理实在ꎬ 发展可持续ꎬ 基本没有严重的供给短缺和过剩、 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通货膨胀和紧缩、 虚拟经

济膨胀、 经济泡沫、 过多的财政、 贸易、 国际收支赤字或盈余等问题ꎮ

三、 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原因ꎬ 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ꎬ 而且高速

增长存在缺陷、 难以为继ꎬ 发展条件发生了变化ꎬ 发展方式和特征必然也要相应改变ꎮ
１ 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要求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 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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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人民的生活需要总是不断变化ꎬ 要求也会不断提高ꎬ 老问题解决了ꎬ 又

会出现新问题ꎮ 中国现在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ꎬ 总体上实现了小康ꎬ 不久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ꎬ 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ꎬ 因此ꎬ 无论是生活需要的商品种类结构还是水平质

量ꎬ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ꎮ①

在需求结构上ꎬ 人民的生活需要日益广泛ꎬ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ꎬ 而且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ꎻ 在生活水平质量要求上ꎬ 由较低水平的衣食

无忧转向高水平、 高质量的美好生活ꎮ “有没有” 的问题解决了ꎬ “好不好” 的问题又出来了ꎻ 数量

问题解决了ꎬ 质量问题又出来了 (生活、 环境质量)ꎻ 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ꎬ 人们又要求吃好 (营
养、 可口、 安全)ꎻ 穿不暖的问题解决了ꎬ 人们又要求穿好 (舒适、 美观、 新奇、 漂亮)ꎻ 吃穿的问

题解决了ꎬ 人们又要求解决住用行的问题ꎻ 物质生活的问题解决了ꎬ 人们又要求解决精神生活、 生存

环境、 安全保障问题 (教育、 文化娱乐、 医疗卫生、 旅游)ꎻ 经济上的问题解决了ꎬ 人们又要求解决

政治问题 (政治平等、 民主权利、 公平正义)ꎮ 仅靠高速增长解决不了这些问题ꎬ 必须主要依靠高质

量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生产落后的情况虽然已经根本改变ꎬ 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ꎬ 社会生产能力

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ꎬ 基本上解决了 “有没有” 的问题ꎬ 但发展还不平衡、 不充分ꎮ 发展不平

衡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不合理ꎬ 无效供给太多、 产能过剩、 库存积压ꎬ 有效供给不足、 高科技产品

和技术以及高端消费品仍然短缺ꎬ 不少依赖进口ꎬ 受制于人ꎬ 可能被 “卡脖子”ꎬ 收入差距和城乡差

距、 区域发展差距较大ꎻ 发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现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不高ꎬ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ꎬ
就业、 住房、 医疗、 养老、 教育、 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ꎮ

由于发展不平衡ꎬ 还不能适应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要求ꎻ 由于发展不充分ꎬ 还不能很好

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ꎮ 要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 就必须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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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８日ꎮ



的状况ꎮ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虽然还包含有发展的数量问题、 速度问题ꎬ 但主要是发展的质量问题ꎮ 高速

增长解决不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ꎬ 必须主要依靠高质量发展ꎮ 所以说ꎬ 要有效解决新时代的社会

主要矛盾ꎬ 做到平衡充分的发展ꎬ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ꎬ 必须首先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２ 高速增长的重大缺陷和发展条件的改变使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如上所述ꎬ 必须弥补高速增长的重大缺陷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为了有效解决中国面临的

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ꎬ 要求高质量发展ꎬ 而且由于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 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

上升、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出口增加困难、 高精尖的技术难以引进等

不利因素的存在ꎬ 使原来的高消耗、 高污染、 低质量、 低效益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ꎬ 新技术革命和新

产业革命方兴未艾、 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资本相对充足等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ꎬ 中

国必须抓住机遇ꎬ 转变发展方式ꎬ 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ꎬ 推进高质量发展ꎮ
总而言之ꎬ 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ꎬ 已经不是做大 “蛋糕”ꎬ 而是做好、 分好

“蛋糕”ꎮ

四、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途径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发展的优良状态ꎬ 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主要条件是: 高素质的劳动力、
高水平的科技、 优化的经济结构、 科学的发展方式、 现代化的组织管理、 合理的制度和政策ꎬ 所以ꎬ
中国必须 “多管齐下”ꎬ 全面深化改革ꎬ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 调整优化

经济结构ꎮ 具体来说: 必须转变发展理念ꎬ 认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和创新、 协调、
开放、 绿色、 共享的发展新理念ꎻ 全面深化改革ꎬ 完善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ꎬ 着力构建

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 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ꎬ 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ꎬ 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ꎻ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ꎬ 清除导致经济结构不优的制度障碍ꎬ 真正调整优

化经济结构ꎬ 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上游ꎬ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ꎻ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ꎬ 转换增长动力ꎬ 由主要依靠投资、 出口推动经

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创新、 消费推动经济发展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 由以粗放、 外延为主转向集约、
内涵为主ꎻ 加大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力度ꎬ 真正实现绿色发展ꎻ 必须特别重视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

业ꎬ 调整优化教育结构ꎬ 提高教育质量ꎬ 增强全民族的素质和能力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ꎬ 人力资

源是第一资源ꎬ 科技进步靠人才和制度ꎬ 高质量发展要靠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实现ꎬ 人才靠教育培养ꎻ
形成激励机制ꎬ 保护知识产权ꎬ 加快推进科技进步ꎬ 重点是依靠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ꎬ 特别是要组织

科技攻关、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ꎬ 把大国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ꎻ 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

分配制度ꎬ 缩小财产和收入分配差距ꎬ 扩大广大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需求ꎬ 共享发展成果ꎬ 增强高质

量发展的持久动力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ꎬ 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和城乡差别较大的局面ꎬ 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ꎬ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ꎬ 创新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ꎬ 合理实行农地流转和适度

规模经营ꎬ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ꎻ 实施区域协调战略ꎬ 改变地区、 城乡差别较大的局面ꎬ 加强西部大开

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ꎬ 合理有效推进中部地区崛起、 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ꎻ 坚持进一步扩大和改进对外开放ꎬ 充分有效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ꎬ 引进、 消化、 吸收国

外先进科技、 设备和管理方法ꎬ 但不能不计得失、 不顾后果、 被迫被动开放ꎬ 必须自主平等、 积极稳

妥、 互利共赢开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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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

叶初升　 方林肖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经济学界关于资源再配置的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实证结果ꎮ
为避免实际经济增长率视角的偏误ꎬ 文章从潜在经济增长率视角出发ꎬ 将改善资源配置、 调整产业结构等

衡量结构变迁的相关变量纳入增长核算模型ꎬ 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增长效应作出实证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ꎬ 实际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减速密切相关ꎮ 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明显改善了资源错配ꎬ 缓解了要素扭曲程度ꎬ 使资本产出弹性大幅上升ꎬ 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潜

能ꎮ 文章预测ꎬ 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顺利实施下去ꎬ 中国中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 ６ ５％—７ ０％ꎬ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ꎬ 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缓慢回落至 ４％ꎮ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ꎻ 潜在经济增长率ꎻ 实际经济增长率ꎻ 结构变迁ꎻ 资源错配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０９６－１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ꎬ 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 ９ ９７％ꎬ 然而ꎬ 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

矛盾ꎮ 进入新常态后ꎬ 经济发展的要素、 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改变ꎬ 经济增长减速、 经济结构失衡的

问题日益凸显ꎬ 以往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ꎮ 中国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旨在通过

制度变迁推动经济结构变迁ꎬ 以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均衡发展ꎮ
经济结构变迁是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和配置的过程ꎬ 这种资源再配置会影响一个经济体

的潜在生产能力ꎬ 即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许多研究表明ꎬ 由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较大的生产率

差异ꎬ 当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时ꎬ 结构变迁会促进总生产率的提高ꎮ① Ｔｉｍｍｅｒ等把

这种积极作用称为 “结构红利”ꎮ② 但是ꎬ 并非所有结构变迁都能促进经济增长ꎮ 也有实证研究发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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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迁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或效应很小ꎮ① Ｂａｕｍｏｌ 认为ꎬ 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ꎬ
名义工资的上升使服务业生产成本提高ꎬ 若经济均衡发展ꎬ 则劳动力将会向服务业转移ꎬ 整体经济增

长率将下降ꎬ 即资源向服务业转移的结构变迁会阻碍经济增长ꎬ 这被称为 “鲍莫尔成本病” 假说ꎮ②

Ｆｕｃｈｓ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ꎮ③ 可见ꎬ 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到底是存在 “结构红利”ꎬ 还是会患

上 “鲍莫尔成本病”ꎬ 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ꎮ
从现有文献可知ꎬ 结构变迁既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ꎬ 也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ꎬ 具体结果取决于结构

变迁过程中资源转移的方向ꎮ 那么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问题值

得我们深究ꎮ
本文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ꎮ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

涵ꎬ 即以资源再配置为标志的经济结构变迁内生化于生产函数ꎬ 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对中国经济

增长潜力产生怎样的影响ꎮ

一、 文献述评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后全球性经济增长乏力的态势ꎬ 结构性改革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作为与财政

政策、 货币政策并称的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之一ꎬ 受到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学界的关注ꎮ 根据结构性

改革发生的领域不同ꎬ 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ꎬ 即通过影响社会大众的信心和未

来收入预期影响需求ꎻ④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即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充分发挥市场功能ꎬ 影响生

产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企业重建ꎬ 促进要素流动ꎬ 提升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ꎬ 进而提高潜在

经济增长率ꎮ⑤ 根据研究目的ꎬ 本文着重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ꎬ 即经济结构

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ꎬ 许多学者认为ꎬ 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结构升级有利于

经济增长ꎮ⑥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ꎬ 其持续性与稳定性影响着经济增

长的整体质量ꎮ⑦ 干春晖等指出ꎬ 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ꎬ 前者加剧了经济

波动ꎬ 而后者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ꎮ⑧ 但是ꎬ 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并不能始终保持高效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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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ꎬ 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ꎬ 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却随市

场化程度的推进而减弱ꎮ① 与此同时ꎬ 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大量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ꎬ 由

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ꎬ 进而出现 “结构性减速” 的问题ꎮ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等的研究发现ꎬ
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先增后减的现象ꎮ② 关于要素投入

结构和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ꎬ Ｋｒｕｇｍａｎ认为东亚经济的崛起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ꎬ 而全要

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很小ꎮ③ 长期以来ꎬ 中国过度依赖劳动力、 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拉

动经济增速ꎬ 而高级要素投入的占比很少ꎮ④ 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８０％左右ꎬ 而全要素生产

率的贡献相对较低ꎬ⑤ 王小鲁指出ꎬ 制度变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ꎮ⑥ 资源错

配是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缺口的重要原因ꎬ⑦ 不仅影响经济的短期产出水平ꎬ 还影响经济长

期产出的组合方式ꎮ⑧ 因此ꎬ 改善资源错配是生产率增长的来源ꎮ 但是ꎬ 中国经济部门内部以及部门

之间的要素配置不合理与扭曲造成要素配置效应较小ꎬ⑨ 如果能够有效消除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问

题ꎬ 则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有望得到提高ꎮ

除了结构变迁ꎬ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也存在深远影响ꎮ 通常认为ꎬ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贡

献因素ꎬ 好的制度有助于提高效率ꎬ 并推动经济加速增长ꎮ 与此同时ꎬ 经济增长也会推动经济体

制转型ꎬ 进而提高一国的制度质量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制度环境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

为显著ꎮ 王军认为ꎬ 中国应当坚持稳健化、 规则化的制度改革ꎬ 推进市场化改革ꎬ 划清政府与市场

的界限ꎮ 事实上ꎬ 制度变迁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促进作用ꎬ 也会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投入与

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ꎮ

总体而言ꎬ 学者们对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都基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视角ꎮ 实际上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的不是即期实际增长率ꎬ 而是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实际经济增长率主要

取决于由需求引致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投入量ꎬ 而这一投入量并不完全由供给侧决定ꎬ 因此ꎬ 从实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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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视角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是有偏误的ꎮ
潜在经济增长率侧重强调 “长期” 和 “ (可能的) 理想状态”ꎬ 通常是由制度、 经济结构、 资源

配置等因素共同决定的ꎬ 而实际经济增长率则侧重强调 “短期” 和 “现实状态”ꎬ 主要是由需求引致

的生产要素实际投入量决定的ꎮ 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ꎬ 经济往往处于过热的状

态ꎮ 此时的经济高增速很可能是依靠大量投资拉动的ꎬ 其后果是进一步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失衡ꎮ 因

此ꎬ 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有政策指导意义ꎮ 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ꎬ 我们将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为 “经济结构实现合意变迁 (如改善资源错配、
优化产业结构等) 的条件下ꎬ 经济所能达到的长期最优增长率水平”ꎬ 其本质是理想状态下的产出水

平ꎬ 是经济增长的可能空间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促进供需的有效匹配、 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产业

结构、 改革现有制度等ꎬ 其顺利实施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ꎮ
现有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方法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时间序列分析方法ꎬ 例如卡尔

曼滤波和 ＨＰ 滤波ꎮ 这类方法通常将时间序列数据分解成两个部分ꎬ 即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ꎬ 从实际

经济增速中将趋势成分抽离出来ꎬ 便可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ꎮ① 但是ꎬ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缺乏理论分

析基础ꎬ 且对数据起点和终点的选择较敏感ꎮ 第二类是菲利普斯曲线法或奥肯定律法ꎬ 即从失业率与

通货膨胀的角度来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ꎮ② 第三类是生产函数法ꎬ 主要从供给角度考虑潜在经济增长

率ꎬ 其过程比较复杂ꎮ 国内学者大多依据不同的研究重点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扩展ꎮ 根据研

究目的ꎬ 本文选择生产函数法来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便于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ꎮ

二、 理论分析与方法

　 　 为了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ꎬ 本文将以资源再配置为标志的经济结构变

迁内生化于生产函数ꎬ 把体现结构变迁的相关变量纳入增长核算模型ꎮ 一是加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的

要素扭曲系数ꎬ 以考察要素配置状况及其变化对产出的影响ꎻ 二是加入随时间变化的资本产出弹性ꎬ
以考察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ꎮ 由于没有衡量资源错配的直接数据ꎬ 本文通过测算要素扭曲

系数的方法扩展增长核算模型ꎮ
１ 增长模型与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传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体现结构变迁的相关变量ꎬ 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Ｙｔ ＝ Ａｔ Ｋ ｔ

αｔθｔ Ｌβｔδｔ
ｔ (１)

其中ꎬ Ｙｔ 为 ｔ期经济体的总产出ꎬ Ａｔ 为 ｔ期的全要素生产率ꎬ Ｋ ｔ 为 ｔ期的资本存量ꎬ Ｌｔ 为 ｔ期的劳动

力ꎬ θｔ ∈ ０ꎬ １[ ] 为资本扭曲系数ꎬ δｔ ∈ ０ꎬ １[ ] 为劳动力扭曲系数ꎮ αｔ 与 βｔ 分别为完备市场条件下

(即 θｔ ＝ δｔ ＝ １) 随时间变化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ꎮ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经济产出时发

现ꎬ 中国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ꎮ③ 本文沿用这一假定ꎬ 定义 αｔ θｔ ＋ βｔ δｔ ＝ １ꎮ
在 (１) 式中ꎬ 将衡量资本扭曲程度的 θｔ 放在资本 Ｋｔ 产出弹性的位置上ꎬ 将衡量劳动力扭曲程度的 δｔ

放在劳动力 Ｌｔ 产出弹性的位置上ꎮ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ꎬ 资本扭曲程度 θｔ 通过Ｋｔ 对产出产生影响ꎬ 劳动力扭

曲程度 δｔ 通过 Ｌｔ 对产出产生影响ꎮ 在完全市场情况下ꎬ 资本扭曲系数 θｔ ＝ １ꎬ 劳动力扭曲系数 δｔ ＝ １ꎬ 生

产函数将回到最简单的形式 Ｙｔ ＝ Ａｔ Ｋｔ
αｔ Ｌβｔ

ｔ ꎮ 然而ꎬ 现实经济通常是非完全状态的ꎬ 当 θｔ ≠ １时ꎬ 资本对

产出的贡献被抵减ꎻ 当 δｔ ≠ １时ꎬ 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被抵减ꎮ

９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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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资本 Ｋ ｔ 为: Ｋ ｔ ＝∑
３

ｉ ＝ １
Ｋ ｉｔ ＝ Ｋ１ｔ ＋ Ｋ２ｔ ＋ Ｋ３ｔ ꎮ 其中ꎬ Ｋ１ｔ 、 Ｋ２ｔ 、 Ｋ３ｔ 分别为 ｔ期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

的资本存量ꎮ 本文借鉴栾大鹏等的方法ꎬ① 将完全市场下时变的资本产出弹性定义为:

αｔ ＝∑
３

ｉ ＝ １
ａｉ ｍｉｔ

其中ꎬ ａｉ 是完全市场条件下第 ｉ个行业的资本相对于总产出的产出弹性ꎬ ｍｉｔ 是第 ｉ个行业第 ｔ期资

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ꎮ
将 (１) 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力 Ｌｔ ꎬ 再取对数ꎬ 可得计量模型:

ｌｎ
Ｙｔ

Ｌｔ

＝ ｃ ＋ ａ１ ｍ１ｔ θｔ ｌｎ
Ｋ ｔ

Ｌ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α２ ｍ２ｔ θｔ ｌｎ

Ｋ ｔ

Ｌ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ａ３ ｍ３ｔ θｔ ｌｎ

Ｋ ｔ

Ｌ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ξｔ (２)

根据考察期内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存量、 劳动力人口、 要素扭曲系数和三次产业资本存量

占比的数据ꎬ 对 (２) 式进行回归估计ꎬ 得到 ａ１ 、 ａ２ 、 ａ３的值ꎬ 进而求出时变的 αｔ 和 βｔ ꎮ 然后ꎬ 结合

实际 ＧＤＰ 增速、 资本存量增速和劳动力增速ꎬ 便可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ｄＡｔ

Ａｔ

＝
ｄＹｔ

Ｙｔ

－ αｔ θｔ

ｄＫ ｔ

Ｋ ｔ

－ βｔ δｔ
ｄＬｔ

Ｌｔ

最后ꎬ 对资本存量、 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ＨＰ 滤波计算ꎬ 得到趋势

增长率
ｄ Ｋ ｔ

Ｋ ｔ
、
ｄ Ｌ ｔ

Ｌｔ
、
ｄ Ａ ｔ

Ａｔ
ꎬ 进而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

ｄ Ｙ ｔ

Ｙｔ

＝
ｄ Ａ ｔ

Ａｔ

＋ αｔ θｔ

ｄ Ｋ ｔ

Ｋ ｔ

＋ βｔ δｔ
ｄ Ｌ ｔ

Ｌｔ
(３)

２ 资源错配及其测度

资源错配通常是指经济体中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边际产出价值不等ꎮ 不管

是何原因引起的资源错配ꎬ 都可以看成经济结构的不均衡状态ꎮ 也就是说ꎬ 资源错配与经济结构的非

优状态正相关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调整经济结构、 减少或消除资源错配ꎬ 因此可以用资源错配的

改善程度来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经济结构的变迁ꎮ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ꎬ 暂时仅考虑整个宏观经济

体的资源错配情况ꎮ
本文借鉴 Ｈｓｉｅｈ和 ｋｌｅｎｏｗ对资源错配的定义ꎬ 以投入要素从价税的形式表示要素的扭曲程度ꎮ②

为此需要分别测算理想情况和现实情况下的要素回报率: 对于理想情况下的要素回报率ꎬ 利用简单形

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测算ꎻ 对于现实情况下的要素回报率ꎬ 采用白重恩、 张琼的方法测

算实际的资本回报率ꎬ③ 采用陈晓玲等的方法测算实际的劳动力回报率ꎮ④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ꎬ 各种投入要素能够在部门间自由流动以实现最佳配置ꎬ 进而使经济体的产业

结构和供求结构达到最佳状态ꎮ 因此ꎬ 测度理想情况下的要素回报率时ꎬ 无须将更多干扰因素纳入生

产函数ꎬ 只需要考虑最简单的形式即可:
Ｙｔ ＝ Ａｔ Ｋα

ｔ Ｌβ
ｔ (４)

其中ꎬ α 和 β 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ꎬ 均为常数ꎮ 此处同样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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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报酬不变ꎬ 即 α ＋ β ＝ １ꎮ
将 (４) 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力 Ｌｔ ꎬ 再取对数ꎬ 便可得到计量模型:

ｌｎ
Ｙｔ

Ｌｔ

＝ ｃ ＋ αｌｎ
Ｋ ｔ

Ｌｔ

＋ εｔ (５)

根据考察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据ꎬ 对 (５) 式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α 值ꎬ
进而计算出相应的 β 值ꎮ 在理想情况下ꎬ 各部门要素的边际报酬相等ꎬ 且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ꎬ 这也

是上述模型不区分部门的原因ꎮ 将理想情况下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分别记为 ｒ∗ 和 ｗ∗ ꎬ 则有

ｒ∗ｔ ＝ ＭＰＫ ＝ α Ａｔ Ｋα－１
ｔ Ｌβ

ｔ ＝
α Ｙｔ

Ｋ ｔ
ꎻ ｗ∗ｔ ＝ ＭＰＬ ＝ β Ａｔ Ｋα

ｔ Ｌβ－１
ｔ ＝

β Ｙｔ

Ｌｔ
ꎮ 根据 (５) 式回归得到的 α 值和 β 值ꎬ

便可求出理想情况下的要素回报率 ｒ∗ｔ 和 ｗ∗ｔ ꎮ 然后ꎬ 通过搜集和整理数据ꎬ 得到实际情况下的资本

回报率 ｒｔ 和劳动力回报率 ｗ ｔ ꎮ
将理想情况下和实际情况下要素回报率的关系分别表示为:
ｒｔ ＝ (１ ＋ τｔ) ｒ∗ｔ ꎻ ｗ ｔ ＝ (１ ＋ ɛｔ) ｗ∗ｔ
其中ꎬ τｔ 为资本扭曲税ꎬ ɛｔ 为劳动力扭曲税ꎮ 当 τｔ 和 ɛｔ 的值为正数时ꎬ 表明要素的实际回报率高

于理论值ꎻ 当 τｔ 和 ɛｔ 的值为负数时ꎬ 表明要素的实际回报率低于理论值ꎮ 在此基础上ꎬ 将资本扭曲

系数 θｔ 和劳动力扭曲系数 δｔ 定义为: θｔ ＝
１

１ ＋ τｔ
ꎻ δｔ ＝

１
１ ＋ ɛｔ

ꎮ 由于要素的扭曲方向可能为正ꎬ 也

可能为负ꎬ 所以在定义扭曲系数时对扭曲税取绝对值ꎮ 当 τｔ 和 ɛｔ 的值越大ꎬ θｔ 和 δｔ 的值越小ꎬ
表明现实经济中的资源错配情况越严重ꎬ 反之则反是ꎮ 在没有资源错配的最优情况下ꎬ 要素扭曲系数

θｔ 和 δｔ 均为 １ꎮ 对于任何 θｔ 和 δｔ 不为 １的情形ꎬ 都视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ꎬ 且 θｔ 和 δｔ 偏离 １的
程度越大ꎬ 资源错配的情况越严重ꎮ

三、 数据说明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资本存量、 劳动力和实际情况下的要素回报率ꎬ 考察

期间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ꎬ 各数据的统计方法如下: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 Ｙｔ ): 将 «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名义 ＧＤＰ 用以 １９７８年为基期 (１９７８＝ １００)

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ꎬ 得到历年的实际 ＧＤＰꎮ
劳动力 ( Ｌｔ ): 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中以 “就业人员” 为口径的数据表示ꎮ
资本存量 ( Ｋｔ ): 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资本存量ꎬ 即 Ｋｔ ＝ １ － τｔ( ) Ｋｔ －１ ＋ Ｉｔ / ｐｔ ꎮ 其中ꎬ Ｋｔ 为 ｔ期的

物质资本存量ꎬ τｔ 为 ｔ期的固定资产折旧率ꎬ Ｉｔ 为 ｔ期的固定资产名义投资额ꎬ ｐｔ 为 ｔ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ꎮ 初始的资本存量 (即 １９７８年) 以郭庆旺、 贾俊雪推算的 ３８３７亿元为准ꎮ① 对于固定资产折旧

率ꎬ 学者们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ꎬ 但多数取值约为 ５％②、 ５ ６％③ 和 ６％④ꎮ 除此之外ꎬ 部分学者认

为固定资产折旧率约为 １０％ꎬ 如 ９ ６％⑤、 １０ ９６％⑥ꎮ 方文全根据不同参数拟合的测算结果ꎬ 得到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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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ꎮ
王小鲁、 樊纲: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ꎻ 卜永祥、 靳炎: «中

国实际经济周期: 一个基本解释和理论扩展»ꎬ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２年第 ７期ꎮ
陈昌兵: «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 １２期ꎮ
Ｙｏｕｎｇ Ａｌｗｙｎꎬ “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１１１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２２０－１２６０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计算: １９５２—２０００»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 １０期ꎮ
单豪杰: «中国资本存量 Ｋ的再估算: 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期ꎮ



本折旧率均值为 ４ ３％ꎮ① 同时其指出ꎬ 如果固定资产年均折旧率高达 １０％ꎬ 则收入法 ＧＤＰ 核算下的固

定资产折旧无法弥补实际折旧ꎬ 从而导致资本存量逐年下降ꎮ 综合考虑上述研究成果ꎬ 本文将考察期内

的固定资产年折旧率统一设定为 ５％ꎮ 每年新增固定资产名义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 «中
国统计年鉴»ꎮ 由于 «中国统计年鉴» 只提供了以 １９９０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ꎬ 所以本文在

郭庆旺、 贾俊雪测算的以 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基础上ꎬ② 将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期的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至以 １９７８年为基期ꎬ 再根据永续盘存法得到历年的实际资本存量ꎮ
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 ( Ｋ１ｔ 、 Ｋ２ｔ 、 Ｋ３ｔ ): 对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测算类似于对总资本存量的测

算ꎮ 由于 «中国统计年鉴» 只统计了 １９９７年以来的三次产业固定资产名义投资额ꎬ 所以本文采用三

次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③ 乘以总资本存量ꎬ 作为 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ꎮ 这样处理的合

理性在于ꎬ 资本对中国经济总量产出的贡献比劳动力的贡献大ꎬ 而三次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该产业的资本存量占比ꎮ 对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年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ꎬ 本文在 １９９６ 年资本存

量的基础上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延续计算ꎬ 得到完整的三次产业资本存量及占比数据ꎮ
实际资本回报率 ( ｒｔ ): 本文借鉴白重恩、 张琼对资本回报率的估算方法测算历年的实际资本回

报率ꎬ 即 ｒｔ ＝
α( ｔ)

ＰＫ ｔ( ) Ｋ( ｔ) / ＰＹ ｔ( ) Ｙ( ｔ)
＋ ＰＫ ｔ( )

˙

－ ＰＹ ｔ( )

˙

[ ] － τ( ｔ) ꎮ④ 其中ꎬ ｒｔ 为 ｔ 期实际资本回报率ꎬ

α ｔ( ) 为 ｔ期总产出中支付给资本的份额ꎬ ＰＫ ｔ( ) Ｋ( ｔ) 为 ｔ期资本存量的名义值ꎬ ＰＹ ｔ( ) Ｙ( ｔ) 为 ｔ期国内

生产总值的名义值ꎬ ＰＫ ｔ( )

˙

为总资本在 ｔ期的价格变化率ꎬ ＰＹ ｔ( )

˙

为总产出在 ｔ期的价格变化率ꎬ τ( ｔ) 为

总资本在 ｔ期的折旧率ꎬ 此处仍采用 ５％的固定资产年折旧率ꎮ
实际劳动力回报率 ( ｗ ｔ ): 本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值表示

实际劳动力回报率ꎬ 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ꎮ 由于中经网数据库中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是名

义值ꎬ 并且只统计了以上年为基期 (上年＝ １００) 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指数ꎮ 所以ꎬ 本文采

用连乘的方法得到以 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指数ꎬ 并对名义值进行平减ꎬ 进而

得到实际的劳动力回报率ꎮ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ꎮ 整体上看ꎬ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均值存在较大差

异ꎬ 农业、 工业与服务业之比大约为 １ ∶ １０ ７６ ∶ １２ ８０ꎬ 这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相匹配ꎮ 实际

的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力回报率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ꎬ 前者的历年均值仅为后者的 ３６ ８８％ꎮ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内生产总值 ( Ｙｔ ꎬ 亿元) ４０ ３７ ８２９ ３６ ７９１ ３６７８ １２６ ９９２
劳动力 ( Ｌｔ ꎬ 万人) ４０ ６５ ２２４ １２ ５１０ ４０ １５２ ７７ ６４０
资本存量 ( Ｋｔ ꎬ 亿元) ４０ １３５ １１４ １９２ １８０ ３８３７ ７３５ ４８５
第一产业的资本存量 ( Ｋ１ｔ ꎬ 亿元) ４０ ５３７１ ５３９８ ３７６ ２３ １２２
第二产业的资本存量 ( Ｋ２ｔ ꎬ 亿元) ４０ ５７ ８０６ ７８ ７９７ １０３３ ２９７ ５２９
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 ( Ｋ３ｔ ꎬ 亿元) ４０ ６８ ７２３ １０７ ４４４ ９８９ ４１２ ２７６
实际的资本回报率 ( ｒｔ ) ４０ ０ ２９６３ ０ １６５６ ０ ０２３５ ０ ５６６８
实际的劳动力回报率 ( ｗｔ ) ４０ ０ ８０３３ ０ ９１６５ ０  ０５９ ８０ ３ １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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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全: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 ———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ꎬ «经济学 (季刊) » 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ꎮ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ꎮ
三次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是指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ꎬ 等于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量与 ＧＤＰ 增量之比ꎮ
白重恩、 张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ꎬ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年第 １０期ꎮ



四、 实证分析

　 　 为了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ꎬ 本文将考察期分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之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ꎮ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ꎬ 利用增长核算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ꎬ 推算出历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ꎬ 分

别测算历史趋势外推情形和实际情形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并分析两者的差异ꎮ 最后ꎬ 本文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顺利实施的假设前提下ꎬ 对 ２０１９—２０４９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ꎮ
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时ꎬ 需要先测度资本和劳动力的扭曲系数ꎮ 因此ꎬ
对 (５) 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ꎬ 得到资本产出弹性 α ＝ ０ ６８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然后ꎬ 根据资

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公式ꎬ 求出理想情况下的资本回报率 ｒ∗ｔ 和劳动力回报率 ｗ∗ｔ ꎮ 结合实际情况下的

资本回报率 ｒｔ 和劳动力回报率 ｗｔ ꎬ 便可以求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要素扭曲系数ꎬ 见图 １ꎮ 测算结

果表明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资本和劳动力的扭曲程度逐年恶化ꎬ 且资本扭曲程度远小于劳动力扭曲

程度ꎬ 表现为资本扭曲系数 θｔ 在 ０ ８左右上下波动ꎬ 而劳动力扭曲系数 δｔ 从 ０ ４９逐渐下降到 ０ １６ꎮ 但

是自 ２０１１年起ꎬ 资本扭曲系数出现连续下滑ꎬ ２０１５年仅为 ０ ５５ꎬ 比 ２０１１年恶化了 ３６％ꎮ

图 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要素扭曲系数

　 　 在对增长核算模型 (２) 式进行回归之前ꎬ 需要考虑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ꎮ 如果数据是非平稳

的ꎬ 则可能出现伪回归的现象ꎮ 本文使用 ＡＤＦ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过程ꎬ 结果见表 ２ꎮ 通常

通过 ３种 ＡＤＦ的检验方式ꎬ 即同时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仅包含常数项以及两项都不包括ꎮ 只要其

中有一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ꎬ 便可认为时间序列是平稳的ꎮ 结果显示ꎬ 增长核算模型中的

主要变量均是平稳时间序列ꎬ 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回归以得到可信的结果ꎮ

表 ２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检验方式 ＡＤＦ检验 检验结果

ｌｎ
Ｙｔ

Ｌｔ
(０ꎬ ０ꎬ ０)

－５ １４７
(１％ꎬ －２ ６４１)

平稳

ｍ１ｔ θｔ ｌｎ
Ｋｔ

Ｌ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Ｃꎬ Ｔꎬ ０)

－５ ５１８
(１％ꎬ －４ ２７０)

平稳

ｍ２ｔ θｔ ｌｎ
Ｋｔ

Ｌ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Ｃꎬ Ｔꎬ ０)

－５ ８１９
(１％ꎬ －４ ２７０)

平稳

ｍ３ｔ θｔ ｌｎ
Ｋｔ

Ｌ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Ｃꎬ Ｔꎬ ０)

－３ ３５７
(１０％ꎬ －３ ２１１)

平稳

　 　 说明: “检验方式” 括号中的值分别代表: 是否包含常数项、 是否包含趋势项、 滞后期数ꎻ “ＡＤＦ 检验” 括号中

的值分别代表: 显著性水平及其临界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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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时间序列数据ꎬ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 (２) 式进行回归ꎬ 结果如表 ３ 的

Ｐａｎｅｌ Ａ所示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 ａ１ 、 ａ２ 、 ａ３的值分别为 ０ ７２６、 ０ ７５２和 １ １１５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模型对产出的解释程度很高ꎬ 调整的可决系数为 ０ ９８４４ꎮ 从 Ｆ 值来看ꎬ 模型整体的显著性也很高ꎮ
但是ꎬ ＤＷ统计量仅为 １ １５ꎬ 远低于对应的临界值ꎮ 这意味着ꎬ 回归模型的随机扰动项相邻期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 违背了高斯—马尔科夫定理的无序列相关假定ꎬ 导致回归结果有偏ꎮ 为了消除随

机扰动项的自相关问题ꎬ 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下的科克伦—奥科特迭代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Ｏｒｃｕｔｔ) 对

(２) 式重新回归ꎬ 结果如表 ３的 Ｐａｎｅｌ Ｂ所示ꎮ
从 Ｐａｎｅｌ Ｂ的回归结果来看ꎬ ａ１ 、 ａ２ 、 ａ３ 的值分别为 ０ ７８２、 ０ ８０８和 １ ００４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ꎬ 这与 Ｐａｎｅｌ Ａ的回归结果差别不大ꎮ 这意味着在完全市场条件下ꎬ 相对于经济体的总产出而言ꎬ
农业的资本产出弹性为 ０ ７８２ꎬ 工业的资本产出弹性为 ０ ８０８ꎬ 服务业的资本产出弹性为 １ ００４ꎮ 这一

结果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符ꎬ 即服务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最大ꎬ 其次是工业ꎬ 最后是农业ꎮ 科克

伦—奥科特迭代法下的模型解释程度和整体显著性仍然很高ꎬ 且 ＤＷ统计量约为 １ ８８ꎬ 处于 (ｄｕ ꎬ ４－
ｄｕ ) 的区间内ꎬ 表明已经消除了扰动项的自相关问题ꎮ

表 ３　 模型 (２) 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ａｎｅｌ Ａ Ｐａｎｅｌ Ｂ

ｍ１ｔ θｔ ｌｎ
Ｋｔ

Ｌ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 ７２６∗∗∗

(０ １４３)
０ ７８２∗∗∗

(０ １５８)

ｍ２ｔ θｔ ｌｎ
Ｋｔ

Ｌ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 ７５２∗∗∗

(０ ０８２９)
０ ８０８∗∗∗

(０ ０９２７)

ｍ３ｔ θｔ ｌｎ
Ｋｔ

Ｌ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１１５∗∗∗

(０ １３３)
１ ００４∗∗∗

(０ １４８)

常数项
－０ ８１５∗∗∗

(０ ０２６６)
－０ ８０４∗∗∗

(０ ０３７７)
Ｒ２ ０ ９８５７ ０ ９５９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８４４ ０ ９５５５
Ｆ检验 ７７８ ５３ ２５８ ７３

ＤＷ统计量 １ １５４ ８６２ １ ８８３ ３７７

　 　 说明: 括号中是标准误ꎬ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ꎮ

根据 ａ１ 、 ａ２ 、 ａ３ 的值和三次产业资本存量占比 ｍｉｔ ꎬ 利用加权平均法求出 αｔ ꎬ 根据生产函数满足

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ꎬ 可求出时变的资本产出弹性 αｔ θｔ 和劳动力产出弹性 βｔ δｔ ꎬ 见图 ２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ꎬ 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为 ０ ６８ꎬ 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弹性为 ０ ３２ꎬ 这与前文测算要素扭曲系数时得

到的不变要素产出弹性保持一致ꎮ 时变的要素产出弹性整体上呈现趋势性特征ꎬ 即资本产出弹性越来

越小ꎬ 而劳动力产出弹性越来越大ꎬ 且这一趋势在 ２０１１年以后更加明显ꎮ 截至 ２０１５年ꎬ 资本产出弹

性与劳动力产出弹性基本持平ꎬ 分别为 ０ ４９９ ４７ 和 ０ ５００ ５３ꎬ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两者出现的首次

相交ꎮ
深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资本产出弹性大幅下滑的原因可以发现ꎬ 这与产能过剩加剧要素

配置结构扭曲密切相关ꎮ 资本存量的过度投资以及可变投入要素的过度使用是造成行业产能过剩的主

要原因ꎬ① 因此资本存量是决定产能水平的关键变量ꎮ Ｓａｒｋａｒ 认为信息对称性、 要素产出弹性与产能

过剩三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ꎬ 在信息不对称和要素产出弹性较低的情况下ꎬ 适度的产能过剩可能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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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择ꎮ① 李平、 娄峰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ꎬ 即当经济体进入严重产能过剩、 劳动力市

场出现转折后ꎬ 会出现资本产出弹性缓慢下降ꎬ 而劳动力产出弹性缓慢上升的趋势ꎮ② 由此可见ꎬ 资

本产出弹性与产能过剩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ꎮ 当整个经济体的产能过剩问题愈加严重时ꎬ 资本产

出弹性便呈现下降趋势ꎬ 反之则反是ꎮ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去产能之前ꎬ 中国的资本产出弹

性下滑便印证了这一点ꎮ

图 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要素产出弹性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去除过剩产能之前ꎬ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常年保持过快增长ꎮ 从历年

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ꎬ 一共经历了三轮大规模投资: 第一轮是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 年ꎬ 年均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为 ２５ ８２％ꎻ 第二轮是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ꎬ 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３２ ０５％ꎻ 第三轮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ꎬ 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２１ ０２％ꎮ 长期过快的投资增速导致钢铁、 煤炭、 水泥和房

地产等行业投资过热ꎬ 实际产能扩张的速度远大于有效需求扩张的速度ꎬ 进而出现产能过剩问题ꎮ 随

着无效产能的扩张ꎬ 支持产出创造的有效资本投资也大幅缩水ꎬ 导致单位资本在最终产出中的贡献力

度越来越小ꎬ 资本产出弹性呈现下降趋势ꎮ 因此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ꎬ 导致资本产出弹性下滑的

根源在于逐年恶化的产能过剩问题ꎮ
根据要素产出弹性ꎬ 结合实际 ＧＤＰ 增速、 资本存量增速和劳动力增速数据ꎬ 便可求出全要素生

产率 (ＴＦＰ) 增长率ꎬ 见图 ３ꎮ 整体来看ꎬ ＴＦＰ 增长率呈现阶段性特征ꎮ 首先ꎬ １９９２年以前 ＴＦＰ 增长

率变动幅度大ꎬ 波峰波谷切换明显ꎮ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 年 ＴＦＰ 增长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型特征ꎮ
２００８年以来 ＴＦＰ 增长率始终为负数ꎬ 且波动幅度较大ꎬ 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多重

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ꎮ

图 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 ＴＦＰ 增长率及产出增长率缺口

　 　 得出 ＴＦＰ 增长率之后ꎬ 便可利用 ＨＰ 滤波法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ＨＰ 滤波法常被用于分析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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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趋势ꎬ 其基本思想是将时间序列看作不同频率成分的叠加ꎬ 并分离出频率较高的成分 (短期波

动) 和频率较低的成分 (长期趋势)ꎮ 当一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经过 ＨＰ 滤波后ꎬ 得到的趋势序列

可视为该变量的潜在水平ꎮ 由于中国实际经济增速波动幅度较大ꎬ 如果直接对实际经济增速进行 ＨＰ
滤波ꎬ 则会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较大影响ꎮ 因此ꎬ 本文从供给端投入要素的角度来分析ꎬ 先对各投入要

素进行 ＨＰ 滤波ꎬ 得到各变量的趋势值ꎬ 进而根据 (３) 式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这样做有两个优点:
一是有助于平滑实际经济增速的剧烈波动ꎬ 二是以各投入要素变动推算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避免直接从

实际经济增长率滤波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时陷入自我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ꎮ
使用 ＨＰ 滤波之前要先确定平滑参数 λ 的取值ꎬ 不同的 λ值代表不同的滤波器ꎬ 进而决定了不同

的周期方式和平滑度ꎮ 对于年度时间序列数据ꎬ 学者们通常将 λ 的取值设定为 ４００、 １００ 或 ６ ２５ꎮ 由

于尚不存在统一定论ꎬ 所以本文同时报告这三种情形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见图 ４ꎮ

图 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从图 ４可以看到ꎬ 不同平滑参数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平滑程度不同ꎮ 其中ꎬ λ 值为 ４００ 和 １００ 时

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接近ꎬ 也相对平滑ꎮ 当 λ 值为 ６ ２５ 时ꎬ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ꎮ 观

察图 ４可以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较一致的波动趋势ꎮ １９９９ 年中国迈入中下收

入国家行列后ꎬ 经济增速稳步提高ꎬ 后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震荡下滑ꎮ 然而ꎬ 自 ２０１０ 年中国迈入中上

收入国家行列以来ꎬ 实际经济增速在一年回暖后便开始持续下滑ꎬ 三组平滑参数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几乎重合ꎬ 且整体呈现下滑趋势ꎮ 这一现象说明ꎬ 在中国现实经济状况下所蕴含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

开始减速ꎮ 与此同时ꎬ 近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ꎬ 其中隐含的传导机

制是资本产出弹性下滑引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ꎬ 进而导致实际经济增速放缓ꎮ
根据经济增速的阶段性变化ꎬ 分别计算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各投入要素的年均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缺口ꎬ 见表 ４ꎮ 结果显示ꎬ 不同阶段的资本存量增速远大

于劳动力增速ꎬ 且前者呈现递增趋势ꎬ 后者却逐年递减ꎮ 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产

出增长率缺口ꎬ 且这一缺口与 ＴＦＰ 增长率的表现相近ꎬ 见图 ３ꎮ 当 ＴＦＰ 增长率为负时ꎬ 产出增长率缺口

通常也为负ꎬ 即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反之则反是ꎮ 这意味着缩小产出增长率缺口的关

键在于提高 ＴＦＰ 增长率ꎬ 技术进步仍然是提高中国实际经济增速的核心途径ꎮ

表 ４　 要素年均增长率及产出增长率缺口

变量名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资本存量增长率 １４ １８％ １２ ０２％ １５ ４６％ １７ ３６％
劳动力增长率 ３ ９０％ １ ０８％ ０ ５８％ ０ ３５％
ＴＦＰ 增长率 －２ ４７％ １ ８２％ ０ ６９％ －２ ９０％

实际经济增长率 ９ ０９％ １０ ８４％ １０ ３８％ ７ ８７％
潜在经济增长率 ９ ４９％ １０ ３６％ ９ ９５％ ８ ４５％
产出增长率缺口 －０ ４０％ ０ ４９％ ０ ４３％ －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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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由于目前只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的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数据ꎬ 所以暂时不能通过控制相关变

量进行计量回归的方法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针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的潜在

经济增长率ꎬ 本文从两种情形进行对比分析: 一是如果没有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按照改革前的发

展趋势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ꎻ 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条件下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实

际所达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ꎻ 由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ꎬ 如资本扭曲程度加大、
要素产出弹性趋近一致、 多种滤波器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等ꎬ 所以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各变量的

实际值来推算历史趋势外推情形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对于实际情形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本文按照

前文的方法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各变量实际数据进行延续测算ꎬ 结果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变量
供给侧改革之前 历史趋势外推 实际情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均值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资本扭曲系数 ( θｔ ) ０ ７０６２ ０ ５４８５ ０ ４６９１ ０ ４００６ ０ ５６０３ ０ ７８６９

劳动力扭曲系数 ( δｔ ) ０ １７７４ ０ １５９８ ０ １３９６ ０ １２８１ ０ １６２８ ０ １６４７
第一产业占比 ( ｍ１ｔ )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３１４
第二产业占比 ( ｍ２ｔ ) ０ ４２５５ ０ ４１７１ ０ ４１５１ ０ ４１２１ ０ ４１１１ ０ ４０４５
第三产业占比 ( ｍ３ｔ ) ０ ５３５２ ０ ５４８１ ０ ５５３２ ０ ５５８３ ０ ５５４１ ０ ５６０６
资本产出弹性 ( αｔ θｔ ) ０ ６３９０ ０ ４９９５ ０ ４２８４ ０ ３６６８ ０ ５１１３ ０ ７１９４

劳动力产出弹性 ( βｔ δｔ ) ０ ３６１０ ０ ５００５ ０ ５７１６ ０ ６３３２ ０ ４８８７ ０ ２８０６

资本存量趋势增长率 (
ｄ Ｋ ｔ

Ｋｔ
) １７ ７２％ １６ ５８％ １６ ３７％ １６ ０１％ １４ ５４％ １３ １６％

劳动力趋势增长率 (
ｄ Ｌ ｔ

Ｌｔ
) ０ ３５％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０９％

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增长率

(
ｄ Ａ ｔ

Ａｔ
)

－２ ８６％ －２ ０７％ －０ ９９％ －０ ３４％ －１ ５３％ －１ ２９％

潜在经济增长率 (
ｄ Ｙ ｔ

Ｙｔ
) ８ ６２％ ６ ３７％ ６ １７％ ５ ６７％ ６ ００％ ８ ２１％

　 　 说明: 此处的平滑参数 λ＝ ６ ２５ꎮ

在历史趋势外推情形下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６ １７％和 ５ ６７％ꎬ 低于实际经

济增速 ６ ７２％和 ６ ８６％ꎮ 在实际情形下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６ ００％和 ８ ２１％ꎬ
前者低于实际经济增速ꎬ 而后者已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速ꎮ 由前文的分析发现ꎬ 中国实际经济增速放缓

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密切相关ꎮ 由于 ２０１６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尚未显现ꎬ 所以潜在经济增长

率并未提升ꎬ 但至 ２０１７年ꎬ 潜在经济增长率触底回升ꎬ 比前一年提高 ２ ２１个百分点ꎮ 与此同时ꎬ 实

际经济增速在连续 ６年下滑后轻微反弹ꎬ 较前一年提高 ０ １４ 个百分点ꎮ 由此可见ꎬ 如果没有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ꎬ 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现进一步下滑的趋势ꎮ 然而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提高

了经济的增长潜能ꎬ 并推动实际经济增速提升ꎮ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幅提升?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进行分析ꎬ 主

要原因在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实施的去除过剩产能和收紧投资增速ꎬ 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错配ꎬ 缓

解了要素扭曲程度ꎬ 加上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ꎬ 推动资本产出弹性提升ꎬ 进而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

提高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来ꎬ 企业部门的去产能力度很大ꎬ 固定资产投资也明显收紧ꎮ 一方

面ꎬ 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ꎬ 更多新增产能将是有效的ꎬ 加之高强度地去除积压的过剩产

能ꎬ 将推动资本产出弹性的大幅度提升ꎮ 另一方面ꎬ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也会使资本存量增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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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ꎮ 由于资本产出弹性上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作用ꎬ 而资本存量增速放缓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有

负向作用ꎬ 所以去产能与投资收紧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 ０ ５１ 和 ０ ７２ꎬ ２０１７ 年资本产出弹性的提升十分明显ꎮ ２０１６ 年

和 ２０１７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仅为 ７ ９１％和 ５ ７３％ꎬ 远低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的投资增速ꎮ 实

际上ꎬ 去产能导致的资本产出弹性提升程度非常大ꎬ 远超过资本存量增速放缓的程度ꎬ 最终对潜在经

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ꎮ 除了上述因素外ꎬ 服务业在经济体中占比的提高对资本产出弹性有正向影

响ꎬ 但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大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劳动力增速进一步下降至 ０ ０５％ꎬ 不利于潜在经济

增长率的提高ꎬ 但由于劳动力产出弹性大幅下滑ꎬ 与劳动力相关的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

很小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是否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呢? 针对这一问

题ꎬ 需要注意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别ꎬ 即前者是由要素投入量决定的ꎬ 而后者是由

制度、 经济结构、 资源配置等因素决定的ꎮ 事实上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发生了许多经济事件ꎬ 但并

不是所有事件都会影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例如ꎬ 雄安新区成立、 共享经济、 Ａ股蓝筹复兴、 营改增

等事件影响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率而非潜在经济增长率ꎮ 房地产市场调控、 国企混改、 深化土地改革、
中国制造崛起等事件会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ꎬ 因为这些事件调整了宏观经济的制度环境、 资源

配置和结构性问题ꎮ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涵盖面十分广泛ꎬ “三去一降一补” 涉及诸多领域ꎬ 所以

可以将这些事件归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所实施的举措ꎮ 例如ꎬ 针对房地产调控所实施的去库

存、 去杠杆ꎻ 国企混改将资源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进行重新分配ꎻ 深化土地改革提升了土地资

源流转的积极性ꎻ 中国制造推进供给端实现高质量发展等ꎮ 基于此ꎬ 便可以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潜在经

济增长率的变动归结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产生了显著作用ꎬ 若其能顺利实施ꎬ 那么 ２０１９—２０４９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呢? 在预测未来几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之前ꎬ 先要预测各个解释变量的未

来值ꎬ 因此作出以下假定: 第一ꎬ 考虑到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 ２％的水

平ꎬ 且中国经济转型后不再单纯地依靠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ꎬ 所以假设 ２０１９—２０４９ 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逐渐下降至 ２％ꎻ 第二ꎬ 由于当前中国生育率低下ꎬ 老龄化问题严重ꎬ 许多学者认为将来劳动

人口可能出现负增长ꎮ 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和女性生育保障的落实ꎬ 劳动力人口有望维持低位增长ꎬ
因此ꎬ 本文假设未来劳动力增速维持在改革前五年的平均水平ꎻ 第三ꎬ 假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继

续消除要素扭曲ꎬ 至 ２０４９年要素配置效率达到 ９ 成左右ꎬ 进而推算期间的要素扭曲系数ꎻ 第四ꎬ 假

设产业结构继续升级ꎬ 第一、 二产业的资本存量占比适当下降ꎬ 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占比适当上升ꎻ
第五ꎬ 假设 ＴＦＰ 增速由当前的负增长ꎬ 缓慢调整至金融危机前 ２％左右的平稳增长水平ꎮ 基于以上假

定ꎬ 便可预测 ２０１９—２０４９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ꎬ 见表 ６ꎮ
预测结果显示ꎬ 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顺利实施下去ꎬ 短期内经济增长潜力能够维持较高水

平ꎮ 其中ꎬ “十三五” 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值为 ６ ９％ꎬ “十四五” 期间为 ６ ４％ꎮ 长期来看ꎬ 潜在

经济增长率将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ꎬ 主要是受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ꎮ 按照十八大提出的 “两个一百

年” 的战略目标ꎬ 至 ２０４９年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 潜在经济增速将回落至 ４％左右ꎬ 逐

步与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持平ꎮ 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降比较缓慢ꎬ 因为资源配置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

调整会对其产生正向推动作用ꎮ 由此可见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应时之需ꎬ 更是维持经济长期稳

定增长的战略性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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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预测潜在经济增长率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值 年份 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值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６ ９％ ２０３６—２０４０年 ５ 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６ ４％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年 ４ ５％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 ６ ０％ ２０４６—２０４９年 ３ ９％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 ５ ６％ ２０１６—２０４９年 ５ ５％

结　 　 论

　 　 中国自 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旨在以一系列制度变迁推动经济结构变迁ꎬ 使经济

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 重新配置ꎬ 实现新常态下的均衡发展ꎬ 这种资源再配置过程肯定会影响经

济体的潜在生产能力ꎬ 从而影响潜在增长率ꎮ 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ꎬ 结构变迁是存在 “结构红利”
推动经济增长ꎬ 还是会患上 “鲍莫尔成本病” 抑制经济增长ꎬ 取决于结构变迁过程中资源转移的方

向ꎮ 为此ꎬ 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中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作出实证分析ꎮ
与现有的研究相比ꎬ 本文的创新或边际贡献在于:
其一ꎬ 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增长效应ꎬ 避免了实际经济增长率视角

的偏误ꎮ 近年来ꎬ 国内外一些学者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视角研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在我们

看来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制度变迁实现资源再配置、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供求有效匹配ꎬ 其影响

的不是即期的实际增长率ꎬ 而是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ꎻ 实际增长率并不完全由供给侧决定ꎬ 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由需求引致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投入量ꎮ 其二ꎬ 为了更好地刻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

涵ꎬ 我们将改善资源配置、 调整产业结构等衡量经济结构变迁的相关变量纳入增长核算模型ꎬ 一是反

映资源配置的要素扭曲系数ꎬ 二是反映产业结构时变的资本产出弹性ꎮ 通过改善资源错配和调整产业

结构ꎬ 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ꎬ 并分析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ꎮ 其三ꎬ 在

实证分析的基础上ꎬ 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ꎬ 对中国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增长效应作出评价ꎬ 从而间接地肯定了资源再配置的转移方向ꎮ
经济学界的实证研究认为ꎬ 资源再配置的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ꎬ 取决于

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资源转移流动的方向ꎮ 本文研究发现ꎬ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之前ꎬ 中国实际

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与经济体所蕴含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减速密切相关ꎮ 如果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中

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现继续下滑的趋势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错配ꎬ 缓解了

要素扭曲程度ꎬ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资本产出弹性大幅提升ꎬ 进而提高了经济的增长潜能ꎬ 抑制

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趋势ꎮ 根据预测ꎬ 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继续顺利实施ꎬ 中国经济的中

长期增长潜力将维持在较高水平ꎮ 因此ꎬ 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视角来看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

长具有正向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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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已多年低于目标替代率ꎬ 这与养老保障制度基于再分配功能减少

老年贫困的目标偏离ꎮ 城镇低收入职工是老年贫困多发者ꎬ 文章发现ꎬ 缴费工资低、 缴费负担重、 缴费年限

短及个人账户利率低几种因素并存是导致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偏低和陷入老年贫困的原因ꎮ 为提高低收入职工

的基本养老金水平ꎬ 可以调整现行缴费的个人账户记账利率、 缴费基数下限、 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的参数ꎬ
同时ꎬ 政府应在给付阶段加大对低收入者的倾斜力度ꎬ 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ꎬ 为老年群体提供多方来源

的养老金收入ꎬ 避免养老金来源单一引致的老年贫困ꎮ
关键词: 基本养老保险ꎻ 低收入职工ꎻ 基本养老金ꎻ 养老金替代率ꎻ 老年贫困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 ６ꎻ Ｃ９１３ 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１０－１０

　 　 近年来ꎬ 我国城镇老年贫困人口增长率远远超过老年人口增长率ꎬ 老年贫困人口占比逐年增加ꎬ①
这一现象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关注ꎮ 养老金收入是城镇老年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ꎮ② 老年贫困人口占

比上升显然与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过低有关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的数据

显示ꎬ 企业离退休参保职工的月基本养老金最低的不足 ２００ 元ꎬ 最高为 ８０００ 元ꎬ 而且养老金收入低

于 ２０００元的占比达 ４４ ３７％ꎮ 自 ２００５年起ꎬ 我国职工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一直位于 ５９ ２％的目标

替代率水平之下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平均替代率甚至不到 ５０％ꎬ 相当一部分参保者面临养老金收入不

足和老年贫困问题ꎮ③ 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体现为通过社会统筹账户实现收入再分配ꎬ 保障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ꎬ 避免陷入贫困ꎮ④ 因此ꎬ 有必要思考当前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是否与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

制度设计有关ꎮ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确定了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ꎬ 职工退休后的养

老金收入主要与在职期间的缴费工资和缴费年限以及个人账户利率相关ꎮ 基于此ꎬ 国内已有文献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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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方面研究部分参保者养老金水平过低的原因: 第一ꎬ 由于缴费基数下限设定不合理以及部分企

业缴费不合规等造成参保缴费工资不高ꎻ① 第二ꎬ 由于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设定偏低ꎬ 而且部分参保

者由于退休年龄早、 就业不稳定、 生育问题等导致参保缴费年限偏短ꎻ② 第三ꎬ 个人账户利率水平偏

低使职工养老金大幅缩水ꎮ③ 但是ꎬ 已有文献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因素的叠加效应ꎬ 在个人账

户利率水平不高的现实境况下ꎬ 部分弱势群体如低收入参保职工ꎬ 不仅缴费基数低ꎬ 缴费年限也偏

短ꎬ 使其本就不高的养老金跌入更低水平ꎬ 是真正的老年贫困多发者ꎮ
由于缺少不同收入职工的实际工资和缴费年限差异数据ꎬ 从不同收入职工视角研究低收入职工养

老金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试图分析低收入职工的参保缴费特征并厘清低收入职工养

老金过低的原因ꎬ 提出调整缴费机制参数的方案ꎮ

一、 低收入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和养老金需求分析

　 　 １ 相关概念界定

(１) 低收入职工

职工基本养老金与个体缴费挂钩ꎬ 为避免养老金水平过高或过低ꎬ 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设定了最高和最低的缴费基数边界ꎬ 上边界和下边界分别为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３ 倍

和 ０ ６倍ꎮ 根据缴费基数边界设定ꎬ 在基本养老保险研究中ꎬ 低收入职工通常被定义为收入水平位于

缴费基数下边界的参保者ꎮ 基于此ꎬ 本文认为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下ꎬ 低收入职工的养老保险缴

费基数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６０％ꎬ 月缴费指数为 ０ ６ꎮ 低收入职工的最低工资即各省 (市)
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ꎬ 以上海为例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２３００ 元ꎬ 社会平均工资为 ７１３２ 元ꎬ 最低工资占社会

平均工资的 ３２％ꎮ 因此ꎬ 可以界定低收入职工工资约占平均工资的 ３０％—６０％ꎮ
(２) 职工养老金替代率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分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ꎬ 职工退休时可从统筹账户领取基础养老金ꎬ 从

个人账户领取个账养老金ꎬ 基础养老金和个账养老金总称为基本养老金ꎮ
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指养老金与其他工资收入的比值ꎬ 是养老金水平高低的常用衡量指标ꎮ 由于评

价目标不同ꎬ 养老金替代率可分为平均替代率和个体替代率ꎮ 平均替代率用于比较离退休参保职工与

在职职工的收入差距ꎬ 衡量离退休参保者的相对养老金收入水平ꎬ 具体表示为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收

入与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ꎮ 个体替代率衡量参保职工退休前后的工资收入和养老金收

入差距ꎬ 是评价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实现 “消费平滑” 的重要指标ꎬ 可表示为养老金收入与职工退休

前一年工资的比值ꎮ 另外ꎬ 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也是常用评价指标ꎬ 是制度设计期望达到的理想个体替

代率水平ꎬ 根据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ꎬ 基本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 ５９ ２％ꎬ 统筹账户和个人

账户目标替代率分别为 ３５％和 ２４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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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现状

(１)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认为ꎬ 现行制度下低收入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过重ꎬ① 并从不同视角分

析适合低收入职工的缴费基数ꎮ 本文认为ꎬ 造成目前低收入职工缴费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下限未根据低收入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变化进行调整ꎮ 相比社会平均工资ꎬ 低收入职工的平

均工资增长较慢ꎬ 使低收入职工缴费负担变重ꎮ
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的历年微观数据ꎬ 本文整理并计算低收入职工在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１３年的年平均工资ꎮ 同时ꎬ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相应年份的上年度城镇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ꎬ 依照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６０％计算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ꎮ 在此数据基础上ꎬ 计

算低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占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ꎬ 并在 ２８％的缴费比例设定下ꎬ② 计算低收入职工

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额及养老保险实际缴费负担ꎮ 实际缴费负担为养老保险缴费额与低收入职工平均

工资的比值ꎬ 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１所示ꎮ
表 １　 低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及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负担

年份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
低收入职工平均工资 (元) ３００１ ４４４２ １１ ００７ １７ ４５２

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７４７９ １０ ８７０ ２４ ９３２ ４７ ５７４
低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占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 (％) ４０ １３ ４０ ８６ ４４ １５ ３６ ６８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元) ４４８７ ６５２２ １４ ９５９ ２８ ５４４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额 (元) １２５６ １８２６ ４１８９ ７９９２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负担 (％) ４１ ８６ ４１ １１ ３８ ０５ ４５ ８０

一方面ꎬ 低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占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在 ３５％—４５％之间ꎬ 而我国的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下限为职工平均工资的 ６０％ꎬ 低收入职工的缴费负担显然过重ꎻ 另一方面ꎬ 在 ２８％的缴费

比例设定下ꎬ 大部分参保职工的实际缴费负担应为 ２８％ꎬ 然而ꎬ 经计算ꎬ 低收入职工的实际养老保

险缴费负担为 ３８％—４６％ꎬ 远高于其他参保职工ꎮ 另外ꎬ 从整体来看ꎬ 低收入职工的缴费负担呈增加

趋势ꎬ 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１３年的实际缴费负担分别为 ４１ ８６％和 ４５ ８０％ꎮ
低收入职工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负担过重ꎬ 使参保企业或参保个体采取 “中断缴费” 的措施予

以应对ꎮ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４) » 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高达 １８ ８％的在职职工虽在

参保系统中ꎬ 却没有进行养老保险缴费ꎬ③ 而且这种 “中断缴费” 现象自 ２００９年起愈发严重ꎮ «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明确了从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１ 日起ꎬ 由税务部门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ꎬ 养老保险

领域诟病已久的企业逃费问题有望得到解决ꎬ 但是ꎬ 对于低收入参保者而言ꎬ 降低缴费负担才是处理

企业逃费问题的根本方法ꎮ
(２)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低收入职工的参保缴费年限与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 就业稳定性、 缴费负担相关ꎬ 在多种因素影

响下ꎬ 低收入参保者的缴费年限更易出现偏短现象ꎮ 第一ꎬ 与稳定就业者相比ꎬ 非稳定就业群体的工

资水平相对较低ꎬ 而且这种由于就业稳定性引致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ꎮ④ 低收入职工通常伴随着非

稳定就业ꎬ 就业稳定性越差ꎬ 缴费年限越短ꎮ 第二ꎬ 基于前文分析ꎬ 低收入职工具有较重的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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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负担ꎬ “中断缴费” 现象明显ꎬ 导致总体的参保缴费年限缩短ꎮ① 第三ꎬ 我国现行制度规定ꎬ 基

本养老金的领取资格为养老保险缴费最低满 １５年ꎬ 部分参保企业或职工认为养老保险缴费满 １５ 年即

可ꎬ 在达到养老金领取资格后便终止缴费ꎬ 使缴费年限进一步变短ꎮ②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５年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③ 分析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的缴费年限ꎮ 为比较不同收入职工的

缴费年限差异ꎬ 本文根据收入水平将样本个体进行五等分组ꎬ 如表 ２所示ꎮ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ꎬ 养老

保险缴费年限也随之增加ꎬ 不同收入阶层存在缴费年限差异ꎬ 最高收入者的缴费年限比中等收入和最

低收入者分别多 ３ ５３ 年和 ６ ６０ 年ꎮ 同时ꎬ 工资位于缴费基数下限的低收入职工平均缴费年限为

２７ ８７年ꎬ 因此ꎬ 本文界定低收入职工的缴费年限为 ２５—２８年ꎮ
另外ꎬ 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ꎬ ９４ ５８％的参保者认为参保缴费年限或者视同缴费年

限足够其从养老保险制度中领取养老金ꎮ 同时ꎬ 表 ２中的最低收入者参保缴费年限为 ２５ ４３ 年ꎬ 远高

于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的 １５年ꎬ 这充分说明我国现行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规定相对较低ꎮ
表 ２　 按收入五等分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收入组 最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 中高收入 最高收入 平均

缴费年限 (年) ２５ ４３ ２６ ７４ ２８ ５０ ３０ １７ ３２ ０３ ２８ ５７

总之ꎬ 从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现状来看ꎬ 低收入职工面临着缴费工资低、 缴费负担重

及缴费年限短的问题ꎬ 而且缴费负担过重加剧了缴费年限偏短现象ꎮ 基本养老金与参保缴费工资和缴

费年限挂钩ꎬ 缴费工资低ꎬ 在缴费年限偏短的现实情况下ꎬ 基本养老金收入将处于更低水平ꎮ
３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需求分析

根据前文对养老金替代率的界定ꎬ 本文从基本养老金的个体替代率和平均替代率两方面来分析低

收入职工的养老金需求程度ꎮ
(１) 基本养老金个体替代率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ꎬ 低收入职工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水平低ꎬ 为保障低收入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

活ꎬ 其养老金个体替代率应高于其他收入者ꎮ 从国际社会来看ꎬ ＯＥＣＤ 成员国 ２０１７ 年收入水平占平

均工资 ５０％的低收入职工的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为 ６４ ６％ꎬ 平均收入水平的职工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为

５２ ９％ꎮ④
需要说明的是ꎬ 已有文献在研究低收入者的养老金个体替代率时ꎬ 将低收入职工退休前工资视为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６０％ꎮ 由表 １可知ꎬ 低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为 ３５％—４５％ꎬ
虽然退休前工资水平相对较高ꎬ 但是ꎬ ６０％的平均工资占比相对高估了低收入职工收入ꎬ 低估了养老

金个体替代率ꎬ 实际中的低收入职工退休前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值为 ５０％左右ꎮ
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目标替代率水平为 ５９ ２％ꎬ 由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尚不完善ꎬ 与 ＯＥＣＤ 国

家相比ꎬ ５９ ２％的目标替代率较合理ꎬ 对于退休前个体工资占平均工资 ５０％的低收入职工而言ꎬ 达到

退休前工资 ５９ ２％的基本养老金需求程度较合理ꎮ
(２) 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

低收入职工由于工资收入水平低ꎬ 即使个体替代率达到较高标准ꎬ 也并不完全意味着不会陷入老

年贫困ꎮ 由表 ３ 可知ꎬ 在 ５９ ２％的目标替代率水平之下ꎬ 工资收入占平均工资的比值分别为 ３０％、
４０％、 ５０％和 ６０％的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分别为 １７ ７６％、 ２３ ６８％、 ２９ ６０％和 ３５ ５２％ꎮ 当基本养

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 １７ ７６％时ꎬ 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并不理想ꎮ ２０１７年我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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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康书隆、 余海跃、 王志强: «平均工资、 缴费下限与养老保险参保»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１２期ꎮ
李珍、 王海东: «养老金替代水平下降的制度因素分析及对策»ꎬ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ꎮ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覆盖 １５０个县级单位ꎬ 调查内容涉及家庭、 工作和退休、 养老保险等ꎬ 能够较好反映职工参保缴费状况ꎮ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７: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Ｐａｉｒ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１.



７６ １２１元ꎬ 对于退休前收入占平均工资 ３０％的个体而言ꎬ 其在 ２０１８ 年的基本养老金为 １３ ５１９ 元 /年
即每月的养老金仅为 １１２６元ꎮ

表 ３　 目标替代率水平下不同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

个体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值 (％)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养老金平均替代率 (％) １７ ７６ ２３ ６８ ２９ ６０ ３５ ５２

由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主要发挥着 “保基本” 功能ꎬ 个人账户主要发挥着消费平滑的作用ꎬ
本文认为统筹账户的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不能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ꎬ 以满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兜底线” 目标ꎮ 各省 (市) 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一ꎬ 上海市率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ꎬ 而且低

保标准设定相对合理ꎮ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社会月平均工资为 ７１３２ 元ꎬ① ２０１８ 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为 １０７０元ꎬ② 最低保障标准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为 １５％ꎬ 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应高于 １５％ꎮ
反观现行制度ꎬ 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偏低ꎬ 使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最低仅为 １２％ꎬ 低于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ꎮ 前文分析表明ꎬ 绝大多数参保者的缴费年限超过 １５ 年ꎬ 所以ꎬ 应进一步提高养

老金领取资格年限ꎬ 进而提高参保者的最低养老金收入ꎮ

二、 模型构建和参数设定

　 　 根据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现状及基本养老金需求情况ꎬ 本文从个体视角出发ꎬ 构建基

本养老保险精算模型ꎬ 测算现行制度以及调整参数后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变化ꎬ 使低收入职工的缴费

能力与养老金需求尽可能匹配ꎬ 制度参数设计更符合低收入参保者标准ꎬ 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养

老金水平ꎮ
１ 前提假设

假设 １: 测算期内ꎬ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保持不变ꎻ
假设 ２: 养老保险缴费为连续缴费ꎬ 不考虑缴费中断的情况ꎻ
假设 ３: 不考虑政府财政补贴、 历史遗留债务等问题ꎻ
假设 ４: 为便于分析ꎬ 假设不同收入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指数在缴费期间保持不变ꎮ
２ 模型构建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ꎬ 可以根据在职期间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领取基本

养老金ꎮ 根据养老金计发公式ꎬ 为便于计算养老金ꎬ 本文将职工在职期间的养老保险缴费额表示为缴

费率和缴费基数的乘积ꎮ 同时ꎬ 根据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关系ꎬ 以职工退休时点为基准ꎬ 分别计算统

筹账户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和个体替代率ꎮ 用公式表示如下: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
ｃｊꎬ ｔ ＝ τａ ｊꎬ ｔｗ—０(１ ＋ ｇ) ｔ (１)

ｐ ｊꎬ ｎ＋１ ＝
(１ ＋ ａ—ｊ)ｎ
２００

ｗ—ｎ ＝
(１ ＋ ａ—ｊ)ｎ
２００

ｗ—０(１ ＋ ｇ) ｎ (２)

γ ｊꎬ ｎ＋１ ＝
ｐ ｊꎬ ｎ＋１

ｗ—ｎ

＝
(１ ＋ ａ—ｊ)ｎ
２００

(３)

ｑ ｊꎬ ｎ＋１ ＝
ｐ ｊꎬ ｎ＋１

ｗ ｊꎬ 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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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于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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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ｈ ｊꎬ ｔ ＝ δａ ｊꎬ ｔｗ—０(１ ＋ ｇ) ｔ (５)
Ｍ ｊ ＝ ｎ

ｔ ＝ ０ｈ ｊꎬ ｔ(１ ＋ ｉ) ｔ (６)

ｍ ｊꎬ ｎ＋１ ＝
Ｍ ｊ

ｆ
(７)

ｌ ｊꎬ ｎ＋１ ＝
ｍ ｊꎬ ｎ＋１

ｗ—ｎ

(８)

ｚ ｊꎬ ｎ＋１ ＝
ｍ ｊꎬ ｎ＋１

ｗ ｊꎬ ｎ
(９)

其中ꎬ ｔ 代表职工在职缴费期间的测算年份ꎬ ｃｊꎬ ｔ 和 ｈ ｊꎬ ｔ 分别表示职工 ｊ 在第 ｔ 年的基本养老保险统

筹账户以及个人账户缴费额ꎬ ｐ ｊꎬ ｎ＋１ 和 ｍ ｊꎬ ｎ＋１ 表示职工在退休时点的基础养老金和个账养老金领取额ꎬ
ｎ 表示职工 ｊ 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年限ꎮ τ 和 δ 分别是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缴费率ꎮ γ ｊꎬ ｎ＋１ 和 ｌ ｊꎬ ｎ＋１

分别表示职工在退休时点的基础养老金和个账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ꎮ ｑ ｊꎬ ｎ＋１ 和 ｚ ｊꎬ ｎ＋１ 表示退休时点的基

础养老金和个账养老金的个体替代率ꎮ
ａ ｊꎬ ｔ 为职工 ｊ 在第 ｔ 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指数ꎬ 等于职工 ｊ 在第 ｔ 年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与上年度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ꎬ 根据假设 ４ꎬ ａ ｊ
— ＝ｎ

ｔ ＝ ０

ａ ｊꎬ ｔ

ｎ
＝ ａ ｊ ꎮ 对于工资收入位于最低缴费基数以下的低收

入职工而言ꎬ ａ ｊ 的取值即缴费基数下限占平均工资的比值ꎮ

基年的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用 ｗ—０ 表示ꎬ 假定年平均工资以 １ ＋ ｇ 的速度稳定增长ꎬ 则第 ｔ

年的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ｗ—０(１ ＋ ｇ) ｔ ꎮ

ｗ—ｎ 指第 ｎ年的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ꎬ 由于 ｎ为缴费年限ꎬ 式 (２) 中的 ｗ—ｎ 代表了职工退休

前一年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ꎬ ｗ—ｎ ＝ ｗ—０(１ ＋ ｇ) ｎ ꎬ 根据基础养老金计发公式ꎬ 基础养老金可表示为

式 (２) 中的 (１ ＋ ａ ｊ)ｎ / ２００ｗ—ｎ ꎮ ｗ ｊꎬ ｎ 表示职工 ｊ 退休前一年的工资水平ꎮ
Ｍ ｊ 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缴费积累总额ꎬ 个人账户缴费类似于储蓄ꎬ ｉ 表示个人账户的记账

利率水平ꎮ 职工退休时点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与退休年龄及相应的计发月数有关ꎬ 为方便计算ꎬ 本

文用 ｆ 表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年数ꎬ 它等于计发月数除以 １２ꎮ
３ 参数设定

(１)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缴费率

«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 以及 «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 指

出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 ９ 个月的省 (市)ꎬ 可以阶段性地将企业缴费费率降为

１９％至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３０日ꎮ 根据该通知ꎬ 本文将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缴费率设定为 １９％ꎮ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指出ꎬ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个人缴费构成ꎬ

占职工个体工资的比例为 ８％ꎬ 所以ꎬ 本文将个人账户缴费率设为 ８％ꎮ
(２) 就业年龄、 退休年龄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根据我国现行规定ꎬ 男性年满 ６０岁可退休ꎬ 女性职工和干部的退休年龄分别为 ５０岁和 ５５岁ꎮ 根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ꎬ 我国 ５０岁和 ５５岁的城市女性人口数分别为 ２２３ ９３万和 ２４８ ７３万ꎬ ６０岁城市

男性人口数为 ３６６ ２２万ꎬ 简单假设 ５０岁和 ５５岁女性群体中的干部和职工比例相同ꎬ 通过算数平均可计

算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为 ５６ ７５岁ꎮ 不考虑提前退休情况ꎬ 本文将职工正常退休年龄设为 ５７岁ꎮ
由于正常上学且大学毕业的学生年龄在 ２２岁左右ꎬ 本文将职工就业年龄设为 ２２ 岁ꎬ 在 ５７ 岁退

休的参数设定下ꎬ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 ３５年ꎬ 这与制度设计目标一致ꎮ
(３) 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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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计算ꎬ 本文将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设为标准值 １ꎬ 由于测算养老金收入时主要以养

老金替代率作为评价标准ꎬ 而养老金替代率是养老金与职工工资的比值ꎬ 取值为 １的年平均工资并不

会影响养老金替代率的计算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３％、 ７ ２％、

８ ７％和 ６ ９％ꎮ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ꎬ 经济增长速度正逐渐放缓ꎬ 基于此ꎬ 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设定为 ６ ５％较合理ꎮ
(４)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和计发月数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率水平大抵与通货膨胀率持平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６ 年通货膨胀率平均

为 ３％ꎬ 所以ꎬ 本文将往年的个人账户利率设为 ３％ꎮ 职工退休年龄为 ５７ 岁ꎬ 则对应的个人账户计发

月数为 １５８个月ꎮ
(５) 低收入职工工资水平

根据表 １及前文分析可知ꎬ ２０１３年 ＣＨＩＰ 数据显示ꎬ 低收入职工工资水平占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的比重为 ０ ３７ꎮ 由于职工工资通常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ꎬ 本文将低收入职工退休前一年的工资

水平视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５０％ꎮ

三、 低收入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测算与分析

　 　 首先测算低收入职工基本养老金水平ꎬ 然后根据前文对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养老金

需求设计缴费调整方案ꎮ
调整方案设计步骤如下: (１) 调整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水平ꎻ (２) 根据低收入职工缴费能力将缴

费基数下限调低ꎻ (３) 根据低收入职工的养老金需求程度ꎬ 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应高于 １５％ꎬ 基

于此来调整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ꎮ
１ 现行制度下的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测算

我国现行缴费机制设计下的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如表 ４ 所示: (１) 当低收入职工缴

费年限分别为 ２５年和 ２８年时ꎬ 基本养老金个体替代率分别为 ５２ １５％和 ５７ ８４％ꎬ 低于目标替代率

５９ ２％ꎻ (２) 当低收入职工缴费年限为 ２５年时ꎬ 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个体替代率分别为

４０％和 １２ １５％ꎬ 基础养老金的个体替代率高于目标替代率 ３５％ꎬ 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远低于目

标替代率 ２４ ２％ꎬ 个人账户设计缺陷也是导致低收入职工养老金水平较低的主要因素ꎻ (３) 对于缴

费年限为 １５年的低收入职工而言ꎬ 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 １２％ꎬ 难以发挥 “保基本” 功能ꎮ
表 ４　 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测算结果 ( ｉ ＝ ３％ꎬ ａ ＝ ０ ６ )

参数
(ａꎬ ｎ)

平均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个体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０ ６ꎬ １５) １２ ００ ４ ２３ １６ ２３ ２４ ００ ８ ４６ ３２ ４６
(０ ６ꎬ ２０) １６ ００ ５ ２３ ２１ ２３ ３２ ００ １０ ４６ ４２ ４６
(０ ６ꎬ ２５) ２０ ００ ６ ０８ ２６ ０８ ４０ ００ １２ １５ ５２ １５
(０ ６ꎬ ２８) ２２ ４０ ６ ５２ ２８ ９２ ４４ ８０ １３ ０４ ５７ ８４
(０ ６ꎬ ３０) ２４ ００ ６ ７９ ３０ ７９ ４８ ００ １３ ５８ ６１ ５８
(０ ６ꎬ ３５) ２８ ００ ７ ４０ ３５ ４０ ５６ ００ １４ ７９ ７０ ７９

２ 调整方案下的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测算

(１)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调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分别为 ８ ３１％、 ７ １２％、 ８ ２９％ꎬ 远高于往年的

３％ꎬ 新的记账利率确定办法以工资增长率为参考ꎬ 以达到制度的目标替代率为依据ꎮ 由于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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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 ２４ ２％ꎬ 本文依据其他参数和个人账户精算模型ꎬ 测算以上年度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为缴费基数ꎬ 缴费年限为 ３５年的 “标准” 个体达到 ２４ ２％的目标替代率所需的个人账户记账

利率为 ７ ２６％ꎬ 故本文认为合理的记账利率应为 ７ ２６％ꎬ 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记账利率水平大体相当ꎮ
工资增长率是影响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关键因素ꎬ 为更准确地测算记账利率水平ꎬ 本文进一步测

算当工资增长率分别为 ５ ５％、 ６％、 ７％和 ７ ５％时ꎬ 满足前文规定的 ２４ ２％目标替代率水平下的记账

利率 (见表 ５)ꎮ 在工资增长率分别为 ５ ５％、 ６ ５％和 ７ ５％时即在相对低速、 中速和高速的工资增长

条件下ꎬ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分别为 ６ ２２％、 ７ ２６％和 ８ ２６％较合适ꎮ 综上ꎬ 本文分析个人账户记账利

率范围应为 ６ ２２％—８ ２６％ꎮ

表 ５　 不同工资增长率下的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水平

工资增长率 (％) ５ ５ ６ ０ ６ ５ ７ ０ ７ ５
记账利率 (％) ６ ２２ ６ ７５ ７ ２６ ７ ７５ ８ ２６

在 ７ ２６％的记账利率水平下ꎬ 低收入参保者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如表 ６所示ꎮ 当记账利率从

３％提高至 ７ ２６％时ꎬ 根据表 ４和表 ６可知: 第一ꎬ 对于参保年限为 ２５年的低收入职工而言ꎬ 基本养

老金个体替代率从 ５２ １５％提高至 ５９ ９６％ꎬ 略高于目标替代率ꎮ 第二ꎬ 在 ２５ 年的参保年限下ꎬ 低收

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从 ２６ ０８％增加为 ２９ ９８％ꎮ ２０１７ 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７６ １２１元ꎬ
则年基本养老金从 １９ ８５２元提高为 ２２ ８２１ 元ꎬ 增加 ２９６９ 元ꎮ 第三ꎬ 当缴费年限达到 ３５ 年时ꎬ 低收

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个体替代率高达 ８４ ９６％ꎬ 平均替代率为 ４２ ４８％ꎬ 以 ２０１７ 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为基准ꎬ 则退休时点的基本养老金为 ３２ ３３６元 /年ꎬ 每月的养老金水平为 ２６９５元ꎮ

表 ６　 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测算结果 ( ｉ ＝ ７ ２６％ꎬ ａ ＝ ０ ６)

参数
(ａꎬ ｎ)

平均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个体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０ ６ꎬ １５) １２ ００ ５ ７８ １７ ７８ ２４ ００ １１ ５６ ３５ ５６
(０ ６ꎬ ２０) １６ ００ ７ ８４ ２３ ８４ ３２ ００ １５ ６９ ４７ ６９
(０ ６ꎬ ２５) ２０ ００ ９ ９８ ２９ ９８ ４０ ００ １９ ９６ ５９ ９６
(０ ６ꎬ ２８) ２２ ４０ １１ ３０ ３３ ７０ ４４ ８０ ２２ ６０ ６７ ４０
(０ ６ꎬ ３０) ２４ ００ １２ １９ ３６ １９ ４８ ００ ２４ ３８ ７２ ３８
(０ ６ꎬ ３５) ２８ ００ １４ ４８ ４２ ４８ ５６ ００ ２８ ９６ ８４ ９６

(２)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调整

由表 １可知ꎬ 低收入职工平均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为 ３８％—４６％ꎮ 本文依此分析计算当养老保险缴

费率为 ２７％以及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分别为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和 ５０％时ꎬ 工资收入为上年度平均

工资 ３０％、 ３５％、 ４０％、 ５０％和 ６０％的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指数 (见表 ７)ꎮ

表 ７　 不同缴费负担下的低收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指数

缴费指数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０ ３ ｗｔ－１

— ０ ３３ ０ ３９ ０ ４４ ０ ５０ ０ ５６
０ ３５ ｗｔ－１

— ０ ３９ ０ ４５ ０ ５２ ０ ５８ ０ ６５
０ ４ ｗｔ－１

— ０ ４４ ０ ５２ ０ ５９ ０ ６７ ０ ７４
０ ５ ｗｔ－１

— ０ ５６ ０ ６５ ０ ７４ ０ ８３ ０ ９３
０ ６ ｗｔ－１

— ０ ６７ ０ ７８ ０ ８９ １ ００ １ １１

由于最初的制度参数通常以当时的经济社会运行情况为准进行设定ꎬ 本文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施初期的缴费负担为基准来调整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ꎮ 受制于数据来源ꎬ 以 １９９９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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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结果为标准进行调整ꎬ 由表 １ 可知ꎬ 低收入职工在 １９９９ 年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为

４１ ８６％ꎮ 以 ４０％的缴费负担为目标ꎬ 对于工资占平均工资 ３０％—６０％的低收入职工而言ꎬ 其缴费指

数应为 ０ ４４—０ ８９ꎮ
我国低收入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数据难以准确获得ꎬ ２０１３年 ＣＨＩＰ 数据显示ꎬ 低收入职工平均工

资占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为 ３６ ６８％ꎬ 假定低收入职工目前平均工资占比 ３５％—４０％ꎬ 则

在 ４０％的缴费负担下ꎬ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指数为 ０ ５２—０ ５９ꎬ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应当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５２％—５９％ꎮ
２０１７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 ７６ １２１元ꎬ 则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６０％为 ４５ ６７２ ６ 元ꎬ 现行制度下

的养老保险缴费额为 １２ ３３１ ６ 元ꎮ 如果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调整为平均工资的 ５２％—５９％ꎬ
则低收入职工的养老金缴费最低为 １０ ６８７ ４元ꎬ 最高为 １２ １２６ １ 元ꎬ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低收入者

的缴费压力ꎮ
本文将缴费基数下限占比调整为 ５２％—５９％ꎬ 并分析调整之后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变化ꎬ 如表 ８

所示ꎮ 当调整缴费基数下限为平均工资的 ５２％时ꎬ 缴费年限分别为 １５ 年、 ２５ 年、 ２８ 年和 ３５ 年的低

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个体替代率分别为 ３２ ８４％、 ５５ ３６％、 ６２ ２２％和 ７８ ４０％ꎮ 相应地ꎬ 当低收入

职工缴费指数为 ０ ５９时ꎬ 基本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为 ３５ ２６％—８４ ２６％ꎮ 前文分析认为ꎬ 低收入职工

的缴费年限平均为 ２８ 年左右ꎬ 相应的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为 ６２ ２２％—６６ ８２％ꎬ 高于目标替代率

５９ ２％ꎮ 对于缴费年限为 ２５年的低收入职工而言ꎬ 其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为 ５５ ３６％—５９ ４４％ꎬ 略低

于目标替代率ꎮ 但是ꎬ 当缴费基数下限调低后ꎬ 可以预计低收入参保者的缴费年限会有一定程度提

高ꎬ 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也会逐步接近合意水平ꎮ
表 ８　 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测算结果 ( ｉ ＝ ７ ２６％ꎬ ａ ＝ ０ ５２—０ ５９)

参数
(ａꎬ ｎ)

平均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个体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０ ５２ꎬ １５) １１ ４０ ５ ０２ １６ ４２ ２２ ８０ １０ ０４ ３２ ８４
(０ ５９ꎬ １５) １１ ９３ ５ ７０ １７ ６３ ２３ ８６ １１ ４０ ３５ ２６
(０ ５２ꎬ ２５) １９ ００ ８ ６８ ２７ ６８ ３８ ００ １７ ３６ ５５ ３６
(０ ５９ꎬ ２５) １９ ８８ ９ ８４ ２９ ７２ ３９ ７６ １９ ６８ ５９ ４４
(０ ５２ꎬ ２８) ２１ ２８ ９ ８３ ３１ １１ ４２ ５６ １９ ６６ ６２ ２２
(０ ５９ꎬ ２８) ２２ ２６ １１ １５ ３３ ４１ ４４ ５２ ２２ ３０ ６６ ８２
(０ ５２ꎬ ３５) ２６ ６０ １２ ６０ ３９ ２０ ５３ ２０ ２５ ２０ ７８ ４０
(０ ５９ꎬ ３５) ２７ ８３ １４ ３０ ４２ １３ ５５ ６６ ２８ ６０ ８４ ２６

(３) 职工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的调整

由表 ８可知ꎬ 调低缴费基数下限后ꎬ 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最低仅为 １１ ４０％ꎬ 前文分析认为ꎬ
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最好应高于 １５％ꎮ 本文测算缴费基数下限占比分别调低为 ５２％和 ５９％时ꎬ 缴

费年限为 １９ ７４年和 １８ ８７年时的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 １５％ꎬ 也就是说ꎬ 调整缴费基数后的基本

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设定为 １８ ８７—１９ ７４年较合理ꎮ
以此为基础ꎬ 本文测算当缴费年限为 １８—２０年时的低收入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如表 ９ 所示ꎮ 当最

低缴费基数占比为 ０ ５２时ꎬ 缴费年限为 ２０年的低收入职工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 ２２ ０２％ꎻ 当缴费

基数下限与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是 ０ ５９ 时ꎬ 缴费 １９ 年的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

２２ ４２％ꎮ 同样以 ２０１７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７６ １２１元为基准ꎬ 在 ２２％的平均替代率水平下ꎬ 职工养老

金水平为 １６ ７４６元 /年ꎬ 每月养老金为 １３９５ ６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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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测算结果 ( ｉ ＝ ７ ２６％ꎬ ａ ＝ ０ ５２—０ ５９ꎬ ｎ ＝ １８—２０)

参数
(ａꎬ ｎ)

平均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个体替代率 (％)
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 总和

(０ ５２ꎬ １８) １３ ６８ ６ ０９ １９ ７７ ２７ ３６ １２ １８ ３９ ５４
(０ ５９ꎬ １８) １４ ３１ ６ ９１ ２１ ２２ ２８ ６２ １３ ８２ ４２ ４４
(０ ５２ꎬ １９) １４ ４４ ６ ４５ ２０ ８９ ２８ ８８ １２ ９０ ４１ ７８
(０ ５９ꎬ １９) １５ １１ ７ ３２ ２２ ４２ ３０ ２１ １４ ６４ ４４ ８５
(０ ５２ꎬ ２０) １５ ２０ ６ ８２ ２２ ０２ ３０ ４０ １３ ６３ ４４ ０３
(０ ５９ꎬ ２０) １５ ９０ ７ ７３ ２３ ６３ ３１ ８０ １５ ４７ ４７ ２７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低收入职工是老年贫困多发者ꎬ 本文根据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现状分析发现: 一方面ꎬ 基于

ＣＨＩＰ 数据ꎬ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设定未根据低收入职工工资水平进行调整ꎬ 造成低收入职工

缴费负担过重ꎬ “中断缴费” 比例增加ꎻ 另一方面ꎬ 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ꎬ 不同收入职工缴费年限存在

差异ꎬ 低收入职工缴费年限最短ꎮ 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需求应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ꎬ 基本养老金

个体替代率在制度设计的 ５９ ２％左右ꎻ 第二ꎬ 基础养老金不能低于最低生活标准ꎬ 结合实际ꎬ 基础

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应高于 １５％ꎮ
基于此ꎬ 本文以制度实施初期 ４０％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为准ꎬ 分析认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下限应调整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５２％—５９％ꎮ 根据最低 １５％的基础养老金平均替代率ꎬ 进一

步测算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限应调高至 １８ ８７—１９ ７４ꎮ
在现行制度下ꎬ 造成低收入者养老金替代率偏低的原因之一是往年个人账户利率水平不高ꎮ 根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记账利率水平ꎬ 结合目标替代率ꎬ 本文测算在 ５ ５％—７ ５％的工资增长率条件下ꎬ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应为 ６ ２２％—８ ２６％ꎮ 在工资增长率为 ６ ５％时ꎬ 记账利率为 ７ ２６％ꎬ 对于缴费指

数为 ０ ５２—０ ５９且缴费年限为 ２５—２８ 年的低收入职工而言ꎬ 基本养老金个体替代率为 ５５ ３６％—
６６ ８２％ꎬ 与目标替代率水平相近ꎮ 当缴费年限为 ２０ 年时ꎬ 缴费指数为 ０ ５２—０ ５９ 的职工基础养老

金平均替代率为 １５ ２０％—１５ ９０％ꎬ 符合最低生活标准ꎮ
为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水平ꎬ 建议政府调整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相关系数ꎬ 在

养老金给付阶段加大对低收入者的倾斜力度ꎬ 通过设定基本养老金最低领取限额来进一步提高低收入

职工的养老金水平ꎮ 另外ꎬ 政府应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ꎬ 在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方面ꎬ 为企

业建立职业年金提供支持ꎬ 为老年群体提供多方来源的养老金收入ꎬ 避免养老金来源单一引致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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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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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ꎻ ２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 在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居高不下以及房价快速上升的时代背景下ꎬ 家庭住房的财富价值对居民创

业行为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ꎬ 但相关文献匮乏ꎮ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 研究发现ꎬ 住房拥

有者的创业概率低于租户ꎬ 但房价上涨导致的住房财富增加会减轻住房资产对创业的抑制作用ꎬ 提高其创业

的可能性ꎻ 住房增值对创业的影响仅仅存在于完全产权房ꎬ 完全产权房同时具备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ꎬ 部分

产权房仅具有财富效应ꎻ 与其他个体相比ꎬ 住房财富的增加对于资金约束较高 (低收入家庭) 和创业概率较

高 (中年人) 的群体的促进作用最大ꎮ 研究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住房财富和创业关系的认识ꎬ 可以为解释和预

测创业活动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依据ꎮ
关键词: 住房所有权ꎻ 住房财富ꎻ 完全所有权ꎻ 部分所有权ꎻ 财富效应ꎻ 抵押效应ꎻ 创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９ ２ꎻ Ｆ２９９ 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２０－１３

　 　 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ꎬ 增加居民创业可能性不仅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ꎬ 也

是经济转型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政策手段ꎮ①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ꎬ 创新和创

业成为推动经济结构加速转型的重要出路ꎬ 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ꎬ 如何激发居民创业的积极性

与提高成功率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ꎮ 居民创业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顺利克服起步阶段的初始资本

约束ꎬ 而这又与能否有效利用自有财产等方式获得足够的创业融资密切相关ꎮ② 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近

年来超过八成ꎬ 住房占城市居民财产的比重高达九成ꎮ 在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以及房价持续快速上升

的背景之下ꎬ 房产作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价值对家庭创业具有重要影响ꎮ 但住房财富的变

化如何影响创业行为ꎬ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都还十分匮乏ꎮ 本文利用最新家庭微观调查数据ꎬ 将住房分

为完全产权房和部分产权房ꎬ 分析住房财富与创业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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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１ 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影响机制

住房是大多数家庭价值最高的资产ꎬ 从破除资金流动性约束的角度看ꎬ 有理由认为ꎬ 住房财富对

个人和家庭的创业行为具有深刻影响ꎮ 住房财富可能通过两条作用机制影响创业ꎬ 分别是财富效应和

抵押效应ꎮ
财富效应: 尽管创业可以带来回报ꎬ 但也蕴含着巨大的机会成本ꎮ 研究表明ꎬ 大多数创业者的收

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比上班族低ꎬ 并且创业投资回报率并不高于一般的股权投资ꎮ① 这些发现表

明ꎬ 人们从事创业活动一定存在某些重要的非物质性回报ꎮ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ꎬ 个人的需求具

有 ５个层次ꎬ 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ꎬ 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 (如生存和生理需求)ꎬ 人

们会寻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如自我实现需求)ꎮ Ｈｕｒｓｔ和 Ｌｕｓａｒｄｉ发现ꎬ 个人财富和创业意愿的正

向关系主要存在于最富有的群体ꎮ② 可能的原因是富裕的群体更愿意追求与创业相关的非物质需求ꎬ
如社会威望、 掌握自己命运、 把控决策权和弹性的工作时间等ꎬ 也只有他们才能承受创业的机会成

本ꎮ③ 随着住房财富的增加ꎬ 住房拥有者比租房者更富有、 更早实现 “财务自由”ꎬ 他们可能更会因

为追逐梦想和自由而热衷于创业ꎮ 本文将这一机制称为财富效应ꎮ
抵押效应: 个人的创业选择主要由个人的创业能力及拥有的资产价值决定ꎮ④ 在一个不完善的信

贷市场ꎬ 能够获取足够的资金对创业而言至关重要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个人资产和创业概率正相关ꎮ⑤

住房是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固定资产之一ꎬ 住房所有权是影响个人是否选择创业的关键因素ꎮ 考虑到

住房的抵押价值可以极大地缓解创业面临的资金约束ꎬ 可以预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 个人拥有

的住房资产价值越高ꎬ 创业意愿越强ꎮ⑥

２ 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与异质性住房产权

在计划经济时期ꎬ 国有部门为员工提供福利住房ꎬ 被视为一种收入补贴ꎮ⑦ 但这种福利性的住房

分配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ꎬ 如住房短缺、 住房质量差、 住房不平等、 政府财务负担加

重和劳动力流动性差等ꎮ⑧ 以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ꎬ 中国开启了全面经济改革与体制转换

之路ꎮ 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ꎬ 其目的不仅仅是减小政府供应

和维修公房带来的财政压力ꎬ 更重要的是通过打破单位住房对劳动力工作选择的束缚ꎬ 提高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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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ꎮ① 在住房制度改革中ꎬ 城镇福利公房制度被逐步废除ꎬ 取而代之的是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ꎮ 在

随后短短数年ꎬ 市场上大部分的公房以非常低的折扣价格出售给现有住户ꎮ② 所以ꎬ 经历过城镇全面

福利住房时代又有大规模房改的中国具备一些独有的特征ꎬ 一方面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在短期内迅

速提升ꎬ 另一方面城镇出现两类不同产权的住房ꎬ 分别是完全产权住房和部分产权住房ꎮ 其中ꎬ 完全

产权房包括以市场价购买的商品房和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ꎬ 部分所有产权房即以标准价购买的住房ꎮ
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不仅改变了住房所有权的内部结构ꎬ 还显著提高了城镇住户的居住质量ꎮ 根

据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和 «中国统计年鉴» 的数据ꎬ 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９ ８ 平方米上

升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３２ ７平方米ꎮ 另外ꎬ 房改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ꎮ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中国的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从 １８５４元 /平方米上升至 ６４７３元 /平方米ꎮ 因此ꎬ 房改不仅促进了中国住房私有产权比重

的提升ꎬ 还带来了住房资产的迅速增值ꎮ
３ 不同产权住房的财富分配和交易约束

完全产权房中的商品房上市出售基本不受任何交易约束ꎬ 产权人享有完全的占有、 使用、 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ꎮ 完全产权房还包括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ꎮ 按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

定» 的规定ꎬ 以成本价所购公房的产权为个人所有ꎬ 一般住用 ５ 年后可进入市场ꎬ 产权人在补交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相关税费后ꎬ 收入归个人所有ꎮ 在 １９９８ 年房改结束后的短短数年

内ꎬ 市场上大部分的公房完成了国有资产到私有产权转换的过程ꎮ 因此ꎬ 以成本价所购公房的 ５年期

交易约束条件在当前基本不复存在ꎬ 产权人拥有完全的收益权和处分权ꎮ 职工以标准价购买的房改

房ꎬ 仅拥有部分产权ꎮ 购房人与售房单位的产权比例按售房当年标准价占成本价的比重确定ꎮ 此类住

房也要求购房人住用 ５年后方可进入市场ꎬ 且只能出售其拥有的那部分产权ꎮ 该类住房的购买人在补

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相关税费后ꎬ 单位和个人按各自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ꎮ 因此ꎬ
部分产权房主仅享有部分收益权ꎮ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 与完全产权房相比ꎬ 部分产权房资产价

值较低ꎮ 另外ꎬ 部分产权房的上市交易受到诸多限制ꎬ 如原产权单位的约束、 其他条件的约束以及上

市交易的相关服务配套不完善ꎮ 高昂的时间和信息成本令许多人对部分产权房交易望而却步ꎮ

二、 研究设计与模型设定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ＣＦ￣
ＰＳ)ꎮ 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个人的职业状态ꎬ 因此ꎬ 将研究对象限制于 ２０—６５ 岁的劳动力人口ꎮ 同

时ꎬ 考虑到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主要发生在城镇地区ꎬ 加之城镇和农村房地产市场的差别较大ꎬ 进一

步将样本限于城镇地区ꎮ 通过以上方法对数据进行筛选之后ꎬ 构建了一个包含 １９ ９２６ 个观察数的样

本ꎮ 样本中的住房自有率高达 ８５％ꎬ 绝大部分为完全产权房业主 (８２ １％)ꎮ 首先构建基准模型估计

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影响ꎮ 如果被调查者在 ＣＦＰＳ调查问卷中自述其职业状态为 “自营或私营企业主”ꎬ
则将其定义为创业者ꎮ 据此定义ꎬ 全部样本中个体选择创业的比重为 １４ ３％ꎮ 其中ꎬ 房主的创业比

重为 １３ ８％ꎬ 租户为 １６ ９％ꎬ 这两个群体的创业差异性显著ꎮ 除了个人和家庭因素外ꎬ 可能还存在

一些影响创业的环境因素ꎬ 如工资 (离开固定岗位的机会成本)、 国企比重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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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ｉｅ Ｃｈｅｎꎬ Ｘｕｅｈｕｉ Ｈａｎ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６５２－６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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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９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５３２－５５１



业环境)ꎮ① 为了解决此类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ꎬ 我们在模型估计中加入影响创业的一些重要区

域变量ꎮ 根据住房所有权的性质ꎬ 将住房区分为完全所有权房和部分所有权房ꎬ 估计这两类住房的财

富增加对创业的影响ꎮ 对拓展模型的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发现ꎬ 完全产权房主的创业概

率显著高于部分产权房主ꎮ
本文的数据是一个两年期的面板结构ꎬ 时间维度的信息差异小ꎬ 截面维度的信息差异大ꎬ 用面板

固定效应模型会吸收大量的截面方差ꎬ 降低估计的有效性ꎮ② 为此ꎬ 本文选择面板随机效应模型ꎬ 该

模型可以加入时间上不变的变量ꎬ 在 “宽面板” (截面个体长ꎬ 时间维度短) 数据集下的估计比固定

效应模型更加有效ꎮ③ 考虑到创业与否是一个二值选择变量ꎬ 选取标准的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随机效应模型ꎮ
１ 住房财富和创业

(１) 基准结果

为了检验住房财富和创业之间的关系ꎬ 本文借鉴以往关于创业选择的研究ꎬ 以住房价格衡量住房

财富ꎬ 采用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１ ＋ β１ꎬ １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ｊ ＋ β２ꎬ １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δ１Ｘ ＋ εｉｊꎬ １) (１)
其中ꎬ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为调查住户 ｉ 在地区 ｊ 是否为创业者的虚拟变量 (创业者 ＝ １ꎻ 否则 ＝ ０)ꎻ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ｊ 是地区 ｊ的平均房价对数值ꎻ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为是否拥有住房的虚拟变量 (拥有住房＝ １ꎻ 否

则＝ ０)ꎻ Ｘ 是一系列影响个人创业选择的控制变量ꎮ 除了房价的绝对水平之外ꎬ 本文还采用房价与家

庭收入的比值以及房价的涨幅来检验住房财富对创业影响的稳健性ꎮ 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个体在购房

时面临的压力不同ꎬ 房价收入比更能反映住房价格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ꎮ 房价涨幅程度是人们预测

未来房产走势的重要基础ꎬ 因此ꎬ 本文采用过去 ５年的平均房价增长率作为另一个衡量指标ꎮ
住房价格的变动对有房和无房人群的含义不一样ꎬ 为了考察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影响是否在这两类

人群中存在差别ꎬ 在模型 (１) 中加入房价和住房所有权的交叉项: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２ ＋ β１ꎬ ２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ｊ ×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β２ꎬ ２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ｊ ＋

β３ꎬ ２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δ２Ｘ ＋ εｉｊꎬ ２) (２)
其中ꎬ β１ꎬ ２ 衡量的是住房价格对创业的作用在有房和无房人群之间的差异ꎮ
尽管家庭住房财富的变动和地区平均房价密切相关ꎬ 且住房价格对家庭的住房财富而言相对外

生ꎬ 但房价的变化反映了地区层次住房财富的变动ꎬ 并不能精确衡量家庭住房财富的改变ꎮ 采用宏观

层次的数据来研究微观个体行为可能会存在估计偏误ꎮ④ 为此ꎬ 本文将模型 (１) 中的住房价格替换

为家庭的住房财富ꎬ 再一次检验住房财富如何作用于创业ꎮ
(２) 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

为了分离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ꎬ 首先将住房所有权分为有贷款的住房所有权和无贷款的住房所有

权ꎬ 然后将样本限制于拥有住房所有权的住户ꎮ 和 Ｓｃｈｍａｌｚ 等的方法相一致ꎬ⑤ 本文根据是否拥有未

清偿贷款来定义这两类住房所有权ꎮ 因为存在未清偿贷款的住房很难通过抵押获得商业贷款ꎬ 所以ꎬ

３２１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ｌａｅｓｅｒ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 Ｓｔｕａｒｔ Ｓ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ꎬ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６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１４ꎻ 倪鹏途、 陆铭: «市场准入与 “大众创业”: 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ꎬ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４期ꎮ
Ｐｅｔｅｒ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ｉｓｎｅｙꎬ Ｊｏｈｎ Ｇａｔｈｅｒｇｏｏｄꎬ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ꎬ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７９－８８ꎻ Ｓｖｅｎ Ｅ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Ｍ Ｂｕｔｌｅｒꎬ “Ａ Ｌ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ｏ Ｄ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０１－１２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ｅｎꎬ Ｐａｔｒｉｃ Ｈｅｎｄｅｒｓｈｏｔｔꎬ “ Ｈｏｍｅ －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ꎬ”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５０９－１５２０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ｍａｌｚꎬ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Ｓｒａｅｒꎬ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ｅｓｍａｒꎬ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９９－１３２



这一类住房可以视为不存在抵押效应ꎬ 仅存在财富效应ꎮ 没有未清偿贷款的住房不受此约束ꎬ 同时存

在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ꎮ 通过对比这两类住房对创业的影响ꎬ 可以有效剔除住房的财富效应ꎮ 具体的

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３ ＋ β１ꎬ ３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ａｎ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２ꎬ ３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ａｎｉｊ ＋ δ３Ｘ ＋ εｉｊꎬ ３) (３)
其中ꎬ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ａｎｉｊ 为是否存在住房贷款的住房所有权的虚拟变量 (不存在住房贷款

的住房所有权＝ １ꎻ 存在住房贷款的住房所有权＝ ０)ꎮ β１ꎬ ３ 反映了住房财富对创业的抵押效应ꎮ
为了识别住房的财富效应ꎬ 本文将样本限制于租户和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房主ꎮ 对于租户而

言ꎬ 不存在这两类效应ꎬ 对于未清偿住房贷款的房主而言ꎬ 仅存在财富效应ꎮ 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４ ＋ β１ꎬ ４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ｎ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２ꎬ ４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ｎｉｊ ＋ δ４Ｘ ＋ εｉｊꎬ ４) (４)
其中ꎬ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Ｌｏａｎｉｊ 为是否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住房所有权的虚拟变量 (存在住房贷

款的住房所有权＝ １ꎻ 租户＝ ０)ꎮ β１ꎬ ４ 反映了住房财富对创业的财富效应ꎮ
２ 住房财富和创业: 完全所有权 ＶＳ部分所有权

(１) 拓展结果

根据住房的产权性质ꎬ 将住房区分为完全所有权和部分所有权两类ꎬ 考察住房所有权和住房财富

对创业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所有权住房之间存在差异ꎮ 具体将拓展模型设定为: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５ ＋ β１ꎬ ５Ｆｕｌ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β２ꎬ ５Ｐａｒｔｉａ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 ｊ ＋ β３ꎬ ５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ｉｊ ＋ δ５Ｘ ＋ εｉｊꎬ ５) (５)
其中ꎬＦｕｌ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是调查住户 ｉ是否拥有完全产权房的虚拟变量 (拥有完全产权房＝１ꎻ 否则＝０)ꎬ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代表调查住户 ｉ 是否拥有部分产权房的虚拟变量 (拥有部分产权房＝１ꎻ 否则＝０)ꎮ
在模型 (５) 中加入完全产权房和住房财富的交叉项、 部分产权房和住房财富的交叉项ꎬ 使用以

下模型来检验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影响是否因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６ ＋ β１ꎬ ６Ｆｕｌ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β２ꎬ ６Ｐａｒｔｉａ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β３ꎬ ６Ｆｕｌ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４ꎬ ６Ｐａｒｔｉａｌ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δ６Ｘ ＋ εｉｊꎬ ６) (６)
其中ꎬ β３ꎬ ６ 反映了完全产权房的财富增加对创业的影响ꎻ β４ꎬ ６ 反映了部分产权房的财富增加对创

业的影响ꎮ
(２) 机制检验

因为住房所有权的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相互交织ꎬ 同样采用 Ｓｃｈｍａｌｚ 等的方法将这两类效应分

离ꎮ① 首先将样本限制在拥有完全住房所有权的住户ꎬ 然后将其分为有贷款和无贷款ꎮ 通过对比这两

类完全产权房对创业的影响ꎬ 可以估计完全产权房的抵押效应ꎮ 为了识别完全所有权住房的财富效

应ꎬ 将样本限制于租户和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且拥有完全住房所有权的房主ꎮ 通过对比这两类群体的

创业概率ꎬ 可以有效识别完全所有权住房的财富效应ꎮ
同理ꎬ 可以通过对比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部分产权房和不存在未清偿贷款的部分产权房对创业

的影响ꎬ 分离部分产权房对创业的抵押效应ꎻ 通过对比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部分产权房和租户的创

业概率ꎬ 分离部分产权房对创业的财富效应ꎮ
３ 住房财富和创业: 不同特征房主的创业异质性

考察在住房财富发生变动的情况下ꎬ 不同特征的房主的创业概率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ꎮ 年龄和收

入是与个人创业相关的两个关键特征因素ꎬ 因此ꎬ 以年龄和收入将房主划分为不同组别ꎬ 采用以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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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ｍａｌｚꎬ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Ｓｒａｅｒꎬ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ｅｓｍａｒꎬ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９９－１３２



型检验住房财富对不同特征房主的创业的影响: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７ ＋ β１ꎬ ７Ｙｏｕｎｇ Ａｇｅ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２ꎬ ７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３ꎬ ７Ｏｌｄ Ａｇｅ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δ７Ｘ ＋ εｉｊꎬ ７) (７)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ｊ ＝ １) ＝ Ｇ(β０ꎬ ８ ＋ β１ꎬ ８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２ꎬ ８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β３ꎬ ８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ｉｊ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ｉｊ ＋ δ８Ｘ ＋ εｉｊꎬ ８) (８)
其中ꎬ Ｙｏｕｎｇ Ａｇｅｉｊ、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ｉｊ 和 Ｏｌｄ Ａｇｅｉｊ 分别为低年龄组 (２０—２９岁)、 中等年龄组 (３０—３９

岁) 和高年龄组 (４０—６５ 岁) 的虚拟变量 (处于该年龄组 ＝ １ꎻ 否则 ＝ ０)ꎮ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ｉｊ、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ｉｊ 和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ｉｊ 分别为低收入组 (家庭收入排名后 ２４％)、 中等收入组 (家庭收入排名位于

２５％—７４％) 和高收入组 (家庭收入排名前 ２５％) 的虚拟变量 (处于该收入组 ＝ １ꎻ 否则 ＝ ０)ꎮ 现有

研究表明ꎬ 中年人群的创业意愿最强ꎮ 在不完善的信贷市场ꎬ 资金约束是制约创业的重要因素ꎮ 相对

于其他房主ꎬ 住房财富的增加可能对中年房主和低收入房主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ꎮ 因此ꎬ 本文推测

β１ꎬ ７、 β２ꎬ ７ 和 β３ꎬ ７ 的符号为正ꎬ 且 β２ꎬ ７ 的值最大ꎻ β１ꎬ ８、 β２ꎬ ８ 和 β３ꎬ ８ 的符号为正ꎬ 且数值依次递减ꎮ

三、 数据分析结果

　 　 １ 住房财富和创业: 基准结果

表 １报告了基于 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数据和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ꎮ 为了检测住房财富的变

动如何影响个人的创业选择ꎬ 分别用住房价格、 房价增长率和房价收入比来衡量住房财富价值ꎬ 基于

模型 (１) 的结果表明ꎬ 住房财富对创业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ꎮ 持续增长的房价逐渐使人们认定住

房是最值得投资的资产之一ꎮ①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ꎬ 如果住房投资回报率高于创业投资ꎬ 那么各

类资金更可能流向住房市场ꎬ 从而挤出创业投资ꎮ 在个体特征可比情况下ꎬ 住房拥有者比租房者的创

业意愿平均低约 １—２个百分点ꎮ 这一发现和 Ｂｒａｃｋｅ 等基于英国数据的研究结果一致ꎮ② 他们提出ꎬ
两种机制可以解释住房拥有者较低的创业意愿: 一是具有房款还贷压力的购房者会避免参与高风险性

的创业活动 (锁定效应)ꎻ 二是个人在投资于住房这一风险资产之后ꎬ 其风险厌恶程度会加强 (挤出

效应)ꎮ
住房所有权和创业选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可能仅仅是因为住房拥有者和租户本身就存在创业意愿

或创业能力的差异ꎮ 另外ꎬ 个体具备的金融知识、 社会网络以及家庭环境等都会影响其创业决策和创

业动机ꎮ③ 因此ꎬ 表 １得出的住房和创业的关系结果可能存在由于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偏误估计ꎮ 本文

采用控制拥有住房所有权的得分倾向以及工具变量法来减少模型估计的内生性偏误ꎬ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偏误之后ꎬ 拥有住房所有权与创业选择的负向关联依然成立ꎮ 其他控制因

素对创业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基本吻合ꎮ④ 由于这些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变量并不直接和住房所

有权关联ꎬ 不是本文研究重点ꎬ 所以下文略去对这部分变量的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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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动机»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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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住房财富和创业: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Ｐｒｏｂｉｔ (２) Ｐｒｏｂｉｔ (３)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房价对数值 －０ ４２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９４)

房价增长率 －３ １０５∗∗∗ －０ ２１５
(０ ５７４)

房价收入比 －０ ９６２∗∗∗ －０ ０６７
(０ １２４)

住房拥有者 －０ １９１∗∗ －０ ０１３ －０ １９３∗∗ －０ ０１３ －０ ２８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９)

女性 －０ ４４８∗∗∗ －０ ０３１ －０ ４４９∗∗∗ －０ ０３１ －０ ４５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７３)

年龄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９ ０ １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１２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年龄平方项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小学及以下学历 (基准组)
中学学历 ０ ２３３∗∗∗ ０ ０１６ ０ ２３７∗∗∗ ０ ０１６ ０ ２４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５)
专科学历 －０ ２２５∗ －０ ０１５ －０ ２２１ －０ ０１５ －０ ３５７∗∗ －０ ０２５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７) (０ １５５)
本科及以上学历 －０ ３４７∗∗ －０ ０２４ －０ ３４４∗∗ －０ ０２４ －０ ９５６∗∗∗ －０ ０６６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８) (０ ２２７)
城镇户口 －０ ５１８∗∗∗ －０ ０３６ －０ ５２２∗∗∗ －０ ０３６ －０ ６１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８０)
汉族 －０ ３５７∗∗∗ －０ ０２５ －０ ３７３∗∗∗ －０ ０２６ －０ ４４６∗∗∗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４)
党员 －０ ３３６∗∗∗ －０ ０２３ －０ ３４２∗∗∗ －０ ０２４ －０ ３７８∗∗∗ －０ ０２６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７) (０ １４４)
已婚 ０ ３５１∗∗∗ ０ ０２４ ０ ３７０∗∗∗ ０ ０２６ ０ ３５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５)
工资对数值 －０ ７２６∗∗∗ －０ ０５０ －２ ２９４∗∗∗ －０ １５９ －１ ２３３∗∗∗ －０ ０８５

(０ １７８) (０ ３０４) (０ １９６)
国企比重 －５ ８９７∗∗∗ －０ ４０６ －８ ９６８∗∗∗ －０ ６２２ －７ ０４５∗∗∗ －０ ４８８

(１ ６５６) (１ ６０８) (１ ７５９)
第三产业占比 １ ５４９∗∗∗ ０ １０７ １ ７２９∗∗∗ ０ １２０ ２ １７３∗∗∗ ０ １５０

(０ ３９６) (０ ４０２) (０ ４４４)
人口对数值 ０ ８５６∗∗∗ ０ ０５９ ０ ３１６∗∗∗ ０ ０２２ ０ ５０３∗∗∗ ０ ０３５

(０ １５９)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２)
人口增长率 ３ ７０２ ０ ２５５ １０ ５１５∗∗ ０ ７２９ －０ ２６９ －０ ０１９

(４ ２０４) (４ １９３) (４ ５９３)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５３７ ６２ ５４０ ４６ ４８５ ６４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说明: 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性标准误ꎻ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ꎬ 以下表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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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内生性偏误检验

ＰＳＭ ＩＶ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住房拥有者 －０ ２７７∗∗∗ －０ ０２０ －４ ７００∗∗∗ －０ ３１４
(０ ０８８) (１ ７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５２６ ９６ ５５７ ４８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说明: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 最高教育水平、 户口、 民族、 政治面貌、 婚姻工资、 国企比重、 第三产业占比

和人口ꎻ 在被解释变量为低层次变量时ꎬ 由低层次的内生性变量通过组别分类加总得出的高层次变量通常被作为工具

变量ꎮ 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创业的虚拟变量ꎬ 借鉴之前文献的方法ꎬ 首先分别将样本按年龄 (４０ 岁为界)、
性别和受教育水平 (本科学历为界) 进行分组ꎬ 然后计算组内的住房自有率均值ꎬ 将之作为个人是否拥有住房的工

具变量ꎮ

基于模型 (２)ꎬ 表 ３中的第 (１) 列报告了住房财富对有房人群和无房人群的差异性影响ꎮ 从房

价对数值及其与住房拥有者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和边际效应可知ꎬ 住房价格每增长 １％ꎬ 租户的创业

概率下降 ５ ６个百分点ꎬ 房主的创业概率下降 ２ ５个百分点 (－０ ０５６＋０ ０３１ ＝ －０ ０２５)ꎮ 这表明拥有

住房会减轻高房价对创业的抑制作用ꎮ 但住房价格更多反映了区域层次宏观因素的变动ꎬ 并不能准确

反映对微观个体的影响ꎮ 为此ꎬ 采用家庭住房价值来代替住房价格ꎬ 估计住房财富对房主创业的影

响ꎬ 结果报告于表 ３中第 (２) 列ꎮ 可以看出ꎬ 是否拥有住房和住房价值的交叉项显著为正ꎬ 这说明

随着住房的升值ꎬ 住房拥有者的创业概率也随之增加ꎮ 家庭的住房财富是被调查者反映的估计值ꎬ 可

能存在测量误差ꎮ 为此ꎬ 本文将样本按年龄、 性别和受教育水平进行分组ꎬ 然后采用高层次的住房价

值均值作为家庭住房财富的工具变量ꎮ 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报告于 ３ 中第 (３) 列ꎮ 结果仍然表

明ꎬ 住房财富的增加提高了房主的创业概率ꎮ
表 ３　 住房财富和创业: 有房人群 ＶＳ无房人群

(１) (２) (３)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住房拥有者∗房价对数值 ０ ４５０∗∗∗ ０ ０３１
(０ １１６)

住房拥有者∗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４０４∗∗∗ ０ ０３１ ２ ０５８∗∗∗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８) (０ ６６７)

房价对数值 －０ ８０５∗∗∗ －０ ０５６
(０ １３５)

住房拥有者 －３ ８６１∗∗∗ －０ ２６６ －１ ７６１∗∗∗ －０ １３３ －６ ４６９∗∗∗ －０ ４４０
(０ ９４６) (０ １９３) (２ 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５３６ ９８ ３８５ ７２ ５１８ ２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为了确保归还住房按揭贷款的稳定现金流ꎬ 贷款买房的房主们可能被 “锁定” 在当前的工作岗

位ꎬ 降低创业意愿ꎮ 将住房贷款与家庭收入之比和住房拥有者的交叉项加入模型ꎬ 结果表明 (见表 ４
第 (４) 列)ꎬ 归还住房贷款的财务压力会降低住房拥有者创业的可能性ꎮ 因此ꎬ 为了排除住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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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业的影响ꎬ 应该用住房净值来衡量家庭的住房财富ꎮ① 计算家庭的住房净值ꎬ 估计住房净值对创

业的影响发现ꎬ 住房净值正向作用于房主的创业选择行为ꎬ 说明住房财富与创业的正向关系稳健ꎮ
表 ４　 加入房贷收入比和住房净值的结果

系数
(４) (５)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住房拥有者∗房贷收入比 －０ ３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１４２)

住房拥有者∗住房净值 ０ ３５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６)

住房拥有者 －０ ２４９∗∗∗ －０ ０１８ －１ ５８１∗∗∗ －０ １２５
(０ ０８８) (０ １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４３２ ４３ ３８５ １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进一步区分住房财富的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ꎮ 因为拥有未清偿房贷的房主不能将其住房作为抵押

资产获得商业贷款ꎬ 这为我们区分住房影响创业的这两类效应提供了检验的机会ꎮ 如前文所述ꎬ 对比

存在未清偿和已清偿贷款的住房对创业的影响ꎬ 可以识别抵押效应ꎻ 对比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和租赁

的住房对创业的影响ꎬ 可以识别财富效应ꎮ 基于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结果报告于表 ５ꎮ 可以看

出ꎬ 与租户相比ꎬ 拥有未清偿住房贷款的房主的创业概率随住房财富的增加而增加ꎻ 此外ꎬ 与拥有未

清偿住房贷款的户主相比ꎬ 已清偿住房贷款的房主的创业概率与住房财富正相关ꎮ 这些发现表明ꎬ 住

房财富对创业存在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ꎮ
表 ５　 住房和创业: 财富效应 ＆抵押效应

(１) (２)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财富效应: 有贷款的住房所有权 ＶＳ租户

住房拥有者∗住房价值对数值 １ ２３５∗∗∗ ０ ０７７
(０ ３４５)

住房拥有者 －５ ０１２∗∗∗ －０ ３１２
(１ １９１)

抵押效应: 无贷款的住房所有权 ＶＳ有贷款的住房所有权

住房拥有者∗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３１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９)

住房拥有者 －０ ８３３∗∗∗ －０ ０６５
(０ ２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５３ ９６ ２９９ ６７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２６６ １２ ４７３

　 　 说明: 财富效应检验中的 “住房拥有者” 为存在未偿付住房贷款的住房拥有者或租户的虚拟变量 (存在住房贷

款的业主＝ １ꎻ 租户＝ ０)ꎻ 抵押效应检验中的 “住房拥有者” 为房主是否存在未偿付住房贷款的虚拟变量 (不存在住

房贷款的房主＝ １ꎻ 存在住房贷款的房主＝ ０)ꎮ

８２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公共经济学

① Ｒａｊ Ｃｈｅｔｔｙꎬ Ｌａｓｚｌｏ Ｓａｎｄｏｒꎬ Ａｄａｍ Ｓｚｅｉｄｌ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Ｃｈｏ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１７１－１２１２



２ 住房财富和创业: 完全所有权 ＶＳ部分所有权

为了进一步识别不同住房所有权的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ꎬ 本文根据住房的产权性质ꎬ 将

住房区分为两类: 完全所有权住房和部分所有权住房ꎮ 分析这两类住房所有权对创业的影响ꎬ 表 ６ 报

告了基于方程式 (５) 的回归结果ꎬ 与租房者相比ꎬ 完全产权房主的创业概率要低 １ ２ 个百分点ꎬ 部

分产权房主的创业概率要低 ３ ２个百分点ꎮ 因此ꎬ 不同住房所有权对创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ꎮ 进

一步采用加入不同产权住房的得分倾向的方法来减少模型估计的内生性偏误ꎬ 结果如表 ６ 中第 (２)
列所示ꎮ

表 ６　 住房和创业: 完全产权房 ＶＳ部分产权房

(１) (２)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租户 (基准组)
完全产权房 －０ １７５∗∗ －０ ０１２ －０ ２６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８)
部分产权房 －０ ４６４∗∗∗ －０ ０３２ －０ ４１１∗∗ －０ ０３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９２)
房价对数值 －０ ４３６∗∗∗ －０ ０３０ －０ ４６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５４０ ３８ ５２９ ５７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可以看出ꎬ 不同所有权的住房和创业的异质性关系依然存在ꎮ 尽管住房制度改革不仅给职工提供

了低价获得住房的机会ꎬ 也降低了受益群体的流动性约束ꎬ 提高了职工的创业融资能力ꎬ 但部分产权

房的住房财富由原公有住房产权单位和购房家庭共享ꎬ 产权比例按售房当年标准价占成本价的比重确

定ꎮ 而且ꎬ 部分产权房在市场上的交易受到诸多限制ꎬ 比如购房人需要征求原公房产权单位的同意ꎬ
才能在市场上出售拥有的部分产权ꎮ 部分产权的性质将购房人和单位 “捆绑” 在一起ꎬ 具有较大的

锁定效应ꎮ 因此ꎬ 部分产权房主的创业概率更低ꎮ
由于完全产权房和部分产权房的财富增值分配和交易约束不同ꎬ 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影响可能在这

两类住房之间存在差异ꎮ 由表 ７中第 (３) 列可见ꎬ 完全产权房和住房价值的交叉项系数在 １％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为正ꎬ 但部分产权房和住房价值的交叉项系数不显著ꎮ 这说明ꎬ 住房增值对创业的影响

仅仅存在于完全产权房ꎮ 为了从住房财富中剔除住房贷款对创业的影响ꎬ 用住房净值替代住房价值来

重新估计模型 (６)ꎬ 所得结果报告于表 ７中的第 (４) 列ꎮ 结果表明ꎬ 在排除房贷因素之后ꎬ 住房升

值对不同住房所有权与创业关系的影响也与之前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ꎮ
利用前文方法ꎬ 分别区分两类所有权的住房财富影响创业的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ꎮ 将样本限制于

完全产权住房拥有者ꎬ 通过对比存在和不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住房财富对创业的影响ꎬ 可以识别完

全产权房的抵押效应ꎻ 将样本限制于有贷款的完全所有权住房拥有者和租户ꎬ 通过对比存在未清偿住

房贷款的住房和租赁住房的财富增加对创业的影响ꎬ 可以识别完全产权房的财富效应ꎮ 由表 ８ 可见ꎬ
完全产权房和住房价值的交叉项系数在两类检验中都显著为正ꎮ 以上结果说明ꎬ 完全产权房同时具备

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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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加入完全产权房和部分产权房与住房价值 /净值的结果

(３) (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租户 (基准组)
完全产权房 －１ ４１５∗∗∗ －０ ０８７ －１ ２２４∗∗∗ －０ ０９０

(０ １８４) (０ １７５)
部分产权房 －１ ６９３∗∗∗ －０ １０５ －１ ３８９∗∗ －０ １０２

(０ ６３６) (０ ５８４)
完全产权房∗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２６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０)
部分产权房∗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３０８ ０ ０１９

(０ ２０３)
完全产权房∗住房净值对数值 ０ ２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９)
部分产权房∗住房净值对数值 ０ ２３３ ０ ０１７

(０ １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３５２ ６０ ３１２ ２３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９ ９２６ １９ ９２６

表 ８　 完全产权房: 财富效应 ＆抵押效应

(１) (２)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财富效应: 有贷款的完全所有权 ＶＳ租户

完全所有权 －１ １５４∗∗∗ －０ ３０６
(０ １９８)

完全所有权∗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３０７∗∗∗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５)

抵押效应: 无贷款的完全所有权 ＶＳ有贷款的完全所有权

完全所有权 －０ ７０５∗∗∗ －０ １９７
(０ ０５２)

完全所有权∗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１６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１３９ ８９ ５５４ ６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２１９９ １３ ８１４

　 　 说明: 财富效应检验中的 “完全所有权” 为存在未偿付住房贷款的完全产权房或租户的虚拟变量 (存在住房贷

款的完全产权房＝ １ꎻ 租户＝ ０)ꎻ 抵押效应检验中的 “完全所有权” 为完全产权房是否存在未偿付住房贷款的虚拟变

量 (不存在住房贷款的完全产权房＝ １ꎻ 存在住房贷款的完全产权房＝ ０)ꎮ

同理ꎬ 将样本限制于部分产权房拥有者ꎬ 通过对比存在不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住房财富对创业

的影响ꎬ 分离部分产权房对创业的抵押效应ꎻ 将样本限制于有贷款的部分所有权住房拥有者和租户ꎬ
对比存在未清偿住房贷款的住房和租赁住房的财富增加对创业的影响ꎬ 识别部分产权房的财富效应ꎮ
表 ９显示ꎬ 完全产权房和住房价值的交叉项系数仅在财富效应检验中显著ꎬ 表明部分产权房仅具有财

富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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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部分产权房: 财富效应 ＆抵押效应

(３) (４)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财富效应: 有贷款的部分所有权 ＶＳ租户

部分所有权 －１１ ７５４∗∗∗ －０ ２８０
(２ ５０７)

部分所有权∗住房价值对数值 ３ ２１１∗∗∗ ０ ８０５
(０ ７００)

抵押效应: 无贷款的部分所有权 ＶＳ有贷款的部分所有权

部分所有权 ０ ７２４ ０ ０３８
(０ ４６７)

部分所有权∗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４
(０ １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１１９ ５４ ５９ ２６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０４７ ４５１

表 １０　 住房财富和创业: 分组别的回归结果

(１) (２)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年龄组: ２０—２９岁
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３７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３)
年龄组: ３０—３９岁

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４５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５)

年龄组: ４０—６５岁
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３９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１)
低层次收入组: 家庭收入排名后 ２４％

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３６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７３)

中层次收入组: 家庭收入排名位于 ２５％—７４％
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２７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８)
高层次收入组: 家庭收入排名前 ２５％

住房价值对数值 ０ ２４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 ３４６ ４５０ ２７１ ５１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观测数 １６ ９３３ １６ ９３３

３ 住房所有权和创业: 不同特征房主的创业异质性

以年龄和收入将房主划分为不同组别ꎬ 检验住房财富对不同特征房主创业的影响ꎮ 表 １０ 报告了

基于模型 (７) 和 (８) 的回归结果: (１) 住房价值和创业的关系随房主年龄的增长而改变ꎬ 住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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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中年房主的创业促进作用最大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 年龄和创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ꎬ 与年轻

人和老年人相比ꎬ 中年人的创业概率最大ꎮ① 这是因为ꎬ 一方面ꎬ 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累积经验和

资源ꎬ 创业能力不足ꎻ 另一方面ꎬ 老年人的风险规避偏好较强ꎬ 创业意愿较弱ꎮ 尽管中年人同时具备

创业能力和创业意愿ꎬ 在金融约束情况下ꎬ 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年潜在创业者因为创业资金不足放弃创

业ꎮ 由于房价水平值大、 增幅高ꎬ 住房财富的大量增值为具有创业意愿的中年房主提供了充分的创业

资金ꎬ 提高其创业概率ꎮ (２)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ꎬ 住房财富对个人创业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小ꎮ
家庭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放松个人的融资约束ꎬ 为房主提供更多获取政治网络和管制放松的资源ꎬ 进而

影响创业概率ꎮ② 这些发现表明ꎬ 在不完善的信贷市场ꎬ 住房财富的增加对创业意愿较高、 资金约束

较强的个体的创业激励作用最明显ꎮ

四、 结论与启示

　 　 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创业启动资金对创业决策至关重要ꎮ 住房是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资产ꎬ 其直

接财富价值和通过抵押获得的贷款可以充当创业的初始资金ꎬ 因此ꎬ 住房财富对个体的创业选择具有

重要影响ꎮ 但目前关于住房财富和创业选择关系的研究匮乏ꎮ 本文将住房分为完全产权房和部分产权

房ꎬ 系统性地研究住房财富与创业的关系ꎬ 按照个人特征将房主分为不同的组别ꎬ 考察住房财富的增

加对不同特征房主创业概率的差异性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住房财富的增加提高了个体创业的可能性ꎬ 部分产权房主比完全产权房主的创业

概率更低ꎻ 住房增值对创业的影响仅存在于完全产权房ꎬ 完全产权房同时具备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ꎻ
而部分产权房仅具有财富效应ꎬ 住房财富的增加对于创业意愿较高、 受资金约束较强的个体的促进作

用最大ꎮ
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解释和预测个体的创业活动ꎬ 为今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诸多依据ꎬ 具有丰

富的政策含义ꎮ 例如ꎬ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ꎬ 一方面ꎬ 住房资产增值在总体上可以提高住房拥有者创

业的可能性ꎬ 并且住房贷款对创业存在抑制作用ꎬ 这启示我们应该创新和改革住房金融体系和创业金

融体系ꎬ 降低住房拥有者创业时可能面临的资金流动性短缺的难度ꎻ 另一方面ꎬ 住房财富对创业的作

用在不同住房产权和个人特征的房主中存在异质性ꎬ 这启示我们应该根据不同住房产权和住户状况ꎬ
运用科学程序有效识别创业者ꎬ 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帮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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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
“撤废” 与行政权的归并

周颂伦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东北亚研究中心ꎬ 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要: 日俄战后日本从沙俄手中获得从宽城子至旅顺大连的铁道及法权后ꎬ 立即组建了被称为 “国策

会社” 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简称满铁)ꎮ 及至 １９３６ 年ꎬ 在认为条件成熟和发动更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ꎬ
日本开始谋划 “撤废” 在满铁附属地的治外法权并将行政权向伪满洲国归并ꎮ 这是由于存在于附属地的治

外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已经成为实现日、 韩、 “满” 跨海 “大雄邦” 的法律障碍ꎮ 整个 “撤废” 过程计划周

密ꎬ 在东京和 “满洲国” 逐次展开ꎮ 但这在全世界正义人士看来ꎬ 不过是一出左手交右手的闹剧ꎮ 整理其

全貌ꎬ 道破其实质ꎬ 破谎言还真相ꎬ 是必须推进的研究ꎮ
关键词: 满铁附属地ꎻ 治外法权ꎻ 行政权ꎻ “撤废” 与归并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３３－１０

１９３５年 ８月 ９日ꎬ 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并向国际社会宣布: “撤废” 满铁附属地的治外法

权ꎬ 并将附属地行政权 “移让” 给 “满洲国” 政府ꎮ 日本政府决议文的主要内容为: 为确保在 “满
洲国” 全领域居住的日本国民的安全ꎬ 考虑以渐进性的方式 “撤废” 治外法权ꎻ 满铁附属地仍归日

本保有ꎬ 而帝国在该地区行使的行政权ꎬ 将随治外法权的渐进 “撤废” 作同步调整及 “移让”ꎮ 其进

一步宣称的理由是: 基于帝国对 “满洲国” 的国策基调ꎬ 以及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天皇发布日本退出国联诏

书ꎬ １９３２年 ９月签署的 «日满议定书»ꎬ “满洲国” 是与帝国密不可分的 “独立国家”ꎮ 期待随政治

财经不断充实健全发展ꎬ 与帝国实现一体成为东亚之雄邦ꎬ 以至于贡献于帝国之国策ꎮ 迄止目下ꎬ 帝

国在 “满洲国” 享有条约上的治外法权ꎬ 这也是 “满洲国” 成立之前帝国在 “满” 发展的主要条

件ꎮ 但随着日本对 “满” 国策的推进ꎬ 其重要性已经逐渐消退ꎬ 为 “满洲国” 的健全发展ꎬ 日

“满” 两国民的融洽和 “我” 国民的全面发展ꎬ 日 “满” 两国善邻不可分之关系ꎬ 故考虑在条件允

许下 “撤废” 治外法权ꎮ 同时ꎬ 英美等国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利利益仍然需要维护ꎮ 随治外法权的

“撤废”ꎬ 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将同步调整或 “撤废”ꎮ “满洲国” 制度及设施的整备、 充实ꎬ 帝国国

民将在 “满洲国” 全领域安居生活ꎮ 为圆滑地实现帝国国策ꎬ 巩固日 “满” 两国不可分的关系ꎬ 故

此考虑ꎮ①
众所周知ꎬ 李顿调查团于 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 ２日公布调查报告书ꎬ 并未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

以鞭挞ꎬ 只是用延宕委迤的口吻ꎬ 不采纳 “满洲” 居民的 “自由意志” 建成了 “满洲国” 之胡言ꎬ
东北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ꎬ 主权属于中国ꎮ 该报告书于翌年 ２月在国联大会以 ４２ ∶ １获得通过ꎬ 日

３３１




本投出唯一反对票ꎬ 并宣布退出国联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日本政府于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宣布 “撤废” 附属地

治外法权ꎬ “移让” 行政权给 “满洲国”ꎬ 国际社会对这出左手交右手的闹剧不甚关注ꎬ 是十分自

然的ꎮ

一、 附属地治外法权与行政权的缘起

　 　 日俄战争后ꎬ 日本从沙俄手中截获了中东铁路由长春向南至大连的铁道与铁道用地、 安奉铁路及

铁路用地和旅大租借地ꎮ 在铁道两侧若干间距内ꎬ 日本强索行政、 司法、 驻军、 警察、 课税等一系列

特权ꎬ 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中国主权的特殊区域ꎬ 可类比 “国中之国”ꎮ 其法律根据是 １８９６ 年的中俄

«东省铁路公司合同»、 １８９７年的中俄 «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合同» 中俄国获取了包括治外法权和若

干行政权的不平等权益ꎮ
１９０５年日俄间签订 «朴茨茅斯条约»ꎬ 日俄双方私下授受了日本在截获铁路线段内的上述利权ꎮ

由于日俄间约定ꎬ «朴茨茅斯条约» 中俄国让渡而日本承受的诸般利权ꎬ 需经清政府认定方可有效ꎬ
所以日本在 «朴茨茅斯条约» 签订后ꎬ 旋即又逼迫清政府签订 «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ꎬ 迫使

清朝政府承认日俄间的利权授受ꎬ 以及对日俄战争的战后事宜作出法律了结ꎮ
具体而言ꎬ 日俄双方共同拒绝了清政府希望参加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和谈的提

议ꎬ 经过 １９０５年 ８月 １日至 ９月 ５日间的 １７次会谈ꎬ 终于签成正约 １５款、 附约 ２款的和约ꎮ 和约的

第 ５款俄国允诺将旅顺口、 大连港及其邻水领土之租借权让与日本政府ꎬ 租界内一切公共建筑及财产

一并让与ꎻ 第 ６款将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 一切权力财产、 一切煤矿让与日本ꎻ 第 ７ 款

约定铁路以工商业为目的ꎬ 不可经营军事用途ꎮ 附约第 １款约定ꎬ 一俟和约施行ꎬ 两国共同撤军ꎬ 唯

可以守备兵保护铁路为名ꎬ 以每公里 １５名为限ꎬ 同时酌减ꎮ①

在 ８月 １６日的谈判中ꎬ 日方提出要求俄方不带任何债务或负担地将哈尔滨至旅顺口间的铁路以

及一切支线、 财产和矿产让渡给日本ꎮ 但俄方断然拒绝ꎬ 仅答应 “应以现时日本军队占领区域为

界”ꎬ 最后商定以宽城子为双方铁路的衔接点ꎬ 中东路在中国境内的线段被一分为二ꎬ 宽城子亦在一

夜之间成为战略重镇ꎮ②

接受了俄方巨额利益的日本ꎬ 按照与俄方的约定ꎬ 为取得 “中国政府允诺”ꎬ 于当年 １１ 月由外

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率团来北京与清政府庆亲王奕劻等一众官员会议商讨 “善后事宜”ꎮ 小村以 “日本

赌国家之存亡ꎬ 不顾绝大牺牲ꎬ 独力以抗强邻ꎬ 使东亚大局终获保全之事实ꎬ 不得不请清国有所认

识”③ 为由ꎬ 强迫清朝接受既定事实ꎬ 还威胁说ꎬ 如果中国代表不从ꎬ 则会使 “日俄军队长驻满洲而

撤退无期”④ꎮ 日俄战争善后事宜缺少了清政府的配合还真难以称圆满ꎬ «会议东三省正约及附约»
正约 ３款、 附约 １２款ꎬ 附属规定 １６款ꎮ 根据附约第 ６款ꎬ 安奉铁路由日本接管ꎻ 附约第 ７ 款ꎬ 南满

铁路与中国各铁路速订联运章程ꎻ 附约第 ８款ꎬ 南满铁路所需各种材料一概免税免捐免厘金ꎻ 吉长铁

路由中国向日本贷款建造ꎻ 附属规定亦作了相应补充说明ꎮ 日本对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 吉长铁路、
新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以及沿线资源开发权的一概法权、 经管权和开发权ꎬ 都因清政府按日本所请作

出充分允诺⑤ꎮ 日本所获战争的果实ꎬ 至此已拥有了合法性ꎮ
接下来的问题是ꎬ 既然利权已获ꎬ 那由何等人物、 何等机构来做利权之行使主体呢? １９０６ 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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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６日ꎬ 在伊藤博文赴任韩国统监前 ４天ꎬ 他邀请山县有朋、 井上馨、 首相西园寺公望、 外相加藤

高明和大山严、 儿玉源太郎聚会沧浪阁ꎬ 共商 “满洲” 经营大事ꎮ 西园寺表示对 “满洲” 普遍存在

军政署有些许不安ꎬ 认为军政虽可备俄国的复仇之战ꎬ 但也必招中国人的不满①ꎻ 而井上馨则提出为

防止美国的发难ꎬ 宜以 “协调” 对应之ꎮ 沧浪阁会议有两项结论: 结束南满军政ꎻ 向美英承诺 “门
户开放”②ꎮ

５月 ２２日ꎬ 伊藤博文又集合了重臣ꎬ 召开了 “满洲问题协商会议”ꎬ 讨论以何种形式经营 “满
洲”ꎮ 伊藤发言说: “日本也必须满足英美人的心理ꎬ 获得他们的同情ꎬ 否则将陷入困难境ꎮ”③ 而陆

军大将寺内正毅虽对撤去军政表示无奈ꎬ 但要求保留关东总督府ꎬ 以备不时之需ꎮ 对此ꎬ 文官集团则

提出要 “抑制陆军方面的不同意见ꎬ 并确定废除军政和开放满洲的方针”ꎮ④

采取 “协调主义” 方针的文官集团ꎬ 以 “藩阀政治” 开始向 “政党政治” 过渡为背景ꎬ 在与军

人集团的对峙中取得了一时优势ꎮ 伊藤博文认为继续在 “满洲” 的军政统治ꎬ 必将自己置于 “腹背

受敌” 的境地ꎬ 是 “自杀政策”⑤ꎮ 政友会总裁、 首相西园寺公望邀大藏省次官若槻礼次郎 (１９２６ 年

任首相) 组团视察 “满洲”ꎬ 得到的结论是: 军政署与领事馆不能并存ꎮ 若槻向政府建议: “满洲经

营既不应当由政府一手包办ꎬ 也不应委任于民间的竞争ꎬ 建设一个会社ꎬ 利用其半官半民的性质ꎬ 使

政府的命令得到贯彻ꎬ 最为重要的是ꎬ 铁路要划归该公司经营ꎬ 满洲一切经济利权也划归于它ꎬ 不容

许他人竞争ꎮ”⑥ 这是组建南满洲铁路会社构想的雏形ꎮ
１９０６ 年 ６月 ７日ꎬ 明治天皇以 １４２号敕令发布成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ꎮ 同年 ８月ꎬ 日本政府以

邮电、 大藏、 外务三大臣名义向满铁设立委员会下达命令书ꎮ 命令书的第 ４、 第 ５、 第 ６ 条授权满铁

会社可在附属地拥有行政权⑦ꎮ １９０７年 ４月ꎬ 拥有长春至大连、 奉天至安东线长 １１２９ １ 公里的 “南
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正式营业ꎬ 其附属地面积 １９０８ 年时为 １８２ ７６ 平方公里ꎮ “使附属地成为确保我

国利权扶植我国势力的基础ꎬ 国内防线的第一线的基础ꎮ”⑧ 在文、 武两派近一年的争执中诞生的

“满铁”ꎬ 可谓乃是日本政治家们认定的在中国东北处于日本计划的殖民地之前代替政府施行统治权

的最好的主体机构ꎮ 它以铁路公司的形式示外ꎬ 又以获政府密授行政权的实质居内ꎬ 这一特质是完全

与第一位总裁后藤新平的 “文装武备论” 相契合的ꎮ
日本政府向 “满铁” 密授行政权的根据是: １８９６年 ９月ꎬ 清政府在明知沙俄南下野心的前提下ꎬ

不计后果地运用所谓 “联俄制日” 政略ꎬ 与俄国签订 «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ꎬ 其第 ６ 款称: “凡
该公司建造、 经理、 防护铁路所需之地ꎬ 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 石块、 石灰等所需之地ꎬ 若系官

地ꎬ 由中国政府给予ꎬ 不付地价ꎻ 若系民地ꎬ 将照时价ꎬ 或一次缴清ꎬ 或按年向地主纳租ꎬ 由该公司

自行筹款付给ꎮ 凡该公司之地段ꎬ 一概不纳地税ꎬ 由该公司一手经理ꎮ”⑨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俄国在未经

清政府知会的情形下ꎬ 单方面颁布沙皇谕批的 «中东铁路公司章程»ꎬ 规定: “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

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ꎬ 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ꎮ 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ꎬ 由公司安派

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责任ꎬ 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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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 第 ６款所称 “凡该公司之地段ꎬ (中略) 由该公司一手经理”ꎬ 本属商

业性质的 “一手经理”ꎬ 却被俄国单方面解释为排他性行政权ꎬ 成为沙俄在中东路和中东支路上攫取

行政权、 警察权、 开采权和治外法权的法律由头ꎮ 这对日本的侵略计划来说ꎬ 不仅如芒在背ꎬ 而且垂

涎三尺ꎮ
故而ꎬ 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本考虑以 “满铁” 名义经营 “满洲” 时ꎬ 利用中俄间条约没有对

铁路用地进行明确面积限定的漏洞ꎬ 一再通过强行购买或强占的手段实现附属地扩大ꎮ 在 “满铁附

属地” 一词的翻译上也处心积虑地在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铁路居住地区) ”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ｒｅａｓ (铁路

附近区域) ”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ｚｏｎｅ (铁路地带) ” 三个翻译词汇中选择英语名词含义最广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ｚｏｎｅ”ꎬ 以扩大解释的方式为扩展铁路附属地提供借口ꎮ 如此做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ꎬ 即可将中俄条

约签订时的含糊其辞精确为一概与 “附属地” 概念有关ꎬ 这样就可以将 “一手经理” 等不平等特权

全部移植到 “满铁附属地”ꎬ 直接可解释为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所有行政权力ꎮ

二、 为何要 “撤废” 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的撤废与附属地行政权的移让ꎬ 对满洲国来说ꎬ 实乃建国之第二大业ꎬ 而对于我帝

国来说ꎬ 则是划分大陆国策之新纪元ꎮ”① 在日本方面看来ꎬ 将行政权 “移让” 给满洲国具有如此重

大意义ꎬ 是值得仔细考察和分析的ꎮ
“满洲国” 建立之后ꎬ 日本的意图是要在国际舆论上将其宣传成是一个 “国民” 自愿自发成立的

“独立国家”ꎮ 于是ꎬ 在法理上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困难: 自南京条约成立以来ꎬ 列强在中国拥

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ꎬ 这些特权的地理范畴自然包括中国东北地区在内ꎮ 日本阴谋

策划成立 “满洲国” 后ꎬ 第一步是强行将东北地区与中国 “本土” 相割离ꎬ 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

一个 “国家”ꎬ 第二步则是要将其正式并入日本版图ꎬ 使日本成为一个幅员数倍扩大的国家ꎬ 将中国

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日本列岛、 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归并成一个跨海大国ꎬ 即所谓 “东亚大雄邦”ꎮ
在军事力量的蛮横支持下ꎬ 满铁附属地不断扩张ꎮ 中国东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 ꎬ 事业发展

取得丰厚利润ꎬ 附属地内的矿业和重工业成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基地ꎮ 同时ꎬ 关东军驻扎ꎬ 一

直保持着 “北进” “南进” 的战略态势ꎮ 在侵略者看来ꎬ 满铁附属地域可谓 “国家使命的担当者”ꎮ②

满铁及其伞下事业的营业业绩ꎬ 可以有力地证实这一 “使命感”ꎮ 从 １９０７ 年至 １９０９ 年ꎬ 东北大

豆输往日本ꎬ 年输出量分别为 １０８４ 千担、 ２０８９ 千担、 ２５３４ 千担 (１ 担约百斤)ꎮ③ １９１４ 年 “满洲”
输往日本的大豆、 豆粕总额达 ４亿 ５千 ７ 百万日元ꎮ④ １９０７ 至 １９１４ 年ꎬ 满铁利润总额达约 ３ 亿 ６ 千

万日元ꎬ 而其伞后企业 (船舶、 港口、 矿山、 电力、 煤气等) 总收益达约 ３ 亿 ７ 千万日元ꎮ 行政权

对日本在 “满洲” 摄取侵略利益的保护性作用ꎬ 毕现无疑ꎮ⑤ 经营利润积年增累ꎬ 满铁附属地若向全

“满洲” 蔓延ꎬ 政治、 经济、 军事的巨额利益ꎬ 必定使侵略者欢喜发狂ꎮ
在 “东亚大雄邦” 的目标预设下ꎬ 中国东北如果还处于不平等条约的威慑中ꎬ 对于贪婪成性的

侵略者来说ꎬ 过去曾抚额庆幸的侵略权益ꎬ 在新形势下却成了如芒在背、 坐卧不安的心患ꎮ 其一ꎬ
“满洲国” 已非治外区域ꎬ 治外法权说法已不适用该地区ꎻ 其二ꎬ 仍然保有附属地行政权ꎬ 势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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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 与附属地的双重行政状态ꎬ 这会大大有损于行政管理有效性ꎻ 其三ꎬ 计划中的 “满洲国”
如仍保持满铁附属地行政权ꎬ 会造成 “合并” 时的法理障碍ꎬ 而且也会造成日 “满” “一心一德”
的障碍ꎬ 故而 “移让” 附属地行政权已属必定ꎬ 因为唯如此ꎬ 才会避免 “东亚雄邦” 合并成立时出

现合并一方在另一方竟然还拥有 “治外法权” 这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局面ꎻ 其四ꎬ 若日本不宣布撤废

“治外法权”ꎬ 那么其他列强仍有机会在 “满洲” 地区保有治外法权ꎮ 这必增大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

冲突ꎬ 增添日本实现吞并 “满洲” 计划的困难ꎮ
明治维新以后ꎬ 日本模仿西方列强的做法ꎬ 大肆推进 “条约外交”ꎬ 在朝鲜、 中国台湾、 中国东

北获利无数ꎬ 其殖民地面积和附属国面积ꎬ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ꎬ 已数倍于日本本土面积ꎮ 条约给中国

等被侵害国家造成的痛苦ꎬ 与日本获取侵略权益时的窃喜ꎬ 其程度是相等的ꎮ 但是ꎬ 如果 “满洲国”
也要受此前中国与其他列强所签条约的束缚ꎬ 那内心早已将自己设定为主人的日本ꎬ 则只有在痛苦中

煎熬ꎬ 却不可能再享受得益者的窃喜了ꎮ 所以必须将不平等条约从 “满洲国” 排挤出去ꎮ 早已被作

为日本在大陆一部分的 “满洲国”ꎬ 自当不情愿看到不平等条约继续存在ꎮ
然而问题是: 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来看ꎬ 调查团不仅没有承认 “满洲国” 的合法性ꎬ 而且仍主

张主权归属中国ꎮ 对此ꎬ 日本以退出国联的极端方式加以抗议ꎮ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日本代表在国联

大会上发言ꎬ 批评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当时及后续事件的判断属主观臆断ꎬ “ (国际联盟调查团———
引者) 认为日本军队的行动并非属于发动自卫权ꎬ 还轻视中国方面恶化该事件前后之紧张事态ꎬ 不

认为中国方面负有全部责任ꎬ 无视满洲国成立之真相ꎮ (中略) 帝国政府相信与联盟继续合作已无余

地ꎬ 根据联盟章程第一条第三项ꎬ 帝国通告从国际联盟退出”ꎮ① 这种孤立主义的做法ꎬ 等于宣告决

心以国际联盟诸国为对手ꎬ 日本要在中国东北实施排他性 “经营” 的政策ꎮ
１９３７年 ７月 ７日以后ꎬ 中日之间的冲突向全面战争状态突进ꎮ 此时日本在 “满洲国” 的绝对排

他统治ꎬ 已逾 ６年ꎮ 战争向中国 “本土” 的纵深地带蔓延ꎬ 等于 “满洲国” 的 “保障” 又得到加强ꎮ
６年的 “建设”ꎬ “满洲国” 已初具规模ꎮ 是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日本宣布在 “满洲国” 撤废治外法权ꎮ
在日本看来: “满铁作为国策会社创立以来所担负的特殊使命ꎬ 自来便有满蒙的经济开发ꎬ 强化我之

国防第一线的基础ꎬ 确保日本民族生存之安固基础满洲国建国以来官民一致真诚努力ꎬ 使新生国

家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完成了惊异的发展ꎮ 日满两国以其一德一心结成紧密关系ꎬ 附属地曾拥有的作用

可在满洲国之完全独立中得以发扬ꎮ”②

日本的政策设计中ꎬ 治外法权 “撤废” 和附属地行政权在归并过程中将 “满洲国” 的行政权完

全置于日本政府的掌控之下ꎬ 是其企图将 “满蒙” 纳入其版图的关键一步ꎬ 属于前后相衔的战略安

排ꎮ 故此ꎬ １９３５年 ８月 ９日ꎬ 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 向国际社会宣布ꎬ 决定 “撤废” 满铁附

属地的治外法权ꎬ 并将附属地行政权 “交还” 给 “满洲国政府”ꎮ 其决议文的主要内容为: 为确保在

“满洲国” 全领域居住的日本国民的安全ꎬ 考虑以渐进性的方式 “撤废” 治外法权ꎻ 满铁附属地仍归

属日本ꎬ 而帝国在该区域行使的行政权ꎬ 将随治外法权的渐进 “撤废”ꎬ 乃作同步性的调整及 “移
让”ꎮ③ 简言之ꎬ 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 “撤废” 和 “移让”ꎬ 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战略

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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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撤废” 过程

　 　 在 １９３５年 ８月 ９日日本政府宣布 “撤废” 附属地治外法权和向 “满洲国” “移让” 行政权之前ꎬ
有关准备工作已经启动ꎮ 是年 ２ 月ꎬ 在 “满洲” 当地成立了地方委员会ꎬ 由板垣征四郎任委员长ꎮ
主要委员有关东军高级参谋永津比佐重、 关东局顾问植本寿雄ꎬ 驻 “满” 大使馆参事官守屋和郎ꎬ
关东局司政部长武部六藏ꎬ “满洲国” 总务厅次长大达茂雄ꎮ 干事长永津比佐重ꎬ 干事有关东军参谋

花谷正、 “大使馆” 书记官山本熊一和大鹰正一、 关东局警务课长御影池辰雄、 关东局行政课长三浦

直彦、 “满洲国” 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 “满洲国” 总务厅参事官田村仙定ꎮ 关东军高级参谋永

津比佐重在委员会下设的课税分科委员会、 产业分科委员会、 教育分科委员会、 地方行政分科委员会

担任首席委员ꎮ 板垣—永津—关东军参谋—各实务事务的负责人—驻满大使馆相关官员ꎬ 形成了该委

员会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ꎮ
以外务省官僚为主ꎬ 在东京成立的治外法权 “撤废” 准备委员会ꎬ 由外务次官重光葵任委员长ꎬ

由外务省条约局长、 东亚局长、 通商局长、 司法省民事局长和刑事局长以及十数名外务省课长和陆军

省课长们担任委员ꎮ 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议由当地委员会递送的工作纲要ꎮ
一旦治外法权 “撤废”ꎬ 行政权的转移是十分繁琐的事务ꎮ 原本在附属地处理行政事务的职员及

设施由 “满洲国” 出面接管ꎮ １９３６年 ７ 月在 “满洲” 成立职员设施接转委员会ꎮ “大使馆”、 关东

局、 “满洲国”、 满铁的庶务课长、 警务课长、 书记长、 财务课长、 会计课长、 薪水课长、 地方课长

等组成该委员会ꎬ 专门负责具体的接转事务ꎮ
满铁内部分别成立对策委员会和行政权 “移让” 准备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专门负责提出初案ꎬ 供

上层委员会审议通过ꎻ 而行政权转让委员会事务关系重大且具体繁琐、 由满铁地方部长宫泽惟重担任

委员长ꎬ 庶务课长、 地方课长、 卫生课长、 工事课长、 事务所长、 工商产业课长、 人事主任、 调查主

任、 土地建筑主任、 学务主任、 防疫主任、 卫生主任等担任委员ꎮ 显而易见ꎬ 从人事构成上看ꎬ 该委

员会是具体操作推进部门ꎮ 故而ꎬ 该委员会下设庶务班、 人事班、 经理班、 设备班、 卫生班和教育

班ꎬ 从事具体事务ꎮ
随着行政权 “移让” 的时限越来越迫近ꎬ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在 “满洲” 各地成立了地方准备

会ꎬ 这时日本已宣布附属地治外法权 “撤废” 完毕ꎮ 该准备会要根据满铁和 “满洲国” 的准备委员

会的指示ꎬ 在各地方为移让作具体的交接事务ꎮ 因为是地方准备会ꎬ 所以尽量利用各地公署和参事

官、 县级官僚和县衙各级事务担当者ꎮ 事务所设在县公署或县事务所ꎬ 从事各方关系协调ꎮ 举例来

说ꎬ “新京” 市公署、 长春县公署、 怀德县公署、 四平街地方事务所、 昌图县公署、 开原地方事务

所、 铁岭地方事务所、 奉天地方事务所、 抚顺地方事务所、 辽阳地方事务所、 鞍山地方事务所、 营口

县公署、 盖平县公署、 瓦房店地方事务所、 本溪湖地方事务所、 奉天市公署、 凤凰城县公署、 安东县

公署等等ꎮ 各地均设有自己的准备会ꎮ
由此可见ꎬ 由日本官僚担任制定原则和指导工作ꎬ 而由 “满洲国” 地方官吏担任具体办理实际

事务ꎬ 附属地治外法权 “撤废” 和行政权向 “满洲” “移让” 的事务ꎬ 已经完成了推行系统的机构

和人事设置ꎮ
实际上具体的准备事务半年前就开始实施了ꎮ 地方委员会具体安排治外法权 “撤废” 和行政权

归并的程序ꎮ 首先ꎬ 决定在 １９３５年 ４月制定治外法权 “撤废” 纲要和附属地行政权调整纲要ꎮ 接着

于当年 ９月以后ꎬ 决定警察权、 课税权、 产业行政权、 教育行政权、 邮政权、 领事裁判权、 满铁附属

地 “行政权” 等诸事项 “撤废”、 调整、 “移让”、 归并的原则ꎬ 并讨论具体执行的细节ꎮ 这些事项

由各地方上报后ꎬ 委员会进行汇总ꎬ 形成文件ꎬ 上报东京ꎬ 接受审议ꎮ 从事后看ꎬ 各地上报的计划基

本获得批准ꎬ 并无重大修正ꎮ 从地方到中央的报告ꎬ 都注意到了逐步推动ꎬ 按部就班地逐一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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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纲要的发布时间分别为: １９３５年 ４月 １６日 “满铁附属地行政权撤废” 纲要ꎻ ４月 ２７日治外

法权 “撤废” 纲要ꎻ ７月 ８日警察权调整纲要ꎬ 邮政权调整纲要ꎬ 设施及职员接转纲要ꎻ ９ 月 ５ 日教

育行政处理纲要和课税处理纲要ꎻ １０月 １８日日本人课税处理纲要ꎬ 附属地内外课税纲要ꎻ １１ 月 ４ 日

领事裁判权撤废纲要ꎻ １１月 ９日满铁附属地地方行政处理纲要ꎻ １１月 １８日日本人地方税课税处理纲

要ꎻ １１月 ３０日关税行政权处理纲要ꎬ 在 “满” 朝鲜人教育行政处理纲要ꎬ 兵事行政处理纲要ꎬ 神社

行政处理纲要ꎬ 宗教行政处理纲要ꎻ １２月 ３日金融行政处理纲要ꎻ １９３６年 ４月 １７日日本人教育行政

处理纲要ꎬ 在 “满” 日本人子女教育经营纲要ꎬ 行政督察权 “撤废” 及 “移让” 纲要ꎬ 领事裁判权

“撤废” 纲要ꎬ 职员接转纲要ꎬ 附属地地方行政处理要领ꎬ 设定市、 街、 村文件ꎻ ６月 １５ 日满铁附属

地课税权 “移让” 纲要、 关于实业及金融处理文件等ꎮ
从这些纲要和文件可知ꎬ 治外法权的 “撤废”、 附属地行政权的调整和 “移让”ꎬ 原则精神在各

方面均得到了体现ꎮ 兹将重要纲要列举如下:
其一ꎬ 是治外法权 “撤废” 纲要ꎬ 其主要内容为: “撤废” 乃日本方面好意之自发行为ꎬ 而非依

“满洲国” 方面之要求ꎻ 顺应 “撤废” “满洲国” 治外法权ꎬ 可使在其全领域内日本国民之居住往来

营业更为便利ꎻ 治外法权 “撤废” 各事项将依渐进主义之原则ꎬ 首先对其行政部分 (行政法规之不

能适用之权力) 进行调整ꎬ 尔后向其司法的部分 (领事裁判权) 之 “撤废” 推进ꎻ 日本国民服从

“满洲国” 一般警察权领事裁判权 (包括司法警察权在内) 之 “撤废” 宜适应 “满洲国” 之准备事

务ꎬ 在行政权部分调整后实行之ꎻ “满洲国” 方面治外法权 “撤废” 准备阶段ꎬ 宜以日本国民在 “满
洲国” 可享日本政府保护为目标ꎻ 随治外法权之 “撤废”ꎬ 日本方面处理之要点ꎬ 乃设施及职员全部

由 “满洲国” 方面所接收ꎻ “满洲国” 宜特别考虑因治外法权 “撤废” 日本国民生活会发生的显著

变化ꎻ 根据日 “满” 议定书ꎬ 日本军队的驻兵权相关各项不受治外法权 “撤废” 任何影响ꎮ①

其二ꎬ 是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调整 “撤废” 纲要ꎬ 其主要内容为: 附属地行政权之调整

“撤废”ꎬ 仍依据日 “满” 紧密不可分关系ꎬ 促进 “满洲国” 之健全发展ꎬ 且弘扬皇道精神于四海而

宣布ꎬ 顺应治外法权之 “撤废”ꎬ 仍根据日本方面的好意之自发行为ꎬ 而非 “满洲国” 方面之要求ꎻ
附属地行政权之调整 “撤废”ꎬ 乃致力于对附属地文化产业之进展不加妨害ꎬ 同时期望不对居留民之

生活、 营业负担造成急剧变化ꎬ 适应现状之稳健妥当之方策ꎻ 附属地行政权宜与治外法权之行政权部

分之调整相并行ꎬ 调整 “撤废” 完了之时期ꎬ 即领事裁判权 “撤废” 之同时ꎻ 随附属地行政权调整

“撤废”ꎬ 日本方面处理之要点ꎬ 根据设施职员之现状ꎬ 由 “满洲国” 方面接收ꎻ 作为日本政府的国

策ꎬ 其随附属地行政权之调整 “撤废”ꎬ 确立方针ꎬ 经内阁会议决定ꎬ 于适当时期发表声明ꎻ 附属地

权益乃 “我” 帝国以国运相赌所得ꎬ 三十年来ꎬ 艰难拮据经营ꎬ 深刻认识此乃 “满洲” 开发之根源ꎬ
鉴于 “满洲国” 之所有事态益愈顺应ꎬ 乃本纲要之第一趣旨ꎬ 并对附属地行政权加以调整 “撤
废”ꎮ②

“撤废” 和 “移让” 是日本方面的 “好意”ꎬ 依渐进主义原则逐步展开ꎮ 依据日 “满” 不可分之

原则ꎬ 促进 “满洲国” 健全发展ꎬ 日本国民权益不受侵犯ꎬ 其生活不可发生任何困难ꎮ 附属地事业

设施及职员全部由 “满洲国” 方面接收ꎮ “撤废” 治外法权与日本驻兵权不发生任何影响ꎮ 附属地权

益乃 “我” 帝国以国运相赌所得ꎬ 永远是开发 “满洲” 之根源ꎮ 两份纲要的重点在于无条件地保障

日本的权益ꎮ
纲要是日本单方面的意志表达ꎬ 必须通过条约形式让 “满洲国” 官员在条约上签字ꎬ 才算是圆

９３１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 “撤废” 与行政权的归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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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 『満鉄附属地経営沿革全史』 (前編上卷)、 東京: 龍渓書舎、 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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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完结ꎮ １９３６年 ６月 １０日ꎬ 日本 “驻满大使” 植田谦吉与 “满洲国外交大臣” 张燕卿在位于 “新
京” (即长春) 的 “外交部” 就 «关于居住满洲国之日本臣民在满洲国课税等日本国、 满洲国间条

约» 签字画押ꎮ 其主要内容为: 日本政府决定渐进性 “撤废” 在 “满” 治外法权并 “移让” 附属地

行政权ꎬ “满洲国” 政府承认确保增进 “满洲国” 领域内的日 “满” 融和发展ꎻ 日本国臣民在 “满
洲国” 领域内享有自由居住往来和可以从事农业、 工商业以及其他公私各种业务、 职务和有关土地

之一切权利ꎬ 日本国臣民在 “满洲国” 领域内享有一切权利ꎬ 其利益享受之与 “满洲国国民” 相比ꎬ
不接受不利之待遇ꎻ 日本国臣民在 “满洲国” 领域内ꎬ 服从本条约附属协定之规定ꎬ 服从该国之课

税和产业相关行政法令ꎬ 在南 “满洲” 铁道附属地ꎬ 日本国政府认为ꎬ “满洲国” 法令应服从本条约

附属协定之规定ꎬ 在本条的适用范围内ꎬ 日本国臣民在任何场合不接受与 “满洲国” 臣民相比之不

利待遇ꎻ 本条约正文有日本文及汉文ꎬ 日本文文本与汉文文本间发生解释差异ꎬ 依日本文文本决定

之ꎮ①

张燕卿发表感谢致辞ꎮ 大意是: 治外法权 “撤废” 和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调整乃至 “移让” 已

圆满完成ꎬ 这对 “满洲国” 关系重大ꎬ 也为 “建国” 当初改善充实制度建设提供了前提ꎮ 日本国国

民在 “满洲” 居住营业ꎬ 双方已经缔结协约ꎮ 植田大使和本人亦已签名ꎬ 值得庆贺ꎮ 并对日本国方

面的协力深表感谢ꎮ 今后在得到日本国各有关方面充分协力之下ꎬ 将忠实地履行本条约ꎮ 也对各位莅

临表示感谢ꎮ②

张燕卿的这份致谢辞ꎬ 充分满足了日本方面日 “满” 一心一德的政策预设ꎮ 随后ꎬ 导演一方和

配角一方举杯共贺 “五族共和”ꎬ ３ 点 ４０ 分ꎬ 在 “满洲” 官员恭敬目光的目送下ꎬ 日本一行退出

会场ꎮ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 ５日ꎬ 日 “满” 之间再签条约ꎮ «撤废在满洲国治外法权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

权移让之日本国与满洲国间条约»ꎬ 由日本 “驻满大使” 植田谦吉与 “满洲国总理” 张景惠代表各自

“政府” 签署ꎬ 其主要内容为: 日本国现决定完全 “撤废” 在 “满洲国” 之治外法权ꎬ 并全部 “移
让” 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ꎮ 对应以上日本国政府之决定ꎬ “满洲帝国政府” 依从 “建国” 之本

旨ꎬ 对在 “满洲国” 居住之日本国臣民之安居发展ꎬ 为确保增进之必要ꎬ 给予一切保障ꎻ 依从本条

约及附属协定之规定ꎬ 日本国政府现决定 “撤废” 在 “满洲国” 拥有之治外法权ꎻ 依从本条约及附

属协定之规定ꎬ 日本国政府 “移让” 在南满洲铁道附属地之行政权ꎻ 依从本条约及附属协定之规定ꎬ
日本国臣民在 “满洲国” 领域内服从 “该国” 之法令ꎮ 前项规定之适用范围ꎬ 日本国臣民在任何场

合均不接受相比 “满洲国” 国民之不利待遇ꎻ 依据日本国法令成立的会社及其他法人ꎬ 在本条约实

施的 “满洲国” 领域内可拥有本店或事务所ꎻ 本条约之规定ꎬ 不影响日 “满” 两 “国” 间基于特别

约定特点之日本国臣民法人之权利、 特权、 特典及免除ꎻ 本条约正文有日本文和汉文ꎬ 日本文文本与

汉文文本间若有解释差异ꎬ 依日本文文本决定之ꎮ③

附属协定还补充规定: “两国” 政府保障日本国臣民身体及财产安全ꎻ 在条约实施当时未判决之

诉讼案件或非法案件仍依旧例处理ꎬ 在条约实施前日本国臣民之犯罪按日本国有关法律处分ꎻ “满洲

国” 应将犯人及证据引渡日本国政府ꎻ 条约实施当时正在审核之中刑事案件依 “满洲国” 法令处置ꎬ
案件证据由 “满洲国” 相当官宪接管ꎻ “满洲国” 政府承认条约实施前依日本国法令认定的债务名义

效力ꎻ 关于附属地行政ꎬ 日本国政府向 “满洲国” 政府 “移让” 附属地课税、 警察、 通信及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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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ꎻ “满洲国政府” 承诺按 “移让” 后致力于行政权文化、 产业发展采取措施ꎻ 课税和租税由 “两
国” 相关方面协商决定ꎬ “满洲国” 政府征收课赋ꎻ 关于警察行政ꎬ 日本国臣民服从 “满洲国” 警察

及其他行政管理ꎬ 条约实施当时日本官宪处理中的警察或其他文件原则上由 “满洲国” 官宪接管ꎻ
规定 “满洲国” 政府承认日本国臣民依日本国法令在 “满洲国” 领域所建神社等设施ꎻ 关于设施及

职员的接管ꎬ 随法令执行ꎬ “满洲国” 政府原封不动全部接管并保护日本国臣民在 “满洲” 领域内的

土地、 建筑物、 附属设施及职员ꎮ①

从附属协议的内容上看ꎬ 日本方面关心的是日本人在 “满” 权益必须得到 “满洲国” 方面的确

凿保障承诺ꎮ 因为这关系到下一步ꎬ 即一旦建立跨海国家ꎬ “满洲国” 的行政权向日本国方面 “移
让”ꎬ “满洲国” 法律就要被日本国法律所取代ꎮ “满洲国” 上下官宪必须从条约实施起ꎬ 就开始接收

这一训令ꎮ
张景惠和植田谦吉就治外法权 “撤废” 和附属地行政权 “移让”ꎬ 作了相互谅解声明ꎮ 双方确

保ꎬ 日本国政府授给日本国臣民的各类证书 (证明书、 许可证、 产权证等)ꎬ “满洲国” 方面予以全

部认定ꎻ 类似邮信等业务 “满洲国” 方面予以全盘承认、 接收ꎻ 两国间货币兑换价格由双方专门部

门签订业务协定以决定ꎬ 等等ꎮ 张景惠特别表示ꎬ “满洲国政府” 将以公正和谐的态度保护在 “满”
日本人之 “正当权利”ꎻ 而植田则表示希望日 “满” “两国” 国民体会 “大业” 之精神ꎬ 融合相助ꎬ
一心一德ꎬ 以彰显 “侠义” 风采ꎮ

至此ꎬ 有关治外法权 “撤废” 和附属地行政权 “移让” 的所有法律事项已全部完成ꎮ 具体的

“移让” 事务ꎬ 很快在 “满洲” 全境各地频频展开ꎬ 具体业务的交接事务ꎬ 不再赘述ꎮ

四、 评　 　 价

　 　 在 “满洲国” 建立之前ꎬ 日本凭借与中国清朝签署的条约ꎬ 取得了在中国的不平等特权ꎮ 这种

特权包括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ꎬ 以及租界权和驻兵权ꎮ 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俄国将在中国东北

的几乎一半特权作为战争补偿赔给日本ꎬ 日本 “顺理成章” 地获得了在 “满洲” 包括治外法权在内

的行政权ꎮ «日满议定书» 的前言部分ꎬ 写明 “中华民国现有国际约定适用于满洲国”②ꎮ «日满议定

书» 签署于 １９３２年 ９月 １５日ꎬ 数年后 “满洲国” 已初具规模ꎮ 这个被日本宣传为根据 “满洲” 当

地居民的意愿而 “建国” 的 “国家”ꎬ 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国家”ꎮ 但这个 “完全独立” “国家” 的

法律司法并不独立ꎬ 而不独立的原因就是这个 “国家” 实际的操纵者即日本在其内拥有治外法权ꎮ
从 １９０６年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ꎬ 日本的侵略锋芒已经开始指向华北和中国全部领土ꎮ 作为

国策ꎬ 消化朝鲜和 “满蒙”ꎬ 尽早建设一个跨海的东亚大帝国ꎬ 必然要将已经到手的附属国归拢合

并ꎮ 日本的这种战略计划早已为全世界人士所看透ꎮ 这时ꎬ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仍拥有治外法权ꎬ 就成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的障碍ꎮ 为扫除这个障碍ꎬ 就必须让 “满洲国” 成为一个真正的 “独立国家”ꎮ
１９３５年 ８月 ９日日本内阁通过 “撤废” 决议时ꎬ 在 “满洲” 各地和日 “满” 双方各级机构其实

已经完成了许多具体准备事务ꎮ １９３６年 ６月 １０日日 “满” 双方签署的有关日本人在 “满” 居住及课

税条约ꎬ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 ５ 日日 “满” 双方签署的附属地行政权 “移让” 和治外法权 “撤废” 条约ꎬ
以及随这个条约签署的附加协议ꎬ 以政令名义发布的谅解声明ꎬ 还有签约当事人发表的谈话等等ꎬ 表

明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ꎮ 按日本方面的表态ꎬ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日本 “撤废” 在 “满洲”

１４１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 “撤废” 与行政权的归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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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外法权和将附属地行政权交由 “满洲国” 方面接收ꎬ 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完成ꎮ
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１) 治外法权是必须适时 “撤废” 的ꎬ 日本的目的ꎬ 是在日 “满” 关系

紧密不可分和 “一心一德” 的标榜中ꎬ 将 “满洲国” 最后吞并ꎻ (２) 从 １９３５ 年起ꎬ 日本正式开始

“撤废” 准备ꎬ 这个动作上承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悻悻从 “国联” 退出ꎬ 下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ꎬ
是一系列侵略计划的关键一步ꎻ (３) 日本方面宣布 “撤废” 治外法权ꎬ 并称全出自 “好意”ꎬ 在国

际上可以消除或弱化正义舆论对其侵略行径的斥责ꎬ 对日本国内则可安抚普通民众对其不断扩张的疑

虑ꎬ 对 “满洲国” 则可以逼迫其就范并让其积极配合ꎻ (４) 在所有条约、 附约和谅解文本上ꎬ 处处

可看到日本政府对日本在 “满” 国民利益的关照和对其因 “撤废” 治外法权而产生不安的安抚ꎬ 也

处处可见 “满洲国政府” 信誓旦旦地承诺保护保障之声ꎬ 这可以使更多的日本人来到 “满洲” 探险ꎬ
也可以使 “满洲” 当地民众及社会ꎬ 还有各级官宪适应日本的法律体系ꎬ 因为这其实也是建设 “大
国家” 的一个预备步骤ꎻ (５) 日本 “撤废” 和 “移让” 法权的背后ꎬ 分明隐藏着将 “满洲国” 当成

自己国家的一部分来统治的盘算ꎮ
在 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上ꎬ 中国代表就 “撤废” 护路军 (守备队) 问题ꎬ 提出说帖: “中国虽于

１９０５年 １２月 ２２日与日本新议ꎬ 允俄国将日俄战争前所有租界权力、 铁路特权ꎬ 移之日本ꎬ 然上述

之另条ꎬ 关于铁路卫队者ꎬ 中国不特未许ꎮ 而日本政府则愿俟俄国肯撤退铁路卫队时ꎬ 或中俄两国议

定他种合宜办法时ꎬ 亦举行相类之办法ꎮ 然铁路卫队ꎬ 竟未撤退ꎮ 自俄国政府变法 (十月革命)ꎬ 东

清铁路及哈尔滨长春铁路之俄国卫队ꎬ 皆已尽易中国军队ꎬ 而南满安奉两路之日本卫队如故ꎮ”① 继

而在华盛顿会议期间ꎬ 中国代表复又提出日本撤退铁路守备队之议ꎮ “中国屡经声明ꎬ 愿保护南满铁

路ꎬ 并请日本撤军ꎮ” “日本留置护路军于南满铁路所属区域ꎬ 不但不能改良情势ꎬ 反使形势更为不

安ꎮ 因外国军队侵入内地ꎬ 即使人民素爱和平ꎬ 然终不免时常激起其怨愤ꎮ 但日本代表不顾中国的反

对ꎬ 仍然拒绝撤退驻军ꎮ”② 中国代表的理由是: 俄国既已撤军日本也当撤军ꎬ 由中国军队治安护路ꎬ
但日本代表拒绝态度冷漠生硬ꎬ 对中国方面的要求置之不理ꎮ 这说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ꎬ 根

本未到日本表示 “好意” 实行 “撤废移让” 之时ꎮ
附属地治外法权 “撤废” 和行政权 “移让” 之后ꎬ 满铁将行政管理负担也同时转让出去ꎬ 从此

可以专务铁路运输业务ꎬ 其效果是: 在 “撤废” 和 “移让” 之前的 １９３４年ꎬ 满铁的利润总额为 １２６４
万余日元ꎬ 而其后利润总额在 １９３７ 年达到 ７３９２ 万余日元ꎬ １９３９ 年更达到 ７７８４ 万余日元ꎮ③ 故而ꎬ
满铁虽然附带有特殊使命ꎬ 但仍然是一个营利法人ꎬ 而并不能忍受无限牺牲ꎮ④ 满铁曾言付出 “牺
牲”ꎬ 是指一个会社法人却担当着附属地行政管理责任达约 ３０ 年左右ꎬ 这是当初建立 “满铁” 时日

本政府的用意所在ꎬ 亦是日本国内 “文装武备” 论的用心ꎮ 从上述数字可知ꎬ 摆脱行政权管辖 “份
外之责任” 之后ꎬ 满铁的利润呈现倍增的势头ꎮ 由此可知ꎬ 治外法权 “撤废” 和附属地行政权 “移
让”ꎬ 带给满铁和日本国家的利益亦是巨大的ꎮ 至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ꎬ 治外法权 “撤废” 和行政权 “移
让” 这出闹剧终算宣告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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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７Ｋ２Ｄ００１)ꎮ
作者简介: 王铁军ꎬ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ꎬ 研究方向: 近现代日本政治史、 军事史、 现代中国军事史ꎮ

“满洲问题协议会”:
满铁、 关东军在东北的权力关系构筑

王铁军

(辽宁大学 日本研究所ꎬ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３６)

　 　 摘要: “满洲问题协议会” 是为协调和解决日本陆军省、 大藏省和铁路部门围绕在东北的铁路问题和

驻军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而设立的机构ꎮ 其中ꎬ 尤其以 １９０５年 ５月 ２２ 日日本内阁所举行的协议会最为

重要ꎮ 该次会议不仅基本上中止了日本陆军省和其他省厅之间的对立意见ꎬ 而且还确立了其后日本在中国

东北地区所形成的 “满铁” 和关东都督府等殖民统治框架ꎮ 由此ꎬ “满洲问题协议会” 也成为日俄战争后

满铁与关东军之间所构筑的相互权力关系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会议ꎮ 有鉴于此ꎬ 文章将 “满洲问题协议

会” 作为研究的线索ꎬ 通过对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在 “满洲经营” 问题上所产生的政策争论以及 “满洲问

题协议会” 的会议经过等史实的系统分析ꎬ 来探讨日俄战争后满铁与关东都督府之间所构造的权力关系ꎮ
关键词: “满洲问题协议会”ꎻ 满铁ꎻ 关东军ꎻ 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４３－１３

“满洲问题协议会” 是 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后ꎬ 日本内阁为协调和解决日本陆军省、 大藏省和铁路

部门围绕在东北的铁路问题和驻军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而设立的机构ꎮ 其中ꎬ 尤其以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２２日日本内阁所举行的协议会最为重要ꎮ 该次会议不仅基本上中止了日本陆军省和其他省厅之间的

对立意见ꎬ 而且还确立了其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形成的 “满铁” 和关东都督府等殖民统治框架ꎮ
另一方面ꎬ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ꎬ 学者们大多比较关注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地区成立的

“满铁” 公司以及其后所形成的 “满铁”、 关东都督府和奉天总领事馆的 “三头政治” 等议题ꎮ 固

然ꎬ 这些研究对于揭示近代以来日本的 “大陆政策” 和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渗

透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ꎬ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在有关东北殖民统治政策上进

行争论的意义ꎬ 尤其是 “满洲问题协议会” 上所形成的 “满铁” 与关东都督府之间权力关系的学术

意义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以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中有关日本在东北殖民地统治中的权力构筑议题所产生的

政策争论以及其后日本政府所举行的 “满洲问题协议会” 作为研究线索ꎬ 以期探讨日本通过 “满铁”
与关东都督府来构筑的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战略构想ꎬ 并以此为基础ꎬ 探讨满铁与关东都

督府 (关东军) 在东北殖民统治构造中的权力形成议题以及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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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围绕东北殖民统治政策的争论

　 　 １ 桂太郎与小村寿太郎之间的争论

日俄停战后ꎬ 日本朝野围绕中国东北的铁路线权益和殖民统治形式的争论ꎬ 最早始于日本外交代

表赴美国军港朴次茅斯同俄方外交代表进行外交谈判期间ꎮ
就在日俄两国代表赶赴美国军港朴次茅斯进行外交谈判期间ꎬ 日本国内也迎来了一位从美国专程

赶来的客人———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一行ꎮ 哈里曼本人是当时美国经济界颇有权势的铁路大王ꎮ 日俄

战争期间ꎬ 哈里曼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坤络公司曾大力承购了日本在美国发行的战时公债ꎬ 有恩于日

本ꎮ 哈里曼在美国听到了俄国将中国东北的铁路 “让渡” 给日本后ꎬ 认定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已经倾

其所有财力ꎬ 由此ꎬ 战后的日本不会有太多的财力来经营东北铁路权益ꎮ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ꎬ 哈里曼

来到日本后大力推销其设立联结欧亚大陆的大铁路网计划ꎮ 哈里曼一行来到日本后ꎬ 先后同日本大藏

大臣以及伊藤博文、 井上馨等元老见面ꎬ 并于同年 １０月 １２日ꎬ 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为其举行

的午宴招待会后ꎬ 同桂太郎签署了关于中国东北旅长铁路收购计划的 «哈里曼—桂太郎预备协定备

忘录» (以下简称 “哈桂备忘录” )ꎮ 根据该备忘录ꎬ 美国 “以筹集收买日本政府获得的满洲铁路及

其附属财产ꎬ 和恢复、 整顿、 改建并延长该铁路ꎬ 以及改善大连铁路终点所需资金为目的ꎬ 拟组织一

个辛迪加ꎮ 当事双方对获得的财产具有共同且平等的所有权与代表权”①ꎮ 哈里曼在获得了这份预想

之内的礼物后乘船经由辽东半岛日军占据的旅顺、 大连后ꎬ 取道天津返回了美国ꎮ 就在哈里曼动身回

国后的同月 １６日ꎬ 日俄媾和谈判中的日方谈判代表、 时任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也乘船回

到了日本东京ꎮ 小村在得知 “哈桂备忘录” 的内容后ꎬ 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ꎮ 为此ꎬ 日本政府致电

尚在回国途中的哈里曼ꎬ 取消了哈里曼同桂太郎之间签署的备忘录ꎮ
当然ꎬ 小村寿太郎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哈桂备忘录的实施ꎬ 并不是如小村传记中所做的贴金式的

描述那样ꎬ 小村寿太郎具有睿智和政治家的深邃远见ꎮ 小村外务大臣之所以能够成功ꎬ 主要源于明治

宪法下确定的日本内阁制度赋予外务大臣的外交特权ꎮ
诚如所知ꎬ 二战前日本内阁制不同于二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下的内阁制度ꎮ 战前的明治宪法体

制下的日本内阁制度ꎬ 其内阁总理大臣既不是众议院和贵族院选举产生ꎬ 也不是通过具有选举资格的

选举人选举出来的ꎬ 而是依靠明治维新中的 “开国元老” 伊藤博文、 井上馨、 山县有朋等人圈定后ꎬ
再由明治天皇 “亲任” 的ꎮ 虽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得到 “开国元老” 的青睐ꎬ 但其真正的权力掌握

在元老手中ꎬ 只是在内阁阁僚的合议制下的首班大臣ꎬ 不仅阁僚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需要日本中

央军部的推荐和同意ꎬ 并受到日本中央军部的制衡ꎬ 而且其外交权也是外务大臣专属权力ꎬ 内阁总理

大臣无权干涉ꎮ 小村寿太郎因日俄谈判赴美后ꎬ 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桂太郎虽然代理了外务大臣职

务ꎬ 但只是代理外务省的日常业务和一般文件签授权ꎬ 而没有外交决策权ꎮ 小村寿太郎之所以能够成

功阻止哈桂备忘录的第二个理由就是ꎬ 日俄媾和条约中俄国 “让渡” 给日本的东北权益均需要清政

府的同意ꎮ
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ꎬ 小村寿太郎在从美国回国的船上曾草拟了一份题为 «韩满施设纲领» 的文件ꎮ 该

份文件比较能够系统地体现以小村寿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文官在日俄战争后经营 “满洲” 的政策方针

上的态度ꎮ 在该份文件中ꎬ 小村寿太郎除主张日本从俄国手中 “继承” 的 “满洲铁道” 应由日中两

国持股ꎬ 并发行股票组建 “铁道株式会社” 外ꎬ 还主张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应设立 “辽东总督”ꎬ 其总

督负责统辖该地区的 “政事、 军事及经济总体事务”ꎬ 并负责 “满洲铁道的守备”ꎮ② 小村寿太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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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张与其后出任 “满铁” 公司首任总裁的后藤新平的政策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ꎮ
１９０５年 ８月ꎬ 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也通过台湾总督兼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儿

玉源太郎的渠道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题为 «满洲经营策梗概» 的建议书①ꎮ 后藤新平的该份建议书

也因被一些学者称之为 “文装的武备论” 的 “元祖” 而闻名ꎮ 后藤新平的该份建议书比较长ꎬ 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建议: 第一ꎬ 辽东半岛租借地的统治机构设为辽东总督府ꎻ 第二ꎬ 作为 “满洲

铁道的经营机构ꎬ 应设立满洲铁道厅ꎬ 并作为政府直辖机构”ꎻ 第三ꎬ 为防止总督府与铁道之间意见

冲突ꎬ “铁道厅长官可由总督兼任”ꎮ②

通过对小村寿太郎的纲领与后藤新平的建议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ꎬ 小村寿太郎和后藤新平作为日

本政府中的外交专家和殖民统治专家ꎬ 比较注重日俄条约和中日北京会议条约的规定ꎬ 主张在条约范

围内ꎬ 设立关东州租借地的统治机构和 “南满洲铁道” 公司来经营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所攫取的铁路

利权ꎮ
２ 日本军部的 “满洲军政方案”
与日本政府文官精英的 “满洲经营” 方针相比较ꎬ 日本陆军中央军部的 “满洲经营” 方案则更

多地着眼于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在东北地区军事力量的战略平衡问题ꎮ
１９０５年 ８月ꎬ 时任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的山县有朋向陆军参谋本部送呈了 «战后经营意见

书»ꎮ 有关山县有朋的这份 «战后经营意见书» 在国内的学术界多有分析和研究成果ꎬ 在这里不再赘

述ꎮ 简而言之ꎬ 山县有朋认为 “满洲之地在战后应该交还清国ꎬ 不能由此而破坏公约ꎮ 但依清国今

日之实力很难维持满洲一带的和平和秩序ꎬ 并牵制俄国势力的南下”ꎮ 由此ꎬ “第一要开放满洲ꎬ 在

海拉尔、 哈尔滨等其他重要地点向世界各国开放ꎬ 以控制俄国的野心ꎬ 同时日本也应在哈尔滨以南地

区要地驻防若干军队以保护我方铁路”ꎮ 为此ꎬ 山县有朋主张 “满洲的铁路” 应实行军用化ꎬ 以抑制

俄国势力的南下ꎮ③

与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有同一思路的 “满洲军总司令部” 则着眼于战后日本陆军的

发展和军备ꎬ 提出了 “满洲经营” 方针ꎮ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满洲军总司令部” 撰写了一份题为 «关于

我陆军战后经营可资参考之一般要件» 的文件ꎮ 该份文件主要分为两部分ꎮ 在第一部分中ꎬ “满洲军

总司令部” 从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国军事、 经济思想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日军在本次战争中的得失ꎬ 在

对日俄战争后的东亚形势分析中ꎬ “满洲军总司令部” 将俄国定为了将来预想的敌国ꎮ 在此基础上ꎬ
“满洲军总司令部” 以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运输设施能力和扩修后的西伯利亚铁路为探讨中

心ꎬ 提出了战后日本应着力扩张军备和提高铁路等机动运输能力ꎬ 并在外交上以日英同盟为发展基

石ꎬ 发挥同盟的陆军和海军优势ꎬ 以取得对俄法德作战的地区军事优势ꎮ
在 “满洲军总司令部” 撰写的 «关于我陆军战后经营可资参考之一般要件» 的第二部分中ꎬ “满

洲军总司令部” 提出了 “国军的编制” “兵器材料等的革新” “参谋本部的组织改革” 和 “在韩国及

满洲军事经营机关统一及附属部队” 四项建议方案ꎮ 就日俄战争后日本在韩国和 “满洲” 的殖民机

构设立方案ꎬ “满洲军总司令部” 提出了 (１) “应在韩国及满洲统一组织军事经营之机关” 的建议

方案和 (２) 在统一机关下隶属军队数量的建议方案ꎮ 就设立 “满洲” 的统一军事经营机关ꎬ “满洲

军总司令部” 提出了两点理由ꎮ 其中ꎬ 第一点就是为防卫韩国和 “满洲”ꎬ 设立统一军事经营机关有

利于日本殖民方针和实施方法上的统一ꎮ “满洲军总司令部” 认为ꎬ “此次日俄战争的主因就是因俄

国确定了南部满洲为侵略据点时ꎬ 我韩国防卫上受到最大威胁ꎮ 故此ꎬ 日本以确立自卫为目的ꎬ 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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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进行了排除ꎮ 在韩国防卫与南部满洲 (自图们江至珲春、 吉林、 长春、 怀德一线以南) 我利权

的扶植不可分离ꎮ 其经营设施之首脑机关应统一组织ꎮ 在现有制度下ꎬ 韩国和满洲系各自设立独立之

首脑机关ꎬ 相互密切关系ꎬ 以进行事业的经营ꎬ 实际上是在根本上的错误ꎮ 如将来对我之对手之俄国

或清国产生了不相同之政策时ꎬ 为贯彻我之同一之目的时ꎬ 可能就会在方针和实施方法上难于一

致”ꎮ 第二点就是主张为在日英同盟下防止俄国势力南下ꎬ 应废除关东州总督府ꎬ 将韩国驻防军司令

部组织权限进一步扩展ꎬ 将其管辖范围从韩国扩大到关东州进而扩张到 “自图们江经珲春、 吉林、
长春、 怀德、 法库门延伸至锦州沿线以南地区”ꎬ “以扶植军事势力、 进行作战准备ꎬ 并实施民政和

发展工商业等设施”ꎮ①

从 “满洲军总司令部” 的这份 «关于我陆军战后经营可资参考之一般要件» 可以看出ꎬ “满洲军

总司令部” 着眼于日俄战争后ꎬ 仍然将俄国视为同日本争夺韩国和 “满洲” 的敌国与威胁ꎮ 为此ꎬ
“满洲军总司令部” 极力主张积极整顿军备ꎬ 改善日军陆军师团和兵器材料以及改革负责军事指挥作

战的参谋本部机构ꎬ 在此基础上ꎬ 统一在 “满洲” 地区的日本军事经营机关ꎬ 将关东州和 “满洲”
中南部地区统一划归朝鲜驻军司令部管辖ꎮ

“满洲军总司令部” 的这份文件与山县有朋的 «战后经营意见书»ꎬ 二者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极力

渲染日俄战争后俄国对日本国防的威胁ꎬ 主张在 “满洲地区” 继续实施军政统治ꎮ 而二者的区别就

在于ꎬ “满洲军总司令部” 主张将 “满洲” 中南部地区及关东州统一到朝鲜驻防军司令部管辖ꎬ 而山

县有朋则主张在铁路沿线驻防军队实施军政的前提下ꎬ 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为军用铁路线ꎬ 以牵制

俄国势力的南下ꎬ 从而在 “满洲” 地区与俄国形成新的军事对峙ꎮ
显然ꎬ 对于日本政府的文官官僚来说ꎬ 以 “满洲军总司令部” 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山

县有朋为代表的日本军方的主张很难站得住脚ꎮ 一方面ꎬ 山县有朋的 “满洲铁道” 军事化有违日俄

媾和条约ꎬ 也违背了中日北京会议中日两国代表所签署的协议ꎮ 另一方面ꎬ 日俄战争后ꎬ 虽然韩国沦

为日本的保护国ꎬ 但从当时的国际法看朝鲜也并非日本领土ꎬ 尤其是辽东半岛租借地只是从条约上租

借给日本的租借地ꎬ 其领土主权属于中国ꎮ 由此ꎬ 将韩国和辽东半岛租借地甚至是长春以南属于中国

领土的大片地区统一划归朝鲜驻军司令部管辖ꎬ 明显违反国际法理ꎮ
３ “满洲军总司令部” 的关东总督府方案

就在以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为代表的日本陆军中央军部为日俄战争后在 “满洲” 的军政

方案而争执不休之际ꎬ “满洲军总司令部” 则直接采取了行动ꎬ 将当时在东北地区驻防的日军部分部

队直接改编成立了 “关东总督府”ꎮ
起先ꎬ 日俄战争期间ꎬ 日军在占领了辽东半岛的金州、 旅顺等地后ꎬ 先后在安东、 九连城、 凤凰

城、 金州、 瓦房店、 复州以及辽阳、 开原、 昌图等占领地派出了军政委员ꎬ 建立了 １３ 个军政署ꎬ 以

负责所谓的占领地的警察、 卫生、 军票发行以及治安等业务ꎬ 来为日军筹集粮草、 兵员弹药运输、 伤

兵安置等ꎮ 其后ꎬ 日军在各占领地建立的军政署被后来日军设立的 “满洲军总司令部” 归并ꎬ 各地

军政署不再是各军下辖的负责维持占领地治安和为各军筹集粮草、 运送军用物资的兵站ꎬ 而变成了由

“满洲军总司令部” 统一管辖的军政署ꎮ １９０４ 年 ９ 月ꎬ 日军成立了 “辽东守备军” 后ꎬ 辽阳以南各

地的军政署又从 “满洲军总司令部” 直属ꎬ 改归辽东守备军负责监督指挥ꎮ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ꎬ 日军在奉

天城北与俄国实现战略对峙后ꎬ 原隶属于日军 “满洲军总司令部” 的辽东守备军解散后ꎬ 日军设立

了 “满洲总兵站监部”ꎬ 将原辽东守备军下辖的各地军政署以及 “满洲军总司令部” 下辖的烟台、 铁

岭和新民军政署统一改编为兵站ꎮ 其中ꎬ 原属于俄国租借地的大连、 旅顺、 金州等地的军政署改编为

关东州民政署ꎬ 没在改编兵站之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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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 １７日ꎬ 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向大本营参谋总长发送了关东总督府编成命令

的限时呈送函件①ꎮ 同日ꎬ 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向外务大臣通报了关东总督府编成命令②ꎮ
按照日本陆军省的说法ꎬ 之所以设置关东总督府ꎬ 是因为关东总督府系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日俄回

复和平后ꎬ 我满洲军停止了对敌行动ꎬ 驻防各地的部队开始等待船只回国ꎮ 其间属于辽东兵站之后备

队及国民步兵大队同第 １４、 １６师团进行换防后ꎬ 先于其他部队回国ꎮ 由此ꎬ 辽东兵站监部已经名存

实亡ꎬ 然在满洲全军尚没有全部凯旋前ꎬ 尚需要补给” “在满洲尚有无数的军需品需要搬运” “为提

高各机关运作之速度”③ 而编成ꎮ
关东总督府编成要领的制定日期为同年 ９月 ２７ 日ꎮ 按照编成要领的规定ꎬ 关东总督府总督由现

役大将或中将担任ꎬ 下辖幕僚、 理事、 炮兵、 工兵、 经理部、 军医、 兽医、 邮局各部以及关东州民政

署ꎬ 人员编制为 ５６９名ꎬ 所在地为辽阳ꎮ 关东总督府编成后ꎬ 大岛义昌被任命为关东总督府的总督ꎬ
参谋长为落合丰三郎④ꎮ

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 “关东总督府” 的编成ꎬ 表面上看其设立理由充分ꎬ 但实际上充满了日本

陆军省内部高层的政策算计ꎮ 其一ꎬ 关东总督府之名ꎬ 与日本当时在朝鲜和台湾设立的总督府同名ꎬ
意在能同台湾、 朝鲜总督府获得同样的政治权力ꎬ 进而以关东总督府之名而获得对 “满洲铁路” 的

指挥权ꎮ 其二ꎬ 藉由关东总督府的成立ꎬ 日本陆军能够获得在其后的 “满洲” 殖民统治中的政策决

策话语权ꎮ
日本陆军省主导的关东总督府方案一出台就遭到了日本国内文官尤其是日本外务省的反对ꎮ 在清

政府的抗议下ꎬ 日本陆军省主导的关东总督府方案不得不进行修改ꎬ 最后以关东都督府的名义形成政

策方案后ꎬ 日本陆军省在 “满洲” 的殖民统治权被限定在了辽东半岛租借地中ꎮ
实际上ꎬ 关东总督府的设立不仅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和中央军部对清政府的外交谋略ꎬ 而且也反

映日本政府和军部间争权夺利ꎬ 从而造成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占领政策上的混乱ꎮ

二、 “满洲问题协议会” 与满铁、 关东都督府的开设

　 　 围绕日俄战争后 “满洲经营” 的方针和政策ꎬ 日本政治精英与日本军方的对立以至于日本政治

精英内部乃至于日本军方内部的分歧ꎬ 不仅使得无法收拾残局的桂太郎内阁集体辞职ꎬ 而且也成为继

桂太郎内阁之后上台的西园寺公望内阁上任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ꎮ 为此ꎬ 上任后不久的西园寺

内阁于 １９０６年 １月组织了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ꎬ 以期通过该委员会协调并制定出战后 “满洲经

营” 的方针和政策ꎮ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确定了日本陆军中稳健派的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ꎬ 又先后任命了外务省

政务局长山座円次郎、 外务省次官珍田舍巳、 外务省参事官仓知铁吉、 大藏省次官若槻礼次郎、 大藏

省主计局长荒井贤太郎、 陆军省次官石本新六、 递信省次官仲小路廉、 法制局参事官道家齐以及农商

务省商工局长森田茂吉等人担任委员会委员ꎮ 从委员的构成就可以看出ꎬ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系政府

各省厅的 “次官” 组成ꎮ
根据同年 ３月 １７日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向西园寺内阁大臣提交的报告ꎬ “满洲经营调查委

员会” 认为ꎬ “满洲经营应依据日俄条约和日中条约ꎬ 以经营归于帝国权内之铁道经营及发掘煤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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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５年 １０月 １７日付寺内正毅陸相ヨリ山片有朋参謀総長宛書簡」、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所室室図書資料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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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业ꎮ 满洲利源应铁道之发达相伴而逐次展开其他事业ꎮ 如滥于进行各种事业将徒增无效之

功”ꎮ 在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上呈给西园寺内阁总理的报告书中ꎬ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还附

加了 “满洲铁道” 公司创立的四项基本原则及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成立的敕令案ꎮ①

从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的构成成员我们就可以看出ꎬ 以内阁次官为中心的 “满洲经营调查

委员会” 不仅受限于日本内阁各省厅的职能ꎬ 而且可能也是由于高等文官出身的内阁各省厅次官受

过法律专业教育ꎬ 比较注重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问题ꎬ 主要集中商议了从沙皇俄国手中继承下来的长

春至旅顺间等 “满洲铁道” 经营问题ꎬ 而对于 “儿玉源太郎所担心的关东州统治机关和满洲铁道经

营机关的意见对立ꎬ 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对应方针建议”ꎮ②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虽然提出了关于 “满洲铁道” 设立公司及公司资本金募集方式的报告ꎬ
但并没有解决关东州租借地的统治机关问题ꎮ 由此ꎬ 围绕关东州租借地统治机关问题ꎬ 日本政府中的

政治精英和日本中央军部间的对立和分歧并没有消除ꎮ
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内部围绕战后 “满洲经营” 问题的意见对立ꎬ 使得在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

军队依据条约分别撤出各自的占领地区后ꎬ 东北地区的中南部依然处于日军的军事统治状态ꎬ 由此也

引起了英美等国的不满ꎮ 同年 ３月 ３１日ꎬ 英国驻日大使致函在韩国的日本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ꎬ 指

出: 日俄战争后的东北地区ꎬ 因日军的军事行动严重地限制了外国贸易ꎬ 甚至比俄国进军东北当初还

要关闭 “满洲市场”ꎬ 这种 “满洲门户关闭” 好像仅限于欧美人ꎬ 而对于日本人似乎到处都采取了门

户开放主义ꎬ 对此ꎬ 英美政府已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ꎻ 现在日本军部似乎在散布着俄国早晚

要复仇的言论ꎬ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ꎬ 日本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英美等国的同情ꎮ 在接到英国驻日

大使上述措辞严厉的信函后不久ꎬ 伊藤博文收到了山县有朋转来的信函ꎮ 在信函中ꎬ 山县有朋解释

到ꎬ 之所以没有及时回答英美等国的抗议ꎬ 主要是因为围绕 “满洲” 统治机构问题在外务省和陆军

省之间尚存在意见分歧ꎮ③ 与此同时ꎬ 日本驻华公使也传来了清政府对于日本在日俄撤兵后仍然设立

关东总督府等问题提出抗议等消息ꎮ
切身感到了问题严重性的伊藤博文ꎬ 一面电令日本外务省从速制定 “满洲” 问题的解决方案ꎬ

一面从韩国统监府的所在地朝鲜京城匆忙赶回东京ꎬ 与日本内阁中重要阁僚、 日本陆军中央军部以及

元老见面ꎬ 筹备召集 “满洲问题协议会”ꎮ 当然ꎬ 从近代以来日本所形成的上下等级森严的官僚组织

结构上看ꎬ 以一介韩国统监府统监的身份是无法召集日本外务省职员以及日本政军和元老的ꎮ 但是ꎬ
伊藤博文本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ꎬ 就是因明治维新之功而被授予 “开国元勋” ———日本政治元老ꎮ

诚如所知ꎬ 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ꎬ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治天皇获得了日本西南诸藩ꎬ 尤其是

萨摩藩和长州藩④ 两藩中下级武士在财政和军事等方面的支持ꎮ 其中ꎬ 明治维新前后ꎬ 由萨摩藩和

长州藩的武士军团所组成的天皇政府的 “官军”ꎬ 打败了德川幕府的 “贼军”ꎬ 又参与平定了西乡隆

盛等士族暴乱ꎮ 萨摩藩和长州藩在明治维新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也注定了以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中下

级武士为中心ꎬ 开始主导明治维新后的各种政策决策权ꎮ 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ꎬ 在明治维新取得政权

后ꎬ 萨长两藩出身的武士不仅占据了明治中央政权的太政官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ꎬ 而且在日本各地

方都道府县乃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中的中高级军官也大多是上述两个藩出身的原武士阶层所占据ꎬ 甚

至于在维持东京地方治安的警察系统中ꎬ 非萨长两藩出身的人长期得不到重用ꎬ 不得已辞职离开了东

８４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满铁与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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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６年 ３月 １７日付満州経営委員会委員長児玉源太郎ヨリ内閣総理大臣西園寺公望宛報告書」、 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所蔵

『公文別録』、 文書閲覧号: ２Ａ－１○别 １６５ꎮ
川島淳 「日露戦後植民地統治機構の相克―関東都督府官制制定経緯の再考」、 日本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 『東アジア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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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ꎬ 萨摩藩和长州藩在废藩置县后ꎬ 其大部地区分别改称为鹿儿岛县和山口县ꎮ



京警察系统ꎮ 为打破这种由萨长两藩武士的控制日本中央的 “藩阀政治” 局面ꎬ 在野的日本地方士

族先后结成了 “自由党” “宪政党” 等政党及政治团体ꎬ 提出了 “打破藩阀政治” “实行宪政” “减
轻地租” 等口号ꎬ 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ꎮ 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ꎬ 日本政府于 １８８４ 年前后ꎬ 引入

了内阁制和文官考试制度ꎬ 并公布实施了明治宪法ꎬ 举行了国会选举ꎮ
文官考试制度的实行和国会的选举ꎬ 使得日本其他地区的士族和乡绅阶层开始步入日本的行政、

立法和国会ꎬ 参与日本国家政治决策ꎮ 由此ꎬ 长期以来控制日本中央和地方权力中枢的萨长两藩势力

开始减弱ꎮ 尽管如此ꎬ 由萨长两藩出身的 “开国元勋” 所组成的 “元老院” 在 １８８４ 年日本实施内阁

制度后ꎬ 仍然掌握着日本最高行政机关首长即内阁总理大臣的提名权ꎬ 并对日本陆海军军人的人事决

定等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ꎮ
另一方面ꎬ 从 １８８４年开始实施的日本内阁制度ꎬ 其原理不同于二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实施后的内

阁制度ꎬ 二战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并不是由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选举产生ꎬ 而是由日本天皇 “御下

问” 元老院成员后ꎬ 由元老院成员推举并任命ꎮ 不仅如此ꎬ 在日本元老们的推荐下ꎬ 日本内阁从

１８８４年成立以来自首任伊藤博文开始ꎬ 历任内阁总理大臣大多由萨长两藩出身的政治家、 陆海军军

人等担任ꎮ 日俄战争前后恰逢萨长两藩出身的元老控制日本内阁总理人事ꎬ 进入了所谓的桂太郎和西

园寺公望两人轮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 “桂园体制” 时期ꎮ
正因为作为日本元老的伊藤博文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决策和人事影响力ꎬ “满洲问题协议会” 才在

伊藤博文的召集下得以举行ꎮ 同年 ５ 月ꎬ 西园寺内阁总理大臣自 “满洲” 视察归国后ꎬ 伊藤博文于

同月 ２２日午后ꎬ 在东京永田町的内阁总理大臣官邸主持召开了 “满洲问题协议会”ꎮ 按照相关档案

文献的记录ꎬ 参加 “满洲问题协议会” 的人员中ꎬ 除韩国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本人外ꎬ 内阁总理大

臣西园寺公望、 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 元帅大山岩、 枢密院顾问官松方正义、 井上馨、 陆军大臣寺内

正毅、 海军大臣斋藤实、 大藏大臣阪谷芳郎、 外务大臣林董、 陆军大将桂太郎、 海军大将山本权兵

卫、 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等 １３名日本军政要人出席了协议会ꎮ 从出席人员名单上我们

也可以看出ꎬ 伊藤博文召集的 “满洲问题协议会” 成员中ꎬ 不仅有山县有朋、 大山岩、 井上馨、 松

方正义、 西园寺公望等当时的元老院元老全员出席ꎬ 而且也有当时实际控制着日本陆海军决策权的桂

太郎、 山本权兵卫、 儿玉源太郎、 寺内正毅和斋藤实等和当时左右日本政府外交和财政的实权人物大

藏大臣阪谷芳郎、 外务大臣林董等人也出席了该协议会ꎮ
协议会上ꎬ 伊藤博文就日俄战争后的 “满洲” 问题所引发的国际问题进行说明后ꎬ 出席人员主

要讨论的就是以伊藤博文名义呈交协议会上的提案 (以下简称 “伊藤提案” )ꎮ 伊藤提案主要由 １２
项提案及 “军政裁撤实行办法” (１２项) 和 “关于满洲件” (１３ 项) 组成ꎮ 其中ꎬ １２ 项提案主要包

括: (１) 关东总督之名称在适当时期更换ꎻ (２) 军政在撤兵时期终了前逐次废止ꎻ (３) 为维护地方

秩序允许北洋练军进入该地区ꎻ (４) 大连开放应尽快进行ꎬ 同港之税负的清沿岸贸易税废除ꎻ (５)
大连开放后ꎬ 迅速在该地设立相当之司法机关以管理民刑事事务ꎻ (６) 安东县新市区及南满洲铁道

车站内允许外国人居住并营业ꎬ 但俄国人不在此范围内ꎻ (７) 俄国人居住旅顺许可应以俄国同意日

本人居住哈尔滨地区为前提条件ꎻ (８) 允许营口道台尽快回归到任ꎻ (９) 新民屯奉天间铁道应同清

政府签署转让协议ꎻ (１０) 终止木材工厂作业ꎬ 并尽快就鸭绿江森林合作经营议题同清政府协商ꎻ
(１１) 奉天城内及其他处之人力铁道应迅速拆毁ꎬ 或卖给个人经营ꎬ 并设立日中合作经营计划ꎻ (１２)
撤销由军政官中之中国人征收之车船税ꎮ①

从上述的提案中我们可以看出ꎬ 伊藤提案除按照日俄和中日条约协议处理当时日军在 “满洲”
撤兵后的具体问题外ꎬ 其核心议题就是关东州租借地的统治机关和日本在 “满洲” 撤兵后是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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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０６年 ５月 ２２日日付満州問題協議会会議録」、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 第 ３９ 巻第 １ 冊、 東京: 日本国際連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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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军政的根本问题ꎮ 伊藤提案实际上是等于给出了当时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在制定日俄战争后

“满洲” 统治问题的原则底线ꎬ 即取消军政并裁撤迄今为止一直沿用的关东总督府的名称称谓ꎮ
经过不到三个小时的商讨ꎬ 出席协议会的成员在下列议题上取得了一致ꎬ 并签字画押ꎮ “满洲问题

协议会” 上的一致结论是: (１) 提案得到与会成员的一致同意ꎻ (２) 今后之行动按照上述共识进行ꎻ
(３) 关东总督之机关改为平时之组织ꎻ (４) 军政署逐次裁撤ꎬ 但有领事驻在之地方应立即裁撤ꎮ①

三、 “满洲问题协议会” 后成立的满铁与关东都督府

　 　 １ 关东都督府的成立

１９０６年 ７月 ３１日日本政府公布了 «关东都督府官制» (敕令第 １９６ 号)ꎮ «关东都督府官制» 由

４３条组成ꎬ 按照内容分类可分为两部分ꎮ 其中ꎬ 第一部分内容主要规定了都督的任职资格和都督的

权限ꎮ 按照 «关东都督府官制» 的规定ꎬ 关东都督府都督任职资格为 “为亲任官ꎬ 由陆军大将或陆

军中将担任之” (第 ３条)ꎮ 关东都督府都督 “统率部下军队接受外务大臣监督ꎬ 统理诸般政务” (第
４条)、 都督 “就军政及陆军军人军属之人事ꎬ 受陆军大臣监督ꎻ 作战及动员计划受陆军参谋总长监

督ꎻ 军队教育受教育总监监督” (第 ６ 条)ꎮ 关东都督府都督被赋予的职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 “管辖关东州及负责南满洲铁道之铁道线路的保护ꎬ 并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业务” (第 ２
条)ꎮ 第二ꎬ 总督 “依特别委任掌管同清国地方官宪交涉事务” (第 ５条)ꎮ 第三ꎬ 都督 “在其职权或

依特别委任发布都督府令ꎬ 并附禁锢一年以下或罚金二百元以内之处罚” (第 ７ 条)ꎬ 但为维护安宁

秩序ꎬ 在临时和紧急情况下ꎬ 可发布超越前述职权的处罚命令 (第 ８ 条)ꎮ 第四ꎬ 都督负责所部文官

之升迁、 授勋及惩戒ꎮ 其中 “奏任文官之进退由外务大臣经内阁总理大臣上奏ꎬ 判任文官以下之进

退可专行之” (第 １２条—第 １４条)ꎮ 另外ꎬ 根据 «关东都督府官制» 的规定ꎬ 作为关东都督府的直

属机构ꎬ 关东都督府内除下辖都督官房外ꎬ 还设置有民政部和陆军部ꎮ
«关东都督府官制»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规定了关东都督府下辖的民政部所部课室、 职权范围以及

职员编制等ꎮ 作为关东都督府负责民政事务的民政部管辖 “除军事行政以外的一切行政事务” (第 １７
条)ꎬ 下辖庶务课、 警务课、 财务课、 土木课和监狱署等 “四课一署”ꎮ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职员编

制中ꎬ 民政长官 １名ꎬ 为敕任官ꎻ ２名参事官和 ６名事务官、 ３名民政署长、 １８名技师、 ６ 名警视、 １
名典狱和 ３名翻译官等为奏任官ꎻ 其余编制内的 ２２０名课员则属于判任官ꎮ②

因 «关东都督府官制» 中所规定设置的陆军部属于日本军事单位ꎬ 不属于行政系列的行政机构ꎮ
故此ꎬ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依照同日公布的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条例» 具体进行设置ꎮ 根据同日公布

的敕令第 ２０４号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条例» 规定ꎬ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管辖 “关东都督所辖内的陆军

一般事务” (第 １ 条)ꎬ 下设参谋部、 副官部、 法官部、 经理部、 军医部和兽医部ꎬ 分别负责辖下的

“陆军机务”、 军事司法、 军用土地建筑、 军队教育、 军队用资金、 部队卫生等业务ꎮ③

在关东都督府官制颁布的同时ꎬ 日本还制定了 «关东都督府法院令» (敕令第 １９８ 号)ꎬ 规定关

东都督府法院直属于关东都督府都督ꎮ
诚如所知ꎬ １８９０年日本实施的 «明治宪法» 虽然属于君主立宪制的 “钦定宪法” 性质ꎬ 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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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０６年 ５月 ２２日日付満州問題協議会会議録」、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 第 ３９ 巻第 １ 冊、 東京: 日本国際連合協

会、 １９５９、 ２４０頁ꎮ
「勅令第 １９６号 『関東都督府官制』 」 『官報』、 第 ６９２７号、 １９０６年 ８月 １日、 １－２頁ꎮ 另外ꎬ 文中的敕任官、 奏任官和判

任官系战前日本文官官僚根据 «文官任用令» 和 «文官考试令» 以及 «文官分限令» 等的相关规定ꎬ 将日本文官分为高等文官和普

通文官ꎮ 其中高等文官中ꎬ 分为天皇亲自任命的亲任官、 根据敕令任命的敕任官以及根据所属省厅的上奏任命的奏任官ꎻ 普通文官

一般是指通过普通文官资格考试官僚则被称之为 “判任官”ꎮ
「勅令第 ２０３号 『関東都督府陸軍部条例』 」 『官報』、 第 ６９２７号、 １９０６年 ８月 １日、 ６－７頁ꎮ



的框架基本上引入了近代以来西方欧美国家宪法中盛行的行政、 司法和立法分立的所谓 “三权分立”
和 “相互制衡” 的宪法原理ꎬ 分别设立了负责行政的内阁ꎬ 实行内阁制度、 设立了众议院和贵族院ꎬ
负责立法的国会以及专门负责司法的 “裁判所”、 检察院体系ꎮ 由此ꎬ 日本国内的司法系统独立于行

政机关的内阁之外ꎬ 不直属于内阁总理大臣ꎮ 显然ꎬ 关东都督府法院直属都督ꎬ 并不是基于日本明治

宪法原理和体系中的司法独立原理而制定的ꎬ 而是参酌了当时台湾总督府 “官制”① 中台湾司法体系

归台湾总督府总督管理的规定而制定的②ꎮ
由此我们认为ꎬ 无论是日本外务省还是陆军省均清楚地意识到辽东半岛不同于台湾、 桦太岛

(库页岛) 等日本通过战争手段攫取的海外殖民地ꎬ 关东州无论如何也只是日本从俄国手中继承下来

的属于中国主权的租借地ꎮ 由此ꎬ 关东都督府官制和关东都督权限虽然主要参酌了台湾总督府官制和

台湾总督府总督权限规定ꎬ 并且表面上关东都督府的都督被赋予了管辖所部陆军、 管理司法、 奏请任

命和叙勋以及惩罚高等文官、 任命普通文官判任官、 实施 “禁锢一年以下或罚金二百元以内” 的简

易刑事处罚权、 同中国地方官宪的外交交涉权等军事、 司法、 行政和外交权限ꎬ 但实际上关东都督府

都督如 “土皇帝” 般的广泛权限是被 “虚化” 的ꎮ
一方面ꎬ 关东都督府虽然掌管关东州辖内的 “安宁秩序” 和 “防卫”ꎬ 但驻守在旅顺口内的海军

则属于旅顺口镇守府负责ꎬ 不在关东都督府都督的权限范围内ꎮ 另一方面ꎬ 关东都督府虽然可以

“为维护在管辖区域内的安宁秩序ꎬ 或保护铁道线路ꎬ 使用兵力”ꎬ 但需要向 “外务大臣、 陆军大臣

以及参谋总长进行报告”ꎮ 不仅如此ꎬ 都督的军事权限中ꎬ “属于军政及陆军军人军事人事” 事项ꎬ
需要接受陆军大臣监督指挥ꎬ 而涉及 “作战及动员计划” 则需要接受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的指挥

监督ꎬ 至于军人的军事教育则需要接受陆军教育总监的指挥监督ꎮ 不仅如此ꎬ 关东都督府都督虽然被

赋予了 “依特别委任可同中国地方官宪进行交涉” 的权限ꎬ 但需要接受外务省外务大臣的监督和指

挥ꎮ 至于都督被赋予的 “禁锢一年以下或罚金二百元以内” 的简易刑事处罚权ꎬ 如果在临时紧急时

发布了超越前述规定范围后ꎬ 需要经由外务大臣向天皇取得 “敕裁”ꎬ 如果事后没有得到天皇 “敕
裁”ꎬ 都督则需要在其后取消其发布的简易刑事处罚令的效力ꎮ 从关东都督府 “官制” 的相关都督权

限看ꎬ 关东都督府都督的权限要受到来自于内阁、 外务省、 陆军省、 陆军参谋本部、 教育总监等日本

中央政府省厅的直接监督和限制ꎮ
由此看来ꎬ 日本陆军省主导的 «关东都督府官制» 中对于关东都督府都督的权限规定ꎬ 不仅充

分考量了关东州这一租借地领土所有权性质的特殊性ꎬ 也反映出了在日俄战争前明治宪法体制下ꎬ 日

本中央集权与地方政权以及海外殖民地之间的集权与从属森严的等级关系ꎮ 同时ꎬ «关东都督府官

制» 也反映出了在明治宪法体系下内阁中的外务省、 陆军省以及属于日本中央军部中枢的参谋本部、
教育总监之间各自分割权限的上下级隶属权力关系ꎮ 由此ꎬ 从表面上看ꎬ 关东都督府都督虽然被赋予

各种权限ꎬ 但实际上ꎬ 包括关东州租借地在内的日本海外殖民地统治权则通过日本政府各省厅的权力

监督集中在了日本中央政府手中ꎬ 关东都督府的都督只不过是日本中央政府派驻海外殖民地的 “名
誉” 代表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原本分别指挥监督关东都督府的日本中央政府中的陆军省、 外务省、 参

谋本部、 教育总监在战前日本的政治运营中ꎬ 因其受限于明治宪法体制中规定的纵向权力管理ꎬ 导致

了相互间为争夺权力而相互攻击、 相互对立ꎮ 由此ꎬ 关东都督府在官制制定和内容规定上也是日本中

央政府之间矛盾对立和相互妥协的产物ꎮ
日本政府颁布了上述法令后ꎬ 将此前驻留在辽东半岛租借地的日本民政署和驻军进行了一番整

１５１“满洲问题协议会”: 满铁、 关东军在东北的权力关系构筑

①
②

“官制” 相当于我国的 “组织法”ꎮ
１８９５年日本在台湾成立台湾总督府初期ꎬ 其官制中虽有台湾司法归属台湾总督府总督管理的规定ꎬ 但台湾司法相对于台湾

总督府的行政机构ꎬ 有比较独立的独自司法运行机制ꎮ １８９５年 ３月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抗议台湾司法独立受到侵害而

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后ꎬ 台湾总督府官制和民政部官制经过修订ꎬ 明确了台湾为明治宪法适用范围之外ꎬ 司法归属于台湾总督府总督ꎬ
并归民政部管理一切的规定ꎮ



合ꎬ 并于同年 １０月 １日在旅顺口正式设立了关东都督府ꎮ
关东都督府的总督由原关东总督府总督大岛义昌转任ꎬ 关东州民政署归并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后ꎬ

原关东州民政署署长石塚英藏转任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民政长官①ꎮ
关东都督府都督官房下设秘书科、 文书科、 外事科ꎬ 其科长则分别由杉浦俭一、 岛村幡彦和松冈

洋右担任ꎮ 原关东总督府翻译官平岩道知、 矢野太郎也转任都督官房文书科和外事科的翻译官ꎮ 新组

建的关东都督府民政部下设庶务课、 警务课、 财务课、 土木课和监狱署ꎮ 其中ꎬ 关屋贞三郎、 浦太

郎、 腊山长治郎以及山路魁太郎分别被任命为庶务课、 警务课、 财务课和土木课课长②ꎮ 关东都督府

监狱署除在旅顺设立监狱署本署外ꎬ 还在大石桥、 公主岭及当时的奉天设立监狱分属ꎬ 监狱署本署典

狱 (署长) 为栗原贞吉ꎮ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还在大连、 金州、 旅顺设立了民政署ꎬ 并在民政署下设了庶务课、 警务课和财

务课ꎮ 其中ꎬ 关屋贞三郎、 相贺照乡、 小岛源太郎分别被任命为大连、 金州及旅顺民政署署长ꎮ③
与此同时ꎬ 关东都督府内成立的陆军部则由参谋部、 副官部、 法官部、 经理部、 军医部和兽医部

组成ꎮ 其中ꎬ 神尾光臣、 谷田繁太郎、 柴生田铁猪、 辻村楠造、 松本三郎和木村典则分别被任命为关

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参谋部、 副官部、 法官部、 经理部、 军医部和兽医部各部部长ꎮ④ 此外ꎬ 关东都督

府陆军部又分别在旅顺、 大连和当时的奉天等地设立了旅顺要塞司令部⑤、 陆军仓库、 奉天卫戍医

院、 大连卫戍医院和旅顺卫戍医院等附属军用设施ꎮ
２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的成立

１９０６年 ７月ꎬ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设立委员会 (以下简称 “满铁” 设立委员会) 借用日本

贵族院厅舍成立ꎬ 此后不久担任委员长的儿玉源太郎因突发脑溢血去世ꎬ 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的寺

内正毅接替儿玉源太郎ꎬ 受命担任了 “满铁” 设立委员会委员长ꎮ “满铁” 设立委员会由内阁法制局

局长冈野敬次郎、 大藏省次官若槻礼次郎、 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园次郎、 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等现任

内阁各省厅相关次官、 局长、 参事官以及涉泽荣一、 大仓喜八郎、 安田善次郎、 高桥是清等企业界和

财界领袖等 ８０名当时日本政、 商、 企、 财的头面人物组成ꎮ⑥
“满铁” 设立委员会成立后ꎬ 按照日本外务省、 大藏省和递信省三大臣省命令书ꎬ 一边草拟了该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章程ꎬ 一边编制了满铁公司铁路扩修和改轨的工程预算书及满铁公司年度预算ꎬ
聘任和招募 “满铁” 的理事以及职员ꎬ 规定了满铁公司 “定款” 的同时ꎬ 向日本国内公开募集满铁

公司股份ꎮ
“满铁” 设立委员会制定的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定款» (以下简称章程) 由总则、 股份、 股

东、 总会、 董事、 监理官以及设立费用 ８章 ６０条组成ꎮ 满铁公司的章程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了满铁公

司的经营范围ꎻ 第二章则规定了第一次发行总额为 ２千万日元的记名股票的申领和股金交付条件以及

其后发行股票的交易条件和股金支付办法ꎻ 第三章则规定了股东投资股票的股息申领办法等ꎻ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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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和民政长官石塚英藏的任命日期为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ꎮ 『官報』、 第 ６９５５ 号、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
頁ꎮ １９０７年 ４月石塚英藏调任韩国统监府参与官后ꎬ 由台湾总督府财务局长兼总务局长调任满铁公司副总裁的中村是公兼任关东都

督府民政长官ꎮ
『官報』、 第 ６９７２号、 １９０６年 ９月 ２２日、 ４８４頁ꎮ 其中ꎬ 山路魁太郎因文官任职资格限制ꎬ 被任命为民政部土木课一级代理

(心得)ꎮ
『官報』、 第 ６９７２号、 １９０６年 ９月 ２２日、 ４８４頁ꎮ １９０７年 ４月ꎬ 小岛源太郎随石塚英藏调任韩国统监府后ꎬ 入泽重麿和相贺

照乡分别被任命为金州民政署和旅顺民政署署长ꎮ
『官報』、 第 ６９５５号、 １９０６年 ９月 ３日、 ２４頁ꎮ
在旅顺军港驻防的日军也基本上沿袭了日本国内军港军事驻防体系ꎮ 即军港内设置海军系统的镇守府ꎬ 配置军舰、 维修船

坞、 油料仓库、 海军设备仓库、 海军工厂及海军陆战队ꎮ 军港外围重要要地由陆军负责ꎬ 一般配属要塞司令部ꎬ 下辖岸防炮兵部队

或野战炮兵大队ꎮ 旅顺口军港也基本上采用了这样一种攻防ꎬ 即日本海军在旅顺设置有海军系统的旅顺镇守府ꎬ 陆军的关东都督府

设立了旅顺要塞司令部ꎮ
「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関係雑纂」、 ２１－２８頁、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 『戦前期外務書記録』、 文書閲覧号: ７－３－５３－５ꎮ



则规定了每年两次股东大会的举行日期和股东大会的会议事项ꎻ 第五章则规定了 “满洲” 总裁、 副

总裁、 董事、 监理官的报酬支付办法等ꎮ① 按照 “满铁” 设立委员会的这份章程规定ꎬ 满铁公司随后

面向日本国内开始了首次总额为 ２千万日元的股票申领工作ꎮ 从后来的满铁公司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

到ꎬ 满铁公司的股份除日本政府以实物出资的股份外ꎬ 其股东主要为当时的三井、 三菱、 安田等日本

十大财阀和地方经济界人士ꎮ②

与此同时ꎬ 满铁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任命副总裁、 董事等属于满铁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干部和职

员ꎮ 在后藤新平的极力推荐下ꎬ 台湾总督府财务局长兼总务局长中村是公调任满铁公司担任副总裁ꎬ
秋田县知事清里长太郎、 栃木县知事久保田政周、 递信省铁道技师国泽新兵卫、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

松参太郎等人先后被任命为满铁公司的理事ꎬ 递信省铁道局局长山之内一次被任命为满铁公司的监理

官ꎮ③ １９０６年 １１月 ２６日满铁公司在东京正式成立后ꎬ 满铁公司又先后从递信省、 大藏省、 台湾总督

府、 北海道、 陆军省、 陆军参谋本部、 新泻县、 秋田县、 岩手县等处陆续调入了北海道技师二木重

吉、 大藏省技师太田毅、 秋田县税务局长兼盐务局长久保要藏、 陆军参谋本部陆军步兵少佐佐藤安之

助、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三等军医正秋山村斋、 一等军医正直井己之次、 一等药剂官三井良贤、 原

“满洲军总司令部” 铁道提理部陆军工兵少佐山越富三郎、 第一高等中学教授冈本芳二郎、 台湾总督

府铁道部技师阿部惠三郎、 递信省铁道局所属荒尾龙太郎、 村田干之、 新泻县加藤与之吉以及海军省

“技手” 木村四郎、 铃木林太郎、 滨原留次郎、 升田佐太郎等日本国内各省厅和地方都道府县的现任

技术官僚ꎬ 担任满铁公司内刚刚设立的总务部、 调查部、 运输部、 矿业部、 地方部以及派出机构的中

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ꎮ
满铁公司本社在东京成立后ꎬ 又于 １９０７年 ４月迁至原俄国大连市政府旧址ꎬ 正式开始营业ꎮ

四、 “满洲问题协议会” 与满铁、 关东军的权力关系构筑

　 　 通过前面的探讨和叙述我们可以看出ꎬ 日俄战争后围绕战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地统治框架ꎬ 日本

朝野内部在各方利益集团的驱使下ꎬ 在政策方案上出现了争执和对立ꎮ 其中ꎬ 尤其以日本文官集团、
日本陆军中央军部乃至于文官集团和军人集团之间在不同的殖民统治框架方案上的政策争执最为突

出ꎮ 由此ꎬ 由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等人组织的 “满洲问题协议会”ꎬ 在确立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

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框架ꎬ 尤其是在满铁公司和关东都督府的权力关系问题上ꎬ 显得特别引人注目ꎮ 在

该次协议会上ꎬ 通过伊藤博文等人的协调ꎬ 确立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地区殖民统治框架ꎬ 即以

“经营南满洲铁道” 为核心ꎬ 以关东都督府所辖 “铁道守备队” 作为日本在 “满洲铁道” 权益的护

卫者ꎮ 由此ꎬ 也确立了日俄战争后初期乃至于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ꎬ “满铁主ꎬ 关东军从” 的满铁与

关东军之间的权力构造关系ꎮ
不仅如此ꎬ “满洲问题协议会” 确立的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框架ꎬ 也直接影响了近现代中

国乃至于东北亚的政治格局ꎮ
首先ꎬ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关东都督府和满铁公司ꎬ 不仅演绎成为了日俄、 中日乃

至于日美之间的外交战ꎬ 而且也改变了日、 俄、 美、 英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格局ꎮ
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虽然通过 «朴茨茅斯条约» 实现了停战媾和ꎬ 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两国相

互敌视的关系ꎮ 尤其是在日本的关东都督府和满铁公司成立后ꎬ 日俄两国分别通过几次密约ꎬ 达成了

以军事武装为背景的势力均衡ꎬ 但并没有改变日俄两国相互敌视和相互警戒的局面ꎮ 日俄战争后ꎬ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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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関係雑纂」、 ２１－２８頁、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 『戦前期外務書記録』、 文書閲覧号: １－７－３－５３－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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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陆军部中央长期以来一直将沙皇俄国视为战略假想敌ꎬ 尤其是在 １９１７ 年苏联十月革命后ꎬ 日本陆

军中央部在这种战略假想敌思维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对立ꎬ 以至于在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

事变后ꎬ 日本陆军以 “北进” 苏联为战略目标ꎬ 在中苏边境设立了西起海拉尔东至吉林东部山区长

达数千公里的 “东方马其诺防线”ꎬ 以防止苏军进入东北地区ꎮ 另一方面ꎬ 沙皇俄国乃至于后来的苏

联也同样将日本作为其势力扩张的潜在敌人ꎮ 期间ꎬ 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只是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压

力ꎬ 才采取了同日本签订密约或互不侵犯条约的策略ꎬ 以缓解东线的压力ꎬ 但俄国或苏联一直没有放

弃将日本视为战略假想敌的战略构想ꎮ
另一方面ꎬ 日美英围绕东北地区权益的外交战ꎬ 主要体现日本通过在东北设立满铁和关东都督

府ꎬ 实际上垄断了东北经济权益后ꎬ 同英美之间围绕 “满铁门户开放” 政策议题展开外交战ꎮ 日俄

战争前ꎬ 日本同英美间因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而迅速接近ꎮ 日俄战争期间ꎬ 美英两国不仅在外交上积极

支持日本同俄国的战争ꎬ 而且还批准了日本在其国内发行战争公债ꎬ 以筹集对俄国的战争经费ꎮ 日俄

战争期间ꎬ 日本不仅巩固了同英国的同盟关系ꎬ 而且在战后还通过美国总统的斡旋ꎬ 调停了日俄战

争ꎬ 并在美国支持下同俄国签订了 «朴茨茅斯条约»ꎮ 尽管如此ꎬ 日俄战争结束后ꎬ 日本不仅没有兑

现对英美两国 “满洲工商业的门口开放” 的承诺ꎬ 而且还通过满铁和关东都督府的设立垄断了东北

地区的经济及铁路运输权益ꎬ 事实上排除了英美两国的资金进入东北地区ꎮ 由此ꎬ 有的学者提出了日

本偷袭珍珠港形成日美交恶ꎬ 事实上是从 １９０６ 年哈里曼—桂太郎备忘录开始的结论ꎮ 这一说法虽然

有些夸张ꎬ 但至少可以说明ꎬ 日美关系变化是从 １９０６ 年日本在东北设立满铁和关东都督府ꎬ 垄断了

东北地区的经济和铁路运输资源时开始的ꎮ 进而ꎬ 日本通过设立满铁和关东都督府也改变了日俄英美

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格局ꎮ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不仅攫取了库页岛南部的统治权ꎬ 而且还通过在朝鲜半岛设立统监府对朝鲜进

行外交和军事上的 “指导”ꎬ 继而吞并了朝鲜ꎬ 将势力触角进一步延伸到了中朝边境ꎮ 与此同时ꎬ 日

本通过满铁和关东都督府进而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中南部铁路运输线和辽东半岛地区ꎬ 实际上形成了以

长春为分界点ꎬ 日俄分割东北的局面ꎮ 这样ꎬ 在英美势力背景的京奉铁路经由辽西走廊进入东北腹地

后ꎬ 形成了日、 俄、 英、 美势力透过铁路运输线分割东北的犬牙交错的局面ꎮ
其次ꎬ 中日两国也因日本在东北设立了满铁公司和关东都督府而演绎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频繁的外

交战ꎮ
１９０５年中日北京会议后ꎬ 中日两国的外交机构、 在东北地区的中日两国外交派出机构以至于满

铁、 关东都督府同东北地方政府之间ꎬ 围绕东北地区铁路、 矿产、 土地商租权等议题ꎬ 进行了频繁外

交交涉ꎮ 日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威胁、 外交恫吓、 收买等方式试图攫取更多的权益ꎮ 中日的这场围绕

东北权益的交涉和外交战实际上也是侵略和反侵略、 蚕食与反蚕食的一场外交斗争ꎮ
为此ꎬ 中国的历届政府以外交交涉、 内政改革、 近代军事教育、 增设军队驻防、 自主修建铁路等

各种不同形式以期恢复东北经济主权ꎮ 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废除了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将军制ꎬ 分别在奉天、
吉林和黑龙江设省ꎬ 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民政制度ꎬ 并在三省之上设立总督府ꎬ 以统辖三省军政ꎮ 受

命担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到任后ꎬ 大力推行东北新政ꎮ 先是调入直隶的近代新军驻防东北各地ꎬ 并

设立随营学堂、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陆军小学、 陆军测绘学堂等近代军事学堂ꎬ 进行近代军事教育和

训练ꎮ 继而采取各种政策ꎬ 鼓励各地设立工商企业ꎬ 设立自治研究所ꎬ 健全保甲制度ꎬ 编入预算以试

图整顿东北税收ꎮ 尤其是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ꎬ 张氏父子针对满铁铁路线的日益扩

张ꎬ 自葫芦岛和锦州开设港口ꎬ 构筑了通过大虎山、 通辽、 洮南、 昂昂溪至海伦和黑河间陆路和海路

的东北西部运输线和经奉天、 吉林、 海龙等地的东线铁路线ꎬ 以期打破日本满铁通过大连港和铁路线

对东北经济运输的垄断ꎮ
另一方面ꎮ 中国历届东北地方政府的这些以收回东北经济主权为主的努力ꎬ 实际上也是针对日俄

等国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盘剥所进行的反蚕食、 反侵略的一种斗争行为ꎮ 为此ꎬ 日本不惜煽动蒙古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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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满蒙独立运动”ꎬ 暗杀张作霖ꎬ 以至于在 １９３１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ꎬ 进而武装占领东北地区ꎮ
最后ꎬ 满铁和关东都督府的设立ꎬ 也是日本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所形成的藩阀、 政党、 财阀、 军

阀、 文官等政治势力的 “条” 和 “块” 权力分割情况下ꎬ 相互妥协和相互退让的结果ꎮ
１８８９年明治宪法颁布之初ꎬ 伊藤博文和伊东巳代治等人设计的君主立宪制的中央集权制下ꎬ 并

没有设定海外殖民地吞并后的殖民统治议题ꎮ 这样ꎬ 继 １８９４ 年日本吞并台湾后所产生的关于海外殖

民地统治机构的政策争议和混乱后ꎬ 围绕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所攫取的辽东半岛租借地以及长

春至旅顺间的铁路线问题ꎬ 在日本政府内部也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ꎮ 在日俄战争前日本明治宪法体

制下ꎬ 铁路交通、 外交、 税收、 陆军部队和海军港湾及军舰被划分为日本内阁递信省、 外务省、 大藏

省、 陆军省、 海军省以及独立于日本内阁之外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等省厅和部门ꎮ 在这

种 “条” 和 “块” 的权力分割下ꎬ 上述省厅和部门各自分担各自部门的权力并向日本天皇负责ꎮ 明

治宪法体制下的这种近代中央集权式的权力构造ꎬ 为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形成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

到了一定作用ꎬ 但在海外殖民地的台湾和后来的朝鲜半岛ꎬ 尤其是在非领地的辽东半岛和长春至旅顺

间的铁路线等租借地经营上ꎬ 则遭遇了日本国内 “条块” 政治的权力挑战ꎮ 换而言之ꎬ 日俄战争后ꎬ
日本国内朝野围绕关东都督府和满铁是实行军政统治而将权力归于日本陆军省ꎬ 还是按照明治宪法体

制进行权力的 “条块” 分割等议题ꎬ 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ꎮ 在这种意见对立前提下ꎬ 无论是关东

都督府还是满铁ꎬ 都是上述日本国内政治权力在相互矛盾情况下相互妥协和退让的一种产物ꎮ 由此ꎬ
由驻奉天日本总领事馆、 关东都督府和满铁构筑的东北 “三头政治”ꎬ 从构筑之初就充满制度上的相

互矛盾和权力间的相互钳制ꎮ 简而言之ꎬ 外务省的海外派出机构不能干涉陆军系统的关东都督府ꎬ 关

东都督府不能在业务上干涉属于递信省系统的满铁公司ꎬ 而作为日本 “官商合办” 的满铁公司ꎬ 虽

然被赋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般的各种 “使命”ꎬ 但从日本国内体制上又受限于日本大藏省、 递信省、
外务省和陆军省ꎬ 自然不能干涉奉天日本总领事馆的外交事务ꎬ 也无权干涉关东都督府的军事事务ꎮ
也就是说ꎬ 无论是日本在东北设立的 “三头政治” 还是其后的 “四头政治” ꎬ 均无法逾越明治宪法

体制下所构筑的日本国内政治体制框架ꎬ 关东都督府和满铁的设立既是当时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

争执在东北的延续ꎬ 也是明治宪法体制下所衍生的日本海外殖民统治构造论上的矛盾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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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向平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日本史、 满铁史、 中日关系史ꎮ

①　 胡澎: «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选择、 构建———兼谈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ꎬ «东北亚学刊» 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ꎮ
②　 “满铁会” 是战后满铁回国人员所组成的组织机构ꎬ 其经历了满铁社友新生会 (１９４６年 １２月—１９５４年 １２月)、 财团法人满

铁会 (１９５４年 １２月—２００３年 ３月)、 任意团体满铁会 (２００３年 ４月—２０１３年 ３月)、 满铁会情报中心 (２０１３年 ４月—２０１６年 ３月)
等几个发展阶段ꎮ 满铁会通过建立满铁 “留魂碑”、 举行满铁 “留魂祭”、 创办 «满铁会报»、 出版大量著作ꎬ 在国会众参两院中任

职等不断提升政治地位ꎮ 值得注意的是满铁会宣扬 “满洲开发论”ꎬ 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歌功颂德ꎬ 并通过 “选择性” 战争记忆

及历史体验来固化历史认识ꎬ 对日本下一代进行歪曲事实的历史教育ꎮ

满铁会的“战争记忆”与“历史书写”
武向平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满铁研究中心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

　 　 摘要: 满铁虽然在战后被盟军勒令解散ꎬ 但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ꎮ 几十万满铁回国人员在日本

各地成立近百个满铁会组织ꎬ 通过建立满铁留魂碑、 举行满铁留魂祭、 出版大量著作等宣扬 “满洲开发论”ꎬ
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歌功颂德ꎬ 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历史和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ꎬ 成为战后

日本美化侵略战争ꎬ 固化 “历史记忆” 与 “战争体验” 的急先锋ꎮ
关键词: 满铁会ꎻ 战争记忆ꎻ 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５６－０７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ꎬ 是影响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战后 ７０ 多年来ꎬ 日本对侵略历史

并未进行深刻反省ꎮ 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ꎬ 日本政权的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

面影响ꎮ 战后日本之所以始终有一股拒绝反省的政治势力ꎬ 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始终留恋战前ꎬ 在

“国家认同” 思想的主导下ꎬ 导致了选择性历史记忆泛滥与战争体验客观性缺失ꎮ 战争记忆是关于战

争历史的记忆ꎬ 它来源于战争的历史事实但又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再现ꎮ 战争记忆因人而异ꎬ 当失真

的历史记忆被不断重复叙述与书写ꎬ 便会造成背离事实现象的发生ꎮ 近年来ꎬ 在战争认识问题上日本

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认识差异和对立ꎮ 这主要是由于在战争认识问题上ꎬ 日本总是片面

地强调 “受害经验”ꎬ 有意地回避 “加害责任”ꎬ 在战争记忆上呈现出 “受害者记忆” 的特征ꎬ 这与

日本作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加害者的历史叙述相违背ꎬ 也与战争受害国家民众的战争记忆产生较大

错位ꎬ 从而导致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ꎬ① 这也是日本选择性历史记忆产生的根源ꎬ
也是刻意造成 “战争记忆” 失真的重要手段ꎮ 满铁会② 的 “战争记忆” 与 “历史书写”ꎬ 对战后日本

历史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他们宣扬的 “满洲开发论” “解放亚洲论” 等历史观ꎬ 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

否定侵略历史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尤其是满铁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ꎬ 采取了选择性 “战争记忆” 的方式ꎬ
强调被害忽略加害ꎬ 以不认账的态度拒绝认错反省ꎮ 本文从满铁会的选择性 “战争记忆” 与客观性缺失

的 “战争体验” 入手ꎬ 分析满铁会的历史叙述对战后日本偏颇的历史认识产生的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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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固化 “历史记忆” 与 “战争体验”

　 　 满铁会固化失真记忆ꎬ 并通过再三发表谎言ꎬ 达到使失真的记忆在人们的观念中变成 “事实”ꎮ
满铁会是满铁残存势力在战后的延续与发展ꎮ 满铁作为日本的 “国策会社”ꎬ 从 １９０６ 年成立到 １９４５
年解体ꎬ 在中国东北盘踞 ４０年ꎬ 社员发展到 ４０万人①ꎬ 不仅是日本的侵略工具ꎬ 还是日本对华资源

“调查” 与经济掠夺的核心机构ꎮ 九一八事变后ꎬ 满铁派出 １ 万 ５ 千名专业调查人员赴华北交通株式

会社ꎬ 成为满铁对华北、 华东及华南地区展开全面 “调查” 的核心力量ꎬ 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了大

量情报资料ꎮ② 日本投降后ꎬ 满铁作为日本侵略的重要机构ꎬ 被盟军勒令解散ꎬ 但该组织并未彻底消

亡ꎮ 十几万满铁回国人员在日本各地成立了近百个满铁会组织ꎬ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势力不断发展壮

大ꎮ 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ꎬ 经厚生省批准成立财团法人满铁会ꎬ 一部分原满铁要员进入众参两院ꎬ 满铁会的

政治权力也得到提升ꎮ③ 正如满铁会所宣扬的那样ꎬ “满铁是明治大帝的遗产ꎬ 是国策会社ꎬ 满铁社

员是为国策舍己奉公ꎬ 我等满铁社员要求正当权利与国家公务人员、 军人一视同仁”④ꎮ 也就是说ꎬ
满铁在侵华战争中发挥了作用ꎬ 其成员也要求与军人同等待遇ꎮ 因此ꎬ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ꎬ 满铁会要员田

中龙夫当选国务大臣后ꎬ 满铁会的势力进一步蹿升ꎮ 随着政治权利的不断扩大ꎬ 满铁会的言论在日本

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尤其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ꎬ 满铁会通过出版大量著作宣扬 “满
洲开发论”ꎬ 仍在坚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实现所谓的 “王道乐土”ꎮ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ꎬ 满铁会是

战后日本否定侵略历史、 美化侵略战争的理论缔造者ꎬ 也是战后日本固化 “历史记忆” 与 “战争体

验” 思维模式的推手ꎮ
１９４６年 １２月ꎬ ２０多万原满铁人员及家属在东京召开了回国人员大会ꎬ 倡议建立满铁会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２月ꎬ 财团法人满铁会成立ꎬ 在全国成立近百个满铁会组织ꎬ 其中以都道府县命名的有 ３７ 个ꎮ⑤

财团法人满铁会成立后ꎬ 通过机关报 «满铁会报» 进行舆论宣传ꎬ 使其成为满铁会政治言论的阵地ꎮ
«满铁会报» 从 １９５４年 １２月公开发行第 １号至 ２０１６年 ６月ꎬ 总计发行 ２５１ 号ꎮ «满铁会报» 是研究

战后日本满铁会活动及其言论的重要文献资料ꎬ 这些会报所涉及的内容跨度时间长达 ６２ 年之久ꎬ 详

细记录了满铁回国社员 (第一代)ꎬ 以及他们的子孙 (第二代、 第三代) 的活动和政治言论ꎬ 尤其在

日本侵略历史和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上ꎬ 满铁会采取了选择性记忆方式ꎬ 选择性地强调 “被害记

忆”ꎬ 回避 “加害记忆”ꎬ 刻意地歪曲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对中国及亚洲民众所犯下的罪行ꎮ 关于这

一点ꎬ 可以从 «满铁会报» 所刊发的文章中得到解读ꎮ 例如ꎬ 藤木久次郎在 «评颂 ‹满洲开发四十

年史› » 中ꎬ 将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宣扬为 “开发满洲”ꎬ 对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的公开发行

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颂扬ꎮ⑥ 白井卓 «满铁精神»⑦、 高野诚一 «满铁魂»⑧、 伊藤幸雄 «生生不息的满

７５１满铁会的 “战争记忆” 与 “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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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铁社员的总人数当前学界存在争议ꎬ 解学诗先生认为满铁社员近 ５０万人ꎬ 本文采用 «满铁留魂碑建立报告书» 中所

记述的数字ꎬ 其中包括 １６万日本人ꎬ 东北人、 蒙古人、 俄国人等 ２６ 万人ꎮ 详见財団法人満鉄会 「満鉄留魂碑建立報告書」 (未刊

行)、 １９８２、 １４頁ꎮ
財団法人満鉄会 「満鉄留魂碑建立報告書」 (未刊行)、 １９８２、 １４頁ꎮ
武向平: «论战后日本 “满铁会” 及其活动»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ꎮ
財団法人満鐡会 「地方満鐡会の動静」、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２ꎬ １９５５ꎮ
９０个满铁会组织ꎬ 以日本各府县命名的有大阪府满铁会、 京都府满铁会等 ３７ 个ꎬ 还有 ５３ 个是根据当时满铁社员从事的业

务及特征进行命名的ꎮ
藤木久次郎 「 『満洲開発四十年史』 をたたいる」、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３４ꎬ １９６４ꎮ
白井卓 「満鉄精神」、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３５ꎬ １９６４ꎮ
高野誠一 「満鉄魂」、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３６ꎬ １９６４ꎮ



铁»①、 岩佐忠哉 «满铁会的前进方向»②、 向野元生 «吾辈之使命»③、 谷口松雄 «复兴满铁»④、 中

岛一之 «满铁精神才是昭和维新的原动力»⑤ 等文章ꎬ 所阐述的中心内容放大了满铁在日本实现东亚

复兴大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ꎬ 将满铁的 “精神” 看作昭和日本的原动力ꎮ
６２年 «满铁会报» 所发表的文章ꎬ 缺乏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态度ꎬ 回避公正、 真实地将侵略

历史原貌展现在世人面前ꎬ 而是采取一种歪曲历史事实的思维方式ꎬ 将满铁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说

成是 “开发满洲”ꎬ 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实现所谓的 “大东亚共荣”ꎮ 正是由于这种固化 “战
争记忆” 与歪曲事实的历史叙述ꎬ 向下一代传递一种缺失客观性的战争描述ꎬ 从而使日本的下一代

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曾经对中国及其他亚洲民众所造成的历史罪孽ꎮ 满铁会所进行的歪曲事实、 固化

“战争记忆” 的思维模式ꎬ 使从未深刻地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政治势力得到了思想能量的补充ꎬ 也得

到了日本狭隘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呼应ꎬ 从而使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参拜靖国神社ꎬ 篡改教科书ꎬ
否定南京大屠杀、 慰安妇等问题上进行舆论造势ꎬ 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

的理论体系ꎬ 成为影响战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二、 客观性缺失的 “历史书写”

　 　 除了通过 «满铁会报» 为满铁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进行 “颂扬” 以外ꎬ 满铁会还通过文化宣传进

行真实性缺失的历史叙述ꎮ 这主要是由于 «满铁会报» 为满铁会机关报ꎬ 其影响范围还是有限的ꎮ
于是ꎬ 满铁会便通过出版著作、 公开发行影视作品等活动来宣扬满铁 “历史功绩”ꎮ 满铁会的宣传活

动包括两部分内容ꎬ 一是通过大量出版与满铁有关的著作ꎬ 宣扬满铁在侵华战争中作出的 “业绩”
和 “贡献”ꎮ 满铁会出版的著作ꎬ 宣扬的核心理论是否定满铁在中国的活动是侵略行为ꎬ 将满铁在东

北的活动描述成基于日本民族复兴的神圣之举ꎬ 给满铁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冠以 “开发满洲” 之

名ꎮ １９６６年ꎬ 满铁社友新生会公开出版了 «满铁会小史»ꎬ 这是满铁会独立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ꎬ
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和鼓吹作用ꎮ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ꎬ 在满铁会主导下公开出版了纪念满铁末代总裁

山崎元干的著作 «满铁最后的总裁山崎元干»ꎮ 该书以满铁会的会长山崎元干为主角ꎬ 详细记述了山

崎元干在满铁创业 １０年之时入职满铁ꎬ 并作为核心人物在满铁供职将近 ３０年ꎬ 充分肯定山崎元干的

贡献ꎮ 该书指出: “山崎元干在担任末代总裁之时恰逢日本战败投降ꎬ 为了满铁人员的人身安全与顺

利回国ꎬ 山崎元干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 苏联进驻中国东北的指挥官进行交涉、 协调ꎬ 所付出的努

力和辛苦是无法言表的ꎮ”⑥

从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ꎬ 由于满铁回国人员的各项权利得到了日本政府的保障ꎬ 财团法人满

铁会对在华及前苏联滞留满铁人员的援护活动便告一段落ꎬ 所以活动的重心也由经济方面向文化活动

方面转换ꎮ 满铁会通过出版或复刻满铁当时的著作及刊物ꎬ 向后世传颂满铁作为 “国策会社” 在日

本对中国东北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ꎬ 而这种宣传的手段则是沿袭了选择性记忆的方式ꎬ 将满铁在中国

东北进行的经济掠夺和侵略行为美化成 “满洲开发”ꎬ 这也是战后日本满铁会对后世所宣扬的 “满铁

魂” 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基于以上目的ꎬ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ꎬ 理事长佐藤晴雄在评议员会议上重点强调把搜

集、 整理和出版满铁有关资料作为满铁会一项新的工作任务ꎬ 要求对日本国内及中国、 前苏联和美国

存藏的满铁资料进行联合调查ꎮ 其后ꎬ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请参议院议员安井谦出面与美国国会图书

８５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满铁与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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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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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伊藤幸雄 「生きている満鉄」、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３６ꎬ １９６４ꎮ
岩佐忠哉 「満鉄会の進むべき途」、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６４ꎬ １９６９ꎮ
向野元生 「我等が使命」、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６５ꎬ １９７０ꎮ
谷口松雄 「甦生満鉄」、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９７ꎬ １９７４ꎮ
中岛一之 「満鉄こそ昭和維新の原動力」、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１１０ꎬ １９７６ꎮ
庵谷磐 「満鉄会の歩み」、 満鉄會編 『財圕法人満鐡會六十年の歩み』 東京: 満鐡會、 ２００６、 ２７頁ꎮ



馆进行协调ꎬ 希望将战后初期被美国收缴的资料原件返还日本ꎬ 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ꎮ 此后ꎬ 日本国

立国会图书馆将馆藏的资料全部进行数字化ꎬ 而满铁调查部所作的相关资料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被特

别加以保护、 保管和利用ꎮ 在日本满铁会的主导下ꎬ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由龙溪出版社以复刻版形式公开出

版了 １９４３年版的 «满铁要览» 和全 ４ 卷 «第三次满铁十年史»ꎮ 之所以要以复刻版形式再次出版

«第三次满铁十年史»ꎬ 主要是由于该书作为满铁社史在当时作为 “军事机密”ꎬ 公开发行数量非常有

限ꎬ 日本国内当时只有东京大学图书馆存一套完整版ꎮ 所以ꎬ 在原书的第 ２７６ 页中明确指出 “研究

满铁社史ꎬ 必须复刻此书”①ꎮ 可见ꎬ 该书在向后人宣传满铁历史沿革及 “业绩” 方面具有重要价

值ꎮ 同年 ３月ꎬ 满铁会评议员会议审议决定公开出版发行 «第四次满铁十年史»ꎬ 但由于考虑一些政

治因素ꎬ 该书并没有公开出版发行ꎮ 继 «满体要览» 和 «第三次满铁十年史» 之后ꎬ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在

满铁会的主导下ꎬ 由龙溪出版社又以复刻版形式出版了 ３卷 «营业报告书»、 １ 卷 «股东名簿»、 ３ 卷

«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史»、 １７卷 «帝国议会说明资料»、 满铁社员会杂志 «协和» 等多部著作ꎮ
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ꎬ 满铁会评议员会议经过终审决定公开出版 «第四次满铁十年史»ꎮ 以此为开端ꎬ

满铁会选派 １９人担任主要负责人ꎬ 开始搜集满铁相关资料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公开出版了满铁会丛书 ２
部ꎬ 即山崎元干、 田村羊三合著 «回忆满铁» 和渡边谅著 «满铁史余话»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ꎬ 在满铁创

业 ９０周年纪念之际还出版了 «满铁社员终战记录»ꎬ 该书对原满铁各铁道部、 事务所及相关机构的

战前、 战后的状况有详细的记述ꎬ 为研究二战结束时满铁各机构变迁及人员遣返状态提供了重要线

索ꎮ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ꎬ 满铁会又公开编辑出版了 «满铁四十年史»ꎬ 通过吉川弘文馆出版社向全国公开

发行ꎬ 目前看来可谓满铁会宣扬满铁 “历史功绩” 的登峰造极之作ꎮ
战后日本满铁会宣传活动的又一项内容便是公开发行有关满铁的影视作品ꎮ 为了向后代进行满铁

业绩的宣传ꎬ 在满铁会的主导下先后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大量发行有关满铁题材的影视作品ꎮ 战后日本

满铁会通过电影和电视向后人进行满铁 “功绩” 宣传ꎬ 在纪念满铁创业 ８０ 周年之际ꎬ 电视版 «满
铁» 在全国上映ꎮ 其后ꎬ 在满铁会的主导下ꎬ 上映了 ２７ 集电视版 «满铁记录电影集» (全 １２ 卷)ꎬ
由日本电影新闻社公开发行ꎬ 后来通过 ＤＶＤ全国发行ꎮ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ꎬ 在满铁会的主导下举行了恳谈

会ꎬ 后来形成惯例在每月都要举行一次恳谈会ꎮ 第一次恳谈会聘请的讲师是满铁原奉天图书馆馆长卫

藤利夫之子、 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ꎬ 讲授的主题是 «中美苏关系与日本»ꎮ 第二次恳谈会聘请的讲

师是原满铁本社业务课长向坊盛一郎之子、 东京大学总长向坊隆ꎬ 讲授的内容是 «日本的能源问

题»ꎮ 另外ꎬ 战后日本满铁会在进行文化宣传活动的同时ꎬ 也在坂口辽、 庵谷磐的主导下成立了中日

孤儿问题联络协议会ꎬ 在伊藤武雄、 向野元生、 坂口辽等人的主导下成立了东方科学技术协力会ꎮ 总

之ꎬ 满铁会通过影视作品及恳谈会ꎬ 其中心目的是宣传满铁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是为了 “开发满

洲”ꎬ 是为了实现 “五族共和”ꎮ
综上所述ꎬ 无论是满铁会公开出版的著作还是影视作品的宣传ꎬ 核心内容集中于对满铁的 “功

绩” 或 “业绩” 进行追述ꎬ 目的是为了突出满铁作为日本 “国策会社”ꎬ 在 “满洲开发” 中所作出

的 “贡献” 是永远值得日本后人记忆和缅怀的ꎮ 满铁会的这种 “选择性” 战争记忆与客观性缺失的

“历史书写”ꎬ 展现出的 “历史叙述” 与 “战争体验” 是片面的记忆ꎬ 尤其是对日军在侵华战争的罪

行加以掩盖ꎬ 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侵略历史进行翻案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２０世纪 ６０至 ８０年代ꎬ 日本曾一度出现了否定侵略历史、 美化侵略战争的高潮ꎬ 满铁会在其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根据满铁自身遗留的文献资料显示ꎬ 满铁在中国 ４０ 年的 “调查” 活动ꎬ 本身就是

一部侵略史ꎮ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ꎬ 满铁已经彻底撕下了 “企业” 的假面具ꎬ 成为侵华战争的 “经
济参谋本部”ꎮ 而战后满铁会对满铁所进行的定位与宣传ꎬ 则有意地无视历史发展的事实与客观性ꎬ
一味地为满铁在中国的侵略行为歌功颂德ꎬ 这种刻意地歪曲事实的历史叙述ꎬ 是客观性缺失的 “战

９５１满铁会的 “战争记忆” 与 “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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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记忆” 的思维模式ꎮ 正是由于这种 “战争认识” 在日本呈现出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ꎬ 也成为战后

中日关系通畅发展的阻碍ꎮ 对中国而言ꎬ 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伤害永远铭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ꎬ 日本任

何的回避、 歪曲和否定历史真实的行为都显得苍白无力ꎬ 不可能洗去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国家所犯下

的罪孽ꎮ

三、 “帝国伟业” 笼罩下的 “战争记忆”

　 　 去过广岛旅行的人们一定会注意到在广岛的和平公园布满了纪念碑、 庙宇、 岩石、 钟、 喷泉等帮

助人们做和平祈祷的设施ꎬ 公园周边商店所出售的钥匙链、 圆珠笔、 Ｔ 恤衫、 杯子垫、 明信片、 茶

具、 佛珠、 筷子等纪念品ꎬ 大部分表面都会带有一幅原广岛工业促进大厦遭到轰炸后仅剩下的残垣断

壁的照片ꎬ 在河对岸公园的另一端还原样保留某些原子弹爆炸后的残存ꎬ “立在那里永远警示白人所

犯下的罪孽”①ꎮ 可以说ꎬ 由于二战期间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被美国扔下的原子弹所轰炸ꎬ 便使日本在

侵略战争中的加害罪恶被被害痛苦冲刷洗涤ꎬ “没有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ꎬ 能像广岛原子弹

爆炸那样被不停地述说、 被分析、 被哀悼ꎬ 被一再呈现、 描摹、 展示”②ꎮ
与此相对ꎬ 日本至今有一些人对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却表现出了无关紧要的态度ꎬ 将日军

的行动看成是 “战争行为”ꎬ 属于 “爱国主义” 义举ꎮ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就被 “顺理成章”
地变成 “开发满洲”ꎬ 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掠夺也就被描述成为 “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 等等ꎬ 由此形

成了 “帝国伟业” 笼罩下的 “战争记忆” 的思维模式ꎮ 这一思维模式通过满铁会不断地被演绎和宣

传ꎮ 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把战前的日本政府称作是 “无人承担责任的系统”ꎬ 而这种 “无人承担责任的

系统” 运作起来导致的后果就是政治动因和后果都从反省视野中消失ꎮ③ 而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政府ꎬ
在美国占领政策的主导下ꎬ 由于盟军保留了天皇ꎬ 其最终的结果是损害了日本得以实践民主的机会ꎬ
因为让天皇作为权力象征依旧高高在上地存在ꎬ 就使天皇的过去变得洁白无瑕ꎬ 以天皇名义所签发的

侵略命令的污浊也被清洗擦拭ꎬ 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所犯下的战争罪恶也将被全部消除ꎬ 不再留有任

何痕迹ꎮ 因此ꎬ 在美国主导下对日本天皇制的保留ꎬ 对战后日本历史认识发展态势的影响ꎬ 远远超出

了占领当局者的估计ꎮ④

满铁会作为满铁衣钵在战后的继承与发展ꎬ 自然捕捉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环境变化与态势发

展ꎮ 于是ꎬ 构建 “帝国伟业” 笼罩下的 “战争记忆” 模式ꎬ 也成了满铁会的历史课题ꎮ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ꎬ 在原满铁理事、 满史会会长大藏公望主持下ꎬ 宣扬 “帝国伟业” 的第一部著作 «满洲开发四十

年史» 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ꎮ 该书分为上下两卷和补卷ꎬ 内容包括总序篇、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篇、
交通建设篇、 农业篇、 矿业篇、 商业篇、 贸易篇、 金融篇等ꎬ 补卷内容主要包括附属地和关东州两个

部分ꎮ 全书用 ２２００多页的篇幅ꎬ 采用片面性、 选择性的历史书写的方式ꎬ 把满铁 ４０年来在中国东北

的侵略活动美化成为 “开发满洲”ꎬ 把满铁对东北矿产、 土地、 农林资源的掠夺ꎬ 对铁路交通、 金融

贸易、 河流港湾的控制ꎬ 以及附属地的奴化教育ꎬ 说成是为东北实现近代化建设与 “王道乐土”ꎮ⑤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作为宣扬 “满洲开发论” 的奠基著作ꎬ 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ꎮ 一年后ꎬ «满洲

开发四十年史补卷» 在日本公开发行ꎮ 大藏公望在该书中露骨地阐述了出版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的最终目的ꎬ 是为了留给后世子孙一部去 “帝国主义” 和 “侵略主义” 的 “满洲开发史”ꎮ⑥

０６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满铁与侵华战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布衣: «罪孽的报应»ꎬ 戴晴译ꎬ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９８页ꎮ
布衣: «罪孽的报应»ꎬ 戴晴译ꎬ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９８页ꎮ
布衣: «罪孽的报应»ꎬ 戴晴译ꎬ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１７４页ꎮ
周颂伦: «日本选择性记忆的酿成环境»ꎬ «历史教学» 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ꎮ
満史会 『満州開発四十年史』 東京: 満州開発四十年史刊行会、 １９６４、 序言ꎮ
満史会 『満州開発四十年史 補卷』 東京: 満州開発四十年史刊行会、 １９６５、 ３３４頁ꎮ



继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之后ꎬ １９７１年 １ 月ꎬ 在原伪满产业部次长、 被定为战犯及整肃后担任

日本首相的岸信介ꎬ 原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 古海忠之ꎬ 以及满铁、 关东军、 大同学院等要员十

河信二、 山口重次、 平岛敏夫、 伊东六十次郎、 片山忠、 鲇川义介等组织编辑的 «满洲国史» 公开

出版发行ꎮ 这是宣扬 “帝国伟业” 的第二部著作ꎬ 参加该书编辑写作的人员多达 １４０ 余人ꎬ 总字数

约为 １７０万字ꎮ «满洲国史» 所体现的基本论点之一是为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辩护ꎬ 为日本在东

北的侵略活动歌功颂德ꎬ 提出日本在东北进行的殖民活动是 “立志革新ꎬ 扫除祸根ꎬ 为保全东亚ꎬ
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①ꎮ 基本论点之二是反复宣扬在伪满时期ꎬ 日本对产业经济、 交通通讯、
文教卫生等各方面开发的 “贡献”ꎬ 夸耀日本在中国东北 “创造” 历史奇迹ꎮ 总之ꎬ «满洲国史» 向世

人所展现的历史画面ꎬ 是完全没有站在客观、 严肃、 冷静地反省立场上ꎬ 深刻地批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

侵略与殖民活动ꎬ 而是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建立在 “帝国伟业” 的前提之下ꎬ 这也为战后日本在

“帝国伟业” 笼罩下 “战争记忆” 思维模式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日本出现的修改教

科书事件ꎬ 就是这种理论体系实践的具体表现ꎮ 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他所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

用 “侵略” 二字来描述日本对华战争ꎬ 但日本教科书审查人却对此提出建议: “侵略属于伦理范畴ꎬ
也包含着负面的含义ꎮ 在对待下一代公民的教育里ꎬ 使用这样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来形容我们自己

国家的行为ꎬ 是不适当的ꎮ 因此ꎬ 应该代以另外一种表达ꎬ 如 ‘军事进入’ꎮ”②

四、 “满铁留魂碑” 与 “战争记忆” 国家认同的构建

　 　 满铁会在 “历史记忆” 与国家认同重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ꎬ 主要体现在建立 “满铁留魂碑” 和

举行 “留魂祭” 两个方面ꎮ １９７９年 ３ 月ꎬ 大阪满铁会会长小味渊肇理事提出了建立 “满铁留魂碑”
的提案ꎬ 该提案在评议员会议上一致通过ꎮ 满铁会建立 “满铁留魂碑” 的根本目的ꎬ 在 «满铁留魂

碑建立报告书» 有清晰的表达: “满铁在满洲存续 ４０ 年ꎬ 在国家防卫与大陆开发方面发挥先驱之作

用ꎮ 参与此大业之满铁社员的活动与功绩ꎬ 将与满铁之功业一同被载入史册ꎬ 为了使满铁魂被后世日

本人传承下去ꎬ 在此建立满铁留魂碑ꎮ”③ １９８１年 ７月ꎬ 满铁会将 “满铁留魂碑” 的地址选在了富士

山灵园的 “碑林公苑” 自然林区ꎬ 并与富士灵园签署了永久用地合约ꎮ “满铁留魂碑” 为东西 ２５ 米ꎬ
南北 ４０米ꎬ 总面积 １０００平方米的矩形ꎬ 倾斜度为 ３０°左右ꎮ④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ꎬ 满铁会举行 “满铁留魂

碑” 竣工典礼ꎮ “满铁留魂碑” 碑铭全文如下: “满铁继承国家使命ꎬ 以先驱之身为兴亚大业奋斗ꎬ
奠定了不朽基业ꎬ 在此祭先人之灵ꎬ 使满铁魂千古流传ꎮ 昭和五十七年四月ꎬ 财团法人满铁会ꎮ”⑤

“满铁留魂祭” 是满铁会固化 “历史记忆” 的又一项重要举动ꎮ 从 １９８２ 年 “满铁留魂碑” 建立

到 ２０１６年满铁会解体ꎬ “满铁留魂祭” 举行数十次ꎮ 在举行 “满铁留魂祭” 时ꎬ 要将满铁会所收藏

的物品作为供纳的神物进行参拜ꎬ 举行 “纳魂仪式”ꎮ 这些供纳品主要包括四类: 第一类是满铁社员

录ꎻ 第二类是社员芳名簿ꎬ 包括殉职芳名簿ꎬ 战亡社员芳名簿ꎬ １９４５ 年二战结束前后殉职、 殉难者

芳名簿ꎻ 第三类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史ꎬ 主要是十年史、 第二次十年史、 第三次十年史、 第四次十

年史ꎻ 第四类是副葬品ꎬ 主要是满铁社旗、 社员社旗ꎬ 满铁社歌磁带ꎬ 满铁电影胶卷ꎬ 满铁实物模

型ꎬ 留魂碑模型ꎬ 留魂碑建立报告书等ꎮ⑥ 在 ２００１ 年举行的第二十次 “满铁留魂” 祭举行时ꎬ 又将

«终战前后殉职殉难者芳名簿 (追加) » «满铁社员终战记录» «满铁会会员名簿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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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追加供纳品ꎮ
“满铁留魂祭” 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ꎬ 那就是满铁殉职者被放入靖国神社进行合祀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月ꎬ 满铁会举行地区恳谈会时ꎬ 一些满铁会员提出了将满铁殉职社员放入靖国神社进行合祀建

议ꎮ 其实ꎬ 关于满铁殉职社员进入靖国神社合祀的规定ꎬ 在 １９７１ 年 «满铁会报» 第 ７０ 号 «关于战

伤者死亡者家属援助之规定» 中就明确提出ꎬ 满铁社员的伤残死亡者的待遇与日本军人等同ꎬ 而且

在九一八事变及以后战争中死亡的满铁社员 １７９ 名中就有 ６１ 名进入靖国神社中合祀ꎮ① 死亡满铁社

员进入靖国神社合祀之所以再次被提出ꎬ 这是满铁会基于 “历史记忆” 与国家认同重构思维而设计

的ꎮ 满铁会不但向各地满铁会组织发放了 «殉职社员调查表»ꎬ 对满铁社员的死难者进行全面调查ꎬ
并通过了厚生省当局的审查ꎬ 正式向靖国神社送交了 «祭神人名票»ꎬ 还让靖国神社宫司向死亡满铁

社员的家族发出了合祀通知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满铁会成立靖国神社合祀委员会ꎬ 负责处理满铁致死社

员进靖国神社合祀事宜ꎮ
由此可见ꎬ 靖国神社作为近代日本政治体制转折时期与新国家相伴而生的产物ꎬ 甲午战争和日俄

战争以来ꎬ 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固化战争记忆的 “国家装置”ꎬ 在近代以来日本战争记忆方面

发挥着 “存储器” 的作用ꎮ② 而满铁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死亡社员ꎬ 被纳入靖国神社中合祀ꎬ 满铁在中

国所进行的侵略活动ꎬ 在 “帝国伟业” 的光环下ꎬ 不断地模糊乃至消失ꎮ
综上所述ꎬ 历史记忆的目标本应该是以远距离的冷静态度对待过去ꎬ 但由于历史记忆的表述者自

身是一个充满复杂变数的客观存在ꎬ 这就使得被害者与加害者双方对历史记忆的书写表现出不同的形

式ꎮ 满铁会作为满铁衣钵的继承与发展者ꎬ 对 ４０年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采取了选择性 “战争记

忆” 与 “历史书写” 的方式ꎬ 通过建立 “满铁留魂碑”、 举行 “留魂祭”ꎬ 以及出版著作等方式ꎬ 粉

饰过往ꎮ 这并不利于日本后代对历史进行客观有效的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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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满铁与侵华战争

①
②

満鉄会 「殉職者等の靖国神社ヘの合示巳の件」、 財団法人満鐡会 『満鐡會報』 Ｎｏ. ２０８ꎬ ２００２ꎮ
郑毅: «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ꎬ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作者简介: 耿铁华ꎬ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高句丽历史与考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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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百年综述

耿铁华

(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研究院ꎬ 吉林 通化 １３４００１)

　 　 摘要: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ꎬ 在 １００ 多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初创时期 (１８８４—１９４９
年)ꎬ 前一阶段为清朝末年ꎬ 后一阶段为民国时期ꎬ 主要是中日两国学者以好太王碑为主的研究ꎮ 二是稳

定发展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９９年)ꎬ 前一阶段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ꎬ 后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以后ꎮ 中国、 朝鲜、
韩国、 日本对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稳定发展ꎬ 从文物遗迹的研究到历史文化研究ꎬ 高句丽文物遗迹调查

与研究成果逐渐增加ꎮ 三是 ２１世纪的新发展ꎬ 特别是中国 “高句丽王城、 王陵及贵族墓葬”ꎬ 朝鲜 “高句

丽壁画墓群” 分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之后ꎬ 各国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ꎬ 各国学者

之间的学术对话进一步推动了学术交流的开展ꎬ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ꎮ
关键词: 高句丽ꎻ 高句丽王城ꎻ 高句丽贵族墓葬ꎻ 高句丽壁画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６３－１７

近现代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发端于好太王碑的发现与研究ꎬ 迄今已有 １００多年了ꎮ 参与研究

的主要有中国、 朝鲜、 韩国、 日本的学者ꎮ 在此期间ꎬ 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成果ꎬ 以及出版发表的报

告、 论文和著作ꎬ 使得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成为东北亚诸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科ꎬ 日益引起广

泛的关注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 各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ꎬ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

期与发展阶段ꎬ 特别是 “中国高句丽王城、 王陵及贵族墓葬” “朝鲜高句丽壁画墓群” 分别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 之后ꎬ 呈现出深入研究、 相互交流的发展趋势ꎮ 回顾 １００ 多年来各国学者的研究历程

及其成果ꎬ 对于今后的合作交流ꎬ 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ꎮ

一、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初创时期

　 　 １８８４—１９４９年ꎬ 是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初创时期ꎮ １８７７ 年ꎬ 柳条边开禁ꎬ 怀仁、 宽甸、 通

化设县ꎮ 怀仁县书启关月山在通沟的荒烟蔓草中发现了好太王碑ꎬ “手拓数字ꎬ 分赠同好”①ꎮ １８８０
年清除苔藓之后ꎬ 捶拓出好太王碑的完整拓本ꎬ 学者们开始收藏和研究ꎮ １８８４ 年前后ꎬ 中国学者、
日本学者先后对好太王碑文字进行隶定ꎬ 初步考释ꎮ 如果从此开始高句丽历史文化研究ꎬ 算起来应该

有 １３０多年了ꎮ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初创时期主要是围绕着好太王碑的文字隶定与相关事实的考

证展开的ꎬ 参与研究并取得成果较多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学者ꎮ 在此期间的研究ꎬ 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 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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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前期: １８８４—１９１１年

这一阶段发生过两件大事ꎬ 一是好太王碑发现之后ꎬ 为了获得完整拓本 “火焚除苔”ꎬ 张延厚记

录为 “寅卯年间”ꎮ① 时间为 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年ꎮ 实施者为当地农民初天富ꎮ 另一件是用 “石灰涂抹” 好

太王碑ꎮ 据王健群先生考察ꎬ １９０２年以后ꎬ 初天富、 初均德父子为了拓碑方便ꎬ 在碑石上涂抹石灰ꎬ
修补文字ꎮ② 这两件事关系到好太王碑文字状况和拓本质量ꎬ 也关系到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ꎮ

(１) 中国学者的研究

好太王碑在鸭绿江右岸中国一侧ꎬ 中国学者得到好太王碑拓本是最早的ꎬ 开始研究也是最早的ꎮ
荣禧、 潘祖荫、 吴大澂著录最早ꎬ 谈国桓、 杨蓉浦、 王志修等则是早期的研究者ꎬ 都有手稿留存ꎮ 奉

天军粮署的王志修ꎬ 在火焚除苔后不久就来到通沟拓碑ꎬ 得到拓本之后便开始研究ꎮ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王志修 «高句丽永乐太王碑歌考» 刊行ꎬ 其中包括 «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 和 «高句丽

永乐太王碑考»ꎮ 王志修在 «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 中首先指出了好太王碑所在的地点和碑石现

状: “鸭绿江水流汤汤ꎬ 有碑矗矗江之阳ꎮ” 十分明确ꎬ 在鸭绿江北ꎮ «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考» 中记

录: “碑在奉天东境兴京同知属怀仁县东三百六十里通沟口ꎮ 光绪三年开边禁ꎬ 以通沟设巡检ꎬ 地有

古城ꎬ 基尚存ꎮ 碑立古城东北五里鸭绿江岸ꎬ 东向ꎬ 高二丈余ꎬ 宽八尺强ꎬ 厚得半ꎮ 无赑屃蟠螭饰ꎮ
就石原质ꎬ 四面环刻之ꎬ 文起东迄北ꎬ 共四十二行ꎬ 行四十一字ꎬ 共计一千七百二十二字ꎮ 叙事详

慎ꎬ 书亦严整ꎬ 类汉隶ꎮ 碑西里许即其陵ꎮ 有砖隶书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十字ꎮ” 其对碑的位置、
方向、 形状和文字ꎬ 以及太王陵等ꎬ 比后来人记录要准确些ꎮ 其次ꎬ 王志修 «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

歌» 对于好太王碑发现时间的记载也是真实可信的ꎮ 诗中提出ꎬ 好太王碑是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发

现——— “我皇驭宇之三载ꎬ 衽席黎首开边疆ꎮ 奇文自有鬼神护ꎬ 逢时不敢名山藏ꎮ” 这一结论ꎬ 符合

桓仁建县的时间ꎬ 符合书启关月山到达怀仁的时间ꎮ 由于在通沟设巡检ꎬ 关月山癖于金石ꎬ 当年秋天

到通沟发现好太王碑是合乎情理的ꎮ 关月山手拓数字带回衙署ꎬ 向县令章樾回禀ꎬ 得到应允ꎬ 于是才

有转年令初天富看守好太王碑ꎬ 火焚除苔之事ꎮ 所谓 “寅卯年间碑下截毁于火” 则正是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发生的ꎮ 另外ꎬ 从集安博物馆调查记录和好太王碑下半部分损伤的情况

看ꎬ 火焚除苔是真实发生过的ꎮ 再次ꎬ 关于好太王碑的建立与碑文内容ꎬ 王志修在 «高句丽永乐太

王古碑歌» 中也有详细的叙说ꎮ 他已意识到高句丽起源建国的传说与中原古老传说的联系ꎮ 为后来

的研究开阔了视野ꎮ 关于 “太元永乐共乙未ꎬ 岁月可证非渺茫” 所涉及的年代ꎬ 王志修认为东晋孝

武帝太元二十年 (３９５) 之乙未ꎬ 即是好太王碑中说的永乐太王乙未ꎬ 而长寿王甲寅 (建碑之年) 就

应该是晋安帝义熙十年 (４１４) 之甲寅ꎮ 他在 «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考» 明确指出: “此碑之建ꎬ 实为

安帝改义熙之十年甲寅无疑ꎮ” 接下来ꎬ 歌中叙述 “斯时威名震四国ꎬ 史虽阙略碑能详ꎮ 逞兵首及新

罗境ꎬ 用武远控东佛桑”ꎮ 直接进入好太王时期东亚诸国的关系之中ꎬ 四国是指东夫余、 新罗、 百济

和倭ꎮ 这正是好太王率大军东征西讨ꎬ 扩大疆土的征战对象ꎮ 好太王碑中记载: “百残、 新罗ꎬ 旧是

属民ꎬ 由来朝贡ꎮ 而倭以辛卯年来渡ꎬ 每破百残ꎬ □□新罗ꎬ 以为臣民ꎮ 以六年丙申ꎬ 王躬率水军ꎬ
讨伐残国ꎮ” 指明了辛卯年以来ꎬ 倭寇多次入侵新罗、 百济ꎬ 新罗求救于高句丽ꎬ 于是ꎬ 好太王亲率

大军援救新罗ꎬ 击退百济和倭寇ꎮ 经过多次交战ꎬ 好太王的军队攻破了 ６４ 座城ꎬ １４００ 个村子ꎬ 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ꎮ
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陆心源完成 «高句丽广开土大王谈德纪勋碑跋»ꎮ 收录在他的 «仪顾堂续

跋» 一书中ꎮ 没有注明写作年月ꎮ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郑文焯提到 “据碑前文知ꎬ 勒铭于甲寅年

九月廿九日乙酉ꎮ 吴兴陆心源考为凉太元十六年” 说明他见过陆心源的 «高句丽广开土好太王

谈德纪勋碑跋»ꎬ 可推知此跋语最迟也应在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完成ꎮ 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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焯刊布了 «高丽国永乐太王碑释文纂考»ꎬ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荣禧刊印 «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

谰言»ꎬ 杨守敬完成了 «高句丽好太王碑»ꎮ 著名的历史学家、 金石学家罗振玉先生也参与了好太王

碑研究ꎮ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ꎬ 罗振玉到京的次年ꎬ 开始研究好太王碑墨本ꎬ 同见到的各种拓本排

比ꎬ 批判了郑文焯 «高丽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 中的一些错误ꎮ 重新写出好太王碑释文ꎬ 收入

«唐风楼碑录»ꎮ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ꎬ 经考证研究ꎬ 写成 «好太王碑跋»ꎬ 收入 «唐风楼金石文字

跋尾»ꎮ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ꎬ 罗振玉完成了另一篇关于好太王碑的札记文章ꎬ 名曰 «俑庐日札»ꎮ 同时

将其收藏的好太王碑拓本ꎬ «高句丽好太王碑释文» «高句丽好太王碑跋» «俑庐日札» 等ꎬ 一并发

表在颇具影响的 «神州国光集» 第九集中ꎮ
１８９５—１９０８年的十多年间ꎬ 关于好太王碑的立碑时间ꎬ 研究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的意见ꎮ 诸如蜀

汉后帝建兴十二年 (２３４) 说ꎬ 晋惠帝四年 (２９４) 说ꎬ 凉太元十六年 (３３９) 说ꎬ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

(４１４) 说ꎬ 甚至还有隋开皇时建立之说等ꎮ 而以东晋安帝义煕十年 (４１４) 说为准确ꎮ 考证最详尽精

当者ꎬ 应推罗振玉先生ꎮ 同时ꎬ 他还根据 «三国遗事» «东国通鉴» «三韩纪略» 等书籍ꎬ 考证碑

文ꎬ 排列高句丽王系与相关史实ꎮ 明确指出ꎬ “好太王之事实ꎬ 高丽史籍记者颇少ꎮ 惟 «东国史略»
注引历年图云ꎬ 广开土雄伟有奇才ꎬ 能战胜攻取而不及其平生战绩ꎬ 若无此碑ꎬ 则征新罗、 百济事泯

然无闻于世矣ꎮ 金石之功顾不伟哉! 这正是金石文物补史之作用”ꎮ①

(２) 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好太王碑的研究相对较早ꎮ 佐伯有清在 «广开土王碑研究史» 书中记载: “明治十

六年 (１８８３ꎬ 光绪九年) 的秋天ꎬ 参谋本部派往清国的军人酒匂ꎬ 在现地得到一份拓本 (双勾本)ꎬ
首先带回日本ꎮ 日本的广开土王碑研究从此开始ꎮ 明治十七年 (１８８４) 七月ꎬ 青江秀 (１８３４—１８９０)
完成 «东夫余永乐太王碑铭之解»ꎬ 并有附言: 此间ꎬ 某报载ꎬ 满洲盛京省与朝鲜交界处的鸭绿江上

游ꎬ 古来在水底下埋着一大石碑ꎮ 最近从盛京将军处得知ꎬ 动用了大量人工ꎬ 才将此碑掘出ꎮ 洗净碑

面之时ꎬ 恰逢日本某人在当地ꎮ 得到拓本并带回日本ꎬ 藏于参谋本部ꎮ 该碑高大凡三丈ꎬ 幅宽一丈五

六ꎬ 字体为绝好的隶书ꎮ 由于年代久远ꎬ 几经磨损ꎬ 文字难以卒读ꎮ 在该碑出土之际ꎬ 得到高八寸ꎬ
幅宽四五寸奇形瓦一枚ꎮ 瓦的左右侧面刻有 ‘愿大王之墓安如山固如丘’ 十一字云云ꎮ” 这个日本某

人ꎬ 后来被证实是陆军炮兵大尉酒匂景信ꎮ② 附言所记ꎬ 则多有不实ꎮ
青江秀的 «东夫余永乐太王碑铭之解» 是由广开土王碑释文和 «高句丽第十九世广开土王碑之

解» 的碑文考证组成的ꎬ 抄本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ꎮ 由于好太王碑很高大ꎬ 给捶拓带来困难ꎬ 需要

有许多较小的纸张才能拓完一面ꎮ 酒匂带回日本的双钩加墨本一共有 １３１张纸ꎮ 加上参谋本部及青江

秀等人对于古代碑刻文化与高句丽历史知识的缺乏ꎬ 并未能将拓本的若干张纸按正确顺序排列好ꎬ 特

别是碑文第二面和第四面ꎬ 有一些串了位置ꎬ 上下颠倒ꎬ 造成释文混乱ꎬ 从而导致碑文解释不通乃至

错误ꎮ 对于碑文中年代与事件的推论与解释大都是错误的ꎬ 严重影响了碑文的正确释读ꎮ
１８８９年 «会余录» 第五集刊行ꎬ 内载横井忠直的 «高句丽古碑考» «高句丽古碑释文»ꎮ «高句

丽古碑考» 有两种版本ꎬ 一种版本附记 “明治十七年甲申十二月横井忠直述”ꎮ 另一种版本写作年月

不详ꎬ 可能写于明治十七年 (１８８４) 之前ꎮ 其中还有批判青江秀的考证之处ꎬ 应该是写在青江秀文

章完成之后ꎬ 也就是明治十七年七月以后ꎮ 说明日本参谋本部得到好太王碑拓本之后找到青江秀和横

井忠直进行识读考证ꎬ 因此两人的研究成果同在明治十七年完成ꎮ 横井忠直的 «高句丽古碑考» 比

青江秀的 «东夫余永乐太王碑铭之解» 的注释更为详尽些ꎬ 日本甚至将横井忠直的 «高句丽古碑考»
看成是日本研究好太王碑的原型ꎮ 他的注解是从碑文开头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 开始的ꎬ 然

后逐句解说ꎬ 引征中国和朝鲜古代文献进行考证ꎮ 然而ꎬ 其中的误读误释也不少ꎮ 还用 «日本书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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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撰姓氏录» «古事记» 等毫不相干的记录与此 “辛卯年” 进行比附ꎬ 说明日本曾统治过百济、 新

罗、 任那等国ꎬ 其 “用心良苦”ꎬ 十分明显ꎮ 横井忠直与青江秀都是被日军参谋本部请去为侵略邻国

在好太王碑文中寻找历史依据的ꎮ 这与后来日本学者对好太王碑研究是不同的ꎮ
这一时期ꎬ 一些人用 «古事记» «日本书纪» 的段落牵强解释好太王碑ꎮ 对好太王碑文中的干支

随意改变比定ꎬ 并对 «三国史记» «东国通鉴» 等朝鲜史料进行非难和指责ꎬ 给后来的好太王碑研究

和古代日朝关系史研究带来很多不良影响ꎮ 一些较为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如那珂通世 (１８５１—１９０８)
的著名文章 «日本上古年代考» 发表在 «文» 杂志 １８８８ 年第 １ 卷第 ８、 ９ 号ꎬ 认为 “日本纪的纪年

乖谬殊甚”ꎬ 断定 “古史之纪年乃成于史家之妄撰”ꎬ 明确指出 “神功、 广神之年代须要根据韩史以

证之”ꎮ 在 «文» 杂志第 １卷第 ９号上还有三宅米吉 (１８６０—１９２９) 的 «日本纪元之正否» 一文ꎬ 也

对 “日本纪之年代是否可信” 提出质疑ꎮ １８９１年菅政友的 «高丽好太王碑铭考» 在同年 «史学会杂

志» 第 ２卷第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号上连载ꎮ 他在横井忠直 «高句丽古碑考» 基础上进行考释ꎬ 引用

«古事记» «日本书纪» 的记载对好太王碑牵强附会ꎬ 致使矛盾百出ꎬ 不能自圆其说ꎮ １８９８ 年 １ 月、
４月、 ７月ꎬ 三宅米吉的 «高丽古碑考» 发表在 «考古学会杂志» 第 ２ 卷第 １—３号上ꎮ 另一篇 «高
丽古碑考追加» 发表在 «考古学会杂志» 第 ２卷第 ５ 号上ꎮ 三宅米吉曾因解读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

“汉委奴国王” 金印而名声大震ꎮ① 三宅米吉对横井忠直的 «高句丽古碑释文» 提出怀疑ꎬ 希望能有

更为 “正确的拓本” 出现ꎬ 同时提出不能轻视朝鲜史书的主张ꎬ 对日本学术界好太王碑研究做出了

重要贡献ꎮ 不久ꎬ 他见到了小松宫所藏的另一好太王碑拓本ꎬ 进一步证实旧拓本之误ꎬ 便写成 «高
丽古碑考追加» 一文ꎬ 将小松宫所藏拓本公布于世ꎮ “这一新拓本是直接拓下来的ꎬ 石面凹凸甚大ꎬ
字形极不鲜明颇多难读之处ꎬ 不无遗憾”ꎬ “但是新拓本是碑的四面各以一张大纸拓出ꎬ 文字的位置

不会有误”ꎮ 三宅米吉利用小松宫藏本ꎬ 将好太王碑的文字顺序搞清楚ꎬ 在碑文解释方面也取得了较

好的进展ꎬ 为日本好太王碑研究走上正确道路奠定基础ꎮ 之后ꎬ 鸟居龙藏、 吉田东武、 关口隆正、 白

鸟库吉等人也参与好太王碑的调查研究ꎮ 白鸟库吉等人甚至提出将好太王碑运往日本的动议ꎬ 在辑安

民众的抗议下未能得逞ꎮ②

２ 后期: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民国年间ꎬ 好太王碑研究仍然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ꎮ 此外ꎬ 还开始了较为深入的现场

调查ꎬ 从高句丽文物遗迹向高句丽历史研究方向发展ꎮ 中国学者继续进行好太王碑研究ꎬ 发表研究著

述的有顾燮光、 刘承干、 欧阳辅、 谈国桓、 金毓黻、 刘节等人ꎮ 其中成果显著的是金毓黻先生ꎮ 金毓

黻先生 (１８８７—１９６２) 是东北历史研究的奠基人ꎬ 在大学执教多年ꎬ 收集整理了大量的东北历史文

献和资料ꎮ 对于高句丽和渤海研究有许多开拓之作ꎮ １９２５ 年刊印的 «辽东文献征略» 中ꎬ 收录了金

毓黻的高句丽好太王碑释文和跋语ꎮ 他识读的碑文ꎬ 在碑文脱落的地方都补上字ꎬ 然后加上记号ꎬ 表

示是后补上的ꎬ 并非原字ꎮ 书中还收录了罗振玉的 «高丽好太王碑跋» «俑庐日札»、 叶昌炽的 «语
石»、 谈国桓的 «手札»、 顾燮光的 «梦碧簃石言»、 张延厚的 «跋语»ꎮ 对于这些著述ꎬ 他写出了评

论性的按语ꎬ 肯定了罗振玉关于好太王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的说法ꎬ 并考订高句丽自朱蒙以下诸王

的世次ꎬ 将碑文与中外史籍进行比较ꎬ 引证 «文献通考» 夫余国始祖事对高句丽建国传说进行研究ꎬ
同时对碑文中所涉及地名进行考证ꎬ 多依据音韵之学ꎬ 亦可作为一说ꎮ １９３４ 年ꎬ «奉天通志» 成书ꎬ
书中收录了我国学者 «晋高句丽好太王碑» 释文、 罗振玉 «高丽好太王碑跋» «好太王碑»、 叶昌炽

«奉天一则»、 谈国桓 «手札»、 顾燮光 «好太王碑»、 张延厚 «跋语» 等ꎮ 随着好太王碑拓本的广泛

流传ꎬ 一些金石爱好者也参与了好太王碑的书法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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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好太王碑的研究曾一度陷于停顿ꎬ 末松保和、 稻叶岩吉等人将碑文与日本古代史书比

照ꎬ 错误地推断碑文中的纪年与相关历史ꎮ 特别是 １９２２ 年ꎬ 权藤成卿伪造的 «南渊书»ꎬ 假托 ７ 世

纪 ４０年代从唐朝归来的学生南渊清安见到并抄回了好太王碑文ꎬ 篡改了部分碑文ꎬ 使内容有利于倭

的入侵ꎮ 一些学者拿出证据揭露了这一伪作ꎬ 使好太王碑研究回归历史研究的正途ꎮ① 日本学者代表

性的成果是水谷悌二郎的 «好太王碑考»ꎬ 完成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ꎮ 主要根据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得到的拓

本———目前中外学者称之为 “水谷悌二郎藏本”ꎬ 经过多年研究ꎬ 在拓本比较、 文字隶定、 史事考证

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ꎬ 具有重要的价值ꎮ②

好太王碑发现不久ꎬ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先后到好太王碑现场调查ꎮ 其中调查时间长、 影响大的是

我国学者金毓黻和日本学者池内宏等人ꎮ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６ 日ꎬ 金毓黻先生曾亲自到辑安③ 进行

调查ꎬ 先后调查了下羊鱼头古墓、 五盔坟、 四神墓、 三室墓、 角觝墓、 舞踊墓、 将军坟、 太王陵、 好

太王碑、 千秋墓、 国内城、 丸都山城、 小板岔岭等地ꎮ 对高句丽文物遗迹作了详细的调查记录ꎬ 同时

绘制了草图ꎮ 主要收获是对高句丽冉牟墓进行了著录ꎬ 对环纹墓、 三室墓、 角觝墓、 舞踊墓、 四神墓

等几座高句丽壁画进行绘图著录ꎬ 考察了将军坟与太王陵ꎬ 论证了太王陵是高句丽好太王的陵墓ꎬ 考

察了辑安通沟城———今名之谓国内城ꎬ 考察了山城子———今谓丸都山城ꎬ 考察毌丘俭纪功碑出土地小

板岔岭ꎮ 考察期间还采集到一些高句丽文物ꎬ 如 “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 “千秋万岁永固” “保固

乾坤相毕” 等文字砖的残段ꎬ 铁器多件ꎬ 购得 “黄蠢谋克” 铜印一枚ꎮ 同时了解到珍贵文物出土的

信息ꎮ④ １９３５年 ９月 ２８日至 １０月 ５日ꎬ 日本学者池内宏、 梅原末治、 滨田耕策、 三上次男、 水野清

一、 田中丰藏、 小泉显夫等对辑安冉牟墓、 四神墓、 三室墓、 太王陵、 将军坟、 千秋墓、 西大墓、 山

城子山城、 通沟城等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调查ꎬ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ꎮ⑤

这一阶段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１) 王国维的 «毌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
１９２３年印行的 «观堂集林» 卷二十ꎬ 收录了王国维的 «毌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ꎮ 他通过

«魏志毌丘俭传» «北史高句丽传» 相关内容对碑文进行了考订和补正ꎮ “曩见吴大令跋此刻ꎬ 谓

此刻出土之板石岭ꎬ 高六百余丈ꎬ 车马不通ꎬ 疑即古之丸都山ꎮ 按 «魏志» «北史» 皆言俭征句丽ꎬ
兵出玄菟ꎬ 魏玄菟郡治在今铁岭左右ꎮ 自是而东南有小辽水ꎬ 盖即 «魏志» 之沸流水ꎮ 又东南则有

大梁水ꎬ 即 «魏志» 之梁口ꎮ 又东则至今辑安县境ꎮ 吴氏以辑安之西北之板石岭为丸都ꎬ 以此刻为

丸都之铭ꎬ 其说近是ꎮ 而 «北史» 以俭县车处为郝岘者ꎬ 盖丸都为辑安以东诸山之大名ꎬ 而郝岘则

其支岭也ꎮ «魏志高句丽传» 谓高句丽都于丸都之下ꎬ 盖谓山之东麓ꎮ 俭传及 «北史高句丽传»
所纪甚明ꎮ 而丸都之山ꎬ 句丽之都ꎬ 胥待此刻始得知之ꎬ 可谓人间瑰宝矣ꎮ” 补订了跟随毌丘俭东征

的乐浪太守刘茂ꎬ 带方太守弓遵等诸将衔名ꎮ 同时指明ꎬ 是役乃四年会师ꎬ 五年出兵ꎬ 六年旋师ꎬ 无

复遗寇ꎮ
(２) 劳幹的 «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
１９４０年 ７月劳幹先生完成了 «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ꎬ 发表在国立中央

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１１本上ꎮ 文中对辑安高句丽大兄冉牟墓的位置、 形制作了简要的

说明ꎬ 同时公布了墓志的新释文字ꎮ 日本学者池内宏 «通沟» 上卷的墓志释文有 ２９１ 字ꎬ 劳幹先生

的墓志释文则有 ３３２字ꎬ 比日本学者多释出 ４１ 字ꎮ 其中许多文字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ꎮ
关于此墓的定名ꎬ 劳幹先生指出: “日本人因为前面一行有牟头娄三字ꎬ 即断为牟头娄的墓ꎬ 这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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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其墓主人为冉牟ꎬ 此墓应称为 “冉牟墓”ꎮ 关于墓志的内容ꎬ 劳幹先生肯定是以赞颂冉牟生前

功德为主ꎬ 这是不可能替代的ꎮ 关于冉牟墓志的年代ꎬ 劳幹先生认为应在长寿王初年ꎮ 关于高句丽都

城的位置ꎬ 劳幹先生根据好太王碑及 «魏书» «北史» «三国史记» «三国遗事» 等史料记载ꎬ 肯定

了辑安作为高句丽都城的地位ꎮ
(３) 金毓黻的 «东北通史»
１９３７年 ３月ꎬ 金先生 «东北史稿» 讲义完稿ꎬ 共 ５卷 ３７章ꎬ 始上古迄元末ꎮ １９４１年改名为 «东

北通史» 上编ꎬ 由东北大学石印出版ꎮ 书中将东北历史分为六期ꎬ 前三期涉及高句丽民族起源、 建

国、 发展、 迁都及灭亡: 第一期是汉族开发时代 (上古讫汉魏)ꎬ 从夫余族之伸张ꎬ 高句骊王族出于

夫余写起ꎬ 经过公孙氏据辽东、 毌丘俭讨高句丽ꎬ 到丸都山纪功残石ꎻ 第二期是夫余二族互竞时代

(晋讫隋初)ꎬ 有慕容氏兴盛、 慕容氏与高句骊、 南道北道考、 高句骊陷辽东、 好太王碑、 高句骊移

都平壤、 高句骊官印ꎻ 第三期是复兴时代 (隋唐)ꎬ 包括隋唐征高丽之动机、 隋文帝征高丽、 隋炀帝

讨高丽、 隋征高丽之尾声ꎻ 唐太宗亲征高丽、 太宗用兵之策略、 安市城考、 太宗亲征之收获、 新城诸

地考、 唐灭高丽、 薛仁贵威震辽海、 高丽诸王世系ꎮ①

(４) 池内宏、 梅原末治的 «通沟»
«通沟» 一书分上下两卷ꎮ 上卷由池内宏著ꎬ １９３８ 年由日满文化协会刊行ꎬ 共分六章ꎬ 十三节ꎮ

前三章序说、 通沟平野、 丸都城与国内城ꎬ 介绍了高句丽都城的地理位置、 自然状况和历史文物分布

情况ꎬ 认为通沟平野既有广开土王碑ꎬ 其为高句丽建都之地无疑ꎮ 第四章介绍了通沟城、 丸都山城和

好太王碑等ꎮ 第五章和第六章记录了高句丽古墓ꎬ 如将军坟、 太王陵、 千秋墓、 五盔坟、 牟头娄墓ꎬ
并讨论了这些古墓的年代ꎮ 此卷附录实测图及所绘文物图 ２８幅ꎬ 照片 ６２版ꎮ 下卷由池内宏、 梅原末

治合著ꎬ １９４０年日满文化协会刊行ꎮ 共有七章ꎬ 主要著录和介绍了辑安地区的高句丽壁画古墓ꎬ 详

细介绍了舞踊墓、 角觝墓、 三室墓、 四神墓、 冉牟 (原书称 “牟头娄” ) 墓、 环纹墓的位置、 形制、
规模ꎬ 墓室壁画的内容和保存情况ꎬ 所附位置图、 实测图 ２１幅ꎬ 壁画照片 ４２版ꎮ

(５) 朝鲜半岛的研究成果

主要整理出版了 «三国史记» «东明王实记» «平壤志» 等ꎮ 其中郑寅普的 «朝鲜史研究» 一书ꎬ
是近现代朝鲜学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之一ꎬ 对于后来朝鲜、 韩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二、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稳定发展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９９年ꎬ 是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稳定发展时期ꎮ １９５０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

二年ꎬ 也是中国各项事业恢复发展的重要一年ꎮ 此后的半个世纪ꎬ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ꎬ 高

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稳定与发展时期ꎮ 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ꎮ
１ 前期: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

(１) 中国学者的研究

此阶段中国学者的研究ꎬ 主要是由文物博物馆的学者在保护高句丽文物遗迹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查

与发掘ꎮ 主要的调查发掘项目有以下 １０项: (Ａ) １９５８年吉林省博物馆对辑安东台子建筑遗址进行清

理发掘ꎮ (Ｂ)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辑安粮库平整晒粮场地时ꎬ 发现一处高句丽时代的重要建筑遗址ꎬ 出土

白玉耳杯、 鎏金箭头、 鎏金器盖、 鎏金挂钩、 瓦当、 板瓦和础石等文物ꎮ (Ｃ) １９６２ 年吉林省博物馆

和辑安文物保管所文物普查队ꎬ 对辑安县进行了全面的普查ꎬ 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 ４ 处、 古墓群 ３２
处、 古城址 ４处、 古遗址 １处ꎬ 测绘、 著录、 临摹洞沟一带壁画墓ꎮ 清理了五盔坟 ４、 ５ 号墓、 通沟

１２号墓ꎮ (Ｄ) １９６３年 ８月ꎬ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ꎬ 在北

８６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金毓黻: «东北通史»ꎬ 台北: 洪氏出版社ꎬ １９７６年ꎮ



京签订了关于中朝两国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协议书ꎬ 成立了中朝联合考古发掘队ꎮ
９月ꎬ 中朝联合考古队第二队到辑安进行考古调查ꎮ 清理好太王碑基础及民主石柱基础ꎬ 对好太王碑

进行实测ꎮ 调查了将军坟、 城后遗址、 城后无名墓、 禹山人像石刻、 五盔坟 ４ 号墓和 ５ 号墓、 冉牟

墓、 通沟 １２号墓、 临江墓、 站前遗址、 太王陵、 舞踊墓、 角觝墓、 麻线 １ 号墓、 西大墓、 千秋墓、
万宝汀墓地、 三室墓、 山城子山城、 东台子遗址、 国内城遗址等ꎮ 中朝联合考古队在辑安调查期间ꎬ
中国文物部门请张明善捶拓了好太王碑拓本赠送给朝鲜学者ꎮ 年内ꎬ 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对麻线

沟 １号壁画墓进行清理ꎮ (Ｅ) １９６４年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云峰水库淹没区清理发掘高句丽积

石墓 ３０ 余座ꎮ ( Ｆ) １９６６ 年吉林省博物馆和集安县文管所清理发掘著录了 ＪＳＭ３３２、 ＪＳＭ９８３、
ＪＷＭ１３６９、 ＪＸＭ３１等几座壁画墓ꎮ (Ｇ)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 年吉林省博物馆与集安县文管所对长川 １ 号、 ２
号壁画墓进行清理发掘ꎮ (Ｈ) １９７５年集安县文管所对国内城城墙部分地段进行探掘ꎮ (Ｉ) １９７６年吉

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学习班清理发掘古墓 １８８座ꎮ (Ｊ) １９６８—１９７６年间吉林省博物馆、 集安县文管所多

次清理发掘洞沟古墓群的高句丽古墓 ８４２座ꎮ 由于 “文化大革命” 中ꎬ 资料遗失ꎬ 没能发表报告ꎮ①

这一阶段ꎬ 中国还没有关于高句丽研究方面的著作ꎬ 发表与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相关的论文和报告

有 ３３篇ꎬ 其中: 考古综述 ７篇、 历史研究 ３篇、 古城遗址 ６篇、 古墓研究 ５篇、 壁画研究 １０ 篇、 碑

刻研究 ２篇ꎮ② 这些成果中ꎬ 高句丽古墓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有 １８ 篇ꎬ 占论文总数的 ５４ ５５％ꎻ
历史研究类论文只有 ３篇ꎬ 占论文总数的 ９ ０９％ꎻ 其他各类文章有 １２篇ꎬ 占论文总数的 ３６ ３６％ꎮ 论

文和报告的作者主要是吉林省、 辽宁省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ꎬ 只有少数几位大专院校教师和文物

杂志的编辑人员ꎮ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队伍还没有形成ꎬ 便受到了 “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ꎮ 值

得称道的是ꎬ 吉林省、 辽宁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ꎬ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ꎬ 对两省境内高句丽文物遗迹

加强了保护管理ꎬ 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局部的考古调查与发掘ꎬ 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ꎬ 为后来的研究

积累了考古资料ꎮ
(２) 朝鲜学者的研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ꎬ 建立了朝鲜历史编纂委员会ꎬ 成立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 考古与民俗研究所ꎬ 各大学也相应地设立了历史研究机构ꎬ 加强历史研究ꎮ 朝鲜学界把高句丽作

为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进行研究ꎬ 同时开展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调查与发掘ꎮ 考古调查与发掘的主要成

果有以下 １０项: １９５４年社会科学院考古与民俗研究所在平壤市站前清理发掘了一座高句丽壁画墓ꎮ③

１９５５年在平安南道龙岗郡清理发掘了大安里 １ 号壁画墓ꎮ④ １９５７ 年考古与民俗研究所、 中央历史博

物馆、 清津历史博物馆、 新义州历史博物馆对黄海南道安岳郡安岳 １ 号墓、 ２ 号墓、 ３ 号墓进行清理

发掘ꎮ 其中安岳 ３号墓的壁画保存较好ꎮ 根据墨书文字可知此墓的年代为 ３５７年ꎮ⑤ １９５８年考古与民

俗研究所对平安南道江西郡保林里大洞、 小洞高句丽古墓群 １９座古墓进行发掘ꎬ 其中有封土石室墓、
石椁墓、 壁画墓ꎮ⑥ １９５８年清理发掘了平安南道江西郡药水里壁画墓ꎮ⑦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对平壤市大城

９６１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百年综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集安县文物志»ꎬ 内部资料ꎬ １９８４年ꎬ 第 ３７５－３８４ 页ꎻ 耿铁华、 李乐营: «高句丽研究史»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１０９－１１５页ꎮ

根据 «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 统计ꎬ 参见耿铁华、 李乐营主编: «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ꎮ
朝鲜考古与民俗研究所: «平壤站前双室墓发掘报告»ꎬ 载 «考古学资料集: 大同江流域墓葬发掘报告» 第 １辑ꎬ 平壤: 科

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５８年ꎬ 第 １７－２４页ꎮ
朝鲜考古与民俗研究所: «平安南道龙岗郡大安里 Ｍ１发掘报告»ꎬ 载 «考古学资料集: 大同江及载宁江流域的墓葬发掘报

告» 第 ２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５９年ꎬ 第 １－１０页ꎮ
朝鲜考古与民俗研究所: «安岳 ３号墓发掘报告»ꎬ 载 «遗址发掘报告» 第 ３ 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５８ 年ꎬ 第 １－３２

页ꎻ 朝鲜考古与民俗研究所: «安岳 Ｍ１、 Ｍ２发掘报告»ꎬ 载 «遗址发掘报告» 第 ４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５８年ꎬ 第 １－２１页ꎮ
田畴农: «江西郡台城水库内部地区的高句丽墓葬»ꎬ 载 «考古学资料集: 各地遗址整理报告» 第 ３ 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版

社ꎬ １９６３年ꎬ 第 １８９－１９４页ꎮ
朱永宪: «从药水里墓看高句丽壁画墓的年代研究»ꎬ «文化遗产» １９５９年第 ３期ꎻ 朱永宪: «药水里壁画墓发掘报告»ꎬ 载

«考古学资料集: 各地遗址整理报告» 第 ３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６３年ꎬ 第 １３６－１５２页ꎮ



地区大城山城进行了考古发掘ꎮ①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对大城地区安鹤宫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ꎬ 发现了

宫墙与宫门遗迹ꎬ 还发现了成组的建筑遗迹ꎮ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 筒瓦、 瓦当、 兽头残片和陶器ꎮ②

１９６５年考古研究所在平安北道枇岘郡城下里调查了高句丽时期的白马山城ꎬ 同时调查了黄海南道白

川郡的白川山城ꎬ 新院郡的长寿山城ꎮ③ １９７４年在平壤市力浦地区武珍里王陵洞发掘了一座高句丽壁

画墓ꎮ 同时清理发掘了后山封土石室墓ꎬ 雪梅洞封土石室墓ꎬ 南侧的定陵寺遗址ꎮ④ １９７６年在平安南

道大安市清理发掘了德兴里壁画墓ꎬ 前后墓室、 藻井、 甬道绘有精美壁画ꎬ 还有许多墨书汉字铭文ꎮ
可知其年代为 ４０８年ꎮ⑤

此外ꎬ 还有一些对古墓和遗址的调查与发掘ꎬ 为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ꎮ 初步统

计ꎬ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期间ꎬ 朝鲜学者出版了高句丽学术著作 ７ 部ꎬ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朴时亨 «广开

土王陵碑» (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６６ 年)ꎬ 朱荣宪 «高句丽文化» (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７５ 年)ꎬ 李

址麟、 姜仁淑 «高句丽历史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７６ 年)ꎬ 金日成综合大学 «东明王陵及其附

近高句丽遗迹» (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７６ 年)ꎮ 朴时亨先生著 «广开土王陵碑»ꎬ 是朝鲜出版

的第一部关于好太王碑研究的著作ꎮ 广开土王陵碑即好太王碑ꎮ 书中除序论 (蔡熙国执笔) 和附录

之外ꎬ 分为四章ꎬ 第一章是好太王碑的建立与相关文献ꎻ 第二章为好太王碑的发现及其经过ꎻ 第三章

为好太王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ꎻ 第四章为好太王碑的释文与今译ꎮ 朴时亨先生对早期日本皇国史观指

导下的好太王碑研究进行了批判ꎬ 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ꎮ 对好太王碑碑文进行了重新

隶定ꎬ 公布的释文第一面识读出 ４１１字ꎬ 第二面识读出 ３２６字ꎬ 第三面识读出 ４４２字ꎬ 第四面识读出

３６１字ꎬ 总共 １５４０字ꎬ 占碑文原有文字的 ８６ ７６％ꎮ 将碑文分为序文、 铭词、 守墓人烟户三个部分进

行解释和今译ꎮ 其中的 “辛卯年” 句ꎬ 断句为: “百残新罗ꎬ 旧是属民ꎬ 由来朝贡ꎮ 而倭以辛卯年

来ꎬ 渡海破ꎮ 百残□□□罗ꎬ 以为臣民ꎮ 以六年丙申ꎬ 王躬率水军ꎬ 讨利残国ꎮ” 同时作出解说ꎮ 这

应该是朝鲜学者的代表性观点ꎮ 朱荣宪的 «高句丽文化» 一书认为: “高句丽的文化已经达到当时世

界的最高水准ꎬ 并取得了贡献于人类文化宝库的许多科学文化成就ꎮ 因此ꎬ 高句丽的历史文化最典型

地表现了我们祖先的民族智慧ꎮ 若了解高句丽文化的基本面貌ꎬ 并揭示民族文化的特性和民族形式ꎬ
以及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ꎬ 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已发现的高句丽遗迹遗物进行一次全面的

总结ꎮ”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ꎬ 对于多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的高句丽古城遗址、 古墓壁画、 碑碣石

刻、 各类文物代表的不同时期的文化进行整理研究ꎮ
此阶段ꎬ 朝鲜学者发表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论文 ４６ 篇ꎮ 其中考古综述 ５ 篇、 历史研究 １３ 篇、

文献研究 １篇、 古城遗址 ７篇、 古墓研究 ８篇、 壁画研究 ８篇、 碑刻研究 ２篇、 文物研究 ２篇ꎮ⑥

(３) 韩国学者的研究

韩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罗与百济的历史文化研究ꎬ 高句丽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薄弱ꎮ １９５５
年ꎬ 韩国学者郑寅普发表了 «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陵碑文释略»ꎬ 对于好太王碑文的特点及内容进行

了逐条逐段地研究ꎮ⑦ 他对于 “辛卯年” 条的解释如下: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ꎬ 一句ꎮ 而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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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蔡熙国: «平壤市大城地区大城山城»ꎬ 载 «遗址发掘报告: 关于大城山一带高句丽遗址的研究» 第 ９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

版社ꎬ １９６４年ꎮ
蔡熙国: «关于大城山一带高句丽遗址的研究»ꎬ 载 «遗址发掘报告: 关于大城山一带高句丽遗址的研究» 第 ９ 辑ꎬ 平壤:

科学院出版社ꎬ １９６４年ꎬ 第 １６－２９页ꎮ
金基雄: «关于白马山城的范围»ꎬ «考古民俗» １９６７年第 ２ 期ꎻ 金基雄: «白川山城调查报告»ꎬ «考古民俗» １９６６ 年第 １

期ꎻ 蔡熙国、 全制宪: «新院郡长寿山城»ꎬ «考古民俗» １９６６年第 １期ꎮ
金日成综合大学: «东明王陵和附近的高句丽遗址»ꎬ 平壤: 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７６年ꎮ
金南龙: «关于新发现的德兴里壁画墓»ꎬ «历史科学» １９７９年第 ３期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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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辛卯年来ꎬ 一句ꎮ 渡海破ꎬ 一句ꎮ 百残以下连缺三字至罗ꎬ 一句ꎮ 以为臣民ꎬ 一句ꎮ 以六年丙申王

躬率水军讨利ꎬ 一句ꎮ 盖言百残新罗于太王ꎬ 俱为属民ꎮ 而倭则尝来侵句丽ꎮ 句丽亦尝渡海往侵ꎮ 交

相攻ꎬ 而百残乃通倭ꎬ 不为利于新罗ꎮ 太王以为ꎬ 此吾臣民也ꎬ 曷敢尔哉? 于是躬率水军而行也
倭以辛卯年来着ꎬ 倭来侵句丽也ꎮ 渡海破者ꎬ 句丽之师又尝渡海往侵而曰讨利ꎬ 讨与利相反ꎬ 讨

者讨百残ꎮ 利者利新罗ꎮ 言伐彼以护此也ꎮ 而谓倭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者ꎬ 妄也ꎮ” 郑先生此类断句

与解说ꎬ 在半岛出现的最早ꎬ 在学者中产生一定影响ꎮ
这一阶段ꎬ 韩国学者以高句丽为专题的研究著作较少ꎬ 基本都是以 «韩国古代史» «朝鲜古代

史» «三国时代佛教» 等类似的题目出现的ꎬ 其中包含高句丽的历史文化内容ꎮ 目前见到的只有申采

浩 «乙支文德传» (丹斋遗稿出版会ꎬ １９５５ 年)、 文定昌的 «广开土大王勋绩碑文论» (柏文堂ꎬ
１９７７年)ꎬ 是典型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著作ꎬ 加上古代文献研究ꎬ 共有 １０ 多部ꎮ 其中对高句丽

古代文献的研究整理较多ꎬ 成果显著ꎬ 如李丙焘 «译注三国遗事» (东国文化社ꎬ １９５６ 年)、 李弘植

«三国史记索引» (东方学研究所ꎬ １９５６ 年)、 李载浩 «三国遗事» 译注 (韩国自由教育协会ꎬ １９６７
年)、 金宗权 «三国史记» (大洋书籍ꎬ １９７３ 年)、 李民树 «译注三国遗事» (乙酉文化社ꎬ １９７５
年)、 李丙焘 «国译三国史记» (乙酉文化社ꎬ １９７７ 年)ꎮ «三国史记» 和 «三国遗事» 都是高丽王

朝时期的史书ꎬ 均用古汉语编撰而成ꎮ 韩国学者的译注就是用现代韩国语进行翻译和解释ꎮ 索引亦称

通检、 备检或引得ꎮ «三国史记索引» 一般包括索引词、 说明或注释语、 出处等内容ꎬ 对其进行有序

化编排ꎬ 为人们准确、 迅速地获得文献资料提供线索ꎮ 无论是译注ꎬ 还是索引ꎬ 只是为了阅读和查找

文献方便ꎮ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ꎬ 韩国学者发表关于高句丽研究方面的论文 １３２ 篇ꎬ 其中历史研究 ８２ 篇、 文献研

究 ２４篇、 古城遗址 １篇、 古墓研究 ４篇、 壁画研究 ６篇、 碑刻研究 ８篇、 文物研究 ７篇ꎮ① 还有部分

文章涉及 “三国时期” 的历史文化与宗教思想等ꎬ 没能悉数收入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 韩国学者的研究

侧重于高句丽历史与文献方面的研究ꎬ 古城、 古墓、 壁画等考古学研究内容相对少些ꎮ 这种情况与韩

国境内高句丽遗迹遗物较少ꎬ 调查发掘不够有关ꎮ
(４) 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境内曾有很少的高句丽移民ꎬ 并没有典型的高句丽遗迹和遗物ꎮ 各地博物馆和大学研究机构

收藏的高句丽文物ꎬ 都是二战期间从中国和朝鲜掠夺过去的ꎮ 日本一直很重视中国和朝鲜古代历史的

研究ꎬ 同样也很重视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ꎮ 将高句丽、 新罗、 百济归入古代朝鲜史的范畴ꎬ 因此

在一些历史学著作中ꎬ 高句丽史研究的专门著作较少ꎬ 大量的则是朝鲜史研究著作ꎮ 如三品彰英

«朝鲜史概说» (弘文堂ꎬ １９５２年)ꎬ 三上次男 «鲜满原始坟墓研究» (吉川弘文馆ꎬ １９６１ 年)ꎬ 梅原

末治、 藤田亮策 «朝鲜古文化综鉴» (名著出版社ꎬ １９７４ 年)ꎬ 江上波夫、 松本清张 «古代朝鲜的历

史和文化» (读卖新闻社ꎬ １９７５ 年)ꎬ 三上次男 «古代东北亚史研究» (吉川弘文馆ꎬ １９７７ 年)ꎮ 一

些有影响的历史学、 考古学大家都十分关注满鲜古代历史ꎬ 他们的著作虽然都是以 “满鲜史” 或

“朝鲜史” “东北亚史” 来命名ꎬ 但是其中都有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内容ꎮ 这也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前ꎬ 日本学者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区域历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包含着高句丽

历史与考古的内容ꎮ
好太王碑研究一直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ꎬ 一方面涉及中国传统的金石学ꎬ 需要有小

学和音韵学等方面的功底ꎬ 另一个方面还需要有历史学、 文献学等方面的学养ꎬ 同时要有碑帖、 传

拓、 纸墨等诸方面的知识ꎮ １９７２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吉川弘文馆出版发行了李进熙的 «广开土王陵碑研

究»ꎬ 书中第五章提出了日本参谋本部曾对好太王碑 “石灰涂抹作战”ꎮ 认为 １９００ 年前后ꎬ 日本参谋

１７１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百年综述

①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本部为了掩盖酒匂景信窜改碑文ꎬ 派遣大批军人到通沟好太王碑现场ꎬ 用石灰进行涂抹ꎬ 窜改部分文

字ꎮ 之后不久ꎬ 又派人到辑安通沟对好太王碑涂抹石灰ꎬ 改字和造字ꎮ 三次涂抹石灰窜改碑文 １６ 处ꎬ
２５字ꎮ① 此论一出ꎬ 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日本史学会召开了第 ７０ 次学术会

议ꎮ 古田武彦发表了 «高句丽好太王碑的新事实———以批判李进熙说为中心»ꎬ 对李进熙碑文窜改说

进行批判ꎮ １１月 １８、 １９日的 «朝鲜日报» 连载了金钟武 «我所见到的广开土王碑———碑文伪造的可

能性很少»ꎬ 也对李进熙的论说提出质疑和批评ꎮ 围绕着好太王碑是否 “石灰涂抹” “窜改文字” 展

开了激烈的辩论ꎮ 韩国学者千宽宇、 任昌淳、 金元龙、 李基白、 金贞培、 文定昌、 金廷鹤、 金烈圭等

先后参与讨论ꎬ 支持李进熙的观点ꎮ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 井上光贞、 佐伯有清、 坂元义种、 浜田耕

策、 铃木靖民、 上田正昭、 旗田巍、 后藤孝典等学者发表文章反对李进熙的碑文窜改说ꎮ② 这一讨论

持续了几年ꎬ 直至王健群先生的调查和著作发表以后ꎬ 才算告一段落ꎮ③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７７ 年间ꎬ 日本学者出版的高句丽学术著作有 １２ 部ꎬ 其中代表性著作有: 水野祐

«高句丽壁画: 古坟与归化人» (雄山阁ꎬ １９７２年)、 佐伯有清 «广开土王碑研究史» (吉川弘文馆ꎬ
１９７４年)、 三品彰英 «三国遗事考证» (塙书房ꎬ １９７５ 年)、 佐伯有清 «广开土王碑与参谋本部»
(吉川弘文馆ꎬ １９７６年)、 李进熙 «好太王碑与任那日本府» (学生社ꎬ １９７７ 年)、 水谷悌二郎 «好
太王碑考» (开明书院ꎬ １９７７年)ꎮ

日本学者发表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论文 １０７篇ꎬ 其中历史研究 ４２篇、 文献研究 １１ 篇、 古城

遗址 １篇、 古墓研究 １篇、 壁画研究 ３篇、 碑刻研究 ４５篇、 文物研究 ４篇ꎮ④

很明显ꎬ 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好太王碑与高句丽历史方面ꎮ 好太王碑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

研究的重点ꎬ 由于李进熙 “石灰涂抹” “篡改文字” 说的提出ꎬ 引起了一场大讨论ꎬ 推动了好太王碑

的研究ꎮ 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ꎬ 我们注意到学者对于 “小高句丽国” 的研究兴致ꎬ 相关文章竟有 １２
篇ꎮ 此外ꎬ 对于 «三国史记» «三国遗事» «日本书纪» «翰苑» 等文献中的高句丽史料的重视与研

究ꎬ 也是日本学者的一个特点ꎮ
２ 后期: 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

(１) 中国学者的研究

１９７８年ꎬ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ꎮ 在社会改革、 经济发展的同时ꎬ
科学技术、 思想文化战线也出现了改革的新局面ꎮ 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

象ꎮ 许多学会和研究机构逐渐恢复ꎬ 一大批学术刊物复刊ꎬ 新的学术刊物创刊ꎬ 中国的高句丽历史与

文化研究全面展开ꎮ
１９７９年 １０月 ２７日ꎬ 吉林省考古学会在集安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ꎬ 吉林省文博系

统和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代表 ８０多人出席了会议ꎮ １９８１年 ８月 １１日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

成立大会在金县召开ꎬ 文博系统和大专院校的代表 １００多人出席了会议ꎮ 这两次会议进一步动员、 整

合了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队伍ꎮ 不久ꎬ 辽宁、 吉林两省的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相继成立了东亚研

究所、 高句丽研究所、 高句丽研究中心ꎮ 使研究人员从前一阶段的 ２０ 多人ꎬ 扩大到 ２００ 多人ꎮ 创办

了 «社会科学战线» «社会科学辑刊» «学习与探索» «东北考古与历史» «辽海文物学刊» «博物馆

研究» «北方文物» 等学术刊物ꎬ 成为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８日ꎬ 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在通化召开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辽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 辽宁省博物馆、 本溪市

２７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李進熙 『広開土王陵碑の研究』 東京: 吉川弘文館、 １９７２、 １５６－１６８頁ꎮ
佐伯有清 『広開土王碑 (研究史)』 東京: 吉川弘文館、 １９８１、 ２７７－３１０頁ꎮ
王健群: «好太王碑研究»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年ꎬ 第 ２４－３４页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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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抚顺市博物馆、 集安市博物馆、 桓仁县文管所、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

学、 延边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长春师范学院、 通化师范学院等的 ５０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ꎮ 孙

进己、 张碧波、 魏存成、 王绵厚、 魏国忠、 刘厚生、 孙玉良、 孙启林、 徐建新等在大会作了学术发

言ꎮ 代表们就高句丽的历史研究、 城邑制度与都城、 壁画保护与研究、 好太王碑研究、 文物研究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ꎮ
这一阶段ꎬ 吉林、 辽宁两省的文物部门对省境内的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重点调查与发掘ꎬ 取得了

一些重要收获ꎮ １９８０年 ５月ꎬ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会同通化地区文管会办公室以及柳河县图书馆ꎬ 对

柳河县境内高句丽时期的罗通山城进行了为期 １２ 天的调查ꎮ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ꎬ 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展

开ꎮ 吉林、 辽宁两省各市县根据省文物局的统一安排ꎬ 分批分期进行ꎮ 省地州的文物工作者分别参加

到各市县的文物普查中去ꎬ 按照统一要求进行调查、 测绘、 记录、 拍照ꎬ 采集、 征集文物标本ꎬ 建立

档案ꎬ 然后由省文物局组织复查验收ꎬ 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料分类整理ꎬ 准备编写文物志ꎮ １９８２ 年吉

林市博物馆和吉林市郊区文化馆对龙潭山高句丽山城进行复查ꎮ １９８２ 年辽宁省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

查队对凤凰山山城进行了调查ꎮ １９８３ 年 ６—１０ 月ꎬ 辽宁省博物馆、 抚顺市博物馆对高尔山古城遗迹

进行了试掘ꎮ １９８４年 ６月—１９８５年 ８月ꎬ 为配合集 (安) 锡 (林浩特) 公路建设ꎬ 对洞沟古墓群禹

山墓区进行了发掘ꎬ 共清理高句丽墓葬 １１３座ꎬ 出土一批珍贵文物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ꎬ 辽

宁省博物馆和丹东市、 宽甸县的文物工作者ꎬ 对长城东端起点遗迹进行调查ꎬ 同时在长城起点一号台

址和虎山南路的长城墙体进行了 ４次发掘ꎬ 发现一眼大口径石砌水井ꎬ 井内出土许多前所未见的重要

文物ꎬ 保存都很完整ꎬ 有长达 ３ ７米的木船ꎬ 还有多件船上使用的铁器、 陶器、 木器和麻绳等ꎮ １９９０
年春夏之际ꎬ 吉林省文化厅文博处、 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文物保管所对集安太王陵墓室进行了清

理发掘ꎮ １９９０年秋和 １９９１年夏ꎬ 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为培训县区文物干部ꎬ 对石台子山城进行了

试掘ꎮ １９９１年 ９—１１月ꎬ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本溪市博物馆共同发掘了桓仁米仓沟高句丽时期

的壁画墓ꎮ 该墓规模宏大ꎬ 在辽宁尚属首次发现ꎮ １９９３年春至 １９９４ 年秋ꎬ 集安博物馆对集安洞沟古

墓群 ５１座高句丽古墓进行维修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ꎬ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溪市博物馆、 桓仁县文

物管理所联合对五女山山城进行了发掘ꎮ １９９７年 ４—６月ꎬ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集安市博物馆

组织省内专业人员对洞沟古墓群进行了全面的复查、 测绘ꎮ １９９７年 ５月—１９９９年 １０ 月ꎬ 吉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和通化市文管会办公室对万发拨子遗址进行了三年的考古发掘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３ 日ꎬ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溪市博物馆、 桓仁县文物管理所对下古城子城址进行了调查、 测绘ꎬ 并在

西墙北段近西北角处开一条探沟 (编号 Ｔ１)ꎬ 对该段城墙进行了解剖ꎮ
在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基础上ꎬ 吉林、 辽宁两省各市县完成了 «文物志» 的编写ꎮ 与高句丽文物

遗迹密切相关的主要有 «吉林省文物志» «集安县文物志» «通化市文物志» «通化县文物志» «柳河

县文物志» «浑江市文物志» «吉林市文物志» «延边地区文物志简编» «桓仁满族自治县文物志»ꎮ
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间ꎬ 我国学者出版了高句丽学术著作 ２８部ꎮ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健群 «好太王碑研

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４ 年)ꎬ 李殿福、 孙玉良 «高句丽简史» (韩国三省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
朴真奭 «好太王碑与古代朝日关系研究» (延边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魏存成 «高句丽考古» (吉

林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年)ꎬ 耿铁华 «好太王碑新考»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刘子敏 «高句丽

历史研究» (延边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孙进己 «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 (哈尔滨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ꎮ １９９０年ꎬ 李殿福、 孙玉良二位先生应韩国邀请进行学术访问ꎬ 就高句丽历史与文化做了多场讲

座ꎬ 并在韩国出版了 «高句丽简史»ꎮ 此书分为前后两部分ꎬ 前半部分是姜仁求、 金瑛洙翻译成韩文

本ꎮ 后半部分是李殿福、 孙玉良中文手稿的影印本ꎮ 从影印本看全书共分 １０ 个专题ꎬ 书后附录高句

丽史事编年ꎮ 概要地论述了高句丽的兴起、 扩张、 统治制度、 疆域、 都城、 经济、 外交、 文化、 灭亡

及其与中原的关系等ꎬ 对一些学术分歧和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ꎮ
在此期间ꎬ 中国学者发表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论文 ７６５ 篇ꎬ 其中考古综述 ５５ 篇、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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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篇、 文献研究 ３７篇、 古城遗址 １３７篇、 古墓研究 ６８篇、 壁画研究 ６１篇、 碑刻研究 １０４篇、 文物

研究 ３４篇、 其他 ３３篇ꎮ① 还有部分主题和方向非高句丽历史研究ꎬ 内容却涉及少量高句丽历史文化

的论文或报告ꎬ 没有统计在内ꎮ
(２) 朝鲜学者的研究

这一阶段ꎬ 朝鲜学者在高句丽遗迹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ꎬ 特别是高句丽壁

画墓的清理发掘和古城遗址的调查ꎬ 收获更为显著ꎮ １９７８ 年ꎬ 朝鲜考古工作者在平安南道大安市保

山里清理发掘了一座高句丽壁画墓ꎬ 仅存北壁壁画ꎬ 绘有棋盘纹、 人物风俗图和四神图ꎮ② １９８１ 年

夏ꎬ 在平壤市大城地区发现了一座高句丽时期的木桥ꎮ 在高山洞还发现一口高句丽水井ꎮ③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ꎬ 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 平安南道历史博物馆在平原郡云龙里调查发掘了云龙里壁画墓ꎮ④ １９８６
年ꎬ 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在平壤市祥源郡调查发掘了 ３座高句丽墓葬ꎮ⑤ １９８７年 ９—１０月ꎬ 考古研究

所在平安南道顺川市东岩里房村部落调查发掘了东岩里壁画墓ꎮ⑥ １９８８ 年 ４—６月ꎬ 在平壤市三石地

区鲁山洞发掘了一座高句丽时期的壁画墓鲁山洞 Ｍ１ꎬ 墓室四壁绘有四神图ꎮ 同年ꎬ 在平壤市大城地

区安鹤洞泡菜加工厂北侧发现 ２０多座基坛积石墓ꎬ 清理发掘了其中的 ４ 座ꎮ⑦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在黄海

南道安岳郡坪井里发掘了一座高句丽壁画墓ꎬ 壁画内容以山水画为主题ꎬ 旁边可见汉字题记ꎮ⑧ １９８８
年秋ꎬ 在黄海南道三泉郡对古县里高句丽城址进行调查发掘ꎮ 现存城墙高 １ ５—１ ６５ 米ꎬ 周长 ４００
米ꎮ 城墙构筑方式与大城山城相似ꎬ 出土瓦件也大体相同ꎮ⑨ １９８９年ꎬ 黄海南道安岳郡月精里高句丽

墓群发现一座壁画墓ꎬ 墓室地面有壁画残片ꎬ 以人物风俗为主ꎮ
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ꎬ 朝鲜学者出版的高句丽研究著作有 １２部ꎬ 其中代表性著作有社会科学院 «平壤

城» «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墓» (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年)、 蔡熙国 «高句丽历史研究» (金日成

综合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５年)、 林望城 «乙支文德的长剑» (金星青年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 孙永钟 «高
句丽史» (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年)ꎮ

在此期间ꎬ 朝鲜学者发表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论文有 ８７ 篇ꎬ 其中考古综述 １ 篇、 历史研究

４０篇、 文献研究 １篇、 古城遗址 ２１篇、 古墓研究 ８ 篇、 壁画研究 ７ 篇、 碑刻研究 ９ 篇ꎮ 在历史研

究论文中ꎬ 有些涉及高句丽建国年代的问题ꎬ 朝鲜学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ꎮ 认为金富轼在 «三国史

记» 中有意贬低高句丽历史ꎬ 抬高新罗历史ꎮ 对新罗建国于公元前 ５７年ꎬ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 ３７年
提出批评ꎮ 并根据文献中的 “驹丽” 和有关青铜器物的出土ꎬ 提出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 ２２７ 年ꎮ 经

过几番讨论ꎬ 最后确定ꎬ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 ２７７年ꎮ 这一观点ꎬ 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ꎮ
(３) 韩国学者的研究

１９８０年前后ꎬ 韩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ꎬ 一些大学、 博物馆、 研究机构的学者

和研究人员深入开展了 “三国时期” 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的研究ꎮ 使得以往重视新罗、 百济历史的

局面有所改变ꎬ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逐渐加强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韩国西京大学成立了 “高句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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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 统计ꎬ 参见耿铁华、 李乐营主编:«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ꎮ
安炳灿: «新发现的保山里和牛山里壁画墓»ꎬ «历史科学» １９７８年第 ２期ꎮ
安炳灿: «新发现的高句丽桥址»ꎬ «历史科学» １９８２年第 ３ 期ꎻ 金式凤: «高山洞的高句丽水井»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１期ꎮ
李一南: «云龙里壁画墓发掘报告»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６年第 ２期ꎮ
李明宽: «平壤市祥源郡一带的高句丽墓葬调查报告»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６年第 ３期ꎮ
李昌彦: «东岩里壁画墓发掘报告»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８年第 ２期ꎮ
金式凤、 崔英宪: «安鹤洞、 鲁山洞一带高句丽墓葬的发掘»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８年第 ４期ꎮ
韩仁镐: «坪井里壁画墓发掘报告»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９年第 ２期ꎮ
安炳灿: «古县里城址发掘报告»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９年第 ２期ꎮ
韩仁德: «月精里高句丽壁画墓发掘报告»ꎬ «朝鲜考古研究» １９８９年第 ４期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所”ꎬ 先后组织学者到中国辽宁、 吉林等地进行参观访问ꎬ 搜集整理高句丽文物考古方面的资料ꎮ
１９９６年ꎬ “高句丽研究所” 正式更名为 “社团法人高句丽研究会”ꎬ 会址设在汉城市麻浦区东桥洞

１８４—２４号湖平大厦三层ꎮ 高句丽研究会召开了第一次高句丽问题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ꎬ 主题是关于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高句丽长寿王后代的研究ꎮ 之后ꎬ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议题有高句

丽壁画研究、 高句丽古城研究、 高句丽文物遗迹研究、 好太王碑研究、 中原高句丽碑研究等ꎮ 不应否

认ꎬ 高句丽研究会在此段时间内ꎬ 组织并引领着韩国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ꎮ
另外ꎬ 韩国的文物部门、 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 檀国大学也曾多次组织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考古调

查与发掘ꎬ 主要成果有: １９７９年 ４月 ８ 日ꎬ 檀国大学博物馆学术调查团在韩国忠清北道中原郡可金

面龙田里立石部落调查了高句丽时期的古碑ꎮ 经过捶拓ꎬ 发现上面刻有汉字碑文ꎮ 一致同意定名为

“中原高句丽碑”ꎮ 李丙焘先生识读出前面和左侧面文字 ２７９ 个ꎮ 檀国大学史学会出版了 «中原高句

丽碑» 特辑ꎮ① １９９４年以来ꎬ 九里市九里文化院对峨嵯山城进行调查ꎮ 高丽大学、 汉城大学等进行

了多年考古调查发掘ꎬ 发现了大量文物遗迹ꎬ 取得了重要成果ꎮ 在汉城附近还发掘了红莲峰堡垒和旭

山要塞ꎮ 发现了 ２１处要塞遗址ꎬ 其中有建筑遗址、 田地、 水磨、 窑址、 作坊等ꎬ 出土了一批铁兵器、
铁甲、 陶器、 陶片和莲花纹瓦当ꎮ

在此期间ꎬ 韩国学者出版了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著作 ２７ 部ꎬ 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朴性凤 «东夷

传高句丽关系史料研究» (庆熙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 年)ꎬ 崔茂藏 «高句丽渤海文化» (集文堂ꎬ １９８２
年)ꎬ 李亨求、 朴鲁姬 «广开土大王陵碑新研究» (同和出版公社ꎬ １９８５ 年)ꎬ 崔茂藏、 林然哲 «高
句丽壁画古坟» (新书苑ꎬ １９９０ 年)ꎬ 崔茂藏 «高句丽考古学» １—２ (民音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林基中

«广开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 (东国大学出版部ꎬ １９９５年)ꎬ 徐炳国 «高句丽帝国史» (慧眼图书

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年)ꎮ
韩国学者发表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论文有 ３４４篇ꎬ 其中考古综述 ６篇、 历史研究 ２１７ 篇、 文

献研究 ３４篇、 古城遗址 １２篇、 古墓研究 ５篇、 壁画研究 １７篇、 碑刻研究 ４３篇、 文物研究 １０篇ꎮ②

(４) 日本学者的研究

集安对外开放以后ꎬ 许多日本学者到集安参观访问ꎬ 三上次男、 西嶋定生、 西谷正、 寺田隆信、
井上秀雄、 上田正昭、 李进熙、 古田武彦、 杉山信三、 田村晃一、 武田幸男、 铃木靖民、 永岛晖臣

慎、 东潮、 田中俊明等不止一次到好太王碑、 国内城、 丸都山城、 洞沟古墓群进行考察ꎬ 召开学术研

讨会和座谈会ꎬ 撰写论文和著作ꎮ
此期间出版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著作有 ２１ 部ꎬ 大都为好太王碑与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考察与

研究成果ꎬ 其中主要有三品彰英 «三国遗事考证» (塙书房ꎬ １９７９ 年)ꎬ 武田幸男 «广开土王碑原石

拓本集成» (东京大学出版会ꎬ １９８８ 年)ꎬ 武田幸男 «高句丽史与东亚» (岩波书店ꎬ １９８９ 年)ꎬ 三

上次男 «高句丽与渤海» (吉川弘文馆ꎬ １９９０ 年)ꎬ 杉山信三、 小笠原好彦 «高句丽都城遗迹与古

坟» (同朋舍ꎬ １９９２年)ꎬ 三上次男、 田村晃一 «北关山城» (中央公论美术出板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东

潮、 田中俊明 «高句丽的历史与遗迹» (中央公论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李进熙 «高句丽渤海纪行» (青丘

文化社ꎬ １９９７年)ꎮ
发表的高句丽研究论文有 １７３篇ꎬ 其中历史研究 ５４ 篇、 文献研究 ２０ 篇、 古城遗址 １８ 篇、 古墓

研究 ９篇、 壁画研究 ７篇、 碑刻研究 ５９篇、 文物研究 ６篇ꎮ③

很明显ꎬ 日本学者研究的热点依旧是好太王碑与高句丽文物遗迹ꎮ 凡是到过集安好太王碑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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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国大学史学会: «史学志» 第 １３辑ꎬ １９７９年 １１月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和识读文字的学者ꎬ 都会感到李进熙提出的 “石灰涂抹” 曾经存在过ꎬ 但是参谋本部 “窜改文字”
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ꎮ 李进熙先生生前到集安考察好太王碑与高句丽文物古迹 ２０ 多次ꎬ 最后也认识

到 “窜改文字” 的说法是不准确的ꎮ

三、 ２１世纪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ꎬ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新发展ꎬ 中国、 朝鲜、 韩国、 日本等

国学者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ꎮ
１ 高句丽文物遗迹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ꎬ 中国和朝鲜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各自境内的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调查清理ꎬ 规

划范围ꎬ 整饬环境ꎬ 形成报告ꎬ 申请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ꎮ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２８日—７月 ７日ꎬ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２８届会议在中国苏州召开ꎮ 会议期间ꎬ 代表们

一致通过将中国申报的 “高句丽王城、 王陵及贵族墓葬”、 朝鲜申报的 “高句丽壁画墓群” 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ꎮ 中国申报的 “高句丽王城、 王陵及贵族墓葬” 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１) 高句丽王

城: 五女山城、 国内城、 丸都山城ꎮ (２) 高句丽王陵: 麻线 ０６２６号墓、 千秋墓、 西大墓、 麻线 ２１００
号墓、 麻线 ２３７８ 号墓、 七星山 ０２１１ 号墓、 七星山 ０８７１ 号墓、 太王陵、 好太王碑、 临江墓、 禹山

２１１０号墓、 禹山 ０９９２号墓、 将军坟、 将军坟 １ 号陪葬墓ꎮ (３) 贵族墓葬: 角觗墓、 舞踊墓、 马槽

墓、 王字墓、 环纹墓、 冉牟墓、 散莲花墓、 长川 １号墓、 长川 ２号墓、 长川 ４号墓、 禹山 ３３１９ 号墓、
五盔坟 １—５号墓、 四神墓、 禹山 ２１１２号墓、 四盔坟 １—４号墓、 兄墓、 弟墓、 折天井墓、 龟甲墓ꎮ

朝鲜申报的 “高句丽壁画墓群” 有以下内容: 平壤东明王陵与真坡里古坟群、 平壤湖南里四神冢、
平安南道德花里 １、 ２、 ３号坟、 南浦江西三墓、 南浦德兴里古坟、 南浦药水里古坟、 南浦水山里古坟、
南浦龙冈大冢、 南浦双楹冢、 黄海南道安岳 １号坟、 黄海南道安岳 ２号坟、 黄海南道安岳 ３号坟ꎮ

高句丽文物遗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ꎬ 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游客和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ꎬ 高句丽历

史与文化遗迹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ꎮ
２ 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不断加强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２１—２２日ꎬ “高句丽文化的历史价值” 中韩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北京召开ꎬ 本次会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联合主办ꎬ 来自中韩两国的 ３０ 余位专家、 学者与会ꎮ 中韩

学者各提交 ５篇论文ꎬ 另有 ５ 位学者对发表的论文进行评论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３—２４ 日ꎬ “高句丽文化

的历史意义” 中韩学术讨论会在韩国首尔召开ꎬ 本次会议由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联合主办ꎮ 会议收到中韩学者的 １０篇论文ꎬ １０人对论文进行评论ꎮ 参加两次学术会议并发表学术论

文的中国学者有 (以两次会议论文发表顺序排列): 魏存成、 朴真奭、 王绵厚、 李乐营、 徐建新、 李

新全、 李大龙、 耿铁华、 姜维公、 李宗勋ꎮ 韩国学者有: 郑光、 姜贤淑、 全虎兑、 金一权、 吴江原、
卢泰敦、 金相铉、 高光仪、 崔钟泽、 姜友邦ꎮ① 这两次学术会议开启了中韩乃至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

交流ꎮ 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 吉林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长春

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等单位ꎬ 先后与朝鲜、 韩国、 日本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院所进行双边学

术交流ꎮ
３ 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召开

２０１４年是高句丽好太王碑建立 １６００年ꎬ 中国、 韩国、 日本分别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ꎮ
日本的学术会议是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６—７日在东京召开ꎬ 由早稻田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主办ꎬ 日本、

中国、 韩国 ６０多位学者参加会议ꎬ 主题为 “广开土王碑研究 １３０ 年”ꎬ 一些研究好太王碑的知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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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句丽文化的历史意义»ꎬ 首尔: 高句丽研究财团ꎬ ２００５年ꎮ



者出席会议并演讲ꎮ ２０１４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２ 日ꎬ “纪念好太王碑建碑 １６００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在中国

集安紫都苑宾馆召开ꎮ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和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历史研究室主

办ꎬ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协办ꎮ 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 １７人、 韩国学者 １７ 人、 朝

鲜学者 ８人、 日本学者 ２人ꎮ ２９位学者在大会发言ꎬ 主题是好太王碑的建立、 保护与研究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月 １７—１９日ꎬ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主办的 “好太王碑建立 １６００ 周年国际会议” 在首尔召开ꎬ 韩

国、 中国、 日本 ８０多位学者参加会议ꎮ 会议对好太王碑的建立、 发现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交流ꎮ 引起

与会代表广泛关注并深入讨论的问题是中国、 韩国收藏的好太王碑拓本的年代与价值ꎮ
此一时期的国际学术交流ꎬ 不仅促进了高句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ꎬ 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了解

与理解ꎬ 也催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ꎬ 概括如下:
(１) 中国学者的研究

２１世纪以来近 ２０年ꎬ 中国学界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收获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ꎬ 申报世界遗产的成果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吉林、 辽宁两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桓仁的五女山

城ꎬ 集安的国内城、 丸都山城、 高句丽王陵和贵族墓葬进行了调查清理和发掘ꎬ 对于遗址的环境进行

保护性清理和改造ꎮ 完成了 ４ 部重要的报告文本ꎬ 分别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五女山城———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ꎬ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主编的

«国内城———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 «丸都山城———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集安丸都

山城调查试掘报告» «集安高句丽王陵———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ꎬ 均由文物出版

社于 ２００４年出版ꎮ
第二ꎬ 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ꎮ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２９日ꎬ 集安市麻线乡五组村民马绍彬发现了集安高句

丽碑ꎮ 出土地点位于麻线河西岸ꎬ 新旧两桥之间ꎮ 集安市博物馆得到此消息后ꎬ 曾多次派人到出土地

调查、 测量ꎬ 对当地的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ꎬ 同时访问了发现人马绍彬及附近村民ꎮ ８ 月 １４ 日ꎬ 对

集安高句丽碑进行第一次捶拓ꎬ 专家组进行文字识读与研究ꎮ 集安高句丽碑的正面阴刻碑文ꎬ 汉字隶

书ꎬ 共 １０行ꎬ 自右向左竖书ꎬ 无界格ꎬ 横竖排列整齐ꎮ 前 ９ 行每行为 ２２ 字ꎬ 最后一行为 ２０ 字ꎬ 原

文共 ２１８字ꎮ 右上角由于残损而缺失约 １０余字ꎬ 因石碑长期处于河床之中ꎬ 经河水冲刷、 沙石磨损ꎬ
造成部分碑文字迹模糊ꎬ 专家组已辨识出 １５６字ꎮ 内容涉及高句丽邹牟王建国、 好太王统治、 守墓烟

户制度及相关法律条文ꎮ 集安博物馆的研究成果 «集安高句丽碑» 一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月出版ꎮ 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与集安博物馆公布的研究成果ꎬ 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ꎬ 中国、
韩国、 日本、 朝鲜的学者撰文报道ꎬ 召开会议讨论研究ꎮ 目前为止ꎬ 国内外发表的集安高句丽碑研究

论文已经达到 １１０多篇ꎬ 出版著作、 论文集 ４部ꎮ
第三ꎬ 学术著作出版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学者出版高句丽研究著作 １２８ 部ꎬ 其中

代表性著作有朴灿奎 « ‹三国志高句丽传› 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ꎬ 朴真奭 «好太王

碑拓本研究»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王绵厚 «高句丽古城研究»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耿铁华 «中国高句丽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年)ꎬ 孙玉良、 孙文范 «简明高句丽史» (吉

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年)ꎬ 集安市博物馆 «集安高句丽碑»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李大龙

«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ꎬ 杨军、 高福顺等 «高句丽官制研

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魏存成 «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郑春

颖 «高句丽服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第四ꎬ 学术论文ꎮ 中国学者发表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论文有 １３４３ 篇ꎬ 其中考古综述 ６５ 篇、

历史研究 ５４６篇、 文献研究 １０２ 篇、 古城遗址 １７６ 篇、 古墓研究 ８０ 篇、 壁画研究 ８３ 篇、 碑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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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篇、 文物研究 ５５篇、 其他 １１２篇ꎮ①
(２) 朝鲜学者的研究

２０００年以来ꎬ 朝鲜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高句丽古墓群和壁画墓进行了清理维修ꎬ 划定保护范围ꎬ
绿化美化环境ꎬ 完成了世界遗产申报ꎬ 使 “高句丽壁画墓群”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朝

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南浦市龙岗郡玉桃里一带进行遗迹调查ꎬ 清理了一座高句丽壁画墓ꎮ②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ꎬ 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朝鲜平壤市高山洞的 ３座高句丽古墓进行了调查和发掘ꎬ 其中高山

洞 １号墓发现 “武” 字墨书题记和四神壁画ꎮ③ ２０１３ 年ꎬ 朝鲜考古研究所与延边大学考古队对平壤

市三石区湖南里一带的高句丽墓进行调查发掘ꎬ 其中新发现了壁画古墓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６—７月ꎬ 考古研

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队发掘了甫城里壁画古墓ꎬ 其中绘有车马出行图ꎬ 发掘报告正在整理中ꎮ⑤ 最

近ꎬ 朝鲜考古学研究所还清理发掘了一批高句丽古墓ꎬ 其中包括几座壁画墓ꎬ 报告在整理中ꎮ
２０００年以来ꎬ 朝鲜学者出版了 １５部高句丽研究方面的著作ꎬ 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孙秀浩 «关于古

墓葬的特点» (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 高石熙 «世界的珍宝物———高句丽壁画墓巡礼» (平壤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 李正南 «安鹤宫» (金星青年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 孙永钟 «朝鲜断代史———高句

丽史 (１—３) » (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年)ꎮ
朝鲜学者发表高句丽研究论文 １２８篇ꎬ 其中历史研究 ７８篇、 文献研究 ６篇、 古城遗址 １２ 篇、 古

墓研究 １０篇、 壁画研究 １４篇、 碑刻研究 ３篇、 文物研究 ５篇ꎮ⑥
(３) 韩国学者的研究

２０００年以来ꎬ 韩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首尔及其附近地区继续进行高句丽山城堡垒的调查与发掘

工作ꎬ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ꎮ 此外ꎬ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 韩国历史学会多次召开关于高句丽历史研究

的国内、 国际学术会议ꎬ 讨论研究高句丽历史与考古问题ꎮ 在此期间ꎬ 韩国学者出版高句丽研究著作

１８６部ꎬ 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林起焕 «高句丽政治史研究» (韩娜莱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全虎兑 «高句丽古墓

壁画的世界» (首尔大学出版部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姜贤淑、 朴善姬 «高句丽文化比较研究» (高句丽研究

财团ꎬ ２００５年)ꎬ 赵法钟 «古朝鲜、 高句丽史研究» (新书苑ꎬ ２００６ 年)ꎬ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峨嵯

山堡垒发掘调查报告书»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崔钟泽 «峨嵯山堡垒与高句丽南进经营»
(西京文化社ꎬ ２０１３年)ꎬ 余昊奎 «高句丽初期政治史研究» (新书苑ꎬ ２０１４年)ꎮ

韩国学者发表的高句丽研究论文有 １１１６篇ꎬ 其中考古综述 ３０篇、 历史研究 ５１２篇、 文献研究 ４８篇、
古城遗址 ９２篇、 古墓研究 ６８篇、 壁画研究 １２１篇、 碑刻研究 １１４篇、 文物研究 ９６篇、 其他 ３５篇ꎮ⑦

(４) 日本学者的研究

２０００年以来ꎬ 日本学者出版的高句丽研究著作 ３４部ꎬ 代表性的著作有白琦昭一郎 «广开土大王

碑文研究» (吉川弘文馆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平山郁夫、 早乙女雅博 «高句丽壁画古坟» (共同通信社ꎬ
２００５年)ꎬ 米田喜彦 « ‹日本书纪› 与 ‹三国史记› 系谱解读报告» (新风舍ꎬ ２００７ 年)ꎬ 东潮 «高

８７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根据 «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 统计ꎬ 参见耿铁华、 李乐营主编: «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ꎻ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近几年的统计根据知网的著录ꎬ ２０１８年的论文统计到 ８月份ꎮ 近年来的部分专题研究ꎬ 可参见耿铁华: «高句丽马具寄

生研究»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ꎻ 范恩实: «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５ 期等

文章ꎮ
朴灿奎、 郑京日: «玉桃里———朝鲜南浦市龙岗郡玉桃里一带历史遗迹»ꎬ 香港: 亚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ꎮ
中国考古网ꎬ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３日ꎮ
郑京日: «湖南里———２０１３年平壤市三石区域湖南里高句丽古墓群Ⅱ区发掘报告»ꎬ 香港: 亚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孙秀浩报告 «近期朝鲜境内的考古新发现»ꎬ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１７日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ꎻ 相关研究情况综述ꎬ 可参见郑春颖: «高句丽壁画墓的研究历程、 反思与展望»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ꎮ



句丽壁画与东亚» (学生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千田刚道 «高句丽都城的考古学研究» (北九州中国书店ꎬ
２０１５年)ꎬ 井上直树 «高句丽移民与新罗: 七世纪后半期的东亚情势» (东洋史研究会ꎬ ２０１６年)ꎮ

日本学者发表高句丽研究论文 ２２５篇ꎬ 其中考古综述 ８ 篇、 历史研究 ８５ 篇、 文献研究 ７ 篇、 古

城遗址 １８篇、 古墓研究 １２篇、 壁画研究 ３３篇、 碑刻研究 ２６篇、 文物研究 ２４篇、 其他 １２篇ꎮ①

结　 　 语

　 　 通过以上简略的梳理ꎬ 可以清楚地看到ꎬ 清末到民国期间ꎬ 围绕着好太王碑捶拓、 识读、 注释、
研究ꎬ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致力较多ꎬ 成果不少ꎮ 分歧主要表现在好太王碑的建立时间、 发现时间、 文

字隶定、 断句解说等ꎮ 当时朝鲜半岛的研究则是通过古文献整理刊行ꎬ 对朝鲜历史开始初步的研究ꎮ
１９５０年以后ꎬ 中国、 朝鲜、 韩国、 日本学者对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ꎮ 中国、

朝鲜两国学者在对本国境内高句丽文物遗迹加强保护管理的基础上ꎬ 进行了必要的考古调查和清理ꎬ
同时开始了以高句丽文物古迹为主的历史与文化研究ꎮ 日本学者主要还是对好太王碑进行研究ꎬ 同时

也对二战期间从中国、 朝鲜掠夺的高句丽文物进行整理研究ꎮ 韩国学者主要是对 «三国史记» «三国

遗事» 与相关史事的研究ꎮ
由于各国学者的社会地位、 思想意识、 认知水平的差异ꎬ 在对待高句丽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

读和运用上存在着许多不同ꎬ 因此在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学术分歧ꎮ 特别是

１９７８年以来ꎬ 各国学者的研究层面不断拓宽ꎬ 水平提升ꎬ 问题也逐渐增多ꎮ 主要表现在高句丽历史

的归属ꎬ 高句丽起源建国时间与方式ꎬ 高句丽迁都及其发展ꎬ 高句丽王系传承ꎬ 高句丽的统治区域ꎬ
高句丽古代文献记载的差异ꎬ 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ꎬ② 高句丽与新罗、 百济、 倭的关系ꎬ 高句丽

灭国及其遗民ꎬ 高句丽古城、 古墓、 壁画的研究ꎬ 高句丽出土文物的研究等问题ꎬ 各国学者都有不同

的认识与观点ꎬ 就是在同一国家之内也存在着很多分歧意见ꎮ 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很正常的ꎬ 也是

司空见惯的现象ꎮ
对于高句丽研究中的认识不同ꎬ 意见分歧ꎬ 各国学者大体上都能遵照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原则

进行讨论与研究ꎮ 当然ꎬ 也不应否认ꎬ ２００２ 年后ꎬ 曾经一度出现在中韩之间的学术之争在国内外引

起的影响ꎮ 中国学者ꎬ 主要是东北学者开展的关于东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项目及其成果颇丰ꎮ
截至 ２００６年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１１部学术著作ꎬ 其中关于高句丽研究方面的有 «好太王碑

一千五百八十年祭» «古代中国高句丽史续论» «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 ３ 部ꎬ 只占其中

的 ２７ ２７％ꎮ 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协商ꎬ 双方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取长

补短、 共同发展的理念与原则ꎬ 开始了有组织、 有计划、 有秩序的学术交流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 朝鲜、
韩国、 日本学者相聚中国集安ꎬ 纪念好太王碑建立 １６００ 周年ꎮ 各国有影响的高句丽研究专家出席会

议ꎬ 年龄最大的学者朴真奭已经 ８８岁高龄ꎮ 各国学者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ꎬ 达到了相互交流、 相互

理解、 增进友谊的良好效果ꎮ 此后中朝、 中韩、 中日学者之间的交流不断ꎬ 促进了高句丽历史与文化

研究的和谐发展ꎮ

责任编辑: 于　 凌

９７１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百年综述

①

②

根据尹铉哲主编的文献目录统计ꎬ 参见尹铉哲: «高句丽历史研究文献目录» (朝鲜、 韩国、 日本部分)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如冯立君: «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 (１７ＶＧＢ０１１)ꎮ
作者简介: 拜根兴ꎬ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中外关系史、 中国古代史ꎮ
　 　 ①　 拜根兴: «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现状与展望»ꎬ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０６年第 ２期ꎮ
　 　 ②　 范恩实: «２０１０年以来国内学界高句丽史研究综述»ꎬ «东北史地» 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ꎮ
　 　 ③　 尹龙九: «中国出土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铭的研究动向»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７５辑ꎬ ２０１４年ꎮ
　 　 ④　 此前学界延续韩国学者的观点ꎬ 一般称作 “高句丽遗民”ꎬ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女士亦提出 “徙民” 概念ꎬ 参见蒙曼: «唐朝军

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ꎬ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ꎮ 鉴于现存隋唐史料对朝鲜半岛政权的记载ꎬ 以及

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周边民族入唐的诸多共同点ꎬ 笔者将其称作 “高丽移民”ꎬ 具体参见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

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４页ꎮ 本文基于学术研究规范ꎬ 统称为 “高句丽移民”ꎮ

入唐高句丽移民
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

拜根兴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要: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ꎬ 随着洛阳、 西安两地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不断发现ꎬ 对入唐高句丽移

民的研究成为中韩学界聚焦的领域ꎮ 近十余年ꎬ 新的移民墓志持续面世ꎬ 研究更为细化ꎬ 对文献史料中人

物间关系的检讨ꎬ 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迁徙与安置等问题ꎬ 得到集中讨论ꎮ 对此前公布的高性文、 高慈父

子墓志ꎬ 高钦德、 高远望墓志等的研究ꎬ 结论更为客观多样ꎮ 而对最新公布的高牟、 李隐之等墓志ꎬ 学者

们则发掘出更多的问题点ꎬ 涉及高句丽官制及地方行政机构ꎬ 入唐高句丽移民任职迁变ꎬ 移民后裔融入唐

人共同体的历程ꎬ 移民家族个案等ꎮ 不过ꎬ 由于语言及其他原因ꎬ 中韩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ꎬ 还

存在选题重复、 学术规范有待加强等问题ꎬ 相信通过双方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ꎬ 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圆满

解决ꎮ
关键词: 高句丽移民ꎻ 高藏ꎻ 唐人共同体ꎻ 石刻墓志ꎻ 移民家族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８０－１５

２００６年ꎬ 笔者曾发表 «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现状与展望» ① 一文ꎬ 总结当时所见中、 日、
韩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百济遗民的数量、 去向、 生活状况等研究ꎬ 展望研究愿景ꎮ 转眼十余年已过ꎬ
其间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无论从新史料的公布、 新观点的提出ꎬ 以及更多学者参与和大量成果的

产出ꎬ 都令人高兴和鼓舞ꎮ 虽然此前曾有学者对国内 ２０１０ 年以来高句丽研究做过总体综述ꎬ② 韩国

学者尹龙九教授亦有相应的考察ꎬ③ 但针对学界的入唐高句丽移民④ 研究本身ꎬ 以及涉及的诸多具体

问题ꎬ 似仍有必要再做总结和评议ꎮ 鉴于此ꎬ 本稿专对 ２００６ 年之后中、 韩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

研究试做评述ꎬ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ꎬ 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ꎮ

一、 高句丽末代王室与泉氏家族研究

　 　 １ 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研究　 　 关于高藏其人事迹ꎬ «旧唐书» «新唐书» “高丽传”、 «三国史记»

０８１




卷二十二 «高句丽本纪宝臧王» 等均有记载ꎬ 具体来说ꎬ 高藏 ６６８ 年被俘入唐ꎬ 先在洛阳ꎬ 后入

京师长安ꎬ ６７７年被任命为朝鲜郡王ꎬ 前往辽东ꎬ 负责管理当地高句丽移民事宜ꎮ 高藏到达之后ꎬ 很

快联合当地的靺鞨人ꎬ 迫不及待地发动针对唐朝的叛乱ꎮ 据现有史料记载ꎬ 似唐朝对其行动早有预

料ꎬ 故调动各方军力ꎬ 这次未遂叛乱很快平定ꎬ 高藏本人遂被流放至剑南道辖下的邛州ꎬ 永淳初年死

于邛州ꎮ 唐高宗追赠其为卫尉卿ꎬ 下令归葬高藏于京师长安灞东ꎬ 赐以葬地ꎬ 树碑立传ꎬ 以示优待ꎮ
有关高藏的年龄问题ꎬ 上述史书没有具体表述ꎬ 难得其实ꎮ 对此ꎬ 学者们查找相关史料ꎬ 纠谬推

证多有发明ꎮ 拜根兴依据 «全唐文» 卷七 «封高丽王嗣子藏诏» 中 “器怀韶敏ꎬ 识宇详正ꎮ 早习礼

教ꎬ 德义有闻ꎮ 肇承藩业ꎬ 诚款先著” 记载ꎬ 认为高藏之所以被泉盖苏文推上高句丽王宝座ꎬ 可能

和高藏个人性格有关ꎬ 诏书文字可看出高藏继立当时并非弱冠孩童ꎬ 进而推证高藏 ６４２年被立为高句

丽王时的年龄 “应在 ２０岁上下”ꎬ 以此类推ꎬ 高藏 ６６８ 年入唐时年龄当在 ４０ 岁以上ꎬ 其死亡时年龄

当在 ６０岁左右ꎮ① 苗威以泉盖苏文 ６４２年 “选立的新君年龄不会太大” 为出发点ꎬ 推论高藏继立年

龄不会超过 １５岁ꎻ 高藏外孙泉毖 ７０８年出生ꎬ 祖孙间 ８０岁年龄差异也算合理等理由ꎬ 进而确定高藏

出生时间当在 ６２７年ꎬ② 当然ꎬ 高藏死亡时年龄也就是 ５４ 岁了ꎮ 可备一说! 孙炜冉同意拜根兴所说

“泉盖苏文ꎬ 是因看中其不热衷权力好控制的性格ꎬ 或者是其在王权旁落的情形下具有城府高深隐忍

不发的性格”ꎬ 并以高藏两个儿子出使唐朝ꎬ 唐太宗诏书两个缘由ꎬ 认为高藏继立时年龄应在 ２５ 岁

左右ꎬ 即出生应在武德元年 (６１８) 左右ꎮ③ 从史料排比以及史料蕴含的史实看ꎬ 孙炜冉的论述较为

客观ꎮ 也就是说ꎬ 高藏永淳初年死亡时已年过花甲了ꎮ 和孙炜冉发表论文几乎同时ꎬ 林泽杰则是依据

新出土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ꎬ 找寻新的切入口ꎬ 提出高藏出生应在武德元年 (６１８) 左右ꎬ 在辽

东联合靺鞨密谋叛乱时年龄已近 ６０ 岁ꎮ④ 也就是说ꎬ 孙炜冉、 林泽杰两人不约而同发表的论文中ꎬ
对高藏生年及年龄持有相似或相近的看法ꎬ 甚是难得!

与此相关联ꎬ 对高藏的性格到底是不热衷权力好控制ꎬ 还是具有城府高深隐忍不发的品性ꎬ 抑或

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ꎬ 一直发挥着王权赋予的权力和作用? 拜根兴、 孙炜冉、 林泽杰显然主张前

者ꎬ 而冯立君专文探讨高藏 “政不由己” 及入唐轨迹诸问题ꎮ 冯氏依据现存文献史料ꎬ 找出泉盖苏

文集权时期ꎬ 高句丽王高藏并非 “政不由己” “素受胁制” 的蛛丝马迹ꎬ 得出高藏 “可以有效支配盖

苏文” 等结论ꎬ 即阐发论证现存六种史料记载ꎬ 进而得出自己的观点ꎮ 具体来说ꎬ 他 “针对此说提

出六种不同的反面例证ꎬ 意在说明高藏并非 ‘政不由己’ꎬ 同时阐释唐高宗这一与事实不符的判断之

历史原因ꎬ 并通过探讨高藏的入唐政治经历ꎬ 对这一问题所涉细节再进行补充ꎬ 以勾勒一幅与以往大

为不同的高藏肖像”ꎮ⑤ 应该说ꎬ 这种探索很有开拓创新之意涵ꎬ 对一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似亦有帮助ꎬ
但在论证过程中ꎬ 应注意史料的诠释度、 史料本身的意涵ꎬ 以及现存史料间的相互联系ꎮ 冯氏对高藏

入唐后唐廷的对应处理措施的解释可备一家之言ꎮ
高藏在辽东密谋叛乱涉及问题ꎮ 对于高藏受唐朝指派ꎬ 到达辽东不久就密谋发动叛乱败露ꎬ 此前

黄约瑟、 姜清波、 牛致功、 苗威以及笔者均有所涉及ꎬ 一般认为高藏密谋叛乱败露和泉男生其人关系

密切ꎬ 也有因泉男生在高藏密谋败露后才到辽东ꎬ 故提出其与泉男生应无关系的见解ꎻ 而唐朝在辽东

培植新的势力ꎬ 进而成为高藏密谋败露的主要原因ꎮ 对此ꎬ 孙炜冉则有新的解释ꎬ 他认为 “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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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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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拜根兴: «追踪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冢墓所在: 兼论高藏入唐后的生活»ꎬ 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１５辑ꎬ 西安: 三秦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８年ꎻ 林起焕等: «高句丽王陵研究»ꎬ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ꎬ ２００９年ꎻ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

土墓志为中心»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１８４－１８５页 (该书已于 ２０１９年 ３月由朝国学中央研究院翻译出版)ꎮ
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１５７页ꎮ
孙炜冉: «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ꎬ «中华文化论坛» 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ꎮ
林泽杰: «高藏入唐前后相关史事考: 以入唐高句丽人墓志为中心»ꎬ «学问» 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ꎮ
冯立君: «从国王到囚徒: 论高句丽王高藏 “政不由己” 及其入唐轨迹»ꎬ 载 «暨南史学» 第 １１ 辑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为高藏与泉男生宿怨颇深ꎬ 所以在辽东期间难免彼此不睦、 各怀心事ꎬ 而在处理辽东问题上泉男生的

价值显然高过高藏ꎬ 所以高藏才成功被泉男生构陷ꎬ 这是两者的政治价值决定的ꎬ 而并不是唐朝不清

楚高藏没有谋叛的事实ꎬ 并且还彰显了唐朝宽宥的政治处理方式”①ꎮ
近年来学界对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的年龄、 在位期间的政治动向、 入唐后的行迹等问题展开探讨ꎬ

对于厘清高句丽灭亡前后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ꎮ 因为作为高句丽末代王ꎬ 他的性格走向及政治趋

向ꎬ 决定高句丽末期国运轨迹ꎬ 直接影响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关系ꎮ 很显然ꎬ 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史

料的辩证和诠释上ꎬ 史料辩证是历史学者必须遵循的法宝ꎬ 而新资料的发现和运用ꎬ 则是解决该问题

的关键ꎮ
２ 高德武与高仇须的身份认定　 　 高德武为高藏之子ꎬ 在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册府元龟»

以及 «三国史记» 等史书中均有记载ꎮ 高仇须其人不见上述史书ꎬ 只是在陈子昂为建安王武攸宜所

写 «为建安王贺破贼表» «为建安王与辽东书»ꎬ 李峤 «为纳言姚畴等贺破契丹表» 中出现的人物ꎮ
两个人物在武周统治时期各有迹可循ꎬ 史料记载清晰明确ꎮ

应该说ꎬ 最早提起高仇须其人者为著名学者岑仲勉ꎬ 他在 «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 中首次提

到高仇须ꎮ 认为 “高宗末招还高藏后ꎬ 高丽事如何处置ꎬ 均甚缺略ꎬ 观此文ꎬ 则知武后通天中辽东

尚是高氏为都督ꎬ 犹奉唐命ꎬ 可稍弥其缺矣”②ꎮ 此后韩国学者卢泰敦在 «高句丽遗民史研究: 以辽

东、 唐内地及突厥地区的遗民集团为中心» 一文中指出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ꎬ 在辽东地域出现朝鲜

郡王、 安东都护府羁縻体系相互协力并相互监督的治理方式ꎬ 而亲唐的辽东州都督高仇须ꎬ 就是这种

体制中脱颖而出的人物ꎮ 与此同时ꎬ 卢氏依据上述陈子昂所撰的两篇表文ꎬ 认为武氏家族曾嫁女与高

仇须的父亲ꎬ 其中可能与解决高藏谋反事件中高氏所建立的功勋有关ꎬ 故而才有表文中出现 “贤甥”
之文字表现ꎮ③ 已故著名东亚史学者黄约瑟亦依据岑著脉络ꎬ 认为唐高宗末期曾奉行和亲政策ꎬ 嫁武

氏家族女到辽东ꎬ 即武周家族女曾与高句丽移民首领通婚ꎮ④ 笔者认同卢泰敦、 黄约瑟两位的看法ꎬ
认为从高藏谋反到被流放邛州ꎬ 随后唐朝将和蕃公主嫁与高仇须的父亲ꎬ 从高仇须的父亲担当辽东州

都督这件事看ꎬ 可能唐朝在处理高藏谋反事件中ꎬ 高仇须父亲扮演的角色当甚为关键ꎮ 其一ꎬ 唐朝没

有将皇后一族的女子 (和蕃公主) 嫁与高句丽王高藏的子孙ꎬ 也没有顾及投诚唐朝ꎬ 对唐朝忠心耿

耿的泉氏家族ꎬ 而选择了高仇须的父亲ꎬ 可预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要么高仇须父亲可能作为高

句丽王室近支ꎬ 高藏身边人物ꎬ 他以实际行动效忠唐朝ꎬ 在辽东高句丽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ꎬ 唐朝因

此选择他接替高藏担任辽东州都督ꎻ 要么他在挫败高藏密谋反叛阴谋中起到特殊作用ꎬ 唐朝用下嫁和

蕃公主、 授予辽东州都督官职奖励他ꎮ 笔者以为后者可能性较大ꎮ 其二ꎬ 唐朝仍然没有放弃利用高句

丽王室安抚高句丽人的策略ꎬ 史载此后武周政权曾任命高藏的孙子高宝元、 儿子高德武为朝鲜郡王ꎬ
前往辽东ꎬ 安辑辽东高句丽移民ꎬ 但另一方面ꎬ 唐朝从辽东高句丽王室之外或者王室近支的实力派中

培植代理人ꎬ 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人推至前台ꎬ 下嫁和蕃公主ꎬ 利用和皇后武氏家族的姻亲关系ꎬ 也应

是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ꎮ 此后ꎬ 高仇须率领麾下兵士为武周政权英勇作战ꎬ 以少胜多剿灭契丹叛军ꎬ
说明唐朝在辽东一带奉行的双管齐下策略颇具成效ꎮ 另外ꎬ 高宝元、 高德武赴辽东统摄高句丽旧户的

同时ꎬ 依附武周的高句丽移民高仇须势力的存在ꎬ 成为武周朝廷制衡辽东高句丽王室势力策略的着眼

点ꎮ ６９７年高宝元没有按计划赴辽东ꎬ 一年后派其父辈高德武成行ꎬ 其中高仇须因素应当引起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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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炜冉: «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ꎬ «中华文化论坛» 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ꎮ
岑仲勉: «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辽东都督高仇须»ꎬ «辅仁学志» 第 １４卷 １－２合集ꎬ １９４６年ꎻ 岑仲勉: «岑仲勉史学论

文集»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４年ꎬ 第 １５－１６页ꎮ
卢泰敦: «高句丽遗民史研究: 以辽东、 唐内地及突厥地区的遗民集团为中心»ꎬ 载韩佑劤博士停年纪念委员会编: «韩佑劤

博士停年纪念史学论丛»ꎬ 首尔: 知识产业社ꎬ １９８１年ꎮ
黄约瑟: «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ꎬ 载林天蔚、 黄约瑟主编: «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ꎬ 香港: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ꎬ

１９８７年ꎻ 刘健明编: «黄约瑟隋唐史论集»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７年ꎮ



注意ꎮ①

有关高仇须其人的解读ꎬ 学界还有将其与高德武二者合一的看法ꎮ 最早提及高德武、 高仇须为一

人者为程妮娜教授ꎬ 她在 «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 一文中直接认为高仇须与高德武实为一人ꎬ 即将

«唐会要» 卷七三 «安东都护府» 条中提到的高德武改为高仇须ꎬ② 辽东州都督和安东都督因此合一

等同ꎬ 此似略显随意ꎮ 苗威在 «高句丽移民研究» 一书中ꎬ 在程教授已有立论的前提下ꎬ 连缀二者

疑似同一人的各种 “证据”③ꎬ 具体论述推定高仇须、 高德武两者同为一人ꎮ 如上所述ꎬ 现存唐宋史

料中ꎬ 似未发现任何可确定高德武和高仇须同为一人的记载ꎬ 辽东州都督与安东都督两个实体合二为

一缺乏史料依据ꎬ 故这种推定只是建立在学者依据相关史料推论的基础之上ꎬ 有的论述或许还需进一

步推敲ꎮ 孙炜冉认同这种推定ꎻ④ 冯立君则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质疑ꎮ⑤ 无论如何ꎬ 从现存史料

状况看ꎬ 将高德武、 高仇须推定为同一人论据仍显薄弱ꎬ 故虽可作为一家之言ꎬ 但还需更有力的史料

证据证实才是ꎮ
３ 泉氏家族关联问题　 　 有关泉男生、 泉男产、 泉献诚、 泉毖墓志及泉氏家族研究ꎬ 此前杜文

玉、 姜清波、 连劭名、 拜根兴等学者曾做过一定的研究ꎬ 苗威发表 «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述论»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证»⑥ 两篇论文ꎬ 进一步探讨泉氏家族涉及问题ꎮ

前篇首先探讨泉男生、 泉献诚父子移民唐朝的时代背景ꎬ 即爬梳 ６ 世纪末、 ７ 世纪中叶朝鲜半岛

三国复杂多变的交往史ꎬ 唐朝介入朝鲜半岛后政策变化ꎬ 高句丽内政危机等ꎻ 其次ꎬ 通过出土墓志ꎬ
论述泉男生、 泉献诚、 泉毖等入唐后事迹ꎻ 最后ꎬ 分析泉男生父子入唐受到礼遇的原因ꎮ 作者认为在

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和用人政策之下ꎬ 对于蕃将ꎬ 唐廷大胆任用并非特例ꎻ 而泉氏父子个人良好的能

力和对唐廷忠诚为这种礼遇提供了保证ꎮ 作者考察泉男生等人墓志中自我认知的变化ꎬ 为高句丽移民

有关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了依据ꎻ 指出应客观评价泉氏父子入唐事件ꎬ 并通过 «三国史记» 作者金

富轼对泉男生入唐的见解ꎬ 认为高句丽是割据于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权ꎮ 后篇以泉男生墓志为中心ꎬ 对

泉男生其人专案研究ꎮ 全文分泉男生入唐前史事考释、 泉男生移民唐朝、 泉男生在唐的主要活动、 对

泉男生入唐的评价四部分ꎮ 因论文选题和前者有重叠的缘故ꎬ 论述中亦有重复内容出现ꎮ 虽则如此ꎬ
作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ꎬ 通过专题论证和个案研究ꎬ 基本厘清泉男生入唐关联史事ꎬ 特别是将泉男

生入唐放在当时唐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讨论ꎬ 最终得出客观真实结论ꎬ 实属难得ꎮ
金荣官、 曹凡焕 «对高句丽泉男生墓志铭的解读和研究»⑦ 一文ꎬ 首先阐明该文的撰写是基于韩

国学界对泉男生等高句丽移民墓志绝少关注利用的缘故ꎬ 其次论文着重论述泉男生墓志发现境遇、 时

间以及志文书法等要素ꎬ 指出学界的基本研究动向ꎬ 即根据墓志拓片整理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志文录

文ꎮ 如上所述ꎬ 有关泉男生墓志研究论文已经有很多ꎬ 其中重复研究或者自说自话已习以为常ꎮ 这篇

论文的最大优点就是整理出泉男生墓志研究学术史ꎬ 即从 １９２０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第一篇论文开始ꎬ
注释中详细列出各个时期有关该墓志铭的著录、 研究论文信息ꎬ 这一点恰恰为现有研究所缺少ꎮ 通过

阅读该论文ꎬ 迄今为止中、 韩、 日学界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泉男生及泉氏家族研究尽在其中ꎮ 而对如

泉男生墓志史料学术史的探讨ꎬ 应该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ꎮ 葛继勇也有 «从高句丽百济人墓志看

高句丽末期的对外关系»⑧ 一文ꎬ 涉及上述泉氏家族人物及其他高句丽移民墓志ꎬ 探讨高句丽末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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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１６４－１６８页ꎮ
孙炜冉: «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ꎬ «中华文化论坛» ２０１６年第 ７期ꎮ
冯立君: «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ꎮ
苗威: «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述论»ꎬ «东北史地»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ꎻ 苗威: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证»ꎬ «北华大学学

报» 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ꎮ
金荣官、 曹凡焕: «对高句丽泉男生墓志铭的解读和研究»ꎬ 载韩国古代史探究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探究» 第 ２２辑ꎬ ２０１６年ꎮ
葛继勇: «从高句丽百济人墓志看高句丽末期对外关系»ꎬ 载韩国檀国大学东洋研究院编: «东洋学» 第 ５８辑ꎬ ２０１５年ꎮ



唐交涉事宜ꎮ
除此之外ꎬ 郑元洙发表 «泉男生权力的丧失背景及其出走»①ꎬ 从泉氏兄弟权力争执和泉男生权

力丧失并于其后出走两个方面ꎬ 探讨高句丽末年泉氏家族内部争执的原因背景ꎬ 以及泉男生选择投唐

的原因ꎮ 冯立君 «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 一文ꎬ 则探讨高句丽泉氏由反唐到投唐、 亲唐的

政治抉择与 ７世纪中叶唐与高句丽政治关系的演变ꎬ 认为泉盖苏文残暴、 桀骜不驯形象是唐朝与新罗

史籍刻意塑造的ꎬ 而泉男生最终投唐ꎬ 固然与高句丽内政逼迫有关ꎬ 但唐朝廷的外在拉动亦至关重

要ꎻ 泉献诚丧命于武周酷吏淫威之下ꎬ 但死后官方沉冤昭雪ꎬ 矫枉过正ꎬ 泉氏族人的际遇代表部分高

句丽人的入唐发展轨迹ꎬ 折射出帝国辽东统治貌似紊乱ꎬ 实则成功促使高句丽人如同诸多内徙非汉人

一样逐步 “内蕃化” 的现实ꎮ② 上述两篇论文均是探讨泉氏家族涉及问题ꎬ 但后者立论高深ꎬ 诠释考

辨现有文献及墓志史料ꎬ 提出新的见解ꎬ 而对泉氏家族入唐后诸多史实的解析ꎬ 论者对包括入唐高句

丽人在内的周边内附民族 “内蕃化” 之见解因此和盘托出ꎮ

二、 入唐高句丽移民的总体探讨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研究ꎬ 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３７ 年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编集 «唐代海东藩阀

志存» 一书ꎬ 学界由此知晓出土于洛阳的高句丽移民泉男生、 高慈、 泉献诚、 泉男产、 泉毖、 高震

墓志ꎮ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ꎬ 随着洛阳、 西安城市建设的加快ꎬ 两地出土大量中古时期墓志ꎬ 而盗墓

之风盛行则加速了这种态势ꎬ 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出现因此也不时搅动着学界的神经ꎬ 给人无

限的忧虑和惊喜ꎮ 孙炜冉以 «高句丽入唐移民与仕唐蕃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价值»③ 为题ꎬ 梳理国内

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历程ꎬ 论证其学术价值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及现实问题、 学术前景等ꎬ 并指出

研究中需要注意研究对象和方法ꎬ 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ꎬ 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信凭性ꎬ 促进学术

研究走向深入ꎮ
１ 移民 (遗民) 的迁徙与安置　 　 关于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迁徙、 安置问题ꎬ 唐史史料本身及韩

国史书 «三国史记» 的记载各有所本存在差异ꎬ 范恩实依据现存史料和出土墓志ꎬ 在现有研究基础

上做了深入的探讨ꎬ 得出许多可自圆其说的结论ꎮ④ 首先ꎬ 范氏认为李敬家族从未进入高句丽治下ꎬ
唐太宗优待赵郡李氏ꎬ 与高句丽没有关系ꎻ 豆善富家族入唐时间为高宗总章年间ꎬ 并非唐太宗亲征的

贞观年间ꎬ 进而纠正了拜根兴此前的看法ꎮ 其次ꎬ 通过大量的史料比正ꎬ 认同总章元年 (６６８)、 二

年 (６６９) 唐朝两次迁徙高句丽人入唐ꎮ 前者内迁高句丽人分别是高句丽王室ꎬ 随泉男生降唐者ꎬ 其

他助唐立功者ꎬ 一般高句丽上层贵族人物ꎬ 充作奴婢奴隶的高句丽人等ꎮ 范氏采用 «通典» 所载内

迁高句丽人口 ２８ ２００户的记载ꎬ 考察贞观十九年 (６４５) 唐朝迁徙辽东高句丽治下百姓入唐的史实ꎬ
并提及其余两次小规模的迁徙ꎮ 最后ꎬ 讨论高句丽移民的安置问题ꎮ 其一ꎬ 安置于京师长安的高句丽

贵族ꎬ 以及因唐周交替缘故死于神都洛阳ꎬ 但应了解其最初的居住地当为长安ꎮ 其二ꎬ 长安地区的高

句丽平民和高句丽奴婢ꎮ 其三ꎬ 担当折冲府武官的高句丽移民中层ꎮ 其四ꎬ 分散安置在其他州郡的高

句丽人ꎮ 论文对国内学界研究动态了解颇详ꎬ 对现存文献及墓志史料的分析解读亦甚为精到ꎬ 不足之

处在于缺少对韩国学界现有研究的了解ꎮ
２ 移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及其分布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遗物遗迹的地理分布ꎬ 此前学者很少

关注ꎮ 拜根兴对此有所关注和探讨ꎮ 论文分遗迹分布、 遗物分布两项ꎮ 其中遗迹涉及分布于西安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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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洙: «泉男生权力的丧失背景及其出走»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７５辑ꎬ ２０１４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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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实: «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ꎮ



的高丽曲、 西安东郊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墓地、 章怀太子墓出土的 «客使图» 壁画ꎬ 洛阳孟津县高句

丽移民泉氏家族墓地ꎬ 以及史料记载散布洛阳、 西安的高句丽移民住宅地等ꎬ 对其中如高丽曲的位置

等问题ꎬ 作者也有商榷和辨证ꎮ 遗物主要是指自 ２０ 世纪初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等ꎮ 论文考察发现

于洛阳北邙山一带的高句丽移民墓志ꎮ 计有泉男生、 泉献诚墓志墓碑ꎬ 泉男产、 泉毖墓志ꎬ 高玄、 高

震、 高慈、 高性文墓志ꎬ 高钦德、 高远望父子墓志ꎬ 高德、 王景曜墓志ꎬ 李怀、 豆善富墓志ꎮ 分布于

洛阳周边地区的高句丽移民墓志有高足酉墓志、 高震女儿高氏墓志ꎮ 分布于西安周围地区的有高木卢

墓志ꎬ 以及在作者看来属于唐朝建立之前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后裔李仁德、 似先义逸墓志ꎮ 同时ꎬ
作者认为上述 １７方墓志可分为三种情况ꎬ 即高句丽灭亡前后入唐的第一代、 第二代高句丽移民墓志ꎬ
入唐高句丽移民第三代之后移民后裔墓志ꎬ 高句丽化的汉人在高句丽灭亡前后回到中原人士后裔墓

志ꎮ 对于这些墓志收藏地点ꎬ 作者也有清晰的辨别和分析ꎮ① 有关高句丽移民遗迹遗物的现状和分

布ꎬ 相信随着考古发掘或者其他相关渠道的披露ꎬ 其内容会不断地丰富ꎬ 可资探讨的问题会更多ꎬ 参

与讨论的学者的看法也会更加多样化ꎮ
李文基发表 «从墓志看在唐高句丽遗民祖先意识的变化»ꎬ 即依据出土高句丽移民墓志ꎬ 提出入

唐高句丽移民祖先意识的变化问题ꎮ② 在此基础上ꎬ 李成制 «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的出自记录及其蕴

含的意义» 一文ꎬ 探讨唐人墓志制作过程和资料的性质ꎬ 墓志的记载方式和移民的出生地ꎬ 遗民墓

志的家系和伪托现象等问题ꎮ③ 作者认为移民志文撰作的方式及最终成文镌刻ꎬ 具体到墓主的出生系

谱ꎬ 除过已有的格式和有选择的采用墓主行状履历ꎬ 再加上唐廷对墓主的评价等之外ꎬ 志文中高句丽

移民的整体性和自我意识因此几乎很难看到ꎮ 作者还对比泉男生、 高足酉、 黑齿常之志文ꎬ 探讨志文

对墓主出自记载的差异ꎬ 认为志文一般按照 “都督府＋地域” 记载墓主的出自ꎬ 这种方式在入唐突厥

人墓志亦得到确认ꎮ 作者提到入唐高句丽移民对自己出生地及先祖的伪冒假托现象ꎬ 认为这可能是异

民族入唐为生存而采取的一种自保行为ꎮ
３ 移民墓葬及其墓志的史料价值　 　 应当说ꎬ 由于入唐高句丽移民墓葬和墓志在整体唐人墓葬

中所占份额偏少ꎬ 学界重视的程度相对不高ꎬ 对其整体研究也相对滞后ꎮ 鉴于此ꎬ 拜根兴发表论文讨

论这一问题④ꎬ 即论证入唐高句丽人墓葬及墓志的总体状况ꎮ 认为这些墓葬分布于唐两京所在地区ꎬ
其他地域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发现报道ꎻ 墓葬均未经正规的考古发掘ꎬ 现在看到的均是盗掘或者盗掘后

考古部门的清理而已ꎬ 故而对墓葬中除过墓志之外其他要素缺乏了解ꎬ 当然对墓葬整体的解读也就很

难触及ꎻ 移民墓志数量不断增多ꎬ 即从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罗振玉搜集的 ７方墓志ꎬ 到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９方ꎬ 以及现在的 ２８方之多ꎻ 墓葬呈现家族式埋葬特点ꎬ 即同一地点发现父子两人墓葬ꎮ
对于移民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ꎬ 作者也有论述ꎮ 认为从墓志记载墓主籍贯看ꎬ 虽然多记载来自辽

东或朝鲜半岛ꎬ 但具体表述则有差异ꎻ 志文中有思念故乡的内容ꎬ 反映第一代移民有别于常人的矛盾

心情ꎬ 可能其他高句丽移民终老之前也有同样的心情ꎬ 只是志文中没有涉及而已ꎬ 对此不必过分诠

释ꎬ 也不能视而不见ꎮ 涉及墓主生前的身份ꎬ 以及某些不便言明的东西ꎬ 如高足酉、 高铙苗、 高牟志

文全然不涉及墓主入唐之前事迹ꎬ 显然是和其在唐丽交战当时投诚唐军有关ꎬ 撰述者应当是唐朝门下

省著作局专门人员ꎻ 李他仁志文撰述者可能是和其交往颇深的高句丽化的汉人ꎬ 其亦应是随从李他仁

一起投诚唐朝者ꎻ 泉氏父子兄弟志文撰述者要么为当朝著名人士ꎬ 要么为子嗣至亲ꎬ 其与当时唐人丧

葬礼俗时尚没有什么差别ꎬ 显示高句丽移民逐渐融入唐人大家庭的客观事实ꎮ 作者还将当时可看到的

２１方墓志墓主分为四个层次ꎬ 即高藏为首的高句丽王室成员ꎬ 泉男生家族及迫于时势投诚唐廷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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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足酉、 高牟、 高铙苗等志愿投诚唐朝者ꎬ 以及高句丽化汉人群体ꎮ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史料

价值ꎬ 作者认为高句丽移民墓志作为唐人墓志中的一个方面ꎬ 彰显现存唐人墓志墓主身份的多样性ꎬ
可引证补充现有史料的不足ꎬ 为探讨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提供鲜活的史料ꎬ 丰富学界对七八世纪

唐朝国家民族融合繁盛局面的看法ꎮ 墓志中出现现存文献资料中完全缺如的人物ꎬ 如高性文、 高慈父

子ꎬ 高足酉、 高玄ꎬ 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及其女儿高氏ꎬ 李他仁及其儿孙后裔等ꎮ 这些在文献史料中

不曾出现的人物ꎬ 其入唐后发挥各自能力ꎬ 成为捍卫唐朝边疆安宁的忠诚卫士ꎬ 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国

捐躯ꎬ 在开放包容国策背景之下ꎬ 政府毫无差别理所当然地褒奖追赠ꎬ 多民族统一国家应有的气度和

对有功国家英雄的缅怀跃然纸上ꎮ 而文献中已有人物ꎬ 志文则增添了全新的内容ꎬ 丰富拓宽了研究者

的视野ꎬ 泉男生、 泉献诚父子墓志ꎬ 高铙苗、 高牟墓志就是如此ꎮ 这些高句丽移民墓志ꎬ 也为入唐高

句丽移民个案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ꎮ 论文还谈到应以更宽阔的国际化视野ꎬ 以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原则ꎬ 或者说从史源学角度认识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价值ꎮ
余昊奎、 拜根兴共同署名 «通过遗民墓志铭看唐朝的东方政策及高句丽遗民的动向»ꎬ① 利用近

年来公布的高句丽移民墓志ꎬ 探讨 ７世纪八九十年代唐廷东方政策的变化ꎬ 以及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

问题ꎮ 其探讨的角度和视野颇为独特ꎬ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相当的深度ꎮ 金英心 «从遗民墓志看

高句丽百济的官制»ꎬ② 即从已公布的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为中心ꎬ 探讨高句丽、 百济官制ꎮ
总之ꎬ 从不同的角度ꎬ 或宏观或微观ꎬ 对入唐高句丽移民墓葬、 墓志涉及问题ꎬ 唐廷对移民政策

变化及移民自身的反应ꎬ 特别是对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的探索ꎬ 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ꎮ
４ 移民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及支配层的文献及墓志　 　 郑炳俊的论文ꎬ 着重探讨高句丽移民入唐

后担当重任ꎬ 为唐及武周捍御边疆东征西讨ꎬ 形成唐军中所谓的高句丽人军事集团问题ꎮ③ 金秀镇发

表 «对移住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和支配层文献和墓志铭的记录»④ꎮ 首先通过列表形式ꎬ 重新整理史书

出现的入唐高句丽俘虏和高句丽上层资料ꎬ 统计各个时期入唐高句丽人数字、 重要人物等ꎬ 涉及韩、
中、 日学界已有研究动向ꎮ 其次讨论墓志铭所见入唐第一代高句丽移民的整体性问题ꎬ 仍然以列表形

式ꎬ 详细列出现存墓志中固有的各种要素ꎬ 一目了然ꎬ 而学界对墓志铭的研究成果也依据墓志别列表

展示ꎮ 论文逐一论述高句丽移民第一代入唐经纬ꎬ 涉及冒姓问题、 高句丽灭亡之前中上层艰难选择、
高句丽灭亡之际的叛徒背信者等ꎻ 第二代以后整体性的消退和融入唐人共同体趋势ꎬ 并详细列出个别

文献资料提及ꎬ 墓志铭中有明确家系的高文协、 李乙孙、 李尊武、 弗德、 冉有、 高廉、 泉玄隐、 泉玄

逸、 泉玄静、 高帝臣、 高鞠仁、 高崇德、 高履生、 泉光富等 ３８ 人ꎬ 这种统计在其他论著中似还未看

到ꎮ 该论文对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可提供新的视角ꎬ 其中对已有研究的评述ꎬ 有理有据ꎬ 有

助于论述的展开ꎮ 另外ꎬ 金秀镇博士学位论文 «唐两京高句丽遗民研究»ꎬ 以 “高句丽遗民的向背与

入唐”ꎬ “墓志铭反映的高句丽遗民的出身意识”ꎬ “高句丽遗民的出仕方式和位像” 三个章节ꎬ 探讨

在两京的高句丽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ꎮ⑤ 期待该博士论文尽快出版ꎬ 让更多的人了解作者解读两京高

句丽移民的生活和移民融入唐人共同体的不凡历程ꎮ
５ 移民研究的几部专著 　 　 有关高句丽移民研究专著ꎬ 现在知道的有姜清波 «入唐三韩人研

究»、 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ꎮ 三

部专著各有长短和特色ꎬ 姜清波书之外ꎬ 其余两部专著均有多篇书评发表ꎬ 为中外学界所了解ꎮ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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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心: «从遗民墓志看高句丽百济的官制»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７５辑ꎬ ２０１４年ꎮ
郑炳俊: «唐朝高句丽人军事集团»ꎬ 载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 «东北亚历史论丛» 第 ２４辑ꎬ ２００８年ꎮ
金秀镇: «对移住唐朝的高句丽俘虏和支配层文献和墓志铭的记录»ꎬ 载卢泰敦教授停年纪念文集刊行委员会编: «卢泰敦教

授停年纪念论丛 ２: 韩国古代史研究的资料和解释»ꎬ 首尔: 韩国四季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年ꎮ
金秀镇: «唐两京高句丽遗民研究»ꎬ 韩国首尔大学国史学科博士论文ꎬ ２０１７年ꎮ



然ꎬ 作为书评ꎬ 其中也不同程度指出两部著作各自存在问题ꎮ① 在此ꎬ 笔者对于书评作者的言论不予

置评ꎬ 只是简单阐明自己的看法ꎮ 姜清波书其实是其博士论文的修订稿ꎬ 除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之

外ꎬ 也涉及朝鲜半岛古代新罗、 百济进入中原的移民ꎬ 引用文献史料比较多ꎬ 而对出土的石刻墓志相

对关注不够ꎮ 苗威书中关注高句丽移民的纵向历史ꎬ 即触及高句丽建国之后各个时期进入中原王朝的

移民ꎬ 体系完整、 论证流畅ꎬ 高句丽移民关联的诸多方面问题均已涉及ꎬ 只是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爬

疏还有待加强ꎮ 拜根兴书中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ꎬ 虽涉及百济移民事迹ꎬ 但对高句丽移民关联

的诸多问题亦多有论述ꎬ 特别是参照韩、 日学界动态ꎬ 避免在探讨一些问题上的重复ꎻ 同时ꎬ 还注重

实地考察ꎬ 探明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ꎬ 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ꎻ 不足之处在于应更多地结合现存文献史

料ꎬ 对一些问题的发掘还应更深入些ꎮ 无论如何ꎬ 上述三部专著为学界贡献出高句丽移民研究的基本

脉络ꎬ 由此可清晰看出学界的研究轨迹ꎮ 虽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论述或许还有些许瑕疵ꎬ 相信随着

新资料的不断公布ꎬ 学界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奋发向上ꎬ 取得更好的成绩ꎮ
韩国古代史学会编辑出版的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７５辑ꎬ 刊登 ６ 篇有关高句丽、 百济移民墓志

铭专论以及 ４篇与移民关联的论文ꎬ 作者为韩国学界负有盛名的朴汉济、 权悳永、 尹龙九、 李成制、
李镕贤等学者ꎬ 基本上反映了韩国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百济移民的总体看法ꎮ

三、 新公布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研究

　 　 １ 对已有石刻墓志史料的研究

(１) 高慈、 高性文 (质) 父子墓志ꎮ 入唐高句丽移民高慈墓志 １９１７ 年出土ꎬ 此后内藤湖南、 罗

振玉、 毛汉光等学者先后做过探讨ꎮ ２００６年出版的 «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收录了高

慈父亲高性文 (名质ꎬ 字性文) 墓志ꎬ 至此ꎬ 父子虽同时战死沙场ꎬ 两方墓志出土却前后经过近百

年ꎬ 成为学界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涉及问题的重要史料ꎮ ２００７ 年王化昆刊出 « ‹武周高质墓志› 考

略» 一文ꎬ② 解析墓志涉及问题ꎬ 并附墓志拓片照片ꎬ 其中对墓志撰者韦承庆的考述堪称完备ꎻ 同年

闵庚三发表 «新出土高句丽遗民高质墓志» 论文ꎬ③ 即通过墓志介绍墓主生平ꎬ 并将志文译为韩语ꎬ
方便韩国研究者做进一步研究ꎮ 拜根兴 «高句丽移民高性文、 高慈父子墓志考释»ꎬ④ 则着重考析高

氏父子的先祖ꎬ 入唐时间及入唐后的活动ꎬ 两方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ꎻ 此文后被译为韩语ꎬ 题为

«高句丽遗民高性文高慈墓志的考证»ꎬ 发表于 ２００９ 年韩国忠北大学史学系编 «忠北史学» 第 ２２
辑ꎮ 赵振华、 闵庚三合作发表 «唐高质、 高慈父子墓志研究»⑤ 长文ꎬ 全面探讨高氏父子墓志ꎬ 内容

涉及高质家族的祖源ꎬ 家族繁衍变迁ꎬ 高质归降唐朝东征西讨ꎬ 参与平定营州之乱及所领军队构成ꎬ
磨米城殉国与武周诏敕旌表ꎬ 名流大家撰述墓志与归葬邙山等ꎮ 全文论述有理有据ꎬ 辨析得当ꎬ 是一

篇全面探讨高氏父子墓志及生平的上乘佳作ꎮ 毋庸讳言ꎬ 上文提及的总体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论作

中ꎬ 亦多提及高性文、 高慈父子墓志ꎬ 不再赘述ꎮ
(２) 入唐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事迹ꎬ 高钦德、 高远望墓志ꎮ 有关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ꎬ 此

７８１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李鸿宾: «移民: 事项背后的隐喻———苗威 ‹高句丽移民研究› 书后»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ꎻ 孙炜冉: «健
笔破旧溪 鸿篇开新局: 评苗威先生 ‹高句丽移民研究› »ꎬ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ꎻ 葛继勇: «古
代中韩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 评介»ꎬ 载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史学会

编: «史滴» 第 ３４号ꎬ ２０１２年ꎻ 张维慎: «研究古代中韩关系的一部力作: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评介»ꎬ «当代韩国»
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ꎻ 权悳永: «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评介»ꎬ 载韩国史学会编辑: «史学研究» 第 １３９辑ꎬ ２０１５年ꎮ

王双怀、 郭绍林主编: «武则天与神都洛阳»ꎬ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年ꎮ
闵庚三: «新出土高句丽遗民高质墓志»ꎬ 载韩国新罗史学会编: «新罗史学报» 第 ９辑ꎬ ２００７年ꎮ
拜根兴: «高句丽移民高性文、 高慈父子墓志考释»ꎬ 载侯甬坚、 江村治树编: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及其展望»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年ꎮ
赵振华、 闵庚三: «高质、 高慈父子墓志研究»ꎬ «东北史地» 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ꎮ



前李琪等学者已有论文发表ꎮ 苗威亦有探讨高仙芝论文① 刊出ꎬ 探讨高仙芝的先世祖上ꎬ 作为蕃将

在唐活动ꎬ 以及从高仙芝生平看高句丽移民后裔等ꎮ 该论文有别于纯粹唐史研究者ꎬ 或者古代军事史

研究者之论述ꎬ 以高句丽移民后裔代表身份ꎬ 即以移民史角度ꎬ 探讨高仙芝在唐朝开放包容背景下成

为唐人共同体一员的非凡经历ꎮ
权恩洙 «高句丽遗民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铭的检讨和解释»② 一文ꎬ 注释高钦德、 高远望父

子志文ꎬ 并将其翻译为韩文ꎻ 通过志文分析墓主先祖世系、 入唐时间、 在唐活动等问题ꎮ 作者提到现

存入唐高句丽遗民墓志及其他史料中涉及的 ７３０年代分界线ꎬ 即 ７３０年代之后志文记载墓主多以 “渤
海人” 自称问题ꎬ 力图将其与渤海国、 唐交涉联系起来ꎮ 究其原因ꎬ 此可能与作者十余年来从事渤

海史研究ꎬ 而渤海史关联史料缺少ꎬ 故将一些和 “渤海” 关联字样的资料统统和 “渤海国” 联系起

来有关ꎮ 当然ꎬ 基于学术研究的任何尝试都值得称道ꎬ 只要能够自圆其说ꎮ 而事实上ꎬ 入唐高句丽移

民后裔志文中出现冒用 “渤海人” 郡望并不少见ꎬ 其他非 “高氏” 者ꎬ 亦称其郡望为 “渤海脩人”
等ꎬ 显示出异民族人士入唐后心态的变化ꎬ③ 其与渤海国似并无关系ꎮ

(３) 高铙苗墓志铭ꎬ 李他仁墓志铭ꎮ 高铙苗墓志 ２００８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ꎬ 因志文中有 “恩
诏葬城南原” 字样ꎬ 其应是非正规出土于西安城南某地ꎮ 同时ꎬ 高铙苗其人在唐罗联军进击平壤城

之时ꎬ 作为内应打开城门ꎬ 导引唐军入城ꎬ 其在 «三国史记» 卷二十二中有记载ꎬ 无疑墓志的出土

可验证史书的记载ꎮ 任职碑林博物馆的张彦发表 «唐高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考略»④ꎬ 通过墓志论

述高铙苗生平ꎬ 入唐时间及原因ꎬ 诠释志文中的用典ꎬ 是探讨高铙苗其人墓志事迹的首篇论文ꎮ
金荣官发表的 «高句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检讨»⑤ꎬ 应是迄今看到有关探讨该墓志及高铙苗其

人最全面深入的一篇ꎮ 作者亲临碑林博物馆考察志盖、 志石形态和现状ꎬ 判读志文用典ꎬ 并将其译为

韩文ꎻ 对于志文中涉及的墓主官职ꎬ 认为高铙苗担当 “左领军员外将军” 并非实授ꎻ 利用现存文献

和墓志史料ꎬ 逐句考释志文ꎬ 探讨高铙苗入唐背景和活动ꎻ 考察高铙苗的姓氏和名称ꎬ 指出高铙苗入

唐数年后突然死亡ꎬ 大胆推论其是否因为早先的背叛行为促使高句丽灭亡ꎬ 招引在唐高句丽移民暗

杀? 因志文只有短短的 １７３字ꎬ 高铙苗除过作为内应助唐攻破平壤城之外ꎬ 其在高句丽的经历ꎬ 家族

婚配ꎬ 入唐数年间的活动均无从知晓ꎬ 故作者依据文献史料的大胆推论似可圈可点ꎮ 期待有更多的史

料出现ꎬ 为探讨在唐高句丽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提供依据ꎮ
李他仁墓志是陕西考古研究所 １９８９年清理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基建工地一座唐墓时出土ꎬ 近

十年之后清理发掘者孙铁山发表 «唐李他仁墓志铭考释» 一文ꎮ 因该文并未公布墓志拓片照片ꎬ 故

虽有墓志录文ꎬ 其仍有许多不可知存在ꎮ 直到 ２０１０年才有拜根兴在孙铁山研究的基础上的论文发表ꎬ
在中韩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ꎮ⑥ 拜根兴论文从李他仁的出生地栅州、 族属ꎬ 其入唐时间、 墓志涉及的

其他问题四个方面入手ꎬ 利用墓志及现存其他史料ꎬ 论证李他仁并非孙铁山所说的靺鞨人ꎬ 而是不折

不扣的高句丽人ꎻ 李他仁入唐时间为乾封元年 (６６６) 到总章年间ꎮ 对李他仁入唐后参与征伐高句丽

移民叛乱ꎬ 其死后 ２年才下葬等问题ꎬ 作者也有深入论述ꎮ 可能正是因为该论文在中韩两国学术刊物

上发表ꎬ 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ꎬ 后续的研究因此展开ꎮ 到现在为止ꎬ 韩国学界出现三篇专门探讨李他

仁墓志的论文ꎮ 韩国延世大学安定俊博士连续发表 «李他仁墓志出版的李他仁的族源和生涯: 高句

８８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苗威: «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史事考»ꎬ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第 １１期ꎮ
权恩洙: «高句丽遗民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铭的检讨和解读»ꎬ 载韩国大丘史学会编: «大丘史学» 第 １１６辑ꎬ ２０１４年ꎮ
马一虹: «靺鞨、 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１９５页ꎮ
张彦: «唐高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考略»ꎬ «文博» 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ꎮ
金荣官: «高句丽遗民 ‹高铙苗墓志› 检讨»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５６辑ꎬ ２００９年ꎮ
孙铁山: «唐李他仁墓志铭考释»ꎬ 载陕西考古研究所编: «远望集» 下册ꎬ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ꎻ 尹龙九:

«中国出土的一些韩国古代遗民的资料探讨»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３２ 辑ꎬ ２００３ 年ꎻ 拜根兴: «唐李他仁墓

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ꎬ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ꎻ 拜根兴: «对唐李他仁墓志几个问题的考察»ꎬ 载

韩国忠北大学史学会编: «忠北史学» 第 ２４辑ꎬ ２０１０年ꎮ



丽栅城地域活动的靺鞨人事例» «李他仁墓志拓片照片的发现和新判读文» 两篇论文ꎬ① 重新探讨李

他仁墓志铭涉及问题ꎮ 前文对孙铁山录文划分段落ꎬ 并有详细的注释和韩语译文ꎻ 依据孙铁山、 拜根

兴论文中发端的诸多问题ꎬ 提出自己的看法ꎮ 后文的撰写是基于作者在孔夫子网上偶然发现的李他仁

墓志拓片照片 (不完整)ꎮ 暂且不论安氏两篇论文学术论点的优劣ꎬ 但作者锲而不舍追踪探讨ꎬ 论文

细致入微的剖析论证ꎬ 值得称道ꎮ
余昊奎、 李明合撰 «高句丽遗民 ‹李他仁墓志铭› 的再判读及主要争点的检讨»② 一文ꎬ 将李

他仁墓志研究推向新的高点ꎮ 李明为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ꎬ 李他仁墓志铭拓片原件由此面世ꎬ 余昊

奎教授专攻高句丽史ꎬ 近年来关注高句丽移民研究ꎬ 他们合作撰写论文ꎬ 使得李他仁墓志研究更具信

凭力ꎮ 论文依据墓志铭原始拓片ꎬ 确定志文为 ３０行ꎬ 行 ３３字ꎬ 共 １０３１字ꎻ 认为孙铁山录文中误读的

文字很多ꎬ 列出志文中一些异体字ꎬ 提出自己的看法ꎻ 推出墓志铭新的录文ꎬ 并有详细的注释和韩国语

译文ꎬ 注释中对近年来公布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多有参考ꎻ 对于学界有关李他仁族属对立的两种看法

(靺鞨人? 高句丽人?) 论文通过探讨高句丽灭亡前栅城地域地方统治现况ꎬ 认为即使李他仁的先祖出身

于其他异民族ꎬ 在当时李他仁仍认定自身为高句丽人ꎻ 具体推定李他仁降唐时间在 ６６７年 ９月到 ６６８年
初ꎮ 认为李他仁墓志不仅可明了高句丽灭亡之前栅城地域地方统治的实像ꎬ 而且也提供了崭新的高句丽

灭亡之后唐廷羁縻政策下高句丽移民的动向史料ꎮ 总之ꎬ 有关李他仁墓志铭的研究引出的高句丽灭亡前

地方统治实像、 地方乃至中央人心向背ꎬ 高句丽灭亡之后唐廷的羁縻政策ꎬ 入唐之后高句丽移民的生存

状态等问题ꎬ 这些均为进一步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重要因素ꎬ 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ꎮ
２ 新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研究

２０１２年前后③ꎬ 入唐高句丽移民新的墓志仍不断出土ꎬ 入藏西安、 洛阳所在的博物馆ꎬ 研究持续

火热进行ꎮ 依据中韩学界学术刊物公布高句丽移民墓志先后顺序等信息ꎬ 计有高牟墓志、 高提昔墓

志、 单南德墓志、 高乙德墓志、 高英淑墓志、 刘元贞墓志、 李隐之墓志 ７方ꎮ 下文逐一解读中韩学界

的研究现状ꎮ
(１) 高牟、 李隐之墓志铭ꎮ 高牟墓志铭此前无人知晓ꎮ 据楼正豪 «对高句丽遗民高牟的考察»④

所述ꎬ 该墓志出土地点、 时间不详ꎬ 原石已不知去向ꎬ 志文拓片仅存ꎬ 拓片流出有限ꎮ 而高牟其人ꎬ
清人编集 «全唐文» 收录唐人判文中曾有提到ꎬ 再未见其他记载ꎮ 楼氏依据所获墓志拓片做有录文ꎬ
并探讨高牟出身及入唐背景ꎬ 推定高牟入唐或许是在唐军大兵压境时作为内应ꎬ 为唐罗联军最后攻陷

平壤立下汗马功劳ꎬ 时间为 ６６８ 年ꎮ 同时ꎬ 还参考上述和高牟关联判文ꎬ 论证高牟入唐后的诸多事

迹ꎬ 以及唐廷对投诚的异民族上层人士采取的优待政策ꎮ 楼氏本科中文出身ꎬ 文稿中对志文及判文的

诸多典故多有爬梳ꎬ 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ꎮ 拜根兴注意到志文中 “三韩” “十部” “东海” “外荒”
等高牟入唐前故乡字样ꎬ 结合高牟生前担当 “冠军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 职务ꎬ 及拱卫宫廷史实ꎬ
并排比现存高句丽移民志文相类似表述ꎬ 推测志文或许以此强调高牟 “生前所领部伍可能有来自朝

鲜半岛者”ꎬ 并进一步推定唐乃至武周宫廷警卫部队ꎬ 以及宫廷仪仗队中可能也有来自入唐高句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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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安定俊: «李他仁墓志出版的李他仁的族源和生涯: 高句丽栅城地域活动的靺鞨人事例»ꎬ 载韩国木简学会编: «木简和文

字» 第 １１辑ꎬ ２０１３年ꎻ 安定俊: «李他仁墓志拓片照片的发现和新判读文»ꎬ 载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编: «高句丽渤海研究» 第 ５２
辑ꎬ ２０１５年ꎮ

余昊奎、 李明: «高句丽遗民 ‹李他仁墓志铭› 的再判读及主要争点的检讨»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８５辑ꎬ ２０１７年ꎮ

一者因 ２０１２年之后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频出ꎬ 研究者也纷纷响应ꎬ 发表论文阐述各自的见解ꎻ 二者是 ２０１２年笔者在已出版

论著中做过统计ꎬ 故在原有 ２１方高句丽移民墓志统计基础上ꎬ 加上上述 ７方墓志ꎬ 这样ꎬ 现存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计有 ２８ 方之多ꎮ
参见拜根兴: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ꎻ 拜根兴: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楼正豪: «高句丽遗民高牟的考察»ꎬ 载韩国高丽史学会编: «韩国史学报» 第 ５３ 辑ꎬ ２０１３ 年ꎻ 楼正豪: «新见唐高句丽遗

民 ‹高牟墓志铭› 考释»ꎬ 载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 １８辑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ꎬ ２０１４年ꎮ



民兵士ꎮ 除此之外ꎬ 对高牟死后五年才入土葬埋原因提出疑问ꎮ①

李隐之墓志铭② 收藏于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ꎬ 出土地点时间不详ꎮ 李隐之之子李怀墓志

１９２８年出土ꎬ 楼正豪认为这是现在知道的高句丽移民 ２７ 方墓志中的一种ꎮ 李隐之 ６５５ 年出生于高句

丽ꎬ ７０５年去世ꎬ 一生未能出仕ꎮ 作者对比李隐之、 李怀父子志文ꎬ 探讨李氏的籍贯ꎬ 指出李怀志文

与正史的矛盾记载ꎬ 对李隐之志文中 “枝类” 一词ꎬ 认为志文撰者假托李敏为李隐之先祖ꎬ 暴露出

墓主作为高句丽人的身份意识ꎮ 与此同时ꎬ 还探讨了李隐之家族入唐背景ꎬ 而把李氏父子捏造出身世

系和李林甫编撰 «天下郡望姓氏族谱» 联系起来ꎬ 有很好的说服力ꎮ 总之ꎬ 作者认为李隐之入唐并

未出仕ꎬ 其子李怀官运亨通ꎬ 后世子孙为抹去高句丽出身印记ꎬ 因此就假托其出身辽东李氏ꎮ 从论文

整体看能够自圆其说ꎬ 可作为一家之言ꎮ 此后ꎬ 拜根兴③、 葛继勇④ 的论文中ꎬ 对该墓志亦做过探

讨ꎮ 金荣官 «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墓志再考»⑤ꎬ 首先确定志石现收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ꎬ 鉴于唐人家

族墓地的缘故ꎬ 李隐之墓志出土地点应与其子李怀墓志一样ꎬ 在河南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南陈庄村ꎮ
“墓志铭现状与判读” 目下有金氏亲自考察李隐之志石所得ꎬ 弥足珍贵ꎻ 依据拓片列表格录文ꎬ 并有

详细注释ꎮ 认为墓志曾两次撰写ꎬ 理由是李隐之及其夫人死亡时间不同ꎬ 墓志记载两人的行迹ꎬ 还探

讨唐人墓志撰写程序、 行文顺序要素ꎮ “先祖来历与墓主生平” 目下指出李隐之、 李怀墓志中的几处

矛盾记载ꎬ 认为李隐之入唐时间为唐高宗在位期间ꎬ 并非李怀墓志所云在唐太宗时期ꎻ 对 “猒海壖

之风ꎬ 慕洛汭之化ꎬ 重重译纳ꎬ 随牒受官” 有新解ꎬ 认为和泉男产一样ꎬ⑥ 李隐之父子可能做过翻

译ꎬ 负责与高句丽移民沟通工作ꎮ 总之ꎬ 李隐之墓志ꎬ 以及 １９２８ 年发现的李怀墓志ꎬ 虽然是父子墓

志ꎬ 撰写时间相差不远ꎬ 但对其先祖等关联问题记载却相互矛盾ꎬ 客观真实探讨其产生矛盾的原因ꎬ
深刻认识高句丽移民入唐后复杂的心路历程ꎬ 这是诠释高句丽移民墓志的关键所在ꎮ

(２) 高提昔墓志铭ꎮ 王其祎、 周晓薇发表论文ꎬ⑦ 率先介绍考察 ２０１２ 年出土于西安东郊龙首原

一带的高提昔墓志ꎮ 论文首先论述高提昔的祖父高支于、 父亲高文协入唐时间为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

征高句丽之役ꎬ 怀疑高惠真与高提昔祖父可能为同一人ꎬ 即便两者并非一人ꎬ 亦可 “补苴国内城高

氏支于、 文协父子一支”ꎮ 其次提及高提昔的婚姻及夫君泉氏ꎬ 高提昔 ２６ 岁出嫁ꎬ 一个月后就离世ꎬ
其为什么 ２６岁老大不小年龄才出嫁ꎬ 作者认为 “高提昔在其父祖入唐近 ３０ 年和高句丽亡国六年之

后ꎬ 依然选择同族婚姻ꎬ 正是早期移民在民族认同与归属意识层面的一例典型表征ꎬ 同时也由此可以

见证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并ꎬ 婚姻的融合乃是导引最终政治与社会乃至文化融入的基础和前提”ꎮ 第

三ꎬ 论文除过考释 «高提昔墓志» 所见官职名、 地名之外ꎬ 还对出土墓志所见高氏一族关联事宜予

以探讨ꎬ 涉及学界普遍关注的入唐移民与其后裔的融入与认同问题ꎮ 王氏任职西安碑林博物馆ꎬ 对新

出土墓志颇多敏感并及时发表看法ꎬ 其中探讨不仅切中要害ꎬ 也显示出作者宽阔的视野和老道的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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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拜根兴、 宋丽: «新见高丽移民墓志的新探索»ꎬ 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２２辑ꎬ 西安: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楼正豪: «对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家族的出身意识的考察: 以新发现的李隐之墓志铭为中心»ꎬ 载韩国古代史探究学会: «韩国

古代史探究» 第 ２１辑ꎬ ２０１５年ꎻ 楼正豪: «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ꎬ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有关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的数量ꎬ 学者间因信息及统计时间先后等原因ꎬ 其具体数字存在差异ꎮ

拜根兴、 宋丽: «新见高丽百济移民墓志的新探索»ꎬ 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２２ 辑ꎬ 西安: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ꎻ
拜根兴: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硏究»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ꎬ 第 １１６－１１９页ꎮ

葛继勇: «入唐高句丽人的出自考察: 兼释李隐之、 李怀父子墓志»ꎬ 载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编: «古代东亚石刻硏究的新方

向»ꎬ ２０１６年ꎮ
金荣官: «高句丽遗民李隐之墓志再考»ꎬ «韩国史研究» 第 １８１辑ꎬ ２０１８年ꎮ
张秉珍: «泉男产墓志的译注和撰述典故»ꎬ 载韩国高句丽渤海研究会编: «高句丽渤海研究» 第 ５５辑ꎬ ２０１６年ꎬ 第 ５１页ꎻ

郑承慧: «古代的译人»ꎬ 载韩国木简学会编: «木简和文字» 第 １９辑ꎬ ２０１７年ꎮ
王其祎、 周晓薇: «国内城高氏: 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 ‹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 释读»ꎬ «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ꎮ



功力ꎮ 随后ꎬ 金荣官 «对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的研究»① 一文刊出ꎬ 有录文和注释ꎬ 也贴出志

文、 志盖拓片照片ꎻ 有对现存入唐高句丽移民出生地的列表ꎬ 以及高提昔丈夫家门的比定等ꎮ 金氏还

通过志文中 “秦镜悲其鸾戢ꎬ 孔匣咏其龙沉ꎮ 遂使闾阎宿交ꎬ 望素车而下泣ꎻ 里闬亲好ꎬ 辍朱弦以

表哀” 中的 “秦镜” “孔匣” 等ꎬ 得出 “朝廷不知道高提昔的葬礼一事的惆怅之感ꎬ 也有表达高提

昔 (家族) 和婆家泉氏家族都是没有办法屈服于唐的意思”ꎬ 以及 “都包含着对皇帝暴政和昏聩的嘲

弄以及对高句丽的思念和热爱”ꎮ 无论是泉男生、 泉献诚父子迫于时势向唐投诚ꎬ 还是泉男产、 泉男

建兄弟投降或被俘到达唐朝ꎬ 都是当时唐与高句丽关系发展的必然ꎬ 泉氏兄弟被频繁遣派出征边疆ꎬ
虽说无奈ꎬ 但无疑也是心甘情愿的ꎮ 至于生于唐、 长于唐的高提昔ꎬ 其祖、 父投诚唐朝后担当唐朝地

方中层官员ꎬ 在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ꎬ 同其他入唐民族一样ꎬ 高提昔的童年生活状况理应不会太差ꎬ
志文有高支于父子入唐后ꎬ “爰赏忠规ꎬ 载班清级ꎬ 因兹胤裔ꎬ 族茂京都” 就可说明问题ꎮ 作为最早

入唐高句丽移民ꎬ 高提昔和泉氏家族成员结婚ꎬ 是否真正有什么对唐朝的不满和愤慨ꎬ 上引志文似并不

能说明他们对唐朝的满腹愤恨和不共戴天ꎮ 从志文 “然而结聘泉门ꎬ 才盈晦朔ꎬ 未谐归展ꎬ 俄事沦亡ꎬ
惟其所生ꎬ 悲摧玉掌ꎮ 粤以咸亨五年六月四日卒于来庭里之私第ꎬ 春秋廿有六” 看ꎬ 高提昔长到 ２６岁
才出嫁ꎬ 和泉氏结婚月余后就不幸夭折ꎬ 故上引史料只是表达高提昔不幸夭亡ꎬ 亲友乡闾的惋惜沉痛之

情ꎬ 并非金先生所说的不屈服唐朝ꎬ 嘲弄皇帝暴政和昏聩等ꎮ 当然ꎬ 第一代入唐高句丽移民通婚对象多

为同民族的高句丽移民ꎬ 只能说明入唐高句丽人融入唐人共同体还有待时日ꎬ 等到第二、 三代时ꎬ 随着

情况的改变ꎬ 他们和唐人通婚就更为普遍ꎮ②

(３) 高乙德墓志铭ꎮ 高乙德墓志最早见于王连龙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③

一文ꎮ 该论文言及是在网络上看到高乙德墓志拓片照片ꎬ 以文字和书法判断其为真品ꎬ 附有录文ꎮ 首

先ꎬ 考释志文中书墓主 “卞国东部人” 问题ꎬ 高乙德族出世系ꎬ 高乙德祖父高岑、 高孚在高句丽任

官经历ꎬ 高乙德本人的官任等ꎮ 重点论证志文中出现此前不为人知的高句丽官职ꎬ 涉及高句丽郡县制

度ꎬ 高句丽诸 “城” 问题ꎬ 地方行政 “府” 问题ꎮ 作者认为 “墓志刊刻之大足元年 (７０１)ꎬ 墓志撰

写者追述旧事受其时都督府的影响而出现 ‘辽府都督’ ‘海谷府都督’ 的提法ꎮ 此外ꎬ 翻译及地名变

迁等因素亦应考虑在内ꎮ 但无论如何ꎬ 高乙德墓志中出现 ‘府’ 的称谓及相关信息ꎬ 对于六七世纪

高句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凡ꎮ”
正因高乙德志文对高句丽官位及地方行政组织的记载ꎬ 以及王连龙论文的触及ꎬ 开启了学界研究

高乙德墓志相关问题的热潮ꎮ 先是同年洛阳师范学院官网上报道石刻碑志专家王素先生来访ꎬ 提及出

自西安但却在洛阳出现的高乙德墓志ꎮ １１月韩国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 报纸刊出韩国东北亚历史研究财团

李成制研究员撰写的 «唐俘虏的高句丽武将墓志铭的发现» 新闻报道ꎬ 首次在韩国报道新发现的高

乙德墓志铭ꎻ 与此同时ꎬ 他发表 «高句丽武将的家系和传记: 对新发现的 ‹高乙德墓志› 的译注和

分析»④ꎬ 在介绍该墓志的发现地点ꎬ 拓片照片获得途径ꎬ 墓主的身份认定等事项的同时ꎬ 收入墓志

铭录文和韩语翻译ꎬ 以及详细的韩文注释ꎬ 并阐述该墓志的史料价值ꎮ 同年末拜根兴出版的 «石刻

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⑤ 专著中ꎬ 也附有高乙德墓志铭志文、 志盖拓片照片ꎮ

１９１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金荣官: «对高句丽遗民高提昔墓志铭的研究»ꎬ 载韩国白山学会编: «白山学报» 第 ９７ 号ꎬ ２０１３ 年ꎻ 金荣官: «高句丽遗

民高提昔墓志铭研究»ꎬ 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碑林集刊» 第 １９辑ꎬ 西安: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ꎮ
拜根兴: «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ꎬ 载日本专修大学东亚欧研究中心编: «古代东亚欧研究年报» 第

３号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５２－５３页ꎮ
王连龙: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ꎬ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ꎮ
李成制: «高句丽武将的家系和传记: 对新发现的 ‹高乙德墓志› 的译注和分析»ꎬ 载韩国古中世史学会编: «中国古中世史

研究» 第 ３８辑ꎬ ２０１５年ꎮ
拜根兴: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葛继勇发表 «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①ꎬ 涉及高乙德的出身ꎬ 高句丽末期官

僚体系、 地方区划ꎬ 高乙德家族活动与高句丽末期内政与外交ꎮ 论文对志文中 “执垧事” “评台”
“司府大夫” 官职提出自己的看法ꎬ 解释高乙德家族在高句丽末期任职 “辽府 (辽东城) ” “海谷

府” “南苏城” “贵端城” 与唐丽战争关联事宜等ꎮ
次年ꎬ 余昊奎 «从新发现 ‹高乙德墓志铭› 看高句丽末期的中裹制和中央官职»② 论文刊出ꎬ

余氏陈述看到墓志拓片照片ꎬ 与相关研究者的讨论ꎬ 并对墓志原石缺无及洛阳一带伪造墓志铭现象深

表忧虑ꎻ 解释志文中的一些异体字ꎬ 指出高乙德墓志历官记载方式ꎻ 志文记载高乙德及其祖父高岑、
高孚均曾历官 “中裹小兄” 缘故ꎬ 作者重点探讨高句丽中裹制职官ꎬ “垧事” 的性质和中裹系列官等

的运营ꎮ 论文还涉及志文中墓主担当 “评台” “司府大夫” 与高句丽中央官职的关系等ꎮ
拜根兴在上述论文中也提及高乙德龙朔元年力竭被俘后ꎬ 选择归服唐朝ꎬ 并在总章年间对高句丽

战争中有所表现ꎻ 提及圣历二年 (６９９) 高乙德 ８２ 岁去世ꎬ 两年后 “合葬” 于长安城南杜陵北ꎬ 只

是志文没有提及合葬夫人及其子女情况ꎬ 进而推测高乙德夫人可能是唐人女子ꎮ③ 总之ꎬ 高乙德墓志

增加了入唐高句丽移民数目和类型ꎬ 而对高句丽末期官等名号的记载ꎬ 不仅可以印证现有文献ꎬ 填补

高句丽职官研究的空白ꎬ 对高句丽末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ꎮ
(４) 南单德墓志铭ꎮ 关于南单德墓志ꎬ 赵力光编集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墓志续集»④ 首次收录ꎮ

楼正豪发表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 ‹南单德墓志铭› 考释»ꎬ⑤ 论述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方入唐高句丽

人后裔墓志ꎮ 论文分南氏家族入唐、 南单德与两蕃乱离、 燕郊妖氛中的南单德、 墓志撰述者薛夔四个

部分ꎬ 对志文涉及南单德家族繁衍、 本人在唐活动等均有所论述ꎬ 其首发之功不可磨灭ꎮ 其后王菁、
王其祎发表 «平壤城南氏: 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 ‹南单德墓

志› »ꎬ⑥ 阐述 ２０１０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红旗乡浐河东岸出土ꎬ 后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南单德墓

志ꎮ 该墓志为 “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ꎬ 无书者名ꎮ 作者认为该墓志不仅为入唐高句丽移

民增添了一族新姓氏ꎬ 也为研讨中原南氏的变迁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ꎮ 另外ꎬ 还能为研讨唐代以后开

始较多出现的南氏人物世系与族属问题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案卷ꎬ 并为进一步研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

归属意识与民族认同问题ꎬ 以及渐趋融入唐人共同体的历程ꎬ 为站在以中国为核心视域的角度来探索

“朝贡体制” 问题下的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提供一典型个案ꎮ
拜根兴论文首先指出南单德归葬 “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ꎬ 为探讨唐长安、 万年县基层

行政组织提供了新的史料ꎻ 其次重点论述志文中南单德家族入唐后作为城傍 “子弟” 首领ꎬ 被安置

于安东属下的城傍ꎬ 而城傍作为安置入唐高句丽军民百姓的主要行政单元ꎬ 和唐朝地方郡县有同样的

职能ꎬ 并在此后捍御唐、 武周边疆安定中起到重要作用ꎻ 最后谈及南单德祖父南狄任职磨米州、 唐朝

开放包容与民族融合等ꎮ⑦

２９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葛继勇: «新出土入唐高句丽人 ‹高乙德墓志› 和高句丽末期的内政与外文»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７５辑ꎬ ２０１５年ꎻ 葛继勇: «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ꎬ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ꎮ

余昊奎: «从新发现 ‹高乙德墓志铭› 看高句丽末期的中裹制和中央官职»ꎬ 载韩国公州大学百济文化研究所编: «百济文

化» 第 ５４辑ꎬ ２０１６年ꎮ
拜根兴: «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ꎬ 载日本专修大学东亚欧研究中心编: «古代东亚欧研究年报» 第

３号ꎬ ２０１７年ꎮ
赵力光编: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墓志续集» 下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年ꎮ
楼正豪: «新见唐高句丽遗民 ‹南单德墓志铭› 考释»ꎬ 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 «西部考古» 第 ８ 辑ꎬ 北京: 科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王菁、 王其祎: «平壤城南氏: 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 ‹南单德墓志› »ꎬ «北方文物»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ꎮ
拜根兴、 宋丽: «新见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的新探索»ꎬ 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２２辑ꎬ 西安: 三

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除过上述论文之外ꎬ 张秉珍发表 «对新见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的探讨»①ꎬ 金荣官也有 «对高

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的研究» 论文发表ꎮ 金荣官坚持特有的研究方式ꎬ 探讨南单德墓志研究学术

史ꎬ 亲自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探查原石状况ꎬ 给出墓志拓片照片及自己的判读录文ꎬ 重点注释志文并翻

译为韩文ꎻ 考察志文撰者及撰作背景ꎬ 墓主先祖的出自和活动ꎬ 南单德本人的出身和活动等ꎮ② 王连

龙、 丛思飞 «战争与命运: 总章元年后高句丽人生存状态考察———基于高句丽移民南单德墓志的解

读»③ 一文ꎬ 以通过南单德一生经历ꎬ 即安东与配住、 归州与射生、 幽州与汾阴公、 洛阳与封王等ꎬ
以个案研究方法ꎬ 反映高句丽移民在唐的生活轨迹ꎬ 真实展示高句丽移民总章之后的生存状况ꎮ 无论

如何ꎬ 南单德墓志的发现ꎬ 为入唐高句丽人增加一个新的姓氏ꎻ 南氏复杂的人生经历ꎬ 引证了唐廷这

一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实施的曲折和艰难ꎬ 昭示与入唐其他民族一样ꎬ 高句丽移民后裔融入唐人共同体

的艰难历程ꎮ
(５) 高英淑墓志铭、 刘元贞墓志铭ꎮ «大周辽西府折冲故夫人高氏墓志之铭» 首先见于王晶辰主

编 «辽宁墓志»ꎬ 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ꎮ 对这方墓志墓主高英淑其人ꎬ 田立坤依据志文和其他资料

界定其为契丹人④ꎬ 宋卿认为其为入唐高句丽人⑤ꎬ 但未做进一步论述ꎮ 权恩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
专文探讨高英淑墓志涉及问题ꎮ⑥ 权氏首先依据辽宁省博物馆所展示志石照片录文ꎬ 随后一字一句翻

译为韩语ꎬ 并有详细的注释ꎻ 其次ꎬ 对于此前认为高英淑出自契丹的说法ꎬ 作者通过考察高英淑的出

身和家系、 社会地位ꎬ 认为高淑英墓志中有 “昌黎孤竹” “高辛氏” 的缘故ꎬ 说明其与北朝高句丽系

统高云后裔有关ꎬ 进而界定其为营州所在的高句丽人ꎮ 作者还对比高英淑墓葬与唐初皇陵墓主 (公
主) 陪葬规格ꎬ 认为作为女性的高氏在营州享有很高的地位ꎮ

李成制 «世居辽西地域的高句丽遗民及其生存状况: ‹高英淑墓志› 的译注和分析»⑦ꎬ 首先介

绍高英淑墓志的形态等事宜ꎬ 也有对墓志的录文和注释及韩文翻译ꎬ 其中对志文中的用典多有追述ꎬ
对正确理解志文提供了一定的帮助ꎮ 作者认为 “营州为面对高句丽、 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前线ꎮ 考虑

到这一点ꎬ 高句丽遗民集体编入为羁縻州ꎬ 说明他们是营州都督所属蕃兵的一员ꎮ 仅从贞观时期就可

以得知羁縻州兵力ꎬ 在营州都督指挥下多次驰骋于唐的蕃兵ꎬ 其中包括高句丽遗民兵力的可能性极

高”ꎻ 而高英淑墓志可资探讨者仍很多ꎬ 墓志的史料价值应予以认定ꎮ 总之ꎬ 出自朝阳地区ꎬ 此前不

为学界关注的高英淑墓志ꎬ 其蕴含的史料价值值得重视ꎻ 至于其到底是出自契丹ꎬ 还是高句丽ꎬ 中韩

学界有不同见解ꎬ 但这种探讨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ꎮ
刘元贞墓志收录于 «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ꎬ 全称 «大唐故云麾将军守左龙武军大

将军上柱国谷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使持节都督天水郡诸军事天水郡太守刘公墓志铭并序»ꎬ 此前

学界对其绝少关注ꎬ 墓主出自高句丽或其他民族问题更是无人触及ꎮ 辛时代 «唐高句丽移民 ‹刘元

贞墓志› 考释»⑧ 首次考察这方墓志ꎬ 道出刘元贞出自高句丽的事实ꎮ 该文先录出刘元贞及其夫人王

氏 ２方墓志文字ꎬ 然后据志文 “其先出自东平宪王后ꎬ 八代祖轩ꎬ 仕冯燕为博士郎中ꎬ 卒ꎬ 子孙从

３９１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秉珍: «对新见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的探讨»ꎬ 载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编: «高句丽渤海研究» 第 ５２辑ꎬ ２０１５年ꎮ
金荣官: «对高句丽遗民南单德墓志铭的研究»ꎬ 载韩国公州大学百济文化研究所编: «百济文化» 第 ５７辑ꎬ ２０１７年ꎮ
王连龙、 丛思飞: «战争与命运: 总章元年后高句丽人生存状态考察———基于高句丽移民南单德墓志的解读»ꎬ «社会科学战

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ꎮ
辽宁省文物考古硏究所、 日本奈良文化财硏究所合编: «朝阳隋唐墓葬的发现与研究»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ꎮ
宋卿: «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ꎬ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ꎮ
权恩洙: «唐代營州出身于高句丽系统的高英淑墓志铭检讨»ꎬ 载韩国古代史学会编: «韩国古代史研究» 第 ８４ 辑ꎬ ２０１６

年ꎮ 权氏认为高英淑墓志出土近四十年ꎬ 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界定其为契丹人ꎬ 故韩国学界至今无人言及ꎬ 故而撰文探讨ꎮ
李成制: «世居辽西地域的高句丽遗民及其生存状况: ‹高英淑墓志› 的译注和分析»ꎬ 载韩国古中世史学会编: «中国古中

世史研究» 第 ４６辑ꎬ ２０１７年ꎮ
辛时代: «唐高句丽移民 ‹刘元贞墓志› 考释»ꎬ 载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编: «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 第 ７ 辑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燕迁于辽ꎮ 祖娄ꎬ 寄辽为耨萨ꎬ 视中之将军也ꎮ 轧封东平ꎬ 得甫天室ꎮ 父顺ꎬ 赠北平郡太守ꎮ” 并援

引文献史料ꎬ 考察刘元贞先祖刘苍、 刘轩、 刘娄事迹ꎬ 认为 “刘元贞的祖先也因此寄居于高句丽境

内ꎬ 成为高句丽化汉人ꎮ 在高句丽化的问题上ꎬ 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ꎬ 即刘氏在血统上虽

是汉人ꎬ 因为五、 六代生活在高句丽ꎬ 已经是高句丽化汉人了”ꎮ 就是说ꎬ 作者认为随着刘氏先祖移

居辽东时间的推移ꎬ 已经成为高句丽化汉人了ꎮ 其次ꎬ 作者论述刘元贞在唐中宗复辟及唐玄宗取得皇

位过程中建有奇功ꎬ 和其他高句丽移民王毛仲、 李仁德、 王景曜一样ꎬ 刘元贞作为唐元功臣获得重

任ꎬ 但并未如王毛仲一样骄纵ꎬ 在左龙武军大将军任上归养善终ꎮ 第三ꎬ 作者还论及志文中涉及谷阳

郡、 天水郡ꎬ 洛阳承义坊以及刘元贞夫妇葬地等ꎬ 认为刘元贞墓志为现在了解的高句丽移民群体增加

了一个姓氏ꎬ 指出志文撰述者崔朏所作铭文歌体颇为少见ꎮ 第四ꎬ 作者对唐元功臣中的高句丽移民做

有表格ꎬ 使人一目了然ꎮ 总之ꎬ 通过检索现存唐人墓志ꎬ 找出更多的入唐高句丽移民等异民族人士事

迹ꎬ 对深入探讨这一领域涉及问题ꎬ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事情ꎮ

四、 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ꎬ 随着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史料的不断公布ꎬ 近年来中韩学界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

研究成果斐然ꎬ 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令人瞩目ꎬ 不仅为这一时期唐代民族史和唐代东亚关系史研究

添砖加瓦ꎬ 也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契机ꎮ 毋庸讳言ꎬ 由于参与研究者学养、 研究领

域、 研究方法ꎬ 以及不同国家学者所持立场的不同ꎬ 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此前曾经提及或者新出现的

问题ꎬ 有必要在此提出ꎬ 并向学界师友请教ꎮ
第一ꎬ 重复研究问题ꎮ 显然ꎬ 新的入唐高句丽移民墓志等史料持续公布ꎬ 激起众多研究者的注

意ꎬ 大家一哄而上ꎬ 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ꎬ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ꎮ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ꎬ 在以后

的日子里这种情况会逐渐减少ꎮ
第二ꎬ 学术规范问题ꎮ 对已有的研究成果ꎬ 依据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ꎬ 此后出现的论文、 论

著在展开讨论时应予以提及或批判ꎮ 但检讨现有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成果现状ꎬ 一些论文往往对此前

已有研究视而不见ꎬ 似是另起炉灶ꎬ 却难逃炒冷饭的现实ꎮ 笔者认为无论如何ꎬ 只有对已有研究的深

入理解和不断批判ꎬ 遵循学术规范ꎬ 才能使研究走向深入ꎮ 当然ꎬ 这其中可能有语言问题ꎬ 如韩国学

界发表的论文中国一般学者看不到ꎬ 韩语也看不懂ꎬ 中国学界发表的论文在韩国亦是如此ꎮ 如何解决

这一问题ꎬ 遵守学术规范ꎬ 应当引起中韩学界足够重视ꎮ
第三ꎬ 加强学术交流ꎬ 避免自说自话ꎮ 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ꎬ 对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ꎬ 加强中

韩学者间、 中国国内学者ꎬ 乃至韩国学者间学术交流是为关键ꎮ 虽然这种交流的频度和广度ꎬ 随着信

息传播的现代化ꎬ 较以前有所改进ꎬ 但交流的形式、 实质仍需不同程度地扩展和加强ꎮ 学者间通过各

种形式的交流ꎬ 了解各自方向的最新研究动态ꎬ 不仅可避免上文提及的重复研究及学术规范的遵守等

问题ꎬ 学者间的友谊亦因此加深ꎻ 在不断交流中增强对某些问题探讨的力度ꎬ 促进研究更上一层楼ꎮ
鉴于上述问题ꎬ 在探讨入唐高句丽移民关联问题过程中ꎬ 中韩学界加强对对方语言的学习至关重

要ꎬ 故以各种途径提高语言能力ꎬ 加深对对方语言的学习理解ꎬ 不仅可为进一步交流创造条件ꎬ 某种

程度上也可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ꎮ 总之ꎬ 笔者认为ꎬ 出现上述问题本是自然也并不可怕ꎬ 只要认真对

待ꎬ 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ꎬ 并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ꎬ 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研究一定会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再创佳绩ꎬ 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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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慧林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 宗教学ꎮ
①　 实际上早在缪勒 (Ｍａｘ Ｍｕｌｌｅｒ) 编订的 «东方圣书» (Ｍａｘ Ｍｕｌ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ｃｈ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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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Ｃｈｌｏë Ｓｔａｒｒꎬ “Ｙ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ꎬ ｉｎ Ｃｈｌｏë Ｓｔａｒｒ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４７
④　 皮特奥克斯: «经文辩读: 从实践到理论»ꎬ 汪海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ꎮ

“经文辩读” 中的思想对话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中西之间的 “经文辩读” 不仅涉及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传播ꎬ 亦当启发深层的思想对话ꎮ 近年

来ꎬ 中国学者在 “思想对话”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ꎬ 将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关键概念 “道” “在” 等译

解关联于西方哲学的自身线索ꎬ 力图找出中西思想在源头上的对接与对话ꎮ 这种对话的关键在于具有解释力

的概念工具ꎬ 而不是固化的、 充满歧义的称谓ꎮ
关键词: 经文辩读ꎻ 道 /道路ꎻ 在 /在场ꎻ 关系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 Ｉ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１９５－０５

一

　 　 “经文辩读”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源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亚伯拉罕传统三大宗教经

典的比较研究ꎬ 而一旦引入中国古代典籍的西译问题ꎬ 何以为 “经”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其实未必是根本所

在ꎬ① 更值得关注的却是何以成 “辩”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ꎬ 亦即如何借助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ꎬ 进入深层

的思想对话ꎮ 正如耶鲁大学司马懿 (Ｃｈｌｏë Ｓｔａｒｒ) 所说: “利用中国经典的经文辩读必然是跨学科

的”ꎬ 因为 “西方的经文辩读发端于神学家ꎬ 中国的经文辩读则是由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予以推动”ꎬ
而 “中国思想带给经文辩读的ꎬ 正是诠释的流动性”ꎬ 是 “围绕着一个关键词而联结的文本网络”ꎮ②

近些年ꎬ 西方 “经文辩读” 的代表性学者与中国学界互动颇多ꎬ 比如剑桥大学福特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ｒｄ) 的专题文章 «深层辩读ꎬ 没有地图» «弗拉明戈、 太极和六种文本的经文辩读: 中国之行的报

告»③ꎬ 弗吉尼亚大学皮特奥克斯 (Ｐｅｔｅｒ Ｏｃｈｓ) 为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撰写的 «经文辩读: 从实

践到理论»④ 等ꎮ 中国方面则有几位年轻学者的新著ꎬ 比如邱业祥 «自我与他者: 经文辩读视域中的

理雅各 ‹论语› 译解研究»、 管恩森 «老子的帐幕: 理雅各、 林语堂英译 道德经 辩读»、 姜哲

« ‹论语学而› 英译选本汇校集释»ꎮ
所谓 “经文辩读”ꎬ 或可说是文化接触和思想碰撞的自然结果ꎮ 在印度佛教传入以后ꎬ 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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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章疏” “格义” 和 “判教” 从来都是如此ꎮ 概而言之ꎬ “章疏” 是 “引用中国古典著作的语句和

固有思想来注解原文ꎬ 作出中国化诠释”①ꎻ “格义” 是 “用中国固有哲学的概念、 词汇和观念来比

附和解释印度佛教经典及其思想”ꎬ “量度经文、 正明义理”②ꎻ “判教” 则是 “对印度佛教各类经典

进行统一安排ꎬ 确定次序的先后和教理的深浅ꎬ 并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经典置于最高的位置”③ꎮ 这才

成全了 “中国佛教” 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种种 “会通”ꎮ 因此明代僧人释镇澄的 «道德经集解» 早

已不仅是 “以佛解老”ꎬ 却是将儒释道相互勾连: “孔子尚仁义ꎬ 助吾戒ꎻ 老子尚至虚ꎬ 助吾定ꎻ 庄

子尚玄释ꎬ 助吾慧”ꎻ 从而佛家之 “戒定慧” 三境ꎬ 分别贯通了 “仁义” “至虚” 和 “玄释”ꎮ④

及至 “西学东渐” 和汉语典籍的西译ꎬ 更使西方的基督教释经学和中国古代的注疏传统相互激

发ꎬ 为 “经文辩读” 敞开了巨大的理论空间ꎮ 其中 “道” 之为 “道”ꎬ 可能是最为典型的例子ꎮ 就

此ꎬ 钱钟书的名句亦可反而用之: 道不可言ꎬ 不可言仍言满天下ꎮ⑤

二

　 　 理雅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 曾在 « 道教文本 译序» 之中追索过 «道德经» 西译的由来ꎮ 最早的

拉丁文译本ꎬ “道” 是在理性 (Ｒａｔｉｏ)、 神圣存在的最高原因 (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ｎｅ Ｂｅ￣
ｉｎｇ)、 创造者 (Ｃｒｅａｔｏｒ)、 主宰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之意义上加以使用的ꎮ 法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萨

(Ａｂｅｌ Ｒｅｍｕｓａｔ) 则提出难以翻译的 “道” 具有三重涵义: 主宰 (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 Ｅｔｒｅ)、 原因 (ｄｅ ｒａｉ￣
ｓｏｎ) 和言说 (ｄｅ ｐａｒｏｌｅ)ꎮ 其继任者儒莲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于 １８２４ 年出版 «道德经» 法文全译本ꎬ
将 “道” 的品质理解为 “无行、 无思、 无断、 无智” (ｄｅｖｏｉｄ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而这 “既不是原初的理性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ꎬ 也不是最高的智性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ꎬ 因此他将 «道德经» 译为 Ｌｅ Ｌｉｖｒｅ ｄｅ ｌａ Ｖｏｉ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Ｖｅｒｔｕ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Ｖｉｒ￣
ｔｕｅ)ꎮ⑥

总之ꎬ 后世用来翻译 “道” 的主要概念在最初的西文译本中均已涉及ꎬ 而 “道路” (Ｗａｙ)、 “道
理” (Ｒｅａｓｏｎ)、 “话语” (Ｗｏｒｄ) 的丰富字义又并非汉语所独有ꎬ 在西文中几乎是同样如此ꎮ 比如在

«新约约翰福音» 的开篇ꎬ 希腊文的 λγοç / ｌｏｇｏｓ、 拉丁文的 Ｖｅｒｂｕｍ、 英文的 Ｗｏｒｄ 显然都超出了

单一的意指ꎬ 同时又各有差异ꎻ 反过来说ꎬ 与之对应的汉语翻译 “逻格斯” “物尔朋” “圣言” 或者

“道”ꎬ 似乎也都力图保存其中的多义甚至差异ꎮ 进而言之ꎬ 这种意义的多重性可能是任何一种语言、
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回避的问题ꎻ 乃至歌德在描写浮士德翻译 «新约约翰福音» 之时ꎬ “太初有

道” 成为 “太初有言”ꎬ 同时还延展出 “太初有思、 太初有力、 太初有为”ꎮ⑦

在几位中国学者的新著中ꎬ 管恩森沿着钱钟书到张隆溪关于 “道与逻各斯” 的著名比较ꎬ 在中

国自身的思想脉络中梳理出另一条 “辩读” 的线索: 韩非由 “道” 及 “理”ꎬ 王弼 “援 «易» 解

«老» ”ꎬ 张道陵释 “道” 为 “真”ꎬ 并使 “精” “神” “道” 合一ꎬ 释镇澄 “引道入佛” 以显佛之

“广大悉备”ꎮ⑧ 当西学东渐真正带入 “外来者” 的时候ꎬ 这便进一步引出 “道真理上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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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上卷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年ꎬ 第 １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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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上卷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年ꎬ 第 ２０页ꎮ
释镇澄: «道德经集解»ꎬ 载熊铁基、 陈红星主编: «老子集成» 第 ７卷ꎬ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４４２页ꎮ 详参

管恩森: «老子的帐幕: 理雅各、 林语堂英译 道德经 辩读» 第 ２章第 １节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ꎮ
原文为: “道不可言ꎬ 言满天下而仍无言”ꎮ 钱钟书: «管锥编» (二)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７１９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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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辩读”①ꎬ 恰好与姜哲关于 «论语学而» “本立而道生” 的意义梳理相互关联ꎮ②

姜哲不仅引述许慎、 段玉裁等释义ꎬ 还通过苏慧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ｏｏｔｈｉｌｌ) 的解说ꎬ 推测传教

士将 “道” 译作 “道路” (ｔｈｅ Ｗａｙ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ｒｏａｄ) 的可能意指ꎬ 及其与 “上帝之道” “太初有道”
和 «新约约翰福音» 第 １４章的联系ꎮ

如果完整地细读 «新约约翰福音» 第 １４章ꎬ 这一段本是耶稣安慰他的门徒: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ꎮ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ꎬ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ꎬ 我

在哪里ꎬ 叫你们也在那里ꎮ 我往哪里去ꎬ 你们知道ꎻ 那条路ꎬ 你们也知道ꎮ” 多马对他说: “主
啊ꎬ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ꎬ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约 １４ ∶ ２－６)
其中 “地方” “往哪里去” “道路” 及至 “真理” 的逻辑和文字ꎬ 与英文钦定本 (ＫＪＶ) 几近相同:

Ｉ ｇｏ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ａ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ｙｏｕ Ａｎｄ ｉｆ Ｉ ｇｏ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ａ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ｙｏｕꎬ Ｉ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ａｇａｉｎꎬ ａｎｄ ｒｅ￣
ｃｅｉｖｅ ｙｏｕ ｕｎｔｏ ｍｙｓｅｌｆꎻ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ｒｅ Ｉ ａｍꎬ ｔｈｅｒｅ ｙｅ ｍａｙ ｂ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Ｉ ｇｏ ｙｅ ｋｎｏｗ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ｙ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ｉｔｈ ｕｎｔｏ ｈｉｍꎬ Ｌｏｒｄꎬ ｗｅ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ｔｈｏｕ ｇｏｅｓｔꎻ ａｎｄ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ｗａｙ? Ｊｅ￣
ｓｕｓ ｓａｉｔｈ ｕｎｔｏ ｈｉｍꎬ Ｉ ａｍ ｔｈｅ ｗａｙꎬ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Ｊｏｈｎ １４ ∶ ２－６)
由此ꎬ 确实可以呼应苏慧廉以及其他传教士对 «论语» 之 “道” 的译解ꎬ 亦可理解他们为什么

会从 “道路” 推及 “真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ꎮ
但是如果继续追究源头ꎬ 会发现更有趣的表达ꎮ 甚至可以说ꎬ 在哲罗姆 (Ｊｅｒｏｍｅ) 的通俗拉丁文

译本 (Ｖｕｌｇａｔｅ) 中ꎬ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Ｅｒｇｏ ｓｕｍ ｖｉａꎬ ｖｅｒｉｔａｓ ｅｔ ｖｉｔａ) 就已经别具深意: ｖｉａꎬ
ｖｅｒｉｔａｓ ｅｔ ｖｉｔａ三词的头韵和尾韵ꎬ 为 “道理” 和 “真理” 给出了天然的连接形式ꎻ 与之头尾相应的

ｖｉｔａ ꎬ 则可能意味着 “生命” 之于 “我” 和 “你们” 的贯通ꎮ 进而言之ꎬ “道路、 真理、 生命” 在中

文和英文都难以彰显的相互关联、 相互界定、 相互成全ꎬ 本来在拉丁文的修辞中或许是有所暗示的ꎮ
传教士的翻译活动颇为典型地体现着语言差异中的哲思ꎬ 却太过直接地还原于信仰ꎬ 乃至要体会

其中的深意ꎬ 往往要假道后世的哲人ꎮ 比如巴丢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 不仅反复论及 “通向真理的路与真

理本身相耦合”ꎬ③ 也借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的 “存在就是通往存在之途” (ｂｅｉｎｇ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ｗａｙ) 解析 “缘构”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与 “事件” (Ｅｖｅｎｔ)ꎬ 并且用以贯通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
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的 “世界就是发生的一切”④ꎮ 而他所描述的 “事件的宣称” (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正是

“事件、 真理、 主体” 之间的结构性循环ꎮ ⑤
与 “道路、 真理、 生命” 相似的 “三位一体” 句式ꎬ 在 «圣经» 文本中甚多ꎮ «启示录» 的

“今在、 昔在、 永在” (启 １: ４ꎬ  Ｇｒａｃｅ ｔｏ ｙｏｕ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ｉｍ ｗｈｏ ｉｓꎬ ｗｈｏ ｗａｓ ａｎｄ ｗｈｏ ｉｓ ｔｏ
ｃｏｍｅ) 便是一例ꎮ 奥古斯丁 (Ｓａ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所说的三种 “时间” 与此一脉相承ꎬ 却可能同样需要

关联于后世哲人的解释: “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或许说: 时间分过去的现在ꎬ 现在的现在和将来

的现在三类ꎬ 比较确当”⑥ꎻ 然而这一论说的真正落点显然不只是 “记忆、 感觉和期望” 的 “心理时

间” ———按照巴丢的说法: “事件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ꎬ 事件使我们 ‘现在’ 于现在”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ｐａｓｔ ｎ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ｕ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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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恩森: «老子的帐幕: 理雅各、 林语堂英译 道德经 辩读» 第 ２章第 ３节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ꎮ
姜哲: « 论语学而 英译选本汇校集释» 第 ４章第 １节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ꎮ
巴丢: «存在与表象»ꎬ 陈永国译ꎬ 载汪民安主编: «生产» 第三辑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２９３页ꎮ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ꎬ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ｌｅｕｚｅ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Ｊｏｎ Ｒｏｆｆｅꎬ Ｐａｒｒｈｅｓｉａ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３７ 这句话在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 中

原为 Ｄｉｅ ｗｅｌｔ ｉｓｔ ａｌｌｅｓꎬ ｗａｓ ｄｅｒ Ｆａｌｌ ｉｓｔꎬ 英译本为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世界就是如是)ꎻ 但是按照巴丢所表达的意思ꎬ 这篇文

章的译文是用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ｐｐｅｎｓ (世界就是发生之 “生” )ꎮ 见上文 ４３页ꎬ 注释 ４ꎮ
详细讨论参见杨慧林: «意义»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ꎮ
奥古斯丁: «忏悔录»ꎬ 周士良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６年ꎬ 第 ２４７页ꎮ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ꎬ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ｌｅｕｚｅ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Ｊｏｎ Ｒｏｆｆｅꎬ Ｐａｒｒｈｅｓｉａ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３９



究其根底ꎬ “事件” 所标识的 “时间”ꎬ 只能是 “不断消失的中介” (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ꎬ 是

“一个非时间的瞬间” (ａｎ ｉ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ｓｔａｎｔ)①ꎮ 由此回到 “今在、 昔在、 永在”ꎬ 则可知描述时间

的并非任何时间ꎬ 而是 “是” (ｂｅｉｎｇ) 的三种时态ꎮ 如果说 “道路、 真理、 生命” 的循环是互为论

证ꎬ 那么 ｗｈｏ ｉｓꎬ ｗｈｏ ｗａｓ ａｎｄ ｗｈｏ ｉｓ ｔｏ ｃｏｍｅ应该是为无法描述的时间给出一种得以描述的形式ꎮ
借此推及巴丢对 “谓词性描述” 及其 “自足” 性质的强调ꎬ② 进而参较朱利安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Ｊｕｌ￣

ｌｉｅｎ) 关于 “神是” (Ｄｉｕｅ ｅｓｔ) 与 “我是” (ｊｅ ｓｕｉｓ) 的辩难③ꎬ 苏慧廉讨论的 “道路、 真理、 生命”
似乎恰恰忽略了至关重要的 “我是”ꎮ

对照阅读 «新约约翰福音» 和 «启示录» 的上述经文ꎬ 还可以提出更为 “较真儿” 的问题:
为什么 “我是” 在 «圣经» 和合本被用作 “我就是”? 为什么 “今在、 昔在、 永在” 的顺序 (Ｒｅｖ
１: ４) 在多个中文译本中都变为 “昔在、 今在、 永在” (启 １: ４)? 此中的变化甚为微妙ꎬ 却并非微

不足道ꎬ 正所谓 “人思索存在时ꎬ 存在也就进入了语言”ꎮ

三

　 　 曾有西方汉学家试图找到语言中的内在哲思ꎬ 将这一问题聚焦于 “在—非在” 和 “有—无” 的

中西差异ꎮ 在他们看来: 西方形而上学的 “在” (Ｂｅｉｎｇ) 是与 “非在” (Ｎｏｎ－ｂｅｉｎｇ) 对应的ꎬ 汉语

的 “有” (ｈａｖｉｎｇ) 却是一种区别于 “不在场” 的 “在场” (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ꎻ 因此 “有” 并非 “无”
的否定ꎬ “无” (ｎｏｔｈｉｎｇ) 也不过是 “缺席” 而已ꎮ ④

根据中国学者之说ꎬ 关锋 «老子校诂» 似乎与之相似ꎬ 认为 “有—无” 都是 “道”ꎬ 因此才

“同出而异名”ꎻ 但是严灵峰 «老子达解» 恰好相反ꎬ 认为 «道德经» 的 “有物混成” 和 “道隐无

名” 确实可以 “暂假英文” 的 Ｂｅｉｎｇ和 Ｎｏｎ－ｂｅｉｎｇ予以解释ꎬ 并特别引 «玉篇» 以 “不有” 释 “无”
为证ꎮ⑤

细读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译解ꎬ 或可为这一分辨找到更为根本的解说ꎮ «论语八佾» 有 “祭如

在ꎬ 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ꎬ 如不祭” 三句ꎬ 在理雅各的译文中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ａ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ｓ ｉ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ｍｙ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ａｓ ｉｆ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ꎬ “在” 都是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在场)ꎬ 然而 “祭神如神在” 是说 “神”
之 “在”ꎬ “祭如在” 和 “吾不与祭ꎬ 如不祭”ꎬ 却分别是说 “逝者” 之 “在” 和 “我” 之 “在” ꎮ⑥

于是便可以理解ꎬ 为什么朱熹等人对此的解释总是强调 “有其诚” “心之理”ꎬ 却无所谓 “在”ꎮ ⑦

“在” 与 “在场” 之别绝非表达或者翻译的问题ꎬ 因为语言的结构和字义已经注定了思想本身ꎮ
据此ꎬ 扎巴拉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Ｚａｂａｌａ) 就当代西方哲学的两条关键路径予以归纳ꎮ

首先ꎬ “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空无一物” (Ｗｈ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ｔ ａｌｌ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ｎｏｔｈｉｎｇ) 的思维

惯性ꎬ “不仅是西方本体论的核心ꎬ 也表明了 ‘存在’ 之中最根本的重合性质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ｕｐｌｉｃｉ￣

８９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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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ｅｒ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Ｐｅｔ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Ｔｏｓｃａｎｏ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２
朱利安: «回复成中英»ꎬ 载方维规主编: «思想与方法: 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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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等: «道不远人: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 老子 »ꎬ 何金俐译ꎬ 北京: 学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年ꎬ 第 １０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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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ｎｇ) ”ꎮ 他引用图根特哈特 (Ｅｒｎｓｔ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 就 “重合” 之谓予以解说: “ ‘存在’ 之所以

成其为 ‘是’ꎬ 仅仅是由于这两个概念交织在一起ꎬ 从而在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关系ꎬ 使谓语和主语

相互指涉ꎮ” (Ｂｅｉｎｇ “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ａｒｅ ｊｏｉｎｅｄ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ｔｅｒ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ｏｎ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换言之ꎬ “ ‘存在’ 的存在”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是 “通过重复 ‘存在’ (ｂｙ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Ｂｅｉｎｇ) 而得以说明”ꎮ① 这实际上是对海德格尔 «存在

与时间» 的更为精细的解释ꎬ② 其根本则使思想落实于语言ꎮ
其次ꎬ 当代欧陆哲学特别关注的 “踪迹” ( ｔｒａｃｅ )、 “事件” (ｅｖｅｎｔ)、 “留存” ( ｒｅｍａｉｎｓ) 等

“弱概念” (ｗｅａ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恰好在同一线索上得以关联ꎮ 德里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所谓 “非起源

的起源” (ｎ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非概念的概念” (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既非在场也非缺席”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ａｌｌ ｎｏｒ ｎｏｔｈｉｎｇ)③ꎬ 亦复如是ꎮ 按照扎巴拉的读解ꎬ 哲学在这里关注的不再是 “是什么”ꎬ 而

是先于符号的 “踪迹” 和剩余在符号系统之外的 “留存” (ｎｏ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ꎻ 于是 “踪迹” “事件” “留存” 其实都是抵抗 “ ‘在场’ 之 ‘在’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的 “即将到来”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ꎮ

综上两者ꎬ “存在的存在”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和 “在场之在”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ꎬ
似乎都与理雅各的 “祭如在”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不无联系ꎮ 但是问题在于: “谓语和主语的相互指涉”
是要说明不可说明的 Ｂｅｉｎｇꎬ 从 “踪迹” 到 “留存” 的 “弱概念” 是让 Ｂｅｉｎｇ摆脱 “是什么” 的符号

陷阱ꎻ 汉学家用汉语的 “无” 解析 “在场” 之 “缺席”ꎬ 可能还难以尽述这一中西互译中的深层

意蕴ꎮ
在理雅各的译文中ꎬ “在场”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 分别对应着 “神” “逝者” “我” 三种不同的主语ꎬ

从而绝无 “谓语与主语的相互指涉”ꎮ 与之相应ꎬ 能够在符号系统之外影响到符号建构的 “踪迹” 或

者 “留存”ꎬ 正是 “不在场” 的 “无”ꎮ 要把握 “祭如在” 所 “留存” 的问题ꎬ 并发掘真正对 “ ‘在
场’ 之 ‘在’ ” 构成 “抵抗” 的元素ꎬ 可能还是要回到中国式的 “有—无” 之辨ꎮ 特别值得玩味的

是: 历代识家在这条线索上几经转合ꎬ 以 “色空” 释 “有无”、 以 “虚静” 通 “心性” 的旨趣却始

终潜在其间ꎮ 中国古人论及 “有—无”ꎬ 最重 “实而不有ꎬ 虚而不无”ꎬ 其中没有什么 “存在” 的

“重合”ꎬ 也并非 “先于符号系统” 或者符号系统的 “剩余”ꎮ 简单说ꎬ “观有” 的前提在于 “居无”ꎬ
从而所观之 “有” 才 “不为有所碍”④ꎮ 相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 “在” 以及扎巴拉所归纳的两种 “抵
抗”ꎬ “居无以观有” 的认识逻辑恐与多义之 “道” 更为切近ꎮ 这一认识逻辑的实质ꎬ 则是将超验的

实体转换为 “关系性的存在”ꎮ
“经文辩读” 中的思想对话ꎬ 关键当在于那些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ꎬ 而绝不仅仅是已经固化、

却充满歧义的称谓ꎮ 研究者的路径可能不同ꎬ 落点却往往在此ꎮ 由此 “留存” 的ꎬ 则应该是我们对

“经文辩读” 的更多期待ꎮ

责任编辑: 王艳丽

９９１“经文辩读” 中的思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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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均见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Ｚａｂａｌａ ２０１８年 ５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系列演讲之一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ꎬ 现已收入其即将出版的新著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Ｚａｂａｌａꎬ Ｂｅｉｎｇ ａｔ Ｌａｒｇｅꎬ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ｓꎬ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ＭｃＧｉｌｌ－Ｑｕｅ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０ꎮ

相关讨论参见杨慧林: « “対极性” 与 “相关性” 的思想空间»ꎬ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ꎮ
德里达: «论文字学»ꎬ 汪堂家译ꎬ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年ꎬ 第 ６１页ꎮ
释镇澄: «道德经集解»ꎬ 载熊铁基、 陈红星主编: «老子集成» 第 ７卷ꎬ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４６０页ꎮ 详参

管恩森: «老子的帐幕: 理雅各、 林语堂英译 道德经 辩读» 第 ２章第 １节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ＷＷＥ００９)ꎮ
作者简介: 刘春芳ꎬ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ꎮ

①　 任卫东、 刘慧儒、 范大灿编: «德国文学史» 第 ３卷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１４８页ꎮ
②　 １７９８年ꎬ 奥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起在柏林出版了 «雅典娜神殿»ꎬ 并以他们为核心形

成了一个文学中心ꎬ 文学史上称为 “早期浪漫派” 或 “耶拿浪漫派”ꎮ 除了施莱格尔兄弟ꎬ 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蒂克、 诺瓦利

斯、 瓦肯罗德等ꎮ 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怀古遁世ꎬ 重视童话和传奇ꎮ

“无用人” 与浪漫主义思维逻辑

刘春芳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 “无用人” 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艾兴多夫笔下的浪漫主义形象ꎮ “无用人” 概念化的人物设定、 简

洁单一的故事结构和象征化的意义指向ꎬ 使它成为体现浪漫主义思维逻辑的纲领式作品ꎮ 文章通过对 “无用

人” 的形象内涵及其 “漫游” 行为模式的探讨ꎬ 梳理浪漫主义理想建构具体路径的情感特征及其最终达成的

虚无特性ꎬ 揭示出浪漫主义思维逻辑中自我解放与自我删除的悖论ꎬ 从而更加深刻地彰显浪漫主义文学的

本质ꎮ

关键词: 浪漫主义文学ꎻ “无用人” ꎻ 漫游ꎻ 思维逻辑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９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００－０８

德国中晚期浪漫主义作家艾兴多夫于 １８２６ 年创作的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ꎬ 曾被称为一部 “近
乎完美的浪漫文学作品” ①ꎮ 然而迄今为止ꎬ 国内外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可谓寥寥ꎬ 概念化的人物

设定和简单的故事结构是这部作品长期以来未受重视的根本原因ꎮ 然而ꎬ 回顾浪漫主义的发展历程ꎬ
探究浪漫主义的内在逻辑ꎬ 不难发现ꎬ 正是 “无用人” 故事的简单结构使得这部小说成为浪漫主义

精神的一个寓言式呈现ꎬ 是浪漫主义文学形象的符号化体现ꎬ 更是浪漫主义思维逻辑的凝缩ꎮ
从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ꎬ 于 １７９８年问世的 «雅典娜神殿» 杂志② 和华兹华斯与柯尔律

治合著的 «抒情歌谣集»ꎬ 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作为文学流派和美学纲领的正式建立ꎬ 在此之后ꎬ 浪

漫主义文学创作在欧洲大量涌现ꎮ 然而ꎬ 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 霍夫曼和蒂克等人分别于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２和 １８５３年去世ꎻ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雪莱和拜伦分别于 １８２１、 １８２２、 １８２４ 年去世ꎻ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 贡斯当和塞南古分别于 １８４８、 １８３０ 和 １８４６ 年去世ꎮ 可以说ꎬ 到 １９
世纪中叶为止ꎬ 浪漫主义的激情期宣告结束ꎮ 正是在这段激情期中ꎬ 这些浪漫主义作家为浪漫主义创

作奠定了丰富的思想基础ꎬ 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ꎬ 申明了浪漫主义的创作主旨ꎮ «一个无用人的生

涯» 创作于 １８２６年ꎬ 这一年也是雨果与维尼、 缪塞、 大仲马、 诺蒂埃等人解散缺乏明确纲领的浪漫

派第一文社ꎬ 另组第二文社ꎬ 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的年份ꎮ １８２７ 年ꎬ 雨果便发表了著名的浪漫

主义宣言 « 克伦威尔 序»ꎮ 可以说ꎬ 从浪漫主义的发展轨迹来看ꎬ 这段时期是浪漫主义思想的成

熟期ꎮ 创作于这个时期的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是浪漫主义成熟基础上对其创作主旨和目标指向的

一种归纳ꎮ

００２




一、 “无用人” 的形象内涵

　 　 艾兴多夫本人是一位 “呼吸着童话与民间歌谣的纯洁空气” 的作家 ①ꎬ 他把对现实的厌弃和理

想的追求倾注在其笔下的 “无用人” 身上ꎮ “无用人” 以绝不帮父亲做任何凡俗事情的方式拒绝现实

的绑架ꎬ 使自己成为在现实世界一无所用之人: 家庭的收入与生活的维系从来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ꎮ
他甚至把家中的菜地全部改种花卉ꎬ 用精神的追求替换掉具体的生活需求ꎮ 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吟

唱远方和理想ꎮ “无用人” 对现实世界的 “无用性” 和无功利的理想主义使得他具备了浪漫主义文学

人物的核心特点ꎮ
假如要描绘一幅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最生动的形象ꎬ 那么由艾兴多夫撰写台词ꎬ 由弗雷德里希

舞台布景ꎬ 由舒曼作曲的轻歌剧是最准确不过了ꎮ 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ꎬ 主人公ꎬ 也就是一个刚

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要踏上教育与探险之旅ꎬ 他在一个山顶停留下来ꎬ 回望雾气笼罩的大地ꎬ 驿

车号在远处回响ꎮ 他拿出吉他吟唱自然之美ꎬ 吟唱对家乡的留恋ꎬ 吟唱遥远的地方朦胧而不祥的

诱惑ꎮ②

艾兴多夫的 “无用人” 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浪漫主义主人公ꎬ 对他来说ꎬ “勤勉和功利是手持火

剑的死亡天使ꎬ 他们阻挡人们返回天堂”③ꎮ “无用人” 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出对世俗价值与利益的蔑

视ꎬ 用以维护他们的精神天堂ꎮ 正因如此ꎬ 主人公被父亲责骂为 “无用的东西”④ꎬ 这也是他在书中

的唯一称谓ꎬ 除此之外ꎬ 并无世俗意义上的名字ꎮ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中的主人公无名无姓ꎬ 本身就是象征性的、 符号性的存在ꎮ 从历史沿革上

看ꎬ “无用人” 延续了瓦肯罗德的 «音乐家约瑟夫伯格林发人深省的音乐生涯» 中的与生活不可调

和的音乐家形象ꎻ 蒂克 «弗兰茨斯坦恩巴尔德的漫游» 中的以精神满足为唯一追求的孩子般单纯

形象ꎻ 更是诺瓦利斯笔下 “蓝花” 意象的具象化体现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夏多布里昂笔下的永不与

现实握手言和、 对理想病态执着的 “世纪病” 形象、 拜伦笔下的唐璜和恰尔德哈洛尔德的与现

实隔绝的孤傲人格ꎬ 甚至瑞普凡温克尔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坚守内心希求的情形ꎬ 都是 “无
用人” 的不同表现方式ꎮ 无名无姓的 “无用人” 是浪漫主义主人公标本一样的存在ꎬ 它抛弃了单个

浪漫主义主人公的特定背景与诉求ꎬ 而是以 “无用” 二字概括了其核心要义ꎬ 即对现实世界的无为

与背弃和对精神理想的渴望与坚守ꎮ 这个形象本质上代表了浪漫主义人物的核心特点ꎬ 即具有脱离现

实的理想主义诉求ꎬ 无法从事有实际意义、 有生产价值的工作的普遍特征ꎬ 或者说是面对理想的无限

感和面对现实的无力感ꎮ
如果说 “无用人” 代表的是无法与世俗相融相交的纯粹理想形态的话ꎬ 那么父亲代表的自然是

现实世界与功利思想ꎬ 是逼迫浪漫主义者放弃精神执着、 直面现实的对立面ꎮ 被现实指责、 与现实形

成强烈对立几乎是所有浪漫主义人物的共同命运ꎮ 仅从浪漫主义者的人生经历看ꎬ 几乎所有的浪漫主

义作家都有与现实交恶、 在现实世界被视为 “无用人” 的经历ꎮ 拜伦怒而离开英国的叛逆行为、 雪

莱的求学经历与婚姻历程都饱受抨击的现实、 济慈在短暂的生命中几乎从未得到现实的认可与尊重的

尴尬境遇ꎬ 都是 “无用人” 不见容于世俗社会的证明ꎮ 而这几位诗人的英年早逝似乎更加尖锐和悲

怆地表明其与现实世界的对立ꎮ 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同样如此: 瓦肯罗德 ２５ 岁便离开人世ꎻ 诺瓦

利斯则于 ２９岁辞世ꎮ 诚然ꎬ 并非所有浪漫主义作家都以早夭的结局来证明其对现实世界的厌恶与摈

１０２“无用人” 与浪漫主义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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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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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ꎬ 也有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得以高寿ꎮ 而在这些高寿作家的生命轨迹中ꎬ 一定存在着由于其与现实不

能握手言和而遭遇现实重击的经历ꎮ 华兹华斯在生活中一直靠舅舅接济ꎬ 在舅舅对他的革命激情失望

后停止接济ꎬ 他的生活便无以为继ꎬ 最后只有依靠妹妹生活ꎮ 夏多布里昂因直率表达自我而几经起

伏ꎬ 蒂克也因在生活方式与创作主旨上无法向现实妥协而生活窘迫ꎬ 一生漂泊ꎮ 对 “无用人” 来说ꎬ
放弃内心的坚持 “就等于把自己交给非人的迂腐生活”①ꎬ 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ꎬ 因此他们普

遍向内用力ꎬ 将全部的生命用于精神与情感的完整与独立ꎮ 他们从主观上厌倦社会规范与家庭原则ꎬ
这种主观主义通常表现得非常独断和绝对ꎬ 带有一种 “志在被人误解”② 的贵族气派ꎮ 他们从不将任

何世俗意义上的价值原则与目标指向作为其生命范畴中的任何构成ꎬ 普遍把追求世俗的满足视为平

庸ꎮ 事实上ꎬ “无用” 本身就是他们对于现实极度疏离和厌倦的直接表达ꎬ 是他们对于精神性的最坚

定的守护ꎮ 正是由于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安放生命ꎬ 因此便 “转向文学ꎬ ‘逃向神奇的世界’ꎬ 因为他

们的精力在封闭的社会中没有出口”③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无用人” 不需要姓名ꎬ 姓名本身就是现实身份的体现ꎬ 放弃现实的姓名与身

份ꎬ 使自己完全置身于现实之外ꎬ 并通过 “无用” 这种蔑视现实的方式ꎬ 来表达其对精神的无限推

崇ꎮ 艾兴多夫塑造的无名无姓的 “无用人” 使 “无用人” 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群像的概念化表达和浪

漫主义精神的浓缩ꎮ “无用人” 既是对浪漫主义整体形象的综合归纳ꎬ 又是对浪漫主义核心思想的形

象化阐释ꎻ 既是浪漫主义者的精神自传ꎬ 又是浪漫主义所追寻的价值观的呈现ꎮ

二、 “无用人” 的 “漫游”

　 　 如上所述ꎬ “无用人” 以最直白、 最典型的方式阐释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内在逻辑ꎬ 成为浪漫主义群

像的一个典型符号ꎮ 在书中ꎬ “无用人” 实现浪漫主义精神追求的路径则具体化为 “漫游”ꎮ 纵观浪漫

主义者的生存方式及其创作文本ꎬ 不难发现ꎬ “漫游” 几乎是所有浪漫主义作品的核心情节ꎬ “漫游”
不但构成了浪漫主义者的生存方式ꎬ 而且承担着浪漫主义思维逻辑的外化作用ꎮ 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致

力于对非现实事物及非现实行为进行追求与歌颂ꎬ 达成非现实追求的具体路径也由此呈现出众多样式ꎬ
其中ꎬ 漫游是最为核心、 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ꎮ 也可以说ꎬ 所有的追求路径本质上都是一种 “漫游”ꎬ
因为 “漫游” 的逻辑内核是脱离现实ꎬ 指向遥远与未知的理想世界ꎮ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正是以无用

人的 “漫游” 过程展现出浪漫主义精神追求的过程与结果ꎮ 他因拒绝从事有任何实效的生产劳动ꎬ 被作

为 “现实” 世界代表的父亲赶出家园ꎬ 由此ꎬ “漫游” 成为他全部的生活内容ꎮ
我看到身边那些老熟人、 老伙伴们都走向田间劳作ꎬ 像昨天和前天一样辛苦地耕田ꎬ 他们将来

也将永无止息地劳作ꎮ 而我则要在广阔的世界漫游了ꎬ 想想就让我内心充满了隐秘的欢乐ꎮ④

这种隐秘的快乐在 “无用人” 故事的字里行间被表露无遗ꎮ 艾兴多夫对 “无用人” 漫游过程进

行描绘时大多用 ｍｅｒｒｙꎬ ｐｒｅｔｔｙꎬ ｄｅｌｉｇｈｔｆｕｌꎬ ｊｏｙｏｕｓ和 ｇａｙ 等欢快的词语ꎬ 而且经常反复使用这些词语ꎮ
它们将 “漫游” 过程装饰成摆脱现实忧虑、 现实羁绊的完美途径ꎮ 在论及 “无用人” 能够达成 “漫
游” 的快乐并由此实现全部理想的原因时ꎬ 艾兴多夫则将其解释为上帝的偏爱与恩赐ꎮ

受上帝钟爱ꎬ 被上天眷顾ꎬ
他得以在广袤的世界漫游ꎮ
无论田野森林ꎬ 小溪山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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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目光所及ꎬ 必惊喜久久ꎮ

留在家中的人是多么愚蠢ꎬ
永远无法感受晨光的美好ꎮ
卑微地在土地上挥洒艰辛ꎬ
永远承受琐碎忧虑的煎熬ꎮ①

“浪漫主义者试图通过比他者怀有更强烈的欲望这一点来证明自己的自发性ꎬ 亦即他的神性ꎮ”②

因此ꎬ 上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浪漫主义者强烈的内心欲望ꎬ 即精神力量或者心灵力量ꎮ 这个神秘力量

解决了达成 “漫游” 理想的所有具体问题ꎬ 似乎浪漫主义者因此获得躺着就能获得幸福的特权ꎮ 将

“漫游” 视作摆脱现实、 实现理想的途径ꎬ 正是将心灵的力量无限放大的结果ꎮ 这个理想世界只与心

灵有关ꎬ “心灵高踞宝座ꎬ 但是作为纯粹的心灵ꎬ 则毫无理性和明朗可言”③ꎮ 在这个逻辑中ꎬ 一切现

实的、 具体的、 世俗的因素都被排除在外ꎮ “早在 １６５０ 年的英国ꎬ ‘浪漫的’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ｋ) 就用来指

称冒险的、 奇妙的、 荒唐的或者非现实的事物ꎮ”④ “漫游” 本身具备了浪漫主义者所崇尚的冒险、
奇妙、 荒唐等所有非现实的因素ꎮ

很多浪漫主义者的全部人生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漫游ꎻ 瓦肯罗德在短暂的 ２５ 岁生命中大多在漫

游ꎻ 蒂克同样如此ꎬ 只要时间允许就经常外出漫游ꎻ 诺瓦利斯在选择笔名时ꎬ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Ｎｏｖａｌｉｓ”ꎬ 意为拓荒、 漫游ꎻ 华兹华斯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漫游史ꎬ 他先是出游法国ꎬ 在失意后选

择远离现实喧嚣的湖区作为漫游场所ꎻ 拜伦和雪莱的一生就是一部永不停歇的漫游历程ꎬ 只有死亡才

能使他们停止漫游的脚步ꎮ
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更是以各种奇幻的漫游历程作为创作主题ꎮ 瓦肯罗德唯一的作品 «一个热爱

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 从本质上就是漫游的直接体现ꎮ 小说的结构随意松散ꎬ 毫无固定规范ꎬ 情

节没有关联ꎮ 这种创作方式本身传达的正是漫游所指涉的随意性ꎮ 瓦肯罗德在书中对中世纪的推崇与

礼赞本质正是精神漫游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在现实中远走他乡ꎬ 而是在精神上向遥远的地方游历ꎮ 蒂

克的创作则直接以漫游为题: «弗兰茨斯坦恩巴尔德的漫游»ꎮ 主人公卢卡斯凡莱顿漫游了欧

洲最重要的绘画艺术中心ꎬ 他在路上观赏风景、 谈论艺术、 吟唱歌曲ꎬ 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圆满的爱

情ꎬ 与 “无用人” 的漫游如出一辙ꎮ 诺瓦利斯笔下的海因利希同样是不停地漫游ꎬ 不过他的漫游是

在梦中ꎬ 因此其漫游历程更加奇幻美妙ꎮ 他游历东方古国ꎬ 看到了战争与美景ꎬ 甚至在梦中自己能在

水中畅游ꎬ 能成长为花朵ꎬ 也能体验荒莽森林的惊险ꎮ 著名的蓝花意象昭示了其漫游的全部真相: 远

离现实世界的纯理想之美ꎮ 拜伦笔下的漫游故事也是浪漫主义漫游情节的代表之作ꎮ 不论是著名的

«唐璜» 还是 «恰尔德哈罗尔德» 等作品ꎬ 漫游都是其唯一的情节ꎮ 雪莱 «麦布女王» 中的

“漫游” 则直指未来ꎬ 通过描述未来理想世界的方式达成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对理想世界的期待ꎮ
济慈以夜莺的叫声为载体ꎬ 达成飞越现实、 忘记伤痛的理想之旅ꎮ 勃伦塔诺则以不断地体验爱情的刺

激作为精神漫游的形式ꎮ 这些爱情上的痛苦恰恰成为他们精神上骄傲的资本ꎬ 因为这些不断更新的爱

情体验确保了他们与凡俗的现实划清界限ꎮ 可见ꎬ 远离现实是漫游情节的内在动力ꎬ 这个核心动力使

得 “漫游” 本身具备了更加广阔的范畴ꎮ 也就是说ꎬ 漫游的形式并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远走他乡ꎮ
以逃离现实为基础的 “漫游” 包括回归古代、 到达未来ꎬ 甚至是飞越现实、 达至空幻领域的精神

“漫游”ꎮ 齐奥科斯基曾指出这样一个现象ꎬ 即 “弗雷德里希最著名的绘画 ‘雾海上的漫游者’ 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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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几本关于德国浪漫主义著作的封面”①ꎮ 浪漫主义的全部精神可以通过一幅漫游的画面得以体现ꎬ
不仅证明了漫游作为浪漫主义行为方式与表达方式的重要意义ꎬ 同时也说明了漫游精神与浪漫主义思

想的高度契合ꎮ 浪漫主义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 “漫游” 史ꎬ 浪漫主义作品从本质上讲都是 “漫游”
精神的不同表现方式ꎬ 浪漫主义者渴望通过漫游ꎬ 寻找 “一条内心观照之路ꎬ 在这条路上可以直接

看到事物的本质”②ꎮ
“漫游” 所包含的远离现实、 追求理想世界的核心逻辑主导着 “无用人” 这部作品的核心故事ꎮ

抛弃了复杂的故事结构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之后ꎬ 整个故事呈现出一个凝缩的浪漫主义漫游的元

结构ꎮ “无用人” 图表化的漫游历程本身ꎬ 使得该作品在情节铺陈与结构安排上都缺乏精密与细腻ꎬ
然而正是这种省去了所有枝叶的 “漫游” 情节ꎬ 才突显出该作品的符号化本质ꎮ 在漫游过程中ꎬ 他

只凭借不谙世事的单纯与唱歌弹琴的本领就得到赖以为生的各种条件ꎬ 甚至得到美女的青睐ꎬ 成就了

田园诗般的美好爱情ꎮ 这种理想追求路径同样体现在众多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 蒂克笔下的斯坦恩

巴尔德也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爱与欢乐ꎻ 歌德笔下的威廉迈斯特则是通过投身戏剧的方式逃离平庸

与狭隘的现实世界ꎻ 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将理想毫无根由地投射到遥远的美洲ꎻ 缪塞笔下的奥克塔

夫则一厢情愿地把理想设定为像父辈那样在疆场收获荣耀ꎻ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拜伦则以与英国断绝关

系的勇气ꎬ 追求唐璜那样可以凭借激情纵横世界、 经历情场与战场的许多奇遇的人生ꎻ 甚至于美国

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瑞普凡温克尔ꎬ 同样期待不用做任何家务、 不用听老婆唠叨、 不承担任何责

任、 不理会任何现实利益的自由生活ꎮ 这些通达理想的路径在本质上都是 “漫游” 的不同体现形式ꎬ
与 “漫游” 具有同样的功能ꎬ 都是浪漫主义者脱离现实建构理想的情感路径ꎮ 这些路径成功地使浪

漫主义者将现实排斥在外ꎬ 在自我设置的情感领域内无所不能ꎬ 无论是其生活方式还是其创作指向ꎬ
都以背离现实为基础ꎬ 使其建构的理想天国唯美而空幻ꎮ “无用人” 用全部的力量赞美 “自然的欢

乐ꎬ 点亮了浪漫主义者心中的理想生活: 被爱的力量所包围ꎬ 被飞翔的幻想所环绕ꎮ 它描绘了美善与

幸福合二为一的美好世界ꎬ 它赞美丝毫没有现实主义色彩的、 完全反功利主义的哲学观”③ꎮ 这几乎

是所有浪漫主义理想的终极写照ꎮ 浪漫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和尝试ꎬ 致力于 “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

东西ꎬ 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ꎬ 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④ꎮ 浪漫主义者的这种追求路径

在本质上脱离了现实ꎬ 使自己的理想轻易地在情感领域和想象界得以达成ꎬ 而这种达成方式却使得他

们的理想天国只能作为幻象出现ꎮ “由于对现实不满而感到绝望ꎬ 便伸手抓扑一无所有的空气ꎬ 一味

追逐着幻象ꎬ 并且执拗地想赋予这些幻象以生动的形体ꎮ”⑤ 通过这种架构在情感领域中的虚幻路径ꎬ
“无用人” 们在根本未与现实达成任何和解、 未对理想进行任何实质建构的情形下ꎬ 却达成了其全部

精神理想ꎮ “无用人” 们 “致力于理想主义思想ꎬ 认为感性认识在存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ꎬ 然而

对于有着重要作用的感性认识的基础是什么ꎬ 却一直未能回答”⑥ꎮ “无用人” 形象所追求的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气味、 一种颜色、 一种无法触摸的感觉ꎬ 一种属于心灵的遥远的不可企及的美好ꎬ 他们通

过拒绝承担任何现实责任的方式达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生活ꎮ
“无用人” 的欢乐 “漫游” 史终究因其建构路径的虚无空幻而成为象征性的存在ꎬ 其所追求的理

想的空幻性以及建构路径的虚无性都使得浪漫主义者的精神内核极其强大ꎬ 但实际价值却非常虚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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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ꎬ 他们的反抗从本质上说是无现实基础的ꎬ 其理想只是彼岸神秘的幻影ꎮ 他们只能在想象的

世界中威风凛凛ꎮ 这就提出了浪漫主义者们所面临的最关键问题ꎬ 即空幻的理想无法落地ꎬ 无法真正

地起到改良现实的作用ꎬ 反而因为其远离和抛弃现实ꎬ 使自己成为反现实的一种存在ꎮ

三、 “无用人” 与浪漫主义思维逻辑悖论

　 　 “无用人” 于现实的百无一用和在精神领域中的无所不能表明ꎬ 浪漫主义者运用情感的力量建

构脱离现实的理想天国的能力ꎬ 一方面能够在精神领域内实现自我解放ꎬ 一方面又因其精神解放与现

实的脱离而导致最终的自我删除ꎮ
如上所述ꎬ 通过反叛与摈弃现实ꎬ “无用人” 通过在心灵领域建构起虚拟的理想世界ꎬ 最终达成

了自我解放ꎮ 由于这种反叛和解放以个性的、 丰富的、 没有边界的心灵世界为基础ꎬ 所以并不会触动

真正的现实ꎬ 因而这种反叛和解放极为彻底与极端ꎮ
浪漫主义的反叛姿态更肆无忌惮、 无所不及ꎬ 个人弃绝的不仅是他自己的社会ꎬ 而且是在社

会中生存的原则本身———这意味着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后的艺术家常常拒斥一切政治活动ꎬ 认

定它们外在于自我、 过于务实而庸俗ꎮ①

“无用人” 们从不把目光放在现实世界ꎬ 而是致力于通过自我精神的力量使自己 “从外部的力量

得以解脱”ꎬ② 由此回归完全属于自我的、 最纯粹的理想世界ꎮ 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没有物质利益ꎬ 没

有庸俗事物ꎬ 心灵因而得到了完全而纯粹的自由ꎮ 正如哈兹里特所说: “没有什么比人的希望更崇

高ꎬ 没有什么比人的心灵更深邃ꎮ”③ 这便是 “无用人” 的自我解放之路: 在虚拟的世界里得到自

由ꎬ 在虚拟的理想中安享幸福ꎮ
浪漫主义文学展示给我们的主人公形象是这样的: “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办法在山顶上虚度光阴ꎬ

他们总能悠闲自得地在旅行中感悟生活ꎬ 或者没日没夜地在酒馆客栈中狂欢ꎮ”④ 而这个理想图景的

致命缺陷就是ꎬ 这种美好生活没有根基ꎮ 浪漫主义文学笔下人物为世界提供的是 “荒诞现实的美学

动力”ꎬ⑤ “ ‘浪漫的’ 人物在生活中发泄他神经过敏的忧郁情绪ꎻ 他灰心丧气ꎬ 与社会隔绝ꎻ 他在艺

术中营造一个替代性的世界ꎮ”⑥ 因此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是与现实相背离的ꎬ 是虚拟的、 空幻的ꎮ
“在 １８世纪和 １９世纪早期ꎬ 人们便已经将想象力视作展现魅力的方式ꎬ 或是疗伤的手段ꎬ 或者诗歌

的工具”ꎬ⑦ “无用人” 是这种方式的极端实践者ꎮ 他们太过沉溺于想象中的虚幻世界ꎬ 似乎在那个

世界里享受着终极的自由ꎬ 而在世人看来ꎬ 他们则是摒弃现世、 弃绝俗物的不合时事之人ꎮ 正因为如

此ꎬ 浪漫主义者ꎬ 尤其是 “无用人” 们一般都为当时的社会所诟病ꎬ 这种诟病却进一步促使他们更

加放开手脚地投入到想象世界的幸福、 彼岸世界的自由中ꎬ 并把那种自由视为生命ꎮ “无用人” 以摒

弃现实的方式将理想烘托成毕生的唯一目的ꎬ 而他们的理想一则因为与现实无关而显得空前绚丽ꎬ 二

５０２“无用人” 与浪漫主义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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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因为脱离现实而无比虚幻ꎮ
正是精神与情感领域中的无限自由导致了浪漫主义思维逻辑的第二个特点ꎬ 即自我删除ꎮ “无用人”

在没有现实羁绊的世界中随随便便达成了理想ꎬ 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们情感理想的直接而又象征化的表

达ꎮ 换句话说ꎬ “无用人” 所直面的现实世界显然并非真正的现实ꎬ 而是浪漫主义作家经过情感投射的

情感现实ꎮ 浪漫主义者可以用情感的力量将其所认识的现实描述为庸俗不堪的模样ꎬ 从而建立必须离开

现实的决心ꎮ
这些情感张扬、 专横孤傲的个体英雄所能达成的也只能是唐璜那样的灿烂瞬间ꎬ 却无法到达任

何有实际内容的终点ꎮ “ ‘拜伦式英雄’ 都猛烈地与命运开战ꎬ 并沉浸在飘忽不定ꎬ 或者说是虚幻无

果的光荣之中ꎮ”① 雪莱的理想天国的建构也是通过普罗米修斯的呐喊而达成ꎬ 从未见任何具体的建

构方案与思路ꎮ 与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相比ꎬ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堂璜» 等浪漫主义作品

显然更加华丽、 更加壮观ꎮ 如果尽力摘除这些诗剧的华美枝叶的话ꎬ 可以看到这些诗剧与 «一个无

用人的生涯» 在结构上惊人的相似ꎬ 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全部力量也与 “无用人” 一样ꎬ 致力于反抗

其所诅咒的现实ꎬ 同时建构其情感世界中的理想天国ꎮ “无用人” 们歌唱理想实现的时候ꎬ 却是致命

的问题出现之时ꎮ 这正是浪漫主义思维逻辑的无解悖论———义无反顾地背弃和摧毁ꎬ 然后莫名其妙地

建立与达成ꎮ 济慈仅通过夜莺的叫声就领略了香气迷人、 鲜花满地的美好世界ꎻ 诺瓦利斯则借助

“蓝花” 达成了理想追求ꎮ 拜伦的唐璜则不幸地由于拜伦的早逝未能达成理想ꎬ 而拜伦的早逝从建

构逻辑的角度来看ꎬ 何尝不是拜伦对其理想王国建构过程的迷惑与绝望ꎮ 同样ꎬ 雪莱将 “美好的日

子终究会来临”② 视为自己的 “诗歌的总纲”③ꎬ 他致力于书写那个世界乌托邦式的美好ꎬ 但却从未

就其建构的具体路径做出任何说明ꎬ 理想的绚美和建构的无力使得雪莱的所有理想只能像肥皂泡④

一样归于破灭ꎬ 这也是雪莱最终选择 “隐蔽式和冲动式的自杀”⑤ 的根本原因ꎮ
由此可见ꎬ 由于建构路径的虚幻性和不可靠性ꎬ “无用人” 们的理想天国是经不住推敲的ꎮ “无

用人” 在心灵领域达成了终极自由之时ꎬ 就是他们对现实的建构能力、 影响能力戛然而止之时ꎮ 正

如麦克盖恩所说ꎬ “浪漫主义是对思想意识的历史逃避”⑥ꎮ “无用人” 对于心灵自由和空幻理想的追

求最终演绎为一个窘境: 完美的世界只有在虚幻的层面得以实现ꎬ 而一旦将这种虚幻安放于现实世

界ꎬ 就会粉碎到没有踪迹ꎮ 这便是浪漫主义的自我删除特性: “倘若它突破其情感层面的界限ꎬ 就会

摧毁整个社会ꎬ 同时也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ꎬ 摧毁自身的制高点ꎬ 最终埋葬自己ꎮ”⑦ 也就是说ꎬ “无
用人” 所追求的理想永远不会在现实世界产生任何积极影响ꎬ 或者说 “无用人” 的理想建构在现实

中是无能的、 无法存在的ꎬ “无用人” 们只能在自我划就的精神领域内自顾自地喋喋不休ꎬ 我行我

素ꎬ 却永远不可能触动现实ꎮ 阿瑟洛夫乔伊在 １９２３年甚至对浪漫主义做出这样的批评ꎬ “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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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学与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丑闻”①ꎮ
这再次证明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逻辑: 在想象领域中的无所不能和在现实中的无能为力ꎮ “浪

漫主义的主题都是关于裂痕的浪漫主义者一方面渴望包围裂痕ꎬ 一方面又否认裂痕的存在ꎮ”②

换句话说ꎬ 浪漫主义者正是因为看到了现实的庸俗与缺陷ꎬ 期待通过努力达成对现实的改变才致力于

想象世界的理想建构ꎬ 而当他们建构起美好的理想天国之后ꎬ 才发现这个天国其实已经因为远离现实

而成为空中花园ꎮ 由于与现实无关ꎬ 因此 “无用人” 们的精神昂贵而又虚弱ꎬ 通体光明却又一无是

处ꎮ 正如阿诺德对雪莱的描述ꎬ 他们是 “华而不实的天使ꎬ 徒劳地在真空中拍打着闪闪发光的翅

膀”③ꎮ
这正是浪漫主义的致命悖论ꎮ 浪漫主义者们对现实感到失望ꎬ 敏锐地觉察到 “裂痕” 在现实世

界的种种存在ꎬ 于是便渴望通过自身的力量修复这些裂痕ꎬ 从而建构完美的理想世界ꎮ 问题在于浪漫

主义者在这种尝试改善与修复的过程中ꎬ 却用力过猛ꎬ 将想象、 情感、 心灵、 艺术推崇到了极高的地

位ꎬ 轻易地实现了在这些虚幻领域中的理想建构ꎬ 却因此再也无法回归现实ꎬ 修复裂痕ꎮ 同时ꎬ 由于

他们在全力建构虚幻理想世界的过程中丢弃了现实ꎬ 因而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误解、 质疑甚至是指

责ꎬ 这些负面信息使得浪漫主义者越发蜷缩在自我构建的精神世界中ꎬ 形成了与现实更加尖锐的对

立ꎬ 最后只能在与现实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自我消亡ꎮ 戴维朋特说ꎬ 浪漫主义可以被解释为 “回声

和毁灭”ꎬ “正是回声带来了毁灭ꎬ 反之亦然ꎮ 空荡荡的风景中有太多的回响ꎬ 最终毁掉了由传统而

来的确定性”ꎮ④ 浪漫主义文学正是生发于 “空荡荡的风景中”ꎬ 由于与现实一步步地割裂与对立ꎬ
最终成就了一种自我删除的姿态ꎮ

通过对 “无用人” 群像的剖析与阐释ꎬ 可以更加清晰地洞见浪漫主义文学的内在逻辑与目标指

向ꎮ “无用人” 以建构精神理想为目的ꎬ 不惜以放弃现实为代价ꎮ 这种追求理想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空幻的、 虚无的ꎬ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ꎬ “无用人” 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将精神、 个性、 情感和想象

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ꎬ 形成了一场情感风暴和理想风暴ꎮ “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巨大而激进的改

良ꎬ 浪漫主义运动之后ꎬ 一切都与从前不一样了ꎮ”⑤ “无用人” 们追求理想的方式虽有片面和过激

之处ꎬ 虽然因不能触动和改良现实而体现出虚弱本质ꎬ 但是 “无用人” 通过把理想无限放大、 无限

推崇的方式使被现实束缚的世界猛然间意识到了生命的另一层面与另一范式ꎬ 开启了浪漫主义对理想

进行不断界定、 更新追求方式、 变更追求路径的过程ꎮ “浪漫主义的本质就是变化与不断形成ꎬ 停滞

和固定永远与浪漫主义无缘ꎮ”⑥ “无用人” 是这个追求过程的逻辑梳理ꎬ 也是这个追求模式的内核ꎮ
因此ꎬ “无用人” 的形象是浪漫主义者一心寻求主观理想与主观情感的表现方式ꎬ 是浪漫主义思维模

式及价值体系的极端外化ꎮ 对 “无用人” 形象特点的梳理与探究ꎬ 是理解浪漫主义文学逻辑内核的

重要依据ꎬ 同时也是构建浪漫主义思维模式的主要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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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建红ꎬ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刑事诉讼法、 司法制度ꎻ 许晏铭ꎬ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博士生ꎬ 专业方

向: 刑事诉讼法ꎮ
　 　 ①　 本文所称的监察调查ꎬ 除特别指明的外ꎬ 仅指监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所进行的调查ꎮ

论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

詹建红　 许晏铭

(中国海洋大学 法学院ꎬ 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 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ꎬ 是 ２０１８年修改 «刑事诉讼法» 的主要内容之一ꎮ 实现

这两者的衔接ꎬ 就是要在考虑监察调查活动特殊性的前提下ꎬ 将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协调

对接ꎮ 从目前存在的问题来看ꎬ 强化程序衔接的立法初衷短期内难以顺利实现ꎮ 两种程序衔接不畅存在司法

公信力减弱、 程序运行效率降低、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遇阻以及错案纠正成本增加的制度风险ꎮ 监

察体制顶层设计上的 “国家权力思维”、 科层式权力配置模式对于私人行动的先天排斥、 分离式立法缺乏对

职务犯罪取证特点的统一性考量、 将外部监督视为 “政治挑战” 等是造成这些风险的主要原因ꎮ 为了实现监

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顺畅衔接ꎬ 在宏观思路上应当引入程序思维ꎬ 秉持司法最终解决的程序原则ꎬ 并明

确调查活动的准司法性ꎻ 在具体措施上应当厘定程序运行中 “法” 与 “纪” 的界限ꎬ 赋予检察机关对监察人

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ꎬ 并建立被调查人权利救济的专门通道ꎮ
关键词: 监察调查ꎻ 刑事诉讼ꎻ 程序衔接ꎻ 程序思维ꎻ 准司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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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７日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北京市、 山西省、 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方案»ꎬ 标志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自此揭开了序幕ꎮ ２０１８年 ３月ꎬ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以下简称«监察法»)ꎬ
不仅从根本法层面确立了国家监察机关的地位ꎬ 还从组织层面和运行层面明确了监察机关的权力结

构、 人员组成、 职责范围和办案程序ꎮ 至此ꎬ 监察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与立法的 “横空出世” 相形见绌的是ꎬ 监察权运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ꎮ

从权力渊源上看ꎬ 监察机关的调查权实际上是从检察机关、 行政监察机关和党内纪检机关原有的权能

中转隶而来ꎬ 在权力的性质上具有一定的 “复合性”ꎮ 然而ꎬ 与权力性质的 “复合性” 相比ꎬ 权力的

运行程序却具有 “单一性”ꎮ 即在单一的程序中对被调查人所涉嫌的违反党纪、 行政法规和职务犯罪

的行为进行同步调查ꎮ① 所以ꎬ 这种单一的调查程序不仅需要实现权力的有效行使ꎬ 还必须满足程序

自身的运行规律ꎮ 而制约调查程序是否符合规律性的要素恰恰在于ꎬ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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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程度ꎮ① 如果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无法顺利衔接ꎬ 不仅会影响监察权行使的有效性ꎬ 更

容易导致监察权超出现有的权力范围成为一种 “超级权力”②ꎬ 继而影响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

正常运转ꎬ 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ꎮ
针对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修改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 作出了一系列回应ꎮ 这些回应主要集中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

重新界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适用的案件范围ꎻ 二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

审查起诉期限和补充调查权ꎻ 三是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时所应采取的强制

措施ꎮ 从内容上看ꎬ 强调更多的是司法机关对于监察机关在案件流转上的单方配合ꎬ 而非程序意义上

的相互衔接ꎮ 而程序衔接的关键应该在于彼此间的相互联系ꎬ 其实质应当是在考虑调查活动特殊性的

前提下ꎬ 将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协调对接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间

的分离依然存在ꎮ 需要进一步探究ꎬ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中存在哪些困境及造成困境

的原因ꎬ 应当如何强化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的衔接ꎮ

一、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现实困境

　 　 １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障碍

(１) 法律条文间在语义上的矛盾

法律条文间的衔接是程序衔接的前提ꎮ 尽管 ２０１８年修改通过的 «刑事诉讼法» 试图消除 «监察

法» 与 ２０１２年 «刑事诉讼法» 在某些规定上的冲突ꎬ 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相关条文在语义上的矛盾

之处ꎮ 如在通缉令的发布方面ꎬ ２０１８年 «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５５ 条规定ꎬ 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的前提

是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ꎬ 但是依据 «监察法» 第 ２９ 条规定ꎬ 监察机关可以自行决定

对在逃的被调查人进行通缉ꎬ 并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ꎮ 这里的问题在于ꎬ 如果说 “留置” 不同于

“逮捕”ꎬ “被调查人” 不同于 “犯罪嫌疑人”ꎬ 监察机关又有何权力要求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呢? 又

如在不起诉的适用方面ꎬ 根据 ２０１８年 «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６条、 第 １７５条和第 １７７条的规定ꎬ 检察机

关享有法定、 酌定和证据不足而不起诉的决定或裁量权ꎬ 无需经过上级的批准ꎮ 然而依据 «监察法»
第 ４７条规定ꎬ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过程中ꎬ 发现存在 «刑事诉讼法» 所规定

的不起诉情形时ꎬ 必须经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审核批准ꎬ 才能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ꎮ 这种表述显

然与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不相符合ꎮ
(２)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权力范围存在交叉

程序与程序之间能否协调运转依赖于程序的参与机关能否各司其职ꎮ 如果分工不明ꎬ 必将导致程

序参与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发生冲突ꎬ 甚至导致程序自身分崩离析ꎮ 因此ꎬ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

衔接的前提是清晰界定程序参与机关的权力范围ꎮ 尽管有学者从理论上强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乃是一种对事的监督ꎬ 并且是针对刑事追诉中特定事项的有限监督ꎬ 而监察机关的监督则是一种对人

的监督ꎬ 是全面监督ꎬ 二者互为补充、 并行不悖”③ꎮ 但是正所谓 “事在人为”ꎬ 在实践中对 “事”

９０２论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

①

②

③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主要源于调查权与侦查权的 “同质性”ꎬ 这种 “同质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ꎬ 在权

力的渊源上ꎬ 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来源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ꎻ 其二ꎬ 在权力行使的目的上ꎬ 调查权包含了一定的 “求刑权”
色彩ꎻ 其三ꎬ 在权力的行使方式上ꎬ 监察调查较纯粹的党纪政纪调查更具强制力ꎮ 参见汪海燕: «监察制度与 ‹刑事诉讼法› 的衔

接»ꎬ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ꎮ
«监察法» 草案公布之初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风险: “从制度的设计看ꎬ 国家监察机构势必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态势ꎬ 预示着

新监察权将具有凌驾司法权、 行政权之上的超级权力ꎬ 甚至立法权的运作也在监察权的覆盖之下ꎮ” 参见张建伟: «监察至上还是三

察鼎立———新监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配置分析»ꎬ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龙宗智: «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ꎬ «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所作的调查必然与 “人” 相关联ꎬ 对 “人” 的调查和处分也必须以 “事” 作为基础ꎮ 因此ꎬ 这两种

具有 “同质性” 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抵牾ꎮ 尽管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 将

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范围限定于 “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犯罪行为”ꎬ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试图通过司法解释列明具体的罪名ꎬ 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解

释都未能真正解决调查与侦查间的权力交叉ꎬ 也未能给两种权力的冲突提供一个除 “沟通” 以外的

有效解决方案ꎮ①

(３) 调查程序的外部制约丧失

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作为司法机关ꎬ 与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高的独立性ꎬ 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程

序相比也具有高度的自治性ꎮ 但是自治性并不代表排除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ꎬ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外部

监督制约机制ꎬ 使得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各项程序能够相互衔接成为一个整体ꎮ 这种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尤其体现在涉及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方面ꎮ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ꎬ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

施逮捕必须获得检察机关的批准ꎬ 除此之外ꎬ 检察机关在诉讼的全过程中还需要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

审查ꎮ 但是反观监察调查程序中直接涉及被调查人人身权利的留置措施ꎬ 其适用仅仅需要 “监察机

关领导人集体研究决定” 即可ꎮ 除此之外ꎬ 针对留置的过程也没有设置任何审查制约机制ꎮ 同时ꎬ
对于监察人员在调查的过程中严重侵犯被调查人人身权利的ꎬ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不能展开立案侦

查ꎬ 只能由监察机关自行展开调查ꎬ 这就造成了监察人员违法成本大大降低ꎮ 但是ꎬ 由于监察权具有

高度的集中性和强制性ꎬ 在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ꎬ 就无法将权力的猛虎关进制度的笼

子ꎬ 而监察权的滥用也将不可避免ꎮ②

(４) 被调查人权利救济机制缺失

刑事诉讼程序并不只是为控制犯罪所设计的单纯调查程序ꎬ 其还是一种为被追诉者提供权利保障

的救济程序ꎮ 事实上ꎬ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ꎬ 权力救济都应该是程序运行的题中之意ꎮ 因此ꎬ 调查程序

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还依赖于被调查人能否在调查程序中获得相应的权利救济ꎮ 为保障刑事被追诉

人的基本权利ꎬ «国家赔偿法» 和 «刑事诉讼法» 共同为被追诉人提供了一整套权利救济谱系ꎮ 这套

谱系中既包含诉讼程序外的实体性救济权利ꎬ 如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ꎻ 也包括诉讼程序中的程序性救

济权利ꎬ 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权利、 委托辩护人的权利、 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 被会见的权利、
变更强制措施请求权、 解除强制措施请求权以及对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申诉控告权等ꎮ③ 但是监

察调查程序中ꎬ 作为同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被调查人仅仅能够获得事后的实体性权利的救济ꎬ 而无法

获得同等的程序性权利的救济ꎮ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ꎬ 由于控告、 申诉、 申请变更和解除强制措施的权

利只能由辩护律师行使ꎬ «监察法» 和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 在明确排除了被调查人聘请辩护律师

权利的同时ꎬ 实际上还间接地排除了被调查人的多项程序性救济权利ꎮ 一旦涉及侵犯被调查人基本权

利的事项ꎬ 只能依赖于被调查人的近亲属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提出申诉ꎬ 其有效性可想而知ꎮ
２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不畅的潜在风险

(１) 司法公信力的减弱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ꎬ 所谓 “法治” 是指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ꎬ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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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２４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规定所列犯罪时ꎬ 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监察委员会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ꎬ 应当及时与同级监察委员会

沟通ꎬ 一般应当由监察委员会为主调查ꎬ 人民检察院予以协助ꎮ 经沟通ꎬ 认为全案由监察委员会管辖更为适宜的ꎬ 人民检察院应当

撤销案件ꎬ 将案件和相应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送监察委员会ꎻ 认为由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更为适宜的ꎬ 人民检察院应

当将监察委员会管辖的相应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监察委员会ꎬ 对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继续侦查ꎮ”
龙宗智: «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ꎬ «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刘亚昌: «逮捕措施适用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ꎬ «人民检察» 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ꎮ



本身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ꎮ”① 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同ꎬ 原因就在

于其能够以更少的社会治理成本获得更多的社会秩序收益ꎬ 而法治建设能否实现依赖于社会公众能否

对司法产生信任ꎮ② 司法公信力一方面来自于法律文本的完善程度ꎬ 另一方面来自于法律所具有的信

赖价值ꎮ 从前者来说ꎬ 如果法律条文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歧义ꎬ 必然会导致公众对法律本身产生不信

任感ꎻ 从后者来说ꎬ 如果新出台的法律任意克减原有法律已赋予给公民的权利ꎬ 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

于法治的信任ꎮ 总的来说ꎬ «监察法» 出台的目的虽然旨在减少职务违法犯罪现象ꎬ 但是如果无法消

除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在程序规则上的矛盾ꎬ 甚至任意克减 «刑事诉讼法» 所保障的基本权利ꎬ 必

将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丧失ꎬ 继而影响国家整体的法治建设进程ꎮ
(２) 程序运行的效率降低

国家进行监察体制改革的诉求ꎬ 在于整合资源、 独立监察、 扩大覆盖面、 法纪衔接ꎬ 从而健全国

家监督组织ꎬ 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体系ꎬ 进而取得职务犯罪监督和预防之良

效ꎮ③ 在这些改革的诉求中ꎬ 最为关键的措施就是实现监察资源的集中ꎮ 对此ꎬ 制度的顶层设计者选

择了将司法、 行政和纪检这 “三驾马车” 整合为 “一马当先” 的体制建构方式ꎮ 但是ꎬ 监察资源不

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 财力、 物力ꎬ 权力本身也是资源的一种表现方式ꎮ 现代民主国家为防止

权力资源过分集中而侵犯公民权利ꎬ 将权力按照不同属性纳入了不同的体制中ꎮ 因此ꎬ 对于不同属性

的权力资源进行整合时ꎬ 就必然要从体制这个层面上考虑如何实现权力的合理配置ꎬ 如何界定权力的

适用范围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ꎮ 所以ꎬ 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衔接背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宏

观的体制衔接问题ꎮ 如果不能从体制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ꎬ 程序的衔接不仅无法实现ꎬ 还可能会导致

权力冲突和资源浪费ꎬ 最终降低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两者的运行效率ꎮ
(３)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遇阻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一方面涉及监察机关和其他诉讼参与者的法律地位ꎬ 另一方面也

影响着刑事诉讼各个参与者间的法律关系ꎮ 不仅如此ꎬ 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既指向党纪、 政务处分ꎬ
也可能成为指控职务犯罪的审前程序ꎮ 因此ꎬ 程序之间怎样衔接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的构造ꎮ 尽管在

世界范围内ꎬ 各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构造有着 “当事人主义” 或 “职权主义” 的不同特征ꎮ 但在今天ꎬ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ꎬ 其刑事诉讼构造都呈现出 “以审判为中心” 的特征ꎮ④ 针对

传统 “流水作业式” 的刑事诉讼构造下产生的程序失灵问题ꎬ 自 ２０１４ 年起我国也开启了 “以审判为

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ꎬ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审判权对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最终制约ꎮ 然而反

观监察调查活动ꎬ 其程序运行不仅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ꎬ 调查的范围甚至包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

官ꎬ 在这种制约机制下ꎬ 法官在职务犯罪的处理过程中能否做到独立公正可想而知ꎬ 更遑论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改革目标的实现ꎮ
(４) 错案纠正的成本增加

从诉讼认识的规律上看ꎬ 案件事实及其法律性质最终是可以被办案人员所认识的ꎮ 但在司法实践

中ꎬ 由于认识活动同时具有困难性和复杂性ꎬ 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办案人员永远不犯认识错误ꎬ 更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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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ꎬ 吴寿彭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１年ꎬ 第 １９９页ꎮ
桑本谦: «理论法学的迷雾———以轰动案例为素材»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ꎬ 第 ４４页ꎮ
秦前红、 叶波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年ꎬ 第 ８页ꎮ
“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构造以 “司法最终裁决” 和 “控审分离” 为理论基础ꎬ 并包含以下特征: 第一ꎬ 在侦查程序中ꎬ

普遍有一个中立的司法机构参与并负责就涉及个人基本权利的事项进行司法授权和审查ꎻ 第二ꎬ 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ꎬ 那些权利受

到限制的公民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发程序性裁判ꎻ 第三ꎬ 司法机构可以对检察机构所作的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进行司法审查ꎻ
第四ꎬ 法院通过法庭审判对审前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继续审查ꎻ 第五ꎬ 记载着控方证据和结论的案卷材料对法官不具有任何预定的法

律效力ꎻ 第六ꎬ 法院与检警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上具有极为明显的区别ꎮ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ꎬ 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ꎬ 第 ２７９－２８３页ꎮ



保证每一个案件都不存在认识错误ꎮ 错案发生的不可避免性正是由于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所导致

的ꎮ① 因此ꎬ 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救济程序ꎬ 并赋予了被追诉人一系列的

程序性权利ꎮ 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控辩对等的形式正义需求ꎬ 更是为了帮助无辜的被追诉人摆脱追诉机

关的单方强制、 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错案ꎮ 从近年的司法实践情况看ꎬ 大量错案的发现主要依赖于

“真凶落网” 或 “亡者归来”ꎮ 而职务犯罪案件中通常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受害人ꎬ 这无疑又少了一条

发现错案的渠道ꎮ 如果被追诉人在移送审查起诉前的程序性权利被立法剥夺ꎬ 其获得错案救济的机会

就会变得更加渺茫ꎬ 错案纠正的成本会因此而增加ꎮ

二、 造成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困境的主要原因

　 　 １ 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以 “国家权力思维” 为立足点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在方法上采用的是一种 “顶层设计加试点实践” 的模式ꎮ 所谓 “顶层设计”
是指ꎬ “国家最高决定层就 ‘深化改革’ 所指向的目标模式、 结构框架、 重点领域、 运行机制及成本

收益等方面的问题ꎬ 所作出的系统性安排和战略性部署”②ꎮ 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与单一的司法体制改

革不同ꎬ 更多地强调以 “主体或机关” 为视角切入ꎬ 然后再以 “主体或机关” 作为中心设计相应的

关系、 程序等ꎮ 这种思维方法优势在于ꎬ 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当前阶段的社会环境ꎬ 及时抓住改革的现

实契机ꎬ 从而促使预设的改革目标尽快落实ꎮ③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ꎬ 监察体制改革前ꎬ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 “一府两

院” 制度ꎮ 虽然理论上 “一府” 和 “两院”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相互制衡ꎬ 但是在现实的权力

行使过程中ꎬ 行政权却往往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ꎬ 且政府首长在级别上往往高于相应管

辖区内 “两院” 的首长ꎬ 这就造成了权力制约上的困难ꎮ 不仅如此ꎬ 由于此前政府直接控制着 “两
院” 的人、 财、 物ꎬ 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较为突出ꎬ 行政直接干预司法的现象屡见不鲜ꎮ
因此ꎬ 为了制衡一家独大的行政权力ꎬ 作为制度的顶层设计者必然需要以 “国家权力思维” 切入ꎬ
从权力的主体或机关的视角ꎬ 在 “一府两院” 以外增加 “一委” 来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ꎮ

以 “国家权力思维” 为方法选择的改革难免存在缺憾ꎮ 即这种改革方式往往更加关注机关权力

本身ꎬ 却将程序设计置于权力配置的次要位置ꎮ 然而ꎬ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ꎬ 司法权有其自身的功

能和运行规律ꎬ 司法程序运行的逻辑也不同于行政程序的逻辑ꎮ 一方面ꎬ 司法程序更加注重程序运行

的正当性而非效率性ꎻ 另一方面ꎬ 司法程序中所作出的决定必须依赖于合法的证据提供支持ꎮ 虽然将

部分司法权力拆分出来并进行重新整合的改革方式客观上有利于实现整体意义上的相互制约ꎬ 但是这

种改革方式极有可能导致司法程序违背原本的运行规律ꎬ 造成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困难ꎮ
２ 科层式权力配置模式对于私人行动的先天排斥

我国的宪法不是在各种理论学说和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中立ꎬ 而是选择了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

想ꎮ 在这样一个期望依照政治理想来对社会进行改造的能动型国家中ꎬ 司法活动必定要在很大程度上

肩负起政策实施的功能ꎬ 而强烈的功能主义导向必然会促使国家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相应的权力

结构ꎮ④ 这种情况下ꎬ 法治的推行不得不依赖于一套上通下达的官僚体系ꎮ 在这套金字塔式的官僚体

系中ꎬ 权力沿着阶梯状的层级缓缓向下流动ꎮ 每一个官员都是某一级梯队中的一个环节ꎬ 不同级别官

员都承担着自己相应的职责并小心维护着自己的职责范围ꎬ 最终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ꎮ 在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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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权力配置结构中ꎬ 也可以看到这一特征ꎮ 虽然在权力的来源上ꎬ 监察委员会的主任、 副主任及

其成员需要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任命产生ꎬ 但是在权力的运行方面ꎬ 监察调查活动在客观上

则遵循着 “监察一体化” 的路径ꎮ 上级监察机关在行政管理和案件办理的过程中ꎬ 始终领导着下级监

察机关的工作ꎮ 各级监察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协同一体而不是彼此独立ꎬ 共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

纪的行为展开调查ꎬ 从而保持较高的程序运行效率ꎮ
现代刑事诉讼与封建时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承认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ꎬ 并且通过赋

予其一系列的程序性权利ꎬ 以保障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的对等和充分参与ꎮ 这种地位的保障和权利

的实现ꎬ 通常依赖于被追诉人能够以私人的方式实施一定的诉讼行为ꎮ 然而诉讼中的这种私人行动在

监察调查人员看来ꎬ 既会扰乱调查程序的运行秩序ꎬ 也是他们监察不力或不尽职责的表现ꎬ 从而导致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在权利救济上的衔接缺乏相应的渠道ꎮ
３ 分离式立法缺乏对职务犯罪取证特点的统一性考量

现代意义上的 “法治” 实际上是一种 “形式法治”ꎬ 其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高度依赖法律条文

的确定性和统一性来明确国家和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ꎬ 从而为社会提供可持续的秩序输入ꎮ① 但是ꎬ
法治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ꎬ 即立法的统一性无法全方位照顾到个别案件自身的特点ꎬ 这就带来了形

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现实分野ꎮ
刑事立法的发展过程同样如此ꎮ 在法治理念的贯彻之下ꎬ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已从一种国家对被追

诉者的强制关系ꎬ 发展成为一种刑事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ꎮ 从这个意

义上看ꎬ 刑事诉讼法本身也可以被看做国家与公民就诉讼利益、 与诉讼有关的程序以及相关事项所达

成的一纸契约ꎮ② 这纸契约不仅涵盖了刑事案件的流转程序ꎬ 还界定了刑事诉讼中国家与公民各自的

权力及权利ꎮ 但是与形式实体法不同的是ꎬ 刑事诉讼法很难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确定个案的证明标准

以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ꎮ 这不仅有违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ꎬ 而且很难实现ꎮ
职务犯罪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犯罪ꎮ 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ꎬ 犯罪嫌疑人总是在金钱、 智力和社会地

位上较侦查人员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ꎬ 极易遭受侦查人员的引诱和摆布ꎮ 然而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犯罪

嫌疑人并非如此ꎬ 他们不仅在智力上通常高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ꎬ 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或享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ꎬ 这些都构成了直接提高犯罪控制成本的因素ꎮ 除此之外ꎬ 与一般的自然犯罪通常有明确

的被害人及大量的物证不同ꎬ 职务犯罪尤其贪污贿赂犯罪既无明确的被害人也缺乏客观可见的证据ꎬ
因而有学者戏称其特点为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ꎮ③ 在这种情况下ꎬ 如果职务犯罪与自然犯罪

需要适用相同的程序规则和证明标准ꎬ 无疑会进一步增加追诉职务犯罪的困难ꎮ 立法者之所以努力将

职务犯罪调查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并在概念和性质上区别 “调查” 和 “侦查” 的最重要原因在于ꎬ 通

常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相对统一的程序规定和证据规则不能妥善照顾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ꎬ 如果仅

从修改刑事诉讼法入手不仅会影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ꎬ 也会面临诸多技术上的困难ꎮ 因为对这一职务

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特点的过度强调ꎬ 才造成了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困境ꎮ
４ 政法合一的权力组织结构使得外部监督被视为 “政治挑战”
“党管干部” 是我国公务员人事管理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ꎬ 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干部的培养、 选

拔和任用方面ꎬ 还贯彻于对干部日常的教育、 管理、 监督等方面ꎮ «监察法» 第 ２ 条明确规定了党对

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ꎮ 对此有学者提出: “党对监察工作领导的正当性来源于党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权

限ꎮ 所谓 ‘领导’ꎬ 在内在含义上本身就包括教育管理和监督ꎮ 监察委员会在同级党委领导下ꎬ 通过

与纪委合署办公的形式ꎬ 对所有党员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进行监督ꎬ 对他们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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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ꎮ 这是强化党的领导、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体现ꎮ”①

监察机关这种 “政法合一” 的权力组织方式在我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模式下确实能起

到较强的监督管理作用ꎮ 虽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需要在组织和人事上接受党的领导ꎬ 但是他们在履

行各自职责ꎬ 作出行政决定或司法裁判时ꎬ 都不应该冠以党的名义ꎮ 与之不同的是ꎬ 监察机关所拥有

的一部分权力直接来源于党的组织机构内部ꎬ 并且是以实体权力的形式存在的ꎮ 这就带来了两个方面

的问题: 一方面ꎬ 诸如办案程序缺乏正当性以及案件事实缺乏真实性等问题在实践中难以绝对避免ꎬ
这就导致了纪检部门和党的形象很容易受其影响和损害ꎻ② 另一方面ꎬ 政法合一的权力组织结构也赋

予了监察机关以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ꎬ 使其极易将任何来自于外部的技术性监督视为对政治权威的挑

战ꎬ 从而导致监察调查程序难以与刑事诉讼程序建立真正的衔接ꎮ

三、 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基本路径

　 　 １ 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宏观思路

(１) 引入程序思维

所谓 “程序思维” 是指ꎬ “依据事物产生、 发展、 衰弱、 消亡的客观规律ꎬ 识别其中可能存在的

破坏民主、 侵犯人权、 违背法治、 削减制约等制度风险或价值漏洞ꎬ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手段予以规

范及引导ꎬ 从而保证该事物的发展与变迁符合现代宪法所认可的价值”③ꎮ 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

序的衔接过程引入 “程序思维”ꎬ 就是强调要尊重司法程序本身的内在运行规律ꎮ 正如约翰罗尔斯

所言ꎬ 司法程序所指向的是一种 “不完善的程序正义”ꎮ 有时即便科学的法律得到严格遵守ꎬ 司法的

过程被公正的引导ꎬ 亦无力挽回所有错误结果的发生———无罪之人被投入监狱ꎬ 有罪之人却得以逃之

夭夭ꎮ④ 因此必须清楚地意识到ꎬ 通过刑事制裁所输出的社会秩序有其增长的极限ꎬ 如果过分强调制

裁本身而忽视程序的正当性ꎬ 必然会导致程序违法的普遍发生ꎬ 继而从整体上贬损司法活动的社会公

信力ꎮ 虽然在国家权力间建立制衡机制并不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ꎬ 却是增强社会秩序的一种必

要手段ꎮ 以 “国家权力思维” 为立足点的改革措施忽略了程序内在的运行规律ꎬ 因此造成了监察调

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诸多困境ꎬ 不宜作为顶层设计的唯一选择ꎮ 而要理顺程序间的衔接通道、 强

化程序的秩序输出功能ꎬ 就必须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引入 “程序思维”ꎬ 将调查、 起诉与审判所组成

的程序作为一个整体ꎬ 并从总体意义上权衡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项要素ꎬ 充分考虑作为整体的犯罪

追诉及刑事诉讼活动对于社会秩序的输出能力ꎮ
(２) 秉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所谓 “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又称 “司法最终裁决原则”ꎬ 是指法院的审判是解决任何纠纷的最终

手段ꎬ 其包含三方面的含义: 其一ꎬ 凡是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纠纷都可以由法院依照法律程

序加以解决ꎻ 其二ꎬ 其他机关、 团体无法解决的纠纷ꎬ 都应当由法院通过审判的方式加以解决ꎻ 其

三ꎬ 在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就纠纷的管辖权发生竞合时ꎬ 法院的管辖具有优先性ꎮ⑤ 刑事

纠纷本质上也属于一种社会纠纷ꎬ 纠纷的主体是作为控方的追诉机关和作为辩方的被追诉人ꎬ 而纠纷

的内容包含案件的实体性争议与程序性争议ꎮ 因此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含义是指ꎬ 法院

的审判是解决刑事案件实体性争议和程序性争议的最终手段ꎮ 之所以强调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监察调

查和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ꎬ 其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ꎬ 程序的衔接涉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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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权力和多个参与者ꎬ 因此必须以审判权作为诉讼程序流转中的指挥ꎻ 其二ꎬ 无论是监察调查、 审查

起诉还是法院审判ꎬ 其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对刑事纠纷的合理解决ꎬ 而该目的的实现只能依赖于

中立的审判权来对纠纷双方的争议作出裁决ꎻ 其三ꎬ 除程序指挥和纠纷解决外ꎬ 审判权还发挥着规范

权力运行的作用ꎬ 如果缺乏来自审判权的制约ꎬ 必将导致调查权或起诉权偏离公正程序的界限ꎮ
(３) 明确调查活动的准司法性

“实事求是” 是党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 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ꎬ 也是

当前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方向保障ꎮ 所以ꎬ 正确看待监察调查活动的性质是强化监察调查与

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实践前提ꎮ 有观点认为ꎬ 监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ꎬ 在国家将反

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的情况下ꎬ 监察机关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机关ꎮ 因此ꎬ 监察活动也不是司法活

动ꎬ 而是政治活动ꎮ 应当承认ꎬ 全面贯彻从严治党的思想观念ꎬ 从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使是

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ꎬ 如果以同样的性质看待监察调查活动ꎬ 刻意地将监察调查与司

法活动相区分ꎬ 并不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方略ꎮ 作为政法机关ꎬ 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当然都有政

治属性ꎮ① 但政治属性应当作为一种权力的根本属性ꎬ 而不应用来定义某一项权力活动的性质ꎮ 调查

活动在目的、 内容和方式上与司法活动具有高度的 “同质性”ꎬ 刻意剥离这种 “同质性” 不仅在立法

技术上无法实现ꎬ 也会导致调查活动缺乏必要的程序规制ꎬ 也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机关日常的工作活

动ꎬ 甚至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ꎮ
若想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ꎬ 就不应将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视为两种性质完全对立

的活动ꎮ 最恰当的调整建议应该是ꎬ 采取类似界定公安机关活动属性的方案ꎬ 一方面承认权力本身的

复合性ꎬ 另一方面将监察活动定位为一种准司法活动ꎮ 这样一来ꎬ 既可避免 «监察法» 与 «刑事诉

讼法» 在法律文本上的冲突ꎬ 也能规范监察调查活动的运行ꎬ 从长远上形成监察权与司法权间的良

性互动机制ꎮ
２ 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具体措施

(１) 厘定程序运行中 “法” 与 “纪” 的界限

强化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ꎬ 一方面意味着刑事诉讼活动要包容监察调查活动的特殊

性ꎬ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调查活动要尊重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规律ꎮ 具体而言ꎬ 既要承认监察机关集

“党纪、 政纪和司法一体化” 的权力组织形式在现阶段有利于维护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ꎬ 同时应当

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基本构造ꎮ 为此ꎬ 就应当正确区分监察机关日常工作中 “法” 与 “纪” 的界

限ꎮ 对此有学者主张ꎬ 厘定监察调查程序中的 “法” 与 “纪” 界限ꎬ 在调查权的配置上应当实现所

谓的 “双轨制”ꎬ 即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分别设置 “党纪政纪调查机构” 和 “职务犯罪调查机构”ꎬ 实

现 “党纪政纪调查进而职务犯罪调查并行”ꎮ② 笔者总体上赞同这种主张ꎬ 但是从现阶段的改革情况

看ꎬ 这种 “双轨制” 的调查模式在短期内难以实现ꎮ 然而ꎬ 这并不意味着应当任由这种 “法纪合一”
的调查模式继续发展ꎬ 从而造成现代诉讼所必备的 “控辩对抗” 被 “调查至上” 所取代而最终沦为

不受约束的行政治罪程序ꎮ 基于此ꎬ 对于目前所实施的这种 “单轨制” 调查模式ꎬ 依然可以依照

“程序思维” 进行一定的调整ꎬ 使得 “法” 与 “纪” 在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方式上实现适当的分离ꎬ
即在承认监察调查权性质上 “复合性” 的基础上ꎬ 由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就被调查人的违法违

纪行为展开调查ꎬ 但是在调查结束后的处置上ꎬ 应当区分 “法” 与 “纪” 的界限ꎮ 对于被调查人涉

嫌职务犯罪的ꎬ 应当以监察机关的名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ꎬ 并且在法院作出判决前ꎬ 不宜对被调

查人作出政务 (或党纪) 处分ꎮ 而对于被调查人的行为仅构成违纪或违法的ꎬ 则应该以纪委的名义

或纪委和监察机关共同的名义ꎬ 对被调查人作出相应的党纪和 (或) 政务处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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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赋予检察机关对监察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

尽管 «监察法» 对于监察权的规范行使创设了一套内部监督机制ꎬ 但这种机制仅仅是监察权内

部的自我监督ꎮ 由于公开性和中立性十分有限ꎬ 这种自我监督方式不仅很难以实现立法者规范权力行

使、 实现权力间相互制约的立法初衷ꎬ 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公信力问题ꎮ① 而公信力却是刑事诉讼活动

生命力的根本保证ꎬ 因此ꎬ 如果不能对监察调查程序的合法性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ꎬ 不仅会对被调查

人的合法权利造成极大的损害ꎬ 还会造成审判机关不得不面对大量的非法证据ꎬ 继而影响监察调查与

刑事诉讼程序在证据运用上的顺利衔接ꎮ
毋庸置疑ꎬ 监察调查活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ꎮ 被调查人通常处于高度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ꎬ 调

查的事项也可能涉及公务秘密甚至国家机密ꎬ 如果过度强调调查程序的公开性ꎬ 采用广泛意义的外部

监督ꎬ 极有可能影响调查活动的效率ꎬ 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ꎮ 对此ꎬ 笔者主张采用一种 “相对合理”
应对方案ꎬ 即强调对监察人员调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ꎬ 赋予检察机关对于监察人员职务犯罪的侦

查权ꎮ 这样既有利于照顾调查活动的特点ꎬ 也可以通过结果控制来减少非法取证的可能ꎬ 继而保障监

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在证据运用上的顺利衔接ꎮ
(３) 建立被调查人权利救济的专门通道

无论是在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中ꎬ 对于可能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公权力行为ꎬ 都应设置一定的

救济措施ꎬ 赋予公民相应的救济权利ꎮ 然而ꎬ 正如前文所探讨过的ꎬ «监察法» 和新修改的 «刑事诉

讼法» 不仅排除了被调查人在调查阶段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ꎬ 还直接排除了其自行获得救济的可能

性ꎮ 对于监察机关作出的限制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决定ꎬ 只能依赖于其近亲属以向该决定机关提出申

诉的方式加以救济ꎮ 但由于被调查人的近亲属往往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ꎬ 也没有调查证据和会见被调

查人的权利ꎬ 很难为被调查人提供有效的救济ꎬ 因此必须建立对被调查人进行权利救济的专门通道ꎮ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考虑对检察机关进行赋权ꎬ 即扩充其程序性的救济职能ꎮ 对此有以下两点理由作为

支撑: 一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属于法律监督机关ꎬ 这一点是基于宪法规定推导得出的ꎻ 二是检察机关作

为公诉机关ꎬ 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承担着相应的证明责任ꎮ 在具体措施方面ꎬ 就是赋予被调查

人的近亲属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ꎬ 检察机关在收到申诉后ꎬ 应当要求监察机关对于活动的合法

性进行说明ꎮ 检察机关在听取监察机关派员说明的情况后ꎬ 认为其调查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况的ꎬ 可

以向从事该调查活动的监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ꎮ 监察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ꎬ 应当予以及时纠正ꎬ 并

将纠正结果书面通知检察机关ꎻ 如果调查人员涉嫌刑讯逼供或其他严重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利行为

的ꎬ 检察机关可以提出该监察人员回避或更换留置场所的检察建议ꎻ 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ꎬ 则应当进

行立案侦查ꎮ
综上ꎬ 刑事司法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ꎬ 所谓 “衔接” 不仅意味着程序中的权力主体在案件

流转上的相互配合ꎬ 更在于程序内形成合理的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机制ꎮ 这些机制能否得以形成ꎬ 不

仅有赖于明晰的顶层设计思路和程序思维的引入ꎬ 更有赖于各程序参与者在法治理念上达成共识ꎬ 共

同守护法治的底线ꎮ 从这两个方面看ꎬ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无疑是任重而道远ꎮ

责任编辑: 朱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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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ＢＦＸ１９２)ꎮ
作者简介: 田洪鋆ꎬ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国际私法、 国际商法ꎻ 张雪媛ꎬ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ꎬ 专业方向: 国际私

法、 国际商法ꎮ
　 　 ①　 参见黄进教授每年所做的 «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述评»ꎬ 郭玉军教授 «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的适用及其反思» 和

田洪鋆 «多维视角下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国际私法实践中的适用» 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所做出的司法数据统计ꎮ
　 　 ②　 «关于建立 “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发布会ꎬ ｈｔｔｐ: / / ｃｉｃｃ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 / １ / ２１８ / １９ / １５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１９日ꎮ

失去控制的灵活性: 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我国的适用及反思

田洪鋆　 张雪媛

(吉林大学 法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弹性ꎬ 一方面能够带来法律适用的灵活性ꎬ 另一方面会引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ꎮ
根据各自的法律传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形成了不同的针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控制模式和手段ꎮ 然而ꎬ 在司法

大数据的背景下ꎬ 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处于失控状态ꎮ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 既包括立法

方面的原因也包括司法方面的原因ꎮ 未来中国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增强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性的控制ꎮ
关键词: 最密切联系原则ꎻ «罗马条例Ⅰ»ꎻ 一带一路倡议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１５ꎻ Ｄ９９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１７－１１

最密切联系原则于美国冲突法革命时期诞生ꎬ 后被写入 «美国冲突法重述 (第二次) » (以下简

称 «重述 (二) » )ꎬ 因其对传统冲突规范机械性、 僵硬性的改良ꎬ 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所接受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我国正式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ꎬ 将其规定在 «涉外经济合同法» 中ꎬ 后几经立法变化ꎬ 目前该

原则被正式规定于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以下简称 «适用法» ) 中ꎮ 从实践来看ꎬ 最密切

联系原则已经是我国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主要原则ꎬ 有近 １ / ３ 的案件通过该原则的指引找到准据

法ꎬ① 从而获得最终的解决ꎮ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ꎬ ２０１８年 ６月ꎬ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国际

商事法庭ꎬ 专门审理具有较大影响的涉外商事案件ꎮ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在

«关于建立 “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发布会上指出: “商事法庭在外国法

的适用上ꎬ 会严格按照 «适用法» 的规定确定准据法ꎮ”② 因此ꎬ 可以预见ꎬ «适用法» 及其主要原

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将会在涉外审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对传统规则的批判和反思的产物ꎬ 其主要特点就是能够实现法律适用的灵活

性ꎬ 满足人们对于案件审理公正性的要求ꎮ 然而ꎬ 随着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相关的司法实践活动的增

多ꎬ 人们发现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虽然能带来法律适用的灵活性ꎬ 但是其引发的无约束的法官自由裁量

权、 案件审理结果的不一致以及当事人对于案件结果的可预期性下降等问题逐渐出现ꎮ 因此ꎬ 人们认

识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需要在其优点和缺点之间寻求平衡ꎬ 既发挥其法律适用灵活性的优势ꎬ 还

要解决因其过于灵活所导致的司法问题ꎮ 对此ꎬ 欧洲和美国相继展开了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

用的研究ꎬ 形成了不同的模式ꎬ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ꎬ 以期达到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限制ꎬ 确保在司法

实践中既能发挥其优势又能回避其不利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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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研究多数还停留在欧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关于灵活性探讨的层面

上ꎬ 偶有学者观察到最密切联系原则实施中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等问题ꎬ① 但对该问题的解决与对该原

则进行司法控制等问题还没有深刻的描述和分析ꎮ 立法上ꎬ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 法律适用的规则不断调

整ꎬ 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经过了几次立废ꎬ 目前形成了以 «适用法» 为主导的局面ꎮ 但是通

过该法仅能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弹性的规则和兜底性的条款ꎬ② 没有体现出控制其负面的消

极影响的思路ꎮ 上述理论和立法的状况导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出现很多问题ꎮ 本文收集整理了裁

判文书网从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３１日涉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案件共 １２４２件③ꎬ 对其进行

分类整理ꎬ 客观呈现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ꎬ 同时结合欧美实践分析问题背后

的原因ꎬ 以期提升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质量ꎬ 发挥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ꎬ 控制其带

来的消极影响ꎬ 使之能更好地为我国涉外案件的审理和 “一带一路” 建设服务ꎮ

一、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失去控制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ꎬ 几乎每三起案件中就会涉及一起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

案件ꎮ 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在这些案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ꎬ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受到

很好的限制ꎮ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案件及场合

«适用法» 第 ２条规定ꎬ 该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ꎬ 适用与该涉外民

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ꎮ «适用法» 第 ４１ 条规定ꎬ 当事人如果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ꎬ
适用特征履行和最密切联系原则ꎮ 这是目前我国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ꎬ 其中第 ２ 条是兜底原

则ꎬ 没有指明具体应用的场景ꎬ 只能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ꎮ 第 ４１ 条没有具体明确怎样适用最密切联

系原则以及限制灵活性ꎮ 很多人认为ꎬ 这是我国 «适用法» 的一个创新性方法ꎬ④ 也有人指出ꎬ 我国

法官无法做到运用类似第 ２条和第 ４１ 条这样的 “抽象规定”ꎮ⑤ 在笔者收集的 １２４２ 起案件中ꎬ 第 ２
条被适用于合同纠纷、 股东知情权纠纷、 遗嘱继承纠纷等ꎻ 第 ４１ 条被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ꎬ 包括买

卖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民间借款合同纠纷、 委托合同纠纷、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不动产买

卖合同纠纷、 加工承揽合同纠纷、 劳务合同纠纷、 保证合同纠纷、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知识产权以及

侵权纠纷中ꎮ 法官几乎可以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合同类型中ꎮ
上述法律适用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ꎬ 合同纠纷本应适用第 ４１条、 股权纠纷应适用第 １４条ꎬ 但法

官却适用了第 ２条ꎮ 股权转让合同、 不动产买卖合同以及劳务合同等类型纠纷因有特别条款规定ꎬ 因

此并不能适用第 ４１条ꎮ⑥ 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说明ꎬ 法官对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裁量权非常大ꎮ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ꎬ 导致法官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于多种类型案件的审理ꎮ 这造成了最

密切联系原则条款和其他法律条款的粘连、 适用错误以及界限不清ꎮ 从另一个层面看ꎬ 适用最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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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马洁: «我国涉外民商事领域案件审判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不当之困境与缓解»ꎬ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ꎻ 王艺: «涉外合同最密切联系条款下的裁量权滥用及其控制»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ꎮ

第 ２条和第 ４１条ꎬ 援引这两条审理案件的情况在实践中都存在ꎬ 但适用均不规范ꎮ
２０１４年之前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案件的整理与分析请参见田洪鋆、 李芳: «多维视角下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国际私法实践

中的适用»ꎬ 载黄进等主编: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第 １８卷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ꎬ 第 ５５页ꎮ
Ｔｕ 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ꎬ “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ｏ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Ｉｓ￣

ｓｕｅ ２ 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６６
Ｃｈｉ Ｃｈｕ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ａｓｉｅｒ Ｗａ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ａｗ’? Ｔｈｅ Ｍｏ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ｂａｃｋ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ｒａｚ Ｊ Ｉｎｔ̓ｌ Ｌ 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１ 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１０
田洪鋆、 李芳: «多维视角下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国际私法实践中的适用»ꎬ 载黄进等主编: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

刊» 第 １８卷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ꎬ 第 ５７页ꎮ



系原则的案件类型过于广泛ꎮ 里斯教授指出ꎬ 传统的冲突规则仍然是当今冲突法的主题和主流ꎬ 在一

些传统的和大部分的领域中不需要改变ꎬ 只是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当中的某些环节需要引入类似最密切

联系原则的规则ꎬ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还需要进一步规则化ꎬ 才能够给法官提供进一

步的适用指引ꎮ 从我国的案件分布上来看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仅适用到了较为活跃的合同、 侵权等领

域ꎬ 而且有向其他纠纷领域扩展的趋势ꎬ 如何遏制这种扩张趋势ꎬ 值得思考ꎮ
２ 法律规范及其搭配

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几经变革ꎬ 从最初的 «涉外经济合同法»ꎬ 到 «民法通则» «海商法»ꎬ
再到 «适用法»ꎬ 这些部门法中都包含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ꎮ 宋连斌等指出ꎬ 法律规范的分散及彼

此抵触增加了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难度并有损于立法、 司法权威ꎮ 为避免法律规范的分散性、 司法解

释的分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法规抵触、 不严密状态ꎬ 法典编纂方式是很必要的ꎮ① 但遗憾的是ꎬ ２０１１年
«适用法» 并没有对原有的法律规范进行清理ꎬ 原来的各部法律仍然生效ꎮ 虽然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一» ) 对 «适用法»
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做了规范ꎬ 但是其描述过于宽泛ꎬ 给法官又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ꎮ

从笔者收集的 １２４２起案件来看ꎬ 没有指明适用法律的案件共有 ５６３起ꎬ 占比 ４５％ꎻ 单独引用 «适
用法» 第 ４１条的案件有 ３２６起ꎬ 占比 ２６％ꎻ 单独引用 «民法通则» 第 ４５条的案件有 １００起ꎬ 占比 ８％ꎻ
单独引用 «合同法» 第 １２６条的案件有 ４２起ꎬ 占比 ３％ꎻ 其余将各种法律混合适用的情形也非常多ꎬ 共

有 ２１１起案件ꎬ 占比 １７％ꎮ 从上述数据中ꎬ 我们能看到法官在这些法条适用上的随意度是很大的ꎬ 他们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援引法条以及援引哪个法条ꎬ 引用法律不规范ꎬ 自由裁量权很大ꎮ
３ 推理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要求法官在将该原则适用于具体案件时要特别注意推理ꎬ 要明确指出最

密切联系原则是如何导致某国法律被适用的ꎮ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同的法律传统和对最密切联系原

则不同的控制模式ꎬ 导致了推理过程不同ꎮ 以欧盟为例ꎬ «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 ５８９ / ２００８ 号

(欧共体) 条例» (以下简称 «罗马条例 Ｉ» )② 确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推理顺序是推定规则＋例外

条款ꎮ 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ꎬ 首先按照特征履行原则确定的推定规则来寻找准据法ꎮ 如果

推定规则无法确定ꎬ «罗马条例Ⅰ» 仍然要求法官按照特征履行的思路来寻找准据法ꎮ 只有在依据特

征履行无法确定准据法的情况下ꎬ 才允许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准据法ꎮ 此外ꎬ «罗马条例Ⅰ»
规定ꎬ 如果法官发现案件 “明显” 与另一个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ꎬ 可以适用 “更密切联系” 的例外ꎮ
所以ꎬ 在欧洲ꎬ 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有着明确的审判逻辑和顺序ꎮ

在美国ꎬ «重述 (二) » 第 ６条确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指导性原则ꎮ 在侵权和合同领域ꎬ
«重述 (二) » 分别在第 １４５ １－２ 条③ 和第 １８８ １－２ 条④ 规定了第 ６ 条需要与侵权和合同领域的参

考因素结合最终判断与案件 (或具体争议焦点) 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ꎮ 这种模式与上文的欧洲模式

不同ꎬ 只有较为原则性的指引和一些参考因素的列举ꎬ 法官看似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ꎬ 但是ꎬ 在

遵循先例、 发展案例以及案例报告制度的制约下ꎬ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受到限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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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连斌、 陈静: «重读里斯 ‹法律选择: 规则还是方法› ———兼及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ꎬ 载黄进等主编: «中国国际私

法与比较法年刊» 第 １１卷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年ꎬ 第 ２５１页ꎮ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５９３ / ２００８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ｍｅ Ｉ)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ＡＬＬ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 ３２００８Ｒ０５９３.
第 １４５ ２条规定ꎬ 在采用第 ６条的原则决定适用某个问题的法律时ꎬ 应当加以考虑的联系包括: (１) 损害发生地ꎻ (２) 加

害行为地ꎻ (３) 当事人的住所、 居所、 国籍、 公司成立地和营业地ꎬ 和 (４) 当事人之间有联系时其联系最集中的地方ꎮ 对这些联系

将按照其对特定问题的重要程度加以衡量ꎮ
第 １８８ ２条规定: 适用第 ６条的原则以确定准据法时应考虑的联系包括 (１) 合同缔结地ꎻ (２) 合同谈判第ꎻ (３) 合同履行

地ꎻ (４) 合同标的物所在地ꎬ 以及 (５) 当事人的住所、 居所、 国籍、 公司成立地及营业地ꎮ 对这些联系将按照其对特定问题的重要

程度加以衡量ꎮ



在我国ꎬ 由于立法没有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推理过程做出解释和规定ꎬ 这导致了最密切联系原则

的弹性在司法实践中不受控制ꎬ 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推理、 如何推理ꎮ 这直接影响了涉外案件审理

的规范性ꎮ 在笔者收集的 １２４２起案件中ꎬ 没有任何推理的案件有 ３５９ 起ꎬ 占比 ２９％ꎻ 有推理但不充

分的案件达到 ６４４起ꎬ 占比 ５２％ꎻ 正确推理的案件共有 ２３９起ꎬ 占比 １９％ꎮ 上述数据反映出ꎬ 正确推

理的案件占比较低ꎬ 法官在推理环节自由度大ꎮ
４ 参考因素的选取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难点在于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被确定和具体化ꎮ 为此ꎬ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

法系都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定了一系列的参考因素ꎮ 不同之处在于ꎬ 大陆法系的参考因素多是依据

“特征履行原则” 确定的特征履行一方的惯常居所地ꎮ① 英美法系允许法官在综合 “政策” “利益”
基础上ꎬ 在合同纠纷中参考合同缔结地、 合同谈判地、 合同履行地、 合同标的物所在地ꎬ 当事人住所

地、 居所地、 国籍、 公司的成立地及营业地等因素ꎬ 或者在侵权纠纷中参考损害发生地、 加害行为发

生地ꎻ 当事人住所、 居所、 国籍、 公司成立地等因素ꎮ
我国 «适用法» 第 ４１条没有做出任何指引ꎬ 仅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ꎬ 适用特征

履行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ꎮ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

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２００７ 年规定» ) 已经被废止ꎬ 特征履行在我国缺乏具体规定ꎬ 最密

切联系原则几乎没有操作指引ꎬ 这就导致在确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过程中对法官使用参考因素没有约

束ꎮ 从笔者收集的案例看ꎬ 没有指明参考因素的案件达 ３６５起ꎬ 占比高达 ２９％ꎻ 指明单一参考因素如

合同履行地、 纠纷发生地、 住所等的案件共有 ４４４起ꎬ 占比 ３６％ꎻ 其余将各种参考因素混合适用的案

件有 ４３３起ꎬ 占比 ３５％ꎬ 参考因素的使用非常随意ꎬ 法官可以自行决定参考因素的选取和搭配ꎮ
５ 法院地法的适用

在国际法律冲突的解决中ꎬ 几乎每个国家的法官都有适用法院地法的倾向性和强烈动机ꎮ 最密切联

系是一个弹性的连结点ꎬ 如果对其灵活性没有控制ꎬ 法律适用规则不明晰ꎬ 这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原则

时毫无难度和毫无监督地适用法院地法ꎮ 由于法官可以自由决定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案件和场合ꎻ 自

行决定是否推理以及如何推理ꎻ 自行选择参考因素及搭配ꎬ 这就导致了法官极有可能利用这些环节来为

适用法院地法倾向服务ꎮ 肖永平指出ꎬ 在我国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案件中ꎬ 法官只罗列那些能够导致法院

地法适用的因素ꎬ 对于其他因素及权重基本不予考虑ꎮ② 也有台湾地区学者指出ꎬ 类似大陆 «适用法»
这种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式ꎬ 很容易导致法院地法的适用ꎮ③ 从笔者收集的案件可以看出ꎬ 有 １２３９
起案件适用了法院地法ꎬ 比例超过 ９９％ꎮ 可以说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已经成为法官属地主义的工具ꎮ④

二、 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性失去控制的原因

　 　 １ 立法未能限制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

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改变传统冲突规则的机械性和僵硬性ꎬ 实现法律适用的弹

性ꎮ 正如上文所述ꎬ 随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推广ꎬ 人们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的弹性如果不加以控

制就会引发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ꎬ 进而影响案件结果的可预见性以及审判质量ꎮ Ｅｈｒｅｎｚｗｅｉｇ、
Ｃｕｒｒｉｅ、 Ｊｕｅｎｇｅｒ等教授相继指出ꎬ «重述 (二) » 下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给予法官几乎没有限制的自由

０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诉讼法学研究

①
②

③

④

罗马条例 １中的第 ４条规定的 ａ－ｈ项ꎮ
Ｙｕ Ｓｈｕｈｏｎｇꎬ Ｘｉａｏ Ｙｏｎｇｐｉ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ｂａｏｓｈｉꎬ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ｔ̓ｌ Ｌ ꎬ

Ｖｏｌ 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２ 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３０
Ｃｈｉ Ｃｈｕ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ａｓｉｅｒ Ｗａ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ａｗ’? Ｔｈｅ Ｍｏ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ｂａｃｋ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ｒａｚ Ｊ Ｉｎｔ̓ｌ Ｌ 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１ 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０９
许庆坤: «我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司法实践之检视»ꎬ «国际法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ꎮ



裁量权ꎬ 这对司法实践是十分不利的ꎮ 为了使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弹性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有效的控

制ꎬ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的规则来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限制ꎬ 其中纽约

州法院指导侵权法律适用的 “纽梅尔规则” 被认为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化和规则化ꎬ 同时也

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限制ꎮ 后续ꎬ 美国的司法实践又将侵权案件分成八种类型ꎬ 并分门别类地讨论

了不同类型案件的 “最密切联系” 的法律是什么ꎬ 最后ꎬ 西蒙尼德斯教授在美国三个地区开展了成

文化法律实践ꎬ 用一些具体的规则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弹性固定ꎬ 同时限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自由

裁量权ꎬ 俄勒冈、 波多黎各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是这方面的代表ꎮ
在欧洲ꎬ ２００８年欧盟颁布的 «罗马条例Ⅰ» 第 ４条明确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适用的图景———推

定规则＋例外条款ꎮ 首先第 ４ １条确定了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的情况下ꎬ 合

同准据法依照第 ４ １条的 (ａ) － (ｈ) 项确定ꎮ 这是典型的利用特征履行确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操作

手法ꎬ 而 (ａ) － (ｈ) 项在国际私法学上被称为 “推定规则”ꎮ 如果 (ａ) － (ｈ) 项对特征履行方式

的列举仍然无法解决实际当中的案件ꎬ 在 «罗马条例Ⅰ» 第 ４ ２ 条ꎬ 立法者再一次明确了可以利用

特征履行原则自行判断特征履行一方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并用该地法律来解决法律之间的冲突ꎮ 可以

说ꎬ 第 ４ １－４ ２条确立了以特征履行方法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的立法基调ꎬ 并且充分发挥了大

陆法系追求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传统ꎬ 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 可预见的合同类型分别依据特征履行确

定了 “最密切联系” 地ꎮ
«罗马条例Ⅰ» 第 ４ ３条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点睛之笔———更密切联系例外ꎬ 该条允许法院在合

同明显与 ４ １和 ４ ２所指定的国家以外的另一个国家有更密切联系时ꎬ 适用另一个国家的法律ꎮ 该条

款保持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弹性ꎬ 只不过该弹性的司法空间非常小ꎮ 总之ꎬ 大陆法系通过立法勾勒出

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步骤、 要求并将各个环节进行细化ꎬ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ꎬ
只保留了例外条款这种相对弹性的操作作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操作空间ꎮ

我国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ꎬ 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８５—１９９９ 年ꎬ 这是最密切联系原

则的确立阶段ꎮ １９８５年 «涉外经济合同法» 第 ５ 条明确规定ꎬ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他们合同

纠纷所适用的法律ꎬ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ꎬ 合同将会适用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律ꎬ 这是关于

最密切联系原则最早的规定ꎮ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关于适用 ‹涉外经济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

解答»ꎬ 其中第 ２条第 ６款对 １３种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进行了推定性的规定ꎮ １９８６ 年 «民法通则»、
１９８８年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１９９２ 年 «海商法»、 １９９５ 年 «民用航空法» 等都对最密切联

系原则进行了规定ꎮ 第二个阶段是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ꎬ 该阶段是最密切联系原则丧失可控性的阶段ꎮ 随

着 １９９９年 «合同法» 的颁布ꎬ «涉外经济合同法» 废止ꎬ 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也失去效力ꎮ 相应

地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失去了细化的规则ꎮ 司法实践缺乏指引ꎬ 影响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质量ꎮ 第

三个阶段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ꎬ 这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恢复可控性的阶段ꎮ 在多方努力之下ꎬ 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 «２００７年规定»ꎬ 其中第 ５条第 ２款以推定条款的形式规定了 １７ 种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ꎬ 这

使得司法实务界获得了一定的指引ꎮ 第四个阶段是从 ２０１３年至今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再度丧失可控性ꎬ
而且立法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ꎮ ２０１１年 «适用法» 生效ꎬ 该部法律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做出了相对

重大的调整ꎮ 首先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兜底条款的形式出现在总则第 ２条ꎮ 其次ꎬ 该原则在合同领域

中的法律适用措辞被改写ꎬ 特征履行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从之前的递进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ꎮ 这与

之前 «合同法» «海商法» 等法律规定有很大不同ꎮ 再次ꎬ ２０１３ 年ꎬ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的同时废止了 «２００７ 年规

定»ꎬ 合同领域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再度失去可控性ꎮ 最后ꎬ «适用法» 改变了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布

局和规定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一方面以兜底原则的形式存在于 «适用法» 总则的第 ２ 条ꎻ 另一方面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还被规定在分则中用于合同、 抚养、 国籍、 住所、 营业所等领域法律冲突的解决ꎮ 由

于 «适用法» 没有采用编纂式立法ꎬ 之前分散在 «民法通则» 等单行立法中的冲突规范在与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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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继续生效ꎬ 这就造成了异常复杂的法律适用局面ꎮ
里斯指出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手段ꎬ 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ꎬ 待时机成熟时ꎬ 需

要及时总结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具体领域或事项中的适用并形成冲突规则ꎮ① 这一观点得到了肖永平、
许光耀等的认同ꎮ② 实践中ꎬ 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存在几种不同的立法例ꎬ 如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

国际私法立法的总原则、 补充原则、 合同领域的主要原则或者连结点、 例外条款等ꎮ③ 在很多国家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会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ꎬ 当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总则的原则时ꎬ 分则中就会

有配套的法律选择措施和规范与总则构成完整的体系ꎬ 如美国 «重述 (二) »ꎻ 如果最密切联系原则

作为合同领域中的基本原则或连结点ꎬ 那么其需要细化规则ꎬ 如欧盟颁布的 «罗马条例Ⅰ»ꎮ 在我

国ꎬ 一方面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总则中作为原则存在ꎬ 但是分则中没有与之配套的规则ꎻ 另一方面最密

切联系原则作为连结点存在ꎬ 但是没有细化规则和参考因素ꎮ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只有框架性的描

述ꎬ 没有实施细则ꎬ 这导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仍然是一个难题ꎮ
２ 司法没能限制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与国内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是不同的ꎬ 其增加了一个寻找准据法的环节ꎬ 该

环节既复杂又独特ꎮ 复杂性体现在ꎬ «适用法» 涵盖了民商法的各个方面ꎬ 要求法官具有很强的民商

事法律理论和实践基础ꎮ 独特性表现在ꎬ 目前涉外民商事案件主要依靠冲突法方法解决问题ꎮ 冲突法

处理涉外民商事纠纷与法官已经熟悉的处理案件思路不同ꎬ 他要求法官熟练掌握冲突规范以及运用冲

突规范找到准据法ꎻ 冲突规范的适用与其他法律规范不同ꎬ 运用冲突规范找到准据法的过程还通常伴

随着识别、 法律规避、 公共秩序保留、 外国法查明等一系列国际私法特有的制度ꎬ 在冲突规范指向适

用外国法时还必须了解外国法的内容和准确适用外国法ꎮ
从理论上来讲ꎬ 涉外案件的审理可以分成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独立的步骤: 第一步识别ꎬ 将正在

审理的案件依据一定的标准划归到不同的法律类别之中ꎬ 如合同纠纷、 侵权纠纷或者其他ꎬ 进而决定

«适用法» 中的哪一条冲突规范将被适用于案件的审理ꎮ 这是确定管辖权之后ꎬ 法律适用环节的第一

个步骤ꎬ 也被称为定性或归类ꎮ 这一步骤是非常重要的ꎬ 它能够帮助法官将正在审理的案件定性ꎬ 从

而锁定应该被适用的冲突规范ꎬ 这一步能否正确操作将影响整个案件的结果ꎮ 第二步定位ꎬ 在确定了

适用于案件的冲突规范 (也即识别) 之后ꎬ 要 “定位” 该条冲突规范的连结点ꎬ 将其置于整体的法

律和事实框架之中ꎮ 法官必须借助一些辅助的定位规则的帮助ꎬ 比如合同缔结地被视为合同产生的地

点ꎬ 损害结果发生地是侵权行为地等ꎬ 再结合事实问题的调查就能够锁定 “连结点” 所指向的国家ꎬ
从而将案件与特定国家相连接ꎮ 第三步适用ꎬ 该部分包括很多细致的环节ꎬ 如查明连结点所指向国家

的法律内容ꎻ 确定该法律对案件的可适用程度ꎻ 检查该法律适用是否存在例外ꎬ 如果没有ꎬ 则对所涉

案件适用该法律ꎮ④ 这部分还包括对所查明案件的准确理解和适用ꎬ 法官被要求像外国法官一样理解

和适用该外国法ꎮ
同样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也包含上述几个步骤: 首先要准确识别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

用场景ꎮ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来看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主要适用的场景应当是合同领域ꎮ 但是从反映

的数据来看ꎬ 立法没有准确规定兜底条款适用的条件ꎬ 同时对第 ４１ 条合同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ꎬ 导

致实践中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于侵权、 股权合同、 不动产合同等案件的情况非常多ꎬ 这也是最密切

联系原则司法适用错误且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ꎮ 其次ꎬ 要准确定位 “最密切联系地” 这个连结点ꎮ
严格来讲ꎬ 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包含一个法律推理环节ꎬ 即法官需要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ꎬ 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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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综合、 评价的基础上将 “最密切联系地” 与一个具体的地点相连接ꎮ 但在实践中ꎬ 由于我国立

法上没有明确规定 “最密切联系地” 的参考因素ꎬ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依据和指引ꎬ 进而导致了

法官事实上可以依据任何 “其所偏好的且能导致确定结论的” 参考因素来定位 “最密切联系地” 的

情况ꎮ 这就导致了最密切联系地的确认非常随意ꎬ 司法裁量权较大ꎮ 从实际案例可以看出ꎬ 由法官创

设的、 以不同形式混搭的 “参考因素” 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ꎮ 最后ꎬ 要准确适用 “最密切联

系地” 法律ꎮ 这个环节目前极少发生ꎬ 由于在定位环节存在的推理问题ꎬ 致使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

件有 ９９％都适用了我国法律ꎬ 法院极少适用外国法ꎬ 也就谈不上是否准确适用的问题ꎮ 然而从现代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初衷和法律适用目的来看ꎬ 这是有问题的ꎮ
上述最密切联系原则司法适用的三个环节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得到了遵循ꎬ 即便是经历了美

国冲突法革命中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的冲击也没有改变ꎮ 法官在法律选择的过程中应当非常清晰地意

识到案件的审理是由这三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ꎮ 相比之下ꎬ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ꎬ
这三个步骤被混淆在一起ꎬ 没有界限并且不能被清晰地辨别ꎮ 这就导致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司法适用的

几个比较严重的后果ꎮ
第一ꎬ 立法形同虚设ꎬ 缺乏权威ꎮ 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设计缺乏体系性和操作性ꎬ① 法律

法规错综复杂ꎬ 这对法官理解和适用法律造成了一些困难ꎮ 司法界本身对国际私法现有的法律、 法规

和司法解释以及一些关键性的案例研读不够、 认识不深刻ꎮ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随意适用、 未能

及时更新法律规定、 不关注国际私法立法的最新动态以及由大量统计数据反映出来的其他问题ꎮ 总体

上ꎬ 司法实践部门在适用国际私法法律规定时相对简单、 粗浅ꎬ 致使国际私法的相关立法遵守度差、
形同虚设ꎬ 同时权威性也大大折损ꎮ②

第二ꎬ 助长属地主义倾向ꎮ 属地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ꎬ 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时

期ꎬ 两者的关系表现得并不相同ꎮ 当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一般不会倡导严格

的属地主义ꎮ 随着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实施和推进ꎬ 我国国际参与度逐渐提高ꎬ 在国际社会上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应当有一个开放、 活跃、 健全和健康的法律适用体系与之相对应ꎮ 最密切联系原则

实践操作的模糊性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ꎬ 使得法官能够顺理成章地适用自己熟悉的法院地法ꎬ 而

这是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匹配的ꎮ
第三ꎬ 法官专业素质得不到培养和提升ꎮ 一方面我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时间并不长ꎬ 对

涉外案件处理的经验不足ꎮ 另一方面ꎬ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对法官的要求极高ꎬ 如果准据法是外国

法还会涉及外国法查明、 外国法适用等问题ꎬ 这对只熟悉本国法律的法官来说是非常困难的ꎮ 在新的

国际形势下ꎬ 法院必须学会并善于处理国际纠纷并以此来配合我国的大国身份和地位ꎮ 但是在当前司

法实践的惯性之下ꎬ 法律模糊空间太大ꎬ 法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规避外国法的适用ꎬ 审理涉外案件的

素养和能力得不到提升ꎮ
第四ꎬ 无法形成与大国实力配套的涉外案件审判能力ꎮ 在 “一带一路” 的背景下ꎬ 涉外民商事

案件将会持续增长ꎬ 而我国的法院体系是解决这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和渠道ꎮ 大国的司法是外交的一种

手段ꎬ 更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保障ꎮ 我国目前的涉外司法实践相对落后ꎬ 无论是从法律规定来看ꎬ 还是

从司法实践来看ꎬ 都缺乏国际性ꎬ 无法与我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相匹配ꎬ 这也涉及我国的司法

竞争力问题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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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性的控制

　 　 １ 立法要实现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性的控制

(１) 破除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惯性ꎮ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已经过 ３０ 年的发展历程ꎬ «适用法» 是国际私法立法的阶段性成果ꎬ 是国际

私法学界智慧的结晶ꎮ 必须承认的是ꎬ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始终带着一些思维惯性ꎬ 这导致了最密切联

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ꎬ 尤其是灵活性得不到很好的控制ꎮ 因此ꎬ 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

要尽量破除原有的立法惯性ꎮ
第一ꎬ 避免国际私法立法频繁变动ꎬ 保证法律的稳定性ꎮ 如前所述ꎬ 我国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

立法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从相对可控到失控ꎬ 到再控制和再失控ꎮ 立法总是在频繁

地变动ꎬ 这种变动是巨大的、 颠覆性的ꎮ 使得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规定总是出现过山车式的变化ꎮ
一方面造成了立法的不稳定ꎬ 另一方面也让司法部门无所适从ꎬ 有些立法还没有被研究透彻就已经发

生改变ꎮ
第二ꎬ 采用编纂式立法ꎬ 避免法律规范之间的粘连ꎮ 多年以来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都以散件式和

专章专篇式模式推进ꎬ 这导致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规范存在诸如 «民法通则» 及其司法解释、
«合同法» 及其司法解释、 «海商法» «民用航空法» 以及 ２０１０ 年出台的 «适用法» 等 １０ 余部法律

当中ꎮ 同时ꎬ 按照我国的立法习惯ꎬ 新法生效之后ꎬ 旧法并不必然失效ꎬ 新法只是在相关条文上取代

旧的法律ꎮ 这就导致了新旧法律之间存在重复、 交叉、 矛盾的情况ꎮ 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国际

私法立法已经告一段落ꎬ 学界应当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司法领域ꎮ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ꎬ 我国国际私

法还存在大量的法律编纂工作ꎮ 法律编纂主要包括清理已经失效的法规、 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 明确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和适用等级以及适当增加新的法律规定补充法律空白等ꎮ①
第三ꎬ 尽量避免用司法解释补充立法ꎬ 确保法律的效力与权威ꎮ 我国立法习惯用司法解释来补充

立法的不足ꎬ 这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历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ꎮ 如 «民法通则» 的司法解

释、 «涉外经济合同法» 的司法解释、 «合同法» 的司法解释以及 «适用法» 的司法解释ꎮ 由于新法

的出台ꎬ 最高人民法院会清理相关司法解释ꎬ 那么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细化规则会被同时清理ꎬ 这也是

导致最密切联系原则立法不稳定的原因ꎮ 同时ꎬ 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ꎬ 直接导致了相关法律

规范的效力和权威性较差ꎬ 总是遭到被废止的命运ꎬ 进而影响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效果ꎮ 相比

之下ꎬ «俄罗斯民法典» 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立法是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的ꎬ 这种方式不仅能

够与主要法规保持一致ꎬ 同时实现了较高法律效力等级的立法ꎬ 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ꎮ②

(２) 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控制模式ꎮ
为了限制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ꎬ 学界发展出不同的控制方式ꎮ 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角度来

看ꎬ 分为规则推定式、 规则推定＋自由裁量式、 完全自由裁量式ꎻ③ 从 “最密切联系” 连结点的考量

上看分为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ꎻ④ 从法系等综合角度又可以分为大陆法系的控制模式和英美法系的控

制模式ꎬ 上述几种不同的控制思路都是相互交织的ꎮ
大陆法系习惯将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控制交给立法完成ꎬ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

的范围、 标准和考虑因素ꎬ 然后根据特征履行原则确立推定规则并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例外条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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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总体上是一种 “规则＋方法” 的控制模式ꎬ 法官在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过程中不会对法律关系进行

分割、 不考虑政策、 对连结点仅做 “地理因素” 的考虑ꎬ 不会进行过度的延伸和综合分析ꎮ① 在这种

模式下ꎬ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ꎮ
英美法系的传统决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控制是通过司法体系完成的ꎮ 在遵循先例、 案例报告制

度的背景下ꎬ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获得了较大的尊重ꎮ② 这是一种 “方法＋规则” 的控制模式ꎬ 法官在

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过程中ꎬ 被允许对法律关系进行分割、 进行政策考量ꎬ 对连结点进行综合要素的

判定ꎬ 而不仅仅局限在地理因素上ꎬ 如利益分析、 政策考量、 判决结果等都是法官可以综合考虑的因

素ꎮ③ 在这种模式下ꎬ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ꎬ 但其受到先例的约束ꎮ
我国具有大陆法系传统ꎬ 理论上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思路应与大陆法系相近ꎬ 即以规则为主ꎬ

适当注入灵活性并保证灵活性在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的可控性ꎮ 然而ꎬ 由于国际私法制度建立时间不

久ꎬ 规则体系没有大陆法系完善ꎻ 又由于立法习惯导致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比较混乱ꎬ 既有散件式、
又有专章专篇式、 还有单行立法式ꎮ 法律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ꎬ 相互粘连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最密切

联系原则的灵活性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ꎮ 从实际案例中可以看出ꎬ 法官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自由裁

量权是非常大的ꎬ 在 «２００７年规定» 失效之后ꎬ 法官几乎是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ꎬ 直接

推定法院地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ꎬ 没有任何推定规则的制约ꎬ 也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规则ꎬ④ 其裁量

权比英美法系法官还要宽泛ꎮ 未来我国应当明确 “规则＋方法” 的控制手段ꎬ 同时对现有的法律规范

进行编纂和梳理ꎬ 在立法层面上实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可控性ꎮ
(３)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则化ꎮ
随着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了解加深ꎬ 人们发现最密切联系原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规则ꎬ 正如里斯

教授指出的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过渡性ꎬ 一旦司法实践经验能够支撑具体化规则的形成和制定ꎬ 最

密切联系原则应当被规则化ꎮ⑤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ꎬ 各国纷纷开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则化、 确定化ꎮ 以美国为例ꎬ 从 «重述

(二) » 开始ꎬ 学者们倡导应该发展规则ꎬ 有些还提出了自己的规则ꎮ 在这个时期ꎬ 全美最有影响力

的法院之一———纽约上诉法院ꎬ 针对乘客法规的冲突ꎬ 阐明了一套规则ꎬ 即著名的 “纽梅尔” 规则ꎮ
它在 １９８５年被扩展适用于一整类侵权法律冲突案件ꎬ 在这类案件中ꎬ 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摊损失ꎬ 而

不在于规制行为ꎮ 在 １９９２ 年ꎬ 路易斯安那州制定了综合性的冲突法法典ꎬ 波多黎各也紧随其后ꎮ
１９９３年ꎬ 美国法学会针对传媒侵权和传媒合同案件ꎬ 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法律选择规则ꎬ 以备国会

立法之需ꎮ⑥

在很多国家均采用不同的手段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则化的大背景之下ꎬ 我国国际私法尤其是合同

立法的规则化进程受阻ꎬ 甚至出现了真空状态ꎮ 目前ꎬ 合同领域仅有一条原则规定ꎬ 缺乏推定规则、
缺乏例外条款等大陆法系常用的且已非常成熟的控制手段ꎮ 在完善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适用

时ꎬ 必须要对灵活性做必要的限制ꎬ 这样才能适合需要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ꎬ⑦ 尤其在最密切联系原

５２２失去控制的灵活性: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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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最为盛行的合同和侵权领域ꎮ
我国需要将比较成型的大陆法系的规则细化经验重新引入到立法之中ꎬ 除了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

的地位、 将之纳入缜密的规则体系之外ꎬ 还需进一步适用特征履行原则制定出分类科学齐备的推定规

则ꎮ① 同时ꎬ 考虑到特征履行原则也存在局限性ꎬ 不少国际条约和立法实践又发展出推定规则的细化

规则ꎬ 如 １９８５年海牙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ꎬ 这些细化规则可作为参考ꎮ②

２ 司法要实现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性的控制

(１) 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推理步骤ꎬ 确保司法实践的规范化ꎮ
如前所述ꎬ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都遵循识别、 定位和适用的司法三段论

思路ꎬ 而其中适用环节还包含更为复杂的几个步骤如外国法查明、 公共秩序保留等ꎬ 这是准确找到准

据法和审理案件的需要ꎮ 但我国的涉外案件审判实践和裁判文书中并没有体现上述思路ꎬ 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很多ꎬ 如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司法审判过程缺乏指导和规范化要求、 法官的涉外案件审判素

养以及属地主义心态等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法律适用的重灾区就是最密切联系原则ꎬ 涉外案件中绝大部分涉及合同法律纠

纷ꎬ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适用占到案件总量的 １ / ３ꎮ 在司法审判中ꎬ 法官既没有说明最密切联系原

则为什么会被适用即缺乏识别环节ꎬ 也没有说明最密切联系原则怎样被适用即缺乏定位环节ꎬ 在这样

的两个前置环节无法保证的情况下ꎬ 最密切联系法律的适用结果必然经不起推敲ꎮ 为此相关法院也相

继推出一系列关于涉外案件审理的指导性意见ꎬ 如最高人民法院 «涉外商事案件一审、 二审判决书

参考样式»ꎬ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若干意见» 等ꎮ④ 也有学者指出需要

加强涉外案件的审理步骤的规定和管理ꎬ⑤ 但上述指导意见稍显宏观ꎬ 并没有针对最密切联系原则作

出专门性指导ꎬ 同时上述文件的效力层级较低ꎬ 无法对涉外司法审判形成强有力的指导ꎮ
要求最密切联系原则案件的审理必须符合涉外案件审判的三段论思路是为了保证涉外案件审理符

合法律审理逻辑ꎮ 未来ꎬ 结合最密切联系原则司法审判的特点ꎬ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推出法律适用指

引ꎬ 明确指导司法实践在适用该原则时必须经过的审理过程和步骤ꎬ 以确保涉最密切联系原则案件的

审理质量ꎬ 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涉外经济活动保驾护航ꎮ
(２) 完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说理标准ꎬ 确保法律选择的质量ꎮ
要求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审判必须符合审判步骤是为了保证该原则的司法适用符合涉外案件的

司法审判逻辑ꎬ 但若要保证该原则的法律适用质量ꎬ 还需要对每个步骤达到的标准进行规范ꎬ 即完善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说理标准ꎮ
首先ꎬ 必须准确说明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的场景ꎮ 最密切联系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

情况下会被适用于涉外合同争议之中ꎮ 这就涉及三个必须要被说明的标准: 所审理的案件是涉外案

件ꎻ 所审理的案件是涉外合同纠纷ꎻ 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ꎮ 只有当上述三个条件被彻底阐

释ꎬ 才能发生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可能ꎮ 因此ꎬ 在出台指导最密切联系原则司法适用意见的过程

中ꎬ 需要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场景达到的三个标准加以明确规范ꎮ
其次ꎬ 必须准确定位 “最密切联系地”ꎮ 根据 «适用法» 第 ４１ 条ꎬ 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

下ꎬ 合同适用特征履行和最密切联系原则ꎮ 尽管该条款没有说明特征履行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关系ꎬ

６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诉讼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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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大陆法系的传统和我国的司法审判习惯ꎬ 特征履行是用来解释和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标准ꎮ
这在已经废止的 «涉外经济合同法» 司法解释和 «２００７ 年规定» 中体现得十分明显ꎮ 如上所述ꎬ 我

们一方面要加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则细化ꎬ 用特征履行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所涉及的各种类型合同固

定ꎬ 给司法实践提供确定的指引ꎻ 另一方面ꎬ 要在判决书中载明用特征履行确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

析和推理ꎮ 此外ꎬ 在特征履行无法定位 “最密切联系地” 的情况下ꎬ 允许法院利用 “例外条款” 将

其排除ꎮ 总之ꎬ 在判决书中体现特征履行对 “最密切联系地” 的确定以及例外条款的适用是 “定位”
环节要求的必备标准ꎮ

最后ꎬ 准确适用最密切联系的法律ꎮ 如果被定位的最密切联系法律是外国法ꎬ 司法审判还必须要

指明该法的查明过程、 获取路径、 该法内容如何以及是否引发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和强制性规则的适用

等情况ꎮ 这个环节分为两条进路: 其一ꎬ 该外国法无法查明或引发公共秩序以及强制性规则适用等情

况ꎬ 最终导致外国法无法被适用ꎮ 这一部分必须明确要求判决书准确说明无法查明的情况、 公共秩序

的条件以及强制性规则的具体内容ꎮ 其二ꎬ 外国法已经查明且不涉及强制性规则以及公共秩序等情

况ꎮ 在这个环节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

见ꎬ 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ꎬ 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ꎻ 当事人有异议

的ꎬ 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ꎮ 这是 “适用” 环节必须达到的标准ꎮ 明确各个说理环节的控制标准ꎬ 是

保证涉外案件审理质量的必备条件ꎮ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案件的审理ꎬ 缺乏量化标准、 细节控制和标准

掌控ꎬ 这在充满灵活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中体现得极为明显ꎬ 这也是导致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

的灵活性失控的主要原因ꎮ
(３) 突破狭隘属地主义的限制ꎬ 确保法律选择的公正性ꎮ
我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时间并不长ꎬ 涉外案件处理的基调仍然是保守而不开放的ꎬ 陌生

感和不安全感造就了法官倾向于寻求本国法即法院地法来解决问题ꎮ 同时ꎬ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对

法官的要求较高ꎬ 如果准据法是外国法还会涉及外国法查明、 外国法适用等问题ꎬ 这无疑会增加很多

工作量ꎬ 对于只熟悉本国法的法官来讲是相对困难的ꎮ 从司法便捷性上来看ꎬ 我国法院的法官长期以

来受案量较大ꎬ 加上案件审理期限的限制ꎬ 适用外国法无法在短期之内快速结案ꎬ 不如直接适用法院

地法方便和快捷ꎮ 因此从效率角度来讲ꎬ 法官也倾向适用法院地法ꎬ 更何况外国法适用错误还会增加

审判风险ꎮ 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很大的模糊性ꎬ 能够增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增长ꎬ 尤其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之后ꎬ 我国的国际参与度逐渐提

高ꎬ 国际影响力增加ꎬ 在国际社会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这一切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开放、 活跃、
健全和健康的法律适用体系与之相对应ꎮ 这就要求法官从大局出发ꎬ 破除心理因素ꎬ 克服属地主义倾

向ꎬ 实现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和国际性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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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与再造

王兆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ꎬ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在新时代的节点上ꎬ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从国家文明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教育空间都出现了一定的

挤压和变形ꎬ 处于破茧而出的 “痛苦” 状态ꎬ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ꎬ 如何使这一环形图得以更好地呈

现是中国人文教育回归正统的动力所在ꎮ 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中国人文教育实现提供了现实条件与空间ꎮ 可以

认为ꎬ 在中华文明传统的昭示下ꎬ 新时代中国人文教育必将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ꎬ 中国社会必将更加美好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 人文教育ꎻ 教育场域ꎻ 教育活力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２８－０６

人文教育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与方式ꎬ 在当下的中国ꎬ 对于她的探讨已经植根于

中国学者的视野之内ꎬ 并形成了一种非常凸显的研究图景ꎬ 尤其伴随着互联网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的

到来ꎬ 如何应对和发展人文精神与传统的问题更为世人所关切ꎮ 但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并获得理想的研

究与有意义的现实结果ꎬ 学者们仍未达成共识ꎮ 对此研究具象ꎬ 可以借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

«札记» 中的表述加以深切思考: “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ꎬ 旧的问题就会消失ꎻ 实际上人们会

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ꎮ 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ꎬ 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ꎬ 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ꎮ” ① 当我们将这段话置于中国人文教

育场域下考察时ꎬ 就会理解 “新时代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与再造” 这一命题的本义ꎮ

一、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实在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 ② 这一命题首先来源于对当下中国人文教育现状之考察ꎮ 概而言之ꎬ 当

下中国人文教育之现状可以用 “异质” “变形” “他我” 几个关键词加以描述ꎮ 欲对其准确把握ꎬ 必

须回归到它存在的具体语境中去ꎮ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存在于国家文明、 社会存在与教育本身的三环空

间之中ꎬ 这一语境是理解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存在之实在ꎮ
１ 国家文明空间

在进行考察之前ꎬ 我们首先把目光置于中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这一大的语境之中ꎮ 事实上ꎬ 中国

人文教育问题的出现及其变化就生发在这一语境中ꎬ 这是一个具有 “现代性” 特质的命题ꎮ 我们知

道ꎬ 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发生在西方的 “坚船利炮” 打开清朝的国门之时ꎮ 由资本主义

而生发出的资本扩张与文化侵略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历史具象ꎬ 这一历史具象首先表现为物质文化的

８２２




侵入ꎬ 进而演化为文化与精神形态的直接植入ꎬ “殖民地” “殖民化” “西化” 就是这一历史变化的

社会结果ꎮ 这一侵袭由西而南再北上ꎬ 进而到达中国全境ꎬ 与中国的本土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ꎮ 这

种冲突导致生成中华文明的 “土壤” 发生了变化ꎬ 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受到了干扰ꎬ 发生了变化ꎮ 从

自然历史论的立场来看ꎬ 这一过程漫长、 艰难、 痛苦ꎬ 但又是不可避免的ꎬ 成为历史的 “必然”ꎬ 此

即黑格尔所言的 “合理的存在”ꎮ 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侵袭、 支离其他文明已成

为客观的事实ꎬ 诚如沃勒斯坦所描述的: “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ꎬ 而是在资本主义的世

界ꎮ”① 尽管其他文明努力对此进行消解并着力保护自己ꎬ 但至今ꎬ 这一事实或趋势并没有得到整体

改观ꎮ
就中华文化本身来讲ꎬ 它是一种非常具有人文特质的文化ꎬ 她的社会架构、 人文伦理都是建立在

人文基础之上的ꎬ “文明以止ꎬ 人文也ꎮ 观乎天文ꎬ 以察时变ꎬ 观乎人文ꎬ 以化成天下”ꎬ “郁郁乎文

哉” 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注解ꎬ “人文” 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极好写照ꎬ 因有 “人文中国” 这一传统

命题ꎬ 同时就有 “中国人文教育” 这一具象ꎮ 中国在 １８４０ 年之前存在着几千年的人文教育传统ꎬ 而

其发生变化、 衰落ꎬ 艰难地生存ꎬ 则是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ꎮ 中国的人文、 中国的人文社会自周秦

以来一直存续在中华大地上ꎬ 虽然受到冲击但没有断裂ꎮ
回归到所要探讨的问题ꎬ 就社会整体文明或者中国人文教育生发的文明空间来说ꎬ 中国社会或国

家形态具有充盈的人文形态ꎬ “人文中国” 就是极好的写照ꎮ 基于此ꎬ 对历经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侵袭并且仍然处在西方文明侵袭之中的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ꎬ 应该说ꎬ “人文化成” 处于一种非常重

要的特别的历史时期ꎬ 而国家在这方面的若干努力ꎬ 诸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明共同体

意识的建构、 中华 “文化自信” 论的出现正可以对此做较好的注解ꎬ 这是我们对于所探讨命题的基

本认知ꎮ
２ 社会空间

２１世纪初以来ꎬ 随着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尤其在经济领域对于世界的卓越贡献ꎬ 关于中国社

会的发展、 变化以及对中国人的理解ꎬ 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ꎬ “中国道路” “中国力量”
等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话语ꎮ 事实上在探讨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 在经济高

速增长的同时ꎬ 如何获取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社会文明? 或者说ꎬ 如何塑造融经济大国与文化大国于

一体的理想的 “中国形象”? 对此在理论上并没有获得理想的研究结果ꎮ 目前ꎬ 人们对中国社会结构

最好的注解或者比较成熟的解释是它处于 “转型期”ꎬ “转型期” 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通用的关

键词ꎮ “转型期” 社会呈现出以下一些典型的特征: (１) 社会急剧分化ꎻ (２) 社会价值观冲突ꎻ (３)
经济体制重新建构ꎮ 当前中国的人文教育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 涵化ꎮ

整体来看ꎬ 改革开放以后的 ４０年ꎬ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ꎬ 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了正常、
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ꎮ 人文教育存在的社会场域或社会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ꎬ 同时深刻地影响到

中国人文教育的实在ꎮ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ꎬ 植根人文的社会土壤———社会意识、 社会价值和道德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这一变化对于人文精神的建构并不是有利的ꎬ 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ꎮ 总体

上形成了没有目标性和方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网状社会价值结构ꎮ 在这个 “社会价值网” 中ꎬ 占

主导地位的传统 (人文) 价值观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ꎬ 而新的、 利于社会建设的观念并没有形成ꎮ
贺来教授对此有准确的解读: 当代中国社会场景中唯市场取向、 个人主义、 功利主义、 实用主义、 犬

儒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一变化极好的写照ꎮ② 尤其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ꎬ 由技术急速扩

张、 变革而引发的社会技术感性、 技术至上的社会发展形态严重地冲击到了本已衰落且脆弱的中国人

文精神与文化传统的生存空间ꎮ 这种社会空间的剧烈变化导致中国精神建设问题的出现ꎬ “目前ꎬ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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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面临的最紧迫、 最重大的思想任务之一ꎬ 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

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①ꎮ 在社会空间理论看来ꎬ 这事实上极大地挤压了中国人文教育的

社会空间场域ꎬ 使当代中国的人文、 人文教育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ꎮ 另一方面ꎬ 它还给我们以下启

示: “如果坚持指出精神活动的衰落ꎬ 那么这种观点只能达到这样的终界: 在这个终界里ꎬ 新的可能

性开始呈现自身ꎮ”② 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命题ꎬ 人文教育如何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具象?
３ 教育空间

人文精神与传统及其实现ꎬ 聚焦在教育场域ꎬ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 教育受人文精神与传统驱动ꎮ 因

此ꎬ 教育空间的生态往往决定着中国人文精神实现的程度ꎮ 而在考察并反省中国教育空间中的人文形

态时ꎬ 可以说ꎬ “应试教育” 这一中国人极为疴责的现象是一个终究绕不过去的话题ꎮ “应试教育”
既是中国教育的主要表征ꎬ 也可以说是探讨中国人文教育的锁钥ꎮ 从 “应试教育” 的形成机理来看ꎬ
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与教育功利主义、 社会发展中的技术主义三者的混合体ꎮ③ 由这三者所使ꎬ
“应试教育” 成为中国教育的一种具象ꎮ 而其无法破解的原因就在于三者的纠缠ꎮ

在中国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的教育建构中ꎬ 科学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科学主义全面渗透进教育

的内外场域ꎬ 科学、 技术成为一种认同度极高的教育词汇ꎮ 现有的教育建构撕裂了教育的整体性ꎬ 未

能从国家、 社会与人的精神建造方面负起教育应有的责任ꎬ 从而造成了科学与人文思想的严重隔离ꎮ
当社会转型到一定程度ꎬ 需要进一步发展时ꎬ 人们才意识到ꎬ 二者的隔离是多么不利于国家的发展ꎮ

以上就是笔者认知的目前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图景: 从文明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教育空间ꎮ 笔者

的感知是在由外及里的三环场域中ꎬ 中国人文教育空间都遭到了挤压、 或者说都处于变形之中ꎮ

二、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意在探讨中国人文教育的本体所在ꎬ 也就是说ꎬ 如何让她回归到 “自
我” 状态ꎬ 从而生发出本身的生命活力ꎮ

１ 中华文明生态系统之修复

就中华文明本身来讲ꎬ 当前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自我修复系统ꎮ 中华文明存在与传承

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ꎬ 或者说受到了挤压ꎮ 中华文明的人文教育功能在剧烈变化的现实

面前无法实现ꎮ 中国社会的生命力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处ꎬ 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于 “礼” “仁” “道”ꎬ
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教育系统ꎬ 绵延并繁育着中华文明ꎮ 当前ꎬ 重构中华文明的生态系统不仅

成为必要ꎬ 也成为必然ꎮ 在一个全球多元文明碰撞交融的时代ꎬ 如何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彰显大

国人文本色ꎬ 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的重任ꎬ 当下要做的就是把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做现代整理ꎮ④ 习

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出ꎬ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ꎬ 展现

中华审美风范”⑤ꎮ
只有建构起中华文明传承的基因工程ꎬ 只有当人文精神与传统成为国家文明建构的内在要求、 人

的发展的必要性时ꎬ 当代中国的人文教育才会有更大的发展ꎮ
２ 社会空间之重塑

从社会学的学科层面来看ꎬ 社会空间是空间中的人及其情感的具体构成ꎬ 亦即 “社会群体感知

和利用的空间”ꎮ 在列斐伏尔看来ꎬ 社会空间是可知觉的、 可构思的和可生活的三重空间ꎬ 空间是具

０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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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性化的意义空间ꎬ 空间中的主客体状态可以反映出空间构造的完整与否ꎮ 社会空间首先并且一定

是社会结构中的空间ꎬ 所以ꎬ 探讨社会空间需要从分析社会结构开始ꎮ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ꎬ 一个好的

社会ꎬ 其社会结构应处于理想的模型之中ꎮ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ꎬ 一个好的社会结构更应该是开放的ꎬ 充盈着人文性ꎬ 它不仅仅是技术主义的

温床ꎬ 还是具有适合蕴涵人文教育的场域ꎮ 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ꎬ 日益开放、 多元是中国社会

的一个发展趋势ꎮ 从社会结构理论看ꎬ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 “传统控制型” 的 “礼俗” 社

会ꎬ 在这一社会结构中ꎬ 传统的人文伦理引领着人们的道德理想信念、 规范着基本的社会秩序ꎬ 中华

文化也在其中绵延着ꎬ 呈现出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特质ꎬ 体现出对人类精神理想与文化价值的国家追

求ꎮ 改革开放后ꎬ “礼俗” 社会逐渐让渡于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制度与法理社会ꎮ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

型期ꎬ 在这一让渡过程中ꎬ 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形变ꎬ 相应地ꎬ 社会空间也呈现出了与 “礼俗”
社会迥异的特质ꎬ 目前日益蔓延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就是社会空间问题在个人身上的投射ꎬ 阻碍了

社会活力的实现ꎮ
基于以上省察ꎬ 要进行人文教育的社会空间突围ꎬ 首先应该充分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问题ꎬ

应该着力于了解它自身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此ꎬ 在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的框架下建构并培育一个适合

人文发育的社会场域土壤是极为必要的ꎮ 因为ꎬ 无论社会空间如何变化ꎬ 它总是社会现实中的空间ꎬ
而 “唯有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ꎬ 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内容及其现代变迁ꎬ 才可能正确

地揭示其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①ꎮ 在现实性上ꎬ 准确地将中国传统文明与社会现代

文明相结合ꎬ 使中华传统文明通达复活ꎬ 并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节点上ꎬ 进行黑格尔所谓的

“文化结合” 的艰苦锻炼就成为必要ꎮ 可以说ꎬ 中国人文教育欲获得理想的发展结果ꎬ 对其所赖以存

在的社会空间必须进行现代性形塑ꎮ②

３ 教育场域之突围

教育场域该如何突围呢? 从全球视野来看ꎬ 人文精神的衰微是一个全球性话题ꎬ 由此引发的对人

类文明的关注也是重要的全球性议题ꎮ
正是基于对人文衰微的严重性的关注ꎬ ２０１５ 年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 «反思教育: 向 “全

球共同利益” 的理念转变?» 的研究报告ꎮ 报告特别指出ꎬ “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

尊严、 能力和福祉ꎬ 应是 ２１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ꎮ 这种愿望可以称为人文主义”③ꎮ 应该说ꎬ 这是对

互联网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应对ꎬ 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教育中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缺失及发展方向

的反思ꎮ 在这一框架下ꎬ 我们同样可以进行中国教育中的人文场域建构ꎬ 这不仅是由于 “教育比任

何时候都更处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位置ꎬ 它将为寻求一个更加美好、 更加公正的世界做出重大贡

献”ꎮ 由于教育自身具有的促使学生道德、 智慧和情感相融和的功能ꎬ 其能够唤醒学生的人文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ꎮ④

关于建构的路径ꎬ 报告指出ꎬ 就教育自身而言ꎬ 应该提升教育空间的包容性ꎬ 深化对教育和知识

本质的认知ꎬ 即非为教而教、 为学而学ꎬ 而应该着力于提升学生面对世界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能力ꎻ 就

教育对象而言ꎬ 应该让学生学会认知、 学会做事、 学会做人和学会共存ꎬ 让学生在认识、 情感、 心理

上对中华文化产生自然的亲敬感ꎮ 就教育方式而言ꎬ 应在对中国 “教育人” 品格省察的基础上ꎬ 强

化美育与劳动教育在人文教育中的核心位置ꎬ 要深刻体悟美育和劳动教育所蕴含的重大意义ꎬ 并将之

内化在教育过程当中ꎮ 就教育内容而言ꎬ 应教给学生文学、 历史、 哲学、 艺术中蕴含的人类智慧ꎬ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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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美好的人类的情感体验与实践ꎮ

三、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再造

　 　 在面对人文精神急剧下滑但又无法阻挡的社会生活背景时ꎬ 雅斯贝斯指出ꎬ “如果整体的实质无

可争议地呈现出来ꎬ 那么ꎬ 与稳定的形式相连的教育就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①ꎮ “整体的实质”
就是时代的精神状况ꎮ 雅斯贝斯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再造的路径ꎬ 就是回到教育自身

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ꎮ 对此ꎬ 哲学家怀特海认为ꎬ “对于教育而言ꎬ 只有一个主题ꎬ 那就是在所有表

现中的生活本身 (ｌｉｆｅ) ”②ꎮ 回到具体的研究场景ꎬ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再造方式可以从三个方面理

解:
１ 建立基于 “全人” 的教育认知体系

人文教育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科学和人文的冲突ꎮ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ꎬ 早在 １９５９ 年ꎬ 英国

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斯诺发表了著名演讲——— «两种文化»ꎮ 斯诺指出ꎬ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ꎬ 西方社会

分裂成了 “文学知识分子” 和 “科学家” 两个阵营ꎬ 分属两个阵营里的人们相互怀有敌意和厌恶之

情ꎬ 他们对对方产生了不良的刻板印象ꎮ 斯诺批评的这一现象是目前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ꎮ 改革开放

以来所流行的 “学好数理化ꎬ 走遍天下都不怕” 的说法说明社会上对理科的重视ꎬ 今天学科的架构

已经完全失衡ꎬ 人文社会科学尤其人文科学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场域中ꎮ 在高中阶段ꎬ 文理分科呈现

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ꎻ 大学文科专业的招生目录与招收人数日益缩减ꎮ 事实上ꎬ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学是一体的ꎬ 从来不存在不依赖对方而独立存在的学科ꎬ 人类社会的发展即是建基于二者协调基础之

上的ꎮ 今天中国社会在精神建设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正是 “单向度” 发展自然科学的结果ꎬ “单向

度” 而非全面发展的人亦是由此之故ꎮ 客观地认识人文学科的价值及存在的必要性、 并将之纳入教

育认知体系中ꎮ 基于 “全人” 的教育认知体系才成为可能ꎮ 这开拓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ꎬ 同

时融通了人文教育的社会空间ꎮ
２ 确认 “精神” 的时代形式并将其置于教育的核心

人文教育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要义ꎬ 自知、 智慧、 修身、 学养体现了这一形式的不

同ꎬ 由此构造出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人ꎮ 将这一命题置于研究语境中ꎬ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构造形

式ꎬ 可以看出从 “政治人” 到 “经济人” 的变化路径ꎮ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而孕育的 “经济

人” 与时代的发展已经出现很多不适之处ꎬ 新时代需要新的 “人” 的形式ꎬ 这一形式就是 “精神人”
的再造ꎮ 通过考察目前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ꎬ 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可归结于 “人的精神” 弱化这一命

题上ꎮ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视野中ꎬ 一个完整的 “人” 务必通过音乐 (艺术) 和体育来再造ꎮ
这一命题影响并直接构造了西方教育的基本格局ꎮ 同样ꎬ 在国民精神不振、 国家发展受困时ꎬ 席勒的

«审美教育书简» 彻底唤醒了德意志人ꎬ 进而建构了 “精神” 的德意志国家ꎮ 近年来ꎬ 正是基于对相

关命题的认知ꎬ 国家将美育、 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历史高度ꎮ 不可否认ꎬ 精神的再造蕴含

在美育与劳动教育之中ꎬ 而 “精神” 是人文教育的实质ꎬ 人文教育不是知识性、 技术性、 实用性、
时尚性的ꎬ “人文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性、 智慧性的”③ꎮ 直面当下的教育现实ꎬ 我们注意到艺术教育与

体育在教育格局中的式微ꎬ 中小学生的身体问题成为国家之痛ꎮ 确认 “精神” 命题的重要性并将之

置于教育的核心成为必要ꎬ 而这也是建构人文教育空间的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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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建构完整的人文课程体系

人文教育的载体在人文课程ꎮ 如果再造中国人文教育之形式ꎬ 需回到并反思我们的人文课程ꎮ 客

观地说ꎬ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 ꎬ 人文课程不可谓不齐全ꎬ 但何以出现人文教育之缺失?
何以人文课程达不到课程自觉的效果? 除去时代的原因之外ꎬ 这与我们对人文课程本身的认识偏颇有

关ꎮ 人文教育课程旨在彰显人文性和生命性ꎬ 强调心灵自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ꎬ 体现为非功利性和超

功利性ꎮ 在目前的人文课程体系中ꎬ 我们对于人文课程的认识并没有到位ꎮ 一方面ꎬ 在课程编制过程

中出现了一些 “去中国化” 的不良倾向ꎬ 近年来中小学教材去唐诗宋词、 去鲁迅文章的取向即为一

例ꎮ 但这里所谓的 “中国化”ꎬ 实在是构成 “人文中国” 最为核心的一些命题ꎮ 另一方面ꎬ 即使有

之ꎬ 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将其作为 “民族文化基因” 来认识并使学生融入其中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 开

设人文课程是为了考试ꎬ 并非是为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基因ꎮ 构建 “深入人心” 的人文课程体系成

为当务之急ꎮ 构建的要旨在于以 “人文中国” 为要义ꎬ 以 “中国人” “中国精神” 为基本旨趣ꎬ 进

而探寻 “大国” 之中的健康、 积极向上的国民形象ꎮ
综上所述ꎬ 人类社会已经从 “互联网＋” 时代进入 “人工智能＋” 的时代ꎬ 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技

术、 创新与变化ꎮ 在这一巨变的历史时刻ꎬ 中国社会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尤为剧烈ꎮ 对于这一变化的

世界ꎬ 我们需要寻找在变化背后中的不变与永恒的存在ꎬ 因为ꎬ “技术化是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

道路ꎮ 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愈来愈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下去我们需要超越它”①ꎮ 我们

需要超越技术的维系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文明ꎮ 而这正是人文精神存续的根本ꎮ② 这样一些元素的存

在ꎬ 使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高尚、 越来越美好ꎮ 在建设美丽中国、 美好中国的伟大时代节点上ꎬ 我们

应以 “时代变化－社会变革－教育革新”③ 的关联为起点ꎬ 重构起人文发达之国家文明、 社会空间、
教育领域之场域ꎬ “只有人类将内部的人道旨归与外部的培育结合起来ꎬ 将技术与教育统一起来ꎬ 才

能将外部给定的世界变成一个实现了 ‘培育’ 的世界”④ꎮ 应该认识到ꎬ 人文社会是国家建设的基本

旨趣ꎬ 人文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 教育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 当前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破茧旨

在文化、 社会与教育三环结构的充盈与融通ꎮ 它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ꎮ 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予了中国

人文精神实现的条件与空间ꎮ 有理由相信ꎬ 在中华文明传统的昭示下ꎬ 中国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发展必

将走向美好的明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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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
问题的解决路径及启示

于海波１　 陈留定２

(１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ꎻ ２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

　 　 摘要: 提高流动儿童的教育质量是美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为了帮助流动儿童顺利接受学

校教育ꎬ 美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法案ꎬ 不断完善相关监管体系ꎬ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ꎬ 优化家校

合作方式和内容等ꎬ 在促进流动儿童教育融入方面ꎬ 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ꎬ 取得了一些成果ꎮ 分析美国的探

索过程ꎬ 总结美国经验ꎬ 可为我国解决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提供参考和有益借鉴ꎮ
关键词: 美国ꎻ 流动儿童ꎻ 教育融入ꎻ 教育政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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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ꎬ ０—１７ 周岁流动儿童数量为 ３５８１ 万ꎬ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 增幅为

４１ ３７％ꎮ① 近年来ꎬ 流动儿童数量呈增长趋势ꎬ 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有所延长ꎬ 表

现出移民倾向ꎮ 然而ꎬ 由于我国户籍制度、 各省市入学和升学条件等方面的限制ꎬ 迄今为止ꎬ 流动儿

童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仍未得到较好解决ꎮ 美国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便注意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ꎮ
自颁布 “流动儿童教育计划” (ＭＥＰ) 以来ꎬ 美国在促进流动儿童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进

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ꎬ 并根据社会需求和流动儿童教育实际ꎬ 不断修订与完善相关法案、 政策等ꎬ 逐

渐建立了完备的、 全方位的教育支持体系ꎮ 本文重点阐述美国促进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探索过程ꎬ 总

结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解决路径ꎬ 旨在为我国建立流动儿童教育支持体系、 提高流动儿童教

育质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ꎮ

一、 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特殊意蕴

　 　 １ 流动儿童的概念演变

美国 １９６６年颁布的 ＭＥＰ 中ꎬ 把儿童流动时间和儿童家庭所从事的职业作为流动儿童的判断标

准ꎬ 认为流动儿童是在流入地停留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的季节性流动农业工人子女ꎮ 该法案把 ５—１７ 岁

的流动儿童列入资助范围ꎮ② 到 １９７４年ꎬ 那些因家庭从事渔业和日常食品加工业等工作而变更学区的

４３２




儿童也被归为流动儿童范畴ꎮ① １９８８ 年ꎬ 美国 «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 (ＥＳＥＡ) 将资助的流动儿童

年龄从 ５－１７岁扩大到 ３－２１ 岁ꎮ② 如今ꎬ 美国关于流动儿童的界定越来越明确ꎬ «美国学校促进法»
(１９９４年ꎬ ＩＡＳＡ)③、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２００２年ꎬ ＮＣＬＢ)④ 和 «让每一个学生成功法» (２０１５
年ꎬ ＥＳＳＡ)⑤ 均从年龄、 时间、 流动类型、 流动目的和流动范围五个方面对流动儿童的内涵进行界

定 (如表 １)ꎮ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首先ꎬ 三个法案对流动儿童的年龄和流动时间的规定相同ꎻ 其次ꎬ
在流动类型方面ꎬ ＮＣＬＢ取消了随监护人流动的流动儿童群体ꎬ ＥＳＳＡ 又进一步对儿童和青年做了区

分ꎻ 再次ꎬ 在流动目的方面ꎬ ＥＳＳＡ 取消了对具体工作的要求ꎻ 最后ꎬ 在流动范围方面ꎬ ＩＳＡＳ 和

ＮＣＬＢ只提出了学区发生改变ꎬ 而 ＥＳＳＡ要求住所和学区均要有所变动ꎮ 另外ꎬ ＥＳＳＡ对流动农业工人

和流动渔民也做了明确规定ꎬ 这是 ＩＳＡＳ 和 ＮＣＬＢ 均未涉及的内容ꎮ ＥＳＳＡ规定: “流动农业工人” 指

在过去的 ３６个月内进行合法流动ꎬ 此后从事新的临时性或季节性农业工作或以农业为生的人员ꎮ 如

果一个人迁徙后未从事原工作ꎬ 但主动寻找这类新工作ꎬ 且近期有从事临时或季节性农业工作的经

历ꎬ 这个人仍可以被视为流动农业工人ꎮ “流动渔民” 指在过去的 ３６ 个月内进行合法流动ꎬ 此后从

事新的临时性或季节性渔业工作或以捕鱼为生的人员ꎮ 如果一个人迁徙后未从事原工作ꎬ 但主动寻找

这类新工作ꎬ 且近期有从事临时或季节性渔业工作的经历ꎬ 这个人仍被视为流动渔民ꎮ

表 １　 ＩＳＡＳ、 ＮＣＬＢ和 ＥＳＳＡ对流动儿童概念的界定

ＩＡＳＡ ＮＣＬＢ ＥＳＳＡ
年龄 ３至 ２１岁 ３至 ２１岁 ３至 ２１岁
时间 过去的 ３６个月内 过去的 ３６个月内 过去的 ３６个月内

流动类型

Ａ. 儿童是流动农业工人ꎬ 包括
流动乳制品工人和流动渔民ꎻ
或 Ｂ. 儿童的父母、 配偶或监护
人是流动农业工人ꎬ 包括流动
渔民和流动乳制品工人ꎬ 儿童
随他们的流动而流动

Ａ. 儿童是流动农业工人ꎬ 包括
流动乳制品工人和流动渔民ꎻ
或 Ｂ. 儿童的父母或配偶是流动
农业工人ꎬ 包括流动渔民和流
动乳制品工人ꎬ 儿童随他们的
流动而流动

Ａ. 儿童或青年是流动农业工人
或流动渔民ꎻ 或 Ｂ. 儿童或青年
的父母或配偶是流动渔民或流
动农业工人ꎬ 儿童或青年随他
们的移动而移动

流动目的
获取临时性或季节性农业或渔
业工作

获取临时性或季节性农业或渔
业工作

经济需要

流动范围

Ａ. 从一个学区移到另一个学
区ꎻ Ｂ. 在只有一个学区的州
里ꎬ 从同一地区的一个行政区
转移到另一个行政区ꎻ 或 Ｃ. 在
面积超过 １. ５ 万平方英里的学
区ꎬ 移动距离大于等于 ２０ 英
里ꎬ 从事捕鱼工作

Ａ. 从一个学区移到另一个学
区ꎻ Ｂ. 在只有一个学区的州
里ꎬ 从同一地区的一个行政区
转移到另一个行政区ꎻ 或 Ｃ. 在
面积超过 １. ５ 万平方英里的学
区ꎬ 移动距离大于等于 ２０ 英
里ꎬ 从事捕鱼工作

Ａ. 住所和学校均发生改变ꎻ Ｂ.
在只有一个学区的州里ꎬ 从同
一地区的一个行政区转移到另
一个行政区ꎻ 或 Ｃ. 在面积超过
１ ５万平方英里的学区ꎬ 移动距
离大于等于 ２０英里

　 　 ２ 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内涵

流动儿童教育融入ꎬ 指流动儿童能够顺利进入教育体系ꎬ 平等获得教育机会、 享受教育资源ꎬ 适

应学校校园文化ꎬ 获得教师和同伴的接纳ꎬ 对学校有较强的归属感ꎮ 教育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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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ꎬ 主要包括学业融入、 心理融入、 文化融入和人际关系融入四个方面ꎮ 其中ꎬ 学业融入指能够适

应当地的教育教学活动ꎬ 持续努力并积极完成学习任务ꎮ 心理融入主要体现在认可流入地的教育教学

方式ꎬ 对流入地学校有较好的归属感ꎬ 具有较高的学校生活满意度ꎮ 文化融入过程是个体对原有文化

和当地文化冲突的适应、 调节和自主建构过程ꎬ 主要体现在语言、 生活和行为习惯方面ꎮ 同伴关系和

师生关系是流动儿童的主要人际关系ꎬ 是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一个重要体现ꎬ 是学习融入、 心理融入

和文化融入的前提ꎮ

二、 美国解决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路径分析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ꎬ 种族的多样性使得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受语言、 生活习惯、 行为规范

等多种因素的制约ꎮ 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地位低、 经济困难、 英语水平较差等也是教育融入面临的主要

问题ꎮ① 经过 ５０余年的实践探索ꎬ 美国政府逐渐建立了集教育立法、 决策、 执行及监管于一体的教

育管理机制ꎬ 形成了多方协作、 精准资助、 全面发展的流动儿童教育援助系统ꎮ 下面详细分析美国在

这一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解决路径ꎮ
１ 完善相关法案ꎬ 由关注受教育权转向教育质量

１９６１年ꎬ 美国国会制定了 “建立移民健康中心计划”ꎬ 解决流动儿童家庭的紧急卫生问题ꎬ 如糖

尿病、 结核病等ꎮ 此时ꎬ 由于语言障碍ꎬ 很多流动儿童并不能顺利进入当地学校ꎬ 部分慈善机构会在

教堂为流动儿童建立临时学校ꎮ １９６５年ꎬ 美国政府颁布了 ＥＳＥＡꎬ 要求关注贫困儿童问题ꎬ② 初次通

过立法拨款补偿处境不利的 ５—１７岁儿童ꎮ 尽管 ＥＳＥ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家庭的教育、 医疗等

问题ꎬ 但是流动儿童的流动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教育中断和缺位ꎬ 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 ＥＳＥＡ提供的服

务ꎮ 这主要是由于当流出学校申请 ＥＳＥＡ提供的相关服务时ꎬ 流动儿童可能转移到其他学校ꎬ 导致流

出学校无法将他们计算在学校的申请人中ꎮ 当他们进入流入学校时ꎬ 可能会错过学校统计流动儿童的

时间ꎬ 也带来了同样的结果ꎮ 鉴于此ꎬ １９６６ 年 ＥＳＥＡ 法案正式实施时附加了针对流动儿童的补充条

款ꎬ 即 ＭＥＰꎮ 该计划主要用于资助那些因父母工作原因家庭住所不断变动的流动学生ꎬ 确保流动儿

童在跨州或跨地区迁移时享有公平、 公正的教育权利和机会ꎬ 帮助流动儿童克服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

障碍ꎬ 保障流动儿童依法享有相关医疗和社会服务ꎮ③

１９７４年ꎬ ＥＳＥＡ进行修订ꎬ 扩大了流动儿童的范围ꎬ 又一次强调了教育机会平等ꎮ 该法案强制为

家庭经济困难、 家校距离较远的流动儿童提供校车等服务ꎮ ＥＳＥ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ꎬ 截至 １９８８ 年ꎬ
美国流动儿童高中毕业率已经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 １０％上升到 ５０％左右ꎮ④ １９９４ 年ꎬ 美国颁布的 ＩＡ￣
ＳＡ提出重点帮助弱势流动儿童ꎬ 使他们能够达到美国基础教育的标准ꎮ⑤ 至此ꎬ 美国政府开始关注

流动儿童的教育过程和教育质量ꎮ
２００２年ꎬ 美国签署 ＮＣＬＢꎬ 整个法案的核心思想是 “公平” 与 “优质”ꎬ 特别强调了教育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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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公平ꎬ 强调让低收入家庭的流动儿童同样获得成绩上的提高ꎮ① 然而ꎬ ＮＣＬＢ 对于教育结果的

高标准要求ꎬ 致使该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ꎮ 不同州的考试标准通常不同ꎬ 考试的内容可能是流

动儿童在原就读学校没学习过的内容ꎬ 并且州标准化考试成绩直接决定着他们能否毕业ꎬ 这就给流动

儿童带来了极大的学习压力ꎮ 另外ꎬ 各州测试时间的不统一ꎬ 可能会导致流动儿童错过原就读学校和

流入学校的考试时间ꎮ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ꎬ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 ＥＳＳＡꎮ ＥＳＳＡ以 “为所有学生提供

一个公平、 公正和高质量的教育机会ꎬ 缩小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 为目的ꎬ 要求联邦政府协助各州

克服流动儿童教育中断、 文化冲突等问题ꎮ 每年拨款为流动学生的语言学习提供资助ꎮ②

总的来看ꎬ 美国最初出台流动儿童教育相关法案是为了降低流动儿童辍学率ꎬ 此时主要是投入一

定的金钱ꎬ 依靠法案减少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入学阻碍ꎮ 经过实践发现ꎬ 尽管流动儿童的辍学率明显

降低了ꎬ 但是流动儿童的教育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美国政府开始关注教育过程和教

育结果上的不平等ꎬ 把教育结果平等、 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作为流动儿童教育的终极目标ꎮ 通

过立法赋予地方探索流动儿童教育的自主权、 改善流动儿童评价标准、 扩大流动儿童资助范围等ꎬ 以

使流动儿童顺利、 公平地接受教育ꎮ
２ 改善管理机制ꎬ 管理权限由联邦下放到州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前ꎬ 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教育的干预相当有限ꎮ 随着 ＥＳＥＡ 的颁布ꎬ 美国联邦

政府开始在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ꎬ 各项针对性计划的制订、 财政经费投入的加大、 流动教育办公室

(ＯＭＥ) 的成立、 学业标准以及问责机制的设定等都是美国政府加大对流动儿童教育干涉的体现ꎮ③

为了解决流动儿童面临的各种教育问题ꎬ ＯＭＥ 相继推出了许多针对性的措施和计划ꎮ 例如ꎬ 颁布

“高中同等学历教育计划” (ＨＥＰ)ꎬ 为季节性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孩子提供经济援助、 职业咨询指导、
文化援助等服务ꎬ 帮助他们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ꎬ 使流动儿童顺利完成高中教育ꎻ 颁布 “流动大

学生资助计划” (ＣＡＭＰ)ꎬ 为流动大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小额补助ꎬ 为大学新生提供咨询等服务ꎮ④

ＯＭＥ还设立了每天 ２４小时服务的流动儿童教育热线ꎬ 便于为流动家庭提供就业、 入学等方面的信息

咨询ꎻ 组织开展流动教育协调活动ꎬ 用于改善州际联系ꎬ 更好地为流动儿童服务ꎮ⑤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到 ＮＣＬＢ实施期间ꎬ 联邦政府不断通过政府拨款和问责制巩固其在促进流动儿童教育平等中的主导

权和控制权ꎮ
ＮＣＬＢ过高的目标要求、 标准化的考核标准、 严格的处罚手段以及联邦与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权限

矛盾的升级ꎬ 导致该法案广受诟病ꎮ 严格的问责制导致一些学校和地区使用不符合道德规范的做法来

提高他们的问责等级ꎮ 例如ꎬ 有校长们承认ꎬ 为了提高学校等级ꎬ 他们曾篡改流动儿童的考试分数和

毕业率ꎮ⑥ ２０１５年ꎬ ＥＳＳＡ对教育评估措施进行修改完善ꎬ 以 “州问责制” 取代 “联邦问责制”ꎬ 重

新肯定了各州学业标准的制定权、 提高了学区在资金使用上的灵活性ꎬ 鼓励学校探索多元评价方式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州和学区参与教育改革的积极性ꎮ 在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问题上ꎬ 各州拥

有了更大的主动权ꎮ⑦

为了激励各州积极探索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策略ꎬ 美国教育部还设置了专项补助金以满足各

７３２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解决路径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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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探索流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额外经费支出ꎮ 例如ꎬ “流动者教育技术补助金” (ＭＥＴＧ) 主要是用来

奖励那些有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流动儿童教育质量的州ꎮ “流动者教育联合激励补助金”
(ＭＥＣＩＧ) 用于支持州内以及州与州之间在 ＭＥＰ 实施过程中高质量的合作ꎮ① 联邦政府在探索流动儿

童教育融入路径的过程中ꎬ 不断巩固自己在教育中的地位ꎮ 但是ꎬ 各州在经济水平、 人口特征、 流动

儿童的现实需求等方面的差异ꎬ 使得单一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ꎮ 为了满足

各州流动儿童教育的实际情况ꎬ 美国联邦政府把流动儿童教育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交还给各州和各学

区ꎬ 由各州根据联邦政府的要求ꎬ 结合实际情况自行设置流动儿童资助办法、 教育保障措施等ꎮ 至

此ꎬ 联邦政府由流动儿童教育的决定者变成了流动儿童教育的引导者和监督者ꎮ
３ 健全资助机制ꎬ 探索多样化的经费分配和使用模式

经费问题是美国的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ꎮ １９６７ 年ꎬ 美国联邦政府正式投入 ９００ 万

美元的流动儿童教育基金ꎮ 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管理和分配机制ꎬ 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有效运用这些

资金来改善流动儿童教育ꎮ 为此ꎬ 美国教育办公室要求各州派代表在凤凰城召开会议ꎬ 制定相关计划

的落实办法ꎮ② 这一时期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整修设备校舍、 购买图书之类的学校硬件补助ꎬ 以及流

动儿童的健康、 食物甚至眼镜等生活方面的补助ꎮ③ 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加ꎬ 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ꎬ 这就要求政府的资助要考虑到不同家庭的特殊需要ꎬ 提高资助政策的针对性ꎮ
１９９４年ꎬ 美国颁布 ＩＡＳＡꎬ 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ꎬ 以项目的形式设置专项经费ꎬ 如促进教育公平

项目、 创新教育项目、 双语教育项目、 改善儿童身体素质的协调服务项目、 学校基础设施改善法案项

目等ꎬ 并规定了各项目使用经费的百分比ꎮ④ ＮＣＬＢ中也强调各州政府要拿出 １５％的教育资金来资助

流动儿童教育ꎬ 这部分资金高达 １２３亿美元ꎬ 使大约 １５００万流动儿童受益ꎮ⑤

２０１０年ꎬ 美国教育部发布了 «改革蓝图»ꎬ 赋予各州教育经费使用的自主权ꎬ 鼓励各州根据州实

际情况合理分配经费ꎬ 联邦政府负责监督各项教育计划的进展和效果ꎮ⑥ 在政策激励下ꎬ 各州根据政

府计划和目标要求ꎬ 积极探索资助模式ꎮ 例如ꎬ 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分配模式主要有四

种: 一是区域集中模式ꎮ 区域负责所有经费ꎬ 并直接为其下多个地区的流动儿童提供所有的服务ꎻ 二

是地区补偿模式ꎮ 该模式下区域资助的地区ꎬ 由地区负责资金的分配和服务工作ꎻ 三是混合模式ꎮ 区

域直接为部分地区的流动儿童提供服务 (同 “地区集中模式” )ꎬ 对另一部分地区则根据 «地区服务

协议» 进行适当的补偿ꎻ 四是直接资助地区模式ꎮ 获得该资助模式的地区ꎬ 可独立实施 “流动学生

教育计划”ꎬ 而无需其他流动地区的监督和支持ꎮ⑦ 在拨款方面ꎬ 为了缓解州财政压力ꎬ 加利福尼亚

州采取按季度支付的方式 (依次为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 将资助金拨付到各个区域或学区ꎮ⑧ 美

国对流动儿童教育经费资助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立法ꎬ 为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的获得和

使用提供保障ꎻ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ꎬ 为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经济支持ꎻ 三是拨款方式灵活多

样ꎬ 提高了经费的利用率ꎻ 四是设置专项经费ꎬ 提高了经费的针对性ꎮ

８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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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强化家校合作ꎬ 由经济资助转向教育援助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ꎬ 联邦政府出台了针对少数民族和其他贫困儿童的 “补偿教育计划”ꎬ 通过

公式拨款为州教育计划提供资金支持ꎬ 以帮助流动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ꎬ 改善他们的家庭居住条件ꎮ
在政策的引领下ꎬ 有些州成立流动儿童家长咨询委员会 (ＭＳＰＡＣ)ꎬ 并要求委员会的成员中至少有 ２ /
３是流动儿童家长ꎬ 这些家长的主要职责是参与本州 ＭＥＰ 的制定和评价ꎮ① 然而ꎬ 对于大多数流动儿

童的父母来说ꎬ 他们每天最关心的是食物、 天然气、 自来水等基本的生存需要ꎬ 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

参与学校活动ꎮ② 为了提高流动父母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ꎬ １９７４ 年ꎬ 加利福尼亚州实施了 “迷你

教师项目” (ＭＣＰ)ꎬ 选拔一批在读大学生ꎬ 利用暑假时间协助流动儿童学校的暑期教学ꎬ 主要教授

一些语言和阅读方面的课程ꎬ 并做好流动儿童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ꎮ③

１９８８年ꎬ 为了提高流动儿童家长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的参与度ꎬ ＯＭＥ 出台了 “流动者家庭共

进计划” ( ＥＳＦＬＰ)ꎬ 培养流动儿童父母的读写能力ꎬ 以提高流动家庭的教育意识和能力ꎮ 此次计划

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流动儿童的父母进行数学技能、 英语表达能力、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训ꎬ 以便

他们更好的辅导孩子学习ꎬ 用英语和孩子、 老师、 社区成员等进行交流ꎮ 在联邦政府的鼓励下ꎬ 美国

各州都进行了有效尝试ꎮ 例如ꎬ 德克萨斯州维多利亚独立学区开设学区父母中心、 临近流动儿童的家

庭作业中心ꎬ 每个学校任命一位教师作为学生父母联系人ꎬ 负责学生上学、 家长培训、 家访等工作ꎬ
做好学校和家庭的联系ꎻ 印地安纳州福特韦恩地区提出 “家庭帮助家庭计划”ꎬ 通过举行小组午餐等

活动ꎬ 让在本地上学至少两年的流动家庭和新流入家庭结队ꎬ 帮助新流入家庭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和教

育ꎮ④

为了促进流动儿童家长的参与ꎬ 美国还提出了 “生态式家长参与” (ＥＰＥ) 项目ꎮ 该项目强调学

校要尊重家长ꎬ 当家长向学校分享儿童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时ꎬ 学校要结合问题实际ꎬ 为家长提供针对

性的指导和建议ꎮ⑤ ２０１５年ꎬ ＥＳＳＡ再次强调家庭和社区参与儿童教育ꎬ 为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的英语

学习提供帮助ꎬ 要求学校加强和流动家庭的联系ꎬ 要求学校与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 高等教育机构等

合作ꎬ 为流动家庭提供全面的服务ꎮ⑥

在家校合作方面ꎬ 美国特别强调家长参与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ꎬ 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努力ꎮ 一

是ꎬ 开设专门课程ꎬ 培养流动儿童家长的语言能力、 数学能力等ꎬ 使家长能更好地辅导孩子学习ꎻ 二

是ꎬ 成立流动儿童家长委员会ꎬ 让流动儿童家长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相关工作ꎬ 包括相关政策制定、 学

校管理等方面ꎻ 三是ꎬ 要求学校与家长保持紧密联系ꎬ 了解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ꎬ 给予及

时指导和帮助ꎮ
５ 整合信息技术ꎬ 完善流动儿童教育服务系统

ＭＥＰ 最值得一提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一个关于流动儿童的全国性计算机信息网络———流动儿童

信息传递系统 (ＭＳＲＴＳ)ꎮ ＭＳＲＴＳ建立于 １９６９年ꎬ 记录了近 ８０万名流动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信息ꎬ 包

括家庭情况、 健康状况、 原就读学校、 考试成绩等方面的信息ꎮ 该系统还能够为不同学区提供学生相

关信息的传递服务ꎮ 联邦和地方政府会根据 ＭＳＲＴＳ 收集的信息ꎬ 对下一年的财政预算、 资助措施等

９３２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解决路径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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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适当调整和完善ꎬ 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ꎬ 满足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ꎮ①

流动儿童利用暑假获取资源 (ＳＭＡＲＴ) 是一项针对流动儿童的国家远程教育项目ꎬ 由德克萨斯

州和蒙大拿州共同创办ꎮ 该项目不仅承担了学生的学业情况与健康信息的传递和保存任务ꎬ 还通过卫

星转播视频、 录像带传送、 电视转播等手段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ꎬ 很好地弥补了流动儿童因流动而造

成的学习缺失ꎮ 在 ＳＭＡＲＴ项目的影响下ꎬ 美国成立了国家远程学习 (ＮＤＬ) 委员会ꎬ 制定了课程内

容的选择标准和建议ꎬ 包括课程要有挑战性、 以学习者为中心、 以研究性学习为基础、 与文化和语言

相关、 包含实践活动、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为家庭提供强化活动等方面ꎮ 在此基础上ꎬ 德克萨斯州开

设了 “移民州际项目” (ＴＭＩＰ)ꎬ 包括流动学生跟踪、 信息交换和州外测试等方面ꎬ 以实现州与州之

间的协作ꎮ 到 １９９３年夏天ꎬ 该项目为 １８ ０００名流动儿童提供了服务ꎮ 超过 ３２００名高中生通过在电视

课程中学习数学ꎬ 获得一半的学分ꎮ 截至 ２００２ 年ꎬ ＳＭＡＲＴ 项目为 １１ 个州的近 ５ 万名移民学生提供

服务ꎮ②

新一代系统 (ＮＧＳ) 也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系统之一ꎬ 是由美国的 ２９ 个州共同投资开发的主要用

于传输流动儿童学业记录的系统ꎮ ＮＧＳ还允许 ＮＧＳ 数据库和加州流动儿童数据库进行信息互访ꎮ 这

也是第一个实现系统间通信的系统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 ＮＧＳ 系统进一步升级ꎬ 学生可以通过该

系统观看老师的授课视频ꎬ 老师也可以通过该系统检查学生的阅读能力、 朗读水平、 作业情况等ꎮ③

２００１年ꎬ ＮＣＬＢ要求移民教育办公室开发一个全国统一的数据库ꎬ 对流动儿童所修课程的学分进行自

然累计ꎬ 使流入学区和学校能够根据数据库中学生的学分、 课程进度等ꎬ 为流动儿童安排合适的就读

年级ꎮ
如今ꎬ 信息技术在流动儿童教育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ꎮ 美国联邦政府、 各州教育部门都有专门的

流动儿童服务热线和网络服务平台ꎮ 它不仅直接为流动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生活服务ꎬ 而且有助

于家长及时了解流动儿童的学习情况ꎬ 参与流动儿童教育过程ꎮ

三、 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与美国相比ꎬ 我国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出现较晚ꎬ 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ꎮ 从已有

研究来看ꎬ 我国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责任划分不明确、 配套设施不足

等造成相关政策的失真执行ꎻ④ 二是家庭文化资本薄弱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ꎻ⑤ꎻ 三是学校教

育不足或不适切致使流动儿童易受身份认同混乱等心理问题的困扰ꎬ⑥ 造成流动儿童学业融入困难

等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ꎬ 借鉴美国经验ꎬ 我国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尝试ꎮ
１ 构建立法、 执行及监管一体化管理系统ꎬ 保障流动儿童教育权益

“两为主” “两纳入” 是我国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主要政策ꎬ 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 以

０４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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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学校为主ꎬ① 同时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 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ꎮ② 但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监督制度的缺失ꎬ 造成政策落实中责任主体互

相推卸责任、 选择性执行等现象ꎬ 致使流动儿童无法公平享有应有的教育权益ꎮ
构建完备的教育管理系统ꎬ 是有效缓解政策失真执行的主要方法ꎮ 首先ꎬ 在政策制定上ꎬ 要树立

“弱势互补” 的政策理念ꎬ 以保障流动儿童的 “教育机会均等” 为核心ꎬ 具化、 明确化相关政策的责

任边界、 落实方法等ꎮ 其次ꎬ 在政策执行上ꎬ 一要细化流动儿童教育管理工作ꎬ 明确政府、 地方、 学

校以及公安部门、 社区委员会、 教育局等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ꎬ 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ꎻ 二要赋予

地方政府更多的主导权ꎬ 调动其探索流动儿童教育策略的积极性ꎻ 三要让地方政府每年提交流动儿童

服务详案ꎬ 签订服务协议ꎬ 以保障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ꎮ 最后ꎬ 建立明确的评价标准和问责制度ꎬ 定

期对相关责任部门进行考核ꎮ 成立流动儿童教育监管办公室ꎬ 参与并监督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制定、
实施、 效果检验过程ꎻ 为流动儿童受教育权提供司法救济与审查ꎬ 确保流动儿童平等接受教育ꎻ 建立

流动儿童教育监督网站、 投诉热线等ꎬ 为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建立利益表达的途径ꎬ 以及时了解流动儿

童及其家长对相关政策的态度、 相关政策的实施现状等ꎮ
２ 优化资助体系ꎬ 提高经济资助效益

２０１５年ꎬ 我国出台了 “钱随人走” 的新政策ꎬ 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可以把 “两免一补” 和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从农村携带到城市ꎬ 并规定中央全额承担教科书资金及国家规定课程ꎬ 国家和

地方按比例承担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ꎮ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入地政府及流动儿童家庭的

经济压力ꎮ 但对于有些地区ꎬ 人均补助资金与城市的教育成本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ꎬ 如广东省的生均

教育成本将近 １万元 /年ꎬ 远远高于人均补助ꎮ④

借鉴美国经验ꎬ 我国在对流动儿童进行资助时ꎬ 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是资助主体要多

元ꎮ 政府要充分吸收社会力量ꎬ 鼓励社会组织、 企业、 机构或个人参与教育、 支援教育ꎬ 也可以鼓励

学校自主寻求社会资源ꎮ 二是资助内容要全面ꎬ 一方面ꎬ 对学校的资助ꎬ 既要有对学校教室、 实验

室、 体育器材等硬件的资助ꎬ 也要有对校风学风、 管理手段、 班级文化、 教师素质等学校软件的支

援ꎻ 另一方面ꎬ 对流动儿童的资助ꎬ 既要有对学生心理的支持ꎬ 还要有对学生学习能力、 学习方法以

及家长教育能力等方面的支持ꎮ 三是资助形式要多样ꎮ 根据流动儿童数量、 地方消费水平等灵活选择

中央直接资助、 省政府直接资助等形式ꎮ 为了提高地方、 学校解决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积极性ꎬ
可以设置专项奖励ꎬ 专款专用ꎬ 如设置 “教育联合资助金” 用于鼓励不同地区之间的有效合作ꎮ 四

是资助方法要科学ꎮ 要在充分调研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ꎬ 根据年级、 学校分布、 贫困程度等资助比

例、 资助金额等ꎮ 对于流动儿童较多的地区ꎬ 可以按季度分批次进行拨款ꎬ 以减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一次性拨款的压力ꎮ
３ 重视家长培训ꎬ 提高流动家庭教育力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已经成为流动儿童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家长

的文化知识、 教育观念等影响儿童的教育质量ꎮ⑤ 目前ꎬ 我国流动家庭教育力不足ꎬ 普遍存在教学理

念、 教育行为落后等问题ꎬ 造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ꎬ 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带来一定

１４２美国流动儿童教育融入问题的解决路径及启示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 «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措施研究»ꎬ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４期ꎮ

杨颖秀: «从 “两为主” 到 “两纳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新突破»ꎬ «教育科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ꎮ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政府信息公

开专栏科学教育 /教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０３５７ ｈｔｍꎮ
杨晓霞、 吴开俊: «中央财政介入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探讨»ꎬ «教育发展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ꎮ
Ｈａｌｓｅｙꎬ Ｌａｕｄｅｒ Ｈｕｇｈꎬ Ｂｒｏｗ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ꎬ Ｓｔｕａｒｔ Ｗｅｌｌｓ Ａｍｙ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４８



困难ꎮ
解决这一问题ꎬ 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ꎮ 在培训内容上ꎬ 要包括学科知识、 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方

法、 与孩子沟通的方法、 儿童营养健康、 地方文化特色等方面ꎬ 以提高家长文化素养和基本教育常识

和技能ꎬ 使其成为流动儿童学习的合作伙伴ꎮ 在培训形式上ꎬ 避免简单的讲授和经验传授ꎬ 可以选择

典型案例或家长提出的实际问题ꎬ 进行案例研讨ꎬ 以满足家长的实际需求ꎬ 帮助家长解决实际问题ꎮ
在培训主体的选择上ꎬ 可以邀请班主任、 家庭教育专家、 有经验的家长等进行方法传授、 经验分享ꎮ
在培训时间和空间上ꎬ 要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相结合ꎬ 给予家长自主选择的时间和空间ꎮ 另外ꎬ 及时

的评价与反馈是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途径ꎬ 学校可以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家访ꎬ 了解相关培训的落实情

况ꎬ 针对不同家庭出现的问题ꎬ 给予针对性指导和帮助ꎮ
４ 差异化教学ꎬ 促进流动儿童学业融入

不同学校在学校管理模式、 教师教学风格、 课程设置、 教材版本、 教学进度等方面存在差异ꎬ 有

时学生需要改变已有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等以适应新学校的学习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儿童学业

融入的速度和质量ꎮ 为了加快学生的学业融入ꎬ 教师首先要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ꎬ 为全班学生制订基

础性的目标ꎬ 还要结合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知识基础、 能力水平、 兴趣爱好等ꎬ 制定一些差异性、
发展性目标ꎮ 其次ꎬ 在教学形式的组织上ꎬ 要综合运用集体教学、 小组教学和个别教学等形式ꎮ 教学

中ꎬ 教师要为学生创造交流与讨论的机会ꎬ 促进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互动与合作ꎬ 并根据学生学习情

况ꎬ 针对个别同学给予适当的指导ꎮ 再次ꎬ 在教学方法的选用上ꎬ 要选择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ꎬ 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等ꎮ 最后ꎬ 在作业的布置上ꎬ 在满足全体同学学习的基础上ꎬ 还

要根据流动儿童的实际情况ꎬ 进行适当的补充和拓展ꎮ 例如ꎬ 不同地区使用的教材版本可能不同ꎬ 教

材内容的呈现顺序也存在差异ꎬ 有些内容可能本地学生已学ꎬ 而流动儿童尚未学习ꎮ 这就需要教师灵

活利用课上指导、 课后辅导、 布置额外作业等方式ꎬ 帮助流动儿童补齐落下的课程内容ꎬ 有针对性地

进行教学ꎬ 从而逐步缩小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学业差距ꎮ
５ 完善数字化资源ꎬ 丰富流动儿童学习途径

数字化学习 (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是通过信息技术与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ꎬ 促进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

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ꎮ 数字化学习改变了学习的时空观念ꎬ 使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学校中ꎬ 既能够

有效弥补流动儿童知识学习过程中家庭教育的缺失ꎬ 也能够帮助流动儿童在学习中查漏补缺ꎬ 切实提

高流动儿童的学业成就ꎮ
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数字化学习的基础和关键ꎬ 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构建应体现多元性、 开放性、 情

境性、 灵活性等现代学习理念ꎮ 首先ꎬ 学习资源内容要丰富ꎬ 要能够满足不同学段流动儿童的学习需

求ꎬ 按学科、 年级、 知识模块等对资源进行归类整理ꎬ 便于流动儿童根据自身需要迅速筛选出适切的

学习资源ꎮ 其次ꎬ 学习资源的呈现形式要多样ꎮ 学习资源的呈现形式由学习内容、 学习目标、 学习方式

和学习者的特点等共同决定ꎬ 资源库建设者可以根据实际灵活设置图表、 视频、 多媒体课件、 拓展阅读

等ꎬ 供学生灵活选择ꎬ 以满足不同特点流动儿童的学习需求ꎮ 最后ꎬ 学习活动要灵活ꎮ 如对于一些问

题ꎬ 可以不直接推送答案ꎬ 让流动儿童通过搜集资源、 与同学交流讨论等途径ꎬ 对问题进行思考、 探

索ꎬ 并尝试解决ꎬ 这不仅能够促进流动儿童与同学的交流协作ꎬ 还能激发流动儿童的学习自主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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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低碳经济全球博弈
的战略选择

陈志恒　 刘欣博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围绕权利、 责任和义务划分的低碳经济博弈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展开ꎮ 文章分析了中国参与低碳

经济全球博弈的战略定位、 战略取向以及竞争策略ꎬ 认为中国可以通过鼓励企业参与低碳技术创新、 倡导全

社会的绿色消费、 健全环境保护的监控体系、 选择符合国情的低碳技术路线、 重视低碳技术标准的国际化竞

争、 积极参与国际低碳技术标准的制定等途径ꎬ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ꎬ 以合作共赢作为基本方针ꎬ 实现成为全

球低碳经济引领者的战略目标ꎮ
关键词: 低碳经济ꎻ 低碳技术ꎻ 气候治理ꎻ 低碳转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４３－０５

　 　 面对全球经济低碳转型的巨大挑战ꎬ 中国要参与全球低碳经济博弈ꎬ 最关键的是要以明确的战略

定位ꎬ 解决战略意图和能力之间的矛盾ꎻ 以清晰的战略取向ꎬ 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ꎻ 以合理的

竞争策略ꎬ 塑造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ꎮ

一、 中国参与低碳经济全球博弈的战略定位

　 　 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ꎬ 应当充分认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ꎬ 理性面对低

碳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ꎬ 以经济发展、 生态安全、 国际地位提升作为参与低碳经济全球博弈的

最终目标ꎬ 努力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及低碳经济国际合作的引领者ꎮ 之所以如此定位ꎬ 主要基于以下几

个方面的认识:
１ 低碳经济全球博弈的焦点

全球气候治理博弈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模式低碳化博弈ꎬ 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程中成本

分担与收益分配的失衡与冲突ꎮ 从历史进程看ꎬ 最开始的以碳排放权 (碳减排) 博弈为中心①、 “捆
绑” 着高碳商品贸易 (碳关税) 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金融) 的议题结构ꎬ 逐渐发展成为以发展

低碳经济为核心理念、 以碳排放权博弈为现实起点、 以低碳产业技术竞争为核心、 以碳关税和碳金融

为重要支撑的议题结构ꎮ 具体来说ꎬ 随着碳排放权博弈的加剧ꎬ 原来遵循的 “自上而下” 的 “分配

型” 减排模式ꎬ 已逐渐被 “自下而上” 的 “国家自主贡献” 的 “自愿型” 模式取代ꎻ 碳关税在实践

中极易被某些国家 “异化” 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ꎬ 因而遭到大部分国家的质疑和反对ꎻ 国际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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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市场博弈的焦点是争夺金融市场发展空间以及碳交易结算的货币主导权ꎻ 要实现较低成本的低碳经

济转型ꎬ 低碳产业技术的创新及其低成本化意义重大ꎬ 全球低碳博弈归根结底还是低碳技术创新能力

和市场化能力的博弈ꎮ
在全球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中ꎬ 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关于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博弈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ꎬ 经济的低碳化程度特别是高碳产业 (如能源产业) 低碳化的转型速度和转

型程度将决定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ꎮ 这就意味着ꎬ 由化石能源时代向低碳经济时代转换

成为必然ꎬ 全球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转型已经成为非常清晰可靠的市场信号ꎬ 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

源在全球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ꎮ 同时ꎬ 全球气候治理将不仅仅停留在国际政治及外交领域ꎬ
还将深刻影响国际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ꎮ① 各国唯有奋力使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低碳转型ꎬ 才能

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立足ꎮ 第二ꎬ 低碳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各国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低碳技术尤其是涉及下一代产业革命的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ꎬ 已经成为一种战略性资源ꎬ 新能源

产业等低碳技术产业已经是全球最有利可图的战略性产业ꎮ
２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低碳压力

在应对低碳经济全球博弈的过程中ꎬ 低碳排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约束ꎬ 增长

模式面临很大的低碳压力: (１) 要素投入的低碳压力ꎮ 在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ꎬ 中国形成了过

于依赖能源要素投入的惯性ꎮ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日益完善和深入ꎬ 以低碳经济技术、 全要素生

产率驱动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ꎬ 低碳发展、 绿色 ＧＤＰ 等理念深入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和国际投

资领域ꎬ 中国必须尽快扭转高能源投入的增长惯性ꎮ② (２) 经济增长总体成本的低碳压力ꎮ 伴随低碳

经济的深入发展ꎬ 各国经济增长核算中计入低碳与减排的影响ꎬ 环境成本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压

力ꎮ (３) 居民消费意识和消费结构的低碳压力ꎮ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责任ꎬ
也需要国民的积极参与ꎬ 但中国居民的消费意识、 环保意识和日常消费习惯等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

的差距ꎬ 需要进一步提升ꎮ
３ 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也面临低碳机遇ꎮ 第一ꎬ 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缓解日益尖锐的国内能源供

求矛盾ꎮ 目前ꎬ 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逐步扩大ꎬ 但从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的变化来看ꎬ 能源生产的增长率

呈现减慢趋势ꎬ 导致能源供需不平衡ꎮ③ 中国可以借发展低碳经济之机ꎬ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ꎬ 加快

新能源项目的布局和建设ꎬ 推动能源结构的非化石能源化和低碳化ꎮ 第二ꎬ 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为应对低碳经济全球博弈ꎬ 在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大会提交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ＩＮＤＣ) 方案中ꎬ 提出了一系列以创新发展为引领的技术、 资金、 政策、 机制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务实

安排ꎬ 中国还将通过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等途径规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高碳排放ꎮ 因此ꎬ 通过实

施 ＩＮＤＣꎬ 中国能够在发展理念、 民意基础、 政策与制度储备、 技术系统储备、 创新能力、 资本存量

与流量、 综合与专项能力等方面为经济结构转型、 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提供有力保障ꎮ④

４ 中国在低碳经济全球博弈中的双重身份

中国要参与全球低碳经济博弈ꎬ 就需要正确处理复杂的国内外矛盾ꎬ 理性面对机遇和挑战ꎬ 实事

求是地确立战略定位ꎬ 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充分认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ꎬ
努力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及低碳经济国际合作的引领者ꎮ 作为崛起大国ꎬ 要积极主动推进国际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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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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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进程ꎬ 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ꎬ 这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国际环境ꎬ 而且可以为低碳经济发展带来技术

资源和市场资源ꎬ 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规则的制定权ꎬ 维持政治、 安

全、 经济、 文化等方面国家利益的平衡ꎻ①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ꎮ 要坚

持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ꎬ 把维护中国利益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结合ꎬ 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ꎮ 为

此ꎬ 既不能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崛起忽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ꎬ 更不能用发展中大国的

身份逃避在国际气候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ꎮ 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定位将是

引领者ꎬ 而非主导者ꎮ 也就是说ꎬ 中国将更加主动地承担大国责任ꎬ 在议题设置、 资金筹措、 具体建

设过程中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ꎬ 成为实际上的 “火车头”ꎬ 但并不会因此谋求在全球环境事务领域的

主导者地位ꎬ 更不会强制其他国家遵守自己制定的规范ꎮ

二、 中国参与低碳经济全球博弈的战略取向

　 　 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化的趋势下ꎬ 中国参与低碳经济全球博弈已不是权宜之计ꎬ 而是战略性方

针ꎮ 应当立足于低碳经济全球博弈的引领者战略定位ꎬ 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化解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ꎬ
实现发展目标ꎮ

１ 以积极心态看待全球低碳经济博弈

全球低碳经济博弈是气候治理经济化的必然结果ꎬ 将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产生重要影

响ꎬ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成为全球公共治理的重要议题ꎮ 因此ꎬ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应对全

球低碳经济博弈ꎬ 将其置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高度ꎻ
以积极和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低碳经济博弈的挑战ꎻ 要在充分把握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ꎬ 制定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整体规划ꎬ 出台激励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ꎬ 稳步构建绿色 ＧＤＰ 核算体系ꎬ 改变高污染、 高排放、 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培育低碳竞争力ꎮ
２ 以合作共赢作为参与全球低碳经济博弈的基本指针

全球气候治理及其低碳化趋势ꎬ 关系到所有国家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ꎬ 由于各国发展阶段、 环

境状况各异ꎬ 承受能力和利益诉求不尽相同ꎬ 利益碰撞、 冲突容易引发激烈的竞争ꎬ 协调多边平台的

交易成本过高ꎬ 造成 “集体行动的困境”ꎬ 各利益集团不断分化组合ꎬ 治理格局呈现 “碎片化” 特

征ꎮ 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和新兴大国ꎬ 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ꎬ 作出符合

国情、 责任、 发展阶段和能力的重大战略安排ꎮ 从目前来看ꎬ 发展清洁能源和可替代能源ꎬ 实现能源

结构的转型和升级ꎬ 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当务之急ꎬ 加强低碳技术的国际合作是能源结构转型的有

效途径ꎮ 中国旧有能源结构以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一次能源为主ꎬ 温室气体排放量高ꎮ 近年来ꎬ 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ꎬ 但部分行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低碳技术产业化

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ꎬ 还需要与拥有先进低碳技术的国家开展技术合作ꎬ 特别是在节能减排、 清

洁能源、 智能电网、 绿色港口、 低碳城市等领域的务实合作ꎬ 要充分吸收合作方的科学技术成果ꎬ 走

出一条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赶超型低碳技术发展道路ꎮ 在合作伙伴的选择问题上ꎬ 中国在稳步推进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合作的同时ꎬ 应更加注重与拥有先进低碳技术、 庞大低碳产业市场的发达

国家的合作ꎮ
３ 从不同的侧重点广泛开展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相关技术水平的提高ꎬ 已经广泛展开与发达国家的商业性质合

作ꎮ 例如在清洁能源领域ꎬ 中国、 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现了不同专业领域的科技人员数据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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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享ꎬ① 尽管特朗普总统的气候政策增添了合作的不确定性ꎬ 但中美之间的低碳经济合作仍将是日

后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ꎻ 中法已就加强核能领域合作达成共识ꎬ 双方同意将安全性、 可靠性和环

保最高准则作为合作的前提保障ꎬ 开展双边层次的核能合作ꎬ 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也将成为两国合

作的目标之一ꎮ 除此之外ꎬ 还要全面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合作ꎮ 在全球低碳经济博弈中ꎬ 一

方面ꎬ 中国需要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权益和发展机会ꎬ 在气候治理和低碳

转型中争取更多的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ꎻ 另一方面ꎬ 也要充分发挥在技术、 资金等方面

的优势和影响力ꎬ 加大低碳领域的南南合作ꎬ 组织引领相关国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基金ꎬ
创新与小岛屿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在低碳技术和资金领域的合作机制ꎬ 拓展

援助渠道ꎬ 加大支持力度ꎮ 中国还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交流ꎬ 加

强气候、 环境和能源等领域的政策协调ꎬ 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ꎬ 分享气候友好型技术ꎮ
中国侧重于同发达国家开展全面的低碳技术合作ꎬ 意在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低碳技术成果ꎬ 开拓

低碳产业的市场ꎻ 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侧重于全面的援助和资金支持ꎬ 意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协调ꎬ 推广中国的低碳经济技术ꎬ 开发潜在的低碳产业市场ꎬ 无偿的、 非商业性的援助占据主要

地位ꎮ

三、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策略

　 　 １ 鼓励企业参与低碳技术创新

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机制ꎬ 鼓励各类企业的低碳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ꎮ② 政府要综合

运用多种手段ꎬ 鼓励各类企业ꎬ 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低碳技术研发领域ꎻ 鼓励企业和技术持有方投资

低碳产业ꎬ 并制定法律法规ꎬ 保护自主知识产权ꎬ 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更多保障ꎻ 出台相关扶持政

策ꎬ 加大对低碳产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ꎬ 鼓励产、 学、 研三方合作ꎬ 支持技术转化与应用ꎬ 促进

低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ꎮ③

２ 倡导全社会的绿色消费

发展低碳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ꎬ 既要实现低碳生产又要实现低碳消费ꎮ 为

此ꎬ 倡导全民绿色消费十分必要ꎮ④ 要通过各种媒介ꎬ 特别是新媒体广泛宣传节能减排、 构建低碳社

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ꎬ 提升国民节能减排的意识ꎻ 加大绿色生活设施的投资力度ꎬ 建设节能环保住

宅、 道路交通、 城市废弃物分类及无害处理等设施ꎬ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ꎻ 加强绿色消费教育ꎬ 编写低

碳生活教材ꎬ 开设环境保护课程ꎬ 树立全民节能环保意识ꎻ 从供给端入手ꎬ 研制开发低碳环保、 节能

减排的绿色消费产品ꎬ 构建节能产品生产与消费奖励机制ꎮ
３ 健全环境保护的监控体系

应借鉴国际经验修改完善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ꎬ 强化监管监测ꎬ 依法推进节能减排工

作ꎻ 适时研究开展节能减排测试工作ꎬ 成熟之后再逐步推广实施ꎻ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监测监控的信息

公开体系ꎬ 接受全社会的监督ꎬ 提高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识和责任感ꎻ 加大人员和资金投入ꎬ 积极推

进监测机构的标准化、 信息化和国际化建设步伐ꎬ 逐步建立企业能耗统计及污染物排放数据网上直报

系统和节能减排监控的网络体系ꎬ 提高监测监控的科学性和时效性ꎻ 加快环境保护监控基础设施的建

设步伐ꎬ 加大对环境监测体系的投入ꎬ 提高环境监测水平与能力ꎻ 学习借鉴国际节能减排的经验ꎬ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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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与国际先进环境检测标准接轨的指标体系ꎬ 提高环境保护监测的科学性ꎮ
４ 选择符合国情的低碳技术路线

低碳经济以低碳技术发展为基础和前提ꎬ 是一种以减碳技术、 去碳技术和无碳技术为核心、 以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绿色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模式ꎮ 在低碳经济发展进程中ꎬ 低碳技术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ꎬ 但从各国实践来看ꎬ 不同国家采用的低碳技术路线并不完全相同ꎮ 欧盟倾向于优先发展清

洁能源技术ꎬ 日本重点发展节能技术ꎬ 美国则采用全面发展的技术路线ꎮ① 中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现

状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来确定低碳技术路线ꎬ 要高度重视节能技术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ꎬ 密

切跟踪碳排放降低技术的国际动向ꎬ 积极参与前沿技术的研发ꎬ 注重人才储备ꎮ
５ 重视低碳技术标准的国际化竞争

低碳经济涉及一系列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ꎬ 在其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ꎮ 作为具

有技术密集型特征的产业群ꎬ 低碳经济往往需要以新兴的、 复杂的专利技术为支撑ꎬ 这就决定了全球

低碳经济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围绕相关低碳技术国际标准的竞争ꎮ 技术标准不仅可以让不同产

品达到兼容的效果ꎬ 减少交易成本ꎬ 提高经济收益ꎬ 还可以形成新的市场准入门槛ꎬ 为技术标准的制

定者带来垄断性的巨大收益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ꎮ② 可见ꎬ 低碳经济相关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是

中国参与全球低碳经济博弈的有效手段ꎬ 是今后中国实现低碳技术赶超、 拓展国际低碳市场的有力

工具ꎮ
６ 积极参与国际低碳技术标准的制定

中国可通过两条路径实际参与制定低碳经济产业技术的国际标准: 法定标准路径ꎬ 积极鼓励和组

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ＩＳＯ) 的国际标准会议ꎬ 主动

参与低碳技术国际法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ꎬ 促使更多中国技术融入国际标准体系ꎻ 事实标准路

径ꎬ 在巩固庞大国内用户市场使用基础上ꎬ 不断自主创新、 扩大自主技术标准的应用范围ꎬ 逐步获得

市场广泛认可ꎬ 形成事实上的标准ꎮ 在实践中ꎬ 可以在占领一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努力使技术标准发

展成为国际法定标准ꎮ 为此ꎬ 中国应努力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第一ꎬ 健全国内低碳技术标准ꎬ 组建低

碳技术专利网ꎮ 要实现标准的国际化ꎬ 相关低碳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是重要的基础ꎬ 这就要求我们既

要重视重大技术突破和基本专利申请ꎬ 还要重视相关应用技术和次要技术的开发ꎬ 扩大自主技术标准

的合法范围ꎬ 全方面维护技术优势地位ꎬ 尽快建立低碳技术体系和专利体系ꎬ 形成 “技术标准阵”ꎬ
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性ꎮ 第二ꎬ 成立企业联盟ꎬ 制定低碳技术的联盟标准ꎮ 中国低碳产业的市场秩

序还很不规范ꎬ 如果能以技术标准为切入口ꎬ 由该行业的领军企业牵头成立标准联盟ꎬ 将中国低碳产

业的设计、 制造、 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骨干企业联合起来ꎬ 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ꎬ 破除外国公司

的技术标准壁垒ꎬ 增强对外技术合作时的谈判筹码ꎬ 促使本行业的国际竞争格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转

变ꎮ 第三ꎬ 加强海外专利布局ꎬ 推动低碳技术标准的国际合作ꎮ 专利权具有地域性ꎬ 且专利申请周期

较长ꎬ 因此ꎬ 中国低碳企业和低碳技术标准联盟应尽早将技术成果在目标国申请专利ꎬ 有计划地在发

达国家市场做好专利布局ꎬ 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变为技术专利ꎬ 将技术专利转变为技术标准ꎮ③ 同时ꎬ
要重视通过建设海外基地ꎬ 打造全球产销研网络ꎬ 重视本土化战略ꎬ 整合全球技术标准资源ꎬ 布局全

球低碳技术标准体系ꎬ 有效提升中国低碳经济的全球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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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１６ＹＪＡ７５１０２９)ꎮ
作者简介: 夏秀ꎬ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ꎮ

①　 许慎: «说文解字»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１３６页ꎮ

“怨刺” 观念源流辨析

———兼论古典诗学中的道德批评传统

夏　 秀

(济南大学 文学院ꎬ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

　 　 摘要: 先秦时期 “怨” 与 “刺” 是两个独立概念ꎬ 到汉代二者并用ꎬ “怨刺” 观念正式形成ꎮ “怨刺”
观念的形成有丰富的文化、 理论和社会现实基础ꎬ 先秦时期以 «诗» 陈抒 “怀抱” 和用 «诗» “谏上” 的

传统是其重要的文化基础ꎬ 当时政教失序、 世风衰败、 社会凋敝的客观现实是其共同社会现实基础ꎮ «毛

诗序» 从理论上将 “怨” 与 “刺” 进行了总结ꎬ 并为 “怨刺” 观念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因为 “怨”
“刺” 都与社会秩序的乱废有关ꎬ 所以 “怨刺” 在事实上就与 “变风” “变雅” 发生了关联ꎬ 但在理论上ꎬ
关于二者关系却历来意见不一ꎮ “怨刺” 观念在汉代确立并经过唐代孔颖达的阐释之后ꎬ 在内涵以及表现

形式上发生了变化ꎬ 源自先秦时期的 “谏” 的传统虽在ꎬ 但附加其上的道德批评色彩日浓ꎬ 因而在形式上

主要朝着 “怨而不怒” 的婉曲方向发展ꎬ 到宋元明时期ꎬ “微言讽喻” 替代 “怨刺” 成为传统儒家诗学推

崇的观念ꎬ 在这一时期的诗论中ꎬ “怨刺” 一词逐渐被 “讽喻” “托讽” 等用语替代ꎮ
关键词: 怨刺ꎻ «诗»ꎻ 变风ꎻ 变雅ꎻ 道德批评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４８－０７

　 　 学界有不少关于 «诗» 怨刺诗的研究ꎬ 认为 «诗» 中多有明确表明以 “刺” 为目的的怨诗ꎬ 实

际上这些都是在 “怨刺” 观念形成后对 «诗» 进行阐释的结果ꎮ 先秦时期 “怨” 与 “刺” 是两个独

立的概念ꎬ “怨刺” 概念是在先秦到汉代复杂的文化、 政治以及诗学理论共同作用下确立的ꎮ 从诗学

发展史上看ꎬ “怨” “刺” 二者连用经历了一个从作品呈现、 理论论述到学术运用的复杂过程ꎬ 这一

过程反映了古典诗学概念形成过程中儒家政教观念的巨大影响ꎬ 而且还影响了古典诗学中的道德批评

传统ꎬ 将 “怨刺” 强度与创作者的人格品性相关联成为宋元明清时期古典诗学和学术研究中的常见

现象ꎮ

一、 “怨” “刺” 相连的缘起

　 　 先秦时期 “怨” “刺” 尚未连用ꎬ 二者都是作为单字使用的ꎮ «诗» 中ꎬ “刺” 字出现过 ２次:
维是褊心ꎬ 是以为刺ꎮ ( «魏风葛屦» )
天何以刺? 何神不富? ( «大雅瞻卬» )

关于 “刺” 的含义ꎬ «说文解字» 释 “刺” 为 “君杀大夫曰刺ꎬ 刺ꎬ 直伤也” ①ꎮ 这显然是

“刺” 的原义ꎬ 并不适合上述二例ꎮ 关于上述第一例ꎬ «毛诗笺» 和 «毛诗正义» 都仅解释了句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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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整首诗的目的为 “刺” 君心偏急无德教致使民心日益趋利ꎬ 但对 “刺” 字的含义未有解释ꎮ①
对于第二例ꎬ «毛诗» 注为: “刺ꎬ 责ꎮ 富ꎬ 福ꎮ 狄ꎬ 远ꎮ 忌ꎬ 怨也王之为政ꎬ 既无过恶ꎬ 天何

以责王见变异乎? 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灾害也?”② «说文解字注» 注 “刺” 曰: “ «大雅» 之刺训责ꎬ
史称刺ꎮ”③ 综合以上各注可以认为ꎬ “刺” 主要是 “责备” 的意思ꎬ 与 “讽刺” 之意有一定差别ꎮ
«诗» 中 “刺” 的这一含义在先秦时期多有使用ꎮ «春秋穀梁传庄公四年» 中有 “不复仇而怨不

释ꎬ 刺释怨也”④ 的记载ꎬ 庄公还没有报仇就已经释放了怨气ꎬ 显然是一个大过失ꎬ 这里 “刺释怨

也” 中的 “刺” 亦带有责备的意思ꎮ 以上基本可以说明先秦时期 “刺” 主要是 “申斥” “责备” 的

意思ꎮ
“怨” 字在 «诗» 中共出现 ９次ꎮ 其中 «风» 部分出现 １次:

及尔偕老ꎬ 老使我怨ꎮ ( «卫风氓» )
«小雅» 中出现 ５次:

不惩其心ꎬ 覆怨其正ꎮ ( «小雅节南山» )
亦云可使ꎬ 怨及朋友ꎮ ( «小雅雨无正» )
忘我大德ꎬ 思我小怨ꎮ ( «小雅谷风» )
尔肴既将ꎬ 莫怨具庆ꎮ ( «小雅楚茨» )
民之无良ꎬ 相怨一方ꎮ ( «小雅角弓» )

«大雅» 中出现 ３次:
惠于宗公ꎬ 神罔时怨ꎬ 神罔时恫ꎮ ( «大雅思齐» )
无怨无恶ꎬ 率由群匹ꎮ ( «大雅假乐» )
女炰烋于中国ꎬ 敛怨以为德ꎮ ( «大雅荡» )

关于以上用 “怨” 的案例ꎬ 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ꎬ «诗» 中 “怨” 的范围和对象较广ꎬ 可以

怨始乱终弃的男子ꎬ 也可以怨朋友、 兄弟、 君主和上天ꎮ 其次ꎬ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ꎬ “怨” 字多见

于 «大雅» «小雅» 中ꎬ 而非怨诗集中的 «国风» 部分ꎬ 原因可能在于 «风» «雅» 写作手法不同:
“ «国风» 正言美刺者甚少ꎬ 其余多比物连类ꎬ 含意离辞ꎬ 隐跃不露ꎬ 使人讽咏流连而自得之ꎻ «小
雅» 正言其事者多ꎬ 隐而不发者少 «大雅» 则直切明著ꎬ 与风谣绝不相类ꎮ”⑤ 但相对来说ꎬ 大

小 «雅» 怨的内容与 «风» 还是有区别的ꎮ 大小 «雅» 中的 “怨” 主要是 “家国之怨”ꎬ 即清初归

庄所谓 “大不幸” 或黄宗羲所谓 “万古之性情” 中的家国大怨ꎮ 钱穆在解 «论语» 中 “可以怨” 一

句时说: “忠臣孝子有时不能无怨ꎬ 惟学于诗者可以怨ꎬ 虽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ꎮ”⑥ 这个解释与传统

本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阐释无大不同ꎬ 也比较符合大小 «雅» 用 “怨” 的情况ꎮ
比较 «诗» 中 “刺” “怨” 的运用可以见出ꎬ “刺” 的主要含义是 “责”ꎬ 主要作用是 “责上”ꎬ 即

责备 “王者” 或 “位上者” 的过失ꎮ 而 “怨” 的范围远大于 “刺” 的范围ꎬ 但就大小 «雅» 中用

“怨” 的本意主要侧重于家国、 上天之 “大怨” 的情况看ꎬ “怨” 与 “刺” 的含义和功能非常接近ꎮ
当然ꎬ 若从整个 «诗» 怨诗范围或诗怨命题来说ꎬ “怨刺” 连用仅仅是选取了二者含义中 “刺上”
“怨上” 的部分ꎬ 从诗的类型角度来说ꎬ 只有怨诗中属于政治讽刺诗的那部分具备怨刺的性质ꎮ

较早将 “怨” “刺” 相连并用的是班固ꎬ «汉书礼乐志» 中有 “周道始缺ꎬ 怨刺之诗起ꎮ 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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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竭ꎬ 而诗不能作”① 的说法ꎮ 郑玄也将二者相连并用ꎬ «诗谱序» 中有 “众国纷然ꎬ 刺怨相寻”②
句ꎬ 孔颖达认同上述观点ꎬ 指出 “怨亦刺之类ꎬ 故连言之”③ꎮ 从唐代开始ꎬ “怨刺” 在史学、 诗学、
创作中逐渐被当成一个固定概念使用ꎮ 唐代刘知几说: “观夫子之删 «诗» 也ꎬ 凡诸 «国风»ꎬ 皆有

怨刺ꎬ 在于鲁国ꎬ 独无其章ꎮ”④ 晚唐钱珝有诗云: “幸有烟波兴ꎬ 宁辞笔砚劳ꎮ 缘情无怨刺ꎬ 却似反

离骚ꎮ”⑤ 宋代陈师道认为: “苏诗始学刘禹锡ꎬ 故多怨刺ꎬ 学不可不慎也ꎮ 晚学太白ꎬ 至其得意ꎬ 则

似之矣ꎮ 然失于粗ꎬ 以其得之易也ꎮ”⑥ 明代清代诗学和学术研究中 “怨刺” 也有运用ꎬ 但总体上

看ꎬ 清代 “美刺” 运用更多ꎬ 一字之别ꎬ 反映出的却是概念之后的思想观念、 政治文化等的差别ꎮ

二、 “怨刺” 观念的确立

　 　 在古典诗学中ꎬ 一种观念或一个诗学概念 /范畴 /命题的真正确立ꎬ 是需要多方面支撑的ꎮ 文化基

础、 政治现实基础和理论论证等往往在该概念 /范畴 /命题确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ꎬ 就 “怨刺” 观念

的形成来说ꎬ 先秦时期以 «诗» 陈抒 “怀抱” 和用 «诗» “谏上” 的传统就是其重要的文化基础ꎮ
按照朱自清的研究ꎬ “诗言志” 之 “志” 本指 “怀抱”ꎬ 即抱负、 志向ꎮ 在春秋时期以及更早ꎬ

«诗» 主要用以 “陈志”ꎬ 无论是 “献诗” 还是 “赋诗”ꎬ 或颂或讽ꎬ 都是借 «诗» 来表达自己的抱

负ꎮ 如 «论语先进» 中有两处论及 “言志”ꎬ 都是 “非关修身ꎬ 即关治国ꎬ 可正是发抒怀抱”⑦ꎮ
再如 «礼记檀弓» 晋世子申生被骊姬谗害的故事也同样说明 “志” 和怀抱都与政教相关: “申生陈

诉怀抱ꎬ 一面关系自己的穷通ꎬ 一面关系国家的治乱这种志ꎬ 这种怀抱ꎬ 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

的ꎮ”⑧ 概言之ꎬ 在春秋战国时期ꎬ 无论是赋诗、 陈诗还是诵诗都是为了 “志所欲之事”ꎬ 与 “礼”、
政治、 教化是分不开的ꎮ 这样ꎬ 怨诗当然也与特定的 “志”ꎬ 即 “怀抱” 有关ꎬ 与政教有关ꎮ 因此孔

颖达说: “言悦豫之志ꎬ 则和乐兴而颂声作ꎻ 忧愁之志ꎬ 则哀伤起而怨刺生ꎮ”⑨ 简言之ꎬ 以 «诗»
抒发怀抱和抱负的传统为以诗刺上提供了功能性基础ꎮ

与以 «诗» 抒发怀抱类似ꎬ 汉代之前 «诗» 还有一大功用是 “讽”ꎬ 即刺上、 讽谏ꎬ “用诗规谏ꎬ
舜时已然”ꎬ 因此 «诗» 中的一些怨诗如 «巷伯» «四月»ꎬ “都是自述苦情ꎬ 欲因歌唱以告于在上

位的人”ꎮ 这一理念在汉代获得了大发展ꎬ 前引班固 “周道始缺ꎬ 怨刺之诗起” 句ꎬ 其中怨刺诗主

要指政治诗而言ꎮ 孔安国注 «论语阳货» “可以怨” 句为: “怨ꎬ 刺上政ꎮ” 孔颖达关于 “怨与刺

皆自下怨上之辞” 的说法也是着眼于讽谏的目的ꎮ 不仅如此ꎬ 孔颖达 «毛诗正义诗谱序» 还分别引

«内则» «春秋说题辞» «诗纬含神务» 关于诗的解释ꎬ 总结说: “诗有三训ꎬ 承也、 志也、 持也ꎮ 作

者承君政之善恶ꎬ 述己志而作诗ꎬ 为诗所以持人之行ꎬ 使不失队ꎬ 故一名而三训也ꎮ” 可以看到ꎬ 汉

代论诗ꎬ 并非从诗的本体出发ꎬ 而是从诗的政教功能出发ꎬ 从其政治、 社会或伦理价值的角度对诗进行

界定ꎮ 这样就将诗怨与 “述志” “谏上” “讥过” 联系到了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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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诗抒发怀抱和以诗谏上的文化传统中ꎬ “怨” 与 “刺” 彼此都获得了对方的支撑ꎮ 一方面ꎬ
“刺” 赋予了 “怨” 以合理性和正当性ꎮ 因为在儒家思想中ꎬ “怨” 毕竟是一种负面的情感ꎬ “不怨”
才是君子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ꎬ 诗怨不仅要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ꎬ 而且必须拥

有正当的理由ꎮ 这又包含两点: 一是通过诗怨使人心、 性情 “归于正”ꎻ 二是通过诗怨达到讽谏、 美

刺的目的ꎮ 沈德潜评价汉代乐府民歌 «有所思» 是 “怨而怒矣ꎬ 然怨之切ꎬ 正望之深”①ꎬ 这一评价

正是从 “讽谏” 的角度做出的ꎮ 离开 “望之深” 的目的ꎬ 哪怕是 “怨” 都是不合理的ꎬ 更不必说

“怨而怒” 了ꎮ 另一方面ꎬ “怨” 是 “刺” 的功能得以实现的最恰适的途径ꎮ 因为虽然 “谏” 是

«诗» 的重要功能和职责ꎬ 但 “谏” 也是需要方法的ꎮ 古代制度中对 “谏” 有多种区分: “谏有五:
其一曰讽谏ꎬ 二曰戆谏ꎬ 三曰窥谏ꎬ 四曰指谏ꎬ 五曰陷谏ꎮ”② “忠臣之谏君ꎬ 有五义焉ꎮ 一曰谲谏ꎬ
二曰戆谏ꎬ 三曰降谏ꎬ 四曰直谏ꎬ 五曰风谏ꎮ 为度主而行之ꎬ 吾徒其风谏乎?”③ 这些区分ꎬ 虽种类

和命名不同ꎬ 但都是对 “谏” 的方式的区分ꎮ 总结上述两种分类可以见出ꎬ “谏”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

类ꎬ 即 “曲谏” 和 “直谏”ꎬ 前者种类明显多于后者ꎮ 而以诗为谏恰符合 “曲谏” 的要求: “其作诗

也ꎬ 本心主意ꎬ 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ꎬ 播之于乐ꎬ 而依违谲谏ꎬ 不直言君之过失ꎬ 故言之者无罪ꎮ”④

概而言之ꎬ 按照君臣之义ꎬ 臣子本有向君谏言的职责ꎬ 但是必须以礼节之ꎬ 因而以诗讽谏ꎬ 以怨为刺

是符合君臣之义、 “主文而谲谏” 的最合适方式之一ꎮ
从诗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ꎬ “怨” 与 “刺” 拥有共同的现实基础ꎬ 那就是政教失序、 世风衰

败、 社会凋敝的客观事实ꎮ 关于这一点ꎬ 郑玄认为 “众国纷然ꎬ 怨刺相寻” 的原因是 “厉也幽也ꎬ
政教尤衰ꎬ 周室大坏ꎬ «十月之交» «民劳» «板» «荡»ꎬ 勃尔俱作”⑤ꎮ 孔颖达释此句为: “大率变

风之作ꎬ 多在夷、 厉之后ꎬ 故云 ‘众国纷然ꎬ 怨刺相寻’ꎮ «击鼓序» 云 ‘怨州吁’ꎬ 怨亦刺之类ꎬ
故连言之ꎮ”⑥ 他又在释 «诗» 各 “国风” 的排序原因时说: “齐则异姓诸侯ꎬ 世有衰德ꎬ 哀公有荒

淫之风ꎬ 襄公有鸟兽之行ꎬ 辞有怨刺ꎬ 篇无美者ꎬ 又以大师之后ꎬ 国土仍大ꎬ 故使之次郑也ꎮ”⑦ 以

上诸例皆说明ꎬ “怨刺” 诗的兴起主要是因为社会失序、 君王失德、 德化不兴、 民俗颓坏ꎬ 所以言说

者希望通过 “诗怨” 的方式进行 “曲谏”ꎬ 寄托了希望恢复社会秩序、 兴邦立国的期待ꎮ
«毛诗序» 将 “怨” 与 “刺” 进行了总结ꎬ 为 “怨刺” 观念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其认为诗歌

是 “情动言发” 的结果ꎬ “情发于声ꎬ 声成文谓之音ꎬ 治世之音安以乐ꎬ 其政和ꎻ 乱世之音怨以怒ꎬ 其

政乖ꎻ 亡国之音哀以思ꎬ 其民困”ꎬ 怨刺诗歌创作与社会乱废之间存在对应关系ꎬ 于是 “国史明乎得失

之迹ꎬ 伤人伦之废ꎬ 哀刑政之苛ꎬ 吟咏情性ꎬ 以风其上ꎬ 达于事变ꎬ 而怀其旧俗者也”ꎮ⑧ 简言之ꎬ 在

«毛诗序» 中ꎬ 关于怨刺类诗歌创作的基本逻辑是 “社会乱ꎬ 礼义废———怨情生———怨怒之诗作———以

风刺上 (以求追思旧俗之正) ”ꎮ «毛诗序» 中包括怨刺观念、 诗之正变、 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诸多诗学

观念ꎬ 后经郑笺孔疏发展开来ꎬ “怨刺” 终于成为古典诗学中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概念ꎮ

三、 “怨刺” 与 “变风” “变雅”

　 　 正因为 “怨” “刺” 都与社会秩序的乱废有关ꎬ 所以 “怨刺” 在事实上就与 “变风” “变雅”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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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关联ꎬ 但在理论上ꎬ 关于二者的关系却历来意见不一ꎬ 各种意见的形成过程与背后的原因成为

“怨刺” 观念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ꎮ
朱自清认为 “变风” “变雅” 与 “诗妖” 有关ꎮ “诗妖” 是西汉时期的一个概念ꎬ 指与弥漫于社

会上的 “怨谤之气” 有关的歌谣ꎮ «洪范五行传» 记载: “言不从是谓不乂ꎮ 厥咎僭ꎬ 厥罚恒阳ꎬ 厥

极忧ꎮ 时则有诗妖ꎮ”① 根据这一说法ꎬ “诗妖” 是社会秩序混乱的反映ꎬ 是 “怒谤之气” 抒发的结果ꎮ
在君昏国衰、 社会动荡、 德化不行的 “乱世”ꎬ 民众用民间歌谣的形式抒发 “怨怒之气”ꎬ 这就是 “诗
妖”ꎮ “诗妖” 是 “时” “势” 异变的产物ꎬ 创作者以此抒发怨怒之情ꎬ 同时也希望以此来讽谏刺上ꎮ 朱

自清认为: “ ‘诗妖’ 既指民间歌谣———那些发泄 ‘怨谤之气’ 的歌谣或 ‘怪谣’ ———而歌谣也是诗ꎬ
那么ꎬ 诗也有发泄 ‘怨谤之气’ 的作用了ꎮ 这种诗就是所谓 ‘刺诗’ꎻ ‘刺’ 也就是 ‘怨谤’ꎮ”② 据此ꎬ
“怨刺” 与 “诗妖” 就几乎二合一了: 发抒 “怨谤之气” 的歌谣 (诗妖) ＝怨刺诗ꎮ

反映 “时” “势” 之异变的诗在 «毛诗序» 中就是 “变风” “变雅”ꎮ «毛诗序» 将 “变风” “变
雅” 的产生直接归因于道衰政乱: “至于王道衰ꎬ 礼义废ꎬ 政教失ꎬ 国异政ꎬ 家殊俗ꎬ 而变风变雅作

矣ꎮ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ꎬ 伤人伦之废ꎬ 哀刑政之苛ꎬ 吟咏情性ꎬ 以风其上ꎬ 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ꎮ
故变风发乎情ꎬ 止乎礼义ꎮ 发乎情ꎬ 民之性也ꎻ 止乎礼义ꎬ 先王之泽也ꎮ”③ 因而ꎬ 无论是从性质还

是创作目的上说ꎬ “诗妖” 与 “变风” “变雅” 是一致的ꎬ 只是形式差异而已ꎮ 所以 “诗妖” “变风”
“变雅” “怨刺” 的关系大致如下: 诗妖≈变风和变雅＝怨刺诗ꎮ

按照上述关系式ꎬ 很显然ꎬ 能够起到 “刺上” 作用的诗自然是 “变风” “变雅”ꎬ 但是ꎬ 对于这个

问题历来有不同理解ꎮ «毛诗序»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本质和功用ꎬ 其中最基本的理念是 “风教”ꎬ
这也是 «诗» 的最重要功用ꎬ 而完整的 “风教” 又包括两部分: 上对下的教化和下对上的讽谏ꎬ 即

“上以风化下ꎬ 下以风刺上”ꎮ 这两种功能的实现路径和方向不同ꎬ 发挥作用的诗歌类型亦应不同ꎮ④ 从

文本细读角度看ꎬ «毛诗序» 基本秉持 “正风正雅” 化下ꎬ “变风变雅” 刺上的观点ꎮ 按照 «毛诗

序» 的表述ꎬ 国史是在 “王道衰ꎬ 礼义废ꎬ 政教失ꎬ 国异政ꎬ 家殊俗” 的前提下 “明得失之迹ꎬ 伤

人伦之废ꎬ 哀刑政之苛”ꎬ 于是 “吟咏情性ꎬ 以风其上ꎬ 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ꎮ 故变风发乎情ꎬ 止

乎礼义”ꎮ 换句话说ꎬ 国史是用 “变风” “变雅” 来 “风其上” 的ꎬ 郑玄 «诗谱序» 中的基本思想也

大致如此ꎮ 他首先指出诗歌的功能在于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ꎬ 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ꎬ 接着论

述 “诗之正经” “变风变雅” 与社会盛衰的关系ꎬ 将 “诗之正经” 与 “弘福如彼” 关联ꎬ “变风变

雅” 与 “大祸如此” 关联ꎬ⑤ 其 “怨刺相寻” 的观点正是在论述周厉王、 周幽王时期社会秩序混乱

的情况下提出的ꎬ 即 “厉也幽也ꎬ 怨刺相寻”ꎬ 也就是说ꎬ 从 “怨刺” 一语出现的语境来看ꎬ 正属于

«毛诗序» 所说的 “变风” “变雅” 的情境ꎬ 但孔颖达 «毛诗正义» 仅注疏了上述郑笺 “顺美讥失”
句: “风、 雅之诗ꎬ 只有论功颂德、 刺过讥失二事耳”⑥ꎬ 对于 “变风变雅” 句则主要辨析风雅颂各部

分顺序等ꎬ 而未对其意义进行解释ꎮ 因而在诗之 “正变” 类型与 “化下刺上” 功能的对应关系上ꎬ 孔

颖达的表述是含糊的ꎬ 这样的含糊或许与后来学者对 «毛诗序» 及相关问题的误解有关ꎮ 有学者认为:
“在 «诗序» 的论述中ꎬ 并没有给 ‘讽谏’ 意义留有空隙ꎮ 而所谓 ‘上以风化下ꎬ 下以风刺上’ 云云ꎬ
乃是指正风而言ꎬ 非指乱世、 亡国之音ꎮ”⑦ 这一判断显然不完全符合实际ꎬ 是对 «毛诗序» 的误解ꎮ

这一误解又引出了关于 “怨刺” 和 “变风变雅” 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古典诗学中何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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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概念如此避之不及? 关于这个问题ꎬ 除儒家 “怨而不怒” “温柔敦厚” 诗教的影响外ꎬ 另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 “怨刺” 和 “变风变雅” 并不仅仅是诗学概念ꎬ 还是政治、 伦理概念ꎬ 这一点在概念诞

生之初表现最明显ꎮ 诚如上述ꎬ “怨刺” 诗与 “诗妖” 类似ꎮ «左传宣公十五年» 有 “天反时为

灾ꎬ 地反物为妖ꎬ 民反德为乱ꎮ 乱则妖灾生”① 的说法ꎬ 由此可知ꎬ “妖” 是 “非正常” “异变” 的

意思ꎬ 主要指 “时” “势” 之异变ꎮ 换句话说ꎬ “怨刺” 从来都是与 “时变” 相关的ꎮ 而关于 “变”ꎬ
«说文解字» 释为 “更也”②ꎬ “ «系辞传» 以变为正为常ꎬ «庄子» 以变为非正ꎬ «白虎通» 以变为非

常ꎬ 各不相同”ꎬ 但 “汉儒以为天变由于失政ꎬ 是对于人君的一种警告”ꎮ③ 在汉儒这里ꎬ 无论是 “怨
刺” 还是 “变”ꎬ 都是 “失政” “失德” “灾祸” 的表征ꎮ 同时ꎬ 从 “怨刺” 观念产生的源头看ꎬ 怨

刺诗主要是 “刺上” 以求 “匡救其恶”ꎬ 但是当 “诗可以观” 的传统丧失、 “温柔敦厚” 的诗教僵

化ꎬ 对 “怨刺” “变风变雅” 的理解也势必单一化ꎮ 后来一些传统儒者对于这组概念或创作现象的批

评ꎬ 部分是出于以上缘故ꎮ

四、 汉代之后 “怨刺” 观念的流变与古典诗学中的道德批评传统

　 　 “怨刺” 观念在汉代确立并经过孔颖达的阐释之后ꎬ 在内涵以及表现形式方面均发生了变化ꎬ
源自先秦时期的 “谏” 的传统虽在ꎬ 但在形式上却主要朝着 “怨而不怒” “温柔敦厚” 的婉曲、 含

蓄方式发展ꎬ 到宋元明时期ꎬ “微言讽喻” 替代 “怨刺” 成为传统儒家诗学推崇的观念ꎬ 这一点在语

词选择上有直观的表现ꎮ 首先ꎬ 在宋元明时期的诗论中ꎬ “怨刺” 较少出现ꎬ 原来 “怨刺” 观念中诗

歌关注现实、 讽谏刺上的功能被 “讽喻” “托讽” 等替代ꎮ 比如焦竑认为: “诗以微言通讽喻ꎬ 以温

柔敦厚为教ꎮ 不通于微言ꎬ 不底于温厚ꎬ 不可以言诗ꎮ”④ 其次ꎬ “讥” “刺” “怨” 等仍多有单字使用

的情况ꎬ 但 “怨刺” 一词很少出现ꎬ “讥刺” 基本上成了贬义词ꎮ 如明后期的郝敬批评以江西诗派为代

表的宋诗: “宋人声偶益趋奇险ꎬ 时复杂以谐谑讥刺ꎬ 轻薄佻巧之习流滥不止ꎮ”⑤

主导上述用语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汉代以来 “怨刺” 观念的变化ꎮ 事实上ꎬ 经过汉唐的阐释ꎬ
到宋代ꎬ 怨叹讥刺、 稍显迫露的文风和诗风已被诟病ꎮ 比如黄庭坚认为 “诗者ꎬ 人之情性也ꎮ 非强

谏争于廷ꎬ 怨仇诟于道ꎬ 怒邻骂坐之为也”ꎬ 否则就是 “失诗之旨”ꎬ⑥ 主张诗应以中和为原则ꎬ 要

委婉含蓄ꎬ 忌讥刺怨怒ꎮ 同时ꎬ 由于理学对悠游和平的 “内圣” 思想的强调ꎬ 反对 “怨刺” 的观念

自然在理学家的诗歌批评中呈现ꎮ 北宋理学家杨时就直接批评苏轼讥刺太过ꎬ 不够温柔敦厚: “作诗

不知 «风» «雅» 之意ꎬ 不可以作诗ꎮ 诗尚谲谏ꎬ 唯言之者无罪ꎬ 闻之者足以戒ꎬ 乃为有补ꎻ 若谏而

涉于毁谤ꎬ 闻者怒之ꎬ 何补之有ꎮ 观苏东坡诗ꎬ 只是讥诮朝廷ꎬ 殊无温柔敦厚之气ꎬ 以此ꎬ 人故得而

罪之ꎮ”⑦ 这些论述ꎬ 表面上看是在诗歌创作与批评层面上讨论ꎬ 但实际上却指向创作者的素养和品

格ꎮ 如韩驹在 «陵阳室中语» 中说: “诗言志ꎬ 当先正其心志ꎬ 心志正ꎬ 则道德仁义之语、 高雅淳厚

之义自具ꎮ 三百篇中有美有刺ꎬ 所谓 ‘思无邪’ 也ꎮ 先具此质ꎬ 却论工拙ꎮ”⑧ 这里论证的基本逻辑

是: “心志正” 则 “美刺” 各适其当ꎬ 心志不正则 “美刺” 或有失其当ꎮ 这显然把 “心志之正” 与

“道德仁义之语、 高雅淳厚之义” 联系起来ꎬ 也就是把诗之 “美刺” 与作者心志之正联系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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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 把 “美刺” 与作者心志相联系的传统始于汉代关于屈原的批评ꎮ 回顾汉代对于屈原的

批评可发现ꎬ 无论是刘向、 司马迁、 王逸对于屈原的支持ꎬ 还是班固对于屈原的指摘最终都落脚于其

人格ꎬ 尤其有参照价值的是王逸为屈原正名所做的努力ꎮ 在王逸之前ꎬ 班固对屈原进行了批评ꎬ 他指

责屈原不守君子道穷之命ꎬ 不懂得明哲保身ꎬ 又从屈原的 “发愤抒情” 中看到屈原人格的不足: “露
才扬己” “怨怼不容”ꎮ 王逸同样从人格入手为屈原 “正名”ꎬ 他首先将屈原与伯夷叔齐并列ꎬ 继而从

“怨以刺上” 的传统申明屈原之怨是在履行 “讽谏” 职责: “诗人怨主刺上曰: ‘呜呼! 小子ꎬ 未知

臧否ꎬ 匪面命之ꎬ 言提其耳!’ 风谏之语ꎬ 于斯为切ꎮ 然仲尼论之ꎬ 以为大雅ꎮ 引此比彼ꎬ 屈原之

词ꎬ 优游婉顺ꎬ 宁以其君不智之故ꎬ 欲提携其耳乎!”① 以上王逸从高洁志行和责任意识角度反驳了

班固对屈原的批评ꎮ 后来ꎬ 朱熹同样也从 “忠心为国” 角度为屈原激烈的怨尤行为进行了辩护ꎬ 只

是与王逸将屈原刻画为 “坦荡从容的君子” 的形象不同ꎬ 朱熹笔下的屈原是一个 “为忠而顾大节不

顾细行” 的形象: “夫屈原之忠ꎬ 忠而过者也ꎻ 屈原之过ꎬ 过于忠者也ꎮ 故论原者ꎬ 论其大节ꎬ 则其

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ꎮ”② 或许在朱熹看来ꎬ 屈原的 “忠”ꎬ 是为其狂傲言行和言辞激烈的怨刺作

品辩护的最好理由ꎬ 于是ꎬ 他多次从这一角度为之辩护ꎮ 在 «楚辞集注» 中ꎬ 他首先承认屈原的志

行有违中庸原则ꎬ 其作品亦有违 “怨而不怒” 及 “不语怪力乱神” 等准则ꎬ 但这都是因为其 “忠心

之诚” 和 “情感之真挚”: “原之为人ꎬ 其志行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ꎬ 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ꎮ
原之为书ꎬ 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 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ꎬ 然皆生于缱绻恻怛ꎬ 不能自已之至

意ꎮ”③ 不仅如此ꎬ 朱熹还从讽谏传统入手ꎬ 强调屈原怨怼积愤的作品可起到讽上示下的功能: “虽其

不知学于北方ꎬ 以求周公、 仲尼之道ꎬ 而独驰骋于变风、 变雅之末流ꎬ 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ꎮ 然使

世之放臣、 屏子、 怨妻、 去妇抆泪讴吟于下ꎬ 而所天者幸而听之ꎬ 则与彼此天性民彝之善ꎬ 岂不足以

交有所发ꎬ 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ꎬ 而不敢直以 ‘词人之赋’ 视之也ꎮ”④

很显然ꎬ 朱熹对屈原之 “怨” 的认同是有条件的ꎬ 也就是将其 “怨” 至于 “忠” 的前提之下ꎬ 这

样ꎬ 在朱熹这里ꎬ 屈原之 “怨” 就与个体情感无关ꎬ 而是事关家国社稷ꎬ 事关 “忠君” 为国的品格ꎮ
屈原之外ꎬ 古典诗学中常被以过于讥刺显露遭受批评的还有杜甫ꎮ 杜甫在明代获得了广泛接受ꎬ

但也被批评 “有诗人之识而无其度”ꎬ 是 “言非世法”ꎮ⑤ 针对杜诗文词显露、 直刺无婉的特点ꎬ 王

夫之批评最激烈ꎮ 他认为杜甫 “朱门酒肉臭ꎬ 路有冻死骨” 是 “为宋人谩骂之祖ꎬ 定是风雅一

厄”⑥ꎬ 并多次强调写悲怨之情不能学杜ꎬ “悲而不伤ꎬ 雅人之悲古尔ꎮ 古人胜人ꎬ 定在此许ꎬ 终不如

杜子美愁贫怯死ꎬ 双眉作层峦色像”⑦ꎬ “苍凉甚ꎬ 然终不似学杜人怪怒挥拳也ꎮ 吾愿欲苍凉者无宁学

此”⑧ꎮ 王夫之的批评虽然是针对杜甫诗歌之审美特征ꎬ 但从 “杜子美愁贫怯死” “学杜人怪怒挥拳”
等语可见出ꎬ 这样的批评已经超出诗歌批评范围而涉及人之性格气质之类的品评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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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６ＡＷＷ００１)ꎻ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 (Ｌ１８ＣＷＷ００３)ꎻ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培育项目 (１５ＺＤ０１２)ꎮ
作者简介: 林琳ꎬ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ꎬ 沈阳化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ꎬ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ꎻ 周桂君ꎬ 东北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ꎮ
①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ꎬ Ａｒｒａｎ Ｓｔｉｂｂｅ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０９
②　 “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以人类为主导的新时代ꎮ 由诺贝尔奖得主、 大气化学家 Ｃｒｕｔｚｅｎ 和生态学家 Ｓｔｏｅｒｍｅｒ 于 ２０００ 年

首次提出ꎮ 参见黄国文、 肖家燕: « “人类世” 概念与生态语言学研究»ꎬ «外语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ꎮ
③　 Ａｒｒａｎ Ｓｔｉｂｂｅꎬ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ｅｓｔ

Ｓｕｓｓｅｘ: 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４０６－４２５
④　 黄国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ꎬ «中国外语» 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ꎮ
⑤　 何伟、 魏榕: «生态语言学: 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ꎬ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ꎻ Ｐｅｔｅｒ Ｆｉｎｋｅꎬ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ａ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ｇｅꎬ” ｉｎ Ａｌｗｉｎ Ｆｉｌ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ｉｎｅ Ｐｅｎｚꎬ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４０６－４１９

基于话语分析的联合国生态观念管窥

———以 «世界经济社会概览» 中涉及气候变化的表述为例

林　 琳１ꎬ２　 周桂君１

(１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ꎻ ２ 沈阳化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摘要: 文章以语料库助力下的隐喻研究为视角ꎬ 对联合国 «世界经济社会概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中的

“气候变化” 表述进行生态话语分析ꎮ 通过 Ｗｍａｔｒｉｘ 对语料进行在线语义赋码ꎬ 再结合 “ＭＩＰＶＵ 隐喻识别

程序”ꎬ 最终归纳出 «世界经济社会概览» 中有关 “气候变化” 话语的隐喻模式和隐喻载体词ꎬ 在对气候

语篇的隐喻话语策略进行分析的过程中ꎬ 发现联合国在描述、 评价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实践里暗含了负

面的生态观ꎬ 究其原因ꎬ 是 “人类中心说” 等意识形态的驱使ꎮ 需要肯定的是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隐喻表

达方面ꎬ «世界经济社会概览» 也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积极生态观的体现ꎮ 对联合国不同生态观的

揭示ꎬ 可使人们意识到消极生态观所带来的危害ꎬ 从而发掘体现积极生态观的有益话语来建构正确的生态

认知ꎮ
关键词: 生态观ꎻ 生态话语分析ꎻ 概念隐喻理论ꎻ 语料库ꎻ Ｗｍａｔｒｉｘ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５５－０６

　 　 生态话语分析是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法ꎬ① 近年ꎬ 这一话语分析范式受到学界的关注ꎮ 追本

溯源ꎬ 皆因 “人类世” ② 开启ꎬ 人们为谋求自身利益ꎬ 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ꎬ 致使生态危机

日渐凸显ꎮ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ꎬ 人类不得不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问题ꎬ 重新审视自身

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ꎮ 全球范围内生态思潮的日益高涨使人文社会学科出现 “生态转向”ꎬ③ 语言文

学学科则出现生态文学、 生态翻译学及生态语言学等新兴研究领域ꎮ④ 生态语言学的历史背景、 研究

范式和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及互动等方面皆显示出其鲜明的超学科属性ꎬ⑤ 作为其主要研究方法的生态

５５２




话语分析同样具有这一特点ꎮ① 生态话语分析没有明确的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ꎬ 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

会长斯蒂布 (Ｓｔｉｂｂｅ) 曾多次表示ꎬ 任何语言学流派ꎬ 只要其研究涉及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之

间的关系ꎬ 都可在适当调整后ꎬ 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理论借鉴ꎮ② 通过对国内外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

相关文献进行缜密爬梳发现: 在研究路径方面ꎬ 部分学者通过不同的话语分析范式对环境话语、 旅游

话语、 企业官宣、 自然诗歌和媒体报道等进行话语的生态取向分析ꎬ 这些范式包含批评话语分析、 积

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等ꎮ③ 在理论基础方面ꎬ 系统功能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等都可为生态话

语分析提供理论支撑ꎮ 具体而言ꎬ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理论、 评价理论、 情态理论、 功能语篇分

析等都已融入生态话语分析实践ꎮ 近年ꎬ 国内学界在系统功能视角与生态话语分析融合的理论建构和

应用研究方面已然硕果累累ꎮ④ 另外ꎬ 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ꎬ 国外学者主要从隐喻和框架 ( ｆｒａｍｅ)
理论出发对新闻报道中的 “气候变化” 及 “自然灾害” 表述ꎬ 进行生态话语分析ꎬ⑤ 反观国内ꎬ 认

知理论指导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应用研究相对较少ꎮ 但须指出ꎬ 国内学者王寅尝试将认知语言学的

“现实—认知—语言” 这一体认核心原则与生态语言学整合ꎬ 拟建构 “认知生态语言学”ꎬ 从生态视

角探索语言在生态环境中发挥的作用ꎮ⑥ 王馥芳指出认知语言学可以夯实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ꎬ 为

其提供理论分析工具ꎬ 这不但有助于拓展二者的研究范围ꎬ 且能丰富彼此研究的成果ꎮ⑦ 这表明ꎬ 认

知视域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实践ꎬ 确有探索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ꎮ
全球变暖问题异常严峻ꎬ 能否科学应对ꎬ 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大事ꎮ 通过对已有

文献梳理发现ꎬ 有学者将批评话语分析与框架理论相结合ꎬ 分析气候变化新闻报道中不同国家和既得

利益集团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权力运作和语言策略ꎮ⑧ 有学者借鉴语料库语言学及立场理论 (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ꎬ 进行 “气候变化辩论” 问题的研究ꎬ⑨ 也有学者在计算语言学视角下ꎬ 研究有关 “气
候变化” 的博客结构衔接问题ꎮ

综合有关生态话语分析的应用研究发现ꎬ 虽有学者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视域下对气候变化表

述进行生态话语分析ꎬ 但相关研究文本涉及联合国官方文件的并不多见ꎬ 而从语料库助力下的隐喻视

角对其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更为鲜见ꎮ 本文以联合国 «世界经济社会概览» (以下简称 «概览» )
近 １０年涉 “气候变化” 的官方文件为语料ꎬ 以语料库隐喻研究为视角ꎬ 揭示语言层面下深层的生态

６５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学术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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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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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生态意识及生态取向问题ꎬ 最终提炼出指导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正确生态哲学观ꎮ

研究设计

　 　 １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用兰卡斯特大学 Ｐａｕｌ Ｒａｙｓｏｎ等人开发的语料检索工具Ｗｍａｔｒｉｘ４ꎮ① 其优势在于内嵌 ＵＳ￣
ＡＳ ｔａｇｇｅｒ语义域标注功能ꎬ 可自动对文本进行语义域赋码ꎮ② 自 ２０１３ 年ꎬ 其语义标注可识别语言已

从英语扩展到汉语、 荷兰语、 意大利语等ꎮ 这样的在线语义赋码功能可提升隐喻识别的智能化ꎬ 实现

超大规模真实语料中快速定位隐喻载体词ꎬ 打破源域及目标域人工识别的局限性ꎮ 并且ꎬ Ｗｍａｔｒｉｘ 划
分的语义标注与隐喻理论的语义域基本一致ꎮ 目前ꎬ Ｗｍａｔｒｉｘ 已应用于多个特定领域的话语隐喻研

究ꎬ 如政治话语、 经济话语、 媒体话语隐喻研究等ꎮ 本文另辟蹊径ꎬ 将 Ｗｍａｔｒｉｘ 运用于 “气候变化”
话语隐喻识别研究ꎮ

２ 语料来源

１９４７年以来ꎬ 联合国每年出版 «概览»ꎬ 此后 ３０ 年间ꎬ «概览» 一直是唯一定期分析世界经济

变化、 统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旗舰出版物ꎮ 环境问题自列入联合国第二个国际十年发展战略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议程后ꎬ 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ꎮ 笔者选取 １０ 年的 «概览» 报告ꎬ 构建微型专用观察

语料库ꎬ 其形符总量和类符总量分别为 ８４１ ０６９ 和 ２１ ７８６ꎮ 鉴于研究的语料是官方书面文件ꎬ 遂以

ＢＮＣ Ｓａｍｐｌｅｒ Ｗｒｉｔｔｅｎ 为参照语料库ꎮ 通过观察发现ꎬ Ｗ４ [气候] 在近 １０年的年度报告中均属于超常

使用语义域ꎬ 以此可推ꎬ 联合国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一贯高度重视ꎮ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１ 气候变化隐喻识别过程与隐喻表征类型

隐喻识别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１) 将研究语料上传至 Ｗｍａｔｒｉｘ４在线网站ꎬ 完成语义域赋码ꎮ
(２) 使用搭配功能ꎬ 以靶域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 ｇｒｅｅｎ ｈｏｕ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为检索词ꎬ 获得其

搭配语义域ꎬ 大致如下: 描述气候变化性质的语义域ꎬ 如 Ｓ８ － [阻碍]、 Ｎ３ ８ － [衡量: 速度]、
Ａ１ ７ [阻止] 等ꎻ 应对气候变化的语义域ꎬ 如 Ｇ３ [战争]、 Ｅ３－ [冷静 /暴力 /生气]、 Ｓ７ １＋ [权力]
等ꎻ 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语义域ꎬ 如 Ａ１１ １ [重要性]、 Ｗ３ [地理名词]、 Ａ２ ２ [影响] 等ꎻ 对气候

变化评价的语义域ꎬ 如 Ａ５ １－ － － [评价: 好 /坏]、 Ａ１ １ ２ [破坏 ＆毁灭]、 Ａ１５－ [安全 /危险] 等ꎻ
修饰语 Ｎ５ [数量]、 Ｎ３ ８ [测量: 速度]、 Ｎ３ ３ [测量: 纵向深度] 等ꎬ 限于篇幅ꎬ 本文将从前三

个搭配语义域中析出隐喻模式ꎮ
(３) 根据索引行信息和隐喻识别工具 ＭＩＰＶＵ③ꎬ 从搭配语义域词表中识别含有语言隐喻使用的

词目ꎬ 即隐喻载体词ꎮ
(４) 基于 Ｗｍａｔｒｉｘ软件在线统计气候变化相关隐喻表达频次ꎬ 最后归纳出系统隐喻④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ꎮ 总结得出ꎬ «概览» 在描述气候变化的表述中包含运动、 旅程、 剧本等系统隐喻模式和

７５２基于话语分析的联合国生态观念管窥

①
②

③
④

Ｗｍａｔｒｉｘ４ 于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７日完成升级在线使用ꎬ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ｕｃｒｅｌ－ｗｍａｔｒｉｘ４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ａｃ ｕｋ / ｗｍａｔｒｉｘ４ ｈｔｍｌꎮ
Ｐａｕｌ Ｒａｙｓｏｎꎬ “ Ｆｒ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 Ｋｅ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５１９－５４９
Ｇｅｒａｌｄ Ｊ Ｓｔｅｅｎꎬ ｅｔ ａｌ ꎬ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ꎬ ２０１０
系统隐喻是含有相同语义域的词语指称同一话题所形成的系列语言隐喻ꎮ 参见 Ｌ Ｃａｍｅｒｏｎꎬ Ｒ Ｍａｓｌｅｎꎬ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ｑｕｉｎｏｘ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２８ꎮ



ｆｉｇｈｔ Ｓ８－ [阻碍]、 ｇｏａｌ Ｋ５ １ [运动]、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Ｋ４ [戏剧] 等隐喻载体词ꎻ 在评价气候变化的话语实

践中含有灾难、 疾病、 重担、 危险等系统隐喻模式和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Ｂ２－ [健康疾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Ｂ２－ [健康

疾病]、 ｂｕｒｄｅｎ Ａ１２－ [困难]、 ｒｉｓｋ Ａ１５－ [安全 /危险] 等载体词ꎻ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表达中涉及战

争、 建筑、 政体、 体育运动等系统隐喻模式和 ｃｏｍｂａｔ Ｇ３ [战争]、 ｂｕｉｌｄ Ｈ１ [建筑]、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Ｇ２ ２ [道
德标准]、 ｗｉｎ－ｗｉｎ Ｘ９ ２ [能力] 等载体词ꎬ 本文主要对上述三方面的典型隐喻表达进行生态话语

分析ꎮ
２ 生态话语分析

隐喻表达在气候话语中无处不在ꎮ① 人类不同隐喻模式的构建直接反映了对气候变化这一 “自然

现象” 的认知和生态价值取向ꎮ 斯蒂布曾在其专著中将生态隐喻的评价分为破坏、 矛盾和促进型ꎬ②

罗曼 (Ｒｏｍａｉｎｅ) 也表示ꎬ 明智选择或正确理解隐喻含义很重要ꎮ③ 此等观点充分说明ꎬ 生态话语领

域的隐喻ꎬ 表面上是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ꎬ 实则隐性地表达隐喻使用者的内在生态观ꎮ «概览» 作

为联合国的官方报告ꎬ 应被视为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命运共同体的蓝图而不是国别间利益之争的文字

表述博弈ꎬ 在该前提下本文试从生态视角审视它在描述、 评价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隐喻话语模式ꎬ
阐释其操控人们生态取向的话语策略并揭示隐含的生态观ꎮ

(１) 气候变化的描述

气候变化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ꎬ 如平均气温、 降水量以及极端

天气出现概率等的变化ꎬ 相关论述最早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和大气科学ꎮ «概览» 对气

候问题的关注度很高ꎬ 这点从 Ｗ４ 历年语义域分布可知ꎮ 以系统隐喻 “气候变化是运动” 为例ꎮ 隐

喻载体词 ｓｌｏｗｉｎｇ (减缓) 和 ｃｕｒｂ (阻止) 是用来描述物理实体运动的ꎬ 一旦运动自然涉及变化ꎬ 试

想人们从 Ａ走到 Ｂꎬ Ａ地和 Ｂ地的风景一定不同ꎮ 合理假设ꎬ 既然变化是运动的必然结果ꎬ 那么从运

动的角度来理解变化ꎬ 谈论气候变化的速度等也是顺理成章的ꎮ 首先ꎬ 让我们简单考虑一下运动速度

和变化之间的关系ꎬ 一段时间内如果行动迅速ꎬ 就可能经历更大的变化ꎬ 如果缓慢移动ꎬ 变化则会减

少ꎬ 速度和变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ꎮ 迪根 (Ｄｅｉｇｎａｎ) 认为用来谈论运动方式的词汇可以隐喻地用来

谈论不同事物的发展状态ꎮ④ 根据这种话语策略ꎬ 如果人们想让气候变化发展得慢一些ꎬ 就表述为ꎬ
制定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 (例 ａ)ꎮ 当然ꎬ 人类也可采取阻止气候变化的行动 (例 ｂ)ꎬ 但无论

是减缓抑或是阻止气候变化ꎬ 都意味着我们对自然似乎有某种权威ꎬ 并有能力这样做ꎬ 这其实代表了

一种 “人本位” 式的思考环境问题的惯性思维ꎮ
ａ Ｔｈｏ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ｂｏｔｈ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ｉｎ Ｓ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概览» ２０１６)
ｂ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ｔｏ ＣＵＲＢ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概览» ２０１１)
其实ꎬ 以 “旅程” 隐喻的表达策略来谈论气候问题也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ꎮ 由于旅程

隐喻也是一种运动隐喻ꎬ 上述关于运动隐喻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它ꎬ 西米恩 (Ｓｅｍｉｎｏ) 认为旅程通常

由以下要素组成: 起点、 终点、 连接两者的路径和运动方向ꎮ⑤ 例句 ｃ中隐喻载体词 ｐｒｏｃｅｓｓ意指气候

变化的路径和进程ꎬ «概览» 借用隐喻话语模式在例 ｃ 中表明ꎬ «京都议定书» 试图遏制气候变化的

进程ꎬ 这其实隐性地传达了一种 “人定胜天” 的生态价值取向ꎮ 以上两则隐喻模式都盲目夸大了人

８５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学术论丛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ｒｉｓ Ｒｕｓｓｉｌｌꎬ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Ａｂｒｕｐ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ｔ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ｅａｌ Ｆｉｌｈｏ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１３－１３２

Ａｒｒａｎ Ｓｔｉｂｂｅꎬ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５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Ｒｏｍａｉｎｅꎬ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Ｄｉｅ ｂｙꎬ”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７５－１９４
Ａｌｉｃｅ Ｄｅｉｇｎａｎꎬ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ｏｂｕｉ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ｕｉｄｅｓ ７: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ꎬ １９９５
Ｅｌｅｎａ Ｓｅｍｉｎｏꎬ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



的主观能动性ꎬ 忽略了自然事物的发展规律ꎬ 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ꎬ 体现了一种负面的生态观ꎮ
ｃ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ｈｏｐ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ｔ ａ ｂｒ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 «概览»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２) 气候变化的评价

“每个人对世界中的事物、 事件和未来都有不同的识解和认知ꎬ 因此对同一物体、 事件或情景都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认同和态度”①ꎮ 就气候问题而言ꎬ 联合国在 «概览» 中对其的态度评价整体表

现为一种消极悲观的感情色彩ꎮ 如: 为表现气候变化的 “狰狞”ꎬ 将其比作凌驾于人类掌控能力之外

的灾难 (例 ｄ)ꎬ 而在这场灾难中农业被归入 “伤亡” 之列 (例 ｅ)ꎮ
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ｍｅｒｉ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ｖｉｎｇ

( «概览» ２００９)
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概览» ２０１１)
从上述例句来看ꎬ «概览» 采用这样的隐喻话语策略可实现如下表达效果ꎮ 一方面ꎬ 人们对灾难

的常识了解可准确感知气候变化的毁灭性ꎬ 另一方面ꎬ 将农业置于灾难架构中ꎬ 可让读者真切感受到

气候变化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ꎮ 人以食为天ꎬ 粮食安全问题关乎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ꎬ 农业发展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ꎬ 人类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ꎮ
而在疾病隐喻中ꎬ 气候系统混乱导致的极端天气ꎬ 就如同人身体罹患大病而出现的症状ꎮ 例 ｆ也

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有不同维度ꎬ 未来孟加拉国每年有 ７０００万人可能受到影响ꎮ
ｆ Ｂｙ ２０５０ꎬ ７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 «概览» ２０１１)
很明显ꎬ 以上隐喻表达了气候变化对人的消极影响ꎬ 不仅如此ꎬ «概览» 中还谈及因海平面上升

而丧失家园的沿海低地人群、 气候变化导致陷入极端贫困的人群和极端天气引起人类易受疾病侵扰的

问题等ꎮ 这些也仅是人们因气候变化为自身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而忧虑的冰山一角ꎮ 然而ꎬ 对很多生

物因全球持续升温而濒临灭绝等问题却轻描淡写ꎬ 这部分归因于 “人类中心主义”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
ｔｒｉｓｍ) 的意识形态问题ꎮ 一直以来ꎬ 人类试图从主体论出发去命名、 审视和打量自然ꎬ 就像我们总

喜欢将自然比作母亲ꎬ 继而对自然产生无私奉献、 不图回报的印象ꎮ② 人们在如何认知和评价气候变

化这一自然现象时ꎬ 也总是把切身利益作为唯一衡量标准ꎮ 斯蒂布阐释的生态哲学观认为: 自然界一

切生物都是平等存在、 享有相同权利和义务的ꎮ③ 也就是中国哲学生态观中的万物生养ꎬ 应各得其

所ꎬ 各遂其生ꎮ 所以ꎬ 凡是过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形式和评价标准都是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负面生态观ꎮ
(３) 气候变化的应对

学界曾经在理论层面上担忧的气候变化ꎬ 目前已引发了风暴、 洪水、 干旱的频发ꎬ 采取措施应对

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ꎬ 近 １０年的 «概览»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年年讨论ꎬ 经 Ｗｍａｔｒｉｘ
检索发现ꎬ 其中最典型的是 “应对气候变化如同应对战争” 的隐喻模式ꎮ 为强调气候问题的紧迫性ꎬ
«概览» 将全球变暖的当下比作国际团结一致准备交战之时 (例 ｇ)ꎬ 将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比作

人与自然的交战搏斗 (例 ｈ)ꎮ 战争隐喻将气候变化架构为威胁人类发展的劲敌ꎬ 而人类成为无辜受

害者ꎬ 这使人们冠冕堂皇地推卸掉本应承担的生态责任而使自身变为正义之师ꎮ 诚然ꎬ 战争传达一种

威胁和恐惧的信号ꎬ 但 “恐惧的信息可能适得其反”④ꎮ 恐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激励个人的无效工具ꎬ

９５２基于话语分析的联合国生态观念管窥

①
②
③
④

黄国文、 陈旸: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狄金森的 ‹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 为例»ꎬ «外国语文» 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ꎮ
王寅: «认知生态语言学初探»ꎬ «中国外语»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ꎮ
Ａｒｒａｎ Ｓｔｉｂｂｅꎬ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５
Ｓａｆｆｒｏｎ ＯＮｅｉｌｌꎬ Ｓｏｐｈｉ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Ｃｏｌｅꎬ “ ‘Ｆｅａｒ Ｗｏｎｔ Ｄｏ 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Ｉｃｏｎ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３５－３７９



而换一种角度看ꎬ 它将人与气候隐晦地归属到对立战线ꎬ 麻痹了人们起码的生态良知ꎬ 不利于人与自

然的可持续发展ꎬ 反映了一种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负面生态观ꎮ
ｇ. Ａ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ｒａｒｅｌｙ ｍｕｓｔｅｒｅ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ａ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 «概览» ２００９)
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１３ ａｆ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ｙ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概览» ２０１６)
而在 “建筑” 隐喻类ꎬ 联合国却展示了另一种生态哲学观ꎮ 例 ｉ中的 “ｂｕｉｌｄ” 一词是典型的建筑领

域专业词汇ꎬ 这里指代 “气候自身恢复能力” 的构建ꎮ 建筑的施工不仅是复杂问题ꎬ 且毫无疑问是人

类的事情ꎬ 所以人类在 “气候自身恢复能力” 的构建中不能再将自身视为局外人来逃避责任ꎬ 而要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ꎮ 正如斯蒂布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缺少人类参与的可持续生态系统ꎮ①

当然ꎬ 例 ｉ中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意指所有利益相关方公平参与其中ꎮ 无可否认ꎬ 气候变化的利益相关者

并不只是人类自身ꎬ 其外延可辐射到整个生态系统ꎬ 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ꎬ
人类要冲破自身利益至上的藩篱ꎬ 为自然界所有生命体谋福祉ꎮ 此时ꎬ 联合国利用建筑类隐喻的话语

策略表达了一种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并兼顾所有生物切身利益的正面生态观ꎮ
ｉ. Ｂｏ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ａ ｒｏ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ｉ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概览» ２０１６)
不难看出ꎬ 由于人本位、 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强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等意识形态的影响ꎬ

«概览» 在运动、 旅程、 灾难、 疾病、 战争等隐喻模式下整体表现为一种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负面生态观ꎬ 而在建筑隐喻的话语表述下则体现了一种人与其他生命体共同进退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正

面生态观ꎮ

结　 　 语

　 　 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９全球风险报告» 显示: 极端气候事件位于 “世界风险榜单” 第一名ꎬ “气候

变化” 已成为人类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ꎮ② 本文以语料库隐喻研究为框架ꎬ 对联合国 «世
界经济社会概览» 近 １０年有关 “气候变化” 的年度报告进行生态话语分析ꎮ 通过运行 Ｗｍａｔｒｉｘ 对语

料进行在线语义赋码ꎬ 结合 “ＭＩＰＶＵ隐喻识别程序”ꎬ 本文归纳出 «概览» 中有关 “气候变化” 话

语的灾难、 战争、 疾病、 旅程、 政体、 重担等系统隐喻模式和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ｄａｎｇｅｒ 等隐喻载

体词ꎮ 在对隐喻模式作为话语策略的深入分析后ꎬ 发现联合国在描述、 评价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表述中

普遍隐含了负面的生态观ꎬ 究其原因ꎬ 是 “人本位” 等意识形态的驱使ꎮ 值得肯定的是ꎬ 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隐喻表达方面 «概览» 也有积极生态观的体现ꎮ 通过对文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ꎬ 揭示了语

言中反映的生态哲学思想ꎬ 这告诉我们应唤醒积极的生态意识ꎬ 在积极正面生态观的指导下践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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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环境变化的妥协和适应措施失效以及自然灾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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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思考

黄玉花　 刘定慧

(吉林大学 文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汉语和朝鲜语接触从古至今都非常密切ꎬ 而学界对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关注与研究则远

远滞后于朝汉语言接触发展的现实ꎮ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ꎬ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上ꎬ
而朝鲜语对汉语的反向影响研究则不多见ꎮ 文章认为ꎬ 应立足于朝汉语言接触的历史与现状ꎬ 全面探讨朝

鲜语变异的无界有阶性及其演变机制ꎬ 挖掘汉语变异的分布特征及其演变机制ꎬ 深化朝汉语言接触的历时

演变研究ꎬ 重视共时变异的调查与研究ꎬ 才能真正认清朝汉接触性演变的规律与特点ꎮ
关键词: 朝汉语言接触ꎻ 语言演变ꎻ 汉语借词ꎻ 语言变异ꎻ 文化接触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０ꎻ Ｈ２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６１－０５

　 　 汉语和朝鲜语接触从古至今都非常密切ꎬ “远在汉魏晋南北朝时代ꎬ 就有许多汉语基本词和不少

复合词进入了古代朝鲜语”①ꎮ 现代朝鲜语中的汉语借词更是俯拾即是ꎬ 已达到 ７５％ꎮ② 汉语借词数量

之多ꎬ 分布之广ꎬ 已经渗透到朝鲜语词汇系统的各个层面ꎮ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借用顺序通常为

“词汇成分 (非基本词) > 句法成分 /音系成分> 形态成分”③ꎮ 朝汉语言接触也同样遵循着这种接触

顺序ꎮ 汉语作为超分析性语言ꎬ 对朝鲜语的形态给予了较大的影响ꎬ 使一些形态越来越单一ꎬ 使用频

率越来越低ꎬ 朝鲜语格助词经常脱落等ꎮ 朝汉语言接触不仅是汉语影响朝鲜语ꎬ 朝鲜语也对汉语产生

了不小影响ꎮ 尤其是在延边朝鲜族聚居区ꎬ 汉语和朝鲜语的活力相当ꎬ 朝鲜语和汉语相互接触、 相互

渗透ꎬ 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局面ꎮ 朝鲜语作为跨境语言ꎬ 主要包括中国的朝鲜语、 韩国

的韩国语和朝鲜的文化语ꎮ 中国的朝鲜语又根据不同的分布特点呈现出不同的语言变体ꎮ 本文主要探

讨延边地区使用的朝鲜语与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ꎬ 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境外朝鲜语 /韩国语与汉语的语

言接触及相互影响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ꎮ
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历来将研究焦点锁定在朝鲜语汉字词的演变研究上ꎬ 其研究起步

早、 成果多ꎬ 已达到较高的研究水准ꎮ 李得春探讨了近代汉语词语借入朝鲜语以后的演变过程ꎬ④ 宣

德五则分析了被吸收到朝鲜语中的汉字词的词义变化类型与特征ꎬ⑤ 从共时与历时角度为朝汉语言接

触性演变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而语言接触引发的朝鲜语语音演变研究则起步较晚ꎬ ２０００ 年以后才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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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ꎬ 如追溯上古、 中古汉字音在朝鲜语中的语音演变ꎬ① 这不仅对现代朝鲜语汉字音的演变及古汉

语声母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ꎬ 更为朝汉语音关系的探讨提供了素材ꎮ 至于朝汉语言接触引发

的朝鲜语语法演变研究则更是寥寥无几ꎬ 崔羲秀和崔承一对朝鲜语构词法、 词形变化、 格助词、 语序

及句法结构等方面产生的多种变异的探讨ꎬ 为我们观察汉语对朝鲜语语法层面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线

索ꎮ② 朝鲜语对汉语的反向影响研究方面ꎬ 早在 ２０ 多年前徐国玉基于延边地区的语言接触事实ꎬ 指

出当地朝鲜语对汉语的影响较大ꎬ 其中语法变异最多ꎮ 如汉语宾语前置、 句子成分残缺、 频频出现

“－呢 (ｎｉ) ” 句和 “－的话 /来看 /来讲 (说) ” 句等ꎮ③ 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民族语对通用语的

影响角度探讨了汉语变异现象ꎬ 为朝汉语言接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ꎬ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近半个世纪的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 这不仅有助于认清朝汉两种语言

的特点与演变规律ꎬ 还对今后揭示汉语和朝鲜语的复杂关系ꎬ 丰富非亲属语言之间、 不同语言类型之

间的接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ꎮ 但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ꎬ 总体来说研究薄弱ꎮ 第一ꎬ 研究不均

衡ꎮ 朝汉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研究局限于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方面ꎬ 而朝鲜语对汉语的反向影响

研究则很少见ꎬ 近 ３０年没有进展ꎮ 就汉语影响朝鲜语研究方面ꎬ 又局限于词汇方面ꎬ 而语音和句法

方面的影响研究较少ꎮ 第二ꎬ 语言接触研究缺乏深度ꎮ 汉语对朝鲜语的结构影响多为静态分析ꎬ 而对

两种语言接触的动态过程及其语言演变机制研究则几乎是空缺ꎮ 第三ꎬ 在研究方法上ꎬ 历时描写多ꎬ
共时研究少ꎬ 将历时与共时结合起来的研究更是不多见ꎮ 总之ꎬ 朝汉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研究缺乏广

度和深度ꎬ 缺少系统性研究ꎮ
本文立足于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ꎬ 拟从朝汉语言接触中的朝鲜语变异、 汉

语变异、 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三方面探讨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ꎮ

一、 朝鲜语变异的无界有阶性及其演变机制研究

　 　 无界有阶性是语言接触的根本属性ꎮ④ Ｔｈｏｍａｓｏｎ指出: “如果具备合适的社会条件ꎬ 比如ꎬ 足够

的接触时间和接触强度、 广泛的双语制以及受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有利于借用ꎬ 语言中所有特征ꎬ 比

如语音、 音系、 意义、 语序、 派生词缀、 屈折形态、 语法范畴ꎬ 都可以被借用ꎮ”⑤ 朝鲜语和汉语结

构类型不同ꎬ 但由于两种语言自古以来长期、 直接、 密切地接触以及朝鲜族全民的双语现象和对汉语

的开放态度ꎬ 我们可以预测朝汉语言接触引发的朝鲜语变异已具有无界有阶性特征ꎬ 汉语可能已对朝

鲜语的所有层面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如何立足于朝汉语言接触的客观事实ꎬ 探讨朝鲜语接触性演变的方式、 特点、 规律ꎬ 挖掘朝鲜语

变异的无界有阶性特征ꎬ 揭示其演变机制ꎬ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攻关的重要课题ꎮ 朝鲜语变异研究应

包括如下三方面:
一是汉语语音的影响及演变过程研究ꎮ 随着大批汉语借词流入朝鲜语ꎬ 朝鲜语口语中汉语借音词

数量日益增加ꎬ⑥ 汉语语音对朝鲜语语音的影响越来越大ꎮ 这涉及诸多层面ꎬ 如汉语声调、 重音对朝

鲜语语调的影响ꎬ 汉语辅音和元音音位对朝鲜语音质音位的影响ꎬ 汉语音位结合方式及音位组合规则

对朝鲜语音位组合的影响等ꎮ 而目前朝汉语言接触对朝鲜语语音系统的影响研究ꎬ 大多从历时角度追

溯上古汉语借词在朝鲜语中的语音演变ꎬ 而从共时角度来探讨现代汉语语音和朝鲜语语音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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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并不多见ꎮ 事实上ꎬ 当代朝鲜语和汉语的密切接触对朝鲜语语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ꎮ 探讨共时层面

汉语语音对朝鲜语语音影响、 语音演变过程和演变机制势在必行ꎮ
二是汉语借词的界定及不同历史层次的借词研究ꎮ 朝汉语上千年的语言接触沉淀下来的汉语借词

极其复杂ꎬ 数量多、 分布广ꎬ 横跨多个历史时期ꎬ 分属不同层次ꎮ 尽管汉语借词研究已有 ５０ 余年的

发展历程ꎬ 但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解决ꎮ 主要有: “汉语借词” “汉字词” “汉字借词” “汉源

词” 等概念界定存在分歧ꎬ 名称使用混乱ꎻ 分属上古、 中古、 近代和现代等多个历史层次的汉语借

词分别占多大比例? 其中汉语借词的常用词和基本词分别占多大比例? 其词性分布和语义分布特点如

何? 有多少汉语借词替代了朝鲜语固有词? 有多少汉字词作为一个构词语素具有了构词能力? 增加了

哪些特殊的构词方式? 汉语借词对朝鲜语词法带来了哪些影响? 历代汉语借词进入朝鲜语后ꎬ 其词

义、 用法、 语音等演变过程及演变机制如何? 总之ꎬ 汉语借词给朝鲜语词汇系统带来的影响及汉语借

词进入朝鲜语后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 特点ꎬ 我们还没有清楚认知ꎮ 目前的研究多偏重于对汉字词进

入朝鲜语之后的静态结果分析ꎬ 很少涉及语言接触性演变内在机制的揭示ꎮ
三是汉语语法特征的迁移研究ꎮ 汉语作为超分析性语言缺少形态变化特征ꎬ 而朝鲜语正好相反ꎬ

作为黏着性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ꎮ 在新时期汉语和朝鲜语的密切接触中ꎬ 无论是通过母语干扰还

是语言转换等途径ꎬ 汉语引起朝鲜语语法变异的现象俯拾即是ꎬ 如朝鲜语形态的简单化、 虚词的借

用、 汉语句式的增加、 朝鲜语语序的变化等ꎮ 但学界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ꎬ 朝汉语言接触引发的

朝鲜语语法演变研究很少见ꎮ 我们应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ꎬ 从朝鲜语构词法、 形态、 短语结构、 句

式、 语序等方面ꎬ 将汉语对朝鲜语语法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ꎬ 并重点分析汉语的这些结构、 形

式和语义特征是如何迁移到朝鲜语语法中去的ꎬ 其语法接触性演变的机制是什么ꎮ 此外ꎬ 朝鲜语语篇

衔接、 话题选择与转换、 会话策略等方面也受汉语影响ꎮ 诸如此类问题都亟待致力于从事朝汉语言接

触研究的学者们投身其中ꎬ 揭示朝鲜语语法演变的规律ꎮ

二、 汉语变异的分布及其演变机制研究

　 　 学界一直以来多关注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 通用语对民族语言及方言的影响研究ꎬ 而反向研究则

比较薄弱ꎮ 近十几年来ꎬ 学者们开始关注傣语、 藏语、 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影响而引起的变

异现象ꎮ 陈保亚以西南地区汉语和傣语接触研究为个案ꎬ 指出 “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的影响ꎬ 或者

说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ꎬ 是有系统和规则的ꎬ 这种影响的机制除了特殊的词汇借贷ꎬ 更主要的是母

语干扰和母语转换”①ꎮ 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来说ꎬ 作为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ꎬ 除了使用汉语普通话

以外ꎬ 使用较多的就是民族语朝鲜语ꎮ 虽然朝鲜语在全国范围内其使用功能有逐渐衰减的趋势ꎬ 可是

在延边聚居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语言活力ꎮ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朝鲜族人基本都是使用汉语和朝鲜语

两种语言ꎬ 也有一部分汉族人兼用朝鲜语ꎮ 朝汉语 (朝鲜族使用的汉语) 和汉语 (汉族使用的汉语)
在这里经过长期、 直接、 频繁地接触ꎬ 延边汉语在词汇、 语音、 语法、 语用等方面均呈现出受朝鲜语

影响的痕迹ꎬ “朝鲜语一方面受到汉语的强势影响ꎬ 同时也给汉语以反作用力ꎬ 使延边汉语成为区别

于普通话和东北方言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变体”②ꎮ 但学界有关朝鲜语对汉语影响研究很少见ꎮ
据观察ꎬ 延边朝鲜族聚居区朝汉语言接触引发的汉语变异主要分布在汉语口语中ꎬ 但汉语书面语

中也开始出现ꎮ 从语言结构层面来看ꎬ 语音、 词汇、 语法方面均产生了较多的变异现象ꎮ 基于延边汉

语接触性演变的事实ꎬ 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汉语语音变异ꎮ 据我们观察ꎬ 延边汉语受朝鲜语语音影响ꎬ 在口语中经常出现舌尖后塞擦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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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音与舌尖前塞擦音 /擦音辨析不清ꎬ 汉语语调柔和、 语速较缓慢等变异现象ꎮ 我们认为延边汉语受

朝鲜语的影响ꎬ 在汉语辅音、 元音、 声调、 音变、 语调、 语速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变异现象ꎬ 值得我们

深入调研ꎮ
二是汉语词汇变异ꎮ 豪根指出: “由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的借用是一种带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

的借用ꎬ 反之则往往是一种必须的借用ꎮ”① 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ꎬ 在和朝鲜语的接触中ꎬ 汉语对朝

鲜语词语的吸收主要是出于表达的需要ꎬ “必须借用” 是主要动因ꎮ 汉语从朝鲜语借用了大量的文化

词语ꎬ 如 “阿里郎、 道拉吉、 板索里、 打糕、 米肠、 苹果梨、 泡菜、 农乐舞、 三老人”ꎮ 不过ꎬ 如今

汉语的一些概念即使有自己的固有词语表达ꎬ 但还是从朝鲜语中借用了相近的词语来满足自己表达的

需要ꎮ 如阿迈 (大娘、 姥姥、 奶奶)、 阿爸依 (大爷、 爷爷、 老爷)、 金达莱 (野杜鹃)、 老年协会

(老年活动中心)、 医师 (医生)ꎮ 这样就形成了朝鲜语词和汉语固有词并存并用的局面ꎬ 进而引起两

种语言之间的竞争与互补ꎮ 随着朝鲜语和汉语的接触越来越密切ꎬ 延边汉语中的朝鲜语借词将会逐渐

增多ꎬ 探讨延边汉语中朝鲜语借词的分布、 汉语借入朝鲜语词汇的方式、 朝鲜语借词进入汉语词汇系

统以后发生的变异、 朝鲜语词汇借入的机制等问题ꎬ 对我们认识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问题有很大

帮助ꎮ
三是汉语语法变异ꎮ 据我们目前的观察ꎬ 延边汉语在复数 “ －们” 的标记、 人称代词 “咱们”、

时间词 “－时”、 趋向动词 “上来、 下来、 进、 出” 等、 量词 “个”、 副词 “真”、 体标记 “了”、 前

置词 “在、 到、 从、 往” 等、 叹词 “啊、 嗯、 哦、 噢、 哎呀” 等ꎬ 动宾短语、 数量短语的语序ꎬ 比

较句、 连动句等语法使用上经常出现与朝鲜语趋同的现象ꎮ
如前置词脱落现象: 延边汉语受朝鲜语处所后置词的影响ꎬ 表达位移的方向或处所时ꎬ 经常脱落

处所名词前面的前置词ꎮ 例如: “一直走ꎬ (往) 右边进去就是ꎮ” “ (到) 火车站坐呀ꎮ” (司机对站

在路边叫出租车的乘客说) 这在延边汉语中比较普遍ꎮ 那么ꎬ 朝鲜语对延边汉语语法的哪些层面给

予了影响? 其变异分布范围、 变异形式、 变异特征如何? 某一句式的形式结构与语义 (语法意义)
因接触而引发了哪些变化? 某个特征是如何进入汉语中的ꎬ 其演变的机制是什么? 是母语干扰、 语言

转换机制ꎬ 还是语言感染和语法复制机制?
此外ꎬ 延边汉语的语用层面ꎬ 如话语标记、 指称、 会话策略等ꎬ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话题的选择

与转换等方面均和延边朝鲜语有趋同趋势ꎬ 都需要我们去实地调查和研究ꎮ

三、 深化朝汉语言接触的历时演变研究ꎬ 重视共时变异研究

　 　 朝汉语言接触历时已久ꎬ 若要充分认识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规律及特点ꎬ 必须立足于朝汉

语言接触史ꎬ 同时全面细致地观察朝汉语言接触引发的两种语言的共时变异情况ꎬ 即共时研究与历时

研究相结合ꎮ
一是朝汉语言接触的历时演变研究ꎮ 据历史记载至少早在公元 １世纪前后ꎬ 朝鲜人就用汉字书写

本民族史书、 诗文ꎮ② 历史上汉语和朝鲜语的接触主要分为上古、 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ꎬ 汉语给朝鲜

语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朝鲜汉字音的形成及规范化、 吏读的产生、 汉语朝鲜语混用书写体系的确

立、 汉字词的大量出现以及特殊的构词方式 “汉语动词词根＋朝鲜语动词词缀” 的出现等ꎮ③ 在日伪

统治时期ꎬ 由于强行推行 “民族协和” “满鲜一体” 等殖民主义政策ꎬ 我国朝鲜族在语言使用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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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极端畸形的朝日、 朝汉双语现象ꎮ① 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三语接触也值得研究ꎮ
学界历来重视朝汉语言接触的历时演变研究ꎬ 尤其是对朝鲜语中的汉语借词、 朝鲜语语音变异的

研究ꎮ 但是ꎬ 由于朝汉语言接触的历史悠久ꎬ 不同历史时期语言接触的方式、 强度、 程度、 种类和接

触性演变的机制等都不尽相同ꎬ 而且一段时期内ꎬ 朝汉语言接触变为汉、 朝、 日三种语言之间的相互

接触、 相互影响ꎬ 这使语言接触类型更加多样化ꎮ 所以朝汉语言接触的历时演变研究有待更深入的

探讨ꎮ
二是朝汉语言接触的共时变异研究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 朝鲜语和汉语的关系曾经历过一段比较曲

折的路线ꎮ 当时 “朝鲜语向汉语看齐” “新词术语从汉语借用” 等ꎬ 使朝鲜语中出现了大量的非规范

的汉语音借词和音读词ꎬ 造成朝鲜语使用混乱的局面ꎮ② １９７６ 年以后ꎬ 在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指导下ꎬ
制定了朝鲜语规范方案之后ꎬ 朝鲜语才得以规范使用和发展ꎮ 但这个阶段的朝汉语言接触性演变研究

文献极少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 朝鲜语和汉语的关系更加和谐稳定ꎬ 朝鲜族的双语研究、 语言接触性演变

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ꎮ 进入 ２１世纪以后ꎬ 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与社会紧密相连

的语言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接触模式和新的特点ꎮ 而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

关注ꎬ 有价值的研究论著不多ꎬ 加上共时变异涉及范围广ꎬ 变异类型众多ꎬ 演变机制复杂ꎬ 目前对朝

汉两种语言在共时层面的相互影响、 相互借用、 相互渗透情况ꎬ 我们的了解还很不够ꎮ 因此ꎬ 无论对

语音变异、 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ꎬ 还是语用和语篇上的变异ꎬ 我们都应在充分描写共时变异的基础

上ꎬ 把它们放在整个朝汉语言接触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ꎬ 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汉语和朝鲜语接触性演

变的规律与特点ꎮ

结　 　 语

　 　 朝鲜语和汉语分属不同语系ꎬ 其语言类型也不同ꎮ 汉语为分析性语言ꎬ 缺乏形态变化ꎬ 单音节性

比较强ꎬ 而朝鲜语为黏着语ꎬ 形态变化丰富ꎬ 以双音节或多音节为主ꎮ 从语言性的预测因子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ｓ) 来说ꎬ 接触导致的演变远远不如结构类型相同或相似的两种语言ꎬ 但事实上朝汉两种语言的接

触与演变程度远远大于结构类型相似的两种语言ꎮ 这是因为最终决定语言接触的语言后果的决定性因

素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语言学的历史而不是语言的结构ꎮ③ 当代朝鲜族和汉族的交流比起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都更加频繁ꎬ 两个民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接触程度也越来越深ꎮ 朝鲜族双语兼用甚至语言转用

等社会现象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ꎮ 目前学界对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关注与研究远远滞后于

朝汉语言接触发展的现实ꎬ 因而朝汉语言接触对朝鲜语或汉语的演变与发展究竟给予了何种程度、 何

种方式的影响至今认识不清ꎮ 如何立足于朝汉语言接触的历史ꎬ 在分析朝汉语言接触现状的基础上ꎬ
走出研究的困境ꎬ 开创一条朝汉语言接触与发展的研究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探讨的课题ꎮ

责任编辑: 刘　 扬

５６２关于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思考

①
②
③

崔奉春: «朝鲜语和汉语关系调查»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年ꎬ 第 ４７－４８页ꎮ
崔奉春: «朝鲜语和汉语关系调查»ꎬ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年ꎬ 第 ４９－５０页ꎮ
吴福祥: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ꎬ «民族语文» ２００７年第 ２期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６ＢＺＷ０２０)ꎮ
作者简介: 孙宁ꎬ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信息媒体技术与教育应用、 数字媒体艺术ꎻ 李忠阳ꎬ 东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讲师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 数字媒体艺术ꎮ
①　 孙宁、 李忠阳: « “新媒介文艺生活”: 新媒介文艺研究的新生面»ꎬ «文艺争鸣» 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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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文学素养

孙　 宁１　 李忠阳２

(１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ꎻ ２ 东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 当前社会文学生活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ꎬ 这势必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与新矛盾ꎮ 从 “文学生

活” 角度来看ꎬ 民众相关素养的欠缺ꎬ 是数字化文学生活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ꎮ 有鉴于此ꎬ 文章提出 “数字

文学素养” 概念ꎬ 意在借此表征数字时代的文学生活能力ꎬ 明确提升该能力的实践方向ꎮ 为适应文学生活的

数字化转型ꎬ 民众的文学素养无可避免地要经历全面调整: 由 “印刷文学素养” 转向 “数字文学素养”ꎮ 而

在数字文学素养的教育模式上ꎬ 倡导显性模式与隐性模式相结合ꎬ 这符合当前教育机构教学实际ꎬ 也符合当

前国民文学生活实际ꎮ
关键词: 数字文学ꎻ 数字文学素养ꎻ 文学生活ꎻ 数字素养

中图分类号: Ｉ０ꎻ Ｇ２０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６６－０５

一、 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及其深层矛盾

　 　 自信息技术与主导媒介发生世代更迭以来ꎬ 文化与文学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 印刷文化 (文
学) 渐次让位于数字文化 (文学)ꎬ 读者由读书逐步转向 “读屏”ꎬ 批评家在 “细读”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之外开始寻求 “远读”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笛卡尔式内在 “自我” 观念正在被 “赛博空间的奥德赛”
取代ꎮ 在这种新的 “社会技术现实” 与媒介文化环境下ꎬ 伴随着数字文学蔚然成势ꎬ 一种基于数字

媒介的新型 “文学生活” 正在兴起ꎬ 这或可被命名为 “数字化文学生活” 或 “新媒介文艺生活”①ꎮ
“文学生活” 作为学术概念ꎬ 由温儒敏首创ꎬ 用以指称 “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 文学接受、 文学消

费等活动ꎬ 也牵涉到文学生产、 传播、 读者群、 阅读风尚ꎬ 等等ꎬ 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

面的影响、 渗透情况”②ꎮ 当数字媒介愈益重塑有关 “何为文学” “怎样文学” 及 “文学如何” 的观

念与实践ꎬ 文学生活亦相应地经历深刻转型ꎮ 它包含的实感经验、 结构关系、 参与方式及活动形态等

已与传统样式迥别ꎬ 愈发凸显 “数字” 特性ꎬ 包括数字媒介的在场、 数字科技的介入及数字观念的

显现等ꎮ 抑或说ꎬ 它愈发 “数字媒介化” 了ꎮ 这一嬗变的过程与表征ꎬ 我们称之为文学生活的数字

化转型ꎮ
可以说ꎬ 当前国民文学生活的数字化转型ꎬ 已是社会文化变革中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ꎬ 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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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性的文学现象与热议课题ꎮ 目前所见ꎬ 这一发展趋势促进了文学生活的多元化ꎮ 数字化文学生

活与传统文学生活并存于世ꎬ 但两者并非截然两分、 互不干涉ꎻ 恰恰相反ꎬ 它们互依互存、 共生共

荣ꎬ 且彼此渗透、 相互转化ꎮ
虽然传统样式的文学生活仍在延续ꎬ 但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无疑才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生活

景观ꎮ 据 «２０１７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① 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近 ４ 亿ꎬ 且在

年龄上较之以往更趋分散ꎬ 呈现向全年龄段拓展的趋势ꎮ 数字阅读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１５２亿ꎬ 较上年

增长 ２６ ７％ꎬ 表明数字阅读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ꎮ 在数字阅读领域占比最高的青年人群ꎬ 对文学

类内容需求增幅加大ꎮ 同时ꎬ «白皮书» 还显示ꎬ 在 ２０１７ 年数字阅读活动中ꎬ 创作者人数已达 ７８４
万ꎬ 增长率为 ３０ ２％ꎮ 这表明在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中ꎬ 文学生产活动愈发鲜明地体现出格雷姆
特纳所谓的 “民众化转向” (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ｔｉｃ ｔｕｒｎ) 的特征ꎮ②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到文学生产活

动中ꎮ
在社会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ꎬ 势必出现多方面的新问题与新矛盾ꎬ 抑或说将引发一系列

矛盾转型ꎮ 从 “文学生活” 角度来看ꎬ 其深层矛盾之一ꎬ 是人民对于美好的数字化文学生活的需要

与相应的知识能力的不足之间的矛盾ꎮ 在广泛的 “文学生活” 内容中ꎬ 最核心的环节是普通民众的

文学阅读与接受ꎬ 这是文学与生活互相连接的基本途径ꎬ 也是文学实现生产目的、 产生社会影响的必

由路径ꎮ③ 据此判断ꎬ 民众的文学素养即是问题的肯綮所在ꎬ 它既能直接反映出社会的文学阅读情

况ꎬ 同时也是文学生活中必备的基本能力ꎮ 同样ꎬ 进入并建设数字化文学生活也要求人们具备相应的

知识能力ꎮ 尽管我们对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活动已不陌生ꎬ 且乐观而热忱地参与其中ꎬ 然而ꎬ 我们是

否能有能力在数字时代正确开展文学生活并切实提高其质量ꎬ 是否能够有效地回应它提出的诸多新问

题ꎬ 以及是否充分关注到大批 “数字移民” 对这种数字化进程的不适性ꎬ 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ꎮ
我们目前拥有的文学知识与文化经验ꎬ 恐怕不足以从容应对当今的媒介文化现实与文学变迁ꎬ 原因

如下:
首先ꎬ 大部分民众目前具备的文学知识能力 (文学素养) 实际上主要是在印刷文化 (文学) 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ꎬ 也是被它在根本上所规定的ꎮ 在数字化、 全球化与后现代相关联的语境下ꎬ 这种

印刷时代范式下的文学素养正面临着严重的不适应与危机ꎮ 在此情况下ꎬ 民众能否对数字时代的文学

做出充分有效的回应是颇可怀疑的ꎮ
其次ꎬ 大部分民众目前仍属于 “数字移民”ꎬ 在技术、 语言及思维各方面正经历向数字世界的迁

移ꎬ 面临融入或曰 “归化” 困境ꎮ 由此延伸ꎬ 他们也不容易参与和适应文学生活的数字化转型ꎬ 这

在中老年群体中体现尤为明显ꎮ 目前ꎬ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步入互联网生活ꎬ 但面对复杂的互联网世

界ꎬ 他们暴露出媒介素养严重不足的问题ꎬ 在接纳数字设备与融入互联网生活上存在诸多困难ꎮ 这无

疑限制了他们在数字化文学生活中的活动参与程度、 活动空间范围及文本选择范围ꎮ

二、 “数字文学素养” 的概念提出与内涵界定

　 　 在数字技术重构国民生活的今天ꎬ 为应对不断冲击着文学生活的 “数字海啸”ꎬ 我们需要引入新

概念来表征数字时代的文学生活能力ꎬ 并揭示提升这一能力的实践方向ꎮ 以数字媒介为载体的新型文

学生活方式ꎬ 迥别于以印刷与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学生活方式ꎬ 它要求个体具备新的文学的基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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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红、 杨牧: «中国 ２０１７年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达 １５２亿元»ꎬ 人民网国际频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４２０ /
ｃ１００２－２９９４００２２ ｈｔｍｌꎮ

Ｇｒａｅｍｅ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ｔｉｃ Ｔｕｒ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 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１１
温儒敏: «当前社会 “文学生活” 调查研究»ꎬ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３页ꎮ



念、 表征方式、 知识结构和工具技能ꎮ 所有这些新型能力的背后是新型素养ꎬ 具体地说ꎬ 即是 “数
字文学素养”ꎬ 这是决定人们能否深度参与数字化文学生活的关键因素ꎮ

对于文学活动而言ꎬ 媒介不是中性的工具与载体ꎬ 而是一种软性的决定因素ꎮ 它使文学以某种特

定方式存在、 生产、 传播ꎮ 可以说ꎬ 媒介与文学的决定关系是一种 “软” 决定论 (ｓｏｆ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关系ꎮ 单小曦已经清晰地论证ꎬ 媒介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具有本体地位ꎮ① 因此ꎬ “媒介素养” 理应包

含在 “文学素养” 之中ꎮ 从数字媒介的角度来看ꎬ 人们平常所谓的 “文学素养” 实际上只是一种特

定历史与媒介下的文学素养ꎬ 它建立在传统印刷文化 (文学) 的基础上ꎬ 在范围与内涵上均未能充

分反映当代文学活动的新动向与新要求ꎮ 准确地说ꎬ 它应该被称为 “印刷文学素养”ꎮ 本文提出 “数
字文学素养” 概念ꎬ 借以指称一种适应新的文学规律与社会规律的新型素养ꎮ 它建立在数字技术与

数字文化 (文学) 的基础上ꎬ 反映了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的现实与要求ꎮ 在媒介革命与媒介文化转

型时期ꎬ 民众的文学素养势必要经历一次全面调整ꎬ 由 “印刷文学素养” 向 “数字文学素养” 转变ꎮ
“数字文学素养”ꎬ 由 “文学素养” 与 “数字素养” 两个概念融合而成ꎮ 引入 “数字素养”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ꎬ 正是为了凸显 “数字” 之于文学的建构作用ꎬ 但何谓 “数字素养” 呢? 这一概念由吉

尔斯特 (Ｐａｕｌ Ｇｉｌｓｔｅｒ) 在 １９９０年代末首开其端ꎬ 大体是指理解、 评价与整合数字信息的能力ꎮ 阿尔

卡尔 (Ｙｏｒａｍ Ｅｓｈｅｔ－Ａｌｋａｌａｉ) 最早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数字素养模型ꎬ 认为 “数字素养” 是关于数字时

代生存技能的概念框架ꎬ 它不仅仅包括使用软件或操作数字设备的能力ꎬ 还包括一系列在数字环境中

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ꎮ② 简言之ꎬ 数字素养是自觉、 自主、 有效、 批判和创新地使用数字媒介与

数字信息的基本能力ꎮ 明乎此ꎬ “数字文学素养” 便意指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ꎬ 参与 “数字文学”③
活动的知识和能力ꎬ 譬如创作、 阅读与评论数字格式的超文本小说的能力ꎻ 第二ꎬ 借助数字媒介从事

文学活动的能力ꎬ 譬如在虚拟知识社区围绕某部传统文学作品展开线上交流的能力ꎮ 显而易见ꎬ 这两

个方面高度关联ꎬ 但又各有侧重ꎮ 笔者曾揭示过两者在指向性上的分殊: 第一个方面指向 “数字文

学” 方面的素养ꎬ 强调有关数字文学的创作、 传播及批评鉴赏ꎻ 第二方面指向 “数字媒介” 方面的

素养ꎬ 强调数字媒介在文学活动中的应用技能ꎮ④ 这其中既包括文学素养ꎬ 也涉及数字素养ꎬ 但并非

两者的机械叠加ꎬ 而是它们有机融合ꎮ “数字文学素养” 既是数字素养在文学领域的实践表现ꎬ 也是

文学素养在数字环境中的延伸拓展ꎮ 较之于一般意义的 “文学素养”ꎬ “数字文学素养” 概念更为具

体化、 更具针对性ꎬ 是文学素养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ꎮ 它既是将 “文学素养” 概念拓展到数字媒

介语境 /空间中ꎬ 也突显了 “数字素养” 在重塑文学素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哈特利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ｔｌｅｙ)
指出ꎬ 在西方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时期ꎬ 普及的印刷素养 (ｐｒｉ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被看作现代国家先进地位

的重要标准ꎮ 而随着线上媒介在富裕经济体中的普及ꎬ 人们关于 “素养” (读写能力) 的观念开始逐

渐向数字素养转变ꎮ⑤ 如果说印刷素养与数字素养本质上都是一种媒介素养ꎬ 那么 “数字文学素养”
可视为媒介素养变迁在文学活动中的最新反映ꎮ

数字化文学生活的建设与发展ꎬ 固然有赖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加快完

善ꎬ 但也离不开民众较为全面、 较高层次的数字文学素养ꎮ 因此ꎬ 数字文学素养的提升是全体社会成

员的必然选择ꎮ 这种新型素养的获取与发展ꎬ 需要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ꎬ 即数字文学素养教育ꎮ 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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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学者莱恩考斯基马认为ꎬ “数字文学” 在类型意义上包括以下部分: １ 印刷文学的数字化ꎻ ２ 原创文学的数字出版ꎻ

３ 应用由数字格式带来的新技术的文学创作ꎻ ４ 网络文学ꎮ 而在本文的论域中ꎬ “数字文学” 应在狭义上理解ꎬ 它只包含上述类型

中的后两点ꎬ 即应用由数字格式带来的新技术的文学创作、 网络文学ꎮ 详见考斯基马: «数字文学: 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ꎬ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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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 李忠阳: «数字—文学素养: 数字时代的 “文学生活” 能力»ꎬ «文艺争鸣»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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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数字文学” 与 “数字 (文学) 媒介” 两方面的知识供给ꎬ 也包括以下两方面的能力培养: (１)
培养人们对数字文学的创作能力、 交流能力、 鉴赏能力以及批判能力ꎻ (２) 培养人们自觉、 自主、
有效、 批判地运用数字技术与数字设备参与文学活动的能力ꎮ 一言以蔽之ꎬ 它明确了如下实践方向:
培养创造与评判数字文学的能力以及在文学活动中应用数字工具的能力ꎮ 总之ꎬ 为应对文学生活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的新矛盾ꎬ 应重塑民众的文学生活能力ꎬ 普及数字文学素养ꎮ

三、 数字文学素养的教育模式

　 　 构建丰富多样、 创新创造的数字化文学生活ꎬ 离不开数字文学素养的全面普及与整体提升ꎬ 其首

要途径是广泛、 长期地开展相关教育ꎮ 数字化文学生活自身的特殊性、 教育对象的多样化以及数字素

养与文学学科的关联性ꎬ 决定了教育供给渠道应是全面而多样的ꎬ 既包括针对在校学生的学校教育ꎬ
也包括面向社会各界的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 自我教育等ꎮ 倡导各教育供给渠道相互结合ꎬ 整合不同

主体、 组织及层级的力量ꎬ 以构建立体的教育体系、 形成广泛的教育布局ꎮ 在众多的数字文学素养教

育渠道中ꎬ 正规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 自然仍占据要津ꎬ 其中存在两种数字文学素养的教育模式:
其一ꎬ 显性教育模式ꎬ 即设置专门、 独立的数字文学素养教育课程ꎻ 其二ꎬ 隐性教育模式ꎬ 即设置兼

容式、 融入式教育课程ꎬ 让数字素养教育融入传统文学课程ꎮ 事实上ꎬ 不论是显性模式还是隐性模

式ꎬ 数字文学素养的教育模式都是一种融合模式———数字素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有机融合ꎮ 这种跨域

融合模式之必要ꎬ 既是出于数字文学素养的本质要求ꎬ 即要求数字 (媒介) 要素的融入ꎬ 也是民众

参与数字化文学生活的内在需求ꎬ 即要求数字素养与文学素养两者兼具ꎬ 彼此协调ꎮ
设置专题性 (显性) 的数字文学素养教育课程ꎬ 首要是开设数字文学课程ꎬ 并将它纳入正规教

育体系ꎮ 面对当前数字文学的生产现实ꎬ 主流文学教育尚未作出及时而充分的反馈ꎮ 从文学研究来

看ꎬ 中国当代文艺学仍固守纸媒时代的文学研究范式ꎬ 因此有人主张ꎬ “当代文艺学要打破传统边

界ꎬ 首先向新兴的数字文学敞开胸怀ꎬ 把数字文学正式接纳为自己的研究对象”①ꎮ 就整体而言ꎬ 我

们的文学教育亦复如此ꎬ 长期固守以纸媒文学为讲授内容的传统范式ꎮ 通过学习传统纸媒文学确立起

来的文学观念、 阅读方法及批评模式ꎬ 能否有效地帮助学生深度参与数字化文学生活ꎬ 这是值得怀疑

的ꎮ 即便是当今的诸多纸媒文学作品ꎬ 其在自身的建构过程中ꎬ 如观念选择、 题材偏好、 结构设计、
写作策略等ꎬ 也会或隐或显地反映数字媒介的媒介形式ꎮ 因此ꎬ 笔者主张文学教育要打破画地自限的

心态ꎬ 开设专门的数字文学课程ꎬ 重视数字文学的生产、 传播、 接受及其文化生态与文化逻辑ꎮ 尽管

主流文学教育仍维持既有辖域ꎬ 但它近年来在媒介革命与网络文学的冲击之下ꎬ 已逐渐呈现向数字文

学敞开的趋势ꎬ 越来越多的文学教育者加入到同数字媒介的开放性对话中ꎮ 这表现为原创网络文学登

堂入室ꎬ 成为一些高等院校的通识选修课与专业选修课ꎮ 其中ꎬ 邵燕君在北京大学开设的 “网络文

学研究与写作” 课颇值一提: 她不仅从理论角度引领学生对网络文学展开观察研究ꎬ 更从实践角度

组织学生 “入场” 写作ꎬ 鼓励学生在中国网络文学主要平台试手网文创作ꎮ 这种 “做中学” 的方式

可以成为数字文学素养教育的重要教学模式ꎮ 它加强了 “入场” 的参与性、 介入性以及过程的体验

性ꎬ 这是文学创作与媒介创作双重体验融合的过程ꎬ 也是文学能力与数字能力协调发展的过程ꎬ 为数

字文学素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ꎮ
设置隐性模式的数字文学素养教育课程ꎬ 就是将数字素养教育渗透到传统的文学课程之中ꎬ 通过

两者的整合达到提升数字文学素养的目标ꎮ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ꎬ 数字素养作为一种媒介素养ꎬ 两

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ꎮ 首先ꎬ 与文学作品一样ꎬ 电影、 电视节目、 漫画以及流行音乐等都是建构与

传达意义的 “文本” (ｔｅｘｔｓ)ꎮ 从媒介角度看ꎬ “媒介是文本的本体性要素”ꎬ 文学媒介是文学作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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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ꎬ 媒介要素本身即具有审美价值ꎬ 因此ꎬ 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 “文学性媒介

文本”①ꎬ 文学史亦可谓是一部文学媒介史ꎮ 从后结构主义角度看ꎬ 文学文本是一种多重文本交叉混

合的互文本ꎬ 而数字超文本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编码方式ꎮ 因此ꎬ 考斯基马认为超文本系统是一部文

学机器ꎬ 而西方先锋文学可被视为 “原型超文本”②ꎮ 其次ꎬ 长期以来ꎬ 欧美国家为了提高公众的媒

介素养 (数字素养)ꎬ 要求在相关学科教学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ꎮ 巴里邓肯认为ꎬ 媒介素养

教育应该建立在各学科教学活动的基础上ꎬ 致力于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审美能力、 解读媒介文

本的能力ꎬ 因此它要渗透到语言、 社会、 科学、 艺术等学科中来ꎬ③ 如此才能推进综合素养的发展ꎮ
依据前述理论认识与实践经验ꎬ 加之日益数字化的文化 (文学) 环境与文学教育信息化改革的要求ꎬ
数字素养教育融入传统文学课程可谓势所必至ꎮ

当然ꎬ 同样作为一种融入式、 渗透式课程ꎬ 巴里邓肯所倡导的跨课程融入模式 (隐性模式)
是在文学教育中实施媒介素养教育ꎬ 核心目标是推进 “ (数字) 媒介素养” 的隐性发展ꎻ 而笔者主张

的 “融入”ꎬ 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 “数字文学素养”ꎮ 前者依据 (数字) 媒介素养的概念框架ꎬ 将其

中各层次与要素的内容有机地融入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的理念、 模式、 技术之中ꎬ 实现创新

性整合ꎮ 而后者的方向参照与融合依据则来自数字文学素养的概念ꎬ 反映数字化文学生活的发展进程

与内在需求ꎮ 虽然媒介素养 (教育) 与文学素养 (教育) 彼此内含ꎬ 但两者在目的性上仍各有指向ꎮ
不过ꎬ 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共同部分ꎮ 比如ꎬ 依据文学学科的学习任务与课程议题ꎬ 围绕一部印

刷文学作品ꎬ 引导学生利用数字工具自主探索广泛信息ꎬ 并能够在信息饱和的互联网世界里打造个人

定位ꎬ 增强控制文学信息获取与使用过程的能力ꎬ 等等ꎮ 这一系列学习过程既可视为媒介素养的培训

过程ꎬ 也可看作是数字文学素养的提升过程ꎮ 因此ꎬ 两者可以彼此促进: 隐性模式的媒介素养教育可

以起到提高数字文学素养的作用ꎻ 反之ꎬ 隐性模式的数字文学素养教育势必包含媒介素养的培训ꎮ
总之ꎬ 上述两种教育模式各有所长ꎬ 互为补充ꎬ 也彼此交叠ꎬ 提倡应采取显与隐、 专与兼结合发

展的方式ꎮ 这既符合当前教育机构教学实际ꎬ 也符合当前国民文学生活发展实际ꎬ 因为普通民众的文

学生活常常是传统延续与数字新变杂糅的状态ꎮ

结　 　 语

　 　 当前 “数字中国” 建设加快推进ꎬ 数字基础设施日臻完善ꎬ 国民生活与数字化的关系日趋紧密ꎮ
信息技术变革不仅促使现代意义 (印刷文化体制) 的 “文学” 式微ꎬ 更推动了国民文学生活的整体

转型ꎮ 为因应这一 “媒介的后果” 以及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中的新型矛盾ꎬ 提升数字文学素养是全

体社会成员的必然选择ꎬ 数字文学素养教育势在必行ꎮ 倡导整合多元力量ꎬ 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类型与

层次的需求ꎬ 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开展相应的教育培训ꎮ 而对于文学研究者与教育者而言ꎬ 一方面应

与数字媒介、 数字文学保持开放性对话ꎬ 譬如对网络文学怀持开放心态ꎻ 另一方面ꎬ 应对 “数字文

学素养” 予以更全面的理论描述与社会调查ꎬ 这有助于科学认识当前国民文学生活数字化转型的规

律ꎬ 有利于深入认识新时代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以及数字媒介下文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根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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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视阈下
虚拟空间治理的路径选择

刘达禹

(吉林警察学院 侦查系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７)

　 　 摘要: 当今时代ꎬ 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在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空间中急速更新ꎬ 国家安全治理正向着网

络化和虚拟化延伸ꎮ 虚拟空间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安全治理在主流意识形态、 国家政治权威、 政治制度运行、
国家主权等方面提出新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ꎮ 只有确立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虚拟空间治理理念ꎬ 树立

合作与包容相协调的安全观ꎬ 夯实基础ꎬ 在互信共赢中掌握治理主动权ꎬ 才能防范和应对挑战与危机ꎬ 才能

牢牢把握机遇ꎮ
关键词: 虚拟空间ꎻ 国家安全ꎻ 治理路径ꎻ 新媒体时代ꎻ 治理理念ꎻ 新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８－０２７１－０５

随着网络化、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ꎬ 当今人们不仅生活在以客观物质为基础的现实物理空间ꎬ 也生

活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网络虚拟空间ꎮ 网络虚拟空间是以现实空间的物理条件为基础ꎬ 以互联网为中心

虚拟出来的可供人们进行各种交互活动的人化的虚拟场域ꎮ 当前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得越来越紧

密ꎬ 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互活动与现实空间的交互活动相互依赖、 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强ꎬ 在此意

义上ꎬ 虚拟空间兴起与国家安全治理界限的扩展、 虚拟空间兴起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国

家安全视角下虚拟空间的治理路径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ꎮ

一、 虚拟空间的兴起与国家安全治理界限的扩展

　 　 １ 虚拟与现实的逐渐融合: 虚拟空间现实化的发展过程

对于互联网相关问题的思考ꎬ 早期的学者基于对网络的 “技术性” 把握ꎬ 认为在一定的物理条

件下ꎬ 可以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空间的虚拟空间ꎮ 早在 ２０００ 年左右ꎬ 我国研究网络社会与虚

拟空间的学者就倾向于认定虚拟空间不同于传统的现实社会空间ꎮ 何明升认为: “网络社会是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ꎬ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情境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交互活动的空间ꎮ” ① 也有学者认

为: “网络社会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 关系和资源整合环境ꎬ 而数字化决定了它的社会功能和由

此构建的关系网络具有虚拟的特征ꎮ” ② 童星等学者提出: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同ꎬ 网络社会是

现实社会的延伸ꎬ 但网络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交流脱离了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和情感ꎮ” ③ 虚拟空间

的出现使人们对人类交互生活的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ꎬ 无论学者们对虚拟空间做出怎样的判断ꎬ 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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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虚拟空间不是虚幻的ꎬ 虚拟空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ꎬ 虽然这种现实性与我

们日常所说的现实不尽相同ꎮ
经过近 ２０年飞速发展ꎬ 虚拟空间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ꎬ 人们在虚拟空间的

社会互动不再是少数人的行为ꎬ 也不再是与现实空间无关联的活动ꎮ 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日益

模糊ꎬ 虚拟空间 “既改变了人们以往接受、 处理和发送信息的方式ꎬ 也改变了信息本身的产生和存

在方式ꎬ 既拓展了人们交往的空间ꎬ 也重新调整了人与人、 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ꎮ
我们也可以推论ꎬ 主流的资本和政治力量正在进行的是推动虚拟空间发展以满足自身的经济或政治的

内在需求ꎮ 从早期的前互联网空间ꎬ 到现今的虚拟空间ꎬ 从传统的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对立的思维

到现今的普遍承认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人类活动重要场域ꎬ 传统的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研究在虚拟空间与

现实空间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对社会现实的研究ꎮ
２ 治理界限的扩展———虚拟空间兴起背景下国家安全治理的必然选择

网络技术与人们生活的深度融合是 ２１世纪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ꎮ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ꎬ 人

们已经开始习惯并依赖于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寻找或传播各种信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ꎮ “当今人们生活

的社会空间ꎬ 事实上是由现代科技所创造的兼具物质主义和虚拟意识流动特征的双重技术空间ꎬ 亦

即ꎬ 人们不仅生活在依赖物质基础而生存的物理空间ꎬ 还生活在依赖信息传播而活跃的网络虚拟空

间”ꎬ② 我们生活在 “虚拟化的现实变得越来越完美ꎬ 真实和表象ꎬ 已经发生过的和有可能发生的之

间的界线将会消失无踪”ꎬ③ 互联网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类的生活世界ꎬ 无论行为习惯还是思想观念

都在悄然发生改变ꎮ 在虚拟空间中ꎬ 一切都由数字和符号代替ꎬ 人们的政治生活也处于虚拟化的过程

中ꎬ 政治权力、 政治关系、 政治行为等都在虚拟空间发生着作用和改变ꎮ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两者双

向作用、 相互影响、 相互强化并互为补充ꎮ
基于虚拟空间的重要性以及虚拟空间政治生活的特点ꎬ 国家安全治理理应具有一定的虚拟性ꎮ 国

家安全治理的主要场域———网络虚拟空间ꎬ 由各种符号组成ꎬ 这必然决定了网络空间中所有的参与主

体都是符号化的虚拟主体ꎬ 都是现实空间的具象在虚拟空间的映射ꎮ 由于主要场域及参与主体的虚拟

性ꎬ 治理手段也应具有一定的虚拟性ꎮ 当前ꎬ 多数国家治理虚拟空间的手段与方式仍然突出其物理性

的特点ꎬ 即通过现实空间的人或物的管理来完成ꎮ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虚拟空间治理的主要方式

要注重物理性与虚拟性的结合ꎬ 在物理条件的支撑下ꎬ 将虚拟技术作为治理虚拟空间的主要手段ꎮ 正

视并顺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趋势ꎬ 将国家安全治理的界限延伸到网络虚拟空间已经成为我们的必然

选择ꎮ

二、 虚拟空间的发展与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虚拟空间的迅猛发展使社会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ꎬ 这给国家安全带来新

挑战的同时ꎬ 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ꎬ 挑战与机遇并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国家政治权威的侵蚀与聚合

权威与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ꎬ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ꎬ 权力是依靠强力迫使他人屈服ꎬ 而权

威是凭借能力使他人自愿服从ꎬ 我们也可以说ꎬ 权威是一种心理结果ꎬ 是权力作用的对象对权力行使

效果的一种认同和支持的状态ꎬ 权威和权力形成的前提虽然不同ꎬ 但结果都是他人的服从ꎮ 首先ꎬ 虚

拟空间的发展ꎬ 深刻改变了信息的生成方式与传播方式ꎬ 一方面普通群众的地位、 作用不断提高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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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壮大ꎬ 阶层化特征逐渐淡化ꎻ 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沟通的封闭性特征被打破ꎬ 取而代之的是自

由、 平等、 快捷的现代化沟通方式ꎮ 各执己见、 喧哗无序的虚拟空间已成为国家政治权威备受挑战的

主要场域ꎮ 虚拟空间内ꎬ 各种力量都试图增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ꎬ 其中以意见领袖最为突出ꎬ 他们通

过个人风格影响、 引导舆论ꎬ 人民群众在接受这些信息时难辨真伪ꎬ 理性的判断容易被情绪性冲动所

取代ꎬ 这不仅会威胁到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秩序ꎬ 也会对国家政治权威产生冲击ꎮ 其次ꎬ 民意表达

可能会在虚拟空间出现拥挤、 踩踏的现象ꎬ 进而造成群众诉求与政治体系所能满足诉求能力之间的紧

张与矛盾ꎬ 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ꎮ 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ꎬ
虚拟空间的发展为国家政治权威的塑造带来了挑战ꎬ 也会成为塑造国家政治权威的重要机遇ꎮ 虚拟空

间的发展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沟通提供新方式ꎬ 双方可以脱离时间与空间条件的限制ꎬ 进行全

方位交流ꎬ 政府可以及时了解民情、 民意ꎬ 群众可以及时了解国家意图ꎬ 这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矛

盾ꎬ 也能增强政府公信力ꎮ 虚拟空间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新场所ꎬ 公民在虚拟空间参与政治活动ꎬ 一

定程度上如同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实践ꎬ 能够真切了解和感受到公民权利ꎬ 进而获取政治知识ꎬ 提升

政治能力ꎬ 这些都有利于政治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ꎮ
２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与弘扬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ꎬ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以及相互影响越来越紧密ꎬ 国家主流意识形

态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ꎮ 马克思说: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ꎬ 那么一定

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ꎮ”① 任何一个政权ꎬ 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必然会用代表本阶

级的思想体系来教育影响人民ꎬ 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功能对于社会整合能起关键作用ꎮ
虚拟空间的快速发展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削弱与弘扬两个方面ꎮ
削弱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弱化ꎮ 虚拟空间内ꎬ 通过各种虚拟手

段很容易获得快乐的感受ꎬ 这样难免会使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贡献意识淡化ꎬ 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们

在现实空间的生活ꎬ 虚拟空间的感官刺激与享乐文化成为一些人的精神鸦片ꎬ 对此ꎬ 主流意识形态的教

育功能几乎无法发挥作用ꎮ 其次ꎬ 催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对立ꎮ 由于虚拟空间的及时性、 无边界性等特

点ꎬ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虚拟空间追求自己认同的思想理论ꎬ 各种思想甚至一些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

也能在虚拟空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ꎮ “国内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宗教理念在这些纷争和博弈中各显

神通ꎬ 绝大多数将其主要传播阵地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之上ꎬ 视特定的网民群体为目标受众ꎬ 因此ꎬ 互

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角斗场ꎬ 甚至有嬗变成为最主要的隐蔽战场的可能

性ꎮ”② 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在虚拟空间呈现得淋漓尽致ꎬ 但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处于现代

化过程中的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必然会有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的责任ꎬ 虚拟空间内主流意识形态要求

的统一性与意识形态多元对立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ꎮ
弘扬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ꎬ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式多样化ꎮ 虚拟空间的发展改变了

传统传播模式ꎬ 将图片、 声音、 视频甚至触感融为一体ꎬ 极大地增强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ꎬ 我国

政府部门已开设贴吧、 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ꎬ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已呈现出全方位、 多视角、 立体化的趋

势ꎮ 其次ꎬ 主流意识形态辐射范围不断扩展ꎮ 虚拟空间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ꎬ 使人们与国家的

最新变化保持一致ꎬ 过去地区之间各自为政、 相对保守的状态被打破ꎬ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受区域、
距离的限制ꎬ 可以迅速辐射到虚拟空间的每一个角落ꎬ 充分发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ꎮ
最后ꎬ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强化ꎮ 实践证明ꎬ 占领理论宣传的高地ꎬ 加强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才

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力ꎮ 在现实空间ꎬ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ꎬ 政府对群众反馈较慢并且单

向度反馈较多ꎬ 互动较少ꎬ 导致意识形态的生产远远落后于现实的发展ꎮ 在虚拟空间内ꎬ 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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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及时获得受众的真实反馈ꎬ 及时调整意识形态信息的内容ꎬ 制止谣言和误解的蔓延ꎬ 维护意识形

态正面力量ꎬ 从而强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ꎮ
３ 国家主权的解构与重构

虚拟空间是继陆地、 海洋、 天空、 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ꎮ 虚拟空间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现实空间

的深远影响ꎬ 颠覆了人们对土地、 疆域的传统理解ꎬ 对已有的主权观念与理论形成挑战ꎮ 从历史的维

度看ꎬ 国家主权最初仅仅指向陆地ꎬ 随着航海、 航天、 航空技术的发展及其相对领域的开发利用ꎬ 国

家主权行使空间也得到相应扩展ꎮ 由此可见ꎬ 随着人类活动疆域的不断拓展ꎬ 国家职能辐射范围的不

断延伸ꎬ 国家主权的适用范围也相应地不断扩大ꎮ 虚拟空间也应遵照这一规律ꎬ 成为国家主权适用的

新场域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 虚拟空间治理处于一种无序失衡的状态ꎬ “在全球虚拟空间治理过程中ꎬ 由

于技术发展和基础建设水平之间的差异ꎬ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数据资源和拥有能力的差异ꎬ 与此相

应ꎬ 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战略”①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网络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ꎬ 坚

持认为虚拟空间是国际公域ꎬ 排斥国家的介入和干预ꎮ 网络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意

识形态ꎬ 一方面从全球霸权的角度鼓吹网络自由ꎬ 将虚拟空间定义为全球公域ꎻ 另一方面ꎬ 利用本国

网络技术的优势推行网络霸权ꎬ 将全球网络虚拟空间运行至于本国的监视之下ꎮ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在

虚拟空间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ꎬ 为了维护国家基本职能在虚拟空间的顺利落实ꎬ 为了促进虚拟空间为

现实空间提供正面力量ꎬ 国家主权的辐射范围应当也必须覆盖虚拟空间ꎮ 国家主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基石ꎬ 当前国家利益的各个层面全方位映射在虚拟空间ꎬ 并在虚拟空间内得到极大的延伸和扩展ꎮ 可

以说ꎬ 没有虚拟空间主权ꎬ 就不可能有虚拟空间的繁荣发展ꎬ 面对历久弥新的主权观念和日新月异的

虚拟空间ꎬ 只有建立自由、 法治的虚拟空间主权观念并践行之ꎬ 才能最终构成可持续和平、 秩序的全

球虚拟空间ꎮ
总之ꎬ 虚拟空间内无论是国家政治权威的侵蚀或聚合、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削弱或弘扬、 国家主

权的解构或重构都是以虚拟空间治理效果为基础的ꎬ 只有提升虚拟空间治理效果才能使虚拟空间在维

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三、 优化虚拟空间治理: 在现实与虚拟的平衡中寻求稳定

　 　 在信息化、 网络化、 全球化的背景下ꎬ 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技术为支撑的虚拟空间的高速发展已是

不可阻挡的大趋势ꎬ 虚拟空间的高速发展可以兴国也可以误国ꎬ 我们只有将虚拟空间的治理工作做

好ꎬ 让网络服务好国家和社会ꎬ 才能防范和应对虚拟空间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和危机ꎬ 才能牢牢把

握住虚拟空间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机遇ꎮ
１ 秩序与活力的统一: 虚拟空间治理的理念基础

虚拟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ꎬ 无法将现实空间的秩序和行为模式完整复制过来ꎬ 虚拟空间的特点使

其充分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ꎬ 因此虚拟空间比现实空间更具活力ꎬ 更富生命力ꎬ 但其毕竟是人们用科

技创造出来的用于交互活动的新空间ꎬ 是人们现实生活的虚拟与延伸ꎬ 所以虚拟空间是一个现实与虚

拟相结合的复杂的庞大系统ꎬ 它比现实空间更需要秩序来规范、 约束ꎬ 从而避免杂乱冲突的无序ꎮ 虚

拟空间活力是一种高级、 多元的社会活力ꎬ 可以说活力代表了自由ꎬ 秩序意味着合作ꎬ 活力是人本性

的需求ꎬ 是人类创造力无限发展的基础ꎻ 秩序是人类一切有效活动的前提ꎬ 是社会和文明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ꎮ 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ꎬ 重活力轻秩序ꎬ 社会就会混乱无序ꎻ 重秩序轻活力ꎬ 社会就

会僵化无力ꎮ 因此ꎬ 我们必须将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平衡作为虚拟空间治理的理念基础ꎬ 才能使虚拟空

间成为稳而不僵ꎬ 活而不乱的推动现实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积极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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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合作与包容的统一: 树立正确的虚拟空间安全观

虚拟空间安全观是我们对虚拟空间安全的主观认识ꎬ 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

调共同安全ꎬ 将共同安全作为虚拟空间安全治理的最终目标ꎮ 虚拟空间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国家

间相互依存的程度ꎬ 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而维护自身利益的模式无法使自身利益长久化ꎮ 虚拟空间的

无边界特征使得虚拟空间是一个天然的整体ꎬ 所以虚拟空间的安全需要各个行为体的共同努力ꎬ 只有

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上ꎬ 虚拟空间治理才能更有效ꎮ 二是尊重主权前提下强调合作安全ꎮ 国际政治博弈

的场所已由现实空间逐渐向网络虚拟空间转移ꎬ 网络虚拟空间作为人类生产、 生活的新型场域不能没

有国家主权ꎮ 网络主权是一个国家在虚拟空间发展的必要条件ꎬ 是国家主权在虚拟空间的延伸ꎬ 是各

国在虚拟空间合作共赢ꎬ 享有平等的参与权、 发展权的必要前提ꎮ 从目的和效果来看ꎬ 尊重网络主权

与反对网络霸权是一致的ꎬ 网络霸权是现实空间中的霸权在虚拟空间的延伸ꎮ 国与国之间只有立足于

开放的环境ꎬ 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ꎬ 相互尊重网络主权ꎬ 不断深化彼此的合作与交流ꎬ 将相互的博弈

控制在良性与理性之内ꎬ 虚拟空间的安全水平以及我们维护其安全的能力才会不断提高ꎮ
３ 强调共同利益ꎬ 在互信共赢中掌握虚拟空间治理主动权

“网络的全球互联互通ꎬ 使得网络的运用具有全球性ꎬ 也导致有些人可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ꎬ 其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活动也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ꎮ 这迫切需要各国政府在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中

加强沟通、 协调和合作ꎬ 共同采取措施保障国家安全ꎮ”① 由于虚拟空间的无界性ꎬ 单一国家很难完

成在虚拟空间的治理目标ꎬ 只有在主权国家的主导下整合各方利益ꎬ 尊重、 满足不同国家在虚拟空间

的利益诉求进而形成治理合力ꎬ 才能实现各个国家在虚拟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的共赢ꎬ 才能真正意义上

维护虚拟空间的稳定与促进各国在虚拟空间内的可持续发展ꎮ 国际合作是网络虚拟空间治理过程中重

要的一环ꎬ 各个主权国家只有让渡部分虚拟空间管理权限ꎬ 赋予国际组织必要的权力ꎬ 才能建立有效

的合作机制ꎬ 才能使虚拟空间的各种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ꎮ 由于各国家的网络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ꎬ 所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与虚拟空间内的利益诉求也不相同ꎬ 所以各国共同合作、 平等协商ꎬ 才能

达到共赢的目的ꎮ
４ 夯实基础ꎬ 运用多种手段增强虚拟空间治理

运用综合手段加强虚拟空间治理ꎬ 才能真正解决虚拟空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ꎮ 首先ꎬ 就法律

手段而言ꎬ 要完善相关立法ꎮ 虚拟空间发展一日千里ꎬ 只有法律对虚拟空间发展做出积极回应ꎬ 才能

引导、 规范其健康发展ꎻ 要加强执法ꎬ 有人在虚拟空间违反法律要认真对待ꎬ 使违法者受到相应的处

罚ꎻ 要增进守法ꎬ 加大宣传力度ꎬ 使虚拟空间活动主体增强法律意识ꎬ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ꎮ 其次ꎬ 就

技术手段而言ꎬ 要加大投资鼓励科技研发ꎬ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ꎬ 加强网络现代化和信息安全建设ꎬ 争

取研发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技术的软件和硬件ꎬ 真正做到用技术手段优化虚拟空间治理与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ꎮ 最后ꎬ 就社会手段而言ꎬ 要构建虚拟空间内的伦理体系ꎬ 提升人们在虚拟空间内的自律水

平ꎮ 由于虚拟空间内主体的匿名性特征ꎬ 加之现有信息技术的局限性ꎬ 虚拟空间内的个体在脱离现实

空间道德规范的束缚后会做出许多不道德的行为ꎬ 只有注重行业自律ꎬ 切实加强自我管理、 自我约

束ꎬ 加强公众监督ꎬ 深化虚拟空间道德教育ꎬ 才能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虚拟空间伦理体系ꎬ 进而促进

虚拟空间的有序运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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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
权益优先保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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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存款是商业银行的重要资金来源ꎬ 商业银行破产应当妥善处理存款人权益问题ꎮ 然而由于我国商

业银行破产程序中对不同存款人区别对待、 破产清偿顺序模糊、 法律适用冲突、 存款保险程序启动困难等问

题ꎬ 阻碍了存款人权益的优先实现ꎮ 以破产法视角完善商业银行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ꎬ 应当从破产法体系和

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出发ꎬ 统一商业银行存款人保护范围ꎬ 构建商业银行破产法律规则ꎬ 强化存款保险理赔机

制ꎬ “府院联动” 维护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ꎮ
关键词: 破产法ꎻ 商业银行破产ꎻ 存款人权益保护ꎻ 破产清偿顺序ꎻ 存款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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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尚未进入商业银行有序破产阶段ꎬ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会破产ꎬ 而商业银行进入破

产程序必然涉及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ꎮ 我国已有部分商业银行出现信用危机ꎬ 商业银行存在进入

破产程序的可能ꎮ 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末已有 ４７ 家商业银行进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ꎮ② 对个别商业银

行风险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因此需要构建和完善商业银行退出规则ꎮ 如果商业

银行进入破产程序将极大地损害存款人权益ꎬ 而现行制度对存款人权益保护力度不足ꎬ 将影响存款人

权益优先实现ꎮ

一、 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概述

　 　 研究商业银行破产中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ꎬ 需明确商业银行作为破产主体的特殊地位、 存款

行为性质及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正当性ꎬ 理解我国商业银行破产规则构建和优先保护存款人权益的

目的ꎮ
１ 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理论前提

(１) 商业银行作为破产主体具有特殊性

我国商业银行是兼顾营利性与公共性特征的企业法人ꎬ 但其提供的基本服务客观上具有准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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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质ꎮ① 商业银行破产适用的破产法律规则具有特殊性ꎮ 商业银行破产不能完全适用 «企业破产

法»ꎮ 普通的公司破产制度无法有效应对银行破产问题ꎮ② 而且商业银行进入破产程序对社会公共利

益影响更大ꎮ 商业银行破产参与主体更多ꎬ 而非银行类企业法人破产不涉及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

问题ꎮ
(２) 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的债权属性确认

理论界对于存款属于债权还是物权的问题存在争议ꎬ 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银行业务操

作中已明确其债权属性ꎮ③ 将存款认定为债权更为恰当ꎮ 第一ꎬ 将存款视为债权更符合商业银行利

益ꎮ 在破产程序中若将存款视为物权则存款人可以行使取回权ꎬ 而事实上危机银行极有可能无力偿付

全部存款ꎬ 这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第二ꎬ 视存款为债权是现行制度下保障存款人提高效率并降低

成本的较好安排ꎮ 如果视存款为物权则根本无法化解银行破产时存款人的权利保护困境ꎮ④

２ 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正当性

明确商业银行破产清偿顺序是研究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前提ꎮ 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人是在商业银

行开立账户、 拥有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的个人和单位ꎮ 现行法律制度区分存款人类型的主要原因在

于: 第一ꎬ 对个人存款的优先保护实质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来维护社会的稳定ꎮ 第二ꎬ 区分存款人

类型便于银行对账户分类监督管理ꎮ
存款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具有正当性ꎮ 首先ꎬ 存款人受信息不对称影响ꎬ 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ꎬ

需要优先保护ꎮ 其次ꎬ 优先保护存款人权益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金融安全ꎮ 最后ꎬ 我国在立法层

面已经显现出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趋势ꎬ «存款保险条例» 和 «商业银行法» 对存款人优先受偿都

做了明确的规定ꎮ
当然ꎬ 存款人权益并不能凌驾于所有债权之上ꎮ 存款人的优先受偿是相对于一般债权人而言ꎮ 需

要明确的是ꎬ 第一ꎬ 劳动债权 (包括职工债权及社保债权) 应优先于存款债权获得清偿ꎮ⑤ 结合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标考虑ꎬ 劳动债权应当作为债权清偿的第一顺位ꎮ 由于国家金融安全和系统性金

融风险防范的考量ꎬ 存款人权益置于劳动债权后清偿ꎮ 第二ꎬ 存款行为的性质不应当因存款人主体、
存款期限和提取方式的不同或者存款货币种类的不同ꎬ 而有任何的差异ꎮ

３ 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法律困境

在商业银行破产以及存款人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上ꎬ 主要依据 «商业银行法» «企业破产法»
«存款保险条例»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ꎮ «存款保险条例» 规定了商业银行的强制保险内

容ꎬ 目前存款保险基金尚未启动ꎮ⑥

商业银行破产程序以及存款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ꎮ 对于不同类型存款人区别清偿违反

了债权平等性原则ꎮ 商业银行破产缺乏直接适用的规范ꎬ 阻碍了存款人权益的优先实现ꎮ «存款保险

条例» 出台加强了对存款人权益的保护ꎬ 但部分规定较为粗浅ꎬ 实践中可能引起混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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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鑫: «论基本银行服务排斥及其治理»ꎬ «法学评论» 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ꎮ
苏洁澈: «英美银行破产法评述———以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ꎬ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ꎮ
根据 ２００８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１条ꎬ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

出诉讼时效抗辩ꎬ 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ꎬ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 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银行在业

务操作中将存款视为负债业务ꎬ 认定其债权性质ꎮ
陈承堂: «存款所有权归属的债法重述»ꎬ «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ꎮ
钟健生: «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 冲突解决与体系构建»ꎬ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ꎮ
我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ꎬ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存款保险基金收入情况»ꎬ

２０１８年存款保险基金专户共归集保费 ３２９ ９亿元ꎬ 利息收入 １１亿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３１日ꎬ 基金专户余额为 ８２１ ２亿元ꎬ 尚未发

生支出和使用ꎮ



二、 商业银行破产对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不利的法律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完善ꎬ 但由于存款主体的区别对待、 破产规则留白太多、 法

律适用冲突、 存款保险规则不完善等原因ꎬ 而不利于优先保护存款人权益ꎮ
１ 对存款主体区别对待违反债权公平清偿原则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中对单位存款人的保护力度弱于个人ꎬ 违反破产债权公平清偿原则ꎮ 第一ꎬ 对

存款行为的认定与存款人类型无关ꎮ 区分存款人类型的意义在于方便商业银行履行职责ꎬ 而不是分别

清偿ꎮ 第二ꎬ 目前我国对单位和个人存款人的优先保护规定混乱ꎬ 现行制度对于是否区分单位和个人

存款人的标准不统一ꎮ 第三ꎬ 单位存款逐渐成为商业银行最稳定的资金来源ꎮ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比

例一降再降ꎬ① 公司存款才是支撑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最稳定来源ꎮ 在此现实下商业银行在破产程序

中放弃单位存款人的优先清偿顺序不符合商业银行利益ꎮ
２ «企业破产法» 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能直接适用于商业银行破产案件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程序参照适用 «企业破产法»ꎬ 尚无直接适用的规则ꎮ 加之商业银行自身的特

殊性ꎬ 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在实践中无所依从ꎬ 阻碍了存款人权益实现ꎮ② 在破产清偿顺位问题

上ꎬ «企业破产法» 不以金融机构作为主要适用主体ꎬ 对商业银行破产情形和由此引发的存款债权优

先保护问题也没有作深入考量ꎮ 商业银行破产后参与破产分配的主体无法与 «企业破产法» 中规定

的破产清偿顺序完全对应ꎬ 存款人的清偿顺位并没有规定在 «企业破产法» 第 １１３ 条中ꎬ 对存款人

权益的优先保护难以实现ꎮ
３ 法律适用冲突阻碍存款人权益实现

商业银行破产法律适用冲突ꎬ 导致司法实践中存款人权益难以真正实现ꎮ 首先ꎬ «商业银行法»
对于商业银行破产的制度设计仍然以 １９８６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行) » (以下简称

«企业破产法 (试行) » ) 为基础ꎬ 没有考虑后续的 «企业破产法» 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确立后存款

人权益的优先保护问题ꎮ 其次ꎬ 商业银行未进入破产程序时存款人可随时提取存款ꎬ 但宣告破产后存

款人的取款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偏颇性清偿ꎬ 现有规范没有详细的规定ꎬ 需要进一步明确ꎮ
４ 存款保险基金启动困难导致存款人权益很难实现

«存款保险条例» 第 １９条规定了偿付存款人的情形ꎬ③ 但是实践中存款保险基金的启动情形存在

瑕疵ꎬ 阻碍了存款人权益的实现ꎮ 首先ꎬ 第 １９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投保机

构的接管组织”ꎬ 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并无接管商业银行的权力ꎮ «商业银行法» 将接管权力赋

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ꎬ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对商业银行接管缺乏正当的法律依据ꎮ 其

次ꎬ 第 １９条第 １款第 ２项内容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实施被撤销投保机构的清算”ꎬ “实施清算”
表述模糊ꎮ «商业银行法» 规定破产清算由法院组织银行业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

组ꎮ “实施清算” 的 “实施” 应解释为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主导清算程序ꎬ 还是只要参与清算即

可? «存款保险条例» 未再展开ꎮ 最后ꎬ 第 １９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内容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投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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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芬: «银行吸储 “硝烟再起”: 大额存单利率争相上浮»ꎬ 新浪财经中国经营报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８－０４－２８ / ｄｏｃ－ｉｆｚｔｋｐｉｐ５２９４５５１. ｓｈｔｍｌꎮ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ꎬ 多家银行争相打出 “利率全面上浮” “抢购倒计时” 等标语ꎬ 城商行、 农

商行调整幅度更大ꎬ 多家农商行的利率上浮最高达 ５５％ꎬ 上演吸储大战ꎮ
伏军: «危机银行处置: 原理、 制度与方法»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年ꎬ 第 １２８页ꎮ
«存款保险条例» 第 １９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存款人有权要求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本条例规定的限额内ꎬ 使用存款

保险基金偿付存款人的被保险存款: (一)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投保机构的接管组织ꎻ (二)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实施被撤

销投保机构的清算ꎻ (三)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投保机构的破产申请ꎻ (四) 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情形ꎮ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ꎬ 在前款规定情形发生之日起 ７个工作日内足额偿付存款ꎮ”



的破产申请”ꎬ 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对接模糊ꎮ «商业银行法» 中商业银行破产采取了破产宣告模式ꎮ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的破产申请应当如何进行并无直接适用的规范ꎮ

三、 域外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法律制度借鉴

　 　 当前商业银行破产体系对存款人保护不够完善ꎬ 通过借鉴域外经验ꎬ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

破产存款人权益保护法律规范ꎮ
１ 域外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保护的制度

关于商业银行破产ꎬ 美国曾颁布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ꎬ 成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ＦＤＩＣ)ꎮ 在存款人权益保护问题上ꎬ 第一ꎬ 明确处置危机银行权力归属ꎮ 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危机银行ꎬ 司法和行政权力都不能对其进行监督或下达指令ꎮ 银行业监管当局负责商业银行破产的启

动ꎬ① 第二ꎬ 在处理银行资产问题时ꎬ 遵循及时纠正、 成本最小化、 “五一机制” 模式ꎮ② 第三ꎬ 在

法律适用问题上ꎬ 商业银行被明确排除在 «美国破产法典» 的调整范围之外ꎬ③

英国银行业的发展脉络区别于美国ꎮ 关于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保护的制度主要体现在银行业

法律中ꎮ 第一ꎬ 英国由财政部主导规则制定ꎬ 明确金融服务赔偿计划管理人课征 “应急资金” 的权

力ꎬ 以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ꎮ④ 第二ꎬ 由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进行危机银行破产前的干预ꎬ 尽量解

决已经或可能遭遇的危机ꎮ⑤ 第三ꎬ 英国 «２００９ 年银行法» 完善了原有制度ꎬ 将存款保险制度与破

产清算有机整合ꎬ 同时提高存款保险最高额度ꎬ 简化对存款人偿付程序ꎬ 加快赔偿进程ꎮ
德国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存款保险制度采用了非官方自愿与官方强制并行模式ꎬ 存款保险体系的

保障主要来自于行业自律ꎮ 第一ꎬ 颁布 «金融市场稳定法» 和 «金融市场稳定补充法» 应对系统重

要性银行破产问题ꎮ 第二ꎬ 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更加偏重行业自我监督ꎬ 行政权力辅助制度的运行ꎮ
大银行一旦破产ꎬ “所需的金融资源将超过存款保险的承受能力” ⑥ꎮ 第三ꎬ 德国以行业自我约束实

现存款人权益保护ꎬ 利用银行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利益平衡机制抵消存款人的风险ꎮ
２ 域外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借鉴

在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权益问题上ꎬ 各国均以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为主要保障方式ꎬ 但由于国情以

及立法背景差异ꎬ 在制度借鉴问题上须结合我国实际ꎬ 审慎对待ꎮ 首先ꎬ 各国以存款保险基金启动优

先偿付存款ꎬ 注重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效率和效果ꎮ 其次ꎬ 各国已经意识到商业银行破产与企业破

产的差异ꎬ 在法律适用和体系构建上更偏重专门立法的形式ꎬ 建立适合商业银行破产操作的机制更有

利于存款人的权益保护ꎮ 再次ꎬ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在存款人权益补偿、 跨境存款人权益保护等方面可

借鉴域外经验ꎬ 引入有价值的制度ꎮ 最后ꎬ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模式ꎬ 虽然 «存款保险条例»
仍将破产主导权力赋予行政机关ꎬ 但行业内部建立监督约束机制也十分必要ꎮ

９７２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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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善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建议

　 　 １ 统一商业银行破产存款人权益保护范围

由于法律规定陈旧、 法律适用冲突问题ꎬ 建议修改 «商业银行法»ꎬ 使单位存款人和个人存款人

具有相同优先清偿顺位ꎮ 我国 ２０１５ 年修订 «商业银行法»ꎬ 未修改关于银行业监管机构处置危机商

业银行的相关规定ꎬ 延续 ２００３ 年 «商业银行法» 的处理方式ꎬ 忽视了 ２００６ 年 «企业破产法» 中大

量的新增内容ꎬ 未考虑法律衔接问题ꎬ «存款保险条例» 实施受限于法律位阶而使存款人优先保护的

初衷难以实现ꎮ 因此ꎬ 建议对 «商业银行法» 作出修改ꎬ 兼顾 ２００６ 年 «企业破产法» 的新增制度ꎬ
另外明确存款人的优先清偿地位ꎬ 不区分存款人的类型ꎮ

２ 构建商业银行破产法律规则

商业银行破产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是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前提ꎬ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尚无明确适用

的规则ꎮ 银监会 (现为银保监会) ２０１７ 年公布的立法计划中包括了 «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

例»ꎮ① 规则构建中应当细化破产清偿顺序ꎬ 以 «企业破产法» 中的清偿顺序为基础ꎬ 优先考虑存款

人保护地位ꎮ 因此建议破产清偿顺序为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 职工债权、 社保债权、 存款债权 (包
括单位和个人存款人)、 税收债权、 普通债权ꎬ 存款保险机构在最高赔付限额内向存款人偿付后ꎬ 在

偿付限额内取得与该存款人相同清偿顺序ꎮ
３ 强化 «存款保险条例» 理赔机制

«存款保险条例» 是对存款人权益最直接的保护ꎬ 在内容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基金理赔机制ꎬ 明确

基金启动标准ꎮ 第一ꎬ 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职责ꎮ 针对第 １９条第 １款第 １、 ２项ꎬ 应赋予存款

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危机银行的权力和参与破产清算的地位ꎬ 将存款保险基金的启动机制落到实

处ꎮ 第二ꎬ 完善 «存款保险条例» 对商业银行破产相关法律的衔接ꎮ 针对第 １９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ꎬ 应

明确人民法院受理商业银行破产申请情形ꎮ 破产程序一经启动对存款人的刺激是巨大的ꎬ② 完善存款

保险制度ꎬ 能够尽量降低社会风险ꎮ
４ 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破产中的 “府院联动” 机制作用

法律对于主导商业银行破产的权力机关规定模糊ꎬ 建议发挥 “府院联动” 作用ꎬ 明确权力分工ꎮ
建议银保监会以破产管理人身份进入商业银行破产程序ꎬ 由中国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配合

启动存款保险基金ꎬ 人民法院保持司法中立ꎮ 首先ꎬ 银保监会作为商业银行监管机构ꎬ 对危机银行的

情况更为熟悉ꎬ 能够保障破产程序平稳推进ꎮ 其次ꎬ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判断存款保险基

金启动ꎬ 能够站在相对独立的视角辅助银保监会作出更加冷静谨慎的判断ꎮ 最后ꎬ 无论是商业银行还

是非银行类企业法人进入破产程序ꎬ 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都应保持中立ꎬ 保障破产司法程序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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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ｒ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ａｒ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ｏｎ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ｖｅｒｙ ｓｃａｒ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ｕ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ｄｄ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ｎｔｒｙ ｔｈａｎ ｒｅｎｔｅｒꎬ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ｐ￣
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 ｗｈｏ ｏｗ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ꎬ 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ｓ ｂｏｔｈ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ｏｄ－ｆ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ｆａｎｇ　 (２００)

Ａ “ｇｏｏｄ－ｆ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ａ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ｗｒｉｔｅｒ Ｅｉｃｈｅｎｄｏｒｆ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ｓｔ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ａ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ｆｏｒ－ｎｏ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ａｍ－ａｂｏｕ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ｓ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ｓｅｌｆ－ｅ￣
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 ｔｈｕ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
ｍａｎ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８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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